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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光明天使的 3D

圣经给予魔鬼撒但不少称号, 其中三个是

“狡猾的古蛇”(参阅 创 3:1 和 启 12:9)、“吼叫的狮

子”(彼前 5:8), 以及“光明的天使”(林后 11:14). 三

者中最为可怕和危险的, 莫过于“光明的天使”, 因

它使人误以为他是神所派来、光明美善的使者, 所

以毫无戒心地信任他的话语, 跟随他的指引.   

布林格(E. W. Bullinger)在《圣经的数字》

中指出, 希伯来圣经共用了六个不同的字 , 来指

“蛇”(serpent)一词(注: “狮”[lion]也有六个不同的希

伯来字). 必须留意的是, 创 3:1 的“蛇”在希伯来文

是 nachash , 意即“发光者”(a shining one). 这让我

们联想起撒但这条“古蛇”(启 12:9)确实狡猾, 带着

美丽发光的形像来接近夏娃, 成功吸引她, 引诱她

犯罪. 保罗提醒我们, 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林

后 11:14)来迷惑人, 使人误信他而犯罪跌倒. 这光

明天使常用的绝招就是“3D”  —  Doubt-Denial-

Delusion. 让我们思考他在乐园中如何用此 3D. 

首先是“使人怀疑神的话”(Doubt). 蛇在 创

3:1 对夏娃表示: “神岂是真说… ”, 叫人开始怀疑

神所说的. 其次是“使人否认神的话”(Denial). 神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7), 但蛇却说: “你们不

一定死”(创 3:4). 第三则是“使人迷惑而受骗” 

(Delusion). 蛇说: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 3:5). 

他只说出一部分的真理(能知道善恶), 却隐藏另一

部分的真理(人吃后虽能知道善恶, 却无法行善离

恶). 这令人产生错觉, 误以为是美好的而上当. 

撒但的 3D 至今仍然奏效. 借着进化论和无

神论, 他使许多不信者“怀疑”圣经是神的话语, “否

认”人是由神所造, 甚至否定神的存在等等. 但对于

那些已经相信主, 或相信圣经的人, 撒但却喜欢装

作“光明的天使”进行迷惑. 在这方面, 撒但刻意采

用圣经的语词(如圣灵的洗、说方言、说预言等), 

并用种种“看似”属神的神迹, 使人产生错觉, 听从

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提前 4:1).  

使徒约翰提醒我们: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

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

不是”(约壹 4:1). 如何试验? 乃用神真理的道  —  

圣经. 为此, 我们将在本期的“辨别是非”专栏, 以圣

经的亮光, 再思“灵恩运动”中的说方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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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会幕的圣所、幔子 

和早晨黄昏的献祭 
(出 26:31-35; 29:38-46) 

 
(A) 序言 

会幕(tabernacle)虽是一个, 却可分成“圣

所”和“至圣所”两个部分(参本文附录一). 约

翰·达秘(John N. Darby)评论道: “会幕和它的

形式有两个意义(指会幕可象征天堂, 或预表

基督). 普遍上, 它是神居住和彰显自己的地方

(出 25:8; 王上 6:15), 所以天堂是神的“会幕”  

—  神的居所. 其次, 会幕也预表基督本身  —  

神居住的所在(西 2:9: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1  

 

会幕和圣殿皆是预表(type).2 丘恩处写

道: “会幕和圣殿, 也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 因

为祂不但道成肉身在人间搭帐棚(约 1:14), 来

与人同住, 也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圣殿, 来表达

祂的与人同住和被拆, 更在第三日复活, 以成

就祂那‘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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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13页. 

达秘也指出, 会幕既然可以预表基督(有神居住在其中), 

而召会又是“基督的身体”(弗 1:23),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由圣徒组成的召会就是“神的家”(来 3:6, 即是“神借着圣

灵居住的所在”, 弗 2:22), 同上引.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事件、物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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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制度或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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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作“真体”, substance)之间的关

系(参 来 10:1; 西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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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诺言(约 1:14; 2:19-24 等), 就是指着祂死

后第三日要复活过来的大神迹(约 2:18-22).”3 

 

现在就让我们以敬虔的心, 同来思索会

幕的圣所、幔子, 并每日早晨与黄昏所献的祭, 

以及它们如何作为预表, 来述说主耶稣基督的

身分位格及救赎工作.4 

 

 

 

 

 

 

 

 

(B) 会幕的圣所 (出 26:31-35) 

在圣所的金香坛背后, 挂着一幅美丽的

幔子. 进入圣所事奉的祭司, 肯定被它深深吸

引. 这幔子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和捻

的细麻编织而成, 并在其上以巧匠的手工绣上

基路伯(出 26:31). 这幔子把圣所与至圣所隔开

(出 26:33). 祭司最多也只敢走到这里, 因为幔

子背后的至圣所内有约柜, 而神就住在约柜的

施恩座上, 在它左右两旁是基路伯. 只有大祭

司, 一年一次, 可以经过这个幔子. 

 

此幔子的荣美述说基督各方面的荣耀. 

那在伊甸园中把守生命树的基路伯, 是无人能

抵抗的审判(创 3:24). 基路伯被绣在幔子上, 表

明一切审判已交给神子基督(约 5:22: “父… 将

审判的事全交与子”, 审判也落在祂的身上). 

幔子的阻隔是必要的, 全因人的罪所产生的阻

隔. 由于所献的祭物只能暂时遮盖罪, 这幔子

就必须存在, 把至圣所内的神与外面的人隔开. 

                                                           
3   丘恩处著,  《犹太文化传统与圣经》(纽约: 纽

约神学教育中心, 2000 年二版), 第 30 页. 
4   就如 诗 29:9 所说: “凡在祂殿中的, 都称说祂的
荣耀.”, 而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来 1:3). 注: 这

节经文的“殿”(KJV: temple)一词是指会幕, 因为这篇诗

是由大卫所写(参 诗 29:1 的题注), 而大卫时代的“殿”是

指会幕(也称“神的家”, House of God), 旧约的圣殿要等

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登基作王后才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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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光景一直存留, 直到耶稣基督被钉

的那一日. 当主耶稣断气时, “忽然, 殿里的幔

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太 27:51). 这至高无

上的献祭改变了一切, 而神亲手撕开幔子, 就

是那幅几千年来把人隔开在外的幔子.  

圣灵在希伯来书第 9 章已仔细诠注这

一切的意义. 在希伯来书第 9 章, 我们读到这

层会幕不过是那更伟大之事的画像或表样(象

征, figure), “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样

(figures), 所献的礼物和祭物, 就着良心说, 都

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来 9:9); 因为所献

的祭都无法给于献

祭者永远的平安(来

9:10). 然而, 现今的

一切都在基督里成

就了; 祂献上自己, 

完成救赎大功 . 祂

也回到天堂 , 作为

我们的大祭司 , 为

我们代求(来 9:24). 

另外, 我们如今靠着祂, 得以进到父面

前,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祂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

以进到父面前”(弗 2:18). 因此, 信徒可以带着

十足的把握和绝对的信心, 进到神的面前.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

所,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 这幔子就是祂的身体”(来 10:19-

20). 我们可以高唱道: “幔子裂开, 分为两半, 

主立施恩座前; 所献馨香如云发显, 充满荣耀

圣殿” (德克, James G. Deck).5  

(C) 会幕的幔子 (出 26:31-33, 40:21-22)

帐幕的幔子是用捻的细麻, 以及蓝色、

紫色、朱红色线编织而成,6 并在其上以巧匠

5 有关此诗歌, 请参《万民颂扬》, 第 109 首. 
6 这分隔“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在英文圣经是

“veil” 或“vail”(KJV)或 “curtain”(NIV), 希伯来原文却

的手工绣上基路伯的图像(出 26:31). 这幔子隔

开了圣所与至圣所(出 26:33). 它被四个金钩子

悬挂着, 这金钩子是连在四根用皂荚木制成、

用金包裹的柱子顶端. 这四根柱子是立在银制

的插座上(sockets of silver). 这幔子是唯一在较

后建立的圣殿中仍然使用的帘子或悬挂物

(hanging). 希伯来书讲述的是指旷野中的会幕

(tabernacle, 例如 来 8:1-5; 9:1-9), 但提到幔子

却是指圣殿(temple)中被撕开成两半的幔子(参 

来 10:19-20; 比较 太 27:51), 这确定了一个事

实  —  会幕的各种预表性教训, 也延续于(那

较后被建、取代会幕的)圣殿.  

用捻的细

麻, 以及蓝色、紫

色、朱红色线编

织而成 , 7  且有基

路伯图像的幔子

(来 10:20)述说基

督圣洁无罪的人

性. 这些色彩表现

出祂人性的荣美. 

是  pôrekheth  {H:6532}, 有“分界线” (separatrix)之意, 

即把祭司日常供职所到的“圣所”与只有大祭司才能进

入(且是一年一次)的“至圣所”分隔开来. 这阔度高度皆

为 15 英尺(10 肘)的幔子成为分隔物, 使祭司无法看到

置于至圣所内的约柜和其上的施恩座. “幔子”与那用来

遮盖会幕圣所与至圣所之框架的 “ 幕幔 ” 或 “ 幔

子”(curtain, 出 26:1)有所不同. 为了辨别两者, 我们把分

隔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称为“幔子”(此乃中文圣经《和

合本》的译法), 把遮盖会幕的幔子普遍译作“幕幔”. 
7 苏格兰的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指出, “蓝色”

是属天的颜色(象征基督属天的神性); “紫色”象征主耶

稣的帝王威严(regal dignity); “朱红色”也被称为“虫朱红

色”(worm scarlet), 取自死了的蛆(dead maggots)或胭脂

虫(kermes insert, 注: 从碾碎的胭脂虫中提取出来的颜

色, 被称为“胭脂虫红”), 象征基督成为人而卑微, 并顺

服至死(注: 创 1:26 的“人”[man]一词在希伯来原文是 

’âdâm {G:120}, 意即“红土”[red earth], 故基督成为人  

—  红土  —  如土泥一般的卑微). “捻的细麻”是代表主

耶稣那纯洁公义的人性.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307-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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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提及的颜色  —  蓝色(出 26:31), 表明祂

的荣美源自于天. 幔子被四个金钩子挂着, 而

这金钩子是连于那用皂荚木制成、用金包裹

的四根柱子上, 教导我们关于祂的人性是与神

性分不开的(注: 金象征神性); 主耶稣基督实实

在在是“神在肉身显现”(提前 3:16). 

 

 幔子拦阻进入至圣所的路, 表明“头一

层帐幕仍存的时候, 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

明”(来 9:8). 在那个时候, 罪是被遮盖(被祭物

的血所遮盖), 但还未完全除去(来 10:4: “因为

公牛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一个严肃的

真理是: 基督圣洁无罪的人性(注: 幔子预表基

督的身体, 而此身体彰显基督圣洁无罪的人

性),8 本身是无法除去罪的罪疚(guilt); 它只显

露罪的真实本性. 

 

 支撑幔子的四根柱子是立在银插座上, 

此插座的银取自赎罪银(出 30:12). 这些柱子可

被拔出来, 预示基督“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赛

53:8). 基督圣洁的生命(无罪的人性)能够满足

神律法的一切要求, 而祂愿意为我们这些无法

达到律法要求的人代死, 所以祂的死完成了永

远的救赎(来 2:14; 9:26; 10:11-12).9 

 

 当基督在十

字架上宣告“成了”

的时刻 (约 19:30), 

即完成了救赎的工

作时, 圣殿的幔子从
上到下裂为两半(太

27:51). 信徒不再站

                                                           
8   来 10:19-20: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

至圣所,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

子经过, 这幔子就是祂的身体.” 
9   来 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祂也照样亲自

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来 9:26: “如果这样, 祂从创世以来, 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

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 来

10:11-12: “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

物, 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在远处敬拜, 而是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享受

在神面前的接纳: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祂被一

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弗 2:18).10 

 

 

(D) 早晨与黄昏的祭 (出 29:38-46) 

 大部分出埃及记第 29 章的经文论述有

关亚伦和他众子承接圣职之事(consecration). 

然后, 神就提及那献给神的特别部分  —  早晨

与黄昏的祭, 称为“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the 

continual burnt offering, 出 29:42), 而“燔祭”一

词的希伯来文‛ôlâh 有“上升”(to ascend)之意.11 

  

 燔祭是属个

人甘心情愿献上的

祭 , 此祭按照他们

心中的操练来分等

级(参 利未记第 1

章 ). 无论如何 , 一

切有关燔祭的要求, 

都是由神规定的. 

 

 早晨与黄昏所献的祭是神的供应, 好使

祂能住在祂百姓中间, 与他们交通. 祂乐意与

他们相交, 以下经文美丽地表达此事: “我要在

                                                           
10   会幕的幔子高达 10 肘(因圣所竖板高度是 10

肘, 出 26:15), 等于 4.5 公尺高(注: 1 肘 = 0.45 米). 但这

被撕裂的幔子是圣殿的幔子, 王上 6:2 记载所罗门建造

的圣殿高达 30 肘(即 13.5 公尺高), 意味着幔子也约有

30 肘(13.5 公尺)高. 幔子从如此高度“从上到下”裂为两

半, 显明非人手所为, 而是神撕开这幔子. 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记载表示希律王过后把所罗门的圣殿加高到 40 肘

(18 公尺), 若这属实, 就表示幔子是从大约 18 公尺的高

度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此景更是叫人惊讶神的作为.  
11   “燔祭”一词在希伯来文是  ‛ôlâh {H:5930}, 有

“上升”之意, 所以燔祭有时也被称为“上升之祭”(上升祭, 

ascending offering), 因为有云烟向上升去. 梭陶(Henry 

W. Soltau)指出, 翻译燔祭的希伯来文字( ‛ôlâh )其实是

“上升”(ascends)或“上去”(goes up)之意, 表明在馨香之

气中完全上升的祭牲(sacrifice which entirely ascended in 

fragrance). 诺亚一出方舟后所献的, 就是这类的祭, “耶

和华闻那馨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

地…”(创 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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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与你们相会, 和你们说话”(出 29:42); “我

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作他们的神”(出 29:45). 

为达到此目的, 世世代代每天早晨与黄昏, 都

有一只羊羔被献为燔祭, 与此祭同献的还有素

祭和奠祭. 

 

 论到这早晨与黄昏的祭, 神说它是“献

给我的供物 , 就是献给我 … 的食物 (my 

offering, and my bread)… 就是没有残疾、一

岁的公羊羔”(民 28:1-3).12 其结果是: 此祭的馨

香世世代代、恒久不断地上升到神面前. 就在

这基础上, 神与人的交通得以维持下去. 此祭

也述说主耶稣在生活和代死方面的完美委身, 

以及祂在遵行神旨意方面的无比喜乐. 就在这

预表上, 神表达了祂对其爱子(主耶稣)的悦纳.     

 

 羊羔是我们主耶稣在旧约最美丽的预

表之一. 它表明柔和、温良及顺服(赛 53:7). 施

洗约翰就是以

“神的羔羊”来介

绍主耶稣给人 ;  

他看到主耶稣走

到他那里, 并观

察到祂的纯洁与

恩惠时, 便大声

呼喊道 : “看哪 , 

神的羔羊, 除去

世人罪孽的”(约
1:29,36). 

 

 这常献的燔祭之香气往上升时, 肯定就

是神圣的基础(出 29:44-45). 神保证与祂百姓

同在, 作他们的神. 他们因这应许而得的喜乐, 

提醒我们在永恒的境界里, 罪至终将被除去, 

神的赎民在祂面前, 将得享永不间断的交通

                                                           
12   民 28:1-3: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

列人说: 献给我的供物, 就是献给我作馨香火祭的食物, 

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又要对他们说: 你们要献给耶和

华的火祭, 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 每日两只, 作

为常献的燔祭.’ ” 

(启 21:3). 事实上, 我们现今就可享受如此美好

心境, 只要我们能领会神对祂爱子的悦纳.13 

 

 

(E) 结语 

艾朗赛(H. A. Ironside)在其所著的《常

献的燔祭》(The Continual Burnt Offering)一

书中, 贴切写道: “在出埃及记 29:42, 我们读到 

‘常献的燔祭’(continual burnt offering), 其馨香

之气不断从铜祭坛上升, 直达神面前; 就在铜

祭坛那里, 百姓近前来, 以敬拜者的身分朝见

主, 向祂献上他们的颂赞和感谢. 每天早晨和

傍晚, 新的燔祭被放在祭坛上, 世世代代从不

间断, 目的为叫以色列人不断颂赞那位救赎他

们的主耶稣. 今日, 虽没有肉眼可见的祭坛, 也

不再重复十架的牺牲(注: 一切祭品皆指向基

督的牺牲), 可是作为主的子民, 圣经劝勉我们

务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来 13:15).”14  

 

论到此祭, 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格兰特

(Frederick W. Grant)正确评论道: “金香坛是为

了常献上香  —  不断向神献上颂赞… 基督仍

是我们的坛, 但祂不再献上流血的祭牲. 那么, 

我们还有什么祭可献?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
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

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 是神所喜悦的’(来 13:15,16). 

因此, 我们以感谢和颂赞为祭献给神  —  嘴唇

的果子和生活的果子  —  承认祂的名… 真正

的祭牲已不在祭坛上; 它(指主耶稣)已被神一

劳永逸地接纳, 不再重复. 如今坛上所该献的, 

是我们自己的祭牲, 不管是在嘴唇上或生活中, 

都要承认祂的名! 靠着主的名, 罪人如我们竟

                                                           
13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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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86, 102, 88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4   Henry A. Ironside, The Continual Burnt 

Offering: Daily Meditations on the Word of God (3rd. 

ed.)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994), 参此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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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会幕(Tabernacle)

能以“圣洁祭司团”的身分, 来与神亲近. 这是

何等尊荣的胜利, 是胜过罪的伟大胜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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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旷野中的会幕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时, 神吩咐摩西为祂

造会幕(tabernacle),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

住在他们中间 . 制造帐幕 (或作“会幕”, KJV: 

tabernacle)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

的样式”(出 25:8-9). 事实上, 会幕是一个帐幕

(tent), 是神居住的所在(出 25:8), 也是以色列人

敬拜神、与神相会之处(出 33:7). 我们可把会幕

分为三大部分: 

(1) 外院 (100×50×5 肘)

外院有两件铜制的圣器: 

1) 铜祭坛: 这 5×3×3 肘的祭坛(燔祭坛)是用皂

荚木制造, 外面包着铜, 供百姓献各种祭物.

2) 洗濯盆: 这个铜制的洗濯盆供祭司洗手洗脚

之用. 圣经没注明洗濯盆的尺寸.

(2) 圣所 (30×10×10 肘)

圣所有三件金制或包金的圣器: 

1) 金灯台: 一进幕帘, 左边也就是南边, 有一个

金灯台, 共有七盏灯. 它是用重一他连得(约

30 公斤)的精金锤出来的. 从晚上到早晨, 灯

要常常点着(利 24:1-4).

2) 陈设饼桌子: 右边也就是北边, 有一个陈设饼

桌, 它是用皂荚木制造, 外包精金. 祭司每安

息日要摆放 12 个饼(称为“陈设饼”)在桌上,

祭司及家属们都可以吃(利 24:5-9).

3) 金香坛: 圣所最里面的地方, 正对着约柜施恩

座前摆着的是金香坛. 它是用皂荚木制成, 外

包精金, 祭司每天早晚要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3) 至圣所 (10×10×10 肘)

至圣所里面只有约柜(2.5×1.5×1.5 肘). 它是用皂

荚木制造, 外包精金. 约柜上面有施恩座, 由一对

基路伯遮盖着. 约柜里面存放两块法版、一罐吗

哪 (出 16:32-34)和亚伦发过芽的那一枝杖 (民 

17:1-11). 

15 Frederick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38 页. 

约柜上的施恩座是神与摩西相会之处(出

25:22). “施恩座”原文意即蔽罪(来 9:5). 神乐意

遮盖我们的罪, 与我们同在, 这是何等宝贵的真

理! 不过, 神也曾吩咐亚伦, 不能随时进入至圣

所(利 16:2),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为百

姓赎罪时, 才能进去(来 9:7). 简而言之, 会幕从

外到内, 一共有六件圣器(或译: 圣具): (1) 祭坛; 

(2) 洗濯盆; (3) 金灯台; (4) 陈设饼桌; (5) 金香坛;

(6) 约柜(注: 有者把约柜上的“施恩座”算为另一

件圣物, 故称有七件圣器). 其中第 1 和第 2 件在

外院, 第 3 至第 5 件在圣所, 第 6 件在至圣所.

务须留意的是, 在结构或范围方面, “会

幕”一词有时可指上述三大部分的整体帐幕(包

括院子、圣所和至圣所; 例如 民 3:8 和 代下 1:6

的“会幕”肯定包括了院子的部分, 因为 民 3:8 说

利未支派“看守会幕的器具”, 而这器具肯定包括

那些在院子里的器具如铜祭坛、洗濯盆. 此外, 

代下 1:6 也记载所罗门到“会幕的铜坛那里”, 此

坛设在会幕的院子里), 有时则指由“圣所和至圣

所”组成的帐幕, 没有包括院子(例如 出 30:18 的

“会幕”就没包括院子的部分), 所以读者必须根

据它的上下文来决定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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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 

(约翰·理祈, John Ritchie) 

幔子隔开耶和华居住的内室  —  至圣所, 

和祭司敬拜和侍奉的地方  —  圣所. 它是一幅用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成的幔子, 幔子

上又绣上基路伯. 幔子挂在四根皂荚木柱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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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 柱子上有金钩. 幔

子若不裂开, 祭司(除了大祭司)便不能进到他的

神面前, 也看不见幔内神圣的荣光. 大祭司只准

一年一次单独进入幔内, 进入时手中必须带着赎

罪血, 又在圣香的烟云笼罩下进去.   

圣灵在希伯来书 10:20, 亲自用自己的话

给我们解释了这预表. 我们读到: “这幔子就是祂

的身体.” 这幔子就是祂身体的影儿, 或预表主耶

稣的人性之体. “神在肉身显现”(提前 3:16), “道

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约 1:14; 注: 这些经文

都述说主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 摆在我们面前

的, 是何等奇妙恩典的奥秘. 在未开始思想之前, 

我们需要以敬畏的心灵低下头来, 给我们的幻想

加上缰绳, 让圣经的亮光给我们指引. 

在祂的人性方面, 祂是那圣者; 祂与人不

同, 因祂是无罪的(林后 5:21); 然而, 祂却愿意靠

近我们. 圣经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祂也照

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来 2:14). 祂必须成为肉

身, 只有这样, 祂才可以代替人死; 祂也必须完美

无瑕, 这样才有资格代替我们死, 以此救赎我们.  

幔子没有织上金线, 像祭司以弗得的做

法, 因为这样做, 会混淆祂的神性和人性. 在叙加

井旁祂感到口渴(约 4:5-7), 在旷野祂感受饥饿. 

祂在路途中疲乏, 在船上休息睡觉(可 4:38). 认

识我们这位耶稣真是有福. 祂的温柔使婴孩和那

蒙爱的门徒. 在靠近祂的胸怀时享有“在家的舒

服自在”之感, 可是祂同时又是那全能的神  —  

以马内利 (意即“神与我们同在”, 太 1:23; 参 赛

7:14), 挂上幔子的金钩可述说此事. 用蓝色、紫

色、朱红色的线绣上基路伯, 象征在祂里面的神

圣力量, 曾多次为别人发挥, 却没有一次为自己.  

幔子挂在四根柱子上, 展示柱子是被砍

下来的皂荚木, 被削去枝叶后, 安在带卯的银座

上. 四福音给我们有关基督圣洁的出生和生平, 

是神所默示的启示, 每卷结尾都提到祂在十字架

被剪除. 我们用不着其他“基督的生平”来补充这

四福音. 有许多这类的著作(如《多马福音》)都

显出作者的人意和瑕疵, 因而与圣灵默示的话语

(特指四福音书)产生许多的矛盾. 

可是这荣美的幔子, 不但没有供给进到

神面前的门路, 反倒阻着去路. 若基督道成肉身

而没有为人死去, 便不能带领罪人亲近神. 在此

事上, 我们需要谨慎, 因为有许多在自称为教会

中作教师的, 现在竟教导别人说, 要与基督的道

成肉身联合. 按他们的教导, 神是万人的父, 无论

人现在是否得救, 最终每个人都会得救.  

不 过 , 

人若不成为“新

造的人”, 就没

有与基督相联

合 ; 没有重生 , 

就进不到神的

家 (约 3:3); 没

有救赎的根基, 

就进不了天堂. 幔子必须裂开, 然后到神面前的

路才能打开; 基督必须先死, 罪人才能“靠着血得

亲近”神(弗 2:13). 神圣洁的羔羊在耶路撒冷城

门外代死的时候, 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

“两半”, 圣徒的坟墓也开了(太 27:50-52). 上述前

者给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承诺,16 后者则是败坏死

权的证据, 而这两者都是基督的死所结出的果效. 

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现今再没有拦阻! 

外院和内院都为神的圣民开放, 借着恩典, 天上

整系列的属灵福气都赐给他们了. 圣徒“得亲近”, 

在内院献上祷告和赞美, 享受完美的亮光和属神

的爱.17 这是何等的恩典, 何等的福气啊! 

16 幔子本是用来隔开神所居住的至圣所. 只有一个

人(即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 但他整年也只可在赎罪日

当天进去.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在《圣经注释》

中写道: “希伯来书让我们知道, 幔子代表耶稣的身体. 幔

子的破裂表示主肉身的(创伤及)死亡. 借着祂的死, 我们

便可坦然进入至圣所,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

至圣所,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

经过, 这幔子就是祂的身体’(来 10:19-20). 现在, 即使最卑

微的信徒, 也可以在任何时候, 借着祷告和赞美来到神的

面前. 然而,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得享这份权利, 是

全靠主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  耶稣的宝血.” 
17 附录二摘自 约翰·理祁著, 姚光贤译, 《旷野中

的会幕》(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9 年), 第 103-

105 页; 但有经编辑注解, 并按此书原文稍微修饰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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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技好手瓦伦达 

Nik Wallenda 

 
瓦伦达在横越美国大峡谷前, 瞭望约 427 公尺远的对岸 

福音亮光                            灯台 

 

你真的相信? 
 

圣经所谓的“福音”是神拯救世人的好

消息; 在新约书信中, 把福音解释得最明确、

最彻透的, 莫过于罗马书. 此书是由保罗这位

福音使者对福音的最详尽解释, 为我们这罪

恶、黑暗的世界, 提供一条光明的通天之路. 

保罗在罗马书 1 至 8 章论及神的救恩如下. 

 

1) 人的需要 (1:18-3:20): 人因犯罪惹神发怒, 

陷于罪中, 恶性循环, 面对永死, 无法自救. 

这事实由外邦人 (1:16-32)到犹太人 (2:1-

3:8), 乃至普世人(3:9-20)都是一样. 

2) 神的救法 (3:21-8:39): 神以主耶稣基督为

挽回祭, 凭主宝血, 借着人的信, 能在神面

前客观地位上称义(3:21-31). 这“因信称义”

的真理有旧约中亚伯拉罕和大卫为佐证

(第 4 章), 进而在主观生命上(实际生活中)

可“成圣”乃至“得荣耀”(第 5-8 章). 借此救

法, 罪人能脱离神的忿怒(第 5 章)、罪恶

(第 6 章)、律法(第 7 章)和死亡(第 8 章).18 

 

圣经在罗马书2:23清楚宣告: “因为世

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罪的工价

乃是死; 惟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里, 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神如何赐下这永

生的恩赐, 使我们得着这赦罪的恩典呢? 罗马

书3:24-25告诉我们答案: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

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

显明神的义.” “凭着耶稣的血”  —  主耶稣在

十架上流血舍命, 是代替世人而死; “借着人的

信”  —   人只要真心相信祂, 接受祂所成就的

救恩, 就必得救, 正如罗马书10:9-10所说: “你

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18   苏桂村著, 《左图右书读圣经》(美国: 基督使

者协会, 2017 年), 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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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到这节的“相信”, 我们必须弄清楚一

件至关重要的事. 我们或许见过一些人口里说

“我信罗马书 10:9 所说的”, 但过了一些日子, 

却否认自己先前所信的. 这些人当中, 有者可

能是真正信主得救的基督徒, 不过是暂时软弱

跌倒, 较后会回头. 可是, 也有一些其实并未真

正信主得救, 只不过是“头脑相信”, 而非“心里

相信”. 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如何分辨它们呢? 

让我先介绍一个人物, 然后举例说明. 

 

2013 年 6 月 23 日, 

拥有 6 项健力士世界纪

录的美国特技好手瓦伦

达 (Nik Wallenda)成功横

越 457 公尺深的美国大

峡谷 (Grand Canyon), 写

下历史性的一刻. 他完成

这项惊人壮举后, 接受眾

人热烈欢呼. 

 

号称“高空钢索之王”的瓦伦达花费 22

分 54 秒, 横越 427 公尺长、5 公分宽的钢索; 

在他的下方, 只有遥远的、如同丝带般的小科

罗拉多河(Little Colorado River). 美国的“探索

频道”(Discovery Channel)也将现场实况转播

给全球观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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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这项壮举, 瓦伦达说: “梦想实现了. 

我的家族表演钢索特技已经 200 年, 所以这是

传承的一部分.” 为了横跨大峡谷, 瓦伦达 4 年

前就开始准备, 锁定大峡谷东端偏远地带为目

标. 他数周前在佛罗里达州开始最后训练, 来

回行走约 300 公尺长的钢索, 并以风扇模拟每

小时 80 公里的风速. 结果, 瓦伦达在没有安全

带或安全网保护的情况下, 成为史上第一位成

功走钢索横越大峡谷的人. 瓦伦达抵达另一端

后, 他感谢赞美上帝,19 并亲吻土地.20 

 

今年 40 岁的瓦伦达是德国空中飞人

“飞人瓦伦达”(Flying Wallendas)特技家族第七

代传人. 他于 1979 年 1 月 24 日, 在美国出生, 

2 岁就开始与父母一同表演, 13 岁开始职业表

演. 1999 年, 他在 9 公尺高的钢索上, 单膝下跪

向妻子求婚, 曾一度成为佳话. 2001 年, 他在日

本与家族挑战“高空 8 人叠罗汉”, 荣获金氏纪

录. 2008 年, 他在高空骑单车, 创下距离最长、

钢索最高的世界纪录. 他在 2012 年又写下歷

史纪录, 成为唯一成功走钢索横渡美国与加拿

大边境的尼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的人.21 

                                                           
19   瓦伦达是在一个相信圣经的敬虔基督徒家庭长

大, 宣称自己也信靠了耶稣基督. 他在走钢索横越大峡

谷时, 全程几乎都在向上帝祷告.    
20   瓦伦达说: “我从头到尾使尽全力聚精会神, 你

们无法想像我的双臂多么疼痛.” 他表示, 他曾两度屈膝

停下, 第 1 次是因为风, 第 2 次则是因为钢索晃动不规

律, 瓦伦达较后见证说: “感谢上帝, 让钢索稳定下来.” 
21      参 www.flickr.com/photos/booknews/9131818899 ; 

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30624004912-

260408?chdtv .  

 亲爱的朋友, 试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高

空钢索之王”瓦伦达来到你所住的地方表演. 

他背着一张坐着一个人的椅子, 轻松地走完了

一条三楼高、30 公尺长的钢索. 假设你站在钢

索的终点, 他向你说: “朋友, 你相信我能再次

成功地背着那人, 走回起点吗?” 对这身经百战

的“高空钢索之王”, 你以把握十足的口气对他

说: “先生, 我当然相信你能!”  
 

“你真的相信?” 他又问道.  

“当然, 完全的相信, 一点都不疑惑!” 

“真的如此相信?” 他再次问道. 

“肯定, 绝对相信不疑!” 你大声回答. 
 

 “好, 既然如此深信我能,” 瓦伦达说道, 

“现在我要你代替我所背的那个人, 坐在我所

背的椅子上, 因为你们身形体重都大概一样. 

我要背着你走钢索, 回到对面的起点.”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说“我信你能背”, 

然后坐上椅子上等他行动; 那么, 你的信心就

是真实的, 是真正的“心里相信”! 但若你说“我

信你能背, 但我不敢让你背”, 这就表示你只是

头脑相信, 还不是心里相信!  

 

今天, 不少人是“头脑相信”, 而非“心里

相信”, 所以他们还未真正重生得救, 难怪过了

一些年日, 就放弃先前所信的. 因此, 我们需要

正确理解“相信”或“信心”这一课题, 并正确运

用“心里相信”来得着灵魂的拯救. 

 

亲爱的朋友, 罗马书5:7-8表明: “为义人

死, 是少有的; 为仁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惟有

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已借着主耶稣为我

们死, 完成了救赎, 但你无法获得救恩, 除非你

自愿相信, 这就如干旱时, 你的朋友为你预备

好了水, 但你若不愿喝, 也得不到. 愿你真心相

信主耶稣已为你死和复活, 愿你借着祷告承认

自己是罪人, 心里相信和接受主耶稣作你个人

的救主,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罗10:13). 

http://www.flickr.com/photos/booknews/9131818899
http://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30624004912-260408?chdtv
http://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30624004912-260408?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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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Beverly Shea 

圣诗歌颂                      百合 

 

属灵的经济学   

—“我宁愿有耶稣” 
  
 生命中有主耶稣

真的这么重要吗? 主耶稣

真的比财富、名誉、权

势更重要吗? 这不禁让人

想起著名音乐家薛贝利
(George Beverly Shea, 

1909-2013)的心路转折.  

 

 “美国荣主书房出

版社视听中心”的负责人黄瑞西如此写道: “提

起 George Beverly Shea (薛贝利)这位福音诗歌

布道家 , 无人不晓 . 自 1947 年就与 Billy 

Graham (葛培理)布道团到世界各地布道, 他担

任独唱角色, 透过电视及广播, 已使全世界的

人都听到了其献诗, 其歌声男低音雄厚低沉充

满温暖.” 

 

薛贝利于 1909 年 2 月 1 日, 出生于加

拿大的安大略(Winchester of Ontario). “其父亲

是卫理公会的牧者, 母亲对他的灵性及音乐影

响极大. 全家都爱好音乐. 年青时代固定在他

父亲和附近的教会献诗, 曾经有很好的机会可

以在属世圈子里赚大钱, 但他却奉献歌喉给耶

稣, 为福音摆上一切.” 然而, 他在未完全委身

之前, 却有一段进入低谷的人生经历. 

 

“薛贝利是一位享誉音乐界的才子,” 施

以诺解释道, “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 从小给了

他许多信仰上的观念与教导. 但说来讽刺! 他

长大之后, 却极不愿意再进教会. 在他的眼中, 

宗教信仰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东西, 完全不能与

艺文(艺术和文学)工作的乐趣相比.”  

 

 施以诺指出, 由于薛贝利在声乐方面的

天赋, 因此时常受邀在电台及银光幕前演唱, 

极有成就. 然而, 他到后来常被忙碌的工作烦

扰得疲惫不堪, 不仅压力大且令他精疲力竭. 

渐渐地, 他开始思索自己整天忙碌的意义. 

 

 薛贝利的母亲有收集诗词、剪贴嗜好. 

一天, 薛贝利偶然在他的钢琴上发现一张抄着

诗词的纸条(注: 这是他母亲收集的诗词之一), 

诗词中写道: “我宁愿有耶稣, 胜得金银, … 我

宁愿有耶稣, 此外何求? 胜得世上万有!” 

 

 这段诗词勾起了他童年时, 父亲所给于

的教导与叮咛, 深深触动了他的心. 那一刹那, 

竟成为薛贝利生命中的转捩点. 从那天开始, 

他不再只是盲目地工作赚钱, 而是开始重新追

寻起初的信仰, 并得着了名、利所不能带来的

平安与喜乐. 

 

 后来, 他将这首曲子配上旋律, 就成了

今天闻名的圣诗  —  “我宁愿有耶稣” (I’d 

Rather Have Jesus). 这首曲子也大大地帮助了

成千上万的人们, 激励他们向主委身.  

 

 这首诗歌的第一节说: “我宁愿有耶稣, 

胜得金银; 宁愿属救主, 胜得财富无尽.” 施以

诺贴切写道: “说到钱财, 我总会想到圣经里面

那位与拉撒路形成强烈对比的财主. 这位财主

富贵一生, 最后却没能上天堂, 结局相当凄惨. 

记得曾经有人比喻, 人生拥有再多, 不过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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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拥有再多‘0’, 最后都是一场空! 但上帝是

‘1’, 一堆‘0’, 没有意义; 但加上一个‘1’, 意义就

截然不同!”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两件事: 

 

1) 没有上帝, 最后结果总是零: 在数学上, 无

论前面加多少个“0”, 其意义是一样的, 终

归只是一场空, 结局还是一个零; 但加进一

个“1”, 就很不一样, 结果不同了. 上帝就是

那个“1”, 有了上帝或主耶稣, 结果就不同. 

[注: 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上帝和祂一切的

丰富, 就如圣经所说: “因为神(上帝)本性一

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

里面”(西 2:9) ]  

 

2) 将上帝放越前面, 数额越高: 有者教导说财

富名誉就是罪. 事实上, 拥有财富名誉不是

罪(注: 神曾赐给亚伯拉罕极大的财富和名

誉, 创 22:17; 24:35), 关键的问题是: 你我究

竟把上帝放在第几位? 放在越前面, 我们人

生的价值就越高. 同样是“1”与“0”的组合, 

“100”就远大于“010”和“001”, 因为“1”是放

在最前面.   

 

施以诺评述

道 : “薛贝利这位声

乐家, 唱出了自己功

成名就之后的顿悟: 

‘我宁愿有耶稣 , 胜

于 世 上 荣 华 、 富

贵、声望 .’ 因着他

的人生懂得把‘1’放在众多‘0’(指世上的荣华、

富贵、声望…)的前面, 而使他得着了那最大

的平安与富足感. 生命中有上帝, 让祂居首位, 

我们的人生就会大大的‘增值’ !”  

 

 还未信主的亲朋戚友, 你的人生是否因

为挣得了许多的“0”(财富、名誉、权势…), 却

因没有“1”(上帝或主耶稣基督 )而常感到空

虚、忧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人生是否辛

苦累积了许多的“0”(财富、名誉、权势…), 但

却没把“1”(上帝或主耶稣基督)放在最前面? 

此事影响深远  —  影响我们今生与永恒  —  

值得我们一再反省深思.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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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感动多人的一首歌 

—  “我宁愿有耶稣” 

 

1. 我宁愿有耶稣, 胜于金钱;  

宁愿属救主, 胜得财富无尽; 

我宁愿有耶稣, 胜于田畴;  

宁愿长随主 钉痕圣手; 

 

副歌:   胜似作君王, 虽统辖万方,  

却被罪权所左右!  

我宁愿有耶稣,  

此外何求? 

胜得世上万有! 

 

2. 我宁愿有耶稣，胜得赞许; 

宁对主恩道 长远忠心不渝; 

我宁愿有耶稣，胜得虚荣; 

我宁愿一心 尊主圣名; 

 

3. 主比深谷百合 高洁万倍; 

远比蜂房蜜 更加芳香甘美; 

祂满足我需要, 慰我心灵; 

我宁愿有主, 跟主前行.23 

 

                                                           
22   上文主要参考/改编自 施以诺著, 《诗歌, 是一

种抗忧郁剂》(台北: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2018 年), 第

102-105 页; 黄瑞西著, 《岁首到年终》(美国: 美国荣主

出版社, 2000 年再版), 第 133 页. 也请参阅以下网站: 

http://blog.renren.com/share/225583268/8098025178 ( 关

于“我宁愿有耶稣”背后感人的故事). 
23   此诗歌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 第 387 首. 

http://blog.renren.com/share/225583268/809802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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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艾伦 (Jim Allen) 

 

夺权的亚比米勒、敬畏 

神的玛挪亚和他的妻子 
 
(A) 夺权的亚比米勒 (士 9:1-57) 

对于那些没领受神的呼召, 却在神的百

姓当中篡位夺权的人, 亚比米勒的历史正是神

给他们的严厉警告! 基甸虽是大能的勇士, 却

留下可悲的遗产: 一件以弗得(ephod)  —  使它

成为以色列民的网罗(士 8:27);24 以及一个由

示剑的妾所生的儿子  —  这儿子把祸害带到

百姓当中. 基甸拒绝本身和他的后代作以色列

人的王(士 8:23), 却为其中一个儿子取名为“亚

比米勒 ”(Abimelech, 此名意即 “我父是王 ”, 

whose father is king), 这真叫人出乎意料之外. 

 

因着 

“亚比米勒”

这一名字的

不洁欲望 , 

和他母亲的

卑微身份 , 

以 及 对 他

70 个同父

异母的兄弟

所产生的妒忌之心, 亚比米勒密谋、行贿和谋

杀他的众兄弟, 夺权作王. 在任何时代, 神百姓

当中的领导权都是由圣灵授予的. 保罗清楚向

以弗所召会的长老们声明这点: “圣灵立你们

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

群谨慎, 牧养神的召会”(徒 20:28). 

 

 亚比米勒向示剑的人强调他与他们有

血缘关系, 示剑人也乐于接受他. 亚比米勒说: 

“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 是耶路巴力的众子
                                                           
24   士 8:27: “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得, 设立在

本城俄弗拉. 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得行了邪淫; 这就

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 

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 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

呢? 你们又要记念我是你们的骨肉”(士 9:2).  

 

值得一提的是, “示剑的众人”(men of 

Shechem)一词的“众人”(men), 并非一般用来

描述“众人”的字, 而是希伯来文 baalim , 意即

“主人”(lords). 这些人就有他们所拜的主“巴力

贝利”(希伯来文: Baal-berith, 意思是“立约的

主”, lord of the covenant)的特征. 这个偶像已

在示剑立足, 取代耶和华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导致他们易于接受这个假领袖, 但不晓得他会

带来祸害. 神容许他们立亚比米勒为王, 作为

惩罚措施, 而非拯救者, 这是他们罪有应得.  

 

 士师记的故事是记载神如何兴起软弱

者, 来拯救那些已悔改的百姓, 脱离侵略者的

手. 神的代理人之软弱, 彰显神的大能, 例如祂

使用一个惯用左手的人(left-handed man, 即以

笏, 士 3:15)25、牛棍(ox-goad, 士 3:31)26、帐棚

的橛子(tent peg, 士 4:21)27、驴腮骨(jaw-bone, 

士 15:15)等等, 来完成大事.28  

 

可悲的是, 亚比米勒的故事却完全相反, 

成为强烈对比  —  因他并没带来拯救. 反之, 

神要使用一个普通家具  —  上磨石(millstone, 

士 9:53), 来拯救祂的百姓脱离这个谋杀夺权

之人的手. 这个教训显于最后两节: “这样, 神

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 就是杀了弟

兄七十个人的恶. 示剑人的一切恶, 神也都报

                                                           
25   士 3:15: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

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

笏; 他是左手便利的(意即使用左手的人).” 
26   士 3:31: “以笏之后, 有亚拿的儿子珊迦, 他用赶
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 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27   士 4:21: “西西拉疲乏沉睡. 希百的妻雅亿取了

帐棚的橛子, 手里拿着锤子, 轻悄悄地到他旁边, 将橛子

从他鬓边钉进去, 钉入地里. 西西拉就死了.” 
28   士 15:15: “他(参孙)见一块未乾的驴腮骨, 就伸

手拾起来, 用以击杀一千人.” 除了上述的软弱器皿, 还

有“至贫穷、至微小的”(士 6:15)、“空瓶”(士 7:16)等等, 

这一切显明“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

的灵, 方能成事”(亚 4:6; 参林前 1:27-28; 林后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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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他们头上”(士 9:56-57). 他允许亚比米勒

作领袖, 是要刑罚这些悖逆的百姓.  

 

(B) 玛挪亚和他的妻子 (士 13:1-25) 

 (B.1)   无子的夫妻 

神允许非利士人欺压祂的百姓, 作为神

管教他们归回拜偶像的罪, “以色列人又行耶

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

士人手中四十年”(士 13:1). 百姓拜偶像及被敌

人欺压, 肯定叫以色列当中的属灵人备受严厉

考验(编译者注: 例如基甸问道: “耶和华若与

我们同在, 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

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

吗? 祂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 现在祂却丢

弃我们, 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士 6:13).  

 

但支派的琐拉人玛挪亚(Manoah, 意即

“安歇、安息”, rest)和他的妻子另有附加的重

担  —  他们没有孩子. 那些有属灵洞见的心灵

会看出这乃是神对整体国民不悦的凭据或记

号(sign, 申 28:11), 但属肉体的人却会责怪那

没有孩子的夫妻, 所以玛挪亚的妻在这方面肯

定有特别沉重的感受. 然而, 主耶和华介入! 祂

应许赐给他们孩子, 但不把这重大启示给玛挪

亚, 反而给了他那不被提名的妻, 或许这暗示

她的妻子特别为无子一事祷告恳求. 属神的恩

典常被谦卑之心的操练所鼓动; 这也让神彰显

祂的能力, 显明祂的旨意. 玛挪亚的妻是今日

所有敬虔母亲的好榜样. 

  (B.2)   父亲的信心 

 玛挪亚看来并不怀疑神的应许, 也不妒

忌他的妻子得到启示. 他祈求主再此差遣神人

到他们那里的目的是: “好指教我们怎样待这

将要生的孩子”(士 13:8). 他深感父母的责任, 

所以他唯一关注的事情, 是要确保他们能正确

教养这个即将出生的儿子, 使他能成就神在他

生命中的旨意. 这是今日所有信靠神的父亲所

该效仿的榜样. 

 

  (B.3)   父母的挑战 

 神两次指明“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

细耳人”(士 13:5,7), 表明神对这孩子有特别的

计划. 这孩子的拿细耳人身份(Nazariteship)是

强制性的(obligatory)和永久性的(life-long), 不

像民数记第 6 章那样属于自愿性和暂时性的
(temporary).29  

 

他的母亲必须在怀孕时, 就谨守拿细耳

人的规条. 神要求她的儿子对主忠诚, 但她必

须先为此对主表忠诚. “所以你当谨慎, 清酒浓

酒都不可喝, 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 不可

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士 13:4-5). 禁止喝酒(要

凌驾属地的欢乐)、禁吃不洁之物(要拒绝属肉

体的放纵)以及禁用剃头刀剃头(属血气的力量

是不足的), 都该成为母子两人的标记(mark).30  

                                                           
29   “拿细耳人”是那些许下“分别为圣、事奉神”之

愿的人. 参孙的拿细耳人身份是他父母为他许下这愿. 

自他出母胎一直到死为止, 不可剃头、也不可剪头发、

不可触摸死尸和饮清酒浓酒, 也不可吃葡萄、葡萄干等

等. 若要了解拿细耳人誓约的背景, 可参看民数记 6:2.  
30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96 页(夺权的亚比米勒)和 98 页

(敬畏神的玛挪亚和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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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解经                            微光 
 

  家谱名字的奇妙信息 

 
  

 

 

经文: “那时, 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萨的

后裔玛探雅的玄孙, 耶利的曾孙, 比拿雅的孙

子, 撒迦利雅的儿子雅哈悉.” (代下 20:14) 

 

 历代志下第 20 章记载, 当亚们、摩押

和以东三国联军突然入侵犹大国, 并且快要抵

达京城耶路撒冷了. 听见这噩讯, 犹大王约沙

法(Jehoshaphat)很害怕. 他定意寻求耶和华, 并

带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 连同他们的妻子、

儿女和婴孩, 都来到圣殿, 站在耶和华面前禁

食祷告, 求神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耶和华神垂听约沙法王的祷告, 祂的灵

就感动会众当中的雅哈悉. 他就传达耶和华的

话, 鼓励犹大人不必惊慌, 说: “犹大众人、耶

路撒冷的居民, 和约沙法王, 你们请听. 耶和华

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 因为

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代下 20:15). 神

要犹大众人次日到前方去, 站着观看耶和华为

他们施行的拯救.  

 

第二天一早, 犹大众人就出发, 由“唱诗

队伍”打头阵. 当他们在路上正唱歌赞美神的

时候, 耶和华就使亚们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

(以东人)自相残杀. 犹大众人抵达前线观看, 见

敌军尸横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代下 20:22-

24). 约沙法和犹大百姓见敌人留下许多财

物、衣服和珍宝, 就去捡拾, 由于财物太多, 以

至拾取了三天. 然后众百姓兴高采烈地归回耶

路撒冷, 再次到耶和华的圣殿, 敬拜赞美神.    

 

代下 20:14 介绍的雅哈悉, 在圣经别的

地方再没有出现过此名. 从这角度看, 雅哈悉

并不出名, 神呼召和使用他很可能就这么一次. 

然而, 旧约的人名都没有姓氏, 所以要分辨同

名的人, 就必须指出这人的父亲是谁, 偶尔也

会提到这人的祖父是谁. 历代志下 20:14 对雅

哈悉的介绍很特别. 这里提到他的父亲是撒迦

利亚, 祖父是比拿雅, 曾祖父是耶利, 曾祖父的

父亲是玛探雅; 但还不够, 还要提到他祖父的

祖父的祖先亚萨. 若比较一下历代志下对同一

时期(约沙法作犹大王的时候)的另外两位先知

的简单介绍(代下 19:2; 20:37),31 就更清楚看到

雅哈悉“家谱”的独特性.  

 

 为何在历代志下第 20 章, 神不用约沙

法时代的另外两个先知(即耶户或以利以谢), 

来向犹大众人和约沙法王说预言呢? 其中一个

主要原因, 是与他们的名字有关. 罗羚和罗达

理在《原文读经好处多》一书中说明这点 : 

“我们来看这家谱提到的人名的意思, 就会明

白为什么此时此刻神使用雅哈悉, 而没有呼召

约沙法作王时期出现的其他先知. 以色列人的

名字, 像华人的名字一样, 通常都有含义.” 根

据上引书所指出, 雅哈悉家谱中的人名按希伯

来文的意思如下(参以下表一):  

 
 中文名 英文名 希伯来文的含义 

1 亚萨 Asaph 收集或拾取 

JBJ = a gatherer 

2 玛探雅 Mattaniah 耶和华的礼物 

JBJ = gift of Jehovah 

3 耶利 Jeiel 神有能力 

JBJ = swept away of God 

4 比拿雅 Benaiah 耶和华建造或加固 

JBJ = built of Jehovah 

5 撒迦利

亚 

Zechariah 耶和华记念或不忘记 

JBJ = remembered of Jehovah 

6 雅哈悉 Jahaziel 神看见 

JBJ = God will cause to see 

AJ = He will be seen of God 

                                                           
31   代下 19:2: “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

沙法王, 对他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耶和华的

人呢? 因此耶和华的忿怒临到你”; 代下 20:37: “那时玛
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预言说... 后

来那船果然破坏, 不能往他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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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按照希伯来原文圣经的字句顺序, 

代下 20:14 的原文直译是: “那时, 雅哈悉, 撒迦

利雅的儿子, 比拿雅的孙子, 耶利的曾孙, 玛探

雅的玄孙, 利未人亚萨的後裔, 临到他上面(的

是)耶和华的灵, 在会中.”32 参以下表二: 

 

号

次 

中文 

译文 

希伯来圣经原文字(从右读向左) 

[中: 其原文音译, 从左读向右] 

[下: 其英文字义, 从左读向右] 

1 那 时 , 

雅哈悉 
   

=   wə-yaḥăzî’êl   

Then Jahaziel (或作: And Jahaziel) 
 

2 撒迦利

雅的儿

子 
 

=   ben-zəḵaryāhū 

the son of Zechariah 
 

3 比拿雅

的孙子 

  
=   ben-bənāyāh 

the son of Benaiah 
 

4 耶利的

曾孙 
 

=   ben-yə‘î’êl 

the son of Jeiel 
 

5 玛探雅

的玄孙 
 

=   ben-mattanyāh 

the son of Mattaniah 
 

6 利未人 

 
 

=   hallêwî 

the Levite 
 

                                                           
32   按希伯来原文圣经的字句次序是 : “Then 

Jahaziel, the son of Zechariah, the son of Benaiah, the son 

of Jeiel, the son of Mattaniah, the Levite, of the sons of 

Asaph, was on him the Spirit of Jehovah among the 

congregation.” 引自 Jay P. Green, The Interlinear Bible: 

Hebrew-Greek-English (2nd. ed.)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86), 第 395 页. 

7 亚萨的

後裔 

       
=   min-bənê   ’āsāp̄ 

of the sons of Asaph 
 

8 临到 

 
=   hāyəṯāh 

was (或作: came) 
 

9 他上面 

 
=   ‘ālāw 

on him (或作: upon him) 
 

10 耶和华

的灵 
      

=   rūaḥ   Yahweh 

the Spirit of Jehovah (或作: the Spirit 

of Yahweh)：  
 

11 在会中 

      
=   bəṯōwḵ   haqqāhāl 

among the congregation (或作: in the 

midst of the assembly) 
 

 

 换言之, 按希伯来圣经所记载的名字顺

序(参表三), 正好与中文圣经翻译的顺序相反: 

 
 中文名 英文名 希伯来文的含义 

1 雅哈悉 Jahaziel 神看见 

JBJ = God will cause to see 

AJ = He will be seen of God 

2 撒迦利

亚 

Zechariah 耶和华记念或不忘记 

JBJ = remembered of Jehovah 

3 比拿雅 Benaiah 耶和华建造或加固 

JBJ = built of Jehovah 

4 耶利 Jeiel 神有能力 

JBJ = swept away of God 

5 玛探雅 Mattaniah 耶和华的礼物 

JBJ = gift of Jehovah 

6 亚萨 Asaph 收集或拾取 

JBJ = a gatherer 

注: 以上“表三”的 JBJ = J. B. Jackson, A Dictionary of 

Scripture Proper Names (3rd ed.) (Grand Rapids: Kregel 

https://biblehub.com/hebrew/veyachaziel_3166.htm
https://biblehub.com/hebrew/ben_1121.htm
https://biblehub.com/hebrew/ben_1121.htm
https://biblehub.com/hebrew/ben_1121.htm
https://biblehub.com/hebrew/ben_1121.htm
https://biblehub.com/hebrew/ben_11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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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s, 1957); AJ = A. Jones, Jones’s Dictionary of 

Old Testasment Proper Name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0). 

 

 我们将历代志下 20 章的整个事件与这

些人名的含义对照时, 就明白神的意思是要借

着这些名字传达重要的信息.  

 

 雅哈悉: “雅哈悉”(神看见)的名字带给约沙

法王和犹大百姓安慰的信息: 神看见这入

侵犹大的大军, 神也看见犹大众人站在祂

面前禁食祷告、仰望等候祂施恩拯救. 

 撒迦利雅: 约沙法的祷告提到神对所罗门

的应许(代下 7:12-18; 比较 代下 6:28-30; 

20:9), 并强调这地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

永远为业的, 耶和华就借着“撒迦利雅”(耶

和华记念或不忘记)提醒王和百姓, 祂记念

那应许, 没有忘记祂对所罗门说过的话. 

 比拿雅 : 约沙法带领百姓在圣殿祷告说 , 

“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 我们

也不知道怎样行 , 我们的眼目单仰望

你”(代下 20:12). 因此, 神借着“比拿雅”(耶

和华建造或加固)鼓励他们, 耶和华会“加

固强化”(reinforce)或“坚固”倚靠祂的人, 使

他们能够抵挡强敌. 

 耶利: 约沙法承认他们“无力抵挡”敌人的

大军, 但神借着“耶利”(神有能力)来鼓励他

们, 预告神必战胜敌军, 敌人的大军“必被

神所扫除”(swept away of God, 这是“耶利”

一名的另一含义). 

 玛探雅: 神借着“玛探雅”(耶和华的礼物)预

告, 神不仅要横扫敌人大军, 更要借此大战

的胜利赐给犹大百姓许多“礼物”, 就是他

们次日将从敌军身上获得“许多财物、珍

宝”(代下 20:25). 

 亚萨: 最后, “亚萨”(收集或拾取)预告了第

二天将发生的事, 就是犹大众人不需亲自

与敌军争战, 因为神会为他们争战(注: 祂

使敌军互相残杀); 他们只需“收集或拾取”

耶和华所赐的礼物, 并且礼物“因为甚多, 

直收取了三日”(代下 20:25). 

 

显然, 第 15 至 17 节是先知从神得来的

信息, 是神对约沙法王和犹大百姓的祷告和信

靠的直接回应. 这个信息本身已经给他们带来

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即使约沙法王和当时的犹

大百姓没有联想到这家谱中人名的含义, 他们

仍能以信心回应神的预言, 在预言应验前就能

够敬拜、颂赞神, 也有从信心而来的勇气和胆

量, 去顺服神那看似不合人间常理的安排(哪

有军队前去迎战前, 被吩咐“不要争战, 要摆阵

站着, 看”的呢? 代下 20:17). 在预言应验后, 他

们更是感恩、称颂神奇妙的大能. 

 

 “然而,” 罗羚和罗达理评论道, “历代志

作者这样介绍先知雅哈悉, 让人不能不看到其

良苦用心, 就是借先知家谱中人名的含义, 及

时、适宜的表达安慰、鼓励的信息和预言. 雅

哈悉虽不是名人, 但他有美名的家谱却使他成

为一位‘知名人士’.” 

 

 历代志下 20:14 除了介绍雅哈悉的身

份外, 还有其他含义: 

 

1) 向历代志的读者见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

信实、大能和奇妙. 

2) 抓住神应许的恳切祷告, 信实守约的神就

一定应允, 必定回应. 

3) 赞美是信心的表现. 雅哈悉的家谱, 上溯至

亚萨(注: 亚萨是大卫安排在圣殿中赞美神

的“诗班”负责人之一). 他的出现和神的话

语, 提醒了约沙法和以色列众人, 他们破例

让“诗班”打头阵, 在困境中赞美神(先知并

没有这个要求, 是约沙法或百姓自行发起

的). 正当他们赞美神时, 神就施行拯救. 值

得留意的是: 他们于战前在圣殿赞美, 在上

战场的路上赞美, 收取完掳物后又就地赞

美, 胜利班师回到圣殿中再一次赞美神. 他

们的榜样值得我们群起效仿. 

 

这一胜利使列国震惊, 不敢来犯; 神使

约沙法他们四境平安几十年. 这就是我们的神! 

祂是何等值得信靠; 祂的信实和能力并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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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如何, 今日仍然如何. 难怪诗人称颂道: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

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 46:1); “记念祂向以色

列家所发的慈爱, 所凭的信实. 地的四极都看

见我们神的救恩”(诗 98:3) 

 

最后,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 雅哈悉家谱

中六个人名的次序 , 在中文圣经 (如《和合

本》、《新译本》等)与英文圣经(如 KJV、

NIV、NASB、Darby 等)是不同的, 正好相反

(参照上文的表一和表三). 我们留意到: 

 

 若按中文译本, 是以“亚萨”(收集或拾取)为

开始, 以“雅哈悉”(神看见)来结束.  

 英文译本则以“雅哈悉”(神看见)为开始, 并

以“亚萨”(收集或拾取)来结束.  

 

到底哪一个正确反映神要传达的信息

之次序? 希伯来原文圣经给我们正确答案, 即

英文译本是正确的  —  以“雅哈悉”(神看见)为

开始, 并以亚萨”(收集或拾取)来结束. 这完全

符合整个事件的自然发展: 1.神看见(犹大百姓

的困境) – 2.神记念(祂的应许) – 3.神加固(犹

大众人) – 4.神有能力/扫除(敌人大军) – 5.神

的礼物(借敌人留下珍宝) – 6.(犹大众人)收集

或拾取(神赐下的众多礼物长达三日).  

 

我们在此领悟到, 学习或查考圣经原文

对评估圣经译本和正确解经是有很大的帮助. 

希望此篇文章能鼓励更多信徒, 尝试或努力学

习基本的希伯来文, 因为原文读经好处多(请

参本文附录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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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原文读经好处多 

                                                           
33   上文主要参考/改编自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

读经好处多》(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7 年), 

第 54-58 页. 注: 上引书列出的 代下 20:14 之名字顺序

是表一; 但根据希伯来文圣经, 正确的名字顺序是表三. 

学习圣经原文至少有下列五大好处: 

1) 用原文读经, 可以直接、清楚看见经文所

强调的重点、平行结构、重复出现的字

词、字词游戏(word play)、经文中名词、

代名词、形容词的格(case)、数(number)、

性(gender), 各个动词间从属关系, 字词、

语句顺序.34 因而读者能更准确和可靠地理

解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2) 懂原文有助评估各种译本. 现在市面上不

仅有很多英文译本, 中文译本也开始增多. 

当信徒研读圣经时, 发现各个译本的不同

之处, 心中不免会问, 究竟哪一个译本更接

近原文呢? 若要能够评估各种译本和译文, 

就需要有圣经原文的知识. 

3) 事半功倍. 查考圣经时若碰到难解之处, 与

其查考多个译本、发现各有不同而不知如

何是好, 倒不如花时间和精力学习圣经原

文, 一劳永逸. 不仅不必再为选择译本而愁

烦, 更习得评估各个译本(包括英文译本)的

能力, 何乐而不为呢? 

4) 懂原文有助评估释经书中各种解释. 一些

学术水平稍高或程度稍深的释经书, 会罗

列对同一经文的不同解释, 以及支持或反

对各种解释的论据. 这些论据大多建基于

对原文的讨论, 为了能明白和评估这些解

释的优缺点, 就必须懂得基本的圣经原文. 

5) 有助评估古抄本. 这属于“经文鉴别学”(经

文评鉴学, textual criticism)的范畴. 若有不

信圣经的人质疑圣经的对错, 而信徒懂得

原文的经文鉴别学, 就不怕这类挑战.35 

 

中国浸信会神学院前院长郑佑生写道: 

“学习圣经原文对明白圣经有许多好处, 因为

原文确实有助澄清部分译文不太清楚, 或容易

让人误解的地方… 从原文学习圣经的基督徒

都赞美神话语的丰富, 因为用原文读经可以帮

助我们看出不同经文的关联, 容易把相关的经

文连起来, 以经解经, 或作主题式研经, 从而更

                                                           
34   例如 代下 20:14 的名字顺序隐藏着奇妙的信息. 
35   摘自《原文读经好处多》, 第 xx-xx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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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更有系统地明白神的旨意.”36 感谢神, 

今天在互联网上已有不少学习希伯来文的网

站, 读者可到下列三个网站自行学习:  

 http://hebrew.fhl.net (名为“希伯来文教室”) 

 http://www.palgemayim.net (此“溪水网站”提

供《古希伯来语教程》三大册, 可免费下载) 

 http://www.chioulaoshi.org/BH/resource.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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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历代志下 20:14 的 

希伯来原文字汇分析 

 

号

次 

希伯来 

原文字 

字汇 

分析 

原型 

简义 

1 

   

连接词  

    

+ 专有名词，人名 

雅哈悉 

2 

   
名词，单阳附属形 

儿子、孙

子、后

裔、成员 

3 

  
 

专有名词，人名 撒迦利亚 

4 

   
名词，单阳附属形 

儿子、孙

子、后

裔、成员 

5 

   
专有名词，人名 比拿雅 

6 

   
名词，单阳附属形 

儿子、孙

子、后

裔、成员 

7 

   

专有名词，人名 耶利 

8 

   
名词，单阳附属形 

儿子、孙

子、后

裔、成员 

                                                           
36   同上引, 第 xi 页. 

9 

   
专有名词，人名 玛探雅 

10 

   

冠词  

   

 + 专有名词，支派名 

利未人 

11 

   
介系词 

从、出、

离开 

12 

   
名词，复阳附属形 

儿子、孙

子、后

裔、成员 

13 

   
专有名词，人名 亚萨 

14 

   

动词，Qal 完成式 3 

单阴 

是、成

为、临到 

15 

   

介系词 

 
+ 3 单阳词尾 

在…上

面、在旁

边、关

于、敌

对、攻击 

16 

   
名词，单阴附属形 

风、心、

灵、气息 

17 

   

专有名词，上帝的名

字 

上帝的名

字「雅

威」，犹

太人尊称

为「上

主」 

18 

   

介系词 

 
+ 名词，单阳附属形 

在中间 

19 

   

冠词 

 
+ 名词，阳性单数 

会众、集

会、群体 

注: 上表资料取自: “ CBOL 旧约 Parsing 系统 ” 

(在互联网输入上述引号“ ”内的字便可找到此网站) 

http://hebrew.fhl.net/
http://www.palgemayim.net/
http://www.chioulaoshi.org/BH/resource.html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8 

   

《家信》: 第 120 期 (2019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召会文库            雷罗斯(W. Ross Rainey) 
 

基督徒与病患 
（The Christian and Sickness） 

 
(A)    序言  

 在这受罪恶所侵蚀的世界中, 病患

(sickness)与死亡是常事. 这类事情, 在我们

的家人或亲友中, 甚至在我们个人的经历

上, 迟早都会发生的. 我们或能幸免患上致

命的危险疾病, 却无一人能幸免肉身的死

亡(除非是被提的信徒, 因他们没有经历死

亡, 编译者按). 所有真信徒, 都该在病患和

死亡的事上, 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11:1-16

中所说的话为乐. 

 

 上述经文如此的记载, 能坚固我们

对那位已经荣耀复活、且永远活着的基督

有更大的信心, 因祂大有能力, 能消除所有

疾病和死亡(启 21:4). 同时, 这些经文能安

慰主子民当中患病之人, 也能安慰那有患

病亲人的信徒. 

 

 有人曾说: “人的宗教信仰之价值 , 

是在乎它能在黑暗的日子中, 使人得着帮

助.” 也有人说: “重大的试炼能磨练出伟大

的人物.” 希尔顿(John Hilton)曾写道: “最

能吃得苦的人, 是最能干大事的人.” 

 

 

(B)    五件与病患有关的事  

 在约翰福音 11 章 1 至 16 节中, 有五

件特别的事是跟基督徒与病患相关的. 

 

(一) 主所爱的人有时也会患病 (约 11:3) 

 普遍上,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同样要

面对生命的种种困厄. 经文没有提及拉撒

路患了什么病 , 但译作“病”的希腊字是 

astheneô {G:770}, 是指致死的病. 这字在

约翰福音 5:3 用来指那些患病的群众, 也

指该章 7 节中那位无名的病患者. 这两处

经文皆指患病的人. 路加医生也用这字来

描述多加(Dorcas)的病(徒 9:37). 使徒保罗

曾用这字来形容以巴弗提的病(腓 2:26-27). 

简之, 拉撒路病得很重, 甚至死了. 假如拉

撒路只是患上小病而已, 马大和马利亚当

然不会派人去找主耶稣寻求帮助. 

 

 拉撒路住在伯大尼(Bethany). 伯大

尼意即“受苦之家”(house of affliction). 今

天很多因患病而受苦的属神子民, 都发现

事情正是

如此   —  

主所爱的

人也会患

病(包括敬

虔爱主的

基督徒). 

 

 

(二) 患难之日寻求主的帮助 (约 11:3) 

第二件事, 当马大和马利亚察觉弟

弟拉撒路的病情相当严重时(或许拉撒路

已陷入半昏迷状态), 她们派人去找主耶稣. 

这点教训我们: 无论事情或大或小, 每一个

属神的儿女都享有这样的特权(即来到主

的面前寻求帮助). 旧约诗人论到神曾说: 

“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

要荣耀我”(诗 50:15). 彼得也写道: “你们要

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 因为祂顾念你

们”(彼前 5:7).    

 

 在这里稍微论及马利亚和马大的为

人, 这会叫我们受益良多. 正如路加福音

10 章 38 节所言, 马大显然是大家姐. 两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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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属灵的分别和个性都在路加福音 10 章

38 至 42 节中略有记载. 马利亚从基督有所

领受(有所得着), 而马大却忙于服事基督. 

主耶稣就此称赞马利亚说: “马利亚已经选

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路 10:42). 

 

 马利亚得着

一个美丽的圣经人

物画像  —  她常在

基督的脚前 . 我们

应该学到这重要功

课 (可惜我们却迟

迟还学不会): 在我

们能有效地服事主之前, 我们必先从主有

所领受. 换言之, 按属灵的优先顺序, 必须

先等候主  —  先敬拜祂  —  后来才见证祂. 

 

 

(三) 病患常会带来神的荣耀 (约 11:4) 

虽然罪和受苦是有关联的, 但患病

不一定是因为犯了罪(太 9:2). 主的众门徒

在之前的例子中, 也受当时盛行的典型看

法所影响, 把患病一事都归咎于那人犯了

罪, 或他父母犯了罪(约 9:2; 也参 出 20:5). 

约伯的三个“朋友”, 即以利法、比勒达和

琐法, 从不同角度来看, 都相信约伯受苦是

因为他犯了罪.  

 

我们今日需

要关心的 , 不该只

是受苦的原因 , 而

是如何解困. 况且, 

我们应该谨记 , 病

患不一定是缺乏信

心, 或表明主的不悦. 拉撒路的病带来神的

荣耀, 这也是很多被置一旁、属神子民亲

身的经历. 尽管如此, 我们亦不否认思考 

林前 11:29-30、雅 5:14-15 和 约壹 5:16 是

有益的; 显然, 有些患病的信徒是直接因为

他生命中的罪. 

 

  当耶稣基督说: “这病不至于死”(约

11:4; “死”意味着“分离”), 祂是指死亡并非

最后的终结. 为何主耶稣不向拉撒路的姐

姐们说明祂准备要做的事(指叫拉撒路死

后复活)? 答案简单清楚. 主耶稣要我们在

信心和忍耐上有所操练. 让我们时常谨记, 

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有祂

的旨意, 例如: 拉撒路患病, 为要带给神荣

耀. 我们的主在 约 11:4 所说的话, 正应合

祂在 约 9:3 的话(参看 约 2:11 和 14:13). 要

紧记: 父神的荣耀与神子的荣耀是同一的. 

 

 

(四) 病患或许会是长久的 (约 11:6) 

信徒应该心中紧记: 主的迟延并非

主的拒绝(His delay is not denial). 有些神所

特选的圣徒会患病受苦多年, 病情仍不获

得舒缓或医治. 有者单纯地降服在神的旨

意下, 表明他们对神应许的信心, 就像诗人

所言: “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诗 31:15; 注: 

诗 31:14 足证其信心: “耶和华啊, 我仍旧倚

靠祢; 我说: 祢是我的神”).  

 

斯克洛基(W. Graham Scroggie)曾说: 

“约翰福音 11 章 5 和 6 节多奇妙啊! 我们

从中可学到主的迟延不会导致我们缺乏, 

不是撇弃我们不理(约 11:5), 也不是拒绝我

们的要求(约 11:7). 神因着爱, 有时行事缓

慢(约 11:6), 但祂总是按最美的时间行事; 

如果神等候, 我们也该等候.”  

 

 

(五) 病患可引导他人相信基督 (约 11:45) 

很多例子证明, 因患病而被暂置一

旁的基督徒, 常被神使用来引导他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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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iam Booth 

基督, 同时也勉励和坚固其他信徒的信心. 

我常探望重病或残疾的信徒, 看见他们给

我带来心中的福气和鼓励, 也成为他人蒙

福得力的管道. 

 

米利暗·布斯(Miriam Booth)是救世

军创办人的女儿. 她是一个既美丽, 又能干, 

且有修养的女人, 前途

光明地开始她基督徒

的事业. 然而, 病患抓

住了她 , 她面临死难 , 

死亡也越来越接近她. 

这时, 她的朋友来探望

她, 惋惜祂如此能干 , 

却受病患拦阻, 不能做

神的工作 . 她回答道 : 

“做神的工作是伟大 , 

但能完成神的旨意更是伟大.” 显然, 她满

有平安, 完全顺服在神全能全智的旨意下, 

也深信神不会做错, 因祂所作所为都是好

的. 这样的见证能荣耀神, 也叫人蒙福. 

 

 

(C)    结语  

 在约翰福音 11 章 7 和 8 节中, 我们

读到主耶稣对门徒说: “ ‘我们再往犹太去

吧.’ 门徒说: “拉比, 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

打你, 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基督在此试

验祂的门徒. 之后, 我们又读到: “耶稣回答

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

路, 就不至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

在黑夜走路 , 就必跌倒 , 因为他没有

光’ ”(约 11:9-10). 

 

 上述这些话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特定的时间来做工, 我们也要常住在主里. 

我们看到基督按特定和计划好的时间表来

做工. 同样地, 神也对每一个信徒的生命有

所计划, 而我们该对祂的计划有所回应, 靠

祂的恩典去实行

出来, 以此荣耀祂. 

对主所说的话(指

主表明拉撒路已

经死了, 第 14 节), 

多马的回答是消

极的, 也是不需要的, “多马… 就对那同作

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 

 

 请注意耶稣基督说祂要往拉撒路那

里去(约 11:15), 因为已死的拉撒路不能来

见祂. 对我们的心而言, 这暗示没有任何事

能叫我们与基督隔绝, 即使是“死”也不能

(罗 8:35-39: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 是生…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的”).  

 

 古德曼(George Goodman)就这段经

文提出一个我们难以忘记的重点: 在患病

时, 第一件事, 不是要病得痊愈, 乃是要认

识神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37  

                                                           
37   上文摘自 2010 年 1/3 月刊《恩言》, “基督徒

与病患 ”, 第 22-26 页 ; 同时也参考其英文版 “The 

Christian & Sickness”, by W. Ross Rainey, Counsel, 

Vol.39, No.3, May-June 2009, 第 15-16 页; 并以此对译

文稍加修饰, 另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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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38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十三): 

在召会中的歌唱 
( Assembly Singing )  

 
(A)    引言  

 圣经中含有许多美丽的赞美诗(或译: 圣

歌, hymns)和诗歌(songs). 新约圣经虽多方述说

信徒的歌唱, 但对乐器的使用(指在召会中使用

乐器方面)却保持静默, 这点值得深思. 

 

 无可否认, 绝大部分属世的流行歌曲很

快就过时, 被人遗忘. 然而, 信徒有的是新歌(new 

song). 这“新”的意思并非表示我们需要学习如

何唱它, 纵然在归主得救时, 神确实把“一首新

歌”放在我们心里.39 我所谓的“新”是指“常新” 

(always new), 不会老旧过时. 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就已学习唱天上的歌; 此歌永远常新(启 5:9).  

 

 

(B)  诗歌的伴随之物 

 虽然新约圣经对使用乐器(instruments)保

持沉默, 但它清楚明文地提到有关诗歌的伴随物

(accompaniment). 这几样伴随之物如下. 

 

(B.1)    心中喜乐的歌唱 (雅 5:13) 

 (Singing with Gladness) 

 “你们中间… 有喜乐的呢 , 他就该歌

颂”(雅 5:13). 从圣经中我们学到一件事: 人的歌

唱使别人认识他. 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证实的.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那段日子里, 圣经没有记

载任何的诗歌. 一旦他们的脚踏在红海对岸的旷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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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此“新歌”是指我们得蒙救赎所发出的赞美之歌. 

野时, “那时, 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所

唱的是救赎之歌, 出 15:1). 只有那些认识宝血价

值和经历宝血拯救的人, 才会欣赏这首救赎之歌. 

 

 圣徒得享神救恩的喜乐. 我们无法完全

地估计圣徒在这方面的见证之价值. 那从腓立比

监牢里发出的歌声, 给于狱卒和他一家何等美好

的见证. 保罗和西拉满背鞭伤, 两脚被扣, 处在这

种毫无理由开声歌唱的情况下, 他们竟在夜半时

分, 仍然向神发出赞美歌声(徒 16:25). 

 

 对于一切美善圣洁之事, 主耶稣总是为

我们摆出最美的榜样. 太 26:30 说: “他们唱了诗, 

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我有很好理由相信, 在前往

客西马尼园以先, 主耶稣与祂的众门徒一同歌唱; 

最冷酷的心也肯定会为此感动. 祂在被钉十架

(死而复活)后, 也开声歌唱(来 2:12).  

 

 世上的歌与属天的歌非常不同. 音乐潮

流就像气压计(barometers), 显示社会所感受的

压力. 我们从任何时代的音乐, 都能认识到当时

的道德思潮. 即使匆匆查阅过去 20 年流行歌曲

的词句, 也能揭露这方面的真相. 一些歌词如“当

你走到路的尽头, 你去哪里?”(Where do you go 

when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road?)、“就是这

些吗?”(Is that all there is?)等等, 皆显示人若只为

今生今世而活, 心灵必然空虚失落. 另有一些歌

词显示道德的沦丧, 鼓吹自由滥交, 严重破坏婚

姻和家庭的根基, 夺去多少人本可享有的幸福. 

不少文章写到这类音乐词曲的宣传, 对心灵的意

识和潜意识都深具影响.  

 

许多青少年喜欢摇滚音乐. 一些研究报

告指出, 摇滚乐器大声敲打的规律性震动能产生

催眠效果, 导致那些长期暴露在摇滚音乐下的人

会不知不觉地被催眠, 顺从了摇滚音乐词曲中所

鼓吹的放纵行为, 可引致种种不道德的行为. 摇

滚音乐的可怕作用已被全面记录和加以证实.  

 

青少年需要仿效的榜样. 他们的模范往

往是他们所仰慕的人. 如果青少年被摇滚音乐的

声音所吸引, 他们不久将会喜欢那些演奏摇滚音

乐的人士或乐团. 这些人当中, 很多生活放纵,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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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吸毒、滥交、淫乱和乱搞同性性行为, 加上社

交媒体大力宣传和“美化”这些歌星, 结果不少青

少年就模仿他们, 有样学样, 产生更多不道德的

行为. 撒但已透过音乐说服许多人, 使他们深信

这样的“自由放纵”是荣耀的自由(但其实是被罪

捆绑). 保罗和西拉虽被囚禁在腓立比的监牢, 但

比起这些高喊自由却被罪捆绑的可怜心灵, 保罗

和西拉的心灵其实享有更大更美的自由!  

 

“圣歌”(Sacred Music)是另一个不同的题

目,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事实: 一个人不需要

有圣灵的内住, 也能享受韩德尔的名曲《弥赛

亚》(Handel’s “Messiah”)或巴赫的名曲《圣母

颂》(Bach’s “Magnificat”). [注: 不少著名圣歌不

需圣灵的内住和感动, 单单采用感人的音乐伴奏, 

也能感动不信主之人的心; 这点证明人受音乐感
动不一定出于圣灵的工作, 而是可以单靠乐器的

伴奏]. 然而, 那真正能令父神的心欢喜悦纳的, 

乃是我们因在基督里的喜乐而发出的歌唱. 基督

徒有十足的理由向主发出喜乐的歌唱. 在召会中

歌唱时, 必要谨记此事 [注: 今天太多人靠乐器

来鼓动人心, 这样是靠血气而非圣灵, 故须谨慎]. 

有者说, 喜乐的其中一个定义是“心中歌唱”; 这

肯定讨神悦纳. 
 

哦, 主啊, 我们晓得 

不在乎所唱的歌何等甜蜜;  

只在乎圣灵教导和感动之心 

发出的歌唱, 才能讨祢欢悦. 
 

(B.2)    心被恩感的歌唱 (西 3:14-17) 

 (Singing with Grace) 

喜乐的心会发出歌唱, 歌罗西书第 3 章亦

指出平安的心也会歌唱. 若心灵歌唱就是喜乐, 

心灵坐下安息就是平安. 西 3:13 说: “倘若这人

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如何

包容饶恕? 下一节就是神给 西 3:13 的问题之答

案: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

全德的”(西 3:14). 西 3:15 告诉我们另一个解决

方案: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作

主”也可译为“作仲裁、裁判”[arbitrate, umpire], 

西 3:15). 对别的信徒存有错误的心态, 将会夺去

那人本可享有的交通, 夺去主本可得着的歌唱, 

以及我们本可享有的平安.  

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作主(西 3:15), 

又有基督的话住在我们心里(西 3:16),40 还有主

耶稣的圣名约束和克制我们的行为. 第 15 和 16

节都提到“基督”这一名称, 而第 17 节给耶稣基

督加上了“主”, 这是极富教育性的. 当我们承认

祂的主权, 祂的话就内住我们心里, 祂的平安则

在我们心里作主. 这样, 我们就会“心被恩感, 歌

颂神”(西 3:16).  

 

(B.3)    口唱心和的歌唱 (弗 5:18-20) 

 (Singing with Gratitude) 

 感恩(Gratitude)是对所领受的福气充满感

谢. 若所领受的是神恩典赐下的福气, 它们就是

神白白赐下的福气  —  gratis ; 信徒心中的感谢

也是自动自发的, 不需费力. 弗 5:18-20 告诉我们, 

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与

此对比的, 是醉酒的结果  —  “使人放荡”.41 

 

 我们在此文章不适合对“圣灵充满”这一

题目作深入讨论. 但我们必须指出, 第 17 节强调

主给所有信徒的旨意是“要被圣灵充满”. 按希腊

原文的文法, 第 18 节应该译作“在被充满中, 你

要被充满”(Being filled, be ye filled). 这是进入一

种属灵的状况, 却不是一般灵恩派所教导“进入

某种激昂的情绪”. 西 3:14-17 采用几乎相同的词

句, 并教导我们这种状况是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

地住在我们里面.  

 

 当信徒让圣灵

完全掌控的时候 , 就

会“彼此对说”, 即说

出属神真理的话语 , 

来帮助灵命的成长. 第 19 节解释是采用“诗章、

颂词、灵歌, 彼此对说”. 与此相对的, 我们可比

较歌罗西书的经文: “用诗章、颂词、灵歌, 彼此

教导, 互相劝戒”(西 3:16). 这两段经文的“歌颂赞

美”(singing)与“对说”(speaking)是有区别的.  

                                                           
40   西 3:16 说: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丰

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灵歌, 彼此教导, 互
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41    弗 5:18-20: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

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

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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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赞美”是为了神的耳朵而唱, “对说”

则是为了信徒的耳朵而说. 歌罗西书说“心被恩

感的歌颂神”, 以弗所书却强调“口唱心和的赞美

主”. 这与一般传福音事工所盛行的“音乐事

奉”(Ministry of Music)何等不同, 因为后者乃是

采纳属人天赋(human talents)的音乐和诗歌, 为

要满足会众的耳朵. 我们留意到新约四份有关属

灵恩赐的清单中, 只字不提“歌唱的恩赐”或“音

乐的恩赐”. 人需要从新约圣经以外寻找证据, 来

支持这类天赋或才华的使用和掌控. “确实样式

的法则”(Law of positive pattern)不允许我宣称圣

经“静默不语之事”是授权给我去做那件事. 

 

 数年前 , 有一系列文章关于“音乐的职

事”(Ministry of Music)刊登在一本著名的基督徒

刊物(journal), 而此刊物以谨慎解经著称. 我留意

到这几篇写得很好的文章, 竟然没有引证任何正

确的经文为权威根据. 这些熟悉圣经的作者只尝

试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经文. 此做法与此刊物向

来以“所教导的每一重点都要有圣经为根据”的

原则形成强烈对比. 

 

 弗 5:19 在英文圣

经《钦定本》是“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可直译

为: 在你们心里向主歌唱和发出美妙音乐). 这节

的 melody (旋律、美妙的音乐)一字在希腊原文

是 psallô {G:5567}; 而 psallô 通常用来指“伴唱” 

(accompanied singing, 注: 可指“弹弦乐器”来伴

唱; 但这节却表明用“心”来伴唱,42 而非用乐器伴

奏, 故中文圣经《和合本》译作“心和的赞美主”

正确传达其原意). 由此可见, 这里所描述的“音

乐”(music)或“和谐的结合”(orchestration)是在心

里做成的(而非靠外在的乐器). 换言之, 我们的

心才是圣灵弹奏的“乐器”(用来伴奏我们的歌声).      

 

                                                           
42   弗 5:19 原文可译为: “借着诗篇、圣歌、灵歌

对彼此说, 用心歌唱且歌颂给你们的主”(引自《精读圣

经》的“字汇分析”之原文直译). 若神的旨意是要信徒

用乐器来伴奏, 弗 5:19 就是最好教导此事的经文(因希

腊字 psallô 可指以某种乐器伴唱), 但圣灵却在这节强

调“用心伴奏地歌颂”, 而不提乐器伴奏, 这点意义深长. 

 当召会一同聚集, 同声歌唱时, 圣灵就是

那位总指挥官(grand Conductor), 带领每一颗心

进入赞美的旋律中, 这才是真实的“口唱心和”, 

真正的“用你们的心伴奏给主”(Melody with your 

heart to the Lord). 此外, 弗 5:19 的“诗章、颂

词、灵歌”三者彼此不同, 不然就不会如此分开

来谈. 简言之, “诗章”(psalms)是神所默示的诗, 

“颂词”(hymns, 圣歌)是歌颂赞美神的歌 , “灵

歌”(spiritual songs)则是追述属灵方面的历史事

件而引发出向神的歌颂(例如摩西和以色列人过

红海后, 就叙述这历史事件而向神歌唱). 今日的

信徒仍然唱这三大类的赞美之歌. 

 

(B.4)    圣灵带领的歌唱 (林前 14:14-17) 

 (Singing with Guidance) 

 我们已经谈了喜乐的心、平安的心和感

恩的心与歌唱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要谈谈领悟的

心(understanding hearts). 我们可从 林前 14:15 学

习到我们的歌唱不该只是出于情绪的反应, 却没

有理智的领悟. 林前 14:15 说: “这却怎么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 也要用悟性祷告; 我要用灵歌唱
(希腊文: psallô ), 也要用悟性歌唱.” 林前 14:15

的“歌唱”同样是采用 弗 5:19 的希腊字 psallô .  

 

林前 14:15 表明召会的歌唱是要有圣灵

的随伴和歌唱者的领悟. 这里描述召会中的歌唱

时, 没有提到乐器的伴奏, 其他新约经文也没提

到在召会的歌唱中使用任何乐器(注: 有者宣称

既然新约圣经没有明文反对使用乐器, 所以使用

任何乐器都没问题). 论到解经法则, 圣经给我们

不少“明确实在的样式”(positive pattern)供我们

遵从或仿效, 因此以圣经沉默不提(silence)为论

据 , 其实是最弱的根据 . 召会是神的房屋

(Building of God, 林前 3:9), 神已赐给我们建造

的蓝图, 而祂是最有智慧的建筑师, 所预备的蓝

图肯定是最好的, 所以经上记着说: “只是各人要

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林前 3:10). 根据此教训

的亮光, 我们不明白为何有人敢说神只是给我们

根基, 我们可随己意决定如何建造其上的结构. 

 

我们常听人说, 旧约圣经赞同在属神的

事奉中使用乐器. 事实上, 旧约圣经也赞同献上

动物为祭, 但这一点不适用作论据, 来支持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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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须献上动物为祭. 犹太教的一切仪式(rituals)

是已经过去的“影儿”(shadows), 因为它真正的

“实体”(true Antitype)耶稣基督已经来到. 有关影

儿和真体(substance)的关系, 请参“真诚的忠诚  

—  敬拜的地方” (此篇文章载于 2017 年 4-6 月

份, 第 113 期《家信》的“召会真理”专栏).    

 

 虽然乐器在利未人职任的制度(levitical 

systems)下广被使用, 但请留意: 乐器从不使用在

圣所内. 圣经形容新约召会为“神的殿”时, 所使

用的希腊字是 naos {G:3485} (林前 3:16-17), 指

的是圣殿的圣所(inner sanctuary), 而不是圣殿的

外院(outer court). [编译者注: naos 与译作圣殿的

另一个希腊字  hieron {G:2411}有明显区别 ; 

naos 指的只是圣殿的圣所, 但 hieron 常指不仅

是圣殿的建筑物, 更包括其院子和一切围墙]43    

 

 歌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论到歌唱的经文时, 

强调对神而言, 真正美妙音乐(或译“真旋律”, 

true melody)是在人心中产生的. 我们不反对在

家中使用乐器, 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 对神而言, 

真正美妙的音乐并非来自乐器, 而是我们的心. 

这使我们看清从心而发的音乐才会讨神喜悦, 这

是我们所该注重的. 

 

(B.5)    在荣耀里的歌唱 (启 5:9)  

 (Singing in Glory) 

 每个读者都必须清楚知道, 当羔羊立在

天上宝座的中间时(in the midst of the throne, 启

5:6), 天堂之歌将充满天庭. 这是将来才发生的

一幕. 在属天和属地的千禧年里, 有特别场合的

歌将被高唱(启 14:1-3; 15:2-4; 19:1-6), 但启示录

第 5 章看来是描述所有赎民永远向羔羊唱的永

恒之歌. 既然我们将唱那永不过时的永恒之歌, 

                                                           
43   Spiros Zodhiates,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New Testament (Chattanooga, TN: AMG 

Publishers, 1992), 第 761-762 页. “严格来说, 整个圣殿

包含两部分: 物质的建筑物(指包括圣所和至圣所的部

分, 希腊文: naos )以及那引进圣殿的院子(courts). 因此, 

hieron 用来指整体圣殿(the whole), 亦指圣殿院子而已

(courts, 即普通人可进入的部分, 可 11:11; 路 18:10; 徒

2:46), 但 naos 却非如此, 它仅仅包含圣所(sanctuary, 只

有祭司才能进入之处)”, 同上引, 第 762 页.  

我们现今就该谨慎自己的舌头, 不唱任何与羔羊

不配的歌曲.44 

 

编译者注: 本文作者克劳福德(N. W. Crawford)

在结束时指出, “乐器的使用在奉主名的召

会聚会中是没有重要地位的(特指 19 和 20

世纪的情况). 在很多世纪里, 不少信徒都有

这相同的信念. 在召会中使用乐器是近代的

革新(innovation).”  

 

 为何上两个世纪奉主名聚会的召会(特别在

主的晚餐或敬拜的聚会上)不使用各种乐器? 

因为他们强调真正的敬拜必须用“心灵和诚

实”(约 4:23-24), 这样的敬拜与乐器完全无

关. 这些召会当中, 有不少信徒会玩几种乐

器, 却不强调使用乐器(特别是不使用发出

强劲声音的锣鼓), 因为他们要谨防以下危

机. 有个习惯在使用锣鼓和其他强劲音乐来

敬拜的信徒, 参加一个没有使用乐器的敬拜

聚会. 他聚会后表示: “这里没有使用乐器, 

我无法享受敬拜, 我根本无法敬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危机了吗? 一些召

会无节制地使用各种乐器, 使信徒无法操练

和实践“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他们来聚会只

是“享受音乐”(而非敬拜神), 或需靠强劲音

乐的鼓动才能进行他们所谓的“赞美和敬

拜”! 但那是出于心灵诚实的真敬拜, 还是属

血气情绪的假敬拜? 我们察看世俗演唱会的

情况, 就知道人能在强劲音乐的鼓动下, 进

入所谓“感动”或“激动”的情绪中, 但这不过

是属血气的情绪, 完全不须圣灵的带领. 

  

 总之, 乐器的使用是见仁见智的. 在人数众

多的聚会中, 使用琴之类的乐器或许有助于

集体唱诗的起音与和谐一致. 但若要敲锣打

鼓, 就必须慎思. 简之, 两个重要原则是: (1) 

鼓励和操练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2) 别让乐

器成为“拐杖”  —  没有乐器就不能敬拜!  

 

(文接下期)

                                                           
44   上文编译自“Assembly Singing” (Chapter 16),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160-166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25 

   

《家信》: 第 120 期 (2019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查经天地             杯子 

       

神的十二个 

奥秘 (一) 
  
(A) 导论 

在希腊的异教里, 

“奥秘”(mysteries)是由一

系列礼仪和仪式组成, 被认为是特别的神圣, 并

以最严格保密的方式执行. 这些组织的会员经过

了所谓“入门经验”(initiation)的各种阶段后, 被

称为“完全人”(the perfected). 使徒保罗讲述以下

这番话, 可能就与此事有关:  

 

“然而, 在完全的人(the perfect)中, 我们也

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

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

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mystery)的智

慧,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

的…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

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

的事”(林前 2:6,7,12).  

 

请注意: 是从神来的灵(圣灵)所赐下、所

启示的奥秘. 这与那必须经过各种秘密方式才能

获得的异教奥秘, 有何等大的对比. 

 

 

(B) “奥秘”的定义 

对现代人而言, “奥秘”(mystery)是指无法

理解或没有答案的秘密.45 然而, “奥秘”一词的希

腊字 mustêrion {G:3466}在古典希腊文和新约

希腊文的用法中, 都没有这个含义. 在古典希腊

文中, mustêrion 意思是“隐藏的事物或秘密”, 其

复数词( mustêria )特指在希腊神秘宗教中唯独

                                                           
45   “奥秘”是指深奥与神秘, 通常指某个事件的由

来复杂, 不为一般人所知. “奥秘”一词英文是 mystery , 

源自拉丁文 mysterium (可译作: 奥理、奥迹、奥秘), 摘

自 https://baike.baidu.com/item/奥秘/82413 . 

启蒙者(the initiated)得享的神圣仪式. 在新约圣

经中, mustêrion 表示一个蒙神启示的秘密; 此

秘密必须由神透过圣灵(借着使徒)向人显明… 

这秘密一旦被神启示, 被人知道和明白之后, 就

不再是所谓的秘密了.”46  

 

范氏(W. E. Vine)解释道: “mustêrion 一

词, 原本指启蒙者(the initiated, 希腊文 mustês )

才得以知道的事物, 不过在新约中, 它并非指神

秘事物, 而是那超乎人类天然理解范围的事(西

1:26: “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这奥秘唯有按

神所定的方式和时间, 靠着神的启示, 向那些蒙

圣灵光照之人显明… 照圣经的意义, 奥秘是蒙

神启示的真理.”  

 

弗莱明(Don Fleming)也强调: “按新约圣

经的用法, ‘奥秘’(mystery)一词不是一个让人无

法明白的秘密(secret)或不解之谜(puzzle), 而是

神启示给人的一个真理. 它通常指人普遍不知的

事物, 但神因着祂的恩典而晓谕给人(弗 3:4-5; 

西 1:26; 启 17:7). 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真理就是

属于这一类的奥秘. 人无法靠自己去理解它们, 

而是那位从亘古就计划了救恩的神向人启示这

些真理(罗 16:25-26; 提前 3:9,16).” 

 

简之, 正如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所

言: “奥秘是一个以前从未被启示的真理, 人无法

以自己的聪明来理解, 现在却由神向人启示.” 

 

 

(C) 圣经中的十二个奥秘 

“奥秘”一词在圣经中共出现 28 次, 除了

在启示录出现 4 次(启 1:20; 10:7; 17:5,7), 福音书

3 次(太 13:11; 可 4:11; 路 8:10), 其余的 21 次都

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 我们必须清楚明白这些奥

秘, 好成为神奥秘事的好管家(参 林前 4:1). 圣经

约有 12 种不同的奥秘如下: 

 

1) 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 (提前 3:16) 

2) 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奥秘 (西 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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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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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 1982), 第 805 页. 

https://baike.baidu.com/item/奥秘/8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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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身体的奥秘 (弗 3:6) 

4) 七星与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启 1:20) 

5) 天国的奥秘 (太 13:1-52) 

6) 圣徒被提的奥秘 (林前 15:51-54; 帖前 4:16-18) 

7) 以色列眼瞎的奥秘 (罗 11:25) 

8) 不法的奥秘 (帖后 2:7) 

9) 大巴比伦的奥秘 (启 17:5) 

10) 基督新妇的奥秘 (弗 5:26-32) 

11) 万物更新和复兴的奥秘 (弥 4:1-4; 彼后 3:7-

13; 启 21:1-2) 

12) 神旨意的奥秘 (启 10:7) 

 

 

(C.1)    基督道

成肉身的奥秘 

(提前 3:16) 

 
 

 

经文: “大哉, 敬虔的奥秘! 无人
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
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
耀里”(提前 3:16). 

 

  “ 

大哉,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使徒

保罗说敬虔的奥秘是“大哉”(希腊文 : megas 

{G:3173}), 意思不是深奥神秘, 而是说基督的神

人二性之位格与奇妙救赎之工作实在令人惊叹, 

无比奇妙和伟大的. 诚然, 在人类历史上, 从没见

过一个绝对完美的敬虔, 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来到人间, 完成救赎荣耀归天, 我们才看到一个

绝对完美的敬虔者之样式.   

 

(一)   “神在肉身显现”  

这里所谓的“神”, 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

的主宰, 将生命气息赐给万物的造物主. 神是无

形、无限及永恒不灭的, 这位神就是主耶稣. 腓

2:6 述及主耶稣的位格: “祂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

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主耶稣是三一神的第

二位, 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同荣同尊. 

 

  论到主耶稣, 希伯来书 1:13 说: “祂是神

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 提多书

2:13 称祂为“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显现”. 按约翰福音 9 章所记, 有一瞎子提问: “谁

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祂呢?” 主回答说: “你已经看

见祂,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祂”(参 约 9:36-37).   

 

 提前 3:16 所说的“在肉身”是论到人类历

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事, 就是至高无限的神, 成为

卑微有限的肉身.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祂

的名为‘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太

1:23). 基督成为肉身时, 具备双重身份, 即圣洁

的神和完全的人, 这两个身份在福音书中清晰可

见. 基督是神, 祂只要说一句话, 就能平静风浪

(可 4:39), 叫死人复活(约 11:43-44); 基督也是人, 

会因走路而困乏, 需要坐在井旁休息(约 4:6). 

 

 基督不像希腊神话所说的那样, 是半神

半人的生物; 更不是在降世之时, 把神子的身份

脱下, 穿上人子的身份, 等到复活升天后才恢复

神子的身份, 这并不合乎圣经的教训, 是异端的

说法, 是绝对错误的. 按圣经的教导, 虽然主耶稣

放下神的荣耀, 取了人的样式, 但在肉身时, 祂还

是百分之百的神, 有着神一切的属性和权能. 

 

 何等奇妙的奥秘! 耶稣基督不仅成为人

的样式来到地上, 也带着人的样式凯旋归天, 进

到天上永恒的荣耀里. 司提反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徒 7:56). 荣耀中的人子满

有尊贵荣美, 配受众圣徒歌唱赞美, 配得众天使

俯伏敬拜.    

 

 提前 3:16 所谓的“显现”意义深广. 在旧

约时代, 神屡次借着异象和异梦向人显现, 因此, 

神的显现并非奥秘. 然而, 道成肉身的显现完全

不同, 乃是神亲自成为人, 向世人显现. 虽然神在

旧约曾借着天使或人形显现 , 即所谓“神的显

现”(theophany), 可是从神旧约的显现窥探神的

丰富, 只是窥豹一斑而已;47 反之, 基督的道成肉

                                                           
47   “窥豹一斑”意思是从小孔里看豹, 只看到豹的

一块斑纹. 它比喻只见局部, 未见整体, 是不完整的认识. 

人从旧约“神的显现”所认识到关乎神的属性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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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  神在新约的显现  —  将神本性一切的丰

盛完全显现出来(西 2:9), 让我们看清神本体的

真貌, 所以基督能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

父”(约 14:9).  

 

约翰福音 1:14 如此描述: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

也见过祂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使徒约

翰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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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一词的

希腊原文是 exêgeomai {G:1834}, 有“解释、说

明、详述”之意(英文 exegesis 源自此字). 感谢神, 

主耶稣不仅把父神启示出来, 也解释、说明和详

述神本身. 难怪使徒保罗说: “大哉,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二)   “被圣灵称义” 

 “因信称义”和“被圣灵称义”两者全然不

同, 因信称义是为世上的罪人而设, 罪人必须相

信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才能被神称义, 如 罗 3:24

所说: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反之, “被圣灵称义”指向基督的

圣洁完全. 请留意圣灵如何借着祂的著作  —  圣

经  —  来称基督为义. 

 

1) 林后 5:21: “神使那无罪(“无罪”原文作“不知

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

为神的义”; 基督的心思和意念被圣灵称义, 

因祂的内在(祂里面)完全圣洁, 是不知罪的. 

2) 彼前 2:22: “祂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基督的一言一行被圣灵称义, 因祂的言语纯

全, 祂的行为圣洁. 

3) 约壹 3:5: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

罪; 在祂并没有罪(原文作: 在祂里面并没有

罪)”; 无论里里外外, 言语行为, 基督都是圣

洁公义, 无有瑕疵的.  

 

简之, 基督整个人都被圣灵称义, 如雅歌

10:10-16 所述说的, 这位良人从头到脚都是全然

可爱的. 由此可见, 基督取了人的样式, 却没有取

了人的罪性, 以至于圣灵(圣洁的灵)可以好像鸽

子一般安息地定居在基督身上(约 1:33).   

 

(三)   “被天使看见” 

 天使拥有极大的力量和权能(彼后 2:11), 

数目有千千万万(启 5:11), 却都是服役的灵(服事

的灵), 受神差遣作不同的事奉(来 1:14). 当我们

查看天使与基督同在的记载, 实在令人惊讶: 从

基督的降生(路 2:9-15), 在旷野受试探(太 4:11), 

直到在客西马尼园(路 22:43), 最终在复活的早

晨(约 20:12), 天使一直在旁观看, 按时服事. 

 

 天使虽不是神所救拔的对象, 但仍要注

视这伟大的奥秘  —  神在肉身显现. 天使要认识

神完全的丰盛和荣耀, 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

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西 2:9). 在永恒里, 

天使仍旧观看基督, 并要俯伏赞美祂, 说: “曾被

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

贵、荣耀、颂赞的”(启 5:12). 

 

(四)   “被传于外邦” 

 基督不仅是天使注视的中心, 更是福音

信息的主题. 一直以来, 使徒们所传的福音皆以

基督为题, 正如使徒保罗所言: “我们却是传钉十

字架的基督”(林前 1:23); 接着又说: “我们原不

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林后 4:5).  

 

 唯独基督是所有属神的信息应有的主题. 

若讲员论述新闻政治、社会科学、宗教哲理等, 

信徒就得不到喂养; 只有传讲基督, 信徒的心灵

才得饱足, 灵命得以健壮成长, 因为基督是新造

之人的食物, 是我们生命的粮(约 6:35).  

 

(五)   “被世人信服” 

 基督不仅是福音的主题, 更是我们信服

(believe, 相信)的目标, 是神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徒 17:31). 由此可见, 基督要首先成为福音的主

题, 过后当人听了有关基督的信息, 便可以选择

信服或相信基督, 这是神圣的次序. 如此信主的

基督徒会非常坚固, 往往能成为召会的中流砥柱. 

 

(六)   “被接在荣耀里” 

  基督不仅是相信的目标, 更是荣耀中的

枢纽. 基督被接在荣耀里, 就像一位君王战后凯

旋归来, 伴随他的是光荣和尊贵, 远超过“被接回

天上”而已. 基督在天上作为得胜的君王, 其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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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辉煌; 父神要将祂升为至高, 超乎万有, 万膝

跪拜, 万口称颂(腓 2:9-11). 

 

  总结 

  道成肉身的奥秘排在十二奥秘之首, 可

谓意义重大, 若是没有基督的道成肉身, 其余所

有奥秘就都与我们无关了. 父将祂的儿子启示出

来, 表明基督是圣灵称义的对象, 是天使注视的

中心, 是福音的主题, 是相信的目标以及荣耀的

枢纽. 这确是奥秘中的奥秘, 是大哉, 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C.2)  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奥秘 (西 1:26-27) 
  
 

 

经文: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
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祂的圣徒显
明了.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
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
的盼望”(西 1:26-27). 

 

 

  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 他的职责是把

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显明出来(西 1:26), 借

着他所写的书信, 我们认识神各样的奥秘(弗 3:2-

3). 在歌罗西书 1:27, 保罗显明基督在我们里面

的奥秘, 乃众多奥秘之一,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

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

耀的盼望.” 现在让我们同来思考这奥秘. 

 

  首先是“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

荣耀”. 使徒保罗不是单单说“这奥秘”或“这奥秘

有荣耀”, 而是说“这奥秘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

实在值得我们多加留意. 此外, “在外邦人中”一

语穿插其中, 说明外邦人得救之事. 事实上, 外邦

人得救并非奥秘, 因为旧约圣经(例如: 诗 46:10

及 赛 11:1,10)已有相关记载, 然而, 外邦人不仅

得救而已, 弗 3:6 宣告说: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

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这就确实是奥秘了!  

 

远离神、与神为敌的外邦人, 不仅灵魂

蒙主拯救, 并且得着与犹太信徒一样的福气(“同

为一体, 同蒙应许”), 更有基督进驻内心的大福

气  —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

望”! 让我们认真思索这莫大的福气  —  “基督在

你们心里”. 何等奇妙, 耶稣基督竟然居住在每个

信徒的心里! 虽然旧约记载不同的预表, 像以会

幕的圣器预表基督, 基督却不居住在这些圣器当

中; 旧约也有许多蒙神重用的信心伟人, 像亚伯

拉罕、摩西、以利亚等等, 基督还是没有居住在

他们里面. 只有新约信徒获得基督的内住, 这正

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特权与福气. 

 

基督的内住借着圣灵来成就, 正如祂所

应许的: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

师, 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

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祂, 也不认识祂. 你们却

认识祂, 因祂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约14:16-17) [注: “祂常与你们同在”原文直译为

“祂与你们同住”(KJV: he dwelleth with you), 下

一句“在你们里面”即所谓的“内住”(indwelling), 

所以基督借着圣灵长久性的内住在信徒里面 . 

“你们也靠祂(主耶稣)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

灵居住的所在”, 弗2:22]. 

 

基督的内住不仅带来福气与特权, 也带

来生命实质的改变, 所以保罗说: “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 2:20). “现在

活着的不再是我”提醒我们在得救以前, “旧我”

只为一己而活, 每一件事都从“己”的利益着想, 

以“己”为主;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则论到重

生得救后的情况  —  基督进驻和内住我们的心, 

这是圣经赋予我们的地位(属于地位性的真理, 

positional truth). 但在实际的情况下(按实际性的
真理, practical truth), 我们的“己”必须让位, 正如

主耶稣对跟从者的要求: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

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 9:23). 无可置疑, 我们需

要在实际成圣方面多多操练, 学习让基督在我们

里面作主, 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执政掌权, 掌管

我们的一切. 

 

论到“基督在你们心里”, 保罗说“成了有

荣耀的盼望”. 基督的内住极具影响力, 除了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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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生命产生积极改变, 更要把信徒引进荣耀

里. 基督的内住只是荣耀的前奏, 现今基督住在

信徒里面, 将来必在信徒身上完全显明, 因我们

会“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

的”(林后 3:18).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

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 3:4). 这

就是我们将要享有的荣耀盼望!  

 

 

(C.3)  基督身体的奥秘 (弗 3:6) 

 

 
经文: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
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你们
念了, 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
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
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祂
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
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
音, 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同
蒙应许”(弗 3:3-6). 

 

 

  保罗在以弗所书 3:3-6 讲论基督身体的

奥秘,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

音, 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保罗之前在 弗

2:16 提及“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表示

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同为一体, 拥有

同等地位与权利, 不再有任何距离, 这在旧约时

代是匪夷所思的事; 它是属于新约时代的奥秘. 

 

 为了帮助我们更清楚认识“基督身体的奥

秘”, 我们将在下文解释“地方召会与基督身体的

分别”、“以色列的国度与基督身体的分别”、

“天国与基督身体的分别”以及“基督身体在保罗

书信的叙述”. 

 

(一)   地方召会与基督身体的分别 

 保罗在以弗所书清楚指出: “召会(教会)

是祂的身体 ,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

1:23), 所以“基督的身体”就是所谓的“宇宙性或

普世性的召会”(universal church), 即由所有在召

会时代的基督徒(从五旬节开始, 直到召会被提

这段时期)所组成的群体 . 地方性的召会(local 

church)则是一群在某个地方聚集和事奉神的基

督徒. 

 

 常言道“地方召会是基督身体(宇宙性召

会)的缩影”, 但事实上, 地方召会在本质上与基

督身体还是有区别的: 

 

1) 地方召会具有地方上的差别(地域差异), 主

要关系到“实际性的真理”(practical truth, 指

需要人去实践的真理); 基督身体是属灵的, 

主要关系到“地位性的真理”(positional truth, 

指神已规定好、无需人去实践的真理, 例如 

弗 1:22-23 论到基督为召会作万有的头, 召

会是祂的身体; 这两件事是神已规定好的、

不需人去实践的真理). 

2) 基督徒在信主得救后受浸, 加入地方召会(徒

2:41-42); 但那位基督徒自信主得救那一刻, 

便自动被神置入基督的身体, 成为一份子. 

3) 地方召会有男女之别(林前 14:34; 男女各有

明显不同的职事); 基督的身体却无男女之分

(加 3:28). 

4) 信徒会因传播异端的道理或道德败坏而被逐

出地方召会 (与当地信徒断绝交通 , 林前

5:11); 但没有任何一个信徒会被逐离基督的

身体(罗 8:38-39). 

5) “凶暴的豺狼”(假先知、假师父、假弟兄)可

以伤害地方召会(徒 20:29), 撒但也可以败坏

地方召会(林后 11:1-3); 但无论是豺狼或撒

但, 都无法加害基督的身体(太 16:18). 

6) 地方召会可能分党分派(林前 3:3); 基督的身

体却合一无界(弗 4:4). 

7) 地方召会因不忠而被挪去(启 2:5); 基督的身

体贵为新妇(新娘),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
5:26). 

8) 地方召会是在主再来以前完成责任(林前

11:26); 基督的身体却永作羔羊的妻(启 21:9). 

9) 地方召会应该定日、定时、定地点来聚集

(林前 14:23; 来 10:25); 基督的身体却要等到

在空中与主相遇, 方可整体聚集(帖后 2:1). 

10) 地方召会由各个肢体努力建造而成 (林前

3:10-15); 基督的身体由主基督建造而成(信

徒无法参与此建造, 太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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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色列的国度与基督身体的分别 

1) 以色列的国度是属地的; 基督的身体是属天

的(弗 2:6). 

2) 以色列的国度一直在地上; 基督的身体只会

短暂留在地上, 很快便在天上的荣耀里与主

相聚(帖前 4:17). 

3) 以色列的国度盼望等候基督在地上作王, 设

立永远的国度(耶 23:5-6); 基督身体的盼望

是等候主耶稣显现, 然后接我们进入永远的

荣耀里(多 2:13). 

4) 以色列的国度有地位上的分别, 在将来的国

度里, 以色列会成为万国之首(赛 60:11-12), 

外邦人必须通过以色列才蒙福(赛 60:3; 亚

8:23), 基督的身体并非如此, “我们不拘是犹

太人, 是希利尼人(希腊人), 是为奴的, 是自

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饮

于一位圣灵”(林前 12:13), 在基督的身体里

没有种族阶级之分, 所有信徒都享有福音带

来的同等特权. 

5) 以色列国度的福气是在地上(申 28:1-14; 摩

9:3-15); 基督身体的福气则在天上(弗 1:3). 

 

(三)   天国与基督身体的分别 

 很多基督徒对此课题一知半解, 因基督

的身体可说是“隐藏在天国里”. 尽管如此, 两者

实际上分别很大: 

 

1) 天国是旧约预言的题目(但 2:44), 所以施洗

约翰常说“天国近了”! (太 3:2); 不过, 召会是

新约里全新的启示(弗 3:5).  

2) 天国最初由施洗约翰开始, 直到千禧年结束

为止(太 11:12; 13:30);48 基督的身体由五旬

节开始, 直到圣徒被提(徒 2:41; 帖前 4:17).  

3) 马太福音 13 章记载, 天国里有真有假(的基

督徒), 并存着麦子和稗子; 麦子代表天国之

                                                           
48   天国最初由施洗约翰开始(太 11:12), 直到千禧

年结束为止(启 20:2-7). 威尔逊(T. E. Wilson)指出, 这段

时期可分为两部分: (1) 天国在奥秘的形式下(Kingdom 

of Heaven in Mystery, 或称“奥秘式的天国”, 太 13:1-52): 

从施洗约翰起, 直到主再来; (2) 天国在彰显的形式下

(Kingdom of Heaven in Manifestation, 或称“彰显式的天

国”, 启 20:1-6): 从主再来, 直到千禧年结束. 我们将在下

期进一步探讨天国的奥秘. 

子, 稗子代表恶者之子(太 13:30, 38-39); 基

督的身体却没有真假之分, 因我们是“借着福

音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弗 3:6), 基督也

是整个身体的救主(弗 5:23). 

4) 天国会经过大灾难(太 13:30,49); 但基督的身

体不会经过大灾难. 从启示录的时代顺序可

见: 1 至 3 章是召会的时代, 4 至 5 章是天上

宝座的显示, 6 章开始灾难时期, 召会的名在

第三章后再没有出现, 因他们已在天上与主

同在了. 

5) 马太福音 25 章记载了“聪明与愚蠢的童

女”、“良善忠心与又恶又懒的仆人”以及“绵

羊与山羊”三个比喻. 天国里有得救和失丧的

人, 那些只在口头承认信主, 而没有真心悔改

的, 必定失丧与灭亡; 反之, 在基督身体里, 

只有得救的人, 我们已承认自己是罪人, 并相

信基督十字架的工作, 得以成为基督身体上

的肢体, 成为基督身上“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永不分离. 

 

(四)   基督身体在保罗书信的叙述 

 基督的身体不是旧约的延续, 其预表和

教训在旧约里并不存在(弗 3:5); 基督的身体是

新约奥秘的启示, 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诞

生, 由主耶稣亲自建立. 基督的身体由犹太人和

外邦人组成(林前 12:13); 基督的身体穿越时代, 

由五旬节开始, 直到主再来接信徒那一刻为止; 

基督的身体突破了地方上的界限, 因犹太人和外

邦人成为一体, 从此再没有宗族之分; 基督的身

体是全足的, 基督是身体的头(弗 1:22-23), 且已

经赐下不同的恩赐, 促使身体完备(弗 1:11-16), 

无需世上任何的帮助.49 

 

(文接下期)  

 

                                                           
49   上文改编自“神的十二个奥秘”, 载《灵食蜜

语》,  第 4 期, 第 3-8 页 (此刊物由香港大埔福音堂于

2018 年出版); 也参“The Twelve Mysteries of Scripture”, 

载  W.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4)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5), 第

293-296, 297-299 页 ; 马唐纳著 , 姚光贤译 , 《分别在

此》(香港九龙: 基督福音书局, 2011 年), 第 147-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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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解经                      微光 

 

解经释经(一): 

解经的入门介绍 

和基本释经法则 
  
(A) 引言 

某日, 埃提阿伯女王的太监兼财政大臣

在车上坐着, 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你所念的, 

你明白吗?” 主的使徒腓利问道. 他回答: “没有

人指教我, 怎能明白呢?” 于是他请腓利上车, 

替他解经, 讲解其意(徒

8:30-31). 这段对话道出

两件事. 第一, 读者阅读

圣经时, 不一定能够掌

握其中的意义. 第二, 适

切的解释可以帮助别人

明白所读的经文.  

 

 “圣经既然是基督徒生活的最高规范准

则,” 陈寿穗评述道, “信徒应该正确理解圣经

的原意. 虽然, 任何人阅读圣经, 都能领悟内中

的真理与伦理教训, 但是要深入明白圣经真理, 

就需要依循适当的步骤去分析经文、解明上

帝启示的本意, 这就是解经的工作.”50 

 

 

(B)   解经的入门介绍 

 陈寿穗写道: “解经的基本意义是读出

文本(text, 指圣经经文)的意义, 意即在了解作

者的原意之后, 说明该文本(经文)的意义. 因为, 

解经的目的是发现作者的原意, 也就是了解经

文的作者期望读者懂得他所说的信息, 而不是

按读者自己的想法去任意揣摩经文的意义.”51 

 

                                                           
50   陈寿穗著, 《释经实用手册》(新北市: 圣经资

源中心, 2011 年), 第 18 页. 
51   同上引, 第 29 页. 

(B.1) 解经与其他相关名词 

 神将祂的启示传达给人, 是经过一个动

态的流程. 圣经的信息先是由神而来, 透过圣

经的经文传达给人. 无论是当代或现代的听者

或读者, 要明白经文的信息, 从中得益, 就要对

圣 经 有 正 确 的 解 释 . 这 方 面 与 释 经 学

(Hermeneutics)有密切关系. 

 

在未继续以前, 我们需要先在此厘清

“释经学”与另两个关系密切的名词, 即解经

(Exegesis)和解说/释义(Exposition). 

 

 

(一) 释经学 (Hermeneutics) 

“释经学”的英文 hermeneutics 一词源自

希腊文动词 hermêneuô {G:2059} 及名词 

hermêneia {G:2058}. 

这两个词源自希腊神

话一个有翅膀、有脚

的 传 命 之 神 希 耳 米

(Hermes, 注: 他头戴的

帽子和脚穿的鞋都有

翅膀),52 他负责将人类

不能理解的事情, 转用

人的智慧所能明白的

方式传达出来. 希腊人认为是他发明语言和文

字, 乃文学和口才之神. 他是众神(特别是众神

                                                           
52   徒 14:12: “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即宙斯, Zeus), 

称保罗为希耳米, 因为他说话领首.” 这节的“希耳米”(希

腊文: Hermês {G:2060} )就是 Hermes, 所以英文译本如

NIV、NRSV、YLT 等将之译作 Hermes. 可是一些英文

译本将之译为 Mercurius (KJV)或 Mercury (RV、Darby), 

因希腊神话中的 Hermes 在罗马神话中名为 Merc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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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父 宙 斯 , Zeus) 的 使 者 及 传 译 . 因 此 ,  

hermêneuô 是指采用某人的语言将某事向人

解明(即解释, interpret ), 或采用另一种语言向

人解明(即翻译, translate) [注: 英文 interpret 一

词有时是指 “解释 ”(explain), 有时则指 “翻

译”(translate) ].  

 

希 腊 文 动 词  hermêneuô 及 名 词 

hermêneia 在新约中出现了 19 次, 多数是“翻

译”的意思, 例如在 约 1:42: “耶稣看着他, 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矶法.’ 矶法翻
出来就是彼得 .” “翻出来”一词在希腊文是 

hermêneuô (注: 约 1:38 的 “翻出来”也是同一

个字). 在某种程度上, “翻译”带有解释之意, 因

它是用一种语言解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意

义. 简之, 解释就是使一些不清楚、未知的事

成为清楚、可知的.  

 

释经学是一门确定经文意义的科学(指

原则)和艺术(指应用). 特理(Milton S. Terry)为

释经学下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定义: 

  

释经学是一门科学及艺术. 作为一门科

学, 它阐明原则, 研究思想及语言的定律

(规律), 并将资料及结果分类. 作为一门

艺术, 它教导如何应用这些原则, 透过诠

释难解的经文, 说明这原则的应用价值, 

从而建立一个健全的体系. 释经的艺术

便因此形成, 并且建立了一套正确的解

经步骤.53 

 

 陈寿穗提醒我们, 论到完整的释经, 首

先是解释者要解出经文的中心信息, 因此, 圣

经解释者有责任跨越圣经原有的历史文化, 采

用正确的解经原则, 以确认圣经作者沟通的意

图, 然后将神的话适切地传达给现代人. 其次, 

解释者要找出现今会众在生活处境中可应用

                                                           
53  苏克著, 杨长慧译, 《基础解经法》(香港九龙: 

宣道出版社, 1996 年), 第 28 页. 

信息的原则, 最后鼓励信徒将经文信息的原则, 

实践在个人生活或教会生活之中.54 

 

(二) 解经 (Exegesis) 

一个与释经学相关的重要名词是“解

经”. “解经”(exegesis)一词源于希腊文动词 

exêgeisthai , 有“开始”之意(to lead out, 是 ex 

[out] + hêgeisthai [to lead]的复合字). “解经”这

词从希腊文名词 exêgeomai (字义为“lead out 

of ”)演变而来, 有“说明、解释、报导或描述

之意”. 

 

陈寿穗指出, “释经学”与“解经”都是学

术专有名词, 而且释经学或解经的内容, 同样

多半是指用文字著作的资料. 但是“解经”是指

发现圣经文本(text)原意的具体解释活动. 有些

学者认为, “解经”是理解及解释一段经文的工

夫, 注重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传统的“解经”称为“文法历史解经”或

“历史的解经”. 这方面的解经是要经过系统、

仔细地研究圣经, 找出作者遣词用字, 在句子

的文法结构、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 圣经的

语言文字所表达的真实原意, 以及当初领受者

所了解的经文原意 , 然后 , 以适当的语文说

明、解释、报导该经文的意义.55 

 

(三) 解说/释义 (Exposition) 

释义或解说(Exposition, 另译“评注、阐

述”)是将“解经”探讨而得的经文原意, 传达给

现代读者或听者, 鼓励他们将经文信息应用于
生活中. “释义/解说”偏重解说经文的应用层面, 

以及解说经文与现今世代的适切关联性.56 “解

经”与“解说/释义”的差别如下: 

  
 解经 (Exegesis) 解说/释义 (Exposition) 

1 是个人私下的研究 是公开的发表 

2 在书房内进行 在讲台或教席上进行 

                                                           
54   陈寿穗著, 《释经实用手册》, 第 33 页. 
55   同上引, 第 26 页. 
56   同上引, 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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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藻 

3 主要目的是明白经文 主要目的是传达经文 

4 犹如建造房屋前必须

打下的“地基” 

犹如在地基上建造的

“房屋”(建筑物) 

5 较注重技术或方法 较注重应用或实用 

 

 论到解释圣经, 苏克(Roy B. Zuck)补充

道: “ ‘解经’(exegesis)是达到目的的方法, 是迈

向‘解说’(释义, exposition)的步骤. ‘解经’比较

注重技术, 是‘解说’(释义)的基础; 解说(释义)

则比较实用. 解经的人在个人研究中寻求了解

经文的确实意义, 解说(释义)的人是站在讲台

或课室, 以建立在解经基础上的资料, 传达经

文的内容. 二者的关系犹如地基与建筑物. 

 

“一位有实力的解说家(expositor)必须

先是一位有实力的解经家(exegete, 另译“注释

家、评注家”). ‘解经’在‘解说’(释义)之先, 正

如先烤蛋糕, 然后才供人食用. ‘解经’在书房内

进行, 是一项私人的、辛勤的工作, 是要考查

背景、意义、字形, 研究句子构造及组成, 确

定原文的意义等. 但当他讲道或教授圣经(解

说/释义)时, 并非将所有资料一一列出, 就如一

位艺术家, 在创作的过程中, 艰辛地处理每一

个细节, 但完成后, 他希望别人看到的, 不是一

笔一划的细节, 而是作品的整体及布局.”57   

 

 现在让我们思考另两个与解经释义相

关的学问和方法, 即讲道学(Homiletics)和教授

法(Pedagogy). 

  

(B.2) “讲道学”和“教授法” 

如释经学一样, 讲道学和教授法也同时

是一门科学(原则)和艺术(应用). 苏克指出 , 

“讲道学”(Homiletics)是在讲道的场合中, 传达

经文的意思和现实的意义(注: 现实意义[actual 

meaning]意味着经文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 教

授法(Pedagogy)则在教导的场合中, 传达经文

的意思和现实意义.58 

                                                           
57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29-30 页. 注: 此书

将 exposition 一词译作“解说”, 陈寿穗将之称为“释义”. 
58   同上引, 第 28 页. 

 我们在《家信》季刊和网站中 , 特设

“讲道学堂”这一专栏, 正是这里所谓的“讲道

学”(homiletics), 主要讨论如何讲道, 包括如何

预备讲章和有效地传达讲章的信息. 有兴趣的

读者, 可上网阅读. 

 

 总之, 苏克比喻“释经学” (Hermeneutics)

好像一本食谱, “解经”(Exegesis)好像预备及烘

烤蛋糕 (强调技术或方法 ), “解说 /释义 ” 

(Exposition)便是款待人吃蛋糕(着重应用或实

用). 我们可再加上一句, “讲道学” (Homiletics)

则注重如何摆设在桌上, 让人真正享受此蛋糕. 

简而言之, 它们都彼此紧密相连, 最终目的是

造就人, 即讲者、听者和读者在灵性上都得着

造就, 得以长进. 

 

 

(C)   基本的释经法则 

 苏克提醒道: “我们先要了解圣经对当

时读者的意义, 才能领会圣经对现代人的重要

性. 释经学(解释圣经的一门科学和艺术)是研

读圣经不可或缺的步骤. 研经的第一步是‘观

察’  —  这段经文到底说些什么? 第二步是‘解

释’  —  这段经文有何意义? 第三部是‘应用’  

—  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我身上? ‘解释’可能

是这三部曲中最困难、最费时的一步.”59 然而, 

释经是有“法”(方法)可依, 有“则”(原则)可循的. 

掌握基本的释经法则, 才能正确分解神的道. 

 

(C.1) 释经法则的重要 

遵循正确的释经

法则, 才不会错解圣经, 

曲解神的旨意 . 马有藻

写道: “每逢打开圣经阅

读, 不管是自己灵修, 或

是带领查经、预备主日

学、家庭辅导、门徒训练、专题讲座、基层

福音事工、行政管理、差传问答等, 都会涉及

解经, 而正确的解经, 才不会错解神的心意.”  

                                                           
59   同上引, 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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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提倡 “ 圣经易明性 ”(Conspicuity of 

Scripture), 这项真理开启甚多信徒的心窍. 以

往信徒不读圣经, 因为不敢解经, 恐怕误解或

曲解解释, 所以他们将解经推给三位“P”人士  

—  Priest (祭司, 俗称“神父”)、Professor (教授)

及 Pastor (牧师), 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解经. 

这个错误观念的背后, 反映出释经法则极其重

要, 只是他们“因噎废食”,60 以致没有活出重要

的读经生活, 事实上, 读经与解经是互相关连

的, 是分不开的. 

 

 圣经虽然不是一本“谜语大全”(参 民

12:8), 每个信徒皆可自读自解; 但若误解或曲

解圣经的原意, 或解释不得其法, 将会引出严

重的后果. 如第三世纪的教父, 亚历山大的俄

利根(或译“奥利根”, Origen)过分按字面解释 

太 19:12, 竟使自己成为阉人. 摩门教创始人之

一的杨百翰(Brigham Young)以亚伯拉罕为例, 

赞成多妻主义(注: 他以“蒙神赐福的亚伯拉罕

有两个妻子”为根据, 支持自己可以娶 30 多个

妻子). 他又根据 林前 15:29, 认为可以为死人

代受洗礼; 亦有人用 可 16:18 来尝试喝毒酒、

摸毒蛇. 由此可见, 有一套正确的释经法则是

重要的.61 

 

  

(C.2) 释经法则的需要 

 马有藻中肯地指出, 信徒读经时容易落

入两种极端: 一是不敢解释, 二是乱解一番. 因

此, 设立解经的准则是必须的. 从以下六方面, 

我们就晓得解经释义时何等需要释经法则:62 

 

(一) 因圣经历史久远 

(Chronological Factor) 

                                                           
60   “因噎废食”这句成语意指“因为怕噎着, 所以不

吃东西”, 比喻为了怕出错或发生某些潜在的问题, 索性

把重要的事搁下不做. 
61   马有藻著, 《读经乐  —  实用读经攻略》(台

北: 天恩出版社, 2004 年), 第 38-39 页. 
62   以下六方面改编自上引书, 第 39-42 页. 

  圣经第一本书卷完成于主前 1,400 年左

右, 最后一本于主后 90 年左右. 圣经首末 66 本

书卷相隔约 1,500 年之久, 再经 2,000 千年才到

今日. 故此, 现在与第一本书卷分隔 3,500 年. 年

代相隔的久远, 使人在读经时产生甚大的“隔膜

感”. 再者, 我们无法与当代作者对话, 或与当时

读者交谈, 故不能以“第一手”资料来明白神的话. 

 

 

(二) 因圣经地理远隔 

(Geographical Factor) 

 现今的人多远离圣经事件的现场, 如埃

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比伦(今日的伊

拉克)、波斯(今日的伊朗)、以色列等等. 我们对

这些地方不太清楚. 再且, 圣经所记载的一些地

方今日已不复见, 仅剩一堆废墟, 形成读经时另

一隔膜. 

 

 

(三) 因文化背景截然不同 

(Cultural Factor) 

 圣经人物生活在古旧的文化背景里, 又

横跨历史数千年, 涵盖许多种文明, 这些文化背

景包括宗教信仰部分, 与现代人的文化背景极不

相同; 例如“献以撒”、“至近亲属”、“坐城门”、

“首生的”、“鞋约、盐约、血约”、“彼此亲

嘴”、“披麻蒙灰”、“膏立”、“跺尘土”、“炭火堆

头”、“背十字架”、“走第二里路”、“各耳板”、

“摩利”、“拉加”、“以弗得”等不胜枚举, 造成信

徒读经时甚多迷惑. 

 

 

(四) 因不谙圣经语言 

(Linguistic Factor) 

 圣经以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三种

语文写成. 几乎所有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只有极小部分是用亚兰文. 新约圣经则用希腊文

写的. 希伯来文是哑音文字, 希腊文的变格异常

精细复杂, 若无足够的原文训练, 只能“望字兴

叹”. 此外, 圣经文字的表达方式与今日大不相同; 

加上圣经中有一些字仅出现一次, 另外有些字是

圣经作者发明的字(如 提后 3:16 的“神所默示

的”), 这一切都会构成读经时的另一个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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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因圣经文学复杂 

(Literary Factor) 

 圣经乃集文学之大成, 约有 40 位作者, 多

用叙述文表达 (prosa), 但也有甚多诗体文学

(poetry)在其中. 另有一些圣经作者用箴言方式, 

一些用寓言、比喻、象征、预表等类文体, 各种

文学皆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 常叫读经者摸不着

头绪. 加上不同作者只强调故事内的某一特征

(例如: 一个或两个天使出现; 一个或两个瞎子、

离开或进入耶利哥城; 拿拐杖与不拿), 有时真叫

读经者坠入五里雾中.  

 

 

(六) 因圣经是圣灵操控的文字 

(Spiritual Factor) 

圣经乃是神与人合作的结晶, 故此, 不接

受神的人便难以明白圣经.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曾说: “不信的人可以明白约翰福音 3:16 的文字

文法, 但他们不是神的儿女.” 接受神的人便有神

的灵在他的生命里, 神的灵会引导他明白神的话

(约 16:13). 慕尔(H. C. G. Moule)说: “圣灵不单是

圣 经 的 作 者 (Author), 也 是 圣 经 的 解 释 者

(Expositor).” 故此, 解经时也该恳切祈求圣灵的

引导和光照. 笔者在此建议作一个重要的祷告: 

“主啊, 我若看错, 求祢的灵纠正我; 我若看对, 求

祢的灵巩固我; 我若看不清, 求祢的灵光照我.” 

笔者发现如此诚恳的祷告, 往往得着圣灵的帮助.  

 

有者说得好: “教会若要持有纯正的教

义, 信徒必须在读经上殷勤下功夫; 但读经时

须按正意分解经文, 这就需要正确的释经学法

则作指引.” 诚然, 读经者需要方法, 解经者需

要原则, 有了正确的释经法则, 才能正确分解

神的道.  

 

 

(C.3) 释经法则七重点 

 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说: “你当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悦, 作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这节的“按着正意分

解”(希腊文: orthotomeô {G:3718}), 其希腊原

文是由“正直” ( orthos {G:3717} )和“切开” 

( temnô )二字组成, 可意为“切开一条正直的

路”, 同一字在 箴 3:6; 11:5 译作“指引… 路”. 

故此, “按正意分解”可指“按着正当的路走向

正当之目的地”. 遵循正确的释经法则犹如走

在正确的路, 使读经者正确明白神的话, 也使

传道人正确传讲神的话, 这样才能产生正确的

效果.  

 

 下文将介绍马有藻在《读经乐》一书

所提出的释经法则七大重点:63 

 

(一) 字义法 (Literal Method) 

1. 解经或释经第一法则是: “要采用字义法”. 采

用字义法是指按文字的基本意义, 即按字面

的意义、正常惯用的方法, 去明白和解释经

文. 这是读经者的第一步. 

2. 读经有如读报纸、杂志(这里指的是方法, 不

是指默示), 而字义法是正常阅读任何文字之

方法 , 也称为“普通常识法”(common sense 

method). 圣经教育学者苏克博士 (Roy B. 

Zuck)说: “你不用上神学院学如何读经, 你只

要打开圣经阅读即可 , 这就是普通常识法

(common sense method).” 潘 特 科 (J. D. 

Pentecost)在教“释经学”这门课时, 论及字义

法的易用性, 打趣地说: “任何人只要有半个

脑袋(half the brain)就可明白圣经.” 这是正确

的基要释经法, 因为圣经是小学生也可明白

的书卷. 

3. 字义法的运用可借助 “ 字汇法 ”(Lexical 

method). 字汇法(俗称“字根法”, Word Study)

是更进一步地探讨字义, 协助或澄清字义法

所产生出来的误解, 因为字汇法特别钻研一

个字的字源, 从而定下该字的基本意义.  

4. 字汇法是用在以普通字义法解释时, 仍有不

合理之处, 可试着找出那字根之意(或查询字

典明白其意), 而作更进一步的解释; 例如解

释 提前 2:15 的“女人在生产上得救”. 

                                                           
63   以下释经法则七大重点主要参考/改编自上引

书, 第 4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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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圣经学者基利斯伟(Wallie A. Criswell)

在其名著《为何我按字义传讲圣经是真实无

伪的》(Why I Preach the Bible is Literally 

True)中说: “你应按字义法解释圣经, 若有不

通, 查查字典, 看那字根之意义, 然后再用字

义法宣讲出来.”  

6. 释经书与字典类工具有助字汇法的运用. 

诠注: 

1) 圣经是记录神的启示, 不是谜语大全(参 申

29:29 所言), 神的心意要人直截了当的明白

祂, 而非猜估祂的心意(若是如此, 谁可猜到). 

2) 一个字可能有超过一个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解释时当注意: 一是作者的心意; 二是

上文下理(context)如何表达; 三是当时的用

法; 四是字根的基本意义. 

3) 因此, 字义法又称“文法历史法”(grammatico-

historical method). 因为要鉴定一个字在当时

的用意, 及在上文下理的脉络, 需参考文法的

准则和时代背景来作决定.  

4) 字义法并非否认圣经文学里有甚多象征文字, 

有些字不能按字面意思解释(那是“文学法”

的范围, 参下文(二): 文学法), 因为象征文字

是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在圣经内多次出现. 

5) 字义法强调一个字在特定的情况下, 通常只

有一个意义, 即作者所要表达的这个意义在

上文下理清楚可见. 

6) 字义法常用一个准则: “若字义法可以产生良

好兼合理的解释, 就不要再找其他的解释, 不

然就变成不合理了.”(英文表达得相当押韵: 

if literal sense makes good sense, seek no other 

sense, or it will be nonsense). 

7) 一言以蔽之, 字义法是一种“深入浅出”的释

经基本法则. 

 

 

(二) 文学法 (Literary Method) 

1. 文学法解经法则是: “留意经文的文学体裁, 

小心运用字义法”. 

2. 若要正确了解一篇文章, 首先要掌握文章的

文学性质, 例如“严肃的宣告”与“诗意的描

述”是两种不同的读法. 圣经内多姿多彩的文

学体裁, 主要分两大类: 叙事体(prose, 或称

“散文体”)与诗意体(poetry). 这两种体裁在圣

经内的分布如下: (a) 旧约: 叙事体 = 40%, 诗

意体 = 60% (b) 新约: 叙事体 = 90%, 诗意体 

= 10% 

3. 叙事体文学(亦称 narrative)可直接用字义法, 

但诗意文体充满喻意文字(figure of speech, 

或译“修辞手法”), 需弄清楚喻意文字背后所

表达的属灵教训, 才能完整地建立一项真理. 

诠注: 

1) 圣经的喻意文字虽可分两百多类, 然而所有

的文字皆可用叙事体、诗意体来概分. 叙事

体可用字义法解释, 诗意体则不能. 

2) 诗意体裁不需用特别的方法去解释, 因为诗

意文字只不过是用一种特别的文学体裁来表

达信息, 只要找到所要表达的信息, 配合上下

文, 便可明白作者所要传达的真理. 

3) 有时一个句子中有“叙事”与“诗意”两种文体

同时出现, 这不足为奇, 只不过是语言的修辞, 

文字的运用如 太 8:22: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

的死人”, 有如中文: “他很会吹牛, 每次讲到

自己的工作, 就讲得天花乱坠 , 其实只不过

是土法炼钢而已(注: 有底线的字是诗意体, 

其他为叙事文). 

4) 诗意文学是文字词藻中最迷人的装饰, 可使

文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简洁可爱、自然

朴实, 真理披上漂亮的外套, 只要除去这件外

套, 完美的真理即可呈现眼前, 震撼内心, 令

人陶醉. 

5) 诗意文字其实是一种 “ 描绘性的应用 ”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以喻达意, 找出借喻

背后的原意, 便可发现作者的意思. 可是勿忘, 

作者原意(绝大多数是)单一, 我们却可多重

应用, 正是“单一解释, 多重应用”. 

 

 

(三) 文理法 (Contextual Method) 

1. 解经第三法则是 : “勿忘上下文的思路脉

理”(注: 赖若瀚把“上下文”称为“上文下理”). 

2. 一个真理的表达由上文引导, 下文结束, 所以

真理是由“上中下”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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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理法叫读经者注重一个主题的发挥, 由一

个句子到另一个句子, 察觉各句子间紧密相

连的关系. 

4. 有些经文的上下文只相隔一节(例如: 但 9:27

的“他”是指 但 9:26 的“一王”), 或相隔开数

节(例如: 但 11:40 的“他”是指 但 11:36 的

“王”), 甚至是相隔开整段(例如 路 15:11 的

“浪子与哥哥”是指 路 15:1-2 的“税吏、罪

人”和“法利赛人、文士”), 只要留意便可找

出主题或主角. 

诠注: 

1) 读经者若忽略经文的上下文而断章取义, 几

乎可用圣经来引证任何事. 于此, 有人将圣经

两句经文串成一句谑言(笑话): “犹大出去吊

死了.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太 27:5; 路
10:37). 

2) 关于这点, 有人说得好: “经文若无上下文, 那

只是托辞(借口)”(A text without a context is 

only a pretext). 

3) 圣经历史学家布赖特(J. 

Bright)说: “一句经文若

从上下文中抽离, 那只

不过是一句忠言而已.”  

4) 一些常用的经文, 在上下文思路的严格审察

下, 你会发现与一般传统的解释有点不同, 如: 

 创 31:49 的“米斯巴, 意思说: ‘我们彼此离别

以后,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 ”: 这是“彼

此不信任”的心理, 而非表示“我很想念你”. 

 太 20:1-16 的“葡萄园的比喻”: 不是讨论关于

“差传”, 而是讲论“救恩”. 

 

 

(四) 文化法 (Cultural Method) 

1. 文化法又名“历史法”(Historical Method), 是

依照圣经的历史情况来解释当时的地理、风

俗、人情、宗教信仰(所以有人称之为“文史

法”). 此法则乃是: “注意文化与历史”. 

2. 圣经 66 卷书在不同时代写成, 横跨 1,500 年, 

涉及许多国家, 出现众多人物, 每个时代均有

那时代的特征, 如文化、宗教、礼仪, 包括犹

太人的、外邦人的, 有些文化世代遗传, 有些

则烟消云散. 

3. 圣经的文化大部分与今日的读者大不相同, 

因而导致释经方面的困难. 

4. 圣经有些命令似乎在某一特定环境而成, 是

否具地区性(local)或是普世性(universal)? 例

如: 洗脚、亲嘴问安、凡物公用等等. 

5. 区分的原则是: (a) 若经文的指示是普世性

的, 在其他书卷或其他地方也会有同样的命

令出现, 否则只是限于某一地区(例如 林前

11:16 指明其普世性);64 (b) 若属道德性的命

令, 那就超越国界时空, 每一时代都应遵守. 

6. 信徒该分清楚“命令”与“榜样”之别; 洗脚是

榜样(约 13:15), 彼此相爱是命令(约 13:34).  

诠注: 

1) 圣经历史里有大量的“文化交流”, 一些文化

只局限于中东某些地区, 其他地区则没有类

似的文化活动(例如洗脚的文化) 

2) 有些文化活动又局限于某一时代, 随着时代

的转换, 那种文化也告消失(例如“走第二里

路”、“信徒凡物公用”等等). 

3) 文化的背后均会带出一些属灵的教训, 例如

“洗脚”表示谦卑服事; “走第二里路”表示助

人为快乐之本; “信徒凡物公用”表示信徒互

相扶持、相顾相助等等. 

 

 

(五) 原则法 (Principle Method) 

1. 原则法是将圣经的作事准则(行事原则)应用

在今日社会千百种的复杂问题上; 马有藻称

之为“以经作则 ”法(即以圣经作原则).  

2. 此法有人称“以大解小”, 即是用“大原则解释

小问题”. 

3. 赖尔(J. C. Ryle)说: “圣经的作事准则(原则)

能解决人生数以百计的难题, 它不需为我们

所碰到的特殊情况而制订无数的小规条”. 

诠注: 

1) 现代信徒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 生活上遇到

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跳舞、交际酒、电

影、抽烟、拜祖宗、在卖祭偶像物品的店铺

                                                           
64   林前 11:16 指明女人蒙头是普世性做法, 而非地

方性文化,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

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请参此篇文章(B)项的理由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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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等等, 而圣经又没有直接指示该如何处

理, 原则法在此可解答一些生活上的难题. 

2) 圣经虽未明言该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若不然, 

圣经应该比《大英百科全书》还要厚), 却有

原则性的指引(如抽烟危害健康, 身体是圣灵

的殿, 不可糟蹋, 参 林前 6:19; 有关“应酬酒”

方面, 参 提前 5:23; 弗 5:18 等). 

3) 原则性的释经法多涉及生活应用问题, 理论

上是属“应用”范围, 可不用放在属“解释”范

围的“解释法则”内, 但此法有助信徒解决生

活上甚多难题. 下图可助明白此法的实用性: 

 

(六) 解经法 (Analogical Method) 

1. 解经法强调“圣经可以自我解释”, 是所谓“以

经解经”的原则. 

2. 解经法之所以正确, 是基于圣经不会自相矛

盾的事实. 

3. 解经法之形成是建立在“启示渐进论”, 此论

确认神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向人宣告, 在不同

阶段或时期, 按部就班地启示祂的属性与作

为, 从“不完全”到“完全”. 甚至新约时代, 耶

稣基督仍向人宣示日后将要给人的真理(约

16:12-13: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

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

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4. 新约是后来的启示, 旧约是先前的, 两者之间

不但没有冲突或矛盾, 反而是后来的补充、

扩张、应验、成全先前的, 绝对没有取代或

废除先前的启示真理.【注: 但这不表示新约

基督徒也要守旧约律法种种条例礼仪(如守

安息日、不可吃猪肉等等条例, 参 西 2:16-

17, 20-23; 提前 4:3-5), 因基督已开启新约的

恩典时代; 神在不同时代对不同群体有不同

要求, 故必须明白和掌握“时代的真理”】 

5. 解经法的“延伸附则”乃是帮助信徒明白“预

表学”(Typology)的真意. 预表学是预言学的

旁支, 预言是主动的, 预表是被动的. 预表能

成为“真表”(真体), 全在乎有没有: (a) 新约

(经文)的支持(表征“应验”); (b) 清楚地逢应

相对, 所以这预表学的解释也属“以经解经”

的范畴. 

诠注: 

1) “以经解经”的释经法则最初是由奥古斯丁提

倡(注: 可惜他错误强调“灵意解经法”), 再借

改革家唤起注意, 并强调“用属灵的话解释属

灵的事”(林前 2:13), 也唤醒信徒注意新、旧

两约的和谐配搭, 是天衣无缝、肌理相连的. 

2) “以经解经”的原则促使“系统神学”和“圣经

神学”的形成, 因为这两个范围的神学研究全

建基于“启示渐进论”及“圣经和谐一致性”上. 

3) 圣经中不少基础真理是在启示渐进下, 才启

示出来的, 例如: 

 主耶稣多次渐进式预告祂的被害, 每次皆补

充先前没提到的资料.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一真理连主耶稣自己

也没提及, 是神过后透过使徒保罗启示出来. 

 天国在地上是旧约的“天国启示观”(有孩童

的欢乐、老人的长寿、地境的太平、人兽间

的和谐、气候的舒畅等等); 但这太平盛世为

期多久, 需等到神借着使徒约翰写完启示录

时, 才清晰可见(即有 1 千年之久, 故称“千禧

年”, 请参 启 20:1-6). 

 教会(召会)被提的末世真理, 主耶稣只字未

提(虽有暗示, 却无明言启示), 要留到使徒保

罗的书信中才启示出来(帖前 4:16-17). 

 审判有大小深浅之分(太 11:20-24; 路 12:47-

48); 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启 3:21; 20:4); 堕

落天使有一部分被拘留(彼后 2:4; 犹 6), 另一

部分在人间为鬼魔(可 1:27, 32, 39)等等, 全

是新约时代的启示, 后来的启示增补先前的.   

4) 在启示的过程中, 先前所给的启示, 在后来的

启示中未有重复, 这并非表示后来的启示推

翻了先前的启示(特别是在预言方面); 我们

不能撇弃神在今日还未应验的预言. 

5) 在论及“预表学”方面, 预表是神在历史上所

预先定下的一些模样, 在将来可应验在人、

物、事或制度上. 应验的时间在新约. 故此, 

新约便确认预表是真正的“真表”, 否则可称

之为“类表”或“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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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表”是预告、是预示, 先在旧约用影子暗

示, 然后在新约才显示实体为证明. 故此, 一

些学者认为, 预表是旧约对新约的投影, 没有

投影的不可称“预表”, 但可称之为“类表”(注: 

我们勿滥用“预表”这字, 如马丁路德说: “在

旧约里, 凡是木头皆预表十架; 凡一滴水预

表洗礼; 一滴血预表主的血; 一个人物在某

方面与主相似, 都预表耶稣基督”). 

7) 英国主教马什(Bishop Herbert Marsh, 1757-

1838)因见太多人滥用预表, 便定下一个原则, 

后称“马氏原则”(Marsh’s Principle): “真表是

旧约与新约前呼后应”. 圣经学者布拉加

(James Braga)也说: “只有在新约的证实下, 

才把某项事物当作预表”.65 若以这两人所言

为指标, “预表”和“类表”如下: 

  

 真表 新约为证 

1 亚当、大卫、麦基洗德都是

预表基督 

罗 5:14; 太

22:45; 来 7:3 

2 至圣所预表天堂 来 9:24 

3 约拿预表基督死与复活 太 12:40 

4 吗哪预表基督 约 6:41 

5 祭司供奉预表基督供奉 来 8:5 

6 安息日的安息预表救赎 来 4:9 

7 各样祭物预表基督的救赎 来 9:9 

8 亚伦预表基督 来 5:4-5 

9 挪亚洪水预表浸礼 彼前 3:21 

 人物或事件 类表 

1 约瑟被卖 基督被卖 

2 献以撒为燔祭 救赎 

3 波阿斯 基督耶稣 

4 所罗门 基督耶稣 

5 耶稣下埃及与回来 神呼召以色列为儿子 

6 拉玛地发生大哭号

(太 2:18) 

伯利恒杀婴 

7 出埃及与在旷野之

经历(林前 10:6) 

信徒得救后不长进的

“鉴戒”(原文“表样”) 

*评注: 我们将在以后“解经释经”的文章中, 详细讨

论预表的范围, 参赖若瀚《十步释经法》第 385 页. 

 

(七) 合理法 (Reasonable Method) 

                                                           
65   马有藻著, 《读经乐》, 第 53 页. 

1. 合理法表示“凡作任何的解释皆需合情合

理”, 是理性方面可以接受的. 

2. 合理法不单表示解经需要合乎“圣经一贯的

教训”(如“以经解经”的原则), 在理性方面不

会偏差离谱, 所以此法也称为“合情合理”法. 

3. 合理法赞成解经之目的是明白经文的意义, 

而解经是否准确, 也在乎是否合理, 不是靠无

穷的幻想力. 

诠注: 

1) 改革家认为, 神赐给世人大自然、圣经与理

智, 三大礼物, 这三样见证鼎足而立, 使人得

以认识神. 

2) 合理法表示, 圣经有些地方表面看来是矛盾

荒谬, 但细心研究与合理地分析, 必会看出其

端倪或头绪, 找出合理的解答, 例如:   

 “变质论”表示, 当圣餐主礼人颂赞“这是

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血”时, 圣餐所用的饼

和杯立刻变成主的身体和主的血. *评注: 

化学师晓得那些仍是麦饼和葡萄汁, 而

非血肉或血液. 此论合不合理显而易见. 

 主耶稣说, 奉主耶稣之名的祈祷, 神必应

允(约 14:13). 那是否说, 只要我奉主名祈

求, 任何事都会蒙神应允? *评注: 奉主名

行事是指按照主的权柄去行祂所吩咐、

所喜悦的事. 因此, 我若要真正奉主名祈

求, 我就必须按祂的旨意祈求(约壹 5:14-

15), 绝不可妄求(雅 4:3), 这样必蒙应允. 

3) 某牧师讲解 创 1:15 “有晚上, 有早晨”, 便说

先黑暗然后早上, 表示一个人由不信至相信

的过程. 另有一位讲员讲解 结 47:1-12 “圣殿

所流之水, 使盐海变甜, 百物滋生, 两岸树木

茂盛”是指基督的生命涌流至这个荒芜的世

界, 信徒要在基督的活水中洑水(在水里游), 

滋润这个世界. 但这些解释有欠合理, 不是作

者所要传达的原意.  

 

上文所论到的七大释经法则, 马有藻将

之浓缩为: (1) 基本字义法乃第一步; (2) 留意经

文的文学体裁; (3) 上文下理有助于辨识作者之

原意; (4) 以经解经, 运用原则, 解答百难; (5) 所

有解释要合情合理.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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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 Robinson 

 
S. F. Olford 

 
J. R. W. Stott 

讲道学堂                      微光 

 

优质讲道的 

三项兼顾  
和五种特质 

 

(A) 引言 

传道人必须自己先“食经”(食用神的道  

—  得着属灵的粮食), 才能“讲道”(用神的道喂养

神的子民), 而讲道犹如厨师烹饪美食. 赖若瀚在

其所著的《食经讲道》一书贴切描述道: “讲道

像烹调, 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同样的食材与配料, 

经过大师傅精心炮制后, 变得美味可口, 而且色

香味俱全. 让人见到嗅到, 都胃口大开, 垂涎三尺. 

一篇好的信息犹如珍馐美味, 吃得到是无上的享

受. 若是餐馆里的菜肴道道如此, 饕餮(追求美食

的)食客必定会络绎不绝, 一再光顾.”66  

 

    美食往往吸引人; 

同样的, 好的讲道也会吸引

信徒 . 美国的罗宾森教授

(Haddon W. Robinson)在 12

岁的时候, 听了当时芝加哥

慕迪圣经教会的牧者艾朗

赛 (Harry A. Ironside)的讲

道后, 在日记上写道: “他讲

了一小时, 好像只过了 20

分钟; 但有些人只讲 20分钟, 却觉得好像过了一

小时. 我不知道其中的分别在哪里?” 从那时开

始, 他一生努力去探求这方面的答案, 也成为知

名的讲道大师.67 优质的讲道是有某些特质的, 

预备一篇好的讲章也是有某些原则与方法的. 

 

                                                           
66   赖若瀚著 , 《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手

册》(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14 年), 第 97 页. 
67   参 其 名 著  Haddon W.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2nd editio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2000).  

(B) 优质讲道的三项兼顾 

赖若瀚指出, “兼顾”是不偏不倚, 将各方

面都照顾得周全. 讲道者一定要全方位接触, 不

能站在一死角. 要眼看四面、耳听八方、并有三

方面的兼顾: 上与下、情与理、然后全方位. 能

兼顾这三方面, 才称得上是优质的释经讲道. 

 

(B.1)   天地兼容 

释经讲道注重“启示”(revelation)与“应

用”(relevance). 传道者从神领受“天上”的信息, 

并将这信息带入“地上”的人间, 此乃“天地兼容”  

—  来源自天, 应用于地! 好的讲道必须是双向

的: 讲道者既深刻明白神的话语, 又善于运用人

的言语, 在两个世界中间作沟通的桥梁. 因此, 他

必须一方面深入“读经”, 另一方面深刻“阅人”, 

把天上奥秘向世人作不同方式的阐述. 

 

好的讲道让神与人之

间有接触与联系: 既扎根于经

文, 也顾念到现实. 将圣经的

真理活泼地展现在人面前, 帮

助人活出真理、实践真理. 欧

福德(Stephen F. Olford)指出: 

 

如果我们建立这座桥梁 , 

将神的世界掺到我们的生活中, 就必须认

真分析和学习圣经传播的信息和现实的景

象, 而不能只提供和保持两者之一. 离开现

实的世界进入圣经中, 或离开圣经的世界

进入现实中, 对我们的事奉都是致命的失

败. 犯了两个错误的任何一个, 都会使建立

桥梁(的任务)变得不可能, 即使建成也失

去沟通的作用.   

 

斯托特 (或译 “斯托

得”, John R. W. Stott)认为, 

讲道者的责任就是“如何把

这两个世界的鸿沟画出来, 

再将我们的讲章放进去.” 他

提醒道: “我们的讲道太少

接触地面了, 不能成为进到

现代世界的桥梁. 它虽合乎圣经, 却不合乎时

代.” 因此, 讲道者不能顾此失彼, 必须“天地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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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容”, 借着讲道这座桥梁, 把“天”(神的世界)联于

“地”(人的生活). 

 

 

(B.2)   情理兼备 

讲道要有情有理. 讲道过分偏向理性或

偏向感性, 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人同时有理性和

感性两方面. 有些人虽然偏于理性, 但能感动人

的, 往往是对心说话之处. 讲道若能情理兼备, 丝

丝入扣, 在解经释义的同时, 也引述真实而富人

情味的故事, 便能更加有情有义, 打动人心. 

 

讲道不能单从理性

出发, 也要洋溢着感情; 不

单对人的头脑说话 , 也要

对人的心灵说话; 不单只

顾着用口教导别人 , 也要

用生命感染别人 . 若人生

阅历不足, 又不愿敞开自

己, 只常常停留在一己狭

隘的想法之中 , 讲道也会

褊狭固执而无趣乏味, 因为最好的讲道不是单在

书房里准备的, 还要加入生命的经历. 最有力的

讲道, 是在人生的挣扎与历练中塑造的.  

 

赖若瀚正确写道: “讲道者要追求西方人

严谨的治学方式, 同时保持东方人注重人情世故

的文化底蕴, 要学习做一个情理兼备的后现代传

道人. 理性的讲道深入浅出, 不单向头脑说话, 也

触动人心的需要; 有时甚至要带有幽默感, 从中

引申出圣经的真理. 要记得, 神的话本来就有光

有热, 能触及人的头脑与心灵.”  

 

 

(B.3)   全民兼得 

 在一般的聚会当中, 都有老、中、少不

同年龄的人. 讲道必须顾及全会众或听众, 不仅

是年龄上的老与少, 也包括属灵情况的老与少. 

要能对慕道友说话, 同时也适合听道多年的信徒. 

无可否认, 这是讲道者的一大挑战. 

 

 要全民兼得, 讲道者必须谨记其中的要

诀: 讲道要有内容, 词句简洁易懂, 且是老少咸宜. 

讲道要忠于原文, 解经要深入浅出, 容易使人明

白道理, 指明如何实践真理. 简之, 讲道要浅显而

不欠缺内涵, 讲得有深度却容易明白, 这样老少

咸宜, 皆得获益.68   

 

 

(C) 优质讲道的五种特质 

论到释经讲道, 赖若瀚指出, 优质讲道的

特质其实甚多, 归纳起来可分为下列五项: 

1) 合乎圣经 (Exegetical)  —  有道  

2) 条理分明 (Clear)  —  有理  

3) 引发兴趣 (Interesting)  —  有趣  

4) 实际可用 (Relevant)  —  有用  

5) 触动人心 (Passionate)  —  有情  

 

这五项特质可以从下到上, 用上述五个

英文字的首字母结合起来说明 (acronym) = 

P.R.I.C.E . PRICE 代表两个不同的意思: 一是好

的讲道是“无价之宝”; 另一是好的讲道要“付上

代价”才能产生. 

 

(C.1)   合乎圣经  —  有道 (Exegetical) 

 讲道绝对不能离开圣经. 好的讲道扎根

于圣经, 且必须要有清楚的解经作为基础. 教会

的会众若只想听一些动听的、引人发笑的说话, 

这个教会是十分可怜的. 一个传道人若为迎合会

众, 而只说些他们喜欢听的话, 却不提圣经上的

话, 这个传道人亦是十分可悲的.  

 

(a)   有道可传 

曾霖芳在他的《讲道

学》一书 , 开宗明义地说 : 

“讲道要讲‘道’. … 讲道而没

有‘道’好比什么呢? 正如泡

茶, 茶壶里没有放茶叶, 倒出

来的不是茶, 而是白开水 .” 

又如要煮“水煮鱼”这道菜 , 

一定要有鱼. 没有鱼, 无论怎

样加辣椒都没有用. 正是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们不能在讲台上煮“无米粥”, 

所以讲道者必须有“道”可讲可传.   

                                                           
68  以上(B)项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98-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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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方面反映, 今日讲台一个严重的危

机, 就是很少讲神的道. 有些人不懂得解经, 但很

会讲故事来激动人心. 但若缺少最重要的部分  

—  神的道, 无论其他各方面讲得再好, 也无法产

生唯有神的道可产生的效用. 

 

“释经讲道”或解经式讲道可补足这方面

的缺欠. 这类解经式的讲道之特点, 是讲道的主

题与大纲都出自圣经的经文. 建立了主题后, 在

讲道时便按这主题更深入地、逐层地剖析经文. 

解经式讲道是坚持以神的话为讲道的骨干, 不以

其他信息或内容代替圣经. 

 

(b)   独具慧眼 

要下功夫读出经文

的真义, 对神的话语要有心

得、有亮光, 不能只说一些

肤浅的、零碎的、人云亦

云、老生常谈的道理. 

 

或许你有这样的经

验. 你听到某位讲员所讲的道理纯正、说话流

畅、声音洪亮, 却令人感到沉闷. 原因是所讲的

全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 听了上句, 便知下句, 

能不沉闷吗? 因此, 读经要有研究、有心得, 不

能如同音乐盒反复奏着一样的旋律.  

 

事实上, 圣经写成已经过了两千年, 很多

道理和信息已经被前人讲过. 但讲道者每次讲的

道, 还可以是新鲜的, 因为很多植根于圣经中的

信息, 可以用不同方式去发掘出真理来. 至于浅

显的基本教义, 更可以因为不同的切入点, 而产

生出许多新鲜的亮光. 这样的讲道听来有新鲜感, 

就像刚出炉的面包, 芳香扑鼻, 吸引人去品尝. 

 

 

(C.2)   条理分明  —  有理 (Clear) 

 讲道最要紧的是言之有物, 精简清晰, 让

人听得懂, 跟得上, 知道重点是什么. 精简不等于

肤浅, 乃是将深奥的道理, 用精炼简明的句子说

明. 以斯拉是位通达律法的文士, 他将神的律法

“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8:8). 圣经用

“听了能明白”来形容当时的会众(尼 8:3; 也参 12

节). 传道者讲得清楚, 听的人自然听得明白了. 

 

(a)   主题集中 

讲道有了主题和中心思想, 还要注意思

想之间要能彼此连贯, 分段有层次, 也有合一性

或连贯性, 叫听众清楚掌握所传讲的主题.  

 

设计讲道时, 要注意将讲道的主题与重

点, 借不同的段落有条理地作引申和演绎. 讲道

者要留意避免将一团团未经解开的思想丢给会

众. 思路不清、语意不明的讲道, 不用多久便会

令会众迷失, 因为实在无从理解, 也来不及掌握

所说的, 除了一脸迷惘, 大脑也停止吸收. 时间一

长, 心生抗拒, 更听不进去. 

 

(b)   层次分明 

若要讲得清楚, 必须思想缜密、合乎逻

辑、条缕分析, 自然言之成理. 讲道不单要合乎

圣经的真理, 也要让人可以认同与跟从讲道者的

思维逻辑. 

 

讲道的人要先在脑海中有清晰的轮廓, 

列出条理分明的信息大纲, 层次应配合整体讲道

的主题. 宣讲时如抽丝剥茧一般, 一层层地展开

经文意义, 这样听者容易明白、跟从与吸收. 当

然, 有讲道大纲不一定保证能讲出一篇好信息. 

但是可以为一篇层次分明、思路清晰的好讲道

奠下良好根基. 

 

 

(C.3)   引发兴趣  —  有趣 (Interesting) 

 有人说: “一篇讲道是否太长, 不是按时

间来计算, 乃是按会众或听众心灵的感应, 以及

是以他们表现兴趣的高低来计算.” 灵命成熟的

人, 无论你讲得如何枯燥乏味, 他们仍有一种定

力去把它听完. 但在一般教会中, 不是所有的信

徒都是灵命成熟的人. 对于初信或不成熟者, 他

们若是对你的讲道缺乏兴趣, 会老老实实地借着

面部表情或小动作告诉你. 他们对沉闷的讲道感

到啰嗦、乏味, 讲道变成催眠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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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Hendricks 

 因此, 讲道时要留意引发听众的兴趣, 即

或是很普通的道理, 仍然可以设计一些引起共

鸣、有兴趣的引言或例子来加以解释、说明. 讲

员若具备外向的个性与活泼的表达方式, 对提高

兴趣也有助益. 而这些技巧都是可以后天学习的. 

除此之外, 还有圣灵的感动都可以使讲道引发兴

趣. 当然, 有些人本身就充满趣味性的. 

 

(a)   有新鲜感 

讲道像人们吃东西, 须力求新鲜. 讲道者

若常给人吃旧饭冷菜, 很容易让人感到厌烦. “罐

头讲章”也最好少用, 反而要学习用不同的角度

和说话方式, 来表达耳熟能祥的真理. 

 

赖若瀚解释道: “新鲜不等于怪异, 也不

是标新立异. 让人对讲道有新鲜感的秘诀, 是经

常从神话语的泉源中汲取活水, 因为神的话语是

活泼的(来 4:12). 预备信息时, 讲员必须经过吸

收与演绎的过程, 不能只是拾人牙慧. 最后, 新鲜

可以从不同的切入点与方式来表达, 譬如偶尔可

以从如何应用来开始讲述, 再倒叙回去阐明经文

的意思.  

  

 美国达拉斯神学院

的资深教授韩君时博士(Dr. 

Howard Hendricks)有一句颇

具震撼力的名言: “你若用讲

述圣经使人觉得沉闷无聊, 

就有罪了.” 如果讲员所讲的

道沉闷乏味, 很难说服会众

说我们的神是活的神, 我们

的信仰是充满力量的. 

 

(b)   选材丰富 

圣经的真理安定在天, 不能改变. 同时, 

圣经的真理也是博大精深, 就是穷一生之力也不

能完全窥其堂奥.  

 

因此, 传道者要多做研究、多读书, 务求

言之有物, 这样讲述的信息才会丰富. 讲道时最

好采用自己的经历与见闻作例证, 也可多用故事

和图画的方式去描述, 让真理鲜活地呈现在人面

前. 就如烹煮美食一样, 将菜烧好之外, 还要加上

酱、糖、蔥、薑等配料, 提升食物的色香味和口

感. 借着不同的包装与表达方法来讲道, 可以让

神的话更能活泼生动, 使圣经中的真理更能带来

指引我们在这时代生活的亮光. 

 

 

(C.4)   实际可用  —  有用 (Relevant) 

 讲道不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 乃要切合

时代的实际需要. 好的讲道扎根于圣经, 既有条

理又有深度地诠释经文, 同时用历史的眼光带出

蕴涵在经文背后的意境, 以及其中发人深省的启

示. 另外, 且要配合现实, 以实际的方案, 帮助会

众将真理正确地运用在生活中. 这才是兼具深度

和广度的讲道, 因为它体现出现代听众与经文之

间的互动关系. 

 

 传道人若不深入了解现实社会, 讲台供

应就会枯燥乏味, 讲道沦为空洞的属灵高调, 便

无法带给信徒生命的改变与更新. 好的讲道将圣

经讲活了, 又使人活出圣经; 即扎根于经文, 又扎

根于现实; 可谓效用无穷. 

 

 有的讲道者会说: “我的责任是传讲神的

话, 会众的责任是听从与实行.” 这句话在某种程

度上说的没错, 因为将神的话语付诸行动确实是

听道者的责任. 然而, 我们不能将责任全推给听

道的会众, 为什么呢? 因为讲道者若讲得不清楚, 

会众又怎能知道如何实行呢? 正如厨师不能说: 

“我只负责烹煮, 吃不吃是你的事.” 若食物煮得

不好而没人愿意吃, 没人喜欢吃, 自然是厨师无

可推诿的责任了! 因此, 若讲员讲的没有人听, 

那么他就应该反省为何如此, 并求主赐他智慧和

力量加以改善, 也恳切为听众代祷, 求主打开他

们的心来接受神的道. 简之, 强调“应用”的讲道

会引人入胜, 激发反省的动机, 并保留圣灵动工

的空间.    

 

 

(C.5)   触动人心  —  有情 (Passionate) 

 克拉多克(Fred Craddock)说: “十架上有

两种讲道是很难听得进去: 讲得不好的道与讲得

甚好的道. 我们明白为什么讲得不好的道不容易

听进去, 但为什么讲得甚好的道也很难听进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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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Craddock 

 
曾霖芳 

 

因为讲得好的道经常触动心

灵, 要求会众将生活作出调

整, 那确实不容易做到.” 因

此, 你必须在感情上与你的

听众或会众处于同一个频道, 

不然, 你只是在知识上传递, 

却不能说服他们改变. 

 

(a)   将心摆上 

好的讲道, 是讲者全心全意, 将心摆上而

准备出来的. 犹太人的《他勒目》(Talmud)说: 

“最好的讲员是心灵; 最好的老师是时间; 最好的

书本是圣经; 最好的朋友是神.” 要触摸人心灵的

深处, 讲员的心就要先与会众对话. 不是死板的

叙述, 也不像学术研究只作训诂考据式的讲解, 

而是切实地投入生命. 这是最困难的一项.  

 

为什么有些讲道者经常感情流露, 而有

些则木讷呆板? 这正是主耶稣基督与文士不同

之处. “文士型”的讲道没有热诚、没有感染力, 

甚至没有生命, 只因要“尽责任”而上讲台, 这样

的讲道触摸不到人心. 主耶稣的讲道不仅满有权

柄, 更是充满感染力. 一篇由讲道者摆上心灵的

讲章, 带着圣灵的能力, 自然会发出生命的影响

力, 让人产生共鸣.  

 

(b)   感染生命 

成功的讲道能触摸

人心, 感染别人的生命. 这

是因为自己先受感动而后

才能感染人 , 是自然流露

出来的 , 不是被勉强或强

制出来的 . 讲员要具备生

命的感染力 , 因那是有效

讲道的重要秘诀 . 这就有

赖我们平日更多亲近神 , 

被神触动, 生命得着改变, 以生命影响生命  —  

以神给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人的生命.  

 

讲道的力量不在于讲道者声嘶力竭地宣

讲, 乃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催促与圣灵同在的动力. 

伟大的讲道是从伟大的心灵中孕育出来的, 而伟

大的心灵往往必须先经过神的破碎, 或是被人生

的苦难与挫折松土后, 再被重塑更新而来的. 因

此, 主耶稣基督的耳朵, 可以在嘈杂的群众中, 听

见远处乞丐的哀鸣. 

 

曾霖芳这样分辨好的讲道与更好的讲道: 

“青年时代初学讲道, 我曾留意各种传道者, 我把

好讲道分成两大类, 有的讲得很好, 有充分准备, 

听众也满意, 有好评. 但另一类多了一样, 他们以

整个生命去讲, 从心里倾倒出来, 是‘心’的声音, 

如活水江河涌流, 使人生命复甦, 心灵滋润. 把整

个人投入讲道是完全不同的, 是上好的, 我称它

为‘传道精神’. 你看, 有人在讲台上讲道, 你感到

有浩然正气, 使人生敬畏之心. 有人讲道时洋溢

着爱主之情, 感人至深. 有人传讲真理如烧着的

火把, 火热的心隐约可见, 听众有热的感受. 有传

道者讲述向往更美家乡的讯息, 会众不觉神往. 

各种各样的场合, 传道精神表露无遗, 这是传道

者应当追求进入的境界.69   

 

 

(D) 总结 

 总括而言, 好的讲道须同时具备五种特

质: 合乎圣经 (E) + 条理分明 (C) + 引发兴趣 (I) 

+ 实际可用 (R) + 触动人心 (P). 如此才有条件成

为一篇合乎主用、大有影响力的讲道.  

 

 当然, 讲道者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精通,  

但必须让自己朝着这些目标追求. 讲道是一生要

学习的功课. 好的讲道是“无价之宝” (PRICE), 

让人听后念念不

忘, 回味无穷, 加

增对神话语的胃

口和爱慕. 好的

讲道同时也必须

愿意“付上代价” 

(PRICE), 就如耶稣基督讲过的一个比喻: 有人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太 13:45-46). 无价之宝值得我们

付上一切代价去换取. 若是一下子不能掌握, 就

得穷一生之力, “分期付款”地将它买回来.70   

                                                           
69   上文(C)项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100-108页. 
70   同上引, 第 108,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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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是非                      石子 
 

再思“灵恩运动” (五):  

说方言的恩赐 (下) 
  

编者注: 在上一期的《家信》, 我们讨论到说方

言的性质(它是人类听得懂的外语)和限制(不

是所有信徒都有说方言的恩赐). 本期, 我们将

以圣经的亮光来探讨说方言的持续时间, 以

此回答一个重要问题  —  “说方言的恩赐是

否还延续至今, 或是已经停止了?”71      

 

(文接上期) 

(F) 说方言的持续时间(Duration of Tongues)72 

所有基督徒都赞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

止”(林前 13:8), 问题是“何时停止”? 现代的说方

言人士相信当主再来时, 说方言就会停止. 他们

认为保罗所说“等那完全的来到”(林前 13:10)是

指“等基督再来接祂的召会”而言. 因此, 他们宣

称说方言是会持续到整个召会时代结束为止. 

 

 

命题(10): 当方言不再作为神审判和恩典的证据

(sign)时, 这恩赐就会停止 

 

解经释义时, 有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法则, 

就是马有藻所谓的“文化法”(Cultural Method, 又

名“历史法”, Historical Method), 是依照圣经的历

史情况来解释当时的地理、风俗、人情、宗教

信仰, 故有者称之为“文史法”. 此法则乃是: 注意

                                                           
71   澳洲的约翰·西尔瓦(John W. de Silva)在他所写

的《灵恩挑战》(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一书中提

出了 13 个命题(proposition), 并以圣经的亮光来分析与

解答有关说方言的问题. 他把这 13 个命题分为五大范

围来察验 , 即说方言的目的(Purpose)、说方言的理由

(Reason)、方言的性质(Nature)、说方言的限制(Limited 

Bestowal)和说方言的持续时间(Duration). 本期将探讨

上述最后一个范围. 
72   除脚注所注明的书籍外, 下文主要是参考和改

编自 西尔瓦《灵恩挑战》一书中的架构和内容, J. W. 

de Silva, 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 A Biblical 

Investigation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9, 第

83-123 页. 

文化环境与历史背景. 若要正确了解说方言是否

延续至今, 还是已经停止, 就必须使用“文史法”. 

 

回到历史背景, 让我们强调召会时代开

始时, 犹太人面对一些重大改变的挑战, 正如我

们在前两期所讨论和证实过的: 

 

1) 以色列整体国民(as a nation)因着不信已

受神审判, 被神暂时搁置一旁(set aside). 

2) 神现今(召会时代)借着基督把救恩给所

有民族中的个人(而非只给以色列民族). 

3) 所有接受此救恩的人成为召会(基督的身

体, 指宇宙性或普世性召会)中的一分子. 

4) 所有在“基督身体”内的人都在基督里得

着平等的地位, 成为一个新人. 

5) 召会, 而非以色列民, 因此成为神给人类

计划的中心. 

6) 圣灵与之前不一样的降临  —  内住在基

督的身体(宇宙性召会)和在基督里的每

一个信徒里(指“圣灵的内住”, indwelling).  

 

在这里有几个重要问题. 当时的犹太人

(和其他人)如何知道:  

a) 上述这些改变是什么?  

b) 上述这些改变有何含意? 

c)  他们应该如何回应上述

的改变(他们有何责任)? 

 

他们可以参考旧约圣经吗? 参考了也无

用, 因为那里没有提到“召会”, 召会在旧约圣

经中是隐藏的奥秘. 他们也无法查考新约圣经, 

因为还没有任何新约书卷被写成. 那么神要如

何告诉犹太人关于上述这些改变的情况呢? 文

字记载的新约书卷应该是适当的可靠方法. 但

这必须包含初期召会的历史  —  她的开始、

她的进程和她的构成, 这样才能获得既清晰又

完整的图像. 然而, 这样的完整记载不能立刻

赐下, 像神在西乃山“一次过地”赐下律法一样. 

它必须等到时间过去, 新约圣经的出现, 逐步

地揭开完整的启示. 因此, 神借着圣灵引进一

个暂时或过渡期的计划, 告诉犹太人上述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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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众使徒说方言,神用此证据性

神迹向不信的犹太人宣告神的审判 
 

变, 并教导有关它们的含意. 这计划包括赐下

特别的恩赐给一些信徒, 即属灵的恩赐如:  

a) 先知讲道的恩赐(the gift of prophecy): 预告

和启明这些改变 

b) 知识言语的恩赐(the gift of knowledge): 解

释这些改变的含意  

 

这些恩赐使那些处在这段过渡期的人

能够知道上述这些改变. 无论如何, 有个急需

关注的迫切需要, 是有关神属地的选民犹太人. 

他们面对一个超凡的挑战, 一个在他们宗教和

世俗生活上的大改革, 就是要他们接受外邦人

(先知所谓在属灵上不洁之人)与犹太人是平等

的事实. 犹太人也需要清楚知道神已审判以色

列国民, 而祂的灵已临到各种民族的人身上. 

 

在这方面, 犹太人需要

一个特殊的恩赐, 一个可作为

证据性的神迹(sign), 因为犹

太人是要神迹, 而神历代以来

常用神迹向他们说话, 显明神

旨. 故此, 除了赐下先知讲道

和知识言语的恩赐, 圣灵还赐

给一些信徒说方言的恩赐, 为

要给犹太人作证据, 证明: (a) 

圣灵已经降在一切民族(外邦

人)身上; (b) 神已经审判以色

列整体国民; (c) 外邦人与犹

太人在基督身体上(宇宙性的召会里)是平等的.    

 

神并非任意(指随随便便、不加选择)地

选择“说方言”作为证据性的神迹(sign), 因为祂

在这之前(旧约时代)已经使用过外邦人的方言

来审判不信的以色列人, 把他们放在外邦人的

统治之下. 此外, 他们的先知以赛亚曾清楚地

向犹太人祖宗讲解神在这方面的用意(即方言

是审判的记号, 赛 28:11). 加上神的使徒保罗

在纠正哥林多信徒误用方言的恩赐时, 也引证

先知以赛亚所言(参 林前 14:21: “律法上记着: 

主说: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

这百姓说话; 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请比较 赛 28:11: “先知说: 不然, 主要借异邦

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  

 

在研究说方言的持续时间, 以及另外两

种恩赐(先知讲道和知识言语的恩赐)的持续时

间, 都必须考虑这段暂时性的过渡期, 和它所

需的情况(指过渡期所需要的暂时性恩赐, 如

先知讲道之能、知识的言语和说方言的恩赐). 

我们查考相关经文, 让圣经来为此说话:  

 林前13:8: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终

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知识也

终必归于无有.  

 林前13:9: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

讲的也有限,   

 林前13:10: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

归于无有了.  

 林前13:11:  我作孩子的时

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

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林前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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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所关注的, 是要把

方言、知识和先知讲道的恩赐都放在恰当的

位置上. 正如我们在上一期所言, 哥林多的信

徒把说方言的恩赐过度抬举, 高过其他恩赐. 

保罗在 林前 13:8 开始时, 拿这三种属灵恩赐

来与“爱”作一比较. 保罗宣称“爱”在属灵方面

更高一等, 因为它是永不止息的. 先知讲道、

知识言语和方言不过是暂时的, 不会永不止息. 

 

在第 9 和 10 节中, 保罗要读者特别留

意先知讲道之能和知识, 加以强调它们的暂时

性. 对于神的旨意, 它们只提供“有限”或“不完

整”的了解  —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林前

13:9). 他把这样的情况比喻为“我们如今彷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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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林前 13:12). 这些恩

赐是为了提供和解释有关当时所需的真理知

识  —  有关圣灵的降临、召会的成立和进

展、在基督里的“一个新人”(弗 2:15)、以色列

被“暂时搁置一旁”(set aside)等等.  

 

当时, 在基督徒当中, 上述的知识是隐

晦不清, 因为他们只能够靠这些恩赐领受这些

知识. 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借着“先知讲道”的恩

赐来宣告(forthtelling), 而非预告(foretelling). 

这些真理较后被那些有“知识”恩赐的信徒所

讲解(注: 但所能知道的很有限, 不能像有整本

新约圣经那样, 可以比较相关经文, 以经解经, 

清楚明白神整体的计划). 因此, 靠这两个恩赐

所能知道的真理犹如逐步获取整幅大图画的

零碎断片  —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在这样的

情况下, 所能知道的真理是有限的, 如保罗所

说的“模糊不清”(林前 13:12).  

 

无论如何, 第 10 节说“等那完全的(KJV: 

that which is perfect, 指完整的[complete] )来

到”, 我们就完全知道了, 因有完整的知识了

(这就如保罗在 林前 13:12 所说: “到那时就全

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到那时, 我们所能

知道的, 不再是靠这些零碎的断片  —  “那有

限的”,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而是靠完整的启

示  —  “那完全的”, 或更正确指“那已发育完

全的、那已成熟的”(that which is full-grown). 

保罗在此是指神那完整的默示与记载之道(参

附录二). 那已完整的圣经(注: 神在主后 96 年

左右赐下启示录, 整本圣经正典就完整了)揭

开了完整的启示, 而上述两个恩赐只能揭开有

限的启示. 故此, 有了完整的启示, 就不再需要

“先知讲道”和“知识”这两个有限的恩赐, 它们

不再活动, 变成无效了(inoperative).73 

 

保罗进一步论到“那完全的”, 以及与它

相关的状况  —  成熟 (maturity). 保罗用它来

                                                           
73   有关“先知讲道”和“知识言语”的停止, 请参本

文附录一: 说方言的恩赐和证据性的神迹停止了吗?  

比较另外两个恩赐(作先知讲道和知识的恩赐), 

以及与它们相关的环境   —  “作孩子的时

候”(childhood, 即不成熟的情况). 当成熟的时

候(长大成人之时)来到, 这些属于孩童时期的

恩赐就必须“被丢弃了”(林前 13:11),74 因为它

们只适合孩童的需要  —  适用于不成熟的时

期. 那么, 在明白神的旨意方面, 怎样才能满足

“成人”的需要? 答案只有一个, 即圣经完整的

启示. 论到属灵的生活和知识, 保罗给提摩太

的劝勉是: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

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提

后 3:16). 为何有益呢?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KJV: perfect, 可译“全备”, complete), 预备行

各样的善事”(提后 3:17).  

 

再说, 因着完整圣经正典的临到, 所有

的人, 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 就必须靠信心

(信靠神的道)而非靠眼见(指凭眼见的证据性

神迹, sign)来生活. 上述三种属灵恩赐(包括说

方言这证据性神迹)是为了召会初期的那一段

时间. 今日, 神给我们的清楚规则是“信道是从

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 10:17). 

假设这些证据性恩赐(sign gifts)与完整的圣经

正典同时出现, 岂不产生混乱? 在关于我们属

灵操练和成长方面, 我们可能会继续倚靠人或

证据性的神迹, 而不倚靠神的记载之道(圣经). 

这样, 我们又怎能相信圣经是神给人最后的启

示? 如果还有启示, 我们又如何分辨真假先知

(怎么知道他们所传的不是神进一步的启示)? 

我们是否凭着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而接受他

们所传的? 绝对不是! 只有把他们所传的与圣

经所教导的参照比较, 才能知道是非对错. 

 

我们在此看到撒但狡猾的破坏之手正

在工作. 他要我们相信今日在基督徒当中, 仍

有“知识”和“先知预言”的恩赐. 他要我们相信

这些恩赐会继续存留, 直到基督的再来. 为何

如此呢? 因为他总是要加添和减少神完整的圣

                                                           
74   林前 13:11: “我作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

思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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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以此困扰和迷惑圣徒. 我们周围的基督教

界(Christendom)就有人宣称他们有“附加的属

神启示之真理”  —  因为他们宣称拥有知识和

先知预言的恩赐. 这一切其实是仇敌魔鬼的诡

计, 为要破坏我们对圣经的信任. 属神的启示

因着圣经的完整而停止了. 让我们谨记犹大的

劝诫: “亲爱的弟兄啊, 我… 写信劝你们, 要为

从前一次(once for all, 一劳永逸)交付圣徒的真

道竭力的争辩”(犹 3). 当圣经完整后, 上述两

个恩赐就不再需要了.     

  

那么, 说方言的恩赐又如何呢? 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 13 章没有特别谈论它, 只告诉我

们“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希腊文: pausontai )” 

(林前 13:8), 这希腊字按希腊文法意即它们自

己停止、它们本身自动停止(make themselves 

cease, automatically cease of themselves).75 它

的上下文要求我们将说方言的恩赐放在属于

“暂时”和“有限”的恩赐种类, 如同知识和先知

预言的恩赐一般.  

 

说方言的恩赐在很

大程度上属于“不完整的”

启示中的一个独特部分, 因

为它是以证据性神迹(sign)

的形式出现. 它包含在过渡

期的计划中, 为要直接对犹

太人说话, 因为犹太人寻求

神迹. 没有这“引人注目”的

神迹, 犹太人是不会信服的, 不会相信“神也赐

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徒 11:17-

18).76 他们之所以信服, 是因为圣灵也降在外

                                                           
75   希腊字 pausontai 在文法上是 V-FDI-3P, 即: 

Verb (动词), Tense: Future (时态: 未来式), Voice: middle 

Deponent (语态: 关身语态 , 或被动形主动意), Mood: 

Indicative (语气: 直说), Person: third person (人称: 第三

人称, 如 they), Number: Plural (数式: 复数). 
76   徒 11:17-18: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

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 能拦阻神呢? 

众人听见这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神, 说: ‘这样看

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 

邦人身上, 像当初降在信主的犹太人身上(徒

11:15,17; 而犹太信徒怎么知道圣灵也降在外

邦人身上? 答案是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 所

以说方言是为犹太人作证据的神迹). 单靠知

识和先知预言的恩赐是无法说服犹太人的, 他

们已多次杀害先知和神所差遣的人. 

 

作为这有限启示的一部分, 说方言的恩

赐肯定因着完整圣经正典的来到而停止. 它们

不再需要了. 为何如此呢? 因为方言恩赐所要

证实的那些真理, 已在圣经中清楚的记载. 从

新约圣经中, 我们清楚看见以色列国民已被暂

时搁置一旁、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神的恩典中

成为一体、召会时期的开始和进程等等; 例如

使徒行传记载圣灵的降临, 罗马书、以弗所书

和加拉太书说明犹太人和外邦人同为后嗣. 我

们清楚看见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提升恩典的地

位过于律法, 希伯来书也强调在基督里的丰富

远比犹太教更佳更美. 完整的圣经更全面地展

现基督完美的位格与工作, 一切都建基于此.  

 

 过后的书信不再提及方言的恩赐 

按照过后“属灵恩赐的名单”, 知识和先

知讲道(预言)的恩赐, 比说方言的恩赐持续的

时间更长. 我们不该为此感到吃惊, 因为这两

个恩赐是为要在初期使徒时代造就召会的信

徒(直到完整的圣经正典临到), 所以它们比说

方言更优越. 哥林多前书过后的书信论到恩赐

时, 不再提到说方言; 例如以弗所书第 4 章论

到复活之主赐给召会的恩赐, 却没提及方言. 

在那比哥林多前书较迟一点, 但比以弗所书较

早一点写成的罗马书, 第 12 章论到属灵恩赐

的名单中, 也没提及说方言. 这与圣经所教导

的相符一致  —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就是新

约圣经逐一完成时, 说方言的恩赐就变为无用. 

因此, 我们看见即使在圣经正典尚未完整之前, 

方言的恩赐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由于其目的

已达到, 其功用已不再需要, 所以自动停止了.  

 

为何说方言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过后

的书信不再被提到? 有几个意义深长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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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方言本是为犹太人作证据, 证明所有民

族都能领受神的恩典. 到了使徒行传第 19

章(约主后 59 年)的时候, 说方言已达此目

的(故不再需要了), 因为它已向来自各地聚

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作此见证 (参  徒

2:4-8), 也向在撒玛利亚的犹太人作这见证

(参 徒 8:5,14-17), 又向在外邦人哥尼流家

中的犹太人(参 徒 10:44-46)和那些遇见施

洗约翰门徒的犹太人作这见证 (参  徒

19:1,3,6), 还有向其他如在耶路撒冷 (徒

11:1-2,15-18)和出席耶路撒冷会议(徒 15:7-

8)的犹太人作了上述清楚明确的见证. 

 

2) 犹太人拒绝神恩典的福音, 此事由那些犹

太教领袖和犹太人所代表(徒 18:6; 28:28), 

“他们既抗拒、毁谤, 保罗就抖着衣裳, 说: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徒 18:6).  

  

3) 犹太人整体国民逐渐散居各地. 主后 70 年, 

罗马将军提多率领大军攻占耶路撒冷, 摧

毁圣城, 使以色列全面灭国. 自此, 以色列

国民因着神的审判而被暂时搁置一旁, 国

民被掳, 散居各地 (自此以后, “神把以色列

国的计划置于一旁”的道理显然可见, 不再

需要说方言的神迹来加以证实这真理). 

 

4) 按使徒行传的记载, 由于福音事工的扩展

和使徒广泛的宣道, 许多在外邦国土的人

信主得救. 这一切见证“基督身体”(宇宙性

召会)的合一. 但我们看到主赐下证据性的

神迹(signs)给犹太人, 因为他们是寻求神迹

之民. 不过, 对于召会(由犹太人和外邦人

所组成的一个新人), 神却不连续赐下这类

证据, 因为对于外邦人, “可见信道是从听

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 10:17). 

外邦人不需要说方言这证据性的神迹, 这

也使说方言的恩赐终于停止, 不再被提及. 

 

5) 在罗马皇帝多米田(Domitian)统治时(约主

后 95 年), 按历史学家的记载, 基督信仰被

视为一种独特的宗教, 没有它以往那种看

似与犹太国家和犹太民族有所关联. 基督

徒的召会被挑选出来, 成为欺压和迫害的

对象. 有人控诉它为无神论, 因为它拒绝拜

偶像. 有者责怪它颠覆社会, 因为它与世俗

分别出来. 神的召会如今成为与众不同的

群体, 没有任何政治中心, 没有特选的祭司

团, 没有特定的地区, 也无特定的民族或文

化. 从耶路撒冷到罗马, 有无数的地方召会

被成立(绝大部分是外邦人), 见证圣灵已临

到犹太人与外邦人, 两者在基督里已经合

一. 所以越来越不需要说方言的神迹来向

犹太人证实这方面的合一了. 

 

总括而言, 神的道(指圣经正典)完整后, 

说方言与其他两个恩赐都会停止, 归于无有. 

保罗所谓“那完全的”就是指神那完整的默示

之道. 神把这完整的圣经一劳永逸地交付圣徒

(参 犹 3), 内中就含有关乎神的审判和恩典的

完整启示. 

 

那么, 林前 13:12 所谓“到那时就要面对

面了”是否指基督再来、召会时代结束的时候, 

我们与主面对面呢? 西尔瓦(John W. de Silva)

解释道: “这句话是一个说明(解说, illustration), 

而非论到某一件事. 这是保罗使用的其中一个

暗喻(metaphor), 把有限的启示与完整的启示

做一对比, 互相对照. 先知讲道和知识的恩赐

所能给的是有限的启示, 犹如看着古代的镜子  

—  一片抛光的金属板. 哥林多城市以黄铜镜

子著称. 无论你磨得多么光亮, 黄铜镜子所能

显示的, 还是不完美的“模糊不清”. 信徒“观

看”这些暂时性恩赐所显示的信息, 最多也只

能看到一幅有关“新改变”的零碎图像. 保罗说, 

相比之下, 我们从“完整的圣经”所得到的完整

启示, 犹如面对面地看某人一般的清楚!   

 

最后一点, 若神的旨意是要所有基督徒

都说方言, 而神把说方言视为属灵的成长、蒙

福的经历、信心的凭据、与神亲密的交通、

与世界分别为圣, 那么, 若我们不会说方言,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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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令圣灵非常担忧. 然而, 保罗提到那些“叫

神的圣灵担忧”的事情时, 完全没有提到“不会

说方言”(弗 4:30-31: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闹、毁谤, 并一切

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保罗论到“消

灭圣灵的感动”时, 也没提到它(帖前 5:19-22). 
 

 

命题(11): 说方言的恩赐在初期召会时期(第一

世纪)之后便停止了, 召会历史支持这点 

 

 后使徒时期(post-Apostolic period, 即主

后 100-140 年间)的初期也有方言出现, 但它不

符合召会时期的圣经样式. 孟他努(Montanus)

是一个“说方言者”(tongue-speaker). 初期召会

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 大约主后 130-

180 年)提到孟他努的胡说狂言(ravings)和欣喜

若狂的举止(ecstatic behavior).77 孟他努和他的

跟随者因着他们的异端邪说而名誉扫地, 最主

要的是他们相信孟他努是圣灵道成肉身.  

 

 亚历山大的俄利根 (或译 “奥利根 ”, 

Origen, 大约主后 185-254 年)在世之日没有提

到任何符合圣经的方言出现 . 屈棱多模

(Chrysostom, 大约主后 347-407 年)78观察到哥

林多前书 12 至 14 章所谓的圣灵彰显(即借着

赐下说方言的恩赐来彰显自己)已不再发生.79 

 

 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承认近几个世纪基

督徒福音事工的复兴是集中在被圣灵大大感

动的人, 这些人并没寻求或宣称拥有说方言的

恩赐, 或领受“第二次福气”(second blessings), 

反而教导说圣灵所赐下的方言和其他证据性

恩赐早已停止, 归于无有了. 尽管上述以及其

他历史记载支持那“反对现代方言”的论点, 我

们更该关注的, 是以圣经的亮光来解释历史.80   

                                                           
77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 
78   屈棱多模(Chrysostom)讲道满有口才, 被人誉为

“金口”. 他以“字义法”去解释圣经, 风靡一时. 
79   Chrysostom, “Homilies on First Corinthians”, 

XX1X, 引自 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 第 99 页. 
80   J. W. de Silva, 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 第 99页. 

命题(12): 福音书也见证“说方言”不过是一个神

迹性的证据(sign, 属于过渡性或暂时性的恩赐) 

 

马可福音是唯一有提到说方言的福音书. 

主耶稣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

的名赶鬼; 说新方言”(可 16:17). 主耶稣所指的

是新方言, 而非某种“新的祷告言语”(new prayer 

language). 请注意, 主耶稣在此亲自宣告“方言”

是一个神迹性的证据 或证据性的神迹(sign)  —  

“必有神迹(signs, 希腊文: sêmeion )随着他们.”81  

 

主耶稣在 可 16:17-18 提到的这些证据性

的神迹(sign), 是发生在祂升天以后的初期召会

时期(可 16:19, 而非整个召会时期). 在 可 16:19-

20, 马可记载了主升天后, 在使徒行传和初期召

会时期所发生的神迹, 例如: “说方言”发生在使

徒行传 2、10、19 章; “手能拿蛇”发生在 徒

28:5; “手按病人就必好”发生于 徒 3:7; 28:8. 这

些神迹都发生在使徒行传 2 至 28 章这段初期召

会的时期(注: 新约书信显示这些神迹在初期召

会末期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不见闻).  

 

 主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因为

这些信的人(指使徒们)向那些“不信的人”(特指

犹太人)作见证时, 神就用神迹(sign, 包括方言)

来“证实(使徒们)所传的道”, 所以保罗在 林前

14:22 宣告方言的目的  —  “说方言不是为信的

人作证据, 乃是为不信的人.” 这与我们在前两篇

                                                           
81   在圣经中 , 英文 “sign” 一词和其希腊原文 

sêmeion {G:4592}一字皆含有双重意义, 既属超自然的
神迹, 又强调此神迹有作为证据的含意  —  不仅证明此

神迹是从神而来, 也含有神所要传达的某种信息[编译

者注: 如“标志”(sign)一样, 要传达某个讯息, 例如“交通

标志”不仅是个牌子, 也各自传达某个讯息, 如“不可驶

入”、“前面有危险”、“前方正在修路”等等]. 因此, 英文

的 sign 或希腊文的 sêmeion 一字在中文圣经《和合

本》里被译为“神迹”(太 12:38,39; 林前 1:22)和“奇

事”(启 13:13,14)之外, 也译作“证据”(林前 14:22)和“凭

据”(林后 12:12). 故此, 本文有时将之译为“证据性的神

迹”或“标志性的神迹”(尤其是要强调其超然特质  —  从

神而来的神迹), 有时则译作“神迹性的证据”或“神迹性

的标志”(尤其是要强调此神迹的功用  —  作为证据, 或

传达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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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里多次强调的重点(即说方言是为不信的犹

太人作证据)相符一致.  

 

总括而言, 主在福音书论到方言时是属

于“预告性的意义”(prospective sence), 而保罗在

书信中论及方言时则属于 “纠正性的意义 ” 

(corrective sence). 因此, 我们可说在“方言作为证

据”方面: 福音书(马可福音)是记载这方面的应

许 (promise); 使徒行传是记载这方面的实践

(practice); 新约书信(哥林多前书)则是记载这方

面的滥用(perversion)和真正的目的(purpose).   

 

 

命题(13): 今日虽有人说方言, 但这并不足以证

明此方言现象是出于神 

 

现在, 我们来探讨最多被用来支持或维

护说方言的理由. 当你列举一切强有力的圣经凭

据, 来证明说方言的恩赐已经停止了. 说方言人

士经常反驳说: “如果你的论点是对的, 那你如何

解释为何我和其他人能说方言?” 

 

(a) 以真理的圣经而非人的经历来察验 

 约翰·西尔瓦(John W. de Silva)正确评论

道: “我们不该用自己的经验(或自己的感受)来

解释圣经; 反之, 我们必须用神无误的话语来审

察我们的经历. 不管对个人或集体而言, 都是如

此. 只有在圣经亮光的验证下, 经历才可被证实

为正当有效. 基督耶稣被试探时, 三次答道: “经

上记着说”(太 4:4,7,10). 深愿主基督这样的心思

也成为我们的心思. 

 

“如果没有说方言的我

和其他基督徒, 以经历为根据

说今日所谓的方言是不合圣

经的, 我们就是在神和人面前, 

作了不诚实的见证. 同样的道理, 那些只因为自

己会‘说方言’, 就摒弃圣经的察验, 这也同样作

了不诚实的见证. 我相信许多说方言人士也不赞

同以经历为基础的做法, 例如有者说曾看到马利

亚的塑像流泪(以此证明马利亚升天成为圣母一

事是真实的). 一般的说方言人士都正确地认为

这个经历不被圣经所支持, 所以不能被接受.”  

西尔瓦强调, “上述这类所谓的‘超自然’

现象, 对那些经历到的人可能是非常真实的, 但

它并不具有丝毫的真实可靠性. 异端(Cultism)普

遍上是建基于个人的经历. 我恳求‘说方言’的读

者以圣经的亮光来证实他们的经历.” 

 

但你说: “且慢! 看看那些说方言的信徒! 

他们富有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和‘成功’的力量, 

甚至满有信心和爱心, 这一切岂是不合圣经的?” 

我们要谨慎, 因为魔鬼撒但也准备采用各种“吸

引信徒”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  —  迷惑和误导

信徒! 魔鬼的诡计之一, 就是把圣经给“说方言恩

赐”的次要地位, 提升到主要地位. 他的另一个诡

计, 就是把人引向属肉体的事, 来抵触神的旨意. 

说方言的人士宣称说方言是一种特别的福气, 这

点否定了神赐下方言的目的, 即作为神审判以色

列(犹太人)的神迹性证据(sign, 也间接表示祂赐

恩给外邦人)! 当神清楚宣告: “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创 2:17), 我们的仇敌撒但却说: “你们不一

定死!”(创 3:4). 结果, 撒但的迷惑成功了, 因为它

把人引向那看似美好、可喜悦和可爱慕的事物. 

下表举例说明撒但如何扭曲真理: 

 

陈

述 

神的话 

(真理) 

撒但的话 

(歪曲真理) 

陈

述

一 

“ 你 吃 的 日 子 必 定
死”(创 2:17) 

真实情况 : 属神的审

判必定临到吃禁果的

人 

“ 你们不一定死 !”( 创
3:4) 

魔鬼的诱惑: 魔鬼应许

得着个人方面的福气或

好处: “你们便如神能知

道善恶”(创 3:5) 

陈

述

二 

“说方言不是为信的

人作证据 , 乃是为不
信的人”(林前 14:21-

22) 

真实情况 : 说方言是

一个神迹性的证据 , 

证明神的审判临到不

信的以色列(犹太人), 

同时也表明神的恩典

临 到 外 邦 人 ( 林 前

14:21-22; 赛 28:11) 

说方言是向神说话 (祷

告 ), 是为信徒作证据 , 

证明那些说方言的信徒

是得着了“第二个福气” 

(second blessing) 

 

魔鬼歪曲事实的论点 : 

魔鬼强调说方言与神的

审判无关, 宣称它是圣

灵赐下“第二次福气”的

明证. 

陈

述

三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 都(意

即没有例外 )从一位

圣灵的洗是信徒领受圣

灵进入他个人的身体 , 

是神应许给那些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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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受洗 , 成了一个

身体”(林前 12:13) 

 

真实情况 : 圣灵的洗

是把信徒加入基督的

身体(指宇宙性召会), 

这不在乎那位信徒信

心的大小 (因为每个

信徒都必得此福气 ). 

这在“基督身体”(宇宙

性召会 )里的信徒当

中产生了合一与和睦. 

 

和祈求之人的第二次福

气(或译: 第二个福气). 

 

魔鬼歪曲事实的结果 : 

有些信徒得着所谓的

“第二次福气”, 有者却

得不着; 这把召会信徒

分裂为二 (得福者与未

得福者), 导致信徒当中

没有合一, 甚至产生妒

忌纷争.  

 

说方言的人士常反驳说: “我们今日有许

多可靠的证据, 证明有人见证或经历了神迹奇事, 

会说方言, 并且借此多人信主得救, 你怎能说这

一切不是出于神的作为呢?” 

 

让我们谨慎, 先听听主耶稣自己的警告: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

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

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

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 

(太 7:22-23). 主还借着祂的使徒保罗警告我们: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役, 若装作仁义的差役, 也不算希

奇”(林后 11:14-15). 我们必须用圣经来察验我们

的经历, 包括一切我们所见、所听、所感受到的. 

我们万万不可用“但我所见的是…”或“我所经历

的是…”, 来取代“经上记着说”. 

 

西尔瓦说道: “我们要对那些说方言的读

者说: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

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壹 4:1). 我们要如何试

验这些灵是否出于神? (帖前 5:21: “要凡事察验”) 

答案是用神的话 — 圣经!” 圣经是神无误的指引,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诗篇 119:105).  

 

(b) 神在圣经中定下的察验方式 

神早已知道在末后的日子, 有许多假先

知和假师傅将被兴起, 靠着魔鬼撒但的力量, 去

行神迹奇事(参 帖后 2:7,9), 包括“说假方言”, 来

迷惑信徒. 因此, 神在第一世纪早已借着祂的使

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4 章, 列下说方言的规矩, 

以此鉴定真假,82 “弟兄们,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

聚会的时候, 各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

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

着说,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

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林前 14:26-28). 

保罗在此清楚指出, 在召会中“说方言”必须: 

  

1) 有人数的限制: “只好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2) 有次序的要求: “且要轮流着说”; 

3) 有理解的需要: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4) 有安静的命令: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

口(注: “闭口”指安静不说话、不发出声音) 

 

今天, 我们看到灵恩派人士在聚会中说

方言时, 一般的情况是: (1) 多人说方言, 往往超

过三个人, (2) 大家一起说方言, 没有轮流着说, 

(3) 没有人翻译所说的方言, 旁人听不懂; (4) 虽

然没有人翻译, 还是开口大声说方言. 若按照神

话语(圣经)的试验或察验, 上述的说方言经历完

全抵触圣经的明确教导, 怎可能出于神呢? 试想

想, 圣灵既然感动保罗在圣经中列出以上说方言

的四大规矩, 并强调“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

次序行”(林前 14:40), 祂又怎么会感动人不按上

述规矩地说方言呢? 这样的经历既不获得圣经

证实为“真实可信的”, 又与圣经教导有严重冲突, 

那它肯定不是出于神的圣灵, 而是“别的灵”, 甚

至邪灵.83 

                                                           
82   林前 14:26-28 是神赐给我们用来鉴定真正“从

神而来、合神心意”的方言. 不符合此资格的, 很可能是

出于自己或来自“假冒之灵”的“假方言”. 
83   例如“多伦多福气”(Toronto Blessing)中的“狂

笑、打滚、发出动物叫声”, 以及“被圣灵击倒”(Slaying 

in the Spirit)等等, 令人绝对有理由质疑这“感动人说方

言”的灵并非圣灵, 而是邪灵, 参 Nader Mikhaiel, Slaying 

in the Spirit, The Telling Wonder (NSW, Australia: Nader 

Mikhaiel, 1992), 第 158-177 页; Robert Anderson, Spirit 

Manifestations and The Gift of Tongues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35), 第 20-30 页; 简之, 以“感觉”来

鉴定“某个灵是否出自于神”, 是危险的方法, 因为连异

教的“昆达里尼觉醒”(Kundalini Awakening)过程中, 也

有看似“良好的感觉”, 如对灵界敏锐, 灵里感到安息、

舒服、充满爱等等. 故此, 单靠感觉是主观和危险的,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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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撒但选择“现代方言”的理由. 

许多人问道: “为何撒但选择‘现代说方言

运动’, 作为他欺骗和迷惑人的管道?”. 西尔瓦列

出撒但如此行的八大理由: 

1) 圣经中提及“说方言”, 所以撒但伪造它, 容易

被基督徒所接受. 

2) 说方言在初期召会中, 特别与神的灵(圣灵)

有关. 把现代方言归因于圣灵的工作, 让人容

易觉得方言是真实可信的, 乃从神而来. 

3) 说方言是听得见的(audible), 撒但伪造这可

以观察得到的现象, 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 

4) 说方言是引人注目的(spectacular), 这加强人

对它的羡慕, 提高“接受度”(acceptability). 

5) “现代的说方言”是人听不懂的声音, 无法像

外语一般可被察验, 容易瞒过人.  

6) “现代的说方言”可立刻强化假教训(错误教

义)和情绪感受, 使人易于受其影响或上当. 

7) 鬼魔容易透过“现代方言”来传达他们的教义, 

就如在神秘仪式(occult communication)所见

的, 故此方法有很强的“适应性”(adaptability).  

8) 由于说方言被视为超自然的宗教经历, 它促

进宗教之间的“转移性”(transferability), 叫不

同宗教能够彼此接纳. 

 

 

(H)  总结: 现代方言运动所带来的破坏 

撒但不在乎那些提倡或宣扬错误教义的

群体, 如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安息日会等

等. 魔鬼已胜了这些争战, 把他们牢牢握在手中. 

给他最大威胁的, 是福音派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

尊重和持守圣经教义 , 例如三一神的真理

(Trinity)、基督的神性、圣灵的位格与工作, 以

及得救全在乎基督的宝血. 虽不否认有些自称

“福音派”的信徒已受到错误道理的影响而偏离

真道, 但还有许多“福音派”信徒仍然坚守上述

基要真理. 他们就是撒但想要得着的群体. 

 

撒但主要的目的, 是要叫人偏离那尊重

和荣耀神子主耶稣的道路. 为达此目的, 他采纳

                                                                                               
有以圣经来验证, 才是最安全、最可靠的标准; 请上网

参阅 “印度教的昆达里尼邪灵是如何进入灵恩教会的?”,  

www.taiwanbible.com/web/main/blogView.jsp?ID=57928 . 

各种不同方式: 罗马天主教的迷信和谬误、异端

的亵渎, 而近代, 他以说方言和灵恩运动的其它

错误, 来迷惑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 西尔瓦指

出, 撒但借着“说方言运动”进行以下种种破坏: 

 

1) 否认基督宝血的能力和丰足性: 基督宝血已

使所有信徒“进入至圣所”亲近神, 得着各样

属灵的福气(来 10:19-22). 以说方言来获得

“第二次福气”意味着基督宝血不够丰足.  

2) 贬低基督的主权和属神的秩序: 圣经教导我

们应当敬拜和赞美的是圣父和圣子, 而非圣

灵(约 16:13-15). 但灵恩运动和“说方言的经

历”鼓励信徒敬拜和赞美圣灵, 向圣灵祷告. 

3) 否认圣灵的工作: 但人信主时, 神已借着“圣

灵的洗”把他归入基督的身体(林前 12:13), 

但灵恩派宣称要能说方言, 才获得圣灵的洗. 

4) 否认神所设立的头权之教义: 女人在召会中

开声说方言, 破坏头权的秩序(林前 14:34).  

5) 攻击或抵触神的话语: 灵恩派的说方言运动

违反许多圣经的教导(林前 14:22, 27-28) 

6) 曲解多处的圣经预言: 说方言人士常把神给

以色列的预言当作是给召会的(徒 2:16-21). 

7) 多用方言而减低圣经的重要性: 灵恩派借着

说方言来证实他们的教导, 不理圣经的教义. 

8) 在救恩方面给人虚假的保障: 让人误认为会

“说方言”就是有了得救的凭据. 

9) 在成圣方面给人虚假的保障: 让人误认为会

“说方言”是圣灵的充满, 是属灵成熟的表现. 

10) 捏造虚假的敬拜: 有灵恩派人士“说方言”时

乱喊乱叫, 随地打滚, 让人误解这就是敬拜神. 

11) 妨碍灵命的成长: 追求“说方言”导致人重视

个人的经历过于圣经的真理, 有碍灵命成长. 

12) 促进普世教会大联合运动(Ecumenicalism): 

天主教和基督教界众多宗派(包括异端和其

他宗教)都有“说方言”的经历, 让人以“说方

言”为普世教会甚至不同宗教大联合的基础.   

 

末了, 笔者相信说方言的人士当中, 有一

些是已信主得救、真诚爱主的基督徒, 因有不少

福音派里的基督徒受了误导或迷惑, 也追随说方

言的恩赐. 我们恳求所有说方言或追求方言的人

士, 在神面前谦卑祷告, 认真思考这几期《家

http://www.taiwanbible.com/web/main/blogView.jsp?ID=5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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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关方言课题的文章, 并求主透过真理的灵

(圣灵), 借着真理的道(圣经)来指引我们走在合

神心意的道路上. 谨记, 不是经历, 而是圣经, 是

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诗 119:105).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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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说方言的恩赐和 

证据性的神迹停止了吗? 

 

今日还有说方言的恩赐吗? 保罗在 林前

13:8-10 说: “先知讲道之能(KJV: prophecies)终必

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KJV: tongues)终必停止; 知

识(KJV: knowledge)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

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保罗表明“说方言之能终

必停止.” 问题是“何时停止呢?” 还未解答这问题

以前, 让我们先正确地明白 林前 13:8-10 与 12:8-

10 的微妙关系.  

 

林前 12:8-10 说: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

言语, 那人也 (希腊文: allos )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

的言语; 又 (希腊文: heteros )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

他信心, 还 (希腊文: allos )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

医病的恩赐, 又 (希腊文: allos )叫一人能行异能, 又 

(希腊文: allos )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 (希腊文: allos )

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 (希腊文: heteros )叫一人能

说方言, 又 (希腊文: allos )叫一人能翻方言.”   

 

以上共有 9 种恩赐. 圣灵妙用两个希腊字  

—  allos  和 heteros, 把以上这 9 种恩赐分成三大

组 . 这两个字在英文都译为“another”(中文译作

“也、又、还”, 意谓“另一个”), 可是两字意义有别. 

根据范氏(W. E. Vine)的著名辞典, allos {G:243}表

明量的不同 , 是同类中的另一个 (another of the 

same sort), 而 heteros {G:2087}则表明质的不同, 

是异类中的另一个(another of a different sort).84 在

这 9 种恩赐中, heteros 被用于第 2 和第 3 种恩赐

之间, 以及第 7 和第 8 种恩赐之间, 因而间接地把

这 9 种恩赐分成三大组(三大类). 第一组: 智慧的

言语和知识的言语(共两种恩赐); 第二组: 信心、

                                                           
84   William E. Vine, Vine’s Amplified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Reference ed.) 

(Iowa: World Bible Publishers, Inc., 1991), 第 36 页. 

医病、行异能、作先知、辨别诸灵(共 5 种恩赐); 

第三组: 说方言和翻方言(共 2 种恩赐). 请参下表:  

 

恩赐的分组和种类 (林前 12:4-11) 

第一组 

Allos 同类 

1.智慧的言语 (Wisdom,第 8 节) = R 

2.知识的言语 (Knowledge,第 8节) = R 

 

第二组 

heteros 不同类 

allos 同类 

allos 同类 

allos 同类 

allos 同类 

 

 

3.信心(Faith,第 9 节) = S 

4.医病的恩赐 (Healing,第 9 节) = S 

5.行异能/神迹 (Miracles,第 10 节) = S 

6.作先知 (Prophecy,第 10 节) = R85 

7.辨别诸灵 (Discernment,第 10节) = S 

 

第三组 

heteros 不同类 

allos 同类 

 

8.说方言 (Tongues,第 10 节) = S 

9.翻方言 (Interpretation of Tongues,

第 10 节) = S 

 

注(1):  

heteros 

=不同类的 

allos  

= 同类的 

注(2): 

R (Revelatory gifts, 启示性恩赐) = 3 种 

S (Sign gifts, 证据性恩赐) = 6 种 

请参附录三: 属灵恩赐的种类 

 

 

我们发现上表这三组恩赐中, 都有一种恩

赐被选为代表, 出现在 林前 13:8 中: 第一组有“知

识的言语”为代表; 第二组有“作先知”作代表; 而第

三组则有“说方言”为代表. 圣经采用这代表性的目

的, 为要教导我们一项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当“那完

全的”(指完美的圣经正典之完成)来到之时,86 作先

知讲道和知识言语, 以及两者所属的组别内其他一

切的恩赐, 都一概被废除、归于无有了. 换言之, 第

一组和第二组内所有的恩赐(共 7 种恩赐)现今已

被废除, 失去效用, 因为神完整永存的圣经正典(最

迟于主后 100 年左右)来到, 取代了这些有限和暂

时的启示性及证据性恩赐(注: 圣经就是神赐我们

最完美的启示和证据). 有关“启示性”及“证据性”

的恩赐, 请参附录三: 属灵恩赐的种类. 

 

正如上文所提过, 林前 13:8 的“归于无有”

在希腊文是 katargeô {G:2673}, 意即“废除、取

消、失去效用”. 按照希腊文法, 林前 13:8,10 的“归

                                                           
85   虽说“作先知讲道”(说预言, prophecy)主要是属

启示性的恩赐, 但它亦有作证据的功能(林前 14:22). 
86    请参本文附录二: “那完全的”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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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有”一词(希腊文: katargêthêsontai )是“未来-被

动-直说式”(future passive indicative). 这被动语态

(passive voice)是指“被废除”的意思. 被什么东西废

除呢? 林前 13:10 说: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

必被废除”(原文直译). 换言之, 先知讲道之能和知

识的言语, 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内所

有的恩赐, 是因“那完全的”来到  —  即完整圣经正

典的完成  —  而被废除, 归于无有.  

 

可是第三组的方言恩赐又如何呢? 保罗说: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终必停止”在希腊原文是  

pauô {G:3973}, 意谓“终止、静止、解除”(to stop, 

pause, make an end). 值得留意的是, pauô 一词在

希腊文圣经是 pausontai , 文法上是“未来-关身-直

说式”(future middle indicative). 这点很有意义. 约

翰·麦克阿瑟(John F. MacArthur, Jr.)正确评述说, 

“pauô 以关身语态(middle voice)出现在希腊文本

中, 意味着反身的动词(reflexive action).87 这表明

方言的恩赐会自己停止(stop itself). 它没规定何时

停止, 不过那完全的来到时, 它已不在了(自己停止

或自动停止). 历史暗示我们, 保罗写这封书信(哥

林多前书)不久后, 方言的恩赐就停止了.”88  

 

艾伦(James Allen)曾指出, 方言是自动停止

的. 何时停止? 就是当方言恩赐已完成它的目的  

—  为不信的犹太人作证据后, 就因逐渐失去它的

功用而自动停止了(注: 不像“先知讲道”和“知识言

语”在圣经正典完成后, 被动地被废除, 归于无有).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主后 70 年耶路撒冷被毁, 犹太

人的国家正式灭亡时(或在此之前), 方言的恩赐就

自动停止了. 在这方面, 来 2:3-4 是强有力的证据. 

香港建道神学院的前院长张慕皑解释道: “ ‘证

实’(来 2:3)原文一字是用过去式 (aorist tense), 显示

在希伯来书作者的时代(此书写于主后 70 年前数

年), 已不必再证实了, 而‘作见证’乃一现在式的分
词 (present participle), 与‘证实’连在一起, 显然神在

那时代已不必为已证实的事再作见证.”89 

                                                           
87   “关身语态”(middle voice)是指某个动词做在自

己身上, 或自己执行某个动词, 如英文中的 itself. 
88   John F. MacArthur, Jr., Charismatic Chao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2), 第

389 页. 此书具体详尽地论述方言这一课题, 值得一读. 
89   张慕皑著, 《近代灵恩运动》(香港: 建道神学

院, 1999 年增订版), 第 42 页. 

 约翰·麦克阿瑟(John F. MacArthur)写道: 

“根据历史、神学和圣经的证据, 我很肯定方言在

使徒时代已经停止. 它一停止, 就永久的停止. 现今

的灵恩运动并不代表圣经方言的复兴, 乃是犹如哥

林多假冒的方言.”90 他接着举出许多例证, 证实方

言的恩赐早在第一世纪时停止运作.  

 

1) 圣经的证据: 方言是一个属于神迹性和启示性

的恩赐(miraculous, revelatory gifts), 神迹和启

示的时代随着使徒的离世而结束. 新约所记载

的最后一个神迹发生在主后 58 年左右, 就是

在米利大岛上的医治(徒 28:7-10). 使徒约翰于

主后 96 年写完启示录. 从主后 58 到主后 96 年

间, 没有记载任何神迹. 神迹性的恩赐, 如说方

言和医病之能, 只被提于属早期书信的哥林多

前书. 另外两封书信, 以弗所和罗马书, 虽多方

论及属灵的恩赐, 却不论到神迹性的恩赐. 到

了那时(接近主后 70 年左右), 行异能和神迹被

视为已经过去的事(来 2:3-4; 注: 这两节的希腊

文法说明这类神迹[包括方言这证据性的神迹] 

在写此书时, 已成过去的事). 使徒的权柄和使

徒的信息不再需要加以证实. 第一世纪结束前, 

所有新约书卷已经写完, 并在各地召会中流传. 

故此, 启示性恩赐失去效用. 当使徒时代因使

徒约翰的离世而结束, 那为使徒作证的证据(指

医病或说方言的恩赐, 林后 12:12)就已停止. 

2) 方言的目的: 方言的目的是给不信的以色列人

作凭据(林前 14:21-22). 它表明神开始了一项

新的工作, 把外邦人也包括在福气里面. 这障

碍透过方言的恩赐已经挪开(注: 说方言也证明

圣灵的恩赐同样临到外邦人, 徒 10:45-46). 说

方言的恩赐不仅是象征神对悖逆国民的咒诅, 

也是神给全世界之人的祝福(笔者注: 一旦这方

面的凭据已显明, 已被公认后, 就不再需要说

方言这凭据来证实所言出自于神). 

3) 历史的记载: 历史记载说方言确实停止了. 保

罗写完哥林多前书后, 至少还写了 12 本书信, 

一次都没提到方言. 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

也从未论及方言. 事实上, 当福音信息传开后, 

方言只在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略略提到. 当

召会建立已久后, 方言恩赐便自动消失. 新约

圣经后期的书卷都没提到方言, 使徒时代过后

                                                           
90   J. F. MacArthur, Charismatic Chaos, 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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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apostolic age)也是没有 . 罗杰思 (Cleon 

Rogers)写道: “众多教父(Apostolic Fathers)的

著作中也没暗指或提到方言, 这点意味深长.” 

4) 教父的见证: 东方希腊教会的著名神学家兼希

腊教父屈棱多模(Chrysostom, 主后 347-407 年)

和西方罗马教会的拉丁教父兼神学家奥古斯

丁(Augustine, 主后 354-430 年)都认为方言的

恩赐早已废去(obsolete). 屈棱多模表明方言在

他的时代早已停止. 奥古斯丁在他的作品中亦

表示方言是专给使徒时代, 早已过去了.91       

 

  麦克阿瑟亦指出, 召会历史的前 500年, 唯

一宣称有说方言的, 是孟他努(Montanus)的跟随者, 

但这些人被看为是异端教派. 接下来是 17 世纪末, 

一个称为“塞文诺先知派”(Cevennol prophets)的组

织据说有说预言和方言的经历, 但他们大部分的预

言都没应验. 大概在同一个时期, 一个反对因信称

义的罗马天主教组织展森派(the Jansenists)也宣称

能够说方言 . 另一个说方言的 , 是美国震颤派

(Shakers)的创办人安莉女士(Mother Ann Lee). 她

自称是女性的耶稣基督, 能说 72 种语言. 过后在

19 世纪初, 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欧文(Edward Irving, 

1792-1834)和其会众也说方言和预言, 但很多都不

应 验 . 这 派人 士最 后成 为 “ 使 徒公 教会 信

徒”(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接纳一些天主教的

教义, 并教导许多错误的道理. “这一切所谓方言的

彰显,” 麦克阿瑟总结道, “是与异端、狂热分子, 或

非正统的教派组织有关. 与他们同时代、持守圣经

的正统基督徒皆判断这些组织为偏离正道的教派. 

诚然, 任何守真理的基督徒都会作出如此判断. 因

此, 我们总结说, 从使徒时代的结束, 直到 20 世纪

的开始, 并没有真正出现合乎新约教导的方言恩赐. 

它已停止, 正如圣灵所说的(林前 13:8).”92 

 

方言恩赐何时停止呢? 笔者赞同麦克阿瑟

的结论  —  方言在使徒时代已经停止! 实际上, 我

们绝对有理由相信, 它在主后 70 年之前早已停止. 

方言的目的是为要向不信的犹太人“作证据”(for a 

sign, 林前 14:21-22; 比较 赛 28:11,13)93  —  证明

说方言者所言乃出自于神(所说的信息带有神的权

                                                           
91   同上引, 第 282-285 页. 
92   同上引, 第 285-286 页. 
93   使徒行传共有三处记载方言的出现, 每处都有

犹太人在场(参 徒 2:4-5, 22-36; 徒 10:45; 徒 19:2-6). 

威), 所以一旦这方面的知识已经确立后, 就不再需

要方言的恩赐了. 到了主后 60 年左右, 神已给犹太

人足够的证据,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

灵的恩赐”(包括说方言), 为他的众使徒作见证, 证

明他们是神的仆人(来 2:4). 可惜犹太国民整体而

言, 仍然不信耶稣基督, 所以在主后 70 年, 神的审

判终于临到, 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 犹太人惨被屠

杀, 分散各地, 不再需要以说方言来证明神的审判. 

简之, 笔者认为早在主后 70 年以前, 方言已经失去

效用, 自动消失了, 正如按新约原文的希腊文法, 来

2:4 所谓神用各样神迹、奇事、异能(包括方言)为

使徒作见证一事, 是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件.94   

 

无论如何, 到了 20 世纪, 五旬节运动和灵

恩运动兴起后, 灵恩派人士却极力提倡“说方言”. 

首先是在 1901 年 1 月 1 日, 强调神医的牧师柏涵

(Charles Fox Parham, 1873-1929)宣称他为学生按

手祷告后, 学生便开始“说方言”, 因此兴起说方言

的热潮. 较后是西摩(William James Seymour, 1870-

1923)接受了柏涵有关“圣灵的洗”的道理, 结果在

1906 年的第一篇讲道, 强调方言乃灵洗的明证, 就

在亚苏撒街(Azusa Street) 312 号租地方开始聚会, 

使五旬节运动正式在这地点轰轰烈烈地展开. “说

方言”从此被大力强调, 甚至被认为是得救的证据, 

导致不合乎圣经的种种“假方言”现今遍布全地. 求

主赐我们一颗谨慎的心, 用神所默示的圣经去识别

诸灵和辨别是非, 免得我们堕入魔鬼的陷阱里. 
 
 
***************************************** 

附录二:   “那完全的”(林前 13:10)是指什么? 

 

使徒保罗在 林前 13:8-10 说: “爱是永不止

息. 先知讲道之能(KJV: prophecies)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KJV: tongues)终必停止; 知识(KJV: 

knowledge)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

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

的必归于无有了.” 第 10 节“那完全的”(KJV: that 

                                                           
94  圣经学者一致同意希伯来书写于主后 70 年(圣

殿被毁)以前(即主后 64-68 年间). 既然 来 2:4 所谓“神

用神迹、奇事、异能、圣灵的恩赐(包括方言的恩赐)为

使徒作见证”一事, 在这节原文的希腊文法上是已经成
为过去的事件, 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总结: 主后 70 年以前, 

说方言的恩赐已经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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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perfect)是指什么? 其希腊原文是 teleios 

{G:5046}, 有“完整、全备、完美、成熟”(complete, 

full, perfect, full-grown)的意思. 纵然解经家对“那

完全的”有几个看法, 但最可能的解释有二:  

 

1)  圣经正典的完成或完整(the Perfection through 

the Completion of the Canon of Scripture).95 支

持这看法的学者有 : Jack Hunter、William 

Hoste、W. E. Vine、吴主光等等.96 

2)  基督再来时的完美状况 (the Perfect State 

through Christ’s Second Coming);  支持这看法

的圣经学者有: John Heading、H. A. Ironside、

Warren W. Wiersbe、Spiros Zodhiates、David 

K. Lowery、Daniel B. Wallace、Gordon D. Fee

等等.97 

 

范氏(W. E. Vine)写道: “当使徒的见证和真

理的圣经完整时(completion of Apostolic testimony 

and the Scriptures of truth), ‘那完全的’已经来到, 暂

时性的恩赐便被废除. 因为神的灵所供应的圣经是

‘完全的、完美的’(perfect);98 不需要在其上加添或

删除什么. 这个解法与这节之前的上下文相称. 然

而 , 如果说 ‘那完全的 ’会因基督再临 (希腊文 : 

Parousia )而来到, 也是正确的. 那时召会便完整了

(completed), 被提到空中与主同在. 那时, 那些‘有

限的’将被废除, ‘完全的’将取代‘有限的’.”99   

 

                                                           
95   “圣经正典”(Canon of Scripture)是指所有新旧

约圣经的 66 本书卷, 它们皆被基督徒公认为神所默示

的话语. 须要注意的是, 基督徒的圣经正典不包括天主

教旧约圣经中的 11 本“次经”(apocrypha, 或称“旁经”, 

deuterocanonical books), 如马加比书(上下卷)、所罗门

智慧书、苏撒拿传、玛拿西的祷告、多比传等等. 
96   前三者都是奉主名聚会的杰出圣经教师. 
97   除了 Gordon D. Fee 倾向灵恩派, 上述其他圣经

学者都属信仰纯正的福音派(注: John Heading 是奉主名

聚会的著名圣经教师 ). 此外 , 威廉 ·马唐纳 (William 

MacDonald)认为上述两种解释都有可取之处, 但倾于第

二个看法, 他认为“那完全的”是指信徒所进入的完美永

恒境界(eternal state). 
98   “那完全的”原文是 teleios {G:5046}, 这一词在

新约中也用来形容圣经, 例如 雅 1:25 称神的道(圣经的

律法书)为“全备…之律法”(KJV: perfect law). 
99   William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2)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5), 第 150 页. 

 虽然以上两种看法都极有可能, 但笔者倾

向第一种看法. 苏格兰的杰克·亨特(Jack Hunter)在

其《哥林多前书注释》一书中, 提出合理的解释. 

他认为“那完全的”是指完美的圣经正典之完成, 而

非主的再来, 理由有三: 

 

1) 当新约最后一本书(即启示录)写完后, 神的启

示就完整, 达到完美的境界了(启 22:18-19), 所

以保罗根本不需要引述天堂来论到完美. 我们

不需要人告诉我们, 当我们到被提到天堂后, 

这些恩赐都会消失. 侯司特(William Hoste)在

他所著的《圣经问题与解答》(Bible Problems 

and Answers, 第 332 页)中评述道: “保罗不需

要表明这些恩赐在天堂时是不必要的. 假如你

在黑暗的郊区街道上, 遇到一个提着油灯的朋

友, 你严肃地向他表明当太阳出来后, 他就不

再需要油灯, 他会认为你的话是多余的. 不过, 

你若表明当电讯员完成他们的地方规划, 装上

电灯后, 他就不再需要油灯了. 这话便合乎常

理, 值得留意了.” 所以“那完全的”按理不应该

指主再来、召会被提、进入天堂的完美境界.      

 

2) 在众多的恩赐中, 为什么保罗提到这两种恩赐

(即先知讲道之能和知识)将被废除、归于无有

呢? 因为它们都属于启示性的恩赐(revelatory 

gifts), 神借着这类恩赐启示祂的意旨(表明祂

的意念和旨意), 直到圣经正典的完成. 论到 林

前 13:10 的“这有限的”(希腊文: to ek merous , 

KJV: that which is in part)和“那完全的”(希腊文: 

to teleion, KJV: that which is perfect), 韦弗(G. B. 

Weaver)强调: “按照逻辑, to teleion (那完全的)

所指的完全(或完整), 必须与 to ek merous (这

有限的)所指的事物同属一类(既然后者与神圣

言的启示有关, 前者也必然如此, 笔者按). 既然

‘这有限的’指属神真理借着启示方式来传达

(即借着先知讲道和知识的言语来传达), 那么

‘那完全的’就必须是指属神真理  —  整本新约

圣经100  —  完全或完整的启示.  

 

3) 启 22:18-19 表明神的启示已经完整, 不再需要

任何加添或删除. 假如“那完全的”是指主再来, 

那么先知讲道(说预言)和知识言语这两种恩赐

                                                           
100   这当然也包括它的基础书卷  —  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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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存留, 直到主再来(请参脚注的解释).101 

这意味着圣经还未完整, 神的启示将持续下去, 

直到主再来. 换言之, 主还未来之前的今天, 还

会有预言和知识的启示. 此乃灵恩派运动的错

误立场与信念.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高喊“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 Scripture Only)的口号, 

拯救了基督信仰脱离加添圣经的错误(extra-

biblical errors). 现今灵恩派人士高喊“圣经加上
神的新启示”. 此举绝对违反圣经明确的教

导.102 (若启示还会持续, 如何验证其真假?)     

 

吴主光评述道: “灵恩派的人士喜欢解为等

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时, 就是完全的来到之时. 笔

者认为这样的解释太不仔细, 一则‘完全的’这个词

在字义上未必是指主再来; 二则主再来将是所有

事物的完全了, 又何必谈及这些恩赐何时停止? 三

则保罗何必将这三种恩赐的停止时间分开来讲解? 

既然主再来就是所有恩赐的完全或停止时间, 何不

干脆一次过说, 主再来之时所有恩赐都停止了?”103   

 

吴主光继续写道: “如果我们肯正视‘那完

全的来到’的本意在上下文一贯的思想是什么之时, 

我们会发现更准确的答案. 首先我们要注意, 上文

‘先知所讲的’(即 林前 13:8 的“先知讲道”, KJV: 

prophecies)这句话, 在原文和英文圣经的原意是‘代

替神所讲的话’(请参考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里面的 Prophet and 

                                                           
101   林前 13:8 提到先知讲道之能和知识都必“归于

无有”. “归于无有”一词的希腊文是 katargeô {G:2673}, 

意谓“废除、取消、失去效用”. 林前 13:8,10 的“归于无

有”在希腊文圣经是 katargêthêsetai , 文法上是“未来被

动直说式 ”(future passive indicative), 是属被动语态

(passive voice), 指“被废除”之意. 被什么东西废除呢? 答

案是在 林前 13:10: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於

无有了(或作“必被废除了”). 换言之, 先知讲道之能和知

识的言语是因“那完全的”到来而被废除. 
102   Jack Hunter, “1 Corinthian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4), edited by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6), 第 160-161 页. 
103   召会历史的记载和其他证据显示, 这些恩赐于

主再来“之前”(而非“之时”)已终止或停止了, 且有不同

的停止时间. 先知讲道和知识的恩赐在圣经正典完成时

(主后 100 年左右)便被废除, 但说方言的恩赐比这更早

自动停止(最迟应该是主后 70 年左右), 有关这方面的论

证, 请参附录(2): 说方言的恩赐现今已经停止? 

Prophecy 篇). 先知代替神讲的话又包括预言在内. 

由此看来, ‘那完全的来到’应该是指‘神启示的话语

和预言到了完全的时候’, 亦即是圣经写完, 启示录

的预言写好, 最后由主耶稣宣告说: ‘我向一切听见

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

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

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启 22:18-19). 事实上, 自从

使徒约翰去世以后, 我们在整个教会历史里, 也再

看不见有任何先知出现, 也不再有由启示写成的经

典出现, 因为那完全的已经来到了.”104 

 

 许多信仰纯正的圣经学者认为“那完全的”

是指主再来, 因为他们觉得保罗接下去所说的话, 

只能解作主再来时的完美境界, “我作孩子(希腊原

文: nêpios {G:3516} )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

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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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12). 尤其是“面对面”和“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

我一样”一语, 使不少圣经学者(包括一些奉主名聚

会的圣经教师)认为只能指主再来的情景. 

 

 可是, 保罗引用的这两个隐喻(metaphors)

也可解为“圣经正典完全”之后所将发生的情景. 首

先, 保罗在 林前 13:11 引用“孩子”(KJV: child)的隐

喻. 这字在希腊原文是 nêpios {G:3516}, 意即“婴

孩、孩童、像婴孩的人”. 圣经多处用这字来形容

在神的道上不成熟的人(来 5:13; 弗 4:14); 换言之, 

“孩子”这隐喻与圣经(神启示的道)有关. 

 

杰克·亨特(Jack Hunter)解释说, 第一个隐

喻表明从孩童到成人, 从有限到完全的情形. 这需

要时间, 是渐进性的, 正如圣经书卷逐步完成一样. 

圣经多处采用 nêpios (中文圣经译作“婴孩、孩

童、小孩子、孩子”)一词, 来指未成长的阶段和情

况(特指在真道上不成熟, 笔者按). 来 5:11-14 论到

希伯来信徒因墨守旧约律法而无法在真道上成长. 

作者责备他们还作“婴孩”(原文 nêpios, 13 节), 并

期望他们长大成人, 不再吃奶而吃干粮(13-14 节), 

                                                           
104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香港九龙: 

角声出版社, 1992 年增订版), 第 4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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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有属灵的理解和辨别能力.105 此外, 保罗在 林前

3:1-3 揭露哥林多信徒不成熟的状况. 他们还像婴

孩(原文 nêpios, 第 1 节), 没有成长, 属肉体而不属

灵. 在 弗 4:13-15, 保罗也期望看到以弗所信徒不

再作“小孩子”(原文 nêpios, 14 节), 而是长大成人, 

如 弗 4:13 所言: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

子, 得以长大成人.”106  

 

简言之, 林前 13:11 的“孩子”( nêpios )常与

神启示的道有关. 保罗采纳“从孩童到成人”的隐喻, 

暗喻神启示的道不断渐进, 直到圣经正典的完全. 

所以“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有了完整
启示的圣经正典, 就不需要先知预言和知识言语的

部分启示之恩赐了. 这就是为什么 林前 13:10 说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那时, 

完全的便取代了有限的.  

 

 至于 林前 13:12, 杰克·亨特继续指出, 它与

天堂无关, 虽说人可以如此用它. 这节所说的镜子

代表神的道(the Word of God), 就是直到保罗写这

封书信时神已启示的道. “镜子”一词的希腊原文是 

esoptron {G:2072}, 在新约中只出现两次, 另一次

是在  雅 1:23, 亦指神的道 . 107  这节的“模糊不

清”(KJV: darkly)108字面意义是“如同猜谜”(in an 

enigma), 而“谜语”是令人困惑费解的言语, 需要进

一步阐明, 加上某些东西以解其意. 这点非常符合

我们先前的看法, 即在这些恩赐还运作的那个时期, 

基督徒拥有的只是有限或部分性的启示(partial 

revelation), 所以看着这不完整的启示, 便模糊不清, 

直等到圣经正典完成时 , 才拥有全备的启示(full 

revelation).109 到那时, 我们对许多事情才看得清楚, 

特别是末世的事因着启示录写完后, 我们才明白神

                                                           
105   作者表明作婴孩吃奶是 “不熟练仁义的道
理”(来 5:13), 并劝读者若想长大成人, 就要“离开基督道
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来 6:1). 由此可见, 长

大成人与“道理”(神的道)有密切关系. 
106   Jack Hunter, “1 Corinthian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4), 第 162 页. 
107   保罗时代的镜子是铜制的, 所以反照出的人影

便模糊不清. 当时信徒只领受神部分的启示(“有限的”), 

所以对许多事仍然模糊不清, 须等“那完全的”来到.  
108   “模糊不清”的希腊原文是 en  ainigmati ; 希腊

文 ainigma {G:135}意即“谜、隐语、暗昧、含糊的话”. 
109   Jack Hunter, “1 Corinthian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4), 第 162 页. 

永世的计划; 这如同“谜语”需等到全面阐明, 方能

看得清除, 完全明白.  

 

亨特接着写道: “这节的‘面对面’是圣经正

典完成后所带来全面清楚的启示 (full and clear 

revelation). 神的话证实此解法是合理的, 因在民数

记 12 章, 神为摩西辩护时, 宣称神给别人的启示是

用异象或异梦(民 12:6; 这与 林前 13:9,10 的“有限

的”相符, 意即模糊不清); 但他给摩西的启示却是

‘面对面说话’(民 12:8; 这与 林前 13:12 的“面对面”

相符, 意即清楚明确). 民数记 12 章与 林前 13:12

都采用相同的表达方式, 这点非常有趣.”110  

 

由于圣经说摩西“面对面”见到神(出 33:11; 

申 34:10), 有者便解释“那完全的”一定是指主再来, 

因为那时我们才能“面对面”见到主. 但摩西实际上

并没有真的“面对面”见到神, 他只见到神的背(出

33:20-23).111 换言之, “面对面”不一定照字面解释, 

它可以是一种修辞法, 表明亲密关系或清楚认识. 

感谢神, 我们现今可借着查阅神全备的启示  —  圣

经, 与神建立亲密关系, 清楚认识神的心意和计划. 

保罗接着说: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

道 ,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 上文已经提到 , 林前

13:8,9 中的“知识”和“知道”与神启示的道有关, 所

以 林前 13:12 的“全知道”是指全面知道神启示的

话语, 例如我们读启示录, 便可知道末世和永世的

光景.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圣经说我们在这方面“全

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但主是绝对性(absolute)

的全知, 而我们则是相对性(relative)的全知. 无论

是主再来之前或之后, 人永不能像神一样绝对性的

“全知”.112  

                                                           
110   同上引, 第 162 页. 
111   神对摩西说: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

的面不能存活. … 然後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

的背, 却不得见我的面”(出 33:20,23) 
112   有者辩论说我们现今靠着完整的圣经, 仍然无

法全知, 必须等到主来方能全知, 他们引证 约壹 3:2 和

约 16:22-23. 可是我们若仔细查考上下文, 不难发现 约

16:23 的“到那日”不是指主从天再来接召会, 而是主复

活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因上一节说: “你们现在也是忧

愁, 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约 16:22), 门

徒见到复活的主就喜乐了, 不必等到主再来! 此外, 约壹

3:2 说: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

体”. 这里的“像他”并非指像主的“全知”, 而是与可以亲

眼“见”到的“身体”有关  —  像主一样有复活的荣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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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 我们在上文看到, 第一个看法完

全可以合理地解释 林前 13:8-12, 而笔者倾向此看

法, 虽不全然弃绝第二个看法. 最后, 让我们以侯司

特(William Hoste)的解释作为总结. 他写道: “在 林

前 13 章, 保罗是用爱与证据性恩赐(sign-gifts)作对

比. 他说爱是永不止息, 但先知讲道之能必被废除; 

说方言之能也必停止; 知识也必被废除. ‘我们现在

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

到’, 我确定地把‘那完全的’解释为圣经正典的完成

(the completed canon of Scripture). 保罗写哥林多前

书时, 最多只有 3 本新约圣经书卷存在, 即帖撒罗

尼迦前后书, 以及雅各书. 因此, 这些证据性恩赐在

当时是需要的, 作为神给人的启示. 作先知讲道(说

预言)是给信的人作证据; 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作

证据(林前 14:22); 而知识是给信的人, 使他能在私

下明白属神的事. ‘等那完全的来到’, 即是我们手

中有完整的圣经, 神完美的启示, 我们就不再需要

暂时性的恩赐, 它们将被废除和终止.”113  

 

愿我们更加珍爱神赐给我们那完整启示和

完美全备的圣经, 更多地阅读它、牢记它、活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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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属灵恩赐的种类 

 

我们可按时间和性质两方面将之分类:114 

  

(a) 按时间而言 

1 

根

基

性 

根基性的恩赐 (Foundational Gifts) 

使徒和先知  

(Apostles and Prophets) - 包括预言(Prophecy). 

* 在时间上属暂时性(弗 2:20; 林前 12:29) 

2 过渡性的恩赐 (Transitional Gifts) 

                                                                                               
体(腓 3:21). 事实上, 笔者赞同主再来时, 我们身体改变

被提后, 肯定有更完全的知识. 即使这样, 那时我们的

“完美知识”也肯定是相对性, 而非如主一样的绝对性

(无所不知). 所以人不能用“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这一句话, 来证明此事只能发生在主再来之时. 
113   W. Hoste & W. Rodgers, Bible Problems and 

Answer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57), 第 332 页. 
114   以下图表主要参考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Things that Differs (Amainthakarai, Madras: 

Amainthakarai Gospel Hall, 1995), 第 25-26 页. 

过

渡

性 

启示性的恩赐: 知识和方言  

(Knowledge and Tongues). 

* 在时间上, 知识将必归于无有,  

方言也将必停止(林前 13:8) 

3 

连

续

性 

连续性的恩赐 (Continual Gifts) 

传福音者, 牧养者 即/和 教导者  

(Evangelists, Pastors even/and Teachers). 

* 在时间上将继续显现在整个召会时代(弗 4:11) 

 

(b) 按性质而言 

1 

 

 

 

启

示

性 

启示性的恩赐 (Gifts that Reveal) 
 

启示性的恩赐(revelatory gifts)如下: 

1. 智慧的言语(Wisdom, 林前 12:8) 

2. 知识的言语(Knowledge, 林前 2:8) 

3. (作)先知(Prophecy, 林前 12:10) 
 

功用: 透过启示性的恩赐, 神启示祂的心意, 给予

信徒指示, 直到圣经完整后才停止(因为那时已能

透过圣经来完全明白神的心意). 
 

2 

 

 

 

证

据

性 

证据性的恩赐 (Gifts that are Signs) 
 

证据性的恩赐(sign gifts)如下: 

1. 信心(Faith, 林前 12:9) 

2. 医病的恩赐(Healing, 林前 2:9) 

3. 行异能/神迹(Miracles, 林前 12:10) 

4. 辨别诸灵(Discernment, 林前 12:10) 

5. 说方言(Tongues, 林前 2:10) 

6. 翻方言(Interpretation of Tongues, 林前 12:10) 
 

功用: 透过证据性的恩赐, 神证实使徒们所获得的

启示是从神而来, 具有神圣的权威和主权. 
 

3 

 

 

 

造

就

性 

造就性的恩赐 (Gifts that Edify) 
 

造就性的恩赐(edifying gifts)如下: 

1. 执事/服事的(Ministering / Serving, 罗 12:7) 

2. 教导的(Teaching, 罗 12:7; 弗 4:11) 

3. 劝化/鼓励的(Exhorting, 罗 12:8) 

4. 施舍的(Giving, 罗 12:8) 

5. 治理/管理的(Ruling / Managing, 罗 12:8) 

6. 怜悯人的(Showing Mercy, 罗 12:8) 

7. 传福音的(Evangelists, 弗 4:11) 

8. 牧养的(Pastors / Shepherds, 弗 4:11) 
 

功用: 透过造就性的恩赐, 神造就或建造祂的召会,

使圣徒得以完全. 这类的恩赐今日仍然需要, 所以

会在整个召会时代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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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十五) 

敌基督 (下) 
 

(文接上期) 

(B) 撒但与敌基督 

 主耶稣曾说: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

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 14:30); 使徒保罗也

写道: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

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

心眼…”(林后 4:3-4).  

 

 我们在此读到魔鬼撒但的两个称号  —  

他是“世界的王”(KJV: prince of this world), 也

是“世界的神”(KJV: God of this world). 两者有

何分别? 作为“王”, 他是这世界的政治首脑; 作

为“神”, 他是这世界的宗教首领. 撒但是这世

界政权背后的黑手, 亦是这世界宗教的始作俑

者(instigator). 结果是全球的政治权势和宗教

制度将联合起来, 推动撒但的计划; 它们将同

盟敌对神和祂的基督. 

 

 基督是这世界合法的王与神; 撒但是篡

夺者, 要把原属于主耶稣的政权和敬拜都夺过

来, 归己所有. 因此, 撒但会兴起他的人, 来成

为这世界的政治首脑和宗教首领, 借此设立一

个离经背道的敬拜秩序, 并以属撒但的邪恶创

作力和大迷惑, 来维持他对人心的统治. 这两

个邪恶之首, 就在启示录第 13 章中被描绘成

两个野兽  —  第一个兽是撒但所立的“王”, 第

二个则是他兴起的“假先知”. 

 旧约但以理书记载

神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一个异象, 含盖整个“外邦人

的日期”的世界强权. 他在梦

中看见一个高大的巨像: 头

部是金, 胸膛是银, 腰部是

铜, 腿是铁, 脚是半铁半泥

(但 2:32-33). 尼布甲尼撒本

身是那金头(但 2:38); 对他

而言, 这异象的巨像是雄伟

堂皇的, 非常吸引人的目光.  

 

不过, 较后在但以理书第 7 章, 神给大

蒙眷爱的但以理另一个异象, 关乎同一时期和

事件(指同样是关乎外邦人的日期, 及在此期

间兴起的帝国政权, 编译者按). 但这次的异象

不是雄伟荣耀的巨像, 而是凶猛可怕、残暴嗜

血、杀害毁灭的四个猛兽. 这就是“外邦人的

日期”在先知的灵眼中真实的状况. 从上述两

个角度看世界政权的荣耀, 是何等大的对比! 

 

(B.1)   第一个兽 (政治的兽) 

启 13:1-2 说: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

上来, 有十角七头, 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 七

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兽,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

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我们清楚知道

将自己宝座和大权都给了兽的那头龙, 就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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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因为我们在 启 12:9 读到: “大龙就是那古

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但, 是迷惑普天下的.” 

 

 这兽所获得的大权柄是属于撒但的. 魔

鬼曾告诉主耶稣说: “这一切权柄、荣华, 我都

要给你, 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

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路 4:6-

7). 不管魔鬼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当时间和

日子距离启示录 13 章的事件越来越近时, 世

上的君主或统治者将成为魔鬼的支持者, 并从

撒但支取统治大权.  

 

 启 13:3: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

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希

奇跟从那兽.” 这就是说, 这大权势(great Power)

会如同被杀伤  —  “受了死伤”, 却复活或复

苏,115 恢复能力, 全地的人都惊奇不已!116 

 

 我们的主在世上时, 罗马帝国是当时的

政治强权. 它过后被摧毁, 现今的罗马或意大

利并非欧洲的强国之一. 然而, 将来十国联合

起来, 最终统一在一个帝国首脑(Imperial head)

的带领下, 这十国联盟将拥有罗马帝国的一切

特征; 它将行使它古时帝国的权柄, 具备压迫

和毁灭的一切权势. 罗马帝国的复兴, 岂不是

“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这仿佛一

个帝国“死而复活”. 全地的人都“希奇”. 不仅

是惊讶, 更是赞赏. 在撒但创作力的精心设计

下, 这帝国政权(Imperial Power)会吸引全地的

人, 让属血气之人引以为荣(所以他们便“跟从

那兽”, 就是“十国联盟”或称“复兴的罗马帝国”

之最高领袖, 编译者按).117  

 

 启 13:4: “又拜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

柄给了兽, 也拜兽, 说: ‘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

                                                           
115   启 13:3 说: “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

伤”. “七头”可指七个王(kings, 启 17:10)或七王的国度

权势, 即七个王国(kingdoms, 就像“金头”代表巴比伦王, 

同时也代表他的王国巴比伦, 参 但 2:38-39). 
116   附录一: 那兽会否是个复活过来的人? 
117   附录二 : 十国联盟(敌基督的国 /复兴的罗马帝国). 

交战呢?’ ” 他们敬拜“这世界的神”. 这强权或

势力产生庞大力量, 普遍被认为天下无敌. 向

这强大权势开战简直自寻死路. 想想今日在欧

洲大陆, 扣除俄罗斯的大军后, 仍有多少百万

大军. 试想象这些军队联合在一个领袖的统管

下, 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 谁会不惧怕它的权

势? 难怪不信的以色列民也要与这强权立约. 

 

 启 13:5-7: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

口,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

月.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并

祂的帐幕,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

圣徒争战, 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伏各

族、各民、各方、各国.” 

 

 “凡住在地上”是启示录中不断重复的

独特词语(启 6:10; 8:13; 11:10; 13:8,12,14; 14:6; 

17:2,8). 它的意思是那些已在地上安顿定居的

人. 他们可能是挂名的基督徒, 但圣经论到这

类的人说: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

是自己的肚腹.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
以地上的事为念”(腓 3:19). 

 

若他们安下心来在地上定居, 这就是一

个清楚的记号, 证明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在羔羊

的生命册上. “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

他”(启 13:8). 它并非表示羔羊从创世以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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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人的名字从创世以来被记在生命册上

了. 启 17:8 也有类似的词语.118     

 

 奇妙的是, 这生命册也是死亡册, 因为

它是被杀之羔羊的册! 借着祂(神的羔羊主耶

稣)的死, 我们才能被记在有永生的活人当中.  

  

 

(B.2)   第二个兽 (宗教的兽) 

 接下来, 我们读到第二个兽: 

 启 13:11: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

有两角如同羊羔, 说话好像龙.  

 启13:12: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 施行头一个

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启13:13: 又行大奇事,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

从天降在地上.  

 启13:14: 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

事,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说: “要给那受刀

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  

 启13:15: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像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

杀害.  

 启13:16: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启 13:15 说: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像

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请留意, 是“叫兽像有生

气(breath)”, 不是有生命(life).119 神没有把赐生

命的权柄分给撒但 . 启 13:16 所提到的“印

记”(mark)可能在右手上(较不容易被看见), 也

                                                           
118   启 17:8: “你所看见的兽, 先前有, 如今没有, 将

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又要归于沉沦. 凡住在地上、名字

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 见先前有、如今没

有、以後再有的兽, 就必希奇.” 
119  KJV: “And he had power to give life unto the 

image of the beast…”; 《英皇钦定本》(KJV)这节译成

“生命 ”(life) 并不正确 , 其页边 (margin) 旁注作 “气

息”(breath)才是正确的. 中文圣经《和合本》正确译作

“气息”, 其他译本如 NKJV、NIV、Darby、NASB、

ASV、RV 等等也译作 breath (气息).   

可能在头额上(显然可见), 但两者的后果都是

一样(有此印记的人可作买卖暂时生存, 却失

去“头一次复活”的机会, 最终面对永远火湖的

审判, 启 20:4-6, 12-14). 不管是隐秘或公开的, 

受兽印的人便是撒但邪恶权势的奴仆. 

 

启 13:17 记载: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

名或有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作买卖.” 那时的政

经世界将联合抵制没有兽印的人. 这就是普世

联合制度最终的目的. 这看似“高级的特权”并

没带来自由, 而是使人陷入奴役.  

 

启 13:18 进一步表明: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

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这里有 6 个

“六”, 我不打算

在此详细解释

它的含意, 只想

指出数字 “六 ”

在圣经中与人

有关(人是在第

六日被造, 创 1:26,31), 或关乎人的工作, 因为

圣经说: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出 20:9). 

 

人从未达到完美的数字  —  “七”. 人在

六日劳碌工作, 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到第六日

(第七日必须停工安息), 意味着人一切工作的

总和, 包括人的技能、科学及政治的总和, 都

是 666, 然后一切都被打得粉碎, 让路给神子

(主耶稣)的完美工作和全新的创造. 对于 666

这神秘数字, 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解释, 但我相

信神无意要求我们明白很多预言的细节, 直到

适当的时候才会显明. 那时, 那些常在主的隐

秘处, 灵眼蒙主所膏的人, 就会对这些预言细

节一目了然. 它们就不再需要被人凭空猜测, 

反倒充满实际性的价值, 满有所需的教训. 

 

读者一定留意到启示录第 13 章有两个

兽. 第一个兽属政治权势, 第二个则属宗教信

仰; 两者结为同盟  —  他们一同行动, 彼此扶

助. 第二兽宣告所有人必须敬拜第一兽, 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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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住在地上的人给第一兽作个像. 第二兽施

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意味着第一兽的所有

军事权势都作第二兽的靠山. 第二兽也有能力

行“大奇事”, 使那像有“气息”而能够说话. 他

又叫一切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第二兽符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2 章所

描述的“大罪人”、“沉沦之子”(帖后 2:3)、“不

法的人”(帖后 2:8):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但

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

事,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

诡诈”(帖后 2:9-10). 我不怀疑此人就是敌基督

(the antichrist)  —  就是那位获得离经背道的

犹太国民所信任的人  —  那位假先知、欺骗

者, 并会在适当时候背叛和迫害犹太国民[编

译者注: 但有很多圣经学者持有不同看法, 认

为第一个兽才是敌基督, 请参本文附录四].120 

  

我们在 约 5:43 读到主耶稣说: “我奉我

父的名来, 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有别人奉自己

的名来, 你们倒要接待他.” 这位就是“奉自己

的名来”的人. 他行奇事, 但它们是属破坏性的

神迹. 这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形成何等鲜明的

对比. 主耶稣的神迹都是属恩惠性的, 唯有一

次咒诅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太 21:19-20). 尽管

如此, 所咒诅的对象是树, 而不是人. 主所行的

大奇事皆属救赎性的; 为要废除罪和撒但所造

成的破坏. 主是在摧毁魔鬼的工作. 

 

在但以理书 11:36 中, 这同一个人被称

为“王”(the king).121 这位王与 帖后 2:8 的“不

法的人”是同一者. 论到这王, 但 11:37 说: “他

必不顾他列祖的神”(注: “他列祖的神”是指犹

太列祖的神). 这表示敌基督一定是犹太人. 除

了否认耶稣是基督之外, 此人还把旧约圣经抛

在后头. 可悲的是, 这样的人竟被犹太国民所

                                                           
120   有关“敌基督”(Antichrist)的身份, 请参本文附录

四: 敌基督是“第一个兽”还是“第二个兽”? 
121   但 11:36: “王(the king)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 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 他必行事

亨通, 直到主的忿怒完毕, 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信任、信靠, 并给予他像神一般的尊重; 不信

的犹太人跌入的背道之谷, 是何等的深啊!122  

 

 结束前, 我请你留意在末日时将出现的

合一. 我们在 启 17:13 读到兽的十角所代表的

十王: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

那兽”,  这是属撒但的邪恶合一. 神使他们同心

合意, 来成就祂的旨意, 这是十王本身所不晓

得的(启 17:17: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 遵行

祂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给那兽, 直等到神的话

都应验了”). 他们同心合意所要成就的神旨意

是什么? 显然, 答案是毁灭那个骑在兽上的女

人(参 启 17:3). 

 

 在圣经的预表(typology)中, 女人常被用

来代表宗教制度. 这个女人骑在兽的身上, 以

此控制他, 或操纵世界政权. 

“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

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启

17:6; 又与地上的君王行淫, 

启 17:2). 从上述种种特征看

来, 这女人代表离经背道的

基 督 教 世 界 (apostate 

Christendom), 以罗马为它的中心和全面发展. 

 

 有不少人推断说教皇(教宗, Pope)或罗

马教会(the Church of Rome, 罗马天主教)是敌

基督. 不过, 如果女人是代表罗马教会作为一

个宗教制度, 那么, 这个制度就不是敌基督, 因

为“七头十角的兽”才符合关于敌基督的描述

(意即此兽就是敌基督), 而此兽“必恨这淫妇, 

使她冷落赤身 , 又要吃她的肉 , 用火将她烧

尽”(参 启 17:16).  

 

 简之, 罗马天主教(Romanism)与其他基

督教世界的背道制度可以合并, 并获得大权势,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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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tichrist” 

(Chapter 7),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343-3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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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尼禄 

甚至掌控列国的政治动向; 但这压制久而久之

累积怨恨, 使人对她感到愤怒. 她曾活活烧死

许多殉道者(可参中世纪的教会历史), 最终自

己也要被冷落, 甚至被火烧尽.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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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那兽会否是个复活过来的人? 

 

启 13:3 说: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

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希

奇跟从那兽.” 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此节暗指敌基

督仿效主耶稣的“死而复活”. 潘德科(J. Dwigtht 

Pentecost)写道: “不少解经家

根据 启 13:3 及 17:8, 认为那

要掌权的兽曾死去, 撒但却

使他复活, 因此得到很多人

支持(拥戴). 不少人认为这兽

就是复活的尼禄(Nero). 另一

人坚称他是复活的犹大. 又

有人坚持他是个复活的人, 但不去估计(猜测)他

是谁. 因此, 我们的问题是: 他会否是个复活过来

的人, 模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潘德科继续指出, 虽然

此人是因撒但的运动兴起(启

13:2), 且曾受死伤并得医治

(启 13:3), 又是来自无底坑(启

17:8); 然而, 基于以下理由, 最

好不要看他为死而复活的人. 

 

1) 启 13:3 及 17:8 解释兽是一个组合的国度. 至

于得医治之意, 似是指一个衰亡已久的外邦

国家重新得势. 

2) 启 9:11 称撒但为“无底坑的使者”(注: 此“无

底坑”希腊文是 abussos , 即英文的 abyss ), 

所以 启 17:8 并不是说这帝国的领袖从无底

坑而来, 而是由撒但兴起的. 

3) 圣经揭示, 人是因神儿子的声音才能从坟墓

中出来(约 5:28-29). 撒但没有能力赐予生命. 

只有基督拥有真正复活的能力, 撒但不能使

人复生. 

4) 恶人要到白色大宝座出现时, 才复活受审判

(启 20:11-15). 如果有一个恶人在这时(指七

年灾难时期)复活, 便破坏神预定的复活计划.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 潘德科和一些圣经

学者认为那兽不是一个真正“死而复活”的人.123 

尽管如此, 我们不否认此人可能“假死和假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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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   十国联盟 

(敌基督的国 / 复兴的罗马帝国) 

 

(A) 七头十角的兽  

1) 神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梦见一个由四种金属造成的巨像. “这像甚高, 

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状甚是可怕. 这像

的头是精金的, 胸膛和膀臂是银的, 肚腹和腰

是铜的,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 

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

半泥的脚上, 把脚砸碎; 于是金、银、铜、

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禾场上的

糠秕, 被风吹散, 无处可寻. 打碎这像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但 2:31-35). 

2) 马唐纳指出, 这像代表四股敌对神的外邦势

力, 将统治全地, 管治犹太人.  

a) 第一部分是金制的, 代表巴比伦帝国, 尼

布甲尼撒这个极权的独裁者就是那金头

(但 2:38);  

b) 第二部分是银制的, 代表波斯帝国(或称

“玛代波斯”), 一只手臂代表玛代, 另一只

代表波斯;  

c) 第三部分是铜制的肚腹和腰, 代表希腊帝国.  

d) 第四部分是铁制的双腿和双脚, 双腿代

表罗马帝国在东方和四方的势力(东罗马

和西罗马). 半铁半泥的双脚用来描述一

些圣经学者所谓的“复兴的罗马帝国”(the 

Revived Roman Empire). 

3) 马唐纳写道: “留意金属价值的减递而力量的

递增(除了半铁半泥的双足), 也留意人以珍

                                                           
123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

书室, 2001 年)， 第 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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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来描述他的帝国, 而神却用野兽来描

述同样的帝国(但 7:1-26). 主耶稣就是那非

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祂将毁灭那四个国家, 然

后统治全地(开始了千禧年国), 祂的国度将

屹立不倒, 直到永远(注: 一千年的千禧年国

度结束后, 祂的国权没有终止, 祂将继续在新

天新地中统管万有, 所以说祂的国度是屹立

不倒, 是永远的国度)”124 

4) 启 17:10 表明历代以来敌对神的大国势力,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

坐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 必

须暂时存留. 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

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归于沉沦. 你

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得国, 

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 与王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

兽”(启 17:9-13). 
 

有关“七头”的解释:   “七头是七座山或七个

王国(kingdoms). 这回顾过去的发展. 许多帝

国出现在过去的历史, 但只有那些还发展到

末世的才包括在

内 . 许多学者指

出, ‘五位已经倾

倒了’, 即埃及、

亚述、巴比伦、

波斯、希腊 , 这

些王国曾逼迫以

色列人 , 或在历

史上有重要角色, 其中一些尝试除灭以色列

国. ‘一位还在’是指罗马, 因为约翰写启示录

时是罗马帝国大有权势的时代. 这是第六个

头(第六位王), 第七个头是所谓的‘一位还没

有来’, 即十国联盟(ten kingdom confederacy, 

或称“复兴的罗马帝国”). 它将会在经济或其

他方面垮掉或败落(启 13:3: “我看见兽的七

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 但被那野心勃

勃的兽(the beast, 政治强人)接管后, 一切都

                                                           
124   马唐纳著, 《活石旧约圣经注释》(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6 年), 第 1041 页. 

成功兴旺起来  —  这就是第八位. 那兽代表

王和他的王国, 因这位统治者组成帝国.” 125  

 第一位王(第一王国)  = 埃及  – 由法老

(Pharaoh)代表 

 第二位王(第二王国) = 亚述 – 由西拿基

立(Sennacherib)代表 

 第三位王(第三王国) = 巴比伦 – 由尼布

甲尼撒(Nebuchadnezzar)代表126 

 第四位王(第四王国) = 波斯 – 由古列/

居鲁士(Cyrus)代表 

 第五位王(第五王国) = 希腊 – 由亚历山

大(Alexander)代表 

 第六位王(第六王国) = 罗马  – 由凯撒

(Caesar)代表127 

 第七位王(第七王国) = 十国联盟 (俗称

“复兴的罗马帝国” ) 

 第八位王 = 那兽和他所组成的帝国 (注: 

请参以下有关“兽”的解释)  

 

有关“兽”的解释: 启 17:11: “那先前有如今

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归于沉沦.” 值得注意的是, “那先前有如

今没有的兽”与 启 17:8 有关: “你所看见的兽, 

先前有, 如今没有,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这

十国联盟的领袖(“先前有”)可能被戏剧性地

暗杀, 消失了一段时间(“如今没有”), 过后他

奇迹般地“复活”(启 13:3: “有一个似乎受了

                                                           
125   Samuel W. Jennings, Alpha and Omega (Belfast: 

Ambassador Productions Ltd., 1996), 第 276 页. 
126  根据威明顿, 这四大帝国的时期为: (1) 巴比伦

(主前 625-539 年); (2) 波斯(主前 539-331 年); (3) 希腊

(主前 331-323 年); (4) 罗马有三个时期: (a) 第一时期: 

最初建立帝国期(主前 300 年直到主后 476 年); (b) 第二

时期: 有影响力的时期(主后 476 年直到现今): 至今仍

有的影响如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罗马教会的首府梵

蒂冈、罗马法律、罗马言语(拉丁语)、罗马军队的军阶; 

(c) 第三时期: 复兴的罗马帝国(召会被提直到哈米吉多

顿大战).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993 页.  
127   “第一位王”至“第六位王”这六个王国是由六位

王所代表, 文中的人物名字由艾伦(James Allen)所建议. 

James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7), 第 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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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那兽“将要从无底

坑里上来”, 表明那人(政治强人/敌基督?)不

仅是第七位王康复起来(可能只是看似复活, 

而非真正复活), 而该被视为第八位(与之前

的七位有不同之处). 换言之, 这位复活后的

人虽然并非与“复活”之前完全不同(是同一

个人,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可是, 他还是有

不同之处(似乎变成另一个人, 有更大的能力, 

也更加邪恶; 他可能被无底坑上来的兽背后

的邪灵所附身, 完全受他控制).  

 

艾伦写道: “这人已经历了改变; 他‘死而复

活’之后, 不仅是撒但的代理人, 更是撒但全

面控制的人. ‘八’这数字在圣经中与复活有

关[注: 耶稣基督在第八日复活], 那兽是‘第

八位’, 宣称自己是复活的人 (注: 这节的‘八’

字在希腊原文是指阳性的人. 但‘头’和‘国’在

希腊原文都是阴性的). 借着宣称自己是从坟

墓里复活的人, 他要求全地的人敬拜他(帖下

2:4), 而许多人会相信他的谎言(帖下 2:11). 

无论如何, 他的终局是‘归于沉沦’ ”.128 撒但

叫那人(敌基督/假基督)“复活”, 可能是要模

仿神所做的  —  叫基督复活..     

 

5) 十国联盟最高领袖敌基督出自“但支派”吗? 

【以下资料摘自洪鼎翀所著的《末日浩劫

1》, 第 159-179 页】129 

a) 一些学者认为, 敌基督很可能出自“但支

派”, 因为 启 7:4-8的 14 万 4 千见证人当

中, “但支派”不见了, 原因是“但支派”乃

是“犹奸”  —  犹太人当中的奸细和背叛

者.【《末日浩劫 1》, 第 161 页】  

b) 创 49:17: “但(但支派)必作道上的蛇, 路

中的虺, 咬伤马蹄, 使骑马的坠落于后”130 

                                                           
128   同上引, 第 427 页. 
129   洪鼎翀著, 《末世系列第一集: 末日浩劫》(新

山: 人人书楼, 2014 年第二版), 简称《末日浩劫 1》.  
130   创 49:18 提到“等候神的救恩”, 表明仍有人仰

望和等候神的恩典, 而神仍存留恩典给这支派的人. “但

支派”虽因背道而没出现在 14 万 4 千见证人名单中(仿

佛被神除名), 可是在神的恩典中, 仍有“但支派”的人在

灾难时期借着 14 万 4 千见证人(启 7:3-4)或“两个见证

c) 约主前 931 年, 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 

南国有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 北国有

其余十个支派. 

d) 北国创始人耶罗波安一世在“但支派”境

内(王上 12:29), 另立祭坛和祭司, 叫百姓

到那里拜金牛犊(王上 12:28-33), 也使过

后的北国列王继续犯这拜偶像的大罪(王

下 10:29) [注: 启 7:4-8的名单中, 除了没

有但支派的名字(改成玛拿西), 也没有玛

拿西支派的名字(改成约瑟), 主要原因可

能是耶罗波安来自“以法莲支派”(王上

11:26; 12:25), 大大影响以法莲人陷入拜

偶像的罪中]    

e) 北国被亚述灭国后, 北国的以色列人被

掳至亚述. 多年以后, “但支派”很多后代

迁移至欧洲的丹麦(Danmark),131 后来有

大部分“但支派”的人从丹麦迁至德国一

带, 与挪亚的子孙阿肯纳西人(Ashkenazi)

通婚, 自称是阿肯纳西犹太人(Ashkenazi-

Jews, 即德系犹太人). 

f) Ashkenazi 在希伯来文就是德国. 但严格

来说, 德国的“阿肯纳西犹太人”已不是纯

正的犹太人了. 他们非常仇视另一派“塞

法迪犹太人”(Sephardic-Jews, 西班牙系

犹太人, 也被称为拉丁系犹太人). 塞法迪

犹太人还保留纯正犹太血统, 坚决抵挡

“阿肯纳西犹太人”所笃信和高举的《塔

木德》(另译《塔穆德》, Talmud).132  

g) 阿肯纳西犹太人反对基督信仰、耶稣基

督、个人的权利和民主自由. 他们持守

《塔木德》和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

                                                                                               
人”( 启 11:3)所传的道而悔改归信, 所以“但支派”的名

字也出现在千禧年国度里分地为业的记载中(结 48:1-2). 
131   Dan = 但, Mark = 印记, 所以丹麦(Denmark)就

是“但印记”, 而丹麦有许多“但支派”的后代.【《末日浩

劫 1》, 第 161 页】 
132   “塔木德经 ”(Talm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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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曾责备法利赛人注重祖宗的遗传

(可 7:8-9,13), 而“许多祖宗口传的遗传和教训, 都是从

《塔木德》来的, 且与摩西律法, 即《妥拉》(Torah)相

互抵触.” 【《末日浩劫 1》, 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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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ala)的教训.133 这《塔木德》和犹太

神秘哲学的教训反对耶稣基督, 公开承

认“路西弗”(或译: 路西法, Lucifer)是神

[注: 路西弗是撒但的别名, 他们就像主耶

稣所说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

人”, 主又说: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

撒但一会的人”(启 2:9; 3:9) ].   

h) 阿肯纳西犹太 人拜 的是 “ 悲号吽 ” 

(Baphomet), 也就是“阿撒泻勒”(Azazel), 

是一个半男半女、半人半兽的高层次堕

落 天 使 . 134  [ 注 : 

《以诺书》记载阿

撒泻勒是堕落天使

的领袖. 这群堕落

天使在挪亚时代 , 

与地上女人苟合

(创 6:4). 阿撒泻勒

教导人远离神 , 面

对阿撒泻勒对人类

堕落所带来的邪恶

影响, 神最终用洪

水灭世].【《末日浩劫 1》, 第 163 页】 

i) “锡安主义运动”并非“塞法迪犹太人”发

起的, 而是“阿肯纳西犹太人”受到“光明

会”(Illuminati)极力推动而成立的. 他们

想在地上建立一个所谓永恒的“弥赛亚

国”, 称为“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简称 NWO). 

j) 洪鼎翀评述道: “锡安运动以控制世界经

济和金融、宗教政治、地球资源、国际

法律… 等为己任. 有 300 名成员的犹太

神秘哲学委员会 , 对建立一个全新规

划、受控的全球社会深感兴趣.” 【《末

日浩劫 1》, 第 164 页】 

                                                           
133   根据洪鼎翀, “犹太卡巴拉哲学充满了巫术和对

鬼魔敬拜的记载, 充斥了交鬼仪式的描写.” 【《末日浩

劫 1》, 第 168 页】 
134   洪鼎翀指出, 赎罪日要选两只公山羊, 一只被杀

为以色列人赎罪, 另一只送到旷野归于“阿撒泻勒”(利

16:6-10). 归于”阿撒泻勒”的山羊被放逐(scapegoat)于旷

野后, 最终堕崖丧命. 丧命之处就叫“阿撒泻勒”. 【《末

日浩劫 1》, 第 163 页】 

k) 论到 启 13:1 的兽, 洪鼎翀写道: “这里所

说的兽, 是指敌基督. 他要从地中海, 就

是古罗马的版图, 正是今日的欧盟和中

东地区出来. 他靠家族全世界经济的力

量, 先捞到欧盟地区政治的成本, 统治了

欧盟, 进而伸延至古罗马版图的殖民地, 

得到北美联盟(加拿大、美国、墨西哥)

和南美列国的统治权. 到了最后, 敌基督

的势力要扩充到非洲联盟、亚洲和太平

洋联盟, 直到统治全世界为止.” 【《末日

浩劫 1》, 第 169 页】 

6) 不少圣经学者认为, 在末日将出现的“十国联

盟”(或俗称“复兴的罗马帝国”)很可能就是

“欧盟”, 或是共济会所划分的“世界十大区

域”. 下文将简述欧盟. 

 

(B) 欧盟 (EU, EUROPEAN UNION)  

以下资料改编自黄丹尼于 1992 年所著的

《末世大灾难》: 

 

(B.1)   罗马城 

1) 罗马城立于主前 753 年, 四面环山, 故有“七

山城”之称(比较 启 13:1 的“七头”). 

2) 主前 31 年: 罗马兴起成为新兴王国. 

3) 主后 117 年: 罗马王 Trajan 把罗马帝国版图

扩展到最大境界. 

4) 地中海争霸史上 , 罗马帝国是唯一占有欧

洲、亚洲、非洲的大帝国.135 

5) 主后第 4 世纪(主后 395 年), 罗马帝国分裂

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正如巨像

的“两只脚“所象征的, 但 2:33). 

6) 主后 476 年, 罗马帝国被北部的德意志部落

民族推翻. 

                                                           
135   许多罗马皇帝都是严厉逼迫基督徒的: (1) Nero 

(主后 54- 68); (2) Domitian (主后 81-96); (3) Trajan (主

后 98-117); (4）Marcus Aurelius (主后 161-180); (5) 

Severus (主后 193-211); (6) Maximinius (主后 235-238); 

(7) Decius (主后 249-251); (8) Valerian (主后 253-260); 

(9) Aurelian (主后 270-275); (10) Diocleation (主后 284-

305); (11) Galerius (主后 305-311). 但在主后 324 年, 罗

马王君士坦丁(Constantine)把基督信仰宣布为国教. 无

论如何, 在政教合一下, 种种政治制度(如等级制度)和异

教做法(如拜偶像)被引进召会, 导致召会变质, 逐渐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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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任罗马王其名为: Romulus (拉丁文), 他

要其子民敬拜他如神, 以此名作为罗马城好

罗马国的命名, Roman 一词又因此而来. 

8) 在第二世纪时, “Romulus”一字的正式希腊文

原译是: I (英译: Lateinos ), 其数

值加起来 = 666 [ (=30) +  (=1) + (=300) 

+ (=5) + (=10) + (=50) + (=70) + (=200) 

= 666 ] 

9) 罗马只用 6 个字母作为主要的数值: I (=1), V 

(=5), X (=10), L (=50), C (=100), D (=500); 这

六个字母数值加起来 = 666 136 

 

(B.2) 欧盟的前身 

1) 欧洲在世界第二大战(1939-1945 年)结束后, 

分裂为东西两部(东欧和西欧). 

2) 西欧一批国家用了不到 30 年的功夫, 就并凑

起“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 

3) 1957 年 3 月 25 日: 欧洲 6 国在罗马城

(Vatican)签订了“罗马条约”(Treaties of Rome, 

被称为“欧洲共同体合约”), 其目的是: 经济

和政治的合一.  

4) 1958 年组成 “欧洲经济共同市场 ”(EEC,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此乃欧盟的

雏形. 1993 年, EEC 改名为“欧盟” (European 

Union, 简称 EU).  

5) 欧盟在 1986 年共有 12 个成员国, 其总部设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of Belgium): 

                                                           
136   以上资料摘自 黄丹尼著, 《末世大灾难》(台

北: 导向杂志社, 1992 年再版), 第 96-98 页. 

a. 1957 年: 6 国: 意大利、法国、德国、比

利时、荷兰、卢森堡 

b. 1973 年: 另 3 国加入: 英国、丹麦、爱尔

兰 

c. 1981 年: 另 1 国加入: 希腊 

d. 1986 年: 另 2 国加入: 葡萄牙、西班牙137 

 过后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陆续加入 , 

壮大欧盟. 

 2013 年, 随着克罗地亚加入欧盟, 欧盟的

成员国增加到 28 个. 

 2016 年 6 月 24 日, 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

盟, 并开始协商达成退出欧盟协议 

6) 欧元(Euro)在 1979 年正式启用, 在欧盟 28 个

成员国当中, 共有 23 个国家采用欧元, 而英

国、瑞典和丹麦决定暂不加入欧元区 . 

【《末日浩劫 1》, 第 256 页】 

 

(B.3) 欧盟的经政统一和军事力量 

1) “罗马条约”下经政统一(货币、交通、人员

等等), 并成立: 

a.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Commi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部长由不同国所

代表 

b. 欧洲共同体法院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c. 欧洲议会  (European Parliament): 共有

434 名议员(由不同国所代表) 

d. 欧洲投资 银行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负责个成员国的各种债务好投资

事务. 

* 还有其他如: 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欧洲科

技委员会、欧洲大学研究所… 

2) 北大西洋条约组织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 缘起: 1949 年发起并签约于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Brussels) 

b. 宗旨: 同意任何盟国受到外界攻击时, 采

取统一行动反击 

c. 成员: 16 国 (EEC 之 12 国, 除了爱尔兰), 

加上另五国(美国、加拿大、挪威、土耳

                                                           
137   同上引, 第 103-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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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冰岛) [注: 其成员国过后继续增加, 

2017 年增至 29 个]  

d. 北大西洋条约组织(NATO)旗下的组织: 

1. 北大西洋理事会  (North Atlantic 

Council): 是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 由

16 国派出 16 名永久性代表组成, 对

联盟的军事/政治/经济进行研讨, 并

向有关会员国提供建议. 理事会下设

立了: 国防计划委员会、核武计划委

员会等等. 

2. 军事机构 (Military Organization): 由

各会员国的总参谋长联合组成, 每年

开会两次, 共同制定防务计划, 并向

联军最高统帅提出建议. 

e. 活动: 保持常规战备, 策划核对抗的部署, 

监视东西方的政治形势, 在军事谈判上

协调各会员国的立场与观点, 交流联盟

中的军事技术并使在军事上落后的会员

国得到援助. 

f. 附设机构(简述其中几个): 

1. 北大西洋防空预警系统  (NAPMO): 

统一负责联盟的防空预警, 包括对敌

方空对地、地对地、海对地等等导

弹基地的监视. 

2. 联合武器供应机构  (NAMSO): 准

备、储存作战武器、火箭及电子设

备, 以备一旦需要时供应联合部队. 

3. 中欧军事后勤运作机构 (CEOA): 主

管中欧八国军事油管, 负责战争发生

时燃料的联合供应. 

4. 总体通讯系统 (NICSO): 负责统筹计划

与运作联盟统体的通讯系统, 包括地

面及卫星的各种发射与接收装置, 务

使一切军事行动得到及时的反应. 

5. 联合海军通讯机构 (ANCA): 对联盟各

国的海上舰队负责相互间的通讯交换. 

6. 北大西洋联合国防学院 (NADEFCOL): 

负责培训各国军事人员. 

7. 军事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STC): 集中

专家, 负责指导和交流最新军事情报138 

3) 欧盟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力量绝不容

忽视, 详情可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欧洲联盟 . 

 

(C) 光明会和共济会  

洪鼎翀在《末日浩劫》一书中写道: “敌

基督必须是犹太人, 从古罗马的版图出来, 有着

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犹太人关系, 高抬自己、

背板神… 敌基督出来的时候, 那时的世界会划

分为十大区域(Ten World-Regions)… 这是共济

会 33 级最高成员(他们均属光明会的理事), 把

全球划分成十个区域, 如但以理异象所述的巨像

的双脚, 有十个脚趾. 每区域由五位光明会成员

负责, 而在全球十个‘五人领导小组’之上, 是罗

斯柴尔德家族五大家庭的后人” 【《末日浩劫

1》, 第 169-170 页】 

 

(C.1)   罗斯柴尔德家族 (Rothschieds) 

1) 在 14 万 4 千见证人中, 没有但支派, 因为这

支派甘愿被撒但所利用, 去破坏神的计划. 雅

各临终的预言, 暗指但支派日后会如“蛇”一

般地抵挡和破坏神的作为(雅 49:17). 

2) 但支派的后裔, 大半都属于“阿肯纳西犹太

人”, 当中最显著的人物, 莫过于德国的罗斯

柴尔德家族.  

3) 据说天使时常向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 1744-1812)显现, 传授操纵金融和

黄金市场的秘诀, 使他飞黄腾达. 他五个儿子

也在欧洲金融界大显神通, 使之成为 19世纪全

球最富有的家族. [注: 据说天使不断向老罗斯

柴尔德“显现”, 逐步向他透露“拯救世界的计

                                                           
138   黄丹尼著, 《末世大灾难》, 第 106-111 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欧洲联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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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会的会员摆出“山羊头”的手势作为彼此相认的暗号 

划”, 甚至告诉他弥赛亚救主要从他的“子孙”

中出现. 他的家族以慈善家的姿态在世界各

地出现, 用财富为“世界救星”铺路 ] 

4) 老罗斯柴尔德过后还得着“天使”的指引, 接

触了“光明会”(Illuminati) 【《末日浩劫 1》, 

第 180-188 页】(注: 按照天使的指引来看,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天使是撒但或邪灵所装

作的“光明的天使”, 林后 11:14).  

 

(C.2)   光明会 (Illuminati) 

1) 光明会 (Illuminati)也译为 : 光照派、光明

派、光明社等等. 

2) 光明会的灵魂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左汉伟豪特

(Johann Adam Weishaupt, 1748-1830). 他从

老罗斯柴尔德财物上的支持, 在德国巴伐利

亚(Bavaria)成立光明会的组织, 老罗斯柴尔

德一直在幕后控制. 

3) 光明会共分为七大部门: (1) 秘密组织部; (2) 

金融与财务部; (3) 教育部; (4) 政治部; (5) 宗

教部; (6) 研发部; (7) 情报部.  

4) 一些世界著名的团体或组织已被光明会渗透

管辖, 例如: (a) 共济会(Freemasonry)、骷髅

会 (Skull & Bones) 、 波 希 米 亚 俱 乐 部

(Bohemian Club)是属于光明会的“秘密组织”; 

(b)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s)、世界银行(World Bank)

是属于光明会渗透的“金融与财务组织”; (c) 

联合国教科组织(UNESCO)是属于光明会渗

透的“教育组织”等等. 

5) 洪鼎翀写道: “光明会现在筹划着第三次世界

大战, 想带入一个‘大同世界’, 以便一统全球

的经济、政治、军事、教育、艺术、音乐、

医药等各个领域. 他们遵照塔木德的教训, 为

路西法(路西弗, Lucifer)铺路, 把‘世界救星’

带上舞台. 光明会的差役, 正利用犹太复国主

义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冲突, 激起彼此间的

矛盾和仇恨, 策划发动一场世界大战. 这紧张

的局面, 已经成功地散播到世界每个角落, 到

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时, 再由他们来扮演‘和事

佬’的角色. 所谓蚌鹤相争, 渔人得利, 这样他

们就可以左右逢源, 一边捞政治收益, 一边夺

取世界所有的财富.” 【《末日浩劫 1》, 第

190 页】  

6) 光明会所敬拜的是“悲号吽”(Baphomet), 所

以光明会的会员见面时, 会以“山羊头”的手

势作为彼此相认的暗号(食指和尾指代表山

羊角, 拇指代表山羊的胡子). 【《末日浩劫

1》, 第 190-191 页】 

(C.3)   共济会 (Freemasonry / Free Masonry) 

1) 共济会(Free-Mason)本是“自由石匠”之意. 香

港和中国翻译为“共济会”, 取意译, 有“四海

皆兄弟, 同舟共济”的意思. 在台湾译为“美生

会”, 取 Free-Mason 的音译, 说明加入他们的

组织, 就能像一只凤凰, 寿限将至时, 在自己

的巢里自焚, 然后从灰烬中获得新生; 有“永

生”和“复活”的象征涵义. 

2) 共济会起源于主前 4,000 年 (注: 根据传说, 

共济会的始祖是以色列王国时代负责建造耶

路撒冷圣殿的建筑师 Hiram Abiff ), 这一年

就是共济会的“光明年”(即“光明元年”之意). 

他们自称是该隐的后裔, 通晓天文地理, 拥有

宇宙奥秘的知识.【《末日浩劫1》, 第241页】 

3) 现代共济会于 1717 年, 正式在英国活动, 常

举办高级俱乐部形式的社交活动, 包括娱乐

和聚餐. 

4) 共济会是一个汇聚犹太财团和世界菁英组织

的团体. 世界最大的金融体系有三大家族: 

罗斯柴尔德世家 (Rothschild)、摩根世家

(Morgan)和洛克菲勒世家(Rockefeller). 此外, 

许多政治领袖、哲学家和艺术家也是它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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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例如美国前总统如奥巴马(Obama)、布

什父 子 (Bush-Senior & Junior) 、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

夫(Mikhail Gorbachev)、英国前首相邱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 贝 多 芬 (L. V. 

Beethoven)、歌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

等等. 

5) 共济会现今约有 600 万人, 遍布全球;139 美国

约有 200 万名会员, 英国约有 40 万名会员. 

共济会会员更几乎占满每一页西方近代史, 

包括英国等欧洲王室成员和美国很多任总统, 

都是共济会会员. 

6) 联合国照“共济会”所划分的, 从 2000 年起, 

制定世界的十大区域 (Ten World Regional 

Groupings). 有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十国联盟

中的“十国”. 此十大区域如下: 

1. 环 绕 地 中 海 一 带 的 国 家 

(Mediterranean Nations) 

2. 欧盟、西欧地区国家  (EU、Western 

Europe Nations) 

3. 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  (Canada、US 

and Mexico) 

4. 前苏联区许多不同国家 (Former-USSR 

Nations)  

5. 中东、伊斯兰诸国 (The Middle East & 

Islamic Arab Nations) 

6. 日本 (Japan) [或东亚国家, East Asia] 

                                                           
139   共济会于 1916 年 , 在马来西亚设于吉隆坡

(Kuala Lumpur). 目前在吉隆坡有三个会所. 在槟城、怡

保、太平、巴生港口、波德申、新山、关丹、古晋都

各有一间会所. 

7. 中美洲和南美洲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Nations) 

8. 中亚州和东南亚  (Central Asia and 

South East Asia Nations) 

9. 澳 洲 、 纽 西 兰 与 太 平 洋 岛 屿 

(Australia、New Zealand & the Pacific 

Islands)  

10. 非洲诸国 (The Africa Nations) 

7) 共济会的最终目的: 洪鼎翀写道: “共济会真

正的目标, 是要建立一个由世袭菁英集团控

制的世界政府, 产生: (a) 中央集权的全球政

治统治; (b) 建立掌控全球的金融的统一银行

体系… 这个神秘组织曾直接介入苏联解体

进程, 并发动了全球的石油、能源、金融和

粮食等危机” 【《末日浩劫 1》, 第 210 页】  

8) 共济会的手段: 洪鼎翀表示: “…欧元区的问

题重重, 正面临垮台的边缘. 什么时候欧元垮

台, 美元也会被拖累, 一起爬不上来. 这将会

影响全世界各国的货币, 无一不被殃及. 当全

世界的货币同时发生问题, 感到盲目无助的

时候, 西方菁英们将共同推举出一位众望所

归的共济会领袖. 他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家, 更

是人人所仰望的‘世界的救星’. 他就是罗斯

柴尔德家族的一分子, 出面解决全世界乱糟

糟的局面. 他将会和世界四大联盟逐一签订

友好条约, 帮助他们恢复国家的经济、次序

和建设， 一一解决当前最棘手的问题, 为此, 

工厂纷纷重开, 人人可以回到工作岗位. 各国

各民都对他救命之恩感激不已, 视他如同再

生父母一样.”【《末日浩劫 1》, 第 25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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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Dwight Pentecost 

附录三:   启示录第 13 章的两个兽 

 

启示录第 13 章记

载两个兽. 他们是魔鬼撒

但在末时(end time)要兴

起的两大强人, 来执行他

那迷惑和统治普天下人

的恶谋诡计 . 潘德科 (J. 

Dwigtht Pentecost)在其名

著《将来的事》一书中

对这两者有如下的讨论.  

 

(A)    第一兽(政治的兽): 兽作为帝国之首的角

色及工作 

 那在末时出现, 作为外邦十国联盟元首

的人物, 圣经有很详尽的描写. 他的角色与工作

记载在  结 28:1-10; 但 7:7-8, 20-26; 8:23-25; 

9:26-27; 11:36-45; 帖后 2:3-10; 启 13:1-10; 17:8-

14. 将这些经文的真理汇集起来, 可以归纳他的

活动如下: 

 

1) 他在以色列历史的末时(latter times)登场(但

8:23; 注: 他是在召会被提后才全面活动) 

2) 他要到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开始(帖

后 2:2)才露面. 

3) 他一直受到“那拦阻他的”(the Restrainer)所

阻碍(帖后 2:6-7), 使他不能显露出来. 

4) 他出现之前, 世上会有很大的改变(帖后 2:3), 

这可以理解为离道反教, 或圣徒被提与主在

一起(帖后 2:1). 

5) 他是个外邦人. 他既从海中上来(启 13:1), 而

海在圣经中常喻作外邦列国(启 17:15), 所以

他定有外邦的根源. 

6) 他自罗马帝国中兴起, 因为他是那些毁坏耶

路撒冷之人的领袖(但 9:26). 

7) 他是最后的外邦霸权的领袖, 因为他像豹、

熊及狮子(启 13:1; 注: 参看 但 7:7-8, 20, 24; 

启 17:9-11). 因此, 他是个政治领袖. 那七头

十角在他的权柄以下结盟(启 13:1; 17:12).  

8) 他是影响力是全球性的, 因为他要统治列国

(启 13:8). 他透过与其他各国订立盟约来展

现和扩张他的影响力(但 8:24; 启 17:12). 

9) 在他兴起得势的过程中, 他要铲除三个统治

者(但 7:8,24). 在他所统管的国家中, 有一个

会复兴, 因为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王的头(启

17:10)得到医治(启 13:3). 

10) 他借着自己设立的和平方案而得势(但 8:25). 

11) 他的特点是才智卓越, 说话具说服力(但 7:8 , 

20; 8:23), 他又狡猾, 善施巧计(结 28:6), 以致

列国自愿臣服于他(启 17:13).  

12) 他以专制权力管治他帝国中的列国 (但

11:36), 圣经说他任意而行. 他的专权表现可

从“节期及律法”都被他改变得知(但 7:25).  

13) 他最关心的是能力和权力(但 11:38). 

14) 他以帝国统治者的身份, 与以色列国民缔结

一份为期七年的盟约(但 9:27), 却在三年半

后毁约(但 9:27).   

15) 他引进偶像敬拜(但 9:27), 并以自己为神(但

11:36-37; 帖后 2:4; 启 13:5). 

16) 他既自称为神, 所以是亵渎神的(结 28:2; 但

7:25; 启 13:1,5-6). 

17) 他借撒但的运动兴起(结 28:9-12; 启 13:4), 

从撒但那里得到权柄, 并受属魔鬼的高傲自

负所控制(结 28:2; 但 8:25). 

18) 他是撒但不法

制度的领袖(帖

后 2:3), 他靠着

撒但的能力行

种种异能神迹 , 

以证明他配受

权力且配称为

神(帖后 2:9-19). 

19) 列国因硬心和眼瞎的缘故, 把他当作神, 承认

他为统治者(帖后 2:11). 

20) 这位统治者成为以色列的死敌(但 7:21,25; 

8:24; 启 13:7). 

21) 将有一个联盟与他对抗(结 28:7; 但 11:40,42), 

挑战他的权力.  

22) 在所触发的斗争中, 他控制巴勒斯坦及邻近

地区(但 11:42), 并在耶路撒冷设立总部(但
11:45). 

23) 他兴起得势时, 也倚靠大淫妇那腐败的宗教

制度而扶摇直上, 那大淫妇会试图控制他(启

17:3, 注: 这样的控制是发生在初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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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但过后他摧毁这宗教制度, 并且为所欲为(启
17:16-17).  

25) 他专注对抗万君之君(即万王之王主耶稣, 但

8:25); 他对抗祂的旨意(帖后 2:4; 启 17:14)及

迫害祂的子民(但 7:21,25; 8:24; 启 13:7). 

26) 虽然他当权七年(但 9:27), 但只能在大灾难

时期的后半期进行其邪恶活动(但 7:25; 9:27; 

11:36; 启 13:5; 注: 其邪恶活动如坐在神的殿

中自称为神、逼迫神的百姓以色列人). 

27) 神要亲自审判他, 结束他邪恶的统治(结 28:6; 

但 7:22,26; 8:25; 9:27; 11:45; 启 19:19-20). 当

他向巴勒斯坦用兵动武时, 这审判便来到(结

28:8-9; 启 19:19). 

28) 他会与“假先知”(第二头兽)一同被扔进火湖

里(启 19:20; 结 28:10). 

29) 这审判发生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帖后 2:8; 

但 7:22), 那时, 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权能要

彰显出来(启 11:15) 

30) 他所统治的帝国要归到弥赛亚的权下, 并成

为圣徒的国度(但 7:27). 

 

圣经给这个人冠以很多名字及称号. 宾

克(Arthur W. Pink)在其所著的《敌基督》(The 

Antichrist)一书中, 把应用在他身上的名号列下: 

1) 好流人血弄诡诈的 (诗 5:6); 

2) 恶人 (诗 10:2-4); 

3) 强横的人 (诗 10:18);  

4) 勇士 (诗 52:1); 

5) 仇敌 (诗 55:3); 

6) 敌人 (诗 74:8-10); 

7) 多国的头 (诗 111:6); 

8) 强暴的人 (诗 140:1); 

9) 亚述 (赛 10:5-12); 

10) 巴比伦王 (赛 14:2);  

11) 欺压的人 (赛 16:4-5; 耶 6:26); 

12) 钉子 (赛 22:25); 

13) 行恶的以色列王 (结 21:25-27); 

14) 小角 (但 7:8); 

15) 要来的王 (但 9:26); 

16) 卑鄙的人 (但 11:21); 

17) 任意而行的王 (但 11:36);  

18) 无用的牧人 (亚 11:16-17); 

19) 大罪人 (帖后 2:3); 

20) 沉沦之子 (帖后 2:3); 

21) 不法的人 (帖后 2:8); 

22) 敌基督 (约壹 2:22); 

23) 无底坑的使者 (启 9:11); 

24) 兽(启 11:7; 13:1); 

25) 奉自己的名来 (约 5:43); 

26) 面貌凶恶的王(但 8:23); 

27) 那行毁坏可憎的 (太 24:15); 

28) 那行毁坏的 (但 9:27).  

 

可见在圣经中, 有关这人的启示何等宽

泛. 这不足为奇, 因为这人是撒但致力取代神的

计划所制造出来的杰作. 有一点很特别, 就是几

乎所有提到那兽的活动之经文, 同时也提及他最

终的灭亡. 在神的计划下, 其败亡的程度不轻. 以

下经文提到其结局 : 结 21:25-27; 28:7-10; 但

7:11,27; 8:25; 9:27; 帖后 2:8; 启 17:11; 19:20; 

20:10. 简之, 神会猛烈地摧毁撒但这虚假、骗人

的杰作  —  敌基督. 他的下场何其可怕, 就是他

的身体被主耶稣亲自降临的荣光给熔化, 而他的

灵魂则活活地被丢入硫磺火湖里, 永远受苦.140    

 

 

(B)    第二兽(宗教的兽): 假先知作为宗教领袖

的角色及工作 

 这人(第二个兽)与十国联盟的帝国首领  

—  “从海中上来的兽”  —  有密切关系; 圣经称

他为“假先知”(启 19:20;  20:10). 对他最详尽的

描述, 记载于 启 13:11-17, 圣经称他为“另一个

兽”. 根据经文的描述, 有几个重点要留意: 

 

1) 明显地, 他是个犹太人, 因为他是“从地中上

来”, 即巴勒斯坦(启 13:11); 

2) 他在宗教信仰上很有影响力(启 13:11: “两角

如同羊羔”; 羔羊可代表宗教; 角象征力量); 

3) 他与第一个兽一样, 由撒但所策动(启 13:11); 

4) 他获授予权力(启 13:12: “施行头一个兽所有

的权柄”); 

5) 他鼓吹地上的人敬拜第一个兽, 并强迫地上

众人将第一个兽当作神一般敬拜(启 13:12); 

                                                           
140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308-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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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用异能奇事来证明他是个真先知, 显然要

证明自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启 13:13-14; 比

较 玛 4:5-6);

7) 他迷惑了一切不信的人(启 13:14);

8) 他所鼓吹的敬拜, 是偶像敬拜(启 13:14-15);

9) 他有能力用死来胁迫众人敬拜那兽 (启
13:15);

10) 他也有权柄在经济领域里控制一切商业活动

(启 13:16-17);

11) 他要给当时的人一个记号, 以证明他们自己

的身份(启 13:18).

有一点值得留意, 就是启示录提到第二

个兽与第一个兽的关系时, 总是把他描写成“从

属”或“附从”第一个兽 (subservient to the first 

beast). 他被称为“假先知”(启 16:13; 19:20; 20:10), 

是第一个兽的先知, 即他的“发言人”. 故此, 眼前

出现的是撒但式的三位一体, 是邪恶不洁的三位

一体, 是来自地狱的三位一体: 龙、兽及假先知

(启 16:13). 撒但意图取代父神的地位, 兽意图取

代基督的地位, 而假先知要取代圣灵的工作.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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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   敌基督是“第一个兽” 

还是“第二个兽”? 

启示录 13 章论到两个兽: (a) “海中上来

的兽”, 或称“政治的兽”(启 13:1-10); (b) “地中上

来的兽”, 或称“宗教的兽”(启 13:11-18). 先知但

以理也论到启示录的“兽”. 马有藻表示, 根据 但

7:8, 23-24 的预言, 这几节经文所论到的人就是

所谓的“敌基督”(Antichrist, 即启 13:1-10 中的第
一个兽, 也称“政治的兽”, 或“将要来临的君王”, 

The Coming Prince).  

一般圣经学者把“第一个兽”(政治的兽, 

启 13:1-10)称为“敌基督”(Antichrist), 把“第二个

兽”(宗教的兽, 启 13:11-18)称为“假先知” [注: 启

19:20 称这第一个兽为“那兽”, 称第二个兽为“假

先知”]. 但也有圣经学者(如 James Allen、H. A. 

141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310 页. 

Ironside、A. C. Gaebelein )认为敌基督是指第二
个兽 (假先知 ), 请参阅  James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440 页. 

主张敌基督是“第二个兽”(假先知, 或作

“宗教的兽”)的理由主要如下: 

1) 敌基督在英文是  antichrist , 希腊原文是

antichristos {G:500}(约壹 2:18). 希腊文前缀

anti 意即“替代或取代”(in place of 或 instead

of). 换言之, 此人是假冒基督, 以此代替基督,

让以色列人误以为此人就是他们多年以来所

等候的弥赛亚(基督).

2) 第二个兽是出“从地中上来”, 许多解经家认

为此地是巴勒斯坦地, 所以此兽极可能是犹

太人. 犹太人相信基督(弥赛亚)一定是个犹

太人(注: 犹太人不会接受外邦人为他们的基

督), 所以第二个兽符合此资格. 如果圣经用

antichristos 的意思是指“代替基督”, 身为犹

太人的第二兽便符合这条件.

3) 不少学者认为但以理书 11:36 那称为

“王”(the king)的人就是敌基督.142 论到这王,

但 11:37 说: “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注: “他

列祖的神”是指犹太列祖的神). 这暗指敌基

督一定是犹太人. 第二兽符合这资格.

我们相信犹太人所能接受的基督(弥赛

亚), 无疑是个犹太人. 虽说“从地中上来的兽”极

有可能是犹太人, 但这并非表示“从海中上来的

兽”(启 13:1)一定没有犹太血统 . 拉海叶(Tim 

LaHaye)表示: “敌基督的身份国籍最常被人问及. 

启 13:1 显示他‘从海中上来’, 意思指他是地中海

沿岸的居民. 由此得出, 他是一个外邦人. 但 8:8-

9 说他是出自希腊四角的‘小角’, 显示他是半个

希腊人. 但 9:26 指祂是那位要来的王(prince), 意

谓他属那毁灭耶路撒冷王族的血统; 从历史角度

来看, 就是罗马帝国. 因此, 祂将是杰出的罗马人, 

但 11:36-37 又说他不顾‘他列祖的神’; 根据上下

文, 他便是一名犹太人. 综合所有可能性后得知, 

敌基督将以外邦人的身份出现, 但却暗藏犹太身

142 但 11:36: “王(the king)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 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 他必行事

亨通, 直到主的忿怒完毕, 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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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正如希特勒(Adolf Hitler)或其他人一般, 害

怕泄露自己的犹太血统. 或许, 只有神才真正知

道他的身份,143 但圣经指出他是一个罗马希腊混

血的犹太人; 一个集大成(composite man), 代表

着地上各族的人. 这使他有足够资格成为一切邪

恶者的化身.”144  

换言之, 这“第一个兽”也可能是拥有罗马

希腊混血的犹太人, 或仅是出自欧洲的某个外邦

国家(“从海中上来”)的犹太人, 所以他能假冒基

督, 被犹太国民所接受. 这特殊身份也有助于迷

惑犹太国民, 使他们愿意与他立约(但 9:27; 即所

谓的“七年和约”). 故此, 上述有关“敌基督肯定

是第二个兽”的论点难以站立得稳. 

事实上, 有不少圣经

学者提出很好理由, 来支持

“敌基督不是第二个兽, 而是

第一个兽”的看法. 让我们引

述纽威尔(William R. Newell)

的几项论点: 

1) 我们的主耶稣曾说: “我

奉我父的名来, 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有别人

奉自己的名来, 你们倒要接待他”(约 5:43; 注:

一般圣经学者都赞同此人就是敌基督). 启示

录第 13 章的第二个兽是来确立第一个兽的

名, “他又叫众人…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

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作买卖”(启 13:16,17). 换

言之, 第二个兽并不是奉自己的名来行事, 所

以不符合有关敌基督的描述或条件.

2) 启 16:13 提到邪恶的三一体: “我又看见三个

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

的口中出来.” 启 19:20 也说: “那兽被擒拿;

143 马丁路德曾把教皇(Pope Leo X)错认为敌基督. 

过后有者认为是独裁者如法兰西的拿破仑(Napoleon, 

1769-1821)、德国的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苏联

的斯大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等当成他们那时代

的敌基督. 
144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上》(香港: 种

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663 页. 

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

像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拿…” 第二

兽被称为“假先知”. 众所周知, 先知是奉另一

者的名而来, 为另一者说话. 既然这第二兽是

奉第一个兽的名而来, 而非奉自己的名, 他又

如何能应验 约 5:43 有关敌基督的预言呢? 

3) 一般学者都赞同 帖后 2:3 的“大罪人”是指敌

基督. 不过关于此人, 圣经说: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

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帖后

2:4). 这与第二个兽在启示录第 13 章所做所

为正好相反, “他… 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
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他… 说: ‘要给那受

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启 13:12,14-

15). 第二个兽不过是第一个兽的“先知” [注:

第二个兽要地上所有的人都拜第一个兽, 又

怎能符合敌基督那“高抬自己, 自称是神”的

特征呢? 同样道理, 第二兽也不符合 但 11:36

的“王”之特征: “王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
过所有的神.” 一般解经家都认为此王就是敌

基督, 可见那叫人拜第一头兽的“假先知”并

非敌基督]

4) 一些学者断言第二个兽作为第一兽的“假先

知”这一特征, 是他邪恶工作的后期形式; 他

们主张 : 此人(第二个兽)在初期是独立的

“王”, 从巴勒斯坦兴起 , 在那里应验了  但

11:36  —  任意而行的王; 或应验了 帖后 2:3

的大罪人; 到了较后时期, 此人改变了做法.

他带领那些接受他为基督的犹太国民, 去归

顺和敬拜第一个兽和他的政治权势(即成为

第一个兽的先知).

* 评论: 无论如何, 这样的解法不符合启示录

第 13 章所描绘的图像. 因为启示录第 13 章

显然同时有两个不同的兽, 来自两个不同的

地方; “兽(第一个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并祂的帐幕,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

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 并且得胜; 也把权

柄赐给他 , 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

国”(启 13:6-7). 这两节经文呈现第一兽为那

位直接亵渎真神的“王” (但 11:36: “又用奇异

的话攻击万神之神”  —  此乃亵渎神). 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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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C. Trench

第一兽所行的直接应验了 但 11:36 和 帖后

2:3-4 所指的恶人之恶行. 换言之, 是第一个

兽(而非第二个兽)应验了上述的经文.145 

敌基督到底是“第一个兽”还是“第二个

兽”(假先知)? 圣经学者或解经家对此见仁见智, 

但有三件事值得我们注意: 

1) “敌基督”(希腊文: antichristos {G:500})一词

在整本圣经中, 最先出现在约翰一书, 也只出

现在约翰一书和二书(共 5 次, 约壹 2:18 [2

次], 2:22; 4:3; 约贰 7), 而记载于 约壹 2:18 第

二次的“敌基督”一词是复数的(所以《和合

本》正确译作“有好些敌基督”; KJV: many

antichrists), 表明“敌基督”一词可以用在超过

一个人的身上; 换言之, “敌基督”一词可以同
时指政治的兽, 也指宗教的兽);

2) 整本启示录并没有使用过“敌基督”一词;

3) 圣经并没有指明“敌基督”是启示录中的哪一

个兽. 因此, 有圣经学者认为“敌基督”一词可

以同时用来指政治的兽和宗教的兽.

笔者本身认为“敌基督”(antichrist)一词是

可以同时用来指“第一个兽”(政治的兽)和“第二

个兽 ”( 宗教的兽 ), 因为正如潘德科 (J. D. 

Pentecost)所指出, “anti”一字在希腊原文可以指

“代替”(instead of)或“敌对”(against). 若是指“代

替”基督, 那么 antichrist 就是指第二头兽(宗教的

兽), 若是指“敌对”基督, 那么第一头兽(政治的兽)

就比较符合 antichrist 这一称号. 诚如奥尔德里

奇(Roy L. Aldrich)所言: “antichrist 的身分之谜

能否解开, 全在乎是否能确定他基本上是基督的

仇敌(enemy of Christ), 还是他是个假基督(false 

Christ).” 

若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 正如纽威尔

所论证的, antichrist 一词指第一头兽(政治的兽)

的可能性更高(参上述纽威尔提出的种种论点). 

其次, 按照特伦奇(Richard C. Trench)的观察, 约

145 William R. Newell, Revelation: A Complete 

Commentary (Iowa Falls, Iowa: World Bible Publishers, 

1987), 第 195-200 页. 纽威尔也在此书举例证明达秘(J. 

N. Darby)认为敌基督是第一个兽(参上引书, 第 195 页).

翰书信 5 次提到“敌基督”时, anti 的意思应是敌
对而不是代替. 他说: “看来, 约翰的意思是清楚

的, 敌基督的基本特征是对抗基督, 违抗祂, 而不

是奸狡地企图扮演祂的性格, 取代祂的职任. 故

此, 这正是他名的含意… 大多

数早期的教父也这样理解这个

字.”146 

  第三, 圣经已有一个词, 

用来描述“假冒基督”, 那就是

“假基督”. 太 24:24 和 可 13:22

用了“假基督”(希腊文: pseudochristos {G:5580})

这一词.147 此词与“敌基督”相对, 就如特伦奇的

评论: “(假基督)并不否定基督的存在; 相反地, 

他正利用世人对基督的期待; 他只把这一切归因

给他自己, 不惜亵渎神, 确认自己就是那预言要

来的一位, 在他身上神的应许和人的盼望都实

现… 故此, 两者的相对是明显的… (敌基督)否

认有基督的存在; … (假基督)确认(冒认)自己就

是基督.” 简之, 若神的意思是要我们明白此人是

假冒基督, 那么圣灵所选用的词应该是“假基督” 

( pseudochristos ), 而非“敌基督” ( antichristos ). 

潘德科接着总结道: “看来约翰的想法是

要表达对抗(敌对基督), 而不是互换(代替基督). 

事实上, 头一个兽的特点是直接地与基督对抗, 

他建立自己的国度, 与神的国度为敌. 如果两个

兽中有一个是敌基督的话, 第一个兽似是敌基督

了.”148 正因此故, 在“将来的事”这一系列文章论

到敌基督时, 除非有所注明, 否则皆指一般圣经

学者所谓的“第一个兽”(即政治的兽). 

146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311 页. 
147   太 24:24: “因为假基督(false Christs)、假先知

(false prophets)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奇事,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可 13:22 是其平行经文). 我们读到 

启 16:13 先后提到兽和假先知, 而 太 24:24 和可 13:22

也先后提到假基督和假先知. 有者认为既然 太 24:24 的

“假先知”正是 启 16:13 的后者(假先知), 那么这节的“假

基督”岂不是指前者(兽)吗? 然而, 这看法忽视了一个事

实: 启 16:13 的兽和假先知在原文都是单数(只有一位), 

但 太 24:24 的假基督和假先知都是复数的(超过一位), 

所以这两处经文并非指向同样的人物.  
148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311 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8 

《家信》: 第 120 期 (2019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附录五:   启示录中的大淫妇 

(A) 谁是“大淫妇” (启 17:1-18)

大淫妇代表一个宗教的体制 (religious

system), 此体制源自旧约的巴比伦(创 10-11 章). 

马唐纳写道: “大淫妇是一个庞大的宗教和商业

组织, 以罗马为总部. 很多人相信, 第 17 章所形

容的是宗教上的巴比伦, 第 18 章则形容商业方

面(的巴比伦). 当然, 宗教方面的巴比伦涉及离

经背道的基督教机构, 包括复原教(更正教)与天

主教. 她也可能代表普世教会.”149  

a) 科恩(Gary Cohen)认为大淫妇是“全球性的假

宗教制度(启 17:1,15), 这制度无疑包括背道

的更正教教会(Protestantism)与罗马天主教

组织的合并, 再加上各种其他异教.”150

b) 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指出, 启 17:18 清

楚表明那女人(大淫妇)是指

在约翰时代存在的一座城(启

17:18 的“管辖”一词原文是现

在时态, present tense). 此城

(即有“七山城”之称的罗马城,

启 17:9)当时虽繁荣与强大,

却是拜偶像和危险的. 那女人

的名字与奥秘的巴比伦有关

(启 17:5), 而巴比伦城是由宁录(Nimrod)所创

建(创 10:8-11). 著名的巴别塔是人企图以拜

偶像来违抗神(创 11:1-9). 那女人是“大淫妇”

和“淫妇之母”, 而巴比伦的(宗教)制度总是

在某方面产生了所有假宗教(包括罗马天主

教). 她诱惑人去敌对神, 并逼迫祂的仆人. 邪

恶的淫妇象征邪恶的城市或政治的制度.151

许多圣经学者或解经家把“大淫妇”解释

为罗马天主教、天主教教廷或教皇制度, 持这看

法的有 : John N. Darby、John Phillips、A. C. 

Gaebelein、吴华青、吴主光、黄丹尼等等.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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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页. 
150 Cary G. Cohen, Understanding Revelation 

(Chattanooga, TN: AMG Publishers, 1992), 第 171 页. 
151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vol. 2): Eph - Rev (Illinois : Victor Books, 

1989), 第 612 页. 

(B) “大淫妇”的特征

黄丹尼在其所著的《末世大灾难》一书

中对“大淫妇”有如下的解释: (第 126-127 页) 

a) 大淫妇的罪状: “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 住在

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乱的酒”(启 17:2). 美国

神学家何陵西指出: “淫妇, 就是代表对基督

真道不忠不贞的宗教.”

b) 大淫妇的背景: “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启

17:1), 表明她是欧洲合众国的精神支柱; 她

骑在“七头十角的兽”[指敌基督]身上(启 17:3,

表明她利用这政治的兽). 她是政教合一体系

的精神支柱

c) 大淫妇的出处: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

山”(启 17:9). 黄丹尼写道: “那女人所属的宗

教, 位于七座山上. 世上所有的京城, 只有罗

马一城是建筑在七座山之上, 古往今来, 罗马

向来有‘七山城’之称.”

d) 大淫妇的身份: “淫妇或妓女, 是指一个不忠

不贞的人. 她把神所赐作为女人的贞洁出卖

了. 同样, 教会自称属于神, 却与假宗教系统

联合, 等于以教会的功能去卖淫.” 罗马有哪

一家大教会在卖淫(指与异教系统联合)? 许

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是罗马天主教. 目前

的罗马天主教正在热心地鼓吹两个大联合:

(i) 欧洲国家的大联合; (ii) 普世教会的大联

合(或普世宗教大联合).

(i) 欧洲国家的大联合

1. 1941 年: 罗马教皇皮乌斯十二世(Pope Pius

XII)就提倡“建立一个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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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e John Paul II

Bishop Rudolf Graber

2. 1953 年 3 月 20 日: 罗马教廷钦定此日为“圣

母显现”之日, 他号召“欧洲国家必须大联合”.

3. 1958 年 9 月 12 日: 红衣主教(Archbishop

Montini)献出一尊 66 英尺的“圣母像”, 其石

碑上刻着: “我们敬爱的贵妇, 欧洲之母”.

4. 1958 年 9 月 16 日:

罗马大主教格列伯

(Bishop Graber)公开

声称 : “我要求发动

一个国际性欧洲圣

马 利 亚 运 动
(International European 

Mary Movement), 让我们一起祷告祈求, 中东

再 次 地 成 为 ‘ 马 利 亚 帝 国 ’(Imperium

Marianum)的一部分.”

5. 1979 年: 鼓吹“欧洲大联合”和“普世教会大

联合”的教皇约翰保

罗 二 世 (Pope John

Paul II)在波兰的百万

人大集会中宣称: “尽

管欧洲已经相当长期

间的分裂, 但我们必

须重新寻找我们的根

源而联合起来.”152  

(ii) 普世宗教大联合

1. 1972 年 : 路德会 (另译“路德宗”, Lutheran

Church)和罗马教廷发表联合报告, 共同组成

委 员 会 (Lutheran-Roman Catholic Joint

Commission).

2. 1979 年 11 月 30 日: 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对土耳其进行多种目的的访问, 其中一项就

是 与 伊 斯 坦 布 尔 (Istanbul) 的 东 正 教

(Orthodox Eastern Church)总主教丹密提里奥

斯(Demetrios I)会谈, 共同组织一个“天主教-

东正教联合神学委员会”, 以便统一他们在教

义上的认识.

3. 1982 年: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英国进行一次

“历史性访问”, 为圣公会(Anglican Church)与

罗马天主教的合一运动奠定了基石. 教皇被

邀请访问英国圣公会在肯特伯利的大教堂,

152 黄丹尼著, 《末世大灾难》, 第 127-128 页. 

在圣公会主教(Robert Runzie)和一大批更正

教领袖的陪同下, 登台发言说: “愿大家和我

一起为基督教会的和解及联合祷告和工

作…” [注: 可惜天主教不愿完全归回圣经而

放下属人的传统, 故他们所谓的“联合”或“合

一”并非圣经所要求的“在真道上同归于

一”(弗 4:13) ]  

4. 1983 年 12 月: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在罗

马的路德会, 并用德语说: “我们真诚的愿望

就是合一, 为此, 我们用尽各种努力来促进这

个趋势.”153

5. 1986 年 2 月 3 日: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印

度时 , 告诉天主教的会众 , 宗教大联合

(Religions Unity)是当务之急 [注: 1986 年, 天

主教邀请了世上 160个宗教代表出席合一会议]

6. 1996 年 10 月, 天主教举行为期四天的“宗教

合一会议”, 400 多位来自世界各国不同宗教

的代表参加此会议. 他们出席了 28 次圆桌会

议、70 次祈祷会, 又邀请联合国的秘书长等

人参加. 吴主光指出, 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是想

利用“合一运动”来使自己成为“世界各大宗

教的最高领袖”154

(C) “大淫妇”的结局

论到大淫妇的结局, 威明顿评论道: “假

教会(指大淫妇所象征的假宗教制度)在大灾难

的前期, 将要借出她所有的罪恶能力, 以高举敌

基督. 在短期内, 她兴盛、奢华、财富过人; 但突

然, 事情戏剧化地改变过来. ‘兽必恨这淫妇, 使

她冷落赤身, 又要吃她的肉, 用火将她烧尽’(启

17:16). 其中的可能理由是淫妇使敌基督得着权

力后, 意图操纵他. 历史也提供许多例子, 诸如罗

马天主教(或其他的宗教制度)企图控制君王和

首领… 但敌基督不会俯首屈服. 他要攻击她、

消灭她的建筑、焚烧她的圣书, 和杀害她的祭

司… 最后灭了她.”155 

153   同上引, 第 133-138 页. 
154   吴主光著, 《教会大合一运动可以接纳吗?》

(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 第 46 页. 
155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上》(香港: 种

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6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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