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基督徒会经过 

七年灾难吗? 
 

一般基督徒皆相信按圣经的教导, 末世必

有普世性的灾难(或称“七年灾难”, 参 太 24:3-31). 

不过, 对于“召会或基督徒是否会经过七年灾难?”, 

许多基督徒却不清楚. 马有藻评述道: “信徒的通病

是一句话前后矛盾, 仍懵然不知: ‘主耶稣会今日明

日、随时随地回来. 我们要努力传福音, 因为福音

传遍天下, 主耶稣便回来.’ 前半句说主再来是‘随

时刻性’, 后半句则要待福音传遍天下主才回来, 是

‘非随时刻性’. 但若对被提有正确的概念与认识, 

我们便可协调这表面上有矛盾之处” (引自其所著

的《将来必成的启示》, 第 36 页). 
 

有者(例如洪鼎翀)出于善意的劝告: “最佳

的态度是: 盼望灾前被提, 预备灾后被提” (参其所

写的《末日浩劫: 从现今局势看敌基督的出现》, 

第 295-297 页; 注: 此书提供许多好资料, 但其 26

章论到“灾前被提论的起源”却有值得怀疑与重审

之处). 洪鼎翀指出“灾后被提”比“灾前被提”所该

作的准备是更多的, 万一不是“灾前被提”, 基督徒

岂不是在经过灾难时束手无策? 此看法导致不少

牧师或传道人开始教导基督徒应该如何为大灾难

作好准备, 包括买地学习种植, 因灾难时期不愿接

受兽印者无法做买卖(启 13:16-17), 需要自供自足. 

这也引起一些基督徒非常担忧自己无法度过灾难

时期. 为此, 我们在本期的“圣经问答”专栏特别探

讨“基督徒是否会经过七年灾难”的课题. 
 

此外, 本期的“查经天地”专栏继续探讨“神

的十二个奥秘”, 包括“天国的比喻”中的七个比喻. 

在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太 13:3-8), 马太记载主

耶稣说: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太 13:9), 可见这

比喻不仅是给当代的犹太人听, 也是给任何时代的

任何人听, 包括现代的我们. 单在马太福音第 13 章

里, 就有 19次提到“听”一词, 足见“听”的重要性.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小心所听的(可 4:24)  

—  因今天错误道理横行, 多人不慎接受, 导致个人

灵命与整体召会受损; 也要小心怎样听(路 8:18)  

—  因多人听明真道, 却不重视和持守所学的真理.  

诚愿我们都明白真道, 并把一切真理都“持守在诚

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实”, 荣神益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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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大祭司和他荣美的圣衣 
(出 28:1-35; 民 3:10; 18:7) 

 
(A) 序言 

当我们读出埃及记 28 和 29 章, 我们发

现焦点已从会幕  —  包括会幕的结构、物

件、圣器等等  —  转移到祭司身上, 特别是祭

司的圣衣(第 28 章)和设立祭司的条例(第 29

章, 包括祭司当得之分、当献之物). “虽然如

此”, 苏格兰的格兰特

(John Grant)正确表示: 

“我们不该认为这是

开始一个新的题目 . 

若没有祭司, 会幕就

没有用处了; 在论及

会幕的经文中, 祭司

的题目被带进去, 成

为其中一部分, 因为

它们(祭司与会幕) 两

者如此息息相关. 若

要证据, 我们看见出

埃及记 28 和 29 章提

到祭司职分过后, 第 30 章接续记载有关会幕

的香坛、洗濯盆、制圣香的法则等等… 会幕

和祭司职分是分不开的. 有关祭司的圣衣之记

载(第 28 章)非常重要, 因为它在 25 至 30 章共

有的 225 节当中, 占了 43 节. 换言之, 在 25 至

30 章关于会幕的题目当中, 有 19%是关于祭

司的圣衣之记载.”1  

 

论到亚伦作为大祭司的尊荣, 希伯来书

作者以此与主耶稣相比, 说: “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自取. 惟要蒙神所召, 像亚伦一样. 如此, 

                                                           
1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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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363 页.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

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来

5:4-5). 无疑的, 作为大祭司的亚伦在许多方面

是我们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的预表(type),2 特别

是在他的圣衣方面, 充分预表主耶稣基督那完

美的身份位格和救赎工作. 现在, 就让我们以

敬畏的心来思考这荣美的题目. 

 

 

(B) 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出 28:1-3; 民 3:10; 18:7) 

神吩咐摩西预备亚伦作大祭司和他的

众子作祭司事奉神时, 对亚伦而言, 这是何等

的尊荣. 神全然知道亚伦的软弱和失败, 但在

祂的智慧中, 祂仍然设立亚伦作大祭司. 亚伦

是我们主耶稣的预表, 而他众子也预表这恩典

时代的信徒之祭司职分(彼前 2:5,9).3 

 

 在新约书信中唯一直接提到基督大祭

司职分的, 就是希伯来书. 此书大量论述这事, 

并以基督与亚伦互作比较, 也作出对比. 在新

约圣经中, 只有主耶稣被形容为“尊荣的大祭

司”(来 4:14).  

 

 以色列中

的每一个大祭司

都是“从人间挑选

的”(来 5:1). 亚伦

体验过埃及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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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彼前 2:5,9: “你们来到主面前… 作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 惟有你们是被

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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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酷艰苦, 他与自己的众兄弟同胞同受苦难, 

因此能够体会他们的感受. 同样地, 基督的人

性对其祭司职分而言是重要的. 祂亲自成为有

血有肉之人, “为要… 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来 2:14-18; 能够体恤人的软弱, 来 4:14-15). 

 

 亚伦对他兄弟同胞的体恤源自于他对

自己内在软弱的体认, 但我们尊荣的大祭司

(主耶稣基督)的怜恤和拯救却是源自一个更高

的层次. 祂从没有(任何在灵性上或道德上的)

软弱和失败, 因为“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

们一样, 只是祂没有犯罪”(来 4:15). 还未为别

人献祭之前, 亚伦本身需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

祭. 主耶稣却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

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来 7:26-27). 

 

 有一日, 神的时间到了, 摩西把亚伦带

到何珥山上, 把他的祭司袍脱下, 然后穿在他

儿子以利亚撒身上. 对亚伦来说, 这是何等悲

痛的一天. 就在那里, 亚伦死了, 归到他的列祖

(民 20:23-26), 因为“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

祭司”(来 7:28), 并且亚伦的祭司职分“因为有

死阻隔, 不能长久”(来 7:23). 相比之下, 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国必存到永远

(但 2:44), 永不传给继承人.  

 

 同样道理, 由于主耶

稣是“永远常存的, 祂祭司

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来

7:24), 决不交给其他人. 今

日, 我们何等感谢, 那位甘

心乐意为我们死的人, 早已

复活了, 且活到永永远远 . 

祂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

能”永远活着(来 7:16). 

 

 

(C) 亚伦所预表的基督  —  以弗得 

 (出 28:6-14) 

 那由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并

捻的细麻所做成、与众不同的以弗得(ephod), 

是大祭司独特的衣服.4 它是由前后两片布, 用

两条肩带连在一起, 并且各用一个红玛瑙镶在

金槽上 , 安在以弗得的两条肩带上 ( 出

28:7,9,11-12). 再用“巧工织的带子”把它绑在

腰部. 它主要的材料有两种: 金和捻的细麻. 蓝

色、紫色和朱红色只是颜色; 梭陶(Soltau)说: 

“把这些颜色染在捻的细麻, 每一处交织着闪

闪发光的金线”. 神只是简短描述以弗得; 更多

注意力是放在此服装的颜色和材料. 

 

纯金不会因时间的过去而褪色, 而蓝色

是广阔无边的天上颜色. 蓝色与金色交织相融

在和谐的荣美中, 表明在永恒之子耶稣基督里

那更荣美的属天神性. “亚当”这一名字源自字

根 ’âdam {H:119}, 意思是“红土”(red earth; 注: 

也可指“红色”, to be red, 赛 13:18), 亚当就是

用红土所造. 因此, 朱红色是属地的颜色, 讲述

                                                           
4   约翰·达秘(J. N. Darby)指出, 组成祭司圣衣的

一切(包括以弗得、胸牌、外袍、带子、冠冕等等)都与

基督的祭司职分有关. 在圣衣的一切物件中, 以弗得是

最卓越的(par excellence). 以弗得所采用的材料与圣所

的幔子(veil)一样, 只不过幔子没有使用“金”, 而幔子有

“基路伯”的图像, 但以弗得却没有, 原因是祭司必须有

属神的公义(此乃“金”所象征的), 却没有治理的权位(此

乃“基路伯”所代表的).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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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人性. 紫色是蓝色与朱红色调和相

融后产生的颜色, 指向“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

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提前 2:5). 

那交织的金线和染在捻的细麻上之颜色, 说明

基督那无罪的本性和无瑕无疵的特质. 

 

 以弗得的两条肩带是用两个红玛瑙镶

在金槽上, 把两条肩带连合起来. 每一个宝石

(红玛瑙)都个别刻上六个支派的名字; 共有十

二支派, 都是按照出生的次序刻上. 他们都是

同一个父亲所生的儿子, 共享相同的位置、荣

耀和美丽. 这是每一个信徒靠着恩典在主面前

共享的同等地位. 没有一个比另一个更高一等; 

我们信徒的身分地位皆由神所赐, 排除了一切

的自夸.5 (参以下的图表)6 

                                                           
5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写道: 

“在肩上的红玛瑙述说祭司职任的目的. 那里有十二支

派的名字, 都永久性地刻在那有带子绑着的红玛瑙上面, 

并且安置在祭司的肩上. 我们清楚看见这里述说那位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 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的扛

在肩上’(路 15:4-5)的主耶稣基督. 祭司的职任在此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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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30 页. 
6   此图表所显示左右两肩上的十二支派名字是根

据亨利·梭陶(Henry W. Soltau)的资料. Henry W. Soltau, 

The Tabernacle: The Priesthood and the Offering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72), 第 206 页. 这

位奉主名聚会的圣经教师对会幕与祭司职分有深入的

研究, 他以上的著作获得各界好评. 

 论到肩带时, 出 28:8 说“要和以弗得一

样的做法, 用以束上, 与以弗得接连一块”. 这

解释了“巧工织的带子”是以弗得的一部分, 而

不是附属物. 这两条肩带把整件衣服绑在大祭

司身上, 使他与以弗得所代表的特质无法分开. 

整件以弗得预表那位满足神每一个要求的大

祭司  —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以自己作为尊

荣大祭司的一切丰富, 为所有信徒执行祭司职

任; 诚然, 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
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来 4:14).   

 

 

(D) 亚伦所预表的基督  —  胸牌 

 (出 28:15-29) 

 胸牌也

是和以弗得一

样的做法 , 采

用同样材料制

成 ( 出 28:15: 

“用金线和蓝

色、紫色、朱

红色线 , 并捻

的细麻做成”). 

这胸牌要四方的, 叠为两层, 长宽都是一虎口

(大约 9 吋). 它被描述为“决断的胸牌”, 直译是

“作决定或判断的胸牌”(出 28:15,29-30), 因为

它里面装放着乌陵(Urim)和土明(Thummim).7 

当神的百姓要作决定却有所疑惑时, 神就用乌

陵和土明来显明祂的旨意或判断.8  

                                                           
7   达秘 (J. N. Darby)指出 , 乌陵 (Urim)和土明

(Thummim)意即“光明”(light)和“完美”(perfection). 大祭

司为以色列百姓作决断或审判时, 是依据神的光明与完

美. 我们的地位、生活的指引和属灵的智慧, 也都是根

据这同样的属神之光明与完美.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122页. 
8   《圣经启导本》解释道: “乌陵和土明究为何物, 

很难确定. 据多方考据所得, 似为神的旨意的圣签, 放在

以弗得或约柜中. 有人说它们由不同形状或颜色的石头

或木条制成, 用时放入一个盒中, 祭司用手去取. ‘乌陵’

的希伯来文意思似为‘咒诅’, 代表‘否’; ‘土明’的意思为

‘完全’, 代表‘可’, 因此可用来决事. 撒上 14:36-42 记有

掣签决疑难的记载. 另有人说这只是大祭司胸牌十二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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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牌前面要镶上十二粒不同的宝石, 共

有四行, 每行三粒, 每一粒都刻上以色列一个

支派的名字. 胸牌的四角都各有一个金环. 胸

牌上方的两个金环各用一条“精金拧成如绳的

链子”穿过金环, 连接在以弗得肩带的宝石金

槽上. 胸牌下方的两个金环也各用蓝细带子把

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得的环子系住, 就在以弗得

巧工织的带子以上. 

 

 当祭司穿上以弗得, 胸牌便安在祭司的

心胸前, 而心胸是情爱之处.   —  爱心的地方. 

胸牌十二粒宝石上所刻的名字之次序, 不同于

肩膀上红玛瑙的名字次序. 刻在红玛瑙上的每

一支派, 享有同等的地位和荣美(注: 刻在红玛

瑙的名字放在肩膀上时都有同等高度[且都是

刻在红玛瑙之上, 有同样的光辉], 但刻在胸牌

宝石的名字却有四行, 有上下之分, 所以两者

在高度上有所不同); 刻在胸牌上的名字却是

“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 刻十二个支

派的名字”(出 28:21). 这次序是按着各支派安

营和起行的顺序, 表明它们有所不同.9  

                                                                                               
宝石的统称, 但比较利未记 8:8, 二物(乌陵和土明)和胸

牌似有别.” 摘自《圣经启导本》, 第 167 页. 
9   有两件事值得留意, 首先是希伯来文的写法是

从右到左, 所以宝石排列的次序应该也是从右到左, 意

即第一行的第一块宝石(红宝石)是从右边开始, 第二行

至第四行的第一块宝石也是如此. 其次, 有些学者认为

这十二支派的名字是按照雅各众子的出生次序刻在十

二宝石上, 所以他们的图表所显示的是: 1.红宝石(流便); 

 

 

 

 

 

 

 

 

 

 

 

 不同颜色和光泽的宝石虽各有不同性

质和能耐, 但都是同样的宝贵. 每一粒都靠在

大祭司的心胸  —  情爱之处(编译者注: 这预

表每个信徒都同样被主所珍爱、所宝贵).10 每

                                                                                               
2.红璧玺(西缅); 3.红玉(利未); 4.绿宝石(犹大); 5.蓝宝石

(以萨迦); 6.金钢石(西布伦); 7.紫玛瑙(但); 8.白玛瑙(拿

弗他利); 9.紫晶(迦得); 10.水苍玉(亚设); 11.红玛瑙(约

瑟); 12.碧玉(便雅悯). 但在上文图表所采纳的, 乃是根

据亨利·梭陶(Henry W. Soltau)的资料, 是按照十二支派

安营和起行的顺序(民2:2-31), 参 Henry W. Soltau, The 

Tabernacle: The Priesthood and the Offerings, 第206页. 

我们认为梭陶的看法更为正确, 正如他所解释的, 肩上

红玛瑙与胸前十二宝石采用不同排列法是很有意义的; 

前者强调十二支派的共同性(同属一个父亲), 都刻在同

样的红玛瑙上面(享有共同尊荣), 后者则强调十二支派

的独特性, 刻在不同的宝石上面(各有各的光彩与荣美). 
10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表示, 借着以弗得, 大祭司

的肩膀支持着他胸前的胸牌, 其上的宝石刻着神子民的

名字. 这点表明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作为中保的工

作, 不断地维持或扶持着祂的子民; 大祭司的肩膀表明

祂大有能力(足以背负祂子民的重担),  而大祭司的胸牌

则述说祂满有圣爱(必然关怀祂子民的需要). Frederick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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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宝石彼此闪耀辉映, 都个别与独特地促成

整体的荣美特质.   

 

 这些刻上名字的宝石都稳固地镶在胸

牌上. 它们是“用刻宝石的手工, 彷佛刻图书

(KJV: signet)”, 金制的链子(出 28:22-24)和蓝

细带子(出 28:28)穿过胸牌的金环, 把胸牌系在

以弗得上. 一条链是没有起点也无终点, 这点

令人联想到永恒的关系(基督是无始无终的, 

来 7:3); 金色与蓝色表明这关系是被基督那神

圣不变的属天特质所设立和托住的.  

 

这幅图像描绘我们的神对信祂之人的

恩慈! 尽管我们有不同的性格和失败之处, 但

我们的大祭司已进入天堂, 以救赎大爱把我们

完美荣耀地呈现在祂父面前(注: “胸”可象征

爱).11 我们的特殊荣耀是我们各自独特地反映

祂的荣耀, 这给父神的心带来欢悦. 

 

(E) 亚伦所预表的基督  —  以弗得的外袍 

 (或称“蓝外袍”, 出 28:31-35) 

 以弗得的外袍是一块布, 布的中间“要

为头留一领口”(出 28:32), 使大祭司的头能够

穿过这块布. 这领口要特别编织, “彷佛铠甲的

                                                           
11   大祭司带着胸牌的荣美宝石来到神面前, 象征

耶稣基督把我们荣美地呈现在父神面前; 而这荣美是因

着祂的救赎大爱(注: “胸”可象征真情大爱), 使我们得救

重生, 成为新造的人(林后 5:17), 心意更新而变化(罗

12:2), “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林后 3:18). 

领口, 免得破裂”(出 28:32). “彷佛铠甲的领口”

表明它如铠甲领口一般的结实. 圣经没有记载

编织外袍的材料. 我们只知道所用的颜色: 整

件外袍是蓝色. 
 

 用来形容这件服装的字是“外袍”(robe), 

而不是“外套”(coat), 这表明它的目的不是用作

“遮盖”, 而是“展现”. 袍子也意味着具有权柄

和尊贵的地位. “袍子”的希伯来字在旧约圣经

别处是用来指君王的袍子. 这君尊的袍子是被

那位从圣所出来之人所穿(出 28:35), 指向比亚

伦更优越的祭司职分. 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

等次作我们的大祭司, 祂是“仁义王”, 又是“平

安王”(来 7:2), 代表君尊的永远祭司职分. 

 

 以弗得外袍的下面, 是细麻织成的白色

衣服, 它述说基督独特的圣洁公义. 采用同样

白色材料的纤维来编织此衣, 使它每一细节和

荣美都经得起最详细的检查或察验. 基督的人

性是圣洁的人性. 祂并非取了我们充满罪恶的

本性, “在祂里面并没有罪”(原文直译, 约壹

3:5); 彼得也见证道 : “祂并没有犯罪”(彼前

2:22). 诚然, 祂过去与现在, 都是“仁义王”. 

 

 以弗得的蓝

色所讲述的是平安

和神性 . 只有当天

上黑云密布 , 遮盖

了蓝天 , 天上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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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陶 Henry W. Soltau 

似凶险可怕, 我们也感到威胁. 可是基督已解

决了那威胁我们的审判之黑云, “借着祂在十

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西 1:20). 信徒现

今靠着恩典得享平安的蓝色. 诚然, 那位出于

天的主, 是“平安王”.  

 

 基督是按照麦基

洗德的等次作祭司 (来

7:17). 这方面的工作肯定

不会被弃一旁, 也无法削

弱的. 基督的神性与公义

不容置疑. 基督恩典的工

作为罪人获取平安, 此事

在神的公义宝座面前, 永远被立定了. 以弗得

的蓝色外袍是无法被撕裂而与祂隔绝的.12 

 

 

(F) 结语 

英格兰的亨利·梭

陶(Henry W. Soltau)贴切

写道: “神指示摩西为亚

伦做圣衣, 为荣耀, 为华

美, 使他承接圣职, 能以

执行祭司职任. 因此, 亚

伦是靠他的圣衣才配执

行这等圣职. 圣衣使亚伦显为尊贵, 以荣耀和

华美遮盖他, 这原是亚伦本身所没有的.  

 

“相比之下, 主耶稣

的祭司职分显然具有鲜明

和蒙福的对比 . 身为神的

儿子 , 祂从亘古就满有尊

贵荣耀 , 此荣耀华美令祂

执行的职分显为尊荣 . 祂

顺服的一生 , 祂在十架上

完全顺服以至于死 , 令祂

显为父神的独生子 , 充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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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89, 90, 91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也证明祂配得被父神高

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  父神的右边; 祂也具

有祭司和好牧者的心肠, 照顾神的群羊, 爱他

们到底. 简之, 祭司职分给亚伦增添尊荣; 但丰

富的基督却令祭司职分显为尊荣.”13   

 

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评述道: “亚伦的圣衣是他承接祭司圣职

的第一步 . 此圣衣是‘为荣耀(glory), 为华美

(beauty)’. 诚然, 基督作为中保的地位是何等的

华美! 祂执行事奉的地位是何等的荣耀!”14 感

谢慈爱的父神, 赐给我们这位升入高天、坐神

右边、慈悲忠信、尊贵荣耀、无以伦比的大

祭司  —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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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大祭司的圣衣 

 

一般而言, 当人看见特定的衣冠服饰, 就

对穿着的人, 存有某种期望. 当你看见人穿警察

的制服, 就以他为执法者; 穿法官长袍, 代表的是

公义. 因此, 衣冠服饰可代表权威和理想. 虽然, 

有时里面的人, 跟外面的衣冠不尽相同.  

 

论到衣服, 格兰特(John Grant)说了一段

满有意思的话. 他适切指出, 创世记中的衣服是

很有意义的. 创世记开始不久(创 3:7,10), 就论到

犯罪的人类用树叶为自己编织衣服, 但无法遮盖

自己的羞耻. 创世记最后却记述有人(约瑟)穿上

细麻衣  —  尊贵的衣服(创 41:42). 这正是人类

历史的写照; 人因为自己的罪而从神的面前被驱

逐, 但最后因着神的恩而恢复到尊贵荣耀的地位. 

因此, 圣经中的衣服让我们看见, 衣服不仅是为

了保暖或显示尊贵, 它也宣示人的特征  —  让罪

把他降为卑, 被神将他升为高.15  

 

                                                           
13   Henry W. Soltau, The Tabernacle: The 

Priesthood and the Offerings, 第 191 页. 
14   Frederick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第 229 页. 
15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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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祭司的职分中, 我们看见人被神升

为高. 神在出埃及记 28:2 吩咐摩西说: “你要给

你哥哥亚伦作圣衣, 为荣耀, 为华美”(出 28:2). 

神从以色列的利未支派中, 拣选大祭司, 在祂面

前事奉, 也吩咐为他作圣衣(出 28:6-30). 这不仅

是为了礼仪, 更有特别涵义.  

 

祭司圣衣的以弗得, 有两块红玛瑙作的

肩牌, 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胸前有一个

决断的胸牌, 在金槽中镶嵌着十二块宝石, 上面

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这是多么美好尊贵

的形象! 他的肩上不是担着罪担, 不是担负生活

的担子; 他的心胸不是狭窄, 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他两肩之力, 是担当神子民的软弱, 他全胸之爱, 

是想到神的子民得需要, 他决断的胸牌, 是为神

的子民在神面前求问, 引导他们当行的道路, 不

至于失迷. 他全心全力, 都是为了神的子民.  

 

胸牌与肩牌上面的名字, 不是写在表面

上的, 而是深刻着, 不能涂抹的. 这表明我们的救

恩, 是确定的, 是永远可靠的. 主“将我放在你心

上如印记, 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歌 8:6). 因此, 我

们尽可昂首夸胜地宣告道: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

的爱隔绝呢?”(罗 8:35).  

 

祭司的外袍颜色全是蓝色, 表明纯净属

天的. 祭司戴的圣冠, 前面用一条蓝细带子, 系着

一面精金牌子, 在上面刻着: “归耶和华为圣”(出

30:31), 表明大祭司属天的位分. 

 

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仍然在地上生活, 就

像在旷野行进的以色列人一样, 常有些不如理想

的表现, 使神的圣灵担忧. 但感谢神, 我们“有一

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

稣...”, 而且我们这样一位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

恤我们的软弱”(来 4:14,15).  

 

世上的大祭司, 不能长久活着, 因此他们

的职任不能够长久; 而且他们也不一定可靠, 有

时还会控告人. 但复活升天的主, 坐在天父右边, 

“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祂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

更换”(来 7:24). 此外, 祂不是在神面前控告我们, 

而是为我们代求, “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 祂

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祂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

求”(来 7:25).  

 

当撒但因着我们的软弱过犯, 控告我们

的时候, 耶稣的血发出更美的声音, 为你我发言

说话. 感谢我们的主, 因祂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

祭司”(来 2:17); 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所以,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

助”(来 4:15-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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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祭司的职分与圣衣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这两章(指出埃及记 28 和 29 章)揭示祭

司的职分(priesthood)、它的价值和功效, 都是意

义深刻, 令人读后不忘的. “祭司的职分”这个词

甦醒人心, 叫人深深的感谢神的恩典. 不但因为

我们能有路进到神面前, 而且祂按那高贵、圣洁

的祭司职分保守我们.  

 

亚伦及其后裔的祭司职分, 是神赐给祂

百姓的. 百姓要远远站着, 需要一人为他们不断

在神面前站立事奉. 希伯来书第 7 章教训我们, 

这祭司职分的秩序, 是属乎律法的, “是照属肉体

的条例”, “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 因此, 属乎

律法的祭司是软弱的, 并不是完全的. 我们要赞

                                                           
16   附录一主要改编自 “ 大祭司的圣衣 ”, 参 

http://www.jonahome.net/bible/ABN/exo/28.htm . 

http://www.jonahome.net/bible/ABN/exo/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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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神, 此条例是“不起誓立的”. 神的誓只能与我

们伟大、荣耀的大祭司麦基洗德(所预表的主耶

稣基督)建立. 祂的祭司职分长远建立了, 是完全

的、不死的、不转易的. 在祂的牺牲和祭司的职

分中, 祂授予信徒祂本体无比的价值、尊贵和荣

耀. 信徒一想起有基督的牺牲和祂作神的祭司, 

心中就激动起热切感恩之情. 

 

然而, 我们要放下情怀, 继续查看这两章

经文. 第 28 章记载祭司所穿的袍子, 第 29 章记

载献祭的事. 前者关乎人的需要, 后者是神的要

求. 袍子表明祭司职分的不同功用和性质. “以弗

得”是祭司最要紧的衣饰. 它与肩带、胸牌相连, 

清楚地指教我们祭司肩膀的力量和心中所爱的, 

都完全为百姓献上. 它们代表百姓的利益, 又代

表百姓带上以弗得  —  祭司的特别衣饰. 亚伦正

预表基督. 他的全能力量和无限慈爱, 都属于我

们(毫无疑问, 永远属于我们). 祂的肩膀托住宇

宙, 支持那些最软弱、最卑贱、被祂血买赎回来

的肢体们. 主耶稣的心有不死之爱, 向祂救赎回

来、最为人疏忽的肢体显出长久百般的忍耐.  

 

十二支派的名都刻在宝石上, 搭在大祭

司的肩上和胸前(参 出 28:9-12, 15-29). 宝石的

尊贵可从中观赏, 愈大的光照着, 就愈发显得光

明瞭亮. 光不会令宝石失色, 只会增添其耀目光

华. 十二支派的名, 连大带小, 都在耶和华面前常

搭在亚伦的肩上和胸前. 它们都在神的同在下, 

保持灿烂的光彩和不变的华美. 这等荣耀的地位

是以色列的神赐给他们的完备恩典.  

大祭司代表以色列人站立在神面前. 无

论百姓如何软弱、犯错、失败, 他们的名字仍在

胸牌上发出不灭光芒. 耶和华已把他们放在那地

位上, 谁能剥夺他们的福分呢? 耶和华把他们放

在那里, 谁能放他们在别处呢? 谁能进入圣所, 

从亚伦的胸前攫奪

以色列一個支派的

名字呢? 谁能玷污

耶和華存放那些名

字的地方呢? 全不

可能! 他們的地位

是仇敌不能染指 , 

罪恶不能侵袭的.  

 

原来 , 神

只在主耶穌的心

上看祂的儿女们!

在神眼中 , 他们

常在基督的爱之

光辉里闪耀着(如

同大祭司胸前的

宝石). 这对于困

乏、受了试探、

受了打击、自处

卑贱的信徒 , 实

在有何等的鼓舞

和安慰. 世人并不这样看他们, 唯有神是, 分别就

在此. 世人看神的百姓, 只注意他们的污点和瑕

疵. 世人无能力看得更远, 结果, 他们的判断常是

错误、单方面的. 他们看不见神赎民的名字刻在

宝石上, 就是铭刻在神丰盛不变的大爱之上. 既

然如此, 基督徒要十分小心, 不要让世人有辱骂

的把柄. 基督徒要“恒心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

无知之人的口”. 他们若借着圣灵的能力, 进到神

的光明中, 就必能在人面前活在圣洁的生活中, 

行在纯洁高尚的道德中.  

 

感谢神, 我们的判断不在乎人, 只在乎神

自己. 神恩慈地指示我们的大祭司, 在耶和华面

前常把判断挂在心胸上. 这实在叫人有深刻、稳

固的平安(无人能动摇的平安). 我们承认自己常

失败, 短处多, 并且为此伤痛. 我们的眼睛会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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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悔改而变得昏暗, 看不见那刻上我们名字的宝

石, 也不察觉它的光辉. 然而, 它的光辉长存不灭. 

神因着它们的光辉得着荣耀, 这份光辉不是我们

努力的成果, 乃是神授予的. 我们只有黑暗、阴

沉、残缺. 神授予光明、光泽、荣耀. 神借此得

着一切的赞美, 直到永远.  

 

 “带子”是象征事奉. 基督是完备的仆人  

—  是神计划中和深爱的仆人, 也是满足祂百姓

百般需要的仆人. 祂有真诚奉献的心, 束腰在工

作中事奉. 若信心的眼目看见神的儿子如此束腰, 

就肯定信祂无难成之事. 这个预表向我们展示基

督的美德、尊贵和荣耀. 祂的神圣和属人的本性, 

完全显露在祂作仆人的性情上. 出 28:8 说: 

“其上巧工织的带子, 要和以弗得一样的做

法, 用以束上, 与以弗得接连一块, 要用金

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并捻的细麻

做成.” 人心如此相信, 必得满足, 而长久等

候的心也得满意. 我们不但看见基督是铜

祭坛上的祭牲, 更是神家里束着腰(准备事

奉)的大祭司(来 10:19-21). 所以, 希伯来书

的作者为此感动, 说: “…来到神面前… 坚

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要彼此相顾…”(来
10:22-24). 

 

出埃及记 28:30: “又要将乌陵和土

明(即“光明”[light]和“完美”[或译“完全”, 

perfection] )放在决断的胸牌里; 亚伦进到

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要带在胸前, 在耶和华

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 我

们可从多处圣经的经文, 看到“乌陵”是与神

的旨意相交有关的. 这可从以色列人历史

的片段中看见. 比方, 在选立约书亚时, 有

这样的记载: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 

以利亚撒要凭乌陵的判断, 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求问. 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

亚撒的命出入”(民 27:21).  

 

另外, 又有记载: “论利未说: 耶和华

啊 , 你的土明和乌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

里. … 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 将你的律法

教训以色列”(申 33:8,10). 再看: “扫罗求问耶和

华 , 耶和华却不借梦 , 或乌陵 , 或先知 , 回答

他”(撒上 28:6). 最后看: “省长对他们说: ‘不可吃

至圣的物, 直到有用乌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

来’ ”(拉 2:63). 可见, 大祭司不但在耶和华面前

背负会众的判断, 而且把耶和华的审判传给会众  

—  严肃、重要、最宝贵的功能!  

 

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来 4:14). 祂的心常背负祂

百姓的判断, 并且祂借着圣灵把神的计划传给我

们. 这些都可在我们每天生活的细节中察看出来. 

我们不要做梦, 或期望异象, 只要靠圣灵而行, 就

能在我们大祭司的胸前, 享受完美“乌陵”(意即

“光明”)的一切定见.17 

                                                           
17   附录二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出埃及

记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285-

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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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刘斌 

 

虚空人生  

与灵魂保单 
 

有一则笑话, 说是某人在网上看到一个

“保你满足”精品店, 心里很不爽, 于是留言想

逗一逗对方.  

 

“老板, 来一份理想.” 没想到对方的回

答也很奇葩: “对不起, 本店只剩空虚了.” 于是

继续对话: “店里有开心、快乐卖吗?” “有, 不

过都是水货.” “真心有吗?” “昨天还有一点点, 

今天全都变质了.” “爱情有吗?” “有, 不过购买

的附加条件费用很高.” “来一份吧, 给我加点

诺言.” “不过现在诺言都是假的.” “那知己怎

么卖?” “这个可贵, 一缘一份.” “来一份.” “没

有现货, 你得碰.” “什么时候能有现货呢?” “你

要有等候海市蜃楼般的耐心 .” “那平安呢?” 

“有的, 不过都是货真价实的山寨版, 基本都是

肥皂泡牌的.” 

 

虽是一则笑话, 两人对话也没什么结果, 

不过仔细一想, 这可能被当作“无聊的对白”却

也折射出人生的一种写照. 人世间, 哪有真正

的真善美? 不光

没有真善美 , 所

有的追求到头来

也是一场虚空 , 

正如圣经上传道

者所说 : “… 虚

空的虚空 , 凡事

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

的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 1:2-3). 这话

虽不中听, 谁又能否认它的真实性呢? 

 

又有人说: “想透了, 人都当明白: 戴三

百块钱的表和三百万的表, 时间是一样的; 住

三十平方米的房子和三百平方米的房子, 孤独

是一样的; 坐头等舱和经济舱, 飞机失联了一

样都回不来.” 

 

从飞机的高处往下

看: 十层楼和二层楼没什

么差距; 一米八和一米五

的身材没什么区別; 俊美

和丑陋都是一片模糊; 保

时捷和捷达都是一个黑点. 

 

苹 果 之 父 乔 布 斯

(Steve Jobs, 1955-2011)在商

界独步天下, 钱财无数, 笃

信中医, 却不能逃避癌症的

吞噬. 香港著名演员梅艳芳

(1963-2003)名利双收, 能请

得起国内外的任何专家, 但

宫颈癌还是把她带走了! 扮

演《红楼梦》中林妹妹的

陈晓旭 (1965-2007)才艺双

全, 从演员到老板, 又遁入

空门, 却因乳腺癌香消玉殒! 

企业家王均瑶 (1966-2004; 

中国第一个拥有私人飞机

的企业家)富甲东南, 海内外

遍寻名医, 35 亿身价却被直

肠癌杀死! 精通医术的北京

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生瑜(1969-2008), 突发

心脏病逝世, 年仅 39 岁. 

 

网上对官场追逐也

是如此调侃: 正处、副处 , 

最后都在骨灰盒存放处; 正

局、副局, 最后都是残局走

向结局; 正部、副部, 最后

都是向着死亡迈步. 可惜人

不到大难临头就不能醒悟

人生! 让人放下贪财的心, 

比放弃呼吸都还难, 没有人

会认为自己下一秒就不能呼吸了, 只有真的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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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氧气罩的时候才会承认: “无人有权力掌管

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 这

场争战, 无人能免; 邪恶也不能

救那好行邪恶的人”(传道书 8:8).  

 

清朝有位诗人写了一首

“醒世歌”(或名为“万空歌”), 把

人生的虚空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尽浮生总是空.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 

田也空、园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朝为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 

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 

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 

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近期收到一个远方亲友分享的一个短

片, 内中有以下几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年复一年, 你看破了多少? 

日复一日, 你放下了多少? 

千方百计, 你得到了多少? 

精打细算, 你失去了多少? 

求而不得, 你烦恼了多少? 

 

匆匆是光阴, 忙忙是人生; 

我们都是岁月的过客, 

空手而来, 赤手而去; 

在岁月的尽头, 

终成云烟. 
 

正因为钱财、名气甚至性命都如风如

影, 因此保险业应运而生. 有个亿万富翁, 他逢

保必买, 连手指、脚趾都投了保. 他觉得自己

非常安心了, 但是有一天, 他不幸死了. 人生是

一件我们没有把握的事, 没有人能对明天绝对

夸口. 这让我们想起圣经话语的真实：  

“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

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作买卖得利.’ 其

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

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

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

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雅 4:13-15) 

 
我们不是说人不需要认真地活在世上, 

也不是说保险行业没有很好的积极意义, 但最

要紧的是: 人的罪使世界变得虚空, 而我们在

这空虚的世上, 该为自己的灵魂买份永恒的生
命保险. 这份“保险”只在真神的独生爱子主耶

稣那里. 祂用自己在十架上所流的宝血为我们

付完罪的代价, 所以“永恒的生命险”对信祂的

人都是免费的, 千金万金都买不到, 只能用信

心才能领受.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18  

 

结束前, 让我们再思想

一首经过一名和尚改编的“万

空歌”. 这名和尚因看清“万

空”(包括佛门的“空”)而归信

耶稣基督, 故作此词为见证. 

 

寒来暑往春复冬, 看得浮生总是空.  

名也空, 利也空, 人生渺渺在空中. 

妻也空, 子也空, 黄泉路上不相逢. 

日也空, 月也空, 东升西堕为谁功. 

房也空, 院也空, 转眼荒郊土一封. 
 

田也空, 土也空, 换来多少主人翁. 

官也空, 职也空, 尽是孽债恨无穷. 

金也空, 银也空, 死后何曾在手中. 

车也空, 马也空, 人去物存永无踪. 

看来只有一事实, 信仰耶稣是真宗.19  

                                                           
18   上文改编自刘斌的 “ 虚空人生与灵魂保单 ”,  

http://www.ccmcn.cn/read/read.aspx?id=cts20180405 (原

载《中信》月刊, 第 672 期, 新生网 www.ccmcn.cn ). 
19     考门夫人著, 《荒漠甘泉》(台北: 永望文化事

业有限公司, 1996 年 25 版), 第 4-5 页.  

http://www.ccmcn.cn/read/read.aspx?id=cts20180405
http://www.ccm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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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埃里克·帕门特尔(Eric Parmenter) 

 

先知以西结: 
他的预备、安慰和使命 

 
(A) 以西结的预备 (结 1:1-3; 2:1-10) 

以西结书一开始, 就描述先知以西结

(此名意即“神坚固、神强化”, God strengthens)

第 30 年在被掳的人中看见了异象. 若耶利米

的话属实(注: 他预言被掳 70 年, 耶 29:10), 以

西结就没得享受在耶路撒冷圣殿事奉的特权, 

这点肯定给他很大打击【注: 以西结是个祭司

(结 1:3); 祭司必须出自利未支派(亚伦家族), 

而利未人要在 30 岁才可开始在圣殿里事奉, 

并在 50 岁时停止事奉, 参 民 4:3, 23, 30】.20  

 

以西结在 25 岁时

被掳离开耶路撒冷(而先

知耶利米预言神的百姓

将被掳 70 年, 在被掳结

束那一年, 以西结已是 85

或 87 岁了, 远远超出可

在圣殿事奉的年龄顶线, 

参脚注),21 这对他而言, 似乎是生命最大最真

的意义已全破灭. 这类看似令人失望的事却常

常意味着神有更美的旨意, 要给我们更好的道

路. 原来, 神要预备以西结去领受新的任务. 

                                                           
20   民 4:47-48: “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 凡前来任

职、在会幕里做抬物之工的, 共有八千五百八十名.” 
21   关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 70 年, 有者计算发生

于主前 606-538 年, 不足 70 年(或主前 606-536 年, 请参

本文附录), 而以西结是在巴比伦第二次攻占耶路撒冷

时, 与约雅斤王一同被掳到巴比伦(主前 597 年). 约雅斤

王被掳第 5 年是主前 593 年, 在那一年, 30 岁的以西结

看见异象 , 开始他的先知职事(结 1:1-2). 参  John F. 

Walvoord & Roy B. Zuck,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Edition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85), 第 1225, 1227 页. 值得注意的是, 被

掳 70 年结束时(主前 538 或 536 年), 以西结若还活着也

已达 85 或 87 岁高龄, 而祭司 50 岁就停止圣殿事奉. 换

言之, 以西结可算出他是绝对没有机会进圣殿事奉神了. 

(A.1)   他看见什么?    

“天就开了, 得见神的异象”(结 1:1). 在

充满大事的那年,22 以西结经历了超凡的奇异

现象 . 他举目看见神那看似马车的宝座

(chariot-throne)所发的荣耀. 它从北方而来, 表

明神宝座的普世性, 天上地上任何权势能力都

无法与之相比, 它是无法抵挡的. 

 

 

 

 

 

 

 

 

 

 

 

 

 

 

(A.2)   他听见什么?    

“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祭司以西

结”(结 1:3). 它以象征性的图像临到  —  内外

都写着字的书卷(结 2:10), 表示先知本身没有

机会加添什么(注: 若有很多空白之处, 人可在

其上写字, 加添自己的话). 

 

神吩咐以西结要开口吃这书卷(结 2:8), 

表明神的话是需要被消化吸收的(assimilated), 

并成为他生

命的一部分 . 

但他吸收后 , 

发现它支配

着他, 使他在

人的层面上

同感神对犯罪百姓的心态. 神不仅赐他信息, 

也清楚告诉他有关他那世代的百姓将有的反

应: 他们会故意地、毫无理由地拒绝神的话. 

所有要事奉神的人必须先“吃”那书卷  —  圣

                                                           
22   那一年以西结 30 岁, 可作祭司, 符合在圣殿事

奉神的年龄资格(参 民 4:47-48). 但神却立他为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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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并容许它鉴察我们的动机、意念和行动, 

以此把神的仆人领到神的意念中, 同感与赞同

神的心意, 并使之成为他里面充满活力的能力.    

 

(A.3)   他感觉什么?    

 “耶和华的灵 (原文作“手”)降在他身

上”(结 1:3). 这样的描述在以西结书出现 7 次

之多(结 1:3;  3:14,22;  8:1;  11:5;  33:22;  37:1;  

40:1; 这 7 次“耶和华的灵”在希伯来原文是“耶

和华的手”, KJV: the hand of the Lord), 实实在

在地表明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控制之下 (注 : 

“手”象征能力和掌控). 与“耶和华的手”紧密相

联的是神的灵, 祂举起和带领先知以西结来完

成神所托付他的事奉. 我们今日仍然需要体验

到“耶和华的手”在我们身上, “耶和华的灵”在

我们里面, 来完成我们在世上的使命. 

 

 

(B) 以西结的安慰 (结 11:14-21) 

 (B.1)   神显明人的罪行 

以西结“在神的异象中”被带到耶路撒

冷的圣殿(结 8:3), 被神的灵放在“耶路撒冷朝

北的内院门口, 在那里有触动主怒之偶像的座

位, 就是惹动忌邪的”(结 8:3). 这令神愤恨的偶

像座位是在玛拿西时代被立的.  

 

神让先知以西结看到圣殿的情况, 此圣

殿原是神同在的地方. 从内院门口朝北看进去. 

首先, 他难过地发现这“触动主怒的偶像”被放

在那里(结 8:5). 其次, 他又看见秘密进行的宗

教膜拜仪式(结 8:10-12; 注: 第 12 节说: “以色

列家的长老暗中在各人画像屋里所行的”). 第

三, 他观察到“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 就是

“有妇女坐着 , 为搭模斯 (Tammuz)哭泣”(结

8:13-14). 最后, 还有一个“比这更可憎的事”, 

就是神的子民“面向东方拜日头”(结 8:15-16). 

 

行上述可憎之事的, 有众长老、妇女们

和众祭司. 这些被冲昏头脑的男女完全没意识

到, 他们竟在神曾显现与同在的圣殿中, 行神

可憎的事! 他们如今充满污秽不洁、献身热爱

所拜的偶像. 以西结清楚看见, 这样的邪恶必

遭致神的严厉审判, 而神的审判将从以色列家

起首(过后才轮到外邦列国). 

 

 在神的审判未临到以前, 神再赐给以西

结一个异象. 他看见“一人身穿细麻衣, 腰间带

着墨盒子(inkhorn)”(结 9:1-6). 他要在那些为

拜偶像之罪而哀哭的人头额上画个记号 (结

9:4),23 表明神的审判并非不分青红皂白(意即

会公义地按人所行的报应他, 参 结 9:10). 接着, 

神给以西结“炭火”的异象(结 10:2-3), 表明即

将发生的审判; 过后再给他另一个异象, 使他

看见神的荣耀要离开了(结 10:19).  

 

 

 (B.2)   神关心祂的仆人 

 先知以西结带着沉重的心情, 观看基路

伯的移动, 以及主的荣耀逐渐地离开了祂曾一

度居住的圣殿. 以西结忠心地指责神百姓的罪, 

并传讲耶和华给外邦列国的信息. 为了鼓励祂

的仆人, 在以西结还未看到神的荣耀最终离开

以前, 神先赐下一个信息关于以色列将来的福

气. 这信息是关乎将来的日子, 主会荣耀归来, 

回到橄榄山, 并进到耶路撒冷. 那时, 以色列和

耶路撒冷将目睹主的荣耀归回他们的国土上.  

                                                           
23   结 9:4: “…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

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 画记号在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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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西结而言, 这激励人心和充满安慰

的信息是何等大的福气! 神今日仍然是何等关

心祂的仆人. 祂知道我们何时需要一篇安慰的

信息, 来鼓励我们继续为祂执行事奉. 

 

 

(C) 以西结的使命 (结 33:1-9) 

 (C.1)   守望者的责任 

 对于逐渐逼近的敌军, 人通常会发出警

告. 对于即将来临的灾祸, 所该给的第一个信

号是吹响号角, 透过号角声使百姓警觉危险的

到来. 若此人在一个高台或城墙某高处站岗, 

远远望见逼近

的敌军所扬起

的尘灰时, 他自

然会立即发出

警报(注 : 执行

此任务的人被

称为“守望者”, 

watchman). 当

警报声第二次响起, 智慧的人会警惕, 迅速逃

离此城, 或准备与敌人开战交锋.  

 

他们这样做就能保命. 不过, 那些听见

吹角的警报声后, 仍旧继续工作、不理警报的

人, 将会死在敌人的刀下. 这样的人没有借口, 

毫无控诉的理由. 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死付上全

责, 没有控诉守望者的余地. 守望者是个孤单

的人物; 他的职责要求他不断儆醒, 他也为此

常与其他同伴分开, 孤单地站岗守望. 

 

守望者肩负重任, 若他失职, 没有为即

将来临的灾祸发出警报, 导致有人因他疏忽而

被杀, 那么, 他必须为那人的死向神负责, 也因

那人的死而有罪. 在法律上, 至近的亲属有义

务为死去的亲人, 向那导致死亡的人报复. 

 

 (C.2)   以西结的责任 

主把这整个题目戏剧性地应用在以西

结身上. 以西结的责任犹如守望者. 神设立他

作守望者, 警告以色列那即将来临的危险, 就

是他们若不肯悔改, 离开他们的罪行, 神的审

判必然临到他们.  

 

先知以西结领受了主的信息, 他不敢怠

慢, 不敢不传讲它. 若他不说出警告的话, 罪人

因此死在他的罪中, 先知就得付上责任. 若发

出了警告, 不法的人可能因此悔改, 离开所行

的恶道. 以西结是忠心的守望者, 忠心地传递

警告的信息. 今天那些为神作守望工作的人也

肩负巨大责任, 要忠心地对未得救者传讲神严

厉的警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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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以色列人被掳与归回的事件与日期 

 

重要历史事件 

(耶京 = 耶路撒冷) 

A:启导本 &  

B:研读本 

巴比伦首次攻占耶京(但以理被掳) 主前 605 

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 70 年 主前 605-53825 

巴比伦第二次攻占耶京(以西结被掳) 主前 597 

巴比伦第三次攻占耶京, 毁殿灭犹大国 主前 587 

古列谕令 -准犹太人归回建殿(拉 1:1) 主前 538 

第一批被掳归回(所罗巴伯率领) 主前 538/537 

第二批被掳归回(以斯拉率领) 主前 458 

第三批被掳归回(尼希米率领) 主前 445 

A:  余也鲁总编辑, 《中文圣经启导本》(2005) 

B:  鲍会园总编辑, 《更新版研读本圣经》(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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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44 页(以西结的预备)、245 页

(以西结的安慰)和 246 页(以西结的使命).  
25  有者认为被掳 70 年其实不足 70 年, 而是 67 年

(主前 605-538 年); 亦有学者认为是主前 606-536 年(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或主前 605-536 年(马有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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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天地             杯子 

       

神的十二个奥秘 (二) 
  
编者注: 圣经中至少有十二个奥秘.26 我们在上期

讨论过首三个. 本期, 我们将探讨另外两个: 

“七星与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和“天国的奥秘”. 

 

(文接上期) 

 

(B.4)    七星与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启 1:20) 

 

 

经文: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
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教会)的使
者 , 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启
1:20);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召会
的使者, 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 七 个金 灯台 中间行 走 的 , 

说”(启 2:1). 

 

 

  启示录 1:20 告诉我们另一个属神的奥

秘,27 就是七星与七灯台的奥秘, 主耶稣还亲自解

                                                           
26   这十二个奥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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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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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请读者参阅以下文

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圣经中的奥

秘是指什么-共有多少种奥秘/ . 
27   弗莱明(Don Fleming)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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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谕给人知道 (弗 3:4-5; 西 1:26; 启 17:7).”【引自 

World’s Bible Dictionary, 第 107-108 页】. 简而言之, 奥

秘是只有借着神的启示才能知晓的真理.  

释这个奥秘的隐意, “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

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 

 

(一)   七星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启 1:20). 

让我们一起在圣经中探索“七星”是谁. 在古代, 

天上的星就是航海的指引, 马太福音 2:9 记载了

一幅以星指引方向的图画,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

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

在上头停住了”(太 2:9). 

 

神的召会今天也是繁星点点, 主未回来

以先, 召会中的一群长老(领袖)在黑夜中作出指

引, 帮助弟兄姐妹不偏不倚地行在主的道上. 他

们是传播信息的“使者”(messengers), 将神的信息

原原本本、准确无误地传给众肢体, 不加添个人

的意见. 他们所传的信息从亲近神而得, 不靠阅

读神学书籍或单凭互联网资料. 这种从亲近神而

得的信息能使众肢体得着鼓励、安慰、指引、

训诲和教导, 神的家里实在需要这样的使者. 

 

“在我右手中的

七星”(启 1:20). 右手是

与能力有关(右手一般

上是比较有力的, 故象

征能力). 七星在主的

右手中, 说明主以能力

扶持与支持他们. 传主信息的使者纠正或训诲众

人时, 并不常受欢迎; 信徒时有藐视、排斥甚至

敌挡的态度. 此时, 主百分百的支持尤为珍贵, 能

够帮助使者在黑暗的

时候继续忠诚放光. 

 

“你要写信给以

弗所召会的使者…” 

(启 2:1). 传信息的使者

与特定地方的信徒血

脉相连, 同甘共苦, 是

地方召会的使者. 所有

七封写给召会的信都

是写给使者的, 他们各

为所在召会的景况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圣经中的奥秘是指什么-共有多少种奥秘/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圣经中的奥秘是指什么-共有多少种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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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在以弗所, 主耶稣要求使者带领召会悔改, 主

先是对以弗所召会的使者说祂知道召会的优胜

之处, 也知道箇中的弊病成因, 随后发出要求,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启 2:5). 

 

在启示录, 神称使者为“星”; 在约翰福音, 

使者又被称为“看门的人”(约 10:3); 在腓立比书

则称为“监督”(腓 1:1); 在提摩太书信称为“长

老”(提前 5:17)、在以弗所书称为“牧师”(原文作: 

牧者, 弗 4:11). 这群使者责任重大, 任重道远, 事

奉的影响极其深远, 他们若时刻儆醒服事主, 将

是召会的福气, 反之, 若效法世界的宗教, 将是召

会的祸害. 请为你们召会的长老们祷告, 好让他

们忠于主道, 不弃主名(启 3:8; 请比较 启 2:13). 

 

(二)   七灯台的奥秘 

 

 “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启 1:20). 在旧约

时代, 召会作为基督身体是一个奥秘(即未蒙神

启示而不为人知的奥秘, 参 弗 3:6), 而七灯台所

预表的七个地方

召会更是奥秘 . 

按启示录 2 至 3

章的亮光 , 七个

召会都是独立自

主的 , 各有各的

使者 , 属灵情况

和责任皆有所不

同 , 并非隶属某

一总会, 或以联会方式管理, 乃是各由负责的弟

兄们管理. 在基督里(in Christ), 我们同为一个身

体(指宇宙性的召会而言); 在主里(in the Lord), 

我们有着不同的岗位或责任(指地方性召会而言). 

 

“七个金灯台”(启 1:20). 灯台是金造的, 

金代表神的属性和真理. 召会不应失去“金”的特

质, 像列王时代, 以色列的金子被夺去(代下 12:9-

10); 套用到今天的情况, 许多异端大力攻击基督

的神性(否定耶稣基督是神), 把神话语绝对的权

柄变为相对(否定圣经的权威), 又把恩典的福音

变成律法(强调靠善行得救)… 如果我们容让异

端进入召会中, 召会便会失去金子和金灯台的光

辉和荣耀. 

“七灯台”(启 1:20). 灯台的功用是照耀与

照亮灯台所在的地方. 召会作为灯台, 要责任照

亮所在的地区. 灯台有别于探射灯, 无义务照亮

别的地区, 主耶稣分派我们专注本地的工作, 这

是我们日后交账的范围.  

 

“在七个金灯台中

间行走的”(启 2:1). 各位

弟兄姐妹, 主耶稣在各个

灯台中间行走, 不仅深知

当中发生的任何事, 更是

掌管一切, 所以不论发生

什么事, 也请你不要灰心

丧志 , 也不要怨天尤人 , 

只要记得灯台在主的手

中, 主在掌控着. 若当中作带领的弟兄离主背道, 

主会将该区的灯台挪去(启 2:5). 主的慈爱非常丰

盛, 但祂的管教也十分严厉. 愿我们都俯伏在主

面前, 求主鉴察, 并指引前路(诗 139:23-24). 

 

大家一同来做工, 同心兴旺神家庭; 

四肢百体都发动, 努力寻求主光荣. 

尊主基督为首领, 主里劳苦非徒然; 

我们中间谁为大, 就多服事多包容. 

 

 

(B.5)  天国的奥秘 (太 13:1-50) 

  

 

经文: “祂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
理, 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
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太
13:3,11; 请参整章 1-50 节). 

 

 
 

(a)   天国七个奥秘的比喻 

   

圣经中采用“奥秘”(mystery)一字是指“因

着神未启示所以人便不知”的事, 并非如世人所

说是属深奥难明, 或人无法明白的事. 圣经中的

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隐藏的, 如今神借使徒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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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给信徒知道(西 1:25-27). 因此, 我们正活在

“神奥秘事完全显明”的日子中, 何等的有福啊! 

 

  对神话语的初学者而言, 弄明白圣经中

不同“七”的组别是重要的. 旧约利未记有耶和华

的七节期; 新约启示录有给亚细亚召会的七封信; 

福音书有天国奥秘的七比喻, 三者的听众或领受

的对象各有不同: 耶和华的七节期是给以色列人; 

天国奥秘的七比喻是为天国的子民而设; 亚细亚

召会的七封信是给地方召会. 圣经清楚划分这三

大群体: 首先是以色列, 其次是天国, 第三是召会. 

以色列不是召会, 召会不是天国, 天国不是以色

列. 了解三者的差异对学习圣经有很大的帮助

(不了解三者差异往往导致张冠李戴, 错误解经). 

 

(b)   天国奥秘比喻的时间 

  

天国奥秘的比喻处于天国之王不在地上

的时间. 在马太福音, 主耶稣以弥赛亚王的身份

登场, 其作王的资格在第一章所记载的家谱中获

得证实, 而王的权柄与能力则在其他章节所记载

的神迹中反映出来. 可惜的是, 弥赛亚王仍遭到

犹太人的拒绝. 尽管如此, 其国度仍然继续. 

 

艾朗赛(H. A. Ironside)写道: “从马太福音

13 章开始, ‘天国’一词并非指那统治全地属神之

国的设立(指千禧年国), 而是特指天国的奥秘或

隐秘形式(mysterious or mystical form); 天国这段

隐秘形式的时期是发生在天国的王(主耶稣)回

到天上, 直到祂第二次在大能与荣耀中降临的这

段期间.” 换句话说, 天国的比喻就是讲论天国的

王不在地上的日子(被人普遍拒绝之日), 直到祂

第二次降临, 脚踏于地的这段时期.28  

 

我们今日活在“王被拒绝”(主耶稣基督被

犹太人拒绝)的时间或时期, 王的国度被隐藏起

来, 成了奥秘. 这天国奥秘的七比喻揭示了天国

                                                           
28   威尔逊(T. Ernest Wilson)指出圣经对天国的教

导如下: (1) 天国的提及 (Kingdom of Heaven in Mention, 

但 2:36-45); (2) 天国的奥秘  (Kingdom of Heaven in 

Mystery, 太 13:1-52); (3) 天国的彰显  (Kingdom of 

Heaven in Manifestation, 启 11:15-18; 20:1-6); (4) 天国的

缩影 (Kingdom of Heaven in Miniature, 太 17:1-8). 

的王被拒绝后的情况, 并一直延伸到信徒被提, 

直到大灾难(太 13:39,49).29   

 

(c)   天国奥秘比喻的背景 

  

“当那一天,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

边”(太 13:1). “那一天”有何特点? 正当那一天, 

主耶稣显示自己三方面的伟大: 

 

1) “有一人比殿更大”(太 12:6). 圣殿是祭司供

职的地方, 主表明祂比祭司更大. 

2) “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太 12:41). 约拿是传神

话语的先知, 主表明祂比先知更大. 

3) “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太 12:42). 所罗门是

尊贵的君王, 主表明祂比君王更大. 

 

就在主显示自己比祭司、先知和君王更

伟大的那一天, 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

却决定拒绝这位伟大的弥赛亚, 要将祂杀害, “法

利赛人出去, 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太 12:14).  

 

在同一天, 法利赛人还犯了不得赦免的

罪. 当主耶稣治好了一个被哑巴鬼附身的人, 法

利赛人竟断定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行这神

迹! 把主靠着圣灵而行、充满仁慈的工作看成

是鬼魔的, 并且拒绝圣灵, 亵渎圣灵在基督身上

的见证, 法利赛人犯下了圣经所谓“不得赦免的

罪”(太 12:22-28, 31-32). 

 

那一天, 主耶稣在房子里对众人说话时, 

有人告诉主耶稣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 

要与你说话.” 主耶稣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

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 说: “…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

亲了”(太 13:46-50). 就在那一天, 主把属血肉的

关系给放下了. 

                                                           
29   主耶稣在 太 13:39 论到稗子的比喻时, 说: “…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直译为“时代的结束”; 

Darby: the completion of the age);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主又说: “世界的末了(直译为“时代的结束”)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太 13:49). 在解

释 太 24:3 所谓的“世界的末了”(其原文与 太 13:39,49

是一样的), 主耶稣将之延伸到大灾难时期(参 太 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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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那一天, 基督伟大的身份遭以色

列人否定. “当那一天,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

海边. 有许多人到祂那里聚集, 祂只得上船坐下, 

众人都站在岸上”(太 13:1-2). 这是一幅充满寓意

的图景: 从时代真理的角度来看, 主从房子出来, 

转往海边, 预表基督暂时把以色列放下, 并转到

外邦中工作, 因为“房子”(house, 即“家”)是以色

列的象征(赛 5:7: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

以色列家”, the house of Israel); 而“海”则是外邦

人的象征(赛 17:12: “…多民哄嚷, 好像海浪砰

訇”; 启 17:15: “众水(waters), 就是多民、多人、

多国、多方”). 群众虽听到主的声音, 却不能触

摸祂, 这比喻的背景好像今天的情况: 王不在世

间. 虽然如此, 祂的道和祂的福音仍在我们中间. 

 

(d)   天国奥秘的传递 

  

“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 为

什么用比喻呢?’ ”(太 13:10) 门徒问得非常有智

慧. 我们相信主用比喻有以下三个原因: 

 

1) 为集中听众的注意力: 大多数人对冗长的讲

章不感兴趣, 但如果加上故事比喻, 如“有一

个人摆设大筵席, 请了许多客人…”, 或“有一

个财主, 田产丰盛…”, 听众的注意力便会顿

时提升. 

2) 为提升听众的思考力: 主用比喻的目的是要

人思考祂的话, 有些听众听了这七个比喻而

一无所得, 因为他们没有思考主的话; 有些

听众坚持己见, 不愿听从真理, 就好像油蒙了

心, 耳朵发沉, 永远不会明白天国的奥秘; 另

外还有些听众带着恳切求问的心来听道, 主

对如此操练的听众(特指门徒)说: “天国的奥

秘只叫你们知道”(太 13:3).  

3) 为使寻求者进入真理之中: 对于某些听众, 

这天国的七比喻只是有趣的故事, 但对寻求

神的听众(特指门徒)而言, 这些比喻阐明了

神的奥秘, 他们借着研读这些比喻得着真理. 

 

(e)   天国比喻的教训 

 

主耶稣开始教导天国的比喻, 第一至第

四个比喻(撒种的比喻、麦子与稗子的比喻、芥

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 太 13:3-43)是公开讲

给众人听的; 第五至第七个比喻(地里宝藏的比

喻、重价买珠的比喻、撒网的比喻, 太 13:44-50)

是在房子里讲给门徒听的. 头四个比喻是公开讲

论的, 主用了谷物和种子作为比喻的材料; 后三

个比喻是私下讲论的, 用了地里宝藏、重价珠

子、好的鱼获作为比喻的材料, 大家可以看出这

两组比喻是有明显的分别. 

 

头四个比喻描述天国外在的景况, 涵盖

所有称呼主名的人(太 7:21), 这一大群混杂的信

众统称为“基督教界”(Christendom, 另译“基督教

世界”), 包括了真假信徒, 当中既有撒但的工作, 

也有主的工作. 后三个比喻描述天国内在的情况, 

当中只有真信徒, 他们是主的宝贝(宝藏和珍珠), 

是用重价买赎归主的(买地得宝, 卖产得珠). 

 

(一)   撒种的比喻 (太 13:3-9, 18-23)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有落

在路旁的…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

上的… 有落在荆棘里的… 又有

落在好土里的…”(太 13:3-8). 

  
第一个比喻论到“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

种”(太 13:3), “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

世界”(太 13:37-38).30 旧约说到主已有以色列作

为祂的葡萄园(赛 5:7), 那为何仍要出外撒种, 开

垦土地呢? 这是因为葡萄园(以色列)让主失望: 

主来到自己的葡萄园, 要得些果子, 竟毫无得着, 

所以祂要从以色列转向外邦世界, 开始新的工作. 

 

 撒种的工作遇到敌人不同的敌挡: (1) 撒

在路旁的, 是恶者(魔鬼)的敌挡(太 13:19);31 (2) 

                                                           
30   撒种的比喻在三本“对观福音书”(或称“符类福

音书”, Synoptic Gospels, 即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皆

有记载, 教导我们有关“听道”的态度和其重要性. 
31   撒种的比喻表明人对神的道(所撒的“道种”)有

不同反应. 有四种代表人心田的土质: (1) 撒在道路旁

(KJV: by the way side); (2) 撒在石头地(KJV: upon stony 

places); (3) 撒在荆棘里(KJV: among thorns); (4) 撒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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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子 (Tares) 

 
麦子 (Wheat) 

撒在石头地上的, 是肉体的敌挡(太 13:20-21); 撒

在荆棘里的, 是世界的敌挡(太 13:22), 这三个敌

挡“恶者(魔鬼)、世界、肉体”在约翰一书 2:14-

16 均有记载(注: 第 14 节论到“恶者”, 15 节论及

“世界”, 16 节提到“肉体”).  

 

 这比

喻的教训可

应用在我们

撒种的工作

中 : 有时在

福音严厉的

警告信息传

开后 , 撒但

会利用我们嬉笑玩乐的态度把道夺去! 有时讲

章只带来霎时感动, 却没有令听众生发信心. 激

昂澎湃的诗歌或音乐与扣人心弦的演说或表演

固然感动, 可惜听众只是当下欢喜领受, 心里并

没有根, 换句话说, 他们所有的反应都是表面的, 

是暂时的, “及至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太 13:21). 只有让神的话进入心

底, 以至良心受圣灵责备, 人才会真正悔改相信. 

愿我们的福音工作不是牵动人的情感, 而是触及

人深处的灵魂, 如此撒种的工作才能开花结果. 

 

落在荆棘心田的道被世上的思虑和钱财

挤住(太 13:22), 若是信徒为今生种种的事情思

虑烦扰, 又怎能作见证叫受捆绑的人得释放呢? 

腓立比书 4:6 告诉我们: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

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参主所说的“先求神的国”, 太 6:31-34).32 

                                                                                               
土上(KJV: into good ground). 我们在此看到对“神的道”

虎视眈眈的三大仇敌  —  魔鬼、肉体和世界. 神的道种

落在 “道路旁 ”, 就被那代表恶者的飞鸟给抢走 (太

13:19). 这恶者也称为“撒但”(可 4:15)或“魔鬼(路 8:12).  
32   马可与路加也记载撒种的比喻, 来教导关于听

道的重要性. 请注意, 在马可福音, 主耶稣讲完撒种的比

喻后, 便说: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可 4:24), 原意可译为“

应当小心所听的” (KJV: Take heed What you hear), 这

里是强调“听的内容”(matter or content). 相比之下, 主耶

稣在 路 8:18 说: “应当小心怎样听” (KJV: Take heed 

How you hear), 此处要强调的是“听的态度”(manner and 

intent). 两者皆为重要, 缺一不可. 

(二)   稗子的比喻 (太 13:24-30)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及至

人睡觉的时候, 有仇敌来, 将稗子

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太 13:24-25). 

 
 人子是那撒好种的, 我们是那睡觉的人. 

我们睡觉之时, 仇敌把稗子撒在麦田里. 这次仇

敌的诡计是“模仿”: 稗子和麦子在仍未长苗吐穗

的时候很相似, 甚至几可乱真. 若要区分两者的

差异, 必须具备极其敏锐的分辨力. 你的辨别能

力如何? 足以揭穿仇敌的模仿法吗?  

 

 接着, 仆人问主人: “你要我们去薅出来

吗?” 主人回答说: “不必, 恐怕薅稗子, 连麦子也

拔出来. 容这两样一齐长, 等着收割”(太 13:28-

30). 现在很多信

徒看见基督教界

充斥虚假的事 , 

就大发热心 , 要

为主薅出稗子 , 

清理门户 . 然而 , 

主担心信徒斩草

除根的时候 , 幼

小软弱的肢体会受到伤害, 而且信徒或会因主观

看法和偏见, 以无罪的为有罪, 像中世纪的宗教

法庭(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一样. 

 

 既然“薅稗子”不是基督徒该执行的事奉, 

我们的事奉又是什么呢? 主吩咐我们作以下的

事奉, 直等祂来: “你们去做生意(属灵方面的“生

意”, 参下文), 直等我回来”(路 19:13); 主又说: 

“但你们已经有的, 总要持守, 直等到我来”(启

2:25); 保罗也说: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

表明主的死, 直等到祂来”(林前 11:26). 

 

 我们要“做生意”(路 19:13; 做生意需要付

出与牺牲, 属灵工作也如此), 就是牧养、传福

音、服事身边的肢体和福音的对象; 也要记念、

敬拜和赞美主; 还要持守真理, 无惧世间的冷嘲

热讽, 一直到我们的主回来. 弟兄姐妹, 不要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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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力去改革基督教界, 这宗教的“大巴比伦”将

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启 17:5, 16-17; 18:5,8,20). 

 

(三)   芥菜种的比喻 (太 13:31-32)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

种在田里.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 

等到长起来,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

的枝上”(太 13:31-32). 

 
 小小的芥菜种长起来, 竟不是一棵菜, 反

成了大树, 极为异常. 事实上, 芥菜种比沙粒还小, 

预表基督信仰的核心特质  —  “卑微”: 我们的主

卑微降生(路 2:12); 在谦卑中行走(路 18:37); 流

血舍命于卑下的十字架(腓 2:8); 即使在复活升

天之时, 跟随的门徒也寥寥可数(参 太 28:16 [11

门徒]; 徒 1:15 [约有 120 名]; 林前 15:6 [500 多

弟兄], 故可估计真信主的门徒约 500 多人而已).  

 

然 而 , 

现在芥菜种竟

成了一棵大树! 

这不合常态的

生长正预表基

督教界的扩张. 

这庞大的宗教制度有着自己的教皇、主教、名

人牧师等宗教领袖, 甚至与各地的政治、经济、

宗教结合起来, 受万人崇拜及敬仰. 不过, 圣经称

她为“大巴比伦”, 为“世上的淫妇”(启 17:5). 

 

“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太 13:32). 

当我们用圣经比较圣经, 就能得出这比喻的正确

解释. 比较启示录 18:2, 这棵树成了“成了鬼魔的

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可憎之

雀鸟的巢穴”, 基督教界成了假先知的灵和异端

邪说的温床, 并撒但工作的地方. 弟兄姐妹, 要听

神向你的呼召, “我的民哪, 你们要从那城(大巴

比伦)出来”(启 18:4). 

 

有些学者教导说: “芥菜种的比喻是指好

的方面, 代表基督教的大跃进  —  福音传遍天下, 

使基督信仰大大扩展.” 以下的释经说明芥菜种

的比喻并非是“基督教的大跃进”: 
 

1) 依照上文下理作解释, 飞鸟是恶的, 不是善的. 

在撒种的比喻里, 飞鸟代表那恶者(太 13:19; 

太 13:4 与 13:32 的飞鸟在原文是同样的字), 

又怎么会突然在芥菜种的比喻里变成各地的

归信者? 这种上文不对下理的表述只会产生

误会或混乱, 让人陷入矛盾之中, 也否定了主

自己对“飞鸟来”的解释   —  “那恶者就

来”(太 13:4,19; 注: 主在 可 4:15 称之为“撒

但”, 并在 路 8:12 称之为“魔鬼”). 
 

2) 按所记载的当时背景, 芥菜种的比喻属反向

比喻. 正如先前所述, 头四个比喻是公开对众

人说的(太 13:2-3), 指出天国外在的景况有

好有坏, 既有主的工作, 也有撒但的工作; 而

后三个比喻是私下对门徒说的(太 13:36), 内

中有宝藏、珍珠和好的鱼获, 指的都是天国

内部的情况. 由于天国外在反常的扩展, 因此

不应以正面解读. 
 

3) 从圣经完整的启示看来, 基督教界的沦落是

无可置疑的. 圣经的真理互相连系, 贯通彼此, 

不会只在某章某节出现, 像这句“天上的飞鸟

来宿在它的枝上”, 就出现了不止一次: 除了

福音书, 启示录也有相似记载(还有旧约但以

理书, 宿在它枝上的飞鸟暗喻邪恶的势力, 但

4:12,14,21). 断章取义往往会衍生错误的异

端邪说, 反之, 从整本圣经的角度作思考, 定

能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上述的解经原则均有圣经为基础, 愿我

们时常“以经解经”, 顺服于神话语的权威之下. 

 

(四)   面酵的比喻 (太 13:33) 

 

 

“天国好像面酵, 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 直等全团都发

起来”(太 13:33). 

 
 面酵的比喻和芥菜种的比喻都在解经家

和弟兄姐妹中间引起激烈争议. 有人认为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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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是正面的, 是论到基督教(基督信仰)的规模

由小变大, 发展迅速; 有者则认为这比喻是负面

的, 是论到基督教(基督信仰)离弃原本的位置和

特征, 改变成庞大的宗教制度. 我们现在就查看

圣经是怎样说的.  

 

 “酵”在圣经中有

什么含义? 旧约和新约

都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讨

论这题目 , 旧约有除酵

节、无酵饼、献祭时不

可带有酵的吩咐 ; 新约

的酵再不是针对酵母菌, 

反以其特性作教导 , 以

下是“酵”在新约的教训:  

 

1)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太 16:6,12)  —  假

道理或错误道理的酵33 

2) 希律的酵(可 8:15)  —  道德上的酵34 

3) 旧酵(林前 5:6-8)  —  道德上的邪恶 

4) 假福音的酵(加 5:9)  —  教义上的邪恶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你自行查考以上的

圣经教训, 了解神的话语如何教导关于“酵”的含

义, 就不会被错误的道理牵着鼻子走. “酵”在圣

经中的含义是“邪恶”(evil). 

 

“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太 13:33). 

这细面与素祭相关(利 2:1-3). 素祭预表基督无瑕

疵的人性(林后 5:21; 彼前 2:22; 约壹 3:5). 然而, 

有妇人拿酵来败坏这祭物, 就好像用错误的假道

理和异端邪说来攻击基督, 试图推翻基督“无罪

的人性”或“圣洁的神性”之真理. 这些假道理的

“酵”在世界各地发动和暗中工作, 企图污染我们

属灵的粮食  —  主耶稣基督(约 6:35, 48). 

 

                                                           
33   巴克斯特(J. Sidlow Baxter)贴切地把“法利赛人

的酵”与“撒都该人的酵”解成两个相对的邪恶, 前者意

指“条文主义”(或作“律法主义”, legalism, 指拘守律法条

文), 后者则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指自由放纵). 
34   马唐纳在 可 8:15 的注释中指出, “法利赛人的

酵”包括假冒为善、自义与固执、礼仪主义 . “希律的

酵”则包括怀疑不信、不道德和属世.  

“直等全团都发起来”(太 13:33). 这句话

也在哥林多前书 5:6 和加拉太书 5:9 引用过, 前

者说到道德上的邪恶(淫乱之罪的影响); 后者是

教义上的邪恶(假福音的影响), 都属于败坏的工

作. 如此看来, 面团发胀怎能说成是“福音大爆

炸”(福音迅速传播, 基督信仰快速发展)! 这样的

教训与圣经一直以来的启示有所冲突, 并不符合

纯正道理应有的准则. 

 

现在我们来到天国内部的三个比喻, 分

别是宝贝藏于地里、重价的珠子和撒网的比喻. 

这三者都是正面的, 撒但虽然不断在作破坏的工

作, 但神的工作不被消灭, 神至善至美的旨意终

必成就.  

 

(五)   宝贝藏于地里的比喻 (太 13:44)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

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

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太 13:44). 

 
 这藏在地里

的宝贝代表以色

列.35 神在旧约圣经

称以色列为宝贵(哀

4:2; 注: 神称祂的子

民以色列人为 “锡

安宝贵的众子”; 也参 诗 116:15).36 按时代的真

理而言, 以色列是暂时藏在地里, 世人看不见她

                                                           
35   支持此看法(即“宝贝”代表“以色列”或“犹太人”)

的圣经学者有 : F. W. Grant、H. A. Ironside、W. W. 

Wiersbe、Earl Miller、Malcolm Horlock、Ray Wilson

等等.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也指“宝贝”代表(那些

在主耶稣在世传道时和召会被提后)的敬虔犹太人. 达

秘(J. N. Darby)则认为这“宝贝”和下一个比喻的“珠子”

一样, 都代表召会, 即主所爱的子民. 
36  魏斯比(W. W. Wiersbe)认同格兰特(F. W. Grant)

的看法, 也指出这“宝贝”(KJV: treasure)是以色列国民. 

引证的经文有: 出 19:5 (“作属我的子民”在《钦定本》

译作“特作属我的财宝”; KJV: be a peculiar treasure); 诗

135:4 (“特作自己的子民”在《钦定本》译作“特作自己

的财宝”; KJV: his peculiar treasure). 大祭司该亚法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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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荣耀与尊贵(看不见她在神眼中是宝贝), 

因为以色列民正隐于万民之中. 但时候一到, 主

不仅要叫他们从万国中回归,37 过后, 以色列将

成为万国之首(耶 31:1),38 其美丽尊贵必然显露. 

 

(六)   重价珠子的比喻 (太 13:45-46)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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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中的珠子是“珍珠”(Pearl), 只在新约

圣经里出现过, 比较箴言 31:10

提及的“珍珠”, 其原文是“红宝

石”(Ruby; 参其他经文).39 显然, 

珍珠是指召会, 召会完全是新约

的主题, 不在旧约提及(弗 3:5-6,9; 也参 西 1:26). 

 

 珍珠不经人手

制造, 是纯天然的产

物. 当沙粒闯进蚌贝

体内, 蚌贝表面被沙

粒摩擦, 受到刺激, 便

会产生分泌物, 把沙

粒层层覆盖, 久而久之就成了珍珠, 这好像基督

身体受创, 肋旁遇刺受伤(约 19:34), 才生了召会. 

                                                                                               
主耶稣要“替这一国死”(约 11:51; 也参 赛 53:8); 引自  F. 

W. Grant ( Numerical Bible (vol.5), 第 152 页) 和 W. W. 

Wiersb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vol.1), 第 47 页). 
37   1948 年的回归不过是第一步, 由于以色列整体

国民仍然拒绝耶稣基督为弥赛亚, 所以必须经过七年灾

难的火炼, 才悔改归向耶稣基督. 那时, 主会降临拯救他

们, 为他们设立千禧年国(参 亚 14:1-11; 赛 65:17-25). 
38   但不是靠以色列的“军力和暴力”或任何“恐怖

主义”, 而是靠主耶稣从天降临, 设立千禧年国. 在这一

千年的千禧年国(或称“天国时代”), 以色列将成为万国

之首, 耶路撒冷成为世界的京都(参 亚 14:16-18). 
39   “珍珠”一词在旧约圣经出现 7 次, 创 2:12; 民

11:7; 伯 28:18; 箴 3:15; 8:11; 20:15; 31:10. 在《和合

本》中有四处经文也在“珍珠”一字旁有括弧注明说“或

作: 红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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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 为要得着这

颗美丽的珍珠, 基督甘愿“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  舍弃一切, 为召会舍己(弗 5:25), 并把召会

“献给自己, 作个荣耀的召会, 毫无玷污…乃是圣

洁没有瑕疵的”(弗 5:27; “重价的珍珠”也是如此). 

 

(七)   撒网的比喻 (太 13:47-50)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 聚拢各

样水族, 网既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拣好的收在器具里, 将不好

的丢弃了”(太 13:47). 

 
 最后一个比喻与海有关. 充满众水的海

可预表万国的民(参 启 17:15: “众水, 就是多民、

多人、多国、多方”). 渔夫撒网在海里, 聚拢各

样水族(太 13:47), 意即聚集万国万民.  

 

此经文接着说到审判的情景, “世界的末

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

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太

13:49-50). 可见在信徒被提之后, 天国依旧存在, 

一直到千禧年之后世界的末了(启 20:7-10), 而新

天新地紧接在后(启 21:1). 

 

 主 耶 稣 借

着天国的七个比

喻, 把基督教界的

历史由始至终完

全述说出来. 最后, 

主耶稣向祂的众门徒问道: “这一切的话, 你们都

明白了吗?”(太 13:51). 盼望我们也像昔日的众门

徒一样, 回答说: “我们明白了.”40 

                                                           
40   上文改编自弗拉尼根(Jim. Flanigan)的讲道笔

记“神的十二个奥秘”, 载《灵食蜜语》, 第 5 期, 第 3-9

页(此刊物由香港大埔福音堂于 2018 年出版); 也参
John Bennett (ed.), Day by Day Bible Pictures and 

Parables (Fareham,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9), 第 217-223 页 ; Henry A. Ironside, Expository 

Notes on the Gospel of Matthew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48), 第 156-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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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41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十四): 

旧约与新约中 

女人的职事 
（The Ministry of Women） 

 
(A)    引言  

 女人在圣经的神圣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若我们要欣赏新约记载有关女人的职事

(ministry, 意即“职任”和“事奉”), 我们需要观看

旧约的伟大女人, 以女人在旧约异教世界的地位

作一对比. 事实上, 新约提升女人到一个她们在

犹太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尊贵地位. 

 

 

(B) 旧约的伟大女人 

 (B.1)   夏娃 

 当神宣判死亡将

要临到人类和他所管辖

的受造物时, 作为人类始

祖的亚当因着信, “给他

妻子起名叫夏娃 (Eve), 

因为她是众生之母”(创

3:20). 就在人类犯罪跌

倒的黑暗时刻, 亚当想必

是明白神应许的重要性, 就是“要伤魔鬼的头”的

那一位救主, 将会从女人身上出生. 她是神所要

使用的器皿, 来完成救赎的伟大史剧.  

 

 然而, 女人要顺服. 提前 2:11 道出两个理

由: (1) 女人不是首个被造的(亚当才是, 故女人

要顺服); (2) 女人是首个犯罪的(提前 2:13-1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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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把这两个事实联系于接下去的第 15 节, 我们

不难看见为何许多人认为这节所谓的“女人的得

救”是指女人扮演了把神所应许的拯救者带入世

界的角色. “女人…必在生产上得救”(提前 2:15), 

因为她把救主带入世界, 得着了极大的尊荣. 

 

 (B.2)   撒拉 

创世记被称为

“四大伟人之书”: 亚伯

拉罕、以撒、雅各和约

瑟, 但同时也是“四大女

人之书”: 撒拉、利百

加、利亚和拉结. 特别

在撒拉身上, 我们看见

神如何为自己的荣耀使

用人作器皿. 神刻意等

到撒拉断了月经, 无法生育的时候, 就是所应许

的看似不可能应验的时刻,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

话眷顾撒拉 , 便照祂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创

21:1). 就在人的软弱上, 神施展祂大能的作为. 

 

 (B.3)   米利暗 

 米利暗(Miriam)是摩西与亚伦的姐姐(出

15:20). 她因着与亚伦毁谤摩西而被神惩罚, 长

了大麻风. 摩西为姐姐向神求情, 神也因此医治

了她(民 12:1-15). 摩西为米利暗代祷是对的, 因

为她曾救了摩西, 使他有

机会蒙神重用; 是米利暗

躲在芦苇中守护着婴孩

摩西. 当法老女儿发现这

婴孩时, 也是米利暗快速

建议她母亲作为这婴孩

的奶妈, 使摩西在他自己

母亲的养育下, 成为以色

列的拯救者和神最尊贵

的仆人之一. 日后何等多的事情都有赖于米利暗

这个年轻少女的聪明与智慧上. 米利暗被称为女

先知, 并在红海岸边带领以色列妇女们高唱伟大

的救赎之歌(出 15;20-21).   

 

 (B.4)   底波拉和雅亿 

 士师记第 4 和第 5 章记述了两位勇敢女

人的史实. 迦南王耶宾“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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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在财主波阿斯的麦

田间, 殷勤地拾取麦穗 

年”(士 4:3), 而在整整 20 年的时间, 没有一个以

色列男人可以拯救以色列民脱离耶宾铁腕的统

治, 这是何其黑暗的日子啊! 耶宾的将军西西拉

以他的军队和铁车 900 辆, 把以色列人牢牢地压

在奴役之下.  

 

 就在如此黑暗

时代, 神兴起女先知兼

士师底波拉 (Deborah), 

帮助巴拉召集以色列

众支派, 并带领他们与

迦南人的联军争战. 巴

拉坚持要底波拉与他

同去战场, 否则他就不去. 底波拉答应了, 但预告

神赐他们胜利时, 巴拉得不着尊荣, 因为神将把

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

手中. 当西西拉战败逃

亡时, 他沉睡在希百的

妻雅亿(Jael)的帐棚里. 

雅亿取了帐棚的橛子 , 

手里拿着锤子, 将橛子

从西西拉鬓边钉进去 , 

把他钉死在地上 ( 士

4:21; 注: 以色列人过后

战胜了迦南王耶宾). 

 

 (B.5)   户勒大 

犹大王约西亚得知在圣殿中找到耶和华

的律法书, 便派祭司去见女先知户勒大(Huldah), 

问她关于在圣殿中找到的律法书上的话(王下

22:13-20). 以赛亚也论到一个女先知(赛 8:1). 不

过 , 在耶利米的日子 , 却有一个名叫挪亚底

(Noadiah)的女先知, 与神和祂子民为敌(尼 6:14). 

 

 

(C) 评论旧约的女人(女性) 

我们在上文提到这些记载, 其理由显而

易见, 上述的女人是例外的(不是一般犹太妇女

的情况). 在旧约中, 犹太妇女是在家庭中持有尊

贵的地位和责任. 在那里, 她们管理家庭的各样

家务. 箴言 31:10-28 所描述的贤惠女人, 无疑得

到她丈夫和家人的尊重和敬仰, “她的价值远胜

过珍珠”(箴 31:10).    

这个贤惠女人不是女先知, 不是女士师, 

当然也不是女将军或大能的女战士. 旧约的常规

(tenor)所支持的看法是: 女人在家庭中扮演重要

角色, 顺从她的丈夫, 以供应家人的需要为重为

念, 教养自己的孩子成为神子民的福气, 以此尊

荣神. 这就是为何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的名单中, 

常有提及母亲的名字, 因为伟大和敬虔的女人培

养出同样敬虔的君王, 可悲的是, 反过来说也是

一样(意即不敬虔的母亲带出不敬虔的君王).   

 

 底波拉和雅亿是罕见的例外个案. 她们

处在一个黑暗的日子, 神的子民远离了神, 所以

神在公开的场合中使用她们. 在旧约中, 这不是

“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所该效法的样式”(彼

前 3:1-7; 注: 古时仰赖神的敬虔妇人所该有的样

式是“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

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对于以色列人, 在对主忠诚的事上, 男人

并没有专利. 女人与男人一样, 都有权利许下“拿

细耳人的愿”(民 6:2). 神也向女人显现, 例如夏

甲(创 16:8)、撒拉(创 18:19)、参孙的母亲(士

13:3-25). 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关于“有妇人得自

己的死人复活”(来 11:35), 显然是指撒勒法的妇

人, 神曾吩咐她供应先知以利亚的饮食需用(王

上 17:8-24). 诚然, 若要讲论其他妇人如敬虔的

哈拿、忠诚的路得、恢复归回的拿俄米、勇敢

无惧的以斯帖等等, “时候就不够了”(来 11:32).  

 

 最后, 我们必须提说主耶稣基督家谱中

所出现的四个女人之名

字(请参 太 1:1-16): 他玛

(Tamar)、喇合(Rahab)、

路得(Ruth, 摩押女子)、

拔示巴(Bathsheba, 乌利

亚的妻子).42 她们从神领

受何等尊荣, 成为数千年

以来一连串历史事件的

重要一环, 至终把救主耶

稣基督带到世上来. 

                                                           
42   撒下 11:3: “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 有人

说: ‘她是以连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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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的一瞥  

 若以主耶稣对待妇女的态度, 来与当代

希腊和罗马世界给她们的身份地位相比的话, 我

们将看到两者有何等大的对比. 主耶稣在教导中

常提升妇女的地位, 这点常被喻为革命性的改变. 

比起周围的异教世界, 希腊社会比较尊重它的妇

女, 但妇女还是没有公共权利, 居住在家中孤立

隔离的住宿, 被她们的丈夫认为只拥有比忠仆高

一点的地位. 希腊人以他们伟大的诗人、作家、

画家和建筑师著称, “却没有一个女人在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闻名于世”(引自著名的犹太裔

基督徒圣经学者 Alfred Edersheim 的话). 虽有证

据显示, 希腊女人是大有聪明和智慧的, 她们当

中许多人靠自学而成. 但走出了家庭领域, 她们

并没有机会担任重要显著的职位. 

 

 罗马的法律赋予丈夫专制的

治理权, 来管理他的妻子和家庭. 但

实际上, 罗马妇女具有希腊社会所

没有的身份地位. 罗马妇女有自由

参加宗教活动, 常对政府官员有一

定的影响力. 比起希腊妇女, 罗马妇

女有更多的公开丑闻和不道德的事.  

 

 在犹太社会中, 妇女在家庭中具有高尚

和尊贵的地位, 孩子被视为从主而来的产业. 不

过, 离开家庭范围, 在公众场合, 便是丈夫的权力

范围. 妇女的公众生活是在宗教信仰方面, 但她

在这方面的活动也必须由丈夫或家中的男亲属

所带领. 拉比(犹太律法师)没在教导上表明妇女

是低等的, 但在实际上却拒绝给妇女享有与男人

一样的教育, 他们也认为大部分宗教课题是超乎

女人所能理解的(引自 Alfred Edersheim).   

 

  

(E)  福音书记载的勇敢女人  

 主耶稣对女人的态度是提升她们, 超过

希腊、罗马或犹太社会给于她们的身份地位. 主

耶稣教导他们高深的属灵真理, 祂接受她们给祂

的事奉, 并差遣她们去为祂作见证. 我们留意到, 

在福音书的记载中, 没有一次记载女人拒绝主耶

稣. 祂是“被女人所生”(直译, 加 4:4). 祂在孩童时

期所孝顺的母亲(马利亚)常留心看祂所作所为, 

注意听祂所说所言, 并把它们存记于心(路 2:51). 

众妇女在主耶稣的公开事奉中, 也常服事主和祂

的众门徒(路 8:3); 妇女们也留守在主的十架旁

(约 19:25); 还有一个女人(抹大拉的马利亚)留守

在坟墓旁, 主因此给她极大尊荣, 成为第一个亲

眼见到复活之主的人(可 16:9; 约 20:1-18).  

 

(E.1)   主肉身的母亲马利亚 

主耶稣肉身的母亲马利亚(Mary)是最尊

荣的仆人之一. 虽然她被罗马天主教错误地敬拜

为圣母, 但很多基督徒进到另一个极端, 极少提

到她. 事实上, 神第一次应许那将要来临的救主

时, 马利亚就有份于此应许(创 3:15; 注: 她就是

“女人的后裔”所谓的那个“女人”); 她是神给整

个以色列民的预兆(赛 7:14: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但她

是神最谦卑的仆人之一. 天

使加百列称她为“蒙大恩的

女子… 马利亚因这话就很

惊慌”(路 1:28-29). 她的反

应是“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

照 你 的 话 成 就 在 我 身

上”(路 1:38). 如果她知道宗教(指罗马天主教)过

后给她戴上“天后”的称号(直译“天上的皇后”, 

the Queen of Heaven), 她肯定会惊讶地拒绝!  

 

神托付马利亚一个艰巨无比的事奉, 这

是比任何一个神的仆人更重的责任; 除了主耶稣

所担负的重任, 无人可比马利亚的重任. 童女是

不怀孕生子的. 谁会明白或相信她的故事? 连约

瑟都心中起意, 想要暗地里休了她(与她离婚), 

但天使显现, 向约瑟陈明一切真相(太 1:19-20). 

这也说明为何非信徒要给主耶稣一个污名  —  

“从淫乱生的”(约 8:41), 主耶稣一生都背负这耻

辱. 现今时代是放任的日子, 活在放任时代的我

们是难以理解马利亚所背负的巨大重担. 只有她

的亲戚以利沙伯能体谅她(路 1:39-56). 

 

无人可复制马利亚的事奉. 她蒙神拣选

为器皿, 让神的儿子神迹性地成形在她腹中. “圣

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因此

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 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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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对神的计划和旨意的理解, 是超乎任何一个处

在她时代的人. 神使用祂已指示的仆人. 马利亚

知道那关乎大卫的家、后代、宝座和国度的极

大应许, 都要应验在这位躺在她怀中的婴孩身上. 

她的伟大赞美诗(路 1:46-55)充分展现她深刻的

属灵理解力. 多年以后, 她站在十架旁, 柔软的心

如“被刀刺透”(路 2:34), 但她深切明白它的意义, 

所以她并没有出现在主的坟墓旁, 而是出现在顶

楼上, 等候主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徒 1:14). 

 

 尽管如此, 福音书几乎没有记载马利亚

的公开活动. 主耶稣出来传道事奉后, 只有两个

事件记载马利亚所说的话. 第一个在加利利的迦

拿婚筵上, 她对主耶稣说: “他们没有酒了”, 主耶

稣回答道: “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

还没有到”(约 2:3-4). 这番话表明祂在执行神的

工作, 不能被女人控制, 即使她是自己的母亲.  

 

第二个事件是当马利亚在听道的人群中

寻找主. 人告诉主祂的母亲和弟弟们来找祂. 主

说: “看哪,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神旨意的

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可 3:31-35). 马

可在主公开传道的初期, 就记载此事, 表明属灵

的 关 系

远 比 血

缘 的 关

系 更 为

重要.  

 

有者误以为主耶稣忽略了母亲马利亚 . 

为了保持平衡(不让人误以为主不孝顺祂肉身的

母亲), 我们必须回到十架旁, 看看受苦的救主耶

稣基督如何对祂所爱的门徒(约翰)说: “看, 你的

母亲”(约 19:25-27; 注: 约翰明白此话的意思是

要照顾马利亚, 像照顾母亲一样, 所以第 27 节说: 

“从此, 那门徒[约翰]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E.2)   伯大尼的马利亚 

 主耶稣做一件犹太拉比们(宗教师)所不

做的事  —  祂教导女人有关更高程度的属灵真

理. 在伯大尼的家中, “马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着

听祂的道”(路 10:39). 在句话原文是“也在耶稣脚

前坐着听祂的道”. “也”(希腊原文: kai {G:2532}, 

KJV: also)表示马大(或拉撒路)也坐在耶稣脚前

听道. 无论如何, 在关

乎主的受死方面 , 只

有马利亚明白主话中

的意思 , 所以她拿香

膏在主安葬之前膏主

(约 12:7). 她显然也明

白主复活的伟大应许

(约 11:20-44). 由于她

灵里明白主的意思, 她并没像其他妇女预备香膏

去膏主的身体(路 24:1). 有许多人听到主预告祂

的死和复活, 但或许只有马利亚一人听得明白.  

 

(E.3)   撒玛利亚的妇人 

主耶稣坐在雅各井旁, 与一个撒玛利亚

妇人谈论属灵的事, 且是一段相当长的对话. 拉

比的著作中写道: “男人不该在公开场合对任何

女人说话, 即使是他的妻

子也不该” (引自 Alfred 

Edersheim). 因此, 要教导

女人, 尤其是教导撒玛利

亚的女人, 简直是完全违

反犹太习俗. 对于这个可

怜、充满罪恶的妇女, 主

耶稣揭穿她的罪, 然后以

奇妙的恩典, 启示有关祂

自己. 接着, 对着这个新生的灵魂, 主耶稣教导她

关于属灵敬拜的真理(约 4:19-24), 就是整本圣经

中最高的真理. 主耶稣显然相信这个妇女有足够

的智慧, 去明白最高的属灵真理.  

 

(E.3)   抹大拉的马利亚 

福音书记载妇女们供应主耶稣日常生活

的需用, 这是何其感动人心的事. 在新约中, 执事

(deacon, 希腊文: diakonos {G:1249}; 此字原义

是“执行事奉者、仆人、差役、用人”)的事奉有

很广之意, 从照顾物质的需用(徒 6:1-6), 到宣讲

“一个身体”(宇宙性召会)的奇妙真理(弗 3:7).  

 

按照福音书记载, 那在物质需用方面事

奉的, 有天使(太 4:11)和女人(太 8:15; 路 8:3; 

10:40). 这些女人是: 彼得的岳母(太 8:15)和马大

(路 10:40), 以及“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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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治好的几个妇女, 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

(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 又有希律的家宰

苦撒的妻子约亚拿, 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KJV: ministered, 希腊文: 

diakoneô )耶稣和门徒”(路 8:2-3).  

 

 每一本“符类福音书”都提到这些妇女(太

27:55; 可 15:41; 路 8:3),43 并记载了五个名字: 抹

大拉的马利亚、约亚拿 (Joanna) 、苏撒拿

(Susanna)、(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Mary)

和撒罗米(Salome), 但每一个符类福音书的作者

都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妇女. 值得留意的是, 在上

述妇女的每一份名单中, 首个被提的名字都是抹

大拉的马利亚; 而在十二门徒的每一份名单中, 

首个被提的名字都是彼得. 抹大拉的马利亚给于

主耶稣和众门徒的供应, 或许不是最多的, 但主

自己知道如何正确地评估人的奉献. 抹大拉的马

利亚很可能像那给两个小钱的穷寡妇一样(路

21:2), 把最宝贵的都给献上了.   

 

 众门徒回自己的

住处去了, 只有抹大拉的

马利亚还留守在主的坟

墓前哭泣. 虽目睹两个耀

眼发光的天使, 但她的心

并不被这一幕所吸引. 她

只切慕主耶稣. 主显现站

在她身旁, 但她起初认不

出是祂(或许因黎明时分, 

天还不够亮). 牧人“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羊也认

得出自己牧人的声音(约 10:3-5). 主呼叫她的名

“马利亚”, 作为一个真实属主的羊, 她听到主呼

叫她名的声音, 便回应道: “拉波尼”(Rabboni). 主

差遣她带着信息去到弟兄们当中, “抹大拉的马

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她又

将主对她说的这话告诉他们”(约 20:10-19). 

                                                           
43   太 27:55-56: “有好些妇女在那里… 内中有抹

大拉的马利亚, 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 并有西

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 可 15:40-41: “还有些妇女远远

的观看; 内中有抹大拉的马利亚, 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

母亲马利亚, 并有撒罗米… 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

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 

(F)  总结 

 关于福音书中的女人, 还有很多可写, 如

年迈女先知亚拿(Anna), 她“将孩子的事对一切

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路 2:38). 还有

那些忠心留守在十架旁的妇女们, “站在耶稣十

字架旁边的, 有祂母亲与祂母亲的姊妹, 并革罗

罢的妻子马利亚, 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约 19:25).  

 

这些女人因着忠诚爱主之心, 每一个都

在我们所谓的“女人事奉的领域”上忠心服事. 值

得一提的是, 亚拿的讲说是在私下的, 一人对一

人的讲说, 其他受主托付为祂作见证的新约女人, 

也是在私下进行, 是属个人性的层面(意即不是

在召会中公开讲道, 参 林前 14:34-38; 提前 2:11-

15). 有些妇女预备香膏, 在七日第一日清晨要来

膏抹主的遗体, 就在这服事上, 主看重与尊荣她

们, 首先向她们显现, 使她们得见复活的主(约

20:14-16; 太 28:9).  

 

尽管如此, 主却没在宣告大使命时招聚

她们,44 要她们成为“传令官”(heralds), 公开向世

人传讲福音(意即像众门徒那样公开宣讲福音). 

主只差遣她们去到门徒那里作见证(是私下为主

作见证, 例如到门徒那里, 见证说主复活了, 编译

者按). 这符合一个事实: 主没有拣选任何女人加

入十二门徒(使徒)当中, 也没有任何女人被拣选

取代犯罪的犹大作十二使徒(徒 1:21-26). 当保罗

列出见证主复活之人的名单时, 完全没有提到任

何女人. 我们不能说这是因为保罗出于个人的偏

见(所以不提她们), 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提后

3:16; 注: 保罗有在别处提及女人的名字, 甚至称

赞她们的事奉, 参 罗 16:1-4,16:13; 腓 4:3).  
 

简之, 女人事奉的领域是重要的, 她们事

奉主的方式是男人无法取代的. 即使是在传福音

方面, 她的事奉领域不是公开的场合, 而是在女

人的群体当中.45   

(文接下期) 

                                                           
44   主颁布大使命时只招聚十一门徒(太 28:16-20). 
45   上文编译自 “Ministry of Women in the Two 

Testaments” (Chapter 14),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14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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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战场          斯塔布斯(John Stubbs) 

 

出到营外 
  

经文: “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就了祂去(原文: 

到祂那里去 ),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来

13:13; 中文《新译本》译作: “那么, 让我

们也出到营外到他那里去, 担当他的凌辱” ) 

 

(A)   主耶稣在希伯来书的荣美 

在希伯来书的每一章, 我们都可看见主

耶稣的尊贵与荣美; 祂是超乎一切, 永远可称颂

的神!(罗 9:5) 在第一章, 主耶稣比众先知与众天

使更伟大; 在第二章, 主比天使更尊贵; 在第三章, 

主比摩西更优越; 在第四章, 主比约书亚更高超; 

在第五章, 主比亚伦更尊荣; 在第六章, 主比旧约

的法则更伟大;  

 

在第七章, 主比麦基洗德更尊贵; 在第八

章, 主比前约(旧约)更伟大; 在第九章, 主比会幕

和其中的物件(圣物)更尊荣; 在第十章, 主比旧

约的献祭更完美(在第十一章, 主比旧约伟人更

伟大, 此乃 来 12:1-2 所要表明的  —  “许多的见

证人”与新约的“耶稣”相比); 在第十二章, 主所

洒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在第十三章, 主

比整个犹太教的“营”更伟大. 

 
 

(B)   出到营外到祂那里去 

 希伯来书说出了基督信仰的两大重要真

理: 第一, 进入幔内(来 10:19-20; 比较 来 6:19-

20); 第二, 出到营外(来 13:13). 我们进入幔子内, 

因基督在幔子内; 我们出到营外, 因基督也在营

外. 基督作为赎罪祭, 应验了旧约预表所说的, 祭

牲的血被带进圣所(甚至洒在幔内约柜的施恩座

上), 但祭牲的身体被带到营外焚烧, “所以, 耶稣

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 也就在城门外受

苦”(来 13:12; 注: 经文把“营外”解作“城门外”).  

 

 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呼召我们“也当出到

营外, 就了祂去(原文: 到祂那里去)”(来 13:13). 

如果把 来 13:13 放在整本书的开始, 这节就是作

为一道命令, 但这节经文放在全书的结尾(这节

之前论到主耶稣比一切更伟大、更尊贵), 便是

作为一块“磁石”, 把我们吸引到营外(吸引到那

位更伟大、更尊贵的主那里去). 从第一章至第

十二章, 我们饱览了基督的各种荣美, 现在好像

雅歌所说的 , “愿你吸引我 , 我们就快跑跟随

你”(歌 1:4).   

 

 

(C)   “营”代表什么? 

 希伯来书所说的“营”是指犹太教的制度; 

那里有他们的宗教礼仪, 各种献祭及祭司的制度, 

它预表今天的基督教界(Christendom)仿效犹太

教; 犹太教有其圣所和敬拜, 基督教界依样葫芦

(意即照样模仿); 犹太教

有祭司的制度, 基督教界

也模仿(把信徒分成“圣品

人”与“平信徒”); 犹太教

有其祭坛、圣物、美服, 

基督教界又来模仿(有祭

坛、圣坛十字架、牧师

圣袍等等); 犹太教有其律

例典章, 把人的遗传(传统)

当作神的道理去教导, 基

督教界还是仿效…  

 

事实上, 基督教界比犹太教更甚, 因犹太

教起初由神所设立, 后来才慢慢走向败坏; 基督

教界却由人模仿犹太教而设立, 至终走向离经背

道的大巴比伦(启 17:5). 对于“出到营外”的呼召, 

你今天有没有回应? 

 

 

(D)   “出到营外的百姓”之特征 

 弟兄姐妹, 不要因你已“出到营外”(离开

基督教界), 到祂那里去(指奉主的名聚会, 或作

“聚集归入祂的名”)46而沾沾自喜, 纵然你的位置

(position, 指真理立场或地位)正确, 但你的景况

(condition, 指属灵情况或状况)也正确吗? 你的

                                                           
46   在 19 和 20 世纪, 许多基督徒在圣经的光照和

圣灵的带领下“出到营外”  —  离开各自宗派的营, “到

祂那里去”  —  聚集归入主的名. 参本文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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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耶路撒冷城外受苦受辱(被钉十架) 

生命如何? 你舍己跟随主吗? 你的聚会景况如何? 

是否如主所说“按名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启

3:1). 你是否有以下“出到营外的百姓”之特征?.  

 

(一) 受逼迫的百姓 (Persecuted People) 

 

“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就了祂去(原

文: 到祂那里去),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来 13:13). 

试想想希伯来的信徒因离开犹太教而受的逼迫, 

他们的同胞会如何看待他们? 好比约翰福音的

瞎子, 他被赶出, 离开犹太教, 一无所有, 但出到

外面就遇见了主! 因主并不在犹太教中间, 那瞎

子找到了真正的敬拜中心, “他说: ‘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约 9:38).  

 

在大宗派里, 你找不

到敬拜的中心(注: 作者的

意思并非指大宗派里没有

真诚的敬拜, 而是指没有按

新约圣经的原则与样式进

行的敬拜 , 请参脚注的文

章),47  因那都是人建造的 . 

当你离开人的制度, 奉主的

名聚集(原文作: “聚集归入主的名”), 你会面对藐

视和逼迫. 奉主名聚集的肢体, 你为主受苦受逼

迫了吗? 特别是年青的信徒, 在大宗派蔚为主流

的今天, 当你说自己奉主的名聚集, 没有宗派制

度作支撑, 便会受到轻看, 甚至被称为异端. 别怕! 

那一刻, 你正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二) 作客旅的百姓 (Pilgrimage People)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 乃是寻求

那将来的城”(来 13:14). 圣经可称为《双城记》, 

因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都述说两座城: 地上的城  

—  巴比伦城; 天上的城  —  新耶路撒冷. 巴比伦

城高举人为的制度, 其内的百姓把宗教、政治、

商业混在一起, “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启 18:19).  

 

                                                           
47   请参阅克劳福德(Norman Crawford)所写的文章: 

“奉主名聚会(六): 真诚的忠诚  — 敬拜的地方”, 请上网

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奉主名聚

会六敬拜的地方/ .  

 基督徒所寻求的“那将来的城”才是永存

的, “… 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圣城新耶路撒

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启 21:1-2). 这城的光辉何

等灿烂和荣耀! 弟兄姐妹, 你以生命建造的那座

城, 是将要过去的, 还是永恒之城? 

 

(三) 作祭司的百姓 (Priest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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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13:15). 博纳尔(Horatius Bonar)贴切写道: “羔羊

圣祭已献, 赎罪大礼已完, 流血已过, 祭坛无火, 

圣民已得完全; 因基督宝血功效到永远, 祂已除

我过犯, 洗净一切罪愆”(诗

歌集《万民颂扬》第 82 首). 

 

希伯来书的前半部

说到因基督一次献祭, 罪过

皆已赦免, 便不用再为罪献

祭了(来 10:12-18), 于是犹太

教的献祭止住了(注: 按神的

心意, 犹太教在圣殿的献祭

应该止住了, 但犹太人普遍

上继续在圣殿献祭, 因他们不肯接受基督在十架

上为罪献祭的事实; 因此, 在主后 70 年, 神借着

罗马军兵攻占耶路撒冷, 烧毁地上的圣殿, 使圣

殿献祭一事止住了).  

 

然而, 来 13:15 提到另一种祭, 是要继续

献上的, 就是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希伯来书有两

个钥字  —  “停止”与“继续”. 亚伦祭司的职分停

止、各种旧约的献祭停止、犹太教的节日和礼

仪停止、会幕(圣殿)的敬拜停止(注: 指在召会时

代, 对基督徒而言, 旧约各种献祭和礼仪应该停

止了, 因为它们不过是影儿, 真体却是基督[来

10:1-7; 西 2:16-17]. 既然真体已经来了, 我们就

该把注意力放在真体[基督]上, 而不是影儿上); 

但主耶稣大祭司和“信徒皆祭司”的职分继续、

颂赞的献祭继续、新约的敬拜和聚会也继续. 

 

我们(指新约的信徒或基督徒)作为祭司, 

应当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许多时候, 祭司却在主

日保持沉静缄默, 没有带着灵祭献给神, 他们忘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奉主名聚会六敬拜的地方/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奉主名聚会六敬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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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了“祭物有价”的道理(即要献祭, 就必须先付

代价), 灵祭不是在聚会开始那一刻, 闭上眼睛就

能得着, 凡是献祭, 必付代价. 要有颂赞感谢为祭

献上, 必先看见基督的荣美. 要看见基督的荣美, 

就必须在平时花时间专注地、勤劳地阅读神的

话语. 如果每一位属灵的祭司都带着颂赞的祭来

到父面前, 这是何等丰盛可喜的景象.  

 

(四) 有善行的百姓 (Practica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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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 主耶稣要我

们献上颂赞的祭, 这是嘴唇的果子; 主也要我们

献上捐输的祭, 这是生命行为的果子. 我们不再

是金钱和物质的奴仆, 而是要对它们说: “主(耶

稣)要用你”(请参 太 21:3). 这里说到行善和捐输

的事, 不是施舍, 乃是一个有分量、有价值的祭, 

譬如用金钱支助传道人, 使他们更专心传道, 促

进福音及文字工作, 使福音传得更广, 信徒得着

建立, 并帮助周围的贫穷人(包括召会中物质贫

乏的信徒), 使他们知道神爱他们, 并关心他们. 

 

曾有一位基督徒知道某位老伯面临财困, 

他经营的小店快将倒闭. 一天晚上, 店铺将要打

烊(意即晚间关门, 停止营业), 那位基督徒一手

拿着现金, 一手拿着圣经来到老

伯面前, 对他说: “拿着这些现金, 

它能救你的小店免遭倒闭; 拿着

这本圣经, 它能救你的灵魂免受

地狱的审判.” 那一夜, 老伯因读圣经, 明白救恩

而信了主, 免去在地狱里惨受永火的审判. 

 

(五) 作牧养的百姓 (Pastoral People) 
 

圣经记载了牧者的恩赐, 以及牧养的工

作(约 21:15); 也记载了传福音的恩赐(弗 4:11), 

以及传道的工夫(提后 4:5). 我们或许不都有牧

养和传福音的恩赐, 却可作喂养和传道的工夫, 

相信大家不会把所有牧养和传福音的工作都推

给作牧者(召会长老)和具备传福音恩赐的肢体, 

而自己则闲懒着, 或袖手旁观. 我们都当预备好

自己作主的工作(因为所有信徒皆祭司, 都该事

奉主), 好叫将来得着主的赞许. 

(六) 常祷告的百姓 (Praying People)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因我们自觉良心无

亏, 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 

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来 13:18-19). 祷告聚

会在神家的众聚会中, 最常被忽略. 这种情况与

初期召会恰恰相反. 圣经把祷告和擘饼聚会并列,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擘饼、祈

祷”(徒 2:42), 可见祷告聚会与擘饼聚会同等重

要. 我曾参加一个召会, 擘饼聚会的出席人数多

达 80 人, 但出席祷告聚会的肢体只有 8 人. 

 

使徒(指希伯来书的作者)向希伯来书的

信徒发出祷告的要求, 也对其他新约的召会发出

同样的要求. 代祷给于前线劳苦的同胞极大的鼓

舞, 看似孤军作战的背后, 仍有祷告的大军作支

援. 我们要为本地的众肢体祷告; 为患病的、面

对困难的、灵性倒退等等的本地召会众肢体祷

告; 也要为世界各地的众肢体祷告; 在这世上, 为

信仰受逼迫, 或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的信徒比比皆

是! 让我们如同 提前 2:8 所说那样“无忿怒, 无争

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提前 2:8). 

 

 

(E)   结语 

 如果你身处宗教或宗派的营中,48 主耶稣

呼召你出到营外; 如果你已经出到营外, 主耶稣

要求你拥有蒙召出来的百姓之特征, 不仅位置

(position, 指真理立场)正确, 景况(condition, 指属

灵状况)也要正确. 如此一来, 更多仍在“营”里的

肢体会被吸引, 出到营外, 到祂那里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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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出到营外 

 

  当以色列人的营内散播了拜偶像(金牛犊)

的罪时, “摩西素常将帐棚支搭在营外, 离营却远, 

他称这帐棚为会幕. 凡求问耶和华的, 就到营外的

                                                           
48   有关“宗教或宗派的营”, 请参本文附录. 
49   上文摘自 斯塔布斯(John Stubbs)著, 《出到营

外》(香港: 大埔福音堂, 2018), 第 2-8 页. 上文有经过稍

微编辑与修饰, 另加备注与脚注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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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幕那里去”(出 33:7). 克毅俄(C. F. Keil)指出: “这

会幕只是个暂时的圣所, 但因为云柱降在它那里, 

耶和华在那里与摩西说话, 所以它被以同一个名称

为‘会幕’. 由于耶和华在这会幕中显现, 所以凡寻

求耶和华的人都到这营外的会幕去… 有两个原因, 

第一, 摩西要借此使百姓深觉他们与神分开了(因

神已不在他们当中), 好使他们悔痛所犯的罪; 其次

是要制造与神交往的机会(以恢复关系)….”  

 

利特普绕(J. R. Littleproud)也指出: “营外的

位置把‘站在耶和华那一方的人’, 与营内的罪恶分

别出来, 使他们认同于神自己(identified 

them with Himself).” 所以出到营外是分
别为圣的途径. 来 13:12 论到主耶稣在

城门外受苦(来 13:12), 这城是指耶路撒

冷城(比较来 13:14 “那将来的城”). 耶

路撒冷是当时的犹太教中心, 可代表人

所设立的一切宗教制度, 包括基督教世

界(Christendom)的宗派制度和教派主

义. 正如古时耶路撒冷所预表的犹太教, 

如何弃绝耶稣基督作他们的主, 把祂钉

在城外, 今日的教派主义也同样地弃绝耶稣基督作

他们的主, 即不听主的话, 以人的制度和传统取代

了主在圣经中的吩咐(特指有关新约召会的真理). 

 

纽威尔(William R. Newell)提醒我们: “这个

‘营’(camp)包括一切的宗教, 无论人如何称之. 虽然

它们宣称是基督徒, 但实际上是‘犹太教与异教的

结合’(Judeo-pagan). 这不单指罗马天主教主义… 

也指一切藐视神话语, 违背神的吩咐, 以教派主义

分裂基督的人.” 今日基督教世界中充满了宗派制

度和教派主义, 而基督在圣经中的许多吩咐已被拒

于门外, 所以我们理当应用希伯来书 13:13 的原则: 

离开这营, 分别出来! “出到营外, 往祂那里去”.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表示, 耶稣在城

门外受苦, 正是希伯来书作者勤勉希伯来信徒“出

到营外”的根基. 基督的十字架使祂与“犹太教的

营”完全脱离关系, 而那些想要跟从主的人, 必须出

到营外, 到祂所到之处. “耶稣在城门外受苦.” 为了

什么呢? 为了“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下一句

说什么呢? 什么是我们应当履行的义务呢? “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就了祂去(原文作“往祂那里

去”),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来 13:13) 这里的“营”是

指什么? 它原是指犹太教主义; 但无可质疑地, 在

道义的应用方面, 它是指世上每一个宗教所组织

的制度. 如果连神亲自设立的规条和礼仪, 即犹太

教的诸多礼仪、荣华圣殿、祭司职分、各种祭物, 

都已被神看为存有瑕疵(来 8:7, 因为人的软弱, 无

法履行律法上字句和精意方面的要求, 译者按)、

被神搁在一旁, 更何况是任何或一切恢复它(犹太

教主义)的组织呢? 如果我们的主基督已脱离犹太

教主义, 祂肯定更要脱离这些人为的组织了! 

   

是的! 倘若我们要真正经历与主耶稣基督

的交通, 我们深信那“营外”之处, 即遭受拒绝和凌

辱之处, 正是神呼召我们前往之处. 注

意经上记着说: “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

外”(来 13:13). 可能有基督徒说: “不! 

我不可出到营外. 我的地方是在营内. 

我必须留在那里为主工作.” 当主告诉

你要出到营外, 而你仍然要把工作的范

围留在营内, 你的工作还有多少价值呢? 

它是属于“金、银、宝石”的工作吗? 它

能获得你主赞许的微笑吗? 纵然营内

的事工有良好果效, 这只是彰显主那随

己意支配的手(overruling hand)和祂那君主权威的

良善(sovereign goodness), 表明祂不受环境所限, 

可随己意施恩赐福; 不过, 主既然命令我们出到营

外, 我们却留在营内, 我们会获得祂全然的赞许吗? 

   

每一位主真正的仆人都必须站立在他主人

要他处于的立场(position)上. 问题不是“我是否正

在为主做许多伟大的工作?” 而是“我是否正在讨

主喜悦?” 我可能看来正在从事奇妙伟大的工作; 

我可能名扬四海, 被公认为最劳苦事奉, 虔诚奉献

和成就非凡的工人; 可是同时, 我也可能站在错误

的立场上, 沉溺在自己那仍未破碎的意念中, 专讨

自己喜悦, 寻求达到个人的目的或目标. 我们没有

专以讨主喜悦为目标, 只要能在神的工作上有伟大

的成就, 卓越的表现, 我们便认为留在营内是正确

妥当. 这种果效可能倾向彰显自己, 而我们竟然注

重显著的果效, 远过于力求行出合主心意的事(求

主帮助我们在祂面前谦虚省察).50 

                                                           
50   以上附录改编自“召会真理 : 地方召会的原

则”(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

会的原则/ ), 以及麦敬道所写的“基督徒: 他的立场与工

作”(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徒-

他的立场与工作/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5%9C%B0%E6%96%B9%E5%8F%AC%E4%BC%9A%E7%9A%84%E5%8E%9F%E5%88%99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5%9C%B0%E6%96%B9%E5%8F%AC%E4%BC%9A%E7%9A%84%E5%8E%9F%E5%88%99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徒-他的立场与工作/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徒-他的立场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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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学者马有藻 

 
Milton Spenser Terry 

读经解经                      微光 

 

解经释经(二): 

释经史简介 
  
(A)   引言 

众所周知, 神透过言语向人启示祂的属

性与作为, 而人用文字将神的启示记录下来以

传给后代. 言语是神给人的

恩赐, 圣经作者会用当代惯

用的字词来表达神的启示. 

因此, 解释任何文字的原则, 

必须从该文字的基本惯用

意义着手(意即从文字惯用

意义“下手”或“开始做起” ). 

 

马有藻评述道: “从古至今, 有不少人读

经未按文字的基本惯用意义着手, 于是产生了

许多的释经学者, 他们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解

经)学派, 这些学派的释经法给后辈不少释经

的亮光及提供不少意见. 他们的文墨是教会的

一大贡献, 因为先圣先贤在释经上的经验得失, 

可供我们效尤.”51 他们的释经法可从新旧约时

期的释经历史追溯得知. 

 

 

 (B) 释经历史的重要 

释经学不是一门

新兴学科, 具有悠久历

史. 在历史的进程中, 神

的仆人或解经家们透过

不同的方法、由不同的

角度来了解神的启示 . 

认识他们的解经法, 对

我们明白神的启示也有

极大帮助. 古人说: “古为镜”, 释经史是最好的

                                                           
51   马有藻著, 《读经乐   —  实用读经攻略》(台

北: 天恩出版社, 2004 年), 第 68 页. 

例子之一 . 美国的特里教授 (Prof. Milton S. 

Terry, 1840-1914)列出明白释经史有四大价值: 

 

1) 可以防范在解经上富于幻想所造成的错误. 

2) 歆羡前人在寻求解释真理时的宵旰勤劳、

尽瘁不已(意即: 日夜辛劳, 尽心竭力, 甚至

病倒也不辞劳苦). 

3) 指出古人在某些环境的影响下, 导致误解

神的话语. 

4) 敏锐的头脑因错解圣经的本质而误入歧途, 

成为神秘主义和多重意义的释经法.52  
 

正如路标一样, 若知道“释经史”  —  过

去历世历代释经解经的情况和发展  —  就可

以帮助我们明白一些解经的问题是如何产生

的, 以前的人又如何处理, 而我们又该如何应

对. 释经史也帮助我们知道现代解经的形成, 

了解正确解经的重要, 并且避开错误的解经.  

 

 

(C) 释经历史的时期 

 马有藻将释经史分成下列八大时期:53 

 

(一) 旧约时期  

(主前 1400 年 – 主前 400 年) 

 

(a) 归回时代前(主前 1400年 – 主前 536年) 

 

这段时期是从摩西完成律法五经(约主

前 1400 年)至以色列民灭国于巴比伦, 以色列

人被掳为奴 70 年(直到主前 538 或 536 年结

束). 这段期间, 神的话语一出来, 即被敬虔团

体奉为无上的权威、收藏、宣读、讲解, 便成

为国家的“国宝”, 为正典的一部分. 可惜好景

不常, 以色列国在那些恶名昭彰的众君王统治

下, 神的话普遍不为人知, 不被遵循. 但敬虔之

君约西亚在位时, 祭司长在圣殿废墟处寻获律

                                                           
52   Biblical Hermeneutics, 引自上引书, 第 68-69 页. 
53   下文(C)主要参考 马有藻著 , 《读经乐》 , 第

69-79 页; 也参 苏克著, 杨长慧译, 《基础解经法》(香港

九龙: 宣道出版社, 1996 年), 第 38-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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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书, 王命令人“念给”众人听, 然后掀起一阵

全民宗教信仰大复兴的热潮(参 代下 34:8-33). 

 

代下 34:30 的“念给”(希伯来文: kara )

意即“颂读/诵读”(注: 可兰经 Koran / Quran 是

此字的名词), 有“宣告”之意(赛 61:2 同字译作

“报告”, 是弥赛亚宣告恩年的莅临). 通常“宣

告”是平铺直述的讲解, 是以文字通用意义作

基础, 不需花言巧语, 这暗示当时的释经是以

字义法(Literal Method)作准则. 

 

(b) 归回时代 (主前 536年 – 主前 400年) 

 

以色列民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后, 文士以

斯拉从事教导神话语的重任. 由于年轻一代的

犹太人多已不懂古典希伯来文, 只熟识当时通

用的亚兰文(Aramaic), 因此以斯拉宣读希伯来

文律法后, 再用亚兰文加以解释(参 尼 8:1-8). 

 

尼 8:8 的

“ 清 清 楚 楚 地

念”(希伯来文字

根是 parash , 意

即 “ 区 分 、 辨

明 ”), 以 及 “ 讲

明”(希伯来文字

根是 sin , 意即“放在确位”)这两动词皆显示出, 

讲解神的话语需深入浅出, 而字义法正是此法. 

这次释经大会, 是圣经首次记载“字义解经”为

注解神话语之法.54  

 

 

(二) 两约间时期  

(主前 400 年 – 主前 4 年) 

 

(a) 犹太拉比释经法 

 

在两约之间, 以色列人分散各地, 有住

在巴比伦的, 也有归回祖国巴勒斯坦地的(注: 

三次归回的人数合计不超过 6 万人). 无论在

                                                           
54   马有藻著, 《读经乐》, 第 69-70 页. 

异地(巴比伦)或故乡(巴勒斯坦), 敬畏神的人

均努力研读神的话语, 并将释经心得用文笔记

录下来, 将之编为成套的传统文集, 称为《他

勒目》法典(或译《塔木德经》, Talmud, 意

“传统 ”). 在巴比伦有《巴比伦他勒目》

(Babylonian Talmud), 在耶路撒冷的有《耶路

撒冷他勒目》(Jerusalem Talmud). 另外还有

《他尔根》(Targums, 即用亚兰文来意译旧约

圣经的文集)、《米示拿》(Mishnah, 即传统

解释摩西律法或宗教律 ) 、《米大示》

(Midrash, 即传统解经集)等等文献. 从这些文

献中, 可见他们的释经法仍以“字义法”为主.  

 

以上文献在接

近主耶稣降生的时代, 

产生两大拉比学派

(注: “拉比”[Rabbi]意

即犹太人敬重的宗教

师 ): 煞买学派 (另译 

“撒买派、尚脉派”, 

Shammai)55和希列学

派(另译“希路派、希

勒尔派”, Hillel).56 前者对摩西律法极端严谨遵

守, 解经趋向“字句主义”(letterism, 极端字义

                                                           
55   煞买(另译“撒买、尚脉”, Rabbi Shammai, 约主

前 50 年-主后 30 年)是第一世紀的犹太教学者, 煞买学

派的创始人. 他从严格的角度理解犹太教律法, 据说曾

欲使其幼年儿子在赎罪日禁食 , 经朋友劝阻才作罢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煞買 . 煞买的名字往往与他

同时代的希列(Hillel)齐名, 后者是耶路撒冷公会的首长

(主席); 煞买则是副首长(副主席). 煞买好用严谨的方式

诠释律法, 并以严格追求逐字逐句来释经而闻名; 相比

之下, 希列则以自由和宽达的方式诠释律法, 在运用经

文时加诸较多的想象力. 煞买又以憎恶罗马统治而著称, 

他曾尝试禁止犹太百姓向外邦人购买食物或饮品 . 

http://www.cd360.org/index.php?doc-view-4676 . 
56   希列(另译“希路、希勒尔”, Rabbi Hillel, 约主

前 70 年-主后 10 年, 或主前 60 年-主后 20 年)的犹太人

教师兼学者, 曾参与发展“口传律法”, 可能是“拉比犹太

教”的创始人【参 陈惠荣(主编),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卷二》, 第 774-775 页】. 生于巴比伦的希列的活动时

期是公元一世纪初, 曾任耶路撒冷公会主席, 是耶路撒

冷犹太教圣经注释家, 解经不拘泥于词意, 力求使人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煞買
http://www.cd360.org/index.php?doc-view-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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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后者则是开明派, 在解经上没有煞买学派

那么严谨, 然而仍不失称为“字义解经法”的坚

守人. 主耶稣基督曾严厉地责备此两派在解释

律法上的偏差(因他们在律法上加添属人的遗

传,57 并视之为权威), 是在应用方面的出错, 而

非释经方法上有误.   

 

(b) 希腊哲理释经法 

 

苏克(Roy B. Zuck)

指出 , 犹太人的“灵意解

经”是受希腊人的“寓意法”

所影响. 希腊哲学家一方

面欣赏古希腊诗人或作家

荷马(Homer, 主前 9 世纪)

和赫西俄德(Hesiod, 主前

8 世纪)的著作, 另一方面

却因他们描写希腊神祇的淫行及神祇的“拟人

化”大感困窘; 举例说, 菲德拉(Phaedra)爱上了

她的继子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希腊战神

阿瑞斯(Ares)嗜杀成性等

等. 希腊哲学家怎能一方

面敬畏这些神祇, 一方面

又接受他们“荒谬的、淫

乱的”行为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 哲学家们将这些故事

灵意化, 在字义背后寻找

                                                                                               
解经文和律法的真意. 他将犹太人从摩西律法中归纳出

的 613 条命令总结为 6 个主题. 保罗时代著名的犹太教

大宗师迦玛列(也是保罗的恩师, 徒 22:3; 也参 徒 5:34-

39)是希列的孙子.  
57   主耶稣就曾谴责这方面的错误, “原来法利赛人

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 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 

从市上来, 若不洗浴也不吃饭; 还有好些别的规矩, 他们

历代拘守, 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 法利赛人和文士

问他说: ‘你的门徒为什麽不照古人的遗传, 用俗手吃饭

呢?’ 耶稣说 :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 , 拘守人的遗
传”(可 7:3-6, 8). 保罗在未归信主前, 也热心于这类的遗

传,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加 1:14). 

隐藏的意义. 生于约主前 520 年的狄奥格内斯

(Theagenes of Rhegium)可能是第一位用“灵意

化”来解释荷马著作的希腊哲学家. 另一位率

先将荷马著作灵意化的哲学家可能是生于主

前 7 世纪锡罗斯的费列赛狄斯(Pherecydes of 

Syros).  

 

有一些采纳灵意法的希腊哲学家, 例如: 

斯多葛学派(或译“斯多亚学派”, Stoics)、卡理

曼(Chaeremon)、克里安提(Cleanthes)等, 借着

宣称自己忠于过去的著作, 来宣扬自己的主张. 

他们假借以灵意法解释荷马及赫西俄德的神

话为名, 实际上却是在宣扬自己的教导. 这些

希腊作家们以灵意法为盾牌, 捍卫希腊诗歌免

受评击.58 

 

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海港的犹太人, 因深

受希腊思想的影响, 释经时便糅合希腊哲学的

寓意说教(allegorical preaching), 结果产生一种

新的释经法, 称为“寓意法” (allegorization). 寓

意法注意圣经历史的“神秘属灵意义”,59 他们

强调历史是“教训的外衣”, 要除去历史部分才

得窥见历史的真貌, 即属灵或道德的教诲. 

 

这种 “寓意法 ”

在主前 20 年, 由亚历

山大一位贵族出身的

犹太人斐罗 (Philo, 约

主前 20 年至主后 50

年)发扬光大 . 据说斐

罗是个敬虔的犹太人, 

因此他向希腊人, 甚至

向同胞犹太人辩护旧

约圣经. 不过, 由于他想避免旧约圣经中看似

                                                           
58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39-40 页. 
59   这点引进了所谓的“灵意解经”. 灵意解经是在

经文中搜寻隐藏的、神秘的意思, 这可能与明显的意义

相去甚远, 甚至毫不相干. 换言之, 字面上的意思只不过

是一种密码, 需要解码才能得到隐藏着的、更重要的意

义. 他们视字义解经为肤浅的, 灵意解经才有真正意义.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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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或“亵渎”之处, 所以他不依据字面解经

的方法, 反而将旧约圣经“灵意化”. 他认为必

须采纳灵意解经, 才能解释旧约中看似贬低神

性或互相矛盾的经文, 例如圣经说亚当“躲避

神”, 斐罗认为此说法贬低了那位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神, 所以它必有灵意的解释. 

 

苏克指出: “斐罗并没有完全放弃圣经

字面的意义, 但是他认为那是不成熟的认知层

面, 灵意化则较为成熟; 前者如同身体, 后者如

同灵魂.” 斐罗也认为字义是“奶”, 灵意是“肉”; 

头脑简单及懒惰的人才采用“字义法”来解经

或释经(注: 他认为这样的人仿佛“吃奶的婴

孩”, 在灵里不成熟; 采用“灵意法”的人是“吃

肉的”, 才是长大成人). 因此, 他采用灵意解经, 

认为: (1) 撒拉和夏甲代表德性(道德)及教育; 

(2) 雅各和以扫代表精明和愚昧; (3) 雅各枕在

石上休息代表魂的自我操练; (4) 会幕及圣殿

中灯台的七枝粗干代表七大行星.60  

 

 马有藻评论道: “ ‘寓意法’本来是由那

些爱神话语敬虔人士开始的, 但他们一面笃信

圣经是神的话, 一面又不愿意放弃所着迷的希

腊文学与哲学. 他们本想二者兼得, 却‘喧宾夺

主’, 不但神的话语逐渐被忽略, 真正的内容也

被遗忘. 此法一经点着, 如星星之火, 燃烧整个

释经世界, 支配了好几个世代的研经法.”61 

 

 

(三) 新约时期  

(主前 4 年 – 主后 100 年) 

 

(a) 犹太人方面 

 

犹太人在经

文应用方面 , 离开

圣经启示的本意 , 

但释经上仍然极力

谨守“字义法”, 例

                                                           
60   同上引, 第 41 页. 
61   马有藻著, 《读经乐》, 第 70-71 页. 

如希列学派的宗师希列(Hillel)定下的七条释

经规则, 就是环绕着“字义法”进行. 伍德(James 

D. Wood)将这七条规则总结如下:  

 

第一是从较小至较重要的推论, 反之

亦然. 第二是用类推来作推论. 第三是

“建立一个类别”, 当一组经文的内容有

相似之处时, 会被视为与组内的主要经

文具有共同的特征. 因此, 当其中任何一

段经文的意思不明时, 可以参考该主要

经文的意义来解释. 第四与第三相似, 但

只限于两段经文. 第五条规则建基于一

般及个别之间的关系上. 第六是用另一

段相似的经文来解经. 第七是从上文下

理(context)中推论.62 

 

 拉比希列是

巴勒斯坦犹太人中

的著名领袖 , 为人

谦卑和满有爱心 . 

他在耶路撒冷建立

了一所学校 , 并以

自己的名字来命名. 

拉比煞买与希列是

属同一时代 , 但性

格及解经方法却与

希列截然不同. 他性格刚烈, 解释律法非常严

谨. 这两位拉比的教导经常是背道而驰的. 在

主后 70 年, 耶路撒冷城被罗马攻陷之后, 希列

学派成为主流, 煞买学派的重要性及影响力则

逐渐减少.63  

 

(b) 主耶稣与使徒 

 

从新约的 27 卷书可见, 主耶稣与门徒

的释经法与犹太拉比的相同, 是不折不扣的

“字义法”. 但葛德斯敦(Robert B. Girdlestone, 

1836-1923)提醒道: “使徒的释经法不是源自犹

                                                           
62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39 页. 
63   同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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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斯丁 (Justin Martyr) 

  
爱任纽 (Irenaeus) 

特土良 (Tertullian) 

太拉比, 乃是直接从他们的师傅(主耶稣)而

来.”64 正是有其师必有其徒.65 

 

 

(四) 教父时期  

(主后 100 年 – 主后 500 年) 

 

对于最早期的教

父(指主后第一和第二

世纪), 苏克评述道: “今

日我们难以追溯主后第

一世纪最早期教父的释

经法, 但我们知道他们

的著作经常引用旧约 , 

他们认为旧约均指向基督.” 例如, 殉道者游斯

丁(Justin Martyr, 约主后 100-164 年)在其著作

常引用圣经, 以证明旧约圣经在很多方面预表

基督 . 其他教父如生于士每拿的爱任纽

(Irenaeus, 约主后 130-202 年)和迦太基的特土

良(Tertullian of Carthage)也是如此. 

 

这些教父强调基

督徒应该接受旧约圣经, 

因为其中充满了预表(这

点是正确的, 编者按). 不

过, 有时候他们的预表论

也过于偏激, 以致流于灵

意化, 举几个例子:  

 

1) 爱任纽说喇合隐藏的三个探子(其实是两

个!)预表“圣父、圣子和圣灵”(注: 这肯定

没有圣经根据).  

2) 游斯丁也曾说雅各代表(预表)基督, 利亚代

表犹太人, 拉结代表教会; 而雅各有两个妻

子, 犹如基督服事犹太人, 也服事教会(但

这样的解释仿佛“基督有两个妻子”, 与 太

19:4-6 和 弗 5:31-32 有所冲突). 

                                                           
64  R. B. Girdlestone, The Grammar of Prophecy 

(Grand Rapids: Kregel, 1955), 第 86 页.  
65   马有藻著, 《读经乐》, 第 72 页. 

3) 特土良认为 创 1:2 记载“神的灵运行在水

面上”是预表洗礼(这点也毫无圣经根据!). 

他也认为以琳的十二股水泉、大祭司胸牌

上的十二块宝石, 以及从约但河取出的十

二块石头均象征十二使徒. 

 

苏克指出, 从这三位护道(或译: 护教)的

教父: 游斯丁、爱任纽和特土良, 可得出以下

结论: (1) 灵意解经成为护道工具, 正如希腊哲

学家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一样. 他们认为灵意

解经可以解决旧约中的难题; (2) 预表论容易

流于灵意化; (3) 教会权威成为抵挡异端的工

具. 这些护道的教父在不知不觉中, 为“以教会

传统作为更高权威的观念”铺路,66 后来成为中

世纪的主流观念.67 

 

大约主后 200 年, 

有两个思想学派逐渐形

成, 而教父们的释经法

也因此分为两个学派 ; 

这两大学派是依照他们

的教区地点而定. 大致

来说, 以埃及亚历山大

为中心的教区(北非区)

多持守“寓意法”; 以耶路撒冷或安提阿为代表

的教区(巴勒斯坦区)则持守“字义法”. 

 

(a) 寓意学派 

 

斐罗(Philo)的寓意法, 由俄利根(或译

“奥利根”, Origen)及奥古斯丁(Augustine)两位

追随者发展和提升. 因此有者说: “斐罗撒种, 

‘二奥’浇灌, 后世收成.”   

 
                                                           
66   爱任纽认为解经的唯一正确方法, 是从使徒时

代承袭下来、那在教会中流传的“信仰准则”(rule of 

faith). 他经常诉诸传统, 主张必须由真正继承传统的长

老们学习经文真正的解释. 此外, 虽然特土良相信必须

按作者原意解经, 并根据撰写时的处境来解释, 但他也

认为面对异端最佳答案是“信仰准则”, 即教会所持的正

统教导.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45 页 
67   同上引, 第 4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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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ine of Hippo 

  

 
 

Origen of Alexandria 

俄利根 (主后 185-

254 年)曾任亚历山大圣道

学院院长. 他认为圣经有三

层面, 正像人有灵、魂、体

一般; 即字义性(体)、伦理

性 /道德性 (魂 )与属灵性

(灵). 他写了数十本释经书, 

几乎涵盖整本圣经, 然而很

少提到伦理性的意义, 更不

曾讲到字义.68  

 

奥古斯丁(主后 354-

430 年 )是北非的迦太基

(Carthage)附近希波(Hippo)

的主教. 第三世纪兴起的摩

尼教 (Manichaeism)指责旧

约圣经的“神格拟人法”是

荒谬的, 借此贬低基督信仰. 这学说给奥古斯

丁理解旧约圣经带来困难. 不过, 当他在意大

利米兰的教堂听到安波罗修(Ambrose)讲道时, 

常引用 林后 3:6: “字句是叫人死, 精意是叫人

活”, 奥古斯丁的困惑便迎刃而解, 于是他采用

灵意解经来解决旧约的难题.69  

                                                           
68  面对敌对者用来攻击基督信仰的种种问题, 如

罗得的乱伦、他玛引诱犹大等等, 俄利根利用灵意解经

来回应他们. 他甚至说圣经本身要求解经的人使用灵意

化的方法(De Principiis 4.2.49; 4.3.1). 他认为经文有三

层意义: 字面意义、道德意义、属灵或灵意的含义. 他

的论据是《七十士译本》中箴言 22:20-21 的译文: “你

要三次的记载它们… 你好将真言(真理之言)回复他们.”

【编者注: 其实这节在《七十士译本》的一般译文是: 

“你要重复的记载它们…” (“And do thou too repeatedly 

record them for thyself on the table of thine heart…”, 摘

自 Sir Lancelot C. L. Brenton 所翻译的 The Septuagint 

with Apocrypha: Greek & English, 1851) 】俄利根按灵

意解经教导说: 挪亚的方舟代表教会, 挪亚则代表基督; 

利百加在井旁为亚伯拉罕的仆人打水, 意思是我们必须

每天读经, 会见基督; 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 驴子代表旧

约, 驴驹则代表新约, 两个门徒代表圣经的道德和神秘

意义. 可见俄利根完全忽略圣经字面和正常的意思, 过

分灵意化, 正如一位作家(Ernest F. Kevan)所形容: 是“不

受控制的奇想”.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46-47 页. 
69   同上引, 第 49 页. 

奥古斯丁提倡“二元释经法”, 即字义法

及寓意法. 然而, 他将寓意法用于预言部分, 非

预言部分则以字义法为主(但事实上, 他也常

用寓意法解释非预言部分).70 因此, 论到将来

“天国在人间”这末世预言时, 奥古斯丁便以寓

意法作解释, 从而产生“无千禧年派”(或译“无

千禧派”, Amillennialism)的理论, 他也因此被

称为“无千禧年论之父”, 如俄利根(奥利根)被

称为“寓意法之父”, 这两者的释经法大大影响

同时代其他的教父, 后来的罗马天主教及改革

宗神学家(如马丁路德、加尔文)也步其后尘. 

 

(b) 字义学派 

 

 

 

 

 

 

 

 

 

 

 

 

 

 

早期和后期教父群中, 也有不少抗衡或

反对“寓意释经法”的人士. 但教会中心从耶路

撒冷转移至(叙利亚的)安提阿之后, 众使徒所

                                                           
70   苏克在《基础解经法》一书中指出, 奥古斯丁

认为, 决定是否使用灵意的方式解经的最高准则是爱 . 

若用字义解释会引起争论不和, 则应将该段经文灵意化

(但对于真道或真理, 我们必须坚守而非妥协, 参 犹 3; 

加 1:6-10; 2:11-14, 编者按). 他强调解经者的任务是发

掘圣经的意义, 而不是将某个意思加于圣经. 然而, 他却

违反了自己所提出的这项原则, 因他曾强调“经文的意

思不只一个, 因此灵意解经是适当的.” 他认为 创 2:10-

14 的四条河流是代表四项主要的德行; 始祖堕落时, 用

来遮盖身体的无花果树叶代表虚伪, 用来遮盖的兽皮则

代表人必死的命运(创 3:7,21); 挪亚的醉酒(创 9:20-23)

代表基督的受苦及受死; 歌 4:2 书拉密女的牙齿代表教

会“将人夺离异端”. 同上引, 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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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尔 Theodore 

  

John Chrysostom 
 

  

狄奥多勒 Theodoret 

  

耶柔米 Jerome 

秉持的字义法便从安提阿传播开来. 其中佼佼

者有二人 : 安提阿第六任主教提阿非罗

(Theophilus, 主后 180 年)及后继主教路仙安

(Lucian, 主后 312 年离世). 提阿非罗和路仙安

先后任安提阿圣道学院院长, 前者用“字义释

经法”, 反对拜偶像的虚无, 后者坚决反对“俄

利根式寓意法”, 所以被誉为“字义法之父”.  

 

字义派经由狄奥多尔 (Theodore of 

Mopsuestia, 主后 350 年, 此

人曾大撰文章反斥奥古斯

丁的寓意法 )、屈棱多模

(John Chrysostom, 主后 380

年, 此人讲道满有口才, 被

誉为“金口”, 以字义法去解

释圣经, 风靡一时)、狄奥

多勒(Theodoret of Cyrus, 主后 390 年)等安提

阿教父的努力 , 产生了当

代极佳的字义解经文学 . 

狄奥多勒的教区有 800 多

个教会 , 大大评击涅斯多

留 (Nestorius, 活跃于主后

428-451 年间)的寓意法.71 

 

论到以上这三人 , 

苏克指出狄奥多尔(另译“狄奥多若”, Theodore)

是安提阿学派最伟大的解

经家, 在他五册书的最后一

册(On Allegory and History 

against Origen)中, 他问道: 

“若亚当并非真实存在, 那

么死亡是如何进入人间

的?” 虽然狄奥多尔否定圣

经中某几卷书是正典, 但他

仍被称为“古代解经王子”. 

吉尔伯特(G. H. Gilbert)写

道: “狄奥多尔为保罗较短书信所撰写的注释

书, 是古代教会中绝无仅有的, 可以与现代注

释书媲美.”  

                                                           
71   马有藻著, 《读经乐》, 第 72-74 页. 

至于屈棱多模(约主后 357-407), 他是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的大主教 . 他的

600 多册讲道集全是具有实际应用的解经讲道. 

有位作者曾描述, 他是早期教父中首屈一指的

解经家. 他在著作中引用了大约 7 千次旧约经

文, 以及大约 1 万 1 千次新约经文. 还有狄奥

多勒(约主后 386-458)为大部分旧约书卷及保

罗书信编写注释书. 特里(Milton S. Terry)评论

他的注释是“古代解经的最佳模范之一”. 

 

另有一者值得一提, 即拉丁教会杰出的

圣经学者耶柔米(Jerome, 约主后 347-419 年). 

他的第一本注释书(英译为: A Commentary on 

Obadiah)便是采用灵意

解经法. 不过, 耶柔米后

来受到安提阿学派及犹

太教师所影响, 转而趋

向字义解经法. 他最后

为耶利米书写了一本注

释书, 便是采用字义解

经. 虽然他相信圣经较

深层面的意义必须建立

在字面意义上, 但若字义解经无法解决难题时, 

他仍旧采用灵意解经, 所以他将他玛与犹大的

故事(创世记 38 章)给灵意化了. 

 

此外, “教会传统”的影响力在这段时期

进一步扩展. 如上文所言, 特土良为教会的权

威和传统奠定基础 . 文森特 (或译 “万桑 ”, 

Vincent, 死于主后 450 年)继承特土良, 并为他

这 方 面 的 主 张 发 扬 光 大 . 他 在 其 著 作

(Commonitorium, 约主后 434 年)中指出圣经

最终极的解释承自初期教会, “解释先知及使

徒书卷的路向必须依据基督教会及大公教会

的准则”. 这“准则”包括教会的决议及教父们

的解释. 根据文森特, 决定一段经文真正的意

义要经过: 教会(ecumenicity)、传统(antiquity)

和常理(common sense).72【注: 此主张有一危

险, 即教会或传统也可能出错, 故不该盲从】 

                                                           
72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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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Aquinas 

  

Gregory the Great 
  

Pope Innocent III 

 

(五) 中古时期  

(主后 500 年 – 1500 年) 

 

米克尔森(A. Berkeley Mickelsen)评论

道: “中世纪是解经的荒漠时期”, “没有人对解

经有任何新颖的创见”73, 因为教会传统和灵意

解经成为两大主流. 中世纪时期十分流行“教

父注释集珍”(catena), 即将教父们的圣经注释

蒐集成书, 大部分取材自拉丁教父、安波罗

修、奥古斯丁及耶柔米的著作.74 

 

(a) 神秘寓意派 

 

此时教会中心由东移西, 以罗马为总部. 

此时教会重视传统高于神的话. 为了把圣经和

传统调和在一起, 寓意法继续盛行, 除了奥利

根的三层释经法之外, 他们还添加一层, 称为

“类推法”(anagogical; 或译作“奥义”, 参本文附

录一); 例如他们对“安息日”和“光”的解释如下: 

 
 把“安息日”解为: 把“光”解为 

字义法 疲倦之息 天体之光 

道德法 律法之安息日 心蒙之光 

属灵法 属灵之息(平安、得救) 神是真光 

类推法 天堂(在天堂的安息) 为主发光 

 

 当时流行一首歌 , 

表现出这种意味: “文字
是历史, 指神与祖宗的作

为; 寓意是信心所寄, 属
灵是日常生活的法则, 类
推是奋斗的终局”. 此法

在中古天主教会之所以

盛行, 乃得力于多人, 如

经院学家阿奎那(另译“亚

奎那”, Thomas Aquinas)主张说: “字义是作者

的意思, 但神是更高的作者, 唯靠与神密交才

                                                           
73  A. B. Mickelsen, Interpreting the Bibl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3), 第 35 页. 
74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53 页. 

能找出神的心意” (注: 阿奎那主张圣经有历

史、道德、灵意和类推等四重意义).75 可是, 

这方面的全面推广全赖三位教皇:  

 

1)  大格列高利(或译“大贵格利、贵格利一世”, 

Gregory the Great, 主后 590 年): 他是罗马

大公教会(天主教会)的第一任教皇, 全力支

持奥利根(或译: 俄利根)之寓意法. 他灵意

解经的例子如下: 约伯的三个朋友是异教

徒, 约伯的七个儿子是十二使徒, 七千羊为

纯洁的思想, 三千骆驼代表愚蠢的见解, 五

百对牛代表德性(品德或德性), 五百母驴是

充满私欲的倾向;76  

2)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215 年): 此教皇

推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 他提出“教皇至

尊”的教义, 曾说“属灵太阳比属世月亮更

伟大”(注: 他以“属灵太阳”比喻教皇, 而地

上君王犹如“属世月亮”);  

3)  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VIII, 1302 年)也用

此法解释 路 22:38 的“两把刀”  —  一把代

表皇帝之权, 另一是教皇之权; 教皇之权是

长刀, 皇帝是匕首, 故皇帝之权要服膺于教

皇之权下【注: 这样的解释完全毫无圣经

根据, 事实上, 圣经完全没有提到“教皇”一

字和“教皇”一职, “教皇制度”纯粹是属人

的制度或产物】. 

 

(b) 字义法衰微 

 

在庞大的天主教势力之下, 主张以“字

义法”(实义法)释经的只有微少的“灯光”(指只

                                                           
75   A. B. Mickelsen, Interpreting the Bible, 第 37 页. 
76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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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hi (Rabbi Shlomo Yitzchaki) 

  

Hugo of St.Victor 

有少数的人), 如同沙漠中罕见的绿洲, 到处都

是黄沙滚滚的寓意释经世界. 只有一些犹太学

者如 Tannain (意“教师”)、Amorim 和 Karaites

以极端的字义法解释神的律法.  

 

此外 , 提

庇里亚(Tiberias)

的马所拉学者

(另译: 马琐拉学

者, Massorahs)及

才华出众的犹太

拉比勒殊 (另译

“ 拉 希 ”, Rashi, 

1040-1105)77是另一批硕果仅存78、仍持守字

义释经的代表人. 中古时代, 可算是字义法不

流行的时代.79  

 

谈到法国的拉比勒殊, 苏克指出这位中

世纪时期的犹太“字义解经家”很强调希伯来

文的文法和句子结构, 这对犹太和基督徒解经

家有极大影响. 除了约伯记和历代志之外, 他

为其余的圣经书卷写了注释. 他主张“无论圣

经的传统解释是什么, 都应坚持字面解释.”  

 

法国巴黎的“圣维

克多修道院”(Abbey of St. 

Victor)有三个修士效仿拉

比勒殊, 根据历史和字义

来解经. 这三者就是笏哥

(Hugo, 或作 Hugh, 1097-

1141)、理查 (Richard, 于

1173 年离世 )和安德烈

                                                           
77   犹太拉比勒殊 (Rashi, 1040-1105, 即 Rabbi 

Solomon ben Isaac [意即: 以撒之子拉比所罗门], 或写成

Shlomo Yitzchaki)的“Rashi”一词其实是其希伯来姓名

的首字母缩写词(acronym)  —   RAbbi  SHlomo  Itzhaki. 

勒殊是中古世纪著名的法国拉比(犹太宗教师), 著有对

犹太教法典《他勒目》(Talmud, 或译《塔木德》)和整

本旧约圣经(Tanakh, 或译《塔纳赫》)的全面注释. 
78   “硕果仅存”字义为“唯一留存下来的大果子”, 

比喻经变迁、淘汰, 留存下来的稀少而可贵之人或事物. 
79   马有藻著, 《读经乐》, 第 74-75 页. 

(Andrew, 于 1175 年离世). 笏哥是查理和安德

烈的老师 . 他们被称为 “维克多修道派 ” 

(Victorines). 此派强调字义解经, 如同明光照

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80  
 

这段时期出现一位杰出的圣经学者威

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30-1384). 他是牛津大

学的教授, 也是首位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的人. 

他极力强调圣经在教义及基督徒生活中的权

威, 所以他反对传统的大公教会(即天主教)权

威, 故被誉为“宗教改革的晨星”. 他提出一些

解经原则如: (1) 采用可靠的译本; (2) 明白经

文的逻辑; (3) 将经文互相比较(以经解经); (4) 

保持谦卑、追求的态度, 让圣灵指引. 他强调

按文法和历史来解经, 他写道: “经文的一切, 

都已包含在正常的字面及历史意义之中.”81  
 

 

(六) 改革时期  

(主后 1500 年 – 1700 年) 

 

(a) 改革家的释经法 

 

宗教改革(Reformation)时期, 圣经成为

基督徒信仰及行为的唯一权威. 改革家的字义

解经承自“安提阿学派”和“维克多修道派”. 在

宗教改革时期, 社会与教会都面对翻天覆地的

冲击, 但正如美国兰姆(Bernard Ramm)所说, 

基本上那是一次“释经法的改革”, 是“如何解

释圣经”的改革.82   
 

首先是在 1517 年, 神借着德国的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发起宗教改革

的运动. 改革运动带给后世三大影响如下: 

1) 救恩论: 强调因信称义、人人皆祭司; 

2) 圣经论: 强调圣经易明性, 人人可阅读, 解

经采纳字义法; 

3) 基督论: 高举基督、祂是唯一(独一无二), 

解经上产生极端预表学(typology). 

                                                           
80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54 页. 
81   同上引, 第 55-56 页. 
82   同上引, 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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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Reuchlin 

  

Desiderius Erasmus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改革家的口号除了“因信称义”之外, 还

有其他的. 其一是“回到圣经去”(Back to the 

Bible), 即拉丁文所谓的 Sola Scriptura , 意即

“唯独圣经”(by scripture 

alone). 这运动起源于两

个被誉为“欧洲的双眼”

之著名圣经学者所铺的

路 , 他们是德国的罗伊

希林 ( 或译 “ 锐赫林 ”, 

Johann Reuchlin, 1455-

1522)与荷兰的伊拉斯姆

(也常译作“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前者出版了希伯来文的文法和字

典, 后者编订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83  

 

这两人的贡献使

信徒能直接归回圣经的

原文 , 靠着基本的字义

释经 , 逐渐明白圣经的

真义 , 而不再受神父、

祭司等圣职人员所局限. 

因为改革家坚持用字义

释经, 口号便成了“回到

字义圣经法”(Back to the 

literal Bible). 马丁路德甚至“强硬地”(militantly)

宣告圣经的字义(sensus literalis)才是真义. 另

一闻名改革家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也说: “我以字义释经法作为讲道的依归”84 

                                                           
83   文艺复兴(Renaissance)始于意大利, 从 14 世纪

延续到 17 世纪, 人们对古典文学, 包括希伯来文和希腊

文作品又再发生兴趣. 罗伊希林写了几本希伯来文法的

书 , 其中一本是 A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ven Penitential Psalms. 伊拉斯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

人文主义之领袖, 于 1516 年编辑发行第一版希腊文新

约圣经, 并出版一本关于新约注解的书(Annotations on 

the New Testament), 又意译了整本新约圣经(除了启示

录). 特里(M. S. Terry)指出, “这些著作的出版展开了圣

经研究的新纪元, 提供较好的神学研究方法, 远远超越

了过去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 同上引, 第 56 页. 
84   R. C. Sproul, Knowing Scripture (InterVarsity 

Press: 1978), 第 48 页. 

(一) 德国改革家马丁路德 

  

苏克指出, 马丁路德反对中世纪经文有

四重意义的主流解经法, 转而强调圣经的字面

意义(sensus literalis). 马丁路德写道, 解经时

“应保留最简单的意思, 以文法及字面的意义

来 理 解 , 除 非 上 下 文 清 楚 说 明 其 他 解

法”(Luther’s Works, 6:509). 他强调字义, 所以

他很注重圣经的原文. “若不保存原文, 我们很

难长久保存福音. 圣经原文是装着圣灵宝剑的

剑鞘”(Luther’s Works, 4:114-115). 但他也强调

研经者不能只是一个语言学家, 他必须受圣灵

的光照. 此外, 文法、历史解经并非最终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引领我们到基督那里.  
 

根据他的“信

仰 类 推 ”(“analogia 

scripturae”), 他认为

难解的经文应由意

思明显的经文来解

释 . 他经常表示“圣

经本身就是解经家”. 

他又说 : “这个才是

真正的解经方法, 因为它用正确恰当的方式进

行以经解经”(Luther’s Works, 3:334). 

 

 根据马丁路德的观点, 所有敬虔的基督

徒都可以明白圣经. 他说: “世上没有一本书比

圣 经 更 透 彻 易 明 ”(Exposition of the 37th 

Psalm). 因此, 他反对当时一般人对罗马天主

教会的倚赖(注: 当时罗马天主教以“怕人曲解

圣经”为理由, 强调只有受训过的天主教圣职

人员能解经, 普通人不能解经).  

 

马丁路德严词厉色地抨

击灵意解经法: “灵意解经是空

洞的臆测, 是圣经的渣滓.” 又

说: “俄利根的灵意解经比尘土

还不如”, “灵意解经即是玩弄

经文”, “灵意解经不合真理、

荒谬无稽、无中生有、陈旧无用、松散破碎.”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2 

   

《家信》: 第 121 期 (2019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加尔文 (John Calvin) 

苏克适切评论道: “路德对灵意解经的

抨击是革命性的, 因为数百年以来, 灵意解经

在教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灵意解经原是

为圣经的‘神格拟人化’ 及所谓的‘不道德(事

件)’提供解释, 但它本身却充满着问题. 灵意解

经变得任意武断, 太过富于想象, 缺乏客观性

和不受控制, 使圣经的真义模糊不清. 同时亦

缺乏权威的解释, 因为不同的人对同一段经文, 

可能会看出完全不同的灵意教导, 如此便失去

了经文应有的权威. 灵意解经可以带来骄傲, 

因为解经的人可能以为自己在圣经中找到其

他人看不到的更‘深’的属灵奥秘.”85  

 

对马丁路德而言, 圣经的解释必须以基

督为中心. 苏克写道: “他没有将旧约灵意化, 

但经常将旧约经文解作与基督有关(这点是有

圣经根据, 参 路 24:27,44), 但往往超过经文本

身的含意.”86 例如马丁路德说挪亚的方舟代表

教会, 但事实上, 方舟预表基督更为正确.  

 

 马有藻也指出, 改革家一面强调字义释

经, 另一面却强调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法, 因

此便产生了极度推崇“预表释经法”的情况, 甚

至有滥用的情形. 故此, 改革时期的释经主流, 

在某方面已回到奥古斯丁的“二元释经法”. 

 

(二) 法国改革家加尔文 

 

 法国的改革家加尔文(John Calvin)也认

为灵意解经是“全无意义的游戏”, 又说俄利根

及许多其他的灵意解经家都犯了“为所欲为地

折磨经文, 扭曲其真义”的大罪. 他跟马丁路德

一样, 强调“以经解经”, 为此他特别注重文法

解经, 以及考察每段经文的上文下理. 他也强

调经文的中心是基督, 并强调圣灵的光照, 以

及用平衡的方法来解释预表.  

 

加尔文表明他着重文法、历史、原意

解经(exegesis), 反对私意解经(eisegesis, 指把
                                                           
85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57-58 页. 
86   同上引. 

自己的意思读进经文里). 他在罗马书注释的

序言中写道: “解经家的首要任务, 是让圣经作
者说出他的意思 (注: 此乃 exegesis ), 不是强

将自己认为作者应该说的加进去”(注: 此乃

eisegesis ).87 然而, 可惜

的是, 加尔文在解释预言

时却常采纳“灵意解经” 

(注: 他是无千禧年论者), 

把许多经文给灵意化, 不

照字面来解释, 反而“强

将自己认为作者应该说
的加进去”.88  

 

 瑞 士 的 宗 教 改 革家慈 运 理 (Ulrich 

Zwingli, 1484-1531)也按圣经的权威来讲道 , 

拒绝教会(天主教会)的权威. 英国的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 约 1494-1536)于 1525 年将

新约圣经从其原文(即希腊文)翻译成英文【注: 

他的翻译比威克里夫更为准确, 因威克里夫是

从拉丁文译本《武加大》(Vulgate)翻译成英

文】.89 丁道尔很强调圣经字面意义的重要性.  

 

美国历史神学家布罗米立(Geoffrey W. 

Bromiley)总括改革家对释经上的贡献有三: 

1) 强调基督论和救赎论方面的解经; 

2) 以经解经, 隐晦不明的部分该由清晰易明

的部分来助解(即以清楚的经文解释不清

楚的经文); 

3) 预表解经是释经的正确途径. 
 

(b) 天主教的释经法 

 

由于罗马天主教的教廷圣职人员的生

活令信徒大为失望, 以及甚多研经工具、圣经

原文版本和译本的发行(如 Luther 和 Wycliffe

                                                           
87   同上引, 第 59-60 页. 
88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9/灵意

解经法和实义解经法/ . 
89   一百多年前威克理夫的英文圣经是从拉丁文圣

经(即《武加大译本》, Vulgate )翻译而成, 但丁道尔则

是直接从原文希腊文圣经翻译而成, 所以其准确性更高.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9/灵意解经法和实义解经法/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9/灵意解经法和实义解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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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A. Ernesti 
 

  

Jacobus Arminius 

的译本)供大众使用, 天主教会的“释经权柄”因

而减弱, 解经法也受到极大的考验.90 

 

罗马天主教(或译“大公教会”, Catholic 

Church)为了回应宗教改革运动, 召开了特伦

特会议(或译“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 会

期由 1545 至 1563 年. 这些天主教的改革被称

为“反改革运动”(Counter Reformation), 会议中

议决圣经并非最高权威, 但真理是“写成的书

及不成文的传统(Sacred Tradition)”, 这传统来

自过去的教父和现在的天主教领袖. 

 

此会议同时宣称唯有罗马天主教才能

正确地解释圣经, 此外没有“个人”(individual)

可以传授和保卫圣经. 会议有下列记录: “没有

人可以倚赖自己的方法, ‘在基督教教义所教

导的真道和话语上, 曲解圣经的真义, 因为信

徒应根据神圣母会(指天主教)过去及现在所持

定的意思解释圣经; 亦没有人可以提出“与教

父们一致见解”相反的解释.’ ”91 

 

 

(七) 理性时期  

(主后 1700 年 – 1850 年) 

 

17 和 18 世纪的两百年间, 发生了几个

影响深远的运动及事件, 其中包括加尔文主义

的兴起和传播、对加尔文主义的反应、经文

和语文的研究、唯理主义和敬虔主义的兴起. 

 

(a) 改革后期余波 

 

1647 年, 《威斯敏斯特信条》(另译“西

敏斯特信条”,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在英

国议会通过, 1649 年在苏格兰议会通过. 它是

记载英国加尔文主义的信条. 虽然此信条在

“救赎论”方面(指预定论)有偏差失衡与不合圣

经之处, 必须正视, 但它在“圣经论”方面却是

正确的. 《威斯敏斯特信条》对圣经的评论是: 

                                                           
90   马有藻著, 《读经乐》, 第 75-77 页. 
91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61 页. 

“无误的解经定律就是圣经本身; 因此, 当任何

一段经文真实及全面的意义受到质疑时, 就必

须从其他更明确的经文探索、理解该段经文

的意思.”92  

 

 荷兰神学家亚米纽

斯(Jacobus Arminius, 1560-

1609)反对加尔文某部分的

教导, 主张人有自由意志, 

可选择信靠神, 而救赎是给

所有人的. 他的跟随者于 1610 年将他们的主

张编集成“抗议文”(Remonstrance). 

 

简而言之, 宗教改革

之后, 教会进入订立各种“信

经”(creeds)和神学系统的时

期, 字义解经法较少受人注

释. 1761 年, 德国著名神学

家 欧 内 斯 迪 (Johann A. 

Ernesti, 1707-1781)出版震撼

一时的《新约解经原则》(Principles of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强调圣经必须按其

文字意义解释, 不能受教会权威、自身感觉或

奇怪的寓意幻想等左右. 此书成为百年来释经

学的主要课本, 达四代之久. 

 

(b) 理性学派释经法 

 

此时期的思想家强调: 理性是抉择任何

事件最主要的条件和力量. 甚多理性主义者如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笛卡尔

(Rene Descartes, 1596-1650) 、 斯 宾 诺 莎

(Baruch Spinoza, 1632-1677) 、 洛 克 (John 

Locke, 1632-1704)、休谟(David Hume, 1711-

1776)、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 以

“理性决定一切为前提”, 运用在圣经研究方面. 

他们把圣经变成一本“凡人文学之作”(普通人

的文学作品), 声称内中错误百出, 只合圣经作

者当时的人使用(意即圣经已经过时了). 

                                                           
92   同上引, 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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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H. Francke 

  

Johann A. Bengel 

(c) 敬虔主义释经法 

 

一群有志之士因为倦于圣经依照文

法、历史、字义而解经, 又否认理性派的荒谬, 

便提倡读经需有圣灵光照才是真读经, 所以就

掀起一次宗教运动 , 称为“敬虔运动”(Pietist 

Movement), 而提倡者则被称为 “敬虔主义

者”(pietist, 或译“虔敬派教徒” ), 其中几位主要

的代表人物如下: 

 

1) 施本尔(Philipp J. Spener, 1635-1705): 他是

德国信义会神学家 , 被称为“敬虔主义之

父”, 也是摩拉维亚弟兄会领袖辛生道夫伯

爵(Count von Zinzendorf)属灵的父亲; 

2) 富朗开(August H. Francke, 1663-1727): 这

位德国信义会圣经学

者每年精读希伯来文

圣经七遍, 先后开办为

贫民而设的学校和孤

儿院. 他这方面的精神

与榜样激发了英国“孤

儿院之父”乔治 ·慕勒
(George Muller); 

3) 本 革 尔 (Johann A. 

Bengel, 1687-1752): 他

是德国信义会牧师和

希腊文圣经学者, 著有

《希腊文新约圣经》
(Greek New Testament, 

1734 年出版 )和《新约原文词汇总集》

(Exegetical Annotations on the N. T., 简称

Gnomon, 1742 年出版).  

 

1742 年, 本革尔出版的《新约原文词汇

总集》至今仍被使用, 是举世无双的神学钜著, 

也是此运动的主要代表. 这些敬虔派人士没有

放弃字义释经法, 只是在释经上极力强调“里

面的光照”, 以灵里的“得着”作为解经的取舍, 

对圣经的应用超越了解释, 看重个人心里的感

受过于经文本身. 这群敬虔主义者的释经态度

影响后世甚大 , 如英国的牧师兼解经家马

太· 亨利(Matthew Henry, 约 1710 年)和奉主名

聚会(常被人误称“弟兄会”)的麦敬道(C. H. 

Mackintosh, 约 1850 年). 马有藻评述道: “他们

在解经上的重大贡献不仅及于当代, 更影响后

代与全世界.”93 

 

 

(八) 现代时期  

(主后 1850 年 – 现在) 

  

(a) 激进学派的兴起 

 

德国的杜宾根大学(另译“杜平根大学”, 

University of Tubingen) 和 哥 廷 根 大 学

(University of Gottingen)出了两名震动“圣经批

判学界”的学者, 那就是包珥(Ferdinand C. Baur, 

约 1850 年)和威尔浩生(Julius Wellhausen, 约

1900 年; 注: 还有甚多其他著名的激进派学者). 

他们两人承袭了理性主义研究者的态度, 在自

由主义的架构下, 把圣经当作凡人的产物, 根

本没有神参与在其中(他们否认圣经是神所默

示的, 编者按). 

 

按照他们的看法, 先知的权威(如用“耶

和华如此说”)只是在指导公共崇拜时的“礼仪

开场白”, 而圣经本身乃由各种“文献”(另译“文

件”, documents)组成(如 J、E、D、P、K、R

等等的文献), 最后由多位编者篡輯而成. 对于

这些激进派学者, 圣经只是古历史与古伦理教

训的混合品, 解经方法上常用寓意法表达. 

 

(b) 正统派阵营 

 

正统派强调历史、文法的字义释经法, 

只是在两方面仍有分歧: (1) 圣经无误论; (2) 

圣经预言学. 这两大分歧的重点都环绕在释经

法上. 前者(圣经无误论)涉及“全部无误”或“部

分无误”(注: 相信部分无误者认为救恩部分无

误, 故用字义法解释; 非救恩部分可用非字义

                                                           
93   马有藻著, 《读经乐》, 第 77-78 页; 也参 苏克

著, 《基础解经法》, 第 6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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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Alford 

  

Henry Alford 

  

Schleiermacher 

解释). 后者(圣经预言学)则涉及在解释预言部

分时, 采用非字义法.94 

 

雷历(Dr. Charles C. 

Ryrie)在半世纪前的结论 , 

于今日仍鲜明如昨: “正统

派的解经法对一般经文仍

坚持用字义法 , 唯在预言

解释上 , 不少学者仍有字

义法与寓意法之分.”95  

 

无论如何, 许多保守的学者(指正统派

学者)与上述 19 世纪理性

主义、历史批判的领袖持

相反的意见, 也为圣经撰

写解经注释书. 按米克尔

森(A. B. Mickelsen), 这些

保守的圣经学者包括: 克

毅俄(Carl F. Keil)、德利

治克(Franz Delitzsch)、哥

德 特 (Frederic Godet) 、 阿 尔 福 德 (Henry 

Alford)、埃利科特(C. J. Ellicott)、赖富特(J. B. 

Lightfoot)、贺智(Charles Hodge). 此外, 还有

本 纳 斯 (Albert Barnes) 、 詹 米 逊 (Robert 

Jamieson)、特仁赤(Richard C. Trench)等等.96 

 

(c) 二十世纪的解经主流 

 

到了 20 世纪, 四个

重要的解经主流是:  

 

1) 自由主义(Liberalism, 

指自由神学): 盛行于

19 世纪, 延续到 20 世纪. 自由主义者认为

圣经是人的作品, 而非神所默示的. 他们以

人的理性分析及科学的发现为依据, 所以

任何与理性和科学(科学理论)不吻合的, 都

                                                           
94   马有藻著, 《读经乐》, 第 78-79 页. 
95   C. C. Ryrie, The Basis of the Premillennial 

Faith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958), 第 47 页.  
96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66 页. 

受到反对. 结果, 基督信仰的历史教义, 如

基督道成肉身、基督的肉身复活等等, 都

受到自由主义大力反对, 因这些教义都是

超自然的神迹(是科学无法查验和证实的). 

此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神学家如: 士来

马赫(F. D. E.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此人被称为“自由神学之

父 ”)、立敕尔 (Albrecht 

Ritchl, 1822-1889)和哈纳

克(Adolph Von Harnack, 

1851-1930), 以及美国的

福 斯 迪 克 (Harry E. 

Fosdick, 1878-1969, 注 : 

此人是“现代主义”[Modernism]或称“新自

由神学”[Neo-Liberalism]的代表人物). 

  

2) 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 极度反对自

由神学主义, 认为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 

应按字面意义解释. 20 世纪初直到现在, 许

多福音派的学者仍对圣经持守正统的观念, 

强调以文法、历史方法解释圣经. 其代表

人物有: 贺智(Charles Hodge, 1797-1878)、

华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 1851-1921)

和梅钦(John G. Machen, 1881-1937). 

 

3) 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 主张圣经本

身并不是启示, 但它见证和记录启示; 神在

圣经里透过与人接触来向人说话, 只有当

人与神有实在的接触, 圣经才能变成神的

话语. 新正统派神学家反对圣经无谬误, 并

否定始祖犯罪的记载是真实的, 也否定童

贞女马利亚怀孕等等. 其代表人物是瑞士

的巴特 (Karl Barth, 1886-1968)和布仁尔

(Emil Brunner, 1889-1966), 以及美国的尼

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4) 布尔特曼主义(Bultmannism, 另译“布特曼

主义”): 主张新约圣经必须以“神话解除

法”(另译: 去除神话, demythologization)来

理解, 意即除去所有“不相关”的神话, 例如

神迹, 包括基督的复活(否认基督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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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hard Ebeling 

  

Rudolf Bultmann 

表明所谓的“复活”是指

基督的门徒所经历的新

自由). 提倡者是德国的

自由派神学家布尔特曼
(R. Bultmann, 1884-1976).   

 

近年才发展的释经系统包括:  

1)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它漠视经文的历

史背景, 认为圣经具有任何文化和时代虚

构故事的基本结构元素; 

2) 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 从有利于

经济和政治上受欺压者的角度解释圣经; 

3) 女权神学(Feminist Theology): 从受到性别

歧视者的观点分析圣经; 

4) 种族释经学(Ethnohermeneutics): 从圣经里

寻找超越文化的隐藏意义.97 

 

 

(D) 总结 

德国神学家埃贝林 (Gerhard Ebeling, 

1912-2001)说: “教会史就是释经史.”98 研究教

会历史的人不难发现, 人对圣经的观点和释经

的方法会给教会历史带来深远的影响. 此外, 

释经学不是一门新兴学科, 因它具有悠久的历

史. 研究释经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过去的错

误中得到警诫, 避免犯上同样错误. 米克尔森

(A. Berkeley Mickelsen)强调说: “历史告诉我

们, 错误的解经原则会破坏解经家一生的工夫, 

其中更有些是伟大的圣徒(却

误用了错误的解经原则). 这

警惕我们要避免轻率的解经. 

我们既有过去的教训作借镜, 

就没有借口可以轻率了.”99 

                                                           
97   同上引, 第 67-69, 71 页. 
98   G. Ebeling, The Word of God and Tradi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68), 第 11 页. 值得注意的是, 

埃贝林是“新诠释运动”的推动者之一. 此运动跟新正统

神学一样, 否认记载于文字的真理, 认为释经是自我认

识的过程, 埃贝林称此为“文字事件”(word-event)或亮光. 
99  A. B. Mickelsen, Interpreting the Bible, 第 20 页, 

引自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 第 37 页. 

附录一:   中古世纪的“四重解经” 

 

中世纪时期十分流行所谓的“四重解经” 

(The Fourfold Sense). 此“四重解经”早在奥古斯丁

的作品中出现, 但能在中世纪蔚为风潮却是受阿奎

那 (Aquinas)的影响 . 阿奎那在其《神学总论》

(Summa Theologica)中, 提出四重解经的系统讲解, 

把经文分成字面意思与属灵意义, 而属灵意义又分

成三层(allegorical、 tropological、anagogical), 加

起来一共四层. 第四重“奥义”(anagogical)主要是指

某字词在末世时的涵义, 通常指启示录中, 将来在

新天新地中, 或永恒的荣耀里之意思. 

 

在中世纪里, “四重解经”最常用的范例就

是“耶路撒冷”的例子, 其四层涵义如下:  

1) 历史涵义(historical sense): 耶路撒冷是指巴勒

斯坦的一个城市, 是犹大国的首都. 

2) 寓意意思(allegorical sense): 耶路撒冷在新约是

指教会, 例如 加 4:22-28 提到亚伯拉罕有两个

妻子, 其中一个是预表应许之约, 是“在上的耶

路撒冷”, 是指教会, 是凭着应许作亚伯拉罕的

后裔. 

3) 道德涵义(tropological sense, 也称 moral sense): 

耶路撒冷应用到每一个信徒身上, 是指信心或

灵魂, 因灵魂和信心是人能够存活最重要的因

素, 如一个国家的首都. 

4) 奥义(anagogical sense): 就是启示录所说的新

耶路撒冷、新天新地.  

 

以上是中世纪解经的一套公式. 四重解经

在中世纪末期几乎成为每一个传道人讲道的模式. 

蔡丽贞指出, 四重解经的优点是将经文应用得很周

密. 但它的缺点更多. 第一是模棱两可, 一段经文怎

么可能同时具有四种意思? 总有一个才是作者真

正的原意. 第二个缺点是太公式化, 流于死板. 事实

上, 一段经文正确的意思应该只有一个, 也许引申

或应用时可以有好几层面(注: 此乃赖若瀚所谓字

面意义只有一个, 其他的是实义解经里所谓“应用

性”、“反映性”或“象征性”的解释), 最好还是看上

下文. 若要强行规定某段经文、每个字词都有四重

法, 最后只会使经文的意思隐晦不明, 反而有害.100 

                                                           
100   蔡丽贞著, 《谁说字句叫人死: 从释经史看典范

的转移》(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14), 第 151-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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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Cryan Chapell 

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的入门和基本理念 

 

(A) 引言 

有者作过统计: 听完一篇道之后, 普通

人在一天后就忘了百分之八十; 一星期后印象

所剩无几, 一个月后便完全飞往九霄云外去了. 

有时候, 连讲道者也将自己讲的忘得一干二净. 

这样看来, 讲道真的有功效吗?  

 

“当然有!” 赖若瀚在

《食经讲道》一书中评论道, 

“讲道如同预备一顿饭菜, 是

给会众属灵的营养, 帮助信

徒灵命成长. 会众每次听道

就像进餐, 食物吃到肚里去

转化成营养, 经身体吸收, 潜

移默化地影响他们. 我们不一定记得上星期吃

过什么, 但知道所吃的经消化后的营养都被吸

收了.”101 

 

本期, 我们将为大

家介绍一种非常有用的

讲道方式, 那就是所谓的

“ 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英文有时称之

为 Expository Sermons).  

 

 

(B) 释经讲道的定义 

圣经学者对释经讲道有不同的理解和

定义. 赖若瀚引述两位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所下

的定义, 作为参考.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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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页. 

1) 雷美旭 · 理查德 (另译 “理查 ”, Ramesh 

Richard): “释经讲道是将经过正确解释而

得的经文主题予以现代化, 然后借有效的

传递方法将信息传开, 目的是增进知识, 激

励心灵并影响行为, 让人活出敬虔的生活.” 

2) 罗宾森(Haddon Robinson): 释经讲道乃传

递经文的概念, 后者来自对一段经文按其

上下文所作的历史、语法及文学的研究. 

圣灵借这段经文的信息, 先改变讲者的生

命, 然后透过他向听众说话.”102  

 

鲍曼(Daniel Baumann)在《当代传道入

门》中指出, “释经讲道是根据一段至少两节

的经文, 讲道的主题与主要的分段都从经文而

来. 经文的中心思想只出自经文, 并不倚重其

他的经文. 讲道本身具有一个主题, 而且尝试

要表达一个从古至今都真确无误的信息. 它不

是逐节地解经, 亦不是纯粹解经或是将个别主

题中的不同思想放在一起. 信息有一个单独主

题, 是从经文而出的, 它随之成为从经文中选

择材料的主要骨干.” 

 

布莱恩 ·柴培尔

(Bryan Chapell)在其所

著的《以基督为中心的

讲道》中, 将释经讲道

定义为“一篇探索某个

圣经概念的讲章, 从最

广义的角度来看, 的确

可以算是‘释经式’讲道, 

但是, 若按技术性的定

义的要求, 释经式讲章一定要从特定经文中取

得其主要论点与次要论点, 借此表达出原作者

的想法, 其解释不但要涵盖该经文段落全部的

范围, 而且要能应用到听众的生活中.”    

 

著名的美国非洲裔释经讲道者贝利博

士(Dr. Ervin K. Bailey)则在《释经讲道的十个

理由》一书中认为, “一篇解经式的讲道是聚

                                                           
102   同上引, 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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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一定篇幅的经文的信息, 它能清晰地道出

这段经文明确的意思, 并深刻激励听者起来行

动或改变态度, 以配合该段借圣灵能力默示而

成之经文所作的启迪.”103 

 

 赖若瀚指出, 释

经讲道基本上是根据一

段经文作出讲解, 其篇

幅可长可短. 讲道的主

题(中心思想)与分题(分

段要点)都必须出自这

段经文, 不须倚重其他

经文. 从这段经文, 讲道者寻找出当中的主题, 

并把圣经中昔日的叙述连接到今日世代的信

息. 简单来说, 释经讲道是一种根据圣经的、

有系统的讲道. 透过传道者的宣讲和诠释, 将

圣经的信息带进会众的实际生活中. 

 

 根据上述雷美旭· 理

查德的定义, 释经讲道基本

上有五个重点: 

1) 它是基于对经文的正确

诠释, 忠于作者的原意.  

2) 限定于一段适当长度的

经文. 

3) 经文本身提供释经讲章的主题与大纲, 是

从一个主题出发的合一单元. 

4) 借讲道的技巧, 循序渐进地将讲章引至高

潮(climax), 

5) 以经文为主, 但不能与实际生活脱节.104 

 

 

(C)    释经讲道的两种取向 

 早期的讲道学者将讲道分为三大类 : 

“标题式”、“经文式”与“解经式”. 然而, 近代学

者认为“经文式”与“解经式”之间的差别, 主要

在于经文的长短: “经文式”限于两三节, “解经

式”则较长, 所以将二者合称为“解经式”. 

 
                                                           
103  同上引, 第 132-133 页. 
104  同上引, 第 127-128 页. 

 既然 释经讲道不在乎形式, 要紧的是

有否传讲经文的原意, 自然并不排除采用多处

经文串连在一起的讲道形式. 故此, 释经讲道

可区分为“狭义的释经讲道”和“广义的释经讲

道”两种. “狭义的释经讲道”是传统的“解经式

讲道”(包括“经文式”), 而“广义的释经讲道”是

根据经文意义而传讲的“标题式”讲道. 后者可

以将多处主题相同的经文串连起来, 又或者用

主题的不同层面, 作出有次序的演绎与讲解. 

   
 狭义的释经讲道 

/解经式释经讲道 

广义的释经讲道 

/标题式释经讲道 

1 专注在一段经文中, 

其篇幅可长可短 

引用多处属于同一主

题的经文 

2 讲道的主题与分题

受经文规范 

讲员自行决定讲道的

主题与分题 

3 适用于传讲圣经书

卷系列的讲道 

适用于传讲人物或教

义的讲道 

4 好处 : 专注一段经

文, 焦点集中 

好处 : 集合多出经文 , 

范围较广 

5 弱点 : 容易忽略经

文信息的应用 

弱点: 容易忽略经文上

下文与结构发展 

 

 两类释经讲道, 到底哪个比较好呢? 事

实上, 它们各有长处, 若是混合使用, 成效更佳. 

传讲圣经书卷时, 解经式的释经讲道比较适合; 

传讲人物、当代议题或神学专题时, 标题式的

释经讲道比较适合. 故此, 传道者可按照传讲

内容而决定方式, 不必刻板拘泥.105 

 

 

(D) 释经讲道的基本理念 

(D.1)   基本理念 

释经讲道是“心态”重于“形式”, 它可以

具有不同的颜色、味道与切入点. 不论风格与

形式如何, 总要将经文的原意带出来. 因此, 我

们要不时问自己: “我是将经文的意思读出来

了? 还是将自己的意思读了进去呢?”(注: 前者

是真正的解经  —  exegesis ; 后者则是私意解

经或曲解圣经  — eisegesis ) 此外, 还可以问: 

                                                           
105  同上引, 第 128-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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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是经文主流的意思? 还是支流的意

思?” (注: “经文主流的意思”是指某经文原本

的主要意思, “支流的意思”则比喻不代表经文

本身、属于引申出去的次要意思) 

 

不妨想像圣经的作者如摩西、以赛

亚、保罗或彼得等人, 在场聆听你阐释他们写

下的经文, 看看他们听了之后会对你点头称是, 

说: “对! 这正是我的意思.” 还是不断地摇头说: 

“不是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106 

 

(D.2)   化除误解 

 有者以为释经讲道就

是逐节解释, 不需要中心思想. 

赖若瀚正确评论道: “这种没

有中心, 兴之所至, 读到哪里

就停在那里的讲道, 充其量是

经文的详细解说, 根本不是释

经讲道. 因为释经讲道要先找出经文的中心思

想, 再依中心思想建立讲道大纲, 从而发展出

整篇信息和应用. 逐节经文解释虽然有时能提

供点滴的亮光, 却全无次序和逻辑可循.” 

 

 另一种误解是认为释经讲道只注重经

文的讲解, 缺乏生活应用, 给人死板沉闷、毫

无生气(没有生命气息)、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 

这种误解是源于缺乏了解: 释经讲道不单有释

经, 也加上生活应用, 能有效地与会众沟通, 使

会众明白信息的内容与目的. 以下图表简述两

者的区别.107 

  
 释经讲道不是… 释经讲道是… 

1 逐节解释而不需

要中心思想 

根据经文的中心思想, 发

展出要点及建立讲道大纲 

2 只重解释而没有

实际应用 

解释与应用兼备(两者并

重) 

3 按自己的喜好讲

述与经文无关的

事物 

按经文的原意(指作者原

本的意思)讲述与原意相

符的事物 

                                                           
106  同上引, 第 122 页. 
107  同上引, 第 122-123 页. 

(E) 释经讲道的圣经基础 

 释经讲道不是讲一些与圣经有关的内

容, 或只是利用圣经来配合讲述的内容; 它是

以圣经为讲道的主要骨干, 由此来建立整篇信

息, 借以喂养会众. 诚如犹大书 20 节说的: “亲

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

己.” 讲台上宣讲的信息, 正是信徒在至圣真道

上成长的重要素材. 

 

(E.1)   分两类的模式 

圣经中有两种宣讲神心意的模式. 第一

种是“启示性的讲道”, 是直接传讲从神领受的

信息, 例如“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

的”等等. 旧约中许多先知都采纳这种模式.108 

第二种模式是“解释性的讲道”, 是诠释其他先

知或使徒写下的启示. 

 

 在圣经正典尚未完整之前, “启示性的

讲道”, 特别是有关预言方面的信息, 是极其重

要的. 但以理虽然本身是先知, 自己也经常直

接从神领受启示和默示, 但他对神借先知耶利

米所发的“70 年被掳回归”的预言, 一点也没有

忽略(参 但 9:2). 此外, 彼得虽有独特的经历, 

仍鼓励弟兄姐妹重视神在旧约中“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彼后 1:16-21). 可见神要我

们重视旧约的预言,  也说明“启示性的讲道”是

重要的. 

                                                           
108   按照圣经 , 先知(prophet)“说预言”(prophesied)

可有两方面的意思: (1) 说出将来未知的事(Foretelling 

= telling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指 foretell): 这方面的预

言属于预告(prediction); 先知代表神向百姓说话, 传达

神对将来事物的想法或旨意; 通常采用过去和现今的事

来论及未来的事; (2) 说出过去已知的事(Forth-telling = 

declaring a message to others; 指 forthtell): 这方面的预言属

于传道(preaching); 先知代表神向百姓说话, 传达神对现

今事物的想法或旨意; 通常采用过去的事来论及现今的

事. 这包括劝勉、警戒、责备、安慰或造就人. 有些圣

经学者以这角度来看, 认为 罗 12:6 的“说预言”(希腊文: 

prophêteia )是现今仍然存在的恩赐, 但只属于传道范

围, 即宣讲或提醒过去已知的事(已记载于圣经的事). 这

也意味着林前 14 章所论到的 “作先知讲道 ”(林前

14:1,3,4,31,39)的种种特点仍然适用于今日的讲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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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诚如赖若瀚所言: “今日传道者的

宣讲模式只限于第二种, 因为圣经正典完成之

后, 神直接向人启示的时代已经过去. 全本圣

经就是我们认识神的唯一范本, 圣灵亦借着它

感动人、劝化人, 因此, 解释性的讲道是当今

最贴近神心意的讲道模式.”109 

 

 

(E.2)   新旧约的范例 

 新旧约圣经记载一些“释经讲道”的典

范, 我们列举其中主要三个: 

 

(一)   以斯拉的典范  

旧约里比较明显的一次“解释性的讲

道”, 是在尼希米时代(尼 8:1-8). 犹大地的省长

尼希米(尼 5:14)请文士以斯拉担任“培灵研经

会的讲员”. 以斯拉是一个“文士”(拉 7:6; 尼

8:1,4,13; 12:36), 又是“祭司”(拉 7:11,12,21; 尼

8:9; 12:26), 且是“敏捷的文士, 通达耶和华以

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拉 7:6).   

 

 以斯拉是通达的文士. 他思想敏捷, 用

心钻研, 精通律法, 并且立志遵行(拉 7:10). 他

先作神话语

的忠实学生 , 

然后成为神

话语的教师 . 

他没有把圣

经真理越讲

越深奥, 反而

清清楚楚宣

读神的律法(注: 相信他所宣读的是申命记), 过

后“讲明”其中的意思(尼 8:8 上), 使百姓“明白”

所念的篇章(尼 8:8 下). 由于他讲解得清楚, 会

众“听了能明白”(尼 8:3), 便在明白后更乐于实

行(尼 8:12). 当时的以色列人, 站着听他宣讲 6

个小时也不觉疲累, 甚且心弦激荡, 立志回归

神的律法, 重建他们的信仰与社会. 基于此, 我

们可视以斯拉此举为释经讲道的先例. 

                                                           
109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 第 123-124 页. 

(二)   主耶稣的榜样 

美国的布申尼慈(Irvin A. Busenitz)在他

所写的文章  —  “释经讲道一定是要圣经书卷

研究吗?”  —  贴切指出: 

 

耶稣基督的讲道满有能力, 但祂不是逐

节解释. 祂经常采用标题式的讲道, 而且

引述旧约经文作为讲道的基础. 有时候, 

祂会讲述一个特别的题目或是神学的主

题, 例如天国(太 13 章)、离婚(太 19 章)

或如何祈祷(太 6 章; 路 11 章)等. 有时候, 

也采用历史的事件(路 13:4 及下)或人物

(太 12:41 及下)加以讲解. 然而, 祂恒常

用神的话作为讲道的基础. 

 

 最明显的例证是主耶

稣向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

徒讲解圣经: “于是从摩西和

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

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

了”(路 24:27). 祂后来又对门徒讲解, “ ‘这就是

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

西的律法、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

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

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 24:44-45).  

 

 主耶稣引用不同经卷中关乎祂自己的

经文, 按照次序来讲解.110 祂采用的是广义的

释经讲道, 专门选取那些与祂救赎工作有关的

经文来作出阐释. 另外, 路加福音 4:16-27 记述

主耶稣在拿撒勒会堂, 拿起以赛亚经卷, 读出

以赛亚 61:1-2(参 路 4:16-19), 然后解释该段经

文如何应验(路 4:21), 再将这经文的信息应用

在当时的听道者身上(路 4:23-27), 指出他们拒

绝主耶稣, 不接受祂. 他们果真如此, 听了怒气

填胸, 要将主耶稣推下山崖. 

                                                           
110   按照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圣经, 整本圣经(旧约圣

经)共分成三大部分: (1) 摩西的律法(The Law; 希伯来

文 : Torah ); (2) 先知的书 (The Prophets; 希伯来文 : 

Nebhi’im ); (3) 著作(以诗篇为主; The Writings; 希伯来

文: Kethubim ). 路 24:44 的三大部分表明整本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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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使徒保罗的劝勉 

保罗提醒提摩太 : “你要以宣读、劝

勉、教导为念, 直等到我来”(提前 4:13). “以…

为念”(KJV: give attendance)是指需要注意并谨

慎去做的事. 这里连续用的三个词  —  “宣

读、劝勉、教导”  —  表明使徒保罗劝提摩太

要花时间在圣经的宣读、劝勉、教导这三种

事奉上, 他必须用这三种方式来肩负对神话语

的职事. 赖若瀚解释这三种方式是:   

 

(a)   宣读  —  公众读经 

今日一些教会使用经文选集, 在所谓的

“主日崇拜”中宣读四段圣经(从旧约、诗篇、

福音书和书信中各读一段). 这样做至少让一

些平时不读经的信徒, 也有接触圣经的机会.   

 

赖若瀚建议福音派的教会也可效仿这

种宣读四段圣经的方式, 或每主日只宣读一段

经文, 一卷接一卷地读完全本圣经. 对于不读

经的信徒, 至少每星期可以让他们读上一段; 

而那些很少被信徒阅读的经文, 如大小先知书

等, 也有机会读到. 

 

在公开聚会中宣读圣经, 可以建立一种

集体赞美、尊崇的美好经验, 帮助信徒借神的

话语连结在一起. 在带领会众诵读经文时, 要

留心一些细节, 例如咬字清楚, 速度适中, 并按

内容有抑扬顿挫(还有声量亦要够大). 我们也

可以参考一些朗读圣经的录音带/光碟, 那些

朗读圣经者因为受过训练, 读起来活泼生动, 

很有现场感, 让人犹如置身圣经故事中. 公开

的聚会在宣读经文之后, 能吸引人注意聆听神

的话, 欣赏神的道, 是另一个好处.  

(b)   劝勉  —  集体辅导 

神的话语可以适切地解决人的问题, 回

应生命中不同困境的需求. 讲道者可以透过讲

台做集体的圣经辅导和牧养, 以神的话语解决

会众心灵上的需要. 

 

(c)   教导  —  释经讲道 

这是最靠近释经讲道的一种功能, 用圣

经来教导全体会众, 向这个世代宣讲神的心

意.111 提前 4:13 的“教导”(希腊文: didaskalia 

{G:1319})一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 21 次, 其动

词 didaskô {G:1321}(教训、教导)也出现至少

91 次(根据王正中的《圣经原文字典》和 e-

sword 的数据是 97 次), 足见“教导”何其重要. 

 

 

(F) 释经讲道的目的 

 有者认为, 文字比讲道效果来得更深

远、更持久. 这样, 在现今世代是否仍然需要

讲道呢? 赖若瀚在《食经讲道》一书中正确评

述道: “口传宣讲的价值, 在于神透过传道者的

生命感染别人, 这是不可代替的. 就正如在电

视转播那么清晰的时代, 仍有许多人买票进场

去看球赛或听音乐会, 因为他们追求‘现场感’, 

那种因切身感受而产生的触动, 是深刻和不能

代替的. 会众在听道时感受到神透过传道者的

宣讲而同在, 神的灵借着神的话, 感动人作出

回应与立志, 这经验也是听道者一生铭记的. 

多年之后, 他可能早已忘掉讲员讲道的内容, 

但当日圣灵的感召, 在神面前作出的回应, 和

对自己生命带来巨大的影响, 都是不能或忘的

(“或忘”意即稍微忘记).” 

 

因此, 释经讲道是重要的, 值得提倡. 赖

若瀚指出释经讲道有五个主要的目的:  

 

(F.1)   宣讲神的心意 

注重释经讲道的人, 大多坚持“圣经高

度的权威”, 意即他们坚信圣经绝对无误, 以圣

                                                           
111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 第 124-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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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Briscoe 

经为真理的终极权威, 并且顺服在真理之下. 

赖若瀚写道: “若问我今日教会里最需要的是

什么? 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 ‘合神心意的圣经

宣讲’. 讲道是神透过祂的仆人, 用生命来宣讲

祂无误的圣言. 没有讲道, 神的旨意无法传递, 

神的心意亦变得模糊. 因为讲道不是学术演讲

或故事荟萃, 无须分享感受、分析时事或诠释

个人经历, 乃要单纯宣讲神的心意.” 

 

保罗在  罗马书

10:14-15 指出救恩具有

普世意义, 过后, 他发出

一连串的问题: “然而, 人

未曾信祂, 怎能求祂呢? 

未曾听见祂, 怎能信祂呢? 

没有传道的,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记: ‘报

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 

 

人若想对神福音或救赎的信息作出信

心的回应, 必须先有传道者宣扬神的心意(指

传讲福音而言). 不传, 人不能听、不能信、不

能求. 因此, 保罗得出的结论是: 那报福音、传

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这时代的讲台或讲坛, 最大的欠缺是  

—  缺乏从神而来、宣讲从上面来的信息之使

命感. 事实上, 讲道不在于传达一些属灵的知

识, 使人得着一两项教训或产生一些愉悦的感

受; 讲道的目的乃是借着宣告神的话语, 向神

的子民阐明祂的心意. 

 

(F.2)   引领人亲近神 

 讲道的目的除了让人明白神的心意， 

更是引领人亲近神, 看见神的属性、神的荣耀

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并让人根据神的心意而

改变自己, 活得更像主. 因此, 每次讲道就是一

次与神的会晤, 对祂的敬拜, 并引导人集中注

意力在神身上. 踏上讲台, 犹如站在圣地, 不能

不戒慎恐惧(参摩西和约书亚与神会晤的经历, 

出 3:3-5; 书 5:13-15; 神吩咐他们要把他们脚

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他们所站之地是圣地). 

 

 讲道最重要的是宣告  —  宣告神是谁, 

祂曾做了哪些事, 将来还会有什么作为等等. 

布里斯科(Stuart Briscoe)强调说: “我宁愿我的

讲道是彰显神, 而不只是为某个人生困境提供

现成的答案; 我宁愿供应坚硬难咽的属灵食物, 

而不愿以说教方式的垃圾食物稍稍缓和属灵

的饥饿感, 我就是依此原则设计讲道的内容.” 

简之, 设计每一篇讲道都需要指向神本身, 传

讲神的心意的同时, 让人看见神的属性, 使人

回归“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F.3)   带出救赎功能 

柴培尔(Bryan Chapell)在他的著作《以

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中, 强调讲道(特指传福

音方面)必须带有救赎性, 每篇讲章都应指出

人“堕落的要素”, 然后介绍耶稣基督救赎的功

效, 以解决人的困境.” 

 

诚然, 讲道不是励志演讲, 也不单是教

导人如何改善人生、建立人际关系等. 教会的

讲台有别于其他演讲或教室, 必须以耶稣基督

的救赎为讲道的中心. 因为基督的救赎是这堕

落世代最终的盼望, 人透过耶稣基督才可以重

建与神的关系.  

 

无论如何, 有一点必须谨慎, 解经必须

忠于经文, 不宜硬拗, 胡乱加添或随意减少. 若

是经文中论及耶稣基督的救赎或“堕落要素”, 

讲道者可以照着传讲, 不必回避. 若是经文中

找不到“堕落要素”, 例如在论述人堕落之前的

情况(创世记 1 至 2 章), 或诗篇中称颂神属性

的经文, 及对以诺、但以理等圣经人物美好生

命的记述等, 都较难从经文中看见“堕落要素”, 

所以不宜硬要把它加进经文的解释中, 但可以

在“应用”方面带出救赎的功能.  

 

事实上, 贯彻全本圣经最显明的信息, 

除了救赎, 还有神的荣耀. 因此, 讲道也要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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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救赎, 让人看见神的荣耀, 并且使神得

到荣耀(注: 林后 4:4 提到基督“荣耀”的福音). 

 

(F.4)   使生命得改变 

 讲道的主要目的, 除了引领人认识神, 

也要让人的生命得着改变, 二者相辅相成. 先

认识神, 而后生命得改变, 这正是圣经写作的

目的(提后 3:16-17). 故此, 在强调“生命改变”

的同时, 也得注意改变生命的基础是神的话语; 

不能只注意“怎样做”(How), 而没有说明这些

行动背后的根据是“什么”(What). 

 

有者或许会问: “释经讲道强调要对经

文作深入的理解和钻研, 会否制造出一群只有

头脑知识的会众?” 这一点就很在乎深入的释

经能否结合具体而落实的应用. 讲道的深度不

在乎在讲台上引用了多少原文, 缕述了多少解

经家的不同看法, 乃在乎能否将圣经真理深入

阐释, 又用浅显易明、深

具说服力的话语来传讲.  

 

主耶稣的讲道是

最佳例证, 祂用适切又生

动的图像, 让人明白旧约

中艰涩难明的律法. 讲述明白不等于肤浅, 若

讲道者所讲的深奥难明, 让听者如置身五里雾

中, 或只有少数人能领会, 那么, 即使提供实际

应用的做法, 听者也无从体会而力行, 这样就

失去讲道最终的目的与意义. 

 

巴刻(James I. Packer)说: “讲道的目的, 

是要教导人、劝勉人、呼召人前来, 对神的信

息和教导作出适切的回应.” 总括而言, 讲道的

目的, 是要让人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属性, 看

见神的本性中一切的丰富, 从而激励人的生命

产生真正的改变, 活得更像主耶稣. 

 

(F.5)   向撒但发挑战 

 撒但惯以各种虚假的宗教及欺骗人的

主义充斥世间, 信徒若对圣经真理没有整全的

认识, 没有稳固的信仰基础, 就很容易受到撒

但的蒙蔽. 撒但散布的这些异端谬论, 信徒一

般很难分辨.  

 

正如上文所指出, 释经讲道是根据经文

的中心思想, 发展出要点及建立讲道大纲. 释

经讲道所强调的, 是按经文的原意(指作者原

本的意思)讲述与原意相符的事物. 因此, 忠于

经文的释经讲道能建立信徒对经文原意的了

解, 提升信徒分辨的能力, 不致被异教之风吹

动, 飘来荡去(弗 4:13-14).  

 

因此, 讲道者宣讲神的启示与信息, 是

直接地向撒但发出挑战, 因此千万不可掉以轻

心, 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意识. 讲道者在这场属

灵争战中, 站在最前线, 所以也最容易受到撒

但攻击. 撒但处心积虑地破坏讲道者的工作, 

以拦阻真理顺畅地传扬. 它经常使用的伎俩有: 

让讲道者自我膨胀失去属灵的影响力; 又在教

会中制造纷争, 让信息被人曲解, 传道者的动

机受到质疑等等. 

 

有鉴于此, 传道者必须谨记巴刻(J. I. 

Packer)的忠告: “魔鬼… 不遗余力地反对神… 

他卖力地工作, 务使讲道者传讲错误的信息, 

而听道者错误地接收信息, 让讲道失去释放、

复兴、建立等正面的效果. 因此, 所有真正的

讲道者都会发现, 讲道实在是一场真理与权能

方面无尽的争战, 每一次宣讲前, 也要重新借

警醒祷告来加以守望.”112  

 

 

(G) 释经讲道的好处 

 事实上, 只要讲道者是真正讲解神的话, 

每一种讲道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好处, 但释经

讲道有其独特的价值. 沈保罗指出释经讲道有

以下六大好处: 

                                                           
112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 第 116-121 页. 巴刻

继续指出: “讲道者须体认自己是神的前线战士, 会惹起

敌人的攻击, 要经历艰苦的斗争. 但也须体认自己配得

上作为基督的代表、神的使者, 散播好种、救人脱险, 

作真道的管家、神羊群的牧人…”, 同上引, 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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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保罗 (1917-2011) 

(G.1)   给我们权威 

 沈保罗写道: “释经讲道是‘耶和华如此

说’的讲道, 是以圣经的话起头, 又以圣经的话

结束, 其中所讲的内容也来自圣经, 这样的讲

道自然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113 

 

 希伯来书 4:11-12

生动地形容神的道: 

1) “是活泼的”: 希腊原文: 

zaô {G:2198}意思是

活的 (living), 是有生

命的(约 6:63);  

2) “是有功效的”: 希腊原

文: energês {G:1756}, 意思是有效力的、

活跃或有能力的(英文 energetic 正由这字

而来); 英文圣经译作“powerful” (KJV, 满

有能力的)、“operative” (Darby, 会起作用

的)、“active” (有活力的)、“energizing” (加

力的)、“efficient” (有效的). 

3) “是快利的”: 快而锋利的(KJV: sharper); 正

因此故, 12 节表明它能“刺入、剖开、辨

明”, 即能深入人的最深之处作辨明的功夫

(注: “辨明”原文是 kritikos {G:2924}, 英文

的 critic [评鉴家、批判家]是从这字而来). 

 

神的道是如此满有能力, 大有功效, 难

怪兴起宗教改革浪潮的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要说: “这些不是我作的. 我只是传神的

话、以神的话来写作, 都是神的话作的.” 一篇

讲章背后的最高权威, 不是传道人, 乃是神自

己的话.114  

 

(G.2)   无穷的题材 

 弗雷德 ·史密斯 (另译“史密夫”, Fred 

Smith)在其文章中(“Does Anyone Know What 

Creative Mean”, 登载于《领导》[leadership]

杂志中), 提到美国一个大宗派的统计, 指出一

                                                           
113    沈保罗著, 《释经讲道回忆录》(香港九龙: 宣

道出版社, 2006 年), 第 10 页. 
114   同上引, 第 10-11 页. 

位牧师平均任期是 18 个月, 因为他的讲章只

有这么多, 所以只好调到别的地方去.  

 

 “不容易找到讲道的题材!” 这是许多传

道者遇到的困难, 但若采纳释经讲道, 传道者

就没有这样的难处, 因为 66 卷的圣经确实是

一本挖掘不尽的真理宝藏. 

 

 英国的鈡马田 (Martyn Lloyd-Jones)单

单讲罗马书, 就讲了 6 百多篇讲章, 据说共讲

了 12 年左右(从 1955 年至 1968 年). 此外, 鈡

马田在主日早晨讲以弗所书也讲了好多年(从

1954 年至 1962 年), 其讲章收录在 8 册的以弗

所书注释, 每册平均有 385 页之多. 简之, 全本

圣经确实是神真理丰富的宝库, 对讲道者来说, 

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讲道题材之宝库.115   

 

(G.3)   帮助我们在圣经上更下功夫 

 旧约时代的以斯拉是现代传讲神道之

人的榜样,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

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拉 7:10). “定

志”的“定”字在原文解释作

“使”与“从事”(to set), 故有

在强而有力的使命感中决定

采取行动的意蕴. “考究”在

原文有“搜索”之意. 换言之, 

以斯拉在教训以色列人关于

神的话语之前, 他自己先下

过一番查经释经的功夫.  

 

 每一个会释经讲道的人, 都是在圣经上

下过功夫的人 . 英国解经家摩根 (Campbell 

Morgan)是他那个时代中最出色、最能讲解圣

经的人之一. 1963 年 6 月份的《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里, 刊登一篇关于他的文

章  —  “解经王子”(The Prince of Expositor). 文

中说: 摩根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读者重新发现

了圣经. 摩根能将神的话带进那些跳动的心里. 

他相信神还有更多亮光从祂的话语发出来, 故

                                                           
115   同上引, 第 11-12 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5 

   

《家信》: 第 121 期 (2019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摩根最关心的, 是自己在知识上、灵命上能否

成为神亮光能透过的管道. 

 

沈保罗指出, 摩根如何能这样彻底地讲

解神的话? 摩根在自传里说, 他曾经过一段他

称为“灵魂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的时

期. 他心中充满了各样困惑, 他的信仰因怀疑

而动摇, 他不读圣经, 他陷入精神痛苦与灵性

黑暗之中.  

 

就在此时, 他将所

有的书籍锁在书橱内(有

七年之久), 买了一本新

的圣经, 用欢喜领受的心

与坚定的意志来读. 他自

己见证说: “圣经找到了

我, 从那时候起, 我的人

生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传讲圣经与教导圣经.” 

这是他生命的转捩点. 他又见证说, 再写每卷

圣经分析之前, 他会至少把那书卷读过 50 篇, 

难怪他的圣经分析有深刻独到之处.116 

 

(G.4)   比其他形式的讲道有深度 

 由于释经讲道的研经态度比较严谨, 讲

道的主题来自圣经作者的主流思想, 因此, 释

经讲道不单立意正确, 更能使人对神话语的真

理有登堂入室的感觉.  

 

 正确的释经讲道总比我们自己凭私意

想出来的讲章来得有深度, 特别是从一些平凡

的经文中看出一些道理, 正是信徒日常生活中

所需要的. 有深度的东西总是最容易触及人心

的深处, 犹如诗篇所形容的: “深渊就与深渊响

应”(诗 42:7). 

 

 释经讲道促使讲道者在神的话语上多

下功夫, 因为有深度的东西都是时间的产物. 

有些传道者为了要真正了解某一段经文, 会花

上好几天时间在神面前求神光照, 默想了又默

                                                           
116   同上引, 第 12-14 页. 

想, 祷告了又祷告, 读之又读. 这些都是人看不

见的功夫, 可是当你传讲这些话语信息的时候, 

听众会体会到你在神话语上所投入的心力.117 

 

(G.5)   激发人爱慕神的话 

 古代圣徒对神的话有如此见证: “耶和

华的道理… 耶和华的典章…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蜂房

下滴的蜜甘甜”(诗 19:9-10).  

 

神的话语比金更可羡慕, 比蜜更加甘甜. 

以神的话为材料的释经讲道, 可以打开人对神

话语的胃口, 而当信徒尝到神话语的美好滋味, 

自己便会开始阅读圣经. 换言之, 一篇好的释

经讲道可以激发人爱慕神的道, 对人在读经上

有启迪激发的功能.118    

 

(G.6)   信徒容易得到喂养 

 神的话语如奶一般, 能喂养信徒的灵命, 

使之成长. 彼得劝勉信徒说: “就要爱慕那纯净

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

此渐长…”(彼前 2:2).  

 

奶是婴孩成长的必需品. 沈保罗有一段

话值得所有讲道者深思: “奶是母亲先吃饱而

后产生的, 释经讲道的传道人也是先在神的话

语上吃饱了, 才产生灵奶来喂养信徒. 因此, 我

们传道人最忌只是为要讲道而读经, 这样的读

经只是为别人读的, 与传道人自己的灵命不发

生任何关联, 纵然把在神学院里学的一套注释

圣经的方法全都用上, 讲出来的只是‘理’而不

是‘道’. 我深怕今天主日的讲坛是‘理’多‘道’少, 

信徒听了之后只是觉得上了一堂神学课, 多了

一点圣经知识, 属灵的生命并没有得到喂养. 

若释经讲道者的读经心态正确, 那么释经讲道

会比以别的方式完成的讲道更容易使信徒得

着灵命的供应.”119  

 

                                                           
117   同上引, 第 14-15 页. 
118   同上引, 第 15-16 页. 
119   同上引, 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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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保罗 (1917-2011) 

(H) 结语 

 最后, 让我们以沈保罗在《释经讲道回

忆录》中的一番话作为结束. 他指出从旧约到

新约, 神一直在说话. 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一

点交代的非常清楚, 说: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

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祂儿子

晓谕我们…”(来 1:1). 是

的, 在旧约时代, 神借着

众先知向人讲话 , 透过

先知们向人解释祂在以

色列人历史中所作所为

的意义, 并借着先知们

所讲述的话、所写下的文字, 带给我们祂的信

息. 到了主道成肉身, 神就在主耶稣里向我们

说话(KJV: spoken to us in His Son). 

 

 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 神乃借着祂的

灵向我们讲话. 来 3:7-8 说: “圣灵有话说: 你们

今日若听祂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

祂发怒、试探祂的时候一样.” “圣灵有话说”

在原文应该是“所以像圣灵说”, 并且“说”字是

现在式, 而非过去式, 这表明了不但在希伯来

书写作的时候, 圣灵说话, 就是现在, 圣灵也一

样地说话. 祂怎样说呢? 从 希伯来书 3:7-11 引

用了旧约诗篇 95:7-11 的经文来看, 便知道圣

灵是用神已经说过的话, 向我们说话.  

 

 我们因此看见一个真理: 圣经不但是一

本记载已经写出来的神的话之书, 更要紧的是, 

神借着圣灵用已经写出来的这些话向我们说

话. 换言之, 神借着已经说过的话, 向我们说话, 

所以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经文时, 不单用“经

上记着说”(希腊文: gegraptai ; 太 4:4,7,10), 有

时也用“经上说”(希腊文: legei ; 罗 4:3; 10:11; 

提前 5:18; 雅 4:5)等字眼. 就文法而言, 前者是

过去完成式(指在过去就完成的动作),120 后者
                                                           
120   按希腊文法, gegraptai 是所谓的“现在完成时

态”(perfect tense; 即 perfect-indicative-passive), 指现在

之前的一段时间内, 某动作完成的过程, 或某动作完成

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结果或状态. 换言之, gegraptai 表

是现在继续进行式;121 前者指明神的话被记录

下来, 后者指出神在祂的灵里, 借着曾经讲过

的话, 现在仍然说话.  

 

 圣经不只是一本由古时传下来的经典, 

乃是一本神借着“已经讲过的话”来向现代人

说话的经典. 因此, 史托得(John Stott)正确表示: 

“传道人蒙召, 是要忠实地解明祂的信息, 当他

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说话, 同时圣灵也使圣经

成为活的. 因此, 教会最大的需要莫过于恢复

释经讲道的事奉.”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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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一些著名的释经讲道者 

 

 神在这两百年兴起一些擅长释经讲道的

传道人或圣经教师, 其中著名的有:123 

(1) 出生于苏格兰的亚历山大 · 马卡仁
(Alexander Maclaren, 1826-1910) 

(2) 英国著名的传道人坎培尔 · 摩根 (G. 

Campbell Morgan, 1863-1945) 

(3) 美国知名的神学家唐纳德 · 邦侯斯
(Donald Grey Barnhouse, 1895-1960) 

(4) 美国基督徒作家基利斯伟 (Wallie A. 

Criswell, 1909-2002)  

(5) 英国圣经学者与注释家约翰·菲利普斯
(John Phillips, 1927-2010) 

(6) 美国圣经教师与多产作家沃伦·魏斯比
(Warren Wiersbe, 1929-2019) 

(7) 美国著名牧师与作者约翰 ·麦克阿瑟
(John F. MacArthur Jr., 1939- ) 

(8) 美国基督徒作家与教育家查尔斯·史运涛
(Charles R. Swindoll, 1934- ) 

(9) 美国的非洲裔基督徒作家与电视广播传

道人托尼·埃文斯(Tony Evans, 1949- ) 

                                                                                               
明这经上的话在这之前(过去)已经记载下来, 这记载完

成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结果. 
121   按希腊文法, legei 是“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 

即 present-indicative-active), 指某动作的进行与连续. 
122   沈保罗著, 《释经讲道回忆录》, 第 6-8 页. 
123  Jerry Vines & Jim Shaddix, Power in the Pulpit 

(Chicago: Moody Press, 1999), 第 40-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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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ine Boettner 

辨别是非                  赫特森 (Curtis Hutson) 
 

为 何 我  

不 赞 同 
加尔文主义 

五 大 要 点 

  
(A) 加尔文主义的“郁金香” 

有 些 人 松 散 地 使 用 “ 加 尔 文 主 义 ” 

(Calvinism)这一词语, 但他们并不持守加尔文对

预定论(predestination)的教义, 也不清楚明白加

尔文所教导的. 

 

美国的伯特纳博士
(Dr. Loraine Boettner, 1901-

1990)在他所写的书《基督

教预定论》(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直译为《改革宗预定论》)

中说道: “加尔文主义的系统

特别强调五个独特教义. 他

们被专门称为‘加尔文主义

五大要点’(The 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它们是

加尔文主义整个上层结构所倚靠的主要支柱.”  

 

伯 特

纳进一步说 : 

“为了使人更

容易记住这五

大要点 , 有者

把它们与 ‘郁

金香 ’的英文

名联想在一起

(注: 其英文名

为 TULIP ), 

简称 T-U-L-I-

P, 即 T = Total 

Inability (完全

的无能); U = 

Unconditional Election ( 无条件的拣选 ); L = 

Limited Atonement ( 有限的救赎 /赎罪 ); I = 

Irresistible (efficacious) Grace (不能抗拒的恩典); 

P =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徒的坚忍).” 这

就是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  

 

我听过有些传道人说: “我是一要点的加

尔文主义者(one-point Calvinist).” 也有些人说: 

“我是二要点或三要点的加尔文主义者”(two- or 

three-point Calvinist). 我要大家一同注意加尔文

(或作加尔文的支持者)所教导的“加尔文主义五

大要点”, 然后查明圣经对每一要点有何话说. 

 

 

(B) 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B.1)   完全的无能 (Total Inability) 

  论到这“完全的无能”(完全无能力)之教

义,124 加尔文(或作: 加尔文主义者)解释说: 失丧

的罪人无法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和信靠祂作为救

主, 除非祂被预定来到基督面前. 借此教义, 他的

意思是无人有能力来信靠基督. 除非神赐他力量, 

给他能力, 否则他不可能来信靠基督. 

 

 圣经确实教导有关“完全的堕落”(total 

depravity), 而我也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 但这只

表示人里面没有丝毫的好处, 可以获得或配得救

恩. 圣经在 耶 17:9 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

极处, 谁能识透呢?” 有个传道人讲了一篇极好的

讲道关于人心的堕落. 当他讲完时, 有些人来到

他面前, 说: “我要你知道我不能吞下你所讲的堕

落之心.” 传道人微笑着回答: “你不必吞下它. 它

已经在你里面.” 

 

 虽然圣经教导关于人类的堕落, 但它从没

教导关于完全的无能. 圣经从没暗示说人失丧是

                                                           
124   除了 Total Inability (完全的无能), 这 T 一般上

是用来指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堕落”或译 “全然败

坏”). 不过, 当加尔文主义者论到“完全的堕落”时, 他真

正的意思是指人是“完全无能力”的, 包括无能力相信基

督, 例如宾克(Arthur  W. Pink)解释道: “身为一个罪人, 

他有责任去悔改和相信福音. 但一开始, 我们面对的事

实是… 罪人本身没有能力悔改和相信 ”(引自  The 

Sovereignty of God, Baker Book House, 1930, 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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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21 期 (2019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到基督面前. 主耶稣所表明

的是: “你们不肯 (即不愿意, KJV: will not)到我

这里来得生命”(约 5:40). 请留意, 重点并非你能

不能来到基督这里, 而是你肯不肯来到基督这里

(问题并非有无能力, 而是愿不愿意, 而“到基督

这里来”意即信靠基督, 编译者按). 

 

 主耶稣曾望着耶路撒冷城哭泣, 说道: “耶

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

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
们不愿意”(太 23:37). 请再次留意, 主不是说: “我

多次愿意聚集你们, 只是你们没有能力来.” 不是

的. 祂说: “只是你们不愿意”. 问题的关键不在乎

他们能不能(有没有能力), 而是他们愿不愿意. 

 

 启 22:17 提到圣经最后的邀请, 说: “圣灵

和新妇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

人也当来; 愿意的(KJV: whosoever will), 都可以

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如果人真

的是没有能力来信靠基督, 那

么为何主耶稣在 约 5:40 说: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即不愿

意信靠基督).” 为何祂不是说: 

“你们没有能力到我这里来(即

没有能力信靠基督).” 那处于

罪人与救恩之间的唯一事物, 就是罪人的意愿

(will). 神把每个人都造成有自由意志、有道德的

受造物. 神从不盗窃人的自由意志. 

 

 慕迪(D. L. Moody)曾向一大群不信神的

怀疑论者(sceptics)讲道. 他说: “我要谈论三个重

要的字  —  信、接纳和领受.” 慕迪讲完道后, 问

道: “现在有谁愿意来, 领受基督为救主呢?” 有个

人站起来说: “我不能.” 慕迪流着泪说: “别说‘我

不能’, 说‘我不愿意’.” 那人接着说: “那就‘我不

愿意’!” 不过, 另一个人站起来说: “我愿意!” 跟

着又有一人说“我愿意!” 另一人也说“我愿意!” 

直到约有 20 人来信靠基督作他们的救主. 

 

 一些加尔文主义者用 约 6:44 来证明“完

全无能力”(全然无能)的教义. 圣经在此说: “若不

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

【马唐纳正确指出, 主耶稣在接下来的第 45 节

说明人怎样被父吸引, 即“蒙神的教训”. 神用祂

宝贵的话语, 对他们的心说话. 然后就是个人的

意愿. 那些回应神话语, 又学习父之教训的人, 全

到基督那里. 故经文把神的主权和人的选择放在

一起, 表明救恩有属神的一面和人的一面】圣经

也在 约 12:32 说基督会吸引所有人到祂那里. 

 

 所有人会被基督吸引到祂那里, 但不是所

有人都会在那里信靠基督为救主. 每个人都要自

己决定, 是否要信靠或拒绝基督. 圣经清楚说明

所有人都有亮光, 约 1:9 说: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

切生在世上的人.” 罗 1:19-20 也指明每个罪人都

借着神所创造之物得着亮光, 知道有神. 罗 2:11-

16 亦表明罪人借着他们的良心(是非之心)得着

亮光, 得知有神, 纵然他们从没听过神的道. 

 

 因此, 归根结底, 人去到阴间或地狱不是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信靠基督, 而是他们不愿或不

肯信靠基督, 正如基督所说的: “你们不肯到我这

里来得生命”(约 5:40). 加尔文主义所谓的男人、

女人和小孩(指所有人)无能力去到基督那里信靠

基督为救主, 这教义并非合乎圣经的教义. 所谓

的“无能力信靠基督”本身就是违反圣经的语词.  

 

 

(B.2)   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论到无条件的拣选, 加尔文的意思是: 有

些人蒙神拣选上天堂, 其他人则被神选择下地狱

(Hell, 另译“阴间”). 这样的拣选是无条件的, 全

是神的决定, 没有附带任何条件. 对于加尔文, 

“无条件的选择”意思是神已经决定谁会得救, 谁

会灭亡, 而人本身对此完全无关(指人完全无法

影响神的决定). 他只能希望神已拣选他上天堂, 

而非下地狱. 

 

 这样的教导显然不

符合圣经常记载的“邀请”, 

因为圣经多次重复邀请罪人

来信基督而得救. 一些读者

或许认为我对加尔文的教导

言过其实, 所以我要引述加

尔文(John Calvin)在他所著的《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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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类被创造的命运不都是一样的; 

永恒的生命是为某些人前定了的, 对于

另一些人, 却是永远的罪刑. 既然每一个

人都为着或此或彼(指人得永生或受永

刑, 编译者按)的一个终局而创造的, 所

以我们说, 他是被预定了或生或死的.”125 

 

 因此, 加尔文主义教导说: 神按自己的选

择, 预定一些人永远灭亡. 祂从没有意愿拯救他

们. 他预定他们下地狱. 祂在圣经中说要赐人救

恩时, 这救恩只是给那些已被预定得救的人, 而

不是给那些已被预定灭亡的人.  

 

 这教导意味着我们不必尽力尝试领人归

信基督, 因为人不可能得救, 除非神已计划(预定)

要他们得救. 如果神已计划(预定)要他们永远灭

亡, 他们是不可能来信基督的. 

 

 事实上 , 圣经确实教导有关神的预知

(foreknowledge)、神的预定(predestination)和神

的拣选(election). 大部分熟悉圣经的基督徒会同

意说神掌控

所有人的事

务. 他们同意

说, 按着圣经

的记载, 神拣

选个人, 例如

亚伯拉罕、

以 撒 、 雅

各、大卫等等作为器皿, 来成就祂的计划或旨意. 

大部分基督徒会同意神可能拣选一个民族, 例如

祂拣选了以色列, 借着他们赐下律法、先知, 最

终赐下救主给世人. 圣经也教导有关神预知万事

(一切的事, 诗篇 139:1-6). 

                                                           
125  摘自《基督教要义》, 卷三, 第 21 章, 第 5 项 

(这本《基督教要义》由章文新所主编, 1954 年出版). 

此书卷三第 21 章题为“论永恒的拣选, 即神预定某些人
得救, 某些人灭亡”. 加尔文在此章第 5 项一开始就写道: 

“上帝藉着他的预定, 拣选了某一些人, 叫他们有生命的

盼望, 对另一些人, 则判定归于永远的死亡.” 由此可见, 

加尔文清楚教导神预定某些人得救, 也预定某些人灭亡. 

http://www.godoor.com/book/library/html/theology/jdjyy/

content.html?akjczo=kpqrd2 . 

 我常说: “有什么事是你知道但神不知道

的?” 神按祂的预知, 早已知道谁会信靠耶稣基督

为他的救主, 而祂也已预定他们会被称为义, 得

荣耀(罗 8:29-30). 祂会保守一切信靠祂的人, 确

保他们得荣耀. 但如果说神拣选了一些人下地狱, 

就是神照祂自己的选择使他们生下来就注定灭

亡(完全没有选择的机会), 这根本不是圣经的教

导, 而是异端的学说【注: 还有一种说法是: 神

“摈弃”(指神按祂主权的意愿摈弃)一些人, 让他

们因自己的罪下地狱, 但这也违反了 提前 2:4 的

教导  —  神愿意所有人得救】  

 

 我手中有一本小册子名为《郁金香》

(TULIP), 由洛克曼(Vic Lockman)所著. 洛克曼

尝试证明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论到无条件的拣

选, 他引证 弗 1:4, 但他只引述这节的前半部: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但这节不是就此结束. 洛克曼和大部分加尔文主

义者一样, 停在这节的中间. 整节其实是: “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

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注: 神的拣选不是为要使

我们灵魂得救), 无有瑕疵.” 这节完全没有说我

们蒙拣选上天堂或不蒙拣选下地狱. 这节乃是说

神拣选我们, 为要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无

有瑕疵. 

 

 在讨论无条件的拣选时 , 洛克曼 (Mr. 

Lockman)引用 约 15: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

我拣选了你们.” 洛克曼与大部分的加尔文主义

者一样, 喜欢停在整节经文中间. 整节经文是: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

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使你们奉我

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这节经文根本没有讲到拣选某人上天堂

或下地狱. 这节是说我们(主的门徒, 即基督徒)蒙

拣选去结果子, 意思是每个基督徒都是蒙拣选去

作赢取灵魂(指领人归主, 或助人信主得救)的人. 

基督徒能结果 , 就是“结出另一个基督徒”. 箴

11:30: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 有智慧的, 

必能得人”(KJV: and he that winneth souls is wise; 

原文可译作: “有智慧的, 必能得着[灵]魂”).   

 

http://www.godoor.com/book/library/html/theology/jdjyy/content.html?akjczo=kpqrd2
http://www.godoor.com/book/library/html/theology/jdjyy/content.html?akjczo=kpqr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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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没有一处教导说, 神愿意某些人上天

堂, 也愿意某些人下地狱. 不! 圣经教导说, 神愿

意每一个人都得救. 彼后 3:9 说神“不愿有一人沉

沦, 乃愿人人(原文作:所有人)都悔改.” 提前 2:4

也说: “祂愿意万人(原文: 所有人)得救, 明白真

道.” 有些人教导说神只愿意一些人得救, 并愿意

其他人失丧(指不给他们机会得救). 这样的人是

曲解了神本身的属性和圣经的真理. 

 

 神真的预定某些人得救, 也预定其他人下

地狱灭亡, 不给他们自由作选择吗? 绝对不是这

样! 没有人被预定得救, 除非他以自由意志选择

来到基督面前信靠祂作救主. 没有人被预定下地

狱, 除非他以自由意志选择拒绝基督, 不肯信靠

祂作救主. 约 3:36 说: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

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祂身上.” 

 

 没有比这更清楚了. 那上天堂的人之所以

能上去(除了倚靠神已完成的救恩), 是因为他愿

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信靠祂作为救主(正如 约

3:16 所说: “叫一切信祂的…得永生”). 那些下地

狱的人, 是因为他们拒绝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不

肯信靠祂作为救主(正如 约 3:36 所言: “不信子

的人得不着永生”). 

 

 

(B.3)   有限的救赎 (Limited Atonement) 

 加尔文(或作: 加尔文主义者)所谓的“有

限的救赎(或赎罪)”是指: 基督只为选民(蒙拣选

之人)而死, 就是为祂已计划和预定上天堂的那

些人而死. 祂没有为那些祂已预定他们下地狱的

人而死. 我再次重申, 这样的言词绝不是圣经所

说的, 而这教义完全与许许多多的经文有所冲突.  

 

 举数个例证, 圣经在 约壹 2:2 说: “祂为我

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

普天下人的罪.” 提前 2:5-6 也说: “… 降世为人

的基督耶稣; 祂舍自己作万人(原文作: 所有人)的

赎价.” 加尔文主义所教导的“有限的赎罪”显然

违反或抵触圣经清楚的教训.  

 

 圣经明确教导说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 

约 4:42 说: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

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the Saviour of the world).” 约壹 4:14 也说: “父差

子作世人的救主(the Saviour of the world); 这是

我们所看见且作见证的.” 圣经清楚表明主耶稣

来拯救世人. 约 3:17 说: “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无人可看着耶稣基督, 向祂说道: “你不愿

意成为我的救主.” 不! 不! 耶稣基督愿意成为所
有人的救主. 事实上, 提前 4:10 说: “我们劳苦努

力, 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 祂是

万人的救主(原文作: 所有

人的救主; KJV: the Saviour 

of all men), 更是信徒的救

主 .”【编译者 : 为了维护

“有限的救赎”之错误教义, 

加尔文主义者常将那些表

明神的救赎是预备给所有
人的经文中的“万人/所有

人”, 曲解成“所有蒙拣选之

人 ”, 例如  提前 2:6; 来

2:9.126 然而, 提前 4:10 所说(主耶稣是)“万人的救

主”肯定是指世上所有人的救主, 而不能解作“所

有蒙拣选之人/选民/信徒的救主”, 因这节的下一

句“更是信徒的救主”才是单指信主得救之人.  

  

 圣经教导说基督担当所有人的罪. 赛 53:6

说: “我们都(KJV: All we)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

路 ;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 (KJV: the 

iniquity of us all)归在祂身上”(原文可直译为: 

“我们所有人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

使我们所有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 这一节有

两个“都”(All, 所有人). 第一个“所有人(中文译作: 

都)”述说罪的普世性事实  —  “我们所有人都如

羊走迷”; 第二个“所有人(都)则述说赎罪的普遍

性事实  —  “耶和华使我们所有人的罪孽都归在

祂身上.” 赛 53:6 的第一个“所有人”的问题由第

二个“所有人”来解决. 若我们所有人都如羊走迷, 

那么我们所有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 

                                                           
126   提前 2:6: “祂舍自己作万人(KJV: for all)的赎价, 

到了时候, 这事必证明出来”; 来 2:9: “… 叫祂因着神的

恩, 为人人(KJV: for every man)尝了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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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不仅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 圣经还清楚

教导说祂是为整个世界(普天下)的人而死, 请参 

约壹 2:2 所说: “祂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不是

单为我们(指信徒)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如果这节还不清楚, 圣经说祂的死是为每一个人; 

“惟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

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祂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原文可作: “每一个人”或“所有人”; KJV: 

for every man)尝了死味”(来 2:9). 

 

 耶稣基督为所有人而死, 这是再清楚不过

的事实了. 提前 2:5-6 说: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

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

耶稣; 祂舍自己作万人(原文作: 所有人; KJV: for 

all)的赎价…” 罗 8:32 记载: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

儿子, 为我们众人(原文作: 我们所有人; KJV: us 

all)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赐给我

们吗?” 

 

 看看一节又一节的经文, 清

楚宣告: “祂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

(原文作: 每一个人)尝了死味”; “祂

舍自己作万人(原文作: 所有人)的

赎价”; “为我们众人(原文作: 我们

所有人)舍了.” 还不够清楚吗? 再

看一节. 约 3:16 常被誉为“圣经之

心”(the heart of the Bible), 甚至被

喻为“圣经缩影”(the Bible in miniature). 这节宝

贵的经文说道: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

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耶

稣为整个世界的人而死. 祂为所有活过或将要活

的人受死下到阴间. 无一人可以在阴间说: “我想

要得救, 但主耶稣没有为我而死.”  

 

 有者辩驳说, 既然主耶稣为全世界的人而

死, 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会得救. 不! 耶稣基督在十

架上的死是足够为所有人赎罪, 但只对那些信靠

祂的人才产生功效 (sufficient for all, but it is 

efficient only to those who believe). 耶稣基督在十

架上的死导致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得

救(made it possible… to be saved), 但只有那些相

信祂的死是为偿还他们的罪债和完全信靠祂作

救主的, 才会得救. 

 再一次, 我要引证 约 3:36: “信子的人有

永生…” 每个人都有可能得救, 但事实上不是每

个人都会得救, 除非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相信耶稣基督死在十架偿还罪债, 并全心信靠祂

作为自己的救主, 这样才能得救. 

 

 主的救赎或赎罪不是有限的, 它有如罪一

般是普世性的. 罗 5:20 说: “只是罪在那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赛 53:6: “我们都如羊(KJV: 

All we like sheep)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

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KJV: hath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一个著名传道人在一个讲英语的市镇传

道, 然后要赶上火车去伦敦. 有个罪人听了他的

传道, 觉得他必须立刻解决罪与救恩的问题. 他

为此跟踪传道人到火车站. 火车一到站, 他拉着

传道人的翻领说: “我想要得救! 

告诉我如何得救!” 

 

 传道人说: “我必须上火车

去伦敦了. 你有圣经吗?” 他回答

说: “我有, 在我家里有一本.” “那

么, 你回家翻开 赛 53:6. 仔细阅读

它. 从第一个 all (所有人)字进去, 

从最后一个 all (所有人)字出来, 

你就必得救.”127 

 

 火车开动, 传道人离开了, 留下焦虑的那

人. 他回到家, 打开圣经, 翻到 赛 53:6. 他在思索

传道人所言何意  —  “从第一个 all 字进去, 从最

后一个 all 字出来, 你就必得救.” 他翻到那一节, 

仔细阅读: “我们都如羊(All we like sheep)走迷” 

 

 他读完后心里想: “我肯定可以从第一个

all 字进去.” 因为我是走迷的, 我是可怜失丧的罪

人. 较后, 他读这节的后半部, “耶和华使我们众

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hath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他对自己说: “如果我要从最

后一个 all 字出来, 我就要相信我一切的罪都归

                                                           
127   这句很有意义的话在英文是: “Read it carefully. 

Go in at the first all, and come out at the last all, and you 

will be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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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身上, 祂代替我偿还了我的罪债. 若我完

全信靠这一点, 我就必得救. 这正是传道人所言

之意.” 他接着信靠基督, 灵魂得着拯救. 他相信

自己是个罪人, 他一切的罪都归在基督身上了. 

 
 

(B.4)   不能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加尔文主义的第四要点是不能抗拒的恩

典. 加尔文(或作: 加尔文主

义者)所谓“不能抗拒的恩典”

是指: 神勉强人得救. 神拣选

一些人得救, 并让耶稣基督

为这些蒙拣选之人(选民)而

死. 跟着, 祂以不能抗拒的恩

典, 来勉强那些祂已拣选的

人  —  就是耶稣基督为他们

而死的人  —  去信主得救. 

 

 真实的情况是: 没有所谓不能抗拒的恩典. 

圣经从不在“恩典”一词前加上“不能抗拒”. 这词

语简直不在圣经里面. 这是加尔文(或作: 加尔文

主义者)的哲学, 而非圣经的教义. “不能抗拒”一

语放在“恩典”一词面前根本不妥. 

 

 恩典(Grace)意思是“神赐下不配得到的恩

惠”. 有者引用“恩典”一字的英文字母, 说恩典是

G-R-A-C-E, 即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神以牺牲基督来赐下丰富). 若说神有难以抗拒

的吸引之能, 或许还比较合理. 不过, 加尔文把恩

典当作是神那不能抗拒的行动, 强制人去得救, 

就算那人不想得救也不行; 这使到人在这事上完

全没有选择, 是神强制性地把这选择放在他的思

想中. 加尔文主义教导说, 人在得救的事上完全

无份, 不可能与神同工. 人得救完全不靠人的意

愿或行为, 完全不等人作出决定. 

 

 圣经有说到任何“不能抗拒的恩典”吗? 绝

对没有! 圣经表明人能够抗拒和拒绝神. 箴 29:1

记载: “人屡次受责罚, 仍然硬着颈项; 他必顷刻

败坏, 无法可治.” 请注意这节的“屡次”(often, 经

常). 即使神只给人一个机会得救, 人也不能埋怨. 

但圣经在此说“人屡次受责罚…”, 表示人一次又

一次地受责罚, 不但多次, 且是屡次(暗指神经常

给人机会和恩典, 却经常遭人抗拒). 圣经说他

“仍然硬着颈项; 他必顷刻败坏, 无法可治.” 这肯

定不像所谓的“不能抗拒的恩典”. 圣经教导说人

可以多次被神责罚, 但仍然可以硬着颈项抗拒神, 

结果无法可治地败坏了. 

 

 箴 1: 24-25 说: “我呼唤, 你们不肯听从; 

我伸手, 无人理会; 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 不肯受

我的责备.” 神呼召, 但人可以不

听从. 神伸手, 却无人理会(比较 

赛 65:2: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

逆的百姓; 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

不善之道”). 圣经清楚表明一些

人拒绝基督 , 不接受祂的呼召. 

约 5:40 说: “你们不肯到我这里

来得生命.” 这节清楚教导说: 人

是可以抗拒神, 拒绝来到祂面前. 

 

 在使徒行传第 7 章, 我们读到司提反的传

道. 他在第 51 节说: “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

未受割礼的人, 常时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我们在此看见一群人; 其中一些亲

眼看见耶稣基督, 亲耳听见祂传道; 另一些则在

五旬节听过彼得传道; 又有一些听过司提反或其

他圣灵充满之人带着能力的讲道. 不过他们硬着

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 意即他们非常固执, 总

是悖逆神. 圣经清楚说: “时常抗拒圣灵.” 

 

注意司提反在第 51 节的话, “你们… 常

时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圣

经在此教导说不仅是犹太领袖抗拒圣灵, 他们的

祖宗也是抗拒圣灵. 司提反引证说从亚伯拉罕的

时代, 整个犹太国民的历史, 直到耶稣基督的时

代, 不肯归信的犹太人都在抗拒圣灵. 

 

换言之, 绝对没有所谓“不能抗拒的宗教

信仰”(can’t-help-it-religion). 神并没以人所谓“不

能抗拒的恩典”来勉强人得救. 神向所有人提供

救恩. 多 2:11 说: “因为神救众人(原文作: 所有人; 

KJV: all men)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可是人必须

自己作出选择. 他必须接受或拒绝基督. 约 1:12

说: “凡接待祂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赐他们

权柄, 作神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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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时, 祂说: “耶路

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

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

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

你们不愿意(KJV: would not)”(太 23:37). 圣经在

此多一次清楚教导说, 神愿意聚集他们, 好像母

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意即拯救或保护他们), 

可是他们不愿意. 这证明当神要施恩拯救人时, 

人是可以拒绝基督, 抗拒恩典的.128 

 

 “不能抗拒的恩典”是与主所说的“我愿

意… 只是你们不愿意”有所冲突. 人确实能够抗

拒圣灵. 他们拒绝来到基督面前. 他们硬着颈项. 

当神呼召时, 他们拒绝. 这表示那些没有得救的

人其实是可以得救的. 那些拒绝基督的人其实是

有能力接受祂的. 神为所有愿意者提供救恩, 却

不勉强任何不愿领受它的人去接受这救恩. 

 

 

(B.5)   圣徒的坚忍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圣经教导说每个重

生的信徒都享有永恒的稳

妥(eternal security), 这也是

我深信不疑的. 那些信靠耶

稣基督的人有永生, 不至灭

亡(约 3:16). 不过, 这永恒

的稳妥并非建立在他的坚

忍上. 我不知道圣经中有何

经文清楚说到永恒的稳妥

是靠圣徒的坚忍. 但有几处经文提到圣徒已蒙保

守. 请注意, “坚忍”(perseverance)是一回事, “得蒙

保守”(preservation)是另一回事. 不是圣徒坚忍, 

而是他们得蒙保守.  

 

 圣经在犹大书第 1 节说: “耶稣基督的仆

人, 雅各的弟兄犹大, 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

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帖前 5:23 也说: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

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

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128   主多次愿意拯救他们, 这岂不是恩典吗? 肯定

是的. 但他们却不愿意  —  他们抗拒了神丰富的恩典. 

某天早上, 我打开一罐桃子果酱. 我不知

桃子在罐里多久了. 但这罐子已被密封一段时间, 

罐里的桃子已被保鲜起来(preserved). 当我吃这

桃子果酱时, 桃子的味道就与它们被放入罐的那

一天一样的鲜美. 等一等! 这些桃子如此鲜美并

非因为它们自己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它们得蒙保

守(指保鲜, preserved). 

 

 圣经明确教导说信徒得蒙神的保守, 而不

是靠自己做到这点. 彼前 14-5 说: “可以得着不

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

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

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圣经也在 约 10:27-29 说: “我的羊听我的

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

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

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祂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

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听起来一点也不像

圣徒的坚忍, 不是吗? 圣徒在此如羊在父的手里, 

他们得着安稳, 不是因为他

们坚忍, 而是因为他们在父

的手里, 得着完美的保守. 

 

 肯定的, 圣经教导信

徒得享永恒的稳妥. 不过, 信

徒的稳妥与他自己的坚忍完

全无关. 我们得着稳妥, 完全

因为我们蒙神保守. 我们在

父手里得着完美的保守. 根据 弗 4:30, 我们原是

受了圣灵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注: 不

少加尔文主义者也察觉这第五要点  —  圣徒的

坚忍  —  有欠妥当, 故把它译成“圣徒蒙保守”, 

然后在解释时强调神对圣徒的保守. 但任何诚实

者都必须承认 perseverance (坚忍)的意思肯定与

preservation (保守)不同, 而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的正确译法和意思肯定是“圣徒的坚忍或

恒忍”, 而非“神的保守”. 连著名改革宗神学家伯

阔福(Louis Berkhof)在《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第 546 页)中也承认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这教义可能被误解为“要靠人的坚忍… 严

格来说, 是神在坚忍”. 因此, 反对“圣徒的坚忍”

是合理的, 因永恒的稳妥有赖于神, 而非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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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个错误的信念 

 基于上述圣经根据, 我完全反对加尔文所

教导的“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有一个错误信念: 

一个人若不教导“普救论”(universal salvation),129 

那么, 他就必定是以下两种人的其中一种, 不是

“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 就是“亚米纽斯主义

者”(Arminian).  

 

伯特纳(Loraine Boettner)在《基督教预定

论》(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直译为《改革宗预定论》), 第 47 页中写道: “事

实上, 只有三种系统宣称它展示了靠着基督的救

恩道路: (1) 普救论(Universalism): 所有人都会得

救; (2) 亚米纽斯主义(Arminianism): 基督平等地

为所有的人死… (3) 加尔文主义(Calvinism).” 他

继续写道: “只有两种是基督徒持有的看法, 即加

尔文或亚米纽斯的立场.” 

 

 加尔文主义者喜欢叫人相信如果你不教

导普救论, 你就一定是加尔文主义者, 或亚米纽

斯主义者. 既然亚米纽斯的立场冒犯了神的恩典, 

许多人就只好选择称自己为加尔文主义者. 不过, 

我们是可以不属任何一方的.  

 

  我不是亚米纽斯主

义者, 也不是加尔文主义者. 

我相信人得救是本乎恩典, 

也因着信靠基督完成的工

作. 我相信所有信徒享有永

恒的稳妥. 我相信耶稣基督

为所有人而死, 我也相信圣

经所说: “凡求告主名的, 就

必得救”(罗 10:13). 但我不

赞同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D) 结语 

 总括而言, 加尔文与他的跟随者常宣称他

们相信和跟从圣经. 他们宣称从圣经中寻获加尔

文教义的萌芽(germ). 加尔文确实教导很多从圣

                                                           
129   “普救论”(universal salvation)指所有世人, 不管

信不信神, 最终都必得救. 这违反圣经的教导(约 3:36). 

经而来的美好教义. 不过, 一个谨慎细心的学生

也会不断发现加尔文和他的跟随者越过了圣经, 

而加尔文主义其实是一门哲学, 由人所发展, 建

基于不可靠的逻辑和人那易误的推理, 加上颠倒

或曲解一些经文, 再误用另一些经文, 以及完全

忽视许多清楚的经文【请参阅 John F. Parkinson

的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四】. 

 

 神确实预先知道世上会发生的每一件事. 

神确实事先安排和决定一些事情的发生, 也拣选

一些人成就祂的计划. 肯定的, 人得救是本乎恩, 

并蒙神的能力保守. 若是到此为止, 加尔文主义

者的教义还算合乎圣经. 可是加尔文主义越过此

线, 进入了人的哲学之领域. 因此, 它不再是圣经

教义, 而是人的哲学系统, 特别吸引学术性的知

识分子、自满和高傲的思想. 比起心灵谦卑、相

信圣经的基督徒, 那些杰出的、哲学性或学术性

的传道人倾向于受它所误导.   

 

 

————————————————— 

答复反对者的问题 

 

亲爱的 ______ 牧师: 

 

 我近期收到你的来信, 反对我的文章“为何

我不赞同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在第一页的第二

段, 你说: “论到意愿(will, 或译: 意志)… ”, 然后你

花了两三页谈论意愿(意志), 并叫我留意圣经的经

文. 你提到 多 3:5, 那里说: “祂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

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works of righteousness), 乃是

照祂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我再多次重复地阅读你信中的这一段话, 

看来你混淆了, 把圣经所谓的“行为”(work)与“意愿

或意志”(will)混为一谈, 例如你叫我留意 赛 64:6的

经文, 那里说: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

(righteousness, 指“义行”)都像污秽的衣服.” 可是, 

想要得救而“信靠基督”正好与“倚靠自己的行为”

相反. 当一个人相信基督为他而死, 并且不倚靠别

的, 只全心信靠基督来拯救他, 那么他就不是靠“行

为”来获取救恩. 他是信靠基督和倚靠基督在各各

他十架上所做的一切.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E5%8A%A0%E5%B0%94%E6%96%87%E7%A5%9E%E5%AD%A6%E7%9A%84%E6%8B%A3%E9%80%89%E4%B8%8D%E6%98%AF%E5%9C%A3%E7%BB%8F%E6%89%80%E8%B0%93%E7%9A%84%E6%8B%A3%E9%80%89%E5%9B%9B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E5%8A%A0%E5%B0%94%E6%96%87%E7%A5%9E%E5%AD%A6%E7%9A%84%E6%8B%A3%E9%80%89%E4%B8%8D%E6%98%AF%E5%9C%A3%E7%BB%8F%E6%89%80%E8%B0%93%E7%9A%84%E6%8B%A3%E9%80%89%E5%9B%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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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 他是以自己的“意愿”或“意志”

来信靠基督. 在 约 5:40, 主耶稣说: “然而, 你们不
肯(KJV: will not)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主耶稣不是

说“你不能来(cannot come); 他说“你不肯来”(will 

not come). 这是意愿的问题. 

 

 在你所写的信中, 你在上述这段话接下来

的部分说: “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 如同亚当一样, 

我们躲避神.” 对, 亚当确实是躲避神. 不过, 当神来

到园中, 呼叫亚当时, 亚当是以自己的意愿或意志

(own will)来回应神, 他以自己的意愿或意志从他

所躲藏的地方走出来. 神并没有拉着亚当的手, 把

他从躲藏之处强拉出来. 神只是呼叫, 亚当就出来. 

每一个人是靠自己的意愿或意志来到神面前. 

 

 在 太 23:37, 耶稣说: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

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

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

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 只是你们不愿意(KJV: 

would not).” 

 

 你继续讨论有关“意愿”或“意志”(will), 你

引用 罗 5:12, 说我们都死在罪中. 然后你继续说: 

“请注意, 死人是不能动, 不能反应, 不能行走, 什么

也不能做.” 事实上, 你误解了“死亡”的意思. 死亡

不是消灭(annihilation)的意思. 死亡不是停止存在. 

死亡只是分离(separation)的意思. 肉身的死亡是灵

魂与身体分离, 属灵的死亡则是人与神分离.  

 

在浪子回头的比喻中, 

浪子归家后, 父亲说: “我这个

儿子是死而复活”(路 15 :24). 

浪子是死了, 意思是他与父亲

分离了. 但他肯定还有能力作

出选择! 即使他处在远方, 与

他父亲分离, 他还是拥有作出选择的能力. 事实上, 

是他自己决定回到父亲那里. 路 15:18-20: “我要起

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

当作一个雇工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死了的人(指与他的父

分离), 他能够动、反应、行走、看见自己的需

要、决定做一些事, 回到父亲那里. 第 24 节说: “因

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你对死亡的误解使你以一个说明或例证

(illustration, 指死人不能有所反应)来建立一个错误

教义, 但一切的教义应该是建立在圣经上, 而非别

的事物. 在 创 2:17, 神对亚当说: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如果你从这节再读下去, 读多几章, 你发

现亚当并没有在吃禁果后就死了, 没有因此就不存

在或消失了. 事实上, 创 5:4 说: “亚当生塞特之后, 

又在世八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根据这一节, 亚当

生了塞特后(注: 亚当 130岁生塞特), 还活多 800 年, 

而塞特是在亚当犯罪悖逆神多年之后才出生的. 

 

 现在问题来了. 神岂不是对亚当说: “你吃

的日子必定死”, 难道神弄错了?  神当然不会弄错! 

那么亚当有死吗? 有! 他“死了”, 意思是他与神分离

了, 因为他从神面前被赶出去; 他因着自己的罪而

与神分离(注: 其实亚当吃禁果后就自己藏起来“躲

避耶和华神的面” [创 3:8], 他已主动与神分离了).  

 

 当圣经说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弗 2:8), 

它的意思并非如你信中所写的  —  人不能动、不

能反应、不能行走, 什么也不能做. 事实上, 亚当犯

罪后还活了超过 800 年, 这些年间, 他还是能动, 并

且做了很多的反应, 很多的行走. 

 

 因此, 你看到当圣经说“死就临到众人, 因

为众人都犯了罪”(罗 5:12), 这“死”不可用躺在棺材

里的死人的身体来相比. 我可能要说你在丧家的棺

材里所看到的, 其实不是那个人了. 你所看到的身

体只不过是那人“在世之日住的屋子”(注: 那人的

灵魂曾住在这间“屋子”里面), 而那曾住在这间屋

子的人仍然活着. 他若不是与基督同在天堂, 就是

在阴间里, 这有赖于他是否已经信靠基督作他个人

的救主. 若他在天堂, 他肯定可以动、可以反应、

可以行走. 若在阴间, 他也肯定可以动、可以反

应、可以行走.  

 

 关于已死的人, 我不用引证太多经文, 我只

建议你阅读路加福音 16 章的财主, 你将看到虽然

他已经死了, 他仍然能够说话和作出决定(注: 这证

明他能够反应). 如果你读启示录 6:9-11 和路 15:7

等等, 你也将看到在天堂的人也是有知觉(能有反

应的). 你会看到他们欢喜快乐. 因此, 你错了! 你以

一个躺在棺材里的身体来比较一个罪人属灵之死

的情况, 这样做是错误的(注: 我们不能用属地的例

子来解释属灵的事, 除非它有圣经明确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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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安在《图解简明圣经预定论》(2011 年, 

第 3 页)中写道: “读经不能完全理解, 合乎常

理; 对神不能透彻理解, 理所当然.” 

我们都赞同上述所言. 但加尔文主义的预定和

拣选是明确地违反圣经教义, 把神“愿意万人

(所有人)得救”解成“神愿蒙拣选的人得救”, 把

主耶稣所谓任何人皆可来的“真诚邀请”变成

“虚伪邀请”(只给一些祂已拣选的人).  

此外, 加尔文说“神预定一些人灭亡”, 有些归

正神学家选择使用“摈弃”一词(解释说神“摈

弃”一些人,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灭亡), 无论如

何, 上述说法都表示“神有意识地不愿一些人

得救”, 这违反了神在圣经中所宣告的, 即“祂

愿意万人(原文作: 所有人)得救”(提前 2:4).   

换言之, 对于加尔文主义的预定和拣选, 我们

的问题不是“我能不能透彻理解”, 而是“我愿

不愿意忠于圣经  —  愿不愿意为了坚守圣经

真理而放弃违反圣经真理的神学观点”. 此乃

关键所在! 

   

 此外, 你在信上也提到一个青年女子. 你说

她被所谓的浸信会教义所误导. 你说她信靠基督, 

但现今却活在不道德和淫乱的生活中. 对此, 我只

能说圣经在希伯来书 12:8 所说的, “管教原是众子

所共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

了.” 如果你所提的那个青年女子已经真心信靠基

督为救主, 我可以向你保证她已经有永生, 也肯定

会被神所管教. 约 3:36 说: “信子的人有永生.” 这是

一个事实! 不是我对这事有何看法, 而是圣经对这

事有何话说. 来 12:8 清楚表明那些信靠基督为救

主的人(属基督的人)将会受到管教. 

 

 在你的信中第 5 页 , 你说 : “论到坚忍

(perseverance)… ”, 然后你要我留意 启 3:5 的经文, 

接着你谈到“得胜”(overcoming). 你暗指这得胜是

某种坚忍或努力(effect)所致. 然而, 约壹 5:4-5 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

稣是神儿子的吗?” 圣经在此清楚说道那胜过世界

的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胜过世界, 是借着信耶稣基

督, 而不是坚忍. 

 

 我在所写的文章中清楚表示我相信永恒的

稳妥(eternal security), 但圣徒不是靠他们坚忍来得

到稳妥. 他们稳妥乃是因为他们得蒙保守. 按照著

名的《韦氏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 “坚忍” 

(perseverance)一词的定义是“坚持不懈的努力”(a 

persistent effort), 而“保守”(preservation)则被定义为

“保持不受伤害或腐败的行动, 或维持不受伤害或

腐败的状况”(the act of keeping or state of being kept 

from injury or decay). 根据 约壹 5:4, 胜过世界的不

是你的坚忍, 而是你的信心.  

 

 你写完信后, 在“后记”(postscript)中留言道: 

“请留意没有人的出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而是父

母的意愿. 基督说我们都需要重生.” 在这方面, 你

又犯错了, 用人间的例证来建立圣经教义. 你看来

与尼哥底母犯上同样的错误. 在约翰福音第 3 章, 

他尝试用“属肉身的出生”来比较“属灵的出生”. 他

在 约 3:4 问基督道: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你不可以用“属肉身的出生”来比较“属灵的

出生”. 耶稣基督在第 6 节说: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

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它们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你应该把圣经教义建立在“圣经说什么”, 而不是立

于“人间的例证或实例表明什么” (圣经才是最高、

最终与唯一的权威).  
 

 我希望这封信会帮助你

更明白我的立场. 我请你仔细

一读再读我的文章  —  “为何

我不赞同加尔文主义五大要

点?”. 我很高兴你收到《耶和

华的刀》 (The Sword of the 

Lord, 注: 它是一份属于基督徒

的双周报子). 我希望你自由表

达你对报章中任何事物的看法. 

 

在基督里的, 

赫特森(Curtis Hutson)130 

                                                           
130   上文编译自赫特森的文章 , https://www.jesus-

is-savior.com/False%20Doctrines/Calvinism/calvinism-

hutson.htm (可上此网页参阅此文章的英文版).  

https://www.jesus-is-savior.com/False%20Doctrines/Calvinism/calvinism-hutson.htm
https://www.jesus-is-savior.com/False%20Doctrines/Calvinism/calvinism-hutson.htm
https://www.jesus-is-savior.com/False%20Doctrines/Calvinism/calvinism-huts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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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James Orr 

召会文库             邓拉普 (David Dunlap) 
 

神 的 主 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 

 
(A)    引言  

 神的主权是圣经最重要又最具影响力

的道理之一. 虽然“主权”(sovereignty)一字在圣

经中从未用过, 但其他相同意思的字词像“威

严”(majesty)131、“全能”(Almighty)132却用过多

次. 圣经中差不多每一页都载有神的主权. 曾

有人如此形容神的主权说(指神的主权可如此

定义): “神在祂的爱中, 要给我们最好的; 在祂

的智慧中, 祂肯定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且在祂

的威严下, 用祂的权能来成就最好的.”  

 

 对某些信徒, 他们

难以接受神的主权这一道

理. 他们问: “为何神在五

旬节给彼得 3,000 人的得

救, 却给司提反 3,000 块

石头的投掷?” 关键是神

就在我们生命困难的时刻, 

来试验我们的信心. 顺服神就是活出我们心中

内存神的话语, 信靠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这

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又信又爱那

                                                           
131   “威严”一词在英文圣经《钦定本》(KJV)中最

常被译作“majesty”, 例如以下的经文: 伯 37:22 (“在神那

里有可怕的威严”)、诗篇 29:4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
严”)、诗 93:1 (“耶和华作王! 祂以威严为衣穿上”)、诗

104:1 (“耶和华… 祢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赛 24:14 

(“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弥 5:4 

(“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犹 25 (“愿荣耀、威严、

能力、权柄,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祂”). 尽管如此, 

“威严”有时也译作其他形容词如“glorious”(例如 : 诗

111:3 “祂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或“feared”(例如 : 诗

89:7 “祂在圣者的会中, 是大有威严的神”) 
132   “全能”一词在《钦定本》常译作“Almighty”; 

例如: 创 17:1、创 35:11、出 6:3、启 1:8、启 21:22 等

等; 有时也译作“mighty”, 例如 赛 9:6、赛 10:21. 

位掌控主权的神?” 答案当然是在于正确地认

识有关神的特性 (character)、属性 (attributes, 

指属于神的性格)和神的主权之教义(doctrine). 

 

(B)    神的主权与神的属性  

 圣经说明神不仅是全能的, 也是恒久良

善的. 神的恩慈、公义、怜悯和祂别的属性都

一同运作, 来彰显神主权的作为. 神的主权有

时包括运用灾难和试炼来试验信徒, 却仍然持

有仁爱、信实和怜悯. 他的主权有时外表看来

像是毫无目的, 但至终必证明祂的道路总是完

全的(完美的, perfect, 参约瑟的例证, 创 50:20).  

 

神有主权, 但祂仍是我们可信、可爱和

应当敬拜的神 . 所有爱慕

纯正圣经道理的信徒都相

信神的主权 , 这可不能跟

神的其他属性像慈爱、公

义和永不改变等等有所冲

突. 有者(例如加尔文, John 

Calvin)在这方面出错 , 将

神的主权提升的同时, 却使其他的属性反居其

次. 事实上, 神主权的运

作是不会废掉祂的“慈爱”

这一属性(约壹 4:8). 有关

这方面的争论, 《国际标

准圣经百科全书》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的编

辑奥尔博士 (Dr. James 

Orr)曾写道: “加尔文将神的主权提升是对的. 

但却错在他把自己对神的看法取代了神的爱.” 

 

 

(一) 神的主权与神的良善 

 

圣经中的原则表明神是良善的, 祂所作

所为也是良善的, 而神的主权和祂良善的作为

是连在一起的, 不可分割. 我们必须谨记: 神的

神性与祂主权的作为从不分开, 神主权的作为

从不跟祂神圣的特性有所冲突. 圣经显示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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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良善、恩惠和同情都一同维系祂主权

的目的和旨意. 亚伯拉罕明白和呼应这原则, 

说: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创 18:25).  

 

虽然在神的旨意下, 或许会遇到愁苦和

受苦, 但这些苦难仍被祂的怜悯和不变之爱所

统管. 先知耶利米解释道: “主虽使人忧愁, 还

要照祂诸般的慈爱发怜悯, 因祂并不甘心使人

受苦, 使人忧愁”(哀 3:32-33).  

 

有者将神主权的治

理和神无边的良善连在一

起, 称之为“神的治理”(注: 

如此行的神学家是正确的). 

神的治理是祂神圣的关怀

和在地上的管治, 都是为了

祂的荣耀和人的益处. 神从

不以损害祂子民的利益来获得祂的荣耀, 也从

不为了叫我们得益处而有损祂的荣耀. 祂已定

下祂永远的旨意, 要叫祂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

从不分开(只有全智全能的慈爱之神能做到).  

 

(二) 神的主权与神的智慧 

 

神主权的一切行动都扎根于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使祂行使每一个影响世界舞台的行

动, 促成祂的计划来成就祂的旨意. 神是每一

个环境的主人, 掌控一切. 人会因外在环境不

受控制而感到气馁, 但外在困境从不能挫败神

的智慧. “我们的主为大, 最有能力; 祂的智慧

无法测度”(诗 147:5). 祂安排的道路无限的完

全(撒下 22:31). 神的作为没有差错、瑕疵, 更

没有不可靠之处(参约瑟的见证, 创 50:20). 神

的决定不需要人加以改善. 我们或许不能明白

祂的道路, 然而祂的道路都根存祂的智慧, 所

以我们不该怀疑“神的全智”, 反要俯伏敬拜. 

 

(C)    圣经对“神的主权”的见解  

所有基督徒都该相信神的主权这一道

理. 神的主权是指祂是最高、最大的, 超越一

切的. 祂是无所不能的, 操控一切, 按祂永恒的

计划和旨意运作每一件事(弗 1:11 宣告神是

“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 既然神是无穷无

尽的, 祂的管治也一定是绝对的. 在祂的造物

中, 祂的管治包括每一件事、每一个环境、每

一个情况和每一样事的发生. 

 

神的主权是指祂会直接使事情发生, 或

意识地让事情发生. 在世界国权的废立方面, 

祂有全权的责任去按祂神圣的特性, 照祂的权

柄, 作祂喜悦的事(诗 115:3).  

 

神 虽 有 绝

对的控制权, 但祂

却不要像操纵木

偶一般地操纵人, 

因为神已决定给

人自由和尊贵来

作出选择, 也要他们为自己所选择的负上责

任.133 这样的决定虽或导致难言的可怜和痛苦

(因人可能滥用自由, 例如他们选择把基督钉

在十架上), 然而神仍然容许. 虽然如此, 借着

神的无所不知, 神肯定知道要如何应付一切, 

掌控大局; 另一方面, 神也借着祂的主权, 接纳

人的选择或决定, 来成就祂美好的旨意(例如

借着基督在十架的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 

拯救罪人脱离罪的捆绑, 参 来 2:14-15). 这样, 

神对每一样的决定和作为, 还是保留祂完全的

掌控, 人也有自由来作出决定. 然而, 在神的智

慧下, 祂能看出什么是最好的, 祂也会在天上

管理人的决定, 来成就祂最高最美的旨意.    

 

(D)    “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的范围  

 有者误解以为神既有绝对的主权, 人便

没有自由的意志了. 圣经强调神主动地给人能

力来作出决定, 这不表示人取代了神在地上的

                                                           
133   例如神给亚当有自由意志作选择  —  听从或违

背神的吩咐 (创 2:16-17: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

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

的日子必定死”). “可以随意”表明人被赋予自由意志作

选择, “吃的日子必定死”表明人要为自己所选择的负上
责任. 神决定让人有自由选择, 人有责任作出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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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 Tozer 

 

神的“主权”是恩主权(恩威并重), 而非“霸

权”  —  霸主权, 因为神的主权与祂的其

他属性如慈爱、怜悯、信实、智慧、全

能是彼此相容, 和谐一致的. 神的主权不
会跟上述的其他属神性格有所冲突. 

 

虽然神有主权掌控一切, 无人可以拦阻祂

的作为, 但祂行事是以公义慈爱为根基,  

“耶和华在祂一切所行的, 无不公义; 在祂

一切所做的, 都有慈爱”(诗 145:17) 

 

有神学家(如奥古斯丁、加尔文等人)将神

的主权提升的同时, 却使神的其他属性反

居其次, 甚至彼此冲突, 比如他们教导说

神用主权去预定谁得救、谁灭亡, 但这样

的教导贬低了神的公义慈爱, 与神这方面

的属性有所冲突, 违反 诗 145:17 的教导. 

因此, 加尔文主义的主权论是失衡的谬论. 

 

角色, 但却是神主动给人的设计(即按神的设

计, 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编译者按). 这原则可

在主耶稣与彼拉多的对话中表明出来. 彼拉多

向主耶稣说: “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

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约 19:10). 彼拉多以为

他有能力, 也有权力作出决定. 我们的主耶稣

正确地纠正彼拉多, 告诉他能够作自由决定的

能力是由神而来  —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办我”(约 19:11).  

 

 神在这个世界中掌控主权进行管理, 但

在这样的管治下, 祂也容许某些事情的发生, 

而这些事情的发生有祂的旨意. 神的话语谨慎

地说明神无限的主权和人的责任. 若我们将这

方面的真理分开, 便会降低神真理的丰满(也

破坏神真理的平衡, 编译者按).  

 

 我们必须坚持和保守这两方面平衡的

真理. 陶恕(A. W. Tozer)就这两大真理立定了

一个平衡. 他写道: “神主动地立定人获得自由
作出选择, 而人从起初便按所

给的作出自己的选择来分别

善与恶. 当他作出选择的时候  

—  可惜他选择恶  —  他没有

违反了神主权的旨意, 反而成

就了神的主权(神掌控一切), 

正如神永远的旨意(定旨)中

没有决定人的选择, 而是要人

可以自由选择. 既然如此, 在神绝对的自由中

(指神的主权中), 祂给人有限的自由, 那么, 有

谁可以阻挡祂, 且说: ‘祢做什么?’(参 罗 9:19-

21). 因为神的主权, 人有自由的意志(因神以绝
对的主权决定了人可以有自由的意志作选择, 

编译者按). 若是神没有绝对的主权, 祂不但不

能给, 也不会给受造之人这样的自由.” 

 

 司布真(C. H. Spurgeon)也曾说: “人是

自由的个体, 也是需要负责的个体, 故此他的

罪是他自由的意志所犯的, 他必须负上全部的

责任, 与神绝无关系; 然而, 这却成就了神的旨

意(例如犹大照他本身的自由意志出卖了主耶

稣, 把祂交给犹太领袖钉在十架上, 至终却成

就了神的旨意  —  借着主耶稣的代死拯救世

人, 编译者按), 甚至祂的旨意也借魔鬼和败坏

之人来成就  —  我不能理解, 但我却相信不疑, 

也为此喜乐. 我从不希望能够理解(指彻底明

白)… 我敬拜神, 我从不希望能够理解.”  

 

(E)    结语  

 最后, 我们必须强调, 神的主权不是给

人找到借口推卸责任. 人不能就他自己的行为

推卸责任, 推咎于他在神主权的掌控和带领下

无能为力(指在神主权的掌控下无力作选择而

犯罪, 或在灵魂得救方面无力选择信靠基督). 

神不除灭人的自由意志. 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

意志并肩共存, 前者不会强逼后者. 怎能有这

事呢? 唯有借着掌控主权的神才能成就此事, 

因祂有无穷的能力、智慧、慈爱和良善.134 

 

 

 

 

 

 

 

 

 

 

 

 

 

                                                           
134   上文摘自 2012 年 4/6 月刊《恩言》, “神的主

权”, 第 20-24 页; 同时也参考其英文版 “The Sovereignty 

of God”, by David Dunlop, Precious Seed, Vol.67, No.1, 

Feb 2012, 第 22-23 页; 并以此对译文稍加修饰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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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召会(基督徒)会经过末世的七年灾难吗?   

 

解答:   上述问题与“召会被提”有直接关系, 我们

需要先讨论有关召会被提的四种观点、被提的

字义和时间, 然后思考“灾前被提”的理由和论据, 

最后也要解答一些反对“灾前被提”(指召会不经

过末世灾难)的论据.  

  

 

(A) “召会被提”的观点 

论到召会(指基督徒)

被提, 基本上有四种观点: 

1) 灾 前 被 提 论 (Pre-

tribulationism, 简称 Pre-

Trib): 末世论的一派, 认

为在七年灾难开始之前, 

召会已先被提离开世界, 而在七年灾难后将

与基督一同回来统治地上的千禧年国度(或

称“天国”或“千年乐国”). 

2) 灾后被提论 (Post-tribulationism, 简称 Post-

Trib): 末世论的一派, 认为召会须经过七年

灾难, “信徒被提”与“基督的显现”这两件事, 

将会在七年灾难后“基督再来”时紧接着发生. 

3) 灾中被提论 (Mid-tribulationism, 简称 Mid-

Trib): 末世论的一派, 认为召会被提将发生

在七年灾难的中间(即“一七之半”), 因此召

会须要经过三年半的灾难时期. 

4) 部分被提论(Partial Rapture): 也称“得胜被提

论”或“多次被提论”, 是末世论的一派, 认为

只有得胜的信徒才会被提, 而软弱或退后的

信徒将要经过部分甚至全部的七年灾难(何

时得胜便何时被提).  

 

 

(B) “召会被提”的定义和时间 

圣经教导说召会(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会被提. “被提”(帖前 4:17)一词在英文是 rapture 

( 源 自 中 世 纪拉 丁文 raptura , 意 即 夺 取

[seizure] );135  英文 rapture 一字在希腊原文是 

harpazô {G:726}, 意即“强取、夺去、拿走、被

提”, 在中文圣经《和合本》中有 3 次译作“被

提”(林后 12:2,4; 帖前 4:17).  
 

值得注意的是, harpazô 一词含有“突然

取走”之意”(grasp hastily), 有抢救的涵义, 例如

把人“从火中抢出来(犹 23), 或“从众人当中抢出
来”(徒 23:10). 因此, 圣灵选用 harpazô 一词来

说明“召会被提”的方式和目的: (a) 被提的方法  

—  是迅速发生的(“就在一霎时, 眨眼之间”, 林

前 15:52); (b) 被提的目的  — 

为要把召会从即将面临可怕

灾难的世界中抢救出来(“等

候祂儿子[主耶稣基督]从天

降临… 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

[指末世灾难]…”, 帖前 1:10).   

 

论到被提的时间 , 笔

者相信召会被提将发生在七

年灾难以前(即“灾前被提”). 

那时, 基督要降临在半空中, 而召会将要被提离

开世界, 与主永远同在. 被提以前, 已死的圣徒要

先复活(得着不朽坏的身体), 而活着的圣徒则要

改变(得着不死的身体, 林前 15:52-54), 然后两组

圣徒要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永远

与主同在(帖前 4:13-17).136 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

思考“灾前被提”的论据. 

 

 

(C) “灾前被提”的理由 

不少圣经学者认为召会是在七年灾难前

被提, 彼得森(William A. Peterson)提出其中五大

理由(参 Watching for the Morning, 第 38-43 页): 

                                                           
135   中世纪拉丁文(即主后 600-1500 年的拉丁文)的 

raptura 源自古拉丁文 raptus (意即“带走”, carrying off). 
136   按圣经的教导, 召会被提回到天上后, 有工作的

审判、羔羊的婚礼, 并在七年灾难后与主耶稣基督一同

回到地上(主将设立天国, 统治万有). 值得留意的是, 主

再来(基督再临)有两个阶段, “召会被提”是主再来的第

一阶段, 也被称为“主为圣徒而来”; 召会与主同回到地

上则是主再来第二阶段, 或称“主与圣徒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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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年灾难的目的 

按圣经的教导, 七年灾难的目的是要让

神洁净叛逆不信的以色列人, 也惩罚不敬不虔和

亵渎神的外邦列国. 

 

a) 以色列: 神在 但 9:24-27 指示但以理有关神

会用 490 年的时期(即所谓的“七十个七”),137 

来处理祂属地的子民, 从 尼 2:1-8 所记载的

事件开始.138 此事引致的结果是 但 9:24 所描

述的福气(“止住罪过, 除净罪恶, 赎尽罪孽, 

引进永义”), 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被以色列

人接受为他们的弥赛亚来成就(罗 11:26). 照

历史上的计算, 这 490 年期

间的 483 年已经过去, 还剩

下 7 年; 而现今召会时代是

上述这两者之间的插断

(parenthesis, 或 称 “ 间 隔 ”, 

interval). 当召会被提到荣耀

里, 剩下的 7 年, 即七年灾难

就会开始. 这段灾难时期被

称为“雅各遭难的时候”(耶

30:7), 焦点围绕在耶路撒冷

城和圣地(但 12:1).  

b) 外邦列国: 主也要借着七年灾难来惩罚外邦

列国, 例如揭开审判的七印(启 6), 吹响审判

的七号筒(启 8-9), 并把审判的七碗倾倒在他

们身上(启 16). 其目的记述在 弥 5:15: “我也

必在怒气和忿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报.” 

亚 3:8 也记载神决意聚集列国, 去到哈米吉

多顿算账: “耶和华说: 你们要等候我, 直到我

兴起掳掠的日子; 因为我已定意招聚列国, 

聚集列邦, 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

他们身上. 我的忿怒如火, 必烧灭全地.” 哈米

吉多顿将终止“外邦人的日期”(路 21:24). 

c) 召会: 至于召会这独特的群体, 神特别应许

拯救召会脱离神忿怒(七年灾难)的这段时间: 

                                                           
137  请参 2007 年 7&8 月份, 第 71 期《家信》的圣

经问答: “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是指什么?”, 可上“家信

网站 ”查阅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但

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是指什么/ . 
138   尼 2:1-8 记载有关波斯王亚达薛西下令重建圣城

耶路撒冷. 那时是尼散月 1日, 即主前 445年 3月 14日. 

1. 启 3:10-11: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

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
(或译“脱离”,139 希腊文: têreô ek ; KJV: 

keep… from)你的试炼…” 

2. 帖前 1:10: “等候祂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

祂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

忿怒的耶稣” 

3. 帖前 5:9: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原

文作: 神不是预定我们面对忿怒), 乃是预

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笔者注: 这里所谓的“忿怒”(wrath)是指世上众人

在 启 6:17 所承认那要临到

地上的审判: “因为他们(指圣

父和圣子)忿怒的大日到了 , 

谁能站得住呢?” 召会或基督

徒得拯救脱离这样的忿怒(帖

前 1:10 和 5:9), 这点其实是

各各他(主在十架上的牺牲)

所带来的福气之一 , 因为主

耶稣已为我们承受神对罪的

忿怒和审判(赛 53:5-8).  

 

那些支持“灾中被提”或“灾后被提”的人必须

回答的问题是: (1) 经过那么多个世纪, 大部

分的召会信徒已经离世, 与主同在天上. 为何

神要一小部分的召会信徒经过那特为不敬虔

的世人(指外邦列国)和不信主的以色列人预

备的“忿怒时期”呢? (2) 主耶稣还未回到地上

审判敌基督以前(启 19:11-20), 天上已进行了

羔羊的婚礼(启 19:7).140 召会是一个整体(由

                                                           
139   中文圣经《新译本》译作: “你既然遵守了我忍

耐的道, 我也必定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 这就是那

将要临到普天下, 来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 
140   潘德科(J. D. Pentecost)指出, 按圣经的揭示, 婚

娶(marriage of the Lamb)的时间是发生在召会被提与基

督第二次降临之间(注: 潘德科所谓的“第二次降临”是

指“主与召会同来”, 即主再来的第二阶段; 主再来的第

一阶段是“主为召会而来”, 即所谓的“召会被提”). 根据 

启 19:7 的记述, 这婚娶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就进

行了, 因为那节说: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KJV: for the 

marriage of the Lamb is come).” 在希腊抄本中, 这译作

“到了”(is come)的希腊字是  êlthen , 在希腊文法上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是指什么/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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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得救的基督徒组成), 怎么可能一部分组

成召会的基督徒在天上进行婚礼, 另一部分

则留在地上受尽苦难呢? 此外, 诚如马有藻指

出, 召会是基督的新妇, 不是忿怒的对象, 没

有新郎会在婚礼(迎娶)进行时向新妇大发雷

霆之怒. (3) 基督能深切感受到祂的圣徒所受

的痛苦(例如主耶稣问那逼迫圣徒的保罗说: 

“你为什么逼迫我!”, 徒 9:4). 召会是基督的身

体, 如果地上的肢体(基督徒)遭受大灾难之苦, 

天上的头(基督)和其他肢体(基督徒)岂能欢喜

快乐地进行“羔羊的婚礼”呢?   

 

(二) 除去作为拦阻者的圣灵 

帖后 2:6-8 说: “现在你

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

那拦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法

的人必显露出来.” 这里所谓有

个“拦阻他的”是指圣灵.141  

                                                                                               
êlthen 是希腊字  erchomai {G:2064}的“过去不定式” 

(aorist indicative), 表明一个已经完成的事件. 换言之, 在

基督还未回到地上施行审判(毁灭敌基督的国度权势, 

启 19:11-21)之前, 当群众还在天上赞美主基督时(启

19:1-6), 上述这羔羊的婚娶已经完成!  
141   值得一提的是, 帖后 2:6 的“那拦阻他的”在希

腊原文是 to katechon , 文法上属于“中性”(neuter), 而 帖

后 2:7 的“那拦阻的”在希腊原文是 ho katechôn , 文法上

属于“阳性”(masculine). 佐德亚特斯(Spiros Zodhiates)解

释第 6 节“中性”的 to katechon (那拦阻他的, 或作“制止

者”)是指圣灵, 因圣灵(希腊文: to pneuma )一词在文法

上也属“中性”.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进一步解释, 

“那拦阻者”(restrainer)被说成某一物 (Something, 中性)

和某一者  (Someone, 阳性 ), 而圣灵在  约 14:26、

15:26、16:8, 13, 14 也被同时说成是“中性的”(希腊字 

pnuema 是中性)和“阳性的”(圣灵的人称代名词是“他” 

[而非“它”, it ], 其希腊文 ekeinos 是“阳性的”, 故英文圣

经 KJV 将之译作阳性的 He )【例如 约 14:26: “…所要

差来的圣灵(希腊字 pnuema 是中性), 他(希腊文 ekeinos 

是阳性)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约 15:26: “真理的圣

灵(希腊字 pnuema 是中性); 他(希腊文 ekeinos 是阳性)

来了…”】 , 引自马唐纳所著的 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New Testament (rev. ed.), 第 870 页. 

若要不法的人在地上全面显露, 圣灵必

须先被撤去  —  离开世界.142 这也意味着召会必

须先离开(被提), 因为所有活着的信徒都有圣灵

永久的内住. 主应许说: “祂(圣灵)永远与你们同

在”(约 14:16). 神也赐圣灵给召会信徒为印记, 

圣灵成为我们得救赎(弗 4:30)和得基业的凭据

(弗 1:13-14). 当作为“世上的盐”(太 5:13)的召会

和“那拦阻罪恶的”圣灵都离开世界, 世界就备好

让魔鬼把“不法的人”显露出来, 带来各种形式的

腐败和罪恶[注: 信徒借圣灵的内住得以成为世

上的盐, 而盐是一种防腐剂, 能防止腐败的扩散]. 

 

(三) 传道的特征 

主会在七年灾难期间为

祂的圣名兴起特别的见证人  

—  启示录 7 和 14 章的 14 万 4

千人. 他们被盖了印记, 免受肉

身的伤害, 成为天国福音的传

道人. 他们仍然传那借着主耶

稣宝血得洁净的救恩, 不过他

们的传道有个特征  —  与王和
国度有关: “当悔改, 因为王将要回来得国了”(如

当年施洗约翰所传的: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

改”, 太 3:2).  

 

然而, 召会自五旬节以来, 所传扬的是神

恩惠的福音(徒 20:24, 注: 所强调的与神的恩典
有关, 即信主耶稣得永生, 罪得赦免, 领受天上各

样属灵的福气).143 如果这两组人(召会和 14 万 4

千人)同时在地上传

扬各自的福音, 就会

产生混乱. 我们的神

是有次序的神, 召会

的见证在地上延续

直到被提到荣耀里, 

                                                           
142   在灾难期间, “那拦阻的”将会被挪去. 赖若瀚解

释那“是指拦阻敌基督势力的‘圣灵’说的; 因为只有圣灵

才可以管制或抗衡敌基督的势力. 若信徒须经过大灾难, 

而圣灵仍住在信徒心中, 圣灵又怎能被挪去?”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420-421 页. 
143   召会并不是传“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召会

所传的福音是信主耶稣得永生, 不直接与天国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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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祂的新妇. 那时, 14 万 4 千人将继续在地上

为主摆见证, 直到七年灾难时期完毕.  

 

(四) 代祷的特征 

保罗在 提前 2:1-4 劝勉信徒“要为万人恳

求、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

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如果召会将要经过七年灾难的时期, 并

从圣经中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要让这“兽”(政治

的兽, 即在七年灾难中统治世界的政治强人)任

意而行  —  行种种不法的事(参 启 13 章; 帖后

2:3-4, 9-12), 而神最终要把这“兽”丢在火湖里(启

19:20), 那么, 信徒怎能为“一切在位的”, 包括那

抵 挡 神 的

“兽”祷告代

求呢 ? 我们

从  启 6:10

看到灾难圣

徒 的 祷 告 : 

“圣洁真实的

主啊,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伸流血的

冤, 要等到几时呢?” 他们祷告的特征犹如旧约犹

太人的祷告: “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

呢? 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

流血的冤… 主啊, 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

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诗 79:10-12).  

 

由此可见, 当时地上圣徒的祷告是求神

伸冤  —  “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特指在地上迫害

圣徒的人, 当然包括审判这“兽”. 换言之, 在七年

灾难时, 召会在地上为“在位掌权者”的祷告(即

求神使他们秉公行义 , 使信徒“可以敬虔、端

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已经停止了. 这点暗示召

会已经被提, 不在地上了. 试想想, 若召会在七年

灾难时还在地上, 召会的圣徒岂不混乱, 到底是

要恳求神施恩帮助“在位的掌权者”, 还是恳求神

审判他们? 

 

(五) 24 位长老 

启示录以“24 位长老”来象征“在荣耀里

的召会”. 启示录 1-3 章论到召会, 4-5 章论到天

上的敬拜, 6-19 章主要论到七年灾难的人物或事

件. 值得留意的是, 使徒约翰描述完“现在的事”

【注: 启 1:19 所说“现在的事”是指有关召会的

事(启示录 2-3 章)】, 即发生在现今召会时代的

事, 他过后在启示录 4-5 章描述天上的情景, 而

我们就在 启 4:4 读到天上宝座的周围, 有 24 个

座位, 坐着 24 位长老【这点暗指召会时代结束

后, 召会便从地上被提到天上. 注: 天上的 24 位

长老是象征或代表召会, 参下文的讨论】.  

 

请留意, 在还未揭示灾难时期的事件之

前(意即 启 6:1 以前), 这 24 位长老已在天上, 这

点暗示灾难开始前, 召会已被提到天上. 此外, 当

天上接收无数“从大灾难中出来的圣徒”之前(启

7:14), 24 位长老也已在那里, 并告诉约翰有关这

一大群灾难圣徒的事情(启 7:11-14). 这点意味着

灾难圣徒并不属于召会的一份子, 可见召会当时

已在天上了, 没有经过七年的灾难. 

 

笔者注: 启示录第 4 章初次引介另外一类在天上

的“人物”  —  24 位长老. 从圣经整体的记载, 

在天上出现的“人物”只有天使、基路伯、撒

拉弗及其他特别的“活物”(参以西结书第 1

章); 然而, 只有在这里  —  在启示录 6 至 18

章记述的七年灾难时期, 在天上出现了 24 位

长老. 他们到底是谁? 最合理的解释是: 他们

代表被提的召会信徒(所有基督徒). 按此推

论, 召会信徒已在七年灾难前被提. 

 

 

(D) “灾前被提”的其他论据 

赖若瀚在《十步释经法》一书中列出赞

成召会将会灾前被提的另外五项论据: (注:下文

将赖若瀚使用的“教会”一词改为“召会”) 

 

1) 圣经应许召会将被救赎, 脱离神将来的忿怒

(帖前 1:10; 5:9). 这“将来的忿怒”正是启示录

所描述将要临到整个世界的空前大灾难. “忿

怒”一词在启示录至少出现 4 次(参 启 6:16-

17; 11:18; 15:1). 它在 启 6:16-17 第一次出现

时, 正描述这“忿怒”的普世性(启 3:10). 神怎

样可以按着祂的话, 使召会免受这样的忿怒

呢? 最直接的方法, 是拯救她脱离灾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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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召会将蒙保守“免去”受试炼的时候(启 3:10), 

而不是蒙保守“经过”或“度过”这试炼时期. 

这节经文虽是约翰写给当时的非拉铁非召会, 

但因为启示录第 2 至 3 章中的七个召会可以

代表着整体召会, 所以当中的信息可以应用

在历世的信徒身上. “蒙保守免去”(希腊文: 

têreô ek )一语在 约 17:15 下半节也有出现, 

在该处的意思明显是“主要保守属祂的门徒

不在那恶者里面(即脱离那恶者之

意)”. 祂同样也要保守信徒免去将

来那大试炼(指七年灾难)的时候. 

 

3) 旧约中罗得被拯救的故事(参 创 6

至 8 章, 19 章), 可作“神拯救义人

脱离神圣忿怒”的楷模. 他在灾难来临之前, 

蒙主保守“免去”忿怒的时刻【注: 旧约还有

一个预表: 以诺在洪水灭世之灾来临以前被

接去(被提), 预表召会被提, 脱离七年灾难; 

而挪亚经过洪水灭世之灾却蒙保全, 预表那

些在七年灾难中蒙神保守不至于死的信徒

(参 启 7:3; 12:14-16; 注: 这组信徒不是召会

或基督徒, 而是所谓的“灾难圣徒”) 】 

 

4) “教会”(召会)一词在启示录 6 至 18 章中并未

曾出现过, 可见“教会”(召会)不会出现在七

年灾难当中(已在灾前被提了). 至于那些在

大灾难中的圣徒(启 7:1-8, 9-14, 13:7), 是在

大灾难时候才信主的人, 并非现今召会时代

的信徒. 其实, “圣徒”一词可指“旧约的圣

徒”(诗 85:8), 也可指“新约的圣徒”(林前 1:2); 

而从启示录的记载可见, 也有所谓“大灾难的

圣徒”(故此, 我们需要分辨, 不可张冠李戴). 

 

5) 灾后被提论(Post-tribulationism)认为召会必

须经过七年灾难, “信徒(召会)被提”与“基督

的显现”这两件事, 将会在七年灾难后“基督

再来”时紧接着发生. 赖若瀚解释道: “(召会)

被提” (指主再来的第一阶段; 参 约 14:1-14; 

林前 15:51-58; 帖前 4:13-18)与“主的降临”144 

                                                           
144  按圣经的教导, 主再来其实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

段是“主为召会 /圣徒而来”(Coming for His Church / 

Saints), 即所谓的“召会被提”(在这阶段, 主只来到空中, 

(指主再来的第二阶段 ; 参  亚 14:1-21; 太

24:29-31; 可 13:24-27; 路 21:25-27; 以及 启

19:11-21)显然是两件不同的事. 在“主的降

临”(指主再来的第二阶段)的经文中, 多数提

及一些主再来之前预先会发生的事. 但“被

提”却是非常突然的;145 而且在描述“主的降

临”(指主再来的第二阶段)的经文中, 没有明

显地论及“信徒被提”或“信徒复活”的事. 可

见它们应该是两件不同的事.”146 

 

马有藻在《新约概论》中写

道: “启示录… 除了 2 至 3 章有论教

会(召会)的实况外, 并不多论教会, 

因作者在论教会时, 是从实际应用

方面下笔 , 不过他颇强调教会合一的观念 (启

1:12,20), 如基督向教会说话是向整体而说(启

2:7,11,17,29;  3:6,13,22), 教会是羔羊的妻(19:7-

8), 在启示录 3:14 至 22:16 之间, ‘教会’一字没有

出现, 暗示教会已提到天上去(参 启 2:25; 3:10-

11), 而二十四位长老就是代表教会(启 4:4).”147 

 

 

 

 

 

 

 

 

                                                                                               
没有回到地上, 此事发生在七年灾难开始前); 第二阶段

则是“主与召会/圣徒同来”(Coming with His Church / 

Saints), 即某些人所谓的“主的荣耀显现”(在这阶段, 主

同召会回到地上, 此事发生在七年灾难结束时). 务须留

意的是, 赖若瀚与一些学者使用“主的降临”(the Coming 

of the Lord)来专指“主再来的第二阶段”(犹 14 和 启 1:7

用“降临”一词正有此意). 但事实上, 圣经也用“主降临”

来指“主再来的第一阶段”(例如 帖前 4:15; 帖后 2:1), 所

以我们不能说“主的降临”一语肯定单单指主再来的第

二阶段. 我们必须按上下文来决定其意是属哪个阶段.  
145   主的再来是“突临性”(imminent)的, 这与信徒要

在灾难前被提互相吻合(参 约 14:2-3; 林前 15:51-52; 腓

3:20; 西 3:4; 帖前 1:10; 提前 6:14; 雅 5:8; 彼后 3:3-4). 
146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 第 420 页. 
147   马有藻著, 《新约概论》(台北: 中国信徒布道

会, 1999 年修订版), 第 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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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另三种被提的观点 

 马有藻在《将来必成的启示  —  末世神

学概要》一书中, 提出另三种关乎“召会被提”的

观点和论据, 并给于以下评论.148 

 

(a) 灾后被提论 
 

此论认为召会被提是在灾难期结束时(意

指召会必经过灾难期), 主要的论据有七: 

 

1) 此论认为启示录的三系列灾祸 (七印、七

号、七碗)都是同时发生的(concurrent), 并非

逐一的(consecutive), 而 启 14:3 的赞美(“他

们在宝座前, 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 彷

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

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是指灾难末期

被提后在天上所唱的赞美诗. 

 简评: 此论点忽略“长老”(象征召会)早已

在天上, 参 启 4 和 5 章) 

 

2) 此论认为 启 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

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

的试炼 .”)的 “免去 ”并非指 “免去 ”或 “离

开”(脱离), 而是保守“度过”之意. 

 简评: 此论点硬将“免去”强解成“度过”, 

是缺乏圣经的根据. 马有藻评述道: “ ‘免

去’ (希腊文: ek )是出埃及之‘出’字的意

义,149 指完全离开, 不用经历, 这是神保

守信徒的方法(免去). 希腊字 ek 是‘离开’, 

不是‘度过’, 此字多译作‘脱离’, 如  约

12:27; 17:15 作‘脱离’;150 路 23:53 (从); 彼

前 1:3 (从); 罗 6:4 (从); 徒 15:29 (不犯); 

西 1:13 (脱离); 来 5:7 (免); 启 7:14 (出), 

从没译作‘度过’, 因为没有此意.”151 

                                                           
148   马有藻著, 《将来必成的启示  —  末世神学概

要》(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2 年), 第 39-47 页. 
149   按希腊文法, 当希腊字 ek 联于母音(vowel, 即

a、e、i、o、u )时, 就必须写成 ex , 例如 exodos . 
150   约 17:15: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

守他们脱离(希腊文: ek )那恶者(或作: 脱离罪恶).” 其他

译作“脱离”的经文有: 徒 12:11; 罗 7:24; 加 3:13; 译作

“离开”的经文有: 可 7:26,29 等等. 
151   马有藻著, 《将来必成的启示》, 第 38 页. 希腊

字 ek / ex {G:1537}字义是: (1) 从…出来(强调起源, 也

3) 此论引证 帖前 4:16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

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

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并认为这节的号筒与 林前 15:52 的号筒相同, 

是指灾难时期结束、复活及被提的号筒吹响.  

 简评: 这论点忽略号筒有多次吹响(林前

15:52 是“末次吹响”), 因此 帖前 4:16 与 

林前 15:52 的号筒不是同一次的号筒. 

 

4) 此论坚持说  帖前 4:13-16 的复活就是  但

12:1-2 的复活, 发生在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  

 简评: 此论点忽略“在基督里”一词的专用

法(是专门用来指基督徒或召会). 换言之, 

帖前 4:13-16 是指基督徒的复活(参 帖前

4:16: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不过 但

12:1-2 却是指旧约圣徒的复活, 两者不是

同一组人. 

 

5) 此论宣称 帖前 4:16

的“与主相遇”并非

到天家去 , 其实是

回到地上来.  

 简评: 这点没有

圣经根据, 同时也忽略 徒 28:15 的“相遇”

与 帖前 4:17 的“迎接”(按字义可译作“与

我们相遇”)在原文是同一字. 徒 28:15 正

符合这现象, 罗马信徒出来迎接保罗(可

代表主从天来到半空迎接召会), 后与保

罗同归罗马(可代表信徒与主归回天家). 

 

6) 此论宣称 太 24:31 (“祂要差遣使者, 用号筒

的大声, 将祂的选民, 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天

那边, 都招聚了来.”)的“选民”是指召会, 而这

节的“号筒”是指召会被提时吹响的号筒(如 

帖前 4:16; 林前 15:52).  

                                                                                               
可用来指脱离、免去); (2) 出于(强调来源); (3) 因为/为

了/由于(强调原因、缘由); (4) 借着(强调成就某事的方

法). 根据《精读圣经》的原文字典, 这字在新约中出现

761 次(没有一次译作“经过”或“度过”). 根据潘秋松所著

的《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第 974 页), 希腊字 ek 联于

其他字共出现 914 次, 也从没译作“度过”. 事实上, 新约

圣经译作“经过” (pass through)的希腊字是 dierchomai 

{G:1330}, 例如: 路 19:1,4; 约 4:4; 徒 18:23; 19:1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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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评: 此论点忽略 太 24:31 的“选民”是指

犹太民族(因这段经文的选民[太 24:22,31]

是与守“安息日”有关的[太 24:20], 而外

邦的基督徒是不守安息日的, 与之无关. 

 

7) 此论宣称圣经中有甚多儆醒等候的劝勉, 表

示基督徒要在灾难中站立得稳, 信心坚固(徒

14:22; 彼 前 5:9,10; 也 参  约 16:33; 来

10:32,33), 至死忠心(启 2:10), 勿求逃脱灾难.  

 简评: 这论点将基督徒在今生今世所遇

到的灾难(特指初期召会[第一和第二世

纪, 如 启 2:10]以及历代以来的基督徒所

遭遇的各种灾难或苦难), 与“末世灾难”

混为一谈.  

 

马有藻另外提

出几个反对此论点的

圣经根据, 例如: 

 

1) 灾后被提论其实

可算出主再来的日子(指主再来以结束灾难

的日子), 如 启 11:2-3 的“42 个月”及“1,260

日”后便有主的再来. 这样便与“那日子、那

时辰 , 没有人知道 ,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太 24:36)相违, 有所冲突了. 对于这点, 

灾后被提论者(或称: 灾后被提派)便将“42 个

月”和“1,260 日”解作召会(教会)时期, 但这样

一来问题更多: (a) 这是牵强的灵意解经(必

须先回答为何数字 42 与 1260 代表召会?); 

(b) 这解法把 “敌基督在地上肆虐 42 个

月”(启 13:5)解作“召会时期之逼迫召会的力

量”, 而非指某个特定人物; (c) 若接受此解法, 

数字 42 和 1260 根本没有一致的特定意义. 

 

2) 那 24 位长老是谁? 灾后被提论面对此问题

时头痛不堪, 左右为难: 因为若这 24 位出现

在天上的长老代表旧约及新约圣徒/信徒(即

历代信徒), 那便表示他们已被提到天上去了, 

这样一来, 灾后被提论就不能成立. 故此, 不

少赞成“灾后被提论”的人便“被逼”硬将 24

位长老解作“天使”. 但这又产生进一步的难

题, 因为天使不会坐在宝座上、头戴冠冕(得

胜者的冠冕)、高唱救恩之歌(参 启 4:4; 5:9). 

3) 太 25:32-46 的“绵羊、山羊被分开”的比喻表

示不信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另参 约 3:3). 若所

有圣徒或信徒都在灾后被提, 不信者全被审

判, 然后这些被提的信徒带着荣耀不朽的身

体回到地上 , 他们就不会娶嫁生子(参  太

22:30).152 那么, 地上的弥赛亚国当中的人口

如何多起来! 简之, 灾后被提论表示所有信

者全部同时被提, 不信者全被审判, 然后所有

信者带着荣耀的身体进入弥赛亚国; 若是这

样 , 又怎么会有“百岁死的仍算孩童”(赛

65:20)这类的预言呢? 

 

 

(b) 灾中被提论 
 

此论认为召会被提是在灾难期之中发生

(意即召会经过灾难期), 支持的论据有五: 

 

1) 此论认为 启 11:12-13 的两个见证人代表召

会, 他们在灾难中期殉道, 过后复活被提上天. 

 简评: 马有藻强调, 这两个见证人不能代

表召会, 因一来释经原则不容许(指上下

文没有表明这两个见证人是召会, 并且

这样的解释与许多其他经文不一致, 例

如那象征召会的“24 位长老”在灾难开始

前已在天上), 二来不是每位信徒都能行

神迹(注: 没有任何召会的信徒行过“火从

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之类的神迹, 启

11:5-6), 三来不是每位信徒都为主殉道. 

若这两个见证人代表召会, 召会的全部

信徒将会死完. 

 

2) 此论认为 启 3:10 的“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是免去后三年半的灾难. 前三年半称为“人的

忿怒”, 即敌基督的肆虐(指首四印灾), 地上

的人都要度过这前三年半; 后三年半称为“神

的忿怒”, 信徒可免去, 等到召会被提后, 神便

将忿怒倾倒下来. 

 简评: 将“忿怒”这段灾难时期分成“要度

过”(前一半)和“可免去”(后一半)两部分

是全无圣经凭据的. 

                                                           
152   被提时已死的信徒要先复活, 太 22:30 说: “当

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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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帖前 5:9 说: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原

文作: 神不是预定我们面对忿怒), 乃是预定

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灾中被提论

认为这节所说的“忿怒”是指后三年半的灾难. 

 简评: 与上述第二点的简评相同. 

 

4) 启 14:3 说: “他们在宝座前, 并在四活物和众

长老前唱歌, 彷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

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灾中被提论指这“144,000 见证人”在天上唱

新歌, 表示他们已被提, 然后才有 启 15-16

章的七碗灾(发生在后三年半). 

 简评: 马有藻指出, 启 14:3 是预言, 也是

“预写法”, 预写(预先写下)主耶稣已回来

地上. 这节把主再来所发生的事放在这

里, 是因启示录 13 章记载敌基督的大逼

迫, 大逼迫后, 信神的人必能在耶稣基督

的国里唱救恩之歌.153 值得注意的是, 这

144,000 见证人并非在天上唱新歌, 因 启

14:1 说: “我又观看, 见羔羊站在锡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羔羊(耶稣基督)

是站在地上的锡安山, 这 144,000 见证人

是同祂在一起, 即同在地上的锡安山.  

 

此外, 启 14:2-3 说: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

音, 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

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 他们

在宝座前, 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 

彷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

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那在地

上的“144,000 见证人”是“学这歌”, 而非

“在天上唱新歌”. 有者认为“锡安山”可象

征“天堂”(heaven). 针对此看法, 艾伦(Jim 

Allen)指出圣经中没有用“锡安山”来象征

天堂的例子(连诗篇里也没有). 启 14:2 记

述约翰听见有声音

“从天上”出来(out of 

heaven), 这点表明约

翰与 144,000 见证

人都不在天堂. 他们

已蒙拯救脱离敌基

                                                           
153   马有藻著, 《将来必成的启示》, 第 41 页. 

督的魔爪, 并在羔羊来到地上设立祂的

国度时, 与羔羊同享胜利.154 

 

5) 此论认为召会被提并非随时可发生的, 有很

多预兆必先应验才有被提: 如 太 24:14 (注: 

灾中被提论把这节误解作召会被提)之前有

七大预兆, 和 帖后 2:4 的圣殿重建及敌基督

亵渎圣殿. 

 简评: 事实上, “召会被提”是没有先兆的

预言, 可是“主再来回到地上”却有. 若按

“灾中被提论”, 有关召会被提的时间是可

计算出来的. 但这点肯定与主耶稣自己

的教导相违(太 24:36: “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换言之, 灾中被提论并不正确. 

 

(c) 部分被提论 
 

“部分被提论”(Partial Rapture)亦称“得胜

被提论”. 这论点表明召会被提的重点不在时间, 

乃在被提的人, 意指不是每个信徒都可以被提, 

只有“儆醒”、“等候”、“爱慕”主再来而过圣洁

生活的人(基督徒)才可被提, 所以此论也被称为

“部分被提论”、“多次被提论”. 此论主张在灾难

时期开始后, 谁在何时得胜便在何时被提, 正如

水果在树上何时熟透, 便何时可被采摘一样. 此

论的支持论据有四:  

 

 

 

 

 

 

 

 

1) 路 21:36 说: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

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

子面前.” 此论强调只有“时时警醒, 常常祈

求”的基督徒能够被提. 

 简评: “儆醒、等候、爱慕、圣洁”都是基

督徒生活的态度, 不是能否被提的条件.  

                                                           
154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7), 第 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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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腓 3:20 说: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

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简评: 这节经文仅是表明基督徒应有的

生活态度  —  等候主耶稣从天降临. 但

它并没有说不等候的基督徒将不会被提. 

 

3) 提后 4:8 说: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

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

给我的; 不但赐给

我, 也赐给凡爱慕

祂显现的人.”  

 简评: 这节经

文仅是表明

有公义的冠

冕要赐给凡爱慕主显现的人, 但它并没

有说不爱慕主显现的基督徒将不会被提. 

 

4) 多 2:13 说: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

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简评: 这节经文仅是表明基督徒应等候

主耶稣的显现, 但它并没有说不等候的

基督徒将不会被提. 

 

马有藻正确指出, 召会是一个身体, 肢体

虽多, 身体仍是一个(林前 12:20), 是一个整体的

观念, 不能分开. 不能一些可以被提, 有些经历灾

难时期, 有些则不用经历. 新郎(主耶稣)来到时, 

不会迎接“部分新娘”.【试想想, 看到一部分所

爱的信徒在地上受尽痛苦、羞辱和逼迫时, 主耶

稣基督和另一部分已在天上的信徒如何能欢喜

快乐呢?】  

 

马有藻进一步评述道: “信徒不得胜便没

有被提, 但得胜的标准在哪里? 谁可作决定? 若

没有得胜, 那么当主再来时, 部分信徒被提, 部分

则不被提, 被提的意义似乎没有了.” 此外, 多次

被提论其实不知道要把基督台前的审判放在哪

里, 结果又要灵解这审判, 或变成有多次在基督

台前的审判. 最后, 马有藻总结说: “多次被提的

‘先被提者’要在天上等候‘慢被提者’, 然后一同

与主回来地上, 是一个很滑稽兼荒谬的结论.”155  

                                                           
155   马有藻著, 《将来必成的启示》, 第 46-47 页. 

(F)   再思“部分被提论” 

事实上, “部分被提论”认为只有得胜的信

徒才会被提, 软弱或退后的信徒则需经过灾难. 

但圣经教导我们, 软弱的哥林多信徒(林前 3:1, 

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也能被提, 因为论到

被提, 保罗说: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
变”(林前 15:51). “我们”一词包括了写信人保罗

和收信人哥林多召会里所有的信徒, “都要改变”  

—  “就在一霎时, 眨眼之间,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

候; 因号筒要响…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死的总

要变成不死的”(林前 15:52-53). 活着的信徒(无

论是刚强或软弱的信徒), 他们的身体都要改变, 

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帖前 4:17).  

 

有些学者提出“得胜者”会在七年灾难前

被提(或是“后三年半的大灾难”之前被提), “不得

胜者”则会经过部分或全部的灾难. 他们被灾难

磨练而活出得胜的生活之后才被提.156 艾伦(Jim 

Allen)反对这看法, 其主要理由如下:  

 

1) 此看法把信徒分成两组人或两种等级的人. 

我们承认有些信徒可能会是‘属灵’或‘属肉

体’的(林前 2:14-3:4), 但圣经在其他地方从

没有暗示信徒可分为‘得胜者’和‘不得胜者’

两种等级.  

2) 启示录给于得胜者的应许, 其实是所有信徒
共同享有的产业; 例如, 第一个应许 ‘吃乐园

中生命树的果子’(启 2:7), 这是象征享受永

生(启 22:2)【再举一例: 启 2:11 应许说: “得

胜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这应许是给所

有信徒的, 无论他们是属灵或属肉体的 (约

3:16: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难以想象“不得胜”的信徒受第二次死的

                                                           
156   七年灾难中的考验和苦难是难以想象的严厉可

怕, 撒但和敌基督的迫害程度更是何等的激烈. 许多人

将会受迷惑, 或无法忍耐到底, 甚至主耶稣说: “若不减

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

(指属地的选民以色列人), 那日子必减少了”(太 24:22). 

平日不好好爱主的信徒, 在那种极度迫害和可怕灾难中

能更加爱主, 活出得胜的生命, 这点实令人怀疑. 正因此

故, 主耶稣不要召会信徒面对七年的灾难, 祂要来“救我

们脱离将来的忿怒”(帖前 1:10), 祂“必在普天下人受试

炼的时候, 保守你(召会)免去你的试炼”(启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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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 Rogers 
 

害  —  “被扔在火湖里; 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

死”(启 20:14) 】 

 

此论误解了所谓“得胜者”(overcomer)的

真正意思 . 这字的动词“得胜”(希腊文 : nikaô 

{G:3528} )在新约圣经中出现 28 次, 其中 25 次

出现在使徒约翰的书信中(另外 3 次则是在 路

11:22; 罗 3:4; 12:21). 需要留意的是, 约翰用语中

的“得胜”(overcoming)一词等同于保罗用语中的

“相信”(believing)一词, 证据是在 约壹 5:4-5: “因

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
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显然, “得胜者”一词是用来指地方召会中

的真信徒. 我们承认信徒有失败和软弱之处, 正

如我们从以弗所或老底嘉的召会所看到的; 但

“真信徒”的信心是真实与活泼的. 在一切考验和

苦难中, 他们只要继续相信(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就得胜了.157     

 

 

(G)  结论 

马有藻在《将来必成的启示  —  末世神

学概要》中贴切评述道: “信徒的通病是一句话

前后矛盾, 仍懵然不知: ‘主耶稣会今日明日、随

时随地回来. 我们要努力传福音, 因为福音传遍

天下, 主耶稣便回来.’ 前半句说主再来是‘随时

刻性’, 后半句则要待福音传遍天下主才回来, 是

‘非随时刻性’. 但若对被提有正确的概念与认识, 

我们便可协调这表面上有矛盾之处.”158 

 

 在被提方面有正确的概念与态度是极其重

要的. 有者如洪鼎翀出于善意的劝告, 说: “最佳

的态度是: 盼望灾前被提, 预备灾后被提”.159 他

                                                           
157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7), 第 69-70 页. 
158   马有藻著, 《将来必成的启示》, 第 36 页. 
159   洪鼎翀著, 《末日浩劫: 从现今局势看敌基督的

出现》(柔佛新山: 人人书楼, 2014 年第二版), 第 295-

297 页. 注: 此书提供许多好资料, 但其 26 章论到“灾前

被提论的起源”却有值得怀疑与必须重审之处. 

指出“灾后被提”比“灾前被提”所该作的准备是

更多的, 万一不是“灾前被提”, 基督徒岂不是在

经过灾难时束手无策? 此看法导致不少牧师或

传道人开始教导基督徒如何为大灾难作好准备, 

包括买地学习种植, 因为灾难时期不愿接受兽印

之人是无法做买卖的(启 13:16-17), 需要自供自

足. 结果, 不少基督徒开始为度过灾难时期而忙

于各种筹备工作, 不专心传扬福音. 此错误看法

也使一些基督徒失去平安, 因他们时常担忧自己

无法成功度过灾难时期, 或因软弱受了兽印而失

去天国的福气, 甚至担心失去救恩. 

 

 最后, 让我们以罗杰斯

(Ebenezer W. Rogers)的提醒作

为总结: “你是否想过, 为何保

罗从不指示圣徒应该怎么做, 

来面对死亡或将来地上的灾

难? 他总是鼓励他们等候基督  

—  ‘直等到祂来’(林前 11:26), 

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与众不

同的盼望. … 我们的盼望不可与以色列的盼望

混为一谈. … 我们的盼望是完全没有指定的时

间或伴随的预兆, 而以色列的盼望却有预兆. 在

马太福音 24 章, 主亲自指明祂回来以前将会发

生的种种事件, 但主在 约 14:1-3 论到祂给基督

徒的盼望时, 却没有提到任何预兆. 祂没有说什

么时候回来, 只把他们留在不断期待的状况下…  

 

“我们是否已失去‘召会被提’这个荣耀的

盼望? … 又是否我们被属地事物缠身, 不再切慕

主的再来? 我们是否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

救者, 要降临‘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忿怒’? (帖前

1:10; 注: 这节的‘忿怒’在希腊文是 orgê , 有时译

作‘烈怒’, 是指末日的七年灾难, 参 启 6:16-17; 

14:10; 16:19) 我们是否忘了‘神不是安排我们遭
受忿怒 (指末世七年灾难), 乃是要借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得着拯救’? (帖前 5:9 原文直译; 《新

译本》也注明‘刑罚’原文作‘忿怒’) 我们不该容

许任何事物使这荣耀盼望变得模糊暗淡.”160   

 

                                                           
160   E. W. Rogers, The Revelation and Future 

Events (UK: Precious Seed Magazine, 1971), 第 10-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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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十六) 

敌基督的显现 
 

(A) 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 

按照 帖前 4:13-18, 圣徒“被提”, 要与主

相遇在空中(或称“主为圣徒来”), 过后也要与祂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也称“主同圣徒来”). 但在这

两件大事之间, 天上地上都有重大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过程被详尽地描述在启示录里, 

从第 5 章的末了, 即圣徒围绕着神的宝座, 直到

第 19 章, 即圣徒如天军一般前来, 随伴着那位被

称为“万王之王 , 万主之主”的主耶稣前进(启

19:16), 来审判全世界.    

 

在地上, 离经背道的事(apostasy)目前受

到拦阻和限制, 因为许多神子民(基督徒)仍在地

上为主作见证, 而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灵的

内住, 神的灵(圣灵)也着他们继续地使人知罪, 

遏制邪恶. 可是召会被提(基督徒离开地上)之后, 

离经背道的事得以通畅无阻地全面发展, 并以大

罪人(the man of sin)的出现和操控世界而达到顶

点; 这也就是 帖后 2:7 所表明的: “因为那不法的

隐意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

拦阻的被除去.” 

 

当召会被提到天堂, 那拦阻罪恶全面爆

发的最后障碍已被移除; 那时, “那时这不法的人

必显露出来”, 可是最终(在七年灾难结束时, 主

耶稣要亲自降临),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帖后 2:8).  

 

 离经背道和不信不虔之政治的强大潮流

已经来临, 唯有那些“与耶和华亲密相交之人”已

蒙祂的话(圣经)所警戒, 晓得这离经背道的特征. 

它以自由解放(liberty)来伪装, 在这种情况下, 它

是与基督信仰相对互敌的; 当那些持守真理和为

真理作见证的人已被移除, 不敬不虔的兽(beast)

也将会转换立场, 最终吞灭那象征假冒的基督教

界(professing Christendom)之大淫妇(启 17:16).  

 

 关于这不法之事(lawlessness)的大爆发, 

我们在此不谈它的细节; 只是要强调一点, 有两

大丑事将会达到顶点, 并被主所审判. 首先是假

冒的基督教界(或译“基督教世界”), 即在启示录

被称为“奥秘哉! 大巴比伦, 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

可憎之物的母”(启 17:5). 主对她的审判是: 第一, 

政治权势  —  那兽(即敌基督)  —  的压迫和仇

恨(启 17:16); 第二, 从天而降的复仇(启 18:1-8). 

 

 其 次 是 强 大 的 政 治 联 盟 (political 

confederacy). 它被敌基督(antichrist), 或称“大罪

人”所领导. 此人将“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

的”(帖后 2:4), 并且

自称为神 , 被多国

多民所敬拜 , 也受

背道的以色列人奉

为弥赛亚 . 他会杀

害一切不肯接受他

的印记的人 , 但他

最终会被主耶稣所

消灭, 就是当主耶稣亲自同圣徒而来的时候. 那

时, 主耶稣将拯救和赐福以色列忠信的余民, 并

设立祂的国度(千禧年国, 即进入了天国时代). 

 

 

(B) 召会是否会经过七年的灾难？ 

 一个常被提出, 备受讨论的问题是: “召

会是否会留在地上, 经过这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审

判? 还是会被神从地上移到天上, 不经过这灾难

和审判呢?” 

 

首先, 我们要声明在灾难时期, 地上肯定

还有“圣徒”(saints), 他们为主作见证而受苦, 甚

至被杀. 如果这些圣徒不是召会(指普世性召会

的一分子), 他们又是谁呢? 要回答此问题, 首先, 

但 12:1 告诉我们, 他们是“你(指但以理)本国之

民”(the children of thy people, 可直译为“你本国

子民”; 《新译本》作“你同胞”). 但 12:1 也记述: 

“你本国的民中, 凡名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 整

本但以理书是谈论外邦人在地上掌权的时期,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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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人在此时期被掳, 受到欺压, 而但以理书所

预言的事是“直到末时”(KJV: the time of the end, 

但 12:4)  —  预告但以理的同胞子民(指以色列

人)最终的灾难, 并他们蒙主拯救, 就是主将再临, 

报应那些欺压迫害他们的敌人.  

 

至于从弥赛亚(基督)被剪除, 直到祂再临

统治全地的这段时期(即所谓的“召会时代”或

“恩典时代”), 但以理的预言越过了这整段时期, 

使到我们现今这段属于“插句”(或作“间隔”)的时

代(parenthetic dispensation)没有出现在但以理书

的预言中. 因此, 整本但以理书所论到经过这些

灾难事件的“圣徒”(saints), 就不是基督徒, 而是

犹太人. 他们必得拯救, 因主将会降临审判他们

的仇敌. 他们也将在以色列地蒙主赐福. 

 

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 24:15-31 所说的话

也与上述论点完全相符一致. 这整段经文是论到

那将发生在犹太地的灾难(太 24:15-16); 我们在

此看见一群蒙神拣选的余民(太 24:24 译作“选

民”),161 他们不被撒但假冒的基督所欺骗; 因为

假基督无法欺骗那些知道真理的人. 这些余民

“必得拯救”(但 12:1), 指在肉身上得蒙拯救, 也为

了此目的, “那日子(灾难的日子)必减少了”. 

 

上述这些言

词语句都不适用在

召会身上; 因为我们

被预定得着属天的

福气, 而非地上的产

业, 所以我们不会以

“肉身活着”来得着拯救. 我们得救是靠死而复活, 

或靠我们必朽的身体改变成不朽之体. 此外, 那

些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 “就在一霎时, 眨眼之

间”(林前 15:52), 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所以是

不可能被人迷惑, 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

在那里”(太 24:23). 不过, 这样的试探可能会吸

引那些在地上等候得着拯救之民(特指以色列

民); 他们在肉身中, 期望脱离残暴的欺压者. 

                                                           
161   太 24:24 在《和合本》译作: “倘若能行, 连选

民也就迷惑了.” 但其原意是如《新译本》所译的: “如

果可以的话, 他们连选民也要迷惑.” 

神在每一个时代都会为自己留下见证人, 

即使在(七年)灾难和离经背道的日子当中, 祂也

肯定会为自己留下忠心的见证人; 不过, 他们见

证的特征是与召会的见证有所不同. 召会是见证

神的恩典, 但那与摩西和以利亚相似的, 则是见

证神的审判. 这就是启示录 11 章那“两个见证

人”所作的见证之特征. 火从他们的口出来, 烧灭

他们的仇敌. 请比较 启 11:4 与 路 9:54-56.  

 

这样强烈的对比是个决定性的凭据, 证

明“神悦纳人的禧年”(the acceptable year, 路 4:19)

到了那时(启示录两个见证人出现的时候)已经

结束, 已经开始一个新

的时期; 与此严谨相符

一致的, 是 启 6:10 所记

载有关殉道余民的祷

告,162 显示了一个与殉

道者司提反完全不同

性质的祷告(徒 7:60).163  

 

 再者, 关于“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有永远

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启 14:6-7), 这是一

个强有力的可能性证据, 证明内住在召会里的圣

灵在这之前已经离开了地上(指召会被提  —  离

开地上, 升到空中与主相遇时, 住在基督徒里面

的圣灵也跟着离开地上, 编译者按). 

 

 

(C) “插句式的时代”  —  召会时代 

 一些人士坚持说, 在主为祂圣徒而来(指

七年灾难前召会被提)和祂与圣徒同来(指七年

灾难结束时主的再临)施行审判之间, 并没有间

隔(interval), 并根据此结论来推论说基督第二次

再临仅是一个事件(而非上述两个事件: 1.主为

圣徒而来, 2.主与圣徒同来).164 他们辩驳说, 上述

两个事件之间若有间隔, 那么就有两个“主第二

                                                           
162   启 6:10: “(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

灵魂)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住在地

上的人, 给我们伸流血的冤, 要等到几时呢?’ ” 
163   徒 7:60: “(司提反)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

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 就睡了(指死了)…” 
164   有关主再临的两个阶段, 请参“候主再临”(第三

项),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候主再临/.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候主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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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再临”; 而如果有圣徒在召会被提后殉道并复

活, 那么就有两个“头一次的复活” (参 启 20:5) 

 

 第一眼看过去, 这论点看似确凿, 但我们

若对预言性的经文之性质有少许了解的话, 我们

就不难发现这论点看似合理, 却是谬误的. 当我

们观赏一个广泛的景观时, 前景中的那些物体若

是远在一英里之外, 彼此相隔又不远的话, 它们

看起来就好像连在一起; 例如在远方的几座山峰, 

可能彼此相隔几公里, 但它们看似一座山峰, 或

好像连在一起.     

  

同样的道理, 预言中的几个事件也是如

此(指不同事件看似同一事件). 在旧约圣经, 有

关“基督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彼前 1:10-11)这两

件事, 几乎总是被预告为“得荣耀”会紧接着“受

苦难”. 旧约圣经没有提到这两大事件之间的间

隔 时 期   —  插 句 式 的 时 代 (parenthetic 

dispensation, 指加插在两者之间的“召会时代”), 

而这时代在主被拒绝(被钉十架)直到祂第二次

荣耀的降临, 已延伸将近两千年了. 只有从新约

圣经中, 我们才清楚分辨原来是有所谓主耶稣

“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 不过对旧约圣经

而言, 这两件事看似同一事件. 对一些人而言, 这

点看似奇怪的事, 但事实确是如此.  

 

 关于这方面的证据, 请看诗篇 22 篇. 那里

论到十架的苦难(诗 22:1-21), 紧接着就是荣耀的

国度(诗 22:22-31); 也参 以赛亚书 52 章, 第 14

节说“他(指主耶稣)的面貌比别人憔悴”, 但接下

去的第 15 节却说“君王要向他闭口(指君王要对

他的荣美深感惊讶 , 甚至达到哑口无言的地

步)”.165 再参 以赛亚书 61 章, 第 2 节说: “报告耶

和华的恩年,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请注意, “报

告耶和华的恩年”与“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在此是

紧密相连的(看似紧接下来发生的事件); 可是在

拿撒勒的会堂里, 主耶稣自己向百姓阅读引述这

节时, 刻意停在“悦纳人的禧年”(意即以赛亚所

谓的“恩年”), 就把书卷起来(路 4:19-20), 因为祂

知道“神报仇的日子”已经展延(或说将会展延一

段很长时期), 原因是神那长久忍耐的宽容(彼后

3:9: “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

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同样情况发生在撒迦利亚书 11、12、13

和 14 章. 这些经文在很多方面详细论到基督的

受苦; 同时也预告以色列的恢复、他们整体国民

归向主、不信的帕子被除去(比较 林后 3:16)等

等为紧接下来的结果. 但事实上, 这些事件是在

将来才会发生的, 虽说以“30 块钱作为工价”(亚

11:12-13; 比较 太 27:3,9, 指主耶稣被人以 30块

钱出卖)和“击打牧人”(亚 13:7; 比较 太 26:31, 指

主耶稣被击打)早已在 1,800 年前成就了.  

 

                                                           
165   马唐纳对这两节的注解是: “祂(主耶稣)第一次

降世的时候, 许多人因祂受沉重之痛苦而极为惊奇. 祂

的面容枯槁、祂的身体憔悴, 难以辨认为人. 但当祂再

次降临的时候, 人必对祂荣耀的灿烂感到吃惊. 外邦君

王看见祂未闻的荣美, 必哑口无言; 那时他们必明白到, 

各各他山上谦卑的人子是王王之王, 万主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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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总结 

 我们还可列举很多例证, 不过我们认为

上述例证足以让我们明白, 并且不再希奇为何基

督再临(按旧约圣经来看)是一个事件, 却可分为

两个部分(阶段), 两个阶段之间有一个长达 7 年

的间隔, 而 7 年对圣经预言的计算并非很长时间.   

 

 

 

 

 

 

 

 

 

 

 

 

 

至于所谓“两个头一次的复活”(参  启

20:5-6), 人们会有这看法是因为没有看清这“头

一次的复活”(原意为“第一类的复活”)是包含所

有“复活得永生”之人, 包括基督作为初熟的果子

(林前 15:23);166 也有一些人紧随着基督复活后

也复活起来(太 27:52-53);167 然后是召会(死了的

                                                           
166   林前 15:22-23: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 在

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 在祂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

的.” 这节表明基督复活以后, 还有许多人要“按着自己

的次序复活”, 证明“复活得永生”不是一次性的事件. 
167   太 27:52-53 也能译作: “到耶稣复活以后, 坟墓

也开了, 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他们从坟墓里出

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对于这一组的复活者, 赫

丁(John Heading)评述道: “这复活是发生在‘到耶稣复活

以后’, 而不是祂死后立刻发生. 我们在此看到的是‘睡

了的圣徒’(指死了的圣徒)复活的‘缩影’(miniature). 主耶

稣是复活初熟的果子(第一个复活的), ‘但各人是按着自

己的次序复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林前 15:23)… 在这

之前复活的如耶鲁的女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和拉撒

路, 他们复活后还会自然的死去, 所以与 太 27:52-53 的

这组复活者不同. 我们认为这组复活的圣徒是真的身体

复活, 纵然圣经没提到他们如何进入天堂. 他们是基督

徒在召会被提时复活的先兆.” John Heading, “Matthew”,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2),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4), 第

400-401 页(注: Lewis S. Chafer 也赞同此解法). 无论如

基督徒要先复活, 帖前 4:16)、旧约的圣徒(但

12:1-2)168、启 11:11-12 的两个见证人; 最后是所

有给耶稣作见证, 并为神之道被敌基督斩首的群

体(比较 启 6:9-11 和 20:4), 他们也都要复活. 这

些人都是属于“头一次的复活”(原意为“第一类

的复活”, 指义人的复活, 是“复活得生”; 与之相

对的则是“第二类的复活”, 指恶人的复活, 是“复

活定罪”, 参 约 5:28-29; 但 12:1-2169 ).170 

 

 

 

 

 

 

 

 

 

 

 

 

 
  

                                                                                               
何, 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在 太 27:52-53 中复活的圣徒之

情况与耶鲁女儿和拉撒路一样, 复活后还会自然死去. 
168   旧约圣徒在何时复活? 有者认为他们是在召会

被提时一同与基督徒复活升天 (持此看法的有 : John 

Ritchie、William Rodgers、H. A. Ironside、T. Ernest 

Wilson ); 有者则认为是在七年灾难结束时, 与灾难圣徒

一同复活(持这看法的有: William Hoste、Jim Allen, 参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608-609 页). 笔者认为第二个

看法可能性较高(虽不排除第一个看法), 因为: (1) 林前

15:23 所谓的“那些属基督的”是包括新旧约所有时代的

信徒. 但论到被提时的复活, 帖前 4:16 不是说“那些属

基督的”要复活, 而是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在基督里的人”一词专指新约的基督徒; (2) 旧约圣徒

(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等等)是直接与天国

(创世以来的国)有关, 所以较可能在主设立天国前复活.  
169   约 5:28-29: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

见祂的声音, 就出来: 行善的, 复活得生; 作恶的, 复活定
罪”; 但 12:2: “睡在尘埃中的, 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
永生的, 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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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Shall 

that Wicked be Revealed” (Chapter 12),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370-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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