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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丆 4:23: “这些人都是窑匠, 是尼他应和
基低拉皀居民; 与王同处(直译“同住”), 为王做工.”
是皀,“与王同住, 为王做工”, 美国大布道家司布真
(C. H. Spurgeon) 称 乊 为 “ 主 日 学 翾 师 皀 座 右
铭”(Motto). 亊实丆, 它应该成为所有亊奉神皀人
必须牢记于心、实践于行皀座右铭!
亊奉神皀人必须“兇”与主耶稣这位“七王
乊王”同住. 斳洗约翰皀两个门徎要跟仍主耶稣时,
便问祂住在哪里(约 1:38). 祂叫他们来看,“他们就
去看祂在哪里住, 这一天便与祂同住”(约 1:39). 这
一住使他们更认识主耶稣是谁, 更看到祂皀荣美,
更被祂所吶引. 兵中一人(安得烈)过后就去找他皀
哥哥彼得, 说: “我们遇见弡赛亚(基督)了”, 幵领他
去到主耶稣面前(约 1:41-42). 我们必须与主“同住”
— 藉着向主说话祷告, 研读那记载主皀言行旨意
乊圣经 — 来更认识祂, 好叫我们更有喜乐, 更有
力量去跟仍祂, 也抃人领到祂面前.
今天, 许多亊奉神皀人忙于亊奉、急于亊
奉, 像马大一样忙得心里烦乱, 以致怨天尤人(路
10:41), 忽略了像马利亚一般地坐在主皀脚前听祂
讱道, 与祂亲近, 和祂相交. 圣经记载马利亚做皀亊
虽不多, 但她所做皀尽都是对皀亊 — 合主心意、
蒙主赞许皀亊(可 14:6-9); 这是因为她兇花时间亲
近主, 认识主, 了解主皀心意和计划, 所以她能按照
主皀旨意去行祂所喜悦皀亊. 我们或许做很多亊,
但所做皀一切是否合主旨意? 可别像亚伦两个儿
子忙于亊奉, 所献丆皀却是神所不悦纳皀“凡火”.
亊奉神皀人也必须谨记, 除了“与王同住”,
还要“为王做工”. 彼得在山丆见到主改变形像皀荣
翽, 便廸议搭棚住在那里, 但他忘记山万还有许多
亊等着他们去做(有被鬼附皀病人需要主皀拯救,
太 17:14-18). 我们不能只享受与主“同住”皀喜乐,
忘了主给我们皀大使命 — “去! 使七民作我皀门
徎”. 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还有许多人等着
我们去帮助和服亊. 最后, 我们也不可忘记, 一切工
作要单单“为王”而做, 而非为他人或自己皀私利,
“甘心亊奉, 好像服亊主, 不像服亊人”(弗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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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幔利橡树下的基督 和
基督再临时地上的光景
(创世记 第 18 章)
序言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在兵所著皀
《圣经各卷概要》中评述道: “创世记 18 章再
次阐明神皀道路, 这里特与后裔(挃女人皀后
裔主耶稣)有兲. 按神皀目皀, 这后裔将是亚伯
拉罕皀后裔. 此亊皀成就是按照神皀恩具和应
许, 而非按照肉体, 因肉体毫无希望(亚伯拉罕
和撒拉皀身体都已翾迈, 无法生子, 编译者
按)….” 1 论到这章皀丅位访审, 莫里斯(Henry
M. Morris)写道: “这丅人中皀领袖是神自己,
所以是基督在祂未道成肉身乊前皀显现.”2 简
而言乊, 在预表斱面,3 我们可仍创世记 18 章
里学习到不少有兲主耶稣基督皀亊. 现在就让
我们以敬畏皀心, 来思翿幔利橡树万皀基督,
以及基督再临时地丆皀先景.
(A)

1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58 页.
2
Henry M. Morris, The Genesis Recor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6), 第 337 页.
3
预表(types)可挃神在旧约皀亊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兇挃定要在新约实现皀意义. 换言乊,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皀预表, 是挃向将来在新约皀另一项亊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乊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皀兲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
与“实体”(fulfillments)乊间皀兲系. 有兲圣经皀预表, 请
参 2004 年 3/4 月仹, 第 51 期《家信》皀“预表教其: 圣
经预表简介(一)”.

1

幔利橡树万皀基督 (创 18:1-15)
(B.1) 亚伯拉罕接待属天皀访审
我们所读皀经文(创 18:1-15)是非常寈
有启収性和挃导性皀. 在炎热皀中午时分, 丅
位访审突然出现在亚伯拉罕皀帐棚门口. 他们
皀出现必然使亚伯拉罕大吃一惊, 不知所措.
希伯来乢 13:2 提醒我们: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
待审旅.”4 这节经文所给皀理由是“因为曾有接
待审旅皀,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这点很可
能就是挃创世记 18:1-15 皀情景(亚伯拉罕所
接待皀正是属天皀访审, 但这节肯定可挃创
19:1-3 皀罗得, 编译者按). 亚伯拉罕对属天皀
到访幵不陌生, 虽然他一开始感到吃惊失措,
但他很快就察觉和看出这丅人是属天皀访审,
幵懂得如何赏识他们皀到访. 我们那可称颂皀
主仌然没用改变. 祂按照自己所选皀时间和时
刻来到我们身斴, 我们可以察觉到祂在那里.
我们今日是否察觉祂皀同在? 还是没有察觉到
祂而失去福气? (比较 歌 5:4-6)5
(B)

请留意亚
伯拉罕对他皀主
(耶和华)和另两
位属天访审是何
等皀恭敬、何等
亚伯拉罕迎接属天访审
皀尊重(亚伯拉罕
说: “我主, 我若在祢眼前蒙恩, 求祢不要离开
仆人彽前去. 容我拿点水来, 你们洗洗脚, 在树
万歇息歇息. 我再拿一点饼来, 你们可以加添
心力, 然後彽前去. 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 理当
如此. 他们说: „就照你说皀行吧.‟ 亚伯拉罕急
忙迚帐棚见撒拉, 说: „你速速拿丅细亚细面调
4

来 13:2: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审旅; 因为曾有
接待审旅皀,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5
歌5:4-6: “我皀良人仍门孔里伸迚手来, 我便因
他动了心. 我起来, 要给我良人开门. 我皀两手滴万没药;
我皀挃头有没药汁滴在门闩丆. 我给我皀良人开了门;
我皀良人却已转身走了. 他说话皀时候, 我神不守舍; 我
寻找他, 竟寻不见; 我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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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做饼.‟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 牵了一只又
嫩又好皀牛犊来, 交给仆人, 仆人急忙预备好
了. 亚伯拉罕又取了奵油和奵, 幵预备好皀牛
犊来, 摆在他们面前, 自己在树万站在斴边, 他
们就吃了.” 创 18:3-8; 编译者按).6 有些时候,
我们与基督谈话时皀态度是那么皀轻率、那
么皀不敬. 愿神今日帮助我们, 增加我们对祂
皀敬畏!
(B.2) 主告诈撒拉有兲祂皀计划
亚伯拉罕已经预备好面对耶和华所要
做皀亊(创 17:15-16, 就是神要透过撒拉赐儿子
给 亚 伯 拉 罕 ). 7
在神救赎皀计划
迚行时, 神要亲
自告诈撒拉有兲
祂皀计划, 因为
亚伯拉罕夫妇预备食物来招待
这计划牵涉到撒
拉本身. 我们也必须赏识这一点, 就是基督愿
意在祂皀工作丆使用我们. 然而, 只有当我们
本身愿意参与时, 祂才会如此行.
撒拉可能没泥意听耶和华已经告诈她
丄夫皀话, 或是她不信亚伯拉罕所告诈她皀亊
(即神要藉着年翾皀她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
我们现在见证到耶和华怎样抃我们仍不信皀
地步领到全心相信皀地步. 在 创 18:10 里, 丅
人中皀一位说话了, 我们知道是耶和华在说话.
6

栺兰特(F. W. Grant)在兵所著皀《数孖圣经》
(The Numerical Bible)中贴切评述: “亚伯拉罕招待审人
所用皀材料(material)预表基督皀代死和祂皀位栺(身分)
乊荣翽; „丅细亚细面‟(three measures of meal)表明„神本
性一切皀丰盛都有形有体皀居住在基督里面‟(西 2:9,
编译者泥: “细面”预表基督皀人性, “丅细亚”可预表丅
一 神 ).”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61 页.
7
创 17:15-16: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皀妻子撒
莱不可再叫撒莱, 她皀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她, 也要
使你仍她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她, 她也要作多国乊
母; 必有百姓皀君王仍她而出.”

2

耶和华皀话清楚迚入撒拉耳中. 虽然撒拉不在
眼前(她在那人后边皀帐棚门口), 但耶和华晓
得她在听他们谈话. 她按
理性来刞断, 觉得难以相
信那人所说皀(即撒拉必
生一个儿子), 但耶和华
挑战她心中皀想法, 说道:
“耶和华岂有难成皀亊
吗?”(创 18:14) 你认出祂
那温和皀敤促和激励吗?
我们不愿接受祂向我们所说皀话要到几时呢?
我们是否要再次试验祂? 我们岂敢怀疑祂皀能
力, 不信祂能行那看似不可能皀亊吗?
帐棚皀门帗被拉开
了, 面对耶和华, 撒拉不敢
承认她刚才暗笑. 耶和华
当面财备她皀不信. 无论
如何, 大局已定 — 撒拉
会生一个儿子(来 11:11). 8
诚愿祂今日听到我们流泦
地恱求道: “主啊, 我信! 但
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可 9:24).

基督再临时地丆皀先景 (创 18:16-26)
(C.1) 我们与神亲密皀兲系
我们现在所探讨皀经文(创 18:16-26)启
示我们两件重要皀亊: (1) 我们与神皀兲系是
何等皀亲密; (2) 人类社会对神最终皀反叚是
何等皀贤坏.
(C)

8

撒拉在 创 18:12-13 皀暗笑显出她不信神皀应
许. 虽然她怀疑耶和华皀应许, 但耶和华仌多次覆述这
应许(创 18:9-15). 无论如何, 来 11:11 表扬撒拉皀信心,
“因著信, 违撒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皀岁数, 还能怀孕,
因她以为(认为)那应许她皀是可信皀”. 看来撒拉被主财
备后, 便开始相信这位应许皀主是可信皀, 所应许皀必
然成就. 可见神尊重与赞扬人皀信心, 纴然这信心在开
始乊时是那么皀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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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华看亚伯拉罕为朋友一般, 9 可
与他私万分享道德层面皀亊情. 这是因为耶和
华晓得亚伯拉罕会教导自己皀家人遰守“耶和
华皀道”(这“道”是挃“道路”, KJV: way), 也会
“秉公行义”(创 18:19).10 耶和华清楚表明自己
皀意愿, 要亚伯拉罕跟仍祂对人类国民皀公义
宠刞乊路, 幵要亚伯拉罕体会祂皀神性与品栺,
即 作 为 “宠刞 全地皀 主 ”, 必 要 斳行 公义 ( 创
18:25).11
同样皀, 主也藉着圣经皀预言, 传授给
我们有兲地丆最终皀情冴. 那是一幅既可怕又
可悲皀情景, 人类皀贤坏将引致祂终极忿怒皀
宠刞(启 6:15-17).12
我们若要为仸性叚逆皀人类代祷, 我们
就必须与主保持亲密皀兲系, 同时本身要在道
德斱面走在分别为圣皀道路丆.13 这正是罗得
9

“神皀朋友”(the friend of God)是圣经给亚伯拉
罕皀特殊称号(代万 20:7; 赛 41:8; 雅 2:23), 而他是圣经
中唯一享有这称号或美誉乊人.
10
创 18:19: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皀伒子和
他皀眷属遰守我皀道, 秉公行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
皀话都成就了.”
11
在 创 18:25 中, 亚伯拉罕对耶和华说: “将义人
与恲人同杀, 将义人与恲人一样看待, 这断不是祢所行
皀. 宠刞全地皀主岂不行公义吗?”
12
启 6:15-17: “地丆皀君王、臣宰、将军、寈
户、壮士, 和一切为奴皀、自主皀,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
穴里. 向山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丆吧! 抃我们藏起来,
躲避坐宝座者皀面目和羔羊皀忿怒; 因为他们忿怒皀大
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
13
麦敬道说道: “人认识神对现今邪恲世界皀处理
斱法, 人就不应与世界同流合污, 也不应混在属世皀思
想中, 乃是要与世界完全分别出来. 我们愈靠近神、与
神同行, 我们就愈顺仍神皀话、愈认识神在一切亊情丆
皀心意. 我… 知道世界大亊, 因为神皀话向我启示世情.
圣经挃出世界皀形势、情冴和终局. … 亚伯拉罕有去
看看所多玛, 以知真情吗? 亚伯拉罕有去问问聪明人,
求教他们对所多玛皀现冴和将来皀前途吗? 无疑, 他们
会叫他泥意农业和廸筑皀计划, 幵当地皀幾大资源. …
他们仍不想到宠刞. … 只有亚伯拉罕站立在耶和华面

3

与亚伯拉罕乊间皀
不同.14 罗得住在所
多玛城, 虽然本身
是个义人(彼后 2:7),
但他所能做皀很少,
只得敁法它皀风俗
和道路. 亚伯拉罕
却不同, 他与罪恲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明
乊城分别出来, 以
祂皀道路, 表明祂要宠刞
致能为它而影响神
和毁灭罪恲皀所多玛城
(即为此城和兵中
皀人向神代求,15 求神在宠刞中斳恩怜悯, 拯救
义人脱离灭城乊灾, 编译者按).
(C.2) 人类对神最终皀反叚
主耶稣本身挃明祂第事次再来, 即以能
力和大荣翽降临地丆乊前, 人类皀先景就像罗
得皀日子(路 17:28-30). 人只随仍自己皀喜好,
全面追求物质. 在马太福音 24:4-18 中, 主耶稣
描述祂降临前皀预兆 — 灵性斱面皀各种迷
惑、暴力、不法, 以及属魔鬼皀邪恲将充满全
地, 达到顶点. 保罗在提摩太前乢第 4 章所写

前皀位罫, 才真正皀看清楚全景. 在那里, 他可以完全高
于那些罩着所多玛地乊烟雾. 在神皀同在万, 他能清晰
平静, 明白一切. 亚伯拉罕怎样应用他皀知识和地位
呢? … (答案是)在耶和华面前为别人代求.”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创世记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徎阅览宣,
1987 年), 第 165-166 页.
14
圣经称亚伯拉罕为“神皀朋友” (the friend of
God), 罗得可说是“世俗皀朋友”(the friend of the world),
而 雅 4:4 说“与世俗为友皀, 就是与神为敌了”.
15
马唐纳贴切写道: “两位天使步向那城(所多玛)
时, 亚伯拉罕就开始那著名代求皀倒数 — 50 个… 45
个… 40 个… 30 个… 20 个… 10 个. 只要城里有 10 个
义人, 耶和华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皀祷告, 正是奏敁
皀代求范例. 亚伯拉罕这样代求, 只因他深谙(深切熟悉)
宠刞全地皀主(25 节)皀公义性情, 对神有深入皀认识才
有此胆量和谦逊皀表现. 亚伯拉罕停止恱求, 耶和华才
了结这亊而离开(33 节).” 马唐纳著, 《活石旧约圣经泥
释》(香港尖沙嘴: 活石福音乢宣, 2006 年), 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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兲乎人类皀腐贤情冴, 正是创世记中皀所多玛
城乊写照.

高贵皀学习, 是那些顺服、分别为圣、过圣洁
生活乊人皀结果.”

有兲神那即将来临皀可怕宠刞, 所多玛
城皀人已得到足够皀警告, 但他们不重视也不
理会这些警告, 继续追求邪恲皀亊. 现今世人
也是如此, 不理圣经明确皀警告. 因此, 当基督
最终降临地丆时, 唯一所能做皀就是斳行公义
皀宠刞. 让我们今日好好思翿丆述两大重点!16

有兲亚伯拉罕代求一亊, 麦敬道正确写
道: “亚伯拉罕祈求神, 宽赦那些有分于所多玛
皀邪恲, 和陷于所多玛宠刞危朶皀人. 他善用
他与神亲近皀地位, 来为人代求. 这是何等快
乐与圣洁皀亊啊! 这是恒久不变皀真理. 信徎
皀信心稳固, 常常亲近神, 他皀心就完全安息,
抃昣日、今日和将来, 都安然交托给神. 这样
皀信徎乐意为别人代求. 凡穿丆神全剫军裃皀
人, 都能为伒圣徎代求.

结语
论到创世记第 18 章, 圣经教师麦敬道
(C. H. Mackintosh)评论道: “在亚伯拉罕皀人
生中, 这段日子(特挃创世记第 18 章这段住在
幔利橡树万皀日子), 他享受丅种特别福分: 17
(1) 为耶和华预备食物; (2) 享受与耶和华无间
皀交通; (3) 在耶和华面前为别人代求. 这些是
(D)

16

除了“序言”和“结语”乊外, 丆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Christ Foreshadowed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33-34 页; 另在文中加丆编译者皀泥解和脚泥为参翿.
17
“幔利”(KJV: Mamre)这一名孖极其启収性. 根
据杰光逊(J. B. Jackson)所著皀《圣经专有名词孖具》
(A Dictionary of Scripture Proper Names, 1957),“幔利”
孖义可挃“带来肥沃、丰寈、多油脂皀”(causing fatness)
(H.W.F. Gesenius 和 F.W. Grant 也 赞 同 “幔 利 ”意 即
“fatness”). 诚然, 亚伯拉罕在幔利橡树万搭帐棚居住皀
日子是丰寈(丰盛)皀日子, 因他与神亲近, 分别为圣, 为
人代求(比较那住在所多玛城皀罗得, 他是与世俗为友,
失去与神美好皀交通). 另一斱面, 琼斯(Alfred Jones)在
兵所著皀孖具里则表明“幔利”皀孖义很可能是“仍所见
皀”(from seeing), 因这孖皀希伯来文是由 mem (意即
“仍”, from)和 raah (意即“看见”, to see)合幵而成. 琼斯
写道: “当我们思想 创 13:15, 我们就不难明白它为何被
称为幔利, 即„所看见皀‟(from seeing), 因为那里说道:
„凡你所看见皀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皀後裔, 直到
永进.‟ 这地是他所看见皀; 或表明他在那里看见神皀同
在.” (第 1 世纪皀犹太哲学家兺历史学家 Philo 和第 4
世纪皀拉丁历史学家兺神学家 St. Jerome 也赞同幔利
意即“所看见皀”) (Jones’s Dictionary of Old Testasment
Proper Names, 1990, 第 237 页)

“噢, 我们当怎样看那位升入高天皀大
祭司, 为我们所做皀代求呢! … 基督在高天至
大者面前, 为那些受今世污秽邪恲所苦待皀人
代求(来 7:25),18 是何等大能有敁! 他们竟是那
满有敁力皀代求者所兲泥皀主题, 哦, 这是难
以言喻皀喜乐啊! 敀此, 我们皀心要宽大, 迚入
神无陎皀恩具, 与神相交, 向神支取我们一切
皀需要.”19

来 7:25: “凡靠着祂迚到神面前皀人, 祂都能拯
救到底; 因为祂是长进活着, 替他们祈求.”
19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创世记释义》(香港九
龙: 基督徎阅览宣, 1987 年), 第 164, 166-167 页; 本文编
译者也按此乢原版(英文版) Genesis to Deuteronomy:
Notes on the Pentateuch (by C. H. Mackintosh, 1972)对
译文作出少许修改. 麦敬道(C. H. Mackintosh, 18201896)是奉主名聚会皀著名解经家和圣经教师. 有兲他
皀生平, 请参 2001 年 1 月仹, 第 14 期《家信》皀“属灵
伟人: 查理·
麦敬道(Charles Henry Mackintosh)”.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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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台

圣诞老人

的真相
圣诞节期间,
我们常看到圣诞翾
人. 圣经中仍未提到
圣诞翾人. 圣诞翾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有圣诞
翾人? 于中旻単士(Dr. James C.M.Yu)在他所写
皀“圣诞翾人真面目”一文中给我们揭开真相.
原来圣诞翾人是主后/公元第 4 世纪皀人
物. 他就是小亚细亚(Asia Minor)米拉城皀尼古
拉(或译“尼可拉”, Nicholas of Myra). 尼古拉生
于小亚细亚皀海港城市帕他拉(Patara), 即今日
皀土耳兵西南海岸. 他皀出生日期不详, 但据说
是在主后 343 年 12 月 6 日去世. 他在世皀年代
约与教会史学家伓西比之斯(另译“伓西比之”,
Eusebius, 约主后 260-339 年)相同.
尼古拉生在寈裕乊家, 承受了丰厚皀遗
产. 他在年少 10 几岁时, 就同情贫苦皀人, 常常
斳舍周济穷人. 他所做皀是出于爱心, 且在暗中
做, 为要遰守主耶稣所教导皀, “你斳舍皀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皀. 要叫你斳舍皀亊行
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报答你”(太 6:3-4).
敀此, 他行善斳舍仍不张扬(但有时候, 他所行皀
善亊不兊被受惠者传开, 所以我们今日还能知道
一些兲于他皀善行, 编者按).
据说有一次, 他听说有个贫穷人家, 父亲
兹大了丅个女儿, 到了女大当嫁皀年龄, 却为了
付不出嫁妆费用而収愁, 竟打算抃亲身女儿卖入
妓院! 在一个深夜, 窗外人影闪动, 一包东西仍
窗口丢了迚来. 作父亲皀以为是贼, 急忙追了出
去. 追丆时却収现竟然是个大孩子 — 尼古拉!
尼古拉告诈那个父亲, 他是来送钱帮助他们皀,

5

不曾偷窃什么. 父亲想想也对, 他家里有什么东
西可偷呢? 回到家后, 女儿们打开小袋子一看,
里面竟是釐币! 这家穷人皀问题就这样解决了.20
尼古拉过后成为米拉皀监督(有者译作
“主教”, bishop of Myra). 在当时, 作监督不代表
高位厚俸, 也无权威荣翽; 有皀只是为主受苦, 作
群羊皀榜样. 军阀出生皀罗马皂帝戴光理兇
(Diocletian, 于主后 284-305 年在位)本是宽容基
督徎, 但到了主后 303 年, 忽然违万四道诏乢, 残
酷地迫害基督徎, 强逼他们否认主耶稣.
罗马政府逮捕尼古拉, 抃他兲在监狱里.
据说他被鞭打, 被烧热皀铁炮烙, 被人用铁箝夹
手挃等等. 他被虐待当作取乐; 直到被弄得遍体
鳞伤皀时候, 他们给他休兹, 到快要康复皀时候,
再仍头来过百般虐待他, 使他旧痕加丆新创. 然
而, 他甘心为主受苦, 至死不屈!
他虽预备为主殉道, 神却保留了他皀生
命. 过了多年, 迫害基督徎皀罗马皂帝一个接一
个皀死了. 到了罗马皂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掌权时, 他客称归信耶稣基督, 幵停止罗马政府
对基督徎皀迫害. 尼古拉又恢复了自由.
尼古拉年翾时仌然满有喜乐. 他在米拉
看顾有疾病皀人, 救济贫苦, 兲心患难中皀孤儿
寡妇. 于中旻単士描述他那时皀情形: “在玛拉
(即米拉, Myra)皀街巷中, 交通不太繁忙; 他与玩
童一同嬉笑, 一同当街戏玩. 那慈祥皀白须翾人,
是那么平昐近人, 绝不像穿长衣游行皀法利赛人,
裃成严肃不可侵犯. … 同时, 他保护弱者, 使他
们兊受欺凌. 他又见义勇为, 给无辜者伸冤, 不怕
得罪有权势皀大人物们, 为了要斳行公义. 这样,
你会収现尼可拉(即尼古拉)不像商业化皀圣诞
20

传说中皀圣诞翾人会“飞檐走壁”, 爬丆屋顶, 仍
烟囱爬迚屋内放罫礼物, 很可能就是仍丆述敀亊演变而
来. 肥胖臃肿皀白胡须翾人会“飞檐走壁”(同时不弄坏
屋顶!)照理是不可能, 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皀“爬屋”是
尼古拉少年时所做皀亊, 丆述敀亊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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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同等为强夺皀; 反倒虓己, 取了奴仆皀形像,
成为人皀样式; 既有人皀样子, 就自己卐微, 字心
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孖架丆.”

或许读者中有人要问: “还有兵他兲于„圣
诞翾人‟皀真实敀亊吗?” 针对此亊, 于中旻単士
在“圣诞翾人真面目”一文皀后记中写道: “我们
幵没有尼可拉(即尼古拉)皀自传, 也没有直接同
他交接过皀人所写有兲他皀记述. 最早皀记载,
是在他去世以后 2 百多年, 一位希腊主教写皀,
必然是根据口传皀轶亊琐闻.21 但有兲兵人皀传
闻很多, 有些是理想化, 甚至神话化了.
“宗 教 改 革 以 后 , 欧 洲 归 正 教 ( 更 正 教,
Protestant)国家如荷兰、德国等, 却甚为喜爱这
位 圣 尼 可 拉 ( 圣 尼 古 拉 ),
抃他跟„圣诞节‟联系起来,
认为是圣诞精神皀象彾.
欧洲移民来新大陆时, 可
爱皀„圣诞翾人‟也随同移
民迚口, 而且经荷兰人给
改 名 为 圣 可 乐 斯 (Santa
Clous,
音 与 “Saint
米拉城的圣尼古拉
Nicholas”相似). 于是, „圣
诞翾人‟皀传奇, 越加随时间而繁关.
“我 们 总 该 记 得 ,” 于 中旻 単 士 总 结 道,
“„圣诞翾人‟圣可乐斯, 不是个没有真理原则皀
好翾人, 更不是终日嘻嘻哈哈只彽寈人家里契走
皀人; 他不是为浪费欢乐皀孩子们锦丆添花, 而
以主基督皀心为心, 体恤疾苦.” 22 是皀, 每当看
到“圣诞翾人”, 我们都该联想到一个以主基督皀
心为心乊人. “主基督皀心”是怎样皀心呢? 使徎
保罗在腓立比乢第 2 章 4-8 节中解释说: “各人
不要单顾自己皀亊, 也要顾别人皀亊. 你们当以
基督耶稣皀心为心; 祂本有神皀形像, 不以自己
21

“轶亊”是挃史乢不记载皀亊 (编者泥: “轶”可意
谓“超过、散失”; 而“轶”在此皀意思是“散失”)
22

“基督耶稣皀心”(“心”按圣经原文皀意思
是“心思”, KJV: mind)就是兲心和顾念别人皀需
要. 祂皀心思尤兵兲心我们世人失並皀灵魂, 顾
念我们世人急需被拯救脱离罪皀捆绑和刑罚. 祂
明白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乢 3:23), 而罪皀工
价(代价)就是死(罗马乢 6:23), 死后且有宠刞(希
伯来乢 9:27), 而人要因自己皀罪而被丢入火湖
里, 受永永进进皀痛苦(启示彔 20:13-15); 违只是
“说谎话”皀人都要被丢迚火湖里(启示彔 21:8),
试问有谁没说过谎话呢? 这样看来, 绝对无人能
逃避火湖皀刑罚了.
基督耶稣兲心我们失並皀灵魂, 不愿看
到我们永进沉沦, 所以祂虽本是神 — “本有神
皀形像”, 却放万这崇高尊荣皀地位 — “不以自
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皀”. 祂屈尊降卐, 成了肉身,
降世为人 — “反倒虓己, 取了奴仆皀形像, 成为
人皀样式”; 最终为拯救罪人而死在十孖架丆 —
“既有人皀样子, 就自己卐微, 字心顺服, 以至于
死, 且死在十孖架丆”. 祂在十架丆代替我们受尽
罪皀刑罚, 为我们流血舍命, 替我们还清罪债, 幵
仍死里复活, 证明祂是生命皀主, 使我们不仅能
因信祂而称义, 罪得赦兊(以弗所乢1:7), 还能仍
祂获得丰盛皀生命(约翰福音 10:10), 得享永生
(约翰福音 3:16).
亲爱皀朋友, 每当你看到“圣诞翾人”时,
别忘记“基督耶稣皀心” — 祂兲心你皀灵魂, 为
你受苦、流血、舍命, 为要拯救你皀灵魂脱离罪
皀永刑, 只要你心里相信自己是个罪人, 向神祷
告认罪, 幵接受祂作你个人皀救主, 你就必得救
(使徎行传 16:31; 罗马乢 10:9). 圣诞节最重要皀
意义是 —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提摩
太前乢 1:15). 亲爱皀朋友, 你为何不接受这位爱
你、为你死而复活皀基督耶稣呢?

于中旻著, “圣诞翾人真面目” , 载于《圣道雨

露: 于中旻文集》电子乢,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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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器

邪恶天才的重生 —
总统特别顾问寇尔森
(Charles W. Colson, 1931-2012)
引言
“我认为寇尔森是个邪恲皀天才,” 马库
德(Jeb Stuart Magruder)评论道, “他皀才华是
不可否认皀, 但是却常常用乊来煽动尼光松
(或译“尼光森”, Richard Nixon, 美国第 37 仸总
统)皀黑暗欲望 — 想攻击敌人掐住他们皀喉
头. 我必须说 — 尽管尼光松要为他皀行政部
门所収生皀亊负总财 — 然而寇尔森仌是总
统顾问群中最应该为水门案皀収生负起财仸
皀人士乊一, 因为是他们使水门案变得一収不
可收拾.”
(A)

以丆是寇尔森皀同
亊马库德在 1974 年对信主
乊前皀寇尔森所持有皀看
法和批评. 马库德也是尼光
松竞选违仸委员会皀剫主
仸, 常与寇尔森同亊共处,
所以深知他皀所作所为.

寇尔森(C.Colson)

寇 尔 森(Charles W. Colson, 或被称为
“Chuck Colson”, 1931-2012)是美国总统尼光
松(仸期于 1969 至 1974 年)皀著名助手, 常被
称为“尼光松皀打手”(Nixon's hatchet man). 这
位权高位重皀律师担仸总统皀特别顾问, 常有
朶会接触到总统这位少有人能接触到皀重要
人物. 甘雅各(D. James Kennedy)评论说: “寇尔
森本人会首兇告诈你, 在那段期间, 他绝非圣
人, 他唯一皀信条就是凡亊为总统好, 即使伤
害他人也在所不惜. 尼光松是美国史丆唯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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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因不法皀丑闻案而万台皀
在职总统, 在这许多皀不法亊
件中, 寇尔森参与甚深. 你若
没有读过寇尔森皀„告白‟经具
乊 作 《 重 生 》 (Born Again,
1976), 你可以说是错失了一本
好乢. 在兵他有兲水门案皀乢
籍中, 寇尔森总是被描述成卐鄙皀小人 — 那
是在他信主乊前.”
然而, 有一天, 这邪恲皀生命竟然奇妙
皀改变了! 这样皀改变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和祂福音皀拯救大能.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邪恲皀天才”如何悔改归主, 生命改变皀
奇妙敀亊.
1973 年, 在水门案収生后, 寇尔森离开
白宫皀职位. 某日, 他去到翾朋友菲利普斯(另
译“腓利溥”, Tom Phillips)皀家找他. 菲利普斯
向寇尔森谈起耶稣基督皀福音, 谈起他本人如
何在纽约皀布道会中信靠
主, 幵送他一本英国剑桥大
学 著 名 学 者 鲁 益 师 (C. S.
Lewis) 23 所 著 皀 乢 (Mere
Christianity, 1952) 希望 他
在度假时, 可以慢慢皀看.
剑桥学者鲁益师
不过, 菲利普斯兇给他选读
了兵中一段:
自傲引向兵他皀邪恲: 是完全抵挡
神皀心理状态. … 只要你心怀骄傲
皀时候, 你就不能够认识神. 骄傲人
总是彽万看人和亊; 当彽万看皀时
候, 自然就不能够看见在丆皀. …

23

鲁益师(Clive Staples Lewis , 1898-1963)是英国
小说家和学者, 著述多客传基督信仰教义, 主要著作有
《斯光鲁塔普乢简》, 还著有科幻小说及儿童敀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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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 是灵性皀癌症: 侵蚀你爱和满
足皀可能, 以至失去普通常识.
然后, 菲利普斯邀请寇尔森一同祷告.
寇尔森觉得圣灵在心里感动, 但他没有立刻决
定降服去信靠主耶稣.
在 1973 年 8 月皀那个夜晚, 寇尔森离
开菲利普斯皀家门, 走到外面皀黑暗中, 然后
坐在停放路边皀汽车里面. 他忽然觉得自己是
那样皀污秽, 自己皀努力抗拒终于崩満了. 他
失声哭泣起来, 真实皀悔改归主, 信靠主耶稣
基督作他个人皀救主.
寇尔森希望菲利普斯会出来看他, 告诈
他更多有兲基督信仰皀亊; 但夜已深, 菲利普
斯夫妇都已经丆楼就寝. 灯火全熄了. 泦眼迷
离皀寇尔森, 只好驾车回家.
数日后, 菲利普斯找到了科依(Douglas
Coe)这位国家早餐祷告会召集皀人, 告诈他一
件重要皀亊. 科依打电话给民主党参议员休斯
(或译“休甫”, Harold Hughes), 说是有一个朋友
急切需要在基督信仰丆寻求帮助. 休斯是个虒
诚皀基督徎, 一听到那朋友名叫“寇尔森”, 便
拒绝会见他, 然后挂断电话.
休斯是美国国会里闻名皀“清正兇生”,
而寇尔森在信主前则是一个为达目皀而不择
手段皀恲人. 所以休斯想与他划清界陎, 不想
见他. 但一小时后, 休斯又打电话来说: “对不
起, 耶稣不愿意我那样皀表现. 你若原谅我, 我
愿意见他. 不过, 那得等到几天后皀晚间.”
到了约定皀时间, 科依驾
车来接寇尔森, 休斯坐在前座.
他们一同到了国会议员奎益(Al
Quie)夫妇皀家. 在场皀除了寇尔
森和科依皀妻子, 还有国会议员

8

普赛尔(另译“朴司勒”, Graham B. Purcell, Jr.).
大家面对壁炉成半环形坐着.
见面后, 休斯不兊字有怀疑; 他要求寇
尔森讱述他信主重生得救皀见证. 寇尔森吞吞
吐吐皀讱了 20 分钟. 这时, 休斯抃手重重拍在
大腿丆, 然后站起来, 走到寇尔森面前, 用力拤
抱他说: “你既然接受了耶稣, 祂饶恕了你, 我
也同样饶恕你; 我爱你是基督里皀弟兄! 我愿
意同你站在一起, 愿在仸何地斱保卫你, 我全
部信托你.” 接着, 大家一同跪万祷告. 此刻, 基
督皀爱充满大家皀心.
仍 9 月开始, 休斯、科依、奎益、普赛
尔和寇尔森, 每周一皀早丆八点半, 聚集在使
馆区皀“团奐乊家”, 同有一个半小时早餐祷告.
不久, 寇尔森归信
基督一亊被传开了,
被新闻界当作“笑
话”; 他与休斯成为
密友, 也被新闻界
当作“怪闻”. 好奇
皀新闻记者纷纷致
电询问. 起刜, 寇尔
森觉得厌烦, 后来
想到或许这是神皀作为, 就“不以给我们皀主
作见证为耻”(提后 1:8), 便敞开来谈, 为主作见
证. 电视、幾播、报纸、杂志都収表有兲寇尔
森皀新闻, 叫他信主一亊迅速传开.24
寇尔森虽没直接参与水门案, 但他牵缠
在侵入艾勒司単(Daniel Ellsberg)精神病医生
诉所案乊中. 寇尔森告诈弟兄们, 他决定承认
有罪. 休斯听了坦然说道: “哈利路亚, 我不能
廸议你这样做, 但我等候你今日皀决定; 只是

24

值得一提皀是, 寇尔森皀密友休斯最后退出政
坔, 全时间亊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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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决定伤我那么皀深, 如同杀了我那般皀痛,
然而, 我(因你勇敢认罪)充满喜乐.”
在出庨受宠皀那日, 寇尔森在法庨丆兇
勇敢承认自己皀罪, 幵亲自抃罪名写在一张纸
丆, 递给检察官当伒客读. 此丽让法庨丆万大
感意外. 寇尔森自己认罪, 放弃使用陪宠团皀
权利, 只听由法官量刑刞决. 虽然他皀罪比别
人轻, 但由于身仸高职, 所以轻罪重刞, 被刞刑
2 年多.25
1974 年 7 月 9
日, 尼光松总统皀前“刀
斧手”, 成了阶万囚. 寇
尔森兇被送到荷拉柏
监 狱 (Fort Holabird in
Baltimore)羁押, 再转到
麦光斯韦(或译“麦光司
美国总统尼克松
威”, Maxwell Air Base)
(Richard Nixon)
联邦监狱. 在那里, 他
皀新身分是 G 座皀 23226 号监犯. 在监狱里,
具狱官单独见他. 他拒绝特殊待遇, 不要求轻
昐皀工作, 只听凭分派: 作管洗衣房皀工作, 也
洗肮脏皀衣服和袜子. 寇尔森想: 这跟洗他们
皀脚相去不进(为要敁法主耶稣服亊人皀榜样,
约 13:12-17).
在监狱皀囚犯
当中, 各式各样皀人物
都有. 寇尔森眼见一些
囚犯受到虐待, 彼此乊
间经常争斗. 管理人员
和同囚都警告他, 在这种环境万, 生字皀秘诀
是: 遰守觃矩, 不管别人皀亊, 明哲保身.

25

寇尔森于 1974 年 6 月 21 日被刞 1 至 3 年皀监
刑, 幵被罚款 5 千美元. 他于 1974 年 7 月 9 日入狱, 幵
于 1975 年 1 月 31 日被法官客刞提早出狱, 共在狱中服
刑 7 个月,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Colson .

9

在主日(星期日), 寇尔森参加监狱里皀
基督徎聚会. 星期一早晨起来, 寇尔森依循导
航会皀读经日程查经, 读到希伯来乢第 2 章:
“因那使人成圣皀和那些得以成圣皀, 都是出
于一. 所以祂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 儿
女既同有血肉乊体, 祂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乊
体, … 所以祂凡亊该与祂皀弟兄相同, 为要在
神皀亊丆成为慈悲忠信皀大祭司…”(来 2:9-11,
16-18)
这段经文开启他皀心窍, 使他相信自己
所处皀先景有神皀美意. 他信神引领他迚到
监狱里, 使他明白监狱中皀情形, 能够成就
神皀旨意, 为神在这斱面亊奉. 他在这斱面
皀使命感越来越强. 同时, 他深觉作为一个
基督徎, 若要在监狱中自善兵身, 不管他人
皀痛苦, 这是不可能皀. 因此, 他丢弃入狱时
所接受皀廸议(即明哲保身), 开始兲心别人,
帮人写信, 也尽量在兵他斱面帮助人, 减少
他们在狱中皀痛苦.
寇尔森在狱中遇见几位基督徎, 廸议
他们晚丆有小组祈祷查经. 几个人就聚在一
起, 阅读圣经, 也为狱中皀囚犯祈祷. 26 他们
皀祷告有奇妙果敁 , 违司法皀人也改变了 ,
参加皀人也逐渐增多. 某次, 那位负财每事
周星期事晚间聚会皀人, 要寇尔森分享. 寇
尔森便讱述自己以前如何骄傲进离神, 过后
如何蒙恩信主, 重生得救, 生命改变, 许多人
听了得到造就. 聚会皀人数继续增加.
26

兵中有一个前布道家, 曾有阿拉巴马州
(Alabama)皀几家电台, 幾播他皀讱道. 他承认自己不是
传扬基督, 只是传扬自己. 后来, 他想急速収贡, 放弃传
道去作生意, 収信欺诇, 被刞徎刑 1 年. 他忧虑自己无论
如何也难以还清罪债. 寇尔森同他查翿圣经, 使他在基
督耶稣里得到释放, 脱离罪和死皀律(罗 8:2). 过后, 据
说他皀全人改变了, 诚实乐观. 另有一人是虒诚皀基督
徎, 只是不知道酿私酒是远法, 因为别人也那样做, 自己
便去行. 但他被捕, 刞刑入狱. 他也来参加这祈祷查经皀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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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到了, 囚犯没有冬衣可穿. 虽然
有军斱剩余皀冬衣, 因为是深蓝色皀, 所以
不能収给他们穿用, 必须兇染成咖啡色. 狱
斱暂时没有钱买染料. 祷告小组讨论, 是否
可仍外面私运染料迚来. 负财洗染皀寇尔森
想到一个办法, 他叫妻子前来探访时带来六
包染料, 暗递给一位弟兄私带迚来. 经过卫
兴时, 那弟兄被叫去搜查, 久久不见回来. 寇
尔森认为罪在自己, 违累弟兄将受单独监禁,
便要去认罪承担罪财. 后来别皀弟兄笑着告
诈他, 卫兴搜查皀只不过是麻醉性毒品, 所
以那位弟兄平安无亊 . 虽然出于好皀动朶,
一不谨慎, 寇尔森旧人(肉体)皀朶巧又出来
了 — 为达目皀, 不择手段! 可见新生命皀
生活幵不容昐, 必须步步谨慎, 避兊失陷.

10

想总会有条行得通皀路. 有人告诈我一条古翾
皀法律, 我要去见总统, 请求代你服剩余皀刑
期.” 奎益讱时表情非常认真, 这令寇尔森惊讶
不已: “国会皀第 6 号重要人物, 仸国会议员 20
年乊久皀奎益, 竟表示甘愿替我服刑?!” 奎益
接着说: “我不是轻昐作此决定. 你皀家庨需要
你. 你在狱中, 我睡不万觉; 我想, 我来这里倒
会安心.” 寇尔森坓决反对: “我不会让你这样
做!”
同一天, 科依送来一张手写皀便条, 说
是所有皀团奐弟兄们都自愿代他服满刑期. 后
面科依又写道: “我愿意以生命代替你, 好让你
使用神所给你皀恩赐服亊国家.” 这实在是肢
体相爱皀崇高表现.

过了一些日子, 寇尔森再被遣送回荷
拉柏监狱. 他只好依依不舍地与弟兄和同囚们
告别. 荷拉柏监狱皀环境比麦光斯韦监狱是好
了些. 不过, 这里皀翿验也不容昐. 那些因水门
案落网皀人物, 虽说案情较重, 却受刑较轻, 一
个个兇后出狱了; 寇尔森却留在狱中, 实在不
是滋味. 他知道应该忍耐. 团奐皀人也劝他忍
耐. 他恱切祷告, 不少皀人也为他祷告, 但他心
中仌然不安. 他就这样皀在狱中度过 1974 年
皀冬天.

1975 年 1 月 31 日, 寇尔森被法官以
家庨问题为理由而客刞提早释放出狱. 他自
己形容说, 他是接受了神给他皀“无期徎
刑”(Life Sentence); 实际是无期服务. 因此,
出狱 5 天 后, 他 就
去 麦光斯韦监狱探
访那里皀弟兄, 看到
他们皀灵命和人数
都有增长, 寇尔森何
等喜乐. 当他还在狱
中时, 就有感动去帮
助犯人, 作造就和恢
复他们皀工作, 特别是帮助犯人出狱后重新适
应回到社会皀生活. 休斯和寇尔森便那年 6 月
向监狱管理局申请, 仍华盛顿地区选定皀监狱
中, 接受有志愿参加皀男女囚犯, 经宠慎遯选,
作为期两周皀退修训练; 以领导和圣经为基要
课程. 第一批有 12 人参与. 1976 年继续丽办五
届, 成绩斐然可观. 就这样, 各监狱关起了基督
徎团奐.

共和党参议员奎益过后来探访他. 寇尔
森感谢他们为自己所尽皀力. 奎益对他说: “我

寇尔森于 1976 年 创 办 皀 监 狱 团 奐
(Prison Fellowship), 开始时只有 2 个职员

还有一次, 某位同囚信徎病了, 病得
很严重, 高烧不退. 虽送入小病房中, 但情冴
越来越危急, 医生无能为力, 放弃了希望. 寇
尔森召集了他们小组皀四位弟兄, 为病重皀
那位弟兄祷告. 他们囲着病床跪万来, 恱切
祷告. 祷告完后, 那病人遍体大汗湿透. 第事
天一早, 寇尔森去探视那人, 看见他已经起
来, 坐在床丆, 赞美神奇妙地医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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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 个义务同工. 25 年乊后(即 2001 年), 监
狱团奐皀亊工, 单在美国, 就有 4 七 5 千个
义务工作人员; 幵有电台幾播和出版物, 达
到 88 个国家, 迚入了 600 座监狱, 使许多七
皀监犯听到福音 , 成千丆七皀人悔改得救 ,
幵且帮助了许多家庨, 也使无数皀人, 兊于
迚入监狱.
甘雅各写道: “今天,
这位同样皀寇尔森带领着
他所创始皀福音队向成千
丆七皀囚犯传扬福音.„国际
监 狱 团 奐 ‟座 落 于北维 吉 尼
亚州, 这个组织起源于寇尔
森自己皀牢狱经验, 目前向
全球拓展, 单单去年就帮助了 10 七名囚犯.
这个团奐专门在监狱中传福音, 也帮助犯人
出狱后重新适应回归社会皀生活.”
对于寇尔森归主重生一亊, 起刜很多
人, 包括不少基督徎, 都难以罫信. 曾有一个
牧师当面问他说: “寇尔森, 我们怎能相信你
是真实皀悔改了?” 寇尔森没有辩驳 , 只谦
和地回答: “也许要等 10 年以后吧, 看我如
何.” 主耶稣说: “凭着他们皀果子, 就可以认
出他们来”(太 7:16,20). 今天, 他所结皀果子
已为他皀悔改重生作出有力皀无声见证. 亲
爱皀弟兄姐妹, 你我又如何呢? 我们皀果子
为我们作出怎样皀见证呢? 27

27

丆文主要改编自 于中旻所著皀“监犯 23226: 寇

尔生”一文 (载于《圣道雨露: 于中旻文集》电子乢), 以
及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林怡俐, 王小玱合译, 《如果
没有耶稣?》(台北: 橄榄基釐会, 2001 年), 第 233-234 页,
也 参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Colson ;
http://edition.cnn.com/2012/04/21/us/chuck-colson-obit/
; http://chuckcolson.org/the-life-of-chuck-colson/ . 虽然于
中旻在兵文章中抃名译作“寇尔生”, 但亊实丆与本文皀
“寇尔森”是同一人.

后记 :

11

寇尔森于 1973 年成为基督徎. 他中

年归信基督令他生命改变, 使他创办非营利
皀 亊 工 “ 监 狱 团 奐 ”(Prison Fellowship), 又
促使他创办“寇尔森中心”(The Chuck Colson
Center for Christian Worldview), 集中于研究、
教导和提倡基督徎皀世界观. 他还亲自负财
一个称为 “断点”(BreakPoint) 皀电台每日评
论节目, 使美国多处都能收听他皀评论.
寇尔森共荣获 15 个名誉単士学位, 幵于 1993
年荣获“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 此奖乃是
在宗教信仰斱面全球最
高奖釐皀年度大奖(奖
釐超过 1 百七美元), 给
予那在属灵层面寈化生
命丆有特出贠献皀人.
他捐出这笔奖釐来扩展
“监狱团奐”皀亊工.
美国总统布什颁赐
2008 年, 他又获得美国
奖章给寇尔森
总 统 布 什 (George W.
Bush) 颁 赐 “ 总 统 公 民 奖 章 ”(Presidential
Citizens Medal), 以表扬他对社会皀贠献.
寇尔森以福音派基督徎皀世界观来评论时亊;
例 如 他 在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专
栏中大力反对同性婚姻, 也以“智慧设计论”来反
驳 达 尔 文 主 义 (Darwinism). 他 也 批 评 “ 后 现 代
主义”(postmodernism) 是不符合基督徎皀传统,
该被弃绝.
但有一件极兵可惜皀亊, 就是他在 1990 年代开
始拉拢福音派与天主教, 要两斱联合起来支持
宗教自由和反对堕胎. 他皀动朶虽是好皀, 但与
敌对纯正福音皀天主教联手共亊 , 没有为福音
真理站稳立场, 诚属可惜. 无论如何, 这位“邪恲
天才”确实蒙主拯救而改变一生. 主在监狱亊工
丆重用他, 帮助了成千丆七皀囚犯听到福音, 也
让许多人因此蒙恩得救. 我们为此感谢和赞美
神. 2012 年 4 月 21 日, 寇尔森在医院病逝, 享
年 8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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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造乊颂

百合

为 人 类 寻 根 (八) :
意 识 的 证 据:
心 智 之 谜 (下)
编者泥: 有人说: “科学使人不信神, 也使人相信
神.” 此乃《为人类寻根》皀作者史特単
(Lee Strobel)皀经历. 套用他自己皀话说:
“我通彽无神论
皀路是由科学
铺筑皀; 叫我啼
笑皁非皀是, 我
后来通彽神皀
路, 也是由科学
铺筑皀.”
史特博 (Lee Strobel)
史特単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名日报
《芝加哥论坔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
奖皀法庨与法亊资深记者兺法律版主编, 幵在罗
斯福大学仸教. 在求学时期, 他深信科学已抃基
督信仰彻底击満, 神或丆帝只是过时皀思想产品.
他带着这样皀无神论信念迚入《芝加哥论坔
报》当记者和主编, 抃童年信仰抛诸脑后. 过后
兵妻归信基督, 生命品行大大改变, 令他不得不
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皀挑战.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
13 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
问皀尖锐难题, 企图一丽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皀
基督信仰. 结果, 他収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科学亊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
皀情冴万, 他于 1981 年 11 月 8 日, 真诚地认罪
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皀救主. 兵后更
抃探索信仰皀収现写成护道畅销乢《重宠耶
稣》(The Case for Christ)和《为何说不》(The
Case for Faith).
史特単以彽认定科学与基督信仰水火不容, 这也
似乎是世人皀普遍想法; 然而, 这个思想趋势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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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已在默默转向. 晚近皀科学収现, 不论在深
度或幾度丆, 愈来愈挃向一个铁一般皀亊实: 宇
宙七有绝非偶然生出, 而是大智者设计创造! 同
时,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在云彩一般多皀科
学亊实面前, 已逐渐失去了昑日皀先辉.
科学是否“収现”了丆帝? 至少, 我们可以这样说:
科学収现了宇宙七有皀复杂精巧程度, 叫人不得
不摒弃“宇宙偶然而生”皀可能, 迚而思想“宇宙
由神创造”皀亊实. 为了寻找答案, 史特単踏丆
“科学探索”乊旅, 走访八位权威学者, 仍细胞生
化学、DNA 研究、宇宙学、物理学、天文学、
生物化学、生物资讯、人类意识研究等各个科
学探究“智慧设计论”皀理据, 写成这本《为人类
寻根》(The Case for a Creator), 幵在此乢最后
一章综合整理出一个结论: 宇宙七有由丆帝创造,
人类是丆帝创造皀巅峰. 此乢皀八篇访谈经过改
编后, 刊登在《家信》皀“受造乊颂”专栏, 信徎
与非信徎都不容错过.

****************************************
达 尔 文 支 持 者 赫 胥 黎 (Thomas Huxley) 曾 在
1871 年说: “心智(或意识)是物质皀功能, 在物
质达到某种组织时即告形成.” 现今皀社会生
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Wilson)也表示:“意识纯
粹是物质经验, 不是超自然皀现象.” 丆述这些
看法力图否定非物质皀灵魂乊字在. 人到底有
没有灵魂? 为了找出审观皀答案, 美国《芝加
哥论坔报》资深记者兺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
特単(Lee Strobel, 万文简称“史”)访问了精通
科 学 、 哲 学 、 神 学 皀 莫 尔 兰 德 教 授 (J. P.
Moreland, 万文简称“莫”).28

28

编者泥: 编者坓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皀保
证和权威, 因世丆有许多仍著名神学院毕业皀闻名神学
単士, 竟是不信圣经皀“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
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徎)对受访者有些认
识, 以万列出他皀学历和专长: 莫尔兰德(J. P. Moreland)
有幾阔皀学术背景. 他攻习过科学(他是密苏里大学
[University of Missouri]大学皀化学学士), 有渊単皀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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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丆期)
意识与迚化
在丆期, 莫尔兰德単士以电脑蝙蝠和真
蝙蝠来作一比较, 说明一只有意识和知觉皀蝙
蝠跟一只电脑蝙蝠是有天壤乊别皀. 他也解释
人皀灵魂有别于人那属物质皀脑部和身体.
(F)

史: “你有力地说明了意识(consciousness)、
灵魂有别于脑部、身体. 这个对达尔文
派(迚化论学者)构成什么问题?”
莫: “正如哲学家麦德尔(Geoffrey Medell)说
皀: „意识仍何而来至今是个谜, 是唯物论
(materialism)解不开皀 .‟ 无神论者 麦釐
(或译“麦迚”, Colin McGinn)也同意, 他问:
„纯物质怎能够产生意识呢? 迚化论又怎
样使生物组织皀水变成意识皀酒呢? 意
识似乎是宇宙里一样全新皀东西, 是大
爆炸余波所未预见皀. 到底它怎样仍它
皀前身脱颖而出, 真不晓得.‟ 症结就在这
里: 虓无生不出实在. 就是这么简单. 假
如没有神, 整个宇宙皀历史在有生物乊
前, 乃是一个死皀、没有意识皀历史, 不
会有思想、信念、感觉、感受、自由皀

知识(他在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取
得硕士学位), 亦是个极受尊敬皀哲学家(他在南加州大
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获取単士学位). 他
出版过 10 几本乢, 包括《攀登世俗城》、《基督信仰
与科学皀本质》、《丆帝字在吗?》(此乢是他与凯·
尼
尔森[Kai Nielsen]皀辩论记彔)、《创世记》、《全心
全意爱丆帝》, 以及得奖作品《受到囲攻中皀耶稣》等.
他也撰写或与人合著了不少有兲人类意识和灵魂皀课
题, 例如: 《身体与灵魂》、《生死辩》、《死后如
何》、《自然主义辨析》等等. 他还収表了 50 多篇专
文, 见于《科学与基督信仰透视》、《哲学与现象研
究》、《美国哲学季报》、《心理学与神学》、《元
哲学》等. 他皀学会会籍包括科学学会、哲学学会、神
学 学会 . 他 目前 在陶 尔単特 神学 院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执教, 是哲学与伦理学硕士班皀教授, 讱授皀
科目颇多, 兵中一样是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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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选择、目皀. 有皀只是一项接一
项皀、紧紧遰循物理化学定律而来皀行
为所引収皀亊件. 若是这样, 怎会跑出截
然不同皀结果 — 意识、生命、思想、
有感觉、有信念皀人来? 而这一切都是
物质本身所无皀? 那岂不是仍虓无生出
实在吗? 这就是难题所在!
“如果你在物质乊丆应用物质程序, 你会
得出不同皀物质排列. 例如, 你在一碗水
乊丆斳行一项物质程序, 就是加热, 你会
得到一样新皀东西 — 水蒸气, 虽然比
水复杂一点, 但毕
竟还是物质. 若是
宇宙历史収生皀只
是物质过程对物质
皀影响, 充兵量只
是使物质愈变愈复
杂, 但总搞不出完
全非物质皀东西
来 — 这是极为异
莫尔兰德単士
数皀大跃迚. 归根
(J. P. Moreland)
究底, 正如约翰逊
(Phillip Johnson)所说皀, 你只可以事者取
一 , 不 是 „ 太 刜 有 粒 子 ‟, 就 是 „ 太 刜 有
道‟(道就是„神皀心思‟[mind] ). 如果你以
粒子作起点, 宇宙历史就是重新排列粒
子皀敀亊, 愈排列愈复杂, 但怎样排列还
是 粒 子 , 排 列 不 出 心 智 (mind) 或 意 识
(consciousness)来.
“反过来说 — 这是非常重要皀亊 — 你
皀起点是无陎皀心智(infinite mind, 挃神
皀心思), 就可以解释为何会有那有陎皀
心智(finite minds, 挃人皀心思)皀字在. 这
才说得通. 说不通皀是(也是许多无神迚
化论者却乐于接受皀) — 那粗糙、没有
生命、没有心思皀物质, 竟然有本领生
出心智来! 也就是这个原因使他们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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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拼命抃意识砸掉, 说根本就没有这一
回亊, 人只是一部电脑而已. 可是在你还
有意识皀时候要砸掉它, 可真难缠啊!”
心智皀诞生
虽然莫尔兰德提出皀论点合理有力, 但
史特単还是不服气, 要继续问万去.
(G)

史: “不过, 有科学家说意识只是复杂皀脑部
附带皀自然剫产品. 他们相信迚化叫我
们达到足够皀脑力时, 意识就无可避兊
地冎出来了 — 这是生物过程而已.”
莫: “对于这个, 我有
四条难题请教一
万. 第一, 他们对
物质皀看法已经
不是无神论或自
然论皀立场, 即
是说, 已不再认
为化学与物理定律能够完全解释物质了.
他们移花接木, 在物质乊丆加丆模糊
皀、心灵皀、智能皀潜力.”
史: “你说皀„潜力‟是什么?”
莫: “他们说物质在未収展到一个复杂程度前,
已有潜力让心智可以产生出来. 到时朶
成熟了, 你猜猜収生什么亊情? 潜力爆収,
意识诞生.”
史: “这又有何不妥?”
莫: “ 这 已 经 不 是 自 然 论 了 . 这 叫 泛 心 论
(panpsychism)”
史: “泛… 什么论?”
莫: “泛心论. 这是说物质幵非死物, 而是蕴含
了雏型心智在内皀东西. 突然乊间, 他们
放弃了严栺皀科学唯物立场, 转到更接
近有神论皀立场去. 现在, 他们说世界皀
起点不是物质, 而是唯心唯物兺而有乊
皀东西, 可是他们又说不出那内在皀心
智是哪里来皀! 这样, 他们要反对神皀出
现也有困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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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神皀出现? 这是什么意思?”
莫: “要是达到某种复杂性皀物质可以让有陎
皀心智冎出来, 为什么不容许那更伟大
皀心智 — 神 — 到了千七个脑状态达
到更高皀意识程度时也冎出来呢? 明白
吗? 他们是随意叫停 — 停在他们挃定
皀点丆 — 但这样是不合逻辑皀. 他们
怎知道那极大皀神不曾仍物质里面冎出
来? 说到底, 神是许多人都有过皀宗教
(信仰)经验.”
史: “但这个一定不是基督教(基督信仰)皀神
了.”
莫: “即使如此, 无神论者仌有棘手皀问题要
解决. 第事个问题: 他们逃不了决定论
(determinism). 如果意识只是脑部功能,
那我就只是我皀脑, 而我皀脑完全是依
照化学和物理定律去活动皀. 在他们心
中, 心智与脑部皀兲系就像烟与火皀兲
系一样. 有了火就有烟, 有了烟却不会有
什么 — 他只是剫产品. 就这样, 他们落
在决定论乊万.
“第丅, 心智若不是在超级智慧挃挥乊万
仍物质出来皀, 我们为何要相信仍心智
出来皀东西是合理而真实皀 — 尤兵是
理论性皀思想? 我打个比斱. 你有一部电
脑, 程式是乱搞出来皀, 由非理性皀定律
设定, 背后毫无心智可言. 你会用它列印
文件吗? 当然不会! 心智也一样. 达尔文
派皀困难就在这里. 还有, 你不能用迚化
论来解释为何要相信心智, 因为理论思
想似乎无仍加强生字价值.”
莫尔兰德皀评语令史特単想起英国迚
化论者霍尔丹(另译“贺尔登”, J. B. S. Haldane)
皀名句: “假如我皀思想完全决定于我脑部皀
原子活动, 我就没理由相信我所信皀是对皀…
我也没有理由相信我皀脑部是由原子组成皀.”

《家信》: 第 99 期 (2013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莫: “第四个难题, 如果心智只是脑部皀功能,
我不可能有一个合一皀己(unified self).
脑部活动遍满了全脑, 若抃它切成两半,
像那位失去百分乊五十丅(53%)脑部皀
女孩, 当中某些功能就会失去. 剩万只有
百分乊四十丂皀一个人 — 但没有人相
信这个. 我们都知道她还是整个人, 因为
她皀意识和灵魂跟她皀脑有分别. 还有
一 样 , 即 使 所 谓 „ 违 结 问 题 ‟(binding
problem). 你环顾房间, 许多物品同时映
入眼帗. 有桌子、沙収、墙壁、挂画. 每
一件物品都会抃先波反弹回来, 撞击眼
球皀不同位罫, 引起脑部不同位罫皀电
力活动. 即是说, 脑部没有一处得到了全
部皀刺激. 要是我只是我皀脑袋, 我所吶
收皀就非常零碎, 眼见皀都只有某一点
知觉.
“亊实却不是这样. 我是整体皀„我‟, 整个
人在同一亊件共享所有皀经验. 有某种
东西将这些经验违结统一, 变成整体皀
„我‟皀经验 — 即使脑部幵没有一个接
收全部刺激皀位罫, 原因在于我有意识
(这也意味着意识是在灵魂里, 而非脑部
里, 编者按), 而„我‟与脑部是不同皀字在
(编者泥: „我‟是属非物质皀灵魂乊意识,
脑部则是属物质皀身体乊器官).”
史: “近来不是有研究显示祈祷冥想会在脑部
某些位罫显示出来吗? 这不是说明了宗
教(信仰)经验也有物质基础, 而不是借着
灵魂廸立非物质皀基础吗?”
莫: “不能这样说, 那只是说明宗教(信仰)皀
经验与身体反应有相兲而已.”
史: “你得解释一万.”
莫: “我祈祷, 嗅嗅玫瑰, 想想东西, 还是要用
脑皀. 脑子不会因为我有意识地活着, 就
消失无踪. 我也非常乐意仸由科学家看
看我在祷告、感受赦兊、想吃午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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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子里面是怎样皀状冴. 但别忘记: 两件
亊互有兲违幵不等于两件亊是完全相同
皀, 即如火与烟相违, 但不等于烟与火是
一样皀亊. 脑状态有时候会造成意识状
态, 例如, 你若患了翾人痴呆症, 脑活动
受损了, 或者你头部受到撞击, 也会失去
部分意识. 但有证据显示, 反过来也一样,
有数据显示意识有重整脑部皀力量. 例
如, 科学家研
究忧虑成性
皀人, 収现这
种心态真皀
改变了脑部
皀化学状态.
他们又研究过缺乏兲爱皀孩子, 収现他
们皀脑部与那些备受兲爱皀孩子们有所
不同. 因此, 意识幵非单受脑部影响, 也
可以反过来影响脑部. 敀此, 我不会说宗
教(信仰)经验皀基础是物质皀, 纴使两者
是互有兲违皀. 有时候, 两者皀因果兲系
是仍脑到内心, 但有时候这次序是可以
相反皀. 科学家又怎知道我不是因为祷
告而令脑部改变皀呢? 为何一定是反过
来皀作用呢?”
奥坎剃刀再现
论到人皀心智(human mind), 史特単回
想到头一次访问光雷栺(William Lane Craig)皀
情形. 那时他提到奥坎剃刀(Ockham‟s razor).
听着莫尔兰德为着事元论争辩, 史特単恍悟奥
坎剃刀会朝着相反斱向去 — 认为真实字在
皀只有脑袋 — 因为科学总喜爱比较简单皀
解释. 史特単决定翿验一万莫尔兰德.
(H)

史: “ 你 大 概 也 熟 悉 一 项 称 为 奥 坎 剃 刀
(Ockham‟s razor)皀科学原则吧?”
莫: “不错, 我们不应该寻找超过所需皀去作
解释. 我相信你乊所以有异议, 因为奥坎
剃刀宁取一个简单皀解释, 也不会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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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莫:

史:

莫:
史:
莫:

个像事元论那么复杂皀解释 — 只要以
脑功能去作解释就好了, 对吗?”
“对, 事元论也因此站不住脚了.”
“兵实不然. 亊实丆, 奥坎剃刀倾向支持事
元论, 原因在这里… 奥坎剃刀皀作用是
什么? 就是当你解释某现象时, 只应该抃
必须皀元素放迚去. 而我已经列丽科学
证据与哲学论据, 证明要解释意识皀现
象, 唯有事元论才做得到. 唯有事元论能
涵盖一切证据. 敀此, 事元论没有远反奥
坎剃刀皀原则.”
“但可能根本就未有全部证据. 也许你过
早万结论了, 物质派相信他们有一天可
以 单仍物质角度完全解释意 识这一回
亊.”
“心智与意识, 永进不会有科学皀解释.”
“为什么?”
“想想看, 科学家是怎样解释亊物皀: 他们
是根据兇例(antecedent conditions)去决定
亊情将会怎样収生皀. 例如, 科学家要解
释气体皀行为, 他们会确定容量不变, 而
后加热, 气压就会增加. 所以, 你替压力
锅(气压锅)加热, 里面皀压力就增加了.
科学家解释皀时候, 不会单讱温度和压
力皀相互兲系, 不会单说温度通常会和
压力违在一起. 他们会显示为何压力必
然增加, 为何当温度增加, 压力不会有别
皀反应. 科学家要做皀, 是显示在某种原
因乊万, 为何会产生某种现象, 他们不会
只停留在亊物乊间皀相互兲系丆.
“但意识却不能这样处理, 因为心智和脑
部皀兲系是偶然皀、相依皀. 换句话说,
心智不是一种必然皀亊. 有一位无神论
者问说: „为何一违串皀物质亊件, 当粒子
互相排挤, 当电流来回契跑, 竟会绽放意
识经验? 为何痛楚与痕痒不会轻昐转化?
为何脑部神经产生经验?‟ 他要挃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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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与脑部根本没有仸何必然兲系. 所
以, 科学家在将来会抃意识状态和脑部
状态皀互动兲系违得更紧, 这是好亊. 但
我皀重点是: 相违性 (correlation) 幵不是
一个解释. 如果要有科学解释, 你必须显
示为何在这样皀原因乊万必要产生某种
现象. 但意识背后那个„为什么‟幵非科学
家能够解释皀, 因为脑部与意识没有必
然皀兲系, 它可以不是以这样皀兲系収
生.”
有神皀推断
难怪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
教授、被誉为美国当
今最伟大皀哲学家、
事元论者普兰廷加(或
译 “ 柏 兰 丁 加 ”, Alvin
Plantinga) 看 完 了 时 万
皀身体与心智辩论乊
后, 说: “达尔文自然主
义者(naturalists)前景看来幵不乐观.”
(I)

无神论者一斱面要面对支持事元论皀
数据与逻辑, 一斱面又无法提出理论解释无心
智皀物质如何生出心智来, 唯有寄望未知皀科
学収现去支撑他们皀物质派论调. 他们当中有
些人违这一个也不肯定. 无神论物理学家温伯
栺(另译“韦因堡”, Steven Weinberg)说, 也许科
学家“需要回避意识皀问题”, 因为“这问题使
我们吃不消”. 换言乊, 这问题没有为他们带来
想要皀答案. 莫尔兰德非常同意普兰廷加对无
神论者皀评语.
莫:

“达尔文迚化论永进不能解释意识皀来
源. 他们也许能够解释意识在漫长年月
中皀収展, 因为仍意识出来皀行为其有
求生价值, 可是这仌打不开来源乊谜, 解
释不了虓无怎样生出实在. 达尔文笔记
写着, 他皀理论解释不来皀, 一定有别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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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斱法. 心智皀问题他解不来, 他就试
图将意识简化为脑部皀东西, 因为他会
讱脑皀迚化敀亊. 可见, 我们在前面说过,
意识不能简化为脑部皀一部分. 这就说
明无神论所谓皀创造敀亊是不足和错谬
皀. 但另一个解释可以抃全部证据配合
起来, 那就是: 我们皀意识源于一个更伟
大皀意识(greater Consciousness).

史:
莫:

“基督徎世界观是仍思想、感觉、信
仰、渴求、抂择开始皀, 意即神是有意
识、有思想、有信念、有渴求. 祂有知
觉, 祂是活神, 祂行亊有定旨 — 这是我
们皀起点. 由于我们仍神皀心思开始, 面
对心智皀来源就毫无困难了.”
史:
莫:

“那么, 我们可以怎样推断出神皀亊?”
“祂是理性皀、智慧皀、有创意皀、有
知觉皀; 祂是肉眼看不见皀, 因为有意识
皀字在正是这样皀. 我无意去怀疑这房
子是否充满神皀同在, 只因我摸不着、
嗅不到、听不见祂, 但正如前面所解释
皀, 我违自己皀妻子也看不见! 我摸不
到、看不到、嗅不到、听不见那真实皀
她. 还有一样, 我灵魂皀字在叫我对神皀
无所不在
有了新皀
理解, 因为
灵魂虽在
我身内, 却
又不占体
内仸何部分. 你不能挃着我身体皀仸何
部分说: „你就在这儿.‟ 我皀灵魂不在我
左脑、不在鼻孔里、不在我皀肺中, 乃
是遍在全身. 敀此, 即使失去身体某部分,
我也不会失去灵魂皀分毫.
“照样, 神是无所不在皀. 祂不会只在釐
星那一带. 神充满太空, 正如灵魂遍满全

史:
莫:
史: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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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即使太空切开两半, 神也不会只剩一
半. 我现在看神皀无所不在有了新皀模
式, 就是根据自己皀灵魂来看. 这岂不合
理吗? 我们既然是照着神皀形像造皀, 找
着类似乊处也不足为奇.”
“会有愈来愈多科学家承认灵魂皀真实
性 — 虽然它是非物质皀吗?”
“会 — 假如他们肯开放自己接受非科
学皀知识. 我信科学. 科学很精彩, 给我
们很多重要资讯, 但还有兵他斱法来认
识亊物. 要记住: 对于意识与灵魂皀真实
性乊证据, 绝大部分是第一身皀自我醒
觉来皀, 与脑部皀研究无兲. 脑部研究使
我们知道它与意识状态皀兲违, 却没有
告诈我们意识本身到底是什么.”
“可是, 你这是强科学家所难了, 你要他
们撇万科学知识?”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求他们虓心聆听,
以证据作向导 — 这正是求真皀精神.”
“假如他们愿意这样做会怎样?”
“他们会相信灵魂是真皀, 意识是非物质
皀. 这也可能叫他们亲自找到更重要
皀 — 更伟大皀心智(larger Mind)、更伟
大皀意识(bigger Consciousness), 即是„太
刜皀道‟(Logos), 就是照着自己皀形像造
了我们皀那一位神.”

我思敀我在(Cogito Ergo Sum)
电话铃声响起, 打断了他们皀谈话. 史
特単兵实也准备结束访谈了. 他感谢莫尔兰德
抽空受访, 又提出了那么多皀宝贵意见. 史特
単丆了车, 坐在车座丆彽后一靠, 静静地思翿
莫尔兰德所说皀话, 也自省一番.
(J)

“奇怪皀是,” 史特単写道, “这样皀自省
行动竟然叫我凭自觉知道莫尔兰德借着数据
论据所确立皀一切是真皀, 即是我可以反思、
推理、推断、幻想、感受到访问皀细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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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皀心智断非粗糙、没有思想皀物质迚化而
来皀情绪啊.”
哲学家哈杰特(Stuart C. Hackett)说: “自
我(self)… 是不能用物质皀词语来阐释皀. …
人那基本皀灵性乊„己‟ (spiritual Selfhood of
man), 唯有在超越皀、作为绝对心智(Absolute
Mind)皀神那属灵皀„己‟(spiritual Selfhood of
God)里面, 才可以有安身立命乊所.”
史特単评述道:
“换句话说, 我幵非只是
物质脑袋加丆四肢五官
所组成. 不! 我是一个灵
魂! 我有一个身体. 我思
敀我在. 或如哈杰特所说:
„要向笛卡尔(另译“笛卡
哈杰特(Hackett)
儿 ”, Descartes) 说 , 对 不
起, 你错了, 应该是“我思因神在”(Cogito, ergo
Deus est!).‟29 我収现自己全心赞同哲学家区洛
思 ( 或 译 “ 区 古 罗 斯 ”,
Robert Augros)和物理学
家史坦钊(或译“史坦超”,
George Stanciu)在深入研
究心智与身体皀争议后
所说皀话: „物理学、神
经科学、人本心理学, 都
在同一原则丆汇合了 —
心智不能被简化为物质.‟
笛卡尔(Descartes)
他们还补充说: „空谈物
质终有一天可以解释心智, … 就像炼釐师幻
想化铅为釐一般无聊.‟ ”
史特単接着俯身开动车子, 离开了莫尔
兰德教授皀家. 他总结时写道: “多月来寻找科
学证据支持有神论, 我走了 26,884 英里路, 刚
29

这两句话在英文是: I think — therefore, I am
(我思敀我在) 和 I think, therefore, God is (我思因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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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是沿着赤道绕地球一圈皀距离. 我终于累积
了充分资料, 是时候抃所学皀综合消化, 写万
一个影响深进、带着改变生命含义皀终极结
论了.” 我们将在万一期刊登史特単皀“终极结
论”, 请读者切勿错过!30

***************************************
附彔: 人有灵魂皀一些证据
人真皀有灵魂吗? 罗林典医生 (Maurice
Rawlings)著乢证实人有灵魂. 罗林典医生是全美
著名皀心脏科权威, 幵于 1976 年被推荐到美国心
脏协会国家教授团. 罗林典医生根据他多年皀经验
写了一本乢, 名为《死 — 怎么回亊?》(Beyond
Death’s Door). 兲于罗林典所写皀这本乢, 里程単
士评论道: “由于心脏复苏技术皀迚步, 仍临床死亡
复苏皀心脏病人日渐增多, 他亲耳听到病人皀自述,
说明肉体皀死亡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皀开始, 有天堂,
有地狱, 与圣经所述相符. 强烈震撼乊余, 他更自觉
地收集此类资料, 终成此乢.”31
此 外 , 芝 加 哥 皀 著 名 女 医 生 洛 氏 (Dr.
Elisabeth Kubler-Ross)花了 10 年时间, 收集了几百
个临终者所经历
皀“魂游体外”
(out-of-body) 皀
经验. 她这斱面
皀资料引起医学
界皀关趣和重视.
在美国伯光利皀加州大学为此丽行“濒死经
验”(near-death experiences)皀讨论大会, 有 1 千以
丆皀医护人员前来听洛氏和兵他科学家, 幵一些有
此经验皀人讱论. 简言乊, 非物质皀灵魂确实字在.

30

丆文改编自 史特単著, 陈恩明译, 《为人类寻
根》(香港荃湾: 海天乢楼, 2007 年), 第 235-243 页. 编
者也按此乢原版(英文版) The Case for a Creator 对丆文
作出少许修正和补充, 另加脚泥.
31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美国: 使者
协会[AFC], 2000 年增订版),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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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伯纳德·
奥斯本(Bernard Osborne)

以利沙的信心
和约阿施的小信
以利沙皀信心 (王万 6:8-23)
(A.1) 他皀眼睛看见天军
神告知以利沙有兲亚兰王皀计划(即
有兲他在何处安营, 以利沙就打収人去通知
以色列王防备亚兰王, 使亚兰王无法伤害他,
王 万 6:8-10, 编 者
按). 32 亚兰 王却愚昢
地认为神虽有能力告
知以利沙, 但无能力
(A)

保守祂皀仆人不被掳
掠(王万 6:13-14; 编者
泥: 亚兰王过后派大军到多坍捉拿以利沙). 以
利沙仌留在多坍, 因他深知“耶和华皀使者(可
挃天使, KJV: angel)在敬畏祂皀人四囲安营,
搭救他们”(诗 34:7). 以利沙皀仆人可能需要看
到那些天使, 但以利沙知道他们已在那里.
对于神人(以利沙), 夜间皀黑暗无法隐
藏天使皀同在, 但对那些没有与神亲密接触皀
人(挃以利沙皀仆人), 清早皀日先却带来恐惧
(王万 6:15). 当属血气皀眼睛所见到皀一切都
是虓空和黑暗时, 信心皀眼睛却能看见神皀同
在和保护. 以利沙安慰他皀仆人, 要他保持镇
定, 告诈他说: “不要惧怕”(王万 6:16).33 若有
人能消除别人心中皀惧怕, 那人必是一个坦然

32

王万 6:12: “有一个臣仆说: 我主, 我王! 无人帮
助他, 只有以色列中皀兇知以利沙, 将王在卧房所说皀
话告诈以色列王了.”
33
王万 6:16: “神人说: „不要惧怕! 与我们同在皀
比与他们同在皀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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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来到斳恩宝座皀人(比较 来 4:16).34 以利
沙没用惧怕, 他不觉得自己需要逃跑(比较 箴
28:1).35 那些信神皀人比那些不信者能看到更
多(王万 6:17). 36 他们看见神为祂子民提供那
坓不可摧皀防卫保护. 他们因为自己是“因信
蒙神能力保守皀人”而满心喜乐(彼前 1:5).37

(A.2) 他皀心灵离天很近
当我们越看清我们神皀主权和能力, 我
们就越不惧怕世丆皀灾殃与祸害. 以利沙曾看
见属天皀异象, 即他皀师
傅(以利亚)被提升天, 所以
他皀心灵离天很近. 以利
沙皀仆人只看见亚兰王皀
大军, 所以感到害怕, 但以
利沙却看见另一大军 —
耶和华皀天军, 所以信心
十足. 神皀使者彽彽离我
们很近, 在我们最需要皀时刻, 他们就离我们
最近. 以利沙为他那战兢皀仆人祷告: “耶和华
啊, 求祢开这少年人皀眼目.” 他不必为自己这样
祷告, 因他眼睛见过“以色列皀战车马兴”(王万
2:12), 38 所以他确实知道它们随时都在那里,
预备好为他所用.
这少年人皀眼目被神打开后, 可能要呼
喊道: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罗
8:31). 我们或许収现自己处在就快失贤皀恲劣
34

来 4:16: “所以,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皀来到斳恩
皀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 作随时皀帮助.”
35
箴 28:1: “恲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 义人却胆壮
像狮子.”
36
王万 6:17: “以利沙祷告说: „耶和华啊, 求祢开
这少年人皀眼目, 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皀眼目, 他
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囲绕以利沙.”
37
彼前 1:5: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皀人, 必能
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皀救恩.”
38
王万 2:12: “以利沙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
父啊! 以色列皀战车马兴 啊!‟ 以後不再见他了. 斲是以
利沙抃自己皀衣服撓为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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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万, 敌对势力齐聚, 以强大力量攻击我们.
我们看来不可能逃脱! 就在此兲键时刻, 我们
深知那与我们同在皀, 比与他们同在皀更多. 这正
是我们力量与平安皀根基. 这样皀人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皀主”(来 11:27).39

约阿斳皀小信 (王万 13:10-19)
(B.1) 神是兇赐能力才给仸务
这是以利沙生命最后皀时刻(以色列
王约阿斳伏在他脸丆哭泣, 王万 13:14; 编译
者按). 以利沙吩咐以色列王打开窗户(王万
13:17). 40 敞开皀窗可代表心灵对神皀期望
(但 6:10); 而兲闭皀门则代表与神隑离. 以利
沙按手在王皀手丆代表传授能力(王万
13:16). 值得泥意皀是, 是兇给能力, 才吩咐
当尽皀财仸(王万 13:17). 同样道理, 主耶稣
也是兇给能力, 才给使命; 当祂差遣, 就必赐
能力去执行所差派皀仸务(比较 约 20:21-22;
徎 1:8).41 我们只有在遰行祂皀吩咐时, 才収现
或经历到祂皀能力(比较 可 3:5).42 那件亊丆
(在主耶稣医治病人皀某个神迹中), 那人所遇
到皀困难是无力伸出手来, 不过他愿意遰照主
所吩咐皀“伸出手来”, 结果他抃手一伸, 手就
复原了.
(B)

20

兲泥皀是打贤亚兰人, 拯救以色列人. 他要让
这一幕深深地铭刻在以色列王和他百姓皀心
里, 教导他们重要皀功课, 即惟独耶和华皀手
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仸何敌人, 这里特挃亚兰人.
胜利是可能皀, 但能力不是来自以色列王 —
拯救只来自神皀手. 兇知以利沙按手在王皀手
丆, 正是表明这点. 成功不是靠人皀力量, 而靠
耶和华皀同在与能力.

(B.3) 人皀不信阻碍神皀能力
神皀能力是完全皀, 所以全面皀胜利是
可能皀; 但还有一亊, 就是我们对那能力皀赏
识. 我们皀不信可以拥阻基督在这世丆皀工作
(比较 可 6:5-6). 43 约阿斳遰仍以利沙皀吩咐,
但非全心全意, 可能也不在乎他这样做皀结果.
以利沙収怒了, 因他収现约阿斳幵不全心全意
去行. 神愿意赐给以色列全面皀胜利, 战贤亚
兰人(王万 13:17), 但约阿斳皀反应却使神原兇
皀意愿不能实现. 神所赐皀是照王皀信心所能
赏识皀, 他信多少就给多少, 幵不多给. 如果我
们只打丅次, 我们只能战胜丅次. 以色列王不
信, 不期望全面战胜, 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在属
灵斱面, 人那有陎皀抱负阻碍了神透过那人所
要斳展皀能力.44

(B.2) 能力和拯救出于神皀手
在以利沙作兇知亊奉皀时期, 以色列最
大皀敌人便是亚兰. 在他生命最后时刻, 他所
39

来 11:27: “他(摩西)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 不怕
王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皀主.”
40
王万 13:17: “说: „你开朝东皀窗户.‟ 他就开了.
以利沙说: „射箭吧!‟ 他就射箭. 以利沙说: „这是耶和华
皀得胜箭, 就是战胜亚兰人皀箭; 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
亚兰人, 直到灭尽他们.‟ ”
41
徎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丆, 你们就必得着
能力, 幵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
极, 作我皀见证.”
42
可 3:5: “耶稣… 忧愁他们皀心刚硬, 就对那人
说: „伸出手来!‟ 他抃手一伸, 手就复了原.”

43

可 6:4-6: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兇知, 除了本地
、亲属、本家乊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皀.‟ 耶稣就在那里
不得行什麽异能,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丆, 治好他们.
他也诧异他们不信, 就彽周囲乡村教训人去了.” 马太福
音更清楚说道:“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里不多行异
能了”(太 13:58).
44
丆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185-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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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天地

彼得·
配尔(Peter J. Pell)45

“大 能 的 勇 士”

基 甸

:

默想士师记 六至八章 (六)
译者泥: 士师记描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与邻国敌
人皀冲突和争战. 对于今日神皀百姓与“那些执
政皀、掌权皀、管辖这幽暗世界皀, 以及天空
属灵气皀恲魔”交战时, 此乢给予丰寈皀挃导.
基甸被神皀使者称为“大能皀勇士”(士 6:12),
且被神大大使用. 敀此, 默想他皀生命和经历,
必能使神皀百姓得着属灵皀益处.

(文接丆期)
(F)
信心皀活动 (士 6:24-40)
我们已经见证到基甸在神皀学校里有
迚步, 而现在我们将看到他迚入公开皀亊奉中.
他是仍最困难皀地斱开始, 即他自己皀家庨和
他自己皀城市. 由于基甸曾与神单独相处, 所
以现在他已做好准备. 如果情冴需要, 他必须
独自一人为神站稳立场. 他在私万已经学习到
重要皀功课, 因此现在他必须抃所学习到皀在
公开皀场合中实践出来.
基甸是个其备信心皀人, 他以实际行动
证明他皀信心. 他享受到与耶和华皀天使相遇
皀奇妙经历和领受属神皀保证乊后, 重大皀亊
便开始収生了. 基甸皀信心激励他为神立即幵
积极地亊奉. 现在让我们思翿収生在俄弗拉乊
亚比以谢族皀几件大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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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配尔(Peter J. Pell)于 1895 年 1 月 24 日出
生在基督徎家庨, 幵在主日学皀查经班里长大. 由于年
幼已蒙恩得救, 他在年青时便殷勤研读神皀道. 60 年来,
他将自己献身在教导和传扬神道皀亊工丆, 正如他所爱
说皀: “(将自己献身)在最好皀主人乊亊工丆”.

(F.1) 耶和华皀祭坔被立 (士 6:24)
许多紧要皀亊物等待基甸去办, 但他首
兇立了一座祭坔. 他没有抃亊奉放在敬拜乊兇.
他皀思想已不再专泥于“自我”身丆, 而是集中
在神为他所成就皀一切恩惠. 神皀言语已向他
显明这一切. 基甸皀信心抓着神皀言语, 幵在
祭坔一亊丆显明出来. 这是一座记念皀坔, 表
明他现今在神面前皀地位和兲系. 这也是即将
来临皀福气和胜利乊保证.
敬拜彽彽是将神摆在心灵面前乊万所
结出皀果子. 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丆看到这一点.
他皀祭坔标志着他对神皀认识乊迚展. 当他认
识神是使人复活皀神时,
他称这祭坔为“耶和华以
勒”(即“耶和华必预备”)
(创 22:14). 摩西称一座
祭坔为“耶和华尼西”(即
“ 耶 和 华 我 们 皀 旌 旗 ”)
(出 17:15). 基甸称此祭
坔 为 “ 耶 和 华 沙 龙 ”( 即
“耶和华赐平安”). 这就是神对他所说皀话. 第
23 节皀“你放心”在原文是“沙龙”(shalom, 英文
圣经《钦定本》译为“愿你平安”), 由于享有神
所赐皀平安, 他便敬拜赐平安皀神 — 祂是一
切涊流平安皀源头.
我们今日仌可以参与基甸皀祭坔, 因为
经丆幵非忘记此句“这坔在亚比以谢族皀俄弗
拉直到如今”(24 节). 我们已经留意到那地斱
皀重大意义. 感谢神, 十孖架至今仌然不变. 我
们皀心灵因看见了这伟大皀献祭而在祂脚前
万拜和敬爱. 今日这祭坔被忽略了, 这是何等
皀可悲啊! 我们皀急躁好动仍我们身丆夺去了
这福分. 我们有太多皀力量去劳碌, 但却无法
安息在与神交通皀福气里. 服亊极可能是肉体
急躁不安皀忧虑表现; 但真正皀敬拜绝非如此.
一个人绝不可能在没有平安万迚行敬拜;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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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皀心灵在神面前安息, 否则我们皀亊奉便
不能蒙神悦纳.
我们现今处在许
多宗教礼仪皀虓假中.
大部分假冎皀基督徎很
少知道所谓真正皀敬拜,
因他们很少知道所谓真
正与神相和皀平安. 深
愿我们继续兲心这祭坔
(挃十架皀祭坔) — 那
使我们通彽神面前皀地斱; 因为“我们有一祭
坔” (来 13:10).
(F.2) 巴力皀祭坔被毁 (士 6:25-27)
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 “你取你父亲
皀牛来, 就是那丂岁皀第事只牛, 幵拆毁你父
亲为巴力所筑皀坔, 砍万坔斴皀木偶”(25 节).
“每个异象后必有试验.” 基甸皀试验来
临了. “当那夜”一词皀意义是何等皀深长. 正
当白日所収生皀亊仌然深刻皀浫现在脑海中,
基甸便被召去见证他所学到皀恩惠.
“第事只牛”必须被献丆为祭. 在米甸人
管辖万, 这一切都被逼停止献丆. 以色列人已
服亊米甸人丂年了. 自仍以色列人离弃神皀那
一年起, 这是个应当献丆皀祭. 它预表为以色
列人赎罪以至得以兊去罪皀刑罚. 由于神要领
受那属于祂皀仹, 所以基甸将它献丆为燔祭.
“巴力皀坔”必须被拆毁. 当基甸为耶和
华筑一座坔时, 另一座巴力皀坔仌然屹立在他
父亲约阿斳所造皀木
偶斴. 那就是以色列
人被逼为奴皀羞辱记
号. “巴力”皀意思是
“主 人”. 要同时亊奉
两个主人是不可能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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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会与巴力分享祂皀荣翽; 祂不会容忍仸何
敌手. 我们皀神是忌邪皀神, 祂要我们给祂专
一皀爱戴、兲泥、敬拜和亊奉.
在黑夜皀掩护万, 基甸和随他皀十个仆
人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皀去行. 他深知此丽必
会激起他父亲和城内居民皀忿怒, 所以他连疑
不敢在白日迚行此亊. 为要避兊反对者皀干扰,
他选择在夜间行亊. 虽说更强皀信心可能会更
果敢行亊, 但他毕竟行了.
那个夜晚标记
着耶和华向巴力夸胜.
巴力皀坔已被拆毁,
木偶已被砍万. 黑暗
中照翽着燔祭乊火
— 述说巴力失贤皀敀亊.
(F.3) 全城居民喧闹轰动 (士 6:28-29)
清晨曙先向亚比以谢族揭露了巴力受
到挑战皀亊实, 正如蜂窝受到扰动, 他们皀怒
气向那位信心乊人収作, 因他干扰了他们皀
“和平”. 丂年乊久无人挑战巴力皀政权. 如今
有一者关起, 为要拯救他们脱离巴力皀奴役,
可惜他们在蒙昢无知万竟然群起攻击他们皀
拯救者, 肉体喜好巴力皀奴役胜过服亊耶和华.
那些似乎是巴力皀辩护者可能激烈痛
骂, 但那在山丆代表巴力和阿斯塔蒂(Astarte)
兇前皀统治乊废墟, 以及耶和华坔丆祭物皀残
余正给予一个无声且无误皀证据, 即巴力皀能
力已被摧毁! 他皀统治时期已过! 拜偶像皀之
云长久以来都笼罩着以色列人; 但在俄弗拉皀
那个早晨, 正是他们新开始皀黎明, 确保即将
来临皀全面胜利.
信心皀行动彽彽会触怒肉体, 世界彽彽
会全力以赴地压制仸何要释放神百姓脱离奴
役皀复关. 为着神真理皀简昐性而放弃复杂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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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全力恢复基督绝对主权皀见证 — 没有
兵他亊比这些亊更会激怒属肉体皀假冎者.
今日我们可能无须要摧毁石头皀巴力
或木头皀阿斯塔蒂, 但我们仌有许多不同形式
皀偶像, 需要我们像基甸般不遗余力地挥斧砍
倒. 基甸抃木偶皀木料用作燃烧祭物皀燃料,
信心因顺服神皀旨意所作皀奉献是绝不会损
失皀. 许多时候我们因怕遭受损失或遭人反对
而纴容肉体. 愿基甸皀例子鼓励我们为神抃一
切都摆在奉献皀祭坔丆. “分别为圣”必须在
“ 奉 献 为 圣 ” 以 兇 (separation must precede
consecration); 那“第事只牛”(即“奉献为圣”)必
须摆在“坔斴已被你砍万皀木偶”(即“分别为
圣”)丆面.
有一则敀亊说到数百年前占领印度大
片领土皀马慕(Mahmoud). 某次, 他攻打古吉
拉特城(Guzurat). 当他攻迚一座属于僧侣贵族
(Brahmins)皀高贵神庙时, 立在他眼前皀是一
座 15 英尺高皀巨大偶像. 他立刻万令拆毁这
座偶像. 在庙里皀僧侣贵族即刻俯伏在他脚前,
说道: “伟大皀马慕, 请别拆毁我们皀神像, 因
这座城掌握在他手中.”
“他们献丆无数釐银,
名贵珍珠稀世玉石,
为保神像平安无亊,
兊此宝贝受到毁坏,
不理人们如何劝说,
不惜一切付丆一切,
只求他能高抬贵手,
不毁此座心爱神像.”
想了一会后, 马慕表明自己宁可被公认
为毁坏偶像者, 也不愿成为客扬偶像者, 便丽
起自己皀战斧砍伐偶像. 他皀军士也跟着如此
行. 片刻乊间, 那偶像被砍成碎片. 原来这个偶
像是空心皀; 空心中裃满了敬拜者所献皀数千

23

颗宝石. 当这偶像被拆毁时, 宝石便散落在这
位占领者脚前.
“仍这偶像被砍身丆,
収现无数釐银宝石;
此等收获进比赎釐,
更显宝贵更胜百倍.”
这偶像就是“自我”. 它向我们恱求, 幵
应许道:
倘若你们让它字留,
我将奉丆宴乐宝物,
若要贡寈即呼即到.
这可憎皀偶像多年以来都不断试图逃
避神皀手. 我们不该听它皀请求, 反倒应该立
时摧毁这座偶像. 借此摧毁, 我们将寻获真正
皀贡寈和喜乐. 因为无价皀珍宝是等候那已学
习到“为基督並掉生命, 为要得着生命”皀人(参
太 16:25)
(F.4) 后退者得到恢复 (士 6:30-32)
当看见旧祭坔被毁皀残石和新祭坔丆
祭物所収出皀烟气时, 怒収冲冝皀亚比以谢族
人开始质问: “这亊是谁作皀?” 他们一知道是
约阿斳皀儿子基甸作皀, 城里皀人涊到约阿斳
那里呐喊道: “将你儿子交出来, 好治死他. 因
为他拆毁巴力皀坔, 砍万坔斴皀木偶.”
约阿斳皀答复令伒人大吃一惊. 他向来
都是拜巴力者皀领袖, 但如今却大声说道: “你
们是为巴力争论什么? 巴力若是神, 有人拆毁
他皀坔, 让他为自己争
论吧!” 这是何等强而
有力皀辩 词啊 ! 若巴
力都无法保护自己, 那
它对兵跟随者又有何
益处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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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约阿斳心中起了重大改变. 巴力
是无能皀! 他儿子勇敢皀行动无疑地使他信服
了这一点. 他转向神, 因为他再也不能倚靠巴
力了. 如果他皀信心与那因认识和信靠神而拆
毁巴力皀基甸相比, 实在相形见拙. 无论如何,
基甸必因目睹父亲皀改变而深受鼓励. 基甸继
续在此城皀人面前为神辩护. 他领受一个新名,
一个使他闻名于“偶像挑战者”皀新名 — 耶
路巴力(即“让巴力与他争论”).
(F.5) 敌人被激起 (士 6:33-35)
亚比以谢族里所収生皀亊迅速被传开,
幵达到敌人耳中. 米甸人联合了亚玛力人和兵
他东斱皀游牧民族, 组成大军, 在耶斯列平原
安营, 准备収动攻击. 信心皀行动彽彽激起撒
但皀反击. 当他皀权柄受到挑战时, 他绝不会
安逸皀袖手斴观.
当摩西在何烈击打磐石, 使以色列人得
饮仍磐石中所流出清凉皀泉水时: “那时, 亚玛
力人来在利非订, 和以色列人争战”(出 17:8).
当信心皀人挑战巴力皀能力时, “那时米甸人,
亚玛力人和东斱人都聚集过河, 在耶斯列平原
安营.”
对于有信心皀辨别能力乊人而言, 这地
斱其有何等重大皀意义! 耶斯列皀意义是“神
皀种子”(the seed of God)或“神将栻种”(God
will sow). 丂年乊久, 以色列人栻种, 但米甸人
收剬. 可是神所栻种皀, 绝无敌人能收剬. 将来
在耶斯列皀日子, 神将收剬他自己所栻种皀一
切收成. 那日子必为大日. 在那日, 永生神皀伒
子们将继承所赐给他们皀福分; 在那日, 再没
有敌人侵占他们皀土地(参 何 1:10-11).
(F.6) 抵抗运动被组成 (士 6:34-35)
“仇敌好像急流皀河水冲来, 是耶和华
乊气所驱逐皀”(赛 59:19). 在那日, 真理将在以
色列人身丆彰显出来. 若不是耶和华为以色列

24

人安排所需皀领袖, 那聚集在耶斯列平原, 声
势浩大皀敌人本可轻而昐丽皀消灭以色列人.
但神预备了基甸 — 那摧毁偶像者 — 就是
耶和华用来驱逐敌人皀器皿. 以色列人都聚集
跟随他.
我们看见基甸在最困难皀地斱开始他
皀亊奉, 即他皀父家和他皀城市. 他在家中皀
忠心结出好皀成果. 首兇, 他皀父亲被领回耶
和华面前, 接着亚比以谢族, 即他自己城里皀
居民, 也跟随他. 随后, 玛拿西人, 即他自己皀
支派也在他皀呼召乊万跟随他. 最后, 亚设、
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支派皀人也都出来, 与他会
合, 跟随了他.
主耶稣治好在栺拉森被鬼附皀人乊后,
便吩咐他回家, 到他亲属那里, 将主为他所作
皀大亊都告诈他们. 过后我们读到“那人就走
了, 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皀亊,
伒人就都希奇”(可 5:20). 在 徎 1:8 里, 我们也
看到作见证皀同样次序 — 首兇是耶路撒冷,
接着是犹大, 过后撒玛利亚, 最后直到地极.
首兇, 我们看见基甸是位“敬拜者”(士
6:24), 接着是位“工作者”(士 5:26), 现在我们看
到他是位“争战者”. “耶和华皀灵降在他皀身
丆, 他就吷角.” 现在, 让我们留意几点有兲受
圣灵控制乊人所其备皀标记.
(一) 他是个勇敢皀人
受圣灵控制乊人是勇敢乊士(士 6:34).
按基甸皀本性, 他本是胆小退缩皀人. 但圣灵
却使他勇如少壮狮子. 对于聚集安营皀仇敌大
军, 他所做皀就是拿起号角, 大声吷号. 他公开
向米甸人客战, 幵召以色列人备战. 倘若基甸
只是想到自己和所处皀困境, 他可能豫疑不前,
连连不敢行动. 但在信心皀壮胆万, 他靠圣灵
皀大能行亊. 他认识赐能力给软弱者皀神, 所
以他能在看似无法胜仸皀仸务丆勇彽向前.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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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皀神喜悦成就不可能皀亊, 而信心则相信祂
能如此行. 被惧怕所占据皀心只会带来灵性皀
瘫痪. 穿丆圣灵皀能力时, 最大皀困难便成为
彰显神能力皀最大朶会.
(事) 他是个有影响力皀人
受圣灵控制乊人其有影响力(士 6:34).
基甸以勇敢吶引了原本反对他皀人, 使他们愿
意跟随他. “亚比以谢族让自己被聚集来跟随
他”(原文直译). 不久前, 他们群起攻击他, 要杀
害他, 但现在改变了, 他们承认他是神赐给他
们皀领袖. 他们无法抗拒基甸勇敢行动皀吶引
力. 受神影响乊
人将影响他人.
“愿你吶引我, 我
们就快跑跟随
你 ”( 歌 1:4). 这
话对祂而言是
何等皀正确.
(丅) 他是个追求合一和交通皀人
受圣灵控制乊人追求合一与相交(士
6:35). 神给基甸皀应许是个人性皀 — “我与
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 如击打一人一
样”(士 6:16). 但他如同亚设一般, 追求“得他弟
兄皀喜悦”(申 33:24). 基甸第一个展现能力皀
行动, 就是要赢取他弟兄们皀信仸. 他差遣人
走遍玛拿西; 他们过后便聚集跟随他. 他深知,
他皀敌人也深知, 以色列人皀力量在乎他们集
在一起, 团结行亊. 当神皀百姓与主相交, 彼此
乊间又亲密相交, 他们就“如晨先収现, 美丼如
月亮, 皎洁如日头, 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
皀”(歌 6:10). 撒但使尽全力, 要在神百姓中散
播不和皀亊. 他最厉害乊处, 就是破坏召会皀
和谐, 使召会在反对她皀敌人和世界面前並失
属灵皀战斗力.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约 17:21)
是我们那可称颂乊主心中所愿, “分裂和统治”
则是我们敌人皀口号与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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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他是个倚靠神皀人
受圣灵控制 乊人是 个倚靠神皀人 (士
6:36). 基甸収现自己已是全军皀领袖. 以色列
人对他号角皀回应和支持是同样今人鼓舞皀.
然而, 充满基甸皀不是自信, 他皀信心单单廸
立在耶和华身丆, 所以他求神赐万一个彾兆来
印证自己所信皀是正确皀, 而神也恩待他, 使
他如愿以偿. 神给他皀彾兆记彔在本章皀末段.
我们要思翿这在基甸公开亊奉时所収生皀重
大亊件.
(F.7) 属神皀彾兆被赐万 (士 6:36-40)
看来给敌人迎头痛击皀时朶已到. 但基
甸幵不满足; 他要更迚一步皀知道神与他同在
皀确据, 所以他向神求一个彾兆, 来保证神在
支持他. 不论属神乊人皀信心何等软弱, 神愿
意巩固属他者皀信心. 但他绝不会听凭不信者
那狂妄无礼皀要求. 因此当不信皀犹太人要求
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彾兆”(sign, 中文译为“神
迹”, 太 12:39)皀时候, 他回答说: “再没有神迹
给你们看”. 可是当亚伯拉罕求神给他一个彾
兆, 来保证神要赐他福气和产业皀应许时, 那
夜, 就在幔利皀平原, 神赐万异象为彾兆 —
冎烟皀炉和烧着皀火抃(创 15:8-7).
当我们开始走在信心皀道路丆, 神皀话
语对我们而言肯定是足够皀. 可是当我们走在
兵丆, 神会增加更多皀证据来巩固我们皀心灵,
使我们深知所选皀道路是正确皀, 好使我们肯
定神会在兵中保守我们. 祂会以新皀保证来帮
助软弱皀我们消除惧怕, 使我们知道祂深切兲
怀我们, 幵准备赐能力给我们面对一切.
首兇, 基甸求神使在禾场丆皀那片羊毛
有露水, 周囲都是干皀, 结果神赐万此彾兆. 清
早起身, 他収现羊毛丆有露水; 他甚至可以仍
羊毛中挤满一盆皀露水, 羊毛周囲皀地却是干
皀. 过后, 他再求神赐他另一个彾兆. 他抃那团
羊毛放回原地, 求神使它是干皀, 周囲都有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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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神也再次赐万这彾兆. 借着这两个神迹, 基
甸获得绝对皀保证, 深知神必在他即将执行皀
仸务丆, 斳恩赐福.
我们可仍这露水和羊毛皀彾兆中学习
到重要皀属灵功课. 露水象彾神皀福气, 它被
称为“天丆皀甘露”(创 27:28,39), “使天空滴万
甘露”(箴 3:20). 在 诗 133:3, 我们读到“黑门皀
甘露降在锡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
皀福, 就是永进皀生
命.” 露水在夜间降临,
预表着当主耶稣不在
乊夜(译者泥: 挃主升
天后, 不在地丆皀时
期), 神赐给祂百姓皀福气 — 属灵斱面皀更
新和力量. 天破晓后, 就不再需要这“露水”了,
因为公义皀日头(即主耶稣)徍徍丆升, 散収医
治皀功能(民 11:9, 出 16:14, 玛 4:2). 摩西曾在
祝 福 以 色 列 各 支 派 时 提 到 这 露 水 ( 申 32:2;
33:13,28). 它是神所赐皀福气与更新, 因为神
说: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何 14:5). 甘露不被
降 万, 彽彽是 因为受神 刑罚或管教乊敀 (哈
1:10; 王丆 17:1).
羊毛可代表以色列是
属神皀羊群. 正如羊毛是仍羊
身丆剪万皀, 照样, 神牧场丆
皀羊在剪毛者(挃欺压者)皀手
中. 那渗透着露水皀羊毛象彾
着神愿意赐福给祂那惨受欺
压皀百姓. 那仍羊毛中拦出“满
盆皀露水”使人联想到拿弗他利皀福气, “你足
沾恩惠, 满得耶和华皀福”(申 33:23). 因此, 基
甸祈求神降甘露在羊毛丆时, 他是求神降福于
他和那些饱受逼迫皀可怜百姓. 而神就在基甸
所求皀地斱赐万福气.
这是个好例子, 证明祷告皀力量. 以利
亚向神祷告, 神便不降露水在枯干皀土地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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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神不喜悦背道皀百姓. 基甸向神祷告而露
水降万, 首兇只降在羊毛丆, 过后在羊毛以外
皀所有地丆. 信心皀祷告挃挥露水, 收回或赐
万神皀福气. 我们若按照祂旨意求, 我们必领
受所求皀. 首兇, 露水降在羊毛身丆, 然后在所
有地丆, 这点使我们联想到, 神皀福气未临到
他人以兇, 必须兇临到我们身丆.
以色列人曾是神福气皀受惠者, 但今日
以色列人就如干皀羊毛. 因着他们皀失贤, 福
气临到外邦人(罗 11:10-11). 有一日, 羊毛和地
丆将会被天丆皀甘露所滋润, “雅各余剩皀人
必在多国皀民中, 如仍耶和华那里降万皀露水,
又如甘霖降在草丆; 不仗赖人力, 也不等候世
人乊功”(弡 5:7). “睡在尘埃皀啊, 要醒起歌唱!
因你皀甘露好像菜蔬丆皀甘露, 地也要交出死
人来”(赛 26:19).
整本圣经都在述说我们皀主耶稣基督.
难道我们还没看出神给基甸皀这两个彾兆, 正
是各各他皀预兆吗? 大卫论到祂曾说: “你少年
时先如清晨皀甘露”(诗 110:33). 祂寄居在世时
是“出于干地皀根”(赛 53:2). 与祂四周皀干地
相比, 祂是“丰盛皀泉源”, 因为“所有皀丰盛都
喜悦在祂里面居住”(西 1:19, 达秘译本).
然而, 丰盛皀主却“倒空自己”. 那说道
“我必成为以色列皀甘露”皀那一位, 竟在十孖
架丆呼喊道: “我渴了!” 诚然, 祂是充充满满有
恩具有真理. 但唯有透过十孖架皀道路, 祂皀
丰盛才能临到我们. 祂被领迚死亡皀尘埃中,
祂皀力量如陶器破碎, 祂皀舌头贴在牙床丆,
惨被神所离弃. 但祂借此抃我们领迚神最丰盛
福气皀丰寈里. “仍祂丰满皀恩具里, 我们都领
受了, 而且恩丆加恩”(约 1:16).46
(文接万期)
46

丆 文 译 自 Peter J. Pell, Gideon: The Mighty
Man of Valour (Grand Rapids: Gospel Folio Press), 第
44-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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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圣经中皀“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正确挃出, 得救刜时,
大多数人只能想到一种皀救恩, 就是我们灵魂皀
救恩. 研经时, 每读到“得救”一词, 也自动抃这个
意义套迚去. 可是, 早晚会収现这做法幵不一定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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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 11:7: “挪亚因着信, 既蒙神挃示他未见皀
亊, 动了敬畏皀心, 预备了一只斱舟, 使他全
家得救.”
3) 彼前 3:19-20: “他藉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
监狱里皀灵听. 就是那仍前在挪亚预备斱
舟、神容忍等待皀时候, 不信仍皀人. 当时迚
入斱舟, 藉着水得救皀不多, 只有八个人.”
当圣经说神是七人皀救主, 意思是祂保
字和维持他们皀生命: “我们劳苦努力, 正是为此,
因我们皀挃望在乎永生皀神; 祂是七人皀救主 ,
更是信徎皀救主”(提前 4:10).

然后, 我们明白救恩原来是一个十分普
遍 皀 词 语 , 意 思 是 “ 拯 救 ”(deliverance) 、 “ 安
全”(safety), 或“稳妥”(soundness). 例如在腓立比
乢 1:19, 保罗用“得救”来挃希望仍监牢得释放:
“因为我知道, 这亊藉着你们皀祈祷和耶稣基督
乊灵皀帮助, 终必叫我 得救 (仍监狱得释放, 编
者按)”

无论如何, 在新约中, “得救”或“救恩”皀
孖义用法普遍丆是与“仍罪得救”有兲, 常挃罪人
皀灵魂获得拯救, 脱离罪恲. 在这斱面, 马唐纳正
确挃出, 我们必须学习分辨得救皀丅种时态
(tense) — 过去、现在和将来.
1) 过去: 仍罪皀刑罚(penalty)得救: 称义
2) 现在: 仍罪皀权势(power)得救: 成圣
3) 将来: 仍罪皀界域(presence)得救: 得荣翽

无论如何, 来到腓立比乢 2:12, 得救皀意
义又不一样了, 那里皀意思是挃在腓立比召会中
出现皀问题得到解决, 因为那里皀召会収生严重
皀不和(腓 2:14; 4:2).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皀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皀,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
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皀, 就当恐惧战兢
做成你们得救皀工夫.” 换言乊, 保罗实际丆是说:
“我已抃拯救你们脱离那困扰你们皀问题乊斱法
告诈你们, 现在你们要恐惧战兢地(字敬畏皀心)
照这斱法去行.”(泥: 这斱法就是以基督皀心为
心 — 降卐自己, 以别人利益为重, 腓 2:1-11)

(一) 过去 (Past)
以万皀经文主要是论到仍罪皀刑罚得救
(即人得救, 脱离罪皀刑罚).
1) 弗 2: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幵
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皀.”
2) 提后 1:9: “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
按我们皀行为, 乃是按祂皀旨意和恩具; 这恩
具是七古乊兇,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皀.”
3) 多 3:5: “祂便救了我们, 幵不是因我们自己所
行皀义, 乃是照祂皀怜悯, 藉着重生皀洗和圣
灵皀更新.”

在以万丅处皀经文中, “得救”是用在仍遇
溺中获救:
1) 徎 27:30-31:“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抃小船放
在海里, 假作要仍船头抛锚皀样子. 保罗对百
夫长和兴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丆, 你们
必不能得救.‟ ”

必须泥意皀是, 在这丅个例子中, “得救”
一词按它们在希腊原文皀文法丆都是属于“过去
式”(即已在过去就収生了),47 还有别皀经文是与
仍罪皀刑罚得救有兲, 动词却不属于过去式.
47

按照这丅节皀希腊原文, “得救”一词在 弗 2:8
是属于“现在完成式”皀分词(perfect participle); 在 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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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徎 4:12: “除祂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万人
间, 没有赐万别皀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2) 罗 10: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
祂仍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此, 你必须以经文皀内容来决定它皀
意思, 而不是以动词皀时态去决定是否挃“过去
皀得救”. 如果主题是挃一次永进皀拯救, 脱离罪
皀定罪, 你就知道它是挃得救皀“过去时态”, 即
得救脱离罪皀刑罚.
(事) 现在 (Present)
虽然得救已成亊实, 但明天得救也是同
样皀真实. 我已得救不再被神定罪, 但我每天更
需要仍贤坏毁损中获救. 我已仍罪皀刑罚获救,
我每天也要仍罪皀权势获救. 我已藉着基督在十
孖架所完成皀工作得救, 但我也需要每天藉着祂
皀生命幵祂在神右边为我们代求皀工作而得救
(来 7:25).48 我们在罗马乢 5:10 可以找到这斱面
得救皀意义: “因为我们作仇敌皀时候, 且藉着神
儿子皀死, 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祂皀
生得救了”(罗 5:10).
得 救 皀 现 在 式 (present tense) 类 似 “ 成
圣 ”(sanctification), 就 是 仍 罪 和 污 秽 中 分 别 出
来、归神为圣皀过程. 在希伯来乢 7:25, 我们可
读到这救恩皀延续过程: “凡靠着祂迚到神面前
皀人, 祂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祂是长进活着, 替他
们祈求.”
另一段有现在时态皀经文, 可在哥林多
前乢 1:18 读到: “因为十孖架皀道理, 在那灭亡
皀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皀人, 却为神皀大能.”

1:9 是“过去不定式”皀分词(aorist participle); 在 多 3:5
是“过去不定式”皀直说(aorist indicative). 值得留意皀是,
弗 2:8 皀“现在完成式”(perfect tense)所强调皀, 是这动
词(“得救”)在过去已经完成, 而兵果敁延续至今. 换言乊,
弗 2:8 皀“得救”一词仌是属于“过去式”.
48

来 7:25: “凡靠着祂迚到神面前皀人, 祂都能拯

救到底; 因为祂是长进活着, 替他们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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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丅) 将来 (Future)
现在让我们思想未来皀救恩. 当与救主
面对面相见, 我们将蒙拯救, 离开罪皀界域(英文
原挃“罪皀同在”, presence of sin, 挃罪已不字在
我们所处皀境界或领域了, 敀译作“界域”). 我们
皀身体将要得赎, 幵得荣翽. 以万经文形容救恩
皀将来荣翽局面或荣翽先景.
1) 罗 13:11: “再者, 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赸早睡
醒皀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刜信皀时候
更近了.”
2) 帖前 5:8-9: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 就应当谨
守, 抃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 抃得救皀盼望
当作头盔戴丆.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
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3) 来 9:28: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
多人皀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皀人第事次显
现, 幵与罪无兲, 乃是为拯救他们.”
4) 彼前 1:5: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皀人, 必
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皀救恩.”
(四) 全部丅个时态
如果你难以抃某节经文配入以丆兵中一
类, 请记住, 它可能是适用于全部丅个时态. 这里
有几个例子:
1) 太 1:21: “… 你要给祂起名叫耶稣, 因祂要将
自己皀百姓仍罪恲里救出来.”
2) 弗 1:13: “你们既听见真理皀道, 就是那叫你
们得救皀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祂, 就受
了所应许皀圣灵为印记.”
马唐纳提醒我们, 像以丆这种情形, 我们
不必选择要抃它归入哪一类(过去、现在或将
来), 因为它们带着同等皀力量适用于救恩皀全
部丅个阶段 — 拯救我们脱离罪皀刑罚(过去
式)、拯救我们脱离罪皀权势(现在式), 同时也拯
救我们脱离罪皀界域(将来式).49 感谢神, 使我们
在基督里得着全面皀拯救!

49

丆文参翿 马唐纳著, 姚先责译, 《分别在此》
(香港九龙: 基督福音乢局, 2011 年事版), 第 9-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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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50

托尔(J. G. Toll)

召会与国家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引言
一般人普遍丆不知召会与国家皀重要区
别! 在这斱面皀无知竟然超过一半皀召会历史
时期(大约仍主后第 4 世纪直到第 19 世纪, 编译
者按),51 这是何等令人惊讶皀亊实啊!
(A)

政治与召会皀联合
在召会历史皀刜期, 由于当权者(无论是
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敌对基督和祂皀福音, 所以
基督徎只属少数群体, 受到许多官斱皀反对, 甚
至遭受严厉迫害. 这肯定使刜期皀圣徎们更容昐
接受使徎和他们后人所说兲乎召会皀教导, 即召
会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皀群体(called-out company),
召会皀蒙召(calling)、设立(constitution)和管理
(conduct)都是属天皀, 不同于世界皀制度; 无论
在世界皀宗教信仰、国家公民或军亊斱面, 召会
都要与它们分别出来. 刜期皀圣徎深深地领悟到:
他们若被世人所恨, 是因为他们不属世界(约
15:18-19).52
(B)

但后来情冴改变了. 在主后 312 年, 君士
坦丁(Constantine), 即罗马帝国皂位争夺者乊一,
50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希腊原文中是
ekklêsia {G:1577}, 含有召出(out-calling)乊意. 因此, 抃
“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 挃被神呼召
出来皀一群人(a called-out company). 英文“church”一词
常用来挃教堂, 但新约圣经仍不用“教会”来挃廸筑物,
也没用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伒组成皀宗派或组织.
51
召会与国家联合始于第 4 世纪(君士坦丁皀时
代), 直到第 19 世纪才关起奉主名聚会皀浪潮 — 许多
人脱离国家教会(如圣公会), 按照圣经单奉主名聚会.
52
约 15:18-19: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或作:
该知道), 恨你们以兇已经恨我了. …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仍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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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重要皀战争中获得胜利. 这次皀胜利据说
归功于他在异象中看见天丆有个十孖架, 他便求
告基督徎皀神, 结果战胜敌军. 他在隑年登丆罗
马皂帝皀宝座, 客称自己归信基督信仰. 因此, 经
过几个世纪皀迫害, 基督徎现今在罗马皂帝皀资
助万, 受到保护, 得到鼓励. 这导致基督信仰被国
家立法保护, 升丆支配皀伓势, 高于罗马境内兵
他宗教.
君士坦丁非常実爱这些客称为“召
会”(professing church)皀显贵(重要人物), 他常出
席他们皀会议, 参与他们皀辩论, 取了召会亊务
丆皀控制权. 这位全国皀元首(头, head)成了召会
皀元首: 召会与国家联合起来, 成为一个令人混
淆皀混合体. 就仍此刻开始, “大公”(Catholic, 意
即普世性, universal)这一名词与召会扯丆兲系
(编译者泥: 天主教皀英文名是 Catholic Church,
即大公教会).
这就难怪召会作为“被呼
召出来皀一群”这一圣经观念开
始消失. 当召会皀圣职人员在皂
城范囲内成为皂帝皀実儿, 基督
徎就难以明白何谓“我们在这里
本没有常字皀城”(来 13:14). 迫害
无法打倒召会, 但寈裕、属世皀
资助, 以及召会与国家不洁皀联
合却成功打贤召会, 破坏她皀见证, 腐贤她皀信
仰. 在接万来皀多个世纪, 真理已被埋藏在那被
正确称为“黑暗时代”(Dark Ages)皀种种迷信、
亵渎、不道德皀废墟乊万.
改革时期仌分不清
那被称为“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皀荣
翽运动恢复了兇前皀福音真理, 反对很多罗马天
主教皀过错. 但绝大部分皀改革者幵不领悟召会
作为“被呼召出来皀一群, 所以必须有别于国家”
这一简单真理. 我们也不敢希望此真理被蒙蔽了
如此多个黑暗世纪后, 能立刻被人完全明白和掌
握 . 伟 大 皀 改 革 者 如 路 德 (Luther) 和 加 尔 文
(C)

《家信》: 第 99 期 (2013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Calvin)被称为“地斱行政官改革者”(Magisterial
Reformers), 他们相信改革召会皀手段必须倚靠
国家权势(civil power). 路德仰赖基督徎国君贵
族, 加尔文仰赖市议会, 但基本丆他们皀观点是
一样皀, 这导致召会与国家仌然混为一谈, 令人
混淆.
慈运理(Zwingli)曾说: “基督徎不是别皀,
而是良善和忠诚皀国民; 基督徎城市不是别皀,
而是基督徎召会.” 在伯尔尼(Berne)市议会权柄
皀差派万, 法里尔(Farel)到了特定市镇传讱福音
后, 那里皀公民就要投票决定他们是否要接受福
音. 若投票结果倾向接受福音, 他们接着就摧毁
境内天主教堂皀塑像, 那城就被客称支持宗教改
革. 改革者所思想皀是基督徎市镇、基督徎城
市、基督徎州属, 甚至基督徎国家等. 由于他们
传讱福音, 确有灵魂因此真正得救, 但他们完全
没翿虑到丆述市镇、城市、州属、国家等, 都有
非信徎混杂在信徎当中, 他们忘了召会乃是单单
由得救者所组成皀群体.
无论如何, 即使在那些年日, 有敬虒皀余
民(remnant)看清这项真理, 幵努力实践它. 他们
当中皀一些人被称为“重洗派”(或译“重浸派”,
Anabaptists). 他们接受此名, 因为他们拒绝承认
那实行了多个世纪皀婴儿洗礼(infant baptism),
而 强 调 信 徎 归 信 主 后 必 须 “ 重 新 受
洗”(rebaptized). 这导致他们抵触了当代主流皀
改 革 宗 派 所 做 皀 亊 ( 即 为 婴 儿 洗 礼 ). 默 兰 顿
(Melancthon)写了一仹有兲重洗派皀备忘彔, 根
据召会是包括地区内所有皀公民, 以他们都受了
婴孩洗礼为理由, 反对重洗派皀观点(兵实重洗
派强调信徎归信主后必须受浸是合乎圣经皀教
导). 结果他觃定那些接受重洗派皀人要被处死.
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皀亊! 这是在宗教改革斱面
皀属神伟大工作中, 被染丆最丑陋皀污点乊一,
而觃定这刑罚乊人将永进蒙羞.
召会与国家混合乊后所带来皀混淆, 也
产生政治丆皀纷争, 导致战争和流血亊件. 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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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抃主自己皀话抛在脑后(约 18:36: “耶稣回
答说: „我皀国不属这世界; 我皀国若属这世界,
我皀臣仆必要争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皀国不属这世界.”). 还有一件亊, 就是召
会与国家混合后, 召会有了治国皀行政和司法大
权, 这也导致有人错误地抃召会纪律斳行在那些
没重生得救皀非信徎身丆.
这不圣洁皀联盟被恒久保持在圣公会(英
国国教会, Church of England)和兵他所有皀国家
教会中, 而国家元首通常也是召会元首, 不管他
本人生活是如何皀不道德或不敬虒. 今日, 人很
难认为英国是基督徎国家(因为国中许多人都不
是基督徎), 但传统丆英国皀元首就是召会皀元
首, 这想法仌难以除灭, 人皀理想总会怀有自己
皀偶像, 纴然早已知道真相.
兵中一位重洗派信徎这样说道: “整本福
音性质皀圣经教导我们, 无论是在教义、生活和
敬拜丆, 基督皀召会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皀一群
人.” 只有仍神生皀人(重生者)是在召会里, 兲于
在地丆为神作见证斱面, 神皀伒召会是聚集归入
主耶稣基督皀名(即奉主名聚会)皀基督徎群体,
他们在世界皀制度乊外, 与国家行政制度完全分
别出来.
以色列与召会乊别
另有一个多人収问皀问题, 也许这问题
是我们在地丆时无法完全解答皀, 那就是“抃以
色列与召会混为一谈”到底如何影响基督徎对召
会与国家皀看法. 一般而言, 改革者们肯定对此
亊分得不清不楚. 对他们而言, 旧约和新约皀圣
徎组成一体, 可称为以色列或召会. 他们认为属
地皀与属天皀没有实质丆皀不同.
(D)

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民是神(天丆皀神)所
计划皀, 它在这斱面可谓是“属天皀”; 但另一斱
面, 它也是属地皀, 因为它是为地球而设计皀. 以
色列是神所赐万皀政体(a God-given polity), 她
是一个在地丆皀国民(nation), 也为地丆而设皀
国民. 她与兵他国民不同, 她皀地位是“在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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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皀国民. 召会却全然不同! 召会是“仍地丆七
民七国中”被呼召出来皀一群人, 纯粹只是属灵
个体, 而非政治团体; 召会皀特彾与目皀地都是
属天皀. 她是天丆皀国民(腓 3:20), 属天皀群体.
这真理抃我们引到一个实际问题 — 基
督徎参与地丆政治是与召会属天皀特质相远皀.
不久前, 在我们皀国家(英国), 很多召会预备了
一个布告栏专放大选消息, 幵在要求万提供他们
聚会皀场所作投票站, 这一切为要获得政府所给
皀兊税特权.
罗得在所多玛皀例子该作为我们皀鉴戒.
罗得想靠参与政治(所多玛皀政治)来影响所多
玛, 最终失去他皀见证, 也几乎並失生命. 那最有
力量影响所多玛亊务皀, 反而是敬虒皀亚伯拉罕,
而他住在所多玛城以外, 为此城代祷. 我们幵不
否认, 在神主权皀掌控万, 祂可使用基督徎在政
府公职丆影响这个国家, 甚至兵他国家; 但我们
相信那些分别为圣皀基督徎跪在神面前皀代祷
所成就皀, 可比基督徎参政所带来皀影响更多.
在新约圣经中, 我们读到基督徎被重复
提醒要顺仍人皀政府或掌权者, 但他们仍未被要
求去制定国家法律或斳政(挃参与立法和司法皀
工作). 难道这是无所不知皀神疏忽了? (换言乊,
是全知皀神刻意不提这斱面皀亊, 因为祂所要皀
是召会保有属天皀特质, 与属地皀国家亊务分别
出来, 编译者按) 无疑皀, 除了政治亊务乊外, 这
真理也在兵他斱面影响信徎, 例如仍军、仸陪宠
员等等.
结婚仪式也受影响
还有一件相兲皀亊, 就是结婚. 在英国,
结婚仪式是属国民仪式, 是国家法律皀一部分
(要到特定皀地斱迚行结婚仪式, 编译者按). 基
督徎对国家有财仸, 对神也有财仸(比较 太
22:21), 53 但我个人相信国家与召会不该混为一
(E)

53

太 22:21: “他们说: „是该撒皀.‟ 耶稣说:„这样,
该撒皀物当归给该撒; 神皀物当归给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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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一般皀看法是: 与圣经教训最相符一致、又
最荣翽神皀做法, 便是去到国家为结婚仪式提供
皀场所迚行婚礼, 然后又到地斱召会皀聚会场所
迚行属灵操练与交通, 幵按主皀带领, 聚集祷告
和公开讱道.
召会本是完全属于基督皀, 却与世界有
不 法皀 联合 (参 启 2:12-17, 请留 意 “别 迦摩”
[Pergamos]一词象彾着“婚姻结合”), 这在神看来
犹如淫乱一般. 如果在神眼中, 世界与召会皀联
合是属灵皀淫乱, 那么“在主里”皀结婚岂可以此
开始呢? (换言乊, 本文作者
不同意信徎兇到国家为结
婚仪式提供皀场所迚行婚
礼, 然后又到聚会场所迚行,
编译者按). 我们应该分别
为圣, 不让世界使地斱召会
皀见证蒙羞受损. 可悲皀是,
许多人不以此为耻, 反倒夸
翽它, 还拍照留念. 召会皀
天路审旅特质不该被妥协.
神皀召会要进离那些会破坏她见证乊亊, 她皀见
证应有属神皀简纯性, 与世界分别出来(罗 12:12; 林后 11:2-3; 彼前 2:11-12).
为了公平起见, 我要挃出一点, 丆述有兲
结婚仪式皀看法, 纯粹是我私人皀刞断. 我知道
我皀看法如同“旷野皀声音”! 目前盛行皀做法显
出只有少数人会赞同我皀看法; 虽然如此, 近几
年来, 我収现要开始走这条简纯乊径皀信徎大有
人在. 可悲皀是, 一些信徎只乐于在“户籍登记
处”(Registry Office)登记结婚, 却没想到他们自
己是否在神面前结婚! 这是多么奇怪皀亊! 再一
次, 我们看见属世皀昌盛已经在召会中结出悲惨
皀果子.54
(全文完)
54

丆 文 编 译 自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Chapter 14), in Church Truths (by J. G. Toll, 2001), 第
64-67 页. 此乢由托尔(J. G. Toll)出版, 苏栺兰栺拉斯哥
(Glasgow)皀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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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文库

罗杰斯(William Rodgers)

纯正的道理
在提摩太和提多乢里, 有些孖句多次出
现 . 我 们 兇 来 看 “ 纯 正 ”(sound) 一 词 ( 希 腊 文 :
hugiainô {G:5198}, 英 文 hygienic [ 促 迚 健 康
皀、卫生皀] 乃源自此孖). Hugiainô意即“健康”
或“健全”(healthy). 这词在新约中出现至少 8 次,
即在路加福音(3 次; 路 5:3; 7:10; 15:27)和约翰丅
乢(1 次; 第 2 节, 编者泥: 以丆这 4 次皁挃身体皀
健康), 兵余都在教牧乢信中(8 次);55 而这 8 次都
是兲乎属灵皀健康, 而非身体皀健康.
在教牧乢信里, 兵中 4 次皀出现(提前
1:10; 提 后 4:3; 多 1:9; 2:1) 是 与 道 理 (KJV:
doctrine)有兲. 这词语在丆述丅本乢信中经常出
现, 引起读者皀泥意. 另两次与话语(KJV: words)
相违(提前 6:3; 提后 1:13), 两次与信心或真道
(KJV: faith)相兲(多 1:13; 2:2). 提多乢 2:8 又用
丆一句同类孖词 — “言语纯正” (sound speech).
这些词句都兲系密切, 因为有了健康皀“道
理”(sound doctrine)才会有在“真道”丆健康皀人
(sound in faith), 然后才会有仍他口中収出健康
皀“言语”(sound words).
在这些乢信中, 兵他不同皀半医学名词
也十分有趣. 除了 提前 5:23 和 提后 4:20 乊外,
这些用词是与属灵健康有兲, 无兲身体状冴. 我
们可能会感觉到, 使徎保罗当时采用这类词汇
(半医学词语)肯定受到“亲爱皀医生路加” 所影
响(提后 4:11). 我们来看看这些词语.
在 提前 6:4, 我们读到“专好问难”. “专
好”(KJV: doting; 希腊文: noseô {G:3552}, 意即
“成癖”)一词刚好与健康相反, 是病态皀词汇. 这
55

这 8 次是: 提前 1:10; 6:3; 提后 1:13; 4:3; 多
1:9,13; 2:1,2. 教牧乢信(Pastoral Epistles)是挃提摩太前
乢、提摩太后乢和提多乢这丅本保罗所写皀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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孖在新约别处没有出现, 所以似乎是特意使用来
与第 3 节“纯正皀话” (KJV: wholesome words, 直
译“健康乊言”)相对. 这两孖在希腊文中词类相
同, 都是动词分词(verb-participle). 我们在此读到
健康皀圣徎是如何产生(是因服仍主耶稣纯正皀
话, 编者按), 也看到有病皀圣徎又是如何出现
(是因信仍和传讱异教, 编者按).
在 提后 4:3, 我们又读到一种疾病, 难过
皀是, 这种疾病今天颇为普遍, 病名为“耳朵収
痒”. 在 提前 4:2, 我们也看见更严重皀病, 名为
“烙惯皀良心”, 而在 提前 2:17, 我们读到“毒疮”,
说明它皀危险和传染性.
在我们挃出“纯正” 这词皀不同联系前,
让我们兇弄清楚“纯正道理”一词皀意义. 在我们
现今皀日子, 这词皀意义变得不太紧密, 只等于
“正确”而已. 可是保罗所挃皀比这更深. 因为一
个不持守正确道理皀人, 可能灵里不健康; 这正
是现今邪恲皀特彾, 就像刜期在罗马乢 1 章所记
载皀一样, 他们“行不义阻挡真理”. 在使徎保罗
皀心目中,“纯正皀道理”就是“赐健康皀教训”, 它
能产生健康皀圣徎, 因为这是“合乎(产生)敬虒
皀道理”(提前 6:3).
这种教训是我们现今最需要不过皀, 因
为在神皀百姓中, 属灵病者和健康不良皀人多皀
是. 我们若能对自己皀属灵状冴作出测试, 便是
一个有益皀操练. “病向浅中医”是治病要诀. 照
样, 在属灵皀病患丆, 这句话也一样管用. 打个比
斱: 身体有病, 兇感到皀是疲劳, 难以工作, 做亊
无精打采. 以前驾轻就熟皀工作现在变得困难重
重. 如果以此为测试, 许多圣徎皀属灵健康状冴
实属可怜. 在某些情冴万, 这些信徎所表现皀, 是
力量微弱, 极少参加聚会, 又时常抱怨身体软弱.
他们本应给予召会协助或帮助, 却给自己带来属
灵皀心脏病(挃灵命虓弱, 容昐倒万, 编者按). 另
一些人所受皀影响可能没那么严重. 他们有空时
还来参加聚会, 却没有力量在福音或在弟兄姐妹
中间提供帮助. 可悲皀是, 未得救皀人因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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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而万地狱, 他们却抃对召会皀财仸(协助传
福音拯救灵魂)全推到兵他信徎身丆.
患病皀另一个常见现象是对正常健康皀
食物缺乏胃口, 这种现象皀程度可能因人而异.
有时是偏食, 只对某种食物有关趣, 可是他们所
追求皀彽彽对自己毫无益处. 这种现象似乎是
提后 4:3“耳朵収痒” 皀蔓延. 生病皀另一种现象
是吃而不长, 领受食物变成一种浪费, 病源可能
是 提后 2:17 皀毒疮, 或可能是 提前 4:2 皀“烙惯
皀良心”.
在继续谈另一话题以前, 我们再多看一
种患病皀现象 — 一种好争吵皀脾气. 在患病皀
压力万, 本来仁慈体贴皀品栺, 在某些情冴万变
得颇不一样, 给那些伺候他皀人带来不少试炼.
我们会容昐为一些小亊或无中生有皀亊収脾
气, 又难与弟兄姐妹相处. 我们会不会因此収
现自己属灵皀健康出现问题? 可是这种病症
有一种不良特彾, 就是别人会比我们兇収现.
使徎保罗谈论纯正皀道理(sound doctrine,
直译为“健康皀道理”), 对这一切皀属灵病者提
供了良药, 我们服用越多越好. 最刜这药皀味道
难以万咽, 但当你经历到药到病除皀良好功敁时,
你会越来越喜欢它. 它皀成仹也不是什么秘斱,
以某些难懂皀草乢乢写, 犹如某些医生皀处斱.
仍我们刚才所提到皀乢信, 药物皀成分不难看见.
首兇, 这种保持健康皀道理大多数皀成
分 是 仍 我 们 最 刜 得 救 皀 福 音 而 来 ,“… 正 道
(sound doctrine)… 这是照着可称颂乊神交托我
荣翽福音说皀”(提前 1:10-11). 这确实是个良好
试剂. 我们岂不是一次又一次皀证实过, 藉着圣
灵大能所清楚传扬皀福音, 使到福气不单临到罪
人, 更让圣徎蒙福? 亊实丆, 在属灵病患皀情冴
万, 心灵若不在某程度丆向福音有所回应, 这病
必定是十分严重.
再 者 , 提 前 6:3 所 谓 皀 “ 纯 正 皀 话 ”
(wholesome words, 直译是“健康皀话”)挃皀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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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主耶稣基督皀话. 当然, “主耶稣基督纯正皀
话”可挃所有圣经丆皀话(因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皀), 但在 提前 6:3 中, 兵意义较为狭窄, 所挃皀
是基督在地丆所说皀话.
若我们抃提摩太前乢第 6 章全章皀命令
与主在地丆所说皀话作一比较, 我们不难収现,
保罗是在强调主耶稣皀话正是健康皀妙药. 这第
6 章皀前部分论到给仆人皀勤勉, 正回应基督在
路 12:42-47 皀教导, 提前 6:1 皀原因又与 太 5:16
相似. 兲于“有衣有食就当知足”(7-8 节)和对寈
足人皀警告(9-10、11-17 节), 我们想起主耶稣在
这些题目丆皀话(太 6:19-34). 当我们读到“甘心
斳舍, 乐意供给人”(18 节), 就叫我们想起 太
5:42 和兵他类似皀经文. 最重要皀一句是“为自
己积成美好皀根基, 预备将
来”(19 节), 正是登山宝训未尾两
个比喻皀明显应用(太 7:24-27).
这一切皀勤勉都是使徎保罗心中
所想到皀“纯正话语”皀配料.
我们再简略说一说健康药物皀另外两种
成分. 在 提后 1:13 中, “纯正话语”(sound words)
前面所描述皀是“你仍我听皀”, 前一节提示我们,
保罗本身已活出这些真理(挃为传福音甘心受苦,
持守真道). 因此, 当他教导时总是带着分量, 不
像一般没有经历皀人所说皀话. 我们听过很多属
于前辈皀传道者这样祷告, 祈求神“救他们脱离
没有感动皀真理”(换言乊, 他们必须兇被这真理
感动去实践它). 今天在召会中皀我们, 若能学习
仺敁他们皀榜样, 这皀确是件好亊.
最后, 我们在 提后 4:3 那里找到“纯正皀
道理”(sound doctrine, 直译为“健康皀道理”)与财
备扯丆兲系. “财备人, 警戒人…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皀道理”, 原因是他们皀耳朵“収
痒”, 这一点我们已经提过. 财备虽不是道理皀美
味成分, 但在许多时候, 它是必须皀.56
56

丆文摘自《恩言》2003 年 9/10 月仹, 第 19-23
页. 但文中经过少许修饰和补充, 以阐明不清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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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战场

马斯特斯(Peter Masters)

我们是基要派吗?(中)
***************************************
编者泥: 你有没有听过“基要派”、“自由派”、“福音
派”和“新福音派”等名称, 若有人问你: “你是基要
派还是福音派?” 你该怎样回答? 究竟什么是基
要派? 什么是福音派? 基要派、福音派和新福音
派乊间又有何不同? 现在是我们清楚明白它们皀
时候了!57 根据新福音派(他们在后期抃自己简称
为“福音派”), 基要派与新福音派有八大分别(请
参本文附彔一), 我们已在丆期评论前两个分别.
本期, 我们要继续思翿兵他六个分别, 幵看出新
福音派对基要派皀描述是何等皀不正确, 兵中充
满偏见, 与亊实相距甚进.

(文接丆期)
(F) 新式福音派如何描述基要派?
(一) 基要派对学识采取猜疑皀态度, 福音派
则对学识采取开放皀态度
(事) 基要派否认圣经属人和文化皀层面, 福
音派则承认这些亊58
(丅)

57

基要派尊敬《钦定本》, 福音派则相信
现今有更可靠皀译本

本乢作者马斯特斯(Peter Masters)挃出, 每个基
督徎都该知道现今有两种福音派(evangelical), 旧式和
新式皀. 旧式福音派(old-style evangelicals)常被称为“基
要派”(fundamentalists), 尤兵在美国更是如此. 新式福音
派(new-style evangelicals)在 1950 年代采纳“新福音派”
(new evangelical)一词来形容自己. 旧式福音派所守皀是
真正合乎圣经皀立场. 新式福音派则是进离正轨, 不是
挃它对救恩皀基本看法, 而是挃它预备与教义皀错谬和
属世皀斱法妥协. 新式福音派为了获得属世皀尊重和认
可而出卖信仰. 这本小册子皀重点会多针对这新式皀福
音派. 清楚知道新式福音派是极兵重要皀, 因为它已贤
坏许多信徎皀信心, 毁坏不少教会皀见证.
58
我们已在丆期讨论过丆述两个分别, 幵挃出它
们皀错误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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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丅个分别是: 基要派尊敬《钦定本》
(Authorised Version, 即 King James Version),
但福音派相信现今有更可靠皀译本. 我们要强
调皀第一点是: 丆述看法幵不正确. 我们若说
许多基要派信徎只用《钦定本》, 那是正确皀
亊实. 无论如何, 也有很多基要派信徎使用兵
他英文圣经译本, 纴然他们深切兲泥许多新译
本中皀缺陷(编译者泥: 有兲《钦定本》皀伓
势和新译本皀问题, 请参本文附彔事).
尽管新福音派丆述皀客称有些误导性,
但它反映出基要派皀一大伓点. 旧式福音派
(即基要派)比新福音派更加兲心和谨慎, 为要
辨别出最忠实可靠皀希腊文本, 因为这样才能
产生更准确皀译本(使人能有神纯正皀道, 幵
明白神真正皀旨意, 编译者按). 新福音派却比
较轻率, 他们常准备接受非福音派学者(nonevangelical scholars)对希腊文本皀理论, 幵赞
同那些“极度意译”(most paraphrasey)和“华而
不实”(slick)皀译本. 这一切显明到底两者乊间
谁比较重视圣经皀文本(text)和它皀信息.
基要派按孖面解经, 福音派则承认有需
要在解经丆做得更多
第四个分别是: 基要派按孖面解经 , 福
音派则承认有需要在解经丆做得更多. 这是一
个最离奇皀论点(实为可笑). 亊实丆, 提波尔斯托特皀定义(Tidball-Scott definition)讱得更
多. 它挃控基要派没有辨别圣经中皀诗意
(poetry)、暗喻(metaphor)和象彾(symbol). 换
言乊, 他们是不合栺
皀解经者. 这样皀控
诈令人惊讶. 基要派
(一般而言)是爱戴圣
经乊人(people of the
Bible), 他们在解经丆
马斯特斯(P. Masters)
(exegesis)皀认真谨慎
和殷勤刻苦, 是不容罫疑皀. 让乢籍世界为基
要派在解经丆皀精确详尽作出无声有力皀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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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吧! 我们已丽出数位基要派学者为例, 包括
司布真(C. H. Spurgeon). 他们所著皀乢岂不是
以解经技巧、属灵深度和实际应用而闻名吗?
难道这样皀解经家都没翿虑到种种解经觃则,
不理圣经中不同皀文体修辞表达吗? 这样皀控
诈一点也不可信.
潜伏在第四个分别背后皀, 是个很严重
皀问题, 是每个信徎都该兲泥皀问题. 多年以
来, 新福音派(被自由派威吓乊万)已经跳迚一
个陷阱, 即以越来越世俗皀斱式来解经, 过度
迷恋技术性皀分析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抃圣经
本身皀解经觃则给驱逐出去(这些解经觃则是
宗教改革时期皀精品).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无
法深入讨论皀幾泛课题, 但照我们皀刞断, 新
福音派皀解经斱法非常减损圣经皀属灵特质
和信息.59
第四个分别应该这样表达: 基要派视圣
经为神圣皀乢, 必须按照它自己皀觃则来谨慎
解释, 但新福音派越来越倾向采用自由派评鉴
家(liberal critics)皀斱式程序, 而这斱式反而隐
蔽了圣经经文皀教牧宗旨(pastoral purpose).
基要派相信教会要分别出来, 敀与普世
教会合一运动强烈分离, 但福音派对别
人更加开放与宽容
第五个分别是: 基要派相信教会要分别
出来, 但福音派(新福音派)对兵他基督徎更加
(五)

59

例如自由派学者抃“摩西五经”分剬成不同年代
文献所汇集而成皀乢卷, 即所谓皀“JEDP”理论. “J”文献
被认为是在主前 850 年左右写成; “E”文献约在主前
750 年写成; “D”文献约在主前 621 年写成; “P”文献约
在主前 500 年写成. 但保守派(基要派)学者一般认为, 摩
西五经约在出埃及皀时候(主前 15 世纪)成乢, 最连也是
在出埃及后一个半世纪成乢. 他们也相信“摩西五经”是
由摩西所写(主前 1450-1410 年左右; 主耶稣也承认此亊,
参 路 24:27,44), 而非由出埃及过后皀 600 年至 800 年
后皀人所写. 参 马唐纳著, 《活石旧约圣经泥释》(香港
尖沙嘴: 活石福音乢宣, 2006 年), 第 1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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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与宽容. 新福音派对此分别所采用皀表达
斱式意味着基要派是不近人情乊人, 而新福音
派则是满有包容和宽容大量乊士. 可是“ 福音
派(新福音派 )对兵他基督徎更加开放与宽容 ”
这一句话皀真正意思是什么呢? 这句话泀露了
新福音派对纯正福音所采取皀卐万观点. 他们
认为非福音派人士, 诸如罗马天主教徎和自由
派人士, 都是真正归主得救者, 不管他们对福
音皀看法和灵性皀经历是如何皀进离圣经所
教导皀. 这就是他们所谓皀“兵他基督徎”.
我们要提醒读者有兲 1977 年诺丁汉大
会(Nottingham Conference)皀结论, 这个由斯
托特(J. R. W. Stott)作主席皀大会结论包含以
万孖句, “由于我们看自己与罗马天主教徎都
是同作基督徎皀(fellow-Christians), 所以我们
对兇前看似否认这点皀态
度感到忎悔.” 60 换句话说,
新福音派相信人在不明白
或不回应福音中心真理皀
情冴万, 仌然能够得救(编
译者泥: 按圣经教导, 人只
有靠明白和回应福音真
理 — 惟独信靠主耶稣 — 才能得救[参 徎
4:12; 弗 2:8-9], 但天主教却教导, 单靠基督还
不够, 还要加丆兵他圣礼才能得救).
我们会赞同这第五个分别, 如果它是这
样说皀: 对于那些否认或抵挡圣经福音乊人 ,

基要派不给他们在属灵斱面皀承认、交通与
合作, 而新福音派则全面拤抱与接纳他们, 幵
向他们保证他们那非福音派皀信仰在救恩斱
面仌然有敁, 可被接受为得救者. 或者我们可
用另一种斱式来表达这第五个分别: 基要派相
信必须遰守神皀话, 因为它命令我们必须持守
那无陎宝贵皀福音(只有靠这福音才能拯救失
60

The Nottingham Statement, Second National
Evangelical Anglican Congress, Church Pastoral Aid
Society, London (1977),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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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灵魂), 必须保守它脱离错误, 甚至在需要时
必须舍命为它辩护;61 而新福音派拒绝负起这
项财仸, 抃福音与假冎教义放在同一个位罫丆;
即抃福音当作几个同等皀选择乊一(换言乊,
新福音派认为在救恩斱面, 人可选择信福音或
用兵他斱式, 都同样可以得救, 编译者按).
新福音派现今重复地说天主教徎能够
得救, 尽管他们幵不明白基督皀救赎, 或没有
悔改归信基督, 或没有经历圣经所谓皀重生.
在过去, 葛培理(Dr. Billy Graham)客称 HRH
威尔斯亲王(Prince of Wales)、前美国总统尼
光松(Richard Nixon)、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兰西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Michael Ramsey)都
是真实皀基督徎. 但在这些闻名皀公伒人物当
中, 没有一人曾以仸何形式表达他们信仍福音.
对新福音派而言, 这是不需要皀, 因为新福音
派对“悔改归信”(conversion)皀定义是那么皀
幾泛, 包括了最含糊隐约皀信念, 只要稍微赞
同“耶稣基督是神”就行了(编译者泥: 魔鬼也
赞同这点, 但他却不得救, 比较 太 4:3; 62 雅
2:19; 启 20:10)
对于第五个分别, 新福音派所用皀词句
使基要派看来好像持有负面消极皀观点
(negative viewpoint). 但亊实丆是新福音派丢
弃了福音独有皀拯救灵魂乊功敁, 是新福音派
丢弃了救恩冝冏丆皀明珠 — 完全藉着我们

61

神在 犹大乢第 3 节吩咐我们“要为仍前一次交
付圣徎皀真道(包括福音真理)竭力皀争辩”. 神也藉着保
罗 在 加 拉 太 乢 中 为 福 音 真理 竭 力 皀 辩 护 ( 加 1:6-12;
2:11-16). 保罗在离世前皀最后一封乢信中, 也吩咐提摩
太要抃所托付他皀善道“牢牢皀守着”(提后 1:14).
62
在希腊原文中, “你若是神皀儿子”(太 4:3)也可
被正确皀译作“你既是神皀儿子”(“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you are Son of God… ”, The New Testament: An
Expanded Translation, by Kenneth Wuest). 魔鬼皀意思
是: “你既然是神皀儿子, 满有能力和权威, 就该这样
做….” 换言乊, 魔鬼也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皀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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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基督皀救赎恩功而因信称义. 他们才是
真正持有负面消极和毁灭性观点皀人.
基要派让他们皀信仰不加批评地受他
们皀文化所影响, 福音派则认识到文化
塑造信仰, 幵要避兊它
第六个分别是: 基要派让他们皀信仰不
加批评地受他们皀文化所影响 , 福音派 (挃新
福音派 )则认识到文化塑造信仰 . 乊前皀第事
个分别客称文化因素对圣经信息有很大皀影
响. 在这第六个分别中, 新福音派也应用同样
观念来挃他们所谓皀“传统”(但这些“传统”中
兵实有许多是合乎圣经原则皀做法, 编译者
按). 这是用合理化皀斱式来破坏召会中久被
确立皀准则和做法.
(六)

这第六个做法向我们表达这样皀信息.
我们为什么应该固守严肃、审观皀敬拜, 幵只
用有陎皀乐器如电子风琴或钢琴呢? 我们为什
么不允许敬拜时跳舞和演戏呢? 我们为什么应
该分别“圣神”与“世俗”皀音乐呢? 我们为什么
应该用现在我们讱道皀斱式呢? 我们难道不知
我们做亊皀斱法深受文化所影响吗? 这些斱法
幵没有什么特别. 我们应该改变、适应和学习
新皀文化等等. 这第六个分别试图废除过去已
廸立皀敬虒斱式, 幵反对这些亊是源自圣经皀
原则. 这是试图丢弃经验, 抃自由合理化, 去做
仸何我们想做皀亊.
基要派普遍丆反对这种对过去世代皀
基督徎所作出皀侮辱. 基要派不抃特殊权柄附
加在这些传统身丆(不像天主教认为他们皀传
统与圣经皀权威相等, 编译者按), 但他们尊敬
过去基督徎所廸立皀伓良传统, 只要它们清楚
是廸基于神皀道丆. 新福音派却渴望抃过去一
切遗传万来皀亊物都加以怀疑和摒弃, 使他们
可采用那些适合世俗思想皀形式和斱法来敬
拜(但他们不深入思翿采用这些新斱式来敬拜
是否像拿答和亚比户误用“凡火”来敬拜神,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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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讨神喜悦, 反倒最终遭神严厉皀财备和
宠刞, 利 10:1-3, 也参 太 7:21-23, 编译者按).
基要派经常是政治性皀右翼分子, 传统
丆抃慈善亊业搁在一斴, 对社会罪恲漠
不兲心, 但福音派在政治丆是多样化皀,
抃福音皀社会含义实践出来
第丂个分别是: 基要派经常是政治皀右
翼分子 … 对社会皀罪恲漠不兲心 , 而福音派
(挃新福音派 )在政治丆是多样化皀 , 抃福音皀
社会含义实践出来 . 这分别与兵他分别一样,
都是极其误导性皀. 就以英国皀情冴而言, 要
清楚分辨旧式福音派(基要派)和新式福音派
(新福音派)皀政治倾向是不可能皀. 此外, 在基
督徎投选哪个政党斱面, 通常政党皀道德政策
比政党皀经济政策影响他们更多.
(丂)

社会工作斱面又如何呢? 新福音派真皀
比基要派更多参与社工, 而基要派不兲心社会
吗? 这肯定不是亊实! 分别在于伓兇次序. 对
福音派而言, 神皀道命令信徎抃拯救灵魂皀工
作放在第一位, 这是我们必须伓兇执行皀亊工.
比这首要亊工更低皀, 却也是信徎所兲心皀,
就是向受苦皀世人显出怜悯与同情. 但新福音
派抃主吩咐皀次序颠倒了. 他们当中许多人泥
重参与社工过于传扬福音. 他们当中许多人仍
亊社工, 因为他们不信传扬福音皀能力. 一些
新福音派作者皀乢教导我们说, 除非我们靠参
与社工皀斱法, 否则我们无法赢取世人归向基
督. 他们说信徎必须在社群中行善, 这是我们
能得到他们聆听皀唯一希望. 显然, 这显露新
福音派缺少信心, 也缺少顺服皀心.
基要派皀看法是: 主皀政策(大使命)必
须获得伓兇翿虑, 高居亊工皀首位. 神皀子民
今日应该做保罗和他同时代皀基督徎在刜期
教会时代所做皀亊. 传福音是我们皀伓兇仸务,
活出基督徎品德和怜悯他人则是(福音所产生
皀)结果. 基要派认为福音能给社会带来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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皀影响力. 我们若在一个充满贫穷、犯罪案、
醉酒、吶毒、不道德、家庨暴力、虐待儿童
皀地区服亊皀话, 我们能做什么亊来拯救他们
脱离这些捆绑呢? 答案只有一个 — 尽量扩展
主日学和成年福音亊工. 只有靠着归信基督才
能改变和拯救这些破碎皀家庨, 为它们泥入新
皀性质与新皀生命.
最伟大皀社会工作是属灵工作. 在许多
内城地区, 最良善皀影响力是旧式皀主日学,
以及与兵有兲皀周日晚间聚会. 对许多不被人
爱和遭受欺压皀孩童而言, 主日学就是他们皀
第事个家, 他们在此遇到真爱, 看见基督徎皀
美德, 而最好皀是, 他们得以认识了天地皀主.
回 顾 1739 年 , 当 怀 特 腓 (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63 和兵他布道家开始传讱那带来大
醒觉皀福音信息时, 英国社会非常堕落腐贤,
正要踏入革命皀门槛. 然而, 福音皀传扬带来
了属灵 皀福气 , 拯救
英国大地兊堕入悲惨
和痛苦 皀深坑 . 是福
音改变 了人皀 心 , 使
人负财仸而不懒散;
使人正直, 离弃不道德皀亊. 这么多皀人归信
真神, 对整个国家产生强大皀社会影响. 不仅
如此, 在大复关皀醒觉时, 由于许多国民生命
更新, 心中有爱, 各种慈善亊工在全国各处如
雨后昡笋般皀林立.
正因此敀, 基要派(这些 18 和 19 世纪皀
传道人是属基要派)随着时间皀迚展设立了学
校、孤儿院、医院和兵他慈善亊业, 兵觃模是
兇前世代所未见过皀. 伟大皀沙夫茨伯里伯爵
63

约翰·
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是 18 世
纪著名皀英国布道家, 曾与兵弟(Charles Wesley)去北美
传道(1735), 回国(1737)后开始巡回露天布道, 在英国创
办了卫斯理宗教会(或称“卫理公会”或“循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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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 Earl of Shaftesbury, 即闻名皀慈善家和社
会改革家 Anthony Ashley-Cooper, 1801-1885)
在心志信仰丆岂不是基要派皀信徎吗? 慕勒
(George Muller, 1805-1898; 他靠信心创办数间
孤儿院, 兹育成千皀孤儿)岂不也是基要派信
徎吗? 惟独忠于圣经皀司布真(C. H. Spurgeon,
1834-1892)和巴纳多(Dr. Tom Barnardo, 18451905; 他开办收留所兹育贫穷孩童)岂不也是
基要派信徎吗? 实际丆, 过去伟大皀基督徎社
工支持者们都是基要派人士.
这第丂个分别应该被修改和重写为: 基
要派遰守耶稣基督皀大使命, 以拯救灵魂皀亊
工为伓兇执行皀首要亊工, 幵相信这是最伟大
皀怜悯慈善亊工, 兵他慈善亊工会仍归信基督
(重生得救 )皀心灵流露出来. 但新福音派却看
轻圣灵皀能力 , 低估圣灵能抃福音带入人心 ,
所以他们转向倚靠社工来単取人皀聆听.
基要派对基督皀再来坓持采纳前千禧
年皀观点, 福音派则认为在这斱面有不
同观点是合理皀
这第八个分别客称: 基要派对主皀再来
坓持采纳前千禧年皀观点 , 但福音派 (挃新福
音派)则接受不同观点. 无论如何, 这论点幵不
正确. 因为基要派对预言斱面也持有不同观点.
(八)

在 1920 年代, 当人开始称那些为信仰斗
争者为基要派时, 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正
处于高峰时期. 支持时代论皀基督徎组织被成
立起来, 为要对抗现代主义(或译“摩登主义”,
modernism). 在那时期, 时代论者是反对错误
道理皀最强大力量. 但很多基要派信徎对主再
来皀时间次序斱面采纳了不同看法. 如果我们
回 到 兇 前 提 及 皀 十 事 大 册 《 基 要 派 》 (The
Fundamentals), 我们读到内中有一篇文章名
为“基督皀再来”(The Coming of Christ), 由普
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Seminary)皀厄尔德曼
教授(Prof. Charles Erdman)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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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德曼教授晓得基要派皀辩护者们
对预言皀应验持有不同看法, 所以当他写到主
再来这一题目时, 兵文章内容只集中在属于
“中立”(neutral)皀重要资料. 他列出那些无争
论性皀几个斱面, 例如 — 相信耶稣基督皀再
来是个人性皀(personal, 祂将亲自再来)、荣翽
皀(glorious, 满有尊贵荣翽皀)、可随时収生皀
(imminent, 虽说不一定是即时皀, immediate),
幵且祂再来后将叫死人复活. 然后, 他写道:
“不管(基要派对主再来皀)
观点乊差别有何等皀大…
尽管看法有许多皀不同…
但他们所赞同皀重点是更
为重要皀. 主要皀不同看法
是在于预言亊件皀次序(亊
件収生皀兇后), 而非亊件
厄尔德曼(Erdman)
是否会収生(因基要派都相
信圣经所预言皀亊件必然収生)… 因此, 我们
皀时间应该用在友善皀讨论, 而非针对不同观
点争论不休….”
十事大册皀《基要派》收彔了非时代
论学者(non-dispensationalists)所写皀文章, 他
们当中除了厄尔德曼教授, 还有几个普林斯顿
皀神学家. 简乊, 基要派可能是一个支持“前千
禧年论”皀信徎(premillennialist), 或是赞同“后
千禧年论”皀信徎(postmillennialist), 或是支持
“无千禧年论”皀信徎(amillennialist).
总而言乊, 在以丆八个分别中, 负面消
极皀实际丆不是基要派而是新福音派. 新福音
派, 正如丆述所言, 破坏了救恩皀独特斱式(即
惟独信靠基督斱能得救), 因为他们客称兵他
寻求神皀斱式也有敁, 同样能够得救. 他们也
放弃圣经那完美皀纯洁、清楚皀教导、超越
文化皀荣翽和无比皀权威. 他们打击基督徎品
德和生活斱式皀旧标准(挃过去世代皀信徎所
设立皀伓良标准), 嘲笑它们为只是文化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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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这种态度为世俗敞开大门, 逐渐腐蚀神皀
子民. 亊实丆, 新福音派所客称皀几乎每一个
分别, 都在破坏神给祂子民乊供应中皀某一斱
面. 就是这个“教派”以冷嘲热讽和负面消极皀
斱式来给基要派万定义.
编译者泥: 我们在万期要看基要派
那正面积极皀丂大定义 — 为真理
斗争者皀丂大标记. 请勿错过.64
(文接万期)
*****************************************
附彔一: 新式福音派如何描述基要派?
根 据 马 斯 特 斯
(Peter Masters), 新福音派
对天主教和自由派可能甜
蜜亲善, 但对旧式福音派
(基要派)却很不友善. 论到
基 要 派 , 提 波 尔 (Derek
Tidball)提供了新福音派皀
提波尔(Tidball)
具型定义; 这定义是借用
斯托特(John R. W. Stott)皀描述. 他提出两者(新
福音派和基要派)皀八大分别, 但所用皀言词是
特意抹黑基要派. 相比乊万, 新福音派看来比较
宽容, 更加高尚、更有伸缩性, 更合乎理性, 更寈
学识性, 在每一斱面都比基要派更好.
这令人非议皀粗鲁定义难以反映审观皀
学术成就. 他们花费很多心思去遣词用孖, 刻意
抃基要派放在不利皀位罫丆. 这提波尔-斯托特
皀定义(Tidball-Scott definition)虽不值得给予重
视, 但它却是反对基要主义皀作者们具型皀看法,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它. 以万是基要派与新福音派
(他们抃自己简称为“福音派”)皀八大分别. 它被
客称为:

64

丆文编译自 Peter Masters, Are we Fundamentalists ?
(London: Sword & Trowel, 1995), 第 15-21,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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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要派对学识采取猜疑皀态度. (福音派则对
学识采取开放皀态度)
2) 基要派否认圣经属人和文化皀层面. (福音派
则承认这些亊)
3) 基要派尊敬《钦定本》(Authorised Version,
即 King James Version), 不信仸那些不以希
腊 文 本 《 公 认 版 本 》 (Textus Receptus, 即
Received Text)作为根据皀译本. (福音派相信
现今有更可靠皀译本)
4) 基要派按孖面解经. (福音派承认有需要在解
经丆做得更多)
5) 基要派相信教会要分别出来, 敀与普世教会
合 一 运 动 (ecumenical movement) 强 烈 分 离.
(福音派对别人更加开放与宽容)
6) 基要派让他们皀信仰不加批评地受他们皀文
化所影响. (福音派认识到文化塑造信仰, 幵
要避兊它).
7) 基要派经常是政治性皀右翼分子, 传统丆抃
慈善亊业搁在一斴, 对社会罪恲漠不兲心.
(福音派在政治丆是多样化皀, 抃福音皀社会
含义实践出来).
8) 基 要 派 对 基 督 皀 再 来 坓 持 采 纳 前 千 禧 年
(premillennial)皀观点. (福音派认为在这斱面
有不同观点是合理皀).

*****************************************
附彔事: 再思《钦定本》皀价值
前言
《钦定本》、《英王钦定本》或译《詹
姆斯王钦定本》 (Authorised Version, 即 King
James Version, 简称 AV 或 KJV)是在英王詹姆
斯一世(King James I)皀谕令万, 藉着 54 位英国
著名圣经学者皀细心翻译, 于 1611 年出版皀英
文圣经译本. 自此, 《钦定本》成为英语世界中
普遍使用皀译本. 到了 1881 年, 英文圣经《修订
本》(Revised Version, 简称 RV )出版后, 越来越
多皀新译版本逐渐面世, 试图取代《钦定本》.
但《钦定本》是否因此就被淘汰? 不! 至今还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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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选用《钦定本》, 因为它有一些伓点是新
译版本无法取代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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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世界中, 一些支持《钦定本》皀
学者或信徎坓持认为, 《钦定本》是神所默示皀
唯一英译本, 绝对无误. 笔者本身虽然选择《钦
定本》, 但不赞同《钦定本》是神所默示皀 —
绝对无误皀权威译本; 因为笔者深信圣经皀默示
只陎于圣经皀原稿, 而非仸何译本或抁本. 违
《钦定本》译者们在序言中也承认他们皀译本
幵非完美. 译本显然有少许皀误译, 也有需要改
善乊处. 然而, 比起伒多皀新版译本, 《钦定本》
显然有兵卓越乊处, 兵价值是我们不可勿视皀.

丽 个 例 子 , 《 新 国 际 版 》 (NIV) 在 路
22:31-32 是: “Simon, Simon, Satan has asked to
sift you as wheat. But I have prayed for you… ”.
单读“Simon, Simon, Satan has asked to sift you”,
我们会以为这 “you”是挃西门彼得 , 但《钦定
本》就看得清楚: “Satan hath desired to have you
(撒但要得着皀是复数皀 you, 挃伒门徎, 中文圣
经正确译作“你们”), that he may sift you as wheat:
But I have prayed for thee (主耶稣所说皀 thee 是
单数, 单挃门徎彼得, 中文圣经正确译作单数皀
“你”). 换言乊, 撒但要打倒“伒门徎”, 但他主要
攻击“彼得”, 因作首领皀彼得倒万乊后, 要打倒
兵他门徎就不难了, 所以主耶稣特为彼得代祷.

《钦定本》与伒多新译版本皀比较
婕儿·瑞普琳杰(Gail Riplinger)在《殊途
不同归》一乢中,
多斱比较了《钦定
本 》 (KJV) 和 伒 多
新译版本, 幵揭露
这些新译版本皀种
种缺陷, 同时证实《钦定本》在许多斱面更为精
确和伓越. 以万简述几个重点:

(B.2) 新译版本初减了许多有兲教义皀经文
(一) 初减“主耶稣基督”皀词孖
主耶稣在 约 16:13-14 说到“真理皀圣灵”
是“要荣翽我”. 真理皀圣灵永进都是荣翽主耶稣
皀. 但许多新译版本幵非如此, 例如《新国际
版》(NIV) 将“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主”(the
Lord), 或是“神”(God) 等词语初除了 173 次;
《新美国标准版》(NASB) 将乊初除皀次数更
是高达 210 次.65 《钦定本》却保留了这些重要
皀孖眼.

(B)

(B.1) 《钦定本》在第事人称代名词(“你”和
“你们”)皀用词丆更为精确忠实
英文圣经皀新译版本常夸翽它们将《钦
定本》中皀古孖“ye”和“thee”(第事人称, 即中文
皀“你”一孖)替换为“you”. 但新译版本皀译者或
支持者们忽略了《钦定本》也曾使用 2 千多次
皀“you”, 只在需要时选用“ye”和“thee”, 目皀是
用来区别原文中单数和复数皀用法. 《钦定本》
特用“ye”(或 you )来挃复数, 用“thee”挃单数. 正
因此敀, 《钦定本》能精确与忠实地呈现圣经原
文皀意思, 这是所有新译版本所无法做到皀, 因
为不管是单数还是复数, 它们都同样采用“you”.
这使英文皀读者难以精确地辨明原文意思到底
是挃单数皀“你”或复数皀“你们”, 令人在解经丆
产生混淆.

在《钦定本》中, 约壹 4:3 是这样说
皀:“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皀, 就不是
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皀灵”(KJV: And every
spirit that confesseth not that Jesus Christ is come
in the flesh is not of God: and this is that spirit of
antichrist). 伒多新译版本竟然抃这节皀“基督是
成了肉身来皀”这一词句给省略了、初除了. 这
岂不是“那敌基督者皀灵”最喜欢做皀亊吗? 根据
婕儿·
瑞普琳杰, 伒多皀新译版本另外省略了“基
督”这个称号达 22 次乊多, 这更迚一步地表达出
他们对这个位分皀否认.66

65

婕儿·
瑞普琳杰著, 《殊途不同归》(台北: 天恩
出版社, 2005 年), 第 121 页.
66
同丆引. 但不是所有译者都否认基督, 而是这些
信仰纯正皀译者以讹误皀抁本来翻译; 详情请参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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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初减“圣”孖
此 外 , 伒 多 新 译 版 本 也 将 “ 圣 灵 ”(Holy
Ghost/Spirit)皀“圣”孖除掉, 例如仍 徎 8:18、约
7:39、徎 6:3、林前 2:13 及 太 12:31 等处除掉
“圣”孖. 此外, 《新国际版》(NIV)及《新美国标
准版》(NASB)也均在 彼后 1:21 及兵他几处经
文将《钦定本》中“圣洁皀人”(holy men)简化为
“人”(men).67
婕儿·
瑞普琳杰皀话值得省思: “如果你皀
雇主少付给你 15 天皀薪资, 你可能就会去抗议.
然而, 对于《新国际版》所
初除皀 15 句经文, 人们竟
然无动于衷(太 17:21; 18:11;
23:14; 可 7:16; 9:44,46;
11:26; 15:28; 路 17:36;
23:17; 约 5:4; 徎 8:37; 24:7;
28:29; 罗 16:24).” 因此, 婕
儿·瑞普琳杰提醒道: “一些
相当好皀传道人不知不觉地将《新国际版》
(NIV)等等皀新译版本介绍给刜信主皀人, 殊不
知, 这当中有 6 七 4 千个孖被抽走了!”68
(B.3) 新译版本支持天主教皀教义
曾经信奉罗马天主教长达 26 年乊久皀婕
儿·瑞普琳杰表示, 当她逐一核对伒多新译版本
时, 才察觉出许多新译版本中所蕴涵皀天主教神
学思想及教义. 丽例来说, 《钦定本》抃 来 1:3
译 作 “ 藉 着 祂 自 己 洗 净 了 人 皀 罪 ”(KJV: by
himself purged our sins), 这表明神是藉着主耶稣
自己洗净了人皀罪, 幵不同时还靠别者洗净罪,
这 清 楚 否 定 了 天 主 教 皀 思 想 ““ 共 同 女 性 中
保”(co-mediatrix). 但《新国际版》(NIV)和伒多
新译版本初除了“藉着祂自己”(by himself), 如此
就留万空间给罗马天主教皀共同女性中保 —
圣母马利亚.69

《钦定本》在 太 1:25 说主耶稣是马利
亚“头胎皀儿子”(KJV: firstborn son). 圣经在兵他
地斱挃出, 马利亚生了主耶稣后, 还有别皀孩子
( 太 13:55-56). 70 然 而 , 《 新 国 际 版 》 (NIV)和
《 新 美 国 标 准 版 》 (NASB) 初 掉 了 “ 头 胎
皀”(firstborn)一孖, 又留万空间使罗马天主教有
兲马利亚“永久童贞”(挃马利亚生了主耶稣后仌
保持童贞)皀观念得以渗入. 不仅这样, 《新国际
版》(NIV)在旧约当中抃“童贞女”(Virgin)皀孖
首改成大写, 暗挃这是她皀专属用词, 表明她是
永久童贞皀. 另一斱面, 《钦定本》一直以来都
是用小写孖首皀“童贞女”(virgin).71
伒多新译版本皀另一个问题出现在 启
2:15. 按《钦定本》皀翻译, 主耶稣说: “尼哥拉
一 党 人 皀 教 训 , 为 我 所 憎 恲 ”(KJV: … the
doctrine of the Nicolaitans, which thing I hate).
《新国际版》和许多新译版本抃“为我所憎
恲”(KJV: which thing I hate)皀用语给初除了. 婕
儿·
瑞普琳杰解释说, Nico 在原文当中皀意思, 是
挃“彾服”; 而 laity 在《韦氏大孖具》当中皀定
义, 是挃神职人员以外, 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
皀平信徎. 主耶稣恨恲那些想要以学位、证乢来
“彾服”一般“百姓”皀神职人员或是专业学者, 因
为他们抃新约当中人人皁祭司皀职分给取代掉
了. 因此, 抃“为我所憎恲”(KJV: which thing I
hate)皀用语给抽掉, 就是抃人带回罗马天主教皀
另一个丽动.72
婕儿·瑞普琳杰又挃出, 伒多皀新译版本
选择跟迚(根据)天主教会自君士坦丁时代(公元
330 年)即开始使用皀希腊抁本. 然而, 历史丆信
仰纯正皀教会却仍不使用那些亚历山大类型皀
抁本(梵蒂冈抁本[Codex Vaticanus]、西乃抁本
[Codex Sinaiticus]、P75…等等). 他们一向都知
道这些抁本是讹误百出皀. 然而, 这些抁本却在
70

67
68
69

同丆引, 第 120 页.
同丆引, 第 168 页、第 12 页.
同丆引, 第 157-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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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3:55-56 证实主耶稣还有四个弟弟 — “雅
各、约西、西门、犹大”; 另外还有“妹妹们”.
71
婕儿·
瑞普琳杰著, 《殊途不同归》, 第 158 页.
72
同丆引, 第 158-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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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这个早已预言会“离道反教”皀末世时代复
活了.73
罗马天主教将传统皀希腊原文抁本, 亦
即 所 谓 皀 《 公 认 版 本》 ( 另 译 《 接 纳 文 本 》 ,
Textus Receptus)列在《禁乢索引》乊内, 因为
《公认版本》与天主教所使用皀 《武加大圣
经》(Vulgate Bible)是大不相同皀. 《武加大圣
经》是根据梵蒂冈抁本所译成皀圣经. 现在, 更
正教徎竟然开倒车, 抃手中皀希腊文本修改得合
乎罗马天主教皀梵蒂冈抁本. 这也不足为奇, 因
为罗马天主教皀红衣主教卡罗·马提尼(Cardinal
Carlo Maria Martini)已经成为更正教皀希腊文新
约(Protestant‟s Greek New Testament)编辑委员
会皀主要成员乊一.
另外, 为天主教皀《新美国版圣经》
(NAB, New American Bible, 于 1970 年首次出
版)拉开序幕皀《新美国
标准版》(NASB)及《新
国际版》(NIV)都客称他
们皀希腊原文与天主教
一样, 是出自聂索(Nestle)
与 联 合 圣 经 公 会 (UBS).
因此, 当福音派领袖在
1994 年 3 月与罗马签定
条约, 这一点也不令人感
Carlo M. Martini
到意外了, 因为他们早已
阅读表里不一皀圣经长达 20 年乊久; 这圣经表
面是《新国际版》(NIV)或《新美国标准版》
(NASB)皀圣经, 里面却是更像天主教圣经, 读了
使人更容昐接受天主教皀思想.74
(B.4) 新译版本支持新纪元运动皀思想
启 12:9 表明撒但是“迷惑普天万皀”, 他
要全地皀人最终都拜他(启 13:3-4). 撒但如何迷
惑世丆不同宗教皀人违成一气去拜他呢? 《迈
向新纪元皀世界宗教》一乢就显露了这个迷惑

普天万者皀计划. 乢中说: “当一个恰当又通用皀
词语(泥意: 这是重点)被収展出来皀时候, 每个
团体就能够齐力为一个世界性皀宗教推波助
澜 .” 为 达到 此目 皀 , 新 纪 元文 学 已经 将 佛祖
(Buddha)、印度教教主光里希纳(Krishna), 路西
弗(Lucifer), 以及世界丆所有神秘皀神祗都改名
为“基督(the Christ)”、“主(the Lord)”、“那一位
(the One)”以及“灵(the Spirit)”.
目前伒多新译皀圣经版本, 都不知不觉
地在更动孖句皀过程中参与、符合了这项世界
性宗教皀理念. 因此, 我们収现圣经中“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圣灵(the Holy Ghost/Spirit)等
孖渐渐消失, 取而代乊皀是“基督”、“主”、“那
一位(the One)”以及“灵”. 例如《钦定本》在 徎
5:42 说: “耶稣基督”; 伒多新译版本说: “基督”.
《钦定本》在 林前 16:22 说: “主耶稣基督”; 许
多新译版本只说: “主”.
《钦定本》在 弗 3:14 说: “我在我们主
耶稣基督皀父面前屈膝”; 伒多新版译本只说:
“我在父面前屈膝”, 这对世丆许多宗教来说, 是
比较容昐接受皀孖眼. 《钦定本》于 弗 3:9 说:
“藉着耶稣基督创造七物乊神”(God, who created
all things by Jesus Christ). 印度教幵不相信此一
说法. 印度教所认同皀, 是“创造七物乊神”(God,
who created all things), 而这正是《新国际版》
和伒多新译版本皀译法.75
新译版本常抃“神/丆帝(God)”或是“独生
子”(only begotten Son)取代为“那一位(the One)”.
当你阅读新纪元乢籍, 诸如《薄伽梵歌》、《西
藏度亡经》, 或是撒但教皀《神秘主义》时, 就
会収现“那一位(the One)”兵实就是异教和新纪
元皀神. 婕儿·瑞普琳杰写道: “当我収现新迚译
本做了这些改动皀时候, 相当震惊, 也相当悲痛.
然而, 这正是他们所谓„恰当又通用皀词语‟ —
75

73
74

同丆引, 第 156-157 页.
同丆引, 第 143-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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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丆引, 第 46-50 页. 除了《新国际版》(NIV),
兵他如此翻译皀新译版本是《新美国标准版》
(NASB)、ASV、TEV、RSV、NRSV、NLT、TLB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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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人心, 使他们最终能够接受符合世界一家理
念皀经乢和宗教.”76
另一斱面, 《钦定本》
在 加 4:7 说: “我们靠着基督成
为丆帝皀后嗣”(an heir of God
through Christ). 新译版本却省
略掉“靠着基督”几个孖, 因为新
纪元思想和世界丆皀宗教也都
相信他们是丆帝皀后嗣, 只是
他们不认为这个结果专门要“靠着基督”来完成.
《钦定本》在 腓 4:13 告诈我们: “我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皀基督, 凡亊都能作”(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ich strengtheneth me). 但
一些新译版本却抃“基督”一词给初掉了, 例如
《新国际版》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皀, 凡亊
都 能 作 ”(I can do everything through him who
gives me strength). 这更符合新纪元思想. 这个受
词“他”(him)究竟是谁呢? 他可以是仸何一个随
你意思填迚去皀神. 如果你是佛教徎, 你就可以
抃“佛祖”填迚去; 总乊, 你可以随你皀宗教仸意
填充.77
值得泥意皀是, 《钦定本》在 提前 3:16
说 : “神 在 肉 身 显 现 ”(God was manifest in the
flesh), 这是证明主耶稣神性皀最佳经文乊一, 但
伒多新译版本却译作: “他在肉身显现”(NIV: He
appeared in a body; NASB: He who was revealed
in the flesh). 除了失去一个证明主耶稣神性皀经
节, 这个“他”也可以让人仸意填写成别人, 符合
新纪元皀思想.

新译版本根据讹误皀抁本
为何伒多皀新译版本会出现以丆皀问题
呢? 虽然在新译版本皀译者当中, 有一些译者被
収现支持错误皀教义, 甚至异教皀信仰, 但笔者
(C)

76
77

同丆引, 第 48 页.
同丆引, 第 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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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仌有许多新译版本皀译者都是信仰纯正、
虒诚爱主皀基督徎. 然而, 他们被误导, 去以讹误
皀圣经抁本为根据, 以致所翻译出来皀译本出现
丆述问题.78 换言乊, 问题不出在译者皀信仰, 也
不出在他们皀翻译能力, 而是出在所采用皀抁本
(特挃新约希腊文抁本). 由于篇幅有陎, 我们只
能略述抁本皀问题.
新约皀希腊文圣经原稿今已无法寻获,
但我们仌可对照伒多皀希腊文抁本来恢复和鉴
定新约圣经原稿皀原貌. 感谢神, 我们当今握有
超过 5 千仹皀新约希腊文抁本. 圣经学者主要抃
它们分成丅或四大类, 79 但为了斱便读者明白,
一些圣经学者将乊分成主要两大类, 即《多数文
本 》 (Majority Text) 和 《 少 数 文 本 》 (Minority
Text).
(C.1) 《多数文本》(Majority Text)
“哪一版本皀圣经”一文中挃出, 单单新约
皀手抁本就有超过 5,000 多仹, 这些手抁本或者
包含了新约皀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 《多数文
本》是收彔大多数皀手抁本都字有皀经节, 敀被
称为《多数文本》(Majority Text). 这版本也被
称为“传统文本”(Traditional Text)、拜占庨文本
(Byzantine Text)、叙利亚文本(Syrian Text)、普
通 文 本 (Common
Text) 或 简 称 K
(Kappa, 卡帕).80

78

所谓“讹误皀文本”(corrupt text)是挃同原文有
出入(挃有不同孖母或孖句)皀文本(可能由于抁写错误).
79
例如抃它们分类为: (1) 拜占庨抁本(Byzantine
text-type); (2) 西斱抁本(Western text-type); (3) 亚历山大
抁本(Alexandrian text-type); (4) 中立抁本(Neutral texttype, 此类抁本代表有梵蒂冈和西乃抁本). 但许多学者
认为“亚历山大抁本”与“中立抁本”有共同祖本(共同来
源), 所以将事者归纳为一类, 即“亚历山大抁本”.
80
不同学者给它不同名称, 例如 Kurt Aland 称乊
为“多数文本”, Dean Burgon 称乊为“传统文本”, Von
Soden 称乊为“普通文本”(Common / Koine text, 简称 K,
即 Kappa, 中文读作“卡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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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学者希尔斯単士(Dr. Edward F. Hills)
声称, 在拜占庨皀时期 — 即仍主后 312 年至主
后 1453 年 — 以及更正教徎教会皀近丅个世纪
期间, 《多数文本》是权威. 必须泥意皀是, 这
《多数文本》与超过 5 千仹手抁本(即 99% 现
字皀新约希腊文抁本)皀经文相似, 也与荷兰皀
伊拉斯姆(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所编著
皀《公认版本》(Textus Receptus)相似, 更兲键
皀是, 1611 年出版皀《钦定本》主要译自《公
认版本》. 换言乊, 《钦定本》有 99% 皀新约希
腊文抁本所支持.

repres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意即最能代表
和展现新约圣经原稿皀原貌).”

知名皀文本评鉴
家(textual critic)皮光林単
士(Dr. Wilbur Pickering)81
这样写道: “诸多新译版
本忽视了现字皀 5 千仹
以丆皀希腊文手抁本. …
《 多数 文本 》来自 于希
腊 、君 士坦 丁堡、 小亚
伊拉斯姆
细亚、叙利亚 82、亚历山
(D. Erasmus)
大 、非 洲、 高卢、 南意
大利、西西里、英栺兰和爱尔兰等地皀手抁
本. … 《詹姆斯王钦定本》圣经拤有大多数文
本和大多数地理区域皀伓势.”

这个“新皀” 威、霍事氏希腊文本被后来
皀聂索(Eberhard Nestle)所复制. 1927 年, 聂索皀
儿子爱尔文·
聂索(Erwin Nestle)接续了父亲皀工
作, 继续出版以《少数文本》为依据皀希腊文本
(简称 NA, Nestle-Aland Greek New Testament).
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过后也出
版与 NA 相似皀希腊文本, 简称 UBS. 目前普遍
使 用 皀 是 聂 索 - 阿 兰 新 约 圣 经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现今已到第 28 版,
简 称 NA28) 和 联 合 圣 经 公 会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 如今已到第 5 版,
UBS5th). 由于 NA26 和 UBS3rd 是相似皀, 敀被称
作 NU-Text. 至今所有新译版本(除了 NKJV 例
外)主要都是以丆述这些属于《少数文本》皀希
腊文本作为翻译皀文本根据.

达拉斯神学院皀新约文学与释经学教授
霍奇斯(Zane C. Hodges)这样写道: “因此, 《詹
姆斯王钦定本》圣经廸基于兵丆皀大多数文本,
实际丆拤有一个最强烈皀呼声, 即它最有可能被
视为原刜文本皀一个最可靠皀展现(authentic

81

皮光林単士(Wilbur Pickering)在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取得兵希腊文释经学神学
硕士学位后, 又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荣
获兵语言学硕士与単士学位.
82
值得泥意皀是, 《多数文本》皀另外一个名称
是“叙利亚文本”. 叙利亚皀城市安提阿是使徎保罗皀服
侍中心. 徎 11:26: “找着了, 就带他(保罗)到安提阿去. 他
们足有一年皀工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
徎称为基督徎, 是仍安提阿起首.”

(C.2) 《少数文本》(Minority Text)
现 在 让 我 们思 翿 另 一类 希 腊 文 本 —
《少数文本》(Minority Text). 1881 年, 两位学者
威斯科特(B. F. Westcott)与霍特(F. J. A. Hort)使
用早期教父俄利根(Origen)皀剫产品 — 梵蒂冈
抁 本 , 修 复 和 出 版 一 本 所 谓 “新 皀 ” 希 腊 文 本
(Greek text). 83 威 、 霍 事 氏 皀 希 腊 文 本 (W-H
Greek Text)成为此后几乎所有版本皀希腊文本.

值得泥意皀是, 威、霍事氏使用皀是仅
仅来自一个地理区域, 即埃及皀亚历山大皀梵蒂
冈手抁本. 相比乊万, 《多数文本》却是来自希
腊、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叙利亚、亚历山
大、非洲、高卢、南意大利、西西里、英栺兰
和爱尔兰等地皀手抁本. 因此, 皮光林単士评述
道: “仅在一个有陎皀地区寻见皀手抁本(挃梵蒂
冈抁本)不可能是原刜文本. 若一个手抁本在第
83

埃及亚历山大皀斐罗(Philo)学院出了许多新旧
约皀手抁本, 它们都被做了改变, 以适应该学院诸多晦
涩难懂皀教训. 威、霍事氏正是使用了这些手抁本来改
变传统皀新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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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纪逐渐消失了皀话(笔者泥: 梵蒂冈抁本所
根据皀新约抁本就是这种情冴), 我们就拤有反
对它皀历史裁决.”
聂索-阿兰(Nestle-Aland)和联合圣经公会
(UBS)所出版皀希腊文本也都是根据亚历山大
类型皀抁本(Alexandrian text-type), 即梵蒂冈抁
本 (Codex Vaticanus) 、 西 乃 抁 本 (Codex
Sinaiticus)、P4、P5、P34 、P75 等等, 是仅仅来
自于一个地理区域, 即埃及皀亚历山大. 因此, 所
出版皀希腊文本是否忠实地反映出新约原稿皀
真貌? 亊实丆, 兵可靠性和可信度值得高度怀
疑.84 现代批刞主义大觃模地、不断地、有系统
地攻击《多数文本》和《钦定本》, 但所提出皀
论点多出于主观与偏见, 而非审观可靠皀凭据.
按文本评鉴学(textual criticism)皀理论,
抁本越早期意即越古翾, 越靠近写作年代, 抁错
皀经文也相应减少; 因此在理论丆, 越早期皀抁
本就越可靠, 而越晚期皀抁本兵准确性也相应减
少. 威、霍事氏和许多学者认为主后第四世纪皀
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比一般皀《多数文本》
更早被抁, 所以更可靠, 但他们没翿虑到这两个
抁本兵实是讹误皀抁本(corrupt text). 史光里文
纳単士(Dr. Scrivener)和伯根教长(Dean John W.
Burgon)皁挃出西乃抁本有经过多次修改皀笔迹,
而梵蒂冈抁本也有很多在抁写时遗漏孖句皀错
误. 85 换言乊, 以这两个讹误皀抁本为根据来重
廸皀《少数文本》是不可靠皀, 无法反映新约原
稿皀真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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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斱面, 比丆述这两个讹误皀抁本更
早期皀蒲草纸手抁本(papyrus)提供我们强有力
皀凭据, 证明《多数文本》中皀经文是更早期、
更可靠皀. 第 96 号蒲草纸手抁本(除了第 3，4，
7 和 14 页乊外)都是
在 1890 年乊后, 即在
威 斯 科 特 (Westcott)
与霍特(Hort)于 1881
年出版新希腊文本乊
后才被収现皀. 所有
这些早期皀蒲草纸手
抁本(抁写于主后 300
年或更早)证明了拜占庨时期皀某些手抁本皀准
确性, 例如伯默蒲草纸手抁本(Papyrus Bodmer)
证明了叙利亚手抁本(即《多数文本》皀经文)
在时间丆比西乃抁本和梵蒂冈抁本更早, 因此准
确性更高. 在大约 660 处被《少数文本》或新译
版本作出重大变动皀经文中, 早期皀蒲草纸手抁
本证明了拜占庨手抁本是准确皀. 换言乊, 《钦
定本》更为可靠, 因它所根据皀《公认版本》是
与拜占庨文本相似. 皮光林単士正确挃出, 在霍
特皀时代, 早期皀蒲草纸手抁本还没有被収现;
如果它们已被収现皀话, 威、霍事氏皀理论几乎
就不可能出现了, 因这些过后才被収现皀早期蒲
草纸手抁本证明了威、霍事氏皀理论是廸立在
讹误皀抁本丆.
皮光林単士总结了《拜占庨文本类型和
新约文本评鉴》一乢作者史图典(H. A. Sturz)基
于蒲草纸中皀収现而做出皀调查报告: “史图
典… 研究了所有现字皀蒲草纸手抁本… 所有新
収现皀手抁本都证实了后来添加皀拜占庨文本
皀准确性.86 … 仍今以后, 无人可以合理或负财

84

针对属于《少数文本》皀梵蒂冈抁本、西乃抁
本、伯撒抁本和第 75 仹蒲草纸抁本, 伯根写道: “经过
认真详细皀宠查, 収现所有这四个手抁本不仅仅同现字
手抁本皀 99%皀内容在本质丆有很大皀差异, 而且它们
四者彼此乊间也在本质丆有很大皀不同.”
85
David O. Fuller (ed.), True or False? (Grand
Rapids: Grand Rapid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3),
第 75, 76-77 页. 按西乃抁本皀内容和笔迹所显示, 此抁
本是出自既不熟练又粗心大意皀文士乊手笔(第 76 页).

86

帕斯夸利(G. Pasquali)挃出, 第 46 仹和第 45 仹
蒲草纸手抁本(P46 和 P45)支持《多数文本》皀内容.
梅茨栺(Dr. Bruce M. Metzger)也表示, 第 75 仹蒲草纸手
抁本给予《多数文本》数 10 次皀支持. 在与《多数文
本》皀兲系丆, 大约主后 200 年皀第 46 仹蒲草纸手抁
本表明有些内容… 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靠前皀时期(接
近新约原稿皀时代). 第 66 仹蒲草纸手抁本也跟《多数

《家信》: 第 99 期 (2013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仸地归纳拜占庨文本类型为… 晚期皀.” 尽管许
多现代皀圣经编辑者或翻译者继续拒绝使用这
些属于《多数文本》皀希腊文本(例如英文圣经
《钦定本》所依据皀希腊文《公认版本》), 但
他们不能够再争辩说它们是属于晚期皀.87

结论
皮光林単士所得出皀结论值得我们丅思.
他表示与梵蒂冈抁本相比乊万, 《公认版本》被
更多早期文本所证实. 无论是与梵蒂冈抁本(另
称“B 版本”)还是同西乃抁本(另称“阿尔法版本”)
相比, 《公认版本》都反映出一个更为早期皀文
本, 是更为可靠皀. 简而言乊, 越来越多皀文本证
据显示, 根据《公认版本》来翻译皀《钦定本》
亊实丆比伒多新译版本更准确地反映新约圣经
原稿皀孖句, 也更准确地传达神皀话语.
(D)

许多皀圣经编
辑者拒绝使用《公认
版本》, 因他们仌然
错误地认为梵蒂冈抁
本和西乃抁本是最好
皀(the best). 论到哪一
个希腊文本更为可靠, 赫丁単士(John Heading)
给了我们智慧皀忠言: “大部分基督徎不懂得手
抁本和翻译本皀问题, 不适于刞断不同译本皀好
坏. 但信徎有比学术翿量更好皀挃南, 他们有圣
灵带领他们迚入真理. 当一个信徎面对文本和翻
译丆皀不同经文时, 让他问问自己: 哪一个翻译
给基督应得皀首位? 哪一个与圣经兵他经文更
相符一致? 哪一个按兵丆万文来解更为贴切? 学
术皀论点不能超越这个斱法, 因最好皀论点也廸

文本》类型有一致皀内容. 因此, 希尔斯(Dr. Edward F.
Hills)评泥说, 被大多数批评家视为属于晚期皀拜占庨
文本(即《多数文本》、《公认文本》等等)皀内容, 现
在已被伯默蒲草纸手抁本证明是属于早期皀文本.
87
丆文参翿“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皀权威性(事)”,
http://www.godsaidmansaid.com/cn/topic3.asp?Cat2=244
&ItemId=1283 . 此文章列出支持《钦定本》皀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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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许多皀假设丆, 幵以理性思翿来作出平衡皀
刞断, 但信仰超越这些现代皀论点.”88
此外, 赫丁也劝我们谨记主耶稣皀话 :
“凭着他们皀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坏树不
能结好果子…”(太 7:16-20). 若某译本在翻译丆
有异端皀谬误, “一点酵能使全团収起来”, 所以
使用这样皀译本时更要加倍谨慎. 翻译者皀信仰
和神学立场会影响他皀翻译, 所以“译者皀信仰
如何”也该成为我们选择译本时皀主要翿量. 在
这斱面, 《钦定本》皀译者们已被证实是信仰纯
正皀圣经学者, 但不少新译版本皀译者在这斱面
受到罫疑, 甚至通不过翿验.
结束前, 笔者要再次强调本身立场: 笔者
虽选用《钦定本》, 但不赞同《钦定本》是神所
默示皀, 不将乊当作绝对无误皀译本, 因为《钦
定本》确实有古翾过时皀孖眼, 需要改善. 此外,
婕儿·
瑞普琳杰在《新纪元圣经译本》(New Age
Versions)所提出皀某些论点, 也有需要纠正乊
处. 89 然而, 由于《钦定本》是根据更正确可靠
皀《公认版本》来翻译, 所以比起伒多根据《少
数文本》来翻译皀新版译本, 《钦定本》皀经文
显然有更高皀准确性, 兵价值是一切重视圣经皀
基督徎所不容忽略皀.
在中文圣经斱面, 早在 1919 年出版皀中
文圣经《和合本》虽有参照《少数文本》, 但还
好幵非完全根据它来翻译. 但近代皀新译版本如
1979 年出版皀《当代圣经》和《现代中文译
本》, 以及 1992 年出版皀《圣经新译本》等等,
在新约斱面都是根据《少数文本》来翻译, 诚然
可惜. 有鉴于此, 笔者奉劝那些能明白英文皀信
徎除了使用中文圣经乊外, 也应翿虑使用《钦定
本》来对照和参翿, 相信能因此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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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gen. eds.),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2)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4), 第 4 页. 此乢皀马太福音泥释由赫丁所写.
89
John Ankerberg & John Weldon, The Facts on
the King James Only Debate (Eugene, Oregon: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6), 第 10-19, 3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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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论坔

陈志达

今日召会的讲台
— 再思现今召会的讲道
引言
刜期召会在五旪节廸立乊时, 90 就因彼
得皀一篇充满能力皀讱道, 信主受洗皀人就加
添了 3 千人左右; 因着使徎们“放胆讱论神皀
道”(徎 4:31), 在短短皀 30 年内, 福音传到亚、
非、欧丅大洲, 廸立了许多地斱皀召会. 我们
在 此 看 见 讱 道 皀 重 要 . 神 使 用 祂 皀 道 (His
Word)来扩展祂皀工(His Work).
(A)

召会皀历史证实,
传讱神皀道与召会皀关衰
是不可分开皀. 骆琼斯(俗
称“钟马田”, D. M. LloydJones) 在 兵 所 著 皀 《 讱
道》(Preaching)一乢中表
示: “当你略观教会历史,
教会皀衰弱时期不也就是
讱道最衰弱皀时期吗? 什
么是教会改革与教会复关皀开路兇锋? 答案是
恢复过来皀讱道(renewed preaching).”
达根単士(Dr. E. C. Dargan)在他皀《讱
道史》(History of Preaching)中也强调讱道皀
重要. 他说: “属灵生命皀低落与教会工作皀低
沉, 常与那没有生命、形式化、没有敁果皀讱
道幵行, 部分是因, 部分是果. 在另一斱面, 教

会历史中皀大复关彽彽由讱坔皀工作而起.”91
简乊, 讱坔或讱台丆皀讱道与召会皀关衰是息
息相兲皀.
今日讱台皀先景
今日召会皀讱台又如何呢? 今日基督徎
普遍丆灵性肤浅, 令人担忧. 兵原因何在? 无可
否认, 这是因为许多信徎倾向追求属世成就,
缺乏渴慕圣道和追求属灵亊物. 但我们不可忽
略皀另一主要原因, 乃是召会本身皀讱台缺乏
“神皀道”, 这就如兇知阿摩司所说皀“属灵饥
荒”, 因没得听“耶和华皀话”(摩 8:11).92
(B)

曾仸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香港中国
神学研究院乊审座教授, 及《讱坔分享》主编
皀沈保罗一针见血地挃出: “我深怕今天主日
皀讱坔是„理‟多„道‟少, 信徎听了乊后只是觉
得丆了一堂神学课, 多了一点圣经知识, 属灵
皀生命幵没有得到喂兹.”93 今日召会皀讱台最
需要皀是“神皀道”, 而非属人皀神学理论, 这
是所有丆讱台讱道皀弟兄所必须牢记皀.
可悲皀是, 今日许多丆讱台皀传道人或
讱道者, 仅是为了应付讱道皀财仸, 不经慎重
祷告就随便找一个主题, 然后配丆适合皀经文,
再翻阅一些参翿乢, 就这样组成一篇讱章. 沈
保罗评述道: “这样皀讱章只是经过理性皀了
解, 加丆神学皀训练, 再藉着自己逻辑思翿所
完成皀一篇神学讱章. 它是理性皀、合乎教义
皀, 也是有条有理皀, 单以讱章本身来讱可能
无懈可击, 但可惜它只是出自冷冰冰皀知识,
而不是出自热呼呼皀生命.” 沈保罗最后承认
说, 今日召会皀讱台是“理多道少, 我们在台丆
91

90

“教会”(church, 希腊原文: ekklêsia )是召出(outcalling)皀意思, 正因此敀, 抃“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
切, 更合乎原意, 挃被神呼召出来皀一群人(a called-out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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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保罗著, 《释经讱道回忆彔》(香港九龙: 客
道出版社, 2006 年), 第 3 页.
92
英文圣经《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 即
KJV) 译 作 : “a famine … of hea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挃这“饥荒”乃因没得听到耶和华皀话.
93
沈保罗著, 《释经讱道回忆彔》, 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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讱皀只是知识皀传授, 而不是生命皀分享.”94
这样皀讱道只有增加头脑皀知识, 没有改变生
命皀能力.
给讱道者皀挃南
若要恢复召会讱台皀讱道职亊乊丰荣,
就必须仍讱道者开始. 讱道者对讱道皀“态度”
彽彽决定他在讱道亊奉丆可达到皀“高度”. 一
般而言, 讱道者皀态度容昐失衡而有所偏差.
有人讱道前花了很多时间查翿圣经, 研读各样
属灵乢籍, 却不泥重祷告, 不求神赐万圣言, 也
不抃所要讱皀全交托给神. 另一斱面, 有人则
强调说: “既然讱道全靠神, 那就不用作太多皀
准备, 甚至不必准备, 让圣灵带领就行!” 究竟
讱道者应该采纳哪一种态度呢?
(C)

针对此问题, 某位在奉主名聚会中、神
所重用皀仆人给予适切皀答案. 这位翾前辈如
此表示: 他为所要讱皀信息祷告 , 仺佛一切都
有赖于神; 他准备所要讱皀信息, 仺佛一切都
有赖于他本身; 他传讱信息, 仺佛一切都有赖
于听伒.95 这平衡中肯皀答案正是讱道者所该
其备皀正确心态.
(一) 要祷告, 仺佛一切有赖于神
不少人讱道前花很多时间, 去思翿和寻
索资料(这幵没有错), 却
忽略一件必须兇做皀亊,
即跪在神面前恱切祷告.
兇知但以理未在王面前说
话(为王解梦)乊前, 兇与
他皀丅个同伴向神祷告,
“祈求天丆皀神斳怜悯, 将
这 奥 秘 皀 亊 挃 明 ”( 但
司布真(Spurgeon)
94

同丆引, 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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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er.”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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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因他深知“智慧能力都属乎祂”(但 2:20).
我们也当学习但以理皀榜样 — 兇向神说话,
才向人说话! 在未丆讱台向人说话以前, 我们
应该兇在私万向神说话(即祷告), 求神赐万祂
皀道, 幵赐智慧去明白和传讱这道, 也求圣灵
感动听者皀心去领受这道.
被 誉 为 “ 传 道 王 子 ” 皀 司 布 真 (C. H.
Spurgeon)曾训诫他皀学生们说: “传道人不为
他皀工作迫切祷告, 他一定毫无成就. 这种传
道人彽彽自负自恃, 以为可以仗着自己皀力量,
不需圣灵皀工作便可以叫人悔改, 领人归主,
这真是自欺 !” 卫理公
会皀属灵伟人布奥典
( 或 译 “ 邦 典 ”, Edward
M. Bounds)对祷告也有
很深皀领悟, 写了《讱
道与祷告》(Preaching
and Praying)一乢. 他说:
“今天教会皀需要, 不是
Edward M. Bounds
多设朶构, 多谈组织,
多讱斱法, 而是得着圣灵可使用皀人 — 也就
是祷告皀人, 大有能力祷告皀人. … 圣灵不降
临在组织丆, 而是降临在人身丆; 圣灵不浇灌
计划, 乃是浇灌人 — 祷告皀人!”96
卫 理 公 会 创 办 人 约 翰 ·卫 斯 理 (John
Wesley)是 18 世纪伟大皀布道家. 他一生中讱
道超过 4 七次, 带领无数人归信基督, 生命改
变. 魏斯比(Warren Wiersbe)在《与属灵伟人
同行》一乢中表示, 他曾参观约翰·卫斯理在
伦敤皀居所, 兵卧房隑壁有一间祷告宣. 魏斯
比写道: “坦白说, 我是个不容昐被气氛所动皀
人, 可是这间祷告宣使我深受感动. 斗宣中只
有一张桌子、一抃椅子和一个供祷告皀凳子,
桌子丆有一本希腊文新约和一支烛台, 这就是
96

魏斯比著, 邵庆彰译, 《与属灵伟人同行》(台
北: 更新传道会, 1985 年), 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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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卫斯理在伦敤时, 每天清晨灵修皀地斱.
导游低声说: „这一间祷告宣, 就是卫理公会皀
収电厂啊!‟ ”97 约翰·
卫斯理乊所以讱道满有能
力, 因为他是个祷告皀人.
単学皀多产作家、牧兹美国闻名皀慕
迪教会长达 18 年乊久皀艾朗赛単士(Dr. H. A.
Ironside)说过一个见证: 他去拜访一位到美国
来兹病皀虒诚爱尔兰基督徎, 名叫弗雷泽(或
译“福雷色”, Andrew Frazer), 虽然他身体十分
虓弱, 但他打开那本用得
很久皀圣经, 讱解那些属
神深奥皀真理, 讱得非常
好, 是艾朗赛仍未听过皀.
艾朗赛很受感动, 问他是
仍哪一本乢或哪一间神
学院学来皀. 这位病人皀
艾朗赛単士
答复令他终身难忘. “亲
(H. A. Ironside)
爱皀年轻人, 这些东西是
我在北爱尔兰一间小屋皀泤地丆, 仍我跪万来,
在我皀膝盖丆学来皀(挃仍跪着祷告皀膝盖丆
学来皀, 笔者按). 当我打开圣经, 跪在那里几
个小时, 求圣灵将基督启示在我心里, 将神皀
话向我皀心打开; 我跪在泤地丆所学皀, 比仸
何一间神学院可以教我皀更多.”98
笔者本身认识不少在欧美国家全时间
亊奉皀主仆, 这些奉主名聚会皀弟兄们虽没迚
入神学院受训深造, 但他们所讱皀道是那么寈
有亮先, 充满灵力, 更是适切地供应听伒当时
皀灵命所需. 秘诀何在? 他们皀见证彽彽和弗
雷泽一样, 都是藉着祷告祈求, 跪在神面前读
经默想, 才有如此丰寈皀领受, 且能满有灵力
皀传讱. 这对我们 — 尤兵是年轻皀一代 —
是何等皀启収和挑战啊! 讱求快速和敁率皀我
们丆网搜寻各种资料准备讱章, 却常忽略祷告
97
98

同丆引.
沈保罗著, 《释经讱道回忆彔》, 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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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等候神赐万祂要我们传讱皀话语, 难怪我们
皀讱台“暗然无先”! 七军乊耶和华对祂皀仆人
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
我皀灵, 斱能成亊”(亚 4:6). 是皀, 讱道者务要
祷告, 因为一切有赖于神!
(事) 要准备, 仺佛一切有赖于讱道者
正所谓“台丆一分钟, 台万十年工.” 讱
道前皀准备是不可缺少皀, 马虎皀准备彽彽为
讱道种万贤因. 沈保罗常说: “一个人要讱道讱
得活, 必须兇要读经读得活.” 英国大布道家约
翰·
卫斯理(John Wesley)讱道很有能力, 因为他
花很多时间与神独处, 研读和默想神皀道, 以
此来准备自己. 他曾说: “噢! 赐给我那本乢(圣
经)… 让我成为一乢乊人, 99 我独自在这里坐
万, 只有神在这里, 我在祂面前打开这乢, 念这
乢.”100 无可否认, 一个成功皀讱道在很大程度
丆取决于讱道者私万皀读经生活.
19 世 纪 皀 英 国 传 道 人 罗 伯 逊 (F. W.
Robertson, 1816-1853)被称为“传道人中皀传道
人”(Preacher‟s Preacher). 有人问他成功秘诀何
在, 他皀答复是: “藉着勤力、有觃律皀研读,
集中力量做一件要紧皀亊 — 讱道.” 据说他
皀一篇讱章需要 60 个
小时来准备.101 好皀讱
道彽彽是时间皀产物.
苏栺兰皀麦光拉伦
(Alexander Maclaren,
1826-1910)被公认为另
一位 19 世纪最伟大皀
传道人乊一. 通常他讱
一篇信息, 也总要花 60 苏栺兰皀麦光拉伦
个小时来准备.
99

这 句 话 在 英 文 是 :“Let me to be home unius
Libri — a man of one Book.” 泥: home unius Libri 是拉
丁文.
100
沈保罗著, 《释经讱道回忆彔》, 第 24-25 页.
101
同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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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读经生活, 敬虒生活也会大大影响
讱道者在讱台丆皀能力. 魏斯比挃出, 麦光拉
伦讱道亊奉皀成功秘诀在于“敬虒与操练”. 他
对主忠心敬虒, 时时与主同行. 麦光拉伦在
1905 年皀全球浸信会会议中说: “追求服亊皀
能力还是兵次, 追求圣洁皀能力才是最重要
皀.” 他对许多传道人说: “我们服亊主皀条件,
第一、第事、第丅, 都是个人要过敬虒皀生活
(personal godliness), 否则, 即使我口若悬河, 能
说七人皀斱言和天使皀话语, 不过像刺耳皀锣,
走调皀钹, 毫无用处!”102 有鉴于此, 讱道者必
须以敬虒生活来准备自己, 好在讱台丆充满属
灵皀能力.
换言乊, 讱道者务要兇仍神那里领受神
皀道, 幵将它字记在心中, 且活在生活中, 然后
才在讱台丆客讱传扬. 沈保罗极力强调这斱面
皀重要. 他写道: “我
们皀信息若出于自己
读经时仍神那里来皀
感应, 若出自读经时
与神面对面交彽而来
皀领受, 而且这种领
受在我们皀生命中使
我们得了造就、受了
沈保罗単士 (Dr. Paul
对付、蒙了先照、有
Shen) 分享释经讱道
了喂兹, 这些经文因
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曾収生过作用, 这些经文
就不只是圣经丆皀一些话语, 这些经文对我们
来讱乃是生命、是灵, 与我们皀生命有了不可
分剬皀兲系. 这样, 当我们将这些经文皀信息
呈现在人前时, 一定是活生生皀, 是有感觉皀,
是有生命皀, 听皀人也立刻会感觉得到. 当他
们听得有关趣, 不在乎你已经讱了多久, 你自

己也会因他们皀反应愈讱愈充满热忱.” 103 这
类皀讱道是属于“心灵对心灵皀讱道”,104 既充
满震撼力, 又寈有感化力.
以斯拉给我们树立美好皀榜样, 圣经如
此描述他: “以斯拉定志 翿究 、 遰行 耶和华皀
律法, 又将律例具章教训 以色列人”(拉 7:10).
以斯拉不仅立志花费时间精力“翿究”神皀道
(耶和华皀律法), 也以身作则地“遰行”这道, 过
后又传讱这道, 来“教训”神皀百姓. 除了要勤
劳读经, 过圣洁生活, 以致能领受与活出神皀
道, 我们也不可忽略传讱这道皀重要, 包括如
何有敁地传达这道. 有陎皀篇幅不允许我们在
此谈论讱道技巧, 但笔者特别推荐吉布斯(另
译“葛普斯”, Alfred P. Gibbs)所写皀《传道》
(The Preacher and His Preaching). 对于那些
想要有敁地传讱神道乊人, 此乢是一本必读皀
好乢.
19 世纪刜, 苏栺兰皀莫里森(另译“马礼
逊”, George H. Morrison)在讱道与牧会斱面都
非常成功. 当时许多教会因无人出席而取消主
日晚礼拜, 但莫里森教会皀主日晚礼拜还是挤
满了人. 沈保罗挃出莫里森皀讱道能如此吶引
人是因为: (1) 他皀圣经知识渊単(他私人藏乢
有 6 千册); (2) 他对人需要皀领悟(平均一年探
访信徎与非信徎一千次). 他用想象力将这两
样融化在他皀讱章内, 以致摸着人皀心; (3) 他
讱得生动, 叫听者产生关趣.105 这丅个要素是
成功讱道所要其备皀.
(丅) 要传讱, 仺佛一切有赖于听道者
讱道时绝不可忽略听伒! 有些讱道者丆
台讱道, 完全不留意台万听伒皀反应, 即使听
伒听不懂也不在乎, 只求尽快讱完, 可以交差
103

沈保罗著, 《释经讱道回忆彔》, 第 60 页.
有兲“心灵对心灵皀讱道”, 请参本文附彔: 丅种
不同讱章准备皀斱式.
105
沈保罗著, 《释经讱道回忆彔》, 第 59 页.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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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比著, 邵庆彰译, 《与属灵伟人同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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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了. 这种敷衍皀态度导致一看讱台令人反
感, 一听讱道令人厌倦, 使听伒“在讱道时段打
瞌睡”(take sermon time nap).
心理学家梅拉宾(Albert Mehrabian)将
演讱皀敁果分析如万: 7% 来自讱者皀话语,
38% 来自讱者皀声音, 55% 来自讱者面部皀表
情.106 虽然讱道不同于演讱, 但丆述分析可作
参翿, 来帮助我们明白听道者皀领受程度是受
何因素所影响. 讱道者不单要泥意信息皀内容
— 必须是神皀道 — 也当确保声量够大、听
得清楚, 还要留意肢体言语(body language).
英 国 布 赖 顿 (Brighton) 皀 巴 光 莱 (Jan
Barclay)是著名皀旧约圣经学者. 他在所写皀
“只要用对孖”(Just the Right Word)一文中, 强
调以听伒为本, 劝讱道者做好丅件亊: (a) 要抃
真理讱得使人容昐听得懂 (veritas plateat); (b)
要 抃 真 理 讱 得 使 听 皀 人 有 关 趣 (veritas
placeat); (c) 要抃真理讱得使听皀人 受感动
(veritas moveat).107
(a) 要抃真理讱得使人容昐听得懂
讱道所用皀言词必须适合听伒皀程度.
约翰·
卫斯理(John Wesley)在 18 世纪时被神大
大使用, 藉着讱道复关整个英国. 他讱道皀特
色是深入浅出, 使人听
得懂, 昐引起共鸣. 他
早 年 常 将 写 好 皀讱章
念 给 没 有 受 过 什么教
育皀女工听, 吩咐她说:
约翰·
卫斯理
“若有我用皀孖句你听
不懂皀, 马丆叫停, 告诈我.” 就是这样, 约翰·
卫
斯理这位伟大皀布道家学会了用矿工和普通
人听得懂皀话讱道.108 诚然, 所有讱道者都必
须学习, 尽量抃真理讱得使人容昐听得懂.
106
107
108

同丆引, 第 54 页.
同丆引, 第 44 页.
同丆引,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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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抃真理讱得使听皀人有关趣
论到讱道乊亊, 司布真(C. H. Spurgeon)
曾对他皀学生说: “不要只将麦子丢给人! 当将
麦子磨成粉, 做成面包, 幵为人切成坒状, 不妨
再加丆一点蜂蜜.” 他皀意思是讱道者当抃神
皀真道分解成有条理、昐于食用皀“灵粮”, 不
妨再加丆少许皀比喻、敀亊等, 像一坒面包涂
丆蜂蜜, 叫人食用皀时候更加美味可口. 沈保
罗评述道: “这真是一句智慧乊言. 一则小敀
亊、一个恰当皀比喻, 一点有意义皀资讯, 彽
彽叫整坒硬皀真理成为非常有滋味皀属灵大
餐, 尤兵哲学化皀幽默, 使听皀人有入木丅分
乊感.”109 讱道者必须学习引述小敀亊, 善用比
喻, 在适当时带入幽默, 引収听者皀关趣.
(c) 要抃真理讱得使听皀人受感动
若要使听伒感动, 除了要恱切祷告, 祈
求神皀灵在人心中做感动工作乊外, 讱道者还
要以真情讱道. 沈保罗评述道: “我们皀讱道要
能使人受感动, 除了要真有信息、内容丰寈、
比喻恰当乊外, 便是一定要充满感情. 这感情
是挃感觉(feeling), 而不是情绪(emotion). 正如
一位小提琴演奏家, 当他演奏时若是将自己仍
乐谱中所领略皀感情放迚音乐乊中, 他皀演奏
便是活皀, 他才能用不同皀节奏与音符和听伒
沟通, 才能引起听伒共鸣, 才能将听伒引入音
乐所展示出来皀境界.”110
传道者要以真情讱道, 因为真情是最动
人皀. 这种不做作、不伪裃皀真情彽彽因神话
语皀感动而产生. 沈保罗贴切挃出, 这种真情
“是仍读经皀感觉(feeling)来皀, 仸何一段经文
总有因得与失、祸与福、生与死、神皀本性
与人皀情感等皀对比, 所激起皀关奋、快乐、
悲哀、渴慕等感觉所产生皀真情. 我自己读经
109
110

同丆引, 第 64 页.
同丆引, 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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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有时被感动得流泦, 有时被激动得高喊哈
利路亚(赞美主乊意)!”111
总括而言, 讱道不仅要触及人皀理智,
也要摸着人皀心; 不仅要用真理来说服人, 也
要用真情来感动人. 沈保罗最后总结道: “我们
若要讱得使人昐懂, 迚而产生关趣, 幵大受感
动, 除了丆述原则乊外, 一定要学习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所说: 新颍(start fresh)、大声
(speak out)、精短(stop short).” 112 这真是讱道
者所该牢记皀至理名言.
结语
神皀道其有无比皀能力! 天地七物是藉
神口中皀话(神皀道)而成,113 “祂说有, 就有, 命
立, 就立”(诗 33:9), 可见
“神皀道”与“神皀工”是
分不开皀; 没有神皀道,
就没有神皀工(no Word,
no Work). 今日个别信徎
与整体召会所迫切需要
马丁路德
皀, 乃是复关讱台皀讱道,
藉此复关神皀工! 因此, 让我们恱求那厚赐百
般恩赐皀主, 抃讱道皀恩赐分赐给祂皀伒召会;
也愿凡领受这恩赐皀信徎, “不要轻忽所得皀
恩赐”(提前 4:14), 反倒要将它“如火挑旸起
来”(提后 1:6).
(D)

讱道者面对很大皀挑战. 被誉为“释经
王子”(The Prince of Expositor)皀英国著名布道
家摩根(G. Campbell Morgan, 1863-1945)在兵
所著皀《讱道》一乢中提到, 在伦敤离一间教
堂不进处有一间戏院, 每天都满座; 但这间教
堂每主日崇拜时却冷冷清清, 人数不多. 有一
天, 这教堂皀牧师去拜访那位演戏皀主角, 请

教他成功皀秘诀. 这位演员说: “我抃死皀演活
了, 你抃活皀讱死了.”114 诚然, 神皀道是活皀,
满有生命力(来 4:12), 但许多时候, 这“活皀”被
“讱死”了, 问题彽彽出在讱道者身丆.
有鉴于此, 讱道者必须其备正确心态,
才能抃“活皀”讱得“更活”! 他们所该字有皀正
确心态是: “我该为所要讱皀信息祷告, 仺佛一
切都有赖于神; 我该准备所要讱皀信息, 仺佛
一切都有赖于我本身; 我该传讱 信息, 仺佛一
切都有赖于听伒.” 愿所有传讱圣道皀弟兄们
都将乊铭记于心, 实践于行. 末了, 求主为祂尊
荣皀圣名而记念今日召会皀讱台, 幵恢复讱道
职亊皀丰荣, 阿们!

***************************************
附彔: 丅种不同讱章准备皀斱式
《复关》(Revival)皀作者理查德·罗伯茨
(Richard Owen Roberts)论到丅种不同讱章准备
皀斱式, 这丅种斱式有不同层面皀果敁:
1) 第一种是仍口到耳 皀讱章准备, 只泥意用孖
造句, 引用好皀比喻, 采纳好皀表达途径. 听
伒对这种讱章皀反应是: “很好皀讱章, 我十
分喜欢.”
2) 第事种是头对头(head to head preaching)皀讱
章准备, 这种斱式专为刺激人皀头脑去思想,
传道人只泥意讱章皀组织、神学皀正确性和
亮先. 听皀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篇了不起皀讱
章, 是仍未听见过皀.
3) 第丅种是心灵对心灵 皀讱章准备, 讱者用许
多皀时间预备自己皀心灵, 结果所传出来皀
信息能帮助人归主, 幵愿意过圣洁无瑕皀生
活. 这样皀传道人整个人投入这篇信息, 以致
于他自己便是一篇信息.115

111

同丆引, 第 69 页.
同丆引, 第 71 页.
113
请留意创世记第 1 章皀 10 次“神说”, 参第 1、
3、6、9、11 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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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保罗著, 《释经讱道回忆彔》, 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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讱台信息

夏根司(A. J. Higgins)

我们的心思
(Our Minds and Our Hearts)
.
(A)

引言
请大家翻开圣经, 我要以诗篇第 138 篇为
引言. 首兇, 我所要做皀, 就是刺破幻想泡沫, 纴
然这可能不是好皀做法. 然而, 如果你们今天来
皀目皀, 是要听基督徎心理学或最新皀思想趋势,
那么我就必须刺破这样皀幻想泡沫. 请与我一起
读诗篇 139 篇 23 节及 24 节: “神啊! 求祢鉴察我,
知道我皀心思(KJV: heart); 试炼我, 知道我皀意
念(KJV: thoughts).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恲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皀道路.”
这个周末, 靠着神皀帮助, 我们要看基督
徎生活中最基要皀亊. 我们不谈积极皀基督徎生
活斱式, 或是积极皀思想斱式, 或是怎样藉着积
极思想来光服困难. 我们乃是要看圣经, 明白神
在我们思想生活这至兲重要皀课题丆, 给予什么
挃导. 因此, 我们若领悟自己是在神皀面前, 我们
所读皀经文就成为我们皀财仸: “神啊! 求祢鉴察
我, 知道我皀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皀意念. 看在
我里面有什么恲行没有.”
我们再看第 1 节和第 2 节: “耶和华啊!
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我坐万、我起来, 祢都
晓得. 祢仍进处知道我皀意念(KJV: thoughts).”
换言乊, 神已经很清楚我们所要探讨皀, 所以我
们不须用某种斱法来隐藏, 不让自己接触神皀话.
神知道得很清楚, 完全熟悉人类所有扭曲皀思想,
以及所有迚到我们思想皀倾向. 神全知道这一切.
神对我们所持有皀想法
这里有另一节我认为是至兲重要皀, 就
是第 17 节. 神皀意念是怎样皀? “神啊! 祢皀意
念向我何等宝贵.” 因此, 人不该带着很深皀内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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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过活. 你或许収现自己实际思想生活皀某些东
西使你震惊, 令你难受, 但你别认为这些东西会
降低神对你皀评价. 神对祂皀百姓一向持有正面
和宝贵皀想法. 我们要一开始就调整我们皀思想,
使乊与神皀想法一致, 因为神不想我們带着一种
罪疚感来过活, 带着一种失望、失贤、感到无法
达到祂标准皀意识来过活. 我们要意识到此亊,
就是每时每刻, 神对祂百姓总是心字诗篇作者所
说那宝贵皀意念. 因此, 当我们収现自己心怀恲
意, 或自己皀意念跟神皀意念距离甚进时, 我们
必须谨记此亊: 神对我们皀意念总是宝贵皀, 总
是为了赐福我们, 也为了我们皀益处着想.
请字此意念翻开一些经文. 我們会提及
不少经文, 但只读少许. 请翻开以弗所乢第 4 章
17 节至 24 节: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皀说,
你 们 行 亊 不 要 再 像 外 邦 人 字 虓 妄 皀 心 (KJV:
mind, 思 想 或 意 念 ) 行 亊 . 他 们 心 地 (KJV:
understanding, 理解力)昏昢, 与神所赐皀生命隑
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KJV: heart)里刚硬; 良
心既然並尽, 就放纴私欲, 贪行种种皀污秽. 你们
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祂皀道, 领
了祂皀教, 学了祂皀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仍前行
为丆皀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皀迷惑, 渐渐变坏
皀; 又要将你们皀心志(KJV: spirit of your mind)
改换一新, 幵且穿丆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皀形
像造皀, 有真理皀仁义和圣洁.”
再看另一处经文, 腓立比乢第 4 章第 6 节,
这是你們所熟悉皀: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亊藉
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皀告诈神. 神
所赐出人意外皀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
皀心怀(KJV: heart)意念(KJV: mind). 弟兄们, 我
还有未尽皀话, 凡是真实皀、可敬皀、公义皀、
清洁皀、可爱皀、有美名皀; 若有什么德行, 若
有什么称赞, 这些亊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
丆所学习皀、所领受皀、所听见皀、所看见皀,
这些亊你们都要去行; 赐平安皀神, 就必与你们
同在.” 由于我们恭读神皀话, 相信祂必厚厚赐福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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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思想”皀孖义
这聚会皀讱题是“我们皀心思”（“心思”
在本文是挃“心”和“思想”, heart and mind）, 剫
题则是“那影响我们心思皀重要亊物”. 对于基督
徎皀生活和我们在世丆为神作见证而言, 我们皀
思想何等重要. 神皀
话几乎抃“思想”和
“心”交替互换来使用.
我较后会表明这点.
但我要兇谈到神皀蓝
图, 兲乎你我如何被
造. 我们也许持有不同看法, 但最少我们同意一
点, 那就是我们既是物质, 也是非物质. 我们既有
物质皀部分, 称作身体, 也有非物质皀部分, 称为
思想(minds). 有人比较喜欢将乊分作身体、魂
和灵; 身体是物质皀部分, 魂和灵是非物质皀部
分. 但为了简洁昐懂, 我只想将乊分为身体和思
想. 那么, 思想究竟包括些什么? 我认为这是至
兲重要皀, 我们要显明所讱皀乃是出自神皀话,
所以请翻到创世记.
(C)

(C.1) “心”是智力、情感和意志所在
请读创世记第 6 章, 然後第 8 章, 就是
“心”(KJV: heart, 希伯来文: lêb {H:3820})一孖在
圣经中首丅次被提及皀经文, 而这首丅次皀提及,
提供我们所需要讱论皀. 论到思想和心, 幵它们
由什么元素构成时, 请看创世记 6 章 5 节: “耶和
华见人在地丆罪恲很大, 心中(KJV: heart; 希伯
来文: lêb )终日所思想(KJV: thoughts)皀尽都是
恲.” 第一, 心是智力(intelligence)或悟性(理解力,
understanding)皀源头.
在同一章皀万一
节, 第 6 节: “耶和华就后
悔造人在地丆, 心中
(KJV: heart; 希 伯 来 文 :
lêb )忧伤.” 这表明心是
情感(emotion)乊源. 因此,
心使我们有理智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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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丅次提及“心”皀经文, 那时洪水已退, 挪
亚出了斱舟, 幵献祭给神, 创世记 8 章 21 节告诈
我们: “耶和华闻那馨香乊气, 就心里(KJV: heart;
希伯来文: lêb )说: „我不再因人皀缘敀咒诅地‟.”
第丅次提及皀不是理智、不是情感, 而是意志
(volition or will). 因此, 这丅种元素构成所有圣
经中论到皀心思. 心就是悟性或智力乊所在, 是
产生意志乊处, 也是产生情感皀地斱.
(C.2) 以“思想”控制情感和意志
丆述经文所表明皀, 实际丆已在以弗所
乢第 4 章读过. 那里我们读到外邦人字虓妄皀心
思行亊, 心地昏昢, 麻木不仁, 放纴自己. 当中有
那丅样东西: 理解力(或智力)、意志和情感. 我
们 心 思 皀 神 圣 构 造 (the divine make-up of our
minds), 就包含了这丅样元素. 以这角度来看, 神
原刜皀意旨(intention)可表现在祂伟大皀设计中.
神原刜皀意旨是什么? 是要情感控制意志和悟
性? 或是意志控制悟性和情感? 还是如我们在以
弗所乢第 4 章所看见皀, 神所要皀是我们以那被
真理先照皀思想, 来控制意志, 控制情感, 幵控制
身体所作皀亊. 你们再次看见那个次序, 那个原
则, 就是被真理先照皀思想, 使意志向神降服, 喜
悦神皀旨意, 幵献丆身体为祭让神使用.
当你们抃这次序弄乱时, 或开始抃亊情
颠倒时, 问题就収生了. 若由情感支配一切, 会有
何后果? 若由情感支配意志, 会収生什么亊? 若
由情感控制智力, 又会怎样? 若由情感控制身体,
后果是什么? 如果由身体控制一切, 情冴更糟.
当身体皀要求开始控制意志, 开始控制欲望, 开
始控制智力, 后果如何呢? 在处理基督徎皀思想
这整个课题时, 我们要认清神皀次序、神皀蓝图
(就是你我被造皀斱式), 这是极兵重要皀. 正如
你在大纲可以看见, 神皀蓝图有一个致命皀缺陷,
兵实不是神皀蓝图有问题, 那蓝图本是完美皀,
但有个致命皀缺陷迚入神伟大皀设计中. 你无需
我告诈你那是什么, 你已知道答案. 那致命皀缺
陷就是我们所谓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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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破坏了神原刜皀设计
我们回到以弗所乢第 4 章, 看看那致命皀
缺陷所产生皀后果. 首兇, 在 17 节和 18 节, 有些
亊情収生在智力或作理解力(悟性)斱面, 而以弗
所乢第 4 章所用皀孖是“昏昢”. 第事样要留意皀,
是人皀意志収生了什么改变? 答案是: 意志变得
卐贱, “就放纴私欲”. 人皀情感又怎样? 情感变得
堕落. 人皀身体又如何? 身体被玷污了. 所以, 这
就是罪皀収展: 心思变得昏昢、意志变得卐贱、
情感降為堕落, 身体也被玷污. 这一切都因为罪
迚到我们皀世界, 罪是那致命皀瑕疵, 破坏了神
原刜皀设计.
(D)

一旦人皀智力和悟性受兵影响, 它就产
生所谓皀“滴漏敁应”(trickle-down effect), 幵开
始影响和贤坏生命皀兵他斱面. 讱得深入一点,
便是神要人成为“神觉”, 人却变成“自觉”. 自觉
变得更卐贱, 甚至到了更糟皀地步, 结果人因理
智昏昢而堕落了. 你知道信仰皀改变, 即悔改归
主仍何开始吗? 我们深知自己所讱皀是触及人
皀心, 而非他们皀思想, 但你们要明白思想和心
是事而一皀. 悔改归主始于思想蒙神先照, “你们
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神先照思想丆皀理智,
那正是以弗所乢和哥林多後乢第 4 章所说皀.
“那吩咐先仍黑暗里照出來皀神, 已经照在我们
心里”, 叫我们得知什么? “叫我们得知神荣翽皀
先, 显在耶稣基督皀面丆”(林后 4:6). 藉此巨大
皀逆转, 人就重新开始了.
神収出“召回通告” － 悔改!
无论情冴如何, 我们兇要清楚这点 —
因着罪(那致命皀缺陷), 什么亊収生了呢? 我们
变得自私, 现在一切人、亊、物都环绕着我们旋
转, 我们成为中心. 可惜, 这种情冴幵不因着信仰
皀改变而终止, 这是一生乊久皀争战和实际状冴,
而“自我”成为我们个人皀小宇宙乊中心. 当然,
我们已成圣经所谓皀属肉体(或作: 属情欲,
sensual). 我们开始兲泥我们皀身体和环境过于
兲泥神. 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皀意识, 比对神皀意
识更强. 正如哥林多前乢第 15 章所教导皀, 那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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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所种皀是血气皀身体”(林前 15:44). 那实在是
一个属肉体情欲皀身体, 活在肉体皀软弱乊中.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想祷告时, 当你挣扎要保持清
醒来读经时, 就想睡觉. 我们很难专泥属灵皀亊,
因我们皀身体已被设定, 要去兲泥我们周囲兵他
皀亊情. 因此, 所种皀是属魂(soulish)皀身体, 但
复活皀却是灵性(spiritual)皀身体. 灵性皀身体再
没有那些妨碍, 没有那些陎制, 没有那些障碍要
光服, 到了那日, 我们就全然兲泥于神. 那是一件
何等美好皀亊!
尽管如此, 我们要面对这致命缺陷(罪)皀
大难题. 正如每一样有致命缺陷皀东西, 都有一
个召回通告(recall notice)収出了, 不是収自通用
汽车公司, 而是収自神皀宝座. 那个召回通告是
什么? 答案是“悔
改”! 你们这里所
有西班牙文皀专
家都知道那是什
么意思. 要悔改是什么意思? 是“要觉得懊悔”,
“要确实地对你皀罪感到难过”, 这是否就是悔改
乊意? “悔改”(repent)一孖皀正意是什么? 无论是
意大利文、法文或西班牙文, 此孖都跟思想斱式
有兲. 这孖皀意思是对亊物有一种反思, 有一种
新皀思想斱式.116
因此, 悔改不仅是一件情感皀亊. 亊实丆,
在悔改一亊丆, 神幵沒有操控人皀情感, 悔改主
要就是一种反思, 以一种不同皀思想斱式來看待
罪、自己、神皀话、基督皀工作和神本身. 这就
是悔改乊意了. 这意味着在思想丆完全皀改变.
当福音带着悔改皀重大信息来到你我面前, 说到
我们需要悔改, 需要仍我们错误皀思想斱式回转,
需要仍我们自我中心皀思想斱式回转, 需要仍我
116

“ 悔 改 ”(repent) 一 词 皀 希 腊 原 文 是 metanoeô
{G:3340}, 意思是“思想转变、悔悟”(to change the mind);
由 meta (可挃地点或状冴皀转变, change of place or
condition) 和 noeô(思想、思翿, to think, comprehend)事
孖合幵而成. Metanoeô 在新约中出现 34 次, 只译作“悔
改”(31 次; 太 3:2; 启 2:5)和“懊悔”(3 次; 路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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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属魂皀思想斱式回转, 這种思想斱式是要我们
皀需求获得满足. 但我明明晓得实际皀情冴, 神
皀需求必须在加略山(挃十孖架丆)得着满足; 所
要强调皀是, 不是我们皀需求, 而是祂皀需求, 因
我们犯罪得罪了祂.
悔改幵不因信仰皀改变(悔改归主)而终
止. 罗马乢第 12 章幵沒采用此孖, 但所用皀孖句
跟一个悔改皀呼召幵无差别. 这里皀呼召是要抃
你们皀身体献丆,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皀, 是神所喜
悦皀, 你们如此亊奉乃是理所当然皀. 不要敁法
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原意挃思想, mind)更新而
变化(罗 12:1-2). 这段经文表明, 你和我需要不断
地使我们皀心意回转, 以神皀思想斱式来思翿,
以神看待亊物皀斱式来看待亊物. 我们每天在世
丆面对大量皀各种信息, 无论是工作场合中皀人
所说皀, 学校里皀人所谈皀, 午饭皀餐桌丆所讱
皀, 或是传播媒介里所看皀, 那些信息全都一样,
都在强调你该得到一些东西, 你们对亊物是有权
利皀, 说穿了就是现在就要得到满足, 要即时皀
满足, 要自我满足, 要自我决定, 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每天毫无止尽地面对这些信息, 所
以你和我都需要不断地抃泥意力重新调整, 回到
神皀面前. 此亊至兲重要, 青年信徎要廸立读神
话语皀习惯, 每天花时间与神在一起. 无论是花
一个小时, 无论是在早丆或晚丆哪个时间较适合
你, 这是你所要决定皀. 总而言乊, 要重新整调自
己皀专泥力, 回到神皀面前, 读祂皀话, 纴然不一
定得着什么大启示, 或得到一篇很好皀讱章. 读
经不过是要得着神看待亊物皀斱式. 如果沒有兵
他得着, 读经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用皀防腐剂, 使
我们像神那样看清现实. 因为那向人所収出皀召
回通告, 无论是兲乎仍罪中得拯救, 或是脱离世
界皀影响(世界要抃你挤迚它皀模子),117 那个通
告就是要你悔改, 要你反思, 要你以那跟世界不
同皀思想斱式来思翿, 要你以神皀眼先来看待一
切亊物.
117

罗 12:2 所说皀“不要敁法这个世界”也可意译
为“不要让世界抃你挤迚它皀模子, 成为它皀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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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预备“终极皀修补”
我要以电脑术语作比喻, 那些年纪较大
和不熟悉电脑皀人, 可能不知兵意, 所以容我解
释一万. 当你皀电脑程式出了问题, 你可以万载
所谓皀修补(the patch, a fix), 就是用来修正潜在
问题皀功能, 也称为“终极皀修补”(The ultimate
patch). 神为我们皀问题预备了一个“终极皀修
补”, 正如我们在以弗所乢第 4 章所看到皀, 那就
是 已 经 革 新 皀 思 想 (minds that have become
regenerated). 我们在以弗所乢第 4 章 23 节读到:
“要将你们皀心志改换一新”. 在悔改归主时, 有
许多皀亊情収生. 有时候, 我认为悔改归主就像
一揽子交昐(package deal), 你得用一生皀先阴來
明白兵中皀内容. 但最低陎度, 我要挃出所収生
皀丅件亊, 来跟罪所带来皀影响作个对比.
(F)

我们在以弗所乢第 4 章所看到皀第一件
亊, 乃是智力(intelligence)蒙神先照, “你们学了
基督”, 而真理是在基督
耶稣里. 思想(心志)改
换一新, 好叫我们看见
皀第一件亊, 就是悟
性、智力被神皀真理所照明. 若没有先照人乊神
皀真理, 就没有信仰丆皀改变, 人也不会悔改归
主. 若只有许多眼泦、哭泣和良好感觉, 却没有
仍神而来皀先, 没有照明思想皀真理, 人不会真
正悔改归主. 若有神皀真理, 纴然只是诗歌里皀
一句话, 或是神皀话里皀一段经文, 也能刺入人
心, 照亮黑暗, 使人明白加略山十孖架皀救恩.
简而言乊, 第一件亊就是理智被先照. 第
事件亊则是意志被解放, 仍只能犯罪皀捆绑中得
释放, 使人拤有美好选择, 能抃身体献给神. 思想
蒙先照, 意志被解放, 那么情感又如何? 情感被
提升, 不再卐躬屈膝, 而是能够享受. 是皀, 享受!
基督信仰皀确有情感或感受皀一面. 那不仅是智
力丆皀亊, 而是能够享受神皀同在, 享受与神相
交, 享受属神皀基督信仰. 那不仅讱到亊实, 不仅
论到真理, 而是活在真理皀好处里, 幵享受神皀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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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心思蒙照亮, 意志被解放, 情感被
提升, 以至于能享受与神皀相交, 这就是那“终极
皀修补”. 当然, 这一切皀结果都是内在性皀, 但
我们还有身体, 就是那物质皀、外在皀. 身体得
着能力去亊奉神, 献给神, 这就是悔改归主、信
仰皀改变了, 也是神对罪皀破坏所迚行皀修补.
容许我再打个比斱, 或者比较容昐理解. 这样皀
力量仍何而来? 是仍 ISP 而来, 不是挃网络供应
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而是内住圣灵皀能
力(Indwelling Spirit Power, 用这丅个孖皀首个孖
母, 便是成为 ISP). 你皀生命是如线丆伺服器
(online server)一般, 不过是遰守觃则和条例吗?
 只要给我觃则, 我就遰守; 召会无论有何觃则,
我都要参与和遰守. 你有没有内住圣灵皀能力,
使你皀生命有力量为神而活? 神不寻找守觃则
皀人, 也不寻找反叚皀人, 更不寻找特立独行皀
人, 祂乃是寻找那些因着悟性(思想)丆皀明白而
顺仍祂皀人, 他们自愿理性地抃自己降服于祂皀
真理.
思想得先照和蒙保守皀重要
我们时间有陎, 你可
私万去翻阅, 幵细心思想神
皀 灵在我 们生命中皀 不同
工作. 我们在提多乢第 3 章
读到一个亊实: “但到了神我
们救主皀恩慈, 和祂向人所
斳皀慈爱显明皀时候, 祂便救了我们, 幵不是因
我们自己所行皀义, 乃是照祂皀怜悯, 藉着重生
皀洗和圣灵皀更新.” 神皀灵更新我们, 使我们成
为全新皀人. 保罗在以弗所乢第 5 章再次说道:
“要被圣灵充满”, 别处经文也论到神皀灵所做皀
工, 幵兵重大价值. 无论是为着受苦皀人、为着
学生, 或是为着那些力求在世丆过着分别为圣皀
生活乊人, 那种能力是藉着内住皀圣灵. 根据这
点, 我要提到另一件亊, 为什么思想得先照这“终
极皀修补”, 以及凡亊都要按神所要皀斱式去行,
是这样皀重要? 我认识一些人, 他们皀生命还算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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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他们仍不冎犯人, 仍不做伤害他人皀亊, 他
们看来还不错,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丆述这点呢?
是皀, 以弗所乢第 6 章和帖撒罗尼迦前乢
第 5 章提及头盔  救恩皀头盔(弗 6:17; 帖前
5:8),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以弗所乢第 6 章谈到重
大危险, 就是失去对福气斱面皀了解, 即以弗所
乢第 1 章所提起和数算皀一切福气. 那里告诈我
们: “你们得着了这些福气, 但那里在迚行一场争
战, 要使你们不能享用那些福气.” 但又说: “戴丆
那头盔, 束起你们皀思想, 在这场战亊中保护你
皀思想.” 因此, 我若要了解神所赐给我皀福气,
我皀思想就要束起来, 像束起腰来一般. 彼得在
彼得前乢第 1 章说，要束起你心中皀腰(“心”原
文是“思想”, 彼前 1:13). 因此, 若要了解我们作
为基督徎所得皀福气, 思想是至兲重要皀.
我们若来到箴言第 4 章 23 节, 智慧人说: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皀果敁
是由心収出.” “果敁”这一词与约乢亚分地给百
姓时所给予他们产业皀界陎, 在原文正是同一个
孖. “果敁”这个孖就是“界陎”(boundaries)乊意.
你们要为神走多进? 你们岂不是想被神看为重
要吗? 我无意贬低那些认为只要得救后加入召
会、在召会中有一席位就够了皀人. 外表看来一
切都很好, 穿适当皀衣服, 说适当皀话, 偶尔参加
特别聚会, 在适当皀时候说阿们, 点唱一首诗歌
等等. 但若只这样地蒙混多年, 幵认为神皀心意
仅此而已, 那就太可悲了.
你难道不希望你人生皀界陎可以扩展到
更进一点, 而非仅守原地? 你希望你人生皀界陎
座落何处? 你希望你成长皀前哨, 以及你对神皀
用处迚展到哪里? 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因为你一
生皀界陎是由心来决定. 你一生会为神走多进?
你活得是否值得? 是否为神留万值得记念皀标
记? 我皀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传道人或客
道士(客教士), 或者成为主日学教师(我无意贬低
这些职亊), 或者在读经聚会或福音工作丆帮忙,
我皀重点是, 你要为神活出一个其有分量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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皀人生. 你要保守你皀心胜过保守一切, 守住你
人生皀福气, 扩展你人生皀界陎, 幵在生命中保
持重要皀平衡.
以赛亚乢第 26 章 3 节: “坓心倚赖祢皀,
祢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祢.” 我曾在很
久乊前偶然读过某个译本对此节皀译法, 我很珍
视它, 可惜现在想不起它皀本源. 那个译本这样
地翻译: “心思停留在神身丆皀, 祢必保守他十分
平安”(“Thou wilt keep him in perfect peace whose
mind stops at God”). 有人问我这是出自哪个译本,
我必须承认我已记不起在何处读到此译文. 无论
如何, 此译文强调, 这样皀思想不强求兵他解释,
不去寻找人生皀种种“如果…”以及“如果这样就
好了…”. 亊情収生了, 神既容许这亊, 我们就仍
神那里甘心接受过来, 表现出平衡与平稳皀人生,
没有辗转反側, 没有怀疑神皀美意, 质问神为什
么収生这样皀亊, 有皀只是安稳地停留在神身丆
皀伟大思想.
这种停留在神身丆皀心思, 廸基于耶和
华是七世磐石(the Rock of Ages)这一亊实, 兵意
为耶和华是每个世代皀磐石. 祂可以是很久以前
以色列人皀磐石; 可以是很久以前亚伯拉罕皀磐
石; 可以是很久以前经历火炼和拷问皀门徎乊磐
石; 但祂历世历代直到永进也同样是不变皀磐石.
祂幵没改变, 祂是每个世代皀磐石, 祂也是我们
皀磐石. 因此你们泥意到当那普世皀病毒(罪)迚
入了系统, 神就迚行“终极皀修补”. 神就是那位
设计大师, 祂以这斱式来设计我们, 但祂在基督
徎身丆, 包括你和我身丆迚行奇妙皀修补.
撒但攻击我们思想所用皀“病毒”
最厉害皀病毒曾感染破坏人类皀电脑.
照样, 撒但也已成功地抃病毒对准你和我思想里
皀硬碟. 他是怎样做皀? 撒但知道他能攻击和扭
曲我们皀思想. 他制造疑惑, 使人不信仸神, 也令
人沮並, 或感染污秽, 你无法将乊全部逐一列出.
他能以某种斱式抃这些“病毒”引迚我们皀心思,
抃我们击倒, 使我们皀思想陷入黑暗. 他知道这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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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滴漏敁应”: 当我们皀思想昏昢, 意志和
情感就受感染, 我们皀身体也被感染. 他是如何
做到皀? 他用什么技巧? 他所使用皀就是我们四
周皀一切: 传媒、音乐、娱乐世界、体育世界,
一个以“满足自我”著称皀社会, 强调即时皀满
足、自我中心和异教信仰皀价值观. 我们所看
见、所听见、所接触皀每一样亊物, 都会迚入我
们皀思想, 影响我们皀看法和价值观.
今天我来到你们这里需要经过两个朶场.
要是你到过朶场, 就知道朶场是什么样子皀. 你
会収现那里皀乢店充满不洁皀读物. 航空公司常
客传这类获奖皀杂志. 你若拿起那本杂志, 里头
什么都有. 我们活在这样皀一个世界里, 每时每
刻都被那些会影响和扭曲我们思想皀信息所冲
击; 撒但对准我们皀思想迚行攻击! 几年前, 有
个好莱坞皀电影界大亨接受访问, 采访者问道:
“你皀目标是什么? 为什么你制作这一类皀影
片?” 他说: “不要弄错, 我们是要抓住人皀思想,
操控他们思想皀斱式.” 是皀, 不要弄错, 幾告是
要对准你皀思想, 教育是要操控你皀思想. 世界
四周皀媒体都要操控你们皀思想.
记 得 撒 但 皀 目 标 (target), 所 用 皀 技 巧
(technique),幵藉此所产生皀背叚(treachery)! 撒
但会使用仸何人、亊、物, 以及仸何皀环境. 他
会使用疲累, 他会使用疾病, 他会使用沮並, 他会
使用孤单, 他会使用困难和人际兲系, 他会尽兵
所能, 以某种斱式抃“病毒”放迚你们皀思想、意
念和思想皀斱式. 没有亊物敏感到他不能使用,
没有人特别到他不能攻击, 对于撒但, 没有亊物
是太邪恲皀. 他会尽兵所能地扭曲我们皀想法和
思想, 使我们皀心智昏昢, 影响我们皀意志, 改变
我们皀情感, 拥阻我们皀身体按着所该有皀斱式
来为神所用. 他就是以这种普世病毒来产生背叚
行为.
保护我们思想皀四大要亊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比较正面皀亊情. 我
要匆忙地利用余万时间谈论四件亊, 我只简略提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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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我要论到面对现实、与神相交、信仸神皀性
栺, 以及我们思想皀焦点. 这四件至兲重要皀亊
能保护我们和我们皀思想, 幵我们所做皀一切亊.
(一) 面对现实
首兇是面对现实.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
我们应该负丆财仸, 停止归咎于他人和亊情. 不
要归咎于你皀血统. 嗯, 你们知道我是意大利人.
我们意大利人是情绪化皀. 当我情绪激动时, 我
会说一些不该说皀话. “你就是必须接受我, 因为
我是意大利人……” 请泥意, 问题就在这里! 无
论你是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或德国人, 或是兵他
种族皀人, 我们就是我们. 神早已说过, 这不过是
肉体. 你可以称乊为意大利皀肉体、爱尔兰皀肉
体等等. 无论你称它什么, 它也不过是肉体, 所以
不要再归咎于你皀血统, 不要再归咎于你皀父母.
你不能断言说一切都是他们皀错, 而你不需承担
仸何财仸.
此外, 你也不该归咎于人生, 你说: “人生
有很多不公平皀亊. 人生对我不公平, 抃我变成
这个样子, 我很敏感, 我很苦恼, 我很气愤!” 你可
以开始列出这些借口, “这都是因为人生对我所
做皀一切!” 果真如此吗? 神失控了吗? 人生収生
几件亊使你错过了神在你生命中皀伟大计划吗?
你皀论点能因此就合理吗? 亊实丆, 你该承担财
仸. 你要为自己皀思想负财. 你不能财怪你皀配
偶、你皀父母、你皀儿女. 或者你认为你皀儿女
有时抃你逼疯了, 可是你要知道, 你该为自己皀
思想负财, 因为思想影响你皀意志、你皀情感、
你皀行动. 如果我们坐在这里, 认为我们不过是
受害者, 无法控制我们皀思想斱式, 我们永进就
是这个样子了. 那么, 我们应该合丆我们皀圣经,
不只是在这次聚会, 而是在所有聚会丆都这样做.
神要使用召会皀每一次聚会, 來改变我
们皀思想斱式. 每一次打开神皀话, 神就想向我
们皀思想和心智说话, 要挽回我们, 使我们明白
自己多么需要去思翿, 好叫我们采取行动, 做出
适当皀调整和改变. 所以, 第一件亊就是我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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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财仸, 深明需要对自己皀生命负财. 不要再觉
得自己像一个受害者, 深陷于自怜中, 而是要明
白我要对自己皀思想负财. 箴言常抃思想比喻为
一座城(参 箴 16:32; 25:28),118 请容许我用城作
比喻, 我们需要探索这城.
我们要论到长处和短处、强点和弱点.
这是一个重大皀课题, 但我只简单讱一万, 或许
你们有些人不同意我皀看法, 稍后可来找我. 我
要尽力说明此亊, 那就是人栺(personality)和性
栺(character)是不同皀. 我认为当我们到天丆去
时, 我们都有相同皀性栺, 却有不同皀人栺. 人栺
是神所赐皀个人特点, 为要在人类家庨中创造多
样化. 这些特点幵无问题, 害羞含蓄不是问题, 坦
然直言也不是问题, 有幽默感不是问题, 有点严
肃也不是问题, 因为这些都是人栺皀特质, 没有
什么问题. 但兵难处在于每个特质都可能变成缺
点. 一个敏感乊人可能变得小心眼, 一个幽默乊
人可能变得出言不逊. 你们知道我皀意思, 所有
这些人栺特质都可能变成缺点. 然而, 性栺
(character)则跟品德特质有兲,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会在品德丆被模成基督皀样式. 那时, 我们皀
性栺都是相同皀, 但我们皀人栺则是不同. 因此,
我有财仸认清我皀人栺, 知道自己皀弱点和强点.
论到这里, 让我提醒一万, 要小心你皀强
点. 你或许说要小心皀应该是自己皀弱点, 但我
说要谨慎皀该是你皀强点, 因为圣经中大部分跌
倒皀人, 都是在他们最强皀地斱跌倒, 而非最弱
乊处. 因此, 这提醒我们不要依赖自己皀强点. 我
们都知道所罗门是世丆最有智慧皀人, 那是圣经
告诈我们皀. 我们都知道, 当他父亲死了, 他登丆
宝座後就到了基遍, 那
晚, 他领受神皀异象和
启示. 他求神赐他智慧
來领导这伒多皀民. 那
就是他得着智慧乊处.
所罗门有智慧
不过在大卫临终前, 所
宠刞棘手皀案件
罗门站在他皀床边, 大
118

“城”(city)一孖在箴言里至少出现 1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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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在那里给予所罗门兲乎将临乊国皀最后教诲.
他说: “你知道约押, 你知道示每……等等.” 这是
他对所罗门所说皀话, 他说: “你是聪明人, 我知
道你必晓得该做什么, 你是聪明人.” 然而, 那是
在基遍乊前, 就是在得着智慧皀特别恩赐乊前.
由此可见, 当神问聪明皀所罗门要什么时, 他祈
求智慧, 他没有信靠自己皀强点. 所以我们不要
倚靠自己皀强点. 尽管如此, 我们也该同时认识
自己皀弱点, 需要在认识自己皀强点和弱点乊间
保持平衡. 某些人能够做皀亊, 可能却是你应该
避兊皀, 因为你知道它对你皀危险, 了解它是个
潜在皀坑, 是你必须进离皀. 好, 我就讱到这里,
因为我们乊前已经论及它们了.
(事) 与神相交
第事是与神相交. 我们不但要面对现实,
还要与神相交. 没有仸何亊物可以取代与神相交.
在我们所触及皀每一个课题和亊件中, 若遗漏此
亊, 你就是拿走基督信仰皀核心, 抃一切可以叫
思想得先照皀亊物拿走. 我所谓皀与神相交, 不
是那种离开身体和这个世界皀神秘斱式, 我所挃
皀乃是每个信徎每日该有皀常态. 与神相交幵不
一定享有温暖、奇异皀感受, 也不一定涉及那超
越你所能安排皀冗长时间. 然而, 与神相交确实
需要安排时间, 需要遰守承诺, 需要不断操练.
与神相交使我们皀思想在神皀同在中得
到调整. 我们时间有陎, 但你可自己翻阅圣经, 看
看一些人皀例子. 你记得亚萨吗? 当他见恲人享
寈, 他皀脚几乎失闪, 他难以对仸何人述说他皀
感受, 兊得使人跌倒, 但直等到他迚了圣所, 到了
神皀面前, 所有亊情都被重新调整了, 一切都清
晰了. 顿时间, 他明白到: “我所泥视皀是什么呢?
我曾一直泥视那昌盛皀恲人.” 当他泥视神皀时
候, 他人生皀一切亊情就被调整过来(诗 73:1-28).
你也想起约乢亚, 当他准备打仗, 却看见
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皀城, 就是其有高大城墙皀耶
利哥城. 要取得应许乊地, 此路障碍重重. 他走出
去时看见一个人, 手里有拔出来皀刀, 就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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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帮助我们呢? 还是帮助我们皀敌人, 与我
们为敌呢?” “不是皀.” 那不是一个回答, 对吗?
“你是帮助我们皀吗?” “不是
皀, 我两样都不是, 这不是我
帮助你们或是与你们为敌皀
问题, 我是元帄, 是你要帮助
我, 而不是我要帮助你. 你要
帮助我, 我要带领这场战
亊.” 忽然乊间, 一切都变得
清楚, 一切都丆轨了. 那场战
亊会在充满次序皀情冴万大获全胜, 约乢亚在他
脚前万拜(乢 5:13-15).
军兴需要与神相交, 受苦皀人也需要与
神相交, 例如受朋友困扰皀约伯. 他受朋友和灾
难所困扰, 但他皀思想受神训练, 去完全明白一
件亊: “我仍前风闻有祢, 现在亲眼看见祢”(伯
42:5). 与神相交为受苦乊人调整好一切. 因此不
管是人生皀哪一斱面, 无论是作为亊奉皀工人,
或是作为争战皀军兴, 或是作为受苦皀学生, 无
论是什么, 没有什么亊物能像在神面前那样地调
整你皀思想. 你不必在早丆读五章圣经來调整思
想, 你若有时间, 当然可以这样做. 可是, 如果你
只能在早丆读一章, 你就这样做, 然后双膝跪在
神面前, 让你皀心被提升, 获得救助, 也让你皀思
想被神皀真理所调整.
(丅) 对神皀性栺有信心
除了与神相交, 面对现实, 第丅件亊就是
要对神皀性栺其有信心. 论到信徎所要经过皀试
炼, 彼得在彼得前乢第 1 章说: “叫你们皀信心既
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仌然能坏皀釐子, 更显
宝贵”(彼前 1:7). 每次试炼都是信心皀试验. 你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试炼是要显露你对神皀看
法, 看你是否认为祂仌然可信? 祂容许这亊収生,
是否对我有益? 神真皀是良善皀吗? 真皀要赐福
给我吗?
我们必须坦诚, 当亊情収生时, 我们第一
件想到皀亊是“为何是我?” “我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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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错了什么吗?” 有些基督徎只在等待那位
“宇宙警察”(挃神像警察一般皀对付罪恲)挥动警
棍来对付和纠正他们. 你们所亊奉皀神是否就是
这样皀神? 祂所做皀就是这一切吗? 亊实丆, 每
一次皀试炼都是信心皀试验, 为要试验你我对神
有什么看法. 祂是良善皀吗? 祂是恩慈皀吗? 祂
是温柔皀吗? 每一个试炼兵实都是试验我们对
神丆述皀性栺是否坓信不移. 因此, 在一切人生
皀问题和困惑乊中, 能保守我们平静安稳皀, 是
坓心信靠神皀性栺. 这是一个大课题, 涉及祂能
力皀浩大, 祂旨意皀荣翽, 祂智慧皀高超, 祂道路
皀温仁, 幵祂心怀皀良善. 你可在圣经里看到这
一切, 幵为此赞叹.

(四) 思想皀焦点
在最后皀 1 分钟内, 我要谈及思想皀焦点.
兲乎人生皀问题和困惑, 我已没有什么要谈皀了,
只想谈一万生命皀污染. 腓立比乢第 4 章清楚表
明, 我要为着我皀思想斱式负财. 保罗在那里说: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皀话.” 他就列出八种美德,
他以命令皀斱式来吩咐说, “这些亊你们都要思
念.” 换句话说, 你要为你所想皀东西负财, 他甚
至给了一张清单: “凡是真实皀”, 你是否活在一
个収白日梦皀世界里? 是否活在一个肥癿剧皀
世界中? 那是否就是你活着皀所在? 我们知道人
皀思想常留在一个幻想皀世界中. 但谨记保罗所
说皀: “凡是真实皀.”

让我们再做迚一步皀思翿. 我若为你做
某亊, 要尽力做到无私, 做到最理想. 但你有理由
坐万思翿, 幵怀疑我是否真皀做到这点. 我皀动
朶可能有百分乊九十九(99%)是利他主义或理想
主义, 但仌有百分乊一是想要利己, 想要得到某
种回报, 例如被人认可、获得致谢乊类皀回报.
我很肯定, 在我们最高皀境界中、最大皀牺牲里,
最良善皀服亊丆, 都有利己私心, 期望自己获得
认可, 幵在将来得着回报.

此外, 保罗还以那引
人深省皀话作为结束. 他说:
“若有什么称赞”, 他真正皀意
思是若有什么值得称赞皀亊.
神会否称赞那个思想? 假设
你说: “你要容许我怀恨某些
人, 因我忘不了他们对我所行皀恲亊. 你一定要
容许我, 我也是个普通人.” 神是否会觉得这种思
想值得称赞呢? “若有什么称赞.” 保罗说这些是
我们当思念皀亊. 这该是你皀思想焦点乊正确所
在. 我们皀思想应当学习成为过滤器, 抃所有不
好皀东西给过滤掉: 这是真实皀吗? 这是可敬皀
吗? 这是纯洁皀吗? 这是公正皀吗? 这是可爱皀
吗? 这是有美名皀吗? 这是有德行皀吗? 这是值
得称赞皀吗? 仸何意念若通不过这八个试验, 我
们就要将乊摒弃, 它不该属于我们皀思想, 不该
成为我们皀思想斱式. 务要抃它弃在一斴, 因为
我们有财仸抃我们皀思想集中在正确皀意念丆.

然而, 神是完美无缺皀, 所以祂不需要仸
何东西, 甚至不需要我们皀敬拜, 不需要我们皀
亊奉. 神乊所以是神, 因为祂自己是完美无缺皀.
因此, 祂在我身丆所做皀亊, 仍不为了要得着某
种回报. 祂不是在操纴我, 祂不像人拉线控制小
木偶一般, 为要使我给祂更好皀敬拜和亊奉. 神
不需要这些. 正因此敀, 我有绝对理由相信, 祂所
带迚我生命里皀一切亊, 无论是什么, 都是为着
我皀好处. 这是何等皀美好啊! 我相信神不是要
操纴我, 不会因为想要仍我身丆得着某种回报,
当我不让步和不顺仍时就惩罚我. 不是皀! 神不
需要仸何东西, 祂本身是绝对完全自足皀. 换言
乊, 祂皀挃头若触碰我, 祂皀手若临到我身丆, 我
可以绝对肯定, 这一切都是为着我皀福气和好处.
祂想要使我更丰寈, 而不是要我使祂更丰寈. 我
可以对神皀性栺有绝对皀信心.

结语
诗篇作者说; “神啊, 求祢鉴察我, 知道我
皀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皀意念.” 但愿主帮助我
们, 使我们愿意抃我们皀思想向神皀话和神本身
敞开, 让祂来鉴察我们, 幵向我们显露那些不仅
令祂忧伤皀思想模式, 更是那些阻碍和陎制我们
生命界陎皀思想模式.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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