




  

 

 

 

 
 
 
 
 

 
主编的话 

 

我见主坐在 

高高的宝座上  
 

先知以赛亚论到他蒙主呼召时, 写道: “当乌西

雅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赛6:1). 对
于“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 《旧约圣经背景注释》指

出, 一般认为, 乌西雅死(驾崩)于主前739年(也有认为

是主前740 / 741年), 是个历史转折点. 主前740-738年
间, 亚述王提革拉毘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 III)首度

西进, 向外扩展势力. 严重的军事威胁自此开始, 最后

导致北国以色列灭亡, 众多南北两国城市被毁, 也有

大批人口被放逐. 亚述正蠢蠢欲动, 建立称霸古代近

东一个世纪之久的亚述帝国. 
 

乌西雅是个怎样的王呢? 他本是一位寻求

神、敬畏神的犹大王, “乌西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的事… 乌西雅定意寻求神; 他寻求耶和华, 神就使他

亨通”(代下26:4-5). 在他的治理下, 敌人不敢进犯, 国
泰民安, 国家强盛(代下26:8,15). 这样好的一位君王, 
肯定是众望所归, 也是以赛亚寄以厚望, 希望他能把

以色列百姓领回正道. 可惜乌西雅因强盛而骄傲忘形, 
不理祭司们的拦阻, 强行进入圣殿献祭而遭神惩罚, 
长了大麻风直到死日(代下26:16-21). 

 
这样一个原本让人寄以厚望的好王却犯罪蒙

羞而死, 肯定叫以赛亚痛心惋惜. 如今再加上亚述大

军侵略的脚步日益临近, 实在叫人恐慌绝望. 国难当

头, 怎么办呢? 神给以赛亚的答案是: “当乌西雅王崩

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 其上有撒拉弗

侍立... 彼此呼喊说: ‘圣哉! 圣哉! 圣哉! 万军之耶和华; 
祂的荣光充满全地!’ ”(赛6:1-3). 正当犹大国的宝座悬

空、一切似乎失控时, 神让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天上

的宝座  —  “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祂的荣光充满全

地”! 有了这样的看见, 以赛亚才能走下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今世界正处于混乱失控的

局势. 因着疫情肆虐与俄乌战争, 世界政局动荡不安, 
许多国家经济衰退, 在粮食短缺下面临日益严重的通

货膨胀, 整个局势似乎失控了一样! 但就在这样令人

失望甚至绝望的光景, 神要我们不忘“有一个宝座安

置在天”(启4:2), 并用信心的眼睛看见  —  主仍坐在

高高的宝座上, 统管万有, 掌控一切! 诚然, 我们所该

做的, 就是定睛在坐宝座的主身上, 祂是那位荣光充

满全地的“万军之耶和华”(赛6:3). “洪水泛滥之时, 耶
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诗29:10). 
     
 
    

 

目 录 

 
 

1. 
 

 
 

本期主题 :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星和

杖、牧人与逃城 
 

 
 

1 

2. 福音亮光 : 《一九四二》与《生命

的河》 

8 

3. 
 

科学见证 :   从无神论到有神论  —  
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的故事   
 

11 

4. 
 

圣诗歌颂 :   圣歌简介 (20): 献上感

恩的心 (Henry Smith, Jr.)    
 

17 

5. 默想灵修:   谁握着绳子的另一端? 19 

6. 圣经人物 :   耶稣基督的门徒 (四): 约
翰蒙主呼召、学习谦卑和学作门徒
[Paul Young]  
 

21 

7. 
 

原文解经 :   唯义人因信得生 (哈巴

谷书 2:4)  
 

25 

8. 
 

读经解经 :   再思解经错谬 (三): 逻
辑上的错谬 (上) 
 

27 

9. 召会真理 :   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六) [Alexander Strauch] 
 

37 

10. 神学论坛 :   失衡的神学 (二): 重审

支持“预定论”的经文 

48 

11. 讲道学堂 :   释经讲道: 不同菜色篇 
(三): 第一人称释经讲道 
 

59 

12. 
 
 

预言望楼 :   但以理书的双羊异象 
(但 8:1-27) 
 

73 

  

当你“圣卷在握”, 你就“胜券在握” ! 
当你“心中有爱”, 你就“奉献无碍” !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

《家信》: 第 134期 (2022年 7-9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星和杖、牧人与逃城
(民数记 24 章、27 章和 35 章)

(A) 序言

摩押王曾雇佣贪财的先知巴兰来咒诅神

的百姓以色列人. 但在神的主权掌控下, 巴兰口

中说出的话, 竟是祝福的预言. 在这众多预言中, 
有一句是“有星要出于雅各, 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民 24:17). 英国的约翰·斯塔布斯(John J. Stubbs)
写道: “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被喻为星(Star)和杖(或
译: 权杖, Sceptre), 因为除了祂, 雅各的后裔中没

有一人配得这皇家高贵的称号.”1 现在让我们从

预表(type)2的观点, 来思考民数记所记载的“星和

杖”, 以及“牧人”和“逃城”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
并祂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  

(B) 星和杖所预表的基督 (民 24:15-25;太 2:2)

巴兰虽是受雇的先知(正确说是贪财的假

先知 ), 缺乏美德

恩惠, 但他却说出

以下美好之言(注:
神要借着他的口 ,
向摩押王宣告神

赐给以色列的福

                  
1  John J. Stubbs, “Number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329-330 页.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人物、事件、物件或

制度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旧约

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个人物、事

件、物件或制度(俗称“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
关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figure / shadows)与“实体/真
体”(fulfillments / substance)之间的关系(参 来 9:24; 10:1; 西
2:17). 预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

预表的“本体”所要传达的真理 . 有关圣经的预表 ,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

简介(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

表简介一/ 【注: 也参“圣经预表简介(二)、(三)、(四)”】.

气): “有星要出于雅各, 有杖(sceptre, 指帝王的权

杖)要兴于以色列… 有一位出于雅各的, 必掌大

权”(民 24:17,19). 这伟大的预言是预告弥赛亚, 即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将临的统治.

我们看出巴兰这句话是合乎圣经的. 彼后

1:21 说: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

(men)被圣灵(Holy Spirit)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圣经不是说“圣人”(holy men)被圣灵感动, 因为巴

兰是不圣洁之人, 所强调的乃是“圣灵”. 神按祂的

主权, 使用巴兰的口说出预言, 即祂对以色列的

计划和祂爱子(耶稣基督)最终的统治. 在此, 神对

祂子民(以色列)的旨意显明在巴兰的四个比喻中:
(1) 他们与世上万民有别(民 23:7-10); (2) 他们蒙

恩典被称为义(民 23:18-24); (3) 他们分别为圣归

于神(民 24:1-7); (4) 他们效忠于基督他们的王(民
24:15-25).

可悲的是, 巴兰虽承认在弥赛亚荣耀的最

终统治中, 他将看见祂, 却不能亲近祂(民 24:17: 
“我看祂却不在现时[not now]; 我望祂却不在近日

[not nigh, 注: “不在近日”也可译作“不能与之亲

近” ] ). 巴兰像其他很多人一样, 会从地上消灭.
尽管如此, 得赎之民将会看见祂统治的权杖, 并
分享祂统治的权柄; 正如我们常唱到的: “神的羔

羊, 我们将会活着, 与祢

一同作王”(We shall live 
and reign with Thee  —  
Lamb of God). 以色列民

也将蒙主带领 , 与神亲

近, 像多马一样, 至终会

承认主耶稣是“我的主!
我的神!”(参 约 20:28).

用“星”(star)和“杖”(sceptre)来描绘基督, 是
要突显祂荣耀的位格.3 “星”这一画像是描绘耶稣

                                                          
3   斯塔布斯(John J. Stubbs)评述道: “星和杖是治理的

象征. 前者是指主耶稣皇帝的伟大(imperial greatness), 后者

是指祂帝王的权柄(regal authority). 那为以色列而将临的统

治者是带着皇帝的光辉和绝对的权威. 奇妙的是, 这位‘万
王之王、万主之主’(启 19:16)竟然是从那被藐视的微小以

色列中出来的. 主(主耶稣)被喻为‘权杖’, 这是与雅各在创

世记 49:10 的预言有关, 也可能表示巴兰对这预言有所认

识. 请留意, 星出自‘雅各’, 权杖出自‘以色列’. ‘雅各’强调在

失败、不配和背道光景中的以色列民. ‘以色列’意即‘神的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表简介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表简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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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祂“登基加冕的清晨”临到之时, 将获得荣

耀的权势, 那时, 神会把宇宙大君王的权杖放在

祂那曾经受伤的手中.  
 
自从耶稣基督被以色列国民拒绝, 在这漫

漫长夜里(已长达两千年), 以色列百姓整体而言

并非是属天的守望者 (或译 : 观星者 , heavenly 
watchers). 他们是属地的百姓(earthbound people), 
只关注属地的事. 但外邦的罪人早已看见祂(耶稣

基督)的星, 并成为

这位被拒绝之君主

的敬拜者【注: 马
太福音第二章的东

方博士们因在东方

看见祂的“星”, 就
远道而来敬拜祂 , 
这一幕正是预示这方面的真理】. 对于这些敬拜

基督的外邦人, 神给他们的应许是: “我又要把晨

星赐给他”(启 2:28). 救主耶稣本身就是大卫的根

和后裔, 是明亮的晨星(启 22:16).4  
 
当耶稣基督接我们到祂那里, 与祂同在(指

召会被提, 与主同在, 帖前 4:17), 我们会在天堂等

待祂回到橄榄山的时刻. 到了那一刻, 在大灾难

最黑暗之日, 以色列的余民将会悔改, 并接受耶

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 这晨星(耶稣基督)会为他

们发出更明亮的荣光, 到了“黎明破晓”, 这位手握

宇宙统治权杖的大君王将要莅临(过后成为“公义

的日头/太阳”, 玛 4:2),5 统管万有, 到了那时, 福
临大地.6  
                                                                                                      
王子’, 表明唯有基督会手握此权杖, 并赐予以色列民王者

的尊荣与伟大.”  John J. Stubbs, “Numbers”, 第 330 页. 
4   启 22:16: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召会(教会)将
这些事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

亮的晨星.” 
5   玛 4:2: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
出现, 其光线(原文作“翅膀”)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

如圈里的肥犊.” 
6   斯塔布斯(John J. Stubbs)写道: “对召会而言, 主耶

稣在新约圣经中是‘晨星’(启 2:28), 有者表明这是象征主为

祂的召会而来, 为要提接召会. 在‘基督的日子’之黎明清晨, 
召会将首次看到主耶稣(那时祂是‘晨星’). 不过, 以色列将

在祂第二次降临时看见祂, 那时, 祂是‘公义的日头’(注: 别
忘了日头[或称太阳]也是一种‘星’[即恒星]! ), 在祂一切的

荣耀中发光照耀, 而以色列国民将在祂那赐福与医治的光

线里取暖得福.” John J. Stubbs, “Numbers”, 第 330 页. 

(C) 牧人所预表的基督 (民 27:15-17; 太 9:36) 
 

 摩西的无私, 以及他顺服神的管教(指他违

背神的吩咐而受神严惩, 不准他进入迦南美地一

事, 参民数记 20:8-12), 显露了他伟大的谦和. 神
清楚说明由于他用杖击打磐石两下, 违背了神的

吩咐, 所以神不准他过约但河(进入迦南美地). 这
日对摩西而言是悲伤之日. 虽然如此, 神仍施恩

给摩西, 因为祂领摩西到毗斯迦山顶(申 34:1), 让
他从那里得见应许之地. 此外, 耶和华也亲自安

葬摩西(申 34:6),7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妙的事件

之一, 神不再为任何圣徒重复做这件事.     
 
 民数记 27:15-17 这段经文显示, 以色列的

伟大牧人(摩西)那无私的品格, 特别是在设立新

领袖的事上, 摩西大公无私. 摩西领悟到敬虔领

袖的重要性, 他不含私心地说: “愿耶和华万人之

灵的神, 立一个人治理会众,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

入, 也可以引导他们, 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

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民 27:15-17)【注: “牧人”在
此象征百姓的领袖, 带领和牧养他们, 而摩西就

是一个优秀的牧人领袖】. 

 
 从牧人摩西身上, 我们看见基督之灵的精

神. 当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

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太 9:36; 也
参可 6:34). 主耶稣这般的怜悯情怀也可见于摩西

【注: 摩西可说在这方面预表了耶稣基督】. 主
耶稣也说: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

他的庄稼”(太 9:38). 真牧人引导羊群, 而羊会听

从牧人的声音, 并跟从他(约 10:3-4). 在神的子民

当中, 牧养是最重要的事工之一. 今天很难找到

                                                           
7   申 34:6: “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毗珥对面

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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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怜悯之心的敬虔牧人. 难怪保罗说: “别人都求

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腓 2:21).  
 
 摩西代表基督作为“主”的权柄, 特别是在

我们走旷野道路的经历上(指在世上的日子), 而
约书亚预表基督作为“神”子民的领袖, 带领他们

进入应许之地. 借着设立继承人约书亚, 神给摩

西的尊荣转移到约书亚身上(参 民 27:20).8 他们

两人都预表主耶稣为牧人, 提醒我们祂在 约 10:4
所说的话,9 即祂引导祂的羊, 至终带领它们回家.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约 10:28). 
神重视属灵的领袖,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

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来 13:7).      
 
 
(D) 逃城所预表的基督 (民35:1-6; 书20:1-9; 来6:18) 

 

 神为祂的仆人预备所需, 例如神把四十八

座城和它们的郊区给了事奉祂的利未人. 十二个

支派都有责任配置这些城. 在这众多城中, 神特

选出六座城市, 作为“过失杀人者”(指非刻意谋杀

的人, 即误杀人者, manslayer)的逃难所(另译: 避
难所, refuge)【注: 这六座城被称为“逃城”, cities 
of refuge】. 其中三座城在约但河东边, 另三座城

在约但河西边. 显而易见的, 这些城都在容易抵

达的范围内, 所以任何的过失杀人者都可逃入其

中一城, 以脱离报复者的杀害. 这些城都是闻名

的城, 容易找到, 都有清楚的路标. 神预备这些逃

城, 显明了神的恩典. 人若寻求庇护, 就要逃往这

唯一安全的地方. 一旦过了城门, 他就享有绝对

安全的保证. 
 
 这些逃城有属灵方面的应用, 表明基督两

方面的属神真理. 首先, 逃城特别与以色列有关. 
以色列人杀了耶稣基督这位生命的主(the Prince 
of Life). 问题是: 他们在神眼中究竟是谋杀者

(murderers), 还是过失杀人者(误杀者, manslayers)? 
若神视他们为谋杀者, 就没有逃城作为避难所(书
20:1-6). 然而, 彼得在他的讲道中清楚说明, 以色

列国民把主耶稣钉死在十架上, 是出于无知(徒

                                                           
8   民 27:20: “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 使以色列全会

众都听从他.” 
9   约 10:4: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

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3:14-26; 彼得在 徒 3:17 说: “弟兄们, 我晓得你们

作这事是出于不知, 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  
 

因此, 神白白地赐给他们除罪之恩(只要他

们愿意悔改归正), 他们的罪便得以涂抹, 那安舒

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徒 3:19).10 简言之, 神
把以色列民放在“过失杀人者”的位置上, 而非蓄

意谋杀者, 所以他们可以逃往避难所, 持定那借

着福音而摆在他们前面的指望(来 6:18-20). 我们

相信这是逃城条例的真正解释. 
 
其次, 在应用方面, 逃城可指罪人在基督

里寻获避难所. 在这方面, 逃城与基督两者更多

是对照(或译: 对比、比照, contrast), 而非相似

(similarity). 那得到避难所的“过失杀人者”并不免

除受审. 但每一个在基督里得庇护的信徒不再受

到审判, 因为基督已代替他们承受审判(罗 8:1). 
再者, 如果那“过失杀人者”坦然离开城门, 他可以

被寻仇者所杀, 但所有在基督里得庇护之人是安

全的, 绝不会灭亡. 因此, 几乎在每一个细节上, 
作为预表救恩的逃城更多是对照, 而非相似. 真
理之道是全面的完全(complete), 但它们也在复杂

性方面(complexity)深邃奥妙.11    
 
 
(D) 结语 

 

论到逃城,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写道: 
“对于那些非刻意谋杀的

人, 以色列中有六座城被

立为避难所; 这是一个宝

贵的预表, 表明神如何处

理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在

他们的无知中杀害了基督. 
神以这方面判定他们是无

知的. 在流基督的血方面, 
他们犯了无法承担的罪 , 
但他们像扫罗(即使徒保罗)
一样, 是在无知中犯了此

                                                           
10   徒 3:19: “所以, 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

涂抹, 这样, 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11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Christ Foreshadowed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126, 127, 128 页; 
另在文中附加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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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敬道弟兄 

C. H. Mackintosh 

罪. 保罗本人就是这方面的明显画像(因保罗也是

在无知中逼迫了神的召会, 提前 1:13)12… 同以色

列民处于相同地位(指皆因无知而犯罪).”13 
 
 约翰·斯塔布斯(John J. Stubbs)更完整地评

述道: “有关这些逃城的条规, 我们可从三方面思

考而获益. 第一, 按照希伯来书 6:18, 这些逃城可

被视为基督的预表, 并祂为信徒提供的安全保障. 
其次, 主耶稣在 路 23:34 所作的祷告, 及彼得在 
徒 3:13-17 对以色列民所说的话, 帮助我们看见

那无心杀人者是象征以色列民, 因他们对基督的

无知而把祂杀了. 他们虽因基督的死被判有罪, 
但神不视他们为谋杀者(murderers), 而是非刻意

谋杀之人(manslayers). 最后, 逃城也可被当作是

福音真理的一个极好说明(即逃城描绘救主耶稣

给那些信靠祂的罪人提供的保护).”14 感谢神, 预
备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逃城  —  我们灵魂

的避难所. 
 
 
***************************************** 

附录一 :   出于雅各的星和兴于以色列的杖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在未思考“雅各的星”和

“以色列的杖”以前, 让我们先明

白整个背景. 民数记 22 至 24 章

记述巴兰的四首诗歌. 用人的话

说, 从未有过对以色列这么荣耀

的一瞥  —  “全能者的异象”  —  
“从高峰”  —  巴兰“眼睁开”, 所
以巴勒咒诅不到以色列人. 愿称

颂归给耶和华的名, 祂能快捷地

打开人的眼睛, 教人看见实情, 晓得祂百姓的地位, 并
祂对他们的判断. 祂有权为百姓设想一切. 巴勒和巴

兰可以偕同“摩押的使臣”, 来说以色列的咒诅和怒骂. 
他们可以“筑七座坛”, “在每座坛上献上一只公牛, 一
只公羊”, 巴勒的金银会在那贪婪先知的眼前闪耀; 但
地上和地狱的权势, 人与魔鬼黑暗、可怕的部署, 都
不能唤起咒诅或控告神以色列民的喊声. 此外, 仇敌

要在那神称为“甚好”的创造里找瑕疵, 为要控告主的

                                                           
12   提前 1:13: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侮慢人

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13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305页. 
14   John J. Stubbs, “Numbers”, 第 443, 445 页. 

赎民. 噢! 不行. 他们照耀出祂所赐的美容, 要看看他

们, 就要上到“高峰”, “眼目睁开”, 才能从神的角度  —  
“大能者的异象”  —  看到他们. 
 

巴兰第一首诗歌给我们看见神的百姓与万国

的明显区别. 民 23:8-10: “神没有咒诅的, 我焉能咒诅; 
耶和华没有怒骂的, 我焉能怒骂. 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

山望他, 这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中. 谁能数点雅各

的尘土, 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我愿如义人之

死而死, 我愿如义人之终而终.”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以色列人是独特的, 分
别出来特作子民的  —  在神眼中的这民, 无论在何

时、在何处、为何缘故, 都不可与万民掺杂, 或与他

们认可. “这是独居的民.” 十分特别的强调! 对亚伯拉

罕的血统后裔是这样, 对今天的真信徒也一样. 这个

伟大的原则流出很实在的效果. 神的百姓分别出来归

于祂, 不是根据他们比别人好, 乃单独根据神, 并祂对

百姓所蕴藏的心意. 说话点到即止, 读者可按神话语

的亮光, 继续揣摩. “这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中.” 
 
 但耶和华既乐意施恩, 叫一族百姓与祂相连, 
又召他们在世上分别出来  —  “独居”, 并为祂在那些

还“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面前作光, 祂就必能使他们

的光景配得上祂. 祂要按祂的美意模造他们, 叫祂伟

大、荣耀的名得着称颂. 故此, 第二首诗歌不但说出

百姓光景的反面, 而且陈述其正面的状况. 民 23:18-
24: “巴兰就题诗歌说: 巴勒, 你起来听… 神非人, 必不

致说谎, 也非人子, 必不致后悔. 祂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祂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我奉命祝福, 神也曾赐福, 此事

我不能翻转. 祂未见雅各中有罪孽, 也未见以色列中

有奸恶, 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 有欢呼王的声音在

他们中间. 神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 断
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 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 现
在必有人论及雅各, 就是论及以色列说: 神为他行了

何等的大事? 这民起来仿佛母狮, 挺身好象公狮, 未曾

吃野食, 未曾喝被伤者之血, 决不躺卧.” 
 

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后, 感到自己实在立于高处, 
而且稳固无比. 这实在是座“高峰”  —  风高气爽, 辽
望群山, 神的百姓从“全能者的异象”中看见真相. 从
祂的角度看他们, 是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

疾病  —  他们的缺点都消失无形, 而祂的荣美则在他

们身上显出来. 
 
 故此, 我们可以惊叹道: “神为百姓作了何等大

的事!” 而不是“以色列人作了何等大的事!” 主是当得

称颂的, 祂百姓所立足的, 是在祂的作为上, 所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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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兰上山想要咒诅以色列人 

的根据如神宝座那般的稳固.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敌

挡我们呢?”(罗 8:31) 神若站在我们和仇敌中间, 我们

何须惧怕呢? 祂若承担和回答每个控诉, 那么, 我们必

然得着完备的平安. 
 
 然而, 摩押王仍希望诱得成果. 毫无疑问, 巴兰

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联手对付神的以色列民. 所以, 这
事提醒我们, 那兽和假先知将兴起, 按启示录的记载, 
要对以色列人造成可怕的影响.  
 
 让我们来看看第三首诗歌所照耀的丰盛恩惠. 
“雅各啊, 你的帐棚何等华美! 以色列啊, 你的帐幕何

其华丽!”(民 24:5) 若有人到那些帐棚、帐幕检视一下, 
在人的“异象(眼光)”看来, 会“黑… 如同基达的帐棚”. 
但若按照“全能者的异象(眼光)”, 都是“美”的; 凡看不

见的, 都当“睁开眼目”. 我若从“高峰”看神的百姓, 就
必从神的角度看他们, 有基督的荣美在他们身上  —  
在祂里面完全了  —  在爱子里得蒙悦纳. 这使我与他

们相处, 同行相交, 脱离自己的看法和角度、瑕疵和

污点、失败和软弱. 我若不从这崇高、属神的地位看

他们, 就会专注一些小事, 完全破坏当中的交通, 叫我

情感冷漠. 
 

至于以色列

人 , 我们在下一章

(即民数记第 25 章), 
就会看到他们陷在

极可怕的罪恶中. 但
这会改变神的判断

吗? 断不会! “神非人

子, 必不致后悔.” 祂
审问、责打百姓的

恶, 因为祂是圣洁的, 
不能容忍百姓行出

背弃祂性情的事. 但
祂从没有改变对他

们的判断. 祂认识他

们, 知道他们的本体, 并他们的行为. 然而, 祂说道: 
“祂未见雅各中有罪孽, 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民
23:21). “雅各啊, 你的帐棚何等华美! 以色列啊, 你的

帐幕何其华丽!”(民 24:5) 这段话照耀出他们的罪恶吗? 
若这样想, 就是亵渎了. 祂可因他们的罪责打他们, 但
当仇敌要来咒诅、控告时, 祂就站在百姓之前说: “我
未见有罪”  —  “他们的帐棚何等华美!” 
 
 当我们站在“高峰”, 呼吸那地的纯净、圣洁空

气时, 就能远离可恶的境地. 在那高地, 可看见神的百

姓! 他们不是在自己里面, 乃是在基督里; 不是按人的

意念, 乃是按神的意念. 此外, 可以说, 凭信心住在这

宝贵、安稳的真理里面, 是唯一提高道德行为标准的

途径. 神看我们在基督里是完全的. 
 

我们稍看巴兰最后一首诗歌. 巴勒听了以色列

人光明前途的见证, 并众仇敌的崩溃后, 就十分沮丧, 
愤愤不平. 民 24:10-17: “巴勒向巴兰生气, 就拍起手

来, 对巴兰说: 我召你来为我咒诅仇敌, 不料, 你这三

次竟为他们祝福. 如今你快回本地去罢. 我想使你得

大尊荣, 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 巴兰对巴勒说: 我
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 巴勒就是将他

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 凭自己

的心意行好行歹, 耶和华说什么, 我就要说什么. 现在

我要回本族去. 你来, 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

的民. 他就提起诗歌说: 比珥的儿子巴兰说: 眼目闭住

的人说, 得听神的言语, 明白至高者的意旨, 看见全能

者的异象, 眼目睁开而仆倒的人说, 我看他却不在现

时, 我望他却不在近日. 有星要出于雅各, 有杖要兴于

以色列, 必打破摩押的四角, 毁坏扰乱之子.” 
 
 这是四首诗歌的完结, 可谓“楼上有楼”(或作

“天上有天”), 实在充满恩典和荣耀. 第一首诗说出百

姓全面的分别蚀居, 第二首是他们的完全称义, 第三

首是他们的品德荣美, 第四首是在高峰上  —  在高高

的峭壁上, 俯视他们得荣耀的尺度, 直至永世. 我们看

见犹大支派的狮蹲伏着, 听见祂怒吼, 擒拿众仇敌, 平
服他们. 雅各的星高照长空, 永不殒落. 那作真大卫的

主登上祂父的宝座, 以色列在全地显为尊贵, 众仇敌

都羞愧无门, 永受耻辱.  
 

这四首诗歌极其宏伟, 无与伦比, 是以色列人

飘流旷野末期的突出事迹. 在旷野的日子里, 有很多

事迹验明他们的本相, 他们的本质和他们的力量及性

情倾向(这方面充满许多的软弱和失败). 但神坐在一

切之上, 祂的慈爱没有转变. 祂所爱的人, 既然蒙爱, 
祂就爱他们到底(约 13:1).15 因此, “兽与假先知”的联

盟终必破产(启 19:19-21).16 以色列是蒙神赐福的, 没
人能咒诅他们.17 

                                                           
15   约 13:1: “逾越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

时候到了. 祂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16  启 19:19-21: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

众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 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

知, 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

火湖里; 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 飞鸟都吃饱

了他们的肉.” 
17   以上附录一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民数记

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9 年), 第 339-3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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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   引导和带领羊群的牧人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民数记 27 章的末段记述这无私的仆人摩西任

命继承人的事迹. 这位可称赞的神仆, 常表现一种美

善的牺牲精神  —  那种罕有、可佩的恩惠. 他从没有

寻求自己的事. 相反地, 在多次可建立自己名声的机

会中, 明明地证实一点: 神的荣耀和祂百姓的益处才

是摩西所专一寻求的, 是他灵里所充满的心志; 他没

有半点工夫为自己设想. 
 
 这就是本章末段的景象. 摩西听见自己不可过

约但河后, 并没有被抱愧所支配, 反而想到会众的益

处. 民 27:15-17: “摩西对耶和华说: 愿耶和华万人之

灵的神, 立一个人治理会众.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 也
可以引导他们, 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

群一般.” 
 

何等的无私啊! 那爱护、关心百姓之主的心

反映在摩西身上! 只要以色列人得到照顾, 摩西便心

满意足了. 只要工作可以完成, 他不介意谁去作. 至于

他自己  —  他的利益、他的前途  —  他坦然放在神

手里. 他可以顾念自己的事, 但是, 他的爱心惦念神亲

爱的百姓. 当他看见约书亚被立作百姓的首领, 他就

放下心头大石, 随时可以离世, 享永远的安息了. 摩西

是该受称赞的仆人! 幸福无边的人!  
 

在我们中间, 若有人心存

摩西那般的惦念, 有这么美好的

自我牺牲精神, 专心顾念神的荣

耀和祂百姓的益处, 就实在没有

更好的了. 哀哉! 哀哉! 要再三重

申使徒的话说: “别人都求自己

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腓
2:21). 主啊, 求祢感动我们的心, 
叫我们更诚恳地献上自己的

灵、魂、身体, 作主有福的事奉! 愿神美善的真理教

我们不为自己活, 乃为那曾为我们死的主而活. 主为

了我们的罪从天上来到地上, 又已经为我们的软弱回

到天上去, 祂快要为我们的永远救恩和荣耀而再来.18  
 
 
***************************************** 

附录三 :   让过失杀人者得着安全的逃城 

                                                           
18   以上附录二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民数记

释义》, 第 364-365 页.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要给利末人四十

八座城, 其中六座作为逃城, 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

里. 何等美善的供应! 美丽的原意! 美意的目标! 
 

逃城有三座在约但河东边, 三座在西. 无论流

便、迦得支派在应许地东边定居是对与否, 神仍有怜

悯, 不叫误杀人者没有避难所, 去逃避那报血仇的人. 
相反, 祂为误杀人者立了这些逃城, 作怜悯的供应. 人
无论何时需要保障, 都可以逃到附近的逃城去. 凡在

报仇者阴影下的, 都有城邑可逃. 这是我们神的可敬

作为. 若有误杀人者落在报血仇人的手, 问题不在没

有避难所, 乃是因为他没有使用逃城. 所有供应都预

备好了, 神也明确指示了城, 且众人皆知. 凡事都清楚

了然, 十分简单容易. 这就是神恩惠之法. 
 

无疑, 误杀人者须尽力走到那城去, 并且他要

愿意. 并不可盲目、愚妄地抱着膀臂, 漠不关心地说: 
“我若命中注定逃得了, 就必可逃遁, 不费半点气力. 
我若命中注定逃不了, 就必不可逃遁, 努力也没用.” 
不可纵容误杀人者这种愚昧的话, 或以这盲目愚妄而

自咎. 他自己必晓得, 报仇人若拿着他, 一切的办法便

无济于事. 他只有一件要作的事, 就是逃命  —  逃避

将临的审判  —  在逃城门内找着安全之所. 只要逃到

那里, 他就能享自由, 没人可害他. 只要他踏进城门的

门槛, 他就在神的守护之下. 他若在城门内被夺一条

头发, 这就是神条例的耻辱. 对, 他要留在城内, 不可

走出城门外. 在内, 他定然安全; 在外, 他暴露在刀剑

的危险之下. 他是有盼望的囚犯, 离开他心爱的家, 等
候大祭司死去, 然后他可以完全自由, 恢复一切, 可回

到民中和自己的地业去.  
 

相信这美善条例是神特别给以色列人的. 他们

杀了生命的王. 问题是: 神看他们为故杀人的, 还是误

杀人的? 如果是故杀人的, 就没有避难所, 没有盼望了. 
故杀人的不能有逃城的保障. 请看约书亚记第 20 章

逃城之例: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 为自己设立逃城, 
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作

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 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

的一座城, 站在城门口, 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

们听, 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 给他地方, 使他住在他们

中间. 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 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

血仇的手里, 因为他是素无仇恨, 无心杀了人的. 他要

住在那城里, 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等到那时的大祭

司死了, 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 就是他所逃出

来的那城.”(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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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于故

杀人的, 律例严紧

不变. “故杀人的必

被治死, 报血仇的

必亲自杀那故杀

人的, 一遇见就杀

他”(民 35:18-19).  
 
 借着神奇

妙的恩典, 以色列

人被看为误杀人

的, 而不是故杀人的.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

的, 他们不晓得”(路 23:34). 这句有力的话传至以色列

神的心和耳中. 既听见了, 也答应了. 不要以为答案只

限五旬节那日的时候. 不, 答案仍然有效, 它的功效可

从以色列家将来的历史看见. 那民今天在神的保管下, 
他们流放在父家父业之外. 但时候将到, 他们会重回

故土(即现今的巴勒斯坦地).19 愿颂赞归给祂永活的名! 
他们(以色列人)不是等候大祭司的死, 因祂(主耶稣)
永远不死, 但祂要离开现今的座位, 以君尊祭司的身

分, 来坐在祂的宝座上.  
 

那流放四方的民要回到长期失去的家园, 和被

夺的产业去. 直到那日, 他们才晓得自己杀了那生命

的王. 那误杀人的不可得回产业, 直到所定的日子; 他
不可看作故杀人的, 因他只无心而误杀. 使徒保罗的

话也说出以色列人的光景, 他说道: “然而, 我还蒙了

怜悯,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作的”(提前 1:13); 
彼得也说: “弟兄们, 我晓得你们作这事, 是出于不知, 
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徒 3:17). 
 

这两段话、并被杀之主的宝贵代求, 已清楚给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在误杀人的地位上, 不是故杀人

                                                           
19   本文作者麦敬道(Charles H. Mackintosh, 1820-1896)
于 1896 年 11 月 2 日归回天家. 在他离世的时候, 几乎所有

以色列民(可指犹太人)还四散各国, 直到 1917 年 11 月 2 日

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正式出现后, 犹太

人才陆续回返巴勒斯坦地. 1948 年 5 月 14 日, 以色列复国, 
过后有更多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返回巴勒斯坦地. 所以麦

敬道写此篇文章时(肯定在 1896 年以前), 以色列民确实“流
放在父家父业(指巴勒斯坦地)之外. 但时候将到, 他们会重

回故土(即现今的巴勒斯坦地)”. 我们从中也看到麦敬道以

及许多奉主名聚会(人常误称“弟兄会”)的弟兄们都是在末

世论方面正确解经、对圣经预言充满信心的人. 他们不凭

眼见, 只凭信心坚信主给以色列的种种预言和诸般应许都

必逐一实现, 而今日处于 21 世纪的我们看回去, 证实他们

的解经是正确的(即神没有永远弃绝以色列, 召会没有取代

以色列, 神至终必成就祂给以色列的诸般应许). 

的地位上. 神为祂所爱的民预备避难所、保障, 在一

段日子后, 他们将要回到那长久失去的居所, 就是耶

和华赐给祂朋友亚伯拉罕为永业的地.  
 

相信这是逃城条例的正确解释. 若看为罪人在

基督里寻得避难所, 就只可作特别的推断论, 因为会

有很多相异而非相同之处. 首先, 约书亚记第 20:6 告

诉我们, 逃城中的误杀人者并不是免受审判的. 但在

耶稣里的信徒没有、也不能有审判, 因为基督已代他

担当了审判(参 罗 8:1: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

不定罪了”). 
 
 再者, 误杀人的若走出逃城门外, 他会落在报

仇人的手中. 但信徒在耶稣里永不灭亡, 他要如救主

一样安全无碍.  最后, 至于误杀人的, 他只有世上的生

命和肉身的安全. 至于在耶稣里的信徒, 他有永远的

救恩和永世的生命. 其实, 差下多每一要点都显明相

异, 而不是相同. 
 

唯一相同之处是二者都在危险之下, 要逃到避

难所去. 如果误杀人者愚昧地耽搁多时, 才走进逃城

安身之所; 这样, 可以肯定, 罪人若耽搁、犹豫进到基

督里, 他就比误杀人的更愚昧, 更不可理喻了. 误杀人

的纵使不进逃城, 报仇人不一定会拿着他; 但在基督

之外的罪人必受审判. 如果基督与人之间有一片叶子

隔着, 人也不能逃罪. 何等严肃的意念! 愿这意念常题

醒那仍在罪中的读者! 但愿他没有安息  —  没有片刻

的安息, 直到他飞奔前来, 得着福音的盼望. 审判终必

临到  —  肯定临到、严厉的审判. 不但报仇的会来到

没有基督的人那里, 而且审判也必快来. 
 

噢! 不信、疏忽、无知的读者啊, 请留心聆听

忠告的声音! 逃离你罪恶的生命吧! 不要耽延! 请听我

们的劝言! 耽延是愚昧的, 时间极其宝贵. 你不知道何

时要去世, 到那无望、暗淡死寂的地方去. 那里是永

远的黑夜、痛苦、折磨, 有不死的虫, 不灭的火.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在结束时劝你, 按本相来

到耶稣面前. 祂正站着, 打开膀臂和慈爱的心, 要按祂

心底的大爱并祂名及牺牲的完美功效, 接纳你、保护

你、拯救你、给你福分. 愿圣灵借祂无阻的大能, 引
领你现今前来信靠祂. 爱世人的主、那位好牧者说道: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

安息”(太 11:28). 何等宝贵的话! 愿这话带着属神的能

力, 进入那疲乏的心灵!20  

                                                           
20   以上附录三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民数记

释义》, 第 391-3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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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一九四二》

与《生命的河》

(A) 电影《一九四二》

电影《一九四

二》是根据著名作

家、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教授刘震云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改

编, 反映了 1942 年河

南千万民众在天灾和

战乱中被迫背井离

乡、外出逃荒的一段

历史. 这部电影《一九

四二》的导演冯小刚

为此等待、酝酿了 18
年之久, 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刘震云原本为此电影写过一首歌, 是一种

沉痛的诉说 “…让我播种吧, 让我收获, 可以吗,
黄河”. 但是, 就是因为一趟河南之行, 导演冯小

刚最终选择了一首圣歌为片尾主题曲. 此歌名为

《生命的河》, 又名《唱一首天上的歌》.

《生命的河》21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

我要唱一首歌

                  
21 此歌是《一九四二》片尾曲. 由赵季平作曲, 姚贝

娜演唱. 但这首歌的作词者是吕国秀(又名: 吕小敏), 而原

歌词取自小敏所著的《迦南诗歌》第 574 首.

一首天上的歌

头上的乌云

心中的忧伤

全都洒落

我要唱一首歌

一首天上的歌

头上的乌云

心中的忧伤

全都洒落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

(B) 为何选用圣歌为片尾主题曲?

为什么导演冯小刚(下称“冯导”)要选用一

首圣歌作为电影《一九四二》的主题曲呢? 原来

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让《一九四二》这部电影有

血有肉, 冯导决定深入河南与两位 1942 年饥荒

幸存的老者见面.

没想到这两位历经患难、从饥荒死里逃

生的老人都是基督徒. 从他们脸上流露出的喜乐

深深地感染了冯导. 他十分好奇, 为何苦了大半

辈子的老人, 竟然这么喜乐? 于是就问：“你们当

时没饿死, 现在还活得这么喜乐, 这是为什么?”
老人回答说, 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冯导追问说:
“基督徒干啥?” 老人家回答说: “将来能上天堂.”
冯导又问: “上天堂干啥?” 他们回答得即干脆又

幽默, “上天堂喝凉水都饿不死!”

就在这一问一答的愉快交谈过程中, 两位

没有文化的老基督徒向大导演冯小刚传了基督

的福音. 后来, 老人家又为冯导唱了小敏所写的

《唱一首天上的歌》(又名《生命的河》), 冯导

听后大为震撼, 他说此生第一次听到这么让人敞

亮的天籁之音, 觉得自己的心门敞开了、亮了,
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老人唱了起来.

冯导决定把这首歌曲用作《一九四二》

主题曲(片尾曲). 但剧组人员觉得诗歌表现的欢

快感与电影内容的凄凉气氛不搭配, 于是请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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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 

名作曲家赵季平进行修改, 并请中国歌手姚贝娜

演唱. 这首片尾歌曲后来也获得了“第十三届音

乐风云榜”最佳影视歌曲提名.  
 

当电影拍出来之后, 就在放映之前, 导员

冯小刚就在微博上说: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缓
缓流进我的心窝, 我要唱一首歌, 一首天上的歌, 
头上的乌云, 心里的忧伤 , 全都洒落  —  《一九

四二》片尾歌, 歌词取自圣歌, 震云整理, 赵季平

作曲, 姚贝那演唱. 好听.”  
 
 基督徒演员孙

海英一看见冯小刚的

微博信息, 就留言说: 
“冯小刚导演, 我告诉

你, 你用的是迦南诗

歌, 是我们小敏写的.” 
冯小刚这才知道这是

一首由小敏(“吕小敏”
又名“吕国秀”)所写的

圣诗歌 , 并为此事致

歉. 后来经过联系, 在征得小敏的同意后, 正式在

电影中为小敏署名, 并付给小敏稿费. 
 
 
(C)   得蒙救赎与饶恕的重要 
 

 冯小刚表示, “这个歌词啊, 它没有顺着苦

难继续走, ‘生命的河, 喜悦的河, 缓缓流进心窝, 
我要唱一首歌, 一首天上的歌, 头上的乌云, 心里

的忧伤全都洒落’, 这个歌一下让我觉得, 就是我

内心有一种… 我说的是有点升华的感觉.” 
 

冯小刚曾经说, “出国时见到教堂总会萌

生进去坐一会的愿望, 因为教堂宏大又安静. 自
己虽然不是基督徒, 但当走进教堂坐下来时, 一
种敬畏之心被唤醒, 不但如此, 也会意识到自己

罪孽深重…”  
 
 事实上, 从冯小刚的电影中, 我们也看到

一些信仰色彩. 冯导说: “现在, 我觉得悲悯是很

重要的. 我更看重的是一种救赎的感觉.” 在他的

电影《唐山大地震》中, 最后女儿回来和母亲寻

求和解, 从这种选择原谅和饶恕视角来展现, 使
得电影更为感人. 冯导说, 自己过去是坚定的无

神论者, 可现在他觉得不好说. 他说: “我确实觉

得我们认识达不到的地方很多, 还是需要有一点

敬畏.”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考, 《唱一首天上

的歌》深深地打动了他, 也成为电影《1942》的

一个亮点  —  当“生命的河”流进我们的心田, 我
们“头上的乌云, 心里的忧伤, 全都洒落.” 这的确

是激动人心灵的盼望.  
 
 
(D)   主耶稣赐信徒生命的水  —  永生! 
 

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说, 当他走进教堂坐

下来时, 一种敬畏之心被唤醒. 圣经的罗马书写

道: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已经显明在人的

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罗马书 1:19). 上
帝不但创造了宇宙万物, 天、地、大自然, 当我

们仰望星空、宇宙苍穹时, 敬畏之心便会油然而

生, 而且上帝也透过圣经给我们揭示了祂的全

能、圣洁、公义、慈爱和救赎, 让我们也因此渴

慕和追求祂的圣洁、公义、慈爱和救赎. 
 

冯导不仅有一种敬畏之心, “也会意识到

自己罪孽深重.” 是的, 当我们低头审视自己的内

心世界, 扪心自问时, 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敬畏之

心是否也被唤醒? 我们是否看到了自己的罪呢? 
圣经告诉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3:23), 而罪

的代价就是死亡(罗马书 6:23)  —  不仅是肉身的

死亡, 更是灵魂的死亡, 因为圣经说: “人人都有

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 审判过后

还有“永远的死亡”  —  与神隔离, 永远在地狱火

湖里受苦(启示录 20:11-15), 如启示录 21:8 所说: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

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

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然而, 就在宣告启示录 21:8 的可怕审判之

前, 主耶稣先在启示录 21:6 宣告一个好消息, 说: 
“我是初, 我是终. 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

口渴的人喝.” 主耶稣愿意把“生命泉的水”(即永

生)赐给人, 且是白白地赐给人! 是的, 人只要愿

意相信(相信自己是罪人, 也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自己的救主), 他就能因信称义, 白白地得着

永生, 正如约翰福音 3:16 所说: “神爱世人, 甚至

将祂的独生子(主耶稣)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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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 4:14 记载, 主耶稣基督曾说: “人
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

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这就仿佛生命的河

水, 当从天而来的生命之河水在我们心中涌流时, 
永恒的盼望就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人生的乌云, 
心中的忧愁, 就会被冲走.  
 

还记得上文所

说那两位在大饥荒中

幸存下来的老人吗? 
为什么他们有喜乐、

有盼望? 这是因为他

们曾“灵命口渴”, 寻求

和信靠主耶稣而得着

了“生命泉的水”(即永

生). 他们这两位基督

徒因为信了主耶稣基督而有上天堂的把握, 有了

生命永恒的盼望, 所以纵然他们经历了苦难, 仍
然可以选择喜乐. 这就是生命的河, 这就是天上

的歌带给我们的喜乐和盼望. 正如主耶稣在约翰

福音 16:33 所说的: “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

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患难, 但
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世界.” 
 

有者说的好, “《生命的河》之曲震撼的

旋律, 独特的歌词, 超越的意境, 哀伤又不失希望

的氛围, 确使得中国电影加了一层人性的罪与救

赎意识, 不仅给国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更
及时震撼和抚慰了广大民众的失落、受伤和麻

木的心灵.”22   

 
亲爱的朋友, 愿这首《生命的河》之曲能

震撼和抚慰了我们那失落、受伤和麻木的心灵, 
使我们敬畏之心被唤醒, 并渴望得着永恒的生命. 
                                                           
22   摘自 www.sxjtad.net/ltdt/xiangqing40344303.html ; 
也参 https://global-reachout.org/zh-hans/content/【同唱一首

歌】-：唱一首天上的歌/ . 

主耶稣说: “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

的人喝.” 主耶稣愿意把“生命泉的水”(即永生)赐
给你, 且是白白地赐给你, 只要你愿意来信靠祂!  
 

《生命的河》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 

 
我要唱一首歌, 一首天上的歌; 

头上的乌云, 心中的忧伤, 全都洒落. 
 

我要唱一首歌, 一首天上的歌; 
头上的乌云, 心中的忧伤, 全都洒落.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窝. 

 
编后记: 人在世上的生命是短暂的, 且是脆弱的, 

没有人能知道“明天”将如何, 没有人能完全

掌控“明天”, 所以“现在”就是信主得永生的

最佳时机! “看哪!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
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哥林多后书 6:2)23  

 
                                                           
23   此歌《生命的河》的演唱者姚贝娜在这首歌里也

融入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 “生命果真如河,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秒, 你会抵达怎样的奇妙彼岸.” 姚贝娜是著名的中国

内地流行乐女歌手. 她于 2011 年 4 月首次发现患有乳腺癌

的可能, 并于 2011 年 10 月底完成了全部化疗. 2012 年, 她
为电影《一九四二》唱《生命的河》这首歌. 但她于 2014
年 6 月被查出癌症复发, 再次接受治疗. 可惜在 2015 年 1
月 16 日, 姚贝娜因癌症复发而病逝, 享年 33 岁, 令人惋惜. 
诚然, 人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抵达怎样的彼岸, 但对我们这

些信主耶稣得永生的人, 我们可以确知自己若离世, 便是

“与基督(主耶稣)同在, 这是好得无比的”(腓立比书 1:23). 

http://www.sxjtad.net/ltdt/xiangqing40344303.html
https://global-reachout.org/zh-hans/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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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卢(Antony Flew) 

科学见证                                棱镜 
 

从无神论到有神论: 

弗卢的故事 
 
 

(A)   弗卢的背景 
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于 1923 年生于

英国伦敦. 他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 取得文学士

一级荣誉学位. 毕业后, 曾任教于英国的牛津大

学、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基尔

大学(University of Keele)、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等.  

 
虽然弗卢的父亲是

循道会牧师(卫理公会牧师), 
但弗卢本人大半生却是无

神论者. 他在牛津时代经常

参加由鲁益师(C. S. Lewis)
主持的“苏格拉底学会”活动. 
鲁益师是 20 世纪上半叶基

督徒护道学(或译: 护教学)的代表者之一. 虽然弗

卢承认鲁益师是一位出色的护道家 , 他却与鲁益

师就神是否存在的问题极力抗辩. 
 
李仲骥评论道: “相比于鲁益师, 弗卢是 20

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最为突出和活跃的无神论

思想家. 与弗卢同期或比他更早期的无神论哲学

家很多, 但少有像弗卢那样有系统、全面、原创

性地把无神论思想推展出来. 比弗卢较早期的知

名学者, 如罗素(Betrand Russell)、艾尔斯(A. J. 
Ayers) 、沙特 (Jean Paul Sartre) 、卡缪 (Albert 
Camus)、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 都曾发表

过反对神存在的言论, 但这些论述都只出现在他

们的一些零散文章中.  
 
“此外, 他们或只沿用一贯以来反对神存

在的论据(如苦难的问题), 并没有加进新的观点, 
又或者他们的无神论思想只是他们哲学体系里

的副产品, 而不是思想的主体. 与弗卢同期的无

神论者如美国的奎因(Willard V. O. Quine, 1908-
2000)、英国的赖尔(Gilbert Ryle, 1900-1976)等, 

也没有像弗卢般, 著力出版一整部著作去反对神

的存在. 在弗卢之后的无神论作家也有不少, 但
他们的影响力也远低于弗卢.” 
 
 弗卢反对神存在的原创性, 在于他能够把

这讨论带到一个起始点, 即一位全能全善者的概

念是否能够清晰和一致地确立起来. 若这最基本

的一点也不能做到, 则过后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弗卢的立场是 : 神的不存在是最自然的立场

(default position), 要证明神存在的责任(burden of 
proof)落在有神论者身上.24 
 
 
(B) 弗卢的转变 
 然而, 在 2004 年(当时弗卢已 81 岁), 他突

然宣布自己走出了无神论的阵营, 成为有神论者. 
弗卢的这个转变, 给无神论者带来很大的震撼, 
因为半世纪以来为无神论阵营领军的这个重要

人物, 竟然宣布改变立场, 加入对手的行列. 有些

批评者指弗卢是因为年老, 又或是追不上最新的

文献, 所以才有思想上的妥协. 有些人更认为弗

卢是因为面对死亡, 决定相信有神似乎是权宜的

选择.  
 
 弗卢在无神论立场上的转变是颇迂回(曲
折环绕)的. 自从他在 2004 年宣布成为有神论者

后, 很多人不断追问他真实的情况是如何. 弗卢

当时说, 他将会在 2005 年新版的《神与哲学》

(God and Philosophy)序言中把自己的立场说清

楚. 《神与哲学》原是他 1966 年的作品, 内容就

是针对有神论者的证据逐一提出反驳. 此书在往

后的年间再版了好几次. 奇怪的是, 弗卢在 2005
年新版的序言中所表达的立场仍是十分暧昧. 在
序言中他表示, 他得重新考虑有神论的证据, 包
括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斯温伯恩 (Richard 
Swinburne)的护教(护道)论证、宇宙大爆炸论、

宇宙精调论、智慧设计论等. 但在此序言中, 他
仍在不少地方对这些新证据提出质疑和另一些

解释, 如宇宙并非一次爆炸而产生, 多重宇宙论

(multiverse theory)似是更合理, 又如生命有可能

从非生命的物质而生成.  
                                                           
24   关启文、陈海智、汤灵磐、谭振基合编, 《智慧

设计的当代争论》(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 399-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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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宇宙精调论, 弗卢则认为这论证只能

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士提供合理性. 序言也提到爱

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理念中的神, 
即宇宙背后有一位超越的心灵(superior mind), 和
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神, 即自然

即神(God or Nature, 注: 他认为这位神只在大自

然中显明自己, 却不会参与人间的事情). 为这

2005 年版写序言的库尔茨(Paul Kurtz, 1925-2012; 
注: 此人是世俗人文主义的代言人), 也挑战读者

自行判断到底弗卢是否真的成为有神论者.  
 
 到了 2007 年, 弗卢写成了他人生最后的

一本书, 名为《有一位神》(There Is a God). 此书

印刷封面有些特别, 打印出来是“THERE IS NO 
GOD”. 但出版商把“NO”删去, 然后把“A”填上, 
特要显示出作者在立场上的转变. 在这本书中, 
弗卢的“有神

论”之思想十

分明显和坚

定, 他在书中

的首页写道 : 
“我现在相信

神存在, 这是

我最后的立

场和见证.”25 随后, 他在书中细说个人历史, 讲述

他如何成为有神论者, 并向读者交代他本人怎样

从不同证据中发现神的存在(下文会逐一提出弗

卢的《有一位神》书中的要点).26  
                                                           
25   Antony Flew, There Is a Go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7), 第 1 页. 
26   此书背后也有一个故事. 原来它并不是弗卢亲手

写的, 而是 Roy Varghese (一位热衷于编著宗教信仰与科学

对话书籍的编辑和作家)根据过往他与弗卢的谈话和书信, 
再加上弗卢从前所写过文章的内容拼合而成 . Mark 
Oppenheimer 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批判此书既不

是弗卢本人亲笔所写, 则大有可能书中的内容并非弗卢的

真正看法, 而是代笔者把自己的意见加到弗卢身上. 并且由

于弗卢本人年事已高, 或许他只在模糊和被摆布的状态下

同意把这书出版. 但弗卢本人在 2008 年对此质疑作出反驳, 
并指出在 2007 年此书成书时, 他已经 84 岁, 让别人来代笔

是很自然的事. 此书虽不是他亲笔撰写, 内容却是他的观点,  
并且弗卢清楚指出, 他虽年老, 但却完全没有被人摆布, 并
重申书中所写的百分之百是他所同意的 . (读者可参看 
http://www.bethinking.org/science-
christianity/intermediate/flew-speaks-out-professor-antony-
flew-reviews-the-god-delusion.htm , retrieved on Feb 18, 
2012.) 

 读者们必须会意, 弗卢虽然成为有神论者, 
但这是他在思想立场上的转向, 而不是宗教信仰

上的皈依. 弗卢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有能力和充满

智慧的神, 而不是任何所谓“启示宗教”的神. 弗卢

在立场上的转变, 并非是因为什么宗教经验或信

仰经历, 而是在于他根据自己以往寻索知识的原

则 , 即是“跟着证据的方向走”(go wherever the 
evidence leads). 对于神存在的证据, 他认为设计

论证最为有力(即大爆炸宇宙论、宇宙精调论和

智慧设计论); 至于宇宙论证和道德论证, 弗卢则

认为欠缺说服力. 
 
 李仲骥评述道: “弗卢坦认他是自然神论

者(deist), 他并不相信神迹、来世、死人复活或

神介入人类事情等. 但除此以外, 他的神观与‘一
神论中的神’的特性相去不远. 虽然他并不如传统

基督徒般相信有特殊启示, 但他也对神可以向人

有特别启示存开放态度. 弗卢虽然没有接受基督

教(更正确译作: 基督信仰; Christianity), 但在立

场转变后, 他也表明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启示有

说服力, 并且承认耶稣基督是甚有魅力的领袖, 
而使徒保罗则是拥有一流哲学头脑的人物.27 
 
 
(C) 与无神论者的争辩 
 有神论与无神论(或“不可知论”)在西方思

想史的争论渊源久远,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争辩

方向与内容. 我们在这里也得交代近几十年英语

世界中对这话题的讨论. 当代无神论者中, 道金

斯(Richard Dawkins)可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道金斯是牛津大学生物学教授, 以他为首的“新
无神论学说”(New Atheism)在过去的二、三十年

十分活跃. 当中的成员有定期聚会和活动, 并且

著书立说, 积极推广他们的信念. 
 

道金斯虽然是科学工作者, 但他在推广无

神论的表现上, 并不严谨也不持平. 道金斯所带

领的无神论组织和其中的活动, 堪像一个宗教教

派, 他自己则是这教派的大祭司. 一如在他以前

的科学小说家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和萨根

(Carl Sagan), 道金斯本人似乎肩负着特别的使命, 
就是要教导世人接受无神论. 
 
                                                           
27   《智慧设计的当代争论》, 第 401-404 页. 

http://www.bethinking.org/science-christianity/intermediate/flew-speaks-out-professor-antony-flew-reviews-the-god-delusion.htm
http://www.bethinking.org/science-christianity/intermediate/flew-speaks-out-professor-antony-flew-reviews-the-god-delusion.htm
http://www.bethinking.org/science-christianity/intermediate/flew-speaks-out-professor-antony-flew-reviews-the-god-delus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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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ald Schroeder 

 弗卢虽然大半生是无神论者, 但在他人生

最后阶段, 却反过来与无神论者抗辩. 弗卢指出, 
新无神论者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对于不能解释的

事情, 便用几乎教条式的口吻来坚定他们的观点. 
例如有些新无神论者会这样说: “我们并不对世

界的由来作出解释, 世界就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

一切.” “由于我们拒绝有一位超然的创造者, 我们

只能选择相信那不可能的, 就是说生命是随机从

物质产生出来.” 他们也说: “物理学上的定律是

任意的, 是无中生有的, 无需再作任何探究.”等.28  
 

上述这些话清楚显示出无神论者们的偏

执. 弗卢却一针见血地向无神论者们提出一个关

键性的问题: “到底你们需要什么证据, 才能叫你

们相信世界背后有一位设计者呢?”29  
 
 
(D) 从科学最新发展得到启示(启发) 
 弗卢与新无神论学派争论的核心, 在于生

命是否可能从盲目和偶然中产生. 道金斯认为生

命的出现并不需要有设计者或创造者, 只要一点

运气便可以. 但弗卢从近代生物学的发现出发, 
在考量的过程中, 他不得不承认, 生命从混乱和

碰撞中产生的机会近乎零. 
 
 弗卢引用以色

列 科 学 家 施 罗 德

(Gerald Schroeder) 反
驳“猴子理论”来说明

他的看法. 所谓“猴子

理论”是指一个科学

设想, 即把一群猴子叫来, 叫它们对着电脑胡乱

打字. 这设想指出, 如果给予足够时间, 猴子是可

以打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 施罗德从“英国

国家艺术局”(British National Council of Arts)做
过的一个实验来说明. 这实验“聘用”了六只猴子, 
令它们用一个月时间不停地(吃喝睡觉除外)对着

打字机打字. 一个月后, 猴子一共打出了 50 页纸. 
但仔细检验之下, 在这 50 页的“文章”里, 连一个

正确的英文字也没打出来.30  

                                                           
28   Antony Flew, There Is a God, 第 86-87 页. 
29   同上引, 第 88 页. 摘自《智慧设计的当代争论》, 
第 404-405 页. 
30   Antony Flew, There Is a God, 第 76 页. 

 施罗德指出, 英语中最短的字是单字 a (意
即“一”)、I (意即“我”)之类, 但要正确打出这些字, 
它们前后必须有一个空格. 假设一个最基本的键

盘只有 26 个键, 胡乱地按键而打出些单字的或

然率是 26 x 26 x 26 分之一. 施罗德继续问道, 如
果要猴子打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或然率是

多少呢? 就拿莎士比亚“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作开首的一诗为例. 这诗有十四行, 
共 488 个字母. 如果是胡乱按键, 把这诗打出来

的或然率会是 26 自乘 488 次(暂且不理会那些空

格), 即大约是 10 的 690 次方(1 后面加 690 个零). 
 
 若把实验再推进一步 , 
这回不用猴子了, 换上电脑的

晶体, 而假设这些晶体可以在

一秒钟内产生 10 亿首“十四行

诗”(注: 仅是“假设”, 其实不一

定有的意思), 又假设每个晶体

的重量只有 10 亿分之一克的

重量, 若把全宇宙物质转换成

这些晶体(整个宇宙的重量是 10 的 56 次方克), 
即我们可以得到 10 的 65 次方数量的晶体. 再假

设它们从宇宙一开始便投入产生尝试(即 10 的

18 次方秒之前, 并且每个晶体每秒钟可产生 10
亿首十四行诗). 若把上述设定全部加起来, 这些

电脑晶体也只能贡献 10 的 92 次方的尝试.31 施
罗德指出, 如果真的以这些电脑晶体来胡乱产生

莎士比亚这首十四行诗, 我们的宇宙要比现有的

宇宙约莫大 10 的 600 次方这么多! 但是仍有人

相信猴子可以胡乱地把这首诗打出来!32  
 
 弗卢曾经写过一部关于进化论的书, 他指

出进化中带来的转变没有为生物个体加添什么

特别的功能优势, 进化这机制只能取消个体中那

些对生存带来障碍的功能, 并以此来延续生命. 
弗卢指出, 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错误是在于

早年采用了“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这词, 并
认为进化可为生物体带来进步, 但晚年的达尔文

还是选取了“自然保存”(natural preservation)这词, 
这也表示进化过程不一定会带来物种的进步.33  

                                                           
31  http://www.geraldschroeder.com/ScientificMyths.aspx , 
retrieved on Jan 14, 2012. 
32   Antony Flew, There Is a God, 第 77 页. 
33   《智慧设计的当代争论》, 第 405-407 页. 

http://www.geraldschroeder.com/ScientificMyth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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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Martin Rees

(E) 哲学上的反思

弗卢对神存在的转向, 是从科学的发现而

引发的. 他指出,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科学家不

禁会提出几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1) 自然定律从何而来?
2) 生命怎样由非生命产生?
3) 物质世界如何产生?

这些虽然都是科学的问题, 但其解释却超

出了科学的范畴, 而指向哲学的答案.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曾说过: “研究科学的

人往往只是一个愚蠢的哲

学家 (有暗喻科学家比不

上哲学家之意).” 经过不断

的反思, 弗卢认为有神论

恰恰能为这些问题提供最

佳的答案. 有神论正好能

合理解释: (1) 一个按着定律来运行的世界; (2) 生
命是有智慧地从物质组织起来, 并且是有目的地

生存; (3) 宇宙本身的出现.34

(E.1)   从宇宙自身的定律来看

弗卢相信, 凭着可观察的世界本身, 已足

够说服人相信神的存在, 他本人就是最佳例子.
他清楚地指出, 他从无神论转向有神论, 是理性

反思的过程, 当中没有涉及任何宗教经历. 这不

单是弗卢本身的体验, 许多近代和当代有名的科

学家也有相同的体会. 在弗卢的书里, 他就引述

了 10 多段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科学家的名言,
说明他们如何从宇宙本身, 看到其背后的设计者.
无神论者一般认为宇宙定律是最基础的事实

(brute fact), 弗卢却支持牛津大学教授斯温伯恩

的说法, 即宇宙的统一性是由一个自发者(agent)
产生的. 弗卢指出, 科学定律并不是人类文化的

创造品, 也不是人类随意加诸于宇宙之中的东西.
科学家们都相信这些定律是实在的, 而他们的责

任就是去发掘这些定律.

顺带一提, 反对宇宙有设计者的一个说法, 
是前面已经提过的“多重宇宙论”. 此理论指出, 我
们所看见和居住的宇宙其实只是个无数个宇宙

的其中一个, 在漫长的时间里, 物质盲目碰撞的

                  
34  同上引 , 第 407-408 页.

过程中总有机会产生一个有秩序的世界. 反过来

说, 在可观察宇宙的背后, 存在着无限不同类型

的宇宙, 这些宇宙的定律可以跟我们这个宇宙完

全不同, 甚至可以全无定律可言.

然而, 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指出, “多重

宇宙论”并没有理据支持, 里斯(Sir Martin Rees)
认为“多重宇宙论”只是纯粹猜想出来的东西. 而
戴维斯(Paul Davies)则认

为“多重宇宙论”是可以

解释任何东西的理论, 也
因为这样, 它其实是没有

解释什么, 因这种解释使

“解释”这个词本身变得

毫无意义. 斯温伯恩也认

为, 提出多个互不相连的

宇宙来解释一个宇宙的

特性是愚蠢的做法, 因为

单一原因(即神或设计者)已可充分作出解释. 而
“单一宇宙论”远比“多重宇宙论”为简单.

弗卢自己也指出, 多重宇宙是一个逻辑上

的可能性, 但可能性不代表这些宇宙会必然出现,
目前科学家仍未找到任何实质证据证明多重宇

宙论.35 弗卢指出, 多重宇宙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这个解释带来更多需要解释的东西. 如果一

个宇宙的出现需要原因, 那么多个宇宙的出现岂

不需要更多和更复杂的原因? 弗卢提出一个有趣

的比喻作为评论: “有一位小学生没有交功课, 老
师问他原因, 他说是家里的小狗把他的功课吃掉.
老师当然不信, 且向他露出非常怀疑的眼神. 学
生见此, 便提出了一个他自认为更有说服力的版

本: 不是一只小狗, 而是一群小狗  —  多得不能

数的小狗, 把他的功课吃掉了!” 【注: 他想老师

可能不相信那只狗会吃掉他的功课, 但这么多只

狗, 无法计数的狗, 总有一只会有可能吃掉他的

功课吧!】36

(E.2)   从无生命到生命的出现

当今科学家在解释生命由来这个问题上,
面对两大挑战: 物质如何能由没有生命的东西转

化成有目的活着的生命? 第二, 进化论必须假定
                                                          
35   Antony Flew, There Is a God, 第 119 页.
36  《智慧设计的当代争论》, 第 408-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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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需要有生殖能力, 但问题是: 物质如何由

不能繁殖的东西变成有能力繁殖的组织呢? 生命

的出现代表着一个崭新阶段, 它们与之前所发生

的变化有本质上的不同. 
 
 当弗卢指出生命不可能从完全自然的原

因产生时, 有批评者马上指出, 弗卢似乎没有留

意到当今“无生源论”(abiogenesis)的最新发展. 弗
卢的回应是: 要由无生命物质之间的碰撞或互动

来产生生命, 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而当今宇宙论

告诉我们, 宇宙的年龄根本不足以让物质有这样

充裕的时间来产生生命(上文的“猴子理论”已证

明这点).  
 

作为哲学家, 弗卢也指出, 纵然无神论者

可以提供生命出现的物质解释, 但这并不足以解

释为何一些没有思想的物质能产生出有目标、

有秩序、有延续能力的生命体. 这个问题已超出

了生物学的范畴. 弗卢曾批评道金斯说: “道氏(道
金斯)似乎刻意忘记达尔文自己曾在《物种起

源》一书指出, 他的整个进化论是建基于一个已

具备繁殖能力的东西, 而他本人却没有为这东西

的来源作出任何交代.” 
 
生命的出现也带来了另一个巨大的哲学

难题, 就是如何解释生命中复杂的信息. 近几十

年, 科学家在遗传学的研究上有重大突破, 他们

发现生命体都包含着一个巨大且繁复的信息系

统. 诉诸人类最基本的经验和理解, 凡是有意义

的信息, 如通讯系统、语言、编码等, 背后必然

有设计和编排者. 推而广之, 一个有复杂遗传信

息的生命体, 很难用漫无目的的化学分子碰撞作

为最后解释, 因这是有违常理的.37  
 
当代的生物学家、生物哲学家和人工生

命研究人员, 仍然无法清楚说明生命的意义. 或
许在此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
观点可以帮上一把, 因为亚里士多德把“目的性”
定义为生命的其中一个必然特征. 弗卢引用德堡

大学(DePauw University)的教授卡梅伦(Richard 
Cameron)的话指出,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也必然是

“有目的地”活着. 
 

                                                           
37   Antony Flew, There Is a God, 第 127-129 页. 

哈佛大学生物系教授诺尔(Andy Knoll)也
这样承认: “如果要总结地球生命漫长的历史, 关
于它的起源和它如何从各发展阶段演变成今天

所见的生命, 我们只能说所知甚少. 我们不知生

命如何在地球发生, 何时出现, 在什么情况下出

现 .” 国家生命起源研究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Life)主席拉兹鲁诺

(Antonio Lazcano)也这样说: “第一个生命机制如

何出现是未解之谜, 当中过程也许永远不能被识

透.”38  
 

(E.3)   从宇宙的起源来考虑 
 自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 科学家都渐渐

认为宇宙是有起始点的, 而不是如古代哲学家所

说世界是不生不灭的. 弗卢也不得不承认, “世界

有起点”这事实确实为无神论者带来了麻烦. 如
果我们的世界是无始无终的, 我们大可以把这当

作一个基本的事实和起点来看待, 无需为此寻求

解释. 但如果宇宙是有起点的, 事情就复杂起来

了, 因为这里要求有解释. 有反对创造论者尝试

在这问题上提供不同类型的答案, 其中一个理论

说, 宇宙是一个不断膨胀和收缩的过程, 这过程

是无始无终的. 但想深一层, 这里所牵涉到的, 其
实不是科学问题, 而是哲学答案. 这理论终究并

不能逃出宇宙论的问题: 宇宙最初的原因(起因, 
cause)是什么?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
曾经说过, 单是物理定律本身便能产生现今宇宙, 
宇宙的出现与上帝无关.39 但圣公会坎特伯雷大

主教威廉斯(Rowan Williams)回应说, 物理定律

只交代了事物之间的关系, 却没有回答“为何是

有而非无?”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科学或许能说明宇宙如何(how)出现, 
却没有解释它为何(why)出现. 弗卢指出, 纵然科

学家能列出一条可说明宇宙如何从真空产生的

公式, 但他们也必须指出为何这公式能产生效用.  
 
 其实霍金在“神存在与否”的问题上态度很

暧昧. 一方面, 他认为物理定律本身便能解释宇

宙的起源; 另一方面, 他也曾承认, 宇宙产生的公

式需要一个有创造力的因素才能被点燃起来, 并
                                                           
38   《智慧设计的当代争论》, 第 410-412 页. 
39   《明报》2010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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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发生功效. 霍金在出版《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一书后曾接受访问, 他也承认他

的理论并不涉及神存在与否的问题. 当科学家指

出物理定律能解决宇宙如何出现, 他们只是说神

“用我们无法明白的方法来产生宇宙. 这理论没

有指出神是否存在, 它不过指出神并不是一位随

机行事和没有秩序的神”.40 
 
 弗卢也引用科学哲学家莱斯利 (John 
Leslie)的观点指出, 今天林林总总的宇宙起源学

说并不排除设计者存在的可能性. 这些理论所说

的“空”或“无”(nothing), 有些是指真空在一个更

大空间的摆动, 有些是指一个高密度的时空泡沫

状混合物. 无论如何, 大部分学者认为世界是“存
有而不是空无”(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的
问题, 并没有因为这些最新的宇宙起源学说得到

解决.41  
 
 弗卢从这些讨

论中作出反省. 终究

宇宙起源的问题不是

科学能解决的问题 . 
因为如果时间、空间

和其中的物理定律都

是从大爆炸开始, 那
么“是什么促成大爆

炸”则不是物理学能以解释的了. 弗卢认为, 宇宙

的起源归根究底是哲学的讨论, 人们不得不回溯

到哲学传统的宇宙论的讨论(即宇宙必须有“起始

因”). 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弗卢也曾经提出他的

见解, 但这个讨论已超出本文能讨论的范畴, 或
许要找另一个机会才能深入探究了.42  
 
 
(F) 小结 
 李仲骥评述道: “弗卢的故事在学术界带

来不少的回响, 科学与宗教的辩论似乎又因此而

重新被放在谈判桌上. 其实这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过, 只不过近几十年在宇宙学和生命复杂性的研

究上取得突破, 又把这议题重新燃点起来. 指向

生命和世界背后有设计的证据与日俱增, 宇宙是

                                                           
40   Antony Flew, There Is a God, 第 141-143 页. 
41   同上引, 第 142-143 页. 
42   《智慧设计的当代争论》, 第 412-414 页. 

心智和有目的性的产物 (product of mind and 
purpose), 比自然而生成或盲目产生 (result of 
blind chance)更来得合理. 纵然大部分无神论者

并不会如弗卢般彻底改变他们的看法, 但他们也

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立场, 并且要为这些

新证据带来的挑战作出回应.”43  
 
 无论这场争辩将来发展如何, 我们都应向

弗卢学习, 即“跟着证据的方向走”! 弗卢在《有

一位神》的结尾, 以一个有趣的故事作为总结: 
 

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 住着一群土著. 
一天, 他们在海滩上发现了一个手提电话. 
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却十分有兴趣, 拿
着这东西前后检查, 且胡乱地按电话上的

键. 过了一些时候, 土人发现若跟着一定的

秩序来按这些键, 便会有声音从这东西播

出来. 他们最初坚持认为, 声音只是从东西

本身的机件发出. 但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位

聪明人想出, 这东西有可能是一件能和外

界沟通的工具. 众多土人也接纳这提议, 并
且加以细心研究. 最后他们发现, 这东西是

用来与一个网络连上, 而所发出的声音是

他们小岛以外的真人在说话. 土人继续研

究, 把声音的内容加以分类, 并留意当中的

模式. 渐渐地, 土人能够学会这声音里面的

意义, 从此以后, 他们的世界改变了, 土人

知道他们并不是孤单的, 到最后, 他们终可

和外界沟通了.  
 
 弗卢这样说: “这故事到底对我们说出

了什么呢? 当科学家、哲学家发现到宇宙的

定律和规则, 他们不得不承认宇宙背后藏有

一个无穷智睿的心灵(Mind, 即神本身). 有些

人说已经能和这心灵沟通, 我却没有  —  至
少到如今仍没有. 但谁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

事情? 或许在未来的日子, 我会听到有一个声

音对我说: ‘你听到我吗?’ ”44  

                                                           
43   同上引, 第 414 页. 
44   Antony Flew, There Is a God, 第 157-158 页. 摘自

《智慧设计的当代争论》, 第 415 页. 以上这篇文章主要改

编自 关启文、陈海智、汤灵磐、谭振基合编,《智慧设计

的当代争论》, 第 399-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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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Henry Smith) 
 

  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20): 

 

献上感恩的心 
 

 
根据 2019 年的国民健康与发病率研究报

告, 我国马来西亚有大约 50 万人患有压力症状

或忧郁 . 45  吉隆坡辅导机构 Befrienders Kuala 
Lumpur 的赞助人丹斯里李霖泰(Tan Sri Lee Lam 
Thye)也指出, 按上述研究报告的结果, 有 42 万 4
千名孩童面对精神健康的问题. 以上数据令人担

心, 因为不管是儿童、青少年或成年人, 都面对

压力的问题. 
 

现任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施以诺

博士写道: “现今社会经济压力大, 而‘工作’正是

令许多现代人感到焦虑不安的压力源之一, 不管

是年轻人找工作不顺利, 或是上班族担心工作不

稳定, 这些因素造成了社会上一股很‘闷’的氛围

(气氛). 这样的情况让我想到我很喜欢的一首诗

歌‘献上感恩的心’(Give Thanks), 不只是因为它

的歌词, 更是因为它的作者.”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史密斯(或译“史密夫”, 
Henry Smith, Jr., 1952-), 写于 1978 年. 史密斯于

1952 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Crossnore, 
North Carolina). 他写了将近 300 首诗歌, 只有这

首被出版及广传. 据说在 1978 年, 这位刚从神学

院毕业的史密斯, 在寻职方面遇到困难, 加上他

                                                           
45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0/10/74040
0/hampir-setengah-juta-rakyat-malaysia-alami-simptom-
depresi . 

的健康问题  —  眼睛退化, 可能导致最终失明  
—  令他陷入低潮. 尽管困难

重重, 史密斯从哥林多后书 8
章 9 节找到希望, 并提笔写下

“Give Thanks” (意即“感恩”, 
此乃这首诗歌的歌名, 也是此

歌前三句歌词开始的第一个

词). 为何可以感恩呢? 作者在

这首诗歌中给于答案: “如今, 
软弱者已得刚强, 贫穷者已成

富足 , 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

事.”46 其英文歌词如下: 
 

                          Give Thanks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He's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Give thanks 

 
施以诺指出, 根据一些文献记载, 史密斯

也曾因工作不顺利而低潮了好一阵子. 后来有一

天, 他听到牧师分享时, 引用了哥林多后书 8 章 9
节: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

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

成为富足.” 这节经文当下让他颇有感触, 于是, 
便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首“献上感恩的心”. 此歌

词写道:  
 

1. 献上感恩的心, 归给至圣全能神,  
因祂赐下独生子  —  主耶稣基督. 
献上感恩的心, 归给至圣全能神,  
因祂赐下独生子  —  主耶稣基督.  

 
  如今, 软弱者已得刚强, 
  贫穷者已成富足, 

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 
  如今, 软弱者已得刚强, 
  贫穷者已成富足, 
  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 

                                                           
46   参  https://kristocentric.com/view/Give-Thanks-By-
Henry-Smith .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0/10/740400/hampir-setengah-juta-rakyat-malaysia-alami-simptom-depresi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0/10/740400/hampir-setengah-juta-rakyat-malaysia-alami-simptom-depresi
https://www.bharian.com.my/berita/nasional/2020/10/740400/hampir-setengah-juta-rakyat-malaysia-alami-simptom-depresi
https://kristocentric.com/view/Give-Thanks-By-Henry-Smith
https://kristocentric.com/view/Give-Thanks-By-Henry-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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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献上感恩的心, 归给至圣全能神,  
因祂赐下独生子  —  主耶稣基督. 
献上感恩的心, 归给至圣全能神, 
因祂赐下独生子  —  主耶稣基督. 

 
  如今, 软弱者已得刚强, 
  贫穷者已成富足, 

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 
  如今, 软弱者已得刚强, 
  贫穷者已成富足, 
  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 
  献上 – 感恩 – 感恩.47 

 
对于这首诗歌, 施以诺评述道: “他(史密斯)

所写的诗歌, 也正是改编自哥林多后书第 8 章. 
但可能因为他太‘小牌’了! 既非大教会牧者, 也没

有高知名度, 所以这首诗歌一开始并没有太红, 
但几年以后, 这首诗歌经过不断被传唱, 竟大受

欢迎, 还被翻译成多国的语言(包括德文、俄罗斯

文等). 近代世界各地都有人在创作诗歌, 但当中

能引起共鸣到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流传的, 比例却

少之又少, 这首‘献上感恩的心’就是其中一首, 是
一首由小牌的平凡人物所写的感恩歌曲.” 
 

施以诺继续写道: “我在精神科常喜欢与

接触到的个案们(指当事人)分享一个观念  —  
‘谢谢, 是一帖良药’, 意即当一个人懂得感谢时, 
他自然就会变得快乐! 就像处境一度不佳的史密

夫(或译: 史密斯)先生, 我相信他当时一定曾有过

难过与自怜的情绪, 然而, 当他懂得‘谢谢’的时候, 
当他能为自己所拥有的而献上感恩的时候, 他受

伤、悲哀的心就得着疗愈. 这首歌可说是上帝‘默
示’给史密夫的心灵处方, 也是为防止您我一再陷

入哀怨情绪中所预开的一帖良药.” 
 

“谢谢, 是一帖良药!” 感恩的心, 使心灵得

着安慰, 重获力量, 所以圣经要我们“凡事谢恩” 
(帖前 5:18).48 英国著名的圣经注释家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1662-1714)某次被几位强盗抢了

他的钱包. 他过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一番话: “让
                                                           
47  参 https://www.zanmeishige.com/song/20854.html ; 
也参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RKEk2FEDc  
48   帖前 5:18: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我感恩, 第一 , 因为在这之前 , 
我从未被打抢; 第二, 因为虽然

他们夺去我的钱包, 但没夺去

我的生命; 第三, 因为虽然他们

夺去我一切的钱, 但并不多; 第
四, 因为是我被人打抢, 而不是

我打抢人.” 这例子告诉我们, 无
论环境何等恶劣, 只要我们愿意往好的一方面去

思想, 并数算主恩, 那么我们一定发现有值得感

恩的理由. 
 
苏格兰传道人亚力山

大 · 怀 特 (Alexander Whyte, 
1836-1921)因他讲道前的祷告

而闻名. 他就算在恶劣的情况

下, 也能找到一些事物来感谢神. 在一个风雨交

加的主日早晨, 一位他的听众心想: “像今天这糟

透的早晨, 传道人一定没有东西可感谢神了.” 但
怀特开始祷告时, 就说: “神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

不是常有这样的早晨.” 是的, 我们常因临到我们

的苦难而埋怨神, 却极少因没临到我们的苦难而

感谢祂. 有位青年人在世界大战中牺牲. 他的父

母捐给召会美金两佰元, 以记念所失去的爱子. 
当捐献时, 有位儿子也参于世战的母亲, 便向身

边的丈夫耳语, 说道: “让我们也为着自己的儿子

这样做, 好吗?” 父亲回答: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
们的儿子还没死啊!” 母亲说道: “重点就在这里. 
让我们因他没死而感恩捐献!”49 

 
“谢谢, 是一帖良药! 对心情极有疗效, 且

没有副作用, 您常觉得很‘闷’吗? 当我们陷入低潮

时, 不妨数算自己所拥有的恩典,50 用‘谢谢’的心

情去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环境, 用‘谢谢’的心情

去看待自己的家人、同事, 我们生活品质必然会

大不一样.”51   
                                                           
49   摘自《家信》“本月主题”的文章: “圣经中的感恩”,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中的感恩/ . 
50   著名的希伯来慈善家摩西 ·蒙特腓俄 (Sir Moses 
Montetfiore)为他的家庭所立下的座右铭是“思想和感恩” 
(Think and Thank). 在古代英语(Anglo-Saxon)中, “感恩” 
(Thankfulness)的意思是“思想” (Thinkfulness). 这表明思想

神的恩典将带来感恩的心. 
51   上文主要改编自 施以诺著, 《诗歌, 是一种抗忧郁

剂》(台北: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2018 年), 第 46-48 页; 也参

本文脚注中所注明的其他资料.  

https://www.zanmeishige.com/song/20854.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RKEk2FEDc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中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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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rtin R. DeHaan 

默想灵修      枝子 
 

谁握着 
绳子的另一端? 

 
在 1956年 7月 1日

《灵命日粮》 (Our Daily 
Bread)的一篇文章中 , 其
编辑马丁 ·狄汉医生 (Dr. 
Martin R. DeHaan, 1891-
1965)52写下一则故事:  
 

许多年前, 我读到一

则报导, 深受感动, 让
我难以忘怀. 我… 不
知道作者是谁, 不过故事的轮廓大致是这

样的.  
 
一群科学家和植物学家在阿尔卑斯山一

处(Alps; 注: 阿尔卑斯山是欧洲最高及横

跨范围最广的山脉)鲜有人迹的地区进行

勘探, 搜寻花卉的新品种. 有一天, 透过望

远镜发现一种极为稀有而又美丽的花卉, 
它在科学上的价值简直无法衡量. 但是, 
它生长在两个垂直峭壁之间的涧谷中. 要
摘到这朵花, 必须有人愿意沿着峭壁缒到

谷底, 这得冒极大的危险. 

                                                           
52   马丁·狄汉医生(Dr. Martin R. DeHaan)是美国的圣

经教师、牧师、作者和医生. 他也是“广播圣经班”(Radio 
Bible Class)的创办人, 并在 1956 年与人共同编辑属灵月

刊《每日灵粮》(Our Daily Bread). 马丁·狄汉于 1914 年毕

业于芝加哥(Chicago)的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Illinois College of Medicine). 从医数年后, 他信主而重生得

救, 决志献身于主, 并于 1922 年进入神学院. 1925 年, 他毕

业后便到一个改革宗教会 (Calvary Reformed Church in 
Grand Rapids)牧会. 虽然他是受改革宗神学教育, 却因为研

读《司可福串注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而倾向

“前千禧年论”(Premillennialism), 这令他的改革宗弟兄们感

到震惊, 最后因着他拒绝执行婴儿洗礼(infant baptism)而在

1929 年脱离美国的改革宗教会, 并在附近创立了“各各他

无宗派教会”(Calvary Undenominational Church).  

有一个当地的少年人在附近好奇地张望

着, 打量这些科学家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他慢慢地近前来, 于是科学家们和他商量: 
“如果你愿意让我们缒你下去, 帮我们摘

那朵花, 然后我们再把你拉上来, 就给你

五英镑.” 这个少年人仔细打量了陡峭令

人晕眩的深谷, 然后说: “等我一下, 我马

上回来.” 掉头就跑了.  
 
不一会儿, 他回来了, 身后跟着一位灰发

驼背的老者. 少年人趋前对植物学家说: 
“如果这个人拉着绳子缒我下去, 我就帮

你摘那朵花.” 正当植物学家惊讶他竟然

信靠这样的一个驼背老人(过于他们当中

许多力壮的科学家时), 少年人说道: “他
是我父亲.”53 

 
 少年人认识他的父亲, 知道他有这方面的

能力, 更深信这位爱他的父亲, 无论什么情况都

不会松手, 所以只要是父亲握着绳子的另一端, 
少年人就不怕危险.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知道

那位握着绳子另一端的, 是那位无所不能、且深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面对生活难处时, 就不必惧

怕了. 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以色列人来

到红海面前, 看到前有红海, 后有埃及追兵, 进退

不得, 似乎死路一条的时候, 他们都害怕起来, 埋
怨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

死在旷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 将我们从埃

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 不要

搅扰我们, 容我们服事埃及人吗? 因为服事埃及

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出 14:11-12).  
 
 摩西有害怕吗? 没有! 他向以色列人说道: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

施行的救恩. 因为, 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

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 你们只

管静默, 不要作声”(出 14:13-14). 接着, 耶和华吩

咐摩西“举手向海伸杖, 把水分开”, “水在他们的

左右作了墙垣”, 以色列人便下到海中行走乾地. 
当所有以色列人安全抵达对岸, 耶和华吩咐摩西

向海伸杖, 叫左右的水合起来, 把追赶的埃及人

                                                           
53  大卫·布莱农(Dave Branon)著, 沈振华译, 《灵粮小

品》(Johor Bahru: Discovery House Distributors, 2010 年),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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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他们的车辆都倾覆在海中. 就这样, 神一举两

得地拯救了以色列人, 同时消灭了他们的敌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以色列众人都害怕得

不知所措, 埋怨哀号时, 为什么摩西仍然能如此

镇定, 充满把握地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

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原因只有一

个: 因为他认识“谁握着绳子的另一端”! 
 
 还记得神从火烧的荆棘中呼召摩西吗? 当
时, 神差遣摩西回到埃及, 并带领以色列人出埃

及. 那时, 摩西向神发问: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
他们说: ‘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
们若问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

呢?”(出 3:13) 神怎么回答?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

有永有的(KJV: I Am That I Am).” 又说: “你要对

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I Am)打发我到你们

这里来’ ”(出 3:14). 
 
 “我是自有永有的”本意为“我是那位我是
的 ”, 所以英文圣经《英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直译为 “I Am That I Am”.54 当摩西问神

说, 如果以色列人问是谁打发他来, 他该如何回

答, 神没有说: “告诉他们, 我是他们的带领者, 他
们的亮光, 或是他们的拯救”等等. 神说“我是”后, 
便留下空白(出 3:13-14). 神似乎刻意留下空格, 
好让他的百姓填上他们所真正需要的事物. 神似

乎对摩西说: 我的百姓软弱吗? 那么我是他们的

力量; 我的百姓痛苦吗? 那么我是他们的安慰; 他
们在哪一方面缺乏, 我就是那一方面的供应!  

 
借着神在埃及所行的“十灾”神迹, 摩西更

加明白和体认耶和华神就是那位“我是那位我是

的”(I Am That I Am, 出 3:14). 神的百姓在哪一方

面有需要, 这位“我是”的耶和华神就是那一方面

的供应. 因此, 当摩西处在进退两难的危险处境  
—  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绝境、最需要拯救的

时刻, 他深知那位“我是”的神, 必能成为祂百姓的

拯救! 所以他能镇定地向以色列人宣告说: “不要

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

                                                           
54   《中文圣经启导本》如此解释: “神用一个动词分

词 ‘是’ (be)自称, 指出他是那永在的神. 他是始也是终, 不
能用任何事物来指称; 他就是他自己.”  参《中文圣经启导

本》(红字版) (香港: 海天书楼, 1994 年三版), 第 113 页. 

的救恩!”(出 14:13). 神也确实供应他们所需的拯

救, 打开红海让百姓平安度到对岸, 且将敌人灭

于海中.  
 
那位“我是”的神不仅能供应祂在旧约时代

的百姓一切所需, 也能供应祂在新约时代的子民

一切所需! 值得留意的是, “我是自有永有的”这
句话在旧约希伯来原文是 ’ehyeh ’ăsher ’ehyeh 
{H:1961, H:834, H:1961}. 英国的纽贝里(Thomas 
Newberry)指出, 在希伯来文法上, “这称号的原义

是‘我将是那位我将是的’( I will be that I will be ). 
但这称号中所谓的‘未来时态’(future), 或称‘长时

态’(long tense)不单表示‘未来’, 还特别表示‘延续

性’(continuance), 所以这称号的确切意义是‘我继
续是, 且将是那位我继续是, 且将是的’(I continue 
to be, and will be, what I continue to be, and will 
be).” 因此, 这称号强调神的永恒性(eternity)与不

变性(immutability). 神从前是那样, 今日也是一

样,55 “神(特指父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

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是的, 摩西认识“谁握着绳子的另一端”, 你
和我又如何? 既然父神透过这样一位奇妙的救主

耶稣基督“握着绳子的另一端”, 我们就不必惧怕, 
因为慈爱全能的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

弃你”(来 13:5),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

我的, 我必不惧怕”(来 13:6).56  
 
 

                                                           
55   耶稣基督是 出 3:14 所说的那位“我是” —  那永恒

不变的神, 正如 来 13:8 所说: “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一直到

永远, 是一样的.” 
56   耶稣基督就是“我是”(I Am)这一称号的新约真体. 
祂在约翰福音中, 至少有七次用“我是”(I Am)来介绍自己

的身份, 也间接表达了自己的神性, 能供应人七方面的需要. 
有关这七方面的需要, 请参《家信》文章“基督的称号: 我
是(I Am)”,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

称号-我是/ 【参(C.3)项 和 (B.2)项】.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称号-我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称号-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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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保罗·杨格 (Paul Young) 
 

 

耶稣基督的门徒(四): 

  约翰蒙主呼召、 

学习谦卑和学作门徒 
 

 
(A) 约翰蒙主呼召 (太 4:18-22; 可 1:16-20) 
  

当主耶稣从拿撒勒隐秘的生活转向在众

人面前公开的事奉时, 祂仔细地拣选一群人, 来
协助祂的事工. 这群人最终被神重用, 成为全球

性福音运动“初熟的果子”(first-fruits).57    
 
这些蒙拣选的人不是富裕或有名望之人. 

他们不是以色列中政治界或宗教界的精英. 反之, 
主耶稣所拣选的, 是社会的底层人士, 是聪明、

刻苦的人, 并愿意为福音牺牲一切. 

 
约翰生活在迦百农, 也在这里工作. 他是

个渔夫, 在加利利海靠捕鱼为业. 他与父亲西庇

太(Zebedee)、兄弟雅各, 以及夥伴西门和安得烈

一同捕鱼谋生. 然而, 当主耶稣呼召他(包括雅

各、西门和安得烈)离开他们的捕鱼工作, 进入为

天堂赢取灵魂的重大任务时, 他的生活经历了彻

底和不可撤销地改变.  
 
值得留意的是, 主耶稣不拣选懒惰的人. 

这些人蒙召时都在工作, 约翰当时也在补网(可
                                                           
57   按圣经的定义, “初熟的果子”不仅表明第一批的成

果或收获, 也含有进一步的意义  —  这第一批的收成保证

了有更大更多的收成将要来临! (意即这第一批的人作门徒

确保了将有更多的人会作门徒) 

1:19). 补网是重要的, 网破了是捕不到鱼的. 他们

在这些卑微工作上显出忠诚, 结果蒙主所召, 进
入更高的事奉,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

鱼一样”(可 1:17).  
 
他们的回应是即刻的; 

他们舍了他们的船和网, 跟
从了主耶稣. 他之前见过主

耶稣, 听过了施洗约翰为主

耶稣所作的见证(“次日, 约翰

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
哪, 神的羔羊, 除去 [或作: 背负] 
世人罪孽的!”, 约 1:29). 因此, 他们对主耶稣的独特性

有一些认识, 根据这点, 他们愿意做出那“生命转变”
的决定  —  跟从主! 他们不清楚知道主会引领他们到

何处, 但他们信靠祂. 虽然可能面对亲情的难关、物

质生活的考量或未来的困难, 但他们不让这一切影响

或拦阻他们做出这最重要的决定  —  跟从主!  
 
约翰作为主耶稣首批门徒的其中一人, 亲眼见

证了主耶稣所行的很多神迹, 也听到了祂所传的奇妙

恩言. 约翰在虔诚爱主方面愈发成长, 成为永活神的

忠实仆人. 作为基督徒, 我们已作了决定跟从主耶稣, 
但我们的信心也该继续成长, 完全委身于主. 
 
 
(B) 约翰学习谦卑 (太 20:20-28; 可 10:30-45) 
 

 母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得着最好的! 因
此, 撒罗米(Salome),58 为着儿子雅各和约翰, 向主

耶稣提出请求, 就是她两个儿子将会荣居首位, 
在主得荣耀时坐在主的右边和左边(注: 雅各和约

翰也一同提出这个请求, 因为 太 20:20-21 记载是

“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 
求祂一件事”, 而 可 10:35 说是“西庇太的儿子雅

各、约翰进前来…”作出这请求). 他们要在来临

的弥赛亚国度中得到显著的高位. 
 
 然而, 雅各和约翰不该提出这样的请求. 
这是冒昧自负、自私自利的, 也显出对神的道路

                                                           
58   对照马太福音 27:56 和 马可福音 15:40 的经文, 就
不难看出撒罗米是西庇太两个儿子(主耶稣的使徒雅各和

约翰)的母亲, 因为前一节经文(太 27:56)提及耶稣被人挂在

十架上时, 在场的有末大拉人马利亚、(小)雅各和约西的

母亲马利亚, 还有西庇太儿子的母亲; 后一节经文(可 15:40)
则说, 跟两个马利亚在一起的是撒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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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法则)的无知. 他们应该更清楚明白; 主耶稣

在这之前已提醒他们不该争论谁是最大的(可
9:33-37). 这个教训没有被雅各与约翰吸取. 
 
 对于这自私自负的请求, 主耶稣的回应是

温和地教导他们, 而非严厉地责备. 祂把他们的

注意力转离荣耀和治理, 反引到受难和痛苦. 祂
谈到自己要经历的苦杯和浸礼, 基于无知, 他们

竟然宣称也要与主一同经历(但他们不明白主的

苦杯远远超越他们所能承受的苦难, 编译者按). 
纵然他们最终也会受苦, 主把他们的心思从“满
足本身自私的野心”转移到“对别人无私的关爱”. 
因此, 他们必须学习到一个重要功课  —  贪图重

要地位绝不是作门徒的宗旨. 
 
 这个功课也是给所有门徒的, 因为他们也

不满雅各和约翰的请求, 由此可见, 他们也有这

种自私的野心, 贪图这样的高位. 主耶稣解释说, 
这种权势是不认识神的人所追求的. 祂的门徒必

须有所不同, 因为服事别人才是真伟大, 而真居

高位的是那些服事他人的.59 
 
 救主耶稣本身正是这样的态度与生活方

式之最佳榜样. 祂一生的宏愿和使命是给于(to 
give)而非收取(to get). 祂来到世间“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作多人的赎

价”(太 20:28). 
 
 就像约翰一样, 我们也必须学习和领悟到

基督徒的生命是谦卑自己, 愿意服事. 这包括了

卑微的工作、仁慈的小动作, 或为了别人的好处

而把自己放在不便之处. 这包括自我牺牲, 也可

能我们所做的并不被人赏识. 事实上, 很少人会

认为我们的服事是有价值的. 不过, 当我们为主

而做, 为祂的荣耀而行时, 就有永恒的价值.    
 
 
(C) 约翰学作门徒 (可 9:1-10;  14:32-42) 
 

主耶稣在世上事奉时, 有许多的跟从者. 
从这些跟从者当中, 祂拣选了十二个门徒, 成为

                                                           
59  太 20:25-27: “耶稣叫了他们来, 说: 你们知道外邦

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

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谁
愿为首, 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祂亲密的同伴. 所有跟随者都是“门徒”(disciples), 
此字意即“学徒”(learner), 但这十二个人因为与救

主耶稣同住同行, 所以能亲眼见证祂的生命, 亲
耳聆听祂的话语. 这十二门徒特别是要学习在品

德上像祂一样. 
 
在十二门徒当中, 三人与主有特别亲密的

关系, 有福气目睹其他门徒所没看见的一些事件. 
这三人是彼得、雅各和约翰. 只有这三人目睹主

耶稣叫睚鲁十二岁的独生女从死里复活. 同样的, 
也只有这三人有福气看到另外两件事. 首个事件

彰显主的荣耀, 第二事件显露主的怜悯. 前者发

生在一座高山(可能是黑门山), 后者发生在橄榄

山脚下的客西马尼园.  
 
在上述高山上, 主耶稣改变了形像. 祂彰

显祂的荣耀一会儿, “衣服放

光, 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可
9:3). 有两位旧约著名的人物

参与其中, 一位是代表先知

的以利亚, 另一位是代表律

法的摩西. 他们的谈话内容

集中在将要来临的最重大事

件  —  基督的死. 
 
这登山变像的情况叫门徒充满恐惧, 特别

是当他们听见神给祂爱子的赞赏之言: “这是我

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太 17:5). 无
论如何, 看见主荣耀的异象, 以及听到神对主的

确认, 这一切都将帮助他们, 并在未来困苦的日

子中扶助他们.  
 
在客西马尼园, 主耶稣恳切祷告. 主知道

整个事件发展快到终局, 不久, 祂要付上为人赎

罪的终极代价 , 成就

祂来到地上的拯救目

的. 前景是极其可怕

的; 当祂祷告时, 祂伤

痛到“汗珠如大血点

滴在地上”(路 22:44). 
尽管如此 , 祂顺服了

父神的旨意(为世人上十架代死赎罪). 在此, 祂彰

显了祂的爱  —  祂对父神和我们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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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常感到基督深爱着他, 所以在他所写

的福音书中, 常自称“耶稣所爱的门徒”(约 13:23; 
20:2; 21:7,20). 这并非表示主耶稣对其他门徒的

爱较少, 而是表明有关救主的特征方面, 那最深

印在约翰心坎上的, 就是祂奇妙无比的爱.60 
 
 
***************************************** 

附录一: 主耶稣的十二门徒 
 

主耶稣在世上时, 拣选了十二门徒(或称“十二

使徒”, 路 6:13). 圣经共有四份名单记载他们的名字, 
即 太 10:2-4; 可 3:16-19; 路 6:14-16; 徒 1:13. 我们把

这四份名单顺序垂直地排列在下表, 方便简介和分析

(包括解释这十二门徒名字的意思和他们的背景). 这
也有助我们更容易比较他们彼此间的不同(共分三组, 
每组四人, 名字次序是以 太 10:2-4 为依据):  
 

 马太福音 
10:2-4 

马可福音 
3:16-19 

路加福音 
6:14-16 

使徒行传 
1:13,26 

第一组 
 

1 
彼得 西门 西门 彼得 

 彼得在希腊文( Petros )意即“石头” 
 他又名西门, 意即“听见” 
 也被称为矶法(Cephas), 此亚兰文字意即“石头” 
 彼得是渔夫(路 5:8-10); 已婚(可 1:30-31) 

 
2 

安得烈 安得烈 安得烈 安得烈 
 安得烈意即“勇士” 
 他是彼得的弟弟(约 1:40-41)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领彼得跟从主(约 1:35-40) 

 
3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意即“抓住”(参 创 25:26; 此名也有“取代”之意) 
 他是约翰的哥哥 , 西庇太的儿子 , 母亲是撒罗米

(Salome), 与约翰同被称为“半尼其”( = 雷子)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被希律所杀(徒 12:1), 是第一

位殉道的使徒(注: 学者称之为“大雅各”) 
 

4 
约翰 约翰 约翰 约翰 

 约翰意即“耶和华有恩惠” 
 他是雅各的弟弟, 西庇太的儿子, 与约翰同被主耶稣

称为“半尼其”( = 雷子) 
 本是渔夫, 但被主重用为文书, 写了新约五卷书(约翰

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 
第二组 

 
5 

腓力 腓力 腓力 腓力 
 腓力意即“爱马之人” 
 他是加利利的伯赛大人(约 1:44)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曾叫主耶稣将父神显给他们看(约 14:8) 

                                                           
60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86, 287, 288 页. 【注: 第 286、287
和 288 页各别是 A、B 和 C 项】 

 
6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在亚兰文意即“多罗买之子”(巴 = 子) 
 他的别名是拿但业 (约 1:45) 
 首称主耶稣为“神的儿子、以色列的君王”(约 1:49) 

 
7 

多马 多马 多马 多马 
 多马在亚兰文意即“双胞胎” 
 他也被称为低土马(Didymus, 约 11:16) 
 主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时他不在场(约 20:24-25) 

 
8 

马太 马太 马太 马太 
 马太意即“耶和华的恩赐” 
 他又名利未(Levi, 路 5:27), 意即“联合” 
 是亚勒腓的儿子(可 2:14) 
 是税吏(路 5:27; 太 9:9), 是文书, 写了马太福音 

第三组 
 

9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意即“抓住”(参 创 25:26; 此名也有“取代”之意) 
 他是亚勒腓的儿子, 马太(又名利未)的兄弟 
 圣经学者称之为“小雅各”, 来区分其他雅各 

 
10 

达太 达太 犹大 犹大 
 达太意即“怀中之子” 
 又名犹大(意即“赞美”) 
 亚勒腓的儿子, 也是“小雅各”的兄弟(可 3:18) 

 
11 

西门 西门 西门 西门 
 西门意即“听见” 
 一些解经家指他是奋锐党员61 
 他被称为“奋锐党的西门”(KJV: Simon the Zealot, 路

6:15; 徒 1:13)  
12 犹大 犹大 犹大 没提犹大 

因他已死 
 犹大意即“赞美” 
 常被称为“加略人犹大”, 来区分亚勒腓的儿子犹大, 
即“小雅各”的兄弟(又名达太) 

 他是财政(“带着钱囊”, 约 12:6; 13:29)  
 不是真信徒(主称他为“灭亡之子”, 约 17:12), 他“为
了 30 块钱出卖主”证实了这点(太 27:3) 

 论到十二门徒, 主耶稣向父祷告说: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祢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

那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的”(约 17:12). 这表示除了犹大

以外, 十一门徒都是真信徒. 
 
 
***************************************** 

附录二: 约翰简介  —  渔夫-门徒-使徒 
 
A. 简介:  
1) 约翰是西庇太的儿子, 母亲名叫撒罗米, 是雅各(指

十二使徒中的雅各)的弟弟. 
2) 约翰与彼得一样, 是主耶稣亲自呼召和特别带领的

门徒, 从渔夫到门徒, 最后成为主所重用的使徒.  

                                                           
61   注: 可 3:18 在《和合本》译作“奋锐党的西门”, 但
英文圣经如 KJV、NKJV 和 YLT 则译作 Simon the 
Canaanite (意谓“迦南人西门”); 因为希腊文 Zêlôtês (奋锐)
也就是希伯来文的“迦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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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约翰作为一名渔夫, 被人称为“没有学问的小民”, 
(徒 4:13), 但却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

书、约翰三书和启示录五卷经文, 这本身也是一件

神迹奇事. 
 
B. 约翰的性格(缺点和优点):  
1) 与哥哥雅各一样, 容易把自我和愤怒情绪表露出来. 

或许因为这样, 主耶稣称约翰和雅各为“雷霆之

子”(或作“雷子”, The sons of thunder; 可 3:17):  
a) 约翰看见一个人, 素日不和使徒们一同跟随主耶

稣, 但却奉耶稣的名赶鬼. 约翰就禁止他不许这

样做. 但主耶稣对约翰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

敌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路 9:49-50). 
b) 约翰和雅各两人有一次求主准许他们“吩咐火从

天上降下来”(路 9:54), 烧灭在撒玛利亚的一个村

庄, 因那里的人拒绝接待主耶稣. 但主转身责备

他们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路 9:55). 
2) 约翰与哥哥雅各曾要求在主耶稣的国里, 占有特别

尊贵的高位  —  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和右边(可
10:35-40), 结果遭到其他门徒的恼怒, 主也借此教

导门徒谦卑服事的重要(可 10:41-45). 
3) 在主耶稣耐心的教导和塑造下, 约翰最终成为“爱

的使徒”(注: 他所写的书卷最多次提到“爱”, 参约

翰福音和约翰一书), 并且谦卑地服事信徒(注: 年
老的约翰在 启 1:9 称自己为“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

兄…”, 而非“作使徒的约翰…”).      
 
C. 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1) 约翰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参 约 13:23; 19:26; 

20:2; 21:7,20) 
2) 有圣经学者分析考证, 认为下列经文所提的“那个门

徒”指的就是约翰本人: 
a) 主耶稣被捉拿后, 把彼得带进大祭司院中的“那个

门徒”(约 18:15-16)是约翰. 
b) 主耶稣在十架上时, 受主耶稣托付去看顾祂的母亲

的“那个门徒”(约 19:26-27)是约翰.  
c) 主耶稣复活那天, 和彼得一起跑到主耶稣的坟墓那

里去的“那个门徒”(约 20:1-8)是约翰.  
d) 主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显现时, 彼得问主耶稣“这

人将来如何”的“那个门徒”(约 21:20-23). 
 

D. 约翰经历几次特殊的场合: 
1) 约翰与彼得和雅各三人被主特许跟着祂, 亲眼见证

睚鲁女儿复活的神迹(可 5∶37-42). 
2) 约翰与彼得和雅各三人被主领上高山, 见证主耶稣

登山变像的奇景(太 17:1-8). 
3) 约翰与彼得和雅各三人被主带往客西马尼园(太

26:37), 主的本意是要他们与祂一同警醒祷告, 他
们却睡着了(太 26:40-45). 

E. 约翰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和受难时: 
1) 主耶稣受难之前, 曾打发彼得和约翰去预备逾越

节的筵席(路 22:8). 
2) 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有一个人要卖他, 约翰

便靠着主耶稣的胸膛, 问祂说: “主啊, 是谁呢?” 
主耶稣说: “我蘸一点饼给谁, 就是谁”(约 13:23-
26). 我们从中可看出约翰是多么关心主耶稣, 愿
意明白主的心意和心情. 

3) 当主被钉十架、众门徒都害怕四散时, 约翰却与

那些爱主的众妇女一同站在十架旁, 并听到主向

他托付去照顾主的母亲(约 19:26-27). 
 
F. 约翰在五旬节之后的布道和事奉: 
1) 召会初期, 约翰常和彼得共同行动(徒 3:1-4:23; 

徒 8:14-17), 显然是信徒公认声望较高的使徒. 
2) 使徒保罗认为彼得、约翰和耶稣基督的兄弟雅

各乃是“召会(教会)的柱石”(加 2:9). 
3) 约翰老年时被囚在拔摩海岛上历尽艰辛万苦. 他

在拔摩海岛写启示录时, 使徒保罗和彼得都已殉

道. 那时约翰极可能是十二使徒中唯一在世的人.  
4) 但这位德高望重的使徒却对亚细亚(亚西亚)众召

会的信徒说: “我约翰就

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

在耶稣的患难、国度、

忍耐里一同有份 ”(启
1:9). 言词谦卑亲切(“你
们的弟兄”), 动人肺腑.62  

 
总结: “爱”是世上最大的推动力, 很多时候我们能够

爱人, 乃因为我们被爱. 使徒约翰对神的爱有独特的

经历和体会(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因此能在他的

书信中深刻地描绘神慈爱的属性. 主耶稣彰显神是爱, 
约翰深受感染, 也活出爱的生命.【注: 主耶稣就像接

触约翰一样地接触我们; 虽然祂透彻地了解约翰和

我们的本相, 却依然深爱约翰和我们. 了解祂这样无

条件的大爱, 是改变我们的强大动力】   
 

                                                           
62   以上附录参考 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

人物辭典/約翰 , 也参《圣经·灵修版》(袖珍本) (香港: 国
际圣经协会, 2001 年), 新约第 288 页.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人物辭典/約翰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人物辭典/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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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解经                微光-    
 

 

唯义人 

因信得生 

（哈巴谷书 2:4） 
 

 

 
 
经文: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唯义人因信

得生.” (哈巴谷书 2:4) 
 
(A)  引言 
 论到“因信称义”的
真理, 我们通常都会想到

罗马书 1:17 的经文. 这节

经文使 16 世纪的马丁路

德 (Martin Luther)深受感

动, 并在神大能的带领下, 
他为此因信称义的真理发

起宗教改革(Reformation)
的运动. 以下是三处有关

“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新约经文:  
 
 罗 1: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致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

必因信得生.” 
 加3:11: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 “义人必因信得

生.”   
 来 10:38: 只是义人 (有古卷: 我的义人) 必因

信得生. 他若退后,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罗羚在《原文读经好处多》一书中指出,
新约圣经曾三次引用“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

(罗 1:17; 加 3:11; 来 10:38). 每一次, 圣经上的经

文索引都指向同一个出处, 就是哈巴谷书 2:4. 表
面看来, 这句话似乎不难解释, 尤其是中文圣经

《和合本》这三处的经文翻译都一模一样. 但是

当我们仔细思想这句话, 尤其当我们试着从上下

文理解这节经文, 想明白它在上下文的作用时, 
问题就来了.  

 
 例如, 罗马书 1:16-17 是罗马书 1 至 3 章

“因信称义”的导言. 在导言中, 保罗引用了“义人

必因信得生”这句话. 人们不禁会问: 不是罪人因

信得生吗? 不是没有义人吗? 保罗在罗马书 1:18
至 3:20 用了很长篇幅, 来证明没有义人, 无论是

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人人都在神的忿怒之下. 最
后, 罗马书 3:21-31, 保罗提出了因信称义的核心

教义. 不应该是罪人因信称义, 因信得生吗? 我们

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如果我们读最新的中文译本《环球圣经

译本》(2015 年版), 它对罗马书 1:17 的翻译是: 
“因信称义的人将得生命”. 这样的翻译就容易理

解这句话, 也让上述问题迎刃而解, 原来“义人必

因信得生”的“义人”是因信称义的罪人. 《环球圣

经译本》对加拉太书 3:11 也是这样翻译. 可是

《环球圣经译本》对希伯来书 10:38 却有不同翻

译: “我的义人将因信得生命”, 与《和合本》一

致. 为什么同一句经文, 有不同的译法呢? 哪一个

是对的呢? 
 
 针对这种情况, 罗羚写道: “此时, 我们必

须求助于原文. 首先, 我们回到希腊文新约圣经, 
会发现三处引言基本上都是一样(除了 来 10:38):   
 
ὁ      δὲ      δίκαιος     ἐκ  πίστεως ζήσεται . 
Ho   de      dikaios ek  pisteôs       zêsetai.  
The  and    righteous  by faith       will live 
       (义者) (因)   (信)      (必活着) 63 
 
这经文来自旧约(指旧约圣经), 需要回到旧约来

理解. 从旧约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 我们可

以发现, 新约那三处经文与《七十士译本》哈巴

谷书 2:4b 都是一样.64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新约引

用的是《七十士译本》.” 
                                                           
63    按原文字序, 希伯来书 10:38 在“义人”一词之后多

了一个“我的”(希腊文[音译]: mou ). 【希腊文本: ὁ δὲ 
δίκαιος μου ἐκ πίστεως ζήσεται / 音译: Ho de dikaios mou 
ek pisteôs zêsetai 】 
64     与新约圣经(指 来 10:38)一样, 《七十士译本》在

“义人”一词之后多了一个“我的”(希腊文[音译]: mou ). 但

https://biblehub.com/greek/ho_358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de_1161.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dikaios_1342.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ek_1537.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pisteo_s_4102.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ze_setai_219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ho_358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de_1161.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dikaios_1342.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ek_1537.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pisteo_s_4102.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ze_setai_21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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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法来讲, 介词短语 ek pisteôs (因信)可
以作形容词(adjective), 修饰前面的名称  ho de 
dikaios (义人), 也可以作副词(adverb), 来修饰后

面的动词 zêsetai (得生或生活). 如果 ek pisteôs 
(因信)修饰前面的名词(以此作为形容词), 那么这

介词短语就是告诉我们, 人是如何称义的, 就是

“因信称义的人将会得生”. 如果 ek pisteôs (因信)
修饰后面的动词(以此作为副词), 这个介词短语

就是告诉我们, 义人应该如何生活, 就是“义人将

因信或凭信心来生活”. 这两种译法在文法上都

是正确的. 
 

罗羚进一步指出, 哈 2:4 的希伯来文有同

样情况.65  希伯来圣经的  ּוָנתֹו ִיְחֶיה  ְוַצִדיק  ֶבֱא
(音译: wesaddîq  be’ĕmûnâthôw  yihyeh ) / 中间

一字 ּוָנתֹו 音译: be’ĕmûnâthôw; 因他的信) ֶבֱא

心), 既可以修饰前面的字(“义人”), 也可以修饰后

面的字(“将生存或生活”).66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

解释哈巴谷书 2:4 这句话呢? 这时, 就需要求助

于这句经文的上下文.  
 
 从上下文看, 哈巴谷书 2:4 是神对先知哈

巴谷所说的话. 哈巴谷看见犹大国中恶人无所顾

忌地“围困义人”(哈 1:4), 律法不能生效, 公理无

法彰显, 就愤愤不平, 向神申诉求问. 神告诉哈巴

谷说, 祂正兴起残忍凶暴的迦勒底人来审判犹大. 
先知听了就更困惑, 神为什么要让“恶人吞灭比

自己公义的人”(哈 1:13), 使公理颠倒呢? 神回答

说祂也将审判迦勒底人. 唯义人因信得生.  
 
 根据此上下文, 正如菲尔兹(Lee M. Fields)
所建议的, 上文所述有关“义人因信称义”的两种

可能解读(两种可能的解释)是可以并存的. 第一

                                                                                                      
也有古卷在“义人”一词前并没有“我的”一词【也有希腊文

本 : ὁ δὲ δίκαιος ἐκ πίστεώς μου ζήσεται / 音译 : Ho de 
dikaios ek pisteôs mou zêsetai  】 
65   参 Lee M. Fields, “By Faith”, in Devotions on the 
Hebrew Bible – 54 Reflections to Inspire & Instruct (ed. 
Milton Eng & Lee M. Field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5), 第 103 页.  
66   无论是希腊文 ζήσεται / zêsetai (希腊文原型: zaô 
{G:2198} ) 一字, 还是希伯来文的 ְחֶיה / chyeh (希伯来文

原型: châyâh {H:2421} )一字, 都有两个意思, “得生”和“活
着、生活”.  

种意思, “因信称义的人将会得生”中的义人, 是指

那些相信神必会按照祂所说的惩罚恶人, 无论恶

人是犹太人还是迦勒底人, 他们(指义人)需要等

候神话语的应验【编者注: 这第一种意思所强调

的是“义人”  —  因信称义的人】. 第二种意思, 
“义人将因信或凭信心来生活”, 也就是说, 义人在

等候神的审判和拯救的同时, 有着因相信神赏善

罚恶而有的相应道德生活【编者注: 这第二种意

思所强调的是“生”  —  因信或凭信心来生活】.  
 
 
(D)  结语 

罗羚贴切总结道: 
“这样, 我们就明白为什

么保罗和希伯来书的作

者引用同一经文, 却有

不同的解释. 因为这句话有两个意思, 而两位新

约作者根据各自的需要引用其不同的意思. 罗马

书 1:16-17 和 加拉太书 3:11 的上下文都在讲因

信称义, 所以保罗用的是第一个意思, ‘因信称义

的人将会得生(指得着生命, 特指永生).’ 而希伯

来书 10:38 是讲已经信的人要坚守信心到底, 因
此作者采用第二个意思, ‘义人将因信或凭信心来

生活’. 所以, 《环球圣经译本》的两种翻译都是

正确的. 这样, 有了原文的知识加上对经文上下

文的了解, 再一次帮助我们活泼地理解经文.”67 
 

另一方面, 也有圣经学者把 哈 2:4 在新约

的三次引述, 看成圣灵所要强调的三个不同重点. 
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指出: “希伯来书的

作者从哈巴谷书引述一段熟悉的经文, 而这节(哈
2:4)被圣灵特选, 三次使用在新约圣经中. 每一次

引用这节经文时, 所强调的重点都落在不同的字

词上: ‘义人 (the just, 罗 1:17)必因信 (by faith, 来
10:38)得生 (shall live, 加 3:11). … 希伯来书的作

者在此强调信心为必不可少的要素, 要为他在下

一章(希伯来书第 11 章有关信心的定义和例证)
所要讲的来铺路(即预备读者的心, 去明白靠信心

生活的重要).”68  

                                                           
67   除了另外注明, 以上这篇文章主要参考/改编自 罗
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

有限公司, 2017 年), 第 79-83 页. 
68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Hebrews (rev. ed.)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2), 第 138 页. 

https://biblehub.com/greek/ho_358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de_1161.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dikaios_1342.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ek_1537.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pisteo_s_4102.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ze_setai_2198.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ze_setai_21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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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A. Carson 

                                  读经解经       微光 
 

  再思解经错谬(三) 
 
 
 
 
 
(I) 导论 
 

有者正确说道: “好的解经使人活起来, 荣
神益人; 错误的解经却足以扼杀生命, 害己害人.” 
卡森 (D. A. Carson) 69所写的

《再思解经错谬》, 就是为帮

助读者在解经时, 避免犯下书

中详细指出的字义、文法、逻

辑、前提和历史方面常见的错

谬, 并选取更正确的解经方式, 
借此鼓励读者能够更谨慎且忠

实地将圣经的原意解明出来.  
 
从本期的《家信》开始, 我们将重新编辑

与刊登《再思解经错谬》里所提出的各种解经

错谬, 也加添其他书籍的例证以补充和富化这方

                                                           
69   唐纳德·A·卡森(另译“卡逊”, Donald A. Carson)是
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新约

研究教授, 至今撰写或编辑过 50 多本书, 包括《登山宝训

》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 《 释 经 的 谬 误 》

(Exegetical Fallacies)、《属灵改革的呼召》 (A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 、 《 新 约 解 经 书 概 论 》 (NT 
Commentary Survey)、《约翰福音注释书》和他得过金奖

的著作《上帝的禁制》(The Gagging of God). 他能阅读多

种文字, 包括希腊文和法文. 他也是丁道尔圣经研究学社

(Tyndale Fellowship for Biblical Research)、圣经文献研究

社(Society for Biblical Literature)和圣经研究所(Institute for 
Biblical Research)的会员.他的专门知识范畴包括历史上的

耶稣基督(historical Jesus)、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希腊文法, 以及使徒保罗和约翰的神学. 卡森最初学的是化

学(在麦克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取得化学学士学位), 
过后改修神学, 在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去英国深造, 在著名

的剑桥大学取得新约博士学位. 1978 年参与三一福音神学

院工作之前, 曾在三间别的神学院授教. 此外, 卡森也是马

来西亚 “ 吉隆坡基督徒会议 ”(Kuala Lumpur Christian 
Conference)举办的“巴生谷圣经大会”(Klang Valley Bible 
Conference)所常邀请的讲员(注: 他在 2007 年已是第 3 次

成为大会讲员), 其解经常有独到之处. 

面的讨论, 期望借此能帮助读者“作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至终叫人得

益, 使神得荣. 
  
 
(II) 五大方面的错谬 
 

卡森(D. A. Carson)在其所著的《再思解经

错谬》一书中, 提出了五大方面的解经错误:70 
1) 字义或字汇研究上的错谬(Word-Study Fallacies); 
2) 文法上的错谬(Grammatical Fallacies); 
3) 逻辑上的错谬(Logical Fallacies); 
4) 前提上的错谬(Presuppositional Fallacies); 
5) 历史上的错谬(Historical Fallacies). 
 

由于第二项“文法上的错谬”所讨论的事物

是比较技术性, 读者需要有一些希腊文法的基本

知识, 所以我们把它留到最后才讨论. 因此, 在
《家信》的编排上谈完了“字义研究上的错谬”, 
接着我们便讨论“逻辑上的错谬”、过后是“前提

上和历史上的错谬”, 最后才谈“文法上的错谬”. 
 
(文接上期) 
 

(B)   逻辑的错谬 
 
 在列举解经上常见的逻辑错谬之前, 我们

必须先看看逻辑的本质. 虽然冒着过度简化的危

险, 但卡森还是解释一下逻辑的四重意义(或说

“四种意义”), 以帮助读者加以区别:  
 
1) 在理论象征层面, “逻辑”

是一个极广泛的词, 指一

系列不解自明的关系 , 
“以提出证据分析评估的

方法, 获得正确结论”; 
2) 在一般非专业性的谈话

中, “逻辑”是“可行的”、
“合理的”等字的相似词, 
一个合乎逻辑的计划, 可能是可行的计划, 而
不合逻辑的行动, 可能是鲁莽的行动; 

                                                           
70   值得留意的是 , 卡森在其所著的《再思解经错

谬》一书中, 只把上述五种错谬分为四种  —  将第四和第

五种错谬联合起来, 算为一种(即前提和历史上的错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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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逻辑”有时指形式上的论证: 例如, 我们说有

人正在作“逻辑论证”, 但暂先不管他所采取

的步骤有无谬误;  
4) “逻辑”在日常语言上, 有时指一堆命题(a set 

of propositions), 甚至第一印象, 而不管合不

合第一层“逻辑”定义; 例如, 我们有时会用

“西方式逻辑”、“日本式逻辑”、“市场逻

辑”、“生态逻辑”这样的字眼.   
 

在上述第四种意义上, 两种逻辑之间可能

有冲突, 例如“共产主义逻辑”和“资本主义逻辑”
在许多方面就彼此对立. 事实上, 卡森只对第一

种逻辑感兴趣, 这也是他在下文所采用的逻辑.71  
 
重点是 : 要认识上

述逻辑的第一定义是具普

遍性的 . 对于任何学识或

议题的传递, “逻辑”是必须

加以运用的一连串关系 . 
即使是喜爱以图像来沟通

的人士 , 也是如此运用逻

辑(特指上述第一种逻辑); 
而神学上的辩证高手也必

须承认 , 他那看似矛盾的

理论, 若不是合乎逻辑, 就
是胡说八道了. 举例来说, 当神学家尝试解释“主
耶稣是神又是人”的真理时, 总会遇上不少难题, 
尽管如此, 就算他不能提出“主耶稣神人二性”的
彻底解释, 他的理论却不能“不合逻辑”.  

 
卡森接着强调: “简单的第一重逻辑(指上

述四种逻辑的第一种逻辑)的定义, 是一切相关知

识和一切理性沟通的基础. 而逻辑上的基本“定
理”, 例如矛盾律和排中律, 也都是普遍性真理.
【编者注: “矛盾律”(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是指任何一个述句, 不能同时是真又是假, 即不

能自相矛盾, 所以又称“非矛盾律”. “排中律”(the 
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则是指每一述句, 必须

                                                           
71   由于大家在辩证上, 常被上述这些不同定义(指上

述四种意义或“四重意义”)搅乱, 所以卡森以达姆斯(另译: 
达罕, John V. Dahms)和盖司勒(Norman L. Geisler)的笔战

来进一步说明其间的差别, 并指出达姆斯所谓的“逻辑”是
把第三种逻辑与第一种逻辑混淆了. 请参卡森所著的《再

思解经错谬》, 第 117 页.  

是真的或不是真的(通常被表述为 A 是 B 或不是 
B), 此外没有其他可能】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来讨论逻辑上

的错谬. 在各项标题下, 可能提到多种错谬, 不过

我们的讨论以“逻辑上的错谬”为主. 有些例子虽

然归属相同性质的逻辑错谬, 但因为应用有别, 
就分别放在不同标题之下.72 
 
 

(B.1)   错误的选项: 不当地诉诸排中律 
 

 我们在之前“字义研究上的错谬”, 第11项
错谬中(即“不当的语意分离与限制”, Unwarranted 
Semantic Disjunctions and Restrictions)已经讨论过语

义上不当的分离; 但在解经上更常见的是逻辑上

的错误选项   —  错误的“非此即彼 ”(a false 
either/or requirement = 不是这个, 就是/而是那个)
选择,73 而事实上可能是互补作用(而不是“非此

即彼”).  
 
 上述逻辑上的错误选项对正意解经极具

杀伤力; 例如: 赫尔德(H. J. Held)论证马太跟着引

用马可时, 发现马太所记录的神迹都较短, 而他

所保留的神学意义则较完整, 于是他下结论: “(在
马太福音中)重要的不是神迹本身, 而是所传达的

信息.” 注意这“不是…而是…”的选项句法. 我们

不禁要问, 是否有哪一位福音书作者只重视神迹

本身? 如果马太只是将焦点稍微转移, 我们为何

非要用“非此即彼”的选项来作评述, 并且否定神

迹的重要性?   
 
 当然, 有些形式的选项只是属于文体修辞

手段(stylistic devices), 不应该真的按照“非此即

彼”的意义来解释. 希伯来诗有许多这类的修辞

技巧. 新约圣经也有一些. 例如: “我喜爱怜悯, 不
喜爱祭祀”(何6:6), 就形式而言属于分离性的选项

句; 但实际上, 这是一种特意加强语气的修辞技

巧或手段, 提醒人们可能犯的错误  —  一方面献

祭给神, 一方面却毫无怜悯地以憎恨、苦毒和敌

                                                           
72   以上(B)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16-118 页. 
73   余德林和郭秀娟在他们所译的《再思解经错谬》

一书中, 把英文 either/or requirement 译作“非彼即此”, 但按

中文的正确说法应该是“非此即彼”(意即: 不是这个, 就是/
而是那个), 请参标准汉语辞典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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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 Steinmetz 
 

意对待他人. 怜悯自然比献祭更为重要, 但旧约

先知(何西阿)绝不是因此要废除祭祀礼仪. 同样, 
我们也应当考虑, 近代学者在使用“非此即彼”的
句法时, 是否也忽略了经文本身不过是采用修辞

技巧而已.74  
 
 

(B.2)   疏于辨识二者间的区别 
 

这项错谬是辩论说: 
“因为甲乙在某些方面很相

似, 所以二者在所有层面都

近似.” 斯坦梅茨(另译: 史
坦麦兹; David C. Steinmetz)
最近写的文章里, 就有这项

错谬的最佳例子: 
 

禁止妇女讲道、教导…,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除非我们能在圣经里找到经文说, 在基

督里男女有别(这是与保罗唱反调 , 参  加
3:28),75 并且在末日, 作儿子的要说预言, 作
女儿的要闭口不言(这是与彼得唱反调, 参 
徒2:17).76 妇女也是君尊的祭司, 否则, 她们

连教会肢体都不是了.77  
 
 斯坦梅茨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兼作家; 但是

这几行(几句)诡辩, 实在不能证明他的这个看法

是对的. 当然, 圣经明文教导在基督里不再有男

女分别(加3:28); 但是, 诚如卡森正确指出的, 圣
经岂是说, 男女从此在每一方面都相同? 男人也

要轮流怀孕吗? 加3:28的上下文, 讲的是称义(或
说“得救重生”), 在神面前, 男女是平等的: 没有任

何一方优于另一方, 都是因着恩、借着信来得救. 
然而, 从其他经文(如 林前14:33-36; 提前2:11-15)
看来, 保罗似乎对召会中的男女角色持不同看法

                                                           
74   以上(B.1)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19-121 页. 
另一个犯上这错谬的例证是霍奇斯(Zane C. Hodge)论信心

和行为的一段话, 请参《再思解经错谬》, 第 121 页. 
75   加 3:28: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自主的、为

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76   徒 2:17: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77   David C. Steinmetz, “The Protestant Minister and the 
Teaching Office of the Church”, Theological Education 19 
(1983): 第 45-64 页, 特别是第 57 页. 

(即保罗认为男女有别, 这方面请参脚注文章).78 
最后, 即使有人最终证明这两段经文不该如此解

释, 我们仍然必须拒绝斯坦梅茨的方法论, 因为

男女在某些方面相似, 就说他们在所有方面都相

同, 这个看法实在站不住脚.  
 
 斯坦梅茨提出另一段类似的经文. 根据路

加在使徒行传的记载, 彼得曾经引用约珥书说在

末后的日子, 男女都要说预言(徒2:17), 而且新约

圣经也记载妇女说预言的事(徒21:9; 林前11:2-
16); 不过, 别忘了在另一方面, 彼得也提到妇女是

软弱的器皿(彼前3:7). 不管这节是指女人的体力

方面(与男人相比是软弱的), 还是指别的意思, 这
节总是表明男女有别.  
 

因此,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 新约圣经中有

证据显示男女都享有说预言的恩赐, 但根据 提前

2:11-14的教导(保罗禁止女人讲道), 男女在角色

上是有分别的(注: 女人不可在公开的聚会场合下

讲道, 这是抵触了神所安排的头权, headship).79  
此外, 斯坦梅茨所提的“君尊的祭司”之论证也类

似这点. 事实上, 男女都是“君尊的祭司”, 表明男

女都有服事的特权, 但服事的领域在某些方面是

有区别的.80   
 
 

(B.3)   诉诸筛选过的证据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斯坦梅茨上述的论证

不只疏于辨识二者间的区别, 他还犯上另一个错

                                                           
78   按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的教导, 男女的角色和职

分是有分别的; 有关这方面的例证, 请参《家信》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再思男女平等平权

论与男女平等互补论 / ; 也参圣经所教导的妇女观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圣经的无误和可靠

十七-圣经的伦理下-圣经的妇女观/ . 
79   有关“头权”(headship)这一重要题目 , 请参《家

信》文章, 网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 
80   有关男女(指弟兄和姐妹)在服事领域有某些方面

的区别 , 请参《家信》文章 “女人的职事 ”, 网址是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 4 女人的

职事/ ; 有关女人公开讲道方面, 也请参《家信》文章, 网址

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提前 212 说不

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知识少吗/ . 以上(B.2)项参考

《再思解经错谬》, 第 121-123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再思男女平等平权论与男女平等互补论/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再思男女平等平权论与男女平等互补论/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七-圣经的伦理下-圣经的妇女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七-圣经的伦理下-圣经的妇女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提前212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知识少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提前212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知识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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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 J. Moo 

误  —  因选择性地解读证据, 而排除其他相关的

证据. 这一点在字义研究时已讨论过(错谬10: 在
筛选证据方面的偏执), 但它的应用范围相当广. 
一般而言, 愈复杂、愈情绪化的议题, 就愈容易

犯这种错误  —  (随己意主观地)选择一部分证据, 
并过早下结论, 形成一个不具多少实质的结论, 
而将其他的证据过滤掉. 这是相当偏颇的做法.  
 
 卡森写道: “在解经上, 我们实在需要看重

‘忠于原意的解释’(fidelity)过于‘投机取巧的创

新’(originality). 我敢说, 在使基督徒分裂的议题

上, 例如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调和, 如果

双方的基督徒领袖们有意在这方面改进, 定能得

着令人满意的进展(当然, 我假设大家“有意”改进, 
但这很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甚至是一种妄

想).”81  
 

支持“神的主权

(全权)”的加尔文主义

者常选择性地诉诸一

些“看似支持预定论”
的经文, 却刻意忽视许

多支持“人的责任与自

由意志”的经文, 基于

篇幅有限, 我们请读者

阅读上一期《家信》

的文章: “失衡的神学

(一): 加尔文主义的预

定论” [请特别留意 (C.4) 与上帝“爱人”的张力].82 
有关“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调和”, 请参里

程所著的《从圣经看预定论》, 第259-305页【注: 
里程列举了许多圣经的例证, 说明“上帝全权”与
“人的责任”是可以共存的】.83  

                                                           
81   以上(B.3)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23-124 页. 
82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9/ 失衡的神

学一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 . 
83   论到“诉诸筛选过的证据”, 卡森也举出女人讲道为

例子, 他说: “一些极端保守派引用哥林多前书 14:33-36, 辩
称女人在教会里应当默静, 不能大声祷告、作见证或讲道. 
当然, 我们承认这段经文单独看时可以这样解, 但如此一来, 
就无可避免地和保罗在同卷书稍早的教导起冲突, 在那里

(指 林前 11:2-15)他允许女人祷告并说预言. 因此, 诉诸哥

林多前书 14:33-36 来要求女人绝对静默, 就是犯了选择部

分证据的错谬.”(摘自《再思解经错谬》, 第 124 页). 然而, 
卡森这方面的解释也犯上逻辑的错谬(例如“错谬 2: 疏于辨

(B.4)   不当的三段论法 
 

 许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 都犯了这项

错谬  —  不当的三段论法. 让我们举一些例证说

明. 《三一神期刊》(Trinity Journal)有几篇讨论

提摩太前书2:11-15的文章. 在回应菲利普·佩恩

(Philip Barton Payne)84的论点, 穆尔(Douglas J. 
Moo)以“三段论”的方法来证明佩恩的论点是错

谬的. 
 
 论到 提前3:11的女执事, 佩恩以 徒6:1-6所
提到的执事中, 有一位执事有公开讲道(指司提反, 
徒7:1-53)和另一位执事有为信徒施洗(指腓利, 徒
8:26-40)为理由, 宣称女执事也可以如此行  —  
公开讲道和为信徒施洗. 佩恩的论点可以用以下

三段论来表达: 
 大前提: 徒6:1-6所设立的七位弟兄是执事. 
 小前提: 徒6:1-6的一些(两位)弟兄有公开讲

道和施洗. 
 结论: 因此, 所有执事, 包括女执事在内, 可以

公开讲道并施洗.   
  

在解经上, 即使我

们同意 徒6:1-6里的七个

人都是执事, 而他们当中

两人有公开讲道和为信徒

施洗, 但它并不证明女执

事也能如此行. 因为小前

提错误地假设七个人中的

两个人能公开讲道和施洗, 
是基于他们具有执事的身分.【此外, 虽圣经记载

有些男执事公开讲道, 但这不足以保证女执事也

能如此, 因为圣经还有教导关于女人的职事/事奉

(例如神借使徒保罗在 提前2:12 教导说“不许女

人讲道”)和头权的真理(林前11:1-16), 编者按】85 

                                                                                                      
识二者间的区别”; 以及“错谬 4: 不当的三段论法”). 有关这

方面的解释, 请参本文附录三. 
84   此书把 Philip B. Payne (佩恩)译作彭巴顿, 但“彭巴

顿”一名已广泛用来指 J. Barton Payne (1922-1979). 为了避

免混淆, 故本文采用另一种译法“菲利普·佩恩”. 
85   有关女人公开讲道方面, 也请参《家信》文章, 网
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提前 212 说

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知识少吗 / ; 至于 “头
权”(headship)这一题目, 请参《家信》文章“蒙头  —  可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9/失衡的神学一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9/失衡的神学一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提前212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知识少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提前212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知识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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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式各样错误的三段论, 让我们思考一

些常见的例子: 
 大前提: 所有真正的基督徒爱他们的仇敌. 
 小前提: 玛丽爱她的仇敌.  
 结论: 因此, 玛丽是基督徒. 

 
可是我们知道这结论可能是错的! 我们不

能因所有真基督徒都爱他们的仇敌, 而下结论说

爱仇敌的玛丽就一定是基督徒, 因为实际上也有

非基督徒(可能是佛教徒、回教徒等等)出于仁慈

宽恕之心, 去爱她的仇敌. 上述结论所犯的错误, 
很像以下这个有名的三段论误导: 
 大前提: 所有的狗都是动物. 
 小前提: 猫是一种动物. 
 结论: 因此, 猫是狗. 

 
正常人都不会接受以上这三段论逻辑, 但

却有不少人赞同上述玛丽的三段论看法. 若要玛

丽三段论的结论正确, 必须修正它的大前提, 把
“所有真正的基督徒爱他们的仇敌”改成“只有真

正的基督徒爱他们的仇敌”. 在这条件之下, 假如

“玛丽爱她的仇敌”, 那她必然是基督徒. 让我们用

符号来说明这例子.  
 A = 真正的基督徒 
 B = 那些爱仇敌的人 
 C = 玛丽 

    
根据以上说明, A 是 B 的一部分, C 也是 

B 的一部分, 但这显然无法导出 C 是 A 的一部分. 
不过, 假如(根据修正或调整过的三段论) A = B, 
亦即“只有真正的基督徒爱他们的仇敌”, 那么假

如 C 是 B 的一部分, C 也就理所当然是 A 的一

部分了.86 由于《家信》篇幅有限, 我们没引述卡

森在这方面长篇的解释, 对此有兴趣的读者, 可
参阅《再思解经错谬》, 第127-132页.87 
 
 

(B.5)   反面推论 
 

                                                                                                      
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
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 
86   以上(B.4)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24-127 页.  
87   卡森在此也提出桑德斯(John Sanders)的错误逻辑

论证(注: 桑德斯在逻辑上的错误论点是: 那些不信主

耶稣的人也能得救), 请参上引书, 第 127-129 页.  

 如上文所述, 负面推论是一种不当的三段

论证, 这种错误相当普遍, 所以需要在此另作一

段解释以详加说明. 一项命题是正确的, 并不等

于这项命题的反面也是正确的. 反面推论可能成

立, 但却不可假设它一定如此. 这点可以用三段

论轻易说明. 请参考以下两个例子: 
 
 大前提: 所有正统犹太教徒都相信摩西是先知. 
 小前提: 史密斯不是正统犹太教徒.  
 结论: 因此, 史密斯不相信摩西是先知. 

 
这论点很明显不能成立, 因为结论是根据

大前提的反面推论. 由于基督徒和回教徒也相信

摩西是先知, 而史密斯可能是基督徒或回教徒, 
所以他虽然不是正统犹太教徒, 却仍然相信摩西

是先知.  
 
 再看第二个例子: 
 大前提: 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救. 
 小前提: 琼斯先生不相信耶稣基督.  
 结论: 因此, 琼斯先生不得救. 

 
按新约圣经的教义, 这项结论很正确; 但

这一段三段论却不成立. 这是以不当的推论, 来
达到正确的结论. 若要上述三段论正确有效, 就
必须把大前提“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救”改
成“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救”.88 
 
 

(B.6)   世界观的混淆 
 

 我们常以自己的经验和对事情的解释, 作
为解经准则, 但事实上, 一旦深入探索, 可能发现

两者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所以经文在不同的适

用范围 , 有必要应用 “排中律 ”(the law of the 
                                                           
88   以上(B.5)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33-135 页. 
值得思考的是: 论到得救方面, 罗 10:9 并没有说“只有那些

在世上时, 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才能得救”【因为哑巴
不能用口承认耶稣为主】, 这节经文也没有说“只有那些在

世上时, 心里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才能得救”
【因为夭折的婴孩或智障的白痴没有能力明白和相信神叫

主耶稣复活, 但我们相信慈爱公义的神也为这类的人预备

了挽回祭, 使他们得救, 因为 约壹 2:2 说: “祂(主耶稣)为我

们(指信徒)的罪作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

天下人的罪”(注: 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里所谓的“普天下

人”包括了夭折的婴孩和智障的白痴们)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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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 Sire 

 
 

David H. Fischer 

excluded middle). 美国基督徒作家兼护道家詹姆

斯·塞尔(James W. Sire, 1933-2018)就曾针对那些

沉浸在东方神秘宗教的人士, 举出许多例子来证

明他们完全误会经文本意, 甚至错解经文.  
 
 举个例子, 太5:8说: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

们必得见神 .” 斯瓦米·萨
奇达南达(另译 : 萨瓦米 ; 
Swami Satchitananda)把这

句话解释成“那些洁净自

己良心的人有福了, 他们

将看见自己(themselves)如
同神.” 萨奇达南达不仅不

当地引进“反身词”(reflexives, 指“自己”), 而且把

自己那泛神论(pantheism)的思想不当地读入经文

里, 这样不仅让神丧失祂的独特位格, 也删除了

神与人之间本体上的区别(或译: 实体上的区别, 
ontological distinction).  
 
 以上所说的个案可能相当极端, 不过诚如

卡森所言: “我们福音派学者也常陷入类似的错

误. 例如, 圣经教导我们应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耶稣基督, 我们往往把自己的经验读进

经文, 把‘十字架’变成是风湿病、个人挫折… 我
们实在太轻看十字架, 对自己太过宽容. 对第一

世纪的读者而言, 那背起十字架的, 不只被判死

罪, 而且是极尽羞辱、痛苦的不名誉死法, 是罗

马人用来刑罚非罗马公民的罪犯人渣. …” 
 
 这项错谬很清楚地提醒我们, 解经者有必

要保持适当距离, 除非我们认清自己与经文间的

“距离”(distance), 否则我们很容易忽略二者之间

在观点、字汇和兴趣的不同; 不知不觉就把自己

的心理包袱(mental baggage)读进经文, 也不想一

想自己这样做是否正当. 唯有充分区分经文本身

所言和自己对同样议题的看法, 我们才有资格来

解释这段经文.  
 
 我们若不区分本身

那先入为主的偏见(即我们

的世界观)与经文的正意 , 
就会犯下费雪 (David H. 
Fischer) 所 谓 的 “ 培 根 错

谬”(Baconian fallacy).  
 

培根错谬地认为, 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不

借助…假设、主意、假定、理论、范

例、基本条件…或任何普遍性的前提, 就
可以找到真相. 他就好像在以往历史的黑

森林中摸索, 一点一点地收集坚果和莓果, 
直到足够叙述一个普遍性的真相(general 
truth), 然后再从许多普遍性真相, 导出整

体的真相(whole truth). 但这有双重缺失, 
因为这样做无疑是要使历史学家用极不

实际的方法, 去寻找一个极不可能的对象. 
 

这并非表示真知识是遥不可及的. 事实上, 
若我们无法认清自己的假设、问题、兴趣和成

见, 那么真知识就几乎不可能获得. 反之, 如果我

们认清它们的存在, 并在解经时考虑到它们的影

响, 就比较能够避免混淆圣经作者的世界观与自

己的世界观了.89  
 
 

(B.7)   误导人的提问 
 

 若有人问你: “你现在还常常打你的太太

吗?” 这样一个问题, 可能会引来一阵笑声, 因为

这问题使被问者陷入窘境. 如果被问者从不曾打

过妻子, 那么问他是否还打太太, 就极为不当了. 
发问者将自己的前提假设(即被问者常打太太)强
加在被问者身上. 
 
 费雪举出几个历史研究案例: “为什么美

国人的蓄奴制度全世界最糟?” (注: 这是对一个

未经证实的前提发出质问, 因为或许有美国以外

的国家在蓄奴方面比美国更糟);90 或是: “南北战

争后的重建是极其严苛, 还是出人意表地宽大?” 
(注: 这问题将二者归为“非此即彼”的两部分, 但
事实上, 可能有的地方很严苛, 有的地方很宽大, 
有的地方介于二者之间). 
 

                                                           
89   以上(B.6)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35-137 页.  
90   例如在数个世纪以前, 不少中东回教国家在蓄奴

方面比美国更糟; 英国也曾是蓄奴大国, 但在许多敬虔基督

徒大力推动反蓄奴运动之下, 成功废除了奴隶制度. 有关这

方面的资料,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1/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六-圣经的伦理中-圣经和奴隶/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1/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六-圣经的伦理中-圣经和奴隶/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1/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六-圣经的伦理中-圣经和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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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A. Carson

James W. Sire

用费雪自己的话来说明则是: “ ‘排中律’在
形式逻辑上(formal logic)是必须被严格遵守的定

理, 但在历史应用上, 就如同收支明细表一般的

复杂. 二分法(Dichotomy)常被误用在问句上, 以
要求我们在两个答案中选一个, 但实际上, 其真

实情况并不互相排斥, 或不够彻底涵盖于两个答

案中. 很不幸, 很多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犯错.”

“不过,” 卡森评述道, “当我们这些神学家

自以为不像历史学家那样而感谢神时, 我们实在

是缺乏自知之明, 其实我们也常陷入这种不当提

问的错误. … 我们有这样的书名: 《保罗  —  自
由思想家还是律法主义者?》(编者注: 正确的答

案其实是: 保罗不是自由思想家, 也不是律法主

义者)… 或者再看看下面这一则排斥性选项: ‘耶
稣基督是死于灵里极大的痛苦, 还是因身体上的

血耗尽?’(编者注: 其实这两个答案都不是, 因主

耶稣是自己放下祂的生命以进入死亡 , 参 路

23:46: “耶稣大声喊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

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约10:18: “没有

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91

(B.8)   不当地混淆真实性和准确性

经文的真实性有时因不够准确而打折扣; 
但是将二者混淆, 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 
这样做却是一种谬误. 

美国圣经学者古德恩

(Wayne A. Grudem)对这项谬

误写得相当不错. 他列举以

下三个句子来说明:

 我家离我的办公室不远.
 我家离我的办公室大约一哩半.
 我家离我的办公室有1.6哩.

上述每一项陈述都是真实的, 但是准确度不

一样. 还有许多例子, 像是: 四舍五入法、用自然现

象的语言来描述真实的物质世界(例如太阳从东边

升起, 西边降落, 仿佛是太阳在移动, 但实际上是地

球公转的现象)、对谈话的报导之本质等. 这些例子

                  
91  以上(B.7)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37-139 页.

的真实性, 并不受所谓准确或不准确的程度所影响,
因为准确度在这些方面并不是必要条件. 当然, 若
经文(或文章, text)里明文严格要求更高的准确度,
有另当别论.92

(文接下期)

附录一: 解经常犯的错谬

卡森(D. A. Carson)在其所

写的《再思解经错谬》一书中 ,
把解经常犯的错谬分成四大类

【注: 我们将之改编在《家信》

的文章时, 把第四类再分成两部

分, 成为第四和第五类】:

1) 字义研究或字汇研究上的错

谬(Word-Study Fallacies);
2) 文法上的错谬(Grammatical Fallacies);
3) 逻辑上的错谬(Logical Fallacies);
4) 前提上的错谬(Presuppositional Fallacies)和历史

上的错谬(Historical Fallacies).

第一类(即字汇或字词研究上)的错谬可分为

以下十六种【注: 我们已在上文讨论了首七种错谬】:

1) 字根的错谬(The Root Fallacy)
2) 语意时序的错置(Semantic Anachronism)
3) 沿用过时的语意(Semantic Obsolescence)
4) 诉诸“未知”或“可能性不大”的语意(Appeal to 

Unknown or Unlikely Meaning)
5) 草 率 地 引 用 背 景 资 料 (Careless Appeal to 

Background Material)
6) 平行字句的误用(Verbal Parallelomania)
7) 将 语 言 和 思 维 作 无 谓 的 串 连 (Linkage of

Language and Mentality)
8) 对专用语的错误假设 (False Assumptions about 

Technical Meaning)
9) 同义字及成分分析的问题(Problems surrounding 

Synonyms and Componential Analysis)
10) 在筛选证据方面的偏执(Selective and Prejudicial 

Use of Evidence)
11) 不当的语意分离与限制 (Unwarranted Semantic 

Disjunctions and Restrictions)
12) 不当地限制语意范围(Unwarranted Restriction of 

the Semantic Field)

                                                          
92  以上(B.8)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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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未 经 证 实 就 扩 充 语 意 的 范 围 (Unwarranted
Adoption of an Expanded Semantic Field)

14) 希腊文新约圣经及其闪语背景的问题(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Semantic Background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15) 未 经 证 实 就 忽 视 不 同 文 献 的 特 异 用 法
(Unwarranted Neglect of Distinguishing 
Peculiarities of a Corpus)

16) 未经证实就将 “ 意义 ” 和 “ 指涉对象 ” 混淆
(Unwarranted Linking of Sense and Reference)

关于逻辑上的错谬 ,
可分为以下十八种:
1) 错误的选项: 不当地诉诸

排 中 律 (False
Disjunction: Improper 
Appeal to Law of 
Excluded Middle)

2) 疏于辨识二者间的区别
(Failure to Recognize 
Distinctions)

3) 诉 诸 筛 选 过 的 证 据
(Appeal to Selective 
Evidence)

4) 不 当 的 三 段 论 法
(Improperly Handled 
Syllogisms)

5) 反 面 推 论 (Negative
Inferences)

6) 世界观的混淆 (World-
view Confusion)

7) 误导人的提问 (Fallacies
of Question-framing)

8) 不当地混淆真实性和准

确 性 (Unwarranted
Confusion of Truth and 
Precision)

9) 纯情绪性的诉求 (Purely Emotive Appeal)
10) 不当地概括和特殊化(Unwarranted Generalization 

and Overspecification)
11) 不当地联想跳跃 (Unwarranted Associative Jumps)
12) 错误述句 (False Statements)
13) 凭空冒出的结论 (The Non Sequitur)
14) 一笔带过 (Cavalier Dismissal)
15) 模棱两可的立论 (Fallacies based on Equivocal 

Argumentation)
16) 不当的类比 (Inadequate Analogies)
17) 滥 用 “ 显 而 易 见 ” 之 类 的 用 语 (Abuse of 

“Obviously” and Similar Expressions)
18) 轻易的诉诸权威 (Simplistic Appeals to Authority)

*****************************************
附录二: “二元思维”与“多值逻辑”

我们对“二元思维”可能有不同定义. 这里谈及

的“二元思维”是指“二元对立思维”, 即非此即彼、非

善即恶、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非忠即奸、非先进

即落后的思维方式. 二元思维最具蛊惑力的地方, 在
于将世界过度简单化; 然而, 它最大的缺陷也正在于

此. 世间万物, 千姿百态, 五彩缤纷, 何止二元. 有人称,
将多元的世界简化为二元, 是一种脑叶切除术, 或叫

“精神结扎”.

在二元思维中, 还可能出现所谓“假两难推

理”(False dilemma): 在许多选项中, 只提出少数选项

(一般是两项, 但有可能是三项或更多), 要人从中选一.
假两难推理, 有时是被刻意提出、迫使他人作出选择

的, 有时是因忽略了其他可能性而造成的.

“非黑即白”就是一种“假两难推理”, 因为除了

“黑”、“白”, 还有其他许多颜色. 但不少人习惯使用这

种思考模式, 比如, 给别人贴上“全好”或“全坏”的标签.
今天“全好”, 明天就可能变成“全坏”. 看人好时, 像一

朵色香俱全的鲜花; 一旦发现对方有瑕疵, 马上全盘

否定, 视对方为一坨臭不可闻的狗屎.

还有一些例子. 例如:
 父亲: “你不要整天只想着吃!”
 孩子: “都不吃的话, 我饿死怎么办?”
 评语: 其实“整天吃”和“都不吃”只是两个极端, 其

间还有适度进食的可能.

再举一例. 朋友之间的争执:
 甲: “你这样做不好.”
 乙: “行, 行, 行, 我做什么都不好, 行了吧!”
 评语: 其实“这样做不好”与“做什么都不好”之间,

还有许多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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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公司面试应聘者时, 出了一道面试题:  
 

你开着一辆车, 在夜晚时经过一个公交车站, 有
三个人正在焦急地等车. 一位是病重的老人, 需要

马上去医院; 一位是医生, 曾救过你的命, 你一直

想报答他; 还有一个女人, 是你做梦都想娶的人, 
也许错过就再也遇不到她了. 但你的车只能再坐一

个人, 你将如何选择呢? 
 
 答案五花八门. 有人说, 老人病重, 应该送他去

医院; 有人说, 不用让医生上车, 将来可能还有机会报

答他; 还有人说, 应该让意中人(那女人)上车, 否则可

能永远失去她了.  
 
 二百名应征者中, 只有一人被录用了. 他的回

答是: “把车钥匙给医生, 请他开车送老人去医院; 我
则留下来陪我的梦中情人一起等公交车.” 多数人只

想到让谁上车, 而没想到自己可以下车. 人们的思维, 
仍常常趋向单一.93 
 
 再思考一

个例子 : “树上有

10 只鸟, 猎人举枪

打死一只, 树上还

有几只鸟?” 这个

故事有许多版本 , 
里程综合如下. 
 
 一般同学会冲口而出: 9 只; 也有同学想一想

之后会说: 0 只, 因为其他的鸟都吓跑了. 不过, 这道题

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下面是一位小学老师与一位学生

的对话. 
 
老师: “树上有 10 只鸟, 猎人开枪打死了一只, 还剩几

只? ” 
学生: “是无声手枪, 还是其他没有声音的枪?” 
老师: “不是无声手枪, 也不是其他没有声音的枪.” 
学生: “枪声有多大?” 
老师: “80-100 分贝.” 
学生: “那就是说, 会震得耳朵疼?” 
老师: “是的.” 
学生: “您确定那只鸟真的被打死啦?” 
老师: “确定.” 
老师有些不耐烦了: “你只需要告诉我还剩几只鸟就

行了, OK?” 
学生: “OK! 这些鸟当中有没有聋子?” 
                                                           
93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基督使者协会, 2018 年), 第 434-436 页. 

老师: “没有.” 
学生: “鸟中有没有智力有问题的? 就是傻到听到枪声

都不知道要飞的?” 
老师: “没有, 智商都在 200 以上!” 
学生: “有没有关在笼子里的?” 
老师: “没有.” 
学生: “有没有残疾或饿得飞不动的鸟?” 
老师: “没有, 身体都很棒!” 
学生: “算不算鸟肚子里的鸟蛋?” 
老师: “都是雄性.” 
学生: “打鸟的人也没有眼花? 保证是 10 只?” 
老师: “10 只.” 
学生仍追问: “有没有傻到不怕死的?” 
老师: “都怕死.” 
学生: “也没有是情侣的, 一方被打中, 另一个主动要

陪着殉情的?” 
老师: “不是已经告诉你都是雄性吗!” 
学生: “同性不可以相爱吗?” 
老师愤怒了: “10 只鸟的性取向都正常!” 
学生: “会不会一射二鸟?” 
老师: “不会.” 
学生: “一枪打三呢?” 
老师: “不会.” 
学生: “四呢?” 
老师: “更不会.” 
学生: “五呢?” 
老师彻底崩溃: “再说一遍, 一枪只能打死一只!” 
学生: “好吧, 但所有鸟都可以自由活动吗? 它们受到

惊吓起飞, 会不会惊慌失措而互相碰撞?” 
老师: “不会, 每只鸟都自由飞行.” 
学生: “如果您的回答没有骗人的话, 打死的鸟要是挂

在树上没掉下来, 那么, 就剩一只; 如果掉下来, 
就一只不剩!”  

 
终于等到学

生的答案了! 老师

强忍着几乎倒地的

晕眩 , 颤抖地说 : 
“你不用读小学了, 
直接上大学吧!” 

 
这位同学已经够聪明了. 但是, 他的答案也不一

定对. 比如, 这棵树的临近还有没有其他树? 其他树上

有没有鸟? 若有鸟, 这几只鸟会不会因枪声的惊吓起

飞后, 却降落在这棵树上? (若是如此, 树上就还会有

几只鸟了) …94   

                                                           
94   同上引, 431-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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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不过是一个编撰的故事, 但富于启迪. 一
道看似简单的算术题, 因着枪、枪声与树上的鸟的互

动, 树上鸟的状况, 鸟与鸟之间的关系, 这棵树与临近

树及其上的鸟的关系等等, 答案竟是如此的不确定! 
因此, 二元思维与多值逻辑是不容忽略的. 
 
 
***************************************** 

附录三:  
保罗在 林前11:5允许女人祷告并说预言 

 
林前 11:5 说: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

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有人以此节为根据, 认为女人不蒙着头来祷告或讲道, 
是错误的. 那么若蒙着头, 她便获准在召会中带领祷

告或负责讲道. 换言之, 保罗在这节中允许女人在召

会中祷告或讲道.95  
 
 让我们

思想一个例子, 
来看出以上的

推论是不合逻

辑的. 有一位司

机, 因他在醉酒

下 , 超速驾驶 , 
被警方控上法

庭. 结果法官宣

判道: “你在醉酒的情况下, 超速驾驶, 犯了错误, 违反

了交通规则.” 那司机便推论说: “只要我清醒(不醉酒), 
法官便允许我超速驾驶.” 我们听了这话, 肯定会纠正

道: “其实法官是指出你犯了两种错误  —  醉酒和超

速驾驶, 所以犯上任何其中一种, 都是错的!” 
 
 圣经清楚教导, 女人在会中祷告或讲道是错的, 
因为 林前 14:33-38 中强调“妇女(原文作“女人”)在会

中要闭口不言”(34 节). 此外, 女人在聚会时不蒙头, 
也是错的. 因为林前 11:5 表明女人若不蒙头, 便羞辱

自己的头; 林前 11:13 也强调这是不合宜的(参 2000
年 9 月份《家信》的文章: “蒙头  —  可有可无的传

                                                           
95    这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谬 , 称为“不当的三段论
法”(Improperly Handled Syllogisms). 这项错谬就是在推论

时, 没有考虑到一切应考虑的因素或资料, 以致作出偏面甚

至歪曲的错误结论. 参卡森(著), 余德林, 郭秀娟(合译), 
《再思解经错谬》(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8 年), 第
124-133 页. 此书是有关解经错谬的一本好书, 值得一读. 但
很可惜, 卡森(D.A. Carson)在解释 林前 14:33-36 时, 也没发

现 林前 11:5 里是有两种错误(参第 124 页).  

统?”).96 所以保罗在 林前 11:5 其实是指出哥林多的

召会所犯的两种错误: (1) 女人在会中公开地祷告或

讲道; (2) 她们犯此错误时, 又犯上另一个错误  —  即
没有蒙头. 他们犯了任何其中一种错误, 都是错的. 
 
 有人辨驳道: “如果女人在会中祷告(指带领祷

告)或讲道, 或是不蒙头, 都是错的, 为何保罗不在哥

林多前书 11 章就提出有这两种错误呢?” 只要我们仔

细研读哥林多前书 11 至 14 章的主题, 我们便不难明

白为何保罗要“等到”哥林多前书 14 章才论到另一个

错误. 在哥林多前书 11 章, 他是谈到“头权的主题”(林
前 11:3). 蒙头与此有关, 所以便在此提出. 但哥林多

前书 12 至 14 章, 所论及的主题是“在召会中恩赐的
公开操练”. 女人祷告或讲道与此有关, 所以最造合在

此提出, 为使“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林前
14:40). 
 
 保罗并非第一次采用这种“以不同主题来分开
纠正不同错误”的方法; 例如在解释吃祭偶像之物一

事时, 他也采用这种方法. 有一个极端的错误看法, 认
为在“任何情况下” , 都不可吃祭偶像之物.97 在 林前

8:4, 保罗指出偶像“算不得什么”, 吃祭偶像之物也不

会伤害我们. 只是若在庙里坐席, 吃祭偶像之物, 使其

他软弱的弟兄跌倒, 他便宁可不吃(林前 8:9-13). 无论

如何, 也有另一个极端的错误, 即滥用自由去吃祭偶

像之物. 由于哥林多前书 9 至 10 章的主题是“不可滥

用自由”, 所以保罗便“等到”哥林多前书 10 章时才指

出偶像背后与鬼魔有关, 吃(表明“交通”)祭偶像之物

便是与鬼魔有交通(19-22 节). 事实上, 这种“以不同主

题来分开纠正不同错误”的方法, 能使读者更全面明

白一个主题, 并清楚看出有关的错误.  
 
 总之, 按圣经的教导, 女人在会中带领祷告, 负
责讲道或是不蒙头, 都是错误的. 因此, 以哥林多前书

11:5 为根据, 来证明保罗允许蒙头的女人在召会中祷

告或讲道, 是个大错特错的推论.98 

                                                           
96   网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
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 
97   在哥林多的城市, 几乎所有市场上卖的食物, 都祭

过偶像 . 要完全不吃祭偶像之物 , 并非易事 . 所以保罗

说:“凡市上所卖的, 你们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甚么

话”(林前 10:25-31). 
98   上文摘自《家信》文章“女人的职事”, 网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 4 女人的

职事/ ; 也参考英国的陀德(J. E. Todd)所写的文章 “姐妹: 她
们的事奉 ”, 刊登于 1994 年 7 月份的《信徒杂志》

(Believer’s Magazine), 第 205-206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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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 
 

合乎圣经的 

长老职分(五) 

 
编译者注: 新约圣经中多方教导有关“长老的职分” 

(eldership), 因为按照神的心意, 召会需要有这职分, 
来负起监督和牧养的工作(参 徒 20:17,28; 多 1:5-7; 
彼前 5:1-4). 美国的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99

所著的《按照圣经作长老》(Biblical Eldership)是
有关长老职分的佳作.100 斯特劳奇正确指出, 在召

会历史上, 所谓的“弟兄运动”(Brethren Movement, 
指奉主名聚会的运动)成功归回圣经的教导, 恢复

了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101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编

                                                           
99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和他的妻子住在美国

卡州(Colorado)小镇, 育有四个女儿. 斯特劳奇是一个满有

恩赐的圣经教师, 在该镇上一个教会(Littleton Bible Chapel)
中作长老服事主超过 40 年, 著有《培训长老十二课》、

《培训长老手册》、《新约中的执事》、《接待人的命

令》、《爱的领导: 戚伯门一生属灵教导的功课》、《平

等里有差别》(Men and Women: Equal Yet Different)等. 
100  此书英文原版  Biblical Eldership 已被刘志雄于

2001 年译完, 书名为《按照圣经作长老》. 读者可上网下

载: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index.html . 
101   斯特劳奇评论道: “我们必须回到神所赐给我们唯

一的权威根基  —  就是圣经! 召会(教会)的历史提供足够

的例子, 让我们看到人离开圣经之后所带来的大灾难. 奥比

涅(J. H. Merle d’Aubigne, 1794-1872)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宗

历史学家, 他极为准确地说: ‘当我们回顾召会的历史, 随着

世纪的前进, 光和生命就日渐在召会中消逝. 为什么呢? 因
为圣经的火炬日渐昏暗, 而人类权威那种自欺的光辉却日

益增强.’ 正是因为人的自欺, 取代了圣经对长老职分的教

导, 以致于这项真理就消逝了 14 个世纪. 直到宗教改革的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这个颇具影响力的

法国改革宗领袖, 才出来呼吁这方面的恢复. 然而, 在 16 世

纪的努力, 仅达到微小的成就. 因为宗教改革者还未能将人

从神职人员的传统下释放出来. 到了 19 世纪, 乔治·慕勒

(George Muller, 1805-1898)这位以信心著称的孤儿院院长, 
以及其它在英国参与弟兄会(Brethren, 指奉主名聚会)运动

的人们, 才把长老恢复到神在召会中的心意. 同时, 在美国

的宗教改革也尝试恢复这项真理, 但因缺乏系统的解经和

教导, 这项努力成效有限. 因此, 论到新约圣经所教导有关

长老职分的模式, 对大部份基督徒而言, 包括在美国的基督

徒, 都是非常陌生的.” 摘自 Alexander Strauch 所著、刘志

雄所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一书的“著者序”. 

译此书的英文简洁版  —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按照圣经作长老小册子》—  加添脚注

和较长篇的附录后, 分几期刊登在《家信》季刊中, 
好叫更多信徒看清何谓“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并
实践这合神心意的宝贵真理.102 

 
 
 
 
 
 
 
 
 
 
 
(文接上期) 
 
(D) 使徒的一个吩咐 
 

由于保罗在外邦人的召会里设立了长老

职份(徒 14:23), 以及十二使徒在犹太人的召会同

样设立了长老职份(徒 15:6; 雅 5:14), 新约的作者

们将其视为使徒所制定的固定模式. 保罗在 多
1:5 告诉提多和众召会, 只有在设立了合格的众

长老之后, 一个召会才能井然有序, 他因此吩咐

提多设立众长老: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

立长老”(原文作“众长老”, KJV: elders; 多 1:5). 保
罗这样做(指吩咐在召会中设立复数的长老)是反

对了当时传统的习俗, 因为当时无论是在犹太人

的会堂, 还是在罗马人的社会里, 一人领导是司

空见惯的. 保罗乃是特意选择了长老们集体领导

的组织, 不跟着当时社会的标准(指一人领导的模

式)随波逐流, 他对提多的指示是今天的基督徒所

该跟从的“使徒性的吩咐”(apostolic directive). 
 
                                                           
102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中

是 ekklêsia {G:1577}, 含有召出(out-calling)之意, 所以把

“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 指被神呼召出来

的一群人(a called-out company). 英文“church”一词常用来

指教堂, 但新约圣经从不用 ekklêsia 来指建筑物, 也没用她

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组织. “召会”(church)在新约

圣经中主要是用来指“宇宙(普世)性召会”或“地方性召

会”(除了 徒 7:38;  19:32,39,41). 因此, 本文将斯特劳奇

(Alexander Strauch) 所著的英文版   —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 中的 church 一词译作“召会”; 除了一些

特殊情况, 例如为了辨别某些宗派常用的词语时, 本文才将

之译作“教会”. 

 
 

Alexander Strauch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index.html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8 

   

《家信》: 第 134期 (2022年 7-9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George Eldon Ladd 

 
 

Alfred Kuen 

 然而, 论到圣经中多处提到长老方面, 许
多学者主张只有关乎长老本身的教导是适合于

所有的召会, 而关于复数长老方面却不是这样. 
他们说保罗关于长老资格的教训是必须遵守的, 
但关于复数长老牧会的结构则不然. 有了这样的

区分之后, 他们就可以把复数长老牧会的模式从

召会中除去, 将圣经的教导应用于他们自己制定

的圣职式、单一牧师式的结构中. 但是, 这种区

分显然是错误的. 例如, 提前 5:17-18 中极其重要

的信息如何能应用在单一的牧者身上呢? 这个教

训只对一群长老组成的群体才有意义.  
 

故此 , 我们得出的结

论是: 圣经中对于长老的、

关于长老的、以及复数长老

牧会的模式本身的教导, 都
该被视为使徒的吩咐(多 1:5), 
是适合于今天的召会所效仿

的 . 当富勒神学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前教

授乔治 ·拉德 (George Eldon 
Ladd, 1911-1982)宣称: “使徒

时期的众召会领导似乎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 在
召会神学中, 召会的组织结构似乎不是一个基本

要素.”103 对于这个看法, 他是十分错误的. 
 

我们应该倾听瑞士

以 马 忤 斯 圣 经 学 院 
(Emmaus Bible Institute)的
圣经教师阿尔弗雷德·奎恩
(Alfred Kuen, 1921-2018)
的话. 他对圣经能否足以

指导今日召会之实践 , 提
出了以下严厉的警告: 

 
难道长达 20 个世纪的基督信仰还不证明

初期召会的方法(特指领导模式)是适用于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召会吗? 难道它还

不够证明可以最灵活地应用在最多且不

同形式的情况下? 难道它还不够证明它最

能抵制和反抗逼迫、最能够为属灵生命

的完全成长提供最大可能的方法吗? 
                                                           
103   George Eldon Ladd, A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4), 第 534 页. 

 
每一次当人相信他自己比神更聪明 , 

煞费苦心地发展一套“更适合人的心理

学”的宗教系统, 与我们现代的精神更加

一致, 而不跟从新约的模式时, 他的尝试

注定因为某些看不见的难处所造成的失

败, 而这失败使它成为短命的. 
 
召会里所有的异端 (heresies)和变异

(deviation)都是因为放弃了圣经和圣经所

展示的教会模式所导致的后果.”104 
 
简言之, 正如奎恩(Alfred Kuen)所总结

的: “使徒建立的召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仍然是有效的模式.” 
 
 
(E) 结语 
 
 论到以复数长老来牧养召会的领导方式, 
人可以提出一大箩的反对理由. 尽管如此, 对于

笃信圣经的基督徒, 真正的问题是: 以复数长老

牧会的领导方式是否是圣经的教导(biblical)? 它
是否是使徒的吩咐(apostolic)? 我所持的论点是: 
它正是! 两位使徒, 即保罗和彼得, 要求与命令地

方召会的长老们要牧养神的羊群(徒 20:28; 彼前

5:1-2; 参 多 1:5).  
 

既然如此, 我们就没有权利拿掉神给长老

这方面的命令 (指以复数长老来牧养神的召

会).105 但这正是大部分教会所做的, 把使徒们这

方面的吩咐(指复数长老牧会)改成单一的专业牧

师来牧会, 把长老置于牧师之下(让长老附属于牧

师). 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哪里能找到有记载“被按

立的牧师”(圣职人员)和他的“长老顾问团”(作为

顾问的长老们)? 我们根本找不到! 我们只能找到

有牧养召会的长老们(pastor elders). 
 

                                                           
104   Alfred Kuen, I Will Build My Church, trans. Ruby 
 Linbald (Chicago: Moody, 1971), 第 17 页. 
105   按圣经所教导的, 召会是由复数的长老来共同分

担牧养的工作(而非由单一的牧师来牧养). 这点是有很强

的圣经证据, 请参《家信》文章“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一)”
中的 “(B.2) 分担工作的领导(Shared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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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我们必须承认, 那些最传统、由牧

师(圣职人员)带领的众教会常会发现, 由复数的

长老来牧会及领导是难以行得通的, 虽说它并非

不可能做到. 因此, 要实践那合乎圣经的长老职

分, 就必须先符合两大条件. 首先, 每一个地方召

会和她的领袖们必须坚定相信长老职分是合乎

圣经的教导(scriptural teaching). 其次, 地方召会

必须为着神的荣耀, 坚定地作出所需的改变, 纵
然是很困难的改变, 好叫长老职分得以实行. 
 
 当 然 , 
这两种情况

是需要的, 特
别是当我们

想要实行任

何不熟悉或

困难重重的

圣经做法或

教义的时候. 例如, 如果你问: “婚姻行得通吗?” 
很多人会答婚姻难以行得通(因为太多离婚的案

例了). 难道我们要因此就废除婚姻, 另寻更好的

吗? (如同居、独身等). 当然不是! 婚姻制度是神

给人类的旨意, 如圣经所启示的. 因此, 若要使婚

姻行得通, 我们就要先相信它是合乎圣经的教导, 
并坚定地努力使它得以实行. 只有这样, 婚姻才

行得通. 要实行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也需要有这

两种情况. 我们必须相信长老职分是圣经的教导, 
并靠着神的帮助, 坚定地使它有效地实行. 
 
 肯定的, 把长老牧会实践在地方召会中 , 
并非是解决每个问题的灵丹妙药. 长老职分本身

会产生自己的问题或难处, 我们都必须理解和不

断处理这些事. 无论如何, 如果我们正确地实践, 
那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会让召会成为神所计划

的模式, 并促进召会家庭中领袖的属灵发展, 也
尊荣了神宝贵话语的教导.106  
 

(全文完) 
 

***************************************** 
                                                           
106   上 文 编 译 自  Alexander Strauch,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 (Littleton, CO: Lewis & Roth Publishers, 
1997), 第 44-47 页. 编译者注: 以上译文主要参考和采纳刘

志雄在《按照圣经作长老》一书的译文, 但也有不少处的

译文按英文版稍作修饰, 另加备注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补充. 

附录一:   有关“牧师”、长老、监督和牧者 
 

“Pastor”( 牧师 , 弗 4:11) 一词在希腊原文

是  poimên . 这希腊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至少 17
次, 只有在 弗 4:11 译作“牧师”(pastors), 其他地方都

译为“牧人”(约 10:11)、“牧养的”(太 25:32; 路 2:8)或
“牧羊之人”(路 2:18). 换言之, “牧师”即是“牧者、牧

人”(shepherds), 亦是“监督”(overseers / bishops)或“长
老”(elders), 因为 徒 20:28 和 彼前 5:2 表明监督/长老

的职务是“牧养”(希腊文: poimainô {G:4165}, 即名

词 poimên [牧者]的动词).  
 

由此可见, 圣经用这三个名称以三个不同角度

来描述同一个作长老的人: 
1) 长老(elder, 希腊文: presbuteros {G:4245}): 强调他

属灵的成熟(spiritual maturity);  
2) 监督(bishop, 希腊文: episkopos {G:1985}): 强调他

属灵的权柄(spiritual authority);  
3) 牧者(pastor / shepherd, 希腊文: poimên {G:4166}):

强调他属灵的能力/事工(spiritual capacity/ ministry).  
 

虽然我们承认有许多真诚爱主的好“牧师”(我
们也为着他们而感谢主), 但几乎所有宗派/公会中所

奉行的“牧师制度”(特指“单一牧师制度”)违反了圣经

的教导, 所以我们一般上更喜欢将 poimên 译作“牧
者”, 来辨别新约所教导的牧者与“牧师制度”中的牧

师.107 无论如何, 在上文中, 英文版的“pastor”一词通常

是指宗派牧师制度下的“牧师”, 为了避免混淆, 我们

将它译作“牧师”一词, 以方便辨别.  
 
 
***************************************** 

附录二:   保罗写给众召会的书信 
 
编译者注: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在其所著的《按照

圣经作长老》(Biblical Eldership)一书中, 论述保罗写给

众召会(教会)的书信, 内中提到许多关乎长老的事. 我
们将之编辑在本文附录二中, 以帮助读者更认识那合乎

圣经的长老职分. 
 
(A) 保罗真的没有设立“长老”? 

在查帖撒罗尼迦前书和腓立比书之前, 我们一

定要先面对困扰许多圣经学者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就是使徒行传和提摩太前书、提多书中说到保罗选

立长老们, 也给予有关作长老方面的详细指示, 但是

在保罗写给众召会九封书信中(即罗马书、哥林多前

                                                           
107   有关“牧师制度”的错误, 请参“ ‘单一牧师制度’是
否合乎圣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单
一牧师制度是否合乎圣经/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单一牧师制度是否合乎圣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单一牧师制度是否合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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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

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却没有特别提到“长老”这一

名词. 因此, 许多新派的学者就推论, 认为在保罗活着

的时候, 他所建立的召会中没有正式的选立长老们. 
他们认为路加所写关于保罗在所建立的众召会当中

设立长老一事, 是不合历史的, 并且写给提摩太和提

多的书信也不是保罗所写的. 
 
明确地提出这一观点的, 是一位德国神学家与

圣经注释家凯斯曼(另译: 凯色曼, Ernst Kasemann). 他
写道: “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说, 保罗所建立的召会, 
在使徒活着的时候并没有众长老. 否则的话, 在每一

卷保罗的书信中, 对这一个题目都沉默不语是非常不

能理解的事.” 瑞士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与作者孔汉

思(另译: 孔汉斯, Hans Kung, 1928-2021)也说: “当路

加宣称保罗和巴拿巴在‘各个召会中选立长老’的时候

(徒 14:23; 参考 徒 20:17-35), 或许是为了神学上的条

件, 或是根据后来所发展出来的传统, 路加所记载的

事, 给我们一个不合历史的一段. 因为这不是保罗自

己书信中所含有的题目.”  
 
这一些学者所说在保

罗写给众召会的书信中没有

提到长老们, 这说法是不正确

的. 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书信一

开头就提到长老们, 在那里, 
他用了一个代替的称呼  —  
监督. 保罗写着: “基督耶稣的

仆人保罗和提摩太, 写信给凡

住腓立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

圣徒和诸位监督, 诸位执事”(腓 1:1), 所以说保罗在他

的书信中从没提到“长老们”这一个名称是不正确的. 
 
至于说到使徒行传中有部份在历史上不可靠, 

以及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是虚假的保罗书信, 是别人

冒名所写的, 这样的说法是否认了圣经乃是神所默示

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 使属神的人得以完

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6-17). 如果路加记载

了保罗选立长老们并且与长老们说话(对于这一点, 
路加本人可说是见证人), 而事实却不是如此, 那么, 
路加的历史就是对于真理的损害, 并且误导神的百姓. 
如果说保罗选立长老而事实上他没有这样做的话, 第
一世纪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路加的历史记载, 因为路

加宣称是“仔细从头都察考过的”(路 1:3). 
 
那一些否认提摩太前书与提多书的真实性, 并

且认为使徒行传历史是不可靠的人, 是对于保罗和他

所建立的召会有一个“歪曲、不完全的图案”. 如果

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保罗和他在召会中所作的, 我们必

需相信整个历史资料, 即保罗写给众召会的九封书信, 
都是神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 这些历史资料也包括保

罗写给提摩太、提多和腓利门的书信, 以及路加所写

的历史记载(即使徒行传). 
 

至于保罗在他写给众召会的书信中(特指那九

封书信中)没有特别提到关于长老的这件事, 能借着

他对神的新约百姓深刻的理解来解释. 因为所有地方

召会的肢体都是圣徒们、祭司们, 以及神的灵所授权

的传道者们, 所有的人对于基督社区中的生活都有责

任. 所以, 保罗他习惯性的作法是直接写给这一些团

体的圣徒(弟兄们), 而不必刻意提到长老. 新约圣经对

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召会观提供了许多的榜样: 
 
 在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宣道的路途中, 他们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和特庇这

些召会中选立了一群长老们. 而在保罗写给这些

召会的书信中, 他没有一次提起长老们的事(这些

召会就是 徒 13:14-14:21 以及 加 1:2 所提过的), 
相反的, 保罗写着: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

所胜, 你们属灵的人, 就应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

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各人

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

法”(加 6:1,2). 
 哥林多召会中有不守秩序并且犯罪的事必须要

处理, 然而在保罗写给这一个召会的书信中, 他
并没有找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
是否告诉我们保罗没有找人来帮忙呢? 绝对不是

如此! 保罗可能已经找过他所委派的司提反(林
前 16:15-18)、该犹, 因在他家中的召会有聚会

(罗 16:23)、掌管银库的以拉都(罗 16:24)、管理

会堂的基利司布(徒 18:8); 或者是其它有恩赐的

人和先知们(林前 1:5,7), 他可以很容易的要求这

些人当中的一位, 来帮助会众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是像过去他所做的, 他还是把神的圣徒整个作

为他写信的对象(林前 1:2).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保罗呼召那里的会众要尊重

并且爱戴那一些带领他们、给他们教导的人, 因
此我们知道在召会中是有某种形式的领导职分. 
但是在他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两封书信中, 保罗从

来没有呼吁那一些带领他们的人, 去改正在召会

中的问题, 相反的, 他说,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 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帖前 5:11). 

 写给腓立比书信最好地说明了保罗在书信中所

做的, 他除了简短的问安给监督们与执事们之外

(腓 1:1), 保罗向着召会的全体圣徒写了在此书中

的其他内容(除了腓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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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和雅各也在同样的方式中写信给众召会, 每
一个人都是写给全体会众, 其中也都提到长老们, 
但他们是一致的写给全体会众, 不是单单写给召

会正式的代表(雅 5:14; 彼前 1:1;  5:1). 
 
   因此, 在使徒行传、提摩太前书、提多书, 和
保罗写给其它召会的书信中并没有矛盾. 重要的是要

了解保罗以三种不同方式的称呼给不同的受信人. 使
徒行传把历史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保罗所做的). 提摩

太前书和提多书是保罗写给他个人的助理(召会的领

袖们、同工们), 这一些人是代表保罗来处理各种在

召会当中的问题, 好叫召会的生活井然有序. 写给众

召会的书信是教导并且劝导整体会众. 我们现在要明

白和研究长老职分这件事, 主要是要探讨这些书信中

的其中两封书信. 
 
 
(B) 写给帖撒罗尼迦的第一封书信 (帖前 5:13) 

(B.1)   帖撒罗尼迦召会的背景 
保罗写道: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

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戒你们的. 
又因他们所作的工,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你们也要

彼此和睦”(帖前 5:13). 由于“长老们”(elders)这一个名

词在这一段经文中没有被提起, 常常在研究长老职分

的时候就被忽略了. 然而, 这一段经文是与圣经中的

长老职分这一题目有高度的关联.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这一段经文中, 所有的劝勉最正确是应用在长老们身

上, 或者在新开始的召会中那一些有可能作长老的人. 
 
使 徒 行

传记载了保罗和

他一同宣道的同

工们到达帖撒罗

尼迦 . 虽然在福

音事工方面遭受

厉害的攻击, 但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仍旧停留在帖撒罗

尼迦一段短时间, 大约一到三个月. 几个月之后, 他们

就匆忙离开帖撒罗尼迦, 过后保罗从哥林多城写了给

帖撒罗尼迦的第一封书信. 这一封信开始时说, “保
罗、西拉、提摩太, 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

稣基督里的召会. 愿恩惠平安归与你们”(帖前 1:1). 
 

虽然在帖撒罗尼迦的召会是一个只有几个月

大的召会, 并且缺少了他们的创办人  —  保罗、西拉, 
与提摩太(保罗个人的助理和特别使者), 会众中有一

群人就提供了领导的事奉. 保罗劝勉这些年幼的会众, 
要尊重这些领袖, 并且爱他们: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

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戒你们的. 又因他们所作的工,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

们,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帖前 5:13). 
 

这一段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劳苦的弟兄们

到底是谁, 可能这一些劳苦的弟兄们, 是保罗和他的

同工们在他们逃离那城之前所设立的. 然而, 更可能, 
他们是倚靠圣灵的有心人, 当宣道的使徒们不在的时

候, 他们有能力并且愿意照管召会. 显然, 在这个召会

中, 有某种形式的领袖们. 这一些人不需要使徒设立

就去爱, 并且牺牲地服事神的子民. 按照保罗所习惯

的做法(徒 14:23), 他或是他的一个代表会回到帖撒罗

尼迦, 从这一些经过试验的召会领袖中设立长老.  
 

(B.2)   敬重那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人 
从 帖前 5:12, 宣道士们(保罗和西拉)呼吁这一

群在基督里新的弟兄姐妹们, 要把适当的敬重给予那

一些领导和教导会众之人: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

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
戒你们的”(帖前 5:12). “敬重”一词这希腊动词是 
eidenai {G:1492}. 对于这个动词的翻译, 圣经学者有

不同意见, 通常的意思是“知道”(know), 但英文圣经

《新美国标准圣经》 (NASB) 将之译作 “ 欣赏 ” 
(appreciate). 《英皇钦定本》(KJV)将它译作“知道”(to 
know), 虽说这译法是有可能, 但在此处似乎不恰当, 
因为人们自然能认识那一些领导和教导他们的人, 所
以在这一段经文中, eidenai 应该是有不同的意义. 虽
然很难确定此字原来的意义是什么, 但译成“承认”或
“给予适当的敬重”是更符合经文的意思. 
 

在类似的经文像 林前 16:15-18, 保罗使用另

外一个希腊文的动词 epiginôskô {G:1921}来传达“承
认”或者“敬重”之意. 他写道: “司提反和福徒拿都, 并
亚该古到这里来, 我很喜欢. 因为你们对我有不及之

处, 他们补上了. 因此, 这样的人, 你们务要敬重(希腊

文: epiginôskô )”(林前 16:17-18 ). 在这一段吩咐之前, 
保罗劝勉会众要顺服这些将他们自己完全摆上照顾

召会的人: “弟兄们, 你们晓得司提反一家, 是亚该亚

初结的果子. 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 我劝你们

顺服这样的人, 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林前 16:15-16). 
 

林前 16:16a 的劝勉“要顺服这样的人”, 似乎

是与 18 节下半句“敬重这一些人”是平行的(即有类似

的意思), 所以经文虽没有清楚表明, 却暗示信徒要承

认某一些人是他们的众领袖, 就好像 林前 16:16,18 的
这一段经文, 顺服他们的领袖与他们的教导. 换句话

说, 神的子民要对他们的领导和地位有恰当的反应和

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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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更正确的认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中

要他们对领袖们的承认与尊重的劝导, 我们一定要记

得: 在那个时候, 是没有圣职人员与平信徒的区分, 没
有形式主义者, 也没有祭司袍(牧师袍)来区分信徒. 更
进一步的说, 我们也不能假设在会众当中任何一人, 
在那个时候在财务上支持他们当中全职事奉的人. 因
此, 这些卑微的、做仆人的弟兄们会很容易就被信徒

忽略, 并低估他们的事奉. 更进一步的, 从动词的复数

性所指出的, 是一群弟兄们提供了召会领导的事奉, 
所以宣道士们要求敬重这一些劳苦的人, 而不是单一

的人物. 
 

那一些值得敬重的人, 他们是“在你们中间殷

勤劳苦的人”(帖前 5:12). “劳苦”这一个字(KJV: labor, 
kopiaô {G:2872})是用来描述用体力劳苦(路 5:5;  林
前 4:12;  弗 4:28). 这个字有很强的意义, 说明劳苦出

力的工作, 会带来疲乏困倦. 这是保罗所常用的一个

字, “殷勤劳苦”这一词就显示出长老职分很重要的一

方面, 即努力工作. 在评估这一句话的时候, 约翰·加
尔文(John Calvin)加上了他著名的评语, “根据这一个

字, 所有那些懒惰的人都要从牧者的行列中把他们除

去.” 照顾神子民属灵的光景是很吃力的工作. 耗尽情

感, 花上时间, 并且常是很单调又令人沮丧的服事. 它
需要个人全然的奉献与牺牲. 
 

这句话“在你们中间”表示劳苦是为着地方的

会众, 而不是为着个人来做受雇者的工作. 这些弟兄

们是在召会殷勤努力的工作, 所以圣经中的长老职分

不是在召会作董事, 一个月来开二至三小时的会议, 
而是努力工作的牧养群体.  
 

有些读者或许会以为保罗在 12 节里提到有三

个不同的团体: 有一些努力工作的人, 还有一些指导

会众的人, 以及另有一些给予教导的人. 然而, 希腊文

句子的结构非常清楚表明是一个团体的人, 来行使三

方面的功能. 此外, 第二与第三个功能  —  领导与教

导  —  更可能可以解释第一个功能  —  “殷勤劳苦”, 
因此, 这些弟兄们就是努力在带领和教导. 
 

这三个“复数-现在时态-分词”(plural present 
participle)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是一群人劳苦的在带领

与教导会众. 苏格兰的神学家与圣

经注释家詹姆斯 · 登尼 (James 
Denney, 1856-1917)特别强调这一

点, 他写道: “在帖撒罗尼迦(的召

会中), 不是有一位作主席的, 不是

有一位牧师, 独占某种程度的责任; 
主席权是在一群多数者的手中.” 

这一些弟兄们努力的工作, 为会众提供领导. 
这节的“治理”在希腊文字是 prohistêmi {G:4291}, 可
以有很广的意义, 从“带领、裁决、管理”以及 “经理”
到“支持”及“照顾”, 或者把照顾与领导两者的观念合

并起来. 保罗在其它地方使用这一词, 来描述一个父

亲管理他的家, 这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及长老们的工作: 
 
 保罗使用 prohistêmi 来描述一个父亲管理他自

己的家, 特别是对他的孩子们有适当的管理: “(长
老)好好管理(希腊文: prohistêmi )自己的家, 使
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或作: 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

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希腊文: prohistêmi )自己

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召会呢”(提前 3:4, 5) 在这一

段经文里, 希腊文 prohistêmi 包含了治理与提供

照顾这两种观念.  
 保罗也说到领导或带领的属灵恩赐: “按我们所

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豫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

程度说豫言. 或作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作教导

的, 就当专一教导. 或作劝化的, 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就当诚实. 治理的(希腊文: prohistêmi ),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罗 12:6-8). 毫无

疑问, 有一些帖撒罗尼迦人有领导的恩赐, 也使

用这恩赐来造就召会. 
 特别让我们注意的一个事实, 就是保罗在 提前

5:17 的经文中说: “善于治理(希腊文: prohistêmi )
的长老们当受加倍的敬奉.” 保罗在此也使用同

样的词来描述长老们的工作.  
 

帖前 5:13 的经文论到会众对那些劳苦带领、

照顾和教导他们的人所该有的适当回应. “治理”(希腊

文: prohistêmi )最好的翻译应该是: “那些在你们中间, 
在主里带领你们的人.” “治理”在动词的形式下论到

这些弟兄们所做的, 而不是作为一个称呼而已. 圣经

注释家及希腊文学专家辛普森(E. K. Simpson)论到这

一词时, 说它乃是“一种监督的表示”. 然而, 那些不认

为保罗设立长老们的圣经注释家, 为了避免任何一种

正式领导角色的观念, 通常会把这一个动词翻译成

“照顾”或者“帮助”; 但那些认为保罗设立长老的人, 会
把这一个词句翻译成“带领/领导与照顾”. 
 

另外, “在主里”这一短语就定义了长老们领导

或带领的范围不在社会上的政府当中, 而是关乎主的

事, 及属灵方面与主合一的百姓. “在主里”这一短语

加在另一词“治理”的前面, 是更进一步地建议说, 保
罗在此是有带领的意义. 这一些刚信主的人一定要记

得, 他们中间有一些的肢体在属灵的事上, 是在他们

之上有权柄的. 因此, 这些领袖应当受到承认, 并且因

着他们工作的重要性而受到尊敬. 那些带领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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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忘记他们的权柄是“在主里的”, 他们所做的每

一件事, 一定要按照主里的权柄来做, 并且也照着主

的方式来做, 因为召会不是他们的帝国, 他们也不能

辖制神的百姓. 
 

(B.3)   敬重那劝戒你们的人 
除了带领会众, 这一些弟兄们也要劳苦的教导

召会信徒. 这方面的教导特指“劝戒”(KJV: admonish), 
此字从希腊字 noutheteô {G:3560}翻译过来. 换言之, 
这样的教导是在劝戒的意义下, 来警告或改正不正当

的行为或态度. 斯托得(John R. W. Stott)说明这一个

意义, 他写道: “这个字几乎一律的被用在一个道德性

的经文上, 他的意思是警告不好的行为及后果, 并且

改正甚至管教那些做错事的人. 虽然这是一个负面的

字, 却常常是与‘教导’相联的. 更重要的是, noutheteô 
这一词并不是一个无情的事奉 , 像莫里斯 (Leon 
Morris)所说. 它应该是像弟兄的语气, 纵然是个兄长

的语气.” 因此, 基督徒的教导或警戒, 就不是愤怒之

下的责备, 而该是在爱中的改正与警告. 这是要根据

神的话, 为着保护及建立一位弟兄或姐妹这一目的之

下来做(林前 4:14). 
 

认真的牧者或长老们处理神百姓的罪恶、失

败与冒犯神的地方, 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 这绝不是

一般天然的人所乐于做的事, 但它在真正属灵的照顾

上却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詹姆斯·登尼(James Denny)
特别强调警戒的需要, 以及神的百姓应当对一些需要

受警戒的人所该有的正确反应: 
 

我们确实会把许多世界上的东西带进召会

而不自觉 ; 我们会有一些属人的天性、习

惯、脾气、喜好和人际关系, 当这一些与基

督徒的品格互相矛盾时, 这些东西就必需受

到劝戒. 但是, 我们应当记得作为基督徒, 我
们乃是发了誓约要走一条与天然的人完全不

同的生活道路, 是走一条灵命和行为都与骄

傲互不兼容的路. 我们的生活不仅是为一个

严肃的目的, 更是为一个更纯洁、更高贵的

目标. 这些是会因着人的任性而失去的, 我们

应当尊重并爱护那一些以他们经验来服事我

们的人. 当我们的人生即将触礁的时候, 他们

警戒我们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 而是因

为他们爱我们, 并要把我们从伤害中拉出来. 
因此, 爱是对这样的服事唯一正确的响应. 

 
召会的领袖因为害怕神百姓会离开召会或停

止财务上的供应而不警戒神的百姓, 那是不尊荣神, 
不听从神的话, 并且在属灵的事上失败得可怜. 

 
(B.4)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在 帖前 5:12, 保罗呼吁会众承认那一些带领

他们并且警戒他们的人, 不过在第 13 节, 他呼吁会众

要“在爱心中加倍的敬奉他们”(帖前 5:13: “又因他们

所做的工,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召会应当尊重他们的领袖到什么程度呢? 保罗借着一

个强烈的附词  —  “加倍”  —  来加以说明. “加倍”可
有“格外丰富的”或“极其超越的”的意思. 圣经注释家

芬德莱(George G. Findlay, 1849-1919)说到这一个生

气勃勃的词语时, 说: “这是在文字上最强调的用法, 
是如此的深厚与温暖, 乃是这一种感情使牧者们与他

们的羊群合而为一 .” 《新约圣经注释集》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Series, 注: 此套注释集是根据

改革宗的观点而写)的发起人兼带领者亨德里克森

(William Hendriksen)加上十分老练的评语: “注意加在

这一个字之前所有的形容前缀: 尊敬如同海洋达到最

高的境界, 甚至于开始向外满溢出来, 满溢到了岸边

上.” 所以召会有一个神圣的责任, 要极其尊敬他们属

灵的领袖们. 
 

神在乎祂的百姓们怎样对待那些在上有权柄

的人, 圣经劝导我们不仅仅要服从, 乃是要尊敬治理

我们的人(罗 13:7; 彼前 2:17). 举例来说, 当保罗认识

到对大祭司亚拿尼亚所说的话有冒犯之时, 他立刻道

歉: “弟兄们, 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着说, ‘不
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徒 23:5). 如果神的百姓向那

些社会上的领袖们不顺从又不感激, 神对此事感到关

心的话, 想象如果神的百姓正确的尊敬他们属灵的领

袖, 这将使神有何等大的喜悦啊! 
 

我们很自然地倾向把领袖们当成平常, 忘记了

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埋怨而不是感激他们, 
强调他们做得不好之处, 而不顾他们为我们做得好的

地方. 举例来说, 神把人类历史中一些最伟大的领袖

赐给以色列人  —  像摩西与大卫. 然而, 当困难时期

来到时, 神的百姓却准备用石头打摩西与大卫. 由于

我们基本上常不感恩, 且有一个抱怨的灵, 所以圣经

劝导我们要极其尊重我们属灵的众领袖. 
 

对于“加倍敬重他们”的命令上, 保罗加上了美

丽且意义深刻的词语  —  “在爱中”. 我们通常强调召

会的牧者要爱神的百姓, 纵然这是必需的, 但是在这

里, 保罗转过来吩咐神的百姓要爱他们的牧者. 对保

罗而言, 爱是最神圣的粘剂, 能将领袖们与会众粘在

一起, 能胜过所有不同的意见, 以及会众生活中所有

受伤之处.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4 

   

《家信》: 第 134期 (2022年 7-9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没有一群长老们是完全的, 所有的长老都有软

弱, 并且对长老们应当怎样行, 每一个信徒都有他们

独特的看法. 总之, 在众领袖与跟随者的中间, 总有某

些程度的张力. 就是最好的领袖或长老们, 也无法避

免的会被人指出他们有骄傲、判断的错误、做得太

多或做得太少、行动太慢或行动太快、改变太多或

改变不足、太严厉或太松驰. 注释家布里克内尔(E. J. 
Bricknell)就注意到“权柄的行使永远会招致不满的.” 
 

当困难的时期来到的时候, 领袖们也不能避免

会受到某一些会众的怒气. 领袖们与被带领者之间的

冲突有时会变得严厉. 虽然如此, 神使用这些冲突的

情形来显出我们的骄傲、自私与无爱之心. 著名的圣

经广播教师兼基督徒作者比尔海默(Paul E. Billheimer)
很正确的注意到地方召会有各样问题、压力与冲突, 
确实是一个我们在爱心和准备将来与主作王方面的

一项测验. 
 

因此, 地方召会被看为发展神圣之爱的一个属

灵学习之处. 在属灵的交通中, 压力与紧张就提供最

好的环境, 来考验、塑造并促使我们将来作王的各样

品格日趋成熟. 
 

在地方召会当中最多发生的问题, 不是由于主

要事情的不同, 而是我们个人的野心、嫉妒和性格上

没有成圣所引起的冲突. 许多这种情况真正的根源, 
乃在于每个信徒在爱心方面不成熟而显出的表现. 因
此, 地方召会是一个最好的实验室, 在其中的每一个

信徒都能发现他们自己最真实的灵性空虚, 以及要在

神圣的爱上来学习增长. 这一件事是借着真实的悔

改、谦卑的认罪、真诚对付我们的嫉妒、不满、埋

怨等等之罪, 并且彼此饶恕赦免, 才能达到的.  这样的

方式会用爱心来遮盖彼此的缺陷, 宽容彼此的软弱, 
以至达到生命真实的增长. 
 

信徒若爱他们的牧者们(指长老们), 就会对他

们的错误存有最大的宽容. 在爱心中, 信徒们看困难

的情况是用最好的眼光来看, 在爱心中, 信徒们也能

少有批评, 并多来响应长老们的教导与劝戒. 对于会

众以爱心来对待他们的众领袖, 这方面的重要性是无

法过份强调的, 爱(也唯有爱)是恒久忍耐(林前 13:4,6), 
爱也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前 4:8). 
 

薛华(Francis Schaeffer, 1912-1984)在他所著的

《基督徒的记号》(Mark of the Christian)这本既著名

又深入人心的小册子中, 提醒我们在处理冲突的时候, 
真正的问题不是眼前的, 而是我们缺少像基督一般的

爱心来对待我们的肢体: 

 
我注意到有一件事 , 

在许多国家里真基督

徒当中, 什么使真基督

徒的团体彼此分裂, 这
一种分裂留下的苦毒

可以延续 20 年、30 年, 
甚至 40 年之久(或者

在他们子孙的记忆中, 
存留 50 年甚至 60 年)  —  不是因着信仰上教

义的分歧造成分裂, 而是完全因为在谈论分

歧时, 缺少爱心而产生一种苦毒而造成分离. 
 

要给予领袖们爱心与尊重, “因为他们的工作”. 
领袖们被爱与尊敬, 不是因为他们是年纪较大之人, 
或他们有特别的宗教性称呼, 或他们接受使徒的设立, 
或他们有讨人喜爱的性格. 相反的, 他们应当受到爱

戴, 是“因着他们所做的工”. 这一点经常容易被人忽

略. 上个世纪著名的圣经注释家莫里斯(Leon Morris)
能领会和紧握这一观念, 他说: “在弟兄们当中, 一种

特别的爱是对领袖们的爱; 他们被爱是因为他们所做

的工作, 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自己个人的品格.” 
 

顾及百姓的困难、处理他们那似乎没有止境

的埋怨、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对罪正面的对抗, 
并且鼓励百姓向着在基督里来成长, 这种种繁重的工

作几乎叫一个满有能力的人  —  摩西  —  崩溃! 所以

百姓需要了解带领召会是一项艰困的工作, 仅仅少数

人能背负而且肯背负这样沉重的责任. 那些如此行的

人, 自然配得人的爱戴, 就像莫里斯智慧地指出, 跟随

者在他们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上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事实上, 对于在基督的召会中有效地领导是

需要有效地跟随. 如果我们一直批评在我们

之上作领导的人, 难怪他们不能成就我们所

期盼他们做的“神迹”(喻指难以做到的事). 如
果我们能记得“为着工作的缘故”, 我们也许

会更倾向于在爱心中给予他们高度的尊敬. 
 
(B.5)   在和睦中生活 

   帖前 5:13: “… 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在和睦中

生活很不容易, 甚至在同作基督肢体的人当中, 撒但

要尽他所能来掀起争端与分裂. 基督徒往往因着骄傲

与自私的行动帮助了撒但, 而不是在谦卑与爱心中来

生活. 事实上, 许许多多召会的特点, 就是打闹与争吵. 
如果一个召会在和睦中生活, 就像在沙漠中的绿洲. 
一个召会真实的见证和属灵的力量, 是与他们享受和

睦的多少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保罗很正确的在劝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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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Eadie 

们时作出结论, 在众领袖与会众们之间, 保罗给他们

一个直接的命令: “要彼此和睦.” 
 

会众与他的领袖们之间的关系永远包括了一

个非常微妙的张力. 很容易就会造成误解, 不好的感

觉, 甚至分裂, 就如同在摩西和以色列百姓之间发生

过的一样. 领袖们与被带领者(指召会信徒)一定要完

全的理解这种冲突一切潜在的能力, 以及他们为着和

睦要努力做到的严肃责任. 因此, 新约圣经重复劝导, 
并且教训基督徒关于和睦的重要: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太 5:9); 
 要彼此和睦(可 9:50);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罗 14:19); 
 要彼此和睦(林后 13:11);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

心(弗 4:3);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西 3:15); 
 愿赐平安的主, 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帖后

3:16); 
 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雅 3:18);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彼前 3:11) 

 
关于新约圣经对和睦的强调, 圣经学者霍特(F. 

J. A. Hort, 1828-1892)论保罗时写道: “是给作肢体的

教导, 他在每一封所写的九封书信中, 都特别告诉召

会说神为他们所订最高的标准是和睦, 并且永远要以

在爱中自我降服的完整方式来达成.” 
 
 除了一些争议性的内容

之外, 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召会的

劝导之主要重点是非常清楚的: 
要承认那些在他们中间劳苦工作

领导他们的, 并在爱中尊敬这样

治理召会的人. 更进一步, 他的劝

告是达到召会中每一个肢体身上, 
不论是众领袖或是会众都一样要

努力和睦相处. 当我们遇到了压

力、受伤之事, 以及生活中有冲突的时候, 这个神圣

的教训常常容易被人遗忘. 提到我们需要顺服这方面

的劝导时 , 苏格兰的圣经注释家伊迪 (John Eadie, 
1810-1876)写道: “要顺服这个教导, 就要清楚知道召

会属灵的兴盛以及和睦都在乎这一点(即和睦相处).” 
 
 
(C) 写给腓立比的书信 (腓 1:1) 

(C.1)   腓立比召会的背景 
保罗曾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前书, 那是一个年幼

的召会. 不过, 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召会时, 那召会

已成立了超过 10 年以上. 这是一个在属灵的成熟与

忠心上都能做好榜样的召会. 当保罗写腓立比书时, 
保罗正在罗马的监狱中(主后 60-62 年). 腓立比的信

徒非常爱保罗, 当保罗在坐监的时候, 他们就打发了

亲爱的使者以巴弗提, 并且送来慷慨的爱心奉献表达

他们对他的爱, 保罗就写了这一封书信来回答他们. 
 

在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中, 腓立比书是唯一

的一次保罗问候时, 是向他们的“监督们与执事们”来
问安: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 和提摩太, 写信给凡住

腓立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

事”(腓 1:1). 
 

保罗简短的提到监督们和执事们, 提供了对于

研读长老职分既丰富又有价值的信息. 他印证像路加

所说过, 长老们是在保罗所建立的召会当中被设立的, 
不仅在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 正如使徒行传所记载的, 
也印证在马其顿的众召会当中有长老们的存在. 
 

(C.2)   为何用“监督们和执事们”? 
在他开始问安的字句中, 保罗提到“监督们”和

“执事们”. 为何如此呢? 最可能的原因乃是他们已在

召会中有份于提议奉献给保罗(指给保罗的馈送); 也
许是一封注明“监督们和执事们”的信, 伴随着奉献而

来. 举例来说, 从耶路撒冷写给外邦人众召会的信上, 
使徒和长老们(代表在耶路撒冷全体的召会)写着: “使
徒和作长老的弟兄们, 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

邦众弟兄的安”(徒 15:23). 如果腓立比的监督们和执

事们是跟着同样做法来做的话, 那么保罗就承认他们

有特别的一份. 当然在这方面, 也许已经有其它的理

由来问候召会主要的代表们, 但是这一件事似乎是最

明显的. 
 

保罗使用“诸位监督与诸位执事”就指出, 在召

会的领导地位上为人所承认和接受的正式名称. 然而, 
有一些圣经注释者(通常是那些反对路加所记载保罗

设立长老的那一些人), 宣称这一些词如“诸位监督与

诸位执事”是被用来指所有在神百姓中作监督, 并且

服事地方召会的人. 他们否认保罗是提到召会有特别

的职责者. 他们所以支持这个观点, 因为在“监督们与

执事们”这些词前缺少一个定冠词(definite article). 但
以希腊文缺少定冠词来表明这词仅仅是指功能上的

意义, 这论点的理由实为不足, 还得倚赖上下文本身

才能确定. 如果保罗是指一般的通称, 他不会像他所

作的 , 即用名词(noun)的形式 ; 他最可能使用分词

(participle)的形式来表明作监督和服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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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少的次数下, 希腊文 episkopos (意即: 监
督)与  diakonos (意即: 执事)的名词是在希腊社会中

被用作公开的正式指派. 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前任圣经批判学教授贝斯特(Ernest Best)强
调这一点说: 
 

我说“正式的”因为 episkopos 无论如何不能

被用在其它的方式, 除非是用在指派一项职

务上; 第一世纪的希腊人不能单单为着在职

位或功能上的意义来使用这词, 而不暗示这

位行使监督的工作者是有一个正式的地位

(职任). 有一些证据  —  虽然不多  —  提到 
diakonos 同样的用在这种方式下. 无论如何, 
确定的事实是这词(即希腊文 diakonos )使用

在一群正式职位者身上 , 这就意味着另外一

个(即 episkopos )也是如此. 
 

最后, 在联合使用“执事们”与“监督们”这些词

汇时, 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 可以在 提前 3:1-13 中发

现, 这两封书信都是写给在 60 年代的初期召会(主后

62-66 年), 就在这段时间, 在以弗所有一些执事与监

督(提前 3:1-13; 也参 徒 20:17,28), 所以很可能在腓立

比也一样是有正式被承认的众执事与众监督. 简之, 
说保罗使用“监督们”与“执事们”仅仅是指一种功能上

的意义(即作监督和服事的功能, 而非有真正的监督

和执事本人), 这样的解法叫人困惑, 并且没有意义. 
 

在保罗向腓立比人的问安中, 只有两帮分别不

同的“监督们”与“执事们”, 这也有重大的意义. 在保罗

写信给腓立比人之后 50 年, 坡旅甲(Polycarp)也写了

一封信给腓立比人, 并在其中给予召会领袖一些指示. 
坡旅甲是小亚细亚的示每拿召会的监督, 生在大约主

后 70 年, 并于主后 156 年离世. 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 
也是一位著名的殉道者. 对我们有重大关系的, 是在

他写给召会的书信中, 即《写给散居在腓立比神的召

会》(主后 115 年), 坡旅甲只提到召会中两帮正式的

团体  —  “长老们”与“执事们”(并没提到“监督们”, 因
为长老其实就是监督, 编者按). 坡旅甲在信中对长老

们有所评语, 甚至提到其中一位长老的名字(即瓦伦

斯, 他已因着贪心坠落到罪恶里): 
 

因此, 禁戒这一些事是对的, 顺服你们的长
老们与执事们就像顺服神与基督一样... 并且

长老们向众人要存慈悲怜悯之心. 要把那一

些迷失的羊找回来, 探访所有生病的人, 不忽

略一位寡妇, 或一个孤儿, 或一位穷苦的人, 
乃是供应他们的需要. 这在神与人眼中是有

荣誉之事. 禁戒各种怒气, 要尊重人, 做正当

公义的判断, 远离一切贪爱钱财之事, 不要很

快相信任何控告人的事, 也不要急促作出判

断, 因知我们都是欠了犯罪的债. 
 

坡旅甲在他的信中没有提到“单单一位”主要

的监督(牧师或主教), 这就显示在腓立比的召会中并

无这样的一位. 事实上, 虽然坡旅甲被称为“在示每拿

的监督”, 但此乃他的朋友伊格那丢(另译:依哥拿修, 
Ignatius)给他的称呼. 在写给腓立比的书信中, 坡旅甲

提到自己的时候, 只称自己为坡旅甲, 并清楚地把自

己与其它长老们放在一起: “坡旅甲与和他一起的长

老们”. 从这两封书信中, 我们能如此总结: 在保罗的

日子和他之后 50 年之久, 在腓立比召会中, 只有两帮

被承认的正式职任, 即监督们(长老们)与执事们, 此外

再无任何证据显示有所谓的第三种职任, 好像第二世

纪以后所发展出来的光景(分别指: 监督[单一的监

督]、长老们与执事们[复数的长老与执事] ). 
 

保罗使用复数的名词, 就表明在腓立比有一群

监督与执事们. 使用复数的监督们(指超过一个监督

或长老)含有特别深长的意义. 首先, 复数形式就证明

后来在召会行政上的理论是有偏差的. 虽然有些学者

宣称在腓立比有几个召会团体, 各有一位监督; 这些

学者努力要将在腓立比召会的监督之复数形式解释

掉(解除掉). 不过这一观点是没有圣经经文的根据, 也
无历史上的纪录. 正如我们已提过的, 50 年之后, 坡旅

甲写给在腓立比召会的信(不是给众召会的信), 他劝

勉信徒要顺服执事们与长老们. 
 

虽然保罗在他的问安中特别的将“执事们”与
“监督们”提出来, 他整封信中所写的内容, 却是给全

体会众的. 若在开头时, 没有这个简单的问安, 从信里

面或从使徒行传中, 我们就无法知道腓立比的召会有

复数的监督与执事. 此外, 很清楚的, 监督们与执事们

并没有高于会众之上, 因这一封信是写给“在腓立比

的众圣徒”, 而“诸位监督与诸位执事”的短语是附带

在这一句话之后. 换言之, 提过了羊之后再提牧者, 因
为牧者也是羊群的一部分, 他们彼此是相等的, 没有

所谓的“圣职人员”高过“平信徒”之分. 
 

(C.3)   要认出监督们是谁 
   第一批外邦的基督徒和他们的领袖们使用了

希腊文普通的称呼  —  episkopos (监督), 来描述他们

会众的众领袖. 这一名词是众所周知, 用来指明职任, 
与我们今天的“校长、总监”是同义字. 在希腊文新约

圣经中, episkopos 出现了 4 次, 都用来描述地方召会

的正式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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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B.Lightfoot  

 保罗从米利都他打发人到以弗所请召会的长老

们来, 对他们说: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
们就当为你们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这
字与 pastor 同一字源)神的召会” (徒 20:17, 28a ); 

 “保罗和提摩太, 写信给凡住腓立比, 在基督耶稣

里的众圣徒、诸位监督, 诸位执事”(腓 1:1);  
 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说: “作监督的, 要无可指

责”(提前 3:2a); 
 保罗写信给提多时说: “监督们既是神的管家, 必

须无可指责”(多 1:7a ) 
 

所以谁是召会的监督们呢? 从新约圣经其余

的部分来看, 显然, “监督们”也就是同样被称为“长老

们”的人. 事实上, 这两个名称应用在同一班人身上, 
“长老”(elders)一词反映出犹太人的传统, 强调尊贵、

成熟、荣誉与智慧, 而“监督”(bishop)则反映出希腊的

思想, 起源于强调监督的工作. 下列经文就印证监督

与长老这两个名词是交替在新约圣经中使用的: 
 
 徒 20:17, 28: 路加记载了保罗打发人要以弗所的

长老们前来会面(第 17 节), 但是对着同一组的长

老们, 保罗向他们讲论时说, 圣灵立他们作监督

(第 28 节)  —  就是长老们. 这里十分清楚地指出, 
长老们与监督们代表同一班团体的领袖们. 

 提多书 1:5-7: 在第 5 节中, 保罗提过他先前对他

们的吩咐, 要提多在各城选立长老, 第 6 节, 保罗

开始列出长老们的资格, 以及将“监督”这一词交

替使用在第 7 节中, 因为“监督”就是长老的另一

个名称(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 
 彼前 5:1,2: 彼得劝勉长老们去监督召会, 由于长

老们监督(治理)地方召会, 他们也就是监督们. 
 

保罗在 提前 5:17 说明了带领的角色, 论到 
“那善于管理召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
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指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长老), 更当

如此”. 但在 提前 3:1-13, 保罗列出监督们与执事们

的资格, 为何没有提起长老们呢? 当我们理解到“监
督”这一词的时候, 上述问题便得到解答. 在 提前 3:1
是个普遍性的字词, 是“监督们”单数的形式, 并且“监
督们”是与“长老们”交替使用的. 因此, 提前 3 章和 5
章只有提到两班人  —  长老们与执事们. 

 
 很不幸的, “长老们”与“监督们”这两个词在新

约圣经中虽是交替使用, 后来却被人解释成两个完全

分开的职任, 即监督与长老的团体. 第四世纪的耶柔

米(Jerome, 约主后 345-420 年)是一个对圣经原文相

当有研究的学者. 他正确地认为主教(监督)们和长老

们本是同样的人, 所以他大胆反对当时传统的说法

(即认为监督与长老是不同的职任): 
 

一位长老和一名主教(bishop, 即监督)是同

样的人... 召会是由长老们合在一起的团体所

治理的... 再一次我们来仔细查验使徒(保罗)
写给腓立比书信中所用的这些词语... 现在腓

立比是马其顿的一个城市, 并且可以确定的, 
在这个城市里面不可能有许多的主教们, 在
那个时候只有同一班的人是被称为“主教们”
或“长老们”. 

 
耶柔米不是唯一的早

期圣经注释家那样肯定长老

们与主教们(即监督们)原本

是同一班人 , 因为另一位著

名圣经学者赖富特 (J. B. 
Lightfoot, 1828-1889)也写道: 
 

虽有其它许多人, 并很多著作, 但耶柔米是

最明显的一个. 在他之前有安波罗修派的希

拉里(Ambrosian Hilary)也曾对同样真理进行

分辩(即认为“监督们”和“长老们”原本是一样

的人); 在他的同时代以及继承他之后的人当

中, 也有如此看法的(指与耶柔米和希拉里看

法一致). 这些人是: 屈棱多模(Chrysostom)、
伯拉纠 (Pelagius)、狄奥多尔 (Theodore of 
Mopsueestia)、狄奥多勒(Theodoret)等人, 他
们都承认这一件事. 因此, 在每一个现存的、

关于书信所有的注释中, 在第 5 世纪结束以

前, 无论是在希腊文或拉丁文的注释, 论到这

一段经文时, 都认为长老们与主教们(即监督

们)原本是同一班人. 
 

 
(D) 结语 

我用赖富特典型的评估来作结论: “有个事

实是, 现在神学家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达成同样的

认知, 就是在新约圣经的文字里, 在召会中同样的

(领导)职责是被交替称为‘监督’(或一些宗派译作

“主教”, bishop ; 希腊文: episkopos )和‘长老’(elder, 
presbyter ; 希腊文 : presbyteros )的人去执行 .”
【编者注: 有关早期召会的组织, 最好的参考书是

约翰·甘乃迪(John W. Kennedy)所写的《见证的火

炬》(The Torch of the Testimony, 1997) 】.108  

                                                           
108   附录二主要改编自 Alexander Strauch 著、刘志雄

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第八章: 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

信”中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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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J. Erickson 

-神学论坛          带子-  
      

失衡的神学（二）: 
重审支持“预定论”的经文 

 
 

 
编者注: 自第四世纪以来, 特别是自奥古斯丁所强

调的“神主权恩典”得势后, 
在论及救恩的过程中, “人
自由意志”的参与渐被消

减. 到了 16 世纪宗教改革

后的发展, 加尔文主义者

更主张“预定论”, 认为没

被上帝“预定得永生”的人

必定灭亡, 并举出圣经的

一些经文为证 . 里程在其

所著的《从圣经看预定论》中, 客观与中肯地重

审这些支持“预定论”的经文. 我们将之编辑如下. 
 
 
(A)    引言 
 
 许多持加尔文主义“预定论”(predestination)
的人主张, 没有被上帝“预定得永生”的人都将永

远灭亡. 里程指出, 尽管加尔文主义“预定论”有
“单向预定论”与“双重预定论”之分(参下文), 但
在这一点上(指“没有被上帝预定得永生之人都将

永远灭亡”)却似有共识. 以下是里程对这两种预

定论的评析. 
 
 
(B)    “单向预定论”的观点 
 

1618 年在荷兰的多特召开的会议中完成

的《多特信经》(Canons of Dort)是这样表述“单
向预定论”的: “神按着这定旨, 本着慈爱软化选

民的心, 不拘他们如何固执, 也使他们相信; 而任

凭那非被拣选者(指不蒙拣选者), 为他们自己的

邪恶与硬心受神公义的审判”(第一项第六条).109 

                                                           
109   赵天恩主编, 《历代教会信条精选》(台湾: 基督教

改革宗翻译社, 1993 年), 第 61 页. 

 加尔文主义“预定论”把“你们死在过犯罪

恶之中, 祂叫你们活过来”(弗 2:1), 解读为“如果

世人是死的, 他就不能对神作出任何回应”, 所以, 
被上帝预定得永生的人, 是上帝先“重生”他们, 叫
他们活过来, 然后再“悔改、归正”. 没有被上帝预

定得永生的人, 上帝没有使他们“重生”, 因而不可

能悔改、归正, 其结局只能是在罪恶中沉沦. 
 
 但是, 通观旧约与新约圣经的记载和谨慎

释经发现,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 “死”, 是
指世人被世界、魔鬼和肉体主导的生活状态, 是
与上帝疏远或隔离的景况, “你们的罪孽使你们

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祂掩面不听你们”(赛
59:2), 是属灵的死亡. 
 

诚如里程正确指出的, “圣经并没有表明属

灵死亡(灵性死亡)的人, 对属灵的事没有任何知

觉. 相反, 整部圣经大量的经文显示, 世人对上帝

的启示、呼召是有回应的. 因为世人虽然无一例

外的都是罪的奴仆, 但同时, 世人仍有上帝的形

像, 可以与上帝相交.” 
 
上帝也仍在寻找人、训导人、拯救人. 虽

然人的罪性使世人常常故意拒绝上帝, 但在上帝

的话语和圣灵大能的开启、光照和震慑下, 也确

有人认罪、悔改, 回归上帝. 正如保罗所说: “可
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的”(罗 10:17).  
 
 “归正”和“重生”在时

间上是同时发生的. 按照加

尔文主义“预定论”的逻辑, 
人是因上帝内在的重生工

作才归正(指他们所谓的“先
有生命, 才会悔改和归正”). 
但是, 艾利克森(Millard J. Erickson)指出, 经文的

证据却倾向于上帝因人的悔改和信心才使他重

生.110 值得留意的是, 艾氏(错误地)将人悔改的信

心归于上帝因“拣选”而赐给人的. 里程正确写道: 
“有经文显示, 人悔改的信心并不一定都是上帝

预先赐给的(例如: 太 8:5-10). 在圣灵的光照下, 
                                                           
110   有关“先重生, 后才能悔改归正”这一错误观点, 请
参《家信》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
再思归正神学一/  [特请参阅文章中的(B.2)项].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归正神学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归正神学一/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9 

   

《家信》: 第 134期 (2022年 7-9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Donald A. Carson 

世人信耶稣的信心, 也可能从‘听道’和‘基督的话’
获得(罗 10:17).”111 
 
 
(C)    “双重预定论”的观点 
 
 加尔文所倡导的“双重预定论”, 后来被写

入《威斯敏斯德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主后 1648): “按照神的定旨(圣定), 为了

彰显神的荣耀, 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 并
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 “除了蒙神选召的人以外, 
无人被基督救赎, 蒙有效恩召, 称义, 得儿子的名

分, 成圣与得救.”(第三章 3、6 节).  
 

“双重预定论”有自己的逻

辑和支持经文. 加尔文的逻辑是: 
“拣选和弃绝是分不开的”; “弃绝

是拣选的反面, 也同样出于神的

旨意”《要义》【《基督教要义》

3·23·1】112 然而, 这是二元逻辑思

维. 其实, 在拣选之外, 不只是弃

绝, 还有其他可能【注: 有关二元逻辑思维的局

限与谬误, 请参本期《家信》, 第 34-35 页】. 
 
 

(C.1)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我们先以“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
13:48)为例. 里程评述道: “这句话是指着在彼西

底的安提阿保罗讲道的外邦人说的. 但是, 这句

话却不能演绎为‘凡没有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不信’. 
作者路加并没有加限定词说 ‘只有 预定得永生的

人信了’, 那么, 没有预定得永生的外邦听众, 有可

能也都信了; 或都没有信; 或有的信了, 有的没有

信. 即便路加加了限制词‘只有’, 也只能说, 在保

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的那一次讲道中, 没有预定

得永生的外邦人都没有信, 并不能说保罗在当地

的另一次讲道中, 没有被预定得永生的外邦人都

没有信; 也不能说彼西底的安提阿以外, 其他地

方的没有被预定得永生的外邦人都不会信.” 

                                                           
111   上文(B)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基督使者协会, 2018 年), 第 464-
465 页. 
112   上文(C)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467-468 页. 

 看一个通俗的例子. 在一场婚礼中, 主人

宣布: “凡来参加婚礼的儿童, 都会得到礼物.” 这
表明, 这些儿童一定会得到礼物. 但这并不意味

着参加这婚礼的成人一定得不到主人的礼物, 或, 
因为有事而无法参加婚礼的主人之朋友及儿童

都得不到主人的礼物.113  
 

简而言之, 把“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这句话演绎为“凡没有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不信”, 
这样的论证法肯定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谬(Logical 
Fallacies), 即圣经学者卡森(D. A. Carson)所谓“反
面推论”(Negative Inferences)的解经错谬.114 
 
 

(C.2)   神使人硬心而灭亡?  
 

 里程指出, 加尔文说: 被上帝弃绝的人, 不
是上帝“允许”或“任凭”他们在罪中沉沦, 而是主

动使他们沉沦; 因为加尔文写道: “那些神创造在

今生蒙羞并在永世灭亡、祂预备遭毁灭的、显

明祂的愤怒和严厉的器皿光景如何呢? 为了达成

神为他们预定的结局, 祂有时不给他们听道的机

会; 有时借向他们传福音弄瞎他们的心眼, 并使

他们刚硬.”【《基督教要义》3·24·12】那些支持

“双重预定论”的人说: 他们的论点有圣经的经文

作根据. 里程在下文以客观的态度, 来中肯地评

审他们所依据的主要经文.  
 
 “双重预定论”常引用的一段经文是在罗马

书 9:10-18:   
 罗 9:10  不但如此, 还有利百加, 既从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   
 罗 9:11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

来, 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

行为, 乃在乎召人的主)  
 罗 9:12  神就对利百加说: “将来大的要服事小

的.”  
 罗 9:13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

扫是我所恶的.”   

                                                           
113   同上引, 第 468 页. 
114   参本期《家信》文章“再思解经错谬(三): 逻辑上

的错谬(上)”[第 B.5 项: 反面推论]; 或参 卡森著, 余德林、

郭秀娟译, 《再思解经错谬》(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8
年), 第 133-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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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9:14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

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罗 9:15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罗 9:16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意的, 也不在

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罗 9:17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

来, 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 并要使我的

名传遍天下.”  
 罗 9:18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

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恶的”中的

“恶”是“爱得少一点”的意思. 例如, 主耶稣说: “人
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 (爱我胜过爱: 原文

作“恨”) 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 14:26). 所
以,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恶的” 可解读

为“我爱雅各胜于爱以扫”, 或, “我拣选雅各, 拒绝

以扫”. 
 
 有学者说, 上帝拣选雅各, 是因为上帝预

知以扫贪恋世俗、不看重长子名分(来 12:16). 上
帝当然预知以扫不看重长子名分. 但从上下文看, 
上帝拣选雅各, 不是基于预知, 与人的行为没有

关系. 因为经文清楚说: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

定意的 ,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 只在乎发怜悯的

神”(罗 9:16). “定意”表示“愿望”, “奔跑”表示“努
力”. 再说, 以扫不看重长子的名分固然不好, 但
雅各用欺骗的手段来取得长子名分, 又比以扫好

多少呢?  
 
 保罗继续说, 上帝凭祂的旨意拣选, 并无

什么不公平, 因为“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

谁,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罗 9:18). 保罗以埃

及法老为例: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

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 并要使我的

名传遍天下’ ”(罗 9:17). 这句话引自出埃及记. 当
时摩西奉命向埃及法老传达耶和华的话, 说: “我
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 你早就从地上

除灭了. 其实, 我叫你存立, 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

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出 9:15-16). 上帝存

留法老的性命, 并任凭他硬心和使他心硬, 不容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这样, 使耶和华向埃及地降

了十灾. 这十灾都是针对埃及人所信奉的神祇, 
好显明耶和华是真神, 他们都是假神.  
 
 降十灾后, 法老发现他们所信奉的神祇根

本不能与耶和华相抗衡, 不得不降服在耶和华神

面前; 他不仅被迫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而且

反过来请求以色列人为他祝福: “夜间, 法老召了

摩西、亚伦来, 说: ‘起来! 连你们带以色列人, 从
我民中出去, 依你们所说的, 去事奉耶和华吧! 也
依你们所说的, 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 并要为我

祝福”(出 12:31-32). 耶和华兴起法老, 为要向以

色列人和世人显明, 祂不单是以色列人的上帝, 
也是全人类的上帝, 是独一全能的真神. 一切假

神在祂面前都将原形毕露. 这是耶和华在埃及地

降十灾的目的之一, 也是祂兴起埃及法老的目的. 
 
 这段经文被看着是“双重预定论”的重要经

文. “双重预定论”者认为, 上帝在创世之前, 已经

预定某些人得永生, 另一些人受永刑, 与人的行

为无关. 这段经文说, 上帝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

扫, 完全不在乎人的行为, 全在乎上帝的旨意, 似
乎正合“双重预定论”的观点. 
 
 但是许多学者认为, 上帝无条件地拣选雅

各(上帝为他改名为“以色列”, 意为“与上帝较

力”), 是拣选以色列民族作祂子民, 与个人的终极

命运(指个人的灵魂在永世得救与否)无关. 从创

世记的记载, 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当以撒的妻子利百加的双胞胎在腹中相

争时, 她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 两国在你

腹内;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 将
来大的要服事小的”(创 25:23). 按照原文, “两族

要从你身上出来”可直译为“从你腹中就有两族分

立着”; 事实上, 以扫本人并没有服事过雅各, 但
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则曾长期服役于以色列和犹

大. 可见, 上帝拣选雅各, 是为了拣选以色列这个

民族(雅各的子孙)作祂的子民, 没有拣选以东人

(以扫的子孙)作祂的子民(创 36:9, 43). 
 
 上帝拣选以色列族是出于祂的救恩计划, 
要在拯救人类的计划中使用以色列民族. 但这并

不表明, 以东人都要永远灭亡; 也不表明, 以色列

族的每个人都会得到永生. 这段经文的“拣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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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应不牵涉个人在末日的得救或定罪的问

题, 而是关乎这两组人在历史上的功能和他们与
救恩历史的关系.115 
 

刚才我们说上述这段经文的“拣选”和“呼
召”应不牵涉个人在末日的得救或定罪的问题 , 
因为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当中, 也有信靠神的人(即
他们在末日是得救的). 关于这点, 里程指出几个

学者们提出的例证. 首先是约伯. 约伯被称为“完
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伯 1:8). 他是乌斯地

的人; 而乌斯地是约但河谷东面的一大片地域, 
南部包括以东地; 圣经也记载有以东人住在乌斯

地(哀 4:21).116 因此, 主后第四世纪的《安波罗修

注释》(Exposi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by Saint 
Ambrose of Milan)认为, 约伯是以扫的子孙.117  
 
 以东人中, 也有成为以色列人劲敌、耶和

华要将其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的亚玛力人(创
36:12; 出 17:14). 希西家作犹大王时, 亚玛力人才

被彻底消灭了(代上 4:41-43), 从此消声灭迹.  
 

由此可见, 以扫的后裔以东人中, 既有愚

顽、不信之辈, 也有良善、信靠上帝的人. 这再

次印证, 上帝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 并不涉

及他们的后裔以色列人和以东人的个人终极命

运(指灵魂得永生或灭亡).  
 

对于这段经文中埃及法老的命运, 学者的

看法也有分歧, 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或观点. 第
一种观点, 有学者认为, 在圣经里, “刚硬”一词始

终用来描述一种属灵光景, 使人不接纳、不顺服

上帝和上帝的话, 与罗马书 11 章 7、25 节的“刚

                                                           
115   冯荫坤著, 《罗马书注释》(卷三) (台北: 校园书房

出版社, 2001 年), 第 123 页. 
116    哀 4:21: “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哪, 只管欢喜快乐; 苦
杯也必传到你那里...” 
117   冯荫坤著, 《罗马书注释》, 第 123 页(注释 6). 但
也有学者认为约伯是早于亚伯拉罕时代的人, 编者按. 

硬”类似, 是一种将人排除于救恩之外的状况(与
人灵魂得救与否的终极命运有关). 因此, 上帝使

法老“刚硬”, 是上帝的一项至高无上主权的作为, 
和罗马书 11 章 7、25 节一样, 显示的法老结局就

是受咒诅; 这似乎为“双重预定论”提供了释经上

的重要支持.118  
 
 第二种观点是, 另有学者认为上帝使法老

“刚硬”, 不一定涉及法老的终极命运. 且不说是因

为法老自己先刚硬(第一至第五灾)、上帝从第六

灾开始才使他刚硬(出 9:12);119 即便从一开始就

是上帝使法老刚硬, 上帝也只是为了在以色列出

埃及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作为反面人物而使用

他, 正如摩西奉命向埃及法老传达耶和华的话所

说的(出 9:15-16). 上帝使法老刚硬、不容以色列

人离开埃及, 以便祂在埃及地降下十灾, 达到拯

救以色列民族和使祂的名传遍天下的双重目的. 
有关使法老刚硬的论证(罗 9:14-18)是由上一段

(罗 9:6-13)的论证引发的, 这两段论证是彼此一

致的. 如果上一段是论及上帝拣选了以撒和雅各, 
没有拣选以实玛利和以扫, 其中并不涉及救恩与

定罪的问题, 那么, 上帝使法老刚硬, 也不一定要

解读为“使之终极灭亡”.120  
 

里程赞同上述第二种观点, 并作出以下一

些补充. 首先, 看看本段经文中的“刚硬”这个希腊

文动词 sklêrunô {G:4645}, 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过

6 次, 被译为“硬着”(3 次), “刚硬”(2 次)和“心里刚

硬”(1 次). 除了本段经文(罗 9:18: “如此看来, 神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其
余 5 次的经文如下: 
 
1) 徒 19:9: “(徒 19:8: “保罗进会堂, 放胆讲道, 一

连三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 后来, 有
些人心里刚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 保
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 便在推

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 

                                                           
118   Douglas J. Moo 著, 《罗马书》(下) (美国加州: 美
国麦种传道会, 2012 年), 第 917-923 页.  
119   有关法老自己先硬心一事 , 请参《家信》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有欠公义与慈爱吗/ .  
120   冯荫坤著, 《罗马书注释》(卷三), 第 157-160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有欠公义与慈爱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有欠公义与慈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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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 3:8: “(来 3:7: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祂

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祂发怒、试

探祂的时候一样” 
3) 来 3:13: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4) 来 3:15: “经上说: ‘你们今日若听祂的话, 就不

可硬着心, 像惹祂发怒的日子一样.’ ” 
5) 来 4:7: “所以过了多年, 就在大卫的书上, 又限

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说: ‘你们今日若听祂的

话, 就不可硬着心.’ ” 
 

里程写道: “新约圣经对这个动词的使用, 
看不出人‘刚硬’一定会导致他的终极灭亡.” 

 
其次, 认为这段经文支持 “双重预定论”的

学者说, 在圣经里, “刚硬”一词始终用来描述一种

属灵光景, 使人不接纳、不顺服上帝和上帝的话, 
与罗马书 11 章 7、25 节的“刚硬”类似, 是一种将

人排除于救恩之外的状况. 里程指出, 这样的说

法是值得商榷的. 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两处经文: 
 
罗 11:7-10 
 罗 11:7  这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

没有得着, 惟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其余的就

成了顽梗不化的.   
 罗 11:8  如经上所记: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

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罗 11:9  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 变

为机槛, 变为绊脚石, 作他们的报应.   
 罗 11:10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

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罗 11:25-26 
 罗 11:25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

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罗 11:26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

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

的一切罪恶.   
 

里程解释说, 这两段经文中的以色列人的

“顽梗不化”和“硬心”, 与上段经文中法老“刚硬”
是不同的希腊字, 但其含义是相似的. 不过, 这里

的“顽梗不化”和“硬心”,  没有所谓“将导致终极

被咒诅”的意思. 一些以色列人的“顽梗不化”, 是

因为上帝给了他们昏迷的心. 上帝这样做, 是要

让这些以色列人灭亡吗? 不是! 因为保罗在10节
之后紧接着说:  
 
 罗 11:11  我且说, 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 

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

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罗 11:12  若他们的过失, 为天下的富足, 他们

的缺乏, 为外邦人的富足; 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罗 11:13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因我是外邦

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 (原文作: 荣耀) 我的职分,   
 罗 11:14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 好救

他们一些人.   
 

保罗引用 赛6:8-10和 诗69:22-23的经文, 
说明是上帝让一些以色列人不信从而使他们眼

瞎、耳聋、心硬的; 但上帝这样做, 不是要预定

他们灭亡, 而是要实现祂救赎全人类的计划: 开
始传福音时, 主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只进以色列

的家(太10:5-6), 以便借着归信的犹太人把福音传

到外邦; 但是, 由于这些以色列人抵挡福音, 尤其

是发生了犹太人污蔑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

亵渎圣灵之事件(太12:22-32)以后, 基督徒便绕过

犹太人, 转而向外邦人传福音, 使上帝的救恩临

到外邦人; 外邦人得救, 反过来将刺激“以上帝选

民自居”的以色列人, 引发他们羡妒、发愤, 促使

其悔改、归向基督; 以色列人的悔改、归主, 又
必将大大祝福全人类. 这再一次展现, 耶和华上

帝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和救主, 也是全人类的

上帝和救主 . 通观这

些经文, 与“双重预定

论”似乎没有关联.121  
 
 

(C.3)   神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紧接着 罗 9:10-18 后面的几节经文, 同样

富有争议性. 有者以 罗 9:19-24 作为“双重预定

论”的凭据. 让我们先读这一段经文. 
 
 罗 9:19  这样, 你必对我说: “祂为什麽还指责

人呢? 有谁抗拒祂的旨意呢?”  

                                                           
121   上文(C.2)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468-4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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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9:20  你这个人哪, 你是谁, 竟敢向神强嘴呢? 
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

我呢?   
 罗 9:21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

作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   
 罗 9:22  倘若神要显明祂的忿怒, 彰显祂的权

能,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

器皿,   
 罗 9:23  又要将祂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罗 9:24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 不但是

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 这有什么不可

呢?  
 

支持“双重预定论”的学者主张, 经文中“预
备得荣耀的器皿”就是上帝“预定得永生”的人, 而
“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就是上帝“预定受

永刑”的人. 然而, 诚如里程所指出, “这种解读同

样值得商榷.”  经文一开始, 使徒保罗用近乎专横

的方式塞住质问者的口, 针对的不是异议本身, 
而是异议者的傲慢态度, 出于不信和不顺从而企

图与上帝抗辩.  
 
 接着, 保罗讲了窑匠与陶土的比喻. 如前

文所述, 解释比喻要抓住一个中心思想, 不能细

扣作为比喻背景的每个细节. 这个比喻的主题是: 
造物主上帝对受造物有绝对的主权, 而不是说人

像泥一样, 没有思想, 没有意志. 
 
 论到“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可
怒”是令上帝愤怒; “毁灭”就是灭亡. 这节经文里

的“预备”(希腊文原型: katêrtismena )是古动词 
katartizô {G:2675}的现在完成时态-被动语态-分
词(perfect-passive-participle), 意思是“装备”、“处
于准备好的状态”. 这个动词在新约圣经出现过

13 次, 被译为“成全”、“挽回”、“补”等, 没有“预
先准备”的含义. 这是其一. 
 
 其二, “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是谁

预备的呢? 经文没有清楚指明, 有两种可能: 第一

种可能是, 是上帝预备了这些可怒的器皿遭毁灭, 
就像使埃及法老刚硬而永远被咒诅一样, 是上帝

预备这些器皿遭受刑罚. 然而, 里程指出, 按照以

经解经的原则, 这是不可能的. 如上几期文章所

述, 圣经中有许多经文清楚表明, 上帝不喜悦恶

人死亡, 唯愿他们转离恶道得生(结 18:23, 27;  
33:11, 19); 祂愿人人都悔改得救(提前 2:4;  彼后

3:9 等等). 因此, 人们无权越过圣经, (强词夺理地)
说这是因上帝心中隐秘的旨意而另有决定(这样

的说法是超越了圣经所指明的, 是毫无圣经根据

的猜测, 编者按). 
 
 第二种可能是, 这些器皿是那些顽梗、不

知悔改而使上帝愤怒的犹太人. 上帝对这些人, 
既“显明祂的忿怒”, 又“多多忍耐、宽容”他们, 以
“彰显祂的权能”, 就像祂存留埃及法老, 既拯救了

以色列人 , 又使祂的名传遍天下一样 . 借着忍

耐、宽容这些不信的犹太人, 上帝彰显祂拯救外

邦人的权能, 并激发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反思、悔

悟、归主. 这些器皿不是上帝预定受永刑的人.  
 

里程评述道: “从经文的脉络和以经解经

的原则看, 第二种可能更可取. 也就是说, 这段经

文不一定支持‘双重预定论’.”122 
 
 

(C.4)   上帝造恶人为了末日的审判?  
 
 接着, 里程再梳理一些被“双重预定论”当
作支持“上帝预定一些人灭亡”的经文. 我们需要

对它们进一步分析与反思. 其中一节就是 箴 16:4: 
“耶和华所造的, 各适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

日子所造.”  
 

有学者将这节经文解读为: “耶和华创造

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恶人也是为末日审判而被创

造的.” 他们将之视为支持“双重预定论”的经文之

一. 现在让我们仔细来看这节经文. 
 
首先,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

原文是“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 没有“所造”
一词. 只不过按照文脉, 为了与上半句的“所造”对
仗、工整, 加上“所造”一词是可以的. 

 
其次, “耶和华所造的, 各适其用”一句中的

“造”这个动词(希伯来文: pâ‛al ){H:6466}, 在旧

约圣经中出现 56 次, 中文圣经《和合本》译作

                                                           
122   上文(C.3)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477-4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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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字只有 3 次, 其余的 53 次译为“作”(30 次), 
“行”(13 次), “成全”、“施行”、“成就”、“加工”、
“锤成”、“造作”、“遵守”、“射”、“挖”、“妨”各
一次. 也就是说, 这个动词(希伯来文: pâ‛al )在圣

经中主要含义不是“造”; 但 3 次译为“造”的经文, 
主语都是耶和华. 除本节外, 另两处经文是:  
 
 出 15:17: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栽于你产业的

山上, 耶和华啊, 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 主
啊, 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伯 36:3: “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 将公义

归给造我的主.” 
 

第三, “起初, 神创造天地”(创 1:1), “神就

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

女”(创 1:27)等多处论及上帝创造的经文之动词

都是 bâra’ {H:1254}, 不是 箴 16:4 中的 pâ‛al .  
 
第四,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中的“祸

患”一字是希伯来文 râ’âh {H:7451}), 这字在旧

约圣经中出现 620 多次, 主要被译为“恶的”, “灾
祸的”, “祸患的”,“患难的”等, 没有一次被译为

“末了的”. 因此, “祸患的日子”并不一定是末日

(the last day), 而“恶人为了祸患的日子”也不一定

意味着恶人都将终极灭亡. 
 
综上所述,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

造”不宜解读为“上帝创造恶人是为了使之遭祸

患”; 虽说不能完全排除这种解读的可能性. 
 
最后, 当经文的意思不太清楚的时候, 当

用含义清楚的相关经文来解释那含义不清的经

文. 现在看另三处经文:  
 
1) 创 1:27,31: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

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 神看着一切所造

的都甚好.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六日.” 
2) 传 3:11: “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

永生 (原文作 “永远”) 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3) 传 7:29: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 就是神造人

原是正直, 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经文清楚显示 , 上帝造的万物都是合宜

的、美好的; 人受造以后, 祂看为“甚好”, 因为人

是按着祂的形像和样式造的. 而且, 上帝还赐给

人超时间的礼物  —  永生. 在所有受造物中(除了

天使之外), 只有人有永恒的观念, 并关心和渴求

永生. 然而, 人却自己生出许多巧计、诡计, 不服

上帝的旨意. 上帝造的人, 原是正直、美好的; 成
为恶人, 是人悖逆上帝的结果. 他们遭受祸患, 是
咎由自取(而非上帝预定或设计他们成为恶人). 
 
 箴 16:4 经文的总义是: 上帝造的万物或做

的每一件事, 都各有祂的目的和用途. 祂是宇宙

和人类的主宰, 赏罚分明. 祂有时也借着恶人彰

显祂的大能(出 9:16), 恶人难逃祂的惩罚(雅 1:15). 
换言之, 这节经文并不支持“上帝创造恶人”(特指

恶人是为末日审判而被创造)的论点.123 
  
 

(C.5)   有些人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  
 
 使徒犹大要信徒警觉, 因为“有些人”, 即传

播异端的假师傅会秘密地、带着阴谋渗透到教

会, 给教会造成伤害. 他写道: “因为有些人偷着

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 是不虔诚的, 将我

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且不认独一的

主宰我们 (或作: 和我们) 主耶稣基督”(犹 4). 
 
 有者认为这句话 “有些人… 是自古被定

受刑罚的”是指神预定某些人是灭亡或永远沉沦

的. 然而, 里程为这句话作出以下的解释. 他指出, 
“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的“自古”(希腊文: palai )
在新约圣经中单独出现过 6 次, 被译为“早已”(2
次), “古时”、“旧日”、“自古”、“如今”各一次. 
 
 这节经文的 “被定 ”一词 (希腊文原型 : 
progegrammenoi )是动词 prographô {G:4270}
的 “ 现在完成时态 -被动语态 -分词 ”(perfect-
passive-participle); 而 prographô 由 pro (前)和 
graphô (写)复合而成, 意为“事前已被写下来”, 在
新约圣经中还被译为“以前写过”(弗 3:3), “从前

所写”(罗 15:4), “活画”(加 3:1). 
 
 因此, “自古被定”是“事前早已写下”的意

思. 对这些假师傅“早已写下受刑罚”, 学者有不同

                                                           
123   上文(C.4)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479-4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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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如: (1) 早已记载于天上的名录中; (2) 在使

徒的教训中已作出预言; (3) 在犹太古时的文献

中早有记载, 等等. 无论哪一种解释, 都不涉及

“上帝预定有些人永远沉沦”的论点.124 
 
 

(C.6)   神给某些人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使徒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书信

中这样说道:  
 
 帖后 2:9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但的运动, 行

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帖后 2:10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

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

们得救.  
 帖后2:11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 
 帖后2: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

都被定罪. 
 

一些支持“双重预定论”的学者引用这节, 
说, 对于那些被预定灭亡的人, 上帝会给他们一

个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以致灭亡, 永
远沉沦. 但这节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要明白这节的正意(正确意思), 我们必须

明白这节的背景. 首先, “不法之人”就是“自称为

神”的“大罪人”(帖后 2:3-4), 有撒但在他身上运行, 
有异能、奇事相随. 
 
 “在那沉沦的人身上”中的“沉沦”(希腊文

原型: apollumenois )是动词  apollumi {G:622} 
(意即: 毁灭)的现在时态-关身语态-分词(present-
middle-participle), 因带有冠词 hois (意即: 这)而
作名词用, 意为“那些沉沦者”. “现在式”所强调的

是“那些正在沉沦, 正走向毁灭结局的人”125 这在

七年灾难时期出现的“大罪人”(俗称“敌基督”)之
所以能在这些正走向毁灭的人身上行出各样诡

诈, 是“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帖后 2:10). 
                                                           
124   上文(C.5)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493-494 页. 
125    Archibald T. Robertson 原著, 潘秋松、陈一萍译, 
《活泉新约希腊文解经》(卷八) (加州: 美国活泉出版社, 
1999 年), 第 183 页. 

 
 “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中的“生发”(希腊文

原型: energeian {G:1753})意为“运行能力”; 这节

的“错误”一词原文(希腊文原型: planês {G:4106})
是宾语(object)的所有格(genative), 表明那能力运

行的目的是使沉沦的人犯错误; 因此, 这个片语

可直译为“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运行能力”. 既然

沉沦者拒绝上帝给他们的爱真理之心, 故意拣选

邪恶, 上帝就给他们误入歧途的运行能力, 我要

叫他们信从虚谎, 将他们交给他们自己刻意选择

的那不法之人. 这是上帝对“使一切不信真理、

倒喜爱不义的人”的裁决.  
 
 里程写道: “也许, 有人会争辩说, 因为上

帝预定那些人要走向沉沦, 所以给他们误入歧途

的能力, 以便加速他们的毁灭. 人们可以作如此

猜想; 但是, 经文并读不出这个意思.” 显然, 有一

点是明确清楚的, 就是上帝之所以给他们误入歧

途的运行能力, 叫他们信从虚谎而走向毁灭, 主
要是“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帖后 2:10). 是
人拒绝神的恩典在先(“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 
帖后 2:12), 神才给他们生发错误的心, 让他们自

取灭亡. 换言之, 神并没有“预定他们灭亡”.126 
 
 

(C.7)   上帝预定人绊跌而灭亡?  
 

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写道: “所以, 祂在

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
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 作
了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

道理上绊跌 (或作: 他们绊跌都因不顺从道理); 
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彼前2:7-8) 
 
 这段经文常被用来指圣经支持“双向预定

论”, 即上帝早已预定某些人是永远沉沦与灭亡

的. 不然, “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这句话应作

何解呢? 
 
 这里的“预定”(希腊文原型: etethêsan )是
动词 tithêmi {G:5087}的第一简单过去时态-被动

语态-直说语气(aorist-passive-indicative), 在新约

                                                           
126   上文(C.6)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490-4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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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被译为“放”(22次), “安放”(9次), “舍”(9次), 
“立”(5次), “安”(3次), “奉派”(2次),  “预定”(2次, 
另一处是 帖前5:9), “托付”、“设立”等各一次. 与 
彼前2:6的“安放”是同义字根, 形成首尾呼应. 
 
 Tithêmi 这个动词在保罗书信中出现 16
次. 让我们进一步分析:  
 其中, 用主动语态的, 有 5 次上帝是主语, 例

如, 祂“放”一块绊脚石在锡安(罗 9:33), 把一

切仇敌都“放”在基督脚下(林前 15:25), “立”
亚伯拉罕作多国的父(罗 4:17)和“奉派”保罗

作使徒(提前 2:7; 提后 1:11);  
 至于用关身语态的(middle voice), 主语都是

上帝, 例如, 祂把肢体“安排”在身体上(林前

12:18); 把使徒、先知、教师等“设立”在教会

中(林前 12:28), 把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使徒

(林后 5:9), “派”保罗服事祂(提前 1:12)等.  
 

这 10 段以上帝为这个动词的主语之经文, 
都表达同一个意思, 即, 上帝按着祂的旨意决定

和安排一些事情.  
 
“绊跌”(希腊文原型: proskoptousin )是动

词 proskoptô {G:4350}的现在时态-主动语态-直
说语气(present-active-indicative). 这个动词在新

约圣经中出现 8 次, 被译为“跌倒”(3 次), “碰”(2
次)和“绊跌”、“跌”、“撞着”各一次.  
 
 约 11:9-10  耶稣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

吗? 人在白日走路, 就不至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

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

光.”  
 罗 14:21  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太4:5-6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

（顶原文作翅）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 主要为你吩咐祂

的使者用手托著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路4:10-12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祂

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

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

探主你的神.” 
 罗3:31-32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

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

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绊

脚石上.  
 太7:26-27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

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 水冲, 风
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

大. 
 

那些持“双重预定论”的人把“他们这样绊

跌也是预定的”解读为“上帝预定他们绊跌”, 即预

定他们永远沉沦. 不过, 里程评述道: “另有人认

为, 上帝预定的, 不是他们注定会绊跌, 而是预定

因他们不顺从真道、不肯相信基督, 其必然的结

局是因祂而绊跌; 换句话说, 上帝没有‘预定’他们

‘绊跌’这个‘结果’, 乃是‘立’了不顺从真理、不信

基督必要绊跌这个‘法则’.” 里程继续写道: “两种

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 按照‘绊跌’这个动词在新

约圣经中的含义(见上文所引的经文), 即便上帝

‘预定绊跌’, 也不必然是‘预定永远沉沦’.”127 
 
 

(C.8)   上帝恐怕人回转过来得到医治?  
 
 支持“双重预定论”的人曾引证以赛亚书

6:10 与新约圣经的平行经文(可 4:12; 约 12:39-40 
及 徒 28:26-27), 说神使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便得赦免和医治. 换言之, 神预定他们

灭亡, 不得赦免. 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些经文. 
 
 太13:10  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太13:11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

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太13:12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

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太13:13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因他们看

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太13:14  在他们身上, 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 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

晓得;   
 太13:15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

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
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127   上文(C.7)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491-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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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4:10  无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

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可4:11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

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可4:12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约12:39  他们所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约12:40  主叫他们瞎了眼, 硬了心, 免得他们眼

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徒28:26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

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徒28:27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

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
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赛6:8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

我!”  
 赛6:9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

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赛6:10  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 耳朵发沉, 眼睛

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
转过来, 便得医治.”  

 
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这两段经文所引用

的先知以赛亚的话, 出自以赛亚书 6:9-10 两节. 
因为涉及上帝的主权与世人的责任两者间的张

力, 所以, 学者对这两节经文(及上述平行经文)有
不同解释; 其分歧集中在对语助词“叫”和否定词

“恐怕”的诠释上. 
 
 难道上帝会使百姓瞎眼、耳聋吗? 上帝会

担心民众回转、得医治吗? 这是十分令人困惑的. 
为此, 有学者认为, “这‘恐怕’绝不是神那方面恐

怕人听道受感而悔改; 乃是人硬心到唯恐(自己)
受了感动而悔改.”128 里程分析道: “这样解释‘恐
怕’一词, 虽可消除上帝的主权与世人的责任之间

的张力, 却难以与经文的脉络协调.” 

                                                           
128   李道生著, 《旧约圣经问题总解》(下) (香港: 浸信

会出版社, 1991 年三版), 第 127 页; 陈终道著, 《天国君王  
—  马太福音讲义》(香港: 宣道出版社, 1998 年二版 [修订

版] ), 第 329 页. 

 
 里程接着指出, “了解以赛亚书 6:8-10 的

背景, 可以帮助解惑.” 里程解释道: 
 

在先知以赛亚之前和先知那个时代, 以
色列民众曾有许多悔改的机会, 但是他们

不回心转意. 所以以赛亚书一开始, 以赛

亚就严厉地指责他们是“犯罪的国民, 担
著罪孽的百姓; 行恶的种类, 败坏的儿女! 
他们离弃耶和华, 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赛
1:4). 可以说, 以色列人几乎病入膏亡. 以
赛亚传讲的信息简单、明了; 但以色列人

却认为先知低估了他们的智慧, 尽说些单

调、重复、没有意义的儿语(参 赛 28:9-
10). 这些愚顽的百姓, 断然拒绝了上帝的

话语. 
 
也许, 这就是先知愈宣讲, 他们心里愈刚

硬的原因. 以赛亚的事奉是一把两刃刀, 
会使有人悔改归向上帝, 也会让有的人心

更刚硬. 有学者指出, 让百姓硬心占据了

以赛亚事奉的中心位置; 甚至, 上帝差遣

以赛亚的目的, 就是让百姓心硬.129 
 
对百姓拒不悔改, 上帝可以“任凭”他们, 

也可以使他们心硬, 这是上帝的主权. 但
是, 上帝使百姓心硬的“主动”行为, 是以

色列民众不愿意悔改的必然“结果”(意即

是百姓不愿意悔改在先, 神才使他们心硬

在后; 换言之, 不是神先预定他们灭亡, 所
以使他们心硬不肯悔改, 编者按), 正像上

帝使埃及法老心硬一样.  
 
在耶稣时代, 犹太人的属灵状况与以赛

亚时代相似 . 犹太人想要的 , 是吃饼得

饱、病得医治、鬼被赶出和带领以色列

复兴的君王, 对主耶稣的讲道充耳不闻. 
新约圣经几次引用或暗示以赛亚书 6:9-
10 (如: 太 13:10-15;  可 4:10-12;  路 19:42;  
约 12:40;  徒 28:26-27;  罗 11:8-10), 都发

生在犹太人“硬心”和“不信”的文脉中. 
 

                                                           
129   吕绍昌著, 《以赛亚书》(卷一) (香港: 天道书楼有

限公司, 2014 年), 第 289-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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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门徒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时, “耶稣回

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不
叫他们知道”(太 13:11)… 比喻, 是以其所

知, 喻其所不知, 而使人知之. 圣经中的比

喻, 是用地上的事来讲天上的事. … 主耶

稣用比喻, 是用一种较模糊的或半隐藏的

方式传讲真理, 是对听众的挑战, 也是两

刃刀. 有人听了, 会认罪、悔改, “官长中

却有好些信祂的”(约 12:42); 有人听了, 心
却越发刚硬. 

 
 主耶稣使之眼瞎、耳聋的人, 他们的最终

结局是什么呢? 里程写道: “对此, 也有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是, 这些人是上帝预定永远沉沦的人. 
他们认为, ‘耶稣用比喻, 是要防止那些上帝没有
拣选得救的人得拯救’.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这些

被弄瞎眼、心硬的人, 只是上帝救恩计划的一个

步骤, 不涉及他们的终极命运. 笔者(里程)同意后

一种观点.” 里程接着作出以下的解释. 
 

卡森指出, 以赛亚书 6:10 与新约圣经的平

行经文(可 4:12; 约 12:39-40 及 徒 28:26-27), 可
能构成了罗马书 11:7-25 的基础. 使徒保罗可能

从这些平行经文中, 领悟了上帝的救赎计划, 使
他能站在上帝救赎计划的高度(高点), 准确把握

这些平行经文的脉络. 
 
 正像前文所述, 保罗在罗马书 7:7-25 这段

经文中谈到, 这些愚顽的犹太人眼瞎、耳聋, 是
为了使救恩传到外邦; 外邦人得到救恩, 反过来

激励犹太人发愤, 悔改、归主; 犹太人归主, 又将

成为外邦人极大的祝福: “我且说, 他们失脚是要

他们跌倒吗? 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

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若他们的过失, 
为天下的富足, 他们的缺乏, 为外邦人的富足; 何
况他们的丰满呢?”(罗 11:11-12) 
 

若将这些被弄瞎眼、耳聋的犹太人视为

被上帝预定永远沉沦的人, 是只定睛在个人得救

的狭窄层面, 没能看到上帝救赎人类的恢宏画卷. 
简言之, 这些被上帝弄瞎眼、耳聋的犹太人, 是
上帝在救恩(救赎计划)中使用的棋子. 好橄榄树

上的枝子(指犹太人), 因着不信被砍下来, 让信主

的野橄榄的枝子(指外邦人)被接其上. 接着, 保罗

对外邦信徒说: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 仍要

被接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从新接上. 你是从那

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 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

橄榄上 , 何况这本树的枝子 , 要接在本树上

呢!”(罗 11:23-24). 可见, 这些被弄瞎眼、耳聋的

犹太人, 有的人可能长久不信, 最终走向沉沦; 有
的人却可能幡然(迅速而彻底地)悔改, 获得上帝

的救恩. 这些人并不是上帝预定永远沉沦之人. 
 
 里程总结道: “综上所述, 以赛亚书 6:10 及

新约圣经的平行经文, 不支持‘双重预定论’.”130 
 

结语: 
 综上所述, 以上这些被“双重预定论”支持

者所列举的经文, 并不能支持“上帝预定有些人

永远沉沦”的观点. 美国著名的圣经学者卡森(D. 
A. Carson)适切地评述道:  
 

若骤然下结论说弃绝是匀称地相对于

(指等于)拣选, 是太过草率了. 约翰 (指约

翰福音的作者)从来没有说耶稣(基督)拣
选人来定罪 ; 祂乃是拣选人脱离 “世
界”(或指世俗的败坏). 子(即圣子耶稣基

督)的使命主要是拯救(约 3:17; 12:47), 而
这个使命是源自神的爱(约 3:16). 这爱是

要将这“世界”的人转化成不属这世界的

人. 耶稣来了, 不是要叫一些不好不坏的

人得生命, 叫其他不好不坏的人被定罪. 
祂乃是来到一个已经被定罪的世界(约
3:36), 并且着手拯救的工作.” 

 
 简而言之, 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到, 加
尔文主义者所常高举的“双重预定论”是缺乏

明晰、坚实的经文为依据.131 事实上, 这“双重

预定论”中所谓的“拣选”(election)是改革宗神

学(或称: 归正神学、加尔文神学)的拣选, 而
非合乎圣经的拣选.132  

                                                           
130   上文(C.8)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482-489 页. 
131   同上引, 第 494-495 页. 
132   有关这方面的论证, 请参《家信》文章 “加尔

文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 [请参系列文章(一)
至(五)],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加尔文

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四/ (特别参考文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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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不同菜色篇(三):

第一人称释经讲道

编者注 : 我们必须重视“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英 文 有 时 称 之 为 Expository
Sermons), 因为它是圣灵使用来复兴和造就召

会的一种讲道方式.133 赖若瀚在其著作《食

经讲道》一书提出释经讲道的十大步骤(请参

本文附录). 我们已在前十期的《家信》探讨

了释经讲道的第一至第十步骤(即选取经文、

解释经文、找出主题、写下大纲、加插例

证、遣词用字、会众情

况、列出应用、结论归

纳和引论题目). 我们也

已来到“不同菜色篇 ”.
上两期探讨了“标题式

释经讲道”和“叙事文释

经讲道” , 本期将谈论有

关“第一人称释经讲道”.

(文接上期)

(D) 不同菜色篇

(D.3)   第一人称释经讲道

圣经大多数的记述都是用第三人称来记

述. 摩西写旧约摩西五经, 提到关于自己的事迹

                  
133  鲍曼(Daniel Baumann)在《当代传道入门》中指出, 
“释经讲道是根据一段至少两节的经文, 讲道的主题与主要

的分段都从经文而来. 经文的中心思想只出自经文, 并不倚

重其他的经文. 讲道(指释经讲道)本身具有一个主题, 而且

尝试要表达一个从古至今都真确无误的信息. 它不是逐节

地解经, 亦不是纯粹解经或是将个别主题中的不同思想放

在一起. 信息有一个单独主题, 是从经文而出的, 它随之成

为从经文中选择材料的主要骨干 .”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reaching, 第 102-103 页.

时, 仍是用第三人称(指“摩西”或“他”). 但尼希米

记有一部分是尼希米的自我陈述(用“我”一词).
但以理书的前七章, 多半是用第三人称, 但到了

第八章, 但以理改用第一人称的直述(即“我”). 新
约使徒行传中有几个“我们”的部分, 让人认为作

者路加用目击者的身分记述保罗的行程, 是第一

人称的记述.

赖若瀚在《食经讲道》一书中贴切指出, 
第一人称的叙事式讲道,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愈

来愈普及, 坊间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 述说别

人的故事与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基本上的不同.134

苏努克建(Don Sunukjian)妙喻两者间的不

同: “传统式的讲道与第一人称故事体的讲章, 期
间的差异 , 就好像将百科全书里林白 (Charles
Lindbergh)于 1927 年乘飞机飞渡大西洋那一项

叙述, 拍成电影一样. 由非人称叙述转变为人称

叙述, 能使我们有身历其境的兴奋.”

赖若瀚在他所写的《食经讲道》一书中,
详细讨论了有关“第一人称释经讲道”. 我们在下

文将之内容加以编辑, 并简略讲解:135

1. 基本定义

2. 圣经根据

3. 不同方式

4. 可取之处

5. 慎防缺点

6. 传讲守则

7. 变通之法

(一) 基本定义

传统式的讲道是用第三人称来讲圣经的

事迹. “他怎样… 他如何.” 但第一人称是采用投

入法, 将自己代入在圣经人物中, 用目击者或亲

身经历者的身分演出独白戏(即所谓的 dramatic

                                                          
134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手册》

(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14 年), 第 495 页.
135  下文主要改编自 赖若瀚所著的《食经讲道 — 当

代释经讲道手册》, 第 495-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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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logue), 以第一人称将故事的信息表达出来, 
用“我怎样… 我如何”等等.  

 
“第一人称的叙事式讲道, 是从第一身的

角度来宣讲, 换句话说, 这种讲道方式, 是建基于

对圣经正确的解释和应用, 透过故事当中的人物

的有利视点, 来重述圣经的记载.”136 
 
 这当然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圣经故事, 乃
是加上想象力与创意, 补足有关经文的细节, 并
且配合预先写好的讲稿或剧本, 借优美的声线与

演技, 与合适的道具、装扮或服装, 让会众置身

在古旧的时代, 亲自经历圣经的故事. 
 
 

(二) 圣经根据 
 

对于这种新的讲道方式, 也许会有人提出

质疑与反对, 看为世俗甚至是撒但的伎俩. 赖若

瀚指出: “其实, 工具本身是中性的, 只要用得合

宜, 就可以让圣灵使用, 带领人到神的面前.” 
 
“而事实上,” 赖若瀚写道, “这种讲道方式

不完全是新的, 或仅是 20 或 21 世纪的产物. 其提

倡者是效法旧约的先知, 他们不单‘言传’, 更借

‘身教’, 即现身说法, 来表演及传递信息. 因为他

们深知: 戏剧化的行动可以在人脑海中留下深刻

印象.” 
 

(a) 借戏剧表演传递信息 
 

先知耶利米多次被神嘱咐, 要用表演的行

动配合预言的信息, 例如耶利米书 13:1-11. 耶利

米被神嘱咐, 先去买麻布带子束腰(1-2 节); 然后

将带子藏在幼发拉底河的磐石穴中(3-5 节); 再从

穴中将带子取回(6-7 节); 最后是讲解(8-11 节). 
腰带是贴身之物, 腰带若离开主人, 没有得到主

人的照顾, 就会失效并且变坏. 以色列人若因自

满骄傲而离弃神, 同样要像腰带一样变为无用. 
“糜烂麻布带子”的比喻显示人“离了神, 人就不能

做什么(指无法成事)”, 最终自取灭亡. 透过实物

                                                           
136   Haddon Robinson & Torrey Robinson, It’s All in 
How You Tell It: Preaching First-Person  Expository 
Message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2003), 第 7 页. 

教材的演绎, 信息引发了百姓的好奇心, 并让他

们刻骨铭心地牢记这信息. 
 
另外, 神要以西结演出耶路撒冷被敌军围

困(结 4:1-13), 以及神洁净大祭司约书亚的一幕

(亚 3:1-6), 都是神用戏剧作为传递祂要启示的信

息之生动途径. 
 

(b) 借制造悬疑加强效果 
 

以利亚在迦密山上与巴力先知角力(王上

18:20-24), 其实他只需要开口祈祷, 神即可从天

上降火下来. 然而, 以利亚运用一连串的特别效

果, 制造悬疑. 他先讲述巴力假神的无能、可能

仍在默想行路, 或是走到一边(原文是: 上茅厕), 
或是正在睡觉等; 接着叫人三次用四桶盛满的水

倒在祭牲和柴上, 直到水流在坛的四围, 沟里也

满了水; 最后大声向耶和华神祈祷, 带来惊人的

结局  —  火从天降, 烧了祭物. 这一切皆证明耶

和华神是独行奇事、满有能力的真神. 相信以利

亚在山上的一举一动, 日后必被当日亲眼目睹的

众民津津乐道, 大加传扬. 
 
可见第一

人称的讲道, 还可

以借着运用道具

及设计布局来制

造悬疑、加强效

果, 让人记忆深刻, 
难以忘怀.  
 

(c) 容易被人认同 
 

但以理书第 4 章记述尼布甲尼撒王的见

证, 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演绎, 构成一篇讲章. 整
个流程如下: 序言(1 节上), 导言(1 节下-3 节), 回
想(4-36 节), 讲道主题(37 节)  —  “神能使骄傲行

事的人谦卑”. 
 
若我们不时重新整理与思考历史事件, 也

能引发讲章的新主题. 不过, 今天的传道者与昔

日的先知或使徒不能同日而语(注: “不能同日而

语”意即差别很大). 昔日神的仆人, 直接从神领受

启示. 然而, 在圣经启示正典完成之后, 今日的讲

员就没有这样的特权, 我们演绎讲章时, 那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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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出来的细节, 并没有与“耶和华如此说”一语具

有同等的权威.

(三) 不同方式

第一人称的讲道, 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表

达方式. 赖若瀚列出以下三种:

(a) 全程独白

讲员仿佛要从历史中将某位圣经人物请

出来, 到现实生活中与现代会众(听众)说话, 告诉

听众自己人生的片段, 特别说出一生犯过的错误

或领受的教训等.

主角可以直接出场, 一开始便说出自己是

谁, 接下去陈述事件. 也可先以类似电影“回到未

来”或电视剧“寻秦记”的桥段, 交待主角如何借着

时光隧道来到会众中间. 不过, 若是用魔术师的

戏法变出主角, 惊喜之余会让人有虚假的感觉,
效果未必会好.

这方面的例证甚多, 例如罗宾森“我们在

地上的父  —  大卫哀押沙龙之死”、苏努克建的

“瘸腿者的见证”及“波斯之夜”等等.

(b) 加入旁述

单单讲述故事, 会众不一定能掌握它的主

旨与应用, 需要有讲员作出提示. 有些讲道者在

开始时, 先扮演旁述者讲述前言, 稍后再度出场,
作出结论.

例如韦列(John W. 
Reed, 1927-2020)的“十字

架下的百夫长”在最后加

上结语(参本文附录二). 
爱德华兹(另译: 艾德华,
Kent Edwards)的“领袖的

典范 —  以利押”, 用以

利押作旁观者, 看大卫如

何打败歌利亚, 并具备领

袖的特质. 此外, 马修森

(或译: 马修逊, Steve Matthewson)的“平凡的英雄  

—  路得”是用伯利恒一位长老的角度忆述路得

的事迹. 值得一提的是, 旁述的方式特别适用于

传福音(参本文附录二).

(c) 访问对话

基于独白会让听众觉得沉闷, 所以讲员可

采用访问某些角色的方式带出张力. 例如罗宾森

的“谋求平反  —  访问希律王”, 以访问反派主角

希律, 让他忆述自己的失误; 又例如在“罗马电台

访问保罗”中, 请他讲述差派阿尼西母回到腓利

门身边的感受.

在设计保罗的

电台访问之时, 笔者尽

量采用他在同时期(即
在罗马监狱中)写的书

信作为参考, 特别是以

弗所书、腓立比书与

歌罗西书中的材料, 由
他适时地按经文原意

讲出, 这样访谈不是完全凭讲道者的想象而杜撰. 

(四) 可取之处

在上一章中, 赖若瀚曾指出叙事文讲道不

少的优点与好处, 在这里(指第一人称的讲道)也
十分适用, 差别是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 而且,
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文讲道, 更能凸显这些优点,
进入更高的境界. 我们再次简述其中的三项要点.

(a) 引导进入, 圣经世界

这种讲道让人一下子就进入圣经人物的

心灵世界, 有助人在感情上投入与认同圣经人物

的角色, 进入一个少有人进入的世界. 例如“十字

架下的百夫长”的讲章中, 让人有如亲临当时的

十字架下, 心中产生极大的震撼(参本文附录二).
用马勒古这种人物, 放进百夫长的故事中, 同属

一种想象性的推理.   

(b) 与别不同, 新鲜独特

赖若瀚评述道: “第一人称讲道与平时传

统式的讲道不同, 让人有清新独特的感受,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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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Sunukjian 

适合慕道朋友, 他们比较能接受这种讲道, 因此

对传福音十分有效.” 
 

(c) 刺激感官, 具吸引力 
 

第一人称讲道与电影或话剧有类似的作

用. 如电影“耶稣传”, 将耶稣基督被钉十架的事迹

演绎出来, 对于信徒或非信徒来说, 震撼都是十

分强大. 然而, 拍摄电影或演出舞台剧, 需动员大

批人力、物力、财力, 均属高成本制作. 用第一

人称讲道, 除了思虑与考据, 成本几乎是零, 相对

容易达成, 在一些特别的场合中, 能补一般讲道

的不足, 带出较强的感染力. 
 
 

(五) 慎防缺点 
 

第一人称的讲道方式, 在创意与引趣方面

甚能吸引人, 然而, 它存在着不少的潜在问题, 必
须在预备这类讲道之先予以面对, 甚至用更大的

努力去减低它们发生的可能性. 
  

(a) 是真是假难以分辨 
 

第一人称讲道有点像历史小说, 利用特定

的历史背景, 将自己代替何西阿、基甸、亚当等

人物, 出现在故事中. 因此, 必须加入许多想象的

细节, 甚至是天马行空的随意幻想, 或是大事夸

张, 才会引发会众兴趣. 然而, 有时候分不清楚正

史与野史的界线, 加进了经文本来没有的意思. 
在运用想象的时候, 有时真的不知道哪些是出自

经义的框架, 还是想象得太远, 造成离题或不合

经义.  
 
 例证一: 亚伯拉罕献以撒 (创 22 章) 

曾有传道者讲述如下:  
亚伯拉罕有杀牛杀羊的经验, 但是拿刀杀自己

的儿子, 却是从未有过的经验. 我想他一定不明

白, 为什么手握着刀, 却一直杀不下去. 他试了多

次都是如此. 
后来以撒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等了许久还不见

动静, 就睁开眼睛问: “爸爸, 你未杀我之前, 我可

否讲几句话?”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有话尽管说.” 

以撒说: “爸爸, 难道我就死在这里吗? 难道我

就再看不见亲爱的妈妈了吗? 你为什么三天前不

告诉我, 那么我至少可以在那些天, 和妈妈多讲

几句话.” 
亚伯拉罕安慰他说: “儿啊, 你不要难过, 等一

下我们还要一同下山回去的.” 
以撒说: “爸爸,你说的话我不明白; 你若杀了

我, 我怎能和你一同下山去呢?” 
亚伯拉罕说: “是的, 

儿啊, 我现在杀了你, 但
是我相信神要叫你复活. 
儿啊 , 你是爸爸一百

岁、妈妈九十岁时神赏

赐给我们的, 现在神叫

你暂时受一点苦, 后来

还要将你赏赐给我们的. 
你不要多问了, 闭上眼

睛吧!” 
以撒说: “爸爸, 我还有话要问你: 你杀了我, 又

烧成灰, 山上的风那么大, 不是一会儿都吹光了

吗? 那怎么办呢?”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不必担心, 即使风把灰

都吹散了, 但是我所信的神能使无变为有!” 
信心加给亚伯拉罕说不出的力量, 就决定即刻

下手… 还没有杀下去, 他就听见天使的呼叫. 
 

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说, 亚伯拉罕相

信神可以叫死人复生(参 来 11:19). 然而, 这段叙

述的想象力仍是过多, 有点不合逻辑. 例如, 亚伯

拉罕既然是大有信心的人, 为什么一直都下不了

手杀以撒呢? 另外, 为什么以撒看见爸爸举刀要

杀他, 仍能那么平静地与父亲对话?  
 
苏 努 克 建 (Don 

Sunukjian)就“波斯之夜”
讲章接受访问时说: “以
故事体的方法讲道, 有时

候并不讨好, 因为想象往

往会变质为幻想. 你努力

地想讲出一个好故事, 却
因幻想过多, 而漠视了圣

经材料, 未加利用, 或者将原意过分地简化, 挂一

漏万(意即列举不全, 多有遗漏). 想象必须与原文

联结, 就好像翻译必须依据原文. 否则, 传道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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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John W. Reed 

可能误传了圣经的意思, 或借用神的名说出了神

没有说过的话.”137  
 
 犹有甚者, 想象力若不用经文加以规范, 
会滋生许多异端来. 正如布朗的小说《达文西密

码》, 用了无边际的想象力, 堆砌出耶稣基督与

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恋情, 甚至生下了孩子. 正是

放任想象力的火, 随意乱烧的结果, 不足为训. 
 

(b) 华人教会不易接受 
 

第一人称的讲道, 在西方教会中被信徒接

受的程度, 可能会比华人教会的高. 中国人一般

对这种方式的讲道, 仍不太能够接纳. 究其原因, 
相信是认为讲台是讲道的地方, 不宜变成戏台. 
若是讲道者为了加强效果, 穿着特别的服装出场, 
相信会带来更大的冲击(更难被会众接受). 

 
对于第一人称讲道的方式, 有些教会难以

接受. 因此, 传道者要了解自己的会众, 也需要容

许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新的方式. 若是大部

分会众都难以接受, 就要忍耐等候, 不宜硬闯, 免
得弄巧反拙.  
  

(c) 须用时间额外炮制 
 

第一人称讲道若是只平铺直叙其中的人

物与情节而没有创意, 将会全无“卖点”. 若想产生

显著果效, 不单要花时间处理正常的解经与讲章

设计, 更要做好额外的预备, 例如设计剧情, 处理

人物感情多方的变化, 还要背诵讲章等. 请注意: 
效果其实会因人而异, 而且多花时间不一定就会

有成比例的相应回馈. 因此, 最好尽早预备, 在特

别场合偶尔使用, 不能经常讲. 
 

(d) 讲者需备演戏恩赐(天赋) 
 

第一人称讲道的果效, 会因传讲之人而异, 
因此, 不须勉强自己必定要达到某种水平才罢休. 
演戏演得好或坏, 很在乎演出者所下的工夫, 也
需要天赋, 不过讲故事的技巧, 还是可以学习的. 

 

                                                           
137   苏努克建, “波斯之夜”, 载《实用解经讲章: 十二篇

解经讲章附解析》, 罗宾森编 (台北: 中华福音神学院 , 
1992-1993), 第 88 页. 

罗宾森与他的儿子托理 ·罗宾森 (Torrey 
Robinson)认为, 无论是否具备演戏天赋, 都可以

讲出第一人称的叙事文讲道, 这句话无疑是为了

鼓励传道者去尝试用此方式讲道. 无论如何, “能
说会道”(指擅长言辞, 很会说话)确实应该是讲道

者的基本功, 可以训练, 多加操练. 若训练得法, 
就会有所成.  
 
 

(六) 传讲守则 
 

赖若瀚提醒道: “如上所述, 第一人称讲道

不容易做得好. 若有跃跃欲试的传道者, 请不要

存着‘人有我有’的心态, 勉强自己. 若是要做, 必
须对这种模式熟悉通透, 付上最大努力, 投入长

久时间, 预备完善了, 才能作第一次的尝试, 以期

收到预期的效果.” 
  

(a) 研究历史事实与背景 
 

正因为这种形式的讲道会运用很多想象

力, 我们必须规范想象力的范围. 这方面的要诀

(秘诀)是在解经上多下工夫, 并且注意研究历史

背景, 建立以圣经为本的架构. 
 
 可以先提出历史背景的问题, 如: 主要人

物具备什么样的背景? 他的家庭、工作、教育程

度与属灵光景如何? 当时的政治、社会、宗教的

情况又是怎样? 他在灵性上有什么突出的素质与

经历? 他有什么信仰、道德与伦理上的特质? 他
是怎样的性格? 是自信型(注: 可指因信靠神而满

有信心)、创新型、沉默型还是领袖型等等? 
 
 根据这些资料, 运用

同理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与自己(指讲道者)有什

么异同之处? 你能探测他

的内心世界吗? 他的长相

如何? 他的体态、健康、

举止、声调与服饰各方面, 
有什么细节值得注意? 
 
 达拉斯神学院前教授约翰·韦列博士(Dr. 
John W. Reed, 1927-2020)说: “我们需要以正当的

想象力来描述当时的事件, 然而我们的解说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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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历史与经文的原意, 尽量避免使用乡野间

的传闻轶事. 例如: 我们无法知道有几位博士去

拜见耶稣, 或者他们的名字为何(指不知他们的名

字是什么), 所以我在撰写讲稿时, 会留意不去触

及这些细节.”138 
 
 例证一: 提摩太生平 

要讲述提摩太, 可以指出性格内向、具有某种

程度的怯懦(胆怯, 提后 1:6-7)、自信心不足

(提前 4:12), 而且身体欠佳(提前 5:23). 
 

 例证二: 保罗生平 
早期召会对保罗的相貌已有一定的描绘. 根据

主后第二世纪《保罗行传》的作品, 描述他是

秃头、长鼻、弯脚、小个子、大眼睛, 而且两

道眉毛纠结在一起. 这与批评者描述的保罗大

致相同: “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 及至见面, 却
是气貌不扬, 言语粗俗的”(林后 10:10). 
 

 例证三: “十字架下的百夫长” 
约翰·韦列在“十字架下的百夫长”之讲章中, 曾
多次用不同的历史考证, 如“成了”的典故及该

撒军队的驻扎策略等, 来铺排故事. 
 

(b) 建立讲章主题与结构 
 

第一人称的讲道不是全无章法, 随意发挥, 
胡乱堆砌. 多位讲道法的学者都承认第一人称的

讲道, 仍必须具备主题, 且借着主题、层次与高

潮等因素互相配合而演绎发挥. 
 
 因此, 每篇第一人称讲道的讲章都要尝试

用一句话, 将全篇各段串联结合, 成为整体的单

元. 在设计时, 要像交响乐一般, 将主题以及它的

变调巧妙地穿插在讲章之中. 
 
 例证一: “十字架下的百夫长” 

这篇讲章的结构十分严谨(参本文附录二). 借
着百夫长的见证, 指出“耶稣(基督)的死与众人

的死大有不同”. 耶稣基督的死具备三个独特

之处, 分别是: “耶稣基督没有宣称自己的无

                                                           
138   John Reed, “Preaching First Person Sermons”,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未经出版的课堂讲义. 

辜”、“祂甘愿将命舍去”和“祂最终从死里复

活”. 讲章最后顺势带出福音. 
 
 例证二: “波斯之夜” 

苏努克建(Don Sunukjian)的分析: 哈波拿的独

白… 跟以斯帖记一样, 有戏剧式的结构. 关于

设计戏剧, 有人提出一种古怪的公式: 先将正

面的主角放在树上, 然后在树下放一只熊, 最
后, 主角从树上下来. 这篇讲章即类似于此(与
它相似), 其发展有如一出三幕剧:  
 
 第一幕: 先呈现背景, 将各角色介绍给听众. 

以斯帖, 由一个犹太女子变成波斯皇后; 而
哈曼这个反派角色, 图谋杀害末底改, 且拉

拢泽克西斯王 (圣经

《和合本》译作: 亚
哈随鲁, 斯 3:1-9), 想
要一举灭绝犹太人 . 
这使女主角不知所措

地逃上了树.  
 第二幕: 当熊想来抓

她时, 女主角离开先前的枝子, 迅速跳到树

上更高的枝叶里. 皇后以斯帖想要击退恶人

(哈曼)的计谋, 必须冒着生命危险. 
 第三幕: 女主角从树上下来, 犹太人得到释

放. 哈曼想要炫耀自己的计谋, 却使末底改

得到荣耀; 更出人意表的是, 哈曼矗立木架

要处死末底改, 最后却将自己挂了上去. 
 

(c) 竭力追求准确与专业 
 

若要尝试第一人称的讲道, 一定要作多方

研究与预备, 务求达到最佳效果. 后现代人因整

日接触电影与电视等最专业化的制作, 对于普通

业余的、玩票式而不合格的表达, 会因为感到粗

糙简陋而予以排斥抗拒. 我听过苏努克建的“波
斯之夜”以及韦列的“十字架下的百夫长”, 都是上

乘之作, 让人感觉清新, 大开眼界. 至少他们在演

讲(传道)技巧上, 已具备专业的水准.  
 
 因此, 若真要尝试使用, 要先掌握住“演艺

专业”的基本原则. 修读戏剧课程或钻研有关的

书籍, 会获益良多. 互联网上有许多讲道的录像

及视频(多是英语的), 也可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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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cArthur 

 麦克阿瑟 (另译 : 麦
克亚瑟, John MacArthur)有
一段话, 在我们跃跃欲试之

时, 也值得思考, 有助我们

取得平衡: “这时代的人经

常看电视剧集, 不等于你必

须采用叙事式来讲道. 我甚

至建议最好避开这种模式, 因为人们已惯常看话

剧、舞台表演与电影, 叙事式的讲道变得不足为

奇. 避开这些, 你的讲道是以一种罕见的模式出

现, 可以吸引人. 我较喜欢用释经讲道, 作权威性

的宣讲, 它与众不同, 因此更带有能力.” 
 

(d) 不可取代圣言与神学 
 

不要用经文甚少提到的人物来进行第一

人称讲道. 因为文本太少, 想象力必然要更丰富, 
这样会淡化圣言的分量. 就如煮粥要多放一点米, 
不然只是稀粥一碗, 不能填饱肚子. 
 
 曾有作者以巴拉巴(Barabbas)为主角撰写

小说, 后来在 1961 年拍成电影, 由墨西哥出生的

美国籍演员安东尼·奎
恩 ( 或译 : 安东尼昆 , 
Anthony Quinn)主演. 从
艺术角度来看, 小说与

电影都十分感人. 但用

来传递真理的信息, 则
文本(text)方面的支持十

分薄弱. 巴拉巴只是个小人物, 是否值得用一篇

内容全是从想象而来的讲章, 来讲述他的生平呢?  
 
 《十步释经法》强调, 在应用时小心不要

陷入“认同法”与“投入法”的危机中. 因为讲述圣

经人物时, 难免让会众认同他的特殊行动, 若是

不懂分辨, 容易传递了片面而残缺不全的神学思

想. 因此, 建构第一人称叙事文讲章当中, 必须配

合正确的圣言解释与健全的神学理论. 
 
 为了减少类似情况(指传递片面而残缺不

全的神学思想)发生, 可以在第一人称讲道完毕后, 
安排小组讨论. 借着设计好的重要问题, 让弟兄

姐妹在圣言解释与健全神学上, 作审慎周全的思

考、讨论与应用. 
 

 
(七) 变通之法 

 
坦白说, 在传讲这类型讲道时, 的确会产

生一种张力. 讲道者一方面要适切时需, 对“后现

代”听众的需要感觉敏锐. 但另一方面, 又要竭力

不把人的需要放在文本(指圣经的经文)之前, 而
淡化了真理的信息. 我们曾经提到, 讲道要具备

“双焦点”, 在经文的世界与会众的世界之间往来

互动. 
  

(a) 只用部分不用全部 
 

进入圣经人物的心灵世界, 确实比较能激

起人投入感情, 目的是让会众明白经文要表达的

信息. 因此, 应该采用最有效的模式, 以忠实地表

达经文的意思. 为了避免陷入使用(滥用)丰富想

象力、进而随意猜测的危机, 可考虑在传统的讲

道方式中, 在有需要之处适切地加入使用这方法

的片段. 
 

(b) 用同理心代入传讲 
 

讲述圣经人物与叙事文体的经文, 必须懂

得如何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 从经文中观察他们

的感受, 将自己置身在当时的情景, 并以他们的

思虑, 体会他们的感受. 将自己代入圣经人物的

环境与心境中, 是基于人性共有的“同理心”. 
 

许多圣经人物对神、对人的态度, 都代表

着一些人性的共通点. 运用“同理心”是要建立接

触点. 若我身在彼时彼处(意即那个时间和那个地

点), 会怎样反应, 这与圣经所记有何类同或相异

之处? 
 

这同理心当然不是一些基于我们罪性或

沾染污秽的良心, 乃是出于清洁的良心. 而且, 这
种同理心不只是一小撮人的反应, 乃是大多数人

的共同反应. 这当然跟“会众研究”有很密切的关

系, 若是可以收集大部分会众的反应, 就可以在

同理心的认同上有更贴切的诠释. 
 

运用“同理心”时, 可以尝试想象: “假如我

是某位圣经人物”, 或“如果我身在同一个情景中”, 
状况将会怎样? 代入圣经人物的世界时, 若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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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程式: “如果我是尼希米… , 我的感受是…”, 可
以达到近似预期的果效. 

 
 例证一: 摩西蒙召 (出 4:1-9) 

摩西继出埃及记第 3 章之后, 向神提出第三个

借口: “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出
4:1) 神立刻用实物教材回应摩西. 

神说: “你手里是什么?” 
他说: “是杖.” 
神说: “丢在地上!” (如果我是摩西, 我一定不

明白神为什么要我丢下手中的杖. 我会对神

说: “神啊! 这支牧杖是我的倚靠及我的身

分象征, 是牧羊人不可或缺的. 没有它, 别人

就不知道我是谁了!” ) 
但神又命令说: “丢在地上.” (虽然摩西仍然不

知道神要做什么, 怀着心中的疑问, 他还是

将杖丢在地上. 杖一落地, 就变作蛇, 摩西就

跑开了. 很少人遇见蛇是不怕的, 特别是在

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条蛇.) 
神见摩西跑开, 就说: “摩西, 你回来! 伸出你的

手来, 抓住它的尾巴.” (如果我是摩西, 我希

望当时能暂时失忆: “神啊! 你在叫谁?” 或
是假装没听见. 即使真的要回应, 我会说: 
“神啊! 听说抓蛇是不可以抓尾巴的, 要抓就

要抓它的头啊!”) 
 

这个实物教材的解经主题可以归纳如下: 
“摩西, 你想靠你的经验, 但你倚靠的东西并不能

成就我将托付给你的事. 你说你是软弱的, 不错, 
你就倚靠我吧! 放下你过去的经验, 我必定能借

着你彰显我的大能.” 神后来的确用摩西施行众

多的神迹奇事, 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 
 
然后, 可将解经主题转化为讲道主题: “面

对别人不接纳我们的事奉时, 要坚定相信神的大

能, 继续向前迈进.” 
 
 
 例证二: 进入彼得履海的心灵世界 (太 14:22-33) 

第一段: 
彼得在船中看见耶稣(基督)行在海面上, 不单

惊讶于耶稣基督的能力, 他也看见更深一层的意

义. 当时, 他心中必然在想: “若是夫子能够这样

做, 靠祂的力量, 我必定也能够.” 在其他门徒仍

是惊魂稍定的情况下, 他就向耶稣基督发出要求. 
他决定要靠主的力量去尝试, 所以说: “主啊, 既
然是祢, 请叫我从海面上走到祢那里.” 他不甘平

庸, 不愿意停留在小船上, 他想仿效夫子(主耶稣)
的作为(走在海面上). 

 
第二段: 
彼得虽然“冲劲”与“傻劲”都不小, 却没有“后

劲”. 正当他自鸣得意、兴高采烈地踏浪而行的

时候, 忽然发现自己实在是处身于惊涛骇浪之中. 
本来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视线, 一下子转移到

四周的风浪: “只因见风甚大, 就害怕!”(太 14:30) 
彼得当下可能对自己说: “彼得啊, 彼得! 你知

道你现在身处何方吗? 你是在惊涛骇浪的加利利

海中啊! 你怎么竟然这样大胆, 拿自己的性命做

赌注, 要从水面走到夫子那里去呢?!” 
当他的心灵被惧怕占

据, 他脚下支撑的力量也

顿然消失无踪, 他好像站

在棉花堆上, 无处借力, 身
体就“要沉下去!” 在海水

还没有淹没他的嘴巴之前, 
他唯有奋力地高喊一句 : 
“主啊, 救我!”(太 14:30)  
  

第三段: 
请问: 如果你是彼得, 在被主耶稣从水中救上

来之后, 你会不会后悔作出行在海面上的要求? 
(稍停顿一下, 让大家思想, 等候会众回应. 按照经

验, 不少人会摇头, 表示不后悔.) 
让我多讲一点, 看大家是否仍然坚持不后悔. 

彼得回到船上, 其余的十一个门徒会怎样反应呢? 
他们是否拍拍彼得的肩膀, 说: “彼得, 不简单! 不
要紧, 下次再来, 我们一定支持你!” 大家要记得, 
福音书记述这些门徒最少三次争论谁为大. 他们

互相争出头、抢首位, 你想他们会鼓励彼得吗? 
必定不会! 彼得日后必定常常活在这次失败的阴

影下, 甚至不时被其他门徒拿来当笑柄. 
让我再问一次: “你若是彼得, 会后悔吗?” (再

次等候听众的回应) 
若我是彼得, 我不会后悔. 如果有人取笑, 我会

冷静而坚定地反问: “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你有没

有行在加利利海上的经验呢? 你没有, 但我有! 我
至少行了一段. 你有没有经历过主耶稣的大能呢?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7 

   

《家信》: 第 134期 (2022年 7-9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你没有, 但我有! 若是这样, 你还有什么好笑的

呢?” 
若我是彼得, 我不会后悔. 在人生的路上, 我至

少曾经行在加利利海上, 又一次亲身体验耶稣基

督的大能, 这是极宝贵的经历. 我的生命, 不仅因

着这短暂的历程, 增添了一页精彩的片段, 是那

些留在船上的众门徒无法体会的; 更重要的, 这
是一次非常难能可贵的信心功课. 
 
 
 例证三: 进入约瑟的心灵世界 (太 1:18-25) 

第一段 (太 1:18-19):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

下面: 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

娶, 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

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 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让我们先解释几个与历史背景有关的问题.  
 
犹太人的“许配”(betrothal)与现今的“订婚”有

何不同? 现代人在“订婚”后还不能算是正式夫妻; 
但犹太人在“许配”之后已有夫妇之名, 只是没有

夫妇之实. 因此, 在 19 节称约瑟为马利亚的“丈
夫”, 而 20 节说: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 在这种

情况下, 若要解除婚约, 必须依循正式手续. 这期

间若有婚外情, 是犯了“淫乱”的罪, 有严重的后果. 
 
如何可以“暗暗”的休妻呢? 当时的约瑟最少有

三个选择: 其一, 公开这事, 或许马利亚会被石头

打死(这样的处分在当时已甚少执行); 其二, 公开

与马利亚离婚, 但这样做会使马利亚蒙受羞辱; 
最后, 约瑟可以私下解除婚约, 这只需要两三位

见证人(参 民 5:11-31). 
 
接着, 我们可以进入约瑟的心灵世界. 首个提

问是: “约瑟怎样知道马利亚怀孕了?”  
答案是天使向马利亚显现, 告诉她要从圣灵感

孕, 相信天使必定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约瑟, 不然, 
他不会想把马利亚休了. 那么, 世上只剩下马利

亚一人可以让约瑟知道. 试想马利亚有一天对约

瑟这样说: “约瑟, 我有一个消息告诉你, 天使有

一天向我显现, 对我说我从圣灵怀了孕. 他还说

我胎中的孩子正是我们等候要来的弥赛亚.” 
 
第二个提问: “若你是约瑟, 听了马利亚的话,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会相信马利亚吗?” 

从约瑟后来想要休她, 表明约瑟不相信马利亚

的故事. “假如我是约瑟, 我会感到这消息有如晴

天霹雳, 我感到不解、痛苦、惧怕、无奈、失

望、甚至生气, 当真是百感交集. 一切的计划都

被它打乱了. 无论如何, 我无法相信马利亚的故

事, 这根本不合常理, 违反自然. 我想马利亚一定

是被人欺负, 无法面对, 无计可施, 只好编造出这

荒诞的故事.” 
对男人来说, “戴绿帽子”实在令人羞恼愤恨,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男人都不能冷静, 会做出绝

情甚至不理性的决定. 约瑟若公开此事, 或是将

马利亚绳之以法, 都是合理的. 但圣经说: “她丈

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 想要暗

暗的把她休了”(太 1:29). 
约瑟是个“义人”, 他人生的目的乃是要遵照神

的律例生活. 他一方面要在律法面前被看为“公
义正直”, 另一方面, 约瑟知道马利亚不是一个物

件, 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 “义”的诠释应同时

包括对弱势群体的怜悯心肠. 因此, 约瑟最终选

择做一个情义兼顾的人. 
 

第二段 (太 1:20-23):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提问: “约瑟当时思念些什

么?” 约瑟“思念”这事, 表明他

被这事困扰, 左右为难, 不知如

何是好. 他多方思考, 慎重行事, 
想要周全. 相信他想要找出困

局中的最好出路, 两全其美的

解决方法. 这是一种“义”(特指

情义兼顾)的思念.  
活在世上, 要经常作出选择. 若是这选择不涉

及别人的权益, 自然比较容易. 但若是会影响到

其他人如亲人、朋友或召会信徒, 做决定择(即定

下选择)的难度会不断提高, 难以取舍.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神迹才可以解决危机. 在

世上, 除了马利亚, 只有神知道马利亚是清白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 主的使者(天使)向约瑟梦中显

现, 叫他“不要怕”, 并清楚地解释了事件的始末.  
 
提问: “你若是约瑟, 你当时会怕些什么?” 
“假如我是约瑟, 我怕要承担责任; 我怕若是扮

作若无其事, 会得罪神; 我怕处理不好, 会在别人

的罪上有份; 我怕不知道马利亚是从谁怀了孕, 
这人会否找我算账? 我最大的惧怕是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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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已经怀孕的马利亚娶过来, 一辈子就要背黑

锅, 蒙上挥之不去的阴霾, 不知何时才能消散. 我
怕…” 相信每个落在约瑟光景的人, 都免不了有

这些惧怕担忧. 
天使后来让约瑟知道马利亚的身孕确实由圣

灵而来, 并且她要生的是“救主”耶稣. 约瑟不须休

妻, 仍然可以将马利亚娶过来. 神已经为他作出

选择, 神的道路确实高过他的道路. 
 

第三段 (太 1:24-25): “约瑟醒了…” 
提问: “如果你是约瑟, 你听了天使的指示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假如我是约瑟, 即使我心中仍有未能解决的

疑问, 困惑不能一时顿消. 但得知神的心意, 是要

我成为施恩的器皿, 确保马利亚能顺利生产, 我
就愿意遵照天使的吩咐去做.” 约瑟立时(立刻)顺
服, 表明他有“义”的顺从. 

顺从之后, 不就等于前面的道路容易走. 约瑟

需要放下许多: 放下作父亲为自己的儿子命名的

权利(注: 因为天使已赐下名字  —  耶稣, 参 太
1:21); 放下作丈夫亲近马利亚的权利; 以及放下

自己的面子, 不再想日后会发生的事. 万一在拿

撒勒的小镇上, 别人发现结婚只有两三个月的马

利亚, 肚腹竟然已是凸胀的呢? 面对别人的窃窃

私语, 约瑟只有沉默承受, 因为说出真相, 未必令

人置信, 反而愈描愈黑. 这是约瑟顺从的代价.  
 

最后, 要找出本段经文(太 1:18-25)的讲道

主题. 本段经文是否要强调“隐恶扬善, 不要公开

别人所犯的罪”呢? 那只是片面的理解. 是不是

“情与义之间要选择情多于义?” 这虽然算是前半

段经文的重点, 但最后的部分才是最主要的.  
 
全段的主题可以试着归纳如下: “耶稣基

督在人不能理解的情况下, 借马利亚由圣灵感孕

而生, 由此证明祂是弥赛亚.” 这原则切合经训, 
而且以神为本. 然而, 它的应用就只限于认知的

层面. 
 
有鉴于此, 可以从约瑟的角度切入, 由不

理解神的旨意到顺服神的主权, 这种应用更为直

接: “约瑟本想作情义两全的选择, 把马利亚暗暗

的休了, 但基于神的指示, 至终放下自己, 顺服神

而娶马利亚为妻.”  

接着, 可以将“解经主题”转化为“讲道主

题”: “顺服神的安排虽然有违我个人的理解与意

愿, 却要因为深信神的智慧比我高而顺服遵行.” 
 
 

结论 
 

 赖若瀚正确表明: “虽然笔者同意采用第

一人称的宣讲工具是可行的, 然而, 我不鼓励任

何人随便拿来在主日讲台作尝试. 而且, 在尝试

之前必须做了最好的准备, 不能掉以轻心.” 
 
 卡森(D. A. Carson)说过: “用第一人称的

方式讲道… , 并讲述感动人或引发人思考的故事, 
都没有问题. 然而, 在这后

现代的社会中, 这类讲道

必须扎根在客观的、命题

式的、神学的真理上; 不
然, 整个以圣经真理为根

基的美好传统将会被弃置, 
剩下来的只是一些主观

的、杂乱的残渣.” 卡森进一步表示:  
 

我不否认在宣讲福音时, 必须带有感性的

要素. 但这些感性的要素必须从圣经人物的

故事中来归纳并得出真理的信息. 福音的宣

讲, 基本上是理性的活动, 是将真理传递的

活动, 也是思维上的争战. 使徒清楚地知道

必要倚靠圣灵的能力去宣讲神全备的真理, 
以期(希望)不效法这个世界, 并在心意上得

到变化更新(罗 12:2). 
 
北美的福音派迫切需要理性的、神学(指

合乎圣经教义或真理的神学, 而非错误的神

学)的信息… 仅仅有娱乐性的活动并不足够, 
带出眼泪的感人故事不能改变人的行为, 徒
有主观的经历亦不能代替神圣的启示. 尝试

将耶稣(基督)‘推出市场’,139 必定会扭曲祂的

本质. 不断追求另一回合的感性经历, 容易

使人惯于寻找麻醉自己的代替品, 以取代神

的话语. 因此, 宣告符合圣经的理性内容, 是
必须而不容质疑或替换的. 

 
                                                           
139   特指用现代的商业市场宣传手段来宣扬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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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传讲这种内容, 必须秉持无比坚定的

态度及热情, 要寻求圣灵的膏抹, 更要经过

深思, 知道如何向这个世俗主义的社会发出

挑战. 但当这些注脚(footnote)都准备就绪, 
我仍要强调同一个信息: 那历史性的福音、

带有理性才能明白的内容 , 必须要切实教

导、大加宣讲.140 
 
 赖若瀚贴切写道: “卡森的评语虽然是在

十多年前写的, 它的重要性与适切性却存留久远. 
第一人称的讲道模式的潜在危机, 是将从以圣经

文本(Bible text)为主, 摆荡到另一极端, 以人的感

受为主. 许多讲道大师大力提倡, 他们功力深厚, 
在选材与传讲上都能恰到好处, 还不至于造成不

良影响. 然而, 第二代、第三代以后, 讲道的质量

就不能担保了. 因此, 必须提高警觉.”141 
 

(文接下期) 
 

******************************************* 
附录一:   “释经讲道”十大步骤简介 

 

赖若瀚所著的《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

手册》共分八大部分, 其中最主要的是讨论预备讲

道过程的“烹调艺术篇”, 共十大步骤 , 与罗宾森

(Haddon Robinson)书中所述的十步骤虽然相近, 却
仍有不同.142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43 
 

 

预备讲章十大步骤 
 

1 
选取

经文 

选择一段完整单元的经文, 然后用默读、诵

读、读重点、读译本、默想、祷读和背诵

来初步处理经文. 
2 

解释

经文 

先观察经文, 再勤发问题, 然后采用一些久

经试验的解经原则去解释, 务求按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 
                                                           
140   Don A. Carson, The Gagging of God: Christianity 
Confronts Pluralism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6), 第
507-508 页. 
141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516-517 页. 
142   参 Haddon W.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2nd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2000). 罗宾森的十步骤

分别是: (1) 选取经节; (2) 研究经文; (3) 发现解经概念; (4) 
分析解经概念; (5) 建构讲章概念; (6) 决定讲章目标; (7) 完
成讲章目标; (8) 建构讲章大纲; (9) 充实讲章大纲; (10) 预
备引论和结论. 引自上引书, 第 xvi 页.  
143    同上引, 第 439 页. 

3 
找出

主题 

找出经文的主题, 并将经文主题经过处理, 
先看它是否有受到文化因素所规限, 确定没

有了, 再找出神学主题, 并看它是否与圣经

的教导相符, 然后可以作为讲道主题, 预备

讲章. 
4 

写下

大纲 

根据主题, 写出忠于经文的讲道大纲. (注: 
良好大纲的特征是: 忠于经文、层次分明、

段落连贯、质量均衡、有应用力) 
5 

加插

例证 

可以采用辅助材料, 如解释与辩证、故事与

例证、幽默与谐趣来丰富讲章的内容. 

6 
遣词

用字 

在遣词用字上要下一点功夫. 多用简单的、

精确的、分量较重的、重叠或同义的、具

体的描述, 最好用一些能触及五官, 以及带

画像等的用语. 
7 

会众

情况 

在预备讲章时, 要特别注意会众的情况. 认
识他们的性别、年龄、语言、文化、职业

与背景; 又了解他们的需要、忧虑与灵命情

况等.144 
8 

列出

应用 

透过多种设计, 用需要实践原则作大纲、建

立实用性张力、多采用应用例证, 建议实践

的方案, 发出挑战与感召, 并设立讨论回应

小组等来让会众应用信息. 
9 

结论

归纳 

用不同的方法来归纳、应用, 将信息带到高

潮, 让会众留下深刻印象. 

10 
引论

题目 

用不同的方式设计引言及题目, 使会众一开

始听便产生兴趣, 进而打开心门, 继续聆听. 

 

“释经讲道” 之十大步骤 
 

 
 
***************************************** 

附录二: 第一人称释经讲章 
“十字架下的百夫长” (韦列, John Reed) 

 
(A)  序言 
 按照惯例, 传道人通常

是从一个犹太人使徒的观点来

传讲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 负责执行

十架酷刑的那位罗马的百夫长, 
他怎么谈论这个事件.  

                                                           
144   这第七步骤, 赖若瀚将之命名为“会众研究”, 但本

文采纳一个比较简明的标题, 称之为“会众情况”(指会众或

听众的情形、状态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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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独白剧 
 我看过许多人在我手下或在我身旁死去. 一个

人怎么死, 显出他内在真实的一面. 
 
 我叫朱利安那斯, 在罗马帝国两位伟大的凯撒

大帝  —  即前任奥古士督及现任提庇留的军队里任

百夫长一职. 那件在凯撒提庇留大帝第 19 年发生的

事, 改变了我的一生. 
 
 经过多年在边界出死入生的军旅生涯之后, 我
被派到犹大省总督彼拉多的御营军里服务. 他的军团

总部驻扎在地中海边的该撒利亚城. 
 
 每年逾越节期间,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会聚集

在耶路撒冷, 一起庆祝他们民族最重要的节日  —  逾
越节. 因为人潮汹涌, 总督彼拉多怕群众暴乱, 照往例

会把军团总部暂时迁到耶路撒冷坐镇. 
 
 在耶路撒冷, 我亲眼目睹加利利的拿撒勒人耶

稣的死亡. 祂的死以及死后发生的事彻底地改变了我

的生命, 没有人是像祂那样死的. 祂的死有三个非常

独特的地方. 
 

(B.1)  耶稣基督没有辩称自己无辜 
 第一, 耶稣没有宣称自己的无辜. 我经常侍立

在彼拉多的审判台前, 近距离地和众多犯人接触. 每
个犯人在被判死刑的时候, 都是极力地喊冤、辩称自

己的无辜. 就连那些罪证确凿的犯人也不例外, 按他

们的说法, 好像我们罗马人从来没有钉死过一个罪人

似的. 
 
 但是这位加利利人既不反抗, 也不辩称自己的

无辜. 一大清早, 当圣殿的警卫把祂从大祭司该亚法

的牢房带出来时, 看得出祂显然整夜没睡, 因在那寒

冷的夜里曾被人狠狠地鞭打过. 犹太人的官长控告祂

颠覆国家、阻止人尊崇凯撒大帝、甚至自称是犹太

人的王.  
 
 彼拉多从耶稣身上得到的结论是, 祂的国不属

于这个世界. 彼拉多宣称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 
就把祂送回管辖加利利省的希律安提帕那里. 希律安

提帕是大希律的儿子, 当时也在耶路撒冷过节, 他曾

听过耶稣的事, 早就想要见祂, 希望看祂行个神迹来

消遣一下. 希律在宫中问了耶稣许多话, 但祂什么也

不回答. 希律和他的侍卫就藐视耶稣、戏弄祂、给祂

穿上华丽庸俗的衣服, 把祂送还给彼拉多去处理. 
 
 彼拉多原来想要释放耶稣, 但是犹太人(的宗

教领袖)却坚持要钉祂十字架. 他们煽动群众向彼拉

多施加压力. 彼拉多渐渐失控. 原来犹太人定意向凯

撒提庇留控告彼拉多, 释放了一个自称为王的耶稣. 
加上彼拉多曾因处理犹太人的事务不够周详, 政治前

景岌岌可危. 了解到自己已经没有冒犯上司的本钱, 
彼拉多就下令鞭打耶稣、钉祂十字架. 
 

这位加利利人仍然一句话也不说. 罗马的法律

虽然残忍, 但却是很公平、没有偏私的. 我非常清楚, 
身为一个犯人, 耶稣的权利已经被严重地侵犯了. 我
也惊讶耶稣竟没有丝毫抗议. 祂再度忍受士兵的戏弄, 
还是一言不发.  

 
 我被派负责鞭打和执行死刑的任务. 我相信当

那嵌上铁片与骨头的鞭条一旦把祂背部打得皮肉四

溅时, 祂必定会开始大声反抗. 但我真是从来没见过

一个人那样默默地忍受鞭伤. 在一阵一阵的鞭声中, 
只听到祂默默承受中喘气的声音. 
 
 当我们戏弄祂、取乐的时候, 祂仍是无语地忍

受, 甚至那硬套在祂头上, 使祂头上的血涓涓滴下的

荆棘冠冕, 也没有使祂发出怨声. 
 
 我开始觉得这个犯人很特别. 祂背着自己的十

字架, 艰难蹒跚但毫无反抗地走完通往髑髅地的崎岖

路程. 我手下的士兵把祂固定在十字木头上, 当钉子

钉入祂的手和脚时, 我注意到祂还是一言不发. 祂就

这样在我们面前被挂在十字架上. 
 
 我俩的目光有了第一次直接的接触. 从祂凝视

我的眼神中, 我找不到仇恨, 甚至没有丝毫的挫败感, 
却看到其中充满怜悯, 甚至是爱! 祂用同样的眼神不

慌不忙地注视着我手下的每一个士兵, 好像在鉴察我

们每个人灵魂的深处. 祂举目望天, 最后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路 23:34).  
 
 这时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冲击我. 我和彼拉多一

起, 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也有好几年了. 我们驻扎的

安东尼堡是罗马官员和军队的驻扎地. 城堡是沿着犹

太人圣殿的围墙而建的, 墙顶上有一高塔, 从塔上可

以清楚地看到圣殿院内的活动.  
 

我见过无数的羊羔在逾越节被杀, 羊羔的血被

抹在祭坛上. 令我惊奇的是代罪的羊羔默不作声地被

人宰杀, 承受与生俱来的命运, 从来没有反抗. 这不就

是那位拿撒勒人的写照吗? 祂就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 
彼拉多判祂无罪一点都没错! 

 
 我喊着说: “这真是个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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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死是独特的, 祂正像那逾越节无罪的羔

羊  —  “祂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

人手下无声, 祂也是这样不开口”(赛 53:7). 
 

(B.2)  耶稣基督甘愿将命舍去 
 另一方面, 耶稣基督的死还有第二点与其他人

的死不同的地方. 我知道的每一个人都极力挣扎着想

要活命, 但这人却甘愿将命舍去.  
 
 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 我见到彼拉多无法控制

场面, 而祭司们和凶恶的群众则已陷入极度的愤怒和

无故的仇恨里. 
 
 只有犯人耶稣是平静的. 在祂身旁控告祂的那

些犹太人像是一大群嗜血的兀鹰. 彼拉多和希律都感

到困惑与无所适从, 他们两人并没有得到想要的. 
 
 唯独耶稣冷静地、默默地、满有把握地站在

那里, 祂表现得像是祂正在掌控一切, 包括自己的命

运与未来.  
 

在髑髅地钉十字架的地方, 我的感觉更加强烈. 
这种感觉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三个小时后, 变成一

股无法抗拒的力量. 烈日当空之际, 突然间一片诡异

的大黑暗笼罩在大地上. 好像是日蚀的样子, 但这却

不是合适的时辰(故无法解释). 嘈杂的群众被这种阴

森的黑暗吓呆了.  
 
 我走进耶稣, 免得祂的门徒在这正午时分怪异

的黑暗中将祂劫走. 这可怖的黑暗持续到下午, 我就

更靠近祂. 在那不寻常的黑暗里, 只有靠得这么近才

可以看到祂的脸.  
 
 我被祂的面容深深吸引. 祂口中喊着一些奇怪

的话, 我知道是亚兰语. 我看见祂脸上极度痛苦的表

情. 有人以为祂在呼叫先知以利亚, 就把海绵浸满了

酸醋给祂喝. 
 
 祂举目望天, 大声喊叫: “成了!” 祂用了这句在

商场交易时, 我听见无数次的常用语, 意思是: “债务

都还清了.” 那是胜利的呼喊, 而非失败的慨叹. 
 
 最后祂大声呼叫: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

的手里.” 说了这话, 祂就断气了. 有些时候犯人要在

十字架上好几天才会死去. 但我感到讶异! 耶稣决意

要死, 后来也如祂所愿地死去. 
  
 我并不觉得我是掌刑的负责人, 祂才是. 
 

 忽然地强烈地震动, 我被摇得昏头转向地, 一
股巨大的恐惧感临到我身上. 我的士兵们向我这边靠

拢, 他们紧靠着我的时候, 我感到他们都被吓得魂不

附体.  
 
 我喊着说: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他们都一致

表示同意. (其中一个士兵)亚历山大喘着气说: “我从

没有见过一个人是这样死的.” 
 
 黑暗散去 , 下
午的阳光重现. 众人暗

暗地走了, 许多人捶着

胸膛, 好像要把心底里

的惧怕全都捶出来. 
 
 我看着身悬十

架的耶稣, 极度的羞耻

感袭涌而上. 其实该死的是我, 不应该是祂. 祂的死不

像任何其他人的死. 祂的死正像一只无罪被献祭的羔

羊. 祂死得像神的儿子. 
 
 (B.3)  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 

接着我又发现祂与众不同的死有第三个特点. 
彼拉多派了侍卫来转达犹太人的要求. 不到三个小时, 
太阳就要下山, 安息日也将要开始. 为了避免犯人的

尸体留在十字架上玷污安息日这圣日, 我们通常会将

犯人的腿骨打断. 腿骨一旦被打断, 犯人就没法用腿

的力量去撑起自己, 挺胸呼吸, 这样很快便会窒息而

死.  
 
我交待手下的亚历山大和布鲁特斯去办这事. 

他们先打断第一个犯人的腿骨. 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

祂已经死了, 就没有将祂的腿骨打断. 布鲁特斯用枪

刺进祂的肋旁, 立时有血和水从伤口里流出来. 我看

见这事, 就证实耶稣的确是死了.  
 
有一个犹太人的财主来求彼拉多, 在耶稣死后

领取祂的身体. 信差叫我去见彼拉多. 我回复彼拉多

说: “大人, 耶稣已经死了!”(指祂不必被打断腿, 因祂

在这之前已经死了) 彼拉多突然冒出一句话: “真是太

奇妙了!” 然后批准了财主的要求. 耶稣的身体被领走

了. 我也看着那两个强盗的尸体被处理完毕. 
 
任务完成后, 我回到安东尼堡休息, 脑海中充

满了一幕幕白天的情景. 我负责执行过无数的死刑, 
从未因此而心神不宁. 那天晚上, 我竟辗转难眠, 就是

无法忘掉这位拿撒勒人. 我想到祂在十字架上凝视我

的眼神、那长达三小时诡异的漆黑、以及断气时的

大地震, 在在都令我十分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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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应该是个宁静的日

子. 我和彼拉多在一起的时候, 几位祭司长走了进来. 
显然他们有非常重要的事, 否则不会在安息日登门造

访. 他们对彼拉多说: “大人, 我们想起那个骗子耶稣

生前曾说过: ‘三天之后, 我必要复活.’ 所以请下令把

坟墓严密看守, 直到第三天, 免得祂的门徒来把祂(的
尸体)偷走, 然后对民众说: ‘祂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 
日后的骗局比起初的就更大了.” 

 
显然, 彼拉多已经不想管有关耶稣的任何事情

了, 他曾经为此而洗手表态. 他下令说: “你们自行处

理吧! 用你们圣殿的卫兵去看守. 不要再来烦我了!” 
他们就去把墓石贴上罗马政府的封条, 又派卫兵严密

把守坟墓.  
 
过了安息日, 在七日的头一日, 天亮以前, 强烈

的地震摇撼着安东尼堡, 我深怕小命不保. 然而, 城堡

是用大石头做根基的, 强震之后依然屹立不倒. 我联

想到耶稣断气时的那次地震. 起床以后, 我整天都心

绪不宁.  
 
我定意当晚要多喝点酒来壮壮胆, 就去了士兵

们常聚集的一个酒馆. 夜色中我在酒馆里看到好几个

圣殿的卫兵. 有些人似乎有额外的闲钱, 在那儿喝得

酩酊大醉. 我认识他们当中的侍卫长. 我把他拉到安

静的一角, 他的卫兵也跟了过来, 唯恐让他落单了. 我
再三探问之下, 侍卫长酒后露了口风. 

 
侍卫长说: “我负责一个小分队, 手下有十四个

卫兵, 这个卫兵也是其中一员. 我们被派看守耶稣的

坟墓. 嘿! 耶稣那帮胆小的门徒在祂被捕时, 不就都逃

之夭夭了吗! 看守这么一个死人的差事, 可真是再简

单不过了!” 
 
侍卫长接着又说: “今早天亮的时候, 地震得很

厉害, 有一位光明的天使把墓石辊开, 坐在上头. 我们

被吓得浑身发战, 好像死人一样. 我们正害怕的时候, 
看见几个跟随耶稣的妇女一早来看坟墓. 

 
天使告诉她们说: ‘不要怕, 我知道你们在找被

钉十字架的耶稣. 祂不在这里, 已经照祂所说的复活

了. 你们来看安放祂的地方吧! 快去告诉祂的门徒, 祂
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 

 
侍卫长轻声悄悄地对我说: “妇女们和天使离

开之后, 我鼓起勇气和这个卫兵进入坟墓里一探究竟. 
正如天使所说的, 是个空坟, 尸体不见了! 裹过耶稣尸

体的细麻布还在那里, 里面却是空的、扁的. 耶稣的

身体好像从卷着的细麻布里蒸发掉了. 裹头巾没有和

细麻布放在一起, 而是卷好着放在一边. 这事应当怎

么解释呢? 你不得不接受死人复活的事实.” 
 
侍卫长深吸了一口气, 轻声地说: “我们吓得跑

去报告祭司长. 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多钱, 嘱咐我

们要这样说: ‘耶稣的门徒晚上来, 趁我们睡着的时候, 
把祂偷走了.’ 他们又答应说: 如果彼拉多知道了封条

被毁的事, 他们会说服他, 不会牵连我们.” 
 
我问那个卫兵说: “真有这种事?” 他显然很怕

我这个罗马的百夫长, 就问我: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

事呢? 莫非你要报告上级?” 我向他保证说: “我从不过

问犹太人圣殿卫兵的公务, 这完全是你们的职责. 我
是负责执行将耶稣钉十字架的人, 只想多知道有关祂

的事情而已.” 
 
他听了就没那么紧张, 接着他说: “大人, 除了

一件事之外, 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 我问他: “是哪件

事?” 他回答说: “我看到的是两位天使.” (注: 之前侍

卫长说看见一位天使) 我终于明白了. 耶稣的死确实

和别人不同, 祂拒绝留在坟墓里(因祂已从死里复活). 
 
从天生的个性或是后天的学习来说, 我算不上

是个教徒. 我一生宣誓只向凯撒尽忠. 然而这位拿撒

勒人(耶稣基督)比所有的凯撒更伟大. 至少没有一个

凯撒曾经从死里复活.  
 
这位复活的耶稣诚然是真神. 虽然我还不明白

其中所有的含意, 但我愿意寻求祂, 找到祂之后, 我会

敬拜祂、事奉祂. 

 
(C)  结语 

福音书里曾记载一位罗马的百夫长, 他曾经仰

望了十架上的基督(主耶稣), 并且称祂是神的儿子. 我
们不知道他后来的结局如何, 但这并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是, 你和我是否相信祂是神的儿子? 
(这时候最好能引用 林前 15:1-4 的经文. 要清楚地传

讲福音信息, 然后邀请人信靠基督为救主.) 
 
 假如你还没有相信祂, 你愿意

现在就信靠祂为你个人的救主吗? 你
若是已经接受祂作为你个人的救主, 
你愿意更专心地敬拜、事奉祂吗?145  

                                                           
145   上文摘自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705-713 页. 
【注: 在分段和标题上有稍微改编, 并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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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马有藻 
 
 

但以理书的 

双羊异象 
(但以理书 8:1-27) 

 
 
(A)  序言 
 论到但以理书的结

构, 马有藻在其所著的《异

梦解惑者  —  但以理书诠

释》中指出, 但以理书是用

两种语文写成, 但 1:1 至 但
2:3 是用希伯来文著述, 是
历史的回顾; 但 2:4 至 7:28
则用亚兰文写成, 主旨是论

外邦列国在历世历代的兴

衰, 至弥赛亚国建立的经过. 第 8 章的开始至但

以理书的结束(但 12:13)则回复用希伯来文, 主要

是论及以色列国受外邦统治至弥赛亚国建立的

过程. 我们可以简介如下:  
 
1) 第 8 章: 以色列在希腊统管下的遭遇; 
2) 第 9 章: 以色列在归回时期至弥赛亚欲建国

的遭遇; 
3) 10:1 – 11:35: 以色列在波斯与希腊统治下的

遭遇; 
4) 11:36 – 12:13: 以色列在末世的遭遇.  

 
换言之, 但以理书第 8 章预言以色列在希

腊统治下所经历的各种迫害, 尤其在安提阿哥四

世(或译: 安提奥古四世, Antiochus IV)的时期, 那
时选民国(指以色列人的国)备受摧残, 唯靠神的

拯救, 否则他们必不得解脱. 
 
 
(B)  异象的史地 (但 8:1-2) 
  
 但8:1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 有异象现与我

但以理, 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   

 但 8:2  我见了异象的时候, 我以为(注: “以
为”是补字)在以拦省书珊城 (或作: 宫) 中; 我
见异象又如在乌莱河边. 

 
这是但以理书所见的第二个异象, 是在首

次异象(但 7:1, 即从海中上来的四个大兽, 那是发

生在伯沙撒在位第 1 年)显现的两年之后, 所以第

7、8 两章同在第 5 章之前发生, 那是伯沙撒在位

第 3 年(即主前 551-550 年). 根据《巴比伦历代

志》(Babylonian Chronicle)所记, 伯沙撒之父拿波

尼达斯(Nabonidas)于主前 556 年登记, 3 年后(主
前 553 年)与其子分管国家(即 但 7:1), 所以他的

第 6 年就是伯沙撒的第 3 年.  
 
此时, 但以理得见一个异象. 这异象与先

前所见的不同, 这次他不是在夜梦中(可能在白天

看见此异象). 当时, 但以理身在巴比伦宫中, 却在

异象中看见自己在以拦省书珊城内的乌莱河边

(注: 如先前的以西结一般, 参 结 8:3;  40:1).  
 
 书珊城 (Shushan)属巴比伦的以拦省 (the 
province of Elam), 是巴比伦城东 230 哩外的重镇. 
此城一度是古以拦国的京都, 亚述国王亚述巴尼

拔(Ashurbanipal)于主前 645 年征服它, 将它变成

国中的一省, 主前 596 年时却被玛代占领. 主前

550 年, 古列王(或译: 塞鲁士, Cyrus)打败玛代的

阿斯提阿格斯

(Astyages), 便将

玛代的以拦省列

为自己波斯帝国

中的领土.  
 

主前 539
年 , 古列的大军

倾覆了巴比伦帝

国, 所以书珊城又成为波斯数个京城之一(参 斯
1:2). 此处也是尼希米生长的城市(尼 1:1). 主后

1901 年, 考古学家在此处掘出举世闻名的《汉谟

拉比律法碑文》(Hammurabi Code). 流经此城的

是乌莱河, 这是一条宽 900 呎的运河. 因有河流

的便利, 后来希腊军舰队轻易夺取了书珊城.146 
 
                                                           
146    马有藻著, 《异梦解惑者  —  但以理书诠释》(台
北: 天恩出版社, 2004 年), 第 116-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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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注: 公山羊代表希腊帝国, 山羊两眼当中那一个“非常(意
即与众不同)的角则代表希腊帝国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 

(C)  异象的内容 (但 8:3-14) 
(C.1) 两羊出现 (但 8:3-8) 
 

 (一)   公绵羊 (8:3-4) 
 

 但8:3  我举目观看, 见有双角的公绵羊站在

河边, 两角都高. 这角高过那角, 更高的是后

长的.   
 但8:4  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 

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没有能救护脱离

他手的; 但他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但以理看见一只双角高低不相称的公绵

羊(a ram), 而高角是过后长出来的. 这公绵羊力

大无比, 西北南各方的兽(但 8:4 的“兽”是复数字)
都抵挡不住, 所以这公绵羊任意而行, 无往不利, 
自高自大.  
 
 在历史上, 这公绵羊是指玛代波斯的联合

国, 或作代表这玛代波斯帝国的王(参 但 7:5, 22; 
注: 天使在 但 8:20 已清楚解释“你所看见双角的

公绵羊, 就是玛代和波斯王”), 两角一高一低, 是
指这联盟国势力不均. 主前 550 年, 波斯的古列

王(或译: 塞鲁士, Cyrus)掌管全国(高角), 玛代变

成一省(低角). 此后, 古列王雄心万丈, 想要征服

全地, 所以波斯铁蹄走遍东西南北各处, 攻无不

克, 建立了波斯大帝国. 
根据德国的旧约解经

家克毅俄(另译: 凯尔, 
Carl Friedrich Keil)的
查究, 波斯本以公绵羊

作为国兽, 以公绵羊神

为国神, 这就符合但以

理所见的异象.147 

                                                           
147   C. F. Keil, Biblcal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Dani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5), 第 290 页. 

 (二)   公山羊 (8:5) 
 

 但8:5  我正思想的时候, 见有一只公山羊从

西而来, 遍行全地, 脚不沾尘. 这山羊两眼当

中有一非常的角.   
 

但以理继续看见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 脚
不沾尘.  公山羊本有双角, 但此山羊只有一个“非
常”(希伯来文: hazut, 意即“特别”)的角. 在历史上, 
公山羊就是接续玛代波斯国的希腊国, 或作代表

希腊帝国的王(注: 天使在 但8:21也清楚指出“那
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

王”). 无独有偶, 希腊人曾以独角公山羊作为他们

民族的标志. “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但
8:21), 指的就是

希腊帝国的创

始者 (“头一个

王 ”)亚历山大

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主前

356-323年)148 
 
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下, 成为

当时独一的强国. 其父马其顿王腓利(Philip II)本
是将帅之才, 亚历山大更是青出于蓝, 在大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门下受教. 年仅20岁(主
前336年)便继承王位, 野心勃勃, 为图一雪多年前

波斯征服希腊的耻辱. 

                                                           
148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主前 356-323
年)是希腊帝国的伟大帝王. 年仅 20 岁的他于主前 336 年

继承马其顿国王之位后, 就东征西讨, 扩张领土, 先后征服

希腊各城、埃及和波斯, 并侵入印度, 在短短 10 年内建立

了希腊帝国, 可惜英年早逝(在 33 岁时就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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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两羊大战 (但 8:6-8) 
 
 但8:6  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角的公

绵羊那里去, 大发忿怒, 向他直闯.   
 但 8:7  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 向他发烈怒, 

抵触他, 折断他的两角. 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

住; 他将绵羊触倒在地, 用脚践踏, 没有能救

绵羊脱离他手的. 
 但 8:8  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 正强盛的时候, 

那大角折断了, 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 (原文

作风) 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 
 

这段两羊大战的异象, 在历史上有异常奇

妙的应验. 亚历山大继续王位后便整顿军武, 半
年后, 仅 22 岁的他(主前 334 年)便挥军向波斯挑

衅. 此时, 亚历山大只有 3 万 5 千精兵, 无论军

力、辎力或地勤人员均远不及波斯, 但亚历山大

精通战略, 用兵如神, 屡次以寡敌众, 杀败了波斯

大军.  

 
 亚历山大在三次

主要的军事交锋上屡克

敌人, 结果征服了波斯

帝国: (1) Granicus 河畔

之役(主前 334 年), 大败

大利乌; (2) Issus 平原[近安提阿]之役(主前 333
年); (3) 在 Gaugamela 的 Arebela 山麓[近尼尼微]
之役(主前 331 年), 杀败 Darius Condomannus, 于
是灭了波斯大国, 前后只有三年之短!149  
 
 那时手握大权、帝国版图涵盖欧、非、

亚三大洲的亚历山大还不到 25 岁! 此后, 他长征

东方诸国, 远至印度(主前 327 年). 他经年累月在

外南征北战, 经过 11 年之久, 部下人疲马倦, 于
是班师回国, 路径巴比伦时, 因积劳成疾兼酒色

过度, 一命鸣呼(另一传说他被卡山大[另译: 加山

                                                           
149   Renald E. Showers, The Most High God (Bellmawr, 
NJ: Friends of Israel Gospel Ministry [FOI], 1982), 第 98 页. 

大, Cassander]毒死), 当时年仅 33 岁(注: 他于主

前 323 年 6 月 23 日逝世).150  
 
 马有藻解释道: “亚历山大离世后, 其庞大

帝国被他的手下觊觎, 各自展开争夺战. 经 22 年

内战后(主前 323-301 年), 其帝国被他的四大将

军瓜分(比较 但 7:6 的“四个翅膀、四个头”; 参下

文脚注), 成为东南西北四方, 以致‘天的四方’都
有希腊人的足迹.”  
 

值得留意的是, 但 8:8: “…向天的四方长

出四个非常的角来”, 而这“四个非常的角”是亚历

山大的四大将军, 各统治一方, 成为四国, 正如天

使在 但 8:22 所清楚说明的: “至于那折断了的角, 
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 这四角就是四国, 必从这

国里兴起来, 只是权势都不及他.”【注: “四角就

是四国”, 亦可指那代表这四国的四王, 因在预言

方面, 某个“国”或“国度”(kingdom)可与它的伟大

国王(king)交替使用, 例如在但以理书第 2 章的巨

像异象中, 金头象征巴比伦帝国, 亦可指那代表

这帝国的国王尼布甲尼撒, 比较 但 2:38-39: “你
(尼布甲尼撒)就是那金头. 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

(指波斯帝国), 不及于你; 又有第三国(指希腊帝

国), 就是铜的.”】 
 

这四角所象征的“四国”或它们的“国王”是: 
1) 东方: 由西流基一世(Seleucus I)管辖叙利亚

(在以色列北部建立了西流基王朝(Seleucid 
Dynasty); 

2) 西方: 由卡山大(另译: 加山大, Cassander)治
理希腊和马其顿; 

3) 南方: 由多利买一世(Ptolemy I)管辖巴勒斯坦

和埃及(在以色列南部建立了多利买王朝 , 
Ptolemaic Dynasty); 

4) 北方: 由吕西马古(Lysimachus)统治小亚细亚. 
 

很多圣经学者(如马有藻、魏斯比、H. A. 
Ironside 等)认为这“四个非常的角”也是 但 7:6 所

谓豹的“四个翅膀”和“四个头”所象征的四王.151 

                                                           
150   希腊在亚历山大大帝率领下, 在 8 年内便横跨了将

近 18 万公里(11 万哩)的地土, 军队进攻的速度实在惊人; 
又在同一段时间内, 仅以 3 万 5 千精锐部队, 轻而易举地推

翻了庞大的波斯帝国(此事发生在主前 331 年). 马有藻著,
《异梦解惑者》, 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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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山羊小角 (但 8:9-12) 
 
 但8:9  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 , 向

南、向东、向荣美之地, 渐渐成为强大.   
 但 8:10  他渐渐强大, 高及天象, 将些天象和

星宿抛落在地, 用脚践踏. 
 但 8:11  并且他自高自大, 以为高及天象之君; 

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 毁坏君的圣所. 
 但 8:12  因罪过的缘故, 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

交付他. 他将真理抛在地上, 任意而行, 无不

顺利. 
 

但以理看见从四角中长出一小角, 举向三

个方向, 势力日增, 高及天上的星宿, 并以为高及

天上之君, 又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 以致

他在四方面横行霸道:  
 
1) 将天上的星宿抛落在地, 并用脚践踏它; 
2) 除掉常献给天君的燔祭; 
3) 毁坏天君的圣所; 
4) 将真理抛在地上, 任意而行, 且无不顺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

自被四大将军瓜分之后, 其中只有西流基(另译: 
西流古, Seleucus)与多利买(Ptolemy)两国朝代与

以色列有关, 所以从这四角中出来的“小角”必出

自这两国朝代之一, 而符合这段经文的只有从西

流基王朝出来的一个残暴之

王, 名叫安提阿哥四世-伊比

法尼(Antiochus IV Epiphanes, 
主前 175-164 年).152  

                                                                                                      
151   魏斯比(Warren Wiersbe)评注道: “从数字‘四’就可

以认出此兽 : 四个翅膀、四个头 (但 7:6)和四个角 (但
8:8,21-22). 主前 323 年, 亚历山大离世, 后继无人, 结果他

的国分裂为四个部分, 由他的四位将领所治理. 巴勒斯坦和

埃及落入多利买一世(Ptolemy I)手中; 叙利亚被西流基一

世(Seleucus I)管辖; 小亚细亚是由吕西马古(Lysimachus)统
治; 希腊和马其顿则由卡山大(Cassander)治理.”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Prophets (Colorado: Cook Communications Ministries, 
2002), 第 283 页. 
152   主前 175 年, 安提阿哥四世伊比法尼(Antiochus IV 
Epiphanes)登上西流基王朝统治者之位. 他于主前 168 年

(或主前 167 年)进攻耶路撒冷, 污秽圣殿, 残杀犹太人, 结
果引发马加比家族起义, 率领犹太人群起反抗(即所谓的

Maccabean Rebellion, 主前 167-160 年). 

 此人是西流基王朝的第八任王, 所以本处

的预言是从主前 301 年跨越至主前 175 年(注: 预
言中的“时间间隔”[interval]是圣经预言的特征之

一). 安提阿哥四世本不是继承王位者, 但他伺机

谋杀了王兄西流基四世 (另译 : 西流古四世 , 
Seleucus Philopator), 又将西流基四世之子(即继

承王位者)绑架至罗马作为人质, 再威胁利诱各方

(参 但 11:21)拥戴他为王, 随即宣称自己为“伊比

法尼”【注: Epiphanes 在希腊文意即“显圣”, 犹太

人后来因他疯狂亵渎神的殿及滥杀犹太人, 于是

称呼他为 Epimanes, 意即“狂人”, 原文只有一字

母的差别】, 以表示自己是受神托付在世人间吸

引民众信奉及拥护, 因此但以理说他由小开始(注: 
“小角”, 但 8:21 称其为“大角”), 而渐渐强大起来

(但 8:9). 
 
 他登基后即施展穷兵黩武(意即“竭尽所有

兵力, 任意发动战争”)的政策, 先向南方的埃及下

手, 又转向东方诸小国, 并进而侵犯圣地耶路撒

冷(“荣美之地”), 结果使圣地有多年(主前 202-
198 年)成为西流基与多利买交锋的战场, 导致民

不聊生, 生活艰苦. 主前 168 年 12 月, 安提阿哥四

世为王之后, 即派遣大将(Apollonius)率领两万大

军进攻耶路撒冷, 因他自视势力庞大, 所以不可

一世, 大发狂言.  
 
 但以理书 8:10 的“天象”一词, 是旧约的词

汇 , 常常人格化来指神的选民 (根据  创 15:5;  
22:17;  出 12:41;  但 12:3).153 “天象之君”则指以

色列的神(注: NASB 将“天君”以大写表达, 以表

示“真神”). “高及天象”, 意指小角自称与神同等

(如 赛 14:13). 但以理在此用象征文字描写神的

选民遭受小角的残害. 
 
 主前 167 年 12 月, 安提阿哥四世进入耶路

撒冷, 立刻宣布废除犹太人的各种宗教节期, 焚
烧律法书, 禁止割礼, 犯者一律被判死刑, 又将刚

受了割礼的婴孩吊死, 当时举国上下被杀害者数

以万计. 有一次, 他在耶路撒冷于三日内把所有

不服他命令的四万犹太人处死, 又(从以色列境内)
将一万人带回耶路撒冷作奴隶(注: 有学者认为这

可能是 来 11:35-38 所指的事件), 又“除掉常献给

                                                           
153   H. C. Leupold, Exposition of Daniel (Columbus, OH: 
Wartburg Press, 1949), 第 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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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指神)的燔祭, 毁坏君(指神)的圣所”(但 8:11), 
所以 但 8:12 说“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注: 
军旅意即“犹太军人”, 参经文 但 8:13 的小字).  
 
  在圣殿

内, 安提阿哥四

世设立了偶像 , 
强迫犹太人向

它敬拜, 又在殿

内将猪血遍洒

各处, 大大肆意

亵渎及糟蹋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生活. 
 
 安提阿哥四世如此残害神的选民, 因为他

误以为自己高及“天象之君”(与神同等), 岂不知

他能如此放肆, 乃是天上的神容许他, 以至于“军
旅”、“常献的燔祭”都交付给他. 诚如 但 8:12 的

下句所述, “他将真理抛在地上, 任意而行, 无不

顺利”. 安提阿哥四世这么残酷亵渎选民却仍然

顺利, 全是因为神任凭他放肆之故. 
 
 
(C.4) 圣者谈话 (但 8:13-14) 
 
 但8:13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 又有一位圣

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 “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

施行毁坏的罪过, 将圣所与军旅 (或作: 以色

列的军) 践踏的异象, 要到几时才应验呢?   
 但 8:14  他对我说: “到二千三百日, 圣所就必

洁净.” 
 

在异象中, 但以理听到两位圣者(天使)正
在对话, 其中一位向另一位询问那小角的肆虐要

到几时才应验(注: “应验”是补字, 可改作“停止”), 
似乎这也是但以理心中的问题, 是关于这次大暴

虐会维持多久(参  但 7:25). 天使回答说, 要到

2,300 日, 圣所就会恢复先前的洁净了.  
 
 “二千三百日”的“日”一词, 原文作“傍晚与

早晨”, 于是引起学者们对这“2300 日”产生两个

不同的解释: 
 
1) “傍晚与早晨”包括在 2300 日内, 即 2300 日

的一半, 共 1150 年. 按历史计算, 1150 日是

从主前 167 年 12 月 16 日安提阿哥四世亵渎

圣殿, 至马加比(Maccabees)家族于主前 165
年 12 月 15 日洁净圣殿为止(但此见解与实

际 1150 日仍有一段距离). 此看法或解法的

代表人有: Archer、唐佑之、张永信等. 
2) 另一个解法是指 2300 日, 如原文的用途, 日

夜(“傍晚与早晨”)构成一日(例如 40 昼夜就

是 40 整日, 而非 20 日).154 上文指出, 小角就

是安提阿哥四世, 他于主前 175 年登基, 王位

稳固后于主前 171 年, 废除了亲多利买王朝

的大祭司奥尼亚斯三世(Onias III), 改立其恶

弟及拥护西流基王朝的耶孙(Jason)任大祭司

职, 随即展开各样亵渎和禁制犹太人敬拜神

的活动, 尤其在主前 167 年 12 月 16 日, 在圣

殿内设立宙斯(Zeus)神像, 强迫犹太人向宙斯

膜拜, 直到主前 165 年 12 月 15 日, 才由马加

比家族带兵起义, 推翻西流基王朝, 洁净圣殿

(参《马加比后书》4:7-50). 安提阿哥四世对

犹太人的迫害共 6 年 3 月及 18 日, 连闰年共

2300. 155  此看法的代表者有 : Keil、E. J. 
Young、L. J. Wood、C. L. Feinberg 等. 

 
【注: 根据西流基王朝标志, 安提阿哥四世于西

流基王朝第 137 年即位, 在位共 11 年. 在王朝第

149 年驾崩, 西流基王朝的第 137 年至 149 年, 就
是主前 175-164 年, 而按历史的记载与推算, 安提

阿哥四世正死于主前 164 年】 
 
 
(D)  异象的讲解 (但 8:15-27) 
(D.1) 天使到临释义 (但 8:15-19) 
 
 但8:15  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 愿意明白其中

的意思. 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   
 但 8:16  我又听见乌莱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

说: “加百列啊, 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 
 但 8:17  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 他一来, 我

就惊慌俯伏在地;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明

白, 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 
 但 8:18  他与我说话的时候, 我面伏在地沉睡; 

他就摸我, 扶我站起来,  

                                                           
154   J. Barton Payne, Encyclopedia of Bible Prophec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0), 第 382 页. 
155   Roger Anderson, “Goat Attacks Ram”, in The Truth 
(Grace Bible College, April 1986),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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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1: 外邦人的日期: “恼怒的事”之初期和末期 

 但 8:19  说: “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 
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 

 
但以理反复思想和比较这次与两年前所

见异象的意义, 心中更想要多了解异象的含义, 
忽然有位像人形的天使  —  名称为加百列  —  
在他面前出现, 且听见有声音发出, 吩咐天使向

但以理解释异象的意义(但 8:15-16). 
 

天使靠近但以理时, 但以理立刻惊慌俯伏

在地, 这是敬虔之人知觉神显现时的表现, 天使

称呼但以理为“人子”, 提醒他是“人”的地位, 并向

他保证他会明白异象. 天使称这异象为关乎末后

的异象(但 8:17), 此时但以理竟然“神智顿失”(希
伯来文: nirdamti {H:7290} ), 意即“不知所措”, 中
文圣经译作“沉睡”), 表示他因为这异象及天使的

出现, 惊慌万分而失了神. 天使于是触摸他, 使他

站起来(注: “站起来”原文意为“恢复正常”, 但
8:18). 天使向他说明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指示他

两方面: (1) 恼怒临完必有的事; (2) 末后的定期 
(但 8:19). 
 
 “恼怒临完必有的事”(直译是“恼怒末期的

事”)的“恼怒”一词, 是指神向选民所生的忿怒而

大施管教(参 但 11:36), 神常借用外邦人的手来

管教选民, 如先用亚述国(参 赛 10:5, 25), 再用巴

比伦(亚 1:12), 也用罗马(新约时代), 最后在末时, 
神借着敌基督施行最后一次的管教, 所以如天使

所解释的: “恼怒末期的事”就是“末后的定期”. 既
是定期, 就是不能逃避的; 既是末后, 就有先前的, 
也有结束的. 索尔斯(R. E. Showers)指出, “恼怒的

事”与“外邦人的日期”都是神管治世人的方法; 前
者是关乎以色列的; 后者则与外邦人有关, 如下

列图析:  

(D.2) 天使蒙唤释义 (但 8:20-26) 
 
 (一)   有关双羊 (8:20-22) 
 

 但8:20   你所看见双角的公绵羊, 就是玛代和

波斯王.   
 但 8:21   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希腊”原文

作“雅完”; 下同); 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

王. 
 但 8:22  至于那折断了的角, 在其根上又长出

四角, 这四角就是四国, 必从这国里兴起来, 
只是权势都不及他. 

 
天使明确指出但以理所见的双羊, 分别代

表玛代波斯帝国(或简称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 
公绵羊代表玛代和波斯帝国; 而公山羊(希腊帝国)
的大角就是希腊帝国的头一个王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这位当世希腊帝国君王于

主前 323 年在班师回朝途中, 积劳成疾而寿终病

榻, 如所预言的大角“折断”.  
 
亚历山大离世后, 他的希腊帝国分裂, 由

他的四大将领分夺庞大的希腊帝国领土(参 但
8:8). 这四王各自妒忌猜疑, 互不往来, 又借小故

交战, 以致无一人的权势能及亚历山大. 
 
 
 (二)   有关一王 (8:23-26) 
 

 但 8:23  这四国末时, 犯法的人罪恶满盈, 必
有一王兴起, 面貌凶恶, 能用双关的诈语. 

 但 8:24  他的权柄必大, 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 
他必行非常的毁灭, 事情顺利, 任意而行; 又
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 

 但 8:25  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 心里自高

自大, 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 毁灭多人; 又要

站起来攻击万君之君, 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

亡. 
 但 8:26  所说二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的, 但你

要将这异象封住, 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在四国的末期, 即分裂后的希腊帝国快被

接下来的罗马帝国取代前, 这时犯法的人罪恶满

盈(指犹太人罪恶昭彰, 神不得不插手干预管教). 
在安提阿哥四世坐上西流基王朝第八任王的宝

座前, 犹太人早已离开真神, 反将希腊宗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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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2: 安提阿哥四世(安提奥古四世)可预表将来的敌基督 

化广传遍处, 又仿效学习外邦人淫逸的生活, 讥
笑遵守律法的敬虔人士, 更在耶路撒冷建筑各项

希腊偶像庙宇及健身院, 实行希腊化的生活方

式,156 所以有一王兴起, “不是因自己的能力”(是
神容让他兴起), 这人面凶心恶, 诡诈多端(“能用

双关的诈语”), 任意行大毁灭的事(“他必行非常

的毁灭”), 包括杀害忠勇的战士(“毁灭有能力的”)
及神的选民(“毁灭…圣民”), 甚至挑战天上的神

(“万君之君”), 但至终得不到善终(但 8:23-25). 
 
 天使解释异象各方面的含义后, 便再申述

那 2300 日(但 8:14, 26)的异象是千真万确的(保
证只有那么“长短”的时间), 但以理需将它“封
住”(希伯来文: setom {H:5640}, 意即“关闭”), 即
善加保存, 以防失传, 因为那异象是关乎“末后的

事”, 是有关选民国(指以色列国)在末期的遭遇. 
这些预言非同小可, 涉及(将来七年灾难时)以色

列在敌基督国统治下的命运, 所以必须慎重保存. 
 
 在历史上 , 这“一王”就是安提阿哥四世

(Antiochus IV Epiphanes), 在希腊帝国的末期才

兴起来, 成为叙利亚西流基王朝第八任的王(主前

175-164 年). 神借着他管教自己的选民, 因那时以

色列也多趋败坏. 安提阿哥四世为人诡诈奸恶, 
他曾微服混在民间, 窃听市集各人如何谈论他, 
待抓着把柄便加以迫害. 在主前 171-165 年间, 他
杀害颇多忠勇起义反抗他的犹太人, 又迫害其余

不顺服他淫威辖管的人. 但他的报应不久也来到, 
主前 164 年, 他攻击巴比伦的叛乱余党, 在以吕

马(Elymas)之地惨败, 竟伤心过度而忧郁致死(也
有传说他患上癫痫病而死),157 所以应验了经上所

说“非因人手而灭亡”(但 8:25). 
  
 马有藻正确指出, 安提阿哥四世的手段也

是关乎以色列末后的事; 换言之, 他对选民的残

害是将来那位“更厉害残虐以色列民”之人的影子, 
这位将来要来者就是敌基督(反对“万君之君”) 
(参 但 7:24-26;  8:10-13;  9:27 等; 注: 这位敌基督

就是但以理书“七十个七”中所谓的“将要来临的

君王”[the Coming Prince, 但 9:27]; 这也是“解释

预言的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则  —  预言可有“多
                                                           
156   Will Durant, The Life of Gree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39), 第 580-581 页. 
157   同上引, 第 574 页. 

重的应验”158). 安提阿哥四世残害犹太人的手段

异常歹毒, 敌基督(即 启 13:1-10 那“从海中上来

的兽”, 或称“政治的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

敌基督的灭亡也非因人手, 而是主耶稣亲自从天

再来时将他毁灭(参 启 19:19). 下图解明此事. 
 
 
 
 
 
 
 
 
 
 
 
 
 
(E)  异象的结果 (但 8:27) 
 
 但8:27  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 病了数日, 

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 我因这异象惊奇, 却
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这异象的含义惊人过甚 , 使但以理再度

“神智不清”(希伯来文: nihyeti {H:1961}, 中文圣

经译作“昏迷不醒”), 
卧病多日 . 此后 , 他
继续替王办理国事 , 
但在正常生活情况

下, 他仍不能完全领

会异象的意义.159  
 
 艾朗赛(Henry A. Ironside)在总结但以理

书第 8 章时, 适切写道: “愿我们的心被这些事深

深打动, 使我们也一样在神面前深切思考它们, 
以致于在等候主亲自从天归来的时候, 我们也持

续办理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的国事!”160 

                                                           
158  有关预言的多重应验, 请参《家信》文章“圣经预

言简介(四)”,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

预言简介四/ [特请留意(J.5)项]. 
159   上文主要改编自 马有藻著, 《异梦解惑者  —  但
以理书诠释》(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4 年), 第 115-129 页. 
160   Henry A. Ironside,  Lectures on Daniel the Prophet 
(2nd. ed.)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20), 第 154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言简介四/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言简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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