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外衣、书、皮卷  
 

“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 (提后4:13). 
 

保罗在 提后4:21说: “  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

我这里来”, 可见被关在阴暗、寒冷、潮湿牢狱里的

保罗写此书时, 天气已逐渐变冷(当时可能已靠近秋

末), 所以他需要“外衣”保暖. 即使知道自己在世之日

无多(“我现在被浇奠,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提后4:6), 
他仍不忘要得到“那些书”和“那些皮卷”.   
 
 乔治·奈特(George W. Knight III)解释“那些

书”(希腊文: biblia , KJV: books)可指: (a) 任何的书籍

著作; (b) 旧约圣经的书卷, 特指律法书(申28:58; 书
1:8; 加3:10), 亦可指先知以赛亚的书(路4:17). 因此, 
保罗在此使用 biblia 很可能是指旧约圣经. 至于“那些

皮卷”(希腊文: membranas ; KJV: parchments)则是用

来写作做书的羊皮纸.【参奈特,《教牧书信注释》】.   
 

然而, 另有者认为, 那些比蒲草纸耐用且较昂

贵的“皮卷”是保罗所珍惜的, 可能抄有旧约经文【参

《串珠注释》】, 甚至是保罗珍藏的旧约抄本【参

《雷氏注释》】. 基纳尔(Craig S. Keener)在《背景注

释》解释“皮卷”最早被拿来作笔记本、账本的用途, 
但基督徒很快开始用它来写圣经. 保罗可能是指他研

究圣经的笔记. 《启导本》则认为 提后4:21的“书”可
能是保罗的著作, 而“皮卷”也许是旧约抄本.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指出, 论到“书”和
“皮卷”的分别, 学者多有不同意见. 是否属于圣经的

一部分? 或是否就是一些用来写作的空白草制纸或羊

皮纸? 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种, 但这里有力地告诉我

们, 就算在牢狱中, 使徒保罗也想保持勤于阅读和写

作的习惯. 这点值得我们学习与仿效.  
 
 我们虽须顾及身体的需要(外衣), 却万万不可

忽略灵命的需要  —  需要神话语的供养(阅读圣经), 
并要学习把神的道传递出去(可借文字写作, 或用言

语与人分享福音真理). 为此, 本期特在“本月主题”专
栏讨论基督与神的话, 并在“圣经问答”专栏提到神的

全副军装, 包括圣灵的宝剑  —  神的道(弗6:17). 愿我

们学习保罗的榜样, 即使在逆境中, 都不忘阅读和传

递神的话; 也要效法主如何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 
战胜那试探人的魔鬼撒但(太4:4,7,10 “经上记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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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神的话和两者的见证 
(申命记 6 章和 17 章) 

 
 
(A) 序言 

 

来到申命记时, 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本充

满提醒和警告的书, 为要保全神百姓的见证. 约
翰·达秘(John N. Darby)写道: “此书是以色列人来

到迦南地的边界时写的, 要
求他们忠心地保守他们与

神的关系, 并以遵守神的诫

命为以色列人进入和住在

迦南地的唯一基础, 也警告

他们若不顺从神话语所将

面对的后果. … 值得留意的

是 , 在应对撒但的试探时 , 
主耶稣总是引证申命记的

经文(申 6:13,16; 8:3). 祂把

自己放在以色列人所站的真正地位上… 不仅要

作为忠心之人, 也要作为犹太人, 那位从埃及被

召出来的真儿子(太 2:15), 好进入神百姓所处的

状况里, 叫祂的忠心接受考验.”1 现在就让我们从

圣经预表(type)2的观点, 来思考基督和神的话, 并
基督与父神两者的见证所给于我们的宝贵教训. 

 
(B) 基督和神的话 (申 6:1-19; 8:1-3; 太 4; 路 4) 

 

                                                           
1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307, 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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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和路加在他们所写的福音书中, 记载

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撒但试探. 马可在这方

面只写了简短的记载(可 1:12-13).3 马太和路加虽

记述主受试探, 但两者在试探方面的次序有所不

同. 马太是照历史时序的顺序(historical order, 指
时间发生的顺序)来记载, 路加则用道德教训的顺

序(moral order, 特指 约壹 2:16 的教训顺序)来记

述【参本文附录三】. 每一个试探都被主耶稣用

神的话来战胜. 祂引述的话是  —  “经上记着

说”(It is written). 主所引述的这三处经文都取自

申命记 6 至 8 章. 
 
第一个试探是有关身体的需要. 经过四十

昼夜的禁食后, 主耶稣被魔鬼试探, 要祂把石头

变成饼来充饥. 主耶稣的答复是“经上记着说: 人
活着不是单靠

食物 , 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

一切话”(太 4:4; 
注 : 这句话引

用 申 8:3). 唯
一安全可靠的态度, 就是倚靠神话语所赐的力量. 
请留意是“一切话”(或译作: 每一个字, KJV: every 
word), 表明神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其价值和力量. 
我们不可省掉或免除神所说的任何一个字. 
 
 在第二个试探中, 主被带到殿顶上. 撒但

对祂说: “祢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

上记着: 主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用手托着你, 免
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太 4:6).4 在此试探中, 撒
                                                           
3   马可福音只用两节记述主耶稣受试探: “圣灵就把

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祂在旷野四十天, 受撒但的试探, 并与

野兽同在一处, 且有天使来伺候祂.” 
4   先知玛拉基曾预言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要差

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
入祂的殿; 立约的使者, 就是你们所仰慕的, 快要来到”(玛
3:1). 如果主耶稣从殿顶跳下, 有天使托着祂, 安然降落于

地, 那么, 那些在圣殿周围前来朝圣的群众目睹这一幕, 就
会联想到所预言的  —  “主必忽然进入祂的殿”, 因而惊叹

地颂赞主耶稣, 承认祂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基督)  —  
那位“立约的使者”、他们“所仰慕的”. 不过, 主耶稣深知这

样做是撒但的诡计(要祂不按神的旨意行事), 而非神的旨

意, 因为 诗 91:11-12 所应许的“保护”按神旨意是指“在你

行的一切道路上”, 当然不包括从殿顶上跳下来(注: 这也是

为什么魔鬼撒但在引述 诗 91:11 时, 刻意把“在你行的一切

道路上保护你”这一句话删掉. 感谢神, 主耶稣并不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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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2 

   

《家信》: 第 135 期 (2022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但错误地引用诗篇 91:11-12 (“因祂要为祢吩咐祂

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

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撒但引用时

刻意省掉或删除其中七个字(指英文圣经而言).5 
主的回答是: “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

神”(太 4:7; 注: 此话引自 申 6:16). 主再次引用神

的话来战胜撒但. 
 
 最后一个试探是最严重的. 撒但把万国的

荣耀都指给主耶稣看, 对祂说: “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太 4:9; 注: 这节的希腊

原文直译是: “这一切[世上的万国及其荣华]我都

给你, 如果你俯伏拜我”).6 主耶稣说: “撒但, 退去

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事奉

祂”(太 4:10; 注: 这句话引自 申 6:13). 
 
 我们的主给

于申命记特别重要

的地位. 在面对这

三次试探中, 祂每

一次的回答都引述

申命记这一本书而

已. 主肯定比其他任何人都晓得神的话, 可以引

用圣经中其他经文来取得同样效果(但主却选择

这一本书的三处经文, 不仅表明申命记的重要性, 
更是强调一点: 虽然圣经的每一卷、每一句话都

是重要的, 但某些话是适用于应对某种环境, 此
乃“圣灵的宝剑   —  神的道 (希腊文 : rhêma 
{G:4487}). 【注 : 神的 “ 道 ”( logos ) 与神的

“道”( rhêma )的区别很有意义, 请参脚注中范氏

(William E. Vine)对 弗 6:17 的注解7】 
                                                           
5   这七个英文字是 诗 91:11 的“to keep thee in all thy 
ways”(意即“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注: 诗 91:11 在

《英皇钦定本》[ KJV ]是 “For he shall give his angels 
charge over thee, to keep thee in all thy ways”).  
6   狡猾的魔鬼先应许好处(“这一切[世上的万国及其

荣华]我都给你”), 然后才提条件(“如果你俯伏拜我”). 显然, 
魔鬼是希望用这方法叫主耶稣的思想先被好处所占据, 甚
至被好处冲昏了头脑而不警惕后来的条件, 以致放松心神

而在试探面前跌倒. 但主耶稣并不上当, 祂对神忠心到底而

战胜试探,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9/魔
鬼的狡诈-先好处后条件/ . 
7   关于“神的道 ”方面 , logos 可指“记载之道”(the 
Written Word), 即圣经(来 4:12; 也参 路 8:11; 彼前 2:23), 或
指“生命之道”(the Living Word), 即耶稣基督(约壹 1:1; 也
参 约 1:1,14). 希腊文学者佐德易阿特斯(Spiros Zodhiates)

 此外, 主在 太 4:10 采用的“拜”一词, 其希

腊原文是 proskuneô {G:4352}, 意思是“行屈膝

礼”(to make obeisance)或“尊敬、崇敬、敬畏”(do 
reverence), 这词最常译作“敬拜”(worship) (W. E. 
Vine; 注: 只有神配得人的敬拜, 参 启 19:10).8 通
过引用申命记, 我们因此蒙主指导有关神话语的

价值(此乃战胜魔鬼的武器), 以及对神的敬拜(指
敬拜神意味着唯独对祂忠心, 单要事奉祂).   
 
 
 
 
 
 
 
 
 
 
 
(C) 基督和两者的见证 (申 17:2-7; 19:15; 约 8:17-18) 

 

 按照神的律法, 必须有两三个见证人来确

定真相(truth). 若要指控某人, 单凭一个人的见证

是不足以成立的.  一定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方能成立. 审判官有责任查询真相, 才作判断. 这
有关“足够见证人”之原则, 可在整本圣经中找到, 
参 民 35:30;  太 18:16;  林后 13:1;  提前 5:19. 
 
 主耶稣在毕士大(Bethesda)池旁治好瘸腿

的人过后(约 5:1-16), 说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话, 值
得我们思考. 由于祂是在安息日治好那人, 犹太

人便大力反对, 要逼迫祂. 主回答他们的一番话

值得留意: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约

                                                                                                      
指出, logos 强调思想的表现, 而 rhêma 则强调话语内的论
题, 或所说的事物, 即强调“所说的话”(saying). 这两字意义

的区别可从范氏(William E. Vine)对 弗 6:17 的解释中看

出, 范氏说: “弗 6:17 论到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希腊

文 : rhêma ). 这里的 ‘道 ’不是指整本圣经 (即  logos , 来
4:12, 笔者按), 而是指在需要的时刻, 圣灵使我们想起的个

别经文(individual scripture, 仿佛圣灵在那一刻用已藏在我

们心思里的经文向我们说话, 笔者按), 这是需要我们事先

常将圣经贮藏在我们的心思里.” William E. Vine, Vine’s 
Amplified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Iowa: World Bible Publishers, 1991), 第 877 页. 
8   启 19:10: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 他说: ‘千万

不可! 我和你, 并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是作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9/魔鬼的狡诈-先好处后条件/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9/魔鬼的狡诈-先好处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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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这句话进一步触怒犹太人. 他们要拿石头

打死祂, 因为祂说神是祂的父, 将自己与神同等. 
 
 
 
 
 
 
 
 
 
 
 
 主进一步指出圣子(主耶稣)不能凭己意行

事, 而是做祂看见圣父所做的事(约 5:19: “子凭着

自己不能做什么, 惟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 子也照样做 ”). 这句话中的 “看
见”(see)暗指“意识到、觉察到”(to perceive). 主是

在意识到父神的同在和相交之下, 才彰显祂的能

力, 并且主清楚说明祂与父(父神)是真正诚信的

见证人,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 两个人的见证

是真的. 我是为自己作见证, 还有差我来的父也

是为我作见证”(约 8:17-19).  
 
 基督透过祂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 来为自

己的属神能力、智慧与神性作见证. 父神已在旧

约圣经的预言性经文中, 为祂的儿子(主耶稣)作
见证, 因为许多这些经文已在主在地上传道事奉

的初期应验了(参 路 4:17-19; 比较 赛 61:1-2a; 赛
58:6). 父神在约但河边也为祂爱子的纯洁与权能

作见证, 说道: “这是我

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太
3:17). 神的灵仿佛鸽子

降在基督身上 , 约翰也

见证说 , 这是来自天上

的见证(约 1:32-34).9    
 
 简之, 圣父与圣子两者就组成足够的见证

人, 符合了申命记 17:2-7 和 19:15 有关律法的要

求. 按照犹太人自己律法的原则, 那些反对的法

利赛人有罪了, 因为这里有两个见证人  —  圣父

                                                           
9   约 1:32-34: “约翰又作见证说: 我曾看见圣灵, 彷佛

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祂的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祂, 只是那差

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

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和圣子, 但他们拒绝接受(这两个见证人所见证的)
真相或真理(truth). 显而易见的原因就如主所说

的, “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约 8:19).10    
 
 
(D) 结语 

 

申命记 17:2-7 的背景是论到有人“去事奉

敬拜别神”(申 17:3)的情况下, 在未定罪施刑以前, 
需要两三个人的见证为实据, 免得因误会或误解

而处死无辜者. 苏格兰的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
评述道: “法利赛人控告主破坏了需要两三个见

证人的原则. 他们说: ‘你是为自己作见证, 你的见

证不真’(约 8:13). 主的答复是: ‘你们的律法上也

记着说: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 我是为自己作

见证, 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约 8:17-
18). 父神证实了祂儿子的见证是真的, 这方面已

有两个见证人了. … 在纯粹属神的事上, 只能够

由神的见证来证实, 若坚持要两三个见证人, 就
别无选择地必须由永恒的父(圣父)、父的永恒之

子(圣子), 以及永恒之灵(圣灵)来作见证了.”11  
 

感谢神, 我们如今不仅有圣父、圣灵为圣

子耶稣作见证, 历代以来, 世上已有千千万万的

圣徒用生命为主作见证, 而这见证人的数目会越

来越多, 数之不尽, 络绎不绝.  
 
 
***************************************** 

附录一 :   申命记第 6 章里的“神的话”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申命记的特色和美妙之处, 并不是遵守宗教条

文的问题, 也不是献祭或礼仪的事. 无疑, 这些事都有

其地位, 但不是申命记的主题. 最重要的是神的道, 就
是耶和华的话在以色列人心里.  
 

读者必须握紧这个重点, 就能拥有申命记的钥

匙. 申命记不是论述礼仪的书, 而是讲说道德、心中

顺服的书. 几乎每部分都教训同一宝贝功课, 就是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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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131 页; 另在

文中附加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1   John Grant, “Deuteronomy”,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2), 第 4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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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Mackintosh 

心爱戴、看重、尊重神的话之后, 便能在凡事上有顺

服的行动, 无论是在献祭上, 或是在守日上. 或许, 以
色列人中有人会来到一处地方, 环境叫他不能严谨地

遵守礼仪, 但无论在何处, 他都可以爱戴、尊敬、顺

从神的话. 就算是他去到老远的地方, 又或许被放逐

到地极之处, 仍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剥夺他的高尚特

权, 说出并按那可贵的话去行: “我将祢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祢”(诗 119:8) 
 
 何等宝贵的话! 言简意

精, 包含了申命记的伟大原. 这
个属神生命的伟大原则, 可引申

到任何时间, 任何地方, 其力量

和价值没有半点损失, 是常存有

效的. 在列祖的日子、以色列地

的日子、以色列人在地极散居

的日子、对整个召会(教会)、
对每个信徒、在召会败坏的日子, 这个原则仍是诚实

可信的. 换言之, 顺服是受造物的圣洁责任和高贵特

权  —  单纯、坚定、绝对地顺服主的话. 愿颂赞归给

祂的名, 祂赐下祂的话给我们, 又劝我们让祂的话丰

丰富富的藏在我们里头  —  藏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整

个人生和性情中依从祂话圣洁的指教.  
 

申命记 6:6-9: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

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
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

城门上.” 这是全然美善的事. 神的话藏在心里, 有慈

爱的教训向儿童、在圣会中、在家庭的怀里流露出

来, 祂的话又照亮每日的生活行动; 所以凡进城门或

来到家中的人, 都看见神的话是各人的准绳, 也是凡

事的准则.  
 
今天的基督徒也必

如此.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我们的儿女是按此理受教

育吗? 我们的目标是常把

神话语的属天吸引力摆在

青年人面前吗? 他们看见

神的话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照耀出来吗? 他们看见神

的话影响我们的习惯、脾气、家居生活、生意往来

吗? 这是我们对“要系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的理解. 
 

读者啊, 我们自己的生命若不受神话语所管理, 
那我们教导儿女有关神的话也不大有用吧.  我们不相

信只把神那有福之道当作教科书. 若这样行, 只把可

喜的特权变作沉重的苦工. 我们的儿女应当活在圣经

的气氛之中. 当我们在家中闲聊的时候, 主的道也该

成为我们谈话的题材.  
   

请郑重留意申命记 6:16: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

华你们的神, 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祂.” 这句话是那

位可称颂之主受撒但试探时所曾引用的. “魔鬼就带

祂进了圣城, 叫祂站在殿顶上, 对祂说: 你若是神的儿

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祂的

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太 4:5-6). 
 

这段经文十分突出. 撒但能在叫己意得遂时, 
仍能借用圣经. 但它略去那重要子句  —  “在你行的

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诗 91:11). 从殿顶跳下来并不是

基督要走的道路. 神没有吩咐祂行这样的路, 所以祂

拒绝了. 祂不可试探神  —  把神摆在试探中. 祂作为

人, 完全地信靠真神  —  全然相信祂的保护.  
 

此外, 祂不可放弃本分该走的道路, 好证明神

对祂的照顾. 这里, 主教训我们宝贵的一课. 当我们走

在本分的道路上, 就常可倚靠神保护的手. 但我们若

选择己意的道路, 追求自己的喜悦、个人的益处和自

己的目标, 那么, 还说自己倚靠神, 这不过是一个可恶

的僭越吧.  
 
 无疑, 神有极大的怜悯、恩惠和慈爱, 甚至在

我们流荡离开本分之路时, 神也照顾我们. 但这是另

一回事. 当我们行在本分的道路上, 才能倚靠和享有

神的保护: 此理是不能改变的. 若是神召我们渡过暴

风刮着的湖, 去传扬福音, 或召我们为祂特别的事奉

爬越亚尔卑斯山, 那么, 肯定地, 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

在祂大能的手里, 保护我们脱离一切凶恶. 我们的大

问题是没有走在圣洁、本分的道路上. 本分之路会是

窄的, 又崎岖、又孤单; 但这路上有全能者膀臂的遮

罩, 和祂脸光的引照. 
 

转离第 16 节话题之前, 再稍看我们的主如何

回答撒但所误引诗篇 91:11 的记载. 这事挺有意思, 甚
具教训. 让我们小心注意, 且常牢记. 主没有对仇敌说: 
“你引述的经文漏掉那最重要的子句了.” 祂只引述另

一段经文, 作祂品行的权威. 就是这样, 祂击败了那试

探人的(撒但), 也为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  
 
 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主耶稣基督没有使用祂自

己的神能, 来胜过撒但. 祂若是如此行, 我们就没有榜

样跟随了. 但我们看见祂作为一个人, 用神的话作唯

一的武器, 然后赢得光荣的胜利. 我们的心甚得安慰

和鼓励! 不但如此, 也教我们一个极宝贵的功课, 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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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范围和本分上, 晓得如何在争战中站立. 那降世

为人的基督耶稣惟有倚靠神, 并顺服祂的话, 方能战

胜一切. 
 

何等有福的事实啊! 叫我们得享那份完全的

安慰. 对那些只倚靠神的权柄和圣灵的能力而行的人, 
撒但不能做什么. 正如祂在约翰福音第 6 章告诉我们, 
祂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

“那差祂来之父”的意思行. 从头到尾, 祂是完全的仆

人. 祂行动的准则是神的话, 祂行动的能力是圣灵, 祂
唯一的动机是神旨意的成就(叫神得着荣耀), 所以这

世界的王(撒但)在主里头一无所有(约 14:30). 撒但的

恶计不能引诱祂离开顺服的道路, 或那倚靠的地位.  
 

基督徒读者啊, 让我们思量、细察这些事. 要
谨记, 我们可称颂的主、我们的师傅留下榜样给我们

去跟随祂的脚踪行. 哦! 让我们在余下短暂的日子专

心跟从祂! 愿我们在圣灵的恩惠伺候之下, 更全面地

进入蒙召跟随主而行的伟大实意里. 祂在凡事上都是

我们伟大的榜样. 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祂, 好叫我们

更忠诚地活出祂的样式.12 
 
 
***************************************** 

附录二 :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申 17:2-7: “在你们中间,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

的诸城中, 无论那座城里, 若有人, 或男或女, 行耶和

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违背了祂的约, 去事奉敬拜

别神, 或拜日头, 或拜月亮, 或拜天象, 是主不曾吩咐

的. 有人告诉你, 你也听见了, 就要细细的探听, 果然

是真, 准有这可憎的事, 行在以色列人中, 你就要将行

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 拉到城门外, 用石头将他打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将那当死的人治死, 不可

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 将他治死. 见证人要先下手, 然
后众民也下手, 将他治死. 这样, 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

除掉.” 
上文给我们写下一个大原则. 这原则极之重要, 

就是在审判事情之前, 必须显示有说服力的见证. 圣
经常给我们指出这点. 其实, 这也是神治理的不变法

则. 可以肯定, 这法则是既安全又完备的; 人若忽略, 
就常走入歧途. 倘若没有两三个见证人, 就不可构成, 
或宣告和执行审判. 无论作证的人如何振振有词, 这
仍不足作定. 我们会信任一个我们看为可靠之人所论

                                                           
12   以上附录一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申命记释

义》(上) (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0年), 第 339-350页. 

定的, 但神比我们聪明. 大概, 那个见证人会正直真实, 
他不会说假话或搬弄是非, 然而, 我们仍要坚持神的

法则: “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要定准”(林后
13:1). 
 
 愿神的召会(教会)在这事上尽心竭力! 这个原

则在一切管教上的价值, 并对人的性情和名声, 都有

不能估计的影响. 召会作结论或实行审判之前, 必须

坚持要有足够的证据. 若是供不出证据, 就要等候神, 
耐心交托, 祂必给予所需的一切.  
 

比方, 若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召会中有道德或教

义上的罪恶, 但又只有一个人知道. 他完全肯定, 确信

无疑. 那要做什么才好? 答案是: 等候神的见证! 若是

在没有神的见证下行动, 就破坏了神在祂话语中所清

楚立下的原则. 那个见证人应当因自己的见证未立刻

听取而感到忧愁或受辱吗? 肯定不应当. 其实, 他不应

这样期望. 他应等到有一两个见证人确认他的见证时, 
才把见证呈上. 若是召会拒绝依一个人的见证行动, 
这应该看为漠视不理或怠惰吗? 不应该. 若是这样看, 
就是公然违反神的命令. 
 

要谨记, 这个伟大、实在的原则不单应用在管

教或主百姓召会的问题上, 而且可以普遍应用. 不可

在没有神指定的证据出现之前, 就下判断或作定论. 
若是证据仍未出现, 我们的责任就是等候. 若是真要

我们判断事情 , 
神会在合宜的时

间给予证据 . 我
们知道一件事 , 
就是一个人可能

会被错误地控告, 
只因主控人根据

他单方面的感受

提出证据. 
 

我们容易仓悴下定论, 接受印象、臆测和偏见, 
所以要小心防范这一切才好. 在对别人和事情下判断

之前, 要冷静、严谨、慎重. 尤其是对别人, 因为我们

说一些虚假的话或无根据的控诉时, 会使朋友、弟

兄、邻舍受到严重的伤害. 我们会容让自己散播毫无

根据的控告, 但这会对他人的人格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在神眼中是罪大恶极的, 自己务要严加防范: 若有

这样的事发生, 就必须严厉责备那行这事的人. 当人

在别人背后作出控告的时候, 我们要坚持他拿出证据, 
若不然, 就要撤回控告. 我们若按此理而行, 就必脱离

许多谗谤的事. 这样的事不但无益, 且是极大罪恶, 不
能坐视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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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离证据这题目之前, 要看看圣经中记载有

者阴险地盗用(或滥用) 申 17:2-7 的原则, 利用两三个

假见证人来诬告义人, 将他们定罪处死, 而这类事例

不止一次. 请看列王纪上第 21 章拿伯的例子, 使徒行

传第 6 至 7 章司提反的例子, 最后, 那完美的人子(耶
稣基督)被诬告践踏的例子. 可惜啊! 人们常利用圣经

的记载, 去达成他们不虔不义的目的. 他们节录神的

话作辩, 维护自己的不义和败坏. 有两个见证人控告

拿伯亵渎神和君王, 于是这个忠心的以色列人就在两

个说谎者手下被夺去产业和性命, 而这两人是在那位

残酷不仁的女人(耶洗别)的指使下行这恶事. 司提反

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在众假见证人的耸恿下, 那时

的宗教领袖引用了申命记第 17 章的话作为审判的权

威, 控告司提反亵渎, 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 
 

很 可 惜 , 
这些事件只强有

力地描述人的本

相, 和那没有良知

的宗教. 人和宗教

完全不理会本章

所立下的道理原则. 没有良知、不敬畏神的宗教, 是
日光之下极其堕落、不道德、硬化的事情. 其中可怕

的特征是人们在其影响下, 竟不羞耻也不惧怕, 还用

圣经的记载来遮掩极恶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

要在仇敌面前, 把他“盗用圣经的控告之不良企图”掷
回他那里. 这些企图都是利用虚假、不敬、不公的丑

恶报告.13 有鉴于此, 求神赐我们慎思明辨的灵! 
 
 
***************************************** 

附录三 :   马太与路加记载主受试探的次序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到, 马太和路加记载主耶

稣受试探时, 第二和第三个试探的次序是有不同的. 
为何如此呢 ? 因为马太是以 “ 顺序性的次序 ” 
(chronological order)来记载, 路加则以“主题性的次

序”(topical or thematic order)来记载.  
 
太 4:5 的“就”(希腊原文: tote ; KJV: then )一词, 

和 太 4:8 的‘又’(希腊原文: palin ; KJV: again )一词, 
在希腊文中表明事物发生的顺序. 所以马太福音是记

载这三种试探发生的真正次序, 即魔鬼要求主: (1) 把
石头变成食物; (2) 从殿顶跳下; (3) 敬拜魔鬼来换取

万国的荣华. 
 
                                                           
13   以上附录二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申命记释

义》(下) (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0年), 第 215-219 页. 

 路 4:5 的‘又’ (希腊原文: kai ; KJV: and )一词, 
和 路 4:9 的‘又’(希腊原文: kai ; KJV: and )一词, 在希

腊文中不一定表明事物发生的顺序. 若细心研究, 我
们不难发现在圣灵的带领下, 路加是以“主题性的次

序”来排列, 为要强调 约壹 2:16 的主题, 即三种来自

世界的试探: 
 
1) 肉体的情欲  —  对“体”(body)层面的试探: * 把石

头变成食物, 来喂饱肚腹(注: 肉体) (路 4:3). 
2) 眼目的情欲  —  对 “魂”(soul)层面的试探: * 敬拜

魔鬼, 来获得所“看到”(注: 眼目)的万国 (路 4:5-7). 
3) 今生的高傲  —  对“灵”(spirit)层面的试探: * 从

殿顶跳下被天使托着, 来获得众人的喝彩(注: 高
傲) (路 4:9-10). 

 
撒但第一次试探人时, 就是依照这“主题性的

次序”: (1) 肉体的情欲: “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

物”(创 3:6); (2) 眼目的情欲: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

喜爱的”(创 3:6); (3) 今生的高傲: “能使人有智慧, 就
摘下果子来吃了”(创 3:6).  
 

总括来说, 马太记录此事时, 重点在于强调三

种试探之“顺序性的次序”; 而路加写福音书的主要目

的, 却在于彰显主耶稣的“人性”(humanity), 例如只有

路加福音有记载主在客西马尼园中, 汗如血滴, 有天

使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强调人性的软弱)(路 22:43-44); 
也只有路加把主耶稣的家谱追溯到“第一个人”  —  
亚当(路 3:38). 所以在记载主受试探时, 路加便选择以

“主题性的次序”来记录, 为要强调一个荣耀的真理  
—  对于魔鬼的试探, 虽然首先的人亚当, 全面地失败

跌倒; 但末后的亚当(主耶稣), 却全面地得胜凯旋了

(林前 15:45).14 
 

                                                           
14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何马

太和路加记载主耶稣受试探的次序不同/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何马太和路加记载主耶稣受试探的次序不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何马太和路加记载主耶稣受试探的次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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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顾东(Gooding) & 蓝诺斯(Lennox) 
 

福音真理系列 (一) 

罪的病症 
及治疗方法 

 
(A)   “人”大有问题! 
  

人不一定需要活了很久才发觉“人”本身大

有问题, 有些不幸的儿童很早就发现这点. 当父

母(本该关怀和爱护自己的人)不合理地对待他们

(孩童), 向他们发脾气和虐待他们的时候, 他们便

知道人是很有问题的. 这些儿童后来更发觉, 不
单他们的父母和家庭有问题, 事实上, 问题以不

同形式和程度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历史显示, 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所有世

代和国家的人际关系里. 直到今天, 尽管每一门

科学和技术都有重大、造福人类的发展, 但这个

问题仍严重地存在于人类各种不合理的行为里. 
如果国家之间能够彼此信任与合作, 而不是互相

争取发展地球资源的话, 他们可以将世界变成天

堂. 贫穷、饥荒和传染病可以除去, 所有人的福

利和寿命都可以增加. 可是, 国家之间不会也不

能互相信任, 因此, 汪洋大海般的金钱、时间和

精力都花在发展更先进、具毁灭性的武器上.  
 
 非但各国有如此不合理的行为, 我们个人

也是一样. 尽管我们打算行善, 甚至立志行善, 但
我们迟早都得承认, 正如保罗在多个世纪以前承

认说: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

恶, 我倒去做”(罗马书 7:19). 
 
 
(B)   “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什么“普世

性的疾病”, 传染到每个人身上, 让人深受其害呢? 
古希腊悲剧作家伊卡路斯(Aeschylus)、索乎高斯

(Sophocles)和优利皮得斯(Euripides)研究这问题

的症状, 并致力找出原因. 古代和现代的哲学家

都在研究这事, 还有文坛巨匠杜基托也夫斯基

(Dostoyevsky)、托尔斯泰 (Tolstoy)和索忍尼辛

(Solzhenitzin)也不例外地探讨此事.  
 

我们可以肯定, 我们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我

们自己和我们所活在的世界, 除非我们实际地面

对这项疾病. 好消息是: 圣经坚定而喜乐地强调, 
我们可以在它里面找到持续不断和日益有效的

疗法: 圣经称这疗法为“救恩”(salvation). 不过, 除
非我们先明白圣经对这疾病所用的术语, 否则便

不能掌握救恩的意思和救恩的运作方式.  
 
 “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圣经给的答案是

一个单词  —  “罪”(sin). 为了帮助我们明白, 让我

们用身体的疾病作比喻. 医疗人员必须分清楚症

状、疾病本身

和疾病的根源. 
如果要把病治

好 , 治标不治

本是没有用的: 
除非我们可以

把病根除掉 , 
否则没有痊愈

的希望.  
 
 例如, 黄疸不是一种疾病, 它只是体内机

能出问题后一种外显的症状, 如: 胆石或肝癌等. 
很明显, 单试把黄疸除掉而不对付病症的根源是

没有用的. 有鉴于此, 新约圣经给我们清单, 不同

的罪有不同的症状, 也向这些症状发出严重的警

告. 以下是其中一张清单: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

竟、忌恨、恼怒、结党、纷 争、异端、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

受神的国.” (加拉太书 5:19-21) 
 

还有一张记录病入膏肓时的可怕症状: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

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

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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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

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蛇的毒气, 满口

是咒骂苦毒.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所
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 
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 (罗马

书 3:10-18) 
 

当然, 这些清单不是说所有人都患有全部

病症, 或者各人患上同样严重的病症. 但另一方

面, 新约圣经坚持说每个人都患有其中某些症状, 
因为这是一种普世性的疾病, 而有些症状比较普

及化. 接下来, 让我们探讨“罪”的几种症状. 
 

(B.1)   “道德上的软弱” 
 

其中一种症状是所谓“道德上的软弱”. “因
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罗马书 5:6). 我们可以

用负责钉死主耶稣的罗马巡抚彼拉多作例子(马
太福音 27:11-26; 路加福音 23:1-25; 约翰福音

18:28-19:16). 你大概从未想过他也算是软弱的人. 
他是一个官阶很高的人士, 是驻守犹大的罗马军

队的指挥官; 他也是为国家执行法律政令的人.  
 

从外表看来, 
彼拉多就像一条外

表粗壮、坚固的梁

木一样, 但内里却被

白蚁侵蚀, 当你稍加

压力, 他便站立不住. 
当他私下和主耶稣

交谈时, 他感觉到神

是真实的, 也知道把那位无罪之神子钉十字架是

一项极严重的罪, 所以他决定秉公办理, 要释放

主耶稣(约翰福音 19:8-12). 不过, 当他在群众当

中, 看到怒气冲冲的群众和犹太领袖们的威胁, 
恐吓要在罗马皇帝面前控诉他时, 他就妥协了. 
虽然他知道把主钉在十架是一项违反公正的刑

事罪行, 但心中的惧怕毁灭了良知的抵抗力, 他
因惧怕而将主耶稣判处十字架死刑. 
 

这事件引发出一个问题: 我们是否也曾经

因为惧怕说真话所带来的后果而撒谎? 我们是否

曾经也因害怕面对群众压力, 便随从所属的团体

一意孤行的决定而违背真理? 我们经常也是如此. 
 

(B.2)   “不敬虔” 
 

另一种罪的普遍症状是“不敬虔”: “因为律

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 不
虔诚和犯罪的, 不圣洁和恋世俗的, 弑父母和杀

人的, 行淫和亲男色的, 抢人口和说谎话的, 并起

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这是照着

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提摩太前书
1:9-11).  
 

“不虔诚”的希腊原文意思译作“不尊敬或

不虔诚之人”. 他们不敬虔的对象首先就是针对

神本身. 不单这样, 人是照神的形像造的, 当人对

创造主不虔敬时, 他们开始蔑视祂所造之人的价

值. 他们不尊重人那圣洁尊贵的身体(不论是自己

或别人的身体), 因而产生许多丑陋的罪行: 淫
乱、滥用酒精和毒品; 这些都伤害和侵蚀人的身

体与心灵. 他们失去了对纯正真理的尊重, 因而

生出各种各样的谎言、欺诈和失信. 最后, 他们

也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 因而生出无穷无尽的暴

力罪行.  
 

(B.3)   “与神隔绝、与神为敌” 
 

另一个症状是

“与神隔绝和与神为

敌”: “属肉体的人不

能得神的喜欢 (因为

他们是与神为敌)(罗
马书 8:8). “你们从前

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祂为敌”(歌罗

西书 1:21).  
 
 在这个世纪, 这些症状俯拾皆是, 数不胜

数. 很多国家的政府运用权力, 企图有系统地除

掉所有基督信仰和神的观念. 然而, 与神为敌不

是旗帜鲜明的无神论者之专利, 有时, 甚至外表

敬虔的人心里其实是与神为敌的. 基督的使徒  
—  保罗, 一直都十分敬虔, 但他皈信之前是耶稣

基督的死敌(提摩太前书 1:12-17). 
 
 事实上, 每个人心里都有反叛神的倾向. 
当神在圣经里命令我们做某些事情, 或禁止我们

做某些事情时, 祂的命令往往搅动了我们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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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感, 令我们想做违背神所命令的事情. 使徒保

罗引用了他个人的经验(罗马书 7:5, 7-9). 多年来, 
保罗不大留意神说“不可起贪心”的诫命. 但后来,
神要他面对这个问题时, 保罗发觉这条诫命在他

心里搅动了各种各样的食念, 无论他如何努力挣

扎, 也不能自制; 更严重的是, 他发觉在心底深处, 
他根本不想去控制自己的私欲.  
 

当然, 这种与神为敌的原始心态, 不一定

经常以明显敌挡神的方式表现出来, 它大多时候

都会以“对神漠不关心”的形态出现.  
 
 如果有人说: “我对音乐或艺术实在没有

兴趣”, 我们会觉得很可惜, 但我们不会难过, 因
为这只是个人品味的问题. 但如果一个女人说: 
“我对我丈夫实在没有兴趣”, 这就是一出悲剧, 因
为很明显, 她与丈夫隔离了, 爱已经不复存在. 如
果有人说: “我对神实在没有兴趣”, 这就是一件

惨绝人寰的事. 我们所以能存在全是因为神, 是
神赐给我们生命和气息(使徒行传 17:25). 对神没

有兴趣就是最明显不过的症状; 在不知不觉间, 
人与神严重隔离了!  

 
上述是“罪”的其中一些症状, 但病的根源

是我们渴望离开神而独立. 是的, 离神独立  —  
渴望离开我们的创造主! 根据圣经(创世记第 3
章), 人类犯下的第一项罪行, 不是像谋杀或淫乱

的可怖罪行. 当亚当和夏娃被魔鬼引诱, 要离开

神而独立, 自己决定何谓善恶的时候, 他们就犯

了第一项罪. 他们幻想自己能成为神, 所以他们

便吃了禁果. 他们这样做便立刻与神隔离, 罪恶

及羞耻感令他们想要逃走和躲避神, 因他们觉得

神与他们为敌. 我们都重蹈覆辙, 如他们般悖逆, 

想要离神而独立. 这是一种无真理的生活. 我们

并非由自己所创造, 我们是神的受造物. 与神隔

离和独立于神之外, 违反了我们存在的基本法规.  
 

因此, 新约圣经说“罪就是违背律法”: “凡
犯罪的, 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壹

书 3:4). 现在, 我们知道藐视创造主的自然定律

(例如电流定律), 可能会令我们遇到危险. 假如有

个人买了电水壶, 但完全不理会制造商的指示, 
却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将电线驳上, 结果触电

而死. 我们称他为傻瓜, 因他不理会制造商的指

示, 也不理会电流的定律. 同样, 忽视和违背创造

主的道德和属灵定律, 必会导致道德和属灵上的

灾祸. 这是所有罪里众多症状的根源.  
 

令人感到兴奋或安慰的是, 根据圣经, 这
病是可以治愈的!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 是十分可佩服的”(提摩太前书

1:15); “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

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约翰福音 3:17). 因
此,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篇章中, 研究新约圣经用

以形容这个救恩和救恩运作方法的单词.  
 
 不过, 我们应立刻注意两件事. 很多人以

为得救的途径就是靠自己努力, 从生命中除掉罪

的症状. 这种做法本是好的, 但它不可以拯救我

们. 你也许可以将苹果树上的苹果都摘下来, 但
它仍是一颗苹果树, 这是它的内在本质. 所以, 就
算我们可以除去一切罪的病症, 但我们内里仍有

罪的本质. 新约圣经说, 这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从

始祖亚当身上遗传了一种堕落的本性. 但同样, 
如果我们愿意, 也可以借着耶稣基督, 得着祂那

不致墜落和圣洁的生命, 这是要过讨神喜悦的生

活所不可或缺的本性. “因一人(亚当)的悖逆, 众
人成为罪人; 照样, 因一人(基督)的顺从, 众人也

成为义了”(罗马书 5:19). 
 

第二件事是: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神
就爱我们. 这就是神的救恩为什么如此实际和有

效的秘诀. 我们不需要先在神面前改进自己, 神
愿意先接纳我们, 在我们里面开始祂伟大的救恩

工作. 祂愛我们, 愿意接纳我们的本相. 这是罗马

书 5:6-11 的论点: 任何重视罪的问题之人, 都应

该认真仔细地研读这段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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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的治疗方法  —  和好的平安之路 
  

我们在上文研究了所有人患上道德和属

灵的疾病, 以及它的症状, 即我们与创造主隔离. 
现在, 我们开始研究用来形容医治方法的单词.  
 

首先出现的是“和好”这个美妙的单词, 并
与它同字根的动词“复和”. 这个词也许是所有单

词中最容易明白的, 因为我们借着与其他人相处

的关系里, 就知道了它的意思. 我们大多数人的

生命里都有过以下的经历. 我们做错事或说错话, 
深深伤害了朋友. 后来, 这个朋友面斥我们的错

误, 但由于恐惧或骄傲, 我们不单没有承认和请

求原谅, 反而否认错误, 甚至撒谎以求掩饰; 我们

生气发怒, 而且提出很多反证来指责对方说错话, 
抹黑对方. 然后, 我们拂袖而去, 嘴里念念有词地

说: “我永远不愿意再跟他说话和见面.” 之后, 跟
这个人隔绝和疏远了一大段时间, 不再说话了.  
在这段时间内, 如果有不知情的人无意中赞赏这

位朋友, 我们会不以为然, 更把我们扭曲了的看

法说出来, 把这位朋友的性格抹黑, 为我们对他

的敌意辩护.  
 

很多人与神的关系也出现同样问题 . 在他

们内心深处, 记忆和内疚令他们知道, 如果真有

一位创造主, 祂必定反对他们的罪; 同样, 他们想

像神也必定拒绝他们. 因此, 他们不单不认罪, 反
而否认创造主的存在. 如果他们遇到那些相信

神、爱神和敬拜神的人, 他们心生反感, 并将这

些敬拜神的人所犯的错都归咎于神, 当作是神的

错(他们这样做仿佛无神论者从不犯罪一样!), 或
是埋怨神容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痛苦. 因此, 他
们继续与神他们的创造者隔绝, 生命始终是活在

毫无意义和绝望的阴影中; 只有那誓不低头、掙

扎呼救的良心在罪疚里或带来灵光一闪.  
 
 然而, “和好”这个单词告诉我们, 神主动胜

过了这种隔阂, 消除了造成隔绝的误解, 并挪开

了妨碍人得到平安的种种障碍. 新约圣经有两段

经文告诉我们神所用的方法.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

的,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
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祂造的, 又是为祂

造的. 祂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祂而立. 祂
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祂是元始, 是从死里

首先复生的, 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祂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

和平, 便借着祂叫万有  —  无论是地上

的、天上的  —  都与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

前与神隔絕, 因着惡行, 心里与祂为敌. 但
如今祂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

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責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歌罗西书 1:15-22). 

 

 
你可以在哥林多后书 5:18-21 找到第二段

经文. 这些经文所说的“和好”都有一个相同的特

点, 就是在和好的过程中, 神是主动的: “因为父

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祂(基督)里面居住, … 便
借着祂叫万有, … 都与自己和好了”(歌罗西书

1:19-20);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

好”(林后 5:19). 
 

这是一件出人意表的事. 在神给人的律法

中, 人与人之间若有不和, 始作俑者要主动去与

对方和好. 耶稣基督说: “所以, 你在祭坛上献礼

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把礼物留在

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马太福音

5:23-24). 然而, 神没有对不起世界, 祂不需要道

歉, 反而是人因悖逆神而造成与神敌对的关系, 
所以应该是人主动去与神和好. 无论如何, 是神

先差派祂的儿子到世上来, 主动与我们和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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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件之所以出人意表的另一个原因是: 
很多时候, 两个人产生不和时, 他们都希望作出

主动, 使大家再度成为朋友, 但双方都害怕被对

方拒绝. 然而, 神差派祂的儿子来到世界之前, 已
经知道世界会拒绝祂、讥笑祂并把祂钉十字架. 
事实上, 这就是神的儿子把“神的圣荣”隐藏于“人
的样式”之原因. 如果不隐藏荣光, 人类根本不可

能接近祂, 更遑论敌视祂了. 的确, 人类将他们对

神的敌意发泄在耶穌基督身上, 将祂钉在十字架

上. 他们做了这事之后, 神宣布祂仍爱世人, 愿意

原谅他们这项罪行和其他一切的罪(使徒行传

2:36-39). 神甚至在人仍以祂为敌时, 就爱他们了.  
 

神就是这样回答魔鬼的毁

谤(魔鬼常常令人以为神是一个暴

君, 伺机阻止人类发挥其品格和

追求雄心大志  —  参考创世记第

3 章魔鬼的提问).  神不是对罪

恶让步, 也不是为了保存或重获

人类的友谊, 而愿意向人类的骄

傲和罪恶投降. 全能的神不会被

推倒, 祂不可以也不会认为人的罪无关重要. 我
们需要明白新约圣经所说的“神借着基督叫世界

与自己和好”中的“和好”一 词是什么意思? 要明

白这点, 我们需要考查这个词在希腊文  —  就是

写成新约圣经的文字  —  是什么意思.  
 
 如果甲因犯了错, 大大得罪了乙, 那么, 乙
就有理由生甲的气, 并直斥他的过错. 因此, 如果

要甲乙和好, 你不是要改变甲对乙的看法, 而是

要除去乙对甲怀怒的原因.  
 
 同理, 神对罪的愤怒不是因一时气愤而做

出了违反自己性格的事. 神的怒气也无法轻易平

息下来, 更不是暗藏于内心的私怨和不满. 罪是

直接挑战神的本质和性格; 身为宇宙道德的主宰, 
神必须公开及主动地表示祂对罪的愤怒. 因此, 
这就是说神不能永远对罪视若无睹, 令人以为犯

罪与否根本无关紧要. 除非罪在全宇宙中公开地

得到惩罚, 否则, 神的愤怒不能平息, 祂的属性也

不能得到平反. 为了使世界与祂自己和好, 神首

先要除去祂对世界发怒的原因: 祂要惩罚世界的

罪! 没有这一步, 祂与人类就不能和好, 不能与人

类恢复友谊. 

 这就是在三一神的总命令下, 神的儿子耶

稣基督成为肉身, 同时仍然是神. 既然在祂里面

有三一神的完全神性, 祂就可以在人面前代表神. 
人怎样对待祂, 就是怎样对待神. 祂对人的回应, 
也就是神的回应. 人可以在祂里面看到神的真貌

(约翰福音 1: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

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同时, 因为祂是真正的人(虽然不只是人), 
祂可以在神面前代表人. 耶稣基督可以也确以自

己为人的代表和替身, 担当了世界的罪, 公开地

面对了神的愤怒, 身受了罪所带来的痛苦刑罚. 
因此, 祂可以完全除去神对世界发怒的原因, 使

人可以与神和好, 不再与祂为敌. 
 
 我们在哥林多后书 5:18-21
看到上述真理: “神在基督里, 叫
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

犯归到他们身上… 神使那无罪的

(耶穌基督),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

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这就

是说, 当基督以自己为人的代表, 担当了世界的

罪时(虽然祂自己无罪), 神待祂就像祂犯了全世

界的罪一样. 人类的罪应受的惩罚就落在基督身

上, 基督在十架上还清罪债, 结果消除了拦阻人

回到神身边的障碍. 神不再需要因公义而将世界

的罪归咎到人身上. 所有人都可以通过基督, 与
神和好, 永远不再与祂为敌. 人不需要靠自己与

神和好. 基督已为他们做了这一步. 所有人需要

做的是: 接受基督成就的“和好”与“化敌为友”的
工作. 当人来到神面前时, 他发觉神接受他, 就如

他是基督一样, 或用圣经的说法: 神看他就像看

基督一样, 是完全公义的(“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

为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 5:21).  
 
 
(D)   是否所有人都会得救? 
  

那么, 是否所有人都得救, 或最终都会得

救, 无论他们是否继续不理睬神, 并过犯罪的生

活, 或甚至是无神论者? 当然不是. 基督确实使全

人类与神和好, 化敌为友, 但问题仍在于我们是

否愿意接受. 历史上也曾发生这样的事. 两个交

战国家的领袖决定停战, 签了和约, 但其中一个

国家有一班意见分歧的人拒绝接受这和约. 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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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继续看另一个国家为他们的敌人, 并看自己国

内接受了和约之人为卖国贼. 他们要继续争战! 
 
 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 新约圣经说那

些接受了基督所成就的“与神和好”之人是“得与

神相和”(罗马书 5:1), 得以永远与神为友. 但有些

人可能拒绝这份和约, 继续对他们的创造主不理

不睬, 与祂为敌. 当然, 受造者这种做法只无可避

免地导致灾祸发生.  
 
 基督“所成就

的和平”还有两个益

处 . 第一 , 那些借着

基督与神和好的人 , 
发觉他和其他借基

督与神和好的人, 彼
此之间也和好了.  
 

“所以你们应当记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外

邦人. 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如今却在基督耶穌里, 靠着祂的血, 已经

得亲近了. 因祂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

为一, 拆毀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

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

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 
仇, 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

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給你们远处

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

着祂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 
(以弗所书 2:11-18) 

 
这段经文描述基督怎样解决了历代以来,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即外邦人)之间的仇恨. 不过, 
同样的情况也可应用在其他种族、国籍、社会

地位和宗教方面的障碍, 这些障碍在人类之间产

生了多么深广的分界. 当然, 很不幸地, 历史常常

让我们看到, 自称为基督徒、基督教的国家, 也
互相逼迫和攻击(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也互

相攻击一样). 然而, 这种行为令人怀疑这些国家

是否真正与神和好. 相反, 这些行为显示他们信

奉的基督信仰只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 正如新约

圣经所说, 他们徒受神的恩典(指“他们白白领受

神的恩典”; 哥林多后书 6:1) 

第二个极大的益处是: 有一天, 神要叫全

宇宙凡有智能的受造物都与自己和好(参歌罗西

书 1:20). 不幸地, 这也不是说宇宙中所有的生命

物, 包括魔鬼, 都会成为神忠心的朋友, 因为神不

会挪走任何受造物的自由意志, 即使是为了将叛

徒转为圣人. 然而, 神不会永远等候. 有一天, 祂
会恢复及重建地球和宇宙; 意思就是: 祂会用能

力来控制那些不断坚持反叛祂的人. 不过, 当祂

这样做时, 没有人可以高声以道德理由来抗议, 
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已将所有反对声音压倒. 所有

人本来都可以借基督所付上的代价, 靠着神伟大

的恩典得救(以弗所书 2:8-9). 就算那些灭亡的人, 
也不可用道德理由来批评神的做法. 整个宇宙都

会全然俯首臣服(启示录 5:11-14).15  
 
 
(E)   结语 
  

 亲爱的朋友, 身为人类, 你我最大的问题

就是  —  “罪”. 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后, 罪就入了世

界, 并牢牢地捆绑着人类. 人类内在的罪性常在

人类身上显出各种各样的罪行. 罪的结果就是死

亡(罗马书 6:23), 死后且有可怕的审判(希伯来书

9:27). 然而, 神爱你和我, 愿意主动与人类和好, 
所以遣派祂的独特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

架上, 为我们付清了罪的赎价, 使我们能够因信

靠主耶稣而不再与神为敌, 反倒能与神相和. “神
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神使那无罪的(耶穌基督), 替我

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

祂里面成为神的义”(哥
林多后书 5:18-21).  
 

亲爱的朋友, 愿
你信靠主耶稣基督, 使
罪的病症得着医治, 借
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和 , 
走上平安蒙恩之路. 
 
 
                                                           
15   上文主要改编自 顾东(David Gooding)、蓝诺斯

(John Lennox)著, 陆秀云译, 《圣经的主要概念》(香港九

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2 年), 第 23-38 页. 最后的结语 [ (E)
项 ]则是编者附加上去, 以呼召未信主的读者们借着信靠耶

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得着救恩, 得享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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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达理 (Dudley Tyng) 

 

 
 

杜斐德 (G. Duffield) 

 

 
 

林肯 (Abraham Lincoln) 

     圣诗歌颂                    百 合  
 

圣歌简介(21): 
 

奋起! 为耶稣奋起! 
 

 
使徒保罗在写给以弗所召会的书信中论

及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福气”(Blessings, 第 1-3 章)
和“在主里的品行”(Behavior, 第 4-6 章). 此书信

的内容精华可简化成三个钥字  —  “坐、行、站” 
(Sit-Walk-Stand).   
 

1) 1 章至 3 章强调 “坐”  —  坐在基督里! 
2) 4 章至 6 章上强调 “行”  —  行在世界上! 
3) 6 章下则强调 “站”  —  站在仇敌前! 

 
“坐-行-站”三者依序首先是“坐”(弗 2:6), 

意即借着信主耶稣基督而与祂联合, 享受祂已完

成的救恩之完美果效【包括得着儿子的名分(弗
1:5)、属天的基业(弗 1:11)、在基督里外邦人与

犹太人同归一体(弗 2:16)、同蒙应许(弗 3:6)等的

福气】, 然后才能“行”在世上有见证【作蒙爱和

光明的子女(弗 5:1,8), 行在爱中与光中(弗 5:2,8), 
为主发光作见证】, 并且面对仇敌魔鬼时方能站

稳得胜(弗 6:13-14). 简之, “坐”是“行”和“站”的重

要基础,16 而“站”又是属灵之“战”的得胜条件!  
 

属 灵 战 争 中 的

“站”(Stand)让我不禁联想

到一首著名的灵战诗歌  
—  “奋起! 为耶稣奋起!”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奋起”的英文是

“Stand Up”, 可直译为“站
起来”!17 这首相当鼓舞士

气、震撼人心的诗歌, 是乔治·杜斐德(或译: 达菲

尔德, George Duffield, Jr., 1818-1888)所作, 也是

他写过的诗歌中最有名的一首.  

                                                           
16   参 苏桂村著, 《左图右书读圣经  —  新约图解概

览》(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 2017 年), 第 121 页. 
17   “奋起”的英文是“Stand Up”, 可直译为“站起来”! 
而英文“stand up”可指在战斗或争论中直接的对抗或冲突
(involving direct confrontation in a fight or argument). 

杜斐德生于美国宾州(Pennsylvania). 1837
年, 他在耶鲁大学(Yale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 
1840 年 毕 业 于 纽 约 的 联 合 神 学 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一年后开始在长老会中执

行教牧工作, 直到 1884 年退休, 过后回到纽泽西

州(New Jersey), 并于 1888 年离世, 享年 70 岁.    
 
 至于“奋起! 为耶稣

奋起!”这首诗歌的产生, 却
有一段相当感人的故事与

缘由: 原来杜斐德有一位挚

友名叫丁达理(Dudley Tyng, 
1825-1858). 生于美国费城

(Philadelphia) 的丁达理原

本在他父亲的教会参与服

事 , 那是美国前总统林肯
(Abraham Lincoln, 1809-
1865)提倡废除黑奴制度的年代. 年轻的丁达理在

其教会内大力响应解放黑奴运动, 但教会中却有

部分白领阶级信徒反对这样做, 教会内许多前辈

也不全然支持他. 然而, 他在祷告寻求之后, 仍决

定坚持自己的信念, 与一群年轻人另外共同创立

一个新的教会  —  “圣约教会”(The Church of the 
Covenant).  
 
 1858 年 3 月 30 日, 
丁达理牧师在费城的基督

教青年会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  
简称  YMCA )礼堂主领了

一次特会 , 以出埃及记

10:11 “你们这壮年人去事

奉耶和华”为题来讲道. 他
说: “我奉神的差遣, 宁愿失

去我这条右臂也不能不尽我传播上帝信息的职

分.” 当天共有 5 千位会众前来听讲, 信息内容令

多人大受感动, 让许多人听得热血沸腾! 据说当

时受感动决志归主的达千余人.  
 
 过了两周后, 丁达理来到一处打谷场, 因
怜悯的心使他伸手去拍拍正在推磨的骡子, 不料

衣袖却被卷入打谷机中而碾断了右臂, 等到被人

发现送医急救已病情严重, 无法挽救. 但据说丁

达理卧床挣扎时, 仍不忘向医生护士传福音.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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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前, 被问及他有何遗言要给同工们, 他回答说: 
“去告诉他们, 要为耶稣奋起(stand up for Jesus).”  
 

杜斐德听了深受感动, 便以

丁达理的遗言“要为耶稣奋起”作了

一首慷慨激昂的圣诗. 他在接下来

的主日中, 便用以弗所书第 6 章的

“全副军装的基督精兵”为题, 述说丁

达理的事迹, 并在证道完后发表了

这首诗歌  —  “为耶稣奋起”(Stand 
Up for Jesus), 结果许多人大受感动, 这首诗歌因

而一字未改的流传至今.18 这首诗歌写道: 
 

1. 奋起! 为耶稣奋起! 十架忠勇精兵!  
高举主皇皇旌旗, 莫损我主威名! 
全军有主亲率领, 必定连战皆胜, 
直到众敌都扫净, 基督君尊显明.  

 
2. 奋起! 为耶稣奋起! 听号角传军令;  

主得荣耀在今夕, 向前挫敌凶锋! 
万众同隶主麾下, 敌虽多勿惊恐! 
愈艰危愈当奋勇, 大显我主威能! 

 
3. 奋起! 为耶稣奋起! 但靠救主权能;   

切莫要依恃己力, 血气之勇难凭! 
披戴救恩之盔甲, 时时祈祷儆醒; 
当大任虽险莫怕, 务克敌奏肤功!  

 
4. 奋起! 为耶稣奋起! 交战时日无多;  

今朝虽闻干戈声, 明日即唱凯歌! 
效忠到底得胜者  必得生命冠冕, 
共偕荣耀之君王, 同掌权到永远.19 

 
现任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施以诺

博士写道: “这首‘奋起为耶稣’曲调非常振奋人心, 
不同于一般传统圣诗的轻柔优雅, 它唱起来有如

进行曲, 气势非凡, 而这也与丁达理所活出的人

格特质非常相似  —  积极而上进.” 
 
                                                           
18   参 https://m.xuite.net/blog/xmas2305/blog/20707352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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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页 ; 也参其他资料如 : 
https://www.hymncharts.com/2015/07/27/the-unusual-story-
behind-stand-up-stand-up-for-jesus/ . 
19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第 570 首.  

施以诺继续写道: “许多人觉得基督徒活

在世上就应该‘寡欲无为’, 我却不以为然. 我认为

在心境上确实应该‘寡欲’(意即放下名利欲望), 但
在行为上却不可以‘无为’(注: 这里的“无为”意思

是顺其自然而不必要有所作为); 相反的, 应该要

在自己的岗位上, 尽力为主做得更好. 我所敬爱

的东山街浸信会的杨良楚牧师曾在脸书上写过

一篇文章, 他说: 人服事主时, 当要有一种‘神圣的

不满足’! 意思是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还可

以为主再做得更好. 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说法. 
 
“耶和华是看人内心的主, 无论祂要我们

做何事, 祂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做事的成果, 而是

我们做事的那份动机与心意. 无论祂给我们各人

的岗位是什么, 愿我们都能多一点‘神圣的不满

足’, 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为主积极、为主上进、为

主兴起的心志. 尽力为主扩张境界.”20  
 
是的, 让我们奋起! 为耶稣奋起! 十架忠勇

精兵! 高举主皇皇旌旗, 莫损我主威名! 全军有主

亲率领, 必定连战皆胜, 直到众敌都扫净, 基督君

尊显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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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56 页; 也
参本文脚注中所注明的其他资料.  

https://m.xuite.net/blog/xmas2305/blog/20707352
https://www.hymncharts.com/2015/07/27/the-unusual-story-behind-stand-up-stand-up-for-jesus/
https://www.hymncharts.com/2015/07/27/the-unusual-story-behind-stand-up-stand-up-for-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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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保罗·杨格 (Paul Young) 
 

 

耶稣基督的门徒(五): 

约翰成为召会领袖和 

新约圣经书卷的作者 
 

 
(A) 约翰成为召会领袖 (The Church Leader, 

徒 3:1-9; 4:13-20; 8:14-17) 
 

主耶稣升天之后,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神的召会成立, 并快速增长. 在初期, 基督徒

主要是集中在耶路撒冷, 过后福音就越传越

广.  
 

在召会开始的初期, 耶路撒冷的领导权

是在雅各、彼得和约翰手中, 特别是雅各成

为其中一个最早的殉道者之后, 这两位门徒

(使徒彼得和约翰)就在主的事工上给予属灵

的指导, 为主执行了长时间又有效果的事工. 
彼得比其他众使徒更引人注目, 但约翰活得

比众使徒更长久, 也贡献了新约圣经的五本

书卷.    
 
约翰有份于一切发生在耶路撒冷初期

召会的事. 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时, 约翰与其

他门徒同聚在楼房上(另译“顶楼”, the upper 
room), 并开始说方言. 在那奇妙的一日(五旬

节当日), 他也亲眼见证到神拯救灵魂的大能, 
如何引领三千个宝贵灵魂归向基督(徒 2:41). 
 
 有 一

个瘸腿的人

在 圣 殿 的

“美门”那里

得着医治时, 
约翰也在场. 
主借着祂众

仆人的手施

行此神迹, 就是彼

得作为带领者, 而
约翰也参与其中 , 
就如经上所记载的: 
“彼得约翰定睛看

他; 彼得说: 你看我

们! …”(徒 3:4).  
 
 约翰也与其

他使徒们一同显出

神所赐的勇气, 去
面对来自耶路撒冷当权者们最严厉的逼迫和

威胁. 约翰完全认清一个事实: 顺从神比顺从

人更重要(参 徒 5:29). 约翰和使徒们因此受

到责打(徒 5:40).21 释放后, 这群信徒却“心里

欢喜, 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徒 5:41). 或许

我们应该效法约翰和众使徒的榜样, 纵然本

身将遭遇不好的后果, 也要坚持这种对主完

全委身的心志.  
 
 约 翰

也是其中一

个最早的召

会领袖 , 被
神用来公开

宣告福音所

带来的和睦  
—  犹太人

与非犹太人(外邦人)借着福音同蒙救恩, 两者

没有区别. 约翰承认一个重要的真理, 即召会

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 所以他愿意传

福音给撒玛利亚人, 也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

领受圣灵(徒 8:14-15). 这与约翰数年前敌视

撒玛利亚人的态度有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路
9:52-56; 注: 之前约翰曾要求主准许他和雅各

“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在撒玛利亚的

一个村庄, 因那里的人拒绝接待主耶稣). 最
后, 约翰亦是其中一个召会领袖, 极力支持保

                                                           
21   徒 5:40: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

打了, 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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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加 2:9). 诚然, 约翰是个杰

出的召会领袖. 
  
 
(B) 约翰成为新约圣经书卷作者 (The Writer, 

约 20:30-31; 约壹 1:1-4; 启 1:1-6) 
 
 神托付约翰写下圣经中的话语. 虽然这

是神所默示的, 但不表示神直接口述圣言, 叫
约翰只负责听写. 对使徒约翰而言, 写下圣言

是耗费心力的成果 , 
但他看来从不畏避如

此辛苦难办的任务.  
 
 约翰的福音书

比其他福音书更迟写

成 . 当约翰要写约翰

福音时 , 马太、马可

和路加的福音书已被

广泛流传. 相比之下, 
约翰的福音书不采纳单纯的叙事式方法

(narrative-type approach), 而是更加关注于突

显那些发生在主耶稣生命中的事件之背后意

义. 在写作时, 约翰意识到有大量资料可被选

用, 但他只从主耶稣的生命中选出一些特殊

的事件和教训, 来解明主的神性, 他写道: “但
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

子”(约 20:31). 
 
 约翰也写了三本极度权威和毫无妥协

(hard hitting)的书信  —  约翰一书、二书和

三书(简称: 约壹、约贰、约叁). 在约翰一书

中, 约翰为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极力辩护, 要维

护这两大真理免受攻击与破坏, 并强调信徒

有责任在生活中顺服主而显出慈爱怜悯, 且
要抵挡来自世

界的邪恶试探. 
另外两本书信

(约翰二书和

三书 )既简短

又“言词锋利”, 

其写作宗旨是为要帮助信徒保持正确的信仰, 
而这方面需要反映在正确的品行. 因此, 他
(在约翰二书 )警告信徒要提防异端邪说

(heresy), 并(在约翰三书)谴责在地方召会内

独裁专横的做法(dictatorial practices). 
 
 约翰最后的著作是启示录, 以此书卷结

束整本新约圣经. 当约翰被囚于拔摩的海岛

上, 他从主那里直接领受启示, 看见一系列的

异象. 关键的经节是 启 1:19: “所以你要把所

看见的, 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都写

出来.” 因此, 主告诉约翰要写出他在第一章

所看见的事(属过去的事). 第二和第三章反映

出“现在的事”, 即对七个召会的描述. 剩余的

部分(第四至第二十二章)描述直到世界末了

所将发生的事, 包括了神的审判和基督在荣

耀中归来. 作为基督徒, 我们热切地等候救主

的归来. 约翰预先看见将要发生的一切事, 也
透过他所写的启示录, 我们窥见(指暗中看出)
将要来临的事.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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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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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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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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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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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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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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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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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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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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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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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简介    杯子

以弗所书

(A)   以弗所书的书卷简介

1. 作者:   保罗(1:1) 【相比其他书信, 保罗是本

书作者的外证是更强的. 反对保罗为作者的

论证是在内证的三方面入手: (1) 文学修养;
(2) 遣词用字; (3) 神学方面, 但这些都有充足

的反辩, 证实这三方面的内证不足以成立】

2. 日期:   主后 60 年(秋天) [主后 60-62 年;25 主

后 61-62 年26]
3. 地点:   罗马城 (the city of Rome)
4. 持信人:   推基古(6:21)
5. 目的:   指出召会(教会)27  —  基督的身体  —  

在神计划中的地位与意义.
6. 主旨:   召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 论到以弗所书的主题

和宗旨, 魏肯生和鲍肯尼
(B. Wilkinson & K. Boa)
写道: “以弗所书的主题

是信徒有责任根据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属天呼

召来行事(4:1). 以弗所书不是为了一个地方教会

所出现的具体措施, 而是预防教会整体的问题,
它鼓励基督的身体(教会)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
其写作也是让信徒更察觉到他们在基督里的地

位, 因为这是他们在生活各层面行事的基础”28

                  
25  魏肯生、鲍肯尼合著, 魏玉琴译, 《一眼看懂圣

经》(台北市: 基督中国主日, 2019 年), 第 551 页.
26  詹逊著, 《新约精览》(香港新界: 宣道出版社 , 
1999 年), 第 280 页.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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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文

ekklêsia 一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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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魏肯生、鲍肯尼合著, 《一眼看懂圣经》, 第 552页.

7. 特征:
(1) 用字之美妙为保罗书信之冠.
(2) 神学之涵义方面也是较保罗其他书信为

深奥.
(3) 为有关“教会论”(或称“教会神学”)最丰

富的一卷.
(4) 含有新约最长的句语, 称为“恩惠颂”(1:3-

14).
(5) 最乏个人意味(Impersonal)的一本书卷.
(6) 被称为“属天的书信”(Heavenly Epistle).
(7) 此书专论信徒在天上的基业, 与“约书亚

书论信徒在地上的基业”遥应(远远地配

合呼应), 故被称为“新约的约书亚记”.
(8) 钥字包括天上、召会(教会)、丰富、奥

秘、在基督里(出现 35 次)等.

(B)   以弗所书的历史背景

(B.1)   监狱书信的导论

保罗书信中有四卷(即以弗所书、腓立比

书、歌罗西书、腓利门书)统称“监狱书信(或译:
监牢书信, the Prison Epistles), 因作者保罗写书时,
乃处在被囚的景况中(参阅 弗 3:1; 4:1; 6:20;  腓
1:7,13;  西 4:3,18;  门 10, 13, 22, 23). 这四卷书信

所透示的内容, 显出作者(保罗)落在被禁的处境,
但与 林后 11:23 或 提后 1:15; 4:6 的有别, 故只有

这四卷才称为“监狱书信”.

(一)   监狱书信著作的地点

a) 罗马城(Rome, 注: 这看法被称为“罗马城说”):
此乃初期教父的主张, 也是多半保守派学者

之观论, 此说认为保罗上诉到罗马, 在该地被

囚的那两年写成的(徒 28:30-31), 又从书信内

证中, 可见作者当时的处境与此说吻合(特别

是 弗 6:18-20; 腓 1:12-18; 2:23-24; 西 4:2-
4,10; 门 24; 徒 27:2 等处), 马有藻赞同此说.

b) 该撒利亚(Caesarea, 注: 这看法被称为“该撒

利亚说”): 此说认为 徒 24:27 为监狱书信的

背景. 主要的理由在于有关作者(保罗)被囚

的经节, 皆可应用在该撒利亚被囚的故事. 但
反对此说的要点有六: (1) 有关作者被囚的经

节皆指皇家监牢, 而非省府监牢如该撒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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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腓 1:13); (2) 徒 25:23-26:32 指保罗被囚

之事已人人皆晓, 这只可能发生在上诉之后, 
而不是在前; (3) 腓 1:14-20 在使徒行传中毫

无暗示; (4) 腓 1:20 及下文皆指保罗可被释

放或判死刑, 而这与 徒 25:10-12 的上诉有冲

突; (5) 阿尼西母不可能在此时蒙保罗带领信

主; (6) 缺乏提及在该撒利亚同工之名(例如 
徒 21:8). 

c) 以弗所(Ephesus, 注: 这看法被称为“以弗所

说”): 这说根据: (1) 林后 11:23 所提监牢一字; 
(2) 御营可指省府之兵营; (3) 阿尼西母逃到

以弗所, 比其他各地更为合理(因歌罗西距罗

马 800 里之遥); (4) 门 22 暗指非罗马而是歌

罗西附近之以弗所; (5) 以弗所城有座塔名叫

“保罗之监牢”. 但此说遭到强有力的反驳如: 
(1) 毫无使徒行传史实的根据; (2) 不符合 腓
1:20-24 的语调; (3) 此说把所有各卷相关书

信著成的日期作惊人的更改; (4) 监狱书信内

容指保罗被囚期乃是颇持久性的.  
 

(二)   监狱书信的次序 
 

关于这四卷书信写成

的次序, 学者的意见不一. 从
以下两点, 即: (1) 保罗被释放

之盼望(腓 1:25 比起腓利门书

22 节更浓); (2) 保罗著书的同

工(腓 2:19-21 比较 西 4:7, 10-
14; 门 23 为少)等, 可推测腓立比书写在首次罗马

监禁的末期, 至于其余三卷则可决定是同时的(指
同时期写的, 弗 6:21-22; 西 4:7-9; 门 10-11).  
 
 我们从:  

1) 以弗所书与歌罗西书之风格、语调作一比

较, 会发现以弗所书的气氛较为平静, 歌罗

西书则较为争辩, 故可推测歌罗西教会的问

题需一段时间才酝酿成功; 如此则以弗所书

较歌罗西书的成书日期更早.  
2) 保罗写歌罗西书后, 便差遣阿尼西母伴推基

古同去(西 4:7-9), 又借此机会把阿尼西母打

发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门 10-12). 
 
* 因此, 马有藻认为监狱书信的次序按合理的推

论是: (1) 以弗所书; (2) 歌罗西书; (3) 腓利门书; 

(4) 腓立比书; 这四卷书信都是在保罗首次被拘

留于罗马监牢时(约主后 60-62 年)写成的.29  
 

 
(B.2)   以弗所城市的背景 

 
以弗所居罗马帝国亚西亚省(或称: 亚细亚

省, Province of Asia)之西海岸, 爱琴海(Aegean 
Sea)之南的一大商业中心, 与东部的安提阿, 东南

的亚历山大港, 形成地中海三大贸易中枢, 各国

的商船云集在那里登岸卸货, 转给小亚西亚区(小
亚细亚, Asia Minor)内陆各城.  

 
按政治信仰言, 因以弗所的优越地理情势, 

罗马帝国把它作为亚西亚的省府, 而把官式都府

的别迦摩(Pergamos)称作“旧都会”了. 按宗教信

仰而言, 以弗所受希腊与罗马双重的影响颇深. 
希腊女神亚底米 (Artemis, 罗马名为“戴安娜”, 
Diana) 的

庙宇富丽

堂皇, 宏伟

绝伦, 占地
425 x 240
呎 , 高 60
呎, 四围的

圆石柱有 
127 根, 奉
为古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亚底米之崇拜与巫术的

运用成为该城的特色(参 徒 19:8-41), 故以弗所城

称为“守庙之城”, 在此庙之后有神龛, 为贩买银像

之银库(徒 19:24).30 
 

 
(B.3)   以弗所的召会 

 
(一)   以弗所召会的始源 

                                                           
29   也有学者(如大卫鲍森, David Pawson)认为是因为

歌罗西的召会受到异端和错误的教导所影响, 所以保罗写

歌罗西书去纠正之余, 因担心小亚细亚(Asia Minor)那一带

的召会也受其害, 就写了以弗所书去提醒和教导信徒有关

神在基督里赐下的天上各样福气, 并信徒在世上的各种责

任. 换言之, 监狱书信的次序是: (1) 歌罗西书; (2) 以弗所书; 
腓利门书; (4) 腓立比书. 
30   马有藻著, 《新约概论》(台北: 中国信徒布道会, 
1999 年修订版), 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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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弗所召会的开始, 有几个看法: 
 
1) 五旬节的信徒创立说: 根据 徒 2:9 的记载, 这

些从亚西亚赴五旬节盛会得救之人把福音带

回以弗所, 在那里建立了召会. 【评语: 此说

缺乏史证】.  
2) 保罗首临创立说: 根据 徒 18:19, 保罗在第二

次传道(指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宣道)时到达以

弗所, 在那里建立以弗所的召会. 【评语: 此
说给保罗太短时间在以弗所工作】.  

3) 百基拉亚居拉创立说: 根据 徒 18:18-21, 保
罗到以弗所后, 把助手百基拉夫妇留下, 后来

他们二人创建以弗所召会. 
4) 亚波罗创立说: 根据 徒 18:24-25 的记事, 亚

波罗来到以弗所, 过后他创立了召会. 【评语: 
此说忽略了 徒 18:26 -27 所记载的含义, 因亚

波罗来到以弗所时, 那里已有信徒百基拉、

亚居拉(徒 18:26)和“弟兄们”(徒 18:27), 即很

可能已有以弗所召会的存在了】.  
5) 保罗再临创立说: 根据 徒 19:1 的记载, 保罗

二次再临以弗所(发生在保罗的第三次宣道

旅程), 在那里前后共住了三年之久(徒 20:31), 
此说认为以弗所召会是保罗在那三年内创立

的.  
 

结论: 根据上文的论述, 有关以弗所召会

的始源, 我们无法确实知道. 正如马有藻指出, 根
据合理的推测, 以弗所召会的雏形似乎乃保罗播

下微小种

子 , 百基

拉夫妇继

续播种及

浇灌 , 亚
波罗来到

以弗所后, 

又播其不完全的种子, 随后亚波罗(徒 18:27)与百

氏夫妇相继离开. 但百氏夫妇不久再搬回以弗所

(可能于主后 54 年, 当年革老丢去世, 那迫迁犹太

人的谕令被收回来(徒 18:2), 所以很多犹太人便

归回罗马). 保罗再临以弗所时, 便正式把以弗所

召会组织起来【可能与百基拉、亚居拉同工(参 
林前 15:32; 罗 16:4). 换言之, 在建立召会方面, 
那发生在哥林多的情况或许也发生在以弗所, 即
保罗栽种, 亚波罗浇灌(林前 3:6)】. 过后, 保罗在

罗马被囚得释放以后, 再回去探望他们一次(提前
1:3). 
  

(二)   以弗所召会的成员 
 

以弗所召会主要由外邦信徒所组成, 但这

并不能否决犹太信徒的存在. 虽然以弗所的信徒

也相当迷信, 但因他们在真道上得到保罗、百基

拉、亚居拉、亚波罗等奠稳根基, 所以在以弗所

书内找不到召会内部的问题(不像哥林多召会那

样混乱, 错误丛生).  
 

(三)   以弗所召会的牧养 
 
 自使徒保罗离开他们之后, 以弗所召会便

由自己的长老们负责牧养(徒 20:17). 当保罗从罗

马监牢得释放后, 曾探访他们, 处理召会内部的

困难, 并留下提摩太负起牧养之职(提前 1:3). 使
徒约翰在晚年时, 也曾住在以弗所, 牧养他们(这
点有初期教父的佐证). 启示录七召会之首  —  就
是以弗所召会(启 2:1-7).  
 
 简而言之, 以弗所是

蒙福的召会, 因为主重用的

七位仆人, 曾在以弗所召会

中作教导或牧养的工作: (1) 
使徒保罗 (徒 20:31); (2) 亚
波罗(徒 18:24); (3) 提摩太

(提前 1:3); (4) 百基拉 (徒
18:18-21, 百基拉作私下的教导工作); (5) 亚居拉

(徒 18:18-21); (6) 推基古(弗 6:21); (7) 使徒约翰

(根据传统记载, 使徒约翰从拔摩岛被释放后, 便
返回以弗所. 据传他大约活到主后 100 年才安然

过世, 葬在以弗所, 故在以弗所有所谓的“使徒约

翰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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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以弗所书的收信人 
 
关于以弗所书是写给谁, 有以下两个主要

看法, 即: (1) 写给以弗所的召会; (2) 写给众召会. 
 

(一)   以弗所召会论 
 
 “以弗所召会/教会论”(Ephesian Theory)乃
是传统之观点, 此论认为以弗所书乃是写给以弗

所召会的. 此论的论据有四方面: 
 
1) 初期教父 (例如爱任纽 [Irenaeus, 约主后

120/130-203 年]、特土良[Tertullian, 约主后

150/160-225 年 ] 、 亚 历 山 大 的 革 利 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约主后 150/153-215
年]、《穆拉多利经目》[Muratorian Canon, 
约主后 170 年] 等等)的辅证; (注: 早期教父

传 统 称 此 书 为 “ 给 以 弗 所 人 书 ” [“To 
Ephesians”, 希腊文作 Pros Ephesious ] 31 ) 

2) 除了四本古抄本之外, 各古抄本均有“致以弗

所人”(希腊文: Pros Ephesious ;32 英文意即

“To Ephesians”, 可译作“给以弗所人书”33)这
几个字为标题(注: 这标题写在书信的开头, 
表明它是写给以弗所的书信);  

3) 各古译本也记有以弗所召会为收信人;  
4) 书中经文如 弗 1:15 和 6:22 等处均指有特别

的对象34(意即此书是写给特别对象, 而非一

般的公函). 现今大部分保守派学者赞同此

说,35 他们解释一些古抄本缺此字之原因, 是
当以弗所书大受外邦召会采用时, “致以弗所

人”的词字才故意漏掉.   
 

(二)   各召会之公函论 
 

“各召会/教会之公函论”(Encyclical Theory)
这一观点远自十六世纪时乌撒主教 (Ussher, 

                                                           
31   詹逊著, 《新约精览》, 第 281 页. 
32   魏肯生、鲍肯尼合著, 《一眼看懂圣经》, 第 550页. 
33   詹逊著, 《新约精览》, 第 281 页. 
34   弗 6:22: “我特意打发他(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 好
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35   支持“以弗所召会论”的学者有: H. A. W. Meyer、
D. E. Hiebert、Henry Alford、John Eadie、R. C. H. Lenski
等等. 魏斯比(W. W. Wiersbe)也认为此书信主要是写给在

以弗所的地方召会. 

1581-1656)为首名反对“以弗所召会论者”.36 此说

指以弗所书不是交给一个地方召会, 而是一封致

各教会的公函(Encyclical Letter). 此论主因有六

方面:  
 

1) 内证不像是保罗给他很熟识的召会(参 弗
1:15; 3:2; 4:21);37 

2) 可靠的大楷文(Uncials)古抄本(例如第四世纪

的 Aleph 及 B 手抄本)均无“致以弗所人”(希
腊文: Pros Ephesious )这几个字; 

3) 第三世纪的《彻斯·贝蒂蒲草纸抄本》(另译

《撒比纸草卷》, Chester Beatty Papyrus)也
缺“致以弗所人”的词字;  

4) 第二世纪的小楷文《P46 稿本》(Papyrus 46, 
简称“P46”; 注: P46 是上述 Chester Beatty 
Papyrus 抄本中的其中一个手抄卷, 成书于大

约主后 175-225 年, 是最早的希腊文新约圣

经手抄卷)也删省此词;38 
5) 第二世纪的《马吉安经典》 (Marcion’s 

Canon, 主后 140 年)把它改称为“致老底嘉教

会书”; 

                                                           
36   其他支持 “ 各召会之公函论 ” 的学者有 : D. 
Guthrie 、 F. W. Farrar 、 W. Barclay 、 P. Schaff 、 C. 
Erdman 、 G. G. Findlay 、 T. Zahn 、 J. A. Robinson 、

Conybeare & Howson 等等. 
37   有些学者认为此书 (以弗所书 )是巡回的书信

(Encyclical Letter, 意指给众多召会巡回传阅的书信), 特别

是给亚细亚众召会传阅的书信, 其中一个理由是信中缺乏

个人的问安. 然而, 有者解释道: “即使缺乏个人的问安, 也
并不支持这种传阅的理论. 因为保罗这么做(没有太多个人

的问安)可能是为了避免偏私. 在保罗书信中, 唯一问候特

定人士书信是罗马书(罗 16:3-24)与歌罗西书(西 4:7-18), 这
些都是保罗从未访问过的教会.”【TTB: 550】 
38   按《新约纵览》, “在最早的古抄本 P46 没有‘在以

弗所’(这几个字)…”【NTO: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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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与歌罗西书

这两本书信有许多共同之处,
故被称为“相联的书信” (twin
epistles). 在以弗所书 155 节

里, 就有 78 个短语是跟歌罗

西书的短语非常相似. 这是

因为两卷书信都有着大致相

同的写作目的: 指出基督与

祂的教会的关系, 从而保证

及扶助年轻的基督徒在主里

成长. 当然, 这两卷书信并非

是完全相同的(例如歌罗西

书强调基督与宇宙; 以弗所

书则是基督与教会…).
~ 詹逊 (Irving L. Jensen)

6) 其他教父如奥利根(Origen)、巴西流(Basil,
主后 330-377)等皆认为是公函. 这派人解释

“在以弗所”(at Ephesus, 弗 1:1)39这几个字出

现在一些抄本上, 其理由是因为当人收集保

罗书信时, 他们发现一些抄本的标题有“致以

弗所人”(希腊文: Pros Ephesious)的词字, 而
书内的第 1 章第 1 节则缺乏“在以弗所”这些

字, 后来人因尊崇以弗所召会在亚西亚的首

要地位, 才在 弗 1:1 之处把“在以弗所”这几

个字添上去.  

结论: 马有藻衡量两论之轻重, 觉得“致以

弗所论”(即上述的“以弗所召会论”)为最符合一

切论证的观点(注: 书中经文如 弗 1:15 和 6:22 都

表明有特别的对象[即给某一个召会], 而非一般

的公函), 关于“致以弗所”的字在其他抄本上缺漏

的解释, 乃全是因为要适应后来外邦召会, 使此

书信能受多召会公用之原故. 这个解释获得数抄

本的支持, 因它们也故意把“致罗马”(罗 1:7)的字

删漏, 目的是使其他非罗马的信徒也可阅读.40

(B.5)   以弗所书著成的动机

保罗写以弗所书的动机是什么 ? 詹逊

(Irving L. Jensen)写道：

对于以弗所教会所面对一些特别的问题,
以弗所书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所谓“特
别”的问题, 是指一些事如异端邪教(歌罗

西书)、内部纷争(哥林多前书)、错误的

指摘(哥林多后书)、错谬的教义(加拉太

书). 然而, 当保罗写以弗所书时, 他必定

仍想着教义上的异端此等恶事, 正威吓着

隔邻的歌罗西教会, 而保罗也在歌罗西书

中提到这点.

                  
39  编者注: 按马有藻所著的《新约概论》, 这句话是

“这派人解释‘致以弗所’字在一些抄本上出现的理由…”
【马有藻著, 《新约概论》, 第 227 页】, 但按上下文, 这句

话应该是“这派人解释 ‘在以弗所 ’…”, 而不是“致以弗

所”(或许是打字上的错误).
40 D. E. Hieber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auline 
Epistles (Chicago: Moody Press, 1973), 第 263 页.

从来没有教会能避免面对亵渎教义(指错

误教义)的事, 故此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积

极教导基督纯净的真道(徒 20:27, 29-32),
可能也是针对那些正困扰着歌罗西教会的

同类问题. 而且, 歌罗西的基督徒最终也会

读到以弗所书, 因为这书信会在也需要教

会中间传阅(参 西 4:16).

赫伯特(D. E. Hiebert)有这样的见解: “从
本书信与歌罗西书的密切关系来看, 那促

使使徒写歌罗西书的冲突(指异端教义), 也
同样促使他去写本书信(以弗所书). 歌罗西

教会的传统, 向保罗显示了他必须向教会

更全面地解释, 神对这个以基督与其教会

的关系为中心的宇宙之计划.”41

马有藻指出, 以弗所书著成之动机不太易

见, 从内容可知保罗著写此书, 不是要对付什么

召会问题或神学异端. 然而, 若将以弗所书与歌

罗西书作一比较, 在以弗所书的 155 节经文里,
其中有 78 字在歌罗西书中可以找到. 基于这两

本书信的密切关系去推测, 那引起保罗写歌罗西

书的动机及主旨, 也与引起他写以弗所书的动机

相同. 保罗以基督为召会之首(西 1:18; 2:19), 或
基督为召会之丰满(西 1:24-27; 2:9), 去解答歌罗

西召会的问题, 推基古既要前往亚西亚(亚细亚)
去(西 4:7-8), 保罗便趁机把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之

奥秘释明, 好叫

以外邦信徒为主

的以弗所召会得

以明白这奥秘

(注: 以弗所是位

于亚细亚省西海

岸的重要港市和

商业中心, 其影

响力对周遭的城

市是极大的; 照

样的, 有影响力

的以弗所召会清

楚明白这奥秘后,
这对周遭的众召

会而言肯定有

益).
                                                          
41  詹逊著, 《新约精览》, 第 282-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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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中的基督

保罗重要的片语(phrase) “在基督里”(in
Christ)或其同义词(如 in Christ Jesus、in the 
Beloved、in Him 等等)在以弗所书中出现了

35 次, 超越了其他的新约书信. 这包括:

信徒在基督里(1:1)、在基督里天上的地位

(1:3)、在祂里面被拣选(1:4)、透过基督被收

养(“得着儿子的名分”, 1:5)、在爱子里

(1:6)、在祂里面蒙救赎(1:7)、在祂里面得着

基业(1:11)、在祂里面有盼望(1:12)、在祂里

面得着印记(1:13)、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2:6 原文直译)、在基督里受

造(2:10)、在基督耶稣里靠祂的血得以亲近

神(2:13 原文直译)、在基督里同蒙应许

(3:6)、在基督里放胆来到神面前(3:12).

【魏肯生、鲍肯尼合著, 魏玉琴译, 
《一眼看懂圣经》(台北市: 基督中国

主日, 2019 年), 第 553 页】

以弗所书的三个钥字

= 坐、行、站

1 章至 3 章强调 “坐”(坐在主里)
4 章至 6 章上强调 “行”(行在世上)

6 章下则强调 “站” (站在敌前).

换言之, “坐-行-站”三者依序首先是“坐”,
意即借着信主与主联合, 享受主已成就的

救恩(包括得着儿子的名分和属天的基

业), 然后才能“行”在世上有见证(作光明

的子女, 为主发光作见证), 且面对仇敌(魔
鬼)能得胜, 所以“坐”是“行”和“站”的基础.

【苏桂村著, 《左图右书读圣经  —  
新约图解概览》(美国: 基督使者协

会, 2017 年), 第 121 页】

(C)   以弗所书的大纲结构

(C.1)  以弗所书大纲
(Bruce Wilkinson & Kenneth Boa)42

第一部分:   基督徒的地位 (1:1 – 3:21)

I. 对救赎的赞美 (1:1 – 14)
A. 保罗的问安 (1:1 – 2)
B. 父的拣选 (1:3 – 6)
C. 子的救赎 (1:7 – 12)
D. 圣灵的印记 (1:13 – 14)

II. 求启示的祷告 (1:15 – 23)
III. 基督徒的地位 (2:1 – 3:13)

A. 基督徒个人的地位 (2:1 – 10)
1. 旧光景: 向神死 (2:1 – 3)
2. 新情况: 向神活 (2:4 – 10)

B. 基督徒集体的地位 (2:11 – 3:13)
1. 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和好 (2:11 – 22)
2. 启示教会的奥秘 (3:1 – 13)

IV. 祈求明白基督之爱的祷告 (3:14 – 21)

                  
42  魏肯生、鲍肯尼合著, 魏玉琴译, 《一眼看懂圣

经》(台北市: 基督中国主日, 2019 年), 第 555-556 页.

第二部分:   基督徒的实践 (4:1 – 6:24)

I. 在教会里的合一 (4:1 – 16)
A. 合一的劝勉 (4:1 – 3)
B. 合一的解释 (4:4 – 6)
C. 合一的方法: 恩赐配搭 (4:7 – 11)
D. 恩赐的目的 (4:12 – 16)

II. 在生活中的圣洁 (4:17 – 5:21)
A. 脱下旧人 (4:17 – 22)
B. 穿上新人 (4:23 – 29)
C. 不要叫圣灵担忧 (4:30 – 32)
D. 行事如光明的子女 (5:1 – 17)
E. 被圣灵充满 (5:18-21)

III. 家庭与工作中的责任 (5:22 – 6:9)
A. 妻子: 顺服你的丈夫 (5:22 – 24)
B. 丈夫: 爱你的妻子 (5:25 – 33)
C. 儿女: 顺服(听从) 你的父母 (6:1 – 4)
D. 在工作上的服事 (6:5 – 9)

IV. 争战中的行事 (6:10 – 24)
A. 穿上神的军装 (6:10 – 17)
B. 求放胆的祷告 (6:18 – 20)
C. 结语 (6:21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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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2022 年圣经营六堂讲座所采用的大纲43 
 

第一堂讲座: 
 

(A)    书信的引言 (1:1-2) (Introduction)  
—  问安 = 保罗的问候与祝愿 

1) 1:1  使徒保罗的问候 (Greeting from Paul) 
2) 1:2  神给众人的恩典 (Grace for All) 

 

(B)     父神赋予信徒的福气  (Adoration) 
—  天福 = 三一神同赐的福 

1) 1:3-6    父神的旨意 (The Will of the Father ) 
2) 1:7-12   圣子的工作 (The Work of the Son) 
3) 1:13-14  圣灵的见证 (The Witness of the Spirit) 

 

(C)     保罗对此福气的回应  (Supplication)  
—  祈祷 = 使你们真知道神 

1) 1:15-17   真知道父神本身  
(Concerning His Person) 

2) 1:18        真知道祂的应许  
(Concerning His Promise) 

3) 1:19-21   真知道祂的能力  
(Concerning His Power) 

4) 1:22-23   真知道主的地位  
(Concerning His Position) 

 
第二堂讲座: 

 

(A)  我们以前是什么情况? (2:1-3)   
—  What We Once Were 

1) 2:1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Dead in Sins) 
2) 2:2  随从世界邪灵行事 (Deluded and 

Disobedient) 
3) 2:3  放纵肉体私欲去行 (Defiled and 

Doomed) 
 

(B)    神已为我们做了什么? (2:4-13)   
—  What Did God Do 

1) 2:4-6  神做什么 - 神的大爱拯救我们 
(What God Did?) 

2) 2:7     神为何做 - 为将恩典显给后人  
(Why God Did It?) 

3) 2:8-9  神如何做 - 本乎神恩借着人信 
(How God Did It?) 

 

                                                           
43   此大纲是摘自“2022 年马六甲福音堂圣经营”的造

就班讲座大纲(讲员是陈志达弟兄). 从 2022 年 12 月 19 至

21 日共有六堂讲座, 所以此大纲分成六个部分.  

(C)    我们现今是什么情况? (2:10-22)  
—  What We are Now 

1) 2:10  我们是恩典的杰作  
(Masterpiece of Grace) 

2) 2:11-18  是以色列人的同伴  
(Partners of Israel) 

3) 2:19  是圣徒和神家的人  
(Members in God’s House) 

4) 2:20-22  是被建造成为主殿  
(Material in God’s Temple) 

 
第三堂讲座: 

 

(A)    有关基督的奥秘之启示 (3:1-9)   
—  Revelation 

1) 3:1     保罗为此奥秘作囚犯 (Prisoner) 
2) 3:2-5  保罗作此奥秘的先驱 (Pioneer) 
3) 3:6     保罗为此奥秘作解释 (Expositor) 
4) 3:7-9  保罗为此奥秘作传播 (Propagator) 

 

(B)    此奥秘对神和人之启迪 (3:10-13)   
—  Inspiration 

1) 3:10-11   得知神的智慧和所定的旨意 
(Wisdom & Will) 

2) 3:12-13   保罗因信放胆, 信徒不该丧胆 
(Bold &Not Faint) 

 

(C)    回应基督的奥秘之祈祷 (3:14-21)   
—  Supplication 

1) 3:14-16  求父借圣灵叫心里有力量  
(the Spirit of God) 

2) 3:17       求父借基督叫爱心有根基  
(the Son of God)  

3) 3:18-19  能明白基督的爱之丰盛  
(the Love of Christ) 

4) 3:20-21  神的大力成就超乎所求  
(the Strenght of God) 

 
第四堂讲座: 

 

(A)    新的被造物之地位 (4:1-16)  —  新生命享

有的合一 (Position of This New Creation) 
1) 4:1-3      合一的美德 (the Grace of Unity) 
2) 4:4-6      合一的基础 (the Ground of Unity)  
3) 4:7-11    合一的恩赐 (the Gifts for Unity) 
4) 4:12-16  合一的成长 (the Growth of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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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的被造物之性情 (4:17-32)  —  新生命该

有新生活 (Disposition of This New Creation) 
1) 4:17-19  离弃不道德的生活方式  

(Avoid Immoral lifestyles) 
2) 4:20-32  活出属灵的生活方式  

(Adopt Spiritual lifestyles) 
3) 4:20-22  脱去行为上的旧人  

(Put off the old self) 
4) 4:23-32  穿上行为上的新人  

(Put on the new self) 
 

第五堂讲座: 
 

(A)    在道德上的行为 (5:1-21)  —  行在爱中-光
中-智慧中 (Behavior in Moral Relationships) 

1) 5:1-2      要凭爱心行事 (Walk in Love) 
2) 5:3-14    要照光明行事 (Walk in Light)  
3) 5:15-18  要按智慧行事 (Walk in Wisdom) 
4) 5:19-21  行在赞美-感谢-顺服中 (Walk in 

Praise-Thanksgiving-Submission) 
 

(B)   在婚姻上的行为(5:22-33)  —  夫深爱妻-妻
顺服夫 (Behavior in Marital Relationships) 

1) 5:22-24 妻子顺服丈夫如召会顺服基督  
(Wives, submit!) 

2) 5:25-29 丈夫要爱妻子如基督深爱召会  
(Husbands, love!) 

3) 5:30-33 婚姻关系指向基督和召会  
(Christ & the Church) 

 
第六堂讲座: 

 

(A)    亲子和主仆的本分 (6:1-9) (The Responsibility) 
1) 6:1-4  亲子关系中的本分 (Children & Father) 
2) 6:5-9   主仆关系中的本分 (Servants & Masters)  

 

(B)    属灵战场上的本事 (6:10-22) (The Ability) 
1) 6:10-12   属灵战场上的敌人 (The Enemy) 
2) 6:13-17   属灵战场上的装备 (The Equipment) 
3) 6:18-20   属灵战场上的能力 (The Energy) 
4) 6:21-22   属灵战场上的鼓励 (The Encouragement) 

 

(C)    书信的结语 
(6:23-24) 
(Conclusion)  

(D)   以弗所书的总论评述 
 

魏 肯 生 (Bruce Wilkinson) 和 鲍 肯 尼

(Kenneth Boa)正确指出, 以弗所书是针对一群信

徒, 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拥有无法衡量的丰富, 却
活得像乞丐, 因为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无知. 
因着尚未领受自己所得的财富, 以致让自己过得

好像属灵的乞丐. 在一至三章的一开始, 保罗描

述基督徒在天上“银行账户”的内容: 得儿子名分

(或译: 被收养)44、接纳、救赎、赦免、智慧、

产业、圣灵的印记、生命、恩典、公民身分  —  
简言之, 就是一切属灵的福气. 基于这庞大的属

灵财产, 基督徒拥有一切所需的资源, 使他们可

以活出一种“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1:6)的
生活.  

 
在第四至六章, 有如整形外科, 基督徒在

此学习属灵的行事为人(spiritual walk)是根植于

他们属灵的财富(spiritual wealth). “我们原是祂

的工作(可译为“艺术作品”),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

的(一至三章),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

我们行的(四至六章)”(参 弗 2:10).45 
 
 

                                                           
44   魏玉琴在《一眼看懂圣经》中, 把英文“adoption” 
(弗 1:5 在英文圣经是“the adoption of children”)按字面意思

直译成“被收养”, 但这字的希腊文是 huiothesia {G:5206}, 
意指某人被立为子, 拥有各种作儿子的权力、义务和责任, 
所以中文圣经如《和合本》和《新译本》将之译为“得儿

子的名分”是更加贴切(因为“儿子名分”清楚表明有儿子的

权力, 而“收养”或“领养”则指“通过法定手续把别人的孩子

领来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 没太强调作儿子的权力).   
45   魏肯生、鲍肯尼合著, 《一眼看懂圣经》, 第 550页. 
编者注: 除了文中脚注所注明的, 上文(A)和(B)项主要改编

自 马有藻著, 《新约概论》(台北: 中国信徒布道会, 1999
年修订版), 第 222-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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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82): 以弗所书 6:12 所说的“争战”是指什么?

而 弗 6:13-17 的“全副军装”是怎样的武器?
有何属灵的意义或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上述问题分成以下三个部分

来逐一解答.

(A) 弗 6:12 所说的“争战”是指什么?

为了更清楚了解此处所谓的“争战”, 我们

必须清楚明白这节的上下文(弗 6:10-14):

 弗6:10: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倚赖祂

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
 弗6:11: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

鬼的诡计.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 乃是与

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

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弗6:13  所以, 要拿起神所

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

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

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弗 6:14  所以要站稳了…

弗 6:12 的“争战”一词, 在希腊原文是 palê
{G:3823}, 意即“摔跤或奋战”. 苏佐扬指出, 这里

所用的“争战”, 原意为“摇来摇去”, 像荡秋千, 或
像人们练习打沙包的情形. 这词也有“拉来拉去”
的意思, 像人们拉锯一般. 此字又有角力或摔跤

的意味. 保罗用这字来比喻信徒与魔鬼的交战,
可称之为“拉锯战”或“角力”(摔跤). 因此, 中文只

译为“争战”, 并未说出这种争战的方式. 但我们若

明白其原文的意思, 我们与魔鬼的争战是“拉锯

式”的, 那就表示我们每日都处于战争状态中. 有
时我们占了有利阵地, 但有时我们要抵挡.

至于这段经文的“抵挡”, 其实有两种不同

的“抵挡”, 第 11 节 “抵挡魔鬼的诡计”的“抵挡”, 
与第 13 节“抵挡仇敌”的“抵挡”不同. 第 11 节的

“抵挡”原文是 histêmi {G:2476}意为“自己能站

立 ”. 第 13 节的 “ 抵挡 ” 原文用 加强语气

anthistêmi {G:436}, 意思是“对着对方而站立”, 
转意为“对抗”, 暗指对方是在猛攻中. 第一个“抵
挡”是属于自卫, 第二个“抵挡”则是准备作战.

其实保罗在这里用过四个相同的字, 却有

不同的语气. 第 13 节的“站立”(原文是 histêmi
{G:2476})与第 14 节的“站稳”(原文也是 histêmi
{G:2476})原文与第一个“抵挡”(弗 6:11, 原文是

histêmi {G:2476})相同. 因此, 保罗的意思是:

1) 在魔鬼的诡计前能“自己站立”(11 节, 《和合

本》译作“抵挡”)
2) 在磨难的日子中能作“对抗”的站立(13 节,

《和合本》译作“抵挡”)
3) 成就了一切仍能自己站立(成功而不骄傲, 13

节末句, 《和合本》译作“站立得住”)
4) 所以要“自己站立”(14 节首句, 《和合本》译

作“站稳”)

上述四方面的“站立”或说“抵挡”, 是周全

而坚强的. 可惜的是, 许多灵性较弱的基督徒, 却
像被吊起的沙包, 任由魔鬼挥拳打击, 任他摆布

作弄. 一个灵里刚强的基督徒, 是应该把魔鬼和

他一切诡计当作沙包来挥拳使它摇来摇去, 摇动

撒但的国度. 但是作基督精兵的必须穿备神所赐

的全副军装.46

(B) 弗 6:13-17 的“全幅军装”是怎样的军装?

 弗6:13  所以, 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

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

得住.
 弗6:14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

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弗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

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弗6:16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弗6: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

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46  苏佐扬著,《新约圣经难题: 一至五集合编》(香港

九龙: 基督教天人社, 1994 年), 第 343-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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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6:18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

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这里的“全副军装”到底有几件武器呢? 有
两种看法. 第一种是共有六件武器, 这是根据在

经文中明显可见的兵器或武器: (1) 真理的带子

(6:14a); (2) 公义的护心镜(6:14b); (3) 福音的鞋

(6:15); (4) 信德的盾牌 (6:16); (5) 救恩的头盔

(6:17a); (6) 圣灵的宝剑(6:17b).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认为全副军装就是这六件武器, “祷
告并没有包括在全副军装之内”.47  
 

第二种看法是共有七件

武器, 除了以上六件之外, 还有

一件, 就是在接下去的第 18 节

所说的“靠圣灵的祷告”(6:18). 
马有藻支持这个看法, 解释道: 
“保罗以祷告为最终的武器, 因
祷告才有胆量传福音(6:19), 他
也 是 因 传 福 音 而 受 捆 锁

(6:20).”48 其他赞同此看法的圣

经学者有 : 苏佐扬、魏斯比

(Warren W. Wiersbe)等等.  
 

对于这“全副军装”和组成它的七大武器, 
苏佐扬有如下的解释: “保罗借用当时罗马军兵

所穿的全副军装作比方. ‘全副军装’原文是用一

个并合字 panoplia {G:3833}, 意即‘一切的武器’, 
耶稣曾用过该字, 但中文圣经译为‘盔甲兵器’(路
11:22). 罗马人的军装分‘攻’与‘守’两种.” 苏佐扬

接着列出这些武器: 
 
1) “带子”(14 节)乃是军带, 不是普通的腰带, 将

“护心镜”的上下部分扎在一起. 军带中也有

为插短刀及其他利器的设备. 
2) “护心镜”(14 节)则分上下两部分: 上面部分

遮胸, 由颈部到腰部, 同时包围背部(注: 有学

者[如大卫鲍森, David Pawson]认为罗马兵的

“护心镜”只保护身体前面, 背部没铠甲护身; 
据说如此设计为要逼使罗马军兵作战时只有

                                                           
47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释》(香港尖沙咀: 活
石福音书室, 2007 年修订版), 第 891 页.  
48   马有藻著, 《新约概论》(台北: 中国信徒布道会, 
1999 年修订版), 第 234-235 页. 

勇往向前, 不能后退, 因转身逃离时背部无铠

甲保护容易受伤),49 下面部分则由腰遮到膝

盖. 由金属制成, 其实应译为“护身甲”才对. 
3) “鞋”(15 节)有厚皮底, 以防敌人用钉子向上

的假败阵地伤害士兵的脚. 鞋有两种, 普通士

兵穿轻露趾鞋, 军官则穿军靴, 长由腿部至脚

下. 鞋尖有厚铁. 
4) “藤牌”(16 节)并非藤制的, 应译为“盾牌”, 用

厚皮革或木制成, 外包以铜或铁片, 能以灭尽

仇敌的火箭, 如果是藤制的便会被火箭烧毁.   
5) “头盔”(17 节)保护头部, 只露出面孔. 
6) “圣灵的宝剑”(17 节). 至于“宝剑”应包括插

在腰中的短剑与拿在手中的长戟两种(但许

多学者认为“宝剑”只是指短剑而已). 宝剑是

“攻”的武器, 上述各种武器则是“守”的武器. 
7) “祷告”(18 节)也是武器之一, 因为罗马军兵

在上阵作战以前, 必定到庙里向他们的神献

祭及祷告, 祈求他们的神帮助他们战胜仇敌.  
 

以上这些军备, 都是当时众人所熟悉的 , 
所以保罗引用这全副军装, 当时的信徒一听便明

白是什么. 苏佐扬说得好: “魔鬼与基督是势不两

立的, 所以基督徒每日都要准备作战, 并要作殊

死战, 非得胜不可. 保罗对提摩太说, 我们是基督

耶稣的精兵(提后 2:3), 我们焉能弃甲曳兵而逃

呢?”50  
 
 
(C) “全副军装”有何属灵的意义或重要性? 
 

“全副军装”重要吗? 当你身处在激烈的战

场上, 仇敌向你步步逼近的时刻, 你却发现身上

没有任何武器可抵挡, 那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啊!  
 
使徒保罗在结束以弗所书以前, 不忘指出

信徒每日的生活如同可怕的争战, 原因有二: (1) 
因魔鬼诡计的陷害(6:11); (2) 因基督徒天天与幽

暗世界的掌权者争战(6:12). 既然我们在属灵方

                                                           
49   一般学者认为这“护心镜”是保护胸前和背部的护

身甲. 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也指出这“护心镜”是用金

属片或铁链制成的军装, 遮盖身体前后, 从颈项到腰部 .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vol. 
2) (Illinois : Victor Books, 1989), 第 59 页. 
50   苏佐扬著,《新约圣经难题: 一至五集合编》, 第
344-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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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需要争战, 我们就需要属灵方面的武器(6:14-
18). 这些武器对我们而言是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1) 第 14 节: 真理作束腰带:  我们拥有的真理, 

使我们灵命稳健有力.  
(2) 第 14 节: 公义作护心镜:  我们展现的公义, 

保护我们心灵的健康 
(3) 第 15 节: 福音作平安鞋:  我们所传的福音, 

带给我们和他人灵魂的平安. 
(4) 第 16 节: 信德作盾牌:  我们所持的信心, 可

以消灭怀疑的火箭. 
(5) 第 17 节: 救恩作头盔:  我们所享的救恩, 保

障我们灵命的安全. 
(6) 第 17 节: 神道作宝剑:  我们所持的圣经, 就

是我们致胜的武器. 
(7) 第 18 节: 祷告作力量:  我们所作的祷告, 就

是我们得力的秘诀.51 
 

马唐纳进一步地解释这“全副军装”对信徒

的重要意义. 他在弗 6:13 的注释中写道: “保罗写

这信的时候, 大概是被穿上全副盔甲的兵士守着. 
他很快便从本性的事物看出属灵的功课, 于是应

用为: 我们被极其凶猛的敌人攻击时, 必须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当争战炽烈的时候, 我们可

以抵挡敌人; 在战云已驱走后, 还可以站立得住. 
磨难的日子大概指仇敌随时如洪水般来临. 撒但

                                                           
51   改编自 李顺长著, 《基督的丰盛  —  以弗所书研

经》(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4 年), 第 29 页.【注: 李顺

长只提到 6 件军装(1 至 6), 第 7 件(祷告)是编者加上的】  

的敌对一浪接一浪涌进来. 甚至我们的主在旷野

受试探后, 魔鬼只暂时离开祂而已(路 4:13).”  
 
接着, 马唐纳指出, 第一件军装是“真理的

带子”(弗 6:14). 我们必须一丝不苟、忠心地持守

神话语的真理,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真理来支持我

们(我们束起腰来便获得支持和力量), 并必须在

每日生活上应用真理. 我们用真理来试验一切事

物时, 在争战时就有力量, 也得着保护.  
 
 第二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弗 6:14). 
每个信徒都穿上神的公义(林后 5:21), 但信徒也

须在个人生活上有品格和正直的表现. 有人曾说: 
“当一个人穿上义行时, 这人是坚不可摧的. 言语

无法抵御控诉, 但美好的生命就能够.” 如果我们

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 魔鬼就无目标可打击. 
诗篇 7:3-5 记载大卫穿上“公义的护心镜”. 主耶

稣随时随处穿上这件甲胄(赛 59:17).  
 
 此外, 作为基督的兵士, 我们必须“用平安

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弗 6:15). 
这是说, 预备好出外传扬平安的好信息, 也就是

入侵敌人的阵地. 我们在自己的营里逍遥自在时, 
就落在极可怕的危机中. 我们的安稳, 在乎跟从

救主佳美的脚踪去行, 传平安, 播佳音(赛 52:7; 罗
10:15). 
 
 再者, 兵士必须“拿起信德当作盾牌”(弗
6:16). 当那恶者瞄准他射出烧着火的暗箭时, 就
只能打中盾牌, 落在地上, 无法伤害到他. 信德

(faith)是指在主里的坚固信心, 并且信靠主的话. 
当试探烫热、环境恶劣、疑惑丛生、希望破灭

时, 信心朝天仰视, 说道: “我相信神!” 
 
 保罗也提醒信徒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弗
6:17). 这里的“头盔”是(象征)神所预备的救恩(赛
59:17). 无论争战如何炽烈, 基督徒都不可气馁, 
因为确知至终必然得胜. 他知道自己得着至终拯

救的确据, 所以他不至退缩, 更不会投降! “神若

帮助我们, 谁能敌挡我们呢?”(罗 8:31).  
 

最后, 兵士要执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

道”(弗 6:17). 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们的主使用这

宝剑去敌挡祂的仇敌撒但. 主三次引述神的道  
—  祂不是随意乱取几节经文, 而是引用圣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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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预备以应付事情(特指当时遇到的事情所需)的
合适经文(路 4:1-13). 这里“神的道”(the word of 
God)不是指整本圣经,52 而是用以特别处理或应

对当时所面对之事的经文. 
 
 论及上述这几件武器 , 华德伟 (David 
Watson)评述道: “神给我们一切所需的保护. 我们

必须看见, 我们与主同行, 有‘一连串的真理’与我

们在一起(“真理作束腰带”), 使我们的生活在神

面前是正义的(“公义作护心镜”), 与人有正常关

系; 教我们无论到哪里, 都寻求与众人和睦(“福音

作平安鞋”). 我们可以共同执起信心的盾牌, 消灭

那恶者所射出的火箭(“信德作盾牌”); 又可以保

护自己的思想, 不受惊恐、忧虑所伤害(“救恩作

护头盔”); 此外还可以使用神的道, 在圣灵的能力

下产生好的效果(“神道作宝剑”). 记着, 耶稣在旷

野胜过祂的仇敌, 是因为祂一再使用神的话语作

为利剑.”53  
 

最后, 虽然马唐纳不认为祷告是其中一件

武器, 但他承认祷告不能与全副军装分开. 他写

道: “祷告并没有包括在军装之内. 但我们说祷告

是兵士的生命气息, 并没有言过其实吧. 祷告是

他穿上军装、面对敌人时的精神力量. 祷告要连

续不断的, 不能散漫; 要养成习惯, 不可一曝十寒. 
然后, 要用不同方式的祷告: 公开的、私下的; 用
心的、自发的; 恳求、代求; 赞美、感谢. 

 
 “祷告应当靠着圣灵(弗 6:18), 意思是由圣

灵所感动、被圣灵所带领. 公式化的祷告只靠死

记硬背(并没有思考字句的意思)  —  这样的祷告

                                                           
52   保罗在这里(弗 6:17)没有采用广泛通用的希腊字 
logos {G:3056}, 而是用了希腊字 rhêma {G:4487}(注: 这字

跟英文的 rhetoric [修辞学]一字有关), 这字常指“所说的

话”(saying; 太 4:4; 12:36; 26:75;  约 14:10; 15:7 等等). 范氏

(W. E. Vine)说: “弗 6:17 论到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希
腊文: rhêma ). 这里的‘道’不是指整本圣经(即  logos , 来
4:12, 笔者按), 而是指在需要的时刻, 圣灵使我们想起的个

别经文(individual scripture, 仿佛圣灵在那一刻用已藏在我

们心思里的经文向我们说话, 笔者按), 这是需要我们事先

常将圣经贮藏在我们的心思里.” William E. Vine, M. F. 
Unger & W. White, Vine’s Complet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85), 第 683 页. 
53   David Watson, Discipleship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81), 第 183 页.  

在对抗地狱的群魔上有什么价值呢? 祷告也必须

有警惕性  —  ‘在此儆醒’(弗 6:18). 我们必须醒觉, 
不可懒散, 不要常为琐事分心. 祷告要有属灵的

热诚、警觉和集中力; 也必须勤奋‘不倦’(弗 6:18). 
我们必须不断地求问、寻求、叩门(路 11:9). 祈
求方面必须是为众圣徒祈求(弗 6:18), 因他们也

在争战之中, 必须得到同胞们在祷告中的支持.”54  
 
 结束前, 让我们引述魏斯比(W.W. Wiersbe)
的话. 全副军装对基督徒而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副军装可象征主耶稣自己, 穿上这副军装

犹如披戴主耶稣基督(罗 13:14). 魏斯比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 “全副军装”是耶稣基督

的写照. 基督是“真理”(约 14:6; 真理作束

腰带), 祂也是我们的“公义”(林后 5:21; 公
义作护心镜 ), 我们的“平安”(peace, 弗
2:14; 福音作平安鞋).55 祂的信实使我们

有信心(加 2:20; 信德作盾牌); 祂也是我

们的救恩(路 2:30; 救恩作护头盔), 又是

神的道(约 1:1,14; 神道作宝剑).  
 
这表示一旦我们信靠基督, 我们就领受

了这全副军装. 保罗告诉罗马的信徒要如

何使用这军装 (罗 13:11-14): 睡醒 (罗
13:11), 离弃罪恶, “带上光明的兵器”(罗
13:12)等等. 要如何做到这点呢? 就是要

借着“披戴主耶稣基督”(罗 13:14). 要靠着

信心, 穿上这套全副军装, 并信靠神来获

胜. 在信主得救那一刻, 我
们已一劳永逸地穿上这军

装, 但必须每日应用它. 当
大卫王脱下军装, 回到他的

皇宫, 他就面临比在战场上

更大的危险(参 撒下 11 章). 
撒但的诡计无时无刻都会

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不可不

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56 

                                                           
54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第 890-891 页. 
55   弗 2:14: “因祂使我们和睦 (KJV: He is our peace; 
原文作: 因祂是我们的和睦 [peace; “和睦”或作“平安”] ),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56   W.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vol. 2) (Illinois : Victor Books, 1989), 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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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解经                微光-    
 

 

心里的割礼 
（申命记 10:16; 30:6） 

 
 

 
 
经文:  
 申 10:16: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不

可再硬着颈项.”  
 申 30:6: “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

里的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

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A)  引言 
 有者认为旧约与新约圣经的教导是完全

对立的  —  旧约注重律法, 新约强调恩典; 旧约

看重外表礼仪, 新约重视内在心灵. 虽然我们承

认旧约与新约圣经有别(因为神的启示是渐进性

的),57 但上述这样的分法并不完全正确, 因为新

旧约的神始终是同一位神(只不过祂在新旧约有

不同的治理方式), 这位神在旧约时也注重内心, 
正如祂向旧约的撒母耳所说的: “人是看外貌; 耶
和华是看内心”(撒上 16:7). 无论在新约或旧约, 
神都更加重视内心, 并且早在旧约时代, 神就表

明祂要“心里的割礼”.  
 
 
(B)  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  心的割礼 

申命记 10:16 中的“污秽”一词, 在希伯来

原文是 ‛orlâh {H:6190}, 意即“包皮”; 而“除掉”一
词希伯来原文是 mûl {H:4135}, 意思是“行割礼”. 
换言之, 这节的“将…污秽除掉”在希伯来原文可

译作“切除…包皮”, 即行割礼.  
 
罗达理(Dali Luo)在《原文读经好处多》

一书中指出, 创世记 21:4 说亚伯拉罕遵照耶和华

神的吩咐, 在以撒生下来的第八日, 就给他行割

礼 . 亚伯拉罕给儿子以撒行的割礼 , 原文就是

                                                           
57   有关“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 请参本文附录. 

mûl {H:4135}, 所以申命记 10:16 和 30:6 所谓的

“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其实是指要在人的心上行割

礼, 可直译为: 
  
 申 10:16: “所以你们要将你们心里的包皮割

去…” (Therefore, circumcise the foreskin of 
your heart! …)  

 申 30:6: “耶和华你的神要在你心里和你后裔

的心里行割礼, 使你能…” (The Lord/Yahweh 
your God will circumcise your heart and the 
heart of your offspring so that you may…)  

 
这点说明新约关于信徒(基督徒)要在心里

受割礼的教导, 神早在旧约摩西时代就已经启示

给以色列民了, 表明神所要的, 其实是心里的割

礼. 然而, 神在新约圣经更清楚地教导这方面的

真理, 使人更明白“心里受割礼”的意义, 以及它是

怎样执行的. 例如, 保罗在罗马书 2:28-29 说: 
 
 “因为外面作犹太

人的, 不是真犹太

人; 外面肉身的割

礼, 也不是真割礼. 
惟有里面作的 , 才
是真犹太人; 真割

礼也是心里的 , 在
乎灵, 不在乎仪文. 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和合本圣经》 

 “其实, 做犹太人不在于那显而易见的标记, 
割礼也不在于那显而易见在肉身上的割礼; 
相反, 做犹太人是在于那隐而不见的内心, 割
礼也是心里的, 倚靠的是圣灵, 而不是律法条

文. 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而
是从神来的.”《环球圣经译本 2015 年版》 

 
换言之, 真正

敬虔的犹太人之标

记是在里面的(内心

的), 神要的割礼也

是人心里的割礼. 相
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是受了使人摆脱肉

体情欲的割礼(参 西 2:11). 因此, 申命记 10:16 和

30:6 指出以色列民肉身割礼的预表(即预表新约

圣经所强调的“心里的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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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神的工作与人的责任 
 罗达理也要读者注意申命记这两节经文

中的主语: 申 10:16 是“你们”要自己割, 而 申
30:6 则是“耶和华你的神”要给你们割. 前者说明

行此割礼是人的责任; 后者指出割礼又是神的工

作. 关于这一点, 新约圣经也有类似的教导, 例如: 
 
1) 林后 7:1: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2) 提后 2:21: “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作

贵重的器皿.…” 
3) 弗 5:25-26: “…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4) 帖前 5:23: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

圣…” 
   

哥林多后书

7:1 和提摩太后书

2:21 强调个人的责

任; 以弗所书 5:25-
26 和帖撒罗尼迦前

书 5:23 则指出, 使人

洁净和成圣不能单

靠人自己的行为和

努力, 因为这也是神要做的工作. 这些经文合在

一起就说明, 基督徒本身需要努力自洁, 同时需

要倚靠圣灵, 与神同工, 才能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罗达理评注道: “心里的割礼也是一样的

道理, 一方面人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

上已为我们成就的完全救赎 (已经成圣了 , 来
10:10,14),58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主动的将身体献

上, 靠圣灵脱去旧人污秽的言行, 穿上新人, 这新

人是按照神自己的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与圣

洁”(弗 4:24). 
 
 
(D)  结语 

罗达理正确总结

道: “由此可见, 神的子

民要在心里行割礼, 治

                                                           
58   来 10:10: “我们凭这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

上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来 10:14: “因为祂一次献祭, 便
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死罪恶的本性, 摆脱

肉体情欲的束缚和

奴役, 这是神一贯的

心意. 新约(新约圣经)
对基督徒不再屈从

肉体情欲的要求, 是
旧约割礼的预表和

延续. 正如希伯来书

1:1-2 所说, 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以

色列民, 后来又借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更具体、更

清楚地向世人表明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和要求. 
申命记 10:16 和 30:6 也指出神对祂子民生活和

事奉的要求, 就是要与神同工, 将我们心里的污

秽除掉; 这是神的旨意. 愿神帮助我们!”59 
 
***************************************** 

附录:   渐进性的启示 
 
 一般学者都同意, 从旧约到新约, 神的启

示是渐进性的(progressive), 即神的启示是逐渐展

开的(参 来 1:1). 因此, 神的启示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不断、逐渐的. 对于神的渐进性启示, 美国

的浸信会神学家兰姆(Bernard Ramm, 1916-1992)
强调是以神为本的:  
 

所谓渐进的启示并不是说圣经的启示是

在文化或宗教范畴中一个演进(进化)的过

程. … 我们所说的“渐进的启示”乃是指圣

经让我们看到神活动的过程, 看到主动的

是神, 而不是人, 看到神把人从旧约神学

(教义)的幼稚期带到新约神学的成熟时期. 
这并不是说旧约之中没有成熟的观念, 也
不是说新约的观念都是成熟的.60 

 
 换句话说, 把“渐进”解释成以人为本的

“进化”过程是错误的; 有些人把旧约圣经的某些

部分当成是“原始”的而予以贬低, 更是大错特错, 
严重曲解了“渐进性启示”的真正意思.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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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页. 
60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
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409-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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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A. Carson 

                                  读经解经       微光 
 

  再思解经错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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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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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两期的《家信》开始, 我们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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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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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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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在上期讨论过逻辑错谬的第一至第八项, 
本期将探讨第九至第十八项.  
 
(文接上期) 
 

(B)   逻辑上的错谬 
 

(B.9)   纯情绪性的诉求   
 

 情感本身并没有什么

不好. 事实上, 在传讲天堂、

地狱、称义、定罪、罪得赦

免或刑罚时, 不带一点情感几

乎是不可思议的. 不过， 必
须注意的是, 诉诸(诉求)情绪

有时会蒙蔽议题, 或遮掩了理

性论证的缺失. 诉诸事实的情

感具有说服力和诚意, 但是以情感诉求来取代事

实, 则一无可取(虽然很不幸地总能骗过一些人). 
这项错谬就是以为情感能取代理性(指理智的分

析), 或误以为情感是具有逻辑性的说服力.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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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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 Steinmetz 
 

 
 

Walter J. Chantry 

 
 议题的争议性越高, 往往就越容易以不当

的情感诉求, 或挖苦的方式呈现. 斯坦梅茨(另译: 
史坦麦兹; David C. Steinmetz)这样写道: “真实服

事(或事奉 , ministry)的检验 , 不是那人的性别

(gender), 而是神的呼召

(calling), 召会被召是为辨

别诸灵, 不是决定性别的

区分.” 这句话有点俏皮、

会引起强烈情感, 还带一

点讽刺; 但作为理性辩证, 
这 句 话 却 毫 无 价 值

(worthless), 除非作者在之

前已先证明“辨别诸灵”(约壹4:1-6)和决定一般服

事的资格有关(事实上无关), 同时反对“性别区

分”(否则二者可能是互补, 而非正好相反).【其实

按圣经的教导, 男性女性这二者在事奉上是互补, 
而非彼此对立63】 然而, 这句话如此容易挑起情

感, 叫人变得情绪化过于理性化, 以致大多数听

者可能无法很快就识破这论证的不妥或疏漏,64 
而在心理上产生了深远的错误果效.  
 
 滥用情感诉求的情况, 有时候是以较温和

的形式出现, 特别是当一位作者回应另一位作者

的时候, 例如回应说: “真叫

人吃惊, 史密斯教授竟然没

有考量…” 当然, 史密斯教

授有或没有考量某一方面, 
有时确实叫人感到震惊. 例
如, 假如史密斯教授宣称, 
这是某字在新约圣经正典

中的一切用法, 但实际上却

遗漏了考量好几个重要的

例证, 这样的遗漏确实令人

震惊. 不过, 假如他并未宣

                                                           
63   按照圣经的教导, 男性和女性既是平等又是互补, 
请参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再思男女平

等平权论与男女平等互补论/ . 
64   事实上, 神不仅呼召男女信徒参与服事(ministry / 
service), 同时也要求在服事上遵从神的话语(圣经)去行. 在
讲道的服事上, 圣经就清楚表明“不许女人讲道”(提前 2:12). 
有关这方面的课题, 请参“女人的职事”(ministry of woman):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 4 女人的

职事/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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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称这是完整的表列(意即新约圣经的一切例证都

包括在内), 那么我们批评他说“这样的遗漏真叫

人吃惊”, 按良心说就是不当的批评, 纯属情绪性

的诉求.65  
 
 

(B.10)   不当地普遍化和特殊化 
 

将所谓的“特例”(特殊例子, particular)给
“普遍化”(generalization), 往往是为了使经文符合

自己的解释, 或使经文说一些超过经文本意所说

的事物. 
 
在陈大雷(Walter J. 

Chantry)所著的小书《今

日福音》(Today’s Gospel)
中, 就有这种错误普遍化

(false generalization)的例

子. 其实我相当同意陈大

雷的论点, 就是大部分福

音派都疏于先建立需要在

哪里, 就急于说明恩典的

每一层面. 然而, 陈大雷单单把他的论点建基于

他对马可福音10:17-27的阐释. 他劝我们大家应

该“仔细看看伟大的福音使者”(指主耶稣), 并要

“注意祂所使用的方法”.  
 
陈大雷的建议虽好, 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何

他选择这段经文(可10:17-27), 没有给他这个选择

建立任何理论基础. 他的论点几乎要求主耶稣(以
及我们)要用祂对待少年财主的方式, 来对待每个

罪人. 不过, 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最显著特点, 就
是祂传道方式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祂没有用固定

的方式来对待每一个人, 而是按每个人的个别情

况和需要来调整祂的传道方式). 当然, 一些不同

的人或许也有共同的要素; 但事实是, 主耶稣对

待尼哥底母的方式, 与祂对待少年财主的方式有

所不同, 而祂对撒玛利亚妇人的方式, 又与前两

者有所不同. 因此, 我们不可把不同的特殊例子

给普遍化, 误认为它们都是一样的.  

                                                           
65   以上(B.9)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39-141 页. 
另一个犯上这错谬的例证是赖乐仁(Lawrence O. Richards)
论“丈夫作头的角色模式”, 请参《再思解经错谬》, 第 14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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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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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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 Sire 

另一方面, “过度特殊化”(Overspecification)
也是常见的错谬. 美国基督徒作家兼护道家詹姆

斯·塞尔(James W. Sire, 1933-2018)曾举出一个有

关这方面的有趣例子, 是摩门教徒对 耶1:5的解

释. 神对耶利米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

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作

列国的先知”(耶1:5). 摩门教徒引用这节经文来支

持他们的看法, 认为耶利米在受孕成形前就已是

“灵体婴”(spirit child), 是有“智能”(intelligence)的
存在物. 如果有上下文的支持, 是可能这样解释. 
但事实上, 完全没有! 摩门教徒其实只是为了吸

引人注意他们在《无价珍珠》(Pearl of Great 
Price)一书中的教义, 而诉诸上述这一节语意不

明的经文, 借着过度特殊化来宣称他们的教导具

有圣经的权威. 
 
 卡森再举出一例, 说
道: “很不幸, 许多福音派学

者也时常掉入同样的陷阱. 
比方说, 我曾听过传道人引

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

泪’(启21:4), 来说明信徒在

受审判时, 那些被显露的罪

将要被彻底洗净(catharsis), 
然后永远被人遗忘. 这样的

解释实在是把经文所未具有的意义强硬读入经

文, 将经文过度特殊化, 并局限它的意义. 我们持

守神的道, 不只包括相信一切圣经所言, 也应当

避免‘过于圣经所记’(林前4:6; 可直译为“不可超

过圣经所记载的”, 意即说了那节经文本意所没

有说的话 [或本意所没有要表达的意思] ).”66     
 
 

(B.11)   不当地联想跳跃 
 

 另一个逻辑上的错谬是“不当地联想跳跃” 
(Unwarranted Associative Jumps), 意思是当一个

字词(word)或片语(phrase)激起我们联想到某个

观念、想法或经历, 即使它与所研究的经文本意

无关, 也被拿来解释该段经文. 这“不当地联想跳

跃”其实也可归在逻辑上的错谬之第5种错谬  —  
“反面推论”(Negative Inferences). 
 
                                                           
66   以上(B.10)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44-149页. 

 讲道时最容易犯上这种错误, 忽略了有句

老话说“一段没有上下文的经文, 可用来作证道

上的最佳佐证”(a text without a context becomes a 
pretext for a prooftext). 例如, 基督徒最喜爱的腓

立比书4: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

做.” 这个“凡事”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事(例如不

能指: 跳上月球、点石成金、背出一切错综复杂

的数学公式等等), 但一般的讲道之人将它解释为: 
基督会加给信徒力量去做神要他做的一切事. 这
样的解释虽没有违反圣经真理(因圣经有许多例

子证实, 神确实能给我们力量去完成祂要我们做

的事), 但这样的解释并没考虑到这句话的上下文

所带出的真正意思. 论到这节经文中的“凡事”, 其
背景是指保罗在“或饱足, 或饥饿; 或有余, 或缺

乏”的情况下都很知足(腓4:11-12). 不论是什么环

境, 靠着基督所加的力量, 保罗都十分满足.  
 

卡森再举一例, 他说: “再看这句: ‘受按立

之传道人或牧师(ordained minister)的权柄, 来自

耶稣基督, 祂是从父获得权柄, 再借着圣灵按立

将权柄分赐出去.’67 似乎马太福音28:18成了传道

人‘被按立得权柄’的来源. 事实上, 两者唯一的联

结仅仅在‘权柄’这一个字上, 复活的主宣告一切

权柄都赐给祂了; 但是, 这节经文中并没提到权

柄的传递(transmitting), 或有一部分是传递给所

谓被‘按立’的传道人. 不幸地, 有篇用这例子的文

献却乱串经文, 大玩文字游戏, 让人几乎察觉不

出这句话(上述这一命题)根本是严重的解经错

谬.”(因为 太28:18和接下去的那段经文并没表明

                                                           
67   以上这句话是取自“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CC)
的文献: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82), 第 22 页. 注: “世界基督教会联

合会”(英语: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简称 WCC ; 又译

为: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普世教会协会、普世基督教会协

会)是推行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国际性基督教组织, 总部现

今设在瑞士的日内瓦(Geneva), 其主要成员是“以各国基督

教各派全国性的组织为会员单位. 据 1992 年统计, 共有

102 个国家及一些地区的 322 个教会组织为会员. 主要教

会有: 圣公会、浸信会、基督会、卫理公会、世界基督教

信义会、归正会、合一教会、东正教会、路德宗、五旬节

派教会(灵恩派)以及老派天主教会等. 罗马天主教会不是

正式会员, 但派观察员参加世基联(“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
的简称)的主要会议.” http://www.baike.com/wiki/世界基督

教会联合会 . 为了迎合大众, WCC 所出版的文献有许多在

圣经真理上妥协之处, 读者必须慎思明辨. 

http://www.baike.com/wiki/%E4%B8%96%E7%95%8C%E5%9F%BA%E7%9D%A3%E6%95%99%E4%BC%9A%E8%81%94%E5%90%88%E4%BC%9A/
http://www.baike.com/wiki/%E4%B8%96%E7%95%8C%E5%9F%BA%E7%9D%A3%E6%95%99%E4%BC%9A%E8%81%94%E5%90%88%E4%BC%9A/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6 

   

《家信》: 第 135 期 (2022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T. H. Groome 

耶稣基督获得这一切权柄后, 就将此权柄赐给一

切被按立的传道人, 编者按)68 
 
 

(B.12)   错误述句 
 

 令人惊讶的是, 一些书本或文章提供很多

错误资料; 一旦我们过度倚赖这些书籍或文章, 
我们的解经将会严重扭曲. 即使是一般相当谨慎

的学者也可能会犯错, 有时是因为采用了不可靠

的二手资料, 有时则是本身被自己衰退的记忆所

绊倒而误解经文. 
 
 例如, 有一本关于希伯来书的解经小品 , 
引用约翰福音20:21来解释希伯来书3:1(注: 来3:1
说: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

所认为使者[希腊文: apostolos {G:652}(意即: 使
徒) ]、为大祭司的耶稣”). 这本书解释道:   
 

主耶稣说 : “ 父怎样差遣 ( 希腊文 : 
apostellô {G:649})了我，我也照样差遣

(希腊文: pempô {G:3992})你们”(约20:21); 
“使徒”( apostolos )就是被有权柄者差遣

出去为他工作的人, 因此, 耶稣是父神的

使徒, 正如基督差祂的门徒作祂的工, 使
他们成为祂的使徒.”69  

 
卡森指出, 这里唯一的问题出在 约20:21

的第二个动词不是 apostellô , 而是 pempô (虽说

这两者在英文都是同样的“sent / send”字), 因此

约翰应该不是在此强调使徒一职的委派. 无论如

何, 作者很明显地在不知不觉中违反了“非矛盾

律”(the law of non-contradiction).70 
 
 

(B.13)   凭空冒出的结论 
 

 这项错谬  —  “凭空冒出的结论”(The Non 
Sequitur)  —  是指某个结论并“不是顺着”论证所

                                                           
68   以上(B.11)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49-150页. 
69   Gleason L. Archer, Jr.,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Grand Rapids: Baker, 1957), 第 28 页.  
70   以上(B.12)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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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的证明(或证据)来达致. 它可以各式各样不

同形式出现, 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

三段式论法(syllogisms); 还有更多例子是用思想

上的语意模糊, 有的则是很难分析的错误前提
(false premises). 
 

让我们先从一个较简单的例子开始说明. 
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的基督徒教育权威葛洛米(另
译: 葛罗米, Thomas H. Groome)对于“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约壹4:8)这句话大做文章, 然后下结

论说: “要真正认识神, 只有透过爱的关系这一途

径”. 但这话并非从逻辑论证的推理而来. 
 
 另外一例, “世界基督

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简称: WCC)所
发表的文献中, 有许多更糟

的例子. 这类文献因为是由

委员会经过共识才拟成, 所
以往往把圣经真理牺牲掉 . 
例如在WCC所出版的《洗

礼、圣餐与职事》(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一书, 就有一则典型案例, 
书中写道: “按立在本质上既是分别为圣, 借着祷

告祈求得着圣灵的恩赐, 因此被按立的职事之权

柄(the authority of the ordained ministry)不该被理

解为被按立的传道人/牧师之拥有权, 乃应视之为

不断造就肢体的恩赐.” 这句话很微妙地从权柄

的拥有, 转移到权柄是服事的恩赐, 却没有证明

二者是可以分隔的(难道传道人不能在没有被按

立的情况下却拥有服事的恩赐吗?),71 此外, 文中

也没证明它所谓“圣灵是这恩赐的赐予者”与这结

论有何关联. 很不幸, 该文献还有更多暧昧不明

的述句.72 
 
 

(B.14)   一笔带过 
 

 另一项错误是所谓的“一笔带过”(Cavalier 
Dismissal). 这项错误在于一笔轻轻带过, 让人误

                                                           
71   编者注: 《再思解经错谬》中文版对这句话的翻译

有误, 意思正好相反, 请参此书第 152-153 页的译文, 然后

试比较此书的英文版 (Exegetical Fallacies, Baker Book 
House, 1984, 第 119-120 页). 
72   以上(B.13)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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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Conzelmann 

以为作者已经交待清楚. 这类例子比比皆是, 卡
森认为只举一例就足以说明. 康哲曼(另译: 康哲

曼民, Hans Conzelmann, 1915-1989)在讨论哥林

多前书11:4-6时, 引用一种可能的解释(没有提出

强有力的论证), 却只用一句“真是奇想”就当作已

将对方的论点驳倒. 
 
 通常这种一笔带过

的情况, 是一些与某个作者

完全不同的理念出现在对

方的解法中, 因而被作者视

为无稽、荒谬而无法接受. 
尽管如此, 负责任的作者理

应稍作说明, 而不是用以上

这种一笔勾销的做法. 这种

一笔带过的方法不只无效, 
而且是令人讨厌的一种反讽.73  
 
 

(B.15)   模棱两可的立论 
 

 这种论证不能说是错谬, 然而却有瑕疵、

模棱两可, 无法令人满意, 总是有点夸大其词. 
 
 “ 模棱两可的立论 ”(Fallacies based on 
Equivocal Argumentation)有许多种. 解经者可能

提出这样的修辞疑问: “难道保罗会这样定义律

法?”  —  问者的意思当然是: 保罗“不会”这样做, 
所以这样做的可能性就该被推翻. 然而在逻辑上, 
这样的诉求或论点根本不具有任何逻辑性的说

服力. 除了谨慎解经之外, 我们该如何决定保罗

在某段经文里使用“律法”一词时所要表达的意思

是什么? 
 
 然而, 卡森上面所举的问句之例, 并非完

全没有合理之处. 作者可能根据他稍早的研究结

果而早有定见, 认为保罗不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如

此定义“律法”一字, 因此来到本段所讨论的经文

时, 作者也认为不可能有这样的字义. 若这就是

上述修辞疑问的意思, 这样的论证形式虽然无法

令人满意, 但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 尽管如此, 若
认为这样的论证方式具有决定性, 那就是一种错

谬, 因为这可能涉及了其他相关因素. 比方说, 可

                                                           
73   以上(B.14)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53页. 

能保罗在此使用“律法”一字时是要表达特殊的定

义, 或者他是论到一个特别的议题, 是其他经文

从未碰触过的. 卡森这样讲的目的, 为要说明一

项具有效力的论证未必也具普遍性(指某处经文

的某个字在那段经文中具有某个意思, 但不表示

这有效论证就一定适用于那个字出现的每一处

经文, 因为同一个字出现在不同的情况, 可能会

有不同的意思, 编者按). 
 
 还有一种立论故意运用“模糊”的语词, 好
涵盖最广的可能性. 这样的做法更不可取! 这种

论述没有价值,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使议题更加

模糊; 甚至已涉及不诚实和不体面了, 因为它其

实并没共识, 却勉强制造表面的共识. 当然, 有时

这是一种写作上的策略, 即在议论议题B时, 故意

用模糊的字眼来形容议题A, 因为议题A只是为

了扰乱视听, 与议题B并无多大关系. 不过, 用同

样模糊的字眼来讨论真正的议题B, 就不道德

了.74 
 
 

(B.16)   不当的类比 
 

 这项错谬以为某个类比(analogy)正好可以

给某段经文或主题带来亮光, 但事实上, 这个类

比可能不够充分或根本不适合用来说明那段经

文或主题. 所以这项错谬被称为“不当的类比” 
(Inadequate Analogies). 一般而言, 类比与有待解

释的经文之间, 多少都同时包含了相关(continuity)
与不相关(discontinuity)的要素. 只有当类比的相

关要素在解释中占了主导地位(比不相关要素更

多), 这类比才有意义, 方才适用. 
 

这“不当类比”的错谬常见于改革宗/归正

神学家或加尔文主义者所谓的“神恩独作说”之论

点. 例如改革宗神学家史普罗(R. C. Sproul)指出, 
有两种看法解释人如何得救, 即“神人合作说”和
“神恩独作说”. “神人合作说”(Synergism)主张罪

人得救是由上帝的能力与人的能力合作完成的. 
“神恩独作说”(Monergism)则强调人的重生是上

帝独自做成的, 没有人的任何合作; 只有这样, 人
才不能自夸, 剥夺上帝的荣耀. 这是一般加尔文

主义者的看法. 

                                                           
74   以上(B.15)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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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 (真名: 冯秉诚) 

史普罗(R. C. Sproul)接着用两个类比或例

子来说明上述两者的区别. 第一个类比, 某个人

已病入膏肓, 病情严重到无法救治, 除非上帝提

供治疗, 否则不能存活. 虽然上帝给了他药物, 但
他的手已无力接药, 需要上帝用汤匙把药送到他

嘴边. 然而, 上帝已经做了 99%必须做的事, 这病

人仍有 1%的事需要做  —  他必须张开口吃药. 
病人是否张口, 是他生死的关键. 病人若被治愈, 
他就可自夸是自己张了口, 这就是“神人合作说”. 

 
“神恩独作说”则认为

(这也是史普罗的主张), 这
个人不是病了, 而是死了(因
人是死在过犯罪孽中 , 弗
2:1), 死人不会张口吃药. 上
帝若要救他, 必须使他从死

里复生(所以史普罗和加尔

文主义者主张人必须“先重

生、后信主”; 他们争辩说灵

命死了的人必须先有生命, 过后才能信主得救). 
 

第二个类比或例子是一个溺水的人. 他已

沉到水下多次, 当他最后一次挣扎出水面时, 上
帝给他一个他能伸手拿到的救生圈. 他抓住救生

圈就能活, 拒绝抓住救生圈就只能死. 溺水之人

抓住救生圈被救以后, 也可自夸是他伸手抓住了

救生圈, 这是“神人合作说”. “神恩独作说”则称, 
这个人不仅溺水了, 而且已溺毙、沉入水底. 上
帝须潜入水底将他拉上来, 向死人吹一口气, 使
他活过来(这是史普罗的主张).   
 
  里程评述道: “这种将罪人用信心回应上

帝的福音而被拯救的观点, 贴上‘神人合作’的标

签, (然后)批判为‘剥夺上帝的主权、强夺上帝的

荣耀’的说法, 笔者是不认同的.” 里程解释道:  
 

首先, 这种说法有悖常理. 一个乞丐伸手

接过周济者的钱或物, 难道他除了感谢周

济者的施舍外, 还会向他人夸耀他如何伸

出手接过周济物的吗? 一位病人张口服药, 
一个溺水者抓住了救生圈, 他们难道不是

感谢医生和救护人员, 而会自夸他们张了

口、伸了手吗? 笔者曾经历过几次大手术. 
每次手术, 都是笔者作了“同意手术”的亲

笔签字之后, 手术才能实施. 几次手术都

很成功. 我衷心感谢上帝的怜悯, 医生、

护士的治疗、护理, 和弟兄姐妹的代祷、

照顾. 我从未为我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而

自夸过. 不仅口里没有这样自夸过, 连想

也没有这样想过. 否则, 这个人的精神可

能出问题了. 
 

其次, 里程指出这种说法在神学上也很难

讲得通. 保罗说: 既是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

可夸的了. 用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
是, 乃用信主之法”(罗 3:27); “做工的得工价, 不
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 惟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

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罗 4:4-5). 由此可见, 
保罗认为, 信心并不是一种行为(work). 信心没有

任何功德可言【注: 以上经文显示, 信心(faith)是
与工作(work, 或译: 行为、善行)彼此对立的, 信
心是无善可陈的】“信心”既然不是“工作”或“行
为”(work), 如何能与上帝的救赎之功合作呢? “信
心”既然不是功德, 人又怎能因“信心”而自夸、强

夺上帝的荣耀呢? 
 
 诚然, 死人不

能开口服药, 溺毙的

人也不能抓住救生

圈. 但里程正确指出, 
罪 人 “ 死 在 过 犯

中”(弗 2:1)的意思是: 
罪使世人与上帝隔

绝(注: 死的意思是分离、隔离[separation], 而在 
弗 2:1 中的“死”是指罪人与上帝分离或隔离)、
使上帝掩面不听他们; 另一方面, 上帝仍在寻找

人、训导人、拯救人. 按圣经记载, 罪人对上帝

的“自然启示”和“特殊启示”都有感知. 只不过, 人
的罪性使世人常常故意拒绝上帝. 与此同时, 在
上帝的话语和大能的福音的开启、光照和震慑

下, 也确有人认罪、悔改, 回归上帝. 正如保罗所

说的,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

话来的”(罗 10:17).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

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

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祂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

天下, 并且叫祂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作可信的凭

据”(徒 17: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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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正确总结道: “如果人在被救赎的过

程中, 都像世人一样不能对福音作任何回应, 这
些经文就失去意义、成为多余了. 更何况, ‘因信

称义’是上帝为人规定的得救之途. ‘神的义, 因信

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 并没有分别’(罗
3:22). 世人因耶稣基督而蒙拯救, 没有危及上帝

的主权, 而是顺服、彰显了上帝的主权. ‘因信称

义’只会讨上帝的喜悦, 荣耀上帝的名, 而不会强

夺上帝的荣耀.”75 换言之, 史普罗是犯了逻辑上

的错谬, 使用了“不当的类比”! 
 
卡森也指出莱克(Donald M. Lake)在说明

亚米纽斯派(Arminian system)的恩典和改革宗

(Reformed system)的恩典并无不同时, 也用了不

当的对比, 请参《再思解经错谬》, 第 157 页.76 
 
 

(B.17)   滥用“显而易见”之类的用语 
 

 解经者在汇集大量证据之后, 自认绝大多

数读者都会同意他的看法, 或者相信这是逻辑论

证的必然结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显而易

见”(obviously)或是“再清楚不过”(nothing can be 
clearer)这类评语就绝对合理. 但是, 如果未提出

充分证据, 就试图用这类评语来驳斥相反的意见, 
这种不具实质内容的论证方式, 是诠释或解经上

的错谬.  
 
 对于上述错谬 , 
卡森举例说明: “例如, 
阿切尔(另译 : 艾基新 , 
Gleason L. Archer)试图

论证说, 马太的登山宝

训和路加所记载的平原

宝训, 是两个不同场合

的讲道, 以说明为何马

太使用 ‘灵里贫穷 ’(太
5:3), 而路加仅用 ‘ 贫
穷’(路6:20). 他提出两三个理由(卡森在别处已经

一一加以驳倒), 然后下结论说: 这是两次在不同
                                                           
75   以上例证主要改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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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332 页; 也载于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9/失
衡的神学一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 . 
76   以上(B.16)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56-157页. 

时间发表的谈话, 这点再清楚不过了.’ 或许他是

对的; 不过他的论点未能说服我, 事实上, 我公开

发表过与他正好相反的解释. 而且绝大多数的解

经家, 不管是福音派还是非福音派, 都不赞同阿

切尔的说法. 至少, 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 那就是

他使用的‘再清楚不过’是言过其实了.”77 
 
 

(B.18)   轻易的诉诸权威 
 

 最后一项逻辑上的错谬是“轻易的诉诸权

威”(Simplistic Appeals to Authority). 这类诉求

(appeals)可能是依凭或引用著名的学者、值得尊

敬的牧者、广受欢迎的作家、广大群众或其他

权威. 这项错谬在于误认为诉诸权威本身就是有

利的证据; 然而, 除非先解释那权威者的理由或

立论, 并证明它是强有力的论证, 否则轻易诉诸

权威, 只不过凸显那位权威人士对解经者的影响

罢了! 这种诉求顶多是借助那权威人士的名气之

普遍影响力, 但在学术论述方面是毫无说服力的. 
 
 当然, 在圣经和

神学领域上, 我们都该

以谦卑开明的心态, 向
权威人士学习; 但是我

们评估的重点是在于

他们所言, 而非他们所是, 重要的是他们所说的

是否有道理(也是否合乎圣经).  
 
 卡森在此提出一个绝佳的例子. 罗马天主

教作家、神学家兼红衣主教杜勒斯(Avery Dulles, 
1918-2008)写道: “根据新约圣经, 在主复活前或

复活后, 彼得都曾犯错跌倒. 但是天主教护道家

(Catholic apologists)已经证明在主复活后, 彼得在

教义教导上绝对无误(infallibility), 因此继承‘彼
得传统’(Petrine Office)的教皇也是不朽的.”78 这
里不仅诉诸“天主教护道家”, 还暗中诉诸罗马天

主教的传统解释; 这对于不接受这等权威和传统

之人, 杜勒斯的论点实在毫无助益.79 也不具有说

服力. 
                                                           
77   以上(B.17)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58页. 
78   Avery Dulles, “The Majesterium in History: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ATS Theological Education 19 
(1983): 第 8 页. 
79   以上(B.18)项参考《再思解经错谬》, 第 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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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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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A. Carson

结语

在总结有关逻辑上的错谬时, 卡森适切地

提醒道: “像我们这样密切地参与解经的人, 所可

能犯的逻辑错谬, 绝对不只上述这些, 不过这些

是最常见的.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能犯下这

些错误; 了解逻辑错谬的本质与普遍性, 会有助

于降低犯错的频率, 避开错谬的毒钩.”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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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卡森著, 《再思解经错谬》, 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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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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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遍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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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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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 
 

合乎圣经的 

长老职分(六) 
保罗给提摩太的教训 (上) 

 
编译者注 : 新约圣经多方教导有关“长老的职分” 

(eldership), 因为按照神的心意, 召会需要有长老这

职分. 美国的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在其所

著的《按照圣经作长老》(Biblical Eldership)一书

中, 论述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 内中提到不少关

乎长老的事. 我们将之编辑在本文中, 以帮助读者

更认识与实践那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A) 引言 
 

“任何人想要得到长老的职分是羡慕一项好的工

作, 这是真实的.” (提前 3:1, 《新世纪版本》) 
 

提摩太前书是新约书信中要理解宣道(宣
教)、召会(教会)的组织, 以及在地方召会中生活

最有关联的一卷书. 这是一卷圣灵所感动所写的

新约书信, 来对抗许多现代常遇到的问题: 
 
1) 召会领袖们的资格(提前 3:1-13) 
2) 召会领袖们的管教(提前 5:19-25) 
3) 召会领袖属灵的操练(提前 1:18-19; 4:6-16) 
4) 有关妇女(姐妹)作领导(以及讲道)的问题(提

前 2:9-15) 
5) 召会教导的事奉(提前 4:14; 5:17-18) 
6) 对抗假教师与异端(提前 1:3-11, 18-20; 4:1-5; 

6:3-6) 
7) 宣道及保护福音的信息(提前 3:7,15-16) 
8) 召会信徒在祷告方面的事奉(提前 2:1-8) 
9) 照顾贫穷和会众当中的年长肢体(提前 5:1-

6:2;  6:18-19) 
10) 财富与物质主义的问题(提前 6:5-19) 

 
此外, 提摩太前书是在新约圣经里研究圣

经长老职分最重要的一卷书. 其中包含着直接、

详细、有系统的教导关于长老职分, 这方面的教

训比圣经其它书信还要多. 它也教导有关执事们

和妇女的问题. 因着这一些原因, 《按圣经作长

老》一书中大部分解经的材料, 乃是集中在提摩

太前书里. 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这一卷书的教训, 
我们必定要了解在以弗所召会里所突发的事件, 
即引起使徒保罗写这封书信的背景.  
 
 
(B) 历史的背景 
 

保罗曾在以弗所城传道和事奉, 并且用了

三年时间建立一个召会(约主后 53-56 年). 当保

罗即将离开小亚西亚时, 他召唤了以弗所的长老

们前来, 与他们有一次告别的聚集(约主后 57 年). 
聚集这些长老们是在米利都的海岸边. 保罗严肃

的警告这些长老们要谨慎, 因为凶猛的豺狼不久

要来, 使徒行传 20 章记载了保罗当时的忠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

给你们的.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
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

神的召会, 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
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 进入你

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 也必

有人起来, 说悖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

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儆醒, 记念我三年之

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戒你们各人. (徒 
20:27-31) 

 
在这一段向以弗所的长老们作的预先警

告过了 6 年之后, 以弗所的召会就陷入假教师致

命的魔爪里. 提摩太前书似乎就指出异端已在召

会中开始出现. 保罗不吉祥的话已经实现: “就是

你们中间, 也必有人起来, 说悖谬的话”(徒 20:30) 
 

我们不能很准确地说出当保罗从罗马监

狱获释后, 他往哪里去(主后 62 年; 参 徒 28:30-
31). 可是我们能知道他与提摩太访问了以弗所. 
他们作的不是一次愉快的访问, 因假教师已用许

多致命的教训毒化了召会. 为要停止这一些假教

师的工作, 保罗就采取剧烈的行动, 将两名领头

的渗透者  —  许米乃和亚力山大  —  赶出召会

(提前 1:19-20). 然后, 保罗去到马其顿, 留下提摩

太在以弗所帮助召会继续作战, 并且特别是为停

止假教训继续发酵: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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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仍住在以弗所 , 好嘱咐那几个人 , 不可传异

教”(提前 1:3). 
 

保罗知道提摩太所面对的, 是一项十分艰

难的任务. 他非常理解提摩太所要遇见的, 是何

等艰巨的困难, 像一棵深植在地里头又硬又粗的

杂草, 假教训也很难立刻就能拔除. 因为在以弗

所有剧烈争辩的反对(提前 6:3-5, 20), 所以保罗

写了提摩太前书, 正式地加强他在口头上对提摩

太所有的指示, 以及口头上对召会所有的教导. 
 

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 就很容易理解为什

么在这整卷的书信中, 语气有如此强烈的急迫性. 
圣经注释家腓力·汤纳(Philip Towner)写道: “保
罗所写给的召会(指以弗所的召会)已被这些假教

师所撕裂, 这一封书信主要是针对这一点, 并要

把这一片片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 
 
此 外 , 牛 津 大 学 (Oxford 

University) 圣 艾 德 蒙 学 堂 的 校 长

(Principal of St Edmund Hall)兼圣经

注释家凯利(J. N. D. Kelly, 1909-1997)
写道: “我们能从整个提摩太前书获

得一个印象, 那就是保罗对以弗所召

会的光景极不满意.” 保罗甚至省略

了他在每一封书信开头时常有的感

谢之言, 也不按照他过往的习惯, 在
写信结束时向众圣徒问安. 提摩太前

书所缺少的这一种强烈个人因素, 可
在提摩太后书找到. 这一些个人性的因素就与提

摩太被保罗留在以弗所、为要执行的任务有关. 
 

虽然提摩太是保罗的亲密朋友以及“个人

助理”, 但保罗写这封书信时, 却采用正式处理公

事并带有权威的方式. 开头语就说明了这一点: 
“奉我们救主神, 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 作
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这是保罗在这里唯一

的问安, 字里行间说明保罗是按照神的命令而作

使徒. 保罗虽写给一位亲爱的朋友, 却使用一种

在写信时正式问安的方式. 针对这点, 苏格兰的

神学家与注释家费尔布莱恩(Patrick Fairbrain, 
1805-1974)评注道: “这是对的, 提摩太应该感觉

到这样写给他是必要的; 这封信向他所说的语气, 
不仅是一位严厉的教师或是一位属灵的父亲, 而

是一位由天上所差派的大使, 他有权利宣告神圣

的旨意, 并带着权柄管理基督的召会.” 作为基督

的大使, 保罗是在神圣命令的权下之人. 所以提

摩太也是在神的命令和基督使徒的权下. 这样一

来, 我们看见这封书信所表明的, 乃是授权给提

摩太来作保罗在以弗所的代表, 去在这危机时刻, 
忠心地执行他的职责. 
 
   需要被纠正的以弗所召会急需这样的管

教. 那无情和摧毁性的教训已破坏了整个召会内

部的生活. 基督徒的行为彼此之间没有爱心; 很
可能, 那不合格的人已经成为长老, 并堕落在罪

恶之中; 也有一些妇女非常无礼地炫耀她们的财

富和所得到的新知识; 互不宽容的观念在神的百

姓当中引起争执, 已影响召会的祷告生活.  
 

另一方面, 有需要的寡妇们却被他们自私

的家庭所遗忘, 被迫转向召会寻求支

助; 也有犯罪的事被忽略等等. 更糟的

是, 福音的信息以及福音在不信者当

中的名声严重受到威胁. 由于上述这

些问题所造成的恶果, 召会急需被纠

正, 所以保罗就在写给提摩太书信中

指出以下几方面: 第一, 提摩太应当忠

心地执行他的职责; 第二, 他应当怎样

处理假教师的问题; 第三, 地方召会既

是神的家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就应

当怎样按照这方面的真理来生活和行

事为人. 
 

以上第三点对我们研究此书有直接的帮

助和益处. 在 提前 3:14-15, 保罗写道: “我指望快

到你那里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耽

延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
家就是永生神的召会,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第 14 节所说的“这些事”, 是使徒保罗写

给提摩太和召会所有的教训, 开始于第 2 章(提
前 2:1–3:13), 这些教训乃是神赐给召会生活的原

则, 能帮助召会走上正轨. 第 15 节的“行”(KJV: 
behave)一字(希腊原文: anastrephô {G:390}), 意
思是“行为”(behavior), 就如同希腊文的字典里所

说的“一个人生活的方式与品格的表现”, 即是把

某一种原则付诸于生活中的实行. 那么在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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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每个肢体所表现的行为, 就一定要按照使徒

所教导的那一些原则去行. 
 

为何要坚持在地方召会里有正当的行为

与秩序呢? 原因乃是: 这是“神的家”, 是“永生神

的召会”, 以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凯利(J. N. D. 
Kelly)贴切写道: “保罗信息的要点就是要有秩序

(order), 这在基督的召会当中是必要的, 因为召

会是神的家, 是神所拣选的器皿, 来向世人宣扬

神拯救的真理, 也让人能得到耶稣基督这位‘神-
人’(God-man)所有的启示.” 
 

任何一个成功的家庭, 特别是神的家庭, 
都需要正确的结构、负责任的行为、有操练以

及爱心等等. 一个不服从、不健全的家庭, 就叫

其中肢体的生活受到破坏, 也对整个社会造成伤

害. 神的家庭应当使每个肢体都得着丰富与保护, 
也为福音真理来向不信的世人摆出美好的见证. 
为了让神的家有正确的管理, 保罗列出一些条件, 
其中摆在最高的, 乃是敬虔的长老们(提前 3:1-
7,10; 5:17-25), 如果神家里的长老们不持守真道, 
或是有可责备的品格, 整个家就会受到亏损. 
 

召会不仅是神的家, 也是“真理的柱石和

根基”(提前 3:15). 召会所持守的真理在世人面前

能够叫基督福音的信息得到最好的支持, 所以保

罗接下去说: “大哉,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或作: 在灵性称

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

在荣耀里(提前 3:16). 
 

地方召会被描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就
显示了召会所肩负的使命: 要保护并宣扬基督的

福音! 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是福音的灯塔, 都是宣

道的机构, 都是福音的学校. 因此, 作为地方召会

却被异端和假教师所驱使, 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
样的一个召会向正迫切需要基督真理的世人, 所
带出的是破坏了的见证. 
 

因此, 信徒们的行为一定要为耶稣基督和

祂的福音“说美言”. 最重要的, 他们当中属灵的

领袖一定要在品格上无可指责(提前 3:2), 并“在
教外有好的名声”(提前 3:7). 长老们如果生活与

福音不相称的话, 就不能教导或保卫基督的福音. 

所以在治理神的家、这一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上, 最重要的乃是领袖们能够在生命中有效地见

证福音的真理. 
 

虽然以弗所召会已在长老们的治理下超

过五年之久, 在长老职分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在保罗离开他们之后, 不合

适的人成为长老, 并有一些长老可能变成了假教

师. 很明显的, 长老们不能够停止这些假教师的

作为, 这就是为什么提摩太需要继续留在以弗所. 
即使是提摩太也不能将这一些心意刚硬的男女

改变, 所以保罗要给召会有关长老职分最新的教

导, 特别是关于长老们的品格与操练. 
 

在以弗所的长老们已经失败, 这一事实不

应当使我们惊奇. 要阻止这些心意已定, 并充满

着热心的假教师们, 决不是容易的事. 在加拉太

省的召会中的众长老, 也不能停止假教师们所有

的攻击. 基督召会悲惨的历史证明了许多基督徒

领袖们没有能力使信徒从错误的教训中得到洁

净. 为了能有正确的教义, 保罗必需将关于地方

召会最重要的事, 就是长老们的道德与属灵上的

资格, 清楚教导信徒. 
 
 
(C) 作监督(长老)的资格 
 

保罗在 提前 3:1 写道: “这话是可信的, 那
就是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 , 就是羡慕善

工’ ”(原文直译). 为了将长老们所必须具备的资

格列出来, 保罗一开始就称这是“可信的”(提前

3:1, KJV: This is a faithful saying, “这是令人信服

的话”). 这是在保罗写给提摩太与提多的书信中

5 次提及的其中一次(注: 他 5 次使用“可信的”一
词, 提前 1:15;  3:1;  4:9;  提后 2:11;  多 3:8). 每一

次都有特别要人注意的地方. 
 
“可信的”(表明所说的话是可信的)这种表

达方式, 说明了保罗所要说的是真实的, 并且值

得神的子民一而在再而三地重复注意! “人若想

得监督的职分 , 就是羡慕善工 , 这话是可信

的”(提前 3:1).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

是保罗自己发明的, 或是在早期基督徒当中就流

行这样的用法, 但重点是: “可信的”一词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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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肯定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 而这观点就是

“做监督的工作是一项善工”! 
 

“监督的职分”在希腊原文是  episcopê 
{G:1984}, 这一名词的字面意思可译作“作监督

看管的位分(地位、身分)”, 代表在召会中正式的

地位与功用. 提前 3:2 提到“作监督的”(希腊文: 
episkopos {G:1985}), 而这节的“监督”(bishop)与 
提前 5:17 的“长老们”(elders)没有任何的不同, 在
那里的长老们是带领和教导召会. 保罗很清楚的

表明“监督”与“长老”是同义字【只是强调的重

点不同: 监督强调管理[authority], 长老强调成熟

[maturity] 】, 都是指同样的人, 其证据是当保罗

写给提多有关长老的资格时, 他交替使用“长老”
与“监督”这两个名称(比较 多 1:5,7). 
 

“监督”(bishop)这一词的单数形式并不暗

示在以弗所的召会只有一位监督. 我们知道在保

罗先前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所讲的话语中(提摩太

前书所提及的“监督”也是这同一个以弗所召会

的领袖们), 他乃是向“监督们”以复数的形式来

讲(徒 20:17,28; 第 28 节的“监督”原文是复数的). 
此外, 向着腓立比的召会, 保罗问安的对象也是

“监督们”, 是复数形式的(指超过一位监督). 在提

摩太前书 3:2 与提多书 1:7, 保罗使用单数形式

的“监督”一词, 是因为保罗用的是一个通用的单

数, 意即这单数的名词就代表了整个这一群或这

一组他所论到的人, 即“监督们”. 换言之, 单数的

“监督”就代表所有的监督们, 或所有的长老们. 
 

这一种单数通称的用法是保罗常用的. 当
保罗指一群人的时候, 常用通称的单数, 例如: 
“妇女”(woman, 提前 2:11-14)、“寡妇”(a widow, 
提前 5:5)、“长老”(an elder, 提前 5:19)”和“主的

仆人”(the servant of the Lord, 提后 2:24). 保罗唯

一使用单数形式的“监督”, 乃是在他列出长老职

分所需的资格的时候(提前 3:2; 多 1:7). 在这两

处的经文里, “监督”一词之前都有单数的结构

“如果任何人”(提前 3:1;  多 1:6).  
 
不过, 当他直接向监督们讲话的时候, 他

就使用复数的形式, 因为他是向一群监督讲话, 
而不是单独的一位监督(腓 1:1;  徒 20:28). 从保

罗使用单数或复数的词形结构, 我们能得到一个

结论: 召会按照提摩太前书的模式是由复数的监

督/长老所治理, 而使徒行传也继续记载初期召

会都跟随这一个简单的长老制度. 至于今日所见

由“单一主教”(bishop)治理召会的做法, 那是后

来才产生的(注: 那是根据人为的做法, 而非圣经

的教导).  
 

保罗继续说到监督的职分是“一项善工”. 
“善”(good)一字是从希腊文 kalos {G:2570}翻译

过来, 所传递的观念是“非常好”、“美善”、“值
得”, 或“高尚”之意. “工作”(work)一词被用在这

样的意义中, 是指着特别的工作, 使徒行传 20:28
说明了为什么监督的职分是一项善工  —  监督

牧养神的召会, 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

召会. 对神而言, 召会是神在地上所最宝贵的. 面
对许多困难和劳苦, 长老最大的安慰与激励乃是

知道他所作的, 是一个无比美善的工作, 这个工

作乃是配得人将他的生命完全摆上. 
 

简单的说, 早期的基督徒宣告监督的职分

是有最高的价值, 也鼓励别人羡慕这一项善工. 
今天的会众也同样需要了解到长老工作的价值, 
他们需要认识其中的重要性, 以致于极力支持和

鼓励长老们为召会工作. 
 

由于神宣布监督的职分是一项善工, 随之

而来的乃是监督必须是一位有美好基督徒品格

之人. 一项高尚的工作自然需要高尚的人来做. 
为要确定唯有品格好的人才能接受监督的角色, 
保罗公开提供地方召会一份相关的资格项目, 这
些资格都是肉眼可见、可察验的, 是用来保护召

会见证的. 这些资格如下:  
 

作监督的, 必须无可指责, 只作一个妇人

的丈夫, 有节制, 自守, 端正. 乐意接待远

人, 善于教导. 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 只要

温和, 不争竞, 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

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召会呢? 初入教的

不可作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

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

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提前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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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must)这一动词是属命令语态, 所
以监督必须是一个在道德与属灵方面具备良好

品格之人, 否则就不合格作一名监督. 保罗非常

强调这一点, 因为可能这正是此召会悲惨失败的

原因. 就像今天许多召会一样, 神要我们知道正

确长老的资格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因为那是为着

神的家获得良好治理所必要的条件. 
 

神提供了这些客观, 并可观察到的资格, 
来测验那一些寻求监督职分者主观的意愿. 单有

自己的意愿还不够, 还必须有良好品格与属灵能

力的配合. 在对保罗这十四项特别资格所作的摘

要中, 乔治·奈特(George Knight)写道: “这些条目

集中在两大方面: (a) 个人的操练与成熟, 以及 (b) 
有能力与别人相处, 并且能够教导和关怀别人. 
这两者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 虽然似乎有个趋势  
—  我们会从‘重视个人’走向‘注重人际关系’的
层面去.” 
 

在各项资格的条目中, “无可指责”(above 
reproach; KJV: blameless)高居首位, 也包含了其

他各样的资格. “无可指责”(希腊文: anepilêptos 
{G:423})的意思是: 在品

格与行为上都没有任何

的过犯和羞耻的事, 特别

是指第 2 至 7 节中所描

述的那些问题. 当一个长

老是无可指责的时候, 批
评他的人就不能羞辱他

的基督信仰, 也不能证明

他不合适带领别人 (参 
尼 6:13). 他有一个清洁的道德与属灵的名声, 因
为神的百姓都是被神呼召出来, 去活出圣洁、无

可指责的生活(腓 2:15; 帖前 5:23). 无可指责的

生活是基督徒领袖不可缺少的, 因为世人是存着

批判的眼光来看基督徒的群体(彼前 3:15-16), 并
且基督徒的领袖是以他们的生活榜样来带领群

众(彼前 5:3). 以约伯为例, 他是在百姓中的一名

长老(伯 29:7,21,25;  3:21), 圣经说他在道德上是

无可指责的: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

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伯 1:1). 
 
为了定义所谓的“无可指责”, 保罗接下来

开始详细叙述那些明确、可观察到的资格: 

(一)   一个妇人的丈夫(The Husband of one wife) 
 “一个妇人的丈夫”: 在保罗两次列出的资

格中, 都把“一个妇人的丈夫”紧接着“无可指责”. 
所以监督或长老首先最重要的, 就是在婚姻与性

生活上无可指责. 
 

“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一句话与相关的句

子“一个丈夫的妻子”, 两者在新约圣经中共出现

4 次, 每一次都是关于监督们、执事们或寡妇们

的资格: 
 
 提前 3:2: “作监督的, 必须无可指责, 只作一

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 自守, 端正. 乐意接

待远人, 善于教导”; 
 提前 3:12: “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

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提前 5:9: “寡妇记在册上, 必须年纪到六十

岁, 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 
 多 1:6: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作一个妇人

的丈夫, 儿女也是信主的, 没有人告诉他们

是放荡不服约束的, 就可以设立” 
 

这句话“一个妇人的丈夫”是由三个希腊

文字组成的  —  mias gunaikos andra , 其字面的

意思是: 一个 ( mias ) 妻子或妇人 ( gunaikos ) 丈
夫或男人 ( andra ). 在这一句话中, “一个妇人”
是放在前面, 作为一种特别的地位, 以强调这“一
个妇人”的观念乃是用来形容“丈夫”这一名词的. 
因此, 我们能把这一句话翻译成: “一妻的丈夫 / 
一妇人的男人”, 或“一个妻子的丈夫”. 然而, 这
样的翻译有不同的理解, 对于怎样才是正确的翻

译, 也有不同意见. 我们在此只考虑四个可能性: 
 
1) 长老们必须结婚; 
2) 长老们一定不可以多妻; 
3) 长老们只能结婚一次; 
4) 长老们一定是在婚姻和性生活上无可指责 

 
常听人说, 一位长老一定是结了婚的人, 

因为圣经说他一定是“一个妇人的丈夫”. 然而, 
这不一定是最正确的翻译. 如果保罗要求长老们

都结了婚, 他就是与自己过去在 林前 7 章一切

的教导完全矛盾了. 在那里, 他指出一个单身的

人在服事神的事上有明显的优势, 甚至为着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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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Towner 

心有效地服事 , 保罗鼓励信徒做单身者(林前

7:32-35; 也参 太 19:12: “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

的”). 如果作长老是要先结婚的话, 保罗应当早

已把这项资格说清楚, 说: “长老一定是个有一个

妻子的男人”, 但他没有这样写. 若是这样, 守单

身的人就没资格作长老或执事. 事实上, 保罗乃

是说长老一定是一个妇人的男人, 那是完全不同

的意义. 
 

运用同样的逻辑, 有一些人会得到一个结

论: 就是一位长老一定有孩子, 因为要作一个长

老的资格是好好管理“他自己的家, 使儿女(原文: 
孩子们)凡事端庄顺服”(提前 3:4). 举例来说, 我
曾经与一些人交谈过, 他们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一

名长老或执事,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 他们引

证保罗所提到的资格, 即要求 “孩子们”凡事端庄

顺服; 不过, 保罗不是要求长老要有两个以上的

孩子. 我们必须认识保罗的言语所有的限制, 他
不能用“一个孩子”, 因为如果那样讲, 人便误以

为长老就只能有一个孩子. 他只简单的说, 一位

长老有后代的话, 必定要好好照管他的家. 
 

事实上, 大部分的男人结了婚, 并且有了

孩子们, 圣经要求这些人有了他们的家, 就要把

它治理得有秩序, 好使他们的婚姻关系能够成为

其它基督徒的榜样. 这些资格明显不意味着长老

们要有一个孩子或是没有孩子等等. 
 

有一些圣经注释家相信这一句话, “一个

妇人的丈夫”意思是“只与一个妻子结婚”. 他们

说保罗的用意是禁止多妻  —  有两个或更多的

妻子在同一个时间. 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结论: 
长老们一定不可以多妻. 
 

这一点似乎在表面上是很好的翻译, 但是

相关的词句“一个丈夫的妻子”(提前 5:9)就使得

这个翻译几乎不可能. 提摩太前书所列出寡妇能

从召会里接受生活上的资助, 其中一项资格是这

个寡妇一定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 显然, 保罗当

然不是说一个妇女在同一个时间里有两个或更

多的丈夫, 那是被称作“多夫”. 对犹太人而言, 多
夫是可怕的, 就像对罗马人一样; 肯定的, 这在召

会中不是一个问题. 因此, 这句话很不可能在说

“一个妇人的丈夫”原是为禁止多妻的用意而说. 

 另有一些著名圣经注释家相信, 这一句话

的意思是“在一生中只结婚一次”. 他们说保罗禁

止人因着任何理由再婚, 甚至配偶过世也不可再

婚. 因此, 一个男人离过婚再婚, 或一个鳏夫又再

结婚, 就不合格作长老或执事. 然而, 这样的解释

是与圣经其它关于婚姻神圣的教训相异的. 
 

这一句话“一个妇人的丈夫”本身并没有

指出是否保罗的意思是“在一生中一位妻子”或
是“在一段时间中只有一个妻子”. 这一句话要放

在保罗整个有关婚姻的教导之经文中来解释, 才
会合宜. 显然, 关于婚姻一般性的教导绝不可互

相矛盾. 因此, 这一节经文如果解释成“鳏夫再婚

就不合格”的话, 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看, 那是不

可思议的. 一个再婚的鳏夫仍就可被称为“作一

个妇人的丈夫”. 
 

另有一些圣经注释家把这句话的意思解

释成: 离婚后再结婚的男人, 就不能成为长老. 在
犹太人当中、罗马人当中和希腊人当中, 是很容

易离婚后再结婚. 在离婚再婚的情形下，两位或

三位还活着的妇女就有可能都曾嫁给同一个男

人. 有者就给这样的事一个名词, 叫做“连续性的

多妻”. 他们相信保罗禁止一个再婚的离婚男人

得到这一个职分, 因为有可能他的前妻会让长老

和会众感到难堪. 
 

若要正确翻译这一句话

来证明谁对谁错, 似乎是不可

能的. 事实上, 翻译的问题就好

像前面所有的情形, 会造成所

带来的问题比它们解决了的问

题更多. 一生中只结婚一次, 这
个翻译特别会因神学上和婚姻上的问题造成头

昏脑涨. 对于是否离婚, 或离婚再婚的人(是否离

婚发生在他信主以前或以后)能否成为一名长老, 
新约圣经没有直接的加以评述. 圣经注释家汤纳

(Philip Towner) 对这一问题写着说: “问题不是一

个人能多久可以结婚, 也并非什么才是一个合法

的婚姻, 而是一个人在他的婚姻中怎样行事” 
 

最后一个翻译, 也是最让人容易接受, 是
最简单也是最少造成问题的翻译: “一个妇人的

丈夫”就是正面的提到“忠心的、一夫一妻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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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在英语中, 我们说“向着一个妇人忠心、真

诚”或“一个女人的男人”. 后面这一点最靠近希

腊原文的意思. 
 

反面来说, 这一句话就禁止一切“从忠心

的、一夫一妻的婚姻中”偏离. 换言之, 这就禁止

了一位长老行多妻、纳妾、同性恋, 或任何有问

题的婚姻和性关系. 正面来说, 圣经说那得着长

老职分的人应当是“一个妇人的男人”, 意思是他

只与“一位妇女”有关系. 这样的一个男人是在性

与婚姻生活上无可指责的人. 
 

提摩太前书说到关于性和婚姻的罪, 如果

是在一个人归主以前发生, 那又如何呢? 如果一

个人有合法的离婚与再婚(假设地方召会容许这

件事)又怎么样呢? 一个属灵领袖犯了罪怎样得

到赦免与挽回呢? 这些问题和其它许多相关、

既痛苦又具争议性的问题, 在圣经里没有直接的

答复, 必须要从整本圣经对于离婚与再婚、赦

免、恩惠与挽回的教导来找答案. 就好像关于领

导职分应有的榜样, 以及有关长老资格的教训, 
也是要全面衡量之后才能回答. 
 

所有偏离了神对婚姻行为的准则, 就会叫

我们困惑与迷惘. 罪永远会带来困惑、扭曲并叫

人分裂, 所以这些问题必定会有分歧的意见. 然
而, 地方召会有责任面对这些问题, 地方召会要

做明智、合乎圣经的正确决定. 在这许多让人心

碎的情况当中, 尊崇耶稣基督的圣名, 忠于祂的

圣言以及向祂祷告, 都是最高的指南. 
 
(二)    有节制 (Temperate, 提前 3:2) 

作监督 / 长老的人要 “ 有节制 ”(KJV: 
vigilant). “有节制”这一词希腊文是  nêphalios 
{G:3524}, 意思可以是在饮酒的事上有节制, 但
在这里指的是心思上的清醒. “有节制”带有自我

控制的意思, 具有平衡的判断, 没有随意、过分

或放纵的行为. 负面来说, 这词意味着那人没有

行为不轨, 因为那会导致行为与判断力的曲扭. 
正面来说, 它描述那人是稳定的、自我约束和有

清醒的头脑. 
长老们在面对严重的问题, 在极大压力下, 

以及要做决定的时候, 必需在心思与情感方面都

稳定不乱. 长老们若缺少心思与情感上的平衡与

平稳, 会很容易陷入魔鬼或假教师的陷阱. 
 
(三)    有自守 (Prudent, 提前 3:2) 
 作监督/长老的人也要“自守”(KJV: sober). 
这词的希腊文是 sôphrôn {G:4998}, 与“节制”相
似, 也是强调自我的控制, 特要产生正确的判断, 
合理的分辩评析. 能够自守就是头脑清析、分辩

敏锐, 能客观地面对问题及不同的意见. 自守是

一个在心思上的重要资格, 特别是在处理人与他

们之间的问题时. 自守能减低骄傲、权威主义和

自以为义. 
 
(四)    端正 (Respectable, 提前 3:2) 

作监督/长老的另一资格

是 “ 端 正 ”(KJV: of good 
behaviour). “端正”一词在希腊

文是 kosmios {G:2887}, 与前一

个字“自守”相关联(提前 2:9). 
一般而言, 心思敏锐的人也会是

行为良好的人. “端正”一词传递

了一个自我约束、举止正当和

行事有序的观念. 虽然在 提前 2:9 中, kosmios 这
同一个字(译作“正派”衣裳)被用来描述在外表上

衣着得体妥当, 但在 提前 3:2 的用法, 是传递更

普遍性的“端正”, 指有规矩、行为良好, 或有道

德的人. 一个长老若不是一个行为端正、被人尊

敬之人, 就不能盼望别人会跟随他. 
 
(五)    乐意接待远人 (Hospitable, 提前 3:2) 
 “乐意接待远人”(KJV: given to hospitality)
是另一个作监督/长老的资格. 长老必须能够乐

意接待人. 接待人乃是基督徒爱心与家庭生活具

体的表现, 也是圣经上一项重要的美德:  
 
1) 约伯是旧约时代的

“长老”, 也是一个乐

意接待人的模范: “从
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

上住宿 , 却开门迎接

行路的人.”(伯 31:32) 
2) 保罗劝勉在罗马的基督徒要乐意接待人(罗

12:13: “客要一味的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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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彼得劝勉信徒时写道: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
发怨言”(彼前 4:9) 

4)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勉励他的读者: “不可忘

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来 13:2) 

 
新约圣经命令我们

要接待人 , 其实是包含在

圣经给一般基督徒的教训

中 (而非只是给长老的吩

咐), 要他们在这方面表现

出爱心来. 很不幸的, 大部

分基督徒 , 甚至一些基督

徒的领袖们都没察觉 , 接
待人是一项圣经所立下、

对召会中作牧者的领袖们

必须具有的条件. 但有些人甚至争辩说, 这似乎

不是作为召会牧者应当具备的一种品德. 
 

然而, 这样的看法乃是因为对纯正基督徒

群体、神圣的爱和长老的工作都不够了解. 如果

一位长老不乐意接待人, 就在基督徒爱心与照顾

别人方面作了不好的榜样. 牧者长老乃是为了照

顾羊群, 需要在爱和牺牲中献上自己. 这就不能

仅仅在保持距离之下给人微笑、在星期天早晨

与人握手, 或在一些仅仅表面的探访中表现出来. 
若要关心神的百姓, 把自己献给他们, 这方面就

要分享他的生命, 并把他的家门打开, 与人分享. 
一个敞开的家是叫人看见他敞开的心, 以及他的

爱心、牺牲和服事的灵. 缺少接待人是自私、无

生命、缺乏爱心的基督信仰之明确记号.  
 

在我做牧者长老的工作中, 我发现我的家

是我用来接触与关怀神的百姓最重要的工具. 虽
然牧者接待人的事奉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 在
别人身上却会产生巨大和长远的影响. 如果你怀

疑这一点, 可以问一问那些接待人的牧者的经验. 
他们都会一致的说, 在牧养事奉上, 此事是最重

要、最愉快, 也是令人享有美好回忆的事. 
 

在神奇妙的作为里, 祂借着主人客人的关

系, 来鼓励和教导祂的百姓. 所以我们在服事神

百姓的需要时, 一定不要低估了接待人所带来的

能力和影响. 那一些喜爱接待人的信徒, 就爱神

的百姓, 并且关心他们. 如果地方召会的长老们

不接待人, 地方召会也就不能接待人, 并对他人

的需要漠不关心. 
 
(六)    善于教导 (Able to Teach, 提前 3:2) 

作监督/长老的人必须“善于教导”(KJV: 
apt to teach). 像以色列人一样, 基督徒群体是建

立在圣经的根基上, 所以那些监督这群体的人

(即长老或监督)一定要能借助圣经来教导、引导

和保护这个群体. 按照使徒行传 20 章, 长老们一

定要牧养神的羊群, 而在牧养方面, 主要的工作

包含了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 因此, 长老们一定

要“善于教导”, 好完成他们牧养的工作. 
 

“善于教导”包括三样基本要素: (1) 对圣

经有足够的知识; (2) 准备好执行教导的工作; (3) 
有能力来沟通(清楚有效地传达神的话语). 这并

不是说长老一定是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富有

感动力的演讲者, 或有高度恩赐的教师. 但是长

老一定要认识圣经, 并且能够用圣经教导信徒. 
 

在保罗写给提多有关长老资格的条目中, 
他将“善于教导”的意义扩大来解释. 他写道: “坚
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多 1:9). 长老一定要能

够打开他的圣经, 从中劝导和鼓励别人. 他一定

要能从圣经中分辨什么是假的教训, 并加以驳斥; 
神的话会给召会带来增长, 并从错误中得到保护. 
因此, 牧养的长老们一定要能教导神的话语. 
 
(七)    不因酒滋事 (Not Addicted to Wine, 提前 3:3) 

接下来的资格是“不因酒滋事”(KJV: Not 
given to wine). 监督/长老一定要在喝酒的事上无

可指责. 保罗在此使用非常强烈的字眼, 意思是

不要被酒精控制, 不要在喝酒的事上放荡. 醉酒

是犯罪, 而持续醉酒的百姓要受召会的管教(林
前 5:11;  6:9-10;  加 5:21;  弗 5:18;  彼前 4:3). 所
以长老既在百姓之上, 被信托又有权柄地位, 决
不能因酒滋事. 
 

圣经包含了许多关于喝酒、醉酒的危险

和警告(赛 5:11,22;  箴 20:1;  23:30-35;  何 4:11), 
特别对于领袖喝浓酒, 警告更甚: “利慕伊勒啊,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不相宜. 王子说浓酒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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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相宜. 恐怕他喝了就忘记律例, 颠倒一切困

苦人的是非”(箴 31:4-5). (也参  利 10:8-9; 赛
28:1,7-8; 56:9) 
 
 醉酒已毁无数的生命. 据报道, 几乎在美

国有一半的谋杀事件、自杀案件和意外死亡方

面都是与酒精有关. 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是有喝

酒的问题, 而酗酒已成美国最大的健康问题. 酗
酒是何等令人失望与心碎, 已经造成无数家庭难

以想象的恶果. 没有一个曾帮助过遭酒精毒害者

的人, 会轻看酗酒那摧毁性的魔力. 喝酒会减少

人的寿命、拆散人的家庭, 并使人陷入财务困境. 
醉酒实在是道德与灵性方面一个极大的问题.  
 

长老的工作往往需要面对那一些有困难

的人. 如果长老有喝酒的恶习, 他会把人带偏, 也
给召会带来责难. 他过度饮酒会影响到属灵的成

长和他的事工, 也很可能会把人带到更败坏的罪

恶里去.  
 

然而, 注意保罗所说“不因酒滋事”. 他不

是在这里完全禁止人喝酒(参 提前 5:23: “因你胃

口不清, 屡次患病, 再不要照常喝水, 可以稍微用

点酒”), 乃是禁止因酒的滥用而导致人的见证及

神的工作遭受破坏.  
 
(八)    不打人 (Not Pugnacious, 提前 3:3) 

另一项资格是“不打人”(KJV: no striker). 
一个会打人的人是一个好斗、坏脾气、易激怒, 
也是一个不能自我控制的人. 这“打人”的希腊字

是从一个动词“去攻击”延伸而来, 暗示着一个强

暴的人容易以暴力来对待别人. 妻子和孩子们特

别能感受到一个会打人之人所有的凶暴. 如果激

怒了那个会打人者, 就有可能在言语上甚至在身

体上遭受他的暴力攻击. 
 

长老们需能处理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的

冲突, 也要在信徒当中协调在教义上的不同坚持. 
长老们常会面对极度紧张的情况, 若他脾气暴躁, 
容易打人, 就不能帮忙处理或解决他人的问题. 
事实上, 他会制造更多的破裂, 因为这样暴力的

人会粗鲁地对待羊群(信徒), 甚至伤害他们. 这样

的人不能作基督的小牧人. 
 
(九)    温和 (Gentile, 提前 3:3) 

作监督 / 长老的人需要 “ 温和 ”(KJV: 
patient). 作为长老, “温和”是最需要也最吸引人

的美德(“温和”希腊文是 epieikês {G:1933}). 没
有一个英语字能够适当的传递这字完全的美丽

与丰富. “谦让”、“恩慈”、“温和”、“宽宏”、“公
正”及“恩惠”这些词都能帮助我们捕捉到这个字

所要带出的全面意义. 谦和容让是从神而来的, 
是叫神的百姓得着平安与医治的主要来源. 所以

在写给腓立比的书信中, 当那里的信徒经历到里

外各种冲突时, 保罗劝勉说: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

谦让的心”(腓 4:5). 
 

“温和的人”与“打人的人”形成鲜明对比. 
温和的人展示出一种容让的意愿, 并且忍耐地对

待那些软弱、愚昧、无知、堕落的人. 温和的人

拒绝反击那些冒犯他的人, 并且不坚持自己个人

的权利. 一位圣经注释家说, 温柔是“满有恩慈的

顺从, 能够忍让就忍让, 不为自己的权利而站出

来.” 
 
宽容是神的特质: “主啊, 你本为良善, 乐

意饶恕人【注: 旧约希腊文圣经《七十士译本》

将希伯来文的 sallâch {H:5546}(意即“乐意饶恕

人”)译成 epieikês {G:1933}(即“温和”) 】, 有丰

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诗 86:5). 主耶稣在

地上也表现出“温和”的美德, 他说: “我心里柔和

谦卑”(太 11:29). 神完全盼望祂的小牧人(指长老)
牧养祂百姓的时候, 能像祂一样温和, “我保罗就

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

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

和平, 劝你们”(林后 10:1). 神不愿看到祂的百姓

被驱使、被鞭打、被定罪或被分裂. 因此, 牧者

必须要忍耐、有恩惠, 并且能够理解和体谅百姓

的错误  —  羊群有时候确实是叫人生气的. 在这

罪恶的世上存在太多的错误、不和、受伤及不

公不义之事, 使人被迫活在恒久分裂、愤怒并冲

突中而无法忍耐. 所以, 长老们必定要“温和”, 并
且像基督一样的忍耐. 
 
(十)    不竞争 (Uncontentious, 提前 3:3) 

“不争竞”(KJV: not a brawler)是作长老/基
督的另一项资格. 伴随着“温和”而来, 长老必须

是一个不争竞, 即爱好和平之人. 自从该隐杀了

自己的兄弟亚伯之后, 人类就开始互相打斗凶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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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W. Knight III 

(创 4:5-8), 这是人类犯罪天性所导致的恶果, 不
过神命令基督徒要有所不同, “不要毁谤, 不要争

竞, 总要和平, 向众人大显温柔”(多 3:2). 
 

神恨恶祂百姓当中有分裂与斗争的事 ,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祂心所憎恶的共有

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

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

假见证, 并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箴 6:16-19). 分
争曾令许多地方召会瘫痪甚至死亡. 基督徒领袖

所面对的众多问题当中, 最令人难受的可能就是

分争. 因此, 一个基督徒长老务必做到“不争竞”, 
意思就是“不打斗”或“不争吵”. 正面来说, 长老

必须是一个爱好和平之人. 正像保罗所写的, “主
的仆人不可争竞, 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 善于

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

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提后 2:24-25). 
 
(十一) 不贪财 (Free from the Love of Money, 提前 3:3) 

还有一项重要的资格就是“不贪财”(KJV: 
not covetous). 长老一定不可贪爱钱财或贪心. 这
一资格禁止长老利用自己在基督徒当中事奉的

机会而唯利是图, 以获取个人的利益. 保罗和彼

得都谴责所谓的“为钱而事奉”(彼前 5:2; 多 1:7). 
保罗指出假教师们过度追求钱财和个人财务上

的利益(提前 6:5; 多 1:11). 法利赛人贪爱钱财, 
所以并吞寡妇的家产(路 16:14; 太 23:14); 耶稣

时代主要的宗教领袖们将圣殿变成他们自己得

利的市场(可 11:15-17). 
 

贪财像一种强性毒品, 可以让最好的人失

去判断力. 所以圣经严厉警告信徒不可贪爱钱财: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

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 6:10). 因
此, 长老们不能是那种总是对钱有兴趣的人. 他
们不能追求控制召会的款项, 拒绝在财务上对神

对人负起责任. 这样的人会把属灵的价值扭曲, 
并在召会中设立一个坏榜样. 他们会无可避免地

堕落到中饱私囊的恶行, 在财务上做了不道德的

事, 这是公开羞辱主的圣名. 
 

长老不仅不可贪爱钱财, 反倒要以神所供

给的为满足. 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告他的读者们, 
说: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

足. 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来
13:5). 保罗论到这方面的事, 说: “因为我们没有

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衣有

食, 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

坏和灭亡中”(提前 6:7-9). 因此, 长老们一定要满

足于基督爱的供给, 对主显出敬虔的信靠之心. 
 

乔治·奈特(George W. 
Knight III)对 提前 3:3 做了

一个总结: “简单的说, 监督

(长老)的生命所该彰显的是

满有和平与温和 , 不武断 , 
不被酒或钱财所控制, 也不

好打斗, 不爱争竞.” 一个人

被钱财或酒精所控制, 就不能被圣灵所控制. 这
样, 他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自制的、头脑清醒和

可敬之人. 他被最基本的欲望所操控, 最终必然

引致其它的罪, 带来公开的耻辱. 
 
(十二)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A Man who Manages 

his Household Well, 提前 3:4) 
作监督/长老的人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

家”(KJV: One that ruleth well his own house). 长

老候选人一定要会“管理”(希腊文 : proistêmi 
{G:4291}, 意指带领与照顾(帖前 5:12 译作“治
理”)他自己的家. 要衡量一个人管理自己家的能

力, 主要是从他儿女们的行为上看出. 所以保罗

要求监督/长老们要将儿女管教得“端庄顺服”. 这
意味着他一定是负责任的基督徒父亲、丈夫和

家庭管理者. 他一定好好地供给家人所需, 在财

务、情感与灵性方面都有好名声. 关于这一资格, 
伦敦圣经学院前任副院长格思里(Donald Guthrie, 
1915-1992)写道: “任何一个人若不能以恩慈管好

自己的儿女, 且在需要时给予沉痛的管教, 他就

不能管理神的召会….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却往往没获得该有的注意…”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意味着儿女们顺服

父亲的领导. 他们当中所表现的关系特别重要: 
他们乃是“端庄”(KJV: with all gravity). 父亲不该

是压抑儿女心灵的暴君, 借着严厉刑罚来迫使他

们顺服. 保罗在别处经文写着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可惹儿女的气, 要按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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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因此, 基督徒父亲必须以可尊可敬的方式和

端庄的态度, 来管教儿女. 当然, 在这世上没有完

美无瑕、毫无问题的儿女. 就算是最好的父亲与

母亲, 也可能会养育出有问题的孩子, 但好的父

母会解决问题, 并且尽责地照顾和陪伴孩子们, 
这样就能引导孩子们走过人生的风暴.  
 

我们要注意 提前 3:4 所提到的孩子们是

指那些与父母住在一起, 在父亲的权柄之下的孩

子: “使(现在式)他的儿女们都端庄顺服”. 在提多

书 1:6 的经文中, “信主”这个动词的时态, 也指明

儿女们现在还在家中与父母同住, 是处在父亲权

柄的照顾之下. 我提到这一点, 因为有些人相信

某个信徒不能作长老候选人, 除非他所有的儿女

都长大成人. 但是, 这决不是此段经文的意思, 有
些人到他 40 或 45 岁时, 仍然是幼小孩子的父亲, 
神并没有要他们一直等到 70 岁时才符合资格作

长老. 另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段经文并没

教导说长老一定要有子女! 这个教训(指“使儿女

凡事端庄顺服”)只应用到那些有儿女的人身上. 
 

这项资格的重要性因着紧接下来的问题

而更显重要. 保罗在 提前 3:5 问道: “如果一个人

不能管理(rule)自己的家, 他怎能照管(take care)
神的召会呢?” 这问题的答案是一个明确的否定  
—  若他不能管理自己的家, 他就不能照管神的

家 . 那译成 “照管 ”的希腊字是  epimeleomai 
{G:1959}, 这字注重在爱心照料方面, 特指在满

足召会各种需要上给予个人性的关注. 然而, 这
并非免除了带领或引导的观念, 因在照顾召会上, 
带领或引导肯定是重要的部分. 
 
(十三) 不是初入教的人 (Not a New Convert, 提

前 3:6) 
另一项作长老的重要资格是“不是初入教

的人”(KJV: Not a novice)【注: “初入教”是错误

的译法 , 81  这词的希腊原文是  neophutos 
{G:3504}, 可直译为“刚栽种引进的”, 意即“初信

                                                           
81   基督信仰(Christianity)并非宗教, 圣经也没有叫人

“入教”(加入宗教), 而是信靠耶稣基督. 有者贴切表示, 基督

信仰不是一个宗教(religion, 即遵奉某位教主和遵守其教规

礼仪), 而是一种关系(relationship, 即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建

立正确的关系), 因此将英文 Christianity 一词译作“基督信

仰”比“基督教”更为贴切. 

徒”或“新信徒”】. 圣经禁止一位“初信徒”作长

老. “初信徒”是刚得救的人, 在信仰上刚起步, 在
基督里是个婴孩. 不管他多属灵, 多热心, 满有知

识或恩赐, 他在属灵上还不够成熟. 成熟是需要

时间与经历的, 那是没有捷径、无可取代的. 所
以一个刚信主的人, 还不能也还没有准备好去执

行照顾神羊群的重大责任. 
 

“初信徒”本身没有什么错. 所有基督徒在

基督里, 都是从婴孩开始长到成熟. 然而, 长老必

须是成熟的信徒, 并且认识他自己的内心. 新的

基督徒不会认识他自己的心, 也不会认识仇敌的

险恶与诡计, 所以他很容易骄傲  —  这是各种试

探中最阴险的, 也是各种罪恶中最有毁灭性的. 
“光明的天使”  —  魔鬼撒但  —  就是被骄傲所

毁坏的(结 28:11-19; 创 3:5, 14-15). 正如魔鬼一

样, 骄傲的长老必然堕落, “骄傲在败坏以先, 狂
心在跌倒之前”(箴 16:18). 圣经历史中所记载许

多伟大的人物, 都可能因骄傲的缘故而败坏(代
下 26:16; 32:25). 
 

长老的地位(特别在一个较大、已建立好

的召会中, 如以弗所召会中)是具有相当的荣誉

和权柄的. 刚信主的人作了长老会很容易骄傲, 
而骄傲的试探对他而言是太大了. 骄傲会毁灭这

个人, 造成个人性的羞耻和损毁, 遭致神手的管

教, 并可能在信心上破损, 也叫召会受伤. 因此, 
保罗警告不可设立一位刚信主的人做长老, “免
得他被引诱, 堕入到魔鬼所受的刑罚.” 
 

为什么这一个资格没有列入保罗给提多

的资格条目中? 对于此事, 我们只能猜测. 或许

初信徒作领袖是发生在以弗所召会中的真正问

题, 又或许初信徒被他们的恩赐及属灵知识所蒙

骗, 在以弗所召会中造成了困惑.  
 
(十四) 在教外有好名声的人  (A Man with a 

Good Reputation among Nonbelievers, 
提前 3:7) 
最后一项, 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项, 监督/长

老必须是一个“在教外有好名声的人”(KJV: a 

good report of them which are without). 使徒保罗

和彼得都深切关注这一点, 基督徒在不信主、属

世界之人的眼前是否有好的名声(林前 10:32; 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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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西 4:5-6; 帖前 4:11; 提前 2:1-2; 5:14; 6:1;多
2:5,8,10; 3:1-2; 彼前 2:15; 3:1,16). 如果圣经要求

每个信徒都要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有好见证, 那么

对召会领袖而言, 他们肯定更需要在不信主的人

面前有好名声. 召会传福音的可信度, 以及见证

的有效性, 在很大程度上与召会领袖们的道德名

声息息相关. 
 

事实上, 不信主的人会比召会信徒更知道

长老候选人的品德与行为. 长老候选人的非信徒

同事或亲朋戚友, 每天跟他接触相处的时间是比

召会信徒更多. 所以乔治·奈特(George Knight)写
道: “保罗所关注的, 是那些少有同情心之人(指
非信徒)的判断或许是更实际、更准确的, 并且

更能给予正确的评价... 他们会按自己的良心来

评估... 也会衡量这个人(指监督/长老)对所谓的

基督徒信仰是否委身, 言行一致…” 
 

召会外面的人对基督徒领袖的品格有何

意见? 这点是不能忽视的, 因为它会影响整个召

会传福音的见证. 召会是“真理柱石与根基”(提
前 3:15), 这就是为何保罗语重心长地提到“必须

有好的名声”. “必须”这个动词与第 2 节(提前 3:2: 
“必须无可指责”)的“必须”是同样的字, 再一次强

调这件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强调这项资格的原因是: 长老若在不信主

的人当中有不好或犯罪的名声, 就会“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提前 3:7), 这就比那些他所

带领的信徒要受更重的毁灭. 如果一名牧者长老

的名声在不信主之人面前是不诚实的生意人, 或
与女人过分亲近甚至犯了淫乱, 这些非信徒会对

他的假冒为善特别注意. 不信主的人会说: “他这

样行, 还是一名召会长老呢!” 他们会讥笑和辱骂

他, 也会嘲笑神的百姓. 他们会论断他, 也会造出

许多阴险闲话. 他们会提出令人难堪的尖锐问题, 
使基督徒领袖的地位受到轻视、侮辱和羞辱. 这
方面的影响带来永久性的毁灭, 也使召会传福音

的使命遭受危害. 长老应当是召会的资产, 而不

是负债. 
 

不仅于此, 因着对魔鬼的作为有完全的理

解(林后 2:11), 保罗补充说, 那位名声被毁的长

老也会“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魔鬼被描绘成一个

狡猾的狩猎者(彼前 5:8). 因着公开的批评和长

老自己表里不一的见证, 给了魔鬼机会设下陷阱

(圈套), 叫那些不留心的基督徒陷入更严重的罪

恶里  —  失控的苦毒、愤怒的反击、说谎掩盖

真相、进一步的假冒为善, 或心里更加刚硬等等. 
开始时或许是一点点的错误, 结果越变越大, 越
来越糟, 越来越邪恶, 越来越具毁灭性. 有鉴于此, 
长老一定要在非信徒当中保持好的名声.82  
 

(文接下期) 
 

*****************************************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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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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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上文主要改编自 Alexander Strauch 著、刘志雄译

的《按照圣经作长老》“第九章: 保罗给提摩太的教训”中
的资料, 但也有不少处的译文按英文版稍作修饰, 另加备注

作进一步的解释或补充.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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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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 (真名: 冯秉诚) 

-神学论坛          带子-  
      

再思上帝的主权 
与人的自由（上） 

 
 

 
编者注 : “上帝的主权”与

“人的自由”是多个世纪

以来许多神学家所争论

的两大课题. 由于对这两

方面的理解有欠完备, 结
果产生了一些失衡的教

义或错误的神学 . 里程

(真名: 冯秉诚)在其所著

的《从圣经看预定论》

中, 按整本圣经的教导, 
客观与中肯地分析何为

“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自由”. 故此, 我们将之编

辑, 同时附上其他学者或注释书的诠释, 以帮助

读者对这两大课题有更完整与正确的认识, 能按

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A)    引言 
 
 简单来说, “主权”(sovereignty)意即有权柄

自主和作出决定. “主权”通常以“王权”的语言表

达  —  上帝统治整个宇宙! 上帝的“主权”或“全
权”(sovereignty of God)述说万事万物, 整个受造

界, 都在上帝的统治和掌控之下; 没有上帝的命

定或允许, 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 另一方面, 有
“主权”的上帝就不受祂所造之人的命令所约束或

限制. 圣经从不同角度来论述上帝的主权. 
 
 
(B)    上帝的创造、维护(护理)和救赎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 11 章的赞美诗, 将
“上帝主权”的含义具体化了: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

祂, 倚靠祂, 归于祂. 愿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远. 阿
们!”(罗 11:36). 上帝对受造界的主权, 从祂对万

物的创造、维护和救赎中体现出来, 以彰显祂的

荣耀.  
 

圣经开宗明义地宣告说: “起初, 神创造天

地”(创 1:1). 耶和华上帝(或译: 耶和华神)是宇宙

万物的创造者. 先知以赛亚对耶和华的信心, 就
是基于耶和华是“创造的上帝”这一事实: “我造地, 
又造人在地上. 我亲手铺张诸天; 天上万象也是

我所命定的. 我凭公义兴起古列(或译: 塞鲁士), 
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释放我

被掳的民; 不是为工价, 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万军

之耶和华说的”(赛 45:12-13). 耶和华有能力引导

一位异教君王  —  波斯王古列大帝的方向, 是因

为耶和华上帝是诸天和万物的创造者.  
 

上帝创造了万

有之后, 一直维系着万

有; 否则, 万有早就分

崩离析了, “神… 在这

末世借着祂儿子晓谕

我们; 又早已立祂为承

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祂

创造诸世界. 祂是神荣

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

体的真像, 常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祂洗净
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来 1:1-3a).  

 
“用祂权能的命令”的原文直译是“用祂能

力的话语”(by the word of His power). “托住”一词

的原文在《和合本》圣经中还被译为“带着”(可
1:32;  2:3;  7:32;  路 24:1;  徒 5:16)和“牵着”(徒
14:13), 有“携带”、“担负”的含义, 换言之, 不是静

态的, 而是动态的. 有学者把上帝“托住万有”解读

为上帝“不断地带动万有”, 是主动和有目的的掌

控 . 这 “ 托 住 ” 在 神 学 上 被 称 作 “ 护 理 ” 
(providence),84  源自拉丁文的“预见”(providere), 
有知晓未来、为未来谨慎行事, 或有所预备的含

义, 并引申为上帝对受造界的维系和引领, 以实

现上帝的目的. 

                                                           
84  按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 英文 providence
一词可译作: (1) 远见、远虑; (2) 天道、天意、天命、天佑; 
(3) 首字母大写的 Providence 可指上帝; (4) 预备. 因此, 上
文所谓上帝的“护理”(维护)是有“天命、天佑”之意, 特指神

因先见之明、深谋远虑而有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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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L. Migliore 

 上帝对受造界的护理之目的, 是借着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

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

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 1:10). “同归于一”的希腊

原文是一个复合动词(希腊文: anakephalaiomai 
{G:346}), 由介词 ana {G:303}(意即“在…之中”)
和动词 kephalaioô {G:2775}(意即“重点”, 原有

“打…头部”之意; 注: 这字

来 自 名 词  kephalê 
{G:2776}, 意即“头”, head). 
因此 , 在基督里“同归于

一”可直译为“同以基督为

首”(同让基督作头掌权和

治理). 米革利欧(Daniel L. 
Migliore, 1935-)写道:  
 

在新约圣经故事的光照下, 我们可以明

白上帝所行使的权能并不是空洞、平凡

的无所不能. 上帝的权能决定性地显现在

基督身上, 以及圣灵里面. 福音故事重新

定义了什么是上帝的权能. 祂的权能乃是

“父上帝”(God the Father)为了拯救世人而

赐下祂的独生子; 也就是“子上帝”(God 
the Son)… 为了使万物与上帝和好而被钉

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圣灵上帝”(God the 
Holy Spirit)更新、改变一切信靠祂之人

的大能. 上帝是创造者、救赎者和改变人

类生命的那一位  —  绝不只是全能的神

明, 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权能; … 是慈悲、

怜悯的大能; … 是解放、改变世界且赐

予生命的坚定不移之权能.85 
 
 
(C)    上帝那完全又精细的护理 
 
 耶和华上帝对受造界的护理(维护和治理), 
从宇宙穹苍、列国的兴衰、个人的道路, 到麻

雀、小草等, 是全备和精细: 
 
1) 神掌控万有: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祂的

权柄 (原文作: 国) 统管万有.”( 诗 103:19)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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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142 页. 

2) 神掌控大海: “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 用幽

暗当包裹他的布, 为他定界限, 又安门和闩, 
说: 你只可到这里, 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要

到此止住.”(伯 38:9-11) 
3) 神养活飞鸟: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

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太 6:26) 
4) 神照料狮子和乌鸦: “母狮子在洞中蹲伏, 少

壮狮子在隐密处埋伏; 你能为它们抓取食物, 
使它们饱足吗?… 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

去, 哀告神; 那时, 谁为它预备食物呢?”(伯
38:39,41) 

5) 神看顾麻雀: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

上.”(太 10:29) 
6) 神看顾花草: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

不劳苦, 也不纺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

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

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 野地里的草今天

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 
何况你们呢!”(路 12:27-28) 

7) 神掌控列国事务: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 圣
者所出的令, 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

中掌权, 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 或立极卑微

的人执掌国权.”(但 4:17) 
 

对那按照

神形像和样式所

造的人, 耶和华神

的看顾和引领, 从
在母腹开始, 人一

生的路、每一天

的事情, 直到寿终

离世, 更是事无巨

细(指大大小小所

有的事)、周到入微: 
 
1) 神深知人的一切: “耶和华啊, 祢已经鉴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祢都晓得; 祢从远处

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祢都细察; 祢
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啊, 我舌头上的

话, 祢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诗139:1-4) 
2) 神庇护掌控人的一生: “我的肺腑是祢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祢已覆庇我. …我未成形的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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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的眼早已看见了; 祢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

一日(或作: 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 祢都

写在祢的册上.”(诗139:13,16); “签放在怀里, 
定事由耶和华.”(箴16:23) 

3) 神掌控人的日子和岁数: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 
他的月数在祢那里, 祢也派定他的界限, 使他

不能越过.”(伯14:5) 
4) 神掌控人的脚步和道路: “人的脚步为耶和华

所定 ;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20:24); 
“耶和华啊,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

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10:23) 
 

如果上至浩瀚星系, 下至地上一株小草, 
以及人的一根头发, 都在上帝严谨的掌控之下, 
那么受造界, 尤其是人类, 岂不被控制得死死的

吗? 针对这点, 圣经的回答是否定的“不”! 因为还

有所谓“上帝的自我限制”!86 

 
 
(D)    上帝的自我限制 
 
 上帝既然有“主权”或“全权”(sovereignty), 
能凭己意行事, 这当然包括祂能凭己意来“自我

限制”  —  就是不做任何与祂属性不符的事. 下
文将进一步解释上帝的“全能主权”与“自我限制”. 
 
 

(D.1)   凭己意行做万事的信实上帝  
 

 新约和旧约圣经都强调, 耶和华上帝是凭

己意行做万事的上帝. 请读以下经文: 
 

                                                           
86   上文(C)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42-145 页. 

1) 诗 115:3: “然而, 我们的神在天上, 都随自己

的意旨行事.” 
2) 诗 135:6: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

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 
3) 赛 14:24: “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说: 我怎样思想, 

必照样成就; 我怎样定意, 必照样成立.” 
4) 赛 46:10: “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

言明未成的事, 说: 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

喜悦的, 我必成就.” 
5) 弗 1:11-12: “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

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 照着祂旨意所

预定的, 叫祂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

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另一方面, 圣经也清楚指出: “我们纵然失

信, 祂仍是可信的, 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提后

2:13). 联系上下文, “我们纵然失信”的“失信”是指

信徒在忠心上失败和信心上软弱; “祂仍是可信

的”的“可信”在原文与“信实”是同一个字, 而“信
实”是上帝的属性之一. 
 
1) 申 7:9: “所以, 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祂是

神, 是信实的神; 向爱祂、守祂诫命的人守约, 
施慈爱, 直到千代.” 

2) 诗 36:5: “耶和华啊, 祢的慈爱上及诸天; 祢的

信实达到穹苍.” 
3) 诗 89:1-2: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 直到永

远; 我要用口将祢的信实传与万代. 因我曾说: 
祢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 祢的信实必坚立在

天上.” 
4) 诗 89:33: “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 

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 
5) 诗 96:13: “  因为祂来了, 祂来要审判全地. 祂

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祂的信实审判万民.” 
6) 林前 10:13: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

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

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

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7) 来 10:23: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至

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8) 约壹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

的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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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ne Grudem 

信实的上帝必定会做祂说过要做的事, 实
现祂应许过的事. 当信徒失信的时候, 上帝是信

实的, 包括祂的宽容、忍耐, 以及祂的责备和管

教. 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 不能违背祂信实、公

义、圣洁、慈爱的本性.87 
 

(D.2)   上帝不能背乎自己  
 

 里程指出 , 上帝的“全能”或“无所不能” 
(omnipotence)的含义是: 上帝能按祂的旨意做一

切事情, 而上帝的旨意与祂完美的本性和谐一致. 
换言之, 上帝能做一切与祂本性、位格相合的事

情. 反过来说, 上帝不会(也不能)做任何与祂本性

相悖的事情, 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88  
 

保罗在 提后 2:13 说: “我们纵然失信, 祂
仍是可信的, 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 这节的“背
乎”在原文是 arneomai {G:720}, 在新约圣经中

共出现 33 次, 主要被译为

“ 不认 ”(10 次 ) 、 “ 不承

认”(8 次)、“弃绝”(5 次)、
“背了”(2 次)、“背乎”(1
次)等等. 保罗说, 耶稣基

督的信实是出于祂的本性, 
祂不能背乎祂自己所定规

的一切. 有学者(例如 古德

恩[Wayne Grudem] )将此

称为上帝的“纯一性”: 上
帝不分为数个部分, 但在不同时候会看到上帝不

同的属性被突显出来; 上帝的每一项属性也都符

合其他每一项属性的要求.89 比如: 
 
1) 上帝不能说谎 : “神非人 , 必不至说谎”(民

23:19a);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决不能说

谎,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

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来 6:18) 
2) 上帝不能失言: “我们纵然失信, 祂仍是可信

的, 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提后 2:13) 

                                                           
87   上文(D.1)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45-147 页. 
88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

协会, 2003 年五版), 第 187-188 页. 
89   Wayne Grudem 著, 张麟至译, 《系统神学》(美国

新泽西州: 更新传道会, 2011 年), 第 156-158 页. 

3) 上帝不能被恶试探, 也不

试探人: “因为神不能被恶

试探, 祂也不试探人.”(雅
1:13b) 

 
此外, 美国的加尔文主

义神学家傅瑞姆 (John M. 
Frame, 1939-)也正确指出, “我
们可以轻易推论, 祂(上帝)不能做任何不道德的

事. 因为上帝完全圣洁与良善, 所以祂不能做任

何邪恶的事情. 类似的, 祂不能做任何逻辑上自

相矛盾的事情, 比如祂不能把圆形变成方形(这
就如有者挑战说: “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否创造一

个祂自己拿不起的石头?” 这问题的答案不管是

“能”或“不能”, 都会在逻辑上互相矛盾!)… 另外, 
上帝不能做与祂的神性不相称的事情, 比如为自

己… 庆祝生日(因上帝是无始无终的, 既没有出

生之日, 何来庆祝生日呢?).”90  
 

(D.3)   上帝的主权与罪恶的发生  
 
 上帝精细掌控下的受造界, 照理说应该是

美好、和谐的, 但为什么实际上却是充斥邪恶和

混乱呢? 基于篇幅有限, 我们仅能略述其因.  
 
 按照圣经, “罪”就是受造物在思想或行为

上, 积极或消极地违背上帝的诫命. “罪”有各种表

现形式, 其主要特征是故意悖逆上帝, 其本质是

冒犯(得罪)上帝, 如诗人所说: “我向你犯罪, 惟独

得罪了你”(诗 51:4a).  
 
 始祖亚当、夏娃因犯罪而堕落, “这就如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

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 5:12). 然而,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完成了救赎, 征服了罪. 通过

与基督的联合, 基督徒已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到罪

的权能被征服的果效. 在未来的某一日, 耶稣基

督在荣耀中再临时, 基督徒将全然成圣, 撒但及

一切罪恶将被驱逐出上帝创造的美好宇宙, 新天

新地来临, 有义居在其中(启 20:10;  21:4;  彼后
3:13). 
 

                                                           
90   上文(D.2)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47-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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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主耶稣再临之前, 上帝允许撒但及

罪恶存在. 为此, 诗人和先知常向上帝坦承自己

的困惑, 并向上帝呼求: 
 
 诗 44:23-26: “主啊, 求祢睡醒, 为何尽睡呢? 

求祢兴起, 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祢为何掩面, 
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 …  求
祢起来帮助我们! 凭祢的慈爱救赎我们!” 

 哈 1:13: “祢眼目清洁, 不看邪僻, 不看奸恶; 
行诡诈的, 祢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吞灭比

自己公义的, 祢为何静默不语呢?” 
 

里程评述道: “在某种意义上说, 邪恶、苦

难在当今世代存在, 是上帝出于祂旨意的一种自

我限制.” 魔鬼撒但是邪灵之首, 他的存在是确实

无疑的. 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在地上, 会设立千禧

年国度, 并会在一千年的国度完后, 把那迷惑世

人的撒但扔在硫磺的火湖里, 直到永永远远(启
20:7-10). 不过, 主耶稣第二次来临之前, 上帝容

让撒但存在, 并让他拥有一定的权柄. 主耶稣称

撒但为“世界的王”(约 12:31). 保罗称撒但为“空
中掌权者的首领”(弗 2:2).  
 
 当然 , 作为

灵界的受造物 , 撒
但及随从他的一切

活动都还在上帝的

绝对掌控之下 . 在
约伯记中 , 耶和华

允许撒但试探约伯

时 , 给了撒但两条

限制的命令: 先是“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

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伯 1:12a); 然后是“他在你手

中, 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伯 2:6). 无论撒但如何猖

狂, 也无法逾越上帝全权的命令. 
 
 使徒约翰在告诫信徒要识别已在世上的

敌基督者之灵, 过后他又鼓励说: “小子们哪, 你
们是属神的, 并且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

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壹 4:4). 约翰告诉大

家, 虽然撒但有一定权势和能力, 但他们毕竟是

受造之物, 与住在信徒心里的造物之主圣灵相比, 
完全不是同一个层次的; 上帝远比管辖世界的撒

但有更大的权柄和能力; 所以依靠上帝, 就能得

胜有余.  
 
 另一方面, 主耶稣再来之前, 上帝除了允

准撒但有一定活动空间外, 世人犯罪时, 上帝有

时也会采取“任凭”的态度: 
 
1) 诗 81:11-12: “无奈, 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 以

色列全不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 随自

己的计谋而行.” 
2) 何 4:17: “  以法莲亲近偶像, 任凭他吧!” 
3) 太 15:14: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4) 徒 7:41-42: “那时, 他们造了一个牛犊, 又拿

祭物献给那像, 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神就转

脸不顾, 任凭他们事奉天上的日月星辰…” 
5) 罗 1:24,26,28: “所以, 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

情欲行污秽的事 , 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

体. … 因此, 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

处; …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

们存邪僻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在上述引文中, 使徒行传 7:42 和罗马书

1:24,26,28 的 “任凭 ”一词在希腊原文是动词 
paradidômi {G:3860}, 文法上是主动语态(active 
voice). 除了“容让”或“丢下”外, 在中文圣经《和

合本》里更多被译为“交付”、“交给”. 这几节中

的“任凭”是主动语态, 表明它是主动的交付, 是上

帝刻意、直接的裁判行动, 而非消极的“容让”或
“撤回”. 在这行动中, 上帝确定了人自己做的选择, 
把他们交付给这选择所带来的恶果. 

 
世人犯罪时, 有时耶和华上帝耐心等候他

们悔改. 上帝等候迦南人悔改, 便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 耶和华曾对亚伯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
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事那地的人; 那地

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到了第四代, 他们(亚
伯兰的后裔以色列人)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摩利人

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创 15:13,16).  
 
亚伯兰的后裔要寄居埃及, 被埃及人苦待

400 年, 然后才回到迦南地. 为什么要等 400 年呢?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亚摩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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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ard J. Erickson 

是迦南人中的一族, 代表以色列人进占迦南地之

前的迦南地居民. 上帝在等待迦南人悔改. 可惜

他们不肯悔改; 400 年后, 迦南人罪孽满盈了, 上
帝才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 所以日后摩西对

以色列人说: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你的

义, 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 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 
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又因耶和

华要坚定祂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

誓所应许的话”(申 9:5).91 
 

当世人拒绝相信主耶稣时, 祂有时会隐藏

自己的权能, 比如,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

里不多行异能了”(太 13:58), 又如, “耶稣对他们

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

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 治好他们. 他也诧异

他们不信, 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可 6:4-6).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是说主耶稣没

有能力行异能, 而是主耶稣不愿意在不信的氛围

中行神迹. 祂说: “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看.’ 耶稣

就离开他们去了”(太 16:4). 
 
 有时, 上帝会利用人的恶, 实现祂的旨意, 
这方面的例证很多. 例如: 耶和华借亚述的手, 于
主前 722 年灭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北

国以色列国(参 王下 17:22-23). 同样的, 耶和华过

后借巴比伦的手, 于主前 586 年灭了屡屡悖逆的

南国犹大国(参 王下 25:1-7). 
 
 艾利克森(Millard 
J. Erickson)写道: “我们

必须认出神全能的奇妙

本质 . 如果神只是伟大

而有能力、但不是全能

的 , 祂就必须直接发动

每一件事情, 或者, 祂会

因一些情况失控而不能

完成祂至终的目的 . 然
而, 我们全能的神却能够允许恶人极尽其邪恶之

事, 但祂依然可以达成祂的旨意.” 
                                                           
91  论到神灭绝迦南人这方面 , 请参《家信》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何神在旧约吩咐

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 . 

 上帝的自限, 在主耶稣道成肉身、十字架

的救赎上体现得更清楚. 为了把世人从罪恶和死

亡中拯救出来, 圣子“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与

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像, 成
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

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6-8).  
 

主耶稣被钉十架

时 , 纵然面对敌对的犹

太人百般讥诮、挖苦 , 
祂全然保持沉默(参 赛
53:7). 主耶稣受难后, 第
三天“从死里复活, 以大

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
1:4), 也被上帝升为至高, 
得着那超乎万名之上的

名(腓2:9-11). 正是上帝儿子这种隐藏荣耀和权

能、忍受讥诮、受难的自我限制, 迸发出战胜罪

恶和死亡那种无可比拟的大能!92 
 
 
(E)    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 
 
 人的一生, 从出生到离世, 从岁首到年终, 
每一天, 每一刻, 每个念头, 每项言行, 都在全知

全能上帝的掌控之下. 那么, 人还需要为自己的

一生负责吗? 圣经的答案是肯定的. 里程举出以

下几个例证.   
 

(E.1)   上帝的“后悔”  
 

 圣经多次说, 上帝绝不“后悔”. 例如: “以色

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 也不至后悔; 因为祂迥

非世人, 决不后悔”(撒上 15:29). 同时, 圣经也多

次提及上帝“后悔”, 例如: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

地上, 心中忧伤”(创 6:6). 到底哪一个对呢? 其实

两者都对. 
 
 当圣经叙述上帝“后悔”时, 是采用人类文

学修辞的“拟人法”(personification), 意即用人的

特征、行为来形容上帝. 不同的是, 人“后悔”是因

为没有先见之明, 为自己做了事与愿违的事情而

                                                           
92   上文(D.3)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49-158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何神在旧约吩咐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为何神在旧约吩咐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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懊恼追悔. 然而, 上帝是全能的, 不会做错事; 上
帝是全知的, 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 会让祂感到

惊讶、意外.  
 

另一方面, 上帝是有理智、情感、意志的, 
他对人类的作为(行为)不会无动于衷, 祂会为人

的义行善举而高兴, 也会为人的恶行而忧伤. 据
统计, 被《和合本》圣经译为“后悔”的希伯来动

词 nâcham {H:5162}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过 48 次, 
有多种含义如: (1) “心中忧伤”(创 6:6); (2) “得着

安慰”(创 37:35); (3) “发出烈怒”(赛 1:24); (4) 收
回刑罚(耶 18:7-8); “收回祝福”(耶 18:9-10)等等. 
提及上帝“后悔”的经文, 绝大多数都是指: 因着

人的行为, 上帝改变对待人的态度. 比如: 
 
1) 诗 106:44-45: “然而, 祂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 

就眷顾他们的急难, 为他们记念祂的约, 照祂

丰盛的慈爱后悔.” 
2) 耶 26:3: “或者他们肯听从, 各人回头离开恶

道, 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 想要施

行的灾祸降与他们.” 
3) 珥 2:13-14: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祂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

说的灾. 或者祂转意后悔, 留下余福, 就是留

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 也未可

知.” 
4) 摩 7:2-6: “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 我就说: ‘主

耶和华啊, 求祢赦免; 因为雅各微弱, 他怎能

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就后悔说: ‘这灾可以免

了.’’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 祂命火来惩

罚以色列, 火就吞灭深渊, 险些将地烧灭. 我
就说: ‘主耶和华啊, 求祢止息; 因为雅各微弱, 
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华就后悔说: ‘这灾

也可免了.’ ” 
 

上帝的“后悔”是上帝因着人的行为而改变

祂对人的态度: 人悖逆、行恶时, 上帝会收回福

气、降下灾祸; 人转离恶道、听从上帝时, 或当

先知恳切代求时, 上帝会收回灾祸、赐下福气. 
上帝“不后悔”是指祂的旨意、祂的慈爱、怜悯、

公义、圣洁的本性决不改变. 以色列人悖逆、行

恶, 上帝一定要收回福气, 降下灾祸, 否则就有违

祂的公义、圣洁; 祂的子民离恶向善, 上帝定会

止住怒气, 赐下福气, 否则就与祂的慈爱、怜悯

相悖, 而祂“借以色列人拯救人类”的旨意也不能

实现. 换句话说, 上帝的“后悔”(祂按人的行为改

变祂对他们的态度), 正是为了/因为上帝的“不后

悔”(祂的本性和旨意永不改变).  
 

此外, 圣经一方面说, “人的脚步为耶和华

所定;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 20:24); 又说: 
“耶和华啊,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

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 10:23). 另一方面, 圣经

也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

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 祂必指引

你的路”(箴 3:5-6). “祂必指引你的路”的“指引”, 
在原文意即“修直”, 耶和华要挪去你道路上的拦

阻, 好带领你到指定的目的地.93 上帝对人的引领, 
是要人以“专心仰赖耶和华”来配搭的. 显然, 人对

上帝的态度和反应, 必然会影响他或他们的人生

轨迹和结局.94  
 

(E.2)   祷告的功效  
 

 里程正确指

出, 掌管万事的上

帝, 垂听义人的祷

告. 祷告可以使事

情发生变化: 原本

得不到的, 可以得

到; 患病的, 可得着医治; 认罪的, 可得到赦免.  
 
1) 箴 15:29: “耶和华远离恶人, 却听义人的祷

告.” 
2) 代下 7:14: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

卑、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
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

地.” 
3) 雅 5:16: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

你们可以得医治.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

有功效的.” 
 

在圣经中, 借着祷告改变事态的例子很多, 
基于有限篇幅, 以下只列举几例为证:  
                                                           
93   鲍会园总编辑, 《更新版研读本圣经》(美国新泽

西州: 更新传道会, 2008 年), 第 1210 页注释. 
94   上文(E.1)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58-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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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伯拉罕祷告神, 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

的妻子 , 并他的众女仆 , 他们便能生育(创
20:17);  

2) 神本要立刻用瘟疫灭了悖逆的以色列民, 但
摩西向神祷告, 结果神照着摩西的话赦免了

他们(民14:10-25);  
3) 本不生育的哈拿向神哭泣祈祷, 结果神按她

的祷告赐她一个儿子(撒上1:10-11, 19-20); 
4) 西家病得快要死了, 但他向神痛哭祷告, 结果

神垂听他的祷告而医治他, 并加增他15年的

岁数; 
5) 彼得借着祷告叫已死的女门徒多加复活起来

(徒9:36, 40-41); 
6) 部百流的父亲患热病, 保罗为他祷告, 神便治

好了他(徒28:8). 
 

以上经文显示, 在上帝对人的生命、生活

的护理中, 义人的祷告是重要元素.95  
 

(E.3)   人的行为可能影响自己的寿数  
 
 圣经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务都有定

时.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所栽种的也

有时”(传 3:1-2); 约伯也说: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 
他的月数在祢那里, 祢也派定他的界限, 使他不

能越过”(伯 14:5). 另一方面, 圣经又揭示, 人的行

为可能影响自己的寿数.  
 
 按 民 数 记

13-14 章的记载, 当
摩西率领以色列百

姓抵达迦南地南端

的巴兰旷野安营之

后, 便派遣 12 名探

子窥探迦南地 . 不
料, 10 个探子回来

竟向百姓报恶信 , 
说迦南人高大 , 以
色列人在他们面前如蚱蜢一般! 只有约书亚和迦

勒深信神能带领他们战胜迦南人. 惊恐的百姓大

发怨言, 吵着闹着要回埃及, 结果神在会幕中显

现, 要用瘟疫击杀这些百姓. 经摩西求情, 神才赦

                                                           
95   上文(E.2)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60-164 页. 

免了百姓, 但报恶信的 10 个探子立刻被瘟疫击

杀. 所有 20 岁以上发怨言的男性, 40 年内全部倒

毙在旷野, 唯有约书亚和迦勒得以进入迦南地. 
迦勒进入迦南地以后直到 85 岁时, 身体仍然强

壮, 还能争战(书 14:7, 10-11), 而约书亚也活到

110 岁(士 2:8-9). 如果约书亚和迦勒也报恶信, 他
们的寿命就将大大缩减. 相反, 如果听了恶信后

不发怨言, 百姓中许多男性是可能延年益寿的. 
 
 另外 , 在日常

生活中 , 一个人的寿

数与他的心态、起

居、饮食密切相关 , 
这点已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吸烟、饮酒过

量、病态性肥胖等, 都会影响人的寿命.  
 
 澳洲一家健康调查机构耗时 4 年, 分析了

20 万名 45 岁或以上澳洲人的健康记录, 其中约

8%受访时是烟民, 整体受访者约三分之一曾有吸

烟习惯. 结果发现, 烟民的寿命至少较非烟民短

10 年. 烟民死亡案例中, 多达三分之二的死因直

接与吸烟有关.96  
   
 美国疾病管制局于 2004 年 9 月 23 日分布

的一项报告显示, 美国每年因为饮酒过量造成了

超过 7 万 5 千人死亡. 研究发现, 与酒精有关的死

亡案例平均减少了人 30 年的寿命, 最普遍的受

害案例是 35 岁以上的男性. 这项研究显示, 因饮

酒过量而死亡的案例, 几乎平均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与酗酒有关的慢性疾病所造成的, 如肝脏

疾病; 另一种则是急性剧烈的情况, 包括车祸、

暴力和意外事件.97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根据 20 项先前的研究进行分析, 发现病

态性肥胖者死亡机率比正常人高 2.5 倍, 寿命平

均减少 6 到 13 年. 其中心脏病是病态性肥胖者最

主要的死亡原因, 其次是癌症、糖尿病、肾脏病

                                                           
96    《医知健: 吸烟者寿命减 10 年》, 2013 年 10 月,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31014/00410_011.html . 
97   《酗酒、饮酒过量平均减少 30 年寿命》, 国际厚

生 健 康 园 区 , 2004 年 10 月 8 日 , 
http://www.24drs.com/webmd/chinese_t.asp?who=102873 .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31014/00410_011.html
http://www.24drs.com/webmd/chinese_t.asp?who=10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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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肝病, 死亡风险会随着体重的增加而上升. 这
项研究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期刊》

(PLOS Medicine)之中, 总共分析了 9,564 名病态

性肥胖的成年人, 及 30,4011 名体重正常的人.98 
 
 简之, 上帝掌管着人的生命; 人也当为自

己的生命负上切实的责任.99 
 
 
(F)    上帝的护理与人间的苦难 
 
 既然宇宙万物、人类世界在上帝的护理

下, 为什么会有许多苦难存在呢? 以苦难来责

难、质疑、否定上帝的人, 古往今来, 络绎不绝.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 主前 341-270
年)曾说: “不是神要消灭邪恶却办不到, 就是祂能

够却不要, 或者祂不能, 也不要. 如果祂要而祂不

能, 祂就是无能. 如果祂能而祂不要, 祂就是失德. 
然而, 如果神既能而且又要, 那么世上何以还有

邪恶呢?” 伊氏的这番话, 逻辑严密, 似乎无懈可

击, 被许多人当成否定上帝的“杀手锏”. 
 

里程中肯地指出, 事实上, 从圣经的启示

看, 上帝的护理和苦难的存在是相容的, 两者可

以并存. 里程给予以下合理的解释. 
 

(F.1)   苦难的存在是罪人犯罪的后果  
 

 苦难不是上帝创造的. 亚当和夏娃犯罪以

前, 世上是没有苦难的. 人犯罪是产生苦难的一

个重要原因. 始祖的悖逆, 不仅人类被咒诅, 整个

受造界也受到牵连, 都服在虚空之下(创 3:14-19; 
罗 8:19-20). 不独战争、杀戮、强暴、不法等人

祸, 直接是因世人的罪性和恶行所造成的, 气候

异常、洪水肆虐等天灾, 与人类对生态的破坏也

有密切关系. 
 
 上帝对人的罪恶所产生的震怒、所降的

惩罚(诗 90:7-9), 会带来灾难, 如大洪水、天灾、

                                                           
98   《严重肥胖将减少 14 年寿命》, 早安健康 news, 
2014 年 7 月 10 日 , 
http://news.everydayhealth.com.tw/2014/07/10/8701- 严重肥

胖-将减少 14 年寿命 . 
99   上文(E.3)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64-167 页. 

瘟疫、刀剑等等. 即便是已被上帝救赎的基督徒, 
其身体尚未得赎, 仍会经历病痛、衰老、死亡(参 
罗 5:12;  8:23).100 
 

(F.2)   破除“因果报应观” 
 

 里程指出, 按照“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因

果报应观, 世人常常把苦难视为作恶所带来的恶

报. 但圣经的启示打破了这种简单的报应观: 犯
罪会遭受苦难; 但遭遇苦难却不一定是因为犯罪.  
 

约翰福音第 5 章记载, 主耶稣治好一个躺

在毕士大池边、病了 38 年的人. “后来耶稣在殿

里遇见他, 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约 5:14). 主耶稣把“病
痊愈”与“不要再犯罪”连在一起, 是告诉这个人, 
他病了 38 年是与他犯罪有关的; 那罪是千万不

可再犯的. 
 
 在同一卷福音书里, 
使徒约翰记载了另一件事. 
主耶稣和门徒遇见一个生

来就瞎眼的人. “门徒问耶

稣说: ‘拉比, 这人生来是瞎

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

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

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 果然, 主耶稣

治好他的眼睛后, 他为主耶稣作了极其美好的见

证(约 9:13-14). 显然, 这个人的眼疾不是他犯罪

的后果, 而是要显出上帝的奇妙作为. 
 
 因此, 苦难不一定都是坏事, 有时是“化了

妆的祝福”, 有以下积极的意义: 
 
1) 苦难可能使人心变软, 愿意呼求和归向上帝. 
2) 信徒为义受苦, 可以见证上帝. 主耶稣的门徒

为了传扬主的复活而被人逼迫, 遭受苦难, 甚
至殉道, 但这一切有力地见证了主耶稣复活

的真确性, 引领一代又一代的人归向上帝. 
3) 苦难能塑造信徒的属灵品格 , 建立信心(赛

30:20-21; 罗 5:3-5; 彼前 1:6-8). 

                                                           
100   上文(F.1)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67-168 页. 

http://news.everydayhealth.com.tw/2014/07/10/8701-严重肥胖-将减少14年寿命
http://news.everydayhealth.com.tw/2014/07/10/8701-严重肥胖-将减少14年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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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苦难使信徒学会去安慰别的受苦之人(林后
1:3-4). 

 
麻风病人的严重症状之一, 是身上肢体逐

渐失去温觉、痛觉和触觉. 身上的肢体受了伤, 
却毫无痛楚, 所以常被烧伤、烫伤、割伤、碰伤

而没感觉, 令病体雪上加霜. 由此可见, 苦难(包括

病痛或生活上的困难)有时是一种保护机制, 使人

更敬虔、谨慎.101  
 

(F.3)   苦难乃是奥秘  
 

 由于人的有限, 对临到自己的一个具体的

苦难, 并不容易明白其原因. 约伯记中记载的约

伯受苦,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乌斯地的约伯, 家
产丰富、儿女成群, 在东方人中为大户. 而且约

伯“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约 1:1). 谁曾想, 
刹那间, 他的家产丧尽, 儿女全亡, 自己也从头到

脚长毒疮. 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 三位闻讯赶来

的朋友认定是约伯犯罪的结果. 但约伯坚持自己

是无辜的. 最后, 上帝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 约伯

自知有限、渺小, 不敢再问上帝他为何受苦(伯
42:1-6). 虽然后来上帝又赐福与他, 但他在世时

始终不知自己遭灾的缘故. 只有约伯记的读者, 
才明白约伯受苦是源于上帝与撒但之间的一场

属灵战争(参 伯 1:6-2:10). 
 
  但以理书中提到“波斯国的魔君”和“希腊

魔君”(但 10:13,20); 使徒犹大在犹大书中提及“天
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犹 9). 这
些似乎只是灵界的冰山一角. 对灵界的事, 圣经

揭示不多, 人们所知道的甚少. 因灵界争战而引

发的人间苦难, 世人就难以得知缘由了. 
 
 有时, 当世人或信徒受苦时, 上帝似乎沉

默、隐藏着, 这又是为什么呢? 里程对此给于一

个值得深思和令人欣慰的答案: “为了受苦的我

们, 上帝自己也进入苦难, 并且胜过苦难.”102 
 

(F.4)   上帝进入苦难、胜过苦难  
 

                                                           
101   上文(F.2)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68-169 页. 
102   上文(F.3)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69 页. 

 论到苦难的奥秘,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

一书中写道:  
 
苦难不是神创造的. 人犯罪是苦难存在

的一个重要原因. 始祖的悖逆, 不仅人被

咒诅, 而且整个受造界都受牵连, 被迫服

在虚空之下(创 3:14-19; 罗 8:19-20). 不独

战争、杀戮、强暴、不法等人祸, 直接是

世人的罪性所至, 就是气候异常、洪水肆

虐等天灾与人类对生态的破坏也不无关

系. 人自己酿出了苦果, 不但没有丝毫自

责, 反而嫁祸于神, 这就是人的良善、人

的公正吗?! 尽管如此, 神并没有对人的苦
难无动于衷. 祂道成肉身, 进入了这个世

界, 进入了整个苦难.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

上的替死, 担当了有史以来人类所有的罪

孽和痛苦. 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苦难, 一
切信祂之人将最终彻底地脱离苦难. 神应

许说: “神要搽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

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 21:4).  
 
神没有在现今除掉一切邪恶, 是因为时

候未到, 因为神对人的怜悯, 希望更多的

人有悔改的机会: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祂是躭延; 其实不是躭延, 乃是

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

悔改”(彼后 3:9). 如果神决意在今天将世

界的所有邪恶全部清除, 试问, 到了明天, 
这世上还有谁活着呢? 这些道理是来自至

高神的启示, 是伊壁鸠鲁、坦布尔顿的逻

辑、哲学完全无法了解的.103 
 

 为了将世人从无法自拔的罪恶和死亡中

拯救出来, 上帝(三一神的第二位格)  —  荣耀的

君王、生命的主, 竟甘愿被羞辱地钉死在十字架

上. 这是上帝对世人最大、最深切的爱(约 3:16; 
罗 5:7-8), 是世间没有的大爱. 耶稣基督死后第三

天从死里复活, 战胜了罪恶和死亡, 彰显了上帝

的大能(罗 1:3-4),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曾说, 
                                                           
103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
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497-498 页. 有关里程这篇文章, 
请参《家信》: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圣
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五-圣经的伦理上-地狱和苦难/ .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五-圣经的伦理上-地狱和苦难/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五-圣经的伦理上-地狱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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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Trueman 

十字架上的上帝不是透过力量和荣耀来彰显自

己, 而是在苦难和十字架上显示于人, 使罪人能

够得以因信称义. 他特别强调: “十字架代表上帝

的愤怒与咒诅, 也代表上帝的赐福与慈爱.” 他认

为, 人生没有任何苦难是上帝胜不过的, 十字架

的苦难、十字架的死亡, 就是最大的胜利.  
 
 教会历史学家兼

神学家卡尔 ·楚曼 (Carl 
Trueman, 1967-)说:  
 

当我们领悟到, 基
督之死这个人类历

史上最大的罪恶, 乃
是三一真神玄妙、

深奥的定旨, 同时这

并未陷神于道德性的罪咎之中, “全能的

上帝为何无须为邪恶负责”这个古老的问

题就有了答案. 邪恶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

确立其源起的尝试中(意即: 邪恶这一问

题的答案不在于邪恶如何开始[起源], 而
在于邪恶如何被战胜[主在十架上战胜邪

恶] ), … 在十字架时刻, 它显明是邪恶已

被全然摧毁. 因为基督的十字架, 罗 8:28
就成为真实的:104 如果神能够使那最大的

邪恶(指无罪的主被恶者钉死在十架上)逆
转成为最大的祝福(使人因信而得永生的

福气), 祂就更能使那些玷污人类历史的

较小的罪恶  —  从个人的不幸到跨国的

大灾难, 得以转变, 达成祂良善的目的. 
 
 上帝自己进入苦难, 祂也带领成千上万祂

的子民进入苦难, 成为受苦人的安慰者和帮助者. 
“如果有神, 为何世上有那么多苦难?” 奥古斯丁

反问道: “如果没有神, 为何世上有那么多良善?” 
里程挑战道: “以苦难非难上帝的人, 如果能走出

学术、哲学的象牙塔, 走进实际的苦难, 他们就

不再会得出偏激、方便或草率的结论了. 置身苦

难之中, 不但会看到邪恶, 也会看到良善; 不但能

品尝痛苦, 也能得到慰藉.”105 因为, 哪里有苦难, 
                                                           
104   罗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105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针对这点举出一些

例证, 例如台湾著名资讯科学家与作家李家同教授(曾任台

那里往往就能经历上帝的同在; 哪里有苦难, 那
里就可能会出现爱上帝之人的身影. 
 
 当苦难来临时, 不要单定睛在苦难上, 把
苦难当成全局, 也不要把过程当作结局. 基督信

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 乃是用来承载苦难的. 重
点是: 上帝与我们一起经历苦难, 上帝带领我们

战胜苦难.106  
 
 
(G)    结语 
 
 综上所述, 对于上帝统管万有的主权, 里
程适切与合理地做出以下四方面的结论:  
 
1) 上帝创造了、护理着、将救赎受造界, 对受

造界有着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统治、管理

权柄. 
2) 上帝是凭己意行做万事的上帝. 同时, 上帝不

能背乎, 祂只做与自己本性相符的事情(换言

之, 上帝有主权凭己意做万事, 也有主权自我

限制, 绝不背乎自己  —  不做任何与自己本

性相违的事, 编者按). 
3) 新天新地降临之前, 上帝允许撒但和罪恶存

在于世. 然而, 撒但和罪恶都在上帝的绝对掌

控之下. 没有上帝的命定或允许, 任何事情都

不会发生. 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 已终极地

战胜了撒但和死亡. 依靠上帝, 世人能面对苦

难、走出苦难. 
4) 上帝的主权是真确的, 人的责任是切实的. 对

此二律相悖的真理, 整部圣经有明确的启示

(即有清楚启示关于神的主权, 以及人的自由

与责任), 虽然人的头脑不能完全领悟, 却须

同时持守, 不可轻忽、偏废任何一方.107 

                                                                                                      
湾静宜大学校长)到过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探访特蕾

莎修女(Mother Teresa)所创办的“垂死之家”后, 看见许多良

善的人在帮助那里穷苦的人, 以致李家同教授最后写道: 
“虽然我看见了人类悲惨的一面,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

善良的人.” 参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502 页. 请参

《家信》: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圣经的

无误和可靠十五-圣经的伦理上-地狱和苦难/ . 
106   上文(F.4)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70-172 页. 
107   上文(G)项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从圣经看预定

论》, 第 172 页.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五-圣经的伦理上-地狱和苦难/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五-圣经的伦理上-地狱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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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佳肴宴客篇(一):

读讲章抑或口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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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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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在之前的十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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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三期谈到“不同菜

色篇”. 本期我们来到新

的一部  —  “佳肴宴客

篇”, 先谈“读讲章抑或

口语化”.

(文接上期)

(E) 佳肴宴客篇

(E.1)  方式: 读讲章抑或口语化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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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采用哪种讲道方式, 讲道者在讲道

生涯的前十年  —  甚至更长的时间内, 应该将讲

章完全地写下, 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这项锻

练的了.” 此乃赖若瀚的忠告. “不过,” 赖若瀚也指

出, “讲章最终是要讲出来让人听的, 因此不能像

写文章般, 只知运用华丽的词藻、复杂的语法,
这样的讲章听者会跟不上, 即或有深刻隽永的内

容, 也会像食物煮得太硬或味道太浓, 难以下咽

或无法消化.”109

派博(另译: 皮帕尔, John Piper)论到自己

的经验时表示, 若引用较熟悉的经文讲道, 他习

惯在星期五才开始预备. 但这种“急就章”的讲道

方式, 必须有深厚的底子与经验才能掌握, 不是

一般同工可以仿效. 提前拟妥讲章, 对于大多数

讲道者来说还是必须的.

赖若瀚在他所写的《食经讲道》一书中,
讨论了讲道方式  —  读讲章抑或口语化. 我们在

下文将之内容加以编辑, 并简略讲解:110

1. 写出讲章的好处

2. 运用讲章的途径

3. 预备讲章口语化

4. 使用讲章的守则

5. 传讲老旧的讲章

6. 传讲别人的讲章

(一) 写出讲章的好处

古代中国人注重所谓的“文房四宝”, 即
纸、笔、墨和砚. 这“四宝”非常重要, 因它把作者

的思想用文笔写在纸上, 借着记录得以保存. 詹
森(Irving L. Jensen)又说: “笔是读经时最好的眼

睛, 纸是最佳的记录工具”(pen is best seeing eye, 
paper is best retaining machine).111 换言之, 笔助留

意和记忆, 纸助记录和传递. 因此, 在讲道前写出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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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页.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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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马有藻著,《读经乐 — 实用读经攻略》(台北:天恩

出版社, 2004 年), 第 1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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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Bacon 

讲章(包括用笔和纸或电脑写出讲章), 往往能帮

助讲道者更有效地传递信息. 
 
 

(a) 思维严紧周密 
 

写讲章可以操练逻辑思维, 对讲道中要表

达的圣经教义或思想观念, 揣摩得更精准、更透

彻. 若不下工夫将字句写下, 思想会像脱缰的野

马, 无法控制. 编写讲章有助于使讲稿层次分明, 
思路清晰, 有条不紊.  

 
赖若瀚见证说, 在他 40 年的讲道之中, 都

尽量将讲章全部写出来. 他发现将讲章写下来, 
才有空间去思想不同的表达方式, 而且写讲章时, 
文思与心得会不断涌现, 很多灵感都是在电脑前

记录时(指用电脑把讲章写下时)才出来的. 
 

(b) 用词精确贴切 
 

正如英国科学家、哲学家兼散文作家培

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112所言: “交谈使人

学习; 阅读使人完备; 写作

使人精确.” 写下讲章, 可
以让讲道者的信息更精确

简洁, 除去不必要的材料, 
简化容易重复引述的例证, 
用正确的语言将传讲的概

念连接起来. 写下讲章也

有助于讲道者不落入陈腔

滥调, 因为书写过程可以

提供我们空间去思想怎样

用新方法来表达熟悉的真理, 用较多时间来推敲

修辞, 留意如何运用适切的语调、简化句子, 使
之明快、有力、易记. 

 
事实上, 除非是文学造诣深加上语言天才, 

才可以出口成章, 不然每个人都必须多方练习, 
才可以用最好的词句来适切地表达信息. 要让讲

章的花朵盛开之前, 必须除去杂草, 并要花点心

思去浇灌. 

                                                           
112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是英国哲学家、 
英语语言大师、英国唯物主义和实验科学的创始人, 提出

知识就是力量, 主要著作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

《新工具》等. 他是一位坚信圣经的人. 

写下讲章是为了有更精确的思想, 因为在

写作的过程中, 讲员已沉浸在讲章的思想中一段

时间, 并在遣词用字方面做过一番推敲, 讲章的

内容便能渐渐内在化了, 就好比钢琴演奏家经过

多番练习, 熟记了乐谱, 演出时便可以不看乐谱

而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 讲道者也要先熟悉讲章, 
讲道时就不再需要倚重它, 只全心全情投入传讲

之中.  
 
写下讲章还有一个好处, 是日后可以将之

变成小品文章与人分享, 在自己的网志(指网上杂

志)发表, 在召会的刊物上发表, 又或投稿到基督

徒杂志刊登. 
 

(c) 各部均衡发展 
 

讲章像一幅地图, 预先告诉我们路程的长

短, 能对整篇讲道有个鸟瞰, 看到各部分是否均

衡, 有无偏颇忽略. 讲道就像远足旅行, 若没有地

图在手, 有时会受路旁美景吸引, 盘桓改道(意即

逗留徘徊和改变路线), 以致在限定时间内无法到

达目的地. 
 
 有完整的讲章在手边, 可以减少讲道时随

意的即兴发挥, 不致让整篇信息“头重脚轻”或失

去方向. 
 

(d) 传讲更有把握 
 

一篇尽心预备并逐句写下的讲章, 能给讲

道者更大的把握与信心, 因为要讲的内容都已清

晰地记录下来, 有助于讲道者有力地传讲信息, 
让会众更容易被神的道感动和吸引. 若怕临时怯

场, 表达不佳, 不妨将各转折点的连接语句也写

出来.  
 
 讲员若能提早写好讲章, 就不用担心突发

事情, 即使必须分心处理, 只要在讲道前再温习

一下便可以了. 不然, 应付了突发的情况或需要, 
到主日讲道前感到预备不足, 心中便惶惶不安, 
必然影响讲道的素质. 
 
 写讲章是一种锻练, 开始时不一定能得心

应手, 有时可能搜索枯肠(指苦思苦想)仍然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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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Edwards 

 
 

Winston Churchill 

完全. 但若能持久操练, 必有一天左右逢源, 更见

果效. 
 
 

(二) 运用讲章的途径 
 

讲道没有一定的格式. 有的人只打好腹稿, 
上台张嘴就讲, 一气呵成, 讲完才将讲章记录下

来. 另一些讲道者习惯将讲章逐字写下(或用电脑

打出), 但因为常被书写的内容所困, 难以释放, 所
以改为只写大纲, 然后尽情发挥. 更有讲道者将

讲道预先录音储存, 讲道前再听一遍, 然后上台. 
讲员不是传声筒, 不同性格的讲道者或传道人可

以有不同的准备途径, 最重要是找到适合自己的

方式. 
 

(a) 诵读讲章法 
 

诵读讲章法的基本方式是将讲章逐字写

下, 经过练习, 然后在讲台上完全照读, 或照读九

成以上. 
 

(a.1)   优点 
 由于用词经过细心琢磨与挑选, 而且逐字

逐句读出, 内容比较精确, 时间把握精准, 适用于

重要场合的演说, 或专门的演讲. 又因为所讲的

内容重要, 不能出错, 故逐字写下, 照稿宣读, 可
以避免误解或错误引用. 
 

(a.2)   缺点 
 因为注重言词, 咬文嚼字, 使人感觉呆板

无趣, 讲员若一直看讲稿, 缺少与会众眼神的接

触, 就缺乏生命力, 无法与会众打成一片. 在一些

神学会议中, 有的讲者只宣读其讲稿, 而参加者

往往可以取得完整的讲稿, 听起来就格外沉闷, 
难怪有人拿了讲稿就离开. 
 
 事实上, 宣读讲章虽然能达到精准的效果, 
却让人感到讲员只像一位学究(多指迂腐的读书

人)113或“现代文士”. 在神学会议上逐字宣读神学

论文或许适用, 但逐字诵读绝不适用于讲道. 即
或是演说, 若只按稿宣读, 仍会让人认为讲道者

                                                           
113   “学究”出于唐代的科举制度, 原指科举中的一个科

目(注: 唐代有“学究一经”, 专门研究一种儒家经典), 但过后

“学究”一词被引申指读书人(多指迂腐的读书人). 

没有信心, 加上缺乏与会众眼神的接触, 更会留

下不够真诚、缺乏信念的印象. 
 
 有人反对上述观点 , 并指出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的那篇“罪人在忿

怒的神手中”的讲章是在台上照读的, 却产生空

前的果效. 但赖若瀚提醒道: “若是没有当时‘大醒

觉运动’的气候, 没有讲员会前禁食的祷告, 加上

他丰富的生命, 最好不要效法.” 
 
 多年前, 英国有位年

青议员在餐会上发表演说. 
冗长的演讲过后, 他请邱吉

尔(Winston Churchill, 英国

首相兼历史学家)114评估一

下. 邱吉尔坦诚地回答他: 
“第一, 你将讲稿照读; 第二, 
你读得很差劲; 最后, 那是

一篇不值得一读的讲稿.” 
 
 如果讲道者未察觉

会众对他讲道的反应, 就十

分可悲了. 很多讲道者在会

众日渐离开后, 仍不知道问

题所在(其实问题出在讲道

者和他那生硬沉闷的宣读

上). 这类讲道者只提供资

料, 没有把握到讲道的真义, 若会众不愿意再听

下去, 讲道者也该停止他的传讲了.   
 
 

(b) 背诵讲章法 
 

为弥补按稿照读过分

生硬的缺少, 有些讲道者会

尝试背诵讲章, 站上讲台后, 
将整篇讲章从头到尾一字不

漏地背诵出来给会众听. 
 

                                                           
114   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L. S. Churchill, 1874-1965)
是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演说家、作家、记者, 以及第

61、63 任英国首相(1940 年-1945 年, 1951 年-1955 年). 除
了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 他还是英国重

要的历史学家, 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

民族史》等, 并获 1953 年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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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优点 
 用这种背诵讲章法可以较活泼地传讲, 与
会众有眼神的接触, 减低沉闷枯燥的感觉, 而且

内容精确.  
 

(b.2)   缺点 
 对于每星期都要讲道, 甚至多于一篇道的

人来说, 背诵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而且不是每个

讲道者的记忆力都那么好, 能轻易记住整篇讲稿. 
而讲道时如果偶有走神或忘记, 便会难于应变, 
反而不妙. 
 
 事实上, 讲道者单单记诵一篇讲章而在台

上讲出来, 跟面向会众, 从内心深处传讲一篇信

息是不一样的. 讲道者传讲一篇信息, 不单是传

讲当中的思想意念, 更带着个人从神领受的热诚

和负担, 针对人内心深处的需要, 让人能透过所

传的信息回应神, 得着亮光和指引去面对日常的

生活, 并激发人作出行动, 改变生命. 
 
 如果整篇讲道只是将写下来的内容背诵

出来, 其效果就等于重播一段录下来的讲话, 跟
现场的会众并没有互动, 很难达到讲道的效果. 
讲道其实就像一段旅程, 要讲道者带着会众一同

走过, 体会经文向会众发出的信息, 所以需要与

会众有紧密的互动.  
  
 

(c) 口语讲道法 
 

口语化的讲道法是将讲章预备妥当, 练习

用平常讲话的方式来传讲 . 亚历克斯 ·蒙托亚

(Alex Montoya)评述道: “口语化的讲道, 是讲员

对一个题目作了深入研究, 然后根本不用讲稿, 
或以最少的文字辅助, 然后面向会众, 跟他们作

互动式地传讲. 这方法可以让讲员与会众有眼神

的交流, 而不是盯着看讲稿.”115 
 
 若使用这个方法, 讲员传讲

时, 可以浏览讲章的重点, 并且不

排除使用浮现出来的新词语, 让宣

讲更有活力.  

                                                           
115   Alex Montoya, Preaching with Passion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2000 年), 第 123 页.  

(c.1)   优点 
 口语化的讲道平易近人, 使人乐于接受. 
因讲员的目的不是传讲百分之百完美精准的内

容, 所以不用刻意咬文嚼字, 而特意着眼于生动

有力地把神的道传递给会众. 曾霖芳曾说: “受感

而讲的话是‘活’的话语, 用这种活泼的话语去讲

‘生命之道’是最有效的言语.”116 
 
 口语化的讲道能带着丰富的情感. 属灵伟

人的讲章, 使用的字词都十分简单, 再加上他们

的情感, 就极为有力. 因此, 写讲章时, 在注重修

辞之余, 不要忽略该在哪里投放情感, 到了传讲

的时候, 便要留意将它展现.   
 

(c.2)   缺点 
 口语化讲道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容易忘记

讲章内容. 而且因为自由发挥, 部分地方会较为

通俗, 让人觉得肤浅. 因此, 最好是先将讲章全部

写出来, 熟习后经过内化的过程, 将大纲与重点

词句加上记号(也可用荧光笔标注), 免得不记得

要说什么或转接不过来. 此外, 口语化的讲道也

容易暴露各人的语病或口头禅, 是讲道者要留意

并加以改善的.  
 
 再评口语讲道法 
 讲道与写文章大不相同. 文章是写给人阅

读的, 让人有时间仔细思想. 即使一下子看不明

白, 还可以回头再看. 但讲道是讲给人听的. 若一

下子接收不到, 无法立刻回去再听. 这就是为什

么以简单的言词, 用口语化的方式传讲, 要比宣

读讲章更好.  
 

至于讲章要详细到什么程度, 却是因人而

异的. 有些人只要有大纲, 就能在台上挥洒自如. 
有些人必须把全篇讲道字字句句都写出来, 才有

把握顺畅地传讲. 最理想的或许是先详细写下讲

章, 然后总结成大纲带到讲台上, 然后按着神的

感动, 带着感情, 与会众互动地传讲. 主耶稣讲道

是十分口语化的, 而且常常因所看见的景物或周

围发生的事情, 而引发祂开口教导人. 祂的教导

被群众公认为带着满满的能力, 不像当时的文士, 
虽然满腹经纶, 却没有能力.  
                                                           
116   曾霖芳著, 《讲道学》(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90), 
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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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hold Niebuhr 

著名的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Nicolo 
Paganini, 1782-1840)有一次在演奏会上, 在大声

喝彩的听众面前, 忽然发现手中的小提琴不是他

平日珍爱惯用的那把. 他呆了一会儿, 最后告诉

听众他拿错了琴. 他退回幕后, 沉思良久, 相信是

有人偷换了他的琴. 他沮丧了一阵子, 最后走出

来对听众说: “诸位来宾, 今天我要证明给大家看, 
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 乃是在人心里.” 他开始用

心地演奏, 从那破旧的乐器里奏出悠扬悦耳的音

乐, 听众深受感动, 最后喝彩声振动了整个演奏

场地.  
 
同样的, 我们要讲的道

不在讲章里, 乃在每个受感动

在讲台上服事的人心里. 赖若

瀚分享一个类似的经验. 某次, 
他受邀到某召会的退休会讲

道, 因为路途遥远, 先开车到

牧师的家, 然后转乘牧师的车一同去聚会. 三个

半小时后抵达会场, 他才发现行李中少了存放讲

章的手提包, 因为在换车时将它遗留在自己的车

里, 忘了拿. 晚堂快要开始了, 而且整个退休会中

要讲五堂, 一篇讲稿都没有, 心中实在有点沉重. 
 
还能怎么办呢? 赖若瀚先安静下来默祷, 

决心不再忧虑, 然后尽量默写讲道大纲. 写完再

拼命祈祷, 随之上台. 第二天早堂也是这样预备

和经历. 他感到讲道当中十分释放. 事后有位姐

妹说, 没有讲章的部分比有讲章的更生动与释放. 
 
 赖若瀚评论道: “我曾经不带讲章上台, 但
内容都是预先熟知的, 心中早有准备. 这次的经

历, 却让我体会到‘失去了讲章, 却找着了听众.’ 
从那次开始, 我便略为改变以往的习惯, 虽然仍

带讲章上台, 却不再那么倚重它, 或在有需要的

时候才看. 在神学院中, 讲道法的教授要求我们

不看讲章, 那是很好的操练. 但在忙碌的实际牧

养生涯中, 预备好讲章之后, 根本没有时间可以

熟读, 因此, 多年来, 我建立了边讲边看的方式, 
亦十分有效.” 
 
 米勒(Calvin Miller)的提醒值得留意: “传
道者在讲道时, 应相信他们所传讲的信息, 不是

单将所写下的照读出来. 无论讲章要求会众如何

回应, 随机应变与热诚都是传讲(指讲道)有效的

推动力.” 
 
 

(三) 预备讲章口语化 
 

我们在之前的《家信》中刊登过一篇关

于“针对会众需求”的文章, 并在文中强调讲道者

必须了解会众(听众)的需要, 所以他在预备讲章

时, 脑海中要浮现着不同的会众, 才不至打空气, 
闭门造车. 
 
 虽然写讲章也用得上一些写文章的技巧, 
但好的讲章不一定是好文章.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一些讲道集读起来简单而肤浅, 但在现场传讲出

来时, 讲员的情感与会众的互动, 带出极大的感

染力, 成为激励人心的讲道. 在另一方面, 一些辞

藻华丽的讲章却没有半点生命力. 美国神学家尼

布 尔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曾提醒我们: “不
需要写出‘漂亮’的讲章, 以
免这些华丽的词藻使人眩

目(指光线或色彩强烈, 令人

眼花), 却无法领受到措词背

后的任何信息. 那些词藻华

丽的讲章 , 吸引人崇拜它 , 
却忘记遵从它.” 
 
 写讲章有什么技巧或窍门, 能有助讲道时

发挥得更好? 以下两点可供参考. 
 

(a) 用一听就懂得的用语 
 

写讲章的用语必须为耳朵而写. 赖若瀚指

出讲道与写作很不一样. 写作要尽量详细, 需要

交代出处, 又加上注释. 但讲道是为了让人听得

明白, 所以要尽量用短句, 用主动动词及直接用

语. 引述别人的作品时, 不宜动辄引用一大段, 免
得听众难以掌握主要的意思.  
 

(b) 用一看就明白的格式 
 

以电脑打印讲章时, 宜尽量采用大一点的

字体, 以便在讲台时容易看见. 也可考虑把平板

电脑或手提电脑带上讲台, 就不必列印讲章,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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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以随时放大. 将字体放大, 讲章看得清楚, 放
心之余, 讲起来也就更有把握. 
 
 讲章不要写满整页. 不妨只用每张纸面的

一半, 留下半页空间, 可以加注或加入临时想到

的信息或应用. 重要的段落、诗句或嘉言, 可以

每句一行, 更容易看到.  
 
 可用不同颜色、字体、粗体或斜体等, 或
放大、缩入等方式, 凸显重要的或转折的地方. 
段落之间要有空行. 每个段落前面, 可以加上标

题或转接语. 所有的变化都是为了方便自己阅读. 
 

简明的大纲会易于记忆, 会众也容易掌握. 
尽量只用一层的标题, 而不要琐碎繁复. 若真有

小段落的话, 也要十分清晰合宜. 将引用的经文

也全部印出来, 可以减少读经时翻查经文的时间.  
 
不过, 尽管今日很多人都使用电子版本的

圣经, 但一些年长的会众观念较保守, 认为讲员

必须带着圣经上讲台才合宜. 讲道者在这方面可

斟酌留意, 若在较正式的场合或年长的会众中, 
要带着圣经上讲台. 甚至在读经时捧着圣经来读, 
用以代替从讲章中读出.   
 
 

(四) 使用讲章的守则 
 

论完如何预备讲章后, 接下来就要谈如何

使用它. 使用讲章有四个重要的守则, 除了熟习

讲章和倚赖祷告, 也要注意讲章的重点, 并在传

讲时注视在场的会众.  
  

(a) 熟习讲章 
 

写完讲章之后, 要留一段时间消化, 多读

几遍, 不通顺的地方加以更正与修改, 免得讲起

来生硬拗口. 初学讲道者, 可以对着镜子练习, 或
在教堂空着时上台练习. 耳朵是最好的编辑, 凡
是听起来不通顺或累赘的句子, 就要改写或简化. 
若能将讲章的起承转合也记住, 熟悉转折与加强

重要的地方, 并知道如何带往高潮等, 将会让讲

道者挥洒自如, 且能巧妙变化.    
 

(b) 倚赖祷告 
 

讲道者要常为自己祷告, 也要为听道的会

众祷告. 在这方面, 神所重用的某位仆人曾给讲

道者一个适切的忠告: 他为所要讲的信息祷告, 
仿佛一切都有赖于神; 他准备所要讲的信息, 仿
佛一切都有赖于他本身; 他传讲信息, 仿佛一切

都有赖于听众.117 这三件事当中, 首要就是: 讲道

者为所要讲的信息祷告, 仿佛一切都有赖于神. 
 
步上讲台之前要为

自己祷告, 求神让你可以掌

握讲章的神髓, 将所领受的

感动百分之百地传讲出来. 
祷告有一种整合的效用, 将
理论与感情连结在一起, 使讲出来的信息不至于

太理论, 而且将讲道者的生命带进信息当中. 
 
 此外, 也要为听道的人切切祷告, 求神的

灵亲自在他们中间动工, 给他们敞开的心灵, 聆
听神要向他们所讲的话. 事实上, 即使我们准备

得再好, 会众的心没有预备好, 信息就如泥牛入

海一般(比喻一去不复返, 没有下落). 相反的, 有
时我们预备得不怎么样, 但圣灵动工, 也会让听

道者有所领受. 毕竟, 讲道是属灵的工作, 不是靠

人的努力和技巧可以完全掌控的. 因此, 由始至

终我们都得倚靠祷告, 仰赖圣灵的工作.   
 

(c) 注意重点 
 

虽然我们殷勤地预备讲章, 但在讲台上, 
却不要受讲章的规限. 在预备好讲章后, 可再花

些时间抽出重点, 作为带上讲台的大纲. 但若不

想花这额外的工夫, 则可把讲章内容用不同的颜

色标示. 
 

(d) 注视会众 
 

赖若瀚虽然鼓励讲道者带讲章上台, 但他

提醒讲员不要老是看着讲章. 重要的是, 偶尔看

讲章之余, 仍不忘要时时注视会众. 
 

                                                           
117   这句话在英文是: “He PRAY over his message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upon God. He PREPARE his 
message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upon him. 
He PREACH his message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upon the liste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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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会把大纲印在召会聚会的程序单

上, 预备这种大纲时, 可预留一些填写空间. 这样, 
讲道时可邀请会众填写, 同时就可争取一点时间

看讲章. 此外, 若是讲章采用一目了然的格式, 就
不至于经常低下头寻寻觅觅, 失去与会众的眼神

接触.  
 
 上台之前需要仔细检查讲章页数的顺序, 
不要在传讲时才发现次序错乱. 讲章也不宜装订

在一起, 免得翻阅的动作与声音影响会众, 分散

他们的注意力. 用平板电脑储存讲章, 没有这方

面的问题, 但要用得熟练, 尽量减少传讲时不必

要的障碍. 
 
 

(五) 传讲老旧的讲章 
 

有传道者认为, 某些信息十分重要, 需要

对同一批会众多讲一次. 让之前没有来的可以听

到, 或来了却没有听好的会众可以温习. 这便涉

及一个问题, 传道者的讲章可否重复使用? 
 
 针对这个问题, 赖若瀚分享他的一个经验. 
他牧养某个教会大概 10 年之后, 重复讲了一篇

讲章. 散会后, 竟有两位信徒来对他说: “牧师, 我
还记得你刚到教会时, 讲过这篇道啊! 不过, 多听

一次也无妨.” 赖若瀚评论道: “10 年后仍有人记

得你讲过的道, 或许是好事. 但‘开罐头’(指用旧

的讲章)被人识破, 还是蛮尴尬的. 我立志, 从那天

起, 不再随便重复讲道了.” (特指向同一批会众重

复讲之前讲过的那篇道)  
  

(a) 尽量避免 
 

为什么最好不要用旧的讲章呢? 赖若瀚解

释道: “因为用旧的讲章, 一旦被发现, 给人的印

象是传道者没有好好预备. 若是讲道者没有感动, 
怎能叫别人得到感动呢?   
 
 “听道与听歌不一样. 诗歌可以百听不厌, 
但听道则不然. 重复地听, 往往再没有第一次的

感动或是新鲜感. 所以在同一个教会中, 除非万

不得已或确有必要, 否则, 最好不要重复讲同一

篇道. 免得会众觉得收到剩菜残羹, 没有属灵上

的喂养. 

(b) 旧酒新瓶 
 

赖若瀚也相信, 有些讲章经过精心钻研, 
值得一讲再讲. 不过, 即使这样, 讲员也必须重新

读过经文, 领受新的感动, 如同将新鲜的配料加

入旧菜中, 把讲章加添修补过, 才可以再使用. 但
对同一处的会众, 传讲的年日不同, 要留意更换

例证. 在不同的场合, 则要留意不同会众的需要.   
 
麦希真在某次教牧同工的聚会中曾说 : 

“炒冷饭”虽然不是什么好事, 但可以加一个鸡蛋

去炒, 仍然会是很香、很好吃的. 就像在百年老

卤中加点配料, 就可以做出更多的卤菜. 司蕴道

(Charles R. Swindoll)说: “旧讲章若是一幢房子, 
我会更换旧的建材, 把过时的物料拆走, 只保留

房子的结构, 而用全新的材料去建造… .”  
  
 

(六) 传讲别人的讲章 
 

使用别人的讲章就像以罐头食物或微波

炉食品给家人做晚餐, 虽然在忙碌生活中会偶尔

这样做, 但要明白这些食物的营养价值不高(可能

高盐和高防腐剂?!), 为了家人的健康, 还是应当

到市场采购新鲜食材, 亲自下厨. 
  

(a) 融会贯通 
 

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引用

了别人的心得或见解, 成为自己讲道内容的一部

分, 人类本来就共享文化与智慧, 这是无可厚非

的. 以下三点表明此事: 
 
1) 从字典、词典、注释得到基本资料, 这正是

这类参考书存在的目的与价值. 
2) 从别人的文章或讲章得到灵感和启发, 整理

并承继他人讲章的精髓, 形成自己讲道中的

意念, 甚至专心听“讲道大师们”的讲道, 学习

他们表达的能力与风格.  
3) 引用别人讲过的话(名言语录), 不仅帮助说

明或解释, 也有助于加强此话的权威. 
 

许多伟大的讲道家都会采用他人的心血

结晶(指他们的著作名言), 这就如同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 才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别有天地.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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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认为他讲的道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但讲道者必

须有自己的研究与默想, 经过吸收与消化, 才可

以有新鲜的见解与活泼的果效. 
 

(b) 不可越分 
 

引用多少是可以接受而不算抄袭呢? 这个

问题很难界定. 有人说: “天下文章(也包括讲章)
一大抄”(此俗语可意谓“天底下的文章都有抄袭

之嫌”), 还有人说: “抄一个人是抄袭, 抄五个人是

研究, 抄十个人就近乎创作了.” 然而, 使用别人

的东西, 仍要遵守一定的原则. 在实际生活中, 我
们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 因为这是偷窃的行为. 
在智慧财产权的领域, 我们可以运用别人的东西, 
但必须用得合宜, 才不至于被指控抄袭剽窃(注: 
“剽窃”是指把别人的作品窃为己有). 
 

(b.1)   不可复述整篇讲章 
 

 在这个时代抄袭十分容易, 因为网上资料

繁多, 可以很快找到不少合用的东西. 赖若瀚指

出, 他曾在一间神学院讲授“释经讲道法”课程, 要
求同学交两篇讲章. 有位同学交来的两篇, 竟然

都是从网上找来的, 只稍微改动了引言, 其余内

容一字不变, 完全一样. 这是十分严重的事, 因为

剽窃在学术界是非常严重的罪. 
 
 别人的讲章不是你的, 你全盘接收, 搬上

讲台, 让人以为是你的, 这是诚信上的问题. 即使

将别人的讲道大纲原封不动地使用而没有说明

出处, 同样不妥. 若整篇讲道的大纲是借用别人

的, 最好事先告诉会众. 但这样做不免引起会众

质疑: “为什么讲员不能好好预备一篇讲道?” “为
什么要借用别人的呢?” 
 
 当然, 有些讲章是特别公开出来, 让人任

意引用的. 从前杨牧谷出版《道材》, 目的是帮

助一些年轻而讲道经验尚浅的同工, 从别人的讲

章, 举一反三地学习讲道.118 他认为若是偏远地

区的传道人欠缺资源, 即或是将这些讲章全篇搬

上讲台, 也比没有供应好. 
 
                                                           
118   参网上《道材使用手册》, 内中指出使用守则. 参 
http://www.ymkfund.org/index_topic.php?did=217289&didpa
th=/217289 ; 浏览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  

 今日在北美, 有些教会或机构的网站出售

讲章, 只要付一些钱, 就可以解决版权问题. 虽然

如此, 将别人的讲章原封不动地搬上讲台, 总有

不适当之处. 例如原作者亲身的经历与第一手的

见证、某时某地发生的事件等, 引用者没有见闻

经历, 总不能一下子就全盘接收. 
 

(b.2)   经消化与琢磨, 用自己的话来传讲 
 

 借用别人的讲章, 必须经过消化吸收, 思
考琢磨, 务必引发出自己的心得与看法. 赖若瀚

曾经录制一套名为《真爱人生》的录音带, 是讲

论 林前 13:4-8 的五篇讲道. 有传道者告诉赖若瀚

他重复听了又听, 直到滚瓜烂熟, 然后用自己的

例证补充, 会众的反应非常好. 赖若瀚评论道: 
“这就相等于‘开罐头’. 但罐头食物若能佐以一些

新鲜材料, 虽然不是最理想, 却亦比只开罐头来

得好.”  
 

(b.3)   在适当时候说明出处 
 

 诚实负责的讲道者会清楚告诉别人讲道

材料的出处. 若是聚会后有人想要参考, 可以让

人知道详情. 不过, 讲道与写作不同, 写作必须写

出附注, 讲道则注重当时的领受, 不必列出某解

经家说这个, 某学者说那个, 只要在适当以及重

要的地方指明出处便可以. 可以简单地介绍说: 
“以下这一段所讲的, 主要是受某某学者(可以讲

出名字)的启发…”、“慕迪(D. L. Moody)曾讲过

一个感人的故事…”、“司蕴道(C. R. Swindoll)在
他的书中写着…”、“陶恕博士(A. W. Tozer)说得

好…”等等.  
 

(b.4)   不可以“抄袭”为可取的 
 

 赖若瀚指出 , 圣经说 : “不可偷盗 ”(出
20:15), 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智慧财产权. 抄袭

了别人的东西, 千万不要还振振有词, 说: “其实

这些都是神给他们的恩赐, 他们应该为天国的缘

故, 乐意与人分享.” 
因为未经作者或原

创者本人的许可 , 
就是一种盗窃的行

为 , 任何遁词都不

足以推诿责任.  

http://www.ymkfund.org/index_topic.php?did=217289&didpath=/217289
http://www.ymkfund.org/index_topic.php?did=217289&didpath=/21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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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若瀚对讲道者的提醒值得深思: “十分

可惜的是, 不少传道者因为不懂运用时间, 到星

期五、六才临阵磨枪, 最后还是因为来不及预备

讲道, 就陷进挪用或抄袭别人讲章的试探中. 其
实, 作为一位牧者, 为何不多花心思, 为自己会友

的需要, 从神领受信息, 转而喂养群羊呢? 神对传

道者的基本要求, 是为群羊警醒, 并且让别人看

出自己的长进, 从而受到激励, 由听道而行道.”119  
 
 

结语 
 

 米勒(Calvin Miller)曾写道: “传道者在讲

道时, 应相信他们所传讲的信息, 不是单将所写

下的照读出来. 无论讲章要求会众如何回应, 随
机应变与热诚都是传讲有效的推动力.” 
 

结束前, 让我们引述赖若瀚对讲道者的忠

告: “传道者只有将神的信息融会在心中, 并时时

沉浸在神的话语中, 才能从腹中流出活水. … 我
们的生命不应该只是一潭死水, 而应该是丰盛活

水的泉源.”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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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22 

                                                           
119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536 页. 
120   同上引, 第 537 页. 注: 赖若瀚在这番话中引证主耶

稣所说的: “信我的人…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
7:38). 赖若瀚对讲道者所说的这番劝勉之言是对的, 不过

值得留意的是, 赖若瀚所引证的经文(约 7:38), 即“从他腹

中”的“他”一词按原文意思是指着主耶稣, 而非信徒.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从他腹中要流出活

水的江河来-他是指谁/ .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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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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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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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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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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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同上引, 第 439 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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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是指谁/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是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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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马有藻 
 
 

但以理书的 

七十个七 
(但以理书 9:1-27) 

 
 
(A)  序言 
 论到但以理书第 9 章, 
马有藻在其所著的《异梦解

惑者  —  但以理书诠释》中

指出, 此章并非异象, 而是祷

告与预言的结合; 祷告是因, 
预言是果. 祷告是激发, 预言

是回应. 前半(9:1-19)主角是

但以理 , 后半 (9:20-27)是加

百列; 前半是求启示施恩, 后
半是回答应允. 这预言又是论到以色列将来的沧

桑史; 从耶路撒冷城重建、被毁至“毁坏者”受最

后的审判. 这段预言是全书中首次论到弥赛亚的

出现, 及出现后以色列的命运, 因此本章的预言

是全书启示的最高峰.124  
 
 
(B)  预言的史地 (但 9:1-2) 
  
 但 9:1  玛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迦

勒底国的王元年, 
 但 9:2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但以理从书上

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 论耶路撒

冷荒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 
 

但以理把领受“七十个七”预言的背景(时
日和场合)清楚记载在第 9 章, 以表示这次预言的

内涵实非杜撰(意即不是随意编造或虚构的). 这
时是玛代人大利乌立国的元年, 他是亚哈随鲁的

儿子 , 也是  但 6:1 所记述的那王 . “亚哈随

鲁”(KJV: Ahasuerus)是希伯来文译出的波斯字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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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页. 下文皆改编自此书. 

khshayarsha , 意即“尊贵者”, 是大王之意. 历史上

无法考证他(大利乌)是谁(因世俗历史文献没有

提供这方面的完整名单),125 但他是玛代人, 这方

面是无需怀疑的. 他的王位是波斯帝国的帝王古

列(另译: 塞鲁士, Cyrus the Great, 主前 559-530
年作波斯帝国之王)所立的. 第 1 节的“立为…王”
在希伯来文是 hâmelak {H:4427}, 而 hâmelak 这
动 词 是 过 去 式 被 动 词

(hophal), 意即“被立为王”, 
所以不能如某些学者指他

是古列王, 因古列王是诸

王之王, 不是由他人立他

为王. 另外, 但 5:31 也记载

这位大利乌“被册封”(希伯来文: qabbêl {H:6902})
为王.126 大利乌本是被委任的省长, 当时巴比伦

省长的职权有如地方上的王一般, 所以也能被称

为王(参 但 6:2). 
 
  就在大利乌在位的元年(约主前 538 年), 
年届 82 岁的但以理从“书”上(注: 此“书”一字在

原文是复数字, 并有定冠词[definite article], 指某

些犹太敬虔者接受为经典的书籍, 所以此“书”可
指耶利米书中的记录)查悉先知耶利米记载耶路

撒冷成为荒凉, 以七十年为满额(参 耶 25:11-12;  
29:10-14; 注: 此段经文是耶利米寄给被掳之选民

看的书笺, 其中一个读到此书笺的人, 就是但以

理, 而耶利米之书札现今已成为神的正典).  
 

想不到多年前耶利米的著作, 从耶路撒冷

传经沙漠旷野, 经历巴比伦的灭亡, 波斯帝国的

初兴, 而达到但以理的手中. 但以理读到此书笺

的时候(指但以理书第 9 章), 先知耶利米已离世

数十年, 传说他在埃及犹大难民殖民地的答比匿

(Tahpanhes)为主殉道.【编者注: 这对那些为主著

书写作的信徒而言, 是何等大的鼓励! 或许这些

信徒在世时, 所写的并未获得该有的重视, 但他

们离世后所留下的文章, 可以被神使用来叫后世

之人获益良多】 
 

                                                           
125   有圣经学者(如马有藻)认为亚哈随鲁就是薛西一

世(Xerxes I, ). 参《异梦解惑者》, 第 225-226 页(附录 12: 
波斯王朝列王). 
126   但 5:31: “玛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 取了(希伯来

文: qabbêl {H:6902})迦勒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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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节描述耶路撒冷的“荒凉”(希伯来文: 
chorbâh {H:2723})是采用复数字, 表达在程度上

或次数上的多次. 耶路撒冷城在主前 605 年首次

被巴比伦攻占掳掠, 至今(指到了但以理书第 9 章)
已过了漫长的 67 年. 当先知但以理拿起耶利米

书捧读时, 想着自己的国家面目全非与亲人分隔

多年, 加上这位先贤耶利米也已为主捐献生命, 
但以理心中无限唏嘘(抽泣叹息).   
 
 
(C)  但以理的祷告 (但 9:3-19) 
(C.1) 祷告的准备 (但 9:3) 
 
 但9:3  我便禁食 , 

披麻蒙灰 , 定意向

主神祈祷恳求. 
  
 根据但以理的查

考与时间的计算, 此时

已接近被掳 70 年的尾声. 马有藻评述道: “他(但
以理)知道神会使以色列民回归故土, 但恐防神因

以色列人罪大恶极, 而延迟使选民归回, 于是立

意代民求恩.” 从这点可见, 但以理认定四个事实: 
1) 这里的“70”是按字面意义解释的被掳年限, 

而非象征性的数字; 
2) 神必照祂的应许成就祂的计划, 但人也有责

任向神祈求, 使它得以成就; 
3) 向神求恩是复兴的前奏; 
4) 被掳期的起点是他(但以理)的被掳之年(主前

605 年), 其终点是主前 536 年(而不是从主前

586 年计算至主前 516 年).  
 

于是, 但以理定意向神祷告祈求, 他先禁

食、披麻蒙灰、预备自己, 这三方面的准备足见

但以理的祈祷态度何等真诚! 也因此蒙神悦纳. 
我们也该效法但以理祈祷的真诚态度. 
 
 
(C.2) 祷告的内容 (但 9:4-19) 
 

 (一)   认罪 (9:4-14) 
 
 但 9:4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 说: 

“主啊, 大而可畏的神, 向爱主、守主诫命的

人守约施慈爱.  

 但 9:5  我们犯罪作孽, 行恶叛逆, 偏离祢的诫

命典章,   
 但 9:6  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祢名向我们

君王、首领、列祖, 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

话.  
 但 9:7  主啊, 祢是公义的, 我们是脸上蒙羞的; 

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以色列

众人, 或在近处, 或在远处, 被你赶到各国的

人, 都得罪了祢, 正如今日一样. 
 但 9:8  主啊, 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

祖因得罪了祢, 就都脸上蒙羞.  
 但 9:9  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 我们却

违背了祂,   
 但 9:10  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没有

遵行祂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   
 但 9:11 以色列众人都犯了祢的律法, 偏行, 

不听从祢的话; 因此, 在祢仆人摩西律法上所

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 因我们得

罪了神.  
 但 9:12  祂使大灾祸临到我们, 成就了警戒我

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 原来在普天之下未

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  
 但 9:13  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

律法上所写的, 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

的恩典, 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 明白祢的真理.  
 但 9:14  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

身上,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祂所行的事上

都是公义; 我们并没有听从祂的话.” 
 

但以理的祷告可分两大部分, 前半部是认

罪, 后半部则是求恩, 前段用“耶和华”为神之名, 
示意神是立约的神, 此乃后半部求恩的基础; 后
段呼神为“主”为“神”, 示意神的大权能, 是为神使

选民归回的提醒(意味着神有大能大力, 必能成就

祂所计划或应许的).  
 
 但以理跟随先贤为国为民代求的美好榜

样(如摩西、耶利米、以赛亚), 为国人认罪, 以获

神恩. 值得留意的是, 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 虽不

是自己的罪所引起, 但他仍然视为自己犯罪所致

【注: 这表示他与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民认同, 此
等谦卑的态度肯定蒙主悦纳, 也与假冒为善的法

利赛人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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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祷告中, 但以理对神的认识显露无遗, 
可见他必定明白神在 代下 6:34-39 的应许:  
1) 神是大而可畏的(但 9:4), 指神的伟大方面;   
2) 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但 9:4), 指神的信实方面; 
3) 神是公义的(但 9:7), 指神的公义正直; 
4) 神是怜悯饶恕人的(但 9:8), 指神的恩慈. 
 

此外, 但以理对人的软弱、犯罪的性情, 
也有过人的认识: 
1) 犯罪作孽, 行恶叛逆, 偏离神律(但 9:5) [ 注意

四大认罪动词, 从这些词汇的选用可见作者

但以理凡罪皆认] ; 
2) 不听先知的话(但 9:6,10); 
3) 全国与普世的犹太人都得罪神(但 9:8); 
4) 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9:11-12). 
 

从祷告文中, 我们看见但以理认定他本国

70 年来的遭遇, 全是因为选民没有听从神, 乃是

“罪有应得”(但 9:13-14). 【注: 但 9:4-14 这段经

文许多语句出自申命记及耶利米书, 读者使用圣

经汇编便可寻出】 
 

 
 (二)   求恩 (9:15-19) 
 
 但 9:15  主我们的神啊, 祢曾用大能的手领祢

的子民出埃及地, 使自己得了名, 正如今日一

样. 我们犯了罪, 作了恶.   
 但 9:16  主啊, 求祢按祢的大仁大义, 使祢的

怒气和忿怒转离祢的城耶路撒冷, 就是祢的

圣山. 耶路撒冷和祢的子民, 因我们的罪恶和

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   
 但 9:17  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祢垂听仆人的祈

祷恳求, 为自己使脸光照祢荒凉的圣所.   
 但 9:18  我的神啊, 求祢侧耳而听, 睁眼而看, 

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祢名下的城. 我们

在祢面前恳求, 原不是因自己的义, 乃因祢的

大怜悯.  
 但 9:19  求主垂听, 求主赦免, 求主应允而行, 

为祢自己不要迟延. 我的神啊, 因这城和这民

都是称为祢名下的.” 
 

上文是求赦, 本段是求恩. 求赦是希望神

将忿怒停止, 求恩是盼望神将慈爱、眷顾赐回. 
在这求恩部分, 但以理向神呼求六次: 

1) 求神勿忘救赎之恩, 接着但以理立即承认过

错, 作为求恩的基础及凭据(但 9:15); 
2) 求神的忿怒转离圣民(但 9:16); 
3) 求神顾念荒凉了的圣所(但 9:17); 
4) 求神大施怜悯(但 9:18); 
5) 求神垂听、赦免、应允, 不要迟延叫神的选

民归回(但 9:19 上); 
6) 求神不要放弃自己的百姓(但 9:19 下). 

 
这整篇的祷告被犹太人称为“妥拉祷告” 

(Torah prayer), 中心主旨乃是求神不要忘记祂的

恩约. 从祷告的字汇、神的名称、旧约圣经的应

用(尤其是引自旧约圣经的恩约经文), 可见作者

(但以理)凭着神与祂选民所订立的恩约, 求神早

日应允施恩, 正如 利未记 26:42-45 所言.127 
 
 
(D)  加百列的启示 (但 9:20-27) 
(D.1) 导言 (但 9:20-23) 
 
 但 9:20  我说话, 祷告, 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

民以色列的罪, 为我神的圣山, 在耶和华我神

面前恳求.   
 但 9:21  我正祷告的时候, 先前在异象中所见

的那位加百列, 奉命迅速飞来, 约在献晚祭的

时候, 按手在我身上.   
 但 9:22  祂指教我说: “但以理啊, 现在我出来

要使你有智慧, 有聪明.   
 但9:23  你初恳求的时候, 就发出命令, 我来

告诉你, 因你大蒙眷爱; 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

以下的事和异象. 
 

但以理正在神面前迫切为选民认罪代求

时, 他的祷告突然被天使加百列打断, 此时正是

“献晚祭”的时候. 献为祭是时辰的代名词(大约始

                                                           
127   利26:42-45: “我就要记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 与以

撒所立的约, 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并要记念这地. 他们离

开这地, 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 并且他们要服

罪孽的刑罚; 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 心中厌恶了我的律

例. 虽是这样, 他们在仇敌之地, 我却不厌弃他们, 也不厌恶

他们, 将他们尽行灭绝, 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记念我与他们

先祖所立的约. 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 为要作他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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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午三时), 而不是说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恢复了

献祭之礼.  
 

天使按手在但以理身上, 叫他不必祷告, 
而要听神如何答应了他的祷告. 天使向但以理说

明来意  —  使他有智慧能明白所传的启示. 天使

继续说, 在但以理开始祷告时(约早上), 就有“吩
咐”(希伯来文: dâbâr {H:1697},《和合本》译作

“命令”; 这里指“启示”)下来, 要天使传达给但以

理知晓, 因但以理“大蒙眷爱”(但 9:23), 成为合用

的器皿, 作为神重要启示的出口, 所以可以明白

以下的“事”(希伯来文 : dâbâr {H:1697})和“异
象”(希伯来文: mar’eh {H:4758}; 注: 这词是从字

根“见”而来, 指[眼前可见的]“外貌、外表”, 喻“真
相”或“异象” ). 
 
 加百列此刻到临, 将神的心意向但以理启

示出来, 足见耶路撒冷虽然遍地废垣, 神的心仍

没有离弃祂的选民. 神主要的心思与但以理不同, 
祂深愿对付选民灭亡的

原因  —  罪的问题, 但以

理则关注归回的实行. 
 
 
(D.2) 预言 (但 9:24-27) 
 

 (一)   “七十个七”的目的 (9:24) 
 
 但 9:24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 已经定了七

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 除净罪恶, 赎尽罪孽, 引
进(或作: 彰显)永义, 封住异象和预言, 并膏

至圣者(“至圣者”或作“至圣所”). 
 
  但 9:24-27 这段经文的

预言是与“选民国”有关, 这选

民国指的就是指以色列国, 因
为这节清楚表明是为但以理

的“本国之民”与他的“圣城”
所定的计划, 所以“七十个七”
的预言是关乎以色列人(以色

列民和耶路撒冷城), 而非外

邦人或召会【读者必须明辨这两者的分别】.128  

                                                           
128   读者必须明辨神给“以色列国”的计划是与祂给“召
会”的计划有所不同. 有关“以色列”与“召会”的分别, 请参

 加百列向但以理说明, 神已向选民国(以色

列国)定了一个计划 (注: 但 9:24 的“定”一词在希

伯来文是 châthak {H:2852}, 意即“刻划、设计”, 
指设计了某个计划). 这计划需时七十个七的时间

(70 x 7 = 490 年)才能完成. 这计划(或设计)共有

六个目的 , 分为二组 . 前三个是消极性、反面

性、除净性, 涉及除去不合神旨意的事. 后三个

是积极性、正面性、建设性, 涉及合乎神旨意之

事的成就. 前三个在主第一次来临时决定性(非完

整性)地完成, 后三个在主第二次来临时才应验. 
如潘德科(J. D. Pentecost)所说, 前三个目的与赦

罪有关, 后三个目的与国度有关.129 严格说来, 前
三个目的是预告基督的代死, 后三个目的是预告

基督代死的功效. 让我们细察这六个目的:  
 
1) 止住罪过 : “止住 ”(是希伯来字根 kala’ 

{H:3607}, 意即“拦阻”; 或 kalah, 意即“停止”, 
如中文圣经所译)并非完全消失之意, 因主第

一次降世后, 世界仍有罪过出现, 所以“拦阻”
的意思较为适合. 这里说明七十个七的首要

目的是为了阻止罪的蔓延, 犹如圣灵后来在

地上的工作, 叫多人归主(也借着信主之人

[召会]作为世界的光和盐, 发挥了防腐作用, 
拦阻罪恶全面发展, 编者按).   

2) 除净罪恶: “除净”(字根 hatam {H:2856}, 意
即“完成、消除”)罪恶, 指在七十个七这段期

间内, 罪必会得到消除(因七十个七是以基督

第二次降临为结束, 而主降临在地是要除净

罪恶, 编者按). 
3) 赎尽罪孽: “赎尽”(希伯来文 kapar  {H:3722}, 

意即“遮盖”)罪孽, 指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马有藻表示, 前三个目的论及人多方面的

罪行. “罪过”(希伯来文: happesha {H:6588}), 指
超越神吩咐的罪行; “罪恶”(希伯来文: hatta’ot 
{H:2403})是离开神心意的罪行; “罪孽”(希伯来

文: ‛avon {H:5771})是从内而外的罪愆. 这三种罪

行(代表一切罪)在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时便蒙解决,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舍命, 为罪人广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5/新约的召会是否取

代了旧约的以色列/ .        
129   J. D. Pentecost, “Daniel”, in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Edition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85), 第 1361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5/新约的召会是否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5/新约的召会是否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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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的门. 彼得斯(G. N. H. Peters)称, 罪的消除就

是国度建立的基础, 国度能建立, 全因罪被对付

清楚.130 这样, 前三点就为后三点铺路. 
 

4) 引进(或作“彰显”)永义: “罪”的反面是“义”, 
罪除净后, 义要进入, 使人成义. 但永义必在

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在地上建立国度后才能

应验(参 赛 11:2-5 耶 33:15-18). “永义”也可

译作“万世之义”, 即万世期待在国度内实现

的义来临. 
5) 封住异象和预言: “封住”(希伯来文: hatam 

{H:2856}, 意即“完成”), 指所有启示性的异

象和预言(“和”一字意谓“就是”[希伯来文法

是 waw explicative ], 即“预言性之异象”), 到
主来时必会停止, 那时有关弥赛亚国的异象

及预言必会完全应验. 
6) 膏至圣所 /至圣者 : “至圣所 ”(希伯来文 : 

qodesh qadashim {H:6944,6944})有学者解作: 
(a) 圣殿(如 N. W. Porteous); (b) 天上的耶路

撒冷(如 H. C. Leupold); (c) 基督的一生(如唐

佑之); 但这字句在旧约中只有一次用在人身

上(代上 23:13), 其他均指物件(如出 29:37)或
地点(如结 43:12). 因此, 此处应是指圣殿的

内殿(指地方, 而非如中文圣经译作“至圣者”, 
指人). 故此, “至圣所”这词于此暗指主耶稣

基督再来之后, 圣殿必会重建的情形(参 赛
66:20-21; 耶 33:15-18; 结 37:26-27; 40-46 章; 
亚 14:16-17 等). 圣殿(包括至圣所)重建是敬

虔犹太人极崇高的盼望, 天使加百列便将这

盼望“至终成为确定的实现”预告出来. 当至

圣所被膏的时候, 那地方必分别为圣, 成为主

耶稣在地上执掌王权、安设宝座的所在地. 
在那里, 主耶稣基督以其王权引进永义, 以永

义建立真正的“太平天国”, 并延伸至永远. 
 
 有关“七十个七”的目的, 其中后三点在历

史上还未应验, 主降生在世的那段日子也无应验, 
因永义不能在地上实现, 很多启示与预言在主降

世后仍赐给主的门徒, 至圣所并无膏立, 甚至在

主后 70 年遭罗马兵毁灭, 所以后三点的一切需

在主第二次降临地上时, 方能完全应验. 到那时, 
连前三点也会同时完全成为事实.   
                                                           
130   G. N. H. Peters, The Theocratic Kingdom (vol.3)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52), 第 455-456 页. 

 “七十个七”的解法 
 关于“七十个七”这数字, 圣经学者们有不

同解法, 主要有三:  
1) 象征解释法 (如邝炳钊、张永信、H. C. 

Leupold);  
2) 半象征解释法(如唐佑之、E. J. Young);  
3) 字意解释法(如 Robert Anderson、Harold W. 

Hoehner、J. C. Whitcomb、L. J. Wood).【参

本文附录(一) 】 
 
 “七十个七”的“七”(希伯来原文 Shabu‛im 
{H:7620}, 意即“七份”)131是时间的单位, 原文可

指“日、周、月或年”, 需视经文的文法用语而鉴

定其意 , 132  但所有标准圣经字典 (如 BDB、

Gesenius、Zorell & Semkonsvski)都将 但 9:24-27
中的这字解作“年”(year). 犹太经典《米示拿》

(Mishnah) 的用语上 , 是以 “ 年 ” 为单位 (Baba 
Metzia 9:10; Sanhedrin 5:1).133 总括而言, 这数字

不能当作“象征意义”来解释, 因为:  
 
1) 但以理一直在想着字面意义的年代数字(“七

十年”, 参 但 9:2). 
2) 若非以字意解释为标准, “七十个七”分为三

段时期的分法便毫无意义. 
3) 三段时期的分法是指定性的、有始有终的, 

若“七十个七”非字意用途, 这种定期分法便

是多余的. 
                                                           
131   根据王正中的《圣经原文字典》, “七”(希伯来文: 
shâbhûa‛ / shâbhua‛ {H:7620})意谓“七个的、为期七(天、

周、年…)、一周、七七节, 在旧约中出现 20 次, 最多被译

作“七”(9 次), 其次“七七”(5 次), 也译作“七日”(4 次)、“节
令”(1 次)、“七日”(1 次). 这字在创 29:27-28 两次被用来指

“七年的一周”(week of 7 years). 注: 创 29:27-28 原文直译为

“满了这位(指拉结)的七( shâbhûa‛ , 即“七年”), 我们将把

这另一位给你, 因为你服事我另一个七年.  雅各就如此行, 
他满了这位(指拉结)的七( shâbhûa‛ , 即“七年”), 他就把他

的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  
132   以色列(犹太)的历法不单是七日为一周(week of 7 
days, 正如在 出 23:12), 也以七年为一周(week of 7 years,正
如在 创 29:27-28), 也请参 利 25:3-4,8-10 的原则. 
133   Gleason L. Archer, J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Chicago: Moody Press, 1964), 第 119 页. 详研

此问题, 请参 J. C.  Whitcomb, The Book of Daniel (Grace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8), 第 36-39 页;  A. J. McClain, 
Daniel’s Prophecy of the Seventy Weeks (Zondervan, 1969), 
第 62 页; H. W. Hoehner, Chr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Life 
of Christ (Zondervan, 1977), 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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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只有以“年”作单位, 才能在历史上产生意义, 
否则“七十个七”的三分法便毫无准绳, 意义

全失. 试想, 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至受膏者被

剪除, 只得 69 日、69 周或 69 月, 是绝不可能

的(若以“日”为单位, 490 等于 1 年又 4 个月; 
若以“周”为单位, 那就等于 9 年半). 

 
 但以理一直盘算着“七十年”被掳的期限, 
他的注意力集中在 “ 年 ” 上 . 坎贝尔 (D. K. 
Campbell)说, 但以理视以色列 70 年被掳期, 是因

选民以色列人废弃、没有遵守七十个安息年而

导致的(参 代下 36:21; 利 26:34-35). 换言之, 选民

国(以色列国)在过去 490 年内没有按神的吩咐去

遵守安息年, 所以神将向他们追讨他们所欠 490
年的“安息年债务”. 故此, 神启示但以理, 未来也

有 490 年,  神会在选民国身上完成祂这方面的计

划【请参本文附录(二): 但以理书的 490 年】. 
 

简之, 综览上下文就知道但以理书的“七
十个七”指的是七十个七年(70 x 7 = 490 年). 慕迪

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的马丁博士(Dr. 
Alfred Martin)写道: “综览上下文时, 须紧记但以

理之所以得见这异象, 是因为神回答他的祷告. 
注意但以理正阅读耶利米书中关乎‘耶路撒冷荒

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但 9:2). 这是线索, 实际

上告诉但以理: ‘是的, 神要成就七十年的被掳; 但
现在他指示你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将要在七十个

七年(即 70x7=490 年)完成.’ 换句话说, 神在此告

诉但以理, 他会继续对付以色列民长达 490 年, 
然后才引进众所期待的永义(即天国时代[千禧年

时代]所带来的恒久公义).134 
 
 (二)   “七十个七”的过程 (9:25-27) 
 
 但 9:25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出令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

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

连街带濠都必重新建造.   
 但 9:26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或作: 有)受膏

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

这城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冲没. 必有争战, 
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134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卷上) (香港: 国际

种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311 页. 

 但 9:27  一七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 那行毁坏

可憎的(或作: 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 并且有

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 倾在那荒凉

之地), 直到所定的结局. 
  

“七十个七”的六个目的, 需要经历艰难才

能完成, 也是有始有终. 这个过程分成两大组:  
1)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膏君的

时候, 共需六十九个七. 这段时间再分为两段

落: 由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耶路撒冷

城连街带濠重新建造完成, 需历时七个七; 再
由此受膏者被剪除, 又需六十二个七(但 9:26
上). 过了这六十二个七后, 又有一场毁灭的

事发生(但 9:26 下);  
2) 最后一个七当中, 也有不少事件要发生(但

9:27).  
 

 
 

马有藻指出, 这简短三节经文, 是全圣经

中最重要且最难解的. 解经学者在这三节的每一

细节, 花了不少功夫加以详释或对辩: 
 
 (a)   第一段: 首七个七 (但 9:25) 
  

“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哪一条命令? 
历史上波斯王多次发出有关重建耶路撒冷的命

令, 学者们于是也选择不同的出令日期作“七十

个七”的起点, 主要有三: 
 
1) 古列的命令(主前 539 年 10 月日, 参 代下

36:22-23; 赛 44:28; 45:13; 拉 1:1-2; 6:1-5). 支
持这看法的学者有 : E. J. Young; J. G. 
Baldwin; R. K. Harrison. 但波斯王古列的命

令只关于重建圣殿, 不涉及重建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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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达薛西的命令(主前 457 年, 参 拉 6:1-5; 
7:11-26). 支持这看法的学者有: L. J. Wood; 
G. L. Archer. 可是这命令也如古列的命令一

样, 只是有关圣殿重建而已. 
3) 亚达薛西的另一命令(主前 445 年,135 参 尼

2:1-8). 支持这看法的学者有 : Sir Robert 
Anderson; J. C. Whitcomb; B. K. Waltke; H. 
W. Hoehner.  

 
必须留意的是, 这命令是六十九个七的出

发点, 其结束点是受膏者被剪除, 所以我们不难

确定这命令何时开始, 因受膏者既在主后 30-33
年内被剪除, 那么只有“主前 445 年”的命令才符

合六十九个七(483 年)的时间.(参下文的算法)  
 
 根据 但 9:25 的记载, 耶路撒冷必会重新

建造, 但要经历艰难才能“连街带濠”建造. “街濠”
为修辞法的“代入法”之用途 (或称“举偶法”, 
Synecdoche ),136 即“部分代表全部”, 意谓街濠代

表耶路撒冷“全城”.137 这段时间为期七个七之久

(即 7 x 7 = 49 年), 即从主前 445 至 396 年. 按历

史来看, 耶路撒冷确实在主前 445 年被着手重建, 
在进行时备受拦阻(参 尼 4:1-23: 6:1-7), 所以需

49 年才完成. 初期教父优西比乌斯(Eusebius)也
说此事经 49 年才完成.138 
 
 (b)   第二段: 次六十二个七 (但 9:26) 
  

首七个七(7x7 = 49 年)从主前 445 至 396
年便完结了,139 接着便是“六十二个七”(62x7 = 
                                                           
135   尼希米记首两章告诉我们, 亚达薛西作王第 20 年, 
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指出此日是在主前 445 年 3 月 14
日.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卷上), 第 311 页. 
136   赖若瀚称“Synecdoche”为“举偶法”, 即“根据一种

物质上的关系而以一项事物或观念来代替另一项事物或观

念; 例如罗 12:1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

活祭 …”. 此乃“举偶法”, 以“身体”代替“全人”. 赖若瀚著, 
《实用释经法》(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 1993 年), 第 253 页. 
137   J. A. Montgomery, “Danie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T & T Clark, 1972), 第 375 页.  
138   E. J. Young, The Prophecy of Daniel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0), 第 205 页; 
Roger Anderson, “Those Troubling Seventy Weeks”, in Truth 
(Grace Bible College Publications, June 1986), 第 7 页. 
139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指出, 先知玛拉基很可能就

在主前 396 年左右说预言(注: 玛拉基书是旧约最后一本

434 年)从主前 396 年至受膏者出现的时候(即主

后 32 年). 过了这六十二个七(62 x 7 = 434 年)之
后, 便有数件事发生: (1) 受膏君被剪除, 一无所

有; (2) 有一王的民毁灭圣城和圣所, 此事引致争

战, 终局如洪水冲流, 圣城与圣所俱成荒凉, 这是

确实不变、肯定实现的预告.  
 
 “过了”(希伯来文: ’ahare {H:310})六十九

个七(“首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 7 + 62 = 69)之
后, 在最后一个七的事件要发生以前, 天使预告

两件大事将要发生:  
 
1) 有关受膏君: 先是有“受膏君”(the Messiah the 

Prince, 但 9:25)的出现, 然后这位“受膏者” 
(Messiah, 希伯来文: Mashiyach {H:4899}, 但
9:26)必被剪除. 值得一提的是: “剪除”一词

(希伯来文字根 karat {H:3772}, 同字译作“宰
杀”, 如耶 11:19; 利 7:20; 而诗 37:9 及箴 2:22
作“剪除”; 鸿 3:15 作“杀戮”)指的是基督受罗

马酷刑在十架上的死亡. 那时, 主耶稣基督的

死是“不名誉”的死, 所葬之地也是借人之墓, 
可说是“一无所有”. 

2) 有关圣城圣所圣民: 此后, 再有一王的民(the 
people of the prince; 注: “王”在希伯来文是 
nagiyd {H:5057}, 意即“领袖、统治者”, 可译

“君王、王子、军长”)如洪水般涌至圣城, 冲
没圣所. 此事件在主后 66 年发生, 那时犹太

人暴动反抗罗马, 罗马大将军提多率领大军

镇压, 于是大战爆发, 至主后 70 年, 圣城(耶
路撒冷)被毁, 圣所被焚, 圣具被劫, 神的选民

被杀无数, 被掳到罗马为奴仆的也为数不少, 
这些事都是因神的选民弃绝并杀害他们的基

督(弥赛亚)而引起的, 因此“一无所有”及“一
王的民”两句预言中便约有 40 年(主后 32/33
至主后 70 年)的时间分隔.   

 
 (c)   第三段: 最后的七 (但 9:27) 
 
 (c.1)   “最后的七”之三种解法 
  六十九个七”已成历史, 最后的七在何时

发生? 这点也是不同末世论学派分歧之处, 主要

有三: 
                                                                                                      
书). 换言之, 首七个七结束时正是旧约正典完整与结束的

时期(Exploring Daniel, 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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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法: 此看法指出, 最后一个七发生于六十

九个七之后, 即主后 32/33 年至 40 年间. 可
是以历史角度而言, 但此派学说毫不符合本

节的预言, 如“坚定盟约”与“撕毁盟约”就不

能应用在提多将军身上(如张永信所言). 而
且, 如 Harold W. Hoehner 所说, 但 9:27 的

“他”, 在文法上应指 但 9:26 的“王”(prince), 
而非受膏者(Messiah, “基督”意即受膏者).140 

2) 象征法: 发生于耶稣基督生平之内, 或基督再

临之间(多是“无千禧年派”的见解), 但此说不

符合基督生平的史实. 
3) 预言法: 发生于主耶稣再来前的七年, 于是

“六十九个七”与“第七十个七”当中有一段漫

长的时间分隔. 此说认为整个七十个七的预

言是为选民国设立的, 因六十九个七在历史

上早已应验, 而最后一个七仍待应验, 所以六

十九个七与最后一个七当中便有一段时间分

隔, 这段分隔期俗称“现今的教会时期”(这多

是“前千禧年派”[pre-millennialist]的学者所

采纳的解释). 
 
 以上三法之中, 只有“预言法”是唯一正确

的解法. 马有藻列出“预言法”的根据如下:   
 
1) 旧约的预言性经文多处具有“时隔”的存在, 

这现象不是鲜有的(如赛 9:6; 61:1-2;  亚 9:9-
10; 12:10;  但 2:43-44; 7:7-8,23-24; 8:8-9 等). 

2) 但 9:26 内预告受膏者出现至圣城被毁也有

40 年左右的时隔. 
3) 但 9:24 之六个目的完成也有“时隔分开”, 否

则应在主后 40 年就全数应验了.  
4) 主耶稣在 太 24:15-21,31 等处预告 但 9:27 的

事迹乃在将来, 靠近主耶稣再来之前发生. 
5) 此节(但 9:27)的事迹不可能在主耶稣的生平

内发生, 主耶稣在世上的年日超过 7 年, 他当

然没有亵渎圣所, 反预告亵渎圣所的事将在

未来才发生(太 24:15-21). 
6) 亵渎圣所这一事不可能在初期教会历史上成

就(因按历史的记载并没发生此事). 
7) 但 7:25 与 但 9:27 均指同一时代, 那是敌基

督出现的时代, 所以这在将来才会出现, 现今

尚未应验. 
                                                           
140    H. W. Hoehner, Chr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Life 
of Chris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7), 第 132 页. 

* 编者注: 有关上述的预言法, 安德森爵士(Sir 
Robert Anderson, 1841-1918)最先以精确的计算

证实圣经预言何其准确可信. 请参本文附录(三). 
 
 
 (c.2)   “最后的七”之三大事件 
 这最后一个七的七年

内(俗称“七年灾难”), 天使预

告三件事要发生: (1) 七年之内, 
“他”必与多人坚定盟约; (2) 七
年之中, “他”必使祭祀与供献

止息; (3) “他”(即“那行毁坏可

憎的”)虽如飞而来, 但必遭“忿
怒”的审判, 直到所定的结局. 
 
1) 第一件事: 在主耶稣基督再来到地上以前的

七年内, 有一个“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这
“他”是谁? 甚多学者(如邝炳钊)认为就是弥

赛亚(耶稣基督), 可是在历史上, 弥赛亚并无

在被剪除后与任何人立定盟约. 并且, 此人若

是指基督, 更不可能配合本段的意义(此乃 J. 
F. Walvoord 的看法). 因此, “他”应是上文所

谓的“一王”, 因“一王”是文法上较近的“先置

词”(antecedent) (参 H. W. Hoehner). 根据 但
7:8,23-24 的预言, 此人就是敌基督, 他来自毁

灭圣城之民的国族(即罗马), 所以敌基督也

将出自“复兴的罗马帝国”, 他在这时与许多

人坚立盟约.  
 
“许多人”指犹太人的领袖(也可能包括其他

外邦列国的领袖, 编者按), 那是当权者与敌

基督签立的盟约, 不赞成立此约的乃称为“余
民”(remnant).141 此时, 敌基督已作了末后罗

马帝国(即“复兴的罗马帝国”)的首领, 否则他

便没有权柄与以色列人立约. 犹太人认为只

有在弥赛亚出现后, 圣殿才能重建, 如今敌基

督必使圣殿重建, 以色列人便因此认定他就

是弥赛亚, 于是拥护、跟从并崇拜他, 并与他

立约七年(中文圣经译作“一七之内”). 

                                                           
141   此乃 A. G. Fruchtenbaum 的看法. 但不少学者认为

“许多人”也包括反对犹太人的回教领袖们, 他们在这“和平

之约”的约束下, 不得不让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已毁的圣

殿(注: 启 11:1-2 暗示在七年灾难中的前三年半, 圣殿已被

建成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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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件事: 在七年之“半”或“一七之半”(指七

年灾难的 3 年半; 31/2 + 31/2 = 7 ), 敌基督提早

解除七年之约, 又“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编
者注: “使祭祀与供献止息”意味着在这一七

之半[七年灾难的 3 年半]以前, 旧约的献祭和

敬拜制度已恢复举行, 圣殿也必然已复建好; 
因若没有圣殿, 献祭制度就不能举行), 所以

他被称为“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

的”). 此时, 敌基督的毁坏“如飞而来”(指突然

显露, 因一七之半以前他还与选民立约, 一七

之半后却毁约). 敌基督的恶势锐不可当, 使
遭受大逼迫的选民苦不堪言.(编者注: 主耶稣

称这后 3 年半为“大灾难”, 太 24:21). 
 

3) 第三件事: 敌基督对选民和圣殿的毁坏虽可

憎并急速, 他的毁约更是突然, 但神对他的审

判并不延迟, 神的忿怒倾倒在他的身上, 直到

那最后一个七达到其时间的末了. 最后一句

“并且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
在那荒凉之地”), 直到所定的结局”, 可意译

为“虽敌基督的毁坏异常急速突兀, 但神对他

的审判也是急速, 直到他被消灭.” (编者注: 
敌基督的结局就是活活地被丢在烧着硫磺的

火湖里, 启 19:20).  
 

最后一个七的内涵带给选民以色列人莫

大的安慰, 也唤醒离开了神的以色列人早日悔改, 
归回圣神, 再回归圣地, 以神重作他们的神.142  
 
 
(E)  结语 

马唐纳(W. MacDonald)正确指出, 但以理

书的“七十个七”(Seventy Weeks)是圣经中非常重

要的预言, 甚至被冠以“圣经预言的骨干”(或译

“ 圣经预言的支 柱 ”, the Backbone of Bible 
Prophecy)之雅号.143 正确地明白这段预言, 将帮

助我们正确地明白和解释其他有关以色列民的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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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50 页. 
注: 编者尽量保留作者(马有藻)的文体, 除了在一些需要之

处做一些修饰, 如简化语词、分段举例、加添备注、扩充

注解等等, 同时也修正一些可能在打字上的字误, 包括本文

中的一些希伯来音译字的错误. 
143   马唐纳著, 《活石旧约圣经注释》(香港尖沙咀: 活
石福音书室, 2006 年), 第 1046 页. 

主要预言. 必须谨记的是, 这“七十个七”是神为以

色列民而设定的计划, 与新约的教会无关, 它启

示有关神为以色列民除净罪恶、引进永义前所

将发生的重大事件. 显然, 这“七十个七”的 490 年

中是有空挡(gap)的, 有一段间隔时期, 而非连续

地一气呵成.  
 
 此事犹如球赛即将结束前突然暂停. 圣经

学者威明顿博士(Dr. H. L. Willmington)写道: “时
代论(Dispensational)神学家认为这些‘周’(即“七”, 
week)不是连续不断的, 在 69 周和 70 周之间有将

近 2 千年的空挡. 这年表可比作 70 分钟的篮球赛. 
球赛剧烈和紧凑地进行了 69 分钟, 球证(裁判)为
了某些原因停止(暂停)球赛, 留下最后一分钟, 没
有人知道何时再开始. 然而, 到了时候裁判就进

到场上, 吹响哨子, 那时球队再次聚集, 要打最后

一分钟的球赛. 照样, 神进来, 在加略山上停止(暂
停)‘预言的钟’. 这神圣的‘时间暂停’已维持了 20
多个世纪(2 千多年). 不久, 救赎主要吹响号筒, 最
后的行动‘周’(week, 即最后的 7 年)将在这地上继

续进行.”144 
 
 
***************************************** 

附录(一):   “七十个七”的各种解释法 145 
 
三种 
解法 

代表 
人物 

第一段: 
首 7 个七 

第二段: 
62 个七 

第三段: 
最后 1 个

七 
象 征

法(a) 
Leupold, 
F. F. Bruce 

主前 586-
539 

主前
539-170 

主前 170-
164 

象 征

法(b) 
E. J. 
Young 

主前 539-
440 

主前
440-4 

主前 4- 
主后 70 

象 征

法(c) 
C. F. Keil 主前 539- 

主后 30 
主后 30-
敌基督 

敌基督- 
主再来 

象 征

法(d) 
A. B. 
Mickelsen 

主前 539-
445 

主前
445- 

主后 29 

主后 
29-70 

半 象

征法 
M. G. 
Kline, 
唐佑之, 
张永信 

 
主前 539- 
主后 30 

主后 30- 
主再来 

字 义

法 
Anderson, 
Hoehner, 

主前 445-
396 

主前
396- 

敌基督- 
主再来 

                                                           
144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卷上), 第 312 页. 
145   改编自 马有藻著,《异梦解惑者 — 但以理书诠

释》, 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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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lain, 
Pentecost, 
Walvoord, 
L.J.Wood, 
Whitcomb 

或 主前 
444-395 

 

主后 32 
或 主前

395- 
主后 33 

(俗称七年

灾难的时

期) 

 
 
***************************************** 

附录(二):   但以理书的 490 年 146 
 

 

过去 490 年      但以理      将来 490 年 
 

70x7 年 (=490 年) 
安息年的荒凉 

(以色列的罪恶) 

70 年 
被掳至巴比伦 

(神的审判) 

70x7 年 (=490 年) 
完成神的计划 

(以色列的盼望) 
利 26:34-35 耶 25:11; 29:10 但 9:24-27 

  
 
***************************************** 

附录(三):   预言法的计算 
 
 有关上文提到的预言

法, 19 世纪的安德森爵士(Sir 
Robert Anderson, 1841-1918)
最先以精确的计算证实圣经

预言何其准确可信.147 他在

其著作《将要来临的君王》

(The Coming Prince》所列

出的计算法如下: 

                                                           
146   改编自《异梦解惑者 — 但以理书诠释》, 第 142页. 
147   奉主名聚会(俗称“弟兄会”, Brethren)的安德森爵

士(Sir Robert Anderson)是最早提出这计算的人. 他是英国

著名的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大城市警察厅副厅长

(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Metropolitan Police)和刑事调查

局主任(Chief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多
年从事刑事调查工作使他精于细察与考究复杂的资料. 由
于具备勤读细查的态度、明察秋毫的观察力, 他准确地算

出“69 个七”的日期. 他在所著的《批评家穴中的但以理》

(Daniel in the Critics’ Den)一书中, 证实但以理书的“69 个

七”是从主前 445 年(亚达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 尼
2:1; 5:14)至主后 32 年(主耶稣基督这位“受膏君”进入耶路

撒冷, 太 21:1-10). 他以犹太历法和公历的计算法(包括考虑

闰年、纠正日历上的错误等)证实了主前 445 年至主后 32
年共有 483 年, 或 173,880 天(483 年 x 360 天 = 173,880 天), 
当这个天数满足, 基督(受膏君/受膏者)就进耶路撒冷城, 过
后被杀害(被剪除).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Things that 
Differs (Amainthakarai, Madras: Amainthakarai Gospel Hall, 
1995), 第 78-79 页. 有关安德森的生平事迹, 请参 2002 年

12 月份, 第 37 期《家信》的“属灵伟人: 罗伯特·安德森”. 

a)   犹太历法(Jewish Calendar, 1 年 360 天) 
 70 个七 = (7 个七) + (62 个七) + (1 个七) 
 “69 个七”已发生; “1 个七”将在未来发生 
 这“69 个七”共有 483 年 (69x7=483), 或计有

173,880 天 (483 年 x 360 天) 
 
b)   公历(Gregorian Calendar,148 1 年 365 天) 
 亚达薛西王 20 年尼散月 1 日(尼 2:1,下令重建

圣城) = 主前 445 年 3 月 14 日 
 

但 9:25 记载: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 必有 7 个七和 62 个七”, 表
明到了 69 个七时, “受膏君”  —  “基督”必出现(文
中暗示出现在重建的耶路撒冷). “过了 62 个七, 那
受膏者必被剪除”(但 9:26), 暗指“受膏君”出现在耶

路撒冷后, 必被杀害剪除. 
 

安德森指出, 从主前 445 年 3 月 14 日算起, 
经过“69 个七”, 即加上 173,880 天, 刚好就到主后

32 年 4 月 6 日, 此日正是尼散月 10 日(星期日), 也
就是耶稣基督(但以理所预言的“受膏君”)荣耀地骑

驴进耶路撒冷之日(路 19:28-40),149 从这日起, 祭司

长和文士计划杀害祂(路 19:47), 并在数日后将祂钉

在十架上. 
 

按安德森的计算: 
 主前 445 年至主后 32 年 = 476 年 

或 = 173,740 天 (476 年 x 365 天) 
 3 月 14 日至 4 月 6 日(犹太人的算法可包括前

后两日在内, 即 14 日也算一天) = 24 天 
 以每隔四年一闰来算(闰年有 366 天, 多出一

天), 这 476 年期间总共多出 116 天 
 因此, 173,740 + 24 + 116 = 173,880 天150 

                                                           
148   公历(也称“格列高利历”, Gregorian Calendar)是教

皇格列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XIII, 1502-1585) 对“儒略

历”(Julian Calendar)进行修订后, 于 1582 年颁行的历法, 即
目前全世界通用的阳历. 此历法将 1 年分为 12 个月, 或
365 天, 而每 4 年 1 次的闰年(leap year)则是 366 天. 
149  主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意味着他正式以“受膏

君”的身份呈现在以色列民面前 , 故百姓以迎接“弥赛

亚”(受膏者)的口吻高唱: “和散那,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

的”(可 11:9). 
150   Robert Anderson, The Coming Princ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57), 第 127-129 页. 注: 此书

是 1957 年第 10 版的再版本(reprinted 1957 from the tenth 
edition). 它最先于 1881 年由伦敦一家出版社(Hod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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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森证明了这“按公历计算出的天数”与
“按犹太日历计算出的天数”准准相同(都是 173,880
天), 一天也不差! 151 这证明神的预言何等的精细准

确 、 何 其 的 可 靠 可 信 ! 威 明 顿 博 士 (H. L. 
Willmington)评述道: “显赫的英国学者和圣经学者

安德森爵士(另译“安得臣爵士”)将头两期(第一和

第二段)化为准确的日数(即 173,880 日). 他将 483
年(头两期的总年数, 即 69 个七, 或作“首 7 个七”加
“次 62 个七”)乘以 360 天(圣经一年的天数),152 所以

头 69 个七(或 483 年, 即 69 x 7 = 483)共计 173,880
日(即 483 x 360 = 173,880). 安德森指出, 若由主前

445 年 3 月 14 开始往前数, 刚好停在主后 32 年 4
月 6 日. 那天正是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当主说

以下的话时, 心中必定想着但以理的预言: ‘巴不得

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

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路 19:42). 当然, 法
利赛人也在这天计划谋害基督(路 19:47).”153 
  
 
 
 
 
 
 
 
 
 
 
 
 
 
                                                                                                      
Stoughton, London)出版, 可见安德森早在 19 世纪时就提出

这精确的计算法, 是这类算法的先驱.  
151   安德森所著的《将要来临的君王》(The Coming 
Prince, 1882) 151 获得各界好评 . 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约翰 .瓦沃德博士 (Dr. John F. 
Walvoord)评论道: “这是一本解释但以理书的一流经典著

作, 特别论及第 9 章的预言. 此书多年来被公认为这方面的

权威著作, 常被引述, 在讲解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方面有新

颖独创的见解… 若要明智地研究预言, 此书是每位牧师和

平信徒书架上所不可少的.” 弗雷德里克.塔福特博士(Dr. 
Frederick A. Tatford)也表示: “在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和相

关的课题上, 此书解释得最好.” 《浸信会见证》 (Baptist 
Testimony)亦同样表扬: “罗伯特·安德森爵士乃巨人中的巨

人, 他所写的一切都值得保存在藏书室的书架上. 此书讨论

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和将要来临的敌基督, 被公认为这题

目的权威著作.” 此书是喜欢研究预言的读者所不可少的. 
152   圣经以 360 天为 1 年, 参 创 7:11,24; 8:3-4. 
153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卷上), 第 311 页. 

值得注意的是: 安德森也指出, 若计算主前

(B.C.)到主后(A.D.), 我们必须扣除 1 年, 因为从主

前 1 年(B.C. 1)到主后 1 年(A.D. 1)并非 2 年, 而是 1
年. 他说: “主前 1 年该被描述为主前 0 年, 此乃天

文学家的算法, 他们描述主前 445 年这历史日期为

444.”154 因此, 今日也有一些学者称亚达薛西王下

令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日期为主前 444 年, 并指耶稣

基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城的日期是主后 33 年(例
如 H. W. Hoehner155、J. Dwight Pentecost156、Alva 
J. McClain157等).158 虽然所用的年代和日期稍有不

同, 但所得的结论却是相同  —  从亚达薛西王下令

重建耶路撒冷城, 直到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 共计

173,880 日, 或 483 年, 总共“69 个七”. 
 
 

                                                           
154   Robert Anderson, The Coming Prince, 第 128 页脚

注. 也参此书第 124 页的内容和脚注. 
155   赫拿博士(Harold Hoehner)写道: “将 69 乘七年再

乘 360 日, 得出的总数是 173,880 日. 主前 444 年至主后 33
年, 相隔了阳历 476 年. 将 476 年乘以 365.24219879 或 365
日 5 小时 48 分 45.975 秒(1 年有 3651/4日), 得出的总数是

173,855 日 6 小时 52 分 44 秒或 173,855 日. 换言之, 需要在

主前 444 年至主后 33 年相隔的 476 年之外, 再加上 25 日. 
由(主前 444 年)3 月 5 日再加上 25 天, 就是(主后 33 年)3 月

30 日, 也就是主后 33 年的尼散月 10 日. 这日正是耶稣光

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 Harold Hoehner, Chr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Life of Chris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7), 第 138 页, 摘自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

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 年简体字版), 第 273 页. 
156   J. Dwight Pentecost, “Daniel”, in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Wheaton: Victor Books, 1985), 第
1362-1363 页.   
157  Alva J. McClain, Daniel’s Prophecy of the Seventy 
Week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9).  
158   这三位学者(Hoehner、Pentecost 和 McClain)皆认

为亚达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日期是在主前 444 年

3 月 5 日, 而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是在主后 33 年 3 月 30
日. 详情请参上述赫拿(H. W. Hoehner)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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