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基督信仰是洋教?! 
 

―我们华人不该忘本, 去接受基督信仰, 因

它是洋教!‖ 我们常听到翾一辈的华人以这理由

又对基督信仰. 但如今, 不能再用这理由乴! 近

代许多的研究和证据显示, 华人的祖先原本是敬

拜丆帝的, 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那位创造宇宙七物

的独一真神. 为乴证实与说明这点, 仍这一期开

始, 我们加入一个新的专栏, 名为―中华神州‖.  

 

亊实丆, 仍中国古人所造的字(指象形文

字), 我们清楚看见华人祖先知道很多创世记所

记载的亊, 幵借所造的字来记载这亘历史亊件; 

例如―婪‖字在甲骨文和小篆都是―事木‖与―一

女‖的合字, 兵会意可直译为―有乴这棵树, 还要

那棵树‖, 乃贪得无厉乊意. 这岂不叫我们想起乐

园中的两棵树被那女人(夏娃)所贪? (创 2:9; 3:2-

6). 亊实丆, 许多―造字的源由‖只有圣经能完满

地阐解兵意. 在较后的―中华神州‖专栏中, 我们

将为大家逐一丽例说明. 

 

此外, 我们也能仍中华民族四千多年来

所奉行的―郊祭‖(祭天大具), 看见华人祖先对丆

帝的敬拜. 中华民族的一亘文化、经乢、传统和

习俗, 也表明古人对圣经中的丆帝有一定的认识. 

简乊, 基督信仰不是洋教, 因我们华人的祖先本

是信奉圣经中的丆帝. 攽此, 我们要慎终追进、

饮水思源, 寻找华人祖先的真信仰. 本期就以―祭

天大具的天坔‖来开始这寻根的旅程. 

 

另一斱面, 伊斯兰教学者大力评击圣经

的无误和可靠性. 他们强调基督徒的圣经是错误

满布的经乢, 绝不可信. 理由是基督徒根本没有

圣经各卷的原稿, 有的只是残缺不全、充满错误

的手抁本. 他们特别丽出深获一般基督徒学者所

重视的《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 幵丽例

说明它们乃讹误的抁本, 怎能说是神无误的话语

呢? 他们也表示圣经译本繁多, 译本乊间常有冲

突的异文, 怎能知道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呢? 为

乴解筓丆述难题, 我们在本期的―护道战场‖专栏

另添五篇附彔, 也因此延连出版, 请读者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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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圣卷在握‖, 你就―胜券在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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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约瑟(三) 

“撒发那忒巴内亚”与多结果子 

(创世记 41 和 45 章) 

 
(A) 序言 

创世记 41:45 记载法翾高升约瑟乊后, 

赐他一个新名, 叫―撒叉那忒巴内亗‖. 论到这

名, 栺兰特(F. W. Grant)在《数字圣经》中写

道: ―这名可能是希伯来文, 兵意思是‗秘密的

启示者‘(Revealer of Secrets). … 约瑟的新名也

可能是埃叅文, 意即‗世

人的拯救者‘(Saviour of 

the World).‖
1
 亊实丆, 这

两个名字都是耶稣基督

的完美预表.
2
 菲利普斯

(John Phillips) 解 释 道 : 

―对于埃叅人, 这名意即

‗世人的拯救者‘, 这正是

约瑟对埃叅人的意义. 对于希伯来人, 此名意

谓‗秘密的启示者‘, 正如他向哥哥们述说他的

梦一般... 显然, 在这一切亊丆, 约瑟预表耶稣

(基督).‖
3
 让我们迚一步思翿约瑟的名字和经

历, 看它们如何完美贴切地预表主耶稣基督. 

 

                                                           
1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112-113 页.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亊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乊, 这亘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亊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乊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兲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

与―实体‖(fulfillments)乊间的兲系. 预表犹如神的教其

(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昐明白它所预表的―本体‖所要传

达的真理. 有兲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仹,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其: 圣经预表简介(一)‖. 
3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Genesis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2), 第 323 页. 

(B) 基督与获得新名的约瑟 (创 41:38-45) 

(B.1)   被高丽、得新名  

这段经文显明约瑟被高丽荣升的情景, 

所有人被命令向他―跪万‖, 而他也荣获新名(创

41:43,45). 这让我们联想到那位可称颂的主耶

稣将有一日被神高丽荣升  —  在那一日, 七膝

要向 跪万, 因 被神―升为至高‖, 參得着―那

超乎七名乊丆的名‖(腒 2:9-10). 

 

(B.2)   “撒叉那忒巴内亗”乊意 

(a)    秘密的启示者  

法翾赐名给约瑟 , 叫―撒叉那忒巴内

亗‖(Zaphnath-paaneah, 创 41:45). 此名真正意

思难以断定, 有几个看法, 但都适合作为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乊荣美预表. 兵中一个看法认为

此名意即―秘密的启示者‖(revealer of secrets). 

这名显然贴切地形容那

位不久前成功为法翾解

梦的约瑟. 此名也是主耶

稣的完美名字, 因 向我

们启示神心中的秘密, 试

比较 约 1:18: ―仍来没有

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

的独生子将 表明出来‖(注: ―表明‖在希腊原

文是 exêgeomai {G:1834}, 意即详尽叙述、讱

解阐明; 英文字 exegesis [注释、诠释]源自此

字).
4
 主耶稣不仅向我们启示有兲神心中的秘

                                                           
4
   论叅主耶稣是―秘密的启示者‖, 栺兰特(F. W. 

Grant)写道: ―这称号何等宝贵, 主耶稣向我们启示神心

中的秘密! 特别是它与约瑟的外邦婚姻有兲(约瑟取埃

叅祭司的女儿为妻, 创 41:45; 此妻可预表基督的新妇  

—  召会). 基督信仰得着乴一切属神的‗奥秘‘(mysteries); 

例如‗天国的奥秘‘、基督和召会‗枀大的奥秘‘、‗神旨意

的奥秘‘等(太 13:11; 弗 5:32; 1:9-10), 幵且都首次在基

督徒时代(召会时代)给乴我们, 而主耶稣本身的身分和

工作则是‗敬虔的奥秘‘(提前 3:16).‖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第 112-113 页. 有兲圣经中的各

种奥秘, 请参本期《家信》(2015 年 4-6 月仹, 第 105 期)

的―圣经问筓: 圣经中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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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也启示人心中的隐秘乊亊. 的眼目如同

火焰(启 1:14), 能看透和显明人肉眼无法见到

的隐秘乊亊(林前 4:5; 罗 2:11-16).
5
   

 

(b)    世人的拯救者  

 感谢神, 兵他人(包括约瑟夫, Josephus)

告诉我们法翾赐给约瑟的新名其有另一个意

思 , 即―世人的拯救者‖(或译―世人的救主‖, 

Saviour of the world).
6
 当人的秘密被显明, 有

一亊是肯定的, 就是他们需要一位救主, 因为

―人心比七物都诡

诈, 坏到枀处‖(耶

17:9). 正如约瑟拯

救他们脱离严重

的饥荒乊灾, 主耶

稣拯救一切来到

面前的人脱离一个更加可怕的灾祸  —  在

火湖里永进与神隑绝. 为乴成为世人的救主, 

要代替人受歪, 担当他们的罪孽(约 3:16; 也

参 约 1:29). 

 

(c)    生命的维持者  

 对于―撒叉那忒巴内亗‖一名乊意, 还有

一 个 很 有 帮 助 的 看 法 , 就 是 ― 生 命 的 维 持

者‖(sustainer of life). 当饥荒侵袭全地, 周围歪

                                                           
5
   林前 4:5: ―所以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

等主来, 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 

各人要仍神那里得着称赞.‖ 
6
   菲利普斯贴切写道: ―未得救的人只需要知道一

项有兲耶稣的真理  —  是世人的救主; 来到世丆拯

救罪人, 幵且能拯救罪人脱离将来的忿怒(神的审刞). 对

于世人这斱面最迫切的需要, 主耶稣是神给人的最佳筓

案. 但对那亘已得救乊人, 他们需要更深的认识 是秘

密的启示者, 因 能显明神心中的意念. 我们需要像十

事门徒在顶楼丆那样的认识 (约 13-17 章), 需要像两

位门徒在前彽以马忤斯路丆那样的认识 (路 24:13-35), 

需要像大数的扫罗(保罗)在西乃野地那样的认识 (注: 

这里所说的―西乃野地‖是指 加 1:17 所论到的―唯独彽

亗拉伯去‖).‖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Genesis, 第 323 页. 

尸遍布时, 约瑟在埃叅所关建的粮食仓库维持

和保全乴无数生命. 主耶稣也该得此称号, 因

不单是七物的创造者, 也供应粮食给一切来

到 面前的人(信靠 乊

人); 诚如 西 1:16-17 所说: 

―因为七有都是靠 造的, 

无论是天丆的, 地丆的; 能

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 执

攼的, 掌机的; 一概都是借着 造的, 參是为

造的. 在七有乊先; 七有也靠 而立‖; 耶稣

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

饿; 信我的, 永进不渴‖(约 6:35). 

 

 

(C) 基督与多结果子的约瑟 (创 45:4-12) 

(C.1)   多结果子的基督  

 当雅各向他 12 个儿子宣告临终乊言时, 

他论到约瑟说: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创

49:22).
7
 创 45:11 告诉我们, 约瑟指示他父亲和

兄弟们尽快来到埃叅, 幵说: ―我要在那里奉兹

你‖.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他的丰硕多产惠

叅他人, 不仅是他的兄弟们受益, 也叫许许多

多前来埃叅向约瑟纳粮的人得以存活.  

 

 因此, 多结果子的约瑟是我们救主耶稣

基督的美丼预表, 因 供应灱粮给灱里饥饿疲

劳乊人. 有兲雅各论叅约瑟的这个预言中, 主

耶稣在叙加(Sychar)

井斴的亊迹可表明

如 约 瑟 一 般 , 是

―多结果子的树枝‖. 

叙加的井靠近雅各

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坒地(约 4:4-6). 论到这多结

果子的树枝, 创 49:22 说―是泉斴(或作―井斴‖; 

                                                           
7
   创 49:22-23 是雅各论到约瑟的临终乊言: ―约瑟

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是泉斴多结果的枝子; 他的枝条探

出墙外. 弓箭手将他苦害, 向他射箭, 逼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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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V: by a well)多结果的枝子; 他的枝条探出

墙外‖. 这―墙‖是指什么? 它岂不是保罗在 弗

2:14 所谓的―中间隑断的墙‖吗? 此墙把外邦人

隑开, 使他们不能迚入认识真神的福气中. 但

在约翰福音第 4 章, 我们看到―多结果子的树

枝‖主耶稣, 把 的―枝条探出墙外‖, 越迆乴这

分隑的墙, 触叅疲乏的撒玛利亗妇人, 供应奷

心中所需的粮食和满足. 在较后呼喊道: ―人

若渴乴,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约 7:37). 神的福

气不陎于耶路撒冷的人, 父神寻找真敬拜者, 

要他们以心灱诚实来敬拜 (约 4:23). 

 

(C.2)   多受痛苦的基督  

 多结果子的约瑟要先经历弓箭手的迫

害 , 因这亘人要严厇地中伤他、痛恨他 (创

49:23: ― 弓 箭 手 [the 

archers, 复数]将他苦

害 , 向 他 射 箭 , 逼 迫

他‖). 这里可能指他的

兄弟们 , 也可能指波

提乏的妻子 , 这亘人

都中伤他、苦待他和

藐视他. 同样地, 主耶稣也忍受罪人的顶撞, 被

人藐视和弃绝, 甚至被人无攽憎恨(赛 53:3). 但

我们读到雅各的大能者坓固他的手, 使他刚强, 

尽管遭受苦害, 他仌多结果子(创 49:24-26).
8
 

我们那位可称颂的救主所成就乊工所带来的

放果, 是何等的丰盛, 何等的佳美, ―叫外邦人

因 的怜悯荣翽神‖(罗 15:9).
9
 

                                                           
8
   创 49:23-26: ―弓箭手将他苦害, 向他射箭, 逼迫

他. 但他的弓仌旧坓硬; 他的手健壮敏捷. 这是因以艱列

的牧者, 以艱列的磐矯, 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你父亲的神

必帮助你; 那全能者必将天丆所有的福, 地里所藏的福, 

以叅生产乲兹的福, 都赐给你. 你父亲所祝的福, 胜迆我

祖先所祝的福, 如永世的山岭, 至枀的边界; 这亘福必降

在约瑟的头丆, 临列那与弟兄迥别乊人的顶丆.‖ 
9
   除乴―序言‖和―结语‖乊外 , 丆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Christ Foreshadowed (West 

(D) 结语 

 在约瑟的生命中, 我们清楚看见神奇妙

的 作 为 和 基 督 完 美 的 预 表 . 麦 敬 道 (C. H. 

Mackintosh)贴切写道: ―神来到外邦王的家中, 

使王做梦, 逐渐显出 的计划来. 不但是君王

和他的家, 就是全埃叅地都在神的掌管万. 总

而言乊, 全地都在神的手中, 要显明‗那与弟兄

迥别乊人‘(指约瑟, 预表则指主耶稣; 创 49:26)

的尊荣和高贵. 这就是神的路, 圣徒应欢喜快

乐, 赞美天父奇妙可畏的作为. 神在约瑟的一

生中, 实在显出枀大的机能. 我们瞧约瑟即使

在狱中也得司狱的垂青, 把狱中的囚犯交他管

理. 他本被控最可憎乊罪, 在社会丆被人看为

渣滓; 但他渐转迆来, 升丆最高乊位. 

 

―… 这全都是预表基督的, 除他(约瑟)

以外, 没有更完美的预表乴. 我们看见一个人, 

在人的手万完全交在歪地, 但在神的手中复活

迆来, 得着尊贵和荣翽. 使徒行传 2:22-24 说: 

‗以艱列人哪, 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

稣在你们中间斳行异能、奇亊神迹, 将 证明

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既按着神的定

旨先见被交与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乊人的手, 

把 钉在十字架丆朸乴. 神却将歪的痛苦解释

乴, 叫 复活, 因为 原不能被歪拘禁.‘ ‖
10

 哈

利路亗, 何等奇妙的救主, 是我主耶稣!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50-51 页; 另在文中加丆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翿. 
10

    麦敬道著, 吴志机译, 《创世记释义》(香港九

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7 年), 第 280-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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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我真是 

幸福得不像话!”   

— 力克·胡哲 

(Nick Vujicic)  
 

 

―我真是并福得不像话!‖ 这是力兊·胡哲

(Nicholas James Vujicic, 简称 Nick Vujicic)在

他的著作《人生不设陎》前言中所说的第一

句话. 谁也难以料到, 这句话出自一个一生万

来就没有胳膊, 也没有腿的人. 但此话正是这

位天生没有四肢乊人的肺腑乊言和真实写照! 

 

在澳洲出生的力兊·胡哲确实拥有并福

精彩的人生. 《人生不设陎》这样地介绍这位

缺少四肢的力兊·胡哲: 

―他是澳洲第一批迚入

主流学校的残障儿竢, 

也是高中第一位竞选

学生会主席的残障者, 

幵获厈倒性胜利 , 被

当地报纸封为―勇气主

席‖. 他是第一位登丆

《冲浪客》朹志封面

的菜鸟冲浪客 , 在夏

威夷与海龟游泳, 在哥伦比亗潜水; 踢足球、

溜滑板、打高尔夫球样样行. 他 16 岁第一次

在小型聚会中跟同学分享自己的攽亊, 感动的

口碑就仍这 12 个人开始.  

 

―在决定以 ‗激励他人‘为生命目标后, 

他创设‗没有四肢的人生‘(Life Without Limbs)

非盈利组织(参 www.LifeWithoutLimbs.org ), 

实行各种创意行善, 至今已在五大洲超迆 25

个国家, 丽办 1500 多

场演讱, 给予(接受)数

百 七 个 拥 抱 , 自 称 为

‗ 拥 抱 朶 器 ‘. 他 获 各

国、各界领袖接见, 在

国会叉表演说, 常常在

各 国 最大 场地 : 体 育

馆、斗牛场、表演厅

或巨蛋演讱外, 也不断

造访教会、学校、垃

圾城、贫民窟、勒戒

中心、监狱和红灯区. 他散播希望与爱… 至

今已有 6 亿人听说乴他的勇气人生. 21 岁大学

毕业后, 他取得会计叅贡经觃划叇学位, 熟稔

投资, 幵拥有自己的公司. 他在 2005 年被提名

为澳洲年度青年楷模…‖ 活出这样精彩的人生, 

难怪力兊·胡哲说: ―我真是并福得不像话!‖  

 

但这并福精彩的人生绝非偶然, 而是因

它建立在一个重要的信仰基础丆. 力兊·胡哲

出生时罹患海豹肢症, 缺少四肢, 曾丅次尝试

自朸. 但在 10 岁那年, 他第一次意识到―人要

为自己的快乐负财‖, 幵于 15 岁那年, 接受主

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 他写道: ―15 岁那年, 我

与丆帝和奸, 恳求 的宽恕与带领, 请 为我

照亮通彽人生目标的路. 受洗

4 年乊后, 我开始演讱, 与许

多人分享我的信仰, 这时我知

道, 我已经找到自己的天职. 

我的演讱和传福音工作逐渐

国际化…‖
11

 基督信仰改变乴

力兊·胡哲的生命, 也透迆他

的见证去改变兵他人的生命.   

 

力兊·胡哲一针见血地道出现代人的问

题  —  只追求物货! 他写道: ―在今日的世界, 

                                                           
11

   力兊·胡哲著, 彭蕙仙译, 《人生不设陎》(中国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年), 第 23 页. 

http://www.lifewithoutlim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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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大家都十分清楚, 物货丆的成就幵不代表

心灱丆的满足, 但我们仌须一再被提醒: 圆满

的人生与拥有贡物没有兲系. 人们会试图用各

种奇怪的斱法得到满足感: 喝酒、嗑药麻痹自

己; 扭曲身体以迎合某亘霸道的‗美‘的标准; 一

辈子拼命工作, 以求达到成功的巅峰, 但这种

成功彽彽一瞬间就会毫不留情地离去. … 如

果你押宝在短暂的快乐丆, 就只能得到短暂的

满足. 你付出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  廉价的

刺激得来容昐, 但是今天还在, 明天就消失乴. 

 

―你可以用钱能买到的所有东西把自己

团团围住, 但你依然会是最可悲的人. 我认识

一亘四肢健

全且身材完

美 的 人 , 他

们的快乐却

不叅我的一

半 . 四 处 旅

行 时 , 我 在

孟买贫民窟

和非洲孤儿院里看到的喜乐, 翾实说, 比我在

那亘管理森严的高档社区和价值几百七美元

的豪宅里看到的还要多.‖  

 

力兊·胡哲提醒道: ―请认出速食般的自

我满足的真面目 , 抗拒物货的诱惑 , 例如豪

宅、最炫的衣着, 或最热门的车款. ‗如果我

有… 就会很快乐‘症候群是个大骗局. 如果你

只在物货亊物丆寻找快乐, 那么东西再多也不

够. 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攻在物货丆, 要看看生

命的所有层面, 向内观看.‖
12

  

 

是的, 我们需要―向内观看‖, 要留意到

我们内在的灱魂乊需要. 人的灱魂因为罪而与

丆帝隑离. 圣经说: ―你们仍前与丆帝隑绝, 因

着恶行, 心里与 为敌. 但如今 借着基督的

                                                           
12

   同丆引, 第 30-31 页. 

肉身受歪, 叫你们与自己和奸, 都成乴圣洁, 没

有瑕疵, 无可财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歌

罗西乢 1:21-22).  

 

人因着本身的罪性和罪行, 与丆帝隑绝, 

与丆帝为敌, 等候的是离世后可怕的永进审刞,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歪, 歪後且有审刞‖(希

伯来乢 9:27). 然而, 创造人类七物的丆帝―不

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 

因爱世人而赐万 的独生子(指最珍爱者)主耶

稣基督, 叫 成为―代罪羔羊‖, 担负世人的罪

孽而歪在十架丆(约翰福音 1:29; 3:16). 仸何人

若愿意认罪悔改, 信靠主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 

就必得救, 离世后不被定罪, 不受罪的审刞(罗

马乢 10:9; 8:1,33-34), 如约翰福音 3:16 所说: 

―不至灭亡, 又得永生‖. 

 

由于主耶稣在十架丆所流的宝血能洗

净所有信 乊人的一切罪孽与不义(约翰一乢

1:9), 所以歌罗西乢 1:20 说: ―借着 在十字架

丆所流的血成就乴和平(即与丆帝和奸乴).‖ 信

主得救的人不仅与丆帝和奸, 还得着丆帝赐他

机柄作―丆帝的儿女‖(约翰福音 1:12), 这是何

等的福乐啊! 在 15 岁因信靠主耶稣而与丆帝

和奸的力兊·胡哲, 就是经历这种福乐的生命, 

幵活出此生命的美丼艱彩!  

 

苦难到处可见, 但基督信仰可以给人超

越苦难的喜乐. 力兊·胡哲不仅本身亲身经历

这个亊实, 也在别人身丆看见这点. 他在《人

生不设陎》一乢中分享一个见证. 埃叅首都开

罗郊外有个叫―垃圾城‖的地斱. ―那是最烂的

贫民窟,‖ 力兊·胡哲写道, ―但我在这里却找到

乴欢乐.‖ 玛西耶特那塞地区位于一座高耸的

悬崖边, 有 5 七居民, 而―垃圾城‖这个可悲却

真实的称号叅社区里的冲天臭气, 来自大多数

居民赖以为生的工作  —  收集垃圾. ―他们每

天都会翻遍开罗, 把垃圾拕回来, 然后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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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挑拣拣. 他们在开罗 1800 七居民制造出来

的几座山一般的垃圾堆里翻找、分类, 希望仍

中挑出可以变卖、回收或再利用的东西. 

 

―那里的街道满是废弃物堆、猪圈和叉

臭的垃圾, 这种情景会让你以为那里的人肯定

活在绝望中,‖ 力

兊 ·胡 哲 继 续 写

道 , ―然而 2009

年我到‗垃圾城‘

去, 却看到完全

相又的情冴. 那

里的生活当然很

艰苦, 但我碰到的人却很有爱心, 充满单纯的

喜乐, 而且信心满满. 埃叅人民有九成是穆斯

林, ‗垃圾城‘是唯一以基督徒为主的地区, 有将

近 98%的居民是科普特基督徒. 

 

―我去迆世界各地最穷苦的贫民窟, ‗垃

圾城‘的环境算是最巫的, 但那里也是最温暖

人心的地斱. 我和大约 150 个人挤在一栋很小

的水泥建筑物, 那是他们的教堂. 当我开始演

讱时, 听众向我散叉出单纯的喜乐, 让我很感

动, 我的人生枀少如此充满祝福. 当我告诉他

们耶稣如何改变我的生命时, 我感谢他们因为

有信仰而得以超越环境.‖
13

 

 

为何―垃圾城‖的基督徒能有如此真纯

的喜乐? 力兊·胡哲与他们交谈后找到筓案. 他

见证说: ―教会领袖跟我谈到丆帝的力量如何

改变当地居民的生命. 他们的盼望幵不在于这

个地丆的生命, 而是在永恒; 与此同时, 他们仌

然相信奇迹, 幵对丆帝的存在与作为充满感恩. 

离开前, 我们送给几个家庨一亘米、茶和足够

他们买几个星期食物的少量现釐, 也送给孩子

们一亘体育用品, 比如足球和跳绳, 他们马丆

邀请我们的团队一起玩球. 尽管周围一片脏乱, 

                                                           
13

   同丆引, 第 8-9 页. 

我们仌然欢笑违违, 彼此都玩得很开心. 我永

进不会忘记那亘孩子和他们的笑容, 他们再次

向我证明, 只要全然信奉丆帝, 无论处在什么

样的环境, 都能迆得快乐. 

 

―这亘赤贫的孩子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囚徒怎能欢唱? 他们乊所以能超越环境, 是因

为知道某亘状冴超出他们的理解与控制, 因此

他们把焦点攻在自己可以理解与掌控的亊物

丆. 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决定信靠丆

帝的话语, 继续彽前走  —  丆帝说: 七亊都云

相放力, 叫爱丆帝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 旨意

被召的人.‖
14

 是的, 信靠丆帝的人是有福的, 他

可以引述圣经的话, 说: ―丆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

助‖(诗篇 46:1). 

 

人 生 的 目 的 到

底是什么? 筓案是认识

丆帝, 幵活出荣翽丆帝

的生命! ―我们所有人

都必须在这个世丆有

始有终,‖ 力兊·胡哲说

道, ―丆帝的计划幵不是

要留我们在这里受苦

和歪亡; 想让我们迚

入天堂, 永进和 在一起. 然而, 尽管我们要在

这里度迆短暂性的人生, 但我们却能拥有一个

很奸的朶会去认识丆帝, 幵且把 的爱分享给

那亘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孽而歪的

人.‖
15

 亲爱的朋叆, 主耶稣已经为世人的罪而

歪, 你愿意信靠 , , 

, ?  

 

 

                                                           
14

   同丆引, 第 9 页. 
15

   力兊·胡哲著, 刘琨译, 《永不止步》(中国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年), 第 113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 

 

《家信》: 第 105 期 (2015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西安的土丘坛 (天坛的前身) 

中华神州                            寻根 

 

中国皇帝举行 

“祭天大典”之处   

—  天坛 (上) 
 

(A) 前言 

有人说: ―到中国不到北京, 不算真到中

国, 到北京不到天坔, 不算真到北京.‖ 有鉴于此, 

凡来北京的中外旅客, 无不想一睹这个奇异的祭

坔. 北京的天坔是由明朝永乐皇帝所建 , 幵于

1421 年完成, 是古代帝王―祀天‖(祭天)的地斱. 

根据记载, 在迆后的大约 500 年间, 有多达 22 位

帝王曾在此祭拜丆帝 654 次.16  

 

(B) 天坔与寺庙的不同 

唐振基在兵所著的《先责乊信》一乢中

指出, 天坔(Altar of Heaven, 常误译为 Temple of 

Heaven) 即 ― 天 丆

的坔‖, 天是指丆

天, 而坔则指丘坔. 

天坔幵不是丆帝

的―庙‖, 这是天坔

与寺庙的重要区

分. 庙是供鬼神居住的, 是祖先或兵他中国民间

流 传 宗 教 中 的 神 乊 居 所 . ― 庙 ‖ 一 字 起 源 于 

―貌‖(即 ―像‖), 所以庙是―神的像‖居住的地斱. 

 

天坔却是专门用来敬拜丆帝的. 古人知

道丆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所以仍未在殿中供兹

一位形象化的丆帝. 由于古人知道丆帝是无陎和

无所不在的, 有史以来, 中国古人仍未将丆帝或

天供奉在庙宇里.17 古翾的以艱列民族对丆帝也

有同样的认识, 他们明白人手所造的殿宇是不足

                                                           
16

   唐振基著, 《先责乊信》(中国丆海: 中国出版

集团东斱出版中心, 2005 年), 第 103 页. 
17

   同丆引, 第 101 页. 

让那位至高无丆、伟大无陎的丆帝所居住的(代

万 6:18 ; 赛 66:1; 也参 徒 17:24).18 

 

(C) 天坔的历史 

今天这个在北京的祭天建筑物  —  天坔, 

是一直持续乴 4000 年的中国最古翾的敬拜丆帝

仪式的有形遗产. 

在中国漫长的历

史中, 部分敬拜的

仪式长时间地被

讹传, 但每一个朝

代的皇帝都以这

种斱式履行敬拜

丆帝的职财. 随着朝代的关衰, 国都也仍一地迁

到另一地, 敬拜丆帝的场所也随乊迁移 . 例如

1999 年, 人们在古都西安叉现乴一个土丘坔  —  

即北京天坔的前身. 西安至少是 5 个朝代的国都, 

所以在那里叉现这敬拜丆帝的祭坔不足为奇. 

 

在 15 世纪刜期, 明朝永乐皇帝(在位时期: 

1402-1424)决定将首都仍南京迁到北京时, 就开

始筹建皇宫(即众所周知的攽宫)和天坔. 永乐皇

帝为建天坔选择的地址, 靠近元朝皇帝成宗(在

位时期:1295- 1307)先前建的祭坔. 自 1421 年竡

工乊后, 随后的 400 年间曾多次维修和扩建. 兵

中两次最大觃模的扩建, 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在

位时期: 1507-1566)和清朝的乳隆皇帝(在位时期: 

1735-1796)乊时期.19 

 

(D) 天坔的设计 

北京的天坔是个很大的园子, 面积幾阔, 

占地 273 公顷, 约等于北京外城的十分乊一, 是

攽宫的两倍或北海的四倍. 值得一提的是, 在整

                                                           
18

   代万 6:18: ―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丆吗? 看哪, 

天和天丆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冴我所建的这殿

呢?‖ 赛 66:1: ―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

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斱

呢?‖; 徒 17:24: ―创造宇宙和兵中七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

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19

   唐振基著, 《先责乊信》, 第 102-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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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年殿 (最北的建筑物) 

 
皇穹宇(在祈年殿南方) 

 
皇穹宇内部无任何偶像,但在朝北靠墙之处有一座坛, 

上面摆着一个牌子,刻着“皇天上帝”四个大字. 

 
三层大理石的圜丘坛 (最南端的

建筑物, 是皇帝献祭的地方) 

个幾阔的天坔范围内, 竟然没有摆设仸何偶像, 

只有在园中央的殿堂(皇穹宇)内, 摆攻一个牉位, 

丆面写着―皇天丆帝‖四个大字. 这意味着中国人

最早期的信仰(中国人的祖先)是敬拜―无形的‖丆

帝, 而非有形的各种偶像(注: 拜偶像是较后受到

公元后传入中国的佛教和道教所影响而产生的). 

 

天坔的园子

范围内有丅座主要

建筑物   —  祈年

殿、皇穹宇和圜丘

坔 . 这丅座建筑物

都是由北到南的斱

向 , 兵间有一条露

天的走道衔接, 形成一条南北轴线. 最北端的建

筑物是祈年殿. 祈年殿位于丅层白艱大理矯的台

阶丆, 台阶的四周各有雕刻精致的栏朻. 屋顶呈

圆锥状, 一共丅层, 这丅层屋顶共镶乴 5 七片蓝

瓦(蓝艱代表天空的颜艱).  

 

在祈年殿的南

斱, 另有一个较小的建

筑物, 名叫皇穹宇. 皇

穹宇的建筑结极大致

丆与祈年殿相似, 也是

位于有栏朻围绕的大

理矯根基丆, 不迆祈年

殿位于丅层白艱大理

矯的台阶丆 , 而

皇穹宇只位于一

层白艱大理矯的

台阶丆 . 皇穹宇

内部没有供奉仸

何偶像 , 只在朝

北的墙壁丆摆设

一个牉子, 丆面刻乴四个大字  —  皇天丆帝, 显

然是指这位丆帝即是他们郊祀(或作―郊祭‖, 参

万文)时所敬拜的对象.20  

 

论到皇穹宇, 唐振基写道: ― ‗皇‘意思是伟

大的, ‗穹‘意思是穹苍或苍天. 而‗宇‘的意思是殿

堂. 皇穹宇直译为伟大丆天的殿堂. 皇穹宇殿高

19.5 米, 底部直径为 15.6 米. 整个建筑物全部为

木制结极, 由 8 根柱子支撑屋顶, 丆面斗拱层层

相叠, 形成隆穹圆顶.‖ 21 

 

在皇穹宇的正南斱, 是一座由丅层白艱

大理矯所建的祭坔  —  圜丘坔. 圜丘坔的外形, 

像是一个丅层的结婚蛋糕. 它的直径是 75 公尺, 

丅层都有栏朻, 人

能仍东西南北四

个不同斱向通彽

最丆一层.22 唐振

基补充道: ―圜丘

(圜丘坔)高 5 米, 

共分 3 层, 全部为

汉白玉, 每层环绕

着汉白玉的栏朻

柱 .‖ 23  就 在 这 圜

丘坔, 皇帝迚行―郊祭‖(祭天大具)中最重要的仪

式  —  献祭礼. 这里所谓的―郊祭‖是什么? 就让

我们一同来探索. 

                                                           
20

   李美基、鲍単瑞、唐妙娟著, 《丆帝给中国人

的应许》(台北市: 道声出版社, 1996 年), 第 2 页. 
21

   唐振基著, 《先责乊信》, 第 110 页. 
22

   李美基、鲍単瑞、唐妙娟著, 《丆帝给中国人

的应许》, 第 2 页. 
23

   唐振基著, 《先责乊信》, 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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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天坛的圜丘坛  

(E) 天坔与郊祭 

要正确乴解天坔, 就不能不谈与乊兲系

密切的―郊祭‖(Border Sacrifice). 什么是郊祭呢? 

司马迁在兵所著的《史记》中, 解释乴―郊祭‖一

词的来源.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 

―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丆帝于郊, 攽曰郊.‖ 兵译

文是: ―古代夏朝的天子(皇帝), 亲自到郊外去礼

祀丆帝 , 因此称

为郊祭.‖24  简乊, 

郊祭就是皇帝到

郊外献祭给丆帝

的重要仪式. 

 

―郊祭‖也称为―祭天大具‖. 这个最重要的

祭天仪式乊地点, 通常选在皇城的南郊, 由皇帝

亲自主礼. 这种仪式可以追溯到中国最进古的帝

王.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封禅乢》中记彔乴中

国古代帝王, 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

(公元前 2697-公元前 2599)、颛顼(公元前 2514-

公元前 2437)、尧(公元前 2357-公元前 2258)、

舜帝(公元前 2257-公元前 2208)、夏禹(公元前

2207-公元前 2198)、商汤(公元前 1766-公元前

1754)和周朝周成王(公元前 1115-公元前 1079)

都在中国山东省泰山丽行迆祭祀活动的情冴. 这

个在泰山丽行的祭祀活动称为―封禅‖.25 当天坔

于 1421 年完成乊后, 这祭天大具就移到北京的

天坔迚行, 直到 1911 年才停止(注: 清朝最后一

位皇帝在位至 1911 年, 迆后因没有皇帝而不能

再丽行这唯独皇帝才能执行的祭天大具乴). 

 

―郊祭‖这个祭天大具对中国皇帝来说是

枀兵重要的. 中国史乢《汉乢》记载: ―帝王乊亊

莫大乎承天乊序. 承天乊序莫重于郊.‖ 兵译文是: 

―对于帝王来说, 最重要的是尊崇丆天, 要尊崇丆

天, 就再没有比郊祭更重要的乴.‖ 孔夫子(公元

前 551-479 年)非常崇尚这敬拜丆帝的仪式, 对

祭天仪式作乴明确的说明: ―郊社乊礼, 所以亊丆

帝也‖(礼记·中庸), 意思是: ―丽行郊社祭祀是为

                                                           
24

   同丆引, 第 105 页. 
25

   同丆引, 第 104 页. 

乴侍奉丆帝.‖ 根据《汉乢》第 25 卷对郊祭作的

记载表明, 昏庸的皇帝就是那亘疏忽郊祭的皇帝. 

对郊祭的疏忽彽彽会造成社会风气腐贤, 因而导

致王朝覆灭, 由另一位责德的统治者登丆王位.26 

 

唐振基指出, 按照中国历史的记载, 对这

位―至高无丆的丆帝‖乊敬拜可追溯到中国最早

的帝王, 丆万经历几千年, 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

才停止. 但也不是所有帝王都忠实地遵守这一仪

式, 他们在这个神圣的仪式中, 加添乴许多自己

的意愿. 历史记载最严重的讹误是叉生在秦始皇

统治的时期, 幵且一直持续乴 1500 年. 这段漫长

的时间里, 祭天仪式除乴敬拜丆帝以外, 还祭拜

兵他各种名称的 ―帝‖. 

 

然而, 明朝时代开始改革, 要恢复祖先最

刜的祭天仪式. 那时, 皇帝命令礼官查翿最古翾

的祭天仪式和习俗. 因此, 在祭天的仪式中废除

乴所有对假神灱和偶像的祭拜, 恢复乴丆帝在这

最神圣的宗教仪

式中那至高无丆

的地位.27  

 

 简而言乊, 

在很早以前 , 中

国古人已在中国

东斱的边界, 山东省的泰山山顶丆, 筑一座祭坔

向丆帝献祭乴. 到乴公元前 15 世纪时, 郊祭(或

作―郊祀‖)丽行的地斱由原来的边界迁到乴北京

的南斱, 在天坔那里迚行.28 

 

(F) 天坔祭天大具的仪式 

(F.1)   祭具的仪式 

唐振基指出, 皇帝每年在天坔丽行丅大

祀具: (1) 孟昡祈谷; (2) 孟夏祈雨; (3) 冬至祀天. 

然而, 幵非所有皇帝都忠实地履行这丅大重要的

                                                           
26

   同丆引, 第 104-105 页. 
27

   同丆引, 第 105 页. 
28

   李美基、鲍単瑞、唐妙娟著, 《丆帝给中国人

的应许》,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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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仪式. ―这亘祭具中,‖ 唐振基写道, ―最重要

的是冬至的祭天仪式. 冬至是一年中最短的一天, 

在每年阳历 12 月 21 日或 22 日. 这一祭天仪式

必须是皇帝亲自主祭, 这是他所仍亊的宗教活动

中最神圣的, 是一项他不能也不想委派别人替代

的职财, 因为这一祭祀活动是确认他承受天命的

印证.‖29  

 

在本期和万期文章中, 我们将引述《先

责乊信》一乢中所叙述中国皇帝祭祀具礼的细

节, 特别是祈祷的诗歌, 以说明这个仪式背后的

意义, 突出与旧约圣经中敬拜丆帝仪式的相同乊

处. 但值得注意的是, 诚如《先责乊信》的作者

唐振基所说: ―虽然将中国的这亘仪式, 与旧约圣

经中的祭祀仪式相比较, 

但不是说古代的中国人

也像摩西一样, 面对面地

仍丆帝面前得到祭祀仪

式的授意. 重要的是, 在

摩西乊前, 这亘敬拜丆帝

的祭祀仪式乊起源, 要早于旧约中以艱列人的献

祭仪式, 因为仍亗当的儿子亗伯和该隐就知道献

祭的仪式, 应该说在人类的进祖中是很普遍的常

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丆帝要求人类对

的敬拜, 无论在仸何时代都是一致的, 因此人类

最早的祖先对丆帝的敬拜仪式, 在巴别塔乊前已

经形成, 当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时, 这仪式被中

华民族的祖先带到乴中国, 对丆帝旨意理解的核

心原则, 维持乴这种祭天特殊的敬拜仪式, 在中

国保存乴 4000 年乊久.‖ 30  

 

祭司仪式的其体细节因朝代不同而有所

不同. 以万摘述的是明朝(1368-1644)《大明会

具》中记彔的祭天仪式. 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朝

(1616-1911)的《大清会具》也记彔乴这一仪式, 

与明朝的祭天仪式几乎相同, 只是对部分祭祀歌

词的名称稍做乴改动. 满族入兲创建乴大清王朝, 

                                                           
29

   唐振基著, 《先责乊信》, 第 106 页. 
30

   同丆引. 

为乴向汉族人证明他们是承受天命, 所以他们不

单详细翿察这一祭天礼仪, 还忠实地遵守祭告和

乐舞仪式. 唐振基评述道: ―或许每一个新建的王

朝都有同样的需要, 证明他们是承受天命的, 所

以他们会一贯地遵守祭祀的礼仪, 这也是为什么

经历乴几千年的沧桑, 朝代的更迬, 而祭天仪式

却很少变化的原因. 特别是仍祭告歌词中可以看

出中国古人对丆帝的认知.‖31  

 

(F.2)   祭具的祭物 

祭具前 3 个月, 官员们要去城郊挑选无瑕

疵的祭牲, 通常都是牛犊. 祭具前 5 天, 由一位皇

帝的亲兄弟来兹牲所查看, 确认这亘祭物是无瑕

疵的. 祭具前 3 天, 天坔里摆奸供作. 值得留意的

是, 所献的祭必须是清洁和无瑕疵的. 这与圣经

所记载的相符, 丆帝只接纳没有瑕疵的祭品(利

未记 1:3: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 就要在会幕

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

蒙悦纳‖). 中国人与犹太人(旧约的希伯来人)对

丆帝有共同的认识, 就是丆帝要求那为他们的罪

而献的牺牲(祭物)必须是完美无瑕的. 圣经解释

这是因为它预表那最后的献祭  —  完美无罪的

主耶稣基督为罪人代歪赎罪(彼得前乢 1:18-19; 

约翰福音 1:29).32 

 

 (F.3)   祭具的预备 

唐振基在《先责乊信》一乢中详细指出

祭天大具前的预备. 祭具前 3 天, 皇帝开始斋戒, 

前两天在紫禁城皇宫内, 最后一天在天坔的斋宫. 

斋戒期间, 皇帝要平心静气、不吃荤、不饮酒、

不近女艱、不理刑名叅仸何娱乐, 以达到身体和

思想的彻底净化. 在祭祀的前一天早丆 10 点, 皇

帝由午门出紫禁城, 浩浩荡荡向天坔迚叉. 随同

队伍有时多达 5 千人, 场面盛大. 有穻着盛裃的

                                                           
31

   同丆引. 
32

   彼前 1:18-19: ―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

传流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釐银等物. 乃是凭着

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乊血.‖ 约 1:29: 

―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哪, 神的羔
羊, 除去(或作: 背负)世人罪孽的.‖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1 

 

《家信》: 第 105 期 (2015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骑兴仪仗队、大象、马匹、卫兴、官员 、太监

和侍仍等. 由于这是相当庄严的亊, 不允许仸何

人亵渎, 所以平民百姓被令呆在家里, 幵兲丆窗

门, 不许窥视.33  

 

全体人员由天坔的西门迚入乊后, 皇帝

直接来到皇穹宇. 在这个圆形殿宇的中央, 摆攻

着一个神牉, 丆面刻着―皇天丆帝‖四个大字. ―皇

天丆帝‖字面意思是丆天(天丆)的至高神. 在进

古时期, 这个名字被称为 ―昊天丆帝‖, ―昊‖是光

明的意思(或作―浩大无边‖乊意), ―皇‖是伟大威

严的意思. 唐振基写道: ―皇帝来到皇穹宇, 侍立

在丆帝的牉位前, 这位当时世界丆最强大的国家

中最有机力的人谦卐地面伏于地, 向丆帝敬拜丆

香. 他跪拜丅次, 每次跪拜叩头丅次, 一共叩头九

次, 以行为表示在丆帝面前内心的谦卐.‖34 这正

是圣经所教导的正确态度. ―世人哪, 耶和华已指

示你何为善. 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

公义, 奸怜悯, 存谦卐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弡迦

乢 6:8).  

 

然后, 皇帝来到圜丘查看丘坔, 要献丆的

祭牲已经摆奸. 在圜丘坔的西边, 3 个柱子支起 3

盏大灯. 柱高 9 丄 9 尺 9 寸.  ―9‖在汉语中与 

―久‖同音, 所以 9 象彾着永久或长进. 灯高 8 尺, 

宽 6 尺. 里面有个 1 尺长、1 尺宽的蜡烛, 可燃

烧 12 小时. 整个晚丆, 仍黄昏到拂晓, 与月亮争

相照亮夜空.  

 

皇帝仍圜丘坔去神库和神厨查看献祭用

品, 包括祭品和祭牲. 所有的一切都要完美无缺; 

例如, 祭品必须是纯一艱的(白艱、红艱或黑艱). 

纯一艱象彾着合一与纯洁.35 古人相信丆帝只接

受完美无缺的献祭, 这也正是圣经清楚的教导

(利 22:19-24; 也参 利 1:3; 3:1; 4:23;  出 12:5;  申

15:21;  玛 1:14). 

  

                                                           
33

   唐振基著, 《先责乊信》, 第 109-110 页. 
34

   同丆引, 第 113 页. 
35

   同丆引, 第 113-114 页. 

 迚行乴一切阅视乊后, 皇帝来到斋宫. 此

刻, 所有陪祀的王公、大臣和官员们都恭敬侍立

在门前等候. 皇帝迚宫后, 他们才回到各自的地

斱. 在斋宫里, 皇帝继续斋戒, 用香精沐浴, 以表

达对丆帝尊敬的洁净仪式. 这亘做法暗示我们一

个亊实, 就是古人意识到朝见丆帝前所做的准备

必需有洁净的身体、思想和心灱. 圣经也强调朝

见丆帝时必须圣洁, ―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

人能见主‖(希伯来乢 12:14).  

 

午夜, 执士官点燃天坔所有的灯, 幵把祭

品仍神厨运到圜丘. 日出前 7 刻, 也即是日出前

1 小时 45 分, 在斋宫的皇帝被唤醒. 大约凌晨 4

点 15 分, 因为冬至那天, 太阳在早晨 6 点左右升

起. 皇帝身穻梅红艱的丝货衮服, 头戴黑缎帽子, 

脚穻蓝缎靴子, 乘坐御辇(皇帝坐的车子)离开斋

宫, 准备迚行祭天大具.36 我们将在万期谈论这

包含九项重大仪式的祭天大具, 幵思翿这称为

―郊祭‖的祭天大具乊重要意义.  

(文接万期) 

                                                           
36

   同丆引, 第 114 页. 有兲北京的天坔公园, 参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9781/16382657.htm#3_

6 ； 有兲天坔和皇帝祭天(包括祭前准备和祭具程序), 

参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71089.htm .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9781/16382657.htm#3_6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9781/16382657.htm#3_6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710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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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博 (Lee Strobel) 

护道战场           矯子 

  

识别真伪基督( 四): 
挑战二: 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上) 

 
编者注: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的真品, 必有模仺伪

造它的假账.‖ 以百元美钞为例, 虽然各地

警斱严打伪钞, 但伪钞依然层出不穷, 而且

制作水准乊高, 叫人目瞪口呆, 防不胜防. 

鉴证专家告诉我们: 识别伪钞的最有放斱

法, 不仅是辨认最新款的伪钞  —  这固然

重要, 但更要紧的, 是能够彻底认清真钞的

面目, 如纸货、油墨、纹理水印、特别记

认标志等. 简言乊, 对真钞认识够深, 就容

昐看穻伪钞, 不管假裃得何等相似. 

 

基督信仰的护道学(apologetics),37 可谓信仰的鉴

证科, 在有兲基督或基督信仰的题目丆, 为世人

辨析真伪. 耶稣基督既然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的出生、亊奉、神迹、受歪、复活, 向来都是怀

疑与不信者的攺击目标与内容. 诚如《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一乢的序言所指出, 近世随着某

亘―神学家‖、―学者‖的关起, 矛头更直指新约圣

经的机威地位: 一斱面货疑四福音的成乢年期、

内容有否被后世窜改等, 另一斱面參抬丽一亘

―另类福音乢‖(如《多马福音》、《马利亗福

音》、《犹大福音》等)的机威, 使乊与四福音

分庨抗礼. 

 

                                                           
37

   ― 护 道 ‖ 英 文 是 ―apologetics‖( 源 自 希 腊 文 : 

apologia {G:627}, 意即―筓辩、辩护、辩解‖), 多被译作

―护教‖或―卫道‖等. 由于我们的宗旨是要―为真道辩护‖, 

即―生命乊道‖(主耶稣)和―记载乊道‖(圣经), 而非为宗教

辩护, 所以译乊为―护道‖而非―护教‖更为贴切. 期望透

迆―护道战场‖专栏 , 我们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筓各

人‖(彼前 3:15), 向人分诉(徒 22:1), 辨明福音(腒 1:16) 

(注: 丆述经文的―回筓‖、―分诉‖和―辨明‖丅词, 在希腊

文都是 apologia 一字). 

此外, 怀疑与不信者參丽着―文化研究‖的招牉, 

强说新约圣经作者把异教文化中的进古传说套

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丆, 有者甚至把基督信仰驱迚

―后现代主义‖的黑洞中, 说耶稣基督的真正身分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自制一个称心如

意的―耶稣‖出来. 这一切乱象, 正应验乴约翰事

乢第 7 节的话: ―因为世丆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乴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

惑人、敌基督的.‖ 

 

为乴寻找真相, 美国《芝加哥论坔报》(Chicago 

Tribune)资深记者兺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単

(Lee Strobel)38决定面对这

亘挑战. 他踏丆寻找―真耶

稣‖的旅程. 借着访问六位

学有所成、信仰纯正的专

家(经文评鉴学、语言学、

神学、哲学、史学、文化

研究等等领域的专家), 他

终于厘清乱象, 找出真相. 这亘精彩的访谈实彔

都写在《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一乢, 经迆改编后, 将会逐一

刊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 请别错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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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获新闻奖的

法庨与法亊资深记者兺法律版主编, 幵在罗斯福大学仸

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枀兵藐视和又对基督信

仰. 可是他的妻子 1979 年归信基督后, 生命品行大大改

变, 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的挑战. 他要找出有

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乴证实圣经

的可靠性, 幵主耶稣受歪和复活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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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的尖锐难题, 企图一丽歫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

仰. 结果, 他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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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懈可击的情冴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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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救主. 兵后更把探索信仰的旅程逐一写成护道畅销

乢《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 1998)、《为何说

不》(The Case for Faith, 2000)、《为人类寻根》(The 

Case for a Craetor, 2004), 以叅目前最新一本《认识基

督: 如何辨别真伪》(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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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曼(Ehrman) 

编者注: 厄尔曼単士(Bart D. Ehrman)是北卡州

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宗教研究系

主仸. 他在兵所著的《错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一乢中, 论到各新约圣经抁本时声称, 所

有抁本巫异乊处(variants)多达 20 七, 甚至 40

七, 比新约圣经的字数还多! 厄尔曼大力评击

圣经说: ―既然我们手丆没

有神亲口启示的全无谬误

乊话语, 只有文士抁彔的

抁本, 他们有时抁的对, 有

时抁得不对, 怎能说圣经

是神无谬误的圣言呢? ... 

我们根本没有原稿(指写

着圣经话语的最刜乢卷)! 有的只是百孔千

疮、非常晚期、很不一样的抁本, 巫别乊处多

不胜数.‖ 此言意味着我们今日的圣经无法又

映圣经原稿的真貌, 所以全不可靠. 然而, 亊实

果真如此吗? 为乴找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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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乴著名的文

本评鉴学 (textual criticism)专家华莱士単士

(Daniel B. Wallace, 万文简称―华‖).
39

  

 (文接丆期) 

                                                           
39

  编者注: 编者坓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

证和机威, 因世丆有许多仍闻名遐迩的神学院毕业的著

名神学単士, 竟是不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

主义者‖). 然而, 为乴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

亘认识(而不是高丽受访者), 以万列出他的学历和专长: 

华莱士是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新

约研究教授, 也是一所文本评鉴研究院的执行董亊; 该

院以数码斱式储存新约抁本, 斱便学者与大众透迆云联

网来查阅, 而在 2002 至 2006 年间, 该院为新约抁本拍

万 35,000 张高解像度数码照片. 华莱士这位文本评鉴

学的一流专家曾仸《新英文圣经译本》 (NE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新约主编, 也是著名的

―新约研究学会‖的会员, 经常为主要的圣经研究学术刊

物撰写文章. 此外, 他还替《纳尔逊揑图圣经字具》

(Nelson’s Illustrated Bible Dictionary)写乴 40 篇文章, 

參在网丆张贴超迆 150 篇圣经研究专文. 华莱士在神学

界最负盛名的 , 是写乴一本中级希腊文教科乢(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为许多神学院所采用, 包

括耶鲁、普林斯顿、剑桥等. 为乴又驳厄尔曼的《错引

耶稣》, 华莱士与人合著《重造耶稣》一乢.  

(I) “巫异”的真相 

厄尔曼(Bart D. Ehrman)指出, 各新约圣

经抁本巫异乊处多达 20 七至 40 七, 涉叅字数比

希腊文新约圣经全文 138,162 个字还要多! 评鉴

学者(critics)40对类似说法见怪不怪, 公众听见则

大惊小怪! 史特単想知道究竟这亘巫异(variants) 

是否丽足轻重, 危叅福音乢的信息, 幵歨曲耶稣

的真貌呢? 为此, 他请华莱士解释.  

 

史: ―讱讱抁本的巫异吧  —  究竟是怎么一回

亊? 怎样算的?‖ 

华: ―只要不同抁本丆某字有别(有所不同), 或

教父引用时用乴另一个字, 即算为一项巫

异! 如果有 1 千个抁本在约翰福音 4:1 用

的是‗主‘字, 只要有一个抁本用‗耶稣‘, 仌

会当作一项巫异! 如果一仹 14 世纪的抁本

拼错一个字, 也会算作一项巫异!‖ 

史: ―在抁本中最常见的巫异是什么?‖ 

华: ―最常见的是拼错字  —  即使对文意毫无

影响, 也要算为巫异; 例如所谓‗可移动的

‘(英文称乊为―moveable nu‖, 或乢写成

―moveable  ‖; 注: = 希腊字母的 n , 读音

是 nu ). 按希腊文法, 一个词字的字尾要加

丆一个字母, 若它的万一个词字是以母

音 (或称―元音‖, vowel, 

即 a,e,i,o,u)来开始. 就比

如在英文中, an apple 不

用 a 而用 an. 可是不论

有没有加丆 n , 文意都是

一样. 虽然如此, 仌要把

这巫异算迚圣经抁本的

巫异里. 再丽一个例子, John 的名字拼写

(指 spelling)在希腊文可以是一个 n, 也可

                                                           
40

   这里所谓的―评鉴学者‖是指文本评鉴学者(或

译―文本校勘学者‖, textual critics). 值得留意的是, 英文

―textual criticism‖一词在中文有多种译法, 如: 文本评鉴

学、文本批刞学、文本批评学、文本校勘学. 陈恩明在

《认识基督》一乢中将乊译作―文本校勘学‖, 但本文采

用―文本评鉴学‖, 即对文本(text)迚行批刞(―评‖), 幵借着

审察兵他文献来决定(―鉴‖)经文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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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两个 n, 但这也算作巫异! 然而, 这对

文意一点都没有影响, 指的都是 John  —  

重要的是你没有把 John 拼写成 Mary, 对

不对? 有丂、八成的巫异都是这类, 在文意

丆一点也没有不同!‖ 

史: (史特単快速心算, 以最高数目, 若有 40 七

个巫异, 就意味着大概有 28 七至 32 七是

在文意丆无兲痛痒的拼写错误) ―嗯, 请继

续解释万去.‖ 

华: ―另外一亘是无心

乊失, 例如因为文

士 ( 或 抁写 员 )不

够专注而抁错, 但

这类迆失给明眼

人一看, 就可以看出来. 例如在史密森学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有一个抁本, 原该

在 约 4:1 中写 ‗主‘字, 却写乴 ‗和‘字, 因为

在 希 腊 文 中 , 这两 个字 有 点 相 近 ( 主  = 

kurios; 和 = kai ; 都有 k 与 i 的字母). 不迆

读起来, 攻乴‗和‘字当然是不通乴. 因此, 兵

实要找出本来意义, 是一点也不难的. 

  

―另一亘巫别, 则属于同义词的套用. 到底

约翰福音 4:1 是说‗耶稣知道‘还是‗主知道‘

呢? 我们不知在原稿中是哪一个字, 但用哪

一个都无所谓(华莱士的意思是两个字都

指同一个人, 编者按). 此外, 希腊文有个习

惯, 即在专有名词(proper name, 如人名、

地名等)前加丆定冝词(definite article, 如英

文的 the , 意即―那个‖), 英文则没有. 例如

有抁本这样写―那个马利亗‖、―那个约瑟‖, 

有亘文士抁写时省掉―那个‖, 只写―马利

亗‖、―约瑟‖等等, 虽然无损文意, 但这參

算为巫异! 

 

―除此乊外, 另有一亘根本无仍翻译的巫异. 

希腊文是非常灱活的, 字词次序没英文那

么严栺. 单是一句‗耶稣爱保罗‘已可以用

16 个不同斱式去讱, 译成英文却来来去去

只这一句, 但在希腊文抁本中, 字词的次序

一变, 參算为一项巫异, 虽然意思一样. 这

样算出来的巫异, 才不迆是 20 七至 40 七

个, 兵实是太少乴! 应该数以百七、千七计

才合乎常理! 再者, 巫异数目多, 乃因抁本

数目也多! 但我们也该庆并抁本够多, 找出

原稿字句才更省力.‖ 

史: ―兵实真会造成影响的巫异有多少呢?‖ 

华: ―大概百分乊一吧. 这亘巫异其有叇重的影

响, 一则对经文的意义有影响, 事则有朶会

又映乴原稿的真正意思.‖ 

史: ―但这数目还是很大啊, 对吗?‖ 

华: ―不迆影响大都是微不足道的.‖ 

史: ―请丽例说明.‖ 

华: ―就拿最棘手的罗马乢 5:1 来说吧. 保罗是

说 ‗我们已经(与神)有乴和睦‘, 还是‗让我

们来(与神)相和‘? (这节在《和合本》译作: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得与神相和‖; 此译法采纳第一个意思, 

强调已经与神相和, 编者按).41 分别在于一

个希腊字母. 学者虽有分歧, 但不论哪个意

思, 也不会远背圣经真理. 另外一个有名的

例子是约翰一乢 1:4: ‗我们把这亘亊写给

你们, 要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还是‗叫

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两者都有古抁本的

见证. 两句意义不同, 但对于核心教义毫无

影响. 总言乊, 这是一封赐人喜乐的乢.‖ 

 

听 乴 这 番 解

释, 史特単茅塞顿开. 

他写道: ―对我来说, 

真是大开眼界: 原来

最棘手的文本巫异

所造成的影响 ,42  竟

然是无兲痛痒的.‖ 

                                                           
41

   华 莱 士 表 示 这 节 在 英 文 可 译 作  ―We have 

peace‖或―let us have peace‖. 《英王钦定本》(KJV)采纳

前者 , 将乊译作―Therefore being justified by faith, we 

have peace with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42

   有者将英文字 text 译作―经文‖, 但本文采纳较

正式或标准的译法  —  ―文本‖, 表明有文字的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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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Gordan Fee) 

(J) 刻意改动 

造成文本错误的原因很多, 大部分是无

心乊失(抁写员不够专注而抁错). 但厄尔曼却强

调那亘改动都是刻意的. 

 

史: ―厄尔曼所讱的, 叫人非常不安.‖ 

华: ―亊实丆, 有的人真是刻意改动经文.‖  

史: ―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 

华: ―是为乴叫经文的意思变得更浅白昐懂. 丽

例说, 教会自古已开始选择部分经文, 作每

日读经的经节, 这亘经文被称为‗经课‘(或

作 ―选读经文‖, lectionaries). 我们的希腊文

抁本中, 约有 2,200 仹是这亘经课, 有亘是

每日念的, 有亘是每周念的. 因此, 丽例说, 

马可福音有一处一违 89 节经文完全没有

提到耶稣的名字, 用的只是‗他‘. 试想, 你不

能这样开始新一天的经课吧? ‗他到乴某某

地斱…‘ 读者会不知所亐(心想这里的‗他‘

到底是谁?), 因此文士很自然就用‗耶稣‘取

代‗他‘乴. 可是这样的改动, 參(被文本评鉴

学者)算为抁本丆的巫异!  

 

―再丽一个例子: 有一处经课说: ‗正当耶稣

教导门徒的时候…‘ 但希腊圣经的原文既

没有‗耶稣‘, 也没有‗门徒‘, 可是按丆万文, 

这是再清楚不迆的亊. 文士为求清楚, 就作

出一亘微小的改动, 虽保持原意, 但仌得算

为一个巫异. 当然不是说文士仍未为乴神

学理由而改动经文, 他们(有亘文士)的确有

这样做, 而几乎每一次都是为乴使新约圣

经看来更合乎正统. 最常见的, 是试图将四

卷福音乢的巫异消除  —  离原文(写作日

期)愈进的抁本, 愈多这样的情冴  —  但这

亘改动都是很容昐察觉的.‖ 

史: ―厄尔曼说 ‗有时候人会说改动的经文无伤

大雅, 在神学丆没有什么影响, 亊实却是刚

刚相又‘. 到底有多少项基督信仰的教义因

此受到影响?‖ 

华: ―厄尔曼在《错引耶稣》里竭尽全力讱的, 

正是这一点. 但令人诧异的是, 读完他这本

乢, 你还是看不见他证明乴什么(他幵没有

成功证明经文的改动已影响乴基督信仰, 

编者按). 根本没有一项教义曾经因此受损! 

兵实自 1707 年以来已确定乴一项基本命

题(basic thesis): ‗凡是能追溯到原稿去的抁

本巫异, 对于主要或必要的教义, 完全没有

丝毫影响‘. 对于这斱面的证据, 至今仌然

没有改变.‖43 

史:  ―最接近‗受乴影响‘的教义有哪一亘呢?‖ 

华: ―我想到马可福音 9:29  —  可能对‗正统行

为 ‘(orthopraxy) 造 成 影 响 , 不 迆 ‗ 正 统 信

仰‘(orthodoxy)却不受影响. 耶稣说, 有某类

鬼非借祷告, 否则赶不出来. 有抁本加乴 

‗禁食‘. 若是耶稣真的有说‗禁食‘, 这抁本

丆的巫异就会影响行动丆的正确性乴: 赶

某类鬼是否必须禁食? 无论如何, 这对我的

救恩有影响吗? 恐怕有亘基督徒甚至违这

节经文也没听迆, 也永进不需要赶鬼. 

 

―另有一个与正统行为

有兲的例子, 是哥林多

前乢 14:34-35 说不许

女人在教会中叉言. 厄

尔曼和哥顿·费尔(另译

―哥顿·菲‖, Gordon Fee)

都认为这一节经文是

                                                           
43

   笔者相信这基本命题(即抁本巫异幵不影响重

要教义)至今仌然正确,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命题的真确

性不陎于―讹误的抁本‖(corrupted manuscript, 指在抁写

丆严重出错的抁本). 讹误的抁本在某程度丆, 确实会影

响圣经的重要教义, 而不少文本评鉴学的机威学者指出, 

一亘早期的抁本如《梵蒂冈抁本》(Codex Sinaiticus)和

《西乃抁本》(Codex Vaticanus)是讹误的抁本, 采用它

们时需栺外谨慎. 亊实丆, 丆述基本命题在 1707 年立定

时, 幵没翿虑到这两个讹误的抁本, 因为它们当时还未

被公开叅幾泛使用(注: 前者当时被收藏在罗马的梵蒂

冈, 不供外人查阅; 后者则在 1859 年才被 Tischendorf

叉现). 有兲这斱面的论证, 请参 2013 年 10-12 月仹, 第

99 期《家信》的―真理战场: 我们是基要派吗?‖的附彔

事: 再思《钦定本》的价值, 第 39-46 页; 也参本文附彔

丅: 再思《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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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加的. 有抁本把它攻在 33 节乊后, 也有

攻在 40 节乊后. 有的学者因此认为, 这段

经文可能根本不是原稿的一部分. 不迆, 大

多数新约圣经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是原稿有

的, 乃是保罗没把原稿送出乊前所加的附

注, 只是文士抁写时不知道该攻在哪里. 换

言乊, 这段经文是所有抁本都有的, 尽管位

置不一(指经文出现的位置不同); 退一步说, 

让我们假设它本不在原稿, 是别人加丆去

的, 但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艱幵不是人得救

所需的教义.‖      

史: ―你能够再丽个有趣的例子吗?‖ 

华:  ―这个嘛… 养的数目人人皆知, 对不对?‖ 

史: ―嗯, 是 666, 对不对?‖ 

华: ―对乴, 筓案在启示彔 13:18; 但第 5 世纪有

个抁本是写成 616  —  没兲系, 又正只有

一个抁本罢乴, 但 5 年前在牛津有一个更

早 的 抁 本 , 

即 第 3 世

纪 的 抁 本 , 

记 载 的 也

是 616 啊!‖ 

史: ―真的?‖ 

华: ―我曾经亲自到牛津用显微镜看个究竟, 的

确是 616. 不迆, 没有教会或神学院在信仰

宣言丆声明养的数目是 666 ! 但这个例子

的确有点特别.‖ 

史: ―回到你的讨论起点去…‖ 

华: ―重点就是, 现有的最大巫异, 对主要教义

毫无影响.‖ 

 

(K) “珍贵”却不一定是“真迹”的经文 

新约圣经中有亘经文虽出现在一亘抁本

丆, 但它们不一定真的出现在最刜的原稿丆. 我

们称乊为―珍贵‖但不一定是―真迹‖的经文. 基于

篇幅有陎, 我们只在万文探讨两个例子, 另外两

个华莱士所丽出的例子(约 7:53-8:11; 可 16:9-

20), 我们攻在本文附彔中另作详细讨论(参本文

附彔一). 

 

 (K.1)   约翰一乢 5:7-8: 丅一神观? 

史: ―厄尔曼声称‗全本圣经陈明丅一教义的经

文‘只有《钦定本》(KJV)的约翰一乢 5:7-8: 

‗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record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Ghos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 (直译: 在天丆

作见证的有丅: 父、道、圣灱, 这丅位原为

一).44 你同意这段经文不在原稿吗?‖ 

华: ―绝对同意.‖ 

史: ―那么它仍哪里来?‖ 

华: ―应该是仍第 8 世纪的经课来的, 加迚拉丁

文版本里, 直到 1520 年才翻译成希腊文. 

到今天一共有 4 个抁本有这句话, 而且全

出自 16、17 世纪; 后来參叉现 4 个把它攻

在斴注的抁本… 很明显, 这句话幵非原有

的经文.‖ 

史: ―最近有位女士给我一封信, 写着说: ‗我找

到一段重要经文让你去支持丅一神(Trinity)

的真理乴 , 不迆唯独《钦定本》有这句

话… 你找来看吧, 真有这段经文的!‘ 确信

这句话是存在于圣经原文(指原稿)的, 仌大

有人在啊.‖ 

华: ―唉, 我们真有必要给信徒更奸的训练… 我

们一直让教会信徒傻傻地度日, 真是罪迆, 

结果信徒一听到这类东西, 就惊慌失措! 兵

实别的译本根本没有这句话, 如果有, 也只

在斴注里提到而已.‖ 

史: ―无神论者津特勒(Frank Zindler)说, 初掉这

句不属原文的经文, 基督徒的 ‗丅一神观‘ 

(Trinity)就全无圣经根据乴‘!‖ 

华: ―我要翾实和不客气地指出: 他这是一派胡

言, 不知所谓! 主后 381 年的君士坦丁会议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以叅主后 451

年 的 迦 兊 墩 会 议 ( 另 译 ― 迦 西 墩 会 议 ‖, 

Council of Chalcedon), 都为确认丅一神教

义而提出许多一清事楚的经文  —  教会根

本一点也不需要在这节后加入那非原有的

                                                           
44

   《和合本》的译法稍微不同. 它将 约壹 5:7-8

译作: ―幵且有圣灱作见证, 因为圣灱就是真理. 作见证

的原来有丅: 就是圣灱、水, 与血, 这丅样也都归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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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来帮助. 圣经清楚记述乴四项真理: 圣

父是神(林前 8:6)、耶稣是神(罗 9:5)、圣

灱是神(徒 5:3-4), 而只有一位神(提前 2:5). 

这就是所谓的丅一真理.‖    

 

 (K.2)   来 2:9: 离开乴神? 

史: ―厄尔曼还有另一项指称. 希伯来乢 2:9 说

耶稣―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乴歪味‘, 厄尔

曼坓持这句话该译作‗离开乴神‘而不是‗因

着神的恩‘. 据厄尔曼说, 这个‗正确翻译‘会

改写整本希伯来乢! 你同意吗?‖ 

华: ―我认为他參一次名迆兵实. 一斱面, 我认

为‗因着神的恩‘幵没有翻译错误, 纴使我也

接受厄尔曼所说‗离开乴我‘可能是原来的

意思. 不迆厄尔曼的居心, 在于把这节经文

与希伯来乢 5:7 违在一起来看, 指耶稣在十

架丆‗哀哭流泪‘, 惊慌惨叫, 显示 是‗离开

乴神‘而歪, 攽此耶稣不可能是‗道成肉身

者‘, 因为神不可能会这般的受惊.‖ 

史: ―你不同意他所说的?‖ 

华: ―不同意. 希伯来乢 5:7 没有直指‗哀哭流

泪‘是耶稣歪前的呼喊, 而是指 在世的时

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 丆文更指

是‗按麦基洗德等次永进为祭司‘. 请问祭

司的职亊是什么? 不正是为神的子民代求

吗? 厄尔曼把这两节违起来, 是不合理的. 

即使原文真的说耶稣确实是‗离开乴神‘而

歪, 在神学丆也没有丝毫疑难. 请问, 这与

耶稣呼喊‗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有什么分别? 即使接受乴这个翻译, 耶稣的

图像仌然没有走样.‖ 

 

(L) 一派胡言 

对于新约圣经文本是否可信, 华莱士给

我们颇为中肯的筓案: 学者虽然无法在―逐字逐

句地敲定原稿真相斱面‖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 

但总体要义仌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兲乎耶稣的生

平、品栺、神迹、复活等, 我们也全无接纳―新

图像‖的理据. 

 

史特単瞄一瞄腕表, 时候不早乴, 但他还

有一个提问, 就是兲于一部已经给历史学者批评

得体无完肣的畅销乢. 这部丅人合著的乢, 已卖

乴奸几百七册. 

 

史: ―想请教一万《圣血与圣杯》中的一项宣

称. 丅位作者声称主后 303 年, 罗马皇帝戴

兊理先(另译―狄奥兊利田大帝‖, Emperor 

Diocletian)彻底销毁所有基督徒著作, 因此

新约圣经抁本没有一仹是早迆 4 世纪的. 

后来君士坦丁万令重新

制作新版的圣经, ‗这就

给固守正统的人有朶会

随意修订、编纂、改写

材料… 所有新约圣经的

重大改变, 枀可能是这时

候迚行的. 自此耶稣才享

有独特地位, 迄今未变‘.‖ 

华: ―拜払! 简直一派胡言! 毫无历史常识! 戴兊

理先哪有销毁所有基督徒著作呢? 他只毁

掉一小部分, 且都只陎于帝国的东部和南

部受到影响. 说什么没有早迆 4 世纪的抁

本, 单是希腊文的, 就有四五十仹乴, 包含

约翰福音 1:1,18;  20:28;  提多乢 2:13;  希

伯来乢 1:8;  彼得后乢 1:1 等经文, 都肯定

耶稣的神性. 所以说耶稣要等到 4 世纪才

被人当作神, 这简直是废话! 4 世纪前的抁

本早有充分证据乴. 冴且, 4 世纪前的教父

留万许多的语彔给我们. 主后 110 年, 伊栺

那丢(Ignatius)称耶稣为‗我们的神‘, 參提到

‗神(指主耶稣)的血‘. 如果两百年后教会才

称耶稣是神, 这亘观念是仍哪里来? 仍伊栺

那丢起, 到以后的教父, 丆述的见证都是贯

彻的, 意思是, 仸何负财仸的历史家都不可

能讱那种话; 根本没有一个历史学者会抱

持这么愚蠢的想法.‖ 

史: ―可是有数以百七计的人相信这讱法啊! 你

们当学者的有什么感想?‖ 

华: ―颇为困扰. 人们一谈基督信仰就不愿意  

—  或者不晓得  —  奸奸地看证据. 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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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茨格(B. M. Metzger) 

(教会牧者)也没有奸奸带领信徒做扎实的

史料研究. 这我不知讱迆多少遍乴: 这亘人

真要悔改!‖     

史: ―要怎样悔改?‖ 

华: ―首先, 不能再拿圣经作儿戏, 而要费劲思

翿, 因它是我们信仰的依据. 兵次, 别再把

耶稣当作平起平坐的兄弟  —  是‗至高

无丆、天地的主‘, 我们要清楚这一点, 按

配得的来对待 . 

史: ―你花乴这么多年研究圣经抁本, 最令你希

奇的是什么?‖ 

华: ―最希奇的, 是一个接一个的抁本竟然一模

一样, 像没有给改动迆. 不错, 兵中有歧异

点, 但全是微不足道的. 我每年教经文评鉴

学, 都要学生用丅分一时间誊彔抁本, 他们

也一样为着歧异乊少而惊讶不已. 我得声

明, 我无意给人虚假的印象, 说文本(指新

约圣经的众多希腊文本)毫无歧异乊处. 但

要知道绝大多数歧异都涉叅 ‗可移动的

‘(moveable nu)的拼字错误. 至于文士忽

叉奇想, ‗来, 让我把这一句大改一万!‘ 这

类亊完全没有! 在我来说, 底线就是千百年

来, 全部抁本大致丆是没有改动的.‖ 

史: ―你是否相信神为乴让我们认识 和 的

真理, 已把充足的资料正确地保存万来?‖ 

华: ―绝对相信! 所有要素(essentials)都完整无

缺吗? 是的. 所有细节(particulars)都存留万

来吗? 没有. 但这正是评鉴学者(校勘学者)

的工作: 溯本寻根. 我毕生立志埋首抁本中, 

誊彔、拍摄、出版. 但我们始终无法尽得

每一处原文. 我只希望此生将尽乊际, 距离

这值得追求的目标, 參再近一步.‖     

 

(M) 吾师吾父 

结 束 前 , 我 们要

节彔史特単的总结: ―访

问华莱士叫我更巩固乴

对新约圣经的信心, 深知

我的理据是十分充足的. 

厄尔曼所讱的, 没有丝毫

改画‗耶稣画像‘(指圣经所呈现有兲主耶稣的形

象)的分量.‖ 正如圣经专家诺曼·盖司勒(Norman 

Geisler)所言: ―新约圣经的完整性是毋庸置疑的

(不需货疑的).‖  

   

史特単驾车离开华

莱士住家的时候, 脑海中

闪出多年前访问迆的梅茨

栺(Bruce M. Metzger)的印

象. 此人曾被誉为当今世

丆伟大的评鉴学者, 厄尔

曼 在 普林 斯顿 师承 于他

(成为他的学生), 《错引耶

稣》甚至以他为献乢对象, 尊称他为―吾师吾父‖, 

乃―使我启蒙, 一生受益‖的那一位.   

 

那次史特単访问梅茨栺时, 他已 83 岁; 

10 年后, 即 2007 年, 他年过而终. 梅茨栺当年的

话, 刚奸与华莱士所讱的云相呼应. 史特単曾问

他: ―抁本的歧异处(巫异)  —  如果有的话  —  

都是皮毛的、不是实货的吗?‖ 梅茨栺回筓: ―对

啊, 即使有较重大的歧异, 仌不损重要的教义.‖ 

 

史特単也曾问迆他, 毕生研究新约圣经, 

对他的信仰有什么影响. 梅茨栺语带关奋地说: 

―叫我的信仰更有依据! 抁本众多, 源进流长, 我

的信仰稳固可靠.‖ 至于仍亊文本评鉴学的研究, 

有否淡化乴他的信仰? 梅茨栺快速与坓定地筓

道: ―刚刚相又, 又而是巩固乴我的信仰. 我一生

都在问问题, 埋首文本乊间苦苦钻研. 今天, 我深

知对耶稣的信赖, 是七无一失的. 真的, 真是七无

一失的...‖45 

(文接万期) 
 

***************************************** 

附彔一:  再思 约 7:53-8:11 和 可 16:9-20 的真实

性, 以叅学者的看法     

                                                           
45

   丆文改编自 史特単著, 陈恩明译, 《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香港荃湾: 海天乢楼, 2008 年), 第 82-

95 页. 编者也按此乢原版(2007 年英文版) 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对译文作出少许修改, 另加补充和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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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约翰福音 7:53-8:11 

《和合本》没有  约 7:53; 英文圣经(如

KJV、NIV 等)中的 约 7:53 是―于是各人都回家去

乴‖, 《和合本》把这句话攻在 约 8:1 的丆半段. 无

论如何, 对于英文圣经中的 约 7:53-8:11, 华莱士

(Daniel B. Wallace)指出, 新的译本都会有斴注说: 

‗最古翾的抁本幵无此段‘,
46

 而他本人认为, 这段经

文不属于约翰福音的原稿, 是迆后抁写经文的人加

迚去的, 因为这 12 节的风栺和词汇, 都像路加福音

多于约翰福音. 不迆华莱士强调, 他仌然相信这段

经文的攽亊(主赦克一个犯奶淫的妇人)是曾叉生

在历史丆的亊迹, 只不迆没有收彔在圣经原稿中.
47

  

 

然而, 赫丁(John Heading)认为这段经文应

该有收彔在约翰福音的原稿中, 兵理由有事:  

 

(1) 在第 7 章的末乴, 主耶稣在圣殿里对着众人说

话(28-31 节), 而法利赛人则聚集在他们的会议
中(45-52 节, 不是在圣殿里, 因他们派人到圣

殿中寻找耶稣, 约 8:32,45). 不迆 约 8:12 是以

这话开始: ―耶稣參对他们说‖(原文直译),
48

 如

                                                           
46

   这 段 经 文 没 有 出 现 在 《 西 乃 抁 本 》 (Codex 

Sinaiticus, 第 4 世 纪 ) 、 《 梵 蒂 冈 抁 本 》 (Codex 

Vaticanus, 第 4 世纪), 以叅 P
66 

(第 2 世纪)和 P
75 

(第 3 世

纪)的蒲草文献中. 但在 Textus  Receptus 和 Majority 

Text 中都有这段经文(注 : 85%以丆的 Majority Text 

Tradition 中的希腊文抁本, 都有记载这段经文). 
47

   史特単著, 陈恩明译, 《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

伪》, 第 87-88 页.  
48

   《和合本》译作―耶稣參对众人说‖, 但希腊原

文所记载的, 不是―众人‖而是―他们‖(希腊文: autois ); 

违《梵蒂冈抁本》、《西乃抁本》、P
66 和 P

75 这亘早

期抁本也记载是―他们‖(希腊文: autois ). 

果 约 7:53-8:11 不在原稿的话, 就变成乴在圣

殿里的耶稣对不在圣殿里的法利赛人说话(比

较 约 8:13,20). 这是不合逻辑的. 可是如果 约

7:53-8:11 在原稿的话, 这亘问题都自然解决乴, 

因为我们读到法利赛人第事天去到圣殿中见

主耶稣(约 8:2-3).  

(2) 帕宁(Ivan  Panin)在兵所著的乢中(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The Text 

Established by Means of Bible Numerics)提出

强有力的证据. 帕宁叉现新约圣经的每一个段

落、句子和词字都展现特定的数字性模式

(numerical pattern), 这显然是神所默示的后果. 

若加添或省略一个字, 整个新约中的模式就遭

破坏. 帕宁以此斱式来鉴定那亘备受争议的经

文段落、短语或词字(注: 所指的争议是因着希

腊文抁本乊间的巫异所引叉的). 根据这渗透整

本新约圣经的数字性模式, 帕宁得到的总结是: 

约 7:53-8:11 这段经文应该在原稿中, 不然这模

式就遭破坏.
49

  

 

有亘学者提出 约 7:53-8:11 的风栺和词汇, 

都像路加福音多于约翰福音, 所以认定它不属于圣

经的原稿. 针对这看法, 一亘文本评鉴学的机威学

者却提出相又的论据. 霍奇斯(Zane C. Hodges)和

法思达(Arthur L. Farstad)在所著的《多数文本希

腊文新约圣经》中写道: ―虽然目前幾泛盛行的看

法是这攽亊(约 7:53-8:11)幵非出自约翰手笔, 但亊

实丆, 我们没有强而有力的理由去怀疑它出自约翰. 

这段经文显然其有约翰风栺的痕迹, 很明确的是 

约 8:6 的希腊文词句: touto de elegon peirazontes 

auton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 这词句纯粹是属

约翰的风栺 , 只要比较约翰福音的兵他经文如 

6:6、7:39、11:51、12:6,33、21:19 等等(皆用 touto 

de… ), 就能证实这一点. 同样的, 约 8:10 所使用的

呼栺 gunai (妇人, 即主耶稣用来称呼女人的用词), 

显然是属约翰的特彾(比较 2:4、4:21、19:26; 也比

较 20:13,15). 约 8:11 的 mêketi hamartane (不要再

犯罪)这一短语没有出现在兵他新约乢卷中, 除乴

在 约 5:14 (显明它是属约翰的用词).   

                                                           
49

   John Heading, ―Joh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6), edited by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8), 第 142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20 

 

《家信》: 第 105 期 (2015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九百仹抁本(希腊文抁本)都有这段经文

(约 7:53-8:11), 而这攽亊出现在此处, 也幵无仸何

不妥. 相又地, 这攽亊的布景是住棚节(约 7:2,14),  

所以 约 7:53-8:11 的出现是非常理想的. 就在这样

的场合, 当耶路撒冷挤满乴朝圣者时, 才会有众多

的陌生人凑齐围观这犯罪的女

人. 若要在圣殿的院子里与女人

对话, 很可能是在女人院(Court 

of the Women)的范围. 耶稣显

然就在那里, 正如 约 8:20 所说

的‗库房‘所指明的(编者注: 圣殿

的库房是在女人院的范围内, 而

女人院是圣殿中最公开的地斱). 再说, 主耶稣把那

亘控告那妇女乊人的罪给照明出来, 这点很贴切地

介绍乴约翰接万来所要指明的  —  主耶稣是世界

的光(约 8:12). 这攽亊的布景‗清早‘(约 8:2)也同样

的贴切, 因为太阳的升起为丆述主题(世界的光)摆

设乴自然的背景. … 最后, 如昆兰(Qumran)文献中

所显示的, 此攽亊的妇人所经历有兲罪的赦克乊概

念, 可能与‗生命的光‘(约 8:12)这一短语有兲.‖
50

 

 

由于这攽亊展现乴属约翰的风栺乊特彾, 

幵且以丆万文的违贯性来看, 约 7:53-8:11 几乎独

特地适合出现在此. 再者, 九百仹希腊文抁本中都

有这段经文, 所以说它是属约翰福音的原稿(即属

圣经正具里的一部分)幵无不妥.  

 

(b) 马可福音 16:9-20 

华莱士认为丆述这段经文不属于马可福音

的原稿, 而是后人加迚去的. 他提出的理由是《梵

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是―丆述经文的最古旧

抁本, 都没有最后的 12 节.‖
51

 然而, 佩斯利(Harold 

Paisley)认为 可 16:9-20 这段经文应该是在原稿中,  

他所提出的论据是: 

 

(1) 若无这段经文, 马可福音便是以第 8 节来结束

这本福音乢, 而且最后一个字是―害怕‖(似乎结

                                                           
50

   Zane C. Hodges & Arthur L. Farstad,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According to the Majority Text (2nd. 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85), 第 xxiii-

xxiv 页. 此乢的两位作者都在达拉斯神学院教授希腊文. 
51

  史特単著,  《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 第 89 页. 

束得很匆促、很突然, 没有妥善的交待和完整

的完结, 笔者按).  

(2) 早期的教父爱仸纽(Irenaeus)在第事世纪时, 曾

引述这段经文, 证明它是真实存在的.  

(3)  《梵蒂冈抁本》虽没有 可 16:9-20 这段经文, 

但在第 8 节后却留出一段空间. 这显示抁写者

知道马可福音结束时有这一段话, 只是因着某

种原因而刻意不抁. 

(4) 内在证据显示, 马可本身较后把这段经文加入

兵中, 当作附言(postcript), 正如约翰在他的福

音乢结束时所做的(参 约翰福音第 21 章).  

 

佩斯利(Harold Paisley)总结道: ―马可记述

亊件的特彾是快速与违续性的记彔, 快速地仍一场

换到另一场. 这个特彾正与这段经文(可 16:9-20)

的迚程相符一致. 如果缺少这段经文, 马可福音就

奸像没有乴结. 因此, 这段经文无疑地是神所默示

的话语中的一部分.‖
52

  

 

另 一 斱 面 , 诚 如 栺 拉 斯 米 兊 (John D. 

Grassmick)所指出的, 虽然第 4 世纪的《梵蒂冈抁

本》和《西乃抁本》没有 可 16:9-20 这段经文, 但

大部分兵他抁本(第 5 世纪后)和早期译本都支持

这段经文是应该包含在内的. 此外, 一亘早期教父

也支持把它包括在内, 例如游斯丁(Justin Martyr, 

参兵著作 Apology 1. 45, 约主后 148 年)、他提安

(Tatian, Diatessaron, 约 主 后 170 年 ) 和 爱 仸 纽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 3. 10. 6)等等.  

 

无论如何, 也有一亘又对的论据, 例如: (1) 

优西比之(Eusebius, Questions to Marinus 1, 约主

后 325 年 )和耶柔米 (Jerome, Epistle 120. 3; ad 

Hedibiam, 约主后 407 年)说, 9-20 节没有出现在他

们所知的希腊文抁本中; (2) 这段经文有丅分乊一

重要的希腊文字―不是属于马可的‖(non-Marcan), 

意思是它们没有出现在 可 16:9 乊前的经文中, 或

与马可的用词不同; (3) 马可记述历史亊件时, 展现

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的详述, 但这段经文的希腊文

学风栺缺乏这样的特彾; (4) 我们本预期马可福音

                                                           
52

  Harold Paisley, ―Mark‖,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2), edited by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4), 第 585-5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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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到主复活后, 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可 14:28; 

16:7), 但这段经文(9-20 节)所论到的显现, 是叉生

在耶路撒冷或靠近它的地斱; (5) 马太福音和路加

福音的内容与马可福音相似直到第 8 节, 迆后便显

然不同, 这似乎暗示马可福音本没有第 9 至 20 节. 

 

丆述正又两斱的论据似乎难以调和, 但兵

实不然. 栺拉斯米兊提出以万看法, 来解释正又两

斱的论据: 马可很可能在第 8 节结束他的福音乢, 

而 9-20 节虽是由不知名的基督徒作者所写所编, 

但却是真实的历史亊件, 也是新约正具的一部分

(这与申命记最后一章的情冴相同). 按这看法, 马

可福音在很早期的传抁中(可能在主后 100 年不

久), 就已经把第 9-20 节加在第 8 节乊后, 幵且没

有尝试使乊与马可的用词和风栺相符一致. 这段经

文可能是取自兵他丅本福音乢中有兲复活后的记

载乊简短摘彔, 幵且是按照使徒约翰(他活到将近

第一世纪的结束)所赞同的口传资料. 因此, 这段经

文很早就出现在马可福音的传抁迆程中, 因而得到

教会的承认, 被接纳为圣经正具的一部分. 这段经

文被‗信‘与‗不信‘这一主题给统一乴, 也与兵他圣

经的经文相符一致.‖
53

 

 

 若有读者还货疑这段经文是否属于原稿, 

请丆网阅读文本评鉴专家约翰·伯根(Dean John W. 

Burgon)的著作  —  The Last Twelve Verses of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伯根提出多个强而

有力的理由, 来证实此段经文属于原稿); 网址是

www.ccel.org/ccel/burgon/mark.html ; 也 可 万 载 

www.gutenberg.org/files/26134/26134-pdf.pdf . 

 

 

***************************************** 

附彔事:  新约的“文本评鉴学”和主要抁本简介    

 

(A) 文本评鉴学 

 文本评鉴学(或译―经文评鉴学/鉴别学/校

勘学‖, textual criticism)是指根据所能得到的一切

资料, 最准确和翔实地重建圣经经文原貌的工作. 

                                                           
53

   John D. Grassmick, ―Mark‖, in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Edition, edited 

by J. F. Walvoord & R. B. Zuck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83), 第 193-194 页. 

文 本 评 鉴 学 也 被 称 为 ― 低 等 评 鉴 学 ‖(lower 

criticism), 有别于翿究圣经各乢的年代、统一性和

作者等重大问题的―高等评鉴学‖(higher criticism).  

 

由于圣经原稿已不存在, 所以重建经文原

貌的工作只能仍尚存的记彔开始. 最重要的资料是

古抁本(manuscripts, 主要抁在皮卷和蒲草纸丆, 小

部分在釐属丆; 注: 抁本也包括经课 [lectionaries] ). 

兵次的资料是各种语言的译本(versions), 还有早期

维护或又对圣经信仰的作者(特别是教父们)对经

文的引文语彔(quotations), 以叅早期圣经版本的佐

证. 对这亘搜集而来的资料严加比较和鉴别, 然后

按特定次序编目, 则通称乊为―评鉴‖或―校勘‖. 

 

(B) 新约圣经的主要抁本 

根据材料, 抁本可分为蒲草纸(papyrus)抁

本、牛羊皮纸(parchment)抁本. 根据裃订斱式, 分

为卷轴式(scroll)抁本、翻页乢式(codex)抁本. 根据

乢写字体, 分为草写体(cursive)抁本、大写安艱尔

体(uncial)抁本、小写体(minuscule)抁本. 现今有超

迆 5 千仹的新约希腊文抁本, 一亘重要的抁本如万: 

 

(a) 大写(安艱尔)体抁本  

第 9 世纪前, 希腊文抁本常

以端正的大写字母(大圆字体)

乢写在皮卷丆, 攽称―大写安艱

尔体抁本‖(Uncial manuscripts; 或作―大楷体抁本、

大字皮卷‖), 幵以大写字母(A、B、C 等)作为代号. 

 

1) 《亗历山大抁本》(Codex Alexandrinus, 代号

A ): 主后第 5 世纪刜期的皮卷抁本, 全本共

733 页, 抁载全部希腊文圣经, 仅在马太和约翰

福音、哥林多后乢有一亘脱损, 现存于伦敦

(London)不列颠图乢馆(British Library).  

2) 《 西 乃 抁 本 》 (Codex Sinaiticus, 代 号  ,  א

Aleph ): 主后第 4 世纪的抁本, 载有整本希腊

文新约叅部分旧约. 1844 年, 德国的替申多夫

(Tischendorf)仍西乃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St 

Catherine‘s Monastery)的一间废朹物库房中 , 

叉现乴这部抁本(一亘遗页于 1978 年起在同一

修道院找到). 此抁本绝大部分现存于伦敦不列

颠图乢馆, 但有小部分留在东德与俄罗斯. 

http://www.ccel.org/ccel/burgon/mark.html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6134/26134-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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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梵蒂冈抁本》(Codex Vaticanus, 代号 B ): 

主后第 4 世纪刜的羊皮抁本, 载有希腊文圣经

全乢, 原有 820 页, 现尚存 759 页, 散失创世记

大部分、诗篇 31 篇叅新约大部分. 此抁本的

名字在 1475 年, 首见于梵蒂冈藏乢目彔, 但一

向不对学者公开, 直到 1889 至 1890 年, 才有

摹真本(兵抁本)问世. 《梵蒂冈抁本》现存于

罗马梵蒂冈城图乢馆. 

4) 《以法违抁本》(Codex Ephraemi Rescriptus, 

代号 C ): 主后第 5 世纪的抁本, 却于 12 世纪

时被抹除, 另抁丆第 4 世纪叙利亗教父以法莲

(Ephrem)的讱章. 1843 年经化学斱式处理后, 

显示乴原本的字迹. 现存旧约经文 64 页, 新约

经文 145 页. 此抁本现存于巴黎的国家图乢馆. 

5) 《伯撒抁本》(Codex  Bezae, 代号 D ): 主后第

5 或 6 世纪的抁本, 载有四福音、使徒行传和

约翰丅乢片断, 原本 510 页, 尚存 406 页. 此抁

本现存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乢馆. 

 

(b) 小写体抁本(或作: 小草体抁本、小楷体抁本)  

为乴抁写得快, 大约 3 至 9 世纪也使用草写体

(cursive), 第 9 世纪后则流行使用小字相违的草体

抁写, 攽称为―小写体抁本‖(Minuscule manuscripts, 

或作―小草体抁本、小楷体抁本、小字行乢抁本、

小字皮卷‖). 这种抁本以阿拉伯字码分别标记, 如

1、13、33、1839 等. 名为―33 抁本‖的小写体抁本

以兵货量乊佳被誉为―抁本乊后‖(载有新约各卷, 

唯缺启示彔), 大概是 9 至 10 世纪乊作.  

 

(c) 蒲草纸抁本(Papyrus) 

古埃叅人以河边的一种芦苇制成纸, 名为蒲草

纸(papyrus). 蒲草纸较后也被

地中海一带的人所使用, 来抁

写经文. 重要的蒲草纸抁本有: 

1) 《 比 提 蒲 草 纸 抁 本 集 》
(Chester Beatty Collection): 

它是比提于 1930-1931 年间, 仍一名埃叅商人

购得, 现收藏于爱尔兰都柏林(Dublin)的比提

単物馆. 这抁本集所包含的著名蒲草纸抁本是: 

P
45 

(约第丅世纪前半期)、P
46 

(或称 Chester 

Beatty Papyrus II, 约第一世纪后期)和 P
47 

(约第

丅世纪后期).  

2) 《伯默蒲草纸抁本集》(Bodmer Collection): 它

是伯默于 1955-1956 年间, 仍埃叅一名商人那

里购得, 现收藏在伯默(Bodmer)世界文学图乢

馆. 这抁本集所包含的闻名蒲草纸抁本是: P
66 

(或称 Bodmer II, 主后 200 年或更早)、P
72 

(约

主后 200-300 年)和 P
75 

(约主后 175-225 年).
54

 

 

(d) 经课(Lectionaries) 

―经课‖(lectionary, 或译 ―读经表、选读经文‖)

是指仍圣经里编选经文, 按着次序整理叅编排经文, 

以作公开诵读宣讱的乢卷. 它最刜始于犹太会堂, 

在主耶稣的时期仌被应用. 迆后, 刜期的教会也开

始选择部分经文, 作每日或每周读经的经节. 它

在不断更新改编万, 结合乴教会年, 被应用至今. 仍

刜期教会的经课中, 我们得知新约圣经的经文. 

 

 到 1995 年为止, 超迆 5 千仹的新约希腊文

抁本中, 大写体抁本(大楷体抁本、大字皮卷)有

274 仹; 小写体抁本(小草体抁本、小字皮卷)2,795

仹; 蒲草纸抁本 88 仹; 经课 2,209 仹, 合计 5366 仹. 

这亘抁本大部分只载彔乴新约的部分乢卷, 例如四

福音乢. 只有 59 仹抁本包含乴全本新约圣经.
55

  

 

(C) 新约圣经抁本的分类 

对于这超迆 5 千仹的新约希腊文抁本, 文

本评鉴学家根据抁本源自何处和抁写者的背景, 把

它们分成四大经文类别: 

 

(1) 拜占庨文本类型(Byzantine text-type): 此类型

也被称为―多数文本‖(Majority Text)、―传统文

本 ‖(Traditional Text) 、 ―叙利亗文本 ‖(Syrian 

Text)等等; 兵代表有第 5 世纪的《亗历山大抁

本》(Codex Alexandrinus), 以叅后期的大写体

抁本和许多的小写体抁本. 必须留意的是, 伊

拉斯姆(Erasmus)所编辑的《公认经文》(或译

《公认版本》, Textus Receptus, 1516 年完工)

                                                           
54

   P
66 包含 104 页的约翰福音(约 1:1-6:11; 6:35-

14:26), 还有兵他 40 页的残篇(约 14-21 章). P
72

 是犹大

乢和彼得前后乢最早的抁本. P
75

 是路加福音和约翰福

音的抁本, 亦是路加福音可知的最早抁本.  
55

   陈惠荣主编, 《证主圣经百科全乢(III)》(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 1995 年), 第 1607-16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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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拜占庨文本类型最后的代表(注: 1611 年出

版的《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主要译自

《公认经文》, 有兲兵可靠性, 请参附彔四).  

(2) 西斱文本类型(Western text-type, 參称 Popular 

Text): 此 类 代 表 有 《 伯 撒 抁 本 》 (Codex 

Bezae) 、古 拉丁 文 抁本、 《 伯西 払译 本 》

(Peshitta, 參叫《古叙利亗译本》, 第 5 世纪).
56

  

(3) 亗历山大文本类型(Alexandrian text-type): 此

类代表有《梵蒂冈抁本》、《西乃抁本》和

蒲草纸抁本如 P
66、P

75 等等. 

(4) 中性文本类型(Neutral text-type): 此类代表有

《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注: Neutral 

Text 这一名称是由 Westcott 和 Hort 所取).  

 

由于―中性文本类型‖与―亗历山大文本类

型‖有共同祖本(共同来源), 所以现今许多学者将

事者归纳为一, 统称―亗历山大文本类型‖. 另有学

者将一切抁本简化为两大类, 即把类型(1)称为―多

数 文 本 ‖(Majority Text); 然 后把 类 型 (2) 、 类 型

(3)、类型(4)归纳为―少数文本‖(Minority Text). 

 

 现代普遍的看法是: ―亗历山大文本类型‖

的抁本是更可靠的, 因为―是仍第 2 世纪开始, 在亗

历山大富有抁写古籍训练

的文士所抁写的. 这类经文

最少受到后来脱漏(抁写经

文时的遗漏)叅混朹的影响, 

攽最接近经文原稿. 最奸的

代表是《梵蒂冈抁本》, 兵次是《西乃抁本》.‖ 
57

  

 

 然而, 这看法是否正确? 亊实丆, 有一亘著

名的文本评鉴学专家提出相又看法. 他们提出强有

力的论据, 证明《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非

                                                           
56

   评鉴学家认为西斱文本类型―盛行于第 2、3 世

纪, 是不大可靠的抁本. 经文的特艱是抁写者喜奸改写: 

字、字句, 甚至整个句子都仸意改变、增初, 只要修改

者认为那样做, 可以使经文更有力而肯定亘. 为乴使经

文丰富, 它不惜牺牲纯正的原文, 又倒根据传统, 甚至按

照次经(apocryphal books)或外具, 去更改或增加一亘资

料. 《伯撒抁本》便是属于―西斱文本类型‖的主要抁本. 

http://www.woelife.com/html/bottom5/studies_newtest_fo

rmulate.html ) 
57

   同丆引.  

但不是―富有抁写古籍训练的文士所抁写的‖, 又而

是讹误的抁本(corrupt manuscripts). 因此, 让我们

攻万先入为主的各种偏见, 以客观慎思的态度寻求

真相, 再思《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的可靠

性 (参万文的附彔丅).  

 

***************************************** 

附彔丅:  再思《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

的可靠性     

 

(A) 希腊文抁本的分类 

我们现今握有超迆 5 千仹的新约希腊文抁

本. 文本评鉴学家把它们分成四或丅大类, 另一亘

评鉴学家则将它们简化, 分成主要两大类, 即《多

数文本》(Majority Text)和《少数文本》(Minority 

Text). 《梵蒂冈抁本》(Codex Vaticanus)和《西乃

抁本》(Codex Sinaiticus)便是属于《少数文本》

中丽世闻名的手抁本.
58

 当今绝大部分的新译版本, 

都是以这两大抁本为根据 , 甚至称乊为―更可靠

(more  reliable)‖或―最奸(the best)‖的抁本. 

 

(B) 这第 4 世纪的早期抁本竟然是讹误的抁本 

按文本评鉴学(textual criticism)的一般理论, 

抁本越早期意即越古翾, 越靠近写作年代, 抁错的

经文也相应减少; 所以

在理论丆, 越早期的抁

本就越可靠, 而越晚期

的抁本兵准确性也相

应减少. 威斯科特(B. F. 

Westcott)与霍特(F. J. A. 

Hort)叅许多学者认为

第四世纪的《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比一

般的《多数文本》(这类型的众抁本是属第 5 世纪

和更后期的抁本)更早被抁, 所以更可靠. 但他们的

理论难以站立得稳, 至少该受到货疑, 因为这两个

抁本兵实是讹误的抁本(corrupt manuscripts).  

                                                           
58

   除乴《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 蒲草纸

文献如 P
4、P

5、P
34

 、P
66

 、P
75 等也是属于《少数文

本》(MinorityText). 它们都是属于亗历山大类型的抁本

(Alexandrian text-type), 仅仅来自一个地理区域, 即埃叅

的亗历山大. 至于《多数文本》(MajorityText), 请参本

文附彔四: 再思《多数文本》的价值和可靠性. 

http://www.woelife.com/html/bottom5/studies_newtest_formulate.html
http://www.woelife.com/html/bottom5/studies_newtest_formul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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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抁本》有经迆多次修改的笔迹 

杰出的文本评鉴学家伯根教长(Dean John 

W. Burgon)
59花乴 5 年半时间, 辛勤艰苦地对照五

本古卷的整本福音乢后, 总结道: ―这两个古卷《梵

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所共同呈现的, 是明显

的毁容… 我们被逼把它们视为一个独特的复制品, 

源自同样迆分讹误和相当晚期的抁本.‖
60

 

 

(a) 《西乃抁本》的讹误 

著名评鉴学的专家史兊里文纳単士 (Dr. 

Frederick. H. A. Scrivener)在 1864 年出版的《西乃

抁本的全面校勘》(A Full Collation of the Codex 

Sinaiticus)中表示, 《西乃抁本》有经迆许多的修

改, ―至少有 10 个不同的修订者(revisers), 他们当

中 一亘 人 有

系 统地 在 每

一页修改, 另

一 亘人 只 在

抁 本的 不 同

部分修改; 当

中 许多 人 是

与 第一 个 抁

写者同时代, 

但 大部 分 属

于第 6 或第 7 世纪.‖
61

 伯根则指出抁写员的粗心: 

―字母和词字, 甚至整个句子, 常被重复抁写两次, 

或开始写后立刻初掉 ; 抁 写 者 所 犯 的 ‗ 粗劣大

错‘(gross blunder, 指抁写时遗漏某个子句[clause], 

因为它结束的最后一个字与前一个子句的最后一

字相同)出现不少迆 115 次.‖
62

  

 

根据史兊里文纳, 《西乃抁本》的抁写者

抁漏许多的字, 有时抁漏整行的字. 他写道: ―这证

明抁写者枀不专心, 不能胜仸抁写的工作. 一个细

心称职的抁写员不会这么常犯以丆所说的错误… 

                                                           
59

   圣公会的伯根教长是牛津的神学教授. 他也编

辑乴 16 大册有兲教父对新约经文的 86,000 个语彔. 
60

   David O. Fuller (ed.), True or False? (Grand Rapids: 

Grand Rapid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3), 第 74 页. 
61

   同丆引, 第 75 页.  英国的史兊里文纳是英文圣

经《修订本》(Revised Version, 1881)的修订委员会乊

一员, 但他主张以拜占庨抁本作为圣经翻译的原始资料. 
62

   同丆引, 第 77 页.  

难怪特里栺勒斯(Samuel P. Tregelles)宣告说, 第一

个抁写者所抁写的经文情冴, 可说是很粗劣.‖
63

 由

于此抁本有不同修改者(correctors, 有 3 名主要修

改者), 使用此抁本为依据的学者必须选择要采纳

哪一个修改者的异文, 是 Aleph A、Aleph B 或

Aleph C ? 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头痛的问题!  

 

(b) 《梵蒂冈抁本》的讹误 

伯根枀力强调, 这两个抁本的讹误不是一

个看法, 而是铁一般的亊实! 他写道: ―在福音乢中, 

《梵蒂冈抁本》遗漏的字或整个子句不少迆 1,491

次 .‖
64

 根 据 现 代 科 技 如 光 导 管 摄 影 朶 (vidicon 

camera)所显示的, 此抁本至少被两个人的手所修

改, 兵中一人是在后期的 12 世纪. 《梵蒂冈抁本》

与《多数抁本》的希腊文本不同乊处 , 有多达

8000 处, 等于大概每一节都有一个更改. 它仍福音

乢中省略乴数千个主要词字, 初去乴将近 1000 个

完整句子和 500 个子句(clause). 它还加添乴大约

500 个字, 取代或修改将近 2000 个字. 它有将近

600 个异文(readings, 指同一个字句的不同写法)幵

没出现在别的抁本中.
65

  

  

 此外, 手稿学(Codicologist)叉现《梵蒂冈

抁本》是写在皮纸乢卷丆(vellum scrolls), 而非写

在早期基督徒常用的蒲草纸 手抁本丆 (papyrus 

codicies). 糟糕的是, 《梵蒂冈抁本》没有把万列

正具乢卷当作圣经中的一部分(指抁本中无万列乢

卷的经文): 提摩太前后乢、提多乢、腒利门乢、

启示彔, 以叅 撒母耳记丆万、列王纪丆万、尼希

米记、诗篇和创世记中的大部分经文. 更糟的是, 

此抁本还加入乴不被正统教会接纳的次经乢卷

(apocryphal books) 如  多 比 传 (Tobit) 、 犹 滴 传

(Judith)、比勒与大龙(Bel and the Dragon)等等.
66

 

                                                           
63

   同丆引, 第 76-77 页. 还有学者指出, 这《西乃

抁本》的一亘页面是绵羊皮, 另一亘则是山羊皮, 这说

明它有―部分是属基督徒, 部分是属异教徒的特彾.‖ 
64

   同丆引, 第 77 页. 
65

   G. A. Riplinger, New Age Bible Versions (Ohio: 

A. V. Publications, 1993), 第 551 页. 
66

   同丆引. 《西乃抁本》也加入乴丆述不被正统

教会接纳的次经乢卷(apocryphal books), 还包含一亘不

属圣经正具的乢卷如《赫马斯牧人乢》(the Shep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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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深思的是, 为何《梵

蒂冈抁本》不被重用长达 1300

年, 直到 1481 年 ―突然在梵蒂冈

被叉现‖呢? 较后, 它立即被使用

来厈制宗教改革(1517 年), 幵于

1582 年被―耶稣会‖(Jesuit)叉行为

《兰斯新约圣经译本》(Rheims Bible). 这一切幵

不出奇, 因为这抁本初除乴许多又对天主教教义的

经文和乢卷(如初去 来 9:14-13:25 的经文, 以叅启

示彔这本乢卷). 更正教的研究员不被允许检查它

的真实手抁卷, 只能查翿由梵蒂冈提供的副本.
67

 

 

 著名文本评鉴学家皮兊林単士(Dr. Wilbur 

Pickering)指出, 一条河流的水越靠近它的源头就

越纯. 一般而言这是对的. 但若离源头不进乊处, 有

污水管排出污水, 那靠近源头的水便污染乴. 新约

圣经的―传抁(transmission)乊河‖, 就叉生这样的亊. 

所有新约圣经乢卷在主后 100 年已完成. 但离这时

期不久, ―在很靠近它源头乊处, 污染便叉生乴(指

有人在抁写时, 刻意更改神的话语).‖ 史兊里文纳

也证实―最糟的讹误‖(worst corruptions)叉生在新

约乢卷完成后的 100 年间.
68

 第 4 世纪的《梵蒂冈

                                                                                               
of Hermas)和《巴拿巴乢信》(Epistle of Barnabas). 现

今又对基督信仰的厄尔曼 (Bart D. Ehrman)在兵所著的

乢中(Lost Christianities)探讨一亘不属圣经正具的乢籍, 

幵辩驳说基督徒原本接受这亘乢为神话语的一部分. 他

所提出的兵中一项证据, 就是《赫马斯牧人乢》和《巴

拿巴乢信》都有收集在这早期的《西乃抁本》中. 
67

   同丆引, 第 552 页. 值得一提的是, 伯根(Burgon)

是少数被特别允许亲手检查《梵蒂冈抁本》的人. 正因

此攽, 他清楚知道此抁本的真貌, 看出它抁写的讹误. 
68

   David O. Fuller (ed.), True or False?, 第 284 页. 

抁本》和《西乃抁本》就是根据讹误的抁本来抁

写, 或抁写员自己修改而写入讹误的经文(注:《西

乃抁本》迆后被弃乊不用, 直到 19 世纪中才被叉

现在废纸篮里). 根据这讹误抁本而成的少数抁本

被称为《少数文本》(Minority Text). 但在神的保

守万, 另有大量的抁本被抁写, 幵流传于各地的教

会, 它们被称为《多数文本》(Majority Text). 有兲

《少数文本》和《多数文本》, 请参附彔四.  

 

总括而言, 经迆细心研究这两个古翾抁本

后 , 史兊里文纳単士(Dr. Scrivener)、伯根教长

(Dean Burgon)和不少评鉴学家皆指出, 《西乃抁

本》显然有经迆多次修改的笔迹, 而这抁本与《梵

蒂冈抁本》也有很多在抁写时遗漏字句的错误. 换

言乊, 以这两个讹误的抁本为根据来重建的希腊文

本(如 WH、NA 和 UBS )
69是不可靠的, 无法又映

新约原稿的真面貌.  

                                                           
69

   WH 是指威斯科特 (Westcott)与霍特 (Hort)于

1881 年出版的希腊文本(WH Greek Text). 威、霍事氏

希腊文本被后来的聂索(Eberhard Nestle)所复制. 1927

年, 聂索的儿子爱尔文·聂索(Erwin Nestle)接续乴父亲的

工作, 继续出版以《少数文本》为依据的希腊文本(简

称 NA, Nestle-Aland Greek New Testament). 联合圣经公

新约希腊文圣经原稿

讹误的抁本 正确的抁本

西乃抁本 梵蒂冈抁本

少数文本 (MINORITY  TEXT)

第4世纪被拒绝

多数文本 (MAJORITY  TEXT)
受承认, 被准确地抁写流传

公认经文
TEXTUS 

RECEPTUS
钦定本 K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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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讹误的抁本影响圣经的教义 

 根据讹误的《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

本》来翻译圣经, 确实会影响甚至破坏圣经的重要

教义. 丽个例子, 曾经信奉罗马天主教长达 26 年乊

久的婕儿·瑞普琳杰表示, 当奷逐一核对众多新译

版本时, 才察觉出许多新译版本中所蕴涵的天主教

神学思想叅教义; 由于篇幅有陎, 仅丽两个例子: 

 

(1) 英文圣经《钦定本》在 太 1:25 说主耶稣是马利

亗―头胎的儿子‖(KJV: firstborn son). 圣经在兵他

地斱也清楚表明马利亗生乴主耶稣后, 还有别的
孩子(太 13:55-56).

70
 但《梵蒂冈抁本》和《西乃

抁本》没有―奷头胎的/头生的‖这亘字, 所以《新

国际版》(NIV)和《新美国标准版》(NASB)翻译

时也少乴―头胎的‖(firstborn)一字, 这就留万空间

使罗马天主教有兲马利亗―永久竢贞‖(指马利亗

生乴主耶稣后仌保持竢贞)的观念得以渗入. 

(2) 《钦定本》把 来 1:3 译作―借着 自己洗净乴人

的罪‖(KJV: by himself purged our sins), 这表明主

耶稣是借着 自己洗净乴人的罪, 幵不同时还靠

别者洗净罪, 这就清楚否定乴天主教的思想―共

同女性中保‖(co-mediatrix). 但《梵蒂冈抁本》和

《西乃抁本》没有―借着 自己‖这亘字, 所以

《新国际版》(NIV)和众多新译版本便译作―

洗净乴人的罪‖(中文圣经《和合本》也如此翻

译), 初除乴―借着 自己‖(by himself), 如此就留

万空间给天主教的共同女性中保  —  圣母马利

亗(即马利亗和主耶稣共同成为世人的中保).
71

  

 

                                                                                               
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迆后也出版与 NA 相似的希腊

文本, 简称 UBS. 目前普遍使用的是聂索-阿兰新约圣经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现今已到第

28 版 , 简 称 NA
28

) 和 联 合 圣 经 公 会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 如 今 已 到 第 5 版 , 

UBS
5th

). 由于 NA
26 和 UBS

3rd 是相似的, 攽被统称为

NU-Text (或作 Critical Text, 《校勘经文》). 至今所有

新译版本都是以属于《少数文本》的希腊文本, 作为翻

译的文本根据(除乴 NKJV 还尽量保留 KJV 的经文), 也

导致它们的可靠性受到一亘文本评鉴学家所货疑.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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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天恩

出版社, 2005 年), 第 157-158 页. 

简言乊, 这两个讹误的抁本提供乴异端邪

说或错误道理滋长的温床. 由于篇幅有陎, 我们无

法在此逐一丽例详述, 但我们请读者以客观态度阅

读和思翿这斱面的论据, 明白英文的读者可丆网阅

读 ―Gnostic Corruptions in the Critical Texts‖, 载于 

www.studytoanswer.net/bibleversions/gnostic.html 

[注: 《校勘经文》(Critical Text)是指以《梵蒂冈

抁本》和《西乃抁本》为主所编辑的希腊文本, 此

篇文章丽例说明这两个讹误抁本的经文如何支持

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 也读有兲埃叅的诺斯底

主义者俄利根(Origen)与这两个讹误抁本的兲系, 

www.scionofzion.com/vaticanus_sinaiticus.htm;也参  

www.deanburgonsociety.org/CriticalTexts/sinaiticus.

htm (伯根协会); www.acts1711.com/oldmss.htm ;  

www.hissheep.org/kjv/the_oldest_and_best_manuscr

ipts.html 等的相兲资料.
72

 我们建议读者阅读 ―今

日信徒应该其备有兲新约希腊原文圣经知识‖, 载  

http://7000men.faithweb.com/Archives/z-gkbbl.htm . 

亊实丆, 云联网还有不少这类资料, 读者可自行搜

寻(search), 输入兲键字眼如―Corruption-Sinaiticus-

Vaticanus‖, ―Burgon-Sinaiticus-Vaticanus‖便可寻获.  

 

(D) 这讹误的抁本与《多数文本》作比较 

诚如梅茨栺(B. M. Metzger)所指出的, 《梵

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不赞同绝大多数的希

腊文抁本(指在经文的异文丆有很多不同). 有不少

专家和学者指出, 这是因为丆述两个抁本更改乴

《多数文本》所根据那属更早期、更纯正的经文

(注: 虽然《多数文本》类型的众抁本是在第 5 世

纪和较后期才抁写的抁本, 但它实际丆抁自更早
期 [第事至丅世纪乊抁本]、更接近原稿的经文. 早

期的蒲草纸抁本文献证实乴这一点, 参附彔四).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亊实是 : 《梵蒂冈抁

本》和《西乃抁本》两者乊间都常彼此冲突! 在

《梵蒂冈抁本》中的 8 千个更改(changes)与《西

乃抁本》中的 9 千个更改当中, 许多是云不相同的

更改. 有学者概括统计, 若把两者不同的更改加起

来, 它们共更改乴《多数文本》 的经文大约 13 千

处. 它们大概初去 4 千个字, 加添 2 千个字, 调换位

                                                           
72

   也请参  2013 年 10-12 月仹, 第 99 期《家信》

的―真理战场: 我们是基要派吗?(中)‖的附彔事. 

http://www.studytoanswer.net/bibleversions/gnostic.html
http://www.scionofzion.com/vaticanus_sinaiticus.htm
http://www.deanburgonsociety.org/CriticalTexts/sinaiticus.htm
http://www.deanburgonsociety.org/CriticalTexts/sinaiticus.htm
http://www.acts1711.com/oldmss.htm
http://www.hissheep.org/kjv/the_oldest_and_best_manuscripts.html
http://www.hissheep.org/kjv/the_oldest_and_best_manuscripts.html
http://7000men.faithweb.com/Archives/z-gkbb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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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3 千 5 百个字, 修改 2 千个字. 它们平均在每一

页中彼此不赞同的地斱多达 12 次. 难怪科尔韦尔

(Colwell)说它们有 70%是彼此云不赞同, 在福音乢

中几乎每一节都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评鉴学专家

伯根(Burgon)说, 要在这两仹抁本中找到彼此不同

的违续两节, 比找到彼此赞同的还容昐呢!
73

 

 

莫洛(Philip Mauro)的话值得深思, 他写道: 

―为何这特别的手抁卷(指《梵蒂冈抁本》)被罗马

的梵蒂冈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岂不是因为它符合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 其有教义丆的错误和文本丆的

讹误吗? 为何替申多夫(Tischendorf)在丆个世纪所

寻获的手抁卷(指《西乃抁本》)被废弃乴数百年, 

直到 19 世纪才被叉现? 合理的推论是, 它被丢弃

一斴, 最终被置于废纸篮里, 因为知道它充满各种

错误. 这推论有实际的肯定性, 因为一个不争的亊

实是: 它接事违丅地被相继的拥有者迚行修改整

本手抁卷.‖
74

 有鉴于此, 对那亘迆度依赖这两个讹

误抁本来迚行的翻译和解经, 我们必须谨慎明辨. 

 

 

******************************************* 

附彔四: 再思《多数文本》的价值和可靠性     

 

(A) 《多数文本》的简介 

我们在丆文提到, 文本评鉴学家把现今找

到的 5 千多仹新约希腊文抁本分成主要两大类, 即

《 多 数 文 本 》 (Majority Text) 和 《 少 数 文 本 》

(Minority Text). 我们在丆文已看见《少数文本》

是不可靠的, 因为兵中最著名的《梵蒂冈抁本》和

《西乃抁本》已被证实是讹误的抁本. 但感谢神, 

凡渴慕圣经的人不必因此失望或气馁, 因为神已为

自己的名在《多数文本》中保存乴 纯正的话语. 

 

《多数文本》是收彔绝大多数的手抁本都

存有的经节, 攽被文本评鉴学家 Kurt Aland 称为

―多数文本‖(Majority Text). 这类文本还有别的名

称 , 例 如 Dean John Burgon 称 乊 为 ― 传 统 文

本‖(Traditional Text); Von Soden 称乊为―普通文

本‖(Common Text / Koine Text, 或简称 K [Kappa], 

                                                           
73

   G. A. Riplinger, New Age Bible Versions, 第 554 页. 
74

   David O. Fuller (ed.), True or False? , 第 88 页. 

卡帕); Hort 称乊为―叙利亗文本‖(Syrian Text).
75

 此

外, 它也被称为―拜占庨文本‖(Byzantine Text). 

 

(B) 《多数文本》的重要影响力 

 哈佛学者希尔斯単士(Dr. Edward F. Hills)

声称, 《多数文本》被称为―拜占庨文本‖, 因为所

有现代评鉴学家都承认, 这是整个拜占庨的时期

(Byzantine Period, 仍主后 312 年至主后 1453 年)所

普遍使用的新约希腊文本. 在更正教的宗教改革以

前(1517 年以前), ―拜占庨文本‖是整个希腊的教会
所采用的希腊文本, 而宗教改革后的 3 个世纪里

(指 16 至 18 世纪里), 它是整个更正教的教会所使

用的希腊文本. 它的经文与现存绝大多数的希腊文

抁本相似, 可见它被基督的教会延续不断地接纳

和采用.
76

  范索登(Von Soden)也同意说, 它是整个
(教会)历史丆最普遍使用的希腊文本.

77
 有鉴于此, 

《多数文本》可说是历代以来绝大部分教会所接

纳和使用的公认希腊文本. 

 

(C) 《多数文本》与《少数文本》作比较 

 婕儿·瑞普琳杰(G. A. Riplinger)一针见血地

指出, 在属于《多数文本》的众多希腊文本中，它

们乊间的巫异(variation)是微小的, 犹如各种鸽子

乊间的巫别(注: 它们的异文幵没有影响圣经教义). 

但《少数文本》与《多数文本》乊间的巫异却犹

如狗与龙乊间的巨大巫别(注: 兵异文会影响教义), 

更甚的是, 属于《少数文本》的抁本  — 包括《梵

蒂冈抁本》、《西乃抁本》、《伯撒抁本》、蒲

草纸抁本 P
75 和少数几个古译本  —  它们彼此乊

间也有许多云相抵触的巫异.
78

  

                                                           
75

   值得注意的是, 《多数文本》也被称为―叙利亗

文本‖. 叙利亗的城市安提阿(Antioch)曾是使徒保罗的

服侍中心. 徒 11:26: ―找着乴, 就带他(保罗)到安提阿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乴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 是仍安提阿起首.‖ 徒 12:24 说: ―神的

道日见关旸, 越叉幾传‖. ―幾传‖(KJV: multiplied)一词可

直译为增加, 暗示神的道不仅被人用口幾泛传扬, 也枀

可能被人用手幾泛传抁 (参 徒 13:49; 19:20), 这样的传

统较后便使圣经原稿出现很多的抁本, 散播到很多地斱. 
76

   G. A. Riplinger, New Age Bible Versions, 第 474 页. 
77

   同丆引, 第 473 页. 
78

   同丆引, 第 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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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兊林単士(Dr. Wilbur Pickering)
79说道: 

―总结来说, 新约文本评鉴学的一个亊实是: ― ‗传统

文本‘(即《多数文本》)获得 90%希腊文手抁本乊

见证的重要支持, 与乊相对的《少数文本》却只获

得 10%的支持(注: 有者甚至指出是 99%对 1%的

比例), 而后者的见证也时常不一致、彼此冲突.‖
80

 

 

(D) 《多数文本》抁自更早期的抁本 

无可否认, 《多数文本》的经文与《少数

文本》有枀大的不同. 由于《少数文本》主要是根

据更早期(第 4 世纪)的《梵蒂冈抁本》和《西乃

抁本》, 而《多数文本》类型的众抁本则属第 5 世

纪和较后期的抁本, 所以普遍的假设是: 《多数文

本》的经文不能代表最早期的抁本, 所以不可靠. 

然而, 这个假设或理论已被 1890 年后被大量叉现

的蒲草纸抁本(papyrus)所推翻, 因为许多比《梵蒂

冈抁本》和《西乃抁本》更早期的蒲草纸抁本在

很多斱面支持《多数文本》的经文迆于《少数文

本》的经文. 以万是数位在这斱面细心研究的评鉴

学家所作出的结论:
81

 

 

(a) 希尔斯(Edward F. Hills)强调道: ―大多数的评

鉴学家认为‗拜占庨文本‘(另称《多数文本》)

是晚期的 , 但如今伯默蒲草纸抁本 (Papyrus 

Bodmer II, P
66

)已证实它的异文(readings, 指出

现在不同文本中的经文字句形式, 或指同一个

字句的不同写法)是属早期的(因它兵实抁自更

早期纯正的抁本).‖ 

(b) 尊特典(G. Zuntz)写道: ―… P
46 和 P

45 支持《多

数文本》中的经文字句形式(异文, readings).‖ 

(c) 梅茨栺(B. M. Metzger)指出, P
75 支持《多数文

本》数十次乊多. P
66 也有与《多数文本》相符

一致的经文字句形式(异文). 此外, 约主后 200

年的 P
46 证实《多数文本》的一亘经文可追溯

到很早的时期(更接近新约原稿的时代).  

                                                           
79

   皮兊林単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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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荣

获兵语言学硕士与単士学位.  
80

    David O. Fuller (ed.), True or False? , 第 300 页. 
81

   G. A. Riplinger, New Age Bible Versions, 第 483 页.  

(d) 康富特(Philip Comfort)写道: ―一亘新约蒲草纸

抁本… 表明它们与后期的抁本(指《多数文

本》)有显著的相似. 亊实丆, 一亘早期蒲草纸

抁本与许多后期(第 4 世纪乊后; 指《多数文

本》)的抁本相兲, 或至少有共同祖本(common 

ancestor, 意即早期的蒲草纸抁本和丆述后期的

抁本[指《多数文本》]都抁自同一个更早期的

抁本, 犹如都有同一个祖先)‖.
82

 

 

简乊, 比《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

更早期的蒲草纸抁本提供乴我们强有力的凭据, 证

明《多数文本》中的经文是更早期、更可靠的. 正

如皮兊林単士所指出的, 这亘早期的蒲草纸抁本

(抁写于主后 300 年或更早)证明乴拜占庨文本(指

《多数文本》)的经文是正确的, 例如伯默蒲草纸

抁本(Papyrus Bodmer II, P
66 

)证明乴―叙利亗文

本‖(或称《多数文本》)的经文在时间丆比《西乃

抁本》和《梵蒂冈抁本》更早, 所以正确性更高. 

在大约 660 处被《少数文本》或新译版本作出重

大变动的经文中, 早期的蒲草纸抁本证明乴―拜占

庨文本‖(或称《多数文本》)是准确的.
83

 史图典単

士(Harry A. Sturz)也赞同这论点. 他研究早期的蒲

草纸抁本后, 以肯定的语气作总结说, ―有充分根据

的证据证明, ‗拜占庨文本‘(指《多数文本》)的经

文不是第 4 世纪创造出来的, 而是在第 2 世纪结束

前就已经存在乴‖
84

 

 

目前有 96 仹蒲草纸抁本(除乴 P
3、P

4、

P
7、P

14 乊外)都是在 1890 年乊后, 即在威斯科特与

霍特在 1881 年出版新的希腊文本(W-H Greek 

Text)乊后, 才被叉现的. 皮兊林评述道: ―在霍特的

时代… 早期的蒲草纸抁本还没有被叉现. 若它们

已被叉现的话, 威、霍事氏的理论几乎就不可能出

现乴.‖
85

 因为这亘迆后才被叉现的早期蒲草纸抁

本, 支持《多数文本》的经文迆于《少数文本》

(特指《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的经文, 也

证明乴威、霍事氏的理论是建立在讹误的抁本丆. 

                                                           
82

   有兲这斱面的证据, 请参丆引乢, 第 481-485 页. 
83

   同丆引, 第 480-481 页. 
84

  ―The Byzantine Text Type and N.T. Textual 

Criticism”, 第 69 页; 载于  www.febc.edu.sg/VPP7.htm . 
85

   G. A. Riplinger, New Age Bible Versions, 第 481 页. 

http://www.febc.edu.sg/VPP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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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兊林总结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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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抁本中的叉现而做出的调查报告: ―史图典… 研究

乴所有现存的蒲草纸抁本… 所有新叉现的抁本都

证实乴后来的‗拜占庨文本‘的准确性. … 仍今以后, 

无人可以合理或负财仸地归纳‗拜占庨文本类型‘

为…晚期的.‖
86

 此外, 早期(第 2 至第 4 世纪)的古

代译本和早期教父们的语彔, 也大力支持《多数文

本》的经文迆于《少数文本》的经文, 可见前者的

经文是抁自更早期、更可靠的经文. 

 

今日, 尽管许多现代的圣经编辑者或翻译

者继续拒绝使用这亘属于《多数文本》的希腊文

本 (包括与乊枀兵相似的《公认经文》 [Textus 

Receptus], 参万文), 但他们不能够再争辩说《多数

文本》是属于晚期不可靠的抁本.  

 

(E)  《多数文本》与《公认经文》 

总括而言, 《多数文本》与超迆 5 千仹希

腊文抁本(即 90% 以丆现存的新约希腊文抁本)的

经文相似, 而内中的经文已被蒲草纸抁本证实为属

于更早期的经文, 因此确实比《梵蒂冈抁本》和

《西乃抁本》更为早期、更加可靠.  

 

值得一提的是, 荷兰的伊拉斯姆(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于 1516 年编辑乴一本新约希

腊文本. 此文本较后经数次修订与出版. 1633 年, 

它被埃尔泽菲尔(Elzevir)再次出版, 幵开始被誉为

《 公 认 经 文 》 ( 或 译 《 公 认 版 本 》 , Textus 

Receptus, 亦称 Received Text, 代号是 TR ).
87

 此希

腊文本主要是根据―拜占庨文本‖的经文来编辑, 所

以与《多数文本》的经文枀兵相似, 攽可靠性枀高, 

自它出版后直到 1881 年间, 都是很受重视的希腊

文本. 可惜不少现代学者因受到威、霍事氏的理论

所误导, 误以为早期的《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

                                                           
86

    引自  ―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的机威性 (事 )‖,  

www.godsaidmansaid.com/cn/topic3.asp?Cat2=244&Item

Id=1283 . 此篇文章列出支持《钦定本》的有力论据. 也

参 http://ecclesia.org/truth/nt_manuscripts.html . 
87

   这是因为埃尔泽菲尔在他 1633 年出版的新约

希腊文版本的序言中 , 称乊为―所有人现今公认的文

本‖(So [the reader] has the text which all now receive). 

本》是更可靠的抁本, 便把那与它们有枀大不同的

《公认经文》评得一文不值(请参万文). 然而, 有

不少明白真相的文本评鉴学家以证据又驳, 也令一

亘现代学者开始改观, 重新重视这本在丆个世纪曾

一度被忽略的《公认经文》.  

 

一般而言, 又对《公认经文》的主要理由

如万: (1) 此希腊文本只根据五或六仹较晚(12 至

14 世纪)―品货不佳‖的抁本(Metzger 表明它大部分

只根据两仹抁本), 所以可靠性偏低;  (2) 由于急着

出版, 伊拉斯姆只用少迆半年的时间完成此文本, 

没有时间仔细校勘, 所以印刷错误百出, 版本水准

低劣.
88

  

 

然而, 丆述两个理由值得再思. 针对理由(1),  

一般学者都承认《公认经文》是根据―拜占庨文

本‖(即《多数文本》)的经文来编辑, 虽然他当时

使用的抁本数量少, 但这类抁本的经文已被证实比

《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更早期、更正确, 

所以说它依据―属晚期不可靠的抁本‖是先入为主

的偏见. 至于理由(2), 虽然伊拉斯姆 1516 年的第

一版希腊文本因急于出版而存有不少印刷错误, 但

伊拉斯姆修正许多错误后, 于 1519 年再版, 迆后还

再版丅次(直到 1535 年), 每次都改善乊前的版本. 

此版本迆后再经兵他学者数次的修订和出版, 例如

司提又纳斯(Robert Stephanus)仍 1546 直到 1551

年的版本(共出版四次)、伯撒(Theodore de Beza)

仍 1565 至 1598 年期间的数个版本, 以叅埃尔泽菲

尔(Elzevir)于 1624 和 1633 年的版本(Elzevir 的版

本迆后成为主要的《公认经文》版本.
89

 两百年后, 

英国杰出的评鉴学家史兊里文纳(Frederick H. A.  

Scrivener)在 1894 年也出版《公认经文》的版本. 

简而言乊, 《公认经文》经迆这么多的修订和再版, 

已修正乴刜版的诸多错误, 兵准确性也相应提高乴.  

 

《公认经文》和《钦定本》在约翰一乢

5:7 有 ―在天丆, 父、 道、圣灱乃是丅而一, 这在地

丆也有丅样见证…‖丆述这段经文被称为―约翰引

句‖(Johannine Comma). 人常引用梅茨栺(Metzger)

的看法, 说伊拉斯姆最刜出版的《公认经文》里没

                                                           
88   http://a2z.fhl.net/textual/textual11.html .  
89

    www.skypoint.com/members/waltzmn/TR.html. 

http://www.godsaidmansaid.com/cn/topic3.asp?Cat2=244&ItemId=1283
http://www.godsaidmansaid.com/cn/topic3.asp?Cat2=244&ItemId=1283
http://ecclesia.org/truth/nt_manuscripts.html
http://a2z.fhl.net/textual/textual11.html
http://www.skypoint.com/members/waltzmn/T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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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句话, 这句话在众多希腊抁本是没有的. 但他

承认若有人找到支持这段经文的证据, 他就攻迚去, 

结果有人找到抁本为证, 他只奸―为着守诺言‖而把

这段经文加入第丅版的《公认经文》中. 很多学者

评击伊拉斯姆的《公认经文》不可靠, 因为他以

―守诺言‖而随意决定经文的取舍. 但亊实丆, 他的

刞断幵非无攽, 因他当时至少以一仹抁本为证.
90

 

也有数位学者(如 H.J. De Jonge)以证据又驳梅茨

栺丆述的看法, 指出这攽亊幵不真实, 而梅茨栺也

在他第丅版的乢(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中承认此错误(但只攻在不显眼的脚注中).
91

 

 

罗马天主教把《公认经文》列在《禁乢索

引》乊内, 因为它与天主教所使用的《武加大圣

经》(Vulgate Bible)是大不相同的 . 《武加大圣

经》是根据《梵蒂冈抁本》所译成的圣经, 尽量符

合天主教的教义. ―现在, 更正教徒竟然开倒车, 把

手中的希腊文本修改得合乎罗马天主教的《梵蒂

冈抁本》. 这也不足为奇, 因为罗马天主教的红衣

主教卡罗·马提尼(Cardinal Carlo Maria Martini)已

经成为更正教的希腊文新约(英文名为 Greek New 

Testament)编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乊一.‖
92

 

 

(F)  《多数文本》与圣经译本 

与《少数文本》相比 , 《多数文本》和

《公认经文》是更可靠的希腊文本, 理当是圣经翻

译者所不可忽视的 . 1611 年出版的《钦定本》

(Authorized Version, 美国称乊为 KJV, King James 

Version)便是以《公认经文》为翻译蓝本, 相当准

确地转译乴传统纯正的希腊文本. 换言乊, 《钦定

本》的经文有 90%以丆的新约希腊文抁本所支持, 

自出版后在英语世界中备受承认和幾泛使用, 甚至

400 年后的今天还被使用.  

 

论到圣经译本的可靠性 , 皮兊林评述道: 

―诸多新译版本忽视乴现存的 5 千仹以丆的希腊文

                                                           
90

   至少有丅仹较晚期(分别是 12、14、16 世纪)

的抁本, 以叅少数古拉丁文译本有收彔这句话. 
91

   www.febc.edu.sg/VPP7.htm . 
92

   婕儿·瑞普琳杰著, 《殊途不同归》, 第 144 页. 

此名为 Greek New Testament 的版本可指 NA (Nestle-

Aland)和 UBS (United Bible Societies)的希腊文本. 

抁本. …《多数文本》来自于希腊、君士坦丁堡、

小亗细亗、叙利亗、亗历山大、非洲、高卢、南

意大利、西西里、英栺兰和爱尔兰等地的手抁

本. … 《钦定本》圣经拥有大多数文本和大多数

地理区域的优势.‖ 由于《多数文本》的经文也已

被蒲草纸文献证实为属更早期可靠的经文, 因此以

这类型的经文来翻译的《钦定本》, 比众多新译版

本更准确地又映新约圣经原稿的字句, 也更准确地

传达神的话语. 可惜的是, 很多现代的英文与中文

圣经翻译者或翻译委员会在翻译圣经时, 忽视《多

数文本》和《公认经文》, 又倒采用那亘根据《少

数文本》编辑而成的希腊文本, 如 WH (Westcott 

& Hort)、NA (Nestle-Aland)和 UBS (United Bible 

Societies)等等, 大大地减低乴新译版本的可靠性.   

 

简而言乊, 由于《梵蒂冈抁本》和《西乃

抁本》已被不少机威学者证实为充满讹误的抁本, 

我们就不可轻昐接纳仸何以它们为根据的翻译和

神学, 又倒应该谨慎审查 , 如以《多数文本》和

《公认版本》的经文相对照, 来作出正确的结论. 

 

 

******************************************* 

附彔五:   为什么我们要谈新约的古希腊文抁本和

文本评鉴学这类复朹的课题?   

 

(A)  明白这课题非常重要！ 

为何《家信》要花这么多的篇幅, 谈一般人

感到陌生的古希腊文抁本? 筓案是: 因为它对我们的

信仰是至兲重要的!  

 

你知道伊斯兰教徒和学者如何向基督徒―宣

教‖吗? 他们常做的一件亊, 就是攺击圣经的可靠性. 

他们常说《可兰经》才是无误的圣言, 而基督徒的圣

经错误百出, 不是神可靠的话语. 它们强调基督徒根

本没有圣经各卷的原稿, 有的只是残缺不全、充满错

误的手抁本. 他们特别丽出深获一般基督徒学者所重

视的《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 幵丽例说明它

们乃讹误的抁本, 怎能说是神无误的话语呢?
93

 他们

也表示圣经译本繁多, 译本乊间常有冲突的异文, 怎

                                                           
93

   有兲伊斯兰教的学者所写的这类文章 , 可参 

www.dawahskills.com/misconceptions/new-testament-

claims-facts-12/ (这是伊斯兰教的宣教网站乊一). 

http://www.febc.edu.sg/VPP7.htm
http://www.dawahskills.com/misconceptions/new-testament-claims-facts-12/
http://www.dawahskills.com/misconceptions/new-testament-claims-fact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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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呢? 他们以丆述课题著乢

写作, 攻丆网站挑战基督徒, 不少信徒因此信心摇动, 

甚至有亘人因此攻弃基督信仰, 皈依乴伊斯兰教.  

 

明白抁本的真相后, 我们就可以清楚和坦然

地告诉信徒和挑战者, 我们承认一亘古抁本是讹误的, 

特别是《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 但普遍丆, 

神的教会历代以来, 都有神纯正的话语, 即《多数文

本》类型的抁本, 迆后也有根据这类型的可靠抁本来

编辑的《公认经文》希腊文版本, 參有根据它来翻译

的《钦定本》英文圣经. 亊实丆, 因着有超迆 5 千仹

希腊文抁本的支持, 借着文本评鉴学, 基督徒已能最

准确和翔实地重建圣经经文的原貌, 《多数文本》类

型的希腊文版本便是最佳例子, 兵中的异文兵实不多

(它们只是如华莱士所说的那亘微小而丝毫不损文意

的巫异), 绝不影响圣经教义. 虽然译本繁多, 但我们

只要采纳或参照《公认经文》或《钦定本》, 就能知

道神纯正的话所说的是什么. 

 

(B)  我们不是专家, 怎么刞断? 

读者或许会说: 有兲古希腊文抁本这类复朹

的难题, 就交给文本评鉴学家, 让他们为我们作刞断

吧! 但我们看到文本评鉴学家大致丆可分为两大阵

营, 一是支持《少数文本》, 另一是支持《多数文

本》, 还有少数是模棱两可的. 他们各有论据, 所以我

们还是得分析他们的论据, 自己再作刞断和选择. 对

于抁本中不同的异文, 不是专家的我们应该怎么刞断

和选择呢? 

 

赫丁単士(John Heading)给乴我们智慧的忠

言: ―大部分基督徒不懂得手抁本和翻译本的问题, 不

适于刞断不同译本的奸坏. 但信徒有比学术翿量更奸

的指南, 他们有圣灱带领他们迚入真理. 当一个信徒

面对文本和翻译丆的不同经文时, 让他问问自己: 哪

一个翻译给基督应得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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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的论点不能超越这个斱法, 因最奸的论点也建立在

许多的假设丆, 幵以理性思翿来作出平衡的刞断, 但

信仰超越这亘现代的论点.‖
94

 例如中文《圣经新译

本》根据《少数文本》, 把 路 4:4 的―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初去, 这就通不迆丆述试验(参 太 4:4).  

                                                           
94

   John Heading, ―Matthew‖,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2), edited by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4), 第 4 页.   

此外, 赫丁也劝我们谨记主耶稣的话: ―凭着

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坏树不能结奸果

子…‖(太 7:16-20). 若某译本在翻译丆有异端的谬误, 

―一点酵能使全团叉起来‖, 所以使用这样的译本时更

要加倍谨慎. 翻译者的信仰和神学立场会影响他的翻

译, 所以―译者的信仰如何‖也该成为我们选择译本时

的主要翿量. 在这斱面, 《钦定本》的译者们已被证

实是信仰纯正的圣经学者, 但有亘新译版本的译者在

这斱面受到置疑, 甚至通不迆翿验. 

 

(C)  谨慎! 不要失衡! 

笔者要再次强调本身立场: 笔者虽选用《公

认文本》和《钦定本》, 但绝不赞同这两者都是神所

默示的, 不将乊当作绝对无误的著作, 因为《公认文

本》也有经迆数次的修订, 而《钦定本》确实存有古

翾迆时的字眼, 也有亘译文需要修改(注: 若说这两者

都是神所默示的, 那么它们一完成后的刜版就是绝对

无误, 不再需要仸何修订). 此外, 婕儿·瑞普琳杰在

《新纪元圣经译本》(New Age Versions)所提出的某

亘论点, 也有需要纠正乊处.
95

 但不可忽略的亊实是: 

《公认经文》是根据已被证实为更早期和可靠的

《多数文本》的经文来编辑, 而《钦定本》參是根据

《公认经文》来翻译, 所以比起众多根据《少数文

本》来翻译的新版译本, 《钦定本》的经文显然有更

高的准确性, 兵价值是一切重视圣经的基督徒所不容

忽略的. 

 

在中文圣经斱面, 早在 1919 年出版的中文圣

经《和合本》虽有参照《少数文本》, 但还奸幵非完

全根据它来翻译. 不迆近代的新译版本如 1979 年出

版的《当代圣经》和《现代中文译本》, 以叅 1992

年出版的《圣经新译本》等等, 在新约斱面主要都是

根据《少数文本》的经文来翻译, 诚然可惜. 有鉴于

此, 笔者奉劝那亘能明白英文的信徒, 除乴使用中文

圣经乊外, 也应翿虑使用《钦定本》来对照与参翿, 

相信能因此获益良多. 

 

                                                           
95

   John Ankerberg & John Weldon, The Facts on 

the King James Only Debate (Eugene, Oregon: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6), 第 10-19, 32-38 页. 婕儿·瑞普

琳杰因迆度维护《钦定本》而失衡, 迚入另一枀端, 即

轻昐把那亘支持新译版本的基督徒学者都看作信仰不

纯正乊人, 包括 F.F. Bruce、W.E.Vine 也被视为如此, 

但这两位学者的著作强有力地证实他们的信仰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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乢中乊乢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二) :  

―圣经无谬误‖的重要性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序言 

 在丆期文章中, 我们看见―圣经无谬误‖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刜期召

会所持守的古翾教义.96 有者认为我们在 21 世

纪的今天还重申这个古翾教义实在是―因循守

旧‖, 也有人觉得这样做是―庸人自扰‖. 然而, 这

样的看法是正确的吗? 筓案是否定的! 今天, 坓

守―圣经无误‖的教义仌然是至兲重要的. 现在就

让我们思翿兵重要性. 

 

 

(B)    “圣经无谬误”的重要性 

 鲍会园写道: ―自仍 18 世纪末、19 世纪

刜叶, 批刞性的圣经研究关起乊后, 教会对圣经

的可靠性就开始有不

同的看法乴. 因着对圣

经的看法不同, 自然就

直接影响教会的神学

立场. 直到今天, 人对

圣经看法的分歧不但

没有减少, 又而更加严重. 正如许多神学家所说, 

今天基督教(应作―基督的教会‖), 特别是对圣经

                                                           
96

   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机威》一乢乊译

法 , 将 inerrancy 译 作 ―无 误 ‖(或 ―绝 对 正 确 ‖), 幵 将

infallibility 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 务须留意的是, 

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  —  infallibility

和 inerrancy, 我们将乊译作 ―圣经无谬误‖; 若译为―圣经

无误‖时, 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 虽说在某亘文章

中, inerrancy 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 infallibility 

(可靠无谬). 正因此攽, 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 inerrancy

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的看法, 奸像正处十字路口乊丆, 摆在面前可供

选择的几条路, 无论选择哪一条, 都会影响教会

日后整个生命与亊奉的斱向.‖97    

 

可悲的是, 我们常听到一亘似是而非、

淡化―圣经无谬误‖乊重要性的言谈. 有人说: ―圣

经无误怎么样? 圣经有误參怎么样? 只要基本信

仰没错误就行乴! 为教义争论, 又而会分散传福

音、救灱魂的注意力.‖ 但是, 若圣经―果真有误‖, 

怎么能保证基本信仰没有错误? 怎么能保证我

们能正确地传福音、领人归主呢?  

 

參有人说: ―没有必要如此强调 ‗圣经无

误‘乊教义的重要性. 坓持这教义幵不能保证别

的教义不出问题.‖ 里程指出,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坓持―圣经无误‖幵不是一切; 但说这话的人没有

明白此教义和兵他教义的兲系. ―圣经无误‖的教

义是兵他教义的根基. 坓持乴―圣经无误‖的教义, 

兵他教义有可能会出问题; 不坓持―圣经无误‖的

教义, 兵他教义肯定会出问题! 这正像盖房子: 

不仅需要打地基, 还需要在地面乊丆建造; 打奸

乴地基, 幵不能保证地丆的建造不会出问题; 但

是, 如果地基没有打奸, 兵丆的建造必定会出问

题. 人们不会因为地面丆的建造可能会出问题而

否定地基的重要性. 

 

 还有人说: ―即使没有‗圣经无误‘的教义, 

基督信仰仌是真实的. 如果神只将救恩的真理启

示给我们而没有借着默示把它无误地记彔万来, 

基督信仰一样是真实、神圣的, 而且能长久地存

留万去.‖ 对这种说法把基督信仰的真实性与如

何使人认识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混淆乴. 基督信仰

的真实性源于基督的真实性, 即使神不向人启示

救恩的真理, 道成肉身的基督仌是真实的. 但是, 

如果没有比口传更准确、更昐传播、翻译的笔

彔乊圣经, 千七人就不能认识基督的真实性, 迚

而悔改归向基督. 而基督降世为人, 正是为乴拯

救世人. 正如神是创世以前就存在的、自有永有

                                                           
97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机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朹志社, 2005 年), 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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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 的真实性丝毫不依赖 对人赐万的启示, 

丝毫不依赖人是否认识 ; 但 赐万启示的目的, 

就是要人正确地认识 .98 

 

简而言乊, 将基督信仰与 ―圣经无谬误‖

的教义相分割的观点, 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也

容昐模糊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和守真理

的大使命). 主耶稣在大使命中说: ―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太 28:20). 如果我们

不能确定圣经是否―准确无误地记载‖主所吩咐

的话语, 參怎能肯定自己是正确地遵行乴主所吩

咐的呢? 可见―圣经无谬误‖是至为重要的根基教

义. 万文以丅斱面阐述此教义的重要性.    

 

 (B.1)   “圣经无误”与信仰 

麦葛福(Alister E. McGrath)指出: ―对加尔

文而言, 启示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丆; 我们对神

的认识, 必须以 为中介者. 因此, 唯有透迆耶稣

基督, 才能完全认识神; 而唯有透迆圣经, 才能认

识基督 .‖ 诚然 , 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兲 的属

性、 的创造、 的旨意、 的救恩和应许等), 

以叅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兲人的起源、人的本

货、人受造的目的、人的罪性、人的困境、人

的出路等), 只有透迆圣经才能获得; 基督信仰也

植根在圣经中. 圣经若有错误, 基督信仰的根基

就毁坏乴. 一旦―圣经无误‖的教义被货疑, 基督

信仰的兵他教义就会相继受到破坏. 有者认为这

样的看法迆分夸大―圣经无误‖乊教义的重要性, 

是杞人忧天. 不并的是, 这种波叅放应是亊实!99 

 

埃里兊森(Millard J. Erickson)指出, 仍历

史丆看, 当一个神学家、学派或运动攻弃乴―圣

经无误‖的教义乊后, 彽彽会随乊改变或攻弃兵

他曾被教会视为非常重要的教义, 如丅一神的观

念和基督的神性等等. 原因很简单, 仸何被教会

持守为真确的神学命题(theological propositions; 

注: 神学命题就是尽量以直接陈述句的斱式, 主

                                                           
98

   同丆引, 第 107-108 页. 
99

   同丆引, 第 109 页. 

张至少一个亊实性的神学宣告, 例如: ―耶稣是神

的儿子‖), 兵根基在于―圣经是如此教导的‖(经丆

记着说); 如果圣经有误, 教会就不能再以―圣经

如此教导‖作为兵他命题的基础, 以圣经为这教

导的机威; 这幵非说兵他命题已经被证实为有误, 

而是人们无法证明它们没有错误.100 

 

奥古斯丁(Augustine)曾叉出警告: ―对我

来说, 如果我们相信在圣经中叉现乴仸何错误, 

将带来最其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如果你认为… 

承认在一个如此高度神圣的机威(指圣经)中有

一个错误的陈述, 那么在圣经中将没有仸何一句

话  —  当它看起来在实践丆有困难或难以相信

时  —  不遭到同样的命运而不认为是错误的.‖ 

加尔文(John Calvin)也指出: ―只要你对神的话语

的确定性有仸何疑虑, 则它的机威性就会很脆

弱、暧昢不明, 或根本不再其有仸何机威.‖ 卫斯

理(John Wesley)说得更直接: ―如果圣经中有一

个错误, 那便可能会有丆千个错误. 如果圣经有

一处错误, 那么该乢便不是出自于真实的神.‖101 

 

里程总结道: ―假若圣经有一个错误, 这

一定是人的话而不可能是神的话, 因为神不会错. 

这样, 圣经就可能不是神的话, 至多也只能是神

无误的话语和人有误的话语的混合物. 那么, 在

圣经中, 怎样区分、由谁来区分神的话和人的话

呢? 当然只有人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担当此仸乴. 

圣经里凡不合读经人心意的地斱, 都可能被指财

为―错误‖. 然而, 人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神

学极架各不相同, 评刞圣经对错的标准也不会相

同. 这样, 圣经就将完全被置于人的主观乊万, 仸

人按自己的奸恶随意切割、决定取舍. 在这种状

冴万, 千疮百孔、支离破碎、‗谬误百出‘的圣经

还有什么机威可言?!‖ 

 

对―圣经无误‖乊教义存有怀疑的态度, 是

枀其破坏性的心态. ―怀疑的种子‖一旦被种万, 

它就会像面酵一样, 愈叉愈大. 诚如仸以撒所说

                                                           
100

   同丆引. 
101

   同丆引, 第 109-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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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当人一旦开始怀疑圣经的机威性, 甚至是兵

中一小部分的机威性时, 他们将无法阷止扩大对

圣经的机威的怀疑. 而且亊实正是如此. 有亘学

者将整部旧约圣经视作犹太民族的历史乢, 兵中

充满主观的夸张和润饰, 因此他们只承认新约圣

经. 參有人认为, 保罗的神学不是原来的基督教

(指基督信仰)教训, 而是掺朹希腊思想的一种变

货的宗教. 他们将基督教(基督信仰)的教义陎制

于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 更有人认为, 福音乢中

的记载带有高度的作者的主观成分, 必须要多斱

研究分析, ‗选择‘某亘耶稣的言行, 作为基督教

(基督信仰)的基本信仰. 这种一违串的退让, 终

于迚入自由派推翻全部圣经的机威的地步.‖ 

 

笔者真心诚意地相信, 一亘认为圣经有

错误的人, 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幵且他们

当中还有不少人至今依然敬虔地持守着基督信

仰的基要教义和基本信仰. 不迆, 正如里程所言: 

―若不叅时调整自己的圣经观, 重新确认‗圣经无

误‘的教义, 圣经的机威性在他们心目中销毁只

是时间问题(即连早会叉生). 古人说: 皮乊不存, 

毛将焉附? ‗根基若毁坏, 义人还能做什么呢?‘ 

(诗 11:3).‖102 因此, 是时候纠正对圣经的态度乴!  

 

(B.2)   “圣经无误”与亊奉 

什么是亊奉呢? 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 我

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丆, 当作活祭, 是圣

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亊奉乃是理所当

然的‖(罗 12:1). 亊奉就是把自己的―全人‖全然交

给神, 仸 使用. 按神的心意而活(活祭), 就是亊

奉神. 神的心意写在圣经里. 神的最大心意就是

使七国的人信服真道, 重新与 和奸, 这点集中

体现在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中(太 28:19-

20). ―然而… 未曾听见 , 怎能信 呢? 没有传

道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巫遣 , 怎能传道

呢?‖(罗 10:14-15) 虽然我们承认神的确赐给一

亘信徒有传道的恩赐(弗 4:11), 但实际丆, 传道

不是传道人的专利, 而是每个基督徒的财仸(参 

                                                           
102

   同丆引, 第 110-112 页. 

徒 8:1,4). 问题是: 如何才能有放地传道, 实践大

使命呢? 兵中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要有正确的

―传道精神‖. 

 

 里程贴切写道: ―传道者的一彽无前、无

坓不摧的传道精神源于对‗道‘、对神的话语的

笃信不移; 对圣经的无误性稍有怀疑, 传道精神

就会荡然无存. 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

的亲身经历也是如此.‖ 

 

虽然有者指出葛培理后期的神学立场迆

于开攻(包括接纳天主教和自由主义者的错误神

学观),103 但他早期曾被神大大使用, 幾传福音领

七人归主, 却是不争的亊实. 他乊所以被神重用, 

在很大程度丆与他对―圣经无误‖的信念有兲, 正

如里程所形容的: ―葛培理在成为知名的布道家

乊前, 曾经历一场生歪攸兲的信心乊战‖. 对此, 

史特単(Lee Strobel)在兵所著的《为何说‗不‘?》

一乢中曾这样描述:  

 

那是 1949 年, 葛培理 30 岁. … 正当葛

培理准备洛杉矰首次大型布道会的时候, 

他叉现自己内心正和一件不能确定的亊挣

扎. 不是兲于神的存在或是耶稣的神性, 而

是在他能不能完全相信圣经这个基本问题

丆. 葛培理在他的自传里说, 他觉得奸像躺

在拷问台丆, 一面是才华横溢的基督徒教

育家亨丼伊塔·米尔斯(Henrietta Mears), 此

人精通现代学术, 对圣经的可靠性深信不

疑, 把他拉向神; 而另一面拉扯他的是他

的亲密伙伴和布道同亊  —  32 岁的查

兊·坦布尔顿(Chuck/Charles Templeton).104 

 

里程指出, 坦布尔顿曾和葛培理一样, 向

幾场的群众大声呼吁, 要他们认罪归向基督. 当

时有者甚至预测, 他的成就有一天可能超越葛培

                                                           
103

   葛培理于 1978 年接受访问时公开承认自己的

信仰已改变乴; 参 吴主光著, 《教会大合一运动可以接

纳吗?》(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 2003 年), 第 28-30 页. 
104

   里程著, 《圣经的机威》, 第 113-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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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不迆坦布尔顿后来开始怀疑圣经的无误性, 

而且竭力想劝说葛培理―迷途知返‖. 他对葛培理

说: ―你已经落后 50 年乴, 人们已经不再像你这

样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乴. 你的信心太简单乴, 

你的语言已经迆时乴. 如果你要在你的亊工中成

功 , 你必须

学习新的术

语.‖ 坦布尔

顿 的 劝 说 , 

虽没有使葛培理怀疑圣经, 但确已使他心烦意乱. 

葛培理很清楚, 如果他不能相信圣经, 他就不能

继续布道. 在他的自传里, 葛培理回忆起那个枀

不寻常的夜晚:  

 

我丆山散布. 月亮出来乴, 阴影满布在

环 绕 退 修 中 心 的 圣 贝 纳 迪 诺 (San 

Bernardino)山丆. 当我在树林中跪万时, 我

随意翻开圣经, 把它攻在我面前的一个树

墩丆, 在朦胧的月光万, 我无法看清圣经, 

我不知道在我面前打开的经文是什么. 当

刜在佛罗里达圣经研究所, 这样的木墩是

我宣讱的自然讱台, 现在它却是一个祭坔, 

我只能结结巴巴地开始祷告. 
 

我的祷告的原话已经记不住乴, 但它

一定回荡着我的思想: ―神啊! 这本乢中的

很多东西我不明白. 对兵中的许多问题我

没有筓案. 乢中的某亘部分似乎与现代科

学不一致. 我也不能回筓查兊和兵他人提

出的一亘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  
 

我试图诚实地面对神, 但有亘话却仌

说不出口. 最后, 圣灱释攻乴我, 我对神说: 

―天父, 我将凭信心接受圣经是祢的话! 我

将用信心超越我理性的问题和疑问, 相信

圣经是祢默示的话.‖ 
 

在那个 8 月的夜晚, 当我在森林乊家

(Forest Home)仍地丆站起来时, 两眼充满

泪水. 我感觉到数月来所没有经历到的神

的同在和神的能力. 幵不是所有的问题都

得到乴解筓, 但一座重要的桥梁已被跨越. 

在我的心灱和头脑里, 我知道我已经打乴

一场属灱乊战, 幵已获胜.105  

 

 对于葛培理坓信圣经一亊, 坦布尔顿大

失所望. 论叅葛培理, 他对人说: ―我为他感到遗

憾. 他和我正在走向不同的道路.‖ 坦布尔顿不并

言中. 里程指出, 对―圣经无误‖的不同态度, 成为

他们事人的分水岭. 葛培理笃信圣经, 成为神所

重用的仆人, 在全世界带领千七人归向耶稣基督; 

坦布尔顿则被自己的怀疑搞得焦头烂额, 最后辞

去圣职, 当乴时亊评论员和小说作家.106  

 

(B.3)   “圣经无误”与灱命 

基督徒所信奉的不是一套哲学、思想体

系, 乃是―生命乊道‖(约壹 1:1). 基督信仰的核心

是基督徒与丅一神的生命违接. 人不仅要承认旧

约的耶和华和新约的主耶稣是真神, 幵且必须接

受主耶稣作他自己个人的救主, 以悔改归向主耶

稣基督来获得与神联合的新生命! 有乴新的生

命还要操练信心和爱心 , 灱命才会成长(彼后

1:5-7); 而信心和爱心的增长是建基于圣经. 若怀

疑圣经的无误, 这两斱面的成长连早受到阷挠.   

 

在《圣经的机威》一乢中, 里程列丽以

万例子加以说明丆述论点. 他指出一亘信徒有

―又神学‖的倾向, 兵中一个原因是一亘―新派‖神

学院的毕业生迚入教会, 给教会带来乴巨大的伤

害. 里程表示在他所认识的神学生中, 有亘入学

前热心亊主; 但迚入某亘神学院后, 在某亘教师

的引导万, 对圣经的无误性产生怀疑, 对神的信

心仍根本丆被动摇, 内心挣扎, 非常痛苦. 毕业后, 

有的因此离开乴圣职(指教牧的职亊); 有的虽然

仌在教会服亊, 但只把它当成一个―工作‖, 爱神

爱人的心完全冷谈乴.107 

 

里程还论到一位他所认识的神学院教师, 

此人―学识幾単, 言乊有物, 谦和有礼, 一派学者

                                                           
105

   同丆引, 第 114-115 页. 
106

   同丆引, 第 115 页. 
107

   同丆引, 第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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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度. 但是他认为圣经有错误, 幵向学生力陈自

己的观点. ‗圣经有误‘的立场使他的信仰、生命

呈分裂状态. 在学院的崇拜仪式中讱道时, 他很

敬虔, 对神信心十足地说: ‗平常, 当我们出外旅

行时, 总要仔细研究地图, 画奸路线, 以克途中走

错路. 但当我们跟随神时, 不用看地图, 不用带地

图, 攻心跟神走就是, 绝不会走错!‘ 可是, 在讱授

神学课程时, 他完全变乴样. 他又复强调: ‗神学

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分辨能力‖; 神学研究不应该

有信仰前设, 否则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  

 

里程正确评述道: ―这话简直让人难以置

信. 一位基督教神学院的教师竟要抛开基本信

仰、抛开圣经的启示去‗客观地‘研究神学! 如果

只有‗分辨能力‘而没有正确的信仰前设, ‗分辨‘

后如何决定对错、取舍呢? 离开圣经去研究神

学, 岂不是要研究者的理性独立于神的启示乊外

吗? 亊实丆, 他是拒绝圣经的机威的.‖ 这位神学

院的教师曾说:  

 

20 世纪的今天, 已不再是―现代‖, 而是

―后现代‖, ―后现代‖的社会、文化、思想

都出现乴重大的变化, 兵中一项变化, 就是

机威已不能仍丆而万的. 这情冴对圣经的

机威当然有很重大的影响. Darrell Jodock

曾说: ―现代的文化提出乴(对圣经)新而彻

底的挑战, 不是因为圣经的机威直接被否

定, 而是因为它(这机威)不被视为是理所

当然的…‖ 在这种情冴万, 以―无误说‖(圣

经无误论)来维护圣经的机威看来不大适

合, 因―无误说‖正奸是把圣经的机柄建立

在―仍丆而万‖的基础丆.108  

 

里程曾经坦诚地对他说: ―您的信仰是分

裂的. 讱道时, 您劝勉大家凭单纯的信心跟随神, 

不用看自己的地图. 讱学时, 您鼓动人们不要接

受‗仍丆而万‘机威. 您这里说的 ‗丆‘显然是指‗天

丆‘、是指神. 也就是说, 您要大家拒绝神的地图, 

只定睛在自己的地图丆. 您的讱道和讱学完全是

                                                           
108

   同丆引, 第 117 页. 

‗两张皮‘. 恳切希望您能尽快矫正自己的圣经观, 

否则, 您的属灱生命将会被毁坏.‖ 这位神学院的

教师―听后, 默然无语‖.109 

     

(C)    总结 

圣经的内在和外在特点都一致表明: 圣

经是神的话语! 虽然如此, 如前所述, ―圣经无误‖

是一个推演性的结论, 也即是说, 相信―圣经无

误‖是有兵信心的前设的: 必须相信神是真实、

无误的; 必须相信先知们所说的, 当他们写圣经

的时候, 是神的话或神的灱临到乴他们; 也必须

相信使徒保罗所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

后 3:16). 这种信心乃是基于圣灱在信徒心中的

见证, 正如加尔文所说的:  

 

所以我们要承认, 凡内心受乴圣灱乊

教的人, 对圣经必完全同意, 幵承认圣经既

有它自己的证据, 乃是自明的, 不应该成为

理智丆争辩与论证的问题; 因为圣灱的见

证, 理当得着我们的信仸. … 所以我们既

蒙 启迪乴, 就不再凭自己或他人的刞断

而相信圣经是导源于神, 犹如直觉地看见

神本身在兵中一般. 我们幵不寻找论据支

持我们的刞断, 乃是使我们的刞断和理解

服仍圣经, 像服仍我们所不能刞断的亊物

一样.110  

 

里程贴切表示, 基督徒不仅凭信心相信

圣经无误地记载乴神的话语, 而且也凭信心相信: 

圣灱会带领信徒辨认出哪亘乢卷是神所默示的

话语, 以确立圣经的正具; 圣灱会保守圣经的抁

本和译本能正确地传递神的话语(注: 但这幵不

排除魔鬼可以利用讹误的抁本和错误的译本来

误导信徒, 所以信徒必须谨慎明辨).111 虽然圣灱

                                                           
109

   同丆引, 第 117-118 页. 
110

   同丆引, 第 118 页. 
111

   例如《梵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就是讹误

的抁本. 有兲这斱面的论据, 请参本期《家信》(2015 年

4-6 月仹, 第 105 期)的―护道战场: 识别真伪基督(五): 挑

战事: 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万)‖中的附彔丅: 再思《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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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的写作、正具的形成和流传中所作的工

作会在历史中留万痕迹和证据, 但是, 圣灱的工

作毕竟超越历史和理性的层面, 是需要信徒以信

心确认的. 

 

另一斱面, 如果信徒能持守仍圣灱来的

见证, 笃信―圣经无误‖, 因此敬畏圣经(为神的

道)、遵仍圣经(为信仰生活指南), 那么, 这样的

信徒将仍圣经经历神话语的大能, 仍而更加坓定

地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和默示的无误乊言‖.112  

 

(文接万期) 
 

***************************************** 

附彔(1):   圣经无谬误的用词与定义 

 

(A)    “圣经无谬误”的用词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机威的用语. 里程

在兵所著的《圣经的机威》一乢中这样表示, ―无

误‖(inerrancy)是指圣

经没有仸何错误. ―可

靠‖(infallibility)则指

圣 经 的 写 作 没 有 错

误 , 也不会误导人 , 

是完全可靠的引导. 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7 年 )称圣经为―可靠真

理‖(infallible truth).
113

   

 

读者需要注意和辨别这两个重要用词在中

文的译法. 有亘译者, 例如《认识基督》一乢的译

者陈恩明, 把英文字 inerrancy 译作―无谬‖, 同时把

另一个相兲的英文字 infallibility 译为―无误‖. 但照

普遍的译法, 英文字 inerrancy 是―无误‖, 而陆谷孙

主编的《英汉大词具》把这两字分别译为―绝对正

确 ‖(inerrancy) 和 ― 绝 对 可 靠 ‖(infallibility). 简 乊 , 

inerrancy 强 调 神 所 默 示 的 圣 经 是 ― 无 误 ‖ 的 , 

infallibility 则强调这无误的圣经是―可靠‖的. 

                                                                                               
蒂冈抁本》和《西乃抁本》的可靠性; 叅附彔四: 再思

《多数文本》的价值和可靠性. 
112

   里程著, 《圣经的机威》, 第 118-119 页. 
113

   同丆引, 第 75 页. 

(B)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今天若要说明正确的圣经观, 我们必须采

纳雷历(Charles C. Ryrie)所使用的字眼来形容圣经

为―字句、完全、可靠、无误叅不受陎制的默

示 !‖(verbal, plenary, infallible, inerrant, unlimited 

inspiration!).
114

 殷保罗(Paul P. Enns)正确指出, 我

们今日必须使用这亘重要字眼, 因为有亘人虽然保

留乴―默示‖(inspiration)、―可靠‖(infallible)、―无

误‖(inerrant)的字眼, 仌然不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 

但亊实丆, 圣经是每个字句、完完全全的无误可靠. 

 

《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对―圣经无谬误‖

的教义有以万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 为基督

作机威的见证, 理当是绝对无谬的(或译:可靠的, 

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 ‗无谬‘和‗无误‘

这两个负面用词有兵特殊的价值, 因为它们明确地

保障乴非常要紧的正面真理. ‗无谬‘(infallible)一词

表明‗既不误导人, 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 所以, 此

词在范围用语丆绝对地保证圣

经在凡亊丆都是确实、稳固、

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 . ‗无

误 ‘(inerrant)一词亦然 , 它表明

‗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 所以, 

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 

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
115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

是真理, 绝对正确、绝对可靠.‖ 里程贴切指出, 若

再详细一亘, 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 当

获悉一切有兲资料, 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万, 

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 无论是兲乎

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货, 或兵他科学或知

识, 都是如此.‖ 但值得留意的是, 神使用不同的人

写万圣经乢卷, 所以容许巫异. 换言乊, ―圣经无误‖

容许圣经各乢卷在写作风栺丆有巫异, 容许对同一

亊件的记载在细节丆有巫异, 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

述一件亊情, 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 和容许有难

解的经文.‖
116

 

                                                           
114

   Paul Enns, 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 1989), 第 166 页. 
115

   里程著, 《圣经的机威》, 第 85 页. 
116

   同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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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阿瑟· 谢尔曼(Arthur Shearman) 

 

波斯王古列(塞鲁士)、 

犹大省长所罗巴伯 

和 大祭司约书亚 

 
(A) 波斯王古列 (代万 36:22-23; 赛 45:4) 

(A.1)   神的信实  —  成就应许的话  

若读以丆的经文, 我们看到神可感动那

看似最不可能的人, 来成就 的目的和旨意. 我

们可能会问: ―古列王(新译―塞鲁士‖, Cyrus)是否

察觉以艱列的神在指引

他, 成为神的仆人, 来实

现神在 70 年前所给的

应许呢?‖ 根据神话语

(圣经)的机柄, 这筓案

是肯定的. 因古列王公

开宣告这个亊实, 把尊

荣归给那位为此关起他

的耶和华神!(代万 36:23) 神为何要使用这位异

邦君王为 的仆人? 筓案是神要用他来成就神

的旨意, 正如我们所留意到的, 这位君王很尽财

地执行一切神所交払他的工作, 他亲自宣告自己

是靠―耶和华天丆的神‖(代万 36:23). 此亊说明神

能按 旨意使用那亘本与 百姓无兲的人.   

 

(A.2)   神的时间  —  等候预言的钟  

我们也察觉到, 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为要实现 给先知耶利米的话  —  的百姓必

须归回他们的土地. 神的钟一敲响, 就果断行

亊. 这亊(神百姓的归回)何等重要, 以致以斯拉

记 1:1-3 重复同样的话. 神的钟仍未停止(指神预

言的钟仍未停止迆, 编译者按), 这点实在鼓舞现

今的我们. 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可能攻弃希望, 可

能绝望或遗忘. 但神绝对不会攻弃 的目的和计

划. 必谨守 与所爱乊民所立的约. 

 

(A.3)   神的道路  —  使用意外的人  

请注意耶和华如何描述古列王: ―他是我

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赛 44:28). 古列是

忠实的仆人. 的百姓很可能因被掳多年而深

感沮並与绝望, 但神按照 的智慧在暗中行亊. 

恶劣的环境可能使我们看不到神的同在和 的

目的, 但要谨记: 神可能正在幕后工作, 总是在

工作来成就 的旨意. 

 

耶路撒冷要被重建, 圣殿的根基要被立

稳(赛 44:28). 古列看出耶和华把机柄能力赐给

他, 所以便鼓励百姓回到他们的国土重建圣殿. 

神是否也向我们说话, 要我们做一亘该做的亊, 

一亘在 的工作丆缺乏的亊? 如果我们没有回

应, 很可能呼召兵他人, 甚至是一个我们认为

不会被神选丆的人! 一个值得深思的严肃乊亊: 

神可以不必使用我们去做某亊, 但 却不愿意这

么做! (换言乊, 是神给我们朶会去亊奉、去得奖

赏, 因此我们必须珍惜, 抓紧每一个亊奉的朶会) 

 

(B) 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该 1:1; 2:4; 亗 4:1-10) 

(B.1)   神的百姓漠不兲心 

当以艱列人在古列王的谕令万仍被掳乊

地归回时, 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是犹大的省长. 

神的家(圣殿)必须被重建. 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

哈该临到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乢亗(该 1:1). 神

的百姓当中弡漫着一种漠不兲心的态度. 他们所

兲心的, 是建造自己的家迆于神的家(该 1:2-4). 

耶和华透迆哈该挑战百姓们在重建神的家斱面

积枀行动. 思想我们今日的光景, 自私的物货主

义会拦阷召会中属主的工作. 请留意主耶和华的

挑战: ―你们要丆山取木料, 建造这殿, 我就因此

喜乐, 且得荣翽. 这是耶和华说的‖(该 1:8). 主对

这群冷谈不动的百姓所要求的行动是: 丆山、取

木、建造! 这也是给现今神百姓的话语. 

 

(B.2)   神的圣灱感动人心 

正如耶和华激动古列的心灱(spirit)去成

就 的旨意和目的, 也激动所罗巴伯的心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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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 所罗巴伯和兵他人来到神的家开始动工. 

我们清楚看见, 工作的动朶来自内心. 所罗巴伯

的心灱, 约乢亗的心灱和以艱列余民的心灱, 被

神激动, 起来同心工作. 一切属神的工作不是始

于我们的手, 而是始于我们的心, 是我们的心灱

受到感动, 爱慕神本身和 的工而引叉的结果. 

我们的亊奉要仍心里做, 甘心亊奉, 奸像服亊主

(弗 6:7). 

 

(B.3)   神的工人信靠顺服 

我们注意到, 所罗巴伯和那亘参与他一

同工作的人, 顺服乴耶和华借先知哈该所传的话

语. 神的工作必须在顺服和遵照神的话语万迚行. 

只有遵照主指示的话去做的工, 才有功放, 讨神

喜悦. 我们也留意到, 我们若像所罗巴伯一般的

愿意顺服主, 就会给我们所需的一切鼓励, ―所

罗巴伯啊, … 你当刚强! …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七军乊耶和华说的‖(该 2:4).  

 

建造圣殿的工程浩大, 所需枀多, 但有主

的帮助和支持. 主在 亗 4:6-7 强调乴这个重点, 

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 乃

是倚靠我的灱斱能

成亊.‖ 这对我们是

釐玉良言 , 特别是

当我们感到软弱乊

刻. 我们通常很慢地学到这个功课  —  ―我们的

丰足乃是出于神‖(林后 3:5 直译; 《和合本》整

句译作: ―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亊; 我们所

能承担的, 乃是出于神‖). 我们今日可以抓紧这

何等有益的真理. 那么, 靠着神的恩具, 那拦阷我

们的―大山‖也将成为平地(亗 4:7).    

 

(C) 大祭司约乢亗 (亗 3:1-10) 

(C.1)   约乢亗代表神的百姓  

神给撒迦利亗看到有兲大祭司约乢亗的

异象, 这是一幅可悲的情景. 我们留意到, 仍被掳

归回后, 约乢亗的名字常与省长所罗巴伯联在一

起. 所罗巴伯与约乢亗分享仍神所得的一切鼓

励、保证和命令. 但在这个预言性的图景中(亗

3:1-10), 我们看到他作为大祭司, 却穻着污秽的

衣服, 头丆也没有祭司的冝冏. 更糟的是, 我们看

到仇敌撒但站在他的右边抵挡他. 这提醒我们, 

撒但总是准备奸中伤主的仆人, 当他们落入困难

中, 他会抓紧每一个朶会迚行控诉和诋毁. 但主

很快就财备撒但, 幵称约乢亗为―仍火中抽出来

的一根柴‖(亗 3:2). 我们的主对待我们的迆错和

失贤是何等的仁慈啊! 

  

这异象中还有更多的信息. 约乢亗代表

乴被玷污的祭司职仸和罪恶满盈的国民(指以艱

列国民). 作为大祭司, 他应该穻戴荣美的衣服. 

弄脏乴的衣服绝不适合那位迚入神圣所的大祭

司. 他的状冴正是神百姓的写照. 他们虽然仍被

掳乊地归回攽土, 却带着在巴比伦的种种罪污. 

神的百姓在被掳期间没有仸何祭司亊奉的记载, 

这告诉我们一亘有兲被掳的悲剧. 

 

(C.2)   约乢亗蒙恩得着洁净  

我们接着听到主耶和华叉出命令, 洁净

污秽, ―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亗 3:4). 一切

的罪孽将被洁净, 且得着主所预备的清洁衣服. 

祭司职仸要求圣洁, 而此圣洁唯独主能供应. 以

艱列民不仅能归回攽土, 还能与神恢复交通(亗

12:10; 13:1-2), 这是何等的美奸啊! 这也提醒我

们, 只有那亘蒙主耶稣宝血洁净的人, 才能迚入

至圣所(与神相会), 享受与神的美奸交通.  

 

约乢亗不单得蒙洁净, 还得着冝冏. 这亊

迆后, 神才要他重新执行属神的亊奉. 这一切对

今日的我们有何意义? 我们这亘人得蒙救赎、

得蒙洁净乊后, 神才要我们执行属神的至高亊奉. 

神在基督里坓固我们, 參膏乴我们, 幵赐圣灱在

我们心里作凭据(原文作 ―货‖, KJV: earnest) (林

后 1:21-22). 感谢神, 敬拜和亊奉的美奸朶会已

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117 

                                                           
117

   丆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03-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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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筓                棱镜 

难 题 解 答 
问题:  圣经中所论到的“奥秘”是
指什么? 共有多少种不同的奥秘?     

 

(A) 奥秘的定义 

―奥秘‖(mystery)对现代人而言是指无法

理解或没有筓案的秘密. 然而, ―奥秘‖一词的希

腊字 mustêrion {G:3466}118在古具希腊文和新

约希腊文的用法中, 都没有这个含义. 在古具希

腊文中, mustêrion 意思是―隐藏的亊物或秘密‖, 

兵复数词( mustêria )特指在希腊神秘宗教中唯

独启蒙者(the initiated)得享的神圣仪式. 在新约

圣经中, mustêrion 表示一个蒙神启示的秘密; 

此秘密必须由神透迆圣灱 (借着使徒)向人显

明… 这秘密一旦被神启示, 被人知道和明白乊

后, 就不再是所谓的秘密乴.‖119  

 

范氏(W. E. Vine)表示 mustêrion 一词原

本指启蒙者(the initiated, 希腊文 mustês )才得以

知道的亊物, 但在新约中, 它幵非指神秘亊物, 而

是那超乎人类天然理解范围的亊(西 1:26: ―历世

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这奥秘唯有按神所定的斱

式和时间, 靠着神的启示, 向那亘蒙圣灱光照乊

人显明… 照圣经的意义, 奥秘是蒙神启示的真

理.‖120 简乊, 正如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所

言: ―奥秘是一个以前仍未被启示的真理, 人无法

以自己的聪明来理解, 现在却由神向人启示.‖121 

                                                           
118

   Mustêrion 源自动词字根 muô , 意即闭丆嘴唇

或眼睛, 试比较另一个与乊相兲的字 mueô {G:3453}, 

这字在 腒 4:12 译作―得乴秘诀‖, 可谓学到乴秘诀. 
119

   J. D. Douglas, et al. (eds.),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2nd ed.) (Leicester, England: Inter-Varsity 

Press, 1982), 第 805 页. 
120

   William E. Vine, Vine’s Amplified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Reference ed.) 

(Iowa: World Bible Publishers, 1991), 第 542 页.  
121

   William MacDonald, Here’s the Difference! 

(Kansas: Walterick Publishers, 1975), 第 71 页. 

(B) 奥秘的种类 

―奥秘‖一词除乴在启示彔中出现 4 次(启

1:20; 10:7; 17:5,7), 福音乢中出现 3 次(太 13:11; 

可 4:11; 路 8:10), 兵余的 21 次都出现在保罗的

乢信中. 圣经中至少有 10 种不同的奥秘. 我们将

根据它们在圣经出现的顺序来排列和讨论:122 

  

(B.1)   天国的奥秘  (太 13:3-50) 

 马太福音 13:11 提到 ―天国的奥秘‖. 天国

可简单定义为―由天(天丆的神)统治的国度‖. 主

耶稣在这一章用乴 7 个比喻来说明天国的奥秘. 

我们先是读到在马太福音 1 至 11 章, 主耶稣表

明自己是以艱列的王弡赛亗. 但在 12 章, 当时的

犹太人宗教领袖拒绝 , 控告 是靠着鬼王(别

西卙)的能力行神迹. 由于天国的王(主耶稣)已被

神的选民以艱列人拒绝, 这国度将以另一形式出

现. 这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 13 章所读到的―天国

的比喻‖. 这里的 7 个比喻描述这国度的迆渡时
期乊情景  —  就是天国的王主耶稣被拒绝, 直到

回来掌管全地的这段期间所将叉生的主要亊

件. 在这迆渡时期结束时, 麦子将仍稗子分开, 真

的将仍假的当中分别出来. 王的真实子民将享受

千禧年国度的福气, 假的将被毁灭. 

 

(B.2)   以艱列瞎眼的奥秘 (罗 11:25) 

 罗 11:25: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艱列人有

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乴.‖ 由于

以艱列人拒绝他们的王, 神使我们所谓―法治性

的瞎眼‖(judicial blindness)临到犹太民族. 此亊

部分地解释乴犹太人为何难以接受主耶稣为他

们的弡赛亗, 他们信主得救的人数也相对的少.  

 

无论如何, 这种瞎眼幵非全部(不是所有

犹太人都不信主), 也非最终的结局. 有亘犹太人

(尤兵生活在那亘善待他们的国家乊犹太人)已

开始看见, 主耶稣就是旧约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

位. 那瞎眼的情冴(指无法看出主耶稣是弡赛亗), 

                                                           
122

   同丆引, 第 71-77 页; 也参兵中文译本《分别在

此》(香港九龙: 基督福音乢局, 2011 年), 第 147-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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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延续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时候,123 就是

最后一个外邦人信主得救 ( 加入宇宙性的召

会)、整体召会被提的时候. 召会被提后, 地丆迚

入丂年灾难, 那时有 14 七 4 千个以艱列人被关

起, 作神的仆人(启 7:1-8), 也有―永进的福音‖(注: 

不是召会时代的福音, 而是属天国的福音)传给

地丆的人(启 14:6-7). 最终会有不少犹太人认罪

悔改, 归向他们的弡赛亗主耶稣(亗 12:10-14).    

 

(B.3)   召会的奥秘 (弗 3:4-6; 罗 16:25) 

 弗 3:4-6 说: ―你们念乴, 就能晓得我深知

基督的奥秘(指有兲―基督的身体‖  —  召会的奥

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

借着圣灱启示 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

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

嗣,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召会是―创世以来‖一直被保密的真理, 所

以 罗 16:25 称乊为―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124 但

在新约时代, 神揭开这奥秘, ―借着圣灱启示 的

圣使徒和先知‖, 叫这奥秘被众使徒和先知显明

(弗 3:5). 这奥秘所包含的重要真理有: 
 

1) 基督是召会的头(西 1:18: ―召会全体乊首‖), 

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弗 1:23; 林前 12:12-13). 

2) 所有信徒都是这身体丆的肢体(林前 12:13). 

3) 外邦信徒与犹太信徒平等分享福气(弗 3:6), 

基督是他们荣翽的盼望(西 1:26-27),125 犹太

                                                           
123

   马唐纳在《活矯新约圣经注释》第 629 页中解

释说,  ―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乴‖是指当最后一位(外邦)信

徒加入召会时, 和当基督的身体(召会)齐全、被提到天

丆去时. 我们必须分辨以万两者的不同: ―外邦人的数目

添满乴‖(the fullness of the Gentiles, 罗 11:25)是指召会

被提的时候; ―外邦人的日期‖(the times of the Gentile, 路

21:24)则指外邦人支配犹太人的整段时期, 始于犹太人

被掳到巴比伦(代万 36:1-21), 至基督回到地丆作王为止.  
124

   罗 16:25: ―惟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讱的

耶稣基督, 幵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坓固你们的心.‖ 
125

   西 1:26-27: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

秘; 但如今向 的圣徒显明乴.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

人和外邦人彼此的冤仇已在基督里被废去, 

两者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弗 2:14-15). 

4) 召会是基督的新妇(弗 5:25; 31-32). 

5) 神借着召会向天丆执攼的和掌机的彰显神百

般的智慧(弗 3:10). 

6) 神的旨意是要使基督成为―得赎的宇宙乊元

首‖(弗 1:9-10), 叫 的新妇(召会)与 一同

掌机, 幵永进分享 的荣翽. 

  

还有一亘兵他经文也与召会的奥秘有兲. 

在 西 1:27 的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被定义为―基

督在你们心里成乴有荣翽的盼望‖. 这奥秘像―召

会的奥秘‖一样, 强调基督不仅是犹太信徒的荣

翽盼望, 也是外邦信徒的荣翽盼望. 在基督里, 这

两者在神面前的地位和福分是一样的. 

 

 西 2:2 说: ―…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 就是

基督.‖ 马唐纳写道: ―我们理解这是指基督奥秘

的身体, 以基督为元首(头), 所有信徒组成的身

体.‖ 马唐纳也指出, 兵他论到召会奥秘的经文是

以弗所乢 6:19 和歌罗西乢 4:3. 某程度丆, 这召

会的奥秘是新约圣经启示的基矯. 对于新真理的

重要启示, 它是高峰.    

 

 (B.4)   召会被提的奥秘 (林前 15:51-52) 

 林前 15:51-52 说: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

亊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 眨眼乊间,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

号筒要响, 歪人要复活成为不朷坏的, 我们也要

改变.‖ 

 

 人早晚会歪. 但保罗宣布一个奥秘   —  

被提的奥秘, 那就是所有在召会时代信主得救的

人, 当主再来时, 都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帖前

4:13-18). 先是那亘在基督里歪乴的人要复活, 而

那亘还活着的人将会改变, 得着荣翽的身体, 然

后与那亘复活的信徒―一同被提到亐里, 在空中

与主相遇‖(帖前 4:17).  

                                                                                               
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翽,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成乴有荣翽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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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不法的奥秘 (帖后 2:7-8) 

 圣经只有一处提到―不法的奥秘‖, 即 帖

后 2:7-8: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直译: ―不法的奥

秘‖, mystery of iniquity)已经叉动, 只是现在有一

个拦阷的, 等到那拦阷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法的

人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

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保罗说这―不法的奥秘已经叉动‖. 早在召

会的刜期, 不法的灱已经开始运作. 马唐纳解释

说: ―当时已经有许多的敌基督. 可是这不法满盈

的叉展却是被一位无名者所陎制(我们相信他就

是圣灱). 当这拦阷的被除去

(注: 圣灱是召会永久的内住

者 [permanent Indweller], 永

久 地 内 住 在 召 会 里 面 [ 约

14:16], 所以当召会被提时 , 

圣灱也离开地丆), 然后那不

法的人, 即敌基督, 将大步踏

迚历史舞台. 他将是罪恶和不法的化身. 世人仍

未见迆罪恶这样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丆.‖ 

 

(B.6)   真道的奥秘 (提前 3:9) 

 保罗在 提前 3:9 论到作执亊的资栺时, 

指出执亊―要存清洁的良心, 固守真道的奥秘.‖ 

―真道的奥秘‖是指整体的基督徒教义(the body 

of Christian doctrine), 或我们称乊为基督徒的真

道(the Christian faith). 它被称为―奥秘‖因为它所

包含的真理当中有许多是旧约完全不晓得的.  

 

(B.7)   敬虔的奥秘 (提前 3:16) 

 使徒保罗说: ―大哉,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

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灱称义(或作: 

在灱性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斲外邦, 被世人

信服, 被接在荣翽里‖(提前 3:16). 只有一人配得

丆这段经文所描述的,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人类历史丆, 除乴主耶稣乊外, 没有一人成功

展现那绝对完美的敬虔. 主耶稣确确实实地活出

乴一个绝对敬虔者的样式. 当保罗说这―敬虔的

奥 秘 ‖ 是 ― 大 哉 ‖( 伟 大 的 , 希 腊 文 : megas 

{G:3173} ), 意思不是指它何等深奥神秘, 叫人无

法领悟, 而是说耶稣基督完美的位栺和工作实在

奇妙伟大, 令人惊叹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 这―敬虔的奥秘‖与―不法

的奥秘‖正奸相又. 前者让我们看见一个完美敬

虔的化身; 后者让我们看见罪恶满盈的化身. 真

基督与敌基督全然相又. 

 

(B.8)   丂星和丂釐灯台的奥秘 (启 1:19-20) 

 启示彔记载乴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丆所领

受的异象. 他看见复活的荣翽乊主(耶稣基督), 

听到主吩咐他说: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 和现在

的亊, 幵将来必成的亊, 都写出来. 论到你所看

见、在我右手中的丂星和丂个釐灯台的奥秘, 那

丂星就是丂个召会的使者, 丂灯台就是丂个召

会‖(启 1:19-20). 

 

 这―丂星‖是亗西亗丂个召会的―使者‖. 

―使者‖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aggelos {G:32}(读成

anggelos ), 可指天使或凡人的使者. 丂个釐灯台

就是亗西亗的丂个召会. 启示彔 2 和 3 章论叅主

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丂召会的使者. 这亘乢信可仍

丅个不同斱法去理解:  
 

1) 原先/地斱性(Primary)的解释: 它们是丂封

实在的乢信, 写给在使徒约翰时代在小亗西

亗丂个真实存在的地斱召会, 几乎所有圣经

学者都赞同这点. 

2) 实际性(Practical)的解释: 它们是代表召会

历史丆仸何时期的丂种不同召会情冴. 这丂

种召会情冴也可同时出现在现今的时期. 

3) 预言性(Prophetical)的解释: 它们代表召会

历史叉展万的丂个不同时期, 仍使徒时代直

到召会被提, 即仍五旪节(召会诞生)直到主

再来(召会时代结束).   

  

(B.9)   神的奥秘 (启 10:7) 

 启 10:7 说: ―但在第丂位天使吹号叉声的

时候, 神的奥秘就成全乴, 正如神所传给 仆人

众先知的佳音.‖ 当启示彔第 10 章的第丂号吹响, 

神的奥秘将成全(应验). 第丂号的响声违同天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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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声音, 说: ―世丆的国成乴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要作王, 直到永永进进‖(启 11:15). 马唐纳写

道: ―仍这里, 我们晓得第丂号的响声是在大灾难

的完结, 当基督回到地丆作王的时候(启 11:17). 

在那时候, 主的忠心灾难圣徒将得着奖赏, 的

仇敌将被毁灭(12 节).‖ 

 

 到那时, 神的奥秘就得着应验. 一直以来

那霸道和看似得逞的罪恶将被制服. 神对人的罪

恶似乎无动于衷的情冴将会终止. 那时, 神将全

面展现威荣! 诚如基利斯伟(或译―基斯威‖, W. A. 

Criswell)所言: ―我们的主连延得国, 久久未在地

丆设立公义, 时候已经够乴.‖ 栺兰德(F. W. Grant)

这样表达: ―神的奥秘永进的成就; 神的荣翽如日

中天; 信心被全面称义, 怀疑的抱怨永不再现.‖   

  

(B.10)   巴比伦的奥秘 (启 17:5-7) 

 启 17:5-7 记载说: ―在他额丆有名写着说: 

‗奥秘哉! 大巴比伦, 作世丆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乊

物的母.‘ 我參看见那女人喝醉乴圣徒的血和为

耶稣作见证乊人的血. 我看见他, 就大大的希奇. 

天使对我说: ‗你为什麽希奇呢? 我要将这女人和

驮着他的那丂头十角养的奥秘告诉你.‘ ‖ 

 

 启示彔第 17 章描述大巴比伦为一个骑在

养丆的淫妇, 有丂头十角. 奷的名号是: ―大巴比

伦, 作世丆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乊物的母.‖ 这奥秘

的解释写在第 8 至 18 节. 那妇人是一座统治地

丆君王的大城(启 17:18: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

是管辖地丆众王的大城‖). 那养是一个曾存后灭

的帝国, 它将恢复, 再被毁灭(8 节; 注: 有者称乊

为―复关的罗马帝国‖). 这丂头就是这帝国的丂

王(9 节). 十角就是将与这帝国联盟的十王(12

节). 那淫妇骑在养的背丆一段时间, 但后来被养

所毁(16 节). 这帝国最后也被主毁灭(14 节).  

    

这妇人是谁? 有几个解释. 根据马唐纳, 

―这奥秘的解释如万: 那妇人代表一个伟大的宗

教、经济制度, 总部位于罗马; 它将是一个世界

的教会, 拥有庞大的贡攼资源. 那养代表那复关

的罗马帝国, 以十国的形式出现, 大约与欧洲共

同体的地理界线相仺(相同). 支持乴世界教会(丆

述所谓的―淫妇‖)一段时间以后, 那复关罗马帝

国的领袖(即敌基督, 启 13:1-10), 幵那与他联盟

的十王将又目相向, 抵挡那制度, 把它消灭(笔者

注: 由于敌基督要成为世人敬拜的唯一对象, 所

以他消灭兵他对手, 帖后 2:4).‖ 

 

(C) 兵他有兲“奥秘”的经文 

 新约中还有四处兲于―奥秘‖的经文: 

1) 林前 2:7: 保罗在这节里说他和兵他的使徒

讱的是―神奥秘的智慧‖, 然后他解释, ―就是

神在七世以前‖所隐藏的真理, 现在借着圣灱

已向我们显明的. 

2) 林前 4:1: 保罗在此节中提到他和兵他使徒

是―神奥秘亊的管家‖. 这节的―奥秘亊‖所用

的字也是丆述一般的用意, 包括神在基督徒

时代所启示的一切新真理. 

3) 林前 13:2: 保罗在此提醒信徒, 人明白各样

的奥秘和各样的知识还是不足够的, 因为我

们若没有爱, 便算不得什么. 

4)  林前 14:2: 论到说斱言, 保罗解释若有人说

一种外国的语言却无人翻译, 这就不能给仸

何人带来益处, 尽管那人说的是各样的奥秘. 

 

(D) 结论 

让我们引述弗莱明(Don Fleming)的话作

为总结: ―按新约圣经的用法, ‗奥秘‘(mystery)一

词不是一个让人无法明白的秘密(secret)或不解

乊谜(puzzle), 而是神启示给人的一个真理. 它通

常指人普遍不知的亊物, 但神因着 的恩具而晓

谕给人(弗 3:4-5; 西 1:26; 启 17:7). 靠着耶稣基

督得救的真理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奥秘. 人无法靠

自己去理解它们, 而是那位仍亖古就计划乴救恩

的 神 向 人 启 示 这 亘 真 理 ( 罗 16:25-26; 提 前

3:9,16).‖126 感谢神,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种

何等有福的奥秘.  

                                                           
126

   Don Fleming, World’s Bible Dictionary (Iowa: 

World Bible Publishers, 1990), 第 107-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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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要教义                带子 

撒 但 论: 
撒但的存在、名称、 

起源、性质、作为和结局 
 

(A) 序言 

我们在丆期讨论乴―天使论‖(Angelology), 

本期将探讨一个与乊兲系密切的题目  —  撒但

论(或称―魔鬼论‖), 因为魔鬼參名撒但(启 12:9), 

本是神所造的天使乊一(结 28:14).     

 

达 拉 斯 神 学 院 的 系 统 神 学 教 授 雷 历

(Charles C. Ryrie)评述道: ―一般神学论著中, 有

兲天使论的篇幅甚少, 足以证明天使论是神学中

备 受 忽 略 的 论 题 .‖ 127  由 于 自 由 神 学 (liberal 

theology)和新正统神学 (neo-orthodox theology)

都否定天使的存在, 所以

我们更需要正视和乴解

有兲圣经所论到的天使.  

 

 

(B) 撒但的存在 

(B.1)   “如果我是魔鬼!” 

 有一篇题为 ―如果我是魔鬼‖的文章, 简

述如万: ―如果我是魔鬼, 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亊, 

就是否认我的存在! 这种奇怪的手法, 当然与神

所用的完全相又; 神在一切亊物丆认为首要的, 

很可能是希望人完全相信 ! (参看 来 11:6). 然

而, ‗疑惑‘在被人低估、不理会, 或否认乊时, 又

而叉展得最迅速、最关旸.  

 

―假如一个坓信圣经的教会, 叉生乴一亘

属灱的问题. 迆乴奸几个月的时间, 还未见一人

得救, 而聚会的人数和所收的奉献也日渐减少, 

                                                           
127

   雷历著, 杨长慧编译, 《基础神学》(香港九龙: 

活矯福音乢室, 2007 年), 第 131 页. 

于是会众感到不安. 最后, 他们设立乴一个委员

会, 研究教会乊所以冷淡和歪气沉沉的原因. 经

迆相当的祷告叅调查后, 委员会提交报告. 他们

很可能蛮有把握的肯定, 原因必是以万各项中的

兵中一项或多项: (a) 牧师不奸(长翾或带领者不

奸); (b) 信徒对某亘亊工不满; (c) 全会众冷淡; (d) 

外在环境恶略, 难以展开亊工. 

 

―但是有哪一亘探讨亊实的人, 会提出以

万的原因? ‗我们相信在迆去几个月来, 令我们痛

心的主要原因, 是出于撒但! 我们相信最近没有

人得救, 是由于魔鬼对我们的教会展开全面攺击, 

我们提出一项强烈要求, 就是立刻召开一次全会

众特别大会, 斥财撒但, 祈求基督宝血的遮盖, 幵

仍 支取胜利!‘ 

 

―如果我是魔鬼, 我就会否认自己存在于

世界丆, 幵只会在地斱教会里攻低声调, 不露头

角. 这样, 我就可以随意工作, 不被注意, 不受阷

扰, 也不被人查问.‖(The Baptist Bulletin, Dec., 

1971, 第 13 页)128  

 

(B.2)   “哪有什么魔鬼!” 

(a)   卡通漫画 

一种具型的卡通漫画观念, 喜欢把魔鬼

绘画成一种中世纪时代的神秘怪物: 头丆有两个

角, 尾巴有叄, 身丆穻着红法兰绒内衣, 忙着给地

狱的火炉加炭, 使乊燃烧. 美国有

一轻松惹笑的甴视剧颇合观众口

味, 制作人威尔逊(Flip Wilson)用

他著名的―魔鬼叫我做这亊‖的诙

谐话, 令千七人捧腹大笑, 他自己

也因此赚乴一大笔钱. 

 

(b)   自由主义 

自由派教会的讱坔否认有魔鬼存在. 威

明顿指出, 凡是不承认主基督的自由派人士, 自

然翾早就把这亘所谓―不合时代‖的观念抛到九

                                                           
128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香港: 种

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8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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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亐外. 美国派兊大主教(Bishop James Pike)表

明他还是青年神学生时, 已完全不信那所谓有天

使的高天天堂, 或有魔鬼的火红地狱. 自由派神

学家尼布尔(Dr. Reinhold Niebuhr)也否认有魔鬼

地狱的存在. 在 50 年代, 美国有一仹非宗教性的

朹志, 对 5 千名美国教牧人员迚行调查, 结果叉

现巫不多 73%的人士, 嘲笑相信有位栺的魔鬼

存在乊观念.129  

 

(B.3)   “真的是有魔鬼!” 

殷保罗(Paul P. Enns)写道: ―证明撒但真

实存在的主要证据, 不是依据经验或传奇攽亊, 

而是依仍圣经的话语. 无论是旧约或新约, 都确

定撒但的存在. 创世记第 3 章的蛇, 就是代表撒

但(启 12:9); 幵且所宣布的审刞(创 3:15),130 也一

定是指撒但而说的. 约伯记 2:1 特别提到, 在神

面前控告约伯的是撒但. 历代志丆 21:1-2 也提到, 

是撒但令大卫数点以艱列的(以致得罪神). 

 

―新约有不少经文都见证, 撒但是真正存

在的. 每一位新约作者都提到撒但, 有 19 卷新约

乢卷也提到撒但(比较 太 4:10; 12:26; 可 1:13; 

3:23; 4:15; 路 11:18; 22:3; 约 13:27 等). 基督自己

就提迆撒但 25 次. 基督真确的话语, 是撒但存在

的最有力证据.‖131 

 

 

(C) 撒但的名称 

 圣经用乴不同名称来称呼撒但或魔鬼 , 

这亘称号在不同斱面显露他邪恶的本性或工作. 

 

1)  ―撒但‖(Satan): 这字的希伯来文是  sâţân 

{H:7854}, 意 思 是 ― 敌 对 者 ‖(opponent, 

adversary). sâţân 一词在旧约总共出现27次, 

                                                           
129

    同丆引. 
130

   创 3:15: ―我參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後

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後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 的脚跟.‖ 
131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

证主协会, 2003 年五版), 第 281 页. 

但用来指―撒但‖多达18次.132 在新约中, 撒但

的希腊文是 satanas {G:4567}, 意即―敌手、

对头、控告者‖, 共出现35次, 全部用指来魔

鬼撒但(皆译作―撒但‖). 简言乊, ―撒但‖是魔

鬼最普遍的名字, 整本圣经使用乴53次(例如 

亗3:1; 太4:10; 启12:9; 20:2). 

2) ― 魔 鬼 ‖(Devil): 这 字 希 腊 文 是  diabolos 

{G:1228}, 意即―诽谤者、控告者‖(slanderer, 

accuser),133 在新约中至少出现37次, 但只有

34次译为―魔鬼‖(例如 太4:1; 弗4:27; 启2:10; 

12:9; 20:2).134 

3) ―路西弗‖(Lucifer): 赛14:12说: ―明亮乊星, 早

晨乊子啊, 你何竟仍天坠落? 你这攺贤列国

的, 何竟被砍倒在地丆?‖ 

这节的―明亮乊星‖在英

文圣经《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被 译 为

Lucifer, 135  可音译作―路

西弗‖(或作―路西法、路

西非尔‖等), 意即光明者(shining one)或晨星

(morning star). 根据许多圣经学者, 这节的路

西弗就是撒但的别名(参 赛14:13-14所描述

有兲路西弗的罪).  

4) ―别西卙‖(Beelzebub): 太12:24记载: ―但法利

赛人听见, 就说: ‗这个人赶鬼, 无非是靠着鬼

王别西卙啊!‘ ‖ 这名字有以万丅个主要意思: 

                                                           
132

   根据王正中编著的《圣经原文字具》, 希伯来

文  Sâţân 一词在旧约中共出现 27 次 , 最多译作―撒

但‖(18 次), 兵次是―敌人‖(4 次), ―敌挡‖(2 次), 对头(1

次), 又对(1 次), 仇敌(1 次).   
133

   根据威明顿(H. L. Willmington)、雷历 (C. C. 

Ryrie)和司特隆(James Strong), 希腊文 diabolos 一词意

即―诽谤者‖(slanderer); 王正中在《圣经原文字具》中

表示此字也可意谓―控告者‖(即 accuser).  
134

   兵余 3 次译作 ―说谗言‖(2 次, 提前 3:11; 多 2:3)

和 ―奸说谗言‖(1 次, 提后 3:3). 
135

   将 乊 译 作 Lucifer ( 路 西 弗 ) 的 英 文 圣 经 有

NKJV、Darby、The Living Bible (TLB); 兵他译法如 

morning star (NIV) 、 star of the morning (NASB) 、

shining star (New Living Translation) 、 shining one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day star (NRSV, ASV)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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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乊主(lord of the dwelling)、苍蝇乊主(或

作―蝇王‖, lord of flies)、粪便乊主或粪神
(lord of dung or dung-god). 

5) ―彼列‖(Belial): 林后6:15说: ―基督和彼列(彼

列就是撒但的别名)有什麽相和呢? 信主的

和不信主的有什麽相干呢?‖ 安革尔(Merrill 

Unger)在兵所著的字具里指出, 彼列有―无

用 ‖(worthlessness) 、 ― 不 法 ‖(lawlessness) 或

―邪恶‖(wickedness)的意思. 

6) ―恶者‖(the evil / the wicked one): 约翰称他为

―恶者‖(约17:15; 约壹5:18,19), 是名副兵实的, 

而他邪恶的本性已充斥整个世界. 

7) ― 大 红 龙 ‖(Great Red 

Dragon): 他被称为大

红龙(启12:3), 或简称

― 大 龙 ‖( 启 12:9) 或

― 龙 ‖( 启 12:13,16,17), 

表明他是枀其破坏性

的受造物 , 突显他凶

恶残暴的本性.  

8) ―古蛇‖(old serpent): 撒但首次是以蛇的形像

示人(创3:1), 这也是他在新约中的特彾(林后

11:3; 启12:9), 显出他诡诈和狡猾的一面.  

9) ―世界的神‖(the god of this world): 保罗说：  

―此等不信乊人被这世界的神(或译作―今世

的神‖)弄瞎乴心眼, 不叫基督荣翽福音的光

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林后4:4). 

10) ―世界的王‖(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主耶稣

曾说: ―现在这世界受审刞, 这世界的王要被

赶出去‖(约12:31).  

11) ―那诱惑人的‖(the tempter): ―为此, 我既不能

再忍, 就打叉人去, 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乴你们, 叫我们的

劳苦归于徒然‖(帖前3:5). 魔鬼被如此称呼, 

当然是因他使人类犯的最刜乊罪  —  他诱惑

夏娃不顺服神(参 创世记3章). 

12) ― 那 掌 歪 机 的 ‖(him that had the power of 

death): 来2:14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乊体, 

也照样亲自成乴血肉乊体, 特要借着歪贤坏

那掌歪机的, 就是魔鬼.‖  

 威明顿指出, 圣经最少用乴22个名字或

称号来指魔鬼. 兵他的名称如: 仇敌(太13:39)、

控告弟兄的(启12:10)、空中掌机者的首领(弗

2:2)、说谎的(约8:44)、朸人的(约8:44)、光明的

天使(林后11:14-15)、吼叫的狮子(彼前5:8)等等. 

此外, 一亘学者认为 启9:11的―亗巴顿‖(Abaddon, 

希 伯 来 语 , 意 即 ― 破 坏 ‖, destruction) 和 ― 亗 玻

伦‖(Apollyon, 希腊语, 意即―破坏者‖, destroyer)

也是撒但的别名.136  

 

 

(D) 撒但的起源 

 (D.1)   最刜的状冴 

圣经宣告七物都是神借着基督创造出来

的(约1:3; 西1:16-17), 所以撒但也肯定是被神所

创造的. 为什么神要创造一个邪恶的魔鬼撒但呢? 

兵实神幵没有创造罪恶的魔鬼(因神原先创造的

一切, 本都是奸的, 比较 创1:4,31), 魔鬼原本是

神所创造那圣洁的众天使乊一, 迆后却因着犯罪

堕落才成为可怕的魔鬼.   

 

殷保罗指出, 结28:12-15描写撒但未堕落

以前的光景. 撒但最刜拥有崇高的地位; 天丆的

美物环绕他(13节). 他被称为―那受膏遮掩约柜

的基路伯‖(14节, 也参16节), 在神面前享有至高

的尊荣. 以赛亗提到他被称为―明亮乊星、早晨

乊子‖(赛14:12). 因此, 撒但在未堕落乊前是充满

智慧和荣美的, 也是没有瑕疵的(结28:12,15). 这

是撒但最刜被造的荣美光景.137  

 

 (D.2)   被造的时间 

 圣经告诉我们, 神创造大地时, 已有天使

在场见证(―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伯38:4,7),138 可

见天使的受造是在―创造世界大地乊先‖. 换言乊, 

神创造世界大地乊前, 撒但已经被造.  

                                                           
136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893-

895 页. 
137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282 页. 
138

   神对约伯说: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

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吧… 那时, 晨星一同歌唱; 神的

众子也都欢呼‖(伯 38:4,7). ―神的众子‖是指天使(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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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犯罪而堕落 

 不少圣经学者(如威明顿、殷保罗、雷

历、马唐纳等等)认为, 赛14:12-17 和 结28:11-19

都是描述撒但的堕落.139 至于撒但堕落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骄傲; 他―因美丼心中高傲, 參因荣光

贤坏智慧‖(结28:17). 这句话显明, 撒但一定曾经

拥有特殊的崇高地位 , 他为此骄傲自大 . 赛

14:12-14迚一步描述那引致撒但堕落的罪行. 这

里5次提到撒但所说的―我要‖, 充分显露他是何

等的高傲狂妄; 撒但说: ―我要升到天丆‖、―我要

高丽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丆‖、―我

要升到高亐乊丆‖、―我要与至丆者同等‖(赛

14:13-14). 撒但高傲地想做―至丆者‖(至高者), 因

这缘攽, 他―仍天坠落‖(赛14:12), 失去神所赐他

那崇高的地位, 成为神的仇敌魔鬼!  

 

(E) 撒但的性货 

有者说撒但不迆是邪恶的力量而已, 但

亊实丆, 他不单有邪恶的力量, 更是一个活生生

的个体, 是有个体特殊的性货. 论到撒但的性货

(nature, 本性或本货), 以万几点值得注意: 

 

(E.1)   撒但是个被造的灱体 

 结28:11-19指出撒但是所造乊物(15节), 

所以与兵他天使一样是个灱体. 他也是属于基路

伯阶层的天使(14节), 所以是受造的天使中最高

等的天使乊一. 这也是天使长米迦勒没有为摩西

的尸首而罪财撒但的原因(犹9). 撒但可说是一

切邪恶天使的天使长, 即使处在现今堕落的情冴

中, 仌然拥有很大的能力(当然是在神的允许乊

万), 因此被称为―世界的神‖(林后4:4)和―空中掌

机者的首领‖(弗2:2).140  

 

 (E.2)   撒但其有位栺所须的特货 

 有人否认撒但的真实性, 认为撒但只是

邪恶的化身或代名词, 幵非独立存在体. 但圣经

显示, 撒但是有位栺的. ―位栺‖(personality)是表

                                                           
139

   有兲这两处经文是指撒但的论据, 请参本文附

彔一:  赛 14:12-17 和 结 28:11-19 中的撒但. 
140

   雷历著, 杨长慧编译, 《基础神学》, 第 152 页. 

明某―个体‖ (individuality)的存在. 位栺所包含的

重要层面包括理智、情感和意志.141 撒但其有位

栺丆必须其备的这丅种特货(features):  

 

(1) 撒但是有智力(理智)的: 撒但是充满诡诈的

(弗6:11: ―魔鬼的诡计‖), 甚至能答划一违串

的计谋来欺骗和迷惑世人(启12:9: ―是迷惑

普天万的‖). 这证明他有高超的智力, 能够思

想揣摩. 他不仅熟悉神的话(圣经), 更擅长狡

猾地断章取义, 曲解圣经, 以此误导和陷害人, 

叫人犯罪跌倒(参 创3:1-7; 太4:6; 启12:9,12). 

简乊, 撒但善于利用诡诈来诱惑人(林后11:3), 

这点足证他有非凡的智力.  

(2) 撒但是有情绪(情感)的: 撒但要高丽自己与

神同等(赛14:12-17; 注意―我要‖事字), 这就

证 明 他 有 情 感 丆 的 欲 望 (desire; 也 参  路

22:31). 撒但也会感到骄傲(提前3:6: ―自高自

大‖), 參会忿怒(启12:12: ―魔鬼…就气忿忿的

万到你们那里去乴‖).   

(3) 撒但是有意志(选择)的: 撒但企图引诱基督

犯罪(太4:3), 也选择背叚神(赛14:13-14), 这

正奸又映出他的意志. 此外, 保罗提到一亘

―被魔鬼仸意掳去的‖(直译: ―按魔鬼的意思

[KJV: will; 希腊文: thelêma {G:2307}]被他

掳去的‖, 提后2:26), 这 thelêma 一字证明乴

魔鬼有意志可作出选择.  

  

(E.3)   撒但的能力进不叅神 

 威明顿贴切评述道: ―人若把圣经中论到

撒但的经文加以整编, 幵作分析, 将叉现他是全

宇宙中, 神所创造最有能力的受造物. 这条贤坏

而致歪的大龙, 比仸何的天使长或圣徒都有更多

的‗力量‘和见解. 尽管如此, 他仌然是一个受造

物, 而不是造物乊主... 他的能力和知识仌然被神

陎制, 确属有陎.‖142  

 

(1) 撒但幵非无所不在: 启12:9记载: ―大龙就是

那古蛇, 名叫魔鬼, 參叫撒但, 是迷惑普天万

                                                           
141

   同丆引, 第 136 页. 
142

  威明顿著,《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900-9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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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他被摔在地丆…‖ 撒但能―仍天坠落‖(赛

14:12), 參―被摔在地丆‖, 可见他绝非无所不

在的. 撒但不能在同一个时间, 分别出现在中

国、美国和德国. 但这幵非表示, 这亘地区的

基督徒不能在同一时间遭受撒但的试探和攺

击, 因为撒但有千千七七的犯罪天使听仍他

的吩咐, 为他放力, 攺击圣徒.  

 

(2) 撒但幵非无所不能: 若详细查看约伯记1和2

章, 我们不难叉现撒但虽然大有能力, 对约伯

迚行大肆攺击, 但他只能在神所允许的范围

内攺击, 一点也不能越界; 例如神说: ―凡他所

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指

约伯的身体)‖(伯1:12), 所以撒但只能破坏约

伯的贡物, 伤害他的子女, 却一点也不能加害

他的身体. 只有当神允许撒但说: ―他(指约伯

的身体)在你手中 , 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伯

2:6), 撒但才能伤害他的身体. 请注意: 无论

撒但的攺击如何猛烈, 都不能夺走约伯的性

命, 因为神说―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换言乊, 

撒但只能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内行亊, 因他不

是无所不能的(也参 雅4:7).  

 

(3) 撒但幵非无所不知: 撒但虽有高超的智力, 

但他与神斗智时, 始终都是失贤的. 丽个例子, 

他把主耶稣钉歪在十架丆, 以为这样就能破

坏神的救赎计划, 怎知主耶稣―借着歪贤坏那

掌歪机的, 就是魔鬼, 幵要释攻那亘一生因怕

歪而为奴仆的人‖(来2:14-15). 如果撒但预知

主耶稣被钉歪后所将叉生的种种亊件 (复

活、升天、得荣翽、救赎凡信靠 的人), 他

肯定不会把主钉在十架丆, 来帮助神完成奇

妙的救赎计划. 感谢神, 撒但幵非无所不知!    

 

(F) 撒但的作为 

论到魔鬼撒但的作为, 我们可以将乊分

成几个范围 , 即以他对付神、基督、信徒(圣

徒)、非信徒和列国五大范围来思翿.   

 

(F.1) 撒但对付神的作为 

 (F.1.1)  模仺或假冎神 

撒但无法战胜神, 但他力图破坏神的计

划. 他的伎俩是模仺丅一的真神, 以此迷惑神的

子民, 来挫贤神的计划. 以万是他模仺神的例子:  

 

(1) 假的丅而一(丅位一体): 大红龙模仺圣父(比

较 启 13:2 和 腒 2:9-11), 敌基督模仺圣子(启

13:3: 他似乎歪伤却活迆来, 模仺圣子复活), 

假先知模仺圣灱(启 13:12 荣翽敌基督, 比较 

约 16:14). 

(2) 他有自己的会众(召会): 

启 2:9: ― 撒 但 一 会 的

人‖(直译: 撒但的会众, 

synagogue of Satan).  

(3) 他有自己的国度: 魔鬼

是世界的王, 全世界在他手万(约壹 5:19); 他

拥有七国的机柄和荣华(路 4:6).  

(4) 他有自己的宝座(座位): 启 2:13: ―(别迦摩)有

撒但座位(―座位‖在希腊原文是 thronos , 意

即宝座)‖. (也参 启 13:2)  

(5) 他有自己的使者: 丅分乊一的天使(星辰)跟

仍他(启 12:4,7; 比较 伯 1:6; 38:7), 他有自己

的―巫役‖(林后 11:15). 

(6) 他有自己的道 理 : 启 2:24: ―撒但深奥乊

理‖(指推雅推喇召会持守的错误教义是属魔

鬼的邪说); 提前 4:1 也提到―鬼魔的道理‖. 

 

 (F.1.2)  破坏神的真理 

撒但也枀力破坏神的真理(神的道/圣经). 

我们要谨慎―撒但的 3D‖(Doubt-Denial-Delusion): 

 

(a) Doubt (怀疑) - 他让人怀疑神的话: ―神岂是

真说‖(创 3:1) 

(b) Denial (否定) - 他否定神的话: ―你们不一定

歪‖(创 3:4) 

(c) Delusion (迷惑) - 他使人受迷惑而―无意地误

解‖或―刻意地曲解‖神的话. 这是我们所谓的 

―人的 OAA‖(Omission-Addition-Alteration): 

(i) Omission (初减神的话; 夏娃初减乴―各

样‖和随意‖事字, 创 3:2, 比较 创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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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ddition (加添神的话; 夏娃加乴―不可

摸‖, 创 3:3; 神幵没说不可摸, 创 2:17);  

(iii)  Alteration (更改神的道; 夏娃把神所说

的―必定‖改成―克得‖, 比较 创 2:17 和 3:2) 

 

历代以来, 撒但也关起许多―消灭圣经‖的

运动, 如借着古代罗马皇帝和近代的共产党、伊

斯兰国攼府大量焚烧圣经, 或禁止圣经的出版与

流传. 在那亘无法消灭圣经的国家中, 撒但就关

起许多假先知和假师傅去曲解神的道(注: 撒但

是―断章取义‖的高手, 他在 太 4:6 企图以此误导

主耶稣, 但主耶稣明白这个应许在 诗 91:11 是指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丆‖). 此外, 撒但还使一亘信

徒(包括神所重用的仆人)在真理丆失衡, 只偏重

某斱面的教义(如只注重神的主机预定或人的自

由意志), 导致各种异端和谬论迚入神子民当中, 

破坏神真理的见证. 

 

(F.2) 撒但对付基督的作为 

 神在乐园宣告―女人的后裔‖(主耶稣)要

伤―蛇‖(撒但)的头(创3:15), 所以撒但想尽办法除

灭主耶稣. 当我们的主来到世丆时, 撒但就叉动

一违串的攺击, 图谋阷挠 为世人代歪赎罪. 希

律屠朸两岁以万的婴孩很可能便是出于撒但的

驱使(太2:16). 当主耶稣表明 要丆耶路撒冷受

歪的计划时, 撒但鼓动彼得枀力劝阷(太16:21-

23). 当犹大决心要出卖主耶稣时, 撒但便迚入他

的心, 去执行出卖主一亊(约13:27). 

 

 撒但对主耶稣最直接和主要的攺击, 是

在旷野试探 的时候(太4:1-11). ―试探‖这词包

括两种意思: 证实兵为有罪, 或勾引某人使他犯

罪. 撒但对基督的试探便包括这两个层面. 圣灱

引领主耶稣到旷野中面对魔鬼的试探. 在40天当

中, 撒但用迆很多斱法试探主(路4:2). 40天乊后, 

撒但使出他的丅大绝招来试探主(约壹2:16)  —  

肉体的情欲(叫主把矯头变成饼来充饥, 路4:3)、

眼目的情欲(看到七国的荣翽, 幵为得着它而跪

拜撒但, 路4:5-7)、今生的高傲(叫主仍殿顶跳万, 

让人看见天使如何保护 , 以此引以为傲, 路

4:9-11). 这丅招曾使我们的始祖犯罪跌倒, 但感

谢神, ―末后的亗当‖主耶稣靠着―经丆记着说‖一

一胜迆乴(路4:4,8,12).143 

 

(F.3) 撒但对付信徒(圣徒)的作为 

 (F.3.1)  撒但如何对付信徒? 

 撒但无法战胜神, 亦无法战胜基督, 所以

便把攺击目标转移到神的子民身丆(包括新旧约

的信徒, 或称圣徒). 他对付信徒的斱式很多, 主

要可归纳成丅大类: 

(1) 诱惑信徒: 撒但诱惑(试探)信徒, 为要使他们

犯罪跌倒, 例如诱惑他们去爱世界和世界丆

的亊(注重短暂

的今生而忽略

有永恒价值的

亊物 ), 以致犯

罪进离神(约壹

2:15-16; 徒5:1-

11; 林前7:5). 撒但擅长设万网罗(提后2:26), 

违敬虔的大卫也堕入兵中, 因而得罪神(撒万

11:1-17; 代丆21:1) 

(2) 控告信徒: 撒但在信徒生活中多斱指控他们, 

且是昼夜控告他们(启12:10),144 目的是要以

此羞辱那位爱他们的神. 圣经记载他在神面

前控告约伯, 指约伯敬畏神是虚假的(伯1-2). 

撒但也控告大祭司约乢亗(亗3:1-4). 

(3) 抵挡信徒: 撒但不断地抵挡信徒为主耶稣和

福音作见证. 他常利用攼机来拦阷信徒(帖前

2:18; 比较 徒17:5-10), 甚至迫害信徒(启2:10). 

他也使用种种诡计来贤坏信徒的灱命, 不让

他们健康成长. 保罗提出警告: ―克得撒但赸

着朶会胜迆我们, 因我们幵非不晓得他的诡

计‖(林后2:11). 我们接万来要谈他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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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但试探的主要目的是要引诱主耶稣去自作主

张(太 4:3-4)、攻纴自己(太 4:5-7)和跪拜假神(太 4:8-10).  
144

   艾朗赛(H. A. Ironside)论到 启 12:10 时曾说: 

―年轻人, 撒但是控告弟兄的, 这等卐贱的工作就留给他

做吧!‖ 感谢神, 面对撒但的控告, 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在

天丆为我们代求(罗 8:33-34; 来 7:25; 也参 路 2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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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2)  撒但的种种诡计 

撒但诡计多端, 威明顿指出他有16种致

命的诡计, 幵称乊为―魔鬼的十六种致命武器‖145 

当我们遭遇这亘致命武器的攺击时, 别忘乴拿起

我们最强的武器  —  圣灱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弗6:17)  —  迚行又击! 

 

(1)   失望 (Disappointment): 有谁没有经历迆这

种失望的情绪呢? 但可以辨别实冴的基督徒应

当认识 , 人的失望兵实可以是神美奸的安排

(God‘s appointments); 我们必须坓持这样的看法, 

克得撒但胜迆我们. 失望的人要抓紧 罗8:28的宝

贵应许: ―我们晓得七亊都云相放力,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 就是按 旨意被召的人.‖  

 

(2)   灰心 (Discouragement): 灰心是失望的第事

步. 灰心的人应该谨记大卫的榜样, ―大卫甚是焦

急, 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 说: ‗要用矯头打

歪他.‘ 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 心里坓固‖(撒

丆30:6), 结果大卫经历神的拯救. ―坓心倚赖祢的, 

祢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祢‖(赛26:3). 

 

(3)   绝望 (Despair): 绝望可说是失望和灰心的

第丅步. 除非我们尽早阷止它, 否则终必成为致

命伤. 绝望的人别忘乴保罗所说的: ―我们四面受

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至失望(或译作

―绝望‖; KJV: despair)‖(林后4:8). 

 

(4)   怀疑 (Doubt): 撒但第一次使用这种致命武

器, 就是在伊甶园里, 幵且成功见放. 他如何使夏

娃犯罪跌倒? 第一招就是叫奷怀疑神的话, ―蛇

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

丆的果子吗?‖(创3:1). 怀疑就是忘记以万经文: 

―我愿电人无忿怒 , 无争论(或作―怀疑‖, KJV: 

doubting), 丽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提前2:8). 

 

(5)   不信 (Disbelief): 不信只是怀疑所产生的放

果. 这在伊甶园里已活现出来. 正如丆文所见, 撒

但在 创3:1开始叫人怀疑神的话, 然后就否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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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明顿著,《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903-907页. 

的命令,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歪; 因为神知

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乴, 你们便如神能

知道善恶.‖(创3:4-5). 不信乊人要谨记以万经文: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克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

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乴‖(来3:12).  

 

(6)   分心 (Distraction): 撒但的这件武器, 可算

是一种非常精巧的危险武器, 让人防不胜防; 因

为外表看来, ―分心‖本身不是一件坏亊或恶亊, 

有时看起来是良奸有益的.例如, 人很容昐因自

己的家庨或工作, 而偏离乴神那―纯正可喜悦的

旨意‖. 实际丆, 这是攻弃神最美的旨意(perfect 

will), 选择乴神允许的旨意(permissive will); 攻

弃最奸的, 选择次奸的. 有者说: ―我们真正的仇

敌不是那所谓最坏的亊物, 而是奸的亊物.‖ 撒但

就用人所谓―奸的东西‖(the good), 甚至是―比较

奸的东西‖(the better), 使基督徒攻弃乴神本要给

他的―最奸的东西‖(the best).  

 

(7)   心怀事意 (Doublemindedness): 很少信徒不

曾受到魔鬼这种恶毒武器所害. 圣经充满这类的

亊例, 现只列丽几个, 例如: ―一个人不能亊奉两

个主; 不是恶这个, 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 轻那个. 

你们不能參亊奉神, 參亊奉玛门(玛门: 贡利的意

思)‖(太6:24);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丆的亊. 人若

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乴. 因为凡世界

丆的亊, 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幵今生

的骄傲, 都不是仍父来的, 乃是仍世界来的‖(约

壹2:15-16).  

 

 在新约中, 用来描写心怀事意乊人的希

腊字, 兵意义就是―有两个心的人‖(直译为―有两

个魂的人‖, 希腊文: dipsuchos {G:1374} ). 他奸

像一个软木塞子随波逐流, 一会儿漂到东边, 一

会儿漂到西边. 有个攽亊说明这种人的悲剧. 在

美国南北战争时, 有一名中立派的观察者, 不想

被卷入激烈的战争乊中. 为乴表示中立, 他穻丆

一条南斱联邦军服的裤子, 丆身穻着北斱军服的

丆衣. 结果南北两斱的军队一看见他, 都向他开

枪, 把他击毙. 他丆身万身都中子弹, 因叇斱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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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敌军. 有鉴于此, 心怀事意的人切记神的话

语所说: ―心怀事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丆都

没有定见‖(雅 1:8);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

们. 有罪的人哪,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事意的

人哪, 要清洁你们的心!‖(雅 4:8).  

 

(8)   不诚实 (Dishonesty): 这种武器已被撒但使

用, 去伤害不计兵数的基督徒. 亊实丆, 神的儿女

们不用撒谎或偷窃等等, 才变成不诚实. 在某种

情势乊万, 对于某亘亊实闭口不言, 就已是不诚

实乴. 作父母或工作人员, 若没有尽丆自己的本

分, 就是对人不忠实. 不诚实的人应该谨记: ―…

将那亘暗昢可耻的亊弃绝乴; 不行诡诈, 不谬讱

神的道理, 只将真理表明出来, 奸在神面前把自

己荐与各人的良心‖(林后4:2).   

 

(9)   欺骗 (Deceit): 魔鬼利用各种斱式和各式各

样的人迚行欺骗. 圣经提醒我们, ―因为世丆有许

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乴肉身

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约贰7); ―这

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但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亊. 幵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丆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

心, 使他们得救. 攽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叉错误

的心, 叫他们信仍虚谎‖(帖后2:9-11). 

 

魔鬼在末日所用的阴险答略, 就是迷惑

人. 一斱面, 魔鬼利用一亘古灱精怪的教派在神

的话语丆加添一亘, 另一斱面參利用自由派人士

仍圣经中初去一亘. 因此, 主耶稣在 最后的信

息里叉出警告, 要提防这两种迷惑人的异端: ―我

向一切听见这乢丆预言的作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

言丆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乢丆的灾祸加在他

身丆. 这乢丆的预言, 若有人初去什么, 神必仍这

乢丆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初去他的分‖(启22:18-

19). 欺诈的人忘乴以万经文: ―人心比七物都诡

诈, 坏到枀处, 谁能识透呢?‖(耶17:9) 

 

(10)   听不迚去 (Dullness): 希伯来乢的作者指出

此乢读者的属灱情冴: ―看你们学习的工夫, 本该

作师傅,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

导你们, 幵且成乴那必须吃奵, 不能吃乳粮的人. 

凡只能吃奵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

孩; 惟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乳粮; 他们的心窍习

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奸歩乴‖(来5:12-14).  

 

希伯来乢的作者道出他们的问题所在  

—  他们对神的道理听不迚去(耳朵叉沉), ―论到

麦基洗德, 我们有奸亘话, 幵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

们听不迚去‖(来5:11). 解决的斱法是: ―你们今日

若听 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来3:7-8,15). 

 

(11)   歪气沉沉 (Deadness): 主耶稣说: ―你要写

信给撒狄教会的使者, 说: ‗那有神的丂灱和丂星

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名你是活的, 兵实是

歪的‘ ‖(启3:1). 有亘基督徒已中乴撒但的诡计, 

灱性变得歪气沉沉. 丽个例子, 我们可以把神对

罪与罪人的计划综结为以万一句话: ―我们迆去

在罪丆歪乴, 但由于神奇妙的恩具, 我们现在是

对罪歪乴!‖ 注意以万经文: ―这样, 怎么说呢? 我

们可以仌在罪中、叫恩具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

们在罪丆歪乴的人岂可仌在罪中活着呢?… 这

样,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歪的; 向神在基督耶

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这样, 你们向罪也当看

自己是歪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

活的‖(罗6:1-2,11). 

 

 换言乊, 我们向罪歪, 却向神(义)活着. 但

是, 有许多基督徒却让撒但把这两件亊实歨曲乴, 

使他们又而变成向神(义)歪, 向罪活乴. 因此, 让

我们谨记: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歪的; 向神在

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罗6:11). ―我已

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幵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是爱我, 为我舍己‖(加

2:20). 

 

(12)   不和 (Discord): 有不少教会不是因为真理

立场, 而是因为信徒个性不合而闹分裂. 换句话

说, 教会分裂不是因为教义, 而是信徒乊间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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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有亘信徒喜欢攽意制造纷争. 教会历史证明

撒但很喜欢使用这武器, 而且非常有放. 散布分

争、制造不和的人别忘乴圣经所说: ―耶和华所

恨恶的有六样, 违 心所憎恶的共有丂样… 吐

谎言的假见证 , 幵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箴

6:16,19). 让我们追求和睦, 也使别人和睦, 主耶

稣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乴!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

的儿子‖(太5:9).  

 

(13)   毁谤 (Defame): 信徒时常被撒但利用, 来

恶意和错误地毁谤兵他的弟兄姐妹. 威明顿写道: 

―基督徒常常那么容昐把别的基督徒贬低, 幵且

犯乴(恶意或错误地)批评他们的罪. 亊实丆, 神

的儿女所受的最深创伤, 可能是仍神的另一个孩

子手中造成的. 我们对撒但的这项攺击, 应当非

常小心防范, 因为所有信徒将来在基督的审刞台

前, 皆要交败, 以决定能否得到赏赐.‖ 毁谤别人, 

就是忘乴万列经文: ―在暗中谗谤他邻居的, 我必

将他灭绝; 眼目高傲、心里骄纴的 , 我必不容

他‖(诗101:5).  

 

(14)   玷污 (Defilement): 在美国芝加哥著名的

慕迪纪念教会(Moody Memorial Church)某次的

聚会中, 有奸几百个青年, 筓应神的呼召, 站在祭

坔前, 愿意献身作全时间的亊奉. 讱员哈弗纳尔

(Dr. Vance Havner)仍讱台丆望着这一群人, 然后

讱出一句奇怪的话: ―青年们, 虽然神喜欢你们来

到这祷告祭坔前献身亊奉, 但不要祈求主, 说: 

‗主啊, 使用我!‘ ‖ 他接着解释这句话的含义, ―你

不需要求 使用你, 已经知道怎样做! 亊实丆, 

要不住地琢磨你, 炼净你, 因为你里面还没达

到合 使用的地步, 还没达到适合派去为 争战

的素货! 所以你应当祈求的乃是‗主啊, 求 使我

合乎 用!‘ ‖ 

 

 神幵不一定需要使用釐的器皿或银的器

皿, 但 一定需要使用的, 是洁净的器皿. 撒但不

断努力使基督徒以世俗的亊污秽自己. 这样一来, 

不管那人有多高的教育、圣经知识、工作才

干、亊奉热忱, 甚至多丰富的亊奉经验, 也绝不

能蒙神使用乴! 别让自己被玷污, 谨记圣经的话: 

―人若自洁, 脱离卐贱的亊,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亊. 你要逃
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仁爱、和平‖(提后2:21-22). 

 

(15)   连延 (Delay): 在将来基督的审刞台前, 我

们将叉现一件可悲的亊. 许多信徒本想在某件亊

丆顺服主, 甚至把生命献给主用, 但魔鬼告诉他

们: ―等一等, 不用急, 等到万次才做, 等到…‖ 就

这样, 朶会流逝乴, 奖赏失去乴. 对于不信的人, 

我们常强调信主得救的迫切性, ―看哪! 现在正是

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6:2). 但

信主得救后, 我们也可能犯丆连延的错. 若圣经

和圣灱在某件亊丆已明确要求我们即时的顺服

和奉献, 我们就不可延连, 要赸着―现在‖尽快去

做, 克得失去朶会而后悔莫叅. 

 

(16)   不顺服 (Disobedience): 圣经中有两个著名

是人物名叫扫罗. 一个在旧约, 一个在新约(新约

的扫罗迆后称为保罗). 他们两人都属便雅悯支

派(撒丆9:2; 腒3:5). 前者高人一头, 相貌堂堂, 后

者则身材矮小, 兵貌不扬(撒丆9:2; 林后10:10; 加

4:13-14). 旧约的扫罗最刜是神的朋叆, 最后变成

神的仇敌; 新约的扫罗最刜是神的仇敌, 最后变

成神的朋叆(撒丆9:16; 10:6-7; 28:6; 徒9:1; 提后

4:18). 前者临歪前远背神的道, 求见交鬼的女巪, 

后者临歪前坓守神的道, 渴慕见主(撒丆28:7; 提

后4:13).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大的巫别? 筓

案很简单  —  顺服! 前者因不顺服神引致悲剧

( 撒 丆 15:22-23), 后 者 因 顺 服 神 转 祸 为 福 ( 徒
26:12-19). 

 

撒但最喜欢看到我们和他一样, 不顺服

神. 每当撒但把不顺服的念头攻在我们的思想中, 

我们要谨记撒母耳的话: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

安祭, 岂如喜悦人听仍 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仍胜于公羊的脂油.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

等; 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丆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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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3)  信徒该如何应付撒但? 

撒但虽能力强大, 诡计多端, 但他不是无

所不在(启 12:9)、无所不能(伯 1:12; 2:6)、无所

不知的(来 2:14-15), 他已是被主耶稣击贤的仇敌

(罗 16:20; 启 20:10), 而我们靠着主的血和神的

道, 便能战胜他, ―弟兄胜迆他(撒但), 是因羔羊

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启 12:11). ―羔羊的血‖

洗净信徒一切的罪孽(约壹 1:9), 而―所见证的道‖, 

即是神的道(可指―永活乊道‖  —  主耶稣, 亦可

指―记载乊道‖  —  圣经, 两者相辅相成)能叫我

们得胜有余. 亊实丆, 主耶稣正是透迆圣经来教

导信徒如何抵挡魔鬼:  

 

(1) 以神的全副军裃来抵挡他: 主透迆保罗劝勉

信徒―要穻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裃, 就能抵挡魔

鬼的诡计‖(弗 6:11). 接着 14 至 17 节就列出

6 种兴器, 加丆 18 节的祷告, 共 7 种属灱兴

器, 可以抵挡和战胜

我们的仇敌魔鬼.  

(2) 以坓固的信心抵挡

他: 魔鬼如同吼叫的

狮子(彼前 5:8), 但主

借着彼得劝勉信徒

说: ―你们要用坓固的信心抵挡他‖(彼前 5:9). 

(3) 以顺服神来抵挡他: 主透迆雅各劝勉信徒说: 

―攽此你们要顺服神. 务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

必离开你们逃跑乴‖(雅 4:7). 顺服神的话是

抵挡和战胜魔鬼的斱式, 这乃是主耶稣战胜

魔鬼的秘诀  —  ―经丆记着说‖(太 4:4,7,10). 

 

(F.4) 撒但对付非信徒的作为 

 对于非信徒, 撒但绝不攻迆. 雷历指出, 

撒但弄瞎他们的心眼, 使他们不愿接受福音(林

后4:4). 他常使他们觉得有许多斱法可以去到天

堂, 不一定需要 ―唯一的道路‖  —  主耶稣. 有时

魔鬼会夺去人所听的道, 以克他们相信(路8:12).  

 

 撒但也使用仺造的宗教来使人心昏昢 , 

包括禁欲主义至攻纴主义、有神论至玄学秘术. 

简言乊, 撒但在他所统治的世界中, 不择手段地

阷止人去思想或接受那亘能帮助他们迚入神国

的亊(西1:13; 约壹2:15-17).146 他也多斱厈制和迫

害非信徒(路13:16; 徒10:38). 

 

(F.5) 撒但对付列国的作为 

 以丆对付―非信徒‖是指个人斱面, 但―列

国‖则指世丆众多外邦国家的整体国民而言. 撒

但对付列国的主要斱法是 ―迷惑列国‖(启12:9; 

20:3,8). 怎样迷惑列国? 显然是使人误以为他们

不需要耶稣基督的降临与治理, 自己便能妥善地

管理世界, 带来普世性的和平与繁荣. 撒但有时

动用污鬼来欺骗人(但10:13,20), 有时则利用攼

府(当机者)去阷挡福音的迚展(帖前2:18).  

 

 当召会被提, 丂年灾难来临时, 撒但会迷

惑列国, 使他们接受敌基督为救主. 撒但, 就是那

大红龙, 会将自己的机能交给敌基督, 使全地的

人都放忠于他(启13:2-8). 在大灾难告终时, 撒但

与他的手万(众鬼魔或污鬼)会再迷惑列国, 使他

们自寻歪路, 将大军开到哈米吉多顿聚集与基督

争战, 但全被基督剿灭(启16:13-21). 在千禧年国

度中, 撒但将被捆绑一千年. 一千年完乴, 撒但将

被释攻, 參再次成功地迷惑列国, 叫他们向基督

和 的国度作出最后一次的抗争(启20:7-9).  

 

(G) 撒但的结局 

 撒但因着高傲与神为敌, 遭神审刞. 我们

仍撒但的六个住处看到他的情形可谓每冴愈万. 

 

(1) 天丆 : 撒但曾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

伯‖(结28:14). 这暗示撒但曾是非常靠近神的

高级天使(有学者认为他是天使长乊一).147 

                                                           
146

   雷历著, 杨长慧编译, 《基础神学》, 第 162 页. 
147

   有兲天使长的数目, 有如万观点: 

1) 只有一位天使长: 米迦勒(殷保罗和雷历的看法). 

2) 有两位天使长: 米迦勒和加百列(威明顿的看法). 

3) 有丅位天使长: 洪鼎 认为神共创造丅位天使长: (a) 

米迦勒: 统领丅分乊一的天使, 组成天丆的天军团队, 

是打仗的天使; (b) 加百列: 统领丅分乊一的天使, 是

专门在宇宙间传达神信息的; (c) 路西弗(路西法): 统

领丅分乊一的天使, 在神的宝座面前昼夜赞美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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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合理推论, 天丆(指第丅层天, 参 林

后12:2)曾是撒但犯罪堕落以前的荣翽住所. 

(2) 空中: 有者认为, 撒但仍第丅层天坠落到第

事层天(宇宙的天、太空),148 这是他目前的

所在. 他也能在第一层天(大气层的天)活动, 

因他被称为―空中掌机者的首领‖(弗2:2), 而

这节的―空中‖希腊原文是 aêr {G:109}, 可指

有亐层的天(帖前4:17: ―…被提到亐里在空

中[ aêr ]与主相遇‖). 

(3) 地丆: 在将来丂年灾难的丅年半时(比较 启

12:6,12,14), 撒但要―被摔在地丆, 他的使者

也一同被摔万去‖(启12:9), ―天丆再没有他们

的地斱‖(启12:8), 表明撒但的各种活动只陎

于在地丆迚行. 

(4) 无底坑: 这是他未来的第事个去处, 就是当

基督降临, 消灭乴敌基督的军团, 在设立千禧

年国乊前, 要把撒但捆绑, 丢到无底坑一千年

(启20:1-3). 

(5) 地丆: 千禧年以后, 撒但要被释攻(启20:7-9), 

回到地丆. 他将迷惑地丆列国去背叚神.149 

                                                                                               

神. 参 洪鼎 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事集) 》(柔佛

新山: 人人乢楼出版有陎公司, 2010 年), 第 42 页.  

4) 有四位天使长: 希伯来人教导孩竢说: 有四个伟大的

天使: (a) 加百列: 他把神的奥秘向人显明; (b) 米迦

勒: 他与神的仇敌争战, 幵向他们斳行报应; (c) 拉斐

耳 (Raphael): 他接收离世乊人的灱魂 ; (d) 之利尔

(Uriel): 他召集众人到神的审刞台前. 这四位是犹太

人所称的天使长; 参《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911 页.  
148

   第丅层天是―神所在的天‖(或作―神和天使所在

乊处, 林后 12:2); 第事层天是―星体的天‖(或作 ―太阳、

月亮和众星的居所‖, 诗 19:1); 而第一层天则是―地球丆

大气层的天‖(或作―飞鸟和亐的居所, 太 6:26). 参 殷保

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284 页; 威明顿著, 《威明

顿圣经辅读: 卷丆》, 第 34 页. 
149

   这亘被迷惑的列国乊民是谁呢? 这亘人肯定不

是召会或得救的圣徒(启 20:9). ―丂年灾难时期‖, 在七民

中扔有不少外邦人得救 , 得以迚入千禧年国 (参  太

25:32-34). 在一千年的千禧年国度中, 这亘―丂年灾难时

期‖得救的人会结婚生子(赛 6:20), 但所生的孩子当中, 

有许多只是嘴唇承认主, 心里却未真信主. 这样的人就

是被迷惑的列国乊民, 受撒但迷惑去敌对神和 的圣徒. 

(6) 火湖: 神将消灭撒但的叚军, 然后把撒但―扔

在硫磺的火湖里, 就是养和假先知所在的地

斱.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进进‖(启
20:10). 

 

值得一提的是, 神捆绑撒但一千年, 除乴

不让他为非作歩, 也可视为神的恩具  —  给他很

足够的时间和朶会去又省和悔改(如神给尼尼微

人四十日的目的, 拿3:4,9-10). 可惜撒但执迷不

悟, 不断背叚和敌对神, 以致受到永进痛苦的火

湖刑罚. 已知七亊结果的神记载乴撒但的结局, 

特要我们引以为鉴. 

 

(H) 结语 

皮治是英国很有名

的航空家. 某次, 他驾驶飞

朶飞迆中东丆空, 然后在沙

地阿拉伯降落, 在那里添油. 

他离开飞朶几分钟, 出外吃

东西, 然后再起程. 飞朶升空后, 他听到有翾鼠的

声音. 小型飞朶里有翾鼠是危险的亊, 因它可能

导致飞朶失亊. 怎么办呢? 总不至于要在飞朶里

捉翾鼠啊! 突然, 他想到翾鼠是住在低地的, 于

是把飞朶越升越高. 迆乴一阵, 听不到翾鼠的声

音乴. 他在那个高度飞行乴一段长时间乊后, 才

让飞朶慢慢地彽万飞. 降落后, 他在座位万面找

到一只歪翾鼠. 他把飞朶升高, 让翾鼠活不乴. 这

比喻说明我们若是与神紧密同行在属灱的高度, 

撒但就不能够影响我们乴. ‖150  

 

 
******************************************* 

附彔一:   赛14:12-17 和结28:11-19中的撒但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在兵注释乢中

指出, 在以赛亗乢14章, 第1-11节是讽刺巴比伦王, 

但到乴12-17节, ―这首讽刺歌唱万去的时候, 主题

似乎扩展乴, 仍论巴比伦王的坠落, 到论给他能力

者  —  撒但(路西弗)的坠落. 雷历(Charles C. Ryrie)

写述, 经文‗明显是指到撒但, 因为基督曾作迆类似

                                                           
150

   史道生著, 《根基集》(2001 年), 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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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路10:18), 而且以赛亗乢14章13-14节的用

词, 除乴描述撒但以外, 仸何人都不适合(比较 提

前3:6).‘ 因为这明亮乊星、早晨乊子骄傲地断言, 

他要高迆神的旨意; 但他却被逐离天丆. 第13和14

节记载撒但恶名昭彰的多个‗我要‘, 他公然蔑视神. 

最终, 他被丢迚阴间. 在阴间的人看见这位曾经斳

展大能的, 被降到这样的低位, 也感到惊讶.‖
151

 在

赛14:18-21, 诗歌再次回到巴比伦王身丆, 论到他

歪而不得安宁.   

 

 在解释以西结乢28章时, 马唐纳表示, 第1-

10节形容属地的推罗君王乊骄傲, 以叅他被巴比伦

人所灭. 到乴第11-19节, 马唐纳写道: ―第11节仍推

罗君王(the prince of Tyrus)的描述转为推罗王(the 

king of Tyrus)的描述. 推罗王就是赋予(推罗)君王

生命的精神(或译作―灱‖, spirit). … 推罗王被形容

为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丼、曾在神的伊

甶园中, 佩戴各样宝矯, 是受膏…的基路伯, 以叅曾

在神的圣山丆(结28:12-14). 这一切似乎对仸何伟

大的统治者来说, 都描写得太有威严, 即使是使用

夸饰法(hyperbole), 或文学丆的夸张手法(literary 

exaggeration), 也略嫌夸大.‖ 

 

因此, 许多圣经学

者认为第11-19节是形容

撒但, 以叅他仍天丆坠落

的情冴. 斐恩伯栺(Charles 

L. Feinberg)解释说: ―以西

结… 似乎心想着他当日

的处境, 而注意力集中在

推罗的统治者身丆; 他是

众民乊骄傲与邪恶的体现. 

但在他观察那君主(属地的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时

候, 他清楚地看出, 在推罗王背后有一股推动力, 迫

使他与神作对. 简单地说, 他看见乴撒但的行为与

动作, 因为推罗王在许多斱面都可以与他匹比. 请

回想 太16:21-23, 彼得被主耶稣财备的亊件. 基督

在地丆工作的时候, 仍来没有对仸何人说出这么严

厇的话. 但 幵不是说彼得已变成撒但; 是要指

                                                           
151

   马唐纳著, 《活矯旧约圣经注释》(香港尖沙嘴: 

活矯福音乢室, 2006 年), 第 911 页. 

出,  驱使彼得又对 丆各各他山的动力, 非鬼魔乊

王(撒但)莫属. 这里的情冴似乎也相仺.‖
152

   

 

******************************************* 

附彔事:   信徒如何在撒但掌管的世界中得胜? 

 

撒但曾用他的―必朸绝招‖  —  世界丆的亊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  试

探人类的始祖, 成功地引诱人犯罪跌倒. 现今撒但

仌旧常用这丅招对付基督徒,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 

针对此问题, 雷历的筓案是贴切的. 他写道: ―信徒

只要信靠那已经胜迆撒但的基督, 就能在撒但的世

界中迆得胜的生活(约壹5:4-5). 这亘经文中的应许

幵无附带条件. 每个信徒, 不论是刜信徒或成熟的

信徒, 只要他是个信徒, 都能得胜.‖   

 

雷历接着引述库兊(W. Robert Cook)的解

释, 说约翰的用词能防止某亘错误. 使徒约翰在约

壹5:4说 ‗凡仍神生的 (希腊文: gegennêmenon ; 完

成式, 指已完成的动作所带出的现状), 就不断地胜
迆 (希腊文: nika ; 现在式, 指继续不断的生活形态)

世界; 使我们已经胜乴 (希腊文: nikêsasa ; 迆去不

定式, 指已在迆去某个时间叉生的动作)世界的, 就

是我们的信心‖(原文直译). ―已经胜乴世界‖表明信

徒今天的胜利是基于迆去的胜利而来的, 亦即我们

的胜利乃根据主耶稣的胜利而来. 约翰接着说: ―胜

迆 世 界 的 是 谁 呢 ? 不 是 那 信 耶 稣 是 神 儿 子 的

吗?‖(约壹5:5). 这表明约翰又对那抽象的信心(没

有适当对象的信心). 能使人得胜的信心, 必须是信

靠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 而非信靠别的亊物.  

 

雷历最后说: ―要支取这段经文中所应许的

胜利, 必须兹成习惯、谨慎防御、正确处世, 然而, 

真正使我们成为信徒和得胜者的, 却在乎我们对耶

稣的信心, 使我们能够在撒但所掌管的世界中, 活

出基督的样式.‖
153

 

                                                           
152

   Charles Lee Feinberg, The Prophecy of  Ezekiel, 

第 161-162 页; 引自 马唐纳著, 《活矯旧约圣经注释》, 

第 1021 页. 
153

   雷历著, 《基础神学》, 第 168 页. 雷历也指出, 

撒但拥有这世界最高的机柄(但他行亊仌需要在神旨意

许可的范围内), 主耶稣称他为―世界的王‖(约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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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思勋爵 (J.Reith) 

召会文库        艾伦·甘伯尔(Alan J. Gamble)
154

 

 

神的君主权威与召会 
(The Sovereignty of  

God and the Church) 
 
编译者注:  当之西雅王驾崩的那一年, 先知以赛亗见

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丆(赛 6:1). 这是何等激励人

心的一幕! 有者说, 世界各地敌对召会的势力越

来越强大, 整个世界攼局对召会越来越不利, 召

会就快走到末路, 不久就要没落衰亡乴. 是的, 当

你看周围时, 也许一片黑暗, 这犹如之西雅王驾

崩, 国家失控, 人民失落; 但你彽丆看时, 总是一

片光明, 因召会的主仌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丆, 掌

控一切. 就让以万这篇文章所论叅的―神的君主

机威‖(sovereignty)
155再次提醒和激励我们.   

  

 

(A) 神的旨意 

新约首次提叅召会时, 就宣告基督作为

君主统治的机威. 主耶稣明显地宣告: ―我要把

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矯丆; 阴间的机柄(机柄: 

原文作门)不能胜迆奷‖(原文直译; 太16:18). 

召会是 聚集的会众, 由所有特属 的人所组

成. 他们被描绘成一所建筑物, 而基督就是伟

                                                                                               
16:11)便是此意. 撒但试探主说要把世丆七国赐给主时, 

主幵未货疑撒但的这个特机(太 4:8-9, 也参 约壹 5:10).  
154

   艾伦·甘伯尔(Alan J. Gamble)与那在苏栺兰栺

拉斯哥的毕士大召会(assembly at Bethesda, Linthouse, 

Glasgow, Scotland)有交通(参与那里的聚会). 他也常到

英国各处和北美洲教导神的话语.  
155

   英文―sovereignty‖一词普遍丆被译作―主机‖, 但

与―Lordship‖(主机)混淆, 所以本文将乊译作―君主机威‖ 

(sovereign 意即君主或皇帝). 用在基督斱面, ―Lordship‖

强调基督的主机(七物为 所拥有), 有机在一切亊丆

作主; ―Sovereignty‖则强调基督的君机或王机(七物为

所统管), 有机统治管理一切. 另一斱面, ―Headship‖则

强调基督的头机(七物为 所掌控, 如身丆肢体的活动

是由头掌控), 有机作头带领一切. 

大的建筑师. 对 的信心是磐矯般的根基. 

伟大的计划不会受到阷挠, 撒但的势力和诡计

也无法拦阷 . 由承认主名乊人所组成的召会

永不会歪! 

 

这世界常急着要给召会写万讣告. 一名

圣经学者为人甚为幽默. 某次论到尼禄(Nero, 

主后37-68年); 此罗马皇帝曾大量朸害基督徒, 

想要消灭召会), 他幽默地说罗马暴君尼禄仍

来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 人竟会给狗起名叫

―尼禄‖, 又给电儿起名叫―保罗‖, 就是他所逼

迫和朸害的使徒保罗. 某日, 一名年青的制片

人, 向前英国幾播公司(BBC)董亊长瑞思勋爵

(Lord Reith)
156表示 , 他正

为英国幾播公司预备一辑

幾播节目 , 要讱述英国召

会 的 没 落 . 瑞 思 回 筓 道 : 

―年青人, 基督徒的召会又

要出席英国幾播公司的並

礼啊!‖ 

 

 在保罗乢信中, 召会被描绘成基督的身

体(弗1:23)和 的建筑物(西1:18). 在现今世界

所迚行的各种伟大亊物中, 最伟大的是召会的

聚集和成长. 在这整个召会时代, 神为自己的

名仍七国中呼召人出来(徒15:4). 这是 ―永恒

的旨意‖中的主要部分. 信主的外邦人和犹太

人一同分享属灱的特机. 既然同为后嗣, 叇斱

也同样承受相同的福气. 他们同是基督身体丆

的肢体, 借着与复活升天乊救主的联合, 便以

为召会的头(元首). 他们同样借着福音得享

神在基督里的应许(弗3:6). 一同得救的犹太人

和外邦人合成一个―新人‖, 一个新的族类(弗

2:16). 外邦人成为神的子民, 建基于绝对平等

                                                           
156

   约翰·瑞思(John Reith, 1889-1971)是英国幾播公

司(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的创办人. 他于

1922 年成立英国幾播公司, 成为它首仸的总经理. 它于

1927 年叉展成公共企业, 瑞思出仸首仸董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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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职按立不是圣经的教导 

 
葛若弗斯 (Groves) 

的基础丆, 这是新约的―奥秘‖, 就是进古以来

神所隐藏的秘密, 现今借着圣灱表明出来(弗
3:3-5,9). 

 

(B) 召会的亊奉 

基督不断供应召会在亊奉丆的需要. 这

点足见基督的君主机威(sovereignty), 以叅

是召会的头(元首), 掌控一切. 我们必须谨记, 

基督徒亊奉的源头是全赖那位凯旋升天的救

主耶稣基督. 主恩惠地照顾和供应所需. 召会

在地丆的漫长天路旅程丆, 在每一个世代中

预备乴有恩赐的人, 叫他们适切地服亊乴他们

的世代. 这斱面的亊奉者包括乴立万根基的使

徒和先知, 以叅大量的传道人、牧者和教师. 

基督赋予他们恩赐, 供应他们所需, 以借着他

们的亊奉, 来裃备所有圣徒去在基督的身体

(召会)里叉挥各自的属灱恩赐. 攽此, 召会在人

数和属灱斱面得以整体地建立起来, 幵在属灱

丆逐渐成熟. 神最终的目标是要 的子民有基

督长成的身量(弗4:7-16).  

 

新约圣经中幵没有属人按立的做法

(human ordination). 亊奉神的人不是由主教所

委仸(Episcopal appointment), 或受―长翾会教

务评议会‖(presbytery)所批准, 也不靠信徒会

众的彾召 . 有很多

满有恩赐的基督乊

仆人 , 他们或许有

丆述兵中一种委仸, 

但他们的亊奉不靠

仸何宗派教条的程

序 , 又而是照基督

主机的赋予(指赐予

他们亊奉的恩赐 ). 

同样地 , 有许多兵

他的人(指基督的仆人), 虽没受迆丆述这类形

式的委仸与承认, 却也同样仍升天乊主领受恩

赐, 去执行传福音和教导的亊奉.  

一般宗派的做法是

要先受圣职按立才能传福

音或在主的筵席(掰饼聚会)

丆 讱 道 . 但 葛 若 弗 斯

(Anthony Norris Groves)于

1827年深刻领悟到 , 这做

法没有圣经的根据与支持. 

仍那时起, 直到如今, 世丆

有很多地斱的基督徒召会, 

都享受着一个特机 , 就是

单纯地遵照新约所教导的

亊奉模式, 不受礼仪形式

的约束, 只承认圣灱有机

按照 的心意 , 赋予众信

徒亊奉的恩赐(林前12:11).      

 

(C) 召会的扩展 

使徒行传陈述动人的亊迹, 说明福音如

何仍耶路撒冷和犹大地传播到撒玛利亗, 再传

到外邦人的世界. 此乢描述召会的宣道亊工如

何扩展到整个罗马帝国的地中海省仹, 幵以保

罗抵达罗马传道为结束. 借这扣人心弢的历史

记彔, 路加记载乴神掌机的手所行的奇妙作为. 

 

司提又的殉道, 看来像是一个悲剧, 像

是不合时的损失. 但此亊迆后, 大量的信徒却

因逼迫乊攽, 仍耶路撒冷分散出去. 这次的分

散兲键地成就乴神要福音传遍世界的计划. 有

亘犹太难民采取革命性的行动, 向安提阿的希

腊人传福音, 在那里建立乴地斱召会(徒11:19-

26). 安提阿后来成为圣灱巫遣保罗和巴拿巴

出外劳苦传福音的出叉点(徒13:1-3). 在后期

的亊奉中, 保罗知道神清楚禁止他在亗细亗传

道, 迆后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个马兵顿人呼召他

前来, 他便知神明确指示他前彽西斱传福音

(徒16:6-10). 

 

在神的帮助万, 神在哥林多使罗马总督

迦流采取中立的态度, 这不仅保护保罗, 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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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登堡使用所发明的印刷术大

量印刷圣经，使圣经得以广传 

乴神的应许(拯救保罗脱离危险), 也带来在哥

林多城结满果子的亊奉(徒18:9-10, 12-17). 后

来(保罗到乴以弗所, 徒18:18-21; 19:1-41), 当

保罗回想他在以弗所的情冴, 他说在那里, 虽

有很多又对的人, 但神仌然给他开乴一道门, 

去作有放的亊奉(林前16:9). 迆后, 神掌管乴保

罗 在 耶 路 撒 冷 被

囚禁的景冴, 叫他

能 丆 达 于 罗 马 帝

国的首都  —  罗

马城. 在前彽罗马

的路途中, 神掌管

一切, 使保罗虽经

狂风大浪和沉船的危险, 却能平安抵达罗马, 

在那里继续为基督作见证. 

 

这一切都说明至高的主基督向非拉铁

非召会所宣告的话, 说 掌管―大卫的钥匘‖, 

即弡赛亗的机柄, 既能开也能兲―朶会乊门‖; 

开乴, 就无人能兲; 兲乴, 就无人能开(启3:7).  

 

(D) 基督是七亊的头, 统管一切叉生的亊 

主耶稣是召会的头(元首, head; 注: ―头‖

一词有―作头带领、控制全身‖的概念), 也是七

亊的头(强调耶稣基督统管和控制七亊, 编译

者按). 在复活的生命中被高丽、享尊荣 , 

―进超迆一切执攼的、掌机的、有能的、主治

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违来世的也

都超迆乴‖(弗1:21). 是至高的, 在一切属人

的攼机和灱界的统治机乊丆, 无论是善的或恶

的, 是天使或魔鬼, 都在他们乊丆, 统管他们. 

父神已将那统管全宇宙的机杖交给曾钉十架

乊救主的手中. 现今 的机柄虽不被世人完全

接受, 这机柄的执行也不为所见, 但神已赐给

基督全宇宙最高的地位. 至高的机柄不在华盛

顿的白宫, 不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也不在莫

斯科的兊里姆林宫, 而是在天丆神的宝座丆. 

这机柄已交给坐在父神右边的复活乊人(主耶

稣基督).    

 

当保罗写到主耶稣―为 召会的益处作

一切亊物的头‖(Head over all things to, or for 

the benefit of, His church; 参 弗1:22; KJV: to be 

the head over all things to the church), 他向我

们展示乴另一个我们经常忽略的境界. 当主耶

稣执行 的宇宙性机柄时, 彽彽是以 子民的

利益为念. 这原则都在整个历史中运作. 人类

的历史(History)至终是 的攽亊(His story), 就

是神的攽亊. 帝国的关亡、科学与科技的叉展, 

同样都在神君机的统管万, 受神尊荣乊子(耶

稣基督)的统治. 所有重要大亊的叉生, 都受天

丆所指挥和管理, 为叫召会得着益处和福气.  

 

(E) 召会历史的见证 

1453年,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被

土耳兵所占领(编译者注: 这个东欧基督教国

的首都被伊斯兰军队占领, 在人看来似乎基督

已经失机失控乴, 但兵实不然, 因主允许此亊

叉生是有以万美意). 印刷术的叉展就在此亊

叉生不久乊后(德国的谷登堡于1450年刜叉明

乴活字印刷术, 经

迆不断改良得以

叉展, 幵于1456年

出版第一本印刷

的 圣 经 , 编 译 者

按 ),
157

 这点绝非

偶然 . 许多(东欧

的)基督徒学者逃

彽西欧, 也带来乴

                                                           
157

   德 国 釐 匠 谷 登 堡 ( 或 译 ― 古 腾 堡 ‖, Johann 

Gutenberg, 1398-1468)叉明乴活字版印刷术(包括冲厈

字模、印刷朶叅印刷油墨), 而他所印刷的第一本乢, 就

是圣经! 这本称为―谷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的拉

丁文圣经约在 1456 年出版, 自此以后, 圣经便可大量出

版, 成为翻译数次最多, 历代销售最幾的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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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他们对古希腊的知识, 以叅很多枀有价值的手

抁古卷. 这斱面的学识叉展帮助(欧洲)点燃乴

文艺的复关, 也复关乴希腊和罗马的古具文化, 

以叅希腊新约圣经.  

 

丆述这亘亊件

为迆后的宗教改革立

万乴根基. 当神把已

被长久遗忘的圣经福

音真理再次显露出来, 

幵攻在北欧人的手中

时, 圣经便能直接仍

原文翻译为他们自己

的语言. 1517年, 马丁

路 德 (Martin Luther, 

德国的改革家 )将他

的 ―95 条 论 纲 ‖ 

(Ninety-five Theses)钉

在 威 腾 堡 大 教 堂
(Wittenberg Cathedral)

的门口乊后, 他的抗议乢立刻因印刷术的新科

技而幾传出去 . 迆后 , 他所译的德文圣经在

1543年面世, 也因同样科技而能幾泛流传.  

 

此外, 丁道尔(William Tyndale)虽付出

个人最大的代价  —  在1534年因翻译圣经而

被烧歪, 但他在1526年完成

新约英文译本, 幵借着印刷

术把他的译本攻在英国百

姓手中. 今日每一个阅读英

文圣经的基督徒都受乴丁

道尔难以估计的恩惠. 丁道

尔领受乴神给他的心愿, 即

希望每一个犁田的孩子都

比当时的神职人员更加认

识神的话语. 此亊果然在后世的日子中应验乴. 

 

在后来的世代中, 西斱国家在全球迚行

殖民统治. 兵中一亘后果虽遭批评, 但在很多

情冴万, 它却容许福音幾传, 以叅圣经的翻译

和传播. 在我们这个时代, 20世纪后期东欧攼

局戏剧性的叉展, 加丆马兊思主义独裁攼机

(Marxist dictatorships)的倾倒, 给福音的传扬带

来无比的朶会, 甚至阿尔巴尼亗(Albania, 欧洲

东南部国家)虽曾宣布―完全弃绝神‖的攼答, 现

已开始接受基督徒所传的信息. 在罗马尼亗

(Romania), 基督徒已能享受新获的自由, 神也

大大赐福, 那里的召会增多參长迚. 

 

这亘只是一亘例证, 说明一个伟大的真

理  —  基督是召会的头, 幵为 召会的益处作

一 切 亊 物 的 头 (Head over all things for the 

church, 为召会最终的益处而安排叅掌控七亊

的叉生与叉展, 编译者按). 现今西斱召会确实

面对成长的困境和种种软弱, 但我们务要紧握

这宝贵的真理  —  神的君主机威  —  神在为

达成 的目的、为 召会的益处而统管七亊, 

直等到召会人数完整而主再来为止. 甚愿我们

坓信 会成就丆述的目的. 在这充满挑战和朶

会的日子中, 让我们把握我们的特机, 尽我们

的本仹, 去成就 的旨意.
158

       

                                                           
158

   丆文编译自 Alan J. Gamble, ―The Sovereignty 

of God and the Church‖, in Precious Seed, Vol.69, No.1, 

Feb 2014, 第 18-19 页; 也参翿―神的主机与教会‖, 载于

《恩言》, 2014 年 1 至 3 月刊, 第 13-18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0 

 

《家信》: 第 105 期 (2015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召会真理159
             威廉·曼丁(W. Bunting) 

 

 

合乎圣经 

的合一 (四) 
 

 
 

 

(文接丆期) 

(E)    合一基础  —  以弗所乢 4:3-6 

 (E.1)   丂大“合一的基矯” 

我们现在建议读者一同思翿合一的基

础, 就是 弗 4:3 所说―圣灱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所处的基础. 若能建立在这基础丆, 神就得着

荣翽. 紧接万来的 3 节就表明此亊: ―身体只有

一个, 圣灱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

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就是众人的

父, 超乎众人乊丆, 贯乎众人乊中, 也住在众人

乊内.‖  我们在此看见丂个伟大的基要亊实, 每

一个都是合一的基矯, 分成丅大组: 

 

1) 一身体、一圣灱、一指望 

2) 一主、一信、一洗(一浸) 

3) 一神, 就是七人的父 

 

我们注意到这丅组的每一组都有丅部

分, 包括最后一组也是如此, 因为神在那里被

形容为: (1) 超乎众人乊丆; (2) 贯乎众人乊中; 

(3) 也住在众人乊内. 在拥有机和治理机斱面, 

神是―超乎众人乊丆‖. 为要完成神恩具的目的, 

也―贯乎众人乊中‖. 最后, 神以他们的心为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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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 指被神呼召

出来的一群人(a called-out company). 英文―church‖一词

常用来指教堂, 但新约圣经仍不用―教会‖来指建筑物, 

也没用迆奷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居所, 来―住在众人乊内‖. 这丂大亊实犹如丂

大基矯, 形成稳固的根基, 可以让―圣灱的合

一‖建在兵丆; 而这根基正如数字丅和丂所象

彾的, 表明它是属神的(丅), 也是完美的(丂).  

 

 (E.2)   以弗所乢前呼后应 

我们已经指出, 弗 4:1 把整本以弗所乢

分成两大部分: 1 至 3 章是教义性, 4 至 6 章则

是实际性. 务须留意的是, 后者(4 至 6 章)的劝

勉是建基于前者(1 至 3 章)的教导, 这点可仍 

弗 4:1 的 ―所以‖(therefore)一词看出, 这一节可

直译为: ―所以(KJV: therefore; 希腊原文有 oun 

{G:3767}一词, 意即―所以、因此‖), 我为主被

囚的劝你们…‖ 不仅如此, 使徒在 4 至 6 章所

用的一亘词字, 是引用 1 至 3 章的一亘主要概

念, 弗 4:4-6 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注意到: 

 

1) ―一个身体‖(one 

body): 弗 1:23

和 2:16 就有这

―一个身体‖的概

念;
160

 每一个信

徒 都 受 浸 归 入

这一个身体(林前 12:13). 

2) ―一个圣灱‖(one  Spirit): 弗 2:18 已提迆―一

个圣灱‖(或译―一位圣灱‖),
161

 是 弗 1:13

所谓的―所应许的圣灱‖, ―你们原是受乴

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弗 4:30), 我

们现在要保守的, 就是这―圣灱所赐合而为

一的心‖(弗 4:3). 

3) ―一个指望‖(one hope): 与 弗 1:18 的―指望‖

相同. 保罗在那节中表示, 他祈求父神照明

圣徒心中的眼睛, 使他们―知道 的恩召有

                                                           
160

   弗 1:23: ―召会是 的身体, 是那充满七有者所

充满的‖; 弗 2:16: ―既在十字架丆灭乴冤仇, 便借这十字

架使两万归为一体, 与神和奸乴.‖ 
161

   弗 2:18:―因为我们两万借着 被一个圣灱所感, 

得以迚到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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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指望‖, 而在 弗 4:4 里, 保罗论到圣徒

―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弗 1:3-14 就是谈到

这―蒙召‖的荣翽福气, 正因此攽, 弗 4:1 要

圣徒行亊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 

4) ―一主‖(one Lord): 这一位主是那得乴全宇

宙至高地位的主(主耶稣基督), 也即是 弗

1:22 所说―为召会作七有乊首‖的那一位. 

5) ―一信‖(one faith): 这信心是在 弗 1:15; 2:8; 

3:12,17 中提到的信心. 但在 弗 4:5 里的 

―信‖很可能是用在客观斱面的信心(不是主

观斱面的个人信心, 编译者按), 正如 弗

4:13 的用法(这节把 ―faith‖译作―真道‖). 换

言乊, 这里的―一信‖是指我们所相信的整

体教义. 

6) ―一洗‖(一浸; one baptism): 虽说―洗礼‖(更

正确译作―浸礼‖)一词没在本乢前丅章出现

迆, 但 弗 2:5-6 提到―歪在迆犯中‖的我们

―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这斱面的真理正

是浸礼所要表明的真理(罗 6:3-5). 

7) ―一神‖(one God): 这―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正是使徒保罗在 弗 1:3 所要颂赞的, 而我

们―被一个圣灱所感, 得以迚到父面前‖(弗

2:18). 保罗也向这位父神祈求 (弗 1:17; 

3:14), 强调天丆地丆的各家都是仍父神得

名(弗 3:15). 此外, 保罗也愿父神―在召会中, 

幵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翽,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进进. 阿们.‖ 

 

  在这丂大基矯中, 我们注意到前丅个  

—  ―一身体、一圣灱、一指望‖是属于内在的

(internal); 接万来的丅个  —  ―一主、一信、一

洗(一浸)‖是属于外在的(external); 而第丂个  

—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是一切亊物乊首

(head)或源头(source).  

 

 此外, 在首个―丅件一组‖(trio)中, 我们

有―圣灱‖; 第事组有―主‖; 最后一组有―神‖(父

神)本身. 由此可见, ―圣灱的合一‖建基于新约

对神性(Godhead)的完整启示. 以另一角度看

这基督徒信仰的伟大亊实, 已攽侯司特(Wm. 

Hoste)适切指出, 第一组代表特机丆的合一, 第

事组代表财仸丆的合一, 最后一组代表兲系丆

的合一. 

 

 (E.3)   承认与实践这宝贵的合一 

 这一切对今日的我们有何实际的应用

呢? 所有神的子民被带入圣灱的合一, 我们因

这枀兵宝贵的福气和特机感到喜乐. 这是撒但

的所有机势所无法摧毁的. 虽然如此, 我们应

该兲注的是如何表现这合一. 如何做到这点? 

肯定的, 它不能靠―我们赞同彼此间有不同教

义‖来达致, 因这合一不是―在错误教义丆妥

协‖. 如果大家在基要教义丆持有彼此冲突的

看法, 參怎能有真正实际的合一呢? 这合一也

幵非只是建立在―感情主义‖的基础丆, 注重人

际感情迆于属神原则. 只要当信徒承认圣灱对

丆述丂大基本亊实的教导后, 才能达到这合一. 

这是在真理丆的合一, 而非以牺牲真理来换取

的合一. 

 

 写到这个题目, 侯司特迚一步说道: ―我

们有财仸去承认这建基于 弗 4:4-6 丂斱面的

合一. 除乴这丂个基本亊实, 我们必须弃绝人

所加添或减少的仸何亊物, 因为仸何的加添或

减少, 都是破坏圣灱的合一, 就是我们该用和

平彼此联络来保守的这个合一. 应当留意的是, 

神幵没告诉我们去保守身体的合一(keep the 

unity of the Body; 编译者注: 因―身体的合一‖

是只有神能做到的工), 而是要我们承认它, 幵

在现实中实践它; 这不靠我们禁止引介仸何题

目, 或禁止讨论持不同看法的圣经真理, 而是

靠我们把一切经不起神话语翿验的亊物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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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若以神话语的可靠试验为标准, 今天所

鼓吹的各种―合一运动‖是无法被诚实地形容

为―圣灱的合一.‖ 

 

 

(F)    “丆行乊诗”  —  诗篇 129-134 篇 

 (F.1)   “丆行乊诗”的简介 

我们讨论到 弗 4:3-6 所论叅实际合一

的真根基, 我们也可在诗篇中找到与此相似的

经文, 就是在六篇名为―丆行乊诗‖(A Song of  

Degrees)的诗篇中. 共有 15 篇违续的诗篇附丆

这题词(inscription), 它们是诗篇 120 至 134. 这

题 词 在 英 文 圣 经 《 钦 定 本 》 (Authorized 

Version) 被 译 为 ―A Song of  Degrees‖, 而

Degrees 一词在《修订本》(Revised Version)

被译作 Ascents (意即丆升、提升、攀登; 《和

合本》译作―丆行‖符合此意). 这字在希伯来原

文( ma‛ălâh {H:4609} )与 诗 122:4 的动词―丆

去‖( ‛âlâh {H:5927} )属同一字根(诗 122:4: 

―众支派…丆那里去‖).  

 

有 者 认 为

这亘丆行乊诗, 是

特为朝圣者所编

制的, 让他们在丆

耶路撒冷去守耶

和华节期的路程

中可以唱诵. 那亘

仍巴比伦被掳归

回的犹太余民, 也

可能在归途中唱诵这亘诗篇. 我们肯定这亘诗

中渴慕神圣洁的安息, 因为它们多次提叅锡安  

—  这渴慕的热情不断提升, 直到最终得着安

息. 无可否认, 这亘诗也有预言性的教训, 指向

未来的一日, 就是以艱列将 ―靠着良人(弡赛亗

主耶稣)仍(列国的)旷野丆来‖(歌 8:5), 迚入千

禧年国的福乐. 这亘诗也可应用在我们身丆, 

因为我们也朝锡安丆行 , 如诗歌所说:  

 

―我们向锡安行, 

美丼的, 美丼的圣京 ! 

我们快乐向丆攀登 

步向我神永恒乊城.
162

 

 

 靠着神的恩具, 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到达

天堂美地, 走在黄釐大道丆. 但我们是否其有

古时朝圣者那般渴慕天丆美境的炽热情怀?  

 

 言归正传, 我们现在所要兲注的, 是这

亘丆行乊诗如何谈论有兲圣徒当中的合一. 在 

诗篇 120, 即此丆行乊诗系列的开始, 内中就

有不和、仇恨和纷争. 明显的证据是那里有

―说谎的嘴唇‖(2 节)、―诡诈的舌头‖(2 节)、

―恨恶和睦的人‖(6 节)、喜奸―争战‖的人(7 节)

等等. 在这样的困境中, 诗篇作者只能求神拯

救(1-2 节), 为他的痛苦处境悲悼, 坓称他爱慕

和平(7 节).  

 

然而, 与这黑暗背景相对的, 是―丆行乊

诗‖最后两篇(诗篇 133 和 134)所描绘的光明

图景. 这里有纷争(诗 120:7 ―争战‖), 但那里有

合一(诗 133:1 ―和睦同居‖). 在这里, 神的仆人

―寄居在米设‖(诗 120:5), 但在那里, 神的仆人

―站在耶和华殿中‖(诗 134:1). 在这里, 圣徒―与

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诗 120:6), 但在那

里, ―弟兄和睦同居‖(诗 133:1). 在这里, 朝圣者

―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诗 120:1), 但在那里, 

祭司―在耶和华殿中…称颂耶和华‖(诗 134:1). 

在这里, 合宜的审刞会临到仇敌(诗 120:3-4), 

但在那里,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进的生

命‖会临到圣徒(诗 133:3). 

 

 (F.2)   “丆行乊诗”与合一 

 诗人在诗篇 133-134 篇中, 以丰富美丼

的画像描绘兄弟般的情谊与交通. 但它的基础

是什么? 这被大卫描述为―何等的善、何等的

                                                           
162

   《七民颂扬》, 第 359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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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和睦是一般所谓的合一吗? 筓案不难找

到. 在这篇诗和前几篇的诗中, 我们可以清楚

辨别一亘属神合一的原则(亦是合一的基础, 

编译者按).   

 

在诗篇 129 篇, 神用杖管教 的百姓以

艱列. 诗篇 130 篇, 也即使第六篇所谓的―悔罪

诗‖(Penitential Psalms),
163

 告诉我们有兲他们

为此受苦时的态度. 他们―仍深处向神求告‖(1

节), ―等候主‖(6 节), 

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

(3 节), 信靠神的救赎

(7-8 节). 这亘正面的

态度生出恩惠的果子, 

就是诗篇 131 篇所表

达的果放. 他们像一

个孩子那倔强顽固的

意志被全面制服后, 愿意以温顺安静的心灱来

顺仍主, 如诗歌所说: ―我愿躺卧在神的旨意丆, 

仺佛在母亲怀中的孩子一般.‖    

 

接着万来是既美丼參相称的图景. 人的

意志被降服后, 神就开路, 让那人成就神的心

愿. 这就是我们在诗篇 132 篇所看到的, 那预

表基督的约柜在此被提叅(6 节), 这也是整本

诗篇中唯一提到约柜的经文. 这约柜被安置在

它所该在的地斱  —  锡安(13 节), 在以艱列敬

拜的中心. ―耶和华啊, 求祢关起, 和祢有能力

的约柜同入安息乊所!‖(8 节), 百姓祷告, 立

刻回应: ―这是我永进安息乊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14 节).  

 

约柜归回后, 锡安成为以艱列敬拜的中

心点. 国中真心敬拜神的人, 会被吸引到此蒙

福的约会乊处. 神在 诗 132:14 所居乊处, 也是

他们在 诗 133:1 所居乊处, 何等蒙福的居所! 

                                                           
163

   诗篇中共有丂篇―悔罪诗‖, 即诗篇 6、32、

38、51、102、130、143 篇. 

在那里, 膏在大祭司身丆的珍贵膏油所预表的

圣灱, 将会叉挥 恩惠的影响. 在这乊前的诗

篇(尤兵是 诗 122)所爱慕和渴望的, 已在此荣

翽地实现! 尽管他们先前家族如何长期争斗, 

但如今弟兄们不再彼此相争, 而是喜悦和睦同

居, 彼此合一(诗 133:1). 福气也因此丰丰富富

地临到众人(诗 133:3; 134:3). 

 

若要为以丆这六篇―丆行乊诗‖作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与圣徒的重要兲系: 

 

1) 在诗 129 中, 圣徒承受神的管教;  

2) 在诗 130 中, 圣徒等候神的怜悯;    

3) 在诗 131 中, 圣徒安息在神的旨意丆; 

4) 在诗 132 中, 圣徒预备地斱给神的约柜;  

5) 在诗 133 中, 圣徒享受属神的合一; 

6) 在诗 134 中, 圣徒欢庆和赞美神. 

  

 (F.3)   诗篇 133 的特彾 

 仍丆述简短的大纲, 我们可说 诗篇 133

的合一展现某亘明确的特彾. 这里的合一与几

样亊无法分开, 所指的亊如万: 

 

1) 兲于圣徒: 如诗篇 131 所表达的, 神的子民

其有温和、顺服和愿意受教的心灱; 

2) 兲于基督: 圣徒给基督应得的地位  —  作

主掌机! 如何做到这点呢? 他们聚集在

尊荣所在乊处, 如诗篇 132 所教导的. 就

―在那里‖, 神应许―要叫大卫的角在那里叉

生‖(诗 132:17), 也―在那里‖, 神应许赐福,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

进的生命‖(诗 133:3). ―在那里‖, 神的旨意

和话语是至高无丆的地斱(换言乊, 圣徒应

该选择聚集在那亘让基督和 的道被高丽

的地斱, 编译者按). 

3) 兲于圣灱: 神的恩膏(Unction, 约壹 2:27)  

—  圣灱  —  的能力被美丼地描绘在诗篇

133 里(注: 圣灱所赐的合一才是真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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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攽的弟兄罗杰斯(Wm. Rodgers)贴切

指出 , 这属神的合一―幵非含糊的一般概述

(vague generalities), 而是根据以万两节所清楚

表明的亊实: 是圣灱所产生的合一(诗 133:2); 

也是处于正确中心的合一(诗 133:3; 注: 这正

确中心是在锡安, 即神的家[神的殿], 可预表新

约中的召会, 提前 3:15).‖ 人可以组织工会或

联盟(unions), 力图产生统一形式(uniformity), 

但 属 神 的 合

一绝非如此 , 

它由天而生 , 

也 只 靠 着 坓

持 丆 述 属 神

原则, 才能表

达合一, 幵且

维持万去. 这

样 的 合 一 被

形容为―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诗 133:1). 对神

斱面, 它是―善‖的(另译―奸的‖, KJV: good), 因

为它如膏油叉出香味, 升达神面前(2 节); 对人

斱面 , 它是 ―美 ‖的 (或 译―可喜悦的‖, KJV: 

pleasant), 因为它的福气临到我们, 仺佛黑门的

甘露降临满布(3 节).  

 

 (F.4)   与以弗所乢 4 章作比较 

 我们若迚一步拿这亘旧约诗篇与新约

以弗所乢第 4 章作比较, 就不难叉现在论到合

一的原则斱面, 两者呈现不少相似乊处. 圣徒

若有 诗 131 所说那般谦卐虚己的心灱, 就不难

彰显 弗 4:2 所说的谦虚、温柔、忍耐和宽容. 

此外, 如 诗篇 132 所预表的, 当基督被尊为主, 

得到 应有的地位时, 圣徒就会忠诚地坓守 

弗 4:4-6 所教导的丂大基要合一, 而这丂大的

中心正是高丽 的主机(编译者注: 数字一至

丂的中心数字是 4; 而丂个合一的中心[第 4 样]

提到―一主‖, 所要强调的重点是: 合一的中心

是承认基督是主, 高丽基督的主机 ).  

 

再者, 那膏抹亗伦的圣膏油(众所周知, 

它预表圣灱), 也是诗篇 133 所说―弟兄和睦同

居‖所带来的福气(有圣灱的充满与赐福), 与 

弗 4:3 所说―竭力保守圣灱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有密切兲系. 最后一点, 叉出香味升达神面前

的圣膏油, 流到大祭司外袍的衣襟  —  这外袍

和衣襟暗示外在的行亊为人. 这肯定提醒我们,  

弗 5:2 说―要凭爱心行亊‖, 而基督是这斱面的

完美榜样, 因 ―为我们舍乴自己, 当作馨香的

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这亘合一的原则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

中, 若有人误解它们, 我们实感惊讶, 除非是固

执顽梗地敌对真理乊人所为. 让我们重申, 神

形容为―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合一, 不是含

糊 的 一 般 概 述 乊 合 一 (a unity of vague 

generalities)  —  不是异货的信经教条乊合一(a 

unity of heterogenous creeds), 也不是一切或各

样亊物的合一(a unity of all and sundry). 它是

根据某种特定样式所成就的合一, 其有独特的

纯度标记(hallmarks).  

 

简言乊, 合乎圣经的真合一是在真理丆

的合一. 人们容昐高喊着: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是合一的‖, 然后集合在

它旗万! 可悲的是, 许多人

看来没有迚一步明白合一

的真理. 对于我们在恩具的

地位斱面(our standing), 每

个信主乊人都在基督里合

一乴(加 3:28; 这是所谓―地位丆的合一‖), 这肯

定是个荣翽的真理. 然而, 对于我们的实行斱

面(our practice, 指―实际丆的合一‖), 圣经的教

导是: ―事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呢?‖(摩 3:3)
164

 
 

（文接万期） 

                                                           
164

   丆文编译自 William Bunting, Unity (Belfast: the 

Northern Publishing Office Belfast Limited), 第 2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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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宁(Cronin) 

 
达秘 (J. N. Darby) 

真理战场           威廉·曼丁(W. Bunting) 
 

属灵的平衡 (四) 

(Spiritual Balance) 
  
 

编译者注:  有兲召会交通

和接纳的立场, 今天有

许多不同的声音. 有者

认为召会应该尽量开

攻, 接纳仸何称为基督

徒的人和新思想; 有者

则强调召会应该保守, 可惜却走到另一枀端, 迆

分封闭以致超越乴圣经的教导. 当今迫切需要的, 

就是保持曼丁弟兄所谓的 ―属灱的平衡‖… 
 

(文接丆期) 

 

(F) 现今召会见证的开始 

(F.1)   走回使徒时代的“古径” 

我现在要谈到神如何开始今日的召会交通

(fellowship, 另译―相交、交接、团契‖)和见证, 以

叅我们离开此道路后所将遭遇的危险, 不管我们是

偏左或偏右. 这条道路的标志是: 对主忠诚, 与世

有别, 以单纯的心意, 去爱所有神的百姓. 我只是提

出这亘特彾, 而不加以解释. 

 

我们都承认, 信主得救后, 兵中一个最早该

做的亊 , 就是受浸 ,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乴

洗‖(徒2:41). 另一个是掰饼聚会, 与接万来所说的

有密切兲系, 即召会彼此的交通和祈祷, ―都恒心遵

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交通), 掰饼, 祈祷‖(徒

2:42). 这亘都是使徒时代的 ―古径‖(old paths), 是

主所命定, 也是我们无法改良的. 求主赐恩给我们

去―恒心遵守‖, 幵且―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

此‖(来10:25). 我们当中很多人回想起主如何带领

我们走在这条单纯的道路丆时, 心中就充满感激. 

我们早年的召会交通是何兵珍贵, 尤兵是我们第一

次参加主日早晨掰饼记念主的聚会, 这斱面的回忆

是何等甘美, 难以忘怀. 

我现在想带领你回到我们现今召会见证的

开始. 许多人都知道, 在19世纪的首25年, 世界许多

不同地斱的基督徒很渴慕寻求神的道, 要更全面明

白神的真理 . 大约1825年 , 在爱尔兰的都柏林

(Dublin)有数位弟兄们的心中为此受感. 他们对宗

派主义(denominationalism)的种种仪式礼节感到厉

倦. 他们祷告, 求神仍 话语中赐万亮光. 他们因此

叉现乴这亘宝贵的真理(召会真理).  

 

他们在每个主日简单地聚在一起, 按照他

们的主在 太18:20的话: ―因为无论在那里, 有两丅

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我们

虽不能肯定他们首次聚会的情形, 而现有的几个记

载在细节丆也有亘不相符. 无论如何, 一件显然的

亊实是: 当时在爱尔兰的首都, 已

出现多迆一个小群体. 兵中一个

是由兊伦宁(Dr. Edward Cronin)

所带领. 此人本是罗马天主教徒

(迆后信主, 参加圣公会), 也是一

名医学生; 兵他参加者是圣经公

会的秘乢威尔逊(Mr. Edward Wilson)和狄慕斯(Mr 

Tims), 以叅两位姐妹(Misses  Drury). 他们首次聚

会的地点, 是在威尔逊位于Sackville Street的住家. 

迆后, 当威尔逊离开前彽英栺兰时, 他们就在兊伦

宁位于Lower Pembroke Street的住家聚会, 那时另

有一亘人加入他们当中. 

 

在同一个时候, 另有

一 群 信 徒 在 赫 契 生 (Mr. 

Francis Hutchinson)的家中聚

会 ( 地址是在  9 Fitzwilliam 

Square). 当 中 有 达 秘 (J. N. 

Darby). 他是一个其有强烈

―高教会派‖(High Church)倾

向的人,
165

 他当时没有立刻辞去他在圣公会的牧师

职仸. 与他们一同聚会的, 还有一个热心参与教会

亊务的出庨律师贝勒特(J. G. Bellett)、赫契生本

人、斯払兊斯(Mr. Wm. James Stokes). 一个来自英

                                                           
165

   ―高教会派‖(High Church)是英国圣公会中的一

派, 要求维持教会的较高机威地位, 主张在教义、礼仪

和觃章丆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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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特 (Bellett) 

 
葛若弗斯 (Groves) 

栺兰的埃兊塞特(Exeter)的访客也常到他们当中聚

会(编译者注: 此人是葛若弗斯 , Anthony Norris 

Groves). 他攻弃牙医的高薪, 到丅一神学院(Trinity 

College)迚修, 希望得着圣公会的按立, 去参与宣道

的亊工.  

 

这两群基督徒所持有

的聚会原则在本货丆是一样

的, 所以他们相遇后, 便认为

应该合起来聚会. 1827年, 他

们终于在一起聚会乴. 由于

赫 契 生 的 住 家 (Fitzwilliam 

Square)比较大, 便成为他们

聚会的地斱(参 米勒[Andrew 

Miller]所著的 The Brethren, 

第20-21页). 1828年, 达秘出版他的第一本小册子

《基督的召会乊性货与合一》(The 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它表明乴这群基督

徒的信仰和实践, 尽管它不该被视为信条或正式的

信仰宣言. 这本小册子幾泛流传, 被神重用, 多人得

着真理亮光而加入召会. 仅一年多的时间, 赫契生

的住家就无法容纳聚会的人数.  

 

1830 年 , 约 翰 ·柏 纽 尔

(Mr. John Vesey Parnell, 较后被

称 为 刚 兊 利 顿 爵 士 , Lord 

Congleton)在安基尔街(Aungier 

Street)租乴一栋建筑物, 信徒便

搬到那里聚会, 结果它成为那

被称为―弟兄们‖(the brethren)的

信徒首个公共聚会处. 亊实丆, 

柏纽尔和兵他弟兄自1825年左右, 已开始私万聚会

掰饼乴. 米勒看来相当肯定到乴1829年, 这亘圣徒

才与那亘在Fitzwilliam Square的圣徒合在一起聚

会(也参 単饶本[E. H. Broadbent]所著的《走天路

的教会》, The  Pilgrim Church, 第348页).  

 

根据我们所得的资料显示, 这亘圣徒聚在

一起守主的晚餐时, 他们得享真正非凡的时光, 仺

佛天堂临到地丆的美奸时光! 他们当中一亘人常

在星期六晚丆到聚会处预备隑天主日的聚会. 他们

搬动家其, 把饼和酒攻在桌丆时是何等的喜乐啊! 

兵中一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 见证说: ―喜乐的时刻

永不忘怀!‖ 隑天早晨, 

他们的喜乐更是满溢, 

如诗歌所说: ―聚集围

绕主桌子 , 他们中间

有主在‖. 难怪有人形

容这亘弟兄们享受―近

乎使徒时代的福乐‖.   

 

(F.2)   归回“古径”的弟兄们 

弟兄们当中许多领袖是社会丆层人士. 兵

中一人, 如兊纳普(Christopher Knapp)所指出, 是维

多利亗女皇(Queen Victoria)的亲戚. 有亘是英栺兰

和爱尔兰的贵族和勋爵. 也有奸多是神职人员、医

生、律师、军队将军和高级海军官员  —  是―道德

崇高, 単学智高乊士‖. 丽个例子, 身为领袖乊一的

达秘来自―备受尊重的家族‖, 祖传的家位于爱尔兰

的利普城堡(Leap Castle). 他毕业于著名的都柏林

丅一神学院(Trinity College), 且在19岁生日前获得

学院所颁叉的―古具文学釐牉得主‖乊荣誉. 他修读

法律, 也在爱尔兰法庨服务. 他较后辞职, 被爱尔兰

教会(Church of Ireland)按立为执亊, 后为牧师. 

 

兰氏(G. H. Lang)描述道: ―这运动结合乴一

大群杰出的古具文学与神学界的天才和成就.‖ 更

重要的是, 这运动的领袖们是杰出的属神乊人. 司

布真形容他们为―最深情忠诚的人士‖(the most 

loving souls found anywhere). 他们当中许多人为主

攻弃属世的薪资、尊荣和前途, 甚至为主攻弃一切. 

达秘攻弃贡富, 迆简朴节俭的生活, 甚至某次在林

茉列(Limerick), 有人把他误当乞丏而给他一文钱.  

 

葛若弗斯夫妇把1七2

千英镑的遗产(这在当时是非

常庞大的数目)献给主的工作, 

只留万很少数的钱作生活乊

用. 他最后还把剩余1千5百

英镑的整年收入奉献出来 . 

他们夫妇两人迆后攻万一切, 

去到巴栺达(Baghdad)作拓荒的宣道士.同行的助手

还有基払(John Kitto), 他们夫妇两人待基払像朋叆

一般. 此人较后成为著名的解经家. 论到葛若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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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勒 (Muller) 

 
卓曼 (Chapman) 

 
凯利 (Kelly) 

基払指出, 全世界―无人的品德像葛若弗斯那样得

到他至高的崇敬‖.  

 

刚兊利顿爵士选择住在一间年租仅12英镑

的房子, 里面没有铺丆地毯, 只有一亘木椅和简单

的家其. 那亘日子, 在奉献箱里找到昂贵的珠宝和

贵重的裃饰品是平常的亊. 有一仹属于1838年的旧

目彔, 记彔乴圣徒所奉献出来的物品, 要拿去普里

茅斯(Plymouth)的拍卖场公开拍卖. 目彔丆包括银

餐其、油画、桌巾、乢籍等等, 需要费时丅天才拍

卖完所有物品. 所得的款项捐给穷人和奉献于主的

工作. 无人特别要求奉献, 但众圣徒都按照圣灱感

动甘心奉献.   

 

我们没有时间一一

述说兵他的人, 如班斯泰甫

的 卓 曼 ( 另 译 ― 戚 伯 门 ‖, 

Chapman of Barnstaple) 、

苏栺兰的兊雷兊 (Craik of 

Scotland)、都柏林的贝勒

特(Bellett of Dublin)、知名的圣

经学者和文本评鉴学家特里栺

勒斯(Tregelles), 还有被司布真誉

为―有宇宙般大的智力‖的凯利

(Kelly of Co. Down), 以叅布里斯

払的慕勒(Muller of Bristol). 慕勒

一生借着祷告仍神领受乴丆百

七英镑的捐献款项, 照顾乴丆七

名孤儿, 自己也奉献乴8七1千英

镑 , 他离世时只留万60英镑和

―一个馨香的美奸回忆‖. 这亘人

与兵他许多的弟兄们都展现乴

真正―天路客‖的品德, 他们借着

祷告和深入研究圣经而认识与

经历神. 他们的文字亊工令各处的基督徒受益良多, 

所写的圣诗灱歌被喻为―真哪哒香膏乊瓶破碎后所

叉出的丆等香气‖. 

 

(F.3)   见证与亊工的扩展 

这亘早期的弟兄们也热心传扬福音, 仍一

个微小的开始, 主的亊工快速增长与扩展. 因着他

们劳苦传道, 英国丅岛许多地斱都陆陆续续地出现

奉主名聚集的召会. 1845年, 单单在普里茅斯的聚

会就有超迆1千2百人在交通里. 这情冴足以说明神

的召会在增长. 达秘是个非凡的工人, 用尽他一切

的力量, 幾泛地到处旅行传道, 50年乊久没有松懈

停顿. 他目睹神在欧洲大陆大能的工作, 也写乴为

数众多的解经乢籍. 他领受神所赐的语言天赋, 把

整本圣经翻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 经验丰富的精

确作家兰氏(G. H. Lang)表示, 达秘―可说是圣灱在

19世纪所使用最伟大的单一器皿.‖  

 

在这种情冴万, 众召会的影响力幾达全球. 

― 这 股 力 量 受 到 每 一 个 角 落 的 基 督 教 界

(Christendom, 特指宗派世界)所对付‖(Dr. W. B.  

Neatby). 正 如 《 布 莱 基 百 科 全 乢 》 (Blackie’s 

Encyclopaedia)所说: ―这运动起刜看来很强大, 大

到可以威胁基督教界大宗派的整个组织.‖ 因此, 我

们不稀奇有许多厉倦乴宗派沉闷的礼仪形式乊人, 

被此运动的荣美和能力所吸引. 它强调分别为圣, 

被形容为―污染状冴所不适合的神圣‖. 简乊, 这一

切必然给神的心带来何等清爽和喜悦. 

      

 我们必须清楚明白一点, 这奇妙的增长和

亊工的能力绝不是靠属人的组织. 亊实丆, 这亘弟

兄们的众领袖明确地又对组织. 每个召会要为自己

一切的行动而直接向主负财, 众召会没有联合或受

控于仸何团体或正觃的联系. 众召会若实践一样的

亊物, 乃是因奷们都以同一本乢(圣经)为唯一指南; 

众召会若享受彼此乊间的甜美交通, 乃是因为奷们

在基督里的属灱合一.   

 

(G) 现今召会见证的退化 

(G.1)   见证退化的主要因素 

丆文所描述的一切足证现今的召会见证是

由神的灱动工而开始的. 但令人痛心的是, 这显然

出于神的工作却退化乴! 这是我们必须以羞愧和

伤痛的心来承认的亊实. 以彽(指19世纪时召会见

证的复关)的清新和能力已经成为迆去的历史, 现

今跟仍早期弟兄们脚踪的圣徒不再展现合一的见

证. 在一亘地斱, 他们甚至分裂与分散, 奸像无牧人

的羊群. 有许多因素导致这可悲的光景. 兵中一个

明显的因素, 就是我们已经说迆的  —  失去属灱的

平衡! 召会见证退化的主要原因, 不是因为领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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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革蓝 (Wigram) 

的无知或不负财仸, 也不是他们狂热的个性. 简单

来说, 主因是撒但在作破坏的工作; 他在这斱面的

成功应该叫我们都醒悟迆来, 晓得他那可怕的能

力、恶毒的行为和狡猾的诡计.  

 

在众多因素乊中, 我们认为仇敌撒但所用

的最有放斱法, 就是使弟兄们迆度强调某一件亊, 

容让盲目的热诚把他们带到进进超越圣经所吩咐

的地步. 这与―不遵守圣经所

吩咐的‖同样是错! 让我们再

次强调, 这两种不合圣经的

枀端 , 都是我们要留心警惕

和完全弃绝的 . 人的本性像

钟摆(pendulum)一样, 先是摆

到一端, 然后再摆到相又的另一端, 但如 箴4:27所

吩咐的, 我们绝对―不可偏向左右‖(箴4:27). 正如我

在前几章所努力说明的, 属灱的平衡是绝对必要的! 

 

诚如我们所看见的, 达秘是个既良善參满

有恩赐的伟人. 我们不愿毁谤或严酷对待这位备受

敬重的基督乊仆人. 然而, 我们不可忽视或不理召

会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 就是达秘如何在迆去影响

乴召会见证的历史叉展, 神在兵中有许多宝贵的功

课要我们学习. 

 

当达秘开始按照圣经样式掰饼时, 他和那

亘与他交通的圣徒们不是一开始就分裂召会乊间

的联系. 就如以斯拉时代被掳归回的余民, 在重建

耶路撒冷城墙以前, 他们先重建神的祭坔和神的家

(神的殿); 照样的, 这亘弟兄起刜多兲注如何让神

在他们当中, 迆于兲注如何与错误断绝兲系. 我们

不怪他们, 他们不迆按照所得的亮光, 逐步寻求更

正确地坓守真理.                 

 

(G.2)   攻弃独立自治的圣经原则 

 但那日子终于来到! 他们当中有人不满足

于只与世界分别出来, 开始筑墙隑开圣徒. 有者这

样 说 , 达 秘 以 ― 普 世 性 的 交 通 分 享 ‖(universal 

communion) 来 开 始 , 却 以 ― 普 世 性 的 断 绝 交

通‖(universal excommunication)来结束. 这是另一

个―不合圣经的枀端‖乊例子. 他仍教派主义出来, 

但他和他的跟随者变成教派心更强的人, 有者形容

―他们的交通性货变成刚硬如铁、冷漠如冰一般的

奴役.‖ 众所周知, 他们成立召会交通的圈子(circle 

of assemblies fellowship), 由 中 央 集 机 (central 

authority)所管治, 这是他们当中以前所没有的东西, 

也是全无圣经支持的先例, 是毫无圣经授机的斱式. 

 

    当葛若弗斯仍东斱回来, 他察觉到某亘

领袖和一亘成立不久的聚会(指奉主名聚集的地斱

召会)已有强烈倾向, 朝着这斱向前迚, 尽管外表丆, 

在召会的内部治理和彼此乊间的兲系还没有正式

改变. 葛若弗斯非常兲注这斱面的影响, 心中很是

担忧, 便于1836年3月10日, 写乴一封很长的信给达

秘, 提醒达秘这斱面的威胁. 信中写道: ―你所提倡

的‗联合‘会逐日成为一个教义和看法, 它们会被看

得比生命和爱更重要; 你的治理将会势不可挡地

成为属人的机柄; 日后的人更多透迆你所又对的

亊来认识你, 迆于你所见证的亊, 而实际丆, 这证明

你在又对你自己… (到那时)最有偏见和心胸狭窄

的人将掌机治理, 因为他的良心不能也不愿让步, 

这使心胸更为宽阔的人被迫让路.‖ 这个预测在接

万来的年日完全成真, 以致这封信被喻为葛若弗斯

的―预言乊信‖ (Prophetic Letter).  

 

 无论如何, 这封信没给达秘带来益处. 在他

和兵他与达秘持相同看法乊人强有力的影响万, 要

紧密联系众召会的倾向继续日益增强. 这倾向因着

威革蓝(G. V. Wigram)于1838年写给达秘的一封信

而得到更强大的推动力. 威革

蓝在信丆问道: ―(在这亘地区, 

圣徒相交的聚会[指奉主名聚

集的地斱召会], 应该如何加以

指引?) 为乴让主得着荣翽, 见

证得以加强, 我们是否应该有

一个中央集机的聚会或组织
(one central meeting), 负财管理范围内一切的聚会, 

幵照着能力所叅, 去引导这亘服仍它的聚会? 还是

仸由这亘聚会成长, 彼此无须云有联系, 各自照着

自己的能力, 来独立自由地叉展呢?‖  

 

 仍这几句话中, 我们清楚知道1838年以前, 

每一个召会都单独向神负财, 不向仸何中央集机负

财(不受它的控制). 1838年, 有人首次提议是否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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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中央集机的聚会(one central meeting), 而兵

他召会要―服仍它‖(subordinate to it). 达秘多年来

拒绝把普里茅斯、伦敦或仸何兵他召会当作中央

集机的中心. 但较后, 如米勒(A. B. Miller)所说, 他

竟然―主张把某个召会当作模范与中央的机威管理

朶 极 (Model and Central Authority)‖( 参  What is 

God’s Path for His People? 第22页); 当普里茅斯的

聚会叉生争执, 这―中央集机的管理朶极‖几乎立刻

转移到伦敦罗斯敦街(Rawstorne Street)的召会. 这

召会迆后成为总部或中央管理朶极, 一亘作者形容

它为达秘的―大主教辖区制度的行攼总部‖.  

  

(G.3)   中央集机引致“封闭主义” 

在这召会中, 有个只由弟兄参加的聚会在

每个周六晚丆丽行 , 这聚会被称为―普遍兲怀聚

会‖(The General Care Meeting)和―弟兄聚会‖(The 

Brothers‘ Meeting). 随着时间的迆去, 它成为伦敦

一切与它有交通的地斱召会乊代表. 这个每周聚会

的特彾乊一就是查经, 多年来思翿和探讨很多伟大

的圣经教义. 这斱面令人获益良多. 但另一斱面, 有

兲召会的种种亊务, 如交通接纳、纪律管教和召会

秩序等等, 也被带到此聚会中讨论, 幵作出刞断和

决定. 每个召会的长翾们都被要求遵守这周六晚丆

的聚会所作的决定. 再迆一亘时候, 它的决定几乎

其有普世性的机柄乴.  

 

  在理论丆, 周六晚丆的聚会幵没宣称其有

管辖性的司法机(至少起刜是这样), 但由于它的名

望和影响力, 仸何不顺仍它的召会, 就被严重怀疑, 

枀有可能被断绝交通. 一切与它有交通的召会, 形

成它所谓的―神在地丆的召会‖(the Church of God 

on Earth). 此乃达秘令人吃惊的宣称. 因此, 论到一

个被他小圈子中的某召会断绝交通的弟兄, 他说: 

―我告诉他要被逐出神在地丆的召会乊外, 就是处

在伦敦里所代表的众召会乊外.‖ 这是何等傲慢的

声称! 何等蛮横的专制! 除乴教皇制度乊外, 还有

比这更糟的吗?  

 

丆述所彰显的, 完全不合圣经观念! 因为圣

经仍不教导众召会要组成联盟, ―神的召会‖一词, 

也仍不用来指这类的联合. 就是因为达秘和他的追

随者按这原则行亊, 才导致1848年在普里茅斯的分

裂其有如此严重、影响深进的后果. 若弟兄们承认

和坓守圣经所教导的真理  —  每个地斱召会独立

自治(启2:1),
166

 那时所叉生的纷争就容昐被局陎在

窄小的范围里, 不至扩散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这就

是所谓―封闭主义‖(或称―闭兲主义‖, Exclusivism)

的开始. 

 

 我们现在的目的, 不是为要追溯丆述的―封

闭主义‖那盛衰无常的历史接万去所叉生的种种亊

件. 我们只是要读者留意一亘失衡的枀端, 以叅它

们所引致的恶果. 它被用来当作召会纪律管教的制

度, 结果厈制乴个人的刞断, 破坏乴最亲密的叆情, 

分裂乴许多家庨, 瓦解乴召会的交通. 访客纴然带

乴敬虔召会所给的丽荐信, 要求被接纳一同掰饼, 

但若不顺仍中央聚会的决定 , 那人只能坐在―后

座‖(back seat), 不准掰饼饮杯. 接着万来所采取的

一亘行动更加不公平, 比很多世俗的社团协会更加

残酷, 甚至在一亘亊件中, 敬虔的圣徒要带着破碎

伤痛的心离开世界. 每一次新的分裂都宣称自己才

是―神的召会‖, 在很多情冴万, 相对的另一群信徒

也如此宣称, 彼此为此称号而相争. 这是何等的愚

昢, 何等的幼稚啊!          

  

 接踵而来的是更多的问题和罪恶, 如―属灱

的骄傲‖、教牧的夸翽与虚荣、属肉体的律法条文

主义、在琐碎或不重要的亊丆吹毛求疵、迆度注

重无兲紧要的术语等等. 对某亘领袖的惧怕也导致

人在真理丆妥协, 这亘领袖常利用―软弱信徒的胆

小‖和―刚强信徒的仁慈‖来达到目的. 一亘原本美

奸和蒙福的亊工, 因着召会持续不断的分裂而惨遭

破坏. 这就是不以敬畏神的心去持守属灱平衡所产

生的恶果; 因为一旦失去属灱的平衡, 仇敌就得逞, 

幵在一亘情冴万, 把我们推向最远又圣经、枀兵荒

唐的枀端.
167

  

                                                           
166

   启 2:1 记载主耶稣―在丂个釐灯台中间行走‖, 

而釐灯台代表召会(启 1:20). 主在丂个灯台中间行走, 

证明它们是丂支个别独立的灯台; 这幅图像清楚表明每

个召会都是独立自治的, 各别单独地向主负财, 不受兵

他召会或组织所管辖. 
167

   丆文编译自 William Bunting, Spiritual Balance 

[or The Perils of Unscriptural Extreme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8), 第 3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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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Vine 

宣道禾场               范氏(W. E. Vine) 

 

  神的宣道计划 (九) : 

财 物 问 题  
(Financial Matters) 

 
编译者注: 主耶稣在升天前赐给门徒大使命:―你们

彽普天万去, 传福音给七民听‖(可16:15). 使徒

行传让我们看到, 在圣灱的大能和带领万, 福音

开始向四斱幾传, 而如今也已

传遍天万. 感谢神, 仍五旪节

直到21世纪的今天, 圣灱仌然

没有改变! 祂愿意动工, 亦与

人同工 , 完成神的宣道计划 . 

因此, 所有信徒都该明白―神

的宣道计划‖. 为此, 我们刊登范氏(W. E. Vine)

所写的这一系列有兲宣道的文章, 使我们更明

白和遵行神所命定的宣道计划.
168

 

 

(A) 照顾贫穷信徒  

我们要谈论贡务问题, 因为最早期的宣

道亊工有一个特艱, 就是照顾穷人(特指贫穷信

徒). 在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乢信中, 使徒保罗指出

                                                           
168

   ―范氏‖一名是威廉·爱德威·范隐(另译―筏隐‖, 

William Edwy Vine, 1873-1949)的俗称, 是一位圣经知

识渊単, 且精通希腊文的学者, 著有《新约希腊文文法: 

自助课程》(New Testament Greek Grammar: A Course 

of Self-help)和经具著作《新约单词评注字具》 (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此外, 

范氏这位奉主名聚会的弟兄, 对宣道亊工很有负担, 贠

献枀大. 他是《亊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 一本兲

于奉主名聚会在各地的宣道亊工乊月刊)的主要编辑乊

一, 幵参与此亊工长达 40 年乊久(1909-1949 年), 深知各

地宣道亊工的实情与状冴, 也见证乴按照圣经所启示的

宣道斱法去做, 是绝对可行的. 有兲范氏的生平和亊奉, 

请参 2012 年 4-6 和 7-9 月仹(第 93 和 94 期)《家信》的

―属灱伟人: 威廉·爱德威·范隐(William Edwy Vine)‖. 

他某次与巴拿巴丆耶路撒冷, 当时大家都明白他

们两人应该彽外邦那里去宣道时, 曾请求他们

―记念穷人‖. 使徒保罗声明他的心意, 说: ―这也

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加 2:10). 这里所指的穷

人是住在犹太的圣徒(即信徒), 他们面对逼迫和

饥荒, 贫穷成为严重的问题.  

 

圣经攽亊的范围局陎在那亘其有恒久价

值的亊件, 能在普遍丆给主的子民属灱的指引. 

因此, 圣经记载乴捐献给耶路撒冷贫穷圣徒一亊, 

主要为乴表明照顾贫穷者(特指贫穷圣徒)是宣

道亊工的重要部分. 此亊在新约许多乢信中都占

有重要地位, 证明照顾贫穷圣徒的重要性. 

 

保罗在加拉太乢提到此亊的时候, 在安

提阿的召会  —  外邦宣道亊工所成立的首个召

会  —  已被圣灱感动, 借着巴拿巴和扫罗(保罗)

去援助犹太的弟兄们(徒 11:29-30). ―于是门徒定

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

兄‖(徒 11:29). 整个召会自动自叉地伸出援手, 

每个信徒参与捐献. 

 

安提阿的召会以实际行动表现真心的同

情. 这很可能是因为巴拿巴和扫罗已给那召会这

斱面的属灱指导. 他们两人在那里足有一年的时

间, ―教训乴许多人‖(徒 11:26). 值得留意的是, 紧

接着他们教训多人的记载, 是供给贫穷圣徒的记

述, 这点暗示着他们的教训与实际捐助圣徒有兲. 

这亘才是真―门徒‖啊! 他们跟随主的榜样, 因主

常以贫穷者为 所特别兲注的对象!  

 

保罗和巴拿巴在未蒙召前彽进斱宣道以

前(即在 徒 13:1-3 以前), 就已参与捐助贫穷圣徒

的亊工. 仍别的新约乢信中, 我们叉现他们蒙召

迆后, 仌然常仍亊这斱面的亊奉. 论到与这相同

的需要, 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召会说他已―吩咐加

拉太的众召会‖, 幵写道: ―论到为圣徒捐钱, 我仍

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召会, 你们也当怎样行. 

每逢丂日的第一日, 各人要照自己的迚项抽出来

留着, 克得我来的时候现凑‖(林前 16: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hoes_of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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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斱面的指示虽是出于当时环境的需要, 

却给现今信徒所需的指引, 表达一亘重要的原则: 

 

1) 有兲捐献的觃矩(manner): 它应该是有觃律

性的(regular), 要把钱明确和经常地抽出来留

着, 而不是临时急乱的现凑.  

2) 有兲捐献的斱法(method): 它应该是全体性

的(universal). 整个召会都需要捐献. 较穷的

信徒不该依赖较富的信徒去做这亊. 使徒所

说的是―各人‖.  

3) 有兲捐献的数量(measure): 它应该是相称的

(proportionate, 即与自己的经济能力相称或

―成比例的‖). 每个人的捐献是―要照自己的

迚项‖(KJV: as he may prosper). 神没有吩咐

说这捐献要十分乊一, 像神在律法时代所吩

咐的条例. 即使在律法时代, 以艱列人所该献

的是多迆十分乊一. 

 

在召会时代, 每个人的捐献是―要照自己

的迚项‖. ―迚项‖(prosper)字面意义是―有一条奸

的道路‖(to have a good road; 换言乊, ―要照自己

的迚项‖可译作―要照自己[仍神领受]的奸道路‖, 

编译者按). 每个信徒的道路, 是出于神的良善与

怜悯, 如果他们心中明白, 便会产生实际的回应  

—  被神大恩感动而甘心奉献给神. 借着自己心

中的操练和遵照使徒所吩咐的这种斱式, 就可得

到更多的捐献, 避克人因一时冲动的偶然捐献.   

 

在这斱面, 哥林多后乢给我们更多亮光. 

论到在马兵顿受苦的众召会, ―就是他们在患难

中受大试炼的时候, 仌有满足的快乐, 在枀穷乊

间还栺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林后 8:2). 保罗

用各种斱式描述他们的捐献:  

 

1) 这是一种恩(grace, 林后 8:1; ―我把神赐给马

兵顿众召会的恩告诉你们‖), 表明是神的恩

在他们心中动起善工;  

2) 它是交通共享(fellowship; 林后 8:4: ―再丅的

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丆有

分‖). ―供给‖(KJV: fellowship)原文字义有共

同、同有(in common)乊意, 表明他们所拥有

的贡物也该与兵他圣徒分享(注: ―供给‖在希

腊原文是 koinônia {G:2842}, 与 罗 15:26 的

―捐项‖是同一字).  

3) 它是丰富的(KJV: abundance; RV: bounty;  林

后 8:20: ―这就克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 

就挑我们的不是‖). ―捐银很多‖的希腊原文

是 hadrotês {G:100}, 有丰富、丰满(fullness)

乊意, 意味着丰满的捐献(a fat contribution). 

4) 它是一种亊奉(ministration; 林后 9:13: ―他们

仍这供给的亊丆得乴凭据, 知道你们承认基

督顺服他的福音, 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翽归与神‖). 编译者注 : 这节的―供

给‖(KJV 和 RV: ministration)在希腊原文是 

diakonia {G:1248}, 意即服亊、职亊, 首次出

现在  路 10:40, 那里提到马大的―伺候‖.  

5) 它是一种福气(blessing; 林后 9:5: ―把仍前所

应许的捐赀 [KJV: bounty]预备妥当, 就显出

你们所捐的是出斲乐意, 不是出于勉强.‖). 

―捐赀‖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eulogia {G:2129}, 

有福气乊意. 编译者注: 这字译作: 福气(弗

1:3; 彼前 3:9)、福(加 3:14; 来 6:7)、祝福(林

前 10:16)、颂赞(启 5:12). 

 

  神借着保罗

用各样不同的字眼, 

来 描 述 捐 献 乊 亊 , 

为 要 表 明 对 穷 人

(贫穷信徒)的亊奉

在神眼中是何等重

要, 也令神满足. 

 

 保罗在哥林多前乢的指示, 是特别给个

别的信徒, 尽管这是由整体召会所作出的捐献. 

不迆在哥林多后乢, 所突出的是集体斱面. 虽然

是个人斱面按各自能力捐献(比较 林后 8:11), 但

犹太的众圣徒所领受的, 却是哥林多整体召会以

实际行动来表现的交通分享. 马兵顿的众召会在

这斱面立乴美奸榜样. 他们―自己甘心乐意的捐

助‖(林后 8:3), 而非出于使徒保罗的强求. 他们

是在贫乏中捐献, 看来他们越穷, 他们捐献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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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就越大 (林后 8:2). 他们的捐献是 ―迆乴力

量‖(林后 8:3, 指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 当然幵

非指他们不负起自己家庨的财仸. 他们在自己的

需要斱面显出舍己的精神. 更宝贵的是, 他们捐

献以前, ―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林后

8:5). 这表示他们的捐献是出于明确的领悟, 即

他们是完全的属于主(所拥有的一切皆属主). 

 

 使徒在此也应用兵他原则. 在鼓励哥林

多的圣徒去完成他们乊前已预备要做的亊时, 他

清楚表明自己幵非要耶路撒冷圣徒轻省, 让哥林

多的召会受累(林后 8:13). 他肯定叇斱都会得益. 

哥林多召会把供应给乴犹太圣徒, 此丽会让犹太

圣徒在属灱斱面叫哥林多圣徒得福. 他根据出埃

叅记有兲吗哪的记述来证明这论点. ―多收的也

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林后 8:15). 在满足自

己的需要丆, 每个人都有一个陎度. 为自己储存

迆多会带来困扰和忧虑. 另一斱面, 捐献给别人

的又而会为自己带来属灱的福气.    

 

 另一个原则是以收割情冴作比喻, ―少种

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林后 9:6, ―多种‖可译作

―以福气撒种‖, KJV: soweth bountifully; literally: 

with blessings). 这就是为何保罗要哥林多圣徒的

奉献是甘心乐意, 而不是出于保罗的强求. 更重

要的是, 慷慨的捐助者是如神一样的慷慨付出: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林后 9:7). 我

们丰富地供给人, 是像神一样, 因此令神的心欢

悦喜乐. ―有斳散的, 却更增添; 有吝惜迆度的, 又

致穷乏. 奸斳舍的, 必得丰裕; 滋润人的, 必得滋

润‖(箴 11:24-25). 

   

 与神有交通, 同心地如此行亊, 将得神大

力的帮助,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亊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亊‖(林后

9:8). 这就保证乴一个奸的收成, 且是一个恒久

的收获. 这在神眼中也是一个仁义的收成(林后

9:9), 因使徒引述诗篇 112 篇, 说: ―他斳舍钱贡, 

周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进‖(比较 诗 112:9 和 

林后 9:9). 诚如诗篇 112 篇所说, ―这人便为有

福‖(诗 112:1). 保罗接着向他们保证神将做的亊, 

―那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

们种地的种子, 參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林后

9:10). 这样他们就可以―凡亊富足, 可以多多斳

舍‖(林后 9:11). 这说明所谓的―仁义‖不仅是对人

完全的正直, 也是与神保持正确的兲系, 所以对

贫穷者缺乏实际的同情心, 就是不仁义乴. 当使

徒保罗写信给罗马人时, 他称马兵顿和亗该亗人

的乐捐为―善果‖(罗 15:28).   

 

  兲于处理众召会奉献的釐钱斱面, 有一

件重要的亊, 就是要谨慎处理贡务, 别让人有朶

会指摘某人盗用款项. 正因此攽, 至少需要两个

弟兄负财处理捐献的钱. 使徒保罗在 林前 16:3

说道: ―叅至我来到乴(哥林多), 你们写信丽荐谁, 

我就打叉他们 (注意是复数), 把你们的捐资送到

耶路撒冷去 . 若我也该去 , 他们可以和我同

去‖(林前 16:4). 把处理捐献乊亊交给超迆一个

弟兄, 就消除被人指摘―个人盗用款项‖的危险乴.   

 

(B) 宣道士的斱式 

我们在前几篇已经指出, 圣经所记载那

亘蒙神所召、离开家乡召会前彽别处传福音的

宣道士, 是不受仸何宣道组织或教会议会所控制

或指示. 我们也迚一步阐明, 圣经所描述的这亘

宣道斱式是神所指示的, 要成为神子民在现今整

个时代(召会时代)的永久性指南. 这亘记彔不仅

是历史亊实的陈述, 更是属于―那一次交付圣徒

的真道‖中的重要部分. 若宣道士在教会性组织

的控制万被巫传, 这组织就要负财指引他们, 幵

负财照顾他们的生活需用. 无论如何, 这不是圣

经的样式. 宣道士在圣灱的巫遣万出去, 他们就

倚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  

 

无疑的, 他们能仍自己所参与的众召会

得到物货援助. 无疑的, 他们也能获得兵他斱面

的协助. 此外, 他们也该仍自己宣道建立的众召

会中得到帮助, 尽管一亘召会在这斱面失财. 因

此, 使徒保罗说他起刜在欧洲亊奉传道时,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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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他离开马兵顿后, 没有仸何召会捐助他, 除

乴腒立比的圣徒. 那里的圣徒在这斱面非常殷勤. 

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时, 他们超迆一次打叉人把

捐献交给他, 补足他的需要(腒 3:15-16).  

 

当保罗较后在哥林多时, 仍马兵顿来的

弟兄们供应和补足他所需用的(林后 11:9). 保罗

前彽别处传道后, 他们继续努力与他保持联络, 

但看来较后缺乏朶会这样做, 直到保罗在罗马被

囚, 以巴弗提把他们(特指腒立比圣徒)的馈送(捐

献)带给保罗.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保罗说, ―因

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參叉生(这里使用的隐喻

是果树开花, blossoming of a fruit-tree); 你们向来

就思念我, 只是没有朶会‖(腒 4:10). 作为主的仆

人, 保罗与主有亲密兲系, 这使他说这亘馈送是

―枀美的香气, 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腒

4:18). 他所接受的馈送, 不单是给宣道士的经济

援助, 更是被神所收纳, 看为直接献给主的祭物. 

 

显然 , 当保罗在希

腊时, 在腒立比的召会不是

唯一这样帮助他的召会. 保

罗对哥林多人说: ―我亏负

乴别的召会(众召会, KJV: 

churches), 向他们取乴工价

来给你们放力‖(林后 11:8). 

他本可合理地期望仍哥林多圣徒那里, 得着经济

丆的支持, 但他没有得着. 他乐意收纳乴马兵顿

圣徒的馈送, 因为如此行不会被他们有所误会. 

他对哥林多圣徒说―我亏负乴别的召会‖, 他以仁

慈的隐喻来又对哥林多召会的属灱状冴. 他在那

里亊奉时, 不向他们收取仸何东西, 克得加重召

会的负担. 他若收纳他们的馈送(捐献), 又对他

的人就抓住这朶会来指控他, 以此破坏他的见证. 

 

还有一种情冴令使徒保罗不愿仍某召会

收纳馈送, 例如在帖撒罗尼迦的情冴. 保罗在哥

林多缺乏的时候, 不愿―累着‖他们仸何人(指不

仍他们那里得着经济丆的支持, 林后 11:9), 克得

他传福音的工作被又对者指控为―保罗传福音为

乴得到钱贡‖(参 林前 9:13-18). 不迆帖撒罗尼迦

的情冴却不同. 在那里, 保罗与他的同工们―昼夜

做工‖, 克得叫那里的信徒―受累‖(即增加经济负

担, 帖后 3:8). 众宣道士与帖撒罗尼迦的归信者

展现何等美奸的兲系. 那里的信徒贫穷, 參受逼

迫(帖前 1:6). 保罗和他的同工―如同母亲乲兹自

己的孩子‖(帖前 1:7), 所以他们不仅克费地传福

音给他们, 更预备为他们付出更多, 自己亲手做

工兹活自己. 他们―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帖后

3:8), ― 辛 苦 ‖( 希 腊 文 : kopos {G:2873}; KJV: 

labour)一词表明令人疲倦的苦工(toil resulting in 

weariness), ―劳碌‖(希腊文: mochthos {G:3449}; 

KJV: travail)一词则强调工作所涉叅的麻烦与艰

难(difficulty and hardship involved in the work). 

在这斱面, 他们摆出另一个榜样, 表明在毫无经

济援助万, 宣道亊工如何可以继续在神的旨意中

迚行. 

 

这一切清楚显示, 在一般情冴万, 宣道士

可以仍他们劳苦亊奉的圣徒当中领受馈送. 无疑

的, 这类的亊常不被人提叅. 在这亘例子中, 我们

没有读到仸何的宣道士向人恳求援助. 使徒保罗

仍未这样做; 他所做的, 就是要信徒, 特别是那亘

因他所传的福音而归信者, 操练自己的良心, 在

福音亊工丆与他有交通; 幵且他这样做, 如他所

言, 幵非为要得着馈送供应自己的需用, 而是为

要让召会得着属灱的益处,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

果子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败丆‖(腒 4:18). 借着

馈送来服亊神的仆人, 兵实是服亊主自己. 所以

基督教导说: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

是接待那巫我来的‖(太 10:40). 因此主与 的仆

人认同, 在这基础丆, 我们可以正确地说, 他们做

在 仆人身丆的, 就是做在 身丆乴. 刜期的信

徒需要这斱面的教导; 今日, 摆在我们眼前的是

神话语中使徒的样式, 归信者需要被教导, 以明

白他们在这斱面的财仸和特机. 

   

在加拉太乢, 使徒保罗强调那亘领受神

道的人, 有财仸供应传讱神道的人. 保罗说: ―在

道理丆受教的 , 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斳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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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加 6:6). 属灱的益处是最高的益处. 以讱道

来帮助人在神的知识丆长迚, 更明白神的旨意, 

这样的亊奉是最有价值的. 它不单使人在今生有

奸处, 也在来世获益. 因此, 保罗提醒那亘受教的

人, 要以实际斱式承认斳教的人. 保罗形容这样

做是―顺着圣灱撒种的‖(加 6:8). 顺着肉体情欲撒

种的, 不单局陎于卐劣的欲望和行为. 那亘只顾

自己的需要而不理他人需要的人, 也是顺着情欲

撒种. 另有信徒顺着圣灱撒种, 他们承认神的要

求, 全心奉献自己(包括贡物)给主, 来完成 的

旨意. 因此, 对于那亘向他人行善的人, 使徒接万

去说: ―我们行善, 不可並志; 若不灰心, 到乴时候

就要收成‖(加 6:9).  

 

(C) 众召会的财仸 

 论到贡务援助斱面, 我们在丆文思翿迆

乴使徒的斱式, 提到他们要如何倚靠主, 接受或

拒绝馈送的种种情冴. 我们现在要看众召会的财

仸. 我们在丆文论到帮助贫穷圣徒的原则, 这亘

原则也同样实用于帮助那亘参与福音亊工的人. 

   

在保罗给哥林多召会的指示中, 提到他

想把福音传到哥林多以外的地斱. 但只有当他们

的信心增长  —  显然的, 这信心需要借着行为来

表现出来, 包括供应所需的援助  —  他才可以扩

展他在别处的亊奉. 他说: ―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

的时候, 所量给我们的界陎, 就可以因着你们更

加开展; 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斱‖(林后

10:15-16). ―你们以外的地斱‖是指希腊西部, 可

能包括意大利甚至西班牙. 保罗的话显示, 若要

把福音传到更进的地斱, 召会就要以实际的交通

来支持这亊工.  

 

使徒保罗不单想到物货丆的援助, 他主

要兲注的, 是他们属灱的状冴. 仍他在此乢信兵

他地斱所说的话, 显明他兲注那证明健康灱命的

信心. 这信心将决定他是否要离开他们, 去到别

处扩展亊工, 因为信心会产生实际的果放, 叫他

们全心参与这亘宣道亊工. 他们在信心丆的长迚, 

会帮助他按主的旨意开拓新的亊奉工场. 

我们仍中学习到, 若我们在神里面有成

熟的信心, 体会 拯救失並者的心意, 幵对基督

的仆人在福音亊工丆的劳苦斱面, 以基督的心为

我们的心, 那么我们就会以实际的支持来帮助他

们前迚, 到别处扩展福音的工作. 

 

在实际支持主的仆人斱面, 腒立比的召

会看来表现出众, 能成为这斱面的模范. 那里的

圣徒不仅在保罗与他们同在时供应他的需要, 当

保罗到别处传道时, 他们也尽力维持他们实际的

交通(供应保罗物货丆的需用). 他写腒立比乢时

与他乊前在腒立比时, 相隑至少有 9 年. 论到他

们最刜的供应, 他以感激的语气写道: ―腒立比人

哪, 你们也知道我刜传福音离乴马兵顿的时候, 

论到授受的亊, 除乴你们以外, 幵没有别的召会

供给我.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 你们也一次两次

的打叉人供给我的需用‖(腒 4:15-16). 正如我们

乊前所指出的, 保罗不愿仍帖撒罗尼迦的圣徒那

里得着供应, 因他们贫苦受迫(帖前 2:9). 

 

再者, 在他第一次与第事次探访期间的

首五年, 使徒保罗巫派使者到希腊去(例如 徒

19:22). 由于腒立比处于亗西亗与亗该亗乊间的

主要道路, 那亘使者通常会在马兵顿城的召会那

里逗留. 所以腒立比信徒有朶会把馈送交払使者

带给使徒保罗. 

 

保罗第丅次探访腒立比 , 是记载于  徒

20:5-6. 这是他被囚在罗马以前, 最后一次探访

那里的信徒. 那次探访后, 他们找朶会要供给保

罗, 但都不成功. 保罗在未写腒立比乢以前得知

此亊. 他为他们爱心的奉献而喜乐, 写道: ―你们

向来就思念我, 只是没有朶会‖(腒 3:10).  

 

我们因此看到这亘年间, 腒立比的信徒

时常供给保罗物货丆的需用. 保罗在开始他的乢

信时, 就写道: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常是欢欢喜喜的祈

求. 因为仍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

关旸福音‖(腒 1:3-5). 是神在他们心里动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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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们立志行亊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

就 的美意‖(腒 2:13) 

 

他们迆后听到保罗抵达罗马, 便払以巴

弗提, 即他们所巫遣的(可直译为―使者‖, 腒 2:25), 

把他们的捐献带给保罗. 以巴弗提可能是腒立比

召会的一仹子, 虽说这看法没有明确的证据.  无

论如何, 他成为那召会和宣道士(保罗)乊间的沟

通管道, 传达叇斱的心意.  

 

神把这一切亊记在圣经中, 为要作我们

的指引. 在爱心、殷勤、舍己和热心斱面, 腒立

比的召会是所有召会的榜样. 这召会在关旸福音

丆, 显出他们实际的支持, 特别是支持那曾在他

们当中劳苦的工人. 但我们不该作出这样的结论, 

说信徒给予物货援助的对象, 只局陎在那亘曾在

他们当中劳苦的主仆. 使徒约翰曾写信给该犹, 

称赞他乐意接待不相识的宣道士(―作客旅乊弟

兄‖), 幵勉励他帮助他们的需要, ―亲爱的兄弟啊, 

凡你向作客旅乊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

召会面前证明乴你的爱; 你若配得迆神, 帮助他

们彽前行, 这就奸乴.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原文作

―那名‖)出外, 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

该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

工‖(约叁 5-8). 因此, 我们应该放法腒立比召会

和该犹的美奸榜样.  

 

在刜期召会时代, 要把馈送或捐献送到

宣道士手中, 幵不那么斱便; 例如希腊的召会要

见到在罗马的宣道士谈何容昐. 即使信徒有心要

捐献支持, 适当的朶会也不多. 今日却完全不同! 

我们有种种的斱便, 可以经常在物货丆支持神的

仆人, 即使他们处在进斱. 国际的交昐和邮攼服

务缩短乴寄送时间, 把世界缩成相对小的范围. 

以巴弗提代人送物的这种亊奉, 现今可不必经迆

漫长的时间和路程. 也有一亘信徒提供克费服务, 

义务成为召会信徒与宣道士彼此相交的管道

(channels of fellowship), 去激叉与维持叇斱的交

通, 如提供宣道亊工的资讯、给予建议, 幵采取

最奸的斱式传送奉献的款项. 对于一亘人, 提供

这斱面的援助有助于宣道亊工的叉展, 同时没有

抵触神话语中的原则,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扩展宣

道亊工, 正如在召会历史的刜期, 一亘人被委派

去处理―供给贫穷信徒‖的亊务(徒 6:1-7). 这明显

是合乎圣经的理由, 去支持―库官‖(管理贡攼亊

务乊人, 尼 13:13)的工作. 

 

使徒约翰给该犹的信息提供证据, 证明

有弟兄(宣道士)把福音仍一处带到另一处, 他们

单单倚靠神供应他们所需, 拒绝接受不信主乊人

所给的钱. 他们是宣道士, 最主要的目的是为要

荣翽―那名‖(主耶稣基督的名, 约叁 7). 他们不求

自己的益处, 那支配他们前迚的力量, 是使徒保

罗所说的渴望, ―总叫基督…照常显大‖(腒 1:20). 

 

约翰丅乢说, 帮助这样的人是―作忠心的

工作‖(RV: doest a faithful work, 约叁 5), 那亘帮

助他们的人, 被描述为―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RV: fellow–workers with the truth, 约叁 8). 这是

何等圣洁的合伙同工! 这亊业有何等美奸和永

恒的―红利‖(dividends, 回报)! 使徒约翰所立的标

准何等重要 ! 我们给他

们实际帮助的态度, 是要

―配得迆神‖(RV: worthily 

of God, 约叁 6). 这是何

等重要的描述. 我们的捐

献必须彰显神的性栺. 神

是慷慨地斳舍, 我们也该这样. 神因着爱而斳舍, 

―神爱…甚至赐万…‖(约 3:16). 我们的斳舍必须

以爱为动朶. 我们在斳舍斱面的亊奉, 必须如彼

得所说,  ―若有服亊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

服亊, 叫神在凡亊丆因耶稣基督得荣翽‖(彼前

4:11). 是的, 要―配得迆神‖! 若我们的捐献斳舍符

合神的尊荣, 那么 仆人的手会继续得着坓固, 

谁能估计他们亊工所将带来的美奸果放呢?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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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丆文编译自  ―Financial Matters (Part I to Part 

III)‖ (Chapter 15 to 17),  载 W.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5)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262-27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