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还是可行! 
 

“时代已经改变了!” 许多基督徒认为新

约圣经所教导有关召会的原则和初期召会的样

式, 如今已经行不通了, 必须全面改革! 真的行

不通吗? 让我们思想加拿大的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在《它还是可行》(It Can Be Done)

一书开宗明义时所说的话:  

 

“从主在加利利山上给门徒大使命, 直到现

今, 无疑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时代已大大改

变了.’ 我们当然不否认这点. ‘环境改变情

况.’ 一般而言是这样. ‘新时代需要新方法.’ 

在商业领域确是如此. ‘召会已发展成全球

性的机构, 所以需要团体组织来满足各种需

求, 新约圣经的原则今日无法实行了.’ 且慢! 

这就是我们与众不同之处. 它还是可行的!”  

 

接着 , 这位到南美洲北部的委内瑞拉

(Venezuela)拓荒的宣道士, 用了长达 269 页的

篇幅 , 记述了他在罗马天主教控制的委内瑞拉, 

如何进行拓荒宣道的事工, 如何靠着圣灵的带领, 

按照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和召会样式, 建立了

一个又一个的地方召会. 感谢主, 借着他和其他

同工在 27 年的时间里, 建立了多达 22 个召会. 

 

他在结束此书前 , 这样总结道: “我们在

过去 27 年里, 努力实践主在 太 28:18-20 的大

使命 (那里提到四个 ‘所有 ’[All], 都还是可行

的)… ‘所有权柄’(All power): 我们已证实祂仍

然是召会永活的头, 有能力预备、差遣和支持祂

的仆人, 正如祂对待保罗和其他初期召会的工人

一般 . ‘所有民族’(All nations, 译作‘万民’): 委

内瑞拉虽是其中一个最刚硬、最不健康的南美

洲共和国, 但那里的人民已回应福音解放的大能. 

‘所有吩咐’(All things, 译作‘凡’): 我们已证实那

合乎圣经的众召会, 仍然能被建立起来, 并在没

有定居的宣道士的情况下维持下去 . ‘所有日

子’(All the days, 译作‘常’): 不靠任何的宣道会

或委员会, 我们证实主的应许是可靠的(诗 34:8). 

是的, 祂在‘所有日子’与我们同在.”     

 

诚然 , 神在新约圣经所记述的初期召会

样式还是可行的, 也是主吩咐我们效仿的. 本期

的“属灵伟人”、“召会遗产”和 “宣道禾场”专栏

特要带出此重点, 请读者细读深思, 明白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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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约瑟(四) 

他得新妇、与兄相会、被神高升 

(创世记 41, 42, 44 和 45 章) 

 
(A) 序言  

创世记 41 至 45 章对于神的子民   

—   以色列 (属地子民 )和召会 (属天子民 )  

—   都有宝贵的功课 ,  因这几章预表他们

与属天的约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1 菲利普

斯(John Phillips)解释道:  “亚西纳(约瑟的

外邦妻子 )有份于把

儿 子 带 进 荣 耀 里 , 

‘ 荒 年 未 到 以 前 … 

亚西纳给约瑟生了

两个儿子’(创 41:50, 

注 :  这预表召会靠

着基督 ,  有份于借着

福音把罪人领到主

面前 ,  叫他们得着罪的赦免和属天的荣

耀).2 那属天的真约瑟也是如此 .  神在这时

代 (召会时代 )聚集一个蒙拣选的家庭 ,  当

它人数完整时 ,  随之而来的便是饥荒之年 ,  

即 ‘雅各遭难的时候 ’(耶 30:7; 指七年灾

难).3 此外 ,  正如神使用这古时的饥荒之灾 ,  

迫使约瑟的兄弟们归向他 ,  照样的 ,  神也

                                                           
1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事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事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之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关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

与“实体”(fulfillments)之间的关系. 预表犹如神的教具

(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预表的“本体”所要传

达的真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简介(一)”. 
2   约瑟受苦后被高举、得荣耀, 然后娶了亚西纳

为妻, 透过与她结合生下孩子, 使孩子们也共享荣耀. 这

预表基督(属天的约瑟)受苦后“得了尊贵荣耀”(来 2:9), 

然后祂“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来 2:10).  
3   耶 30:7: “哀哉! 那日为大, 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

遭难的时候(time of Jacob's trouble), 但他必被救出来.” 

使用将来的大灾难 ,  迫使犹太人归向耶

稣 .” 4 就让我们进一步地思考和揣摩这美

丽的预表 .   

 

(B) 基督与约瑟的新妇  (创 41:45,50-52) 

(B.1)   基督与召会的关系   

约瑟被他的兄弟们拒绝 ,  主耶稣也

是如此 .  祂来到自己的地方 ,  自己的人却

不接待祂(约 1:1). 就在被兄弟们弃绝的这

段时期 ,  约瑟得着一位外邦的新妇 (新娘 )

亚西纳 (Asenath). 她是埃及安城的祭司波

提非拉的女儿(创 41:45). 这事发生的时机 , 

非常富有意义 .  它发生在那将临到全地的

七年饥荒之前 .  这点具有何等的启迪啊 ! 

主耶稣被祂的兄弟们 (指犹太人 )所弃绝 ,  

现今蒙眷顾的是外邦人 ,  “从他们中间选取

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徒 15:14). 整体而

言 ,  主耶稣的新妇 (即宇宙性的召会 )绝大

部分是由外邦人组成的 .5 

 

约 瑟 和 亚

西纳这对夫妻的

关系 ,  提供我们一

幅美丽的图画 ,  说

明那极大的奥秘 ,  

就是基督和召会

的 夫 妻 关 系 ( 弗

5:32). 这一切都会在七年灾难以前完成

(指整体召会的人数将在七年灾难前完整 ,  

使召会得以完全 ,  编译者按 ).  此七年灾难

如同约瑟时代的七年饥荒之灾 ,  将临到全

地 ,  而神亦要用此七年灾难 ,  带领主耶稣

                                                           
4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Genesis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2), 第 325 页. 
5    麦敬道(C. H. Mackintosh)写道: “那外邦的妻子, 

是预表召会. 基督生在犹太人中, 但他们弃绝祂. 基督升

上高天的宝座上, 差派圣灵到地上来, 建立召会, 不分犹

太人和外邦人, 都与基督合而为一, 同得属天的荣耀… 

她既是约瑟之妻, 就分享他所有的. 并且, 她拥有与约瑟

密切的关系, 约瑟的一切, 只有她知道. 这些事与召会, 

即羔羊的妻相同(指召会与基督同享荣耀, 也知道基督

奥秘的事, 编译者按).”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创世记

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7 年), 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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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硬心不信的犹太兄弟们 ,  前来向祂下

拜 ,  以实现神为祂所定的种种旨意 .   

 

(B.2)   基督的苦难和果子   

我们察觉到约瑟有两个儿子 ,  他们

两人的名字正是主耶稣基督的写照 ;  一个

是玛拿西 (Mannasseh, 就是使之忘了的意

思 ), 因 为 他 说 :  

“神使我忘了一切

的困苦和我父的

全家 ”(创 41:51);  

另一个是以法莲

(Ephraim, 就是使

之 昌 盛 的 意 思 ),  

因为他说 :  “神使

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创 41:52).      

  

 以撒在母亲离世后 ,  必然伤感万分 ,  

利百加的出现 ,  成为他的安慰 .  照样 ,  约瑟

被自己的亲兄弟们弃绝后 ,  亚西纳成为他

的安慰 .  所预表的主耶稣也是如此 ,  找到

了祂所爱的重要对象 .  当以色列人轻视和

弃绝祂 ,  召会对祂而言是何其宝贵 ,  将永

远成为祂所爱的新妇 .  我们属天的新郎(主

耶稣)已向我们显出深厚感情 ,  我们若能体

会这点 ,  必然感到何等美妙!  

 

主耶稣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编译

者注:  “昌盛”[KJV: fruitful]的原文常译作

“多结果子”). 我们认为这果子有两大不同

种类 .  第一类是彰显在主耶稣生命中的果

子 ,  就是  加 5:22-23 所说的:  “圣灵所结的

果子 ,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 第二类则是关乎祂在受苦

的 地 方 所

结 出 的 果

子   —   工

作的果效 .  

主 的 受 苦

代 死 产 生

了 救 恩 的

果效 ,  从各族、各方、各国买赎出一大群

人来 .  “祂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  便心满

意足”(赛 53:11).   

 

 

(C) 基督与约瑟的众兄弟 (创 42:5-17; 45:1-4) 

(C.1)   基督与弃绝祂的以色列  人  

 “约瑟的哥哥们来了 ,  脸伏于地 ,  向

他下拜”(创 42:6). 这实现了他在  创 37:8

所梦见的 .  当我们读到约瑟怎样对待兄弟

们 ,  我们可以看见整个故事呈现一幅美丽

图画 ,  描绘主耶稣如何对待以色列人 .  他

们起初蔑视约瑟所宣称的事 ,  并弃绝他 .  

我们看见他被人弃绝后 ,  却被神高升 ;  七

年的丰年可预表现今的召会时代 ,  在这期

间 ,  祂娶了一个大部分由外邦人组成的新

妇   —   召会 ,  其高潮是灾难前召会被提 .6 

 

接下来的七年荒

年 ,  可预表(七年 )灾难时

期 .  这段时期也被称为

“ 雅各遭难的时候 ”( 耶

30:7),  是特别设计来吸

引那些硬心不信的雅各

众子 ,  因为关于主耶稣 ,  

“ 他们却不认得他 ”( 创

42:8). 因此 ,  约瑟显明自

己 ,  叫他们知道他是谁 .  同样地 ,  主耶稣也

会向以色列众民显明祂自己 ,  就是祂第二

次降临 ,  大显威荣 .  

 

(C.2)   基督拯救和安慰以色列人   

正如约瑟照顾他在歌珊地的兄弟们 ,  

主耶稣也照样以牧者心肠 ,  在千禧年时照

顾祂的百姓 .  当约瑟向弟兄们表明身份时 ,  

他们想到自己的罪行 (曾陷害约瑟 ), 所以

                                                           
6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评述道: “…‘荒年未
到以前… 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创 41:50)… 在试炼的

日子(困苦的日子)之前, 神给约瑟两个儿子. 至于召会, 

她所有的肢体必全数蒙召而去, 在天上与元首(召会的

头主耶稣基督)相聚; 其后大灾难才在地上出现.” 麦敬

道著, 《创世记释义》, 第 284 页 (编译者注: 为了文章

的统一性, 我们将此书的“教会”一词改成“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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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面前都惊惶”(创 45: 3).  同样的 ,  作

为以色列的拯救者 ,  主耶稣在灾难后回到

地上时 ,  先知撒迦利亚记载 ,  以色列国民

深感不安 ,  “他们必仰望我 ,  就是他们所扎

的;  必为我悲哀 ,  如丧独生子 ,  又为我愁苦 ,  

如丧长子”(亚 12:10).  

 

这样的情况 ,  肯定不是从“几乎全民

被灭之灾”拯救出来后的正常反应 .  他们被

外邦大军围攻 ,  但蒙主降临 ,  施恩拯救 .  正

常反应本该是喜

乐和安慰 ,  而非

深感不安 .  原来

他们不安和忧伤 ,  

是因觉悟到自己

所行的恶事 ,  即

把他们自己的弥

赛亚 (救主耶稣 )

钉在十架上 . 7 然而 ,  他们的悲伤会转为欢

笑 ,  因为他们经历到得蒙赦免的喜乐 ,  找

到赦罪的泉源 ,  “那日 ,  必给大卫家和耶路

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 ,  洗除罪恶与污

秽”(亚 13:1).   

 

(D) 基督与被高升的约瑟 (创 44:14-18,33) 

(D.1)   基督领受以色列人的敬拜   

                                                           
7   麦敬道指出, 约瑟的哥哥们经过沉痛的试炼和

学习.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

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 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

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流便说: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 不

可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流他血的罪向

我们追讨’ ”(创 42:21-22); 犹大较后也认罪说: “神已经

查出仆人(复数, 包括其他弟兄们)的罪孽了”(创 44:16). 

唯有神叫人知罪, 并带领人进入祂同在的深处(指在圣

洁神面前深感罪疚). 人只会行在罪中, 不知所止; 直到

全能者的箭射中人的良心, 引领他们在属灵上认真学习, 

在救赎的爱中寻求丰盛的救恩. 约瑟的哥哥们恶待约瑟

时, 没有想到这些事. 他们“把他丢在坑里… 他们坐下

吃饭”(创 37:24-25); 他们“以大碗喝酒, 用上等的油抹身, 

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摩 6:6). 过了多年, 哥哥们已渐

忘往事. 但七年丰年后, 便是七年饥荒! 这是神测不透的

智慧所设计的. 迦南地的饥荒迫使有罪的哥哥们来到约

瑟足前. 在那里, 他们良心被愁苦刺透, 在约瑟面前深知

自己的罪. 麦敬道著, 《创世记释义》, 第 284-285 页. 

 “ 他们 就 在他 面 前 俯伏 于 地 ”( 创

44:14).  约瑟的兄弟们在他面前俯伏于地 .8 

这些曾是高傲的哥哥们 ,  如今在他面前自

觉卑微 .  照样 ,  将来有一日 ,  所有人都要在

主耶稣面前屈膝下拜 (包括曾弃绝祂的以

色列人 ,  编译者按 ).  我们在此看到被高升

后的约瑟 ,  仍然大显恩慈 .  约瑟试验他的

众兄弟 ,  证明了他们的心已经悔改 ,  便向

他们表明自己的身份(创 45:1; 注:  主耶稣

对以色列人也是如此).9  

 

(D.2)   基督引领以色列人的悔改   

 有关约瑟向兄弟们表明自己身份的

记载中 ,  有三个值得留意的短语 (phrases).  

它们都提醒我们关于我们的救主耶稣 :  

 

1)  他私下会面 :  约瑟吩咐说:  “人都要离开

我出去!”(创 45:1).  所有他的埃及仆人

都要离开现场 .  这是私人的会面 ,  可能

有两个理由 .  若众仆人都在场 ,  他们会

听到兄弟们对约瑟一切的恶行 .  但“爱

                                                           
8   约瑟的兄弟们向他下拜, 应验了多年前神赐给

他的两个梦, 即哥哥们田里禾稼的捆围着约瑟的捆下拜

(创 37:7); 第二个梦则是 11 个星向约瑟下拜(创 37:9). 
9   达秘(John N. Darby)贴切写道: “要注意的是, 这

里的悔改与约瑟被弃绝有直接关系; 此事触动约瑟兄弟

们的良心. 以色列人最终也是如此. 他们的悔改不是与

律法有关, 而是与他们所弃绝的弥赛亚(基督)有关. 当约

瑟的弟兄们良心被触动, 回想约瑟被弃绝的一切情景, 

约瑟才逐步地向他们显明自己… 犹大的心想到以色列

(他父亲雅各)的忧伤, 即失去便雅悯和约瑟所产生的悲

伤(创 44:27-29), 犹大也承认自己的罪(创 44:16,32), 并

要为此负起责任(创 44:33). 这些事过后, 约瑟才在他荣

耀中向他们显明自己的身份 , 表明自己是他们的兄弟

(创 45:4). 这是何等美丽的情景啊! 约瑟最终所显的恩

慈, 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描绘了基督如何最终向以色列

人显明自己.”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77 页 . 此外 , 创 35:18 记载 , 便雅悯的别名是“便俄

尼”(Benoni, 意即我忧伤的儿子, son of my sorrow). 处在

饥荒之灾的以色列(雅各的别名)众子, 发现他们的“便雅

悯”遭难(成了那代表忧伤的“便俄尼”), 是因他们之前弃

绝和陷害了约瑟(创 42:21-22; 44:14-16), 与这罪有关; 

照样, 在预表上, 七年灾难时, 以色列人发现他们的“便

俄尼”(指遭难而忧伤), 是因他们之前弃绝和杀害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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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向兄弟们表明自己的身份 

能遮掩许多的罪 ”(彼前 4:8). 理由二 ,  

这里可能给我们瞥见主耶稣在基督审

判台前 ,  如何对待我们的方式   —   是

私下的 ,  而非公开给所有人知道 .  

 

2)  他放声大哭 :  我们读到约瑟“就放声大

哭 ;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

了”(创 45:2).  这位被称为“撒发那忒巴

内亚”(创 41:45, 意即

“世人的救主”)的伟人 ,  

竟然放声大哭 .  一个哭

泣的救主 ,  是真的吗 ? 

当然 ,  我们的新约圣经

启示我们 ,  在所爱的朋

友拉撒路的坟墓前 ,  主耶稣哭了 ( 约

11:35),  因为罪的悲剧使祂心灵极其伤

痛 .  再者 ,  我们读到主耶稣看着耶路撒

冷城 ,  思想此城因为弃绝祂而要面临的

可怕灾祸时 ,  祂也哭了(路 19:41).  

 

3)  他使他们亲近 :  约瑟向兄弟们说 :  “请你

们近前来”(创 45:4).  祂不愿看到他们

再离祂相远 .  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以亲近

神 ,  如  弗 2:17 所说:  “(祂)传和平的福

音 ,  给你们远处的人”(注 :  借着耶稣基

督 ,  我们罪人已被引到神面前 ,  得与神

亲近 ;  西 1:22); 也如诗歌所说 :  “亲近

神 ,  如此的亲近 ,  何等的亲近 ;  因为借

着神的儿子 ,  我与神亲近 ,  如子一般的

亲近 .”       

 

约瑟的兄弟们之前恶待约瑟 ,  但如

今约瑟竟然如此善待他们 ,  一定令他们感

到惊讶不已 .  我们也是如此 ;  那一日 ,  当我

们站在拿撒勒

人 耶 稣 面 前 ,  

想到 “ 祂祂竟

然 如 此 爱 我 ,  

一个被定罪的

污 秽 罪 人 如

我” ,  我们一定

何等惊讶、何

等诧异 ! 感谢神 ,  我们如今得以亲近了 ,  

“因耶稣的血 ,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来
10:19).10 

 

(E) 结语  

 麦敬道贴切写道 :  “约瑟的一生有两

件事 ,  是完美的预表 .  我是指他在第 41 章

中娶妻 ,  和在第 45 章中与哥哥(兄弟们)相

认 .  起初 ,  约瑟遵照父亲的意思去见哥哥

们 ,  但他们拒绝他 .  他们… 把他交在死地 ;  

不过神从那时起 ,  便提携他、高升他 ,  给

他至高的尊荣 .  他被高举后娶妻 ,  而他哥

哥们在他面前破碎潦倒 .  后他与哥哥们相

认 ,  安慰他们的心 ,  并为他们带来福气 .  他

是父家的福气 ,  也是全地的福气 .” 11 这一

切应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  是何等

的贴切、何等的真实啊! 

 

最后 ,  我们引述格兰特(F. W. Grant)

的话作为总结 .  他在所著的《数字圣经》

中写道 :  “事实上 ,  我们能轻易地看到神的

智慧和大能 ,  如何地

与约瑟所预表的耶稣

基督同在 .  神是一切

环境的主宰 (master),  

尽管祂有时看来好像

受环境所控制 .  但一

切事都必须服侍那位与约瑟同在的神 ,  即

使神暂时看似失败 ,  至终必得永恒胜利 . 

约瑟预备了一个环境 ,  使到他的弟兄们最

后与他和好 ,  也使全地附属于他 .  这一切

也将成就在基督身上 .  基督作王统治时 ,  

祂的众圣徒也将与祂一同作王 .” 12 为此 ,  

让我们每日赞美和倚靠神的智慧与大能 , 

儆醒等候基督荣耀的再临 .  

 

                                                           
10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 上文编译自 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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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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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4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1   麦敬道著, 《创世记释义》, 第 281-282 页. 
12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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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微子之像 

 
宋微子之像 

福音亮光                            灯台 
 

微子肉袒请罪 
  

中国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境内, 有一个

著名的旅游景点, 名叫微子祠. 这座祠始建于

唐天宝年间, 后经历代毁

坏和重修, 直到 2000 年, 

印尼华侨宋良浩先生来

商丘寻根谒祖, 捐资 400

余万元将之重建 , 并于

2002 年冬竣工. 这座占地

面积 6650 平方米的微子

祠, 由微子祠、先贤堂和

微子墓三个部分组成, 是

宋氏的始祖微子的纪念地.13  

 

微子(亦称: 微子启、宋微子)是中国古

代商朝末年的名人, 人称“殷有三仁”, 微子就

是其中一仁. 微子是在商代时封国名“微”, 姓

“子”, 世称“微子”; 由于他

姓子, 名启, 故也称“微子

启”. 微子是殷商宗室贵族, 

商王帝乙的长子, 也是殷商

(商朝)最后一个天子帝辛

(纣王)的哥哥. 微子于周朝

初年被周成王封于河南省

的商丘, 在此建立了宋国, 

成为周朝宋国的始祖, 后世

也因此称他为“宋微子”.14 

 

 话说殷商末年, 微子的弟弟纣王(亦称

“商纣王”)荒淫无道, 在位期间多行暴政,15 引

起百姓怨恨、诸侯离异, 国势日渐衰败. 微子

屡次劝说, 都不被纣王接纳. 他与太师箕子和

                                                           
13 http://www.baike.com/wiki/微子祠 
14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4816/10031620.htm?f

romtitle=微子启&fromid=6591904&type=syn 
15   纣王在位期间是大约公元前 1078-前 1045 年, 

纪江红主编, 《中国通史(上卷)》(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年), 第 27页; 但有学者认为它应比这日期早 100年. 

少师比干两人商讨后(注: 箕子和比干便是人

称“殷有三仁”的另外两仁), 决定远离纣王, 逃

到“微”去.16 微子是勤政的君主, 为殷民所爱戴.  

 

 周武王继位后 4 年 12 月, 得知纣王因

暴政导致众叛亲离, 民不聊生, 便率领大军布

阵攻打商纣王. 在周武王多次的伐纣战争中, 

微子躲藏起来. 按《史记》中的记载, 当周武

王推翻了商朝, 建立了周朝之后, 微子为求保

全商族的香火和族人的性命, 便让族人抬着棺

木, 自己袒露上身, 捆绑着双手, 用膝盖走路去

见周武王, 向他请罪. 据说微子左边有人牵着

羊, 右边有人持着茅, 在一位手捧着献祭之器

皿的侍从的陪同下, 来到周武王的营地, 以此

表明他已准备愿意像一只羊一样, 作征服者的

活祭. 周武王很受感动, 亲自松开微子的双手, 

并恢复他原有的尊位. 后来摄政的周公封微子

的国于宋, 即今日的商丘一带, 微子也因此成

为宋国的国君与始祖.17 

 

 微子愿意像一只

羊一般, 献为祭物, 表明

中国古代的人 , 对替罪

(代罪)的概念有深刻的认

识; 就如中国皇帝在天坛

进行祭天大典时献上祭

牲, 表明祭祀者该当的罪, 

改由献祭的牺牲(祭物)来担当. 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就是世人的“代罪羔羊” —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或作: 背负)世人罪孽的”(约翰

福音 1:29); 在十架上, “祂像羊羔被牵到宰杀

之地”, 为我们世人赎罪  —  “祂为我们的过犯

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祂受的刑罚, 我们

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以赛亚

书 53:5-7). 只要我们愿意信靠祂作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因这“代罪羔羊”而罪得赦免,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 3:16). 你愿意信靠祂吗? 

                                                           
16   “微”是微子的封国, 原在现今的山西省潞城县东

北, 过后微子又迁到山东梁山西北, 所以那里也称为“微”. 
17 http://meiri.jguo.cn/mryr/2013/0922/40442.html; 

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1045

401&language=big5 .  

http://www.baike.com/wiki/微子祠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4816/10031620.htm?fromtitle=%E5%BE%AE%E5%AD%90%E5%90%AF&fromid=6591904&type=syn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44816/10031620.htm?fromtitle=%E5%BE%AE%E5%AD%90%E5%90%AF&fromid=6591904&type=syn
http://meiri.jguo.cn/mryr/2013/0922/40442.html
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1045401&language=big5
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1045401&language=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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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祭天(祭天大典)出宫时, 仪式浩大,  

前呼后拥, 共有三四千人, 队伍绵绵数里长 

中华神州                            寻根 
 

中国皇帝举行 

“祭天大典”之处   

—  天坛 (下) 
 

(文接上期)  

 

编者注: 我们在上期讨论到天坛(Altar of Heaven)

的历史、设计, 并它与郊祭的关系, 也探讨

在天坛举

行的祭天

大典仪式 , 

包括这重

要祭典所

使用的祭

物和祭典

前的种种预备. 本期, 我们将继续探索有关

祭天大典的九项重大仪式, 并思考这称为

“郊祭”的祭天大典之重要意义.  

 

(G) 祭天大典的九大仪式 

唐振基指出, 天坛的祭天大典包含九

项重大仪式 :18 (1) 迎帝神 ; (2) 奠玉帛 ; (3) 

进俎; (4) 行初献礼(或称: 初祭酒  —  武功

舞); (5) 行亚献礼(或称: 亚献  —  文德之舞); 

(6) 行终献礼(或称: 终献); (7) 撤馔; (8) 送

帝神; (9) 望燎(也称: 奉燎).19  

 

(一)   迎帝神 

皇帝在太常寺官的恭引 , 来到圜丘坛

南边的第二层御位,20 在那里, 面对着坛顶的
                                                           
18   祭天大典的历史源远流长, 据传始于黄帝. 古人

对祭天非常重视, 以祭天的场所中国北京的“天坛”为例, 

原占地 272 万平方米, 面积比北京的紫禁城(故宫)还大

些. http://cul.china.com.cn/lishi/2012-03/14/content_4872495.htm 
19   参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71089.htm#5. 
20   “圜丘坛”也常简称为“圜丘”(注: 唐振基在《先

贤之信》一书中采用“圜丘”一词, 但《上帝给中国人的

应许》一书则采用“圜丘坛”). 本文采用“圜丘坛”一词, 

为要强调此处的功用  —  献祭的“坛”. 

“皇天上帝”的牌位. 皇帝站在第二层的中间

位置, “意味着他在这一庄严的仪式中, 是上

帝和人之间的中间人 .” 所有的王公、大

臣、典仪唱乐舞生及执事人员, 按照各自的

品级和功能, 分别侍立在圜丘坛上或它的周

围. 他们面北而立, 以示卑微.  

 

钟声停止, 意味着典礼第一阶段  “迎

帝神”的开始 . 在圜丘坛东南面的绿色琉璃

燔柴炉内, 点燃松、柏枝, 迎接帝神的到来. 

司香官恭引皇帝上香, 仪式进行的整个过程

中 , 香烟缭绕 , 直达苍穹 . 乐师们开始演奏

“中和之曲”, 典仪高唱歌颂造物主上帝大能

的古老乐章.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于昔洪荒之初兮.混蒙.五行未运兮. 

两曜未明.其中挺立兮.有无容声.神皇出

御兮.始判浊清.立天立地人兮.群物生生. 

 

译文: “太初时期, 一切都是洪大而荒芜

啊, 蒙蔽混沌的, 五行还未运行啊, 两大

星(太阳和月亮)也未发光. 其中所挺立

的啊, 无声无形. 但祢这全能的神明, 在

祢的大能中出现啊, 首先将混浊与清洁

分开. 祢立定了天, 立定了地, 创造了人

啊. 群生万物开始生生不息.”21 

 

 

这些颂词与圣经开始的描述是多么相

似: “起初, 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

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 ‘要有光’, 

                                                           
21   为了保持本文的统一性, 帮助辨别, 编者把唐振

基书中用作上帝代名词的“他”改成“祂”, “你”改成“祢”.  

http://cul.china.com.cn/lishi/2012-03/14/content_48724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71089.ht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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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06期 (2015年 7-9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北京天坛南端的圜丘坛 (主要祭天之处) 

就有了光 . 神看光是好的 , 就把光暗分开

了”(创世记 1:1-4). 

 

皇帝过后被恭引到圜丘坛最上层“皇

天上帝”的神位前. “皇天上帝”的神位面南 , 

是平常专属于皇帝的位置, 这样的位置排列

表明皇帝在上帝面前的卑微. 司香官跪着持

香 , 皇帝也应邀

跪拜 . 皇帝跪着

上香, 大礼敬拜. 

接着, 皇帝起身, 

以跪拜姿势向

列祖列宗上香 . 

然后 , 皇帝退回

到第二层的位置 , 向上帝行三拜九叩礼 . 此

乃敬拜中最谦卑的姿势, 三次面伏于地的跪

拜, 每次叩头三次. 所有王公、贵族 、大臣

也依此效法. 此刻, 乐师们演奏第二乐章“元

和之曲”: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帝辟阴阳兮造化张.神生七政兮. 

精华光.圆覆方载兮.兆物康. 

臣敢只报兮.拜荐帝曰皇. 

 

译文: “噢, 上帝, 当祂分开阴阳(即天

地)之时啊, 祂的创造化育彰显了. 祢

创造了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啊, 它

们的精神光照天啊, 遮盖支撑一切的

地土. 万物都健康安乐. 臣大胆地报

答啊, 进献上帝, 称祂为大.” 

 

  

通过这些颂赞的诗歌、虔诚的敬拜 , 

当代整个中国最有权势的皇帝, 在上帝面前

俯伏于地. 上述的文词中显示 , 中国皇帝在

上帝面前也要俯首称臣  —  称自己为“臣”  

—  表明他自认为是上帝的仆人 . 这与皇帝

在祭拜其他的神灵时, 他称自己为“朕”相比, 

是有很大的不同 . 这用词上的区别 , 表明皇

帝在此只是敬拜上帝, 而不是别的神灵.22 

 

(二)   奠玉帛 

 祭天大典的第二阶段 , 是献上玉板和

制帛 . 乐师们演奏第三乐章“休和之曲”. 此

曲是对上帝的圣洁之名和丰盛慈爱的感恩

之歌.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帝垂听兮.义若亲.子职庸昧兮. 

无由申册表荷鉴兮.泰号式尊. 

敬陈玉帛兮.燕贺洪仁. 

 

译文: “上帝, 要垂听我们啊, 就像父一

样亲. 我, 祢的孩子, 平庸愚钝啊、无法

申诉缘由. 写成书册, 呈上感谢祢的监

察啊, 祢的名为大, 形象尊贵. 我们敬虔

地展献这些玉帛啊, 我们颂赞祢的大爱, 

如同燕子欢喜雀跃一样.” 

 

 

在”休和之曲”演奏期间, 皇帝再一次

去到圜丘坛上层的上帝之神位前. 掌管玉帛

的官员们跪下来献上摆放制帛祭品的篚, 上

帝跪着接受 . 丝绸上盖着已经写好的祝词 , 

在上帝面前正式地敬献和吟诵后, 这些丝帛

在礼成之后, 被送到燎炉焚烧.23 

  

(三)  进俎 

 “俎”是用来盛祭牲的礼器 . 这木制及

涂有亮漆的礼器里面 , 盛着烤好的牛犊 , 摆
                                                           
22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中国上海: 中国出版

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05 年), 第 118-120 页. 有关祭天

大典所敬拜的对象“皇天上帝”与其他神明的不同, 请参

本文附录: 皇帝跪拜上帝, 不跪拜佛. 
23   同上引, 第 120-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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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干”和“戚”的武功舞 

放在皇帝面前. 烧汤官向盛放在俎内的牲牛

浇上热浓汤. 唐振基写道: “这是一种不加调

料的清炖肉汤, 用来献给上帝 . 这个献祭的

本意是交还上帝所赐予的自然之物, 尽可能

地保持原有本质 , 因此汤中不加调料 . 圣经

中的献祭也要符合三个必须的条件: 简洁、

无瑕疵和美味.”(参利未记 1 至 5 章的祭物) 

 

 皇帝从南面登上台阶 , 手捧着盛汤的

俎, 来到上帝及先祖的位前 . 他在上帝面前

跪拜一次, 又在祖先面前跪拜一次 , 再恭敬

地将汤举起献上 . 随之, 乐师们演奏第四乐

章“豫和之曲”. 演奏期间 , 皇帝退回第二层

的位置上.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大筵弘开.备声如雷.皇神赐享.臣衷涓埃.

大鼎炮烹肴馐馨馐裁.帝歆兮.兆民之福.

臣感恩兮何如幸哉. 

 

译文: “盛大的筵席已摆上, 欢呼声如雷. 

至高无上的上帝应许要享用祭物, 臣子内

心深感卑微如细小的水流和尘埃. 祭牲已

在大锅内煎煮, 佳肴珍馐, 馨香美味. 上帝

享用我们的祭物, 预兆着万民的福气, 臣

感谢上帝的恩惠, 臣子是何等的幸运哪.” 

 

  

皇 帝 第 四 次

登上台阶, 用俎盛上

祭牲献上. 祭牲是一

个特选、没有杂色

的牛犊. 此牛犊必须

是 一 岁 的 、 头 生

的、没有残疾的. 这

与圣经对祭牲的要

求 相 似 . “ 要 无 残

疾、一岁的公羊羔” 

(出 12:5). “惟独牲

畜中头生的, 无论是牛是羊 , 既归耶和华…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利 27:26; 注: “耶和华”

是上帝的名称). 在旧约圣经中, 上帝要求献

祭的牲畜是头生的, 预示耶稣基督的超凡.24 

同时也要求祭物是无残疾的, 预表耶稣基督

的生命是圣洁无罪、完美无缺的. 

 

 (四)   行初献礼(或称: 初祭酒  —  武功舞) 

仪式继续进行, 跟着是三次向皇天上

帝和自己的列祖敬酒. 在第二次敬酒时读祝

祷文. 乐师们献上“寿和之曲”: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大高降恩鉴微情何以承.臣

愚端拜奉瑶觥坚寿无极并. 

 

译文: “伟大至高者降下祂恩惠的监察, 

谦卑(卑微)的我怎样承受呢? 臣愚拙, 双

手捧起这美玉般的杯子, 敬拜祂,  

愿祂的年日没有穷尽.” 

 

 

 在乐曲的伴奏下, “武功舞”出场了. 武

舞生手持“干”和“戚”从南门而入, 跳起武功

舞 . 颂赞国家

军 事 力 量 之

强大 . 司祝官

来到祝案前 , 

跪 下 叩 拜 三

次 . 乐曲停止

后 , 他要继续

跪在那里 . 皇

帝和他的官员

们跪下聆听司

祝官宣读祝文. 

长长的祝文是

对皇天上帝上

一年眷顾的感

恩 , 答谢上帝

保佑人们风调雨顺、臣民安康等. 直到司祝

官读完祝文后, 皇帝和他的官员们才起立. 

 

 以下是明朝嘉靖皇帝在 1522 年至

1566 年间统治中国时所使用的祭天祝文. 

                                                           
24   同上引, 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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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之舞中的“羽竹之舞” 

 
图为多人在祈年殿前表演“羽竹之

舞” (注: 真正的祭天大典时 , “羽竹

之舞”只由八个人在圜丘坛旁表演)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仰惟支造兮.于皇昊穹.时当群阳兮. 

大礼钦崇.臣惟蒲柳兮.蝼蚁之衷. 

伏承眷命兮.职统群工.深怀愚昧兮. 

恐负洪德.爱遵彝典兮.勉竭微忠. 

遥瞻天阙兮.宝辇临坛.臣当稽首兮. 

只迓恩隆.百辟陪列兮.舞拜于前. 

万神翌卫兮.而西以东.臣俯伏迎兮. 

敬瞻帝御.愿垂歆鉴兮.拜德曷穹. 

 

译文: “奇妙的创造主, 我带着深思仰望

祢. 祢(所居住)的穹苍是何等的浩大. 此

时, 自然开始显露其阳刚之气, 借这样盛

大的仪式, 我敬虔地尊崇祢. 祢的仆人我, 

只是一介草柳, 蝼蚁之心, 但却得蒙祢恩

惠之道, 委命我掌管帝国, 我深知自己无

知蒙昧, 恐怕有辱祢的恩宠. 所以, 我遵

守所有的条例和法度. 竭诚尽忠, 恪尽职

守. 我从这里, 远远地观望祢的天宫, 愿

祢乘驾车马来至坛前. 祢的仆人我, 叩头

俯首, 恭敬地期待着祢的大恩. 我的臣子

们与我一同列队, 在祢面前欢喜敬拜. 所

有神灵从东到西护驾着祢. 祢的仆人, 我

俯首见祢, 恭敬地等候祢的到来, 噢, 上

帝. 我们敬拜祢, 祢应许会接纳我们的献

祭, 顾念我们. 祢的恩德无穷无尽.” 

 

 

 随着音乐节拍加快 , 皇帝与官员们在

皇天上帝面前行三拜九叩礼 . 皇帝祭酒后 , 

再回到圜丘坛第二层的位置上. 武功舞结束

后, 第二支舞蹈队已经排列等候了.25 

 

(五)   行亚献礼(或称: 亚献  —  文德之舞) 

 接下来

是“行亚献礼”. 

行亚献礼的进

程和前一次相

似 , 只是第二

次敬酒时 , 要

演奏以下这支

“太和之曲”: 

                                                           
25   同上引, 第 123-125 页.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群生总总兮.悉蒙始恩.人物尽囿兮. 

于帝仁.群生荷德兮.谁识所从来. 

于惟皇兮亿兆物之祖真. 

 

译文: “一切众多的族类在生命起初之时, 

都仰望祢的恩惠啊! 因为上帝仁慈, 万物

才能生活感恩啊! 谁都不知道祝福从何而

至. 唯独祢, 噢主, 是万物的始祖与真本.” 

 

  

圣经中也同样赞扬上帝创世和赐福的

恩典: “神啊, 祢降下大雨; 祢产业以色列疲

乏的时候, 祢使他坚固. 祢的会众住在其中; 

神啊 , 祢的

恩惠是为困

苦 人 预 备

的”(诗 68:9-

10). 随伴着

“太和之曲”, 

八个文舞生

从 东 而 入 , 

表 演 “ 羽 竹

之舞”.26  

 

(六)   行终献礼(或称: 终献) 

 和着乐师们演奏的 “永和之曲 ”(“永

和”意即永远的平安), 皇帝第三次也是最后

一次向上帝敬酒.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宝宴弘.玉几凭.璎液升. 

乐舞翻协气凝.民物仍. 

臣衷蹇蹇兮.报无能. 

 

译文: “珍馐美味的宴席已摆好, 椅子

已放好, 如珍的美酒已随乐舞献上. 

灵魂和谐相聚, 人与生灵俱都快乐. 

臣心中焦灼啊, 无法报答.” 

 

 

                                                           
26   同上引, 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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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大典时, 皇帝在圜丘坛中央的最

上层和第二层进行各种的献祭之礼. 

 乐队演奏“永和之曲”时, 文舞生像在

第二次敬酒时一样 , 再次跳文德舞 . 乐曲完

毕, 文舞生退场, 赞礼官献上酒与肉. 两名官

员捧着酒与肉来到上帝的位前, 敬虔地举起. 

在拂晓的寂静中 , 皇帝登上台阶与上帝“共

享美食”. 皇帝右边的两名官员先后捧上酒

和肉给皇帝, 皇帝将之敬虔地举起 , 以示领

受. 过后, 皇帝行三拜礼, 退回拜位后, 引领

群臣行三拜九叩礼.27 

 

(七)   撤馔 

 祭天大典的最后三个步骤 , 是由撤馔

开始 . 行撤撰礼时 , 乐队奏“咸和”之曲(“咸

和”意即全是平安).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太奏既成.微诚莫倾.皇德无京.陶此

群生.巨细馍饼.刻小臣之感衷兮.罔

罄愚情.实弘涵而容纳兮.曲赐生成. 

 

译文: “乐舞虽然终毕, 但我们的谦诚

还未曾诉尽. 祢无上的恩德是无限的. 

祢是陶匠, 创造了一切的生命. 无论大

小, 都笼罩在祢(的慈爱)之下. 祢谦卑

仆人心中深刻地感谢祢啊, 以至有无

法述尽愚拙之情. 祢以大爱包容我们

啊, 赐我们生命和昌盛.” 

 

 

 圣 经

中也提到造

物主上帝如

陶匠, 人是泥

土 , “耶和华

啊, 现在祢仍

是我们的父 ! 

我们是泥, 祢

是窑匠 (即陶

匠 ); 我们都

是祢手的工

作”(赛 64:8); 

                                                           
27   同上引, 第 127 页. 

又说: “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啊, 我待你们, 岂

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 以色列家啊, 泥在窑

匠的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耶
18:6).28 

  

(八)   送帝神 

 在此仪式中 , 

特定的官员来到上帝

的位前 , 撤走礼天仪

式巨大的、圆形的、

灰白色的苍碧.  苍碧

被撤下时 , 乐师们演

奏“清和之曲”.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礼诋册荐兮.皇神垂享万舞毕举兮. 

九成已行.帝赐洪庥兮.大我家庆. 

金鸣玉振兮.声镗镗.群僚环佩兮. 

响叮当.神人交贺兮.赞帝皇.宝称泰号

兮.曷有穷量.永固高厚兮.宰御久常. 

微臣顿首叩首兮.攸沐恩光. 

 

译文: “以敬虔的仪式呈上书写, 愿伟大

上帝垂顾享用, 献上所有的舞蹈啊, 配之

九曲的回应啊. 噢, 上帝, 赐大的祝福为

我们增添了福乐啊. 铁器石器发出旋律啊, 

官员们嵌珠宝的腰带发出叮当之声. 人与

神明一同庆贺上帝, 赞美上帝伟大, 尊敬

祢的大名啊, 岂有限度, 岂可衡量? 祢永

远立定诸天, 建立地稳固的根基. 祂的国

权到永远. 祢不配的仆人, 我俯首于尘土

之中, 沐浴在祢的恩典与荣耀里.” 

 

 

 世上帝王的国权朝代兴衰连连 , 但上

帝的国权永远常存, 如圣经所说: “祢的国是

永远的国 ! 祢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 诗

145:13), 此乃 “ 清和之曲 ” 所谓 “ 宰御久

常”(意指上帝的国权存到永远)之深邃意义. 

 

在乐师们演奏“清和之曲”时, 皇帝和

他的陪祀官员再次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恭送
                                                           
28   同上引, 第 127-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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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回归天上.29 值得留意的是, 中国古人相

信上帝不住地上任何宫殿, 这与圣经教导相

同,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

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 

赐给万人”(徒 17:24-25).  

 

(九)   望燎(也称: 奉燎) 

 在这最后的典礼中 , 特定的官员从祭

坛的神位前依次撤下祝板、制帛、香等, 送

到位于祭坛旁的燔柴炉. 皇帝面向东方站立, 

观看祭品焚烧; 此刻, 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 

然后皇帝退回到第二层, 从配位撤下的香、

制帛等祭品, 被送到燎炉处. 这时, 乐队演奏

“熙和之曲”(“熙和”意即光明和乐的平安). 

 

 

《大明会典》第八十二卷:  

瑶简拜书兮.泰号成奉扬帝前兮. 

资离明珍币嘉肴兮.于祝诚均登巨照兮.

达立清九垓四表兮.莫不昂膜. 

庶类品汇兮.悉庆洪名. 

 

译文: “在玉板上尊敬地写上啊, 祂的大

名. 把珍贵的玉帛和上好的肉祭啊, 呈献

在上帝面前. 我们以诚实的祷告, 放入火

中, 焚烧, 愿这缕缕的烟雾上达苍天. 全

地都仰望祢啊. 没有不举起汇集各类物

品的啊, 都来欢庆祢的大名.” 

 

 

 最后, 乐师们演奏“礼毕之曲”. 皇帝被

恭引着出祭坛外墙的左侧门, 来到临时帷幕, 

更换朝服 , 

然后乐师

们 演 奏

“ 护 和 之

曲”, 皇帝

便起驾回

宫 . 那些

没有参加

祭天大典

                                                           
29   同上引, 第 128-129 页. 

的贵族和大臣们, 已在紫禁城的午门列队恭

候, 跪迎皇帝回宫.30 

 

 值得一提的是, 祭天大典是中国历代

皇帝唯一需要行“三跪九叩大礼”的仪式. 在

祭典里 , 万人之上的皇帝要在四项仪式中  

—  迎帝神、行初献礼、行终献礼、送帝神  

—  谦卑地行此跪拜大礼.31 有者写道: “祭天

典礼在黎明开始, 皇帝从中层平台走到上层

天帝(皇天上帝)牌位前下跪上香 , 然后返回

中层行三跪九叩大礼 , 再上去跪献玉帛, 又

上去三次献三杯酒 , 每次都要一跪三叩 . 这

套礼节, 还要在两侧配享的祖先牌位前再重

复两次, 最后率领陪祭群臣再行三跪九叩大

礼, 然后撤供, 将供品送进火炉中烧掉, 以示

由神灵带回天上享用 . 这样算来, 皇帝祭天

时, 要由中层平台至上层往返 19 次, 下跪 31

次, 叩头 66 次.”32 实在令人惊讶不已. 

 

由此可见, 中国古人所敬拜的“皇天上

帝”是至高无上, 何其尊荣可畏, 连中国地位

最高、权势最大的皇帝也要如此谦卑地俯

首称臣, 俯伏跪拜, 承认“臣惟蒲柳兮, 蝼蚁

之衷”(译为: 祢的仆人我, 只是一介草柳, 蝼

蚁之心). 诚然, “皇天上帝”正是圣经中那位

至高无上的创造主, 与道教的诸神众仙和佛

教的佛祖菩萨是有天渊之别的. 

                                                           
30   同上引, 第 129 页. 
31   http://www.baike.com/wiki/皇帝祭天 . 
32   http://liyi.91ddcc.com/c_14697.html . 

http://www.baike.com/wiki/皇帝祭天
http://liyi.91ddcc.com/c_146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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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圣经吩咐以色列人要宰杀无

瑕疵、无残疾的羔羊来献祭赎罪 

 
西安的土丘坛 (天坛的前身) 

(H) 郊祭的意义 

郊祭是祭天大典的前身 . 我们已在上

期简介了郊祭, 所以不必在此重复 , 除了要

进一步探讨郊祭背后的意义. 唐振基正确写

道 : “就如

以 色 列 民

曾 经 忘 记

了 上 帝 设

立 献 祭 制

度 的 重 大

意义一样 , 

中 国 的 皇

帝 虽 然 几

千年来遵守举办盛大郊祭的礼仪, 却不了解

其全部的含义. … 中国的皇帝举行这些仪式

是出于传统, 而不是出于内心深处对真神上

帝的渴望. 虽然如此, 上帝要求献祭的真理, 

仍然透过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尊崇的神圣仪

式彰显出来. 通过这些仪式 , 上帝要人类了

解祂严格的要求、代罪的原则, 要预备好一

颗清洁的心、喜乐的心.”33 

 

(H.1)   上帝严格的要求 

 郊祭暗示了上帝要人类接近祂的方法, 

从中更显明上帝严格的要求. 唐振基评述道: 

“或者有人根据时尚认为 , 如今可以有许多

方法来认识上帝, 但圣经确切地指出这是错

误的. (中国)古人对郊祭步骤的重视、周密

的准备和特别

的关注 , 都表

明古人知道上

帝已为他们设

立 一 个 特 殊

的、切实可行

的亲近祂的方

法 . 至高无上

的统治者皇帝, 

严格地遵守上帝规定的祭祀礼仪, 就好像祂

也希望祂的臣民 , 像他敬拜上帝一样 , 遵守

祂制定的礼规. 上帝是圣洁的、全能的, 祂

                                                           
33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129 页. 

为人类预备了亲近祂的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献一只无瑕疵、没有残疾的纯色的牺

牲. 只有毫无瑕疵的牺牲之血 , 才可以被上

帝悦纳, 涂抹献祭者, 免除他的过犯.” 

 

这与圣经的教导完全吻合 . 新约圣经

告诉我们, 上帝已为世人预备了亲近祂的方

法, 就是借着祂的爱子主耶稣基督 . 主耶稣

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指父上帝)那里去”(约翰福音

14:6). 中国古人亲近上帝的方法, 必须遵循

上帝的特殊方式  —  借着献上无瑕疵的祭

物. 照样, 我们若要近亲上帝, 就要借着主耶

稣为世人所作的献祭  —  祂一次献上自己, 

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 9:12),34 使

人 得 以 靠 着

祂亲近上帝 . 

诚然 , 主耶稣

是圣洁的 , 如

同“无瑕疵、

无 玷 污 的 羔

羊”(彼得前书

1:19). 祂为罪

人死在十架上 , 担负世人的罪孽(约翰福音

1:29). 因此, 圣经说: “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祂为敌. 但如今祂借着基

督的肉身受死 ,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 都成了

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

面前”(歌罗西书 1:21-22).  

 

(H.2)   代罪的原则 

祭牲从牺牲所到宰牲亭 , 必须经过丹

陛桥下面的一个门 , 这个门叫“鬼门关”. 牺

牲在这里的象征意义是替罪者. 在接下来的

祭祀仪式中 , 本来祭祀者该担当的罪 , 改由

献祭的牺牲来担当 .35 圣经也教导有关代罪

羔羊或替罪受死的道理 . “因基督也曾一次

                                                           
34   希伯来书 9:12: “(基督)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35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132-133 页. 有关

代罪的事例, 请参本期(2015 年 7-9 月份, 第 106 期)《家

信》的“福音亮光: 微子肉袒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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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振基所著的

《先贤之信》 

 
在天坛范围里的“皇穹宇”内并无任何 

偶像,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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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罪受苦(“受苦”有古卷作“受死”), 就是义

的代替不义的 , 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 . 按

着肉体说 , 祂被治死 ; 按着灵性说 , 祂复活

了”(彼得前书 3:18). 耶稣基督如祭牲一般, 

代担人的罪, 使一切信靠祂之人的罪得蒙赦

免, 得以进入天堂, 去到上帝面前. 

 

(H.3)   以清洁的心敬拜 

唐振基在《先贤之信》一书中指出 , 

祭天大典前 3 天, 皇帝开始

斋戒 , 前两天在紫禁城皇宫

内, 最后一天在天坛的斋宫. 

斋戒期间 , 皇帝要平心静

气、不吃荤、不饮酒、不近

女色、不理刑名及任何娱乐, 

以达到身体和思想的彻底净

化 . 在祭祀的前一天 , 皇帝

进行了一切阅视之后, 要到斋宫里继续斋戒, 

用香精沐浴, 以表达对上帝尊敬的洁净仪式. 

 

斋戒是净化内心及清整身心的仪式 , 

是皇帝预备自己, 以虔诚、清洁的心朝见上

帝 . 可见中国古人意识到只有清洁的身心 , 

方能亲近上帝. 圣经强调朝见上帝必须圣洁, 

“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希伯

来书 12:14); 又说: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

能站在祂的圣所? 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

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诗篇 24:3-4). 

 

(H.4)   以喜乐的心敬拜 

 祭天大典时有鸣钟、乐舞的仪式 . 这

表明人当用喜乐的心敬拜上帝. 唐振基写道: 

“因与上帝的

关系所带来的

内在喜乐 , 是

任何人都无法

毁掉的祝福 . 

真正认识上帝

的人 , 上帝会

把喜乐放在他的心里. 就像耶稣在新约圣经

约翰福音 15:11 中应许的: ‘这些事我已经对

你们说了 ,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36 

 

 

(I) 结语 

1914 年 12 月 23 日, 袁世凯携内阁阁

员在天坛的圜丘坛上, 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

后一次祭天典礼 . 袁世凯去世后, 民国政府

停止举行祭天典礼, 所以这绵延中国历史长

达三千多年的国家祭祀制度也就此终止 .37 

无论如何, “大明会典”记载了祭天大典时所

演奏的歌曲和吟诵的祝文. 我们从中清楚看

出 , 中国历代皇

帝在祭天大典

上所敬拜的那

位 “皇天上帝 ”, 

其实与圣经所

描述的上帝有

许多相似之处 . 

简言之 , 祭天大

典和它的前身  —  郊祭, 证实了中国古人对

圣经中的上帝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这不为奇, 

因为中国的先祖也源自挪亚的三子之一, 他

们肯定认识上帝, 也把这样的知识透过中国

文字和中华古代传统礼仪传递给后代.  

 

论到郊祭, 唐振基写道: “郊祭看起来

是繁琐的、精心安排的, 但郊祭的本质却是

简单的. 用最简单的祭器、最简单的祭祀建

筑  —  祭坛, 采用最朴直的、诚实的方式, 

向万能的上帝献祭. 十字架上、最简单的形

式, 成就了人类最后的献祭 .”38 主耶稣本是

至高上帝的儿子 , 与上帝同荣同尊 , 但为了

拯救罪人, 祂谦卑来到世间 , 在十架上为人

流血舍命, 代人赎罪, 使一切信靠祂的人与

上帝和好, 正是旧约时代献祭所预表的意义. 

“但如今…(主耶稣 )把自己献为祭 , 好除掉

罪”(希伯来书 9:26). 靠着祂, 人才能亲近神. 

                                                           
36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109, 114, 132-133页. 
37   http://cul.china.com.cn/lishi/2012-

03/14/content_4872495.htm 
38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133 页. 

http://cul.china.com.cn/lishi/2012-03/14/content_4872495.htm
http://cul.china.com.cn/lishi/2012-03/14/content_48724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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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郊祭仪式中, 皇帝一年一次的迎帝

神、送帝神. 这是上帝与人所立的约 . 可惜

的是, 在这约中 , 人与上帝的关系只是短暂

的. “但是,” 唐振基写道, “现在因着耶稣的

死与复活, 人类就可以

享受随时与祂同在的

特权! 在新约中, 祂应

许要与人类同住 .” 信

靠主耶稣的人, 现在便

享有上帝同在的福气, 且在将来, “上帝的帐

幕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 他们要作祂的子

民 . 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 作他们的上

帝”(启示录 21:3). 这是何等有福的光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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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皇帝跪拜上帝, 不跪拜佛 

 

祭天大典所敬拜的对象   —  “皇天上

帝”, 是远远超越“佛”的地位. 以下摘录自百度

百科中“皇帝祭天”一文的其中一段: 

 

尽管佛教人士立论海阔天空 , 把释迦牟

尼吹得天上地下都通吃 , 但是古代的皇

帝, 除了祭祀上帝要行跪拜大礼以外, 进

寺庙还拜佛不拜佛呢? 答案是不拜 . 各

朝代关于宫廷礼仪的文献 , 没有关于皇

帝拜佛的仪式. 

 

关于皇帝应不应该拜佛的问题 , 正史中

从未将其作为一个严肃话题加以讨论 , 

在野史倒曾经有提及 . 北宋文豪欧阳修

退休后终老于颖州 (现名为阜阳), 闲暇

之余, 写下不少当朝的八卦新闻, 结集为

书, 名为《归田录》. 书中许多事情是他

亲身经历、见闻 , 加上他一代文豪的身

份, 这些八卦应该算是比较可信的史料. 

 

此书记载的第一条八卦便是关于宋太祖

的, 如同新闻联播一样, 最高级别的行政

长官的新闻总是占第一位的 . 这条八卦

写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初次去相国寺视察, 

在佛像前烧香时 , 赵匡胤是个有仁德的

皇帝 , 就想着不礼拜的话未免有失态不

敬, 但因为没有可循的先例, 就突然犹豫

不决 , 问左右众多陪同领导视察的大小

官员、僧人: “寡人应该下跪去拜呢? 还

是不拜?” 一个叫赞宁的僧录(中央最高

僧官)回答说 : “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明

朝人蒋一葵在《尧山堂外记》中亦记有

此事, 为“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可见在僧侣的心目中, 佛不是神, 佛就是

人, 就是人做的(指人成佛), 皇帝也就是

佛, 皇帝不需要拜佛. 但要是某个僧侣敢

建议皇帝不祭天, 不祭拜皇天上帝的话, 

那么他可能会掉脑袋.  

 

皇帝把祭天这样的对人有益的礼仪交给

自己独揽 , 然后把拜佛这样的自愚自乐

的礼仪交给其他人 . 和尚们推进了对皇

帝的神化 , 阻隔了普通百姓对皇天上帝

的认识 , 但是他们却不敢对皇帝这么去

做, 民众离开了对皇天上帝的认识, 不可

避免的就会以为皇帝、佛就是至上的神

明, 在中国, 客观地看来, 佛教是皇权专

制的帮凶.39  

                                                           
39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71089.htm#5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71089.ht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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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博 (Lee Strobel) 

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五): 
挑战三: 耶稣的复活已不可信了(上) 

 
编者注: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的真品, 必有模仿

伪造它的假货 .” 以百元美钞为例 , 虽然

各地警方严打伪钞 , 但伪钞依然层出不

穷 , 而且制作水准之高 , 叫人目瞪口呆 , 

防不胜防. 鉴证专家告诉我们: 识别伪钞

的最有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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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纸质、油墨、

纹理水印、特别记认标志等. 简言之, 对

真钞认识够深, 就容易看穿伪钞, 不管假

装得何等相似. 

 

基督信仰的护道学 (apologetics), 40  可谓信仰

的鉴证科 , 在有关基督或基督信仰的题目上 , 

为世人辨析真伪. 耶稣基督

既然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祂

的出生、事奉、神迹、受

死、复活, 向来都是怀疑与

不信者的攻击目标与内容 . 

诚如《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

真伪》一书的序言所指出 , 

近世随着某些“神学家”、

“学者”的兴起, 矛头更直指

新约圣经的权威地位: 一方面质疑四福音的成

书年期、内容有否被后世窜改等, 另一方面又

抬举一些“另类福音书”(如《多马福音》、

《马利亚福音》、《犹大福音》等 )的权威 , 

使之与四福音分庭抗礼. 

                                                           
40   “ 护 道 ” 英 文是 “apologetics”( 源 自希 腊文 : 

apologia {G:627}, 意即“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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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道”(主耶稣)和“记载之道”(圣经), 而非为宗教

辩护, 所以译之为“护道”而非“护教”更为贴切. 期望透

过“护道战场”专栏 , 我们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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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上述经文的“回答”、“分诉”和“辨明”三词, 在希腊

文都是 apologia 一字). 

此外, 怀疑与不信者又举着“文化研究”的招牌, 

强说新约圣经作者把异教文化中的远古传说

套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有者甚至把基督信仰

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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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了约翰二书第 7 节的话: “因为世上有许多

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

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为了寻找真相 ,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

硕 士 史 特 博 (Lee 

Strobel) 41决定面对这

些挑战 . 他踏上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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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精彩的

访谈实录都写在《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

(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一书, 经过改编

后, 将会逐一刊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

栏, 请别错过. 

 

                                                           
41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名日

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奖的

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兼法律版主编,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

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其藐视和反对基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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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证实圣经

的可靠性, 并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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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一举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

仰. 结果, 他发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

科学事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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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更把探索信仰的旅程逐一写成护道畅销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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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目前最新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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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 , 竟

然同时有两本攻击耶稣复活的书 , 这正

好反映公众对耶稣复活的课题深感兴趣. 

贝真特 (Michael Baigent) 在《耶稣档

案》(The Jesus Papers)中说, 彼拉多根

本不想耶稣死 , 因为

耶稣向来鼓励人交

税给罗马 . “试问彼

拉多怎会审讯一个

至少表面上看来完

全支持罗马政策的

人 ? 更遑论把他处

死!” 贝真特声称, 彼

拉多略施小计 , 先公

然判耶稣死罪以息民愤 , 然后暗自设计 , 

让耶稣被钉十架而不死. 按贝真特的说法, 

钉十架不是必死无疑的! 此外 , 前美国主

教约翰·施邦(John Shelby Spong)宣告说

耶稣死后没有复活 : “耶稣已经入土为

安…只剩一堆白骨 . 后来连白骨也没有

了.” 换言之, 有者说主耶稣没有死在十架, 

有者说祂没有复活 . 然而 , 事实真是如此

吗 ? 为了查出真相 , 美国《芝加哥论坛

报》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博

(Lee Strobel, 下文简称“史”)采访了一位

钻研复活课题的专家李康纳博士(Michael 

Licona, 下文简称“李”).42               

                                                           
42  编者注: 编者坚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

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从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

博士, 竟是不全然相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

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

些认识(而非高举受访者), 以下列出他的学历和专长: 

李康纳(Michael Licona)是研究复活课题的专家. 他的宗

教研究硕士论文是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为题, 他在普勒多

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Pretoria)念新约圣经研究时的博

士论文, 是以各种历史方法论去衡量耶稣基督复活的见

证. 他与哈伯马斯(Gary R. Habermas)合著了 2004 年得

奖书《耶稣复活的理据》, 也为《圣经文学评论》及

《24 位学者指出科学、考古学、哲学均已证明有神》

等学报及书籍撰写文章. 由于对伊斯兰了解甚深, 他写

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名为《保罗遇上穆罕默德: 基督

徒与穆斯林辩论复活》. 他已在超过 70 间北美洲的大

学里演讲过, 也上过数个电视节目为主护道和证道. 从

2005 年至今, 李康纳出任美国南浸信会北美洲差会护

教(护道)与合一布道部, 负责训练领袖, 开发资源, 并担

任关乎世界宗教、异端、护道之顾问. 

挑战三: 耶稣复活已有新解释 , 过去看

法已经站不住脚 

 

(A) 新发现否定了耶稣基督的复活? 

自 2000 年以来, 世人质疑复活的论据

推陈出新, 越演越烈. 究竟这些新发现和新攻

击有没有动摇了一些人的信仰立场呢? 北卡

州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宗教研

究系主任厄尔曼博士(Bart D. Ehrman)认为答

案是肯定的. “结果多年研究,” 他说, “我终于

得出结论: 我过去对历史证据的看法, 是完全

错误的 .” 这位保守派慕迪圣经学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与福音派惠顿大学 (Wheaton 

College)的毕业生, 如今已彻底是个“不可知论

者”(agnostic), 放弃了纯正的基督信仰. 

 

历代以来, 耶稣基督的复活受到质疑之

风的强烈侵袭. 在 2007 年复活节之前, 一套电

视纪录片播出后刮得更强劲 . 此纪录片声称 , 

以色列建筑工人在 1980 年意外发现了耶稣与

家人的坟墓(紧随纪录片之后, 是一本畅销书): 

泰比奥特墓园 (Talpiot Tomb)里面放着“约瑟

之子耶稣”的骨龛, 还有马利亚、约瑟、抹大

拉马利亚, 甚至“耶稣之子犹大”的骨龛. 这些

发现大有推波助澜之势, 叫人更加怀疑耶稣基

督是否真的复活了. 

 

史特博指出 , 走在

新近“质疑复活浪潮”前线

的是穆斯林. 他们明白, 只

要证明复活是没有根据的

事 , 基督信仰所有真理都

要倒下 . 穆斯林认为根据

《古兰经》 (Quran)教导 , 

耶稣根本不曾命丧十架 , 

因此当然也没有复活 . 穆

斯林著名护教者亚里(Shabir Ally)说 “弥赛亚

是战无不胜的”, 因此“被钉死的弥赛亚是矛盾

的, 就像四方的圆形、四边三角形…一样的不

通”. 无独有偶, 2007 年, 有位著名的印度教领

袖扬言耶稣基督从未死在十架上: “他只是受

了伤, 医好了就回到印度, 后来死在那里.” 说

此话者是印度民族组织领袖舒打山 (K. S. 

Sudar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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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研复活课题的李康纳 

 与此同时, 无神论者对耶稣基督复活的

质询也愈来愈激烈. 2005 年, 马丁(或译“马田”, 

Michael Martin)和卡利亚(Richard Carrier)等

人的文章结集出版, 名为《空坟》(The Empty 

Tomb). 这部 545 页的厚书反驳耶稣复活的所

有见证 . “耶稣研讨会”的会员普赖斯(Robert 

M. Price)在书中引言强调说: “耶稣已死.” 

 

芝加哥大学圣经研究博士、夏洛特北

卡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宗教研

究教授泰伯 (James D. Tabor), 在《耶稣皇

朝》中提出一套理论 . 泰

伯认为 , 耶稣的坟墓空了

非因复活 , 乃因亲人为他

另觅坟墓安葬 ! 他语出惊

人 , 说耶稣是葬在加利利

的沙法特城(Tsfat)外. 新约

圣经学者特鲁治(Arthur J. 

Droge)说他的理论“极可能

为寻索 ‘历史耶稣 ’的努力

打开新局面”. 对泰伯来说, 复活根本不可能 . 

“人死不能复生   —  除非那人根本就没有死  

—  但耶稣真的死了,” 泰伯说, “故此, 空坟只

有一个解释 —  耶稣被移葬别处.” 

 

当驳斥耶稣复活的言论广受媒体注意

之时, 不少基督徒也不断著书立说, 强调和证

实耶稣复活是可信的史实. 曾在牛津、剑桥大

学任教的赖特(N. T. Wright)于 2003 年, 出版

了厚 817 页的《神子的复活》. 他的结论是: 

“最能解释早期基督信仰核心历史数据的建议 , 

莫如耶稣肉身复活之说.” 

 

英国皇家学院院士、前牛津大学教授

斯温伯恩(另译“施温本”, Richard Swinburne)

几乎同时出版了《降世为人者的复活》, 阐释

神的特征与耶稣的生命  —  他认为此二者表

明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可

能的.  

 

还有正反两方短

兵相接的精彩辩论 . 近

年与无神论者激辩最多

的 , 要算是研究复活课

题的专家哈伯马斯(或译  “哈贝马”, Gary R. 

Habermas)和克雷格 (另译“克里格”, William 

Lane Craig). 哈伯马斯曾在全国电视上 , 与

《怀疑者》杂志宗教版编辑卡拉翰 (Tim 

Callahan), 辩论耶稣基督复活是否源于古代神

话. 但哈伯马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是他与驰

名世界的无神论哲学家福卢 (或译 “费路 ”, 

Antony Flew)在多年前的一次公开辩论. 当年

四位评判认为, 胜方是哈伯马斯, 一位认为打

成平手. 复活的铁证强而有力, 连福卢最后也

舍弃无神论立场, 转向有神论.  

 

至于克雷格 , 他于 2006 年与厄尔曼

(Bart D. Ehrman)辩论复活之说. 在这之前, 他

曾与无神论的新约圣经学者勒德曼(另译“伦

德曼”, Gerd Ludemann)激辩关于耶稣基督复

活一事. 勒德曼声称: “复活的基督, 一直以来

是教会见不得光的事! 众所周知, 基督没有复

活! 奇怪的是, 没有人敢突破框框 , 宁愿躲在

传统基督教的框架之内 .” 克里格与勒德曼的

辩论, 促成《耶稣复活是真是假?》一书的形

成, 此书为基督复活提出强有力的论证.  

 

耶稣基督到底有

没有复活? 答案会有深

远的影响 . 使徒保罗说 : 

“基督若没有复活 , 你们

的信便 是徒然 ”( 林前

15:17). 为此 , 史特博要

访问一位对耶稣基督复

活的课题别有心得的学

者  —  李康纳(Michael Licona). 他接受史特

博的邀请, 专程来到史特博家中接受访问. 

 

(B) 历史学者谈复活 

史特博先请李康纳坐在沙发上. 李康纳

打开满载历史研究资料的电脑, 准备接受访问. 

 

史: “复活之类的神迹, 应该超出历史学者的

研究范围吧? 厄尔曼说 ‘历史学者充其量

只能够探究可能发生的事 ; 复活之类的

神迹不可能发生 , 所以历史学者不能断

言有发生神迹的可能’.” 

李: “无法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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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有什么理由?” 

李: “如果有人说耶稣复活完全出于自然原因  

—  这当然绝不可能. 但根本从没有人讲

过这样的话  —  而是说 ‘是神使耶稣复

活了’. 如果世上有神 , 而神又愿意使耶

稣(基督)复活, 对我来说 , 这正是‘神迹’

的最合理解释. 归根究底, 这是世界观的

问题: 愿不愿意接受有神? 愿不愿意接受

神会使人复活?” 

史:  “复活的可能性, 可不可以用数学推算出

来?” 

李: “你得用‘贝斯定律’(Bayes’ Theorem)来

推算 , 这是相当复杂的‘或然率计算法’. 

但这也有难题.” 

史: “请说明.” 

李: “贝斯定律要输入‘背景资料’, 例如神有

多愿意叫耶稣复活? 我敢说你一定会认

为那太玄了吧.” 

史: “我同意 . 换句话说 , 用或然率来讲是讲

不通的.” 

李: “对! 单在数学上来讲, 厄尔曼说 ‘极不可

能’有复活事件, 是说不过去的.” 

史: “其实是世界观问题.” 

李: “对! 就连哲学家福卢(Antony Flew), 当

他仍是无神论者时, 也坦然承认若有神 , 

就极可能有复活的事. 纵观所有证据, 说

有神比说没有神是更合理; 如果有神, 神

当然可以叫耶稣(基督)复活.” 

史: “但有些历史学者一开始就不承认任何超

自然的事 ; 例如泰伯(James Tabor)说童

女 生 子 决

不可能, 所

以 马 利 亚

若非被奸 , 

就 是 与 人

有染! 又说

既 然 不 可

能有复活, 你就一定有其他的‘自然’解释. 

他是否言之成理?”  

李: “非也, 所言不能成理! 泰伯一方面运用

方法论的自然神学 , 使你不能以超自然

的角度来思考, 另一方面又用‘形而上学’ 

(metaphysical)的自然主义 , 一早咬定不

可能如此 . 他说历史学者只能以科学眼

光看事情, 断不可以把神的因素放进去 . 

无父则无子, 女人没有男人, 就绝对生不

出孩子. 但他怎知道呢? 这就是‘形而上

学’的自然主义 , 43 一开始就把超自然因

素完全排掉.” 

史: “可是历史学者如果容许有神迹, 历史岂

不变成天方夜谭? 过去所发生的事, 全都

可以用神迹去解释了.” 

李: “那不一定, 因为你

必须以历史研究的

标准去界定哪一个

才是最好的解释 ; 

例如《伊索寓言》

(Aesop’s fables)的

动物都是会讲话的, 

这到底是真是假? 

古希腊是否曾经有

过这样的事? 首先, 

寓言的体裁 , 人不可按字面去读 . 此外 , 

伊索也没提供目击证人 , 也无旁证资料. 

历史学者可以肯定地说 , 没有历史资料

支持伊索所讲述的事件是真的.  

 

“但记载耶稣复活的福音书, 却属于古代

传记的体裁 , 要求读者把它当历史来读

(虽说有些传记则可能未达到历史的标

准). 所载的事情距离事情发生的时间很

近, 不可能是传奇; 况且可以有许多独立

资料、目击证人、外人旁证  —  甚至反

对者的见证, 譬如大数的扫罗的见证: 他

本是基督信仰的反对者 , 后来因确知耶

稣复活而成了基督徒… 所以说, 衡量过

历史研究的标准后, 伊索寓言不足取信 , 

耶稣复活则堪足相信.” 

                                                           
43   “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或称“形而上自然主

义”, metaphysical naturalism)是哲学的学派之一,  认为

所有与意识、心灵相关的概念, 都是指那些可被还原

为、或依附于自然物、力、因的实体. 而且, 它否认任

何超自然的物、力、因, 比如诸种宗教中出现的事物、

以及所有形式的“目的论”(teleology). 它认为所有“超自

然”的物均能由纯粹自然的原因来解释. 对于现实, 形而

上自然主义持一元论(强调唯物主义, 注重物质)而不是

二元论(指世界本源是意识[精神]与物质两实体)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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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历史学家埃文斯 

史: “历史学家凭什么考量复活证据呢? 历史

学从来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学问吧?” 

李: “古代陈迹之上尽是灰尘. 剑桥历史哲学

家埃文斯(Richard Evans)说, 历史学者的

工作是抖掉灰尘, 寻出昔日的面貌. 换句

话说, 我们有古卷、

古物, 以及其他流传

至今的影响, 借此去

推敲事件背后的真

相. 这就有点像透过

玻璃窗外望了, 有些

地方看得清楚, 有些

比较模糊 . 因此 , 研

究古史的人爱说某

个理论可能是真的 , 

而不说必然是真的 . 历史结论可比作临

时工  —  虽然他希望作长工.”  

史: “那就是说 , 凡是历史的假设 , 都属暂时

性的?” 

李: “说得好! 新证据的出现 , 可以把旧假设

推翻; 例如, 铁达尼号沉没时, 有目击者

说它没有断开, 也有人说断开了. 无论如

何 , 当时的英美调查报告均认定船身没

有断开, 因为当年证据是如此. 后来打捞

人员终于发现, 它真是断开了再下沉的 . 

这例子叫我们看清楚为什么历史的立论

一定是临时性的. 再说, 研究古代历史的

人, 要的不是绝对肯定的事, 而是甚有可

能的事. 历史学者说某事发生过, 他的意

思是根据手头所有资料看来 , 那是最好

的解释.” 

史: “可是, 你也同意某些事件比别的更可稽

考吧?” 

李: “不错, 每件事件的确实性, 是有差异的. 

如果接受了某事件为最佳解释 , 别的解

释瞠乎其后(意即远远落在后面 , 不及前

者), 我们就更加相信它.”   

史: “例如复活?” 

李: “对! 我认为耶稣基督复活诚然可信.” 

 

(C) 历史学者基本功 

历史是一门科学, 有其科学性的方法去

评审真假, 鉴别真伪. 历史学者到底如何衡量

证据呢? 为了明白这点, 史特博请教李康纳.  

史: “要考量复活的真伪, 历史学者怎样进行

研究的呢?” 

李: “你听过小学的‘三学 ’(three R’s)吧? 学

认字(Reading)、学写字(’Riting)、学算

数(’Rithmetic). 要做好历史研究也有三

学 : 学正本清源 (Relevent sources)、学

正确方法(Responsible method)、学审慎

结论(Restrained results). 首先, 他得把事

件的源头找出来.” 

史: “好 , 关于耶稣基督复活有什么原始资

料?” 

李: “有新约圣经 , 还有外来的资料 , 例如约

瑟夫(Josephus)44、塔西佗(或译“塔西图”, 

Tacitus) 45、小普林尼 (另译 “皮里纽 ”, 

Pliny the Younger)46、早期的护教者, 甚

至诺斯底派的文献 . 我们当然还得查考

诸位教父 , 即是紧随使徒一代的教会领

袖著作.” 

史: “有哪些教父是比较重要的?” 

李: “有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  —  

相传他师承使徒彼得; 还有波利卡普(另

译“坡旅甲”, Polycarp)  —  可能是使徒

约翰的弟子. 我们读这两人写的东西, 可

以略知使徒教导了什么 , 这是他们最大

的贡献(指给后世的人在查考这方面的历

史之贡献). 确定了相关资料后 , 就要应

用严谨的方法来衡

量有关资料的分量, 

包括最早的报告、

目击者的见证、敌

人的讲话、叫人尴

尬的细节、有其他

人确证的资料.”  

                                                           
44   约瑟夫(Josephus, 约主后 37-95 年)是犹太史学

家, 耶路撒冷反罗马人起义的军事指挥官, 后投降变节, 

著有《犹太战争史》、《上古犹太史》等. 
45   塔西佗(Tacitus, 约主后 55-120 年)是古罗马元

老院议员兼历史学家, 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

史》, 分别记述主后 68-96 年及主后 14-68 年的史实, 现

仅存残篇. 塔西佗记载“提比略在位期间, 耶稣受极刑”. 
46   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约主后 61-112 年)

是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主后 23-79 年)的养子, 罗马

作家, 曾任执政官、比希尼亚总督(主后 111-112 年), 以

其九卷描述罗马帝国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信札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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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至于三学的第三点  —  ‘审慎结论’, 该

怎样作出这样的结论?” 

李: “就是不可言过其实 . 克罗森(另译“克劳

山 ”, John Dominic Crossan) 、佩嘉丝

(Elaine Pagels)等

学者所犯的, 正是

这毛病 . 坦白说 , 

他们富想象力, 但

方法论出了问题 , 

作出结论时也不

够审慎, 结果自讨

苦吃 , 面目无光 , 

因为他们认定《多

马 福 音 》 (the 

Gospel of Thomas)

很早写成 , 其实不

然 ! 克 罗 森 则 以

《马可极密福音》
(the Secret Gospel 

of Mark) 为 基础 . 

但目前资料显示 , 

《多马福音》最早

也要到主后 170 年

才成书 , 《马可极

密福音》更要迟至

20 世纪才写成! 他

们却一早认定这两

卷书都是很早写成

的, 如此一来, 他们

的 修 正 派 立 论
(revisionist theories)

还 怎 能 站 得 住 脚

呢?”  

 

 史特博把他这番

话拿来与埃文斯 (Craig 

Evans) 评 论 “ 另 类 福

音 ”(alternative gospels)

的话对照一下 , 更觉得

言之成理 . 但史特博也

意识到李康纳和所有保守派学者, 以及反对他

们的自由派学者, 都有自己的看法, 甚至偏见. 

如何处理这种偏见, 才能确保所言客观可靠呢?    

 

史: “先入为主的成见又如何? 你总不能不承

认自己也有偏见吧?” 

李: “绝对承认! 无论谁也一样 , 有神论者、

无神论者, 全都有自己的一套, 这是免不

了的. 史特博, 你是跑新闻的, 该知道记

者要撇除成见 , 但他们仍难避免有自己

的看法, 所以得找办法去调和. 历史学者

哈伯马斯(Gary Habermas)面对复活问题

时 , 就创新地采用了 ‘ 最低限度事实

法 ’(或译 “最少事实法 ”, minimal facts 

approach)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  我跟

他合著的《耶稣复活的理据》采用的就

是这方法.” 

史: “这方法怎样减低偏见?” 

李: “我们要求一项事实, 最低限度要符合两

个条件, 才得到接纳. 第一, 它的背后要

有很强的历史证据; 第二, 那些证据要够

强 , 连怀疑派学者也不能不承认是历史

事实. 当然, 任何事要全世界都毫无异议

是不可能的 , 永远都有人不信纳粹大屠

杀 (Holocaust)、或耶稣基督真有其人 , 

但这些是少数.” 

史:  “历史可不是凭相信的人数来裁决吧? 你

的意思是: 只要大多数学者接受, 那就是

事实吗?” 

李: “不是的! 我们的意思是, 要证据充分, 连

怀疑派也无话可说而已. 具体一点说: 人

家信仰与你不同 , 却仍接受某事为历史

事实, 其真实性当然很强了. 再换一个方

法讲: 你的偏见引导着你作出一个结论 , 

但与你信仰很不一样的人 , 也被证据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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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走向同一结论 , 这结论就很可能是正

确的 . 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避免自己受

偏见左右 . 我们不敢说这个方法滴水不

漏, 万无一失, 但真的很有用.” 

史: “你们怎知道各方学者对复活的证据有什

么看法?”  

李: “哈伯马斯汇集了自 1975 年到最近学者

发表过的意见, 合共 2,200 个出处, 包括

英、法、德三种语言 . 他把合乎‘最低限

度的事实’两项条件的事实全部列出 . 然

后 , 我们尝试为这些事实寻找最佳的历

史解释. 我们像玩拼图游戏, 每件事代表

一块拼图. 一块也不能漏掉, 也不能硬塞

进图画里, 更不能裁裁剪剪. 拼完了, 所

得的就是最佳的解释.” 

史: “好吧, 请以‘最低限度的事实’让我们看

看, 能否证明耶稣基督复活是真有其事.” 

李: “哈, 还以为你不会提这事呢! 我只列出

五项最基本的事实好了  —  有没有说服

力, 你自己决定吧.”  

 

(C.1) 事实一: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李康纳所要提出

的五项事实是: (1) 耶稣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2) 

门徒深信耶稣基督复活

并向他们显现; (3) 保罗

的悔改; (4) 耶稣的兄弟

雅各的改变; (5) 耶稣基

督的坟墓是空的 . 史特

博等不急待地要听这五项“最低限度的事实”. 

 

李: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第一项, 极端如

克罗森(Crossan)的自由派也承认‘耶稣被

钉十字架是不需置疑的史实’. 不信派的

泰伯(Tabor)也说, ‘我

认为耶稣既然被罗马

人钉十字架 , 他是必

死无疑的 ’. 无神论的

新约圣经学者勒德曼

(Ludemann)与不可知

论的厄尔曼 (Ehrman)

也异口同声说耶稣死

在十架上是不争之事实. 为什么? 因为四

部福音书都记录了此事.” 

史: “且慢! 你是先假设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圣言, 然后去看里面的内容?” 

李: “先在此声明 : 在审视证据的过程中 , 我

没有考虑圣经是不是无谬误、或是不是

神所默示的 , 我只是接受圣经为古代文

献 , 可以与别的古代书籍一样接受严格

的历史审查. 即是说, 个人信仰绝不影响

调查过程. 我怎样研究(雅典历史学家)修

西狄第(另译“修昔底德”, Thucydides)47

或 ( 古罗马传记作家 ) 苏埃托尼乌斯

(Suetonius)48的作品, 也怎样研究圣经的

记载.  

 

“除了福音书, 非基督徒资料也为耶稣被

钉十架的事实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 比如

史家塔西佗(Tacitus)记载说: ‘提比略(或

译“提庇留”, Tiberius)49在位期间, 耶稣受

极刑.’ 犹太史家约瑟夫记述道: ‘(彼拉多)

判他钉十架 .’ 此外 , 

希腊作家卢奇安 (或

译 “路吉安”, Lucian 

of Samosata)50和巴撒

拉 比 安 (Mara Bar-

Serapion) 都有提及

耶稣被行刑. 甚至犹

太 教 的 《 塔 木 德

经》(Talmud)51也写

                                                           
47   修西狄第(Thucydides, 大约主前 460-400 年)是

雅典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大将, 著有《伯罗奔尼撒

战争史》, 记述主前第 5 世纪斯巴达(Sparta)与雅典的

战争. 他采纳更科学性的记述方式(例如收集证据、排

除希腊神明干涉的因果), 被称为“科学性历史之父”. 
48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 主后 69-104 年)是古

罗马传记作家, 著有《名人传》、《诸凯撒生平》等 
49   提比略(Tiberius, 主前 42-主后 37 年) 的全名为

“提比略凯撒奥古斯都”(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 

是古罗马皇帝(主后 14-27 年), 长期从事征战, 军功显赫, 

在 56 岁继岳父奥古斯都(Augustus)的帝位, 因渐趋暴虐, 

引起普遍不满, 在卡普里岛被近卫军长官杀害. 
50   卢奇安(或译“路迦诺”, Lucian, 主后 120-180 年)

是古希腊作家和无神论者, 作品多采用喜剧性对话体裁, 

讽刺和谴责各派哲学的欺骗性及宗教迷信、道德堕落

等, 著有《神的对话》、《冥间的对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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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耶舒(Yeshu)被挂.’ ” 

史: “耶舒被挂?” 

李: “耶舒是希伯来语的约书亚, 希腊文音译

为耶稣. 被挂在木头上, 古时多指钉十架. 

加拉太书 3:13 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 都

是受咒诅的’, 就是引摩西五经的话 , 解

释耶稣被钉十架的意义.” 

史: “在十架上钉而不死的机会有多大?” 

李: “微乎其微 , 微小至极 . 看过《受难曲》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吗? 电影里不

是所有情节都忠于史实 , 但钉十架的惨

况非常写实, 叫人惨不

忍睹. 古代文献记载犯

人受鞭笞 , 皮开肉绽 , 

肚破肠流是常事. 我刚

讲过 , 塔西佗称为 ‘极

刑 ’, 西塞罗 (Cicero) 52

称为‘残酷恶心’, 可怖

之极 , ‘当把十字架一

词与所有罗马公民划清界限 , 把这词从

他们的思想、眼睛、耳朵彻底洗掉.’ ”  

史: “有没有钉而不死的记载?” 

李: “有意思的是: 约瑟夫的确提到三位朋友

在耶路撒冷失陷之后被钉 . 他没说钉了

多久, 但因他出手相救, 罗马将军提多下

令释放这三人 , 又吩咐最好的罗马医生

救治他们, 结果救回一人. 即是说, 连最

出色的医术, 也是返魂乏术. 耶稣是没可

能享受到这种特别礼待的 , 也没有证据

说耶稣被钉不久就解下来 , 更没有人曾

替祂进行急救  —  出动罗马名医更不用

说了.”  

史: “当年的人是医学知识不多, 他们真的可

以确定耶稣已死吗?”  

李: “这我倒很有信心. 罗马士兵行刑如家常

便饭, 经验丰富. 死在十架上是一个漫长

                                                                                               
51   《塔木德经》(Talmud, 另译《他勒目法典》)

是关于犹太人生活, 宗教, 道德的口传律法集, 全书分

“密西拿”(Mishnah)及其注解篇“革马拉”(Gemara)两部

分, 为犹太教仅次于旧约圣经的主要经典. 
52   西塞罗(Cicero, 主前 106-43 年)是古罗马政治

家、演说家和哲学家, 力图恢复共和政体, 发表反安东

尼演说, 被人杀害, 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

律》、《论国家》等. 

的过程, 犯人被挂因为呼吸困难, 最后窒

息而死. 装死是不可能的. 耶稣基督死在

十架上是不争的史实 , 各方的学者   —  

包括怀疑论者在内  —  都公认此事. 坚

决不承认此事的不是没有 , 只是必然贻

笑大方而已.”53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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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主耶稣只是昏厥在十字架上? 

 

针对上述这看法 , 一位广泛地研究过历

史、考古和医学方面的数据的医学兼哲学博士  —

  亚历山大·梅思里尔(Alexander Metherell), 在《重

审耶稣》一书中说: “绝对没有可能! 记住, 在祂被

钉十字架以前, 由于大量出血, 祂已进入‘血容积减

少的休克状态’. 祂不可能假装死亡, 因为不能长时

间假装停止呼吸. 再说, 扎入心肺中的长矛就已一

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 此外, 那些罗马人怎肯冒着

自己性命的危险, 让祂活着走出去.” 

 

若有人认为主耶稣只是昏厥在十字架上, 

梅思里尔表示: “我会告诉他们没有可能. 那是没有

任何事实根据、异想天开的说法. … 根本没有办

法活过钉十字架(即不可能在钉十字架后还活着). 

就算祂能活着, 铁钉已经贯穿祂的两只脚, 祂怎能

走来走去? 不久之后, 祂怎能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

显现, 还走那么长的路?(路 24:13-31, 注: 至少有 7

公里). 祂怎能使用已被拉长并已脱节的双臂. 记着, 

祂的背上还有巨大创伤(鞭伤), 胸部还有矛伤.” 

 

梅思里尔的结论和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的

其他医生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其中有威廉·爱德

华兹医生(William D. Edwards). 他在 1986 年给

《美国医药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Society)写的文章结尾说: “历史和医学证

据清清楚楚显示, 耶稣在祂肋旁受伤以前, 就已死

去(约 19:33-34). … 因此, 认为耶稣没有死在十字

架上的假设, 是和现代医学知识格格不入的.”54 

                                                           
53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陈恩明译, 《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8 年), 第 97-

109 页. 编者也按此书原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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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请参 2005 年 11-12 月份, 第 61 期《家信》的

“护道战场: 重审耶稣基督的案件(一): 医学上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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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之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三) :  

“圣经无谬误”与学者的观点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序言 

 在上期的文章中 , 我们看见“圣经无谬

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55是极

其重要的, 因它会直接影响信徒整体的信仰、

事奉的态度和灵命的成长. 虽然如此, 很多不信

派的学者强调, “圣经无误”只是一些无学之士, 

或不熟悉圣经之人所固守的迷

信. 真正研究圣经的专家和博

学之士, 早就放弃“圣经无误”

的迷思. 果真如此吗? 本期, 让

我们客观地探讨这方面的论证.  

 

(B)    “圣经无谬误”与学者 

 (B.1)   一些学者的攻击 

有些学者认为, 相信“圣经无谬误”是出

于人的无知: 既不熟悉圣经, 又未受过神学训练, 

被蒙在鼓里了. 换言之, 只有熟悉圣经, 有丰富

圣经知识的学者 , 才洞悉“圣经错误百出的真

相”! 贝尔彻(另译“贝查”, Richard P. Belcher)就

有这样的看法. 他说:  

 

今天很多学者和福音派人士, 都以为“逐

字默示论”(verbal inspiration)已经死了, 不

过这具“尸体”尚未埋葬, 原因是很多平信

徒和未受过训练的传道人, 仍对这条教义

深信不疑, 不肯接受学者们的新见解. … 

                                                           
55   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

法 , 将 inerrancy 译作 “无误”(或“绝对正确 ”), 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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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 若译为“圣经

无误”时, 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 虽说在某些文章

中 , inerrancy 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

(infallibility). 正因此故, 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 inerrancy

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信徒必须接受再教育, 使他们能明白和接

受学者们早已肯定的看法. 但他们认为, 

进行这种教育必须十分小心, 务要缓慢而

不动声色, 否则那些未受过教育和对事情

不了解的信徒, 突然发现他们所热爱的理

论已经死了, 便会感到极度震惊.56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指出, 有

一位神学院的教师, 当学生们不接受他关于“圣

经有误”的观点时, 他深为惋惜地对他们说: “我

讲的这些, 你们在外面是听不到的…” 另有人对

“圣经无误”大加鞭笞, 说道: “我不能相信, 任何

读过圣经的人会笨到把圣经里的每句话皆信以

为真, 会把圣经当作神圣的启示, 是神没有错误

的话语. 然而, 人们却一再作如是的宣告, 并且

准备如此持续下去. 难道这些人没有翻开圣经

读一读吗? 他们果真无可救药了吗?”  

 

 “面对这些言论,” 里程

回应道, “人们不禁要反问, 难

道相信‘圣经无误’的人真的连

圣经都没有翻开读过? 无须论

证, 断然不是! 难道愈有学问

的人就愈认为圣经有错误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57 为了证明

此事, 里程引述《圣经难题汇

编》(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Difficulties)一书

的作者阿切尔博士(另译“艾基新”, Gleason L. 

Acher, Jr.)对“圣经无误”所作的见证和结论. 

 

(B.2)   一些学者的辩护 

(a)   阿切尔博士(Dr. Gleason L. Archer) 

美国的阿切尔博士(Dr. Gleason Leonard 

Archer, Jr., 1916-2004)于 1838 年从哈佛大学取

得古典文学学士的学位后, 就到萨福克法律学

院(Suffolk Law School)攻读法律, 并于 1939 年

考获法律学士学位(LL.B.). 1944 年, 他从哈佛大

学荣获古典文学博士学位, 然后再到普林斯顿

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修读希

伯来文、亚兰文和阿拉伯文, 并于 1945 年毕业. 

                                                           
56   R. P. Belcher 著, 《圣经无误辩》, 第 20页, 引自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

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100-101 页. 
57   同上引, 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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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切尔博士(G.L. Archer) 

基于丰富学识和语言专长, 他先后受邀担任富

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圣经语

言教授 (1948-1965)和三一福音神学院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旧约及闪米特语文

学教授(1965-1986). 他于 1982 年出版他的经典

著作《圣经难题汇编》, 并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 是我在过去 30 年

搜集的. 这些年间, 我在研究院教书时, 走

圣经批评(或译“圣经批判、圣经评鉴”, 

biblical criticism)的路线. 在哈佛大学修读

学士课程期间, 我热衷于护道学(或译“护

教学 ”, apologetics)及圣经论证 (biblical 

evidences); 因 此 , 

我致力研究与圣经

有关的语文及文化

方面的知识. 在学

院里, 我主修古典

语文 ; 接受拉丁

文、希腊文、法文

及德文的训练. 在

神学院里, 我主修

希伯来文、亚兰文

及阿拉伯文. 到了研究院阶段, 我进而读

叙利亚文(Syriac)及阿卡得文(或译“亚喀

得文”, Akkadian). 我很熟悉这些语文, 以

致我可以教授这些语文的选修课程.  

 

较早时期, 在我念高中的最后两年, 我已

对埃及中期的帝国产生了特别兴趣, 便修

读了这类课程; 后来在我教授这门学科的

相关课程时, 有作了进深研究. 在芝加哥

的东方学院(Oriental Institute)时期, 我专

门研究第 18 王朝的历史记录, 还有科普

特语(Coptic)和苏美尔文(或译“苏默文”, 

Sumerian).58 将上述古代语文结合在一起

的, 是在法律学院接受全科课程训练的时

候; 我在 1939 年加入麻省法院. 在那里, 

我获得找寻法律证据的全盘训练. 另外, 

                                                           
58   科普特语(Coptic)是由古埃及语演变而来的语

言, 而苏美尔文(Sumerian)则是古巴比伦早期的非闪米

特族语文(Non-Semitic). 注: 闪米特族(简称“闪族”)的语

文(Semitic)包括古希伯来语、阿拉伯语、阿拉米语(亚

兰语)、腓尼基语、亚述语、埃塞俄比亚语等等. 

我还在黎巴嫩的贝鲁特(Beirut), 花了三个

月时间特别研究现代阿拉伯文; 随后一个

月, 我到了圣地, 在那里勘察了大部分重

要的考古发掘遗址.59 

 

无疑的, 阿切尔博士是个学习外语的奇

才, 据说他熟悉多达 27 种语言.60 他在圣经原

文、多种古代语文、历史、法律等方面的精深

知识, 恐怕很多饱学之士也望尘莫及. 那么, 这位

博学的圣经学者对圣经又有什么看法呢? 是不

是看到圣经错误百出, 不可信靠呢? 请看他在上

引书中的自述: 

 

我处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研究那些被认

为与语言学、考古学或科学有冲突的经

文; 我愈研究, 就愈发现圣经所载一切都

是真确的. 因为由古至今被人指为谬误的

经文, 都凭着圣经内证被适当地解开了; 

客观地研究考古学的

发现 , 也能帮助解答

这些难题 . 求证于古

代埃及文、苏美尔文

或阿卡得文的文件时, 

发现它们都与圣经的

记载和谐一致 . 接受

过适当训练的福音派

学者 , 面对持人文主

义 立 场 的 理 论 主 义 者 (humanistic 

rationalists), 或贬低圣经地位之人的挑战, 

及出于恶意的争论时, 根本就无需畏缩害

怕. 圣经内证已可毫无破绽地反驳批评家

对它的攻击. 圣经本身之所以具有这个功

效, 完全因为圣经是由永活神的无误话语

写成的.61 

 

(b)   威尔逊博士(Dr. Robert Dick Wilson) 

 让我们再举一个专家为例证. 罗伯特·威

尔逊博士(另译“卫伯特”, Robert Dick Wilson, 

1856-1930)是历来最有资格的旧约语言学家 . 

1856 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Indiana)出生的威尔

逊, 在他年仅 20 岁时(1876 年), 就从普林斯顿大

                                                           
59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02 页. 
6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eason_Archer . 
61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02-103 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eason_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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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博士(摄于 1909) 

学(Princeton University)毕业, 接着继续深造, 再

从这大学荣获哲学博士的学位. 此后, 他到德国

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去作进一步的深

造研究 . 他在匹兹堡 (Pittsburgh)西方神学院

(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旧约, 然后

回到普林斯顿, 获得举世无匹的希伯来文学者

之国际盛誉. 他彻底精通超过 40 种的古代闪族

语言, 好像他自己的语言一般, 可以随口讲论.62 

 

  威尔逊博士论到他自己说: “一个人如果

被称为专家, 他所要做的首务, 就是先确立这个

事实, 证明他不负虚名. 一个专家可能比 1 百万

名其他在场的见证人更为宝贵, 因为他们并非

专家. 在一个人有权利讲述史事和语文以前 …

特别是旧约, 基督教会有权要求这个人能够表

现出他从事那种工作的

能力.” 为了证明本身是

旧约历史的专家, 威尔逊

博士表示: “自从离开大

学以后, 45 年以来, 我一

直不断致力于对旧约圣

经作最广大的研究; 就是

关于它的一切语言、一

切考古学、一切译本, 以

及关于它的经文与历史

性, 我都不放过. 我告诉你这些事, 就是要叫你

知道, 这是我之所以能够以专家的资格来讲话
的原因. 我还要再补充一点, 我用了 45 年研究

圣经, 结果使我有一更坚定的信仰(指对圣经有

更坚定的信念), 就是在旧约时代, 我们拥有一部

真实的以色列民族之历史史书, 我有权利把这

件事向聪明的人讲述, 有人以为自己能耻笑古

时的基督徒和信奉圣经的人… 

 

“我既宣称(并证实)自己为专家, 我岂没

有权那样做吗?(指为圣经辩护而言) 在我读神学

的时候, 我惯于参阅 9 种不同言语的新约译本, 

我把希伯来文熟记在心里, 所以我能朗朗背诵, 

连一个音节都不会遗漏中断. 从神学院毕业, 我

当了一年的希伯来文教师后, 就到德国去. 在海

得堡(Heidelburg)时, 我作了一个决定. 我以祷告

的心决定  —  要把我一生奉献作研究旧约之用. 

                                                           
62   https://www.tms.edu/m/tmsj19e.pdf . 

我那时 25 岁, 根据我祖先的年龄推算, 我可活

到 70 岁的话, 我还有 45 年的光阴可以工作. 我

把这段时间分作三个部分. 第一个 15 年, 我要

专心一意地研究所有必须的语言; 第二个 15 年, 

我会专心研究旧约的经文; 而最后的 15 年, 我

则保留为著作之用, 就是把我过去调查研究所

得的结果写下来, 好把它们贡献给世人. 主使我

能够实行这计划, 几乎已有一年之久.”63 

 

这位旧约圣经和语言专家威尔逊博士 , 

在其所著的《科学性的旧约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一书中, 以

各种历史和考古证据, 证实了圣经的可靠性与

可信性. 他回溯至旧约时代时如此写道:  

 

希伯来文圣经包含了 26 个或更多的外邦

君王名字, 而这些名字都可在属于同一时

期的文件(古代文献)里找到. 大部分这些

君王名字的拼写法, 在他们自己的碑铭上, 

或在他们执政时期的文件上, 与在旧约圣

经的文件上是一样的. 其他拼写上的改变

则是按照语音变异规律的要求; 那些规律

在希伯来文件写成的年代正在实行. 有两

三个名字的字母或拼写法仍未能得出肯

定的解释; 而即使在这几个事例里, 也没

有人能指出希伯来经文的拼写是错误的. 

反之亦然, 许多可见于同期亚述文件里的

犹大和以色列君王名字, 跟现今希伯来文

圣经里的拼写也是相同的. 

  

从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及摩押文

音译成希伯来文的 144 个例子(名字)和

40 个反向音译的例子(即由希伯来文译成

以上各文字的名字), 即总数 184 个例子中, 

证据显示, 2300 至 3900 年以来, 希伯来圣

经里的专有名词, 都极其精确地传递下来. 

原来的文士必定是严谨地遵照准确的语

文规则来抄写(使原名与译名极其接近), 

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仔细态度和学术知识. 

此外, 多个世纪以来, 希伯来圣经必定是

由抄写员传送下来的(特指被那些受过严

                                                           
63   Robert D. Wilson, Which Bible? (ed. By David 

Otis Fuller), 第 40-42 页, 引自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

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961 页. 

https://www.tms.edu/m/tmsj1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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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训练的抄经家不断细心地抄写传递), 

这现象在文学历史里是无与伦比的.”64 

 

威尔逊教授继续说: “无论是攻击或是拥

护圣经文本(text)的人, 都不应假定这些专有名

词的准确翻译或准确传达, 是一件容易或平常

的事情. 由于部分读者可能从未考查过这样的

事情 , 所以 , 我在此举出一些可见于曼内托

(Manetho)的著作和埃及碑文的埃及君王名字为

例证 . 曼内托是多利买非拉铁夫 (Ptolemy 

Philadelphus)时期, 即约主前 280 年, 管辖埃及

偶像神庙的一个大祭司. 他写了一本有关埃及

王朝的著作 , 其中一些片断存在于约瑟夫

(Josephus, 第 1 世纪犹太史学家)、优西比乌斯

(或译“优西比乌”, Eusebius, 第 4 世纪史学家)和

其他人的著作里. 他从 31 个王朝的君王名单中, 

提出了 140 位来自 22 个王朝的君王的名字. 这

些名字当中, 有 49 个出现在碑文上的形式, 让

我们认得出曼内托之拼写的每一个辅音; 有 28

个名字有部分能认得出. 至于其余 63 个, 则没

有一个音节可以辨认出来. 倘若曼内托自己是

从原来的记录抄写这些名单  —  有 49 个是相

当正确的, 由此证实了这个推测  —  那 50 个或

更多难以辨认的名字里的几百个异文和误抄 , 

必定由于他抄写的错误, 或传递他的文本时造

成的错误.” 

 

  威尔逊又说, 这些君王(旧约记载的君王)

约有 40 个活于主前 2000 至 400 年间. 每一个都

按着年代的次序出现: “并且提到本国和别国的

君王 … 没有比这君王名单更强的证据, 可以证

明旧约记载在本质上的准确性.” 他在脚注计算

了这准确的记载纯粹出于偶然的或然率: “从数

学角度来说, 这样的准确性若纯粹出于偶然, 其

机会率将会是 750,000,000,000,000,000,000,000

分之一.” 换言之, 圣经的记载之历史真确性绝

非出于“碰巧”或“偶然”, 乃是真理的圣灵所默示

的! 借着圣灵的带领和监督, 圣经作者们写下了

真确无误的各种记述. 

 

                                                           
64   R. D. Wilson,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第 64,71 页, 引自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年简体字版), 第 132页.  

按此凭据, 威尔逊博士客观地定下结论, 

说道: “证明原文抄本经过 2,000 多年相当准确

地传下来的证据, 是不能否定的. 2,000 年前存

在的抄本原原本本地从原著传递下来, 不仅仅

是有可能的, 而且正如我们所指出, 按照现存巴

比伦文件类似的情况看来, 是很有可能的. 我们

拥有相隔数千年之原著和抄本的巴比伦文件 , 

和许多蒲草卷(蒲草纸文献), 当与古典文学之当

代版本比较时, 虽然超过了 2,000 年, 其文本只

有极小的更改. 尤其是其科学化而可证实的准

确性, 在一些君王的名字, 和无数包含在已经传

给我们的希伯来文本中之外国用词的正确拼写

中, 可见一斑.”65 

 

麦道卫(Josh McDowell)强调, 这位精通

超过 45 种语言和方言的威

尔逊博士, 对旧约作出毕生

研究后, 得出以下结论: “我

可以补充说, 在过去的 45 年, 

我一直研究圣经, 得到的收

获是使我比以前更加坚信; 

我们在旧约所看到的记述 , 

是以色列民族的真确历

史.”66 换言之, 反对“圣经无误论”的人所谓的

“愈有学问者就愈认为圣经有错”, 这看法和论

点肯定无法成立! 

 

(B.3)   化解“矛盾”的例证 

 无可否认, 圣经中的确“有些难明白的”经

文(彼后 3:16); 加上圣经与现今的读者之间, 有

几千年的时空阻隔和文化障碍, 当时显而易见的

事, 可能令今天的读者如坠五里云烟, 难以理解. 

另一方面, 当比较熟悉圣经、对前后的经文能融

会贯通时, 人们就会发现它们有时似乎不一致, 

甚至彼此冲突. 这就是有些对圣经下过比常人更

多工夫的学者, 声称圣经有错误的一个原因. 然

而, 正如里程所写的: “这些经文的‘矛盾’、‘冲

突’多属表面现象, 可以通过更深入的研究予以

化解.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现仅以列王的年代

为例.” 请留意里程举出的下列例证. 

                                                           
65   R. D. Wilson,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第 71-75,85 页, 摘自上引书, 第 132-133 页. 
66   R. D. Wilson, Which Bible? (ed. By David Otis 

Fuller), 第 42 页, 同上引, 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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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勒博士(E.R.Thiele) 

旧约圣经书卷“列王纪”(列王纪上下)记

录了北国以色列国和南国犹大国诸王的历史. 因

此, 该书卷的一个特色, 是两国统治者的年代资

料. 但是, 仔细研究这些年代, 不难发现“矛盾”百

出. 不仅南北二国的年代不能一致, 而且它们与

周围的外邦国家的年代

也无法吻合. 很多学者耗

费了极大心血尝试精细

地协调它们, 均无功而退. 

以致一些著名的旧约学

者不得不下结论说 , “列

王纪”的年代资料简直错

得无可救药, 绝不可能根

据它们编出一份系统的年代表. 但感谢神, 圣经

学者蒂勒博士 (另译 “费毅荣”, Dr. Edwin R. 

Thiele)经潜心研究后, 发表其名著《希伯来列王

的神秘数字》(The  Mysterious Numbers of the 

Hebrew Kings), 基本地解决了这个棘手难题. 

 

蒂勒指出, “列王纪”的年代资料之所以使

人困惑不解, 主要是因为现代学者不懂得希伯来

王朝的编年方法. 首先, 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计算

一年的起始月份是不同的. 以色列国的一年是从

尼散月(原名亚笔月, 为阳历三、四月)开始的, 

即今年的尼散月到下一年的

尼散月为一年; 而犹大国的一

年是从以他念月(后名提利月, 

为阳历九、十月)开始的, 也

就是说, 今年的以他念月到来

年的以他念月为一年 . 这样, 

一个王登基的月份都可能影

响年代记录. 比方说, 如果犹

大王在阳历一月(早于尼散月)登基, 他的登基年

可能与在位的以色列王的第五年同期; 但是, 如

果他在那一年的阳历七月(已过尼散月)登基, 其

登基年份就变成在位的以色列王的第六年了.  

 

其次, 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计算王年的方

法有两种, 即“登基年历演算法”和“非登基年历

演算法”. 按“登基年历演算法”, 一位君王登基后
的下一年, 为王朝的正式元年; 而登基的那一年

称为“登基年”. 不过, “非登基年历演算法”则是

将登基的那一年称为王朝元年. “登基年历演算

法”类似中国人的周岁: 孩子出生满一年后才算

一岁; “非登基年历演算法”则像中国人的虚岁: 

孩子一出生就算一岁. 所以, 使用“非登基年历演

算法”, 每个君王在位的年期都比实际多一年. 根

据蒂勒的研究, 犹大国从罗波安至约沙法, 都是

使用“登基年历演算法”; 然后从约兰至约阿施则

使用“非登基年历演算法”; 接着作王的亚玛谢重

新启用“登基年历演算法”, 直到犹大国灭亡. 在

北国以色列, 从耶罗波安起, 到约哈斯为止, 都使

用“非登基年历演算法”. 明白了两种年历演算法

的区别和使用情况后, 两国君王在位的年代之矛

盾就容易化解了. 

  

第三, 要确立原有的希伯来帝历(帝王历

法)及日期, 还得注意交叠统治和共同摄政的时

期. 所谓“交叠统治”是指, 有时一个王国会一分

为二, 各有其主; “共同摄政”则是协助肩负帝王

的职责. 编定年表时, 若忽略了这些时期, 就会多

出好些年来. 比如, 以色列国曾有过两王共同摄

政 12 年, 如果把总年数算为 24 年, 就比实际的

年数多了 12 年. 交叠统治时期也是如此. 蒂勒认

为, 希伯来王朝历史中, 有 9 次交叠期或摄政期. 

了解上述几个关键, “列王纪”中年代资料的许多

矛盾就烟消云散, 呈现出一片和谐协调.67 

 

(B.4)   要有“正确”的态度 

 与阿切尔博士、威尔逊博士、蒂勒博士

等学者相反的, 是一些自认很有学问的学者, 一

些看到圣经中的这些表面矛盾或冲突, 立即下结

论说圣经有错误; 他们中间甚至有人以发现圣经

的错误为乐为荣! 福音派领袖斯托特(John Stott)

与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对话

时, 曾这样说:  

 

你的这些反驳, 让我回想起史密斯(B. T. 

Smith)博士. 1940 年代, 他在剑桥大学教

授“对观福音”(the Synoptic Gospels), 而我

那时是神学院的学生…. 他就如同库尔曼

所说的那样, “以找圣经的矛盾为乐”. 我

记得他在教路加福音的时候, 念到路加福

音 3 章 1 节以下, 就兴奋地拍手, 用他浓

重的乡音说: “这段话满纸荒唐!”68 

 

                                                           
6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03-105 页. 
68   同上引, 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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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程评述道: “同样是学者, 为什么对圣

经的‘矛盾’、‘冲突’的态度如此不同呢? 主要原

因是圣经观不同. 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的

学者, 坚信圣经是神的话, 绝不会有错误; 当他

们发现经文有矛盾、冲突时, 相信这些只是表面

现象, 因而努力钻研, 去化解他们. 正如奥古斯丁

所说: ‘如果我们被圣经中很明显的矛盾所困惑, 

并不能因此说这些书卷的作者有错误; 而是: 若

不是手抄本抄错了, 就是翻译翻错了, 或者是你

误解了.’ 而那些认为圣经只是人写的、充满错

误的书的人, 一旦发现其中的矛盾、冲突, 不但

不继续深入研究就立即说圣

经错了, 而且会因这些‘错误’

证实了他们对圣经的看法而

沾沾自喜、拍手称快.”  

 

里程一针见血地说 : 

“后者的态度对明白圣经是非

常有害的. 一个学生遇到难懂

的定理、公式时, 经过不断的思索、求问, 弄懂

了, 他的学业也随之进步. 但是, 如果这个学生

在学习中一碰到难题就怨天尤人, 不是指责老

师讲错了, 就是怀疑教科书写错了; 自己不努力, 

也不向他人请教, 这样的学生怎能学到真知识

呢? 对可能出错的教师和教科书尚需要有起码

的信心, 何况对神所默示、无误的圣经呢!69  

 

(C)    结语 

在总结时, 我们要再次引述里程的话, 他

贴切写道: “一个人能否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 

与他的学识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从一般信徒到

学富五车的学者, 都可以相信‘圣经无误’. 一个

普通信徒, 可以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 因为圣经

是神的话, 所以圣经是无误的. 一个渊博的圣经

学者, 怀着敬畏圣经的心, 随着在刻苦的研究中

将圣经的矛盾一个个地化解, 他对‘圣经无误’的

信心会愈来愈坚定.  

 

“然而, 一个对圣经抱有错误成见的学者, 

愈研究愈觉得圣经有错误. 因为, 当他发现圣经

中的矛盾、冲突时, 不再深入研究就下结论说

圣经有错误; 然后他戴着‘圣经有误’的有色眼镜

                                                           
69   同上引, 第 105-106 页. 

去解读他所获得的资料; 这些被误解的资料又

反过来误导他, 使之陷入负面循环, 不能自拔. 

自以为了解圣经的‘内幕’、‘真相’, 却不知是被

烟幕、假象所迷惑, 他的学识反而成为他明白

圣经的绊脚石.”70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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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 里

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 , “无

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 “可靠”(或

译“无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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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简之, “无误”

指整体圣经而言, 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 《芝加哥圣经

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 

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 , 理当是绝对无谬的

(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 ‘无谬’(可靠 , 

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 也不被人误导’的

特性, 所以, 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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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

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 编者按).” 若再详

细一些, 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 当获悉

一切有关资料, 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 会证

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 无论是关乎教

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 或其他科学或知

识, 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 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

经书卷, 所以容许差异. 换言之, “圣经无误”容许

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 容许对同一事

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 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

述一件事情, 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 和容许有难

解的经文.73  

                                                           
70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06 页. 
71   同上引, 第 75 页. 
72   同上引, 第 84-85 页.  
73   同上引, 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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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阿瑟·谢尔曼(Arthur Shearman) 

 

文士以斯拉: 
他得帮助、表忠信、执行 

祭司职责和宣读神的话语 
 

(A) 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拉 7:1-12, 27-28) 

(A.1)   外在的鼓动 

我们现在要思考以斯拉的重要特征 . 

在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归回的事上, 他扮演一

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异邦君王亚达薛

西 (波斯王 )的鼓动

下 , 他带领百姓归

回耶路撒冷 . 在这

之前 , 即波斯王古

列在位时期 , 被掳

的余民第一次归回. 

有者计算 , 离首次

归回大约 57 年后 , 

以斯拉带领这第二次的归回. 这两次归回均

出于神对以色列那极其重要的旨意.  

   

从我们所读的经文(拉 7:1-12, 27-28), 

我们得知以斯拉是个怎么样的人. 在神的律

法上, 他是个博识熟练的文士 . 他也是个祭

司, 这就解释了为何他对重建神的家(神的殿)

如此深切关注 . 在他带领下 , 我们观察到余

民归回的历史 , 国民属灵的革新 . 当以斯拉

向前迈进 , 要完成神托付他的重大工作时 , 

圣灵用了这样的词句来描述: “耶和华他神

的手帮助他”(拉 7:6; 也比较 9 和 28 节). 我

们今日把焦点放在这句话语上, 领悟此事如

何巩固他的信念, 也坚固他的委身. 

(A.2)   内在的感动 

首先 , 我们从中学习到 , 神给他启迪

和感动, 他也积极回应, 尽力去做, 贯彻始终. 

我们注意到 , 以斯拉立定心志 , 去实践神的

律法(拉 7:10). 他的心已预备好, 去遵行神

的话, 执行神的事 , 所以他可以赞美神如何

感动他的心, 去走在神的道路上(拉 7:27-28). 

这点意义深长 , 教导我们价值无比的功课 . 

神需要那些愿意向祂敞开的人. 祂知道谁能

胜任祂所交托去完成的任务. 我们只需想到

神曾重用的人, 如撒母耳、大卫、使徒保罗, 

以及其他愿意回应神的人, 他们都愿意执行

神所托付的工作 . 对于主的工作, 内在的预

备和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留意到 , 像以

斯拉这样的人可以说, 他是按照神施恩的手

帮助他行事.      

 

今日, 如果我们要

知道神的指示 , 让我们

花时间与神独处 , 让祂

的话进入我们的心 , 决

定我们的意念 . 圣灵能

够启迪和激发我们, 挑战我们去遵行神所要

我们执行的事. 实际上, 在召会时代的初期,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 为神成就大事 , 请

比较 徒 13:1-4. 

 

(B) “我感到羞耻” (拉 8:21-23; 9:1-6) 

(B.1)   首先是关于归途安全 

以斯拉是个信心勇士 . 他完全信靠他

的神, 以此彰显他对神的信心. 当他开始帮

助神的百姓, 在犹大地重建圣殿、恢复往日

的光辉时, 他面对诸多障碍. 这绝不简单, 他

开始领悟到 , 被掳异地多年所受的影响, 已

多方面地破坏整个以色列国民. 当修建神的

家 (神的殿 )之工程大

功告成后 , 以斯拉要

找利未人到神家中服

事, 竟找不到. 所以他

呼吁以色列百姓禁食

祷告, 以便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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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留意以斯拉两次提到 “我感到羞

耻”(拉 8:22; 9:6).74 首次经文显示他的信心; 

另一次则关乎他的忠心 . 一般而言, 对神忠

心就是信心之人的标记之一, 亚伯拉罕便是

这方面的表表者 . 以斯拉宣告禁食 , 象征着

否定自我(self-denial), 

以此寻求神赐下平安

路程, 保守百姓和他们

的产业 . 他说 : “若求

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

们抵挡路上的仇敌 , 我感到羞耻; 因我曾对

王说 : ‘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祂

的 ; 但祂的能力和忿怒必攻击一切离弃祂

的’ ”(拉 8:22). 以斯拉对神的信心, 除去了

一切惧怕. 显然, 他相信神足以护佑他们, 保

守他们的旅程. 既然天上的神会供应和保护, 

我们又何必倚靠地上的资源? 信心相信任何

环境下, 神都是丰足可靠的.  

 

(B.2)   其次是关于异族通婚 

在第 9 章, 以斯拉再次宣告禁食. 他

发现百姓缺乏属灵焦点. 不仅主的家中(神的

殿中)没有利未人服事, 并且神的百姓与异族

通婚, 这对神而言是极大的过错与冒犯. 因

此, 以斯拉宣告禁食, 百姓也悔改和祷告(拉

10:1-14). 以斯拉为他的国民感到羞耻, 但他

证明自己是神忠心的仆人. 他以认罪和祷告, 

向神倾心吐意. 我们若

是忠心, 就往往会为着

神的事而深感负担 . 让

我们今日扪心自问 , 我

们作见证时, 是否心中

真感负担? 是否为着人

的灵魂需要而深感负

担? 以斯拉预见异族通

婚所将带来的恶果 . 我

们应该先审查自己的生活, 然后也为着我们

的基督徒家人和朋友之益处代祷. 

 

                                                           
74   拉 8:22 译作: “我…本以为羞耻”; 拉 9:6 则译为: 

“我抱愧蒙羞”, 不过这两节在英文圣经《钦定本》(KJV)

皆译为: I am ashamed (我感到羞耻). 

“主啊, 以祢的丰盛充满我, 直到我的

心满溢着美善的意念和仁爱的言语, 来述说

祢的慈爱, 宣扬祢的赞美. 哦, 主啊, 使用我, 

按祢所愿意的方法、祢所愿意的时间、祢

所愿意的地点, 使用卑微的我…” 

 

(C) 执行祭司的职任 (拉 8:24-9:5) 

(C.1)   谨慎处理圣殿事物 

让我们思考另一个有关以斯拉生命和

事奉的特点. 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文士 , 熟悉

神的律法. 他也证实自己是神百姓的能干领

袖, 无所畏惧, 忠心耿耿. 我们还留意到他是

祭司, “祭司以斯拉站起来…”(拉 10:10). 他

的家谱可追溯到亚伦的家庭, 祭司的家族(拉

7:1-5). 在某个意义上, 他又是先知, 向百姓

传讲神的道 . 他汇集众多职分于一身 , 真令

人赞叹! 

 

对 属 于 神 的

家(圣殿)的东西 , 以

斯拉非常谨慎. 当他

们回到耶路撒冷 (拉

8:31-36), 对于圣殿

的圣器, 奉献给耶和

华的动物和献祭的

方式等等, 以斯拉都

谨慎处理. 在哈该和

撒迦利亚的劝勉下 , 

百姓奋起建造, 最终

把神的殿建好(拉 6:14-16). 当以斯拉归回耶

路撒冷时, 也把圣殿一切圣器和物件一同带

回, 尽管之前它们曾被掳掠到巴比伦 . 相比

之下, 今天的我们不是在人手所造的殿中敬

拜, 但我们与主相见的地方 , 是因祂的同在

而成圣 . 这地方对我们而言 , 应该是珍贵的

(也须谨慎如何在其中敬拜和事奉, 编者按).  

 

在敬拜神方面, 以斯拉分派祭司长 12

人. 他对他们说: “你们归耶和华为圣, 器皿

也为圣”(拉 8:28). 以斯拉何等重视这些东西, 

甚至把这一切物件都秤了 , 仔细计算过, 确

保没有任何东西遗失. 任何表达神的荣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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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 , 我们都该以敬畏的心对待它们 (也参 

林前 3:16-17). 

 

(C.2)   为人恳切祷告代求 

第 9 章记载以斯拉作为祭司的祷告. 

他在祷告中完全与自己的百姓认同. 在献晚

祭时分 , 他双膝跪下 , 

向主举手祷告. 他以谦

卑和敬畏的态度, 为着

百姓的罪, 向神倾心吐

意. 他公开承认那些罪

恶, 被掳放逐就是神给

他们的管教. 作为真祭

司 , 他为他们诚心悲

痛、恳切祷告. 

 

每一个真信徒都是祭司 . 我们肩负着

祷告的职责 , 应该在主面前为人代祷 . 这是

何等重的职责, 亦是何等大的特权 . 我们今

天花了多少时间祷告呢? (提前 2:1-8).  

 

(D) 宣读神的话语 (尼 8:1-12) 

(D.1)   宣读神话语的重要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有关尼希米, 他的

名常联于以斯拉之名. 耶路撒冷的城墙已修

复好, 百姓已安顿好(尼 7:73). 但身为总督

的尼希米 , 察觉到还有很多问题须要面对 , 

特别是在道德和属灵两大方面. 城墙已被重

建, 百姓也已归回故土 , 但其他方面仍然有

错, 怎么办呢?  

 

就 在 这

时候, 发生了意

义深长的事  —  

身为祭司的文

士以斯拉, 公开

宣读耶和华的

律法. 这对整个

国民起了戏剧

性的作用. 此事再次提醒我们 , 公开宣读神

的话语是何等重要, 其价何等高啊! 

 

(D.2)   宣读神话语的方式 

以斯拉用所有百姓都听得见的方式来

宣读, “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尼 8:5). 他宣

读时, 百姓心存敬畏, 侧耳而听, 大家都明白

所读的是什么 . 我们宣读神的话语时 , 要注

意如何宣读 . 很多人宣读时喃喃而语 , 含糊

不清, 没有用不同声调 . 神要宣读者以正确

的重音和语调, 清楚宣读祂的话语 , 使到所

有听众都听得清楚明白 . “他们清清楚楚地

念神的律法书”(尼 8:8). 

 

再者, 以斯拉“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

所念的”(尼 8:8). 在传达神的真理方面, 今日

许多讲员具有更高的才智和能力, 也令讲员

容易假定所有听众都有同样程度的理解. 但

事实不一定如此. 因此, 我们宣读和教导时, 

必须注意讲明其意, 使所有人都清楚明白它

的意思, 从中得益. 

 

“他们见律法上写着…”(尼 8:14). 以

斯拉开始宣读后 , 百姓就不断有新的发现 . 

每一日 , 从

七日第一日

至最后一日, 

他都宣读耶

和华的律法

(尼 8:18). 要

听的事物很

多, 要学的也不少. 但让我们记得, 我们需要

神话语不断的指引. 每日寻求神话语的指引, 

应是我们生命中连续不断的操练, 也是我们

当尽的责任. 它会带给我们接连不断的福气. 

 

末了 , 我们还可学习最后一个功课 . 

单单宣读神的律法 , 就已带来极大效果 , 使

多人悔改, 承认罪恶(尼 9:1-3). 总的来说, 一

个明确清楚的真理是 : 错误的事须被纠正 , 

诚心禁食引致欢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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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06-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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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 (W.Williams) 

奉主名聚会之                      星火 

属灵伟人系列 (二十六)              
      

威廉·威廉斯 
(William Williams, 1882-1961) 
 

 

(A) 敬虔的家庭背景 

 委内瑞拉(Venezuela), 一个位于南美洲

北部、多人所不熟知的热带国家. 这个由哥伦

布于 1489 年所发现 , 被

西班牙统治长达 3 百年 , 

直到 1821 年才正式独立

的国家, 人口由许多种族

的后裔组成 , 76  是罗马天

主教的国家. 但就在这福

音硬土上 , 神的灵动工 , 

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地

方召会. 其中一位神所重用的拓荒宣道士, 就

是加拿大的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   

 

1882 年 , 威廉斯出生在一个来自苏格

兰严格长老会类型的敬虔家庭. 1844 年, 当苏

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脱离

国家教会(Established Church)的时候 ,77 威廉

斯的祖父是其中一名领袖. 威廉斯的大伯则进

入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深造 , 毕

业后成为自由教会的圣职人员(clergymen). 他

把一本属于威廉斯祖父的袖珍型圣经给了威

廉斯, 成为他珍藏口袋多年的圣经.  

 

                                                           
76   根据 2010 年的资料, 委内瑞拉的人口约有 2 千

9 百万人, 有麦士蒂索人(33%)、白人(32%)、穆拉托人

(21%)、非洲黑人(8%)和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 4%)等. 
77   查尔默尔斯(另译 “森马士”, Thomas Chalmers, 

1780-1847)是爱丁堡的神学教授. 他带领 474 位传道人

和牧师, 以及数千名平信徒组织了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 这教会不受政府控制, 不受他人资

助, 而且热心传道工作. 几乎所有当时的苏格兰宣道士, 

以及一些最优秀的学者, 都加入了自由教会. 比尔·奥斯

汀著, 马杰伟、许建人合译, 《基督教发展史》(香港九

龙: 种籽出版社, 1991 年), 第 476 页. 

威廉斯的父亲也是一位虔诚的长老会

信徒 , 熟背诗篇和《教理问答》 (catechism). 

母亲是长老会诗班的一员. 每个主日, 他们都

穿上最好的衣服, 走两哩路程, 参加主日学和

其他聚会.  

 

主日礼拜, 威廉斯坐在教堂里, 听冗长

的讲道. 他回忆时写道: “我留意到我父亲常在

当天所读的经文旁, 即在圣经页边的空白处记

下日期, 礼拜完后, 他会说牧师常用同样的讲

章, 并指出牧师曾在哪一日讲过这篇讲章. 我

年轻烦躁的思想, 无法对圣职人员那枯燥的神

学讲道感到兴趣… 礼拜延续下去 , 过了午餐

时间, 我常感到饥饿难耐, 想尽快回家.” 讲道

结束后, 牧师作了刻板陈规的祷告, 再向所有

会众  —  信徒和非信徒  —  收取奉献, 然后

散会. 这是威廉斯最期待的一刻! 

  

威廉斯指出, 那称为“安息日”的主日对

小时的他而言, 实在是个“苦恼的考验”. 回到

家后, 他不被允准吹口哨, 不准玩乐, 不准读任

何他想阅读的书籍. 下午时间通常是唱诗. 晚

餐后, 父亲会读一章的圣经, 然后大家跪下, 读

出一段祷告文, 过后大家重复“主祷文”.  

 

威廉斯写道: “当时, 我的父母还完全不

知晓神救恩的方法 , 正如他们较后所承认的 . 

在家中或在学校里, 我们常被警告要提防那些

所谓的 ‘复兴 ’(the revivals)和 ‘普里茅斯弟兄

会’(the Plymouth Brethren). 我们被提醒 , 即

使是那位从阿伯丁大学毕业的牧师(minister), 

都不能肯定地说自己已经得救或重生了, 这些

‘弟兄会’的信徒竟敢自负地宣称自己已经得救! 

 

“我的父母在信仰上是完全的诚心 , 不

幸的是, 他们让圣职人员替他们解释圣经. 我

只能够说, 他们或多或少与那些在委内瑞拉的

罗马天主教徒相同, 即让神甫替他们阅读和解

释圣经. 对于这样的人(特指天主教徒)  —  诚

心却受欺骗, 我们要帮助他们时, 需要何等的

忍耐、灵巧和恩惠.”78 

 

                                                           
78   William Williams, 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 

(Richmond, Canada: T.S.A. Milne, 1981), 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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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童年的葬礼经历 

 虽然生长在一个看似虔诚基督化的家

庭, 但威廉斯本身和他的父母都还未真正重生

得救. 无论如何, 威廉斯年小的时候, 神就已经

借着死亡触动他的心. “某次,” 威廉斯回忆童

年时这样写道, “我参观基督徒坟场, 看见一个

属于被称为‘弟兄会’(Brethren)的坟墓, 其上有

个花岗石柱子, 写着: ‘你必须要重生’. 我记得

当时感到很奇怪, 竟然在墓碑上写着这样的字

眼. ‘重生’是什么意思? 我百思不解, 但安慰自

己说, 我想长大后就会明白这些事.”  

 

 回忆孩童时

期时 , 威廉斯写道 : 

“有时候, 我年小的

头脑尝试解决有关

创造、神、天堂、

地狱、死亡等等的

奥秘. 如果当时听到福音, 我可能会相信. 在主

日学里, 老师教导我们说, 如果我们是个良善

诚实的孩子, 又爱主耶稣, 我们最终都会有好

的结局.” 可惜威廉斯没有从老师或主日学那

里听到“信主重生得救”的福音真理. 

 

 12 岁那年, 威廉斯的祖父去世了. 他跟

着父母赶回家乡, 看见祖父的尸体安放在棺木

里. 第一次看到尸体令他感到畏怯. 他说: “躺

在那里的 , 是我非常熟悉之人的冰冷身体… 

母亲叫我摸祖父的手, 一个又冷又怪的感觉刺

入我心. 在我生命中, 第一次有个声音在我心

里出现, 对我说: ‘你的身体若躺在棺木里, 你

的灵魂会在哪里?’ 我不知所措, 赶紧离开那里, 

找个角落偷偷哭泣.” 

 

出殡时, 在众多抬棺木者当中, 威廉斯

是其中一人. 突然, 那个问题又浮现心中, “你

的身体若躺在棺木里 , 你的灵魂会在哪里?” 

威廉斯说: “我无法回答, 因为我被教导说, 无

人可在此时此地知道他已得救 , 已有永生了 . 

但我相信神在那天向我说话.” 到了坟场, 他看

见人拿泥土丢到棺木上, 然后进行埋葬. 这一

幕一幕的情景, 是比他所学到的神学更为严肃

和实际的讲章. 回家后, 威廉斯忐忑不安, 最后

他告诉自己, 他的祖父 82 岁离世, 他才 12 岁, 

还有 70 年的时间, 所以不必操心, 然后便把这

些问题暂时抛在脑后, 带着疲乏的身心入眠.79   

 

(C) 重生得救的历程 

 15 岁那年 , 威廉斯开始立志想当一名

船长. 他的大伯便把他带来, 与自己同住, 教他

对数 (logarithms)和一些生活技能 , 为以后要

投入的航海生活做些准备 . 他的大伯是牧师 , 

有很多圣职人员的朋友. 他们常来找他大伯喝

茶聊天. “有一个圣职人员,” 威廉斯写道, “认

为约拿没有被大鱼吞下, 并说这只是老妇虚构

的故事. 他这一番话使我年青的思想开始怀疑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 啊! 第一个在我心中

撒下怀疑种子的人, 竟然是个‘牧师’! 有时我

也去到城里 , 看见我的大伯在圣职人员当中 , 

是极受欢迎的…. 我发现这些圣职人员按照世

人的标准, 可说是受人尊敬的好人, 但对他们

而言, 传道显然只是职业(profession), 而非他

们的热爱(passion). 他们并不认真相信他们所

传的, 有时还拿至圣的事物开玩笑呢!” 

 

 某日, 他大伯的朋友建议他做一个海运

工程师(marine engineer). 在这朋友的介绍下, 

年仅 16 岁的威廉斯于 1898 年 5 月 9 日, 进入

一家海运公司当见习工程师. 在那里, 他学习

修理各种机器, 并认识了一个较为年长, 名叫

麦凯(Kenneth McKay, 简称“麦”, Mac)的学徒. 

麦凯是个聪明的城市青年, 也常嘲笑威廉斯的

单纯与无知. 整个船厂的上百人中, 无一人承

认自己是基督徒, 也没有任何人向别人传讲关

于耶稣基督的事. 威廉斯虽有去城里的教堂参

加聚会, 但还是枯燥冷漠的讲道, 与家乡的一

样. 这令他对圣职人员的印象大打折扣. 

 

 1900 年初, 麦凯竟然信主得救了. 他的

姐夫从澳洲回来, 向他传福音. 明白神的救恩

后, 他信靠福音, 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成为一

个新造的人. 他的生命产生显著改变, 即使上

司没有在场, 他也勤勉工作. 船厂里的人开始

排斥他, 甚至逼迫他. 他们使用种种方式为难

他, 威廉斯也常加入他们当中, 但麦凯总是冷

静微笑地走开 . 这点使威廉斯对他另眼相看 . 

                                                           
79   同上引,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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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常与麦凯争辩说没有神, 没有天堂, 也

没有地狱, 但他心灵深处却相信有这一切.  

 

 “亲爱的基督徒同工,” 威廉斯多年后有

感而发的写道, “不要因为那些争辩和反对你

的人而感到灰心 . 大数的扫罗也曾极力反对 , 

他也有很多这样的后人 . … 神的灵在我心里

动工, 尽管当时的我并没察觉到这一点. 在深

夜的寂静中, 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 ‘如果麦凯

所说是对的, 我正朝向地狱, 怎么办?’ 那时, 6

年前的声音重现心里: ‘你的身体若躺在棺木

里, 你的灵魂会在哪里?’ 又有声音说: ‘难道你

不想要像麦凯那样的肯定, 自己是朝向天堂之

路?’ 可惜我当时不敢回应神, 因为我惧怕遭受

船厂那班人的排斥.” 

 

 一天晚上, 大家作弄麦凯, 但他如以往

一般地冷静微笑. 他较后来到我身旁, 对我说: 

“你难道不想要得救吗?” 威廉斯回答: “得救? 

麦凯 ! 我无法忍受你所面对的反对 .” 他说 : 

“啊, 你不知道我心中何等喜乐. 那些作弄我的

人也难明白. 我以前也像他们一样, 所以主帮

助我, 能忍受他们的捉弄.”  

 

数个月过去了. 一天晚上, 麦凯再次问

威廉斯是否想要得救 . 麦凯说: “我会为你祷

告… 我会尽力帮助你 .” 过后, 这话不断出现

在威廉斯的脑海中. 多少夜晚, 他心中面对激

烈争战 . “这一边是世界、升职、工程师主

管、年老、死亡、阴间. 另一边则是基督、逼

迫、为主事奉、死亡、天堂… 我决定要得救, 

不是因为爱神, 而是因惧怕死亡, 害怕去到阴

间...” 他想得救, 但问题是: 如何才能得救?  

 

 1900 年 10 月 20 日, 那是一个威廉斯

难以忘怀的日子. 在那寒冷的星期六晚上, 他

与朋友在街上遇到一群正在露天布道的基督

徒. 虽然身边朋友极力反对, 但威廉斯坚持要

留下来听福音, 结果朋友生气地走开, 留下他

在那里. “我感谢神, 没有跟从我朋友的话与他

同去… 魔鬼若在当晚胜了 , 神的灵可能不再

与我较力(停止感动的工作). 救恩确实出于耶

和华; 但我们有选择的意志, 这意志必须选择

生命或死亡, 福音或世界, 基督或撒但…” 

 威廉斯站在那里听福音. 他没有靠得太

近, 因不想有人找他谈道. 听了一段时间后, 他

独自离开, 心中决定要在今晚得救. 回到所租

的家中, 他关上门, 跪在床边祷告. “我开始承

认神是真实存在的, 我向祂承认自己的罪. 当

我承认自己的邪恶和罪疚, 特别是我怎样逼迫

祂的仆人麦凯时, 罗马书 5:6 的真理临到我, 

‘基督为罪人死 .’ 我晓得基督为罪人死 , 但我

以为人必须爱祂和作个好人  —  这是牧师所

传讲、主日学老师所教导, 也是我一向学习的

神学. 可是, ‘基督为罪人死’, 这是何等的启示! 

我正是那个罪人  —  基督正是为这样的人死! 

就在那时那地, 我信靠祂作我的救主. 顿时, 一

种奇妙的平定安稳进入我心, 何等的简单, 何

等的安慰. 不再惧怕死亡, 心中所想的, 是如何

事奉我的救主.” 

 

 威廉斯晓得麦凯在名为“戈登宣道堂” 

(Gordon Mission)的地方聚会. 隔天早晨, 威廉

斯决定到那里聚会. 到了那里, 就看见麦凯在

门口分派赞美诗集. 见到他的到来, 麦凯真是

喜出望外, 领他到里面聚会. “那里的气氛与我

之前去过的许多教堂不同. 热诚的唱诗、简单

实用的讲道, 信徒之间看来也比较友好. 我又

参加傍晚的礼拜, 觉得那里的讲道与我才获得

的平安相符.” 

 

 麦凯很高兴听到威廉斯得救的经历, 两

人自此成为更亲密的朋友. 他告诉威廉斯有关

主再来的道理. 威廉斯开始勤读圣经, 为要明

白主的旨意. 不过, 船厂的朋友听到威廉斯信

主归正后, 非常不满, 开始为难甚至伤害他, 比

他们逼迫麦凯更甚. 然而, 靠着主的恩典, 威廉

斯得以平心静气地忍受一切.80  

 

(D) 信服真道而受浸 

 (D.1)   普里茅斯弟兄会 

得救后的威廉斯 , 读到圣经提及浸礼

(洗礼), 本身也想受浸. 不幸的, 麦凯和戈登宣

道堂的信徒是布林格主义 (Bullingerism) 81的

                                                           
80   同上引, 第 10, 13-17 页. 
81   布林格主义(Bullingerism)也被称为“极端时代

论 ”(ultra-dispensationalism 或 hyper-dispensationalism 

或), 源自圣公会学者兼圣职人员布林格(E. W. Bull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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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格 (Bullinger) 

跟随者 . 麦凯告诉他 , 浸礼属于 “ 过渡时

期”(transition period), 不该在“召会时期”执行. 

麦凯仿佛威廉斯属灵的父亲, 在属灵的事上对

他影响很大. 某日, 威廉斯和其他年青信徒向 

M 先生请教浸礼一事. 此人是宣道堂(Mission 

Hall)的传道人之一 . 他说有一节经文一劳永

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便引述 西 2:6 为证, 

说 : “你如何接受主基督耶稣?” 82  他们回答 : 

“靠信心.” 他说: “那么, 浸礼是个礼仪, 所以不

属信心. 换言之, 你不需要受浸.” 受了误导的

威廉斯消灭圣灵的感动, 决定不要受浸了. 

 

 某日, 威廉斯的亲

戚听到他得救了, 便邀请

他到阿伯丁 (Aberdeen)

圣保罗街(St. Paul Street)

的召会参加聚会. 对于这

个召会, 威廉斯听到许多

负面的消息. 他写道: “在

戈登宣道堂, 我们特别被

警告, 要小心提防一个叫

‘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可怕

教派 , 因他们自认只有他们是 ‘唯一的召会’, 

甚至如果圣灵要写一封书信给阿伯丁的基督

徒, 祂会给那在圣保罗街的召会!  

 

“还有一些信徒因不守规矩而受到管教, 

离开了那里, 参加大门敞开的戈登宣道堂; 这

些人惯于警告年青基督徒不要接近 ‘弟兄会’. 

事实上 , 初期召会的基督徒要遵行神的道时 , 

便受到毁谤, ‘因为这教门(教派, sect), 我们晓

                                                                                               
1837-1913)的教导. 他主张基督徒召会(Christian Church)

是在使徒行传 28 章(徒 28:28)才开始的, 所以只有保罗

的“监狱书信”才适用于基督徒召会. 布林格强调, 保罗

之前的书信(如哥林多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罗

马书等等)和使徒行传 28 章以前的教导, 都是给犹太召

会的(Jewish Church), 所以这些书信所记载的洗礼和主

餐(圣餐)只适用于犹太召会, 与基督徒召会完全无关. 因

此, 布林格和他的跟随者认为外邦召会的基督徒不必受

洗, 也不必守主的晚餐.  
82   西 2:6: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祂

而行.” 事实上, 这节所强调的, 是要遵主而行. 主耶稣的

吩咐是什么? 答案是: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包

括守主的晚餐), 都教训他们遵守…”(太 28:19-20). 

得是到处被毁谤的’(徒 28:22); 今日还是一样. 

我发现宗派的‘众教会’和‘宣道堂’对他们称为

‘普里茅斯弟兄会’的信徒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圣职人员反对他们 , 因为他们教导真

理, 强调说‘牧师’(ministers, 特指一人事奉的

牧师制度)夺取了圣灵的权力(特指圣灵随己意

分派恩赐和使用信徒方面, 林前 12:11), 剥夺

了真基督徒的特权和责任. ‘宣道堂’反对‘弟兄

会’, 因为宣道堂允准女人讲道、收非信徒的

捐献、雇用传道人、每月一次的圣徒交流

(communion)等等 , ‘弟兄会’则因严格遵守新

约圣经原则而不做这一切. 我常发现良善的基

督徒完全心存偏见地反对‘弟兄会’, 尽管他们

并无好的理由去如此行… 我只认识一些‘弟兄

会’的信徒, 他们看来是良善诚实之人, 但我让

偏见蒙蔽了心眼, 没经调查所言是否属实, 就

重复了那普遍对奉主名聚会信徒的毁谤.”83 

 

 (D.2)   布林格的极端时代论 

 在戈登宣道堂里, 威廉斯发现麦凯和自

己只是在布林格主义里增加知识, 而非在主耶

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彼后 3:18). 由于

人数的增长, 威廉斯和一些信徒离开戈登宣道

堂, 到乔治街(George Street)那里租用的地方

聚会. 他写道: “我们在主日晚上传福音, 也在

其他得空的晚上查经, 以布林格所著的《召会

书信》(The Church Epistles, 1900 年)为课本. 

我们坐着讨论希腊文的字根和意义, 像鸽子开

口吞食一般, 毫无疑问地吞下布林格的药丸.” 

但感谢神, 威廉斯并没失去传福音的热诚, 每

个星期四, 他们十多个青年信徒到城镇上传福

音, 也看到神的恩典, 有人因此信主得救. 无论

如何, 威廉斯心灵深处仍觉有所缺乏.   

  

 真理的圣灵在他心中动起善工. 他写道: 

“我的心越来越感到有所操练 , 想要找个适当

的聚会处 , 即容许神的道被全面实践的地方 . 

我接触到布拉格所著的《将来的事》(Things 

to Come).84 这期刊教导说现今只有个人的见

                                                           
83   William Williams, 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 第 18-19 页. 
84   (Things to 

Come), ( 1894-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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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夫妇 (Mr & Mrs Williams) 

证(没有集体的见证), 因为‘召会已成废墟(in 

ruins)’. 浸礼、主的晚餐、交通团契、召会见

证、纪律管教等, 都是‘监狱书信’以外的教导, 

所以不是给现今时代的信徒. 这恶劣的极端时

代论 (hyper-dispensationalism)把大部分神的

道从我们手中夺去. 它无法满足我的心灵, 因

我渴望召会交通、与信徒交流和灵命成长.”  

 

 不久 , 威廉

斯与他数年前带

领信主的姐妹梅

布尔丝(Mabels)结

婚. 他们两人同心

事主, 并打开家门

接待其他基督徒, 一同谈道, 分享主恩. 但这样

的交通仍无法满足威廉斯追求真理的心.  

 

他解释道: “按我们所领受的错误教导, 

‘召会已成废墟’, 既然如此 , 就没有事物把我

们基督徒结合起来, 没有集体的见证了. 我们

的福音工作使我们与各种基督徒有所联系, 他

们邀请我们到他们各自的‘地方’, 我们也应邀

前去, 有时发现自己在一些富有人家中经历枯

燥刻板的‘查经’. 他们穿著高贵 , 是社会上流

人士. 不过这些‘会客室’的聚会被拘谨和冷酷

所破坏, 无法令我们困惑的心火热起来. 另一

些时候 , 我们被邀请到 ‘落魄潦倒’的宣道堂 , 

那里有更多的‘哈利路亚’和热心, 但所采纳的

方式跟圣经的不一致. 此外, 我们也受邀参加

B 先生的教会, 我们参加了多次, 也去基督教

青年会(Y.M.C.A.), 因 B 先生在主日下午到那

里传道 . 但这只是修改自 ‘一人事奉’的形式 , 

而 B 先生在召会真理的实践上也不合圣经.”85   

 

(D.3)   接触奉主名聚会的召会 

 过了一些时候, 威廉斯升职到加拿大安

大略(Ontario)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 G.T.R.

工厂. 一天傍晚, 他去到一个外表看来吸引人

                                                                                               
, 21 ); 

(John R. Caldwell) 20 ( 22

); (J. D. Pentecost)

( 1958 ). , . 
85   William Williams, 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 第 24-26 页. 

的宣道堂. 聚会开始时很有次序, 直到两个衣

着整齐、年青貌美的女子进来. 他们开始说话, 

然后那些高大强壮的男士跪下 , 开始说方言 . 

原来那里是五旬节派的聚会. 他急忙离开, 决

定不再回到那里. 

 

 某个星期六, 威廉斯经过一处, 看见一

间店铺上有一层楼, 窗口上写着几个大字: “基

督为罪人死”. 他的目光深被这几个字所吸引, 

便走近店旁入口查看 , 发现其布告牌上写着: 

“ 奉主耶稣之名聚会的基督徒 ”(Christians 

Gathered to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他

不认识这“新教派”, 却决定明晚前来参加他们

的聚会. 由于妻子还在多伦多, 他便独自前往. 

 

 那聚会大约有 18 个人出席(注: 威廉斯

指出, 这召会过后在人数上增加很多, 并迁到

大堂聚会), 几乎都是年长信徒. 他坐在后边观

察. 整个聚会很简单: 没有电子风琴, 没有诗班, 

不拘泥形式, 神的道被清楚解明. 散会后, 一名

叫布里奇福德(David Bridgeford)的信徒走过

来问候他, 给他留下美好印象. 过后, 他同妻子

一起去参加那里的聚会. 布里奇福德夫妇也到

他们家中探访. 谈话之下, 威廉斯才发现这些

称自己为“奉主耶稣之名聚会的基督徒”, 原来

就是他所害怕的“普里茅斯弟兄会”. 真令威廉

斯大失所望! 

 

 布里奇福德邀请威廉斯夫妇到他家中

一同查经. 威廉斯告诉他没这个必要, 因他们

不信浸礼和主的晚餐, 出席了反倒会破坏彼此

间美好的交通 . 但布里奇福德再三恳切邀请 , 

威廉斯只好答应, 条件是只查考旧约的创世记, 

免得引起纷争. 就这样, 他们每个星期二晚上

一同查经, 彼此获益, 关系更加密切.  

 

 某星期二晚上, 一位名叫史密斯(Smith)

的年长信徒也来参加查经. 查经前, 史密斯问

威廉斯是否已经得救, 他便一五一十地述说自

己得救的经历. 史密斯接着又问他是否已经受

浸, 他便推出“过渡时期”的理论, 强调基督徒

不再需要受浸了. 他们又谈到守主的晚餐一事, 

结果双方越辩越激烈. 史密斯失去耐性, 起身

走到他所坐的地方 , 握紧拳头 , 似乎要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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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敲进他里面. 威廉斯说: “史密斯先生, 提摩

太后书 2:24 说: ‘主的仆人不可争竞, 只要温

温和和的待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而你

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精神.”   

 

 “你说的对…” 史密斯低声答道 , 然后

默然退回自己的座位. 这一退让威廉斯大感惊

讶, 因看见此人竟然愿意迅速服在神的话语下. 

另一位年长弟兄弗雷泽(Mr Fraser)来到后, 他

们便开始查经. 按之前的顺序, 当晚要查的是

创世记第 6 章. 威廉斯放下心头大石, 心想这

一章不会与浸礼有关. 怎知情况正好相反. 史

密斯指出, 创世记第 6 章的洪水是预表基督的

死、埋葬和复活 , 而信徒也该以受浸来回应

(参 彼前 3:20-21), 所以与罗马书第 6 章有关. 

弗雷泽完全赞同这点, 令威廉斯心中更加不安.  

 

 查经后, 他们移到饭厅, 坐在餐桌旁谈

天. 之前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谈话时, 史

密斯温和地表示, 自己和威廉斯一样, 都是因

着 罗 5:6(“基督为罪人死”)而信主得救, 得着

心灵的平安. 谈了一阵子后, 他们彼此问安, 道

别回家. 威廉斯写道: “我发现史密斯为真理站

立场时, 勇猛如狮子; 但谈到有关个人的话题

时, 却温和如羔羊. … 他亲切的接触、仁慈的

面容, 显明是个真诚且有信念之人.”86   

 

(D.4)   查经而明白受浸的真理 

 回到家后, 威廉斯夫妇谈论当晚所发生

的一系列事情. 他在所著的《拉比, 你住在哪

里?》(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一书中

写道: “这些人全然真诚, 他们说使徒行传清楚

教导受浸之事 , 若说‘保罗在监狱书信中领受

启示以前, 召会并不存在’, 这看法完全没有圣

经的根据, 因为保罗在得救以前, 就逼迫召会

了(参 腓 3:6; 徒 9:1; 26:10-11; 注: 这点强有

力地证明召会在保罗得救前早已存在); 此外, 

‘召会已成废墟’这一看法并不真确, 因为现今

还是可以按圣经路线来持守(召会)集体的见证. 

这一切使我更深地思考, 既然我们肯定拥有真

理的道, 我们不必害怕再次查考圣经, 看看他

们所言是否正确.” 

                                                           
86   同上引, 第 27-29 页. 

 隔天晚上 , 威廉斯决定放下一切成见 , 

重新查考使徒行传. 晚餐后, 他进到房内关上

门, 双膝跪下, 打开圣经阅读. “无人教我这样

做, 我也不知有任何人这样做过; 但那天晚上, 

我深感自己必须跪在神和祂话语面前, 不管付

上任何代价, 都要‘买真理’(箴 23:23).” 一晚接

着一晚地过去, 他发现使徒行船中有七处经文

清楚教导有关受浸一事 (徒 2:41;  8:12,38;  

10:48;  16:15,33;  18:8). 他惊叹道: “那些基督

徒是对的. 如果我们要跟从使徒的榜样, 这七

处经文无疑地证实, 使徒们履行了主在马太福

音 28:19 所给的大使命. 令我们惊讶的是: 为

何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这点? 一切都是清楚和

简单的. 我们两人决定要受浸了. 

 

 “这次的查经不仅

说服我们要受浸, 也叫我

们开始看到, 我们若要受

浸 , 即表明我们与主同

死、同埋葬、同复活; 主

就期望我们一举一动有

新生的样式(罗 6:40). 基

督为我们做的, 深深感动我们的心. 我们察觉

自己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

神(林前 6:20), 这的确是我们的特权. 学到这

宝贵的真理 , 我们心中便产生事奉主的渴望 , 

要为主放下野心. 因为我很想成为 G.T.R.公司

中级部门的机械技术人员.” 

 

 事实上, 威廉斯备受上司器重, 有望升

职. 但他发现 G.T.R.在生意上有些不诚实的手

段, 所以良心感到不安. “如果我要受浸, 就要

离开 G.T.R., 另找一份工作.” 挣扎了三个星

期, 虽然受到上司百般挽留, 但他决意离去, 到

多伦多的另一间公司打工, 开始新的生活.87 

 

(D.5)   在水中顺服主而受浸 

 到了多伦多, 威廉斯夫妇在布鲁克大街

(Brock Avenue)找到一间礼堂, 布告栏上写着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聚会的基督徒”. 他们便到

那里聚会. 那里的人数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

的更多. 除了掰饼聚会, 他们还参加那里的所

                                                           
87   同上引, 第 3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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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聚会. 几个月过去, 他们发现没有几个人愿

意和他们多谈, 不过他们喜欢聚会的次序和简

纯, 所以继续参与那里各样的聚会.  

 

 某日, 麦克林托克(Robert McClintock)

在附近搭棚传福音. 威廉斯每晚都出席. 某个

晚上, 威廉斯离开前, 麦克林托克问他是否相

信有永远的审判. “那当然, 我相信有永远的审

判.” 接着便引证 太 25:46. “你真的相信?” 麦

克林托克问道. 当威廉斯坚持相信后, 麦克林

托克表明他很高兴听到这点. 从那时起, 威廉

斯发现那里的圣徒对他们的态度有很大转变.  

 

 他起初百思不解, 后来才明白其中缘由. 

原来有位作铁匠的信徒, 在多伦多的 G.T.R.认

识他, 并告诉那里的圣徒说威廉斯是布林格的

支持者, 是个危险人物, 不信有永远的审判等

等. “我相信他们采取敬虔的谨慎是对的; 但敬

虔的谨慎需要客观的调查, 而非只是怀疑. 我

曾是布林格的跟随者, 这是真的; 至于我否定

永远的审判, 这就错了. 我常相信有永远的审

判.” 此事给所有信徒一个重要功课: 要谨慎防

备, 也要查明真相. 若非主的恩典让真相大白, 

那里基督徒对威廉斯夫妇的冷谈态度至终可

能导致他们的离去. 

 

 现在情况改变了. 威廉斯夫妇多次受邀

到那里的信徒家中作客. 众长老也问他们是否

想要受浸, 被接纳入交通里. 他们强调这正是

他们所期待的. 不久, 两位长老与他们会谈, 满

意他们的情况, 知道他们已信主得救, 便安排

他们到布罗德维尤堂(Broadview Hall)受浸.  

 

1907 年 11 月

的某个星期二晚上 , 

他们两人到那里准

备受浸. 当晚共有 15

人左右受浸 . 轮到他

时 , 他下到水中 , 听

到负责施浸的弟兄

说: “亲爱的弟兄, 我奉… 给你施浸.” 然后整

个身体被放入水里, 象征与主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 他从水里上来时 , 在场的圣徒高唱 : 

“快乐佳日, 我志立定, 一意信靠救主我神…”88 

顿时, 他心中的害怕和疑虑完全消失; 心中充

满的, 是甜美的平安! 这简单的顺服行动开始

了他生命旅程的新一天.89   

  

(E) 信服真道而掰饼 

威廉斯从未参加那里的掰饼聚会. 他写

道: “对于主的晚餐, 可说是我们多年来无法解

决的难题. 当我 18 岁时, 父母希望看到我‘参

加教会’(join the Church). 我知道‘参加教会’

表示成为一个‘教友’, 领受‘sacrament’(圣餐). 

但我从圣经上读到, 若不按理吃饼饮杯, 就吃

喝自己的罪. 由于我才得救不久, 最好还是多

等一些时候 . 在戈登宣道堂 , 他们守的是

‘communion’(每月一次的圣徒交流). 然而, 我

读圣经时看见, 若要守主的晚餐, 就必须按照

主的吩咐去做.” 他们决定参加那里的掰饼聚

会, 观察那里的信徒如何守主的晚餐.  

 

主日早晨, 威廉斯夫妇重新回到布鲁克

大街堂(Brock Avenue Hall), 观察掰饼聚会 . 

那里的信徒请他们坐在后面 , 递给他们一本

《信徒诗歌》(Believers’ Hymnbook). 他们发

现桌椅的摆设非常不同. 大约有 120 张椅子围

绕一张桌子, 桌上有个饼(面包, bread)和两个

盛着酒的杯 . 另有一些椅子以普通方式排列 , 

其上坐着一些男女和小孩. 

 

 “那里一片肃静, 与这严肃场合相称. 时

间到了, 一个弟兄选了一首适切的诗歌, 大家

同唱. 过后, 弟兄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 带领

敬拜和感恩. 这一切对我们而言, 是何等新奇

啊.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 这是

主本来的应许, 当天早晨 , 这宝贵的‘同在’真

的实现了. 弟兄们借着祷告和感谢, 把我们主

圣洁的一生, 从马槽到十架, 逐一地带回信徒

的思念中. 我们为此流泪. 我们的心说道: ‘这

就是我们长久以来, 一直寻找的地方啊!’ 饼被

掰开, 传递给信徒领受, 然后再传酒杯. 过后传

奉献袋 , 但只传给那些围绕桌子的圣徒(即在

                                                           
88   此诗歌意义丰富, 参 《万民颂扬》, 第 327 首. 
89   William Williams, 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 第 3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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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里的信徒). 接着再唱一首诗歌, 再读一段

经文(讲道), 聚会最终以祷告结束.    

 

 威廉斯的心何等喜乐. 他写道: “这是我

们第一次看见信徒按照主自己所指定的方式 , 

来记念主的死 , 没有由任何圣职人员所主持 . 

所有信徒围绕桌子而坐, 在基督里合一. 除了

圣灵, 没有人主持聚会的次序. 间中没有突然

停止, 也没混乱, 我们夫妇两人深感惊讶和赞

叹. 人也许议论或批评他们; 但浸礼、掰饼记

念主的死, 把我们带回神、神的道和神的百姓

那里; 带回到我们起初的爱; 带回到‘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没有

能说‘耶稣是主’的(林前 12:3). 我们相信自己

受浸, 领受主的晚餐, 并去到奉主名聚会的信

徒当中, 确实是出于神的灵真实的工作.” 

 

 威廉斯指出 , 他多

年以前在神的话语中曾看

到洗礼 , 但因不顺服基督

的主权而没受浸 , 所以在

神的事上没有什么进展 . 

现在, 他愿意顺服主, 在水

中受浸, 并守主的晚餐, 走

在真道的轨道上. 当天, 在

聚会结束前, 负责报告的弟兄宣布说, 威廉斯

夫妇渴望被接纳入交通里, 若无人反对, 他们

两人就会在下个主日被接纳, 与围绕主桌子的

众圣徒一同掰饼记念主. 

 

 “48 年之久,” 威廉斯喜乐地写道, “我

们完全满意这个召会, 就是祂喜悦立名和同在

的地方. 没有人可以说服我说‘召会已成废墟’, 

或‘今日再没有集体见证了’.” 在这方面, 威廉

斯亲身的经历和具体的体验告诉了他 , “召会

至今仍然存在”, 并且借着奉主名聚集的召会, 

“今日还有集体的见证”!90 

  

(F) 信服真道的立场 

 威廉斯在所著的《拉比 , 你住在哪

里?》一书中, 清楚表明他心中的操练, 就是要

找一个按照新约圣经的原则和样式来聚会、

                                                           
90   同上引, 第 34-35 页. 

敬拜和事奉的地方. 结果他在主的引领下, 终

于找到了 . 那地方就是他所谓的 “召会 ”(the 

Assembly). 论到此事, 他说: “我们找到了那地

方(the Place, 指奉主名聚集的召会)… 它是我

们的主在马太福音 28 章所吩咐的,91 是众使徒

在使徒行传中所实践的, 而有关它的教义, 也

是新约书信所教导的  —  即借着浸礼象征信

徒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罗 6:3-4), 并

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以主的晚餐来记念祂, 也

透过每日读经将之深印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心深切感谢我们慈爱的父神 , 

因祂如此带领我们. 我们也感激祂所爱的子民, 

就是那些被称为‘弟兄会’(Brethren)的信徒. 他

们拒绝接受任何不属于每个基督徒的名称(如

路德会信徒、长老会信徒、浸信会信徒等等). 

主给祂子民的名称如基督徒、弟兄们、信徒

等等, 才适合所有属主的子民. 属人的名称只

适合某一群体, 而非其他信徒.”92 

 

威廉斯在此书中总结道 : “只有一个地
方, 是所有属神的子民能够聚集, 并保存主赐

他们的圣名; 只有一个地方, 基督的主权得以

彰显; 只有一个地方, 主的灵能够自由使用祂

所要用的人. 那地方就是召会(the Assembly)  

—  神的召会  —  按照新约圣经的原则来成立

和发展.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心得着安息, 我

们也邀请所有主所爱的子民到那里去, 如主所

说的‘你们来看’(约 1:39). 但愿主为着祂的赞

美和荣耀, 喜悦赐福这方面的见证. 这是我们

真诚的渴望和祈求.”93 

                                                           
91    主在 太 28:19-20 颁赐的大使命中, 预告了召会

的成立和运作. 主吩咐众使徒去传福音(参 可 16:15), 使

万民信主, 学习作门徒, 给他们施浸后, 还要教导他们遵

守一切主所吩咐使徒的  —  即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

此交接、掰饼、祈祷(徒 2:42). 此乃召会的成立和运作. 
92   初期的弟兄们明白这重要真理, 所以不向人说: 

“我们是弟兄会信徒(Brethren, 大写的 B , 属“专有名词”, 

意谓专属某一教派)”, 而是说: “我们是基督徒”, 或说“我

们是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因“基督徒”一词是适合所有

属主子民的称呼). 他们虽以“弟兄们”(brethren, 小写的 

b , 属于“普通名词”, 而非专有名词)相称, 却从不在自己

的聚会处挂上“弟兄会”(Brethren, 大写的“B”)为招牌.  
93   William Williams, 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 第 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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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宣道事工的装备 

 顺服主的话语受浸, 并遵守主的晚餐之

后, 威廉斯的灵命更加成长. 他从布鲁克大街

堂的查经聚会获益良多. 此聚会连贯性地查考

福音书、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等. 其方式是对

话式的读经讨论, 每个弟兄都可自由参与发问

和分享. 威廉斯写道: “我们尽可能不要错过这

些读经聚会(Bible readings, 指查经聚会), 一

个是在星期二晚上, 另一个在主日下午. 星期

五的祷告聚会对我们而言, 是清爽宜人的时光. 

布鲁克大街堂里也常进行福音见证, 当天气允

许时, 就进行露天布道.”   

 

威廉斯积极参与这些聚会, 众信徒也看

出他有讲道的恩赐, 请他在福音聚会上传扬福

音, 为主作见证. 他又积极参与召会其他的活

动, 逐家分派福音单张, 与人谈道, 领人信主. 

他殷勤操练主赐他的传道和教导恩赐, 主也为

他开路, 扩展他事奉的领域, 使其他召会也看

出他的恩赐, 邀请他过去传福音和教导真道.  

 

威廉斯在其所著的《拉比 , 你住在哪

里?》(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一书中说

道 : “召会是主的神学院

(seminary), 我从不犹豫地

强调这点. 就在召会中, 信

徒逐步地学习真理 , 得以

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 

从中累积经验 . 如果要作

正常的基督徒 , 这三点必

须同行 . 三脚的凳子若要

平稳 , 三脚都必须同样长

度. 若长度是一只脚两尺, 另一只脚一尺半, 第

三只一尺, 这凳子便倾斜一边. 这就是在神的

事上仓促行事的后果. 把圣经研究挤进数个月

的 ‘研经课程 ’, 为要叫那个学生早日 ‘毕业 ’. 

‘头脑知识’的凳脚长两尺 , ‘实践’的凳脚只有

一尺半, ‘经验’的凳脚仅有一尺, 便产生倾斜

失衡和高傲自负的情况.” 

 

 “我们听过一些所谓最优秀的圣经讲师. 

他们讲的有时虽好, 但比起主的仆人出自内心

和经验的讲道, 这些圣经讲师缺少扣人心弦的

能力, 也缺乏实际的果效. 我们都知道家里自

制的面包与面包店所制的面包有所不同. 前者

出自个人经验, 没有掺假的东西; 后者是机器

制作, 一切原料为要达到显眼的外表和更高的

利润.”94 简而言之, 这是“神的神学院”与“人的

神学院”不同的产品所产生的不同果效. 

 

以上的话是所有想要全时间事奉主之

人必须谨记的. 我们不否认神可以使用某些神

学院或基督徒培训中心 , 来装备祂的工人 ;95 

但信徒若在自己的召会中没有积极参与事奉, 

只想借着上一些神学课程 , 就出来全职事奉 , 

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和样式. 信徒必须在

召会中逐步地学习真理, 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

出来  —  积极从事主所托付的事奉, 然后从中

累积事奉的经验, 以此装备自己, 等候神的呼

召. 笔者认识许多奉主名聚会的主仆, 就只在

召会中如此装备自己 , 虽没进过神学院受训 , 

却在较后蒙主呼召, 为主重用. 诚然, 地方召会

是主的“神学院”, 是训练主仆的场所. 这与今

日有些召会完全放下培训的责任, 只把信徒送

去神学院或培训中心受训, 是何等大的对比啊? 

求主在这方面施恩怜悯, 恢复昔日召会的丰荣!  

 

(H) 初期召会的样式还是可行 

 将近一年时间, 威廉斯积极参与召会的

各样聚会和事奉. 主也开始将全时间事奉的意

念放在他的心里. 他写道: “在这时候, 全时间

献于主工的信念开始在我心中成形. 我们在自

己身上证实了神加倍的赐福. 当我们看到基督

为我们所做的牺牲, 以及事奉祂的喜乐, 心中

常想: ‘为什么不将你所有的献在坛上?’ 我认

识不少主的仆人, 他们当中有人鼓励我到北安

大略 (Northern Ontario)和北美洲大草原 (the 

Prairies)事奉 . 我确实心有所动 , 但我也听到

委内瑞拉迫切需要主的工人… 由于我自然的

意向是在加拿大事奉主, 便打消到委内瑞拉的

想法.” 

                                                           
94   同上引, 第 36 页. 
95   笔者承认有些神学院的立场和讲师是信仰纯正

的基督徒学者, 但无可否认的是, 现今有许多神学院的

立场或其中的讲师是不信派(现代主义者), 不承认圣经

为神那完全无误的启示, 不信圣经的神迹等等. 在这种

良莠不齐(好坏参杂)的情况下, 若要送信徒去神学院培

训, 就必须谨慎明辨, 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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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贝略港 (Puerto Cabello) 

但 在 神 奇

妙的安排下, 透过

召会众长老和信

徒们的支持, 以及

环境的催迫, 威廉

斯终于明白主的

旨意是要他到委

内瑞拉全时间事

奉 , 他也毅然顺

服 . 在多伦多众

召会的举荐和

欢送下 , 他们夫

妇两人离开加

拿大 , 乘船前往

委内瑞拉 . 1910

年 4 月 25 日清

晨 6 时, 他们终于抵达委内瑞拉北部的卡贝略

港(Puerto Cabello), 开始了长达 51 年的拓荒

宣道旅程.  

 

在此事上, 信实的主向威廉斯夫妇和所

有召会证明, 祂依然是“耶和华以勒”, 只要我

们愿意按照祂的方法, 去做祂的工作, 就不会

缺乏祂的供应 . 这点可从《它还是可行》(It 

Can Be Done)一书获得证实; 此书是威廉斯

在委内瑞拉长达 27 年的拓荒事工之记录(注: 

在这 27 年里, 共有 22 个地方召会被建立起

来). 另一本书《在委内瑞拉新一天的拂晓》

(The Dawn of a New Day in Venezuela)也述

说神信实的供应. 这两本书记述了威廉斯的故

事, 且以事实和个人经历为凭据, 证明圣经所

记载的初期召会之样式还是可行的. 

 

萨沃德(Sidney J. Saword)是威廉斯在

委内瑞拉的同工. 自 1923

年首次相遇后 , 他们两人

就成为亲密同工 , 一同为

主在委内瑞拉劳苦事奉 . 

萨沃德这样描述这位多年

的同工: “从 1926 年直到

1961 年威廉斯离世与主同

在为止 , 他和我在卡贝略

港(Puerto Cabello)住在同

一个屋檐下, 在旧福音堂上面的双层公寓. 虽

然我们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 我们却配搭得好; 

他尊重我, 我也尊重他. 他展现辛勤劳苦和坚

持不懈的精神, 是我们年青工人的鼓励和启发. 

他每日有固定的读经和祷告, 每早晨六时或更

早就起身灵修 . … 他也是忠实的福音单张分

派者、多产的写作者和仁慈的探访者. 他获得

委内瑞拉信徒极高的敬重, 其生命和事奉在圣

徒心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 并在塑造这个国

家的主工上有极大贡献  —  他按照属神的样

式, 不采纳现代的创新方式来建立召会.”96   

 

威廉斯按照圣经的原则和样式建造召

会, 其果效存留至今. 按 2006 年 12 月《信徒

杂志》(Believer’s Magazine)的报道: “今日在

委内瑞拉有 155 个奉主名聚会的召会. 我们感

谢神, 他们当中享有合一. 神已在他们当中兴

起敬畏祂的人, 这些人渴望看见召会的见证是

按属神样式保存下来. 大部分的召会积极传扬

福音, 为主见证, 甚至能在没有全时间工人的

协助下每年进行一系列聚会. 神赐福他们, 给

他们能力, 众召会就以这样的方式被建立起来. 

许多召会有数个主日学事工, 并证实这是在新

地区开始福音工作的极佳方法. 众召会也创办

了五间学校, 得以在那里每日教导圣经.”97 

 

(I) “虽然死了, 仍旧说话” 

 长达 663 页的《翻转世界》一书, 简

述了上两个世纪上千名奉主名聚会的主仆在

世界各地的宣道事工. 论到 1910 年开始在委

内瑞拉事奉的威廉斯, 此书评述道: “这个弟兄

给予 50 多年的舍己事奉. 他孜孜不倦地在福

音事工上劳苦, 继续参与传福音的聚会, 直到

他离世的 4 个月内. 他的榜样大大地影响后来

跟随他脚踪的人.”98  

  

                                                           
96   William Williams, 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 第 3, 42, 47 页. 
97  www.believersmagazine.com/bm.php?i=20061211 
98   W. T. Stunt, et al.,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A Century of Missionary Endeavour (Bath: 

Echoes of Service, 1972), 第 220 页. 奉主名聚会的召会

在委内瑞拉的宣道事工早在 1890 年代就开始了, 但拓

荒的宣道士们在那里居留的时间不长, 先后离去. 威廉

斯却不同, 他在那里劳苦拓荒宣道数十年, 建立了不少

召会, 第一间福音堂就是在他的事奉下建立起来的. 

http://www.believersmagazine.com/bm.php?i=200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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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建于卡贝略(Puerto Cabello)的

第一间福音堂, 如今用作学校和印刷 . 

接近 1960 年, 威廉斯的身体虽逐渐衰

弱, 但心志仍然强盛. 在他长期的病痛中, 他的

妻子和萨沃德的妻子一同分担照顾他的责任. 

1961 年, 威廉斯临终时, 她们和萨沃德都守护

在他床边, 见证他安详地离世, 归回天家的安

息. 最后, 萨沃德贴切地评述这位多年的同工: 

“正如亚伯 , 他可以说是 ‘虽然死了 , 仍旧说

话 ’(来 11:4). 威廉斯的生命可以综合在  罗

12:11 的话里: 殷勤不懒惰; 心里火热; 常常服

事主.”99 但愿我们也是如此,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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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初期召会的原则与样式还是可行吗? 

 

在《它还是可行》(It Can Be Done)一

书中, 到委内瑞拉拓荒宣道的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写道: “从主

在加利利山上给门徒大使命, 直到现今, 无疑

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 ‘时代已大大改变了 .’ 我

们当然不否认这点 . ‘环境改变情况 .’ 一般而

言是这样. ‘新时代需要新方法 .’ 在商业领域

确是如此. ‘召会已发展成全球性的机构, 所以

需要团体组织来满足各种需求, 新约圣经的原

则今日无法实行了.’ 且慢! 这就是我们与众不

同之处. 它还是可行的!”  

 

威廉斯接着引述主的大使命 : “天上地

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 你们要去, 使

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

施洗(原文: 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

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 28:18-20). 他请读者留意大使命中四

个显著的陈述: 

 

1) 所有权柄(KJV: All power): 表明主掌握一

切的权柄, 所以唯独祂拥有权利发此号令. 

2) 所有民族(KJV: All nations, 译作‘万民’): 

显明祂的心意是要世上一切民族都听到福

音, 不管他们是什么肤色的种族, 奉行什么

传统或风俗. 

                                                           
99   William Williams, Rabbi, Where Dwellest 

Thou?, 第 3 页. 

3) 所有吩咐(KJV: All things, 译作‘凡’): 不

仅要传福音, 还要把神一切的旨意(包括召

会真理)教导信徒, 而不是随己意挑拣自己

所好; “所有吩咐”表明我们要按照使徒的

样式来建立召会(参 徒 2:42“使徒的教训”).  

4) 所有日子(All the days, KJV: always, 中文

圣经《和合本》译作‘常’): 主向祂的仆人

保证祂自己特殊的同在 , “所有日子”都同

在, 直到召会时代的结束. 

 

威廉斯在《它还是可行》一书中, 用了

长达 269 页的篇幅, 记述了他在委内瑞拉如何

进行拓荒的事工, 如何靠圣灵的带领, 按照新

约圣经的原则

和召会的样式, 

建立了一个又

一个的地方召

会 . 他在此书

最后一章总结

道: “我们在过

去 27 年里, 努

力实践主在马

太福音 28:18-20 的大使命: ‘所有权柄’、‘所

有民族’、‘所有吩咐’、‘所有日子’. 我们相信

不存偏见的读者都会说‘它还是可行’.”  

 

他接着写道: “ ‘所有权柄’(All power): 

我们已证实祂仍然是召会永活的头, 有能力预

备、差遣和支持祂的仆人, 正如祂对待保罗和

其他初期召会的工人一般 . ‘所有民族 ’(All 

nations): 委内瑞拉虽是其中一个最刚硬、最

不健康的南美洲共和国, 但那里的人民已回应

福音解放的大能 . ‘所有吩咐’(All things): 我

们已证实那合乎圣经的众召会, 仍然能被建立

起来, 并在没有定居的宣道士的情况下维持下

去. ‘所有日子’(All the days, 译作‘常’): 不靠

任何的宣道会或委员会, 我们证实主的应许是

可靠的(诗 34:8). 是的, 祂在‘所有日子’与我们

同在, 因祂永不失信.”100  

                                                           
100   William Williams, The Pioneer Series: William 

Williams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8), 第

18-19, 268-269 页. 此书最初名为 It Can Be Done 或 

Carrying Out the Great Commission in Venezue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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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遗产               博饶本(W. G. Broadbent)101 

 

“非拉铁非” —  
弟兄相爱的教义(上) 

(The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编译者注:  曾听人说: “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 , 

才能荣耀主(这是对的!). 但我们一谈真理 , 就

有不同意见, 产生争执. 所以我们尽量少谈真

理 , 最重要是彼此相爱 , 不

要冒犯任何弟兄, 这才是实

践希伯来书 13:1 的吩咐 : 

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 .” 

然而 , 按圣经教导 , 弟兄相

爱的教义果真如此吗 ? 全

知的主早就知道末后的我

们将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 

也已在启示录中借着非拉

铁非(此名意即“弟兄相爱”)

的召会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 , 清楚显明“弟兄

相爱的教义”到底是什么 . 让我们放下人的看

法, 来到圣经中察看主在这方面的心意…  

 

 

(A) 非拉铁非的意思 

(A.1)   非拉铁非的字源和字义 

 新约圣经中有两个关系密切的字, 与我

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事有关, 所以我们必须清清

楚楚地明白它们的意义 . 首先是希腊文字 

philadelphia {G:5360}, 这词用在以下五处经

文中, 罗 12:10; 帖前 4:9; 来 13:1; 彼前 1:22

和彼后 1:7. 它被译作“爱弟兄”(罗 12:10; 彼前

                                                           
101   必须分辨的是, 本文作者博饶本并非《走天路

的教会》之作者博饶本, 虽然两者都是奉主名聚会(人

称“弟兄会”)的信徒 . 本文作者是纽西兰的 Winston 

George Broadbent (1908-1983), 一位著名的专业律师(他

在纽西兰所创办的律师楼[W.G. Broadbent & Co]经过

大约 100 年后的今天依然还在营业), 而后者则是英国

的 Edmund Hamer Broadbent (1861-1945), 他亦是宣道

杂志《事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的副主编.  

1:22; 彼后 1:7)或“弟兄相爱”(来 13:1; 帖前

4:9 译为“弟兄们相爱”).  

 

另一字是中文圣经译作“非拉铁非”的

字(KJV: Philadelphia; 希腊文: philadelpheia 

{G:5359}). 它是一个位于小亚细亚的地方之

名, 主给那地方的召会一封重要的信, 记载于 

启 3:7-13. 据说这地方的名称源自别迦摩的王

“Philadelphos”, 意即弟兄相爱. 

 

务须留意的是, 这两个希腊字, 即地方

的名称 philadelpheia 和译作“弟兄相爱”的希

腊字  philadelphia , 事实上都源自同一个希

腊字  philadelphos {G:5361}(意即如弟兄一

般的相爱). 当一个地方的名字用在预言性的

经文时, 若要明白其意义, 就必须参照圣经别

处经文有关这字的概念和意义. 因此, 我们要

先明白“弟兄相爱”的意思是什么. 

 

(A.2)   弟兄相爱的本质 

在新约圣经中 , 论到“弟兄相爱”(希腊

文: philadelphia )的五处经文都与基督徒实

际生活的圣洁蒙召和敬虔特征有关. 首先, 保

罗劝勉信徒说: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

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罗 12:1). 然后他解释基

督徒生命所该有的各种表现, 并在 罗 12:10 说: 

“爱弟兄(或译“弟兄相爱”), 要彼此亲热.” 

 

彼得论到“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彼后

1:3), 然后说: “正因这缘故 , 你们要分外的殷

勤;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要

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

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虔敬; 

有了虔敬, 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
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后 1:5-7).  

 

谁是具有“弟兄相爱”的人呢? 他们是那

些逐渐成长, 经历了“信心、德行、知识、节

制、忍耐和虔敬”的人. 没有进到如此地步的

人 , 既不明白也没经历圣经所谓的弟兄相爱 . 

圣经是它本身最好的解经者. 它谨慎地为它所

用的措辞语句设下定义, 说明它们所要表达的

真正意义. 简而言之, 圣经所谓的“弟兄相爱”

是一种特殊且受限定的爱. 那些展现这种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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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亚细亚的七个地方召会 

人, 是有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和虔

敬的人. 

 

此外 , 弟兄相爱被宣布为 “神所教导

的”(God-taught, 神的教训), 而不是任何普通

属人的相爱, 因为保罗说: “论到弟兄们相爱 , 

不用人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

训, 叫你们彼此相爱”(帖前 4:9). 我们也留意

到希伯来书说: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

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

心事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来 12:28-

29). 下一节就说: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

心”(来 13:1).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弟兄相爱”

与圣洁和敬虔有关.  

 

最后,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洁净了自己

的心,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从心

里: 有古卷作“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彼

前 1:22). 请注意, 这里的优先顺序是: 先“顺从

真理”, 然后“洁净了自己的心”, 过后才说到

“弟兄相爱”. 

 

论到弟兄相爱, 现今一般基督徒的看法

是有关基督徒的交通, 展现在握手友好、高兴

的喝茶和类似的情况中; 有时则指提供少许的

真理, 避免冒犯任何人! 然而, 圣经却是先设

立“顺从真理”, 弟兄相爱是随之而来的结果. 

 

合乎圣经的弟兄相爱是圣洁的. 它是先

对神忠诚. 在次序上, 这样的爱并非先尊重弟

兄们, 而是先尊重神, 以及神的道、神的吩咐

和神的旨意. 只有当弟兄们对这方面有正确的

看法, 才能体现出弟兄相爱. 这样的爱会尊重

和喜欢那些行神旨意的人, 同时也会为那些不

顺从主道的人感到忧伤和悲痛. 这样的爱会与

前者有美好交通, 却不能与后者认同, 反要为

此抗辩、反对和谴责它.  

简言之, 在预言和属灵的意义上, 弟兄

相爱(即圣经所谓的“非拉铁非”)是圣洁的手足

之情(holy brotherhood), 而这个兄弟关系是与

敬虔相符一致的.102   

 

(B) 非拉铁非的召会 

(B.1)   启示录的七个召会 

启示录 2 和 3 章记载了写给七个召会

的书信, 其目的有两方面: 第一, 显明主对这些

召会的态度; 第二, 警告和教导众召会及她们

的信徒去面对背道的情况和错误的道理, 并鼓

励所有得胜者对主忠心.103 

 

论到启示录的七个召会, 就如启示录中

一切有关七的组合, 首四个是属于一组, 并有

越来越严重的发

展, 但最后三个却

有不同的特征 . 104 

因此, 首四个涵盖

召会在地上的整

段时期, 最后三个

是与第四个在召

会历史上的最后
阶段属于平行的

(指她们四个会一

同存在, 直到召会被提为止, 编译者按), 所以

在最后阶段, 最后四个召会按各自不同形式一

同存在. 简之, 七召会的顺序如下(注: 下列的

年代或时间仅属接近的大致估计):  

 

                                                           
102   W. G. Broadbent, The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Palmerston North, New Zealand: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60), 第 3-6 页. 
103   在使用“人称代名词”(personal pronoun)时, 英文

的作者常用“中性”(neuter)的“it”(它), 作为“Church”(教

会/召会)的代称, 但召会一词在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中

是 ekklêsia {G:1577}, 此词的“语法性”(gender, 指性别)

是阴性(feminine)而非中性(neuter), 并且圣经也用阴性

的“新妇”(bride)和“童女”(virgin)来代表召会(启 19:7; 林

后 11:2), 所以《家信》选择以阴性的“她”(she)作为召

会的人称代名词; 若指众多的召会, 则采用“她们”(they). 
104   启示录中的七印(启 6:1-8:5)、七号筒(启 8:7-

11:19)、七碗(启 15:1-16:21)的灾祸, 都有上述同样的特

征, 即首四个是属于一组, 并有越来越严重的发展, 但最

后三个却有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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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弗所 : (主后 33)到主后 100 年的召会 

2) 士每拿 : 主后 100 年至 300 年的召会 

3) 别迦摩 : 主后 300 年至 600 年的召会    

4) 推雅推喇 : 主后 600 年至召会被提 

5) 撒狄 : 主后 1500 年至召会被提 

6) 非拉铁非 : 主后 1800 年至召会被提 

7) 老底嘉 : 末世的召会(至召会被提)105 

 
召

会 

名字 

意义 

时期 特征 比较天国的

比喻(太 13) 

旧约历史

相同时期 

以

弗

所 

所亲爱的 

Beloved 

第 1

世纪 

使徒时代

[使徒仍

在之日] 

撒种 

的比喻(太
13:1-9) 

以色列民

的出生 

士

每

拿 

没药 

Myrrh 

2-3世

纪 

逼迫时代

[召会惨

受迫害] 

麦子和稗子 

的比喻(太
13:24-30) 

以色列在

埃及奴役 

别

迦

摩 

彻底结婚 

Thoroughly 

Married 

300-

600 
与世界妥

协[国教

时期] 

芥菜种 

的比喻(太
13:31-32) 

以色列在

旷野 

推

雅

推

喇 

不断献祭 

Perpetual 

Sacrifice 

600-

被提 

教皇掌权

[罗马天

主教] 

面酵 

的比喻(太
13:33-35) 

以色列与

耶洗别在

巴勒斯坦 

撒

狄 

革新 

Renovation 

1500-

被提 

宗教改革

和改革的

众教会 

藏宝于地 

的比喻(太
13:44) 

以色列被

掳异邦 

非

拉

铁

非 

弟兄相爱 

Brotherly 

Love 

1800-

被提 

对主名和

主道忠诚

的召会 

贵重珍珠 

的比喻(太
13:45-46) 

犹大余民

归回故土 

老

底

嘉 

民众统治
The People 

Ruling 

末世 不冷不热

的见证、

普遍背道 

撒网 

的比喻(太
13:47-50) 

犹太人在

基督首次

降临在世

的年日 

 

(B.2)   非拉铁非脱离灾难 

启示录的七召会可用三方面来解释:  

(1) 原先/地方性的解释(Primary): 强调第一世

纪在小亚细亚确实真有这七个地方(即以

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

狄、非拉铁非、老底嘉)的召会的存在. 

(2) 实际性的解释(Practical): 强调主给七个召

会的信息其实不单是给当时的七个召会 , 

也给历代以来所有的召会(“凡有耳的 , 就

应当听, 启 2:7,11,17,29; 3:6,13,22). 

(3) 预言性的解释(Prophetical): 强调这七个召

会是主特选出来, 为要代表整个召会时代

(从五旬节召会的诞生, 直到主再来  —  召

会的被提)所要出现的不同时期和特征. 

                                                           
105   W. G. Broadbent, The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第 21-22 页.  

在召会历史上, 过去两百年的伟大属灵

运动产生了非拉铁非的召会, 而这样的召会继

续存留 , 直到召会被提 . 她与更正教主义

(Protestantism, 特指宗教改革后, 从罗马天主

教出来的各宗派之教会)并存, 而到最后, 出现

在她身旁的是最后一个召会的情况  —  老底

嘉的召会, 一个不冷不热的召会.  

 

推雅推喇、撒狄和老底嘉若代表离经

背道的生命, 并在灾难中受到神的审判, 非拉

铁非却不如此. 这召会将与上述三者的“得胜

者”一同被提,106 永远与主同在. 主给非拉铁非

的应许是清楚和明确的: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

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

去你的试炼”(启 3:10; 注: 此节是“灾前被提”

的其中一个证据).107    

(C) 非拉铁非的神迹 

 (C.1)   近代历史上的非拉铁非 

我们在上文说明了“非拉铁非”或“弟兄

相爱”的本质, 也略提启示录的七个召会. 那么, 

非拉铁非的召会又如何? 在主预言性的视察

七个召会时, 主对这召会的评审是什么? 今日

哪一些召会展示和显露出非拉铁非的特质, 即

在主面前彰显出信心、德行、知识、节制、

忍耐和虔敬? 

 

 在上文中 , 我们列出所有召会的时期 . 

但我们必须特别的关注非拉铁非的召会, 因为

这召会得到主的赞许和悦纳, 并会存留到召会

被提, 然后被拯救脱离灾难(特指七年灾难).  

                                                           
106   “得胜者”是指所有信主得救的真信徒(基督徒). 

艾伦(James Allen)正确指出, 使徒约翰所谓的“得胜”与

保罗所说的“相信”实质上是同义词, 因他在 约壹 5:4-5

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
神儿子的吗?” 此外, 我们看见得胜者所得的, 是“所有信

徒共同享有的遗产”(例如 启 2:11: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

害”; 启 3:5: “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等等). James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edited by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7), 第 69-70 页. 
107   值得一提的是, “时代伦”和“灾前被提”正是一

般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所特别强调和教导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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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次思考, 如今直到召会被提时, 

有四个不同召会的特征仍然存在:   

 

1) 推雅推喇 : 罗马天主教 

2) 撒狄 : 名活实亡的归正宗教会108  

3) 非拉铁非 : 近代复兴和宣道时期的召会 

4) 老底嘉 : 不冷不热、背道的教会 

 

神给非拉铁非一个“敞开的门”, 它代表

宣道和属灵活动的复兴 . 改革宗 (或称“归正

宗”, Reformed)的众教会从这大复兴运动中 , 

得着振奋和帮助. 无论如何, 在教会的形式和

等次(order)方面 , 这些教会保持不变(没有完

全归回圣经的样式 ), 并退落回到旧的特征 , 

“按名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启 3:1).109 我们

容易认出这些教会就是属于撒狄的情况, 而罗

马天主教则是属于推雅推喇的情况. 那么, 什

么召会不同于上述这些教会, 具有非拉铁非的

特征和形式呢? 只有一个独特和与众不同的

基督徒群体合乎非拉铁非的特征. 这些召会源

自 19 世纪的属灵复兴, 扩展其力量到全球各

地 , 并与所有其他教制 (Church Order, 或译

“教会品秩”)的形式完全不同.  

 

无可置疑的 , 那些被称为 “开放弟兄

会”(Open Brethren)的众召会(Assemblies), 就

是启示录第 3 章的非拉铁非召会. 这些召会在

                                                           
108   在本文中 , 论到宗派的“Church”时, 我们译作

“教会”, 因为这是宗派普遍采用的译法, 所以我们保留

宗派所用的字眼. 换言之, 在本篇文章中, 论到天主教、

各等宗派、甚至背道的“Church”, 我们皆采用宗派常用

的译法  —  教会(而不译“召会”), 以方便读者辨别.  
109   无可否认, 一些改革宗的教会在福音宣道上充

满热诚, 大有贡献. 但可惜在“召会真理”方面, 却保留许

多罗马天主教的“遗物”(注: 撒狄一名有“遗留之物”的意

思, 参 王正中所著的《圣经原文字典》, 第 207 页), 采

纳了罗马天主教那属人的种种教制和教职, 所以“按名

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但在 19 世纪的 20 至 30 年代, 一

群基督徒立志放弃属人的教制, 离开人所设立的宗派, 

归回圣经的样式, 开始了“奉主名聚会的运动”, 恢复了

神所设立的召会样式  —  热心传扬福音, 坚守召会真理. 

但笔者也必须承认, 一些奉主名聚会的召会过后也出现

倒退的现象, 甚至效法宗派的某些制度, 失去她们初期

原有的特征, 也可能跌入“名活实亡”的危险. 参本期

(2015 年 7-9 月份, 第 106 期)《家信》的“召会真理: 合

乎圣经的合一(五)” 及“真理战场: 属灵的平衡(五)”. 

上两个世纪的召会历史上, 如雨后春笋般地涌

现在世界各地 . 这些召会普遍上被外人称为

“弟兄会”(Brethren), 这与我们之前提到“非拉

铁非”意即“弟兄相爱”是一致的 . 这些召会诚

然是弟兄们的群体 , 因他们以“弟兄们”相称

(注: “弟兄们”一词包含弟兄和姐妹), 也因此

彼此相爱.  

 

 (C.2)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 

没有其他教会像他们那样小心谨慎地

寻求单单奉主的名来聚会 , 放弃所有信条(另

译 “信经”, creeds), 单靠神的话语  —  真理的

圣经  —  作为他们的指南和权威. 主对非拉铁

非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

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启 3:8). 不

管 别 人 这 些 年 来 怎 么 看 待 这 些 召 会

(Assemblies,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110 他们确

实如此独特地有如主对非拉铁非所说的话那

样  —  遵守主的道, 不弃绝主的名.   

 

 这些召会在世界各地的福音堂(Gospel 

Halls)、宣道堂 (Mission Halls) 、福音中心

(Centres)甚至住家中聚会. 这些基督徒群体与

其他教会不同. 他们当中没有教条, 没有圣职

人员(Minister), 没有中央集权的控制中心. 他

们不是宗派, 与撒狄情况的宗派有别, 因为他

们只单单奉主的名来聚会(太 18:20), 寻求遵

行神话语中的一切吩咐, 在每个主日掰饼记念

主的死, 参与各样的传福音和宣道事工, 相信

主会随时再来而劳苦事奉, 遵照圣经所教导的

治理方式  —  由神所立的长老来治理等等, 从

使徒时代至今, 没有其他散布广泛的教会群体

有这样的情况. 

 

正如罗马天主教和那些从宗教改革发

展出来的改革宗(归正宗)教会, 都是在预言中

的特殊主题(前者由推雅推喇的召会所代表 , 

后者则由撒狄的召会所代表), 照样的, 非拉铁

非 的 召 会 正 是 代 表 这 群 被 称 为 “ 弟 兄

会”(Brethren)的众聚会. 他们的运动逐渐成为

                                                           
110   为了与其他教会有所分别, 作者在文章里指这

群被称为“弟兄会”的基督徒群体时, 特别采用大写的英

文字“Assemblies”(众召会). 为了方便识别, 我们将之译

作“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 因这正是他们所强调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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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重大的运动, 在形式和效果上产生与众不

同的召会.   

 

可惜他们当中有些群体脱离了弟兄运

动的主流, 失去了整体弟兄运动的一些主要特

色和品质 . 这些群体包括所谓的“封闭聚会” 

(Exclusive Meetings, 或俗称“封闭弟兄会”), 

因这些聚会奉行某种中央集权的控制方式. 值

得注意的是, 在众召会当中, 一旦出现某种“管

制小组”(control group, 管理机制), 要联合或

管理一群召会 , 这样的召会群体就立刻失去

“非拉铁非”的特征. 

 

 (C.3)   奉主名聚会的七大特征 

让我们谨慎和仔细地思考非拉铁非的

特点, 因它们是主所赞许的, 主也为着这些特

点而提醒和鼓励非拉铁非的信徒, 说: “我必快

来 ,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

冕”(启 3:1).  

 

我们要列出这些奉主名聚会的召会所

具有的七大独特教义 . 这是众召会所赢得的

“七大珍珠”, 也如紧握珍宝一般地持守它们 . 

若仔细查考 启 3:7-13, 我们看见这些东西也

是主在非拉铁非召会中所赞许和重视的. 这七

大教义珍宝(pearls of doctrine)如下:    

 

1) 没有信条或信经 

2) 神权管治 

3) 独立自治 

4) 召会的治理和秩序 

5) 属灵的带领和恩赐

的运用 

6) 没有联盟 

7) 奉主的名 

 

(一)   没有信条或信经 (No Creed)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一开始就持守和

教导一个重要原则: 他们唯一的信条(或译“信

经、教条”, creed)111或教义陈述(statement of 

                                                           
111   英文字 Creed 是指基督徒教义的简短正式概要

(brief formal summa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Creed”一

词源自拉丁文动词 Credo, 意即相信 (believe)、信靠

(trust)、信托(entrust)、认为(think / to be of the opinion). 

doctrine)是整本圣经! 事实上, 他们从未认同

或签署任何的简短信条或教义陈述. 他们也绝

不如此行, 这是他们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坚持不采用信条

或信经, 只根据整本圣经(神的道), 主要原因

是  —  独有圣经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是“那完

全的”(林前 13:10; KJV: 

that which is perfect). 

我们不能正确和全面地

明白某处经文 , 除非参

照所有其他相关的经文. 

这就是为何神要宣布 , 

咒诅会临到那些加添或

删 减 神 话 语 的 人 ( 启

22:18-19), 并且“经上所

有的预言 , 没有可随私

意解说的”(彼后 1:20). 我们必须参照相关经

文, 以经解经, 才能获得真确的意思. 任何经文

的解释倘若抵触整本圣经清楚的教导, 那就一

定不是正确的解释.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有别于其他具有

信条或信经的教会. 这些召会的弟兄们记得在

初期的基督徒信经或信条当中, 没有一个是令

人满意的教义陈述, 它们仅是历史发展的一部

分. 当第 2 至第 6 世纪的门徒偏离了使徒们的

简单原则, 这些信经或信条便随之出现, 与“尼

哥拉党 ”(Nicolaitan)的主教制度和圣职人员

(神职人员, clergy)一同发展, 最终演变成天主

教 会 的 教 皇 权 (Papacy), 引 进 它 的 “ 教

理 ”(Dogmas) 和 “ 教 皇 印 玺 训 令 ”(Papal 

Bulls).112 宗教改革之后, 改革宗仍然忠于某些

信条, 而不同宗派各自发展它们自己的教义陈

述 , 例如圣公会的《三十九条》(Thirty Nine 

Articl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113  

                                                           
112   “教皇印玺训令”(Papal Bulls)是指教皇所颁发

的训令, 而这类法令的信件盖上教皇的铅制印章(lead 

seal, 称为 bulla, 意即印玺)以示教皇的授权. 
113   圣公会的大主教帕克(另译“帕克尔”, Parker)与

同僚将 1553 年的《四十二条》(Forty-Two Articles)大

加修改, 于 1563 年交付总会议, 经后者减为三十九条, 

然后予以批准, 授权使用. 1563 年的拉丁条文于 1571 年

由总会议所修正, 出版成现有形式. 汤清编译, 章文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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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或信经的历史是值得注意的, 它们

总是与教会倒退同时发生. 此外, 它们看来并

没达到它们所该达到的目的  —  防止错误教

义的侵害. 《使徒信经》(the Apostles’ Creed, 

可能写于第 1 或 2 世纪)无法令人满意地防止

错误道理 , 然后又出现《尼西亚信经》

(Nicene Creed, 主后 325 年).114 它也不令人满

意 , 然 后 比 较 长 的 《 亚 他 那 修 信 经 》

(Athanasian Creed, 约主后 8 至 9 世纪)被推

敲出来, 以弥补之前的信经之不足. 不管怎样, 

这只是引向天主教的教皇制度.115 所有改革宗

或归正宗的教会(Reformed Churches)都有信

条或信经, 但哪一个能够保守信徒脱离现今基

督教世界的错误教义呢? 信条或信经都不是

像神的道一般的“完美”. 历史显示, 哪里有信

条或信经, 那里已有错误的道理, 并有倾向谬

误的偏爱. 真正的错误不在于信条或信经的缺

陷, 而在于它们的编制.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在大约 130 年以

前(指 1825-1830 年间, 编译者按)116开始的时

候, 就决定与一切信条或信经一刀两断. 有关

他们的运动之显著特征, 就是不承认任何的信

条或信经 , 只承认神整体的道(即整本圣经的

教导). 若在教义方面有任何疑问, 这些召会的

弟兄们不去翻查信条或信经, 而是翻阅神的道

(以神的道为信仰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与指南 , 

编译者按). 

                                                                                               
辑, 《历代基督教信条》(香港九龙: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9 年五版), 第 209-226 页.  
114   此信经得名自主后 325 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

公会议”(The First Council of Nicaea). 此会议判亚流

(Arius, 主后 256-336 年)的主张为异端. 他主张基督是

首先被造的(有神本质却不是神本身), 结果被逐出教会. 
115   《亚他那修信经》第一条就宣布: “凡人欲得救, 

首先当持守大公教会信仰”, 第二条: “此信仰, 凡守之不

全不正者, 必永远沉沦”. 汤清编译, 章文新编辑, 《历代

基督教信条》(香港九龙: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9 年五

版), 第 27 页. 读者看出此信经的问题吗? 信徒所该做的, 

岂不是把信心唯独建立在神的话语(圣经)上吗? 但此信

经竟然要求人把信心建立在 “大公教会 ”(Catholic 

Church, 即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上, 而非圣经上, 

结果就导致人信天主教会和教皇所言, 过于圣经的教导.  
116   此书约于 1960 年初出版(可能于 1965 年再版), 

所以推测作者是在 1959 至 1960 年间写此篇文章. 

这是绝对基要和极度重要的原则. 奉主

名聚会的众召会是立在圣经这永不动摇的磐

石上, 而非倚靠信条或人的谋略. 众召会的信

徒们喜欢唱道: “我的信心找到安息之处, 不在

谋略或者信条 ; 我心信靠永活的主 , 为我受

伤、为我辩护.”  诚然,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

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

善事”(提后 3:16-17).    

 

 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因此喜爱神的道 , 

并遵从 提后 2:15 的命令: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

得蒙喜悦 , 作无愧的工人(指在神的道上之熟

练工人),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 对奉主名

聚会的众召会而言, 唯一可被

接受的信条或信经必须是真

理 , 整体的真理 , 没有别的除

了真理 ; 而它就是真理的道  

—  整本的圣经(参 约 17:17). 

 

(二)  神权管治 (A Theocracy) 

 普遍上,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把每个召

会视为神权管治的群体; 她是一个活着的生物

体(living organism)、一个属灵的群体 , 以主

自己为她权柄、秩序、生命和能力的来源. 祂

自己将负起基本责任 , 并亲临每一次的聚会 , 

众圣徒随时可求助于祂. 长老们有自己的职责, 

传福音的(evangelists)、教导的(teachers)和牧

养的(pastors)也都各有自己的功能; 每个弟兄

姐妹都有各自的功能与职责, 却整体靠主  —  

召会的头  —  得以完全. 这就是主自己的看法, 

我们从启示录 2 和 3 章写给七召会的书信中

可探知这点.  

 

 这正是主介绍自己给非拉铁非召会时

所表明的特征. 祂说: “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

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

能开的, 说”(启 3:7). 这是引自 赛 22:22, 主在

那里说: “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 . 

他开, 无人能关; 他关, 无人能开.”  

 

 它的意思是, 在千禧年时, 主亲自在耶

路撒冷进行管理、指示和控制一切, 把大卫家

的钥匙放在祂的肩头上. 照样的, 祂会亲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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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带领召会的秩序, 按祂看为美的事, 照祂的

旨意批准或禁止, 授权或保留. 这节提到开门

和关门, 不仅意指事奉的机会, 也反映出祂与

非拉铁非召会的关系. 祂是唯一的头, 非拉铁

非的召会是以属灵的神权管治来运作.  

 

(三)  独立自治 (An Autonomy) 

 独立自治的原则与神权管治有非常密

切的关系. 采用“神权管治”一词, 目的为要强

调召会是以神为中心, 受神所控制和支配, 这

表示她必须排除一切被其他人或任何组织所

操纵与控制; 她必须独立自治, 单单向主负责.   

 

 几乎所有宗派都有中央集权的控制. 在

有关教义、实践和行政事务上, 每个教会在不

同程度和方式上 , 都要向中央当局负责(编译

者注: 采纳主教制[Episcopacy]的天主教、圣

公会、卫理公会等等便是如此 ; 奉行长老制

[Presbyterian]的长老会、改革宗则受 “总议

会”[General Assembly]所控制; 只有实行公理

制 [Congregational, 或称民主制 , Democratic 

Form]的浸信会、公理会和一些独立教会不受

外界团体操控, 但仍受不同程度的联盟限制).  

 

 在那些被称为“公开弟兄会”的众召会

当中, 他们的第三个特征就是独立自治, 不承

认任何中央集权的控制. 每个召会都是一个向

主负责的地方召会, 奉行神权管治, 完全由神

来指挥命令、授权行事、赋予恩赐, 使之丰富, 

却独立于其他所有的控制, 也必须独立于任何

控制. 在信仰和教义上, 每个召会当中的众长

老要有如受托人一般地向主负责. 在金钱财务

和属物质的事务上, 每个召会的众长老也要代

表各自的召会, 成为信托人向主负责. 没有其

他召会或群体、某个人或一群人, 有权柄或权

力干涉任何召会. 任何其他形式的控制, 即使

是最微小的操控 , 都将破坏召会的独立自治 , 

挑战神权管治.  

 

 非拉铁非的召会保留独立自治的立场, 

不容他人侵犯. 主应许祂会关注此事, 确保除

了主以外, 没有他人控制召会. 祂已为非拉铁

非的召会设立一个“敞开的门”, 并说“开了就

没有人能关”(启 3:7).  

 若某个召会放弃了她独立自治的立场, 

便失去了非拉铁非的特征. 那么, 这召会若顺

从召会以外的任何一方, 无论是一个信托委员

会 或 理 事 会 (Trust Board) 、 联 合 监 督 团

(United Oversight)或某些组织的聚会 (group 

of Meetings), 如理事会、监督团或行政小组

等等, 都会阻挠或挫败那召会的独立自治, 也

肯定如此. 一个真正独立自治的神权管治, 是

坚不可摧, 不可动摇的. 

 

(四)  召会的治理和秩序 

(Assembly Government and Order)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所持守的第四个

召会原则, 也是使之与其他教会不同的第四个

特征, 就是在召会中, 按神权柄作一切决定和

行动的人, 是众长老而非召会的众信徒.  

 

这是根据召会的独立自治, 以单单接受

整本圣经为永生神的永存规则为基础, 并根据

众所承认的  —  召会是在主的手中, 以神权管

治来运作. 因此, 众长老以群羊的牧者身分向

神负责, 他们不是被群羊所选立, 而是由群羊

的牧长主耶稣自己所设立; 例如“圣灵立你们

作全群的监督(即众长老, 参 徒 20:17-18), 你

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

召会…”(徒 20:28);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

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

意.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作群羊的

榜样.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

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前 5:2-4). 这里强调主的

权柄(设立长老), 以及众长老在主之下的权柄

和责任. 

 

在论到长老的经文中, 彼前最后说: “你

们年幼的, 也要顺服年长的(彼前 5:5; 编译者

注: “年长的”在原文与 彼前 5:1 的“长老”同一

字, 可指众长老; KJV: elders). 因此, 负责召会

的责任是落在众长老的肩膀上, 而非年轻的弟

兄们. 此外, 提摩太前书第 3 章和第 5 章(提前

3:1-7; 5:17-20)、部分的提多书(多 1:5-9)还有

其他经文, 证实了召会的权柄和秩序是由众长

老所负责, 他们要向神负责. 召会信徒必须在

主里尊敬与顺服他们, 敬爱和尊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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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今日 , 离经背道的情况越来越糟 , 

民主治理方式被大力提倡, 所以奉主名聚会的

众召会已备受考验(指是否仍然愿意遵照神话

语所设立的治理方式, 编译者按). 但直到近期, 

我们所知道的众召会普遍上还是让神以众长

老来治理.  

 

众长老不是如王一般地治理, 圣经清楚

表明他们不可“辖制”神的群羊(指召会信徒). 

换言之, 他们不可把群羊当作自己的财产, 因

他们是神“所托付的”(彼前 5:3), 也是属神的. 

无论如何, 众长老有自己的工作和职分. 承认

那工作往往也是间接承认执行那工的职分或

权柄. 提前 3:1 就提到作监督(即长老)的职分. 

 

“那善于管理召会的长老 , 当以为配受

加倍的敬奉 ;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 更当如

此”(提前 5:17). “管理”(KJV: rule; 希腊文 : 

proistêmi {G:4291})一词描写一个父亲在他

家中执行的治理. 事实上, 这是承认某人有资

格作长老以前的其中一项试验 . 他必须“好好

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

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 焉能照管神的召会

呢?”(提前 3:4-5).  

 

故此, 为了召会的秩序, 众长老要运用

权柄治理召会, 在那喜爱尊荣神的道、遵守神

命令的“非拉铁非召会”当中, 促进主旨意的成

就. 众长老肩负着沉重的责任, 召会尊敬他们, 

主也扶持他们, 并会在将来赏赐他们. 

 

主不在众召会中设立“民主治理”(由民

主管治, 少数服从多数), 自然有主自己的好理

由, 因为召会中常有较多的年轻信徒, 他们还

未有属灵的经验, 也还未掌握足够的圣经知识, 

去为召会作出重要决定 . 

反之 , 神的心意显然是让

那些由祂所训练 , 被祂装

备和赋予长老职任的弟兄

们, 去负起责任, 为召会作

出重要决定 , 因他们是蒙

神所召 , 分别出来执行长

老的工作. 不然, 在民主制

度中 , 少数服从多数的情

况下, 违反圣经和不属灵的决策能很快地强夺

权柄, 伤害整个召会, 并羞辱主自己.    

 

 众召会的妇女(姐妹) 

 当我们思考奉主名聚会中妇女的地位

和职事时, 更能清楚地看到众长老的责任和托

管职责的重要性. 另一个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

之特色, 即与神权管治的原则和众长老的责任

有关的特色 , 就是他们承认在召会的运作上 , 

男人(弟兄)和女人(姐妹)的职责是有区别的.  

 

男女都是基督身体(宇

宙性的召会 )中的同等肢体 , 

即使在地方性的召会中 , 两

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 有的

只是职责(function)上的分别. 

他们承认: (1) 基督是召会的

头(弗 5:23);117 (2) 男人是女

人的头 (林前 11:3;). 118 他们

承认基督的头权和带领权, 也承认男人在召会

中(如在婚姻里)的头权和带领权. 姐妹在聚会

中蒙头, 象征顺服男人的权柄. 当男人在场时, 

姐妹从不带领敬拜、讲道或教导, 她们也不参

加召会的行政和治理. 简而之言. 姐妹不能成

为“长老”, 也不参与召会的治理.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总是持守这看法 , 

正如在初期的召会中 , 姐妹顺服男人的头权 . 

她们为了基督的缘故, 愿意顺服圣经如此的教

导. 她们顺从圣经的吩咐, 并效法撒拉的榜样.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妆饰 , 

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 称

他为主. 你们若行善, 不因恐吓而害怕, 便是撒

拉的女儿了”(彼前 3:5-6). 再者, 圣经说: “妇

女在会(召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召

会一样, 因为不准她们说话. 她们总要顺服, 正

如律法所说的”(林前 14:34); “女人要沉静学

道, 一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辖

管男人, 只要沉静”(提前 2:11-12).    

 

                                                           
117   弗 5:23: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召

会的头; 祂又是召会全体的救主.”  
118   林前 11:3: “我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各人(原文

作“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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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如此, 女人在召会生活中扮演最重

要的部分 , 正如她们在家庭生活那样的重要 . 

在许多奉主名聚会的召会中, 她们展现温柔与

安静的心灵, 使神得着赞美, 被神视为“极其珍

贵的”. 女人与男人一样, 被神试验是否她们爱

主, 愿意遵行主的命令(约 14:15).119 这就是爱

的考验, 也是主对非拉铁非召会的赞许(“我知

道你的行为, 你… 遵守我的道”, 启 3:8). 

  

(五)  属灵的带领和恩赐的运用 

(The Leading and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奉行神权管治, 以

众长老和所有弟兄姐妹按神的带领来运作, 这

也是与其他宗派不同的特征 . 他们让神指引 , 

让神赋予能力, 让神的圣灵呼召和带领这位信

徒或那位信徒(不受众长老所支配), 在聚会中

带领敬拜、祷告、讲道和其他事奉(编译者注: 

由于笔者已在上文强调,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

承认基督和男人的头权与带领权, 所以这里所

说关于带领的事奉是指弟兄们, 姐妹进行的则

是不属带领性质的事奉).120     .  

 

 行 使 这 样

的功能, 有时被称

为“所有信徒皆祭

司”(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尽管这措

辞(词句)也被其他人用来指所有基督徒在灵里

有进入至圣所的特权, 能在没有特别按立的祭

司所协助下, 向神敬拜和祷告. 奉主名聚会的

众召会没有委派牧师或圣职人员, 来主持敬拜

和执行召会的事奉 . 众长老有责任“传道”、

“教导”和“牧养群羊”, 但其他满有恩赐且蒙主

装备和呼召的弟兄们, 也一同肩负这方面的责

任. 在敬拜聚会(掰饼聚会)中, 没有人为的安

排 , 也不受任何弟兄的控制(这不排除众长老

有责任确保聚会按着圣经的秩序进行, 没有发

生混乱和错误, 羞辱主的名). 在没有属人安排

的秩序下, 众召会寻求圣灵的带领, 弟兄们学

习察觉圣灵在每个聚会中带领的主题, 并按圣

                                                           
119   约 14:15: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120   虽然奉主名聚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按圣灵带领, 

但他们顺服头权的真理, 所以在聚会时, 弟兄是开声带

领祷告和敬拜, 姐妹则安静无声地祷告和敬拜, 或进行

其他不属带领性质的事奉. 

灵的感动和要求 , 在聚会中参与 (指参与领

诗、祷告、阅读圣经等等), 并有所贡献.  

 

 就在这普遍的意义上, 弟兄们操练各自

的“功能”(functions), 这包含圣灵的带领及赋

予能力. 这是一个神权管治、独立自治的属神

召会所具有的特征和区别.   

 

 在这样的召会中, 信徒承认某些弟兄有

较多或较少的“恩赐”, 如传福音的、牧养的或

教导的恩赐. 换言之, 有些弟兄在上述其中一

个或多个公开的事奉中 , 显出特别具有效力

(所谓的“有恩赐”), 他们所做的蒙神赐福 , 结

出果子, 叫人得益. 他们被公认蒙圣灵特别赋

予能力(得着上述恩赐), 正如“众长老”被圣灵

拣选和装备一样. 这是圣经所教导的, 就如我

们在 罗马书第 12 章和以弗所书第 4 章清楚

看到的恩赐. 

 

 另一方面,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不承认

哥林多前书 12 章和 14 章的恩赐今天仍然运

作. 众召会按圣经所启示的, 把这些圣灵的恩

赐视为在圣经未完整以前的使徒时代所运作

的恩赐. 不过, 当 “那完全的来到”(指完整的圣

经), “这有限的(指证据性的恩赐, 如医病、行

异能、说方言、翻方言等)必归于无有了”(林

前 13:10).121 它们会停止. 虽然圣经中有些经

文记述这些恩赐, 但以整体圣经来看  —  记得

我们说过 解经 的规 则是不能 按 “ 私 欲解

说”(private interpretations)预言的, 要以整体

的经文来解个别的经文  —  我们看到这些恩

赐在召会初期历史上, 有历史性和预言性的功

用, 现今却没有功用, 不再运作了. 反之, 当召

会得着神所赐下完整的话语后(指圣经最后一

本书启示录完成后), 这些恩赐便按神的吩咐

而停止了. 神现今使这些恩赐不再运作了.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一直相信这一点 . 

另一方面, 五旬节派的众教会, 以及基督教世

界许多团体和教会也和前者一样, 今日宣称和

                                                           
121   林前 13:8-10: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 说

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

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

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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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说这些初期特殊的 “证据性恩赐 ”(sign 

gifts), 如说方言、翻方言、神医、使徒、先

知(林前 12:9-10,28; 参 弗 2:20), 现今还在运

作.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知道, 这些事物今日

或许看来在表面上运作(其实不是真实的), 却

是撒但的作为, 而非出于神. 众召会把这些现

代的显灵视为“巴兰主义”(Balaamism)和灵界

邪恶(spiritual evil).122  

 

(六)  没有联盟 (No Federation)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还有一个与众不

同的特征, 就是对于神的召会, 弟兄们整体上

所采取的态度 , 是排除所谓的 “宗派主义 ” 

(Denominationalism). 众召会宣称不要成为一

个宗派(指由许多教会联合的组织), 而是根据

独立自治和神权管治的原则, 每个召会是个彼

此分开的生物体, 以此脱离一切联合起来的组

织或团体. 这些宗派团体有自称为“浸信会”或

“卫理公会”或“圣公会”或其他等等的名称, 都

是违反圣经的教导. 

 

 首次提到召会时, 基督说: “你是彼得 ,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她”(太 16:18). 在这之后的一切经文, 

都证实了召会是属于祂的, 在祂眼中是一个身

体, 祂是这身体的头(弗 1:22-23), 召会也是祂

完美的新妇(启 19:7), 又是建筑物或圣殿, 而

祂是房角石(彼前 2:5-7).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

会承认这样的召会(宇宙性的召会), 所有真实

被主宝血所救赎的圣徒, 都是这荣耀整体的一

部分. 换言之, 所有基督徒(指个别的基督徒)

都联合或结合在这一个伟大的单一体, 但个别

或地方性的召会却不是联合在宗派里. 神的召

会不是众召会的联合, 而是所有个别基督徒的

联合. 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不承认任何众教会

的联合或一群教会的联盟, 但他们承认神那伟

大的召会(宇宙性召会)的存在, 每个召会的每

个肢体(信徒)都是她的一部分, 而她是一个伟

大存活的生物体, 一个神权管治的个体, 正如

地方性的众召会所反映的特征. 

 

                                                           
122  有关“巴兰主义”(Balaamism), 请参 2016 年 1-3

月份, 第 108 期《家信》的“召会遗产: 非拉铁非  —  弟

兄相爱的教义(下)”.  

 当众召会以任何方式联合起来, 她们就

立即成为宗派, 丧失了她们的独立自治, 羞辱

主的名 , 违背主的道 , 失去她们作为“非拉铁

非”的特征. 众召会若成为这样的联盟, 就被写

上“以迦博”(Ichabod), 因为荣耀已经离开了

(撒上 4:21). 

 

(七)  奉主的名 (The Name of the Lord) 

 这些召会作出重大的声明, 强调一个地

方召会若遵行主的道(特指以上六大方面), 她

就是名副其实的“神的家”, 是主立名的地方 . 

伯特利(Bethel)是雅各遇见耶和华 , 看见通天

的梯级, 有天使上下往来的地方. 雅各形容这

地方为“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原文作: 神

的家 ), 也是天的门”, 他说 : “这地方何等可

畏!”(创 28:17).  

 

 雅各临死前曾为他的众子祝福. 论到犹

大, 他论及那位将成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的

主耶稣. 他说: “万民都必归顺”(直译为: 万民

都必归顺于祂 ; 创 49:10; KJV: Unto Him 

shall the gathering of the people be). 主应许

以色列人说: “凡记下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

赐福给你”(出 20:24).  

 

 因此,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只单单、也

总是奉主的名聚集 (按原文更正确的说法是 : 

聚集归入主的名, 太 18:20), 他们不敢承认任

何其他的名. “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各人

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 你们将来不可这样

行”(申 12:8),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

派中选择何处为立祂名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

里去求问”(申 12:5; 也参其他有关神立名的经

文; 申 12:21; 14:23-24; 16:2,6,11). 这些经文

记载属神的原则, 也是我们现代的敬拜者必须

遵从的.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事记载下来, 为要

作为我们的警戒, 我们就当顺从, “并且写在经

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 10:11).  

 

 正确地说 , 主立祂名的地方不是名为

“福音堂”的建筑物(包括名为“福音中心”或其

他类似名称的建筑物), 而是“有两三个人奉我

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20; 

换言之, 主立名的地方不是在某个建筑物,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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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群奉主名聚集的圣徒聚会当中. 值得一

提的是, 最早期的弟兄们原是在私人家中聚会, 

还没在任何的福音堂或公共建筑物里聚会, 但

由于他们是奉主名聚集[遵照主的话去行], 所

以主就在他们聚会当中, 而他们的聚会可说是

主立名的地方; 编译者按). 

 

 按照上述原则,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弃

绝一切属于宗派的名称, 也弃绝一切别的名称. 

“主的名”就是他们聚会的中心, 是他们权柄的

来源(注: “名”象征权柄),123 也是他们行一切

事所具有的特性(注: 名可代表特性和权柄[林

前 5:4].124 人若奉主名来聚会, 就表示他在聚

会中所行的一切, 必须与这名所指的主耶稣基

督之特性相符一致, 服在这名的权柄之下; 换

言之, 我们不能说是奉主的名来聚会, 但聚会

时却不遵照主在圣经中的教导去行 ). 他们奉

主的名聚会 , 按照主在圣经中所教导的去行 , 

包括奉行那真正根据圣经的神权管治和独立

自治, 恰当地治理地方召会, 使其正确地运作.  

 

 这当然就是主对非拉铁非的话所蕴藏

的重要含义: “没有弃绝我的名”(启 3:8). 主又

说: “我是已经爱你了”(启 3:9). 这节表明主有

注意到, 有人会鄙视和嘲笑真非拉铁非的召会, 

但主说: “我要使他们来, 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

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狭义来说, 这节是

对“撒但一会的犹太人”说的, 但原则上也可说, 

主会让其他嘲笑者知道, 主是已经爱这样的召

会了, 编译者按).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 义人

奔入便得安稳”(箴 18:10). 仇敌知道这是真实

的, 而效法非拉铁非的奉主名聚会之众召会必

得安稳, 因为他们以持守主的名为他们神圣的

信托和责任. 

 

 (C.4)   撒但的恶谋 

撒但的计谋是要在召会被提以前, 破坏

神的召会之见证. 那些效法非拉铁非的奉主名

                                                           
123   徒 4:7: “叫使徒站在当中, 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

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徒 16:18: “他一连多日

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
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124   林前 5:4: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 我的心也同在. 

奉我们主耶稣的名, 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  

聚会之众召会, 形成了最后一道防线, 拦阻上

述撒但的诡计. 这些召会成功抵挡撒但一切猛

烈的攻击直到近期. 但现今, 撒但已悄悄潜入

这些召会进行破坏. 撒但这次的攻击有五方面:  
 

1) 破坏神权管治. 所用的方法是以信条或信

经(Creed)来取代永生神那永恒不变的生命

之道(圣经). 

2) 破坏独立自治. 方法是成立区域性的“联合

监督团”(United Oversights)和“堂会信托

协会”(Hall Trust Societies), 以此联合众召

会, 来破坏或削弱众召会对神的头权(以主

为头的权柄)和神本身的倚靠. 

3) 破坏神所设立的治理方式 . 方法是以民主

治理(少数服从多数)取代神的秩序(设立众

长老来治理召会), 把治理之权从众长老手

中转移到撒但所怂恿和诱骗的民众手中. 

4) 提供属撒但 (属鬼魔 )那诱惑人的假冒“恩

赐”(如神医、说方言等), 来迷惑神的选民. 

5) 引诱众召会堕入“教会合一”的圈套 , 撒但

以此把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推进大巴

比伦的淫乱(偶像崇拜)当中. 

 

在以斯帖记里, 

我们读到有关亚甲族

的哈曼企图消灭犹太

人 , 而犹太人是神所

宝贵的 , 如今日的众

召会是神所珍贵的一样. 以斯帖来到亚哈随鲁

王面前, 为犹太百姓哭求: “以斯帖又俯伏在王

脚前, 流泪哀告, 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
人的恶谋”(斯 8:3).  

 

撒但现今也使出恶谋 , 要毒害众召会 . 

因此 , 诚愿“非拉铁非”(指奉主名聚会的众召

会)来到大君王主耶稣面前, 流泪哭求, 求主除

掉我们的大仇敌撒但害众召会的恶谋. 主耶稣

给非拉铁非的劝勉是: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

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启 3:11). 持守

什么?  —  主的名、主的道, 以及那一点真正

的属灵力量.125  

                                                           
125   上文编译自 W. G. Broadbent, The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Palmerston North, New Zealand: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60), 第 3-6, 21-22, 3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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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先知米该雅反对

约沙法和亚哈出战 

召会真理126
             威廉·曼丁(W. Bunting) 

 

 

合乎圣经 

的合一 (五) 
 

 
 

 

(文接上期) 

 

(G)    以色列的历史 

 (G.1)   约沙法与亚哈联盟 

任何熟悉以色列历史的读者都知道, 自

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之后, 有数次联合神百

姓的尝试. 虽然支持这项行动的人或许得到短

暂的满足感, 但由于没得到神所悦纳, 最终化

为无有, 也给众支派带来祸害. 一个显著的例

子是约沙法(Jehoshaphat)的事迹, 记载于历代

志下第 18 章.  

 

 以色列王亚哈邀

请犹大王约沙法联合攻

取基列的拉末(或称“基列

拉末 ”, Ramoth-Gilead). 

从人的角度来看, 这是个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有利

于消除那分裂国家多年

的分歧 (schism). 攻打的

理由既合理又相称, 因为

基列的拉末是神给以色

列的产业之一, 且是属于利未人的城市, 又是

一座逃城(申 4:41-43). 这样的联合也并非叫

犹大与异邦国家同负一轭, 这肯定是约沙法的

想法, 因他向亚哈王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

民与你的民一样 , 必与你同去争战 ”(代下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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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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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新约圣经从不用“教会”来指建筑物, 

也没用过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18:3). 此外, 这联合计划也并非没有向神求问: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代下 18:4). 结果, 400 个

在口头上承认主的仆人, 都异口同声赞同联合, 

只有一人反对. 这肯定是数目可观的“绝大多

数”, 应该进行联盟吧!  

 

 照世界的眼光, 这样的联盟是一个值得

赞赏的方式, 把神百姓的合一给接合起来. 无

论如何, 照圣灵所膏的眼光来看, 这样的计划

是建立在错误不全的基础上 , 还未开始之前 , 

就已注定以很不体面的失败来结束. 北国以色

列有许多严重错误, 最基本的是北国百姓离弃

了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 这一切需要先纠正 , 

然后诗篇 133 篇所谓的“和谐合一”才可能临

到南北两国.  

 

我们从 结 37:20-28 中学习到, 在未来

的日子, 犹大(南国)和以法莲(代表北国以色列)

将得医治, 合一之灵会再次赋予以色列国民共

同生命. 但这合一将具有公义的基础, 是建立

在前一期已讨论过的原则上. 简言之, 不管理

由多么堂皇或广受欢迎, 或所做的祷告多么伟

大繁多, 圣徒的真合一是无法靠上述约沙法所

做的“加盟亲密关系”(joining affinity)来达致

的, 因为这样的联盟是明明地不顺从真理. 如

果我们否定或不理圣灵本身所教导的合一原

则, 又如何能够“保守圣灵的合一”呢? 

 

 (G.2)   神的理想与实际情况 

 有者辩论说 , 既然现今是堕落的时代 , 

要普遍恢复使徒时代所见证的合一看来是不

可能的 , 我们要达到神的理想状况肯定无望 , 

所以我们还是把自己调整一下, 去符合周围事

物的实际情况. 在这托辞或借口之下, 许多人

支持“凯锡威克运动”(Keswick movement), 感

到有自由参与各样的福音派宣道事工, 纵然他

们必须承认在这些圈子里, 神话语中明确教导

的一些真理已受到压制. 我们必须承认, 在主

名的共同见证上, 我们有许多软弱和失败, 我

们也该为此事感到羞愧(并要悔改).  

 

无论如何, 神的真理仍旧是同样的, 永

远保持不变. 它的标准没有降低; 它的理想在

今日还是那样崇高, 如往日一样. 让我们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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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往往提升到神的理想, 如圣经多处所表明

的. 因此, 神吩咐以西结说: “他们若因自己所

行的一切事惭愧, 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

入之处, 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

他们, 在他们眼前写上, 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

规模典章去做”(结 43:11). 在那时候, 圣殿的

确被毁而荒凉, 而百姓被掳到远方, 但这一切

事实并不使神降低祂的标准, 一点也没有! “殿

的规模、样式”保留不变. 信心总是照神所写

的话行动, 不管外在环境如何.  

 

让我们举个例子 ; 约西亚(Josiah)统治

时, 犹大国几乎处于最低潮的光景. 不久尼布

甲尼撒(巴比伦王)就要攻打耶路撒冷, 国民瓦

解, 被掳异邦. 尽管如此, 就在约西亚统治时期, 

“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

书”(代下 34:14). 从律法书的圣言中, 良善的

约西亚王得知每年该守逾越节. 结果如何? 约

西亚有否说“我们活在大衰弱的时期 , 我们无

法达到神律法所规定的崇高标准”? 不 , 他一

点也没有这样做 , 他的信心提升到神的理想 , 

以致他所守的逾越节, 圣经形容为“自从先知

撒母耳以来, 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

节”(代下 35:18).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说: “试想一

想, 所罗门统治时期充满荣耀, 大卫统治时期

充满胜利, 但圣灵见证道, 以色列中没有守过

像约西亚统治时期所守的逾越节 . 你看到吗? 

他所处的恶劣环境给他的信心围上光环. 神借

着约西亚所采取的立场而得荣耀. 所得的荣耀, 

比起一切涌入所罗门财库的金银之荣耀更

大… 信心照神的道行事 , 不管外在环境何其

恶劣, 而神也往往看重信心. 哪里有信心倚靠

神的话, 哪里有信心承认神的真理, 神就在那

里以自己的同在作为赞许. 不论我们面对何等

的困难, 不管我们面对何等的失望, 记得, 绝不

降低标准!”    

 

 (H)    这些事的总结 

 (H.1)   顺从圣经的合一原则 

我们在这几期思考过许多事情, 第一要

紧的是什么? 总结是什么? 答案是: 对于神的

百姓, 神所理想的实际性合一, 只能够靠他们

的顺服来达致, 就是坚持顺从圣经所清楚表明

的合一原则 . 澳洲的爱德华兹 (Dr. R. C. 

Edwards)说得好: “任何违反这些原则的行动, 

将破坏圣灵所赐的合一. 这样的违抗可能达致

短暂的合一, 但它不是圣灵的合一.”   

 

 让我们再度提醒, 现今在真理方面的妥

协和随之而来的混乱, 绝不是神的心意. 对神

而言, 蒙神悦纳的合一, 并非把真理的某些方

面 置 于 一 旁 , 将 之 视 为 不 必 要 的 (non-

essential), 并容忍罪恶. 它也不是普遍的合一, 

不是把相异的信经(creeds)联合起来 . 真正的

合一是建立在合乎圣经、完好可靠的根基上, 

并在一切关乎信仰与道德的事上尊基督为主 , 

也谦卑屈膝、甘心顺从祂一切的命令.  

 

 (H.2)   我们得到的鼓励 

 让我们记得一点, 即使我们周围都是软

弱和失败, 但我们今日仍然可能以共同的方式

彰显合一, 因为实际上, 上百个分布全球各地

的虔诚召会已彰显这样的合一. 这是何等鼓舞

人心的事啊! 更甚的是, 圣经从未表明这样的

合一不可能延续下去 , 直到召会时代的结束 . 

这样的见证可能在某些时候处于极大的软弱

中 ; 例如笔者数个月前到某地方守主的晚餐

(掰饼聚会), 出席者只有另外两个圣徒 . 这聚

会处于爱尔兰的大城市, 四围都是罗马天主教

主义和迷信, 而那奉主宝贵之名的聚会, 虽然

微小, 并被宗教世界所藐视, 但却表达了圣灵

所赐的合一(因他们按照那合乎圣经的合一原

则来聚会、敬拜和事奉).  

 

不管外在环境如何恶劣, 主对这方面的

合一所给的命令仍然有效, 不该视为过时无用

(obsolete), 或认为不可能再实行了 . 事实上 , 

神的原则是普世性适用的, 经验证实了这一点. 

它们在东方西方都适用. 阅读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所写的《它还是可行》 (It Can be 

Done), 你就发现它们可以如何有效地应用在

委内瑞拉(Venezuela), 一个极其黑暗, 且受祭

司(天主教神父)支配的土地 . 最重要的 , 这些

原则值得坚守, 我们相信, 现今比起初期更需

要维护我们荣耀的遗产(heritage), 因现今更多

人在真理上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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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敬道 (Mackintosh) 

 让我们谨记, 如果我们预备付出一切代

价去维护这遗产 , 主就会以祂的同在和能力 , 

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纵然我们处在最黑暗、

最苦难的时刻 . 如果祂离开、归回天家以前 , 

吩咐属祂的子民, 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圣

经), 都教训他们(圣徒)遵守”, 祂便不忘加上另

一句 :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 直到世界的末了

(应译作: 时代的结束)”(太 28:20). 说这话的人, 

即复活与高升的救主, 已蒙神交托祂“天上地

上所有的权柄”(太 28:18). 这是无限的资源 , 

供我们今日和将来享用, 直到我们横越过人生

的大沙漠! 

 

 (H.3)   务要分别为圣 

 我们应该知道, 若要坚持我们已谈过的

合一原则, 就要与一切不合乎圣经教导的事物

完全隔离, 这样的分别为

圣是重要的. 这个要求是

绝对的, 因为除了分别为

圣, 即多处新约经文所命

令的, 就不可能全面表达

圣灵所赐的合一. 这项真

理可能不受多人欢迎, 但

圣经坚决如此要求, 而神

不会, 也不能违背祂的话.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说得好:  

 

“若要承认神的召会之合一, 第一步是

要 离 开 基 督 教 世 界 的 分 门 别 类

(divisions of Christendom). 我们也要

不停止地问第二步是什么? ... 身体只

有一个, 这是对的吗? 无可置疑, 这是

对的, 因为神这样说(林前 12:12). 若是

如此 , 基督教世界的分门别类、宗派

分立、各种教派和制度 , 都是明显地

违反神的心意、违背祂的旨意和话语. 

诚然如此 . 那我们该做什么? 答案是: 

离开它们! 我们肯定这样做是朝向正

确方向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的立场错误了, 我们整个视

线范围就错了 . 我们必须站在真确的

立场, 整个视线范围才能正确. 若要实

际地承认神的召会之合一 , 同时又与

那些在实践上否定它的事物相联合 ,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或许能在理智上

持守理论, 却在实际行动上否定事实 . 

如果我们渴望承认‘一个身体’的真理, 

那么我们首要任务 , 就是要从基督教

世界一切的教派和宗派分立中分别出

来, 全面离开它们. 

 

“但有人会问: ‘这样做岂不是又成立一

个新教派 , 成为一切教派中最狭窄和

偏执的教派?’ 绝对不是! 外表看来是

这样 , 即使是宗教性的自然判断也会

如此断言. 但问题是: 基督教世界的分

门别类(宗派分立)是神的美意吗? 宗派

分立的现象就如‘多个身体’, 但这是否

符合以弗所书第 4 章的‘一个身体’之

真理. 肯定不符! 那么, 我们的责任就

是从宗派当中出来 , 这是神指派给我

们的责任. 如此执行神所吩咐的责任 , 

怎能说是教派主义 , 分裂教会呢? 不 , 

这是为主作见证 , 直接和积极地反对

宗派分立的见证.  

 

“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 第一大步是离

开基督教世界的分门别类、宗派分立. 

第二步是什么? 仰望耶稣; 要持续这样

做, 直到最后一刻. 我们重复上述问题: 

‘这样做是成立一个新教派, 或加入一

些新团体吗? 绝对不是; 这是逃离我们

周围的毁坏 , 到耶稣那丰足的名那里

寻找我们的资源 . 这是按耶稣的吩咐 , 

离开船只(如彼得的例子), 在狂风大浪

中定睛在祂身上, 注视着祂, 直到我们

安全抵达永恒安息和荣耀的避风港.”  

 

(H.4)   现今盛行的趋势 

 现今盛行的趋势是: 很多已经逃离宗派

分立的信徒, 本该继续保持分别为圣, 却归回

他们当中, 与违反圣经的宗教制度有密切连系. 

他们强调这样做 , 是为要促进基督徒的合一 . 

不过事实上, 这样做只是对真合一产生不利影

响, 若坚持这样下去, 就会导致不和与混乱. 在

这件事上(指达致合一), 神的旨意只能透过我

们对神话语的顺从才能实现. 我们若在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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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方面稍微偏离圣经的教导, 就会形成不合圣

经的联盟, 结果破坏圣经所教导的合一.  

 

公正不偏的信徒肯定能察觉到, 在宗派

圈子里有好和坏(信与不信)的混合. 无可否认

的, 在宗派当中, 有不少真诚爱主耶稣的信徒, 

他们显出热心, 积极维护主的荣耀, 实在叫那

些自认领受更多亮光的信徒感到羞愧. 他们当

中很多人传扬荣耀的福音, 而为基督赢取灵魂

则是他们真诚的目的. 我们没有想要贬低或轻

视这样的基督徒事奉. 那些真心爱主, 并热爱

失丧灵魂的基督徒, 无论他们在哪个宗派, 我

们都为他们诚心感谢神, 若有机会, 我们也当

向他们彰显我们在基督里的爱心 . “你们若有

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

徒了”(约 13:35). 

 

(H.5)   宗派主义(教派主义)冒犯了神 

 无论如何(虽说我们应该爱宗派里的真

信徒, 而非藐视他们, 自以为是, 编译者按), 宗

派主义(或译“教派主义”, sectarianism)肯定是

属肉体的工作(加 5:20).127 宗派里的众多制度

否定了新约圣经的教导, 对神极其不敬; 例如: 

 

1) 婴孩滴礼(Infant Sprinkling) 

2) 坚信礼(Confirmation) 

3) 属人的圣职授任(human Ordination) 

4) 圣职人员的等级制度和制服(clerical caste 

and garb) 

5) 人所封的头衔(“头衔”或作“称号”, titles) 

6) 混合的圣餐仪式(mixed Communion)128  

7) 源自犹太教和异教的仪式(ritual of Jewish 

and pagan origin) 

8) 属肉体的隆重仪式(fleshly pomp) 

9) 现代的创新方法(modern innovations) 

                                                           
127   加 5:20 表明肉体情欲的事如下: “拜偶像、邪

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分争、异端.” 

这节的“结党、分争”正是宗派主义(教派主义)的特征. 
128   一些教会实行所谓“混合的圣餐仪式”(mixed 

Communion), 指允准所有出席圣餐的人都有资格同领

圣餐. 不过圣经的教导和次序是: 只有那些信主得救, 受

了浸和愿意遵守使徒的教训, 被接纳入交通里的信徒, 

才能掰饼(领受主的晚餐, 或称圣餐). 请留意圣经的样式: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浸礼)… 都恒心遵守使徒

的教训, 彼此交接, 擘饼, 祈祷”(徒 2:42). 

10) 属世界的名望(worldly prestige) 

 

上述这些制度和做法都违反了新约圣

经的教导.129 广受欢迎的喧嚣声是: “把分别的

障碍除去”! 一旦我们屈服于它, 我们就会或多

或少地与上述一切制度发生联系. 属神的合一, 

就是我们在这些文章中所思考合乎圣经的合

一 , 能够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上吗? 绝不可能 . 

经验告诉我们, 即使我们为了所谓“合一的需

求”而预备放弃真理的原则, 宗派里的人(特指

圣职或教牧人员)普遍上不为着尊重我们的良

心, 而放弃他们那些人为的传统和错误的教导. 

事实证明, 作出牺牲的只有我们这一方. 这类

合一可能在社交方面迎合人的心意, 但严重缺

乏诗篇 133 和以弗所书 4:3 所正视的真合一

之特征, 所以不能被合乎圣经地称为“圣灵(所

赐)的合一”.  

 

(H.6)   离经背道的特征 

 与宗派主义交往, 不单有上述情况, 还

有更糟的结局. 圣经预言在末世时, 基督教世

界将会兴起强大的离经背道之风. “因为那日

子以前 , 必有离道反教 (更正确译作“离经背

道”, apostasy)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

之子, 显露出来”(帖后 2:3). 我们今日已目睹

可怕的离经背道之发展, 即偏离初期基督徒的

真道. 我们相信世界的舞台正为“撒但最杰出

的代表” —  这节所谓的超人  —  做准备, 要

进行诗篇第 2 篇所预言的最后斗争. 这“离经

背道”彰显在每年愈加强烈的三大运动中 , 即

共产主义 (Communism) 、罗马天主教主义

(Romanism)和现代主义(Modernism).  

 

我们不想谈共产主义, 因为它完全丢弃

宗教的面具, 在世人眼前显明是敌对神的制度. 

因此, 每个以基督徒为名义的组织都惧怕和谴

责它, 尽管还有一些宗教领袖支持它. 不过罗

马天主教和现代主义却不同. 它们假惺惺地声

称自己敬拜神, 尊重神的话语, 但事实上, 它们

否定这两方面. 罗马天主教是在迷信的祭坛上

                                                           
129   例如圣公会和改革宗(归正宗)施行婴孩滴礼

(Infant Sprinkling), 参 赵天恩主编, 《历代教会信条精

选》(台湾: 基督徒改革宗翻译社, 2002 年修订版), 第

263, 418-4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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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现代主义则崇拜人的知识. 前者宣扬传

统, 后者宣讲不信(故现代主义者也被称为“不

信派”). 前者是现代的法利赛人 , 后者则是现

代的撒都该人 . 这两大运动(罗马天主教和现

代主义)的阴险邪恶之影响已达到全球 , 基督

教世界里的每个教派都被其中一者, 或两者的

教训所渗透.  

 

今天那些拆毁“分别为圣的墙”之人, 难

道没有看见这样做的危险吗? 拆掉这墙等于

破坏了往日敬虔之人的美好事工(特指 19 世

纪时 , 信徒从宗派主义中被

释放出来), 重新把神的百姓

带回这些教派的错误制度中. 

那些与召会圈子以外亲密交

往的弟兄们 , 岂没发现自己

面对一个危险 , 就是与那些

倾向罗马天主教和现代主义

的人, 站在同一个讲台上吗? 

实际上 , 不少神学院是不信

派的温床 , 而一些领受高薪的圣职人员也是

“撒但的差役, 装作仁义的差役”(林后 11:15). 

如果众召会的真信徒与上述神学院和圣职人

员联手合作, 这岂是合乎圣经的合一?     

 

 简之 , 与这些制度有联系将带来危险 ! 

虽然众召会的负责弟兄们意识到这一点, 但正

如我们所指出的, 今日的趋势是与宗派主义有

更亲密的交往. 与罪恶分别出来, 才有属灵的

能力(与违反圣经的制度相联 , 将削弱召会属

灵的力量, 编译者按). 因此, 目睹在英国和世

界各地许多召会的改变, 我们感到沉重的担忧

与深切的关注. 在促进合一的要求下, 不少召

会与宗派联合, 完全否定了合乎圣经的合一. 

 

 现今有些人辩论说 , 我们该与“非国教

徒的团体”(Nonconformist bodies, 注: 这里的

国教指的是圣公会)130交往联系 , 因为他们当

中也有真信徒. 这说法若是正确的, 那么直接

归回罗马(指罗马天主教)也是合理的, 因为按

                                                           
130   “非国教徒的团体”(Nonconformist bodies)是指

17 世纪时不属于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更正教团体, 例如

清教徒(Puritans). 但到了 19 世纪, “非国教徒”亦指改革

宗、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等等的宗派. 

照逻辑, 这些团体从圣公会团体退出, 而后者

更早期则从天主教退出, 而在那里也有一些神

的儿女. 但这讲法是不可思议的! 此外, 也有

人议论说 , 在一些个别的会众 (individual 

congregations)当中, 也有重生得救的牧师, 也

传纯正的福音, 我们为何不与他们在事奉上联

合起来? 无可否认, 在某程度上这是真的; 但

别忘了每一个这类的会众是组成宗派团体的

一部分 , 都同意它的信条(tenet), 并奉献给它

的中央基金. 因此, 与这个别的会众联系, 也间

接地与它所属的宗派团体联系.  

 

 在这课题上 , 还有一件不可忽略的事 . 

今日许多福音派信徒 (evangelicals)已经和现

代派信徒(modernists) 131彼此混合 , 我们的弟

兄们若在宗派圈子里事奉, 就难免遇到尴尬的

场面, 即与现代派(特指他们的圣职人员)站在

同一个讲台上, 犹如认同他们的错误教义. 曼

利(G. T. Manley)说: “现代派出现在一切大宗

派里, 福音派与他们掺杂在敬拜和讨论会上 .” 

一切这类的密切交往以前都受到严厉谴责 . 

《见证》杂志(The Witness)的主编, 已故的皮

克林(Mr. Henry Pickering, 此人不被认为是过

度 严 谨 的 人 ) 曾 论 到 那 些 相 信 “ 受 浸 得

救 ”(Baptismal Regeneration) 的牧师时 , 说 : 

“与那些持守这类异端的人出现在同一个讲台 , 

不会感到罪疚吗?” 今日 , 一些领袖的态度与

皮克林相比, 是何等大的对比啊!  

 

 在近期, 一个大型福音布道会的报告中

描述道 : “ 长老会 (Presbyterians) 与浸信会

(Baptists), 圣 公 会 (Anglicans) 与 弟 兄 会

(Brethren), 快乐地工作. 这群在一些事上持不

同看法的人, 以圣经为神所默示的书, 也可以

一同工作.” 这样的合作被欢呼为基督徒合一

                                                           
131   现代派信徒 (modernists)所奉行的现代主义

(modernism)有时也被称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 在神

学思想上, 自由主义的学者大致上赞同下列三点: (1) 以

理性为信仰的“试金石”, 凡不通过理性的圣经道理都需

弃绝(如基督的复活、神迹、天堂、将来的审判); (2) 圣

经中所有超自然的记载均是民间传说或习俗迷俗之故

事(故认为耶稣基督是完全人, 并非神的儿子); (3) 基督

包括其他宗教, 是伦理而非救赎. 马有藻著, 《先贤伟

论》(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 2006 年), 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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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德威尔 (Caldwell) 

 

的极佳榜样. 但事实上, 这是犯上妥协的罪. 在

这大型运动的最后一个聚会上, 有一位显著人

士出现在讲台上的众人当中, 他就是坎特伯雷

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他与其他

传道者一同拍照 , 并代表大会祈求神的赐福 . 

这位大主教臭名昭著, 因他持有倾罗马天主教

的看法. 前些日子, 我们还读到他去了天主教

的弥撒(Mass), 戴上主教冠, 穿上主教袍, 与一

个外国高级教士在一起.  

 

再者 , 根据一份题为“基督徒或共济会

会员”(Christian or Freemason)的报告, 刊登于

1954 年 1 月份的《抹大拉的圣马利亚之教区

杂 志 》 (Parish Magazine of St. Mary 

Magdalene, Paddington), 这位坎特伯雷大主

教竟然是共济会会员 (其头衔是  Past Grand 

Chaplain of the Craft). 我们知道共济会是敌

对基督徒的组织. 它的仪式是亵渎神的; 它的

礼拜其实是拜偶像; 它的宣誓是不敬不虔, 让

人惶恐的. 然而, 许多宣称知道真理的人, 竟然

与这样的人认同. 试问圣洁的神如何看待这样

的交通(相交, fellowship)?  

 

一些编辑基要派杂志的圣职人员对此

表示深感遗憾, 大表失望. 他们遗憾福音派人

士竟然愿意与现代派合作, 导致福音事工的整

体安排显著地与圣经清楚的教导完全不符. 尽

管如此, 许多召会(这是叫我们更心痛的)在促

进合一的要求下, 竟然公开联于这类运动, 而

少数远离它的召会却被一个著名的召会教师

举例羞辱. 对于这样的不洁联合, 皮克林若还

活着, 我们不知他会如何表达; 但更重要的, 圣

洁的神, 就是那位小心守护祂的真理之神, 会

如何看待此事? 

 

另一个联合宣道事工(United Mission)

也受到议论 , 1955 年 7 月份的《复兴者》

(The Revivalist)论到这事工时如此评论 : “我

们感到惊讶, 看到那自称为福音派的某某牧师

(来自浸信会); 和某某平信徒牧者 (来自公理

会 ); 以及至少一位来自普里茅斯弟兄会
(Plymouth Brethren)的信徒, 竟然与那些公开

拒绝基督宝血的人坐在一起, 彼此交通. 我的

圣经说 :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林后
6:14)” 

 

因此, 根据上文所说, 我们清楚看到, 不

管我的动机多么好, 一旦我偏离了分别为圣的

单纯道路, 我把自己放在一个极可能感到尴尬

的地位, 即公开地与那些弃绝基督教义的人认

同. 这样的认同是可耻的, 背叛神给我们的神

圣托付, 公开地羞辱主耶稣的尊名, 此圣名乃

是众召会所承认、所拥护为他们聚会的中心. 

“诸天哪 , 要因此惊奇 , 极其恐慌 , 甚为凄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 为自己凿出池子 ,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 2:12-13). 不洁的

联合不单无法促进真合一, 也给召会见证带来

混乱, 甚至瓦解. 

 

(H.7)   最后的警告 

 有鉴于这等不洁的联盟 , 我们不希奇

很多神的百姓深感沮丧和失望, 问道现今这偏

离属神原则的情况要到何时才能终止. 我们因

此发出警告的响声. 我们在锡安吹角, 在祂圣

山发出警报: “主啊, 唤醒祢的守望者, 叫他们

唤醒祢所有的圣徒 , 因为充满危险的时候到

了.” 事实上, 我们唯一的安全, 是谦卑依靠神, 

紧靠神的恩典来保守我们, 不至丝毫地偏离圣

经的道路.  

 

让我们谨慎, 不要追随广受欢迎的时尚, 

和煽动情感的套话  —  “爱! 爱!”. 真正的爱是

“只喜欢真理 , 不喜欢不

义”(林前 13:6). 基督徒啊, 

要小心行事, 别让撒但成

功诱骗你进入他的假冒

合一 . 考德威尔 (John R. 

Caldwell, 注 : 他与皮克

林一样, 是《见证》杂志

的前主编)说道: “神的合

一, 是神的意念成为每个

人的意念, 神的话语成为每个人的话语, 一点

都不能少过这点, 这才是神所要的合一.”132 

 

                                                           
132   上文编译自 William Bunting, Unity (Belfast: the 

Northern Publishing Office Belfast Limited), 第 29-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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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若弗斯 (Groves) 

 
克伦宁 (E.Cronin) 

 
达秘 (J .N. Darby) 

真理战场          威廉·曼丁(W. Bunting) 
 

属灵的平衡 (五) 

(Spiritual Balance) 
  
编译者注 :  有关召会

交通和接纳的立场 , 

今天有许多不同的

声音 . 有者认为召

会应该尽量开放 , 

接纳任何称为基督

徒的人和新思想 ; 有者则强调召会应该保守 , 

可惜却走到另一极端, 过分封闭以致超越了圣

经的教导. 当今迫切需要的 , 就是保持曼丁弟

兄所谓的 “属灵的平衡”… 

(文接上期) 

(H) 封闭主义(Exclusivism) 

(H.1)   克伦宁的个案 

失衡将带来危险! 召会的历史证实这点. 

我们将举出一两个例证, 来说明极端的纪律管

教之行动, 以及它们的灾

难性后果. 首先是关于克

伦 宁 医 生 (Dr. Edward 

Cronin, 1801-1882) 的例

子. 他是在都柏林的召会

中最早期的弟兄之一. 我

们将看究竟是什么环境

导致封闭聚会当中发生

第一次分裂. 

 

在赖德 (Ryde)的召会数年以来已受到

质疑 , 被形容为“腐败了”(rotten). 达秘(J. N. 

Darby, 1800-1882) 说 她

是 个 “ 已 被 玷 污 的 聚

会”、“不洁的地方”, 并

表明自己绝不会踏进这

个召会; 达秘的好友凯利
(William Kelly, 1820-

1906)也声明她已失去一

切作为主的召会之权利.   

 

在赖德这个地区, 出现一个年轻的召会, 

其中一个领袖名叫芬奇(Mr. Finch). 他曾经是

一个宗派的圣职人员 , 但他与其他几个信徒 , 

近期才从宗派主义中出来, 也被一些封闭的召

会接纳入交通里, 与他们一同掰饼. 他们不想

去到赖德的旧聚会, 因为她的名声不好. 另一

方面, 他们不能被达秘圈子的众聚会正式地视

为一个召会, 因为这些聚会宣称是属于“一个

身体”, 与那“不洁”的聚会有别. 在原则上, 好

像“一个头有两个身体”. 这是何等奇异的看法. 

 

自1877年至1879年间 , 克伦宁数次探

访赖德. 他清楚向原先的召会表明立场, 说自

己因她腐败的情况而不能与那里的信徒有交

通. 然而, 他感到有主带领, 要到那里的新聚会

(指芬奇带领的年轻召会 ), 与他们一同掰饼 . 

他至少这样做了两次 , 或更多次(有关这方面

的几份记录有些不同 ). 克

伦宁把他这些探访的实况 , 

向他在肯宁顿(Kennington)

的家乡召会作完整的报告 . 

在肯宁顿的召会对此事持

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方赞同, 

一方则反对 ), 数个月了都

无法达致共同看法和行动 . 

他受到辱骂 , 正如葛若弗斯 (A. N. Groves, 

1795-1853)之前所受到的一样 ; 有者说他“改

变了”, 也有人说他“从未看清一个身体的真

理”, 而神这位年迈可敬的仆人, 竟被轻蔑地说

成是“邪恶的老医生”(the wicked old doctor).  

 

这位德高望重的“犯罪者”, 过后答应不

再去赖德, 甚至愿意在掰饼聚会时坐在后座一

段时间, 但这些建议都被拒绝. 由于他不认为

本身所做的是犯罪的行为, 结果遭到审判, 被

逐出交通的圈子(即被断绝交通). 他只能为此

坐下哭泣  —  何等可悲、令人伤感的情景. 他

遭受这样的处罚, 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或持

错误的教义, 甚至不是因为他参与一个违反圣

经的教派, 他只是与一个才脱离宗派, 需要属

灵帮助的年幼召会一起掰饼. 这召会并没犯上

任何的错 , 只是还未受到 “封闭等级制度 ” 

(Exclusive hierarchy)所认可. 更糟的是, 不仅

品德高尚的克伦宁被断绝交通, 连肯宁顿的召

会也被拉姆斯盖特 (Ramsgate)的召会断绝交

通, 只因为前者在处理这件事上拖延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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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 (W. Kelly) 

 
米勒 (A. Miller) 

(H.2)   新约圣经的教导 

 封闭的弟兄们给予克伦宁的对待, 说明

了不合圣经的极端必然引致的恶果. 敬虔的克

伦宁所做的事有错吗? 按照圣经, 他到底犯了

哪一条罪, 以致需要遭到断绝交通的刑罚? 我

们要赶紧指出, 新约圣经中完全没有任何经文, 

可用来支持上述做法  —  把克伦宁定罪, 逐出

交通. 克伦宁坚信是主的心意, 要他去到这新

的聚会, 帮助那里的信徒. 我们看不到弟兄们

有什么圣经根据来定他的罪. 新约圣经中没有

任何的教训或先例, 可以用来支持对他定罪的

行动.  

 

 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涉及多年的召会

历史 , 告诉我们有关许多召会的成立和成长 , 

也提到使徒保罗对一些召会出现罪恶的做法

而深感痛心 ; 但我们从未

读到任何基督的仆人被限

制 , 不准到某个召会中去

帮助那里的信徒 (换言之 , 

基督的众仆人仍有自由按

主的带领 , 在众召会当中

活动 , 编译者按); 我们没

读到任何基督的仆人因到

某个召会而受到处罚 . 我

们也没读到任何弟兄因去了那些有很多错误

的召会(如哥林多、加拉太等)而不被接纳 .133 

若某人的生活不洁净, 或他的教导不纯正, 或

导致圣徒当中产生争论, 那当然完全是另一回

事(必须受到制止).  

 

 论到在众召会当中的来往和行动, 基督

的仆人是受他的主所控制, 直接向他的主负责. 

我们不是说他要盲目地去到任何召会, 不管那

召会内在的状况如何. 按着明智的判断和属神

的带领, 可能有些时候, 主的仆人避开某个召

会一阵子 , 反而能为神的荣耀成就更多的事 . 

这正是保罗对哥林多召会的想法 (参  林前

4:17-21; 也参亚波罗的例子 , 林前16:12). 无

                                                           
133   例如哥林多召会的信徒虽有教义和道德上的罪, 

但保罗并不禁止任何主仆或信徒到那里去(林前 16:10), 

反而劝亚波罗和弟兄们到那里帮助他们(林前 16:12), 

因哥林多召会在本质上还是神的召会(林前 1:2); 但宗

派却因教条和制度而在本质上偏离了新约召会的特质. 

论如何, 在某种环境下, 主的仆人若觉得主的

意思是要他到那里去, 我们若定他的罪, 就是

大错特错了. 因为神恢复祂子民的方法, 是借

着祂的道, 即透过祂的仆人忠心、明智和恩慈

地传讲神的道. 我是谁? 竟然要妨碍我弟兄的

操练? 因此, 虽然保罗不觉得是时候探访哥林

多的召会, 但他希望亚波罗如此行(林前16:12). 

然而, 当亚波罗拒绝前往, 保罗身为主所设立

的使徒 , 承认他的弟兄亚波罗是基督的仆人 , 

没有责怪他. 

 

 上文提到的那种失衡的极端态度, 多年

来已导致最令人痛心的纠纷与分裂. 克伦宁的

可悲事件, 不单令他极度痛苦, 也使他所爱的

妻子心碎, 加速死亡的到来. 克伦宁的事件并

非孤立的案例, 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 封

闭主义的历史是一连串的纪律管教, 比圣经所

授权的纪律管教更加严厉, 可谓过于激烈, 苛

刻极端. 这是以“为真理站立场”的借口来偏行

己意(而非主的旨意).  

 

(H.3)   拉姆斯盖特的召会闹分裂 

 克伦宁的事件并非就此结束. 当拉姆斯

盖特 (Ramsgate)的召会与肯宁顿的召会断绝

交通时, 拉姆斯盖特的召会当中有些信徒不满

这个判决. 小部分的信徒反对, 结果支持断绝

交通的大部分信徒离开那受承认的聚会, 并在

吉尔福德堂(Guildford Hall)开始一个新的聚

会 . 他们宣称自己是建立在“属神的根基”上 . 

小部分信徒仍然留在艾博特山堂 (Abbott’s 

Hill Hall)聚会. 但分裂后的第一个主日, 这群

小部分信徒无法进到他们的艾博特山堂, 而这

召会被认为是“完全脱离召会的根基”.  

 

接着, 在伦敦的公园街

召会 (Park Street Assembly)

召开会议, 以判断拉姆斯盖特

的纷争. 结果艾博特山堂的召

会被正式断绝交通, 甚至所有

拒绝这决定的信徒都被断绝

交通. 这包括品德高尚和才智

过人的弟兄们, 如倪脱培(Dr. Thomas Neatby, 

1835-1911)、米勒(Andrew Miller, 1810-1883)

和凯利(William Kelly, 1820-1906)等等. 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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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革蓝 (G.Wigram) 

 

 
倪脱培 (T. Neatby) 

 
塞西尔(Lord Cecil) 

是著名的解经家, 是达秘超过50年的良朋密友. 

这事发生在1881年, 当时年纪老迈、身体衰弱

的达秘 , 在病床上恳求极端分子该受到约束 , 

他与凯利的交通不该受到破裂. 但一切都徒然

无效, 正如我们所见的.  

 

上述的情况正是这

所 谓 新 的 “ 教 会 主 义 ” 

(ecclesiasticism) 所 引 致

的一些极端后果 . 那些反

对“组合教会制”的人 , 如

今却自己去实行它 . 本是

热心于保守“一个身体”的

根基, 如今却以分裂圣徒来执行它. 凯利说得

好, 按着圣经, 断绝交通在早期“只限于用来对

付敌基督和亵渎神的人”, 但如今却用来对付

品行敬虔的弟兄们, 也用来处理召会秩序的事

务, 但事实上, 这些召会秩序的事务只需一些

纠正调整, 而非严厉的断绝交通. 若有信徒不

赞同上述一群长老的决定, 也被断绝交通, 他

们所受的处罚 , 竟然与哥林多前书5章那犯了

极大罪恶的“恶人”同样严厉; 人重视对党派的

忠诚, 过于在神面前对圣经原则的忠心. 

 

(H.4)   多伦多的召会闹分裂 

 上述事件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的封闭

聚会, 连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的圣徒也

被逼决定本身要站在哪一方. 在加拿大多伦多

(Toronto)的召会, 顺从伦敦公园街召会的决定, 

但他们当中有大约50个信徒不从, 结果被逐出

交通 (断绝交通 ). 留在多伦多召会的信徒于

1882年10月2日写了一封信 , 寄给其他召会 . 

在此信中, 他们承认自己所做的决定“不是根

据他们对事实的了解”. 他们接着解释说他们

“如此行, 为的是要与我们的弟兄们保持交通 ,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

的心”. 这真叫人惊讶不已、痛心至极!  

 

神是否真的要求祂的子民如此愚蠢, 蠢

到要在自己不清楚事情的所有真相之下, 去同

意一个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决定? 圣灵的合一

是否建立在召会的判断上? 特别是当这判断

已被证实为既不公正也不合乎圣经! 这个众召

会的联盟有何权力霸占或擅取“圣灵的合一”

这一词语? 岂不知还有很多在它圈子以外的

召会 , 都有圣灵的内住吗? 我们必须分辨“合

一的精神 ”(the spirit of unity)与 “圣灵的合

一”(the unity of the Spirit)之间的差别. 前者

是某个党派或一群聚会里常有的精神, 后者则

是所有信徒都要“竭力保守的”(因它是圣灵所

赐的).   

  

 亲爱的达秘, 就是耶稣基督在19世纪最

伟大的仆人之一 , 终于

在1882年离世 , 与主同

在. 就在那一年, 封闭聚

会圈子里发生了第一次

大分裂 , 即全球的封闭

聚会都闹分裂 , 且达到

顶点 . 达秘的召会治理

制度只能靠中央集权的

方式来维持 , 这方式首

次于 1838 年被威革蓝 (George V. Wigram, 

1805-1879)所建议, 正如我们在上期所讨论到

的. 威革蓝于1879年离世, 也正是他的联盟开

始分裂的时候. 艾朗赛(Dr. H. A. Ironside, 注: 

他起初也在封闭弟兄们当中聚会 , 过后才到

“慕迪纪念教会”牧会)告诉我们 , 最后威革蓝

“痛心地哀悼 , 因看到弟兄们 ‘在吹召会的泡

沫’和‘玩弄召会’, 他深觉神不能容许他们再这

样闹下去 , 行愚蠢的事”(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第83页) . 

 

(H.5)   封闭聚会的弟兄们闹分裂 

 另一方面, 在19世纪的70和80年代初期, 

加拿大的封闭聚会当中

发生了相当大的煽动不

安 . 所争论的课题是关

乎永生 (Eternal Life)和

圣灵的印记 (Sealing of 

the Spirit). 哪一方提出

哪些论点不是我们现在

所要关注的. 重点是: 这

些课题不该成为分裂的

合理原因. 因着蒙特利尔(Montreal)的塞西尔

伯爵(Lord Adelbert P. Cecil, 1841-1889)执行

强硬行动, 结果1884年终发生了一个令人伤感

和影响深远的分裂 . 格兰特 (Frederick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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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F.W. Grant) 

罗 斯 (Donald Ross) 

 

 
艾朗赛 (Ironside) 

 
纽贝里 (T.Newberry) 

 
多尔曼 (W. Dorman) 

Grant, 1834-1902), 一位敬虔的圣经教师 , 亦

是著名的《数字圣经》(The Numerical Bible)

和一些其他非常有益的好书之作者, 连同那些

站在他那一方的信徒, 都被断绝交通.  

 

事实上, 从英格兰

来的塞西尔伯爵是个才

华横溢的年轻贵族, 也是

热诚的传福音者. 1889年, 

他 在 金 特 海 湾 (Bay of 

Quinte)意外溺死, 归回天

家时年仅47岁. 至于格兰

特, 他一直没享有健康的

身体 , 并在1901年 , 即他

68岁生日当天离世. 

 

 格兰特归回天家

不久, 那时还与封闭弟兄

们在一起的艾朗赛, 探访

了 年 迈 的 主 仆 罗 斯
(Donald Ross, 1823-

1903). 他去到罗斯在芝

加哥的住家. 他形容罗斯

为 “像列祖一般的人物 , 

长着长长的胡须”. 这位经验丰富的长者很快

就问艾朗赛 , 他是属于哪个阵营的封闭弟兄 . 

听到艾朗赛并不赞同那反

对格兰特的判决 , 他说 : 

“哦, 我为此感到高兴!” 然

后说道 : “格兰特已在天

堂.” 接着, 他用力再次宣

告: “格兰特已在天堂.” 过

后, 他用更明确的语气, 再

次宣布: “我告诉你, 格兰

特已在天堂. 好啊, 他们欢

喜在那里见到他! 有一小群的人尝试把他逐出

神在地上的召会. 对他们而言, 他们让他死在

醉酒或亵渎之人的地方. 然而, 啊, 他在上面受

到何等的欢迎! 他现在与塞西尔同在一起, 两

人已经和好如初. 不久, 我也要去到那里, 我们

最终都要一同享受美好交通.” 然后, 他补充道: 

“好啊, 好啊, 格兰特在下面这里(指地上)与我

没有交通. 但我们在上面那里(指天堂)都会在

一起了!”  

 “数个月后,” 艾朗赛补充说, “罗斯归回

天家, 加入‘那肉眼看不见的合唱团’, 永远会

唱道: ‘祂爱我们,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作祂父

神的祭司’(启1:5-6). 那些被指定获得如此荣

耀特权之人, 竟然在地上彼此严重地误会, 这

是何等的可悲啊!”(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rethren Movement, 第109页). 同样可悲的是, 

他们忘了自己也有内在的软弱; 他们行事, 无

论是出于执行纪律或分别为圣的理由, 竟然是

如此的严酷无情和急促草率!  

 

 早期封闭弟兄们

因着他们认为的错误而

与其他弟兄们分开 . 但

历史充分地表明 , 其中

一些这类的错误 , 过后

也发生在他们当中 . 达

秘曾严厉地对付牛顿
(Benjamin W. Newton)

的异端教导 , 但他较后

也被指责教导一些错误

道理 , 甚至根据许多高

尚博学的弟兄们看来 , 

也几乎是一样的错误 . 

我在此不是要宣布哪一

方的错 . 但因为这样的

错误, 霍尔上校(Captain 

Percy F. Hall, 1804-1884)、《纽贝里圣经》

(The Newberry Bible)的编辑纽贝里(Thomas 

Newberry, 1811-1901)、达秘最亲密的朋友之

一 多 尔 曼 (William Henry Dorman, 1802-

1878), 以及很多满有恩赐的弟兄, 都逐一离开

封闭聚会的交通圈子.  

 

 历史也显示, 离开了正确的道路, 在公

园街 (Park Street)或伦敦派 (London party)的

封闭聚会, 就慢慢地步入“属人理论和推测”的

迷宫. 他们实行一个中央集权的原则, 也在内

部撒下连续分裂的种子, 因为不是所有聚会都

赞同由一些领袖所作出的一切决定, 结果就无

可避免地不断分裂, 导致今日四分五裂的情况. 

今日, 伦敦派的人数减少很多, 在公正的观察

者眼中, 名声完全败坏了. 事实上, 近期的剧变

和分裂是那么的惯常, 大众报刊也对此作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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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鲁(W.McClure) 

利的报导, 导致外人有亵渎神的把柄, 也使其

他封闭聚会的敬虔信徒受到不公平的指责与

辱骂.  

 

 这分裂是因为信徒曲解了哥林多后书

6:14-17和那些类似“与世界分别为圣”的经文. 

他们引用这些经文, 过度强调分别为圣, 甚至

到了一个地步 , 是完全违反其他经文的教导 , 

与基督信仰的精神背道而驰. 结果家庭成员关

系疏远, 甚至信徒家庭严重破碎, 伤透信徒的

心. 其实, 有多过一个案件显示, 他们施行一些

属人的苛评限制 , 叫人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 , 

甚至有者受不了而自杀. 在很多情况下, 他们

当中不少基督徒回到宗派的圈子里  —  圣公

会、卫理公会、浸信会等等, 就是他们或他们

的父亲为着真理的缘故而离开的地方. 还有比

这更难过和悲惨的事吗! 不合圣经的极端所带

来的危害是无比惨重的.   

 

 说句公道话, 我现在所引用的, 当然只

是指伦敦派的情况. 我们欢喜地承认, 有一些

其他被称为“封闭”的聚会是由敬虔的信徒组

成 , 是与泰勒(James Taylor)的跟随者没有来

往, 也不认同他们那些奇异和不合情理的做法. 

 

 虽然封闭弟兄们的历史普遍上令人失

望, 错综复杂, 但他们总是不停地嘲弄或奚落

开放的弟兄们(Open Brethren); 这是令人遗憾

的特征. 他们当中很多人至今相信在布里斯托

(Bristol)伯赛大堂的召会(Bethesda Assembly)

被断绝交通, 是因为持守牛顿(B. W. Newton)

的异端. 但真相是: 伯赛大堂的信徒谴责这异

端, 也从未接纳任何持守这异端的人进入交通, 

或接受任何类似的错误教义 (参  W. Hoste, 

Rejudging the Question ).   

  

 

(I) 钟摆摇摆到另一端 

(I.1)   鬼魔极其活跃的一年 

 1848年是鬼魔在地上剧烈活动的一年. 

在那一年, 现代招魂术(modern spiritism)在美

国的福克斯姐妹们 (Fox sisters)的家中开始 ; 

欧洲也经历政治大动乱; 为神摆出强有力之见

证的卫理公会一分为二; 也在同一年, 正如我

们已经看见的, 奉主名聚会的众召会发生悲惨

地分裂, 成为两大组  —  封闭的(Exclusive)和

开放的(Open)  —  这个分裂至今都无法复原. 

 

 “封闭的”众聚会被如此称呼, 因为他们

拒绝接纳在他们交通圈子以外的圣徒, 不管那

位圣徒的品德何等高尚、教义何等纯正, 都不

被接纳. “开放的”众聚会被如此称呼, 因为他

们欢喜地接纳来自任何召会的圣徒, 只要他们

确信那位参加者是道德洁净、教义纯正的.  

 

(I.2)   钟摆效应 

 1848年分裂过后的多年, 在一些开放的

召会当中, 钟摆却摇摆到相反的另一端. 若说

封闭聚会的特征是墨守法规(legality), 开放聚

会便是松弛放纵(laxity). 有报告指出, 一些人

因为争吵而离开自己的召会, 却能轻易被邻近

的召会所欢迎和接纳 , 连一点的查问都没有 . 

虽然我们不相信任何召会必须盲目跟从另一

个召会的判断, 但上述情况却完全否定了敬虔

的秩序.  

 

此外, 一些开放的

召会欢迎任何承认爱主

的人一同来掰饼, 即使这

人还未受浸, 并继续参加

某个宗派 . 在事奉上 , 分

别为圣的墙常被拆毁. 带

领 的 弟 兄 们 与 称 为

“Reverend”(可敬的牧师)

的圣职人员同台讲道, 并把乐器和圣乐团之类

的新事物从宗教世界那里带入召会中. 有人说

他们看来已下定决心, 要拆毁“每一个与人的

教派和制度分别出来的遗迹”. 

 

笔者本身从已故麦克鲁 (William J. 

McClure, 1857-1941)的敬虔事奉和生命受惠

良多. 美国加州(California)的麦克鲁于1874年, 

在他家乡的小镇 , 即北爱尔兰的班布里奇

(Banbridge, N. Ireland)信主得救. 他于1881年

渡洋过海, 来到美国, 不久便全时间事奉基督. 

几年后 , 写到美国众召会的情况 , 麦克鲁说 : 

“分别为圣的旧界限被视为过于严谨 , 如今有

个明显的倾向, 要淡化那把我们与宗派分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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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讲道 , 并模仿宗派进行福音事工的方法 . 

原本吸引人的是福音的简纯和能力(早期弟兄

们就是以此吸引人归向基督), 如今却用音乐

来吸引人. 在强调个人的自由下, 很多人可以

回到我们过去离开的地方(特指宗派), 称之为

‘敞开的门’, 但我们知道它不会敞开太久 ; 如

果我们在那里传讲那聚集我们离开宗派的真

理, 那门就不会敞开了.”134  

 

   麦克鲁提出这些事 , 重点在于表明

“历史不断重演”, 就如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众

召会 , 在早些年日也发生同样情况的事件(参 

Suggestions to a Brother, 第10页). 这也证实

了我在上文所说的(指钟摆会不断摇摆到相反

的另一端, 从过度严谨变成过度开放, 反之亦

然, 编译者按). 那些已学会“分别为圣之真理”

的弟兄们 , 为着这些不规律的违法事情(即从

过度严谨到过度开放)而深感忧伤 . 虽说这些

弟兄们在讲道时, 尝试纠正状况, 有时也被接

受, 但整体而言, 情况普遍发展成灵命的“轻率

放荡”(looseness); 真令这些弟兄们忧上加忧. 

 

 这样的“松弛放纵”只会导致召会见证

的瓦解. 我只提出一件事, 召会的众信徒若参

与所谓 “超宗派的事奉 ”(interdenominational 

service), 就会分散那召会的恩赐与能力资源, 

严重削弱那召会的人数和属灵力量. 怎可能不

会这样呢? 麦克鲁曾探访一个人数众多的大

召会, 但他发现召会当中, 很多圣徒都常出外

参加超宗派的事工. 他感到难过, 并警戒他们

若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 就会削弱这召会的能

力. 他的警告被忽视了. 结果如何? 数年后, 麦

克鲁再次探访那召会时, 还留在那召会交通里

的基督徒人数, 用十根手指都数得完. 

 

上文所说的再次表明一个事实: 当一些

人把事物带到不合圣经的极端, 其效果是迫使

另一些人把事物带到相反的极端. 两方都失去

                                                           
134   例如我们若传讲受浸的真理, 那实行滴礼或洒

水礼的宗派(如长老会、圣公会、卫理公会等等)就不会

继续“敞开大门”给我们, 反要驱逐我们, 正如王明道因

教导圣经的浸礼而被长老会革去教员一职, 被驱逐离开

长老会所办的学校; 请参 2013 年 4-6 月份, 第 97 期

《家信》的“浪子回头: 王明道归主记”.  

真正属灵的平衡, 结果只会给所有人带来属灵

的悲剧.  

 

(I.3)   “所需真理主义”(Needed Truthism) 

许多信徒强烈反对上述普遍盛行的松

弛放纵. 本该借着向永活之神恳切祷告, 以此

等候且继续等候祂恢复祂所爱的子民, 这些反

对者失去耐心, 开始教导说唯一的补救法, 是

“再一次的出来”(another coming out). 他们教

导说开放的众召会在召会交通方面已是完全

错误了 , 所以需要“全面的脱离”(secession), 

而不是对付“松弛放纵”的问题. 因此, 在(19世

纪的)70年代初又开始另一个运动 , 并有相当

大的进展, 那些负责此事的弟兄们成为备受公

认的一群领袖.  

 

按我所知, 第一个主张此新路线的文章, 

出现在1876年的《北方见证》(The Northern 

Witness)杂志中. 它列出某些问题, 然后“提问

者会顺序逐一地在下一期解答这些问题. 这些

问题被设计得很有技巧 , 且被解答得似乎有

理.” 在杂志里提出精心设计的问题, 然后在下

一期解答它, 这无疑是聪明的方法, 但它是否

出自敬虔的真诚? 还是另有目的?  

 

考德威尔(J. R. Caldwell)写道 : “许多

人轻率地接受它的答案为确定了的真理, 随着

时间的过去 , 把它当作他们召会立场的基础 . 

这新的原则… 过后… 被宣传… 但所怀的精

神却是与基督的心相离甚远”(J. R. Caldwell, 

The Gathering and Receiving of Children of 

God, 第9-10页). 随着此事之后, “一个接着一

个的读经大会上 , 召会立场成为同样的主题 , 

完全忽略了喂养灵命和激励人心的实际性敬

虔”(The Witness, 1891). “所需真理”(Needed 

Truth)的独特原则(tenets)就这样地被阐述, 并

被欢呼成一个从主而来的新启示. 有些召会全

体信徒都接受这些原则. 他们当中很多拥护者

的心, 开始出现法利赛人那伪善的高傲, 并远

离一些弟兄们, 因那些弟兄还不能按良心去同

意他们的新教导 . 这导致信徒的交通圈子里 , 

又出现另一个交通圈子, 彼此对立, 这肯定不

是神的心意. 此外, 那些生活洁净、持守纯正

的召会原则之主仆, 因着不遵照某些领袖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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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利泰 (A.Holiday) 

考德威尔 (Caldwell) 

 

示而受害, 被残酷地排斥在外. 在少过20年的

时间, 这令人难过的情况演变成公开且令人遗

憾的分裂, 再次说明我们所说的明喻: 犹如时

钟的钟摆, 我们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      

 

 虽然有个作者明确

指出 , 这个分裂 发 生在

1893年 , 但查考那时的文

章写作 , 我们清楚看出上

述分裂危机是发生在1889

年至1894年间 . 那些退出

的弟兄们过后成为所谓的

“所需真理党派”(Needed Truth party), 即以他

们所出版的期刊《所需真理》(Needed Truth)

来命名. 这期刊是他们所公认的正式报刊. 

 

(I.4)   “封闭”与“所需真理”的比较 

 “封闭”和“所需真理”的运动在一些方

面非常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  

 

1) 两者都由一些召会组成一个交通圈子

(circle of fellowship)、联合(union)或联盟

(federation)[注: 我们也要公正地指出 , 一

些“所需真理”的弟兄们拒绝“联盟”这一名

称]. “封闭”的弟兄们所用的称呼是“基督

的身体 ”(The Body of Christ)、 “神的召

会”(The Church of God); “所需真理”的弟

兄们使用的称号则是 “ 神的召会 ”(The  

Church of God)、“神的家”(The House of 

God)和“交通”(The Fellowship).  

2) 两者都由一个中央集权(Central Authority)

所支配或引导, 所有召会都要服从它. 不同

的是: “封闭”是以一个强大召会或很有影

响力的圣经教师为权威 ; 而“所需真理”则

是以最高的长老团为权威.   

3) 两者开始时都大刀阔斧地“断绝交通”, 即

与一切不接受其原则的召会断绝交通 , 或

与一切不愿服从它权柄的召会断绝交通 , 

因为正如一个“所需真理”的领袖所言: “这

样的召会既不在神的召会里面 , 也不属于

神的召会”. 

4) 两者开始时在外表看来, 是对当时困境(即

召会过于开放)的有效扑救法. 但却助长了

人的高傲, 促进了属于肉体的教派精神.   

在早期众召会还未分裂时, 他们在传福

音方面是强大的力量 ,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参

上期《家信》的“真理战场”). 然而, “封闭”和

“所需真理”的群体, 多年来在福音工作上, 皆

无显著进展 , 无论是在国内或海外都是如此 . 

反观那被称为“开放”的众聚会, 虽有诸多不完

美之处 , 却一直积极地参与福音的宣道事工 , 

无论在国内或海外都是如此. 总的来说, 他们

当中大约有1,200个全时间的工人在宣道禾场

上, 也与他们保持美好交通, 神也大大赐福他

们的劳苦事奉. 我们几乎可在世界各地找到这

些召会. 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人数众多和灵命健

壮的召会. 所有的召会一刻都不容忍“现代主

义”的教导, 这是我们要深切感谢神的原因. 

 

(I.5)   违背主心意的冷漠极端 

我们在上文已提到法利赛人伪善的高

傲 (pharisaical conceit) 和超然离群的精神

(spirit of aloofness)  —  就是亲爱的考德威尔

所说的 , “与基督的心相

离甚远”的精神  —  却彰

显在新党派当中(指“所需

真理”的众召会当中). 我

们只须举出一个例证就

够了. 当极端的信徒倾向

分离时, 一群代表各召会

的弟兄们出席在温德米

尔 (Windermere) 的会议 , 

要进行长时间的祷告、认罪和讨论, 以避免发

生公开的分裂 . 霍利泰 (Alfred J. Holiday, 

1841-1905)发出一道问题 : “若有两个兄弟聚

在他们临死的母亲病床前, 一个按照圣经来聚

会, 另一个不是, 请问那个对的兄弟不能与他

自己的亲兄弟一同祷告吗?” 怎知“所需真理”

的代表弟兄所给的答复令人惊讶, 他说: “不能! 

他不能与他一同祷告, 虽然他能为他祷告.” 你

能想象还有比这更冷漠的极端, 更不像基督的

心意吗? (参  A. Marshall, Holding Fast the 

Faithful Word, 第12页). 135 恳求主保守我们

脱离这类违背主心意的冷漠极端! 

                                                           
135   上文编译自 William Bunting, Spiritual Balance 

[or The Perils of Unscriptural Extreme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8), 第 4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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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Vine 

 
使徒保罗带领提摩太一同宣道  

宣道禾场               范氏(W. E. Vine) 

 

  神的宣道计划 (十) : 

宣道士的婚姻 和  

马太福音的适用性 
 
编译者注: 主耶稣在升天前赐给门徒大使命:“你

们往普天下去 , 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 

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 , 在圣灵的大能和带领

下, 福音开始向四方广传, 而

如今也已传遍天下 . 感谢神, 

从五旬节直到21世纪的今天, 

圣灵仍然没有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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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有关宣道的文章 , 使我们更明白和遵行神

所命定的宣道计划.136 

 
(A) 宣道士的婚姻  

(A.1)   保罗与同工们的榜样 

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记载, 一些宣道

士蒙神所召 , 离开他们本来事奉的召会 , 去

到更远的地方宣道 . 没有证据显示 , 这些宣

道士是结了婚的人 . 保罗显然没有结婚 , 因

他在写给哥林多召会的信中, 说: “我对着没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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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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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典著作《新约单词评注字典》 (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此外, 

范氏这位奉主名聚会的弟兄, 对宣道事工很有负担, 贡

献极大. 他是《事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 一本关

于奉主名聚会在各地的宣道事工之月刊)的主要编辑之

一, 并参与此事工长达 40 年之久(1909-1949 年), 深知各

地宣道事工的实情与状况, 也见证了按照圣经所启示的

宣道方法去做, 是绝对可行的. 有关范氏的生平和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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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伟人: 威廉·爱德威·范隐(William Edwy Vine)”. 

有嫁娶的和寡妇说, 若他们常像我就好”(林

前 7:8). 至于巴拿巴、西拉和提摩太, 圣经

没有论到他们是否已婚. 我们不能随便下结

论说他们一生都没结婚, 也不能说他们结婚

就不合主的旨意. 保罗论到自己和他的同工, 

说: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 , 

带着一同往来, 彷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并矶法一样吗?”(林前 9:5). 这节证明至少在

保罗说这话时, 他和三位同工宣道士还未结

婚. 他本身的见证很有意义. 他说: “我愿你

们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 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林前 7:32). 他在这方面摆

出美好榜样. 

 

看来提摩太在与保罗相处同工的所有

年日, 一直没有结婚. 有者认为, 处在道德沦

丧的国家或地方, 或许年轻宣道士最好结婚, 

尽管这不是必要的. 提摩太被召去事奉的地

方, 充满各种不道德的事. 然而, 较年轻的人

与年长的主仆一同相处, 显然是神给他的保

护, 脱离不道德的危险 . 提摩太就是这方面

的例子. 与提摩太同工大概 6 年后, 保罗写

信给哥林多的信徒时 , 称提摩太为“是我所

亲爱, 有忠心的儿子”(林前 4:17); 并且, 大

约 4 或 5 年之后, 

保罗仍然可向腓

立 比 的 圣 徒 说 , 

“因为我没有别人

与我同心, 实在挂

念你们的事. 别人

都求自己的事, 并

不求耶稣基督的

事. 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明证; 他兴旺福音, 

与我同劳, 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腓 2:20-

22). 异教社会周围的恶劣环境, 并没危害到

这位没有结婚的年轻人, 因他被神所召 , 与

年长的宣道士(使徒保罗)相处相顾.       

 

(A.2)   主的心意和实际的建议 

对于宣道士在远方事奉的初期 , 上述

这些事实暗示有关主对他们的婚姻所持有

的心意. 当某人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前往别处,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hoes_of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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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离开他正在劳苦事奉、与他有交通

的地方召会(这是神在使徒行传所设立的样

式), 那么这召会必须准备把这位工人交在神

的恩典中 , 支持他去到别处进行新的事工 . 

无疑地 , 当他回应神的呼召 , 把生命献给主

时, 他就要向主忠诚 , 并向所到的新地方之

信徒委身事奉 , 帮助他们属灵方面的需要 . 

这事工不能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 也不该让

任何事物拦阻宣道士, 使他们无法专心事奉

主, 或影响他们事奉的果效.  

 

要做到这点, 对新地方还感到陌生的

宣道士 , 就该努力与当地居民打成一片 , 熟

悉他们的民情与风俗、想法和敏感事物, 以

及 他 们 的 兴

趣 . 为此 , 若

当 地 人 用 不

同语言 , 宣道

士 也 该 勤 勉

刻 苦 地 学 习

掌 握 那 地 方

的语言 , 使他

能与当地人自由沟通 , 也教导那里的信徒 . 

若要事奉有果效, 宣道士也该注意气候的转

变, 以及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身体乃是为

主”(林前 6:13), 需要好好照顾, 保持良好状

况来服事主. 

 

执行这种事工的年轻姐妹若太早结婚, 

就没有足够时间学习当地语言和适应新的

环境, 事奉的果效也必然大大减少. 此外, 事

工与家庭两大责任, 也将令她承受极大压力. 

首先是家庭生活 , 要忙于处理家务 , 孩子出

世后要抚养他们 . 另一方面 , 她还要为主服

事当地的信徒. 这两大不同的责任难以兼顾. 

她若忙于服事神百姓的需要, 难免家庭受损, 

如果有了孩子, 更是无法照顾周到 . 如果她

专注家庭, 主的工作则难免受到影响 . 若无

暇学习当地语言 , 无法有效的沟通 , 就难以

靠分享福音来为基督赢取当地非信徒归向

主. 如果在事奉初期的首一两年 , 就有很多

家务要处理, 她怎么可能有足够时间学习和

掌握语言? 怎么会有足够时间与当地居民打

成一片? 在双重责任的压力下, 她可能病倒, 

无法继续事奉, 也给家庭孩子带来不良影响, 

这绝不是主对祂仆人的心意.     

 

 有鉴于此, 一些福音宣道会列下明文

规则, 不准它们旗下的宣道士 , 在事奉的首

几年结婚, 直到他们能掌握当地语言 , 并熟

悉那里的居民. 既然许多工人都预备顺从这

些属人的规则, 难道那些承认蒙召、完全倚

靠主的宣道士不该先放下婚姻大事, 专心服

事主吗? 难道他们的忠诚比前者更低吗? 他

们岂能以享有结婚自由为借口, 忽视敬虔圣

徒的经验和榜样呢? 不! 他们既然承认要顺

从圣经的原则 , 行事就该与此相符一致 , 遵

从神话语中的榜样(例如提摩太的榜样)、提

示和教训. 

 

 对神的信心将会带领我们 , 以真诚无

私的动机, 为着神的荣耀而行事 . 信心不单

引领我们发问“主啊, 祢要我做什么?”(参 徒

22:10), 也会引领我们从圣经中看出主的旨

意. 这就保守我们行事不按肉体的私欲 , 也

不根据一些缺乏神话语所指引的直觉
(intuition).   

  

在新地方劳苦事奉的第一年 , 宣道士

应该专心事奉 , 不被其他世务缠身 . 宣道士

既已完全奉献自己进入这事工 , 就该舍己 , 

不要忙于谈婚论嫁 . 在一般情况下 , 即使是

在本地的召会事奉时, 年青人也要经过相当

长时间的费时努力 , 才能结婚 . 谈婚论嫁以

前都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努力 . 因此 , 那些

全时间进入远方或新地方事奉的宣道士, 应

该暂时不谈儿女私情, 以便能专注于宣道事

工的至高与圣洁呼召, 使自己能有效地服事. 

谈婚论嫁会对宣道士的事奉影响深远 , 所以

必须真实地倚靠神的灵来带领, 不可仓促行

事, 或企图歪曲神的意思.137 有者理论说, 既

                                                           
137   已故的贝内特(W. H. Bennet)在《宣道事工的

原则》(Principles of Missionary Work), 第 24 页中写道: 

“一个年轻人若深信他蒙神所召, 进入全时间的福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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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苏约翰夫妇两

人为宣道事工同心事主

主 

然主差遣使徒两个两个地出去传道, 那么宣

道士要结婚才是根据主所设立的计划或策

略. 针对此论点, 请参之前的文章“两个两个

的出去”(Two and Two).138    

 

另一方面, 有者提倡说那嫁给宣道士

的妇女在一些情况下, 只是宣道士的妻子而

已 , 不参与宣道事工 . 但这与“在主里的婚

姻”并不吻合 . 因这样的婚姻包含了同心合

意, 有同样的动机和目的 . 宣道士所需要的

妻子, 是一位能够分担他的重担、与他一同

面对困境的人; 换言之, 成为宣道士真实的

助手, 当然包括真实地参与宣道事工 . 把宣

道士与妻子分开来谈(即宣道士妻子不参与

宣道事工), 是与属神原则的婚姻相抵触. 宣

道士的妻子必须参与他丈夫的事奉, 必须认

同丈夫所蒙召去进行的事工 . 因此, 她也需

要显出资格, 来证明圣灵也呼召和指派她进

行这事工. 

 

我们恳求召会

中作监督的弟兄们, 在

这些重要事上恳切祷

告 . 我们深信上文 (以

及之前的文章)所指出

的一切, 都是按照神的

计划, 希望能帮到作监

督的弟兄们, 正确地指

导那些蒙召到外地(甚

至海外)进行宣道事工

的信徒 . 我们所论到的一切资格 , 能帮助信

徒确定是否真的蒙神呼召, 去全时间事奉主. 

                                                                                               
道事工, 就该问自己是否预备在婚姻的事上舍己, 就如

他在其他方面舍己一样; 这样做不是因为被任何规则条

例所约束, 只单单为要对主忠诚. 与妻子孩子一同到外

地进行宣道事工, 是与单身事奉(指没结婚, 或与年长的

宣道士同工)完全不同的. 我们请大家特别留意此事, 因

为人通常都会先打好事业基础才结婚, 但有些宣道士却

不准备花几年时间专注事奉后才结婚, 甚至有者认为必

须先结婚才可开始如此事奉.” 
138   请参 2012 年 10-12 月份, 第 95 期《家信》的“宣

道禾场: 召会的成立、事工的呼召以及两个两个的出去.” 

符合这些资格才出外宣道, 主的宣道事工才

能保持应有的高水准.  

 

(B) 马太福音的适用性  

(B.1)   主颁赐的大使命 

在离别前, 主耶稣颁赐大使命给祂的

众使徒. 主耶稣宣告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

柄都赐给我了”(太 28:18). 有鉴于此 , 他们

要去 , “使万民作门徒”, 意思是给予他们指

导, 训练他们作

门 徒 . 他 们 要

“奉父、子、圣

灵的名给他们

施洗”(原文是施

浸 ), 并要把主

所吩咐的一切, 都教训他们遵守. 主说: “看

哪, 我就常(“常”按希腊原文字义是“每一天”, 

all the days)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世界”

原文是“时代”, age)的末了”(太 28:20, 注: 这

节的原文有“看哪”一词).139 主说“看哪”, 暗

示人意料不到的环境. 当他们遵行主的大使

命, 出去传福音 , 教训人遵守主所吩咐的一

切时, 会有意料不到的情形出现 , 但无论处

在任何环境 , 主都会与他们同在 , 从开始直

到结束, 这才是远超凡人所能预料得到的!  

 

由此可见 , 主所给的福音事工计划 , 

不单是传福音而已, 也包括教导信徒遵行神

的一切旨意(包括一切的召会真理 , 编译者

按). 归主得救只是第一步, 随之而来的是门

徒训练 , 使信徒以主的心意为心意 . 神的旨

意立刻成为教导的目标, 以及门徒训练的塑

造之能 . 传道人必须把基督所教导的一切 , 

都按部就班地传授给归信者, 使他们的生命

与神的旨意和道路相符一致 . 主的使命是 :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 都教训他们遵守”. 对

于“主的吩咐”, 我们绝不可按照人的看法 , 

只选择那些我们认为适合或方便遵行的吩

                                                           
139   太 28:19-20: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

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 给他们施洗, 

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

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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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 把其余主的吩咐丢在一旁 . 主清楚表明

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all things), 即主所

吩咐的一切! 这是主的命令, 我们没有选择, 

必须绝对遵行!  

 

有者认为, 在马太福音结束前的这段

有关大使命之经文, 并非为着现今时代而设

立的(编译者注: 有者认为这使命是为“召会

时代”过后的时代设立的). 但这是毫无圣经

根据的看法. 那些领受这使命的众使徒 , 都

尽力执行它, 尽管他们当时还需等待一阵子, 

直到他们(在五旬节时)领受上头的能力. 圣

经从没暗示我们说, 要在现今召会时代过后

才执行这使命. 显然的, 使徒时代过后的众

门徒, 也在整个现今的召会时代, 同样地执

行这使命的任务. 这是建基于祂的应许: “我

就常与你们同在 , 直到时代的末了 .” 主说

“时代”, 祂的意思是指祂升天和圣灵降临后

所将引入的时期(特指召会时代), 而这时期

将以祂第二次再来为结束. 

 

祂应许与门徒每一日同在 , 这许诺实

现在整个召会时代, 直到福音完成了它在万

民当中的任务为止, 换句话说, 直到“时代的

圆满结束”(注: “世界的末了”更正确该译为: 

时代的圆满结束 ,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age), 在那一刻, 一切都会引向末日事件的高

峰 . 我们要分辨 “ 时代的圆满结束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age)和“时代的实际终

止(the actual termination of the age). 召会

被提会发生在这时代的实际终止. 但主的同

在并不因此离开祂的跟随者, 祂会继续与他

们同在 . 在五旬节赐下的圣灵 , 为福音作见

证的上头能力, 至今也仍然保留 , 与我们同

在. 今日, 虽然一切都迅速朝向所指定的圆

满结束 , 但主在大使命中的命令 , 仍然是我

们所必须遵行的.    

 

(B.2)   缺乏圣经根据的看法 

 有看法指出, 马太福音是单单属于犹

太人的 , 意思是说, 它的内容是主要和直接

地适用于犹太民族 , 对于召会时代的圣徒 , 

其应用是微乎其微的. 但此看法缺乏圣经的

根据. 事实上, 圣经有很多经文反对上述看

法, 我们无法在这有限的篇幅一一述说 , 只

能略提一些 . 有者提倡 , 所谓的 “登山宝

训”(Sermon on the Mount, 即马太福音 5 至

7 章)只适用于律法时代(或律法时代的犹太

人), 仿佛主在登山宝训里的教训只属律法时

代, 而恩典的教义必须从新约书信中方能寻

获.140 但这个假设全无圣经的凭据所支持.  

 

首先, 使徒彼得称律法为“我们祖宗和

我们所不能负的轭”(徒 15:10). 相比之下 , 

基督的命令是何等不同啊! 那位赐下登山宝

训的基督说: “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

轻省的”(太 11:30). 祂岂不是以恩慈来邀请

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

就使你们得安息”(太 11:28). 这邀请岂不是

给所有人, 包括整个恩典时代的犹太人和外

邦人吗?141 

                                                           
140   例如“极端时代论”(ultra-dispensationalism)便是

犯上这种严重错误. 艾朗赛(Harry A. Ironside)贴切写道: 

“以‘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为思路的教导若依循圣

经所定的界线, 可成为祝福和鼓励的源头. 时代论明显

是出于圣经, 肯定属于‘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不幸的

是, 很多人掉入‘将己意读进圣经里’的陷阱, 而这些意思

根本不在圣经里.” 极端时代论者就是掉入这样的陷阱. 

一般时代论者相信按圣经的教导, 召会的诞生是在使徒

行传第 2 章, 但极端时代论者中的“温和派”则认为是在

使徒行传第 9 章或 13 章, “极端派”则认为在第 28 章, 

所以他们相信洗礼和主餐(圣餐)是给犹太人的, 与召会

无关, 故教导说外邦召会的基督徒不必受洗和守主的晚

餐. 有关“极端时代论”(ultra-dispensationalism)的错谬, 

请参 H. A. Ironside, Wrongly Dividing the Word of Truth 

(4th. ed.)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989). 
141   此外, 我们思考到主在马太福音 13 章所教导的

比喻, 其中大部分是与“现今福音见证的时代”之情况有

关. 有者认为登山宝训和马太福音其他部分是与宣告犹

太人的属地国度有关, 是发生在紧随着五旬节过后的日

子. 当犹太人拒绝这国度的宣告后, 国度就被展延(他们

指出, 这国度因犹太人的拒绝而被展延, 是发生在使徒

行传第 9 章、第 13 章或第 28 章, 而在这些章节以前的

圣经经文, 都是给犹太人的, 不适用于召会; 换言之, 在

这之前的马太福音不是给召会的; 编译者按). 我们必须

谨慎这类过度分隔时代(hyper-dispensationalising)的理

论, 而“极端时代论”(ultra-dispensationalism)便是这方面

的例子, 布林格(E. W. Bullinger)是它的主要提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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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所有在登山宝训里的命令和

规劝, 也可在新约书信中找到. 马太福音5至

7章教导有关要爱仇敌、为咒诅我们的人祝

福、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等等, 这些吩咐也

可在新约书信中找到. 我们难以明白为何有

人说, 登山宝训的主要目的是应用在神应许

给以色列的千禧年属地国度, 因为在千禧年

里(当公义的基督以铁杖管辖万国), 为义受

逼迫的事难以发生 . 辱骂和逼迫圣徒 , 以及

捏造各样坏话毁谤圣徒的事也难以找到.142 

 

此外, 在千禧年的天国时代也不可能

需要用到主所吩咐的: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

人打你的右脸 ,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 有

人想要告你 , 要拿你的里衣 , 连外衣也由他

拿去”(太5:39-40). 我们也难以想象, 那时还

会有“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的

假先知(太7:15). 从另一方面来说, 保罗警告

以弗所召会的长老们 , 要提防这样的人(徒

20:29; 由此可见, 太7:15的经文适用于召会

时代, 编译者按). 再者, 那些为基督受辱骂

和逼迫的人, 主耶稣应许“在天上的赏赐”(太

5:11-12). 不过, 天上的赏赐不属于以色列那

属地的千禧年情况.  

 

查考主在登山宝训的所有教导 , 我们

看到其整体要旨和进程所呈现的特色, 都属

于(也适用于)基督被拒绝、不在世上的时期. 

一切都显示主如此教导祂的门徒, 因为祂的

教训是为要应用在福音事工和召会见证的

时期(指现今的召会时代), 正如它们适用于

祂上十架前与门徒同在的那段时期. 祂惯于

在别处重复登山宝训的一些训诫, 这点可从

它们在路加福音重现而获得证实. 主的话语, 

虽然是给当时的人 , 却被记载下来 , 为要作

为召会时代所有圣徒的劝诫和指示. 所有参

与福音宣道事工的人, 都需要教导众门徒(使

                                                           
142   主耶稣在 太 5:10-12 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

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

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他们作门徒, 接受门徒训练), 反复灌输这些

同样的原则. 

 

 简而言之, 马太福音 5 至 7 章的教导, 

是包括在主所吩咐的一切事之内(“凡我所吩

咐的”, 太 28:20). 遵守祂所指示的旨意, 不

是法律上的义务 , 而是因着神的恩典. 传扬

神恩典的福音所预期达到的恒久性目的, 就

是为要叫人遵行主的旨意(不仅是罪人信主

得救就够了 , 还要继续教导他们遵行神旨 , 

信服真道; 编译者按). 从保罗的话中, 我们

也可听到主的大使命之回音, 他说自己和其

他使徒都从主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 , 

“在万国之中 , 叫人为祂的名信服真道”(罗

1:5). 此外, 他传扬耶稣基督, “指示万国的民, 

使他们信服真道”(罗 16:25-26).     

 福音立下的最重要条件, 就是承认“耶

稣为主”(罗 10:9), 这包含了顺服祂的命令, 

祂说: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 主啊,’却不

遵我的话行呢?”(路 6:46). 顺服祂的命令, 不

是奴役于律法那无情的要求, 而是回应神在

基督里的大爱: “我们若遵守祂的诫命, 就晓

得是认识祂. 人若说我认识祂, 却不遵守祂

的诫命 , 便是说谎话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

了. 凡遵守主道的 ,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

是完全的 . 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

面 ”( 约壹 2:3-5). 若要顺服基督的训诫

(precept), 就要向神和神的儿女彰显出爱 , 

“我们若爱神, 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

我们爱神的儿女 .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 这就

是爱祂了, 并且祂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壹
5:2-3).143 

                                                           
143   上文编译自 “Marriage” (Chapter 18) 和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9), 载 W.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5)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271-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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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一) 
预言的简介、 

预言的中心和 

预言的三大对象 

 
(A) 预言的简介 

 按本性, 人总喜欢知道未来. 若有机会

知道未来, 他一定想知道. 有关未来的念头, 会

占据脑中的思想; 但许多这类的事, 不过是幻

想的产物, 或仅属自然洞察力的推测, 大部分

是完全错误的. 但在这事上, 神已预知祂赎民

的需要和渴望. 祂不让我们被幻想与推测之风

吹来吹去.  

 

首先, 在我们的主耶稣里, 隐藏着一切

智慧和知识,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祂

里面藏着”(西 2:3); 其次, 在我们里面有圣灵,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

了”(林前 2:10); 第三, 在圣经里, 神已为着我

们的福气而启示许多关乎神的智慧所预言的

事. 在神看来, 知道这些事对我们有益, 而这些

事也是最有知识和博学之士无法看透的, “若

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 他

仍是不知道”(林前 8:2).      

 

 一个人带着失丧罪人的身份到主耶稣

面前, 并在神话语中寻获灵魂的需要  —  靠祂

的名得赦免、享

永生  —  是最有

福气的事. 带着得

救者的身份知道

神的恩典, 尊重主

的权柄, 来到同一

本圣经中, 查考、

明白和遵行主的旨意, 也是莫大的福气. 按前

者, 我们作为罪人, 学习救主的恩典; 按后者, 

我们作为门徒和仆人 , 学习主的意念和旨意; 

但更蒙福的是, 神的恩典把我们提升到更高的

地位, “以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

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

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约 15:15). 

 

 肯定的, 这是更高、更蒙福的事! 此乃

友情般的交流  —  把藏在心灵深处的计划向

所亲爱的人倾诉; 祂爱我们, 甚至为我们舍命. 

祂信任我们, 告诉我们秘密, 如祂多年以前向

亚伯拉罕所做的事: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

亚伯拉罕呢?”(创 18:17). 约沙法岂不是以信

心欢腾地提及此事, 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

吗?(代下 20:7).144 主自己也喜悦“朋友”这一

词语, 透过以赛亚的口宣告: “惟你以色列我的

仆人, 雅各我所拣选的, 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後

裔”(赛 41:8). 主又在雅各书证实这点(雅 2:23). 

诚然 , 神欢喜带祂的仆人进入友谊的信任里 , 

与他分享秘密. 在列祖时代是这样, 在“道成肉

身 , 住在人中间”的日子也是这样 ; 当主耶稣

“被接到荣耀里”, 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祂, 叫祂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的

众仆人”(启 1:1).    

 

 面对这样的恩典 , 我们该有什么反应? 

有者认为, 在赦罪和永生以外的真理, 是纯理

论的, 所以没有实际的价值. 那些关乎我们日

常生活中以外的(特指预言方面), 不过是训诫

的知识, 这类的探索仅属推测, 自以为是, 肯定

以意见不合、狂傲自大和痛苦怨恨收场. 

 

 说这话的人, 是把纯粹出于好奇的无益

干扰, 与敬拜者敬虔的注视考究混为一谈, 将

两者混淆了. 前者是以属肉体的心思来查考隐

藏的事, 后者则是在神的殿中以圣洁心灵寻求

神所启明的事.  

 

 主愿意待我们如朋友, 向我们透露将来

的秘密, 预言将成的事. 我们该如何面对主这

样的屈尊俯就  —  主对我们所显的信任之爱? 

难道我们不该以顺服主的心来寻求主, 与主交

通? 祂说: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

朋友了”(约 15:14). “耶和华与敬畏祂的人亲

                                                           
144   约沙法在 代下 20:7 说: “我们的神啊, 祢不是曾

在祢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给祢朋

友亚伯拉罕的後裔永远为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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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祂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诗 25:14). 向

这样的人, 主的灵(圣灵)会照所应许的 , 喜悦

地向他们揭开有关基督的事, 引领他们进入一

切的真理 , 并要把 “将来的事 ”告诉他们 (约
16:13-14).   

 

 但比这更重要的是, 我们活在黑暗邪恶

的日子. 仇敌撒但的手段和诡计既繁多又阴险. 

他使用阴险的狡猾

诡诈和似是而非的

虚假谬误 , 来欺骗

不谨慎的人 , “通

达人见祸藏躲 ; 愚

蒙人前往受害”(箴

22:3). 因此 , 圣经

记着说 : “我们并

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

这预言上留意… 才是好的”(彼后 1:19). 神已

预见这等邪恶, 也已警告我们. 我们岂不该留

意祂的警告, 设法知道那些将要临到地上的事

吗? 还是我们要像“愚蒙人前往受害”? 

 

 祂不只警告

将要来临的陷阱和

审判 , 祂也把蒙福

的盼望放在祂子民

面前 . 这盼望就是

“我们救主耶稣基

督的荣耀显现”(多

2:13), 以及我们在

祂未来的国度里 , 

与祂共享的荣耀. 祂的子民将要像祂, “主若显

现, 我们必要像祂, 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约

壹 3:2). “凡向祂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

祂洁净一样”(约壹 3:3). 因此, 研究和明白预

言中的盼望, 会带来洁净的功效; 人若把这盼

望深藏心里, 就必经历和彰显其净化功能. 

 

现今的日子岂不也如古时一样吗? 主

为祂子民处在黑暗邪恶的日子而忧伤, 他们却

不哭泣, 反倒把黑夜当作白昼, 称黑暗为光明. 

祂向他们显示将临的荣耀, 但他们却不为此欢

呼, 反倒离开这光辉和蒙福的盼望, 在那弃绝

主的世界上寻求地位和产业. 

世界在讥讽, 嘲笑道: “主要降临的应许

在那里呢?”(彼后 3:4). 众圣徒在心中说道 : 

“主延迟祂的降临.” 但神已预先告诉我们这一

切的事(彼后 3:4-9). 那些留意这恩慈警戒的

人有福了: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然预先知道

这事, 就当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就从

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

给祂,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彼后 3:17-18).     

 

 当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 归向他们手所

造的偶像时, 耶和华借着祂的先知以赛亚, 与

他们评理 . 祂以三个论据来强调自己的身份: 

(1) 祂是创造者(Creator, 赛 45:18); (2) 祂是

拯救者(或译“救主”, Saviour,  赛 45:21); (3) 

祂是宣告者(Declarer), 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赛 46:10). 除了神自己, 别无他者可以做到上

述三点. 

 

 就在这最后的特征(预言未来的宣告者), 

祂能无误地指明未来, 也强有力地证实此预言

乃出于神. 在这方面, 它为自己作见证, 表明圣

经是神所默示的. 这一点是普遍上许多人所忽

略的事. 

 

 一些人打消查考预言的念头, 理由是有

些学者专研未应验的预言, 结果他们当中出现

不同的意见和判断, 为此争吵. 但已应验的预

言又如何? 事实上 , 对于那些已应验的预言 , 

大部分的基督徒也近乎一无所知. 这类预言不

可能有不同意见(例如 弥 5:2 预言基督降生在

伯利恒, 这是毫无异议的, 编译者按).  

 

另一方面, 许多人的心虽充满预言性的

真理, 却不留心于预言所见证的基督, 诚属可

惜. 东方的博士们留心于主基督, 留意关乎祂

的真理. 结果祂的星向他们显现, 并引领他们

来到“以马内利”(Immanuel, 耶稣基督的称号)

所处之处(太 2:1-11). 反观文士和祭司们, 虽

从旧约圣经得知基督降生之处, 也可答对希律

的问题(太 2:4; “基督当生在何处?”), 却不愿

意前去探望和敬拜他们的弥赛亚, 尽管祂降生

之处离他们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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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有一些人, 把预言的话藏在心底, 

对于预言的细节虽不清楚, 但事实上却专心等

候神的儿子从天降

临. 这好过另一些人, 

对预言懂得很多, 也

预备教导传授给人 , 

自己却不专心等候

主的再临, 缺乏儆醒

的精神 . 无论如何 , 

如圣经所言 : “念这

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近了”(启 1:3). 

 

 

(B) 预言的中心  —  主耶稣基督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 (或作 “预言中的

灵 ”, KJV: spirit), 乃是为耶稣作见证 ”( 启

19:10). “众先知也为祂作见证”(徒 10:43). 主

耶稣基督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

所记的那一位”(约 1:45). 所以主耶稣说: “摩

西的律法、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

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 24:44). 

 

 使徒彼得

宣告说: “因为预

言从来没有出于

人意的 , 乃是人

被圣灵感动 , 说

出神的话来”(彼

后 1:21); 又表明: 

“在他们(众先知)心里基督的灵 , 预先证明基

督受苦难, 後来得荣耀”(彼前 1:11). 

 

 基督是神旨意的“阿拉法和俄梅戛”(意

即首先和末后的, 启 1:8; 也参 弗 3:11),145 是

所有预言的启示所指向的中心点. 保罗说基督

“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

造的以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 无论是天

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

位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

                                                           
145   弗 3:11 说: “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 在我们主基
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purpose).” 这节表明, 神在万古之

先, 已在基督耶稣里定下永恒的旨意, 也借着预言来显

明这方面的旨意, 而耶稣基督是这些预言的中心. 

祂造的, 又是为祂造的. 祂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

靠祂而立. 祂也是召会全体之首. 祂是元始, 是

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 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

位”(西 1:15-18). 

 

 神的旨意是“要照所安排的 , 在日期满

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

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 1:10); “所以, 神将祂

升为至高, 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

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

名无不屈膝 ,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

耀归与父神”(腓 2:9-11).  

 

 因此, 查考圣经预

言时, 我们的心灵若没有

被领向基督, 以祂为预言

所见证的焦点, 那就是完

全错失了预言的重要性

和主要目的. 如果神预言

有关召会的未来, 那是因

为基督是召会的头 (弗

5:23), 召会是基督的身

体(弗 1:23), 是以基督为基石和荣耀的圣殿 , 

也是以基督为丈夫、为主的妻子. 如果神预言

有关以色列的未来, 那是因为基督是他们的救

恩、他们的公义、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荣耀

和他们的君王. 如果神预言有关外邦列国的未

来, 那是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全

地的人都要敬拜祂, 而祂的荣耀也要充满全地.    

 

 如果神掀开幔子, 让我们看到宝座, 那

是因为耶稣已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边  —  耶稣

是天堂赞美和敬拜的对

象. 如果预言关乎一连串

的审判和忿怒被倾倒在

背道者身上, 那是为要叫

祂的仇敌成为祂的脚凳 , 

并从夺权者手中取回祂

所买赎的产业, 因为神已

“立祂为承受万有的”(来 1:2).  

 

 如果我们研究预言的真正目的, 是渴望

“瞻仰主的荣美”(诗 27:4), 这样的研究态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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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加蒙福 , 在圣洁和敬拜上结出更多果子 , 

更少发生不和与分争的场面. 撒但喜欢我们只

注重预言的文字, 错失其精意; 只抓着影儿, 错

失真体 . 愿真理的圣灵 , 我们的保惠师 (或译

“全助师”, 约 14:16),146 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

时, 也同时把我们更领向基督.  

 

 

(C) 预言的三大对象  —  犹太人、外邦人

和神的召会 

 从亚伯拉罕蒙召 , 直到基督受死为止 , 

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 都一直保留着明显区别. 

由于此区别乃出于神, 人就无法干涉. “中间隔

断的墙”把他们两方给隔开了(弗 2:14). 

 

 按肉体说, 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 对

于以色列人, 保罗说: “那儿子的名分、荣耀、

诸约、律法、礼仪、

应许都是他们的 . 列

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 

按肉体说 , 基督也是

从 他 们 出 来 的 ”( 罗

9:4-5); 保罗之前也说: 

“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罗 3:2). 他们的特权是

大而特殊的  —  主声明他们是祂特选的百姓, 

又要叫他们得称赞、美名、尊荣, 超乎主所造

的万民之上(申 26:18-19).  

 

摩西也说 : “那

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

们相近 , 像耶和华我

们的神 , 在我们求告

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

呢? 又那一大国有这

样公义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

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申 4:7-8). 以色列人与万

民有何等大的分别. 神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146   约 14:16 中的“保惠师”(小字作“训慰师”; 希腊

文: paraklêtos {G:3875}; KJV: comforter)一词, 涵义可

指保护者、施恩惠者; 而“训慰师”则指教训者、安慰者. 

这些词语都能部分地表达此字原文的丰富涵义. 由于希

腊字 paraklêtos 的词义丰富, 苏佐扬建议道: “圣灵这个

名词, 既然包含对信徒有多种的帮助, 最好译为‘全助师’. 

祂对我们的帮助最完全, 最广泛, 也最有效.” 

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利 20:24). 所罗

门也说: “主耶和华啊, 祢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

中分别出来作祢的产业, 是照祢领我们列祖出

埃及的时候, 借祢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王上
8:53). 

 

 我们特别留意到, 以色列人获得这比万

民更高的特权, 不是按照信心的原则, 而是根

据血缘关系, 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

皆能获得 . 这些属于亚伯拉罕按血缘的后裔 , 

不准与迦南七国的人立约或结亲 (申 7:2-3). 

因此, 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后, 那些与异族

通婚的人, 必须休妻; 因为圣洁的后裔不该与

那地的异族人通婚(拉 9:10-12). 

 

 其他异族列国的民, 都包含在“外邦人”

一词之内. 无论神高升或降卑外邦列国  —  有

时把他们交在十分严厉的审判下, 有时则把普

世性的统治权交在他们手中, 甚至把以色列民

都交在他们手中, 像在巴比伦帝王尼布甲尼撒

手中一样  —  但耶和华的隐秘事(包括各样福

气), 仍然只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不给外邦人. 

旧约确实尊荣地提及一些外邦人, 例如以色列

以外的麦基洗德(创 14:18)、何巴(摩西的米甸

人岳父; 民 10:29); 或以色列以内的赫人乌利

亚(撒下 11:3-11)、亚扪人朔比(撒下 17:27)、

耶布斯人亚劳拿(撒下 24:16)、摩押人路得(得

1:22)等等. 但旧约提及上述这些外邦人时, 只

涉及个人层面, 而非整个外邦民族.  

 

 神的福气临到这些个别的外邦人, 就是

在以色列国民范围以外, 不属雅各后裔的外邦

人, 这点意义深远, 因为它预示神心中的旨意, 

要叫福气也临到外邦人. 事实上, 神这方面的

旨意不是秘密, 因为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记载说: 

“到那日, 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 外邦人必

寻求祂”(赛 11:10); 又说: “你作我的仆人, 使

雅各众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

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

我的救恩, 直到地极”(赛 49:6); 又说: “当那日, 

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 使地上的人

得福;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 说: ‘埃

及我的百姓, 亚述我手的工作, 以色列我的产

业, 都有福了!’”(赛 19: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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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可引证许多别的经文, 来证明神

起初就有意, 要赐福外邦列国的整个国民. 这

事要发生在以色列国被复兴时(指七年灾难后, 

基督再临复兴以色列国而言, 编译者按),147 而

非在以色列国复兴以前(注: 赛 49:6 是先提以

色列的复兴, 然后才论外邦人). 目前, 以色列

如枝子般被剪下(参罗 11:17,23-26),148 分散各

地 , 成为四散列邦中的百姓(参  赛 11:11-12; 

结 36:19).149 只要一日情况是这样(指以色列

国还未全面复兴), 神还不能承认任何外邦列

国为属祂的子民.  

 

 在这段期间(特

指以色列未全面恢复

以前), 因着以色列整

体国民弃绝基督 , 而

基督已死在十架完成

救恩 , 神便引进一个

新秩序的福气. 神不再按肉体血缘来区别以色

列人(犹太人)和外邦人, 而是从犹太人和外邦
                                                           
147   值得一提的是, 考德威尔深信以色列一定会复

国, 参阅他于 1917 年以前写的文章 “The Election of 

Abram and His Seed”. 考德威尔在世的日子, 没有明确

迹象显示神这方面的应许将会实现. 实际上, 以色列还

要等到 30 多年以后(1948 年)才复国. 虽然当时全无以

色列复国的征兆, 但考德威尔在文章中, 表明他深信神

给以色列“诸般的应许”(promises)绝不落空, 都会按照神

的时间表逐一实现. 他与许多早期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

(包括达秘、慕勒等人)都深信圣经所预言的  —  以色列

必会复国. 他们对神话语的信心, 值得我们仿效.  
148   以色列目前虽如枝子般从橄榄树上被剪下(整

体国民因不信基督而遭神审判, 弃之一旁), 但在七年灾

难后, 他们有多人悔改归向基督, 所以基督要来拯救他

们, 并全面复兴以色列国(注: 以色列于 1948 年复国只

是部分的复兴, 预言中的终极复兴还要等到基督再临于

地), 正如神借着保罗所预言的: “而且他们(以色列人)若

不是长久不信, 仍要被接上, 因为神能够把他们从新接

上. …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

目添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

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罗
11:23,25-26). 
149   结 36:19: “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 赛 11:11-12: “当那日, 主

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 就是在亚述、埃

及、巴忒罗、古实、以拦、示拿、哈马, 并众海岛所剩

下的. 祂必向列国竖立大旗, 招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 又

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 

人当中 , 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参  徒

15:14),150 把他们两方联合在一个身体上(指召

会), 这身体以那位升天并坐在神右边的基督

为头. 这蒙拣选、联合为一的犹太人和外邦人, 

都同样被神称为“神的召会”(林前 10:32).151    

 

 有关犹太人、外邦人和召会的区别, 我

们可从以弗所书找到这方面的完整教导. 在以

弗所书第 2 章, 我们读到有关犹太人和外邦人

的自然情况; 第 2 节的“你们”是指外邦人(注: 

以弗所的信徒是外邦人), 第 3 节的“我们”是

指“我们犹太人”(注: 作者保罗是犹太人). 两

方都同样是“死在过犯中”(弗 2:5 “当我们死在

过犯中”), 也同样是神所爱的对象(弗 2:4 “因

祂爱我们的大爱”), 正如我们读到神爱世人

(约 3:16). 这大爱的结果是: 使两方的信徒都

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弗 2:5-6). 请注意“一同”这词所要强调的重点. 

不再被属世关系和肉体血缘所区别, 如在旧约

时代一样(可是当召会被提 , 神恢复祂对以色

列和列国的计划时, 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将

会重现, 以应验旧约的预言). 如今在基督复活

的生命里, 这两方都联合起来, 合而为一了(弗
2:14-18).   

 

 以弗所书进一步阐明这点 , “你们从前

按肉体是外邦人… 那时, 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

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

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祂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弗 2:1-12).  

 

 跟着, 我们读到外邦人如何被带到亲近

神的地步. 肯定不是借着割礼使他成为犹太人, 

或用任何方法使他成为以色列国民. 有些外邦

人以前就是这样 , 成为皈依犹太教的人

(proselytes)  —  这样的人不再是外邦人, 已被

看作是犹太人. 但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福气是

独特的; 因那些承受者(信徒)不再按肉体血缘

被看作犹太人或外邦人; 他们是在基督里, 并

                                                           
150   徒 15:14: “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

人, 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151   林前 10:32 说: “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指

外邦人), 是神的召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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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自主的、为奴的, 或

男或女, 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参 加 3:28). 他们“是祂身上的肢体”(弗 5:30),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 成了一个身体 ”(林前

12:13), 这身体的头就是基督 . 它们集体地联

于基督, 组成“一个新人”(弗 2:15).  

 

 这“新人”(宇宙性的召会)无法出现, 直

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中间隔断的墙”被

拆毁, 这是 弗 2:14-

16 所解说的 . 并且

我们能肯定的说, 这

中间的隔墙完全存

在 , 直到基督的死

( 弗 2:15-16), 152  因

主耶稣基督尊重和

遵行摩西律法和利

未人祭司职任所设

立的一切, 没有干涉

或废掉任何一件(太

5:22),153 基督本身也是“为神真理作了受割礼

人的执事”(罗 15:8); 并且祂在世的日子, 从未

行走超过迦南地的边界(到外邦人那里).  

 

因此, 直到主死时, 祂才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

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弗 2:15). 这新人的头(基督)在天上, 身体开始

在地上形成,154 这身体实在是“受造奇妙可畏”, 

又如“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每一个肢体“尚未

有其一, 祢都写在祢的册上了”(诗 139:14,16). 

这就是“召会… 祂的身体”(弗 1:22-23).  

                                                           
152   弗 2:15-16: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

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

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这

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这两节表明是基

督在十架上身体受死, 才能使两下(两方, 即犹太人和外

邦人)归为一体, 造成一个新人. 
153   主耶稣在 太 5:22 宣告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

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154   这与人的形成过程有相似之处. 胚胎在四周后, 

先是心脏开始跳动, 大脑开始发育(那时肢体尚未形成), 

过后身体上的各样肢体才逐渐形成. 因此, 召会的头(基

督)先荣升天堂, 祂在地上的身体(召会)的各个肢体(个

别信徒)才逐渐形成, 直到人数满足的日子(身体完整).   

在旧约圣经中, 我们找不到关于这时代

(指召会时代)的预言 . 在这特殊时代 , 没有犹

太人或外邦人之别(任何人都能信主得救 , 蒙

神赐福 , 编译者按). 这“一个新人”(宇宙性的

召会)是个奥秘, 是神从创世以来, 隐藏在祂里

面的奥秘(参 罗 16:25; 西 1:26),155 但如今却

彰显出来, 就是“基督的奥秘”被托付给使徒保

罗, 叫他记载在新约书信中(弗 3:4); “这奥秘

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

启示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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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同为後嗣, 同

为一体, 同蒙应许. 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弗

3:5-7). 从此以后 , 保罗论到这福音 , 称之为

“我(所传)的福音”(罗 16:25).  

 

再者, 保罗曾向耶路撒冷的圣徒们述说

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加 2:2). 他强调

这福音不是他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他的, 

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 1:12). 旧约圣经

确实预言基督的降世、祂的受苦, 以及祂得荣

耀, 但新约圣经启示那更奇妙的事实, 宣告神

从万民中  —  犹太人和外邦人  —  拣选祂的

子民. 他们在神主权的恩典下, 与基督同为后

嗣, 成为祂奥秘身体上(指宇宙性召会中)的肢

体, 在地上与主一同受苦, 被人拒绝, 但过后将

与主同享荣耀和宝座. 这些子民(基督的新妇)

会与主一同再来, 与主一同统治, 与主一同审

判, 与主一同得着荣耀.  

 

愿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 使我们知道

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 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弗 1:18), 

并且“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

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 

是如何安排的”(弗 3:9).156  

                                                           
155   保罗在 罗 16:25 说: “惟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坚固你

们的心.” 他又在 西 1:26 表示: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
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祂的圣徒显明了.” 
156   上文编译自 “Introductory” (Chapter 1)、“Christ 

is All” (Chapter 2) 和  “The Jew, the Gentile, and  the 

Church of God” (Chapter 3),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313-32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