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神是我的盾牌  
 

使徒保罗在大约两千年前预言道: “末世必有

危险的日子来到”(提后 3:1). “危险”一词在希腊原文

是 chalepos {G:5467}, 这字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两次, 

除了在此, 另一次是在 太 8:28, 用来形容加大拉被鬼

附的人“极其凶猛”. 这字所表达的不单是“凶猛”, 且有

“危险”与“失控”的情况. 末世的危险是万事失控, 落入

难以收拾的局面 . 加大拉被鬼附的人 , 性格诡异多

变、与常人很不一样、住在坟茔里、孤立自己、孔

武有力, 难怪别人都怕他, 不敢接近他. 

 

末世的危险日子又如何呢? 处在末世的我们

对下列情况都耳熟能详: 人口膨胀的失控、环境污染

的失控、地球暖化的失控、气候变化的失控等, 这些

都是生态与环境的剧变, 也导致粮食短缺的问题日趋

严重. 另外还有其他严重的失控, 如军备扩张的失控, 

以及 提后 3:1-5 所指出的两项严重失控  —  道德衰

败的失控与离经背道的失控.  我们在本期《家信》的

“福音亮光”专栏就要探讨粮食短缺的问题  —  饥荒.  

 

处在末世危险日子的基督徒该怎么办? 危险

失控随时临到我们, 怎么办? 莫慌! 神是我们的盾牌! 

经历诸般致命危险的大卫见证道: “至于神, 祂的道是

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 凡投靠祂的, 祂便作他

们的盾牌”(诗 18:30). “盾牌”(KJV: buckler)在希伯来

原文是 mâgên {H:4043}. “名词 mâgên 指战斗中用以

遮盖保护身体的器具. … mâgên 是较小, 较常见的圆

盾, 是轻步兵和军官用的.”【引自《旧约神学辞典》, 

第 190 页】 比起一般较重的大盾牌, 这轻巧的“小圆

盾”更适合用来应付敌人各种近距离的直接攻击, 像

美国队长手中的神奇小圆盾那样, 有更强的护卫作用, 

能救护人脱离各种危险的攻击.  

 

神总是祂百姓的护卫! 因此, 我们不难了解为

何神常常被称为“盾牌”( mâgên , 小圆盾). 祂不仅是

亚伯拉罕的盾牌 ( 创 15:1) 、亚伦家的盾牌 ( 诗

115:10)、以色列国的盾牌(申 33:29), 更是所有行为

纯正和投靠祂之人的盾牌(箴 2:7; 30:5). 若读撒母耳

记上下和大卫所写的诸多诗篇, 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 

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苦难, 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 但他

见证道: “耶和华… 是我的盾牌…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

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诗 18:2). 亲

爱的弟兄姐妹, 处在末世的我们, 将遇到各种“失控”

的危险, 但我们只需投靠那位“掌控万有的主”, 就能

经历大卫所说的, “凡投靠祂的, 祂便作他们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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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奠祭之酒与成洁之例 
(民 15:1-11; 利 12:1-8; 14:1-12) 

 
 

(A) 序言 
 

神的信实与恩典清楚显于民数记第 15 章. 

在前一章, 因着以色列百姓的不信和叛逆, 神宣

告那些向祂发怨言的, “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

你们住的那地”(民 14:30). 但在第 15 章, 我们却

读到神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

给你们居住的地”(民 15:2). 神给二十岁以下的以

色列人存留恩典, 这是建立在供物的基础上.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写道: “在第 15

章, 我们看见主回到祂所预定的旨意之完美安息

中… 指示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后当做的事. 这些指

令论到他们当献给神的供物, 包括甘心祭(free-

will, 第 3 节), 以及连同这些祭物一起献上的喜乐

之酒(即奠祭, drink offering, 第 5, 7, 10 节). 这是

出于恩典, 而神的爱伸展超越以色列人, 甚至临

到寄居的外人, 为他们两者在这些供物方面设立

同一个律法(让外人也能同享献祭给神、蒙神悦

纳的福气, 参 民 15:13-15).”1 

 

感谢神, 我们能够在奠祭里看到这预表的

真体  —  主耶稣基督, 并在利未记的成洁之例, 

不难察觉基督的影儿 . 现在就让我们从预表

(type)2的观点, 来思考基督如何作为奠祭, 给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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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276 页.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人物、事件、物件或

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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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物、事

件、物件或制度(俗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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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喜乐, 并在成洁之例中, 

看到基督赎罪的伟大工作和

洁净的完美果效. 
 

 

(B) 奠祭之酒所预表的基

督 (民 15:1-11; 28:7, 

14; 创 35:14-15) 
 

圣经首次提到奠祭是

在创世记第 35 章, 与雅各有关.3 他需要对自己的

生命作出三方面的调整, 才能欣赏此祭. 首先, 他

回到伯特利(Bethel)  —  意即“神的家”(the house 

of God, 创 35:1). 其次, 他需要离弃偶像, 就是妻

子拉结带进他家的偶像(创 35:2). 第三, 他需要更

换衣服来自洁(创 35:2). 这些动作背后都含有品

德上的真理; 我们都要接受和遵行它们, 才可欣

赏基督作为奠祭的真理.  

 

按民数记第

15 章, 奠祭包含那象

征喜乐的酒, 而这酒

需要被测量, 然后完

全倾倒出来. 奠祭需

要 被 测 量 ( 参  民

15:5,7),4 提醒我们神

对基督的估量或评价. 虽然世人对祂的评价很低, 

但祂被父神所高度重视、非常珍惜, 因父神完全

明白和赏识祂的一切. 奠祭的酒被完全倾倒在地, 

这点提醒我们祂倒空自己, 把自己完全献上, 没

有丝毫保留, 仿佛奠祭的酒, 每一滴都献给神.5 

                                                           
3   创 35:14: “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 在柱子上

奠酒, 浇油.” 注: “奠酒和浇油”是奠祭的特征(民 15:5,7,10). 
4   民 15:5 说“奠祭的酒一欣四分之一”; 而 民 15:7 说

“又用酒一欣三分之一作奠祭”等等.  
5   奠祭是随着素祭和燔祭一同献上(民 15:4-10). 美

国的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贴切指出, 在

素祭中我们看到基督的完美生命; 所献的祭牲(如燔祭和平

安祭)则述说基督的救赎之死. 我们不该把基督“宝贵生命

(指祂在地上的生活)的价值”与祂“为救赎我们的代死”隔开, 

因两者乃是前呼后应的(注: 两者都述说基督倒空自己, 没

有保留的完全献上, 仿佛奠祭的酒  —  每一滴都献给神). 

但在紧握这两大真理的同时, 我们必须学习正确地分辨它

们. 基督的生命(指祂在世上的生活)不像祂的代死(指在十

架的死)那样有代替性(vicarious). 因为只有在被钉十架的

时候, 主耶稣首次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替罪人承受神的刑罚. 

神对罪的忿怒只有在主被钉十架时, 才倾倒在祂身上(参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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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在父神眼里是何其宝贵, 为父神的心带

来何等喜乐(注: “酒”可代表喜乐, 参 士 9:13; 诗

104:15), 从不像浪子那样使父失望, 不像押沙龙

那样的背叛,  不像撒母耳的儿子那样离开他们父

亲所行的道; 诚然, 主耶稣总是走在父神的旨意

中, 总是叫父神的心喜悦欢畅; “因为祂将命倾倒

(poured out), 以致于死”(赛 53:12; 注: 这生命的

“倾倒”犹如奠祭

中将酒“倾倒”于

地). 让我们思想

祂痛苦的深度、

受苦的程度  —  

祂的孤独、祂的

寂寞、唯有祂可

以走完的路、唯

独祂配得执行的任务, 这一切, 祂都没有保留地

去做, 完完全全地献上自己. 我们有限的头脑实

在不能完全领会祂所经历的一切, 唯独父神能! 

 

在献奠祭方面, 民数记 28:2 记载神吩咐祂

的百姓“要按日期献给我”(有关这些日期, 请参脚

注),6 这点为以上真理加上额外特点. 这表明奠祭

的新鲜不朽! 每当日期一到, 奠祭就要献在主耶

和华的面前. 愿这成为我们今日的经历  —  对基

督有新的注视, 对祂有新的欣赏, 并效法祂的榜

样, 这样我们就能给父神的心带来喜乐, 成为那

讨神喜悦的奠祭.【注: 有关奠祭丰富的预表性意

义, 请参本文附录一】 

                                                                                                     
22:1-3). 我们要明辨, 才能把这两大真理保留在它们各自的

宝贵中.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320-321 页. 
6   民 28:2 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献给我的供物, 

就是献给我作馨香火祭的食物, 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而

接下来就论到所献的祭物, 包括奠祭(参 7, 8, 9, 10 节等等). 

论到献上奠祭的日期, 雷尼(A. F. Rainey)指出, 奠祭是随每

日早晨与黄昏的祭 (称为“常献的燔祭”)一同献上 (daily 

offering, 出 29:40-41; 民 28:7). 此外, 奠祭也要与安息日(每

周的第七日, 民 28:9)和每月的燔祭(民 28:14)一同献上. 另

外, 在住棚节的七日庆典中, 从第二日至第七日, 奠祭要随

每日所献的祭一同献上(民 29:18,21,24,27,30,33). 照样, 奠

祭也在逾越节(民 28:16,24)、初熟节(民 28:26,31)和吹角节

(民 29:1,6)时与其他祭物一同献上(比较 结 45:17). 拿细耳

人满了离俗的日子, 也要献上奠祭(民 6:13,17). Merill C. 

Tenney (gen. ed.),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vol.5)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5), 第 207 页. 

由此可见, 奠祭是常献在神面前的祭. 

(C) 生产后洁净之条例所预表的基督  

(利未记 12:1-8) 
  

不洁会拦阻一个男人或女人亲近神. 在前

一章(即利未记 11 章), 我们看到神为祂的百姓设

立一些饮食条例, 叫人明白吃下或触摸不洁之物

的影响(会使人不洁).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章介

绍妇女生产后的洁净条例.7  

 

生下孩子可说是人生最奇妙的经历, 也是

最令人兴奋和喜悦的时刻之一. 虽然孩子的出生

是可喜可贺的, 但我们也不可忽略用神的眼光来

看此事, 就是智者在 伯 25:4 所问的问题: “妇人

所生的怎能洁净?” 这问题在本章(利未记 12 章)

能找到答案, 只有在基督里可以找到解决方案. 

 

对于妇人产后所需的第一个祭物是献“一

岁的羊羔为燔祭”(利 12:6), 就是一只活力十足的

小羊羔. 这里强调先把它献给神作为“燔祭”, 提醒

我们基督的献祭首先是为了神的荣耀和祂心中

的喜悦, 然后才提到“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来

解决罪的问题(利 12:6: “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

为赎罪祭”). 这对今日处在黑暗世界的神百姓而

言是何等的安慰, 因为罪恶已摧毁世界, 还图谋

污染神的百姓. 但基督有绝对能力, 把我们从不

洁中洗净, 并在一路上维持我们的纯洁. 一旦完

成赎罪的工作, 就经历洁净的功效.  

 

献祭的时间很有意义. 不洁的时间为期七

日, 在第八日, 就给婴孩行割礼(利 12:3).8 七日表

                                                           
7   若妇人生男孩, 就不洁净 7 天, 要家居 33 天( 7 + 

33 = 40; 共 40 天). 若生女孩, 就不洁净 14 天, 要家居 66 天

( 14 + 66 = 80; 共 80 天; 参 利 12:2-5).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

(Frederick W. Grant)解释说, 对于生女孩的情况, 其天数都

是双倍的, 这点提醒我们罪和女人的关系, 罪是由女人引进

世界的(参 提前 2:13-14). 女人引进死亡, 也引进生命, 不过

女人所引进的生命已被罪污染(所以不洁). 然而, “只是罪

在那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罗 5:20), 因为神设立了洁

净之礼, 预示基督所带来的恩典能洁净罪人(注: 洁净之礼

所献的燔祭和赎罪祭[利 12:6-8]预表基督完美的顺服和赎

罪的工作, 借此“她就洁净了”).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第 320-321 页. 
8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贴切评述道: “婴孩在第 8 日行

割礼表明只有借着新的创造(new creation, 意指重生得救的

新生命), 才能获得洁净… 割礼在属灵意义上可指‘脱去肉

体情欲’(西 2:11), 而这肉体情欲已被基督的十字架所定罪,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 使罪身灭绝,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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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28 期 (2021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示我们完全领会和明白肉体的不洁(注: “七”这数

目有“完全、完整”之意), 而第八日象征新的开始

之日(注: 基督是在第 8 日复活, 象征新的开始).9 

这是人心灵在神面前, 领受了十架工作和流血牺

牲的果效. 这是新的一天, 新的开始, 不仅发生在

我们得救的时刻, 也在我们走世界路程的每一天.  

 

神在基督里已预备供应, 使祂的百姓被罪

污染后, 仍然可被洁净. 这是极其重要的, 叫我们

与神的相交(交通)得以恢复. 愿神鼓励我们去领

受这丰富的供应, 并享受得蒙洁净的福气和喜乐, 

使我们今日能荣耀祂. 

 

 

(D) 大麻风洁净之条例所预表的基督  

(利 14:1-12; 太 8:4; 罗 4:25) 
  

“麻风病人”是罪人在神面前的写照  —  处

在营外、无助与无望, 无法为自己做什么, 完全

需要别人来供应他的需要. 麻风病人需要来到祭

司面前察看, 而祭司需要离开营地, 出到营外, 来

供应他的需求. 同样地, (大祭司)耶稣基督离开祂

所住之处  —  天堂, 来供应我们的需要. 这点足

以叫我们的心向祂下拜, 满怀感恩地敬拜祂. 诗

人这样描写到:  

                                                                                                     
们不再作罪的奴仆’(罗 6:6). ‘因为真受割礼的, 乃是我们这

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腓

3:3).” 同上引, 第 321 页. 
9   数字“8”可象征复活. 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即第

8 日)复活; 除了基督和圣徒之外, 圣经记载了 8 个复活的人

(individual): 有两个是寡妇的男孩(王上 17:-25; 路 7:11-18); 

有两个是富人的孩子(王下 4:32-37; 可 5:35); 另两个是已

埋葬了的成人(王下 13:20-21; 约 11:43-44); 最后两个是借

使徒行神迹而复活之人 ( 徒 9:40-41; 20:9-12). E. W. 

Bullinger, Number in Scriptur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67), 第 200-201 页. 

祂拥有天上至高之处, 

受一切发光天使的赞美; 

但因着祂那舍己的爱, 

祂把冠冕放下, 来到世间, 

祂舍弃地上的权位与名誉, 

把我寻回, 祂的名可歌可颂. 

 

 来到麻风病人面前供应他所需时, 必须要

流血. 这常是神所要求的! 在神面前处理任何与

罪有关的事, 就需要血. 要把两只活鸟宰杀在盛

活水的瓦器上(利 14:5).10 “瓦器”提醒我们有关基

督的人性. 活水(living water; KJV 译作 running 

water, 指流动的水)预表圣灵和祂在基督的死上

运作(约 7:38-39),11 而活鸟则描述祂荣耀的复活

(利 14:6-7). 祭司要用血在那长大麻疯求洁净的

人身上洒七次, 提醒我们基督宝血是绝对完全丰

足的(注: 数字“七”可象征完美).  

 

 麻风病人得洁净后, 神对祂有些要求. 他

必须剃去毛发, 用水洗澡, 又要洗衣服(利 14:8-9). 

他必须经过完全洁净的过程, 使他有资格回到营

中. 他的衣服(象征他的品行)必须洁净, 因为本质

上, 人内在的改变会在他外在的品行中表现出来

【注: 这就是所谓“有信心就有行为(指德行)”】.  

 

 常有一个危险, 就是

蒙神恩典的拯救, 有资格或

适合上天堂之后, 我们就回

到神拯救我们之前那些吸

引我们的东西, 结果, 我们

得救的外在证据就缺乏了. 

愿神今日赐给我们恩典, 去

                                                           
10   祭司要以不同方式对待这两只鸟: 宰杀一只, 释放

另一只(利 14:5-7). 赎罪日的两只公山羊也是如此, 一只被

宰杀, 另一只被释放(参 利 16:9-10).  
11   格里夫(Paul Grieve)贴切评述道: “约 7:39 表明‘活

水’是指圣灵. 那与基督的死相连的, 是圣灵的工作. 来 4:12

说‘神的道是活泼的(Darby 译作: living); 神的道也被喻为

那能洁净人的水(弗 5:26). 因此, 人因着罪而成为不洁, 像

麻风病患者一样, 但对于信徒(信靠基督之人), 神能洁净他

们. 这是基于基督的死, 并且与神的道有关, 就是借着圣灵

的能力(运作), 把神的道应用在人的心中(使人明白福音而

信靠基督), 而圣灵要引导神的儿女明白和进入一切真理

(约 16:13).”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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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2), 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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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表(品行)上彰显这奇妙的改变, 就是从我们

得救那一刻起就影响我们而产生的外在改变.12 

 

 

(E) 结语 
 

利 14:4 记载祭司“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

拿两只洁净的活鸟, 和香柏木、朱红色线, 并牛

膝草来.” 北爱尔兰的弟兄格里夫(Paul Grieve)写

道: “这两只鸟预示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科

茨(C. A. Coates)指出那两只鸟的自然栖息地是天

空, 代表基督从天而降. 被宰杀的鸟提醒我们基

督的代死, 被释放的鸟身上带着血, 飞向天空, 是

贴切地提醒我们那位复活与高升的基督, 身上带

着各各他的鲜明记号(指流血赎罪, 启 5:6). 肯定

的, 任何洁净都必须依靠主耶稣的死和复活.”13 

 

 至于朱红色线, 它

的朱红色是取自一种虫

的颜色 . 莫里斯 (Henry 

Morris)描述说: “当母朱

红虫 (scarlet worm)准备

产卵时, 它会把身体附在

树干上, 牢牢与持久地紧

贴树干, 不再离开, 以此

保护那堆积在它身体下

方的卵 , 直到幼虫孵出 , 

能够进入它们自己的生

命周期 . 母虫死的时候 , 

深红色的液体 (crimson 

fluid)染红了它的全身和

周围的木. 就是从这母朱

红虫的身体, 人们榨出有

商业价值的朱红色染料.  

 

 “这幅图像贴切地

描绘基督, 祂死在木头上(十架上), 流出祂的宝血,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来 2:10)! 祂为我

们而死, 使我们靠祂而活! 诗篇 22:6 描述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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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0 页; 另在

文中附加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3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161 页. 

种虫 ,14  给我们一幅有关基督的图像 (比较  赛

1:18).”15 诚然, 因着主降到如虫一般的卑微, 并为

我们而死, 我们这些信靠祂之人方得生命, 且是

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为此, 诚愿我们永志不忘, 永

世感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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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奠祭 (drink offering) 

(斯塔布斯, John J. Stubbs) 

 

   “奠祭”是伴随着燔祭、素祭和平安祭一同

献上(民 15:1-10). 奠祭主要是酒,16 而酒述说或代表

喜乐(参 士 9:13: “葡萄树回答说: ‘我岂肯止住使神

和人喜乐的新酒, 飘飖在众树之上呢?’ ”; 也参 诗

104:15: “又得酒能悦人心”). 酒代表喜乐, 就是神从

主耶稣荣美的生命所获得的喜乐, 从祂至死忠心、

完美牺牲所获得的喜乐, 也在这基础上, 神能与祂

的子民喜乐地同享筵席. 圣经第一次提到奠祭是在 

创 35:14, 即雅各把酒浇在他所立的柱子上. 一般而

言, 奠祭是随其他祭物一同献上的, 但在雅各的例

子中却没有. 当雅各回到伯特利, 他的生命从此开

始给神带来喜乐. 愿我们每个信徒都问这个引人深

省的问题: “我的生命是否给神带来喜乐?”【注: 

“伯特利”意即“神的家”. 对于新约的信徒, 唯有回到

神的家  —  永生神的召会(提前 3:15), 我们的生命

和事奉才能给神带来喜乐】     

 

在利未记这本论到祭物的伟大书卷中, 没有

记载关于奠祭的详细指示, 但奠祭在那里首次被提

                                                           
14   大卫在 诗 22:6 说: “但我是虫(希伯来文: tôwla‛ath 

{H:8438} ), 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 被百姓藐视.” 圣经中有提

到不同种类的虫, 但这节的“虫”是一种特殊的虫, 称为“朱

红虫”(scarlet worm, 科学名称是 coccus ilicis), 也可称为“丹

颜虫”(crimson worm). 由此虫身上取获的分泌液(secretion)

可做成朱红色染料(scarlet dyes). 赛 1:18 记载: “耶和华说: 

你们来 , 我们彼此辩论 . 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希伯来文 : 

shânî {H:8144}), 必变成雪白 ; 虽红如丹颜 (希伯来文 : 

tôwlâ‛ {H:8438} ), 必白如羊毛.” 这节的“丹颜”(英文圣经

KJV、NIV、Darby、NASB、RSV 都译作 crimson )指的就

是从朱红虫身上获取的深红色. 
15   Henry M. Morris, The Biblical Basis for Modern 

Scienc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4), 第 73 页; 

引用于 Paul Grieve, “Leviticus”, 第 162-163 页.  
16   “奠祭”(drink offering / libation)是把液体, 例如油或

酒, 倒在地上作为祭物的仪式. 陈惠荣主编, 《证主圣经百

科全书 (I) 》(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 1995 年), 第 6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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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 是与初熟节有关, 此节期在预表上预示基督

的复活(利 23:13).  没有任何事像基督复活的真理

那样, 能在信徒心中产生喜乐! 奠祭看来是献完祭

牲后的最终行动, 所以可表明基督牺牲自己为祭献

给神之后, 给神带来的喜乐. 主耶稣将生命倾倒, 以

致于死, 而蒙福的结果是: 神喜乐地奖赏祂, “所以, 

我要使祂与位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掳物. 因为

祂将命倾倒, 以致于死”(赛 53:12). 在此事上, 奠祭

也可预表圣灵在信徒里面所产生的喜乐, 就是借着

帮助信徒真正明白基督代死的价值给神带来何等

的喜乐.  

 

还有一件值得留意之事 , 奠祭的量度

(measure)随着祭牲的体积和价值而增加.17 羊羔、

山羊和公牛预表基督的温柔 (meekness)、成圣

(consecration)和忍耐的事奉. 当信徒对基督的身份

位格有更深的领悟与欣赏时, 他的喜乐也会增加. 

没有任何喜乐比“认识基督和在祂的知识上成长”

更加喜乐. 这喜乐令一切属物质和属血气的快乐黯

然失色. 基督徒只能按照他对基督的欣赏之程度来

获得喜乐,18 而这样的喜乐是属灵的, 完全不受环境

所限制. 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使徒保罗在 腓 2:17 中把自己比喻为奠祭.19 

对他来说, 事奉基督是何其宝贵的事, 以致他乐意

像奠祭一般被浇奠(完全倾倒). 请留意, 保罗把腓立

比信徒看为供献的祭物(是更贵重的), 而谦卑地认

为自己只不过是一欣(hin)的酒, 被浇奠在祭物的祭

                                                           
17   奠祭中所献的“酒”之量度(指分量, measure)是随着

祭物的体积和价值而增加. 若献较小的绵羊羔(lamb), 所用

的酒是 1/4 欣 (1/4 hin of wine, 民 15:5; 大约 1 公升酒; 注: 1 

欣 = 4 公升左右, 参《圣经启导本》); 若献较大的公绵羊

(ram), 所用的酒是 1/3 欣 (1/3 hin of wine, 民 15:6-7; 大约 1.3

公升酒); 若献更大的公牛(bullock), 所用的酒是 1/2 欣 (1/2 

hin of wine, 民 15:8-10; 大约 2 公升酒).  
18   值得注意的是, 当调和作素祭的油是一欣四分之

一, 预备奠祭的酒也是一欣四分之一(民 15:4-5); 当调和作

素祭的油是一欣三分之一, 预备奠祭的酒也是一欣三分之

一(民 15:6-7). 换言之, 用于素祭的油之量度(measure)与用

于奠祭的酒之量度是相同的, 这点意味着我们喜乐的量度

(酒象征喜乐)是根据圣灵带领我们对基督欣赏的量度(油象

征圣灵, “用油调和作素祭”可代表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 

也可指祂帮助信徒对基督的赏识  —  认识与欣赏基督完美

无瑕的生命如何讨神喜悦).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442 页. 
19   腓 2:17: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 我若被浇
奠在其上(指奠祭),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坛旁边. 比起主要的祭物, 奠祭是次要与较小的供

品, 而他认为腓立比信徒是更重要的祭物, 自己不

过是次要的奠祭. 别人会认为这次序倒反了, 保罗

应该是主要的祭物才对. 但他自认是奠祭而非主要

祭物, 此举强调腓立比信徒的事奉比他的更为重要.  

 

这点美丽地描绘他那“像基督那般的心灵” 

(Christ-like spirit)之谦卑. 事奉的目的或目标不该是

“自我”, 而是主耶稣和祂的荣耀. 此外, 当他把自己

比喻为奠祭时, 他显明自己已学了“基督的心思”(腓

2:5-8), 看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重要. 换言之, 他

本身已做到他给腓立比圣徒的劝勉(腓 2:3).20  若他

的死能荣耀基督, 他很愿意将生命倾倒. 他甚至渴

慕这样做, 并呼吁腓立比圣徒与他一同喜乐. 因此, 

保罗以他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奠祭的真理.21 

 

简之, 奠祭像燔祭一样, 没有留下什么给祭

司或其他人, 而是完完全全地献上给神, 作为馨香

的火祭(民 15:7), 讨神喜悦, 蒙神悦纳. 这点完美地

描绘主耶稣基督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献上给神, 讨神

喜悦, 蒙神悦纳. 愿我们也是如此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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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生产后洁净之条例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利未记 12 章经

文略短(1 至 8 节), 其

特点是说明“人的败坏

和神的挽回”之双重教

训, 十分明确感人. 一

方面是深切的屈辱, 另

一方面是属神的安慰. 

我们看见自己堕落的本质  —  无论我们思想起旧

人哪一段的历史, 是在怀胎之时、出生之时, 或人

生的一个阶段, 从出母腹至进棺材, 这旧人都有两

方面的印记  —  软弱和污秽. 但人生总有光辉灿烂, 

富裕辉煌的. 在这些日子里, 人就把自己的软弱和

污秽遗忘一空了. 人心充满诡诈, 遮掩自己的羞耻, 

千方百计要装饰自己, 表现自己的刚强和荣耀. 但

                                                           
20   腓 2:3: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

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21   John J. Stubbs, “Numbers”, in What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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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201-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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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都徒然无益. 他在这世上, 只是个可怜无助的

受造物. 

 

   人类不但无助, 而且是污秽的. 诗人说: “我

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 就有了

罪”(诗 51:5). “妇人所生的, 怎能洁净?”(伯 25:4). 本

章指教我们, 妇人怀孕生“男孩”, 按条例她不洁净

“七天”, “三十三天”不可进圣所; 若生“女孩”, 就六

十六天不可进圣所. 这条例岂不该得到我们的聆听

吗? 它岂不明言人类是“不洁净的物”, 需要赎罪的

血来洁净吗? 诚然如此. 

 

 本章在两方面陈述了十字架的影儿. 首先, 

“男孩”受割礼, 成为神的以色列民的一员; 其次, 妇

人靠着燔祭和赎罪祭除掉污秽, 叫她可再次进入圣

所, 与神相交. 第 6 至 7节: “满了洁净的日子, 无论

是为男孩是为女孩, 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 一

只雏鸽或是一只班鸠为

赎罪祭 , 带到会幕门口 , 

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在耶

和华面前 , 为他赎罪, 他

的血源就洁净了. 这条例

是为生育的妇人, 无论是

生男生女.” 这段话说明基

督的死之两大要点, 叫我

们知道惟有祂的死, 才能

完全除掉人自然诞生时

的污秽 . 按着神的定意 , 

燔祭指着基督的死, 而另

一方面, 赎罪祭也指着基

督的死, 但后者是背负罪

人需要的(而前者强调的

不是罪, 而是基督完全的

献上, 讨神喜悦). 

 

 第 8 节: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 他就

要取两只班鸠, 或是两只雏鸽, 一只为燔祭, 一只为

赎罪祭. 祭司要为他赎罪, 他就洁净了.” 惟有流血

才能洁净, 十字架是人的软弱和污秽唯一的挽回. 

无论在哪里, 只要人凭信认识这荣耀的工作, 就可

得着完全的洁净. 人的认识或许会软弱, 信心会摇

摆不定, 经历会肤浅; 但读者要谨记一件事, 好叫他

的心喜乐安泰, 就是重点并不在乎深邃的经历、稳

定的信心、坚强的认识, 乃在乎属神之价值和主耶

稣之血不变的功效. 人的心可以安然无惧. 十字架

的祭对神的以色列民都一视同仁, 无分会中的身分.  

神的恩典何其柔和体贴! 班鸠的血对贫穷人

之功效, 与公牛的血对富足人之功效是同等的. 救

赎工作的全面价值要在二者中同样的维持、彰显. 

若不如此, 那些卑微的以色列人在条例上污秽了, 

就会注视富足的邻舍, 呼喊说: “啊! 我可做什么呢? 

我怎能得洁净呢? 我怎能重得会中的地位和特权呢? 

我没有牛, 也没有羊, 我是贫无立锥的.” 但感谢神, 

这些人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 雏鸽或班鸠已经足够. 

第 14 章中的患大麻风者也得享同样完美的恩典: 

“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 就要取… 那人又要照他

的力量献上一只班鸠, 或是一只雏鸽, 就是他所能

办的. … 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 不能将关乎得

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利 14:21, 30-32) 

 

恩典按照那人的光景, 满足他的需要. 救赎

的血是那些极卑微、贫穷、软弱的人也可得享的, 

所有需要这血的人也可以得着. “他若贫穷”, 如何

是好呢? 把他丢弃一旁吗? 

不是. 以色列的神从不这样

对待那些贫穷和缺乏之人. 

神对所有人都有充足的供应, 

看此恩言便可知晓: “那人又

要照他的力量… 就是他所

能办的.” 何等无微不至的恩

典!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还有一个美善感人的邀请: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

水来 ,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

来”(赛 55:1). 

 

救赎是白白的恩典 , 

如同人每刻所呼吸的空气. 

是我们创造空气的吗? 是我

们组合空气成分的吗? 全不

是. 我们乃享受它, 又从享受

中得着力量生活, 并且为造它的主而工作. 在救恩

的事上也是如此. 我们得着救恩, 并不费任何力气. 

我们呼吸另一种空气, 安稳在非受造之神的工作里; 

此外, 我们既如此得供应、享安息, 就能够为那供

应我们、给我们安息的主而工作. 这是福音的一大

对比, 律法的意念完全不能理解它, 但信心就能认

识其完美. 神的恩典乐于为那些“不能”供应自己的

人预备一切.  

 

此外, 利未记第 12 章有另一个极其宝贵的

教训. 我们不但在其中读到神对贫穷的人施恩, 而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 

   

《家信》: 第 128 期 (2021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且只要把末节与路加福音第 2 章 24 节作一比较, 

就晓得神在彰显恩典时, 是何等奇妙的屈尊俯就. 

主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无瑕无疵的羔羊、

神的圣者、那位无罪的, “为女子所生”  —  那女子

怀了胎(此乃奇妙的奥秘), 生了那纯洁完美、圣洁

无瑕的人(主耶稣基督). 她按照摩西的律例, 行了当

行的礼仪, 守完了洁净的日子. “又要照主律法上所

说: 或用一对班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路 2:24). 

我们从这简单的光景看见主耶稣的双亲是贫穷的. 

他们只能按恩惠的条例献祭, 就是为那些无力献上

“羊羔为燔祭”的穷人而安排的.  

 

一想到这点, 我们何等惊讶! 这位荣耀之

主、至高的神、天地之主、并且是“千山上的牲畜

也是祂的”  —  是的, 就是那拥有宇宙的丰富之主  

—  竟来到祂手所造的世界, 过卑微贫穷的生活! 利

未条例为贫穷人有所安排, 主耶稣的母亲就按照此

例而行. 这事对我们真有深切的教训. 主耶稣生在

世上, 地位并不尊贵, 反之十分贫穷; 祂与穷人同处

一位,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

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

为富足”(林后 8:9).22 让我们心被恩感, 俯伏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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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大麻风洁净之条例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利 14:1-3 说: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长大麻风

得洁净的日子, 其例乃是这样: 要带他去见祭司. 祭

司要出到营外察看.” 我们已经看过长大麻风者的

地方. 他要在营外, 在那与神有道德距离的地方  —  

远离祂的圣所, 并且他要在不洁净的光景中独居. 

他得不到人的帮助, 他只会污染他所摸的人和物件. 

故此, 我们读到: “祭司要出到营外.” 圣经并非说: 

“长大麻风者要出来.” 完全不可能. 人对长大麻风

的说, 要去那里、要做什么, 都是无济于事的. 在他

得“洁净”之前, 有一件事要为他做成, 这事必要全

由别人完成. 长大麻风者要“站住”, 看祭司为他做

这事, 好叫他的大麻风完全得洁净. 祭司完成一切, 

长大麻风者没可做的. 祭司出到营外 — 离开神的

住处, 这事让我们想到那可称颂的主耶稣从父怀、

祂永远的住处, 来到这污秽的世上, 亲眼看见我们

沉在罪孽污秽的大麻风病中.  

                                                           
22   以上附录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利未记释

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185-190 页.  

利 14:4-5: “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 拿两

只洁净的活鸟, 和香柏木、朱红色线, 并牛膝草来. 

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 把一只鸟宰在上面.” 神

儿子要成就的, 远超过单纯受差遣和道成肉身. 大

麻风洁净之前, 血必须先流, 并且有无瑕疵祭牲之

死.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来 9:22). 要牢记, 

流血是长大麻风得洁净的真正基础. “祭司要吩咐

用瓦器盛活水, 把一只鸟宰在上面.” 我们要承认这

预表基督的死. “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

疵献给神.”(来 9:14). 

 

在神的判断下, 罪是何等可怕的东西, 竟要

祂爱子从天降临, 挂在木头上, 使你我得着赦免! 大

麻风何等清楚的预表罪! 谁想到会众中一人身上的

小“火斑”, 会有如此可悲的后果? 啊! 这小“火斑”是

恶的势力, 指明罪在血气中可怕的工作. 那人能合

宜的进入召会(教会), 享受与圣洁之神的交通前, 神

的儿子要离开光明的天家, 降生在卑微的地上, 为

一小点“火斑”而做成完备的救赎. 愿我们不忘记这

事. 在神看来, 罪是可怕的东西, 祂不能容忍一小撮

罪恶的思想. 在赦免之前, 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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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敬道弟兄 

C. H. Mackintosh 

利 14:6-7: “至于那只活鸟, 祭司要把他和香

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宰在活水

上的鸟血中, 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洒

七次, 就定他为洁净, 又把活鸟放在田野里.” 血流

出了, 祭司就能直接、全面地展开工作. 基督的死

是祂祭司事奉的基础. 祂带着自己的血进入圣所, 

作我们的大祭司, 在我们心里结出祂赎罪工作的美

果, 保守我们一直在祂借着牺牲所赐给我们的丰

盛、属神地位上(来 8:3-4). 

 

“把活鸟放在田野里.” 我们实在无法找到比

这句话更完美预表基督的复活的了. 那两只鸟预表

基督两个阶段的可称可颂之作为, 就是祂的死和祂

的复活. 惟有活鸟展翅朝着天堂飞去; 它翅膀所背

负的, 就是那已成就的赎罪之表记  —  说明一件伟

大的事实, 就是救恩工作已成就了  —  基础打稳了, 

根基立定了. 主的复活宣布救赎的荣耀得胜. “基

督… 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林前 15:3-4); “耶

稣…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 4:25).  

 

利 14:6 宣布一项重要真理. “放活鸟”的事不

但叫我们看见自己从罪孽和定罪中得着完全的拯

救, 更是完全脱离地上的吸引和血气的影响. “朱红

色线”表明前者, 而“香柏木、牛膝草”则说明后者. 

十字架了结一切这世上的虚荣. “… 因这十字架, 就

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

经钉在十字架上”(加 6:14). 

 

“香柏木、牛膝草”指

出天然领域的两个极端. 所

罗门王, 讲论草木, 自利巴嫩

的香柏树, 直到墙上长的牛

膝草(王上 4:33). 从利巴嫩高

尚的香柏树至卑贱的牛膝草  

—  广阔的两极, 一切包含在

其中  —  一切属天然或属血

气 (natural)的事都带到十字

架的能力下. 故此, 信徒在基督的死中看见自己一

切的罪、地上一切的虚荣、整个属血气的系统(整

个旧有的创造), 全都了结了. 那他该充满什么呢? 

就是充满主, 那活鸟的真体; 活鸟身上有染血的毛, 

它飞到敞开的天上去了; 这位复活、升天、得胜、

荣耀的基督已经升天, 进了天堂, 在祂圣洁的位格

里, 有已成就的赎罪之记号(启 5:6). 我们不求地上

的荣耀, 不要血气的吸引. 我们看这一切, 与我们的

罪, 已经借着基督的死永远废去了.  

利 14:8: “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 剃去毛发, 

用水洗澡, 就洁净了. 然后可以进营, 只是要在自己

的帐棚外居住七天.” 那长大麻风者被判定为洁净

后, 就能做从前不可做的事. 他能够前来洁净己身, 

剃去毛发; 做完了, 他就有权进入营内, 坐在自己的

位  —  这地位就是与以色列神有明显、受承认, 且

公开的关系.  

 

利 14:9: “第七天, 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

胡须、眉毛, 并全身的毛都剃了; 又要洗衣服, 用水

洗身, 就洁净了.” 很明显, 在神的判断中, 那长大麻

风者蒙血洒在身上后, 他在第一天的洁净与在第七

天的洁净, 无分上下. 但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不是他

实际的地位和光景, 乃是他的个人认识和交通. 第

七天, 他要完全弃绝一切属乎血气的, 不但要除掉

血气的大麻风, 而且放弃血气的装饰, 一切属乎旧

人的光景, 都要离弃.  

 

在道理上, 信徒知道神看他属血气的部分已

经死了, 这是一件事; 而信徒“看”自己是死的, 这是

另一件事. 就是除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  治死在

地上的肢体. 血洒在长大麻风者身上, 就定他为洁

净, 但他仍未洗净自己. 前者是他在神的判断中得

洁净, 后者是他在实际个人的认识和性情上得洁净. 

信徒也要如此. 当人信主得救时, 他与基督合而为

一, “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林前 6:11). 这是他在

神面前不变的地位和光景. 他是完全的成圣称义了, 

因为照着神的判断和看法, 基督是成圣称义的准绳. 

同时, 信徒在心里体会这一切, 而在行为习惯上把

所体会的表现出来, 事情就很不同了. 我们读到: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林后
7:1).  

 

基督借着祂的宝血洁净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

靠着圣灵, 借着神的话, “洁净自己”. “这借着水和

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单用水, 乃是用水又

用血,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作见

证的原来有三, 就是圣灵、水、与血, 这三样也归

于一”(约壹 5:6-8). 这段经文说明借主的血得赎, 借

神的话得洁, 又借神的灵(圣灵)得力. 一切都根据基

督的死, 而这一切都清楚地预表在长大麻风得洁净

的条例里.23 

 

                                                           
23   以上附录改编自 麦敬道著, 《利未记释义》(香港

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202-207, 211-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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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Robert Malthus 

 
 

David L. Goodstein 

福音亮光                                灯台 

 

 

末 世 预 言: 
 

多 处 必 有 

饥荒（太 24:7） 
 
 

(A)   引言 
  

19 世纪时, 英国

著名的人口学家和政治

经 济 学 家 马 尔 萨 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就指出, 人类

最终将面临粮食不足的

困境! 美国杰出的物理

教授古德斯坦(David L. 

Goodstein)也深感赞同 , 

并在他所著的《食物的

终结》中表示, 全球农

业会因气候巨变备受威

胁 , 粮食会供应不足 , 

“我们走到了粮食供应

黄金时代的尽头.”24 换

句话说, 在不久的未来, 

人类将因粮食短缺而面

对可怕的饥荒! 

 

 

(B)   饥荒的定义 
 

饥荒(famine)是指“一

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个时期

(如战争、自然灾害)内没有

足够的粮食供应, 因持续时

间相当长的粮食短缺, 导致

                                                           
24   梁斐生著, 《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秘》(柔佛

士古来: 协传培训中心, 2009 年), 第 99 页. 

局部或全部性的人们逃难, 或因饥饿导致占人口

比例较大的非正常死亡之现象. 饥荒由自然灾害

或人为因素引起, 属于灾难的一种.”25  

 

按照历史记载, 严重的饥荒曾在多处发生, 

例如在印度(主后 650 年)、西班牙(约主后 750

年)、埃及(主后 968 年, 约 50 万人死亡)、英格兰

(主后 1005 年)、墨西哥

(1051 年)、埃及(1064-

1072 年 ) 、巴勒斯坦

(1097 年, 约 50 万人死

亡 ) 、印度 (1344-1345

年 ) 、 英 格 兰 (1586

年)、日本(1732-1733 年)、印度(1790-1792 年)、

日本(1832-1836 年)、爱尔兰(1845-1849 年, 超过

1 百万人死亡)、波斯(1871 年, 约两百万人死

亡 )、小亚细亚 (1871-1874 年 )、摩洛哥 (1876-

1878 年)、印度(1876-1878 年 , 约 525 万人死

亡)、巴西(1877 年)、中国北部(1877-1878 年, 1

千 3 百万人死亡)、俄罗斯(1891-1892 年, 37 万至

50 万人死亡 )、印度 (1899-1901 年 )、俄罗斯

(1905 年)、中国(1916 年)、俄罗斯(1921-1922 年, 

约 5 百万人死亡)、北中国(1928-1929 年, 旱灾造

成 3 百万人死亡)等等.26  

 

在 19 世纪末期, 有者认为只要农业科技

发达, 能够生产大量粮食, 再透过国际贸易的发

展, 加上发达的运输工具, 就能解决饥荒问题. 然

而, 即使到了农业科技高度发达的 20 世纪, 粮食

短缺的问题一再发生, 饥荒并没有离人类而去.  

 

 

(C)   近代的大饥荒 
  

在近代的 20 世纪, 

我们看见不少地方发生

严重的饥荒, 夺走了千万

条宝贵的性命. 我们列举

以下数个极严重的饥荒: 

                                                           
25   引自 https://zh.wikipedia.org/zh-my/饥荒 ; 浏览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26   Paul Lee Tan, Encyclopedia of 7,700 Illustrations 

(Garland: Bible Communications, Inc., 1991), 第 421 页. 更

多有关饥荒的例证与资料, 请参 https://zh.wikipedia.org/zh-

my/饥荒列表 . 

https://zh.wikipedia.org/zh-my/饥荒
https://zh.wikipedia.org/zh-my/饥荒列表
https://zh.wikipedia.org/zh-my/饥荒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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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死亡人数 

1 1932 年苏联大饥

荒 

估计饥荒造成了 550 至

650 万人的死亡 

2 1941-1944 年 希

腊大饥荒 

总计约 30 万人在饥饿

中死亡 

3 1959-1961 年 中

国大饥荒 

估计造成 1,500 万至

5,500 万人的死亡 

4 1972-1974 年 以

及 1983-1985 年

埃塞俄比亚饥荒 

分别造成了 4 至 20 万人

的死亡, 以及 100 万人

的死亡 

5 1974 年孟加拉国

饥荒 

估计至少有 100 万以上

的人因此饿死 

6 1994-1999 年 朝

鲜饥荒 

死亡人数为 24 万至 350

万不等 

 
 

(C.1)   苏联大饥荒 
 

1932-1933 的苏联(Soviet Union)大饥荒发

生在苏联的数大产粮区, 其中包括乌克兰、北高

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南乌拉尔

山脉和西伯利亚西部, 特别是发生在乌克兰境内

的饥荒被称为  “Holodomor”, 意为“饥饿毁灭”. 

2004 年的书《饥饿之年: 苏联农业, 1931-1933》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

33)估计饥荒造成了 550-650 万人的死亡. 不同于

1921 年发生在苏俄的饥荒, 有关这场饥荒的信息

一直被苏联当局封锁 , 

直到苏联末代总统戈尔

巴 乔 夫 (Mikhail S. 

Gorbachev)实行经济改

革和开放政策, 世人才

知道苏联曾发生这场可

怕的饥荒.27  

 
 

(C.2)   希腊大饥荒 
  

欧洲的希腊(Greece)大饥荒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轴心国”(指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联

盟)占领希腊时期(1941-1944 年)的一个大规模饥

荒时期. 轴心国占领希腊却仍然坚持大规模掠夺

的政策. 雪上加霜的是, 轴心国的征用、同盟国

(指为抵抗轴心国而组成的 57 个国家联盟, 由英

                                                           
27  https://zh.wikipedia.org/zh-my/1932 年苏联大饥荒 .  

国、美国、苏联主领)对希腊的封锁、希腊崩溃

了的基础设施系统、以及政府官员支持下黑市

的猖獗等因素, 共同导致了这场大饥荒. 饥荒的

死亡率在 1941 年到 1942 年期间达到顶峰. 深重

的灾难和海外希腊人的压力最终迫使英国局部

缓解封锁. 自 1942 年夏起, 国际红十字会能够开

始发放足量的补给品给希腊. 然而, 严峻的形势

一直持续到占领结束, 总计死亡约 30 万人, 约占

当时希腊 730 万人口中的 24 分之一.28 
 

 

(C.3)   中国大饥荒 
 

这次的中国大饥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于 1959-1961 年间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 这段时

期也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也有学者将 1958

年、1962 年划入饥荒时期. 据各方估计, 三年困

难时期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了中国大陆 1,500 万

至 5,500 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被广泛视为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 大饥荒的原因除了自然灾

害, 最主要成因是人为因素, 包括所谓的“大跃进”

政策、高压管控、户籍制度、统购统销的制度性
问题. 1962 年初,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公开正式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 七分

人祸”, 故此这个中国大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

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29 
 

 

(C.4)   埃塞俄比亚饥荒 
 

 非洲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在历史上多

次遭遇严重饥荒. 有记录可查的可追溯到公元 9

世纪. 在 1540 年至 1742 年之间, 埃塞俄比亚至少

发生了 10 次大饥荒. 所谓的“埃塞俄比亚大饥荒” 

(Great Ethiopian Famine)发生在 1888 年至 1892

年, 造成该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至今仍

被人们纪念为“Kifu qan”(灾难的日子). 最近的几

次大饥荒发生于 1972-1974 年, 以及 1983-1985

年, 分别造成了 4 至 20 万人的死亡, 以及 100 万

人的死亡. 一般认为, 1971-1972 年雨季的反常  

—  主要是 1972 年的主要雨季(kremtrain)的雨量

过少, 以及 1973 年春季的干旱所造成的主要农

作物减产, 是造成这次饥荒的主要原因.30 

                                                           
28   https://zh.wikipedia.org/zh-my/希腊大饥荒 . 
29   https://zh.wikipedia.org/zh-my/三年困难时期 .  
3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埃塞俄比亚饥荒 . 

https://zh.wikipedia.org/zh-my/1932
https://zh.wikipedia.org/zh-my/希腊大饥荒
https://zh.wikipedia.org/zh-my/三年困难时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埃塞俄比亚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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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孟加拉国饥荒 
  

孟加拉国(Bangladesh)于 1971 年独立不久

后, 在 1974 年 3 月至同年 12 月之间面临大规模

的饥荒. 造成这次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布拉马普特

拉河(Brahmaputra River)爆发洪水而造成大量水

稻受到破坏, 导致粮食

严重不足. 除了洪水, 其

他导致饥荒的因素包括: 

政府的粮食储存管理不

当、立法限制粮食流动

数量, 以及美国基于政

治因素而暂停对其 220 万公吨的粮食援助. 这次

饥荒估计至少有 100 万以上的人因此饿死.31   

 
 

(C.6)   朝鲜(北韩)饥荒 
  

朝鲜饥荒(或称“北韩饥荒”)是指自 1994

年至 1999 年在北韩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灾难. 导

致饥荒的原因包括: 自 1992 年北韩的经济开始

崩溃, 缺乏能力购入粮食, 加上政府未能作出适

当回应, 粮食大减. 在 1994-1996 年间, 粮食产量

就锐减六成. 加上 1995 年北韩暴雨成灾, 洪水泛

滥淹没耕地, 也令约 1 百万吨的粮食储蓄遭到破

坏. 由于北韩是极为封闭的国家, 所以这次饥荒

具体的死亡人数难以知晓, 而根据不同的文献估

计, 死亡人数为 24 万至 350 万不等, 死因大多是

饿死或因营养不良而病死.32 
 

 到了 21 世纪初期, 饥荒或粮食危机仍然

在多处发生. 基于篇幅有限, 仅列举一些: 苏丹的

达尔福尔(2003 年)、马拉维粮食危机(2005)、 尼

日尔粮食危机(2005-2006 年)、非洲之角粮食危

机(2006 年)、缅甸粮食危机(2008 年)、北朝鲜饥

荒(2008 年)、非洲之角粮食危机(2008 年)、阿富

汗粮食危机(2008 年 )、孟加拉粮食危机 (2008

年)、东非粮食危机(2008 年)、塔吉克粮食危机

(2008 年)、肯雅粮食危机(2009 年)、非洲之角饥

荒(2011 年)等等.33 
 

上述一些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粮食危机

非常严峻, 例如 2009 年, 在肯雅就有 1 千万肯雅

                                                           
31   https://zh.wikipedia.org/zh-my/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 . 
32   https://zh.wikipedia.org/zh-my/苦难的行军 . 
33   请参 https://zh.wikipedia.org/zh-my/饥荒列表 . 

人面临饿死的危机. 更甚的是, 去年 6 月, 沙漠蝗

灾席卷非洲西部, 肯雅遭逢 70 年来最严重的蝗

灾; 除了农作物, 连牲畜赖以维生的草木也被蝗

虫啃食一空, 加剧了饥荒的情况. 

 
 

(D)   2020 年的新冠疫情 
 

 来到 2020 年, 全球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 

在这灾难连连的一年里, 由于疫情暴发、野火不

绝、蝗灾肆虐、冰川融化、洪水泛滥, 加上极端

天气的影响, 粮食短缺问题愈发严重. 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FAO)多次拉响警报, 一场有关全

球人类粮食危机正在逼近! 

 

因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 供应链被迫停

摆,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心粮食危机, 并采取

应对措施. 去年 3 月下旬, 越南率先宣布禁止该

国大米出口. 随后全球数个产粮大国纷纷加入阵

营, 仅仅一个月, 就有包括越南在内, 印度、泰

国、菲律宾、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 13 国叫停

粮食出口.34 

 

世界各国上演屯粮潮 , 无疑加剧粮食短

缺、粮价上涨的恐慌效应, 这也带来一系列连锁

反应, 包括饥荒. 2020 年 7 月 13 日, 联合国五大

机构(包括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

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发布了 2020 年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此报告显示, 新

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 2020 年大幅增

加, 即将新增 1.3 亿饥饿人口, 全世界将有 6.9 亿

人(约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处于饥饿状态. 仅过两

天(即 7 月 15 日), 联合国又发出预警: “共有 25

个国家面临

严重饥饿风

险 , 世界濒

临至少 50 年

来最严重的

粮食危机.”35 

然而 , 这还

                                                           
34   https://read01.com/AzenNR5.html#.YEx0w9UzbIU . 
35   参 https://www.sohu.com/a/411214898_162758 ; 并

以下网页资料: http://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20-

08/15/content_2005436.htm (此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

2020 年第 15 期).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0%BC%E6%97%A5%E5%B0%94%E7%B3%A7%E9%A3%9F%E5%8D%B1%E6%A9%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0%BC%E6%97%A5%E5%B0%94%E7%B3%A7%E9%A3%9F%E5%8D%B1%E6%A9%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zh-my/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
https://zh.wikipedia.org/zh-my/苦难的行军
https://zh.wikipedia.org/zh-my/饥荒列表
https://read01.com/AzenNR5.html#.YEx0w9UzbIU
https://www.sohu.com/a/411214898_162758
http://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20-08/15/content_2005436.htm
http://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20-08/15/content_20054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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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最严重的. 那最严重、最可怕的乃是圣经所

预言将在末世灾难时期临到全球人类的大饥荒!  

 
 

(E)   末世灾难时期的饥荒 
  

在大约两千年前, 主耶稣曾预言末世将有

灾难临到,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

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
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

的起头”(马太福音 24:6-8).  

 

主耶稣预言“多处必有饥荒”, 但“这都是灾

难的起头(the beginning of sorrows)”, 因为这灾难

有一段时期. 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和历史事件的

发展, 这是一段将在未来发生、长达七年的灾难

时期.36 在这七年灾难的初期(即“灾难的起头”), 

就将发生战争(打仗)和饥荒. 上文所谈论历代以

来(特指近代)所发生在多处的饥荒, 只不过是这

七年灾难时期的大饥荒之“前奏曲”(prelude)! 当

你听到某一首歌曲的前奏, 你就知道那首歌曲就

快到了! 照样, 当你看到越来越多的饥荒, 你就知

道主耶稣所预言的末世大饥荒快到了!    

 

 圣经在启示录第 6 章进一步描绘这未来

的灾难时期开始的情况  —  四马骑士的临到! 首

先, 揭开第一印的时候, 有一匹白马临到, “骑在

马上的, 拿着弓, 并有冠冕赐给他. 他便出来, 胜

了又要胜”(第 2 节). 揭开第二印时, 有一匹红马

临到, “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夺去太

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 4

节). 显然, 红马骑士代表战争(红色象征流血的战

争和屠杀), 正如主耶稣所说的, “你们也要听见打

仗和打仗的风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而

这红马骑士“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 意味着之前

出来的白马骑士所代表的太平(或作“和平”, 白色

象征和平), 不过是短暂与虚假的和平, 目的是要

“迷惑许多人”(马太福音 25:4).37   

                                                           
36   请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但

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是指什么/ . 
37   论到这骑白马者, 马有藻解释道: “手中有弓无箭, 

表示他以军事家姿态出现, 到处讲和平, 与人签订盟约, 异

常成功(“胜了又胜”), 但他其实是假和平使者. 第一印揭开, 

敌基督者即现身世界舞台, 因那拦阻他出场的力量已挪去

接着 , 揭开第三印时 , 有一匹黑马临到 , 

“骑在马上的, 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

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 一钱银子

买三升大麦; 油和酒不可糟蹋’ ”(第 5 和 6 节). 天

平是与经济或商业活动有关. 马有藻指出, “一钱

银子”是当时(第一世纪)一日的工资, 而“一升麦

子”是一日的口粮(一个人一天的粮食). 但在那时

(指末世七年灾难时), 一日工资(一钱银子)只可买

一日口粮(一升麦子). 本来一钱银子可买 8 至 12

升麦子, 如今只能买 1 升小麦或 3 升较廉价的大

麦(大麦是贫苦家庭的主要粮食), 这是因为粮食

短缺, 所以百物腾贵. 油和酒这些日用品一点也

不可浪费. 简之, 黑马所描绘的, 是战争前后粮食

短缺, 通货膨胀, 币值大跌的景象,38 这就导致多

处必有饥荒, 最后引致多人死亡! 以上这点显示

于第四印的揭开, 有一匹灰色马临到, “骑在马上

的, 名字叫作死, 阴府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作: 死亡)、野兽, 杀

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第 8 节).    

 

饥荒是可怕的! 圣经曾描述说: “饿死的不

如被刀杀的, 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 就身体

衰弱, 渐渐消灭. 慈悲的妇人, 当我众民被毁灭的

时候, 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哀 4:9-10). 

饥饿能使人性灭绝, 甚至“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

为食物”. 历史可以证实这点. 例如中国在 1959 至

                                                                                                     
(帖后 2:6-8), 他随即与以色列签订盟约(但 9:24; 启 17:7-

13), 以和平使者的身分促使列国讲和平.” 马有藻著, 《分

解真理的道  —  新约困语诠释》(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2

年), 第 410 页. 帖前 5:2-3 正是论到这短暂虚假的和平. 
38   同上引, 第 410-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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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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间, 发生了一场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大饥

荒. 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杨继绳先生经过 10

余年的调查研究, 在他所著的《墓碑》一书中, 

描述了当时中国各地饥荒的情况, 包括描写那些

非常恐怖的“人吃人”情景. 杨继绳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 “过去中国写人吃人就是‘人相食’三个字. 

这样的情况实际发生的太多了, 我在书中说全国

有文字记载的有一千多起. 但我现在了解实际上

发生了数千起人吃人的情况.”39  

   

 作家沙青的报

告文学《依稀大地

湾》的一段, 描述了当

时中国大饥荒时发生

的这类人伦惨剧: 活着

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

割了、煮了、吃掉, 还

将外面来逃荒的人, 乃

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

掉. “有一户农家, 吃得

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

女两个孩子. 一天, 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 等女孩

回家时, 弟弟不见了, 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

乎的东西, 灶边扔着一具骨头. 几天之后, 父亲又

往锅里添水, 然后招呼女儿过去. 女孩吓得躲在

门外大哭, 哀求道: ‘大大(爸爸), 别吃我, 我给你

搂草、烧火, 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40 这是何等

悲惨的一幕, 真是“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 相信这

样的惨剧也会在七年灾难时期重现! 

 
 

(F)   要解决灵性的饥荒  —  你需要生命的粮! 
  

对于第四马的骑士和他的随伴, 彼得森博

士(Dr. W. A. Peterson)提醒我们, “他的名字叫作

死, 阴间也紧随着他. 死亡抓住人的身体, 但他们

的灵魂却被阴间扣押, 留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

示录 20:11-15). 圣经以这样的名字称呼这骑士, 

是要生动地描绘假救主与真救主的区别. 世人普

遍接受第一印揭开后出场的假救主(即敌基督, 但

                                                           
39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2009/09/0909

24_china60_yangjisheng . 
40  引自谢天奇的文章, “中共‘大跃进’致大饥荒, 死亡

人数或超四千万(十): 大饥荒期间发生大量人吃人事件”,  

载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3/1/n8863360.htm .  

他带来迷惑, 以及肉身的死亡与灵魂的灭亡), 可

是唯一的真救主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说: ‘我就

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

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6). 约翰也见证说: ‘生命

在祂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 1:4).”41  

 

 第四马的骑士  —  死亡  —  是可怕的! 启

示录 6:8 提醒我们, 在末世的灾难时期, 战争(刀

剑)、饥荒、瘟疫等将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若

以现今全球约 70 亿 人口计算, 就有 17.5 亿 的人

(四分之一的人)将面临死亡. 其实每个人有朝一

日都会死, 追根究底, 那是因为罪的缘故. 人在思

想上、言语上或行为上犯了罪, 结果便是死亡(罗

马书 6:23).  

 

肉身的死亡虽可怕, 但那紧随这死亡的阴

间(对灵魂的扣押), 以及过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是更可怕的. 因为在神圣洁公义的大宝座面前,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各人

所行的受审判. …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 20:13,15), 永永远远

地为着自己的罪在火湖中受苦, 这就是圣经所谓

的“灭亡”(马太福音 10:28; 也参 马太福音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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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

粮.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信我的, 永远不

渴”(约翰福音 6:35). 亲爱的朋友, 只要你愿意承

认自己是个罪人, 并且信靠主耶稣作你个人的救

主, 你就得着这“生命的粮”,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有了主耶稣, 你的灵魂就必定不饿, 永远不渴, 不

用惧怕灵性的饥荒了.  

 

 

                                                           
41   William A. Peterson, Watching for the Morning 

[Baulkham Hills, N.S.W. 2153, Australia, 1990], 第 127 页.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2009/09/090924_china60_yangjisheng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2009/09/090924_china60_yangjisheng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3/1/n88633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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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弗拉尼根(Jim Flanigan) 

 

施洗约翰 

和他的母亲 
 

(A) 施洗约翰  —  大君王的传令官  

(太 3:1-12; 可 1:2-8; 路 3:3-9) 
  

施洗约翰生在犹太山地的一个敬虔家庭

里(路 1:65), 是父母年迈所生的儿子. 他的父母都

属利未支派, 父亲是祭司. 由于他父母年老才生

下他, 所以他们可能没有机会目睹他长大成人, 

成为大有能力的先知. 若是这样, 他可能是被自

己的亲友抚养长大. 那些年日, 他是住在比较安

静和偏僻之家, 远离耶路撒冷的喧哗. 

 

 施 洗 约 翰

住在旷野地区, 直

到 30 岁时, 他出

来传道. 他是突然

出现, 也带着能力

的出现 . 马卡仁

(Alexander Maclaren)论到约翰时说: “他跳跃入场, 

全面成熟和全副武装地走出旷野.” 他是个怪异

的人, 身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袋. 由于他所穿

的, 所住的, 所吃的, 以及他的举止行为, 他被喻

为与他伟大祖先以利亚一样.  

 

 约翰是最后一个先

知, 熟悉旧约先知们所写的. 

当耶路撒冷的祭司和利未

人质问约翰有关他的身份

时, 他引述以赛亚书 40 章

所提到的, 他就是那个在旷

野呼喊的声音  —  “就是那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约

1:23, 参 赛 40:3;).42 诚然, 

他是在旷野传道, 所进行的是旷野事工. 那些想

要听他传道的人, 必须离开城市, 去到他那里. 那
                                                           
42   约 1:23: “他说: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修直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 赛 40:3: “有人
声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作: 在旷野, 有人声喊

着说: 当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位历代以来众所期待的大君王要临到了, 所以约

翰呼唤百姓做好准备. 他有最严肃的信息. 他斥

责罪恶, 要求百姓悔改; 他呼吁他们面对现实, 警

告他们将要来临的审判; 他也毫不留情地抨击法

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宗教上的高傲. 

 

 约翰被俗

称为 “施洗 ”(The 

Baptist) 的 约 翰 , 

因为他为悔改者

在约但河里施洗. 

这洗礼 (浸礼 )是

悔改的洗, 那些回

应或听从他传道

的众人, 是在水里“埋葬”了(浸在水里有埋葬之

意). 无论如何, 约翰宣告有一位将要来的人比他

还伟大, 此人要用圣灵和火为人施洗. 论到前者, 

确实有五旬节的蒙福之日(注: 当日圣灵降临, 仿

佛基督用圣灵为信祂之人施浸, 林前 12:13);43 但

肯定的, 将来还有可怕的审判之日(注: 基督要用

火审判全地), 所以要为此做好准备. 约翰是要预

备百姓的心(路 1:16-17; 玛 4:6), 使他们做好准备, 

迎接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约翰领受此特权, 可说

是神给伟大人物的伟大特权! 

 
 

(B) 施洗约翰  —  他伟大的秘诀 

(路 7:19-28; 约 1:19-28) 
 

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可指先知而言), 

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路 7:28).44 主耶稣也说

他是“点着的明灯”(约 5:35). 这是救主本身对他

的称赞. 不过,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约翰如此伟大? 

 

施洗约翰确实是一个坦白直率和大有能

力的传道者! 他是忠心之人, 对人和真理方面都

是直率坦诚. 他也勇敢无惧, 不理人是否喜爱, 也

不畏惧人的威吓. 他对人一视同仁, 不偏待人. 他

向普通百姓和宗教领袖传道, 也向希律王传道. 

约翰的用词简明, 绝不含糊. 无人会误解他清楚

                                                           
43   林前 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为

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直译为: 

“都从一位灵受浸, 归入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灵.” 
44   路 7:28: “我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

过约翰的;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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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语. 此外, 他是诚恳的, 只关注属灵和永恒的

事. 他情愿拥有短的生命, 虽只有数个月短暂的

事奉, 却完全无私与孜孜不倦地事奉, 把自己完

全奉献给神和以色列民.  

 

然而, 或许最重要的, 施洗约翰是个谦卑

之人. 他没有任何野心要得属地的尊荣, 他岂不

是满足地在旷野居住了 30 年吗? 对于救主, 约翰

愿意“祂必兴旺”, 对于自己, 约翰强调: “我必衰

微”(约 3:30; 此节

也可译作: “祂必增

加, 我必减少”). 他

满足于成为旷野里

的仅仅一个声音 . 

“话语”(the “Word”, 

指神的道  —  耶稣

基督)来了, 但约翰

强调自己不过是个

“声音”(a “Voice”). 

伟 大 的 弥 赛 亚

(Messiah)将要临到, 

而约翰不过是个使

者(messenger) (太 11:10).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论及施洗约

翰. 在先知长长的行列中, 他是最后一人;45 而他

生命中值得纪念之日, 就是他在约但河旁看到主

来的那一刻, 他把人指向神的羔羊(耶稣基督), 这

是何等美好的一刻! 四千年了, 自创世记第 4 章

约伯献上羔羊为祭以来, 人类一直等候神的羔羊. 

最终, 约翰被赋予尊贵特权, 向以色列人宣告神

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到来!  

 

对于所有渴望成为伟大之人, 这是值得效

法的品德. 施洗约翰是个完美例子, 贴切地阐明

救主耶稣常教导门徒的真理  —  谦卑是真正的

伟大! 人若要成为伟大, 就必须降卑为小. 要成为

最伟大的, 就必须先成为最微小的. 有者如此说

道: “自愿降卑的伟大, 比官方地位之伟大更为伟

大.” 诚然, 施洗约翰是真的伟大!     

                                                           
45   施洗约翰是旧约漫长的先知行列中的最后一个先
知(路 16:16: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

开了”, 这话表明律法和先知结束于施洗约翰. 现在, 一个新

时代要开始了, 施洗约翰宣告以色列所等候的王已经临到).  

(C) 施洗约翰  —  至死忠心 (太 14:1-12) 
  

我们很难相信, 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伟人, 

竟然也会郁闷沮丧, 但此事真的发生了. 约翰被

囚在监狱中. 他为自己斥责希律王淫乱之罪而付

出被囚的代价. 在那忧伤的一天, 他从监狱中打

发两个门徒去见主耶稣, 问祂说: “那将要来的是

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路 7:19). 约翰在几

个月前带着能力向群众宣告道“这就是祂”(约

1:30; KJV: This is he), 现在却问道“是你吗?” 

 

 我想没有信徒要恶意批评约翰, 特别是他

处在困境的时刻, 但我们需要找出他感到沮丧和

怀疑的原因. 答案并不难找. 约翰已经传讲耶稣

基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圣经岂不是记载弥赛

亚宣告被掳的人得释放, 被囚的人(受压制的人)

得自由吗?46 如果“拿撒勒人耶稣”真的是神所应

许的弥赛亚, 为何祂的使者(指施洗约翰)和朋友

仍在监狱受苦呢? 看来约翰的疑惑是合理的. 

 

 主耶稣看似先

不理会约翰打发来的

使者 . 祂继续服事那

些受苦之人 . 祂治好

许多有病的 , 赶出附

在人身上的污鬼 , 开

了瞎子的眼睛等等 . 

过后 , 祂转向约翰的

门徒, 说道: “你们去, 

把所看见、所听见的

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

疯的洁净, 聋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

他们. 救主说: “告诉约翰这些事.” (参 路 7:22) 

 

 我们的主给我们看到“怀疑的解药”, 就是

把心思集中在主自己和祂的话语上. 祂叫使者带

给约翰的信息, 会提醒约翰关于他所熟悉的先知

预言. 他将发现这些预言没有改变, 并晓得它们

在主耶稣身上应验了. 约翰的问题是: 他把目光

集中在自己和他所处的环境(这情况导致约翰信

心动摇, 开始疑惑). 解药是: 约翰必须让基督和祂

                                                           
46   路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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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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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占据他的心思. 对于所有疑惑之人, 这信

息还是一样. 主耶稣和祂的话语没有改变.  

 

 施洗约翰最终没有获得释放. 因着一个怀

恨在心的恶女人, 和一个懦弱糊涂的昏君之命令, 

约翰被斩首了. 这是可悲的一日. 他的门徒把尸

首领去埋葬了, 就去告诉主耶稣(太 14:12). 祂忠

心的传令官死了(注: 但那杀害约翰身体的, 不能

伤害他的灵魂; 约翰虽死了, 但其灵魂却进入永

不死亡的荣耀生命中).  

 

 

(D) 伊利莎白  —  弥赛亚先锋的母亲 

(路 1:5-7, 13, 39-45, 57-60) 
 

伊利莎白(Elisabeth; 旧的《和合本》译作: 

以利沙伯)有一些独特的特征. 她是圣经中唯一有

这名的女人. 她是圣经记载中唯一被圣灵充满的

女人. 她与两个女人有显著的共同点, 她们是以

撒的母亲撒拉, 以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47 伊利莎

白是祭司亚伦的“真女儿”, 她与作祭司的丈夫撒

迦利亚一同事奉神, 组织一个圣洁快乐的家庭. 

  

无论如何 , 她

们家中没有孩子, 他

们两人为此同心祷告. 

此事并非出于自私 , 

不是仅仅为要得到一

个后嗣, 以传宗接代. 

他们如此祷告是为了

整体国民的福祉, 可

能伊利莎白也有一个

圣洁的志向, 就是成为主所拣选的器皿, 生下神

所应许的弥赛亚. 他们两人继续在主面前行为正

直, 无可指摘, 也继续同心祷告. 结果神应允他们, 

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就是施洗约翰.  

                                                           
47   她们三人的共同点就是: 她们没有孩子, 但神用神

迹介入, 赐给她们孩子, 也赐福和重用她们的孩子. 

在伊利莎白怀孕期间, 她的亲戚马利亚从

拿撒勒前来探望她(路 1:39-56).48 伊利莎白给马

利亚的见面问安是蒙神默示的, 因为她称马利亚

为“我主的母”(路 1:43). 这是何等的信心啊, 有如

另一个在坟墓旁的马利亚 , 她称主耶稣为“我

主”(约 20:13). 她们都是敬虔爱主的女人. 耶稣基

督虽未降生, 但伊利莎白尊称祂为“我主”. 抹大拉

的马利亚也尊称耶稣基督为“我主”(约 20:13),49 

虽然在她的思想中, 基督已经死了. 

 

可怜的撒迦利亚! 他因聋哑不能说话, 只

能静坐一旁, 听这两个伟大女人彼此问安, 喜气

洋洋地交谈. 伊利莎白看着静坐一旁的撒迦利亚, 

宣告道 : “这相

信的女子是有

福的!”(路 1:45) 

噢! 如果她的丈

夫能像马利亚

那样相信, 那该

多好啊!  

 

她们交谈与分享的时光何等神圣. 伊利莎

白与马利亚一定多方谈论关于主耶稣基督(即她

们的民族历代以来久候的弥赛亚). 这两个蒙神眷

爱的敬虔女人, 在犹大山地喜乐地交谈, 分享耶

和华在她们身上的奇妙作为. 她们不仅在地理位

置上处在高处(山地), 更是在品德上处于属灵高

处. 三个月后, 马利亚回到加利利, 而伊利莎白也

生下一个男孩, 就是弥赛亚的先锋施洗约翰!50 

 

 

 

 

 

 

                                                           
48   路 1:36 说伊利莎白是马利亚的“亲戚”. 有学者认

为她们的亲属关系是表姐妹, 因为伊利莎白的母亲与马利

亚的母亲是姐妹.  
49   约 20:13: “天使对她说: ‘妇人, 你为什么哭?’ 她说: 

‘因为有人把我主(my Lord)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 
50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61-264 页. 【注: 第 261 页是 D 项, 

而第 262-264 页则是 A 至 C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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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莎 (Louisa Stead) 

 
 

路易莎 (Louisa)  

  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14): 
 

  何等甘甜  

  信赖耶稣 
 
 

 路易莎(或译: 露意莎, Louisa M. R. Stead)于

1850 年出生在英格兰. 她 9 岁就信主得救, 并在

1871 年搬迁到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Cincinnati, 

Ohio). 她参加了一个营会, 并在那里决心奉献自己

给宣道事工. 但由于身体健康欠佳, 她无法去到中

国, 参与海外宣道的工作.  

 

1875 年, 路易莎

与斯特德(M. Stead)结婚, 

过后生了一个可爱的女

儿(Lily). 女儿四岁时, 某

一天, 她与丈夫带女儿到

纽约隆岛 (Long Island, 

New York)的海边玩. 忽

然, 她看到一个男孩溺水

了, 在巨浪中载浮载沉. 

她赶紧告诉丈夫, 丈夫二

话不说, 立刻跳下水救人, 但过后竟然一同被大浪

卷走. 路易莎与四岁的女儿目睹这一切过程, 无助

地在岸边痛苦呼喊, 却挽不回这一切.51 

 

现任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施以诺博

士写道: “我们不难想象,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瞬

间失去了一家之主, 在经济上、心理上的冲击有多

么大! 在心理学上, ‘悲伤’(sadness)往往是一种复杂

的心理状态, 包含了忧郁、痛苦、否认、罪恶感等

多种情绪或认知, 会使深陷在其中的人痛苦不已.” 

 

但感谢神, 路易莎有虔诚的信仰, 虽然她经

历过上述的痛苦, 但对基督的信仰让她慢慢从创伤

                                                           
51   根据以下资料, 路易莎的丈夫是要拯救一个溺水

的男孩,  https://www.umcdiscipleship.org/resources/history-

of-hymns-tis-so-sweet-to-trust-in-jesus ; 也参以下网络资料: 

https://hereadstruth.com/2018/07/23/tis-so-sweet-to-trust-in-

jesus-2/ . 另有资料记述她丈夫当时是要拯救溺水的女儿

Lily, 但拯救溺水男孩的可能性较高, 也获更多资料的证明.  

中走了出来. 当然, 她仍有许多现实的问题或困难

需要面对. 然而, 主的恩典够她使用, 因祂的大能是

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 12:9). 

 

施以诺写道: “据说, 曾经有一次, 露意莎(即

路易莎)的家中已没有食粮了, 但露意莎凭着信心

祷告, 隔一天竟发现门口有一篮食物, 还有一个装

着钱的信封袋! 我们可以想象那样的场景, 您说那

是‘巧合’吗? 我却认为必定是爱她的上帝在听了她

的祷告之后, 特地感动、安排一位不具名的人士来

帮助她和她女儿. 面对前一晚那样‘灵验’的祷告, 她

感动得流下泪来, 并写下了‘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Tis So Sweet to Trust  in Jesus)这首诗歌.” 此英文

诗歌在《万民颂扬》诗歌集中译作“何等甘甜! 信

赖耶稣”, 歌词如下:   
 

1. 何等甘甜! 信赖耶稣, 唯独靠托主应许, 

专志听从主所吩咐, 完全信凭主言语. 

 副歌: 

 耶稣, 耶稣, 我靠耶稣, 屡次体味主甘甜; 

耶稣, 耶稣, 可靠耶稣, 信靠主恩到永远! 

 

2. 何等甜蜜! 信赖耶稣, 

信主血有洗罪功; 

一心一意, 无疑无虑, 

卧于保育主爱中. 
 

3. 何等欢乐! 信赖耶稣, 

邪情私念全弃离; 

唯从救主白白取得, 

生命、能力和安息. 

 

4. 尊贵恩友 救主耶稣, 

欣庆我得依靠祢;  

知祢时刻施恩佑护, 

偕我同到荣耀里.52 

 

柯克帕特里克(W. J. Kirkpatrick)较后为此歌

词添上优美的乐曲. 这首“何等甘甜! 信赖耶稣”的

创作背景与心情实在难得宝贵、奇妙可颂, 因此似

乎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奇妙疗愈力, 让许多人听了都

感到平静、安慰不已.  

                                                           
52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第 348 首. 这首诗歌有较

现代版的翻译如下: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只要信靠主恩言, 

只要站在主应许上, 信靠主恩福无边. 耶稣, 耶稣, 何等可靠! 

多少事上已证明! 耶稣, 耶稣, 宝贵耶稣! 愿我信心更坚定!”

【注:有关直呼主耶稣为“耶稣”一事, 请参本文附录】 

https://www.umcdiscipleship.org/resources/history-of-hymns-tis-so-sweet-to-trust-in-jesus
https://www.umcdiscipleship.org/resources/history-of-hymns-tis-so-sweet-to-trust-in-jesus
https://hereadstruth.com/2018/07/23/tis-so-sweet-to-trust-in-jesus-2/
https://hereadstruth.com/2018/07/23/tis-so-sweet-to-trust-in-jesu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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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甘甜! 信赖耶稣”这首诗歌是在 1882

年写成. 那时, 路易莎已在南非(South Africa, 注: 她

于 1880 年到南非协助宣道事工). 她与当地牧师伍

德豪斯(Robert Wodehouse)结婚, 同心服事主. 1895

年, 她因健康理由回美国养病. 数年后, 即 1901 年, 

她又回到非洲, 在罗得西亚(Rhodesia; 今称“津巴布

韦”, Zimbabwe)继续服事主, 直到 1911 年才因病重

退休, 并于 1917 年离世, 归回天家享安息. 这位经

历悲伤的妇人用她的生命故事帮助了许多人, 尤其

是许多心灵软弱之人. 她的歌词  —  “何等甘甜! 信

赖耶稣”  —  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心理疾病职能

治疗学”的施以诺博士写道: “我在大学教书, 有时

候会有些其他系、所的学生会跨院、跨系来修我

开的某些课. 由于背景差异比较大, 有时候我很好

奇他们来修我课的动机. 而那些学生的动机也颇为

多元, 有的学生

是说 : ‘因为我

平时喜欢看你

写的书, 所以有

机会也想来修

你开的课 .’ 也

有的学生是认

真地说: ‘因为我以前曾有过创伤, 所以我也想走精

神科或心理辅导, 就特地来修你开的课.’ 如果是后

者的理由, 我有时会问那些自认受过创伤而想走精

神照护工作的学生: ‘那么, 你现在已走出来了吗?’  

 

 “为何我要这样问? 虽说‘久病成良医’, 曾有

伤痛的人绝非不适合走精神科或心理辅导, 甚至反

而更能将心比心; 但精神科或心理辅导适合‘从创

伤中走出来的人’, 而非‘心里创伤伤口尚未愈合的

人’. 一个本身心里创伤伤口尚未结疤的人, 就走精

神科或心理辅导, 有时反而会很不稳定. 的确, ‘伤

愈的治疗者’肯定会是很棒的治疗师、辅导员, 因

为他走过那段路, 而且走出来了, 他会更有同理心; 

但一个‘带伤的治疗者’, 却可能因自己仍陷在某些

自卑、哀怨、忿恨、偏激的情绪中, 恐怕反而不会

是好的治疗师、辅导员. 

 

“容我在此诚恳、冒昧地分享: 我看过不少

人心底带着某些强烈的自卑、哀怨、忿恨、偏激

的情结, 却急于证明自己而从事精神治疗、辅导、

教牧等工作, 结果后来却往往惨不忍睹! 对自己以

及对自己的个案或群众, 都是一种伤害. 我举这些

例子的用意不是要嘲讽那些人, 只是希望这样‘双

输’的例子不要再发生.” 

 

“何等甘甜 信赖耶稣”的作者路易莎, 在人们

眼中原本是一位平凡的妇女, 为何她能写下疗愈人

心的诗歌? 关键不在于她是“曾受过创伤的人”, 乃

是在于她是“从创伤中走出来的人”; 她不是“带伤

的治疗者”, 而是“伤愈的治疗者”; 她体验了从主耶

稣而来的医治、恩惠与安慰, 所以也能把这样的恩

惠与安慰分享给人. 为此, 我们将荣耀尽归与神.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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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再思信徒称主耶稣为“耶稣”… 

 

使徒彼得说: “故此,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

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 神已经立他为主 , 为基督

了”(徒 2:36). “耶稣”是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时的名字, 所以

在福音书中, 圣灵以此名称呼祂. 但圣灵借着彼得告诉我们

另一个重要真理: 这位以色列人所藐视和弃绝的“耶稣”, 神

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这是父神给那位已复活、得荣

耀之主的称号, 所以信徒应该称祂为“主耶稣基督”, 或至少

“主耶稣”或“耶稣基督(基督耶稣)”. 这是对主的一种尊敬; 

正如我们来到君王或最高统治者面前, 都不敢直呼他的名, 

而是在其名加上他的称号, 以示尊敬(注: 我们对长辈也不

直呼其名, 因为这是无礼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称呼万王之

王时, 却不如此尊重祂, 给祂应得的称号  —  “主”或“基督”?  

 

我们看见主耶稣肉身的亲弟弟雅各和犹大如何称

呼祂, “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雅 1:1)和“耶稣基督
的仆人, 雅各的弟兄犹大”(犹 1; 注: 犹大在书中多次称祂为

主耶稣基督, 参 4, 17, 21, 25 节). 在福音书中, 除了与主耶

稣同荣同尊的圣灵称祂为“耶稣”, 主的门徒通常都称祂为

“主”. 但有不少诗歌作者在歌词中称主为“耶稣”. 对此, 我

们不武断地判定他们都是对神不敬, 因为他们或许认为这

样让人对主感到“亲切”, 但我们既然学了上述真理, 就该在

祷告和谈话中尽量给主耶稣祂应得的称号, 称祂为“主耶

稣”、“耶稣基督”或“主耶稣基督”. 深信这是父神所喜悦的.  

 

编者注: 有者因“护主心切”而反对人在所有情况下称主为

“耶稣”, 理由是只有污鬼(可 1:24; 5:7; 徒 19:15)和敌对祂

的人(可 14:67; 约 18:7; 19:19; 徒 17:7)才这样做. 但这论点

并不正确, 因为圣经也记载有天使称主为“耶稣”(可 16:6; 

徒 1:11), 而彼得(徒 1:16,22; 3:13; 彼前 3:22)、约翰(约壹

1:7; 4:3,15; 5:1,5)和保罗(徒 13:23,33; 19:4; 罗 3:25,26; 4:25; 

帖前 1:10)也如此, 因要强调主是“道成肉身之救主”的真理. 

                                                           
53   上文主要改编自 施以诺著, 《诗歌, 是一种抗忧郁

剂》(台北: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2018 年), 第 168-172 页. 也

参 http://www.hymntime.com/tch/bio/s/t/e/a/stead_lmr.htm ; 

https://dianaleaghmatthews.com/tis-sweet-trust-

jesus/#.YEnVq9UzbIU ; 以及本文脚注中所引用的参考资料. 

http://www.hymntime.com/tch/bio/s/t/e/a/stead_lmr.htm
https://dianaleaghmatthews.com/tis-sweet-trust-jesus/#.YEnVq9UzbIU
https://dianaleaghmatthews.com/tis-sweet-trust-jesus/#.YEnVq9Uz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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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密室              约翰·斯拉堡 (John Slabaugh) 

 

  大卫 
   的祈祷 
 
 诗篇中有三篇诗都以“大卫的祈祷”为题: 

诗篇 17 篇、86 篇和 142 篇.54 诗篇 102 篇的题注

(标题)是“困苦人发昏的时候, 在耶和华面前吐露

苦情的祷告”(诗 102:1). 有者认为这篇诗大有可

能也是大卫的诗篇, 因为它正好处于前后两篇大

卫所写的诗篇中间(指诗篇 101 篇和 103 篇).  

 

 大卫遭受

多样苦难的熬炼, 

困苦使他把内心

深藏的苦情倾倒

出来 . 他所说的

话与今日受苦的

信徒产生共鸣 . 

有人曾这样写道: 若大卫的心不曾这样受苦, 他

的诗篇也不会有这样的诗韵(充满着感染力).  

 

 基督徒虽然同情大卫遭受困苦试炼, 可是

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个正确的看法. 林后 4:17 提醒

我们: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

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们应该谨记, 我们的痛

苦和忧伤, 在“忧患之子”(主耶稣基督)的身边会

自然的褪色. 祂曾预言说: “耶和华啊, 求祢记念

我如茵蔯和苦胆的困苦窘迫. 我心想念这些, 就

在里面忧闷”(哀 3:19-20). 苦难是神所使用的方

法, 使我们改变得更像祂的儿子(主耶稣基督).  

 
 

(一) 诗篇 第 17 篇: 祈求神 

 

在 诗 102:1, 诗人呐喊: “耶和华啊, 求祢听

我的祷告, 容我的呼求达到祢面前!” 在诗篇第 17

篇, 大卫同样恳求神垂听他的祷告, “耶和华啊, 

                                                           
54   诗 17:1 和 诗 86:1 的题注都直接简洁地注明是“大

卫的祈祷”, 而 诗 142:1 的题注是“大卫在洞里作的训诲诗, 

乃是祈祷.” 换言之, 诗篇 142 篇也可说是“大卫的祈祷”. 

求祢听闻公义, 侧耳听我的呼吁! 求祢留心听我

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诗 17:1). 我们会怀

疑, 神真的会听他的祈祷吗? 无可置疑, 神垂听我

们所有的祈求, 可是, 祂不会应允(答应或允许)我

们所求的一切, 因为祂不会应允对我们无益的事. 

至于神何时应允我们的祷告, 这方面也不是由我

们选择的. 若合祂的旨意, 祂必会按祂的时间来

赐予, 使祂得着最大的荣耀(人也得着最大的益

处). 总之, 我们不要怀疑祂是否垂听我们的祷告. 

祂肯定垂听!. 

 

大卫祈求得着保守, “我的脚踏定了祢的

路径; 我的两脚未曾滑跌”(诗 17:5); 又说: “求祢

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 将我隐藏在祢翅

膀的荫下”(诗 17:8). 我们必须小心, 不要像大卫

过后在不敬虔者面前跌倒(参 撒下 11-12 章, 请读 

撒下 12:34),55 我们也同样期望神的保守. 事实上, 

神常保守我们. 只有等到我们抵达天家之后, 才

会全面的知道原来我们在地上如何蒙神奇妙的

保守, 脱离各种各样我们当时不知的陷阱与祸害. 

 

 大卫表明他期望得着神的赐福, “求祢显

出祢奇妙的慈爱来; 祢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祢

的”(诗 17:7). 很有可能, 我们最常祈求的, 是要得

着神的赐福. 大卫结束这篇诗时, 满心相信地说, 

他必从试炼中得蒙拯救, “至于我, 我必在义中见

祢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祢的形像就心满意

足了”(诗 17:15; 注: 大卫的眼目从神所赐的福, 正

确地转移到那位赐福的神, 此乃真正蒙福之道). 

 
 

(二) 诗篇 第 86 篇: 称颂神 

 

在这一篇诗篇, 大卫不单

有祈求和恳求, 也有赞美主向他

所施的良善和福气. 他的祈求跟

诗篇 17 篇相似, 他呼吁神垂听

他, “耶和华啊, 求祢侧耳应允我, 因我是困苦穷

乏的”(诗 86:1). 他求神赐下保守, “求祢保存我的

性命, 因我是虔诚人. 我的神啊, 求祢拯救这倚靠

祢的仆人”(诗 86:2). 此外, 大卫也求神怜悯, “主

啊, 求祢怜悯我, 因我终日求告祢”(诗 86:3).  

                                                           
55   撒下 12:14: “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

亵渎的机会, 故此, 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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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 他不再专注自己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而是开始赞美和感谢主的良善、赦免和怜悯那

些“凡求告祢的人”(诗 86:5). 我们太容易忘记感

恩和赞美, 这都是祷告中重要的成分. 我们若没

有感谢, 就表示我们忘恩, 采取了“自以为应得”的

态度. 此外, 我们若对神的伟大、尊荣和大能有

所认识, 我们就会赞美祂. 赞美是植根于阅读和

默想神的话来认识祂.  

 

大卫说耶和华会听他的祷告, 也会应允他

的祈求, “耶和华啊, 求祢留心听我的祷告, 垂听

我恳求的声音.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祢, 因为祢

必应允我”(诗 86:6-7). 他刚发的感恩和赞美有增

强他的信心吗? 他赞美耶和华是外邦的神所不能

相比的, “主啊, 诸神之中没有可比祢的”(诗 86:8); 

他也劝勉人来与他一同荣耀耶和华的名(诗 86:9). 

这点给我们树立一个好榜样  —  当向别人述说

神的荣美.  

 

大卫后

来再次回到赞

美的主题 , 因

他从最低的阴

间获得拯救 , 

是因耶和华的

怜悯、恩典、

宽容和信实, “主啊, 祢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诗 86:15).  

 

我们看到大卫结束这篇诗时, 提出一个要

求: 他要求耶和华与他同在, 帮助他, “求祢向我

显出恩待我的凭据, 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 因

为祢耶和华帮助我, 安慰我”(诗 86:17). 愿我们生

命的一切, 都尊荣神、荣耀神.  

 
 

(三) 诗篇 第 142 篇: 信靠神 

 

诗 142:1: “(大卫在洞里作的训诲诗, 乃是

祈祷.) 我发声哀告耶和华, 发声恳求耶和华.” 这

篇诗的背景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当大卫藏

在洞穴中, 扫罗也进入同一个洞穴. 扫罗进入洞

里休息时, 大卫静悄悄地割去扫罗外袍的一角

(“扫罗的衣襟”), 可是他因良心的责备, 在扫罗离

去之前, 他向扫罗呼喊, 表示他虽有机会, 却没有

伤害扫罗的性命(参 撒下 24:1-22). 扫罗也感到惭

愧, 暂且不再追杀大卫. 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 大

卫继续逃避扫罗.  

 

我们当

然可以理解为

什么大卫说 : 

“我发声哀告耶

和华, 发声恳求

耶 和 华 ”( 诗

142:1). 他将心中所顾念的, 向耶和华述说, “我在

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 陈说我的患难”(诗 142:2).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宝贵的功课: 在困苦中, 我们

要像大卫那样转向神, 向神倾述我们的困苦. 祂

岂不知道吗? 祂当然知道. 大卫虽受困苦, 他仍以

“耶和华知道一切”为安慰, 因祂知道他(大卫)的

道路, 也知道扫罗险恶的诡计, 所以他得着安息,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祢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行的路上, 敌人为我暗设网罗”(诗 142:3). 

 

大卫说, 每当他回想, 他发现无人同情他, 

保护他, “求祢向我右边观看,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无处避难, 也没有人眷顾我”(诗 142:4). 可是, 

当他向神祈求时, 他认识到唯有祂, 而不是人, 才

是他的避难所, 是他的福分, “耶和华啊, 我曾向

祢哀求. 我说: 祢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 祢

是我的福分”(诗 142:5). 他再次祈求神, 救他脱离

逼迫他的人, “求祢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

们比我强盛”(诗 142:6). 

 

大卫在此诗的最后一节说: “求祢领我出

离被囚之地, 我好称赞祢的名. 义人必环绕我, 因

为祢是用厚恩待我”(诗 142:7). 结束时, 大卫表达

神会看顾他的. 我们需

要像大卫一样, 继续祈

求神, 也可以期待祈祷

的美好效果, 因神会在

祂的爱中, 至终为我们

成就祂所命定的美事.56   

                                                           
56   上文改编自 “祷告中作什么?”, 载《恩言》2014 年

1/3 月刊, 第 10-12 页.【注: 《恩言》这篇文章译自 John 

Slabaugh, “Prayers and Resources”, Truth & Tidings, Vol. 57, 

No. 12, De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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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简介 (一)    杯子 
 

约珥书 
 
(A)  此书的作者和背景: 我们对约珥认识不多, 只

知道他的父亲名叫毗土珥. 他书中所写的蝗虫灾害并

没有记于列王记或历代志的书卷中, 因此我们难以追

溯约珥的年代. 至于他所写的警告, 耶和华的日子将

到, 其中的情景是清晰的, 将看见罪恶受到刑罚, 耶和

华在地上作王. 因此, 这是警告犹大国的书卷, 警告他

们关于当时的罪恶, 并拒绝悔改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B)  此书的内容和预言: 此书内容可分为两大部

分: 首先是蝗虫的侵害破坏(Invasion, 1:1-2:17), 接着

是耶和华的介入怜恤(Intervension, 2:18-3:21). 前者是

灾祸的蹂躏, 后者是耶和华的拯救.  

 

(B.1)   蝗虫的侵害破坏 (Invasion, 1:1-2:17) 

约珥采用犹大国近期所发生的一场灾难, 向他的听众

教导先知性的教训. 蝗灾入侵该地, 一路上摧毁了所

有绿色作物, 葡萄园被吸食精光, 田中谷物剥尽荒芜, 

果树的叶子净空. 约珥用蝗虫入侵作为讲道的起点. 

比起神将对百姓的审判, 蝗虫带来的惨状相形见绌.  
 

(一) 荒凉的日子 (1:1-13) 

(a) 这日子的特征 (1:1-4): 临到他们的蝗虫比从前的灾

害更严重, 就是老年人也从未见过! 剪虫、蝗虫、蝻

子、蚱蜢, 一害接一害的来到, 地土只剩下光秃一片. 
 

(b) 这日子的后果 (1:5-13): 第一个警戒是针对百姓的

(1:5-10), “酒醉的人哪, 要清醒哭泣.” 这说明这国家的

堕落荒唐. 大群的蝗虫, 像支入侵的军队, 牙齿像狮子

的牙齿, 毁坏大麦小麦, 使新酒止住(注: 没有大麦小

麦就不能酿制成酒). 注: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损

失, 但先知约珥所关心的是耶和华的损失. 没有收成

是不可能给耶和华献上素祭或奠祭(1:8-10), 此事应该

叫他们大感哀伤(1:8), 可是他们并没有为此哀伤. 让

我们谨记: 我们的失败会令神从我们得不到祂应得的

份儿(这点应该叫我们深感哀伤悲痛).  
 

第二个信息是对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说的(1:11-12). 

一个丰收的盼望完全粉碎; 季末的收割没有带来喜乐; 

他们一切的喜乐消逝无疑. 第三组人是祭司(1:13), 悔

改的呼唤应叫这些祭司明白  —  神被剥夺了祂的祭

物, 是因百姓罪孽的原故. 

 

(二)  毁坏的日子 (1:14-20) 

(a) 先知的宣告 (1:14-15): 犹大国民被劝要聚集到圣

殿, 向耶和华发出呼求. 只有真正悔改, 在耶和华面前

自卑, 才能复兴. 今天也是一样, 与神脱节的心灵, 只

有在神面前真正悔改才得以恢复, 得着复兴. 
 

在这里, 先知写下“耶和华的日子”(或译“主的日子”, 

KJV: the day of the Lord), 把读者指向那在未来将要

降临的日子! 到那时候, 神将审判万国, 并设立祂的国

度(指千禧年国). 其他的先知, 包括撒迦利亚和写启示

录的约翰, 他们都论到这日子(特指七年灾难的时期). 

对于那些不知悔改的罪人, 把他们的罪招摇在神面前

的, 这日子是可怕的. 人人都当谨记, 神的宽容忍耐并

非要纵容人犯罪而不加以刑罚.  
 

(b) 周围的证据 (1:16-18): 惟恐有人怀疑这光景的严

厉性, 约珥呼唤百姓细看周围的证据. 肉身所需的供

应断绝了, 种子在田间腐朽, 仓廪荒凉破落, 谷物枯槁, 

牲畜因饥饿哀鸣. 有时, 我们可能忽略了耶和华在我

们生命中的手(指神管教的手), 只看自己生活中的遭

遇, 而忘了祂的管教或对付. 当我们看见神的对付是

因为我们的罪, 并明白原因而悔改, “恢复”就开始了. 
 

(c) 先知的祷告 (1:19-20): 先知的祷告只是在耶和华面

前说明四周的光景. 有时, 祷告可能就像这样! 我们不知

道怎样祷告, 把问题全盘带到耶和华面前, 将问题卸给

祂. 虽我们知道答案, 但神也要我们在祷告上有所付出. 

 

(三)  黑暗的日子 (2:1-11) 

(a) 灾祸的来临 (2:1-3): 号角在旷野吹响时, 是要通知

百姓(民 10:1-10). 在这里, 号角吹响是要呼唤和警告

百姓. 此处经文所形容的黑暗, 叫人联想起那曾侵袭

埃及的蝗虫, 可是现在经历蝗灾的, 却是昔日被带出

埃及的百姓. 它们面前的火是干旱, 它们留下来的是

火焰, 这对比生动逼真. 它们来临以前, 地上犹如伊甸

园, 无疑其意思是极其美丽, 可是当它们走后, 剩下的

只是一片荒凉的旷野, 受尽蹂躏, 无一幸免. 
 

(b)  灾祸的显现 (2:4-6): 它的出现是相当惊人, 快如

脱缠的马, 它们从一座山头跑到另一个山头. 没有什

么可以阻止和制服它们; 各种防卫措施都是徒然. 它

们使百姓大受痛苦, 犹大国民在它们面前痛楚挣扎, 

脸黑如锅. 
 

(c) 灾祸的突袭 (2:7-11): 关于它们的突袭, 有三件事. 

首先, 是有秩序的. 它们像出战的队伍, 按部就班, 绝不

纷乱, 步伐整齐, 井井有条, 不会彼此践踏. 第二, 它们

来得很快. 灾祸对各城的突袭有飞奔的, 有急攀的. 第

三, 灾祸将受耶和华的控制. 犹大国民必须感觉或听见

的是: 这是“他的军队”! 这一切都是指着将来的一天, 

侵略者将进入应许之地, 并将这地征服, 将它化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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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抉择的日子 (2:12-17) 

(a) 个人的哀伤 (2:12-14): 耶和华要求百姓悔改, 国民

现在必须体会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之日. 这悔改必

须是真诚的, 从心发出. 要撕裂的不是衣服, 乃是心肠. 

倘若他们这样行, 耶和华也许以“收成”取代“审判”, 使

百姓能够献给神, 又得着自己所需. 
 

(b) 公开的哀伤 (2:15-17): 这种内在的悔改必产生外

在的哀哭. 所有的百姓必须把内心的感受公开表现, 

甚至祭司要在他们敬拜的地方哀哭, 在走廊与祭坛之

间悔罪. 只有这样, 才可以把他们受外邦压制性管治

的危机除去. 可惜, 此危机至终成真! 因百姓没有悔改. 

这里所宣判的警告全被忽略, 尽管有些犹大王曾努力

恢复耶和华的敬拜. 

 

(B.2)   耶和华的介入怜恤 (Intervension, 2:18-3:21) 

当主降临设立祂的国度(即“天国”或称“千禧年国”)时, 

这段经文所应许的事将会实现. 这些都是将来才应验

的预言, 而约珥用当代的光景来教导百姓识这些真理. 

在约珥年间, 蝗虫毁灭了所有, 但感谢神, 在耶和华的

日子, 将有一班以色列的犹太余民等候祂的降临. 

 

(一) 祂所施行的怜恤 (2:18-27) 

(a) 对仇敌的摧毁 (2:18-20); (b) 赐百姓的喜乐 (2:21-

23); (c) 赐丰收的光景 (2:24-27): 当百姓悔改, 主就怜

悯那地. 到那日, 在那时, 当耶和华在荣光中降临, 神

的百姓将哀哭, 结果他们蒙恩, 不再处于外邦铁蹄下

受辱. 仇敌将被除去(2:18-20), 这事将使百姓喜乐欢呼

(2:21-23), 随之而来的, 是恢复丰收(2:24-27). 

 

 

 

 

 

 

 

 

 

 

 

 

 

 

 

 

 

 

 

 

 

 

(二) 祂所彰显的能力 (2:28-32) 

(a) 祂在恩典中所做的事 (2:28-29); (b) 祂在审判中所

做的事(2:30-32) 

这事所指的是圣灵的丰盛浇灌! 当祂设立祂的国度

(指千禧年国), 这事将要发生. 这事将发生在犹太余民

身上, 不分性别、年龄或地位(2:28-29). 这些经文在五

旬节时, 曾被彼得引述或节录, 可是当时并未应验, 事

情也未成就, 因为这是将来才要完全应验的事. 
 

(三) 祂所安排的刑罚 (3:1-17) 

(a) 追讨的时候 (3:1-8);  (b) 收成的时候 (3:9-17) 

这些经文是针对那些曾敌对神百姓的国家. 他们将因

自己的行为受苦受罚; 他们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

么. 尽管他们把自己的犁耙打成刀剑, 要与耶和华争

战, 但他们必定失败, 因为“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 
 

(四) 祂所应许的保护 (3:18-21) 

(a) 享受祂的供应 (3:18); (b) 享受祂的保护 (3:19); (c) 

享受祂的同在 (3:20-21) 

这是一幅充满福气的图景! 当主在地上作王, 情况将

完全改变, 神的百姓不再受到骚扰, 因为“犹大必存到

永远; 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3:20). 本书带着应许来

结束. 蝗虫侵害一直被用作一幅将来侵袭的图景, 可

是耶和华将会得胜, 而那些寻求耶和华的人, 必享受

充满福气的前景. 

 
 

 

 

注 : 上文改编自 “约珥书简介 ”(译自 Believer’s 

Magazine). 载《恩言》2004 年 7/8 月刊, 第 13-16 页; 

也参马有藻所著的《旧约概论》, 第 305-3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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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简介 (一)    杯子 
 

阿摩司书 
 
(A)     阿摩司预言的时间: 阿摩司的预言位列“小先知

书”的第三卷. 阿摩司可能是最早期的先知作者之一. 

阿摩司在大地震前两年(1:1)得到默示, 地震发生于乌

西雅作王年间(王下 15:1-7; 代下 26:1-3; 参看 亚 14:5), 

耶罗波安二世(王下 14:23-29)作以色列王的时候. 
  

阿摩司事奉的时期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时期. 

当时国运亨通, 已得回一些政治权力, 结果带来物质

上的富裕. 可是, 我们不能以为富足会带来进一步的

敬虔, 它往往带来的正好相反. 国人生活充满残暴、

无神的奢华、道德败坏、敬拜偶像、欺压弱小. 他们

心中没有想到耶和华, 更没有想到该对神尽的责任. 

  

以色列犯罪之大可从神对他们的宣判中看见; 在大马

士革(大马色)、加萨和推罗等的宣判中, 都说他们“三

番四次地犯罪”, 说明他们罪孽之多. 但对以色列的宣

判, 神也用同样的语词(2:4,6). 他们就像外邦列国深陷

在他们罪孽的深渊. 

   
(B)     阿摩司寒微的背景: 阿摩司出生寒微, 以畜牧为

业(1:1), 採摘桑果为生(7:14). 他来自提哥亚, 一处位

于伯利恒以南的地区, 边联犹大山区. 当他牧放羊群

时, 耶和华向他说话, 吩咐他对以色列发预言. 在这里, 

我们看见摩西历史的重演, 摩西当年也曾经看见火烧

的荆棘, 当时他正替岳父牧放羊群(出 3:1-5).  
 

阿摩司并非来自富裕之家, 也不是来自那些曾为耶和

华作英勇事迹的闻名世家, 更不是来自先知的学府; 

预备他工作的乃是神! 对每一个想事奉主的人来说, 

这是何等的鼓舞! 出身寒微不是事奉的障碍, 作为一

名著名基督徒家庭的成员也不是事奉的资格. “他从

前的职业… 说明了那位拣选他作事奉者的主权(即神

的主权), 神从皇宫挑选, 也从百姓挑选, 各适其用, 各

按神的旨意.” 

  

虽然他们的家是在南国犹大, 但他的信息主要却是向

北国以色列. 他用喻惊人, 比喻来自他农村的背景如

狮子、少壮狮子和雀鸟(3:4-5)、母牛(4:1-3)、旱风、

霉烂、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剪虫

(4:9)、昴星和参星(5:8)、蝗虫(7:1)、奔跑的马和耕

种的牛(6:12)、收割的和撒种的(9:13)等等, 都是他所

用的比喻, 有效地令信息一针见血. 

阿摩司就如其他先知一样, 熟悉摩西的著作, 也证实

它的可靠. 他知道以色列犯罪, 神借摩西所说的灾祸

必然临到. 他们的悖逆带来饥荒(4:6-8; 请参 利 26:19-

20; 申 28:23), 旱风和霉烂影响他们农作收成(4:9), 当

果子成长, 剪虫把它吞噬(4:9; 请参 申 28:22, 39, 40, 

42), 所受的瘟疫, 像在埃及一样(4:10; 请参 申 28:60), 

他们有些人就像所多玛和蛾摩拉一样被神毁灭(4:11; 

参看 申 29:22-23). 

  

  

(C)     新约引述阿摩司书: 司提反向公会说话(徒 7:42, 

43; 参看 摩 5:25), 并雅各在耶路撒冷的议会辩证时

(徒 15:16-18; 参看 摩 9:11-12), 两者都引述了阿摩司

的话. 虽然一般人把“小先知书”视为次要的书卷, 但

初期召会领袖并不以为然, 反倒对它们颇为熟读. 

  

  

(D)    阿摩司书的大纲: 

(D.1)   预言审判 (第 1 和 2 章): 此书的开卷部分包含

一连串的指控, 责备外邦列国, 也责备犹大国和以色

列掴. 他们的罪孽众多, 所以神对他们宣布审判. 我们

可以看见, 神是全世界的神, 不单是犹大国和以色列

国的神. 也许我们会问, 这些国家既没有从神接受律

法, 他们为什么要向神交账呢? 因为他们也领受了神

赐给他们的良心, 只是他们已把它烙惯和滥用. 在全

地上, 所有的人都要向神交账, 并没有分别. 这些审判

是与他们所犯的罪有关, 其中一项严肃的功课是: 人

所犯的罪, 耶和华不会视而不见. 

  

(D.2)   传讲审判 (第 3 至 6 章): 这段包含三篇讲章, 

每篇都以呼唤百姓聆听作为开始(摩 3:1; 4:1; 5:1). 重

要的是聆听神所说的每一件事, 而不只是听我们喜欢

听的内容. 

 

第一篇讲章(3:1-15) 

这篇讲章首先论到审判背后的手(3:1-8). 因果的原则

以四种方式表达: (1) 同行因同心; (2) 狮吼因没有粮

食; (3) 雀鸟被困因设了陷阱; (4) 城中惊慌是因号角

吹响. 教训是: 阿摩司说预言因为耶和华神已经晓谕. 

这是阿摩司说话美好的原因. 第二是审判的先锋(3:9-

10). 埃及和非利士人被邀请见证以色列的罪; 以色列

的罪孽之大甚至令这些外邦国家惊讶. 最后是审判的

可怕(3:11-15). 完全的毁灭将至, 过冬和过夏的房屋皆

被毁坏, 四季无处藏身. 皇宫被抢掠, 掌权者避无可避. 

  

第二篇讲章(4:1-13) 

这篇讲章是针对他们的悖逆(4:1-5). 他们生活奢华, 欺

压穷人. 可是, 日子将到, 他们将被拉去, 就像被勾钩

去. 尽管他们不愿听(4:6-13), 神仍然五次向他们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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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你们仍不归向我”(4:6, 8, 9, 10, 11 节), 这显示

机会已赐给他们了. “以色列啊, 我必向你如此行”是

那严肃的警告, 紧随的一个更严肃警告是: “你当预备

迎见你的神”. 

  

第三篇讲章(5:1-6:14) 

这篇讲章也包含三段. 第一段(5:1-3)是引言. 以色列将

出战, 可是将失去百分之九十的兵力(5:3). 然后是四

次的恳求(5:4-16), 每次都是恳请他们“寻求”: “你们要

寻求我”(5:4); “要寻求耶和华”(5:6); “要寻求那… 耶

和华是祂的名”(5:8); “你们要求善”(5:14). 尽管他们罪

恶, 我们仍然看见神的恩典在恳求他们回转寻求神, 

祂仍然愿意接受悔改寻求祂的人. 第三段(5:17-6:14)

包含二重灾祸. 第一段(5:18-27)的主题是他们献上无

用的祭物. 这对我们真是个警告, 我们的敬拜可能因

我们的生活罪恶而不蒙神所悦纳. 第二灾(6:1-14)是因

为他们相信自己能面对任何敌人, 但他们的安全感其

实是虚假的. 

  

(D.3)    审判的图像 (第 7 至 9 章): 这段经文列举的每

幅图像, 都以这样的话开始: “主耶和华指示我…”(7:1);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7:4,7; 8:1), “我看见…”(9:1). 

将临到的审判将像蝗虫, 像吞灭人的火; 像对付倒塌

城墙的准绳; 像一筐夏天的果子, 成熟等待审判; 耶和

华将从祂的祭坛施行审判, 无人可以逃避. 

  

(D.4)    审判的插曲 (7:10-17): 这段历史性的经文记

述阿摩司前往伯特利的路程. 这地方当时是个敬拜偶

像的中心. 面对伯特利的祭司需要勇气. 当时祭司亚

玛谢要求阿摩司返回犹大, 阿摩司的回应是: 神要他

再说预言, 论到祭司亚玛谢的结局: 亚玛谢的妻子将

被玷污(作妓女), 他的家人将被杀害, 他也被掳而死, 

而以色列民肯定会被捆绑带走, 被掳离开本地. 
  

阿摩司书这段有关以色列民悲惨的记载, 其严重性对

于我们丝毫不减, 是对罪所带来的后果之严厉警告! 

这也警告我们必须听从神的话, 以色列人因为悖逆, 

审判必然临到. 让我们留心此事, 远离恶事!  

  

 

 

注 : 上文改编自“阿摩司书简介”(译自 Believer’s 

Magazine). 载《恩言》2007 年 1/2 月刊, 第 13-16 页; 

也参马有藻所著的《旧约概论》, 第 311-3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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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简介 (一)    杯子 
 

约拿书 
 
(A)       约拿书的作者 : 约拿的职事独特, 书卷列于所

谓“小先知书”之中. 虽然书内包含信息, 但他的信息

不是书卷的主要内容. 书中大部分是关于神对付先知

的过程, 而不是关于他的信息或接受信息的人. 约拿

的先知身份获得主耶稣的肯定, 因主称他为“先知约

拿”(太 12:39). 他被大鱼所吞的事极具争议, 可是也得

到主耶稣的确定. 主耶稣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

看那神迹.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

他们看”(太 12:39). 
  

  

(B)       约拿书的背景 : 约拿住在西布伦的迦特希弗, 

位于十个支派组成的北国(王下 14:25). 他为人正直, 

没有苟同当代的潮流, 他认识以色列的神. 他预言耶

罗波安二世作王时, 国度将得到巩固. 我们留意到他

有生之年是在这兴盛年期之前, 在一个“耶和华看见

以色列人甚是艰苦, 无论困住的、自由的, 都没有了, 

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的时代(王下 14:26). 因此, 他有

可能活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父亲或祖父作王的日子, 是

与以利沙同期.【注: 有学者如马有藻认为, 约拿是处

在耶罗波安二世王朝(主前 782-753 年)的时期】 

  

当时尼尼微是个大城, 已成为亚述帝国的首都. 甚至

在这时间, 它已开始向以色列展示实力. 我们可从先

知那鸿的著作中, 看见这帝国是何等的贪婪和残忍. 

那鸿是比约拿迟 150 年后的人, 那时尼尼微正在鼎盛

时期, 再过大约 50 年后, 尼尼微才倾倒(主前 612年). 
  

  

(C)       约拿书的内容 : 

(C.1)    约拿的呼召: 约拿明显对神行事的法则感到敏

锐. 他认识神的属性(4:2), 也明白以色列四周的势力

将要兴起. 对这样的一个人, 耶和华的呼召临到他, 吩

咐他上尼尼微“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达

到我面前”(1:2). 城中的罪恶惹来神的审判. 因此, 这

位先知服事的对象不是他的民族以色列, 而是外邦人. 

这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眷顾不只规限在那与祂有亲

密关系的以色列民, 因为耶和华也关心外邦人. 

  

信息简短锐利: “再等 40 日, 尼尼微必倾覆了”(3:4). 

耶和华给恶人 40 天的时间, 是让他们有机会悔改. 约

拿早就知道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

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4:2). 

 (C.2)    约拿的逃避: 当约拿想到这个呼召所牵涉的

问题, 他非常关注, 也非常纠结. 如果尼尼微悔改, 审

判将被免去, 这件事是约拿不能接受的. 事实上, 尼尼

微这罪恶城市虽该受神审判, 但他作为耶和华的先知, 

应该把自己交在神手中, 作为祂的器皿, 让尼尼微得

着悔改的机会. 可是他不喜悦这事, 他甚至可能想到

这个国家(以尼尼微为京都的亚述帝国)最后可能被神

使用, 来将审判带到北国以色列. 他可能会这样想, 若

能现在把它们毁灭, 就能除掉北国以色列的大患. 可

是, 当人的理性用在属灵的事情(而不愿顺从神的美

意)时, 结果总是可悲的, 此理恒常不变. 约拿成为一

位不甘不愿的传信者, 一位失职逃跑的先知! 

  

这次的逃跑是刻意的, 也经过深思熟虑. 事实上, 他是

要逃离主的面. 他决定在自己和主之间尽量保持距离, 

于是他乘船前往他施(很可能是西班牙). 这地方是当

时商船西航最远的地域. 

  

(C.3)    约拿的争议: 约拿的逃避带来他与耶和华之间

的争议, 也是书中所记载的重点. 因此, 书中描述主要

的不是尼尼微人, 乃是这位逃跑的先知. 我们从中学

到七项属灵的功课(灵训): 

  

(1) 第一个教训是: 当我们要逃避主的时候, 主是不会

让我们离去的. 祂会跟着我们, 设法把我们挽回. 神用

大鱼把约拿吞下(这不是比喻, 乃是历史事实), 将他挽

回, 没有其他例子比这事更戏剧化了. 

  

(2) 第二个教训是: 约拿的前后不一. 水手呼求耶和华, 

因而得救, 这件事似乎没有令约拿不安; 可是当尼尼

微人这样做时(指悔改呼求神时), 他就大动肝火. 当他

被大鱼吞下时, 他似乎愿意接受神的管教; 不过当他

在枯干的蓖麻上受到管教时, 他却勃然大怒. 在第二

章, 我们看见约拿悔改的祷告; 在第四章, 我们看见约

拿埋怨的祷告. 所以, 这个先知就像我们一样, 他向神

的对付(指管教)所作的反应前后不一. 主要原因是: 他

希望耶和华顺他的意思行事. 可是, 当事情不顺他意

时, 他就怒发冲冠. 

  

(3) 第三个教训是: 行为的重要! 约拿书中的每一个人, 

除了约拿之外, 众水手和尼尼微人, 个个都表现不错, 

只有约拿抵挡耶和华. 其他人都是乐意接受神的对付

或管教, 可是约拿却坚持顽抗. 我们的情况是否与约

拿一样? 我们没有顺服主的旨意, 然而那些信心比我

们年轻的人, 虽然他们没有得着我们所享受的(指所

领受的知识或经历没有比我们更多), 却反而愿意俯

伏、顺服他们蒙启示所得的真理(这点该令我们感到

羞愧, 好好反省与痛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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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四个教训是: 神的道路往往是超过我们的理性. 

约拿无法明白为何耶和华以恩典和怜悯对待尼尼微

人. 可是, 我们虽不明白, 却必须顺服! 

  

(5) 第五个教训是: 圣经的宝贵. 约拿在鱼腹中引述(节

录)了诗篇的话语. 他从前的读经没有白费, 现在产生

功效, 帮助他想起神的话, 渡过管教的艰难时间. 因此, 

我们要熟悉神的话, 遇上逆境时, 就能有所依靠. 当我

们有需要时, 可从圣经得到帮助. 读经是明智之举! 

  

(6) 第六个教训是: 约拿在鱼腹中祷告是值得称许的, 

但请注意, 这是我们看见他第一次的祷告. 如果他在

接到神的差遣去尼尼微时就已经祷告, 这岂不是更好

吗? 让我们不要忽略祷告, 不要只在面对困境时才临

渴掘井一般地祷告. 

  

(7) 第七个教训是: 主的工作在外表上成功, 有明显的

成就时, 并不证明那仆人是敬虔的, 蒙神悦纳的. 主愿

意使用谁就使用谁, 何时使用就何时使用, 要怎样使

用就怎样使用. 换言之, 福音的果子并不一定是神喜

悦的明证. 这个最不愿意顺服的仆人, 甚至从鱼腹获

救之后, 仍然对差事不满, 可是我们看见听众的回应

却是独一无二的  —  全城的人竟然都悔改了! (3:5-10) 

  

(C.4)    约拿的发怒: 尼尼微人不可思议地悔改之后, 

约拿满心不悦, 甚至发怒, 独自坐在城的东边. 无疑, 

他仍然在等待, 要看神会不会降下审判. 如果审判临

到, 约拿自然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理. 但神最终没有

降下审判, 约拿为此发怒, 自觉生命毫无意义, 要求神

取去他的性命(拿 4:3,8). 

 

 

 

 

 

 

 

 

 

 

 

 

 

 

 

 

 

 

 

 

 

耶和华所关注的不只是尼尼微人, 祂也关心祂的仆人

约拿, 要纠正他错误的态度. 因此, 祂先是“安排一棵

蓖麻”(4:6), 然后又“安排一条虫子”(4:7), 并“安排炎热

的东风”(4:8). 我们的行为表现, 往往就像这位被迫的

先知约拿一样, 指望耶和华对付我们所认为是错的人; 

与此同时, 我们生命中却有许多需要被对付的地方. 

暴风、大鱼、蓖麻、虫子和炎热的东风, 神都安排好

这一切, 给约拿学习宝贵的教训. 多少时候, 神要替我

们作出多少的安排, 我们才学会祂的道路和带领! 

  

结束此书前, 耶和华对这个绝望的仆人发出最后的问

题. 对于这问题, 圣经没有给于答案(4:10-11), 因为答

案显而易见. 耶和华当然有权随祂的旨意行事, 对于

这个事实, 神的仆人不需也不该争议. 神有绝对主权, 

要赐福祂所要赐福的地方, 赐福祂所要赐福的人, 尽

管祂的仆人大力反对. 令人难过的是, 这个尼尼微大

城后来又陷入严重的罪恶, 最终遭受神的审判而倾覆. 

这一代的悔改(得胜)并不保证下一代也会得胜! 

 

(D)       约拿书的大纲 : 

第 1章:   叛逆的仆人: 约拿逃跑 (约拿逃避神) : 神的忍耐 

第 2章:   悔改的仆人: 约拿祷告 (约拿归向神) : 神的赦免   

第 3章:   负责的仆人: 约拿传道 (约拿与神同行) : 神的开恩 

第 4章:   埋怨的仆人: 约拿抗议(约拿超越神) : 神的怜悯 

   

 

注 : 上文改编自 “约拿书简介 ”(译自 Believer’s 

Magazine). 载《恩言》2005 年 1/2 月刊, 第 13-16 页. 

也参 赖若瀚著, 《约拿书实用释经研读》(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1995 年), 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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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简介 (一)    杯子 
 

哈该书 
 
(A)    此书的作者和背景 : 哈该出生的时候, 是在被掳

的犹太人蒙准许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这回

归的初期记载在以斯拉记的前数章中. 当时耶和华激

动波斯王古列(另译“塞鲁士”, Cyrus)下旨, 准许犹太

人离开巴比伦(拉 1:1), 回归的人数共有 42,360 人, 加

上 7,337 个他们的仆人(拉 2:64-65). 他们到达圣城耶

路撒冷就开始重建祭坛和圣殿, 但不久就遭到反对. 

结果工作停止了 14 至 15 年. 仇敌敌挡, 神的工作停

顿, 实在叫人难过, 可是这种事往往是经常发生的. 

  

正在这时候, 耶和华兴起先知哈该, 对省长所罗巴伯

和大祭司约书亚说话, 目的是要使多年疏忽重建圣殿

的百姓重新开始. 神要祂的工作再度展开! 预言中包

括四个从耶和华而来的信息, 差不多都是在短短的 4

个月内传来, 就是在大利乌作王的第二年, 从第 6 个

月 1 日到第 9 个月的 24日. 我们要注意, 哈该书是最

早用外邦历法定日子的一卷书, 象征以色列的衰落, 

外邦时代的开始(外邦人在地上掌权的时代). 

  

书中多次出现耶和华的名称  —  “万军之耶和华”. 正

当以色列处于劣势, 神借祂百姓的工作在外表上虽一

事无成, 哈该却提醒犹太人: 耶和华没有失去能力, 祂

实在是大能的主, 所向无敌的大军乃在祂使唤之下. 

  

  

(B)    此书的内容和信息 : 

 

(B.1)   信息一: 神的责备 (1:1-15) 

神的工作停止, 这些年间百姓并不是什么都没干. 他

们忙于建造自己昂贵的房屋. 我们必须谨记这方面的

教训: 当我们停止为神工作, “自我利益”必占据我们

的心. 面对这种光景, 哈该劝勉百姓要“省察自己的行

为”(1:5,7). 

  

先知提醒他们, 他们疏忽重建的工作已付出了代价. 

他们的劳苦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 他们撒的种虽多, 

收的却少; 有食物吃, 却不饱足; 有喝的, 却不满足; 他

们有衣服穿, 但仍不觉暖; 他们赚取工钱, 却不足够. 

这个严肃的警告也是对每个读者发出的. 当我们失去

对主的爱心, 去寻找其他东西来充塞自己的生活时, 

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能满足我们. 我们的成就看来

是大财富, 可是它并不落实或实现它所应许的. 原因

是: 耶和华将他们的工作“吹去”(1:9), 放弃为祂工作

的人, 也是如此遭损. 

  

耶和华命令他们要上山取重建圣殿所需的木料. 在这

事上, 耶和华应得到荣耀, 神不喜悦倒塌的房屋. 值得

高兴的结果是, 百姓顺从耶和华的话, 神在他们重燃

的热心中与他们同在. 百姓从他们属灵的昏睡中苏醒

过来, 在 6 月 24 日, 神的工作重上轨道. 令我们安心

的是, 每当我们的心归回神那里, 祂必定与我们同在. 

  

耶路撒冷的情况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 我们花

在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上的工作和努力过多, 往往疏忽

了神的召会. 我们的优先顺序出错了, 结果在花上时

间和精力的事情上得不着满足. 遗忘了主, 事事出岔. 

  

(B.2)   信息二: 荣耀的恢复 (2:1-9) 

信息来自住棚节的第七日(参看 利 23:34), 一个指向

(预表)千禧年的节期. 建造的工作正在进行, 但看见的

人却感到伤痛. 年老的犹太人记得被毁之前的圣殿, 

相比现今正在重建的圣殿时, 令他们百感交集, 黯然

泪下. 我们必须避开这种危险! 用过去把今天比下去, 

是最无补于事的. 可是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 

  

从耶和华而来的信息是: 建造的人必须坚强, 尽管别

人的态度会令他们在工作上感到气馁. 他们得着最大

的鼓励是: 耶和华与他们同在(2:4). 当他们知道耶和

华是与他们同工, 士气也因此大增. 尽管别人闲言闲

语, 他们只管专心建造. 他们知道, 有一天, 将有一所

圣殿在耶路撒冷, 圣殿的荣耀将超过以前的. 他们在

千禧年的荣耀圣殿中已尽了一份力量, 也配得上站在

耶和华面前. 

  

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在事奉上是个鼓励, 而不是阻拦. 

无论在哪里有建造, 我们必须尽力鼓励, 成为别人的

动力而不是阻力. 

  

(B.3)   信息三: 审判的除去 (2:10-19) 

耶和华吩咐哈该问祭司两个问题. 第一是向他们强调

圣洁不是彼此相传的(2:12). 第二说明罪和污秽是传

染的(2:13). 以色列的情况正是这样. 他们在历史上的

行为, 并他们停止建造圣殿, 已传染并污秽了一切他

们所接触的人. 注意这方面的教训: 当我们远离主的

时候, 我们接触别人的生命时, 将给他们带来最大的

伤害. 结果, 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他们身上. 他们收

割却没有得着他们所期待的(2:16), 因为耶和华以旱

风、霉烂、冰雹攻击和破坏他们的劳苦. 

  

可是现在, 当他们愿顺服耶和华的话, 建殿的工作继

续的时候, 事情就改变了. 这个借先知带来的信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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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他们将蒙福气, 他们的收成也是丰盛的. 无疑, 

其中也有些人想错了, 他们不知道神是否关心他们. 

事实上, 神当然关心他们, 祂要他们享受祂恩惠工作

的果子. 他们曾忍受的审判(神的管教), 目的是要带他

们回到祂那里, 如今这目的已经达到, 所以他们喜乐

地听见这话: “从今日起, 我必赐福与你们”(2:19). 

  

(B.4)   信息四: 关系的恢复 (2:10-23) 

使人心灵振奋的还有更大更美的事! 到那日, 所有的

仇敌将被征服. 关键的问题是: “所有给以色列的应许

会否应验? 抑或以色列的表现(若将来表现不好)会否

夺去他们那将来的荣耀?” 答案是清晰明确的. 耶和华 

 

 

 

 

 

 

 

 

 

 

 

 

 

 

 

 

 

 

 

 

 

 

 

 

 

 

 

 

 

 

 

 

 

 

 

 

 

 

 

 

已拣选他们, 没有抛弃他们. 省长所罗巴伯是属大卫

的后裔(代上 3:17; 太 1:12). 大卫的后裔竟在外邦帝王

权下作臣仆, 这是以色列的羞辱. 可是, 从大卫的家族, 

将兴起一位拯救者(即主耶稣). 以色列蒙神拣选, 大卫

的家也蒙神赐下恩宠与尊荣, 应许不会因他们的不忠

而永被搁置, 无法实现. 尽管他们今天不信, 以色列将

来的荣耀不会从他们身上失去. 赞美那信实守约的神!  

  

 

 

 

 

 

 

 
 

 

 

 

 

注 : 上文改编自 “哈该书简介 ”(译自 Believer’s 

Magazine). 载《恩言》2006 年 11/12 月刊, 第 13-16

页; 也参马有藻所著的《旧约概论》, 第 351-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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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在旧约圣经中, 独一真神的名被称为“耶
和华”, 也有译本译作“雅威”或“雅巍”. 到
底哪一个是神真正的名字?  

 

解答:   为了清楚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将分成以下

五个部分来思考、分析与解答: (A) 什么是“四字

神名”? (B) “耶和华”这名的由来; (C) “雅威/雅巍”

一名的由来; (D) 我们应该采用哪一个名称(读音)? 

(E) 为何神不清楚指示和一直保存祂名的真正读

音? 这是否意味着神不是全知与全能的?  

 

(A) 什么是“四字神名”(Tetragrammaton)? 

 

要讨论这重要课题时,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

什么是“四字神名”. 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而在希伯来文圣经中, 神的专有名称是用四个希

伯来辅音(或称“子音”, consonant)57来代表 , 即 

 ,这四个字母组成的神之圣名 .(参以下图表一) יהוה

被称为“四字神名”(或作“四字圣名”;  英语 : 

Tetragrammaton , 音译自希腊语 Τετραγράμματον , 

意思是“四个字母”). 这四个字母在罗马(拉丁)字

母中可化为 IHVH、YHVH、YHWH、JHVH 或

JHWH.58 为了统一性, 此篇文章采用在英文中常

被使用的 YHWH 来代表.  

                                                           
57   Consonant 是“辅音”(注: 中国大陆称“辅音”, 台湾

称作“子音”), 英文字母有 21 个辅音字母(B, C, D, F, G, H, J, 

K, L, M, N, P, Q, R, S, T, V, W, X, Y, Z), 希伯来文则有 22

个辅音字母(参《家信》封底的“圣经原文字母音译表”); 与

之相对的是“元音”(Vowel, 注: 中国大陆称“元音”, 台湾称

作“母音”). 英文字母有 5 个元音字母(a, e, i, o, u), 希伯来文

则有 14 个元音字母(参《家信》的“圣经原文字母音译表”). 
58   为何 YHVH 中的 Y 有时写成 I ( IHVH ), 有时写

成 J ( JHVH )呢? V 又写成 W 呢? 原来最初的拉丁字母只

有 21 个 (即 ABCDEFGHIKLMNOPQRSTVX), 并没有

“J”、“Y”及“W”, 而且只有大写字母, 后来才增加到 26 个. 

原本的拉丁字母并没有“U”字, 但有一个字母“V”, 可用作

元音或半元音; 也没有“W”, 因为“V”字的原本功用之一就

是今日英语“W”的功用; 它们亦没有“J”字, 因为“I”本身可

以当作半元音来用. 直到 11 世纪才从“I”中延伸出“J”, 从

“V”延伸出“U”及“W”. 简之, 最初的拉丁文其实没有用 J、

简之, 希伯来人之神的名字是由四个希伯

来字母组成, 分别是 י (读成: yod )、 ה (读成

heh)、 ו (读成 waw 或 vav )59 和  ה (读成 heh), 写

法是  יהוה  (注: 希伯来文的读法是由右到左). 请

参以下图表一: 
 

四个 

希伯来字母 

希伯来 

字母写法 

希伯来字母 

的音译名称 

英文 

音译 

第 1 个字母 י yod Y 
第 2 个字母 ה heh H 
第 3 个字母 ו waw 或 vav W 或 V 
第 4 个字母 ה heh H 

 

由于这“四字神名”(希伯来文的 יהוה  ; 英

文写作 YHWH )只有辅音没有元音, 所以单凭这

四个字母, 我们是无法知道如何发音. 为何这“四

字神名”的发音会变成“耶和华”呢? 过后又说是

“雅威”呢? 我们在以下(B)和(C)

项就对此事作出解释和分析.  

 
 

(B) “耶和华”这名的由来 
 

“耶和华”这一名称从何而来? 我们引述以

下几本圣经词典和圣经百科全书的解释. 首先, 

根据《新圣经词典》(New Bible Dictionary), 在

原文的旧约圣经(即希伯来文圣经)中, 这“四字神

名”( YHWH )被认为是过于神圣, 不能读出来; 

所以读到这“四字神名”时, 便读成 ’ădônây (音译

为“阿多奈”, 这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的主”, 

my Lord )来取代 YHWH , 过后 ’ădônây 的母音

(vowels, 即 ă、ô、â )便加在字音 YHWH 之下, 

成为 YăHôWâH , 变成 Jehovah (耶和华); 自 12

世纪初期, Jehovah 一词便沿用至今.60 

                                                                                                     
U 和 W 这三个字母, 而是分别以 I、V 和 V 代替. 此外, 最

初的古拉丁文不用“Y”, 而是以“I”来代替【注: 后期出现在

拉丁文的“Y”源自希腊字母 Upsilon [大写 = Y, 小写 = υ ], 

罗马人通常会发成 I [i] 或 V [u] 的读音】.  
59   希伯来字母 ו 可读作 waw 或 vav , 因为它( ו )在古

典希伯来文发音是 w (英文对应字是 w, as in “we”), 而现代

希伯来文发音则是 v (英文对应字是 v, as in “vote”). 参史

托兹著, 梁望惠、邓开福编译, 《希伯来文读经》(台北: 道

声出版社, 2000 年), 第 6 页.  
60   J. D. Douglas, et al. (eds.), The New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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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第 4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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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W. Goodrick 
 

对于上述论点, 我们

需要解释一些当时的背景. 

原本的《希伯来文旧约圣

经》或早期的旧约抄本都

只有辅音 ( 或称 : 子音 , 

consonant), 而没有元音(或

称: 母音, vowels) 【例如把

TORAH 只写成没有元音

的 TRH 】.61 古德里克教

授(Prof. Edward W. Goodrick)进一步解释道:  

 

当希伯来文不再是活的语言(指不再被广

泛使用)、很多人已忘记如何发音时, 学者们

对只有辅音的书写语言感到不满. 因此, 公

元 1000 年后半期(主后 500 至 950 年间), 一

群被称为“马所拉”(Massoretes / Masoretes)

的犹太人(经文抄写员)发明了元音的符号, 

加在这些辅音当中. 尽管如此, 他们加入元

音符号时, 完全没有变动到原本的辅音(只加

在辅音的上方或下方), 因为他们极度尊重这

只有辅音的圣经文本(要保存其完整性). 

 

但很可惜, 马所拉太迟了, 有一个字、且

是最重要的字, 就是犹太人之神的名称(指 

YHWH ), 来不及被正确地注音. 我认为我们

不会正确地知道这名字原本的发音. 因为在

很早以前(约主前第 5 世纪开始), 犹太人读

到这神圣名字时就感到不安, 好像太接近约

柜一般. 因此, 他们过后在圣经中读到这名

字时, 就以一个较普遍的神名来替代, 以它

来发音. 这最神圣的名字 יהוה ( YHWH ), 就

被他们以 ֲאֹדָני ( ’ădônây )的发音来取代(此

名意即“主”, Lord).”62 

                                                           
61   元音字母即英文所谓的 a, e, i, o, u字母; 辅音字母

则是母音字母(a,e,i,o,u)以外的字母. 例如“律法”一字在希

伯来文是 torah . 在抄写圣经时, 文士只是写 trh, 但是在发

音时, 懂得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很自然会加上适当的母音 o

和 a. 马所拉学者在所抄的希伯来文圣经中, 在每个希伯来

字的子音之下或左侧, 加上一些注音符号(pointings), 以方

便学习正确地发音, 所以 trh 变成 torah , 读成 Torah . 参 罗

庆才、黄锡木主编, 《圣经通识手册》(香港沙田: 基道出

版社, 2005 年), 第 239 页. 
62   Edward W. Goodrick, Do It Yourself Hebrew and 

Greek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0), 

第 14 课, 第 3 和 4 页.  

犹太人什么时候开始避讳不读出神的“四

字圣名”( יהוה , YHWH )呢?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

教学系教授舒也写道:  

 

学术界一般认为, 在古代希伯来历史早期, 

希伯来人还有着称呼  יהוה ( YHWH )的名

字的情况, 大约到了“巴比伦之囚”(指犹太人

于主前第 6 世纪被掳到巴比伦)期间或稍后, 

古代希伯来信仰被改造成犹太教信仰, 在希

伯来圣经中, 犹太教祭司加入了不可随意称

呼上帝的名字的内容. 圣经记载摩西在西奈

山(或译: 西乃山)接受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诫

命, 其中一条便是“不可妄称 יהוה ( YHWH )

你神的名”(出 20:7), 并且, 这一诫命排在 613

条诫命的前列, 希伯来人把它作为最重要的

摩西十诫之一. 

 

一词( YHWH ) יהוה …

唯有在一种情况下允许被

发音, 那就是在赎罪日犹太教大祭司在耶路

撒冷圣殿举行的赎罪日祭典中, 由犹太教大

祭司说出 יהוה ( YHWH )这一名字并主持犹

太教的赎罪日祭典. 而其他的普通犹太民众, 

遇 到 ( YHWH ) יהוה  就 改 称 为  ֲאֹדָני 

( ’ădônây , 阿东乃 [阿多奈], 意为“我主”). 

由于耶路撒冷第二圣殿于西元 70 年(主后

70 年)被毁, 此后不再有犹太教大祭司主持

的圣殿祭典, 称呼 יהוה ( YHWH )的情况便

不再出现在犹太教祭司的祭典礼仪之中.63 

 

由于要避免“妄称神的名”, 犹太文士们在

抄写圣经时便采用避讳的注音法, 即以“主” —

 ’’ădônây {H:136}的元音附加在神的 “四字圣

名”( יהוה , YHWH )之下 , 不过朗读的时候却

以 ’ădônây 的原字来发音; 换句话说, 每当读到 

YHWH 这字时, 他们读成 ’’ădônây (阿多奈). 但

据说过了好多世纪之后, ’ădônây (阿多奈)的发音

竟被读成“耶和华”. 到底是谁把 ’ădônây (阿多奈)

的发音变成“耶和华”的呢? 【注: “耶和华”是中

文音译自希伯来字  ְיהָוה  , 这字读成 Yehôvâh , 或
                                                           
63   引自 舒也著, “ ‘耶和华’的误释及其谱系学问题”, 载

《基督教文化学刊》(第 25 辑 2011 年春), 第 195页, 参网站:    

http://jscc.ruc.edu.cn/sites/default/files/ckeditor_files/Vol25%

20SHU%20Ye%20SCN%20JSCC.pdf . 

http://jscc.ruc.edu.cn/sites/default/files/ckeditor_files/Vol25%20SHU%20Ye%20SCN%20JSCC.pdf
http://jscc.ruc.edu.cn/sites/default/files/ckeditor_files/Vol25%20SHU%20Ye%20SCN%20JSC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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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Yehovah ; 英文圣经写成 Jehovah 】对于这

点,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提供了答案:  

 

耶和华是神的名称… 被掳归回的犹太人

在读经时, 并不直接把神的名称读出, 是出

于他们对神的敬畏, 以免玷污神的名称. 于

是, 他们便以“阿道乃”(或译: 阿多奈, Adonai

或 ’ădônây )取而代之; 这词意指‘我的主’. 

在主后 6 世纪以前, 希伯来原文圣经并没有

出现元音(或译“母音”, vowels); 唯有熟悉这

语文的人, 在读经时自行加上. 主后 600 至

700 年, 人们在(希伯来圣经的)经文上加了显

示元音(母音)的点号(指注音符号[pointings], 

所以便把母音的点号加在 YHWH 之下).  

据 称 约 在 主 后 1520 年 , 加 拉 田

(Galatinus) 64 把 两 个 名 称 合 并 【 就 是

把 ’ădônây 的母音 (vowels, 即 ă、ô、â )加

在字音 YHWH 之下, 成为 YăHôWâH 】, 

发 明 了 一 个 新 的 名 称   —  耶 和 华

(YeHoWaH), 65  该 词 也 就 是 英 文 译 名

                                                           
64   梁立己在 2020 年 1 月的《真理报》中指出, 1520

年, 意大利天主教方济会的神学家加拉田(Petrus Galatinus, 

1460-1540)把 Adonai 里的声母 a, o, a 插入 YHWH 四字神

名, 自创了 YaHoWaH 三个音调的合成名字, 便是“耶和

华”(Jehovah)的来源. 参梁立己所著的“ ‘耶和华’名字翻译

小史(30)”, http://globaltm.org/index.php/item-all-tm/item-cat-

atc-2034/item-cat-atc-2020-01/5166-atc-van-2001-18 . 
65   读者可能感到奇怪, 既然说是把 ’ădônây 的母音 

(vowels, 即 ă、ô、â )加在字音 YHWH 之下, 那么应该成

为 YăHôWâH , 为何在英文却成为 Jehovah ( YeHoWaH ), 

而不是 Jahovah 呢? 首先, 史托兹(Fritz Stolz)解释 a 变成 e 

的文法原因, “由于复合母音(或称: 短促母音, short vowel)

通常只在喉音之下出现, ֲאֹדָני ( ’ădônây )的母音标在 יהוה 

( YHWH )下面时, 母音 ֲ  (注: 母音 ֲ  在英文音译成 ă , 这母

音在希伯来文称为 Hataph Patah)就变成 ְ (注: 母音 ְ 在英文

音译成 e , 这母音的希伯来名称是 Shva), 因而形成 ְיהָוה 

( Yehôvâh, 或写成: Yehovah ). 圣经中有时写 ְיהָוה ( Yehvâh, 

或写成: Yehvah ). 史托兹著, 梁望惠、邓开福编译, 《希伯

来文读经》(台北: 道声出版社, 2000 年), 第 41 页. 另一方

‘Jehovah’的由来. 虽然这种形式(Jehovah)并

不属于希伯来的语文, 但却很受人接受, 以

致《钦定本》 (Authorized Version, 或称

King James Vervion)和《美国标准译本》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也收录这翻译

的词语. 现在, 圣经学者同意神这个名称(指

四字神名 YHWH )原文的读音

是雅巍(Yahweh , 或译: 雅威).66 

 

 

(C)  “雅威/雅巍”一名的由来 

  

近代 19 世纪, 有一些学者主张“四字神

名”( YHWH )应该读成“雅威”. 舒也教授评论道: 

“在 19 世纪早期, 希伯来学者威尔海姆·格泽纽斯

(Wilhelm Gesenius)在他的希伯来语字典中主张

将 יהוה ( YHWH )读作  ַיְהֶוה (Yahweh), 并建议其

相应的拉丁化转写为‘Yahweh’.”67 格泽纽斯博士
(Dr. William Gesenius / Wilhelm Gesenius, 1786-

1842, Late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Halle)是德国

著名的希伯来文学者与词典编纂者,68 被誉为“希

伯来文批判性词典学与文法的先驱”(pioneer of 

critical Hebrew lexicography and grammar). 他在

其所著的标准希伯来文词典中指出:  

 

耶和华是希伯来人当中

至高无上之神的名字. 在基

督降生前的几个世纪, 希伯

来人认为这圣名是过于圣洁, 

甚至不该被读出来. 这看法

可能出于两个原因: (a) 错误

                                                                                                     
面, “Y”变成“J”是因为英文字母源自拉丁(罗马)字母, 而原

本的古拉丁字母是没有“J”, 直到 11 世纪才从“I”中延伸出

“J”, 而这“J”的发音本是接近“I”或“Y”的发音, 所以 Jehovah

的发音本是 Yehovah , 但欧美的人难以掌握 Y 的准确发音, 

往往把这 Y 的发音  —  “耶”  —  读成“解”的音. 
66   陈惠荣主编,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III)》(香港: 福

音证主协会, 1995 年), 第 1667 页. 
67   引自 舒也著, “ ‘耶和华’的误释及其谱系学问题”, 载

《基督教文化学刊》(第 25 辑 2011 年春), 第 201页, 参网站:    

http://jscc.ruc.edu.cn/sites/default/files/ckeditor_files/Vol25%

20SHU%20Ye%20SCN%20JSCC.pdf . 
68   格泽纽斯博士 (Dr. William Gesenius)的原名是 

Heinrich Friedrich Wilhelm Gesenius. 这位路德会的神学家

是出生于德国的基督徒希伯来文学者(Christian Hebraist), 

也是著名的词典编纂者、圣经学者和圣经评鉴学家(critic).  

http://globaltm.org/index.php/item-all-tm/item-cat-atc-2034/item-cat-atc-2020-01/5166-atc-van-2001-18
http://globaltm.org/index.php/item-all-tm/item-cat-atc-2034/item-cat-atc-2020-01/5166-atc-van-2001-18
http://jscc.ruc.edu.cn/sites/default/files/ckeditor_files/Vol25%20SHU%20Ye%20SCN%20JSCC.pdf
http://jscc.ruc.edu.cn/sites/default/files/ckeditor_files/Vol25%20SHU%20Ye%20SCN%20JSC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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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Gesenius 

地解释某些律法(出 20:7; 利 24:11); (b) 跟从

某些古代的迷信. 由于受到这样的误导, 当

这‘四字神名’(tetragrammaton, YHWH ; 希伯

来文写成 יהוה )出现在圣经(指希伯来旧约

圣经)时, 他们习惯地用 ֲאֹדָני ( ’ădônây )来取

代它 ( 即把 YHWH 读成 “ 阿多奈 ” —

  ’ădônây ), 所以在马所拉经文中(Masoretic 

text, 指马所拉希伯来文圣经的经文中), 名词  

的母音(即( ădônây’ ) ֲאֹדָני ă-ô-â )就加进 יהוה 
( YHWH )的四个字母中 . … 《七十士译

本》(LXX, 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则把每一处

的 译成( YHWH ) יהוה  ho kurios (意即

“主”, ’ădônây )…  

 

显然,  ְיהָוה  ( Yehovah )不是它(指 YHWH )

真正的读音. 问题来了, 这“四字神名”真正和

原本的母音(指读音)是什么? (a) 有者认为它

真正的读音是 יַ ֲהֺוה ( Yahăwôh ); 他们诉诸一

些古代作者的权威, 说到希伯来人的神名叫 

 (读成: iaô )… (b) 另有一些学者, 如雷兰

德(Reland)69根据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的

文献资料, 认为  ַיְהֶוה  ( Yahweh )才是古老正

确的读音… (c) 但还有一些人认为   ְיהָוה  

( Yehôvâh )是真正的读音, 这看法也不是完

全没有根据的…70 

 

 对于“四字神名” 

的正确读( YHWH ) יהוה

音, 格泽纽斯教授在他所

著的标准希伯来文词典

中 , 提出了三个看法 ,71 

其中一个就是神的圣名
                                                           
69   这里所指的 Reland 是 Prof. Adriaan Reland, (或称

Hadrianus Relandus 、Hadrani Relandi, 1676-1718). 这位荷

兰出生的圣经学者是一名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的著名

东方文化研究者, 精于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闪族语文, 参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driaan_Reland . 
70   H. W. F. Gesenius, Gesenius’ Hebrew and Chaldee 

Lexicon to the Old Testament: Numerically Coded to 

Strong’s Concordance. Translated by Samuel P. Tregelle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9), 第 337 页. 此希伯

来文词典早于 1859 年就出版了, 之后经过多次再版. 
71   以上的希伯来文词典是早在 1859 年就出版, 但此

英文版希伯来文词典是译自格泽纽斯更早的德文版希伯来

文词典, 可见格泽纽斯提出这方面的看法(即 YHWH 的读

音是“雅威”)是在更早的时间, 约 1829 年至 1842 年之间. 

应该读成“雅威”( ַיְהֶוה , Yahweh ). 他也在其所著

的 《 格 泽 纽 斯 希 伯 来 文 文 法 》 (Gesenius’ 

Hebrew Grammar, 第一版于 1813 年出版)中, 表

示“四字神名”的原本母音是 ַיְהֶוה (Yahweh, 即“雅

威”).72 此书可说是当代希伯来文文法的标准教

科书. 或许受了这两本标准希伯来文词典和教科

书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写作著书, 主张“雅

威”是 YHWH 的正确读音. 

 

举个例子, 旧约圣经和希伯来文学者如布

朗教授(Prof. Francis Brown)、德赖弗教授(Prof. 

Samuel R. Driver)、布里格斯教授(Prof. Charles 

Briggs)三人根据格泽纽斯教授的词典, 加上一些

新发现的资料, 合编与出版另一本新的希伯来文

词典《旧约希伯来语-英语词典》(The Brown-

Driver-Briggs Hebrew-English Lexicon). 这本过

后成为近代标准的希伯来文词典 , 在  יהוה 
( YHWH )的条目中这样写道:  

 

是以(Yahweh)  ַיְהֶוה 

色列神的专有名字… 

耶和华(Jehovah)这一读

音在 1520 年以前是不

为人知的, 这读音是被

加拉田 (Galatinus)所引

进, 但被 Le Mercier、J. 

Drusius 和 L. Capellus

所反驳, 理由是违反了文法和历史的正当性. 

Theodoret 和 Epiphanius 的传统 Ιαβε … 都支

持 יהוה (YHWH) 的读音是  ַיְהֶוה  (Yahweh).73 

 

另一方面, 正如曼利(G. T. Manley)和布鲁

斯 (F. F. Bruce)在《新圣经词典》 (New Bible 

Dictionary)里合著的文章(“Names of God”)中所

指出的, “雅威(Yahweh)这一词的读音可从一些

初期基督徒作品中得知, 就是把神的名译成希腊

文的字形, 如 iaoue (亚历山大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或 iabe (狄奥多勒, Theodoret, 注: 

                                                           
72   E. Kautzsch (ed. and enl.), Gesenius’ Hebrew 

Grammar (2nd. ed.). Translated by A.E. Cowl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0), 第 300 页 (也参第 66 页). 
73   Francis Brown, S. R. Driver & Charles A. Briggs, 

The New Brown-Driver-Briggs-Gesenius Hebrew-English 

Lexicon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79), 第 217-218 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driaan_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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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iaan Reland 
 

在这时期, 希腊字 b 已有 v 的发音了).”74 故此, 

许多学者强调“雅威”的读音就像 iabe , 以此证明

四字神名( יהוה , YHWH )的正确读音就是“雅威”.  

 

 综合上述论点, 我们可以如此总结: 许多

近代的圣经学者相信, “耶和华”应念成“雅威” 

( Yahweh、Yahveh 或 Yahve , 希腊文的音译是 

iabe ; 读作 iave ), 而误将“雅威”译成“耶和华”是

在 1520 年以后的事.75 在原本的希伯来文圣经, 

所有的字只有辅音(子音, consonants), 没有元音

(母音, vowels), 而“耶和华”这个字都是辅音, 即 

YHWH (没有 a 或 e 之类的元音). 由于不敢妄称

神的名(出 20:7; 利 24:11), 文士们在抄写圣经时

便采用避讳的注音法 , 即以希伯来字“主” —

 ’’ădônây {H:136} 的元音 ( 即 ă-ô-â ) 附加在 

YHWH 之下, 但以 ’ădônây 的原字来发音; 换句

话说 , 每当读到  YHWH 这字时 , 他们便读

成 ’’ădônây (阿多奈).  

 

一些学者认为, 

1520 年, 由于加拉田

(Galatinus) 可能因为

不晓得文士所采用的

是避讳的注音法 , 所

以他将 ’ădônây 的元

音(即 ă、ô、â )注在 

YHWH 的辅音上, 于是成了 YăHôWâH , 结果读

成“耶和华”, 而且一直沿用到如今.76   

 

 

(D)  我们应该采用哪一个名称(读音)?  

  

无可否认, 现今许多学者都同意神的这个

名称(指“四字神名”,  יהוה , YHWH )原文的读音

是雅威(Yahweh, 或译: 雅巍). 有很多圣经学者和

基督徒也因此积极主张或大力强调我们不应该

再用“耶和华”一名, 而是尽快把圣经中所有的“耶

和华”一名都译作“雅威”(或与 Yahweh 相同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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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tionary (2nd ed.), 第 430 页.  
75   James Hastings, 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vol. 2)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88), 第 199 页. 
76   请参 王正中主编, 《圣经原文字典》(台中: 浸宣

出版社, 1996 年), 第 173 页. 

音, 如“雅巍、雅伟、雅魏”等), 甚至有者认为应

该把所有诗歌或文章中的“耶和华”都改成“雅威”.  

 
 

(D.1) 再思“雅威”(Yahweh)一名的正确性 
  

针对此事, 笔者承认如此主张的人当中, 

有不少是虔诚爱主的基督徒, 他们为主大发热心, 

要为他们所谓的“真理”争战, 为神“正名”! 不过, 

在我们还未支持把“耶和华”一名都改为“雅威”之

前 , 有几件事值得思考 . 首先 , 是否 “雅威 ” 

( Yahweh )一名肯定就是四字神名的正确读音? 

其次, 是否有其他可能的读音?  

 

 近代大部分学者赞同“四字神名  יהוה ”
( YHWH )这一名字的正确读法是“雅威”, 不过证

据何在? 论证准确无误吗? 格泽纽斯博士在他所

编著的希伯来文词典中表示: “另有一些学者, 如

雷 兰 德 (Adriaan Reland) 根 据 撒 玛 利 亚 人

(Samaritans)的资料, 认为  ַיְהֶוה  ( Yahweh )才是古

老正确的读音.” 对于撒玛利亚人的文献资料, 舒

也教授评论道:  

 

学界认为, 在撒玛

利亚等周边传统之中, 

可能保留了关于 יהוה 

( YHWH )的读音的

知识. 撒玛利亚人是

北国以色列被灭之后

与外邦人通婚形成的

希伯来族群, 它们对

于上帝之名 יהוה ( YHWH )的读音有着类似

的禁忌, 但是, 在一些拉比的宣誓仪式中, 宣

称 יהוה ( YHWH )的名字以某种形式得到了

保存. 狄奥多莱(或译: 狄奥多勒, Theodoret)

曾经介绍撒玛利亚人把上帝之名说成 αβέ 

(读成: iave )和 αβαι (读成: iavai ), 狄奥多莱

时期希腊文 β 读作/v/的音. 在撒玛利亚传统

中 , 撒玛利亚祭司保留了  “Yahwe” 和 

“Yahwa” 两种读音. 在古代近东地区作为通

用语言的亚兰文中, 也可能保留着上帝之名 

 读音的隐秘的知识传统.77( YHWH ) יהוה

 

                                                           
77   引自 舒也著, “ ‘耶和华’的误释及其谱系学问题”, 载

《基督教文化学刊》(第 25 辑 2011 年春), 第 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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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David Luckenbill 
 

 请注意, 撒玛利亚祭司保留了“Yahwe” 和 

“Yahwa” 两种读音. 换言之, “雅威”( Yahweh )不

是 יהוה ( YHWH )唯一的读法, 还有另一个读法  

—  “雅华”( Yahwa ). 为何我们选择“雅威”而不是

“雅华”呢? 事实上, 还有一些可能性很高的其他

读音, 我们将在下文提出与分解. 

 

 值得留意的是, 上述

撒 玛 利 亚 人 的 资 料 ( 指

YHWH 的读音是“Yahwe” )

之可靠性受到合理的质疑. 

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卓越的亚述学家

(assyriologist)78但以理·卢肯

比尔教授(Prof. Daniel David 

Luckenbill, 1881-1927)曾写

了一篇文章, 列举各种证据后总结道:  

 

在我看来, 以上种种证据如旧约圣经的私

人名字(personal names, 注: 卢肯比尔教授指

其标点法[pointing]还有些可疑之处)、撒玛

利亚的陶片(the ostraca from Samaria)79、楔

形文字的铭文(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注: 

卢肯比尔教授指它的‘元音化’[vocalization]

是不容置疑的 )和伊里芬丁蒲草纸卷 (the 

papyri from Elephantine)80都指向一个方向, 

那就是以色列之神的名字唯一可能的发音

是 Jehô (发音是 Yahû 或 Yahô ). 在摩押石

碑(Moabite stone; 或称: 米沙石碑)81中找到

                                                           
78  亚述学(assyriology)不仅是对亚述的历史和语言学

进 行 研 究 考 古 , 而 且 是 研 究 整 个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Mesopotamia, 涵盖现代的伊拉克、叙利亚东北部、南

部、土耳其东部、伊朗西北部和西南部)的整个考古学以

及使用楔形文字的相关文化. 亚述学的研究领域除亚述和

巴比伦外 , 还包括霍来特人、赫梯人、阿摩尔人、迦南

人、伊拉姆人、古波斯人及阿尔明尼亚人的有关历史.  
79   英文“ostraca”( ostracon / ostrakon 的复数)是古埃

及书写或刻写文字用的陶片(或石灰岩剥片). 
80   伊里芬丁蒲纸卷(Elephantine papyri, 又译作“象岛

古卷”、厄肋番廷草纸、象岛蒲草纸卷等)是一批于 1903

年在埃及尼罗河上的象岛(或译: 伊里芬丁岛, Elephantine 

Island)找到的古老蒲草纸卷 . 这些古卷所描述的是以斯

拉、尼希米時代以及更早的時期, 即主前第五世纪末叶波

斯帝国边区的情况. 
81   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又称“米沙石碑”(Mesha 

Stele/Stone)是 1868 年于约旦河东古摩押地发现的、属于

有关 的铭文( YHWH ) יהוה  , 很不支持

Yahweh 的读音, 看来肯定是排除它了. …  

 

至于教父所谓的  ’Ιαβε 【即狄奥多勒 

(Theodoret, 或译: 狄奥多莱)所说的 iabe ; 读

成 iave 】和 ’Ιαουαι【即亚历山大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所说的 iaoue 】, 出

现这些读法的时期是处于“犹太人的迷信 , 

认为神的圣名过于神圣, 不能读出来”. 这样

的迷信已在这时期根深蒂固, 所以这时期的

读法(指关于“四字神名” YHWH 的发音或

读法)可能贴切地代表外邦人(指撒玛利亚人

和基督徒)对神名的读音的推测 (speculations, 

只是“推测或猜测”, 而非正确无误的读法).82 

 

 卢肯比尔教授以上这一番话正是现代一

般学者所忽略的重点. 这位权威的亚述学家一针

见血地道出关键所在: 在决定“四字神名”的正确

发音方面, 犹太人被掳(主前第 6 世纪)之前的文

物或文献资料, 是比被掳后的文献资料有更高的

准确性与价值. 几乎所有诚实的权威学者都得承

认(包括支持“雅威”读音的权威学者), 四字神名 

在犹太人被掳后, 因着“四字圣名( YHWH ) יהוה

                                                                                                     
公元前 9 世纪(约主前 840-830 年间)的文物(纪念碑). 其上

的铭文内容是叙述摩押王米沙成功反抗古以色列国的“欺

压”而独立, 是以摩押的角度来歌颂摩押王米沙. 这与圣经

所提到的相符, “亚哈死后, 摩押背叛以色列”(王下 1:1). 摩

押石碑有 34 行铭文, 第 18 行提到以色列神的名( YHWH ), 

是其中最早期刻有 YHWH 的铭文【注: 石碑的摩押文属

于主前 9 世纪, 与旧约希伯来文相近. 事实上, 希伯来文带

有腓尼基文(Phoenician)的色彩, 与摩押文相似, 所以摩押

石碑上铭文的摩押字母可轻易地置换成希伯来文字母】. 
82   Daniel D. Luckenbill,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Name of the God of Israel”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 Jul., 1924, Vol. 40, No. 4 , 

第 282页, 取自: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528791.pdf ; 

浏览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5287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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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读出”的迷信, 时间过得越久, 这名字的正确

发音就越被遗忘, 或被误读的可信性越高, 以讹
传讹的可能性越大.83  

 

到了新约时代, 即使教

父们宣称他们知道这四字神

名的正确读音, 但我们也不能

排除一个可能: 他们所领受的

读音, 是“以讹传讹的产品”. 撒玛利亚人的后期文

献资料也同样存有“以讹传讹”的可能性. 因此, 在

决定“四字神名”( יהוה , YHWH )的正确读音方面, 

参考犹太人被掳之前(即主前第六世纪以前)的文

献资料就变得更加重要和可靠, 因为那时期的犹

太人(或希伯来人)还没有被迷信所困, 所以会没

有避讳、准确无误地读出“四字神名”. 当时一般

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都知道“四字神名”的真正

读音, 甚至周围的外邦人也可能知道.  

 

 这也说明为何亚述学家卢肯比尔教授上

述的文章论点应受到更高的评价和重视. 他的文

章在 1924 年发表于美国权威学术期刊《美国闪

族语言和文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第 40 卷第 4

期, 1924 年 7 月, 第 277-283 页. 在这篇文章中, 

卢肯比尔教授列举了确凿、充分有代表性的例

证, 来证明“四字神名”( YHWH )的正确发音或读

法应该是 Yahô (或 Yahû ), 而不是 Yahweh . 他

的各种论证, 包括以主前 8 至 9 世纪的撒玛利亚

陶片(ostraca from Samaria), 以及主前 9 世纪的摩

押石碑(Moabite Stone, 或称 “米沙石碑”)为论据, 

是更可靠可信的. “四字神名”( YHWH )出现在此

                                                           
83   “以讹传讹”意即把本来就不正确或不符合实际情

况的话又不正确地传出去, 越传越错(注: “讹”意即谬误). 

石碑(注: 此石碑属于主前 840-830 年间的文物), 

证明神的圣名早在主前 850 年以前就广为人知.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上述文章讨论摩押石碑

(Moabite Stone)的时候, 卢肯比尔教授还引述了

《格泽纽斯希伯来文文法》(Gesenius’ Hebrew 

Grammar)书中的一段话: “实际上, 我们发现即使

在旧约圣经中, 正如在米沙石碑中,  ה ( H 音的希

伯来字母)已被如此使用来表示最终的 o 音(final 

o ).”84 卢肯比尔教授引述格泽纽斯的文法书来证

明“四字神名”( יהוה , YHWH )最终的  ה ( H 字母)

不一定是表示最终的 e 音(final ѐ)【换言之, 不一

定读成 Yahwe ; 注: 希伯来文最初的元音只有 a , 

i 和 u, 没有 e 和 o , 所以有些学者主张“四字神

名” YHWH 的最后一个字母 H 是代表元音 e , 

读成 Yahwe ; 但《格泽纽斯希伯来文文法》却引

证米沙石碑(摩押石碑), 证实 ה ( H 音的希伯来字

母)已被使用来表示最终的 o 音; 换言之, YHWH 

的最后一个字母 H 可代表元音 o , 读成 Yahwo , 

而这读音很接近卢肯比尔教授主张的 Yahô 】.  

 

接着, 卢肯比尔教授根据出现在米沙石碑

(摩押石碑)铭文上的名字来解释和论证, 然后写

道: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在摩押石碑上刻写铭文

的时候, 这  ה ( H 字母)还未成为代表 e 的元音字

母 (the ה had not yet become a vowel-letter for 

e).”85 卢肯比尔跟着进一步以摩押石碑的铭文资

料举例解释, 最后总结道: “在此石碑铭文中, 最

终的  ה (当这 H 字母用作元音字母来发音)看来

总是代表 o , 而不是 e (即不是读作 Yahwe , 而是

Yahwo ). 在摩押石碑的 יהוה ( YHWH )之字形必

须根据我们从铭文中其他的字所学到的读法来

发音 , 而不是根据那起源于马所拉标点法

(Massoretic pointing) 86的希伯来语之发声法规

                                                           
84   Daniel D. Luckenbill,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Name of the God of Israel”, 第 280 页 . 所引述的是  E. 

Kautzsch (ed. and enl.), Gesenius’ Hebrew Grammar (2nd. 

ed.), 第 36 页. 
85    Daniel D. Luckenbill,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Name of the God of Israel”, 第 281页. 
86  “马所拉”(Massoretes / Masoretes)是一群处于主后
500 至 950 年间的犹太文士(经文抄写员). 换言之, 根据那

起源于马所拉标点法(Massoretic pointing)的希伯来语之发

音法规则, 在时间上属于非常后期, 不一定适用于解释主前
840-830 年间的摩押石碑之铭文的词字音节之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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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 (J. Barton Payne)  

则.”87 这点极其重要, 因为摩押石碑的铭文原本

是用摩押文书写的, 所以要根据摩押文的读法来

发音; 虽说摩押文与古希伯来文很接近, 但与相

距 1 千年后的马所拉时代的希伯来文却有不同.  

 

除了卢肯比尔教授, 

还有不少权威学者也著书

写作, 提出论据反对把“四

字神名” יהוה ( YHWH )读

成 ַיְהֶוה (Yahweh, “雅威”), 

或质疑这读法的准确性 . 

旧约圣经教授佩恩博士
(Dr. John Barton Payne, 

1922-1979)在广被使用的

标准《旧约神学辞典》(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中就如此表示:   

 

我们应该要提这“四字神名” יהוה ( YHWH )

起初的发音还有另一个可能. 事实上, “雅威”

这个发音有一个问题: 它是早期和晚期元素所

组成的奇怪组合. 此圣名在圣经以外的文献中

首次出现在约主前 850 年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上. 那时元音(母音)字母(vowel letters)刚

开始用于希伯来文中, 假如 YHWH 代表早于

主前 900 年的拼写(这点看来很可能), 最终的

“H”字母(the final “h”)便应当发音(被用作元音

来发音).  

 

Yahweh 的发音是假定采

用 lamed-he 动词【编按: 指

希伯来字的第三个字母, 通常也是最后一个字

母, 其字母是 he 的动词】的字尾发音, 但这些

动词在摩西时代是以 y 结尾(参 bānâ 乌加列

文未完成式[Ugaritic imperfect] ybny ). 所以字

尾 eh (指 Yahweh 一词的字尾 eh )应是晚期字

形 . 但在晚期希伯来文中 , 一个字或音节

(syllable)若以  w 开头 , 这  w 要变成  y (指

YHWH 的 w 要变成 y 的发音, 即 YHYH) (如

在 pe-waw 动词【编按: 指第二个字母是 waw

                                                           
87   Daniel D. Luckenbill,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Name of the God of Israel”, 第 281 页.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无

法在本文详细翻译卢肯比尔教授在其文章中的所有论据, 

加上他所讨论的涉及一些希伯来文法, 所以读者需要具备

相关的希伯来文基础知识, 方能明白. 但有兴趣的读者, 可

上网阅读其文章. 

的动词】和动词 hāyâ本身). 因此, Yahweh 一

字的 w 是属摩西时代之前(pre-mosaic, 约主前

15 世纪之前)的发音, 而最终的“eh”(the final 

“eh”)在时间上则可能是属大卫时代以后(post-

davidic, 约主前 10 世纪以后)的字形.88 

 

鉴于这些问题, 可能最好干脆说 YHWH 不

是来自动词 hāwâ (假定希伯来字 hawaya 是

YHWH 的早期字形).89 现在已承认(指已被确

认)旧约中有多处的名字, 它的平行字(parallel)

和它的意义(meaning)不一定是与词源学相关

(etymological). 例如 … 创 11:9 并非意味“巴

别”来自动词 bālal (变乱), 而只是这两字发音

类似. 同样的, 雅各被说成是意为“脚跟”(heel, 

创 25:26)和“取代者 /排挤者”(supplanter, 创

27:36). 圣经另有很多例子揭示上述这种表达

方式, 表明我们应把两字的关系视为两个谐音

字(paranomasia, 指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 是文

字游戏而非词源学. 

 

因此, 我们很可以认为 YHWH 并非来自动

词 hāwâ 的第一人称 ’ehyeh (意即“我将是”, I 

will be, 参 出 3:14),90 而只是一个不知来源的
                                                           
88  哈里斯(R. Laird Harris)相信 Yahweh 的字形是“不

正确的混合形式(hybrid form), 混合了早期的 w 和晚期的

eh”, 引自 J. D. Keyser, The True Pronunciation of the Sacred 

Name (Azusa: Hope of Israel Ministries, 2007), 第 19页, 参网址: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

mmaton ; 浏览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89   麦克(Edward Mack)认为 YHWH 的意思是 ַיְהֶוה , 

yahweh , “他将是”(he will be). 这字源自古老(已不通用)的

希伯来字  חוה , ḥāwāh , “是”(to be), 或更恰当的说, 源自圣

经(时代)的希伯来字 hāyāh 【 היה , “成为”, become】; 这

种把 w 用作 y 的古老形式也出现在  ָחָיה , ḥāyāh (活着, to 

live)一词, 例如起源于 创 3:20 的 ḥawwāh (夏娃, 意即生命

之母). 值得一提的是, 麦克强调 yahweh 的意义不是表达因

果的关系(causation)或存在的实体(existence), 而是有神同

在的圣约应许, 就是在当时和将来的弥赛亚时代所要成就

的; 引自 James Orr (gen. 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vol.2)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4), 第 1266 页. 不过, 弗利德曼(D. N. Freedman)却认为

yahweh 本身是动词形式(源自字根 hwy 或 hyh ), 必须是“成

为原因的”(causative, 引起某事物之因), 是属 hiphil , 即“成

因主动式 ”(causative active)的动词 ; 请参  G. Johannes 

Botterweck & Helmer Ringgren (eds.),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5)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6), 第 500, 513 页. 
90   出 3:14: “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That I Am)在希

伯来文是 ’ehyeh  ’ăsher  ’ehyeh ; 这称号的原义是我将是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mmaton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mm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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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勒 (Theodoret) 
 

 
Clement of Alexandria 
 

古老词字, 这字的发音在摩西时代类似动词

hāwâ .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知 YHWH 的发

音是什么; 我们仅能推测而已. 然而, 如果这字

在摩西时代拼写成四个字母, 我们可以预计这

字 (指 YHWH 的发音 )有两个以上的音节
(syllables),91  因为在摩西时代没有母音字母 . 

所有字母都是有发音的. 

 

到了旧约时代的末了(终结), 伊里芬丁蒲草

纸卷(the Elephantine papyri, 主前第 5 世纪)所

写的 YHW 可读成 yāhû (如 Shemayahu 这类

名字), 或读成 yāhô (如 Jehozadek 这类名字).92 

论到 YHWH 的希腊文字形 iaō , 它是在后期

发现于主前第 2 或第 1 世纪的昆兰希腊文残

卷(Qumran Greek fragments)和主后第 1 世纪

的诺斯底资料 (Gnostic 

materials)中. iaō这后期

的希腊文字形支持上述

yāhô 的读音.  

 

狄奥多勒(Theodoret)

在主后第 4 世纪说撒玛

利亚人(把 YHWH )发

                                                                                                     
那位我将是的 ( I will be that I will be). 纽贝里(T. Newberry)

指出 , 这称号中所谓的 “未来时态 ”(future), 或称“长时

态”(long tense)也特别表示“延续性”(continuance), 所以这称

号的确切意义是“我继续是、且将是那位我继续是、且将
是的 ”(I continue to be, and will be, what I continue to be, 

and will be). 因此, 这名称强调神的永恒性(eternity)与不变

性(immutability),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基督的称号-我是 i-am/ . 根据《莫里什简明词典》, 出 3:14

的 ’ehyeh (译作: 我是, I Am)一字与 YHWH 一词都源自同

样的字根. YHWH 一词源自 havah (意即“存在”, to exist), 

其含意也可能延伸到“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参 启

1:4,8), 所以神启示祂自己为“永存者”(ever-existing One): 即

祂本身是永恒的, 永不改变的(比较 来 1:12; 也参 来 13:8). 

George Morrish, A Concise Bible Dictionary (Sussex, 

England: Kingston Bible Trust, 1899), 第 321 页. 
91   论到 YHWH 的发音, 《圣经考古学评论》季刊编

辑顾问委员会之一的布坎南教授(George W. Buchanan)提

出旧约圣经(Tanach)的专有名称(proper names)为论证后 , 

总结时表示这些证据倾向三个音节的读音(如 YAHOWA / 

YEHOWA 或 YAHOVA / YEHOVA), 而不是两个音节的

YAHWEH , 引自 John D. Keyser, The True Pronunciation 

of the Sacred Name, 第 17-18 页 , 参上述同样网址 :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

mmaton ; 浏览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92   在主前第 5 世纪的伊里芬丁蒲草纸卷(Elephantine 

papyri)上, 四字神名 YHWH 常被写成较短的字形 YHW . 

音为  iabe . 亚历山大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在主后第 3 世纪初把这字发音成 

iaoue . 但这些都是相当晚的证据, 而且似乎与

那些比它们更早得多(故可靠性更高)的伊里芬

丁蒲草纸卷和名字元素(name elements)的犹太

证据相抵触, 因这些证据无一以 eh 结尾(即不

支持以 eh 结尾的 Yahweh 之读音).93  

 

 总括而言, 论到“四字神名”( YHWH ), “雅

威”( Yahweh )并非是“耶和

华”( Yahowah )以外唯一可

能的发音或读法. 反之, 诚

如上文所显示的, 有不少文

法论据与古物文献的证据, 

证实“雅威”( Yahweh )这读

法是错误的, 或至少该受质

疑. 上文也列举一些可靠性

更高的论据(例如根据更早期[可靠性更高]的文

献如摩押石碑、伊里芬丁蒲草纸卷等等), 说明

“四字神名”( YHWH )还有别的读音如 Yahô 或

Yahû (可译作“雅侯”或“雅胡”之类的读音)等等. 

因此, 若真的要为神“正名”, 为所谓的“真理”争战, 

我们为何放弃可靠性更高的 Yahô 或 Yahû , 而

选择该受质疑的 Yahweh (雅威)呢?  

 

众所周知, 出版新版本的圣经是一项费时

费财的“大工程”. 因此, 在还未把“耶和华”都改成

“雅威”(或其他根据 Yahweh 音译成的读音)以前, 

我们必须先解决上述关键的问题: 以上哪一个才

是正确的读音?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发音? 若不

正视和先解决这关键问题, 即使所有中文圣经都

译作“雅威”之后, 另一组“卫道人士”将会起来主

张另一个 YHWH 的读音,94 另一波的“为神正名”

                                                           
93   R. L. Harris, G. L. Archer, Jr. & B. K. Waltke,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 1) 

(Chicago: Moody Press, 1980), 第 210-211. 以上译文也参其

中文译本《旧约神学辞典》(台北: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 

1995 年), 第 238 页. 
94   例如现今有不少极力强调或大力支持使用“雅

威”(Yahweh)的组织或事工, 例如 The Nation of Yahweh、

Yahweh’s Restoration Ministry 、 Yahweh’s Restoration 

Movement (YRM, 或称 The Sacred Name Movement)【注: 

此教派是源自“安息日会”的异端组织, 也有“耶和华见证

会”的色彩; 他们强调正确无误地读对 YHWH 的发音是获

得救恩的条件之一, 但他们却否认三一神的真理, 也否定耶

稣基督的神性, 认为主耶稣是父神所造; 有关这方面, 请参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称号-我是i-am/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称号-我是i-am/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mmaton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mm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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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拉德 (Asher Intrater) 
 

运动必然兴起, 结果没完没了, 叫人无所适从, 不

知要依从哪一个发音才好. 

 
 

(D.2) 再思“耶和华”这读音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 有者认为在等待学者

们找出或确定 YHWH 的原本发音或正确读音之

前, 我们应先保留“耶和华”这一读音. 事实上, 也

有不少基督徒选择保留这读音, 他们所提出的其

中一些理由也值得我们再思. 

 

 下文列出犹太基督徒阿舍尔 ·英特拉德

(Asher Intrater)95对“四字神名”( YHWH )的观点

【注: 由于阿舍尔·英特拉德采用 YHVH 来代表

“四字神名”, 我们引述时采用 YHVH 的写法】: 

 

当 我 被 问 到

YHVH 这个名字怎

么发音时 , 我愿意

这 样 来 回 应 : 出

34:5-7 说: “耶和华

( YHVH )在云中降

临 , 和摩西一同站

在那里 , 宣告耶和

华( YHVH )的名. 耶和华( YHVH )在他面前

宣告说: ‘耶和华( YHVH ), 耶和华( YHVH ),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

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 

                                                                                                     
https://theswordandthetrowel.wordpress.com/2015/12/07/resp

onding-to-yahwehs-restoration-movement/ 】. 另一方面, 也

有不少极力强调采用“Yehovah”(耶和华)的事工和组织, 如

Hope of Israel Ministries (Ecclesia of JEHOVAH); 或支持使

用“Yahuwah”(耶和华)的组织或事工 , 诸如  Followers of 

YaHuWah、Followers of Yah 等等【注: 我们采用它们所提

出支持“耶和华”( JEHOVAH 、Yahuwah 等)读音的论据, 

但不表示我们支持他们一切的信仰或教义立场】.    
95   阿舍尔·英特拉德(Keith Asher Intrater)是美国出生

的犹太人, 自幼在保守的犹太家庭长大, 遵守严格的犹太教

传统. 但他在 1977 至 1978 年的中美旅行中有更奇妙的经

历和认识, 结果悔改归信主耶稣基督. 信主后, 他心中受感, 

对传福音给犹太人(领犹太人信主)方面很有负担, 所以去

以色列创办了“复兴以色列事工”(Revive Israel Ministries), 

也领导和协助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Tel Aviv)的犹太基

督徒聚会. 阿舍尔·英特拉德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荣获巴尔的摩希伯来学院(Baltimore 

Hebrew College)的硕士学位(M.A.), 以及弥赛亚圣经学院

(Messiah Biblical Institute)的管理学硕士学位(M.M.S.). 

 耶和华的使者以此方式在西乃山上, 向摩

西宣告耶和华的名, 并此名的意义; 这是神的

全名, 好比是写着一长串品格特质的名单. 这

并不是一门声韵学的课, 这乃是解释有关于神

的特质, 与祂的“个人特质”; 这同一位使者(指

耶和华的使者), 之前也曾对摩西说: “我从前

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 El 

Shaddai ); 至于我名耶和华( YHVH ), 他们未

曾知道”(出 6:3).   

 

这段陈述, 并不是说以色列百姓不认识这

个名字 YHVH , 或他们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名

字. 这段经文的意思乃是说: 以色列百姓还没

有完全领会到神名字的含意, 就是在出埃及、

在西乃山上向他们所启示的名. 再一次, 我们

看到神的名字, 不在于发音, 乃在于启示. 我们

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人们在此之前早已知道这

名字的字母与声韵, 甚至早过以诺的时代就已

知道了, “那时候, 人才求

告耶和华的名”(创 4:26).   

 

早在族长时期, 他们早

已知道如何呼求耶和华( YHVH )的名, 但他们

并不知道此名的完整意义, 他们得知关于此名

的启示 , 是 ‘伊 ’( El )或 ‘伊罗欣 ’( Elohim ). 

“伊”( El )希伯来文字根, 是“能力”的意思. 族

长们对神的认识乃是 : 祂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大自然的神、供应一切的神、大能

的神、保护的神. 在摩西的时代, 以色列百姓

从神那儿领受了更多关于神的审判、救赎与

圣洁, 这些才是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时所学到

的, 而不是去另学一套字母的发音法. YHVH 

的希伯来文字根的意思是“成为”(to be)…  

 

希伯来文圣经, 都是以子音(辅音)写成的, 

好像我们所看到的 YHVH . 因此, 关于发音最

主要的关键乃在于: 必须要看是哪一个母音

(元音, 或是“点”)加在子音(辅音)之间. 放入不

同的母音, 不仅发音会有所不同, 字的意思也

不同; 假设我们在子音 YHVH 间放入母音 -

“e”-“o”-“a”-, 那么我们就会念出 YeHoVah 耶

和华这个名字.   

 

这种的安排方式, “e” (这母音的希伯来名称

是 Sh’va , 或作“Shva”)在时态上(tense)代表的

是未来式 , “o” (希伯来名称 : holom , 或作

https://theswordandthetrowel.wordpress.com/2015/12/07/responding-to-yahwehs-restoration-movement/
https://theswordandthetrowel.wordpress.com/2015/12/07/responding-to-yahwehs-restoration-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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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贝里(Thomas Newberry) 
 

“holam”)则是现在式 , 而 “a” (希伯来名称 : 

patach , 或作“patah”)则与过去式有关. 如此便

赋予这名字 YeHoVaH 这样的意思  —  “祂将

是、祂现在是、祂过去也是”, 换句话说, 就是

永恒的那一位. 这个意思很符合早期族长们对

这名字的理解. 如果有人选择 YaHWeH (雅巍)

的发音 , 这字的母音结构 , 并没有特别意义

的.96 因此, 我较偏向于 YeHoVaH , 当然, 我选

择 YeHoVaH 这个字, 还有另一个原因, 乃是

与文法结构有关.97 

 

 事实上, 早在 130 多年前, 英国圣经学者

纽贝里(Thomas Newberry, 1811-1901)已在他所

著的圣经助读本《英国人的希伯来文圣经》

(The Englishman’s Hebrew Bible, 1890 年出版)

中表达上述看法. 论到神的称号(title), 他指出

JEHOVAH 奇妙完美地把三种时间(periods)结

合于一字, 即将来、现在、过去. 这三种时间的

希伯来文(音译)如下: 

 

a) 将来: YEHI = 他将是(he will be), 文法上属于

“长时态”(long tense); 

b) 现在: HOVA = 现在是(being), 文法上属于

“分词”(participle); 

c) 过去: HAHYAH = 他过去是(he was), 文法上

属于过去的“短时态”(short tense used in the past). 

 

按旧约的原文希

伯来文, 若我们拿 YEHI 

的前三个字母(即 YEH , 

希伯来文  加上 ,( ְיה :

HOVA 的中间两个字母

(即 OV , 希伯来文: ֹו ), 

再加上 HAHYAH 的最

后两个字母(即 AH , 希

伯来文 我们将得到完整的 ,(  ָה :  YEHOVAH 

( YEH + OV + AH , 希伯来文: ְיהָוה  [ Yehôvâh ] ), 

即 JEHOVAH (耶和华). 这圣名的丰富意义是: 

                                                           
96   我们只能说 YHWH 可能源自意为“存在”或“是”的

希伯来文动词(类似英文的 be 动词), 按其拼法可理解为“他

是”(这动词的第三人称“他是”在 出 3:15,16译作“耶和华”). 
97   引自 阿舍尔·英特拉德 (Asher Intrater)所写的一篇

短文, “雅巍或耶和华” (12 April 2007), https://www.kp24-

newway.com/upload/Yahweh_or_Yehovah__Chinese_04_12_

07.pdf ; 浏览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祂过去一直是、祂现在一直是、祂将来永远都

是”(He that always was, that always is, and that 

ever is to come).98 对于这点, 启示录 1:4 和 1:8 似

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各别表明三一神中的“圣父”

和“圣子”为“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全能

者”.99 希伯来书 13:8 也表达同样意义: “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也参其他

论到神是永恒不变的经文如: 来 1:12; 雅 1:17; 出

3:14 等等) 

 

除了英特拉德, 现今仍有不少圣经学者经

过慎重再思与仔细考究后, 支持 YEHOVAH (耶

和华)的读音. 有关这方面的证据, 请懂得英文的

读者上网阅读约翰·凯泽(John D. Keyser)所写的

《圣名的真正读音》(The True Pronunciation of 

the Sacred Name, 第 17-32页).100 【注: 约翰·凯泽

是“一神论者”, 虽信主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 却

不信主耶稣的神性, 所以阅读他的文章必须谨慎

明辨. 尽管如此, 针对 YHWH 的真正发音, 他在

上述文章提供的一些考古资料和学者的研究分

析是不容忽视的, 其中一些(虽不是全部)也证明

“耶和华”这一读音并非没有可靠根据】. 基于篇

幅有限, 我们只能简略地引述其中几个论据:  

                                                           
98   Thomas Newberry, The Newberry Reference Bibl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77), 第 xx 页. 注: 纽

贝里所著的旧约圣经 The Englishman’s Hebrew Bible 

(1890 年出版)和新约圣经 The English-Greek Testament 

(1893 年出版 )于 1893 年合编成一本出版 , 名为 The 

Newberry Bible (Portable Edition). 
99   有关启示录 1:4,8 所提到的这个属神称呼, 请参上

一期《家信》的文章: “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12/昔在、今在、以后

永在的神/ .  对于 启 1:4 (KJV: from him which is, and which 

was, and which is to come), 纽贝里指出, “which is”(希腊文: 

ὁ  ὢν ; 读作: ho ôn ; 中文《和合本》圣经译作“今在”)在希

腊文法上是“现在式分词”(present participle), 意指永远存在

者(the Ever-existing One). 至于“and which was”(希腊文 : 

ὁ  ἦν ; 读作: ho ên ; 中文《和合本》圣经译作“昔在”), 它

在文法上是“过去未完时态”(imperfect tense), 表达过去持

续地维持原状(continuance in the past). 最后的“which is to 

come”(希腊文: ὁ ἐρχόμενος ; 读作: ho erchomenos ; 中文

《和合本》圣经译作“以后永在”)在文法上是“现在式分

词”(present participle), 意指那将要来者(the Coming One, 

ever to come); 引自  Thomas Newberry, The Newberry 

Reference Bible (Grand Rapids: Kregel, 1977), 第 xx 页. 
100  此书由 Hope of Israel Ministries于 2007年出版, 载于: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

mmaton . 

https://www.kp24-newway.com/upload/Yahweh_or_Yehovah__Chinese_04_12_07.pdf
https://www.kp24-newway.com/upload/Yahweh_or_Yehovah__Chinese_04_12_07.pdf
https://www.kp24-newway.com/upload/Yahweh_or_Yehovah__Chinese_04_12_07.pdf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12/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12/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mmaton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mm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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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23-25 页: 在苏丹(Sudan)的阿蒙神庙(Amun 

Temple)藏有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

时代的雕刻品(约主前 1382-1344). 其中一项有

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的雕刻品刻着神的

圣名. 法国的格图教授(Prof. Gerard Gertoux)确

定它的读音为 YEHUA . 换言之, 这最古老(主

前 14 世纪)的考古证据显明神圣名的读音是 

YEHUA , 中文译作“耶和华”最为准确. 

2) 第 21-23页: 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 约

主后 37-100 年)在《犹太战记》(The Wars of 

the Jews)中透露神的圣名“由四个元音组成” 

(consists of four vowels). 在约瑟夫的时代, 希伯

来文圣经还没有元音的标点或符号, 所以他指

的是那些用作元音来发声的辅音字母(即: 

Aleph、Yod、Vav , 及处于最后一个字母的

Heh). 根据在昆兰的调查发现, 第 1 世纪时, 

Yod可读成 i , Vav可读成 o或 u , 处于最后位

置的 Heh可读成 a , 把 YHVH (即 YHWH )读

成元音时, 它变成 i-h-o-a或 i-h-u-a , 这发音更

像 Yehova (耶和华), 而不像 Yahve (雅威).  

3) 第 25-28 页 : 凯泽列出那些支持 “ 耶和

华”( Yehova / Iehoua / Iehovah / Yehuah / I-

Eh-oU-Ah )这读音的专家之评论, 诸如: Paul 

Drach、Prof. Won W. Lee、Dr. Max Reisel, 

Prof. Gerard Gertoux 、Dr. John H. Skilton、

Dr. Milton C. Fisher 和 Leslie W. Sloat 等.101 

 

另有不少圣经学者和信徒提出论据, 认为

“四字神名”( YHWH )应该读成  YaHuWaH / 

Yahuwah (或作: Yahuah ).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无

法在此逐一讨论他们所列举的各种例证, 有兴趣

                                                           
101   John D. Keyser, The True Pronunciation of the 

Sacred Name (Azusa: Hope of Israel Ministries, 2007), 参网址: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

mmaton .  

的读者可自行阅览这方面的网页.102 重点是: “耶

和华”这个读法也正好符合 Yahuwah 这一读音. 

 

换言之, 把“四字神名”( YHWH )译作“耶

和华”( JEHOVAH / YaHuWaH )是很有意义的, 

其意义合乎整体圣经的教导, 也获得不少经文和

学者的支持. 有鉴于此, 不少虔诚的基督徒和圣

经学者认为, 在等待学者们找出或确定 YHWH 

的原本发音或正确读音之前, 我们应先保留“耶

和华”这个很有意义的读音, 这样做并非对神不

敬, 而是明智之举, 免得产生更多更大的混淆. 

 

 

(E)  为何神不清楚指示和一直保存祂名的真

正读音? 这是否意味着神不是全知与全能

的?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问题? 

  

许多基督徒对此感到纳闷, “为何神不清楚

指示和一直保存祂名的真正读音?” 不信者也以

此嘲笑道: “你们连自己所敬拜之神的名字都搞

不清楚, 还传什么真理?” 又有者说: “你们的神并

非全知的神, 因为祂在赐下 出 20:7 (“不可妄称耶

和华你神的名…”)这条诫命时, 一定没有预料到

它在一千年后会被曲解到人不敢称呼祂的名, 以

致祂名的正确读音会逐渐消失人间. 此事也证明

你们的神并非全能的神, 祂连自己名字的读音都

无法准确传递和保存下来, 怎么称得上是‘全能的

神’呢?” 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这棘手的问题?  

 

 首先, 每一个信仰纯正的基督徒都相信神

是全知与全能的, 祂不仅知道历史上将发生的一

切事情, 更有能力让祂的圣名准确地传递和保存

下来, 而祂已保守了旧约圣经被准确地抄写和传

递, 这便是很好的明证.103 在保守“四字神名”的正

确读音方面, 既然祂有能力保守却不如此行, 就

表示祂有更高更美的旨意. 经过恳切祷告和寻求

神的指引之后, 承蒙主的光照, 我领悟到在这事

上, 神要我们认清和重视“时代的真理”, 就是我们

                                                           
102   有关这方面的解释 , 请参  http://www.yahuwah-

is.net/Files/Files/yahuwahis.html ; 有关神的名是 Yahuwah , 

请参 http://www.yahushua.net/YAHUWAH/chapter_08.htm .  
103   有关这方面的论据, 请参 2006 年 5/6 月份, 第 64

期《家信》的文章: “圣经的超自然元素(四): 圣经的保存

与抄写”,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

自然元素四-圣经的保存与抄写/ .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mmaton
https://www.yumpu.com/en/document/read/62418122/tetragrammaton
http://www.yahuwah-is.net/Files/Files/yahuwahis.html
http://www.yahuwah-is.net/Files/Files/yahuwahis.html
http://www.yahushua.net/YAHUWAH/chapter_08.htm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四-圣经的保存与抄写/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四-圣经的保存与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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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是处于恩典时代! 在这恩典时代, 神的计划

集中在祂属天的百姓  —  召会(由外邦人和犹太

人所组成), 而非属地的百姓以色列人.  

 

对于恩典时代的人而言, 神要我们认识和

信靠的名是“耶稣”(注: 本该称呼祂为“主耶稣基

督”, 但为了强调“耶稣”这名的重点, 请容许我在

下文怀着敬畏的心使用“耶稣”一名),104 即使是以

色列人或犹太人也不例外, 他们要奉靠的圣名是

“耶稣”, 而非“耶和华”或“雅威”(或其他任何有关 

YHWH 的读音), 正如使徒彼得对犹太人的宣告: 

“这人得痊愈是因…耶稣基督的名, … 除祂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

们可以靠着得救”(徒 4:10,12).  

 

现在问题来了! 对于深信

旧约圣经的犹太人, 他们可能会问: “神岂不是在

旧约圣经表明求告耶和华的名就能得救(珥 2:32; 

赛 45:21-22), 为何这里却说‘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
下别的名 (指除了“耶稣”的名以外没有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呢?” 求告耶和华的名不能得

救吗? 难道旧约圣经有误? 还是新约圣经写错了?  

 

事实上, 新旧约圣经都对, 完全无误, 因为

当人求告“耶稣”的名, 他就间接求告了“耶和华” 

( YHWH )的名. 这是因为“耶稣”一名已包含了旧

约神的圣名( YHWH )! 若你查考圣经人名词典, 

就会发现“耶稣”这名在新约原文圣经的希腊字是 

Ιησους ( Iêsous ; 英文: Jesus ){G:2424}, 而 Iêsous 

是 “Jehoshua”{H:3091}或 “Joshua”{H:3091}的希

腊字形 , 其原意便是“耶和华 ( YHWH )是救

恩”(Jehovah is salvation).105 由此可见, 智慧无双
                                                           
104  使徒彼得说: “故此,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

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 神已经立他为主 , 为基督

了”(徒 2:36). “耶稣”是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时的名字, 所以

在福音书中, 圣灵称呼祂为“耶稣”. 但圣灵借着彼得告诉我

们另一个重要真理: 这位以色列人所藐视和弃绝的“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这是父神给那位已复活、得

荣耀之主的称号, 所以信徒应该避免直呼祂为“耶稣”, 而是

给祂应得的称号 , 称呼祂为“主耶稣基督”, 或至少“主耶

稣”、“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 这是对主的一种尊敬.  
105   J. B. Jackson, A Dictionary of Scripture Proper 

Names (3rd ed.)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57), 

第 52 和 50 页; 注: Joshua 或 Jehoshua 的希伯来原文是 

这字由两字合成 ,( ‛Yehôwshûa ) ְיהֹוׁשּועַ  , 即  )  ְיהָוה 

Yehôvâh , 即 Jehovah)的短写法, 加上  ַׁשּוע ( Shûa‛ , 意即救

的神为了让上述新旧约圣经的话都完全应验, 早

就把祂在旧约启示的“四字神名”( YHWH )隐藏

于祂在新约启示的圣名  —  耶稣  —  里面.  

 

诚然, 当人求告“耶稣”的名, 他就间接求告

了“耶和华” ( YHWH )的名. 这是何等奇妙与宝

贵的真理! 在一方面, 神让新约恩典时代的犹太

人可以因求告“耶稣”的名而得救, 但同时又不抵

触祂在旧约圣经所启示的话  —  “谁从古时指明? 

谁从上古述说? 不是我耶和华 ( YHWH )吗? 除

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神.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 

就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赛 45:21-

22); “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珥 2:32). 

 

另一方面, 若神在恩典时代同时凸显这两

个圣名  —  “耶稣”与“耶和华”, 那么基督徒就会

感到混淆, 例如: 到底要奉靠哪一个名来祷告? 到

底在敬拜、事奉与见证上要高举哪一个名? 到底

忠信者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还是“耶和华的仆人”? 

到底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还是“耶和华的

见证人”? 事实上, “耶和华”这名是特别与以色列

有直接关系的, 与神在旧约给以色列诸般的预言

和应许有关 (参 结 37:12-14).106 但在恩典时代, 

神已把祂给以色列的计划暂搁一旁, 先集中在祂

给召会的计划, 所凸显与高举的只是“耶稣”的名.  

 

有鉴于此, 为了避免混淆, 智慧的神已把

“耶和华”( YHWH )的名隐藏起来, 不仅隐藏在

“耶稣”的圣名里面, 并且也把它从新约圣经页面

上隐藏起来,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新约圣经引

述旧约经文的时候, 把所有在旧约希伯来文圣经

原有的“四字神名”( YHWH )都改成希腊字 κυριος 

(读作: kurios , 译作“主”, 英文译为“the Lord”). 但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刻意

                                                                                                     
恩 [salvation]、帮助 [help] )合并而成 , 参  Alfred Jones, 

Jones’s Dictionary of Old Testasment Proper Name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0), 第 209 页. 
106   结 37:12-14: “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
( YHWH )如此说: ‘我的民哪,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

从坟墓中出来, 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我的民哪, 我开你们

的坟墓 ,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 YHWH ).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

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 YHWH )如此说, 

也如此成就了. 这是耶和华( YHWH )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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窜改这些经文中原有的“四字神名”( YHWH )

【参本文附录, 及下期《家信》的“书中之书”文

章  —  新约作者对旧约的引用】. 此推论其实仍

有可疑之处! 就算真的是人的窜改, 我们看到背

后仍有神的允许和美意, 而非神无能力保全圣经.  

 

难道人就无法再知道旧约真神的“四字神

名”( YHWH )真正的发音或读法吗? 笔者相信不

会如此. 当召会被提后, 神将会接续祂在旧约时

代给以色列人的计划, 成就祂给属地百姓以色列

人的诸般应许, 包括借着七年灾难唤醒他们归向

主耶稣基督, 然后在地上设立天国(千禧年国). 那

时, 外邦列国“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
华( YHWH )”(亚 14:16), “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一

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 YHWH )

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

11:9). “那时, 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华侧

耳而听, 且有纪念册在祂面前, 记录那敬畏耶和

华、思念祂名(即 YHWH )的人”(玛 3:17).  

 

相信到了那时, 即千禧年国的时候, 神必

启示祂的“四字圣名”( YHWH )真正的发音或读

法. 全地的人必晓得这失传已久的圣名. 又或许

不必等到千禧年国, 因有可能神在七年灾难时期

兴起见证人向以色列人传道的时候, 就已启示这

“四字神名”的真正发音. 

 

总括而言, 对于“四字神

名”( YHWH )正确读音的失传, 

并非是神无能为力, 无法保守祂圣名的正确读音

准确无误地传递下去. 神肯定有能力保守一切, 

但祂允许此事发生, 因为祂有更美好的旨意  —  

为要让处在恩典时代的基督徒只专注在一个名

字, 那就是“耶稣”基督. 新约圣经从没教导基督徒

要奉“四字神名”( YHWH )来祷告、赞美、敬拜

或事奉. 原因何在? 原来父神的心意是要凸显和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

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与父神”(腓 2:10-11).  

 

 简而言之, 我们不要像某些信徒, 因着不

晓得“四字神名”( YHWH )的正确读音而心烦意

乱, 甚至信心动摇  —  怀疑神的能力、质疑基督

信仰等等. 我们既然处在恩典时代, 我们所需要

知道和关注的, 是“耶稣”基督的名, 唯独这名才是

我们需要全心爱慕, 并一生高举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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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新约圣经本有“四字神名”的正确读音? 
 

在新约圣经作者引用旧约的经文中, 其中有

237 句旧约经文含有 YHWH 这“四字神名”. 但现存

的新约希腊文抄本都没有 YHWH 这字的希腊文音译

字, 而是希腊字 kurios (意即“主”, Lord).107 为何如此

呢? 按历史记载, 天主教的教皇于主后 382 年曾任命

耶柔米(或译“哲罗姆”, St Jerome, 主后 340-420 年)重

新整理修订旧的拉丁文译本, 而在他于主后 405 年所

翻译和修订出来的新旧约拉丁文译本中, 即日后所谓

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中, 所有 YHWH 的名字

全部都改为拉丁文的 Dominus (意即“主”).  

 

根据此事 , 一些学者 (如梁立己、 John D. 

Keyser 等)推论说, 上述修订拉丁文译本时的歪风(指

把 YHWH 都改为“主”)也发生在一切修订或重抄新
约希腊文圣经的工作上. 他们推论说是耶柔米或其他

天主教人士(指翻译者、修订者或经文抄写员)把新约

希腊文圣经原本有的 YHWH (特指那 237 处引用旧

约的经文), 在重新抄写时都窜改成希腊字 kurios .108  

 

针对上述这个推论或看法, 笔者仍有保留之处. 

新约圣经正典(指新约 27 本书卷)于主后 100 年已经

完成, 而耶柔米翻译和修订拉丁文圣经一事是发生在

主后 382-405 年间, 即圣经正典完成约 300 年之后. 在

这 300 年间, 应有不少新约圣经的抄本面世, 并相继

被抄写, 所谓的《多数文本》(Majority Text)就是继承

这类抄本的传统【注: 现存的抄本可简化地分成两种

不同的类别  — 《多数文本》和《少数文本》. 梁立

己和许多学者(包括 John D. Keyser)所引证的是属

《少数文本》(Minority Text)的抄本, 就是继承了第 4

世纪的“讹误抄本”如《梵蒂冈抄本》和《西乃抄

本》的传统, 所以不可靠】.109 在 5 千多份《多数文

本》的希腊文抄本中都没有出现 YHWH 的希腊音译

字, 而是 kurios . 换言之, 除非有更强的证据, 否则新

约希腊文圣经中很可能原本就没有 YHWH 的音译字.  

                                                           
107   例如 罗 10:13 (“凡求告主 [希腊文 kurios]名的, 就必得

救”)是引用 珥 2:32 (“凡求告耶和华 [ YHWH ]名的就必得救”). 
108   参梁立己所写的文章  —  【耶和华名译史】“耶和

华”名字翻译小史, 第 10、12、26 篇 (刊登于《真理报》). 
109   请参《家信》文章 “识别真伪基督(五): 挑战二: 圣

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的附录二、附录三和附录四, 参网

址: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别真伪基督-

圣经的经文可信下/ (请重审《少数文本》抄本的可靠性).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别真伪基督-圣经的经文可信下/
https://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别真伪基督-圣经的经文可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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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         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e) 
 

地方召会的 

独立自治与 

三重权柄(下) 
 

(文接上期) 
 

(H) 长老的职分和选立 
 

 (H.1)   长老的职分 
  

 召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弗

2:20). 保罗曾在哥林多前书详细解释这点, 其意

思是使徒教导关于耶稣基督和祂工作的道理(以

此为根基, 林前 3:11-12). 至于牧养神的召会之事, 

神已经把它交托在长老的手中(徒 20:17-18,28).  

 

  对于现今的我们, 使徒时代已经过去, 使

徒们不再与我们同在, 没有使徒来吩咐、谴责和

指导我们, 甚至神已不在召会当中设立使徒的职

分. 使徒的唯一接续权是他们传下来的教义(或称

“使徒的传统”, 参 林前 11:2; 提后 2:2), 而不是使

徒的职分. 今天. 他们的声音只存留在新约使徒

的书信中. 使徒离世时, 他们没有把权柄交给一

个特定的人或一群人, 如某议会或公会, 只交托

新约中的长老们, 要他们照顾神的召会(提前 3:5).  

 

 (H.2)   长老的选立 
  

 在使徒时代完结之前, 整本新约书信完成

前数年, 已有一个明显且有意义的事实出现, 就

是使徒开始称呼自己为“长老”! 使徒彼得劝诫长

老时, 自称是“同作长老的人”(彼前 5:1); 而最后

的使徒约翰, 在他离世前, 众召会都知道他称为

“长老”(约贰 1; 约叁 1). 这点明确的指出, 当使徒

被召返回天家时, 他们的事奉和工作已经完结. 

他们的职分不是由新一代的使徒接替, 如同十二

使徒和保罗有全面的权柄一样, 神乃是选立长老, 

负责照顾和管理地方上的召会!  

 

   (a)   从地方召会选立长老 

  正如之前所论述的, 这些长老是由圣灵选

立(徒 20:28), 赋予他们权柄, 在地方召会的众信

徒当中, 显出他们的资格. 其证据是上述经文的

子句“作全群”, 和 彼前 5:1 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

作长老的人”. 长老是圣灵直接选立的, 祂从地方

召会信徒当中, 选择合适的人作长老. 他们不是

从外面派进来的人, 不是从神学院毕业的人, 更

不是从著名的宗教团体派来的人; 而是神的灵所

选立的人, 只有从召会信徒当中选出. 

 

 “长老”和“监督”这两个词, 正指出他们是

什么样的人, 以及他们在召会中要完成什么样的

职分(ministry, 可指工作; 注: 长老就是监督, 比较 

徒 20:17,28, 以及 多 1:5,7). 他们被称为“长老”(徒

20:17), 表明他们在属灵上是成熟和有经历之人. 

在 徒 20:28, 他们被称为“监督”, 说明他们的工作

是看守召会的属灵光景. 其后, 保罗劝他们“牧养

神的召会”(徒 20:28). 值得留意的是, 保罗说“全

群”(徒 20:28: “全群的监督”, 这词可指羊群), 表

明他们也是作牧者(牧养召会, 即牧养神的群羊). 

【注: 有者指出, 这地方召会的牧者与 弗 4:11 所

说“牧师和教师”的恩赐不同 , 那里是指“全身

体”(指基督的身体  —  普世性的召会)的事奉(弗

4:12), 有别于地方召会的事奉】    

 

 (b)   长老的责任范围 

 我们要留意, 新约中的长老只在他们被立

的召会当中负责, 是地方上的职分和责任. 在此, 

他们不同于 弗 4:11 所说的那些“恩赐”和“有恩赐

的人”.110 这里的恩赐不是地方上的, 也不能受地

域所限制(即不受地方上的局限), 而是主供应给

基督全身(普世性召会)所需(弗 4:12). 意思是说 

弗 4:11 的传道者(弗 4:11 译作“传福音的”, KJV: 

evangelists)可应用他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 在

各地方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不限于只在某个地方

传道), 所以同一节接着所说的“牧养兼教导的”也

是一样【注: 中文圣

经把 弗 4:11 译作“…

有牧师和教师”(KJV: 

pastors and teachers), 

指两种人, 一个是牧

养的, 另一个是教导

                                                           
110   弗 4:11-13: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

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

体,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

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注: 这里所谓“基督的

身体”是指普世性/宇宙性的召会, 而非某个地方性的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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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过, 一些学者认为, 按希腊文法, 它应该译

作“有牧养者兼教导者”(pastors-teachers), 可指一

个人同时有这两种恩赐   —  牧养和教导的恩

赐】.111  

 

  他们若从以弗所去到罗马或大数, 他们仍

是传道者(传福音者)或教师(教导者), 因为他们是

有恩赐的人,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

督的身体”(弗 4:12). 但是长老的领导, 纯粹是地

方上的. 如果有一位以弗所的长老去到哥林多, 

他不可带着自己的权柄同去; 当他到达哥林多的

召会, 他不能在他们当中行使长老的权柄. 长老

的职分是神为祂各别的地方召会所预备, 要引导

和照顾那地方的召会, 就如 徒 14:23 所说的: “在

各教会(各召会)中选立了长老.”   

 

  (c)   谁选立长老? 
 

  (c.1) 使徒选立长老 

 早期使徒到亚西亚外邦人中传道, 他们获

得传福音的果实后(指多人信主得救后), 就在每

个召会中选立长老(徒 14:21-23). 他们怎么知道

要选立谁呢? 那些要被选立的人, 是否有些特征

是与众不同的呢? 他们是否按声望, 或借大多数

的选票而被选立呢? 范氏(W. E. Vine)在《传道的

神圣计划》一书评论长老的选立时, 说: “明显地, 

长老的设立是圣灵亲自执行的工作. 使徒选立长

老是承认神已先选立了他们, 因为神已经选定的

人, 在属灵上装备好了, 只等待众信徒在召会中

接纳他们为长老(指被召会圣徒承认和接纳为圣

灵所立的长老).” 

 

 使徒察看那些要蒙选立之人, 留意他们的

属灵印记(mark, 标记)和本质, 是否适合在召会中

作领袖. 这些本质是神所赐的, 由圣灵的内住而

孕育成长, 很快便被有属灵悟性之人看出. 因此, 

他们通过使徒, 在各自的地方召会中, 在全体信

徒面前被公开接纳. 

 

 关于长老被接纳的形式, 徒 14:23 说是“选

立”的(希腊文: cheirotoneô {G:5500}, 指伸开或

伸出手). 由此可见, 使徒指示或指出那些有属灵
                                                           
111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 请参 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6), 第 284 页. 

标记的人, 立他们为长老. 有些人为要使这话的

意思加多, 并利用它来辩明“公开选举的制度”, 就

被逼修改这话的正意, 曲解了圣经.  

 

 按这节的上下文, “选立”这一动词的意思, 

并不包含投票的选任. 再者, 第 21-23 节的动词之

主语进一步证明以上的说法; 动词如“回”、“ 坚

固”、“劝”、“选立”、“祷告”、“交托…”这些动

词前面的主语(subject), 从头到尾都是指使徒保

罗或/和巴拿巴(而不是指地方召会的众信徒; 换

言之, 用这节来证明“众信徒以投票方式选立长

老”, 这个看法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简言之, 这些动词指出是使徒行了这些事, 

而召会并没做什么! 所以, “选立”这动词指出使

徒在每个召会里选出当中的长老(而非由召会信

徒以举手方式来投票决定). 此外, 有者认为在选

立长老时 , 使徒只是举手投票 . 但侯司特(Wm 

Hoste)有一句中肯的评语: “保罗和巴拿巴选立长

老时, 若只是举手示意, 实在有点令人感到奇怪!”   

 

 不久, 第二代的传道者兴起, 使徒保罗把

圣灵感动他的传授给他们, 而神借着他写给他们

的书信, 使选立长老的方法永传后世. 所以, 保罗

写信给提摩太(提前 3:1-7), 他简述作监督者的道

德和属灵素质, 叫提摩太留心那些在这方面有蒙

神感动的弟兄. 保罗只告诉提摩太那弟兄应有的

素质, 就是提摩太在路司得、以哥念和安提阿所

见过的, 是使徒行传第 14 章记载他知道圣灵已

选立的弟兄. 他们的素质正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指

示, 是必要的条件, 是每个有心“照管神的召会”之

人都要达到的.  

 

 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也有同样指示(多 1:5-

9). 既然这些属于神所默示、具有权威的书信, 蒙

神保存直到今日, 我们就要接受它们的指示. 这

些书信也是写给我们的, 指导我们这一代的信徒, 

叫我们认识谁是圣灵真正立为地方召会的长老. 

谁没有这些标记, 就是假的. 

 

  (c.2) 提多选立长老 

 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多 1:5), 这原是保

罗口头上的“吩咐”. 那时, 保罗把提多留在革哩底, 

因为福音工作已在那岛上有些成果, 召会也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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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城建立了. 直到有长老被选立, 这些召会才

有完整的秩序. 这些召会需要有圣灵所立的领袖, 

保罗为了加强口头上的吩咐, 所以亲笔写信提醒

提多, 叫他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  

 

 我们要留心观察, 提多只有接过保罗的书

信, 过后就按着这信的权柄, 在新近建立的召会

选立长老, 那里没有使徒亲身在场. 这点清楚地

教导我们, 选立长老之事不必使徒亲自出席(或在

场指导). 有人认为没有使徒在场, 就不能选立长

老, 所以他们不承认现今还有长老的职分; 他们

只承认由弟兄们组成的“事务会议”(或“理事会

议”), 借此管治召会. 人以为召会没有个人的责任, 

就与神的话相违了. 久而久之, 就实在没有人会

负责, 情况转坏后, 渐渐缺乏实际的领袖, 结果

“各人任意而行”(比较 士 21:25).  

 

 保罗虽有权柄, 但他没有与提多一同留在

革哩底. 而提多按照保罗那具有权柄的书信, 深

信必能看出那些有圣灵印证的弟兄(即看出他们

有作长老的属灵素质之标记), 并在召会面前设立

他们为长老; 今天, 我们仍然可按此理而行【注: 

这就是为何今日我们设立长老时, 只需按照使徒

书信中的权威性教导便可, 完全不必有任何使徒

(或所谓的“使徒权威的代表人物”)在场进行选立

或按立】.   

 

  我们要留心作这事, 并要澄清两个要点: 

1) 长老不必由使徒选立或设立, 更不是由使徒

代表团的传统、或宗教权威礼仪所设立. 他

们不须穿上特别的服饰, 也不须尊称他们什

么名衔, 以凸出他们的身分, 使他们的地位比

众弟兄更高 . 论到提多书 1:5, 范氏(W. E. 

Vine)评论说: “设立长老不须传统宗教的任

命仪式, 而只须召会的承认. 作长老的信徒已

蒙圣灵提携成长, 为祂所指定, 他们的生活与

事奉也同证神的选立.” 简之, 长老不是由人

选立的, 仪式只不过是人为的. 他们是先蒙圣

灵选立, 然后众信徒也公认他们.  

 

2) 提多可根据使徒保罗的书信, 在革哩底各城

设立长老. 他个人在岛上开拓传道的事工, 在

不信者的城市当中建立召会, 然后设立长老. 

他这样行, 不是单听从保罗个人的吩咐, 而是

追随使徒的行径. 使徒保罗向外邦人传道的

事迹记载于使徒行传第 14 章. 正如前述, 福

音传道者今日仍可按此而行, 只要他们被神

使用, 借着福音的工作建立召会. 不过, 只有

当个别传道者在显出他工作的果实后(指多

人信主得救后), 才可这样行. 于是, 他可按自

己的属灵眼光(并根据使徒书信的指南), 主

动地选立长老, 而不是代表一个委员会、差

会或议会. 此后, 他可以把召会交托长老们照

顾, 并到别处继续他的福音工作.  

 

 在提多的案例中, 他没有建立所谓的“哥

林多国家教会”(State Church), 指这召会旗下有众

多召会, 由这召会的核心团体管治旗下的众召会. 

此外, 他也不长久留在他们中间, 不会用长久性

的权柄来管治他们. 明显地, 保罗也不想他这样

做, 因为在 多 3:12, 保罗

吩咐提多说, 亚提马或是

推基古一到那里, 他就要

往尼哥波立去见保罗. 那

地方位于希腊大陆, 靠近

马其顿一带, 距离革哩底

有数百里之远. 

 

  (c.3) 圣灵选立长老 

  召会在真理上建立后, 使徒就不须久留, 

也不须有直接从使徒派来的代表团留在当中(作

治理或监督的工作). 圣灵会继续兴起众长老, 信

实地完成祂的使命. 圣灵就是“永远与你们同在”

的那一位(约 14:16), 但新一代的召会出现, 圣灵

会兴起长老们, 牧养和照顾召会的信徒. 召会要

按照圣经的话, 来定他们的资格, 接纳他们, 并存

敬畏神的心服从他们(来 13:17).  

 

 

【编者注: 为了方便统一众召会的教义与治理问

题, 有者建议众召会应该成立一个“中央集权”的

核心会议, 由众召会领袖所代表, 定期开会以决

定政策和处理各样有关召会的事务, 而众召会都

必须绝对顺从这核心会议的决策与种种决定. 支

持这看法的人往往以使徒行传 15 章的“耶路撒冷

大会”为依据, 强调这是合乎圣经的做法. 对此, 

编者深信召会之间只要信仰纯正, 遵守真道, 就

该彼此相交, 相顾相助, 但以“耶路撒冷大会”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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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或先例, 来开始一个中央集权的会议, 是合乎

圣经的教导吗? 结束前, 让我们思考迈克尔·布朗

(Michael Browne)在下文的分析】   
 

 

(I) 耶路撒冷大会 
  

 今日, 有些教会人士, 引用使徒行传第 15

章所记载的事件, 作为权威议会的先例. 事实上, 

这种做法会损害新约圣经对召会的整体教导, 而

且在我们看来, 这样的大会是不能再有的! 那次

大会在新约圣经中是唯一的一次; 它不重演, 也

不能重复. 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或称“耶路撒

冷会议”)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可从三方面看出:  

 

1) 耶路撒冷这地方是召会的发源地. 在五旬节

那日, 圣灵浇灌下来后, 召会开始建立. 这地

方是两个时代的交汇点  —  律法时代完结, 

恩典的新时代开始. 耶路撒冷是起初的核心

地, 基督的福音从那里起始, 传至世界各地; 

那里也是召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流出宝

血、牺牲的地方. 那里更是基督信仰之问题

的产生地(徒 15:1-4), 也被看为解决此事的权

威地方. 这

地方是独

特的, 今日, 

没有可与

它相比的

地方了. 

 

2) 聚集在那里的人物也很独特, 是“使徒和长

老”(徒 15:4,6). 这地方本是使徒们事奉的核

心, 而使徒的权柄和使徒的共处也在那里, 所

以在当时有那一次聚会是合宜的. 但是, 今天

既然没有使徒和长老一起聚集, 我们就没有

这样充分权威的团体, 来解决问题和决定政

策. 那时的人物是独特的, 今天, 我们没有像

他们一样的人了(特指今日没有使徒在场了).   

 

3) 当时众召会所面对的问题是独特的, 是关于

外邦人受割礼和他们要守摩西律法才得救的

事. 这是个极重要的问题, 其答案决定新时代

的方向, 并影响外邦人从律法奴役下得释放

和自由. 这是有关基要教义的问题  —  基督

的牺牲是否成就了全足的救恩? 透过这次会

议, 上述问题获得圆满解决. 既然这个基要问

题已获解决, 并且答案已记载在圣经中, 就没

有别的基要问题能威胁神的召会, 因为一切

答案都在圣经中了.  
 

 因此, 耶路撒冷大会是独特的、后无来者

的, 所以不能重演, 也不成为立定圣经教义的有

效先例. 范氏强调这点说: “这次聚集是临时的, 

不可看为先例. 此外, 使徒时代再没有举行类似

的聚集.” 
 

 

(J) 结语 
  

 我们若跟随使徒的模范和新约的教训, 必

然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所谓“核心制度宣称对众

召会具有管治和组织的权柄”这一看法是不能成

立的. 我们从使徒的教导与做法所实际看到的是: 

(1) 他们蒙独立的地方召会所推荐和交托 (徒

14:1-3); (2) 使徒们建立了地方召会(徒 14:26-27; 

15:12 等等); (3) 他们也专一的为地方召会的福分

而劳苦(西 1:24-25; 林后 11:28 等等), 并且保守和

牧养地方召会(徒 20:28; 帖前 2:7-12); (4) 他们只

为主事奉地方召会, 不理会别的事, 正如使徒行

传和新约众书信多方清楚的记载. 
 

 事实上, 基督的同在只权威地向独立自治

(指自立)的地方召会显明, 至于众圣徒整体聚集

和召会与其他机构的区别, 正确的说, 地方召会

不是机构 (organization), 而是有机体 (organism), 

是被赋予属神的生命(启 1:13; 比较 太 18:20); 而

且圣灵只向地方召会说话, 因圣经没有记载祂曾

向任何组织说话(启 2:7,11,17 等等). 耶稣基督最

后的见证也是向地方召会作的(启 22:16). 因此, 

在新约圣经里, 每一件事只要是关于信徒的敬

拜、生活、见证、福气等, 都集中在地方召会这

最重要的有机体里. 
 

 结束时, 让我们回想恩主给我们的爱心试

炼: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

显现…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

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

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约 14:21-24).112 

                                                           
112   上文改编自 班明道著, 吴志权译, 《自立与权柄》

(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1 年), 第 13-22 页. 也参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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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地方召会的独立自治 

与中央集权的聚会或组织 

 

地方召会的“独立自治”重要吗? 主仆威廉·曼

丁(William Bunting, 1903-1966)在《属灵的平衡》一

书中, 从奉主名聚会(误称“弟兄会”)的历史给我们看

到“地方召会独立自治”的重要性. 曼丁指出威革蓝(G. 

V. Wigram)在 1838年写了一封信给达秘(J. N. Darby), 

信中问道: “(在这些地区, 圣徒相交的聚会[指奉主名

聚集的地方召会], 应该如何加以指引?) 为了让主得

着荣耀, 见证得以加强, 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中央集
权的聚会或组织(one central meeting), 负责管理范围

内一切的聚会, 并照着能力所及, 去引导这些服从它

的聚会? 还是任由这些聚会成长, 彼此无须互有联系, 

各自照着自己的能力, 来独立自由地发展呢?” 

 

从这几句话中, 我们清楚知道 1838 年以前, 每

一个召会都单独向神负责, 不向任何中央集权负责, 

不受它的控制. 1838 年, 有人首次提议是否该有一个

中央集权的聚会(one central meeting), 而其他召会要

“服从它”(subordinate to it). 达秘多年来拒绝把普里茅

斯、伦敦或任何其他召会当作中央集权的中心. 但较

后, 如米勒(Andrew B. Miller)所说, 他竟然“主张把某

个召会当作模范与中央的权威管理机构(Model and 

Central Authority)”(参  What is 

God’s Path for His People? 第

22 页); 当普里茅斯的聚会发生

争执, 这“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

几乎立刻转移到伦敦罗斯敦街

(Rawstorne Street)的召会. 这召

会过后成为总部(Headquarters)

或 中 央 管 理 机 构 (Central 

Authority), 一些作者形容它为

达秘的“大主教辖区制度的行政总部”(Metropolitan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在这召会中, 有一个只由弟兄们参加的聚会在

每周六晚上举行, 这聚会被称为“普遍关怀聚会”(The 

General Care Meeting)和“弟兄聚会”(The Brothers’ 

Meeting). 随着时间的过去, 它成为伦敦一切与它有交

通的地方召会之代表. 这个每周聚会的特征之一就是

查经, 多年来思考和探讨很多伟大的圣经教义. 这方

面令人获益良多. 但另一方面, 有关召会的种种事务, 

如交通接纳、纪律管教和召会秩序等等, 也被带到此

聚会中讨论, 并作出判断和决定. 每个召会的长老们

                                                                                                     
英文版 Autonomy And Authority, by Michael Browne (Gospel 

Tracts Publications). 

都被要求遵守这周六晚上的聚会所作的决定. 再过一

些时候, 它的决定几乎具有普世性的权威了. 

  

在理论上, 周六晚上的聚会并没宣称具有管辖

性的司法权(jurisdiction, 至少起初是这样), 但由于它

有高度的名望和影响力, 任何不顺从它的召会, 便受

到严重质疑, 甚至极有可能被断绝交通. 一切与它有

交通的召会 , 形成它所谓的“神在地上的召会”(the 

Church of God on Earth). 此乃达秘令人吃惊的宣称. 

因此, 论到一个被他小圈子中的某召会断绝交通的弟

兄, 他说: “我告诉他要被逐出神在地上的召会之外, 

就是处在伦敦里所代表的众召会之外.” 这是何等蛮

横的专制! 除了教皇制度之外, 还有比这更糟的吗? 

  

上述所彰显的, 完全不合圣经观念! 因为圣经

从不教导众召会要组成联盟, “神的召会”一词也从不

用来指这类的联合. 就是因为达秘和他的追随者按这

原则(指中央集权的联盟原则)行事, 才导致 1848 年在

普里茅斯的分裂具有如此严重、影响深远的后果.113 

若弟兄们承认和坚守圣经所教导的真理  —  每个地

方召会独立自治(启 2:1),114 那时所发生的纷争就容易

被局限在窄小的范围里(因它原本只是两个召会与达

秘的纷争), 不至扩散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这就是所谓

“封闭主义”(或称“闭关主义”, Exclusivism)的开始.115 

 

 总而言之, 众地方召会

之间应该彼此交通, 互相帮助, 

同时也必须坚守地方召会“独立

自治”的真理  —  每个地方召会

各别向主负责, 不受任何中央

集权的聚会或组织所管理、干

涉或辖制. 此乃主的心意, 也是

祂保守众地方召会的方法之一.     

                                                           
113   1848 年的分裂是因为慕勒(G.Muller)弟兄所带领

的地方召会(毕士大堂的聚会)接纳了两位来自普里茅斯

(Plymouth)聚会的弟兄, 而达秘因为普里茅斯聚会的牛顿(B. 

Newton)有错误教导, 所以要求所有地方召会不要接纳来自

普里茅斯聚会的信徒. 毕士大堂的召会仔细查问了那两位

弟兄, 发现他们没有持守牛顿的谬论, 所以便接纳他们. 不

过, 达秘坚决反对这方面的接纳, 并呼吁所有的地方召会与

毕士大堂的召会断绝交通, 这导致奉主名的聚会因此分裂

成“封闭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 跟从达秘的)与“开放

弟兄会”(Open Brethren, 跟从慕勒的). 
114   启 2:1 记载主“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 而金灯台

代表召会(启 1:20). 主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 证明它们是七

支个别独立的灯台; 这幅图像清楚表明每个召会都是独立

自治的, 各别单独地向主负责, 不受其他召会或组织所管辖. 
115   William Bunting, Spiritual Balance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8), 第 38-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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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斯 (Alfred P. Gibbs) 

 

宣道禾场        瓦器 
 

个人布道 (三): 

一般可用的方法 

和正确的接触方式 
 
 
(文接上期)  
 

(H)  一般可用的方法 (Methods in General) 
 

美国的吉布斯(Alfred P. Gibbs)在其所著

的《个人布道》(Personal Evangelism)一书中正

确写道: “以个人布道来赢

取灵魂方面, 其方法可说是

见仁见智, 没有固定的准则. 

我们只能列出一些普遍的

原则 (general principles) 作

参考, 因为其方法会因人而

异, 也会因神特殊的带领而

有所不同.”116  

 

 世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因每一个

人都有与他人不同的个性(personality), 使他有别

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 “个性”是一个难以准确

定义的东西. 它包含我们对其他人的印象, 而这

印象的决定因素是由我们的理智、情感和意志

所塑造而成. “我是怎样的人”(I am what I am)是

由我所知道的、我所感受的, 以及我所做的来决

定, 而这也形成我们给他人的印象. 赢取灵魂者

(soul winner)的任务是思考和研究哪一种方法最

适合启发那人的思考, 激起他的情感, 并把他的

意志领到降服于主的地步, 也只有神能做到这点

(林后 3:5-6: “…我们所能承担的, 乃是出于神”).   

 

 无论如何, 人类仍有一些共同点. “水中照

脸, 彼此相符; 人与人, 心也相对”(箴 27:19). 换句

话说, 我们看见自己身上的情况往往会反映在别

                                                           
116   下文(H)部分主要参考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Dubuque, IA: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Ministries, 2004), 第 47-52 页.  

人身上. 我们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是他们的

反应. 我们是否愿意别人以良善有礼的态度对待

我们? 若是的话, 别人也愿意如此. 我们是否对高

傲无礼和蔑视贬低的态度深觉反感? 若是的话, 

他们也是如此. 

 

 新约圣经记载不同类型的询问者或寻求

者(inquirer). 在个人布道方面, 研究此事能帮助我

们决定哪一种方法是最适合采用的.  

 

1) 大数的扫罗(即使徒

保罗)在重生得救以

前 , 是一个立场坚

定、固持己见、自

以为义的人 . 诉诸

的方法是针对他的

意志 (will); 所以他

说: “主啊 , 我当做

什么?”(徒 22:10).  

2) 至于太监, 腓利采用理智 (intellect)的方法来询

问: “你所念的, 你明白吗?”(徒 8:30).  

3) 对于吕底亚的例子则是注重情感 (emotion)或

感情 (affection), 所以我们读到: “主就开导她

的心”(注: “心”特别是情感之处, 徒 16:14). 

4) 对于腓立比的狱卒 , 所诉诸的是他的良知 

(conscience), 所以神用地震, 使他感到罪疚和

惧怕(徒 16:26-27; 注: 监门因地震全开了, 让

狱卒以为囚犯已逃跑而导致他失职). 想象一

下, 若用地震的方法对待吕底亚, 她可能会被

吓死呢! 

 

我们的方法要顺

其自然. 在这方面, 以及

在每一方面, 要做回你

自己! 模仿某人导致失

真作假, 那是危险的. 观

察别人怎样做个人布道, 

以及听取经验丰富的基

督徒工人给于我们的一

切劝告, 这是好的; 但在

真正进行个人布道时 , 

要做回你自己. 大卫是这方面的好榜样, 他拒绝

穿戴扫罗的军装(撒上 17:38,39). 采用那些你认

为合适的建议, 但谨记, 你将从错误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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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应该做的事 (Things to Do) 

 

(一)   诊断案例 (Diagnose the Case) 

只有当那人愿意向你敞开他的心, 或你巧

妙地用问题引出他的实况, 你才能正确诊断他的

状况. 你可借此发现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  

 

这方面仿

佛医生通过检查, 

对病情作出判断. 

他让病人描述他

的症状 , 并以查

验性的问题来补

充他的描述 , 并

解释其病况 . 这

点与庸医为所有人都开同一种药方, 是何等大的

差别啊! 一些可以发出的好问题是: “你认为成为

基督徒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想成为一名基督

徒?” “你认为怎样才能成为基督徒?” 那人对这些

问题的答案将显露他的立场, 告诉我们要如何帮

助他才是最好的! 

 

 

(二)  描述病情 (Describe the Disease) 

这里最需要完整与忠实的告知. 我们必须

让我们所帮助的那人完全清楚他的实况. 我们要

灵巧地使用神的道(圣经), 来深入揭露罪的癌症. 

我们必须谨慎, 免得成为“宣告假平安之人”(耶
8:11). 

 

我 们 要

向那人指明他

的需要: 就是他

在罪中出生, 有

一个诡诈的心 , 

也在心思、言

语和行为上犯

了罪, 是失丧的人, 无法自救, 若在这样的光景中

离世, 就永远灭亡. 我们要止住一切高傲自负、

自鸣得意和自助自救的态度, 也只有神的道可以

做到这点. 正确的经文必须以正确的方法, 在正

确的时间, 用在正确的人身上. 这是需要圣灵的

引领, 叫我们完全倚靠神. “救恩出于耶和华”(拿

2:9). 我们必须学习放慢脚步, 不匆忙行事. 

 

(三) 开方配药 (Prescribe the Remedy)  

用神的话语一步一步地解释清楚. 要用问

题探测那人是否从圣经中看出你要传递给他的

真理. 不要教他说你想要他说的话, 而是让他用

自己的话语描述他从圣经中所阅读和明白的事, 

这样, 你就能判断他是否抓到重点. “你的言语一

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诗 119:130). 多使

用神的话语和神的基督, 因这两者互相启示与彰

显对方. 

 

当人察觉自己失丧的状况, 我们要向他指

明神对世人的爱, 并这爱的凭据  —  神把爱子耶

稣基督赐给世人. 要高举基督在十架的救赎工作, 

并表明它的丰足性, 足以满足罪人一切的需要. 

简单地解释得救的途径, 说明什么是相信神的话, 

接受救主, 并承认基督为生命之主(罗 10:9-10). 

 

 

(四) 警告危险 (Warn of Danger) 

要忠心地给于警告, 因为“朋友加的伤痕

出于忠诚”(箴 27:6). 要向他说明种种危险, 例如

死在罪中的危险(约 8:21); 对神的话语硬心不信

的危险 (来 3:12-15; 箴

29:1); 抗拒圣灵感动的

危险(徒 7:51); 在信主方

面拖延的危险(来 2:3; 箴

27:1). 还有提醒他关于

基督随时会第二次再临, 

所以不可错失良机 (太

25:1-13; 路 13:24-25).   

 

 

(五)  恳求行动 (Urge an Immediate Decision) 

不要勉强那人立刻信主. 你不能为他作决

定; 信不信主完全由他自己决定. 要提防用高压

手段来进行个人布道, 也避免定下信主得救的方

程式  —  对他发出一系列问题, 而其答复是肯定

的. 举个例子: 

 

a) “你是个罪人, 对吗?” 答案是: “是的.”  

b) “你信主耶稣为罪人而死吗?” 答案是: “是的.” 

c) “那么, 祂也一定为你而死?” 答案是: “是的.” 

d) “你愿信靠祂为你的救主吗?” 答案是: “是的” 

e) “那么, 你现在就已经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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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情况, 那人所要做的, 就是回答

四次“是的”, 就被断定已经得救! 换言之, 不要盲
目地倚靠某种特定的方程式, 例如著名的“属灵

四定律”(Four Spiritual Laws), 不然很快就成为虚

假的认信. 

 

清楚说明福音的内容之后, 要问道: “既然

你承认已看清自己是个失丧罪人的需要, 也明白

神预备给你的救恩, 那么, 你觉得应该做什么?” 

让那人用自己的话回答. 如果他表明自己有意信

靠基督, 让他开声祷告, 用他自己的话来告诉主

耶稣关于他现在要接受主作他自己的救主. 
 

 

(六) 以圣经的保证来坚固他 

要用圣经的经文来坚固他已蒙恩得救(得

着永生)的信念. 你可请他读出下列经文: 

1)  约 3:16: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

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2) 约 5: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

经出死入生了.” 

3) 约 10:9: “我就是

门 ; 凡从我进来

的, 必然得救, 并

且出入得草吃.” 

4) 约壹 5:13: “我将

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

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七) 带领他承认已归信基督 

你要带领或教导他学习向众人宣称自己

已信靠基督, 这是重要的(罗 10:9-10; 诗 27:1; 提

后 1:12; 可 5:19). 你也要教导他阅读圣经、祷

告、为主而活、忠心事奉(彼前 2:2; 诗 119:9-10; 

但 6:10; 赛 40:31; 可 16:15).   
 

 

(H.2) 该避免的事 (Things to Avoid) 
  

下列建议主要是帮助你在福音聚会后, 私

下与人谈道之用. 要避免犯上以下的“不要”事项. 

 

(一) 不要宣传自己(应把焦点放在基督) 

要把焦点放在基督身上(而非你自己), 因

为基督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约 3:30); 也不要在

这时刻把福音单张递给他, 叫他阅读, 免得令他

分心. 要等到会谈结束后, 才把福音单张递给他, 

以巩固之前所谈到的真理. 

 

(二) 不要同时处理超过一个人 

让他(或她)独自与你交谈. 两个人是个伴, 

三个人便太多. 当有第三者在场, 那人就可能封

闭自己, 或有所保留.   

 

(三) 不要蓬头垢面或过分装饰 

第一个印象是重要的, 所以要穿着得体, 

梳理整齐. 不要蓬头垢面, 也不要过分打扮装饰. 

要做回自己, 保持谦逊、开朗和诚恳.  

 

(四) 不要独占谈话的时间 

在交谈中, 双向沟通是重要的. 事实上, 听

人说话是礼貌和尊重的一种表现. 如果那人有很

多话要说, 就让他先说. 他最终会说完, 过后就是

你说话的机会.  

 

(五) 不要处理异性的慕道友 

有一个普遍规则, 若两方都是年轻人, 最

好是男对男, 女对女. 这样的话两方较能畅谈, 也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尽管如此, 这规则有时

无法做到, 特别是询问者要求所指定的异性前来

帮助, 所以要用智慧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六) 不要选择帮助比自己年长太多的人 

一般而言, 年长者较抗拒比自己年轻很多

的人所给的教诲或忠告, 所以避免选择帮助那些

比自己年龄高很多的人. 

 

(七) 不要卷入一场辩论 

你可能赢了辩论却失去人心. 魔鬼往往要

把你引入这条辩论的小路, 使你离开正道, 迷失

方向. 有时候, 询

问者为了转移福

音或救恩的话题, 

刻意找一些辩论

的课题让你分心, 

转移注意力, 所以

切莫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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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28 期 (2021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八) 不要引述太多的经文或说明 

宁可引用两三处经文, 然后强调其意, 而

不要轻描十多处经文. 不要只引述这些经文, 而

是翻开圣经, 让询问者自己读出这些经文. 这样

做是尊重神的话语, 给圣经至高无上的权柄和地

位(林前 2:5).117  

 

要让询问者安息在“耶和华如此说”(意指

“神这样说”). 例如: 你要向询问者指明约翰福音

3:1-5, 当他读完这段经文后, 你可以问他: “耶稣

基督说, 人若要见神的

国, 什么是必要的事?” 

“祂是向谁说这些话?” 

“谁需要重生?” 对于这

类问题, 询问者不能敷

衍地回答 “是 ”或 “不

是”; 他必须回到圣经

中去找答案. 

 

(九) 不要因看似失败而心灰意冷 

一个罪人信主得救, 很多时候是主借着数

人之手, 把他引领到悔改归主的地步. 他若还未

决定信主, 你也不必灰心, 因为你往往就是这一

条“恩典之链”中的一环. 在你之前, 神使用某人影

响他, 照样, 在你之后, 神也能使用另一些人继续

影响他. 总有人会经历“别人劳苦, 你们享受他们

所劳苦的”(约 4:37-38). 让我们继续工作, “若不

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 6:9).    

 

 进行个人布道时, 除了以上九项, 以下还

有一些需要避免的事, 例如: 

 

1) 不要表现过度的熟悉: 对于初次见面之人, 要

留意保持适当的身体距离, 避免肢体接触, 例

如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他可能因此反感, 或感

到困扰不安. 

2) 不要吝啬你的称赞: 若询问者的回答或所说的

正确有理, 就不要吝啬给他称赞. 赞扬他所知

道的事, 然后再从那里领他到他所不知的事, 

以此鼓励和启迪他. 

3) 不要失控发脾气: 若他对你无礼, 甚至说了轻

蔑侮辱之言, 即使你有理由生气, 也必须控制

                                                           
117   林前 2:5: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

的大能.” 

你的脾气和情绪; 要谨记保罗的话: “主的仆人

不可争竞, 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

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提后 2:24-25). 

4) 不要害怕承认“我不知道”: 你可能被问及一些

棘手难解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连最有智慧的

哲学家也无法完满解答, 所以先承认你对那方

面的无知, 然后把他引回主要的题目上.  

5) 不要说: “你只要相信就能得救!”: 要叫他清楚

知道他需要相信什么, 或相信谁! (即要相信救

主耶稣基督, 作他个人的救主) 

6) 不要告诉询问者你的经历: 要让询问者倚赖神

的话语过于你的经历. 所以别让你的经历成为

焦点, 本末倒置. 

7) 不要告诉那人说他已得救了: 若那人问道: “我

是否已经得救?” 你就把他领回神的话(圣经), 

翻开适当的经文, 请他阅读, 然后问他: “神说

什么?” 这样能帮助他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

上, 而不是你的言语上. 

 

以上的建议适用于进行个人布道时的一

般情况. 可是要开始个人布道, 就要有方法先与

人接近和接触. 接下来, 我们就谈一谈有关正确

的接触方式.118  

 
  

(I)  正确的接触方式 (The Right Approach) 
  

吉布斯写道: “要如何正确地接触某人? 这

点确实是一个问题, 此事确实需要你跪下祷告. 

恳切祷告求神赐下智慧, 并追求发展接触人的恩

赐. 要祷告求主开路, 给你有机会私下与他交谈, 

并求主带领你如何指引他归向主. 你可借此常对

自己的祷告作出回应. 你可能犯下不少错误, 但

总是可从经验中学习和改进.” 

 
 

(I.1) 不同类型的接触方式  

 

(一) 直接的接触方式 (The Direct Approach) 

这方式可称为“突击战术”(shock tactics), 

就是突然引进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 很多人用这

                                                           
118   下文 (I)部分主要参考 /编译自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Dubuque, IA: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Ministries, 2004), 第 55-58 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2 

   

《家信》: 第 128 期 (2021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方式取得优势. 我们有时需要用这种方式, 因为

时间短促, 机会难得.  

 

美国宣道士瓦萨尔(John E. Vassar, 1813-

1878)是一个伟大的灵魂赢取者, 他是这种直接的

接触方式之大师. 他没花时间作初步的准备措施, 

而是直接行动, 切入正题. 他会向一个陌生人说

道: “先生, 你的灵魂与神和好了吗?” “你知道你

的罪得赦免了吗?” “你得救了吗” “你预备好朝见

神吗?” “你会在哪里度过永恒?”  

 

瓦萨尔的其中一个好友见证说, 他从未听

过瓦萨尔因这种大胆的接触方式而遭人断然拒

绝. 他相信这是神要瓦萨尔采用的方式, 神也大

大使用这方式. 

 

我自己的亲兄弟在伦敦时, 曾被一个衣冠

整齐的绅士接触. 他有礼貌地问我们兄弟: “抱歉,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他获准后, 便说: “你

的灵魂与神和好了吗?” 他过后告诉我的兄弟, 他

已答应神, 会在每一天向一个人问这道问题.  

 

我的另一个

朋友就不问人是否

他已得救, 或已成

为基督徒. 他的理

由是: 如果那人还

没得救却回答“是”, 

那么就无法再谈下

去, 除非要冒险说

他是“不诚实的人”. 因此, 我的朋友用的方式是向

那人表示: “能知道自己的罪已全获赦免, 是一件

何等美好的事, 不是吗?” 或者说: “能得救重生是

一件何其美好的事, 不是吗?” 又或者说: “信主得

救肯定是一件美好的事!” 然后我的朋友会观察

那人的反应. 如果他面露欢悦之情, 答道“是啊, 

赞美神”, 那么就知道那人是个信主得救的基督

徒. 反之, 如果那人有些犹豫, 吞吞吐吐, 或含糊

不清地说“我希望如此”这一类的话, 我的朋友就

知道他还未得救, 便开始向他传讲福音.  

 

简而言之, 我们不难看到上述这些“直接

的接触方式”确实有些优势或强点, 可以在适当

的时间使用. 

(二) 间接的接触方式 (The Indirect Approach) 

上述“直接的接触方式”不一定被所有人赞

同(也肯定不是适用于每一种场合的每一个人). 

有些人比较喜欢采用“间接的接触方式”, 并且擅

长于把开始谈论天气或其他世俗题目, 转变为属

灵的管道, 引向谈论灵魂得救的问题. 这需要真

正的技巧, 但技巧可以透过实习(实践练习)加以

改进. 不管开始时

所谈的题目是什

么, 它都能灵巧地

转向福音的题目, 

引领那人进入福

音的课题. 

 

(三) 发 问的接 触方 式  (The Interrogation 

Approach) 

这方式的意思是用巧妙的问句, 激发那人

的兴趣, 引领他揭露自己属灵方面的需要. 我有

一个朋友精于这方面的方式. 他会问: “请原谅, 

请你告诉我一个罪人如何能与圣洁之神和好、

获得祂的赦免呢?” 当那人含糊地说一些关于“行

善”或“尽力而为”的方法时, 我那朋友就拿出圣经, 

翻到以弗所书 2:8-9, 然后说: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

的, 但圣经在此说: ‘你们得救…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 从这一点开始, 我那朋友就告

诉他一个罪人怎样能够得救. 我这朋友是被神大

大使用的人. 

 

(四) 善 行 的 接 触 方 式  (The Good Deed 

Approach) 

先向某人行善, 使他过后觉得有义务向你

敞开, 或不好意思拒绝你. 这便提供你一个宝贵

机会, 来帮助他的灵魂信主得救. 我的一个基督

徒朋友听到有个生病的妇人. 她便主动过去妇人

的家, 为她预备餐食, 为孩子洗澡, 把家里打扫干

净. 过后, 她便向妇人读一段经文, 然后传讲基督

的福音. 她们至终全家信主得救. 我的朋友以善

行解除了一切反对或障碍.  

 

传福音的机会总是等

待那些愿意劳苦舍己、付出

代价的人. 很多母亲因着要

照顾孩子而无法去聚会听福

音. 不过, 若有人愿意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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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 她是会参加聚会的. 事实上, 这方法(指帮

忙照顾孩子一事)已为救主赢取了很多母亲的宝

贵灵魂.   

 

(五) 求助的接触方式 (The “Can You Help Me, 

Please” Approach) 

把自己放在求助的位置上, 叫人帮你. 大

部分的人会喜欢帮助人. 耶稣基督在接触撒玛利

亚妇人时, 也采用这种方式(注: 祂坐在井旁, 求撒

玛利亚妇人给祂一些水喝, 约 4:7). 他帮助了你过

后, 你感谢他, 并可以回报他, 就是与他分享那位

给你最大帮助的人  —  那位拯救你灵魂的救主

耶稣. 

 

(六) 赠送福音单张或书籍的接触方式  (The 

Literature Approach) 

这或许是最容易接触人的方式. 要面带笑

容、温文有礼地把福音单张递给人(通常指路过

的人). 这会化解陌生与抗拒之感, 为你开路, 使你

有机会与他谈话. 我认识有个人经常把福音单张

或福音书籍借给其他人. 当他拨电向人讨回所借

的单张书籍时, 他会问那人对所读的有何看法, 

以此探知一二. 其实他本可把单张书籍“送给人”, 

但他选择“借给人”, 因为这样便可为自己保留一

条跟进之路, 可以继续与那人谈福音.  

一个好的做法是: 常随身带着一些你已读

过、认为好的福音单张. 这样, 你随时遇到人时, 

就能根据他们情况的需要而递给适合他们的单

张. 记得, 送出去的单张必须是适当的、简洁易

读、清洁完整, 且吸引人. 千万不可送出肮脏破

损的单张.  

 

(七) 聚会后的接触方式  (The After Meeting 

Approach) 

要儆醒祷告, 并留意那些出席福音聚会的

陌生人. 散会后, 以热诚的方式欢迎他们. 他们的

评语如“这是一个好的福音聚会!”, 或者可引发良

好的回应, 打开谈话之门. 但我们要小心, 切勿勉

强他们谈话. 如果那人

没兴趣交谈, 就邀请他

下次再来参加聚会, 并

告诉他“我们很希望也

很欢迎你再来参加 ”. 

很多来参加福音聚会

的陌生人被吓得不敢

再来, 因为他们被过度

热心的信徒强留谈话, 被苦苦逼问关于信主的问

题. 因此, 我们必须要机智和灵巧地对待他们.    

 
 

(I.2) 圣经两个例证和榜样 
  

关于个人布道方面, 神在圣经中留下一些

例证, 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在此列出其中

两个, 即主耶稣和腓利的榜样.  

 

(一) 我们救主自己的榜样 

请仔细阅读约翰福音第 4 章, 并察看主耶

稣如何对待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  
 

1) 主先是特意经过撒玛利亚来与她会面(约 4:4: 

“必须  [KJV: must needs]经过撒玛利亚”).  

2) 主不受当地的习俗惯例所约束(约 4:9).  

3) 主慎重行事; 祂选

择午正时间与她会

面(约 4:6; 注: 主耶

稣不在夜间与她会

面, 免得人误会他

们进行不当之事 ; 

请比较 帖前 5:22: 

“各样的恶事要禁

戒不做”).  

4) 主不辞劳苦地走来

见她(约 4:6: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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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走路困乏…”, 主感到困乏, 可见祂是走了

一段难行的路). 

5) 主是机智的, 等到

没有其他人在场, 

可以单独与她交

谈(约 4:6; 注: 这

点是重要的, 因为

主在交谈中会提到一些私隐的事, 若别人在

场, 会令撒玛利亚妇人感到难堪, 约 4:17-18). 

6) 主没有责备或辱骂她(虽她是个不道德的女

人); 主反倒请她帮忙(请她给祂水喝, 约 4:7). 

7) 主试图用平凡简单的隐喻(metaphor, 即“水”)

来教导属灵的真理(约 4:10; “活水”指永生). 

8) 主开始论及那些接近她的事物(约 4:16: “你

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9) 当她提到宗教传统

之事, 企图转移话题

时, 主拒绝受她影响

免得分心(约 4:19-

20; 注: 主耶稣没有

在宗教课题上与她

争辩, 纠结不清). 

10) 但主没有忽视她提出的重点, 就是关于性别

的障碍(约 4:9)、种族的障碍(约 4:9)和宗教

的障碍(约 4:20).  

11) 主揭露她隐藏的罪, 显明她的需要(指需要神

赦免她的罪, 约 4:18: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

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12) 主声明自己是弥赛亚(“基督”, 即神所差派的

救主, 约 4:25-26). 

 

以上这些重点都是个人布道的重大目标, 

引领宝贵灵魂前来认识和信靠基督. 有关主与撒

玛利亚妇人谈道的个人布道技巧, 也请参以下文

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11/传福

音五-个人布道的方法和个人证道的责任/ . 

 

 

(二) 传福音者腓利的榜样 

请仔细阅读使徒行传

8:26-40, 并察看腓利如何带领

埃塞俄比亚(另译: 埃提阿伯, 

Ethiopia)的太监信主得救.  

 

1) 腓利立刻顺从: 首先, 圣灵吩咐腓利“贴近那

车走”(徒 8:29). 对于圣灵的吩咐, 他并没有

冷漠以待, 或自负傲慢, 或觉得跟人谈道有失

尊严和面子. 他乃是立刻顺从神的旨意.  

2) 腓利抓紧机会: “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徒

8:30). 他“跑”  —  他不拖延, 没有浪费时间. 

当机会还在眼前, 他就热切抓住机会.  

3) 腓利提出问题: “听见他(指埃塞俄比亚的太

监)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 

你明白吗?’ ”(徒 8:30). 他并没有开始长篇大

论 , 而是向埃塞

俄比亚太监发问. 

借着审慎明断的

问题 , 他找出太

监知道些什么 , 

又不知道什么 , 

以此明白太监所

处的属灵实况. 

4) 腓利与他同坐 : “于是请腓利上车 , 与他同

坐”(徒 8:31). 腓利与太监同坐, 把自己放在

他的位置上.  

5) 腓利引用圣经 : 

“腓利就开口从这

经上起, 对他传讲

耶稣 ”( 徒 8:35). 

引用圣经  —  这

是最好的机智手

法! 他用圣经向太监传讲耶稣基督. 他让神的

话语被打开, 被阅读, 并被应用. 他以此将太

监领向基督. 

6) 腓利离开视线: “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 太监

也不再见他了, 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徒 8:39). 

当太监看清和顺服真理, 信靠基督, 以祂为救

主和生命的主之后, 腓利就离开了. 腓利把神

的话留在这位初信者手中, 让圣灵留在他心

中, 把救恩的喜乐留在他灵里, 因基督已成为

他的救主. 这是何等完美的光景!119   

 (文接下期) 

                                                           
119   当然, 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从此消失在初信者眼

前. 我们带领某人信主过后, 应该也有跟进的工作, 帮助他

在灵里继续成长. 但这里的重点是: 我们应该让初信者学习

把眼目集中在主基督的身上, 以及祂宝贵的话语上, 而非转

移到带领者身上, 过分地倚赖他, 或错误地崇拜他. 这就是

达秘(J. N. Darby)所说的主的仆人要学习“隐藏自己”.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11/传福音五-个人布道的方法和个人证道的责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11/传福音五-个人布道的方法和个人证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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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解经                                 微光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A) 引言 

 

约翰在他所写的福音书中记载, 主耶稣曾

在复活当日的黄昏向门徒显现(约20:19; 第一次

显现), 也在一星期后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约20:26), 

而在约翰福音第21章, 我们读到主耶稣在蔚蓝的

加利利海边(或称“提比哩亚海边”)显现, 这是第

三次的显现(约21:14).  

 

那时门徒前去打鱼, 整夜劳碌, 却一无所

获(约21:3-5). 这种失望虽是难受, 却是神恩典的

安排. 迈尔(F. B. Meyer)写道: “倘若这些渔夫那

天满载而归的话, 就会很难使他们回来再过完全

倚靠主的生活了. 主耶稣要他们知道, 他们的生

计不是靠他们打鱼的勤劳作业, 乃是靠祂所点燃

的炭火, 和祂亲手所预备的食物. 这个功课是给

我们大家的.”120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加利利的海岸边, 主

预备好炭火、鱼和饼等着他们. “他们上了岸, 就

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又有饼”(约21:9). 菲

利普斯(John Phillips)贴切评述道: “这些物件是主

特别设计来刺探或激发彼得的良知(conscience). 

这是炭所产生的火, 与彼得否认主那晚取暖时的

炭火是同样的(约18:18). 两处经文所用的“炭火”

一词在希腊原文是相同的字   —  anthrakia 

{G:439}. 这个希腊字在新约中只出现在这两处

地方(即 约18:18; 21:9). 鱼和饼或者提醒彼得有

关主喂饱五千人的事迹. 祂还是同样不变的主, 

能够为属祂之人预备食物. 炭火烧着的鱼在原文

是 opsarion ,121 这字只出现在约翰福音中. 约翰

用这字来描述那用来喂饱五千人的两条鱼.”122 

                                                           
120   迈尔著, 《彼得  —  渔夫、门徒、使徒》(加州: 美

国活泉出版社, 1992 年修订三版), 第 123 页. 
121   约 21:9 这里提到的“鱼”, 其希腊原文是 opsarion 

{G:3795}, 在新约中只出现 5 次, 也只出现在两个场合, 即

(B) 关键问题  —  “这些”指的是什么?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

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祢知道我爱祢.’ 耶稣对他说: ‘你喂

养我的小羊.’ ” (约21:15) 以上是主耶稣在复活后

公开重建彼得的一节经文. 当主说: “你爱我比这

些更深吗?” 祂所谓的“这些”到底是指什么? 罗羚

在《原文读经好处多》一书中表示, 从上文来看, 

这个代名词(即“这些”一词, 希腊文: toutôn ; KJV: 

these)有可能代表的复数名词有: (1) 包括彼得在

内、主的七个门徒(1-14节); (2) 鱼(6, 8-11节). 
 

按希腊文法, 每一个名词可展现三样特质: 

1) 性(Gender; 也可译作“语法性”): 希腊文共有

三种性别 : (a) 阳性 (Masculine); (b) 阴性

(Feminine); (c) 中性(Neuter). 

2) 数式(Number): 古典希腊文有三种数式: (a) 

单数 (Singular); (b) 复数 (Plural); (c) 双数

(Dual); 【注: 新约时期的通用希腊语 (Koine 

Greek, 主前330年至主后330年), 极少出现双

数的使用, 甚至有者认为它已不被使用了). 

3) 格(Case; 也可译作“语法格”): 主要有五种:   

(a) 主格(Nominative); (b) 所有格(Genitive); (c) 

间接受格(Dative); (d) 直接受格(Accusative); 

(e) 呼格(Vocative). 
 

若我们进一步分析, “门徒”这名词在希腊

原文是 mathêtês {G:3101}, 是阳性名词; 而“鱼”

在这几节中则用了两个不同的名词: (a) ichthus 

{G:2486}(第6, 8, 11节), 是阳性名词; (b) opsarion 

{G:3795}(第9, 10, 13节), 是中性名词 . 这两个

“鱼”字可以互相替换使用.  
 

 按照希腊文法 , 代名词“这些”(希腊文 : 

toutôn )的“语法性”(gender, 阳性、阴性或中性)

必须与它所指的人、事、物有相同的性别. 因此, 

一般而言, 我们可从某希腊名词的“语法性”来决

定“这些”(即 toutôn , 英文: these)是指什么. 可惜

的是, 第15节的这个代名词  —  “这些”( toutôn , 

英文: these)  —  却无法采用这方式作判断. 罗羚

                                                                                                     
主喂饱五千人的场合(约 6:9,11), 以及主在加利利海边显现

给门徒的场合(约 21:9,10,13).  
122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Gospels: John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9), 第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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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 单从希腊文文法看不出“这些”(希腊文 : 

toutôn )一词的“性”(gender)是指阴性、阴性或中

性, 因为“这些”( toutôn )一词在此是“所有格复

数”(genitive plural), 而一切“性”’(指一切“语法性”, 

包括阳性、阴性和中性)的“所有格复数”的词尾

都是一样的【指都有同样的词尾变化字型, 参本

文附录】. 因此, “这些”( toutôn )一词可指主的门

徒们(阳性的众门徒), 也可以指鱼(阳性或中性的

鱼), 从希腊文文法来看, 这两个理解都有可能.123 

 

 虽然无法用希腊文文法作出判断, 不过我

们还可根据一些解经原则, 例如上文下理和逻辑

推理, 来判断“这些”指的是什么. 罗羚的分析如下: 
 

(a) 第一个可能: “这些”指的是鱼 
 

如果将“这些”理解成鱼, 那主耶稣就是在

问彼得, “你爱我比爱这些鱼更深吗?” 这些鱼, 加

上用于捕鱼的船、网及技术, 对以捕鱼为业的人

来说是养生、养家之物, 是他们维持生计的东西. 

对彼得来说更是如此, 因为打鱼(指捕鱼)曾经是

他的职业.124 他去打鱼实际上是干他的老本行. 

当彼得看见鱼时, 他看见的可能是食物和卖鱼后

所得的银钱, 和用银钱所能办的事, 或所买的东

西. 所以主耶稣实际上是在问彼得, “在这一切事

情发生后, 你现在还愿意为我撇下这一切来跟从

我吗?” 主是再次呼召彼得离开他的打鱼行业. 彼

得回答, 他爱主胜过世上的养身之物、养生之工

作, 他愿意为主放下这些, 所以主将祂的羊交给

他牧养. 这也是部分华人信徒对这段经文的理解.  

 

罗羚评论道: “如此理解, 无可厚非, 但彼

得在道成肉身的主呼召他离开打鱼行业时, 已经

为主撇下这一切了. 现在为复活的主撇下这一切, 

应该也不是问题. 而且, 彼得这次打鱼, 并不意味

他准备完全重操旧业, 因而主再次呼召他, 让他

离开打鱼行业.125 他可能只是‘只此一次’, 或暂时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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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页. 
124   罗羚在文中采用“打渔”一词, 但根据《古今汉语常

用字字典》和《高级汉语词典》, “打”其中一解释为: 捕捉; 

猎取, 如: 打鱼; 而“渔”其中一解释为: 从水, 从鱼, 表示捕鱼. 

换言之, 若用“打渔”便有重叠之意(意即“捕捕鱼”), 而“打

鱼”即“捕鱼”, 较为正确, 所以上文把“打渔”改为“打鱼”. 
125  一些学者(如 E. C. Hoskyns、C. K. Barrett)认为彼

得回去打鱼是出于软弱跌倒的错误行动; 但也有学者(如 F. 

重操旧业, 就像保罗有时也重操织帐篷的旧业, 

为要支持他的宣教工作, 不成为别人的经济负担. 

又或许彼得他们没有食物(约21:5), 为了让大家

有食物, 才去打鱼. 如果是这样, 彼得打鱼就是爱

心行动, 他因为爱主, 所以爱这些门徒, 带头为他

们找吃的.” 
 

(b) 第二个可能: “这些”指的是门徒 
 

如果将“这些”了解成众门徒, 文法上又有

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 主在问彼得: “你爱我

比你爱这些门徒更深吗?” 但这样的解释不符合

这段经文和它上下文的主题, 因为上下文不是讲

述彼得对众门徒的爱, 而是彼得对主的爱.  

 

第二个可能是: 主在问彼得: “你爱我比这

些人(指门徒)爱我更深吗?” 按上下文和逻辑推理, 

这个解释似乎更为合理, 因为彼得曾自以为比别

的门徒

更爱主. 

当主耶

稣在最

后的晚

餐对众

门徒说, 

当夜他们为祂的缘故都要跌倒时, 彼得说: “众人
(希腊文: pas ; 可意指“每个人、所有人”)虽然为

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太26:33).126 这里

的“我”在原文是放在强调的位置上 .127 彼得把

“我”与“众人”(指所有门徒)分开, 把“我”凌驾于其

他门徒之上. 他的话意味着他认为自己比主耶稣

其他的门徒都更爱主.128  

                                                                                                     
F. Bruce、G. R. Beasley-Murray)觉得彼得这样做并没有错, 

与其闲着无所事事, 不如打鱼供给生活所需. 卡森(D. A. 

Carson)认为后者的可信性比较高, 因为彼得和其他门徒很

可能是顺从主的吩咐(可 14:28; 16:7)而前往加利利; 并且那

时, 彼得已私下见过复活之主(路 24:34; 林前 15:5), 加上他

听见主在岸边, 就迫不及待地跳下水, 游向主那里. 这举动

不像一个要逃避主的人所为 . D. 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第 669页. 
126   这节在罗羚的引文中是: “即使他们都为你的缘故

跌倒, 我永远都不会跌倒.” 所以是“我”与“他们”分开有别. 
127   这节的希腊原文是: egô oudepote … (意即: 我永

不、我从不…); 有了 egô (我)一字, 且是放在句子的第一个

位置(第一个字), 在希腊文法上是要带出“强调”的意味.  
128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 第 128-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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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确实护主心切, 在客西马尼园拔刀护

主(约18:10); 当主被捉拿后, 别的门徒都狼狈逃

跑, 他却悄悄地在人群后面跟着主(太26:58; 可

14:54; 路22:54; 约18:15). 然而, 在大祭司院子的

炭火光中, 彼得的表现表明他并不比别的门徒更

爱主 . 除了约翰没有怕被称为主的门徒 (约

18:17),129 众门徒都失败了, 而彼得的失败似乎更

惨痛. 别人只是逃跑, 没有否认主. 但彼得不仅不

认主, 更是三次不认主, 正如主事前所说的那样. 

 

因此, 论到这问题  —  “你爱我比这些更

深吗?”, 罗羚正确表示: “主的问题将彼得直接带

回他在主的晚餐当众的表态, 就是祂愿意为主舍

命, 即使别人跌倒, 他也永不会跌倒. 主这样问, 

首先是要帮助彼得反思和对付他内心深处的问

题, 就是他以前的骄傲: 彼得过分的自信, 过分地

高估自己. 另一方面, 主也是在引发他表达他现

在对主的心, 引导他走向更高的属灵认知层面. 

 

“彼得经过失败后, 对自己更加认识, 学习

了谦卑的功课. 他以前自以为他爱主多过自己的

性命, 爱主比别人更深. 然而… 在他肉体生命中, 

他和别人一样, 看自己的生命安全过于爱主、跟

随主. 彼得在失败之后, 在主的受死及复活之后, 

他在极度的羞愧之中, 内心深处仍然爱主. 他听

说是主, 就不管其他人, 也不管鱼, 穿上衣服, 直

接跳下海, 游到主那里(约21:7), 可见他想念主的

心比众人更明显、更迫切. 虽然别人没有这样表

达, 只有彼得这样做, 但彼得没有说‘是的, 主, 我

爱你比他们更多’.” 

 

反过来说, 彼得的回答让我们看见他的改

变. 在加利利海边的那个清晨, 众门徒围绕在主

耶稣点燃的炭火之温暖中. 这里的“炭火”(约21:9)

与 约18:8的“炭火”是同一字, 但彼得在这两处的

炭火中却有何等不同的反应. 在 约18:8的炭火光

中(那是大祭司仆人点燃的炭火光中), 彼得否认

了主. 但在这里, 彼得说: “是的, 主, 你知道我爱

你.”(约21:15, 原文直译). 彼得所谓的“是的”不是

说他自认比别人更爱主, 因为他没有顺着主的问

                                                           
129   约翰领彼得进大祭司的院子(约 18:16). 那时, 那看

门的使女对彼得说: “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约 18:17). 

注: 使女说“你不也是…门徒”, 表明使女知道约翰是主的门

徒, 也意味着约翰在使女面前不怕承认自己是主的门徒.   

题来回答说: “是的, 主, 我爱你比他们爱你更深.” 

他不再敢自以为比别人更爱主, 他也不再将自己

爱主的程度与主其他门徒爱主的程度相比.130 

 

(C) 再造之恩  —  重建彼得的见证 
 

让彼得深感安慰的是, 当他回答后, 主耶

稣将自己的小羊托付给彼得喂养(约21:15). 但主

耶稣又问彼得第二次. 这一次, 主没有将彼得与

其他人比较. 只是问他对主的心: “约翰的儿子西

门, 你爱我吗?” 彼得的回答与第一次相同: “是的, 

主, 你知道我爱你.” 主耶稣又表达了他对彼得的

接纳和信任, 把祂的羊交托彼得牧养(约21:16). 

 

 接着, 主第三次问彼得: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罗羚指出, 彼得心里难过, 被主三次

问“你爱我吗?”所刺痛, 因为主耶稣明显是提醒他

三次不认主的事. 但过去的失败再次被提及, 他

愿意面对自己过去的失败, 在主面前仍然抓住主

的全知, 向主表白他爱主的心: “主, 你知道所有

的事, 你知道我爱你.” 主第三次接纳彼得出于对

祂的信心所做、爱心的表白, 将祂的羊交托给彼

得喂养(约21:17). 如此, 在彼得当众三次不认主

的失败后, 主耶稣恢复彼得对主的信心和爱心, 

也完全重建他服侍主的资格和地位, 当众赐给他

牧养神子民的托付. 这是父神听了主为彼得的祷

告, 保守他不失去信心(路22:32).131  

 

 以后 , 当人们怀

疑彼得的使徒资格和地

位时, 使徒们一定记得

并引述这件发生在加利

利海边的事. 他们一定

都承认说, 他们相信彼

得的话, 不单是因为那

些话是彼得自己所说的, 

更是因主也加以默认 , 

并且用再三的托付来证实彼得的话是真的(注: 若

彼得所言不实, 主一定会开声纠正, 像先前那样, 

太26:33-34). 显然, 全知的主对彼得的忠诚是毫

无疑问的, 不然祂就不会将如此重大的牧养责任
                                                           
130   D. 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第 677页; 

引自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 第 130-131页. 
131   路 22:32: “但我已经为你(彼得)祈求, 叫你不至于

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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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托给他. 这一切重建了彼得在众人面前的美好

见证, 确立了他的使徒权柄.   

 

“综上所述,” 罗羚总结道, “彼得失败了, 但

主耶稣主动来寻找、赦免、接纳、重建, 使他重

新站起来. 神允许彼得失败, 是要对付他灵魂深

处的骄傲, 让他更认识, 也承认他的软弱, 并凭信

心抓住主的全知, 向主表达他心中虽然不完全, 

却是真诚的爱. 主知道他, 主也悦纳他真诚的表

达.”132 

 

 这一切给于我们何等宝贵的功课! 我们这

些真诚跟从主的人, 在事奉主的道路上, 若有一

天也像彼得一样的失败、跌倒, 让我们在失败中

不灰心, 从失败中学习主要我们学的功课, 紧紧

地抓住主自己, 使我们也可以重新站起来, 重新

为主所用. 此外, 从主与彼得的问答中, 我们也学

习到: 要作主羊群的牧者, 必须有爱主之心, 且有

主的呼召. 对于那些作牧者的, 必须谨记, 爱主就

是要喂养主的小羊, 牧养主的羊群! 求主施恩, 帮

助我们, 因爱主而以爱事奉, 且是谦卑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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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指示代名词 houtos 的词形变化 

和 约翰福音21:15的“这些”(希腊文: toutôn) 
 

 一般而言, 希腊文是一种强调精确的语言. 

希腊文的每一个名词(noun)、形容词(adjective)、

副词(adverb)、代名词(pronoun)和冠词(article)都精

确地表达其数式(number, 单数或双数)、语法性

(gender, 阳性、阳性或中性)及语法格(case, 主格、

所有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呼格), 所以几乎
每一个词(但并非全部)在不同语法格中都有不同的

词形变化(morphological variations, 特指词尾变化).  

 

 约21:15的“这些”一词在希腊文法上称为“指

示代名词 ”(demonstrative pronoun), 其原型是 

houtos {G:3778}【注: 原型是指这字的“词汇形

式”(lexical form), 即在字典里供读者查询某字时

用的单字; 它按希腊文法属“主格-单数-阳性”的

字). 下表是希腊文指示代名词 houtos 的词形变化

(包括单数的“这”[this] 和复数的“这些”[these] ):   

                                                           
132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 第 134-

136 页. 

数

式 

语法性  

语法格 

阳性 

masc. 

阴性 

fem. 

中性 

neut. 

单
数

 (
si

n
g
u

la
r)

 

主格 

Nominative 
houtos 

 
hautê touto 

所有格 

Genitive 

toutou tautês toutou 

间接受格 

Dative 

toutô tautê toutô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touton tautên touto 

     

复
数

 (
p
lu

ra
l)

 

主格 

Nominative 

houtoi hautai tauta 

所有格 

Genitive 

toutôn toutôn toutôn 

间接受格 

Dative 

toutois tautais toutois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toutous tautas tauta 

  

一般而言 , 指示代名词与它所指的名词

(人、事、物)必须有相同的“语法性”(gender). 换

言之, 若我们要知道“这些”一词是指什么东西, 我

们可以看它是属于阳性、阴性或是中性, 因为它

所指的名词必须在“语法性”方面与它相同; 举例

说明 , “门徒”(约21:12)这一名词在希腊原文是 

mathêtês , 是阳性名词; 而“鱼”(约21:9,10,13)在

希腊原文是 opsarion , 是中性名词. 若“这些”(指

示代名词)的希腊字是阳性的话, 所指的就是门徒

(因“门徒”是阳性); 若“这些”一字是中性, 所指的

就是“鱼”(因“鱼”是中性). 如果你查考以上图表, 

你发现一般上阳性、阴性和中性都有不同的词

尾变化, 可以用这方法来判断它所指的是什么.  

 

然而, 在希腊文圣经中, 约 21:15的“这些”

一词是 toutôn , 在文法上是“所有格”(genitive)和

“复数”(plural).133 问题来了, 若你查考以上图表的

“复数-所有格”, 你发现在语法性方面, toutôn 可

以指阳性, 也可以指阴性或中性, 因它们三者都

有相同的词尾变化, 都是 toutôn (参图表中的黑

色那行). 换言之, 约21:15的“这些”’( toutôn )可以

指主的众门徒, 也可以指鱼, 从希腊文文法来看, 

这两个解释都有可能, 无从确定所指的是哪一个.  
 

                                                           
133  “所有格”(genitive)或称“属格”, 因它表达“属于”的

关系, 英文常译作“of”或“from”. 例如“神的道”(the Word of 

God), “神的”(of God)就是“所有格”, 表明这道是“属于神

的”(belong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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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 (七) 

 
编者注 : 我们必须重视“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英 文 有 时 称 之 为 Expository 

Sermons), 因为它是圣灵使用来复兴和造就召

会的一种讲道方式.134 赖若瀚在其著作《食

经讲道》一书提出释经

讲道的十大步骤(参本文

附录). 我们已在前六期

《家信》探讨释经讲道

的第一至第六步骤(即选

取经文、解释经文、找

出主题、写下大纲、加

插例证和遣词用字). 现

在让我们进一步讨论第

七步骤  —  会众情况. 

 

(文接上期) 

(C)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逐一分析 

 

步骤七:   会众情况 
 

 讲道必须知道会众的需求(注: “会众”广义

是指参加聚会的人, 但在本文特指在召会或聚会
中听道的群众, 即英文所谓的“congregation”), 就

如厨师要知道食客喜爱的口味一样 . 赖若瀚在

《释经讲道》一书中贴切指出, 不少信徒来听道, 

仿佛“带着盛载饭菜的盒子, 心中渴望着能饱餐

一顿, 还希望得到接下来一个礼拜的属天喂养.” 

但问题是: 讲道者能让会众每次得到饱足吗? 作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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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释经讲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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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讲道者, 必须敏锐于会众的需要, 让他们确实

能得到生命的喂养.135 

 

 餐厅里以食客至上, 是不能得罪的. 不过, 

此原则不能用在讲道方面, 因为“会众”或“听众”

不是真的食客, 并且讲道者是“神的代言人”, 目的

并非要讨听众的喜悦, 而是要传“神的圣言”. 传道

者传递神的道 , 时而安慰、时而提醒 ; 时而鼓

励、时而责备, 为要带出神话语中不同的养分, 

以供应会众多元的需要.  

 

赖若瀚写道: “讲道要有效, 必须明白会众

的真切需要. 在商场上, 这叫‘市场研究’, 在讲道

事奉中, 不妨称为‘会众研究’(注: 本文采纳一个

比较简明的标题, 称之为“会众情况”).” 医生不能

不诊断病症就开列药方, 因为病人的体质有异, 

不能一样药物医百样人. 讲道也必须留意会众的

处境及接收能力等众多因素.  

 

 你若留意主耶稣

与尼哥底母及撒玛利亚

妇人的对话, 你将发现

它们的切入点与内容完

全不同, 因为前者是宗

教领袖, 在死板的宗教

仪文里浸沉多年 , 了无

生气, 需要得“重生”. 后

者则是犯罪的女人, 在

世俗事物各方的追求中

找不到真正的满足, 需

要得“活水”. 主耶稣用

不同的方法, 引领他们

到达同一个目标: 认识主耶稣是弥赛亚, 并得到

祂赐下的救恩. 由此可见, 主耶稣认识祂的会众.  

 

此外, 新约圣经中包含十多卷保罗写作的

书信, 各有不同的主题与重点. 保罗透析不同召

会(教会)的需要, 他的信息都是对症下药, 乃具体

而准确地针对各个召会和会众的需要, 带来强烈

的震撼. 例如对于哥林多的召会, 他的信息是要

解决信徒当中分门结党、淫乱、吃祭偶像之

物、聚会时混乱等问题; 对于歌罗西的召会, 保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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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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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杨 牧 谷 

罗提醒信徒弃绝“人的学理”和“人间的遗传”, 单

单依靠基督的丰足性. “保罗不单知道修辞上希

腊文的时态, 更知道会众的心态与动态”. 

 

不少研究“讲道法”的学者, 都将“会众研

究”或诠释文化与讲道的关系, 放在设计讲章之

前, 一些学者却完全没有提述. 事实上, 对会众的

评估和掌握, 是开始预备讲道时便要注意的事情, 

若到了讲台上才来研究会众, 虽然想随机应变, 

但分心之余, 可能也来不及了. 

 

赖若瀚在《食经讲道》一书中, 详细讨论

了有关会众情况的研究, 我们

在下文将之内容简述介绍:136  

 

1. 道成肉身, 了解需要 

2. 不同层面, 多方探究 

3. 运用想象, 活现眼前 

4. 训练会众, 听道行道 

 

 

(一) 道成肉身, 了解需要 
 

赖若瀚指出, 讲道者每次讲道面对的, 可

能是不同的会众(听众), 所以须特别留神. 虽然圣

经的真理是给于普罗大众的, 但在传讲时, 内容

的选取与例证的运用, 都要具有针对性, 才有果

效. 过于笼统或概括的信息往往缺乏力量, 容易

成为毫无作用的过眼云烟.  

 

美国的罗宾森(Dr. Haddon W. Robinson)

写道: “一篇平淡普通的讲道, 不会打动任何人, 

但出乎意料地, 越是直接切入和个人化的信息, 

越能产生实际的果效.”137     

 

(a) 闭门造车型 

 

有些传道人, 给人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

火的印象. 他们讲的都是圣经真理, 而且对其有

深入研究, 然而, 那些高深的道理不能落实在生

活中. 究其原因, 有时是传道者性格内向, 以致社

                                                           
136   下文主要改编自赖若瀚所著的《食经讲道  —  当

代释经讲道手册》, 第 335-358 页.  
137   引自赖若瀚所著的, 《食经讲道》, 第 337 页. 

交圈子狭窄, 社会经验不够丰富, 不明白人间疾

苦等; 又或者他根本没有兴趣知道外界发生的事

情, 只想把自己关在理想世界的象牙塔中. 这样

的讲道者, 纵然对圣经本身有深入的研究或理解, 

却不能切入信徒的生活, 改变信徒的生命, 其实

完全达不到讲道的目的. 

 

杨牧谷说得好 : 

“我常对神学生说, 无论

在本地或海外著名学府

读神学, 切记不要作个现

代文士, 即只会旁征博引, 

注注疏疏地啰嗦一轮; 要

释经就一定要有具体对

象, 不能只求满足释经家要求的条件, 却对盼望

听见神信息的会友视而不见. 坦白说, 注疏式释

经是容易做的, 只要有一定的训练, 住进一个具

规模的图书馆, 然后给予足够的时间, 人人都可

以写出一篇有几百个注解的释经文章, 但这种现

代文士式的研经对谁有好处呢? 一个现代站讲台

的人又岂能无视于嗷嗷待哺的会友呢?”138 

 

我们已谈过一篇优质的讲道必备五项特

质, 其中一项是“实际可用”. 讲道不是在写学术文

章, 不是关在书房里作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字词

研究. 传道者要读“经”, 也要读“人”; 要研究圣经, 

也要研究会众. 因此, 传道者绝不能轻忽会众的

需要, 只躲在书房闭门造车.   

 

有者比喻讲道是用神的话语“对全会众一

起做的个人辅导”. 在辅导的过程中, 辅导者必须

明白受导者的需要, 要切中问题的核心, 并且要

知道他们听了之后“可以明白吗?”、“可以接受

吗?”、“他们的感受如何?”等. 讲道者必须走出屋

子, 与人群处在一起, 尝试去了解和感受会众面

对的试炼与挣扎, 讲道才能“天地兼容”、“通天接

地”, 把神的信息带入信徒的生活.  

 

(b) 沉迷爱好型 

 

另有一种传道人(讲道者), 因为对某些主

题特别喜爱, 专门讲述这些题目, 即使这些题目

是神学性强、偏重理性而艰涩难懂的. 赖若瀚称

                                                           
138   同上引, 第 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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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传道者为 “沉迷爱好 ”而非 “沉迷嗜

好”(因为按照《现代汉语词典》, “嗜好”虽是“特

殊的爱好”, 但“多指不良的”, 多用于贬义). 虽然

“爱好”主要是指本质良好的东西, 但关键在乎是

否“沉迷”. “沉迷”是指除此之外, 再看不见其他, 

以致将别的重要题目都放下不讲.  

 

赖若瀚贴切评述道: “对于讲道的题目, 我

们可以有爱好, 却不该有近乎成癖的嗜好.” 例如

爱好亚伯拉罕这信心伟人, 或某个圣经人物, 每

次讲道都是亚伯拉罕或那个人物; 又或者爱好末

世论 , 每次讲道不离“末日灾难”、“谁是敌基

督”、“前千禧年论”、“后千禧年论”等等(虽说这

些题目都是重要的). 这种偏好不能提供信徒在属

灵与生活上各方面的需要. 沉迷爱好型的讲员, 

只顾钻研一个学门, 却忽略了身旁的人, 不像本

文引言中所说的厨师一样, 能满足食客的需要. 

 

  无论某个题目有多吸引, 研经时有多少

兴趣, 讲道者不能一头栽进去, 其他什么都不管, 

又将讲道最终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 保罗对基督

徒生活提出一项守则: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

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

的辖制”(林前 6:12). 这项守则自然可以应用在讲

道方面. 

 

(c) 道成肉身型 

 

赖若瀚说得好, 最理想的传道者(讲道者), 

要像主耶稣一样, “道成肉身”, 住在人群中间(约

1:14). 赖若瀚所谓的“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 希

伯来书 2:14 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祂也照样

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 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

之躯, 进入我们的世界、体验我们的处境. 传道

者不能老是站在高位上发号施令, 要亲自站到弟

兄姐妹中间, 设身处地用同理心去了解会众的世

界, 作会众的领路者, 但更要与会众同行, 明白他

们的挣扎和伤痛, 与他们一同实践真理, 一起经

历神话语的大能. 道成肉身绝不是赞成或跟随会

众的错谬言行, 而是要像耶稣基督生活在人间, 

但祂却没有犯罪(来 4:15). 

 

道成肉身的讲道, 是讲道者带着仆人的心

态去服事会众, 不按自己的喜好, 乃是看到所服

事的众人之需要. 复活的主正是采用“道成肉身”

的方式给前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讲道. 祂

刻意向这两位普通的信徒显现, 伴随在他们身边, 

聆听他们的心声、疑虑和迷惘. 他们二人原先

“不能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 不能接受妇女们的

报信, 以致心灰意冷地要“还乡归田”. 复活之主走

进他们中间, 作他们的朋友, 引导他们认识真理, 

更认识祂自己(真理的化身, 约 14:6). 终于在旅程

最后, 在复活主的同在中, 他们欢欣地明白主真

的已经复活了, 甚至高兴得“不敢相信”! 

 

赖若瀚写道: “有人认为, 讲道者不一定要

探访信徒, 宁可多花时间准备讲章. 然而, 这会让

我们容易堕入闭门造车的陷阱. … 无论如何忙碌, 

仍要把握一些时间与会众接触: 深入民间了解民

情、听取民意. 定时探访与辅导会友(指信徒)的

讲道者, 不会缺乏讲道的素材, 因为会友的经验

正是一种活教材, 明白他们的需要, 才能更有效

地按时分粮.” 

 

 

(二) 不同层面, 多方探究 
 

认识你的听众. 正如箴言 27:23 所说: “你

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有些会众是你熟悉的, 但不可掉以轻心, 还须留

心观察他们的需要, 了解他们的问题和对事物的

看法. 信徒每日生活中面对不同的挣扎和持续的

挑战, 一个月前的情况, 跟一个月后可能已大不

相同. 

 

若受邀到别处讲道, 遇到陌生的会众或听

众, 可以事先请教那里的负责人, 尽力多了解他

们的基本情况 , 让讲道不至于“打空气”(林前

9:26). 不同对象有不同的需要, 也因此有不同的

期望、取向和风格. 听众居住地区的分布, 对音

乐的喜好, 听众人数的多寡, 他们的年龄层与教

育背景等 , 都会

影响他们对事物

的观点及对神话

语的吸收方式 . 

这些都是值得讲

道者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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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认识基本资料 

 

讲道者必须熟知会众或听众的一些基本

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职业、住处、语言、文

化、教育程度与属灵状况等. 

 

(a.1)   性别与年龄 

 无可否认, 男女有别, 兴趣与爱好各异. 弟

兄或男性听众比较喜欢推理的讲解, 姐妹或女性

听众则较有兴趣于感性的, 与家庭生活、儿女教

养有关的主题. 因此, 在讲道中举出例证的时候, 

对女性居多的会众, 比较适合多用有关家庭或人

际关系的例证; 若是男性居多, 可以多用逻辑推

理, 并引用关于球赛运动或世界大事的例证.  

 

另外, 青年人较容易接受新的观念与挑战, 

因为他们的脑子较为单纯, 又注重理想. 成年人

较喜欢针对现实、关怀较切身的问题, 他们有主

见, 不太容易认同新的事物. 至于老年的人, 对事

物的立场、习惯与爱好已经定型, 更难接受新概

念. 但有些年老者看透世情, 返璞归真, 表现出纯

真的一面. 

 

年长的讲员, 若受邀到年青人中间讲道, 

便要留意运用一切年青人能认同的表达方式与

例证. 相反地, 年轻的讲员到成年人或长者为主

的会众中讲道, 也要留意长辈的视角, 以他们容

易接受的方式来表达, 不能只顾年青会众的需要.  

 

(a.2)   语言与文化 

每一个不同地方的会众可能有不一样的

文化、传统与习惯. 认识他们的背景, 可以减低

讲道时会众接收信息的障碍.  

 

赖若瀚举个例子, 

他曾参加已故黑人牧师

贝利(Ervin K. Bailey)所

创办的“释经讲道研习

会”. 会议中聆听多位非

洲裔讲员传讲信息, 他们

都属“雷电交加”型, 台上

与台下有活泼的互动. 例如台上问: “我可以找到

这信息的见证人吗?” 台下的人回应说: “Yeah… 

yeah… yeah…”. 这种互动似乎像尼希米的时代, 

文士以斯拉展开神的律法书, 并称颂神时, “众民

都举手应声说: ‘阿们! 阿们!’ 就低头, 面伏于地, 

敬拜耶和华”(尼 8:6). 

 

 中国人比较含蓄, 较难有这样热烈的回应, 

这是文化的影响. 有时候, 聚会甚至是寂静无声. 

赖若瀚评述道: “我认为在含蓄的文化中, 也可以

加上一点互动, 如… 用点头与笑容表示认同, 给

讲道过程增添些生气.” 

 

顺带一提的是, 讲道者到外地作教导和培

训工作, 长远来说, 最佳的策略是培育当地有教

导恩赐的同工起来接棒,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因

为“空降的讲员”始终受到文化、背景、风俗、用

语等差异的限制, 不及本地的教导者可以自然地

深入信徒中间 , 

容易了解他们的

切肤之痛与实际

需要 , 达到量体

裁衣之效. 

 

(a.3)   职业、住处与教育程度 

会众的职业不同, 就可能有不同的兴趣和

需要. 白领阶级与劳工朋友的需要, 商人与学生

或知识分子的需要都大不相同. 

 

一般而言, 在一些大城市, 会众以商人或

专业人士居多, 但在乡村, 则以农民与劳工占多

数. 职业与教育背景跟会众听道时的接收能力与

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会众注重

智性的理解, 重视理念和原则, 情感不易波动. 但

教育水准较低的会众则比较注重实用性, 喜欢听

故事, 感情也较容易被触动. 

 

传道者本身也拥有各自不同的风格, 反映

其性格与生命取向, 可以是温和的、爽快的、激

昂的、沉稳的. 但讲员的风格也可以因着听众和

场合而改变. 举例来说, 向高中生讲道与对主日

敬拜(掰饼记念主)的会众讲道, 就会不同. 

 

 当然, 神的话语是适合所有人的, 但在遣

词用字、引用例证方面, 就必须按会众的背景加

以调整. 会众当中若多是教育程度较高的饱学之

士, 讲道者对经文的解释可以深入探讨, 多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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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方面的讲解; 若会众当中是一般大众居多, 便

应侧重生活的事例, 从情感的角度打动听道者. 

 

正如人们上馆子吃饭, 因为口味各异, 自

然怀有不同的期待, 想吃什么已有定见. 听众来

听道之前, 也有自己的口味: 有些喜欢听到多一

点应用性的, 期待讲员的信息更切入生活; 有些

喜欢多一点解经的, 则希望得着解经的新意和亮

光; 还有一些盼望讲员像“先知”一样, 满有权威

地宣讲神的话; 另有一些则希望讲员犹如“朋友”

一般, 与他们对话谈心. 

 

因此, 讲道时要建立一种张力(可指具有伸

缩性), 一方面要让会众感受到信息具备多种营养

价值, 另一方面, 也顾及各人的口味. 会众的人数

越多, 背景越广泛, 就越须留意信息与内容要具

备普遍性, 同时也提供具体的应用. 罗宾森写道: 

“要向广大会众说话, 须作出一些自我牺牲, 放弃

一些自由. 例如放弃某些幽默感, 放弃跟某些少

数群体的惺惺相惜, 放弃谈论某些我们特别喜欢

的书刊… 甚至放弃只想跟我们有相同教育背景

或同等热心的基督徒讲话等等. 有时候, 这些放

弃或牺牲当然不免令我们感到受限制和束缚.”  

 

(b) 了解心灵状况 

 

真正能用讲道喂养会众的传道

者, 会用尽办法了解会众的处境、挣

扎与需要; 尽量关心会众的忧虑与恐

惧; 借讲道中的信息安慰他们、引导

他们、提升他们; 让他们经历神话语

的生命力, 以及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讲道者要经常问这些问题: “这篇讲道要

针对会众哪方面的需要?” “他们现在最担忧的是

什么?” “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他们在面对什

么样的挑战?” “他们大部分的人在想什么呢?” 

“他们基本的世界观如何?” 

 

 当然, 会众感觉上的需要, 不一定是他们

真正的需要, 但讲道者可以从这些感觉上的需要

开始, 引导他们进入真正的需要, 再进一步进入

神的心意中. 此外, 讲道者也当留意: 不能因为迎

合他们的喜好, 而牺牲了神的话语. 

 

(b.1)   他们的需要 

讲道者要了解会众是否被什么事情困扰, 

拦阻他们在生活中实践神的话? 他们过去有什么

背景或传统习俗, 影响他们接受听到的信息? 讲

道者要问: “我这篇信息将如何解决这些困扰、

拦阻和影响?” 

 

(b.2)   他们的忧虑 

我们可以借着探访关怀, 来聆听与关心信

徒的忧虑与挣扎. 若他们感受到我们真诚的关怀, 

便会乐意将自己的困难和挣扎坦然相告. 因着了

解他们的情况, 我们的讲道便能更具体地切入他

们的处境, 提供合宜的提醒、鼓励与实际的帮助.  

 

我们鼓励传道者多作探访. 当弟兄姐妹在

就医住院, 甚至举丧的场合中, 传道者要尽量致

以关怀或慰问, 与忧者同忧、哀者同哀. 另外, 传

道者也能尝试去了解弟兄姐妹的生活话题, 明白

他们的视角和处境. 这样, 讲道时便能用神的话

语, 给予他们适切的安慰和鼓励, 及分享那能提

升他们心灵的信息.  

 

(b.3)   他们的灵命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 想到读者

们属灵的光景, 知道他们仍只能吃奶, 不能吃干

粮. 他知道他们的需要, 想把他们提升到更高境

界, 让他们能吃干粮(来 5:11-14; 参 来 6:1-8). 

 

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讲述四种土壤(可

4:1-20). 人心好像田地, 神的道如同道种, 撒种的

人是主耶稣, 四种土地显示接受神话语的四种心

灵情况, 这都存在于讲道者的会众或听众当中. 

因此, 传道者要懂得鉴别听道者的心灵土壤. 

 

第一种是“无心装载”(可 4:15). 这种土壤

在有意或无意间, 没有让道种落进心田, 最终被

恶者夺去. 他们的征状是毫不在意、甚至敌视真

道. 回应的方法是为他们代祷, 求圣灵动工. 

 

第二种是“肤浅无根”(可 4:16-17). 道种进

入了心中, 开始还有反应, 不过扎根不深, 遇见困

难或试炼就萎缩, 无法成长. 他们的征状是信道

肤浅、生命虚弱. 回应的方法是鼓励他们看重神

的话语, 多加消化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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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挤迫混杂”(可 4:18-19). 道种进

到心中, 却被世俗的环境挤住了, 不能成长. 他们

的征状是骑墙观望、信仰窒息. 回应的方法是鼓

励他们认真面对信仰, 持守属天的价值观. 

 

第四种是“健康接受”(可 4:20), 神最理想

的一种, 是人听了道, 明白(太 13:23)、接受(可

4:20), 并“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 他们是真诚

相信, 恳切遵行, 因此结实累累. 这一类会众是传

道者的喜乐与福气.  

 

归纳以上的四种土壤, 第一种根本“没有

入土”, 第二种是入了土却“没有扎根”, 第三种是

扎了根却“没有结实”, 最后一种, 不单入土、扎

根、并且结实, 有 30 倍、60 倍、100 倍之别. 会

众当中有哪些人属于哪一类心灵土壤, 我们无法

预先知晓(只能祷告交托, 并在讲道之前尽本分做

好准备). 讲道者的责任是尽其所能去松土, 产生

好土的情况, 免得流失率更高. 

 

另一方面, 若你被邀请到别的召会(教会)

讲道, 而讲题又具有争议性, 那么你最好先弄清

楚他们对你的讲题所持的立场(这方面可询问他

们当中的领袖或负责人). 若他们所持的立场与你

不同, 又坚持要你照他们的立场来讲, 那么你可

以婉拒邀约, 免得产生无谓的争辩. 不过, 若他们

不介意你的立场, 愿意学习真道, 那么你就可放

心, 按照你从主领受的亮光去传讲.    

 

讲道要力求尖锐或是保持含蓄? 对于这个

问题, 外来讲员可能占点优势, 因为他讲完道后

便离开, 不用负起跟进的责任. 但若是召会本身

的信徒讲道, 遇上较尖锐的问题, 必须求主赐下

智慧. 赖若瀚认为: “若是可以私下处理的个人恩

怨或仅属少数人的问题, 不要带到讲台上论述为

佳, 免得有人误认讲员借用讲台作炮台.” 

 

(c) 配合讲道场合 

 

每次讲道, 都得先花点时间, 去了解聚会

的场合、时间、地点及人数多寡等资料.  

 

(c.1)   场合: 当天的聚会有什么特别性质, 如: 感

恩、记念、专题讨论? 或有无其他特别节目配合? 

聚会中是否还有其他讲员? 此外, 会众有什么特

别的期望吗? 这些都是讲员要先弄清楚的. 

 

(c.2)   时间: 聚会时间是在早上、下午或晚上? 早

上精神较好, 下午较热, 人又容易疲倦, 晚上则要

注意灯光是否足够等. 此外, 聚会是在会众吃饱

之后或是吃饭之前? 吃饱的人反应迟钝, 若靠近

吃饭时间就必须准时结束聚会. 

 

(c.3)   地点: 聚会地方的大小, 座位是否足够, 隔

间是否挤迫, 投影设备、音响、讲台上的摆设、

讲台的高度, 以及会众与讲员的距离等, 对讲员

都会有所影响. 若使用聚光灯照射讲台, 讲员往

往不能看清会众的反应, 这些都是讲道者要先了

解的. 

 

(c.4)   人数: 在大型的聚会中, 群体气氛热烈, 会

众容易作出回应. 在人数较少的聚会中, 人与人

之间比较亲切, 容易熟落, 讲道时可以多用对谈

的方式跟会众互动. 

 

 

(三) 运用想象, 活现眼前 
 

讲道者切忌自言自语, 但应该运用想象力. 

保罗在书信中经常假想他的读者就在眼前, 可能

正在对他的讲论发出疑问, 他主动地在信息中提

出这些问题, 并逐一解答(参 罗 3:1-9; 4:1; 6:1-2

等). 先知玛拉基的信息也有类似的特色, 书中用

五次想象出来的答问, 来导出神子民中间的属灵

问题(玛 1:2-3, 6-8;  2:17;  3:7-8,13-15). 讲道者很

容易只是单方面传递信息, 而忽略了会众心中对

信息产生的困难和疑惑. 

 

(a)   想象力: 代入 

 

要想象会众与召会(教会)的需要. 用想象

力将自己“代入”在他们中间: “你们可能会这样

想… ” 多考虑他们的处境, 体会他们的感受, 从

他们的角度去发掘问题. 简单来说, 就是设身处

地去为会众着想, 借着心灵的对话将这些需要带

出来. 例如: 盼望会众在哪一方面成长? 整体信徒

在哪方面比较疲弱, 需要坚固? 在预备讲道时, 最

好能将一些具体的面孔显示在眼前, 这样会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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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多克 

(Fred Craddock) 
 

我们贴近会众的需要. 若是在一场对话中, 你根

本不知道对方的需要及他心中的想法, 对话便很

难产生功效.  

 

如果听众当中有很多不同群体, 罗宾森建

议: “每篇信息要针对两三种人发出, 效果比较好

(每周转换另外两三个群体).” 他也建议先作会众

分类, 在表格上列出不同群体. 例如表格的最上

一列注明性别及婚姻状况(男、女、单身、已

婚、离婚等). 表格的最左一行写下不同年龄层

(青少年、青年、中年及老年 )、职业分类 (学

生、失业、打工阶级、管理阶级等)、信仰状况

(委身的基督徒、慕道者、无神论者、愤世嫉俗

者等). 若不能这么细致地分类, 可以略微简化. 

每次选定两三种群体, 然后每个信息的重点都以

他们为对象, 思考如何能将这信息落实在他们的

生活中. 

 

 赖若瀚写道: “有一次, 我用诗篇第 127 篇

讲道, 会后(聚会后)有一位多年不育的姐妹问我: 

‘久婚不育是不是神的咒诅?’ 我立刻警觉, 在讲述

儿女众多是神的祝福的同时, 我没有提及可能有

例外的情况, 忽略了会众中间有不孕的爱主姐妹, 

没有顾念她们听这篇信息时的反应.” 尽量顾及

听众当中的每一种群体, 尽量叫多人得益. 

 

(b)   同理心: 认同 

 

被造的人有一些基本的、共通的需要, 例

如被爱、期望生命有意义、背负着罪担与过去

的包袱、畏惧死亡等. 这些需要在讲道时可以用

同理心代入, 那就更能让会众认同信息的内容.  

 

美国的克拉多克

(Fred Craddock) 在 《 讲

道》(Preaching)杂志中提

到的“同理心式的了解”, 

也可以帮助我们喂养羊

群. 他说, 拿一张纸, 写上: 

“如果… 那会怎么样呢?” 

填上不同的人生场景: 面

对手术、独居、财富暴

增、被社群拒绝、入伍

当兵、不能阅读, 或是… 再填写可以臆想到的情

况. 这种练习可以使你更明白如何应用及举例说

明神的话语. 

 

对于一位单亲或离过婚的人, 该怎样解释

神设立婚姻的美意? 他或她会怎样想呢? 若说找

到配偶就是找到幸福的另一半, 这些人会有什么

反应呢? 而对那些还在寻觅佳偶的人, 又该作出

什么鼓励呢? 或许以下的例证能帮到我们. 

 

讲解玛拉基书 2 章 10-16 节时, 罗宾森特

别注意到会众中有失婚的人(指丧偶或离婚后未

再结婚的人), 所以他表达同理心, 说: “我知道台

下坐着离过婚的人, 一开始他们可能觉得神和罗

宾森都恨他们, … 后来, 我告诉他们: 你们知道神

为什么恨恶离婚吗? 神不是恨恶离婚的人, 乃是

恨离婚带给人的影响. 你们受到伤害, 孩子们也

满是创伤. 你们可以为此事作见证, 神之所以恨

恶离婚, 乃是因为祂爱你.”  

 

(c)   心灵对话: 沟通 

 

讲道是一场对话. 

不单是无声无息的心灵

对话, 更是由唇齿之间

发出实际的对话, 让人

在感到亲切、没有威胁

的气氛下领受真理, 不

必经常使用一些从上对

下的权威性语句. 

 

对话式的讲道可从圣经中找到根据. 诗篇

经常用在圣殿的敬拜中, 以一唱一和的方式进行; 

最好的例子是诗篇 24 篇与 136 篇. 福音书中充满

对话, 而不是冗长的讲章(参 约翰福音第 3 和 4

章); 又如彼得讲完五旬节的讲章后, 会众当中有

人问彼得: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因此, 预备讲道可以将信息的内容转化为

几个回合的对话. 你会发现, 将讲道改成对话的

方式有以下果效: 讲话的声音比较有亲和力; 神

学性的解释比较容易明白; 专门术语会减少, 转

而使用浅白的词语; 平日高亢的语调, 变成平和

的、交谈式的语调; 同时, 你还会注意到听众开

始有回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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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28 期 (2021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Chuck Swindoll 

 赖若瀚指出, 几年前, 他开始用与会众对

话的方式来讲道, 发现有出人意表的果效. “在设

计讲章时,” 赖若瀚说, “可以在关键地方对会众发

问, 让他们思考, 但不一定期待他们的回应. 若是

要取得现场回应, 先要在心理上预备会众.” 例如, 

看见会众的反应并不热烈, 可以说: “弟兄姐妹, 

我在讲道时希望能与大家互动, 所以当我问大家

问题的时候, 请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应, 也

可以点点头或摇摇头, 最低限度要用一个笑容…

来回应, 好吗?” 他发现, 每次讲完这一番话, 大家

都开始有反应. 不单讲员讲得起劲, 会众也因为

参与在其中, 显得很有兴趣, 更容易领受信息. 

 

 例如农历新年的前一个主日, 在讲约翰福

音 21 章的信息中, 可以加入以下的心灵对话: 

 

 农历新年快到了! 对许多人来说, 这是一

个快乐的日子. 然而, 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下, 

难免有人是带着伤痛与失望来面对今年的

农历新年.   

 

 有人说: “疫情下各行各业每况愈下, 债

台高筑, 哪有心情快乐过年?” 另有人说: “疫

情之下, 无法跨州回乡过年, 这样的思乡之

痛, 如何能释怀?” 又有人说: “我最近被解雇, 

没有收入, 如何可以快乐地过年呢?” 对于今

年的农历新年, 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心中不

但没有快乐可言, 反而是忧心忡忡, 对新的

一年感到失落、茫然.   

 

 对于彼得和其他门徒, 整夜劳碌后一无

所获, 所等待的救主又迟迟未现, 相信心中

也感到失落、茫然. 就在此刻, 岸上传来仁

慈与关怀的声音: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接着, 他们照主的吩咐撒网在船的右边, 竟

获得一大网的鱼! 是的, 主耶稣知道门徒的

需要, 也供应他们所需. 照样, 主今日也知道

你的需要, 也必供应你一切所需… 

 

 若能这样与会众对话, 他们会感受到你诚

挚的关怀, 至少你没有忽略他们的需要. 你这样

关心他们, 必是神的爱在你心里发动. 会众感受

到神的爱, 心灵自然更加开放, 对神的话更有回

应. 神的爱借着讲道, 终究能感动人归向神.  

然而, 上文所谓的

代入、认同与沟通的过

程, 需要日积月累去揣摩

和体会, 才能掌握得恰到

好处, 正如司蕴道(Chuck 

Swindoll)所说的 : “我现

在知道如何与会众的心

灵接轨… 这是从年复一

年的经验累积而来.” 

 

 

(四) 训练会众, 听道行道 
 

今日召会(教会)中最需要以圣经为本的讲

道! 换句话说, “讲坛信息”强的召会, 才能奠定美

好坚实的发展根基. 然而, 有了好的讲道, 还得要

有好的会众去听道和行道, 才会结出果子来. 听

道和行道的会众, 同样是召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要素.  

 

因此, 我们也要培养会众有一种听道受教

的心. 无论台上的讲员讲得怎样, 神都会透过他

(讲员)要我们学习一些功课. 我们该做的是从正

面去听、去领受, 不要一直存着负面的心思去听. 

 

 

(a)   建构听道行道的传统 

 

今天的会众对讲员的要求非常高, 经常用

著名讲员与自己召会的牧

者或讲员比较, 让讲道成为

高度的挑战. 但会众只听道

而不行道, 对他们的灵命与

召会的成长毫无用处.  

 

人生下来就有味觉, 自然而然地知道享受

与追求神的道是仿佛美味可口的食物. 然而, 人

对属灵事物的爱好却不是与生俱来的. 因此, 除

了希望有好的讲员预备好的讲章之外, 赖若瀚写

道: “教会(可指召会领袖或负责人)也要重视建立

弟兄姐妹听道和行道的艺术, 慎防犹推古事件(请

参 徒 20:9-12)139在教会中历史重演.” 

                                                           
139   坐在窗台上的犹推古听保罗讲道时, 因着困倦沉

睡而从三楼掉下去死了, 过后被保罗救活(徒 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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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道与行道是需要教导的, 召会的牧者与

领袖应留意在召会中建立良好的“道统”(指圣经

真道传承的系统), 以帮助弟兄姐妹明白如何听道, 

并切实地行道. 这种所谓的“道统”如同召会中的

“气候”, 有助于将道种深植在人心中. 

 

(b)   培养听道行道的心态 

 

(b.1)   专注 

鼓励弟兄姐妹星期六晚上早一点休息, 星

期天早上不要处理太多事务, 学习早到聚会的地

方. 在主日听道后, 尽量不要计划赶到什么地方

去. 让自己先预备好心灵聆听神的话, 而后能享

受主里的安息. 

 

在主日掰饼记念主(主日敬拜)前, 尽量提

早到聚会地方 , 先安静自己 , 求主赐下受教的

心、聆听的耳, 等候与神会晤. 启示录中致七召

会的书信里, 每段结尾都有一句: “凡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启 2:7, 11, 17. 29;  3:6, 13, 22). 当中的

“耳”是单数字, 是指听觉, 不是肉身的耳朵. 

 

摒除一切杂念, 借着祷告, 求主使你将世

俗的事, 包括个人、家庭、工作或事业上的一切

意念放下, 专心仰望神, 等候祂的话语. 此外, 也

要留意不要在聚会的地方高声谈论, 交头接耳, 

甚至议论纷纷 , 以免影响其他信徒预备自己的

心、聆听和接受神的话语.  

 

雅各书 1:10 告诉信徒要“快快的听”, 这是

说对神话语的态度. 这里的“快”并不是指速度快, 

乃是要“专注地”听, 如同海绵尽量吸收, 又如饥饿

已久的人看见美食, 心中就向往不已.     

 

(b.2)   主动 

我们听别人讲话, 可以有“主动的”和“被动

的”两种. “被动的听”多少有被勉强的意味, 心中

不满, 虚应故事(指照例应付, 敷衍了事), 其实根

本听不进去. “主动的听”是自发性地要接受信息, 

期待着讲员的宣讲, 在脑海里与讲员互动, 在心

中说“阿们”等. 

 

边听边想是主动地听的一个特点. 不仅回

想刚听到的话, 及品味话里的含义, 又预想接下

来讲的是什么, 脑子不停的在动. 要尽量客观地

听, 留意信息的细节. 如果思想不能集中, 可尝试

默祷, 然后, 只是静静地听就好, 不要胡思乱想.  

 

由于有互联网, 信徒可以随时听到很多好

讲员的讲道, 所以并不太珍惜在自己召会听道的

机会. 但事实上, 在现场听道和敬拜, 每次与神会

晤, 都是值得珍惜的.    

 

(b.3)   谦柔 

人潜意识地会为别人听道, 借此得到“弹

药”作为论断人的基础. 然而, 为自己听道才能真

正得到喂养而灵命长进. 要先放下自我, 弃绝所

有成见, 即使讲员讲的与自己以前领受的不同, 

先不要急着排斥, 不要自以为熟悉圣经, 就开始

评判论断, 要等听完全篇才作出评估.  

 

此外, 绝对不要因为讲道者拂过自己心灵

的伤处而发怒, 正是雅各劝勉信徒要“慢慢地动

怒”的原因(雅 1:19-20). 听道为何会动怒呢? 因为

神的话就是一把两刃的利剑, 在切入剖开的时候, 

难免触及听者心灵中不为人知的伤处. 在这时刻

应该求圣灵动工, 深切地省察自我, 而不是迁怒

于那位将神的话带到我们中间的讲员.  

 

(c)   训练听道行道的技巧 

 

(c.1)   记录心得 

听道是与神会

晤的时间, 神往往借着

讲员向我们发 出挑

战、提醒、激励或安

慰, 若能预备一本笔记簿记下这些心得与感动, 

以便有空可以再翻阅细嚼, 日积月累, 对灵命将

有很大的帮助. 现今手机和平板电脑也有记事簿

的功能, 都可善加利用.  

 

(c.2)   掌握中心 

听道时不单注意小节或故事笑话等, 要明

白信息的中心主题. 听道时要顺着讲员的思想脉

络, 掌握整篇信息. 有些讲员讲道时, 会剖析经文

的历史背景, 从中探究经文背后的深意, 又用一

些例证说明并提出应用等. 因此必须明白整段经

文的主要思想脉络, 才不会弄错重点, 误把背景

资料和例证故事视为信息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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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生活接轨 

听道的最终目的是行道, 所以必须留意如

何将神的话语在生活与事奉上应用出来, 不论讲

者或听者, 都必须视行道为最终的目的. 正如雅

各所说, “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

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 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

何”(雅 1:23-24). 这样的听道无补于事, 不能给生

命带来任何改变. 相反的, 我们若愿意行道, 不论

行出来的是多么微不足道, 个别地或集体地都能

发挥对生命的影响力.   
 

 

结语 
 

 赖若瀚正确指出 : 

“传道人与会众的接触, 是

牧者与羊群的接触. 主耶

稣说, 羊会认得牧人的声

音. 因此,能打动人心、带

来影响力的讲道, 并非单

单取决于如何预备讲章, 更来自牧者平日和羊群

的对话. 牧者认识和了解他的羊, 以致所讲的道

真的能对症下药, 打动人心. 这一点, 需要牧者亲

自去揣摩, 付上心力与时间跟羊群建立关系才能

体会, 并非可以传授的技巧.” 

 

 无论如何, 当我们作出了最好的准备, 最

后仍可能会挂一漏万, 而讲道的果效, 除了人一

切的努力和准备, 更需要倚靠圣灵的工作, 所以

讲道前必须以多方的祷告承托, 堵住破口. 这实

在是预备讲章时最重要的、看不见的又常被遗

忘的功夫呢!140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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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释经讲道”十大步骤简介 
 

赖若瀚所著的《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

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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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所述的十步骤虽然相近, 却

仍有不同.141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42 

                                                           
140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358 页. 
141   参 Haddon W.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2nd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2000). 罗宾森的十步骤

 

 
 

      预备讲章十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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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良好大纲的特征是: 忠于经文、层次分明、

段落连贯、质量均衡、有应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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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像等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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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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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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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上引书, 第 xvi 页.  
142    同上引, 第 439 页.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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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会众或

听众的情形、状态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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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二十三)-   

“世上的国 

成了我主的国”和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A)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的国” 
 

“叹息的受造之物”等候“神的众子显出

来”(罗 8:19,22), 甚至以前旧约时代的圣徒也等候

那组成“基督身体”的选民(指新约的召会)完满的

结束, 因为这些圣徒若不与我们(召会或基督徒)

同得复活的荣耀, 就不能完全(来 11:40: “因为神

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旧约时代的圣徒]

若不与我们同得, 就不能完全”).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指

召会)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西 3:4).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祂圣徒(特指召会)的身

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的那

日子”(帖后 1:10). 

 “岂不知圣徒(特指召会)

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

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

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林

前 6:2).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

底的 , 我要赐给他(指召

会信徒 )权柄制伏列国 ; 

他必用铁杖辖管(辖管原

文作: 牧)他们, 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

碎, 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启 2:26-27).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
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

作见证, 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 和那没有

拜过兽与兽像,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

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

王一千年”(启 20:4). 
 

主对众使徒说: “我将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

父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国里, 坐在我的席上

吃喝 , 并且坐在宝座上 ,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

派”(路 22:29-30; 注: 主所应许的这福气将临到主

的十二门徒, 除了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因主表

明他是“灭亡之子”, 约 13:11; 17:12). 

 

上述经文与其他多处经文清楚显明, 当主

耶稣以“人子”身份来统治世界, 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时, 祂的众圣徒(指基督徒)将与祂同来, 

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与祂一同作王统治到永

远. 主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尊贵特权交给十

二使徒; 而众圣徒在基督统治的国度下, 都有各

自的地位(岗位), 会按照他们在今生今世忠心事

主的程度, 被主派去事奉治理. 这点清楚表明于

“才干的比喻”(太 25:14)和“十两银子的比喻”(路
19:12). 

 

彼后 1:11 也指明这点, “这样, 必叫你们丰

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

国”. 使徒彼得在此论到 “丰丰富富的得以进

入”(abundant entrance), 并非指进入天堂或父家; 

因为在那里, 所有“儿女”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和“所

有权”(title). 彼得所说的“进入”, 是指“进入我们

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所有蒙主救赎之人, 

即一切重生得救的信徒, 都将进入这国, 但“丰丰

富富的进入”是给那些儆醒候主和殷勤事主之人, 

那节经文的上下文清楚表明这点(彼后 1:5-10).  

 

进入这国时, 一些圣徒(指基督徒)可能像

从罪恶之城所多玛拉出来的罗得一样, 两手空空

仅仅得救而已, 纵然他被称为“义人罗得”(指“因

信称义”, 彼后 2:7), 却没有忠心的事奉与见证. 另

一些圣徒则获得主的赞许  —  “你这又良善又忠

心的仆人”(太 25:21,23).  

 

大卫的生平历史美丽地预示这幅图景. 大

卫手下有一群“大能的勇士”(撒下 23:8-39; 代上

11:10-41). 当大卫登上宝座作王统治时, 那些忠

心跟随大卫的勇士们获派出任尊贵的地位, 受托

于重要职任, 因为他们曾在大卫受苦被拒的日子

中与大卫同在, 与大卫同受苦难, 同遭拒绝. 当大

卫住在亚杜兰洞的时候 , 他们与他同住 (撒上

22:1-2).144 此外, 当伯利恒的井被非利士人牢牢

                                                           
144   撒上 22:1-2: “大卫就离开那里, 逃到亚杜兰洞. 他

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 就都下到他那里. 凡受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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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守, 有大卫的勇士冒死前往取水给大卫喝(代上

11:15-19); 还有勇士在下雪时下到坑里去杀了一

只狮子(代上 11:22). 雪和狮子述说苦难和危险, 

只有那些信靠耶和华的人能够忍耐地忍受这一

切. 他们相信耶和华神已膏立大卫, 并将实现所

应许大卫的国度.  

 

有一事值得留意, 就是大卫最强的元帅约

押, 竟然没有出现在大卫勇士的“荣誉榜”中. 约押

是大卫亲姐妹的儿子, 虽武艺高超, 行事冷静, 却

属肉体, 为人阴险, 不择手段. 他在扫罗死后才加

入大卫的阵营. 他是所谓“坐在隔墙上观望之人”, 

看哪一边对自己有利, 就投靠那一边. 他投机取

利, 图谋远虑, 诡计多端, 不是一个忠信之人, 对

他的王大卫没有赤胆忠心. 

 

神所默示的这些记载给于我们何等实际

的真理! 它或许不是“召会的真理”(Church truth), 

而是“国度的真理”(Kingdom truth), 但知道这方

面的真理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 其实际性的价值

将在祂国度降临时清楚显明.  

 

关于圣徒在来世(将来的世界)的事奉, 彼

前 3:9 有一个非常富有启迪性的记载. “不以恶报

恶, 以辱骂还辱骂, 倒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召,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这节劝勉圣徒今生要祝福

他人, 不要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为何要这样

做呢? “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即你蒙召的特征), 好

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相信这句话更清楚的意思

是 : 好 叫 你 们 承 受 福 气 的 赐 予 [inherit the 

bestowing of blessing], 即领受“赐福他人”的这种

福气; 正因此故, 圣徒要在今生学习祝福别人、

叫人得福的事奉). 

                                                                                                     
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 大卫就作他

们的头目, 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 

提到承受福气, 它展望主的国度降临之日. 

我们继承的福气不是在今生的地上, 而是在神的

国度里. 圣徒将来所要继承的, 是福气的赐予, 即

在将来的世代, 我们成为“神赐福他人”的管道

(channels), 神通过我们赐给别人福气. 当然, 现今

有肉眼看不见的天使在进行事奉(参 来 1:14), 但

在将来的世界(也可指“将来的世代”), 神并没有

交给天使管辖, 而是交给人, 即交给在基督里、

与祂联合之人. 赐福众人的职事将被那些得蒙天

召的圣徒所执行; 他们是属麦基洗德(主耶稣基督)

的众祭司, 在今生已被操练, 有资格执行这国度

的事奉(kingdom ministry).  

 

主耶稣被拿但业承认为“神的儿子… 以色

列的王”(约 1:49)之后, 主耶稣在圣灵带领下看到

将来荣耀的世代, 所以热切地说出以下非凡的话: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 1:51). 

 

这个暗示(allusion)无疑指向雅各在异梦中

所见的天梯(创 28:12). 这“梯子”是指人子. 雅各

看到的显然是天使般的使者(angelic messengers), 

但在将来的世界, 上去下来的使者可能是属天的

圣徒  —  就是要透过我们成为神赐福他人的管

道, 所以我们现今要学习像基督一样祝福别人, 

而非咒诅人.  

 

圣经中偶尔提到天

开了, 不过都是短暂的开 , 

只有此处是长久性的开. 我

们的肉眼可能瞭望蔚蓝的

天空, 却无法看到“属天的

事物”, 而这些事物对信神

之人是何其的接近. 诚然, 

我们靠信心行事, 而不凭眼

见. 罪已把“天堂”关闭起来, 

使地上的人看不见它, 仿佛有一层无法穿透的幔

子将之遮盖. 但在将来, 我们将看到天开了! 天堂

向地上敞开, 天地在荣耀人子身上得以联合(正如

那“顶天立地的梯子”所表明的, 参 创 28:12), 叫

神国属天与属地的部位得以相通, 彼此联络.  

 

神国属地的中心将会是耶路撒冷城. 它将

成为治理的中心, 律法从中而出(赛 2:1-3); 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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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敬拜的中心, 各地列国之民都将前往耶路

撒冷城朝圣(赛 66:23; 亚 14:16-17).145 “因为耶和

华拣选了锡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诗 132:13). 

 

此外, 神向大卫起誓, 表明锡安会成为耶

和华永远的安息, “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

誓, 必不反覆, 说: 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

上”(诗 132:11). 诚然, “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 

祂从死里复活”(提后 2:8), 并且坐在神的右边(来

10:12). 至今为止, 这项应许已经实实在在的实现

了(主耶稣基督已复活, 坐在神的右边); 正如这方

面的应许已经实现, 照

样, 另一项应许  —  大

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

坐在祂祖大卫的宝座

上, 永远治理以色列家

(路 1:32-33)146  —  也

肯定实现. 这一切都属

于未来的事, 尽管如此, 

却肯定会完满实现.  

 

先知撒迦利亚告诉我们将来圣殿会被重

建: “看哪, 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the Branch), 祂

要在本处长起来, 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祂要建

造耶和华的殿, 并担负尊荣, 坐在位上掌王权; 又

必在位上作祭司, 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亚 6:12-

13). 徒 15:16-18 也论到建殿一事: “正如经上所写

的: 此后, 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 

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余剩的人, 就

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

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  

 

                                                           
145   赛 66:23: “每逢月朔、安息日, 凡有血气的必来在

我面前下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亚 14:16-17: “所有来攻击

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 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

耶和华, 并守住棚节. 地上万族中, 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

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 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 
146   路 1:32-33: “祂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

把祂祖大卫的位给祂. 祂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祂的

国也没有穷尽.” 注: 虽说千禧年国是一千年(启 20:4-7), 基

督在此作王统治一千年(启 20:4,6), 但一千年后, 基督并没

失去作王统治的权柄, 因为一千年后, 神将引进一个全新的

“新天新地”(启 21:1-5), 那是永无止境的永世, 基督在那里

要继续作王, 直到永远. 有鉴于此, 路 1:33 说: “祂要作雅各
家的王, 直到永远; 祂的国也没有穷尽”; 启 11:15: “世上的

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祂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关于那日, 经上记着说: “耶和华本为大! 

在我们神的城中, 在祂的圣山上, 该受大赞美. 锡

安山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

悦. 神在其宫中, 自显为避难所”(诗 48:1-3); 以赛

亚也说 : “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 , 必见辽阔之

地”(赛 33:17). 

 

以赛亚进一步说道: “你要看锡安我们守

圣节的城! 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 

为不挪移的帐幕… 在那里, 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

们同在, 当作江河宽阔之地; 其中必没有荡桨摇

橹的船来往…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

是给我们设律法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祂必拯

救我们”(赛 33:20-22).  

 

还有其他很多同样清楚明确的经文可供

引述, 但我们相信上述经文已足以证明在将来的

世界(世代), 世界的重要中心不在罗马, 也不在巴

比伦或伦敦, 而是耶路撒冷. 那里将是耶和华神

的宝座和居所, 而那里的圣殿将真正成为“万民

祷告的殿”(赛 56:7; 可 11:17).147 在那里, 人要看

见大君王(主耶稣)的荣美. 当示巴女王来到所罗

门面前, 听见他的智慧, 目睹他的荣耀时, 便惊讶

不已, 因为眼前的事实远超她之前所听见的, “人

所告诉我的, 还不到一半”(代下 9:6). 照样, 当外

邦列国目睹人子在地上的荣耀, 认出祂就是那位

曾被钉十架的主

耶稣时 , 他们也

必如此惊讶不已! 

在十架上 , 主的

头上有块板写着: 

“犹太人的王, 拿

撒勒人耶稣”(约

19:19). 在那日 , 

曾被藐视的拿撒

勒人耶稣 , 确确

实实地成了 “犹

太人的王”.148  

                                                           
147   赛 56:7: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使他们在祷告

我的殿中喜乐. 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 在我坛上必蒙悦纳, 

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148    上文编译自 “Everlasting Kingdom of our Lord” 

(Chapter 17),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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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在之前的文章中, 我们已从圣经证实以色

列 将 来 会 在 属 灵 和 国 家 方 面 得 到 复 兴

(restoration). 目前已开始的运动可能不久就成为

备受承认的国民性运动(national movement, 注: 

本文作者考德威尔是在 20 世纪初写这篇文章, 

所以他所谓的“目前已开始的运动”是指 20 世纪

初的锡安主义运动  —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而当

时犹太人还在计划回归故土巴勒斯坦, 在那里重

建犹太国. 等到数十年后的 1948 年, 犹太人才成

功在巴勒斯坦复国), 但这国民性运动仅属人的政

治意愿(没有在信仰上归回真道). 回到以色列地

之人大部分仍是不信基督的世代. 主耶稣在 太

12:43-45 的严肃比喻中已预告此事.149 那拜偶像

的污秽之灵虽被赶出(指以色列人不再拜肉眼可

见的偶像), 但他另带了其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

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意指这世代末后的景况比

之前更糟. 
 

 尽管如此, 上述“更糟的景况”在神的恩典

下最终将会改变 . 根据神所立的“新约”(New 

Covenant), 耶和华应许将会复兴他们.  亚 12:9-10: 

“那日, 我必定意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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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

为我悲哀, 如丧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 如丧长子.” 

按照 亚 12:10, 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指圣灵)会

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使他们真诚地认

罪悔改, 特别是承认他们犯了“拒绝基督”这项大

罪. 亚 13:1 也说: “那日, 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

的居民开一个泉源, 洗除罪恶与污秽.” 这无限的

恩典必证实有效.【注: 这就是 罗 11:26 所说的: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并且“必有一位救主从锡

                                                                                                     
174 页. 此篇文章取自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的

“神拣选的百姓”(God’s Chosen People), 而非他所著的“将

来的事”(Things to Come), 但这两系列的文章皆被收录在上

述同一本书中(指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9 ). 为了使

读者对考德威尔所写的一切预言课题有更全面和仔细的认

识, 我们将考德威尔上述两系列有关预言的所有文章都一

同编译在《家信》的“将来的事”之系列中. 
149   太 12:43-45: “污鬼离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

去, 寻求安歇之处, 却寻不着. 于是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

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空闲, 打扫乾净, 修饰好了, 便

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
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有关这节常

被误解或曲解的经文, 请参本文附录一】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

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

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将新灵

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

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

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结 36:25-

28). 然后, “城内居民必不说: 我病了; 其中居住的

百姓, 罪孽都赦免了”(赛 33:24). 

 

 这片土地

将成为令人欣喜

欢悦的福地! 没

有疾病 , 没有痛

苦, 没有死亡, 除

非是因犯罪遭受

神的审判(参 赛

65:19-20).150 赛 65:20 说: “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

童”, 意思是活到一百岁的人犹如一个孩童; 这点

证明人类的寿命将会大大增加, 如洪水之前(注: 

洪水之前的列祖可活到八、九百岁). “因为我民

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

必长久享用”(赛 65:22);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

哀号的声音”(赛 65:19). 

  

 此外, 再没有战争, 因为列国“要将刀打成

犁头, 把枪打成镰刀”(弥 4:3; 注: 先知弥迦预言这

“末后的日子”充满和平, 没有战争, 弥 4:1-3).151 

全地的国土疆界都将充满和平昌盛. 神也会特别

恩待, 快速应允祂选民的祷告: “他们尚未求告, 

我就应允; 正说话的时候, 我就垂听”(赛 65:24).   

                                                           
150   赛 65:19-20: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

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 其中必没有

数日夭亡的婴孩, 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 因为百岁死的仍
算孩童, 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 
151   弥 4:1-3: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超乎

诸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

前往, 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

祂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祂的路.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祂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

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 把枪
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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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 野兽的性情也会转变. “豺狼必

与绵羊羔同居, 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少壮狮子与

牛犊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必与熊

同食; 牛犊必与小熊同卧; 狮子必吃草, 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 断奶的婴儿必

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圣山的遍处, 这一切都

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

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 11:6-9). 何等和

祥可慕的一幕情景啊! 

 

 信 徒 现

今的经历肯定

充满战斗或冲

突 (conflict, 指

属灵方面的争

战, 因信徒在世

要面对三大敌

人: 肉体、世界与魔鬼). 信徒不一定失败, 因为圣

灵的同在与内住是信徒在信仰上获胜的保证. 但

信徒肯定面对冲突, 因为信徒里面仍有肉体的情

欲, 而魔鬼在世界仍有活动自由, 他与他的邪恶

军团总是虎视眈眈, 找尽机会去迷惑和误导神的

百姓, 或以燃烧的烈火之箭射向圣徒, 或像吼叫

的狮子攻击神的儿女. 至于世界, 它是一个充满

纠缠和诱惑的巨大网罗, 是一个有组织性的敌对

势力, 背后的操控者就是神与人的首敌(魔鬼撒

但); 他有 6 千年的作战经验, 非常可怕.   

 

   不过, 在将来的世代(the age to come), 这

一切将会改变. 撒但被捆绑, 丢进无底坑, 无法在

世上进行引诱和侵扰的活动. 至于世界, 它被基

督的能力重新塑造, 不再是圣徒的陷阱, 而是适

合居住和欢喜享用的领域. 至于圣徒里面的肉体, 

它不再受撒但和世界(世俗)所影响, 无力战胜圣

徒新性情的属灵力量; 肉体全面受到控制了.  

  

简之, 人生的苦短、罪恶的存在、灾难的

可能性、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 以及一切拦阻我

们今生享用地上美物的事物, 都不再出现于将来

的世界. 人自从犯罪后所追求的只属虚空, 但在

将来的世界, 人心真正需要的将获得全面满足.  

 

 以色列全地将进入无以伦比的喜乐与荣

耀光景, 而耶路撒冷将因主的同在而荣耀无比. 

那日, 这城的名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结 48:35)

【注: 请比较英文译本的译法, 如 KJV: the LORD 

is there ; 《达秘译本》(Darby): Jehovah is there ; 

或按希伯来原文音译: Jehovah Shammah】. 

 

 到了那时, 在耶路撒冷, 那刻在大祭司冠

冕之金牌上的字句  —  “归耶和华为圣”  —  将刻

在马的铃铛上(亚 14:20: “当那日, 马的铃铛上必

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 并且“凡耶路撒冷

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14:21). 

“耶和华如此说: 我现在回到锡安, 要住在耶路撒

冷中. 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 万军之耶和华

的山必称为圣山”(亚 8:3). 

 

 神在地上没有同时设立超过一个敬拜的

地方. 即使是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 神的心意

也是一样(即敬拜的中心是在同一个地方  —  耶

路撒冷). 把神所拣选立名的地方耶路撒冷搁置一

旁, 另在别处设立敬拜中心, 以及自创祭司职任

和敬拜礼仪, 这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所犯下的大

罪, 且被以色列众王延续下去.  

 

 在将来荣耀之日, 当耶和华, 即主耶稣成

为全地之王的时候, 全地只有一个敬拜的中心.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 超乎诸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

的民前往, 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

神的殿. 主必将祂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祂

的路.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
于耶路撒冷”(赛 2:2-3). 

 

 此外,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 

要事奉祂, 要爱耶和华的名, 要作祂的仆人, 就是

凡守安息日不干犯, 又持守祂约的人. 我必领他

们到我的圣山, 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 他

们的燔祭和平安祭, 在我坛上必蒙悦纳, 因我的

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赛 56:6-7); “我知道他

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 时候将到, 我必将万民

万族 (族 : 原文作舌 )聚来 , 看见我的荣耀”(赛

66:18); “每逢月朔、安息日, 凡有血气的必来在

我面前下拜. 这是耶和华说的”(赛 66:23). 

 

 神的福气不仅临到以色列人. 神给亚伯兰

的应许  —  “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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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MacDonald 
 

22:18)  —  将会按字面完满实现. 我们看到神的

恩典要临到“万国”(all nations). 虽然今日很多外

邦列国的人(指外邦人)已蒙福气(指因福音而信

主得救), 但整体而言, 外邦列国仍处在撒但的权

势之下. 不过, 在将来的那日, 世上列国将得享国

度(指天国或千禧年国)的福乐.【有关这天国或

“千禧年国”的简介, 请参本文附录二】 

 

  “将来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开花; 他

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赛 27:6). 他们要被称为

“耶和华的祭司”, 也被称为“我们神的仆役”(赛

61:6). “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 你们从前在列国中

怎样成为可咒诅的; 照样, 我要拯救你们, 使人称

你们为有福的(或作: 使你们叫人得福). 你们不要

惧怕, 手要强壮”(亚 8:13). 
 

 在那日, 我们不再听到“愿祢的国降临”的

祷告, 因为在那日, 神所应许的天国(由天在地上

统治的国)已经临到, 而那位曾挂在十架上的王已

在地上登上宝座, 统治全地, 成为至高无上的君

主  —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启 19:16).152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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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所有以色列人都会得救?   

—  再思“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 11:26) 
 

                                                           
152    上文编译自“All Israel shall be Saved” (Chapter 18),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174-181 页. 

此篇文章取自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的“神拣选的

百姓 ”(God’s Chosen People), 而非他所著的 “将来的

事”(Things to Come), 但这两系列的文章皆被收录在上述同

一本书中(指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9 ). 为了使读者

对考德威尔所写的一切预言课题有更全面和仔细的认识, 

我们将考德威尔上述两系列有关预言的所有文章都一同编

译在《家信》的“将来的事”之系列中.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论到以色列人的过去(第 9

章)、现在(第 10 章)和未来(第 11 章). 论及以色列人

未来的前景, 他在罗马书 11:25-27 说道: 

 

 罗 11:25: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

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罗 11:26: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

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

一切罪恶;  

 罗 11:27:  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马 唐 纳 (William 

MacDonald) 在其所著的

《新约圣经注释》中指出, 

保罗揭示以色列将来要复

兴, 这不但是可能的, 更是

必然的事. 保罗揭示的是

一个奥秘, 即是当时仍未

为人所知的真理. 这是人

用自己的智慧所不能探知的真理, 如今这真理却显示

出来了. 保罗揭露这奥秘, 是以免外邦人自以为聪明, 

带着种族主义的眼光藐视犹太人. 这奥秘就是: “以色

列人有几分是心硬的. 这并没有影响至整个民族, 只

是不信的一群如此而已.” 

 

此外, 这心硬是暂时的, 情况只到外邦人的数

目添满了的时候. “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是指当最后

一位信徒加入召会(教会)时, 和当基督的身体齐全了, 

被提到天上去时. 我们必须分辨“外邦人的数目添满

了”, 与“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 21:24). “外邦人的数

目添满了”是指召会被提的时候. “外邦人的日期”则

指外邦人支配犹太人的整段时期, 始于犹太人被掳到

巴比伦(代下 36:1-21), 至基督回来地上作王为止. 

 

接着, 保罗在 罗 11:26 说: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

要得救”(KJV: And so all Israel shall be saved). 这里的

“以色列全家”(原文直译: “全以色列人”或“所有以色

列人”)不是指所有按肉体而言的以色列人(注: 保罗在 

罗 9:6 清楚表明“…从以色列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而是指“全部蒙拣选的余民”(the entire elect remnant), 

即所有在召会被提后信主的犹太/以色列余民. 马唐纳

指出: “以色列人的硬心将在召会被提时除去, 但并不

表示全部以色列人将即时得救. 在整个大灾难时期都

有犹太人归信主, 但要等到基督回来地上作万王之

王、万主之主时, 全部蒙拣选的余民(the entire elect 

remnant)才得救(参 亚 12:10-14).” 换言之, “当保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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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他的意思是所有信主的以色列
人(all believing Israel).153 不信的以色列民将要在基督

第二次降临时遭消灭(亚 13:8,9).154 只有那些百姓高

呼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才得以进入国度.” 

 

威特默(John A. Witmer)也写道: “ ‘以色列全

家都要得救’并非指当基督降临归来时, 每一个活着

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都会重生得救. 他们当中很多人

是不会得救的, 因为主回来后, 就会审判以色列人, 祂

将除掉叛逆的犹太人(结 20:34-38)155 【注: 有圣经学

者认为“十个童女的比喻”(太 25:1-13)和“按才干受审

的比喻”(太 25:14-30)正是描述神对以色列人这方面

的审判). 这个审判结束后, 神就会实现祂与得救的以
色列人所立的新约, 把罪恶从以色列国民中除去(耶
31:33-34).”156 

 

保罗说: “必有一位救主(KJV: the Deliverer)从

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这就是先知以

赛亚在 赛 59:20 所指的, “救赎主”(KJV: the Deliverer)

来到锡安, 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的时候. 菲利普斯

(John Phillips)正确表示, 罗 11:26 的这位“救主”是主

耶稣, 是“至近亲属-救赎者-复仇者” (the Kinsman-

Redeemer-Avenger), 正如“救赎主”(赛 59:20)一词的希

伯来文 Goel 所表示的.157 请留意, 基督并不是来到伯

                                                           
153   活石福音书室出版的《马唐纳新约圣经注释》将

之译作“以色列人中信主的全家”, 但原本英文版是“all 

believing Israel”, 故译作“所有信主的以色列人”更为正确 

(即原意没有“家”之意). 
154    亚 13:8-9： “耶和华说: 这全地的人, 三分之二必

剪除而死, 三分之一仍必存留.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 熬

炼他们, 如熬炼银子; 试炼他们, 如试炼金子. 他们必求告我

的名, 我必应允他们. 我要说: 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不少解经家认为, 这段经文预指将有

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不信主, 至终将被剪除; 但

有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至终会信主得救, 是所谓的“蒙拣选

的余民”(the elect remnant)【注: “三分之一仍必存留”, 这

“存留”一词也可指“余留下来”的人, 有“余民”之意】. 
155    结 20:33-35, 38: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

誓, 我总要作王(可指在千禧年国中作王), 用大能的手和伸

出来的膀臂, 并倾出来的忿怒, 治理你们. 我必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膀臂, 并倾出来的忿怒, 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 在

那里当面刑罚你们. …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净叛逆和得罪我
的人, 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 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

地.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156   John F. Walvoord & Roy B. Zuck,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Edition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83), 第 486 页. 
157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Romans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1), 第 176 页. 

利恒, 而是来到锡安. 这是他第二次来临. 保罗又引证

旧约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

的约”(罗 11:27). 这也是 赛 27:9 和 耶 31:33-34 所指

的时候. 那时, 神要按照所立的新约, 除掉他们的罪.158 

 

 结束前, 史道生(S. D. Toussaint)的提醒值得留

意. 论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时, 他在其注释书中

指出, “替代神学”(Replacement Theology)159的理论说

教会(召会)是“新的以色列人”(new Israel). 持这看法

的人将罗马书 11:26 解释为“全教会都要得救”. 但这

说法不通, 因为上一节(第 25 节)说“以色列人有几分

是硬心的”. 这节的“以色列人”是指什么人? 指的就是

以色列人, 而不是教会【注: 这节肯定不是说“教会有

几分是硬心的”】.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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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天国”或“千禧年国”的简介 

 

(A)  引言 

 

根据但以理书 12:11-12, 主基督再来(指同圣

徒而来到地上)与祂在千禧年作王之间, 会有一段长

达 75 日的时间 . 161  洛格斯登博士 (Dr S. Franklin 

Logsdon, 1907-1987)以美国政治情况作比喻, 如此解

释道: “美国有一政治性的惯例, 就是总统在每隔四年

的 11 月初被选出, 但是却要等到翌年(指下一年)正月

20 日才正式就职. (这情况就与以上所言类似) 这一段

时间约有 70 多天. 而总统在这段期间, 自己要考虑选

任各部门的首长、外交使节, 以及组成政府的人员. 

同样的, 在大灾难结束时与再临之荣耀王的加冕之间, 

共 75 日. 在这段时间里, 君王(主基督)也同样有许多

事情需要处理.” (引自 Profiles of Prophecy, 第 981页) 

                                                           
158   上文改编自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释》(香

港尖沙咀: 活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629-630 页. 
159   “替代神学”(Replacement Theology)的中心教义是

召会(教会)在神的计划中代替了以色列. “替代神学”的拥护

者们相信犹太人(以色列人)不再是神的选民, 神对以色列

的未来没有特别计划, 但这是不合圣经的理论. 关于召会和

以色列的关系, 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不同观点: (a) 召会取

代了以色列 (“替代神学”, replacement theology); (b) 召会是

以色列的扩展或延续  (“圣约神学 /约定神学”, covenanat 

theology), (c) 召 会 与 以 色 列 完 全 不 同 (“ 时 代 论 ” 

[dispensationalism] 和 “前千禧年论” [premillennialism] ), 引

自 https://www.gotquestions.org/replacement-theology.html . 
160   史道生著, 《罗马书讲解》(2001年), 第 162-163页. 
161   但 12:11-12: “从除掉常献的燔祭, 并设立那行毁坏

可憎之物的时候, 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 等到一千三百三十

五日的, 那人便为有福.” 请参本文附录三的图表. 

https://www.gotquestions.org/replacement-theology.html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6 

   

《家信》: 第 128 期 (2021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S. Franklin Logsdon 

 
 

Dr. Rene Pache 

因此, 在这 75 日内, 主

耶稣要用它完成七件基本的事

情,162 然后就设立所谓的“千禧

年国”(Millennial / Millennium 

Kingdom). 以 下 是 威 明 顿

(Harold L. Willmington)对“千

禧年”或“千禧年国”的简介. 

 

 

(B)  千禧年的事实 

  

中文“千禧年”一词来自

英文字 millennium , 这字源自

两个拉丁文字的合并, 即 mille 

(意即“千”, thousand )和 annus 

( 意 即 “ 年 ”, year ), 所 以

millennium 意即“一千年”. “千

禧年”的观念是取自圣经, 因 启

20:4 清楚记载: “…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

千年”(注: 启 20:4,5,6,7 共 4 次提到圣徒与基督一同作

王的这段时间是长达“一千年”).  

 

 约翰在启示录 20 章的首 7 节, 共 6 次提及这

“一千年”. 虽然如此, 仍然有人争论, 认为这个数字只

在新约其中的一段经文(即启示录 20 章 2-7 节的经文)

出现, 所以不能坚持这“一千年”会真正按字面意义(即

实实在在的一千年)来实现. 为证实他们所谓“不能按

实义实现”的论点, 他们引用了 彼后 3:8 为依据: “主

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不少持这种理论的人, 不仅想把启示录所论的

“一千年”缩为一日, 甚至将之除去, 同时也把创世记

里记载神创造万物的六日解释为几千年. 我们不禁要

                                                           
162   这七件基本的事情如下: (1) 要打败敌基督和他的

军团(启 19:17-21); (2) 再次招聚和复兴忠信的以色列人(犹

太余民, 太 24:31; 赛 43:25; 罗 11:25-27); (2) 审判并惩罚不

忠的以色列人(结 11:21; 20:38) ; (4) 审判外邦人, 如分别绵

羊和山羊的比喻(太 25:31-46); (5) 捆绑魔鬼撒但(启 20:1-3; 

罗 16:20); (6) 使旧约与七年灾难之中死去的圣徒复活(但

12:2; 启 20:4-6); (7) 审判犯罪的天使(林前 6:3; 彼后 2:4). 

引自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

社 , 1986 年 ), 第 1002-1003 页 . 注 : 也有学者 (如 J. D. 

Pentecost 、Lewis Sperry Chafer、John F. Walvoord 等)认

为“审判犯罪的天使”是发生在千禧年结束之后、白色大宝

座审判之前, 参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港九龙: 活石

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388 页; Lewis Sperry Chafer, Major 

Bible Themes. Revised by John F. Walvoord (Singapore: S+U 

Publishers, 1974), 第 364 页.   

问: “神为何不能按字面的实际数字来表达呢? 为何神

不能用‘一千年’来表达实实在在的一千年呢?”  

 

 瑞士的帕申博士(另译“巴奇博士”, Dr Rene 

Pache, 1904-1979)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评述: “我们要

注意一个事实, 就是旧约关于千禧年的教训是非常完

善的 ; 犹太人在他们的古代犹太法典《他勒目》

(Talmud)里, 完全靠旧约的记载, 并不用以后新约里

所添加的一些资讯来润饰补充, 就早已知道“千禧年”

的事实. 例如, 在启示录成书以前, 他们早已认定弥赛

亚的国度要长达一千年之久. 所以, 人不应当宣称如

果没有启示录 20:1-10 这一段著名的经文, 圣经里就

没有千禧年的教训了” (引自 The Return of Christ, 第

380 页).  

 

 

(C)  千禧年的称号 

  

圣经用数个不同的称号(titles)来称呼“千禧年”

或“千禧年国”. 威明顿列出以下几个: 

1) “天国”(the kingdom of heaven, 太 5:10) 

2) “将来的世界”(the world to come, 来 2:5) 

3) “安舒的日子”(the times of refreshing, 徒 3:19) 

4) “万物复兴的时候”(the restitution of all things, 徒
3:21) 

5) “复兴的时候”(the regeneration, 太 19:28) 

 

必须留意的是, 太 19:28 的“复兴”一词原文是

paliggenesia {G:3824}, 按 字 面 意 思 是 “ 再 生

(rebirth)、更新(renewal)、再行创造(recreation).” 希

腊文 paliggenesia 一词在新约中只出现两次, 另一次

是在 多 3:5, 译作“重生”(KJV: regeneration ). 保罗在 

多 3:5 用这词来指信主之人获得神所赐的新生命; 照

样, 神在千禧年时会将百孔千疮的地球更换一新, 赋

予“新生命”, 所以千禧年对地球而言, 就如救恩临到

罪人, 获得新的生命一样.163  

 

威明顿认为“神的国”(可 1:14)和“末日”(the 

last day, 约 6:40)也是“千禧年”的称号,164 但有圣经学

者指出“神的国”与“天国”是有区别的. 此外, 约 6:40

论到一切信主的人将在“末日”复活. 这里的“末日”一

词可指七年灾难前的时间(注: 死了的基督徒会在七

年灾难前复活被提, 请比较 帖前 1:10; 4:16-18; 5:1-

                                                           
163   太 19:28 的 “复兴”一词在多数的英文圣经是译作 

the regeneration (例如 : KJV、NKJV、Darby、NASB、

ASV、YLT 等); 但 NIV 和 NRSV 简之译成“the renewal of 

all things”(意即“万物的更新”). 
164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10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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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 Willmington 

11), 离千禧年还有一段 7 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不建议

采用这两个具争论性的称号来指千禧年.  

 

另一方面, 主在设立天国以前会审判外邦列国, 

祂对那些信主得救的外邦人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

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即千禧

年国, 太 25:34). 故此, “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也可

用来代表“千禧年”. 

 

 

(D)  有关千禧年的看法 

 

在召会的历史中, 人对千禧年基本上持有三种

不同的主要看法. 这些看法如下: 

 

(D.1) 后千禧年论 (Postmillennialism) 

“后千禧年论”主张, 借着传扬福音, 全世界终

必接受基督信仰, 因此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圣徒社会”. 

在这种完美的情形下, 基督就会回到世上来统治人类

那充满和平的地球. 因此, 虽然“后千禧年论者”相信

主基督会实行一千年的统治, 但他们的解释是错误的, 

因为圣经清楚地教训我们, 基督再来以前, 世界的情

形肯定是每况愈下  —  绝不会越来越好(请看 提前

4:1 与 提后 3:1-5). “后千禧年论”的谬论本是由一名

相信“神体一位论”(指不信“三一神”, 只信神是一体)

的牧师惠特比(Daniel Whitby, 1638-1726)传开, 到 20

世纪初期盛行. 可是不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人们

开始怀疑世界会越变越好; 后来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

战, 德国希特勒(Adolf Hitler)把许多犹太人推进煤气

室里进行大屠杀, 如此残暴的行为使“后千禧年论”的

谬论哑口无言. 目前, 只有少数的人持这错谬的理论.  

 

(D.2) 无千禧年论 (Amillennialism) 

“无千禧年论”认为新约时代的召会(教会)已

经取代以色列, 去承受神在旧约时代给以色列人一切

的应许和预言, 所以没有所谓“一千年的国度”了. 照

他们看来, 先知以赛亚的美好预言, 论到将来熊与牛

能和平地躺卧一处, 而狮子要温驯吃草如牛等等(赛

11:7), 是不能照字面来解释. 但是, 如果说以赛亚书第

11 章不能照字面解释的话, 那么第 53 章所讲的伟大

预言又如何? (注: 第 53 章的种种预言都已按字面、

逐句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 为何第 53 章能够按字面

实现, 第 11 章就不能? 为何不把这两章都当成虚构不

实的事呢?  

 

(D.3) 前千禧年论 (Premillennialism) 

“前千禧年论”认为主耶稣基督会在千禧年国

之前降临, 设立这荣耀的千年国度, 并在这千禧年国

里亲自作王统治. 这是唯一合乎圣经的说法, 也是最

古老的看法之一. 自使徒时代开始, 这种看法一直就

被持守在初期召会的“教父”(church fathers)当中.  

 

第一世纪持定这种看法的有: 

1) 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 主后 40-100年 

2) 伊格那丢(Ignatius): 主后 50-115 年 

3) 坡旅甲(Polycarp): 主后 70-167 年 

 

第二世纪持定这种看法的有:  

1) 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主后 100-168 年 

2) 爱任纽(Irenaeus): 主后 140-202 年 

3) 特土良(Tertullian): 主后 150-220 年 

 

第三世纪持定这种看法的有: 

1) 居普良(Cyprian): 主后 200-258 年 

2) 柯模典(Commodianus): 主后 258 年 

 

可是在第四世纪初期, 罗马天主教开始扩张, 

而“前千禧年论”也开始衰退, 因为罗马天主教认定自

己就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去影响全球, 把世界越变越

好), 要把人引进神所应许的荣耀国度里(过后基督才

降临统治). 因此, 过后多个世纪以来, 除了极少数的

人之外, 许多人都不知道“前千禧年论”这宝贵的教义.  

 

 然而, 自 19 世纪以来, 神正恩慈地复兴“前千

禧年论”的看法  —  主基督必在千禧年国之前降临. 

感谢神, 祂使用了许多忠仆来复兴这方面的教义, 例

如奥尔福德院长 (Dean Alford, 1810-1871)、撤丝

(Joseph A. Seiss, 1823-1904)、达秘(John N. Darby, 

1800-1882)和司可福(Cyrus I. Scofield, 1843-1921)等

人, 都把这正确的教义恢复到它应有的地位. 

 

 

(E) 千禧年的目的 

  

为何主耶稣基督要设

立千禧年的国度呢? 威明顿指

出其中六大原因:  

 

(一) 神要赏赐属神的圣徒 

 圣经多次论及神要赏

赐祂忠诚的圣徒, 例如: “义人

诚然有善报 …”(诗 58:11); “… 

撒义种的, 得实在的果效”(箴

11:18);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

的”(太 5:12); “人子要在祂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

临, 那时候, 祂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太 16:27); 

“于是要王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

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太 25:34). 千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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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的种种福乐和其中的治理权柄, 是神赐给圣徒

(所有新旧约的圣徒)的奖赏.  

 

(二) 神要应允人照主祷告样式所作的祈求 

主耶稣曾按门徒的请求, 教导他们祷告的样式, 

以帮助所有信徒学习祷告 . 此事记载于路加福音

11:1-4 和马太福音 6:9-13. 在这所谓的“主祷文”中, 有

一项祷告是: “愿祢的国降临.” 主耶稣教导祂的门徒

应当向神祈求千禧年国早日来临. 许多基督徒已对这

方面做过无数次的祷告  —  “愿祢的国降临.” 因此, 

将来有一天祂会再临, 不仅为要应验这旧约的预言, 

也为了应允信徒照主样式所作的祈求.  

 

(三) 神要使被造之物得赎 

在创世记第 3 章里, 因亚当的犯罪, 神就咒诅

整个大地. 从那时起, 人类的乐园变成旷野, 玫瑰突然

长出刺来, 驯良的老虎也变成酷爱吃肉的猛兽. 不过, 

在千禧年之前, 这一切皆要改变. 有者用生动方式把 

罗 8:19-22 的真理如此描述: “宇宙间一切受造之物, 

正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现出来 , 那一天 , 蒺藜、荆

棘、罪恶、死亡、衰残  —  这些违背神旨意、我们

现存的世界, 都会与我们一同享受神儿女所享有的, 

就是那脱离罪的辖制之荣耀自由. 我们知道, 就连自

然界的事物, 如动物和植物, 也受疾病与死亡的辖制, 

他们都期待着这件大事的成全.” 

 

(四) 成全神与人立的三个主要盟约 

设立千禧年国是重要的, 因为神要成全祂在旧

约时与人所立的三个重要盟约. 

 

a) 亚伯拉罕之约 (Abrahamic Covenant): 神应许亚

伯拉罕两样基本大事: 

1. 他的后裔(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创
12:1-3;  13:16;  15:5;  17:7; 22:17-18). 

2. 他的后裔(以色列)将来有一天必拥有巴勒斯

坦地(迦南地), 直到永远(创 12:7;  13:14-15,17;  

15:7,18-21;  17:8). 

  

b) 大卫之约 (the Davidic Covenant): 神给大卫的应

许有三方面:  

1. 大卫的后裔将有人不断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everlasting throne; 代下 13:5;  撒下 7:12-16; 

诗 89:36; 耶 33:17,21). 

2. 他的后裔将建立永远的国度 (everlasting 

kingdom; 撒 下 7:16; 但
7:14). 

3. 他的后裔中将有一位后裔

要 永 远 作 王 (everlasting 

king; 耶 33:21; 路 1:32-33).   

c) 新约 (the New Covenant): 神与人所立的新约中, 

也有三方面的应许: 

1. 神要赦免人的罪孽 , 不再记念人的罪愆(耶

31:31-34; 来 8:7-12). 

2. 神要赐给人一颗新心(耶 31:33; 结 36:26). 

3. 神要使用以色列人, 向外邦人传扬福音, 并且

教导他们(赛 42:6). 

 

(五) 神要证明人只能靠神的恩典 

 神设立千禧年国,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证明

不管人的环境如何, 或者那人出于哪个家族谱系,  如

果没有神的恩典, 人类至终必然失败. 这点可从“不同

时代都以人犯罪告终”获得证明, 例如: 

 

1) 无罪时代: 因着始祖亚当和夏娃悖逆犯罪而告终

(创世记第 3 章); 

2) 良心时代: 因着人类普世性的败坏而告终(创世

记第 6 章); 

3) 人治时代: 因着人类建造巴别塔和拜偶像而告终

(创世记第 11 章); 

4) 应许时代: 因着神的百姓离开应许之地, 下到埃

及为奴, 蒙神拯救和颁赐律法而告终(出埃及记第

20 章); 

5) 律法时代: 以受造物杀了他们的造物主(犹太人

杀了主耶稣基督)而告终(马太福音第 27 章); 

6) 召会时代: 以人类普世性的离经背道而终结(提

摩太前书第 4 章); 

7) 大灾难时期: (注: 正确来说, 这是一段时期, 而非

一个时代)以人类跟从敌基督在哈米吉多顿与耶

稣基督大战而告终(启示录第 19 章); 

8) 天国时代(或作: 千禧年国时代): 以许多人跟从撒

但叛逆(试图除灭神的圣徒和圣城)而告终(启示

录第 20 章).  

 

令人深省与惭愧的是, 即使在最完美环境的千

禧年(撒但被捆绑一千年, 罪恶获得全面压制), 那些

在千禧年时代出生的新一代, 仍有多人还未真正信主

重生, 所以撒但一被释放和迷惑列国时, 许多人就跟

从魔鬼去背叛神, 试图攻击神的圣徒和圣城(启 20:7-

10). 这点足证人只能靠恩典得救, 因人心比万物都诡

诈, 坏到极处(耶 17:9), 无法自救. 

 

(六) 神要应验圣经诸般的预言 

圣经里面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一切预言, 都可以

用使徒彼得短短的一节圣经来作总结: “… 基督受苦

难, 将来得荣耀”(彼前 1:11). 在这一节经文里, 彼得把

基督的第一次来临(为罪人受苦)和祂的第二次来临

(凯旋得荣耀)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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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节经文里 , 有

救主“受苦与荣耀的故事”, 并

且当一个罪人悔改、信主得

救、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时, 他也与救主一同分享了苦

难与荣耀, 请注意下列经文:  

 

1)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

耀, 就不足介意了“(罗 8:1); 

2)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

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林后 1:7);  

3) “我们若能忍耐 ,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提后
2:12); 

4)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 不要以

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

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

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前 4:12-13) 

5) “我这做长老, 作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要

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与我们同作长老的

人”(彼前 5:1). 

 
 

(F) 旧约中有关“千禧年”的事例 
  

由于“千禧年”这个伟大的国度是神从“创世以

来所预备的国”, 所以神在旧约圣经已多方预示这国. 

以下是一些有预表或预示“千禧年国”的事例: 
 

1) 安息  (the Sabbath): 这词按字面意思就是“休

息”(rest). 在旧约时代, 神很有智慧的定出一个安

息日(例如六个工作日之后 , 第七日要安息, 出

20:8-11), 或是经过一段工作时间后的休息时

光.165 因此, 神的计划是经过六个时代后, 进入第

七个时代  —  天国时代(一千年的千禧年国), 就

得享安息了. 

2) 禧年 (the jubilee year, 利 25:10-12): 第 50 年也是

安息年, 称为“禧年”. 禧年是在七个安息年(即 49

年)的周期之后, 从赎罪日那天开始. 

3) 住棚节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利 23:34-42): 住

棚节是收割庄稼和葡萄的节期, 是个喜气洋洋、

享受收成的时光, 所以可预表千禧年.166 

                                                           
165   神指定人应当遵守的安息如下: (1) 6 个工作“日”

之后(出 20:8-11; 利 23:3); (2) 6 个工作“周”之后(利 23:15-

16); (3) 6 个工作“月”之后(利 23:24, 25, 27, 34); (4) 6 个工

作“年”之后(利 25:2-5). 
166   吹角节预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首个阶段, 那时主

基督如“明亮的晨星”(启 22:16), 是隐秘和私下的, 并非所有

人都看见祂, 只有信徒看见与被提, 那时祂仅来到空中, 还

未到达地上 ; 可是住棚节预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第二阶

4) 所罗门作王统治 (the reign of Solomon): 所罗门

的统治可预表将来的千禧年国度, 因为它在很多

方面与基督在千禧年作王统治的特征相似: 

a) 因为他的国度极其广大(王上 4:21); 

b) 因为他的国度四境平安(王上 4:25); 

c) 因为他的国度声名远播(王上 10:7); 

d) 因为他的国度极其富有(王上 10:27); 

e) 因为所罗门王大有智慧(王上 4:29,3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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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但 12:11-12 的“过渡时期” 

 

但 12:11-12 记载: “从除掉常献的燔祭, 并设

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 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 

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 那人便为有福.” 马有藻评

论道: “这国度(指千禧年国)的建立需时间分配管治的

部门, 如地上新开始的国家政府在立国时所必有的各

种行政机关, 地理国界的制定, 信徒与主同作王的处

理与安排(参 启 5:10; 20:4), 所站的岗位, 所拥有之权

力等均需时间安置, 需额外 45 日, 所以由灾难期结束

后(1260 完结), 先有 30 日的‘清理’, 再有 45 日的‘分

配’或‘赐福’, 合起来共 75 日, 是为‘过渡时期’.”168 请

参下图: 

 

 

 

 

 

 

 

                                                                                                     
段, 这时祂如“公义的日头”(玛 4:2), 是明显和公开的, 世上

万民都要看见祂(启 1:7), 这时祂要脚踏地上, 执掌王权. 总

括而言 , 住棚节是预表基督回到地上设立千禧年国度

(millennium kingdom, 即天国时代 ), 使圣徒与祂一同作

王, 也叫以色列国和世上万物全面复兴. 
167   上文主要参考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

下》, 第 1003-1006 页; 也参其英文版, H. L. Willmington, 

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84), 第 851-853 页.  
168   马有藻著, 《异梦解惑者  —  但以理书诠释》(台

北: 天恩出版社, 2004 年), 第 186-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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