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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圣卷在握”, 你就“胜券在握” !
当你“心中有爱”, 你就“奉献无碍” !

你们要谨慎! 恐怕…
使徒保罗说: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
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和
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西 2:8) “理学和虚空的
妄言”可译作“哲学和欺骗”; 这两个名词是连在一起
的, 只有一个冠词, 表示是同一件事, 可指虚空欺骗的
哲学理论. “理学”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philosophia , 英
文字 philosophy (意即哲学)源自此字. 马唐纳(W.
MacDonald)评述道: “理学字面意义是‘爱智慧’( philo
[爱] + sophia [智慧] ), 理学本身不是邪恶的, 但当
人… 企图凭自己的智力和研究, 找出那些只有借神
的启示才能知晓的事情, 这样做是邪恶的, 因为高举
人的理性过于神… 这是今天自由主义者的特点.” 我
们在上期的《家信》中已讨论过自由神学的邪恶.
“人间的遗传”可指当时在歌罗西的异端道理,
或像法利赛人那种凭己意制定的种种规条, 皆出自人
的意思而非神的启示; 至于“世上的小学”, “小学”原
文 意 谓 “ 某个 系 列 的组 成部 分 、 基本 或 基 础的 东
西”(如英文字中的字母 A, B, C 等), 可能与“不可
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有关(参 西 2:20).
归正神学就有“把信徒放在律法以下”的危险(参本期
的“辨别是非”). “就保罗在此所提实际上的意义而言,
概指今世的一般哲理, 虚而不实. 在人看来, 或以为是
高深莫测, 玄秘奥妙, 其实它与福音真理相比, 不过是
世上的小学而已.” — 李道生《新约问题总解》
保罗在此提到理学和虚空的谎言、人间的遗
传和世上的小学, 这些混合的异端道理和错谬学说皆
非圣经真理, 目的是为要迷惑和引诱信徒脱离纯正信
仰. 故此, 保罗提醒信徒务要谨慎防备, 免得被它们迷
惑和欺骗, 作了它们的俘虏和奴隶, 思想和行为受它
们操控. 今天, 基督教世界和不少神学院里教导各种
各样的“神学”, 但其中有许多不符圣经真理. 它们大
量采用圣经词汇(如默示、基督、圣灵、救赎等), 却
不按圣经的正意来解释, 反倒把人间各种哲学理论强
加在这些圣经词汇上, 本期所探讨的“新正统神学”便
是一个例证; 还有加尔文神学的“预定”和“拣选”也犯
了同样错误(请参本期和下期《家信》的“召会文库: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
西 2:8 的“谨慎”一词在原文的希腊文法上是
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 表明继续进行的动作, 同时
也是命令语气(imperative mood), 是必须执行的一项
命令(而非仅是劝告). 因此, 我们务要经常不断地儆
醒防备, 免得落入恶者所设的“神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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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逾越节的羔羊、
所流的血 和 永远的记念
(出 12:1-11; 林前 5:7; 出 12:1223; 出 12:24-28; 路 22:14-20)
(A)

序言
在出埃及记 12 章, 我们看见逾越节的
设立, 亦是以色列历史上的转捩点 — 靠羔羊
之血得蒙救赎! 论到蒙救赎、得拯救脱离埃及
的奴役, 格兰特(F. W. Grant)在其著作《数字
圣经》(The Numerical Bible)一书中贴切写道:
“逾越节和过红海是这拯救的两个阶段. 我相
信它们本质上回应
了罗马书前两大部
分 ( 罗 1:1-5:11 及
5:12-8:39); 这 第 一
部分(罗 1:1-5:11)强
调‘靠基督的宝血而
称 义 ’(justification
by the blood of
Christ); 第 二 部 分
( 罗 5:12-8:39) 则 教 导 ‘ 在 基 督 的 死 里 向 罪
死’(death to sin in the death of Christ). 若要得
享完全的拯救, 就必须晓得这两者. 我们眼前
的这个预表(type),1 正好说明它们的意义.”2

1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评述道: “当
我们跟着圣经的启示看, 就发觉每次礼仪、庆
祝、律例, 甚至献祭, 都指着‘神的羔羊, 除去
世人罪孽的’(约 1:29). … 那逾越节羔羊和一
切有关的情景, 表明一个最深刻感人, 有深切
教训的圣经预表.”3 就让我们从逾越节的羔羊
和所流的血, 并此节期的永远纪念性, 来思考
它们背后所要预表有关主耶稣基督的意义.

(B)

逾越节的羔羊 (出 12:1-11; 林前 5:7)
要如何选
择逾越节的羔羊
(lamb, 也 可 译 作
“羊羔”)? 4 神在圣
经明确地规定三
大要求(出 12:5): 5
(1) 它必须是公的;
(2) 它必须是一岁
的; (3) 它必须是完美的. 这将要牺牲的羔羊要
代表家中的长子, 所以在它性别和年龄方面,
必须是公的(代表男性), 并处于长大了的成熟
期(一岁的羔羊已经长大), 才能与家中的长子
有相似之处. 同样, 羔羊的完美无瑕也象征那
家庭所喜乐、引以为豪的儿子 — 即长子.
这同样特色描绘了基督的特征, 强调祂
是何等适合, 具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拯救者, 救
我们脱离那比埃及更严重的奴役. 这羔羊在身
体上的特征正是象征基督在道德上的情况. 首
先, 羔羊是公的表明主耶稣那精力充沛的活动
力(公羊比母羊更壮); 一岁的成熟羔羊述说主

1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事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事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之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关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
与“实体”(fulfillments)之间的关系. 预表犹如神的教具
(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预表的“本体”所要传
达的真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简介(一)”.
2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170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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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页.
4
英 文 Lamb 一 词 在 出埃 及记 12 章 译作 “羊
羔”(出 12:4, 5, 6, 7, 8, 21, 43, 46, 48), 但在新约常译作
“羔羊”(约 1:29, 36; 林前 5:7; 彼前 1:19; 启 5:6,7,8,12,13;
6:1,16; 7:9,10,14,17; 17:14; 19:7,9; 21:9,14,22,23 等等).
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带出旧约所预表的新约实体(神的羔
羊主耶稣), 故统一地以新约译法为主, 将之译作“羔羊”.
5
出 12:5: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 你们或从
绵羊里取, 或从山羊里取,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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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所作的决定都是深思熟虑的; 羔羊那无瑕
疵的完美则强调主耶稣那没有污点的完美品
格. 彼得描述神的救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9).
论到羔羊的无瑕无疵, 虽然 出 12:5 是
第一次提到, 但整本旧约圣经不断重复提到所
献为祭的牺牲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出 29:1;
利 1:3,10; 3:1,6; 5:15,18; 22:20,21; 民 6:14;
29:32,36; 申 15:21; 结 43:22-23 等等). 在这事
上, 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
我们也注
意到, 新约圣经亦
如此不断重复此
事, 为要向我们保
证那作为我们的
祭物之主耶稣是
绝对无罪的. 祂献
祭赎罪的功效取决于祂人格的纯洁. 我们有彼
得清楚的见证说“祂并没有犯罪”(彼前 2:22).
保罗在 林后 5:21 确定主耶稣是“无罪的”(原文
作“不知罪的”). 约翰则提醒我们“在祂并没有
罪”(原文作“在祂里面没有罪”, 约壹 3:5).
事实上, 旧约中多次描述献祭的牲畜是
“无残疾的”(KJV: without blemish), 这词的希
伯来字 tâmı̂ ym {H:8549}有时也用来描述人的
行为或品格. 例如: 圣经用 tâmı̂ ym 来描述挪亚
和亚伯兰为“完全人”(KJV: perfect , 创 6:9;
17:1); 在其他经文中, tâmı̂ ym 一字也译作“诚
心”(KJV: sincerity , 书 24:14)或“完全”(KJV:
undefiled, 诗 119:1). 这些品格方面的美德在那
位成为逾越节羔羊的主耶稣身上, 得着全面的
彰显.
引人入胜的是, 使徒彼得劝勉信徒要
“没有玷污, 无可指摘”(KJV: without spot and
blameless, 彼后 3:14); 这里所用的字眼, 在彼
得前书中被用来指主耶稣基督(参 彼前 1:19:
KJV: without blemish and without spot; “无瑕

2

疵、无玷污”). 深愿神完美羔羊的品格反映在
一切与祂相交之人的身上.

(C)

羔羊所流的血 (出 12:12-13, 21-23)
出埃及记是一本论及救赎之书, 所以书
中重复强调关于“血”, 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第 12
章. 我们在此看到这血是:
1) 流出的血(Shed Blood): 这血必须流出来.
对埃及人而言, 这是奇怪的, 因为他们大部
分的人都敬拜活着的动物. 甚至今日, 很多
人钦佩基督的生命, 却不太赏识祂牺牲的
代死. 无论如何, 我们因圣经的保证而喜乐,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弗 1:7).
2) 所洒的血(Sprinkled Blood): 这血不单在盆
里, 也洒在门的四围. 以色列人要用牛膝草
蘸盆里的血, 然后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
框上(出 12:22). 这样做并非可有可无, 而是
整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所用的是牛
膝草, 一种容易被大量寻获的微小植物. 这
提醒我们, 用来信靠基督宝血的信心是简
易的, 也必须心存谦卑.
3) 令神满意的血(Satisfying Blood): 除了这血,
神不再有其他要求. 在那恐怖的夜晚, 在以
色列的家中或许有祷告、惧怕和眼泪; 有
些家庭或许没有这些. 无论如何, 有了这血
便足足有余了. 他们享有神的保证之言,
“我一见这血, 就越过你们去”(出 12:13).6
6

感谢神, 我们并非凭着本身的公义或感觉, 乃是
借着羔羊的宝血得蒙救赎!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在
其所著的《圣经各卷概要》一书中评述道: “请注意这
里所说的: ‘我一见这血, 就越过你们去’(出 12:13). 它不
是说‘你一见这血’, 而是‘我一见这血’. 一个觉醒的心灵
往往安息在神如何看待这血, 而非依赖他自己的公义.
我们要把这真理铭刻于心, 这是何等宝贵, 也是我们得
平安的基础. 神看见这血, 我们在此找到平安. 神绝对不
会轻忽这血能除罪的丰盛完美价值. 那位憎恶罪、深感
被罪冒犯的神, 会看见这血的除罪价值. 或者有人问: 我
岂不是需要对这血的价值有信心吗? 我们确实要信这
血的价值, 以神的角度来看它已经除掉罪了; 但我们不
可倚靠感觉来评估它的价值. 信心是仰望和倚靠神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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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象征的血(Signifying Blood): 神形容所洒
的血为“记号”(token, 出 12:13). 它是一个
标志或征兆(sign), 传达一个信息. 血会被
洒在门楣和门框上, 因为那家的人相信和
遵行神的话. 这血向神述说这家人的信心,
为此成为意义深长的记号.
5) 庇护的血(Sheltering Blood): 有血之家的
长子绝对安全. 当耶和华见到有血为记号
的门, 祂就成为保护者庇护那家的人, 不让
死亡的刑罚临到那家. 祂单单用血来庇护
他们, 不让死亡触及家中的人.
6) 分别为圣的血(Separating Blood): 以色列
人不再需要他
们的家了. 作为
客旅, 他们要离
开埃及, 去到更
好的地方. 羔羊
的血成为分别
的标记, 把以色
列民与埃及社
群永远分开. 同
样, 基督的宝血
把信徒从恨恶
真神的世界之制度中分别出来.

(D)

永远的记念 (出 12:7,12-13,24-28,
路 22:14-20)
“这夜是耶和华的夜; 因耶和华领他们
出了埃及地.” 这是 出 12:42 的话, 强调这夜是
“当向耶和华谨守的”, 并且接着又说: “是以色
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 这样的记念是普
世性, 且是永远的.
出埃及记的逾越节是独特的, 是一劳永
逸、不再重复的事件. 虽是不再重复的事, 却
是不可忘记的事. 作为记念方面, 不再需要洒
血在门楣和门框上, 不再有无血之家的长子被
想的, 以神的意念为根据.”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95 页.

3

杀, 但每年逾越节时还是要宰杀一只羊羔, 将
之火烤后食用, 使到接下来世世代代的以色列
人都还记得当时所发生的事.
这样的记念不单要惯常的做(每年一次),
还要喜乐的做 ,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节期 (出
12:14: “你们要记念这日, 守为耶和华的节”),
而“节”(feast)一词的字根在希伯来文中有欢庆
(celebration)之意. 它也是一个严肃的场合, 有
圣洁与谦卑伴随着它, 因这日子也被定名为
“圣会”(出 12:16-17). 所烘的饼要无酵的, 象征
没有发酵或膨胀.
此外, 它也是明智有理的事奉, 为要引
发孩子们的提问, 了解其因. 以色列人必须向
提问的儿女们清楚传达这定例的意义: “你们
就说: ‘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 当以色列
人在埃及的时候, 祂击杀埃及人, 越过以色列
人的房屋, 救了我们各家”(出 12:27).
多年以后, 就在逾越节的筵席上, “就是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说… 你们
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我”(林前 11:23-24).
这是何等合宜与贴切啊! 对于以色列人, 它是
每年的记念. 对于基督徒, 主的晚餐却是每周
的记念 . 愿我们也
每天回想我们如何
靠着羔羊(主耶稣)
的血, 得蒙救赎, 脱
离罪的铁锁奴役.
人的堕落本性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缺
点, 那就是不晓得感恩. 它不仅夺去神所该得
的赞美, 也夺去我们真正的喜乐, 因为感恩的
心总是喜乐的, 反之亦然. 在旧约以色列人后
期的历史上, 信仰的复兴往往与记念逾越节的
救赎有关. 诚愿今日成为我们感恩的纪念日、
敬虔的更新和喜乐的欢庆.7

7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Christ Foreshadowed (West Gla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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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结语
神的救赎何等奇妙! 甚至“在创世以前”
就为我们预备了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彼前
1:20).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表示: “我们看
见百姓根据羔羊的血蒙救赎, 是依照神永远的
计划. 救赎授予人一切属神的稳固. 神救赎, 并
不是祂事后的计策. 在创立世界以先, 未有撒
但, 未有罪的出现, 就是在神的声音划破了永
恒的宁静, 叫诸世界出现以前, 神已经有祂爱
的深奥计划. … 一切的福气、特权和创造的
尊 荣, 是基于受
造 物 的 顺服. 在
人失败的那一刻,
一切都失去了.
撒但虽企图破坏
受 造 物, 但这 只
会开出一条路,
让神(在创世以
前设立的)奥秘的救赎计划得以彰显(即借着神
的羔羊主耶稣流血救赎罪人, 编译者按).” 凭
着“我一见这血, 就越过你们去”(出 12:13)的应
许, 我们心灵得着完全的平安与安息. 为此, 让
我们与天上千万天使高唱道: “但愿颂赞、尊
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
永永远远”(启 5:12).
***************************************
附录: 出埃及记 12 章的预表
出 12:3-6: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 本
月初 10 日, 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只.8 …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64, 65, 66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8
麦敬道指出, 出 12:6 说: “在黄昏的时候，以色
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这表明全会众在一地方围绕羔
羊(KJV: it, 指羔羊, 并且是单数的一只羔羊). 这预表的
真义是整个神的召会, 蒙圣灵召集, 奉耶稣的名聚会(特
指都是奉同一个名聚会), 参 麦敬道著, 《出埃及记释
义》, 第 127-128 页. 另一方面, 出 12:3 说: “各人要按着
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只.” 这是表明每一个地方性的召会,
无论在哪里聚会, 都要个别地赏识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

4

你们预备羊羔…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 你们或
从绵羊里取, 或从山羊里取, 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
14 日, 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这羊羔指着基督, 是毫无疑问的. 哥林多前
书解释这预表的应用: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
督, 已经被杀献祭了”(林前 5:7); 而彼得前书又引
述神预备羔羊: “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传
流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
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基
督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却在这末世, 才
为你们显现”(彼前 1:18-20).
从亘古以来, 一切神的旨意都是指着基督,
仇敌不能稍影响这些旨意, 它的努力, 只会显露
神旨意的莫测智慧和永久稳固. 既然是“无瑕疵无
玷污的羔羊”, 又是“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神知道
的”, 如此, 救赎一定在创世以前, 已在神的意念中.
创造不需要羔羊的血, 因为创造从创造主
的手而出, 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部分, 都显出神手
中美妙的记号.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有“许多的凭
据”. 不过, 当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后, 就需要借着
羔羊的血而来的救赎. 这救赎在摩西律法的预表中
显 露 其 微 光 . 当 “ 清 晨 的 日 光 从 高 天 临 到 ”( 路
1:78)、“神在肉身显现”(提前 3:16)之时, 就完全光
照世间. 当那大群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的, 大声呼
喊, 围绕神的宝座和羔羊, 并且全部受造之物安息
在大卫儿子的和平权杖之下时, 神救赎计划的丰盛
和珍贵成果就全面实现了.
我们要从两方面看逾越节的羔羊, 就是“平
安的根据”(the ground of peace)和“合一的中心”(the
centre of unity, 或译“合一从依归”). 每一个在洒了
血的门内的人, 想象自己会否受到报应, 那拿刀剑
行毁灭的, 会否来寻索他的命. 但是, 羔羊已代替他
的地位了. 这
是他得平安的
坚固基础. 那
临到他头上的
审判, 已落在
神选定的祭牲
上; 他凭信接
受时, 心中必
享平安. 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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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疑惑, 都会以耶和华为虚谎的, 因为祂已经说:
“我一见这血, 就越过你们去.” 这就已经足够.

和连络的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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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8:20).

读者请注意, 以色列人不是基于自己的思
想、感觉、或经历, 乃是在乎这血, 他才得安息, 其
他只是沙土的根基. 他的思想和感觉有时会深刻,
有时也会肤浅; 但无论深浅, 也与他的平安无关.
圣经没有说: “你一见这血, 要珍惜保存, 我就越过
你去.” 这只会令人陷入黑暗失望中, 因为人的心思
无法领会羔羊的宝血. 人得平安是在乎耶和华的眼
目怎样根据这血, 祂知道这血的价值. 这使人心平
静安稳. 这血在门外, 以色列人在门内; 他无法看
到这血, 但神看到了, 这就已经足够.

我们要详细看看逾越节筵席的原则. 以色
列全会众都在血的遮盖下, 等候耶和华亲自吩咐他
们. 从审判到安全之地只需这血; 但从这安全所带
出来的相交(fellowship), 就需要别的物, 不能忽视.

因此,
逾越节的羔
羊是以色列
人得平安的
根据, 是个
清楚、美妙
的预表, 指
明基督是信
徒得平安的
根据. 没有
可附加上那门楣上的血的, 也没有可附加在施恩座
上的血的了. 那“无酵饼”和“苦菜”是需要的, 但并
不组成平安的任何根据. 它们是为门内用的, 组成
当中的相交; 但是羔羊的血是一切的根据. 这血救
他们脱离死亡, 带他们进入生命、光、和平安之中.
这血将神和祂救赎的百姓连在一起. 根据已成的救
赎而与神联合的百姓, 他们有高贵的特权去完成一
定的责任. 但是, 这些责任并不组成那联合, 乃是从
联合而引发出来的.
我们要来看逾越节的第二面, 就是会众围
绕的中心. 他们在和平、圣洁、愉快的相交中聚集.
以色列人被血所救是一件事, 以色列人吃羊羔是另
一件事. 他们只可被血拯救, 但他们围绕的对象明
显是烤了的羊羔. 羔羊之血是我们与神之关系的基
础, 也是我们彼此关系的基础. 我们就是在血里洗
净了的人, 我们被带到神面前, 并来到众人中间. 除
了基督的完全赎罪, 人就明显不能与神相交, 也不
能与祂的召会相交. 我们要谨记, 基督是我们的中
心. 我们借祂的血得着平安, 并承认祂是我们聚集

首先, 我们读到: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 用火
烤了”(出 12:8). 会众围绕羊羔聚集, 也吃烤了的羊
羔肉, 就是那要经过火的. 于此, 我们看见“我们逾
越节的羔羊基督”, 献上自己给神圣洁的火和审判,
证明在祂里头是完美的祭. 祂能说: “祢已经试验我
的心, 祢在夜间鉴察我; 祢熬炼我, 却找不着什么;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诗 17:3). 祂里头一切
都是完全(完美)的. 火试验过祂, 只是没有渣滓.
“不可吃生的, 断不可吃水煮的.” 人若如此
吃羔羊, 神的伟大真理就不能表达出来, 祂的旨意
也无法预示. 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要在十字架上，忍
受耶和华公义的怒火; 这个真理对人, 有永恒宝贵
的价值. 我们不但在羔羊的血的永远保护下, 而且
凭信, 在羔羊的面前得喂养. 我们当中, 多人缺乏这
样的认识. 我们可满心安息于基督为我们所作的一
切, 却没有培养与祂的圣洁相交 (“吃”可表明亲密
交通、相交).
吃羔羊时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酵在
圣经中多次采用, 是象征恶的. 无论在新约或旧约,
它都不是代表纯净、圣洁, 或美善. 而在这章中,
“无酵节”预表我们实在从罪恶中分别出来, 是从羔
羊血中洗净己罪的结果, 也是在祂受苦中与祂相交
的合宜同伴. 只是完全的无酵饼才与烤了的羔羊相
称. 一小点酵就是明显的罪恶, 破坏整条律例的道
德本质.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已经被杀献
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 也不可用恶毒
邪恶的酵,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林前 5:7-8).
这段经文说及的节期, 是指召会的生活和
行为, 正与无酵节符合. 无酵节一共有七天, 而在召
会整体来说, 和信徒个人来说, 不论是蒙召在七日
里, 或是在世上的一生中, 都要活在实际的圣洁生
活里. 此外, 这是在血中洗净的直接结果, 并且与受
苦的基督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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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不须以除掉酵为得救的条件, 因
为他已蒙拯救. 他若忽略除掉酵, 那借血而得的保
障也不成问题, 只是与召会相交出了问题. “在你们
各家中, 7 日之内不可有酵, 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
无论是寄居的, 是本地的, 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
除”(出 12:19). 以色列人从会中剪除, 这明确的说
明基督徒若生活放任, 违反了神同在的圣洁, 就要
停止他的相交. 神不能容让罪恶. 单单一个不洁的
思想, 就会打扰心灵相交. 直至人认罪, 承认基督,
这些使心受感染的思想就除掉了, 相交就能恢复
(参看 约壹 1:5-10).
感谢神, 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事物能折断神
与真信徒之间的联合. 我们“蒙耶和华拯救”, 不是
暂时或有条件的, 乃是“得永远的救恩”. 但是救恩
(Salvation)和相交(fellowship)是不同的事. 很多人
得救了, 但是不认识相交, 也不多享受相交. 我若有
带罪酵的围墙, 就不能享受血洒的门楣所带来的相
交. 这是属神生命的格言. 愿这话写在我们心中!
虽然生活上的圣洁不是我们得拯救的基础, 但是它
与我们享受救恩之乐方面, 关系非常密切. 以色列
人不是借着无酵饼得救, 乃是借着这血; 然而, 酵
会使他从会中剪除. 对于基督徒, 他不是借着生活
上的圣洁得救, 乃是借着基督的宝血; 但是, 他若
放纵罪恶、思想、言语和行为, 他就不能真享救恩
之乐, 和不能与神的羔羊面对面相交.

“旧人”死了(参 罗 6:6; 加 2:20; 6:14; 西 2:11). 十字
架实在为血气带来很多的“苦”. 我们要舍己, 治死
在地上的肢体(西 3:5), 承认自己向罪实在是死的
(罗 6:11). 凡被羔羊血救赎的人, 都认识与祂相交
的喜乐, 看重这“节”要除掉恶, 和把血气治死于地.
以色列的会众有这血的保障, 平安地靠烤
了的羔羊得着喂养, 又有无酵饼和苦菜! 没有审判
的惧怕, 没有耶和华震怒的惧怕, 也没有在半夜可
怕的公义报复, 就是那猛烈席卷整个埃及地的暴风.
在洒血的门楣里面, 人能享受极深的平安. 他们毋
须害怕外面的事, 在门内也没有使他们忧愁的, 只
有酵会扫去他们一切的平安和福气. 一幅为召会而
描绘的画!9 — 一幅为基督徒而描绘的画! 愿我们
的眼睛蒙开启, 心灵受教, 仰望这幅画!10

9

我们可想象,
那“苦菜”与无酵饼同
吃, 必有它的意义和道
德本质. 我们不记念
“苦”, 就不能与基督相
交, 认识祂的受苦. 如
果烤了的羔羊表明基
督在十字架上以人的位格, 忍受了神的震怒, 那苦
菜就表明信徒承认祂“为我们受苦”的真理. “因祂
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 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
治”(赛 53:5).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过于轻率, 以致不
明白苦菜的深刻意义. 生活上实际的圣洁, 和被降
服的心灵, 必从与基督受苦的真正相交中流露出来.
我们默想十字架, 就看到它除掉我们的一
切罪. 这给我们甜蜜的平安和喜乐. 但是, 我们也看
到它完全废掉血气的本性, 使“肉体”钉了十字架,

6

出 12:46 记载说: “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 不可
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 羊羔的骨头, 一根也不
可折断.” 麦敬道指出, 这就是“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
一个”的美好预表. 神的召会是合一的. 神在天使、世
人、魔鬼面前, 看重、保存、证明召会的合一, 纵使他
们行了很多事, 打扰这神圣的合一. 感谢神, 召会的合一
是在神的保守下, 正如她的称义、悦纳、和永远保障一
样. “又保全祂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诗 34:20).
再看: “祂的骨头, 一根也不可折断”(约 19:36). 纵使罗马
兵丁粗暴、心硬, 一切可恶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行动, 历
世历代以来, 基督的身体(指“宇宙性召会”或“普世性召
会”)仍是合一的, 召会的神圣合一永不能打破. “身体只
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这身体正在地上. 那些有信
心、认识这宝贵真理的人, 是有福的; 纵使他们如此宣
称、实践, 会带来许多困难! 我相信神必承认及赐他们
荣耀. 麦敬道著, 《出埃及记释义》, 第 147-148 页.
10
以上附录改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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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28, 130, 134-135, 137-140, 144 页; 也参考其英文版本,
C. H. Mackintosh, Genesis to Deuteronomy: Notes on the
Pentateuch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972).

《家信》: 第 112 期 (2017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福音亮光

灯台

“罪”是什么？
罪是什么? 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杀人放
火”才是罪, 如一首歌的歌词说: “我没有罪、
没有罪, 杀人、放火我不会, 偶尔说谎溜了嘴,
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反映出普遍中国人对罪
的定义, 即杀人放火的外表现为, 作奸犯科才
算是罪. 但这是罪的真实意思吗? 让我们看看
神的话语 — 圣经 — 什么说.
(A)

“罪”的正确定义
圣经中所谓的“罪”,
与中国文化所谓的“罪”有
所不同. 圣经提及的“罪”之
涵义, 主要有两个层面.
(一)

未射中目标
新约圣经中最常用来形容“罪”的希腊
文字是 hamartia {G:266}, 11 以不同的表达形
式出现了大约 227 次. Hamartia 原来的意思
是 “ 没 有 射 中 目 标 ”(miss the mark, miss the
goal)! 箭 射 偏 了 ,
没有射到中心标的
( 中 心 点 ), 没 有 达
到神的标准: 神的
标准是一百分, 即
使考得九十九分仍
旧是“罪” — 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这字根虽然
不足以完全决定实际的用法, 但可作辅助参考.
中文圣经《和合本》在 罗马书 3:23 说: “世人
都犯了罪(希腊文: hamartanô {G:264}), 亏缺
了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如同阴历十五之满月
一样, 完美无缺, 若缺了一点就是罪. 神的标准

11

圣经用了许多的字词来描述或表达“罪”, 旧约
至少用了 8 个字词, 新约则用了 12 个. 参 雷历著, 杨长
慧编译, 《基础神学》(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227-231 页.

7

是完全, 但有谁是完全呢? 既然没有人可以达
到神的标准, 因此人人都是罪人.12
与这希腊字有相近意思的旧约希伯来
文字是 châţâ’ {H:2398}(或简写成 chata ). 雷
历(Charles C. Ryrie)指出, 在旧约中, 罪的基本
用字 chata 以不同的形式共出现了大约 522 次,
其基本意义为“不中鹄的”(注: “鹄”是射箭用的
目标, target), 意即“打不中目标”, 13 与希腊文
hamartia 相近. “打不中目标”也等于“错误射
中其他目标”, 亦即表示当一个人射不中正确
的目标而犯罪时, 他同时也射中了一个错误的
目标. 此概念并非只是负面的(指射不中目标),
同时也带有射中错误目标的正面动作或行为.
此字常指道德上的 罪 、拜偶像和仪式上的
罪.14 一些重要经文包括出埃及记 20:20; 箴言
19:2.15
殷保罗
(Paul P. Enns)
指出, 希腊文
hamartia 一词
的意思是“射
不中(miss the mark, 特指射箭时射不中箭靶的
中心)、偏离公义的道路”. 它的意思是, 所有
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所立下的目标, 而且还继
续不断地离开那个标准. 这方面包括了过犯的
罪 (sin of commission) 与 忽 略 的 罪 (sin of
omission).16 举个例子, 人若犯了神的诫命如不
可杀人(出埃及记 20:13)、不可偷盗(出埃及记
20:15)等等, 便是犯了罪, 是属“过犯的罪”.
12

蔡丽贞著, 《谁说字句叫人死》(新北市: 校园
书房, 2014 年), 第 395 页.
13
士师记 20:16 在希伯来原文是“不 chata ”(KJV:
not miss), 在中文译作“毫发不差”, 直译“不会射不中”.
14
雷历著, 杨长慧编译, 《基础神学》, 第 227 页.
15
出埃及记 20:20: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
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至犯罪
(chata)”; 箴言 19:2: “心无知识的, 乃为不善; 脚步急快
的, 难免犯罪(chata).”
16
Paul P. Enns, 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 1989), 第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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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请注意, 圣经也说: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 4:17). 换
言之, 应该做的事我不去做, 就是罪; 我若知道
应该帮助某人却不去行, 这就是罪, 因为这一
切是属“忽略的罪”. 想想有多少善事是我们该
做, 却没有去做的(如帮助穷人、照顾病人、
保护受欺压的人等等),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在
这方面的罪, 实在多不胜数.

要“恋慕” ( teshûqâh )男人(夏娃恋慕她的丈夫
亚当), 而男人要“管辖”( mâshal )女人(亚当要
管辖夏娃), 这情景是一生之久的. 照样, 罪一
生都缠住世人, 而人类却想尽办法要控制它.
这就是“罪性”, 它恋慕人、缠住人, 但人往往
不但无法控制和制伏它, 反而被它控制和制伏
了, 如保罗所说: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
来由不得我”(罗马书 7:18).

(二)

原罪或罪性
罗马书 5:12 将所谓的“原罪”讲得最清
楚: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
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接着才是“因为众
人都犯了罪”. “犯了罪”的希腊原文是“简单过
去式”(aorist tense, 意即已经完成的事件), 可以
解释为人类在亚当吃禁果之际, 也共同犯了罪,
所有人都有分于亚当那次悖逆的罪行; 拉丁文
《武加大圣经》译作: “在他(指亚当)里面众人
都犯了罪.” 神学家称此为“原罪”(original sin)
或“罪性”(sinful nature), 因为人有罪性才会犯
罪(成为罪人), 而犯罪的结果与工价就是死亡
(罗马书 6:23). 换言之, 人人都承受罪性与罪疚.

有者说, “罪性”最贴
切的定义之一, 就是“不能
不犯罪”(cannot but sin). 保
罗将“罪性”拟人化, 把它讲
得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因为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
阿克顿 Lord Acton
诫命引诱我, 并且杀了
我”(罗马书 7:11). 罪好像凶手一样(如该隐一
般), 会杀掉人. 罪一生都紧追不舍, 而人类却
要努力制伏它. 19 世纪英国史家阿克顿(Lord
Acton, 1834-1902)露骨地指出, 地位越高的人,
罪恶性也越高大. 道德感越强烈的人, 越能感
受到向下沉沦的力量.17

圣经将罪性讲得很生动, 将之描述为
“那控制世人不能不去行恶的力量. 明知不应
该行, 却依然去做, 是一股无人可以胜过的力
量或权势”. 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 是哥哥该隐
杀了弟弟亚伯. 过后神故意对该隐说: “你弟弟
亚伯在哪里呢?” 该隐回答说: “我不知道! 我岂
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但早在该隐还未杀亚伯
以前, 神就劝告发怒的该隐说: “你为什么发怒
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 岂不
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门前. 它必恋
慕你, 你却要制伏它”(创世记 4:6-7).

有个故事说到某次森林大火, 许多动物
都被烧死. 一只蝎子在逃命时来到河边, 正急
着不知怎么渡河之际, 这时来了一只被烧伤眼
睛的青蛙.

圣经在此描述得很生动, 罪就像一头野
兽, 伏在家门口, 伺机要吞吃人, 然而人却不断
地想要制伏它. 这里用的两个动词: “恋慕”(希
伯来文: teshûqâh {H:8669})和“制伏”(希伯来
文: mâshal {H:4910}), 与上帝咒诅人类时所用
的两个动词是一样的字(参 创世记 3:16). 女人

蝎 子 说:
“青蛙大哥, 你来
的正好, 我不会
游水渡河, 你会
游水但眼睛烧伤,
无法看清前面的
路, 我们俩配合
起来, 我站在你的背上渡河, 作你的眼睛为你
带路, 指引方向, 那么我们俩必能成功抵达对
岸, 生命得以保全. 青蛙说: “不, 我若背着你渡
河, 游到一半, 忽然被你尾巴那有毒的螫针所
17

蔡丽贞著, 《谁说字句叫人死》, 第 396-3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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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我就必死无疑!” “我怎么会螫你呢? 想想看,
你死了, 在你背上的我也不就无法存活? 我怎
么会这样傻呢?” 青蛙不信, 但蝎子不断恳求,
不断保证不会螫它. 最后青蛙心想: “也对, 我
若死了, 蝎子也无法活命, 它应该不会做出这
样的傻事. 大火就快烧到我们这里了, 也罢, 就
姑且相信它一次!”

却逆向操作, 不是以人外在的表现来决定人的
地位, 而是以人的地位来论定其真实的表现.
人的观点是: 因为他犯罪, 所以才是罪人. 但圣
经的教导是: 因为是罪人, 所以才会犯罪; 由于
信徒在基督里有了义人的地位, 所以才能够行
属灵的善事.18

青蛙便背着蝎子, 在蝎子的指引下, 往
对岸的方向游过去. 游到一半, 突然, “啊~!” 青
蛙感到背部一阵剧
痛, 原来是被蝎子
尾巴剧毒的螫针所
刺. “啊~! 你为什么
螫 我 ?” 逐 渐 往 下
沉的青蛙痛苦地问道. “青蛙大哥, 对不起, 我
无法控制自己, 只因为我是蝎子!” 就这样, 蝎
子与青蛙俩逐渐往下沉, 同归于尽了.

(B)

这则故事告诉
我们一个重要事实: 蝎
子会螫青蛙, 因为它是
蝎子, 而蝎子的本性就
是会“螫”, 这是蝎子无
法控制的行为. 同样的
道理, 人会犯罪, 因为
他是罪人 , 而人的本性就是会犯罪, 这是人无
法控制的行为. 人们普遍上有个误解, 以为人
犯了罪, 所以才成为罪人, 但真相是: 人本是罪
人, 所以才会犯罪! 人在母腹里还未能自行犯
罪以前, 已是罪人了(因为他从始祖亚当那里
继承了罪性, 即所谓的“原罪”). 由于他是罪人,
本有罪性, 所以才会犯罪! 圣经不仅强调“世人
都犯了罪”的事实, 更指明人会犯罪的原因.
蔡丽贞指出, 根据一般
的文化, 包括中国悠远精深的
中华文化, 以及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的希腊哲学, 都认为:
做错事、犯罪的人才是罪人;
做好事的人是义人. 不过, 圣经

“罪”的可怕影响
对于罪的影响, 雷历(Charles C. Ryrie)
解释说每个人都有“遗传的罪”(inherited sin, 即
“原罪”或“罪性”). 他强调所有的人都自父母那
里继承了这个罪的状况, 导致所有人在出生时
都已是有罪的, 且代代相传, 一直可以追溯直
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19 如大卫在 诗篇 51:5
所说: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
候, 就有了罪.” 这节经文清楚表明作为亚当后
代的我们, 在母腹中形成时已有遗传的罪, 这
种罪性(原罪)并非在我们出世后因思想或行为
上犯罪后才有的.
“原罪”源自人
类始祖亚当的犯罪
堕落, 使每个人生来
就具有罪性, 也污染
和败坏了人的整个生命. 雷历进一步指出, 这
与生俱来的罪性令人所做的任何事(或善或恶),
都不能得神的喜悦. 人的每个部分都受到影响,
在智能方面(哥林多后书 4:4)、良知方面(提摩
太前书 4:2)、意志(罗马书 1:28)和心思(以弗
所书 4:18), 全都受到罪的感染而败坏. 这并非
说每一个人都犯了每种形式的罪, 也不是说人
无法羡慕或实行美事, 而是说“罪的破坏能力
18

同上引, 第 396 页.
雷历著, 《基础神学》, 第 240 页. 雷历也在此
书(244-248 页)讨论另一个与“遗传的罪”有密切关系的
教义, 即“罪的归于”(imputation of sin, 罗马书 5:12). 罪的
归于是指罪直接从亚当传给每一代的每一个人(而非如
“遗传的罪”那样由亚当传给他的儿子, 再由他儿子传给
他的孙子, 代代相传地传给每一代的每一个人). 无论采
纳哪个看法, 相同的事实是每个人都从亚当继承了原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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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到所有的人, 及整个人的每个部分, 所以
人在天然本质上, 不能行神看为善的事.”20

(C)

“罪”的解决方式
倘若能正确明白“原罪”或“罪性”的事
实, 我们便明白罪不是教育能解决的问题. 蔡
丽贞指出, “华人喜欢用孟母三迁的例子, 作为
教育的根据, 给小孩子好
环境、好榜样, 他们就会
学好; 若是生活在不好环
境或示范负面的榜样, 就
伯拉纠 (Pelagius)
容易学坏. 这种思想靠近
伯 拉 纠 (Pelagius, 约 主 后 360-420) 异 端 的 理
论,21 认为人犯罪, 不是因为遗传自亚当的罪性;
而是效法亚当的坏榜样, 学习亚当不顺服上帝
这一方面的坏行为. 相反地, 所谓的称义、得
救, 是学习耶稣的好榜样, 拒绝亚当的坏榜样.
但是圣经所说的罪, 并不属于教育性的范畴.
人天生就有劣根性, 小孩子不用教导就
与生俱来会有生气、嫉妒的情绪, 或有说谎、
偷钱的负面行为. 传道人的小孩也不例外, 即
便从小有好的学习榜样和教导, 但行善需不断
叮咛才会做, 行恶却不用教导, 学得特别快速
且自动, 让人难以否认原罪的事实. 22 所谓“学
好三年, 学坏三天”, 此乃“遗传的罪”在作祟.
无论是人与生俱来的遗传之罪(罪性),
或是人出生后所犯的罪(罪行), 都要受到公义
之神的刑罚. 首先是“灵性的死”(注: 死亡是指
某类的分离, separation), 即指人的生命在今生
与神的生命分离(弗 2:1-3), 过后也会带来“肉
20

C. C. Ryrie, Survey of Bible Doctrine (Chicago:
Moody, 1972), 第 111 页; 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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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页.
21
英国的修道士伯拉纠(Pelagius, 约主后 360-420,
有者认为他生于主后 370 年)提倡每个灵魂都由神直接
创造, 没有与亚当的罪有直接关系, 所以都是无罪的(反
对罪的遗传). 他主张亚当的罪没有归于人类, 临到人的
只是人自己所犯的罪. 参《慕迪神学手册》, 第 302 页.
22
蔡丽贞著, 《谁说字句叫人死》, 第 399, 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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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死”(人的生命与身体分离). 如果“灵性的
死”在人的一生中都持续不变, 便会带来“永远
的死”, 或称“第二次的死”(启示录 20:11-15; 即
人的灵魂与神永远分离).
但创造世人的神是公义和慈爱的. 祂不
愿看到人因罪而进入永远的死, 所以祂为世人
预备了解救的方法 — 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
作为代罪的羔羊, 为人的罪死在十架上, 还清
了人的罪债,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
永生”(约翰福音 3:16). 这解救之法是双重的:
(1) 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 这方面的救赎包括
对罪性(原罪)的审判, 使信主耶稣的人不再
受到罪的捆绑(罗马书 6:18; 8;1; 加拉太书
5:24). 对于信主耶稣之人而言, 一切属于旧
生命的, 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死
了). 死亡意指分离. 因此, 主耶稣的死使信
者与原罪的辖制分离.
(2) 靠圣灵得能力胜过罪: 在信徒身上的旧生
命是要等到复活之时才能完全根除. 因此,
神将祂的圣灵赐给凡信靠主耶稣的人, 使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能力胜过罪恶.23
马 丁 路 德
(Martin Luther)曾贴切
地表达罪的定义: 罪使
人扭曲, 使人渐渐以自
我为中心, 最终把神赶
下宝座(指个人心中的
宝座而言), 人自己坐
上宝座, 以自己为是非
善恶的标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神禁止人吃分
别善恶的果子, 因为神要人信赖祂, 以祂的诫
命、话语、旨意, 作为道德、是非善恶的标准,
但是人选择了背叛神. 当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上
的果子, 实质上是指: 人要以自己为是非善恶
的标准, 人想要与神同等, 这就是罪的由来.24
23
24

雷历著, 《基础神学》, 第 242 页.
蔡丽贞著, 《谁说字句叫人死》, 第 398 页.

《家信》: 第 112 期 (2017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因着始祖亚当犯罪, 罪入了世界, 也进
入亚当的所有子孙. 作为亚当后代的我们, 都
从亚当那里继承了这种遗传的罪(原罪), 并因
为我们是罪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性), 我们在思
想和行动上犯了多少的罪. 但感谢神, 祂已预
备了主耶稣基督为世人而死, 任何人只要肯相
信祂, 接受祂作他个人的救主, 就必得救, 正如
神在圣经所应许的: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
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
里 相 信 , 就可以称义 ; 口里承认 , 就可以得
救”(罗马书 10:9-10).
虽然主耶稣已为世人的罪死在十架, 完
成救赎的工作, 但救恩的功效和好处, 只有临
到那些愿意亲自悔改和信靠祂的人. 让我们用
个比喻说明此事.
某个地方发生饥
荒, 国家政府的救
援队伍送来许多
粮食, 足够那地方
的灾民食用一个
月. 救援队伍挨家
逐户派送粮食, 但有一个人不肯打开家门领受
救济品. 过了一个星期, 人们发现他饿死家中.
请问我们能怪政府或救援队伍吗? 不能! 因为
他们已经尽了拯救责任, 那人必须为自己的死
付上全部责任. 同样的道理, 父神已尽了祂的
责任, 差派祂的儿子来拯救世人, 而主耶稣基
督也尽了祂的责任, 在十架上完成了拯救的工
作. 如今得救或灭亡全在乎你的选择. 亲爱的
朋友, 你愿意悔改, 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得永生,
得以脱离罪的永刑和辖制吗?

11

附录: 再思罗马书 5:12-21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正确指出, 在
罗马书 5:12-21 的经文里, 亚当被形容为旧创造中
一 切 受 造 物 的 元 首 (federal head) 或 代 表
(representative); 基督却是新创造的元首或代表. 元
首的行动, 代表了他权下所有的(都与这行动有关),
例如, 一国的总统(元首)签署某项法例, 是代表全
国的公民签订的.
亚当就是这样. 因为他的罪, 死就入了世界.
亚当的后裔在他里面都犯了罪, 于是他们都一同承
受死亡的结果. 事实上, 他们个别地都犯了各种罪
行. 但这不是此经文的用意(罗马书 5:12 不是指世
人个别地犯罪而言). 保罗的意思是: 亚当的罪是有
代表性的行动(representative act), 他的一切后裔都
被视作在他里面犯了罪.
有者会反对说, 世上第一个犯罪的人是夏
娃, 而不是亚当. 这是事实, 但由于亚当是首个被造
的人, 他就被赋予元首的身分(headship, 或译“作头
带领的代表性地位”). 因此, 他被视为他所有后裔
的代表(全人类的代表).
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时, 就难以避免会遇
到一些问题. 首先是“亚当犯了罪, 他的后裔全都因
此成为罪人, 这样公平吗?” 神定人的罪, 是因为他
生下来就是罪人, 还是因他们确实犯上的罪? 如果
人生下来就有罪性, 而他们因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
犯罪, 神又岂能要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呢?
圣经学者在这些问题上, 和一连串类似的
问题上争论良多; 结论是出奇地纷纭的. 然而, 有
一些事实是我们能够肯定的:
1) 圣经明确地说, 无论在本性上或行为上来说
(both by nature and by practice), 世人都是罪人.
每一个由父母所生的人, 都继承了亚当的罪,
而他也有意
识地(故意地)
选择犯罪.
2) 我 们 知 道 罪
的工价就是
死, 不论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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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的(指第一次的死), 或是指与神永远地分
开(指第二次的死).25
然而, 其实人有自由意志作选择, 他可以选
择不须自己付上罪价, 除非他决意要亲自付上罪价.
这一点很重要. 神已经差祂的儿子代替罪人受死,
付了沉重的代价. 神白白的恩赐, 让人可以借着相
信主耶稣基督而从罪中得释放, 不必亲自付清罪债.
人被定罪, 有三方面的根据: (1) 他有罪性,
他从亚当承袭了罪(原罪); (2) 他本身在行为上犯
罪; (3) 他拒绝接受神为拯救他而作出的安排(约
3:18,19,36). 上述第三方面的罪, 是人最大的罪, 因
他轻视神为他预备的救恩. 人若拒绝了神付上最高
代价(叫祂爱子主耶稣为人代死)的救恩, 怎能
怪神过后审判罪人呢? 如 希伯来书 2:3: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
但有人会问: “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听
到福音的人又如何?” 至少罗马书第一章提
供了部分答案. 此外, 我们也可以完全放
心, 因为审判全地的主行事必定公义, 审判必
定公正(创世记 18:25). 祂的审判绝不会不公义, 绝
不会不公平. 祂所作的一切决定, 都以公义和公平
为基础. 虽然按我们有限的智慧, 有些情况确实难
以给人满意的解答, 但对祂来说却完全不是问题.
当祂下了最后判决, 审判结束后, 无人可以有合理
根据对祂的判决提出上诉.
保罗接着陈明, 亚当的罪影响到全人类. 他
首先在 13 节指出, 从亚当到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
法这段期间, 虽然“没有律法”, 可是“罪已经在世
上”. 在这段期间, 虽然已有罪存在, 却仍未有过犯,
因为过犯就是违反明文规定的律法. 所以没有律法
的禁制, “罪也不算罪”(指不算是过犯的罪).
然而, 在这段没有律法的时期, 死却没有停
止过. 除了以诺之外, 全人类没有一人可以避免死.
我们不能说这些人像亚当一样, 因违反了神明确的
命令而死了. 那么, 他们为什么会死呢? 答案是引
申而知的: 他们会死(指肉身的死), 因为他们都在
25

使徒保罗在 罗 5:12 说“死就临到众人”, 所指的
是肉身上的死, 纵使亚当犯罪也确实带来属灵上的死
(注: 13 和 14 节可知所指的是肉体上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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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里犯了罪. 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就要谨
记这是与救恩无关的, 因为所有信主得救的人, 虽
然他们的灵魂永远得救, 但他们的肉身同样会死 ,
原因是他们的元首兼代表(即亚当)犯了罪, 所以在
亚当里的人都会死(注: 只有那些当主再来时仍存
活的基督徒不必经过死亡, 哥林多前书 15:52-54).
亚当作为人类的元首, 是“那以后要来之人(指主耶
稣基督)的预像(预表)”.26
在接下来的经文, 保罗以这两位代表(亚当
与基督)阐述发挥, 对比二者的差异多于强调相同
之处. 他所指出的是: 亚当的后代在基督里所得的
福气, 远超他们在始祖亚当里所失去的. “只是过犯
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
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 … 因一人的
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添的, 叫过犯
显多; 只是罪在那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
了”(15,19-20 节).
马唐纳贴切总结道: “或者这几节可以稍
微回答一条人们常问到的问题: ‘为什么神容让罪
进入世界?’ 答案就是: 相对于罪从来没有进入世
界的假设, 神却因着基督的牺牲得到更大的荣耀,
人也得到更多的福气. 在假设亚当并没有堕落, 我
们在他里面, 也远不及我们在基督里面. 如果亚当
从来没有犯过罪, 他会在伊甸园里不断享受这地上
的生命. 不过, 他没有机会成为神所救赎的儿子, 没
有机会成为祂的后嗣, 也没有机会和耶稣基督同为
后嗣了. 他不能享受天家的应许. 这些恩福唯有借
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救赎工作才得享的.”27

26

“预像”(KJV: fugure)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tupos
{G:5179}, 即英文所谓的 type, 中文正确该译作“预表”.
27
上文改编自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香港尖沙咀: 活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594-596 页;
也参考其英文版 Wm. MacDonald, 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New Testament (rev. 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0), 第 513-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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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神州

寻根

中华祖先
所谓的“上帝”(下):
上帝的道德属性
编者注: 我们在上期探讨了有关“上帝”一词在
中国古书的用法和意思, 也思考有关上帝的
自然属性, 例如上帝是永恒的、自主的、无
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本期, 我
们将继续探讨中华祖先所谓的上帝, 特别是
祂的道德属性(上帝是公义正直的、充满智慧
的、满有怜悯的、满有恩典的、慈爱良善的),
并证实祂与圣经中的上帝是相符一致的.

(文接上期)
(C)
上帝的属性
(C.3) 上帝的道德属性
论到上帝的属性, 对中国传统文化起源
和历史进行深刻审视的唐振基, 在其所著的
《先贤之信》一书中写道: “上帝的自然属性
是祂自己独有的, 但祂却与人类分享了祂的道
德属性. 圣经记载, 人是按
照上帝的形像造的. 旧约
圣经创世记 1 章 26 节, 上
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
形像,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
人…”, 在造人的时候, 上
帝将祂的形像, 即可分赐
的属性给了人类.”28
(一)

上帝是公义正直的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是公义的, 如 诗篇
11:7 所言: “耶和华试验义人; 惟有恶人和喜爱
强暴的人, 祂心里恨恶. 祂要向恶人密布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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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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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烈火、硫磺、热风, 作他们杯中的分. 因为
耶和华是公义的, 祂喜爱公义; 正直人必得见
祂的面.” 上帝恨恶作恶的人, 并公正地执行审
判, 刑罚作恶的人, 包括君王和平民.
中国古籍中常描述上帝按人的道德, 来
审判掌权者和国家.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
《尚书·商书·汤誓》(编者注:《尚书》亦称
《书经》)如此记载: “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译
文: 因为夏朝许多的罪恶, 上天 29 命令将它毁
灭).30
商朝的人也很
清楚, 要想获得上帝
的赐福, 就必须在上
帝的面前秉公行义.
《尚书·高宗肜日》
记 载 : “惟 天 监下 民 .
典厥义. 降年有永有
不永. 非天夭民. 民中
绝命”(译文: 上天考察
下民, 着重看他们行
事是否符合道义. 上天赐给人的寿命有长有短,
不是上天有意缩短某些人的寿命, 而是这些人
不按道义行事, 才中途丧命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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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唐振基所著的《先贤
之信》, 第 70-71 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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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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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人们也会对上帝的公义提出质疑.
旧约圣经约伯记就提到这一点. 人们也有这种
质疑, 就是当事情变遭或环境不顺时, 就开声
埋怨上帝. 对于那些质疑上帝的公义之人, 中
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荡之
什·荡》给于的答案是: “匪上帝不时. 殷不用
旧. 虽无老成人. 尚有典刑. 曾是莫听. 大命以
倾”(译文: 不是上帝不善良, 而是殷朝不按照
过去好的规章治国. 虽然缺乏有经验的人, 还
有以往的典章刑法可以使用. 但这一切都听不
入耳, 国家就倾覆了). 《尚书·周书·多士》也
证实此事, 记载道: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
方小大邦丧. 罔非有辞于罚”(译文: 上天从不
将使命赐予那些不努力施行德政的人, 普天之
下, 无论大国还是小国, 它们的灭亡, 都是因为
悖逆上帝而招致的惩罚).31
(二)

上帝是充满智慧的
唐振基指出, 上帝的认知和智慧是紧密
相连的. 祂的智慧使祂能“选择合适的结果、
选择合适的方法来成就这些合适的结果.” 上
帝的智慧可从祂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大量展现
的完美设计中加以证实. “自然界中无论是细
小微物, 还是庞然大物都在显示上帝奇妙的、
卓越的创造, 这些完美的创造表明上帝用最好
的方式达到最完美的结果.” 整个人类的历史
显明, 上帝很完美地掌管万有, 使万事为人类
效力, 这种例子在人类历史中比比皆是. 难怪
使徒保罗要如此宣告上帝的智慧:
深哉, 神(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
祂的判断何其难测! 祂的踪迹何其
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祂的
谋士呢? (罗马书 11:33-34)
侧耳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寻找他,
如寻找银子, 搜求他, 如搜求隐藏的
珍宝,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 得以认
识神(上帝). 因为, 耶和华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都由祂口而出(箴言
2:2,4-6)
中国古籍的资料也确认了上帝是智慧
的, 同时又是智慧的赐予者, 例如《诗经·大
雅·荡之什·抑》记载: “昊天孔昭”(译文: 伟大
的上天[上帝]一切都明白 ); 《诗经·小雅·谷风
之什·小明》记载: “明明上天. 照临下土”(译文:
上天的智慧明亮, 光照世界). 此外, 《尚书·商
书·仲虺之诰》记载: “天乃锡王勇智. 表正万
邦”(译文: 上天赐给你(成汤)大智大勇, 成为天
下的表率).32
(三)

上帝是满有怜悯的
中国古人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位满有怜
悯的神, 祂怜恤平民百姓, 正如《诗经·大雅·荡
之什·桑柔》所记载的:
“倬彼昊天. 宁不我矜”(译
文: 广阔而洞察万事的上
天[上帝], 怎么会不 怜恤
我 们 百 姓 ). 《 尚 书 · 周
书·召诰》也记载: “呜呼.
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
用懋. 王其疾敬德”(译文:
啊, 上天哀怜四方的百姓,
就把关怀、 爱护百姓的
使命从殷商转移给了周族. 君王啊, 请您立刻
起来建立德政, 回报上天的美意吧).33
这样的描述与圣经所启示关于上帝的
怜悯, 是相符一致的. 圣经中清楚表明上帝是
满有怜悯的, 正如上帝向摩西所宣告的: “耶和
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上帝), 不轻
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埃及记
34:6). 诗人在诗篇 103:8-9 也同样描述道: “耶
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
慈爱. 祂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诗篇

32
31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86, 9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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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上引, 第 94 页.
同上引, 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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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也说: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 耶和华
也怎样怜恤敬畏祂的人.”
(四)

上帝是满有恩典的
圣经说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出埃及
记 34:6). 有者如此定义这两个关系密切的字,
怜悯(mercy)是指上帝不把某人该得的审判或
刑罚加在他身上, 恩典(或译“恩惠”, grace)则是
上帝把某人不配得的福气或好处赐给他, 例如
圣经说: “因为祂(上帝)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
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
5:45). 因此, 论到这位满有恩典的上帝, 圣经说: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
盛的慈爱. 祂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祂没
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诗篇 103:8-10).
中国古人晓得恩典
是来自上帝的, 例如《诗
经·颂·臣工之什·臣工》记
载: “亦又何求. 如何新畬.
于皇来牟. 将受厥明. 明昭
上帝. 迄用康年”(译文: 还
要祈求什么呢? 是想知道
如何耕耘新田与熟田吗?
上帝所赐的麦子长得多么
美好, 又将是个大丰收的年景, 公义而智慧的
上帝, 至今赐下丰收的年成). 虽然人有许多的
软弱和失败, 但上帝并没把阳光、空气、雨水
等等收回, 反倒不断地赐下福气给祂的受造之
物, 如《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记载: “既
受帝祉”(译文: 既然受了 上帝的祝福 [赐福] );
又如《诗经·小雅·北山之什·信南山》所言:
“受天之祜”(译文: 受到上天的祝福[赐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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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因为不敬而得罪鬼神, 心中充满恐惧. 这样
的偶像崇拜, 祈求者为了从鬼神那里得到帮助,
达成愿望, 献上甚至是昂贵的供品, 讨好这些
鬼神. 至于接受供品的鬼神愿不愿意帮忙, 或
者是愿意帮到什么程度, 完全看它们高不高兴
—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已久的宗教观念.
总结来说, 这种宗教观念的实行体系, 是迎合
敬拜者个人的好处, 而不是来自上帝的爱与恩
典. 中国人在远古的典籍中, 讲述了上帝对受
造之物的爱与恩典, 是现代人深感惊讶的.”
中国的古籍里, 记载了上帝对人民的爱,
如《尚书·周书·泰誓中》记载: “惟天惠民. 惟
辟奉天”(译文: 上天的心愿是 施恩惠 给人民,
君王应当奉行上天[上帝]的这种心愿). 这位良
善的上帝喜爱和赐福给良善的君王或统治者,
《尚书·商书·太甲上》记载: “天监厥德. 用集
大命. 抚绥万方”(译文: 上天[上帝]看到他[指
先王成汤]的德行如此美善, 就把重大的使命
授给他, 让他安抚、治理天下).
圣经多方论及上帝
的慈爱与良善, 诗篇 136:1
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祂本为善; 祂的 慈爱永
远长存.” 诗篇 145:9 又说:
“耶和华善待万民; 祂的慈
悲覆庇祂一切所造的.” 但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最大
的慈爱是差遣主耶稣基督
为世人赎罪而死, “神(上帝)就是爱. 神差祂独
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藉着祂得生, 神爱我们
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
我们, 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这
就是爱了”(约翰一书 4:8-10).

(五)

上帝是慈爱良善的
论及上帝的慈爱, 唐振基评述道: “上帝
给人的爱, 与人为了从偶像那里索取回报而去
烧香磕头是大不一样的. 在偶像崇拜中, 人生
34

同上引, 第 90 页.

唐振基阐解道: “上帝是爱… 这种爱不
是一种冲动的感情用事, 而是理性和自愿的爱,
这种爱基于祂的公义与真实. 上帝的爱并不计
较被爱的对象是否值得、得不到回报也照样
付出. 上帝的爱是基于祂客观的态度, 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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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的情绪, 而祂向人们表达爱的时候, 是包
含着温暖的情意的.”35

(D)

再思中华祖先的上帝
唐振基贴切指出, 仔细查考
了那些讲述中国古人认识上帝的
古籍后, 可以得出激动人心的结论:
首先, 确信“上帝”或“天”这个名字, 是
专门属创造主独有的名称, 任何灵界的其他杂
神不得享有这个称呼, 至多只称呼它们为神.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 造物主上帝透过祂
的名字将祂自己启示给中国人. 由于中国人的
祖先认识上帝, 有敬畏上帝的心, 因此中国本
土的文化中, 从来没有形成过敬拜上帝之外的
宗教, 中国古人以遵行
天命, 也就是遵行上帝
的旨意为最终的目标.
直到佛教在一千多年
前传入中原, 中国才有
了宗教(指佛教).
有 人 认为宗教
杨鹏在其新书发布会
起源于简单的图腾崇
上分享“上帝信仰”是
拜, 36 从对自然现象的
中国自古已有的观念
崇拜, 发展到偶像的崇
拜, 再发展到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 在中国的
情形恰恰相反. 创立中华文明的祖先们从一开
始就认识上帝, 而且认识得非常清楚37: 这位永
35

同上引, 第 84, 87, 89 页.
图腾崇拜(Totem worship)是将某种动物或植物
等特定物体, 视作与本氏族有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的崇
拜行为, 被认为是原始宗教的最初形式(约出现在旧石
器时代晚期). 注: “图腾”是印第安语 totem 的音译, 意为
“他的亲族”或“他的氏族”.
37
中华祖先认识上帝, 因为他们也是从清楚认识
和虔诚敬拜独一真神上帝(耶和华)的挪亚三个儿子之一
而来. 有学者指出中华祖先(指黄帝)源自挪亚第二儿子
— 闪(Shem), 例如吴安邦写道: “根据《史记·五帝本
纪》, 黄帝为少典 (即“闪 — Shem”) 所生 ; 又按《国
语》云, 少典生黄帝与炎帝…” (摘自吴安邦的《圣经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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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的、全能的上帝, 又是良善的、大能的、仁
爱的和公义的上帝(天), 不管其间经过多少世
代, 永生的上帝是唯一的一位, 祂始终贯穿整
个中华历史, 是显明自己作为的掌权者. 非基
督徒学者杨鹏在其所著的新书《“上帝在中
国”源流考 — 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
(2014 年出版) , 引经据典地证明中华文明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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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耶稣基督来了之后, 福音已经传开, 上
帝制定了伟大的新约, 使人类归顺祂, 这不仅
是基督福音传进中国一二百年才有的概念, 更
是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经有历史根源了. 上
帝把祂的名字“上帝”启示给古代的中国人, 呼
召人们归向上帝的名. 同样, 圣经中也在多处
称造物主上帝为天上的父亲, 祂确实是万物之
父. 当人们试图归向造物主上帝 — 人类灵魂
真正的根, 就需要通过上帝在圣经中主耶稣基
督的特别启示, 亲自地去了解祂. “神(上帝)既
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就在
这末世借着祂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
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祂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
1:1-2)
在大量查考中国古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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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中国造字的秘密》, 第 8 页); 吴安邦在其所著的另一
本书中写道: “闪与少典音相近, 年代与辈分都与圣经相
符…” (摘自《华人的祖先是上帝》, 第 9 页).
38
中国古典书籍中证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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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考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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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外来基督教
的概念. 趙望曦在 2015 年 2 月 2 日的《基督日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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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趙望曦的
文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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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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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尊崇的中国古籍专家理雅各(James Legge,
苏格兰汉学家)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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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祂喜悦把自己最大限度
地启示给我们.”39
由于对远古真相不了解, 很多中国人以
为基督信仰是西方人的宗教, 耶稣基督是西方
人的上帝. 如今事实已经呈现在眼前, 上帝虽
然静默无语(这是指对中国而言, 而非对以色
列人, 因为上帝对后者给于很多明显直接的启
示, 以色列人的旧约圣经便是最好的明证, 编
者按), 却主宰着中国的历史, 上帝从来就是中
国人的上帝.40

17

非有形的各种偶像(注: 拜偶像是较后受到公
元后传入中国的佛教和道教所影响而产生的).
透过查考中国古籍中所描述的“上
帝”(参本文附录), 并以它与圣经中的上帝作一
比较, 不少学者都赞同唐振基所说的: “中国人
的上帝同犹太人、基督徒的造物主上帝是相
同的. 中国古代人知道上帝的存在, 并且相信
上帝一直与他们在一起, 这样的情景与犹太人
及圣经中描绘的上帝如此的吻合一致, 可以认
出这是相同的一位上帝.”42 因此, 唐振基呼吁
道: “认识上帝, 了解祂神性的属性是多么美妙,
上帝的名是至圣尊名, 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
上被尊敬的上帝. 应当回到中国历史的开端,
接受祂作生命的主.”43

(E)

结语
在流传下来的中国古
典书籍中, 我们发现中国人
在几千年的记载中, 对上帝
理雅各 (J. Legge)
的这种描述, 与圣经中所启
示的那位上帝是同一位. 最关键的是, 几千年
来, 中国社会中有许多偶像, 却找不到这位至
高者(上帝)的像或形状. 古代中国人从没有试
图公开为这位创造主造偶像, 而这正是上帝所
要求的: 不为祂造任何偶像(参 出埃及记 20:4).
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 在举行“祭天大
典”(祭拜“皇天上帝”)的北京天坛里, 在这面积
广阔、占地 273 公顷的天坛范围内, 竟然没有
摆设任何偶像, 只有在园中央的殿堂(皇穹宇)
里面, 摆放一个牌位, 上面写着“皇天上帝”四
个大字. 这意味着中国人最早期的信仰(祭天
大典, 或称“郊祭”) 41 是敬拜“无形的”上帝, 而

***************************************
附录: 中国经典引用“上帝”次数一览表44
引用
先秦
引用
次数
诸子
次数
1
2
1
周易
荀子
2
32
0
尚书
老子
3
24
1
毛诗
列子
4
8
0
周礼
庄子
5
0
25
仪礼
墨子
6
19
8
礼记
晏子春秋
7
6
2
左传
管子
8
0
0
公羊传
商君书
9
1
0
谷梁传
慎子
10 论语
0
0
韩非子
11 孝经
1
0
孙子
12 尔雅
0
0
吴子
13 孟子
3
0
尹文子
14 ——
12
——
吕氏春秋
注: 有些经书中虽没有“上帝”一词, 却大量论及
上帝之别名, 例如“天”、“帝”、“道”、“神”等;
名号之多, 足见古人对上帝认识之深.
十三经

39

James Legge,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理雅各. 中国人的鬼神概念).
引自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96 页.
40
同上引, 第 95-96 页.
41
祭天大典(或称“郊祭”)是由皇帝亲自主礼, 可追
溯到中国最远古的帝王. 《史记·封禅书》记载中国古
代皇帝, 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 (公元前
2697-公元前 2599)等等, 都举行过祭天大典的活动.

42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 第 72 页.
同上引, 第 96 页.
44
王敬之著, 《上帝与中国古人》(美国田纳西州:
中国神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355 页.
43

《家信》: 第 112 期 (2017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十一):
挑战五: 耶稣没应验过弥赛亚预言(上)
编者注: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的真品, 必有模仿
伪造它的假货.” 以百元美钞为例, 虽然各
地警方严打伪钞, 但伪钞依然层出不穷, 而
且制作水准之高, 叫人目瞪口呆, 防不胜防.
鉴证专家告诉我们: 识别伪钞的最有效方
法, 不仅 是辨 认最 新款 的
伪钞 — 这固然重要, 但
更要紧 的, 是 能够 彻底 认
清真钞 的面 目, 如 纸质 、
油墨、纹理水印、特别记
认标志等. 简言之, 对真钞
认识够 深, 就 容易 看穿 伪
钞, 不管假装得何等相似.
基 督 信 仰 的 护 道 学 (apologetics),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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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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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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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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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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特 博 (Lee Stro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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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名日
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奖的
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兼法律版主编,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
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其藐视和反对基督信
仰. 可是他的妻子 1979 年归信基督后, 生命品行大大改
变, 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的挑战. 他要找出有
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了证实圣经
的可靠性, 并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 他以两年时
间访查 13 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
问的尖锐难题, 企图一举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
仰. 结果, 他发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
科学事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 1981
年 11 月 8 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
人的救主. 其后更把探索信仰的旅程逐一写成护道畅销
书《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 1998)、《为何说
不》(The Case for Faith, 2000)、《为人类寻根》(The
Case for a Craetor, 2004), 以及目前最新一本《认识基
督: 如何辨别真伪》(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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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常说, 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圣经多处
的弥赛亚预言. 不过, 有个名为“犹太人归犹
太教”的组织(这组织强调犹太人必须坚守犹
太教)出版了一部“反宣道士求生指
南”(Counter-Missionary Survival Guide, by
Rabbi Michael Skobac), 并 在 此 书 中 指 出 ,
“基督徒虽然声言逾 3 百处经文证实所说是
真的, 但只要按上文下理处理这些经文, 他
们的立论马上垮台.” 那些用来证明耶稣身
分的“有力经文”, 全是“自圆其说, 断章取义,
翻译失准”的. 情况果真如此吗? 为了找出真
相,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兼耶鲁
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
“史”)专程采访著名的犹太基督徒学者兼世
界顶尖的弥赛亚预言专家迈克尔·布朗博士
(Michael L. Brown, 下文简称“布”).47

挑战五: 耶稣基督是“假冒的”, 根本没有应验过
任何弥赛亚预言!
(A)

“犹太人归主会”
纽约市是以色列以外最多犹太人聚居的
地区. 2006 年夏天, 纽约市有个长达一个月的福
音布道运动, 由“犹太人归主会”(Jews for Jesus)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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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布朗(Michael L. Brown)生于犹太家庭, 但在
1971 年 11 月相信耶稣为他赎罪而死, 并接受这位从死
里复活的救主. 他过后考获纽约大学近东语言博士学位,
并常在电台或电视上, 在大学校园或犹太会堂, 与犹太
拉比和社区领袖进行信仰上的辩论. 他曾在三一福音神
学院、福乐神学院、卢格斯大学讲学, 足迹遍 25 个国
家. 他共有 18 部著作, 包括一套甚获好评、专门处理弥
赛亚预言的常见历史神学疑难之书, 名为《犹太人敌挡
基督辨析》; 又著有《沾血的双手》, 专论教会历史中
的反犹事件. 此外, 他还为《解经者注释丛书》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写了耶利米书的注释,
又替《牛津犹太教字典》、《旧约圣经神学字典》
(The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T)、《旧约神学与
释经新国际字典》及好几份闪族语言学报撰写论文. 他
也是 FIRE 事奉学院院长兼实践神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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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发 起 . 这 组 织 的 会 长 大 卫 · 布 力 纳 (David
Brickner)率领 2 百位布道者走遍全市五大分区,
又将 8 万套犹太语影碟《耶
稣传》(Jesus)送给各个犹太
教 哈 西 德 派 的 家 庭 (Hasidic
homes),48 又发出超过 1 百万
份单张, 地铁车站和报章也有
福音广告. 布力纳说: “我们只
David Brickner
是宣告一事: 耶稣是以色列的
弥赛亚.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犹太化(Jewish)呢?”
史特博在《认识基督》一书中指出, 这福
音布道运动在犹太人当中引起很大反对. 《纽约
时报》大字标题说“犹太人归主会进军本市处处
碰壁”. 读者来函投诉归主会的所为“具有煽动
性”, 竟然“劝人叛教”. 有者掌掴布道者的嘴巴,
也有人公开焚烧《耶稣传》. 犹太谐星梅森
(Jackie Mason)不满宣传资料载有他的肖像而兴
讼. 又有反抗组织“犹太人归犹太教”(Jews for
Judaism)用“人盯人”方式跟踪布力纳一伙人, 并
设立电话热线, 要劝那些信了主耶稣的犹太人归
回犹太教.
布鲁克林大学(Brooklyn College)宗教系
教授大卫·贝格(David Berger)警告说: “有人在劝
人叛教, 背弃父母
和 祖 先 .” “犹 太 人
归犹太教”领袖希
尔曼(Scott Hillman)
说: “犹太教历史悠
久, 至少有 3 千 5
百年, 没有解答不
到的疑问.” 犹太拉比瓦克斯
曼 ( 另 译 “ 韦 斯 曼 ”, Rabbi
Joshua Waxman)表示: “ ‘犹太
人归主会’惹怒了许多人. 在
他看来, 问题症结是: “你能否
又做犹太人、又信从耶稣? 答
案是: 断乎不可!”
Rabbi J. Waxman
48

犹太教哈西德派(Hasid)指公元前 3 至 2 世纪的
犹太教之派别或教徒; 也可指 18 世纪兴起于波兰的哈
西德派教徒(此教派坚持虔修及神秘主义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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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犹太教或基督徒学者, 都深信旧约
圣经预言的弥赛亚必然降临人间. 犹太拉比卡普
兰(Rabbi Aryeh Kaplan, 1934-1983)说: “相信弥
赛亚必降临, 是犹太教基本信仰. 因此, 迈蒙尼德
(或译“米蒙尼德”, Maimonides, 1135-1204, 注: 此
人是西班牙的犹太教法学
家、哲学家兼科学家)在列出
犹太教的十三条主要教义时,
也包含了这一项. 这项信条可
谓满布所有犹太教文献.” 迈
蒙尼德的著作被正统犹太教
奉为圭臬(标准). 这位 12 世纪
Rabbi Aryeh Kaplan
的哲学家说: “我坚定相信, 完
全相信, 弥赛亚即或迟延, 但终必来临! 我天天冀
盼他.” 直到今天, 正统犹太教徒(尤其是哈西德
派)对于弥赛亚的事, 还是极其关心的.
史特博正确指出, 上述争论的焦点, 始终
在于拿撒勒人耶稣是否“真命天子”? 有否应验了
古代的预言? 希伯来文“弥赛亚”一词(即  מׁשיח,
音 译 为 Mâshîyach ; KJV: Messiah) 是 “ 受 膏
者 ”(anointed one) 的 意 思 , 其 希 腊 文 Christos
{G:5547}(基督, KJV: Christ)也是此意.49 自古以
来, “基督”的称谓就与“耶稣”连在一起, 密不可
分.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宗教系主任布
罗忒罗(Stephen Prothero)表明: “称耶稣为基督,

49

“ 基 督 ”(Christ) 这 名 词 在 希 腊 文 是 Christos
{G:5547}, 意谓“受膏者”, 源自动词 chriô {G:5548}, “涂
膏油”(参路 4:18). 它与旧约所谓的“弥赛亚”(Messiah;
希伯来文: Mâshîyach {H:4899})意思相同, 皆指“受膏
者”. 所以圣经记载, 当安得烈找到哥哥西门彼得时, 便
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 就是基督)”(约
1:41). 在古时, 膏油有许多用处, 例如有医药及卫生用途
(赛 1:6; 代下 28:15), 用来象征喜乐(诗 45:7; 赛 61:3), 并
在圣职礼仪上, 用来膏某个人, 使他获得某种职任和权
力. 在旧约中, 有三种人是受膏的, 即: 先知、祭司、君
王. 例如受膏的先知以利沙(王上 19:16); 受膏的祭司亚
伦(出 29:7; 参出 30:30); 受膏的君王扫罗和大卫(撒上
10:1 和撒下 2:4; 也参王上 1:39; 王下 9:1-3)等. 当新约
中提到“基督”一词时, 重点就是要强调主耶稣这位受膏
者的三大职分, 即主耶稣是受膏的先知、受膏的祭司、
受膏的君王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本
月主题 27 基督的的称号：基督或弥赛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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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神学上的表态, 确认祂是犹太人引颈以待
的弥赛亚.”
(B)

弥赛亚的预言
圣经并无清楚标明哪些经节与弥赛亚有
关, 学者只好殷勤地研究圣经经文的上下文, 找
出相关经文来. 巴顿·佩恩(或译 “潘恩”, J. Barton
Payne)的《圣经预言百科全书》从 3,348 节旧约
经文中找出 127 节具体的弥赛亚预言. 此外, 在
558 部犹太拉比著作里, 共有 456 段旧约经文, 引
录为直指弥赛亚和祂时代的经文.
根据史特博, 如果所有预言集中应验在拿
撒勒人耶稣身上, 其中含义非常重要, 涉及的不
止犹太人了. 含义之一, 就是圣经必然是一部超
自然的经典了, 因为单凭“或然率”(mere chance)
计算, 应验这么多预言在一人身上, 根本是近乎
不可能的事. 闻名的基督信仰护道家盖司勒
(Norman Geisler)50宣告说: “世界上只有圣经能够
在千百年前, 就记下精确具体而又能按照字面意
思 应 验 的 预 言 .” 换 言 之 , 伊 斯 兰 教 的 《 古 兰
经》、印度教的《奥义书》(Upanishads)和《薄
伽梵歌》(Bhagavad-Gita)、《摩门经》及其他
宗教典籍, 在这方面都完全无法媲美圣经.
含义之二, 如果耶稣
— 而且唯独耶稣 — 已然应
验这些古老预言, 就确定祂是
上帝派到世上来拯救以色列
民和万民的救主了. 主耶稣在
J. Barton Payne
50

诺曼·盖司勒(Norman L. Geisler)在芝加哥洛约
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也是三一
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宗教哲
学 系 前 任 系 主 任 , 达 拉 斯 神 学 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系统神学教授. 他是个得过奖的知名作家,
写过或与别人同著过和编辑过 50 多本书, 包括《怀疑
者提问》、《批评者提问》、《迷信提问》、《圣经
无误》、《圣经入门》、《哲学入门》、《宗教哲
学》, 近著中有长达 841 页的《贝克护教学百科全书》.
盖司勒去过美国 50 个州, 和世界 6 大洲里的 25 个国家,
发表了支持基督信仰的护道演讲, 且跟声名卓著的怀疑
派如人文主义者保罗.科兹(Paul Kurtz)进行辩论. 他那
百科全书般的记忆和连珠炮般的辩才, 令许多人折服,
被公认为“锲而不舍、凛然可畏的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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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4:44 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
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撒玛利亚
妇人对主耶稣说: “我知道弥赛亚要来”(约 4:25).
主耶稣回答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祂!”(约 4:26).
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反过来说, 如果主耶稣不符
预言所指, 祂就是如一些人所说“千夫所指、万
人唾弃的江湖骗子(imposter, 或译“假冒者、冒
充者”), 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不齿的假先知.”
对于追求属灵之事的人来说, 这一切太重
要了 — 不管那人是什么宗教背景. 圣经的可信
性、耶稣基督的真正身分, 全都悬在‘预言应验’
这一点上. 难怪千百年来, 不论在高等学府里, 或
在学术专书中, 以至纽约市的地下火车里, 人们
都为圣经预言争持不休. 在纽约市, 两班人可以
为了“犹太人到底应否接受耶稣为弥赛亚”, 而用
广告牌来角力.
(C)

激烈的反对: “基督徒所指称全是假的!”
过去 3 百年来, 反对
“耶稣全然应验弥赛亚预言”
之声不绝于耳. 有“现代高
等 批 判 学 之 父 ”(father of
modern higher criticism) 之
称 的 德 国 圣 经 学 者 艾希霍
恩 ( 或 译 “ 艾 克 康 ”, J. G.
Walter C. Kaiser, Jr
Eichhorn)在 1793 年信心十
足地宣布: “过去 30 年来的研究, 已经把弥赛亚
从旧约圣经中除掉.” 就这样, 戈登康威尔神学院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旧 约 圣
经教授凯泽(Walter C. Kaiser, Jr.)说: “18 世纪掀
起一场至今还未平息的论战: 到底‘以预言去证
明耶稣是弥赛亚的论据’在护道上是否可取?”
吵得最激烈的是在
平民百姓的层面, 尤其在
互联网上. 这些反应通常
是针对犹太人基督徒的布
道工作而发. 正统犹太教
Rabbi Pinchas Stolper
拉比斯托尔珀(另译“施杜
柏”, Rabbi Pinchas Stolper)在《犹太教徒对布道
工作的回应》一书中表示: “基督徒有关‘耶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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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弥赛亚’的指称, 全都不尽不实(意指全
都不详尽、不真实).
卡普兰(Kaplan)这位正统犹太拉比讲得
更露骨: “犹太人归信基督信仰有何损失? 答案
是: 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 他又说: “犹太人反对
基督徒之弥赛亚观的主要理由, 是因为耶稣是位
失败者. 犹太教一向相信弥赛亚是以色列百姓在
政治上的救主. 耶稣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相反, 他
受尽凌辱鞭打, 与囚犯无异, 更被钉死在两个盗
贼之间. 这样不济事的耶稣, 怎能与旧约先知所
说威风八面的弥赛亚相提并论? 早期基督徒所
面对的正是这困局, 他们硬说耶稣是弥赛亚, 就
要扭曲整个观念.”
范德比尔特神学院
(Vanderbilt Divinity School)
的新约圣经专家、犹太裔的
艾美珍·莱文(或译“艾美
珍·利云”, Amy-Jill Levine),
在她所著的《那被误解了的
犹太人》一书中说根本就没
有“弥赛亚验货单”可以证明
耶稣是圣言中人(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 “弥赛
亚的工作, 是使世界恢复公平. 但我往窗外看, 此
事未成!” 她说, “弥赛亚征服死亡, 消除疾病, 此
事 亦 未 竟 ! 有人 说 旧约 圣 经 预言 弥 赛亚 要 受
死、受难、被钉等, 但事实上没有这样的预言.”
基督徒的看法当然截然不同. “并非所有
弥赛亚预言都在耶稣的一生中应验,” 著名古代
历史专家山内(Edwin Yamauchi)说, “基督徒的答
案是: 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
有预言都要应验.” 但对于
基督再来, 犹太学者说旧约
圣经根本没有“第一次再
来”和“第二次再来”的说法.
他们认为基督徒是为了挽
Edwin Yamauchi
回面子才发明这些词语, 这
样一来, 谁都可以自称弥赛亚了! 要是有人说某
某人不是弥赛亚, 因为他没有使天下太平, 你只
要托词说: 时候未到! 简言之, 犹太学者认为“再
来”之说, 是为了帮助骗棍脱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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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博写道: “有一次, 我主持一场辩论,
一位德高望重的拉比, 竟然破口大骂布力纳为
‘宗教纳粹分子’, 因为他鼓动犹太人信耶稣. 这样
的争论方兴未艾. 美国与以色列信主犹太人的数
目, 据称已逾 1 千 2 百万, 甚至 2 千 4 百万. 过去
数年, 正反两方的立场也变得更强硬.”

布:

圣经所谓的“耶稣”真
的是弥赛亚(基督)吗? 到底有
多少证据支持祂的弥赛亚身
份呢? 为了寻求答案, 史特博
专程走访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一位世界顶尖
的弥赛亚预言专家迈克尔·布
朗博士(Michael L. Brown).

(E)

Dr. Michael L. Brown

归信主耶稣的犹太基督徒学者
布朗是“FIRE 事奉学院”(FIRE School of
Ministry)的院长兼实践神学教授. 他不仅有学者
深度, 也有牧者心肠, 待人和蔼可亲. 史特博来到
他在夏洛特市(Charlotte)的办公室. 见到史特博
的到访, 布朗热烈与他握手, 领他进入自己的办
公室. 办公室内摆放着许多犹太教和基督徒的巨
著. 他们坐下来, 在布朗背后
的书架上, 放着《巴比伦塔木
德经》(Babylonian Talmud)51
的一层给那 20 大册的书压弯
了. 这套洋洋 2 百 50 万字的
特大犹太教基础文献, 书面鲜
红色, 十分夺目.
史特博来访之前已备好许多问题, 并急
不及待要听听布朗怎样解答. 但为了避免一开始
就审问他, 史特博决定先请他作正面的陈述, 以
确证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史:

51

“请你先确证耶稣是弥赛亚, 确证过后, 我
才提问其他问题.”

《塔木德经》(Talmud, 另译《他勒目法典》)
是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集, 全书分
“密西拿”(Mishnah)及其注解篇“革马拉”(Gemara)两部
分, 为犹太教仅次于旧约圣经的主要经典.

“很公道.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但要知道神
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有目的的. 神
要的不是一个专门效忠于祂、与世分别的
民族, 神愿意普世的人可以借以色列蒙福,
并认识独一真神. 我们必须先牢记这点, 才
可以讲别的.”

耶稣就是弥赛亚
布朗接下来几乎一气呵成地引经据典,
无论是圣经的经文, 或是拉比的注释, 全都挥洒
自如, 以事实、线索、论点、历史、含义, 编出
全幅图画来, 一点一划地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
布朗越讲越兴奋, 连史特博的速记也赶不上了.
史特博索性开了录音机, 搁笔, 细听.
布:

(D)

22

“神给犹大支派和大卫的应许很具体: 大卫
是耶西的儿子, 从犹大支派而出. 创世记
49:10 说: ‘圭(KJV: The sceptre)必不离犹
大’; 以赛亚书 11:1 则说: ‘从耶西的本(KJV:
the stem)必发一条; 从他根生的枝子(KJV:
Branch)必结果实.’ ‘枝子’通常是指弥赛亚,
而大卫子孙永远作王是早已说好了的(指
耶和华神所应许的). 耶和华在耶利米书
23:5 说, 祂要从大卫后裔中兴起‘一个公义
的苗裔(KJV: Branch; 枝子); 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来到以赛亚书, 我们读到好几处提到‘耶
和华的仆人’. 远古犹太传统也认为好几处
经文是指着弥赛亚说的, 例如: 以赛亚书第
42 章说‘他不灰心, 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
上设立公理’(赛 42:4). 同一本书第 49 章说
他要重聚以色列各支派归向神. 这仆人似
乎在执行其使命时遇到挫折, 但神不但说
他终必叫以色列回归, 还在 49:6 说‘我还要
使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
到地极’.”
“还有最著名的‘弥赛亚篇章’, 以赛亚书
52:13 至 53:12. 经文指弥赛亚必被尊崇, 但
首先要深受痛苦, 甚至在受苦时容貌损毁.
经文说以色列百姓不会明白, 以为他咎由
自取, 不明白他在背负他们的罪孽, 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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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 但他根据的乃是错误的日子, 修
正错误后, 所得的日期是第 1 世纪中, 即与
耶稣的时代非常接近.

受苦. 他受鞭伤为使他们得医治. 接下去就
论到他的死, 以及他要复活.”
“我们再把范围缩窄一些. 在历代志下 7 章,
神说以色列人犯罪到了某程度, 圣殿就会
被毁, 百姓就会被逐, 落在审判之下. 结果
真是这样. 但以理书 9 章记述但以理求神
怜悯, 神给他圣殿将重建的启示, 并告诉他
新殿被毁之先要发生好些事, 包括永恒的
赎罪祭, 罪的问题终得解决(但 9:24).

“因此, 问题根本不是还有谁合资格做弥赛
亚, 因为如果连耶稣也不是弥赛亚, 圣经就
可以丢了! 因为主后 70 年之前, 必须成就
的事, 除耶稣以外, 谁也无法成就. 没有祂,
那有‘神的临在’? 如果祂不是弥赛亚, 神还
在何时亲临过圣殿? 又有谁曾经替人赎罪?
后来的殿又如何能比原有的殿荣光更大?
除非 2 千年前来到的耶稣是弥赛亚, 否则
旧约先知讲的都落了空, 圣经也可以丢了.
但先知没有错, 耶稣就是弥赛亚!

“昔日哈该目睹圣殿重建, 只叹景况大不如
前. 所罗门造的圣殿不仅荣美堂皇, 非后者
能比, 更有神的荣光充满其中; 祭司献祭时,
有火从天降下烧掉祭物. ‘第二圣殿’却没有
这一切. 只是哈该坚称, 将来圣殿的荣光,
会比原有的(所罗门造的圣殿)更大. 神必以
自己荣光充满其中. ‘荣耀’一词在希伯来文
有时可指极大的丰富与充裕(great wealth
and abundance). 当神以自己的荣光来充满
圣殿, 所指的就是祂的同在. 其后玛拉基先
知说耶和华要亲自进入圣殿, 洁净一部分
的人、审判其余的人, 所用的希伯来字, 指
的是神自己 — 神必亲临殿中(参 玛 3:1).
“别忘记, ‘其后的殿’毁于主后 70 年. 故此,
‘赎罪祭’与‘亲临殿中’两事, 都须在圣殿被
毁前成就, 即使犹太拉比传统, 也有认为弥
赛亚在 2 千年前已经来了的 — 那正是耶
稣降世之时. 事实上, 犹太拉比勒殊(Rashi),
这 位最 著名 的《 塔纳克 》 (the Tanakh /
Tanach , 即
旧约圣经) 52
解经者甚至
列明日期为
1 千 7 百 50

52

《塔纳克》(the Tanakh / Tanach )是希伯来文
圣经(即更正教的旧约圣经), 是犹太教对他们的圣经之
简称. 他们把希伯来圣经分成三部分, 即 Torah (Law of
Moses, 摩 西 五 经 ) + Nebi’im (Prophets, 先 知 书 ) +
Ketubim (Writings, 圣卷), 而 Tanakh 就是这三部分的首
字母(T + N + K)的缩合变体( TaNaK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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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木德经》(另译《他勒目法典》,
Talmud)问: 弥赛亚是像但以理书 7:13 说
的 ‘驾云而来’, 还是如撒迦利亚书 9:9 说的
‘温柔地骑驴而来”? 拉比说, ‘我们若是配
得, 祂就驾云 — 即是快捷、大有能力地
来; 若不配得, 祂就会柔和谦卑地来. 他们
以为是‘非此即彼’(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事
实是‘两者均可’. 在弥赛亚身上, 上述两样
都是真的(都会发生). 耶稣死前曾骑驴进入
耶路撒冷, 群众拥戴祂为弥赛亚, 不久后就
弃绝祂. 难道真的是因我们不配, 所以祂
‘温柔地骑着驴而来’ — 及至我们承认祂
是弥赛亚, 祂就如同祂在大祭司面前受审
时所说的, 要驾云降临吗? 再看看弥赛亚有
什么职分: 他除了作王, 还要作祭司.”
史:
布:

“何以见得?”
“大卫就是弥赛亚的原型(prototype). 他有
祭司的职分. 撒母耳记下 24:25 说: ‘大卫在
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献燔祭和平安
祭’, 这是祭司的职事. … 再看诗篇 110:4
说: ‘耶和华起了誓, 决不後悔, 说: 你是照
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耶和华亲
自誓言, 要耶路撒冷的王承接该城古代王
者(指麦基洗德)的祭司之职. 这个预言要么
直指弥赛亚, 要么直指大卫. 就算是指大卫,
他也是弥赛亚的原型, 那么, 弥赛亚就既是
王者又是祭司了. 此外, 撒迦利亚书 3 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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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布:

大祭司约书亚 — 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就
是希腊文的‘耶稣’. 他被称为‘苗裔’的代表,
而耶利米书 23 章告诉我们, 苗裔即是弥赛
亚, 因为他从耶西的根而来, 是树上的枝子.
撒迦利亚书 6:11-13 见他坐在宝座上接受
加冕. 想想看, 圣经最清楚直接展示弥赛亚
为一个人时, 这人乃是一个坐在宝座上的
大祭司. 作祭司的君王! 但按常理, 祭司不
坐王位, 也不戴皇冠的!”
“这有什么含义?”
“祭司的职责是替人赎罪, 肩担百姓的罪孽,
是代求者. 按民数记 35 章说的, 大祭司之
死, 可使某些今生难蒙赦免的罪得着赦免.
再看诗篇 22 篇,
这不是预言, 而
是义者受苦濒死
呼求神迹性的拯
救之祷告. 耶稣
说祂降世之前圣
经所写的一切都要在祂身上应验. 祂在十
架上甚至把诗篇 22 篇套在自己身上. 诗篇
22 篇说明受苦的义者奇妙获救, 全地因此
要敬拜祂. 这样脱离死亡, 可真厉害!

布:

耶稣肯定是弥赛亚, 非祂莫属
布朗的分析明确, 有理有据, 强有力地证
明耶稣就是弥赛亚. 但他意犹未尽, 继续从旧约
圣经、犹太经典和历史事件中列举更多证据.

“耶稣宣传祂要应验律法和先知所写的一
切, 又预言圣殿必定被毁, 这是其他犹太领
袖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申命记 18 章告诉我
们, 要注意神在每一代所兴起的先知. 耶稣
是以色列最后一位伟大的先知, 祂的预言
就是: 圣殿必然被毁, 经上预言全指向祂.
简单来说, 耶稣应验了那些必须在圣殿被
毁之前就要应验的预言. 这不是空谈, 而是
历史事实. 祂怎样应验过去的预言 — 作
大祭司替我们赎罪 — 也必应验将来的预
言 — 作君王统管全球, 使天下太平. 事实
上, 天下间已有亿万人奉祂为王, 由祂统管
一切, 全心向祂效忠. 祂的版图早已超越大
卫王朝. 但这只是起点. 祂再来的时候, 全
地没有一处不归祂管.
“试想想, 犹太人有 1 千 9 百年没有圣殿,
也没有正规的祭司制度和献祭礼仪, 那怎
办 ? 只 要 读 一 读 《 托 拉 》 ( 或 译 “ 妥 拉 ”,
Torah), 53 即是摩西五经, 不难发现经文一
再提到献祭与奉献. 以赛亚书 53 章提及耶
和华的仆人要成为赎罪祭牲, 岂不是很有
意义吗? 除非神要我们完全没有赎罪制度,
没有祭司职事, 也没有圣殿, 否则, 上述一
切都要在弥赛亚身上完全应验. 我们不是
在讲耶稣可凭己力安排的事情. 你怎可以
令自己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犹太人呢?
怎可以导引亿万人去敬拜神? 怎可以安排
同胞唾弃你, 列邦欢迎你? 怎可以令自己成
为应验圣经的最佳人选 — 预言旧制废除,
然后落实新制?

“来总结一下吧: 神的旨意不是要以色列孤
立世外, 而是万国万民借着以色列归向真
神. 神的心意一贯不变. 圣经展示的弥赛亚,
是祭司与君王兼于一身, 祂既除罪, 也掌王
权; 祂先受苦后享尊荣; 祂既谦卑骑驴, 也
威严驾云. 弥赛亚要先被百姓唾弃, 为担代
世人的罪受尽苦楚. 祂从死里复活, 所产生
的大能要叫地极的人也来敬拜独一真神.
我们看见主后 70 年圣殿被毁之前, 救赎已
经完成, 神已亲自踏足其间(进入圣殿). 弥
赛亚是谁? 有更佳人选吗? 事实摆在眼前,
要么圣经是假的, 要么耶稣就是弥赛亚 —
这个判决真是易如反掌、一清二楚的事.”
(F)

24

“抓着这个轮廓, 再细研新约圣经作者所说,
就明白原来以色列国也是预表祂, 而且相
当具体; 例如, 以色列成国之初, 曾到埃及
寄居, 何西阿书 11:1 说祂年幼时已蒙神所
爱, 从埃及召出祂的儿子来(何 11:1).54 这
53

托拉(Torah)是希伯来文音译字, 意即“指令”, 指
旧约律法书(摩西五经). 但从广义上讲, 可指在旧约和犹
太法典, 并在以后的拉比评论中的犹太教学之整体.
54
何 11:1: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 就从埃及
召出我的儿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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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事发生在以色列国民身上, 也同样发
生在弥赛亚身上. 弥赛亚年幼时去到埃及,
过后从埃及被召出来. 大卫被朋友出卖, 弥
赛亚也一样; 摩西逃避法老, 弥赛亚也逃避
希律王. 把这些细节综合起来, 虽非预言,
也能清晰勾勒出弥赛亚的形像来, 当中有
预 表 (types) 、 反 映 (shadows) 、 提 示
(allusions)的作用. 犹太拉比就是有这种从
经典中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事物之本领.
实际上, 新约圣经对预告式经文是非常审
慎的, 断不会天花乱坠. 骨干的绘画叫人看
见仅有一位合适人选, 再把细微的小节连
起来, 美丽图画就呈现眼前.

史:
布:

“更加发人深省的是, 在《塔木德经》的拉
比传统中, 竟有一项论到在赎罪日时, 大祭
司所献的祭牲若蒙神悦纳、国民罪愆得赎,
就会有三样征兆(另译“标记、记号”, signs).
要是那一年的征兆不好, 不蒙悦纳, 百姓就
要蒙羞哀哭, 因为神不悦纳所献. 该传统又
说, ‘第二圣殿’被毁前 40 年, 每一年都得不
到神悦纳的征兆. 试想想, 耶稣大概在主后
30 年被钉, 圣殿在主后 70 年被毁. 换言之,
自祂受死至圣殿被毁的 40 年间 — 即第
二圣殿被毁前 40 年 — 神已明示不再悦
纳犹太人的祭牲和礼物. 原因何在呢? 因为
耶稣已经献上终极的赎罪祭了, 正如先知
所预言的一样.
我来解释一下
耶稣如何满足
了犹太献祭的
要求吧.”
“愿闻其详.”
“打开圣经头五卷合称《托拉》的书, 可见
几百处经文提到献上动物为祭的祭牲与礼
物. 基本原则, 是一命偿一命 — 这是有些
拉比注释也承认的. 这原则有什么重要? 显
然, 神要人明白犯罪的代价是死, 但神愿意
接受代赎的献祭. 无辜的羊羔惨被宰杀, 流
尽每一滴血的情景, 怎不教人心悸? 要记得
预言中的弥赛亚是个祭司式人物. 祭司所
为何事? 乃作人与神的中介者(即中保), 代

25

表众人进入至圣所, 本着祭司的身分、地
位与呼召, 作人所不能之事. 耶稣作为大祭
司, 亲自为我们代求, 并承当我们的罪 —
正如彼得所说: ‘祂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
当了我们的罪’(彼前 2:24). 罪疚、刑责、
痛苦, 一一为我们担代了.
“有什么献祭堪比为全人类献上的赎罪祭
呢? 有谁够纯洁? 有谁够完全? 只有这一位,
就是伟大
的神子(主
耶稣基督).
祂把全世
界的罪恶
与疚责全
祭牲被杀流血, 为百姓赎罪
放在自己
肩上. 祂为我们的罪死了. 为叫我们得宽
恕、洁净、公义. 希伯来书 9:22 说: 若不
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除了流血以外, 还
有赎罪之祭, 但血祭是其他一切的基础. 犹
太日历中 以赎罪 日最 为神圣 , 在 那日圣
殿、百姓都必须洁净, 全国的罪都得赎清
— 关键在乎血.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神要以血赎罪, 因为生命在血中: 一命偿
一命. 利未记讲的是献祭赎罪的事. 每次提
到赎罪 — 共有 49 次 — 总免不了提到
血. 利未记 17:11 说: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
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 可以在坛上为你
们的生命赎罪; 因血里有生命, 所以能赎
罪.’ 古代犹太解经书对 利 1:12 的解释是:
每当祭牲被杀, ‘我就视为你已献上自己’.
在利未记 1:4, 神明明地说: ‘他要按手在燔
祭牲的头上, 燔祭便蒙悦纳, 为他赎罪.’
“这可不是割破指头把两滴血洒在坛上那
么简单. 不! 祭牲要被杀死. 这幅可怖的图
画, 叫人看见罪价的沉重 — 神判定了凡
有罪的都要死. 血流出来, 为要付上我们的
罪价 — 但所流的是耶稣的血, 不是我们
的血! 祂代替了我们, 正如约翰福音 1:29
说的, 耶稣成了‘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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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坐在椅子边缘, 身体一直向前倾, 像
他当律师的父亲那样雄辩滔滔. 当结案陈词完毕,
他整个人便放松下来.
布:

民要赞美神, 也要赞美这王; 事奉神, 也事
奉这王; 向神跪拜, 也向这王跪拜. 还有, 诗
篇 110 篇说‘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
右边’ — 指的是一个尊位(诗 110:1). 此外,
但以理书 7 章的‘人子’是极其崇高的一位,
他来到神的宝座前, 得着敬拜与统治的权
柄, 而他的国是永远的(但 7:27). 这一切都
是唯独神可享有的. 当然, ‘人子’是耶稣最
爱的自称, 直接地把但以理书 7 章所说的
套到自己身上.

“我们把所有线索连起来, 结果是全都指向
一个人, 就是耶稣, 再没有别的人. 祂难以
置信地应验了一切的预言. 犹太人的圣经
明说, 弥赛亚必须在 2 千年前左右来到, 如
果那人不是耶稣, 就再也不会有弥赛亚了.
后来者都赶不及了. 唯有耶稣. 头一阶段的
时限这样鲜明, 如果耶稣没来, 或没完成这
一阶段的工作, 那么在第二阶段祂就不会
驾云降临、统管万有了.”

布朗笑逐颜开, 幽默地说: “我们已经收
下订金. 有了这预付定金, 我们有信心祂必回来
完成下一阶段的工作.”
(G)

神的同在(Shekinah)与祂的话语(Memra)
史特博沉思布朗的话. 布朗大刀阔斧地
引述旧约圣经, 把创世记到玛拉基书有关耶稣是
弥赛亚的论据如数家珍地陈列在史特博眼前, 证
实了耶稣 — 唯独耶稣 — 应验了弥赛亚预言!
史特博写道: “可是我的笔记本提醒我, 悬而未决
的问题仍多, 反方意见还须考虑. 未经对证, 布朗
的结论未可以接受. 经他同意之下, 我开始就他
陈词的弱点提出问题.”
“老实说, 预言没说过弥赛亚是神, 对吗?”
“不, 其实是有说过.”
“犹太拉比卡普兰(Aryeh Kaplan)可不同意,
他说先知只是说弥赛亚是个伟大领袖, 出
色教师, ‘犹太人的弥赛亚只是凡人, 有父
有母, 有血有肉, 无异常人, 与普通人没有
两样’.”
布: “看戏要看全套! 圣经的确有说弥赛亚是神.
别忘了, 犹太人是坚定的一神论者, 把弥赛
亚的神性讲得太多, 会叫他们吃不消,”
史: “预言弥赛亚神性的证据在哪里?”
布: “圣经论到‘大卫式的君王’(Davidic King)之
时, 指他极为崇高, 将来要统管一切. 圣经
中有好几处经文让我们看见, 那用来描述
神的讲法, 也用在这位大卫式君王身上: 万
史:
布:
史:

26

史:
布:
史:

布:

“诗篇 45 篇
论到弥赛亚
时说得更清
楚: ‘神啊, 祢
的宝座是永
永 远 远 的 ’.
这位王是神所膏立的, 但他被称为 Elohim
(希伯来文 Elohim 意即神), 这是颇重要的
一点. 不错, Elohim 也可指地上的法官和天
上的使者(天使), 但这段经文直指一位特定
的人物, 情况很是特别. 以赛亚书 52:13 说
耶和华的仆人‘必被高举上升, 且成为至高’.
在以赛亚书, 这些措词一贯是指着神说的.
以赛亚书 9:6-7 更加直接了, 这王有好些称
谓, 包括‘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
“以前的犹太人, 是否预料到弥赛亚是神?”
“要到耶稣来了, 他们回望圣经所说的, 才
恍然大悟! 事后看, 才看清楚真相.”
“但犹太圣经说神只有一位, 且是没有肉身
的. 圣经又说过没有人可以见神. 耶稣怎可
能是神呢?”
“不错, 神只有一位, 但似乎这位神的‘一’并
不简单! 祂一面从天上统管万有, 一面又亲
临世间; 有时候又向人显现 — 虽然圣经
说祂是灵, 不能被人所见. 我举几个例子:
创世记说耶和华和两位使者一起向亚伯拉
罕显现(创 18:1-22); 雅各面对面的看见了
神 ( 创 32:22-30); 以 赛 亚 说 他 ‘ 看 见 耶 和
华’(赛 6:1-5); 出埃及记 24:9-10 说‘摩西、
亚伦、拿答、亚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
七十人, 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家信》: 第 112 期 (2017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史:
布:

“这都是见异象罢了?”
“不! 因为出埃及记 24:11 说‘祂的手不加害
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他们观看神; 他们又
吃又喝’, 这似乎不是异象吧! 如果神不能
被人所见, 而这些人又都看见了神, 莫非他
们见的是三一神中的‘子’? 我认为就是这
样, 而且新约圣经替我们解释了: 独一真神
让我们知道祂是父、子、圣灵(太 28:19;
指三而一的神, 三位一体). 父神从未被人
所见, 子将父启示出来让世人认识, 并且亲
自成为血肉之躯, 即如犹太圣经所说: 神成
了人, 却非一般人. 但是, 神能够以血肉之
躯示人吗? 神能够安坐天上宝座, 同时又临
在人世间吗? 若能, 我们所说关于神的一切
就豁然而开了. 富有兴味的是, 犹太拉比也
有多种看法, 去解释神既不可摸、不可见,
同时又可亲可知, 其中一个观念是希伯来
字 Shekinah, 意即神亲自到世间与人同住
(dwelling presence of God on earth), 譬如神
在出埃及记 25:8 说: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
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曾经有拉比问我:
‘你的意思是: 耶稣是活的 Shekinah 吗?’ 我
说: ‘甚是.’
“犹太圣经
也有提到神
的道: 道由
神出, 却仍
是神. 创世
记说神用祂
的话创造万有, 诗篇 33:6 也说‘诸天借耶和
华的命而造’; 此外, 神的话配受称颂, 如诗
篇 56:4 所说: ‘我倚靠神, 我要赞美祂的话’.
《他尔根》(The Targums), 即亚兰文的旧
约意译本在这里所用的字是 Memra, 解作
‘话语’或‘道’(Word). 举个例子, ‘耶和华对
摩西说’(the Lord spoke to Moses)一语被
《他尔根》译作‘耶和华的道对摩西说’(the
Word of the Lord spoke to Moses).
“我们试把 Memra 一字替代约翰福音 1 章
的‘道’字: ‘太初有 Memra, Memra 与神同
在, Memra 就是神, Memra 成了肉身’. 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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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与人同在, 以前住在会幕里, 如今在耶
稣里. 耶稣是神又是人. 神虽不可见, 超越
一切, 并非凡人, 却又以实体完完全全地展
现人前. 如果约翰只是直接说‘神已经变成
凡人’, 那就很容易造成错觉, 以为神已不
再充满万有, 在天掌权, 却是舍弃宝座, 移
居凡间, 正如异教神衹一般. 但没有, 约翰
清楚地说: 到世间来的是神的道, 这道成了
肉身, 我们借着祂可以亲自认识神. 约翰又
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
生子将祂表明出来’(约 1:18).
“再回到创世记
18 章神向亚伯
拉罕显现的一
幕, 可见神随时
可借着人形显
现. 神既可短暂
地显现, 后来用几十年时光以肉身来彰显
自己, 又有何不可呢? 当然可以, 这就是道
成肉身的意思. 神在圣子里亲自到世间来.
我们若清楚明白圣子是神的完美代表, 祂
本身又是神, 就能解释祂怎可以仍在天上,
却又同时显现于世间, 正如创世记 18 章那
样. 看见耶稣, 就是看见神. 耶稣在约翰福
音 14:9 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又说: ‘我与父原为一’(约 10:30). 请注意,
耶稣没有称自己为神, 只称自己为神的儿
子 — 就是神的丰盛有形有体地充满的那
一位. 这样的宣称, 与犹太经卷的教训毫无
冲突. 事实上, 如果不是这样, 旧约圣经许
多经文都是令人费解、无法明白的.”
布朗从容不迫、以连珠炮式的节奏, 解
答了史特博所提出的第一道问题. 然而, 史特博
笔记本上还有不少反对者发出的尖锐难题, 所以
请继续追看下期的精彩访谈.55
(文接下期)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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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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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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

约伯(上):
约伯的为人
和撒但的攻击
(A)

约伯记简介 (伯 1:1-5)
(A.1) 约伯记的特点
约伯记很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书卷,
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书(参本文附录).
它描述其中一个最古老的问题 — 为什么义
人受苦? 论到义人受苦的奥秘, 约伯记使我们
联想到那位比约
伯更伟大的受苦
者主耶稣基督,
就是“义的代替不
义的”(彼前 3:18).
许多学者认为约伯寿命很长(伯 42:16:
“此后, 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得见他的儿孙,
直到四代”), 活在比亚伯拉罕更早的时代, 处
于创世记 11 章和 12 章之间的时期. 约伯记在
伯 22:15-17 中提到洪水(指发生在创世记 7 至
8 章的洪水, 暗示约伯是活在洪水灭世之后的
人物).56
约伯记是戏剧文学的佳作, 但书中主角
约伯却是一个真实人物(结 14:14 和雅 5:11).
此书大部分篇幅是属诗类, 并教训说苦难不一
定是为了惩罚人(retributive), 也可能是为了管
教和教育人(disciplinary and educative). 耶和华
所注重的, 是最终的成果(伯 5:17-18; 42:10-17;
比较 雅 1:2-4; 5:10-11; 彼前 1:6-7; 5:10-11).
56

伯 22:15-17: “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 这道是恶
人所行的. 他们未到死期, 忽然除灭; 根基毁坏, 好像被
江河(KJV: flood; 希伯来文: nâhâr {H:5140})冲去. 他们
向神说: 离开我们吧! 又说: 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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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声称约伯记是整本圣经的一把钥
匙 — 撒但最初的搞乱(rout)、朋友不断的谴
责(rebuke)和约伯最终的赏赐(reward). 我们看
到一幅有关人类的画像: 起初没犯罪的人受到
试验, 过后犯罪和受苦;57 我们也看到人的帮助
无效, 需要神的启示. 接着是人需要谦卑、悔
改信靠神, 因而获得恢复到比先前更好的光景.
基本上, 此书是为神的治理作出辩护(伯 42:1-6;
表明神所作所为是公正与慈爱的, 编译者按).
(A.2) 约伯记的人物
约伯的家乡是乌斯地(伯 1:1). 我们不确
定它准确的位置何在, 但很可能在以东的地区;
比较 哀 4:21.58 约伯的朋友们, 例如提幔人以
利法(伯 2:11), 看来是来自以东附近的地区(比
较俄巴底亚书, 1 和 9 节). 以东人普遍上倾向
于跟随他们祖先以扫的脚踪(以扫就是以东,
创 36:1). 以扫是典型的“属血气之人”(natural
man), 具有相当大的才能, 但生活方面不追求
倚靠神(创 25:29-34; 也参 创世记 27 章及俄巴
底亚书). 59 无论如何, 约伯是完全的相反 —
他是一个敬畏
神、属灵的人
(伯 1:1,8). 这两
人看来活在大
概相同的地区,
但他们的性格
约伯不仅是个大富翁, 受人敬重,
与特征却是何
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讨神喜悦.
等不同. 仔细考
虑他们的差别, 我们可以学习到:
a) 神所重视的是人的品格特性(character),
而非环境(circumstances).
b) 重要的是在神面前的真实状况(reality),
而非在人面前的声望(reputation).
57

同样地, 约伯起初也没犯罪, 过后却受苦; 但与
人类始祖亚当不同的是 — 约伯受苦非因本身的罪.
58
哀 4:21: “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哪, 只管欢喜快乐;
苦杯也必传到你那里; 你必喝醉, 以致露体.”
59
例如 俄 3: “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指
以东), 你因狂傲自欺, 心里说: 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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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神 面 前 , 具 有 属 灵 的 鉴 别 能 力
(spiritual appreciation)比属血气的才干
能力(natural ability)更有价值.
务要谨记: 我在神面前是个怎么样的人,
远比我在人面前的所作所为更加重要(What I
am before God, above what I do before men).
(B)

约伯的为人 (伯 1:1-5)
(B.1) 约伯的品格
约伯记的开场白(prologue, 第 1 和第 2
章)连同约伯记的收场白(epilogue, 伯 42:7-17)
皆是散文. 此书的主体(主要部分, 伯 3:1-42:6)
大部分是诗歌. 此书以约伯的情况为开始, 针
对他的美好品格作出四项伟大声明, “乌斯地
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
离恶事”(伯 1:1).
(1) 完全(perfect): 这里所指显然不是绝对的完
美, 毫无瑕疵, 像主耶稣那样(来 4:15, 完全
的无罪), 不过约伯在他生活的每一个范围
都是廉正、诚实与相符一致的(伯 1:8; 2:3;
9:21; 比较 创 6:9; 17:1).
(2) 正直(Upright): 他不仅坚持拒绝行恶, 更是
慎重地选择行善, 活出公义正直的生命.
(3) 敬畏神(one that feared God): 约伯有完全与
正直的生命, 乃是因为他对神的敬畏. “敬
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
聪明”(箴 9:10); 这包括了正直的思想和正
当的行为.
(4) 远离恶事(eschewed evil): 他避开或逃离邪
恶的事, 因为他敬畏耶和华(箴 8:13; 比较
帖前 5:22).60
上述四项关于约伯的声明构成约伯记
这本书的主要基础. 约伯没有犯上明显的罪,
就是那些遭致神忿怒刑罚的罪恶. 此书的宗旨
60

箴 8:13: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
狂妄, 并恶道, 以及乖谬的口, 都为我所恨恶.” 帖前 5:22: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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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就是教导我们一个真理 — 苦难可以是
与罪无关的! 因此, 本书一开始就强调约伯优
秀的美好品德. 约伯那相对的完美令人联想到
主耶稣那绝对的完美. 神按着祂的智慧使约伯
受苦, 允准撒但击打祂的仆人. 在神奇妙的恩
典中, 祂也允许撒但击打那位在十架为我们的
罪受苦的神子, 这令我们更惊讶不已. 但感谢
神, 祂的儿子因此击败了撒但(来 2:14-15).
(B.2) 约伯的献祭
约伯的家
庭与福气相当的
大; 他在东方人
中是至大的(伯
1:2-3). 他也是个
敬虔的人, 非常
富有的约伯有许多的牛群和羊群
关心他的家人.
当他的众子按生日摆设筵席后, 他会洁净他们.
他为他们献上燔祭(这无关利未记的献祭制度).
他常这样做, 是为要预先警戒他们, 免得他的
众子们在他们合法的欢庆中犯罪, 心中弃掉神
(伯 1:4-5). 约伯是
他家庭的家长式
祭 司 (patriarchal
priest), 意 识 到 若
没 有 流血 的献 祭 ,
罪就不得赦免. 他为自己的孩子们 供应所需
(provision), 且 是 个 别 地 为 每 个 孩 子 这 样 做
(particular, 伯 1:5: “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
祭”). 祂给神优先的首位(priority, 伯 1:5: “他清
早 起 来 …”), 并 且 坚 持 不 懈 地 这 样 做
(persevering, 伯 1:5: “约伯常常这样行”). 约伯
诚然是一位最初时代的敬虔者.
(C)

约伯与撒但 (伯 1:6-22)
(C.1) 撒但的指控
在撒但出现以先(伯 1:6), 我们看到神的
主权(或译“君主权威”, sovereignty)之伟大真理.
撒 但 虽 是 大 能 的 (mighty), 但 神 是 全 能 的
(Almighty). 透过约伯记第一章, 神让我们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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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发生的事. 神呼召灵界的受造物聚集在祂
面前. 所有在此书中, 包括约伯自己, 都不知道
在神面前所发生的事.
撒但的回答表明他在地上的活动, 而耶
和华问他关乎祂的仆人约伯. 耶和华对约伯的
赞许(“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伯 1:8;
也参 伯 1:1)值得我们注意. 这一节是约伯记的
关键性经节, 因为过后发生的事, 在很大程度
上与这里所说的有关.
撒但指控约伯(伯 1:9), 也指控神自己
(伯 1:10). 撒但表明约伯敬畏神, 完全因为要获
取许多物质方面的福气, 其推论是: 约伯并非
真诚地敬畏神(是假冒的). 他进一步控诉神特
别关注约伯, “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伯 1:10).
(C.2) 撒但的攻击
撒但是何等可怕的敌人(adversary)和反
对者(opposer) (比较 亚 3:1; 彼前 5:8). 撒但晓
得财富使多人狂傲, 不再倚靠神(撒但知道财
富可以改变人、操控人). 他向神建议, 毁掉约
伯的财产, 就能看出
约伯的真面目, 能知
道他真正所爱的是
什么. 撒但满有把握
地认为, 约伯若失去
财产, 就会失去对神
的敬畏之心, 会当面弃掉神(伯 1:11). 神给撒但
有限的自由, 去击打苦待约伯, 但不可伤害他
的性命(伯 1:12; 比较 诗 105:15; 林前 10:13).
撒但在他首次的攻击中, 毁掉约伯的财
物、产业, 甚至他的家人, 迅速带来可怕的灾
祸. 当时, 约伯很可能正在献燔祭给神. 撒但使
尽全力, 要使约伯弃掉神! (比较 林后 2:11). 面
对 这一切的悲剧 , 约伯的反应全记载于 伯
1:20-22. 即使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 面对这样
多、这样大的可怕灾难, 约伯非但没有弃掉神,
反倒表现出极大谦卑, 到神面前称颂祂的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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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惨痛的灾难, 约伯却能如此回
应, 实在叫我们深感惊讶. 他展现出极大的知
足 — 他的一切财富产业并没使他不倚靠神.
他的爱是建立在
神身上(赐予者),
而非祂所赐的礼
物(伯 1:21; 比较
提 前 6:7-8,17).
约伯在极大痛苦中仍然称颂神
他在一切苦难中,
并没犯罪或埋怨神, 反倒称颂神. 在这方面, 他
战胜了撒但, 并证明神是正确的, 他为此展现
出神赐他的美好品德(伯 1:1,8,22).61
*******************************************
附录: 约伯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书?
根据书中事件, 许多圣经学者相信约伯生
活在亚伯拉罕以前的时代, 可放在创世记第 11 章
后半部. 将约伯放在历史的这段时期有几个原因:
1) 书中介绍约伯时没有表明他是犹太人或以色
列人(伯 1:1), 书中甚至没提到任何以色列的王
或先知, 也没提到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等人, 可见约伯应该是活在列祖时代以前的人.
2) 约伯是家里的祭司(伯 1:5), 这类家庭祭司属于
列祖/族长时期或更早的时期(注: 神在西乃山
赐下律法后, 祭司职任就落在亚伦家族的身上).
3) 尽管书中引述各种例证(自然现象)来证实神的
大能(伯 9:5-6; 12:14-15), 却没有提到过红海事
件, 所以约伯很可能活在出埃及记之前的时代.
4) 尽管书中引述神的教训(伯 22:22), 却完全没引
证摩西的律法, 故约伯应是律法时代之前的人.
5) 约伯活了超过 2 百年(伯 42:16 “直到四代”), 这
个年龄的人生是属亚伯拉罕时代以前的特色.
简言之, 不少学者认为约伯的故事很可能
发生在主前 2 千年或更早的时期, 但有可能到了所
罗门时代(约主前 1 千年)才将这故事写作成书.62
61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23-225 页.
62
参 Henry M. Morris, The Remarkable Record of
Job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8), 第 1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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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密室

微声

以巴弗
祷告的战士
在这忙碌的高音速时代, 要找一个真正
祷告的人实不容易. 然而, 在这样忙乱的世代, 神
仍保留一些人借着祷告, 长时间地与祂密切相交.
只要晓得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 从不间断
地为我们代求; 加上有一群忠诚为我们祈求的信
徒, 我们就感谢赞美主, 同时激励我们一同肩负
这无价的代祷重任. 在代祷方面, 神在圣经中记
述了一个榜样 — 以巴弗(Epaphras). 虽然圣经
描述有关他的字句不多, 但每一个字都是宝贵的.
圣经描述以巴弗两件事, 第一是他忠心的服事,
第二是他恳切的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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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监时, 保罗写下了腓利门书; 而当亚里达古下
监时, 保罗写下了歌罗西书. 无论如何, 不管环境
如何, 愿意为基督的缘故与保罗一同下监, 实为
一件光荣的事.
(二) 他恳切的代求
保罗为以巴弗作见证, 论到他在祷告上
的竭力和劳苦, 不单为歌罗西的信徒, 也为老底
嘉和希拉波立的基督徒. 此人特别关心他所认识
的基督徒, 他的代祷名单必定很长. 若说他每天
在祷告中都记念每一个人, 我们也不会感到惊奇.
至少有三件事标志着以巴弗代祷的生命:
(a) 他的代祷是坚持不断的
保罗在结束他写给歌罗西召会的书信时,
透露以巴弗以信心坚持不断地为歌罗西的信徒
祈祷; 保罗如此描述以巴弗说: “他在祷告之间,
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西 4:12). 换言之, 他时时
刻刻在祷告中记念他们, 经常为他们祈求(参看
撒上 12:13; 比较 路 18:1; 罗 12:12; 弗 6:18; 西
1:3; 4:2; 帖前 5:17; 犹 20).

(一) 他忠心的服事
保罗在 西 4:12 写道: “有你们那里的人,
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 可见以巴
弗本是歌罗西的工人(一些学者认为以巴弗很可
能是歌罗西召会的创始者). 当保罗在以弗所居
住传道时, 以巴弗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接受祂为
自己个人的救主(徒 20:31). 归信基督后, 以巴弗
蒙神呼召, 将福音带到其他未有福音传到的地方.
在某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每一个真信徒的呼召和
责任. 以巴弗将信息传到歌罗西; 过后, 他又探访
在罗马下监的使徒保罗, 带给保罗一个欣慰的消
息, 令保罗又喜乐又得鼓励. 较后, 他带着保罗的
书信(歌罗西书), 再回到歌罗西与信徒相会.

(b) 他的代祷是竭力坚忍的
以巴弗的祷告绝非敷衍行事, 而是“竭力
的祈求”. “竭力”一字在希腊文是 agônizomai
{G:75}, 意即“使尽全力地比赛、战斗或苦干”,
从 agônizomai 这一动词衍生出意为“痛苦挣扎”
的英文字 — agonize . 换言之, 以巴弗在神面前
痛苦挣扎地为人代求. 值得留意的是, 圣经选用
相同的语词来指我们主耶稣在客西马尼的痛苦
祷告,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汗珠如大
血点滴在地上”(路 22:44). “极其伤痛”在希腊文
是 agônia {G:74}, 这字正是 agônizomai 的名词,
而英文字 agony (极大痛苦)正是从此字衍生而
来, 故英文圣经《钦定本》(KJV)将“极其伤痛”
译作 agony .

保罗在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下论到以巴弗,
所写的话极具启发性, 且激励人心! 首先, 保罗
说到以巴弗是为基督耶稣而与他一同坐牢的(门
23: “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
尼科尔森(William R. Nicholson)认为, 或许以巴
弗和亚里达古交替地与保罗同下监狱; 当以巴弗

沈保罗在《真知灼见 — 歌罗西书讲
解》中论及以巴弗的祷告时, 说这“竭力”的意思
“是像一个角力运动员那样全力以赴地去与人搏
斗.” 希腊文 agônizomai 是描述争斗或运动员的
竞赛, 所强调的是使用很大的力量(参 西 1:29).
因此, 以巴弗“竭力的祈求”可指他好像与人搏斗

《家信》: 第 112 期 (2017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一般地劳苦祈求 — 他在祷告中情词迫切, 内心
充满痛苦挣扎, 但又锲而不舍地求告神.
由此可见, 保罗将祷告刻画为一种属灵
的搏斗争战或劳苦操练; 这样的祷告对他们的事
工是无比重要的(西 4:2-4). 有者说得好: “新约的
忠心信徒不仅应当恒切祷告(2 节), 而且也当竭
力地祈求. 现今的召会、家庭和整个世界的需要
很大, 信徒必须热切祷告, 知道在竭力祈求时, 基
督的大能就会在我们里面运行(比较 西 1:29), 神
在他人身上所定的旨意就能成全.” (摘自《丰盛
生命研读本》)
(c) 他的代祷是明确指定的
以巴弗不是笼统概括地祷告, 而是清楚
明确地代求. 笼统概括地祷告, 只带来笼统概括
的答复, 唯有清楚明确地代求, 才能获得清楚明
确的答复. 保罗揭露以巴弗代求的内容: “他在祷
告之间, 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
的旨意上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 能站立得稳”(西
4:12). 请留意以巴弗代求三方面的事:
1) 为他们祈祷, 叫他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
完全”: “完全”(KJV: perfect)一词可意为“成
熟”(mature). 在神的子民当中, 有多样麻烦和
分歧是因为灵命不成熟. 以巴弗祈求他们在
神一切的旨意上有足够的成熟度 — 能明白
神的旨意, 并全心致力于遵行神的旨意.
2) 为他们祈祷, 叫他们“信心充足”: “信心充
足 ”(KJV: complete) 意 即 “ 完 全 确 信 ”(fully
assured). 散播异端的人企图让信徒误以为其
教训乃神的话语和旨意, 但成熟的信徒能领
悟属灵的事, 明辨是非, 完全确信真理的道.
3) 为他们祈祷, 叫他们“站立得稳”: 神的子民,
不论是个别或整体, 都需要站立得稳(比较
徒 5:20; 林前 16:13; 加 5:1; 弗 6:13-14; 腓
1:27; 4:1). 当今许多召会真理的流失、教义
的混乱、道德的败坏, 追根究底都因为个别
信徒或整体召会在教义真理和公义圣洁方面
不站立得稳, 甚至不采取明确立场.
陈终道贴切写道: “以巴弗怎样使信徒在
神一切的旨意上完全? 怎样使他们信心充足? 怎

32

样叫他们在真道上站稳? 是借着竭力的祷告. 因
为这些关于灵性长进、信心坚定的事, 并不是单
凭言语辩解说服, 就可以成功. 必须神自己动工,
才有真正的效果.”(摘自《新约书信读经讲义》)
难怪牛津的罗伯逊(Forbes Robertson)常说: “与
人交谈, 不如用半小时为人祷告更叫人得益.”
祷告是与主交通,
在灵里的一种享受, 但
祷告同时也是一种“竭力
劳苦”的事工. 鲍会园在
《歌罗西书注释》中写
道: “在心灵里有挣扎的
时候, 或是为了别人的困难代求的时候, 或者借
着祷告要抵挡邪恶的势力时, 祷告就成了一场争
战, 需要尽所有的力量, 努力去作战.”
以巴弗祷告的重点, 与保罗为歌罗西召
会的祷告相似(西 1:9; 两人都求主帮助信徒明白
和遵行神的旨意).63 这点不单表示遵行神旨的重
要性, 也足证他们两人的同心, 相信他们也必常
在一起祷告, 也都摸着召会的需要来祷告.
此外, 保罗写道: “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
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的劳苦, 这是我可以给他作
见证的”(西 4:13). 以巴弗是歌罗西召会的同工,
但他也关心附近各地召会的光景.64 主的工人不
可只顾全自己召会的工作需要, 而忽略别地的召
会. 迈尔在《珍贵的片刻》中说道: “我们代祷时
也该细心, 尤其为远方的同工, 他们多么需要别
人为他们代求, 祷告会影响极远的地方.”
据说有一位传道人被神重用, 他自己多
少有些骄傲, 更以他的恩赐自豪, 结果天使让他
明白, 他的成功完全是一个穷寡妇的祷告力量.
她经常坐在角落的座位上不住地祷告. 但愿我们
都肯为别人祷告, 且是竭力的祈求!65
63

保罗的祷告是“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
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西 1:9).
64
老底嘉和希拉波立二城离老底嘉不远, 前者离
老底嘉 16 公里, 后者只有 10 公里.
65
上文参考 W. Ross Rainey, Epaphras: A Man of
Prayer, 载《恩言》, 2010 年 10-12 月刊, 第 29-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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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学堂

微光

传福音(三):
福音信息的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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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如我们前辈常提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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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A)

传达福音是极大尊荣
一个人被神拣选为器皿, 来传达福音给
他那世代的人, 这是那人最高的尊荣. 保罗是
最伟大的传福音者之一. 他清楚表明他信主归
正时, 就蒙那位复
活与高升的基督,
召会的头, 呼召他
进入这高尚工作.
当他听到他所遇
到和信靠的救主
耶稣要派他到外
邦人当中传福音
时, 他会怎么想呢? 主给他的使命是清楚的: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但权下归向神; 又因
信我, 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
业”(徒 26:1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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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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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解释和经文出处, 以方便读者明白或作进一步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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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对保罗所说的这番话, 充分表露出传
扬神救赎恩典的福音之目的. 从中也带出一些
原则, 若遵循它们, 便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传
达福音信息. 我们的信息必须是明确的, 不用
修改, 也不用道歉. 所宣告的福音好消息, 必须
是清楚和简单的. 我们的信息应该像我们的主
所传的一样, 是“有权柄的”(太 7:29).
(B)

如何有效地传达福音
这篇文章所要谈的范围, 是公开宣讲福
音.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私下“一对一”分享福
音非常重要, 但在拯救人的灵魂方面, 神所采
用的特别方式, 就是向群众宣讲福音. 论到公
开地传讲福音, 有些重要原则可遵循:
(B.1) “1R-5S”之原则
(一) 要有敬畏心 (Reverence)
敬畏的心或许是传福音最重要的因素
之一. 若要有效地传达神的信息, 不是靠人的
言行或福音的主题, 而是传道者的心灵状态.
演员能用不真实的情感使观众哭泣, 但传道者
却要用严肃的真理使人认真思考. 许多讲员很
有口才, 却从没赢得一个灵魂信靠神. 但神所
差派的传道人会带着
尊贵庄严与敬畏之心
上到讲台. 主耶稣公开
宣读神的话时, 是充满
敬畏的, 而“众人都…
希奇祂口中所出的恩
言”(路 4:16-22). 祂先公开宣读神宝贵的话语,
立下重要根基(路 4:17-21). 不重视神的话, 急
速与轻率地阅读神的话, 都是严重的错误, 是
传达福音前的粗劣开场白. 主耶稣首次公开传
达福音时, 主(神)的灵在祂身上. 总之, 最重要
的是, 我们必须对神的话心存敬畏, 然后靠着
从天而来的圣灵之大能传讲福音.
(二)

要有属灵人 (Spirituality)
传达福音信息必须有属灵的心. 我们需
要属灵的人用属灵的话来传达属灵和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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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传达福音信息的人必须心灵正直, 不令
圣灵担忧. 他必须像约瑟一样, “有神的灵在他
里头”(创 41:38). 如果上讲台前没有准备, 态度
轻率, 对罪人没有深厚的怜悯, 对神没有心存
敬畏, 这一切将导致所传的信息没有恒久果效.
“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徒 11:24). 传达最伟
大的属灵真理需要圣灵充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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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已经远离了初期使徒行传中的方法. 当时并
没有今日常见的故事见证、大力谴责、大声
宣告有关地狱, 或情绪激动地呼召人走上台前
信靠主. 传讲福音时尽量贴近圣经的用词和做
法, 这总是更好的. 这总是带有属神的权柄, 并
被圣灵所用, 来真正唤醒罪人, 使他们知罪而
信靠主耶稣.
(四)

(三)

要说合宜话 (Suitability)
传达从主而来的信息, 必须适合当时的
场合及出席聚会的听众. 如果只是拿着某人最
佳的讲章, 不管听众的背景和状况如何, 在所
有场合对所有种类的人都传讲这篇同样信息,
便是愚昧的做法, 浪费时间. 我们需要明辨的
心, 说出适合时宜的话.
彼得在五旬节向犹太听众所传的话(徒
2), 与他在哥尼流的家向外邦听众所说的话(徒
10), 有明显的不同(彼得对前者多方引证旧约
圣经, 因犹太人熟悉旧约圣经; 但对后者则引
述普世观念, 因外邦人不晓得旧约圣经, 故普
世性的例证较适
合他们, 编译者
按 ). 明 辨 听 众 不
同的背景使他说
出了那能帮助听
众明白和领会的
话语. 彼得这两处
讲章提供传福音者宝贵的功课, 使他们知道如
何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状况说出合宜的话. 保
罗也是如此, 他知道如何按照犹太人的需要在
安提阿的犹太会堂说出适合犹太人明白的话,
也知道如何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向外邦的偶像
敬拜者传达福音(徒 17). 这些人, 靠着圣灵的
能力以合宜的方式传达福音, “翻转世界”(KJV: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 徒 17:6 译作 “搅
乱天下”), 使成千的人信主得救, 归服了主.
使徒们传达福音的方式是值得我们查
考和效法的. 有些人或许发现今日传福音的方

要简单易懂 (Simplicity)
一首古老的诗歌强调我们在此所要表
明 的 : “ 简 单 地 向 我 述 说 , 如 对 儿 童 一 样 .”
(《万民颂扬》第 252 首: “向我说长年往事”)
预备我们听众的心是为救恩信息做好准备. 我
们必须强调世人都是罪人, 是失丧与被定罪的.
我们必须强调世人的堕落, 也表明救主是为罪
人而死(路 19:10; 提前 1:15). 这当然不是好消
息, 但却是为传讲解救之法(即神的福音)做好
准备. 每个罪人必须领悟到他无望的光景、污
秽的状态、罪恶的情况和永恒的危险. 有了正
确的心态和思想, 就能悔改归主.
罪人因了解自己的状况而寻找救主. 对
于这样的寻觅者, 当福音的好消息在这恩典时
代被传开时, 没有比救赎的爱更甜美的故事了.
福音是传讲伟大的事实, 不像其他的宗
教一般(很多宗教是建立在神话与传说的基础
上). 基督信仰是建基于大能的历史事实, 带来
伟大的属灵福气. 福音清楚表明: “基督…为我
们的罪死了”(林前 15:3). 祂为代担世人的罪而
死; 祂的死具有牺牲性的意义. 祂是神的羔羊,
担负世人罪孽的(约 1:29). 那些相信这伟大真
理, 并接受祂的人便可说道: “因信神的儿子…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加 2:20).
我们也传讲基督复活、现今在天上得
着荣耀, 且要再来的伟大教义. 我们传讲基督
曾一次被杀, 但已荣耀复活, 满足了神公义的
要求, 能拯救凡信靠祂的人. 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身份、价值和工作, 是福音的中心信息. 把
罪人引向基督, 就能看见灵魂得救, 也使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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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一神同欢共乐, 这也是众天使所关注的事.
指向十架的基督, 便是述说流血赦罪的故事.
指向基督得着天上的荣耀, 便是述说信徒得蒙
保守、得以活出基督的故事. 指向基督的再来
和接信徒回天家, 便是述说我们所等待的蒙福
盼望. 简之, “基督是一切”应成为所有传福音
者的主题.
要严肃庄重 (Solemnity)
当传讲基督时, 保罗惯性的做法是警告
每个人和教导每个人(西 1:28). 当好消息的福
音信息被拒绝时, 就要发出警告. 罪人必须受
到警告有关继续留在罪中的严重危险, 因为神
必定审判罪(罗 2:6,16; 6:23). 若不信福音, 一
条最严重的罪会加在他们众多的罪上, 这最大
的罪, 就是拒绝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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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权柄与能力 (Authority and Power)
在传福音的事工上, 其中一个最基要的
真理就是我们要明白传福音是神所赐下的任
务. 彼得写道: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
讲”(彼前 4:11). 我们代表神传讲神的圣言. 有
了眼前的圣经, 我们可以像旧约先知那样信心
满满地宣告说: “耶和华如此说.” 人可能会蔑
视传道者, 但绝不可忽视或不理所传的信息.

(五)

“那些不信从福音
的 人 , 结 局 将 会 如 何 ?”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
恩, 怎能逃罪呢?”(来 2:3).
传 福 音 者 必 须 带着怜悯
的心, 忠心地向听众发出
上 述 这 些 和 其 他严肃的
问题, 免得有任何听众因
不知而最终堕入火湖. 在
谈到有关地狱和永恒的审判, 我们也不该尝试
解释其可怕性到了超越圣经所描述的地步. 主
的仆人必须忠诚地使用这真理的利刃, 不必为
此感到抱歉. 在传达不信者将永远灭亡的危险
方面, 我们必须成为忠心的见证人.67
(B.2) “A-C-I-E-C”之原则
论到有效地传达福音, 佩斯利(Harold S.
Paisley)上述所提出的“1R-5S”之原则是我们所
该遵循的. 除此之外, 德克森(Marvin Derksen)
所提供的五个原则也非常有益.
67

上文(A)和(B.1)编译自 Harold S. Paisley 所写的
文 章 “Presenting the Message - Part One”,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Michigan: Truth
& Tidings Inc., 2010), 第 36-39 页.

作为“神的代言人”向灭亡的世人发言,
有两件事需要留意. 不仅我们要有信心
(confidence) — 深信我们所说的正确地反映
神的意念, 我们还要有信念(conviction) — 确
信神要我们说出它. 年轻的讲员(年长的也有
可能)有时一开始就道歉, 或紧张地提醒听众
说他们不善于公开讲道. 事实可能如此, 但这
样做会让焦点放在讲员而非所讲的信息. 我们
在台上不是要代表自己, 而是代表神. 焦点应
该集中在神的信息而非祂的仆人.
与权柄息息相关的, 是我们极其需要属
天的能力 — 与神与人都有能力! 传福音是属
灵的工作, 必须在有圣灵的同在和感动下才能
进行. 保罗来到哥林多讲道时, “不是用智慧委
婉的言语(指人的智慧口才), 乃是用圣灵和大
能的明证”(林前 2:4). 这属神的恩膏只能够靠
着与神独处(私下灵修, 与主交通)方能寻获.
人总是喜欢尝试用各种方法来“感动”
人心, 例如讲一则动人的故事、采纳条理分明
的大纲、使用精巧熟练、流畅悦耳的字句等
等, 这一切对我们传达福音都有用处, 但不能
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 我们讲道时需要圣灵的
同在与能力, 因为只有祂能把真理带入人的心
思意念, 把人从黑暗中带入光明.
(二)

清楚与简单 (Clarity and Simplicity)
“要清楚明确”是传讲福音时所要注意
的另一个因素. 保罗问哥林多人说: “若吹无定
的号声, 谁能预备打仗呢?”(林前 14:8). 我们不
该让听众对所传的信息感到混淆. 我们的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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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叫人“容易明白”, 有条不紊, 不然我们就
只是对空气说话. 因此, 我们必须先明白所要
传讲的, 才能帮助别人明白. 我们要问: “我的
重点是什么? 我要强调的是什么? 我所用的例
证到底是强化我所说的, 还是令人混乱?” 宁可
只用一两处经文, 来清楚传讲圣言, 而不要使
用十多处的经文, 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顺便一
提, 不要以为你的听众熟悉圣经. 要给他们清
楚指示, 并足够时间去翻阅圣经, 不然你在读
圣经之际, 他们还在找那处经文, 没有听你在
读些什么). 要尽量简单地传讲, 并且只讲相关
的事. 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如此简单和清楚地
讲道, 人们总是为此感到惊叹!
(三)

明智与平衡 (Intelligence and Balance)
有几件实际与迫切的事,
是需要我们以明智与平衡的态
度去面对的. 在这“后基督徒时
代 ”(post-Christian era), 我 们 传
福音的任务是重大的. 神呼召我
们去“在这不断改变的世界传讲
永 不 改 变 的 话 语 ”(changeless
Word to a changing world). 当这
世代越发堕落, 基要真理受到忽
视和破坏, 我们就更加需要为基督信仰立下一
个纯正教义的根基. 很多讲道是属劝告性, 却
没有清楚解释圣经教义. 然而, 我们的听众必
须把他们的信念建立在清楚和稳固的事实上,
无论是圣经事实或普遍资讯都是如此.
今日受过教育的听众要求我们引述可
被证实的正确事实. 我们若宣告不真确的属地
之事, 又怎能期望他们接受我们所讲的属灵之
事呢? 圣经要我们“劝服人”(to persuade men).
人的思想必须得着真理, 圣灵能使用它们来光
照听者, 使他们知罪, 悔改信主, 得着拯救. 诚
如一个传福音者所评述的: “我们必须向听者
的整个人(思想、心灵和意志)说话, 并向他传
讲整个福音(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架、死后
复活、统管万有、将会再来等等). 我们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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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想辩论, 向他的心恳求, 为要推动他的
意志, 并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要完全倚靠圣灵.”
我们也要明智地了解我们的听众. 主耶
稣按照不同听众的需要说不同的话, 例如祂对
普通百姓所说的话, 显然与对文士和法利赛人
所说的话不同(祂对后者严厉谴责). 你传道的
深度(指内容或用词的深度)和方式要符合你听
众的程度(指听众的教育程度和理解能力). 主
耶稣对约翰福音第 3 章的尼哥底母和第 4 章
的撒玛利亚妇人所谈的内容和方式显然有别,
但两者都被主所赢取, 归信主耶稣.
最后, 你要设法在传道的主题重点和表
达方式上保持平衡. 连续与不当地集中在某个
特定教义或自己最钟爱的经文, 都
不能把福音传讲得完整与全面. 我
们并非建议传福音时一定要谈到福
音每个层面的每个经文, 但我们不
可失去平衡, 单单专注某个真理而
不谈其他真理. 此外, 说话的大小声
量和语气音调应该有所变化, 这将
帮助听众保持专注力, 也强化所要
传达的真理.
(四)

真诚与怜悯 (Earnestness and Compassion)
论到传福音者的态度和风格, 确有许多
可写之处. 首先, 每个主仆都是不同的, 我们必
须“做回我们自己”, 不该尝试效仿任何自己所
钟爱的传道人. 虽然我们每个人在情绪表达方
面都有不同程度与方式, 但我们不该缺乏真挚
与热诚. 救主耶稣本身为着不信与将亡的以色
列国民而流泪(路 19:41). 传福音时若无情无泪,
便表明它出自一颗冷漠的心. 古时清教徒常提
醒说: “停止娱乐听众, 设法唤醒他们”(Cease to
amuse, seek to arouse!). 我们要情词迫切地传
讲, “如同一个临终的人向一个将亡的人说话”.
有些弟兄传福音时, 让人感觉到他冷漠
无情的苛刻, 甚至看到他脸露怒容, 叫人感受
不到救恩的喜乐(只在忍受他的责骂). 要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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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与眼前“属血气”的听众争战, 而是与
那些捆绑他们的邪灵, 就是“那些执政的、掌
权的”恶魔战争(弗 6:12). 不要与你的听众开战,
而是要以仁慈的心警戒他们. 在这方面, 热诚
的笑容很有帮助.
我们传福音时, 要让人感受到我们真诚
地关心听众的福利. 我们是对“在今生同作客
旅的人”传讲永恒的信息. 你的眼目要看着你
的听众, 与他们保持眼睛的接触, 留意他们的
反应. 如果讲员从始至终一直望着听众身后的
墙壁, 听众便难以感受到讲员的真诚. 讲员可
发出问题、引述语录或讲个故事, 来设法捉住
听众的注意力. 传福音时不要像是读出一篇讲
章, 而是与我们的听众有所互动和交流.
基督与十架 (Christ and the Cross)
最重要的, 是我们传达福音时要以基督
为中心. 保罗传 “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参 林前
2:2). 假 如 我 们 没 有
传讲基督在加略山的
代死和祂所成就的工
作, 我们便不是传福
音. 我们大家都渴望
看见因着忠心的传讲
福音真理, 宝贵灵魂
因此信主得救, 神也得着荣耀, 但我们岂不也
希望传讲救主的美德与完美, 以此尊祂为大?
现今许多布道会上, 讲员随意对待基督本人,
对之何等轻蔑不敬, 这是何等可悲的事啊! 愿
我们永远追求尊荣祂、高举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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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手所触及的事物, 往往最终都留下
挫败和腐坏的痕迹, 但神竟把完美的福音交付
人手, 真令我们感到惊讶. 虽然传福音的事工
常因人的软弱而无效, 但主耶稣给祂门徒最后
的托付却是“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并应
许与他们同在, 赐福他们的事工(太 28:20; 可
16:20). 诚然, 没有比这个更伟大的信息, 因为
它是关乎今世与永恒的. 因此, 清楚与正确地
传讲福音是极其重要的.
正当属灵的黑暗加深, 愿主兴起更多的
信徒, 清楚、忠心、满有怜悯和合宜地传讲福
音. 对于基督徒, 没有比这更大的委托; 对于沉
沦的世界, 再没有其他解救之法, 因为只有福
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68

(五)

(C)

结语
保罗临终之言提到福音和它的传讲, 我
们不感到希奇, 因这正是保罗一生所热切关注
的事. 从信主得救那一日起, 保罗就积极传扬
福音, 为福音争辩. 一切都与“传讲基督”这一
命令与委托有关, 为要扩展神的国. 保罗所关
注的不单是福音信息的内容, 更是它的传讲方
式. 今日我们也该同样地关注此事, 为此努力.

***************************************
附录: 传达福音之“3L-3P”
在传达福音信息方面, 麦坎德利斯(Murray
McCandless)提出以下“3L-3P”之原则:
(C.1)
(1)

何谓“3L”?
仰望救主 (Looking to the Lord)
大卫的秘诀可用五个字来总结 — “主与
他同在”(the Lord is with him; 撒上 16:18). 没有这
点, 一切用来传达福音信息的努力都徒劳无功.
我们必须带着尊严和敬畏的心传达福音.
对于极其差劲的福音传达方式, 相信我们都不陌生,
但我们也听过在这些差劲的传达中, 神使用一个字
来触及听者的良心. 这样的一个字(或一句话), 被
证实是从主而来(耶 37:17).69

68

上文(B.2)和(C)编译自 Marvin Derksen 所写的
文章 “Presenting the Message - Part Three”,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Michigan: Truth
& Tidings Inc., 2010), 第 43-47 页.
69
耶 37:17: “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耶利米)来,
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 ‘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
有?’ 耶利米说: ‘有!’ 又说: ‘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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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留意听众 (Looking at the Audience)
如果我们期望听众注视传道者, 那么传道
者必须注意他的听众! 耶利米眼目直视他的听者.
主耶和华提醒这位忠心的先知(耶利米)不要因听
众的面容而分心, 因为他们面露轻视, 即蔑视先知
所传的信息( 耶 1:8,17). 一般人“不间断的专注
力”(uninterrupted attention)平均只有 8 分钟. 但在
传福音时, 我们不单要面对人自然的局限, 还要面
对黑暗邪恶的灵界势力企图干扰听众. 要维持听众
的注意力, 我们必须以吸引人的方式传达福音.
(3)

不看自己 (Looking away from Ourselves)
传道者有个危险, 即把自己的传道看得过
高或看得过低. 有时候, 当传道者觉得传得很差时,
可能是因骄傲的心受到创伤, 我们晓得自己也很容
易这样. 无论如何, 我们常听见人谈到自己得救的
见证时, 说他们记不起传道者所说的话(但他们仍
靠着圣灵的工作而信主得救; 因此, 人得救全在乎
神, 而不是靠传道人自己, 编译者按). 这种情况可
能是真的 — 神可使用任何方式
和任何人的讲道拯救灵魂, 但这
却不该成为我们的借口, 不去尽
力做好传福音的准备与传达. 我
们也可引证其他经文来支持主要
的经文或论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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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面地传达福音 (Positively)
当我们转述神话语中明确的声明时, 我们
不需感到抱歉. 我们可以带着属天权威, 向人述说
人的败坏、堕落, 或人在神面前的苦境. 在这些事
上, 神并非声明祂的意见或建议, 而是在声明绝对
的事实. 我们传讲救主在十架的奇妙工作时, 也可
持有同样态度. 未重生得救的人对基督徒的看法是
充满负面的, 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是一连串的否认,
是不快乐的. 有鉴于此, 让我们确保我们传讲的方
法与态度, 会叫他们发现自己的看法与事实完全相
反. 我们该以怜悯之心传讲这位慈爱的救主, 在十
架上如何为犯罪堕落的世人流血舍命.

(C.2)

强调福音的个人性 (Personally)
一个诚恳的传福音者必须强调福音的个人
性(可指传道者已亲自领受福音, 接受救主为他个
人的救主, 编译者按). 保罗可以称福音的信息为
“我的福音”(罗 2:16: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也参
罗 16:25; 提后 2:8). 他对哥林多人说福音是“我当
日所领受”的(林前 15:3), 首先是以罪人的身份, 然
后是以管家的身份, 去领受福音. 此外, 透过福音的
传讲, 我们可知道传福音者的个性(personality). 从
司提反、彼得和保罗的信息中, 我们认识到他们有
不同的个性, 对神的真理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但神
仍然使用他们. 我们会效法那些我们所尊重、与我
们同工的传道人之特征和传道方式, 这是难以避免,
也是无可厚非的, 只要它不拦阻我们的听众对福音
有正面的反应.

(1)

总结时, 我们要明白一个年轻弟兄初次传
讲福音时, 不会像那些传福音多年的老练者那般的
好. 他需要时间和不断的操练, 才能更好地传达福
音信息. 人一般上都不喜欢听到自己录音的声音,
但自己录音是值得采纳的方法, 我们借此可察觉到
一些不必要的重复, 并改善我们的遣词用字.

何谓“3P”?
在传达福音方面, 我们必须清楚地和正面
地传讲, 也要针对个人地传讲, 这是重要的. 使徒保
罗提醒哥林多的兄弟们说: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
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
了”(林前 15:1-5), 足见保罗非常重视福音的传讲.
清楚地传达福音 (Plainly)
即使在主耶稣的时代, 人们对祂说: “明明
的(清楚地)告诉我们”(约 10:24). 当他向门徒说到
拉撒路的死时, “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
死了”(约 11:14). 那些清早来到墓前的妇女们, 想
起了祂如何告诉她们(路 24:8: “她们就想起耶稣的
话来”). 救主耶稣留意祂的听众, 也注意祂传达信
息的方法. 无论是旧约的先知, 或新约的传福音者,
他们都清楚地传达每个信息. 当人对此信息表示不
明白时, 往往因为他们不想要去明白. 让我们努力
清楚地传达福音, 使听众明确地明白我们的信息.

(3)

简之, 世人无法听到一个比福音更伟大、
更重要的信息. 愿我们有属灵的抱负, 去努力把福
音清楚地传达, 因它确实配得我们如此行.70

70

上文编译自 Murray McCandless 所写的文章
“Presenting the Message - Part Two”,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Michigan: Truth &
Tidings Inc., 2010), 第 40-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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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71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五):
高超优越的宣告
— 主的晚餐
(A)

“主的事”该有优先地位
虽然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目的, 是要纠
正哥林多召会的错误,72 但我们为此书信而诚心
感谢神. 我们高兴并非因为他们有错, 而是因为
他们被纠正过来. 若他们的问题不被纠正, 那里
的召会就很快消失. 保罗纠正他们的其中一个方
式, 就是教导他们把“主的事”放在优先的顺序上
(林前 7:32).
哥林多前
书有七件关乎“主
的事”的重要事情:
(1) 主 的 名 ( 林 前
1:1-10); (2) 主的桌
子(林前 10:21); (3) 主的死(林前 11:26-27); (4)
主的命令(林前 14:37); (5) 主的工(林前 15:5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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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希腊文 ekklêsia (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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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哥林多的召会、加拉太省的各召会等等.

39

(6) 主的显现(林前 1:7); 以及我们现今要讨论的,
(7) 主的晚餐(林前 11:20). 与“主的事”相对的, 是
“世上的事”(林前 7:33-34), 哥林多前书的主题正
是强调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 更当优先考虑.
(B)

圣经中的优先事例
我们常对非信徒引述主耶稣在 太 6:33
的话: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
要加给你们了.” 这节经文的上下文表明它有比
福音信息更广的解释. 不管是论到事奉一个主
(太 6:24)、生活所需(25 节)或寻求一个国(33 节),
我们必须把最重要的事放在首位(first place). 保
罗称赞马其顿的信徒, 因为论到奉献给主的事,
他们“照神的旨意, 先 把自己献给主”(林后 8:5).
以弗所的召会被主严厉责备, 因为那里的信徒们
离弃起初的爱心(可译作“最先的爱心”, first love,
启 2:4), 主劝勉他们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启
2:5).
此外, 处在饥荒的撒勒法之寡妇只有一
把面粉, 但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
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
我, 然後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王上 17:13). 他
可以辩驳说如果她这样做, 她和她儿子便会饿死.
但她先做饼给神的先知, 而她和她儿子的需要得
到神丰足的供应. 所以保罗劝勉哥林多的信徒说: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
来留着”(指奉献出来给神, 林前 16:1). 这是属灵
的原则,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33).
徒 20:7 记述: “七日
的 第 一 日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我们聚会擘饼的
时候…” (编译者注: 有些
译本作“掰饼”, 而“饼”字在
希腊原文是 artos {G:740},
可 指 有 酵 的 “ 面 包 ”[ 太
16:12], 所以英文译本普遍
寡妇按以利亚的
上将之译作“bread”). 这节
要求, 先做饼给他
主要表明优先顺序的属神
原则. 从这节的用词中, 我们清楚知道所指的并
非普通的聚餐, 而是 徒 2:42 所指的“擘饼”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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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eaking of bread, 即主的晚餐). 徒 2:46 所指
的“擘饼”则是指普通的用饭, 正如接下去的经文
所表明的,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C)

七日的第一日
在 徒 20:6-12, 那里的聚会主要目的是
“擘饼”(7 节), 并且这些门徒擘饼的时间很可能
是在七日第一日的第一个时机(可能是在早晨时
间). 在这漫长的聚会里, 他们首先借着擘饼来记
念主, 长时间的讲道之后(9 节), 他们用饭(11 节).
我们有很好理由相信 11 节的“擘饼”是指用饭,
因它与“吃食物”有关, 如同 徒 2:4 的“用饭”一样.
然而, 哥林多的信徒把主的晚餐(擘饼聚会)当作
普通的用餐, 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 “你们要吃
喝, 难道没有家吗?”(林前 11:22). 简之, 保罗等候
整个星期, 为要与特罗亚的信徒“聚会擘饼”(徒
20:6-7), 所以我们可合理地说, 第 7 节是擘饼记
念主的聚会, 而第 11 节则是普通的用饭.
初期召会每周记念主耶稣的死. 当圣经
要强调这记念的简单性时, 就采用“擘饼”这一词
语. 当要强调这记念
的庄严性时, 就采纳
“主的晚餐”这一词
语. “主”一词被用作
形容词(英文作: the
Lord’s) 在 新 约 中 只
用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这里(林前 11:20), 第二次
则在 启 1:10. 后者是主日(the Lord’s Day, 星期
日), 前者是主的晚餐(the Lord’s Supper), 两者关
系如此密切, 很有意义.
(D)

擘饼聚会的饼和杯
我们在 创 43:24 有个美丽的实例,73 可说
明上述真理. 那里记载约瑟在埃及为他众兄弟摆
设筵席, 与他们一同用餐. 这筵席具有约瑟的特
色, 而非埃及的特色. 同样的, 在哥林多前书, 主
的晚餐具有主自己的特色, 与任何属这世界的事
物或制度无关.

73

创 43:24: “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 给他们
水洗脚, 又给他们草料喂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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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犹大正与犹太领袖商议卖主之际, 主
耶稣拿起饼来, 为此感谢父神, 为着祂自己的身
体将在十架上受创而感谢神. 祂也拿起盛着酒的
杯来, 为着自己的宝血将要流出而感谢神. 祂清
楚晓得这两个简单的象征或标志(emblems, 特指
富有代表性与纪念性
的 表 记 ) 背 后 所 蕴藏
的意义. 过后, 保罗对
哥林多信徒所说的话
记述了那夜在楼房上
所发生的事. 这方面
的记载, 除了从那夜
与主同在的门徒那里获知, 其余都是保罗直接从
主领受的(林前 11:23-34). 一件值得留意的是: 太
26:26 记载: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当
保罗讲述此事时, 他说: “就是主 耶稣… 拿起饼
来…” 众门徒从不称祂为“耶稣”, 正如主所说的: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
本来是”(约 13:13). 我们也该存有这样的敬畏.
(E)

设立“主的晚餐”之目的
设立主的晚餐有三个目的. 首先是记念
主, 因主说: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
我”(林前 11:24). 我们所记念的, 是一切与这位
可颂之主耶稣有关的事. 第二个目的是一个宣告:
“是表明(原文是“宣告”, declare)主的死, 直等到
祂来”(林前 11:26). 我们主的死所表露的一切爱
和痛苦, 所带来的福气等等, 都包含在这宣告里.
第三所要表达的真理是基督身体(召会)的合一.
这合一不仅与哥林多前书 10:17 的“筵席”(table)
有关, 也与第 11 章的“饼和杯”有关.
保罗说“我们所擘开的饼”(林前 10:16),
并非指某个长老去到桌前擘开饼的这一举动, 而
是指每个信徒自己擘开饼的行动, 以此承认是我
导致主耶稣的痛苦和死亡, “祂为我们的过犯受
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赛 53:5).
饼和酒这两个表记虽然简单, 却是主自
己挑选的, 富有极大意义. 尽管如此, 饼和酒不过
是个表记, 表明祂身体受创和宝血倾流. 罗马天
主教犯了一个错误, 宣称这两个表记被转变成基
督“真实”的身体和宝血, 即所谓的“化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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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transubstantiation, 亦称“变体论、变质说、
化体说”). 路德会(Lutheranism)则犯了另一个错
误, 宣称在这表记里, 我们有基督真实身体和宝
血的同在(而非只是象征), 这是所谓的“同体论
(consubstantiation, 亦称“圣体同质、圣体共存
论、合质论”).74 我们应该完全弃绝上述两种错
误. 无论如何, 主应许在这擘饼聚会中, 以及其他
召会的聚会中, 真真实实的与信徒同在.
(F)

进行“主的晚餐”的数次
对于记念主的位格与工作方面, 我们是
否应该偶尔这样做, 还是将之放在首位, 在召会
中高居绝对的优先顺序? 用别的方式改述以上
问题: 我们的主应该在一年的四个星期里有被记
念的优先权(指召会进行擘饼记念主的聚会), 或
一年的十二个星期里, 还是一年的每个星期里,
都有被记念的优先权? 当然, 有人可能会问, “为
什么不在每星期的每一日都记念主?” 新约圣经
的答案: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擘饼…”(徒
20:7).
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在七日的第一
日(每周的第一日, 即
星期日), 并把握第一
个时机(指最早的时
间)来记念主, 给主该得的优先权; 我们借着饼和
杯来宣告主的死, 直等到祂来(林前 11:26). 几乎
所有圣经学者, 甚至是那些自由派的, 都赞同说
初期的召会惯性地在七日的第一日(每周的第一
天)记念主, 尽管这些学者当中, 很多人认为今日
不必这样做了. 但我们相信这是必须的, 为了“使
祂(主耶稣基督)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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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先敬拜和记念主, 后才服事和荣耀主
读者必须领悟到一点, 当我们以服事他
人来服事主时, 我们便叫祂得着荣耀. 在虔诚献
身的事奉上, 服事他人是重要的(加 6:6-10). 不过,
“他人”是我们事奉的主要目标吗? 还是只有主是
我们事奉的主要目标? 有一种事奉是我们只有
给主, 不给他人的, 那就是得赎之民给神的敬拜
(腓 3:3; 来 9:14; 罗 12:1),75 这敬拜只单单归给神.
这敬拜是高居首位的事, 也是我们被神拯救的主
要原因(约 4:23-24).
如果我们认为其他事奉比敬拜神更重要,
应该优先进行的话, 便是犯错了. 当主耶稣在信
徒心中高居首位时, 他就不会认为每个星期的第
一日记念主是多余的重复, 或应该被其他种类的
事奉所取代.
(H)

我们可否随意私下擘饼?
在新约圣经的记载中, 信徒所守的“主的
晚餐”都属于恒久性的召会见证, 没有一次例外.
我们不应该为着旅行者的方便, 自行擘饼记念主
(指几个弟兄姐妹一起旅行时, 就随意在主日聚
在一处, 擘饼记念主, 编译者按), 因为擘饼记念
主是属于恒久性聚集的召会之特权(但若整体召
会去到别处参加召会的家庭营, 那么在主日时,
这召会的信徒就可以在那里擘饼记念主, 因这群
信徒就是那恒久性聚集的召会了, 编译者按).
擘饼聚会是信徒交通团契(fellowship)最
伟大的表现(林前 10:16-17), 将会影响其他所有
聚会, 以及其他所有的召会功能, 正如利未记第
一章的燔祭(第一样祭物)如何影响其他所有利
未献祭制度的祭物. 还有一点, 我们不是接纳某
位信徒进到擘饼聚会, 而是接纳那人进入召会的
交通团契里, 而这样的交通是借着擘饼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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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勒 (Andrew Miller) 表 示 , 马 丁 路 德 (Martin
Luther)“弃绝罗马天主教的变体论 — 饼和葡萄酒在祝
圣后不再是饼和葡萄酒, 而是变化成基督物质的身体和
血. 马丁路德的看法是饼和葡萄酒仍然和先前相同 —
真实的饼和葡萄酒 — 可是与它们同在的, 是基督人性
身 体 的 物 质 实 体 (substance)” ( 引 自 Miller’s Church
History, 第 775 页). 马丁路德否认主餐是个献祭, 或在
那元素里的基督之体该受敬拜; 但他保留说基督的身体
仍在那里, 被领圣餐者(communicant)所领受.

75

腓 3:3: “因为真受割礼的, 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
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来 9:14: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祂的
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作良心), 除去你们的死
行, 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吗?” 罗 12:1: “所以弟兄们, 我
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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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2)
3)
4)
5)

应当预备好朝见复活之主
哥林多前书 11 章要强调五个事实:
主的晚餐之设立(Institution, 11:23; 路 22:19);
主的晚餐之命令(Injunction, 11:24);
主的晚餐之目的(Intention, 11:26);
主的晚餐所包含的问题(Inclusion, 11:18-22);
主的晚餐所须有的省察(Investigation, 11:28).

这是一个严肃和圣洁的责任, 也是一个
蒙福的特权, 比地上任何一个地方更靠近天堂.
加利利的妇女们“看见了坟墓和祂的身体怎样安
放”(路 23:55), 到了“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
那 些妇 女带 着所 预备的 香料 来到 坟墓 前 ”(路
24:1), 因为她们相信主耶稣已经死了. 对于已死
的人, 她们都做好准备带香料来, 我们岂不更当
做好准备朝见复活之主, “收集好初熟的果子放
在我们的篮子”, 即收集有关主耶稣的宝贵意念,
并在祂与属祂之人会面的地方将之献上!
(J)

一些错误的教导或失衡的看法
有些人该受到极度谴责, 因为他们教导
有关背道失丧的错误教义, 说哥林多人在没准备
好的情况下领受主的晚餐, 羞辱了主, 结果他们
当中多人因主审判的手而生病, 甚至多人睡了,
灭亡了. 事实上, 他们并非死而永远灭亡, 只不过
是“睡了”; 这“睡了”一词若用来指死亡, 就只用
在得救的信徒身上. 但在另一方面, 我们岂能轻
视这样的事, 认为不严重呢? 我们擘饼和饮杯时,
若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 即饼乃是生动地象征主
受苦的身体, 这种情况是严重的事. 保罗说: “我
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林前 11:31),
这句话至今还是正确的.
对于此事, 我们要明白这里所谓的“分辨
自己”(或作: 自我审判, self-judgment)不该导致
信徒不再出席主的晚餐, 而是使信徒以自我审判
的精神来领受主的晚餐. 这一节也并非声称只有
那人本身有权利说 他可以或不可以领受主的晚
餐(因为召会领袖也有权利按圣经教导, 来决定
某人是否适合擘饼记念主, 编译者按). 此外, 这
一 节 所 谈 的 不 是 有 关 召 会 的 接 纳 (assembly
reception), 而是那些已被接纳、属于哥林多召会
的一份子进行自我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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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0:17-21 与这里所说的哥林多信徒之
死, 具有显著的相似处. 亚伦的众子被神警告, 在
进入会幕(指圣所)以前, 必须在洗濯盆里洗濯,
“必用水洗濯, 免得死亡”(出 30:20). 保罗在这一
章引述神对以色列民的审判, 将之应用在哥林多
信徒身上. 那导致一些人生病和死亡的众罪, 可
追溯到 林前 10:5-11, 那里列明以色列人的罪,
且警告说: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像他们有发怨言
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林前 10:10); “他们遭遇这
些事, 都要作为监戒;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
们这末世的人”(林前 10:11). 保罗在第 9 章结尾
时却是一个完全的对比, 因他说: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林前 9:27). 愿我们都经历“叫身服我”
的真理!
主再来的应许也与主的晚餐有关. 能回
顾主的十架, 并展望主的再来, 是何其蒙福的特
权啊! 只要我们身体状况允许我们出席擘饼聚
会, 我们就不该缺席! 这是主的命令, 直等到祂
来! (林前 11:26)
(K)

擘饼聚会的实况之描述
为了帮助那些从未见过擘饼聚会的人对
此聚会有清楚的概念, 我们在下文概述这聚会的
情形.
进行
此聚会的建
筑物是简单
舒适的, 不
过没有任何
宗教的形式
或仪式之物
(如圣坛、烛台、诗班座位、十字架等等). 墙上
或许挂着一些具有圣经金句的牌子或照片. 室内
或堂子里没有任何宗教祭坛. 擘饼聚会时, 座椅
的排法是围绕着一张处于中间的简单桌子, 桌上
摆放着一个面包(bread)和一杯酒(wine). 76 在室
76

有些召会采用无酵饼和葡萄酒. 无论是有酵或
无酵的饼, 双方都有各自的圣经根据, 不该成为争论点.
请参《家信》文章: “问题 40: 按圣经的教导, 守主的晚
餐时该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 葡萄汁还是葡萄酒?”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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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后方, 摆放着一些与这圈子隔开的椅子, 让
人可以坐着观察(这些椅子被称为“后座”或“观
察座”, back seats or observer seats, 专给非信徒或
未在召会交通里的信徒坐的, 编译者按).
聚会开始前, 这小群信徒安静坐着, 许多
人低头祷告, 其他人在阅读圣经, 或翻阅诗歌本,
通常是《信徒诗歌》(The Believer’s Hymnbook).
聚会的时间一到, 一位弟兄站起来, 宣告要唱某
一首诗歌. 他大声读出这首诗歌一两节的词句,
再重复宣告这首诗歌的号码. 在没有钢琴、电子
风琴或任何乐器的伴奏下, 大家以真诚的情感高
唱诗歌. 过后是短暂的沉静, 然后一位弟兄站起
来, 带领大家向神祷告. 他并不向神祈求什么, 而
是感谢神赐下极大特权给信徒, 使他们能够出席
这简单的聚会, 使信徒能够聚集向神感谢祂的爱
子主耶稣基督. 他的祷告全是感谢和赞美, 述说
主耶稣基督无比的价值, 并为着救主耶稣的救赎
工作而感谢神. 祷告过后, 再唱一首敬拜的诗歌,
继续那荣耀的主题 — 基督无比的价值和祂在
十字牺牲的重要性.
当聚会继续进行时, 数位弟兄轮流感谢
神, 他们的主题是一样的, 但观察者会注意到敬
拜的语调越来越高, 更多对圣子的赞美香气升到
神面前. 当弟兄把感谢之声献给神时, 其他信徒
便安静地欣赏与认同, 当每个带领敬拜的弟兄以
开声祷告来敬拜完后, 信徒同声以“阿们”附和.
聚会时, 没有任何人占显著地位, 每个参与属灵
敬拜的弟兄都是站在原地. 聚会没有由所谓的
“主席”主持, 没有宣告流程, 但那些开声带领的
弟兄们是深思其他信徒所献上的感谢, 思考所唱
的敬拜诗的歌词. 基督就是聚会的主题, 信徒高
举祂的位格与工作, 并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
一个属灵的观察者不难发觉, 信徒不单
是为着个人或集体所领受的福气而感谢神, 他们
更多表达的是父神对祂独生子的喜悦, 他们在敬
拜中也引证圣经, 来描述父神如何欣赏主耶稣的
完美和优点. 神因着祂完美的属性而被信徒敬拜,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按圣经的教导守主的晚餐时该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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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因着祂的价值而被信徒高举, 因着基督为罪
人舍己的大爱, 信徒谦卑献上感谢.
接着, 某个弟兄站起来, 宣布他将为饼祝
谢. 他简单与敬虔地为着桌上的饼祝谢, 这饼是
适切的象征(或译“表记”, emblem; “表记”意谓富
有代表性的记号), 代表主耶稣在十架受苦的身
体. 过后, 一个弟兄起来走到桌前, 擘开饼, 然后
将它传递给圈子里的众信徒. 每个信徒擘取一小
部分, 然后吃下它.
饼被放回桌
上之后, 某个弟兄站
起来, 同样地为着杯
中的酒而感谢神, 这表记是由主耶稣所挑选, 代
表祂在十架所流的宝血. 如同刚才的饼一样, 这
杯子被传到每个信徒手中, 他们从这杯中吸取一
小部分. 当杯子被传回桌上后, 奉献袋被传给每
一个在圈子里的信徒, 传完后再放回桌上.77
这时候, 某个弟兄站起来读一段经文, 并
解释所读的, 把所记载的圣经真理化为实际的应
用(以讲道或分享圣言来造就信徒). 过后再唱一
首诗歌, 并以祷告结束聚会. 聚会后, 信徒们起身,
互相热诚握手问安, 互相表达爱与关怀.
每个主日, 几乎在世上每个地方都有上
述的聚会在进行着. 这聚会是有关主的晚餐之纪
念, 由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 亲自设立的(林前
11:23-30).78
(文接下期)

***************************************
附录: 擘饼聚会的行动和沉静
1) 擘饼(聚会)乃是一种行动 (It is an Act): 主耶稣说:
“ 你 们 也 应 当 如 此 行 (do), 为 的 是 记 念 我 ”( 路
22:19; 参 林前 11:24-25).
77

有些召会采用“奉献箱”, 即把奉献箱放在聚会
处的某个角落, 信徒聚会前先把钱放进奉献箱.
78
上文编译自“A Supreme Declaration — The
Lord’s Supper” (Chapter 5),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54-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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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擘饼(聚会)乃是一种顺服的行动 (It is an Act of
Obedience): 主耶稣吩咐说: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
的是记念我”(林前 11:24).
3) 擘饼(聚会)乃是一种记念的行动 (It is an Act of
Remembrance): 达秘(J.N. Darby)评论道: “ ‘记念’
一 词 在 希 腊 原 文 有 ‘ 回 忆 ’(recalling) 或 ‘ 回 想 ’
(calling to mind)以作纪念之意.”
4) 擘饼(聚会)乃是一种敬拜的行动 (It is an Act of
Worship): 虽说敬拜不限于擘饼聚会, 但没有别的
聚会比擘饼聚会更适合敬拜. “所祝福的杯”(林前
10:16)是“谢恩的杯”(eucharistic cup), 是与圣徒的
敬拜或感恩有关.
5) 擘 饼 ( 聚 会 ) 乃 是 一 种 交 通 的 行 动 (It is an
Occasion of Communion): 林前 10:16-17 说: “我
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
擘开的饼,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
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
个饼.” 基督徒群体进行敬拜和分领一个饼, 彰显
主里合一与交通团契的特质.
6) 擘饼(聚会)乃是一种审判的行动 (It is an Act of
Judgement): 林前 11:27-34 记载: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的身主
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察 , 然後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
己的罪了.” 基督徒擘饼前理当先自己省察, 免得
不按理擘饼饮杯, 受神管教和审判, 因此受苦.
7) 擘饼(聚会)乃是一种盼望的行动 (It is an Act of
Hope): 记念是往后看, 但使徒保罗在 林前 11:26
提醒我们,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
的死, 直等到他来.” 因此, 每一个擘饼聚会不仅
是往后看主第一次来到世上, 更是往前盼望他第
二次的再来. 哦, 何等荣耀的盼望!

我们若要“记念”某个人, 倒可舒舒服服地坐下,
安静默想那个人, 让我们的思想逐渐被那人所充
满. 这岂不正是今日的擘饼聚会常用的方法吗?
其实, 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 不该是缅怀沉思, 安
静默想, 以思念基督来喂养我们的心灵, 而是应
该以圣洁的能力与活力, 升到属灵职责的最高峰,
在神的桌上摆饼, 以感谢和颂赞来事奉他.
有位著名的主仆把擘饼
聚会形容为“属灵电池
的充电”. 他表示上个星
期事奉主的能力用完后,
我们来到擘饼聚会, 在
主面前“充电”, 使我们能恢复爱心和力量, 好在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充满能力地事奉主. 我们对这
看法深感遗憾, 因为事实正好相反. 我们应该在
整个星期中与主密切交通, 更深地赏识(欣赏与
认识)基督, 并从中收取属灵的材料, 好叫我们在
擘饼聚会上, 带着满了的心、满了的手、“满了
的篮子”来到主面前, 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先向
主献上属于祂的那一份(谨记主说: “谁也不可空
手朝见我”, 出 23:14-15; 34:20; 申 16:16-17).
对此真理缺乏认识已导致擘饼聚会上的感谢和
敬拜何等贫乏, 经常出现长时间的沉默, 许多弟
兄互相等候, 直到最终他们的心灵进入正确状况
后, 才向神述说有关祂的儿子; 结果很多弟兄几
乎等到聚会的末了才开声祷告, 在过久的等候中
白白浪费许多宝贵时间.
上一代弟兄们常提醒我
们, “会幕里有桌子没有
椅子!” 当祭司进到会幕,
他们要忙着事奉神, 从他
们进入会幕的那一刻, 直
到他们离开为止. 倘若他
们要在神同在的平安下,
安静他们的心灵, 或坐着
回忆默想, 那么他们应该
在自己的帐幕里进行. 当马利亚坐在耶稣脚前,
那不是在神的家中, 而是她自己的家中.79

我们承认擘饼聚会时, 按圣灵的带领, 有时会
有沉静片刻, 让大家进入更深的敬拜. 但我们也要警
惕, 不可因众人都沉浸在各自的敬拜中而导致过久的
沉静. 我们必须在这方面保持平衡. 托尔(J. G. Toll)以
下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若大家容许我表达个人的看法或判断, 我认为许
多基督徒误用“聚集记念主”这个表达方式, 来支
持他们过久的沉静不语. 无可否认, 我们确实是
“记念主”, 但“单单记念主”是不合乎圣经的“一
半真理”(half-truth), 而这“一半真理”是危险的,
也把这擘饼所要强调的重要特征给掩盖了, 使之
含糊不清, 并鼓励信徒以错误态度来看待擘饼,
导致今日的擘饼聚会陷入低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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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改编自“The Breaking of Bread”(Chapter 35), in
Church Truths (by J.G. Toll, 2001), 第 153-156 页. 此书
由托尔(J.G.Toll)出版,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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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之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九) :
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序言
曾听人说: “进神学院修读神学(theology)
都是好的! 因为神学和神学家都尊重圣经, 并高
举圣经的无误和权威!” 80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有些神学否定了圣经中的神迹, 也否定主耶
稣的神性, 我们在上期《家信》中所探讨的“自
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便是最好的例子. 本期,
让我们探讨另一个看似正统却非正统的神学 —
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 Theology).
正如上期所指出的,
19、20 世纪兴起的自由主义
(自由神学)极力否定圣经无
误的历史真实性, 严重地破
坏人对圣经的信心. 面对自
由神学的挑战, 有两股强大
的反对力量先后崛起, 即所谓的基要主义
(Fundamentalism)和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
与之全面抗衡, 并重创自由主义神学.
(B)

基要主义
(B.1) “基要主义”的词源
根据巴刻(James I. Packer), “基要主义”这
一名称的使用, 至少要追溯到 1909 年, 那一年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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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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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基本要道》(the Fundamentals)小丛书的
第一册. 此套丛书共 12 册, 由许多知名圣经学者
执笔, 其目的是解释并辩护福音主义的基督信仰
之真理. 借着两位美国富翁的慷慨捐助, 这套丛
书得以免费赠送给“说英语地区的每一位牧师、
布道家、海外传教
士(传道士)、神学
生、主日学校长、
男女青年会的干事,
只要知道他们的通
讯处, 都免费寄送
他们一部.” 结果竟
然送出三百多万本.
(B.2) “基要主义”的教义
1901 年 , 美国北 部长老 会发 行 《 演讲
集》(The Deliverance). 这本《演讲集》罗列了
五项内容作为“信心和福音主义的基督教之基本
要道”: (1) 圣经的默示和无误性; (2) 基督的神性;
(3) 基督由童女所生和祂行的神迹; (4) 基督为我
们的罪受死; (5) 基督肉身的复活和亲自的再来.
这五项被采纳, 便成为日后“基要主义者”的组织
之教义纲领.
1920 年, 出席美国北部浸信会会议的福
音主义的代表, 重新申述、确定和强调了基本要
道; 在浸信会一份刊物的一篇社论中, 提出了“基
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s, 指那些为基本要道
忠实作战的人)这一名称. 真正的基要主义是抵
抗自由派和现代主义神学的, 是 20 世纪所特有
的更正教神学.

1)
2)
3)
4)
5)
6)
7)
8)

根据郑国治, 基要派的信条(或教义)如下: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是无误的.
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基督由童贞女所生, 祂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
的人, 具有神人二性.
人是神创造的, 但(因犯罪而)堕落了.
基督代替罪人而死, 祂是独一的救赎者.
人必须重生.
耶稣基督是肉身复活(而非仅是精神复活).
基督复活的身体会随时再降临(指基督会随
时带着复活的身体再临, 即第二次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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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人会肉身复活, 信主者得永生, 不信者遭永
刑.81
(B.3) “基要主义”的代表人物
根据奥尔森(Roger E.
Olson), 更正教的正统神学
特色是格外强调圣经是逐
字默示的, 其立论无谬无误.
在 19 世纪的美国, 其代表
人物是长老会著名神学家
Charles Hodge
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
1797-1878) 、 亚 历 山 大 · 贺 智 (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 1823-1886)父子两人和后继
者华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 1851-1921), 从
1812 至 1921 年的一个多世纪中, 为基要主义奠
定了坚实的神学和教义基
础. 在那个时代, 他们任教
的普林斯顿(Princeton)神学
院也成为基要主义的重镇.
在 20 世纪 20 年代, 基要主
义开始蓬勃发展, 主要人物
是 梅 钦 (John G. Machen,
A. A. Hodge
1881-1937).82
(C)

新正统神学
(C.1) 新正统神学的背景名称
马有藻指出, 当自由派遭受正统信仰的
反击后, 新自由神学(Neo-Liberal Theology)便因
此而起. 但有一部分的神学家, 他们固然不赞同
新旧自由派的神学, 但也不与正统派的神学见解
认同. 他们原则上虽与正统神学一致, 但他们却
认为正统神学太过于“基要派”, 于是他们便改革
一点正统派的神学, 为的是要符合自己的思想,
所以他们遂称为“新正统派”.83

81

郑国治著, 《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柔佛:
人人书楼, 2008 年), 第 92-93 页.
82
除了脚注所注明的, (B.1)至(B.3)摘自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
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225-226 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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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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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写道: “新正统神学是 20 世纪崛起的
另一抗衡自由派神学的主力. ‘正统’意味着, 经
过 2 百年的自由主义后, 神学家开始重拾伟大的
更正教的神学主题, 如人的败坏、恩典超越自
然、单单因信得救, 尤其是神的全权和超越性.
对新正统神学而言, 神是‘截然不同的他
者’(Wholly Other); ‘新’说明它与正统信仰并不
完全相同.”84
在新正统神学阵营的人, 不是都喜欢“新
正统神学”这个名称, 他们更愿意根据各自重点
来称呼自己, 所以有数个不同神学名称如下:
1) 巴特主义(Barthianism): 新正统派常以巴特
(Karl Barth)在 1919 年出版的《罗马书注
释》为起始, 此后不同的神学便雄霸了这个
时期. 他的神学见解也统作“新正统主义”.
2) 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 在巴特神学中,
危机即“转机”之意. 巴特强调神审判人, 但人
在面对神时因信可转变其身分, 与神和好. 换
言之, 人透过危机关头(“处境”)来经历神.
3) 改革正统神学(Reformed Orthodoxy): 新正统
派之兴起因素之一, 是当时的神学家, 一面不
满意新自由派之观点, 但又不与正统信仰完
全认同. 他们深受存在主义之影响, 认为正统
神学不够实际, 于是便在正统神学上加以“修
剪”, 要弄出一套符合他们见解的神学, 所以
他们也称为“改革正统神学”85
新正统神学自 20 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开始发展, 但它的起源与丹麦哲学家兼神学家
克尔凯郭尔(或译“祁克果”, 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有关.86 根据殷保罗, 此人是存在主义
84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234-235 页.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
第 168-169 页. 值得注意的是, 新正统神学也被称为“辩
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 描述神人对立的关系), 但
“辩证神学”事实上是一个广义的名词, 由新正统派时代
开始, 可以应用在很多神学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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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551 页.
86
克尔凯郭尔反对黑格尔的泛理论, 认为“真理即
主观性”, 哲学以上帝为归宿, 研究的是个人的“存在”,
著有《非此即彼》、《人生道路的阶段》等.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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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tialism)的创始者; 而新正统神学就是建
基于存在主义的(指“有神论的存在主义”). 87 克
尔凯郭尔认为神是存在的. 人要与神相遇
(encounter with God), 就要在个人绝望时凭“信心
的跳跃”(leap of faith), 所以他的神学也被称为
“绝望神学”(theology of despair).88 可是他不重视
基督及圣经事件的历史性, 只热切追求主观性的
神与人相遇.89 这点深深影响日后新正统神学家
的神学方向.

a)
b)
c)
d)
5)

(C.2) 新正统神学的学说理论
虽然新正统派学者在神学观论的细节上
仍不能完全一致, 但大体而言, 他们具有四大神
学特征:
1) 神论: 神是超物界(Transcendental)的神, 但祂
有自己的工作与领域, 正如世人也有人的责
任与境域, 彼此河水不犯井水, 更不要因天
灾、横祸、罪恶而埋怨神, 因这并不在神的
责任领域里.
2) 基督论: 基督是一个历史人物, 凡基督所做
的不一定是历史(不一定有历史的真确性, 但
对巴特和布仁尔而言, 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人类救恩的超自然起源, 请参
下文, 编者按).
3) 圣灵论: 圣灵并不是那位“有位格的三一神”
的其中一位, 而是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一种推
动力(dynamic)而已.
4) 圣经观: 此派人士认为圣经的文字穿上“神
话”的衣服, 他们的任务乃要将这些“外衣”脱
87

请参本文附录二: 存在主义是什么?
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体弱多病, 忧愁
善感, 忧郁成性, 这令女友与他解除婚约(1841), 此举无
疑使他深受打击, 以后便过独居孤单的生活. 对于“存
在”, 他称上帝为“完全的另一位”(或译: 截然不同的他
者, Wholly Other), 而人生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在乎与这
“完全的另一位”发生关系. 当人在人生各类遭遇而不能
自决时(遇到困境无法解决时), 那是与神相遇的时候, 那
便是运用信心跳到神那边去(“信心的跳跃”). 这种在危
机时才“人穷呼天”的信心, 有点像巴特的“危机神学”,
因此克尔凯郭尔也可作新正统派的先河 .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 第 162-163 页.
89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41-542 页.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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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使神的话明确清晰地呈现在人面前. 他们
又认为圣经并非神的启示, 而是证明(witness
to)神的启示; 他们主张圣经不是神的话, 而
是含有(contain)神的话.90 比较以下圣经观:
基要派: 圣经是神的启示, 故毫无错误
自由派: 圣经是神的启示, 但充满错误
新自由派: 圣经不是神的启示, 因错误百出
新正统派: 圣经含有神的启示, 故正误交错
(即有正确也有错误之处)91
人论: 此派人士相信人是真正败坏的. 人的
理性不能证明神的存在, 个人救恩的经历才
是神存在的明证.92

(C.3) 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
(a) 巴特 (Karl Barth)
论到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 毫无疑问
该首推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 此人是瑞士
神学家, 反对自由主义神学, 为新正统神学(即
“辩证神学”)的主要代表人
物. 他反对纳粹(Nazis), 但
他的政治观属于社会主义,
所以不赞成反对共产主义.
其著作《教会教义学》
(Church Dogmatics, 193262)以耶稣的复活作为基督
信仰的中心点.
巴特 (Karl Barth)
在 1915-1919 年间, 自由神学非常猖獗,
控制了整个欧洲的神学动态. 1918 年, 巴特出版
首本神学著作《罗马书注释》, “此书一面世, 便
如同在欧洲的神学思想界内投下一枚炸弹. 将当
时的新神学炸个稀烂. 这本书俗称《新正统派之
宣言》(Manifesto of Neo-Orthodoxy), 亦有称之
为‘二十世纪的九十五条文’.”93
不过, 巴特的圣经观存有严重的缺陷, 因
“巴特认为圣经能成为神的话, 只在于人接受, 若
90

新正统神学认为神的启示不一定是言语, 也是
一种动力, 使神与人有机会相遇.
91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69 页.
92
郑国治著, 《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 第 97 页.
93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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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其经历上不以圣经为神的话, 则圣经就不成
为神的话.”94 殷保罗进一步分析道: “虽然巴特回
到圣经的研究, 但他没有把圣经视为神的话. 他
反对真确无误的话语之概念, 称这个为‘纸上教
皇’(paper-pope). 对巴特来说, 圣经不是神客观的
话语, 而是神话语的见证. 圣经作者只是写出他
们有关神启示的经验; 在读圣经的时候, 人也可
经验到圣经的启示. 这样说来, 圣经就只是对读
圣经的人才成为神的话语.”95
总括而言, 巴特的神学有几方面是正面
的, 例如他强调要回到圣经的研究上, 大力反对
自由派训练方式. 他也强调神至高主权和超越性,
并认为整本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 这些都是有价
值的. 不过, 巴特的神学缺点也不容忽视. 他否认
圣经的默示和无误性, 保留自由主义和高等批判
学 观 念 . 96 他 也 不 相 信 真 理 能 以 教 义 命 题
(doctrinal propositions)来陈述(他认为人若能遇
到真理, 是透过神在基督里, 把自己启示出来),
并宣称圣经并非神的话语, 除非圣经对个人“成
为”(becomes)神的话语; 换言之, 他认为个人研
读圣经所领受的, 才是神的话语. 此外, 他也反对
“普遍的启示”(但这是圣经所确定的, 参 诗 16:1;
罗 1:18-21; 看来巴特把神的普遍启示与圣灵对
读经者的光照混淆了). 最后, 他的神学观点也引
致“普世论”(universalism).
(b) 布仁尔 (Emil Brunner)
布仁尔(Emil Brunner,
1889-1966)是 瑞士 新 正统 派
神学家, 著作有三百余种, 曾
获赠 8 个博士学位. 他认为
神 学 是 为宣 扬神 启 示之 道 ,
应该用在教会与人的生活上,
故称“宣道神学”. 他强调神
学是关怀人的需要, 不是为
Emil Brunner
94

同上引.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43 页.
96
巴特虽相信基督是神道成肉身, 是神救赎大工
之显明, 是人认识神的中保, 但他认为基督的复活不是
真的复活, 而是祂的人性被高举而已. 巴特也否认基督
肉身的再来. 马有藻, 《先贤伟论》, 第 171 页.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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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教, 故他反对护教学. 其著作有《神的命令》
(1932)、《神人相遇》(1938)和《启示与理性》
(1941)等. 1938 年, 他接受了普林斯顿神学院及
协和神学院作客座讲师之邀请. 1953 年, 他应聘
到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 实践了他常强调的
宣道神学(两年后才退休回国).
布仁尔采纳高等批判圣经法, 所以常讥
诮那些主张圣经无误论的基要保守派. 他否认圣
经的神迹, 及许多史事记录, 连基督的降生及复
活叙事也不完全接纳. 马有藻写道: “布仁尔的基
督论与正统神学相似(指他坚持基督真正的人性
和神性), 只是他却主张基督的真实需要一个个
人与神的相遇才能证实, 这相遇借着教会的见
证、宣扬, 故此他著作了《神人相遇》一书详细
论释, 不过他否认基督的史实, 没有十架的历史,
没有复活, 也没有复活后的显现, 更没有升天、
再来等等.” 此外, 布仁尔认为保罗的书信含有许
多错误.97
对于布仁尔的神学观点, 殷保罗的评价
是: 布仁尔反对自由派对耶稣的错误观念、人的
善行之看法, 以及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乐观理想.
布仁尔提出新的论调, 声称人的罪性, 提出要回
到圣经、需要信心及注重基督徒的操守. 但布仁
尔的缺点包括: 否定圣经完全是由神所默示的 ,
也否定亚当及创世记第三章(人犯罪堕落)的历
史性. 虽然他持定基督论的教义(指相信耶稣基
督的人性和神性), 但他否定童女生子, 也否定地
狱的真实性.98
(c) 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尼 布 尔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是美国
德裔, 是新正统派之美国代
表, 与巴特和布仁尔齐名,
成为“新正统派的三剑侠”.
尼布尔曾在路德会神学院
攻读, 又在耶鲁神学院研究.
Reinhold
他厌弃学术的繁琐, 转而追
Niebuhr

97
98

马有藻, 《先贤伟论》, 第 174 页.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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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命的真实. 这种渴望奠定了他在神学上的新
路向.
1915-1928 年间, 尼布尔在底特律(Detroit)
牧会. 在这期间, 他看到劳工阶级在社会中受到
不平等对待, 于是卷入劳工和管理层的斗争. 他
看到工人的贫困及恶劣环境, 就公开抨击福特
(Henry Ford)的政策, 以福特为资本主义制度中
压迫者的代表.99 这段期间的经历使他日后多强
调“伦理神学”(巴特则是强调“圣道神学”, 布仁
尔是“宣道神学”), 并写了《道德的人与不道德
的社会》(1932 年才出版). 1928 年, 他去到协和
神学院教授伦理学, 直到 1960 年退休为止.100
尼布尔的神学观主要是社会公义和人的
问题. 虽然尼布尔反对自由派的乐观主义(指人
是天生善良的, 最后有乌托邦[完美]的世界), 但
他不如巴特或布仁尔那样的圣经化(指从圣经寻
找问题的答案). “他声称社会的不公平是植根于
罪, 但他也为罪重下定义. 他没有从圣经中寻找
罪的概念, 他反对“人有原罪”的看法, 反对亚当
的堕落及其历史真实性(他称创造的记载与人类
的堕落为“神话”[myth] ).” 他认为“罪是社会性多
于灵性的问题, 所以传福音的方法应是致力改革
社会, 而不是改变个人; 登山宝训是今天商业社
会的宪法和经典.”101
(d) 田立克 (Paul Tillich) 102
波兰出生的田立克
(Paul Tillich, 1886-1965) 在
年轻时, 全家搬到德国的柏
林. 他于 1912 年被按立为路
德会牧师. 他过后移民美国,
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哈佛大
学及芝加哥大学任教, 并写
Paul Tillich
了一本三册的《系统神学》

99

同上引, 第 546 页.
马有藻, 《先贤伟论》, 第 175-176 页.
101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46-547 页.
102
在分类方面, 马有藻将田立克列入“有神论的存
在主义者”之范畴, 但本文根据殷保罗的《慕迪神学手
册》, 将田立克归类于“新正统神学”的学者.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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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Theology). 他的神学在德国被视为
自由派, 在美国则被视为新正统派. 田立克宣称
自己是站在自由主义及新正统主义之边界上的.
他 的 神 学 在 当 地 被 称 为 “ 辩 证 神 学 ”(dialectic
theology).
殷保罗评述说, 田立克可被称为一个哲
学家过于神学家. 他所关注的是意念(ideas)及概
念(concepts), 而不是圣经的历史事件. 基于这一
理由, 田立克过于相信人的理性. 更甚的是, 他使
用现代的类比手法来诠释圣经, 把新的意义附加
于圣经话语上. 他 否定个人的罪 及对神的背叛.
正如否定在伊甸园人类堕落的历史事件一样. 他
主张人类的罪是由于缺乏关怀. 根据田立克的神
学, 耶稣基督不是圣经中的历史人物; 救恩不是
借着赎罪的工作完成, 而是透过所谓的“终极关
怀”(ultimate concern). 根据田立克对圣经的看法,
摧毁了所有以历史为基础的基督信仰之教义.103
(e) 罗滨孙 (John A. T. Robinson) 104
罗滨孙(John A. T. Robinson, 1919-1983)
是英国伍尔维奇(Woolwich)的主教, 是田立克神
学的倡导者. 他的著作《忠于神》(Honest to
God)记录了他自己的宗教思想. 罗滨孙的神学植
根 于 以 下 三 方 面 : 他 根 据 布 尔 特 曼 (Rudolf
Bultmann, 1884-1976)的提议, 要将圣经中的‘神
话除去’(demythologize), 使圣经合乎现代人的口
味 ; 105 他 又 根 据 潘 霍 华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采取一种没有宗教性质的基督信仰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也根据田立克, 看神为

103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47-549 页.
在 分 类 方 面 , 罗 滨 孙 被 马 有 藻 列 入 “神 死 神
学 ”(Theothanatological Theology, 或 称 “God-is-dead
Theology”)的神学家之范畴, 但本文根据殷保罗的《慕
迪神学手册》, 将罗滨孙归类于“新正统神学”的学者.
105
德国的布尔特曼是存在主义者, 因他研究新约
圣经时常自问: “这段经文对我的存在有何关系?”. 他的
释经法被称为“存在释经学”. 在分类方面, 马有藻将布
尔特曼列入“新正统派神学家”的范畴, 但本文根据殷保
罗的《慕迪神学手册》, 将布尔特曼归类于“激进神
学”(Radical Theology)的形式批判学者(form critic). 我们
在下期《家信》分析圣经批判学时, 才讨论布尔特曼.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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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存有的根基”(Ground of our being), 及人的
“终极关怀”.

巴特的圣经论也是自由派和保守派批
判的目标. 自由派指责他忽略高等批
判的结果, 以字句默示的态度对待圣
经. 另一方面, 保守派指责他断然区分
“神的话”与圣经, 并否定圣经无误的教
义. 这两方面似乎都未注意巴特的圣
经论和他使用圣经的差别. 自由派专
注于他对圣经的使用, 而忽略了他关
于圣经的人的性质之强烈言论. 保守
派则专注于他的理论, 忽略了巴特视
圣经为神学的绝对权威之态度. 其实,
值得批判的是, 巴特在 理论与实践上
表现不一.

殷保罗指出, 罗滨孙对神的概念与田立
克是相近的. 罗滨孙否定有位格之神(personal
God)和超越之神(transcendent God), 并把神与宇
宙等同. 罗滨孙提倡 要将基督
信仰世俗化. 他偏向参与社会,
甚至反对祈祷. 他反对道成肉
身, 并提出 耶稣从来没有自称
为神 . 简之, 罗滨孙的神学不
能被视为历史性的基督信仰.
他的神学破坏了正常的用语之
John A. T.
含意, 即释经学的传统法则.106
Robinson
(f) 何登 (William E. Hodern)
近年来最新崛起之新正统派神学家, 可
算是威廉 ·何登了. 加拿大神学家何登在大学毕
业后, 转赴美国协和神学院深造, 取得神学博士
学位. 在协和神学院就读时, 曾任田立克的助教,
毕业后在纽约州任循道会及路德会之牧师, 及路
德会神学院院长一职.
1955 年, 何登出版了他的著作 — 《更
正教神学平信徒指南》(A Laymen’s Guide to
Protestant Theology) . 此书是一本近代神学史批
判导论. 1959 年, 他出版了另一本著作 — 《为
新改革宗神学的辩护》. 此书是何登神学思想的
代表作, “目的为了辩证‘新正统学派’(他称之为
“新改革宗神学”)的神学立场, 因他认为此派学
者(包括他在内)的兴起, 全是为了要恢复改革时
期改革家的神学魅力, 因他们认为改革家的神学
活力已在 20 世纪神学思潮中陨落了.”107
(C.4) 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
葛 伦 斯 和 奥 尔 森
(Stanley J. Grenz & Roger E.
Olson)在他们合著的《二十世
纪神学评论》一书中, 是这样
评述巴特的独特圣经观:
Roger E. Olson
106
107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49,551 页.
马有藻, 《先贤伟论》, 第 177-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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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指出, 葛伦斯和奥尔森的这番话是
很有见地的. 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引发如此争论
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他们的言言不一 (论述彼此
冲突)和言行不一(论述与实践冲突).
先看看巴特对圣经的观点. 如前文所述,
巴特竭力要塑造的是“神话语的神学”. 不过, 巴
特认为圣经并不等同神的话, 圣经只是神的话的
形式之一; 神的话的首要形式是耶稣基督 , 其次
是作为神启示的最特殊见证的圣经, 第三种形式
是教会对福音的宣扬. 后两种神的话之形式, 是
功能性的(functional), 只有当神用它们来启示耶
稣时, 才是神的话. 巴特说: “圣经是神的话, 这样
的说法不能因此就推论, 神的话是连结圣经. 相
反地, 我们需要这样说, 圣经是连结于神的话.”
巴特认为, 神的话总有“事件”的特性, 圣经不是
静态的, 它在某个事件中“成为”神的话. 具体说,
只有神用圣经使人与福音相接触时, 它才“成为”
神的话: “唯有在神使它成为祂的话, 或透过它说
话时, 圣经才是神的话.”108
因此, 巴特反对贺智(Charles Hodge)等人
坚持圣经是神“命题式的主要启示”(propositional
revelation)之观点, 尤其反对正统派关于“圣经的
字句默示”和“圣经无误”的立场. 他认为, 圣经从
头到尾根本是人性的(指属人的, human): “我们
在圣经中所有的, 最多不过是人试图重复、复制
108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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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神的道), 所使用的是人的言语、思想和
人的情境.” 109 巴特认为, 圣经既然不是神的话,
而是人的作品, 其论述就都可能有错误(正如他
在以下所表明的):
圣经有明显的重复与矛盾之处, 例如,
在律法(书)与先知(书)之间, 在约翰与
符类福音的作者(即马太、马可和路加)
之间, 在保罗与雅各之间…
先知与使徒…是真实不虚的, 就像我
们是历史上的人物一般, 因此在他们
的行动中有罪, 在他们所讲所写的话
中很可能有错谬之处.
圣经的脆弱之处, 乃在于它错误的范
围, 也扩展至它宗教或神学的内涵.110
(C.5) 新正统神学的矛盾和冲突
巴特的基本论调就是 圣经是一部人写
的、有错误的作品; 圣经的权威在于 — 神一直
在使用它. 这样, 巴特的圣经观与他的治学方
法、神学教义就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和冲突.
里程正确地将之剖析如下.
首先, 巴特的神学巨
著《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 刻 意 没 有 绪 论
(preface), 以 表 明 他 的 神 学
是完全基于圣经的、神话语
的神学. 不过, 圣经既然是人
性的、有错误的(此乃巴特
的观点), 又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圣经的内容不是
人对神正确的思想, 而是神对人正确的思想”这
样的话呢? 巴特称, 圣经的论述可能有错并不重
要, 因为神一直在使用有错, 甚至有罪的见证, 圣
经只是这些见证之一(编译者注: 神使用有错甚
至有罪的人[如大卫、约拿、彼得等等]为他作
见证, 所以巴特认为, 圣经也是神所使用的其中
109

人的言语和思想虽然有限, 但它仍足以准确无
误地传达神的启示或信息. 有关这方面的解释和例证,
请参 2016 年 7-9 月份, 第 110 期《家信》的“书中之书: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七): 人能写出无误的圣经吗?”
110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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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错甚至有罪的见证”, 正如圣经作者的品
行上会有错误, 所以圣经的内容也会有错. 但巴
特忽视了“神所默示”的意义和功用, 即在神的默
示下 — 圣灵特别的引领、保守和督导下 —
这些有罪的圣经人性作者都能写出无误的圣经
内容).
里程评述道: “且不论巴特这种辩解是否
正确, 现在要问的问题是: 如果说, 神可以使用有
错、甚至有罪的见证, 人如何能正确地使用这些
有错、有罪的见证呢? 如果圣经也是这类有
错、有罪的见证之一, 那么, 为什么巴特又说‘评
定教义的最后准则, 是看与圣经是否相符; 若是
不符, 便绝对无用’呢? 巴特把圣经当作判断教义
是否正确的唯一准绳 ; 但是, 如果这‘准绳’本身
就不‘准’, 就可能有错, 甚至有罪, 那么, 他那完
全基于圣经的神学教义和所有神学著作, 怎么可
能是‘准’的、没有错误的呢?”
第二, 奥尔森写道: “认清巴特的圣经观,
与他对圣经的使用有分别, 非常重要. 在他的教
义里, 圣经只是为耶稣作的见证 , 是个有错误的
见证. … 但是当他阐述其他教义时, 他把圣经当
作是字句的默示, 或者至少认为关于神与拯救的
教训(指救恩方面)没有谬误. … 他对圣经中明显
的矛盾或是历史细节的绝对正确与否, 和字面意
思的争论毫无兴趣. (巴特认为)花那么多心思注
重细节, 会分散焦点, 无从专注于耶稣基督的主
权 — 这才是圣经的核心. 巴特一方面不赞同正
统神学的圣经教义, 一方面又赞同更正教的‘唯
独圣经’原则, 因为圣经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唯一
来源, 也是唯一的著作, 被神用来作为祂话语的
工具, 借此与人相遇, 呼召他们接受耶稣为主.”
第三, 一方面, 巴特强调圣经的客观性.
他说: “圣经之所以是神的话, 并不是我们的信心
使然. 但是要维护它是神的话这个客观的真理,
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 它要求我们有信心, 它支
撑我们的信心…” 因此, 巴特认为圣经之所以是
神的话, 并不依赖个人的主观经历, 或学者根据
内证、外证所下的结论. “圣经是神的话, 因为神
撇开人的决定或主动, 一再使用它行使人相信耶
稣基督的神迹.” 不过, 另一方面, 他又强调,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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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神的话. “唯有神使它成为祂的话, 或透过
它说话时, 圣经才是神的话.” 可是, 人们怎么能
知道神何时、何地使圣经成为祂的话, 或透过圣
经说话呢? 也就是说, 圣经是不是神的话需要人
自己作出判断; “圣经是神的话”并不是客观的真
理. 巴特的论述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最后, 巴特的神学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的(有者认为这是他对神学的重大贡献). 然而,
他一方面强调, 没有圣经, 我们对耶稣基督, 以及
祂来之前和祂来之后有关神的作为就一无所知;
这点强调圣经对人们认识耶稣基督极其重要. 然
而, 另一方面, 他又激烈反对正统神学的“圣经无
误”之教义. 没有圣经, 就无法认识耶稣基督; 同
理, 没有无误的圣经, 怎能正确无误地认识耶稣
基督呢? 事实上, 基督与圣经是互相印证、共享
权威的. 巴特高举基督而贬低圣经 , 其实也在贬
低基督. 巴特如此推崇耶稣基督, 却不按照耶稣
基督对待圣经的态度, 这是否同样披露了巴特的
言行不一呢?
巴特的盲点在于: 当两种观念对峙时, 巴
特一概认为是两种极端(失衡)的对立, 却没有看
到有可能是正确与错误的对立. 若属前者, 应该
寻求超越; 但若属后者, 就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在
正确的一方, 反对错误的一方. 然而, 巴特和布仁
尔不分辨对立的两方之性质, 一律视为极端, 一
味寻求超越. 他们的圣经观之问题就出在此.111

(D)

再思新正统神学
新正统神学的圣
经观扑朔迷离, 不易准
确把握. 但雷历 (Charles
C. Ryrie)指出, 唯一无可
置疑的一点是: 巴特派
Charles C. Ryrie
人士认为 圣经的确是有
错误的 .112 在讨论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时, 里程
认为应该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不要因新正统神学家的圣经观没
有回到正统基督信仰的立场, 就否认他们在反对
自由派神学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简单地把他们
划为(或标签为)“新自由主义”或“新现代主义”.
奥尔森(Roger E. Olson)认为, 当欧洲和美洲的更
正教神学已沦为覆盖着人本主义面纱的古典自
由派神学时, “巴特与其他新正统神学家, 以比梅
钦更有效的方式, 揭发了自由派神学日渐向现代
人文主义靠近, 偏离古典、历史的基督教(基督
信仰)的事实”, 使不少自由派神学家投入新正统
阵营, 或至少在对手的压力下修正自己的观
点.113
第二, 应该对新正统神学家的圣经观与
他们的信仰生命有所区别. 有人说巴特是自由派
却戴着“相信圣经、爱耶稣”的面具, 是“披着羊
皮的狼”. 巴特是狼吗? 针对这个问题, 里程正确
指出,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 如果因为巴特认为圣经有错误,
就认定他不是基督徒, 是“狼”而不是“羊”, 这是
缺乏圣经根据的. 圣经明确教导说, “你若口里认
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
得救”(罗 10:9-10). 凡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他个人
救主的, 就必得救, 就是基督徒; 任何人无权在圣
经之外另立标准或附加任何条件.
对于这点, 奥尔森曾记述巴特于 1960 年
初期, 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堂, 与几位美国神学家
举行座谈会. 在会后的问答时间, 有个年轻学生
问了一个问题: “巴特教授, 能不能请你用几句话
对你的一生作个总结?” 巴特想了一想, 然后回
答说: “可以. 就用我小时候我母亲教我的一首歌
吧, ‘耶稣爱我我知道, 因有圣经告诉我.’ ” 奥尔
森认为这一则巴特晚年的故事, “流露出他个人
的信仰生命”.
113

111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244-248, 250 页.
雷历著, 杨长慧编译, 《基础神学》(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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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正统神学家尼布尔(Helmut Richard Niebuhr,
1894-1962)曾严厉批判自由派神学是: “一位没有义愤的
神, 在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的协助下, 将没有罪的人
带入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 这番话今已成为对自由
主义最典型的指控.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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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里程所强调的, “仅凭巴特一句话, 一
句在公众场合说的话, 就对他的信仰生命作出判
断, 是有失严谨的; 但是, 因为巴特认为圣经有误,
就认定他不是基督徒, 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
的.”114
另一方面, 说巴特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不
是“进入羊群的狼”, 可能重点不在“狼”而在“披
着羊皮”, 是强调他的圣经观所含有的欺骗性和
危险性, 而非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 在这个意义
上说, 这种评语是有一定道理的. 自由派神学公
开地反对圣经的权威, 旗帜鲜明, 观点清晰; 新正
统神学虽竭力高举圣经
的权威, 但同时又效法
自由派, 对圣经持批判
立场, 论述闪烁其词, 观
点狡黠多变. 由于他的
圣经观貌似正统信仰,
而且似乎更加公允、中
Francis A. Schaeffer
庸, 所以很容易使福音
派人士受到它的影响而不自觉. 里程表示他曾接
触过持新正统神学圣经观的学者, “与他们对话
相当费劲. 当指出他们不当的观点时, 他们马上
就缩了回去: ‘不, 不, 别误会, 我们和你的观点其
实是相同的…’ 稍不留意, 他们的那一套又伸出
来了.” 薛福(另译“薛华”, Francis A. Schaeffer)早
就指出这种危险性:
新正统教派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神
学的中心观点认为, 圣经里面充满着
许多可以用历史和科学加以鉴定的错
误, 所以圣经只是一种 供人获得宗教
经验方法的工具而已 . 令人无限悲恸
的是, 这种观点的环节正逐渐打入所
谓福音派的教义里. 换言之, 这种新正
统派的存在主义神学, 是以福音派的
教义为大本营的.
薛福指出, 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已成为
福音派神学院的教材, 认为“即使圣经有误, 但有
些观点仍是可信的”. 一个朋友在信中对薛福说,

他认识一位从美国一间杰出的福音派神学院毕
业、在英国教书的和蔼可亲之神学教授; 这位教
授称自己是“公开的福音派人士”. 这位教授曾在
一个公开的神学辩论会上说: “无论圣经有多少
错误, 我都相信!” (但圣经原稿若有错误, 就不是
真理了, 我们信仰的根基便岌岌可危了, 编者按).
里程正确总结道: “薛福疾呼的‘福音派的
危机’, 当今仍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 福音
派中有人斥责‘圣经无误’的教义是‘纸教皇’
(paper-pope); 有人认为圣经有错无碍大局, 甚至
认为坚持‘圣经无误’是小题大作, 会转移传福
音、救灵魂的大方向等等. 这些观点和论调, 都
可以从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中找到根源. (我们
应该)坚持对事不对人的立场, 一方面不因对方
的圣经观有错误, 就论断他们不是基督徒; 另一
方面, 也不因对方可能是主内肢体, 就轻忽、姑
息他们错误的圣经观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否则,
福音派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115

(E)

结语
在总结时, 殷保罗的话值得留意: “新正
统神学的名称, 意味着经过近 2 百年的自由主义
后, 基督信仰回到正统的道路, 然而, ‘正
统’(orthodox)这个名称(用在新正统神学)是不确
切的, 因为新正统神学虽然比之前的自由主义更
重视圣经, 但它仍保留自由主义的基础.”116
马有藻一针见血地
评述道: “巴特之神学实是
一 ‘ 神 学 骗 局 ’(theological
hoax). 他一面意图保持圣
经的信息, 一面否认圣经
的史实. 他一面使用正统
马有藻
派的神学字汇, 一面加以
簇新的解释. 他一面高举
圣经的价值, 一面否认圣经绝对的权威. 他一面
傲称为改革家神学的后嗣, 一面在最首要的教义
上与他们成为尖锐的两极端. 他所倡导的神学非
115

114

同上引, 第 251-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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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同上引, 第 253-254 页.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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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导人于迷(如引导人进入迷宫), 又使人以是为
非, 以非为是(即颠倒是非), 更将一个神学的稻
草人摆在人面前, 奉它为正统, 其险可见.”117
***************************************
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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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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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圣经无误宣
言》如此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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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圣经所说的
是真理”(绝对正确、绝对可靠, 编者按). 若再详细
一些, 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 当获悉一
切有关资料, 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 会证实
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 无论是关乎教义、
历史、科学、地理、地质, 或其他科学或知识, 都
是如此.” 无论如何, 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
所以容许差异. 换言之, “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
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 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
细节上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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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附录二: 什么是存在主义?
当自由主义与基要派(或保守派)在美国神
学战场上开炮交锋时, 在欧洲大陆, 一个名为“存在
117
118
119

马有藻, 《先贤伟论》, 第 171-172 页.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75 页.
同上引, 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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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existentialism)的新兴思想崛起, 先在德国,
后移到法国.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 他们看到人生
充满问题, 那么人存在的价值何在? 人生又受理性
的愚弄, 物质的蛊惑, 人必须在荒谬的处境中找到
“我” — 自我的存在意义, 那么人生便有意义了.
这是他们探求时所发出最基本的问题. 这套主义又
分为两类:
1)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他们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他
本身的善与存在的环境搏斗的过程, 但人不够
力量胜过环境, 所以经常失败, 使人生失去存
在的意义. 因此, 这派存在主义者的人生观是
悲观无奈的. 他们反对圣经的原罪观和救赎论,
因他们认为救赎就是当人找到存在的意义. 他
们认为圣经的救赎是无稽的, 是懦夫的行为(因
他们以人为中心, 要靠人的善与大环境搏斗,
以达到生存的意义, 故认为依靠圣经的救恩是
懦夫之举). 这派思想可以法国的萨特(或译“沙
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120 及加缪(或
译“卡缪”, Albert Camus, 1913-1960)121为代表.
2) 有神论的存在主义: 这派认为人存在的意义在
乎与宗教信仰发生关系(或说与神发生关系).
“信心”是与神发生关系的要素(指信心是接触
神的要诀). 这一派可以丹
麦的克尔凯郭尔(或译: 祁
克果, 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122 及 田 立 克
(Paul Tillich, 1886-1965)
为代表.123
120

萨 特 (Jean-Paul Sartre, 或作 John Paul Sartre,
1905-1980)是法国哲学家、作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
拒绝接受 1964 年诺贝尔文学奖, 著有哲学著作《存在
与虚无》、小说《恶心》和《自由之路》、剧作《群
蝇》和《魔鬼与上帝》等
121
加 缪 (Albert Camus, 1913-1960) 是 法 国 小 说
家、戏剧家、评论家, 作品反映世界的荒谬与人的孤独
和无能为力, 代表作有小说《局外人》和《鼠疫》、剧
本《卡利古拉》、哲学随笔《反抗的人》等, 获 1957
年诺贝尔文学奖
122
当时丹麦的国家基督教路德宗已陷于只有形式
而无生命的光景, 信徒只是挂名式的到教堂去. 克尔凯
郭尔为此深感痛恨, 故极力主张以信心投入基督信仰里,
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马有藻, 《先贤伟论》, 第 159 页.
123
同上引, 第 158-159,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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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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编译者注: 我们在上两期仔细查考有关 圣经所
谓的拣选 , 并看见“拣选”只与信徒(圣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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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要
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圣经中, 与拣选
密切相关的题目如“预知”和“预定”都只用在圣
徒身上, 与圣徒得福气有关, 并与罪人得救无
关. 本期, 我们将看到加尔文神学(加尔文主义)
的起源和历史, 以及几位影响它成形的著名神
学家和历史人物.

(文接上期)
(B) 圣经所谓的拣选
(C) 神学所指的拣选
(C.1) 神学对圣经教义的曲解
“黄金何其失光, 纯金何其变色!”(哀 4:1;
此乃圣经所谓的“拣选”[election]被神学[theology,
本文专指加尔文神学]曲解后的写照, 编译者按).
圣经告诉我们, 神在亚伯拉罕里拣选了以色列国,
成为地上的选民, 并得着属物质、属地和暂时的
福气. 当读到在新约里的召会时, 我们知道神在
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成为祂属天
的选民, 并得着属灵、属天和永远的福气. 在这
时代, 召会被拣选, 只单单与圣徒有关, 且是论到
他们得救后领受神旨意所定的福气.
神学(专指加尔文神学)所指的拣选, 却与
这相反, 乃是关乎罪人怎样得救或灭亡. 其中的
教训是: 被拣选的罪人完全不能选择相信福音,
他们始终会被那不能抗拒的恩典所牵引, 得着信
心去相信, 并且他们必须持定信心, 忍耐到底. 基
督只为这些被拣选的选民死在十架上, 那些不被
拣选的人不能得救, 按照神永恒不变的定旨
(God’s eternal decree), 他们至终都要灭亡.

55

这样一来, “拣选”变成了决定个人命运的
选择过程. 福音不再是恩典的信息 — 要拯救凡
相信的人; 它成了编码的信息(coded message, 意
指已事先设定其结果的信息), 使一切蒙拣选者
听见后, 都产生无法抗拒的回应. 当我们将这套
神学观念套用在约翰福音 3:16 时, 仿佛是对福
音的极大讽刺: “神爱被拣选的世人, 将祂的独生
子单单赐给被拣选的人, 叫一切预先被拣选、因
着无可抗拒的恩典和所赐的信心而相信祂的, 不
至像那些早被预定灭亡的人那样的灭亡, 反得永
生, 但他们必须先得着忍耐到底的恩赐.” 这样的
看法绝不符合圣经所教导的拣选和预定. 本章的
目的, 是简要地追溯这不合圣经的看法之起源.
(C.2) 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公
元 354-430 年)
这套神学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罗马天主
教之父, 即著名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在米兰
(Milan)的时候, 奥古斯丁用
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研究新
柏 拉 图 论 (neo-Platonism),
在安宝斯(Ambrose)的熏陶
下, 他宣告归信基督信仰.
公元 391 年, 他探访非洲北
部 的 城 镇 希 波 (Hippo), 在
那里被立为祭司(神甫,
priest), 并在公元 396 年成
为那里的主教(bishop). 奥
古斯丁是一个多产作家, 较
闻名的著作有《认罪》(Confessions)和《神的
城》(City of God). 他给基督教世界在宗教思想
上的深远影响是不可抹煞的. 讽刺的是, 奥古斯
丁所遗留下来的, 主要见于两个对立的阵营 —
罗马天主教和改革宗神学. (要进一步了解这题
目, 请参阅贝利[Paul A. Bailey]的《极大的讽刺:
揭露无千禧论加尔文学派的罗马天主教根源》
[The Supreme Irony: an Exposure of the Roman
Catholic Roots of A-Millennial Calvinism] ).
许多独特的罗马天主教教义皆来自奥古
斯丁的手笔, 包括以下几方面, 就是本特利泰勒
(David Bentley-Taylor)在《奥古斯丁: 任性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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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Augustine: Wayward Genius, 第 232 页)所
列出来的:
1) 压制婚内性生活, 只限于生育儿女;
2) 凡不属他教会(指罗马天主教)的人, 就得不
着救恩;
3) 凡不属他教会的(指罗马
天主教), 都被看作罪犯,
要受国家压制;
4) 以严刑压 迫人加 入他 的
教会(罗马天主教);
5) 未经受洗 的婴儿 必永 远
被定罪;
6) 施行“重生的洗”(baptismal regeneration), 因
而把救恩局限于那些在他教会中受洗的人;
7) 崇拜圣物(veneration of relics);
8) 教导说马利亚(Mary)是无罪的, 一生都守童
贞(没有嫁人, 但事实上, 主耶稣是马利亚第
一胎的儿子[太 1:25]; 他还有几个兄弟姐妹
[太 13:55-56; 约 7:3-5] ).
除了以上所列的几点, 还可加上天主教
两个基本上的错误: 神圣主义(sacerdotalism, 赋
予天主教的教士们超自然能力)和圣礼主义
(sacramentalism, 各样宗教礼仪, 被视为得恩典和
救恩的必经之路). 这两个错误成了罗马天主教
的教会所宣扬的. 历史学家罗拔士(J. M. Roberts)
指 出 , 奥 古 斯 丁 “ 创 立 了 拉 丁 基 督 教 (Latin
Christianity), 这个教会(即罗马天主教)牢牢的屹
立在它所独有的权力上 — 就是只有透过它所
施行的圣礼才可通往恩典的源头.” 虽然由奥古
斯丁所引出的圣礼神学(sacramental theology)不
是我们现在要谈论的, 但读者必须留意其中的错
谬, 乃源于许多神学家所抬举的奥古斯丁.
尽管有些人将奥古斯丁
加冕, 抬举他到使徒的地位, 但
他的作品并非圣经(指完全无误
的圣经), 他也不等同于使徒保
罗. 奥古斯丁虽有不凡的知识,
Sir Robert
但他不过是一个犯了许多严重
Anderson
错 误 的 凡 人 . 安 德 森 爵 士 (Sir
Robert Anderson)评论奥古斯丁把罗马教会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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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 并说: “在以后的世代中, 罗马教会所教导
的种种错误谬论, 其中难以找到一个不是从奥古
斯丁的作品孕育出来的.” (引自《圣经或教会》
[ The Bible or the Church ], 第 53 页).
在奥古斯丁的生平中, 有两个宗教运动
是他极力反对的. 第一, 他反对北非的多纳图派
信徒(Donatist)的教会, 因为她拒绝服从天主教会
的权势. 奥古斯丁以国力和强权压迫那些属多纳
图派的信徒. 他以 路 14:23 所说的“勉强人进来”,
来维护自己的所作所为. 就这样, 他赋予教会施
以酷刑的正式宗教权力, 开了逼迫的先河, 为日
后天主教宗教法庭(Inquisition)所施的暴虐开了
先例, 甚至后来加尔文(John Calvin)逼害重洗派
基督徒(或译“重浸派”, Anabaptists, 他们实行信
徒的浸礼, 反对为婴儿施洗),124 也都以奥古斯丁
所说的为理据. 因着奥古斯丁的学说, 国家成了
教会的后盾(成了迫害真信徒的帮凶).
奥古斯丁所反对的第二个运动, 是伯拉
纠主义(Pelagianism), 其教导
是: 只要人愿意效法基督的榜
样, 就可以过无罪的生活. 伯
拉纠(Pelagius)所教导的概念
固然不合圣经,125 但奥古斯丁
的反应也同样违反圣经. 负责
编撰奥古斯丁传记的彼得·布
朗(Peter Brown)这样说: “天主教会的存在是为
着救赎无助的人类; 只要恩典被施予, 他(奥古斯
丁)可安然接受会众得医治的漫长过程. 对奥古
斯丁来说, 伯拉纠派的信徒(Pelagians)对人性持
乐观的看法, 这会使天主教会和善良的异教徒之
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 然而, 伯拉纠派的信徒
这样做, 不过为了创立那冷冰的清教徒主义
124

那是何等令主耶稣痛心的历史: “慈运理派、路
德派、加尔文派及天主教一起发动对重浸派残忍的逼
迫. 他们被监禁、罚款、淹毙、烧死、折磨… 举凡当
日所有违犯 “政府教会”的罪状, 如: 不缴什一捐(十分之
一的奉献)、不聚会、不参加家庭查经、不肯传道等刑
罚, 都加在他们身上; 在当时, 这些罪都列入反抗政府的
罪 行 中 , 因 此 , 数 千 重 浸 派 信 徒 被 置 于 死 地 .”
http://www.lrip.org/churchhistory/Big5/history/10.htm .
125
圣经教导说, 人无法自救, 需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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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itanism), 以此作为基督徒社群的主要法则.
因此, 矛盾的是, 奥古斯丁虽极力强调洗礼(靠天
主教的洗礼来得恩典), 看来却主张道德方面的
容忍: 因为在天主教会的圈子内 , 他可以找到空
间去容纳人一连串的过失” (引自《希波的奥古
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 第 350 页, 注: 斜
体字是笔者加上, 以加强表达).
这确定了我们先前所说的, 奥古斯丁对
基督信仰所谓的“得救归正”(conversion)和“教会
聚会”(church gathering)之见解, 实在是百孔千疮.
为了尝试应对伯拉纠主义, 奥古斯丁靠着逻辑
推论, 引进了对神的主权(divine sovereignty)、永
恒 不 变 的 定 旨 (eternal decrees) 和 预 定 论
(predestination)各种极端和不合圣经的见解. 不
幸的是, 这些教导后来成为改革宗的主要教义.
有件事是很容易被现
代 的 预 定 论 支 持 者
(predestinarians)所忽视的, 就
是这些教义是奥古斯丁单纯
地按照天主教圣礼而教训的.
奥古斯丁笃信天主教会, 这
从他发表的意见清晰可见: “对我来说, 除非是天
主教权威所推动的福音, 我一概不信” (引自麦葛
福[Alister McGrath]所著的《宗教改革至启蒙运
动》[Reformation to Enlightenment], 第 132 页).
我们现在谈论的重点, 是奥古斯丁对改
革宗神学的影响. 历史学家把“绝对双重预定
论”(absolute double predestination)“归功于奥古
斯丁”. 对奥古斯丁来说, 预定是指神原先定意要
救某些人而不救其他人. 在《恩典与自由意志》
(Grace and Freewill)中, 奥古斯丁辩论说: “神愿
意怜悯一些人, 降罪刑罚其
他人, 这是按祂自己所定的
公平判决, 这点毫无疑问是
最公义的.” 本特利泰勒引述
《 责 备 和 恩 典 》 (Rebuke
and Grace)一书, 内中奥古
斯丁坚持说: “被预定的人数
在未有世界以前已经定好了,
‘不可加增, 不可减少’.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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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人能在其一生中确定自己是选民与否, 因
为很有可能他没有得着忍耐到底的恩赐.”
奥古斯丁对预定的见解, 来自他对神的
主权之理解. 人生百事皆由神预先定好了, 由永
恒的定旨确立, 完全与人无关. 根据这种分析, 奥
古斯丁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罪人不能接受或拒绝
福音, 因为这会损害有关“神的主权”之教义. 如
果一个罪人会相信福音, 乃是因为神已定旨要他
相信. 如果一个罪人拒绝相信, 那是因为神已定
旨他不会相信, 也不能相信. 本特利泰勒告诉我
们, 当奥古斯丁接触到保罗所说, 神‘愿意万人得
救’(提前 2:4), 他回答‘万人’(原文作“所有人”)是
指“一切被预定的人”. 他坚持说人没有得救, “不
是因为人不愿意, 而是神不愿意.” 对奥古斯丁来
说, 拣选乃是神选择了某些罪人来相信, 而那些
没有蒙神拣选的人, 就得不着信心的恩赐.
甚至未受洗的新生婴儿也未被神拣选,
他们未得重生, 要经历第二次的死, 神的震怒常
在他们身上. 这可憎的教导(指没受洗的新生婴
儿就没被神拣选)是出自奥古斯丁论原罪的教
义.126 我们从 罗 5:12 看到亚当起初犯了罪, 死就
临到众人, 并且众人承继了他堕落后的罪性. 奥
古斯丁误解了这段经文(指错误引申经文的意
思), 认为每一个人在亚当里犯了罪, 因此从亚当
的原罪, 人出生时就有了罪, 而且各人要各自负
责(编译者注: 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 诗 51:5). 受
洗的目的是洗除原罪(编译者注: 这是不合圣经
126

按圣经教导, 人确实是从亚当那里继承了“原
罪”, 正如 罗 5:18 所说: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指亚
当在乐园里犯罪)，众人都被定罪了.” 亚当作为人类的
头(或译作 “元首”, head) — 代表全人类 — 他犯了罪
也就代表全人类都犯了罪, 他的罪归咎在全人类身上,
所以说“众人都被定罪”. 这就是为何按圣经的教导, 人
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母胎里就有了罪(指原罪, 诗 51:5).
换言之, 圣经确实教导说人有原罪(另称“遗传的罪”或
“继承的罪”, inherited sin). 但奥古斯丁的原罪论也包括
未受洗的婴孩死后就不得救, 这点是错误的, 因为按圣
经的教导, 基督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我们有理由相信包
括婴孩的原罪)作了挽回祭(约壹 2:2; 参 可 10:14; 也比
较 路 19:10 与 太 18:11, 即论到小孩或婴孩, 没有提到
他们是失丧的). 有关原罪的教义, 请参本期(2017 年 1-3
月份, 第 112 期)《家信》的“福音亮光: 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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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导).127 如果婴孩未受洗便死去, 他就带着亚
当的原罪, 至终永远沉沦(编译者注: 这是违反圣
经的教导). 128 这是奥古斯丁对神不能驳倒的主
权之理解.
人们常称赞奥古斯丁恢复和加强了保罗
对恩典的教导. 然而, 奥古斯丁所理解的恩典是
什么呢? 按照奥古斯丁的教导, 恩典先于信心,
而神的预定是给恩典作好准备; 恩典本身是一份
捐赠品(donation, 意即神所捐赐的). 只有那些被
预定的人, 才能得着这份恩赐(或译“礼物”, gift)
— 相信基督. 奥古斯丁所说的恩典是神将恩惠
赐给预先被拣选的人, 透过教会的圣礼促成 . 但
这绝不是圣经所说的恩典. 论及奥古斯丁所指的
恩典, 安德森爵士如此解释说: “因着这套神学论
说, 神的主权变成了不公平的偏爱(favouritism);
拣选被贬低成‘不过是脱离神的震怒’而已(但事
实上, 拣选是与圣徒得福气有关, 编译者按); 恩
典再也不像新约所描述的 — 神行事的原则和
对待人类的态度特征, 反而被看作一种神奇力量,
由圣品阶级人员透过施行圣礼来传给蒙神喜悦
(特指蒙神拣选)的少数人.” (引自《圣经或教
会》, 第 50 页).
奥古斯丁所理解的恩典是神的恩惠, 临
到那本不配得到的人身上(undeserved favour of
God). 这看法若到此为此还是正确的. 但他将恩
典的范围缩窄, 变成神给个人的一份无法抗拒之
礼物. 恩典只局限于蒙神拣选的人, 那些预定灭
亡的人就得不着. 奥古斯丁没有掌握到, 恩典是
神在这福音时代对待世人的根基和原则. 审判暂
被搁置, 由恩典作王(罗 5:21). 因着各各他(主在
十架上流血赎罪), 神的宝座在这世代不是审判
的宝座, 而是施恩的宝座. 在福音书中, 救恩是白
127

信徒的洗礼是与“洗除人肉体罪恶污秽”无关,
因为彼得论到洗礼时说: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
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
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彼前 3:21).
128
我们有圣经的理由相信婴孩死后灵魂得救, 而
为婴孩施洗是违反圣经的教导. 有关这两方面的问题,
请参《家信》文章 “问题 39: 为婴儿(婴孩)施洗合乎圣
经 的 教 导 吗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为婴儿婴孩施洗合乎圣经的教导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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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赐给所有人的. 事实上, 神向人所怀的意念全
是恩典, 并且神的灵站在罪人那边提供帮助. 奥
古斯丁把恩典解释为神给预先被拣选的人那无
法抗拒的牵引(引领他们信主得救); 反观圣经中
保罗所传的神恩典的福音, 乃是指神现今不施行
审判, 却向所有人施恩, 白白赦免凡相信福音的
人(徒 17:30). 奥古斯丁所没有掌握到的, 乃是这
关乎全人类的福音. 奥古斯丁所理解的恩典实在
狭窄, 且枷琐重重; 相反, 神的恩典其实是无可限
量, 白白赐予的.
事实上, 奥古斯丁对“恩典”的了解方面有
欠全面, 看得不够完整全面, 因此, 他对“预定”的
理解也出了问题. 麦葛福(Alister McGrath)准确
地看出“奥古斯丁对恩典的片面理解, 需加以阐
释. 既然人类不能救自己, 并且神只将恩典赐给
一些人(不是所有人), 那么神应该是已预先拣选
那些祂要拯救的人. 根据这概念的提示(hints),
奥古斯丁发展出一套预定论的教义, 声称‘预
定’(predestination)一词指神原先决定了要拯救
某些人而不救其他人. 奥古斯丁这一方面的想法,
不被许多与他同期的人所接受, 何况在他以后的
人 .”( 引 自 《 基 督 教 神 学 介 绍 》 [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 第 23 页).
本特利泰勒强调奥古
斯丁在性情上是个极端的人,
他将真理推到极限, 甚至超出
了极限. 并且, 他本身的天赋
使他的教训甚具权威性. 泰勒
明智地观察到: “要求基督徒
本特利泰勒
David
Bentley承认不是他们拣选了基督, 而
Taylor
是基督拣选了他们, 这是一回
事; 但将救恩全归功于神的恩典, 人被定罪是因
神收回恩典, 则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 神是无所
不知、在创世之前早已知道谁会相信基督, 谁不
会相信, 这是一回事; 但讲说神已预先将人类的
命运决定好了, 叫少数人得福, 大多数人永远受
苦, 且是完全公平的, 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引自
《任性的天才奥古斯丁》[ Augustine: Wayward
Genius ], 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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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一章提到(参上期的《家信》),
圣经中的 “预定”全是关乎信徒的将来或未来.
把预定看成神决定好了个人永远的命运, 这看法
绝非出自圣经, 而是出于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的
神学观点错误繁多, 后期重现在改革派神学中,
其中包括绝对双重预定、不可抗拒的恩典和忍
耐到底. 在未结束关于奥古斯丁的讨论之前, 让
我们再看安德森爵士的几句话: “我必须重申, 拣
选的真理如同圣经所启示的, 是神恩典的启示之
冠; 相反, 奥古斯丁所说的拣选, 则否定了神恩典
的卓越.” (引自《约的注释》[ The Entail of the
Covenant ], 第 104 页).
(C.3)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加尔文是第二代的改革者.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在因信称义方面得了重大发现,
福音的光开始照向中世纪基督教界的黑暗中. 奥
古斯丁认为称义是信徒一生持续经历的过程, 马
丁路德却发现称义是一次性的经历, 而不是一个
过程. 对马丁路德来说, 从罪
人相信基督那一刻, 他就被神
称义了. 但在 1545 年召开的
会议中, 特伦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确立奥古斯丁的看法,
就是称义是人性不断更新的
Martin Luther
过程. 马丁路德反对这点, 他
认为福音的核心真理是个人白白得恩, 就是从他
相信那一刻开始, 就牢牢得着. 信徒在神面前的
地位从“被定罪”变为“被称义”. 称义的基础全靠
恩典, 也借着信, 无需经过教会或圣礼的促成.
马丁路德继而挑战整个圣礼神学的正确
及有效性. 根据他的传记著述
者贝恩顿(Roland Bainton)所
言, 马丁路德认为“罗马天主
教的虚伪, 完全基于使圣礼作
为得恩的唯一管道, 以及只有
圣职人员才能主持圣礼. 如果
废除圣礼主义, 圣职人员体制
(sacerdotalism) 也 随 之 垮 台 .”
(引自《我站在这里》[ Here
I Stand ], 第 137 页).

59

第一代的宗教改革者强调称义的教义,
第二代却将重点转移到拣选的主题. 路德所提的
福音真理是靠恩被称义; 后期的宗教改革者的主
题乃是靠恩被拣选. 这个重点上的转变起源于日
内瓦的加尔文.
加尔文对改革宗思想上的主要贡献, 可
见于他在 1536 年在巴赛(Basel)出版的《基督教
要义》(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一书中. 他在此书中正式将自己的信仰给系统化.
在 1536 至 1599 年间, 这著作最少以 51 个不同
语言的版本发行, 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
文、荷兰文、英文、德文和西班牙文. 麦葛福告
诉我们“加尔文影响他同期的人, 主要是靠那陆
续出版的《基督教要义》一书.” (引自《约翰加
尔文的一生》[ A Life of John Calvin ], 第 140
页).
加尔文将《基督教要义》分成四大部分:
1) 认识创造的神
— 创造和庇佑
2) 认识救赎的主, 在基督里
— 罪和救赎
3) 得着基督恩典的途径
— 信心、更新、称义和预定
4) 神帮助我们的外在方法
— 教会及圣礼
John Calvin
加尔文有许多地方令人敬佩. 事实上, 这
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对圣经真理的热忱是令人
难以忘怀的. 然而, 他最大错误是他极度崇拜奥
古斯丁. 安德森爵士这样说: “从正面来看, 加尔
文派福音既真实又合符圣经. 加尔文对真理的领
会虽超过了现代‘加尔文学说’, 但其学说却被拉
丁教父的神学观所规限了, 尤其局限于奥古斯丁,
此人没掌握到关乎恩典的伟大启示.” (引自《救
赎的真理》[ Redemption Truths ], 第 163 页).
奥古斯丁对加尔文的影响可见于加尔文
对恩典和拣选的理解, 参看《基督教要义》, 第
三 卷 , 第 12 部 , 第 21 章 , 题 为 “ 永 恒 的 拣
选”(Eternal Election). 奥古斯丁说: 神的永恒拣
选已预定了某些人得救, 其他人灭亡. 加尔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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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我们察见神恩典的流露, 不是随随便便拯救
人, 祂只拯救某些人, 弃绝其他人.”(引自《基督
教要义》, 第 213 页). 有人宣称加尔文没有教导
双重预定, 但以下的引句显示他全面支持奥古斯
丁对拣选的看法: “… 圣经清楚证明神借着祂永
恒不变的定旨, 一次(或译“一劳永逸地”, once
and for all)决定了哪些人得救, 哪些人灭亡. 选民
的决定乃基于祂的怜悯, 不在乎人是否配得. 同
样, 凭着祂那完全与深不可测的审判, 叫所有被
注定灭亡的人都与永生隔绝. 谈到选民, 神的呼
召和称义是得蒙拣选的证据, 将来在荣耀中得以
完全. 不信的人不能认识祂的名, 无法被圣灵分
别成圣, 这是他将来遭神审判的预兆.” (引自
《基督教要义》, 第 216 页).
按加尔文所说, 预
定论的道理解释了为什么
有些人对福音作出回应,
而其他人却没有. 圣经没
有提供此问题的答案. 我
们必须承认此题目超出了
圣经所启示的, 更超出了
人提问的范围. 圣经所启
示的, 就是神将永生赐给
“凡相信的人”(启 22:17), 神也拒绝那些“不肯到
我(主耶稣)这里来得生命”之人(约 5:40). 然而,
我们无法解释为何某些人相信而其他人不信, 况
且我们没有必要解释; 我们必须把答案留给神.
救恩是出于主、属乎主的, 其中许多深处是我们
无法测量的. 加尔文错误地以预定论的教义来解
释“各人反应不同”之奥秘, 结果产生错误的道理.
我们重申, 圣经所说的预定, 只是关乎信徒的将
来, 并与决定各人永远的命运无关. 圣经中的拣
选是关乎圣徒被拣选得属天福气, 而不是神预先
拣选罪人得救恩. 加尔文在预定和拣选两方面的
看法, 都是出于奥古斯丁而不是根据圣经.
加尔文没有划分以色列和召会(教会)的
区别, 把两者混为一谈. 他缺少了符合圣经的时
代观点(dispensational view),129 以致引出圣约神
学(或译“盟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的观念,
129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时代的真理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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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带出一套新的理据去为婴儿施洗. 波格
(Willem Balke)解释: “对加尔文来说, 圣约的教
义为婴儿洗礼立下极具决定性的重要基础. 他在
《基督教要义》里全面发展这套观念, 推论的路
线完全集中在圣约概念上. 他错误地推论, 由于
神的约在旧约和新约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其实不
然), 故此在新约中的儿女以及在旧约中的儿女
都该接受圣礼, 为的是表明被接纳到神的圣约
中.” (引自《加尔文与重洗派信徒的激进分子》
[ Calvin and the Anabaptist Radicals ], 第 221 页).
加尔文认为五旬节当日 3 千人被圣灵感
动悔改归主(徒 2:41), 和埃提阿伯太监的受洗事
件(徒 8:27-39)皆属特殊情况. 为了证明为婴儿施
洗是合理的, 他引用旧约, 并采用类比(analogy)
来辩论. 我们引述加尔文自己的话: “但我们现在
必须注意, 当一个人蒙神接纳, 进入忠信者(指信
徒)的交通里, 救恩的应许不单是给他的, 也是给
他儿女的, 因为经上说‘我(神)要…作你和你后裔
的神’(创 17:7). 因此, 一个人若自幼未被接纳进
入神的约中, 他是教外人, 直到救恩的道理引领
他相信和悔改, 他的后裔也成为教会的一分子.
为这缘故, 信徒的婴孩要凭借此约受洗, 跟他们
的父亲和祖父一样, 这是为他们本身益处着想.”
(引自加尔文的《反对重洗派和自由派的论述》
[ Treatises against the Anabaptists and against
the Libertines ], 第 46 页). 这样, 加尔文重蹈奥古
斯丁的覆辙, 没有看出以色列和召会的区别, 也
没有看出旧约割礼和新约洗礼的分别.
加尔文许多其他见解都是来自奥古斯丁.
历史学家慕雷特(Michael Mullett)指出: “加尔文
的《基督教要义》的篇幅及深度随他一生不断
增长, 逐渐变成奥古斯丁信条的翻版.” (引自慕
雷特所著的《加尔文》[ Calvin ], 第 21 页). 简
之, 加尔文的看法深受奥古斯丁大大熏染, 以下
是一些例子:




在永恒的过去, 神为所有人作了“绝对双重的
预定”(absolute double predestination);
拣选(election), 意即拣选罪人得救或灭亡;
恩典(grace), 意指神赐给被拣选的罪人一份
不可抗拒的恩赐(或作“礼物”,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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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千禧年论(amillennialism), 以灵意解经来
否定基督会再来到地上作王一千年.

奥古斯丁对神主权的看法, 反映在加尔
文一切的神学理论中. 像奥古斯丁一样, 加尔文
相信神在亘古以前早已预先决定一切人的反应
和命运. 他认为人完全堕落败坏的己意, 不能向
福音作出适当的回应, 所以神必须强行牵引罪人,
导致祂要预先拣选一些人得恩典以致得救, 其他
人得不到恩典以致灭亡. 透过《基督教要义》广
泛的流传, 加尔文确定了奥古斯丁的神学得以延
续, 并对西方基督教宗教思想留下深远的影响.
(C.4) 从加尔文到加尔文主义
(From Calvin to Calvinism)
1564 年, 加尔文逝世. 伯撒(或译“比萨”,
Theodore Beza, 1519-1605)接任成为日内瓦学院
(Genevan Academy)的院长. 伯撒给预定论重新
定位, 成为神学系统的重点, 后来发展成加尔文
主义(Calvinism, 加尔文学说). 加尔文自己会否
认同后期出现的加尔文
主义? 我们把这个问题
留给加尔文学者来分析
吧, 我们不必为此费神.
然而, 我们所关注的乃
是伯撒用来重整及维护
这套学说的新方法.
Theodore Beza

麦葛福说道: “加尔文在某程度上质疑推
理分析(reason)的真确性, 但现在推理分析成了
助手… 许多加尔文主义的作者转投后期文艺复
兴的著作方式, 希望从中让大家知道他们的神学
理论是建基于更稳固的合理基础” (引自《约
翰·加尔文的一生》[ A Life of John Calvin ], 第
213 页). 他们所倚赖的新方法不是归回圣经, 而
是 转 向 亚 里 士 多 德 (Aristotle, 主 前 384-322
年).130 根据麦葛福, 这个方法有四个特点: “第一,

130

苏格拉底(Socrates): 古希腊有三大著名哲学家,
即: (1) 苏格拉底(Socrates, 主前 469-399 年); (2) 柏拉图
(Plato, 主前 427-347 年); (3)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主前
384-322 年).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 而柏拉图则
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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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神学可被视为一套推理贯彻和可辩证的
系统学说, 建基于已知的公理上(known axioms),
用三段论演译法而成(syllogistic deductions). 第
二, 人的理性分析(human reason)在开拓和辩证
基督徒神学上尤为重要. 第三, 一般都认同神学
是建基于亚里士多德派哲学,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
对方法本质(nature of method)的独到见解; 后期
的改革宗作家该被称为哲学家, 而不是圣经神学
家. 第四, 神学是关乎抽象推理和探索性的问题,
尤其是关于神的本性、祂向人类所怀的旨意和
创造, 以及最重要的教义 — 预定论.”
利 用 这 种 演 绎 推 论 的 逻 辑 (deductive
logic)和连锁推理的分析(chain reasoning), 所得
出的结论超出了圣经实际上所说的. 伯撒(Beza)
和他的学院将“绝对预定论”放在他们系统学说
的中心, 并辩论说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有限的救赎
(limited atonement). 本书所辩论的, 就是亚里士
多德所教导的演绎推论的三段论逻辑 (deductive
syllogistic logic) 是一套完全不适合用来解经的
方法 . 我们在下一章会再详细探讨这题目(参下
期《家信》的文章).
再者, 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 是 中 世 纪
时期天主教尝试将罗马
和希腊学说与基督信仰
综合起来所用的名称. 罗
马天主教中最具影响力
的经院哲学家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Thomas Aquinas). 这 个
出自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Plato, 主前 427-347
年)的运动于 15 世纪渐告衰落. 虽然如此, 阿奎
那的学说继续成为罗马天主教教士受训的主要
内容, 直到 20 世纪中期. 不过, 本书所要研究的
是其创始来源, 尤其在 17 世纪经院哲学的更正
教(Protestant)版本是怎样出现的. 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被应用在圣经上, 产生了各种有系统的更正
教神学(Protestant theologies). 结果是“更正教神
学家, 特别是加尔文派人士, 可利用这学术研究
法来进行那超越圣经经文的探究, 进到更正教神
学的纷繁复杂和含蓄之处, 尤其是谈到神的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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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旨意” (摘于 Walter A. Elwell 所著的《简明福
音 派 神 学 辞 典 》 [ The Concise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中的条目 — “经院哲学,
更正教”; 斜体字是笔者加上以加强表达)
这种倾向是超出了圣经经文所要表达的
正意, 是改革宗神学(归正神学)最大的错谬和弱
点 . 关 于 更 正 教 的 经 院 哲 学 , 比 尔 德 (Charles
Beard, 1874-1948; 美国历史学家)这样说: “一套
具学术性的神学系统再次出现了, 它以学术性方
法发展成学术性形式, 其后果绝对不逊于改革宗
所推翻的, 并埋没了圣经, 摧毁了教会的生命.”
(引自比尔德所写的《希伯特讲义 1883》[ The
Hibbert Lectures 1883 ], 第 293 页).
教会历史学家莫斯海姆(Johann Lorenz
Mosheim, 1694-1755; 德 国
路德会的教会历史学家)评
论在加尔文去世后出现的经
院哲学: “但过了不久, 亚里
士多德式经院哲学广泛流传,
甚至渗入了神学界; 观其粗
俗字句, 冗长疑句, 界线模糊,
Johann L. Mosheim
空洞无文, 其实是到处一片
荒芜, 荆棘处处, 叫人毛骨悚然.” (引自《教会历
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 ], 第 680 页)
加尔文主义所看重的一个观念是“有限的
救赎”(limited atonement), 首先由奥拜斯(Orbais)
的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拉丁文: Godescalc, 主
后 808-867 年左右)所定位, 他是第 9 世纪的本笃
会(Benedictine)僧侣. 131 根据已发展的双重预定
论, 他辩称有限的救赎在逻辑上是必需的. 麦葛
福说: “戈特沙尔克所追寻的是冰冷的逻辑, 他强
调神预先拣选某些人永远沉沦, 因此, 说基督为
这些人死是不恰当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祂就徒
然死了, 因为他们的命运根本没有受到影响. 戈
特沙尔克倡议基督只为选民而死. 第 9 世纪的作
家大多数不同意这个看法. 然而, 在后期的加尔
131

本笃会(Benedictines)是由圣本笃(另译“圣本尼
迪克特”, St. Benedict, 约主后 480-547 年)创建于公元
529 年左右的天主教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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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义里, 这个论调又重新浮现.” (引自《约
翰·加尔文的一生》, 第 215 页)
戈特沙尔克坚持他对“有限的救赎”和“神
永恒不变的定旨”所持的见解, 是真正出于他最
喜欢的作者奥古斯丁. 莫斯海姆告诉我们, 戈特
沙尔克曾被判鞭刑、监禁和终身剥夺发言权, 并
在大约公元 869 年死于奥特维莱尔(Hautvilliers)
的寺院监狱中. 当时他牢守“自己所存的热切, 直
到最后一口气.” (引自《教会历史》, 第 314 页).
伯撒和他的学派采纳了“有限的救赎”这套教义,
作为他们神学系统的主要公理.
(C.5) 亚米纽斯主义(Arminianism)
伯撒对预定论和“有限的救赎”持极端见
解, 导致加尔文主义的分裂. 亚米纽斯(Jacobus
Arminius, 1560-1609)率先违抗伯撒的看法. 加尔
文派人士认为, 神拣选某些罪人得救恩, 预知他
们无法抗拒祂的定旨, 必然悔改和相信. 亚米纽
斯派人士则认为, 神预先知道谁会自愿悔改和相
信, 于是拣选他们. 由此可见, 两派均同时表明蒙
拣选是指得着救恩. 加尔文
派人士认为蒙拣选得救恩是
无条件及完全出于神主权的
选择. 亚米纽斯派人士则认
为神拣选人得救恩是有条件
的, 是基于个人的选择.
我们必须在此作出
关键性的评论. 加尔文和亚
米纽斯两派在关乎拣选的圣
经真理上, 都出了偏差. 第一, 没有一派能分辨神
拣选以色列作地上子民和拣选召会作天上子民
的分别. 第二, 两派皆忽略了一个重点, 就是圣经
中的拣选, 与拣选罪人得救完全无关, 因为拣选
只关乎圣徒得天上福分. 贝森(W. N. Benson)精
确地解释了这个真理: “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
神按着与亚伯拉罕和祖先所立的应许, 使以色列
国得着地上的福气. 在神管教治理以色列的这段
期间, 召会形成. 神拣选召会不是为要使她得着
救恩与称义, 乃是为要使她得着福气, 而神拣选
以色列也是如此. 二者不同的地方是, 以色列要
得地上的福气, 召会却要得属天的荣耀和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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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拣选: 圣经对此教义的解说》[ Election,
A Scriptural Exposition of the Doctrine ], 第 10
页). 以下总结了各方不同的立场:






加尔文派所指的拣选: 神无条件的拣选个别
罪人得救恩, 全根据神的定旨, 使他们不能抗
拒, 必须相信基督.
亚米纽斯派所指的拣选: 神拣选个别罪人得
救恩, 乃是根据他们自由地选择相信基督, 而
神预先知道他们的选择.
圣经中的拣选: 神拣选在基督里的召会得天
上的福气.

亚米纽斯发现要用正确方法解释圣经的
重要性, 此举是值得赞许的. 他宣称加尔文派的
方法是错谬的, 因它属于演绎法(推论法,
deductive)和综合法(synthetic). 132 亚米纽斯说正
确的方法是归纳法(inductive)和分析法(analytic).
再一次引用麦葛福所说的: “根据亚米纽斯所说,
伯撒以预定来解释神学的手法是出于一种演绎
性和综合性的方法; 他辩说, 正确的方法是归纳
和分析… 在伯撒的影响下, 亚里士多德派的三
段论逻辑成了日内瓦神学院(Genevan Academy)
课程重要的内容.”(引自《约翰·加尔文的一生》,
第 216 页). 亚米纽斯虽有自己的错误, 但他所观
察和研究圣经的方法是十分接近圣经的真理.
可惜的是, 亚米纽斯的学说也有错误, 其
中最严重的是, 他认为一个基督徒可以再次失落,
至终永远沉沦. 然而, 亚米纽斯和他的支持者(称
为“抗议者”, Remonstrants)与加尔文派的主流见
解的分别是: 加尔文派坚持基督的死能满足所有
人的需要, 足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而神已预定
谁将会是那些选择相信的人. 然而, 那被称为“抗
议者”的人士则认为, 每一个人皆可以向神选择
要或不要(换言之, 神没有预先决定谁会选择信
主得救); 但加尔文派人士的看法与奥古斯丁一
样, 认为选择权全在于神, 是神决定要或不要拯
救那人. 两者的立场显然大不相同, 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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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下期的文章阐明为何单靠这种演绎法
(或作“演绎推论法”, deductive)来解经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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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多特会议(The Synod of Dort)
多特会议于 1618 至 1619 年间举行, 为要
协调各方的分歧. 结果, 加尔文派大获胜利, 根据
历史学家所记载, 那称为“抗议派”的人士不获准
入席. 从多特会议开始, 制定了加尔文主义的五
大要点, 以其英文五个首字母缩写成 TULIP: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败坏)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
Irresistible grace (不能抗拒的恩典)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的坚忍, 或作:
圣徒永得保守)

上述这个系统的教义也被称为“恩典的教
义”(doctrines of grace), 成为改革宗神学的主要
公理. 我们将在下一章(下期)考究此神学教义.
为了略知多特会议的取向, 我们引述多
特信经(The Canons of Dort, 1618)的第一部分:
“关于神的预定”, 第 15 及 16 节: “神圣的圣经显
示明确的证据, 并向我们展示那永恒恩典的拣选,
不是所有人都蒙拣选, 只有某些人被拣选, 其他
人都从神永恒不变的定旨中被恩典越过(passed
by, 可指“摈弃”[reprobation] ); 对于这点, 神基于
自己的主权, 按自己那难以理解却是绝对公义、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已经定意让他们留在痛苦
里, 因他们任意妄为, 不愿相信、悔改接受救恩.
神容许他们随己意行, 至少宣明祂的公平, 决定
谁被定罪, 永远灭亡, 不只是因他们不信, 也因他
们 所 犯 的 一 切 罪 . 此 乃 摈 弃 的 定 旨 (decree of
reprobation)… 若有人还未经历在基督里享有活
泼的信心、灵魂的确据、良心上的平安、满有
热忱的顺服, 并借基督荣耀神, 就是神要施恩在
我们身上的一切, 他们不必惊讶关于被神摈弃,
或被列在被摈弃的人当中. 相反, 他们要竭力忍
耐作工, 存着谦卑的心, 热切渴慕等候更丰盛之
恩典出现的时刻.”
神恩典的福音变成了“奥古斯丁教义之主
权的福音”(gospel of Augustinian sovereignty), 神
向人所施的恩典被铁一般永恒不变的定旨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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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与此同时, 圣经中的拣选和预定几乎如烟消
散得无影无踪.
(C.7) 自多特会议到如今
不久, 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成为了正
统宗教的基石(深刻影响过后的教会信条). 威斯
敏 斯 特 公 认 信 条 ( 另 译 “ 韦 敏 斯 德 信 仰 声 明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8)成了长老
会的权威教义. 浸信会大部分采纳伦敦第二公认
信条(Second London Confession, 1677), 它与威
斯敏斯特公认信条的分别只
在 于 传 道 学 (ecclesiology).
按照肯德尔(R. T. Kendall)
所说: “改革宗的众教会一般
上 根 据 比 利 时 信 条 (Belgic
Confession, 1561) 及 通 过 多
特会议(Synod of Dort, 1618R. T. Kendall
1619)来开始他们的神学发
展. 简而言之, 许多西方更正教团体在某程度上
依据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或多特会议来作他们
的神学基础.” (引自肯德尔[R.T. Kendall]所著的
《 加 尔 文 与 英 国 加 尔 文 主 义 至 1649 年 》
[ Calvin and English Calvinism to 1649 ], 第 2 页)
在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中, 奥古斯丁的
影子随处可见. 在第 3 章题为“神永恒不变的定
旨”(Of God’s Eternal Decree), 我们读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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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被预定受永死. 神如此选定和
预定这些天使和人, 都是出于祂特定和确定的计
划; 而且他们的数目是确定的, 不可增, 也不可
减.” (第 3 章, 第三和第四段). 这套神学的中心点
乃是奥古斯丁对神永恒定旨的理解.
到了 18 世纪, 福音复兴, 却出现传道家之
间 的 紧 张 纠 纷 , 如 佐 治 · 怀 特 菲 (George
Whitefield)和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分别以
奥古斯丁和亚米纽斯的神学思想为依据. 从
1600 年代直到现今, 系统神学理论不断涌现, 多
是源于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的教理, 并以亚里士
多德的逻辑来支持或辩护. 当我们来到 21 世纪,
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的假设仍然大量出现在福
音派的文学著作里. 像进化论一般渗透所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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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书籍内, 改革宗神学(归正神学)也照样在福
音书籍、释经书、系统神学研究和圣经字典中,
成了主流思想. 奥古斯丁的观念和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仍然活在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中, 以各种
各样的形式来表达.
近期又出现另一派思想, 就是德籍新正
统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6). 巴特辩称
加尔文的教义学说不合圣经, 并说“耶稣基督是
被拣选的那一位, 要显出神无条件的选择帮助每
一 个 人 , 也 与 他 们 同 在 .” ( 引 自 哈 维 [Van A.
Harvey]所著的《神学词汇手册》[ A Handbook
of Theological Terms ], 第 77 页).133 但这也不是
圣经中的拣选. 圣经没有教导说神选择与所有人
同在. 巴特完全抹煞了一点, 就是拣选和预定是
专属于圣徒的真理(只与圣徒得福气有关).134
我们已简略看过历史上各种关乎拣选的
观念, 读者应该谨慎各派神学的教义, 不论出自
奥古斯丁、加尔文、亚米纽斯或是巴特, 都不是
完全合乎圣经, 所以我们不可把它们所教导的拣
选当作圣经的拣选.
本章的目的是要追溯神学(特指加尔文神
学)所指的拣选之起源. 圣经中的预定和拣选, 原
本只关乎圣徒和他们在基督里的福气, 却已被改
革宗神学(归正神学)曲解成“神预先决定拣选某
人得生命或灭亡”. 这套与圣经相违的看法最先
被奥古斯丁所提倡, 继而被加尔文所采用, 后又
由伯撒和他的学院延伸出去, 超越圣经所教导的.
在下一章, 我们会逐一探讨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的内容和逻辑(请参下期的《家信》).
(C.8) 第二章总结
我们注意到圣经中的拣选被人误解, 从
希波的奥古斯丁开始; 他没有看清圣经的拣选是
指拣选圣徒得福气. 他教导说: 神选定人永远得
救或永远灭亡. 奥古斯丁误解了恩典, 以为它是
133

请参本文附录一: 巴特与加尔文主义.
有关巴特其他的神学思想, 请参本期(2017 年
1-3 月份, 第 112 期)《家信》的“书中之书: 圣经的无误
和可靠(九): 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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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赐给被拣选之人的恩赐, 不能被那人抗拒, 而
其他不蒙拣选的人则无法获得. 他没有掌握到恩
典作王是普世性的(可以临到任何愿意接受者).
我们也留意到奥古斯丁发扬了神圣主义
(sacerdotalism)和圣礼主义(sacramentalism), 给罗
马天主教定了现今的模式.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
义》(Institutes)谈到预定和拣选两方面, 皆根据
奥古斯丁的错谬概念. 继加尔文之后, 伯撒又将
改革宗的重点从靠恩被称义转移到靠恩被拣选.
伯撒和他的学院发展并维护他们这方面的神学
系统, 根据亚里士多德那演绎推论的逻辑来解释
圣经和制定教义.
后来, 加尔文主义者当中出现争辩. 伯撒
所采用的内容和方法受到亚米纽斯所挑战. 多特
会议本为双方交换意见以进行讨论, 但加尔文派
人士不论是靠公平或采取恶劣手段, 却大胜亚米
纽斯派人士. 结果, 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成了多
特会议的宣言, 成了多特信经中的要点. 这套神
学渗入了许多基督徒作者的思想, 直到如今. 事
实上, 改革宗神学的影响深远, 甚至许多敬虔基
督徒也没察觉到他们某些神学的假设和前提, 是
出于奥古斯丁或亚里士多德, 而非出于圣经.135
***************************************
附录: 巴特与加尔文主义
著名的瑞士神学家巴特
(Barth)受到加尔文(John Calvin)
及其他改革家影响, 所以他强
调神的至高主权与超越性. 对
巴特而言, 神全然是“截然不同
的另一位”(wholly Other), 人只
有透过神的自我揭示, 才能认
识神. 虽然巴特采用加尔文的
术语(指专门用语), 但他对这些
术语有不同诠释. 在解释“拣选”(election)时, 巴特
强调对基督的拣选, 而不是对人的拣选. 他认为基
135

上文编译自 John F. Parkinson, The Faith of
God’s Elect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99),
第 40-57 页 , 也 上 网 参 考 此 书 的 中 文 电 子 版 本 ,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4.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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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是拣选者, 也是被拣选的(注: 这是所谓“辩证神
学”的例子, 辩证的主题是以对立方式加以陈述).
巴特认为基督拣选每一个人, 神在祂的恩典里拣选
了基督, 同时又透过基督拣选人, 使人与神和好, 这
里包括了那些不信基督, 而又已受预定要听和要信
的人.136
郑国治指出, 巴特主张“普世和好说”(或作
“普世和好论”, Universal Reconciliation),137 基督的
救赎已使全人类都与神和好; 传福音乃是告诉人
已经得救的事实(林后 5:18), 不是要人有得救的机
会.138 但这看法绝非圣经的教导. 圣经说基督确实
为普天下的人献上自己为挽回祭(约壹 2:2), 祂成
为神的羔羊, 担负世人(世上所有人)的罪孽(约
1:29). 但救恩的果效 只有临到那些愿意相信和接
受 救恩的人(指诚心悔改, 信靠主耶稣作他个人的
救主),139 以及那些在理智和心智上 没有能力 选择
相信基督的人(例如婴孩、白痴、严重智障者等
等,140 对于这类的人, 神不会要他们为自己行为负
责[故他们不受罪行的审判], 而他们的原罪已被主
耶稣所献的挽回祭解决了[故他们不受 罪性 的审
判], 编者按).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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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页.
137
“普救论”(Universal Salvation, 亦称为 Universal
Reconciliation 或 Universalism)是以神的爱为基本立场
(约壹 4:7-10), 认为既然神爱世人, 全人类至终都会得救.
事实上, 圣经虽然声明神是爱(约 3:16), 神愿所有人得
救(提前 2:4; 彼后 3:9), 但圣经也明确教导说有人会经
历第二次的死, 永远在火湖里承受罪的火刑(启 21:8; 注:
这节声明这些人包括“不信的… 一切说谎话的”). 主张
普救论的学者包括早期教父俄利根(Origen, 主后 182254 年)、多德(另译“达德”, C. H. Dodd, 1884-1973)等等.
138
郑国治著, 《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柔佛:
人人书楼, 2008 年), 第 88 页.
139
举个例子, 一群人在沙漠迷路, 干渴到几乎要死
的地步, 突然前面出现救援队伍, 他们有足够的水, 供每
人饮用. 但有个人不愿接受所提供的水, 至死都不肯开
口喝水, 结果他渴死了, 所提供的水对他一点好处都没
有. 同样的道理, 十架救恩已成, 足以拯救世上一切相信
主的人, 但人若不肯相信, 救恩的功效便无法临到他.
140
这类的人不是“不愿”或“不肯”相信主, 而是“没
有心智上的能力”去选择相信, 故与那些不愿或不肯相
信的人有别. 我们有理由相信公义慈爱的神会拯救他们,
不会让他们的灵魂与不信者一样地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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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是非

乔治·泽勒 (George Zeller)

再思“归正神学”(四):
它把信徒放在律法以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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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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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几期已讨论到归正神学有以下
几方面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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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圣经.
6) 危险六: 圣约神学所潜伏的危险

归正神学(改革宗神学)侵害基督徒生活的
本质(essence), 以及这生活所该遵循的法则(rule of
life). 归正神学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在教导有关成
圣(sanctification)时, 它把信徒带到西乃山, 而非
加略山. 但保罗的焦点总是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已经活
画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加 3:1) “但
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
架;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
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 6:14).

归正神学人士
不会说人要靠行律法
称义. 他们正确地强调
人称义是靠信心而非
行为. “因信称义”是宗
教改革的忠实口号. 但
我们的问题不是关于
“称义”而是“成圣”(特
指基督徒的生活, 及应
该如何活出成圣的生活). 归正神学家一致教导
说, 基督徒是在律法以下, 即以律法为生活法则
(under the law as a rule of life.).142 他们通常说信
徒不在礼仪的律法(ceremonial law, 例如献祭制
度和律法条例等)之下, 却在道德的律法(moral
law, 如十诫)之下. 在关于信徒对律法的关系上,
所有归正神学家的教导都有个强烈特征, 他们说

142

本期, 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危险, 那就是:
(B.7)

141

危险七: 它把信徒放在律法以下的危险
(B.7.1) 归正神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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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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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王志勇在其所著的“律法与福音 — 从改
革宗教义看律法与福音的关系”中写道: “上帝的律法就
为我们提供了 圣洁的客观尺度 . … 因此加尔文(John
Calvin)重申: ‘凡关于虔诚和圣洁生活所必须的事, 都包
含在律法之内’… 对信徒而言, 上帝的律法是行事为人
的标准, 是分别为圣的尺度, 也是完成上帝所交托的治
理的使命的工具. 律法的这一作用可以概括为成圣的作
用. … 上帝的律法既是基督徒生活的准绳, 成圣的尺度,
也是基督徒完成上帝所赐予的文化使命之工具. 当今教
会中, 很多人认为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启示给以色列民族
的, 也只有在当时的时代才有效. 加尔文先生指出: ‘生
活的规律并没有许多不同的, 乃是只有一个永久不变的.
因此大卫认为义人的生活是不住地默想律法的生活(参
诗 1:2), 我们不能说这是指某一时代而言, 因为律法的
生 活 适 合 于 各 时 代 , 甚 至 到 世 界 的 末 日 .’ ” ( 引 自
http://godoor.net/text/shenxue/sxtt3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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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是“在律法以下”, 以律法作为生活的法则143
(但得救的信徒不在律法以下了, 因保罗在 加
4:4-5 说: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
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
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编译者按).
斯坦福(Miles Stanford)
是 《 完 全 青 色 的 信 》 (The
Complete Green Letters)一书
的作者. 他把那些赞成律法
的 加 尔 文 主 义 者 (pro-law
Calvinist)或归正神学的作者
Miles Stanford
(Reformed authors)放在以下
清单里, 这些人的神学已散布在绝大部分信徒的
思想中.
Adams, J.

Edwards, J.

Allis, O.
Bass, C.
Baxter, R.
Berkof, L.
Berkouwer,
G.
Boettner, L.
Boice, J.
Bonar, A.
Boston, T.
Brown, D.
Conn, H.
Cox, Wm.

Shedd, Wm.

Fletcher, D.
Fuller, D.
Gerstner, J.
Gill, J.
Goodwin, T.

Lloyd–
Jones, M.
Mauro, P.
Morris, L.
Murray, G.
Murray, J.
Nicole, R.

Haldane, R.
Hamilton, F.
Hodge, A.
Hodge, C.
Kromminga,
D.
Kuiper, H.
Kuyper, A.

Owen, J.
Packer, J.
Payne, H.
Pink, A.
Romaine,
Wm.
Ryle, J.
Schaeffer, F.

Van Til, C.
Van Til, H.
Vos, G.
Warfield, B.
Watson, R.

Smeaton, G.
Steele, D.
Stonehouse, N.
Stott, J.
Thomas, C.

Watson, T.
Wyngaarden,M
.

许多在上表所提到的人物可以说是, 也
该被视为伟大和敬虔的人. 他们对基督的事工所
付出的贡献不该被低估. 然而, 这些人的神学观
不属时代论(dispensational, 没有按时代来正确分
解真理的道), 并且犯了一个错
误, 即坚决主张信徒是在律法
以下, 以律法作为生活的法则.
但其实在成圣方面, 基督徒必
须被带回加略山, 而非西乃山.
只有在加略山的十架上才能
找到真正的自由.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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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里(W. J. Berry)在亨廷顿(William Huntington)
的经典著作《信徒的生活法则》(The Believer’s
Rule of Life)的序言中, 正确地总结此问题:
一个属神的事实是, 基督已绝对地把“赎
民”从所有奴役中拯救出来, 脱离一切带
有惩罚的编码律法之后果(consequences
of, all coded law with penalty). 这个真理
首先被法利赛人和某些犹太基督徒所否
定. 若不是使徒们立即处理并一劳永逸
地解决这问题, 上述这方面的否定将会
大行其道. 使徒行传 15:1-35 记录了在耶
路撒冷召开的会议, 提到使徒们如何处
理此事. 还有其他这方面的例证, 例如保
罗如何纠正彼得(加 2:11-14); 使徒保罗
责备那些支持犹太教的加拉太信徒(加
拉太书 3 至 5 章); 保罗写给罗马信徒的
书信(罗 7:1-17); 及希伯来书的最终解释
(来 10:1-18)等等. 尽管有了这些从天而
来的清楚宣告, 一些人还是进到众召会
中, 坚持教导这同一编码的摩西律法.
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所召
开的尼西亚会议(the Council of Nicea),
他的主教们开始了第一个犹太-基督徒
编码律法的制度(first “system” of JudaoChristian coded laws), 并借着教皇(或译
“教宗”, popes)和他们的主教等级制度
(hierarchy of bishops), 把它扩展到整个
黑暗时代(dark ages); 过后更正教的改革
家们(the Protestant Reformers)将它修改
和延续在整个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从那时起直到如今. 这争议不是有关‘对
错的行为’之问题, 而是我们该处于怎样
的关系下进行服事. 一切在编码律法以
下的, 是被罪奴役而被定罪; 一切脱离律
法的, 是以自由儿子的身分来事奉, 以至
成义和得着真正的圣洁(罗 6:15-23).
(B.7.2) 时代论者的正确观点
早期的时代论者(dispensationalists)也正
确明白上述的争议(编译者注: 以下前三位[John

参本文附录: “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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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by、William Kelly 和 C. H. Mackintosh]是奉
主名聚会[或人称“弟兄会”, Brethren]的信徒):
我从摩西律法中学习
到神憎恶偷窃, 但我不
是 因 为 “在 律 法 以 下 ”
而不偷窃. 神一切的话
都是我要遵守的, 都是
为要教训我们而写的
John N. Darby
(罗 15:4); 但 我不在律
法以下了, 而是一个与基督同在十架上死了
的人, 也不在肉体之中, 而律法适用于肉体.
我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十架上的死)而向律法
死了(罗 7:4: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
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 叫你
们归于别人, 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叫
我们结果子给神”). [ John Darby, 由 Miles
Stanford 引用于题为 Arminius, To Calvin,
To Paul — Man, Law, or Christ-Centered?
的文章 ]
一些好人(指品行良好
的基督徒)犯了严重错
误, 就是把律法强加在
基督徒身上, 以律法为
基督徒的生活法则. 这
些人的原意非常好, 但
整个原则却是错误的,
William Kelly
因为律法非但不是“生
命的法则”(rule of life), 对于那些按本性会
犯罪的人来说, 律法反而是“死亡的法
则”(rule of death).144 律法非但没有拯救人的
能力, 反倒是定人的罪; 它不是圣洁的途径,
事 实 上 , 它 是 罪 的 力 量 ( 林 前 15:56).
[ William Kelly, 由 Miles Stanford 引用于
The Complete Green Letters 一书, 第 265 页 ]

144

罗 7:5: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
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罗
7:9-11: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 但是诫命(指摩西律
法中的十诫)来到, 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那本来叫人活
的诫命, 反倒叫我死; 因为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引诱
我, 并且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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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坚信真正实际的圣洁不可建立在
律法的基础上; 因此, 我们强调 林前 1:30 来
吸引我们读者的注意力. 145 我们担心的是,
有很多人虽在“称义”方面弃绝倚靠律法, 但
他们在“成圣”方面却依依不舍地逗留在律
法上, 久久不愿离去. 我们相信这是成千上
万人所犯的过错, 我们渴望看到这过错获得
纠正. 显然, 罪人无法靠遵行律法而称义, 同
样地, 律法不是信徒生活的法则.
对于信徒的生活法则, 保罗并没说: “因我活
着就是律法”, 而是“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腓
1:21). 基督是我们的法则、我们的榜样、我
们的试金石(检验标准)、我们的一切! 我们
接受律法的十诫为神所默示的正典之部分
记录; 此外, 我们还相信律法保留了完全辖
制和咒诅人的力量, 只要那人还活着(指活
在律法之下). 让罪人只尝试靠它得生命, 看
看它将把罪人带到何处; 让信徒只尝试照它
来塑造, 看看它会把信徒造得如何. 我们十
分确信人若按福音的精神来行事, 他不会杀
人或偷窃. 但我们也完全深信人若受限在摩
西律法的规格下, 就不符合福音的精神. [ C.
H. Mackintosh, The Mackintosh Treasury —
Miscellaneous Writings, 第 628, 653-654 页 ]
我们大部分的信徒都在加拉太主义
(Galatianism, 律法主义)的影响下长大和过
活. 更正教的神学在很多部分已完全“加拉
太化”(Galatianized, 律法主义化), 没有按照
神的旨意把律法和恩典放在它们该有的不
同与分开位置上, 反倒将两者混在一起 , 成
为一个难以分辨的神学系统; 因为按这样的
神学系统的教导, 我们必须尝试遵守律法,
并且靠着神的帮助, 我们可能做得到. 但这
是错误的教义, 也会导致律法不再按神的目
的作为定罪的职事(林后 3:9)、咒诅罪人(加
3:10)或使人知罪(罗 3:19). 另一方面, 若我
们被放在律法之下, 以律法为生活法则, 那
么恩典也就无法发挥功用, 拯救我们脱离罪
145

林前 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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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辖; 但 罗 6:14 清楚宣告: “罪必不能作
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 乃在恩典
之下.” [ C. I. Scofield, 由 Miles Stanford 引
用于 The Complete Green Letters, 第 265 页 ]
当罪人因信称义, 他需要
靠律法来讨神喜悦吗?
是否遵行律法能在他里
面产生圣洁的果子归给
神吗? 因信称义的信徒
与律法的关系究竟是什
么? 他是否还在律法的
管辖之下, 还是他已蒙拯
救脱离律法和它的奴役?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罗马书第 7 章里. “我
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 叫你们归于别人, 就是
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
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事主, 要按着心灵(圣
灵)的新样, 不按着仪文的旧样” (罗 7:4,6).
[ Arno C. Gaebelein, Gaebelein’s Concise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第 907 页 ]
无论是以律法作为称义的方式, 或作为生活
的法则, 信徒今日已不在律法之下 . 信徒是
因着恩典称义, 并被呼召走在恩典之中. 在
此(罗 7:14-25), 我们看见信主的犹太人努力
靠着律法作为生活法则来成为圣洁, 并坚决
尝试强逼他的旧天性去遵行律法. 在现今的
基督教世界, 外邦信徒通常也经过这同样的
经历, 被人教导去遵行律法. 因此, 当某个人
归信基督后, 那重生得救的人被要求立志和
坚持遵行律法, 以达到圣洁. 神自己也允许
祂子民面对这样的试验, 使他们在经历上学
习到在信徒身上的肉体, 是与非信徒身上的
肉体一样的败坏(罗 7:18: “我也知道在我里
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
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不过, 当
他停止靠自己努力, 转靠圣灵, 被复活之主
占据时, 他就获得拯救. [ H. A. Ironside, The
Continual Burnt Offering, 见 9 月 18 日的信
息; 以及其所著的注释书 Romans, 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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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要把基督徒放在“律法以下”, 神的道毫
无保留地谴责这一切的尝试. 圣灵透过使徒
保罗给了召会一本加拉太书, 为要对付这方
面的异端. 你要一读再读这本书信, 仔细留
意作者所论到的明确错误. 这错误并非指完
全拒绝神恩典的福音, 或全面归回律法主义.
这错误是教导说基督徒的生活, 以简单地信
靠基督为开始, 但必须持续处在律法以下或
部分律法之下(可是保罗在 加 3:2-3 责问道:
“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
音呢?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守
律 法 ) 成 全 吗 ? 你 们 是 这 样 的 无 知 吗 ?”).
[ Alva McClain, Law and Grace, 第 51-52 页.
我们大力推荐读者阅读此书. 它是由 BMH
Books (Winona Lake, IN 46590)所出版 ]
(B.7.3) 回到加略山与基督认同
基督徒生活的关键不是在西乃山, 而是在
加略山. 就在那里, 我学到“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 3:3). 律
法是从西乃山而来, 但恩典是从加略山(主耶稣
在十字架的救恩)涌流而出, 并且是神的恩典(多
2:11-12: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
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
守、公义、敬虔度日”). 无知的加拉太信徒选择
西乃山, 弃绝加略山, 纵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已
经活画在他们眼前(加 3:1).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
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 6:14).
归正神学在有关成圣的教义上有缺陷不
足之处. 纽威尔(William Newell)作出以下评论:
无论是在教义(doctrine)或在品行(work)方面,
宗教改革并没归回最初召会的时代. 在教义
方面, 他们教导说 称义 (justification)是靠信
心而非行为(我们为此感谢神). 马丁路德所
著 的 《 加 拉 太 书 释 义 》 (Commentary on
Galatians)在很多方面可说是自保罗以来,
最强有力的讲述信心之言论. 但改革者并没
教导有关保罗所论及的 认同 (identification)
之教义 — 信徒们的历史, 即与亚当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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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终止于加略山:
在那里, 他联合地向罪
死了, 与主同死; 也向
律法死了, 就是那使罪
具有权势的律法. 宗教
改 革 的 所 有 教 条
(creeds)把信徒放在律
法以下, 以律法作为生
William R. Newell
活法则; 可是“律法原
来一无所成”(来 7:19). 圣经论到那靠着完美
牺牲(主耶稣)而有的完美良心; 也论到信心
得以完美; 在爱中得以完美; 在敬畏神方面
使信徒的圣洁得以完美. [ William R. Newell,
Revelation — A Complete Commentary, 第
63 页, 也参纽威尔在 启 3:2 的评注 ]146
(文接下期)
*****************************************
附录(1): 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法则?

(A)

归正神学家的看法
论到称义 方面, 归正宗的传统(Reformed
tradition)会说: “得救的关键是要去到加略山. 罪人
唯一能倚靠和申诉的, 就是基督和祂钉十字架.” 但
来到成圣的过程, 说到信徒如何能活出一个分别为
圣的圣洁生活时, 他们会把那人带回西乃山. 以下
闻名的归正神学家所言证明此事:
基督徒绝不可向律法道别. 感谢神, 我们不
再靠它作为得救的方法, 不在律法以下了;
但我们必须遵守它, 尊荣它, 在我们 每日
的生活中实践它. [ 骆琼斯 (另译“钟马田”,
Dr. Martin Lloyd-Jones) ]
门徒岂能高过他自己的主人(Master)? 仆
人岂能高过他自己的主? 基督“生在律法
以下”(加 4:4), 并且完全遵行它, 给我们留
下榜样, 叫我们“跟随祂的脚踪行”(彼前
146

上文编译自 乔治·泽勒(George Zeller)所著的
“The Danger of Putting Believers under the Law”;
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11.htm .
也请参阅以下文章, “基督徒生活, 如何活出它?” (The
Christian Life and How it is to be Lived),
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christia/belived.htm .

70

2:21). 只有靠着 爱戴、敬畏和遵守律法 ,
我们才能避免犯罪. [ Arthur Pink, 由 Miles
Stanford 引 用 于 The Complete Green
Letters (Zondervan), 第 263 页, 脚注 3 ]
这节独特的教训带出一个重要真理, 一个
现今常被否定的真理, 即神所救赎之民还
在律法以下 : 这律法不是得救的条件, 而
是他们 行事为人的属神法则 (Divine rule
for their walk)… [ Arthur Pink, Gleanings
in Exodus, 第 349 页, 请参 出 34:4 的讨论]
真实的成圣会显露在以下两方面, 即惯性
地尊重神的律法, 以及惯性地努力遵行律
法, 以它为生活法则 . 圣灵会经常带领他
(信徒)以属灵方式使用律法, 以追求成圣.
[ J. C. Ryle, 由 Miles Stanford 引用于 The
Complete Green Letters (Zondervan), 第
263 页, 脚注 4a ]
基于成圣之教义的关联, 他们(归正宗人士,
Reformed men)更专心于律法. 他们立场坚
决地确信信徒(基督徒)还在律法以下, 以
它 作 为 生 活 的 法 则 . [ Louis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4th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7), 第 613-15 页 ].
上述这些学者其实在说什么? 骆琼斯(另译
“钟马田”, Martin Lloyd-Jones)说“我们不在律法以
下, 不靠律法来得救, 但他暗示在成圣的途径上, 我
们是在律法以下. 意思是这样: 我们不需要靠行律
法来得救, 但我们 每日生活中
却需要它 .” 他说我们不可向律
法道别. 但请留意保罗说, 信徒
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是
死了的(罗 7:4), 信徒既然在捆
他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
离了律法(罗 7:6). 可是骆琼斯
Martin Lloyd-Jones
却说我们绝不可向律法道别.
平克(Arthur Pink)在他上述的第一个引文
中, 显明他对时代论真理(dispensational truth)的误
解. 我们承认主耶稣是在律法以下, 因为祂活在律
法时代里, 而这时代是直到祂死在十架上才告结束.
祂是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加 4:4).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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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虽在律法以下, 但这并不表示活在现今恩典
时代的基督徒也在律法以下. 事实上, 保罗宣告相
反的事实: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
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罗 6:14). 平克也坚持说只有
靠着热爱、敬畏和遵守律法, 才能保守基督徒不至
犯罪. 因此, 他把信徒带到西乃山. 但保罗在罗马书
第 6 章并不这样做. 他反倒带领信徒去到加略山,
显明那荣耀的事实 — 我们已
经 与 基 督 认 同 (identification
with Christ) — 在基督的死里,
我们已向罪死, 在基督的复活
里, 我们已向神活. 平克在他第
二句引文中, 清楚表明信徒今
日还是在西乃山, 不是为要得
救, 而是为要成圣(指如何活出
Arthur W. Pink
基督徒的生活).
赖尔(J. C. Ryle)说我们要尽最大努力, 去遵
守律法, 以律法作为生活法则 . 对于他, 律法有个
属灵功用, 即成圣之路. 诚如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所赞同的: “虽然
真信徒不在律法以下, 不以律法作为工作之约, 不
靠此称义或被定罪; 不过, 律法对他们而言还是重
要的… 作为生活的法则”(Chapter XIX, Section VI).
伯 阔 福 (L. Berkhof)
指出, 改革宗(归正宗)人士坚
决地确信基督徒还在律法以
下, 以律法为生活法则. 因此,
根据伯阔福, 西乃山提供了
成圣和圣洁生活的钥匙. [脚
注 5: 我们并非说归正宗人士
Louis Berkhof
论到圣洁生活和成圣时, 从
没把信徒指引到加略山. 在论到成圣的教义时, 他
们也常提到十字架, 我们为此感谢神. 但我们论到
称义和成圣时, 让我们与保罗一同说道: “因为我曾
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
督, 并祂钉十字架”(林前 2:2) ]
(B)

真会变成无法无天?
有许多人错误地认为, 人若不是“在律法以
下”, 他就会变得无法无天(lawless). 但我们若与耶
稣基督有正确关系, 就不会无法无天, 反而会多结
果子(fruitfulness, 罗 7:4). 事实上, 能叫我们满足律
法公义要求的 唯一可能方法 , 就是与耶稣基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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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确关系: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
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 8:4). “圣灵所结的
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
止”(加 5:22-23).
请留意, 罗 8:4 没有说“靠我们成就”(by us),
而是“在我们里面成就”(in us). 成就律法(指满足律
法的要求)之关键是在于爱(罗 13:8-10; 加 5:14). 要
拥有爱的关键, 是行事为人要被圣灵充满(加 5:1323; 罗 8:4). 在我里面和靠着我自己, 我是完全无法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
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
出来由不得我”(罗 7:18). 我 — 在我里面和靠我
自己 — 完全失败. 但基督在我里面, 就不会失败!
(加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
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
舍己”).
不在律法以下并非表示在基督里的信徒反
对十诫, 或赞成触犯十诫等. 神绝对不许我们这样
做! 新约圣经重复十诫中的九条诫命(除了守安息
日这一诫命之外, 其他九条都是新约信徒所该遵守
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妄称神的名, 不可杀人, 不
可偷盗, 不可贪心等等. 神道德的标准从不改变. 信
徒若触犯九条诫命中的任何一条, 都是犯罪, 必须
向神交账. 我们要满足律法的公义要求, 这是重要
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做到这点?
我们必须谨记, 那些试图把自己和他人放
在律法以下的人, 本身都没(完全)遵行律法: “他们
那些受割礼的, 连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们愿意你们
受割礼, 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加 6:13).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
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徒 15:10). 那些按新
造的人之恩典法则(林后 5:17), 去凭信心行事的人,
实际上成就了律法(参 罗 8:4; 13:8; 加 5:14,22-23).
在称义方面, 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而领受神的义
(罗 3:21-22); 同样的,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 我
们也不是靠遵行律法来满足神律法的义. 我们不是
靠遵行律法来成全律法. 是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工 ,
才能成就此事(来 13:21; 腓 3:13). 简之, 不是靠肉
体的努力成果, 而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方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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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督徒要靠恩典成圣
(Sanctification By Grace)
宗教改革的口号(watchword)是“义人必因
信 得 生 ”. 然 而 , 论 到 成圣 时 , 归 正 神 学 的 标 语
(slogan)则是“义人必因律法得生”! 有者可能甚至
说“我们因律法和恩典得生”. 不过, 一旦你把律法
加在恩典上, 你就破坏了恩典(罗 11:6).147 归正宗
人士常常误解和忽略有关 信徒与主耶稣的认同
(identification) — 在祂的死和复活方面与祂认同.
归正神学家们很少在自己的写作中宣扬“新造的人
之法则”(即“与基督认同”的真理). 仔细查阅他们所
写的, 便发现很少论到罗马书第 6 章那伟大的认同
之真理; 很少说到信徒在那位复活、升天、坐在
天上之基督里的荣耀地位(林后 5:17; 西 3:1-4; 弗
2:5-7 等等). 我们更该多论到罗马书 6 章所谓的
“看自己是”(reckoning)的重要性(罗 6:11: “这样, 你
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
当看自己是活的”) — 此乃靠信心来看神的事实.
成圣与得救一样,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不靠
遵行律法的行为(弗 2:8-9). 成圣是建基于基督完
成了的工作(参阅罗马书第 6 章), 而非靠人努力遵
行律法. 基督徒生活的延续, 是与它的起始一样(西
2:6; 加 3:1-3). 保罗教导说, 那些在律法以下的人,
是在罪的管辖或权势之下(罗 6:14: “罪必不能作你
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这
是因为肉体无法遵守神圣洁的律法 (罗 8:7). 靠恩
典而活并非是无法无天的生活(多 2:11-12; 罗 6:12,15; 弗 2:10). 只有当神的恩典被赋予它在基督徒
生活中的正当地位, 我们才能赏识布里兹(Philip
Bliss)的诗歌之词: “脱离律法得自由 — 啊, 何等
喜乐的景况”.
今日, 一些最广受欢迎的“基督徒咨询辅
导”书籍所寻求的解决方案, 是微妙地把信徒放在
律法以下, 而非将他们置于恩典的原则之下 [ 脚注
17 — 请阅读我们对亚当斯(Jay Adams)所著的书,
即 Godliness Through Discipline 的 书 评 . 见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jay
_adams.htm ]. 无论是知道或出于无知, 书中主要的
中心点是在西乃山, 而非加略山. 斯坦福(Miles
Stanford)有力地陈述道: “(归正宗)加尔文主义是从

黑暗时代出来, 但仍处于黎明
的情景 — 一半已在救主的亮
光中, 但一半还在律法的黑影
里. 它有属肉体的倾向, 倾于被
束缚、受痛苦; 由此所生出的,
是可鄙的心, 是罗马书第 7 章
的痛苦之情.” (参 罗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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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Adams

保罗书信的要旨, 是先指示给信徒看, 神在
祂的恩典中已为他们成就的事. 一般而言, 他的劝
勉和嘱咐常出现在书信的最后部分, 是根据神恩典
所成就的事. 信徒需要根据神已成就的事实, 并靠
信心来根据它而活. 重点不是“你若这样做, 就会得
着福气”(律法的方程式), 而是“祂在基督里曾赐给
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弗 1:3), 所以“既然蒙
召 ,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 4:1). 神的
恩典如何教导我们生活(比较 多 2:11-12)? 我们有
众多的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 弗 5:8 — “从前你们
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
当像光明的子女.”
请留意, 保罗首先告诉以弗所的信徒 他们
是谁 (WHO THEY ARE, 他们是光明的, 这是靠着
神的恩, 而非靠他们行律法), 然后才告诉他们如何
行 (HOW TO WALK)! “既然你是光明的子女, 行
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你行事为人要与自己
的身份相称! 靠着信心, 你要根据你的身份这一事
实来行事为人 . 要在主耶稣基督里看清你自己的
真相 [脚注 18: 请参我们所写的文章, 题为“祂丰富
的恩典”(The Riches of His Grace — 215 THINGS
THAT ARE TRUE OF ME NOW THAT I AM
SAVED ]. 最重要的劝勉是: 我们行事为人应该像
新造的人(加 6:15-16: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
要, 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
身份! 神的平安与胜利是赐给一切按照这“新造的
人之法则”来行事的
人(加 6:16), 这是根据
基督在十架上所完成
的工作 (加 6:14)!148

148
147

律法是靠行为, 但保罗明确地说: “既是出于恩
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 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罗 11:6).

此篇附录乃改编与翻译自乔治·泽勒 (George
Zeller)所写的文章“What is The Believers Rule of Life?”,
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rulelife.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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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七)
羔羊的婚礼
(A)

召会被提后天上将发生的两件大事
看哪! 在基督里睡了的圣徒从死里复活,
活着的圣徒身体改变, 两方一同成为一个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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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信主重生得
救的人, 都注定会出现在这群被提的会众当中,
编译者按), 应该有兴趣知道被提过后将要发
生什么事, 就是从被提开始, 直到与基督一同
回到地上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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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将有何事发生.
[ 编译者注: 召会被提后, 天上将发生两件大事,
即信徒工作的审判和羔羊娶妻的婚娶. 一般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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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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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娶, 后才论到信徒工作的审判. 然而, 我们在
编译和刊登他的文章于《家信》时, 却选择按
照这两件事的时间次序来排列, 故先刊登工作
的审判, 后才羔羊的婚娶. 我们已在上期刊登
有关工作的审判, 本期就让我们一同来思考羔
羊的婚娶(marriage of the Lamb) ]
(B)

羔羊的婚娶
首先, 从我们之前看过的许多圣经经文
中, 我们晓得将会亲眼见到主耶稣本身. 现今,
那些走在光明中的人可凭信心看见祂, 享受祂
的同在, 这是别人难以领悟, 或完全不知的;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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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向这样的人彰显自己, 祂用的方式是世人无
法领会的(约 14:21-23). 149 然而, 到了那一日
(召会被提之日), 圣徒将要目睹祂荣耀的整个
人, 享受祂荣美的同在 — 这是信心无法达到
的境界, 也是内住我们心中的圣灵没有向圣徒
显示的, 但圣灵使圣徒渴慕和向往那一刻 —
主荣耀的显现!
跟着, 我们要去到“父家”, 那里有许多
住处, 那里是祂先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之处(约
14:2-3), 正如我
们唱到的: “祂
为我预备住处,
那永远长存的
住处, 而我在那
圣洁喜乐的地
方, 不是暂时而
是永远.” 对于
这点, 圣经没有详细解说, 但清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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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3:18), 而祂将完满
地达到此目的, “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
站在祂荣耀之前”(犹 24).
以色列有一律法条文: “新娶妻之人不
可从军出征, 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 可以
在家清闲一年 , 使他所娶的妻快活”(申 24:5).
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在很多方面)预示基督;
这古时的律法条例在很多方面(若不是全部)是
将来美事的影儿(来 10:1). 因此, 比较这点与以
弗所书 5:25-32, 我们不难看到人间的夫妻关
系被应用来指基督与召会的关系, 这是极大的
奥秘, 那里表明耶稣基督要把召会“献给自己,
作个荣耀的召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 5:27).
149

约 14:21-23: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
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
他显现. 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
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
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
里去, 与他同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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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岂不证明这两处经文其实有相似
之 处 (parallel); 我 们 已 许 配 给 主 耶 稣 ( 林 后
11:2), 所以当主再来接我们(召会被提), 到祂
那里和祂的父家时, 我们并不是前往战场, 主
耶稣也不会率领圣徒执行审判; 祂会先与圣徒
像在家中一般地同在一段时间(过后才回到地
上执行审判, 编译者按).
申 24:5 这充满怜悯的律例所强调的,
是为要“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那作丈夫的, 有
责任使妻子“快活”(KJV: cheer up), 正如他有
责 任 “ 保 养 顾 惜 ”(KJV: nourisheth and
cherisheth; 弗 5:29). 谁能述尽主为爱祂之人
所预备的“快活”呢? (林前 2:9)150 在那一日, 荣
美的一日, 祂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比较 启
7:17); 祂仿佛“束上腰带, 前来服事”(比较 约
13:4-5) — 使他们得享隐藏的吗哪, 并领受一
块白石, 有新名写在其上, 这一切“除了那领受
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启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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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羔羊的婚娶与婚筵
(A)

新郎和新妇的象征
新约圣经许多经文都以新郎和新妇(新娘,
Bride)作为象征, 来揭示基督与召会的关系(约 3:29;
罗 7:4; 林后 11:2; 弗 5:25-33; 启 19:7-8; 21:1-22:7).
在召会被提时, 基督就如新郎迎娶新妇, 立约(婚约)
的关系成全, 他们就要合而为一.
彼得森(William A. Peterson)解释说: “只有
召会是‘新妇, 羔羊的妻’(启 21:9), 她与‘耶和华的
妻’, 即以色列, 有所区别; 后者要在千禧年开始时
被恢复, 归于以色列的圣者(赛 54:1-10; 何 2:117).152 耶和华的妻是属地的(何 2:19,23: “我必聘你
永远归我为妻… 我必将她种在这地...”), 但基督的
新妇所享有的, 是属天的福分(弗 1:3: “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一个蒙赦免和被恢复的妻
子不能被称为童女(林后 11:2-3 称之“贞洁的童女”,
这是召会所独有的)或新妇…”153 简之, 召会才是基
督的新妇, 正如 弗 5:22-33 所表达的真理.
(B)

那时, 得赎之歌将充满天家! 回忆起主
如何引领我们的一生, 更清楚地看见主带领我
们的每一步、每一转折, 都充满慈爱和美意,
那时, 我们的心将涌出全新的赞美之泉! “我们
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原文作: 如
同猜谜);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
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
样”(林前 13:12).151
编译者注: 本文作者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在文中只简略提到羔羊的婚娶(marriage of
the Lamb), 但与此题目密切相关的, 是羔羊
的婚筵(或称“羔羊的筵席”, marriage supper
of the Lamb), 故请继续阅读本文附录一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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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2:9: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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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380 页.

羔羊的婚娶之时间
潘德科(J. D. Pentecost)指出, 按圣经的揭示,
婚娶(marriage of the Lamb)的时间是发生在召会
(教会)被提与基督第二次降临
之间. 被提之前, 召会仍在期
盼这样的联合. 根据 启 19:7
的记述, 这婚娶在主耶稣第二
次降临之前就进行了, 因那里
说: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KJV: for the marriage of the
J. D. Pentecost
Lamb is come).” 在希腊抄本
中, 这译作“到了”(KJV: is come)的希腊字是 êlthen ,
而在希腊文法上, êlthen 一字是希腊字 erchomai
{G:2064}的“过去不定式”(aorist), 表明一个已经完
成的事件. 换言之, 在基督还未回到地上施行审判
(毁灭敌基督的国度权势, 启 19:11-21)之前, 当群
众还在天上赞美主基督时(启 19:1-6), 上述这羔羊
的婚娶已经完成 ! 这婚娶随着信徒来到基督的审
152

赛 54:5: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万军之耶和
华是祂的名. 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 祂必称为全地
之神.” (注: 耶和华被称为以色列的“丈夫”)
153
William A. Peterson, Watching for the Morning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1990), 第 111 页.

《家信》: 第 112 期 (2017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判台(基督对信徒工作的审判)之后进行, 因为那时
的新妇已穿上“圣徒所行的义”(启 19:8). 那些都是
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蒙悦纳的凭据. 因此, 婚娶必
须在基督的审判台与基督第二次降临之间进行.
(C)

羔羊的婚娶之地点
潘德科指出, 婚娶的地点只能在天上, 且是
紧随着基督审判台的出现. 我们知道基督的审判台
将在天上进行, 而主第二次回来(同召会而来)之时,
召会与祂在空中降临(启 19:14; 也参 亚 14:5: “耶
和华我的神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另译“圣徒”, saints,
即整体的召会]同来” ), 所以婚娶必然也在天上进
行, 除此之外, 没有别处配得召会这“天上的国民”
进行婚娶了(腓 3:20).
(D)

羔羊的婚筵(羔羊的筵席)
婚礼可分为婚娶(新郎迎娶新妇)和婚筵(新
郎摆设筵席款待亲友)两大部分. 潘德科写道: “羔
羊婚娶(marriage of the Lamb)明显只牵涉基督与教
会.” 但 启 19:9 还提到婚筵(marriage supper). 这显
然是两件不同的事. 问题是: 此婚筵何时何处举行?
出席此婚筵的又是谁呢?
(a) 此婚筵何时何处举行?
先谈这婚筵何时何处举行. 启 19:9 宣告说: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marriage supper)的有福了!”
这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薛弗尔(Lewis Sperry
Chafer)所表示的: “我们要分辨在基督回来之前在
天上的婚筵(marriage supper), 与祂回来之后在地
上的娶亲筵席(marriage feast, 太 25:10; 路 12:37).”
这种看法主张有两次婚筵(suppers), 一次是在天
上、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举行, 另一次则在地上、
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后举行.
第二种解释是把 启 19:9 的宣告视为那将
在地上举行的婚筵(wedding supper)之预告, 这婚
筵是在羔羊婚娶(指在天上进行、没有筵席的婚娶)
和第二次降临之后, 在地上举行的婚筵. 换言之, 这
看法主张只有一次的婚筵, 只在地上举行. 只不过
在基督回到地上举行婚筵之前, 先在天上为此婚娶
发出 启 19:9 的预告.
根据潘德科, 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中并没有
婚筵(marriage supper)和娶亲的筵席(marriage feast)
之分, 两者都只用同一个字来表达(即希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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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pnon {G:1173}, 意即“晚餐、筵席”, 这词在英
文圣经《钦定本》中译作 supper 和 feast ). 由于婚
筵在福音书中一致地用来指在地上的以色列(参
太 22:1-14; 路 14:16-24; 太 25:1-13), 所以上述第二
种解释较为可取, 即把羔羊的婚娶(marriage of the
Lamb)视为那在天上举行、召会永远与基督的联
合, 并把娶亲筵席(marriage feast)或婚筵(marriage
supper)视为那在地上进行的千禧年; 那时犹太人
与外邦人同被邀请赴筵, 新郎也因着把新妇展示给
前来聚集的朋友观赏而得着尊荣.
(b) 出席此婚筵的是谁呢?
还有一个问题: 出席此婚筵的是谁呢? 施洗
约翰在 约 3:29 提到“新郎的朋友”, 也表明他就是
新郎的朋友之一, 这节暗示神的旧约圣徒(指从亚
当开始, 直到主在十架完成救恩之前所有信靠神的
人[统称“旧约圣徒”], 包括亚当、亚伯、约伯、撒
母耳等等, 以及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和以色列历史上凡信靠神的众圣徒、众先知
等等)都是新郎的朋友, 将被邀请出席羔羊的筵席.
潘德科表示, 根据 但 12:1-3 和 赛 26:19-21, 旧约圣
徒的复活会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发生; 启 20:4-6
亦指出大灾难中的圣徒也要在那时复活. 所以我们
可合理地认为, 旧约圣徒及灾难圣徒都包括在这些
有福的出席者名单中.
有者认为被邀请赴羔羊婚筵的, 是指召会
或天使, 但彼得森断然否认. 他表明赴羔羊婚筵的,
肯定不是召会 — 羔羊的新妇, 因为没有新妇被请
出席自己的婚筵. 这些宾客也不是天使, 因为他们
仿佛仆人一般“奉差遣”, 而非仿佛宾客一般“受邀
请”. 显然, 那些受邀、被请, 得享婚筵之喜的, 将会
是旧约的圣徒, 而施洗约翰便是其中一人, 因他形
容自己为“新郎的朋友”(约 3:29). 在 太 9:15, 被请
的客人被称为“陪伴之人”, 太 22:8 则称之为“所召
的人”. “在这荣耀的情景, 以色列的列祖们、众先
知、众祭司、众君王, 和一切在先前时代的得救万
众, 他们已被主接到天家, 将欢庆喜乐…”154
启 19:9 宣告说: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
福了!” 瓦沃德(John F. Walvoord)如此写道: “旧约
采用婚姻的画像, 来描绘以色列为‘耶和华的妻子’,
154

William A. Peterson, Watching for the Morning,
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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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她对神不忠, 要等到将来才获得属灵的恢复. 圣
经也采用婚姻的画像来描绘召会, 以基督为新郎,
召会为新妇. 那些被邀请来参加婚筵的(或说婚筵
的出席者), 包括召会作为新妇和其他的圣徒. 这包
括旧约圣徒(他们将要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时复活)
以及灾难中殉道的圣徒(他们组成极大的群众, 参
启 7:9-17). 事实上, 神以不同方式对待不同的人,
如以色列、召会和外邦列国, 这与祂的主权是相符
一致的.”155

{G:1062}, 意即婚礼、婚姻(wedding, marriage). 林
斯达(Robert Lindsted)正确表示, 圣经论到婚礼时,
是按犹太人的风俗说的, 因为领受这话的主要是犹
太人. 我们要先明白犹太婚礼的方式, 然后才能清
楚明白神要对我们说写什么.

羔羊的婚筵与千禧年有何关系? 潘德科的
评述给了我们一个更完整的概念: “在这里, 我们似
乎需要把羔羊的婚娶(marriage of the Lamb)与婚筵
(marriage supper)分别出来. 羔羊的婚娶特别指着
召会, 是在天上举行的婚礼; 婚筵则与以色列有关,
是在地上进行的筵席. 在 马太福音 22:1-14、路加
福音 14:16-24 和 马太福音 25:1-13 中, 以色列正等
待新郎和新妇回来, 婚筵或筵席要在地上特别为以
色列举行. 这婚筵就是一幅千禧年全期的比喻式画
像, 以色列在大灾难中被邀请, 多人却拒绝, 因此
(拒绝者)要被丢弃; 但许多人应邀, 都被接纳. 因着
他们(许多以色列人)拒绝邀请, 那邀请便临到外邦
人, 所以外邦人中多有赴筵的. 以色列在主第二次
降临时, 正等候新郎从婚礼回来邀请他们赴筵; 在
婚筵中, 新郎要向朋友们介绍祂的新妇.”

(1) 订立婚约: 按这第一步骤(或阶段), 新郎和新妇
双方的父母立下婚约(marriage contract), 新郎
的父母(由父亲代表)会给新妇的父母聘金(或
称“嫁妆”, dowry). 这婚约是合法的, 只有离婚
(休妻)才可废掉这方面的结合.
(2) 迎娶新妇: 第二步骤通常发生在一年后, 或在
另一个适当的时间, 就是在半夜时分, 新郎与
他的男性朋友带着火把, 游行到新妇的家迎娶
爱人. 新妇知道新郎来了, 就与她的童女们
(maidens, 指新妇的未婚女性朋友们)做好准备,
加入游行队伍回到新
郎的家. 太 25:1-13 有
关十个童女的比喻, 正
是说明这点.
(3) 摆设筵席: 第三步骤是
婚 礼 的 筵 席 (marriage
supper). 这婚筵可以延
续数日, 正如 约 2:1-12
John F. Walvoord

感谢神, 不单为我们预备了羔羊的婚娶, 还
预备了羔羊的筵席, 此乃何等荣美、无比欢乐的时
光啊! 诚如施洗约翰所说: “新郎的朋友站着, 听见
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 故此, 我这喜乐满足了”(约
3:29). 那时将是喜乐满足, 福杯满溢的日子!156

***************************************
附录二: 犹太人的婚礼与羔羊的婚礼
启示录 19:7-10 提到羔羊的婚娶(marriage
of the Lamb). 这节的“婚娶”在希腊原文是 gamos
155

John F. Walvoord, The Prophecy Knowledge
Handbook (Wheaton, IL: Victors Books, 1990), 第 619 页.
156
除了脚注中的资料注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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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11 页. 也参其英文版 Things to Come
(Zondervan, 1958), 第 226-228 页.

瓦沃德指出, 基督在世的时代, 当时的犹太
婚礼有三大方面(aspects, 注: 我们也可称这三大方
面为“三大步骤”[steps]或“三大阶段”[phases] ):157

157

彼得森(Dr William A. Peterson)认为犹太人婚
礼可分成四个阶段: (1) 父亲最初的预备: 父亲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要找怎样的妻子给他儿子, 有时他会找代理人
(希伯来文作 satchon, 即我们所谓的媒人)去找适合的年
青女子, 向她描述那未来新郎有怎样的外貌、身份、地
位和品德, 并奉上礼物(创世记 24 章描述这样的情景).
(2) 订婚(Betrothal): 即立下合法的契约(婚约, contract),
然后奉上嫁妆或聘金, 过后再奉上新妇的结婚礼服. (3)
迎娶新妇: 在结婚当天, 新郎连同朋友游行到新妇的家
迎娶她, 将她带回新郎的父家, 然后进行所谓的“新妇的
呈递”(presentation of the bride), 即由新妇的父亲握着新
妇的手, 把她交在新郎父亲的手, 再由新郎父亲握着新
妇的手, 把她交在新郎的手中. 这样手传手的移交(递交
仪式)立下合法的婚姻. (4) 摆设婚筵: 结婚的筵席可以
长达一至两个星期, 按新郎的社会地位而定. 许多亲友
将与他们同欢共庆. William A. Peterson, Watching for
the Morning, 第 107-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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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载在迦拿举行的娶亲筵席一般.158
根据这个婚礼习俗, 我们看见在基督和召
会身上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 在上述第一阶段
(订立婚约), 我们看见在过去的永恒里, 即神未创
立世界以前, 父神要为祂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预备新
妇, 所以便拣选了召会(帖后 2:13: “祂从起初拣选
了你们…” ). 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 祂的爱子便来
到世上流血舍生, 以祂的宝血作为迎娶“新妇的代
价”(希伯来文 mohar), 这是何等的重价啊! (林前
6:20; 彼前 1:18-19; 弗 5:25)
旧约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曾差派老仆, 去为
儿子以撒寻找妻子(创世记 24 章). 他向利百加描
述以撒的身份、地位、财富, 吸引了利百加, 愿意
接受嫁给以撒(创 24:34-49, 56-58). 接着, 老朴送上
礼物给利百加(创 24:22,53).
这一切预表父神和圣灵在为
基督寻找新妇方面所做的工
作. 圣灵就仿佛亚伯拉罕的
忠心老仆, 或如婚姻代理人
(希伯来文作 satchon, 即我们
所谓的媒人), 受差遣去找寻
适合人选,159 作为基督未来的
新妇(指召会). 当福音被公开
传讲或私下分享时, 罪人借着圣灵的工作 — 感动
罪人知罪、明白基督的救恩而归信基督 — 使那
人因愿意接受主为他个人的救主而得救, 加入了宇
宙性的召会(这仿佛利百加决定说“我去”[愿意嫁
给以撒, 创 24:58], 结果成了以撒的新妇).
158

John F. Walvoord, The Prophecy Knowledge
Handbook, 第 617 页.
159
约 14:16: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
惠师(或作: 训慰师)…”; 约 14:26: “但保惠师, 就是父因
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祂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
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 15:26: “但
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祂来了, 就要为我作见证.”. 约 16:14: “祂(圣灵)要荣耀
我 …”. 圣灵为主耶稣作见证, 荣耀主耶稣, 就如亚伯拉
罕的老仆人为以撒作见证, 荣耀以撒. 请留意他见证以
撒的丰富: “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亚伯拉罕), 使
他昌大, 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
驴. 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
子; 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创 24:3536; 试比较主耶稣的丰富, 西 1:15-19; 2:9-10; 林后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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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沃德指出, 犹太人婚礼习俗何等自然与
贴切地应验了圣经所预言有关基督与召会的关系.
瓦沃德评述道: “当个别的信徒信靠基督, 接受祂为
救主时, 这婚姻的法律阶段(指首个阶段 — 订立
婚约)便在地上成就了. 他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 也
在订婚的意义下属于基督了. 根据这点, 新妇若不
忠(指召会对基督不忠), 可被视为犯上奸淫的罪.”
根据一些资料, 已订婚的犹太少女将蒙上
脸, 也常带着他爱人所赠送的订婚戒子或装饰, 向
别人表明她已许配给人, 要忠心等候迎娶之日的来
临. 此外, 在未与前来迎娶的新郎相见以前, 上述的
犹太少女会进行新妇“礼仪的沐浴”(Bride Takes
Ritual Bath), 希伯来文称之为 Mikvah . 这预示召会
要洁净自己来预备朝见基督. “在预备婚娶方面,”
瓦沃德写道, “救主为召会死在十架上, 为着她的罪
成为牺牲的祭物. 这也引到现今的成圣工作(work
of sanctification), 因召会处在地上的这段时期, 基
督‘要用水借着道把召会洗净, 成为圣洁’(弗 5:26),
意思是要使用那有洁净功能的‘神的道’(圣经)之真
理, 以此预备新妇去备好未来的角色.”
另一方面, 彼得森表示: “根据犹太人的习
俗, 新郎会给他的新娘‘十个银子’(KJV: ten pieces
of silver, 路 15:8 将之译作“十块钱”)或‘十个金
子’(ten pieces of gold). 这等于现今的结婚戒子. 所
用的金属(金、银、铜、铁等)会按照新郎的社会
地位而有所不同. 对于穷人, 所给的可能是十个普
通金属. 如果有钱, 就会给十个银子, 如果更富有,
就给十个金子. 总之, 一定要十个, 以此证明她已许
配别人. 这就解释了为何在 路 15:8-10 拥有十个银
子的妇人, 会因丢了一个银子而着急难眠, 并因寻
获它而喜乐欢庆”(因为所遗失的, 是她所珍贵的结
婚礼物).160 感谢神, 正如新郎给新妇礼物, 照样, 基
督也赐下“各样礼物”给召会, 例如圣灵(弗 1:14)和
各种属灵的恩赐(罗 12:6).161
瓦沃德进一步解释: “当召会被提, 就是基
督来迎娶祂的新妇, 接她回到父家的时候, 这便说

160

W. A. Peterson, Watching for the Morning, 第 110 页.
弗 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 凭据 (原文
arrabōn = 定金或保证, 可指主赐下圣灵给召会为结婚
定金)”; 罗 12: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gifts), 各有不同”.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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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羔羊婚娶的第二阶段(迎娶新妇). 随之的羔羊
婚筵便是第三阶段(摆设筵席), 亦是最后阶段”.
林斯达给我们更多有关犹太婚礼三步骤的
细节. 事实上, 第一步骤(订立婚约)有两个可能, 一
是由父母安排订婚, 二是由新郎自己进行. 林斯达
描述后者的情况: 犹太婚礼的第一步叫订婚(另译
“许配”, Betrothal). 其间, 新郎要主动, 找他所爱的
新妇, 从他的家来到新妇的家. 到了, 就与新妇的父
亲谈婚事, 若父亲答应, 就谈聘金, 说好为定. 新郎
付上聘金, 印证了所约定的价银, 这做法确保了一
个立约的关系. 最后, 要盛酒干杯. 新郎喝过那杯酒
后, 声明说: “价银已定, 礼金已付, 她是属于我的
了.” 事后, 新郎就离去, 独自回父家.
新郎会在父家, 或在父家旁, 盖一所房子给
自己和新妇居住. 当他盖好了房子, 就回去接新妇.
但新妇并不知道他何时回来.162 一般说, 会是在晚
上, 但她不知道哪一个晚上; 她所知道的, 是要准
备好. 她的嫁衣要准备好, 婚礼的事都要一一备妥.
于是, 他一来到就喊叫说: “你准备好了吗?” 就可
以立刻拿自己的东西出门, 与新郎会面, 一同到他
的父家了. 新郎的迎娶是给双方亲朋戚友一个讯号,
通知他们隆重的婚礼(特指婚筵)将于七日后举行.
七日结束, 他们会回来庆祝. 在这七日其间, 他们留
在父家, 一同印证婚盟. 他们一起在父家的静室中
快活地度过新婚的七日. 七日后, 新郎出来, 把新妇
介绍给宾客认识, 一同庆祝.
林斯达解释基督如何应验犹太人婚礼习俗
的预表意义. 他写道: “请记着, 在祂被卖的晚上, 祂
与门徒一起, 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
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 22:20). 对我们来说, 这
是象征的; 但这是个约, 是个应许. 祂喝那杯, 表示
奉上聘金, 并愿意为新妇付上祂生命的赎价.”
正如犹太人的婚礼一样, 祂离开这地上, 回
到天上的父家, 为新妇预备一个家(记得主耶稣在
约 14:2 对门徒所说的话: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
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
你们预备地方 去.”). 圣经说: 将来的一天, 祂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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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向犹太新郎一样(正如主耶稣在 约 14:3 所应许
的: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
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在这时候,
就如犹太新妇准备自己一样, 基督的新妇(召会)也
要准备好, 当呼召声说: “上到这里来!” 她就立刻离
开地上. 圣经清楚地说, 召会要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
遇(帖前 4:17), 进到基督审判台前和羔羊的婚礼.
瓦沃德指出, 召会被提时是无玷污、无皱
纹的. 她在每一方面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完美状
况下, 被献给基督, 如 弗 5:27 所说的: “可以献给自
己, 作个荣耀的召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
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当然是召会被提那一刻所
经历到的“洁净成圣之果效”, 因为那时, 召会将要
像基督一样, 如约翰所言: “亲爱的弟兄啊… 将来
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
像祂, 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 凡向祂有这指望的, 就
洁净自己, 像祂洁净一样”(约壹 3:2-3).
如上文所说“七日后, 新郎出来”. 林斯达表
示, 七年完结, 基督就与召会(祂的新妇)再回到地
上, 把她介绍给全世界. 到时是她首次的揭开面纱,
公开露面. 你看见这幅美丽的对照吗? 七年灾难过
后, 新郎引进新妇; 正如七日过后, 犹太新郎领新
妇进入筵席, 介绍给亲友相识. 以上的对照可谓环
环相扣, 清晰绝伦, 相信人人都可以看见! 我们在
下表列出犹太婚礼与基督和召会的婚礼之对照:
犹太人婚礼

基督和召会

1 父亲为儿子选

 父神为主耶稣拣选了召会.
帖后 2:13: “主所爱的弟兄们哪, 我
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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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上“重价”, 即主耶稣的宝血.
林前 6:20: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
的…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彼前 1:18-19: “得赎…乃是凭着基
督的宝血.”
 基督以自己的宝血来“立约”.
林前 11:25: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
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
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我.”

择新娘
第
Father
一
Chooses
步
Future Bride
for Son
骤
↓ 2 奉上 Mohar
(新妇的代价)
订
Bride Price
立
婚
约 3 立下 Ketubah
- 应许或结婚
契约)163 List
of Promise /
marit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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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指出, 按犹太礼俗, 新郎也不知道何时迎娶,
因为决定权是在新郎父亲手中, 这就解释了为何主耶稣
说“那日子…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太 24:36).

163

希伯来文 Ketubah 是指犹太人的结婚证书或结
婚契约(Marit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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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郎送礼物给
未来新娘
Groom Gives
Gifts to Bride

5 新郎拿起银杯
所盛的酒来喝
(注: 酒盛在银
杯里象征救赎
之杯; Wine
= Cup of
Redemption)

6 新郎离开, 预
备新家
Groom Leaves
to Build a
Home

7 Mikvah - 新娘
沐浴
Bride Takes
Ritual Bath

1 新郎回到新妇
的家, 迎娶新
第
妇 Groom
二
Comes back to
步
Receive the
Bride
骤
2
新郎带着大
↓
队, 游行前来
迎
迎娶新妇, 回
娶
到父家(或预
新
备好的新家)
Wedding
妇
March

3 进行结婚仪式
Wedding
Ceremony
(including
Presentation of
the Bride in
Chuppah )164

1 举行结婚筵席
Wedding Feast

 基督送“礼物”(gifts)给召会.
弗 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
凭据(原文 arrabōn = 定金、保证);
罗 12:6: “ 按 我 们 所 得 的 恩 赐
(gifts), 各有不同.”
 基督为救赎罪人而喝下苦杯.
约 18:11: “我父所给我的那杯, 我
岂可不喝呢?” (参 太 26:42)
 付出宝血为救赎的“重价”.
可 14:23-24: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 耶稣说: 这
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基督离开地上, 升天(回到天上
的父家)为召会预备新住处.
约 14: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
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
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召会要洁净自己,等候基督再来.
约壹 3:2-3: “… 主若显现, 我们必
要像祂, 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 凡
向祂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 像
祂洁净一样.”
 基督回来, “迎娶”召会.
约 14: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
方, 就必再来 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基督带着众天使回来迎接召会
帖前 4:16-17: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
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
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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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14:2-3: “在我父家… 再来接你
们到我那里去.”
 召会“献给”(present)基督为新妇.
弗 5:27: “可以献给自己, 作个荣耀
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
启 19:7: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
归给祂. 因为,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
了(“到了”原意是“已经完成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基督摆设筵席, 即“羔羊的婚筵”.
启 19:9: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
的有福了!”

第
三
步
骤
↓
摆
设
筵
席

编译者注: 有些
学者指出, 新郎
通常在婚娶七日
之后, 才举行结
婚筵席. 结婚的
筵席可以长达一
至两个星期(按新
郎的社会地位而
定). 许多亲友将
与他们同欢共庆

 召会被提, 在天上进行婚娶, 而
地上将有七年的灾难(但
9:24,27; 启示录 6 至 18 章).
 七年灾难过后, 基督与召会一同
回 到 地 上 ( 亚 14:5 的 “ 圣 者 ”
[saints] 也可译作“圣徒”, 指召会
的圣徒), 然后设立一千年的“千
禧年国”(亦称“天国”; 启 20:2-6).
 有学者认为这一千年的天国时
代(千禧年国度)犹如婚筵的进行
— 全球普世万众同欢共庆.

最后, 论到羔羊的婚筵(筵席), 瓦沃德写道:
“看来我们可合理地认为, 这婚筵(wedding feast)将
会是在地上的庆祝活动(festivities)之一, 就是当基
督同祂所有圣徒降临后的欢庆.” 彼得森进一步解
释说: “婚筵可以延长至一两个星期之久, 一切按新
郎的社会地位而定. 许多朋友会前来坐席, 分享结
婚的喜乐, 并穿上结婚礼服(wedding garments). 这
结婚礼服的用意, 是要让最穷的宾客都能像其他人
一样穿得体面. 我们的天父已经预备了公义的礼服,
因祂‘不偏待人’(徒 10:34).”165 感谢慈爱的父神, 这
婚筵要在地上“千禧年国”开始时, 普世同欢共庆,
其乐久久不息.166

165

W. A. Peterson, Watching for the Morning, 第 110 页.
除了脚注中的资料注明之外, 上文主要参考
John F. Walvoord, The Prophecy Knowledge Handbook
(Wheaton, IL: Victors Books, 1990), 第 617-619 页,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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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25 页; 并参照 林斯达著, 姚光
贤译, 《更确的预言》(香港新界: 基督徒阅览室, 1997
年), 第 108-111 页 (注: 林斯达所著的《世局纵横》和
《更确的预言》在内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166

164

希伯来文 Chuppah (读音: Huppah )是犹太人特
别建造来进行婚礼用的华盖或罩棚(注: 按犹太拉比, 此
华盖象征神在西乃山降临的荣耀云彩[ Shekinah ], 表明
婚约犹如与神在西乃山立约之庄重严肃); 就在这华盖
或罩棚下面, 新妇被交在新郎手中. 今日的犹太人也在
此华盖下进行宣誓仪式, 双方家长在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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