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要照神所 

 指示的样式! 
 

神的心愿是住在祂的百姓当中, 所以祂晓谕摩

西说: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

25:8). 但神没有把圣所的设计和样式交给人处理, 让人

凭自己的创意和想象力去做. 神对摩西说: “制造帐幕和

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pattern, “样

式”亦可译作“模式”, 出 25:9). 对于圣所的各种大小物

件, 神都给于清楚指示. 摩西必须严格地遵照神所指示

的样式去造. 过了几个世纪, 当要建造圣殿时, 圣经再次

强调遵照属天样式的重要, “大卫将殿的… 的样式指示

他儿子所罗门, 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 就是耶和华

神殿的… 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代上

28:11-12). 到了新约, 司提反的见证和希伯来书也再次

强调要遵照天上属神的样式去造(徒 7:44; 来 8:5). 

 

今日, 神的家不再是会幕或圣殿, 而是召会, “这

家就是永生神的召会,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也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弗 2:22). 神住在祂所

呼召出来的这群人当中. 对于建立神的居所  —  新约的

地方召会, 我们是否像会幕和圣殿那样, 有神所指示的

样式呢? 答案显然是有! 正如海杰克(Jack Hay)所说, 使

徒行传和新约一些书信给我们有关召会秩序的清楚指

引. 在教义和实践方面, 神在新约圣经中留下独特的样

式(注: 但在许多方面与旧约犹太教不同, 例如今日是所

有信徒皆祭司[彼前 2:9]、七日第一日掰饼记念主[徒

20:7]等等), 今日的我们也必须坚持忠于这属神的样式.  

   

今日所谓的基督教世界 (Christendom)很少

考虑这新约的属神样式 , 而且没有辨别新约召会的

独特性(有别于旧约的以色列国民), 结果基督教世界

成了犹太教、异教和基督教的混合体 . 许多不同宗

派都标榜各自的教条与传统 , 各式各样的神学充斥

着整个基督教世界. 但我们知道“唯独圣经”是神赐给

我们有关教义与信仰的最高准则 , 也是有关地方召

会的教义和实践方面的最高权威和无误指引 . 因此 , 

我们必须细心查考圣经 , 从新约圣经中找出属神的

样式, 并果敢地离弃属人的信条和传统 , 勇敢地遵行

属神的样式 , 像造会幕一般 , 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去行. 

我们若不按神的“规矩”去行, 就不能得冠冕(提后 2:5).  

 

为此, 我们敬请读者留心阅读《家信》的“召会

真理”专栏中的文章, 查考圣经所教导有关地方召会的

样式. 我们也在本期以圣经来察验有关“加尔文神学”和

“圣约神学”的教义, 并揭开“自由神学”的错误圣经观. 

求主帮助我们, 弃绝错误的属人传统和神学, 按照新约

圣经中属神的样式, 忠心建造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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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摩西(四): 

他反射的荣光、所完成的工作 

和 作中保的职事 

(出 34:27-35; 40:1,2,16,33,34; 

申 5:1-5, 23-33) 
 
(A) 序言 

感谢神, 即使在旧

约时代, 神设立律法的时

候, 我们也能看见神的恩

典 . 约翰 ·达秘 (John N. 

Darby)在其所著的《圣经

各卷概要》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中

写道: “以色列人进入迦

南地, 不是靠原先的西乃

之约, 因为它在设立不久后就破碎了. 他们乃

是靠那位作中保的摩西, 才重新找到进入迦南

地的途径. 不管怎样, 他们再次被放在律法以

下(神再次赐下刻着律法十诫的石版), 但这次

加添了神的忍耐和恩典之治理.”1 过后, 这位

作为中保的摩西脸上反映神的荣光, 并完成建

造会幕的工作. 摩西这方面的奇妙经历和完美

工作, 乃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中保的完

美职事.2 让我们以敬虔的心, 仔细揣摩这些事

件背后所要预表有关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意义. 

                                                           
1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40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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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摩西所反射的荣光 (出 34:27-35) 

(B.1)   代祷和恩典下重建关系 

神再次传召摩西上西乃山, 并与祂的百

姓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神以一个新石版取代那

已破碎的石版, 并把同样十条诫命写在其上, 

但它们现今被形容为“立约的话语”(出 34:27). 

这约并非单单与百姓所立的约, 而是借着摩西

与百姓立约, “与你(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出

34:27; 这点彰显摩西作为中保的重要角色).  

 

原本与百姓所立的约已被破坏, 写着律

法(十诫)的石版在未抵达山下的以色列营之前

已被摔碎. 淫乱的罪带来审判, 百姓已失去承

受产业和福气的资格. 摩西的代祷拯救了他们

(出 32:30-32), 使他们靠着神的恩典得与神重

建关系, 使原本失去的应许之福得以恢复. 神

向祂百姓重申严肃的要求, 即要单单敬拜耶和

华(出 34:14,17), 与万民有别.  

 

(B.2)   与神亲近下反射神荣光 

摩西长时间处在神

的面前, 结果他的脸面反射

神的荣光. 但开始时, 摩西

并没察觉此事. 百姓见到摩

西发光的脸便感到惧怕. 他

们近前来听神借着摩西向

他们所说的话, 摩西说完之

后 , 便用帕子蒙上脸 (出

34:33). 他们知道神的荣耀, 

即使只是反射, 也透过律法

向他们发出要求, 而这律法

是他们无法完全遵行的, 破

坏它将导致审判和死亡.  

 

 哥林多后书第 3 章暗示或影射此事件, 

形容律法的运作为“定罪的职事”(林后 3:9). 人

无论怎样诚心努力, 都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 

但这“更新了的约”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和摩西

代祷蒙悦纳的基础上. 在这方面, 摩西是预表

那位更伟大的代求者(主耶稣基督). 祂满足律

法所有的要求, 带来了“称义的职事”(林后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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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极大的荣光”(林后 3:10). 这是律法时代与

恩典时代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  

 

摩西进到神面前, 并在神面前除去帕子

(敞著脸), 蒙神悦纳. 这是预表现今信徒(基督

徒)的情景. 借着基督, 我们能“敞着脸得以看

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林后 3:18). 

信徒若专注在神和基督的事上,3 就享有那与

摩西相似的经历,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林后 3:18).4  

 

 

(C) 摩西所完成的工作 (出 40:1,2,16,33,34) 

(C.1)   百姓奉献下开始立会幕 

神显出怜悯

和恩典, 更新了祂与

百姓所立的约. 百姓

的回应值得赞许, 他

们乐意奉献给建造

会幕所需的材料, 所

奉献的盛多, 甚至超

越所需, “摩西传命, 

                                                           
3  麦敬道贴切指出, “神在耶稣基督的脸上启示自

己. 在十字架的工作上, 神已经神圣和谐地表明祂的一

切属性. 在十字架上,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

安彼此相亲’(诗 85:10). 罪完全被除掉, 相信的罪人完全

得着称义. 这是‘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西 1:20). 

当我们看见神在救恩上揭示自己, 就只有如摩西一样, 

脸伏于地敬拜神.”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出埃及记释

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326-327 页. 
4   数字 40 在圣经中常象征一段试验期, 要看人的

反应. 格兰特(F. W. Grant)指出, 摩西再次上西乃山, 与

先前一样是 40 昼夜, 同样表明这段时期有试验性的功

用(probationary character), 要看百姓如何反应. 值得注

意的是, 摩西首次上山时, 所立的约纯粹只是律法, 所以

没有荣耀反照在摩西脸上; 第二次上山时, 所立的约显

然是在神的恩慈中赐下, 故有荣耀从摩西脸上反射出来, 

以致过后要用帕子蒙上脸. 这帕子表明神恩惠的宝物

(在恩典时代)需要被预表性的条例给遮盖起来. 对于信

主耶稣基督的我们,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林

后 3:14), 使祂完整的荣耀得以向我们彰显. 但以色列人

因着不信, 这帕子还没有揭去, 直到他们归信耶稣基督

的那一刻 .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53 页. 

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 ‘无论男女, 不必再为

圣所拿什么礼物来.’ 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

礼物来”(出 36:6). 对于神的事, 百姓如今表现

出一颗甘心乐意奉献的心. 

 

 会幕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周年纪念

被立起(比较 出 12:2 与 40:2 的正月初一),5 肯

定使人联想到一个新的开始, 显明神在对待祂

百姓方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那拯救他们的神

如今住在他们中间. 那位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

的神, 如今愿意在他们里面做工, 来透过他们

做工. 这预表信徒所享有更丰盛的福气. 那位

拯救我们的神也是那位住在我们里面, 借着圣

灵透过祂的话语显明祂的旨意.  

 

(C.2)   顺服神言下荣光满会幕 

 在这章中,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摩

西)的”这一短语出现数次(共出现 8 次 , 出

40:16, 19, 21, 23, 25, 27, 29, 32), 表明坚定不移

的遵从或顺服是我们蒙福的基础.6 这原则较

后向扫罗王进一步阐明,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

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而扫罗王也因

着不遵从神的吩咐而失去国权与王位. 这相同

                                                           
5   格兰特表示, 会幕和其中一切器具已造好, 但摩

西耐心等候耶和华下令将之设立. 在这方面, 人的热心

冲动必须受到抑制, 他必须领悟到倚靠神的重要性, 相

信只有神才是智慧(祂的安排才是最有智慧的)! 到了出

埃及第二年的正月初一(第一个月的第一日), 神的命令

终于临到(出 40:2). 自耶和华在埃及赐下逾越节的条例

以来, 一年已过, 他们的救赎如今得以完全(指他们不单

脱离奴役, 更得以亲近神, 编译者按). 同上引, 第 265 页. 
6   在出埃及记第 39 章, 论到制作祭司的圣衣(服

装)时, 共有七次提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出

39:1, 5, 7, 21, 26, 29, 31), 表明“属灵的完美”(spiritual 

perfection); 加上另外两次(出 39:32,42)提到以色列人造

会幕的一切器具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出埃及记

第 39 章共九次提到他们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

(数字“九”可代表多产或丰富[fruithfulness], 例如圣灵的

果子就有九方面, 加 5:22-23), 其结果就是第 40 章的丰

富成果  —  “当时, 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
了帐幕. 摩西不能进会幕; 因为云彩停在其上, 并且耶和
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出 40:34-35).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 

   

《家信》: 第 111 期 (2016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的原则也呈现在主对非拉铁非的赞扬中, “也

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启 3:8).7  

 

 真正的顺服是(凭信心)接受神的话语, 

视之为丰足的. 因此, 我们读到“摩西这样行,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出 40:16). 神在西

乃山上所赐下有关会幕的细节, 是足以用来完

成会幕的建造. 任何对它的加添或删减, 都会

减损会幕独特的荣耀.  接受属人的智慧和以属

人的方式建造, 都会带来悲剧, 造金牛犊便是

一个好的例子. 这也是一个永恒的原则: 在地

方召会的建造上若忽视这原则, 其结果可能会

羞辱主, 令祂的子民伤心难过.8   

 

摩西完工后, 荣光充满整个会幕, 因我

们读到 : “摩西就完了工 (KJV: finished the 

work)…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出
                                                           
7   论到绝对的顺服, 麦敬道评述道: “请看‘这一切

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 耶和华怎

样吩咐的, 他们就怎样做了. 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

了, 就给他们祝福’(出 39:42-43). 耶和华仔细嘱咐会幕

弗每一样工作. 每枚橛子、每个带卯的座、每个纽扣, 

都准确地按上, 没有人的计谋、原理、常识. 耶和华不

是计划大纲, 其他由人处置. 祂没有留下空位, 让人的方

法可稍谋算, 完全没有. ‘要谨慎做这些物件, 都要照着

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出 25:40; 26:30; 来 8:5)… 人若按

己意造一枚橛子, 那枚橛子必定在神的判断下扣除去. 

我们在第 32 章中已看过人‘雕刻的器具’作了些什么. 感

谢神, 人的工具在会幕中无分. 百姓在建会幕的事上, 按

着吩咐而行, 没有加多, 也没有减少. 这是对自称为教会

之团体(特指宗派)的有益功课! … 我们可以肯定, 以色

列人若没有‘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行, 我们就读

不到这样的记载: ‘当时, 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

就充满了帐幕. 摩西不能进会幕; 因为云彩停在其上, 并

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出 40:34-35).”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出埃及记释义》, 第 330-331 页. 
8   麦敬道写道: “我们很容易以为神的话不足够, 

没有详述关乎敬拜祂、事奉祂的要求. 这是个极大的错

误, 可看出在自称为教会的团体里, 已存有恶和错谬的

根源. 神的话充充足足的供应一切所需, 无论是个人的

救恩和生活行径, 或召会中的秩序和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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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经文解决一切问题.” 麦敬道著, 

《出埃及记释义》, 第 331 页. 

40:33-34). 此事预示基督向父神祷告时所说的

话 : “你所托付我的事 , 我已成全了 (KJV: 

finished the work)”(约 17:4). 祂已完成的工作

为信徒带来救恩的荣耀和永恒的福气.     

 

 

(D) 摩西作中保的职事 (申 5:1-5, 23-33) 

(D.1)   重申神的命令给新一代 

圣经第五本书(申命记)的名字, 在希伯

来文是 Haddebharm , 意即“那话”(The words). 

它取自此书 1 章 1 节: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 

所说的话(KJV: the words)”. 申命记的英文名

Deuteronomy 则是源自希腊字, 意谓“第二律

法”(second law). 申命记对神给上一代以色列

人的律法作出新解说. 但此书不是神赐下的新

律法, 而是解释已经赐给上一代的律法. 摩西

对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新一代以色列人重申神

的律法(故中文圣经正确译作“申命记”, 即重申

神的命令之记录, 编译者按).  

 

 那时百姓还在约但河的另一端, 还在旷

野中. 申命记 5:2 略述以色列的不信(申 5:2: 

“从何烈山经过西珥山到加低斯巴尼亚有 11

天的路程”). 原本靠信心可以在 11 天就抵达

的路程, 竟然因不信而变成 40 年在旷野的漂

流, 何其可悲啊! 摩西在约但河东的旷野讲解

律法, 在未进入应许之地以前预备众百姓的心.  

 

 在申命记第 5 章, 所有以色列人聚集聆

听神的年迈仆人摩西传讲神的律例典章.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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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词一开始便包含了四个关键字(申 5:1)  —  

“听从 ”(hear, 比较  申 1:43,45; 4:10)、 “学

习”(learn, 比较 申 4:10; 5:1)、“遵守”(keep, 比

较 申 4:2,40)和“遵行”(do, 比较 申 4:1,5,6). 这

四个字是整本申命记的重要特征. 耶和华当时

对祂旧约百姓的要求, 对今日的我们而言仍然

是重要的.9  

 

(D.2)   站在神和人中间作中保 

 摩西讲词中所要强调的另一个特征是: 

“那时, 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 要将耶和华

的话传给你们”(申 5:5). 百姓听到神从火中所

发出的声音, 便感到害怕. 他们说: “现在这大

火将要烧灭我们, 我们何必冒死呢? 若再听见

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申 5:25). 摩西

被指派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这预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  神与人中间的中保(提前 2:5). 我

们的主耶稣超越摩西, 因为祂为我们完成了赎

罪工作.  

 

百 姓 深 知

他们的罪使他们

与神远远隔离, 也

了解他们该受的

审判, 这正是律法

的目的. 当神听见

他们渴望有个中

保, 便告诉摩西他们所言是好的.10 祂接着说: 

“惟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 常遵守我的一

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申

5:29).11 摩西成了以色列人在律法之下的中保

                                                           
9   有关“听、学、守、行”方面, 请参本文附录. 
10   申 5:28: “你们对我说的话, 耶和华都听见了. 耶

和华对我说: 这百姓的话, 我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是.” 
11   论到 申 5:29, 麦敬道正确写道: “申命记的大原

则从这段经文中照耀出来, 闪烁生辉… 我们蒙召作基

督徒的生活秘诀是天天、单纯、衷心、绝对的顺服, 存

敬畏主的心, 并不是奴隶般的畏惧祂, 乃是按圣灵在我

们心中所显明的一分深切、真挚、尊崇的爱. 这才是慈

爱的父神心中的喜悦. 祂要对我们说: ‘我儿, 要将你的

心归我’(箴 23:26). 心归那里, 一切都跟着这方向, 没有

偏离…. 对神来说, 除了一颗爱慕的心之外, 人的一切也

(加 3:19),12 耶稣基督则成了祂子民在恩典之

下的中保(来 12:24 : “新约的中保耶稣”13).14 

 

 

(E) 结语 

 “百姓在中保下的福气”(The Portion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Mediator), 此乃约翰·达秘

在评述出埃及记 35 至 40 章时所给的贴切标

题. 作为中保的摩西带给百姓何等大的福气, 

这预表作为中保的基督更是如此. 达秘指出, 

在摩西的带领下, “会幕被立好了, 一切都照神

的吩咐去做. 会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抹上膏

油(出 40:9-11). 这点可预示, 基督被分别为圣

(注: 会幕和其中的物件可预表基督), 被圣灵和

能力所膏;15 不仅这样, 基督借着祂的血所成就

                                                                                               
没有价值. 人心是一切生活的根源, 只要它由神的爱管

治, 就能对神的吩咐发出爱慕的回应. 我们爱祂的吩咐, 

因为我们爱祂. 凡爱祂的人都看祂每一句话为宝贵. 每

一句法度、律例、典章 , 简言之, 祂全部的律法都爱

戴、尊敬、顺从 , 因为里头有祂的名和权柄 . 诗篇第

119 篇美妙地描述了上文的重点 [共有 170 多处引述宝

贵的律法, 只是名称有别; 例如: ‘我喜悦祢的法度, 如同

喜悦一切的财物’(第 14 节); ‘我要在祢的命令中自乐,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第 47 节); ‘我何等爱慕祢的律

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第 97 节); ‘我爱祢的命令胜于金

子, 更胜于精金’(第 127 节)等等].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申命记释义上》(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0 年), 

第 285-286 页. 
12   加 3;19: “这样说来, 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原

是为过犯添上的, 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并且是借

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13   来 12:24: “并新约的中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 格兰特 (F. W. 

Grant)评述道: “罪是绝对需要受审判, 另一人必须为犯

罪者以公义介入; 在此, 我们知道摩西无法完成真实的

赎罪工作. 他不过是个影子, 而非所预表的实体或真像

(来 10:1). 人的避难所不是从神而来, 而是在神自己里

面.”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第 545 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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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1, 129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5   主耶稣受浸时犹如被圣灵所膏(路 3:21-22); 使

祂满有能力去胜过试探(路 4:1-14), 并执行神所交托给

祂的各种事奉和工作(路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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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 叫一切都和好了(西 1:20; 基督按照公

义和圣爱的救赎能力 , 以祂的同在充满一

切).16 会幕已洒上了血, 圣灵的恩膏(unction of 

the Holy Spirit)在每一处必带着这救赎能力的

功效.17 这里所说的是圣灵同在的能力. 再者, 

神以祂的荣耀充满整个会幕(出 40:34), 而那表

明祂同在和保护的云彩, 也成了百姓路上的引

导(出 40:36-38), 这是何等大的喜乐和福气

啊.”18 感谢神, 耶稣基督不但与我们信徒同在, 

保护我们, 也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  

 

 还有一事关于基督作为中保的职事. 申

命记 10:1-5 告诉我们, 这新的两块石版(先前

旧的法版已被

摔碎)被摩西带

下山后 , 不是

要公开地摆放

在百姓眼前 , 

而是藏在约柜

里 (申 10:5). 19 

针对此事, 达秘贴切指出, 神的律法不是被破

碎, 就是被隐藏. “被破碎”是由于人的软弱, 无

法完全遵守律法(人因犯罪而导致律法破碎了); 

“被隐藏”是出于神的恩典, 因法版被藏在那有

施恩座盖着的约柜中, 得着完美的保存. 这约

柜岂不是预表那位满有恩典的主耶稣基督所

成就的美事吗? (注: 约柜表明神的同在, 而主

                                                           
16   西 1:20: “既然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

了和平, 便借着祂叫万有(叫一切), 无论是地上的、天上

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 
17   会幕(帐幕)和其中各样器皿都洒上了血(都用血

洁净, 来 9:21-22), 同时也抹上了膏油. 血代表救赎, 膏

油代表圣灵和能力. 换言之, 血带来救赎与和平, 膏油带

来圣灵与能力. 这预表基督流血带来救赎, 使信徒与神

和好, 也叫万有与神和好; 而基督受膏带来圣灵的大能, 

使信祂之人得着圣灵恩膏的能力, 分别为圣归于神.   
18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142-143页.  
19   摩西在 申 10:5 说: “我转身下山, 将这版放在我

所做的柜中 , 现今还在那里 ,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

的”(也参 来 9:4: “有包金的约柜, 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

和亚伦发过芽的杖, 并两块约版”). 

耶稣的称号正彰显这方面的真理, 因祂被称为

“以马内利”  —  神与我们同在, 太 1:23)  

 

约柜藏着法版, 使法版得以保全; 同样

地, 主耶稣也把神的律法藏在心里, 并完全遵

行律法, 使之得以成全(太 5:17). 我们人所无法

做到的, 主耶稣替我们成全了. 感谢神的恩典, 

赐给我们一位远比摩西更完美的中保  —  “在

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

基督耶稣”(提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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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申命记中的 

“听”、“学”、“守”、“行”  

 

申命记 5:1 说: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

来, 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哪, 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

例、典章, 你们要听, 可以学习, 谨守遵行.” 请留

心句中有四个词语, 是申命记的特色. 无论在何

时何地, 这些词语都对主的百姓要求随时的 —  

“听”(hear)、“学”(learn)、“守”(keep)、“行”(do). 

每一个敬虔的人都看这些词为宝贵; 凡诚实渴慕

行在义的窄路上讨神喜悦的人, 这条路是安全的, 

路上充满快乐.  

 

第一个词

“听”是我们最有

福的态度. “信道

是从听道来的 , 

听道是从基督的

话 来 的 ”( 罗

10:17); “侧耳而

听, 就必得活”(赛

55:3). 在一切真正、实际的基督徒生活中, 聆听

的耳朵是最基本的. 聆听教人活在唯一正确的态

度中. 这是一切平安、福分的真正秘诀.  

   

我们听很多人说“务要顺服”,  “放弃己

意”及“听从权威”. 这些都挺好, 对于那些对宗教

热诚、道德谨慎的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 然而, 当

别人对我们说顺服的时候, 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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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什么?” 当他们又说放弃己意的时候, 我们

要追问: “向谁放弃己意?” 当他们说服从权威的

时候, 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他们所说的权威是否来

自神? 是否根据神的道(圣经)? 

 

在神面前, 我们必须看清楚所顺服之权

威的根据, 否则就会发觉自己是站在完全错误的

地位上. 比方, 像修道的男女, 或一些修女团. 修

士服从修道长, 修女服从女院长. 但这样的关系

和地位都是错的. 在新约圣经中, 没有给我们权

威立男修道院、女修道院、修女团等等. 相反地, 

圣经的教训和人的本性同证, 人若把神设立男人

和女人的地位和关系挪移, 是完全背逆他们本分

的. 这些人的设计, 限定人的行动, 分别组织团体, 

一方面是逆性的, 而另一方面更破坏真正的基督

徒顺服. 

 

然而, 我们称谢神, 祂叫我们顺服. 我们

蒙召“听”  —  以圣洁、敬畏的心顺服、俯伏在
祂的权威面前. 基督徒的委身、谦卑道路一方面

要破除迷信, 另一方面要摒弃不信. 彼得在公堂

前的回答, 正恰当、简洁地回复了一切: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徒 5:29). 在一切境况、最

坏遭遇中, 我们都以这一句话回答不信的人: “我

们应当顺从.” 而对不同形式的迷信, 我们也只有

一句补充的话: “我们应当顺从神.” 

 

   这是事奉的真正

原则. 完全没有人的权威, 

只有基督授予祂仆人的

神圣恩赐和属灵能力; 他

们在事奉中操练, 向祂负

责, 众圣徒怀感谢的心承

认他们. 人会自立为教师

或牧师, 又或者按立牧师的职分, 赐予各种名衔, 

但除非他从教会元首领受了恩赐, 否则只是虚

伪、空虚的僭取, 或是无实的自夸. 对基督的真

羊来说, 这等人的声音就是生人的声音, 他们不

认识也不该承认这些人. 

 

一个人若有恩赐, 他就是个事奉的人; 若

是没有, 世上的选任、权威、按立都不能叫他成

为一个事奉基督的人. 或者, 他会成为一个传扬

宗教的人. 但传扬宗教与传扬基督  —  基督教界

的圣职人士与神的教会的传道者, 是两件截然不

同的事. 一切真事奉都源自于神, 倚靠神的权威, 

目的是把人带到祂面前, 让人与神相连. 相反的, 

虚假的事奉源自人, 倚靠人的权威, 目的在乎使

别人与他自己相连. 这是二者的重大区别, 前者

领人到神那里, 后者带人离开祂; 前者是喂养、

强化新生命, 后者则阻碍增长, 使新生命陷入疑

惑、黑暗之中. 简言之, 真事奉是属神、靠神、

归神的; 假事奉是属人、靠人、归人的. 我们珍

爱前者, 言不能尽; 我们拒绝后者, 在所不惜. 

 

   凡真作基

督仆人的人, 都存

着一个目的, 就是

引导信徒到顺服

神话语的正确道

路上. 在申命记本

章中, 或说在整本

申命记中, 我们可以明明的看到, 摩西这位神的

忠仆, 怎样尽心竭力叫以色列全会众领悟到“顺

服神一切律例和典章”的迫切需要. 他没有寻求

自己的权位, 也从不威凌神的产业(指神的子民). 

他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伟大目标, 就是顺服(神和

祂的话). 这是摩西一切讲论的主旨. 顺服, 不是

向他顺服, 乃是向他及他们的主顺服. 他晓得只

要他们顺服神, 由神的话所管理, 就无懈可击了.  

 

换言之, 摩西知道且相信以色列人的本

分是顺服耶和华, 耶和华就会赐福以色列人. 他

们只须“听”、“学”、“守”、“行”, 这是神向他们

揭示的旨意. 既然这样行了, 就全心全意地倚靠

祂, 让祂成为他们的盾牌、力量、保障、避难

所、泉源, 甚至是他们的一切. 神的子民只有一

条正确的道路, 就是顺服的窄路, 路上常有神面

光的光照和引领. 凡靠恩走在那条路上的, 都会

发觉祂是引导、荣耀、保障, 能以救人脱离一切

的恐惧.20  

                                                           
20  以上附录改编自麦敬道所著的《申命记释义

上》(第 5 章, 第 229-241 页), 读者也可上网下载这资料;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deut/index-

a.htm .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deut/index-a.htm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deut/index-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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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瞎

子

摸

象 

的反思… 
  

相信不少人听过瞎子摸象的故事吧?21  

关于故事的起源, 不同网站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

说它源于印度教, 有的说源于佛教, 故事开始在

印度、巴基斯坦或非洲的某个地方流传. 故事内

容大略如下:  

 

一群瞎子想要知道大象的模样, 他们

找到一只大象, 每一个人对准大象身

体的不同部位进行探查, 找到大象侧

边的那一个瞎子下定结论说: “大象就

像一面墙.” 摸到象牙的那一个瞎子宣

称: “大象就像一枝矛.” 每一个人轮流

提出不同的描述, 抓住尾巴的人认为

它像一条蛇, 触摸到膝盖的人将它比

拟为一棵树, 触摸到耳朵的人将它比

拟为一把扇子等. 但是他们当中没有

人触摸到整只大象, 所以没有人能够

正确合理地说出整只大象的模样. 

 

这故事中的瞎子常被比喻为不同宗教或

信仰. 故事的寓意乃是, 没有任何宗教或信仰能

够宣称拥有全部的真理, 因此我们需要谦卑, 不

可武断地宣称自己的信仰或宗教拥有全部的真

                                                           
21   “瞎子摸象”或“盲人摸象”是中国成语, 是个贬

义词, 比喻看问题总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 此寓言讽

刺的对象是目光短浅的人. “盲人摸象”出自《长阿含

经》卷十九,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盲人摸象 . 

理. 这一点获得许多人的支持. 在一场有关解决

冲突的大学讨论会上, 一位教授情绪激动地恳求

“各种信仰的人”停止宣称他们拥有一切的答案, 

只要彼此倾听. 他保证说: “如果我们把各自的洞

见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会一同到达真理的境界.”    

 

这位教授的观点(即

没有任何信仰能宣称自己

拥有全部真理)也是美国诗

人 萨 克 斯 (John Godfrey 

Saxe, 1816-1887)在其所著

的诗《瞎子与大象》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中最后两节所要表达的:  

 

因此印度半岛的这些人 

高声地争论许久的时间 

每一个人大发议论 

刚硬强悍的态势不在话下 

虽然每一种看法部分正确 

所有的看法却都是错误! 

 

在神学的论战中 

我时常想象 

争论者斥责怒骂 

完全无视对方的看法 

然后一派悠闲地聊起 

他们每一个人都没看过的大象!22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看出“瞎子摸象”这个

寓言的问题所在? 不少人喜欢采用瞎子摸象的

故事来喻指别人必须谦卑, 不可高傲地自以为本

身拥有一切真理, 但采用此故事的人是否察觉到

他本身已成了“傲慢自大”, 因他认为别人只看到

大象的一部分, 而他本身却能看到整只大象! 这

正是兰迪·纽曼(Randy Newman)所指出的, 瞎子

们被谴责为只摸到大象的一部分却宣称察觉到

整只大象, 但是用这寓言的人能够指出瞎子们这

方面的错误, 唯一的前提便是他本身已看到整只

大象  —  而这却是他所暗示无人做得到的事.  

                                                           
22   有关萨克斯的诗《瞎子与大象》 , 请参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The_poems_of_John_Godfr

ey_Saxe/The_Blind_Men_and_the_Elephant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盲人摸象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The_poems_of_John_Godfrey_Saxe/The_Blind_Men_and_the_Elephant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The_poems_of_John_Godfrey_Saxe/The_Blind_Men_and_the_Elep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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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迪·纽曼一针见血地指出, 无论是经由

上述那位慷慨激昂的教授, 或心思灵慧的诗人萨

克斯所表达出来的, 其自相矛盾之处都是显而易

见的. 你听见萨克斯语气强烈的遣词用字  —  

“完全无视”, 以及“所有的看法却都是错误”, 甚

至选择“瞎子”作为信仰或宗教的代表人物, 这样

的做法也岂不是流露出相当程度的高傲吗? 

 

 除此之外, “瞎子摸象”这个寓言

还有一个问题. 当某人以这寓言来宣

称每个信仰拥有真理的一部分, 却没

有任何信仰拥有真理的全部时, 他

要面对一个关键的问题: “你怎么知

道你的看法是对的呢?” “什么原因

使你对这看法这么有把握?” 以下

的对话可说明这点. 

 

甲: 你看, 不同的信仰或宗教有如那些摸象的

瞎子, 他们当中没有人掌握全部的真理. 

乙: 你怎么知道呢? 

甲: 什么? 

乙:  你怎么知道没有一个瞎子掌握全部的真理? 

甲: 那只是一个故事. 

乙: 我知道, 那是一个故事, 不过我仍然怀疑那

位讲故事的人, 他怎么能够如此确定没有

一个瞎子的说法正确呢? 

甲: 我想那是因为他自己不是瞎子, 你到底想

说什么? 

乙: 我想说的是, 有人在这个例子中看到了整

只大象. 

甲: 没有啊! 每个人都是瞎子, 没有人看到整只

大象!  

乙: 不! 真的有人看到了整只大象. 那人就是你

啊! 不然你怎么知道那些瞎子看错了. 

甲: 好, 我认输了. 我确实看过整只大象. 

乙: 这就是此寓言的问题所在! 你不是说没有

人能看到整只大象吗? 但你又说你看过整

只大象. 这就是你的矛盾之处, 你打破了自

己的规则了! 

甲: …. 

 

亲爱的朋友, 相信你已看出“瞎子摸象”的

问题所在. 但今天, 我们要强调的大好消息乃是: 

只有那位创造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

所不能的真神能看到“整只大象”, 就是看到完整

的真理! 这位全能的创造主, 就是圣经所谓“道成

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印度出生的加拿大-美国基

督徒护道家拉维·扎卡赖亚斯(Ravi Zacharias)23

写道: “耶稣基督清清楚楚说明神的永恒真理是

可以明白的. 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 — 在祂那

里, 所有真理融合在一起. 所以虽然别的地方可

以有真理的某些方面, 整个真理却在基督里(约

翰福音 14:6)… 圣经说, 神确实显明祂自己: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 道

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丰丰满满

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祂的

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

福音 1:1,14).”  

 

主耶稣基督“有真理”, 也只有这位

“父神的独生子”能告诉我们真理的真相, 而祂本

身就是真理的化身, 如祂所说: “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 ; 若不借着我 ,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去”(约翰福音 14:6). 人无法靠自己去到神那里,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3:23), 而罪的代价就

是死(罗马书 6:23); 不单肉身会死, 死后还有审

判(希伯来书 9:27), 有罪的灵魂会被定罪, 被丢

进火湖里永远受苦 , 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
20:12-15).  

 

但感谢神,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

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

前书 3:18). 只要我们信靠祂, 接受祂作我们个人

的救主, 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 主耶稣说: “我

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

的 ,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 是已经出死入生

了”(约翰福音 5:24).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愿意信

靠这位不仅能看清真理, 且能告诉我们一切真理

的主耶稣基督呢?24 

                                                           
23   拉维·扎卡赖亚斯(Ravi Zacharias)是法学博士与

神学博士. 他主持“扎卡赖亚斯国际宣道会”, 在美国、 

加拿大、 印度和英国设有办事处. 他曾在 50 个国家无

数大学讲过基督信仰、哲学、世界宗教和宗派等课题.  
24   上文改编自 兰迪·纽曼著, 刘美津译, 《提问式

布道法: 向耶稣学习与人交心》(加利福尼亚: 美国麦种

传道会, 2013 年), 第 78-81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9 

   

《家信》: 第 111 期 (2016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中华神州                            寻根 
 

中华祖先 

所谓的“上帝”(上): 

上帝的自然属性  
 

 

(A)  上帝在中国 

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

杨鹏于 2014 年出版了一本

书, 题为《“上帝在中国” 源

流考: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

仰》. “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

古代典籍中的‘上帝’的信息

进行梳理和分析, 然后站在

‘上帝’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思

想史展开分析. 从‘上帝’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

思想史的学者很少……” 杨鹏在此书中如此介

绍.25 

 

   杨鹏表示 , 讲

到“上帝”这一概念 , 

大家就会想到基督信

仰 (基督教 ), 但事实

上, “上帝”这个概念

本来是中国本土宗教

信仰的概念, 在商朝

的甲骨文里, “上帝”

已经存在了. 杨鹏解释道: “一直到清朝结束, 

                                                           
25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深圳西西弗书店和

后院读书会于 2014 年 7 月中, 在深圳的西西弗书店, 主

办“作为皇家宗教的上帝崇拜”  —  学者杨鹏《“上帝在

中国”源流考》新书沙龙. 该书作者杨鹏现场分享了他

对于中国皇家宗教  —  上帝崇拜的研究心得. 当天出席

沙龙的还有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剑桥大

学考古系博士候选人汪佑霖、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后

院读书会创会会长王绍培、江西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

授张慧敏等评议嘉宾. 

‘上帝’祭拜一直是君王朝廷的宗教传统. 在商

朝甲骨文中, 称至高神为‘帝’或‘上帝’. 到周朝

的时候, 称至高神为‘帝’、‘上帝’、‘天’、‘皇

天’等. ‘上帝’与‘天’是对同一至高神的称呼, 异

名同谓. 至高神‘天’的概念, 也存在中国老百姓

的日常用语中, 比如‘听天由命’、‘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一切由天定’, 故‘天’是命运的至

高主宰.”26 

 

敬“上帝”或敬“天”既然是中国君王朝

廷几千年的传统, 为什么“上帝”却成了基督信

仰的概念呢? 杨鹏解释,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的

天主教神甫和学者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

1610)等人, 用“上帝”、“天主”来翻译《圣经》

中的至上神, 从此“上帝”这个中国本土至上神

的宗教信仰概念, 就逐渐成了基督信仰中至上

神(至高神)的概念. 杨

鹏写道 : “利玛窦等人

用 ‘上帝 ’来翻译《圣

经》, 是因为他们认为

中国的‘上帝’概念, 与

基督教至上神的内涵

相同, 可以用‘上帝’来

翻译. 由于基督教的发

展, 在中国百姓的意识

中, ‘上帝’就等于至上神了.”27  

 

                                                           
26   论到这位至高神, 杨鹏在某次访谈中表示, 殷墟

甲骨文中称之为“帝”或“上帝”. 周朝典籍《尚书》、

《诗经》中, 称之为“天”、“帝”、“上帝”、“昊天上帝”. 

中国二十四史等典籍中, 混称为“皇天上帝”、“昊天上

帝”、“上帝”、“天”、“上天”等, 偶尔也称“天帝”. 周朝

称“天”、“上帝”以来 , 几千年没有多大变化 , 请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fdb1140102uzus.html . 
27   中国新闻网: www.chinanews.com/cul/2014/07-

22/6412706.shtml . 魏甫华进一步表示, 杨鹏上述的发现

(即透过中国典籍发现中国古人所谓的“上帝”, 其内涵

与《圣经》里的上帝一样), 实际上对现代中国人如何

认识自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说: “因为涉及到近代以

来中国语言和概念的污染问题, 这已经导致了我们理解

自身的文化存在断裂意识. 所以, 杨鹏先生梳理中国典

籍中很多基本概念的本来含义, 实际上对我们理解自身

文化传统是非常关键的.”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一书的作者杨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fdb1140102uzu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7-22/6412706.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7-22/64127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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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认为中国古人所谓的“上帝”与基

督信仰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  —  “此上帝非

彼上帝”  —  因而反对杨鹏把东方中国古人的

上帝视为西方基督信仰的上帝来讨论. 然而, 

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

长魏甫华则认为, 杨鹏

通过对中国典籍的梳理, 

发现了中国也存在过一

个 “ 上帝 ”, 其内涵和

《圣经》里的上帝是一

样的, 而这方面是“已经

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

据”. 我们将在这两期进一步思考这方面的证

据, 但在这之前, 让我们先思考中国古人所谓

的“上帝”、“帝”或“天”究竟是谁?     

 

 

(B)  上帝是谁? 

(B.1)   词义的研究 

论到“上帝”、“帝”或“天”, 唐振基指出, 

单字的“帝”(Di)字或“天”(Tian)字, 可以从全球

的语言和语系中分离出来. 这种语素或词素, 

可表明: (1) 上帝的名字; (2) 众神灵的名字; (3) 

神圣的概念; (4) 对祖先或帝王的尊称.  

 

以 “ 帝 ” 为

语素的这一词, 普

遍地出现在中东

地区出土的早期

楔形文字陶片上

(公元前 3000 年). 

这个语素作为完

整的词, 不仅存在

于汉语这种孤立

语为代表的语系

中, 也存在于英语

为代表的语系中 , 

以及芬兰语至印第安那伐鹤语(Indian Navaho 

/ Navajo; 此乃北美洲某个印第安族人的语言)

这些差异很大的语系中, 它有时作为前缀、后

缀或中缀词出现. 所有这些组合, 证实了这个

语素有一个单独的、共同的根源.  

 

在印欧语系中, “帝”是一个极普遍的语

素. 英语中使用“Diety”(神明)一词作为总称, 

既表示上帝, 又表示诸神; “Diety”来自拉丁语

的“Deus”. 具有相同语素的还有: 意大利语的

“Dio”, 法语中的“Dieu”, 西班牙语中的“Dios”, 

古爱尔兰语中的“Dia”, 威尔士语中的“Duw”, 

布列塔尼语中的 “Doue”, 立陶宛语中的

“Dievas”, 拉脱维亚语中的“Dieus”, 梵语中的

“Dyu”, 希腊语中的“Theos”等等.  

 

在中国或中华文

化里, 用来描述至高神

上帝的三个名字是: 上

帝、帝和天. 根据备受

尊崇的中国古籍专家理

雅各 (James Legge), 这

每一个名字都含有上述

各国、各族语言中普遍

使用的神性语素. 这三

个词经常交替使用, 很难分开来讨论. 在商朝, 

“上帝”常用来形容至高无上的主宰. “上帝”中

的“上”, 意思是“上面的”或“至高的”, 而“帝”的

意思是“主”、“君王”或“神”, 因此“上帝”是指

“至高无上的掌权者”, 由此可见中国人为什么

选用“上帝”这个词, 来称呼至高的真神.28  
 

在《康熙字典》

中, “上帝”的意思如下: 

1) 以上的 , 在上面的 , 

极高的尊崇; 

2) 可用来形容“有主权

的”或一位“至高者”, 

或“最荣耀的”; 

3) 也表示“首位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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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0 页. 

 
深圳社科院文化所 

副所长魏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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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当用来形容掌权

者时, 它的意思是至高的、至

尊的, 这样当形容天上的君王

时, 把它翻译成“至圣的”是准确

的. 同样在这本字典中, “帝”被

指作“谛”, 也念作“di”. 这“谛”字

有言字旁与它的字根区别分开来, 所以“谛”字

意思是“判断, 仔细检查, 具体地查看, 以便区

分是非”. 因此, 这个字基本上是用来形容“审

判者”. 这与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相符, 因圣经所

记载的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创 18:25).29 

 

此外, 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象形文

字. 从“帝”在汉字里的写法, 我们可领会那字

原本要表达的意思. 换言之, 我们还有一个线

索可以明白中国古人对上帝的观念. 

 

“帝”这个象形文字 (  )可能有两种

字源. 第一, 它看上去像一个花蒂, 而事实上, 

这个字源是源于花蒂的“蒂”字. 现在这个字的

意思是“神性”, 而花蒂的“蒂”是在“帝”上添加

了一个“ 艹 ”头. 假如这种解释准确, 造字者用

这个字来表示上帝的创造能力, 因为花蒂正是

孕育新生命的开始, 而事实上, “帝”正是宇宙

的创造主, 也是生命的赐予者. 

 

第二种字源, 象形字“帝”

像一堆木头烧烤祭品或者像一

个献祭. 若是这样, 那就再一次

证明, 中国在文明的起源, 是敬

拜“帝”的. 

 

至于“天”的使用, 毫无疑

问是用来指上帝的. 不仅在圣

经中多次用“天”来代表上帝, 在

日常口语中, 用“天”来指上帝也

很普遍 , 像常用的口头禅“天

哪!”  “老天啊!”. 在汉语中, 上

                                                           
29   亚伯拉罕对神说: “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 这断

不是祢所行的. 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 18:25) 

帝已成为这位至高无上者的专有名字. 而“天”

从另外一方面讲, 似乎更抽象一些. 《中国大

百科全书》中提到远在夏朝(约主前 2070-主

前 1600), “天”就用来指神圣的统治者. 《中国

大百科全书》也指出这个词也用来形容天空, 

但在大多数的古代用法中, 或在中国古籍(指

古典书籍)中, 这个字都只用来指上帝.  
 

“天”在古籍中经

常有广泛无限的含义. 据

《词源》, 中国的第一本

字典《说文解字》把

“天”列为“头”. 按同一个

思路, 原始的象形字“天”

是表示把“一”放在“大”

的上面. 换言之, “天”是

在最伟大者上面的那一

位(或作: 独一无二的伟大者). 《尚书》里讲, 

夏朝是“天”灭了它, 因为夏朝罪大恶极, 也即

是说, “天”是至高无上的掌权者, 可对各国施

行审判. 

 

 虽然“天”和“上帝”是两个不同的词, 来

表示至高无上的上帝, 但它们皆指同一位, 正

如汉朝学者郑玄在《史记》的注解中, 用一句

简洁的话指出: “上帝者, 天之别名也. 神无二

主.” (见《史记》卷二十八·书六·封禅书) 30  

 

 

(B.2)   上帝不同于其他的神灵 

英国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

1935)被誉为西方最伟大的

汉学家. 在他 1912 年出版

的《华英字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里 , 给

“帝”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 

a) “God”, 上帝, 宇宙最高

的统治者; b) “god”, 神, 人

们敬拜的精灵, 如死去的帝

                                                           
30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70-71 页. 

 
Herbert A. G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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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等. 因此, “帝”这个字可以指神灵(spirits)、

皇帝, 或者上帝(Shang Di), 但是“上帝”永远是

指那位创造世界的造物主. 中国古人认为有些

多神灵存在, 但至高无上者只有一位, 就是“上

帝”, 也称为“天”.31  

 

重要的是 , 英语中的“God”与“god”或

“gods”意思有明显的不同; God 和 god 在英语

中属于不同的阶层. 同样, 在圣经中也有全能

的上帝和其他神灵之分.  

 

总而言之 , 所

有的字典对上帝和神

灵的定义是一致的 . 

既然字典反映了公众

普遍的意见, 就可以

说中国古人有着普遍

的认知 , 即上帝是至

高的创造主 , 而神灵

则是指比上帝等级低

的精灵.32   

 

唐振基总结道: 

“在大量查考古籍后 , 

我们确知中国古人认知的‘上帝’或‘天’, 与圣

经中唯一的真神上帝是一致的, 和基督徒崇拜

的上帝是同一位.” 中国古籍专家理雅各(James 

Legge)也说: “我们通过了解他们所敬拜上帝

的属性得出, 他们敬拜的上帝和我们敬拜的是

同一位.”33 现在, 就让我们一同来探讨中国古

人对上帝属性的观念.  

 

 

(C)  上帝的属性 

(C.1)   上帝的属性之意义 

什么是上帝的属性? 唐振基将上帝的

“属性”(Attributes)定义为上帝所具有的神性之

                                                           
31   同上引, 第 71 页. 
32   同上引, 第 72 页. 
33   同上引, 第 73, 96 页. 

显著特点, 这些特点是祂与人交往的基础. 只

有把祂的所有属性放在一起来看, 才能对祂有

更好的认识. 唐振基把中国古籍对上帝的描述

与圣经中对上帝的描绘作一比较, 其结论是: 

中国古籍记载的上帝之属性与圣经中启示的

上帝之属性是相同的. 换言之, 我们有很好理

由相信两者所说的“上帝”其实是同样的一位

上帝. 

 

无论如何, 唐振基并不否认有者可能不

赞同他的论点. 他评述道: “或许读者持不同的

意见, 认为作者的论述只是选择了支持本书观

点的内容; 还有的读者可能认为, 中国古籍表

明的观点, 并不代表现代中国人对上帝的认识. 

(尽管如此)这两种看法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 

就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中国先祖对上帝的认

识, 在许多方面与圣经中启示的神性相一致; 

但由于一千多年来印度佛教的广泛影响, 已经

大大改变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最初对上帝属性

的认识, 因此现代人(现代中国人)对神性的理

解, 显然与古代中国人在未接受外来佛教前的

理解有很大的差异, 但这不能使中国先祖对上

帝有认识的这一事实有所改变.”  

 

根据汉学家麦都

思(W. H. Medhurst), 上帝

在中国古籍中被提到过

175 次. 只有一次用这个

词说上帝不好, 其余的都

是指创造主上帝. 将这些

古籍对上帝的描述, 与圣

经所记载的上帝之属性

作一比较, 麦都思得出中

国人对上帝的概念是: 上帝从来不会以任何有

形的形象显现在我们面前. 确实, 我们被警告

不要把他与庙里供奉的偶像相混淆; 这位至高

的掌权者, 一次又一次对我们宣称, 他同看得

见的天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上帝的核心认识是: 

他有宇宙性的超越, 有无限量的能力, 是公义

的、荣耀的、尊严的、有统治权的.  

 

 
W. H. Medh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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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对中国文

化有深入了解, 最先翻译

《四书五经》的汉学家

理雅各 (James Legge)与

麦都思得出相同从结

论.34 理雅各在 1852 年说

道: 中国人与其他落后民

族有两点显著的不同: 他

们所描述的上帝始终是

一致的; 他们从来没有举出另一位与上帝相似

的神. 中国人认为上帝一直是这样一位造物主

和全能的主宰, 是圣洁的、 公义的和完美的. 

没有任何一位“与他相当或者是仅次于他的”, 

他是独一无二的.35   

 

我们可用几种方法把上帝的属性分类, 

我们选择用上帝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

来划分. “自然属性”(Natural Attributes)指祂自

身独有的特性, 是人类无法拥有的. 至于祂的

“道德属性”(Moral Attributes), 是指祂已传达

给祂最珍视的创造物  —  人类. 信徒应该仿效

祂的道德属性, 但离祂的标准还相差太远, 唯

有借着与祂亲近更新自己, 才能越来越像祂.36 

                                                           
34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近代英国著

名汉学家, 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 

从 1861 年到 1886 年的 25 年间, 他将《四书》、《五

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 共计 28 卷. 理雅各的多

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 儒

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中国编年史》等著作

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35   理雅各强调“一神信仰”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只是它沉沦暗淡, 被诸多纷杂迷信所遮掩, 虽然两千年

来它肯定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 但它确实存在. 理雅各

坚持认为一神的观念至今都存在于部分中国人心中, 并

没有因为理学的昌盛和佛、道的盛行而全然消失. 他还

借《大明会典》所载冬至祭天之祝词和明朝皇帝祭太

庙之祝词来了解中国人对“上帝”的想法, 认为其中显示

“上帝”在中国人心目中是“自在的”(或译“自有的”, self-

existent), 行礼者对“上帝”表现出绝对恭谨, 而“神”处于

次级位置, “上帝” 高于诸神, 与“神”绝不可等同. 参“传

教士眼中的中国古代真神  —  理雅各与利玛窦的异同”;  

www.cssn.cn/15/1513/201304/t20130408_340692.shtml . 
36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72-73 页. 

(C.2)   上帝的自然属性 

 

(一) 上帝是永恒的(从亘古到永远) 

“永恒”(Eternal / Everlasting)这一词有

两个含意: 第一个是喻意, 表示有始无终的存

在, 例如天使和人类的灵魂, 他们有个开始(被

上帝创造的时刻), 但没有终点(不会消失). 第

二个是直译, 表示一种无始无终的存在.  

 

上帝的存在是属于第二种, 因为祂是自

有永有, 无始无终的神. 上帝不受时间的限制

或束缚. 时间的开始是 创世记 1:1: “起初, 神

创造天地.” 时间的结束是在 启示录 21:1, 那时

神创造一个永恒的新天新地. 但 诗篇 90:2 说: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
到永远 , 祢是上帝 (神 ).” “亘古 ”是创世记

1:1(时间的起点)之前, “永远”是启示录 21:1(时

间的终点)之后. 但上帝存在于时间之前, 也存

在于时间之后, 祂超越时间, 是永恒的上帝.  

 

中国人有永生的概

念. 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

总集《诗经 ·大雅 ·荡之

什·江汉》记载 : “天子万

年”(译文: 愿天子万岁 )37 

[或译 : 愿天子活到永远 , 

编译者按]. 唐振基贴切指

出, “万岁”代表永无止尽. 

中国古人相信代表上帝掌

管人类的君王, 在贤德的统治下, 活在上帝的

面前 , 和永生的上帝的特点是一致的 ; 正如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所记: “文王在

上.于昭于天…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译文: 文王受命上帝, 赞美上帝如

日中天… 周朝的光明, 是因为上帝的天命. 文

                                                           
37  本章的译文是摘自唐振基所著的《先贤之信》, 

论到这些译文, 唐振基写道: “将这些古籍译成现代汉语

时, 都参考了目前国内专家的作品, 例如诗经的专家周

振甫, 四书五经的专家陈襄民、刘大祥等人的译文, 以

保证译文内容的权威性.” 见《先贤之信》, 第 66 页. 有

关四书五经, 请参本文附录一. 

 
理雅各 James Legge 

http://www.cssn.cn/15/1513/201304/t20130408_3406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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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下升降, 在上帝的左右侍奉) [或译: 都在

上帝的掌控中, 编译者按]38 

 

(二) 上帝是自主的(有绝对主权的) 

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不仅是永恒的, 也是

自主的(Sovereign), 意即上帝有其旨意, 并有绝

对的权能去执行和成就祂的旨意. 虽然上帝看

似默默地、间接地做

工, 但祂最终是掌管一

切的. 人类在道德基础

上虽可自由行动, 但却

不能超越神权能的旨

意. 简言之, 上帝有绝

对的权能, 是完全自主

的, 如先知但以理所说: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

权”(但以理书 4:25),39 也如巴比伦帝国之王尼

布甲尼撒所承认的: “祂(上帝)都凭自己的意旨

行事. 无人能拦住祂手”(但以理书 4:35).  

 

根据唐振基 , 中国

人明白“上帝”或“天”具有

权能的旨意这一事实 , 并

表现在中国人特有“天命”

概念上 . 天命是上帝在选

择国家统治者时不可抗拒

的旨意. 中国古籍显示, 古

代的中国人很清楚在设立

国家统治者的大事上, 上帝或天有绝对的主权, 

因此有“真命天子”的说法(注: “真命天子”是中

国古时所谓秉承天命降世

的皇帝 ); 例如《诗经 ·大

雅·文王之什·大明》记载: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译文: 旨意来自上天, 

将王位赐给文王 , 建立周

朝都城为京 ). 《诗经 ·大
                                                           
38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77 页. 
39   但以理书 4:17: “圣者所出的令, 好叫世人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 或立

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也参 但以理书 4:32) 

雅 ·皇矣》也记载 : “帝作邦作对 .自大伯王

季”(译文: 上帝立国又立君王, 从太伯[或称泰

伯]到王季).40  

 

(三) 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凡事都知) 

中国古籍记述了上帝的全知性, 强调上

帝是无所不知 , 无人能逃脱祂的审判 ; 例如

《尚书·周书·泰誓中》记载: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译文: 上天看得到所有人民的

情形, 上天听见人民的言谈). 简之, 就如《诗

经·大雅·荡之什·抑》所记: “昊天孔昭”(译文: 

伟大的上天一切都明白).   

 

这样的描述与圣经

所启示关于上帝的无所不

知, 是相符一致的, 如诗篇

139:1-6 所言: “耶和华啊, 祢

已经鉴察我, 认识我. 我坐

下, 我起来, 祢都晓得; 祢从

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察; 

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啊, 我舌头上

的话, 祢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祢在我前後环绕

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

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及的.”41 

 

(四)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四处都在) 

上帝是无处不在的, 但祂与泛神论中所

谓“神存在于万物之中”是大不相同的. 泛神论

指神即是万物, 万物即是神. 不过圣经所启示

的上帝虽是无所不在, 却有别于万物, 是一位

超越万物、具有位格的神.  

 

圣经在耶利米书 23:23-24 记述上帝所

说的话: “耶和华说: ‘我岂为近处的神呢? 不也

为远处的神吗?’ 耶和华说: ‘人岂能在隐密处

藏身, 使我看不见他呢?’ 耶和华说: ‘我岂不充

                                                           
40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76 页. 这里的“大

伯”是指太伯(或称“泰伯”, 约公元前 1165-前 1074 年)是

第一位吴国君主, 东吴文化的宗祖. 王季本名姬历, 是周

文王姬昌的父亲.  
41    同上引, 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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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地吗?’ ” 中国古人也信一位充满天地, 无

处不在的上帝, 如《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

矣》记载: “皇矣上帝. 临下有赫. 监观四方. 求

民之莫”(译文: 伟大的上帝啊, 用威严君临天
下, 洞察四方的形势, 谋求人民生活安定). “君

临天下”表明上帝的无所不在, “洞察四方”表

明祂的无所不知.42 

 

(五) 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凡事都能) 

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全能的, 而祂的权

能没有限制. 换言之, 祂要做什么都会成就. 这

亦表示祂有能力掌控所有的民族与所有的领

域. 圣经在约伯记 42:2 中说: “祢(上帝)万事都

能做; 祢的旨意不能拦阻.”  

 

当夏朝的统治者腐

败时 , 上帝就用商朝取而

代之. 当商朝衰败时, 祂把

国家交给周朝 , 使人数众

多的商朝人服从了周朝的

统治 , 再次彰显了祂的权

能 . 《诗经 ·大雅 ·文王之

什·文王》记载: “商之孙子. 其丽不亿. 上帝既

命. 侯于周服.”(译文: 商的子孙成千上万, 上帝

既然命令, 他们就臣服周朝了). 此外, 中国古

代历史文献汇编《尚书·周书·梓材》(编者注:

《尚书》亦称《书经》)也如此记载: “皇天既

付中国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译文: 上天既

然把中央之国的臣民与疆土托付给了先王…).  

 

此外 , 《诗经 · 大

雅 ·荡之什 ·烝民》记载 : 

“天生烝民 .有物有则”(译

文: 上帝生养了天下无数

的人民, 让一切事物有法

度、有原则). 这句话显示

上帝是全能的, 祂能从无

变有  —  创造和生养无数

                                                           
42    同上引, 第 80 页. 

的生命, 并且设定了各种法则(包括各种科学

的物理定律), 使一切事物有法度、有原则.43  

 

简之, 中国古典书籍中清楚证明中国古

人相信上帝是大能的创造主, 《“上帝在中国”

源流考》一书的作者杨鹏也赞同这点. 趙望曦

在 2015 年 2 月 2 日的《基督日报》中报导说: 

“杨鹏并非基督徒, 他仅从学术的角度分析‘上

帝’这观念在中国的历史. 近日, 他接受国内教

媒访问时, 分享了研究中得到的启发. 书中考

证了‘上帝’在中国古典书籍的源流, 指出‘上

帝’在商朝的甲骨文已经存在,44 并非外来基督

教的概念.”  

 

“ ‘上帝’是中国

自古已有的观念 ,” 趙

望曦继续报导说, “对

于基督教的上帝及中

国自古以来所说的‘上

帝’, 杨鹏认为两者属

于同一概代. 他指出不

同宗教与地域对创造

主有不同的称呼, 如中

国传统称之为 ‘天 ’或

‘上帝’等, 但实际上指的都是创造万物的主.”45  

 

我们将在下期的《家信》中继续探讨

中华祖先所谓的上帝, 特别是祂的道德属性 

(上帝是爱、是神圣的、公义的、智慧的、信

实的、良善的、慈悲怜悯的、满有恩典等), 

并证实祂与圣经中的上帝是一致的. 

 

(文接下期) 

                                                           
43    同上引, 第 79, 81 页. 
44   参本文附录二: 商朝人与周朝人对上帝的观念. 
45  参 “楊鵬指‘上帝’不分中外, 是普世的創造主”;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articles/24820/20150202/

楊鵬指-上帝-不分中外-是普世的創造主.htm . 有关杨鹏

对“上帝信仰”这方面的研究和观点 , 以及其所著的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

一书的研究历程和由来, 请参本文附录三: 杨鹏在其新

书发布暨研讨会上的发言. 

 
杨鹏在其新书发布会

上分享“上帝信仰”是

中国自古已有的观念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articles/24820/20150202/楊鵬指-上帝-不分中外-是普世的創造主.htm
http://chinese.gospelherald.com/articles/24820/20150202/楊鵬指-上帝-不分中外-是普世的創造主.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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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的四书五经 

 

“ 四 书 五 经 ” 是

《四书》和《五经》的合

称, 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

籍. 四书又称为四子书, 是

指《论语》、《孟子》、

《大学》和《中庸》. 五经则是《诗经》、《尚

书》、《礼记》、《周易》和《春秋》.  

 

《四书》: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编辑《四书》, 作为研

究《五经》的入门书籍. 

1) 《论语》: 是孔子文集, 被认为是孔子教诲的

最可靠记录, 讲述孔子的仁道理念. 

2) 《孟子》: 是孟子文集, 讲论治国之道, 主张优

先考虑大众福祉, 并称孝道是良好社会的根基. 

3) 《大学》: 即博大的学问, 截取自《五经》中

《礼记》的一章, 强调国家的良好治理及天下

的太平是建基于帝王及其臣民的个人道德修

养(即所谓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4) 《中庸》: 即中庸之道, 取自《礼记》中的另

一章, 表达孔子提倡的“中和”及不偏激的理想. 

 

《五经》: 

孔子(约公元前 551 年-约公元前 479 年)表明他并

非《五经》的作者, 只是个编者. 换言之, 《五经》

是公元前 6世纪以前的历史记录. 

1) 《诗经》: 诗歌之书, 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 包

含 305 首宗教、宫廷及民间诗歌. 写作时间最

早可追溯到周朝(公元前 1046)至公元前 6世纪. 

2) 《尚书》: 也称“经书”, 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文

献汇编, 全书 58 章中的一些部分内容被认为

不太可靠, 但普遍被认可的部分包括了中国最

古老的历史著作.46  

3) 《礼记》: 礼仪之书, 强调依据道德原则而制

定的皇室礼仪、礼仪制度、礼器、祭祀、教

育、音乐, 以及学者风范等. 

4) 《周易》: 又称《易经》或“变幻之书”, 其作

者传统上被认为是周文王(约公元前 12 世纪). 

                                                           
46   《尚书》的前 5 章讲述帝王尧和舜的言行事迹, 

6 至 9 章记载夏朝历史(约公元前 2070-前 1600); 接下

来的 17 章记载商朝(公元前 1600-前 1046)及其败亡; 最

后的 32 章记载西周的统治(公元前 1046-前 771). 

它以一套符号系统來描述状态的简易、变

易、不易, 其中心思想是以阴阳的交替变化描

述世间万物.47  

5) 《春秋》: 春秋记事, 是第一本中国编年史, 记

录了公元前 722 - 前 481 年之间鲁国(孔子的故

国), 12 位帝王的统治. 《春秋》一名是“春-夏-

秋-冬”的缩写, 即用季节和年份来记事, 故这段

历史时期也因此被称为“春秋”时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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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商朝人与周朝人对上帝的概念 
 

 唐振基在他所著的《先贤之信》一书中指

出, 过去人们认为是虚构传说的中国朝代, 在考古

发现的证据下已经被证实是真实存在于中国远古

时代. 甲骨文卜辞和其他的考古发现, 可以追溯到

商朝(公元前 1600-前 1046)的武丁王统治时期(大

约公元前 1352 年, 即以色列历史中的约书亚时代).   

 

这些发现表明, 商朝人在他们历史的开始

时, 就对“至高无上者”(上帝)有了十分精确的理解. 

唐振基写道: “在最初, 上帝就已经被商朝人视为无

所不能、至高无上的上天来敬畏. 然后才是对自然

神的崇拜, 再到对祖先的崇拜.”49 

 

甲骨文卜辞不仅证实了商朝的存在, 也让

我们看见商朝人相信, 为了惩罚商朝统治者的败坏, 

上帝发出命令, 让商朝的敌人来摧毁腐朽的商朝. 

这表明, 商朝人认为上帝不仅是他们的统治者, 也

是周围国家的至高统治者. 此外, 商朝人知道上帝

掌管风、雨、雷电和干旱, 因此祂也掌管丰年和灾

年. 《尚书·周书·洪范》里记录了商朝人对上述这

方面的见证, 说到周朝灭了商朝后, 周朝的武王寻

                                                           
47   《易经》常用于占卜 (算命 ), 但孔子在《易

经》的引言中评论说, 《易经》的目的是要帮助人“穷

理尽性以至于命”(译文: 尽最大的力量追求真理, 为的

是遵循上天的旨意).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15 页. 
48   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四书五经 , 以及

唐振基所著的《先贤之信》, 第 15-17 页. 
49   商朝人相信灵界有三层神灵: 最高的是帝(主)

或上帝(至高的主), 中间的是神(自然、神灵), 最底下的

是各家族的祖先之灵. 中国先祖这方面的观念(即这三

层神灵同时存在), 推翻了一般宗教学者所持有的宗教

进化观点, 即人类是从低级的祖先及鬼神开始崇拜, 再

提高到对自然神的崇拜, 最终达到对至高上帝的崇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四书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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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商朝的贤臣箕子来做他的谋士, 箕子提出“人类

应当敬畏上帝”的治国之道. 他认为上帝统治自然

界的万勿,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会引起上帝的不

满, 遭致上帝的审判. 

 

 接下来的周朝(公元前 1046-前 256)也如商

朝一样, 敬拜同一位至高的上帝, 但他们亦称祂为

“天”.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 他们把“帝”与“天”交

互使用, 到了周朝末期, 几乎只用“天”来称呼上帝

了. 像商朝人一样, 周朝人也确信创造主上帝离他

们很近, 并积极参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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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杨鹏在其 

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的发言 

 
编者注: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  —  中国典籍中的上

帝信仰》一书出版后, 获得各界关注. 有基督徒学

者提醒说, 此书作者杨鹏并非基督徒, 并且声明他

所希望建构的中国文化精神, 是以“上帝文化”为基

础, 加上包含了儒、释、道、法、墨、阴阳历史传

统的新整合, 所以阅读此书时必须谨慎. 诚然, 此书

作者是以非基督徒的文化观点, 从“上帝”这个角度

去考究和分析中国的思想史, 书中所言并非全都合

乎圣经教导, 阅读此书的基督徒确实需要谨慎明辨. 

无论如何, 此书显示作者的研究证实了人类文明的

源头, 可能具有一致性与共同性; 中华文明之初有

“上帝”信仰, 相信有一个至高的力量在主宰世界. 

这样的观念正是圣经所教导的. 为了使读者对杨鹏

的思想和此书的由来有进一步的了解, 本文附录让

杨鹏自己发言, 也请读者慎思明辨.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2014 年 6

月 25 日, 由北京汉

唐阳光和腾讯文化

频道联合主办的

《“上帝在中国”源

流考  —  中国典籍

中的上帝信仰》新

书发布暨研讨会, 在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召开. 此

书作者杨鹏回顾了新书的研究历程和由来, 以下是

学者杨鹏发言的简要摘录:  

                                                           
50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66-69 页. 

非常高兴, 今天是一个朋友小范围的讨论, 

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 

 

(一)    继承中国“天”、“上帝”传统, 

发展中国“天学”、“上帝学” 

 

第一点, 从终极问题开始. 任何一个文明, 

都有终极性的概念, 这些终极性的概念是文明的核. 

中华文明中, 终极性的概念, 除了“道”外, 就是“天”

和“帝”. 我与一些朋友, 一直比较关心中国精神或

文化的基础的问题, 终极

性的问题. 我先研究“道”, 

2003 年出版了《老子详

解-老子执政学研究》, 这

是一本非常详细的注解 , 

通过对比儒家来理解道

家. 老子思想非常深刻的, 

极度冷静, 极度功利, 非

常理性, 甚至理性得让人脊梁发冷. 老子的心态, 更

像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心态, 冷静地观察研究这个世

界的规律.  

 

研究了“道”后, 我转来研究“天”和“上帝”. 

研究中国的“上帝”信仰, 与赵晓、唐际根、刘军宁

等几位朋友的交流很有些关系. 赵晓一直动员我加

入基督教, 虽然我至今还不是基督徒, 但他强化了

我对上帝议题的关注. 唐际根是安阳殷墟博物馆馆

长, 是富有人文精神的优秀的考古学家, 我随他去

看过曹操墓, 从际根这里我获得不少宝贵的甲骨文

研究的资料, 而且是电子版的, 助我从中了解中国

殷商甲骨文中的上帝信仰信息. 军宁则与我一直在

交流道家思想和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军宁倡导天道

自由主义, 不断强化“天道”这超验力量对中华文明

复兴的核心作用. 朋友间的这些交流, 激励了我的

研究. 

 

当然, 更重要的, 是上帝的启发. 几年前, 偶

然翻《尚书》, 看到“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 忽然想, 

商汤口中这个“上帝”, 是谁? 一种力量牵引, 我开

始收集整理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息, 一道光明就

这样从隐晦的历史中显现了出来. 追踪上帝在中国

典籍中的线索, 从上帝这个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思

想史, 这是上帝的启示(编者注: 按基督徒的观点, 

杨鹏在此所谓的“启示”其实是“启发”或“启迪”, 而

非圣经中所谓“上帝赐下的超自然启示”), 是上帝

 
杨鹏在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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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聚在一起, 来交流对生与死, 对人生意义十
分重要的话题.  

 

(二)   没有超越世俗的信仰, 

就没有超越世俗势力的精神依托 

 

第二点, 没有超越世俗的信仰, 就没有超越

世俗势力的精神依托. 古代的祭司, 是知识分子的

原型, 是站在天人之际讲话的. 中国思想史, 是一
部逐渐远离上帝, 远离上天的思想史, 是一部丢掉

上帝和上天信仰的历史. 没有了上帝信仰, 没有了

敬天之心, 表面上愈来愈只信自己, 自强不息, 事实

上是对世俗的权力屈服了. 没有了超越现实世界的

力量依托, 知识人的脊梁骨就断了. 中国君王插在

上天和知识人之间, 知识人围着君王旋转, 整个知

识界的精神风貌完全变了, 这是中国知识界与西方

知识界差异的核心所在.  

 

有人说知识界要有独立精神人格, 但如果

没有自己独立的信仰, 何来独立精神人格?  —  你

崇拜的对象是上帝, 你就可独立于君王. 你崇拜的

对象是天道, 你就可独立于君王. 你崇拜的对象是

天子(皇帝), 你怎么可能在天子面前独立? 有超越

世俗权力的依托, 才会有对世俗权力的超越. 所以, 

知识阶层独立性问题只是一种表相, 深层是知识阶

层超验信仰丢失的问题. 中国精神的发展, 要回到

超验信仰中来.  

 

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时代已结束, 以

政治转型为中心的时代不得不到来, 政治转型启动

之际, 信仰问题会成为重要社会问题. 老信仰的复

兴, 新信仰的兴起, 将是中国未来精彩的社会运动. 

在中国自身传统和西方传统的互动冲击中, 会有新

综合信仰的产生. 我希望以中国传统的天文化, 以
传统的上帝文化为基础, 构建中国的文化精神, 上
天之光照耀下的儒、释、道、法、墨、阴阳历史
传统的新整合,51 在这个基础上向世界各文化开放, 

吸引优秀的元素, 与世界各文化平等对话和融合. 

                                                           
51   由于杨鹏是非基督徒, 并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 

所以他希望以中国传统的“上帝文化”为基础, 来建构中

国的文化精神, 但其中包含了儒、释、道、法、墨、阴

阳历史传统的元素. 但对于基督徒的我们, 这不是我们

所追求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从中国古籍中, 探索中国古

(三)   “上帝”成为至上神, 

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融合象征 

 

第三点, 全球化背景中的文明冲突问题. 亨

廷顿 1993 年在 FOREGNAFFAIRS 上发表“文明的

冲突”一文, 视角非常宏阔, 但他认为, 不同文明的

核心内容, 是不可交流、不可融合的, 文明的冲突

是必然. 但事实上, 从历史的流变过程中, 并不是不

可交流. 交流过程, 是优势元素取代劣势元素的过

程. 以基督教中国传播为例. 中国几千年的本土宗

教结构, 是上帝-自然神-祖先灵的宗教结构, 但与

基督教互动中, 自然神崇拜基本消失, 具有宗教意

义的祖先神崇拜也逐渐消失, 但“上帝”没有消失. 

基督徒用中国本土的“上帝”概念翻译了基督教至

上神, 因此“上帝”这个至上神意识大为普及, “上

帝”成为至上神的最流行概念,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基督教文化的融合象征.52  

 

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 在价值取向上, 都认

为个人的独立自由是国家发展的前提. 但独立的个

体, 如果没有对超验力量的敬畏, 就可能将自己视

为上帝, 秦始皇就把原来上帝的称呼  —  皇帝  —  

用到了自己身上. 没有信
仰的个人主义, 没有信仰
的自由主义, 是有些可怕
的. 多年前, 赵晓倡导“教

堂+市场经济”, 认为没有

“教堂”的“市场经济”, 没

有信仰激励和约束下的市

场功利追求, 很有问题. 从

中国传统来看, 墨子是“教

堂+市场经济”的最早的倡导者. 中国的文艺复兴, 

一要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 二要有历史和传统意

识, 应是两者的结合.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是

对中国传统的上帝信仰, 传统的天信仰的追溯. 追

溯历史, 是为了开启未来.53  

                                                                                               
人对上帝的观念, 进而察验与证实我们的中华祖先是认

识和敬拜圣经中所谓的上帝的.  
52   值得一提的是, “上帝”成为至上神不是因为受

了基督信仰(基督教)的影响, 因为早在基督信仰传入中

国以前, 中国古人已经有“上帝是至高无上者”观念, 其

证据就在中国古籍里所描绘有关上帝的各种超然属性.  
53  此附录摘自“ ‘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概念”一文, 

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fdb1140102uzus.html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fdb1140102uz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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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十): 
挑战四: 基督信仰抄自民间信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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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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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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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寻找事实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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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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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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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特 博  (Lee Stro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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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是抄袭之物! 曾任

圣公会牧师的哈普 (Tom 

Harpur)在其所著的《异教

基督》(The Pagan Christ)一

书中声称: “基督信仰是在第

一世纪以一个小教派开始 , 

它的源头与动力, 从头到尾

是从异教来的.” 基督信

仰 , 特别是关于耶稣基

督所言所行 , 真的是抄

袭自异教的“假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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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找出真相. 之前, 

我们读到史特博采访了一位钻研耶稣基督

复活之课题的专家李康纳博士 (Michael 

Licona), 但这两期, 他采访了著名权威学者

兼考古学家山内博士(Edwin M. Yamauchi, 

下文简称“山”),56 誓要查明真相.               

 

挑战四:  基督信仰(Christianity’s Beliefs)是从民

间信仰抄过来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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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内博士(Edwin M. Yamauchi)在美国麻省著名的布兰

代斯大学(或称“布兰迪斯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荣

获地中海研究博士学位 , 并在俄亥俄的迈阿密大学

(Miami University, Ohio)执教逾 35 年. 山内研读过 22

种语言, 包括: 亚甲文、亚兰文、希伯来文、希腊文、

科普特文、埃及文、叙利亚文、乌加列文(Ugaritic)、

曼达文(Mandaic)、中文等等. 他拥有 8 个院士衔, 发表

过逾 88 篇专文, 涉及密特拉斯膜拜(Mithraism)和诺斯

底主义(Gnosticism), 又刊登了近 200 篇学术文章及评

述. 他到过逾百所院校教学, 包括普林斯顿、耶鲁、芝

加哥等等, 参加过许多考古计划, 包括率先在耶路撒冷

发掘了希律圣殿. 山内的 17 本著作, 包括厚达 578 页的

权威著作《波斯与圣经》, 对密特拉斯教有颇详的论述. 

其他著作包括《希腊与巴比伦》、《诺斯底伦理与其

曼达派教义的根源》 (Gnostic Ethics and Mandaean 

Origins, 注: 曼达派是伊拉克的诺斯底教派)、《考古与

圣经》、《新约圣经考古学》、《初代基督教世

界》、《非洲与圣经》和《前基督教诺斯底主义》等.  

(文接上期) 

(G) 抄袭的嫌疑? 

一些学者著书或在网站指出, 基督信仰

是从民间信仰抄袭过来的. 有者表示许多古代神

秘宗教的神衹皆与基督信仰有不少相似点, 只是

这些神秘宗教采用不同名称而已, 例如他在波斯

被称为密特拉斯 (或称“米思拉斯、密特拉”, 

Mithras / Mithra), 在许多神秘宗教发源地的埃及, 

他被称为奥西里斯(另译“奥斯利斯”, Osiris), 在

古代希腊叫狄俄尼索斯 (另译“狄奥尼索斯”, 

Dionysus), 在小亚细亚称为阿提斯(另译“亚狄

斯”, Attis), 在叙利亚叫阿多尼斯(或译“亚当尼

斯”, Adonis),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叫塞拉皮斯

(Serapis)等等.  

 

上期, 史特博向山内提出基督信仰抄自

密特拉斯教的种种嫌疑, 但都被山内以真凭实据

作出强有力的反驳, 证实这些看法无法成立. 现

在, 史特博把话题转到其他古代神衹身上, 要知

道这些神衹有没有“死而复活”的可靠证据. 山内

把坊间作品列出的“可能人选”逐一评论.   

 

山: “首先, 马杜克(另译“马督”, Marduk)或狄俄

尼索斯 (Dionysus)都没有复活 , 塔模斯

(Tammuz)也没有  —  

他是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的 生

殖之神 , 苏美尔人

(Sumerian)称他为杜

穆兹(Dumuzi), 他不

算真的复活了.” 

史: “你的意思是…” 

山: “他是借女神伊南娜-

伊什塔尔(或译“伊拿

拿-以设达”, Inanna-Ishtar)57而‘复活’的  

—  这是最普遍的看法, 纵使有关这方面

的神话文本(text)已失传. 1960 年由克拉

默(S. N. Kramer)出版的一册新发现的诗

                                                           
57   伊南娜(Inanna)也称为“伊什塔尔”(或译“伊师

塔、伊丝塔”, Ishtar), 是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负责爱

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是美索不达米亚, 亦即苏美尔

人[Sumerian]所崇拜的女神).  

 
Edwin M. Yamau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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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证明女神不仅没有把杜穆兹救活, 反

而使他作替身, 把他送到冥界(underworld)

去. 另外一处隐晦的残篇, 显示他可能找他

妹妹每年代他到冥界去 6 个月  —  这一切

又与时令季节、农作循环相关, 根本不是

复活.”  

史: “阿多尼斯(Adonis)又如何?” 

山: “后世的作者把塔

模斯当作阿多尼

斯, 他被阿弗罗底

(Aphrodite) 所 爱 . 

崇拜阿多尼斯的

风气并不很盛, 而

且信众多数是妇女 . 林布列徹 (Pierre 

Lambrechts)指出, 最早的阿多尼斯资料并

无关于复活的事, 而仅有的四个关乎复活

的文本, 全是二至四世纪的  —  比耶稣(基

督)要晚得多(意即其可靠性受到质疑).” 

史: “西布莉(或译“西布儿”, Cybele)与阿提斯

(Attis)又如何?” 

山: “阿提斯是‘大母神’(Great Mother goddess) 

西布莉的爱郎, 因为不忠, 给西布莉逼疯了, 

自阉而死. 值得注意的是, 西布莉教的祭司

全是阉人. 林布列徹说得清楚: 阿提斯的

‘复活’要到主后 150 年才出现, 比耶稣晚了

逾百年.” 

 

史特博过后也评述说, 上述故事是与耕

种收成相关的神话. 他指出纳什(或译“纳殊”, 

Ronald Nash)曾说: “那些拜西布莉的人相信, 每

年重演阿提斯的故事, 可保五谷丰收. 但是西布

莉只有保存阿提斯的尸体不朽的能力, 只能叫毛

发继续生长, 小指头动几下  —  别的版本则说阿

提斯变成一棵长青树.”  

 

史: “那被切成 14

块的奥西里斯

(Osiris)又如何? 

李康纳(Michael 

Licona)说, 奥西

里斯的姐妹伊

希斯(或译“艾色斯”, Isis)把他拼合, 却欠了

一块.” 

山: “奥西里斯被兄弟塞特(Seth)杀死, 连人带

棺丢进尼罗河里. 伊希斯把他救活了. 至于

碎尸, 是后来的事.” 

史: “这些故事, 都比基督信仰更古老吗?” 

山: “都记在普卢塔克(另译“布鲁塔”, Plutarch)

的作品里, 是第二世纪的东西, 与古埃及文

本吻合. 可是, 把埃及人的来生观与基督信

仰的复活观相混, 是混淆视听的事. 埃及人

认为要保存遗体, 就必须造成木乃伊, 还要

供养, 念咒(纯正的基督信仰禁止为死了的

信徒念咒, 也不供养他们, 编译者按). 埃及

人的观念不涉及死人复活, 他们讲的, 是人

的灵魂萦绕着遗体.” 

史: “这不算复活吧?” 

山: “起码不能与耶稣复活相比, (传说中的)奥

西里斯虽然活过来 , 所统治的却是冥界
(underworld).” 

 

 美国的经文评鉴学

家梅茨格 (另译 “麦兹格 , 

Bruce Metzger)同意这观点. 

他说: “这是否称得上复活, 

颇成疑问, 尤其当普卢塔克

说奥西里斯的信徒甚愿能

葬于他身旁. 当地传统认为

奥西里斯的尸身仍在坟墓

中.” 耶路撒冷圣经研究院主任、法国神甫兼学

者德沃克斯(Roland de Vaux, 简称 De Vaux)指出: 

奥西里斯“永不超生, 永作冥王”, 充其量只是个

“木乃伊神”. 瑞士学者瓦格纳(或译“华格纳”, 

Günter Wagner)也说: 奥西里斯没有复活, 被救活

后, 去了冥界作王.” 

 

 山内认为许多故事与耶稣基督复活相比, 

优劣立见. 他说: “所有神话都是重重复复, 千篇

一律, 与自然循环有关. 既无真实的历史人物, 也

无牺牲代赎的意义. 耶稣基督却不一样, 就连非

基督信仰的权威, 例如约瑟夫(Josephus)、塔西

佗(或译“塔西图”, Tacitus), 都证实耶稣(基督)是

在提庇留(Tiberius)在位期间死在本丢彼拉多手

下. 耶稣(基督)复活的报导早已有之, 而且与目

 
Bruce Metz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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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者的见证紧扣.” 山内肯定地说: “听来全都是

事实, 不像神话般缥缈.” 

 

(H) 童女生子 

耶稣基督的门徒马太, 还有“从头详细考

察这些事”的第一世纪医生路加(即路加福音的

作者), 异口同声说耶稣基督是由童女所生(太

1:23; 路 1:27), 这是“不可能”的事吧  —  除非耶

稣基督的复活也是真的. 复活可证实主耶稣的神

性, 因此“由童女所生”不仅可信 , 且是无可反

驳、合情合理. 

 

反耶稣基督的言论, 

不少是说童女生子不是历

史事实, 而是荒诞的神话, 

与宙斯 (Zeus)或珀尔修斯

(或译“贝素斯”, Perseus)58

的神话同流. 美国的杰尼阿

塔学院(另译“璜尼亚达大

学”, Juniata College)宗教系副教授米勒(Robert J. 

Miller)说: “声称耶稣(基督)没有生身的父, 祂是

神子, 这根本是从异教而来的想法. 异教文化相

信‘神人’都有神为父、有女人为母. 童女生子, 

正好满足外邦基督徒对耶稣的期望.” 

 

任教于德堡大学 ( 或译 “ 迪保大学 ”, 

DePauw University)、常就“符类福音”(Synoptic 

Gospels)59发表论述的班迪(Walter E. Bundy)也

持同样意见: “超然降生、童女生子, 全是异教思

想, 想必来自外邦基督徒的手笔.” 同样地, 不信

派的弗林(或译“费林”, Tom Flynn)在《自由诘

问》(Free Inquiry)杂志撰文说, 耶稣基督既有其

过人之处, 能够启动当年制造神话的机器, 结果

造出童女生子之类的神话, 乃是意料中的事.  

 

史: “针对上述这些看法, 请你回应一下.” 

                                                           
58   珀尔修斯(Perseus)在希腊神话是宙斯(Zeus)和

达那厄(Danae)之子, 曾杀死怪物 Medusa, 并从海怪手中

救出 Andromeda.  
59   “符类福音”(另称“对观福音、同观福音、共观

福音”, Synoptic Gospels)是指马太、马可和路加三本福

音书的合称, 因为这三本福音书的内容、叙事安排和整

体观点皆很相似, 属于相符之类, 可放在一起对观同观. 

山: “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的讲法, 是与众不

同的. 首先, 它有源远流长的旧约预言为基

础, 特别是《七十士译本》(旧约圣经的希

腊文译本)中的 赛 7:14: 以赛亚用的原文希

伯来字 almah 指少妇, 《七十士译本》的

希腊翻译则是 parthenos {G:3933}, 这字

毫不含糊的解作童女. 无疑的, 在古时云英

未嫁的都是童女, 跟今日情况略有不同.” 

史: “耶稣(基督)由童女而生, 到底与传说的神

衹有何相似?” 

山: “仔细比较, 即可见两者不尽相同(意即有

不同之处). 以宙斯为例, 这些神衹是好色

的, 与世人无异; 但耶稣(基督)不是这样, 祂

是全神全人, 是永在者, 成了肉身来到世间. 

还有, 福音书把耶稣(基督)放在具体的历史

时空里, 神话里的神衹却没有这一点. 所以, 

即或神话式的诞生比基督信仰更早, 也不

能指基督信仰抄袭神话.” 

 

锡达维尔大学(另译

“ 塞达维大学 ”, Cedarville 

University) 教授葛罗 玛基

(Robert Gromacki) 于 2002

年出版的《童女生子》(The 

Virgin Birth)一书中也道出

同一论点: “这是‘因为比它

晚, 所以就是从它而来’(拉丁文: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英文译作 : after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的逻辑谬误之最佳例子.60 柏拉图

(Plato, 主前 427-347 年, 希腊哲学家)写‘神存在’

比使徒保罗早, 但这不等于保罗必然拾希腊哲学

家牙慧! (意指保罗抄袭希腊哲学家的论点, 编者

按) 硬说童女生子源于异教思想, 乃是过分强调

相似之处, 而漠视根本相异之点的结果.” 

                                                           
60   让我们用 x 和 y 代表两件事来解释. 此逻辑谬

误是: 由于 x 发生的时间比 y 晚(即 y先发生, 过后 x 才

发生), 所以结论就是 x 肯定是从 y而来, 或说 x 肯定是

受到 y的影响. 但事实上, 虽然 x 比 y迟发生, 但 x 可以

完全与 y 无关. 举个例子: 虽然中国商朝(公元前 1600-

前 1046)的人早已论到上帝或神, 但这不表示大约 1,600

年后的保罗写关于圣经中的上帝或神时, 一定是抄袭中

国商朝人的观点, 因为保罗是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来源

(旧约圣经和主耶稣直接的启示)来获取相关资料. 

 
Robert Gromacki 

 
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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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狄俄尼索斯(Dionysus)又如何? 他是酒神

兼生殖之神, 又名巴克斯(或译“巴古斯”, 

Bacchus). 许多人说他是童女所生的.”61 

山: “根本没有证据. 原本的故事是这样: 宙斯

化身为人, 爱上卡德摩斯(Cadmus)的女儿

塞默勒公主(另译“斯美利公主”, Princess 

Semelê). 塞默勒怀了宙斯的孩子, 宙斯的

妻赫拉(Hera)要把塞默勒烧成焦炭! 宙斯急

忙救出胎儿, 藏在大腿之内, 直到胎儿出生  

—  但这是童女生子吗?” 

史: “宙斯洒下金雨, 使达那厄(Danae)成孕, 生

下珀尔修斯(Perseus)的故事呢? ” 

山: “宙斯与凡间女子交合的故事, 多不胜数. 

宙斯与犹太人的神(耶和华)最大的分别, 是

后者的拟人法不照字面解释, 前者却恰恰

相反. 希腊的神‘人性’得很, 例如会恋慕凡

间女色  —  但神话的焦点正在于‘人性’. 耶

和华虽也会以人形出现, 却与人截然不同. 

就这样, 两者根本不同, 

两种神观完全不一样.” 

 

曾在普林斯顿教授新

约圣经研究 23 年的著名学

者梅钦(J. Gresham Machen), 

在其巨著《基督由童女所

生》中也提出相同看法:  

 

宙斯可以不化身为人, 而是化为金雨与达

那厄交合, 但神话的意思完全一样: 宙斯

求的只是凡间女色! 神话所及, 尽是神爱

凡女, 重点完全不在于某位‘神人’有没有

生身的凡间父亲… 试问相形之下, 《马

太》和《路加》的记载, 与宙斯的情史相

距何止千里?” 

 

梅钦也注意到游斯丁(Justin Martyr)62在

第 2 世纪的辩道中提及耶稣基督“好像珀尔修斯

                                                           
61   狄俄尼索斯(Dionysus)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罗

马人则称他为巴克斯(Bacchus). 
62   游斯丁(Justin Martyr, 另译“查斯丁”, 约主后

100?-165?年)是基督徒教会的早期“教父”, 结合基督教

义与希腊哲学而奠定历史神学基础, 曾上书护道, 后被

一样由童女所生”, 有者因此认为游斯丁将两者

等量齐观, 但梅钦不以为然:  

 

我们切勿忘记, 游斯丁与俄利根(Origen)的

做法, 乃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他们实质上

是对异教徒说: “你们说基督不可能是童女

生的, 但这真比你们自己的故事更加难以

置信吗?” … 游斯丁说珀尔修斯是童女所

生, 但他志不在此, 因为异教资料似乎没有

用“童女”去描述神话或历史英雄的母亲, 

而只将他们当作神生的. 

 

(I) 其他历史资料 

神话人物超然诞生的指称是一回事, 但

说基督信仰以前的历史人物  —  从佛祖(Buddha)

到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63  —  乃是

童女所生, 则全然不同了. 史特博特意把有关经

文拿来对照一下. 史特博第一个问题是关乎亚历

山大大帝的出生  —  传说不多, 其中一个说他没

有原罪. 

 

史: “你对这方面有何看法?” 

山: “他是马其顿人腓力(Philip of Macedon)与

奥林比雅(Olympias)的儿子, 这是不成疑问

的. 亚历山大的父亲在主前 336 年遇刺, 旋

即继位. 至于说宙斯使奥林比雅怀孕而生

下他, 这只是后人的宣传伎俩, 目的是叫人

拜他.” 

 

事实上, 普卢塔克明明地说, 奥林比雅曾

经否认亚历山大是宙斯的儿子  —  她论到宙斯

之妻说: “拜托, 亚历山大别再在赫拉面前诋毁我

好不好 ?” 历史学者格林 (或译 “格连 ”, Peter 

Green)指出: “我们对亚历山大的童年事迹知之

甚少, 仅有的又没什么历史价值(因很多是虚构

的神话或传说, 编者按).”    

                                                                                               
罗马皇帝判处死刑 , 所以被俗称为 “殉道者游斯

丁”(Justin Martyr). 
63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主前 356-

323 年)是希腊帝国的伟大帝王. 年仅 20 岁的他于主前

336 年继承马其顿国王之位后, 就东征西讨, 扩张领土, 

先后征服希腊各城、埃及和波斯, 并侵入印度, 在短短

10 年内建立了希腊帝国, 可惜英年早逝(33 岁时病逝).  

 
J. Gresham 

M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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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又有人说佛祖是童女生的, 但这也不正确. 

佛祖生平是他死后 5 百年才有文字记录的, 

其历史性不大可靠. 传说佛祖的母亲梦见

小白象钻到肚子里成孕, 但当时她已结婚

多年了, 肯定不是童身! 后期的佛祖资料, 

全是他死后 5 百至 1 千 5 百年才出现的, 

旨在渲染他的神奇. 其中一些与耶稣(基督)

相仿的, 甚至可能是从基督信仰搬过去的.” 

史: “谈到佛祖, 我想起另一个东方宗教. 有人

说印度神克里希纳 (另译“克里基什拿”, 

Krishna)也是童女生的.” 

山: “不对. 他的妈妈生他之前, 已生过七个儿

子, 他的信徒对此也直认不讳.” 

史: “琐罗亚斯德(另译“琐拉斯达”, Zoroaster)

又如何?” 

山: “玛丽 ·博伊斯 (或译“马利 ·宝丝”, Mary 

Boyce)说琐罗亚斯德是主前 1 千年的人, 

也有学者以他为主前 6 百年的人(注: 此人

生于波斯, 被视为“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

人). 据《火教大全》所载, 琐罗亚斯德的

母亲喝下吼玛草圣水(sacred haoma)就怀了

他. 但这是主后 9 百年才有的记载, 比耶稣

(基督)晚了好多.” 

史: “你认为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之说乃是抄

袭, 这指称是否合理?” 

山: “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差异太大了. 我不认

为有人能够力证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乃

是源于异教或别的资料. 耶稣(基督)”为童

女所生, 是事后不久即记述下来的, 而这些

文献也没有任何渲染的嫌疑.” 

 

美国首屈一指新约圣经

学者雷蒙德·布朗(Raymond E. 

Brown)也同意这点.64 他指出, 

别的所谓童女生子事件“一贯

地借助‘圣男’, 就是一个‘男

神’以人形或别的形式使妇女

受孕  —  可以是正常交合, 也

可以是别种方式进入女体, 这根本不能与(耶

                                                           
64   雷蒙德·布朗(Raymond E. Brown)在纽约的协和

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执教 23 年, 并获得

国内外逾 20 多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  

稣基督的出生)‘非性交的童女感孕’相类(意即

视之为相同种类的事件). 耶稣(基督)降生的记

载重点在于: 无须借助男性神衹或别的元素去

使马利亚成孕.” 布朗的结论是: “任何比较, 都

不能解释早期基督徒从何找到童女成孕之说, 

除非, 他们只是如实报导.”    

 

连自由派 (liberal)的保斯路柏(Thomas 

Boslooper), 虽不相信童女生子是真实历史, 但

对于童女生子是从异教神话借来的讲法, 也是

嗤之以鼻. 他那毫不客气的结论相当独到:  

 

当代作者在证明类似指称时, 总是选用二

手资料. 他们倚仗的学者也不常引用第一

手资料. 造成这个结论的过时德国宗教历

史学派(Religiongeschichtliche schule)文献, 

俨然成了这些学者所靠赖的权威. 他们以

讹传讹(意即把本来就不正确或不符事实

的话传出去, 越传越错), 指新约圣经童女

生子之说源于非基督徒资料(non-Christian 

source), 但所引的只是片言只字, 断章取义, 

甚至以误译的字来支持一些先入为主的理

论. 以偏概全、证据不足的理论, 竟然变成

教条式的结论! 但这样的结论, 是绝对经

不起严格审核的.” 

 

史特博评论说, 指称基督信仰的童女生

子是偷回来(指抄袭回来)的观念, 并不比指称

“耶稣基督复活是抄袭古代‘死而复生’的神衹而

来”更了不起.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

著名宗教历史学者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说得

好: “认为初期基督信仰是受希腊神秘宗教影响

而来的讲法, 是没有道理的.” 

 

(J) 真理终必彰显? 

山内拆解“抄袭指控”的手法干净利落, 雷

霆万钧. 保斯路柏尖锐的批评言犹在耳  —  “(这

些指控者)所引的只是片言只字, 断章取义, 甚至

以误译的字来支持一些先入为主的理论…” 虽然

如此, 还是有许多读者掉入这些指控者的陷阱, 

误以为他们所言千真万确. 因此, 史特博决定发

出最后一道问题, 来请教山内怎样帮助全无戒心

的读者, 免被这些指控者所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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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那些用神秘宗教为题材的作者, 是不是都

欠缺足够的学术训练? 是否立论草率?” 

山: “实在是这样. 他们不懂原文, 又不研究一

手资料, 也不理会年月日期, 经常引述早被

驳倒的 19 或 20 世纪理论. 声誉卓著的学

者 , 例如德国的哥尔普

(Carsten Colpe)、瑞士的

瓦格纳(Günter Wagner)、

美 国 的 梅 茨 格 (Bruce 

Metzger), 异口同声指出了

两点: 一、所谓与基督相

同的地方, 全属晚于基督

信仰的(所以不可能是基督信仰抄自异教); 

二、太多以偏概全、过于笼统的说法. 许

多人见到相似点, 就马上下结论说某一教

受另一教的影响. 各宗教有所雷同, 是可以

预期的: 大部分宗教都碰及得救、礼仪、

共餐等课题, 但不等于互有关连.  

 

“基督信仰的背景是犹太教, 有别于其他异

教. 它是‘一神论’的, 核心是一位被残暴处

决的历史人物(即耶稣基督), 这乃是非基督

徒资料所确认的. 耶稣(基督)的门徒全属第

一代见证人. 保罗因着亲睹耶稣(基督)而悔

改, 以后又(上耶路撒冷)见过彼得、雅各等

见证人(加 1:18-19). 纵使信徒饱受罗马当

局迫害, 基督信仰反而愈来愈兴旺. 它传扬

爱的信息, 论到神怎样介入世间, 招聚万民, 

不分主仆男女, 不分教育水平  —  与密特

拉斯教(米思拉斯教)有基本的分别. 

 

“基督信仰的讯息惠及万民, 源远流长, 以

预言为根基, 排他性强, 绝不马虎, 不像多

神的异教那样兼收并蓄, 随意混合  —  这

也是基督信仰惹人迫害的原因. 神秘宗教

都是兼容的, 可以又拜皇帝又拜你的神.” 

 

史: “在网络世代, 真假参半的东西到处流传, 

不停不休. 学者会否疲于奔命, 要不停回应

早有了答案的问题, 以及过分渲染的指称

呢?” 

山: “恐怕是这样了.” 

史: “你认为真理终必显明吗?” 

山: “对部分人是这样. 但其他人只听自己想听

的东西.” 

史: “你对那些有心求真的人有何忠告?” 

山: “第一, 提防网上文章. 互联网资料虽是唾

手可得, 却也可以以讹传讹, 把过时理论循

环再用. 所以要核证作者的资格: 他是不是

那方面的专家? 还要注意所引资料的日期, 

是否已过时了? 所引学者是否已失去信誉? 

最后, 要提防当代作者的偏见, 当中不少是

别有用心的.” 

 

 史特博写道: “听来有理, 与此同时, 我也

对那些不知是无心或有意地指称基督信仰‘抄

袭’、因而使人对‘真耶稣’产生疑惑的作者们感

到忿怒. 这些作者的指称, 有些实在过于荒谬, 例

如有人说奥西里斯的棺材丢进尼罗河, 这与基督

信仰的洗礼(即浸礼, baptism)相同! 要不是此说

造成伤害, 也可把它视为笑谈, 可怕的是, 这种讲

法竟然有人相信! 正如谚语所说, 真理还来不及

穿鞋, 谣言已走遍天下.” 

 

(K) 学术之风往哪里吹? 

访谈结束, 史特博向山内致谢, 然后冒着

风雨钻进租来的汽车, 向机场驶去. 萦绕心头仍

是一股闷气. 为何有那么

多谬论四处妖言惑众? 此

刻, 一个人物出现在他的

脑海中  —  纳什(Ronald 

H. Nash). 纳什在 2006 年

逝世前, 正是受着这样的

情绪激发着他, 誓要拆毁

“抄袭论”的谎言.  

 

史特博评述道 : “名著如《信仰与理

性》、《历史真义》都出自纳什的手笔. 他是快

人快语的教授, 对抄捷径、歪曲事实、自说自话

的学者或坊间作者, 都毫不客气地批评.” 史特博

继续指出, 对纳什来说, 真理绝非等闲, 不能游戏

人间. 真理是生死攸关的. 故此, 他对那些把过时

的“抄袭论”重新炒作的人, 是毫不容忍的. 无耻

的曲解、逻辑的马虎、胡诌的“相同点”, 全都叫

他大为光火. 他在 1992 年写成《福音与希腊

人》(The Gospel and the Greeks), 希望对症下药. 

 
Ronald H. Nash 

 
Carsten Col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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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其后劣风不息, 所以他在 2003 年再版此书, 

并作了增补. 

 

对于那些过分简化、钻牛角尖、纯属臆

测、言过其实的作品, 纳什本着实事、逻辑, 用

清晰的文字加以反驳. 他以一贯坦率的作风说话, 

他的激情涌溢于字里行间. 他说: “显而易见, 自

由派的论据, 显露的是拙劣的治学精神  —  我这

样说其实已是太客气了!” 他写道:  

 

试问哪一位神秘宗教的神 , 

曾经亲身死而复生? 最早的

文本没有一句说阿提斯(Attis)

复活了 . 意图将阿多尼斯

(Adonis)与复活扯上关系, 也

是徒劳无功的 . 奥西里斯

(Osiris)也好不到哪里. 密特

拉斯(Mithras / Mithra)当然也

不是曾经死而复活的神. 法国学者布朗热

(另译“布朗雅”, Andre Boulanger)说得好: 

“希腊神秘宗教根本从没有一个神曾经为

了叫信他的人进入永生而从死里复活.”  

 

纳什用七句精警的句子, 驳斥基督信仰

靠神秘宗教起家的谬论.  

 

1) “抄袭”论者(指那些控诉基督信仰抄自异教

的人)经常犯的逻辑毛病, 是认为既然两者都

有同一事物, 当中必互相关联, 有因果关系. 

2) 许多所谓的相似, 不是小题大做, 就是胡乱杜

撰(指胡乱撰写一些没有经过严谨查验过, 或

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所支持的论点, 编者按). 

作者借用基督信仰的词汇描述异教行为, 然

后对两者竟有雷同“大为诧异”. 

3) 时序错乱.作者用第一世纪后的材料指称基

督信仰受该等事物影响(但事实上, 基督信仰

在第一世纪时就出现、发展和完整定形了,65 

所以怎么会受第一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资料所

影响呢? 按时序逻辑, 应该是异教资料抄袭

基督信仰才对! 编者按); 况且, 第三世纪、四

世纪有该种行为, 不等于该教派(指异教)在

                                                           
65   启示录于第一世纪(约主后 95-100 年间)写完后, 

圣经教义就完整了, 不可加添, 也不可减少(启 22:18-19).  

第一世纪已经有了这样的做法(因异教许多

的条例礼仪是多年以后才逐渐发展而成的). 

4) 保罗断不会借用异教东西; 事实上, 他警告

信徒千万别这样做(例如保罗在 罗 12:2 吩咐

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也在 林后 6:14-

18 强调基督信仰与异教是不能相通的).66 

5) 早期的基督信仰排他性极强; 新约圣经如有

任何混合主义痕迹, 势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

声浪必然大起). 

6) 基督信仰扎根历史, 与异教迥然不同(前者是

有历史性的记述 [参作者路加在路加福音

1:1-3 所言],67 后者是神话或传说, 无从查考

或难以证实其真实性). 

7) 余下的相似之处, 只显出基督信仰的影响力

而已. 异教徒为了抗衡基督信仰而仿效它, 是

不言而喻的.  
   

纳什说: “学术潮流已经大为改观, 不再

苟同基督信仰的基督与希腊异教‘死而复生’的

神衹互有关联的讲法.” 史特博总结道: “2 千年

前,” “使徒彼得明说: 新约圣经的耶稣事迹, 绝对

不是捏造的, 也不是神话. 彼得讲的不是谣言, 不

是臆测, 他所倚赖的并非宙斯或奥西里斯之流. 

一位真实的耶稣, 才是他心之所系.” 让我们再听

一次彼得的见证吧!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大能和祂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

巧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祂的威荣”(彼后

1:16). 此乃彼得真诚的告白.68    

(文接下期) 

                                                           
66   林后 6:14-17: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

负一轭.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
通呢? 基督和彼列(撒但的别名)有什么相和呢? 信主的

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
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

中间居住… 又说: 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
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67    路 1:1-3: “提阿非罗大人哪,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
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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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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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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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之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八): 

自 由 神 学 的 圣 经 观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序言 

 不少人认为“神学”(theology)一定是好的, 

所有神学家一定是重视及高举圣经的无误和权

威, 进入神学院一定会巩固人对圣经的信心和尊

重. 但其实不然, 因为教会历史上出现了一些错

误的神学, 严重地破坏圣经的无误和权威.69 其

中一个就是“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70  

 

 殷保罗(Paul P. Enns)指出, 自由神学是建

基于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神学. 自由主义是哲

学与科学理性主义 (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

(Empiricism)的结合.71 自由

主义的大前提是: 以人的理

性分析及科学的发现为依归

(依据), 所以任何与理性和

科学不吻合的, 都要受到反

对. 结果, 基督信仰的历史教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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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这方面的定义, 请参本文

附录(1):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70   请参本文附录(2): 什么是自由神学? 
71   理性主义(Rationalism)认为“理性”是人类一切

知识的来源, 并将“人本”提高到最高权威. 神学理性主

义(Theological Rationalism)以理性为标准, 去判断信仰

与启示, 并否认一切超理性的事, 不信超然的神迹(注: 

他们只承认纯理性的宗教, 因而否认启示宗教). 经验主

义(Empiricism)则认为一切真知识要由经验而产生, 要

以经验来解释或判断普遍的概念, 并摒弃超经验的事.  

义, 如基督道成肉身、基督的肉身复活等等, 都

受到自由主义大力反对, 因为这些教义都是超自

然的神迹(是科学无法查验和证实的, 因为科学

只涉及物质的领域, 无法试验灵界的事物).72  

 

 

(B)    启蒙运动与自由神学 

 (B.1)   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影响 

要了解自由主义, 我们首先要明白“启蒙

运动”(The Enlightenment). 一般而言, 它是指 17

世纪初到 18 世纪末(有者则特指 1720-1780)在

欧洲和美国的思想界发生的革命性运动, 主张破

除迷信、自由发挥理性等. 

 

 启蒙运动对所有的宗教信仰持批判态度, 

而基督信仰则是首当其冲 . 麦葛福 (Alister E. 

McGrath)作出以下分析:  

 

启蒙运动主要发

生于欧美, 其文化

背景中最突显的

宗教, 就是基督教

(Chritianity, 正确

应称为 “基督信

仰”, 编译者按). 这个观察很重要, 因为

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一般性批判, 

往往称为对基督教(基督信仰)的批判. 

基督教(基督信仰)教义受到前所未有

的猛烈批评. 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圣书  

—  而非回教或印度教的书  —  受到

前所未有、吹毛求疵的查验, 不仅针

对其文字, 也针对其历史性; 《圣经》

被视为“与一般书没有区别”. 拿撒勒人

耶稣的生平受到批判, 并被重新架构; 

穆罕默德 (Mohammed) 或释迦牟尼

(Buddha)却未受到考验.  

 

                                                           
72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

证主协会, 2003 年五版), 第 530 页. 殷保罗也指出, 与自

由主义密切相关的观念是“现代主义”(Modernism). 一般

而言, 现代主义是等同于自由主义, 但现代主义更强调

科学的发现, 同上引, 第 530 页. 有关现代主义, 请参本

文附录(3): 什么是现代主义? 

Paul P. Enns 

 
Alister E. McGr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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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葛福指出, 启蒙运动对基督信仰的批

判, 主要集中在以下六方面: 

 

1) 怀疑神迹的可能性. 机械式的宇宙规律和秩

序, 使人怀疑圣经中记载的神迹; 倘若当今

缺乏同类的事(如复活), 圣经中人的见证也

不足以证实神迹曾经发生过. 

2) 对超然启示的概念愈来愈采取批判的态度. 

因为超然启示和神迹属于同一个范畴; 再者, 

也因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历史的轻视. 他们

认为历史真理是偶发性的, 远不如必要性的

理性真理有分量(认为理性的批判比历史的

事实更为重要); 认为历史与理性之间有“丑

陋的鸿沟”, 不能跨越. 既然启示发生在历史

之中, 就没有什么价值.73 

3) 猛烈评击原罪的教义,74 认为原罪的教义会

使人消极, 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是人类的桎梏

(意即捆锁人类的枷锁或约束); 认为原罪的

教义是教父奥古斯丁的观点, 早已过时.75  

4) 用邪恶的存在来挑战基督信仰. 在中世纪, 全

能的神与邪恶并存, 在信仰上并不是拦阻; 

但到启蒙运动时期, 情况却完全改观: 邪恶

的存在成为基

督信仰的一致

性、可靠性的

一大挑战. 

5) 批判圣经. 既然

神迹和超然的

启示被否定, 圣经就只是人写的书, 其中有矛

盾, 需要像对其他文学作品那样, 用经文分析

和解释法来处理. 

6) 重估耶稣基督. 这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 不接

受耶稣是超然的救赎主, 而只是有亮光的道

德教师, 从而开始了“历史耶稣的追寻”, 要绕

到新约福音书的背后, 去发掘一位更单纯、

                                                           
73   其实理性原是神所赐的, 本是好的, 但理性主义

(Rationalism)强调“以人为本”. 可惜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所以需要“以神为本”的圣经所启示的亮光, 来明白真理. 
74   有关原罪方面, 请参下一期 (第 112 期)《家

信》的“福音亮光”, 内中将根据圣经探讨原罪课题.  
75   我们相信人有原罪, 因为“原罪的教义”主要是

圣经的教导, 而非只是奥古斯丁(Augustine)的观点. 

更人性化的耶稣; 其次, 否定耶稣基督的代

赎和复活, 鼓吹“救赎的道德沦”, 认为耶稣基

督的死, 只是成为舍己和献身的榜样, 以激励

人们效法祂.   

 

总之, 在启蒙运动时代, 自然宗教(理性宗

教)取代了启示的宗教信仰, 基督信仰的三一神

论、基督论、圣经论、人论和救赎论等基本信

仰备受攻击, 被人扬弃, 剩下的只有因果律能证

明的神的存在、灵魂不朽、人死后的赏罚等一

般宗教信念. 但这些信念与基督信仰相去甚远了. 

而且, 在启蒙时代, 随着对世界各种宗教的了解

已增多, 人们对基督信仰的独特性也产生怀疑; 

认为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一样, 只是在某种文化

处境下的产物(而非超然启示的信仰).76  

 

 (B.2)   启蒙运动对法、英、德的影响 

 欧洲的启蒙运动对法国、英国和德国有

深远的影响. 由于以上三国的信仰背景之差异, 

启蒙运动所引发的后果也有不同 . 敬虔主义

(Pietism)于 17 世纪已在德国打下基础; 18 世纪

才在英国发展; 法国则完全没有接触. 因此, 法国

的启蒙运动作家视基督教为压迫者, 极力主张推

翻基督教. 在英国, 启蒙运动出现在敬虔主义之

前; 过后的敬虔运动大大阻止了理性主义对宗教

的影响.  

 

在德国, 情况则刚好相反, 启蒙运动出现

在敬虔主义之后. 这样, 理性主义对信仰(特指基

督信仰)发出了严峻的挑战. 但由于有敬虔主义

的根基, 德国的启蒙运动最主要的力量不是完全

扬弃基督信仰, 而是试图运用理性主义的原则

“重塑基督信仰”.77  

 

以下介绍三位试图重塑基督信仰的德国

著名哲学家康德(Kant)、黑格尔(Hegel)和士来

马赫(Schleiermacher). 明白这三位学者的思想和

圣经观, 就比较容易明白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和它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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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33-

135 页. 
77   同上引, 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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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经观. (编者注: 我们花较多的篇幅讨论他们

的思想和神学观念, 为要向读者证明一个事实: 

人若放弃“圣经无误论”的教义, 不信神在圣经中

那超然无误的启示和默示, 就只能靠人那暗昧有

限的理性或主观无定的经历去寻找神, 结果就是

迷失方向, 进入更深的黑暗中) 

 

 

(C) 影响自由神学的三位德国学者 

(C.1)   康德 (Immanuel Kant)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德国

哲学家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classical idealism)

哲学创始人.78 他著力论述理性的局限(主张人类

知识是有限度的), 主张宗教的核心是道德. 他被

公认为启蒙运动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其所著

的《纯粹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781)、《实践理性批判》等, 在哲学、伦理学

和神学方面皆有深远影响. 

 

论到康德, 郑国治

写道: “他不是神学家, 虽

然攻读过神学, 但可能未

重生. 他注重理性, 认为理

性是由神给人的天赋, 否

则便无思考力, 由此可知

他承认神的存在. 他反对

纯理性与经验主义, 认为此二者的结论是无神

论、宿命论与唯物论, 故理性要受批判. 他认为

纯理性不能证明有神与否. 他强调人都有道德是

非之心, 而有此良心也足证有神的存在; 基督徒

的属灵经历证明有神的存在. 他以‘目的论’辩证

神的存在. 但他否认人有原罪及神的启示, 强调

良知是人自己的救星.”79 

 

(a)   康德的“道德”观 

 康德认为, 道德是宗教唯一稳妥的基础. 

为了说明自然现象, 他并不需要神; 但当话题转

                                                           
78   唯心主义(或译“唯心论”, idealism)主张世界或

现实如同精神或意识, 都是根本(基本)的存在. 与唯心

论直接对立的是唯物论(或作: 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它

认为世界的基本成分是物质). 
79   郑国治著, 《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柔佛: 

人人书楼, 2008 年), 第 89 页. 

到人的行为时, 他认为, 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道德

律, 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他强调人的行为

的最根本问题就是道德的自律.  

 

 论到道德, 康德推论道: (1) 幸福是每个人

的欲望(所需要的); (2) 道德是每个人的责任(义

务); (3) 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就是最高的善; (4) 这

个“最高的善”是应该追求的. 因此, 要将追求幸

福与执行义务结合起来, 必须假设神的存在, 以

便继续追求. 在此, 神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是分

别作为结合的“能力”和今生以外的“时间”而假

定的. 康德曾说: “…由于我们的愿望在今世还不

能如愿以偿, 我们就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 当我

们谈到来世的时候, 这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事实. 

但是知性在权衡各种情况之后, 强令我们要相信

来世…”  

 

(b)   康德的圣经观 

 阿尔森·古留加在《康德传》中, 记录了

康德对圣经的一些看法: 

 

康德始终是以历史的观点来观察宗教

的. 康德论述道, 恐惧产生了诸神, 而

诸神又设立了禁令; 害怕触犯禁令、

对已经犯下罪过的恐惧, 就产生了杀

生以赎罪的思想. 下决心自我牺牲的

人, 把自己比作神, 这样就产生出受难

的“圣子”的形像, 他既是神, 又是人. 康

德认为, 人们的原始状态实际是无宗

教状态, 后来才有早期的尚未完善的

宗教形式, 即“神灵供奉”, 可以用敬虔

祭物、遵守教规的方式求取上天的赐

福… . 第三阶段是理性信仰. 理性的宗

教是对善、对自己的道德潜能的纯正

信仰, 不带任何利益得失的杂质, 不把

责任转嫁给最高的力量, 目的在于达

到内心的完善. … 康德认为, 基督教是

人类道德   —  宗教发展的最高阶

段. … “神, 并不是存在于我之外的东

西, 而只是我的思想.” 康德对神始终

是抱怀疑态度的, 但他却不是一个反

对神的人.  

 

 
Immanuel K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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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在康德的眼里, 圣经只是一个历史

文献, 没有什么权威可言. 他认为, 十条诫命是

“强制性的诫律”, 只专注事情的表面; 摩西想要

建立的只是一个政治团体, 犹太教不是宗教; 基

督信仰的产生意味着对旧约信仰的全部否定. 在

新约中, 耶稣基督的意义只在于“祂以自己神圣

的生和死提供了一个真正合乎神意的人道典范”. 

他否定神迹, 断言那些把祈祷作为与神相交的手

段之人“神经有点错乱”. 他认为, “和约伯一起”

是“犯了阿谀神的罪过”;80 为了表明自己对上天

力量的敬虔而屈膝和跪拜, 就如向神祈求一样, 

是违反人的尊严的. 他反对去教会崇拜, 反对宗

教仪式. 在“万物的结局”一文中, 他嘲讽了圣经

关于末日审判的思想. 显而易见, 在圣经中, 除了

一些关于道德方面的教训外, 康德能赞同的地方

已所剩无几了.  

 

 更糟的是, 在“万物

的结局”这篇文章中, 康德

与法国自由思想大声呼应. 

当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

尔泰 (Voltaire, 1694-1778)

曾讽刺说, 在摩西十诫中

没有忘记有关修建厕所的指示. 康德照伏尔泰的

精神摹拟摹出一个关于人类出现在大地的圣经

故事. 在这故事中, 康德一反自己认真、严谨的

作风, 情节荒诞、用词粗俗污秽, 其亵渎圣经的

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有鉴于此, 康德遭到普鲁士

国王的严厉申斥(以私人信件的方式). 康德在回

信中, 除了保证今后不再公开发表有关宗教信仰

的意见之外, 他还为自己辩解说, 他是非常尊重

基督信仰的. 但是, 白纸黑字, 怎能涂抹得掉? 这

是康德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的不光彩之一笔. 因

此, 我们并不反对把康德视为一位有深远影响的

哲学家和思想家, 但若把康德冠以“一个真诚的
                                                           
80   “阿谀”是“用言语恭维别人”之意, 故有成语作

“阿谀奉承”(即说恭维别人的话, 讨好别人的词语). “阿

谀神”是个贬义词, 表示神要听别人对祂说恭维话. 但这

样的说法绝不正确, 对神很不公平, 因为祂不仅创造了

宇宙万物和我们人类(这点就足以叫我们敬畏赞美祂), 

更用大爱救赎我们(父神差爱子主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

受尽痛苦, 流血赎罪, 而主耶稣也实在爱我们, 为我们甘

心舍己), 这样的神岂不配得我们永远的敬拜和赞美吗?  

基督徒知识分子”、“实际卫护了基督教的忠义

之士”之名, 就是不符事实了!81  

 

(C.2)   黑格尔 (G. W. F. Hegel) 

 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被许多学者认为是 19 世纪上半叶德

国最伟大的哲学家,82 深深地影响了基督信仰之

神学的每个层面. 

 

(a)   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法” 

 马有藻指出,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与前人

略有不同,83 他提议日后

极其著名的“正反合的辩

证法”(Dialectic). 此法源

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 德 (Aristotle) 的 辩 证

法.84 里程解释道: “他的

辩证法在逻辑上通常被

形容为‘正-反-合的三段

论法’, 或许他实际上并没

有运用过这三段论法, 但这种说法确有助于人们

了解他的主张: 首先有一正论 (thesis)出现, 它会

立刻激起它的反论 (antithesis), 然后互相融合成

为二者的合论 (synthesis); 这个合论又成为一个

新的正论, 使过程继续进行.”85 

 

黑格尔将此法用在各事的批判上, 包括

宗教信仰方面. 黑格尔说, 神(正论, thesis)是“绝

                                                           
81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44, 146-147 页. 
82   事实上, 黑格尔主要是哲学家, 但其哲学触及神

学, 且影响深远, 故有者也称他为神学家. 
83   黑格尔与启蒙运动的理论家截然不同的是, 他

把哲学置于科学之上, 不仅视之为发现终极真理的工具, 

而且是进入终极真理的途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将

哲学与历史密切结合在一起. 如 Henry D. Aiken 所说, 

他的学说是首次“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哲学所有的问题

和观念的一次彻底的努力”. 为了解开人类的命运和存

在的意义之谜, 他试着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背后之意

义去寻找神(他认为历史是“绝对真理”[即神]的逐步显

现), 而不从自然界那位遥远的设计者(指造物主)的角色

去找.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57 页. 
84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

(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 年), 第 130 页. 
85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55 页. 

 G. W. F. Hegel 

 
Volt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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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的 存 在 ”(Absolute Being) 或 “ 终 极 的 存

在”(Ultimate Being), 在历史上借着很多使人费

解而与理性对立(反论, antithesis)的表现向人显

示其存在, 所以耶稣(合论, synthesis)便是人构想

出来的和合了. 黑格尔认为人是生命的主宰, 而

非神. 宗教(合论)的产生乃是由于人(正论)与世

界(反论)站在对敌地位, 而基督教(合论)乃是很

多宗教对敌它而产生的.86 

 

里程评述说: “黑格尔从他的哲学体系中

推演出的神并不是基督教(基督信仰)的神. 因为, 

按他的观点, 神只有与受造的人合一, 才能实现

他的自觉, 也就是说, 神不能离开受造的世界独

立存在. 所以黑格尔说, 没有世界, 神就不是神了. 

这显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自有永有的神. 黑格尔

这种神观为后来的一种神学思想 ‘万有在神

论’(Panentheism)建立了范本. ‘万有在神论’和

‘泛神论’(Pantheism)都主张神与世界不可分离; 

二者的区别是: ‘泛神论’认为神和宇宙是完全同

等的, ‘万有在神论’认为神比宇宙大, 有独立的

位格, 宇宙只是神的一部分, 但宇宙也是神.”87 

 

(b)   黑格尔对圣经观的影响 

 黑格尔离世后, 他的跟随者分裂为左、

右两翼. 右翼被称为“年老黑格尔派”, 把黑格尔

的绝对精神与基督教的

神完全等同起来, 认为黑

格尔哲学是理性形式的

基督教神学. 左翼又称为

“青年黑格尔派”, 他们重

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

法, 并企图用它来批判基

督信仰和基督徒的圣经; 例如, 包珥(Ferdinand C. 

Baur, 1792-1860)用黑格尔哲学来解释圣经. 他

推论说, 在基督信仰创立之初, 原本是信仰弥赛

亚的犹太教, 这是正论; 随之激起保罗一派的基

督教, 形成反论; 彼得与保罗的相争于第二世纪

演成初期的大公教会, 这便是合论88 (有者解作: 

                                                           
86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30 页. 
8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58 页. 
88   关于这点, 马有藻写道: “他(包珥)采纳黑格尔

的进化论, 相信历史的进程须经过‘正反合’三个步骤. …  

“彼得版本的基督教是正命题, 保罗版本的基督

教是反命题, 约翰版本的基督教是综合命题, 成

为‘后使徒教会’的主流”).89 因此, 在新约圣经中, 

他只承认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和加拉太书是

真本, 凡没有反映彼得与保罗之争的书卷全在摒

弃之列. 

 

此外 , 包珥的学生施特劳斯 (David F. 

Strauss, 1808-1874)则在他于 1835 年出版的《耶

稣的生平》一书中, 大力反对神迹, 痛斥教会对

耶稣基督生平的了解(因施特劳斯以黑格尔的哲

学观否认耶稣的历史性、神性、神迹、降生、

十架、复活等). 他否定圣经记载的历史准确性, 

指出那些记载都是由耶稣的跟随者加以粉饰

的.90 他视圣经充满了“神话”(myths), 而这概念

是从黑格尔的哲学而来. 诠释新约时, 施特劳斯

说耶稣是人类的 “绝对概

念”(absolute idea)的象征, 所

以真实的神人不是耶稣个

人, 而是整全的人类.91 因此, 

黑格尔左翼对圣经持批判

态度, 甚至不承认耶稣是真

实的历史人物. 黑格尔用哲

学重塑基督教带来负面的

影响,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92  

                                                                                               
他又用此途径, 视摩西为正, 基督为反, 福音为合; 或律

法为正, 恩典为反, 天国乃合等等.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 

他认为从第二世纪起在教会内才有律法主义的存在, 而

新约亦有提及, 故他必须把新约传统作成日期(指传统

上认为的新约书卷写成之日期, 即第一世纪内)推翻, 全

放在第二世纪内.”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42 页. 

[注: 包珥认为许多保罗书信其实并非保罗亲自书写, 而

是保罗的跟从者所写, 所以他认为这些书信源于第二世

纪晚期; 但包珥的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 没有历史实据] 
89   邵叶尔著, 杨长慧译, 《神学求生指南》(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9 年), 第 476 页. 
90   施特劳斯提倡“形式批判学”(Formgeschichte), 

即认为新约的福音故事(及其他事件)已配上历史或宗教

传说的形式, 若将这些形式除去, 剩余的便是纯正的真

理, 这才是新约作者的原意. 他这番偏激的解释使他受

到杜平根学院(Tübingen)开除, 他只好转到其他大学任

教.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42 页. 
91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32 页. 
92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58-159 页. 

 David F. Strauss 

 Ferdinand C. B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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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士来马赫 (F.D.E. Schleiermacher) 

士来马赫(另译“施莱艾尔马赫”, 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是德国

更正教(另译“复原教”, Protestantism)的哲学家、

神学家兼牧师 . 他常被称为“现代自由神学之

父”(Father of Modern Liberal Theology). 93  他于

1799 年发表了《论宗教: 致

那些有教养又蔑视宗教的

人》(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一

书, 将启蒙的敬虔主义和浪

漫主义揉合一起, 说明真正

的宗教是一种人类普遍的

“感觉”, 是一种与神的亲密

关系, 而不是教义或信条.94  

 

(a)   士来马赫的“直觉”观 

在士来马赫的时代, 社会上, 尤其是知识

界, 很看不起当时的教会: 天主教流于仪式, 且注

重组织等级; 更正教自命传福音与从事社会服务, 

但已机械化了.因此, 士来马赫想要唤醒社会, 说

这些都不代表真正的宗教; 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敬

虔的自觉. 德文的“直觉”或“感觉”( Gefühl )没有

“知觉”的含意, 而是先于明确的思想、更深刻的

感受或醒觉. 在早年的著作中, 士来马赫称这种

感觉为“对无限者的感力”, 在后来的《基督教信

仰》(The Christian Faith)中则使用了“绝对依靠

感”(the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  

 

里程指出, 士来马赫认为宗教既不是“知”, 

也不是“行”, 而是“情”; 凡从敬虔的自我意识中

流露出来的一切, 都是正宗教. 似乎在他心目中

的“一神”、“多神”和“泛神”只是敬虔意识的程

度不同, 而非本质有差异. 因此, 士来马赫指出, 

各种宗教, 从最低级的偶像崇拜到最高级的一神

教, 只有敬虔程度的差异, 而无本质的差别, 都是

真宗教; 他认为宗教并无真伪之分, 凡是宗教, 都

是好的.95 (编者注: 但事实上, 宗教确实有真伪之

分, 而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也有本质上的不同, 

                                                           
9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iedrich_Schleiermacher . 
94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59-160 页. 
95   同上引, 第 162-163 页. 

例如前者强调人得救是单靠信主耶稣, 后者则强

调人得救是要靠自己努力行善) 

 

(b)   士来马赫的圣经观 

关于士来马赫的圣经观, 葛伦斯和奥尔

森(Stanley J. Grenz & Roger E. Olson)在《二十

世纪神学评论》中是这样评论的: 

 

圣经在士来马赫的神学中, 即使不算

最重要, 也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 然

而, 圣经的权威不是绝对的; … 显然, 

士来马赫并不认为圣经是超自然的启

示, 或是绝对无误的. … 他并不相信圣

经应该或有资格被视为是绝对独特的; 

圣灵在圣经写作中的影响, 与其他时

候所发挥的影响, 只是在程度上有所

差异, 而非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对他而

言, 圣经只有在展示基督自己是‘对神

的知觉之完美典范’这一点上, 可以说

在基督教神学中拥有相当的权威性 ; 

但重要的是, 使基督徒的自觉不断更

新的, 不是圣经, 而是基督徒对神的知

觉, 后者也正是神学真理的最高标准.96  

 

 用士来马赫自己的话来说: “圣经的权威

不能作信仰基督的基础; 倒不如说, 必须以信仰

基督为前提, 才能给予圣经特有的权威.” 他认为, 

旧约圣经有些书卷, 如诗篇和先知书, 所包含的

有些内容与基督信仰的敬虔是不一致的. 他说: 

“旧约圣经并不分享新约圣经的规范性和圣灵的

默示.” 显然, 在士来马赫看来, 66 卷圣经并不都

是神所默示的和无误的.” 

 

 此外, 士来马赫否定神迹的真实性, 因他

认为有神迹就意味着神的创造不完美, 就会削弱

人们对神的绝对依靠感. 他也对天使和魔鬼的存

在持怀疑态度. 他表示: “关于天使的教义所能建

立的唯一说法是: 天使存在与否应该对我们没有

影响; 同时, 关于他们存在的启示, 今天已不再被

                                                           
96   Stanley J. Grenz & Roger E. Olson 著, 刘良淑、

任孝琦合译,《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台北: 校园书房出

版社, 1998 年), 第 59-61 页. 摘自上引书, 第 164-165 页. 

 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iedrich_Schleierm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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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了.” 他又说: “在我们中间曾发展过的魔鬼

观念, 是如此的不稳定, 以至于我们不能期盼任

何人信其为真; 而且, 我们教会从未把这个观念

用于教义.”  

 

 虽然士来马赫的神学是以耶稣基督为中

心, 但他不接受“道成肉身”的传统教义, 认为基

督既是神又是人的两性说不合逻辑: 两种属性不

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个体上. 他虽承认基督是无

罪和绝对完全的, 但他一直不接纳圣经所教导有

关基督替罪人死的代赎教义, 而将基督的救赎解

释为基督的一种复制能力: “救赎主将祂对神的

知觉的能力注入到信徒里面, 这就是祂的救赎行

动了.” 

 

葛伦斯和奥尔森的结论是: “士来马赫的

独特之处倒不在于他对基督教某些特定教义有

所见地, 而在于他处理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的矛盾

冲突时, 所采用的方式; 而他也因着这套探究神

学知识的新方式, 被支持者和反对者一致推崇为

自由派神学之源.”97 

 

(C.4)   简评以上三位神哲学家 

在 18 世纪末期和 19 世纪初期, 面对着启

蒙运动的唯理主义(Rationalism)98对宗教信仰的

严厉批判和挑战, 上文的三位德国神哲学家(神

学家兼哲学家)努力想为人类的宗教刻画一个免

受攻击的特定领域, 分别从道德(康德)、知性(黑

格尔)和直觉(士来马赫)重塑基督信仰, 对基督信

仰的神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有者说: “这

三位大师的思想影响了整个 19 世纪的思想界, 

先是彼此抗衡, 继则融合成为史称 19 世纪复原

教(更正教)自由派的神学, 最终由第四位德国思

想大师立敕尔(Albrecht Ritchl, 1822-1889)集其

大成.” 了解这三位学者的思想, 就比较容易明白

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和它的圣经观. 

 

                                                           
97   同上引, 第 165-167 页. 
98   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是法国唯理主义的奠基人. 

他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获取正确知识的途径不是感

觉经验, 而是理性. 他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 反对宗

教权威.  

里程指出, 这三位神哲学家构建的神学

领域虽各有不同, 但在治学方法和神学前设上, 

却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 他们企图在基督信仰

和现代人之间铺设桥梁, 使他们能接受基督信仰. 

可惜他们不能对“科学至上”和“唯理主义”对基

督信仰的批判作出正面的回应, 而是以放弃传统

(包括正统)信仰为代价, 博取现代人的欢心, 在

科学和理性无法企及的地方(如人的道德感和宗

教自觉方面)为基督信仰争一席之地. 但是, 如果

基督信仰这一端的地基已被松动或毁坏, 桥梁怎

么能建成呢? 如果另立地基, 桥梁虽然被搭起来

了, 但恐怕已经不是基督信仰与现代人之间的桥

梁了.  

 

第二, 他们的神学, 高举人的理性, 轻忽

神的启示, 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启示, 是以人为

本的. 这种人本的神学有着启蒙主义的深深印记, 

起码带来两方面的后果. 首先, 他们的神学已与

传统(包括正统)的基督信仰大相径庭(相差很远). 

举个例子, 救赎观就完全不一样: 

 

在启蒙运动之前, 神学家所强调的是, 

在绝对圣洁、超越的神和罪恶、有限

的人之间的决裂, 只有神自己用道成

肉身这件戏剧化的事件, 来填补这条

鸿沟. 从启蒙运动开始到自由主义的

高峰期, 神学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

向, 用人类所表现出的推理、直觉或

道德的能力, 来连结神与人; 因此, 很

自然地, 他们看耶稣只是人类的典范, 

而不是外来的救主.  

 

其次, 他们的神学虽有严谨深邃之处, 但

毕竟只是人的智慧, 缺乏属天的亮光. 里程评述

道: “这样, 他们的神学就像在黑暗中摸索, 产生

许多暧昧、矛盾和困惑. 基督教是启示性的宗教

(更正确是“基督信仰是启示性的信仰”). 神若不

向渺小、有限的人启示祂自己, 我们怎么可能认

识神呢? 神的自我启示已经完备地记录在圣经

中. 人内在的道德律或绝对依靠感是神的普遍启

示的内容之一, 可以作为神存在的一种依据, 但

绝不能由此认识神的属性. 所以这三位神学家对

神的属性基本上是避而不谈的; 甚至, 对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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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等从圣经中归纳出来

的、超越人理性的教义, 持怀疑态度. 何况, 黑格

尔需要在人里面完成自我认识的‘绝对精神’、

士来马赫与人的‘绝对依靠感’密不可分的神已

有‘泛神论’或‘万有在神论’之嫌了. 离弃神启示

的真理, 纯粹用人的方法重塑基督教信仰(基督

信仰), 必然走向‘人造神’的歧途.”99 

 

 

(D)  自由派神学的一些著名人物 

(D.1)   立敕尔 (Albrecht Ritchl) 

 上述三位神哲学家的思想融合成自由派

的神学, 再由德国知名神学家立敕尔(Albrecht 

Ritchl, 1822-1889)发扬光大, 以至于 19 世纪的最

后 20 年及 20 世纪的头 20 年, 自由派神学常被

称作“立敕尔神学”.  

 

(a)   立敕尔的“道德”与“实用”观 

邵叶尔(M. James Sawyer)写道: “士来马

赫倾向神秘主义, 以感觉作为宗教的核心, 立敕

尔则与康德更加接近, 视宗教为道德, 用个人的

力量去建立神的国度(一个道德伦理的国度).”100 

此外, 他强调宗教本质该是以“实用”为中心, 因

他认为新约圣经记录均以

教会 (或“共同生活团体”, 

community)为中心. 由于他

所强调的道德价值(以实用

为重, 以爱来建立人类的道

德组织和社会), 他为日后自

由主义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奠下基础.101  

 

可是立敕尔反对传统的圣经教义如原

罪、道成肉身、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代赎、基

督的肉身复活、神迹及其他圣经教义. 他说这些

教义都不重要, 因为这些都与实践(实用)无关  

—  与道德无关. 立敕尔认为每一件事都能用事

实(历史事件)及价值(个人的应用)去评估或判断. 

在他看来, 有一位事实的耶稣基督, 及一位价值

                                                           
99   同上引, 第 167-169 页. 
100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 457 页. 
101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31 页. 

的耶稣. 他强调基督是需要信徒透过信心去了解

的  —  基督的历史真实性并不重要, 教义陈述也

不重要, 因为这些都不能帮助提升个人的道德操

守; 他认为基督的死也不是抵罪(赎罪和除罪)的

死, 最重要的是祂所留下的道德典范, 感召别人

过祂那种舍己的生活.102 

 

(b)   立敕尔的圣经观 

立敕尔认为圣经是教会的“良心记录”, 所

以该受历史批判才鉴评它的真实. 马有藻写道: 

“他如当时的哲学一样, 把圣经片断的切碎. 为要

达到此点, 他热心研究历史的耶稣, 却否认一切

的神迹, 只把其中的伦理教训抽出来应用.103 于

是宗教(指基督信仰)顿变成主观思想的产品, 而

历史批判学为达到此主观的途径, 这样圣经便不

需要有神的默示, 圣经与其他的历史书别无异样, 

因为圣经与宗教最终的目的也是为‘共同生活团

体’而已, 此外便毫无存在的价值了.”104 

 

(D.2)   哈纳克 (Adolph Von Harnack) 

德 国 的 神 学 家 哈 纳 克 (Adolph Von 

Harnack, 1851-1930)是立敕尔的跟随者, 是当时

著名的基督教历史学家. 邵叶尔评论道: “哈纳克

代表自由派神学的巅峰. ... 他的著作成为往后一

个世纪学术界的经典. 他的《教义史》(History 

of Dogma)自出版开始, 就成了经典代表作.”105 

 

(a)   哈纳克的“剥除外壳”论 

邵叶尔指出, “哈纳克是彻头彻尾的自由

派神学者, 认为原始纯粹的福音, 甚至早在新约

时代就已经遭到扭曲, 把基督教从耶稣所宣扬的

宗教(the religion of Jesus),106 变成宣扬耶稣的宗

                                                           
102   同上引, 第 531 页. 
103   立敕尔的神学思想也立下根基给后来的“历史

事件与神话二分法”(dichotomy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historie and geschichte), 即必须加以区分某件事到底是

历史事实还是神话  [注 : 德文 historie = 历史事件 ; 

geschichte = 故事或神话]. 
104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30-131 页. 
105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 460 页. 
106   哈纳克将耶稣所引介的基督教之“纯正精髓”归

纳为三大观念: (1) 神的国: 神在个人心中的治权, 与未

来超自然事件无关; (2) 父神与人的灵魂: 神是整个人类

 Albrecht Ritc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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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the religion about Jesus). (哈纳克认为)在往后

的几个世纪中, 基督教离开其原有的犹太教背景, 

融入希腊化世界, 进一步受到破坏. 在学者为三

位一体及基督道成肉身的神人二性争论之时, 希

腊哲学使福音资讯(信息)受到扭曲. 哈纳克认为, 

神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回到福音的核心, 剥除希腊

化的外壳, 寻找那真实而永恒的福音.” 布尔特曼

(或译“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所提倡的“去除

神话法”(demythologization), 可在哈纳克的思想

和方式中找到其根源.107 

 

在努力剥除他所谓的“希腊化外壳”之过

程中, 哈纳克常断章取义, 主观地曲解圣经, 例如

哈纳克错误地认为福音与圣

子无关, 只与圣父有关. 他认

为神是万有的父, “是慈爱的

天父… 是进化的神”, 这位

“临在的神”最终的目的, “是

要把受造之物引向祂所预定

的完美状态”. 对于圣子耶稣

基督, 哈纳克认为圣子“不再

是道成肉身的神人, 而是一

个完全人.” 按哈纳克的观点, 耶稣基督“达致神

的地位, 完全是因为祂的敬虔(有完美的上帝意

识). 耶稣是神内住于人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榜样. 

耶稣的人性与世人没有质的区别, 但有量的区别, 

神充满祂, 比别人更完全.”108 简之, 哈纳克强调

基督的人性, 却否定了祂的神性. 

 

(b)   哈纳克的圣经观 

哈纳克透过 1901 年出版的《基督信仰是

什么 ? 》 ( 或译《何谓基督教 ? 》 , What is 

Christianity)一书, 把立敕尔的观点普及化. 他在

此书中表示, 先前的世代视圣经为基督徒生活行

事的终极权威, 自由派神学却采纳全然主观的权

                                                                                               
(信徒与非信徒)的父; (3) 更高的公义与爱: 注重爱, 而非

只注重遵守律法的公义. 根据哈纳克, 这三项主要观念

是正宗基督教的“谷粒”(精髓), 其余都是该被丢弃的“枯

草”. 奥尔森著, 吴瑞诚、徐成德合译, 《神学的故事》

(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2 年), 第 655-656 页.  
107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 460 页; 殷保

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32 页. 
108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 461-462 页. 

威, 以个人属灵的经验(个人的理性、良知、自

觉)为终极权威的根据, 不再采纳任何外在的来

源(圣经、教会、传统)为终极权威. 圣经成为人

类不断发展的宗教概念之记录. 新约中, 只有耶

稣的教导被视为规范, 其余新约的焦点被视为已

经遭到扭曲, 从耶稣所宣扬的宗教变成宣扬耶稣

的宗教.” 

 

哈纳克不信圣经的许多记载. 他否定耶

稣基督曾经自称为神, 也否定圣经中的神迹. 他

说保罗把耶稣的单纯宗教破坏了. 邵叶尔解释道: 

“哈纳克认为, 保罗首倡(首先提倡)耶稣基督具

有比凡人更高的属性. 保罗更动基督教义, 使得

耶稣单纯的福音失传, 取而代之的, 是有关基督

位格的教义. 此外, 他认为保罗首倡基督的受死

和复活具有救赎意义.” 哈纳克强调“自由派神学

不再视人为有罪, 需要救赎的罪人”; 在救恩方面, 

“人只要顺服耶稣的教导和一生所立的榜样, 便

可以与祂相交, 得到救恩.” 这一切都与圣经明确

的教导相违.109 

 

(D.3)   布什内尔 (Horace Bushnell) 

德国的士来马赫被称为“自由神学之父”, 

而美国的公理会牧师兼神学家布什内尔(或译

“布士内纳”, Horace Bushnell, 1802-1876)则被称

为“美洲自由神学之父”. 他本是律师, 据说他在

1831 年刚开业时便“得

救”, 立即前往耶鲁神学

院, 2 年后毕业作公理

会牧师至 1859 年. 其著

作极多, 其中以《基督

教神学》为最显要. 他

在书中指出“神是慈爱

的而非公义的”, 他也反

对人可以随时信主, 而

非经环境栽培.110 

                                                           
109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 461-463 页. 
110   针对这点, 马有藻解释道, 布什内尔“攻击当时

盛行的属灵复兴运动, 认为他们只着重(个人)私自的敬

虔, 而忽略了社会(整体的)福利. 他主张社会工作先从家

庭教养方面入手, 因为他相信儿童的本性是好的, 如果

及早善加教养, 日后社会问题必会消除, 因此他反对正

 A. Von Harnack 

  
 

Horace Bush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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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殷保罗, 布什内尔不同意当时传道

人所强调“戏剧性、顷刻间(即刻性)悔改的经历”; 

他提倡让孩童在一段时间内, 在基督教里“成长”, 

而非要求“骤然(突然)的悔改”. 布什内尔阐解这

种神学时, 反对原罪教义, 他提出小孩出生时是

良善的, 如果培育得法, 他就是一个好孩子. 此外, 

布什内尔也反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一教义, 

并 且 提 倡 基 督 之 死 的 典 范 理 论 (example 

theory,111 亦称“救赎的道德影响之理论”).112    

 

(D.4)   饶申布什 (Walter Rauschenbush) 

另一个著名的美国自由派神学家是饶申

布什(Walter Rauschenbush, 1861-1918). 他是一

位浸信会牧师. 他发现教会忽略了社会福利, 于

是主张“教会主要的目的

不是拯救灵魂而是拯救社

会”的理论. 他在 1918 年

所著的《社会福音的神

学》一书中说, “圣经是反

对资本主义的, 社会福音

必须辅助宗教改革”. 他认

为自私就是罪, 罪的本性

是反改革社会的, 天国的

实现是当人用爱心把社会

改造. 由于他大力传扬所谓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 故被称为“社会福音之父”.113  

 

殷保罗指出, 饶申布什的神学思想是在

他任纽约市的浸信会牧师时形成的. 那时, 他亲

眼看到当时的移民生活条件恶劣、劳工制度的

剥削、政府漠视穷人, 导致他重新思索福音的含

意, 最后写成《社会福音的神学》. 当他回到纽

约 罗 切 斯 特 的 浸 信 会 神 学 院 (Rochester 

                                                                                               
统信仰的赎罪论; 他认为儿童期所接受的正统家庭宗教

教育足以使他‘进入天国’, 而不需要经过正统信仰所谓

重生的经历.”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45-146 页. 
111   此理论也称为“救赎的道德影响之理论”(Moral 

influence theory of the atonement), 意指基督的死不是为

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对罪的刑罚), 而是要吸引人关注

神的爱, 以此软化人心, 带领人悔改行善. 
112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33 页. 
113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46 页.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及著作时, 都大力提

倡社会关怀的神学.114  

 

当饶申布什在罗切斯特神学院修读时 , 

由于受到高等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的影响, 

他放弃了本来持有的“圣经无误论”. 此外, 他也

开始质疑耶稣基督的代死救赎. 他过后认为耶稣

基督的死并非代死的救赎, 而是“以爱来取代自

私, 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115 对饶申布什来说, 

耶稣基督的爱可以解决社会邪恶, 改变社会(这

是对的), 但他错误地强调福音不是个人得救的

信息, 而是耶稣爱的伦理.116  

 

 

(E) 总结自由派神学的圣经观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对人的本

性和人类社会持乐观态度的自由派神学开始微

弱下来. 自由派神学的具体观点可能随处境而有

所变化, 但都植根于康德、黑格尔、士来马赫等

人的治学方法和神学取向. 盖司勒(另译“贾诗

勒”, Norman L. Geisler)如此综述自由派神学的

“圣经观”: 

 

自由派对圣经的

观点是: 圣经并非

神的道, 它只不过

包含了神的道. 在

圣经中, 除了有神

的真理外, 还参杂

许多科学与神学

的错误, 必须借着

理性加以铲除, 且设法与“基督的灵”相

吻合. 因此, 对圣经予以高等批判不但

受欢迎, 而且对于发现圣经中什么是

属实的也愈显重要. 自由派除了拒绝

许多圣经的教训外, 它还是一种反超

然主义(即反对超自然如神迹等), 驳斥

                                                           
114   并非所有自由主义(至少不是所有自由主义开

始的阶段)都教导社会福音的信息. 早期的自由主义是

理论性的. 到了 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初期, 社会福音主

要流行于美洲.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34 页. 
11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Rauschenbusch. 
116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33 页. 

 W.  Rauschenbush 

  
 

Norman L. Geisl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Rauschenb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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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的神迹. 圣经基本上是一本易

于犯错误之人的作品, 虽然在道德与

宗教的真理上也包含了由启示而来的

洞察力.117  

 

 由此可见, 自由神学的圣经观其实是破

坏圣经的无误和权威, 正如殷保罗所说的: “圣经
的权威及神圣启示都被否定.” 按标准的自由神

学之教义观点, “人类理性的分析, 高于圣经与传

统教义. 圣经是需要用一个理性的立场去了解的, 

如果圣经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事, 就应该被否定, 

因此, 圣经的神迹可被摒弃. 神学所需要的是实

际, 所以人的理性可与宗教经验结合, 以代替神
圣的启示和圣经的权威.” 此外, “自由派认为世

事并没有绝对, 也不应该有教义的断言. 任何事

物都可以受质疑  —  包括圣经及传统的教义. 传

统神学应被否定, 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系统(fixed 

system), 而自由主义认为 , 一切都是可以改变

的.”118 (但圣经真理其实是永不改变的, 太 5:18) 

 

 

(F)   自由派神学的矛盾和困境 

显然, 自由派神学的

圣经观是承接康德等人的

遗风, 错误地把科学和理性

置于神的启示  —  圣经之

上, 其观点常是相互矛盾的. 

譬如说, 他们否定圣经所记

载的神迹是真实发生的. 但

事实上, 有神就会有神迹! 

相信神却否定神迹, 这在逻

辑上反而是矛盾的. 况且, 他们企图化解神迹的

说法也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自由派神学家

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 注: 此人不是 Jonathan 

Edwards)119与福音派神学家斯托特(或译“斯托

得”, John Stott)的对话中, 是这样化解神带领以

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时所彰显的神迹: 

                                                           
11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70 页. 
118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34 页. 
119   这位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兹”不是圣公会加尔

文派的牧师爱德华兹(John Edwards, 1637-1716), 也不是

著名的北美传道人兼公理会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这一连串不合科学的故事是由摩西的

仗变蛇开始的, 接着是摩西的手一伸

入袍内, 再出来就长了大麻风, 如雪一

样白. 还好, 不是每个故事都这样. 其

他神迹说到尼罗河水变成血、蛙灾、

蝇灾, 其实还颇符合科学事实的, 因为

尼罗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浑浊如泥 , 

看来有点像血, 漫溢两岸, 青蛙、苍蝇

滋生繁多, 那时牛的确会有瘟疫, 埃及

人也会长疮, 蝗虫到处横行, 冰雹密云

使中午也为之(成为)黑暗. 这些事是人

所知道的. … 就算这些神迹是摩西所

行, 我们还是不能当真, 也不用相信

“水便聚起成堆, 大水直立如垒, 海中

的深水凝结”(出 15:8), 这其实是摩西

所写的诗歌.  

 

但又有一

种说法是

“耶和华便

用大东风 , 

使海水一

夜退去, 水

便分开, 海

就成了乾地”(出 14:21), 另一个地方

(经文)说他们通过红海(出 13:18). 若这

个红海其实是埃及边界的一个纸草沼

泽, 就不难理解埃及派去追希伯来人

的马车会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了. 这种

合乎自然的解释也能用来解释圣经的

其他神迹: 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

可能是西奈半岛(西乃半岛)的火山景

象; 有报导说, 有些水加一小片木头就

可以喝;120 吗哪几乎可以确定是圣柳

植物被一种虫子蜇了后所分泌的东西; 

至于鹌鹑, 那是一种候鸟, 飞到没有力

气的时候, 要抓它们并不难; 沙漠中有

些泉水为薄薄的石头所掩盖, 只要打

                                                           
120   爱德华兹可能试图以此解释在玛拉“苦水便甜”

的神迹(出 15:22-26). 他接下去的话试图解释 出埃及记

16-17 章的种种神迹, 如天降吗哪、鹌鹑、磐石流水等. 

  
John St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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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这个石头, 也就有水了. 我不认为我

们不把这些当作神迹而只视为普通的

现象, 就表示我们“不信”. 因为出埃及

记最大的神迹是埃及的追兵竟然奈何
不了他们, 大自然又提供必要的帮助 , 

以致他们能渐渐形成神慈爱计划中独

特的器皿.121  

 

里程一针见血地写道: “在这一大段文字

中, 爱德华兹对圣经记载的神迹的‘化解’是如此

地牵强, 以致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出自一位严肃的

神学家之手.” 对他上述所谓的“化解”, 我相信明

智的读者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和矛盾. 以下故事

能启迪我们 

  

 有个导游把一群到圣地访问的人带到一

片水域, 水只掩盖脚面. 

 

导游: “这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经过

的红海. 水就这么浅, 风一吹, 地就露出

来了. 所以, 以色列人过红海根本不是

神迹!”  

访问者(沉思片刻, 顿有所悟): “啊! 以色列人过

红海的确是一个神迹!” 

导游: “什么?! 我不是刚刚告诉你们, 当年的

水面就这么浅, 你听明白了吗?” 

访问者:  “我听明白了. 但我不明白的是: 这么浅

的水, 居然‘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

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 连一个也

没有剩下.’(出 14:27-28)” 

导游: “……” 

 

诚然, 爱德华兹这段话的结尾前后矛盾. 

他告诉读者, 他之所以不信这些神迹, 是因为它

们是“不合科学的故事”; 但他仍然相信以色列人

出埃及是神迹, 因为“埃及的追兵竟然奈何不了

他们”! 此话令人费解. 里程解释道: “如果埃及人

奈何不得以色列人是由于大自然提供的一系列

纯属偶然的帮助, 就只能说以色列人碰巧赶上了

好运, 那就无神迹可言; 如果这一连串的非常事

件(异于平常的事件)确实是神刻意的作为, 就是

                                                           
121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70-171 页. 

神迹. 那么, 为什么爱德华兹又要煞费苦心地抹

煞它们呢?”  

 

为何爱德华兹会说“我不认为我们不把这

些当作神迹而只视为普通的现象, 就表示我们

‘不信’ ”呢? 里程贴切指出, 这可能是他内心的真

实写照: 既想持守基督信仰, 唯恐基督徒批评他

“不信(神)”, 又想讨好世俗的“科学至上”的思想, 

生怕别人指责他“不合科学”; 他本想在二者之间

搭一座桥, 不料被夹在其间动弹不得, 进退维谷, 

捉襟见肘. 

 

里程的话: “如果自由派继续轻忽圣经, 

坚持置人的理性于神的启示之上, 不惜扬弃圣经

所启示的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 去迎合

世俗的思潮, 那么, 他们要不最终变成不信派, 要

不就将永远在矛盾、痛苦中挣扎.”122 

 

 

(G) 结语   

 为了使我们对自由

神学有个正确与平衡的观

点, 我们在总结时需要引

述奥尔森(Roger E. Olson)

的话: “大家通常认为自由

派神学只是否定一些东西, 

而不是一种积极研讨神学

的方法. 换句话说, 大家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否认

耶稣为童贞女所生, 或是身体复活. 这批人也不

相信圣经是默示的, 并弃绝三位一体或是基督的

神性这些教义. 当然, 有些  —  或许也有不少  —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自由派思想家的确不承认

这些更正教的正统教义, 或是质疑某些教义. 然

而, 若要深究自由派思想的核心, 我们要问这些

神学家为什么会质疑这些信仰. 说句公道话, 我

们要承认他们的用意不在扬弃传统, 而是重新诠

释或重新建构传统. 而且, 自由派神学家对于一

些特定的教义, 彼此看法也分歧. 总而言之, 自由

派神学不是要扬弃某些信仰, 而是企图从新的现

代文化脉络更新基督教信仰.”123  

                                                           
122   同上引, 172-173 页. 
123   奥尔森著, 《神学的故事》, 第 642 页.  

 Roger E. 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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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自由派神学者所面对的挑战, 源于

启蒙运动所引发的不信风潮; 他们无法解释那些

超乎理性、科学无法验证的圣经教义, 如童贞女

怀孕生子、基督的肉身复活, 以及圣经记载的种

种神迹. 他们担心基督信仰若不顺应自由主义和

现代主义, 就会逐渐被淘汰而没落. 为了面对启

蒙运动下的不信者(或怀疑者)对这些基督信仰

之教义的猛烈攻击, 这些自由派神学家在“重新

诠释或重新建构传统”的努力下, 选择放弃圣经
无误的真理, 错误地高举人的理性和科学方法过

于圣经的教导. 结果是我们所看到的悲剧  —  自

由派神学家否定圣经所教导的许多基要教义和

重要真理, 例如否定人是全然败坏和具有原罪的, 

认为人基本上是良善的, 可以透过教育的指引去

行善(以改善社会和世界). 他们也否定耶稣基督

的神性, 只把耶稣基督视为一个好教师、一个可

作人类典范的理想之人. 当然, 他们更否定圣经

的神迹, 因为这些事被认为是与人类的理性及现

代的科学不协调.124   

 

 放弃圣经无误的真理, 令自由派神学迷

失方向, 把需要基督救赎的人领进更深的黑暗中. 

邵叶尔贴切指出, 自由派神学提升了人的地位, 

不再视人为败坏, 与神隔绝, 反而使神与人之间

的区别变得模糊, 所强调的, 不是人的罪性, 而是

人可能达到完美 . 自由派神学的口号是“每一

天、每一方面, 我们会更好”, 所以罪是不足挂齿

的小过失, 不需要耶稣道成肉身、施行代赎.125 

由此可见, 人若放弃“圣经无误”的教义, 就会迷

失方向, 离圣经的真理和“真理的神”越来越远. 

坚信和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是何等的重要啊! 

 

自由派神学认为人类能够变得更好, 也

会使世界变得更好. 这种乐观的思想因为迎合现

代人的心意而广受欢迎. 然而, 1914 年至 1918

年, 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充分显露人性

的败坏, 同时也大力遏止了这股对人性和世界充

                                                           
124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35 页. 
125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 465-466 页.  

邵叶尔也指出, 自由派神学认为“救赎”只是教会群体与

基督神秘的联合, 或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而非个人因

信主得救, 罪得赦免, 得享永生). 同上引, 第 466 页. 

满乐观的自由神学之强风. 无论如何, 自由神学

在神学院、在欧洲与北美的主流宗派仍然具有

非常大的影响力, 而近代的“进程神学”和“解放

神学”等, 都是自由神学的遗风, 可谓不可不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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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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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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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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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75 页. 
127   同上引, 第 84-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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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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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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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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什么是自由神学? 

 

论到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 我们必

须承认自由神学家的思

想不一定完全一致, 但

如郑国治所指出, 他们

的思想“基本的观念是

大同小异的”; 例如:  

 

1) 他们认为启示是人对真理的了解或亮光而已. 

2) 他们以宗教为中心, 却以人的理性研究神学. 

3) 他们认为理性是信仰重要的依据, 若理性不

能通过的圣经真理, 都不能接受, 如道成肉身

(借童贞女由圣灵感孕)、基督肉身复活(而非

精神复活)、超然的神迹、人的原罪、基督

宝血的救赎、基督的再来等, 都是超乎人理

性所能了解的. 他们将这些事灵意化解释, 或

根本放弃. 

4) 他们不信耶稣(如圣经所教导的)是神的儿子, 

只信耶稣是完全的人. 

5) 他们认为圣经的内容有误, 其主要的教训以

耶稣为榜样, 是以祂的精神为标准. 

6) 有关圣经超然的事, 只是民间的传说, 或民俗

故事而已. 

7) 圣经要照各时代和各国的文化背景解释, 未

必要回到原作者的原意. 

8) 圣经的预言, 只是以预言文学的方式写成, 不

是真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 所以预言充其

量是属历史的, 目的是给人鼓励而已. 

9) 基督教(基督信仰)不是救赎性的, 只是一种

伦理的宗教, 与普世各大宗教无异.129 

                                                           
128   同上引, 第 85 页. 
129   上文附录主要改编自 郑国治著, 《神哲学与信

仰简明手册》, 第 90-91 页. 

附录(3):   什么是现代主义? 

 

奥尔森(Roger E. Olson)指出, 一些学者认

为“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一种弥漫在 1650

年至 1960 年的文化氛围(气氛), 亦即一套观点

或看法, 可算是启蒙主义及它的遗绪之同义词

(注: 自 1960 年起, 现代主义已被所谓的“后现

代”超越了).130 根据邵叶尔, “现代主义”一词首

先出现在罗马天主教内部的一场运动, 其心态类

似更正教的自由派. 此词大约于 1910 年开始, 指

美国激进的自由派神学. 早期的自由派神学是一

场抢救运动, 在启蒙运动的炮火猛攻之后, 试图

抢救基督教核心教义的余烬. 但现代主义却是对

于更正教福音派的直接挑战, 并导致基要主义

(Fundamentalism)的全面回应.131 

 

 现代主义强调人类理性的自主性、人类

的自由和自主. 现代人致力于种种的自我改进, 

现代主义对这些努力赋予一种宗教性的认可. 对

于罪与恶的极端破坏力, 却轻描淡写、缩减至最

小程度. 现代主义认为, 真理是科学的最新发现, 

而不是任何超自然的启示或任何历史人物, 就此

而言, 现代主义比自由主义又多走了一步.132 

 

 美国的现代主义运动 , 源于马修斯

(Shailer Matthews)和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学派. 

马修斯使用一种社会历史的

模式, 指出宗教的功能, 是要

帮助人们找出他们身处环境

的意义, 并认为神学是“超自

然化的政治学”, 源于教会与

其特定文化的互动. 1930 年

代开始, 由于受到“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 

注: 神学方面属于“新正统神学”)的冲击, 现代主

义运动日渐衰落, 但有一些关键的概念, 却在

1960 年代的激进主义中再次复苏.133  

 

                                                           
130   奥尔森著, 《神学的故事》, 第 644 页. 
131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 464 页. 
132   现代主义强调“自然界没有超自然的掌控与干

预; 人类经过教育、理性与科学的熏陶, 势必会进步.” 

参奥尔森所著的《神学的故事》, 第 644 页. 
133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 464-465 页. 

 
Shailer Matth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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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彼得不认主的事, 但内

中有所谓的“矛盾”之处. (a) 到底主耶稣是说

“鸡叫以先”(太26:34; 约13:38), 还是“鸡叫两遍

以先”(可14:30)? (b) 论到彼得三次不认主, 四

福音书对那些质问彼得的人方面之记载有所

不同, 到底哪一本福音书的记载才是正确的?  

 

解答(a): 到底主耶稣是说“鸡叫以先”还是“鸡
叫两遍以先”? 

 

首先, 让我们仔细阅读这四处的经文: 

1) 约13:38: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

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鸡叫以先, 你要三

次不认我.’ ”  

2) 可14:30: “耶稣对

他说: ‘我实在告诉

你, 就在今天夜里, 

鸡叫两遍以先, 你

要三次不认我.’ ” 

3) 太26:34: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鸡
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 

4) 路22:34: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
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 

 

比较以上四处经文, 我们看到只有马可

福音清楚记载鸡叫两遍以先, 彼得要三次不认

主; 其余三本福音书都没注明鸡叫几遍, 仅提

说鸡叫以先(或鸡还没有叫). 洪鼎翀解释说: 

“可能主耶稣第一次对彼得说: ‘鸡叫以先, 你

要三次不认我’时, 彼得就极力否认, 拍着胸膛

夸口说: 主啊, 众人虽然为祢的缘故跌倒, 我却

永不跌倒! 于是主耶稣加重语气对他说: 彼得, 

我实在告诉你, 就在今天夜里, 鸡叫两遍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 不, 我就是必须和祢

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祢. 众门徒都是这样符和.” 

换句话说, 主耶稣可以是真的讲过“鸡

叫以先”, 也同样说过“鸡叫两遍以先”(马太、

路加和约翰是记载前者, 马可则记述后者),134 

所以这两种稍有不同的记载都可以是正确的, 

并没有矛盾. 由此可见, 以上经文的“差别”并

不能证明圣经有误, 或说某个福音作者在说谎.     

 

 此外, 正如洪鼎翀所指出, 在初期教会

时代, 不可能每人都拥有一本圣经, 他们要靠

背诵经文, 才能把福音传出去. 这“鸡叫两遍以

先, 彼得要三次不认主”的经文太过绕口了. 背

诵经文, 最大的难处就是记不牢, 在这种情况

底下, 简化内容以求达到牢记的目的是必要的. 

到底“鸡叫两遍”是重点, 还是“三次不认主”才

是重点? 当然是三次不认主了, 所以就算只背

诵“鸡叫以先, 彼得三次不认主”, 并没有否定

之前鸡共叫过一遍还是两遍!135  

 

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也同样强调

以上这个论点. 论到“鸡叫以先”还是“鸡叫两

遍以先”, 他说: “这真的是

如一些批评家所谓的矛盾

不符(discrepancy)吗? 不 , 

因为我们可以肯定的, 如

果鸡叫两遍, 它就至少叫

了一遍(意即鸡有叫了, 所

以说“鸡叫以先”并没有冲突, 如果有福音书的

作者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 鸡却完全没有叫, 

这才是真正的矛盾或冲突, 笔者按).  

 

“显然, 耶稣详细指明彼得第三次不认

主时, 鸡会第二次啼叫. 这预告的重点不在于

鸡会叫多少次, 而是彼得会不认主多少次, 即

                                                           
134   一般学者都认为马可是彼得的门徒, 曾与彼得

同工(彼前 5:13), 并根据彼得亲口的讲述在罗马写下马

可福音(参《启导本》的“马可福音简介”). 彼得肯定清

楚记得主耶稣当夜对他所说过的话之细节, 所以彼得向

马可讲述时, 很可能特别强调“鸡叫两遍以先”(而不仅

是笼统地提到“鸡叫以先”).  
135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一集) 》(柔佛新

山: 人人书楼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 第 218 页. 

 Gleason L. 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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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多少次向他的提问者否认他是与主耶稣

同一伙的, 或甚至不承认他认识主耶稣. 加添

一些附加资料(指鸡叫两遍)并不抵触那些较简

短的记述, 无损这些福音书作者(马太、路加

和约翰)的见证. 这类的差异(variation)可见于

学生在班上(上课时)所作的笔记: 一些学生的

记述比其他人更加详细. 这并不表示他们各人

对导师所言而写下的记录不都是同样正确的

(反之, 将他们各人的资料对照和比较下, 便能

编出一篇更全面、更完整的资料, 笔者按).”136 

 

解答(b): 论到彼得三次不认主, 四福音书对那
些质问彼得的人方面的记载有所不
同, 到底哪一本福音书的记载才是正
确的? 

 

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全都正确! 虽然四本

福音书在细节的记载方面有所不同, 但它们并

非互相冲突, 而是相辅相成. 当我们仔细阅读

这四处经文的记载, 将每一节像拼图一般正确

地拼在一起时, 所谓的“冲突”或“矛盾”便顿时

消失, 展现眼前的是一幅更完整与全面的图画. 

 

现在让我们先阅读这四处的个别经文, 

然后才呈现它们的“完整拼图”. 无论如何, 我

                                                           
136   Gleason L. Archer, Jr.,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2), 第 339 页. 

们先在以下每一节经文旁列出完整拼图【E】

的号次, 以方便读者对照和比较).  

 

A. 马可福音 14:66-72  

1) 可14:66:  彼得在下边院子里; 来了大祭司

的一个使女,  【E.1】137 

2) 可14:67:  见彼得烤火, 就看着他, 说: “你素

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夥的.”【E.3】 

3) 可14:68:  彼得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 也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于是出来, 到了前

院, 鸡就叫了.【E.4】 

4) 可14:69:  那使女看见他, 又对旁边站着的

人说: “这也是他们一党的.”【E.5】 

5) 可14:70:  彼得又不承认.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

党的! 因为你是加利利人.”【E.7】 

6) 可14:71:  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 “我不认得

你们说的这个人.”【E.8】  

7) 可14:72:  立时鸡叫了第二遍. 彼得想起耶

稣对他所说的话: “鸡叫两遍以先, 你要三

次不认我.” 思想起来, 就哭了. 【E.9】+

【E.10】 

 

B. 马太福音 26:69-75 

1) 太26:69: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 有一个

使女前来, 说: “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

耶稣一夥的.”【E.1】+【E.2】+【E.3】 

2) 太26:70:  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E.4】  

3) 太26:71:  既出去, 到了门口, 又有一个使女

看见他, 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同

拿撒勒人耶稣一夥的.”【E.5】 

4) 太26:72:  彼得又不承认, 并且起誓说: “我

不认得那个人.” 【E.5】 

5) 太26:73: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

前来, 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党的, 你的

口音把你露出来了.”【E.6】+【E.7】 

                                                           
137  刮号【E.1】的 E 指下文的 E 部分(四福音参合

的实况), 而【E.1】指 E 的第 1 项, 【E.2】指第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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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太26:74  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 “我不认得

那个人.” 立时, 鸡就叫了.【E.8】 

7) 太26:75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鸡叫以

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E.9】+【E.10】 

 

C. 路加福音 22:54-62 

1) 路22:54  他们拿住耶稣, 把他带到大祭司

的宅里. 彼得远远的跟着. 【E.1】 

2) 路22:55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E.1】 

3) 路22:56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 

就定睛看他, 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

一夥的.” 【E.2】+【E.3】 

4) 路22:57  彼得却不承认, 说: “女子, 我不认

得他.”【E.4】 

5) 路22:58  过了不多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看

见他, 说: “你也是他们一党的.”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E.6】 

6) 路22:59  约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极力

的说: “他实在是同那人一夥的, 因为他也

是加利利人.” 【E.7】 

7) 路22:60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晓得你

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 鸡就叫了. 

【E.8】   

8) 路22:61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

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以先, 你要三

次不认我.”【E.9】   

9) 路22:62  他就出去痛哭.【E.10】   

 

D. 约翰福音 18:15-18, 25-27 

1) 约18:15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 还有一个门

徒跟着.  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 他就

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E.1】 

2) 约18:16  彼得却站在门外. 大祭司所认识

的那个门徒出来, 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 

就领彼得进去.【E.1】 

3) 约18:17  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 “你不也

是这人的门徒吗?”【E.3】他说: “我不是.” 

【E.4】 

4) 约18:18  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 就生了炭

火, 站在那里烤火; 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 

【E.2】    

5) 约18:25  西门彼得正站著烤火, 有人对他

说: “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 彼得不承认, 

说: “我不是.” 【E.6】 

6) 约18:26  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 是彼得削

掉耳朵那人的亲属, 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

祂在园子里吗?” 【E.7】 

7) 约18:27  彼得又不承认. 立时鸡就叫了. 

【E.8】  

 

 读 完 以 上

四处经文, 接下来, 

我们若将它们彼

此对照和逐一比

较之下, 就不难重

新整理出完整的

真实情况. 以下是

当时整个事件发

生的始末: 

 

 

E. 四福音参合的实况 

E.1 西门彼得和约翰远远地跟着主耶稣, 到

了约翰所认识的大祭司的院子里. 约翰

向看门的使女通报了, 就领彼得进去(约
18:15-16).  

E.2 彼得进去后, 因为天冷, 就在火旁烤火取

暖. 有个在门内侧的使女看见彼得坐着

烤火 , 就定睛以怀疑眼光看着彼得 (路
22:56). 

E.3 那看门的使女问彼得, 说: “你不也是这人

的门徒吗?” (约 18:17); 她再仔细观看一

下, 然后对彼得说: “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

利人, 即拿撒勒人耶稣一夥的”(可 14:67; 

太 26:69); 并向其他人说:  “这个人素来

也是同那人一夥的”(路 22:56) 

E.4 彼得否认说: “我不是”(约 18:17); 又马上

加上了一句 :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

么!”(太 26:70; 可 14:68), “女子, 我不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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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路 22:57). 这是彼得第一次否认主耶

稣. 彼得出来, 到了前院, 鸡叫了第一遍

(可 14:68). 

E.5 彼得来到门口, 又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 

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

人耶稣一伙的”(太 26:71; 可 14:69). 

E.6 过了不多时候, 又有另一个人对他说: “你

也是他们一党的”(路 22:58); “你不也是

祂的门徒吗?”(约 18:25). 彼得说: “你这

个人! 我不是”(路 22:58), 并且起誓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太 26:72). 这是彼得

第二次否认主耶稣. 

E.7 过了一个小时, 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 是

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 也向彼得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祂在园子里吗?”(约

18:26); 又有一个人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

们一党的, 因为你是加利利人, 你的口音

把你露出来了”(太 26:73; 可 14:70); 然后

向其他人说: “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 因

为他也是加利利人”(路 22:59).  

E.8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

什么!”(路 22:60), 然后向众人发咒起誓说: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可 14:71; 太

26:74). 这是彼得第三次否认主耶稣, 立

时, 鸡叫了第二遍. 

E.9 主耶稣经过那里, 转过身来, 用慈祥的眼

光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两遍以先 , 你要三次不认

我”(参 路 22:61; 可

14:72; 太 26:75). 

E.10 彼得就出去痛哭了

(路 22:62; 也参  太

26:75; 可 14:72).138 

 

上述情况强有力地证明了四本福音书

的作者当中, 并没有任何人在说谎; 在圣灵的
                                                           
138  以上四福音参合的实况是参考 洪鼎翀所著的

《圣经中的矛盾 (第一集) 》, 第 218 页, 以及 Gleason 

L. Archer, Jr.,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第 340

页, 但笔者在其中做了一些修饰和更正, 并加添了一些

以上两本书所没提及的资料.  

默示下, 他们虽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 但每

个人都写下了无误的记载. 对于彼得三次不认

主一事, 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贴切指出, 

每个福音书作者记述了一些其他福音书作者

所没有记载的资料, 而约翰显然记载了更多其

他三个福音书作者完全没有提到的资料. 简之, 

我们清楚看见他们的记述没有一处是彼此对

立、互相矛盾的. 当四本福音书的资料被正确

地排列在平行的专栏时, 它们带给我们一个更

完整的记述, 这是任何一个福音书作者都无法

给于的.” 

 

阿切尔最后总结

道: “四个福音书作者的

见证并没有互相矛盾 , 

纵然他们的资料表面上

看似有所差异 . 正如在

任何法庭上的正当审讯, 

法官和陪审团的责任是

根据每个见证人的报导, 

把所有资料拼合起来 , 

重现所审的案件之完整

实况. 他们的见证人所提供的资料很多是相似

的, 但每个人都有一些其他人所没有的资料可

作参考. 因此, 按法律证据的准则下, 我们没有

好的理由下定论说, 福音书记录上的差异是真

实的分歧(genuine discrepancies), 是无法解决

的矛盾(unresolvable contradictions), 这样的定

论是出于心存偏见的学者. 这样的学者是完全

无资格坐在任何法庭上执行审查和判断.”139  

 

 

 

 

 
 

 

                                                           
139   Gleason L. Archer, Jr.,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第 340-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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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 

 

恶人哈曼: 
他的高傲和恶谋 

他的预表和特征 
 
(A) 哈曼的高傲和恶谋 (斯 3:1-15) 

(A.1)   哈曼的高傲 

以斯帖被立为王后过后, 亚哈随鲁王抬

举恶人哈曼, 使他高升为王的宰相(斯 3:1). 这

个傲慢的人是非常自负和狡猾的, 野心很大, 

不择手段. 他是亚甲族的人, 是亚玛力王亚甲

(Agag)的后代. 这表示他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出

17:8; 撒上 15:8). 当王下令朝门的一切臣仆都

要跪拜哈曼时, 末底改拒绝这样做, 不仅是因

为哈曼不过是个人而已, 更是因为哈曼是亚玛

力人(以色列的仇敌). 高傲的哈曼因末底改的

态度而怒气填胸, 不单想要除掉他, 还要消灭

全国各地的犹太人(斯 3:6; 4:7; 9:24).  

 

哈曼的高升(斯

3:1)令他高傲(斯 3:5), 

导致他策划了消灭犹

太民族的阴谋(斯 3:6), 

最终他却自食其果(斯

7:10). 哈曼肯定是一个

满有才干的人, 才会获

得王的恩宠. 那将要来

的“大罪人”也是如此. 

此人看似超人却不敬

畏神(帖后 2:4; 比较 腓

2:8). 此外, 哈曼暴躁的

怒气和过分的复仇真是糟透, 彻底地显出他是

一个何等邪恶与堕落之人. 对他而言, 单单惩

罚末底改难消他的心头之恨, 他要消灭所有犹

太人方可罢休(斯 3:13;  4:7,13,14,16;  8:5,7,9;  

9:24), 此乃他没落和死亡之因. 他是那些极度

反闪族(anti-Semitism)和种族屠杀(genocide)之

人的先驱. 但他与其他很多这类的人一样, 付

上致命的代价而发现一个事实: 那些咒诅犹太

人的人, 本身也会受到咒诅(创 12:3; 比较 撒上

2:30; 诗 9:16; 耶 30:16; 加 6:7; 雅 2:13).  

 

(A.2)   哈曼的恶谋 

哈曼无法挫败神的旨意, 特别是因为弥

赛亚将出自以色列(故犹太人这一民族绝不会

被灭, 编译者按). 恶人哈曼的计划是灭族(灭犹

太民族, exterm ination), 但神的计划却是救恩

(salvation). 哈曼致命的大错乃是他计划屠杀

犹太人, 但神在基督里的计划包含了信主的犹

太人和外邦人将来同获福气. 论到屠杀国中所

有犹太人方面, 这可怕的阴谋是靠“掣普珥”(意

即“掣签”, casting lots)而来, 而波斯文字“普

珥”(Pur)意指掣签(斯 3:7). 在神奇妙的护佑下, 

从掣签那日起, 直到实行灭族之日, 大概经过

了 1 年之久(这使到末底改有时间通知王后, 

而他们两人

也有足够的

时间靠神采

取适当行动 , 

编译者按).  

 

此 外 , 

哈曼也向王

撒谎(诬告说犹太人不守王的律例, 斯 3:8), 并

答应捐出一大笔钱财, 纳入王的府库(斯 3:9). 

王深受影响, 误信了哈曼这个敌对犹太人的无

法之徒(斯 7:6; 8:1; 9:10,24).     

 

 

(B) 哈曼的预表和特征 (斯 7:1-10) 

(B.1)   哈曼的预表 

哈曼被王恩宠, 深得王的尊重(斯 3:1), 

但他目中无神, 是撒但的工具, 成为犹太人的

仇敌(斯 3:6; 8:1). 他是个大恶人(斯 3:7-15), 因

自己的高位和财富而高傲自负(斯 5:9-11), 最

后, 他被推翻而颠覆(斯 7:10). 上述的一切特征

使我们联想到使徒保罗所谓的“大罪人”(the 

man of sin), 就是那个要在末日兴起的大恶人

(帖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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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哈曼拥有巨大的能力和影响力, 

用来为非作歹(斯 3). 同样地, 将来那头“兽”(或

称“敌基督”)也将有极大

的能力和权柄, 征服凡住

在地上的人(启 13:2,8). 哈

曼那令人惊讶和可怕的狂

傲(斯 5:11-13, 6:7-9), 正

反映着那将在未来日子被

魔鬼兴起的恶者(此人远

比哈曼更加邪恶),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

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

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帖后 2:4). 

 

哈曼对犹太

人 恨 之 入 骨 ( 斯
3:10; 8:1; 9:10,24), 

犹太人的仇敌在末

后的日子也会重复

同样情况 , 且是以

更大的仇恨待之

(帖后 2; 以及 启 13). 那要灭绝“哈曼时代的犹

太人”之恶谋, 将在末世被犹太人的大敌(即敌

基督)所制定与实

行(请读但以理书

第 9 章). 如同哈曼

一般, 那人会以谎

言迷惑众人(帖后

2:9). 140  但也像哈

曼注定失败与被

灭一样, “大罪人”将被主所灭绝(帖后 2:8; 启

19:20).141 想到人一切的罪都累积在这个大罪

人身上, 是何等的可怕! 但感谢神, 不法的奥秘

(mystery of iniquity, 人高举自己成为神)142最

终被敬虔的奥秘(mystery of godliness, 神谦卑

自己成为人)挫败了(帖后 2:7).      

                                                           
140   帖后 2:9: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但的运动, 行

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141   帖后 2:8: “那时, 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主耶

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142   “不法的奥秘”(KJV: mystery of iniquity)在中文

圣经《和合本》译作“不法的隐意”.  

(B.2)   哈曼的特征 

思想哈曼这一名字, 我们注意到他是: 

1) 可憎的逼迫者(Hateful Persecutor): 末底改

不愿跪拜他, 导致他恶毒地逼迫末底改的

族人  —  犹太人. 

2) 高傲的受宠者(Arrogant Favourite): 他被王

抬举一事或许是最糟糕的事. 他像膨胀了

的气球, 心高气傲. 但这傲慢的人身边也有

朋友(斯 5:10). 

3) 无情的反对者(Merciless Opponent): 他图

谋杀害所有犹太人, 无论老少, 且要在一天

之内灭绝他们(斯 3:13; 比较 太 2:16). 

4) 首要的敌对者(Arch Enemy): 他要对所有

犹太人进行大屠杀, 一个都不留, 可说是犹

太人的首要大敌(斯 3:6 等等). 

5) 显著的失败者(Notable Disaster): 他公然的

敌对犹太人(要对他们赶尽杀绝), 导致主必

须消灭他, 以挫败他的阴谋(比较 创 12:3). 

正如所有这样做的人, 哈曼注定失败, 且是

彻底失败.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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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21-222 页. 

 
恶人哈曼最终被吊死在自己所立 

的木头上, 恶有恶报 (斯 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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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144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四): 
独特的实物示范 —   

聚集归入祂的名 
 

(A)    独特的集体见证  —  召会 

 本章是每个年轻信徒要读此书时, 所该

开始读的一章. 无论如何, 对于大部分属灵成熟

的神子民而言, 要触及人心和触动情感的真理, 

绝不肤浅或轻率. 诚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原文应译作“聚集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145是一

个崇高的特权. 求神赐作者和每一位读者都有正

确心态, 能赏识这蒙福的特权! 

 

 召会(assembly)是一个为神在世上摆出的

独特见证. 它是独特的, 因为除了召会以外, 新约

圣经再也没有承认其他任何为神在这时代所作

的集体见证了 . 现今所谓的 “基督教世界 ” 

(Christendom)有很多伟大的制度或组织, 其中有

许多好的, 也有很多不好的. 但我们若以新约圣

经为我们唯一的指南, 以集体见证来说, 它只记

载一个真实的集体见证, 即召会的见证.  

                                                           
144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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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用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145   主耶稣在 太 18:20 说: “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
聚会”(原文直译: 若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归入我的名), 那

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KJV: For where two or three are 

gathered together in my name [此英文字 in 在希腊文是

eis, 应译作 unto , 意即“归入或归向我的名” ], there am I 

in the midst of them”). 参本文附录“太 18:20 的原文正

意”; 也参下列文章: “归向我的名  (Unto My Name)”,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归 向 我 的 名 -

unto-my-name/ ; “基督的众召会 ”(The Assemblies of 

Christ),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

众召会-the-assemblies-of-christ/ . 

 有者试图解释说, 新约圣经只描述原始

的基督信仰(primitive Christianity), 而神的用意

是要众地方召会联合起来, 成为有组织性的体制, 

以获得地上列国的承认, 能为神做更多的事, 发

挥更大的影响力. 我们在这事上必须非常谨慎, 

不可放肆地告诉神应该怎么做. 神已在祂的话语

中全面启示祂的旨意, 我们在圣经中无法找到任

何上述所谓的用意. 所有在基督教世界里伟大的

制度和组织, 都没有丝毫圣经的根据所支持. 

 

(B)    召会的独立自治 

 我们在上一章(参上一期)已指出, 新约圣

经论到召会仅有的两大方面, 即属灵(肉眼无法

见到)的基督之身体(或称宇宙性召会)和地方性

召会.146 问题是, 众地方召会是否该联合起来, 组

成某种更大的体制、联盟或组织? 在历史上确

实发生了, 但这做法没有圣经的支持. 当新约圣

经提到数个地方的召会时, 它从不用“单数独一

的召会”(the church of…)来称呼她们,147 她们只

                                                           
146   希腊文 ekklêsia 一词最广泛的用法是指基督所

应许建造的召会  —  保罗称之为“基督的身体”  —  包

含这恩典时代的每一个信徒, 从五旬节直到召会被提这

段时期的所有信徒(参 弗 3:1-12; 5:23-32; 西 1:18; 来

12:23). 这些经文皆指上述所谓的“基督的身体”, 另称

“宇宙性召会”或“普世性召会” [注: 上下四方叫做“宇”, 

意即所有的空间; 古往今来(过去、现在、将来)叫做

“宙”, 意即所有的时间; 故“宇宙性召会”代表一个比“地

方性召会”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广的召会, 即从五旬节直

到主再来(召会被提)这段时间, 在世界各地凡信主而重

生得救的信徒所组成的召会]. 地方性的召会则指在某

个时间里, 在某个地方聚集的一群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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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代表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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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指众多的地方性召会 , 则采用 “她

们”(they). 还有一点,《和合本》在 太 16:18 把召会译作

“胜过他”. 这“他”在英文圣经《钦定本》 (KJV)译作

“it”(它), 但这字的希腊原文是代名词 autês , 在希腊文

法上是“阴性 -第三人称 -单数 -所有格”(feminine-third 

person-singular-genitive), 直译为“她”(her). 若 太 16:18

是指“它”(it, 中性), 其希腊字应该是  autou ; 若是指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归向我的名-unto-my-name/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归向我的名-unto-my-name/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众召会-the-assemblies-of-christ/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众召会-the-assemblies-of-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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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圣徒的众召会”(churches of the saints, 编

译者注: “众召会”一语表明这些召会并没有联合

起来成为一个组织单位),148 或其他类似的称呼

(如: 基督的众召会[罗 16:16]、亚西亚的众教会

[林前 16:19]、外邦的众召会[罗 16:4]等等).  

 

我们要指出, 这真理清楚表明地方召会

的独立(independence)或自治(autonomy), 但这两

个词还无法完美表达这真理. 因事实上, 地方召

会是要向主全面负责, 而非真正的自我治理(可

以我行我素), 也不是在不靠主的情况下自足或

自立. 召会不向任何管治的团体(governing body)

或等级制度(hierarchy)负责, 只单单向主负责, 而

主是透过召会自己的长老们, 单靠神的道来带领

他们(启 1:12 至到 3:22). 召会不奉行民主制度, 

由群众管治, 而是神权制度, 只承认神的统治.  

 

(C)    败坏的庞大体制 

 事实上 , 圣经确实

描述一个庞大的宗教制度

会在这个时代(召会时代)

发展出来. 马太福音 13 章

的两个比喻表明这体制有

个显著的增长或扩展. 在其

中一个比喻里, 有一个人在

他的田里撒下一粒芥菜种. 

它长大成为一颗大树, 天上

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太

13:31-32). 主耶稣告诉我们, 田地就是世界(太

13:38), 飞鸟就是撒但的使者(太 13:19). 这棵大

树是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写照.  

 

此外, 在面酵的比喻里, 有个妇人把面酵

藏在三斗面里, 直到全团都发起来(太 13:33). 酵

会膨胀, 导致在体积方面有惊人增长, 但在真实

价值或属灵重量方面却没加增. 若在烤炉中的酵

                                                                                               
“他”(him, 阳性), 其希腊字也是 autou . 简之, 基于上述

种种原因, 我们在后期的《家信》中一律把召会一词的

“单数-人称代名词”译作“她”. 
148   林前 14:34: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
的众教会一样”(all churches of the saints, 注: 这短语在

英文圣经[KJV, NKJV, NIV, LB 等等]是在 林前 14:33).  

不被适当的制止, 所烤的食物将变成一大块的酸

化物(great sour mass). 在圣经中, 酵代表罪恶的

原则, 可指道德方面的罪恶(林前 5:6-8)和教义方

面的罪恶(加 5:9). 因此, 一个庞大的体制(不少学

者认为这体制是罗马天主教, 编译者按)已在宗

教世界里发展, 可惜整个体制被罪恶渗透. 无论

如何, 当我们论到这“体制”时, 我们必须谨慎, 我

们必须清楚区分这“体制”与在这体制内许多蒙

主耶稣宝血所洗净的属神众圣徒(换言之, 前者

是败坏的体制, 该受到谴责; 但后者虽在这败坏

体制里, 却因信主耶稣而蒙祂宝血所洗净).  

 

(D) 那可称颂的尊名 

我们现在要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或

作: 聚集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一真理的正面

教训. 当主耶稣知道祂离世归回天家的日子快到

了, 祂为属祂之人留下指南, 使他们在祂不在地

上的日子晓得怎样行. 祂留下许多圣灵的遗产

(legacies), 但无一事比留下祂自己宝贵圣名更为

宝贵了. 读到耶利米的话, 心中非常感动, 他说: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 我得着祢的言语就当食物

吃了; 祢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到底是

什么话使耶利米看为如此宝贵? 答案是: “因我

是称为祢名下的人”(耶 15:16). 类似的话也被大

卫、以赛亚和但以理所记载. 这实在是伟大的旧

约真理, 因神对以色列人说: “天下万民见你归在

耶和华的名下, 就要惧怕你”(申 28:10). 论及以

色列人聚集在耶和华面前之处, 申命记多次记载

神在那里立祂的名  —  以祂的名作为区分的标

记(申 12:5,11,14,18,21,26; 16:2,6,7,11). 

 

不过, 这是旧约真理; 现今(新约)有无类

似的例子? 其实是有的. 雅各写给一群卑微的信

徒说: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雅

2:7). 我们所敬奉的名(主耶稣基督)是人所亵渎

的, 但这名却是“尊名”. 大部分英文圣经的页边

注明英文字在这方面的不足, 只好附加一些形容

词如尊贵的(honoured)、美妙的(wonderful)或美

丽的 (beautiful), 或以另一些形容词如尊贵的

(noble)、荣耀的(glorious)、卓越的(excellent)或

公正的(fairest)取而代之, 因为这名是无法言过

其实的. 瓦茨(Isaac Watts)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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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结合一切荣耀众名, 

一切有关智、爱、能力之名, 

也都无法述尽主的价值, 

无法述尽我们救主荣美. 

 

主耶稣基督的名里蕴藏着祂的身份和工

作那无以伦比的价值. 这名无法与祂的一切所是

(all He is)和一切所行(all He has done)隔开来谈.  

 

(E) 奉主名聚会的真义 

你若读本书的第二章(请参 2016 年 4-6

月份, 第 109 期《家信》的“召会真理”专栏: 奉

主名聚会(二): 地方性的召会之简述), 你会发觉

我们花了不少篇幅按上下文来解释 太 18:20. 我

们这样做的原因如今更显而易见了, “因为无论

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奉

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这一真

理是最宝贵的真理. 英

文 圣 经 《 钦 定 本 》

(KJV)在这一节中出现

两次“in”, 但它们在希

腊原文采纳不同的字.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的英文是“in (希腊文: en {G:1722} ) the midst of 

them”, 这希腊字表明位置(locative), 包含了祂在

聚会当中的首要地位 . 但第一个“in”字(in my 

name)在希腊文是 eis {G:1519}, 是很有意义的. 

介词 eis 意谓朝向某个方向(direction toward), 教

导我们说主耶稣本身是那伟大的吸引力. 我们被

祂这个聚集的中心所吸引.  

 

无论如何, “朝向某个方向”还不足以完全

表达 eis 一词, 因这词也可翻译成“into”, 而“into 

His name”述说那名的一切权柄; 例如靠着那名

的权柄, 福音被传开了(徒 4:12)、信徒受浸(徒

10:48)、瘸腿的能行走(徒 3:16)、信徒获得赦免

的保证(徒 10:43)等等, 因为论到权柄, 那名的权

柄是无可比拟的(腓 2:9). 但《钦定本》正确地

把 eis 翻译成“in”, 因为它也可表示“在祂名的领

域里”(in the sphere of His name), 并且住在其中.  

 

主耶稣的名具有权柄和吸引力, 因为它

是信徒聚集的中心(太 18:20; 林前 1:1-9; 5:4; 来

10:25; 13:3). 是否有任何爱主基督的人建议任何

其他的名比这尊名更有吸引力? “奉我的名”(归

入我的名)表明祂名的卓越超凡. 为了避免见证

变得模糊, 我们只有一个名  —  主耶稣基督的名! 

就是这唯一独特的名, 联合了所有“真正承认祂

为救主和主”的人. 此名是如此独特, 以致它排除

了其他所有的名. 

 

(F) “第二个名字”的罪恶 

基督徒常选择以某个伟大主仆之名来命

名, 为要尊荣和纪念他的贡献.149 但试问有哪个

仆人的名, 配得放在他主那无与伦比之名的旁边, 

与它同列同尊呢? 神“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

名”(腓 2:9). 还有一些基督徒选择以某种伟大的

圣经教义来命名, 如信徒的浸礼(称为“浸信会”, 

Baptist Church), 但试问有哪个圣经规条、真理

或实践, 配得与那位宣告“我就是真理”的主同列

同尊呢? 另有些基督徒以某个召会管理体制来

命名, 如长老会、主教宗(presbuteros, episkopos)

等, 但有哪些长老或主教配得取代众召会之主的

尊名呢? 

 

有者认为这些都是不公平的指控. 他们

说: “这些伟大的宗教体制并没有否认主耶稣基

督的名, 他们仅是选择‘第二个名字’, 来与其他

基督徒区分出来, 以方便辨别他们.” 但基督徒这

样地彼此分别(分裂?!), 绝不是主耶稣的心意(约

17:22-23). 实际上, 这“第二个名字”使到基督徒

彼此分裂. 主耶稣基督已留下祂的名给信徒(要

他们称为“基督徒”),150 但许多人为了方便而取

了“第二个名字”, 这或许与他们意愿相符, 或为

要与其他同是基督徒的人有别. 

 

我的全名共有 15 个字母 (Norman W. 

Crawford). 因着出外做主工, 我经常不在家, 我

                                                           
149   例如“路德会/路德宗”(Lutheran Church)以马丁

路德 (Martin Luther)来命名 , 卫斯理公会 /卫斯理宗

(Wesley Church / Wesleyan Church)以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来命名等, 但明白召会真理而奉主名聚会的信

徒只称自己为基督徒. 对那些仍想辨别我们的人士, 我

们最多是解释说“我们是一群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we 

are Christians gathered unto the Name of the Lord). 
150   徒 11:26: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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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太需要在许多文件上代签, 替我写上我的名. 

她若说为了方便, 她要选择大概只有 6 个字母的

第二个名字(如 Gordon、Gidean 等等)来代替我

的名字! 她可以告诉我说她并没有放弃我给她

留下的名, 只是为了方便才用别的名, 你认为我

的感受如何? 我不必再多作解说, 让我问你, 我

们的主不在世上, 但祂如何看待基督教世界中这

许许多多加在祂名旁边, 或完全取代祂名的种种

名称? 祂的名是至高无上的, 任何的名都无法与

它相比. 采纳任何“第二个名字”都是对祂不敬.  

 

事实上, 我们若采用任何名字为我们的

专属, 来与其他信徒区分时, 便是犯上教派主义

的罪恶(sin of sectarianism). 在圣经中, 弟兄们

(brethren)、基督徒(Christians)和信徒(believers)

等等名称都同样属于神的每一个儿女, 绝不该把

它们当作教派的意思来使用.151 这是某些在哥林

多召会的人所犯的错误, 他们高傲地宣称: “我是

属基督的”(林前 1:12). 我们必须谨慎如何使用

“基督”的尊名. 在哥林多前书, 我们常读到“主耶

稣基督 ”(参  林前 1:2,3,7,8,9,10; 6:11; 15:57; 

16:23), 诚然, 祂的主权是此书信的重要主题.  

 

世人会给我们取各种各样的名, 我们无

法全面避免此事, 可是让我们拒绝这些名, 只采

纳一个名, 就是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  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西 3:17: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或行

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祂感谢父神”). 

                                                           
151   把“brethren”(弟兄们)一词当作专有名词(大写

的 Brethren , 特指“弟兄会”)来使用, 是具有教派含意, 

受到早期弟兄们所反对. 我们应该效法我们属灵的前辈

们, 避免自称“弟兄会”; 我们不是“弟兄会”的会友或教

徒, 而是奉主名聚会的基督徒(we are Christians gathered 

unto the Name of the Lord). 换句话说, 当人问我们是属

于什么宗派的基督徒, 我们千万别说自己是属于“弟兄

会”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当中也有“姐妹”, 况且“弟兄会”

这名称就如其他公会一样, 含有教派主义的色彩; 也切

莫说我们是属于“某某福音堂”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不属

于“某某福音堂”, 而是那间福音堂属于我们. 我们应当

以温和肯定的语气, 清楚地回答说: “我们是一群奉主名

聚集在某某地方(例如某某福音堂)的基督徒; 我们不属

于任何宗派, 只属于主耶稣基督!” 前一句话强调地方召

会的性质 — 信徒加入某某地方的召会; 后一句则强调

地方召会应有的标记 — “聚集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   

某日, 在我前往某处的路程上, 我与坐在

我旁边的人谈话. 在交谈中, 他表明自己也是基

督徒. 当我向他述说神如何拯救我, 他也很喜乐

地回应, 告诉我神如何拯救他的奇妙故事. 从谈

话中, 我的心思很清楚知道, 我们都有同一个救

主, 信奉同一个主. 我们继续谈论到主耶稣的完

美身份和工作. 我真心相信在路程上, 主自己与

我们亲近, 我们也可重复那两名前往以马忤斯路

上的旅客所说的话: “在路上, 祂和我们说话…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 24:32). 我深觉这

位信徒是在主里非常亲爱的弟兄, 我的心也更接

近他. 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 我深感他在属灵

方面是明智的. 快到终点时, 他问道: “你是属于

哪个宗派?” 我告诉他, 我是信徒, 是基督徒, 曾

是失丧罪人, 但今已踏上前往天堂之路. 

 

由于没有获得所想要的答案, 他接着说: 

“但你是属于哪个宗派?”  

“我属于主耶稣!” 我答道. 

“但你没有用其他名称来自称吗?” 

“除了祂的名, 你认为我该用其他什么名

呢?” 我反问道. 

他说: “你是普里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信徒吗?”  

“不!” 我答道, “别人可能用这名来称呼我

们, 但我们从不接受它. 普里茅斯在 1840 年代初

期有个大召会(人数有千人以上), 但我从来没有

到过英格兰的普里茅斯, 也没遇过任何与那大召

会有历史联系的基督徒.” 

   

 我跟着解释普里茅斯那里确实曾有一个

人数众多的大召会, 福音从那里广传到普里茅斯

四围的所有地区. 那里的信徒从不为自己取任何

宗派性的名称, 只在他们的传道和谈话中互称对

方“弟兄”(brother), 所以附近的镇民称他们为“来

自 普 里 茅 斯 的 弟 兄 们 ”(the brethren from 

Plymouth, 注: 久而久之就变成“普里茅斯弟兄

会”[Plymouth Brethren] ). 我说道: “我相信采用

这名称是错的, 正如基督教世界中的其他任何名

称都是错的.” 

 

 他告诉我他是属于长老会  —  一个在过

去和现在都具有许多伟大的属灵人物的宗派; 我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1 

   

《家信》: 第 111 期 (2016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向他解释一件事, 当我们一同谈论我们的主耶稣

时, 我们是合一的,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分裂的事

物, 但现在有一个隔墙了. 我只是基督徒, 但他是

长老会的基督徒. 他的反应道出了此事的重点: 

“在这之前, 我从没有看出‘第二个名字’的大罪

恶!” 求神帮助每个读者都看出这方面的罪恶! 

 

(G) 一句警告的话 

 我必须在此提醒一事: 对于上述的真理

可有两种态度, 一是仅持冷酷的形式或礼节(cold 

formality), 二是持有真实活泼的珍惜或赏识

(living, vital appreciation). 在召会的秩序和名称

上正确, 是一件美好的事, 但它不会使我变得属

灵, 也肯定不会使我比那些在宗派的信徒更好, 

纵然我不觉得有自由参与这些宗派. 我们曾经见

过一些在教义立场上完全正确的信徒, 却表现出

缺乏属灵生命, 甚至更可悲的是, 表现出极其不

像基督的心思意念.  

 

事实上, 我若有合

乎圣经的正确立场, 这立

场便要求我显出相应的

谦卑和敬虔, 并以正确心

态对待所有属于基督的

信徒. 实际上, 主是按我们不完美的实况来接受

我们. 我们岂敢说自己已在一切事上都遵行了祂

的话? 我们必须里外一致, 不仅要在外表的实践

上遵行祂的话, 也要在内里的心态上效法基督.  

 

  在结束这章时, 引述复活的基督对非拉

铁非召会的话, 是最贴切不过了. 这话令我们降

卑, 使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完全倚靠祂的话和祂

的灵. 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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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 我在你

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启 3:8). 

求主帮助我们绝不弃绝任何与这独特之名有关

的宝贵真理!152 
 

(文接下期) 

                                                           
152   上文编译自 “A Singular Demonstration  —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Chapter 4),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46-53 页.  

附录:  太 18:20 的原文正意 

 

主耶稣在 太 18:20 说: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

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希

腊文学者纽贝里(Thomas Newberry)写道: “太 18:20

不是说‘在耶稣的名里’ (in [希腊文: en ] the Name of 

Jesus)而是‘归入耶稣的名’ (unto [希腊文 : eis ] the 

Name of Jesus), 意味着聚会的目的和对象” [摘自纽

贝里所著的《耶稣在中间》(Jesus in the Midst) ]. 由

于希腊文介词 eis 含有“向着”(motion towards)或“归

入”(entrance into)之意, 所以“奉( eis )主的名聚会”意

思是聚集“归向或归入”主的名, 即以主为聚会的中心

和对象.  

 

希腊文 eis 一词(意即“归入或归向”)在英文

圣经(KJV)常译作 unto . 圣经中有三方面与“归入

主”(或归入主名)有关的经文: (1) 过去的时代(预表性

意义): 诗 50:5 说: “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 (2) 现

今的时代(预表实现): 太 18:20 说: “有两三个人奉我

的名聚会(原文直译: 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归入我的

名)”; 其他经文有: 太 28:19: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

们施洗”(原文直译: 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子、圣灵的

名); 林前 1:13: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原文

直译: 你们是受洗归入保罗的名吗?)”; 徒 19:5: “就奉

主耶稣的名受洗”(原文直译: 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 

帖后 2:1: “… 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原文直译: 我们聚

集归于他)”. 这些经文让我们清楚看到, eis 不单表明

权柄(authority), 更是强调关联(association). (3) 将来

永世的时代(全面实现): 创 49:10 说: “万民都必归顺

(原文直译: 万民都必归于祂).” 

 

此外, 主耶稣在 太 18:20 说: “若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原文直译: 若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归入

我的名), 根据《纽贝里圣经助读本》, 这话的“被聚

集”(are gathered)在希腊文法上是“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联合“现在完成时态”(perfect tense), 正确的英译

文是 : “where there are two or three having been 

gathered”. 因此, 这句话所要表达的全面意思是: 若

有两三个人已经被聚集和继续被聚集… (where there 

are two or three having been and being gathered) [摘自 

A. J. Holiday 所著的《众圣徒的众召会》(Churches 

of the Saints) ]. 换言之, 这句话强调这聚会(指地方性

召会)是已被圣灵聚集  —  有属神的带领和权柄, 并
要继续被聚集  —  强调其持续性(Continuation). 这也

间接证明 太 18:20 主要不是指任何偶发性的聚会, 而

是继续在某地方摆见证的地方性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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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文库 约翰·帕金森(John F. Parkinson)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 

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二) 
  
(文接上期) 

(B.2)   正确的理解  —  圣经的拣选 

(一)   关于基督的拣选 

(二)   关于天使的拣选 

(三)   关于以色列的拣选 

 

(四)   关于召会的拣选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召会在世界未被创

立以前, 在基督里已蒙拣选, 成为神属天的子民, 

为要得着属天、属灵和永恒的福气. 

 

从以弗所书第 1 章, 我们清楚看见在圣经

中关乎召会被拣选这一奇妙真理. 保罗写道: “愿

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

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

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弗 1:3-4).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这里不是说我们被拣选, 使我们得以在祂里面
(chosen to be in Him), 乃是在祂里面被拣选
(chosen in Him). 换言之, 那些在祂里面的人, 是

已被拣选了. 这不是指拣选罪人去得救, 乃是得
赎的人蒙拣选去承受特别的福气和目的. 我们被

拣选, 为要得着什么福气呢?  —  “天上各样属灵

的福气.” 我们被拣选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  

“在祂里面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安德森爵士(另译

“ 安 德 逊 ”, Sir Robert 

Anderson)论及以弗所书

1:4, 说: “既然以弗所书

1:4 是召会(基督的身体)

之‘奥秘’启示的一部分 , 

其它经文又没有类似的

描述,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 这属天的拣选

只是单单与现今时代主的属天子民(即召会或基

督徒)有关” (引自《约的继承》[The Entail of 

the Covenant], 第 103 页). 

 

以弗所书 1:4 中的真理不是指神拣选某

些罪人成为基督徒, 祂乃是拣选那些预先被看为
基督徒的人. 在圣经中, 拣选从来不与救赎扯上

关系. 拣选的真理完全并单单与那些已被赎之人

有关, 亦即完全与罪人无关. 

 

因此, 我们是在基督

里被拣选了. 这个拣选发生

在什么时候?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被拣选了(第 4 节). 

再者, 这个拣选有什么目的? 

那是要叫我们成为天上的

子民(第 3 节), 为要得着属

天、属灵和永恒的福气. 下

表将以色列被拣选和召会被拣选作一比较。 

 

 以色列 召会 

1 在亚伯拉罕里被拣选 在基督里被拣选 

2 在创世以后被拣选 在创世以前被拣选 

3 成为神地上的子民 成为神天上的子民 

4 得着地上各样的福气 得着天上各样的福气 

5 物质的福气 属灵的福气 

6 短暂的福气 永恒的福气 

表一: 比较以色列被拣选和召会被拣选 

 

 思考了基督被神拣选、蒙神选召和喜爱, 

我们就可领悟我们蒙拣选的要点. 基督蒙神拣选, 

我们在基督里也蒙拣选(第 4 节). 基督蒙神所爱, 

我们在爱子里也得蒙悦纳(第 6 节). 

 

   不久前 , 福斯特和马斯顿 (Forster & 

Marston)突出这个有关拣选的圣经真理, 很有帮

助. 按照以弗所书第 1 章, 他们指出: “我们在基

督里被拣选. 这不是说我们被拣选, 后来被放在

基督里; 也不是说神拣选我们悔改, 却留下其他

人不悔改! 这表示我们既已悔改并重生, 成为基

督的身体, 我们就在祂的拣选上有分了. 祂被拣 Sir Robert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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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而我们是在祂里面蒙拣选. 这个当然是神在

未有世界以前按自己的先见所订的计划”153 (见

《神在人类历史上的策略》[ God’s Strategy in 

Human History ], 第 97 页). 

 

   霍勒(F. B. Hole)曾撰写以弗所书的注释, 

那是早期对这段经文深入研究的著作之一. 他告

诉我们: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

们. 我们必须留意‘在基督里’这几个字(或它们的

同义词)一次又一次地在这一章出现. 从历史角

度来看, 我们每一个人若未在基督里, 就都是在

亚当里; 但在亚当未受造之前，神早已在基督里

看上我们，我们就是根据这点而蒙拣选. 祂的拣

选是为要叫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引自《以弗所书注释》[ Ephesians ], 第 34 页) 

 

  另一个较早期的作者, 

凯利(William Kelly)论同一

段经文时, 说: “圣徒被拣选

为得着天上的福气, 乃是在

宇宙被造之先, 世界未被创

立以前” (引自《以弗所书

注释》[ Ephesians ], 第 193

页). 凯利这一句话准确地表

达有关召会的“拣选”在圣经中的意义和用法  —  

“圣徒被拣选为得着天上的福气.” 

 

讨论到此, 我们应该把改革宗神学(或译 

“归正宗神学”, Reformed theology)所指的拣选和

圣经中的拣选区分出来. 本书的立场和论点, 就

是要指出这一分别. 

 

 神学(特指加尔文神学)所指的拣选  = 罪人 

(sinners)被拣选, 为要着得 (灵魂的)救恩 154 

 圣经所指的拣选 = 圣徒 (saints)被拣选, 为要得
着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安德森爵士已指明以上这个分别, 他评

论说: “首先, 圣经提及‘神的选民’(God's elect)一

                                                           
153   彼前 1:2: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

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祂血所洒的人.” 
154   指灵魂得救, 脱离罪的刑罚,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词, 不是单指一个普通事实, 或只是一个目的; 相

反, 像‘首生的’(first-born)一样, 它代表一个有尊

贵和特权的称号, 只可应用在基督徒身上. 第二, 

圣经中有关拣选的主流思想, 尤其在这召会时代

(正如‘召会’  —  ekklêsia 一词所包含的意义), 是

代表等级和特权, 而不是从灭亡中得拯救. 拣选

的真理不可迷失在另一个与之相关、但更广泛

的真理  —  神的主权之真理 ” (引自《福音与它

的职事》[ The Gospel and its Ministry ], 第 76

页).  

 

同样, 菲斯克(或译“费斯奇”, Samuel Fisk)

近期亦清楚指出这个分别 . 他写道 : “预定

(predestination)和拣选(election)不是指世上某些

人得救或失丧, 相反, 这两个词语是与那些已成
为神儿女的人有关, 表明他们享有特权和得着未

来的(尊荣)地位; 他们指望神在那些已属祂的人
身上运行作工” (引自《拣选和预定》[ Election 

and Predestination ], 第 37 页). 

 

我们在前一部分(参上期《家信》)已指

出, 符类福音(synoptic gospels, 指马太、马可、

路加三本福音书)中提及的选民适用于以色列, 

而不是召会. 然而, 我们发现在新约书信中提及

的选民, 多是指召会. 福音书中的选民可泛指以

色列, 书信中的选民可泛指召会. 让我们仔细查

看一些经文, 来证明这有用的常规. 

 

某些情况下, “选民”(elect)一词是一个集

体性的尊贵称号, 被用来代表所有圣徒, 正如在 

罗 8:33 所说: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或译“神

的选民”, KJV: God's elect)呢?” 请注意, “选民”

一词从不用来代表未得救的罪人, 相反, 它只用

来代表圣徒. 西 3:12 可进一步证明圣经给这一

词的清楚意义: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KJV: the 

elect of God),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恩

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神的选民在这里

被形容为圣洁和蒙爱的 (所以肯定不是指未得

救的罪人, 编译者按). 

 

若有人看着未得救的朋友, 希奇他们是

否在选民之内, 这实在是愚昧的想法. 这种想法

只证明那人还未真正明白“拣选”(election)的意

  
William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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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圣经描述未得救的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

中… 悖逆之子… 可怒之子”(弗 2:1-3). 罪人既是

可怒之子, 又怎能被列入圣洁蒙爱的选民当中? 

(但加尔文神学和归正神学强调, 拣选是指“罪人

蒙神拣选而得救”, 拣选是与罪人得救有关, 编译

者按)  

 

因此, “神的选民”(the elect of God)一词

单单适用于信徒, 不是非信徒. 当罪人相信主, 他

就得着神选民的地位. 从他转向基督得拯救的那

一刻, 他从神而生, 并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有

份于神的属天之拣选. “到底蒙爱却又未得救的

人是否也被列于选民中”这一问题, 常常困扰圣

徒的心, 这个疑团只有借着领会圣经中的拣选才

可移除. 圣经中关于拣选的真理并不限制在福音

(指罪人得蒙救赎)的范围, 因为拣选只适用于圣

徒, 而不是罪人. 论到罪人, 约 3:16 的真理对世

上每一个人来说, 不论男女老幼, 最为合适. 

 

在 帖前 1:4 中, 保罗提到“拣选”一词, “被

神所爱的弟兄啊, 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KJV: 

your election of God),” 我们再次看见这词只用于

圣徒身上, 此处是指“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

耶稣基督里的召会”(帖前 1:1). 经文没有提到所

谓 “ 叫人得救或灭亡的绝对定旨 ”(absolute 

decrees).155  

 

在 帖前 5:9, 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

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我们又在 帖后 2:13 读到: 

“主所爱的弟兄们哪,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祂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

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当我们读到

这些经节时, 我们必须问: 这里所说的“得救”(救

恩)是哪一方面的得救? 是得救以便脱离自己的

                                                           
155   根据“威斯敏斯特信条”(或译“韦斯敏斯德信

条”, 也简称“西敏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6 年), 在第 3 章(论神永远的定旨), 第 3 项: “按照神

的定旨. 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
生(predestinated unto everlasting life), 其余的被预定受
永死(foreordained to everlasting death).” 王瑞珍、张圣

佳编译, 《新译西敏信条》(台北: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

社, 2002 年), 第 30 页. 

罪疚, 还是得救以便脱离将来的忿怒呢?156 这章

经文的主题是大罪人的显露和将来灾难的忿怒. 

贝森(另译“班臣”, W. N. Benson)的解释很有帮

助, 他正确指出: “这些经文所指的‘得救’(救恩), 

是免去灾难的痛苦; 基督再临的应许与活着的圣

徒被提, 保证召会的所有信徒都不会经过灾难时

期. ‘因信真道’(KJV: belief of the truth), 即神所

启示的真道, 特指关于召会的未来, 与全地受审

判的真理; 但这真理给了召会重要的保证  —  当

审判临到地上时, 召会已经与主同在天上(帖前

4:16-17).” (引自《拣选: 对此教义之合乎圣经的

解说》[ Election: A Scriptural Exposition of the 

Doctrine ], 第 14 页). 

 

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 谈到他的苦难和

监禁时 , 说 : “所以我为选民 (KJV: the elect’s 

sakes)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

稣里的救恩(KJV: salvation)

和永远的荣耀”(提后 2:10). 

这里所说的救恩是哪一方面

的救恩呢? 它的含意从随后

的经文(即 提后 2:11-13; 论

到神的信实)可见一斑. 为着

圣徒(选民)的益处, 保罗愿

意忍受苦楚, 使他们(包括他自己)可得着所应许

的(至终的)救恩,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那永远的荣

耀. 经文不是说选民得着救恩是有赖保罗为他们

受苦, 乃是他盼望他们走完全程, 得着美好的终

局. 他渴望帮助他们走完属天的路程, 为他们忍

受一切, 至终看见他们稳妥地得着天上的荣耀. 

 

保罗写信给提多时, 他问候说: “神的仆

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

(KJV: the faith of God’s elect)与敬虔真理的知

识…”(多 1:1). 保罗在此再次引用这词, 作为所

                                                           
156   论到“得救”, 马唐纳(Wm. MacDonald)指出圣经

论及三方面的得救: (1) 过去: 从罪的刑罚 (penalty)得救, 

指罪人因信称义; (2) 现在: 从罪的权势 (power)得救, 指

信徒成圣; (3) 将来: 从罪的界域 (presence)得救, 指信徒

得荣耀. 参 2013 年 10-12 月份, 第 99 期《家信》的“圣

经问答”,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圣经中

的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圣经中的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圣经中的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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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圣徒的尊贵称号. “神选民的信心”就是对基督

的信靠, 使他们能被列在神选民当中, 好像保罗

向提多问安所说的: “… 提多, 就是照着我们共

信之道(KJV: the common faith)157作我真儿子

的”(多 1:4). 本是犹太人的保罗信服了主, 本是

外邦人的提多也信服了主, 他们两人因“共同的

信心”(common faith)都成了神的选民, 这对保

罗而言是何等大的喜乐啊!  

 

上述这些经文教导两个明显的功课. 第

一, 选民是指神的选民, 罪人根本不包括在内. 事

实上, 主耶稣特别告诉不信的人: “你们不是属神

的”(约 8:47). 第二, 我们看见选民都有信心, 选

民中没有不信的人. 一直以来, 这词只代表圣徒, 

不是罪人. 那么, 今世的人怎样成为神的选民之

一呢? 保罗继而提醒提多: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

经显明出来”(多 2:11). 借着神的恩典,任何人都

可以靠着亲自信靠基督而成为神的选民, 像保罗

和提多, 并其他每一个信徒一样. 

 

看过了保罗的书信, 我们可从彼得的书

信看到更多这个关于圣徒的尊贵称号. 彼得在第

一封信开头时说: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写信给

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亚西亚、

庇推尼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KJV: 

Elect),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祂血所洒的人”(彼前 1:1-2). 彼得也提醒信

徒们, 他们将要承受天上的产业, 是不能废去, 也

是不能衰残的(彼前 1:4). 从上下文和犹太人的

背景, 我们就可领会彼得为何称收信的人为被拣
选的选民. 

 

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 被分别出来, 蒙立

约祭牲的血所洒(见 出埃及记第 24 章). 以色列

是一个分别出来、蒙血所洒并蒙拣选的国民, 他

们拥有属地的产业. 试想想这些信徒心中所存的

疑虑. 他们是否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变得更贫穷呢? 

彼得重新坚固他们, 强调他们所得的, 是更丰

                                                           
157   值得留意的是, 多 1:1 的“信心”(神选民的信心)

与 多 1:4 的“道”(共信之道)在希腊原文乃是同一个字, 

即 pistis {G:4102}(可指较主观或个人性的信心, 亦可指

较客观的信仰、所信的道理), 所以在英文皆译作“faith”. 

富、更高超的福气. 他们也是被神分别、蒙血所

洒和蒙神拣选的百姓. 这不是神后来想出来的, 

而是按着祂的先见(KJV: the foreknowledge)所定

下的. 彼得书信的收信人分散在各处, 忍受着地

上各样的苦难. 但按着神的先见, 他们是选民; 他

们被分别出来, 被圣灵洁净, 为要得着属灵的福

气; 他们蒙血所洒, 不是用牛羊祭牲的血, 乃是用

耶稣基督的宝血; 他们拥有天上的产业(远胜属

地的产业). 因此, 彼得和保罗引用“选民”(elect)

一词都是相符一致的, 所传达的都是同样的真理  

—  拣选乃是圣徒蒙拣选, 为要得着天上的福气
(the choice of saints for heavenly blessedness / 

blessings). 

 

有趣的是, 彼得在书信开头引用这词, 在

结尾也使用它. 他告诉收信的信徒们: “在巴比伦

与你们同蒙拣选(KJV: elected together)的教会

(召会)问你们安”(彼前

5:13). 这个拣选不是单

单属于彼得的收信人, 

它是共同属于各地所

有的信徒. 我们要注意, 

以色列国在亚伯拉罕

里被拣选(是属整体国民性而非个人性的拣选), 

为要得着属地的福气. 召会, 就是现今时代的每

一个圣徒, 是在基督里被拣选, 为要得着天上的

福气. 以色列人并非个别地被神拣选去得产业, 

他们所享有的是在亚伯拉罕里的整体国民性拣

选. 召会也是如此. 圣经没有教导说个别圣徒被

神拣选去得天上的福气, 他们所享有的是在基督
里召会蒙拣选的福气.  

 

在这方面, 在巴比伦的召会与那些收到

彼得书信、分住在各处的圣徒, 都是一同被拣选

的.158 重点在于拣选是每一个圣徒所共同分享的. 

圣徒们就是被拣选的人. 我们的看法若是根据神

学(加尔文神学)的解释, 即认为拣选是指个别罪

人早已被神拣选去得救恩, 我们就必定会坚持说

                                                           
158   作者在文中指出, 英文圣经《钦定本》(AV / 

KJV)表达不够清楚, 《修定本》(RV)译作“那在巴比伦

的 她 ( 指 召 会 , RV: She that is in Babylon, elect 

together…)”则比较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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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选是指罪人蒙拣选得生命. 然而, 若我们根据

圣经的解释, 即圣徒都在基督里蒙拣选得天上的

福气, 这样, 我们就会明白和欣赏这个真理  —  

拣选其实是所有圣徒在基督里集体地同蒙拣选. 

 

彼得在后书力劝圣徒, 要使“所蒙的恩召

和拣选(KJV: election)坚定不移”(彼后 1:10). 注

意这里的次序  —  先是恩召, 后是拣选. 那些回

应福音呼召的人尝到神拣选的福气. 恩召是先于

拣选的(有趣的是, 启 17:14 指出同样的次序, 那

些与羔羊在一起的圣徒被形容为“蒙召、被选

(KJV: chosen)、有忠心的”). 再者, 这里所说的恩

召与第 3 节紧紧相连,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

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彼后 1:3). 彼得提醒他

们, 恩召的目的是荣耀和美德. 他继续说到怎样

达到他们蒙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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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又加上忍耐、虔敬、爱弟兄的心和爱众

人的心. 他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不至于

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闲懒不结果子了(彼

后 1:5-8).  

 

他们的恩召和拣选是与“得着荣耀”和“认

识基督”有关. 彼得力劝他们努力使所蒙的恩召

和拣选坚定不移. 换言之, 他们要在这些事上殷

勤, 免得失去那恩召和拣选所带来的福气和目的. 

基本上, 这是对圣徒的劝勉(而非对罪人而言). 

如果根据神学(指加尔文主义/归正神学)的解释

(即拣选是指罪人被神拣选去得救恩), 经文就失

去意义了(因为经文是论到圣徒被神拣选去得荣

耀). 再一次, 我们看见这些词字(恩召和拣选)的

次序和意义是与其它经文的教导相符一致, 即拣

选的真理是单单与圣徒有关(并与罪人无关). 

 

每一个信徒都欢喜地知道, 神个别地拯

救他, 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们个人得救完

全是出于神自己的特权和意旨. 我们与撒该、撒

玛利亚妇人、埃堤亚伯的太监、大数的扫罗和

其他无数的男女一样, 赞叹我们个人如何蒙恩得

救. 不过, 个人蒙恩得救(personal salvation)不是

个人蒙神拣选(personal election). 将拣选和得救

两件事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拣选和得救是不可交

替使用的两个词. 圣经一致地表明拣选不是为了

使人得救, 乃是为使人得享蒙恩得救后的福气和

目的. 得救是个人私下的事(personal matter), 拣

选则是集体共同的选择(collective choice). 得救

是与罪人有关, 拣选则与圣徒有关. “蒙恩得救”

把我引进“被神拣选”的行列中. 从我接受神的救

恩那一刻开始, 我很快知道自己成为召会的一分

子, 得享神属天的拣选. 召会就是那所谓的拣选

(故常被称为“被拣选的”或“神的选民”). 按圣经

教导, 个人得救是宝贵的真理, 然而神学各派所

教导的“个人被拣选”(personal election)和“被摒

弃”(reprobation), 却是一套既狭隘又不值得一提

的教义. 

 

奉主名聚会的作者麦克鲁金(另译“麦格

坚”, Robert Mc Clurkin)准确地表明那合乎圣经

的拣选之真理: “要谨记, 拣选是‘在基督里’. 直

到我们悔改相信, 进到基督面, 我们才算是被列

于选民当中. 不要忘记拣选是集体性的(而非个

人性的)  —  召会. 只有当个人借着相信基督而

进到召会里, 他们才成为神选民的一部分. 拣选

不是关于‘要往何处去’  —  天堂或地狱, 而是关

于‘要成为什么’, 要完成一个使命, 完成一项任

务(参下文的预定).” (引自《拣选与自由意志》
[ Election and Freewill ], 

第 40 页). 

 

拣选的集体性质早

被过去一些圣公会的作者

所领悟及赏识, 例如科普

立斯顿(Edward Copleston)

于 1821 年出版他所写的

《必然与预定》(Necessity and Predestination)一

书. 他在此书中引述萨姆纳(Sumner)的著作《使

徒的传道》(Apostolic Preaching), 并极力争辩说

保罗对拣选这一题目所表达的, 不是个人性的拣

选(personal election), 而是有关外邦人的拣选. 他

亦指出: “希伯来书也没有论及个人性的拣选. 他

们(犹太人/希伯来人)常因他们的国民性特权感

到自豪, 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告诉他们说“按

着神永恒不变的定旨, 他们从犹太民族整体败坏

中, 被个别地拣选出来承受救恩”等等之类的话. 

这个教义若是正确的, 或是重要的(加尔文主义

和归正神学都如此认为, 编译者按), 我们可合理

  
Edward Copl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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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论说, 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定会提到上述这个

重点(但他并没有提及, 间接证明此教义并不正

确, 或不重要).” [编译者注: 论到外邦人被拣选

进入真神的召会里, 科普立斯顿也指出随着时间

的过去, 外邦人的蒙召和归正已不再是异常的事, 

因在比例方面, 越来越多外邦人信主归正, 而信

主的犹太人则越来越少, 甚至最后可说召会(意

即几乎所有地方的召会)其实只由外邦人组成] 

(请参考科普立斯顿所著的《必然与预定》

[ Necessity and Predestination ], 第 177 页). 

 

 从科普立斯顿的语录中, 我们看到他了

解到时代的真理, 纵然不很全面. 在过去的时代, 

神的拣选是(在亚伯拉罕里)拣选整个以色列国

民, 但在现今时代(召会时代), 神的拣选是在基

督里拣选召会. 

 

 我们必须记得, 罪人蒙恩得救是个人性

的事, 但论到召会蒙神拣选, 圣经是用“有机体的

概念”(organic idea)来表达(注: 这就解释了为何

论到拣选的以弗所书第 1 章在结束时要提到召

会是基督的“身体”[弗 1:23; 身体是属“有机体的

概念”], 表明拣选是关乎整个身体[即召会], 而非

个别的信徒[即身体上的个别肢体]，编译者按). 

尽管如此, 这属天拣选(指召会)的个别成员也可

能被称为“蒙拣选的”; 例如 约贰 1 说: “作长老

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KJV: the elect lady)和她

的儿女”; 同一本书第 13节: “你那蒙拣选之姊妹

(KJV: the elect sister)的儿女都问你安.” 在这些

例子中, 这词是用来表达全然尊贵的称号, 并且

显然是指信徒, 没有提到蒙拣选是为要得救.  

 

预定(Predestination) 

“预定 ”(predestinate)

一词在圣经中的用法, 也与

神学的用法不同. 以下是范

氏(W. E. Vine)在其所编著

的《圣经单词评注字典》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Bible Words)中所给的定义: 

预定(predestinate / Determine; 希腊文: proorizô 

{G:4309}: 先做记号(to mark out beforehand)、先

决定(to determine before)、预先注定(foreordain).  

 按照范氏 , 这动词不同于 proginôskô 

{G:42687}(预知, to foreknow ), 后者特指神预知

的某些人; 而 proorizô 特指祂预定或注定某些

事发生在祂所预知的人身上.  

 

 保罗在 罗 8:29-30 说: “因为祂预先所知
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KJV: did predestinate)效

法祂儿子的模样, 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预先所定下(KJV: did predestinate)的人又召他们

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

叫他们得荣耀.” 布莱索(A. T. Bledsoe)在 1800

年代评述道: “在这条链中的每一环节都是完美

的, 除了那连接首个环节的, ‘在神无条件的定旨

下, 蒙拣选得永生’, 而这条链就是缺了这个环节  

—  唯一具争论性的环节”(引自《神义论》[A 

Theodicy], 第 323 页).   

 

 布莱索机敏地观察到这条链没有以神永

恒不变的定旨(eternal decree)来开始, 连提到它

都没有, 而是以神的预知为开始, 对于强调神永

恒不变的定旨的改革宗来说, 这样的情况是难以

理解的(编译者注: 改革宗神学强调的次序是: 先

有神按祂永恒不变的定旨来拣选, 才有其他的事, 

最终是得荣耀).159 在此, 信徒被预定“效法祂儿

子的模样”(罗 8:29, 意即变成祂儿子的样式). 请

留意, 不是罪人被预定得救恩, 而是祂所预知的

圣徒被预定去执行这未来的目的  —  “效法祂儿

子的模样”. 按照麦克鲁金, 这蒙“恩召”的人是那

些回应福音的普遍呼召之人, 神预定他们效法祂

儿子的模样. 他继续说道: “所有人都在福音的呼

召下被召, 但只有那些愿意回应呼召的人被神所

预定, 不是预定去什么地方(天堂或地狱, 即得救

或失丧), 而是预定成为什么  —  成为祂儿子的

模样. 在神的旨意下, 他们蒙神所召, 然后被神称

                                                           
159   改革宗神学家李健安在其所著的《救赎论》一

书, 列出他所谓的“救恩次序中的九个步骤”, 即: 恩召、

重生、信心+悔改(归正)、称义+嗣养、成圣、坚忍、

得荣耀. 他在此错误地教导“重生”是发生在“信心”[信主]

之前 [注: 现任福音文化中心总干事的李健安是美国威

斯敏斯特神学院 (或译 “西敏神学院 ”,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哲学博士, 也是前马来西亚圣经

神学院院长, 著有《图解简明圣经预定论》(于 2001 年

出版), 近年来致力于以归正神学为基础推动福音事工.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8 

   

《家信》: 第 111 期 (2016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义, 最后得着荣耀” (引自《拣选与自由意志》

[ Election and Freewill ], 第 36 页).  

 

 在 弗 1:5, 保罗告诉他的读者说, 神“按着

自 己 意 旨 所 喜 悦 的 , 预 定 (KJV: Having 

predestinated)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我们再次看到, 这里没有任何意思是指预定罪人

得救. 保罗清楚说明, 这里的目的是要我们借着
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再者, 我们在 弗 1:11-

12 读到: “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

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 照着祂旨意所预定的. 

叫祂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这里的上下文表明, 神的预定是

要叫祂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得着称赞; 正如万斯(L. 

M. Vance)正确指出, “从来没有任何未得救的人

被预定得着什么”(引自《加尔文主义的另一

面》[The Other Side of Calvinism], 第 218 页).   

 

 在以上每一个案例中, 

“预定”是与神为圣徒预备的

未 来 福 气 有 关 . 洛 基 尔

(Herbert Lockyer)的观察很有

用: “我们必须记得的事实是, 

‘预定’的意思不是神在过去

的时代预先决定哪一个人应该

得救, 哪一个人不该得救. 圣经

并没教导这样的看法. 圣经所

教导的是: 预定这一教义是有

关信徒的未来. 神已预先决定

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会‘得儿子

的名分’(adoption), 或作基督再

来时, 圣徒复活得儿子的地位. 

此外, 神也预先决定所有属基督的人, 将会效法

祂儿子的模样”(罗 8:29; 弗 1:5). (引自洛基尔所

写的《圣经一切教义》[ All the Doctrines of the 

Bible ], 第 153 页) 

 

 总括而言, 在这召会时代, “拣选”是关于

圣徒蒙神所选去得属天福气; “预知”是关于圣徒

蒙神预先知道; “预定”是关于神为圣徒预先决定

的属天福气. 这是圣经对上述这些题目的教导, 

是没有加添任何人的看法下的正确教导. 圣经中

从没有所谓“蒙拣选的罪人”(只有蒙拣选的圣徒). 

我们将在下期探讨人的神学如何把这些词语错

误地应用在罪人身上, 指神预定他们得救或灭亡. 

 

总结第一章的概要 

 

 我们开始时观察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 

祂是神所拣选的仆人 , 蒙神所选、蒙神所爱

(chosen and beloved, 参 太 12:18; 彼前 2:4). 我们

也注意到一些天使被描述为蒙拣选的天使(提前

5:21), 表明他们的等级(rank)和威严(dignity).  接

着, 我们也留意到以色列国民在亚伯拉罕里蒙拣

选, 成为神属地的百姓, 为要得着属地、属物质

和暂时性的福气(赛 44:1; 创 12:2-3; 15:18-21). 

相比之下, 召会是在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

蒙拣选, 成为神属天的子民, 为要得着属天、属

灵和永恒的福气(弗 1:3-4).  

 

我们查考了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经文

如罗马书第 9 章, 并发现保罗是在辩护他所教导

的因信称义之伟大教义, 完全没有教导神学所谓

的“神从过去的永恒里已拣选一些人(使他们得

救)、摒弃一些人(让他们灭亡)”. 正如神有主权

选择以撒和雅各去承受约的福气, 照样, 神有主

权选择怎样拯救人, 有主权选择拯救谁. 神怎样

拯救? 祂借着恩典拯救. 神拯救谁?  祂拯救那些

相信的人(罗 9:6-18). 若犹太人不服, 反倒要指定

神应该拯救谁和怎样拯救, 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好比陶泥要主宰窑匠 , 要吩咐窑匠怎么做(罗

9:19-23). 因此, 罗马书第 9 章的整体论点是: (按

神的拯救法)人只能因信称义, 犹太人也是如此.  

 

在以弗所书第 1 章, 我们留意到我们圣徒

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已在基督里被神拣选, 这个拣

选只与信徒有关, 与罪人无关. 基督蒙神所选、

蒙神所爱, 而召会就在祂蒙神所选所爱的悦纳中

被拣选. 在圣经中, 与拣选密切相关的题目如“预

知”和“预定”都与救恩无关, 与罪人得救无关, 神

并没有预定某些罪人蒙拣选得救, 某些罪人被摈

弃灭亡. 在圣经中, “预知”和“预定”只用在圣徒

身上, 乃是与他们得福气有关.160 

                                                           
160   上文编译自  John F. Parkinson, The Faith of 

God’s Elect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99), 

  
Herbert Lockyer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9 

   

《家信》: 第 111 期 (2016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辨别是非          乔治·泽勒(George Zeller) 

 

再思“归正神学”(三):  

(Rethinking  

Reformed Theology) 
  
编译者注:  近期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学习“归

正神学”(Reformed Theology),161 主办各种有关

“归正神学”的讲座. 我们深信“归正”的精神(指

归回圣经, 以圣经为基础)是正确的, 因为基督

信仰一切的教导都源自也该建基于真理的道  

—  圣经. 然而, “归正神学”是否真的完全归回

圣经? 还是参杂了属人的神学体系 , 以至于在

某方面“强解圣经”? 让我们用客观的态度 , 以

圣经为基础, 再思“归正神学”. 

 

(文接上期) 

(B) 归正神学的危险 

 上期我们已讨论归正神学四方面的危险: 

1) 危险一: 它教导说基督只为被拣选之人而死 

(与限定的赎罪有关). 

2) 危险二: 它教导说重生是发生在信心之前, 

即先重生, 后信主 (与完全的败坏有关). 

3) 危险三: 它教导说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 

4) 危险四: 它在信主得救方面加添了其他要求. 

5) 危险五: 不按字面意思或正常意义来明白圣

经的危险. 

 

本期, 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危险, 那就是: 

 

(B.6) 危险六: 圣约神学的危险 

 (B.6.1)   圣约神学的教义 

                                                                                               
第 28-39 页, 也参 http://cclw.net/book/sxmdxx/index.html 

(参第一章(d)项及“以色列被拣选和教会被拣选之比较”) 
161   “归正神学”的英文本是“Reformed Theology”, 

译为“改革宗神学”比较贴切. 但在华人加尔文主义者中, 

有些人将英文的 Reformed Theology 译作“归正神学”. 

最常用“归正神学”这一词的, 当首推多年前闻名于东南

亚一带、台湾甚至中国的印尼牧师唐崇荣. 随着他讲道

的光碟和书籍之广传, “归正神学”一词比“改革宗神学”

更广为人知. 本文多采纳众所熟悉的“归正神学”. 但切

记, 本文所谓的“归正神学”即所谓的“改革宗神学”.  

那些在改革宗传统/归正传统(Reformed 

Tradition)的人一般上信奉或拥抱圣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这神学体系是在宗教改革

后发展出来的 . 它以“行为的约”(Covenant of 

Works)、“恩典的约”(the Covenant of Grace), 和

有 时 包 括 “ 救 赎 的 约 ”(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 来解释神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 从

时间的开始直到时间的结束. [编译者注: 有关圣

约神学, 请参本文附录一: 圣约神学简介] 

 

对比之下, 支持时代论的人士(或称“时代

论者”, dispensationalists)所强调的约, 则是圣经

中提到的诸约 , 如亚伯拉罕之约 (Abrahamic 

Covenant)、摩西之约(Mosaic Covenant)、大卫之

约(Davidic Covenant)和新约(New Covenant)等等.  

 

 务须留意的

是, 归正神学家或圣

约神学家教导说, 旧

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

的信徒是同一组人 , 

召会不过是以色列的延续和继承者. 召会通常被

视为包含所有时代的圣徒. 他们教导说召会作为

以色列的继承者, 今已吸取和挪用旧约的预言和

应许. 按照他们的看法, 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今已

应验在召会身上, 或说这些应许因着以色列的不

信而废弃了 (不在以色列身上实现 , 但参  耶

31:31-37). 这种神学体系直接反对时代论

(dispensationalism), 因时代论按圣经而清楚区分

神给以色列的计划与神给召会的计划(徒 15:13-

18; 罗 11:25-26). 

 

(B.6.2)   时代论的教义 

 新英格兰圣经会议(New England Bible 

Conference)所立定的明确陈述, 对了解时代论有

很大帮助 . 它在题为“有关时代论的澄清”(A 

Clarification Regarding Dispensationalism)一文

中写道:  

 

当我们按字面意义一致性地解释神的道  

—  圣经, 其结果就是产生时代论. 时代论

是一贯性地按字面正常意义来解经之结果. 

 

http://cclw.net/book/sxmdxx/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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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论中所谓的“时代”(或可译作“治理”, 

dispensation)是神实行祂的计划中的一个

独特阶段或时期. 在这段时期, 一些人或所

有人必须以信心回应, 要负起好管家的责

任, 去履行神所赐的特别启示(意即执行神

所托付在那时代中应尽的管家职责, 参 弗

3:2,9; 西 1:25; 出 34:27-28; 加 3:10-12; 提

前 1:4; 弗 1:10 等等). 

 

我们相信若要“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

后 2:15), 我们就必须分辨不同的事, 要认

出一些圣经事物的基本区别, 例如: (a) 认

出神给以色列的计划是不同于神给召会的

计划(徒 15:14-17; 罗 11:25-27); (b) 两种复

活的不同  —  两者之间相隔 1 千年之久

(启 20:4-6); (c) 在不同时间发生的各种不

同审判(林后 5:10; 太 25:31-46; 启 20:11-

15); (d) 律法与恩典之间的区别(约 1:17; 

罗 6:14-15; 7:1-6); (e) 基督在父神右边作

召会的大祭司与基督在大卫宝座上作以色

列的千年天国之王, 两者其实是不同的(来

1:3; 10:12-13; 徒 15:16; 路 1:32).     

 

我们相信召会是一个独特的团体(distinct 

body), 组成召会的信徒并没在旧约时代出

现在地球上, 也不是旧约预言的主题(弗

3:1-9; 西 1:25-27; 换言之, 旧约时代的预

言并没直接提到召会, 而召会在旧约时代

是一个隐藏的奥秘). 按照神的计划和时间

表, 召会出现在地上的时间是在基督两次

来临之间的时期, 始于但以理书的第 69 个

七之后(即使徒行传第 2 章, 五旬节圣灵降

临开始), 直到召会在地上的事工完毕而被

提, 即但以理书的第 70 个七开始之前(但

9:24-27). 就在这段间隔时间, 神眷顾外邦

人, 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徒 15:14-16; 弗 3:1-11; 罗 11:25). 事实上, 

召会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God’s 

called-out assembly) 

 

我们相信神会按字面意义来实现祂给以色

列国的诸约和有关国度的应许, 正如先知

们所预言的(创 12:2-3; 15:18-21; 申 30:3-

10; 撒下 7:4-17; 耶 31:31-37; 33:15-26). 我

们相信亚伯拉罕之约(创 12,15,17)、巴勒

斯坦之约(申 30)、大卫之约(撒下 7)和新

约(耶 31)是神无条件赐给以色列国的, 而

一千年的国度(千禧年国)是包括在上述这

些要按字义实现的诸约中的应许之内, 就

是神给以色列国民的诸般应许之内 (耶

31:31-37; 33:14-26; 结 36:25-28; 40-48 章; 

罗 11:23-32).  

 

换言之, 召会不是“新以色列”(new Israel)

或“属灵的以色列”(spiritual Israel), 而是由

两组人  —  得救的犹太人和得救的外邦人  

—  所组成的“一个新人”(one new man, 弗

2:15; 林前 10:32). 在新约圣经中, “以色

列”、“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被用来指在

国家民族方面的以色列人(national ethnic 

Israel). “以色列”一词用来指国家(以色列

国), 或整体人民(以色列国民), 或在国中信

靠真神的余民. 它从不用来指一般上的召

会, 或特指外邦的信徒. 得救的外邦人在现

今时代(召会时代)是亚伯拉罕属灵方面的

儿子, 因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 亚伯拉罕

是所有信靠真神之人的父(罗 4:12,16; 加

3:7,26,29); 但信主的外邦人并非是以色列

人(意即他们不是雅各的子孙). 保罗已在 

罗 9:4-5 谨慎和仔细地定义怎样的人才算

是以色列人. 

 

我们相信在每一个时代(或作“治理时期”), 

神都为着自己伟大的圣名而实行祂不同的

计划, 并且在每一个时代, 人总是靠着恩典

透过信心来得救(弗 2:8; 创 15:6; 来 11:4-7; 

罗 4:1-8). 我相信在每一个时代, 神对待人

的方式是以神的荣耀为决定性原则和总体

目标, 使到每一个时代, 神都向人和天使彰

显祂自己的荣耀, 并叫一切至终都赞美祂

的荣耀 (弗 1:6,12,14; 3:21; 罗 11:33-36; 

16:27; 赛 43:7; 提前 1:17). 

 

若要进一步研究, 请查考“说明不同时代”

一文( Shedding Light on Dispensations ). 也推荐

读者阅读下列的书: 索尔斯(Renald Showers)所著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sa/dispe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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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和雷历(Charles 

Ryrie)所著的 Dispensationalism Today. 
 

(B.6.3)   但以理书的预言 

 但以理书 9:24-27 的预言犹如一把钥匙, 

解开一个重要的奥秘, 使我们明白现今时代(召

会时代)具有“间隔的性质”(parenthetical nature). 

以色列的历史自重建耶路撒冷城直到弥赛亚第

二次再临, 间中共有 但 9:24-27 所预言的 70 个

七(即 70 x 7 年 = 490 年). 我们知道过了 69 个七, 

受膏者必被剪除(指祂遭受暴力对待而死, violent 

death), 而我们从启示录和其他圣经的经文得知

第 70 个七是还未发生的未来事件, 代表弥赛亚

(耶稣基督)回到地上前的最后七年. 换句话说, 在

第 69 和第 70 个七之间, 有一个将近 2 千年的

“间隔”(gap)时期, 就在这段时期(或称“召会时

代”), 神在建造祂的召会(太 16:18)和“眷顾外邦

人, 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徒
15:14). 
 

 关于但以理的 70 个七之预言, 有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 就是在详细分析神百姓的历史方面  

—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 已经定了七十个

七”(但 9:27)  —  它没有说到关乎现今时代(即我

们现在所知已过了将近 2 千年的历史时期)的任

何事件. 当这异常的“间隔”(gap)或“插曲”(或译

“插入成分、插入词句、插话”, parenthesis)与但

以理那按历史时间顺序的伟大预言(指 70 个七

的预言)结合起来时, 解经者就被逼区别两个历

史: (a) 有关以色列那已陈明的历史(490 年); (b) 

有关召会那未陈明、属于插曲性(parenthetical)

的历史(已经过了将近 2 千年). 显然, 神为以色列

制定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或计划, 同时也为召会制

定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或计划. 这两个计划完美地

协调在一起, 却不彼此干扰, 也没有任何部分重

叠(即不同时发生). 整个召会时代是落在第 69 个

七结束之后以及第 70 个七开始之前. 

 

(B.6.4)   以色列与召会的重大区别 

 简之, “时代论者”与“非时代论者”(non-

Dispensationalists)是不同的, 因为时代论者承认

圣经所清楚分辨的以色列与召会两者间的差别. 

下列图表所陈明的差别是根据圣经清楚的教导, 

就是当我们按经文中明显、正常的字义来实义

解经时所获得的教导. 例如, 当时代论者提出未

来在弥赛亚国度(千禧年国)仍然有献动物为祭时, 

非时代论者对此看法感到惊讶, 但这正是旧约众

先知所预言的事啊! 若要进一步研究此事, 请参 

The Millennial Temple of Ezekiel 40-48 by Dr. John 

Whitcomb (An Exercise in Literal Interpretation) . 在

这图表里的“召会”是指由重生得救的信徒所组

成的真召会, 并不包括那些只在口头上认信, 但

实际上没有神生命的基督徒(约壹 5:12; 编译者

注: 这样的人其实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以色列与召会之间的比较和对比 

以色列 召会 

1 以色列是神拣选的国

民, 靠着神诸约的应许

来维续(申 7:6-9). 但在

这蒙拣选的国家里, 不

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

救(罗 9:6; 11:28) 

召会(宇宙性召会)是被呼

召出来的一群信徒, 他们

都受洗归入一个身体(林

前 12:13). 每一个基督身

体上的肢体都是得救的, 

纵然有许多冒名的基督

徒是未得救的(提后
2:19).162 

2 以色列的来源追溯到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

(雅各是以色列十二支

派之父) 

召会的来源追溯到五旬

节(使徒行传 2 章), 因就

在那日, 信徒首次被置入

基督的身体里(林前
12:13). 

3 在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

中, 祂的见证人是一国

之民(即以色列国民) 

(赛 43:10) 

在神对召会的计划中, 祂

的见证人是处于万民中

(徒 1:8) 

4 神给以色列人的计划集

中在耶路撒冷(太

23:37), 并会在灾难(七

年灾难)时期和千禧年

(千年天国)时期重新集

中在耶路撒冷(太 24:15-

20; 赛 2:1-5)  

神给召会的计划是从耶

路撒冷开始, 并伸展到地

极(太 24:47; 徒 1:8). 召

会是与复活之基督认同, 

而非任何属地的城市. 

5 以色列的盼望和期待是

属地的, 集中在弥赛亚

国的设立, 就是众先知

召会的盼望和期待是属

天的, 集中在基督荣耀的

显现, 来接祂的子民归回

                                                           
162   这些冒名基督徒并没得救, 但可能出现在所谓

的“教会”(地方性教会)或任何“教会团体”中. 他们不属

宇宙性召会的一份子, 因为只有真正信主得救的人才被

加入宇宙性的教会, 正如 林前 12:13 所说: “都从一位圣

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原文直译: 归入一个身体).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proph/templemi.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proph/templem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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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预言的(耶 23:5-8; 赛
2:1-5; 11:1-16) 

天家(约 14:1-3; 腓 3:20-

21; 西 3:1-4; 帖前 4:13-

18) 

6 神已在旧约圣经中启示

有关祂给以色列的目的

和计划 

神没有在旧约圣经中启

示有关祂给召会的目的

和计划, 而是借着新约的

众使徒和众先知启示这

点(弗 3:5) 

7 按照 但 9:24 所表明的

以色列历史(70 个七, 或

等于 490 年)是包含献

动物为祭. 490 年的最后

1 个七, 即将来的七年灾

难的前 3 年半也包含献

动物为祭(但 9:27). 以色

列在千禧年的敬拜也包

含献动物为祭(结
43:27). 

召会的历史没有包含献

动物为祭. 基督徒以守主

的晚餐来记念弥赛亚的

献祭. 

8 按照 但 9:24 所表明的

以色列历史(即 490 年, 

包括七年灾难时期)是

包含在耶路撒冷的圣

殿. 同样的事也会发生

在千禧年里(结 40-48

章) 

在召会时代的大部分时

间, 耶路撒冷没有犹太人

的圣殿. 在这个时代, 神

在信徒身上(个人和整体

信徒身上)彰显祂的荣耀, 

以他们作为祂的圣殿(林

前 3:16; 6:19-20; 弗 2:21-

22). 神的圣灵内住信徒

身上来成就此事. 

9 按照 但 9:24 所表明的

以色列历史(即 490 年)

是包含亚伦家族的祭司

职任, 也只有亚伦后代

可作祭司. 千禧年时也

采纳相同原则, 即撒督

的后代作祭司(撒督也

是亚伦的后代),163 在圣

殿中事奉神(结 40:46; 

43:19; 44:15) 

在召会时代, 所有真信徒

都是祭司, 有资格献上属

灵的祭物给主(来 13:15; 

彼前 2:9; 启 1:6). 以色列

有一个祭司团(即亚伦家

族的祭司团, priesthood), 

而召会本身就是祭司团. 

10 按照 但 9:24 所表明的

以色列历史(即 490 年)

会因弥赛亚回到地上设

立天国而告终止(编译

者注: 但 9:24 所谓的“止

住罪过、除净罪恶、赎

尽罪孽、引进永义… 

并膏至圣者”是指千禧

年的天国时代所要发生

召会历史会因召会被提

而终止, 就是当“外邦人

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帖

前 4:13-18; 罗 11:25) 

                                                           
163   结 40:46: “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 

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督的子孙, 近前来事奉耶和华的.” 

的事情. 换言之, 过了

490 年后就要设立天国) 

11 按照 但 9:24 所表明的

以色列历史(即 490 年, 

包括七年的灾难时期), 

世上所有人分成两大类

(bipartite): 犹太人和外

邦人. 在千禧年国里, 那

些有血肉之体的人也是

分成这两大类(犹太人

和外邦人). 

在召会时代, 即从五旬节

开始直到召会被提, 世上

所有人分成三大类

(tripartite): 犹太人、外

邦人和神的召会(林前

10:32). 召会是由得救的

犹太人和得救的外邦人

所组成, 两者在同一个身

体上合而为一(弗 2:15; 

3:6) 

12 按照以色列的历史, 从

西乃山(律法时代的开

始, 出 20)直到千禧年的

天国时代, 以色列在世

上的角色有优先(居前)

的特征(PRIORITY)  —  

作为神所拣选的百姓, 

他们有领导的角色(参 

申 4:6-8; 赛 43:10; 太

10:5-6; 亚 8:23) 

在召会时代, 召会在世上

所扮演的角色有平等的

特征(EQUALITY)  —  

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

的身体上合而为一, 为复

活的基督同作见证(西

3:11; 加 3:28) 

13 犹太男人要受割礼, 作

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

记号. 信主的犹太人也

是如此, 在心中受割礼

(耶 4:4)164 

召会时代的信徒是受内

在的割礼, 而不是人手所

行的割礼(西 2:11; 腓

3:3). 肉身上的割礼已不

再需要了.  

14 以色列是以摩西的律法

作为生活的法则 

召会是以“新造的人”作

为生活的法则(加 6:15-

16). 请参“信徒的生活法

则是什么?” ( What is the 

Believer's Rule of Life? ) 

15 不信主的犹太人在肉身

方面是亚伯拉罕的后

代, 但在属灵方面却是

魔鬼的后代(约 8:37-44)  

在基督里的每个信徒(即

召会的每个真肢体, 不管

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是亚

伯拉罕的儿子, 也是神的

儿子(罗 4:11-12; 加 3:26-

29). 这样的陈述并不表

示在召会时代的信徒是

以色列人(参  The Use of 

the Term “Israel” in the 

N.T. ) 

16 以色列必须守安息日

(出 20:8). 守安息日一事

召会必须殷勤和竭力进

入神的安息(来 4:9-11). 

                                                           
164   耶 4:4: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 你们当自

行割礼, 归耶和华, 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恐怕我的忿怒因

你们的恶行发作, 如火著起, 甚至无人能以熄灭.”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rulelife.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rulelife.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israelaf.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israelaf.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israela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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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在(七年)灾难和千

禧年的时期发生(太

24:20; 结 46:1,3) 

(编译者注: 请留意 来

4:1-11 的五种安息)165 

17 要成为犹太国民是靠肉

身的出生, 或成为“改教

者”(proselyte , 指改信或

皈依犹太教的人) 

要成为召会的一份子是

靠新生(重生), 透过圣灵

的洗(从一位圣灵受浸, 

归入一个身体)来成就(林

前 12:13) 

18 在五旬节以前、在七年

灾难时期和在基督作王

的千年国度里信主的犹

太人, 都不是基督身体

上的肢体(不属于召会

的一份子) 

从五旬节直到召会被提

这段时期, 凡是信主的犹

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基督

身体上的肢体(属于召会

的一份子) 

19 以色列敬拜的地方集中

在耶路撒冷(但 6:10; 约

4:20), 这样的情况同样

会在七年灾难时期(但

9:27)和千禧年国度(赛

2:1-5)中发生 

召会敬拜的地方是“无论

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

的名聚会”(太 18:20; 约

4:21-24). 基督在祂的众

召会当中(启 1:13,20) 

20 以色列有如耶和华的妻

子, 但常是不忠的妻子

(参 何 3:1-5) 

召会是基督所爱的新妇

(林后 11:2; 启 19:7-8), 虽

然有时不忠, 但至终必成

为无玷污, 没有瑕疵(弗
5:27) 

 

上列图表清楚证明以色列与召会是有显

著的区别, 属于神所定的两个不同计划, 绝不可

混为一谈. 简而言之, 召会并没有取代以色列.  

这两大不同计划都有各自的历史, 也必各按神的

时间表进行, 成就神给她们的不同应许.166 [编译

者注: 有关“召会取代以色列”这一看法所带来的

恶果, 请参本文附录二: 圣约神学的危险]  
 

(文接下期) 

                                                           
165   来 4:1-11 有五种安息(召会或基督徒要进入的

是最后三种): (1) 神创造世界万物后的安息(来 4:3-4; 但

因着罪受到破坏和终止 , 所以神一直不停地工作 , 约

5:17); (2)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安息(来 4:5-8; 但人因不

信而无法进入安息). 来 4:9-11 则论到新约信徒应当进

入的安息, 马唐纳(W. MacDonald)和魏斯比(Wiersbe)皆

指出, 它可分成三方面: (1) 良心或救恩方面的安息(太

11:28); (2) 事奉或生活方面的安息(太 11:29); (3) 永恒

天家的安息(此乃其他一切的安息所预表, 或是先尝的). 
166  上文编译自 乔治·泽勒(George Zeller)所著的

“The Danger of Covenant Theology”(圣约神学的危险);   

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10.htm 

附录一: 圣约神学简介 

 

“圣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或称

“ 立约神学、盟约神学 ”) 是由改革宗神学

(Reformed Theology)的系统神学里撷取而来 , 

尤其在16及17世纪德国与荷兰的清教徒中最为

著名 . 圣约神学的中心是 : 注重工作之约

(Covenant of Works)、救赎之约 (Covenant of 

Redemption)和恩典之约 (Covenant of Grace). 

所有的时代、所有的人、所有的救恩, 都是依据

这三个约. 在美国, 圣约神学是由长老会神学家

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及其子亚历山大·贺

智 (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与伯阔福 (Louis 

Berkhof)极力推介而普及. 许多改革宗的神学院

及改革宗信徒都持这观点 . “圣约神学”主要将

“约”分成三方面:   

 

(一) 工作之约 

1) 对象: 神与亚当之间 

2) 何时: 堕落之前 

3) 契约: 人若完全遵守祂

的命令 , 神应许人 (借

亚当人类的始祖 )永生

与福气; 若不遵守祂的

命令, 则灵性必然死亡. 

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

是立约的标记. 

4) 人类失败的结果: 灵性的死、永远的死 . 亚

当是全人类的代表 , 结果人与生俱来就受罪

的辖制. 人们留在工作之约里 , 只有等审判; 

除非他凭信心来到恩典之约里. 

 

(二) 救赎之约 

1) 对象: 神与基督之间 

2) 何时: 从永远到永远 

3) 契约: 知道人必会堕落 . 基督同意道成肉身

来到人间 , 活出完全的生命 . 祂舍命为世人

的罪而牺牲 . 圣父同意凡凭信心接受祂的 , 

都可获得救恩. 

4) 基督顺服的结果: 提供救恩 . 基督成为得救

之人的元首及世人的救主. 

 

(三) 恩典之约 

1) 对象: 神与人之间(尤其指蒙拣选的). 

2) 何时: 自从人堕落后就需要在恩典之约里. 

 Charles Hodge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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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契约: 神应许永生与福气, 以恩典为依据, 给

凡相信基督者(祂是教会的元首). 有人认为

“恩典之约”是无条件之约 , 即是无条件 , 就

无功劳可言了. 

4) 结果: 历世历代神所拣选的人 , 依据恩典借

着信心都获得救恩.167  

邵叶尔(M. James Sawyer)指出, 由慈运理

(Ulrich Zwingli, 1498-1531)开始, 盟约(圣约)的概

念一直是改革宗神学里非明文的默信 , 但直到

1600 年代中期才得到发展. 德国清教徒兼神学家

科克由(Johannes Cocceius, 1603-1669)发展了盟约

(圣约)的概念, 强调神与人的关系是以盟约为主, 

先是神在乐园时设立的工作之约, 后是人堕落后, 

神赐下的恩典之约(人凭信心便可领受). 稍后, 改

革宗传统中有人采纳了救赎之约的观念(圣父与圣

子之间永恒的盟约 ). 救赎之约重新强调伯撒

(Theodore Beza, 1519-1605)所建立的教义, 高举神

至高主权极端的角色, 却推翻了科克由的原意(注: 

科克由的原意是不要过度高举神的主权, 以致使人

犹如一颗棋子). 简言之, 圣约神学(或称盟约神学)

已经成为改革宗传统的同义词.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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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圣约神学的危险 

 

论到“圣约神学”或“盟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 殷保罗(Paul P. Enns)一针见血地写

道: “此约最大的弱点, 是过于简化. 它只陈述了

神与人关系上的相似点, 而未能道出这种关系上

                                                           
167   郑国治著, 《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柔佛: 

人人书楼, 2008 年), 第 120-121 页. 
168   邵叶尔著, 杨长慧译, 《神学求生指南》(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9 年), 第 260 页. 

重要的不同点.”169 殷保罗正确指出, 恩典之约是

包括从亚当开始, 至世代的末期; 但圣约神学未

能在这段漫长的时期中, 把不同的约和受约者加

以区别 , 结果把论及以色列的经文 (例如 : 结

36:25-28), 用在召会身上(即用召会取代以色列, 

也把一切本是给予以色列的应许, 应用在召会身

上). 针对这点, 殷保罗评述道: “圣约神学家还需

在这些方面作出合理的区分.”170  

 

 把召会(教会)当作以色列来看待有何不

妥呢? 第一个危险是导致灵意解经或寓意解经 . 

圣约神学试图把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如把迦南地

[即现今巴勒斯坦地]赐给以色列, 并在地上建立

一千年的千禧年国)套用在召会身上 . 但由于不

合实况 , 只好用灵意解经把这些应许给“灵意

化”(allegorize, 寓言化, 即寓意解经), 结果产生

“无千禧年论(Amillennialism). 无千禧年派认为, 神

的国度就是现今召会的时代, 世代结束后, 永世就

开始, 中间不用有一个“千禧年”. 基于这个理由, 无

千禧年派提出一个字眼, “实现的千禧年”(realized 

millennialism), 来说明他们并不否定千禧年, 不过

是相信千禧年已完全在今世实现了.171 如马有藻所

指出的, 按照“无千禧年派”的看法, “千禧年”一词

只是象征意义, 没有千禧年国在地上这一回事. 千

禧年是指天国在人心, 是今天的情况, 如天国便是
教会, 主回来后便引进永远国度.172  

 

 接下来的危险是引进犹太教的律法主义. 

当人把召会当作以色列来看待时, 就会大量地把

神给以色列的律法和条例套用在召会身上. 这点

影响深远, 导致不少改革家强调召会要像旧约的

以色列国一样, 有权治死他们所谓的“背道者”或

“传异端者”. 针对此事, 我们请读者细心阅读“我

们是否应该回到宗教改革?”(Should We Go Back 

                                                           
169   其相似点如: 每个时代都有“人的失败”、“神的

审判”、“神的恩典”等等; 不同点如: 人在不同时代有不

同责任(如律法时代禁止以色列人吃猪肉兔肉[利 11:6-

7]; 但恩典时代则无这方面的禁忌[提前 4:4] ), 并且领受

圣约的对象也不同(有时是以色列人, 有时是教会信徒). 
170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

证主协会, 2003 年五版), 第 493 页. 
171   同上引, 第 367 页. 
172   马有藻著, 《将来必成的启示  —  末世神学概

要》(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2 年),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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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Reformation?)一文中有关“加尔文的偏狭不

容”(Calvin’s Intolerance), 全文如下:  

 

 查考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另译“异端裁判所”, 

Spanish Inquisition), 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绝不容

忍, 并逼迫任何对天主教的教义(Catholic dogma)持

不同看法之人. 改革者们(Reformers)脱离罗马天主

教. 但可悲的是, 加尔文(John Calvin)和其他一些改

革者也不容忍那些对他们的教义立场持不同看法

的人, 甚至处死他们! 这是何等可耻的事!  

 

以下节录教会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在《基督徒教会的历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8, “Protestant Intolerance”, 

第 700-800 页)所说的话:  

 

改革者们从他们的母会(mother Church, 指

罗马天主教会)继承了逼迫的教义, 当他们

手握大权时就实践它. 他们以“偏狭不容”对

付“偏狭不容”. 虽然他们的手法在程度上与

他们的对手不同, 但在原则上是一样的, 同

样是偏狭不容! 他们摧毁了罗马教的暴政

(tyranny of popery), 开路给宗教自由的发展; 

他们为自己争取自由, 却否定别人的自由. 

在德国和瑞士的更正教政府在他们管辖权

的范围内, 尽量削减罗马天主教徒一切有

关宗教和国民的权利, 将他们的教堂、修

道院和其他产业占为己有. 他们驱逐、监

禁、淹死、斩首、吊死和焚烧“重洗派信

徒 ”(Anabaptists) 、 “ 反 三 位 一 体 论

者 ”(Antitrinitarians) 、  “ 史文克斐派信

徒”(Schwenkfeldians, 或作 Schwenkfelders)

及其他异己之人.    

 

上述偏狭不容的最好例子, 是处死传异教

者塞尔维特 (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 菲利

普·沙夫用了 86 页来描述此人  —  他的教义、受

审和处死(第 8 册). 塞尔维特逃到日内瓦时, 被加

尔文逮捕、审判, 最终被烧死. 在此事上大力支持

他的其他改革者包括伯撒(Beza), 甚至以温和亲切

而闻名的墨兰顿(Melanchthon)也支持他.173 

                                                           
173   有者指出加尔文不该为塞尔维特被烧死一事负

责, 因为当时判决塞尔维特的权力不在加尔文手里, 而

完全在“日内瓦小议会”手里, 并且加尔文也是唯一请求

这些改革者对错误教义的憎恶, 是值得赞

许的(参 启 2:15), 可是他们偏狭不容、酷刑逼迫, 

甚至处死那些提倡错误教义之人, 这是我们要强烈

谴责的. 惠特科姆博士(Dr. John Whitcomb)提出以

下圣经的观点: “我们坚持说, 在召会时代里, 没有

任何一个人应该为着他们所持的属灵或神学错误

而被处死. 与此同时, 对于教义性的错误, 我们不敢

轻率而忽视其严重性, 我们应该谨慎执行有关分别

为圣和召会纪律管教的新约圣经原则 (参  林前

5:11-13).” 麦敬道(C. H. Mackintosh)如此评述道:  

 

塞尔维特在 1553 年因着(错误的)神学看法

而被烧死. 这是很不符合基督信仰的行动! 

它使宗教改革和那些支持烧死塞尔维特的

改革者留下一个可怕的污

点. 诚然, 塞尔维特的看法

是致命的基要错误  —  他

持 亚 流 的 异 端 (Arian 

heresy), 亵渎神的儿子(耶

稣基督); 可是因着他持守

错误教义而烧死他 , 或烧

死任何持守错误教义之人, 是犯了违反福

音精神、特质及原则的滔天大罪, 是没有

辨明犹太教与基督信仰的重要区别. 此乃

极其糟透、应受谴责的无知结果. (参 C. H. 

Mackintosh, Notes on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Volume II, 第 162 页之脚注)    

 

显然, 在千禧年的时代, 天国之王(主耶稣基

督)不会允许任何假宗教或教义上的偏离背道, 全

世界将会联合在真神的敬拜中. 不过, 有个事实与

许多改革宗神学家的教导相违, 那就是  —  我们还

没有在天国时代里(天国时代要等到七年灾难结束, 

基督降临设立天国之后才开始, 编译者按).174  

 

                                                                                               
对塞尔维特不使用火刑处死的人. 无论如何, 加尔文确

实在塞尔维特的死上有份, 因为他要求议会逮捕塞尔维

特, 他也起诉塞尔维特, 并在小议会进行了多次的辩论, 

证明此人的异端威胁基督的教会. 虽然在真正判决时,  

加尔文没有参加, 但他确实是同意处死塞尔维特, 尽管

他反对使用火刑. 加尔文也曾写过一本小册子, 称塞尔

维特为“那个自取灭亡的…异端分子”, 并为自己处死他

而辩护. http://www.godoor.com/article/list.asp?id=1309 . 
174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backt

o.htm . 

 M. Servetus 

http://www.godoor.com/article/list.asp?id=1309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backto.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backto.htm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6 

   

《家信》: 第 111 期 (2016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讲道学堂                       微光 

 

传福音(二): 

传福音的预备 
  
编译者注:  在 19 和 20 世纪的奉主名聚会当中, 神

兴起了许多满有能力的传道人, 传讲宣扬神的

真道. 今天, 召会的讲台迫切需要更多这样的

传道人, 但正如我们属灵前辈所提醒的: “要学

讲道, 先从传福音开始 .” 因此, 我们将在这几

期的“讲道学堂”中讨论有关传福音的事.175  

 
 

(A) 传福音的重要 

无法有效沟通

(传达信息)常是每个

传道人感到挫折的事. 

他需要独自在神面前

向神呼求. 这会帮助

他立志为了传讲“神

荣耀的福音”而作更

好的准备(提前 1:11). 

    

对福音的特质

而言, 传道(注: 本文

的传道主要是指传福音)是不可缺少的, 也是神

的旨意(林前 1:17-18). 我们读到“耶稣来到加利

利, 宣传神的福音”(可 1:14); 祂也宣告说“那听

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约 5:24). 诚然, 主耶

稣是“务要传道”至高无上的榜样(提后 4:2). 

 

                                                           
175  这一系列有关传福音的文章是编译自 伊根司

(A. J. Higgins)所汇编、名为 Preaching the Gospel 一书

中的文章. 此书由美国密歇根州(Michigan)的 Truth & 

Tidings Inc 于 2010 年出版. 书中文章的所有作者都是

在奉主名聚会当中备受尊重、广传福音的人, 如伊根司

在此书序言所评述的: “作者们都是活出福音和传扬福

音的人. 每一个作者都在召会见证和传扬福音方面贡献

良多, 因而备受尊重.” 本期的“传福音(二)”乃编译自三

篇不同的文章(由三位不同作者所写), 并将之改编为一, 

使之有易读的顺畅与连贯性. 编译者也在文中加入希腊

原文、经文出处和一些脚注, 以方便读者进一步查考. 

由于缺乏操练去负起公开传道的责任 , 

结果越来越少人出席与支持福音的工作. 传道

(传福音)被称为“过时的方式、对传统的附和、

垂死的艺术”等等, 但神说: “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

见呢?”(罗 10:14) 

 

传道是需要准备的. 为了尽传道之责而

作准备, 是需要认真委身的(commitment), 因为

传福音是先从神那里领受信息, 再传给他人. 让

我们思考传道人的预备和传道的预备. 

 

 

(B) 传福音者(传道人)的预备 

传道人(preacher)是管道, 而非信息的来

源; 信息乃是源自于神. 由于受托付传福音是尊

荣的, 传道人在个人方面必须有所感动和操练, 

去保持清洁的生活 , 得以 “合乎主用 ”(提后

2:21).176 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中(提后 2:3-15), 

传道人和圣经教师在心灵、思想、身体和灵魂

方面需要严格律己.  

 

(一) 有爱慕灵魂的心 

(A Stirring Love for Souls) 

传道者需要私下在神面前祷告, 因而产

生迫切爱慕灵魂之心; 我们的手脚和声音若积极

地参与召会的福音外展(gospel outreach, 指向外

宣传福音的各种活动), 我们的

心灵就会培育出一颗对失丧灵

魂的关爱之心. 我们的主是何

等关爱失丧的灵魂, 愿我们不

断愈加地饮于我们主在这方面

的热爱之情! 因着对失丧灵魂

的不朽之爱, 祂走了多哩的路, 

流了多少的泪, 无私地劳苦传

道. 这些蒙拯救的灵魂, 会因主曾带着福音来寻

找他们而永远赞美祂. 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是非常热爱灵魂、传道满有能力的

英国传道人, 他常祈求: “哦, 主啊, 给我一颗热爱

灵魂的心.” 若传道人有这样的热心, 别人就更愿

意敞开心门, 听信主道.   

                                                           
176   提后 2:21: “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作贵

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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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智地评估自己 

(A Sensible Evaluation of Self) 

我们要对自己有明智的评估, 如 罗 12:3

说: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 不要看自

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

小, 看得合乎中道.” 我们应该为神使用我们天然

的恩赐, 并改善它们, 将它们分别为圣归给神; 例

如有条有理地思考、慎思周到地说话、清楚明

确地宣告, 并深切诚心地感受. 与此同时, 也不高

抬自我. 彼得和约翰是渔夫、阿摩司是牧羊人、

马太是“会计师”(税吏), 而保罗则是“大学毕业

生”. 然而, 在他们所写的作品中, 每个人显然都

涂抹自我(意指谦卑虚己, self-effacing)、高举基

督(Christ-exalting)、荣耀上帝(God-glorifying)和

造就听众(audience-edifying). 

 

(三)   殷勤查考神的道 

(Study of the Word) 

殷勤查考神的道是为预备传道做好库存

的工夫(inventory work, 指存货, 为预备将来之

用). 以祷告的灵来查考

四福音书、罗马书和加

拉太书, 这些书对传福

音的重要性是无法替代

的. 虽然如此, 我想建议

年轻人读以下几本书 , 

好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打好教义方面的根基, 这些

书是 : 理祈 (John Ritchie)所写的 Foundation 

Truths of the Faith、侯司特(Wm. Hoste)所著的

Studies in Bible Doctrine、安德森 (Sir Robert 

Anderson)是写的 The Gospel and its Ministry, 以

及薛弗尔(L. S. Chafer)所写的 Grace.  

 

我们需要增广我们的知识, 但个人性的

应用真理(亲身实践和体验真理)是讲章的压舱

物(ballast, 使船平稳之物)177和锚(anchor, 使船定

位之物). 有个较年长的传道人劝告我说: “传道

时若传讲那超越你所体验的事, 就好像那刚倒入

苏打水的玻璃杯里浮现的泡沫(转眼消失成空).”   

                                                           
177    英文 ballast 可译作“压舱物”、“压载物”或“镇

重物”, 指安置在船上使船稳定之物, 亦可指铺铁路的路

基时所用的石块, 可产生稳定作用, 使铁路不易移位. 

(四)   对圣灵有敏感度 

(Sensitivity to the Holy Spirit) 

对圣灵保持极高的敏感度是有效传道的

最终要求. 祂是圣经的作者, 加添传道者力量去

有效地传道, 并引领人心悔改和信靠基督, 过后

也亲自内住在每个信徒里面. 祂使传道人有所负

担, 挑旺起他心中的爱火, 并在他查考圣经和选

择经文时引领他. 圣灵也使人能充满能力地传道, 

也只有祂可以在救恩方面赐下永恒的成果. 当走

向讲台时, 每个传道人都该以诚恳的心灵来祷告, 

寻求圣灵的帮助. 借着祷告和顺从荣耀之圣灵的

引领, 传道人受教导、被修整、受试验, 并受委

托宣传福音. 

 

 

(C) 传福音(传道)的预备  

每个传道者需要按他个性的倾向和承担

的义务, 为自己制定一套预备传道的方式. 不要

模仿别人的作风, 或因别人预备的方法与你不同

就加以批评非议. 不管你采用哪一种方式, 预备

福音信息时, 有几个基本步骤是必要的. 要谨记, 

我们是要触及罪人的良知和心灵.  

 

我在自己圣经的前页写下: “我们奉差遣, 

不是去传社会学而是救恩; 不是经济学而是福音; 

不是改革而是救赎; 不是文化而是归信; 不是进

展而是赦罪; 不是新的社会秩序而是新的出生; 

不是革命而是重生; 不是革新而是复兴; 不是新

的组织而是新的创造; 不是文明而是基督; 我们

是福音的大使而不是外交官.” 

 

(一)   选择福音的经文 

(The Selection of a Text) 

要养成做笔记的习惯, 把每日读经时的

领受用笔记录下来, 储存起来, 这将有助于日后

传道时的使用. 如果我们亲身体验了某段经文, 

它便是向人传讲的最好信息. 要仔细阅读经文, 

读了再读, 正如一位已归天家、备受敬重的传福

音者向我所说的: “你要尝试‘更深地沉入’经文

中, 以便你传讲它时, 别人就会‘沉在水下’看得

更清”(编译者注: 这比喻表明人在岸上看不清水

里情况, 但我们若能“更深地沉入水中”, 便能看

得更清楚, 也能帮助别人“沉在水下”看得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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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众使徒传道时选择旧约预

言、我们主的言语, 以及圣灵启示给他们的教义. 

一切都是与听众有关, 简明易懂, 并以有条有理

的方式传达出来.    

 

(二)   声明福音的主题 

(The Statement of the Subject) 

在寻找经文的信息时, 我们必须允许那

段经文向我们展示它自己的结构和意义. 不要把

那段经文应用在你已事先决定好要作的陈述或

声明(意即不可断章取义, 或把自己的意思读进

经文中, 以己意取代经文原意, 编译者按). 神的

道才是焦点, 是信息的推动力, 也是罪人需要的

答案. 从经文预备信息时, 要恳切地祷告, 谨慎地

解经, 并灵敏地察觉圣灵的引领. 

 

为所传的福音题目定下标题是重要的 , 

不仅是为了有秩序地传讲, 也是为了启发心思, 

引人入胜. 福音决定人永恒的归宿, 是严肃的课

题, 所以避免新奇轻浮的标题. 传福音时要诚

恳、富有同情心, 要简明易懂而不要转弯抹角. 

最理想的是在圣所中, 即在主面前学习到的题目

和经文, 那是不需要靠标题来强调的真理.  

 

  站在会众面前, 以我们荣耀的主和救赎

主的圣名, 传讲从永生神而来的福音信息, 这是

何等大的尊荣啊! 诚愿每个传道者都像一位老

清教徒牧师所写的那样: “他的讲台是他的家, 也

是他的宝座; 他从(那如活水之井的)书中之书提

取他的信息, 他在那里畅饮, 得以存活; 他主要的

特征并非他是一个机智的人, 而是圣洁与诚恳的

人, 正如他常祈求的: ‘哦, 主啊, 拯救我的百姓, 

并教导他们遵行祢的旨意.’ ”178  

 

(D) 预备传福音(传道)的重要原则  

 在预备传福音方面, 确实有许多方法, 我

们承认没有固定的方程式. 虽然有不同的观点或

看法, 但它仍有长久不变的原则(principles). 我

                                                           
178   上文(A)、(B)和(C)项是编译自 James N. Smith

所写的文章 “Preparing For The Message – Part One”,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Michigan: 

Truth & Tidings Inc., 2010), 第 23-26 页. 

们希望靠着圣灵的恩惠帮助, 能给于大家一些指

引、原则, 并圣经对此重要题目的概观.  

 

(一)   原则一: 明白有责任作准备 

 我们注意到神所用来传福音的器皿(传道

人)与这方面的预备是息息相关、无法分割的. 

神按祂的主权来预备器皿, 但器皿也有责任预备

信息. 在预备传道方面, 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

模式(pattern). 请留意: 首先, 祂喜爱神的道, “惟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诗 1:2). 其次是

祷告. 在路加福音里, 主耶稣是祷告生活的最佳

榜样(参  路 3:21; 5:16; 6:12; 9:18,28,29; 11:1; 

22:32,44; 23:34,46 等). 最后是关爱失丧的灵魂. 

在 太 9:36, 我们看见祂对失丧灵魂的爱与怜悯

是无以伦比的. 在这“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

断”(传 4:12), 祂是独特超绝的, 值得效法.  

 

(二)   原则二: 必须仔细阅读圣经 

 要预备传福音, 就必须仔细阅读圣经(参 

传 12:9: “传道者因有智慧, 仍将知识教训众人; 又

默想, 又考查, 又陈说许多箴言”). 这是势在必行

的! 我们要连贯地阅读福音书, 以及罗马书和使

徒行传. 福音书教导我们关于福音的“重要特征”, 

使我们看见彰显在基督身上的福音要素(例如神

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施恩拯救等等). 罗马

书则是那位在基督以外最伟大的灵魂赢取者  —  

使徒保罗  —  所写的福音教义(doctrine). 使徒行

传是福音的表达或示范(demonstration), 使我们

看见福音的能力和果效. 查考与研究这些书信将

使我们在预备信息方面大得鼓舞和帮助. 

 

  我们必须时常

谨记 , 为传道作预备

不是为了讲一篇好的

道来获取人的称赞 , 

而是宣告神的信息 . 

神的信息必须取自圣

经. 圣经是永不朽坏、绝无谬误、神所吹气(即

默示)、赐人生命的道. 它是在我们预备传道时

所不可或缺的. 要阅读圣经  —  让它以其内容和

目的喂饱你的心灵. 要阅读圣经  —  让它帮助你

成长, 然后能分享与传达给人. 神的道有洁净灵

魂的功效, 使人爱慕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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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则三: 必须以祷告等候神 

 在预备的时候, 我们必须以祷告来等候

神. 在主面前的祷告将点燃心中热火, 激励人去

为失丧灵魂的永恒归宿而劳苦传道(加 4:19). 在

私下为失丧灵魂祷告, 仿佛进行摔跤(角力), 是

赢取灵魂者所吸的天然空气. 有者说麦其尼(R. 

M. McCheyne)室内的墙可见证他殷勤的祷告 . 

祷告是预备传道的有效秘密武器, 无一物可取代.  

 

亲爱的弟兄 , 对于预

备传道方面, 我担心现代的看

法是轻率和空洞的! 即使在这

“按钮”、快速行动、追求娱

乐、浪费光阴、电脑控制的

时代, 传道人也必须牺牲时间

去与神独处, 静听神的声音, 

让罪人的呼求声充满他的灵魂. 这将使所传的道

产生严肃, 充满同情. 若神对世人无条件的爱充

满传道者的心, 所传的道便会产生永恒的功效.  

 

已归天家的诺克斯(Frank Knox)贴切描

述道: “在未显露你自己以前, 先隐藏你自己, 不

然就会显露你自己的愚拙.” 有个危险, 就是我们

注视传道者的讲章, 胜过听道者的灵魂; 注视传

道本身, 过于将亡的灵魂! 祷告是最优先的事! 

“我们在讲台上软弱, 因为我们在密室里软弱(喻

指在私下或暗地里的祷告方面软弱).” 以赛亚先

见到主何等的荣耀, 然后见到自己何等的罪恶, 

过后才奉差遣传道给一群何等绝望的人. 这个顺

序有何等深重的意义啊!     

 

(四)   原则四: 应多阅读好的传记 

 神在过去的世代曾

重用一些人传福音. 阅读一

些有关他们生平的书籍, 能

帮助我们为传道作更好的

准备. 一些好书也出自他们

的手笔, 这些人如约翰·班扬

( 另译 “ 本仁约翰 ”, John 

Bunyan)、麦其尼(Murray McCheyne)、爱德华

兹 (Jonathan Edwards) 、 怀 特 腓 (George 

Whitefield)、司布真(C. H. Spurgeon)、到非洲的

拓荒者们(如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腓特

烈·阿诺特[Frederick S. Arnot]等等)、开拓与建

立许多召会的敬虔圣徒, 还有许许多多这类的人, 

阅读他们的传记和书籍, 能更有效地帮助我们预

备信息. 这是需要抽出时间和牺牲其他活动的; 

或者应该说“是要有纪律的”. 纯正的传记有助于

我们预备宣传荣耀的福音. 网络与资讯的发达使

现今的我们更有优势, 能更容易获取这方面的资

料或记载.   

 

(五)   原则五: 必须存着正确心态 

 我们的心必须让三件事所充满: (1) 以基

督为中心(Centrality of CHRIST); (2) 让人确知有

罪 (Conviction of SIN); (3) 失 丧 者 的 结 局

(Consequences of the LOST). 在预备信息时, 这

三件事应该占据我们的灵魂. 我们传福音时, 要

叫听众明白基督是“神所差遣的人”. 信息必须热

切, 也叫人省察自己; 信息必须清楚, 也让人感到

严肃; 信息针对个人, 叫人确信神拯救 . 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179虽是不信神的人, 却

在某天早晨去听怀特腓那充满能力的传道. 当他

被人问道既然不信, 为何又去听这样的信息? 他

反驳道: “那位传道人深信这信息!”  

 

 在传福音的事上懒散怠惰, 确实是个悲

剧! 传道者必须花时间认真做好准备. 私下影响

我们的事, 会在传道时公开地显露出来. 作为基

督的大使(ambassadors), 我们要热切和严肃地宣

告这由圣灵所感动、能够赢取灵魂的属天信息. 

 

(六)   原则六: 完全倚靠神的圣灵 

 传福音的预备需要完全倚靠神的圣灵 . 

我把此事放在最后才谈, 为要让它更深地印在我

们的心版上. 在传福音时, 你可以言词流畅, 却没
有生命; 你可以条理分明, 却没有能力; 你可以

事实具备, 却没有感受. 上述情况是我们所该担

心和关注的, 尤其是当我们预备要面对那些将要

                                                           
179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是苏格兰的哲学

家和历史学家. 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主张检验和整理

的事实与历史的证据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 在他的哲

学系统中, 自然律便是秩序的骨干, 所以他对任何容许

有神或神迹的思想都抱着敌对的态度. 简之, 他对所有

信仰都持怀疑态度, 即怀疑是否可能对任何事加以确定. 

 
R. M. McCheyne 

 
Jonathan Ed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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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天堂或在地狱的罪人. 今天迫切需要的, 

是在神面前作“预备好了的器皿”, 站出来时能带

着属神燃烧的爱火  —  对失丧与沉沦罪人的热

爱之情. 诚愿我们的神以这重大事件感动我们的

心, 兴起一群有以下特质的年轻人: 有祷告、有

热情、有行动、有异象! 

 

我们看见耕种了却无收成; 网撒了却无

鱼获; 信息传了、获得赞许, 却无成果; 这一切使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谦卑自省! 这或许表明在私

下的软弱和无力. 让我们以自我省察的话作结束. 

我们需要在隐秘处复兴. 我们需要在私底下靠圣

灵做准备. 我们可能在传达福音方面没有失败, 

却在私下预备方面失败了! 我们在这些事上的

“小复兴”也肯定是我们所渴慕和期待的, 但我们

愿意付上代价吗? 私下的预备比公开的传讲更

为重要. 代价是大的, 但赏赐却是值得的. 应当重

视及优先考虑的事情是: 我们对基督的爱有所回

应、器皿要作预备、看见失丧灵魂的悲剧、心

被拯救灵魂的福音信息所激励、所鼓动. 有了这

一切, 复兴便指日可待!       

 

 上述所言是出于内心在神面前的深省, 

特别是思考这非常重要与迫切需要的主题. 我们

的心在神面前该有的态度是: “主啊, 赐我在私底

下有颗爱慕失丧灵魂的心. 帮助我们在祢面前独

处来预备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明白拯救灵魂全赖

静听祢的声音.” 这是何其奥妙! 何其真实! 何其

严肃! 能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器皿来传扬预备好

的信息, 是何其尊荣啊! 我们需要的人, 是那些

愿意付出以被神使用的人, 是那些愿意劳苦和祷

告的人, 是那些愿意儆醒和为失丧灵魂痛哭的人. 

 

 我要以一段刻在

怀特腓纪念碑上的话作

结束. 此纪念碑竖立于

纽 伯 里 波 特 礼 拜 堂
(Newburyport Meeting 

House). 其上刻着 : “这

位仆人(怀特腓)恳切祷告、研读圣经、劳苦忍

痛、四处传道. 在 34 年的事奉中, 他横渡大西洋

13 次, 传道超过 1 万 8千多次. 作为十架的精兵, 

他谦卑、虔诚、热心, 穿戴神的军装, 寻求基督

的荣耀过于自己的利益、安逸、名誉, 或生命. 

作为基督的辩士, 他深厚的敬虔、无私的热诚, 

以及生动的想象力, 给他的外貌、行动和言语带

来无可比拟的力量. 他的言词大胆、热切、泼辣

和深得人心. 没有其他未被灵感的人像他那样向

那么多的会众传道, 或以那么惊人和极具说服力

的动机来强调简单的福音真理, 也给他听众的心

灵带来那么大的影响. 他于 1770 年 9月 30日死

于气喘病(享年 56 岁). 这突如其来的离世将他

无比劳苦的生命, 转换成永远安息的福乐.”180 

 

 

(E) 预备传福音(传道)的方式(Method)  

 要传达从神而来的真理, 有几种方法或

途径(approach). 其中几种是:   

 

(一)   主题式(专题式, The Topical) 

 我们可从几处经文寻获一个主题或专题. 

若传道者有组织地整理他的思想, 以正确顺序表

达他的重点, 主题式的传道可以非常有效地传扬

福音. 在使徒行传第 13章, 使徒保罗先是讲论以

色列的失败和罪恶、主耶稣被拒绝、祂的死和

复活、神所赐下的赦罪, 以及不听从神的话的危

险. 虽说这样的顺序并非铁定不改的, 但我们若

尝试先传主的再来, 然后讲论祂的复活, 过后是

祂的受苦, 神对所有世人的爱, 最后讲论人完全

的堕落, 这样传不是很怪吗? 使用主题式时要避

免一个危险: 把互不相关的经文和题目参杂在一

起, 只因为有同样的字眼或词句出现在它们当中.    

 

(二)   本文式(引文式, The Textual) 

 这或许是最普遍被人采用的一种方式 , 

也可能最容易让听众听懂和领会的. 它是指选一

段经文, 并传讲经文中所记载的真理. 例如 赛

45:22 说: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 就必得救; 因为

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 这节经文呈现容易记住的

思考重点  —  “最”; 即: (1) 最浩大的福气(得救); 

(2) 最容易的方法(“仰望”, 指靠信心仰望); (3) 最

广阔的范围(原文可直译为“地极的所有人”, KJV: 

                                                           
180   上文(D)项是编译自  Albert Hull 所写的文章 

“Preparing For The Message – Part Two”,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第 27-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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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ends of the earth); (4) 最高级的权柄(“我

是神 ”). 我们一般上可使用所谓的 “ 头韵

法”(alliteration)来帮助讲员和听众更容易记住重

点,181 但若勉强或牵强地为每个重点套上同音韵

的字会适得其反, 带来反效果. 使用头韵法时, 有

些时候将它藏起来反而更好, 即不讲给听众知道, 

只是讲员自己知道, 并使用它来记住重点.     

 

(三)   解经式(释经式, The Expositional) 

 这种方式包含解释一段经文, 根据其上

下文来发展它的含意. 传福音的人可根据 罗马

书第 3 章, 先解释它的布景(setting), 然后才讲论

其中有关“世人的罪和堕落”的详细教导.  

 

 

(F) 预备传福音(传道)的典范(Model)  

 查考我们救主耶稣的传道, 以及祂对待

男女的方法, 会使任何要为基督赢取灵魂的人获

益良多. 在约翰福音第 3 章, 我们留意到主耶稣

的方法: (1) 陈述声明真理 (States a Truth): “人若

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 3:3); (2) 举例说明

真理 (Illustrates a Truth):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

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约 3:14); (3) 应用

实践真理 (Applies a Truth): “你们必须重生”(约

3:3). 所有传福音者都该寻求效法我们的主, 因

主耶稣为我们在这方面立下美好典范. 

 

 (一)   陈述声明真理 

 让听众清楚知道我们所要表达的事, 将

有助于得着听众的注意力. 如果我们的开场白含

糊不清, 序言深奥难懂, 我们还未进入重点前, 就

已经失去听众的关注. 你若想要强调罪的严重

性、死亡的逼近性(可随时发生)、得救的重要

性、宝血的价值等, 就要在开始传道的序言里清

楚陈述或声明.  

 

我们有整本圣经作我们的支持. 面对堕

落之人的错谬邪说, 我们可游览圣经那资源无限

的军械库, 取出适合武器进行反击. 在适当的时

间引述神话语(圣经)的一句经节, 可犹如巧妙精

                                                           
181   头韵法在此是指在题目或诗词的开头处重复同

一个字母辅音, 使之以大概相同音韵来开头, 方便记忆. 

准地射中目标的一支利箭.  “正直(或译 “正确”)

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伯 6:25). “传道者专心寻求

可喜悦的言语, 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智慧人的

言语好像刺棍; 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

子”(传 12:10-11). 正确地使用圣经来证实我们所

言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那活泼、有功效、比一

切两刃的剑更快的”(来 4:12), 不是我们的话语, 

而是神的话语.   

 

(二)   举例说明真理 

司布真 (C. H. Spurgeon) 曾说 : “ 例证

(illustration, 举例说明)犹如窗口, 让光进来.” 若

是如此, 圣经中的种种例证, 例如主耶稣在 约

3:14 所采用的, 就犹如天窗, 让天上来的光直接

照明人心. 圣经包含何等丰

富的真理, 提供传福音者无

价的材料, 来装饰美化他的

信息, 吸引听者会众的注意

力! 晶莹剔透(清楚明了)的

比喻、彰显大能的神迹, 甚

至是圣经人物的生平事迹 , 

还有其他事物都可以作为强有力的工具, 来阐明

圣经的真理. 既然主耶稣和众使徒, 从他们四周

事物引用例证, 我们如此行也是明智的.  

 

想想我们的救主说道: “有一个撒种的出

去撒种”(路 8:5); “有一个财主穿著紫色袍和细

麻布衣服”(路 16:19);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

耶利哥去”(路 10:30). 使徒保罗也取材于他在雅

典城所看见的事物, 并自由引述其中一个雅典人

自己的异教诗人. 一个适当贴切的例证可以把真

理钉牢在人的心版上. 无论如何, 若不适当地引

用例证, 或只为了产生情绪效果而随意讲说无关

的轶事(anecdote), 这样做倒不如不举任何例证. 

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得好: “ ‘正确的字词’

与‘几乎正确的字词’两者之间的不同, 是犹如

‘lightning’(闪电)与‘lightning bug’(萤火虫)之间

的不同.” 对字词而言是如此, 对轶事或例证而言

也是如此. 

 

(三)   应用实践真理 

 无疑的, 尼哥底母肯定知道主耶稣所讲

论的是与他有关. 主耶稣的话明确中肯, 没有让

 C. H. Spurg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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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错误假设救主所言是指“异教徒”世界或仅是

与他无关的以色列民. 这是真理的应用, 往往唤

醒人的良知, 引领那人悔改归心或拒绝不信. 使

他们强有力地应用他们的传道, 使听道者不禁呼

喊道: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徒 2:37). 此外, 

在使徒行传第 5 章, 所传的信息是何等的清楚明

确, 以致犹太人领袖说: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

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

上”(徒 5:28). 司提反被杀并非出于咕哝不清的

信息, 而是唤醒良知的明确信息(可惜深感罪疚

的反对者不愿认罪悔改, 反而杀害司提反来阻止

他继续发言, 编译者按).   

 

 英 国 的 卫 斯 理

(John Wesley)来到美国本

为要“事奉神”. 不过, 当

他被自己所传的福音真

理占据全心时, 他才觉悟

到自己是失丧的. 他写道: 

“我来到美国, 为要改造这里的印第安人(Indians). 

但谁能改造我呢!” 对于福音的真理, 即使预备得

再好、再巧妙、再高明, 若是没有被应用, 就犹

如丰富的一道菜, 只放在厨房, 没有被放在桌上.   

 

 传福音的人, 不管是预备他的心或他的

信息, 万万不可忘记, 只有靠着圣灵所带来的属

神真理之光, 才能照亮人那属血气的黑暗心思. 

除了谦卑倚靠神、恳切祷告、热切宣传福音之

外, 我们还能怎样有效地传福音呢?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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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传信息者与他的信息 

 

 传福音者是一个传好信息者(Messenger 

of Good News). 对于传信息者 , 伊根司(E. R. 

Higgins)指出他所需要的三大特征: 

 

1) 有敬虔的品格(Godliness): 为神公开服事(事

奉)需要敬虔的品格. 一个学校老师、建筑工
                                                           
182   上文(E)和(F)项是上文编译自 E. R. Higgins 所

写的文章 “Preparing For The Message – Part Three”,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第 32-35 页. 

人、脑外科医生或航空交通管理员可以是一

个不道德、贪财或过度的人, 但仍然能够在

他们各自的行业里良好与正常地运作. 但信

徒若要服事神却无敬虔品格, 他不单是假冒

为善, 更是无法正常地

执行责任. 传信息者的

事工看来可以归在“执

事的工作”的标题之下, 

所以服事者应该具备 , 

或说应该努力达到提摩

太前书第 3 章所列下的

种种条件. 执事带着权

柄为神说话, 这方面的能力与他个人私下的

生活密切相关. 他必须一生渴慕讨神喜悦、

甘心事奉神.  

2) 有神所赐的恩赐(God-given Gift): 为神公开

服事需要有神所赐的恩赐. “若有讲道的, 要

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事人的, 要按着神

所赐的力量服事”(彼前 4:11). 

3) 有正确使用恩赐的恩典(Grace for Using Gift 

Properly): 为神公开服事需要有神的恩典, 得

以正确使用这恩赐, 即以谦卑的心, 不求自己

的荣耀, 不求自己的利益. 一切服事的目标是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

耀、权能都是祂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彼

前 4:11). 

 

至于所传的信息, 伊根司贴切指出, 传信

息者若没有信息, 便是一件异常的事. 旧约的先

知经常说道“耶和华的默示”(“默示”原文意即“重

担”; KJV: the burden of the Lord; 玛 1:1; 亚 9:1; 

也参 耶 23:33-36). 耶和华把那如“重担”一般的

信息放在他们的心上, 而他们要以敬畏的心传达

此信息. 未经准备、不在神面前沉思的“临时信

息”或“即兴信息”不该成为我们的惯例. 除非你

是司布真(Spurgeon)或怀特腓(Whitefield), 不然

就该采用上述已被试炼并证实有效的方法, 即在

神面前等候神, 以此领受神要你说的话语.183 

                                                           
183   以上附录翻译自  E. R. Higgins 所写的文章 

“Preparing For The Message – Part Three”,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第 31-32 页. 

 
卫斯理 (John We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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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六) 
基督的审判台: 

工作的审判 
 

(A) 召会被提后天上将发生的两件大事 

在基督里睡了的圣徒从死里复活, 活着

的圣徒身体改变, 两者一同成为一个荣耀的会众, 

从地上被提到空中. 对于那些注定要出现在这群

会众当中的圣徒, 应该有兴趣知道过后将要发生

什么事, 就是从被提开始, 直到与基督一同回到

地上行审判之间的这段时间(编译者注: 这段时

间地上将经历七年的灾难), 圣徒在天上将发生

什么事.  

 

[ 编译者注: 召会被提后, 天上将发生两件大事  

—  在基督审判台前的工作审判和羔羊娶亲的盛

大筵席(或称“羔羊的婚筵、羔羊的婚娶”). 几乎

所有学者都一致赞同, 这两件大事发生的次序是: 

先有工作的审判, 后才进行羔羊的婚筵. 但本文

作者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因为以“召会被

接回父家”(新妇被接回父家)这一主题为开始, 

所以就先谈羔羊的婚筵, 后才论到信徒工作的审

判. 无论如何, 为了让读者容易记住这两件大事

发生的正确次序, 本文经过一点修饰, 先在本期

《家信》论及“基督审判台前的工作审判”, 下期

才谈“羔羊的婚筵” ] 

 

 

(B) 工作的审判 (基督的审判台,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首先, 从许多我们看过的圣经经文中, 我

们晓得将会见到主耶稣本身(帖前 4:17: “以後我

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
在”). 我们留意到, 在启示录 19 章, 圣徒(指组成

召会的基督徒)被视为天军一般,184 跟随那位作

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主耶稣来到地上, 施

行审判(启 19:15-16). 圣经以“众军”来形容圣徒, 

是预先假定他们被委托职任与责任. 这方面的地

位与责任是按照他们忠心的程度而赐予的, 与他

们忠心的比例相称.  

 

关于上述的地位与责任, 圣经中有许多

经文提到一个审判台 (或称“基督的审判台”,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所有圣徒要站在这审判

台前受审, 他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要被显露出来, 

要按照神完美的圣洁受到试验, 其结果将决定他

们在永世的地位. 林前 4:5 清楚地宣告这审判的

时间. 保罗在那里谈到他作为管家, 和自己对主

当负的责任;185 他声称自己不在乎一切属人的论

断, 也不自信地判断自己. 判断他的乃是主; “所

以, 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祂要

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 各人要

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林前 4:5).  

                                                           
184   启 19:14: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 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洁, 跟随祂”. 关于“细麻衣”, 请参前几节的经文,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祂. 因为, 羔羊婚娶的时

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

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启 19:7-8). 比较

这几处经文, 我们明白这穿着“细麻衣”的众军就是众圣

徒(而非天使), 即那“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之“新妇”(由

所有基督徒组成的召会). 
185   林前 4:2-5: “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 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祂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 

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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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3:13-15 也论到同一个审判: “各人

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

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

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林前

3:13). 使徒保罗在 提后 4:8 所期待的, 就是这相

同的审判: “从此以後,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

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为了这一

日, 他在世辛勤劳苦, 他说: “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

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

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各人按着本身

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林后 5:9-10). 

 

按照上述种

种经文 , 看来这审

判的日子是“只等

主来”(林前 4:5). 当

圣徒在主的“审判

台 ”(judgment seat)

前显现 , 带着那已

改变和荣耀的身体, 

成为更像祂自己的时刻, 有关他们个人是否得救

的问题已不存在. 作为罪人, 他们已经被神审

判、定罪, 而刑罚也已在十架上执行, 就是降落

在那位代替他们的罪而死的主耶稣身上. 还有谁

会被定罪呢?186 审判官是耶稣基督自己, “谁能

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

里复活 , 现今在神的右边 , 也替我们祈求”(罗

8:34). 虽然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个人方面永不

再被定罪(罗 8:1: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

罪了”), 但圣徒所做的工却要受到多方的审判. 

                                                           
186    林斯达(Robert Lindsted)写道: “这次荣耀被提

后, 教会立刻被带到基督的审判台前. 来看基督的审判

台之前, 首先要知道这并不是审判罪. 一千九百多年前, 

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 我们到天上的路

畅通无阻, 因为一千九百多年前, 神完全的羔羊已背负

了我们的罪. 罪的问题解决了. … 信徒并不是去接受罪

的审判, 乃是前去接受工作的审判.” 林斯达著, 吴志权

译, 《世局纵横》(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1 年), 

第 203-204 页. 

他们的工作可能被烧毁, 自己却要得救; 

因此, 他们可能“受亏损”(KJV: suffer lost), 尽管

他们靠着恩典永远与主同在. “银子”(the pounds)

的比喻(或作“10 锭银子的比喻”, 路 19:12-27)更

进一步地证实, 主不在世上的这段现今时期, 正

是主试验祂众仆人是否适合在永世里(就是当祂

的国度彰显时)负起更大的责任. 

 

那只有 1 锭(或作“1 英镑”, one pound)的

人赚了 10 锭, 负责管理 10 座城, 因他已证实自

己在很小的事上忠心; 而神审判的原则是: “人在

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路 16:10). 

对于这个题目, 我们还可以引述很多经文. 这题

目是很重要的, 在使徒的教训里占了很显著的地

位, 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去思考这重要的题目.  

 

与此同时, 那些寻求讨神喜悦的人有福

了; 我们若在行事为人方面, 惯性地考虑到基督

的审判台, 我们就有福了, 因为“我们各人必要将

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或译: “我们各人必要

将自己的事, 向神交账”, 罗 14:10-12). 每一个圣

徒若在交托给他们的小事上忠心, 就证实他们配

得到那些尊贵与重要的地位, 就是主为那些忠心

者保留的高级赏赐. 

 

 大卫手下有一班勇士(the mighty men). 他

们在大卫被拒绝的日子跟随他, 与他同受苦难, 

甚至为他的缘故甘冒生命的危险. 当大卫登上宝

座作王时, 他们得着尊贵和赏赐. 同样地, 当主耶

稣得国作王统治全地时, 那些忠心跟随祂的“勇

士”也必得着尊荣  —  今日为基督忍受苦难更深, 

那日从基督得到荣耀更多!187  

 

* 林斯达(Robert Lindsted)以下的话值得三思: 

“最差劲的事, 莫过于我们相信基督, 最后被提

与主同在, 但在天上却没有一点儿赏赐. 我们永

不会失去基督已成的工作! … 因为基督已成就

的工作是根据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而祂的

                                                           
187   上文编译自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的

“将来的事”(Things to Come)之系列文章, “Judge Nothing 

before the Time” (Chapter 14), 载  John R. Cald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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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tions, 1983), 第 379-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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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完美无瑕的. … 我的救恩有保障, 是因

为基督已成就的工作, 不是因为我. 然而, 我们

得救后怎样活着, 就决定我们是否得赏赐.  

 

“我们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停下, 细说所度过的

世上日子.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思想里, 要刻上一行暂时的, 另一行永远

的轨道. 要记着, 被提一出现, 在暂时轨道上的

东西会一一失去, 不再有用. 我们可以玩篮球、

棒球, 或惊奇太空穿梭旅程的成就. 这些东西都

不是错的. 但要记着, 它们都是暂时的, 没有永

恒价值. 在永远里, 我们会刻有基督审判台的裁

判印; 所领受的赏赐是永远的, 都根据我们接受

基督后的生活行为. 

 

“舞台已经一切就绪, 我们正在永恒出现前的化

妆间里. 我们在这生命所预备的一切, 会决定我

们永远的分儿. 过去的一星期, 有何事可算为有

永远价值的事呢? 基督回来的那日, 应当是一

生中最快乐的事. 那日应该是我们期待的一刻. 

只要我们一直为主而活, 那当然是. 但那一刻出

现时, 想转头事奉主, 行那些应当摆上时间去作

的事, 已是太迟了. 时间是应当用来为基督作工

的. 我们怎样使用时间呢? 当基督要再来为我

们脱下这个旧帐棚, 带我们进入天上的荣耀时, 

我们是否准备好了? 我们是否正准备进入永远

的门呢?” [引自 林斯达, 吴志权译, 《世局纵

横》(The Next Move), 第 200-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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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七种审判 

 

薛弗尔(Lewis Sperry Chafer)指出, 圣经中有提

到七种特别的审判如下:  
 

1) 信徒的罪恶之审判(The Judgment of Believers’ Sin): 

信徒的罪已经受了审判(彼前 2:24). 

 时间: 主后 29/30 年; 地点: 各各他的十字架 

 结果: 基督代死, 信徒因信称义, 不被定罪(约 19:17-

18; 彼前 3:18; 约 5:24; 罗 8:1,33-34) 

 

2) 信徒得救后仍犯的罪之审判 (The Judgment of 

Believers’ Sin After They have been Saved): 信徒得

救后仍可能犯罪, 神要审判并管教我们. 

 时间: 活在世上任何时间; 地点: 任何地点 

 结果: 若信徒不反省和审判自己, 就必被主审判(即

管教)(林前 11:31-32; 来 12:7) 

3) 信 徒 得 救 后 的 工 作 之 审 判 (The Judgment of 

Believers’ Work): 信徒在地上的一切工作(事奉)都

要受到审判(林后 5:9-10; 罗 14:10; 启 22:12) 

 时间: 主再来接信徒到天上; 地点: 基督的审判台 

 结果: 得奖赏或受亏损(即失去奖赏), 但“自己却要

得救”(林前 3:14-15), 不会失去救恩(参 来 9:28)188 

 

4) 对以色列的审判(The Judgment of Israel): 七年灾难

后仍活在地上的以色列人被聚集(结 39:28)受审. 

 时间: 七年灾难后主同圣徒(召会)回到地上不久后

(亚 14:4-5); 地点: 不详(可能是以色列地) 

 结果: 有些以色列人因信靠神而得救, 能进入天国, 

得享天国的福气(罗 11:26; 亚 13:8-9), 有些则无法

承受天国而面对永刑(结 20:38; 太 25:30) 

 

5) 对 列 国 的 审 判 (The 

Judgment of Israel): 在七

年灾难后仍活在地上的

外邦人被聚集受审判 

 时间: 七年灾难后主同圣

徒回到地上审判以色列

人之后(珥 3:1-2); 地点: 约沙法谷(珥 3:1-2, 12) 

 结果: 有些外邦人得救(能进天国, 得享天国福气, 太

25:34,46), 有些失丧而面对永刑(太 25:41,46) 

 

6) 对堕落天使的审判(The Judgment of Fallen Angels): 

那些背叛神的天使(魔鬼和他的使者[太 25;41], 天

上三分之一的天使[启 12:4] )将受审判. 

 时间: 发生在“大日的审判”(犹 6), 即发生在白色大

宝座审判之前(启 20:10-11); 地点: 不详 

 结果: 他们至终被丢在火湖(永火)里(太 25:41; 启

20:10). 注: 堕落天使中有些已被关在黑暗里(犹 6)  

 

7)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The Judgment of The Great 

White Throne): 从创世以来(亚当开始)直到一千年

的天国结束时, 所有不信真神(耶稣基督)的人都要

复活, 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  

 时间: 一千年的天国结束后(启 20:5,7,11; 徒 17:31); 

地点: 白色大宝座前(启 20:11) 

 结果: 不信者被扔在火湖里(启 20:15), 永远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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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所有基督徒都要受上述三种审判: (1) 身为罪人

(as a sinner)受审判 [上述第一种审判, 即信徒的罪恶之

审判]; (2) 身为儿子(as a son)受审判 [上述第二种审判, 

即信徒得救后仍犯的罪之审判 ]; (3) 身为仆人 (as a 

servant)受审判 [上述第三种审判, 即信徒得救后的工作

之审判, 也就是本文所谓的基督审判台前工作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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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基督的审判台 

 

 林后 5:10 和 罗 14:10 皆有论到“审判台”, 虽然

后者是“神的(审判)台前”, 但重点是指出信徒要在神的

儿子面前受审查. 这样严肃的事必须正视. 

 

(A) “审判台”的字义 

根据潘德科(J. D. Pentecost), 新约圣经中有两

个不同的字用来指“审判台”(英文皆译作“judgment 

seat”). 第一个是 kritêrion {G:2922}, 用于 雅 2:6 和 林

前 6:2,4. 根据塞耶(或译“戴雅耳”, (Joseph H. Thayer), 

这字解作“试验或审判的器具或方法”, 或“施行审判的

地方; 众法官的工作台; 法官席”. 这字可指审判的准

则、规范, 或施行审判的地方.  

 

第二个字是  bêma {G:968}, 塞耶将之解释为

“梯阶登上的高处; 讲台、讲坛; 指正规的判官座位, 如 

徒 18:12,16… 或指基督的

审判台, 如 罗 14:10… 或指

一个类似王座的建筑物, 乃

希律在该撒利亚所建, 用以

观赏竞技, 及向百姓演说.” 

沙尔-哈里森(或译“沙尔-夏

里 逊 ”, Sale-Harrison) 说 : 

“在雅典的希腊运动会, 古老的竞技场里有一个高台, 竞

技场的主席或裁判坐在其上, 并在此处颁奖给所有选手

和优胜者 . 这高台称为 

bêma 或“颁奖台”(reward 

seat), 从不被用来指审判

席(judicial bench). 简之, 这

字具有杰出、尊贵、荣誉

和奖赏之意 , 却不含裁

判、审判之意 . 保罗选用

此字, 为要显出审判台的性质.  

  

(B) 基督审判台的时间 

潘德科(J. D. Pentecost)指出, 信徒站在基督的

审判台前受审, 是“在教会被提离开地上后立即发生”. 

有几个因素支持这论点:  

1) 根据 路 14:14, 奖赏与复活有关;189 而根据 帖前

4:13-17, 复活又是被提的一部分(指复活后立即被

提), 所以奖赏也是其中一部分(意即圣徒复活后立

即被提, 即刻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  

2) 当主与祂的新妇回到地上作王时, 新妇已得了奖赏, 

这点可从 启 19:8 看到. 必须注意此节所说“圣徒所

行的义”是复数, 不会指着基督所赐的义(救恩方面

                                                           
189   路 14:14: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 到义人

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因信称义, 因为那是基督所行的, 而非信徒所行的). 

这节所谓的义是受过试验, 要成为信徒得奖赏的根

据(凭据). 

3) 在 林前 4:5、提后 4:8 和 启 22:12, 奖赏与“那日”有

关, “那日”就是主为属祂之人再来的日子. 换言之, 

教会得赏赐(工作的审判)一定会发生在教会被提与

基督在地上显现之间.190 

 

(C) 基督审判台的地点 

潘德科写道: “这审判必然在属天的地方进行”. 

帖前 4:17 说我们“… 必…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

遇.” 审判台既然在教会被提之后, “空中”必然是工作审

判的地点, 林后 5:1-8 支持这论点.  

 

(D) 基督审判台的判官 

林后 5:10 清楚说明, 这次审判的考查是在神儿

子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进行. 约 5:22 也表示父神已将审

判的事全交在圣子主耶稣手里, 此事也记载于 罗 14:10. 

值得留意的是, 此节称审判之处为“神的台”, 显示此审

判台是“属神的”, 是“神”(指父神)亲自把审判交在圣子

手中. 简之, 耶稣基督在审判的事上彰显属神的权柄, 这

是基督得到被神高举的一部分. 

 

(E) 基督审判台审查的根据 

基督审判台面前所审查的, 不是得救的问题. 当

人信主得救时, 神所赐的救恩已拯救信徒脱离所有罪的

永远审判(罗 8:1; 约 5:24; 约壹 4:17). 在基督的审判台

前, 不是要审判信徒的罪, 正如 来 9:28: “像这样, 基督

                                                           
190   基督的审判台何时出现? 林斯达(R. Lindsted)写

道, “我相信在被提后立刻出现. 在 提后 4:7, 保罗说, 他

将要接受公义的冠冕. 他说在那日必得着, 那些爱慕祂

显现的人也可以得着. 注意到那时间吗? 在那日! 保罗

期望基督在他有生之日再来, 他所说的那日, 就是基督

为教会再来的那日. 在 启 22:12, 基督说: ‘我必快来! 赏

罚(正确应译作“赏赐”, KJV: reward)在我.’ 祂很希望快

些赏赐那些曾服事祂的人. 当祂再来的时候, 必把赏赐

一同带来! 林前 4:5 说, ‘时候未到, 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

等主来, 祂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这里

暗示说, 当祂来的时候, 祂将坐着施行审判. 为何审判这

么快来到呢? 因为审判后, 我们要立刻进入羔羊的婚筵. 

基督要先施行审判. 在启示录第 4 章, 我们看见教会在

天上, 他们穿着白衣, 坐在宝座上, 基督在他们中间. 我

们将要戴上冠冕. 冠冕从哪里来呢? 约翰说, 基督再来

的时候, 把冠冕都带来. 冠冕赐下后, 书卷就展开了. 书

卷若不展开, 敌基督就不能放出来, 因为他要在第一印

时被释放出来. 冠冕必在空中赐予, 那是… 祂为新妇再

来的时候.” 参 林斯达著, 吴志权译, 《世局纵横》(香港

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1 年), 第 203-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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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

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潘德科

评述道: “把信徒带到罪的审判面前, 不论所审判的是他

重生前的罪, 或是他重生后的罪, 甚至是他重生后没有

认的罪, 都是否定基督的死的功效, 并把神说‘我不再记

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来 10:17)的应许撤销了.” 

 

林后 5:10 说: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

显露出来, 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对

于译作“显露”的字词, 较好的译法是“被彰显”; 整节应

译作“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被彰显出来.” 这指

出审判台的目的, 是要公开彰显、展示或揭示每个人最

原本的特质和动机. 普兰默(Alfred Plummer)评论说: “我

们受审时, 不是整体一起的, 也不是按组别进行, 而是一

个一个地按照个人的功绩受审.” 具体来说, 这是每个信

徒在神面前个人(私下)的审判.  

 

 信徒今生所行的一切(林后 5:10 称之为“本身所

行的”)都要受到审判, 以判断它是善还是恶. 这节的“恶”

字在一些希腊抄本是 phaulos {G:5337}. 特伦奇(或译

“崔仁翟”, Richard C. Trench)对这字的解释是“邪恶的另

一面, 并不是主动或被动的恶行, 而是一无是处, 缺善可

陈… 一文不值的概念…” 因此, 这审判不在乎判断伦理

上的善恶, 而是要分别可悦纳的和没有价值的. 主在这

里的旨意, 并非惩罚祂儿女的罪, 而是奖赏祂儿女良善

忠心的事奉. 

 

(F) 基督审判台审查的结果 

林前 3:14-15 宣告这次审查有双重结果  —  得

奖赏和受亏损. 判定得奖赏或受亏损, 是借着火的试验. 

保罗写道: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他表

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林前

3:13). 由此可见, 受审查的是信徒的行为. 此外, 这个审

查不是根据事奉的“外在性质”来作出表面性的审判, 而

是审查事奉的“内在性质”, 包括事奉的动机和心态. 只

有正确的动机和心态之事奉能经得起“火的试验”. 

 

使徒保罗在  林前 3:8-9

说: “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

得自己的赏赐. 因为我们是与神

同工的.” 潘德科贴切指出, 使徒

确说“与神同工的”用两种材料在

已立好的根基上建造. “金、银、

宝石”是不能毁坏的材料, 就是神

的工作, 人只是取用或利用而已; 而“草、木、禾楷”是

能毁坏的材料, 就是人的工作, 以一己之力(凭己力或己

意)完成的. 使徒揭示的事实是: 基督审判台的审查是要

分别(分辨区别)神借人做的工, 和人以自己力量(包括按

自己意思)去做的工; 也要分别(分辨区别)为神的荣耀而

做的, 和为肉体的荣耀而做的. 表面观察不能看出工作

的内在性质, 所以必须经过严谨的审查, 以显露其真实

本质. 

 

(a) 经得起火的试验的将得奖赏 

人的工作(行为、事奉)若经得起火的试验, 将

领受奖赏. 新约圣经有提到五种奖赏:  

1) 不能坏的冠冕: 给那些制服肉体或“老我”(旧人)的

人(林前 9:25); 

2) 公义的冠冕: 给那些爱慕祂显现的人(提后 4:8);  

3) 荣耀的冠冕: 给那些甘心牧养神的群羊(召会)之人

(彼前 5:4); 

4) 生命的冠冕: 给那些忍受试探的人(雅 1:12), 或那些

忠心为主殉道的人(启 2:10);  

5) 喜乐的冠冕: 给那些赢取灵魂(领人归主)的人(帖前
2:19).  

 

值得注意的是, “冠冕”(crown)在原文有两个字  

—  diadêma 和  stephanos . 范氏 (W. E. Vine)指出 , 

diadêma 总是用来指君王或皇帝的尊严标志(symbol of 

kingly or imperial dignity), 例如主耶稣头戴许多属君王

的“冠冕”(启 19:12); 撒但和兽也头戴具有王权的“冠

冕”(参 启 12:3; 13:1; 注: 魔鬼暂时是“世界的王”, 约

14:30). 但 stephanos 则不同. 梅约尔(J. B. Mayor)解释

这字的用法:  
1) 比赛中优胜者或得胜

者的花环(wreath, 林

前 9:25; 提后 2:5); 

2) 颁授予杰出服务或个

人品格 , 就如金冠冕

颁予古希腊演说家狄

摩西尼(Demosthenes, 

主前 384-322 年); 

3) 节日的装饰(箴 1:9; 4:9; 歌 3:11; 赛 28:1).  

 

圣经只用 stephanos (得胜者的冠冕)来形容信

徒所得的冠冕, 为要

区别信徒与基督的

不同. 信徒虽与基督

一同作王, 但主戴的

是 君 王 的 冠 冕

( diadêma ), 而信徒

戴的则是得胜者的

冠冕( stephanos ).  

 

冠冕有何用处呢? 启 4:10 记载众长老在宝座前

敬拜神时, “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潘德科评论说: 

“从圣经可见, 信徒得赎是为荣耀神(林前 6:20). 这是祂

永远的目标. 把奖赏的物质标记(指冠冕)放在坐宝座者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8 

   

《家信》: 第 111 期 (2016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的面前, 是荣耀神的举动. … 他要荣耀神, 直到永远. 在

圣经不少经文中 , 奖赏是光明、夺目的(但 12:3; 太

13:43; 林前 15:40,41,49). 神所赐予信徒的奖赏, 可能是

彰显基督的荣耀直到永远的能力. 奖赏愈大, 所赐予荣

耀神的能力也愈大. 这样, 信徒使用奖赏时, 得荣耀的是

基督, 不是信徒. 显出荣耀的能力各有不同, 但不会感觉

有个人的缺乏, 因为每位信徒都要被充满, 到他能力的

极限, 好‘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

前 2:9).”  

 

(b) 经不起火的试验的将受亏损 

人的工作或事奉若经过火的试验后被烧毁, 就

要受亏损. 凭肉体和己意所做的工作必不被神悦纳. 保

罗恐怕自己倚靠肉体的力量, 不靠圣灵的能力. 为此他

写道: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 己 反 被 弃 绝

了 ”( 林前 9:27). 

保罗在此使用“弃

绝 ”( 希 腊 文 : 

adokimos {G:96})

一词时 , 不是要

表达他对丧失救

恩的恐惧, 而是恐怕他所做的是“一无是处”, 徒然白费

了. 为了避免他人误解, 把受亏损诠释为“失去救恩”(失

丧而灭亡), 保罗在 林前 3:15 加上一句: “人的工程若被

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

火里经过的一样.”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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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五种冠冕 

 
 使徒保罗在 林后 5:10 绘画出何等景象! 有一天, 

每个基督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回顾一生! 那一

天, 主耶稣基督要亲自坐在审判台上, 从那里察看每个

信徒一生所做的工作, 论功行赏(也参 罗 14:10). 那时, 

主不会只看外表, 例如你若教主日学, 主不仅看你教了

几次, 也会看你怎样教? 教的动机是什么? 教的内容是

否按照圣经的真理等等. 总之, 主要审察每个信徒有没

有用正确的动机, 按正确的方式去事奉和生活.  

 

对推雅推喇的教会, 主耶稣自称为“那眼目如火
焰的”(启 2:18), 此“金睛火眼”能看透一切, 所以祂接下

去说: “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

应你们各人”(启 2:23). 主耶稣在 启 22:12 也宣告说: “看

                                                           
191   上文主要改编自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

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205-210 页; 也可参
www.anti-antichrist.com/abc/Judgment_Seat_of_Christ.html .  

哪,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保罗

在 林前 3:10-15 描述这审查的情况: “各人的工程必然

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或可译作

“火将揭开它的真相”); 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林

前 3:13). 在主“火眼”的察看下, 一切真相显露无遗. 

 

那一日, 当主颁发奖赏时, 相信会有许多令人惊

讶的事. 有些众所皆知的人物, 或著名的传道家, 会得不

着大赏赐, 因他们事奉的动机不对(是为己利), 方法不妥

(违反圣经的原则). 反之, 有些默默无闻的信徒, 他们可

能在密室内忠诚代祷, 或私下事奉, 结果得着更大的赏

赐. 人看为小的, 在主耶稣眼中

看为宝贵. 切记主耶稣所说的: 

“然而, 有许多在前的, 将要在后; 

在后的, 将要在前”(太 19:30). 

 

(一) 不能坏的冠冕 

论到奖赏, 圣经有记载

五种冠冕. 我们只知五种, 但或

许还有别的冠冕. 第一种称为“不能坏的冠冕”(或称“得

胜者的冠冕”, 林前 9:25). 这冠冕是赐给那些能约束肉

体邪情私欲的信徒. 保罗在 26 节说: “所以我奔跑, 不像

无定向的.” 如果有人赛跑却不知终点所在, 他真的能够

跑得好吗? 赛跑的人必须知道赛程, 好计算跑速. 他要

在全程中谨守规则, 起步直至终点都是如此. 例如有些

人信靠主基督后, 第一个星期, 他们天天读经祷告. 但半

年后就极少祷告, 更少读经了. 怎样开始比赛不太重要, 

怎样完成才重要!  

 

保罗说: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林前 9:26). 你

看过拳赛吧! 拳手若出拳只打空气, 他的对手就立刻出

拳打中他! 我们是否出场只摆动身躯, 胡乱挥拳, 却没打

中什么? 我们必须有明确目标, 并朝着目标前进. 例如, 

单单知道“基督徒该传福音”还不够, 我们还要认定目标, 

并为那人殷勤代祷, 也努力装备自己, 以便能用适当的

方法把福音传给他. 这一切需要克己和纪律.  

  

简之, 保罗强调人要攻克己身, 才能获取那不能

坏的冠冕. 在这注重物质享受的时代, 攻克己身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四处都有娱乐, 可享受的事物多而又多, 要

每时每刻注意生活操守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从未听过有

运动员只需一星期操练一次, 就成功夺标; 他们需要每

时每刻都在苦练. 同样的道理, 若要争胜, 信徒就必须攻

克己身, 过个谨守纪律的灵修生活.  

 

(二) 生命的冠冕 

第二个冠冕是生命的冠冕. 雅 1:12 记载说: “忍

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後, 必得生命

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神总是容许各

http://www.anti-antichrist.com/abc/Judgment_Seat_of_Chr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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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试探或考验临到信徒, 为要叫我们有机会在永远里佩

戴冠冕. 我们往往看见自己遭遇不幸时, 就埋怨道: “我

真倒霉!” 或怪神为何如此苦待我们. 神允许试探或考验

临到, 其实是给我们机会. 倘若你为神的荣耀而忍受各

种试探, 经过试验后, 就必得到生命的冠冕!  

 

这生命的冠冕也要赐给那些忍受极大试验, 甚

至需要付上生命代价的人. 启 2:10 说: “魔鬼要把你们

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

日. 你务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曾有

信徒为真道被囚禁监狱, 彼得和约翰就曾被监禁, 只因

他们传福音, 见证基督的复活. 主容许他们和日后无数

的宣道士经过严峻的试炼, 为主舍命殉道, 好借此在永

恒里得着生命的冠冕. 

 

(三) 喜乐的冠冕 

保罗在 腓 4:1 说: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透过保罗所传的福音, 

这些腓立比人接受主作他们的救主, 保罗也与他们建立

了亲密的联系, 他们成为他的喜乐、他的冠冕. 这个冠

冕可谓拯救灵魂的喜乐冠冕. 按 帖前 2:19 的记载, 这冠

冕是给那些传福音拯救灵魂之人. 神给所有信徒一个伟

大的使命, 就是传福音拯救灵魂(可 16:15). 事实上, 当

一个人认识主耶稣, 并接受祂为救主时, 可能超过几个

信徒在这事上有所贡献, 比如有人一直为那人祷告，另

有人派送福音单张给那人, 还有人向他见证主耶稣, 又

有人向他清楚地传讲基督的救恩. 在此, 我相信每个有

所贡献的人都能获得一个喜乐的冠冕. 

 

(四) 荣耀的冠冕 

彼前 5:2-4 记载另一个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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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冠冕是赏赐

给作长老的信徒, 就是那些在地方召会里的属灵领袖. 

那些事奉动机纯正、忠心牧养群羊的长老们, 必得荣耀

的冠冕. 

 

(五) 公义的冠冕 

提后 4:6-8 记载了第五个冠冕, 即称为公义的冠

冕. 保罗说: “从此以後,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

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

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 然而, 林斯达(Robert Lindsted)

写道: “在五个冠冕中, 这个会是最少人得到的. 原因是

因为我相信圣经说, 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些得救的人不

都渴望祂. 倘若我们渴望祂来, 并真的爱慕祂的显现, 主

就不用嘱咐我们救人灵魂了; 倘若我们爱慕祂的显现, 

就不用嘱咐我们攻克己身了; 倘若我们渴想基督今日再

来, 我们的生活会何等的不同啊! 爱慕祂显现与爱祂有

别. 我不怀疑信徒爱主, 但爱慕祂显现是每日生活都期

待主随时回来…”   

 

亲爱的信徒, 我们既是基督的新妇, 就该随时做

好准备, 如新妇准备好迎接新郎的到来. 我们爱慕祂的

显现吗? 当我们看见主基督显现时, 一切的盼望都要实

现! 我们将与祂一同作王掌权! 今天, 人们为地上一块石

头  —  宝石  —  而兴奋不已! 但在主归来的那一日, 世

上的土地、房子、生意、财富等, 都一文不值了! 感谢

神, 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约壹 2:28), 

不用因我们的罪而在祂面前惧怕受罚, 但我们是否也可

以坦然无愧? 如果我们还有“罪心恶行”没有弃绝, 见到

主时必然羞愧. 既知主会随时再来, 我们就该立刻悔改, 

活出新生的样式.  

 

此外, 让我们切记, 事奉神除了要有纯正的动机, 

还要按正确的方法, 即按圣经的教导去行, 因为保罗提

醒我们, “人若在场上比武(竞赛), 非按规矩, 就不能得冠

冕”(提后 2:5). 主耶稣在 启 3:11 告诉我们: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求主帮助我

们, 忠心持守神的道,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一切的事奉

上, 不要加添、减少或更改神的道, 要忠心持守神的话, 

免得失去冠冕!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有一冠冕, 上面镶着

2,783 颗钻石, 277 粒珍珠, 18 粒蓝宝石, 11

粒绿宝石和 5 粒红

宝石. 冠冕上的这

些珠宝都是无价的, 

世上买不到的. 但

圣徒在那日所得的

冠冕, 比伊丽莎白

二世所拥有的更荣

美! 那些冠冕太荣美了! 当我们敬拜神时, 

能把这些荣美的冠冕放在祂宝座前来荣耀

祂,  那是何等喜乐荣美的时刻啊! 
 

然而, 不是人人都同样喜乐. 试想, 当众人

把冠冕摘在主的面前时, 我们是否会遗憾

地说: “我没有冠冕可放在主的面前…” 如

果我们只为自己活, 凡事只为自己着想, 没

有善用主给我们的恩赐来事奉, 到那日, 我

们没有冠冕可放在祂面前来荣耀祂, 那是

何等的羞愧、何等的遗憾! 求主帮助我们, 

活出无悔的一生, 见主面时不至羞愧.192 

                                                           
192   上文改编/参考 林斯达著, 吴志权译, 《世局纵

横》(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1 年), 第 202-21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