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字句叫人死?  
 

记得曾与某个信徒谈到我们要遵守召会真

理如受浸、守主的晚餐(擘饼记念主)和蒙头的真理

时, 他引述 林后 3:6 说: “字句是叫人死, 精意是叫

人活.” 言下之意是守不守这些都无所谓, 我们不该

太在意 “字面的意义”, 只要重视属灵的意义就够了.  

 

今天不少基督徒跌入这曲解圣经的“陷阱”. 

他们强调不要太在意圣经字面的意思, 甚至在一些

事上(如召会真理方面)不需要按字面意义去了解神

的旨意, 不需要按字面意义去实践它所教导的. 他

们搬出堂皇的理由: “字句是叫人死, 精意是叫人

活.”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回应呢? 

 

首先, 让我们清楚一件事: 林后 3:6 并非教

导信徒不要太在意圣经字面的意思. 保罗在那里是

在比较两种职事, 即假使徒(律法主义者)的职事和

真使徒(保罗)的职事; 前者是教导人遵守旧约的律

法, 但人因罪而无法守全律法, 结果律法反倒定了

人的罪, 导致人的死(此乃“字句是叫人死”之意). 后

者(保罗)是教导人信靠新约的福音, 圣灵也因此赐

信者生命(此乃“精意[更正确译作“圣灵”]是叫人活”

之意). 为了帮助读者清楚明白这点, 我们在本期

《家信》的“读经解经”专栏里, 特别探讨这个题目. 

 

其次, 若说神不要我们太在意圣经字面的意

思, 那么为何主耶稣要在大使命中命令门徒(也包

括今日的我们)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原文: 施浸). 凡
我所吩咐你们的(指主所命令的一切), 都教训他们

遵守”(太 28:19-20)? 真理的圣灵也在圣经中清楚记

载: “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原文: 浸)…都恒心遵
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擘饼, 祈祷”(徒 2:41-42)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主的心意, 也符合

主的大使命.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教导各样召会

的真理(包括蒙头的真理、主的晚餐、讲道造就、

女人沉静等等)时, 强调“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 或

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 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林前 14:37). 主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

的命令”(约 14:15). 我们若爱主, 就必遵守祂借着使

徒们所教导的命令, 包括遵守浸礼、主的晚餐和蒙

头的真理等等. 遵守主这方面的命令是爱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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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大祭司的冠冕、 

胸牌的乌陵和土明、 

蓝外袍的金铃铛和石榴 
(出 28:30, 33-38; 民 27:18-23) 

 
(A) 序言 

出埃及记 28 章论到大祭司的圣衣, “你要

给 …亚伦做圣衣为荣耀, 为华美”(出 28:2). 英格

兰的亨利 ·梭陶 (Henry 

W. Soltau)论到亚伦的

圣衣时写道: “这圣衣使

他(亚伦)得着尊荣, 以他

本身所没有的荣耀和华

美来遮盖他. 相比之下, 

主耶稣的祭司职分却有

极其鲜明的对比. 荣耀

和华美本属于祂, 这是

祂从亘古以前作为神子

就具有的, 所以是祂使

祭司职分得着尊荣. … 

祂有祭司的心肠, 也是

好牧者, 照顾神的群羊一直到底. 祭司职分使亚

伦得着尊荣, 但基督使祭司职分得着尊荣.”1 

 

无疑的, 神透过旧约亚伦的大祭司职分, 

教导我们很多关于新约大祭司主耶稣的真理; 在

预表(type)上,2 亚伦和他的圣衣在很多方面预表

                                                           
1   Henry W. Soltau, The Tabernacle: The Priesthood 

and the Offering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72), 

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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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基督那完美的身份位格和救赎工作. 现在

就让我们一同来思考大祭司的冠冕. 

 

 

(B) 大祭司的冠冕  

(出 28:36-38) 

关于大祭司的冠冕(mitre),3 圣经给的描述

不多. 重点在于用来制造冠冕的材料, 以及冠冕

的位置和一些与它相关的事. 这冠冕是用细麻布

制造, 戴在头上, 并有一个金牌安在其上.  

 

大祭司圣衣的细麻布常提醒我们关于公

义和纯洁. 戴在头上表明权柄和智慧. 这方面的

预表可完全彰显在 林前 1:30: “你们得在基督耶

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公

义、圣洁、救赎.” 蒙着头部或包着头部述说顺

服(subjection, 注: 冠冕是把头部蒙起来或包起来). 

基督也处处表现祂对父神的顺服: “因为我不求

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 5:30); 

而“我与父原为一”(约 10:30).  这是世人所无法明

白的神圣顺服: 顺服却不低等(subjection without 

inferiority).  

 

精金制成的

牌子上面刻着“归耶

和华为圣”, 并“要用

一条蓝细带子将牌

系在冠冕的前面”(出

28:36-37). 头额是智

力所在之处 (seat of 

intellect), 思想和行动都源自于此.4 麻风病(预表

“罪”)最严重的情况就显在头额上(利 13:43-44), 

                                                           
3   出 28:39 的“冠冕”(KJV: mitre)一字希伯来文是 

mitsnepheth  {H:4701}, 专门用来指大祭司头上的“包头巾” 

(皆译作: mitre), 除了一处经文在英文译作“diadem”(王冠). 

Mitsnepheth 一字源自动词 tsânaph {H:6801}, 字义为“包

裹、卷”, 可能表明大祭司头上的冠冕是将头部包裹起来的

包头巾 , 如同 “冠状头饰 ”(tiara). Henry W. Soltau, The 

Tabernacle: The Priesthood and the Offerings, 第 266 页. 
4   出 28:38: “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forehead), 亚伦要

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 头额(forehead)描绘人身体上

有关“意图、意志和思想”的部分. 它可用来形容无耻和自

我的意志, 如 耶 3:3 (可直译为“有娼妓之额, 不顾羞耻”); 

结 3:7 (“以色列全家是额坚心硬的人”); 亦可用作正面意义  

—  坚定的意志, 例如神对先知以西结说: “我… 使你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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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西雅的麻风病就是这样的情况(代下 26:20). 基

督的生命是无瑕疵、无玷污, 纯洁无罪的, 因为

祂的思想和动机都是纯洁和圣洁的. 圣洁的行动

只能够发自圣洁的思想.5 这位圣洁之主给信徒挑

战性的劝勉是 : “你们要圣洁 , 因为我是圣洁

的”(彼前 1:16). 

 

 

(C) 胸牌的乌陵和土明 

 (出 28:30; 民 27:18-23) 

 圣经没有明确启示关于乌陵(Urim)和土明

(Thummim)的真性质. 我们只能从一些经文如 撒

上 30:7-8 得知,6 它们是用来确定神的旨意. “乌

陵”和“土明”的意思分别是“光明”(light)和“完

美”(perfection).7 它们是收藏在叠为两层的胸牌

                                                                                                     
硬过他们的额. 我使你的额像金钢钻, 比火石更硬. 他们虽

是悖逆之家, 你不要怕他们”(结 3:8-9). 同上引, 第 271 页. 
5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贴切指出, 

主耶稣在十架上屈尊降卑到极点, 来满足神圣洁的要求, 所

以祂最配戴圣洁为冠冕, 最可蒙神信任并托付于照顾一切

圣洁事物的重任. Frederick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32 页. 
6   撒上 30:7-8: “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

他说: ‘请你将以弗得拿过来.’ 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得拿到大

卫面前.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敌军, 追得上追不上

呢?’ 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 必追得上, 都救得回来.’ ”  
7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指出, 乌陵和土明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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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22页. 

里, 这使亚伦能够“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

的决断牌带在胸前”(出 28:30).8 

 

 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是要显明或启示关于

父神(约 14:9: “耶稣对他说: ‘腓力, 我与你们同在

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

见了父; 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 而基

督是以光明和完美来显明父神. 诚然, 基督的心

愿是以光明和完美来显明父神, 这也该激励我们

去知道祂的旨意, 并在祂面前行在完美和光明中. 

 

 

(D) 蓝外袍的金铃铛和石榴 

 (出 28:33-35) 

 以弗得的外袍(或称“蓝外袍”)周围底边上

挂着金铃铛和石榴.9 金铃铛和“蓝、紫、朱红色

线做的石榴”轮流挂在袍子底边, 是这袍子唯一

的装饰品. 当大祭司在会幕中行走和事奉时, 外

面的人能听到金铃铛的响声. 这响声向百姓确保

他们的大祭司还活着, 并积极地为他们在耶和华

面前事奉. 他适切地代表他们, 因为他是他们当

中的一分子; 他活在他们当中, 深知他们的需要

和难处.  

 

这预表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能体

恤我们的软弱. 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

样 , 只 是 祂 没 有 犯

罪”(来 4:15). 那位代表

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主

耶稣, 完全知道我们的

处境, 因为祂曾住在世

人当中. 若我们知道这

个事实, 就必深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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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增订新版), 第 167 页. 
9   出 28:33-34: “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

色线做石榴. 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 一个金铃

铛一个石榴, 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 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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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榴 (pomegranates) 

石榴述说关于“多结果子”(fruitfulness).10 

窥探迦南地的探子们从迦南带回的食物之一, 就

是石榴(民 13:23), 证明那地盛产丰富. 若是铃铛

碰撞铃铛, 肯定发出很响的铃声. 但把石榴挂在

铃铛之间, 就会发出旋律优美的铃声.  

 

金代表神性(这里可

指父神), 石榴则述说基督多

结果子(而“铃声”可象征美

好见证所发出的优美旋律). 

当基督行走在世上时(注: 在

圣经中, “行走”[walk]常代表

生活品行), 我们听到“金铃铛”(指父神为基督所

作的见证)与“石榴”(指耶稣基督圣洁人性所结的

果子)两者交替, 仿佛和谐悦耳地奏出优美旋律.11  

 

举例来说, 主耶稣说: “我常做祂(父神)所

喜悦的事”(约 8:29), 而主耶稣受浸后, 天开了, 圣

灵仿佛鸽子降在主耶稣身上, 然后父神从天上宣

告: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太 3:17). 即使

在十架的阴影下, 主耶稣也能向祂的父神祷告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祢, 祢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

全了”(约 17:4). 这一切都发出何等优美的旋律. 

 

“铃铛”可代表见证 . 

基督在地上向人见证关于

父神的事, “我的食物就是遵

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作成祂

的工”(约 4:34). 基督徒也在

某一方面为主作见证. 我们

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为神的事作出美好见证; 若

要为救恩和真理作见证, 我们必须倚靠那位内住

                                                           
10   “石榴”是迦南地的盛产之一(民 13:23), 也是多产

的果子, 其种子数量远超其他很多果子, 象征福音的盛产

(fruitfulness)和它在相信福音之人生命中的果效 (effect).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379 页. 
11   达秘(J. N. Darby)指出, 金铃铛和石榴代表见证和

圣灵所结的果子 . 这乃是基督那完美与完全属天的特性

(character). 圣所是执行事奉之处. 属天的祭司(主耶稣基督)

本身必须是属天的“人”(注: 祭司必须是人, 才能体恤人的

软弱), 并附带着圣灵所结的果子(石榴)和见证(金铃铛). 这

方面的果子和见证都发自基督属天的特性(并可在地上看

见它们, 正如石榴和金铃铛是系在袍子底边或下方).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124页. 

我们心里的圣灵所赐的大能. 祂希望在我们生命

中工作, 使我们个人和集体方面, 都向主发出和

谐优美的旋律, 也给周围的人带来福气.12 

  

 

(E) 结语 

总结时, 让我们思想苏格兰的格兰特(John 

Grant)所写的一段话: “值得注意的是, 圣经记载

‘他(大祭司)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 以及出来的时

候, 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 使他不至于死亡’(出

28:35). 袍上金铃铛的‘响声必被听见’; 在圣所外

面的祭司, 以及那些在会幕门口献祭的百姓, 可

以听到金铃铛的响声. 这对他们是何等的鼓励, 

大祭司进入圣所, 是代表他们来到耶和华面前, 

在神面前背负着他们; 他从圣所出来, 表明已做

完这方面的工作. 

 

“同样的, 我们的大祭司(指主耶稣基督)也

在天上的圣所如此事奉, 代表我们来到神面前, 

并在祂面前背负着我们. 那些得享此特权的信徒

深知祂是不可能再死的. 祂已战胜死亡, 绝不再

进入死亡. 死亡屈服在祂的权下, 将不会也绝不

会控制祂. 希伯来书的荣耀宣告是永远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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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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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大祭司的圣衣: 乌陵和土明、 

金铃铛和石榴、冠冕和金牌子 

 

出 28:30: “又要将乌陵和土明(意即“光明”

和“完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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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从各处圣经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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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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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3 页; 另在文

中加上其他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3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380-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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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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27:21). 另外又有记

载: “论利未说: 耶和华啊, 祢的土明和乌陵都在祢

的虔诚人那里. … 他们要将祢的典章教训雅各, 将

祢的律法教训以色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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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

是严肃、重要、最宝贵的功能!  

 

我们“有一位已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来

4:14), 祂具备这一切的神圣完美. 祂的心常背负神

对祂百姓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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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完全“乌陵”的一切定见. 

 

出 28:31-35: “你要作以弗得的外袍, 颜色全

是蓝的. …袍子周围底边上, 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

线作石榴, 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 要有金铃铛. 一

个金铃铛, 一个石榴, 一个金铃铛, 一个石榴, 在袍

子周围的底边上. 亚伦供职的时候, 要穿这袍子. 他

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 以及出来的时候, 袍上的响

声必被听见, 使他不至于死亡.”  

 

蓝色以弗得的外袍表明我们大祭司的完全

属天性情. 祂已升入高天, 不在人肉眼的视野内. 但

信徒借着圣灵的

大能, 在神的面前

见证祂活着的真

理 ; 不但有见证 , 

还有圣灵的果子 . 

“一个金铃铛 , 一

个石榴, 一个金铃挡, 一个石榴.” 这是优美的次序. 

耶稣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的真理见证,14 与祂事奉

的果子, 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唤! 我们要深深领悟这

些宝贵、圣洁的事奉! 

 

出 28:36-

38: “你要用精金

作一面牌, 在上

面按刻图书之法, 

刻着 ‘归耶和华

为圣’. 要用一条

蓝细带子, 将牌

系在冠冕的前面. 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 亚伦要担

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 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

的圣礼物上, 所分别为圣的. 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 

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这番话藏着重要的真理. 亚伦额上的金牌子

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圣洁. “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 使

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这句话对在一切

起伏经历中的人, 有何等大的安慰! 我们的大祭司

‘常’为我们站在神面前. 我们在祂里头蒙悦纳, 有祂

作代表. 祂的圣洁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愈认识自己

的卑贱和软弱, 就更深认识‘在我们里头没有良善’

的真理. 于是, 我们就称谢神一切的恩典, 因祂的话

语叫人心大得支持  —  “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 使

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读者若常受疑惑恐惧的试探侵扰, 属灵情况

起落不定, 常倾于看自己内在的贫乏、冷淡、流

荡、和偏离的心, 又或者尝试尽力达到圣洁的地步, 

我劝读者全心全意倚靠一个宝贵真理, 就是这位大

祭司在神面前作他的代表人. 愿圣灵使他享受这神

圣和属天道理的特别甘甜、维持之能力! 

 

                                                           
14   关于金铃铛, 许多圣经学者都认为它在预表上与

“见证”(testimony)有关, 至于谁所作的见证或哪一方面的见

证, 却有不同看法, 例如这见证可指: (1) 圣父为基督所作的

见证(Cyril Cann); (2) 基督附带着圣灵所作的见证 (J. N. 

Darby); (3) 信徒借着圣灵的大能为主活着所作的见证(麦

敬道); (4) 靠圣灵大能所作的福音见证(Frederick W. Grant)

等等, 但这些见证都彼此紧密相关 . 格兰的格兰特(John 

Grant)也指出, 金铃铛叫人虽看不见圣所里的大祭司, 却可

听得见他在里面活动, 故金铃铛的铃声可预表基督活动(在

天上圣所执行事奉)的证据(而此证据借着圣灵在福音方面

和信徒身上所结的果子更显而易见).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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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8:40-43: “你要为亚伦的儿子作内袍、

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 …要给他们作细麻

布裤子, 遮掩下体; …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 或就

近坛, 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 免得担罪而死.” 

 

亚伦和他的儿子在这里预表基督和召会, 站

在神圣、永远的义者面前. 亚伦的祭司袍子表示在

基督里, 那些与生俱来、本质上、属个人性及永恒

性的品性; 而亚伦儿子的“内袍”和“裹头巾”代表那

些赐予召会的恩典, 就是借着连于祭司家族的大元

首(指主耶稣基督)而得的. 

 

故此, 我们要小心细看, 第 28 章怎样指出耶

和华供应祂百姓的需要. 祂容许百姓看见那位代替

他们作事, 代表他们在神面前的(大祭司), 穿上那些

袍子, 从而直接满足

他们的实况. 没有留

下一样叫人心不能

满足的. 他们可从头

到脚细心看看那代

表百姓的祭司, 一切在他都是完全的. 从戴在他头

上的冠冕, 到他袍子底边上的金铃铛和石榴, 全都

照着要求而齐备, 因为一切都按照山上的样式, 都

是按照耶和华对百姓需要的估计和祂自己的要求. 

 

至于亚伦的袍子, 读者还要留心一点, 就是

造金的方式. 过程记载在第 39 章(出埃及记第 39

章), 但在这里先作解释, 是最合宜不过. 出 39:3: 

“把金子锤成薄片, 剪出线来, 与蓝色、紫色、朱红

色线 , 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 .” 我们已看过“蓝

色、紫色、朱红色线”表明基督各方面的人性, 而

金代表祂神圣的本体. 金线是巧妙的与其他布料缝

合, 不可分隔, 清楚分明. 

 

这种情形应用在主耶稣的性情上, 十分合宜. 

在福音书的不同记载中, 我们可以明明分辨这种独

有、佳美的人性和神性联合; 同时, 二者又是清楚

分明的. 比方, 我们看一看基督在加利利海的事迹. 

祂在暴风中, “枕着枕头睡觉”(可 4:38). 这是祂完全

人性的宝贵表现! 不一会儿, 祂从真正的人性里提

升起来, 进到神圣的尊荣和威荣中, 站在宇宙至尊

掌权者的地位, 止住暴风, 平静大海的浪涛. 在这次

的事情中, 祂没有费力, 没有急快, 也没有束腰而行. 

祂轻易地从完美的人性提升到神圣本能的范围内, 

前者的安眠不比后者的行动表现得更自然. 祂完全

活在神性和人性二者的状况中. 

再看祂在马太福音第 17 章未的纳税事迹. 

祂本是“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探手进大海, 收取一

切属祂的; 宣布“海洋属祂, 是祂造的”(诗 95:5). 此

刻祂转过来, 表现自己完全的人性, 与仆人同处一

位, 说: “可以拿去给他们, 作你我的税银.” 何等恩

惠的话! 祂行神迹, 是正要显示祂神能的时候, 但祂

这番话实在有特大的恩惠. 对可怜、软弱的人(其

实人如虫一般), 祂显出了无限的屈尊. 

 

再看基督在拉撒路墓前的神迹(约翰福音第

11 章). 主耶稣心里悲叹, 哭了(约 11:35). 主耶稣的

悲叹和眼泪流露自深刻、完全的人性. 主耶稣完全

的心所感受的, 非别人的心所能感受, 因主耶稣所

站之处, 竟有那么可怕的罪. 但这位复活和生命之

主掌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

出来!” 于是死亡和墓坟回应祂权能的呼声, 打开它

巨大的石门, 让被捆绑的人出来. 

 

读者可转到其他福音书的记载 , 查看“蓝

色、紫色、朱红色线, 和捻的细麻”与金线的优美

揉合. 换言之, 就是考察神性和人性在神儿子的奥

秘位格上之结合. 这想法并不是新创的, 只要读者

细心研读旧约圣经, 就能略晓其义. 然而, 可称颂的

主耶稣是真神, 又是真人. 这方面的默想常叫人得

造就. 圣灵巧妙地叫人认识二者的结合, 又叫信徒

重生的心享受祂、赞美祂. 愿我们有心听取这方面

的宝贵教训.15 

 

                                                           
15   以上附录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出埃及记

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288-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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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中秋节之 

起源、演变及启示 
 

“寻星天文学会”的顾问黄锦泉博士写

道: “在美丽的中秋节, 数千年的长河里, 充满

着无数的演变, 产生了团圆、书画、信仰、

历史等等传统, 甚至包括人生的重大启示.” 

接着, 他照着历史时间的次序逐一的简略述

说以上所言. 

 

 

(一) 阖家团圆之秋收  

华人在北纬都以农业为生, 有一句古话: 

“春耕夏种, 秋收冬藏”  —  意即春天耕田, 夏

天种植, 秋天收获, 冬

天收藏. 秋天时季, 凉

而不冷, 得天独厚. 家

人乃于傍晚时分 , 阖

家(指全家)户外围坐, 

月光之下, 彼此畅谈, 

并吃糕饼. 久而久之, 

养成了“团圆一家亲”

之良好传统. 

 

 

(二) 不参拜祭之月饼  

秋季里所吃的糕饼, 开始时非常粗陋, 

后来市场慢慢改良, 出现了多种款式的月饼, 

诸如蒸饼、汤饼、千层饼等. 

古人虽有月饼, 却没有拜月之举. 这对

后来充满民间信仰之华人社会而言, 相当奇

妙 . 根据中华古书如《书经》 (也称《尚

书》)、《诗经》等等, 以及“天”字、“神”字

等创造源头, 华人早期历史, 从尧帝、舜帝, 

到夏朝、商朝、周朝, 前后二千多年历史, 华

人只有崇拜上帝之“一神信仰”. 皇帝每年带

队往京都东面, 向上帝祈祷, 杀一只无残疾的

小公牛为赎罪之祭. 故此早期中秋, 并无拜月. 

 

 

(三) 神话传统之兴起  

战国时代, 秦始皇引进东西南北四个神

祇, 产生了多神信仰、民间信仰, 以及一些迷

信的活动. 加上月球上

石坑产生之阴影, 神话

传说便四面兴起; 例如

唐明皇夜游月宫、吴

刚砍伐桂树、玉兔捣

灵药等等, 其中最流行

者莫如《左传》之“后

羿妻奔月宫而为嫦娥”之传说. 嫦娥成为中秋

重要人物, 月亮成为中秋重要天象!  

 

 

(四) 民族意义之历史  

元朝末年, 发生了一件汉族的悲壮大事. 

那时中国由北方的鞑靼人统治, 因为不堪欺

压, 人民总想起来反抗. 有一次, 抗元领袖朱

洪武, 想定在某日起义, 但苦于无法公开宣布.  

 

朱洪武从军师刘伯温那里得到良策, 制

出无数圆形月饼, 送到每家庭去, 并说明上天

将要降下天灾. 若要逃难, 必须在八月十五戌

时(晚上 7 时

至 9 时), 切

月饼吃之. 这

当然是胡诌

的, 吃糕饼避

灾更是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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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特表示 (Werner Gitt) 

每家听信传言后, 就赶快通知亲戚朋友

们, 结果他们都等候着. 时间一到, 切起月饼, 

啊! 里面有一字条: “今晚三更杀鞑靼子!” 于

是众民准备就绪. 鞑靼人没有防备, 都睡得很

熟. 三更时分, 人民群起围攻, 杀死了许多鞑

靼人.   

此后, 中秋节大受百姓注重. 八月十五

晚上, 家家户外团坐、赏月、吃饼. 亲友之间

互送月饼, 有时也点灯笼  —  这是起义引起

的传统. 

 

 

(五) 太空登陆之月球  

1969 年, 美国太空船阿波罗 11 号登陆

了月球. 太空人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 

注: 此人于 1969 年 7 月 20 日成为踏上月球

表面的第一个人)发现月球没有人烟、没有

空气、没有树

木等等, 真是一

个荒凉的世界! 

 

自 从 太

空人登陆月球

后, 有人写了一

首诗来描述月

球光景和神话

的虚无: 

 

白天高温一百五, 晚上零下一百八. 

没有空气没有水, 活不成! 

玉兔桂树在何方? 不见嫦娥和吴刚, 

神话传说虽然美, 太荒唐! 

(六) 荒凉月亮之启示  

事实上, 月球对人类有不少益处, 首先

如文人雅士说的“诗情画意之绮景”; 此外, 近

50 年来, 天文学的研究发现一些月球引力的

重要性:  

 

1) 它帮助保持地球轴心斜度在 22 至 25 度之

间, 而斜度激烈的变化, 可使地球气候变

得不可预测; “如果”地球轴心斜度是 90 度

的话, 北半球一年到头将会都是白天, 南

半球则全年都是晚上了  —  幸好有月球

的帮助, 使这样的事没有发生, 不然人类

也会因此“活不成”了. 我们得感谢那精心

设计并掌控这宇宙万物的造物主. 

2) 地球上的潮汐, 大部分由月球引起(根据研

究, 太阳只能引起十分之一的变化, 应是

月球比较靠近地球之故). 一些渔民有说: 

“初三流, 十八水”, 潮水变化不但有益于渔

业, 渔民也因此有了依据, 何时下网, 何时

会丰收. 

3) 更重要的是, 月球吸力保持了平衡地球之

周转率, 及其磁场之恒性. 

 

德国的资讯科学家

吉特博士(Werner Gitt)在

其所著的《星空探秘  — 

打开天窗说亮话》中评述

道: “地球与海洋受到太阳

和月亮的离心力与向心力

的影响, 月亮对潮汐的影

响力要大于太阳的 2.5 倍, 因之海洋里的水在

面对月亮的那一面堆砌起来, 同时地球的离

心力使背向月亮的那一面的

海水也堆砌起来. 在这两个

高潮之间的海面便处于低潮

状况了. 地球两面维持高潮

的时间决定于月亮的位置 , 

所以地球上潮汐的涨落变化

也因地球的自转而在地面上

循环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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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特博士也指出潮汐给生态带来的种

种好处: 

1) 海岸被涨落的潮汐定期冲刷洗净. 人们发

现德国西北海岸, 差不多封闭而水浅的瓦

登海(或译“威登海”, Wadden Sea), 每三年

海水就因潮汐涨落而完全更换一新. 这样

就保持了瓦登海中独特生态的健康平衡. 

2) 潮汐形成的盆地和沼泽, 是各种有机生物

大量生息繁衍的最佳环境. 每平方公尺可

以找到 4 万只泥蟹(Corophium volulator). 

同样面积的沼泽地竟能养活成千上万的

贝类(mussed, Mytilus eduilis)幼体. 

3) 潮汐定

期清洗

水 道 , 

保持航

线畅通

无阻. 

4) 有些航

道仅在

高潮期

通 航 , 

其余时间水浅无法行船, 如德国北海的朱

斯特岛(吉斯特岛, Juist Island), 旅游船只

能在高潮期入港停泊.16 

 

圣经《创世记》1 章 14 节也说明了月

球被造之用处: 分昼夜、发光在天空、定节

令、日子、年岁等. 最重要的是, 月球对比地

球更有宝贵的启示, 值得深思: 

 

1) 月亮(月球)全无人烟, 符合创造目的;  

2) 月亮没有水分, 也无其他种种人类生存的

必需品; 地球却充满空气、水分等, 都在

创造之中得到供应! 

                                                           
16   Werner Gitt 著, 基甸译, 《星空探秘 — 打开天窗

说亮话》(台北: 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 2001 年),第 182-183, 

185 页. 吉特博士也指出, 月亮的质量大小对潮汐的变化有

直接影响. 如果月亮的直径比现在的大 1 倍, 那么它对潮汐

的影响也就增加 8 倍, 高潮期势必造成灾难. 由此可见, 月

亮也是非常智慧的的设计创造. 同上引, 第 182 页. 

3) 月亮表面之石坑, 以及大量紫外辐射(紫外

线辐射), 显明太空之危险环境; 地球却有

大气包围, 以防陨石冲击, 同时有一层臭

气(臭氧层)可把紫外线打回太空, 只让人

类所需之太阳通过! 还有一个磁性圈状保

护着地球. 

 

中秋节, 真是人类可以“对比月亮和地

球”的一个难得、感恩日子!17 旧约诗人看到

月亮时也写道: “我观看祢指头所造的天, 并

祢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 人算什么, 祢竟

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祢竟眷顾他?”(诗篇 8:3-

4). 诚然, 人类在整个浩瀚宇宙中是何其微小, 

人的生命也是何其脆弱无常, 犹如“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 4:14). 更可悲的

是, 人因着自己的罪性罪行, “都有一死, 死后

且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 神是无比圣洁的, 

绝不容忍一丁点的罪, 连说谎之人都要在神

圣洁公义的审判后, 被丢进硫磺的火湖中永

远受苦(启示录 21:8), 我们岂能幸免呢?  

 

然而,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

(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

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神赐下祂的

独生子主耶稣, 以祂为“代罪的羔羊”, 来担负

世人的罪孽(约翰福音 1:29); 圣经宣告说: “因

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为人的罪而死在十

架上),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

神面前”(彼得前书 3:18).  

 

亲爱的朋友, 你若

相信主耶稣为你的罪而

死(也信祂在死后第三天

复活), 并且愿意悔改和

接受祂作你个人的救主, 你就必得救, 不仅免

去地狱火湖之苦, 反倒得享主耶稣为你代死

赎罪的功效—  得着永生, 正如圣经所言: “一

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17    上文主要改编自 黄锦泉所写的“中秋节之起源、

演变及启示”, 载《星洲日报》, 2017 年 10 月 1 日, 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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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藻(Denny Ma) 

 
瓦森(Lyall Watson)  

科学见证                     棱镜 

 

人 类 的 化 石 

  支 持 进 化 论? 

“人化石”的真相 
  

(A)   引言 

自 1880 年代开始, 古生物学者百年来从

地球表面上发掘甚多有关人“进化的遗物”. 马有

藻指出, 这些遗物在他们手上成为火力甚大的武

器, 意图摧毁“有神创造论”的学说, 力保进化论的

理论  —  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 他们从大堆齿

骨、头骨、腿骨、颚骨、股骨、头盖骨及其他

碎骨片建立从猿进化至人的过程, 并以泥土制造

“人的模型”, 宣称这是个由 8 百万至 5 百万年的

过程, 人是这段历史的进化产品.  

 

马有藻继续写道: “一

般人皆不晓得, 在博物馆内

所陈列的整个人、或半个人

或十分一个人、百分一个人

的‘人的模型’, 全是基于几

块碎石头而制作出来的, 甚

至有些‘猿人模型’的‘前身骨

头’竟是猪的骨头或是一些

动物的骸骨片, 人化石的生物学家本是该行业的

专家, 但他们将发现不是人骨的骨头收藏起来数

十年之久, 却在发现骨头时‘虚报’是人骨, 这样他

们便名成利就, 世人却被蒙骗了.” 18 

 

一般人皆不知道 , 

“人化石”(human fossils)的

化石只是碎片而已, 从来没

有完整的人化石被发掘出

来 . 一位为《科学摘要》

(Science Digest)的作家瓦

森(Lyall Watson, 南非出生

的动物学家及人类学家)说: 

“将 100 年来凡有关人化石的骨头(不论是什么骨

                                                           
18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人化石》(加利福尼亚: 美

国荣主出版社, 2001 年), 第一至二页. 

头, 总是与人体有关的)放在一起, 都不能填塞一

幅人的棺材!19 故此, 科学界有名言说, 发掘人化

石的科学家比出土的人化石还多”(May, 1982, 

Vol.90,第 44 页). 故此, 马有藻写了《鲜为人知的

人化石》一书, 为要向读者忠实地报导关于人化

石被发现的来龙去脉, 期望读者不致受“伪科学”

所骗. 下文便是改编自此书. 

 

 

(B)   古生物的循序渐进 

一般古生物学者(Paleontologists)都接受一

种看法, 即自然界各类生物自然地选择最适合的

生存环境而循序渐进, 这渐进的过程经千万年以

上, 时间足够, 什么都可以渐进而变成今日的人

类. 按照这理论, “时间”是一项极不能缺少的因素, 

有了“时间”, 什么都可以变出来! 用个比喻: 
 

1 青蛙 + 时间(一) = 王子 童话故事! 

2 青蛙 + 时间(二) = 王子  科学事实? 

备

注 

时间(一) = 即时(立即发生, instantaneous) 

时间(二) = 300 my (million years) 

 

 注: 下文为避免中文的累赘, 故不用中文写出数字, 

改用英文; 例如: my = million year (百万年); by =  

billion year (10 亿年), 再说以 my或 by来表达远

古时代已是近代不少标准教本的惯用代语词. 

 

 按照进化论, 生命是由一个微小单细胞开

始, 按循序渐进的路线, 经若干(意即“数个或多

个”)的 my, 便进阶另一层. 按这理论, 生物界先由

“无生物”开始, 从大自然的“原始汤”(primordial 

soup)经若干 my 逐渐生出“生物”来; 生物由简单

进而稍微复杂, 开始有“无脊椎生物”出现, 经若干

my, “无脊椎”演变(进化)成“有脊椎”, 经若干 my, 

“有脊椎”演变至“昆虫”(经若干 my)至两栖动物

(经若干 my)至爬虫动物(经若干 my)至鸟类(经若

干 my)至哺乳动物(经若干 my)至猿人(经若干

my)至现代人. 

 

 按照进化论, 原始汤里本来没有生命存在, 

但时间改变一切. 对于进化论者, 时间是“大魔术

师”, 可以将无变有. 马有藻指出, 按科学家计算, 

若以一个单细胞变十个细胞的生物, 其可能率(或

然率)已是 3,628,800 次机缘之一. 若生物有 100

                                                           
19   同上引, 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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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细胞, 其可能率则变成 10158 了, 然而整个宇宙

的原子只有 1080 这么多, 所以无论多少 my 也甚

难形成生命, 因为宇宙龄只有 30 by. 可悲的是, 

一般人士也很少理会这些不可能的“或然率” 

(probability), 总之人云我亦云.20 

 

 

(C)   人化石的分类与分布 

 一般的进化论学者将人化石(包括猿人化

石)的发现 , 全置在近代期内(Cenozoic)第四期

(Quaternary)的更新世(Pleistocene Epoch)之内, 而

这更新世也分上中下三代, 其中的猿人如下表:  

 

世 代 人化石 年代 

现生世 

Holocene 

近 现代人 

(Homo Sapiens) 

[没有化石] 

3 万年 

更新世 

Pleistocene 

上 猿人 

(Neanderthal) 

18 万年 

中 直立猿人 

(Pithecanthropine) 

50 万年 

下 南方猿人 

(Australopithecine) 

175 万年 

(1.7my) 

 

 进化论学者按人的形体学(morphology)将

这些发现分为三大类 , 全归属 “人 ”类 (Homo 

genus), 至于细节的分法, 进化论学者直到现今仍

有纷争(注: 因为他们的理论都是根据许多的“假

设、推测、推论”等等, 没有明确可靠的确据), 不

过一般的看法视 Australopithecine 为 Homo 属

genus, 而 Pithecanthropine 因可立起走路则算为

Homo erectus, 而 Neanderthal 便算为“像人”的人
(Homo sapiens).21 

 

 

(D)   人化石的发现史 

 历代以来, 进化论学者认为人是从猿猴演

进而来的, 而他们所推想出的证明, 就是这些所

谓人与猿猴之间的“失落之环”(另译“失落环节、

失落的一环、缺失之环、失缺之环、失却之环”, 

或简称“缺环”, missing links). 这些猿人化石的发

现从公元 1800 至 1980, 共 180 年, 而最古老的猿

人化石至到“直立猿人”化石, 整段过程的年代共

                                                           
20   同上引, 第 1-4 页. 
21   同上引, 第 5-7 页. 

有 2 千 5 百万年(25my).22 马有藻评述道: “但奇

异至极, 25my 的过程也不能产生一个确实的真

人化石来.” 

 

 根据进化论, 2 百万年(2my)之前, 还未有

人出现, 人是 1 百万年(1my)的“进化产品”, 因从

人化石看, 1 百万年前才有直立走路的人(注: 有

进化论学者认为是 50 万年前, 而非 1 百万, 这方

面的年份仍在争论中). 马有藻写道: “这些‘直立

人’的化石从欧洲至非洲至亚洲, 横跨全世界, 而

从猿到人的阶段至此为止是最典型之‘北京人化

石’(据称因他可用火煮食), 但有谁知道, 北京人

的猿化石现今到哪里去了? 其他的‘猿到人的化

石’又如何?”23 马有藻在下文进一步介绍和解释

此事的真相. 

 

(1) 拉马猿人 (Ramapithecus man) 

 

进化论者认为 , 拉马猿人 (Ramapithecus 

man)是人类最早祖先的先驱. 1932 年, 耶鲁大学

研究生 E. G. Lewis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的

Siwalik Hills 山区发现一块右上颔骨, 大喜若狂

地宣称找到了“介乎人、猿之间的缺环”(指处于

“猿”演变成“人”之间失落的环节), 称“他”为“拉

马猿人” (Ramapithecus, 注: Rama 是当地土著崇

拜的印度神). 

 

在 19 世纪初叶, 人类学的

古生物学家在非洲、欧洲、中东

等地找到一些所谓“人化石碎片”, 

宣称这些碎片清楚表明是古猿猴

骸骨(Dryopithecines, 意即“森林古

猿”), 便统称之为 Ramapithecus, 又

说(假设性的推论说)是人类最早祖

先的衔接之环(connecting links). 

 

1964 年 , 哈佛大学古生物教授 David 

Pilbeam 及耶鲁大学教授 E. L. Simons 坚持

                                                           
22   所谓“人猿”(man ape), 就是类似人的猿, 现在动物

园里或野生的猩猩, 都可说是“人猿”. 至于“猿人”(ape man)

则是类似猿的人, 按照进化论学者, 所有的人类祖先化石, 

都代表一种“猿人”, 而人类是由“人猿”演化成“猿人”, 参 

www.yct.com.tw › life › drum024 . 
23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人化石》, 第 1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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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人 (Java Man)  

Ramapithecus 是猿猴与人之间要寻找的进化证据, 

并置在“人科”(Hominids)类别里. Ramapithecus 的

“诞生”似乎是为以后“人化石”的发掘敞开了方便

的大门.24 

 

(2) 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man) 

 

1856 年 , 德国解剖学教授 Herr von 

Schoaffhousen 在德国 Neanderthal 谷(注: Neander

是人名, thal 是“谷”之意; Neanderthal 是纪念一位

“创造论”诗人兼路德会神学家 Neander 所住的山

谷)一石矿洞里找到半块头骨, 一些残碎的肋骨、

盘骨、手骨、腿骨等(可能石矿工作将整幅人骨

铲掉, 遗下这些骨片), 这些碎骨辗转由当地的历

史学会会长传到德国柏林大学病理学大师

Rudolf Virchow 博士的手上. 经研究后, 他宣称是

一个患有风湿病之老人的遗骸, 并发表他的报告. 

 

然而, 远在爱尔兰皇后大学

任生理学教授的 William King 博

士, 读完那份详细报导后前往查究, 

反对 Rudolf Virchow 的结论, 并宣

称那是一个猿人, 是猿人之间的

“ 失缺之环 ”, 并命名为 Homo 

Neanderthalensis, 估计是 10 万年

前的猿人. 【注: 这个“10 万年前”

的估计之准确性值得怀疑, 因它建立在进化论的

各种假设而非科学的可靠确据上, 请参下期《家

信》的“科学见证: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 

 

此后, 世界各地均有人化石被掘出来, 经

检视和比较后, 凡与 Neanderthal 同类的化石(如

头颅骨、前颔骨、颊骨、下巴骨、颚骨等大小

相同)都统称为 Neanderthal 人之家族, 例如 1886

年在比利时 Spy 地的发现; 1908 年在法国 La 

Chapelle aux-Saints 的发现等等.25 

 

(3) 爪哇人 (Java man) 

 

1891-1892 年间, 年轻的荷兰军医 Eugene 

Dubois 随驻军在荷属印尼爪哇 Solo 河及

Bengawan 河交汇的村落 Trinil 附近, 发现半块头

                                                           
24   同上引, 第 14-15 页. 
25   同上引, 第 16-18 页. 

盖骨、三枚臼齿、数块下颔骨碎片、一条腿骨. 

这位刚从医学院毕业出来, 一生从未受过古生物

训练的医生, 在大喜若狂下狂呼已经找到人与猿

之间的进化桥梁 , 并宣布属“直立猿人”(Homo 

Erectus)系列的“猿人过渡人”. 

 

查这半片头盖骨的位置距离那条腿骨有

50 尺, 一枚臼齿及另二枚则分布 2 里之外, 可是

这共六块的小堆骨头凑在一起时, 便成了名震世

界的爪哇人! (可见进化论支持者多么急于找他

们所谓的“证据”啊) 人体共有 200 多块骨头, 还

有 200 多块骨不知何踪何迹? 

 

过后 8 年(1892-1899), 

Dubois 在同一河流域不断发

掘, 共掘出了 27 块兽骨与人

骨混在一起的碎片, 人骨据说

经鉴定后同属“直立猿人”. 这

消息传出 , 举世震撼 , 可是

Dubois 不许人查看他的发现, 连同在 1891 年的

发现也不许, 他只供给他愿意公开的资料.26 

 

(4) 海德尔堡人 (Heidelberg man) 

 

在西德 Heidelberg (今日的 Mauer)一块矿

地, 1907 年有人发现了数块人的碎骨头 , 定名

Heidelberg 人, 估计是 70 万

年的人 , 是 “猿猴 ”进化成

“人”的必经之路, 并送到国

立博物馆里收藏. 当时英国

考古学初兴, 英国自达尔文

(于 1859 年出版《物种起

源》) 之后, 自认是世界科学

界的领袖, 但博物馆的存货

太少, 故视 Heidelberg 人为“国宝”, 但在 1912 年, 

Heidelberg 人的地位已被 Piltdown 人取代了.27 

 

(5) 皮尔顿人 (Piltdown man) 

 

1908 年, 有矿工在英国 Piltdown 找到半块

人骨头, 起初以为是椰壳, 交给他的医生 Charles 

Dawson 作纪念品. Charles Dawson 大喜之余, 自

                                                           
26   同上引, 第 18-20 页. 
27   同上引, 第 20-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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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顿人 (Piltdown Man)  

 
(Nebraska man) 

己前往 Piltdown 查究; 1912 年, 他宣称找到闻名

世界的 Piltdown 人.  

 

1912 年, 英国博物馆馆长 A. S. Woodward

及医生 Charles Dawson (一位业余古生物研究员), 

在英国伦敦南部 40 里 Sussex 之东的 Piltdown 小

村的一个沙砾矿中发掘, 结果 Dawson 找到一块

颚骨、一些头盖骨碎

片、一些牙齿, 大喜之

下称之为 Eoanthropus 

dawoni ( 意即 “Dawson

的晨早人”; 注: Dawson

与“晨早”dawn [意即“黎

明”]在英文是同音字), 

俗称 Piltdown 人, 估计 50 万年纪. 

  

Piltdown 公诸于世后 , 不少学者捧之若

“神”(敬奉它如神一般), 可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院长兼古生物学家 Henry F. Osborn (此人发现

Nebraska 人)及美国 Smithsonian Institute 馆长兼

人类学家 Ales Hrdlicka (此人反对爪哇人)却极力

反对, 声称不可将猿猴的下颔骨与人的头盖骨放

在一起, 造成一个“人”. 不过, 世界其他学者则不

以为然.28 

 

(6) 北京人 (Peking man) 

 

1927 年, 在离中国北京之西南 25 里外的

周口店(注: “周口店”是镇的名字)邻近一座名叫

龙骨山那里, 北京协和医学解剖学教授 Davidson 

Black 医生在一个石灰岩悬崖找到一只牙, 随即

宣布找到猿人间的进化证据 , 并起名为“北京

人”(Sinathropus Pekinensis). 在 1929 年 12 月 2 日, 

中国地质调查所主任斐文中在同地点更深一层

发掘出一个完整的头盖骨, 于是“北京人”正式出

现人世, 此发现震惊了中国内外学术界. 

 

随后从 1927-1937 年, 在这 11 年间, 中国

地质学者如贾兰坡、杨仲键、翁文灏等等在周

口店周围, 共找到 30 具头盖骨、11 块下颚骨、

147 枚牙齿及一些破碎的肢骨, 宣称这些化石代

表男女老少 40 多个猿人, 于是“北京人”这名词传

遍世界. 

                                                           
28   同上引, 第 21-23 页. 

 

北京人的碎骨堆吸引世界不少学者前往

探究 , 其中有替代 D. Black 的美国人 Frank 

Weidenreich, 法国古生物学院的 M. Boule 和其助

手(后来继承人) H. V. Vallois, 及被称为“法国达

尔文”的 Teilhard de Chardin 等, 他们都异口同声

说“北京人”是现代猿的骨头(而非所谓的“猿人”), 

但他们的声浪不大受人注重. 

 

“北京人”的骨片堆一直放在北京国立博物

馆. 1941-1945 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人打进

中国的北京 , 

在战乱中 , 这

些珍贵的古物

不翼而失 . 有

者说是日军抢

走 ; 有者说是

国军带走 ; 有

者说是美军撤

退时拿去; 又有者说是日本人偷了, 还有者说是

被炮火焚烧(详情细节请参阅不容错过的《寻找

北京人》一书). 总而言之, 今日北京人只是一些

泥造的模型, 是著名工师胡承志凭画家的构思制

造出来的. 模型之精细, 惟妙惟肖, 可假乱真.29 

 

(7) 尼巴斯加人 (Nebraska man) 

 

1922 年, 美籍古生物学者 Henry F. Osborn

在美国 Nebraska 州之西部找到一只牙, 此牙甚像

世人正在寻找的“失链之环”的过渡证据, 立刻宣

布它是“像人的猿牙”(man-like ape)或“像猿的人

牙”(ape-like man), 并命定学名为 Hesperopithecus 

harold-cookii, 俗称“尼巴斯加人”(Nebraska man). 

 

从 1922 年的发现到

1925 年宣布学名, 三年来尼

巴斯加人逐渐取得科学地位. 

1925 年, 美国田纳西州正闹

“猴子案件”(Scope’s Trial), 

呈堂支持进化论的“证物”就

是尼巴斯加人骨, 所以不少

人接纳尼巴斯加人为猿人间的过渡之环.30 

                                                           
29   同上引, 第 23-26 页. 
30   同上引, 第 27-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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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y  the 

Australopithecus 

(8) 南方古猿及露西 (Australopithecus & Lucy) 

 

1924 年,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另译“约翰

尼斯堡大学 ”,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的教授 Raymond A. Dart 博士在非

洲汤恩地(Taung)发掘出一块似猿猴的颅骨, 推估

是 2my 至 3my 的 年纪 , 命名为 “ 南方猿

人”(Australopithecus, 由拉丁文“南方”[Australis]

及希腊文“猿猴”[Pithecus]二字组成). 随队工作人

员及同校同僚都不满意领队 Dart 博士草率的决

定, 因为一个头颅及数块牙齿怎可以称之为“人

的前身”, 况且脑量只有 500 c.c., 是属猿科, 而非

人科, 但 Dart 博士置之不理.  

 

1955 年, Louis Leakey 及其妻 Mary 在非

洲坦桑尼亚(或译: 塔桑尼亚, Tanzania)的奥杜威

峡谷(另译“奥杜维峡谷”, Olduvai Gorge)开始他

们发掘人骨的考古历程. 他们

找到不少动物骨骸, 却找不到

人骨. 1959 年的某一日, 他们

终于找到甚多人体碎骨, 包括

头颅骨、颚骨、盘骨、腿

骨、牙齿、牙床 , 经一番“重

设”后, 将之叠成半人头像, 命

名为 Zinjanthropus boisei (意

即“东非人”), 并宣布是一种猿人, 属“南方猿人”

系列 , 也是猿到人的“中途站”. Leakey 此举与

Dart 急速的决定同出一辙.他的发掘经费由美国

“国立地理协会”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赞

助, 在宣传方面先声夺人, 震惊全世界.  

 

无论如何, Leakey 的宣布却受到古生物学

家 Richard Leakey 的质疑. 此人是 Louis Leakey

的儿子. 他说其父 Louis Leakey 的发现只是猿, 

不是猿人, 但他的反对却不受到后人所注视. 

 

1967 年, 年仅 23 岁的 Richard Leakey 自

己在肯雅(Kenya)北部 Rudolf 湖附近发现一块头

骨, 考古学家将之编号为“Skull KNM-ER 1470”. 

此乃举世闻名的头骨, 学者称之为“智人”(homo 

sapiens)的总代表. 后来在 1978 年, 其母 Mary 

Leakey 在 Olduvai 峡谷之南 30 里外的 Laetoli 发

现共 69 副人脚迹化石, 母子都宣布他们的发现, 

为猿到人的路更进一步.  

1974 年, 古生物学家 Don Johanson 在非洲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进行考古 , 在 Hadar 的

Taieb 山区, 找到一副约 3 尺高的人体残骸, 约有

全身 40%的骨骼 , 推估是

3my (3 百万年)的遗骨, 髋骨

的型态显示是女性 , 命名为

“露西”(Lucy). 露西被发现的

地点是非洲阿法族人居住地, 

所以这种南方猿又名“南方猿

阿 法 种 ”(Australopithecine 

afarensis). Lucy 的 发 现 于

1979 年公诸于世, 各界争相

大书特书, 卷入空前疯狂状态, 高呼人类终于找

到猿人间失缺之环, 因 Lucy 是全世界人类最古

老的祖先, 估计年龄约 3.2my (320 万年). 

 

一些相信进化论的考古学家认为 Lucy 是

“南方猿人”最接近人类的“过渡猿人”. Lucy 的现

世, 使其他的过渡猿人“可以退休”了.31 

 

 

(E)   人化石的真相 

 以 上 所 谓 的

“猿到人的化石”真的

如进化论学者所说的

那样吗? 现在就让马

有藻为读者揭开真相!  

 

 

(1) 拉马猿人 (Ramapithecus man) 

 

拉马猿人是猿不是人! 拉马猿人是由几枚

牙齿及几块碎颚骨制造而来, 显而易见是不可靠

的, 任何客观和有逻辑的科学家哪会凭几片碎骨

造出叫人置信的结论来. 

 

再 者 , 

拉马古猿的

特征在某些

方面确实像

人, 但它不是

人, 因它骨碎片的特征符合猩猿多于符合人, 用

在人身上是不妥善的. 它的颔骨呈 V 形, 是猿猴

                                                           
31   同上引, 第 28-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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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nderthal man 

 
Alexander J. E. Cave 

的形状, 而牙齿的大小与形状全是猿猴的样式(有

突出的獠牙 ). 宾州大学古生物教授 Robert 

Eckhardt 博士前往非洲查究, 发现居住在埃塞尔

比亚高地的狒狒(baboon)与 Ramapithecus 的特征

全无异样(即完全相同), 且在基因结构上与人全

无 瓜 葛 ( 指 全 无 关 联 ). 那 先 前 宣 布 发 现

Ramapithecus 的 David Pilbeam, 后来在更多证据

搬 出 来 后 , 只 好 修 改 先 前 的 结 论 , 说

Ramapithecus 是百分百猿猴, 脑容量约 300c.c.32  

 

(2) 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man)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系列的头颅

特别超大 , 平均有 1620c.c. (普通人平均是

1450c.c.左右), 不过欧洲人的身材平均也比其他

地方较大, 所以不可能是猿猴之类. 猿猴平均是

500c.c., 巨大者可达 900c.c. . 发现者将不同地方

的尼安德特人经过画师绘制人头形像后, 便制造

模型, 送到(或售给)各国博物馆展览.  

 

一般学者认为,  起

初 Neanderthal 被称为猿人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们不

断修订前人不够学术性的

定论, 例如在 1955 年于法

国巴黎所举办的人体学大

会, 美国 John Hopkins 医学

院的 W. L. Strauss 和英国

伦敦 St. Bartholomew 医学

院的 Prof. A. J. E. Cave 齐

称 Neanderthal 人是“现代

人” (注: 参阅 1957 年他们

出版的“Neanderthal 人的再

思”之论文). 

 

其他学者亦说, 若将 Neanderthal 人打扮整

洁, 穿上西装, 他们便是现代人的上班族, 他们根

本不是猿猴而是人(如 1981 年, 美国科学艺术家

马德内斯便复原“尼安德特人”的形像).33  

                                                           
32   Duane T. Gish, 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 (3rd 

ed.) (San Diego: Creation-Life Publishers, 1977), 第 77, 87 页; 

上文有关“拉马猿人”的真相摘自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

人化石》, 第 34-36 页.  
33   同上引, 第 36-38 页. 

(3) 爪哇人 (Java man) 

 

在印尼爪哇 Bengawan 河畔, 荷兰军医 E. 

Dubois 于 1891 年找到举世闻名的爪哇人. 起先

他不许人过问及查究他的发现, 后来在各国专家

施压下, 他便允许人看他所发现的六块骨头. 二

位德籍专家 Oppenoorth 博士和 Koenigswald 博

士经仔细化验后, 发现三只牙中有一只是人牙, 

其他二只牙属于“猩猿种的”(orangutan), 因它们

不能与颚骨相配, 而印尼的 orangutan 多得很. 

 

另外一位荷籍专家 A. Hrdlicka 博士则鉴

定那半块头颅骨有经药物泡过的痕迹, 这些化学

性的“蛛丝马迹”与所发现的腿骨上之颜色成分截

然不同, 显然不是同一个“人物”身上的一部分, 头

颅 大 约 有

900c.c. ( 人

的头颅平均

是 1450c.c. 

至 1500c.c.), 

看来不是人

的 骨 头 . 

Dubois 后来

在 1922 年终于承认, 他将这些骨头藏在房间地

板下. 30 年后(有说 26 年)才给人检视, 结果被查

出“货不对办”, 但世人却给他蒙蔽了近 30 年之久. 

最后消息: Dubois 临终前向世界宣布, 那爪哇人

根本是长臂猿(gibbon)的骨头!34  

 

(4) 海德尔堡人 (Heidelberg man) 

 

海德尔堡人(Heidelberg man)的发现不及

Piltdown 人发现那样震撼世界, 一是因为古生物

考古学在那时还不太流行, 二是因为鉴定古物的

技术也未完整, 何况海德尔堡人的地位(1907 年)

被次年(1908 年)的发现淘汰出局, 海德尔堡人的

面子何其难堪. 人可以淘汰先代的古物出局, 任

何古物的地位也摇摇欲坠了. 不过, 海德尔堡人

的“后代”名为 Heidelbergenesis 也寥寥可数, 不足

胜“大任”(指“成为人类祖先”一事). 今日人类古

生物学家也不再提及海德尔堡人. 

                                                           
34   Phil Saint, Fossils that Speak Out (P&R Publishing, 

1993), 第 76-84 页 (此书大爆爪哇人发现者 E. Dubois 的欺

论手段); 引自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人化石》, 第 38-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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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皮尔顿人 (Piltdown man) 

 

在 W. F. Libby 发现用碳十四测量物件年

代法之前(指 1947 年之前),35 鉴定骨头年代之法

多数从骨头内的氟(Fluroide)含量有多少而计算. 

科学家将 Piltdown 人骨头放在这种测量法里时, 

发现下颚骨一点氟含量也没有, 表示它不是化石, 

约是“发现年”的“年纪”(注: 它于 1912 年被发现); 

至于头颅骨, 它有微少氟含量, 约数千年, 这距离

(进化论学者)所宣传的 50 万年乃天壤之别! 

 

 科学家发现这“不

凡”的结果后, 随即仔细测

量每块报称是 Piltdown 人

的骨头, 结果大吃一惊! 原

来这副骨头曾用药水泡过, 

使它看来好像很远古, 牙

齿带有锉痕, 样貌古老. 换

言之 , Piltdown 全副骨头

完全是赝品! 再经研究, 那

下颔骨是现代黑猿的下颔

骨, 头盖骨是现代人的头

骨! 可见为了要证明猿变

人的假设, 不少科学家不

惜使出不少的下策, 但是

世人已经受骗了 41 年(注: 

1953 年由三位科学家组

队鉴定年代)!36  

 

 然而, 许多人并不感到气愤, 只推测谁是

那大骗子; 有者说大骗子是大英博物馆馆长 G. E. 

Smith 爵士; 有者说是一位名叫 L. Abott 的地质

学家; 有说是天主教神父兼科学家 Pierre T. de 

Chardin (传说此人也毁掉北京人骨骸); 有说他是

Conan Doyle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作者 , 住在

                                                           
35   “碳十四”是碳的一种具放射性的同位素, 于 1940

年首次被美国科学家马丁·卡门(Martin Kamen)与同事塞缪

尔·鲁宾(Sam Ruben)所发现. 美国的物理化学家利比(W. F. 

Libby)在 1947 年创立了用放射性碳十四 (14C) 测定年代的

方法, 该法在考古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 这种使用

放射性元素鉴定年代的方法是基于许多假设才成立的, 其

准确性也值得怀疑. 
36   Marvin L.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2), 第 41 页. 

Piltdown 附近). 无论他是谁, 只有接受进化论的

人才受骗.37 

 

(6) 北京人 (Peking man) 

 

在美国德籍古生物专家 F. Weidenreich 和

法国巴黎博物馆馆长 M. Boule 及其助手 H. 

Vallois 前往中国探究北京人的骨块时 , 起初

Davidson Black 医生将骨头放在瓶子里, 不肯给

他们察视. 经过几次交涉, 他们终能鉴识一番, 发

现头颅骨约 900c.c. (介于猴与人之间, 由 915c.c.

至 1225c.c. , 骨头大小不同), 牙床下颚骨似人(像

抛物线型, 非猿型像 U 型), 牙齿却肯定是猿猴(原

来是“双制品”, 有人骨及猿齿). 

 

 再经勘查发现地区, 原来发现骨骸是在一

个大山洞里, 洞高 150 尺、阔 300 尺, 可容纳数家

族一起居住. 那时在洞里也发掘出数十种动物的

残骨. 根据当代人所说, 山洞顶曾塌陷, 将洞内人

兽全然覆盖致死. 当地人喜欢吃猴脑, 随地抛弃

开了头盖的猴头颅. 前往探究的专家 M. Boule 与

Vallois 质问 D. Black 何竟以一只牙齿便做出整

个人来, 他却反答道: “你们是否意欲(有意)控诉

我诈骗世人?” 谈论气氛突然僵化起来, Boule 和

Vallois 说凡事需以客观研究其因果关系, 然后才

可作准(指才可作数或有效). 

 

 D. Black 于 1934 年去世后, F. Weidenreich

接替他的工作. 他虽鉴定周口店(注: 此镇离北京

西南 25 里外)随后的发现全是猿猴的骨骸碎片, 

但却利用黏泥和各种技术将整个北京人的模型

制造出来. 现今北京人的“原骨”已失踪了, 如何可

用更新的科学法来鉴定它? 摆放出来的只是模型, 

人说什么, 你便给他牵着鼻子走.  

 

 再者 , 另一位接受创造论的天主教神父

Patrick O’Connell, 那时正好在周口店参与发掘工

程. 他曾目睹整个过程, 并将它记录下来(注: 此记

录后来出版成书, 名为 Science of Today and the 

Problems of Genesis, California: Hawthorne, 1969). 

他相信北京人的“原骨”是有人故意将它毁掉, 不

是日军将它拿走, 因为日军没有干扰周口店的发

掘工作, 所以 F. Weidenreich 和北京国立科学馆

                                                           
37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人化石》, 第 4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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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斐文中(W. C. Pei)博士能继续在那里发掘直

到 1940 年才停止. P. O’Connell 神父怀疑是斐文

中毁掉“原骨”, 因斐文中博士也知道“原骨”与模

型的原相及展示年代是不相符的.38 

 

 P. O’Connell 再发现与北京人原骨同时被

掘出来的还有甚多工具器皿, 年代不太古老, 还

像很时髦(猿人不会造工具器皿的), 便与北京人

鉴定的年代大大相违了. 此外, 有吃剩的小动物

的骨骸和高达 6 米厚的灰烬层, 显示“北京人”懂

得用火烤食. 中国科学家兼遗传学教授方宇熙博

士指出北京人长期把火“养活”在洞里, 表示北京

猿人是人, 不是什么“过渡人物”.39 

  

(7) 尼巴斯加人 (Nebraska man) 

 

在美国的科学教科书中, 一直以来都是教

育创造论, 进化论是违禁科目. 1925 年, 在美国田

纳西州有一位 24 岁的老师 John T. Scopes, 在学

校内教导进化论, 以致被学校诉讼公庭, 引发美

国有史以来著名的“猴子案”. 此案推翻了创造论

垄断当时的教育界, 可是直到今日, 美国却不允

许在学校内教导创造论, 那就变成进化论垄断了

美国教育制度了(注: 之前进化论支持者高声抗议, 

反对创造论支持者打压进化论, 但现在反而是进

化论支持者打压创造论).  

 

 固然以前不许教导进化论是不民主的事, 

可是在今日不许教育创造论也是不民主的, 犯了

同样的错. 民主制度下的教育应该给学校两种

“宇宙来源”的阐解, 让莘莘学子自行选择.  

 

 现在谈论

的 Nebraska man 

(尼巴斯加人 ), 

其“前身”只是一

只牙, 发现者将

它放在想象出来

的头颅里, 然后

                                                           
38   Duane T. Gish, Evolution: The Challenge of the 

Fossil Record (California: Master Book, 1985), 第 196-198

页;  Harold Coffin, Origin by Design (Herald Publishing Co., 

1983), 第 277 页.  
39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人化石》, 第 44-49 页. 

将头颅置在想象出来的骨架上, 又将想象出来的

毛发披上. 这样就宣布“尼巴斯加人”诞生了, 又将

“他”放在某某猿人家族里. 二年后, 有学者发现, 

尼巴斯加人的那只牙原来是只猪牙! 一只猪牙变

成猿人, 再变成失缺之环, 又是人的祖宗! 天下再

没有比这个更可笑的事了!40 

 

(8) 南方古猿及露西 (Australopithecus & Lucy) 

 

南方猿人(Australopithecus)因有可自立行

走的骨骼, 所以被置在“从猿到人”的系列里, 但是

不少古生物学者(如加州柏克莱大学的 Vincent 

Sarich 教授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

[Santa Cruz]的 A. Zihlman 教授)说非洲黑猩猩

(Chimpanzee)也可直立走路, 如人一般, 尤其是侏

儒猩 (Pan Paniscus)的骨

骼与人无异. 侏儒猩身材

细小, 甚像 Lucy, 头颅平

均 400c.c., 与 Lucy 一样, 

所以它们是猿, 不是猿人. 

 

自 1959 年, 出生

于 非 洲 肯 雅 的 Louis 

Leakey 发现了所谓的

Zinjanthropus boisei ( 意

即“东非人”)猿人骨头, 13

年 后 , 其 子 Richard 

Leakey 于 1972 年在父亲

之发现地的下面, 掘出一

些骨头及工具, 经鉴证后, 

骨头无疑是人的骨头, 工

具必是人造的 . Richard 

Leakey 的发现使 Louis 

Leakey 终于不得不承认, 

起初像人的 Zinjanthropus boisei 只是一只现代粗

壮猿(robust Austraslopithecine)的骨骸. 

 

  1983 年 4 月, 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由 D. 

Johanson 担任所长的人类研究所, 举行了一次“人

类行动的进化”之研讨会. 会中部分学者从 Lucy 

(露西)的臂粗而长、腿短和脚趾较长等特征分析, 

                                                           
40   同上引, 第 49-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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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y 的发现者 Richard Leakey 

 
Louis Leakey 和 Mary Leakey 

认为露西的活动方式绝对是猿, 下肢结构表示它

是一个效率不高的两足行走者, 可是人是跑步的

好手; 再且, 露西的胸腔是猿猴的胸腔(锥形而非

桶形), 肩膀躯干腰部全是猿猴的特征. Johanson

重申他在 1976 年及 1979 年的结论, 露西是百分

百的猿猴, 不是人类. 

 

另一方面, Mary Leakey 发现的人化石脚

印是火山灰岩石, 是小步伐走路的脚印, 是人小

心在湿滑的灰沼走过的痕迹, 不是猿猴的脚印. 

此外, Richard Leakey 所发现的手骨碎片不是过

渡猿人骨, 而实在是人骨, 所以与“过渡猿人”的年

代(4.5my)大不可能协调. 况且, 我们具有甚多证

据, 指出人类早在所谓的“过渡猿人”之前已经出

现. 过渡猿人的时间(4.5my)是后人发明出来的, 

不是真实的年代.41 

 

 

(F)   结语 

 露 西 (Lucy)

的发现者 Richard 

Leakey 曾说: “古人

类学家的梦想是挖

出一副完整的人类始祖遗骸来”, 然而这梦想始

终未曾实现. 此外, 这梦想是建立在“人是猿猴演

变而来的”这一假设上, 而这个假设本身仅是进

化论者的理念, 而非科学的事实.  

 

马有藻在《鲜为人知的人化石》一书中

正确指出, 人类学考古家在过去数十年苦心发掘, 

虽然挖出来的有不少收获, 可是绝多数是残骨断

片, 散落四处, 为要重整一个头颅便要将几百块

碎骨片凑在一起, 如切图般, 有些碎片不合便弃

掉, 有些勉强黏固起来, 至于是否属同一个残片, 

那便不可知了. 然后, 其身世及生活习惯便则可

测估推断出来. 但是人类学家根据那一丁点残破

不全的骨头便做出太多太重的推断, 是委实不智

的. 在发现那些断骨碎片后, 随即宣布“我找到猿

与人之间的失缺之环了”, 这真是操之过急, 太急

躁及武断了吧!  

                                                           
41   Henry M. Morris, What is Creation Science (San 

Diego: Creation-Life Publishers, 1982), 第 116 页; 上文有关

“南方古猿及露西”的真相摘自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人

化石》, 第 51-55 页. 

再者, 有些所谓考古学家是他们专业的羞

耻, 他们无疑是“专科大骗子”(如爪哇人、尼巴斯

加人、皮尔顿人等的发现者); 还有些坚持“眼看

勿动手”的原则, 如北京人的监护人 D. Black 便

不许任何人碰摸北京人骨头, 并将之置于瓶里, 

各界学者“离瓶三尺”, “可望不可及”, 这样的“专

利手腕”哪可拿去实验以鉴定真伪, 或测试年代, 

这样的手腕正是学术界的奇闻也! (也是强调客

观验证的科学界里不该发生的事!) 还有更糟的

是, 不少所谓的“失缺之环”完全是建立在一枚臼

齿上(不管他是猪牙或人牙) (参尼巴斯加人和爪

哇人), 所以这些人该在世界各科学家榜上除去名

字, 反而应该在科学骗子世家的家谱上列上大名!  

 

马有藻道出今日有关上述“人化石”的主要

难题: “今日我们甚难再检视‘原来版本’(原来的

残碎骨头), 我们只能触摸艺术家制作出来的‘全

人身’, 可是艺术家

绘成或制作的全按

科学家的‘授意’, 科

学家改变 , 他们的

制 作 也 改 变 , 如

1952 年的直立人肤

色是黑的 , 样子像

黑猩猩; 1965 年便改成棕色, 毛也少了; 1975 年

版的却是无毛的人, 与现代人几乎难以区别. 究

竟谁是谁非, 是没有人能定准, 因为毕竟只是一

枚牙齿或几条骨头凑成的‘人’.” 

 

“事实上,” 马有藻总结道, “根本没有‘过渡

猿人’这回事, 是人是猿, 本来就是如此, 神创造人, 

也创造猿, 一下子的创造便成了人. 古人在古环

境‘进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猿仍旧在古环境

(与今环境)继续生存下去. 人与猿有甚近的血缘

关系(如血蛋白结构), 那有什么稀奇, 因为全是神

的创造, 是神的设计. 可是人不断进步, 从工具的

进步可见人与猿是天地之别, 更重要的是, 人有

灵魂, 可以与神相交、契通, 享受神赐予的智慧

(人脑量平均 1500c.c.; 猴脑量平均 800c.c.), 发展

无穷的潜能, 奉神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享受

神所赐的永福.”42 

 
 

                                                           
42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人化石》, 第 6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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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王 

Nebuchadnezzar 

圣经人物          科林·哈戚森(Colin Hutchison) 

 

尼布甲尼撒王、 

但以理和他的三友 

 
(A) 尼布甲尼撒王 (但 2:1-6, 24, 31-38;  

3:1-7, 28-29; 4:28-37) 

 

(A.1)   神手中的一粒旗子 

尼布甲尼撒王是世上最伟大和最有权势

的统治者之一. 他那不受束缚的野心, 不住地趋

使他追求更大的权势, 要获取更伟大的成就. 从

但以理书一开始的记述 , 

我们就清楚看到这点. 尽

管如此, 我们也观察到这

位手握大权的君王, 即使

拥有一切属地的荣耀和统

治权, 他也不过是天上的

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一粒

旗子(耶 27:6-8; 注: 神称

他为“我仆人巴比伦王尼

布甲尼撒”), 这点是很有

启发性的. 尼布甲尼撒王认为他靠自己获取的一

切胜利, 事实上只是在不知不觉中成就了神更高

的旨意(例如他成功占领耶路撒冷, 其实是应验神

的预言, 成就神的旨意  —  刑罚悖逆的以色列人, 

编译者按).  

 

(A.2)   神是真正的掌权者 

但以理讲论伯沙撒王即将面临的死亡时, 

曾提到尼布甲尼撒的经历, 这番话或许是对人和

人的统治最佳和最

简明的摘要. 但以

理说: “王啊, 至高

的神曾将国位、大

权、荣耀、威严赐

与你父尼布甲尼撒; 

因神所赐他的大权, 

各方、各国、各族

的人都在他面前战

兢恐惧. 他可以随

意生杀, 随意升降. 

但他心高气傲, 灵也刚愎, 甚至行事狂傲, 就被革

去王位, 夺去荣耀. 他被赶出离开世人, 他的心变

如兽心, 与野驴同居, 吃草如牛, 身被天露滴湿, 

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 凭自己的意

旨立人治国”(但 5:18-21).  

 

“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 从这段经文

中, 我们明白到是神把国位、大权、荣耀、威严

赐给尼布甲尼撒, 也是神将这一切从他身上取走. 

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残忍无情的暴君, 因为“他可

以随意杀生”(但 5:19; 也参 但 2:12 所记载关于尼

布甲尼撒王“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 

 

(A.3)   高傲与降卑的经历 

我们在尼布甲尼撒身上, 看见了高傲与谦

卑的奇异混合. 在他统治的时期, 他曾尊重神, 也

曾在其他时候藐视神, 并公然挑战神的话语. 因

此, 神让他一次又一

次地见证神的大能

(但 3:24-26), 也让他

在梦中领受一些关乎

神的心意. 虽然如此, 

他还是跌入约伯记

33:14 所说的那一类

人, “神说一次、两次, 

世人却不理会!”  

 

神的审判急速

临到, 以及王被降卑的程度, 都是非常严肃的. 当

他高傲地走在皇宫顶上, 把一切伟大的成就都归

功于自己时, 神的手大大击打他. “这话在王口中

尚未说完, 有声音从天降下, 说: ‘尼布甲尼撒王啊, 

有话对你说 , 你的国

位 离 开 你 了 ’ ”( 但

4:31). 这个享有无敌

权势的王 , 如今却要

经历无比的耻辱 , 直

到“日子满足”(我们将

之理解为“神所命定

的日期”满了). 日期满

足时 , 神把聪明复归

于他, 他“便称颂至高者”(但 4:34). 因着神的怜悯, 

尼布甲尼撒王得以恢复, 并比其他很多王更好地

结束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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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但以理的决心 (但 1:1-21) 

 

 (B.1)   属世的压力和诱惑 

早在创世记, 我们就听闻“示拿”(Shinar)的

名声. 我们在那里读到示拿地的人决定建造一座

城和一座塔, 为要传扬他们的名声(创 11:2,4), 可

见示拿是一个非常重视发扬(promotion)和发展

(progression)之地 (注: 示拿地的那城, 名叫“巴别”, 

也就是“巴比伦”的前身, 有者认为示拿的环境是

世俗的写照).  

 

被掳的但

以理抵达巴比伦

时 , 很快就感受

到极大的压力(特

指要在信仰、语

言及文化方面改

变或“同化”他们

的压力). 这改变的过程来自全地最高的权威  —  

尼布甲尼撒王. 这个巴比伦王下令改变他们的膳

食, 而太监长也决定改变他们的名字(注: 他给但

以理以及他的三位希伯来朋友取了迦勒底文的

名字, 目的为要“同化”他们).43  

 

巴比伦不能接受原本的但以理, 所以努力

将他塑造成巴比伦人. 许多和但以理同时代的希

伯来少年人看到王桌上摆设的丰富美食佳肴, 便

挡不住诱惑而吃了, 加上有机会在这全球最强大

的帝国中荣升高位, 许多人肯定放弃原本立场, 

随波逐流. 

 

 (B.2)   属灵的立志和决心 

在接下去的章节里, 我们读到但以理可以

接受升职, 却不愿妥协  —  不愿牺牲自己属灵的

准则来换取属世的高位. 但以理第一个“决心” 

(resolve)是“在心中立志”(注: 但 1:8 的“但以理立

                                                           
43   他们的名字被改为与巴比伦的众神(偶像)有

关的名字. (1) “但以理”(意即“神审判”)被改名为“伯提沙

撒”(意思是“巴尔保护他的性命”); (2) “哈拿尼雅”(意即“耶

和华是荣耀的”)被改名为“沙得拉”(意思是“阿古[月神]的

命令”); (3) “米沙利”(意即“与神一样”)被改名为“米煞”(意

思是: 与阿古[月神]一样); (4) “亚撒利雅”(意即“耶和华帮

助的人”)被改名为“亚伯尼歌”(意思是: 尼布[巴比伦神]的

仆人). 改名的目的显然易见, 要“同化”他们, 使他们忘记他

们原先所敬拜的真神. 

志…”原文直译为“在心中立定”; KJV: purposed 

in his heart), 这点提醒我们箴言 4:23 的原则: “你

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

由心发出.” 

 

立下这个决心后, 但以理展现智慧与太监

长谈判, 也显明他尊重权柄; 他所展现的是属灵

的智慧与决心, 而非公开的蔑视和违抗. 为了避

免食用王膳而玷污自己,44 他要求太监长给他清

淡的素食(以此试看十日). 此建议获得允许, 因为

神使他在太监长眼前蒙恩. 我们在此看见神与祂

的仆人(但以理)一同工作.  

 

 (B.3)   敬虔的赏赐和影响 

从但以理要求吃素食试看十日, 不享用巴

比伦王的美食, 我们就知道但以理对神有满满的

信心. 神也大大赏赐他, 首先是他们四人都通过

了太监长对他们身体方面的要求(非但不瘦弱, 反

倒俊美肥胖, 但 1:15); 其次是这四个少年人都蒙

神赐下智慧、聪

明和知识, 但以理

还蒙神赐下加倍

的福气, 能够明白

各样的异象和梦

兆(但 1:17).      

 

但以理在

心中立志尊重神, 

并且下定决心不

受玷污, 这种高贵

                                                           
44   对于但以理和其三友拒绝王膳的理由, 《旧约圣

经背景注释》[由华尔顿(John H. Walton)、麦修斯(Victor 

H. Matthews)和夏瓦拉斯(Mark W. Chavalas)合著)指出, 大

部分圣经学者认为是关于食肉和素菜的对比. “分享王的食

物的确是表示一定程度的效忠, 但他们无论吃什么, 这都是

无可避免的(指他们无权选择吃什么食物). 犹太人的饮食

律法(希伯来语称为‘科舍尔’[ kosher ]的规条, 意即‘正当’)

虽然很可能将(某些)肉类视为不洁, 但贮藏或烹调不得其

法, 别的食物也会不洁. 王宫中最上等的肉类无疑是庙宇供

应, 是曾经献给偶像的(酒亦在这些神祇面前浇奠), 但任何

食物都可以循这途径到来(即经过祭拜偶像). 两约之间文

学中有无数案例, 表明犹太人觉得有必要不吃外邦人所供

应的食物(多比雅书、犹滴传 [另译: 犹底特书]、禧年书). 

但问题主要不是食物能玷污人, 而是它是整个‘同化计划’

的一部分. … 他们抓紧这一样(不吃王膳), 是要保存他们独

特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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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态与行为蒙神悦纳和赐福. 神赐他一个高位, 

使他能够在更高的领域事奉他的神, 并让他敬虔

的影响力延伸到两任君王的统治时期(甚至到了

下一个帝国  —  波斯帝国时, 但以理还在, 但
1:21).45 

  

  

(C) 但以理的三友 (但 3:1-30) 

  

(C.1)   忠诚的服事 

 当我们来到但以理书第 3 章 , 沙得拉

(Shadrach) 、 米 煞 (Meshach) 和 亚 伯 尼 歌

(Abednego)已经住在巴比伦超过 20 年. 在这段期

间, 他们对神的忠心已获证实(但 1:6-21), 他们也

展现对王的尊重(但 2:49). 我们可合理地推测说, 

他们忠于职守, 完成王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 满

足尼布甲尼撒王的要求.  

 

 这么多年以来 , 

他们是无可指责的, 顺

从掌权的王, 殷勤地服

事他. 然而, 尼布甲尼

撒王立了一个偶像, 要

所有人敬拜它. 对于这

样的命令和要求, 他们

却不顺从 . 多年已过 , 

对耶路撒冷的记忆越

来越远, 但这一切并没

冲淡他们属灵的决心, 

也没削减他们要在异邦之地对神忠诚的决意. 

 

(C.2)   信心的考验 

 他们信心的终极考验是: 若要对神忠心, 

就要被丢在比平常烈火更热七倍的火窑中. 面对

这样的厄运, 有肯定和不肯定的事. 他们说: “神能 

(could)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这是他们所肯

定的; 但至于神是否愿 (would)将他们从烈火的窑中

救出来, 这是他们不肯定的(因为这是神的主权).  

 

面对火窑的考验, 他们只能信靠祂(指信靠

神有主权和智慧作出最好的决定). 无论结果如何, 

                                                           
45   但 1:21: “到古列王元年, 但以理还在.” 古列王又称

“塞鲁士王”(King Cyrus the Great), 是波斯帝国第一任帝王. 

他们对神是完全的顺服  —  “我们决不事奉你的

神, 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 3:18). 

  

(C.3)   信心的赏赐 

神在祂子民身上所做的, 常是在试炼中保

守他们, 多过拯救他们脱离试炼.46 就在烈火的窑

当中, 他们享受到神

奇妙的同在, 那是在

其他环境所无法享受

到的. 在如此剧烈的

苦难之刻, 神特别亲

近和保守这三个敬畏

祂的希伯来人 , 也给

正在观察的尼布甲尼

撒王领悟一件事: 有

个更高的权能在掌控

一切临到这些希伯来

人身上的事. 他们经

历到神借以赛亚所应许的福气: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赛 43:2). 

 

 虽然这三个希伯来青年人的信心面对最

艰巨的考验, 但是神以祂大能的彰显和保守来补

偿他们. 他们勇敢为神站稳立场, 使王见证到神

的大能, 也令王扭转他的谕令(但 3:29).47 王还高

升了他们 (赐他

们高位), 可见他

们获得这个不敬

虔之王的敬重 . 

神以世俗的高位

来赏赐他们属灵

的忠心.48 

 

                                                           
46  但也有例外的情况,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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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这节所给的应许不是保守信徒经过灾难(指七年

灾难), 而是保守信徒“免去灾难”(参 帖前 1:10: “等候祂儿

子从天降临, 就是…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 
47   但 3:29: “现在我降旨, 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

人, 谤讟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之神的, 必被凌迟, 他的

房屋必成粪堆, 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48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47 页(尼布甲尼撒王)、248 页(但以

理的决心)和 252 页(但以理的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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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Sidlow Baxter 

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
音 7:38). 这节的“他”是指信徒吗?   

 

解答:   约翰福音记载说: “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

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

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祂之人要受圣

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

得着荣耀.”  

 

 

(A) 约 7:38 的普遍解释和难题 

这几句由主耶稣高声说的话, 常被许多传

道人或讲员使用, 来深化基督徒的灵命. 我们常

听到他们的解释是, “活水的江河”(KJV: rivers of 

living water)是指从圣灵充满的信徒心中或生命

中涌流出来的恩惠影响. 

 

然而 , 主所说的这番话中 , 有一个 “子

句”(clause)却常被解经家或讲道者所忽略, 那就

是“就如经上所说 ”(KJV: as the Scripture hath 

said).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这里的“经上”肯定是指旧约圣经. 

问题来了, 旧约圣经哪一处有说“活水的江河”要

从基督徒或信徒身上流出? 这是很多解经家难以

解答的. 

 

在上个世纪著名的《埃利科特释经书》

中(Ellicott’s Commentary), 德班(Durban, 南非城

市)的解经家沃特金斯博士(Dr. H. W. Watkins)评

注道: “旧约圣经从未记载‘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

的江河来’这一句话, 但基督却用‘引句的公式’来

述说它. 这只对那些注重字句过于灵意(spirit)和

实质(substance)的人产生问题. 或许主耶稣说这

句话时, 是采用当时耶路撒冷的语言(指当地语言, 

或亚兰文), 而用这语言所表达的言词比较接近旧

约圣经的一些经文, 而非约翰(在约翰福音里)所

采用的希腊文之言词形式(the Greek form).”  

 

巴克斯特(J. Sidlow 

Baxter)正确表示, 若说“这

只对那些注重字句过于灵

意和实质的人产生问题”, 

然后说约翰所用来表达基

督所说的话之“希腊文之言

词形式”可能松散与不精确, 

这看法有其危险, 因它好像对我们的主和使徒约

翰不敬(即认为他们引述的不清不楚), 同时也双

重打击“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正统观点.  

 

另一些解经家则主张“就如经上所说”一语

并非连于接下来的词句, 而是连于之前的词句, 

意思成为“信我的人 , 就如经上所说他必须相

信…”(He that believeth on me, as the scripture hath 

said he must believe…). 不过, 在文法上, 这看法

面对致命的反对. 巴克斯特解释道: “我们主的引

句‘就如经上所说’是与‘活水’有关, 就是祂邀请来

‘喝’的对应者; 最好的希腊文学者都确定在文法

结构上是需要把这话(就如经上所说)连于接下来

的词句, 即‘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还有一些解经家认为“主耶稣可能想说的

是: 虽然旧约圣经无一处按字句有如此说, 但这

是旧约圣经所教导的实质(substance), 或所宣告

的灵意(spirit).” 但问题是, 约翰既然记载主真正
说的, 我们就不该狡辩说祂可能想说的. 更甚的

是, 旧约圣经从未表示“从基督徒或信徒身上流

出活水”是旧约圣经所教导的实质或灵意. 旧约

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记载这样的教义.  

 

事实上, 召会(由基督徒所组成)在旧约中

是隐藏的奥秘, 神只有在新约时代借着保罗才将

之启示出来(弗 3:3-10; 西 1:24-26). 新约的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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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以预表(type)和预示(foreshadowing)潜伏在

旧约中, 但她肯定不是直述的主题. 旧约圣经从

没教导说“活水的江河”要从现今时代的基督徒或

信徒身上流出. 

 

 

(B) 约 7:38 的正确解释和分析 

难道这问题就没有解决的方法吗? “其实

是有的,” 巴克斯特写道, “并且是很容易的. 答案

就在经文中的标点(punctuation).” 值得一提的是, 

英文或中文的标点符号是没有出现在神所默示

的原本经文中, 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 那么, 我们

可以在经文中(约 7:37-38)变动一下标点符号的

位置, 问题就解决了, 并把我们主话语中的真正

意思表达出来. 以下是巴克斯特所提出的变动:49  

 

 约 7:37-38 在英文圣经《钦定本》(KJV)是: If 

any man thirst, let him come unto Me, and drink.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把句号(full stop)或至少分号(semi-colon)放在

Me 后面, 读成: If any man thirst, let him come 

unto Me.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He that believeth”在

希 腊 文 中 是 分 词
(participle)  —  the 

one believing ( 信的

人), 所以这句话读作: 

And the one believing 

on Me, let him drink. 

(信我的人, 可以喝). 

 

 请注意, 重点在于 Me 

(我, 指基督), 读下去

是 : As the scripture 

hath said, out of his 

belly shall flow rivers 

of living water… (就

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他”(应写作“祂”)是指主耶稣基督(Christ). 

 

 这两节经过标点符号的改变和移动后读成: 

                                                           
49   J. Sidlow Baxter, Studies in Problem Text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60), 第 13 页.  

 
   英文圣经 

《钦定本》: KJV 

变动“标点符号” 

之后的词句 

37

节 

If any man thirst, let 

him come unto me, 

and drink. (人若渴

了 , 可以到我这里

来喝) 

If any man thirst, let him 

come unto Me.  

人若渴了 , 可以到我这

里来. 

38

节 

He that believeth on 

me, as the scripture 

hath said, out of his 

belly shall flow 

rivers of living 

water.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

他腹中要流出活

水的江河来.) 
 

And let him drink, who 

believeth on Me.  

信我的人, 可以喝. 

As the scripture hath said, 

out of His belly shall 

flow rivers of living 

water. 

就如经上所说 : 从祂腹

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巴克斯特评述道: “我们认为这是解读我

们主上述之言的正确方法. 肯定的, 若不是我们

已经习惯英文圣经《钦定本》或《修订本》中

的译法, 我们一定会为‘这荣耀丰盛活水竟流自我

们而非基督’而马上感到不妥! 可是当我们读了

变动标点符号后的字句 , 我们发现它们的背景

(setting)确定了我们修订后的读法. 主的邀请是给

那些‘渴’了的人, 我们救主如此邀请, 为要叫他们

自己的口渴得着满足, 而不是要叫他们流出活水

的江河来满足其他人!  

 

“其次, 约翰对救主之言的评论是: ‘耶稣这

话是指着信祂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约 7:39). 请注

意, 信祂之人是‘受(receive)圣灵’, 而非给于其他

人(not give out to others). 因此, 思考了主的话和

约翰的评论后, 最清楚自然的解释是: 那些渴了

的人喝了(意指: 相信和接受)基督, 就领受那流自

基督本身的活水(意即圣灵).”50 让我们再读一次: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人, 可以喝.  

 就如经上所说: 从祂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祂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

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50   同上引, 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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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标点符号之后, 我们就清楚明白“活

水”是流自基督,51 而旧约圣经一而再, 再而三的

表达这“活水”的关连, 是与基督(即希伯来文所谓

的“弥赛亚”)的到来有关. 

 

1) 赛 32:2: “必有一人(指将要来临的弥赛亚)… 

像河流(rivers of water)在乾旱之地...” 【注: 

这节的“一人”是指那位将要来临的弥赛亚主

耶稣基督, 参 赛 32:1-4】  

 

2) 赛 55:1,4: “你们一切乾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或

译: 都当来到众水这里, come to the waters)… 

我已立祂(指将要来临的弥赛亚)作万民的见

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注: 这“祂”是万

民的君王, 主耶稣基督再来时要作全地的君

王(启 19:16: “万王之王”)】 

 

3) 亚 12:10; 13:1: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 

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

我(或作: 他), 就是他们所扎的…那日, 必给大

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fountain), 

洗除罪恶与污秽.” 【注: 主耶稣基督就是这

位被扎伤的(请比较 约 19:34; 启 1:7)】 

 

4) 亚 14:4,8: “那日, 祂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

朝东的橄榄山上… 那日 , 必有活水 (living 

waters)从耶路撒冷出来.” 【注: 这“祂”是脚踏

橄榄山上的“耶和华”(参 亚 14:3), 而主耶稣基

督再来时也要脚踏橄榄山上(请比较 徒 1:11-

12 )】 

 

以上几处经文皆取自先知书; 但在律法书

(摩西五经)的记载中 , 还有一处清楚提到磐石

(rock)被击打后, 流出活水的江河, 来解除众百姓

                                                           
51   使徒约翰把这“活水”解释为“圣灵”(即将领受的恩

赐礼物). “主耶稣是指在召会时代圣灵的特别工作, 即圣灵

的施浸(baptizing)、印记(sealing)和内住(indwelling), 这些

工作都是在五旬节发生的(徒 1:5,8). 主耶稣在这之前曾表

示祂会差遣圣灵到信徒那里(约 15:26; 16:7). 但圣灵那时还

未被赐下, 还未永久性地内住信徒里面(比较 诗 51:11). 圣

灵的内住只发生在主耶稣得着荣耀之后, 即祂复活与升天

过后 .” Edwin A. Blum, “John”, in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Edition, edited by John F. 

Walvoord & Roy B. Zuck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83), 

第 302 页. 

的干渴, “我必在何烈的

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

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

以喝”(出 17:6). 圣灵借

着保罗在 林前 10:4 清楚

指明 : “那磐石就是基

督.”52 简之, 综合以上种

种凭据, “从他腹中要流

出活水的江河来 ”, 这

“他”肯定是指“耶稣基督”, 而非指信祂的人. 

   

 

(C) 结语 

基纳尔(或译“季纳”, Craig S. Keener)也赞

同巴克斯特(J. S. Baxter)上述的解释. 我们就用他

对 约 7:37-39 的背景解释作为总结:  

 

住棚节(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约 7:2)的

“末日”可能指第八天. 因为这节期的头七

天, 祭司都要列队, 从西罗亚池(取水)来到

圣殿, 并在祭坛前将水倒出来.53 前来过节

的朝圣者会观看这项仪式, 因此全罗马的

犹太人都会知道; 甚至在他们带回去当纪

念品的瓶子上, 也会画上这事.  

 

在节期中, 公开读的圣经包括先知书里强

调这节期的一段经文, 撒迦利亚书 14 章. 

这一章会与以西结书 47 章一起来解释. 这

些经文合在一起, 教导说, 活水将从圣殿

(在犹太人的教导里 , 圣殿的奠基石[the 

foundation stone]即是地的中心)流出, 将生

命带给全地. 取水的仪式(约 7:37)乃是指

向这个盼望. 

                                                           
52   上文主要参考 J. Sidlow Baxter, Studies in Problem 

Text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60), 第

11-21 页. 
53   赫丁(John Heading)写道: “根据当代风俗, 住棚节

首七日的每一日, 祭司要用一个金器皿(金瓶子), 从西罗亚

池取水, (回到圣殿)将之倒在祭坛上, 以此仪式记念“水从

磐石中流出”一事(民 20:8-11; 诗 78:15-16), 并以此展望弥

赛亚时代的属灵更新(refreshment; 请比较 亚 14:8, 16-19). 

John Heading, “Joh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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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d., 1988), 第 136 页. 赫丁表明这“活水的江河”是指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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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Langton 

   新约希腊文圣经的大楷抄本, 

字与字之间没有分隔和标点符号 

由于第 38 节的水乃是流入信徒, 而不是从
信徒流出(约 7:39).54 约 7:37-38 重新标点

后可以读为: “若有人口渴, 让他到我这里

来; 凡相信我的, 都可以喝. 正如经上所

说…” (原来的经文并没有标点[指分段和

标点符号], 参本文附录). 如此一来, 第 38

节便是声明, 耶稣应验了节期之日所读的

经文, 祂是新圣殿的奠基石, 是生命活水的

泉源(参 约 19:34; 启 22:1). 

 

大部分犹太教(指犹太教徒)… 都期待, 在

弥赛亚时代或来世, 圣灵会充沛地浇灌下

来. 在犹太人的文献中, 水通常象征妥拉

(Torah, 指律法书, 即摩西五经)或智慧, 但

约翰按旧约的先例, 将它用来指圣灵(赛

44:3; 结 36:24-27; 珥 2: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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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约 7:37-38 的原文背景 

 

 新约圣经是用希腊

文写成. 在新约圣经的希

腊原文最初文本(指原稿)

和手抄卷中, 是没有分段, 

也没有标点符号的. 分章

分节和加上标点符号是后

来的人所为.  

 

在大约 1227 年 , 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史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 1150-1228), 把圣经分章(chapters).56 大

约 3 百多年后, 即 1561 年, 有个法国印刷商再将

之分节(verses).57 我们今日一般采用的圣经章节

分段乃源自于此. 

                                                           
54   约 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祂之人要受圣灵说

的.” 请注意, 信徒是要“受(领受, receive)圣灵”; 这样的“领

受”(receive)肯定是“流入”而非“流出”. 
55   Craig S. Keener, The IVP Bible Background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Illinois: Inter Varsity Press, 

1993), 第 283 页. 
56   虽然红衣主教雨果(Cardinal Hugo de Sancto Caro)

也于 1244 年至 1248 年把圣经系统化的分段, 但存留至

今、仍被普遍圣经所采用的, 却是兰顿的分章法. 
57   Paul Lee Tan, Encyclopedia of 7,700 Illustrations 

(Texas: Bible Communications, Inc., 1991), 第 186 页. 

圣经的分段(分章分节)有优点也有缺点. 

有者正确指出, 从好处来说, 分章节方便排版、

印刷、出版、阅读、查经、引用等等, 让人可以

更便利的亲近圣经. 然而, 分章节也产生不少问

题. 比方说, 古代中国的“文言文”也没有标点符号

来断句(分段), 所以读整句时, 如何标点就会影响

文本的解读. 举个我们常听到的例子  —  “下雨

天留客天留我不留.”58 这样一句话, 不同的断句

方式, 就能产生不同的理解.59 约 7:37-38 也是如

此, 不同的断句方式会产生不同的解读. 

 

林诚在《圣

经论》中正确指出, 

“希腊文圣经最古

老的抄本只用大楷

抄写, 并没有小楷, 

字与字之间没有分

隔, 也没有标点符

号. 在这些希腊文

抄本中, 书卷的章节、标点符号, 并字与字之间

的分隔, 都是后来加上去的. 这些后来加上去的

部分, 并没有默示成分, 而且可能会有错误.”60 我

们中英文圣经在 约 7:37-38 的分节和标点符号就

是如此: 不仅没有默示的成分, 更是把标点符号

放错位置, 以致使人误解, 引致错误的解释, 所以

必须加以纠正.  

 

                                                           
58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句话, 其意是: “下雨天

留客, 天留我不留”(因为主人不想客人逗留太久). 但客人

把这首没有标点的打油诗改成: “下雨天, 留客天, 留我不? 

留!”(客人暗示主人应该留他). 事实上, 主人还可如此回答: 

“下雨, 天留客? 天留, 我不留.” 不同的断句方式和标点符号

可产生不同的意思或解读. 
59    有关圣经的分段和影响, 可参“圣经分章节, 严防

断章取义” ( https://zen1976.com/post-1322995303/ )以及“经

文分段的重要和方法” ( http://hoc6.org/new357/2017/05/15/

（八）經文分段 / ). 更多关于圣经分章节的资料 , 请参
https://www.christiantoday.com/article/who-divided-the-

bible-into-chapters-and-verses/103616.htm . 
60   至于旧约圣经, 林诚在《圣经论》中也指出, 希伯

来文的经文原本是把每一个字紧密连在一起的, 字与字之

间没有分隔. 不过, 在主耶稣时代之前, 希伯来圣经可能已

把字与字分隔. 由于圣经的经文字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组

合, 容易产生误解, 因此把字词合理地分隔是必须的. 可是

圣经学者对于如何分隔字与字, 有着不同的意见. 此外, 旧

约圣经的分节方式也是由早期的文士进行的. 现今犹太人

圣经的分节方式, 是源于《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 

https://zen1976.com/post-1322995303/
http://hoc6.org/new357/2017/05/15/（八）經文分段/
http://hoc6.org/new357/2017/05/15/（八）經文分段/
https://www.christiantoday.com/article/who-divided-the-bible-into-chapters-and-verses/103616.htm
https://www.christiantoday.com/article/who-divided-the-bible-into-chapters-and-verses/1036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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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解经                            微光 
 

主耶稣 

与约书亚 

 

经文: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

耶稣, 因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

出来.” (马太福音 1:21) 

 

 许多基督徒

通常认为 “耶稣 ”

这一名字是道成

肉身的神之子的

专用名字, 因为这

是神差遣天使亲

自给祂起的名字 . 

其实, 这个名字在

圣经十分普遍. 

 

 “耶稣”的希腊文是 Iêsous {G:2424}, 这

字在旧约的希腊文圣经《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出现了一百多次. 第一次出现在 

出 17:10, 是指嫩的儿子约书亚(希腊文即是

Iêsous ), 就是约书亚记的主角约书亚.  

 

除他以外, 旧约圣经《七十士译本》也

提到多位 Iêsous 的人; 其中提到最多的是被

掳归回时, 和所罗巴伯一起领导以色列人建

造圣殿的那位大祭司 Iêsous (中文圣经《和

合本》将之译为“约书亚”; 该 1:1, 12, 14,  2:2, 

4; 亚 3:1, 3, 4, 6, 8, 9;  6:11; 注: 《和合本》在 

拉 2:2 和 尼 7:7 将这位大祭司译作“耶书亚”).  

 

 新约圣经除主耶稣以外, 也有其他人的

名叫 Iêsous , 只是中文用了不同的译名, 例如

“约细”(路 3:29)、“耶数”(西 4:11), 还有“嫩的

儿子约书亚”(徒 7:45; 来 4:8). 另外, 还有一个

人名叫“巴耶稣”(希腊文: Bariêsous {G:919}; 

徒 13:6). 这字的前半部分 bar 是亚兰文一词

的希腊文音译(注: 亚兰文 bar 与希伯来文的 

bên 一字同义), 意谓“儿子”; 后半部分 iêsous 

即是希腊文的“耶稣”(或旧约的“约书亚”)一

字. 两部分合起来解作“约书亚/耶稣的儿子”. 

 

 由于 Iêsous 这名字在犹太人中如此普

遍, 为了避免混淆旧约嫩的儿子约书亚与新

约的主耶稣, 或把他们二人与其他 Iêsous 混

淆, 中英文圣经翻译者很有智慧, 把嫩的儿子 

Iêsous 翻译成约书亚(Joshua), 把主 Iêsous 翻

译成耶稣(Jesus), 把新约圣经其他 Iêsous 翻

译成其他名字, 如约细、耶数, 以示区别.61 

 

 希腊文 Iêsous 的希伯来文 yehôshûa‛ 

{H:3091}, 有救恩或拯救的意思. 嫩的儿子约

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 是耶和华大能的勇士. 

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 第一场争战是与亚玛

力人争战, 带领以色列人出去迎战的, 就是约

书亚(出 17:10-14).  

 

此外, 约书亚也被神使用, 来带领以色

列人过约但河, 率领他们与迦南诸族争战, 最

后获得迦南美地. 从这个角度讲, 约书亚堪称

以色列人的“拯救者”, 

因他继承摩西的工作, 

完成了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应许之地这救赎

工作的后半部(注: 前

半部是“拯救以色列

人离开为奴之家”, 由

摩西完成). 

 

 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后, 虽身在应许之

地, 却一直被外邦列王所辖制. 因此, 以色列

人历世历代都在盼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基
                                                           
61    今天也有许多名叫 Joshua (约书亚)的人, 却没有人

叫 Jesus (耶稣), 也可能是同样的道理, 要与新约的主耶稣

有所区别. 另外, 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 我们常会见到主

耶稣的名字前面冠有一个限定词“拿撒勒人”, 其原因可能

是为了与其他的  Iêsous 加以区别 , 限定这是拿撒勒的

Iêsous , 不是其他的 Iêsous . 这就像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

之地的约书亚名字前面常冠以“嫩的儿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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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来拯救他们, 脱离外邦人的辖制. 可能这

是许多犹太人为孩子取名“约书亚”的原因, 

希望孩子可以为犹太民族带来“拯救”. 

 

 这等候弥赛亚的热诚, 在第一世纪罗马

帝国统治、居巴勒斯坦地的以色列人当中, 

格外高涨. 因此, 在马太福音第 1 章, 当约瑟

这位敬虔的犹太人听见天使说要给马利亚生

的孩子取名叫“耶稣”( Iêsous )这个名字时, 可

能会自然地想到那位带领以色列人、赶出外

邦人、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约书亚”, 

或至少联想到“拯救”.  

天使接下来的宣告也证实了这一点 :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 你要给祂起名叫耶

稣”(希腊文: Iêsous ; 即旧约所谓的“约书亚”), 

因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

1:21). 这句话中的“救”字意味着“拯救”. 从这

个角度看, 旧约嫩的儿子“约书亚”可谓预表

新约将要来临的主耶稣, 不仅因为他们的名

字相同, 也因他们都进行“拯救”神的百姓的

工作. 

 

 我们虽不能断定约瑟一定有想过那位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 Iêsous 和马利

亚将要生的儿子 Iêsous 之间的关系, 但新约

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确地将两位 Iêsous (主耶

稣与约书亚)连系在一起. 请看希伯来书 4:8-

11: 

 

若是约书亚( Iêsous )已叫他们享了

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

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歇了自己的工, 正如神歇了祂的

工一样. 所以, 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

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

倒了. 

 

这里说明

先前的  Iêsous 

(指旧约的约书

亚)虽然带领以

色列人进入应

许之地, 却没能

叫他们享受真

正的安息. 那什

么人能进入真正的安息呢? 来 4:3 提供了答

案: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这相信的对象是谁呢? 就是要相信那位超越

天使、超越摩西、超越亚伦, 按麦基洗德的

等次(体系)永远作大祭司的神之子、“末后的

约书亚”  —  耶稣( Iêsous )基督.  

 

这也许正是神差派天使传话给约瑟, 要

他给道成肉身的神子起名为“耶稣”( Iêsous , 

也可译作“约书亚”)的用意. 任何人若相信神

所派来的拯救者“耶稣”( Iêsous ), 就可以从他

们的罪中得蒙

“拯救”, 得享神

所应许的安息 , 

正如主耶稣自己

应许的: “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可以

到我这里来, 我

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

式; 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 11:28-

30). 让我们尽快来到这位恩典之主面前, 来

享受祂所应许的安息吧!62 

 

                                                           
62   上文主要改编自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

处多》(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7年), 第 8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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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天地             杯子 

       

神的十二个奥秘 (三) 
  
编者注: 圣经中至少有十二个奥秘.63 我们在上两期讨

论过第一至第五个. 本期, 我们将探讨关乎基督

徒的第六个奥秘: “圣徒被提的奥秘”. 

 

(文接上期) 
 

(B.6)    圣徒(召会)被提的奥秘 (帖前 4:16-18) 

 

 

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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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
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

遇. 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
前 4:16-17). 

 

 

  论到圣徒或召会被提, 保罗说: “我如今把

一件奥秘(mystery)64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

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霎时, 眨眼之间, 号

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

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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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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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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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Fleming 所编辑的 

World’s Bible Dictionar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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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末次的号筒 

 

使徒保罗在 林前 15:51-52 把第六个属神

的奥秘启明出来, 就是圣徒(或作“召会”)被提的

奥秘. 圣徒(召会)被提是个伟大而广泛的题目. 我

们会从“末次的号筒”(the last trumpet)开始讲解. 

对喜爱阅读圣经的人来说, “号”(trumpet)这题目

并不陌生. 

 

(1) 银号   

在旧约里, 以色列人吹“银号”, 作招聚、起

行、争战、节期和献祭之用(民 10:1-10), 他们也

吹羊角号(书 6:13). 

 

(2) 福音的号 

新约中有不同的号, 其中一个是福音的号. 

像以色列人在禧年要吹号, 来宣布释放和自由, 

主耶稣也在路加福音 418-19 吹响“释放和自由”

的“福音号”, 正如主耶稣所说的: “主的灵在我身

上, 因为祂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

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

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无论如何, 

这号也带有警告性, 警戒人有关审判快要临到. 

 

(3) 讲道的号 

哥林多前书 14:6-8 论到讲道的事奉好像

“吹号”, 所以要清清楚楚宣讲神的道, 使众肢体

(众信徒)得着建立或造就. 

 

(4) 末次的号 

哥林多前书 15 章共 4 次提到“First”(首先), 

依照次序译为: “第一”(林前 15:3)、“首先”(林前

15:45)、“在先”(林前 15:46)、“头一个”(林前

15:47). 然后是 4 次提到“Last”(最后), 分别译作: 

“末了”(林前 15:8)、“尽末了”(林前 15:26)、“末

后”(林前 15:45)、“末次”(林前 15:52). 当在地上

的圣徒(指召会或基督徒)听到这末次的号, 便立

刻改变, 被提升入云中, 在空中与主相遇. 

 

 

(b)   主再来的应许 

 

 无论在国度的层面或召会的层面, 主再来

的应许都在新约才清晰叙述.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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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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亲自应许(约 14:3); 

2) 天使口中的应许(徒 1:11); 

3) 雅各书的应许(雅 5:8); 

4) 彼得书信的应许(彼后 1:16); 

5) 约翰书信的应许(启 2:25; 22:7); 

6) 保罗书信的应许(林前 15:51-52; 腓 3:20-21; 

帖前 4:16-17) 

7) 希伯来书的应许(来 10:37) 

 

横跨新约, 大部分的作者都说“主必回来”, 

我们也该回应道: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c)   主再来的目的 

 

 主再来的目的有四个: 

1) 应验主的应许: 因为祂曾说: “我若去为你们

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约
14:3).  

2) 要叫死人复活: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

活”(帖前 4:16)  

3) 要叫地上活着的信徒与已离世的信徒一同聚

集: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

同被提…”(帖前 4:17).  

4) 要叫我们一同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遇, 然后永

远与主同在: “… 一同被

提到云里 , 在空中与主

相遇. 这样, 我们就要和

主永远同在”(帖前 4:17). 

 

当被提时, 那些已经死了的信徒已得着身

体的复活, 感恩高唱: “死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

里?”(林前 15:55) 因他们胜过死亡的权势(他们复

活了, 死亡不能拘留他们); 接着那些活着被提的

信徒也感恩高唱: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林前

15:55), 因他们没有经过死亡, 死的毒钩从没刺伤

他们. 最后, 这两大组信徒加入大合唱: “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林前 15:57). 

这是何等荣耀的一幕! 

 

马太福音 28 章记载了主降临的预兆, 却

不是给予召会的, 而是给以色列民的. 我们不是

等候预兆, 乃是等候主的再来. 那些预兆(例如“民

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等等, 太 24:7,11), 现

今已经时有所闻, 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正在发生, 

但那仿佛一首曲子的“前奏”,65 还不是真正曲子

的开始. 在七年灾难时期, 这些预兆才要全面爆

发(全球性地爆发出来).  

 

无论如何, 主再来接召会(指召会被提)是

发生在七年灾难以先, 会在“一霎时, 眨眼之间,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林前 15:52). 刹那间, 召会

信徒全都被提, 到空中与主相遇, 永远与主同在. 

主将接召会回到天上. 

  

 

(d)   主再来引起的争论 

 

关于主再来方面有很多争议, 大多是具教

义性 (doctrinal)和时代性 (dispensational)的争议 . 

很多信徒认为召会(基督徒)将经过灾难时期, 然

后主再来接他们. 然而, 这是错误的教训. 圣经清

楚明言: 我们将会听到末次(最后一次)聚集的号

筒吹响声, 在眨眼之间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

遇, 带着复活或改变了的荣耀身体进到父家里, 更

美妙的是能亲眼看见羔羊的荣耀.  

 

何等的感受? 当我们初见祢, 

荣耀异象展现在眼前, 

在地上长久盼望相见, 

可颂之主我们终于见面. 

 

祢脸曾遭毁, 肋旁曾被刺穿 

我众在天见祢光辉煌, 

带着荣耀复活的身体, 

仍见曾被杀羔羊的记号. 

 

随后是大灾难的时期, 即先知但以理预言

的“七十个七”中最后的一个七(但 9:24-27).66 这

七年的大灾难何等恐怖!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65   一首歌曲在没开始唱的时候, 前面那段音乐叫“前

奏”. 一首曲子的“前奏”预告那首曲子就快要开始了. 同样

地, 现今这些灾难预兆的“前奏”提醒世人真正的灾难要开

始了(也向不信者证明主所预言的这些灾难是真的会发生), 

好叫人预备好迎接主耶稣的再临. 
66   有关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七十个七”, 请上“家信

文库”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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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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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

必没有”(太 24:21).  弟兄姐妹, 不要寄望能经过大

灾难, 因为主说“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总

没有一个得救的”(太 24:22). 

 

 

(e)   召会必不经过大灾难的证据 

 

召会或基督徒会经过末世的七年灾难吗? 

我们在上一期《家信》的“圣经问答”专栏, 特别

花了许多篇幅解答了上述问题. 我们的答案是: 按

圣经的教导, 并照正确的解经, 肯定不会! 我们也

为此在那篇文章里提供许多证据, 并反驳“灾后被

提”、“灾中被提”和“部分被提”(或称: 得胜被

提、多次被提)的论据. 我们请读者上网阅读.67 弗

拉尼根(Jim Flanigan)也提出以下的论据, 来证明

召会不会经过七年灾难.  

 

(一)   召会的独特性 

上期的《家信》探讨天国的奥秘, 指出召

会不是以色列 . 旧约

的先知对“召会”或“基

督的身体”一无所知 . 

他们写作的对象是以

色 列 , “ 基 督 的 身

体”(即召会)对他们而

言是个奥秘(弗 3:5-6).  

 

使徒保罗在 林前 10:32 清楚说到神把人

划分为三大群体  —  犹太人、希利尼人(或译“希

腊人”, 广义是指外邦人)、神的召会. 旧约众先知

的预言并没有提及神的召会, 所以“召会将经过

末世灾难”这个说法并无明确的旧约圣经根据. 

简之, 末世灾难是旧约的主题, 只有召会被提后, 

留在地上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会经过这段时期.  

 

(二)   时代的真理 

有个讲员制作了一幅时代真理的大图表, 

显示基督“从降生直到再临地上作王”这一段很长

的时间, 当中包括基督的时代(由降生到升天)、

召会时代(由五旬节到召会被提)、灾难时代/时

期(由七印到七碗)、千禧年时代(由撒但被捆绑

                                                           
67   网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6/召

会(基督徒)会经过末世的七年灾难吗/ .  

一千年到被释放)以及永恒的新天新地(白色大宝

座过后到永永远远). 

 

试想象我们把这幅大图表带回旧约时代, 

请先知但以理作评论, 相信会非常有趣. 如果但

以理从“基督的时代”开始, 一面走一面欣赏这大

图表, 他会对基督的时代感触良多. 先知但以理

非常了解基督的时代, 因基督的降生、受苦、受

死到复活升天, 旧约先知都有预言, 连但以理自

己也预言过“受膏者”(指耶稣基督)必被剪除(但
9:26).  

 

可是, 当先知但以理再走下去, 到了“召会

时代”, 想必他会停住脚步, 在那里思考很久, 充

满困惑地承认自己毫无头绪, 因“召会”在旧约中

是隐藏的隐秘. 

 

不过, 来到灾难时代、千禧年时代, 这两

部分却难不倒但以理, 因他自己也曾预言关于七

年的灾难时期(但 12:1: “那时, 保佑你本国之民的

天使长[原文作: 大君]米迦勒必站起来, 并且有大

艰难[KJV: a time of trouble], 从有国以来直到此

时, 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中, 凡名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 

 

唯独召会的时代是先知但以理所不明白

的. 没错, 召会是新约的奥秘! 召会的时代超出了

但以理启示的范围, 这点正是旧约时代与新约时

代的不同: 旧约预言民众(包括神在地上的百姓以

色列人)会经过大灾难; 新约的召会则早在大灾难

前被提, 不会经过大灾难. 任何“召会要经过末世

灾难”的教导都不合乎圣经所教导的时代真理. 

 

(三)   橄榄山和楼房内的讲章有所不同 

橄榄山的讲章(马太福音 24 至 25 章)和楼

房内的讲章(约翰福音 13 至 17 章)都论到主的再

来(太 24:3; 约 14:3), 不过当中是有很大的分别: 

 

橄榄山的讲章带有犹太色彩, 内中论到圣

殿 ( 太 24:1-2) 、先知 ( 太 24:15) 、圣地 ( 太

24:15)、安息日(太 24:20)、选民(太 24:22,31)、

无花果树(太 24:32)等等属于犹太人的背景象征; 

楼房内的讲章却没有提及这些, 只描写了非常亲

密的关系, 如“祂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6/召会(基督徒)会经过末世的七年灾难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6/召会(基督徒)会经过末世的七年灾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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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到底”(约 13:1), 以及“父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

已经爱我, 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约 16:27).  

 

此外 , 橄榄山的讲章用了第三人称“人

子”(太 24:27, 30, 33, 39, 44; 25:31); 楼房内的讲

章却用了第一人称“我”(约 13:14,20; 14:1,6; 15:1; 

16:1; 17:13).  

 

还有一个不同点: 山上的讲章是公开的; 

楼房的讲章是私下的. 虽然听众都是门徒, 但门

徒在这两个场合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在山上, 门

徒作为犹太余民(Jewish remnant), 所以主耶稣讲

论很多七年灾难时期发生的事情; 楼房内, 门徒

担当了新约召会的角色, 主便向他们提到领受圣

灵和主耶稣作为大祭司替他们代求之事. 

 

事实上, 这两篇讲章所针对的领受者分为

两类, 分别是以色列人和召会. 山上的讲章是对

以色列人说的, 大部分以色列人(指当时活在地上

的以色列人)会从头到尾完整地经历灾难时期, 一

直到人子有大荣耀驾着云降临(太 24:8-30); 楼房

的讲章则是向召会说的, 主并没有预告末世灾难

的种种预兆, 因为他们不会经过灾难时期, 主反

倒对他们说: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

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约 14:3). 主更向父神祷告: 

“父啊, 我在哪里, 愿祢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

里, 叫他们看见祢所赐给我的荣耀”(约 17:24; 注: 

主耶稣是在天上, 属主的基督徒或整体召会信徒

也要同主在那里). 主祷告的话语必然应验. 

 

(四)   启示录记载的次序 

启示录 1 至 3 章记载亚细亚的七个召会, 

她们代表整个基督的身体(或称“宇宙性的召会”). 

然而, 第 3 章过后, 这些召会全都销声匿迹, 消失

得无影无踪(完全没有出现“召会”这一名词), 究

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第 4 章, “天上的门开了”, 使

徒约翰被提到天上的宝座前(有者认为这是象征

召会被提到天上). 按章节的结构来说, 召会之所

以从地上消失, 是因为“天开了”, 召会被提到天上

的宝座前. 

 

启示录第 2 至 3 章共出现了 7 次“凡有耳

的, 就应当听”(启 2:7,11,17,29;  3:6,13,22), 每次

出现都与“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连上关系, 唯

独在启示录 13:9 出现时, 并没有与召会连上任何

关系, 为什么这样呢? 这是因为在第 4 章开头, 天

上有门开了, 召会已被提到天上, 而不是留在地

上经历末世灾难, 所以 启 13:9 那对地上之人所

说的话, 不再与“众召会”有关了. 

 

(五)    “晨星”与“日头” 

很多人不懂得分辨天国和召会 (请参第

120 期《家信》有关“基督身体的奥秘”, 第 30

页),68 才会说召会将经历灾难时期. 对召会而言, 

主是“明亮的晨星”(启 22:16); 对以色列而言, 主

是“公义的日头”(玛 4:2). 召会(基督徒)所等候的

不是日头, 乃是晨星, 就是在黎明来临前出现的

晨星, 那预报日头或太阳临到的晨星. 晨星出现

时, 我们基督徒(召会)被接回天家, 只有留在地上

的以色列人还要再等(注: “晨星”出现后还要再等

一段时间, “日头”才会出现)  —  等候“公义的日

头”主耶稣的出现. 祂将带来公义的国度(千禧年

国), 此国度如日光显耀, 圣洁公义彰显其中. 

 

 

  总结 

  有关召会被提和千禧年论, “灾前被提”和

“前千禧年论”是最符合整体圣经一致的教导. 主

耶稣基督会在七年灾难前为召会信徒秘密而来, 

把信徒提到云中, 在空中与主相会, 然后七年的灾

难时期才开始. “召会被提”不像“基督降临地上作

王”那般, 有众多不同的预兆(太 24:3-31), 而是发

生在“一霎时, 眨眼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正

是我们所盼望和等候的福气! 

 

我今等候黎明临到,  

渴望福日大荣耀; 

待到清晨日出天晓, 

黑夜过尽愁全消; 

远离伤心流泪幽谷, 

得与我救主同住; 

将在天上放声欢唱, 

永远颂主恩无疆.69 

                                                           
68   请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神

的十二个奥秘一/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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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期, 第 3-8 页(此

刊物由香港大埔福音堂于 2019 年出版).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神的十二个奥秘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神的十二个奥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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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70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十五): 

初期召会中 

的敬虔女人 
 
(A)    使徒行传中的女人  

 圣经这本奇妙的书记载主给使徒的大使

命、召会的诞生、第一个召会在耶路撒冷的设

立、福音传遍犹太地、撒玛利亚, 甚至传到罗马帝

国最远的地区. 这一切始于那些聚在耶路撒冷一间

楼房内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间楼房是在马利亚的家, 

所指的马利亚是约翰马可(John Mark)的母亲. 在此

楼房内的女人与使徒们继续的祷告(徒 1:14). 不过, 

当彼得论到要立一人来填补十二使徒的空缺时, 他

只向在场的男人(弟兄们)说话(徒 1:15-16). 这与下

列事实相符一致: 主拣选十二个男人来作祂的使徒; 

所有新约书卷的作者都是男人. 此外, 当设立召会

时, 所有长老都是男人.  

 

五旬节圣灵降临成立召会过后, 许多福气随

之而来 , “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

多”(徒 5:14). 当大数的扫罗(即保罗)兴起, 成为逼迫

圣徒的主要领袖时, 我们读到: “扫罗却残害召会(教

会), 进各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徒 8:3). 历代

的召会历史证实, 很多最勇敢受逼迫和为主殉道的

圣徒是女人.  

 

(A.1)   约帕的多加 

多加(Dorcas)的意思是“羚羊”(gazelle), 此名

与她相符, 因她拥有温柔、谦卑和恩慈的品格. 她

以慷慨仁慈、乐于助人著称(徒 9:36-42).71 有趣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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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徒 9:36: “在约帕有一个女徒(直译: 女门徒), 名叫

大比大, 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 她广行

善事, 多施周济.” 

是, 她是圣经中唯一被称为“门徒”的女人, 表明她

是忠心跟随主的人, 但我们不能

就此推论说其他女人不忠心跟随

主. 按使徒行传的记载,  召会初期

的所有信徒, 无论是男人或女人, 

都被称为门徒(徒 9:36). 多加“广

行善事, 多施周济”, 连她的死也

是为了荣耀神, 叫多人信主(徒 9:42).  

 

(A.2)   腓立比的吕底亚 

吕底亚(Lydia)是欧洲第一个信主得救者(徒

16:14-15). 在千千万万得救的欧洲人当中, 第一个

得救的是这位尊贵的女人. 她虽

出生在亚洲的推雅推喇, 却因在

欧洲的商业而在腓立比居住(注: 

腓立比是保罗抵达欧洲的第一座

城市). 信了主后, 她的一家也听

信福音而得救, 并打开门户, 邀请

保罗与她们同住. 有可能一些与她同到河边祷告的

女人是腓立比召会第一批信主的人, 因为过后我们

读到女人在腓立比召会中有显著的事奉(腓 4:2-3). 

 

(A.3)   使徒行传 17 章的女人 

在帖撒罗尼迦这城市, 得救的是“高位的妇

女”(徒 17:1,4; 注: 徒 17:4 的“尊贵”原文意思是“高

级、高位”, 与 徒 17:12 的“尊贵”不是同一个希腊

字 ), 72  在庇哩亚 , 得救的是 “尊贵的妇女 ”(徒

17:10,12).73 这些重要妇女对这两个城市的社会影

响很大, 也一同承受较后临到这些初信者的苦难. 

使徒行传 17 章末了提到信主者的名字, 只提及一

个女人, 就是大马哩(Damaris), 她是听了保罗在雅

典的讲道而信主的. 她肯定在信徒当中是有声望的. 

 

(A.4)   亚居拉和百基拉 

 哥林多的福音事工最先与一对敬虔的夫妇

有关, 他们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徒 18:2-3). 这两个

名字在新约圣经出现 6 次, 其中四次先提到妻子百

                                                           
72  徒 17:1,4: “保罗和西拉经过暗妃波里… 来到帖撒

罗尼迦…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 就附从保罗和西拉, 并

有许多虔敬的希利尼人, 尊贵的妇女(原文可作: 高位的妇

女; KJV: chief women)也不少.” 
73   徒 17:10,12: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西拉

往庇哩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贤於帖撒罗尼迦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查圣经, 要晓

得这道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利尼尊

贵的妇女(KJV: honourable women), 男子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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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拉(Priscilla), 然后才提丈夫亚居拉(Aquila).74 亚

居拉是出生在本都(Pontus)的犹太人. 当他们还在

罗马城时, 革老丢(Claudius Ceasar, 注: 此人是主后

41-54 年的罗马皇帝)于主后 49 年下令驱逐所有犹

太人, 他们只好离开罗马, 来到哥林多. 这驱逐或许

与逼迫基督徒有关, 这对敬虔夫妇已信了主, 并为

信仰受苦. 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他们, 由于与他们同

业(制造帐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有可能就在这时

候, 他们因收留保罗而面对危险, 但他们为了保罗

将生命置之度外(罗 16:4: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

项置之度外”). 

 

 当 保 罗

离开哥林多, 他

们夫妇俩陪伴他

直到以弗所. 保

罗写哥林多前书

时, 他们还在以

弗所, 并且有个在他们家中聚会的召会(林前 16:19). 

亚居拉和百基拉居住在以弗所不久, 有个名叫亚波

罗的犹太人来到

以弗所 . 此人有

学问有口才, “最

能 讲 解 圣 经 ”, 

“只是他单晓得

约翰的洗礼”(不

明白基督徒的浸

礼) (徒 18:24-25). 

他在会堂讲道后, 他们夫妇俩就接待他到家中, “将

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徒 18:26). 他们俩的名

字次序值得留意(按英文《钦定本》和《达秘译

本》), 其顺序是“亚居拉和百基拉”. 论到教导方面, 

百基拉“没有辖管男人”(提前 2:12, 特指没有公开讲

道或教导), 在家庭的领域, 她和丈夫一同教导“最能

讲解圣经”的亚波罗.  

 

 路加写到百基拉时, 他采用希腊文 Priskilla 

{G:4252}, 这字是希腊文 Priska {G:4251}的昵称

(diminutive of Prisca, 意即 little Prisca).75 当保罗在 

提后 4:19 写到她时, 却采用 Priska (KJV: Prisca)  

                                                           
74   这四次是: (1) 徒 18:18; (2) 徒 18:26; (3) 罗 16:3; (4) 

提后 4:19. 先提“亚居拉”后提“百基拉”的经文是 : 林前

16:19、徒 18:2 (注: 这对夫妻名字在 徒 18:2 没连在一起). 
75   英文“Diminutive”意即“昵称”或“小词缀”, 是表示

“小”的语辞, 例如 Maggie 是 Margaret 的昵称; piglet (小猪)

是 pig (猪)的小词缀等等. 

—  贵族夫人(the lady). 蓝赛(William Ramsay)评论

道: “她可能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贵族夫人”. 

 

 当保罗来到生命尽头, 向这对夫妇问安时, 

他先称“百基拉”, 然后才“亚居拉”(提后 4:19).76 看

来他们夫妇俩在革老丢死后就回罗马(罗 16:3-4), 

然后再回到以弗所, 并住在那里. 在交通不便的时

代, 他们进行多次搬迁, 看来都是为了召会的需要. 

保罗给他们至高的赞扬: “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 他

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

项置之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众召会

也感谢他们”(罗 16:3-4). 没有赞扬比这更高了. 我

们留意到保罗先提百基拉, 相信是因为百基拉在灵

命上比亚居拉更属灵.      

 

(A.5)   腓利的四个女儿 

传福音的腓利“有四个女儿… 是说预言

的”(徒 21:9). 这“说预言”引起一些猜测. 事实上, 圣

经论述她们的话非常简短, 没有授予我们权柄去主

张说她们是在公开的场合下, 操练和使用说预言的

恩赐. 有几个理由, 例如当神要启示保罗有关他将

在耶路撒冷被捕和受难的信息时, 祂并没使用腓利

的四个女儿, 纵然保罗当时是住在腓利的家(参 徒

21:8-11). 神差派亚迦布从老远的犹太下来该撒利

亚, 把此预言告诉保罗. 这表示腓利的四个女儿是

在私下家庭的领域(domestic sphere)操练或使用她

们的恩赐, 而不是在地方召会中公开说预言.   

 

 

(B)    新约书信中的女人  

保罗在罗马书 16 章提及 26 个人的名字, 其

中 8 人是女的. 我们已经探讨过名声显著的百基拉

和亚居拉, 接着我们要思考其他女人. 首先是马利

亚, 保罗说“她为你们多受劳苦”(罗 16:6). 这劳苦可

能是在家庭领域的事奉(在家中款待圣徒). 从古至

今, 很多妇女都这样的劳苦, 她们的殷勤服事肯定

在基督的日子(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得着极大的赏赐. 

 

罗 16:7 提到“犹尼亚”(Junia). 此名的性别引

起争论 . 这里的犹尼亚在希腊原文是 “直接受

格”(accusative form), 可源自阳性(masculine, 男性)

的 Junias 或阴性(feminine, 女性)的 Junia. 较多的看

法是指犹尼亚是个女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她是

一个使徒吗? “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这句话可以指
                                                           
76   提后 4:19: “問百基拉(Prisca)、亞居拉(Aquila), 和

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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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名望, 故被众使徒所认识”, 也可指她“是有名

望的使徒”(Ryrie). 后者的看法并非好的解经, 因为

圣经中从未提到女使徒, 而一段经文若有两个可能

的意思, 就不该用它来决定重要的课题(因它不够

明确, 若以它为根据, 其结论可能有错, 编译者按).  

 

罗 16:12 的“土非拿氏”(Tryphena)和“土富撒

氏”(Tryphosa)都是异教徒的名字(pagan names). 但

这里记载这两个名字的女人, 都是主恩典的胜利纪

念碑(trophies of grace), 她们为主劳苦, 而这两个名

字也出现在皇帝家族的碑文上(这是否意味着她们

可能是皇族的人?). 第 12 节也提到“彼息氏”(Persis), 

是基督著名的女仆. 保罗给她额外的赞许  —  “为

主多受劳苦”. 

 

在接下来的第 13

节, 保罗称呼鲁孚(Rufus)

的母亲为“我的母亲”. 显

然,  她并非保罗肉身的母

亲. 然而, 这妇女被“外邦

人的大使徒”保罗当作母亲, 是何等的尊荣啊! 

 

最后, 在罗马书 16 章一开始就提到的非比

(Phoebe)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罗 16:1-2). 她是一位女

执事, 是坚革哩召会中的仆人(注: “执事”意即执行

事奉的仆人). 保罗说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KJV: 

succourer of many). 英文“succourer”意指高位的人, 

是对较弱群体的保护者(注: 这字的希腊原文也有

此意).77 希腊社会中常有如此地位之士. 不过, 保罗

称赞非比不是因为她的高位, 而是她的事奉. 执事

的事奉范围很广, 可包括物质和属灵方面. 非比对

保罗的事奉(指给保罗的帮助)最可能是属物质方面

的事奉.  

 

此外, 腓立比书 4:2 提到“友阿爹”(或译“友

阿蝶”, Euodia)和“循都

基”(Syntyche). 这两个

女人曾在福音工作上

与保罗一同劳苦, 也与

革利免并其他同工一

同劳苦(腓 4:2-3). 很多在新地方进行福音事工的人, 

都体验到女人在这方面同工的宝贵和重要.     

 

                                                           
77   “Succourer”一字在希腊原文是 prostatis {G:4368}, 

字义为“资助者、赞助人”; 其原文可指 patroness, 即发挥支

持角色的女性. 

 在结束这部分以前, 还必须提到两个女人. 

她们是神手中特别的器皿, 用来训练和塑造一个生

命, 成为荣耀神的仆人. 属神的人提摩太欠了他外

祖母罗以(Lois)和他母亲友尼基(Eunice)何等多的

恩情(提后 1:5; 3:14-15). 能够成为塑造年幼生命让

神使用的母亲或外祖母, 是何等尊荣的特权啊! 神

给祂子民的众多任务中, 没有一事比这更高级、更

尊贵了. 可惜今日很多女性却轻视这一事奉, 对它

不屑一顾. 

 

 很多亲爱的女人或姐妹读完上文时, 觉得她

们在塑造生命的伟大工作上失败了, 可是让我们记

得, 无论是在塑造生命或其他一切为神所做的事奉, 

神所看重和评审的, 是忠心而不是人所谓的“成功”.    

 

 

(C)    给事奉主的女人一些指南  

 (C.1)   基督徒在现今时代的挑战 

我们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经文, 可以用来支

持激进的 “ 妇女解放运动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神没有创造男人比女人优越, 比女人更

高一等, 不过祂却在他们中间设立分别, 祂“造男造

女”(创 1:27). 他们各有自己的领域, 也擅长于各自

的领域; 而有些工作是只有女人能够胜任的, 例如

男人无法把救主带到世上来, 男人也无法在神给女

人的很多职任方面, 做得比女人更好. 

 

基督徒所相信的公正(righteousness)是很实

际的. 以相等的薪水支付相等的工作, 这是公正的

原则, 我们也该为公正祷告, 使公正盛行在我们的

国土上. 此外, 若男人有机会帮助他的妻子做家务, 

他应该为此感到荣幸. 这样做并不会减损男人的尊

严, 反倒表现出他对妻子的爱. 无论如何, 现今所谓

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

支持者责怪圣经贬低他们的身份地位 (degraded 

status). 孩子们(特指西方的孩子们)在学校被灌输一

个观念: 父母没有特定角色! 在教学课本里, 母亲出

外到商场工作, 留下父亲在家中处理家务, 总之是

父母并无特定角色. 缺少真正的行为榜样(或译“角

色模特”, role models)将对孩子的发展带来恒久性

的负面影响. 

 

我们可以证实很多女性比她们的丈夫更聪

明, 很可能在高竞争的职业商场上比丈夫表现得更

优越. 但我们现在谈论的, 不是哪一个性别更加聪

明或更加优越, 而是神给男人和女人的计划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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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控圣经教导性别歧视(sexism). 这指

控强烈到全国基督教会联合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78已为此而实验性地出版特殊的圣经. 此

圣经把一切论到神是“他”(He)的字, 都加上括弧和

注明   —  ( 或 “ 她 ”, or She), 也在一切论到

“父”(Father)的字旁加上括弧   —  (或“母”, or 

Mother)【注: 这样随意修改圣经是犯上严重的罪, 

参 申 4:2; 12:32; 箴 30:6; 启 22:18-19】. 这使我们

不禁想起主的审判: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耶和华说: ‘我要将所造

的人和走兽, 并昆虫, 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

灭’…”(创 6:5,7). 

 

 保罗写道: “好指

教少年妇人, 爱丈夫, 爱

儿女,  谨守, 贞洁, 料理

家务(注: “家”是她事奉

的主要领域), 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多 2:4-5).  

 

(C.2)   顺服的优美 

(The Grace of Subjection) 

 圣经的教导把女性提升到非常高的地位 . 

“你们作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召会, 

为召会舍己”(弗 5:25). 若一个家由这样的爱所治理

或统管, 妻子就不难顺服自己的丈夫. “召会怎样顺

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弗 5:24). 顺

服绝非低等(inferiority), 因为若是如此, 那位成为人

的基督耶稣顺服父神时, 岂不表示祂比父神低一等? 

不, 这是亵渎的看法(因 腓 2:6 表明祂与父神同等).  

 

 我们认识的基督

徒妇女, 并不挑战圣经这

方面的教导  —  妻子要

在家中顺服自己的丈夫, 

也在召会中取了顺服的

地位. 她们相信圣经 , 并

谦卑地顺从圣经的教导. 

                                                           
78   在美国的“全国基督教会联合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常被称为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简称 NCC), 是美国最大的教会团体

(ecumenical body), 由美国 38 个基督教团体联合组成, 进行

合伙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NCC 与 WCC (世界基督教协进

会[英语: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又译为: 世界基督教

会联合会、普世教会协会、普世基督教会协会)是不同的

组织. 后者是全球性的, 有 350 个教会团体为会员. 

我写以上的话并非为要纠正她们的错误, 而是解释

召会该有的做法.  

 

   

(C.3)   女人在召会中的沉静 

(The Silence of Women in an Assembly) 

关于此课题, 我们必须思考新约三处经文: 

林前 11:3-5;  14:34-35 和 提前 2:8-15. 许多人误解

保罗以下所说的话: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

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

样”(林前 11:5). 有者说保罗给哥林多的女人权柄, 

可以在神的召会中公开起来祷告或是讲道. 不过保

罗也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林前 14:34). 为了

解除保罗这方面的禁令, 他们宣称保罗并非禁止女

人参与祷告或讲道, 而是禁止女人在召会聚会中

“喋喋不休地闲谈”(chatter).  

 

这解释令人关注, 因它说明人如何能把自己

私意的解释强读进圣经中. 反对这解法的证据就在

下一节: “她们若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

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召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林

前 14:35). 难道妻子要问自己的丈夫关于闲谈(指喋

喋不休之闲谈)的内容? “喋喋不休的闲谈”(chatter)

意思是指不停和无聊的空谈. 难道妻子应该问丈夫

这样的事?   

 

保罗在 林前 14:34 说: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

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召会一样, 因为不准她们说话.” 

这节的“说话”(speak; 希腊文: laleô )一词在新约圣

经中是很普遍的用词. 事实上, 单在这一章(哥林多

前书 14 章), 就用了 24 次 laleô . 不管是在这章或其

他新约的经文中, laleô 一词从来就没有“喋喋不休

的闲谈”之意. 

 

另有人辩驳说, 保罗在第 11 章是这样写, 但

写到了第 14 章却改变了看法, 或说他起初允许女

人在召会聚会中说话讲道, 但他进一步考虑后, 却

不允许. 然而, 这样的看法绝不符合“圣经是神所默

示”的真理(因神绝不说彼此矛盾的话, 或默示祂仆

人写下彼此冲突的教导, 编译者按). 

 

第三种看法是说: 林前 11:5 所说的参与祷

告或讲道不是指在召会聚会中, 而是在其他场合的

祷告或讲道. 若此看法正确, 它就表示天使所察看

的(林前 11:10)并非是召会聚会的属神次序. 但笔者

认为女人展现顺服的地方是在有男人在场的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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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中. 以上第三种看法表示只要不是召会的聚会, 

女人就可以在公共场合公开地带领祷告或讲道. 这

样的聚会是什么聚会? 事实上, 一切公开的见证都

是与召会有关. 显然, 若此看法是保罗的意思, 那么

除了在召会聚会中, 女人在其他所有场合都该蒙着

头(因这节说: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 

就羞辱自己的头”), 男人也为同样理由而不该蒙头

(林前 11:4: “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 就羞

辱自己的头”). 显然, 上述看法经不起批判. 

 

有鉴于此, 林前 11:5 最容易与自然的解法

是: 保罗在此(第 11 章)是谈论蒙头的事, 但在第 14

章却是谈论姐妹的沉静. 保罗想借着哥林多前书纠

正很多错误, 而他是按照不同主题来处理每一个错

误. 我们必须记得, 哥林

多的召会非常混乱 , 完

全不按照属神的次序行

事(故保罗劝“凡事都要

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

行”), 所以我们不难相信

哥林多召会的姐妹参与

公开的祷告和讲道 . 我

们也不怀疑她们参与说方言, 这些做法是在浪费宝

贵时间(也不合神的心意, 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

来纠正他们; 参 林前 14:2,4,6,9,11,14). 

 

除非我们有先入为主的偏见 , 否则  林前

14:34-35 的禁令是明确清楚和容易明白的. 女人在

召会聚会中要沉静, “因为不准她们说话. 她们总要

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林前 14:34). 在事奉上, 女

人有其他同样重要的活动. 简之, 神给男人和女人

的属灵特权是一样的(加 3:28), 但属灵的活动却不

一样.  

 

最后, 提摩太前书的经文强有力地巩固上述

的解释. “我愿男人无忿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提前 2:8). 与之相应相符的, 是“又愿女

人廉耻、自守, 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不以编发、黄

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只要有善行, 这才

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提前 2:9-10).  

 

值得注意的是, 保罗在此把开声的公开祷告

限于男人而已. 仔细阅读提摩太前书第 2和第 3 章, 

不难明白这里所谓的公开祷告是指在召会中的祷

告, 因有两件事叫我们晓得这封书信也是给召会的

书信: (1) 此书信的普遍内容; (2) 提前 3:15 那清楚

无误的陈述, 表明保罗写此书信为要教导人“知道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召会, 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 

 

保罗接下来在 提前 2:11-12 说: “女人要沉

静学道, 一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他辖

管男人, 只要沉静.” 这是何等清楚明确的陈述, 不

需任何解释. 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遵从“上文下理的

解经法则” (the Law of Context). 保罗说“我不许女

人讲道”, 这是论及女人与信主之男人的关系, 而非

她与孩子或其他女人的关系(笔者的意思是: 在召

会中, 有信主的成年弟兄在场时, 姐妹保持沉静, 不

可教导; 但这不包括教导孩童或其他的姐妹). 女人

比男人更适合教导年小的孩童, 也很可能更适合教

导有女孩和年轻姐妹的主日学班级. 

 

在提多书 2:3-5, 保罗吩咐年长的姐妹要教

导年轻的姐妹. “又劝老年妇人, 举止行动要恭敬…

用善道教训人 , 好指教少年妇人 , 爱丈夫 , 爱儿

女…” 所教导的是有关家庭方面的题目, 也要以身

作则 (注: 笔者认为这段经文并非授权姐妹去进行

姐妹的讲道聚会, 而是给她责任去私下教导有关女

人的课题). 

 

我们要总结以上题目. 女人一开始就已蒙神

拣选, 成为神手中重用的器皿.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

的事件之一, 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降生), 而

它是借着一个

女人来成就的. 

此外, 整本圣经

充满着敬虔女

人的忠诚事奉. 

主耶稣医治、

拯救、教导和

赐福女人. 祂接

受她们在物质方面的供应, 而她们对祂的爱是卓越

非凡的. 简之, 新约圣经多处记载女人那敬虔无私

的事奉, 但她们事奉的领域不在于公开讲道或教导, 

而是成为福音的同工, 帮助扩展福音的事工, 并协

助本地和海外的许多宣道事工.79   

(文接下期) 

 

                                                           
79   上文编译自“Godly Women of the Early Assemblies” 

(Chapter 15),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150-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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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en of Alexandria 

读经解经                      微光 

 

  解经释经(三)： 

灵意解经法 

和实义解经法 
  
(A)   引言 

保罗说: “字句(letter)是叫人死, 精意(spirit)

是叫人活”(林后 3:6). 历代以来, 许多解经家和神

学家不断争论这句话的正确意思. 很多人将“字

句”解释为“字义解经”或“字面解经”(或称 “实义

解经”, literal interpretation), 而“精意”解释为“灵

意解经”或作“寓意解经”(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许多人就以这样的解释为根据, 宣称圣经教导我

们要追求他们所谓的“灵意解经”, 弃绝他们所谓

“肤浅死板的字面解经”. 到底什么是灵意解经, 什

么是字义解经(实义解经、字面解经)? 林后 3:6

真的是论到灵意解经和字义解经吗? 让我们一同

来探讨. 

  

 

(B)   灵意解经法 

 

(B.1)   灵意解经法的定义 

 

与字义解经法相对的, 就是灵意解经法(或

简称“灵意法、寓意法”, Allegorical Method). 根

据赖若瀚, 灵意解经法认为圣经隐藏着丰富的含

义, 字面的意义只是内在属灵意义的工具而已, 

此法鼓励解经者尽力发掘隐藏在经文字里行间

的多重意义. 

 

(B.2)   灵意解经法的历代倡导者 

 

“灵意法”最初是由希腊的外邦学者开始, 

被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所采用 , 然后在初期教会

中广泛地被接纳和采用 , 直到宗教改革时代 . 

赖若瀚列出灵意解经的主要代表人物: 

 

1) 希腊的哲学家: 他们一方面要避免正面解释

一些希腊哲学家或诗人作品中难解之处, 另

一方面要利用这些作品来传递自己的观念

与思想, 所以就采用灵意的方法来解释. 

2) 早期犹太学者斐罗(Philo, 主前 20-主后 54

年): 他认为按字义解经正像喝“奶”一般, 只

适合初信或肤浅的信徒; 而灵意解经则如同

吃“干粮”, 专为成熟与属灵的信徒所预备的. 

3) 亚历山大派的教父俄利根 (Origen, 主后

185-254 年 ): 他认为人

既然有灵、魂、体三部

分(帖前 5:23), 圣经也有

字义、道德、属灵三方

面的含义.  

4) 后期教会的教父奥古斯

丁(Augustine, 主后 354-

430 年 ): 他受安波罗修

(Ambrose)的影响, 认为

“字句是叫人死 , 精意 (或作 : 圣灵 )是叫人

活”(林后 3:6). 他说: “圣经(的经文)不单只

有一个意思, 因此灵意解经是合宜的.” 

 

到了宗教改革时代 , 释经学才开始回到

字义解经的方向去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和加尔文(John Calvin)都教导信徒要坚守字义

解经法(即今天所谓的“文法历史解经法”). 

 

(B.3)   重审灵意解经法的根据 

 

支持灵意解经之人常用几处经文来印证

他们的论点, 故需要把那几处经文扼要地分析: 

 

1) 保罗在 林后 3:6 说: “祂叫我们能承当这新

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KJV: letter, 希腊文: 

gramma{G:1121}), 乃是凭着精意(KJV: spirit, 

希腊文: pneuma {G:4151}, 可指圣灵); 因为

那字句是叫人死 , 精意(或作: 圣灵)是叫人

活.” 有者因此认为读经不要单注意字句的

死板意思, 更要找出经文的“精意”(灵意?!). 

然而, 这肯定不是此节圣经的意思.  

 

* 这段经文(林后 3:1-17)的主题清楚论述新约

职事与旧约职事的分别; 旧约的职事以律法的

字句写在石版上 , 相对之下 , 新约的职事乃是

用永生神的灵(即圣灵)写在人的心版上(3 节). 

保罗以对比的方式来强调两种职事在本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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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显然, 这处与“字句”作对比的不是“精意”, 

乃是小字注明的“圣灵”. 旧约的职事以律法的

“字句”为主, 新约的职事却以“圣灵”为主.80 此

外 , 论到  林后 3:6, 斐恩伯格(或译“费恩伯”, 

Charles L. Feinberg)正确指出, 保罗“并没有授

权灵意化释经 . 若文字叫人死 , 何以神仍采用

这方式来传达祂的信息? 使徒保罗的意思显然

指光接受字句 , 而没有圣灵的工作 , 便导致死

亡.”81 

 

2) 启 11:8: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

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灵意解经者强调这节

圣经证实了圣经的经文不单有字面意义, 也

有属灵意义.  

 

* 按经文的上文(启 11:1-7), “他们”是指两个见

证人, “大城”是他们作见证与被杀害的地方, 也

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这明显是指耶路

撒冷说的. 那么, 这城如何“按着灵意叫所多玛, 

又叫埃及”? 事实上, 旧约的以色列人早已被喻

为所多玛(赛 1:9-10; 3:9; 耶 23:14; 结 16:46-

49). 用两个地方作比较, 是因为它们有基本相

似之处 . 耶路撒冷城容许两个见证人被杀 , 正

与旧约的所多玛和埃及相似   —  都是敌对神

的代表或象征. 

 

3) 保罗在 加 4:24-26 中用撒拉与夏甲比作两

约: 一约是出于西乃山 , 生子为奴, 乃是夏

甲(24 节); 另一约是出于耶路撒冷, 是自主

的, 代表主母撒拉(26 节). 有者认为保罗这

种解释似乎树立了灵意解经的榜样 ! 有者

问道: “保罗都这样解(采纳灵意解经法), 为

何今日信徒不可相继效法呢?” 

                                                           
80   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时, 是“用字刻在石头上”(指

刻有十诫的法版). 由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而触犯十诫, 结

果死了 3 千人(出 32:28), 所以说“那字句(律法十诫)是叫人

死”(林后 3:6). 由此可见, 旧约的职事是“那用字刻在石头上

(律法十诫)属死的职事”(林后 3:7), 是“定罪的职事”(林后

3:9). 反观五旬节圣灵降临时, 当天约有 3 千人因信主而获

得重生的生命(徒 2:41), 所以说“圣灵是叫人活”(林后 3:6), 

新约的职事是“属灵的职事”(林后 3:8: “更有荣光”), 是“称

义的职事”(林后 3:9: “荣光更大”). 
81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16 页. 

无论如何, 研究这段经文, 有两点值得注意: 

 

a) 保罗在引用撒拉与夏甲之前, 已开宗明义地

说明这是一个 “ 比方 ”( 原文是 “ 寓言 ”, 

allegory). 圣经中曾记述“寓言”的文体, 如 

太 21:33-46 的 “凶恶园户的比喻 ”和  约

15:1-8 的“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 主耶稣在

讲论这两个“寓言”的时候, 早已将寓意加在

各人物或事物中,82 因此解释“寓言”与“寓意

解经”(或“灵意解经”)在基本上有不同之处. 

b) 保罗在引用撒拉与夏甲时, 并没有否定她们

的历史真实性, 他看出创世记第 16 章中“为

奴的婢女”夏甲与“自主的妇人”撒拉在地位

上的分别, 因而以此比较旧约(使人受律法

的辖制)与新约(使人在基督里得自由)的分

别. 这“为奴”与“自主”的意义早已存在于创

世记第 16 章的历史记载中, 保罗只是将它

们加以阐明与应用而已. 

 

(B.4)   灵意解经法的潜在危机 

 

赖若瀚指出这类解经法有潜在的危机: 

1) 灵意解经非常主观, 它为解经者开了一条“宽

敞”的路, 任由人运用自己的幻想与猜测去解

经. 如此一来, 经文的真义不但没有读出来, 

许多人的观念与思想却因此读了进去. 

2) 灵意解经注重找出经文隐藏的含义, 因此对

词句的基本定义容易有所忽略; 例如在好心

的撒玛利亚人之比喻中(路 10:25-37), 基本目

的乃是要回答上文“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 

灵意解经常漠视上下文对解释的重要性. 

3) 此法没有订定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解经的准确

性, 一切都是根据解经者个人的主观判断. 结

果可能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无从审

核, 导致混乱的情况产生. 

 

(B.5)   结论 

 

早期的犹太灵意解经代表斐罗(Philo)说, 

伊甸园的四条河是“智慧”、“节制”、“勇气”和

                                                           
82   例如主已解释其寓意, 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

栽培的人…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约 15:1,5). 在凶恶

园户的比喻中, 主也暗示谁是凶恶的园户(太 21:43), 祭司

和法利赛人也看出主是指着他们说的(太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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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Luther 

 
J. B. Lightfoot 

“公义”的表征 , 但强调灵意解经的奥古斯丁

(Augustine)却说它们是代表“智慧”、“刚毅”、

“节制”和“公义”. 虽然其中有四分之三相同, 但谁

能判断另外的四分之一到底是斐罗对还是奥古

斯丁对呢? 基于上述三大潜在的危机, 赖若瀚强

调灵意解经不足为训, 不可作为正确的释经原则

去运用.83 

 

 

(C)   实义解经法 (字义解经法 / 字面解经法) 

 

(C.1)   字义解经法的定义 

 

实义解经法(或称“字义解经法、字面解经

法”, Literal Method)的基本意义, “是按照语言正

规的用途(文词所表达的意义)、语法的基本法则

(语法结构的组合)和历史事实的要求(事件实际

发生的情况), 去找出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真义. 

这方法乃按照文字语句最自然、最正常、最通

用的意义去解释经文, 正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

相处、读书、写作之时最常采用的方式.” 例如 

启 20:2-7 共有 6 次提到“一千年”, 按实义解释就

是真实一千年的时间. 

 

(C.2)   实义解经法的历代倡导者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前, 有几位倡导实

义解经的重要人物, 他们是: 

 

1) 安提阿学派的狄奥多尔(Theodore, 主后 350-

428 年): 此人是摩普绥提亚(Mopsuestia)的主

教. 他解经的路线尽量避免寓意式, 强调历史

的记载, 并且注重文字基本与实在的意义. 

2) 改 革 时 代 的 马 丁 路 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马丁路德极力反对一段经

文可以同时包含着多种不

同的意义, 认为采取文字上

的基本意义去解释圣经是

基督徒信仰与神学的根本. 

在《以赛亚书注释》(1528

                                                           
83   上文改编自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136-142 页. 

年)的序言中, 他厘定了圣经解释的一些基本

原则:  

a) 认识语法的结构;  

b) 认识时代、环境因素与状况； 

c) 注意上下文(context)； 

d) 运用信心与属灵的光照； 

e) 认识所有经文都指向基督. 

3) 改革时代的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加尔文强调以实义、语法和历史的重点作为

解经的原则. 他强调以经解经、注意上下文

等基本原则(注: 可惜他解释启示录 20 章的

“一千年”时却不按实义解释为真实的一千年).  

4) 改革时代之后的倡导者: 改革时代过后, 许多

不同的解经派别相继而生, 

自由派的学者采取批判法

(Critical Method), 新正统

派学者用直观法(Intuitive 

Method), 而实义法的解经

(字义解经法)一直以来是

基要派与福音派所着重的. 

自 19 世纪以后, 不少闻名

的解经家如克毅俄(另译“凯尔”, J. F. K. Keil, 

1807-1888)、柯尔福(Charles R. Alford, 1816-

1898) 、 莱 特 富 特 (J. B. Lightfoot, 1828-

1889)、费尔贝恩(另译 “腓尔本”, Andrew M. 

Fairbairn, 1838-1912)等, 都是强调语法-历史

解经法的佼佼者. 

 

(C.3)   实义解经法的特征与重点 

 

1) 实义(字义)解经注重下列三方面的要点: 

a) 语法的结构: 如研究词的意义、用法, 以

及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等. 

b) 历史的背景: 如注意文化的差异、时代的

不同, 及影响写作的各项环境因素等. 

c) 修辞的讲究: 如体会不同文体的写作风

格、材料整理与编排的方式, 及象征性文

字的使用等.  

2) 由于实义解经法按照历史、语法和语言的基

本意义去解释圣经, 它所根据的乃是客观的
事实, 而非主观的幻想与臆测. 

 

 实义解经 灵意解经 

1 明显的 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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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观的 主观的 

3 找出原意 读进私意 

 

3) 它承认圣经是解经的最高权威, 让圣经说出
它要说的话, 而不是将人的意思与观念加诸

于圣经身上(换言之, 此法让圣经说出它要说

的话, 而不是叫圣经说出你想要它说的话, 或

你认为它应该说的话, 编者按). 

4) 它容许每种解释都有客观标准来判断它们的

准确性. 这些客观的标准, 正是从文字最通用

的意义、语法的结构、历史的背景及修辞的

讲究等原则而来的. 

5) 实义解经法本身已包括了象征性与预表性的
解释. 任何伟大的作品都包含着象征性的用

语, 诸如象征、明喻、暗喻、比喻、寓言等, 

若摸不清作者的原意, 将象征性的字眼用实

义性去解说, 就会弄得错误百出. 因此, 实义

解经可分两方面:  

a) 普遍性的实义: 全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其意; 

例如“水”是指普通的水(无象征性意义).  

b) 象征性的实义: 承认经文包含着某些象征

性的用法, 必须按正确途径将之化解, 才

得真正意义, 但这仍是实义解经的一部分; 

例如“水”代表“永生”(约 4:10-14) [参下文

C.5, (三) 象征性的解经 ]. 

 

(C.4)   实义解经法的潜在危机 

 

赖若瀚指出实义解经法也有潜在的危机: 

1) 此法若不小心运用, 会容易流于死板的字义

主义, 忽略了圣经中象征与比喻的用法; 例如

罗马天主教根据 约 6:52-58, 认为圣餐的葡萄

汁与饼经过神甫(圣职人员)祝福后, 会变成主

的血与主的身体. 事实上, 主耶稣当时是采用

象征性的说法. 

a) 约 6:54 说: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

生.” 主已解释了“吃喝”之意, 说: “信的人有

永生”(约 6:47). 换言之, “吃”主的肉、“喝”

主的血是指“凭信心去信靠和接受主耶稣”

的行动. 

b) 约 6:56 说: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

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因此, “吃喝主”就是

指因信主而与主进入属灵的联合中, 如同食

物饮料进入身体, 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 不

能分割.  

 

2) 容易倾向注重字面的咬文嚼字, 而忽略了经
文的正意; 例如初期教会有人引用 申 21:18-

21 说: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 父母就要

抓住他(字义证明父母不能无手), 将他带到本

地的城门(字义证明父母不能无脚)… 对长老

说(字义证明父母不是哑巴)…” 如此解释暗示

父母若是无手、无脚、哑巴, 这经文的命令

就不适用于当时的以色列人. 但这是咬文嚼

字, 未能掌握经文全面性的意义. 

 

(C.5)   “实义”与“灵意”的调和 

 

今日不少华人信徒, 一方面不满意只按照

字面解经, 希望寻找深一层的属灵道理, 但另一

方面却发现灵意解经极其主观, 无特定路径可循, 

也无客观标准判断其准确性. 赖若瀚正确地评述

道: “其实, 这些混乱皆因为对‘灵意解经’有不同

的观点而起. 许多所谓的‘灵意解经’都不是真的

‘灵意(或寓意)’解经, 只是‘实义解经’的变相运用

而已. 在实质上, 它们可包括在实义解经里有关

‘应用性的解经’、‘反映性的解经’及‘象征性的解

经’之范围内.”   

 

(一)   应用性的解经 

 有些灵意解经其实是“应用性解经”的化身. 

例如主耶稣平静风浪的事迹(可 4:35-41), 有者把

“忽然起了暴风”(37 节)解释成人生的困难常在无

准备的情况下临到; “甚至船要满了水”(37 节)表

示面临崩溃边缘; “门徒叫醒了祂”(38 节)告诉我

们需要把困难带到主面前; “耶稣醒了, 斥责风…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39 节), 表明主耶稣终

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以上解经法在未清楚肯定经文的历史性

意义之前, 已将自己与门徒认同, 而且将实际的

风浪解作人生的困难. 其实, 经文的中心信息可

归纳为“主耶稣平静风浪, 彰显祂的权能”. 要先肯

定它在门徒身上所产生的意义, 然后才可将原则

应用在今日信徒身上. 应用的重点可以是“主耶

稣的权能既然使当时的风浪平息, 祂当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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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我人生旅途中所遇见的问题”. 然后, 上列每

一点的应用都可根据这原则加以发挥. 

 

 换言之, 只要在次序上作出调整, 即先找

出经文的历史性意义, 然后归纳出适合现代信徒

生活的原则来应用, 那么, 所谓的“灵意解经”就变

成在解经后的应用, 问题就不会存在了. 务须谨

记: 解释通常只有一种, 应用却可以多方. 但若照

英国教会曾说过的话: “耶稣所乘的船是英国教

会, 其他与耶稣同行却没有耶稣在内的船是其他

的宗派”, 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灵意解经. 又或者说: 

“船”代表“人生”, “风浪”代表“困境”, 这也陷入同

样的系统中, 因为经文的原意并没有包含这些表

征在内. 

 

(二)   反映性的解经 

 “反映性的解经”是以经文中的事物、人物

或真理去反映出另一件事的事物、人物或真理, 

借此作出比较, 并且归纳结论作为应用. 但必须

注意, 反映出来的信息必须忠于原来经文所传递

的信息, 若没有实体, 就不能有反映了. 举个例子, 

逼迫大卫的扫罗死后, 大卫仍然愿意恩待扫罗的

子孙、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撒下 9:1-9). 整件

事的中心点建立在 撒下 9:3: “王说: ‘扫罗家还有

人没有? 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 ” 结果大卫王

恩待敌人的子孙米非波设, 不仅免他死罪, 还赐

他扫罗的田产(7 节上), 甚至可以与王同席吃饭(7

节下). 因此, 以大卫的爱心与怜悯来反映出神的

爱, 正合乎经文的原意.  

 

从这角度来看, 整个事件可反映出神的爱

如何临到罪人身上, 与新约所说的  —  “惟有基

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

此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借

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罗 5:8,10)  —  互相

辉映. 但解经者必须牢记: 这只是反映性的解释

而已, 并非等于说“米非波设就是我们, 大卫王就

是神...等等”. 米非波设是米非波设, 大卫是大卫, 

他们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 这件事迹有其历史

性的意义, 但其属灵的原则可反映出神的本性, 

因神慈爱的本性不变 , 可以

应用在历世历代的信徒身上.  

 

(三)   象征性的解经 

 圣经多处采用所谓的“修辞法”(Figurative 

Language)来代替直接的陈述, 使文字或讲论的意

义更丰富, 使语言文字的意义进入更深远的境界, 

使人更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 帮助回忆; 例如采

用明喻法(Simile)、暗喻法(Metaphor)、夸饰法

(Hyperbole)、拟人法(Personification)、象征或表

征(Symbol)等等. 基于《家信》有限的篇幅, 我们

无法在此详谈这些修辞法 , 只解释一下所谓的

“象征”. “象征”(symbol,  

 

赖若瀚译作“表征”)是采用实物教材或实

际行动, 以表达一项特有的意义. 象征可以是物

件方面、颜色方面、数字方面、名字方面等. 每

个“象征”的本身可具有多种可能的意义, 但在普

遍情况下, 它在经文中只具有一项代表性的意义.  

 例一: “水”可代表“永生”(约 4:10-14), 也可代

表“圣灵”(约 7:37-39), 亦可代表“道”(弗 5:26).  

 例二: “狮子”用在主耶稣身上表明祂具有“百

兽之王”的尊荣与能力(启 5:5); 用在“魔鬼”身

上则指他那“凶残”的本性(彼前 5:8). 

 

我们解释“象征”时必须根据上文下理, 不

能一概而论; 例如“火”有时象征负面的刑罚(启

20:15), 但“火”也可以代表正面的“洁净”(亚 13:9). 

因此, 我们必须在紧接的上下文, 或在写作的书

中, 详细寻找线索来作出结论, 绝不能出于自己

的幻想或一概而论.  

 

有关圣经的象征性用语, 请参布林格(E. W. 

Bullinger)的经典著作 Figure of Speech Used in 

the Bible (1968 年)、Walter Lewis Wilson 所著的

Wilson’s Dictionary of Bible Types (1957 年), 以

及 朱天民所写的《圣经的寓含与预表》(2013

年). 至于圣经数字的象征性意义, 请参布林格(E. 

W. Bullinger)所著的 Number in Scripture (有兴

趣的读者可上网下载其完整的 PDF 文件 : 

http://www.biblebelievers.org.au/number01.htm).84   

 

(C.6)   结论 

 

我们以潘德科(J. D. Pentecost)的话作为总

结, 他写道: “总括解经的历史, 必须注意一切诠

                                                           
84   上文主要改编自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国

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148-157, 270-286 页. 

http://www.biblebelievers.org.au/number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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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都起源自以斯拉的字义解经; 字义之法遂成为

拉比主义中所使用的基本之法. 此法是新约圣经

阐释旧约时公认的方法, 主与众使徒也采纳此法. 

字义法是教会教父所采用的方法, 直到俄利根的

时代. 俄利根时代为着融和‘柏拉图式哲学’(希腊

哲学之一)与圣经而采用寓意解经法. 奥古斯丁把

寓意法带进教会, 令真正的释经学告终. 这体系

延至宗教改革为止. 宗教改革期间, 字义解经法

被竖立; 虽然教会试图使所有解经法顺应公认的

信条, 但字义释经仍然继续, 并成为一切真正释

经的基础. 那么, 我们可从研读解经历史得到结

论, 就是那原有、被接纳的方法, 是主  —  最伟

大解经家  —  使用的字义解经法; 别的方法全非

正统. 所以, 今天在任何教义范畴里, 字义解经法

必须被接纳为正确释经的基础方法.”85 

 

 

(D) 再思 林后 3:6 的意义 

 

一些解经家或神学家对 林后 3:6 有两极

化的解释: 将“精意”解释为“寓意解经”(或作“灵

意解经”,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相对地, “字

句”被解释为“字面解经”(或称“字义解经、实义

解经”, literal interpretation), 以俄利根是这方面的

起源. 这样的“对比模式”成为初代与中世纪教会

的主流解释, 几位教父包括耶柔米、奥古斯丁的

早期神学观, 都是如此解释.86 不过, 这样的解释

真的正确吗? 让我们进一步察验. 

 

(D.1)   上文下理  —  思考其上下文 

 

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的资深教授韩君时博

士(另译“韩力斯”, Dr. Howard Hendricks)贴切比

喻道: “当你(在研究圣经而)迷失方向的时候,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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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第 34 页. 
86   奥古斯丁早期虽视“精意”为“寓意解经”, 将“字句”

解释为“字面解经”(De doctrina Christiana III, 5, 9), 但是他

却又主张哥林多后书 3:6 的“字句”和“精意”不应解释为“字

面解经”与“寓意解经”, 而应该以保罗区分“律法”与“福音”

的架构来解释(De doctrina Christiana III, 33, 46). 奥古斯丁

在同一本著作中竟持两种不同的立场, 可见这“对比模式”

是有高度性的争议, 以及奥古斯丁的举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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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页. 

登上‘上文下理’(context)的树, 这样可以帮助你广

阔视野, 确定前面的方向.” 诚如“上下文”是释经

的关键法则, 林后 3:6 可说是这方面的最佳范例. 

使徒保罗写哥林多后书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他

事奉的资格、使徒的职分, 用以答辩他与假使徒

不同的基准点  —  因为假使徒是靠人的推荐信; 

而保罗的推荐信是从神来的保证.  

 

林后 2:14 揭开一连串的对比, 显示真使徒

保罗与假使徒两种不同的事奉: 保罗的事奉是使

人得生命, 传扬基督的香气, 是出于诚实的心, 在

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而假使徒则是为了私人的

利益而混乱神的道. 进入哥林多后书第 3 章, 保

罗使用更密集的对比如下:    

 

假使徒的事奉: 

(旧约的事奉) 

 

 

 

 

 

 

 

 

 

 

 

对

比 

真使徒保罗的事奉 

(新约的事奉) 

人的荐信 

(林后 3:1) 

基督的荐信 

(林后 3:2-3) 

用墨写的 

(林后 3:3) 

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林后 3:3) 

写在石版上 

(林后 3:3) 

刻在心版上 

(林后 3:3) 

不是凭自己能承担

(林后 3:5) 

神叫我们能承担 

(林后 3:6) 

凭着字句(仪文) 

(林后 3:6) 

凭着精意(圣灵) 

(林后 3:6) 

叫人死 

(林后 3:6) 

叫人活 

(林后 3:6) 

属死的职事 

(林后 3:7) 

属灵的职事 

(林后 3:8) 

定罪的职事 

(林后 3:9) 

称义的职事 

(林后 3:9) 

废掉的有荣光 

(林后 3:11) 

长存的更有荣光 

(林后 3:11) 

帕子蒙着脸 

(林后 3:13) 

帕子已经废去/揭开

(林后 3:14) 

 

 归纳这一连串的对比, 显示保罗在此是论

证他与假使徒两种不同的事奉: “新约的事奉”与

“旧约的事奉”; 或“律法的工作”与“圣灵的工作”. 

在哥林多后书第 3 章这段经文中, 并无任何线索

暗示保罗是在论述“灵意解经”与“字面解经”. 使

徒保罗是正面或积极地为他的使徒职事辩护: 他

是凭着新的约事奉神, 此职事是用永生神的灵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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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版上, 是属灵的职事, 是使人称义的职事, 有

长存的价值与更大的荣耀等等. 

 

 (D.2)   以经解经  —  比较其他经文 

  

另一个释经的重要法则是“比较经文法”. 

赖若瀚指出, 这是“以经解经法”的一种, 它根据圣

经的合一性, 将两处或以上类同或平行的经文给

予比较, 使人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个别经文的意

义. “比较经文乃将两个或以上的记载互作补充, 

彼此帮补, 使整个事件或讲论的意义更明朗, 有

时更可借此解答一些潜在的问题.”87 比较罗马书

第 7 和 8 章, 能使 林后 3:6 的意义更明朗, 并解答

一些潜在的难题.  

 

 罗马书第 7 和 8 两章是解释 林后 3:6 的重

要线索. 保罗用夫妻婚姻在律法的归属关系来比

喻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其身分的改变与主权

的转移. “字句”与“精意”的对比模式也出现在 罗

7:6: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

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事主, 要按着心灵(心灵: 或

作圣灵 , Spirit)的新样 , 不按着仪文(letter)的旧

样.” 中文圣经《和合本》在这里译为“心灵”, 是

把它视为小写的 spirit , 但译为“圣灵”则更佳.88 

紧接着 罗 7:10 说: “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 反倒

叫我死.” 请注意, “叫人活”和“叫人死”的对比也

在此处出现(比较 林后 3:6), 本来是“叫人活”的律

法, 至终却“叫人死”. 律法(仪文)是良善的, 却无

法助人为善; 律法不是罪, 却无法阻止人作恶犯

罪. 保罗生动地描绘“罪”如何将人类圈禁在可怜

无助的处境中. 

 

 然而, 叫人兴奋的是, 在基督里出现了曙

光, 且借圣灵能力的护庇, 人类有了新的转机. 罗

                                                           
87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

心, 2008 年), 第 248 页. 
88   《新译本圣经》把 林后 3:6 的“心灵”译作“圣灵”: 

“因为仪文会使人死, 而圣灵却使人活.” 这是更清楚的翻译. 

但在 罗 7:6, 《新译本圣经》还是译作“心灵”: “但现在, 我

们既然向那捆绑我们的律法死了, 就脱离了律法的约束, 好

让我们用心灵的新样子, 而不用仪文的旧方式来服事主.” 

换言之, 《新译本圣经》与《和合本圣经》都同样把 罗

7:6 译作“心灵”, 而非“圣灵”. 将之译作“圣灵”的是《现代

中文译本》(“我们不再依照法律条文的旧方式, 而是依照

圣灵的新指示来事奉上帝”).  

8:2 说: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

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而“赐生命(的)

圣灵”正是“精意(灵; 指圣灵)叫人活”之意. 罗

8:10-11 提示两种权势的抗争: 身体(肉体, 指旧人

的辖制)与圣灵(新人的归属对象)之对比: “基督

若在你们心里 , 身体就因罪而死 , 心灵 (KJV: 

Spirit, 指圣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

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

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

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新译本圣经》将 罗

8:10 的“心灵”译作“圣灵”, 即把“心灵却因义而

活”译作“圣灵却因着义的缘故赐给你们生命”. 

 

 简言之, 罗马书第 7 和 8 章与 林后 3:6 一

样, 也是在比较两种景况: 一是叫人绝望的律法; 

一是使人脱离罪和死的圣灵. 按照以经解经的释

经法则, 用此脉络来解释 林后 3:6 就昭然若揭(指

真相完全显露): 保罗是在比较两种事奉, 一是律

法的事奉, 即旧约的事奉; 另一种是圣灵的事奉, 

即新约的事奉.  

 

 保罗为何说律法“叫人死”呢? 律法难道不

好吗? 保罗在 罗 7:12-13 说律法是圣洁的、是良

善的, 律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非议, 问题是出

在人的罪. 由于人的罪, 以至无法完全行出律法

的要求, 突显出律法的要求相当苛刻与严格. “凡

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 就被咒

诅”(加 3:10). 律法只能指出是非善恶的标准, 却

不提供人能力去遵行律法, 以至于律法的功能最

后变成只是定罪, 因此人只有等候神的法外开恩. 

“福音”就是神的法外开恩, 圣灵释放了我们脱离

罪和死亡的律, 使人可以得生命, 这就是“精意(圣

灵)叫人活”的意思.89  

 

 

(E) 结语 

蔡丽贞贴切写道: “总之, 灵意解经者的心

态是不信任字面直接表达的意义, 所以读经时就

好像在玩文字游戏, 总是在猜测或想象作者在字

句背后所隐藏的意思. 因此造成作者无意要表达

的内容, 释经家却能够越俎代庖(比喻逾越自己的

职分而代人做事, 有“越权办事”之意)地发明出来, 

                                                           
89   蔡丽贞著, 《谁说字句叫人死》, 第 501-5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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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C. Ryrie  

简直比作者还要青出于蓝(但也常曲解原意). 笔

者同意译者、解经者之努力, 有时可以使原创作

更丰富, 但灵意解经之所以被批评的重要原因, 

就是充斥着天马行空(无厘头)的想象力以及没有

根据的解经.”90 

 

  另有一些人以“灵意解经”为外衣, 来掩饰

“刻意曲解圣经”的真相, 正如瓦沃德教授(Prof. J. 

F. Walvoord)所言: “保守派的无千禧年论者会按

照字义来解释基要教义的经文, 如关乎基督的神

性、代死的救赎、基督的复活等等教义. 他们把

任何窜改或损害这些基要教义的人定为异端分

子, 例如无千禧年论之父俄利根(Origen)就是如

此行. 不过, 这些保守的无千禧年论者却灵意化
那些证明有千禧年的经文, 例如论到未来地上有

公义的治理、以色列恢复其民族和政治实体、

重新集合在巴勒斯坦地、基督真实地在地上统

治一千年. 他们觉得将这些经文作灵意化的解释

是完全合理的. 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教义乃是荒唐

和不可能发生的 , 所以必须以灵意化来解释它

们.”91  

 

针对此事, 赖尔(J. C. Ryle, 1816-1900)正

确提醒道: “我相信旧约预言的字面意义已被众

教会大大忽略, 现今受忽略的程度更大. 由于受

了灵意化的错误解经法所影响… 基督徒往往完

全错失经文原本的意义.”92 

 

求主保守我们, 莫让“灵意解经法”或“神学

解经法”(参本文附录)把神透过经文所要传达的

原本意义给夺去, 使我们错失了经文(特别是圣经

预言)所要给于我们的教导和福气! 

                                                           
90   同上引, 第 116 页. 蔡丽贞也指出, 虽然灵意解经所

传讲的信息有时能造就人, “但却不是那一段经文原本要传

达的意义, 因此在解经上仍然是错误的示范. 有本书是《引

错经文的正确教义》 (The Right Doctrine from Wrong 

Texts, 1994, 由 G. K. Beale 所编辑), 其英文书名切中要害, 

点出灵意解经的通病.” 同上引, 121 页. 蔡丽贞也正确分析

“预表解经法”与“灵意解经法”的区别, 例如安提阿学派在

使用预表解经法时, 都先“肯定”(确信与承认)字面的意义及

历史的真实性与价值(指这些历史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 

这点正是灵意解经法所缺乏的, 同上引, 第 128-129 页. 
91   F. A. Tatford, Will There be a Millennium? (Sussex: 

Prophetic Witness Publishing House, 1969), 第 26-27 页. 
92   J. C. Ryle, Are You Ready For The End Of Time? 

(Fearn,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2001), 第 9, 46 页. 

附录:   神学解经法 

 

论到圣经的解释和释经学(hermeneutics)的

原则 , 达拉斯神学院的雷历 (Charles C. Ryrie)在

《基础神学》(Basic Theology)一书中指出, 一些不

愿采纳“实义解经法”(或称“字义解经法”, Literal 

Interpretation)的人, 发现“寓意解经法”(或称“灵意

解经法”,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不适合解释一些

经文, 所以便提出所谓的“神学解经法”(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有些人的神学系统(神学体系)不接受在地上

有一个真正的国度由基督统治, 所以有些经文便不

能用实义解经法去解释. 他们按照自己的“神学系

统”来解释, 故称为“神学解经法”.[注: 例如改革宗

学者往往不根据圣经, 而是根据“加尔文神学”或

“归正神学”来解释“拣选”; 请参第 110 期 (2016 年

7-9 月份)《家信》的文章: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是

圣经所谓的拣选?” ]  

 

“神学解经法”的例子可见于富勒(另译“福

勒”, Daniel Fuller)的作品. 他说

我们为了要保存圣经的合一性, 

就必须采用“神学解经法”的原

则, 意指对圣经的解释不能够

造成神在圣经中显示祂有两个

计划的结果(一个是给以色列

人, 一个是给教会的). 若一贯

地按照字义解经法(实义解经法), 就会导致以色列

人与教会被分别出来, 但神学解经法则不会有此后

果.93 【事实上, 按圣经的教导, 以色列与教会是有

明显的分别, 教会也不取代以色列, 神在旧约给以

色列人的应许至终会完全应验在以色列身上, 而非

实现在新约的教会身上; 有关这点, 请参第 111 期 

(2016 年 10-12 月份)《家信》的“辨别是非: 再思归

正神学(三)”】 

 

简而言之, 神学解经法的危险是: 不直接以

圣经为根据, 而是按各自的神学系统来解经, 难免

有失其权威与正确性, 高举人“有限有误的神学”过

于神“无谬无误的圣经”. 因此, 对于一切忠于圣经

的人, 此法绝非正确的解经法, 无法“按着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提后 2:15).  

 

                                                           
93   雷历著, 杨长慧编译, 《基础神学》(香港九龙: 活

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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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 (一) 

 
编者注: 史托得(John Stott)曾说过: “教会最大的

需要莫过于恢复释经讲道的事奉.” 诚然, “释

经讲道”(Expository Preaching, 英文有时称之

为 Expository Sermons)是圣灵使用来复兴和

造就教会的一种讲道方式.94 我们在上期探讨

了释经讲道的入门(其定义和取向)与基本理

念 , 包括释经讲道的圣经基础、模式、范

例、目的等等. 本期, 我们将开始探讨如何预

备和进行释经讲道. 

 

 

(A) 引言 

 许多圣经学者或神的

仆人以不同画像来形容讲道, 

例如奎克(Michael J. Quicke)

视讲道犹如“畅泳”, 讲道者

需要全然投进圣言的活水中, 

包括: 浸沐、解经、构思、

传讲与经历等. 格兰特与韦

列(Reg Grant & John W. Reed)认为讲道有如“火

箭升空”, 从起初的“开探矿脉”(解经找到主语和

补语), 直到最后“变换航道”(讲道的创意表达), 全

部共十一个步骤来形容讲道. 伍权彬则看讲道如

“戏剧的四度创作”: 先是神在圣经启示上的创作, 

再来是讲道者在讲章编制时的创作, 接着是讲道

者在讲章宣讲时的创作, 最后是听道者在听道或

行道时的创作.95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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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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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ii 页. 

 

 美国加州“圣言资源中心”的会长赖若瀚却

以“烹调与饮食”来比喻讲道, 为其著作题名为

《食经讲道》, 既合乎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文

化, 又富有创意和味道, 且不失其庄重的真理.96 

天道学院的院长区应毓在《食经讲道》的序言

中写道:  

 

讲道是一门科学, 有一定的法则规律; 

讲道亦是一门艺术, 可以有创意的发挥. 

赖若瀚牧师将讲道与烹饪相比, 恰到好

处地把科学方法与艺术手法融会贯通

起来. 常言道: 读经犹如进食, 不可偏食, 

务要按时进餐; 讲道岂不是犹如烹饪, 

品尝者与厨师互相交流, 相辅相成, 且

相得益彰.97 

 

讲道必须有三: 有

道、有理、有情; 就是以

神的话为基础(有道), 讲

得井井有条 、解释正

确、应用适当(有理), 还

要有合宜的喻证、真情

的流露(有情); 这不仅能

够以理服人, 更能以情感

人 . 赖若瀚的《食经讲

道》确实在这三方面都

有极佳的教导和模范. 此书厚达 777 页, 我们将

在这几期的《家信》中精简地带出此书重点. 

 

 

(B)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概要简介 

《食经讲道》共分八大部分, 其中最主要

的是讨论预备讲道过程的“烹调艺术篇”, 共十大

步骤, 与罗宾森(Haddon Robinson)书中所述的十

                                                           
96   “食经”中的“食”可作动词用, 是“吃下经言”之意. 

这与先知以西结和使徒约翰领受异象时要“吃下书卷”意思

相符. 此外, “食经”与“释经”无论在普通话或粤语都属谐音, 

故“食经讲道”读来让人想到“释经讲道”. 最后, “食经”亦可

作名词用, 是“食谱”之意. 中国名著《食经》是中国古代著

名的经典食谱, 教人烹饪各种美食佳肴. 赖若瀚也希望借其

所著的《食经讲道》一书, 提供讲道者一本“食谱”, 得以

“烹调”出一篇对信徒灵命“有益健康、美味可口、回味无

穷”的美食讲道. 
97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x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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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虽然相近, 却仍有不同.98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

备讲章十步骤: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1 

选取

经文 

选择一段完整单元的经文 , 然后用默

读、诵读、读重点、读译本、默想、祷

读和背诵来初步处理经文. 

2 

解释

经文 

先观察经文, 再勤发问题, 然后采用一些

久经试验的解经原则去解释, 务求按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 

3 

找出

主题 

找出经文的主题, 并将经文主题经过处

理, 先看它是否有受到文化因素所规限, 

确定没有了, 再找出神学主题, 并看它是

否与圣经的教导相符, 然后可以作为讲

道主题, 预备讲章. 

4 

写下

大纲 

根据主题, 写出忠于经文的讲道大纲. 

5 

加插

例证 

可以采用辅助材料, 如解释与辩证、故

事与例证、幽默与谐趣来丰富讲章的内

容. 

6 

遣词

用字 

在遣词用字上要下一点功夫. 多用简单

的、精确的、分量较重的、重叠或同义

的、具体的描述, 最好用一些能触及五

官, 以及带画像等用语. 

7 

会众

情况 

在预备讲章时, 要特别注意会众的情况. 

认识他们的性别、年龄、语言、文化、

职业与背景; 又了解他们的需要、忧虑

与灵命情况等.99 

8 

列出

应用 

透过多种设计 , 用需要实践原则作大

纲、建立实用性张力、多采用应用例证, 

建议实践的方案, 发出挑战与感召, 并设

立讨论回应小组等来让会众应用信息. 

9 

结论

归纳 

用不同的方法来归纳、应用, 将信息带

到高潮, 让会众留下深刻印象. 

10 

引论

题目 

用不同的方式设计引言及题目, 使会众

一开始听便产生兴趣, 进而打开心门, 继

续聆听. 

 

 

                                                           
98   罗宾森的十步骤是: (1) 选取经节; (2) 研究经文; (3) 

发现解经概念; (4) 分析解经概念; (5) 建构讲章概念; (6) 决

定讲章目标; (7) 完成讲章目标; (8) 建构讲章大纲; (9) 充实

讲章大纲; (10) 预备引论和结论. 
99   这第七步骤, 赖若瀚将之命名为“会众研究”, 但本

文采纳一个比较简明的标题, 称之为“会众情况”. 

(C)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逐一分析 

 

步骤一:   选取经文 
 

(一) 两个世界互动 

 

预备一篇讲道可有两种不同的进路 : (1) 

按经卷选定经文(以经文的教导为出发点); (2) 看

需要选定经文(以会众/听众的需要为出发点). 讲

道者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100 

 

(1) 按经卷选定经文 

a) 优点:  

1. 传讲一些充满重要真理, 却是常被忽略的

经文. 

2. 遇到有较敏感的经文与讲题, 不会让人以

为讲道者带有针对性. 

3. 省时省力, 不须为每周的经文与讲题搜索

枯肠(注: “搜索枯肠”指动脑筋极力思索) 

4. 让会众对神的启示有较全面的认识 

b) 步骤:  

1. 半年或一年前, 在教牧同工会议中定好下

年度的讲道系列计划. 

2. 让经文在讲道者、编排者心中有一段酝

酿的时间. 

3. 将要讲的书卷仔

细阅读并分段 , 

定出初步的主题

与大纲. 

4. 系列不要太长 , 

以 6 至 8 讲为佳. 

5. 系列中的每篇讲道既有连系, 也是独立的

信息.101 

 

 

(2) 看需要选定经文 

a) 优点:  

1. 针对性大: 单元式的讲道可按近期的环境

或发生的事件来选定讲题, 例如金融风暴

之后讲 “知足的定力 ”(提前 6:6-10; 腓

4:10-13); 在灾难之后讲“趁着白日”(约

                                                           
100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137-138 页. 
101   同上引, 第 138-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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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圣经为本的有力讲章必

有“双焦点”, 它反映经文中的

概念及发展, 也要反映听众所

关心及所面对的问题. 只有透

过切题及以圣经为本的讲道, 

人们才能明了及经历永生神今

日要向他们说什么.” 
 

~ 罗宾森 (Haddon Robinson) 

9:1-5)等, 都能适切时需, 帮助信徒明白面

对问题的原则和方向. 

2. 机动性广: 若把“系列性的讲道”喻为航空

母舰, “单元式的讲道”则像驱逐舰. 前者涵

盖的范围广阔而有系统(连贯性), 但要转

动就比较困难; 后者则较有机动性(灵活

性), 可在讲道一周前甚至数天前才选定主

题和经文. 

3. 实用性强: 两三个月才讲道一次或偶尔讲

道的教牧同工, 可以考虑采用单元式的讲

道, 经文可以按当时的感动而选择, 也可

以针对会众特殊的需要而预先选定. 

b) 步骤:  

1. 按读经的感动或领受来选取经文. 

2. 按节期或特别日子来选取经文. 

3. 遇有特别需要或发生重大新闻, 应选取适

切的经文.102  

 

有 者 认

为, 以释经讲道

的方式来讲解

圣经的一卷书, 

很难针对教会

的需要. 其实这

是一种错觉, 因

为经卷和需要

可以相辅相成, 

由圣灵引导和

驱策彼此的互动, 两者缺一不可. 这正是罗宾森

所建议的“双焦点”(bi-focal), 又是奥斯邦(Grant R. 

Osborne)所提倡的“螺旋”: 从经文的原本意义到

今日教会的需要, 从经文的地平线到读者的地平

线, 再从读者的需要回到经文的诠释.103  

 

 

(二) 选定经文守则 

 

(1) 找出完整思想单元 

 

选用经文时, 要特别留意经文思想的完整

性. 不论是一节或是多节的经文, 它必须是完整

                                                           
102  同上引, 第 142-143 页. 
103  同上引, 第 138 页. 

的单元. 一节经文若具备完整思想, 如 徒 1:8、约

3:16, 而且涵盖丰富的内容可以发挥, 即可选用. 

 

千万不可将事件任意切割, 或传讲一段思

想不完整的经文. 讲道者在预备时必须把经文多

读几遍, 掌握整卷书的脉络, 明白作者写作时的

思想层次, 且要特别注意经文的段落或事件的分

界线, 找出最合理的分段, 再作挑选. 

 

值得留意的是, 

译本中对经文章节的

分割 (分段), 有时未

必与作者的原意切合

【例如  约 7:37-39; 

参本期《家信》的

“圣经问答”中的解释】, 故讲道者必须自己作出

探究, 不能照单全收. 简言之, 说明文的分段要注

意上文下理, 主要连接词和主要动词; 叙事文的

分段要注意时间、地点与人物的转变等.104  

 

(2) 按照讲道时间长短 

 

讲道有时间限制(30 分钟、40 分钟或者 1

小时等). 若时间短, 要讲的经文较长, 就不宜选取

整章经文, 不能将有关经文所有的“发现”都告诉

会众, 必须配合时间限制, 有所取舍, 或分成两次

或更多次来传讲.  

 

选取或长或短的讲道经文, 因人而异. 但

原则是不要太短, 以致讲道内容不够丰富, 也不

要太长, 免得走马看花, 或匆匆结束. 简之, 我们

可以归纳说: “一段适合讲道的经文, 是在限制时

间内, 可以传递合一信息的完整单位.”105  

 

 

(三) 初步料理经文 

 

(1) 初步料理经文的重要 

 

赖若瀚指出, 经文必须用时间沉浸在其中, 

经过默想和消化, 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 默想就

如同烹调时的腌制过程, 让汁液可以进到肉里, 

                                                           
104  同上引, 第 144-145 页. 
105  同上引, 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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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出来就更美味. 很多好的菜式也必须花时间腌

制, 有些是一二十分钟, 有些更要用上半天或隔

夜. 同样,  经文在讲道者心中也要有足够的孕育

过程, 信息才会更加深刻有力. 

 

为讲道而读经, 容易令人利用圣经来达到

个人的目的, 那是快餐的煮法, 缺乏营养. 当然, 

因突发事件以致时间紧迫 , 

不得已而采用这做法, 这属

于例外情况. 最好是先为自

己(指自己灵命的成长)而读

经, 乐于沉浸在经文里, 让自

己的生命先受感染.  

 

另一方面, 也不要将“灵修式读经”与“解

经”分家. 有人认为灵修式的读经不需要明白经

文的意思, 只要感受神的同在就够了. 将“灵修”与

“解经”用两种标准处理, 容易让“感觉”来主导, 有

时会有所偏差. 因此, 毕德生(Eugene Peterson)倡

议“默想式的解经”(contemplative exegesis), 他说: 

“祈祷是我进入全职事奉时所认定的核心.”106  

 

(2) 初步料理经文的方法 

 

福斯富(Ron Forseth)提出初步料理经文的

25 种方法. 赖若瀚选取其中七种来讨论: 

 

a) 默读: 各人按自己的阅读速度和吸收能力来

调节. 即使速读经文, 也可助人对经文有概括

的理解. 现代人得天独厚, 在等车、等人或搭

乘公共交通工具时, 可以用手机来默读神的

话语; 也可带着 MP3 来聆听神的道, 是另一

种吸收圣经的方法. 

 

b) 诵读: 在主耶稣的时代, 人往往将圣经大声读

出来 , 埃提阿伯的太监正是这样的读法(徒

8:28). 读出声音会比默读慢, 印象却更加深刻. 

诵读有两个重点: (1) 默诵: 诗 1:2 说义人“喜

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 这节的“思

想”一词在希伯来原文是“念诵”或“唱诵”(它

与 赛 38:14 的“呢喃”一词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2) 感受: 将经文“内在化”, 不是客观性, 乃是

主观性, 是近距离的接触.  

                                                           
106  同上引, 第 147-148 页. 

c) 读重点: 将重点放在经文中不同的位置, 再三

咀嚼, 会有不同的感受; 例如 诗 23:1 的“耶和

华是我的牧者”(试把重点放在不同位置来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d) 读译本: 读不同译本可能会有不同领悟; 例如

读完《和合本》后再读《新译本》(或其他英

译本如 KJV、NKJV、Darby、NIV 等等), 注

意那些不一样的翻译和重点, 必能发现其中

有不同的味道和色彩.107 例如: 

 

例一 : 哥林多后书 3:6 

《和合本

圣经》 

“…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意 (或作: 

圣灵)是叫人活” 

《新译本

圣经》 

“… 因为仪文会使人死, 而圣灵却使

人活” 

《现代中

文译本》 

“… 字面上的法律带来死亡, 但是圣
灵赐生命” 

例二 : 罗马书 7:6 

《和合本

圣经》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事主, 要

按着心灵(心灵: 或作圣灵)的新样, 不

按着仪文的旧样.” 

《新译本

圣经》 

“但现在, 我们既然向那捆绑我们的律

法死了, 就脱离了律法的约束, 好让我

们用心灵的新样子, 而不用仪文的旧

方式来服事主.” 

《现代中

文译本》 

(“但是, 现在法律已经不能拘束我们; 

因为从管束我们的法律来说, 我们已

经死了. 我们不再依照法律条文的旧

方式, 而是依照圣灵的新指示来事奉

上帝” 

 

                                                           
107   关于圣经译本的使用, 我们也必须谨慎明辨, 因为

许多现代的译本虽宣称它们是根据“更早期、更可靠”的古

卷, 但事实上, 这些古卷(例如《西乃抄本》和《梵蒂冈抄

本》)的准确可靠性也深受质疑; 请上网参阅“识别真伪基

督(五)”一文中的“附录三: 再思《梵蒂冈抄本》和《西乃抄

本》的可靠性”;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

别真伪基督五-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别真伪基督五-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别真伪基督五-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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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默想: 讲道者既用头脑去思想, 也要用心灵去

感受经文的信息. 默想不是解经, 而是敞开自

己的心灵, 让神透过祂的话使我们看见自己, 

进而透过经文与神有深切的会晤. 

 

默想不能速成 , 

与神会晤也不是

几分钟便可以完

成的事 . 要先找

个安静的环境 , 

放松自己 , 然后

默想经文 , 直到

经文在自己心中

融会贯通. 可以将预备讲道的时间分摊开来, 

有时默想, 有时钻研, 再来默想, 相信每次都

会有意外的收获.  

 

赖若瀚说得好: “讲道者若把经文在心中孕育, 

时候到了, 信息就会涌现出来. 透过直接的读

经和默想所得出来的感动与心得, 能产生真

正的力量. 我经常发现, 最有力量的讲道也是

最贴近经文的真义; 是曾在内心经过孕育、

感动, 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信息.” 

 

f) 祷读: 在默想之后, 将所理解、经过消化的信

息, 用祷告向神表达, 倾诉心声. 这种属灵操

练的好处是能将对经文理性的了解, 化作感

性的回应, 将客观的真理“内在化”, 转变成为

主观(自己)的经历. 

 

赖若瀚述说本身的经历. 数年前, 他的女儿产

后有忧郁症. 在那一段时间, 腓 4:6-7 成了他

的良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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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所

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

们的心怀意念.”  

 

赖若瀚写道: “我

差不多每天都用

这段经文来祷读. 

我祈祷的内容大

概是: ‘神啊, 我相

信祢的应许, 但这一刻要我一无挂虑实在十

分困难. 我现在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求祢

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 让我可以有力量

继续生活与事奉, 不被忧虑所蚕蚀. 求主不单

赐我这样的平安, 更赐给我女儿同样的平安.’ 

后来经过一个多月的折腾, 她因为换了另一

种药, 病情得以好转. … 感谢主的恩典!” 

 

g) 背诵: 将金句读出、写下或贴在墙上, 不断诵

读, 直到存记在心. 无论如何, 在背诵金句时, 

当注意上文下理, 甚至将全段背诵更佳. 简之, 

要用各种方法将神的话常常充满我们的心灵. 

读经不是只为讲道, 更要与主耶稣建立亲密

的关系.108 

 

结语 

传讲神话语的

人必须勤劳读经 , 好

让神透过祂的话来作

洁净的功夫. 当神的

话语透过我们传开 , 

我们 (包括我们的听

众)也就得到洁净. 有

些讲道者习惯跪在神

的面前读经. 我们也

可以写下灵程日记 , 

记录神的话语带来的

感动与亮光 . 英国著名的布道家司布真(C. H. 

Spurgeon)曾说, 读神的话, 要读到一个地步, 连自

己的血都有圣经的“血素”(Bibline). 意思是, 读经

须读到深切之处, 在受伤时, 从流出来的血可以

辨认出有圣经的味道与色素.  

 

传道者越熟悉神的话, 圣灵就越有空间在

我们生命中工作. 当头脑里越多充满神的话语和

本乎圣经的默想, 讲道的时候

就越会有丰富的材料(也越能

被圣灵所带领和使用).109 诚愿

我们更深地经历和体会主耶稣

对门徒所说的话: “…圣灵, 祂

要… 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

说的一切话”(约 14:26). 

 

 

                                                           
108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149-153 页. 
109  同上引, 第 153-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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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文库        麦敬道(C. H. Mackintosh) 

 

“基督为圣徒来” 

与 

“基督同圣徒来” 
 

(Christ’s Coming WITH His Saints  

and His Coming FOR His S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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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基督徒等候什么？ 

我们所爱慕的主离开门徒之前, 曾以最亲

切甜美之言, 安慰他们忧愁的心: “你们心里不要

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

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

也在那里”(约 14:1- 3). 

 

我们在此获得基督最明确的保证 , “我... 

必再来”(KJV: I will come again). 这是何等令人

欢呼的安慰之言. 祂不是说“我会为你差遣天使

来”, 也不是说“你离世后就会到我这里来”. 差遣

一个天使, 甚至一整营的天使, 都无法与“祂亲自

来”相比. 差遣一个天使或一大群的天使来接我

们, 是无法满足祂那爱我们的心. 祂必亲自再来, 

以此成就祂自己对我们的应许.  

 

来到新约书信时, 我

们注意到保罗写道: “因为

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

和圣灵 , 并充足的信心… 

你们作了马其顿和亚该亚

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 因为

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

扬出来. 你们向神的信心不

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 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明

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 

归向神, 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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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1:5-10). 

  

  如果你问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 他在等候

什么, 他的答案是什么呢? 他会说“我在等候世界

改善, 就是靠着福音而改变得更好”吗? 或说“我

在等候我离世的时刻, 能够去到主那里, 与主同

在”吗? 不会的. 他的答复是“我在等候神的儿子

从天降临”. 这就是基督徒正当的盼望, 是召会真

正的盼望.  

 

等候世界改善根本不是基督徒的盼望. 我

们从帖撒罗尼迦书信中看到, 主再来的盼望与基

督徒生活各个层面(指灵命、事奉等等)息息相关, 

以致保罗说: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

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

祂面前站立得住吗?”(帖前 2:19). 

 

(B)       主再来的影响 

 主再来这一事实具有双重影响  —  对主

子民的影响, 以及对世界的影响. 在新约中, 前者

是指基督再临来接祂子民回到祂那里, 后者则被

喻为“主的日子”  —  一个旧约圣经也经常用到的

词语.  

 

 这两件事在圣经中绝不混淆. 可惜有些基

督徒将之混为一谈, 以为是同一件事, 导致主给

基督徒“那有福的盼望”(that blessed hope)被重重

黑云笼罩, 使我们想到的是可怕、忿怒和审判的

情景. 但事实上, 这情景与主为祂子民而来完全

无关, 而是与“主的日子”有关. 感谢主, 当主为我

们而来时, 不会有可怕、忿怒和审判罪恶的情景. 

这情景乃是属于“主的日子”所将发生的事, 如使

徒彼得所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

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彼前 2:19-20). 

 

(C)       分辨两者的不同 

当我们的主再来, 接祂的子民到祂那里去

时, 除了祂自己所救赎、所爱的子民以外, 没有

其他人的眼睛看见祂, 也没有其他人的耳朵听见

祂的声音. 让我们谨记天使的话: “这离开你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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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祂怎样往天上去, 祂还要

怎样来”(徒 1:11; 祂是有形有体、只在属祂之人

的眼见下升天, 也要这样的再临). 

 

请问当时是谁看见主升天呢? 除了属祂的

门徒, 没有其他人. 祂怎样往天上去, 还要怎样来. 

照样, 主来接召会时, 只有属祂的召会圣徒会看

见祂, 而不是 启 1:7 所说的“众目(原文作: 所有人

的眼睛; 指世上所有人)要看见祂”. 因此, 人若把

“主为祂的召会来”(即召会被提)与“主(耶和华)的

日子”混为一谈, 其实是忽略了圣经最清楚的教

导, 夺去信徒正当的盼望. 

 

 我们请读者留意 彼

后 1:19 所说的: “我们并有

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

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

意, 直等到天发亮, 晨星在

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才是

好的.”【马唐纳注: 先知的

预言就是照耀的灯, 暗处就

是这个世界, 天发亮代表现

今 召 会 时 代 的 结 束 ( 罗

13:12). 晨星的出现代表基

督再来接祂的圣徒. 所以,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常将先知明确的预言放在眼前, 心里珍

而重之, 因为这些预言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如同明

灯照耀, 直至这个(召会)时代结束, 基督在云彩中

降临, 将那些等候祂的子民接回天家】 

 

 这段经文表明“先知(指旧约众先知)的预

言”不同于基督徒真正的盼望  —  等候“晨星”出

现. 我们必须谨记预言的大题目是神对世界的治

理,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 将世人分开, 就照

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 耶和华的分本

是祂的百姓; 祂的产业本是雅各”(申 32:8-9). 

 

 这就是旧约预言的范围和主题  —  以色

列和外邦列国. 若我们翻阅旧约所有先知书, 从

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 我们将不会读到任何一段

经文关于神的召会  —  她的地位、福分或前景. 

“先知的预言”无疑非常吸引人, 基督徒查考它必

然受益良多; 可是若与那属基督徒自己的特别盼

望相比, 后者更为珍贵. 

(D)       召会是个隐藏的奥秘 

 在旧约圣经中, 没有一言半语关于神的召

会  —  基督的身体. 我们请读者查考与察验我们

这项宣称. 在新约圣经的光照下, 我们可以在旧

约圣经中看出或明白一些关于召会的预表、影

儿或例证. 不过, 任何旧约的圣徒都不可能看到

“基督与召会极大的奥秘”(弗 5:32), 因为神在旧

约时代没有赐下这方面的启示. 使徒保罗清楚告

诉我们, 它被隐藏在神里面,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

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弗 3:9). “这道理就是

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祂的圣徒显明

了”(西 1:26). 

 

 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岂能读到“犹太人与外

邦人组成一个身体”, 同时圣灵把这身体与它属

天的头(主耶稣基督)联合起来? 旧约时代的一个

特征是: “犹太人与外邦人是分离的”, 而召会或

基督信仰的特征却是: “犹太人与外邦人紧密相

联在一个身体里”(林前 12:13). 

 

简之, 上述两种情况是强烈的对比. 只要

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墙仍存, 有关召会的真

理就不能被揭开. 在新约时代, 基督的死已将两

下(指犹太人与外邦人这两组人)合而为一, 拆毁

了中间隔断的墙(弗 2:14), 又借着圣灵降临把两

者组合成一个身体(林前 12:13), 透过祂的内住把

这身体联于天上那复活荣耀的头  —  主耶稣基

督. 此乃基督和召会极大的奥秘.  

 

(E)      主为祂的圣徒而来  —  召会被提 

 我们请求读者自行察验此事. 让他查考圣

经, 看看以上所言是否真实与正确. 这是唯一获

得真理的方法. 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一切看法和

理论, 撇弃偏见与成见, 以小孩那般单纯的心, 来

到圣经面前, 让神透过它向我们说话. 以此方法, 

我们将明白神对这宝贵题目所存的真正意念. 

 

 查考新约圣经, 

我们会发现神的召会,  

即基督的身体, 是在

基督复活升天后 , 五

旬节圣灵降临时才成

立(注: 新约信徒借着

“圣灵的洗”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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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来迎接祂的新娘(召会) 

身体, 而“圣灵的洗”发生在五旬节, 比较 林前

12:13 和徒 1:5,8; 2:1-14; 37-42). 我们也发现有关

召会的完整与荣耀真理是在使徒保罗的时代才

被启示出来(比较 罗 16:25-26; 弗 1-3 章; 西 1:25-

29). 最后, 我们清楚无误地看见召会在地上的历

史是从五旬节(徒 2 章)直到召会或圣徒被提(帖

前 4:13-17). 

 

 因此, 我们看到召会真正适当的盼望是等

候“明亮的晨星”(启 22:16). 旧约圣经没有一言一

语述说这个盼望. 旧约预言清楚地述说“主的日

子”(或译: 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  

那是审判世界的日子(参 赛 2:12-22; 珥 2:1-11). 

随着“主的日子”而来的情况是惧怕、忿怒和审判

(对罪的审判). 

 

反观基督为祂的子民(召会)而来时, 是以

祂大爱的甜美温柔来迎接祂所爱的赎民回到自

己身边(然后回到天上的父家, 参 约 14:2-3),110而

不是带来惧怕和审判(指对罪施行审判). 来 9:28

清楚表明这点: “基督… 将来要向那等候祂的人

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注: 

拯救他们脱离将来的忿怒, 即将在地上发生的七

年灾难, 帖前 1:10). 

 

 主耶稣是以新

郎的身分来接祂的新

娘. 当祂来的时候, 只

有属祂的人(召会)会听

到祂的声音, 看见祂的

面容. 祂来的时候, 那

些睡了(指肉身死了)的

圣徒必先从暂睡中苏

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 

得着不朽的身体); 所

有活着的圣徒在一刹那间都会改变(得着不死的

                                                           
110   召会圣徒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遇后, 不是直接随同

主来到地上, 而是跟主归回天家. 请留意主耶稣在 约 14:2-

3 所说的话: “在我父的家里...” (指天上的家, 或作天堂),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指去父家或天堂预备地

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指接召会到祂那里); 

换言之, 主接下来去的地方理当与“父家”或“天堂”有关, 因

为祂开始时提到“父家”, 并先去那里预备地方, 所以主来接

召会之后所要去的地方, 一定与祂在“父家”或“天堂”为召

会预备的地方有关. 

身体), 然后大家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并与

祂一同回到父家 (约 14:3; 帖前 4:16-17; 林前
15:51-52).  

 

 此乃召会被提的意思, 完全与以色列和外

邦列国无关. 把这召会的盼望与旧约预言所说的

混为一谈, 是破坏了神的真理, 误导神的子民. 神

的仇敌已成功进行破坏的工作, 导致很少基督徒

对主的再来持有合

乎圣经的观念或看

法. 他们混淆了, 把

主作为 “公义的日

头”与主作为“明亮

的晨星”混为一谈 ; 

他们误以为“基督为祂子民来 (coming for His 

people)” (主来到空中迎接召会)与“基督同祂子民

来(coming with His people)” (主同召会来到地上

施行审判, 设立天国)是相同的事, 其实不是! 

 

(F)      主与祂的圣徒同来  —  主的日子 

 当基督与祂属天的子民同来时(指召会被

提回到天家, 地上发生七年灾难, 到了灾难末期, 

基督与祂的召会圣徒同来之时, 编译者按), 圣经

说: “众目(指世上所有人)要看见祂”(启 1:7). 当祂

显现(manifested, 明显地被人看见), 祂的子民也

要显现,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 你

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 3:4). 

 

基督降临施行审判时, 祂的圣徒(saints)也

与祂同来 . “看哪 , 主带着祂的千万圣者 (KJV: 

saints)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犹 14-15; 

也参 亚 14:3-5). 因此, 启示录 19:11-16 提到骑白

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时,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

马 , 穿着细麻衣 , 又白又洁 , 跟随祂(指跟随基

督)”(启 19:14). 这“众军”不是天使, 而是圣徒; 因

为在这同一章里清楚解释了“细麻衣就是圣徒所

行的义”(启 19:8). 

 

 既然主降临(施行审判)

之时有圣徒同来 , 这些圣徒

必然要在这事之前与祂同在, 

方可同来. 这与我们先前所

说的相符一致 . 基督先是降

临, 把祂属天的子民接回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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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注: “主的日子”其实是一段很长时期, 包

含四大重要时期或事件: (1) 七年灾难时期 (帖前

5:2-4); (2) 基督与祂圣徒同来 (玛 4:1-5); (3) 基

督作王统治的千禧年 (亚 14:1,8-9); (4) 天地最终

被火毁灭 (彼后 3:7,10); 有关“主的日子”、“基

督的日子”与“神的日子”的关联与区别 ,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基督的日

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日子 

 

边, 与祂一同回到父家, 与祂同在一起(那段时间, 

在天上先有工作的评审和奖赏, 然后进行羔羊的

婚娶). 与此同时, 神会在地上处理以色列和外邦

列国, 以法官身分执行审判(神用各种灾难审判世

界, 启示录 6-19 章), 为祂的长子(主耶稣)回到世

界预备道路. 

 

 让我们现在思考一下有关“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旧约译作: 耶和华的日子). 这是

一个在旧约圣经中经常出现的词语. 基于有限篇

幅, 我们无法引述一切关于它的经文, 我们只引

述几个, 然后让读者自行查考其他经文. 

 

 我们在 以赛亚书第 2 章读到: “必有万军

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 要临到骄傲狂妄的(注: 

《钦定本》译作: 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骄

傲狂妄的); 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 在那日, 惟

独耶和华被尊崇; 偶像必全然废弃. 耶和华兴起, 

使地大震动的时候, 人就进入石洞, 进入土穴, 躲

避耶和华的惊吓和祂威严的荣光”(赛 2:12, 17-19; 

这与 启 6:14-17 有关七年灾难的情景相似). 

 

 约珥书第 2 章也论到这日: “你们要在锡

安吹角, 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

颤;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已经临近.  那日是黑

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 好像晨光铺满山

岭.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 谁能当得起

呢?” (珥 2:1-2,11).111 

 

 

 

 

 
 

 

 

 

 

 

                                                           
111   有者宣称约珥书这段预言(珥 2:1-11)已经应验, 与

将来的事无关. 马唐纳正确指出: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已

经临近. 即时发生的事件是巴比伦人的掳掠, 但完全的应验

仍是将来的事.” 此乃所谓的“双重应验”! 请留意这章经文

中, 珥 2:28-32 的预言有一部分已在五旬节应验(徒 2:16-

21), 但五旬节却未使预言全数实现. 这些预言要等到基督

设立的一千年国度(千禧年国)开始时, 才得到完全的实现. 

 从上述和其他同类经文, 我们学习到“主

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旧约译作: 耶和华的

日子)是关乎审判临到世界  —  临到背道的以色

列人, 临到高傲的世人和他们心中所看重的事物

(如偶像、财富等等). 它被称为“主的日子”, 与

“人的日子”相对(注: “日子”在圣经中可指一段时

期). 现今是“人的日子”(man’s day), 由人支配, 但

将来是“主的日子”, 由主支配. 

 

(G)      帖撒罗尼迦信徒所担忧的事 

 使徒保罗曾到帖撒罗尼迦, 教导那里的信

徒有关基督徒的盼望  —  基督再来接召会脱离

将来的忿怒. 但他在那里不久, 便被逼离开(帖前

2:15-17), 没有更

多时间教导他们

关于这盼望的细

节 . 这也难怪他

们陷入一些谬误

和误解中 . 掌控

一切的神允许初

期基督徒(特指帖

撒罗尼迦的召会)陷入这些教义谬误, 为要利用这

种情况来赐下更多的指示和引导, 使召会时代的

所有召会都能获益. 

 

 比如说, 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正确地盼望

主的再来, 也期待主在地上设立祂(荣耀)的国度. 

不过, 他们不能分辨两者的差别, 所以他们担心

那些已经离世的弟兄们无份于这蒙福的领域  —  

荣耀的范围. 神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4 章来纠正

此事. 神借着论到已睡的圣徒(已死的基督徒)来

解明基督徒的福分: 基督会召集祂所有子民(指所

有基督徒)归回祂身边; 在这方面若有任何优势, 

反而是他们所担忧的那组人先得福气, “那在基

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前 4:16). 

 

 然而, 从帖撒罗尼迦后书, 我们读到这些

帖撒罗尼迦的初信徒陷入另一个严重错误. 此错

误不是关系到“已死去的基督徒”, 而是“还活着的

基督徒”; 不是关于“基督为圣徒而来”(召会被提), 

而是“主的日子”. 起初的情况是: 他们担忧“已死

去的基督徒”无份于基督为圣徒来时所引进的福

气; 另一个情况是: 他们害怕他们这些“还活着的

基督徒”已进入“主的日子”之可怕情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日子/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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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受到敌人的逼

迫, 面临种种灾难, 假教师为了困扰他们, 便误导

他们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帖后 2:1), 使他们以

为“主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已经临到, 而他们正在

经历的逼迫苦难就是“主的日子”的灾难. 如果真

是这样, 保罗的整体教导便是错误了(因他曾教导

说, 基督徒有荣耀盼望, 即等候主从天降临, 来拯

救他们脱离将来的忿怒, 帖前 1:10). 

 

 保罗解释说, “主的日子”降临并非为要扰

乱祂的子民, 而是刑罚那些逼迫祂子民的人, “我

们在神的各召会里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

的一切逼迫患难中, 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 神既

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 

主耶稣同祂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指外邦人)和那不听从我主耶

稣福音的人(指犹太人)”(帖后 1:4,6-8). 

 

 此外, 保罗表明“主的日子”未开始前, 基督

必先降临, 而我们所有基督徒必须到祂那里聚集, 

在空中与主相会(帖后 2:1: “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祂那里聚集”).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已教导这个关乎召会的荣耀盼望. 此外, 保罗也

提醒说“主的日子”(特指主再来设立天国方面)未

到以前, 必先发生几件重要事件, “因为那日子以

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

之子, 显露出来”(帖后 2:3; 详情请读 帖后 2:4-12). 

 

 简之, 关于主的降临, 神借着帖撒罗尼迦

圣徒的误解, 或被假教师的误导, 来给保罗机会

写信纠正这方面的错误, 也让后来世代的召会圣

徒能清楚分辨基督降临(主的再来)的两个阶段: 

(1) 基督为祂的圣徒而来(召会被提, 回到天上进

行羔羊的婚娶); (2) 基督与祂的圣徒同来(回到地

上施行审判, 设立天国). 【请参本文附录二】 

 

(H)      总结 

 总括而言 , 圣

经记载许多关于末世

的预言, 在这一切预

言的背景下, 什么是

我们荣耀的盼望? 答

案是明亮晨星的出现  

—  主耶稣的再来, 即召会的新郎从天降临迎接

召会. 这是召会真正的盼望. “我又要把晨星赐给

他”(启 2:23) “看哪, 新郎来了”(太 25:6 原文直译). 

我们可能要问: 晨星何时出现? 答案是: 就在黎明

时分, 天刚破晓之前. 谁能看见晨星? 就是那些在

深夜里, 黑暗最深时刻仍然儆醒守望的人. 你我

是否是这样的人呢? 这是何等实际、引人深省的

应用啊! 

 

 召会应该儆醒守望  

—  存着切慕之心仰望和等

候主的再来. 可惜, 整体召

会在这方面失败了. 但这不

该拦阻个别信徒在个人方

面儆醒守望这何等蒙福的

盼望. 启 22:17 说: “听见的

人也该说: 来” (编译者注: 

原文指单数的人, 是属个人
方面; KJV: Let him that heareth), 神所要求的是个

人方面的回应. 诚愿作者与读者都能惯常地经历

到这属天盼望所带来的洁净与成圣之能! 使徒约

翰说: “凡向祂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祂洁

净一样”(约壹 3:3). 深愿我们都能体会与彰显此

话的实际能力.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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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基督的再来 ( 基督第二次降临 ) 

 

新约圣经多处论到基督第二次降临(Second 

Coming of Christ). 罗杰斯(E. W. Rogers)解释道: 

“帖前 4:15 的‘降临’一词(KJV: coming)在希腊文是 

parousia {G:3952},113  专用来指某人在离开一段时

间后的归来, 包括他的到来(coming)、到达(arrival)

和留下住宿(resultant stay).” 

 

                                                           
112   改编自  Charles Henry Mackintosh, The Lord’s 

Coming (London: Chapter Two, 1995), 第 13-14, 20-21, 24-

32, 37-51, 43-44, 57-58 页. 
113   根据王正中所编辑的《圣经原文字典》(1996 年

版), 希腊文 parousia 一字的字义是“在场、临到”, 在新约

圣经出现 24 次, 最多被译作“降临”(10 次; 太 24:3, 27, 37, 

39; 帖前 4:15; 帖后 2:8)、其次是“来”(8 次; 帖前 2:19; 3:13; 

帖后 2:9; 雅 5:7,8)、“到”(2 次; 林前 16:17; 腓 1:26)、“来的

时候”(1 次; 林前 15:23)、“来到”(1 次; 彼后 3:12)、“见

面”(1 次; 林后 10:10)、“在”(1 次, 腓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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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 (W. E. Vine) 

    

Spiros Zodhiates 
 

在评注 parousia 一词时, 希腊文学者范氏

(W. E. Vine)解释其字义是“在场、到场、出席”的

意思(presence; 由希腊文  para 【with】和 ousia 

【 being 】二字组成  ), 可指某人 “ 到达、到

来”(arrival), 亦可指到达后的“在场” (consequent 

presence with; 故可指“有一段时间的在场”). 

 

上述解释是有根据的, 例如学者发现了一封

蒲草纸信件(papyrus letter, 注: 第一世纪的信很多

是用蒲草纸写的), 写信者是个女士, 她在信中表示

她需要 parousia 于某个

地方, 去处理有关她在那

里的产业【注 : 可见

parousia 一词可指某人

“临在”某处一段时间处

理某些事务】. 保罗也在

书信中提到他 parousia

于 腓 立 比 ( 指 在 场 , 

presence ; 腓 2:12 译作

“在...那里”); 这与他在同

一节所说的 apousia (不

在场, absence; 腓 2:12 译

作“不在...那里”)形成鲜明对比.【注: 正如他“不在...

那里”有一段时间, “在...那里”也可指一段时间】 

 

范氏(W. E. Vine)在其著名字典中指出, 在圣

经里, parousia 这字也被用来描述基督在改变形像

的山上 , 与祂门徒的临在或同在 ( 彼后 1:16;  

presence of Christ with His disciples). 当用在基督再

来, 召会被提方面, 它意味着不单是基督为祂圣徒

而来的那一刻(momentary coming), 也表示祂与他

们同在, 从被提那一刻起, 直到祂向世人显示和显

明自己(revelation and manisfestation to the world, 注: 

这整段时间包括基督再临、召会被提、七年灾难

开始, 直到七年灾难结束, 基督来到地上为止). 

 

在 一 些 经 文 中 , 

parousia 注重的是上述这段时

间的开始(强调基督的到达, 即

在七年灾难前的到达), 当然也

暗示这段时间的过程(暗指基

督继续在场  —  与召会圣徒同

在), 这些经文是: 林前 15:23; 

帖前 4:15; 5:23; 帖后 2:1; 雅

5:7-8; 彼后 3:4. 另一些经文则强调整个过程(course, 

注重的是整段时间), 如 太 24:3, 37; 帖前 3:13; 约壹

2:28; 也有一些经文注重这段时间的结束(强调七年

灾难时期结束时基督来到地上), 如 太 24:27; 帖后

2:8 (摘自 Vine’s Complet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1985, 第 111 页) 

 

容我再引述另一个希腊文学者佐德亚特斯

博士(Spiros Zodhiates)的解释. 这位希腊裔的圣经

学者指出, parousia 字义为: 临在(presence)、在场

(a being present)、临到(a coming to a place), 故可表

示“临在(presence)、来(coming)或到达(arrival)”之

意. 佐德亚特斯继续解说: “ Parousia 一词指主第二

次降临(主的再来), 但这第二次降临并非指在某个

特定时间所发生的一件事, 而是由一系列事件所组

成. 我们只能借着仔细查考出现 parousia 一字… 

的上下文(context), 才能明白经文所指的是哪一件

事.” 【注: 正因此故, parousia 一词有时指主来到

空中迎接召会(帖前 4:15), 有时则指主来到地上施

行审判(太 24:37,39)】 

 

佐德亚特斯进一步解

释说, parousia 一字可指主

降临来除掉祂门徒在地上的

苦难, 接他们回到祂在父家

为他们预备的住处(约 14:2-3: 

“我在哪里 , 叫你们也在哪

里”). 这正是 帖前 4:15 所谓

主的 parousia (降临)所指的意思(即主为圣徒而来, 

以祂的临在来与他们同在).【这降临也被称为“基

督为圣徒来”, 编译者按】这降临是意想不到的(随

时可发生的). 在基督里死了的信徒要先复活, 活着

的也要改变, 一同被主接去, 与祂永远同在(林前

15:50-54; 帖前 4:13-17). 这构成基督的日子(腓 1:6, 

10; 2:16)或主耶稣的日子(林前 5:5; 林后 1:14). 

 

无论如何, 同时发生的是(召会被提后)活着

的非信徒将面临极大苦难. 这被称为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旧约译作“耶和华的日子”, 赛 2:12; 

13:6,9; 结 13:5; 30:3; 珥 2:1,11,31; 摩 5:18,20; 番

1:7,14; 亚 14:1; 玛 4:5; 帖前 5:2; 彼后 3:10). 这些经

文述说灾难时期, 包括各种审判, 直到以下的另一

个 parousia . 

 

必须留意的是, parousia 一字也可指主在七

年灾难时期的尽头或结尾时的降临【这降临也被

称为“基督同圣徒来”, 编译者按】, 就是主耶稣在

以下经文所指的, 太 24:15-22, 32-34; 可 13: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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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这次特别的降临是发生在主对世界最后的审判

之前(注: 佐德亚特斯所谓的“最后审判”不是指千禧

年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而是指主设立千禧年国以

前的最后审判  —  审判当时世上所有的人, 包括以

色列人和外邦列国 ). 这个降临 (coming)也称为

epiphaneia {G:2015} (显现, manifestation), 例如 提

前 6:14 和 提后 4:1 (皆译作: 显现); 帖后 2:8 (译作: 

荣光)【注: 有者认为 epiphaneia 不专指基督同圣

徒来(主再来的第二阶段), 因这词也可用来指基督

为圣徒来(主再来的第一阶段; 参 多 2:13), 故需按

上下文来判断】 

 

换言之, 正如希腊文学者佐德亚特斯所言, 

主的 parousia (降临)其实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 

包含数阶段的降临(stages of a continuous process, 

特指主降临的两个阶段).114 【参以下图表一】 

 

 

 

 

 

 

 

 

 

 

 

 

 

 

 

 

 

 

 

总括而言, 圣经中提到基督的降临(或主的

再来)主要是强调基督的“临在”(presence), 这可与

祂的“不在场”(absence)作鲜明对比. 基督在大约两

千年前荣耀升天(离开世界), 对世人而言, 祂“不在

场”已大约两千年了. 但在不久的未来, 基督将会降

临, 祂将“在场”处理有关祂子民的事, 包括祂的属

天子民(召会)和属地子民(以色列人)的事.  

 

                                                           
114   编自 Spiros Zodhiates,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New Testament (Chattanooga, TN: AMG 

Publishers, 1992), 第 1123-1124 页. 简之, parousia 一字可

指两个阶段的降临, 即“主为圣徒来”(主只回到空中)和“主

同圣徒来”(主回到地上), 参本文图表一.  

附录二:  “基督为圣徒来” 

与“基督同圣徒来”的区别 

 

 “基督为圣徒来”与“基督同圣徒来”有所不

同(注: 这里的“圣徒”是指基督徒或召会). 下表清楚

显示两者的区别: 
 

 主为圣徒(基督徒) 

而来 (帖前 4:16-17) 

主同圣徒(基督徒) 

而来 (犹 14) 
1 是随时可发生的

(Imminent) (林前
15:52) 

是一连串明显不法的

事(在七年灾难中)进

行后才发生的 (帖后
2:2-4) 

2 主来到空中 (圣徒

被提到云里, 帖前

4:17; “空中”在希腊

文是 aêr, 常指 4 千

公尺以下) 

主来到地上 (因祂的脚

站在橄榄山, 亚 14:4; 

注: 徒 2:11-12 表明橄

榄山是主升天和降临

之处) 
3 主的来临不被世人

所见 (只有基督徒

能看见, 林前 15:52)  

主以能力荣耀的降临 

(被世人或地上万民所

见) (太 24:27,30; 启
1:7) 

4 主带召会离开地上, 

脱离七年灾难的审

判 (帖前 1:10; 4:17; 

5:9; 启 3:10) 

七年灾难的审判过后, 

主同圣徒/基督徒/召会

回到地上 (亚 14:5; 帖

前 3:13) 
5 基督徒受工作的审

判/评审, 以决定是

否能得奖赏 (林前

3:10-15; 林后 5:10) 

地上的以色列人和外

邦人/列国先后被主审

判, 以决定是否能进天

国 (太 25:31-46) 
6 主基督是黎明时分

的「晨星」, 被喻

为「明亮的晨星」

(启 22:16; 彼后 1:19)  

主基督是黎明过后的

「太阳」, 被喻为「公

义的日头」(玛 4:2) 

7 被称为「基督的日

子」(Day of Christ) 

(林前 1:8; 林后

1:14; 腓 1:6,10; 

2:16) 

被称为「主的日子」

(Day of the Lord) (彼

后 3:10); 旧约译作

「耶和华的日子」(珥

2:11) 
8 是只有在新约才显

示的奥秘 (林前
15:51-52) 

是新旧两约都有显示

的事 (但 7:13-14; 太
24:27-30) 

9 将在天上进行羔羊

的婚娶和婚筵 (启

19:7-9; 注: 有者认

为婚筵是在地上) 

将在地上设立一千年

的千禧年国/天国(启

20:6; 赛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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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十七) 

末世大迷惑 
 

(A) 虚假的奇事 

犹太人拒绝弥赛亚(Messiah, 即主耶稣基

督)  —  把荣耀的主钉在十架上. 犹太人曾拒绝那

位奉父神的名来到他们当中的耶稣基督; 更糟的

是, 犹太人将来还要接受那位奉自己的名来到他

们当中的敌基督(antichrist).  

 

外邦列国整体而言也同样有这不信和敌

对的态度, 包括那称为“基督教界”(或译“基督教

世界”, Christendom). 他们也拒绝在福音中所传

给他们的耶稣基督. 圣灵被差遣从天而来, 在世

上与传福音者同工(呼召罪人悔改信主). 但这些

外邦列国的人也和离经背道的犹太人一样, 被末

日的强烈迷惑所牵引诱惑, 去敬拜那兽(敌基督)

和他的兽像. 

 

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和宗教改革后

的教会也有挂名的基督徒. 错误道理之酵已进入

他们中间, 破坏了真理的道, 导致那简单和有福

的基要福音真理也

被腐蚀, 被弄得含糊

不清, 甚至被刻意地

删除消灭. 不要说在

罗马天主教和希腊

东正教, 连在苏格兰

一些长老会里(特指

受自由神学影响之

故), 真理被扭曲, 错

误道理被传扬. 有关默示、救赎、重生的教义被

淡化到辨认不出; 有关地狱和永恒刑罚的教义也

被否认, 因他们认为这两个教义与神的慈爱有所

冲突; 古时的纯正基督信仰被视为“过时了”, 圣

经也被“高等批判学”撕得破碎不堪. 这一切是为

最终的“离经背道”(apostasy)预备好道路, 来接受

一个能讨肉体喜悦的宗教, 为所有教派的联合立

好根基, 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联合在一个离经背

道和膜拜偶像的敬拜中. 

使徒保罗在 帖后 2:3 说“必有离道反教

(KJV: falling away)的事”. “离道反教”(希腊文: 

apostasia {G:646}, 英文 apostasy源自这字, 我们

中文将之译作“离经背道”)115是一个很强烈的字

眼  —  他不是指异教徒或拜偶像者, 而是意味着

背叛离弃纯正的基督信仰, 放弃那曾一度被尊为

真理的道; 那是指基督教界(Christendom)背弃基

督信仰(Christianity), 否认真道.  

 

这样的结果是: 地上出现前所未有、最可

怕的亵渎. 那位“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帖后

2:3)将完全显露, 那源自伊甸园的罪将全面扩展. 

在伊甸园里, 罪是源自人吃了禁果. 这点告诉我

们什么原则? 其原则就是: 不顺服神的旨意(注: 

不顺服神旨意就是罪, 也必带来罪的苦果). 它若

不受控制, 就必伤透那坐在宝座、赐人权柄之神

的心.  

 

因此, 我们读到这位“大罪人”, 就是“不法

的人”(帖后 2:8)  —  “不顺从神旨意”的成熟之果  

—  将坐在神的殿

中, 自称为神(帖后

2:4). 我们看到这罪

恶的世代(evil age)

以谋杀神儿子来开

始 , 更以敬拜那自

称为神的大罪人来

结束. 主耶稣“为我

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加 1:4)  

—  使我们成为分别为圣的子民, 能站稳抵挡那

不敬不虔的影响, 如在黑暗中的光(太 5:14), 又如

在腐败中的盐(太 5:13).  

 

与此同时, 那不法的隐意虽已发动, 却有

一个拦阻大罪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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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后 2:7-8), “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

露”(帖后 2:6). 这表示他无法显露, 直等到他自己

的时候到了. 这时候不会来到, 直到“基督的身体”

完整了(召会的人数满足了)  —  召会被提. 因此, 

                                                           
115    希腊文 apostasia {G:646}一词的字义是“抛弃、悖

逆、背离本位”, 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两次, 译作: “离道反

教”(帖后 2:3)和“离弃”(徒 21:21). 我们在《家信》中将之

译作“离经背道”, 强调它是离弃圣经或背弃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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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基督徒)等候敌基督的来到, 

而是要我们等候基督的降临.  

 

帖后 2:7 说“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意

即那将在“不法的人”身上达到顶峰的邪恶原则已

经发动了; 敌基督的灵早已用隐秘的方式发动.116 

正如约翰所说: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many 

antichrists)的出来了”(约壹 2:18). 敌基督的灵要

求犹太人不信, 也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约贰 7).117  

 

敌基督否认耶稣是基督(约壹 2:22), 也要

求外邦人或离经背道的基督教界不信基督, 否定

新约圣经的重要真理. “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

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

基督的”(约 2:22). 此外, 帖后 2:7 的“发动”(希腊

文: energeô {G:1754}; KJV: work)一词意指以撒

但的能量(Satanic energy)来工作, 像炸药一般地

工作, 时间一到就爆炸, 摧毁一切为和平与自由

所作的努力. 

 

然而, 这位恶者将被主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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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也

在  启 19:19-

20 中被清楚

教导, 即那兽

和假先知将

“活活的被扔

在烧着硫磺

的火湖里”. 以

赛亚书 11:4

也同样教导

说: “(主耶稣)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

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

的气杀戮恶人.” 还有三处经文, 即以赛亚书 11

章、帖撒罗尼迦后书 2 章和启示录 19 章(其实还

有其他很多经文)论到有关此事, 证明当主耶稣从

天降临, 祂会看见“人类罪恶之杯”已经满盈, 全地

都要承受祂那延迟很久的审判. 

                                                           
116   约壹 4:3: “凡灵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

敌基督者的灵.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 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117   约贰 7: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

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使徒保罗在 帖后 2:9 进一步述说敌基督

的工作,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但的运动 (KJV: 

working of Satan),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

假的奇事.”【注: “运动”一字希腊文是 energeia 

{G:1753}, 意即工作、行动或运作, 在新约中出

现 10 次, 皆指超自然的工作, 由神(包括圣灵)或

魔鬼所为】请注意“异能、神迹和奇事”这三个字:  

 

1) 异能(power; 希腊文: dunamis {G:1411}): 英

文 dynamite (炸药)就是源自这字. 它表明物质

方面的能量, 而非权力方面的能力【这在英

文译作 power 但表明权柄的字, 在希腊文是 

exousia {G:1849}, 路 10:19】 

2) 神迹(signs; 希腊文: sêmeion {G:4592}): 这字

表明意义深长的作为或行动(significant acts), 

具有比表面上更深一层的意思【可更明确地

译作: “标记性的神迹”或“证据性的神迹”】. 

3) 奇事(wonders; 希腊文: teras {G:5059}): 这字

表明超自然的作为或行动(supernatural acts), 

是人的能力无法做到、只能惊讶或赞叹的事.   

 

我们发现这三个希腊字都出现在 徒 2:22, 

是用在我们的主身上: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

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 将祂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一次

又一次地指向祂所行的事工(work): 

  

1) 约 10:37-38: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

信我; 我若行了, 你们纵然不信我, 也当信这

些事, 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 我也

在父里面.” 

2) 约 12:37: “祂(主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

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祂.” 

3) 约 14:11: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

里面 ; 即或不信 ,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 (KJV: 

work)信我.” 

 

主所行的“异能、神迹和奇事”可说是祂的

“证件”(credentials), 证明祂就是父神所差遣的那

一位. 你还记得吗? 当主差遣摩西去拯救以色列

人时, 便给他一些神迹性的证据, 来行在他们面

前, 好叫他们相信摩西真的是耶和华所差遣的人. 

杖变成蛇, 拿起来时又变回杖; 他的手长出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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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又复原; 河里的血变成血等等. 这一切都是

耶和华的大使之证件, 好叫人相信和顺从他.  

 

照样, 主耶稣也不是没有证件. 祂所行的

是彰显属神的能力. 它们是超自然的, 因此令人

深感诧异和惊讶; 它们是标记性/证据性的神迹, 

或意义深长的作为; 对愿意聆听和学习之人而言, 

每一个神迹都具有隐藏的意思, 每一个都富有教

育意义的.  

 

保罗在  林后

12:12 用了这同样的

三个字, 来表明神借

着他所行的神迹. 这

也是他作为使徒的

证件 : “我在你们中

间 ， 用 百 般 的 忍

耐，借着神迹、奇

事、异能, 显出使徒

的凭据来 .” 保罗可

宣称自己该被视为

主的使徒, 因为以下三件事: (1) 他有像基督一般

的美好品行(林前 4:9-13, 即为主工作、劳苦、忍

受、善劝等 ); (2) 他为基督的缘故受苦 (林后

11:23-33); (3) 他所行的神迹在性质方面与主耶稣

所行的相符一致. 今天若有任何人宣称自己是使

徒, 让他先公开展示他所行的“异能、神迹和奇

事”, 因这乃是主耶稣和祂使徒的“证件”. 

 

我们也在 来 2:4 读到: “神又按自己的旨

意,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作见证.” 这里不单指使徒, 也指其他人如

第一个福音传令官(亦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司提

反【请参 徒 6:8: “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 希腊

文: dunamis ), 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希腊文: teras )

和神迹(希腊文: sêmeion )”】 

 

现在我们看到这三个字也同样用来指那

位“大罪人”,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但的运动, 行

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帖后 2:9). 

这就是他所展示的属神证件【连第二头兽也有

行异能[sêmeion]的能力, 迷惑世人, 启 13:14】. 

但这一切能力并非出自于神, 而是源自撒但, 为

要迷惑世人信从虚谎, 而不信真理.  

撒但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和说谎的(参 约

8:44), 而这个撒但所高举和赐于能力的人, 也是

一个说谎者、欺骗者、杀人者. 他就是世人将会

惊讶和赞赏的人; 他就是欺骗犹太民族、使他们

与他立约的人. 他兴起时, 所呼喊的口号是“和

平、自由、昌盛和美好时光的来到”. 这是拒绝

基督和弃绝福音的世界所向往的事, 可惜这一切

都在撒但的统管之下(是虚假的骗局).    

 

借着“异能、神迹和奇事”, 大罪人“在那沉

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

受爱真理的心(或直译为: 不领受对真理的爱), 使

他们得救”(帖后 2:10). 福音已广传四方, 圣经也

已被译成多种语言, 流传各地, 这就定了那些“不

领受对真理的爱”之人的罪. 福音的真理是神借

着基督所启示的爱 . 我相信“不领受爱真理的

心”(或作: 不领受对真理的爱)是指不相信福音真

理所含有的爱之信息. 人怎能听见如此大爱却拒

绝它, 听明真理却不信它, 这肯定是缠在撒但的

罗网里, 被撒但的谎言所迷惑.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生

发错误的心”直译为“强烈的迷惑”; KJV: strong 

delusion), 叫他们信从虚谎,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

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帖后 2:11-12). “不信真

理”意味着听到福音, 却因为“喜爱不义”而决定不

要相信.  

 

 当召会被提

到空中与主相遇之

后 , 不管神在地上

仍然进行怎样的恩

典之工 , 有一事是

清楚的 , 就是人若

听过福音却拒绝它, 选择己路和罪恶(喜爱不义)

而放弃基督, 这人便无可避免地被“强烈的迷惑”

所带走. 正如游泳者被强大的水流所带走, 冲到

可怕的深海里, 上述的人也同样被虚谎谬误的水

流所带走, 冲到永远的灭亡中.【注: 下文将继续

思考有关这强烈的迷惑】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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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选民”(God's Chosen People)之系列文章, “Lying Wonders” 

(Chapter 12),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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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强烈的迷惑 

保罗在 帖后 2:1 提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

临, 和我们到祂那里聚集”(指召会或基督徒被提), 

紧接而来的另一件重大事件, 就是关乎神对人的

态度.  

 

神在现今时

代劝罪人归向祂 , 

与 祂 和 好 ( 林 后

5:20). 祂正在“吩咐

各处的人都要悔

改”(徒 17:30; 这句

话原文直译是“吩咐

每一个地方的所有

人 都 要 悔 改 ”; KJV: commandeth all men 

everywhere to repent). 因着神的恩慈、宽容和忍

耐, 神正在设法引领罪人悔改(罗 2:4). 我们的主

现今的忍耐是: 继续施行拯救; 因为神“不愿有一

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15). 

 

  圣经说: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

是拯救的日子”(林后 6:2); 现今还是“神悦纳人的

禧年”(路 4:19). 无论如何, 神的忍耐是会来到终

点, 而箴言 1:24-28 的可怕预告将会临到那些拒

绝基督的人, 就是在“拯救的日子”中拒绝相信福

音的人. 神会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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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惊恐临到你们, 好像狂风; 灾难来到, 

如同暴风; 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 那时, 你们必

呼求我, 我却不答应, 恳切的寻找我, 却寻不见.” 

 

那些预备好的人就与新郎一同进入婚礼

(指作为“新娘”的召会被提, 接回天家进行婚礼), 

那时, 恩典的门就关了, 而那些站在外面的人要

永远站在外面  —  他们叩门求人开门, 却是徒劳

的; 神不理他们的哀求声, 与 帖后 2:11 完全符合  

—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直译作: 

强烈的迷惑; KJV: strong delusion), 叫他们信从虚

谎!” 那位长久忍耐地呼唤罪人悔改的神, 会给那

些罪人一个“强烈的迷惑”, 叫那些拒绝相信“真

理”的人不得不相信“虚谎”, 使他们“都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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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帖后 2:12). 因此, 当圣徒(基督徒)被提, “在空

中与主相遇”(帖前 4:17), 那些听过却拒绝福音的

人留在地上, 也不可能有机会逃脱了. 

 

那时, 神悦纳人的禧年结束了. “神报仇的

日子”(赛 61:2)开始了  —  神报仇刑罚时, 是何其

可怕的激烈与快速, 这与神恩典的宽容与忍耐形

成何等鲜明的对比. 值得留意的是, 神悦纳人的

禧年(year)  —  是长久的“年”, 但神报仇的日子

(day)  —  是短暂的“日”, 因为主所兴起、要施行

的审判是较短的工作(试比较祂施行的恩典, 却是

长久的).  

 

既知道主再来接召会时, 非信徒那无可避

免的灭亡, 我们信徒就该更迫切地帮助周围的人

信主得救, 特别是自己的亲友, 因他们在自然的

情感和血缘上与我们相连, 但主来之时(若他们还

未信主得救), 他们就要与我们永远分开. 

 

在这方面, 圣徒所等候的荣耀时刻(召会被

提)将会盖上“不信者永灭亡”的印, 正如挪亚进入

方舟、门被关上的时刻, 也是盖上“世界被洪水

灭没”的印!119 神“怜悯之日”的结束是没有预警

的. 神曾呼唤当代世人悔改, 有长达 120 年之久

(创 6:3). 时候一到, 神就收回人所轻视的怜悯(并

给于他们当受的审判).  

 

召会被提后, 不敬虔之人无法改变神对他

们的态度; 他们也不再听见圣徒的声音. “强烈的

迷惑 ”将临

到他们的心

思意念 , 使

这些 “拒绝

真理的人 ”

被盖上灭亡

之印!120  

 
 

                                                           
119   英文 sealing 意即“盖印、密封、封闭”. 上文所谓

的“盖印”有“已成定局”、“无法改变”或“无法逃脱”之意.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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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shall Send Them 

Strong Delusion” (Chapter 13),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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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第 376-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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