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女权运动!  
 

在女权运动和妇解运动的盛行下, 基督教

世界(Christendom)许多宗派已在上个世纪末开始

按立女性, 让女性负起牧养教会和讲道教导的职

事, 例如 1989 年, 哈丽丝牧师(Reverend Barbara 

Harris)被按立为美国主教制的教会 (Episcopal 

Church)之首位女监督(bishop); 接着不久, 纽西兰

也按立了首位女教区监督(diocesan bishop).  
 

今日, 女牧师、女传道等不断涌现, 在教

会中公开讲道和教导, 甚至带领教会. 我本人从

不质疑女性教导和带领的能力, 但我们所该关注

的是, 这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 是否符合神在圣

经中所启示的心意呢? 对于这个有关性别的课题, 

我们无法避而不理 , 正如斯特劳奇 (Alexander 

Strauch)在《平等里有差别》中所言: 
 

“这场性别的辩论并不是一个深奥的、抽

象的、教义性的争论. 相反, 它直接触及到

我们的人性、男女性别的特征、事奉的机

会、婚姻的关系、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

活等各个层面. 同时, 它也引起了大家对一

些根本问题的争端;  这些问题包括对公平与

正义的理解、世俗社会对基督徒思想的影

响、解释圣经的正确方法、教会的领导架

构、和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等. 这场辩论是

一场极其感情化的争论, 它也使各教会和宗

派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分歧.” 
 

因此, 我们特别在本期的三个专栏里探讨

有关男女性别和角色的课题. 首先是在“书中之

书”专栏里查考有关圣经的妇女观, 并在“召会真

理”专栏讨论关于“男性带领”及“头权与顺服”, 最

后在“话题论坛”专栏再思“男女平等平权论”和

“男女平等互补论”.  
 

保罗提醒我们: “人若在场上比武, 非按规

矩, 就不能得冠冕”(提后 2:5). 神已在圣经中列出

“比武”(可指事奉神)的规矩, 我们若不按圣经所

教导的去事奉, 将来在基督审判台面前, 就不能

得冠冕  —  得不到主的悦纳. 有鉴于此, 让我们

放下世俗女权主义的哲学和理论, 谦卑地归回圣

经, 听神怎么说, 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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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圣卷在握”, 你就“胜券在握” ! 

当你“心中有爱”, 你就“奉献无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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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拿细耳人和银号筒 
(民 6:1-21; 10:1-10) 

 
 

(A) 序言 
 

来到民数记第 6 章, 我们读到有关拿细耳

人的条例.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评述道: “拿

细耳人向我们展示有关顺着圣灵行事的另一特

征  —  特别的分别出来, 献身

于神. 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全

归于神. 基督是这方面的完美

榜样. 召会必须跟随祂的脚踪

行.”1 英国的麦敬道(Charles H. 

Mackintosh)也正确指出, “在这

世上, 只有一位真正、完全的

拿细耳人  —  只有一位从头到

尾保守自己、完全从属地欢乐分别出来的”, 那

就是耶稣基督.2 现在就让我们从预表(type)3的观

点, 来思考这位真正完美的拿细耳人主耶稣基督.   

 

 

(B) 拿细耳人所预表的基督 (民 6:1-21) 
 

新约圣经重复引证民数记 , 此书在预表

(type)或影像(figure)方面多方呈现基督, 所以查

考这方面的课题是极好的, 是引人入胜的. 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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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259 页. 
2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民数记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9 年), 第 100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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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 shadows)与“实体 /真

体”(fulfillments / substance)之间的关系(参 来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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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

表简介一/【注: 也参“圣经预表简介(二)、(三)、(四)”】. 

稣说到摩西, 即民数记的作者, 写了关于祂的事

(参 路 24:44). 此外, 我们千万不可忽略这部分的

圣经, 因它描述神子民在旷野的经历. 保罗写道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监戒;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 10:11). 

 

关于拿细耳人的许愿, 其基本的意思是“奉

献、献身”(dedication).4 它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一

个自愿行为, 男女都可如此行. 它包括许愿把自

己奉献给神一段时间, 或一生之久. 它也需要与

世俗的污秽分别出来. 如果在这段所定的时间内

(即所谓的“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 民 6:12)破坏

了所许的愿, 这段时间所献的一切日子就全然归

空(“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 民 6:12), 也必须向神

献上祭物做为补偿(民 6:12).   

 

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真实和完美的拿

细耳人. 只有祂能从第一日到最后一日, 都完全

把自己奉献给神, 并完全脱离世俗的快乐. 祂不

容许任何一事来拦阻祂的心去完成父神的旨意. 

诚如祂所说的: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

旨意, 作成祂的工”(约 4:34). 

 

 拿细耳人完成他的愿之日过后, 他便可以

饮酒 (民 6:20), 而 “酒 ”象征喜乐 (士 9:13; 诗

104:15). 基督这位真拿细耳人可以这样说: “从今

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太 26:29).5 

 

                                                           
4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指出, “拿

细耳人”(Nazarite)一词述说有关“分别”(separation). 拿细耳

人要做三件事: (1) 与葡萄的产物分别出来(不可喝酒); (2) 

借着长发来与男人的尊严分别出来(不可剃头); (3) 与死物

分别出来(不可摸死尸).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 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409 页. 
5   拿细耳人有另一种特征, 就是不剃头. “在他一切许

愿离俗的日子, 不可用剃头刀剃头, 要由发绺长长了, 他要

圣洁, 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民 6:5). 麦敬道写道: 

“林前 11:14 告诉我们, 男人长着长发, 是失去尊荣的. ‘你们

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么?’ 

我们从中要学的是: 我们若实在渴慕过分别为圣归神的生

活, 就必须放弃我们本性的尊荣. 在这方面, 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完全的行了. 祂不求自己的名誉, 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利. 

祂能够说: ‘我是虫, 不是人.’ 祂全然虚己, 站在极卑微的地

位上; 祂不顾惜自己, 只关心四周的人. 简言之, 祂是完完全

全的作拿细耳人.” 麦敬道著, 《民数记释义》, 第 103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表简介一/【注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表简介一/【注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2 

   

《家信》: 第 131 期 (2021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对于我们, 有关拿细耳人的记载是富有实

际性的教训 . 拿细耳人是分别为圣的人 (a 

separated one), 是圣徒(a saint, 注: “圣徒”原意是

分别为圣的人), 而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也是圣徒

(林前 1:2: “哥林多神的召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成圣、蒙召作圣徒的”). 保罗为我们作了美好的

榜样. 他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腓 1:21). 这句

归主为圣的格言, 充分表明拿细耳人的特质. 此

外, 他也宣告他与世俗分离,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

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祂

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腓 3:8). 

 

 深愿我们今日就把自己全然奉献给那位

从死里复活、即将再临的主耶稣基督. 

 

 

(C) 银号筒所预表的基督 (民 10:1-10) 
 

银号筒(简称“银号”, silver trumpets)的目

的是提供指引(即指示和引导, guidance; 也可译

作“引导、引领、指导”). 它们表明神的心意, 并

指引神子民经过旷野.6 天上的云柱提供肉眼可见

的引导, 而号筒则给于耳朵可听的指示关于神的

旨意. 此号筒是用银制作的, 银是论到救赎(出

30:12-16; 彼前 1:18-19), 而两枝银号是从一块银

锤打出来的(民 10:2 可译作“从一整块[银]锤打出

来”, KJV: of a whole piece shalt thou make them), 

这点表明旧约和新约圣经的一致性与合一性 . 

                                                           
6   论到吹号, 麦敬道写道: “吹号不单指着以色列人在

旷野的日子, 也涉及他们末后日子的光景. 故此, 有吹角

节、禧年的号、为祭牲吹号.” 可见“吹号”在传达神的旨意

和指挥神百姓的行动上是重要的, 纵然在吹角节所吹的是

用动物角制成的“号角”而非民数记第 6 章的“银号”. 

【注: 此银号预表神的道, 也可包含两方面: “永

活之道” — 主耶稣, 以及“记载之道” — 圣经】7 

 

银号用在不同场合, 来指引当做的事. 神

的子民必须熟悉并分辨银号不同的声音所代表

的意思. 因此, 那吹号传达神信息的祭司必须确

保他们给真理一个“明确清楚的音符”(distinct 

note, 意即真理必须传达得清楚明晰). 

  

对于主的子民, 这两枝银号在新约中有属

灵的相等物(equivalents). 圣灵借着神记载之道, 

来述说召会的元首主耶稣的事奉. 属神的人也借

此真道来清楚传达真理(注: 圣灵和神的仆人使用

“银号”  —  圣经[神的道]  —  来传达神的心意). 

若要传达神的信息给神的子民, 就绝不能不确定, 

“若吹无定的号声, 谁能预备打仗呢?”(林前 14:8).  

 

主向祂仆人说话, 而他们过后又将神的信

息传给祂的子民. 保罗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林前 11:23; 也参 林前 15:3: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在这恩典时代, 

若要所有属基督之人的见证满有功效, 唯一的方

法就是我们在心中听见“银号的属神权威之信息”, 

并遵行主的话语. 对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是羊群

的牧人, 也是召会之主. 

 

今日, 我们靠着上述“真理号筒”的事奉, 借

着不同音符所表达的信息, 我们不仅得蒙指引, 

                                                           
7   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指出, 银号(银号筒)表

明神亲自与祂百姓同在, 以及神因同在而亲自指引; 而这方

面的指引乃是根据神的话语(圣经). 银号有两个, 数字“二”

象征丰足的见证; 而“银”代表救赎主的声音; “锤打出来”包

含着基督的受苦. 银号有两个特殊用途  —  用来招聚会众

和起行之用. 在战争的日子, 银号的响声唤来神的拯救之手. 

在节期欢庆或受敌欺压的日子, 也要吹响号筒.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 1), 第 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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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期待听到号筒最后的响声. 老约翰曾听见主

的声音, 如同号筒那般响彻云霄、清楚明确的响

声, 呼召他上到天上的世界. 我们也盼望当神的

号筒响起, 即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我们还活在

地上(注: 这样, 我们就能身体改变, 不必经过死亡

而直接进到主面前, 帖前 4:16; 林前 15:52). 

 

到那时刻, 所有赎民将会听到号筒的吹响

声, 所有信徒, 不论已死的或是还活着的, 都要一

同被提与主相遇, 永远与主同在. 召会被提可以

在任何时刻发生, 且是一刹那间就完成了. “知道

向你欢呼的(注: “知道向你欢呼的”也可译作“知

道号筒吹响的”),8 那民是有福的”(诗 89:15).9    

 

 

(F) 结语 
 

最后, 让我们以麦敬道对银号的评注作为

结语. 他写道: “我们要记着, 这一切只是预表, 是

为教训我们写的. 故此, 我们要深察其义, 拾取并

藏起银号所给我们的美善、实用教训. … 银号的

教训十分瞩目, 神百姓的一切行动, 必须绝对倚

靠、根据祂号的指示. 在旷野中的会众听见吹号

的声音, 才前来守节期; 而战士听见召唤的号声, 

才穿上军装, 出外迎战... 无论是敬拜或战争, 起

行或安营, 都服从号声; 全不在乎他们喜欢与否, 

或他们的想法、见解、判断 , 乃在乎心中的单

纯、全然服从. 他们每个行动都听从神借祭司在

圣所发出的指示. 那敬拜的诗歌, 或战士的呼喊, 

都是听从神指示的结果.  

 

“银号一方面作出安

排, 另一方面吩咐古时以色

列人的行动. 今天… 没有

神的指示, 基督徒就不可妄

行. 他必须等候主的话. 主的话仍未临到, 他必须

站住; 吩咐一到, 要立刻上路. 神今天能够把心意

告诉作战的百姓, 正如昔日告诉以色列人一样. 

诚然, 今天并不是靠号声, 或云柱而行动, 乃是靠

                                                           
8   “向你欢呼”(KJV: the joyful sound)在《修订本》

(Revised Version)的旁注是“the trumpet sound”(号筒吹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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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120 页; 另在

文中附加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祂的话(圣经)和圣灵.”10 愿我们今日也专心聆听

银号响声, 即主借着圣经的话语在圣灵的光照下

所给的指引, 并全心顺从这指引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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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拿细耳人 

(斯塔布斯, John J. Stubbs) 

 

   关于拿细耳人的民数记第 6 章, 我们可将之分

为四个主要的部分: (1) 拿细耳人许的离俗之愿(民

6:1-8); (2) 拿细耳人被污秽的可能(民 6:9-12); (3) 拿

细耳人离俗之日满了(民 6:13-21); (4) 拿细耳人之愿

以祭司祝福作结束(民 6:22-27). 

 
 

 (A)   “拿细耳人的圣别”与信徒和基督的关系 
  

民数记 5 至 7 章的主题排列之次序是很有启

迪性的. 斯塔布斯(John J. Stubbs)贴切指出, “第 5 章

记载忠贞的爱被验证; 第 6 章强调分别为圣归于神的

重要; 当信徒有了对神的真爱[第 5 章]和归神的圣别

(分别为圣)[第 6 章], 那么他才能够如第 7 章所看到的, 

献上神所悦纳的敬拜. 我们需要强调这点, 因为我们

太容易与主的子民一同聚集, 进行了敬拜的动作, 但

我们的敬拜却不蒙神悦纳. 信徒的心必须对主忠诚与

爱戴, 信徒的生活必须像拿细耳人分别为圣归于神,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蒙神悦纳的敬拜. 我

们虽承认不多人能达到神所期待的这种理想状况, 但

靠着神的帮助, 这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 

 

论到拿细耳人的条例, 我们必须澄清几件事.     

1) 拿细耳人的条例不能按字面(实义)应用在现今的

基督徒身上(例如: 不能说基督徒不能喝酒、不能

剪发、不能触摸尸体). 

2) 但上述条例提供基督徒一些极有价值的属灵原

则(罗 15:4), 教导信徒什么是在神眼中的分别为

圣(separation). 

 

我们可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拿细耳人的

预表(type). 尽管如此, 我们必须谨慎这方面的应用. 

我们必须澄清一点, 按字面意义, 主耶稣在地上的日

子并不是一个拿细耳人. 他不需在礼仪上遵行拿细耳

人的条例, 以此与周围的人有别(例如主耶稣也有饮

拿细耳人被禁止喝的葡萄汁或葡萄酒, 太 26:29).11  

                                                           
10    麦敬道著, 《民数记释义》, 第 161-162 页. 
11   太 26:29: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

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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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是在属灵意义和内在方面作拿细耳人

(指分别为圣归给神). 但按字面意义和外表方面, 祂不

是拿细耳人. 例如, 主耶稣不需要像拿细耳人那样留

长头发. 历代以来, 很多画家都把主耶稣画成长头发

的人 , 不过既然留长发对男人而言是个羞辱(林前

11:14),12 我们难以想象主耶稣会留长发, 以致在祂的

生活上违反了祂自己的话语(注: 圣经是主借圣灵默

示下所说的话). 此外, 在主耶稣的时代, 男人的发型

是短发, 而非长发. 罗马人的半身像和在罗马的基督

徒地下墓穴的画像都证实了这一点.  

 

比较施洗约翰“淡酒浓酒都不喝”(路 1:15), 主

耶稣说“人子来, 也吃也喝, 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

人”(路 7:34). “酒”在此象征属地的欢乐(earthly joy), 

而我们的主耶稣不需要世俗属地的喜乐, 来鼓舞祂去

顺服神、委身于神. 祂说: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祢的

旨意行”(诗 40:8). 此外, 拿细耳人 “不可挨近死尸”(民

6:6), 免得不洁. 不过, 主耶稣有数次挨近死尸; 祂曾挨

近拿因城已死的少年人, 叫他复活(路 7:14), 也曾拉着

睚鲁已死的女儿之手, 叫她复活. 主虽然挨近或接触

死尸, 祂完美的人性却不被玷污. 这一切都显明主耶

稣基督按身体(或字面意义)而言不是一个拿细耳人. 

尽管如此, 祂对神忠诚的完美特质却完全体现了拿细

耳人的属灵意义(即分别为圣归给神).     

 
 

 (B)   “拿细耳人”的意思 
  

民 6: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无论男女许了特

别的愿, 就是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

思), 要离俗归耶和华.” 这节的“离俗”(KJV: separate)

在希伯来文是 nâzar {H:5144}, 意思是“使之分别为

圣”; 司特隆(James Strong)将之定义成“为着神圣的目

                                                                                                     
14:25 和 路 22:18 也把相同经文译作“葡萄汁”. 但这三处经

文的“葡萄汁”译得不够准确. 在希腊原文中, 这三处的“葡

萄”是 ampelos {G:288}, 按《圣经原文字典》, 这词的字义

原是“葡萄树”(vine); 我们看到在 约 15:1,4,5、雅 3:12、启

14:18 均将之译作“葡萄树”(注: 新约中只有 1 次译作“葡

萄”, 启 14:19). 至于这三处“葡萄汁”中的“汁”一字, 原文

是 gennêma {G:1081}, 这字照《圣经原文字典》的意思可

指“产物、后裔、子孙”. 希腊文学者佐德亚特斯(Spiros 

Zodhiates)表示, 当 gennêma 用作树时, 它是指树的果子或

产物(fruit or produce). 换言之, 这三处经节的“葡萄汁”原义

是“葡萄树的产物”(the produce of the vine). 这点意味着在

掰饼聚会上, 无论是用葡萄汁或葡萄酒, 都是合乎圣经的, 

因为“葡萄汁”是葡萄树的产物, “葡萄酒”也是葡萄树的产

物. 换言之, 掰饼聚会时用葡萄汁是对的, 用葡萄酒也绝对

没错. 在这事上, 神给自由按各自情况和需要作出选择. 
12   林前 11:14: “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 男人若有

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的而分别出来, 或献身给神(set apart for, consecrated 

to, sacred purposes).  

 

Nâzar 一词的同源字就是民数记第 6 章的“拿

细耳”(希伯来文: nâzîr {H:5139}), 所以拿细耳人就是

分别为圣归给神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 nâzîr 一词首次

出现在 创 49:26, 用来指约瑟的荣美特征  —  “迥别之

人”(KJV: separate), 与他的弟兄们分别出来. 虽然约瑟

活在拿细耳人条例被设立前的数百年, 他在个人方面

的特质, 甚至在埃及(受苦之地)仍然对神敬畏与忠诚, 

这些方面都显明他确实是“那与弟兄们迥别之人”. 

 

在约瑟身上, 我们

看到每一个信徒所该成为

的样式  —  分别为圣归给

神的人. 约瑟离家虽有一

段很长时间, 而他所处的

人群与环境容易引诱他离

开神, 但他依然保持对神

的忠诚. 约瑟虽不被民数

记第 6 章拿细耳人的种种条例所约束, 但在某种意义

上, 他可被形容为“属灵的拿细耳人”.   

 

  

 (C)   “拿细耳人”的条例 
  

神在 民 6:2 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无论男女

许了特别的愿, 就是拿细耳人的愿, 要离俗归耶和华.” 

拿细耳人的愿(vow)是出于自愿的, 也有一段特定的

时期. 神把这“分别为圣归神”的机会给于男性和女性. 

他们可以作拿细耳人一段时间, 可能是 30 天、60 天

或 90 天. 不过, 参孙、撒母耳和施洗约翰却是一生作

拿细耳人.     

 

对在基督里的信徒来说, 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

神这一事, 也必须是出于自愿, 而非勉强. 虽然蒙主大

恩的信徒应该分别为圣, 但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不

该被任何律法条文所逼使. 信徒不该把分别为圣当作

“仅出于责任之心”, 而是该“出于乐意之灵”, 欢喜如此

行, 这才能蒙神悦纳.  

 

(C.1)   不可喝清酒浓酒 

作为拿细耳人, “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 也不可

喝什麽清酒浓酒做的醋; 不可喝什么葡萄汁, 也不可

吃鲜葡萄和乾葡萄”(民 6:3). “清酒浓酒”在此象征属

地与纯属自然的欢乐(earthly and mere natural joy). 士

9:13 清楚告诉我们, 酒代表欢乐(joy), “使神和人喜乐

的新酒”. 有时候, 酒在圣经中也可象征属灵的喜乐

(spiritual joy), 例如在 诗 104:15 (“又得酒能悦人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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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能润人面, 得粮能养人心”)或 歌 1:2 (“…因你的爱

情比酒更美”). 奠祭中所献的酒也可代表属灵的喜乐, 

这方面的喜乐是神在祂爱子的完美牺牲上寻获的, 因

祂(如奠祭的酒一般)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 

 

世上属地的欢乐只能带给人短暂的快乐, 至终

却无法真正满足人心, 也令人失望. 作拿细耳人的基

督徒能找到真正的喜乐, 不是在属世的欢乐中, 而是

在神里面和神所看重的事上寻获真正的喜乐. 值得留

意的是, 真正分别为圣归给神并非关于放弃属地的欢

乐, 而是向主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是积极的, 而

非消极的).  

 

拿细耳人不单要远离清酒浓酒, 连“凡葡萄树

上结的, 自核至皮所做的物, 都不可吃”(民 6:4). 这些

东西本身无害, 但拿细耳人必须顺从神. 世上有些东

西是完全合法的, 对世人来说是好的, 但它可能会逐

渐占据和控制信徒的生命, 使神的事在信徒心中退居

次要地位. 因此, 信徒需要谨慎, 别让那些看似无害的

生活事物取代了我们个人对主的忠诚.  

 

 (C.2)   不可剃头发 

民 6:5说: “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 不可用

剃头刀剃头, 要由发绺长长了. 他要圣洁, 直到离俗归

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这与保罗在 林前 11:14 的话有

关联: “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 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这解释了拿细耳人不剃发一事, 它

意味着放下男人的权利和尊严, 与它分别出来.  

 

凯利(William Kelly)评述道: “长发是向另一人

顺服的记号, 但男人是神的形像和荣耀(林前 11:7), 按

照神的安排, 男人不该像女人那样留长发以示顺服. 

然而, 拿细耳人的条例是完全特殊的. 留长发代表他

放弃男人天然的权利, 以及神给他的尊荣地位.” 因此, 

拿细耳人要在离俗归神的日子, 承受羞辱和耻辱. 作

为拿细耳人的参孙

也留长发, 这正是

他拥有巨大力量的

秘诀. 信徒若能因

顺服神而甘愿蒙羞

受辱, 就必获得更

大的属灵力量. 

 

(C.3)   不可触摸死尸 

民 6:6-7 说: “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 

不可挨近死尸. 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 

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 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

是在他头上.” 当死亡临到拿细耳人的家人时, 这将是

极大的考验(因拿细耳人不可挨近包括其家人的尸体). 

这表示拿细耳人所许的愿比家人的血缘关系更为重

要. 他不可让已死的亲人玷污了他的分别为圣. 

 

真正基督徒(跟从基督的人)会承认主耶稣的

要求是比自然的亲属血缘关系更为重要. 这不表示基

督徒可以忽略他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责任, 而是表示

他必须让主在他的生命中高居首位. 当家人的要求与

主的要求互相冲突时, 他要谨记救主基督的话: “人到

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

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 就不能作我的门

徒”(路 14:26).   

 
 

 (D)   “拿细耳人”离俗满足的日子 
  

 拿细耳人满了离俗的日子, 他需要做三件事: 

(1) “人要领他到会幕(神的居所)门口”(民 6:13); (2) 他

要献上他的祭物(供物, 民 6:14-19); (3) 他有自由可以

喝酒了(民 6:20). 在预表上, 它犹如一幅画像指向未来

所要发生的事: (1) 信徒将被领到神在天上的居所; (2) 

要献上因赏识基督而发出的真赞美(注: 这些祭物或

供物都预表基督荣美的位格或工作, 参下文); (3) 信徒

将喝国度的新酒(指得享基督所设立的天国之乐). 

 

  当然, 我们也必须指出, 拿细耳人离俗满足的

预表与现今的基督徒是有所不同的. 对基督徒而言, 

他在属灵上作为拿细耳人离俗的日子, 只有在他走完

今生路程时才结束, 因基督徒蒙主呼召, 去活出对神

忠诚的生活, 是一生之久的事, 而非一段时间而已. 此

外, 旧约的拿细耳人离俗的日子满足之后, 他仍然被

邪恶和污秽所环绕(仍可能会被罪所玷污). 相比之下, 

信徒走完世上路程的日子之后, 就不会再被罪玷污了.  

 

 还有一件富有意义的事, 就是在拿细耳人离俗

满足的日子, 他需要祭司的协助, 把自己献在耶和华

神面前. 同样的, 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的

协助, 来把自己毫无瑕疵地献在神的宝座前. 拿细耳

人要将以下供物献在神面前, 包括燔祭、赎罪祭、平

安祭、素祭和奠祭(民 6:14-18). 这些祭物在预表上是

全面地表明基督. 燔祭预表基督对神完全的忠诚; 赎

罪祭述说基督为我们成为罪(代罪羔羊); 平安祭强调

基督借着十架所流的宝血使我们与神相和, 得享平安; 

素祭预表基督完美圣洁的生命; 奠祭述说基督将自己

的生命完全倾倒, 以至于死. 拿细耳人因着这些祭物

而比以前更丰富、更蒙福. 同样, 信徒因着这些祭物

所预表的基督而得享更丰富的喜乐.  

 

 (E)   祭司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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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细耳人这一章是以祭司的祝福作为美丽的

结束. 我们看见祭司的祝福紧随着拿细耳人的条例, 

这不仅意味着那真正分别为圣的人必然得福, 也遥望

基督未来的千禧年国度充满喜乐与福气. 拿细耳人离

俗之日满足之后, 便可以喝酒(酒象征喜乐); 这在预表

上意义深长  —  意味着基督徒为主分别为圣而遭受

羞辱, 但千禧年国度的喜乐远远足以补偿这一切. 诚

然,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祂一同作王”(提后 2:12). 

 

民 6:23-27 记载祭司要给百姓祝福. 这是神自

己吩咐的, 并非出自百姓的要求, 更不是他们所配得

的. 神在最后说: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民 6:27). 我们

的神乐于赐福祂的百姓, 纵然他们和我们一点都不配. 

大祭司亚伦第一次执行他作以色列大祭司的职任时, 

就是为百姓祝福(利 9:22).13 神也透过我们的大祭司

主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信徒一切的福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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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两枝银号 

(斯塔布斯, John J. Stubbs) 

 

 (A)   神双重的指引 
  

神赐给祂百姓以色列民的指引(“指示”或“引

导”, guidance), 不单是眼睛可见的云柱景象, 还有耳

朵可听的号筒响声. 对于他们, 这两者都是很明确的

方式, 清楚表达神的指引. 民数记第 10 章的银号(银制

号筒, silver trumpets), 是以听得见的沟通方式, 向神子

民传达神的话语. 既然云柱可象征圣灵的指引, 那么

号筒就述说神话语的权威如何影响神子民的生活. 云

柱主要是指引神子民在旷野路程上能走正确的道路, 

而银号被用在五种不同场合, 来供应他们的需要.  

 

云柱和号筒的指引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衡. 神

的子民需要这两者的引导, 缺一不可. 若只注重其中

一个而忽略另一个, 例如有人这样推理: “我有云柱就

够, 不必听号筒的响声”, 那就不利于神子民的生活. 

走在旷野中, 神的子民同时需要这两者. 既然云柱预

表圣灵(神的灵), 银号象征圣经(神的话), 这里就有切

合时宜的信息: 单靠圣灵而没圣经的指引是危险的, 

但人有圣经却无圣灵的光照还会落在黑暗中.  

 

                                                           
13   利 9:22-23: “亚伦向百姓举手, 为他们祝福. 他献了

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 又

出来为百姓祝福, 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 
14   以上附录一改编自  John J. Stubbs,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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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79-91 页. 

让我们进一步解释这点. 我们很容易宣称有圣

灵的指引, 不过应该关注的是, 我们所说或所做的是

否有神话语(圣经)的支持. 某个信徒可宣称他蒙圣灵

指引去做某件事, 但若没有神话语的支持, 那他所说

或所做的事, 就不是圣灵的指引. 因为圣灵绝不会引

导信徒去做违反圣经的事. 圣灵的工作是帮助神的儿

女们活出与圣经相符的生活来.  

 

再者, 某个信徒可能会说: “我有圣灵教导我, 

所以我不必阅读神的话语, 或参加查经聚会.” 这岂是

正确的态度? 主耶稣论到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

作: 进入)一切的真理”(约 16:13), 而真理就在圣经里

(注: 约 17:17 说神的道就是真理). 另一方面, 我们阅

读圣经, 若没有圣灵的光照, 就难以明白神的话语. 简

之, 就如行走在旷野的以色列民需要云柱和银号的指

引, 照样, 今日所有基督徒也需要圣灵(神的灵)借着圣

经(神的道)来指引我们生活上的每一方面. 

 
 

 (B)   “吹号”(吹响号筒)在圣经中的意义 
  

 还未仔细查考民数记第 10 章的号筒之前, 让

我们思考号筒在圣经中代表什么. 号筒在以色列民的

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每一次号筒吹响的时候, 就

提醒神的子民关于神的权柄(authority). 这两枝银号代

表神对祂子民所发出的声音, 带着祂的权威, 公开宣

告祂的权利. 它们不是娱乐性的乐器, 而是犹如神发

声说话的器具. 号筒吹响是要唤醒人心, 使人警惕, 指

引人当行的事. 保罗向哥林多的信徒说: “若吹无定的

号声, 谁能预备打仗呢?”(林前 14:8). 保罗在这一章强

调在召会中正确使用恩赐的重要. 保罗用“吹号的响

声”来比喻传讲的信息必须清楚明确, 使人易懂, 以此

说明作先知讲道的恩

赐比说方言的恩赐更

好 (因人听不懂方言

而无法得着造就 , 除

非有人翻译 ). 因此 , 

号筒的吹响可象征神

话语的传讲. 

 

在拔摩岛上, 约翰听见主的声音. 他写道: “当

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 

说”(启 1:10). 约翰用吹号的大响声来比喻主那充满权

柄与威严的声音. 总括而言, 吹号在圣经中的意义是: 

神话语被传讲时的权威, 并它对神子民生活的重要.  

 

沿着这条思路, 有者认为吹响银号可预表传讲

福音的权威信息. 这关系到保罗在 帖前 1:8 所说的,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 这节的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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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KJV: sounded out) 在希腊原文是  exêcheô / 

exêcheomai {G:1837}, 意即“响起”, 可指如同吹号的

响声向四方传开. 我们今日需要清楚吹响福音的号筒, 

让福音的信息清楚确定, 简明易懂. 因此, 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贴切写道: “这些号筒(指两枝银号)预

表所传的福音. 它向罪人吹响警报, 呼召他们悔改, 宣

告被撒但俘虏的人可得释放与自由, 并为神招聚一群

敬拜祂的人. 它在信徒的天路旅程上给于指引和鼓励, 

唤醒他们去与世界和罪恶战争, 并以得胜的保证来鼓

舞他们. 它也引导他们关注基督的牺牲(救赎工作), 向

他们显明主与他们同在, 并保护他们. 故此, 福音的号

筒(gospel trumpet)必须发出清楚明确的响声…”     

 
 

 (C)   银号的制造 
  

神在 民 10:2 对摩西说: “你要用银子做两枝号, 

都要锤出来的, 用以招聚会众, 并叫众营起行.” “银”

在圣经中象征救赎(redemption, 参赎罪银, 出 30:16). 

以色列是蒙神救赎的子民. 神对祂子民所要说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救赎的根基上. 这两枝银号是纯银, 没有

与其他金属混合, 这表明神的道是纯净的, 没有混合

渣滓,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 如同银子在泥炉

中炼过七次”(诗 12:6).        

 

 银号有两枝(二枝). 数目“二”很有意义. “二”在

圣经中常象征完整丰足的见证(complete and adequate 

testimony). 圣经说: “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

要定准”(林后 13:1; 试比较 申 19:15: “人无论犯什么

罪, 作什么恶,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 总要凭两三

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 两枝银号象征神话语那

完整丰足的见证. 它是绝对可靠, 值得信赖的. 而圣经

这丰足可靠的见证也有两方面  —  旧约与新约. 两者

前呼后应, 相辅相成, 互作见证. 

 
 

 (D)   银号的功用 
  

 银号有五个功用, 因它们的吹响有五个目的: 

1) 招聚全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民 10:3): 号筒吹响, 

男女老少都要聚集在会幕门口, 准备领受神话语

进一步的指示. 这是美丽的图景, 今日基督徒奉

主的名聚会(太 18:20), 聚在一起领受神的话语. 

 

2) 招聚众首领(以色列军中的统领)(民 10:4): 这方

面只吹一枝号筒. 吹号后, 这些代表以色列的众

领袖要聚集, 以领受神进一步的指示和引导. 这

幅图景可预表今日召会的长老或属灵领袖也该

聚集, 领受神的话去带领神的子民. 这也授予现

今的“长老聚会”(elders meeting)属灵的权柄.   

3) 指示会众起行, 由东边安的营开始(民 10:5): 当以

色列全营要起行时, 祭司会吹响银号. 第一次大

声吹响时, 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 第二次吹响时, 

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民 10:5-6). 民数记第 2 章

记述了各支派起行的顺序. 

 

4) 在战争时吹号求神拯救(民 10:9): 银号也用在战

争的时候. 号筒声的响起意味着神的子民在战争

时向神求助, 求神赐下胜利. 第一次如此使用银

号记载于 民 31:1-6 (第 6节: “…非尼哈手里拿着

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 另一次如此使用

是在 代下 13:12. 号筒响起, 军心士气必然大增, 

因知神会帮助他们战胜敌人. 祭司也受指示使用 

申 20:3-4 的话来鼓励前去争战的百姓.     

 

5) 在节庆时吹号聚集敬拜(民 10:10). 银号不单用在

战争, 也用于敬拜. “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 

并月朔, 献燔祭和平安祭, 也要吹号, 这都要在你

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民 10:10). 借着吹号, 神的

子民呼吁神悦纳他们所献的祭物或供物; 有者认

为 诗 20:3 就是以此为背景, 说: “记念你的一切

供献, 悦纳你的燔祭.” 感谢神, 主耶稣在十架的

献祭已蒙神所悦纳. 

 
 

 (E)   银号未来的吹响 
  

 银号的吹响是一幅有关以色

列国民未来历史的预言性草图

(prophetic sketch). 首先是号筒吹响

招聚百姓和全营起行, 这预指以色

列人的醒觉, 聚集起行归回本地(以

色列地), 就如 赛 27:12-13 所说: “以

色列人哪, 到那日, 耶和华必从大河, 直到埃及小河, 

将你们一一的收集, 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 当那日, 必

大发角声, 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 并在埃及地被赶散

的, 都要来, 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 

此外, 在七年灾难中, 以色列将被(敌基督率领的)敌军

所攻击(参 但 11:41), 不过耶和华神会记念他们, 为他

们争战(亚 14:3). 最后, 号筒也将“在你们快乐的日子

和节期, 并月朔”响起, 这点描绘以色列人将在弥赛亚

的统治下(一千年的千禧年国), 得享欢庆的时候, 并欢

喜地敬拜. 因此, 银号述说神的救赎, 给于以色列民那

振奋民心的信息, 使他们即使处在灾难时期最黑暗的

时刻, 也不至于绝望, 因为主说: “… 你们就当挺身昂

首, 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路 21:28).15  

                                                           
15   以上附录二改编自  John J. Stubbs, “Number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132-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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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i Eareckson Tada 

福音亮光                                灯台 

 

 
 

我孤单 

却不孤独 
 

 

 

(A)   引言 

 

 2014 年 11 月 16 日, 第 86 届奥斯卡金像

奖入围名单揭晓, 一部英文名为 Alone Yet Not 

Alone (中文译作《孤单却不孤独》, 或《孤单但

不孤独》、《孤单却并不孤独》)的同名主题曲

从一百多首歌曲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奥斯卡“最

佳原创歌曲奖”的提名.  

 

 这部同名电影《孤单却不孤独》讲述的

故事是关于 18 世纪一些德国人移民到美国, 而

其中两位德国女孩在被

美洲原住民绑架后, 经历

许多患难坎坷, 仍保守自

己的信仰. 电影不是很有

名气, 全美总票房也没有

亮眼的成绩, 并且后来提

名因着一些争议而被取

消, 但耐人寻味的是, 这

么一部超级冷门电影的主题曲, 为何最初能够在

一百多首原创歌曲中脱颖而出呢? 原来歌曲作者

和演唱者是一名四肢瘫痪的基督徒女作家琼

妮·艾力克森(Joni Eareckson Tada).  

 

 琼妮于 1949 年 10 月 15 日, 出生在美国马

里兰州(Maryland)一个小康之家. 自小非常活跃, 

喜欢骑马、徒步旅行、打网球、游泳等. 1967 年

7 月 30 日, 17 岁的琼妮由于跳水时错估了水的深

度而折断颈椎, 肩膀以下从此完全瘫痪. 然而, 高

度瘫痪的她却在 63 岁之前(琼妮今年 73 岁), 写

了超过 50 本书, 去鼓励那些身患残疾的人. 她还

成立了“琼妮和朋友”(Joni and Friends)的非营利

组织, 与丈夫、员工和义工一同开展“合家欢”及

“轮椅世界”等项目(包括修复损坏的轮椅), 致力

于帮助残障人士及他们的家庭. 同时, 她通过“琼

妮和朋友”, 每天制作 5 分钟的广播节目, 鼓励人

们对生活积极, 对神有信心. 据说全美有超过 1

千家电台每天播放她的节目.  

 

 为何琼妮会从一个颓废消极的残障人士, 

转变为一个积极乐观的生命斗士呢? 原来在琼妮

那段痛苦难捱的日子里, 有位热爱圣经的小伙子

史蒂夫(Steve)热情地邀请她读圣经. “在阅读过程

中, 琼妮的心慢慢安静下来, 她开始意识到神看

重她的灵魂更甚于她的身体. 她开始想到钉在十

字架的耶稣(耶稣基督), 想到真神上帝的计划就

是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 原来, 救

恩也是借着苦难成就的, 耶稣(基督)亲历苦难, 所

以祂能怜恤在苦难中挣扎的人. 用琼妮后来的话

说: ‘上帝作为宇宙的创造者, 当祂借着耶稣来到

世上, 祂实在是把自己放在残障(指身体受限, 最

后受创)的地位上.’ ”16  

 

 心窍敞开后, 坐在轮椅上、手脚不能动的

琼妮, 就开始用嘴巴来画画、写作, 甚至较后做

广播, 每天在广播里用圣经鼓励人活出生命的色

彩. 1989 年, 她在某大会上以自己的经历解释为

何神没有治好基督徒的残障或病痛. 她说道: 

 

 “我曾祈求神垂听我的祷告和医治我, 

但我的手指脚趾仍然不能动. 我回到圣

经约翰一书 5:14,17 再仔细阅读, 才恍然

大悟. 那节经文没有应许说我们祷告后, 

就会领受任何我们所喜欢的事, 或任何

我们认为会使生活更容易的事, 而是领

受‘照祂的旨意’所求的事. 

 

“但朋友对我说: ‘为何神的旨意会拒绝

基督徒求医治的祷告?’ 这是一个好问题. 

虽然圣经中有许多经文看似神会答应我

们的祷告, 赐给我们一个更容易、更快

                                                           
16   参 https://www.christiantimes.cn/news/13653/ 《孤

单但不孤独》同名主题曲喜获奥斯卡提名-由残障基督徒

女作家琼妮演唱 (浏览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 
17   约翰一书 5:14: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

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https://www.christiantimes.cn/news/13653/《孤单但不孤独》同名主题曲喜获奥斯卡提名-由残障基督徒女作家琼妮演唱
https://www.christiantimes.cn/news/13653/《孤单但不孤独》同名主题曲喜获奥斯卡提名-由残障基督徒女作家琼妮演唱
https://www.christiantimes.cn/news/13653/《孤单但不孤独》同名主题曲喜获奥斯卡提名-由残障基督徒女作家琼妮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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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更健康的生活, 但圣经中也同时有

很多经文论到苦难所带来的好处. 

 

“我的残障帮助我的思想抛开暂时的引

诱, 催促我常想念神(歌罗西书 3:2). 苦

难的考验会使我们倚靠主(哥林多后书

1:9). 有时病痛也像神的管教者唤醒我们

离开罪恶(哥林多前书 11:29-30). 最后, 

神常用苦难帮助我们更体谅和关心那些

深受创伤的人(哥林多后书 1:3-4). 这是

让我获得真正释放的信息.”18 

 

琼妮写了超过 50 本著

作, 其中有一些是关于“苦难”

的, 有两本已在中国出版, 一

本名为《上帝在哪里?》, 另

一本叫《风闻有你》. 当人遇

到苦难时, 不免常昂首望天抱

怨说: “上帝, 祢在哪里?” 旧约

圣经中有个非常富裕的公义

之人, 名叫约伯. 他在一天之内失去所有的财富, 

以及他所有的子女(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参 约伯记 1:1-19), 

过后自己也“从脚掌到头顶长

毒疮”(约伯记 2:7), 痛苦万分. 

然而, 经过一切苦难后, 神终于

向他显现, 也加倍地赐福给他. 

约伯说: “我从前风闻有祢, 现

在亲眼看见祢”(约伯记 42:6). 

他不再质问神了, 因他知道神一直与他同在, 没

有撇弃他. 琼妮也有类似的体验和经历, 所以便

写了这本书, 取名为《风闻有你》.  

 

 事实上, 琼妮并非歌手, 没有受过专业的

歌唱训练, 同时她的肺功能也已受损, 要唱歌是

很困难的. 但为何还是请她来唱这首歌《孤单却

不孤独》呢? 原因是她对这首歌曲的歌词具有亲

身体验的共鸣; 这首歌唱到软弱的人因着真神上

帝的同在和帮助而成为刚强. 靠着真神上帝, 我

们能在充满苦难的人生里勇敢面对, 不觉孤独, 

因为我们虽然孤单, 却不孤独, 有上帝与我们同

在, 正如歌中唱到的: “我孤单, 却不孤独. … 我能

                                                           
18   参网址 : https://lausanne.org/content/what-does-the-

gospel-have-to-say-to-disabled-persons . 

感受到祂的触摸, 就在我身旁赐我安稳.” 以下是

此歌的完整中英歌词, 它唱出了琼妮真正的心声

【读者可上网听琼妮所唱的这首歌, 网址如下:  

https://youtu.be/GC9TY7KYjXQ 】. 

 

I’m alone, yet not alone.  

God’s the light that will guide me home.  

With His love and tenderness,  

Leading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nd wherever I may roam,  

I’m alone, yet not alone.  
 

我孤单, 却不孤独. 

神的光将引我回家. 

以祂的爱和温柔, 

领我经过旷野, 

无论我在何处徘徊, 

我孤单, 却不孤独. 

 

I will not be bent in fear.  

He’s the refuge I know is near.  

In His strength I find my own.  

By His faithful mercies shown.  

That so mighty is His shield  

All His love is now revealed.  
 

我不会在恐惧中折腰. 

知道是祂这避难所就在身边. 

在祂的力量中我找到自己的. 

祂的信实显出怜悯, 

祂的盾牌如此强大, 

无比的爱尽显其中. 

 

When my steps are lost.  

And desperate for a guide,  

I can feel his touch,  

A soothing presence by my side.  
 

当我的脚步迷失,  

绝望地渴求指引时,  

我能感受到祂的触摸,  

就在我身旁赐我安稳.  

 

Alone, yet not alone.  

Not forsaken when on my own.  

I can lean upon His arm,  

And be lifted up from harm.  

If I stumble, or if I’m thrown,  

I’m alone, yet not alone.  

https://lausanne.org/content/what-does-the-gospel-have-to-say-to-disabled-persons
https://lausanne.org/content/what-does-the-gospel-have-to-say-to-disabled-persons
https://youtu.be/GC9TY7KYj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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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孤单, 却不孤独.  

孤身时未被撇弃,  

我倚靠在祂手臂里,  

从患难中被举起. 

若我跌倒或被抛弃,  

我孤单, 却不孤独. 

 

When my steps are lost.  

And desperate for a guide,  

I can feel his touch,  

A soothing presence by my side.  
 

当我的脚步迷失,  

绝望地渴求指引时,  

我能感受到祂的触摸,  

就在我身旁赐我安稳. 

 

By my side!  

就在我身旁! 

 

He has bound me with His love,  

Watchful angels look from above.  

Every evil can be braved,  

For I know I will be saved.  

Never frightened on my own,  

I’m alone, yet not alone.  
 

祂以爱吸引我 

悉心的天使从高天看顾.  

不怕任何的凶恶,  

因为我知道必将得救.  

我不因孤身而惊恐,  

我孤单, 却不孤独. 

 

I’m alone, yet not alone. 

我孤单, 却不孤独.19 

 

琼妮常用写作来表达自己的体验. 她曾写

道: “有时候, 上帝必须容许祂所憎恶的事情发生, 

来完成祂所热爱的.”20 真神上帝热爱赐人平安福

乐. 祂曾对祂的百姓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

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

                                                           
19   歌词摘自 https://www.igoodtv.com/p/1711926.html . 
20   参 https://www.christiantimes.cn/news/13653/《孤

单但不孤独》同名主题曲喜获奥斯卡提名-由残障基督徒

女作家琼妮演唱 (浏览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 

你们末后有指望.” 事实上, 上帝对全人类的意念

都是如此. 上帝造人, 本是要人享受平安喜乐. 但

人选择犯罪, 而罪所带来的恶果是苦楚与咒诅(创

世记 3:16-19), 最终是死亡(罗马书 6:23), 死后还

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和第二次的死(启示录

21:8), 即与生命和福乐之源的真神永远隔离. 这

都不是上帝所愿意看到的事.    

 

但真神上帝容许祂所憎恶的事发生, 包括

让苦楚和咒诅临到世界和人类, 因祂是公义的, 

犯罪的人类必自食其果. 尽管如此, 祂也是慈爱

的, 祂爱世人, 要拯救他们, 所以差派祂的爱子主

耶稣成为罪人的“代罪羔羊”, 在十架上为人代死

赎罪,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

福音 3:16). 今日世界充满苦难, 但许多人因此看

清世界的虚空短暂, 愿意悔改和信靠救主耶稣基

督而得永生. 这就是上帝容许祂所憎恶的事发生

(指苦难因人犯罪而临到世界和世人), 来完成祂

所热爱的(赐人永生与平安).  

 

亲爱的朋友, 你孤单吗? 你孤独吗? 经历多

年瘫痪和百般苦难的琼妮(注: 她也在 2010 年被

确诊患上第三期乳癌), 用此歌表达了她的感受  

—  她孤单, 却不孤独, 因为她已信靠主耶稣基督, 

并体验了真神上帝与她同在所赐给她的力量和

福乐. 她自认犹如一个“乞丐”, 并表示“我不过是

乞丐中的一个, 期望告诉其他的乞丐, 到哪里去

寻找食物”, 换句话说, 如何在受苦中寻找生命的

意义!21  

 

琼妮已找到生命的意义, 就是信靠耶稣基

督为救主, 并经历上帝用慈爱和温柔, 领她经过

人生旷野. 自认如“乞丐”一般的她以献唱此歌

《孤单却不孤独》来“告诉其他的乞丐, 到哪里

去寻找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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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亲爱的朋友, 你孤单吗? 你孤独吗? 愿

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信靠祂而得饱足, 并且享

受祂的同在所带来的帮助和福乐, 永不再孤独.  

 

                                                           
21   同上引. 
22   上文也参 https://www.igoodtv.com/p/1711926.html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ni_Eareckson_Tada ; 以及在

文中脚注里的其他资料. 

https://www.igoodtv.com/p/1711926.html
https://www.christiantimes.cn/news/13653/《孤单但不孤独》同名主题曲喜获奥斯卡提名-由残障基督徒女作家琼妮演唱
https://www.christiantimes.cn/news/13653/《孤单但不孤独》同名主题曲喜获奥斯卡提名-由残障基督徒女作家琼妮演唱
https://www.christiantimes.cn/news/13653/《孤单但不孤独》同名主题曲喜获奥斯卡提名-由残障基督徒女作家琼妮演唱
https://www.igoodtv.com/p/1711926.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ni_Eareckson_T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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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佩罗内特 

 
 

里彭 (John Rippon) 

  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17): 
 

大哉,圣哉,  

耶稣尊名! 
 
 

 启示录 7:11: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

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 面伏于地, 敬拜神.” 

 彼前 3:22: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 在神的右边; 众天

使和有权柄的, 并有能力的, 都服从了祂.” 

 

《大哉, 圣哉, 耶稣尊名》(英文名为: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 , 中文另译:《贺祂

为王》)是一首曲调雄伟堂皇的诗歌:  

  

1. 大哉, 圣哉, 耶稣尊名!  

天使俯伏敬拜, 天使俯伏敬拜; 

恭进荣冕, 同声称颂, 

同尊祂, 尊祂, 尊祂,  

尊祂, 尊祂万有主宰. 
 

2. 蒙恩罪人 主苦难忘, 

都当崇爱敬拜, 都当崇爱敬拜; 

得胜硕果向主献上,  

同尊祂, 尊祂, 尊祂,  

尊祂, 尊祂万有主宰. 
 

3. 普天之下 万民万邦, 

俱要拥戴敬拜, 俱要拥戴敬拜; 

尊贵、荣耀 归主无疆,  

同尊祂, 尊祂, 尊祂,  

尊祂, 尊祂万有主宰. 
 

4. 愿与万灵 会集天上, 

绕主颂扬敬拜, 绕主颂扬敬拜; 

羔羊美歌 万古同唱, 

同尊祂, 尊祂, 尊祂,  

尊祂, 尊祂万有主宰. 23 

                                                           
23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第 70 首. 第一至第三节

是佩罗内特(Edward Perronet, 1726-1792)所著, 但第四节是

约翰·里彭(John Rippon, 1751-1836)加添上去的. 此调由英

国的埃勒(James Ellor, 1819-1899)所编. 

 “大哉, 圣哉, 耶稣尊名! 天使俯伏敬拜…

恭进荣冕, 同声称颂… 同尊祂… 尊祂万有主宰.” 

这首曲调庄严、引人入胜的诗歌, 其作词者是爱

德华·佩罗内特(Edward Perronet, 1726-1792). 他

生于英国, 祖父是法国人. 祖父为了持守基督信

仰而遭到罗马天主教的逼迫, 便带着家人逃亡至

瑞士, 以后移居英国. 佩罗内特的父亲在英国国

教(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牧会达 50 年之久, 

极力支持卫斯理兄弟(Wesley brothers). 年少的佩

罗内特也参与圣公会. 

 

佩罗内特过后认为

圣公会的一些信条和做法

是错误的 , 因而离开圣公

会, 随从约翰·卫斯理在英

国北部布道八年 , 也因此

同遭逼迫 . 卫斯理在日记

上写道: “爱德华·佩罗内特

被人扔到泥泞中 , 在烂泥

中翻滚…” 他也曾被人抛

扔石头, 岌岌可危.  

 

佩罗内特过后因主张布道团团员可主持

圣餐而与卫斯理兄弟们意见分歧. 1771 年, 他和

卫斯理分道扬镳, 到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一个

独立教会牧会. 他住在坎特伯雷, 直到 1792 年 1

月 22 日离世为止. 《大哉, 圣哉, 耶稣尊名》这

首诗歌就是他在坎特伯雷任牧师时所写的.  

 

佩 罗 内 特 是 在

1779 年写了《大哉, 圣哉, 

耶稣尊名》. 这首诗歌当

时在英国的《福音杂

志 》 (Gospel Magazine) 

11 月号上发表时, 只有 1

节, 出版后很受欢迎, 所

以在 1780 年 4 月发表了

全诗, 共有 8 节. 1787 年, 

英国浸信会牧师里彭
(John Rippon, 1751-1836)

将原诗的第 2、3、6 节删除后, 另添两节.  

 

 这首诗歌的作曲者是英国一名普通信徒, 

名叫埃勒(James Ellor, 1819-1899), 谱写于 1838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2 

   

《家信》: 第 131 期 (2021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年. 埃勒年轻时学习制帽, 六日工作, 星期天到教

堂领唱. 他自学音乐, 18 岁就指挥卫斯理教堂的

唱诗班. 他为主日学周年纪念而创作本曲时, 年

仅 19 岁. 1843 年, 他移居美国. 晚年双目失明, 仍

继续在教会教唱首歌.24  

 

我们从中看见在写词作曲方面, 神使用了

不同的人(从著名牧师到普通信徒)完成了这首气

势磅礴、引人入胜的诗歌. 换言之, 只要我们愿

意摆上自己, 神也可以使用我们成就美好的事. 

 

神也奇妙地使用这首诗歌. 现任台湾辅仁

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施以诺博士指出, 有一位名叫

史考特(E. P. Scott)的宣教士(宣道士), 据说有一

次带着一把心爱的小提琴, 进入印度一处深山部

落, 打算向当地的土著们传福音. 没有想到, 当地

的土著极不欢迎外人. 当他一进入他们的活动范

围 , 就被一群

拿着长矛的土

著包围着 , 准

备要刺死他. 

 

 史考特

不知下一秒会

发生什么事, 于是选择紧闭双眼, 并拿出小提琴, 

拉了这首圣诗  —  “大哉圣哉, 耶稣尊名! 天使俯

伏敬拜…”. 在他拉完了之后, 睁眼观看, 没想到

土著们竟杀气全无, 并放下高举着长矛的手, 呆

呆地看着他. 因为这首诗歌实在太有气势了! 土

著们惊为天籁, 于是决定将史考特视为好友. 

 

 后来, 史考特便进入该部落中, 介绍土著

们认识这首诗歌所颂扬的大君王  —  主耶稣基

督. 几年后, 当史考特要离开该部落时, 那些原先

要杀他的土著们, 列队为他送行了 40 哩, 让原本

已决定要离开的史考特心中大受感动, 竟在临别

的那一刻又决定留下来, 继续为他们服务.25  

                                                           
24   这部分有关作词者佩罗内特和里彭, 以及作曲者

埃勒的资料主要是参考 : https://wemp.app/posts/5ee525a1-

b306-47cb-a4ea-9dc43aa99d4b (注: 在此文章中, 此诗歌名

为《贺祂为王歌》 );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all-

hail-power-jesus-name-story-behind-hymn-roger-duke . 
25   施以诺著, 《诗歌, 是一种抗忧郁剂》, 第 64-65 页; 

也参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all-hail-power-jesus-

施以诺接着写道: “在历史上, 到底有没有

史考特拉小提琴对抗长矛的那一段? 我个人虽无

法考证, 但我相信可信度应是相当高的, 因为这

种在困境中赞美神的桥段(意即经典或精彩情节), 

在圣经中也经常出现. 例如: 大卫就在生死流离

的苦难中, 写诗赞美上帝; 哈巴谷也曾在窘境中

说: ‘然而 , 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 因救我的神喜

乐’(哈 3:18). 使徒保罗也曾在狱中唱诗赞美上帝. 

而他们的赞美, 都带来了正面的效果.” 

 

 施以诺说得好: “赞美, 是一面盾牌! 它曾

经帮史考特挡住了土著的长矛, 帮大卫王挡住了

敌人的追杀, 帮先知哈巴谷挡住了困境, 也曾帮

使徒保罗挡住了攻击和迫害. 许多人都相当期待

生活中能有‘奇迹’的发生, 上帝确实是会为人带

来奇迹的主. 然而, 在圣经上, 奇迹往往不是发生

在‘埋怨’之后, 而是发生在‘赞美’之后. 

 

 西方有句谚语: “埋怨就像骑木马, 可以让

你看似动个不停, 但却无法向前迈进一步.” 每个

人的生命中, 都有各自的难题和困境. 虽然在某

些情况下, 人按理有“埋怨”的权利, 但不断埋怨不

仅无济于事, 反倒加增苦恼. 相反的, “赞美”反倒

能扭转局势!  

 

你是一个懂得赞美的人吗? 下次当我们在

困境中感到不知所措时, 就来“赞美”吧! 赞美是

很奇妙的, 它是一面无形的盾牌, 可以为我们挡

去许多各式各样的难题, 更可以为我们带来力量

与奇迹.26   

                                                                                                     
name-story-behind-hymn-roger-duke (此篇文章也提到史考

特在危难中拿出小提琴拉这首诗歌《大哉圣哉》的事迹).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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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6 页. 也参

其他有关佩罗内特(Edward Perronet)或此诗歌的资料如: 

https://hymnquest.com/resources/bs01/ ;以及本文脚注中所

引用的参考资料. 

https://wemp.app/posts/5ee525a1-b306-47cb-a4ea-9dc43aa99d4b
https://wemp.app/posts/5ee525a1-b306-47cb-a4ea-9dc43aa99d4b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all-hail-power-jesus-name-story-behind-hymn-roger-duke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all-hail-power-jesus-name-story-behind-hymn-roger-duke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all-hail-power-jesus-name-story-behind-hymn-roger-duke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all-hail-power-jesus-name-story-behind-hymn-roger-duke
https://hymnquest.com/resources/bs01/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3 

   

《家信》: 第 131 期 (2021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William MacDonald 

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保罗说人得救是靠信心而不靠行为 (弗
2:8-9), 但他为什么在 腓 2:12 劝信徒“当
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呢?  

 

(A) 引言 
  

让我们再仔细地阅读和察看这两处看似

矛盾的经文: 

 弗 2:8-9: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

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
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腓 2:12: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

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

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兢做成
你们得救的工夫.” 

 

保罗常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 表明人得

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也

不是出于行为.” 既然不靠行为得救, 为何在 腓

2:12 又劝信徒应当以恐惧战兢的心态, “做成得
救的工夫”? 这“做成”岂不是表明要靠“行为”吗?  

 

 

(B) “得救”的意思需按上下文而定 
  

威廉·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道出问题的关

键, 他说: “得救初时, 大多数

人 只 能 想 到 一 种 救 恩

(salvation), 就是我们灵魂的

救恩(指神拯救我们的灵魂

脱离永远的灭亡). 研经时, 

每次我们读到‘得救’一词 , 

也自动把这个意义套进去. 可是, 早晚会发现这

做法并不一定正确.”  

 

 马唐纳正确指出, 其实“救恩”(salvation)或

“得救”(save)一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词语, 意思是

获得“拯救”(deliverance)、“安全”(safety)或“稳

妥”(soundness). 例如: 保罗用“得救”一词来指从

监狱得释放(获得拯救脱离监狱之苦): “因为我知

道, 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腓 1:19).  

 

 此外, 在以下三处经文, “得救”一词的意思

是从遇溺中获救(获得拯救脱离溺死之灾): 

 

1) 徒 27:30-31: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把小船放

在海里, 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 保罗对百

夫长和兵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 你们

必不能得救.’ ” 

2) 来 11:7: “挪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

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只方舟, 使他全

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

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3) 彼前 3:20: “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

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或译: 从洪水中得救的人

是少的), 只有八个人.”   

 

因此, “得救”一词是什么

意思, 必须根据上下文来决定, 此

乃最重要的解经原则之一, 所以

我们需要仔细察看腓立比书第 2

章到底是在讨论什么. 我们可用

四个“P”来解释腓立比书第 2 章: 

 

1) Problem, 问题 (腓 2:1-4): 虽然腓立比的召会

整体而言在福音工作上劳苦努力, 但他们内

部意见不和, 以致发生纠纷甚至结党的情况

(这就是为何保罗教导他们要同心而不可结

党, 要谦卑地接纳彼此, 腓 2:2-3).27 

 

2) Principle, 原理 (腓 2:5-11): 保罗接着提出一

个解决方案, 就是根据一个重要原理  —  “基

督耶稣的心思”(the Mind of Christ Jesus).28 按

                                                           
27   腓 2:2-3: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

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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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腓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此节的

“以…为心”在希腊文是 phroneô {G:5426}, 意即“将心思置

于、专注于”; 这词在腓立比书共出现 7 次, 译作“有…意

念”(腓 1:7); “以…为念”(腓 3:19); “存…心”(腓 3:15); “意

念”(腓 2:2); “心思”(腓 2:2); “思念”(2 次, 腓 4:10)等. 由于 

phroneô 一词是指思想意念的积极专注, 可谓成为一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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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思或心态, 基督谦卑自己, 甚至倒空自己, 

来完成父神的旨意, 以此荣神益人. 

 

3) Practice, 实践 (腓 2:12-18): 保罗在 腓 2:12

以“这样看来…”作为开始, 表明接下来所要

说的, 是与之前所谓“基督耶稣的心思”之原

理为根据. 换言之, 若要解决问题, 就要效法

基督耶稣的心思, 谦卑地放下自己, “不要发

怨言, 起争论”(腓 2:14), 好叫他们在人眼前, 

能摆出美好的召会见证,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腓 2:15). 

 

4) Pattern, 模范 (腓 2:19-30): 或许有腓立比的

信徒认为, 要效法基督太难了, 所以保罗最后

举出他们所认识的两个弟兄  —  提摩太和以

巴弗提. 这两人“谦卑地放下自己”, 挂念基督

和别人的事, 以基督的荣耀和他人的利益为

重(腓 2:21-22, 30). 故此, 保罗提到这两人, 暗

示腓立比信徒要学习这两人的美好模范.  

 

由此可见 , 保罗实

际上是在对腓立比的信徒

说, 我已指出你们的问题

(Problem, 内部有纷争结党, 

破坏了召会的见证), 我也

给了你们解决问题的原理

(Principle, 以基督耶稣的

心思或心态作为原理), 现

在你们需要做的, 就是“实

践”(Practice, 按照上述原理去行)  —  不要只在理

论上理解, 而是要在实际上行动, 或在行为上“做

出来”(work it out), 使你们获得拯救脱离你们的

问题(指内部的纷争结党, 导致召会见证的破坏). 

简之, 腓 2:12 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是指“得

救脱离他们的召会见证问题”, 与灵魂得救脱离

罪的永远刑罚完全无关.  

 

在加拿大事奉的主仆麦克斯韦 (Sydney 

Maxwell)也赞成这个解法. 他指出 腓 2:12 的‘做

成’(work out)在希腊文是 katergazomai {G:2716}, 

并评注道: “这节的 katergazomai 是关身语态

                                                                                                     
态或态度, 所以 腓 2:5 按原文可译为: “要在你们里面积极

存有这个心思、意念或态度, 就是也在基督耶稣里的心

思、意念或态度.” 

(middle voice)和命令语气(imperative), 表明他们

要为自己做这事, 并且立即去做. … 这字在此的

意思必须按上下文来决定. 在 腓 2:5-11, 我们看

到保罗展示主耶稣基督的降卑(第 6-7 节)、受苦

(第 8 节)并随之而来的高升(第 9-11 节). 接着, 使

徒保罗就在 腓 2:12 应用这恩典的实际结果. 

 

“大部分圣经注释家将这节解释为腓立比

的信徒必须把内在的行出来(work out that which 

is within), 即活出内在的救恩. 我认为这是 腓 1:6

的主题. 但在 腓 2:12, 我认为保罗的意思是: ‘我

知道你们内部的问题(problems, 即有纷争结党), 

而我已给你们一个跟从的榜样(example, 主耶稣

谦卑的榜样, 腓 2:5-7), 现在你们作为一个召会, 

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工夫.’ 这清楚表示他们需要被

拯救脱离那至终会破坏他们见证的事(即脱离分

门结党的事); 他们必须有所行动去终止他们的纷

争(腓 2:3,14). 如此行时, 还必须心存恐惧战兢的

态度(腓 2:12), 这与“结党和贪图虚浮的荣耀”(腓

2:3)成为何等鲜明的对比啊!”29 

 

马唐纳也

同意此看法, 他指

出 腓 2:12 的“得

救”并非指灵魂得

救方面, 而是指在

腓立比召会中出

现的问题得到解

决. 他解释道: “当时在召会中发生严重的不和(腓

2:14; 4:2). 保罗提供他们解决问题的答案, 即各

人要以主耶稣的心为心  —  要谦卑虚己和自我

牺牲. 然后, 保罗在 腓 2:12 说: ‘这样看来, 我亲爱

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

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换言之, 保罗是在

说: ‘我已把方法告诉你们, 使你们获得拯救脱离

那困扰你们的问题. 现在你要恐惧战兢地(意味着

要以小心翼翼、认真谨慎的态度)实践或实行这

解决方案(solution).’ ”30 

                                                           
29   Sydney Maxwell, “Philippian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 edited by Tom Wilson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3), 第 210 页. 
30   William MacDonald, Here’s the Difference! 

(Kansas: Walterick Publishers, 1975),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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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藻 (Denny Ma) 

 

(C) “得救”的意思需参考“救恩三部曲” 
 

另一方面 , 也有圣经

学者以救恩三部曲中的“成

圣”来解释 腓 2:12. 马有藻在

其所著的《分解真理的道 — 

新约困语诠释》一书中指出, 

原来“救赎”(或指“救恩”)是

有以下三部曲的: 称义、成

圣、得荣.  

 

1) 称义(Justification): “称义”是“因信之故, 便

得与神和好”(罗 5:1),31 是指地位上的转移, 

身份的改变, 本来与神为敌, 今不再是仇敌的

关系, 这是救恩的第一步. 【编者注: “称义”

也可指在法律上被判无罪而获得释放】 

2) 得荣(Glorification): “得荣”是得救生命的终

点, 是关乎救恩的终局, 是信徒见主面时才达

到的(参 罗 8:30; 13:11; 约壹 3:2).32  

3) 成圣(Sanctification): “成圣”是信徒现今的生

命与生活, 是一生之久的过程(参 帖前 4:3).33 

【编者注: 这是信徒需要努力, 为主付出代价

来达到的】34 

                                                           
31   罗 5:1: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得与神相和.” 
32   罗 8: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

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罗 13:11: 

“再者, 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
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约壹 3:2: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

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 
33   帖前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淫行.” 
34   我们必须请读者加倍留意和细心分辨的是, 诚如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所正确指出的, 新约圣经其实

论到四种重要的“成圣”(sanctification): (1) 得救前的成圣

(Pre-Conversion Sanctification); (2) 地位性的成圣(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3) 渐进性的成圣(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4) 完全性的成圣(Perfect Sanctification). 有关这四种“成

圣”, 请参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徒

是信主时就成圣还是要努力才成圣/ . 值得注意的是, “地位

性的成圣”是当人因信称义, 在基督里和在神面前享有“成

圣的地位”(position)或立场(standing), 所以他们被成为“圣

徒”(林前 1:2, 30; 6:11). 这种“地位性的成圣”唯独属于神

(圣灵和基督)的工作, 人没有任何参与的能力和责任. “渐

进性的成圣”则不然. 这类成圣需要人(信徒)与神合作, 方

能作成, 就如 提後 2:21 所说: “人若自洁, 脱离卑贱的事, 就

对于以上三点, 马唐纳称之为“得救的三

种时态(tenses)  —  过去、现在和将来”. 

a) 过去  —  得救脱离罪的刑罚(penalty): 称义 

b) 现在  —  得救脱离罪的权势(power): 成圣 

c) 将来  —  得救脱离罪的界域(presence): 得荣  

 

腓 2:12 所指的“得救”, 就是“现在式的得

救  —  从罪的权势得救”, 与灵魂得救脱离罪的

刑罚无关.【参本文附录一: 救恩的三种时态】 

 

 

 

 

 

 

 

 

 

 

 

 

 

马有藻也贴切指出, 过“成圣”的生活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若单靠己力难如登天, 所以保罗

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指做成得救的工夫)都是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3). 

这点意味着成圣的生活需要有神参与在其中, 全

靠神在信徒心里“运作(energize), 使有力量”, 方

能做成. 换言之, 是神在信徒“心中做成祂的工

夫”(God at work in you).35 由此可见, 信徒在“成

圣”方面, 无法单凭己力, 而是需要与神同工.【参

本文附录二: 与神同工的成长与成圣】 

 

 

(D) 总结 
 

总括而言, 保罗就像一位数学老师, 先提

出问题(problem), 然后教导有关解决问题的原理

(principle), 过后要求学生自己去做练习(practice), 

并附上模范(pattern)为辅助. 简之, 腓 2:12 的“得

                                                                                                     
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

事.” 马有藻在上文所论到“救恩三部曲”的成圣, 其实是指

第三种成圣, 即“渐进性的成圣”, 而“地位性的成圣”在某方

面可说是“救恩三部曲”的称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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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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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显然不是指拯救信徒脱离他们灵魂的灭亡

(destruction of souls), 而是脱离基督徒/召会见证

的破坏(destruction of testimony); 这是有关基督

徒现今生活一生之久的“成圣”过程(要脱离罪的

权势), 与“因信称义”(脱离罪的永刑)完全无关. 

 

人很容易进入极

端; 一是认为既然信徒的

灵魂已经得救脱离永刑, 

就不需努力在个人与召

会生活中摆出美好见证. 

另一极端则是想完全单

凭己力地活出基督徒的美好见证. 故此, 我们在

成圣的道路上必须保持平衡, 不要跌入以上两个

极端; 我们要与神同工地活出成圣的生活, 脱离

罪的权势, “做成我们得救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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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救恩的三种时态 

 

对于新约中“得救”或“救恩”一词的用法, 普遍

上是与“从罪得救”有关, 常指人获得拯救, 脱离罪恶. 

在这方面, 马唐纳正确指出, 我们必须学习分辨得救

的三种时态(tense)  —  过去、现在和将来. 

 

1) 过去: 从罪的刑罚 (penalty)得救 : 称义 

2) 现在: 从罪的权势 (power)得救 : 成圣 

3) 将来: 从罪的界域 (presence)得救: 得荣耀 

 

 

(一)    过去 (Past) 
 

以下的经文主要是论到从罪的刑罚得救(即人

得救, 脱离罪的刑罚). 
 

1) 弗 2: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

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2) 提后 1:9: “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我

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

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3) 多 3:5: “祂便救了
我们, 并不是因我

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祂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洗和

圣灵的更新.”  
 

必须注意的是, 在这三个例子中, “得救”一词

按它们在希腊原文的文法上都是属于“过去式”(即已

在过去就发生了),36 还有别的经文是与从罪的刑罚得

救有关, 动词却不属于过去式, 例如: 
 

1) 徒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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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罗 10: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

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此, 你必须以经文的内容来决定它的意思, 

而不是以动词的时态去决定是否指“过去的得救”. 如

果主题是指一次永远的拯救, 脱离罪的定罪, 你就知

道它是指得救的“过去时态”, 即得救脱离罪的刑罚. 

 

 

(二)    现在 (Present) 
 

虽然得救已成事实, 但明天得救也是同样的真

实. 我已得救不再被神定罪, 但我每天更需要从败坏

毁损中获救. 我已从罪的刑罚获救, 我每天也要从罪

的权势获救. 我已借着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得

救, 但我也需要每天借着祂的生命并祂在神右边为我

们代求的工作而得救(来 7:25).37 我们在罗马书 5:10

可以找到这方面得救的意义: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

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

要因祂的生得救了”(罗 5:10). 

 

得救的“现在式”(present tense)类似所谓的“成

圣”(sanctification), 就是(特指在基督徒的生活上)从罪

和污秽中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过程【注: 请读者参

阅本期《家信》的“本期主题”专栏中的文章, 内中谈

论“拿细耳人的条例”, 就是强调“分别为圣归给神”的

成圣生活】.38 在希伯来书 7:25, 我们可读到这救恩的

延续过程: “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救到
底; 因为祂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另一段有现在

                                                           
36   按照这三节的希腊原文, “得救”一词在 弗 2:8 是属

于“现在完成式”的分词(perfect participle); 在 提后 1:9 是

“过去不定式”的分词(aorist participle); 在 多 3:5 是“过去不

定式”的直说(aorist indicative). 值得留意的是, 弗 2:8 的“现

在完成式”(perfect tense)所强调的, 是这动词(“得救”)在过

去已经完成, 而其果效延续至今. 换言之, 弗 2:8 的“得救”

一词可说是属于已发生在过去的“过去式”(past tense). 
37   来 7:25: “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救

到底; 因为祂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38   这篇“本期主题”的文章题为“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拿

细耳人和银号筒”; 文中的附录一正是谈论基督徒作为“属灵

的拿细耳人”应当如何分别为圣归给神, 即在信主得救后, 

如何在世上过“成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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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 Warren 

时态的经文, 可在哥林多前书 1:18 读到: “因为十字架

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

神的大能.” 

 

 

(三)    将来 (Future) 
 

现在让我们思想未来的救恩. 当与救主面对面

相见, 我们将蒙拯救, 离开罪的界域(英文原指“罪的同

在”, presence of sin, 指罪已不存在我们所处的境界或

领域了, 故译作“界域”). 我们的身体将要得赎, 并得荣

耀. 以下经文形容救恩的将来荣耀局面或荣耀光景. 
 

1) 罗 13:11: “再者, 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

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2) 帖前 5:8-9: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 就应当谨守, 

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 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

盔戴上.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

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3) 来 9:28: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

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

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4) 彼前 1:5: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

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四)    全部三个时态 
 

若你难以把某节经文配入以上其中一类, 请记

住, 它可能是适用于全部三个时态. 这里有几个例子: 
 

1) 太 1:21: “… 你要给祂起名叫耶稣, 因祂要将自己

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2) 弗 1:13: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
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祂, 就受了所应许

的圣灵为印记.” 

 

马唐纳提醒我们, 像以上这种情形, 我们不必

选择要把它归入哪一类(过去、现在或将来), 因为它

们带着同等的力量适用于救恩的全部三个阶段   —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过去式)、拯救我们脱离罪的

权势(现在式), 同时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界域(将来

式).39 感谢神, 使我们在基督里获得完美的救恩, 得着

全面的拯救!40 

 

                                                           
39   上文参考 马唐纳著, 姚光贤译, 《分别在此》(香

港九龙: 基督福音书局, 2011 年二版), 第 9-13 页. 
40   以上附录一摘自《家信文库》的文章 , 网址是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圣经中的得救到底

是什么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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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成圣  —  与神同工的成长过程 

 

“成圣”是基督徒的成长过程, 且是一个与神同

工的成长过程. 华理克(Rick Warren)在《标杆人生》

一书论到“人生目的三: 你被造是为了像基督”的时候, 

就以 腓 2:12 的经文来解释“如何成长”(指如何成长和

蜕变得更像基督). 其文如下(注: 下文有稍加修饰华理

克的文章). 

 

若我们学习像基督那般地作决定, 并倚靠他的

灵来帮助你成就那些决定, 其结果就是“像基督”

了. 你一旦认真地学习像基督, 就必须开始以崭

新的方式来行事为人. 你必须放弃一些旧的习惯, 

培养一些新的习惯, 并且要刻意和努力去改变你

的思想. 在这事上, 你并非孤军作战. 你可以肯定

圣灵必会在这些改变中帮助你. 圣经说: “我亲爱

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 就当恐惧战兢, 

作成(按原文直译为“做出”, work out)你们得救

的工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

运行(work in),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2-13). 

  

这段经文说明灵性成长

的两方面: “做出”与“运行”. 

“做出”(work out)是人的责

任 , 是你该负的责任 , “运

行”(work in)则是神的角色. 

灵命成长是你和圣灵之间

的合作, 缺一不可; 神的灵

不仅与我们同在, 更愿意与

我们同工.  

 

这段写给信徒的经文不是关于如何得救(如何

使灵魂得救), 而是如何成长. 这段经文没有说你

要靠自己的努力“赚取”救恩, 因为主耶稣已经成

就了这一切, 你无法再做什么了. 当你“锻练”身

体(physical workout)时, 你是以运动来培养你的

体魄, 而不是去得到一个身体. 当你要“做出”一

幅拼图时, 你已经拥有所有小拼块, 你只需把它

们拼凑起来. 农夫“做出或耕作”土地, 不是要得

到土地, 而是在已有的土地上开垦而已. 神已经

给你新的生命(林后 5:17), 你的责任是“战战兢

兢”(意即极度谨慎、毫不马虎)地努力操练, 也就

是认真看待你灵命的成长! 人若轻看自己灵命的

成长, 即表示他们不了解灵命成长的永恒含意.41 

 

                                                           
41   改编自 华理克著, 杨高俐理译, 《标竿人生》(美

国: 基督使者协会, 2004 年二版), 第 199-201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圣经中的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圣经中的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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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31 期 (2021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圣经人物                        罗伊·希尔 (Roy Hill) 
 

耶稣基督的门徒: 
安得烈、腓力和拿但业 

 

(A) 安得烈 (太 4:18-20;  可 1:16-18;  约 1:40-

42;  6:5-9) 

  

安得烈是一名渔夫, 是加利利海伯赛大城

的约拿之子(约 1:44).42 他与腓力(Philip)是好友, 

都是同一座城的人. 他与哥哥彼得在伯赛大和迦

百农(注: 迦百农位于加利利海北岸)一同经营渔

业, 也同住一屋.  

 

安得烈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但主耶稣来

到之后, 他便成为最早跟从主耶稣的门徒之一. 

他与主耶稣同住一日之后, 被主耶稣的为人所吸

引, 也深信主耶稣就是基督, 所以他立刻找寻他

的哥哥彼得, 找到时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约

1:41; 注: 希伯来文“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希腊文

的“基督”, 意即“受膏者”), 并把彼得带到主耶稣

跟前. 安得烈是第一个把人领到主面前的人, 所

带的是自己家中的人  —  这使到他成为新约中

第一个“家庭工人”(home-worker). 这点也成为安

得烈生命的特征, 即把人和事带到主面前. 

 

安得烈较后成为十二门徒之一【有关“十

二门徒”, 请参本文附录】, 在很多情况下是主所

喜爱的门徒(favoured one). 我们常认为有三个蒙

主喜爱的门徒  —  彼得、雅各和约翰  —  但在

一些场合, 三人加上安得烈而成四人(可 13:3).43  

 

在五饼二鱼喂饱五

千人的神迹中, 我们更清

楚地认识到安得烈. 当时

群众都饿了, 却没有食物, 

也没有钱购买所需的食物. 

                                                           
42   伯赛大(Bethsaida)是一座位于加利利海(加利利湖)

东北角的小城, 在约但河入湖处的东边, 附近有许多野生动

物和鱼类, 所以其亚兰文原名是“渔人之家”, 也有者译作

“捕鱼之家”或“撒网之地”.  
43   可 13:3: “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 彼得、雅

各、约翰和安得烈暗暗的问他说.” 

安得烈意识到门徒在这种情况下无能为力, 便与

主商讨这问题. 他指出有个孩童带来五个大麦饼

和两条鱼(约 6:9). 他虽明白这点食物不足以喂饱

这么多的群众, 但他把机会带到主面前. 因此, 主

使用这微少的食物, 来供应这一大群人的需要(约

有五千人, 约 6:10). 没有任何事物是小到无法被

主使用的!  

 

有一日, 一些希腊人到访耶路撒冷. 或许

形式礼仪的宗教(犹太教)无法满足他们, 所以他

们便问腓力是否可与主耶稣见面. 腓力不知如何

答复, 便把此事告诉安得烈. 主耶稣是否愿意见

这些希腊人呢? 还是祂只见犹太人? 安得烈知道

该怎么做  —  告诉主耶稣! 我们在此看见安得烈

是第一个把外邦人介绍到主面前的人  —  是第

一个宣道士(missionary, 把福音带给远方的人).  

 

简言之, 安得烈展现了一些我们应该效法

的特性  —  (1) 把人领到主面前; (2) 意识到机会; 

(3) 每次需要时都“告诉耶稣”. 愿我们也能如此. 

 

 

(B) 腓力 (约 1:43-45;  6:5-7;  12:21;  14:8-11) 

 

 腓力也住在加利利的伯赛大城. 某日, 他

被主“找到”(约 1:43)【注: 第 43 节的“遇见”原文

是 euriskô {G:2147}, 意即“找到” (而非只是偶然

遇见), 与 45 节的“找到”是同一字】.44 主不单找

到腓力, 也邀请他来跟从祂. 腓力便跟从了主. 这

是一个简单的呼召 , 邀请人凭信心作主门徒

(discipleship), 人也必须靠信心, 以委身来回应.    

 

 腓力不仅相信而跟从主, 他也寻找别人来

跟从主. 他满腔热情地邀请拿但业, 虽是主找到

了他, 但他对腓力说: “我们找到了”(约 1:45 中

“我们遇见了”原文可译作“我们找到了”), 找到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到此还好, 但他加上一句“拿撒勒人”. 这给拿但业

一个批评的理由(约 1:46: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
                                                           
44   约 1:43: “又次日, 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希腊

原文是 euriskô , 意即“找到”, find)腓力, 就对他说: 来跟从

我吧.”; 约 1:45: “腓力找着(希腊文: euriskô )拿但业, 对他

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

见(希腊文: euriskô )了(可译作: “我们找到了”), 就是约瑟

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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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吗?”). 腓力智慧地面对这点, 说道: “你来看!” 

有时, 不理批评, 避免争执是最好的. 腓力的回应

是: “你来看”(约 1:46; 请留意两件事  —  “来”和

“看”; KJV: Come and See!). 争论容易使人产生混

乱, 但见到基督容易使人产生归信.  

 

 在喂饱五千人的场合中, 主试验腓力, 向

他问道: “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约

6:5). 腓力的答复显得粗俗(约 6:7: “腓力回答说: 

‘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

够的’ ”). 他按常理计算, 要供应这么多的人数, 他

们需要大约九个月的工资来买食物, 而每人只能

吃一点而已. 看来腓力并没想到主能施行神迹来

解决此事, 虽然他已多次见证主行神迹. 主所要

的答案是信心  —  信靠主来解决问题. 

 

 在楼房(另译“顶楼”, 

Upper Room)的讲论中, 主耶

稣向门徒说到他们都认识和

看见父神了. 众门徒没有看

见这点  —  因对他们而言, 

他们并未看见父神! 但事实

上, 他们看见了圣子(主耶稣), 就是看见了圣父. 

腓力向主提议让他们能看见父神显现, 或许想到

旧约时代, 神曾在肉身显现(theophany, 例如 创

18:1-14), 这样他们就会明白.  

 

 然而, 他们现今拥有更好的, 就是耶稣基

督自己  —  神在肉身显现! 腓力的话让主感到难

过, 就是主与他们同在三年后, 他们还是不明白

(约 14:9: “腓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

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主解释说: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圣父圣子虽是两个不同的位格, 但

在本质上是一个(two in Persons, one in essence). 

作为最后的呼吁, 主说你们若无法明白这事, 那

么就因我所做的工而相信我就是神(约 14:10-

11).45 我们或许也像腓力一样迟钝, 但我们可以

运用信心来相信祂. 

 

                                                           
45   约 14:10-11: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

父做他自己的事.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

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C) 拿但业 (约 1:45-51;  21:1-2) 

  

拿但业来自加利利的迦拿. 我们只在约翰

福音读到拿但业 , 因为“对观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 指马太、马可和路加所写的三本福音书)

称拿但业为“巴多罗买”(Bartholomew, 太 10:3; 可

3:18; 路 6:14).  

 

某日, 拿但业的好友腓力给他带来惊喜 , 

宣告他和其他人已经找到弥赛亚(耶稣基督). 腓

力满腔热情地谈论到弥赛亚, 形容祂为“摩西在

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约 1:45). 

祂名叫耶稣, 是约瑟的儿子, 而若按字句的次序, 

他最后说弥赛亚来自拿撒勒. 

 

 对腓力来说, 这是振奋人心的发现, 不过

拿但业却向他泼冷水, 问道: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

好的吗?”(约 1:46). 腓力没有表示赞同, 也没有与

他争论, 只简单地说“你来看.” 只要见了救主耶稣, 

一切疑虑便会烟消云散. 因此, 他们两人去见耶

稣基督. 

 

 当他们来到主面前, 主说: “看哪, 这是个

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约 1:47). 虽

然拿但业不认识主耶稣, 但主显然认识他. 主能

看透他的心思  —  这里有个人是“真实的以色列

人, 心里没有雅各”(意译; 注: 雅各一名含有“诡

诈”之意).46 拿但业为人公正、诚实、坦率、不

装腔作势, 实在是真以色列人的典范. 

 

 拿但业回应主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他在想或许是腓力告诉主关于他的事. 主说: “你

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我们可能会问, 

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什么. “坐在无花果树

底下”是指认真沉思的犹太人平静地坐着安息, 

同时思想耶和华的美善. 很可能拿但业坐在那里

                                                           
46    “雅各”(Jacob)一名有“抓住脚后跟的人”(takes hold 

by the heel)或“取代者”(supplant)之意(参 Jones’s Dictionary 

of Old Testasment Proper Names); 由于这“取代”有用计把

某人排挤掉或根除的含意, 所以这名意味着“诡诈者”. 琼斯

(Alfred Jones)写道: “他被称为雅各, 因为他(出生时)抓住哥

哥的脚后跟(创 25:26), 这象征和预示他将诈骗哥哥的长子

名分, 以此取代他, 得着长子名分的福气.”【注: 雅各一名

的希伯来字源自字根 ‛âqab {H:6117}, 这字根意即“诈骗”, 

旧约将之译作“欺骗”(创 27:36; 耶 9:4)或“抓住”(何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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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他在思想有关将要来临的弥赛亚之应许. 所

以主其实是在说: “我看见你, 你在思想有关弥赛

亚; 而我就是弥赛亚, 弥赛亚就在这里!” 

 

 听了主所言 , 拿但业引述旧约的话 , 说: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约 1:49). 基于

这信心的回应, 主应许拿但业将会看见更大的事. 

然后, 主向众门徒比喻祂自己为“雅各的梯子”  —  

通往天堂之路  —  天与地唯一的连接.  

 

拿但业确实看见更大的

事. 在约翰福音第 21 章 2 节, 他

被拣选, 得以看见主复活后的荣

耀显现. 而在未来的荣耀之日 , 

我们将与拿但业一同看见更大的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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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主耶稣的十二门徒 

 

主耶稣在世上时, 拣选了十二门徒(或称“十二

使徒”, 路 6:13). 圣经共有四份名单记载他们的名字, 

即 太 10:2-4; 可 3:16-19; 路 6:14-16; 徒 1:13. 我们把

这四份名单顺序垂直地排列在下表, 方便简介和分析

(包括解释这十二门徒名字的意思和他们的背景). 这

也有助我们更容易比较他们彼此间的不同(共分三组, 

每组四人, 名字次序是以 太 10:2-4 为依据):  

 
 马太福音 

10:2-4 

马可福音 

3:16-19 

路加福音 

6:14-16 

使徒行传 

1:13,26 

第一组 

 

1 
彼得 西门 西门 彼得 

 彼得在希腊文( Petros )意即“石头” 

 他又名西门, 意即“听见” 

 也被称为矶法(Cephas), 此亚兰文字意即“石头” 

 彼得是渔夫(路 5:8-10); 已婚(可 1:30-31) 

 

2 
安得烈 安得烈 安得烈 安得烈 

 安得烈意即“勇士” 

 他是彼得的弟弟(约 1:40-41)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领彼得跟从主(约 1:35-40) 

 

3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意即“抓住”(参 创 25:26; 此名也有“取代”之意) 

 他是约翰的哥哥 , 西庇太的儿子 , 母亲是撒罗米

(Salome), 与约翰同被称为“半尼其”( = 雷子)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被希律所杀(徒 12:1), 是第一

位殉道的使徒(注: 学者称之为“大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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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73, 280, 281 页. 【注: 第 273 页是

A 项, 第 280 和 281 页各别是 B 和 C 项】 

 

4 
约翰 约翰 约翰 约翰 

 约翰意即“耶和华有恩惠” 

 他是雅各的弟弟, 西庇太的儿子, 与约翰同被主耶稣

称为“半尼其”( = 雷子) 

 本是渔夫, 但被主重用为文书, 写了新约五卷书(约翰

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 

第二组 

 

5 
腓力 腓力 腓力 腓力 

 腓力意即“爱马之人” 

 他是加利利的伯赛大人(约 1:44) 

 原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曾叫主耶稣将父神显给他们看(约 14:8) 

 

6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 

 巴多罗买在亚兰文意即“多罗买之子”(巴 = 子) 

 他的别名是拿但业 (约 1:45) 

 首称主耶稣为“神的儿子、以色列的君王”(约 1:49) 

 

7 
多马 多马 多马 多马 

 多马在亚兰文意即“双胞胎” 

 他也被称为低土马(Didymus, 约 11:16) 

 主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时他不在场(约 20:24-25) 

 

8 
马太 马太 马太 马太 

 马太意即“耶和华的恩赐” 

 他又名利未(Levi, 路 5:27), 意即“联合” 

 是亚勒腓的儿子(可 2:14) 

 是税吏(路 5:27; 太 9:9), 是文书, 写了马太福音 

第三组 

 

9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 

 雅各意即“抓住”(参 创 25:26; 此名也有“取代”之意) 

 他是亚勒腓的儿子, 马太(又名利未)的兄弟 

 圣经学者称之为“小雅各”, 来区分其他雅各 

 

10 
达太 达太 犹大 犹大 

 达太意即“怀中之子” 

 又名犹大(意即“赞美”) 

 亚勒腓的儿子, 也是“小雅各”的兄弟(可 3:18) 

 

11 
西门 西门 西门 西门 

 西门意即“听见” 

 一些解经家指他是奋锐党员48 

 他被称为“奋锐党的西门”(KJV: Simon the Zealot, 路

6:15; 徒 1:13)  

12 犹大 犹大 犹大 没提犹大 

因他已死 

 犹大意即“赞美” 

 常被称为“加略人犹大”, 来区分亚勒腓的儿子犹大, 

即“小雅各”的兄弟(又名达太) 

 他是财政(“带着钱囊”, 约 12:6; 13:29)  

 不是真信徒(主称他为“灭亡之子”, 约 17:12), 他“为

了 30 块钱出卖主”证实了这点(太 27:3) 

 论到十二门徒, 主耶稣向父祷告说: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祢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

那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的”(约 17:12). 这表示除了犹大

以外, 十一门徒都是真信徒. 

                                                           
48   注: 可 3:18 在《和合本》译作“奋锐党的西门”, 但

英文圣经如 KJV、NKJV 和 YLT 则译作 Simon the 

Canaanite (意谓“迦南人西门”); 因为希腊文 Zêlôtês (奋锐)

也就是希伯来文的“迦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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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解经                微光-    
 

 

是“我所交付祂的” 

还是“祂所交托我的”? 
 

 

 
 

经文: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

耻;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祂能保

全我所交付祂的(或作: 祂所交托我的), 直到

那日.” (提后 1:12) 

 

这段经文是保罗在殉道前写给提摩太最

后的提醒和勉励. 保罗提醒提摩太, 要持守所交

托给他的福音, 也要提摩太与自己一起为福音同

受苦难, 也就是预备好忍受保罗所受的苦难. 他

鼓励提摩太, 不要以福音和保罗这被囚的“福音

使者”为耻.  

 

保罗提出他要

提摩太这样做的两个

理由 , 它们也是保罗

为福音不顾性命 , 为

福音多受苦难 , 不以

福音为耻的两个缘由, 

即: (1) 福音是神拯救

人类的计划; (2) 神有

能力保守福音的传扬.  

 

首先是福音的性质. 福音是神在永世中拯

救人类的计划, 而现今在基督耶稣里, 也借着救

主耶稣的显现而得以落实, 完美实现. 这福音是

神救人脱离死亡, 使人得享永恒生命的恩典(提后

1:9-10), 是救人出死入生的好消息. 而这位施恩

的神, 又是保罗所认识的, 因为祂就是保罗和他

列祖所事奉的信实大能之神(提后 1:3,12). 

 

第二, 保罗深信神不仅赐下这大好消息, 

也有能力保守这大好消息得以继续传扬, 使人可

以听见, 并接受以至得救. 因为神能成就以下几

件事: (1) 祂赐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让我

们不至惧怕(7 节); (2) 祂也赐能力让我们能在福

音真理上, 在苦难中仍站立得稳(8 节); (3) 祂更赐

圣灵在我们里面, 保守并引导我们(14 节); (4) 保

罗也深信, 神能亲自保守直到主来的日子(12a 节). 

 

现在问题来了. 保罗所深信关于神能保守

的, 到底是什么? 在《和合本》圣经中, 第 12 节

“我所交付他的”, 以及括号中说“或作: 他所交托

我的”, 这两者表述显然不同. 前者是保罗交付神

的, 可能包括保罗自己的性命或是灵魂, 因他可

能就要殉道了; 他要在殉道前, 像主耶稣那样把

自己交托给神(路 23:46);49 也可能包括他的宣道

工作或是他所牧养的会众, 就像他把以弗所召会

信徒交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一样(徒 20:32). 而后

者(即“他所交托我的”)则是指神所交托保罗的, 

就是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真理. 

 

我们知道, 神既有能力保守我们所交付给

祂的, 也同样有能力保守祂所交托我们的. 但在

这段经文和它的上下文中, 保罗有没有特指或偏

向哪一样呢? 罗羚在《原文读经好处多》一书中

指出, 首先, 从希腊文来看, 两个意思都有可能. 

但一个词怎么会有两个如此不同的意思呢?  

 

在 提后 1:12 中, “所交付的”在希腊原文是

名词 parathêkê {G:3866}, 意谓“寄存、托管财

物”.50  Parathêkê 这一名词是动词  paratithêmi 

{G:3908}的同源词. Parathêkê 这个动词性名词

(verbal noun)51后面所跟的“所有格名词”(genitive 

noun)或“代名词”(pronoun)可以作它前面名词的

“主词”(subject)或“受词”(object). 换句话说, “所交

付的”这个名词后面“所有格”的“我”字, 可以作主

词用(即“我所交付[祂]的”), 也可以作受词用(即

                                                           
49   路 23:46: “耶稣大声喊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50   按《新约希腊文辞典》, parathêkê {G:3866}(意即: 

寄存、托管财物)一字在新约圣经仅出现在教牧书信, 指交

付给正统基督徒的属灵产业. 根据 NA27 和 USB4 的希腊

文版本, 保守“所交付的( parathêkê )”出现在三处经文, 即 

提前 6:20; 提后 1:12, 14.【注: 但根据《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 提前 6:20 和 提后 1:14 不是 parathêkê 而是

parakatathêkê {G:3872}, 但主要也是“托管”之意】 
51   “动词性名词”(verbal noun)是由动词产生的名

词. 这意味着动词的一种形式被保留下来, 然后变成

一个名词. 这个词随后要服从名词的正常规则, 包括

数字、性别和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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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所交托给我的”). 单从第 12 节, 我们不能决

定是哪一种, 需要从第 12 节的上下文来确定.  

 

 提后1:3:  我感谢神, 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

心所事奉的神. 祈祷的时候, 不住的想念你,   

 提后1:5:  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

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

的心里. 

 提后1:8: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 也不

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 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

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提后1:9:  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我

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万

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提后1:10: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了. 祂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 将不

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提后1:11:  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 作使徒, 作师傅.  

 提后1:12: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

以为耻;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祂能保

全我所交付祂的(或作: 祂所交托我的), 直到那日.   

 提后1:13: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

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  

 提后1:14: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

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  

 

从第 12 节的上文, 我们看见信仰的传承: 

保罗接续祖先事奉真神, 也将信仰传给提摩太和

其他人(第 3 节). 而提摩太则接受了从他外祖母

和母亲来的信仰(第 5 节), 也从保罗学习了很多

基督信仰的纯正话语(第 13 节). 无论保罗还是提

摩太, 他们都是信仰的接受者. 

 

 在第 12 节的下文, 我们看见同一个字“交

托”(希腊文: parathêkê {G:3866})又出现了. 这一

次没有“所有格”或“代名词”跟在后面, 保罗直接

说: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

的圣灵牢牢的守着”(第 14 节). 而这善道就是提摩

太从保罗所听见的真理(第 13 节).52 保罗不仅要

提摩太守住真道, 他在 提后 2:2 也要提摩太将

“ 所交托他的 ” 交托 ( 同源动词  paratithêmi 

{G:3908})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我们在此

看见一连串的信仰传承: 主耶稣  保罗  提摩
                                                           
52   在《原文读经好处多》一书中, 罗羚认为这真理

就是“福音真理”. 但保罗所交托提摩太的不止福音真理, 也

包括其他真理, 特别是召会和牧会的真理(参提摩太前书).  

太  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被那些忠心

教导者所教导的人.  

 

另外, 保罗在教牧书信另一处也用了同一

个词, 也是同样的用法: “提摩太啊, 你要保守所

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

非的学问”(提前 6:20). 这节的“所托付…的”在希

腊原文就是 parathêkê {G:3866}.【注: 按《公认

经文》(Textus Receptus), 提前 6:20 和 提后 1:14

不是 parathêkê 而是 parakatathêkê {G:3872}, 

尽管如此, 它们主要也都表达“托管”之意】  

 

罗羚总结时指出, 由此看来, 信仰向下的

传承是第 12 节上下文的特点. 所以第 12 节的“交

托 / 交付”比较可能是保罗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托

付. 也就是说, 保罗深信神能保守主所交付他的

福音真理(及其他圣经真理, 编者按)53直到主来.54 

而神保守这真理的方法之一, 就是兴起忠心的信

徒, 使他们靠主所赐的力量、勇气、受苦的心志, 

并靠圣灵的保守、引导, 将福音真理传递下去. 

 

同样, 我们也领受了福音真理的道, 有责

任不仅将这道持守到主来, 也要不住地传扬, 教

导这道直到主来. 求主帮助我们, 在家里、在职

场、在任何地方,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人爱听

不爱听, 都靠主不住地传讲福音真理, 不怕人耻

笑. 即使为之受苦, 也心甘情愿. 因为福音是神拯

救人出死入生的好消息!55 

 

                                                           
53   此乃《当代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吕振

中译本》, 以及英译本 ESV 和 NET 的译法; 《当代译本》: 

“… 也深信祂能保守祂所托付我的, 一直到那日”;《现代中

文译本》: “…也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付托给我的, 直到主

再来的日子”; 《吕振中译本》: “…也深信他有能力可保守

我所受的托付 , 直到那日 ”;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2001): “… and I am convinced that he is able to guard until 

that day what has been entrustred to me”;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1996): “… and I am convinced that he is able to 

protect what has been entrustred to me until that day.”  
54   也有学者解释, 保罗常用“那日”(that day)来指在基

督审判台前论功行赏的时候(腓 2:18; 4:8), 因此“直到那日”

若是指直到主再来, 召会被提, 众信徒站在基督审判台受审

的时候, 那么“所托付的”更贴切指保罗所托付给神的一切, 

包括他的救恩、一生所投入的工作与事奉(James R. Baker).  
55   除了另外注明, 以上这篇文章主要参考/改编自 罗

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

有限公司, 2017 年), 第 205-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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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斯(Alfred P. Gibbs) 
 

宣道禾场        瓦器 
 

个人布道 (六): 

面对 漫不经心的人 

和 罗马天主教徒 
 
 

(文接上期)  
 

(J)  面对不同类型的对象 
 

诚如之前的文章所

言, 个人布道将面对各种各

样的人. 了解这些对象的信

仰、思想或世界观, 能帮助

我们在心理上做好准备, 更

有效地对症下药 . 吉布斯

(Alfred P. Gibbs)在其所著

的《个人布道》(Personal 

Evangelism)一书中, 将这些布道的对象分成几种

类型的人, 并建议我们如何应对或解答这些不同

类型之人所常面对或提出的问题. 我们在前两期

已讨论了首三种, 就是反对者、怀疑者, 以及被

异端思想蒙骗之人. 本期让我们探讨第四和第五

种  —  漫不经心之人和罗马天主教徒. 

 

 

(J.4) 面对漫不经心的人 (The Careless) 以及 

罗马天主教徒 (Roman Catholics) 

 

(一)  面对漫不经心的人 

 

有时候, 人的漫不经心(或译: 漠不关心, 

carelessness)只是一个面具, 来隐藏真正和深切的

挂念或担心. 一个冷嘲的微笑常用来隐藏一个因

悲伤苦恼而疼痛的心灵. 对于这类的人, 有七方

面的重点可以遵循.56  

                                                           
56   下文(J.4)部分主要参考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Dubuque, IA: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Ministries, 2004), 第 61-65, 74-76 页【注: “(一)面对漫不经

心的人”取自第 61-65 页; “(二)面对罗马天主教徒”则取自

第 74-76 页】. 

1) 唤醒他们, 令他们感到有这方面的需要 

 

这不是靠辩论或劝说, 而是提出合适的经

文, 并倚靠圣灵的动工来使人知罪. 我们无法唤

醒人对这方面的关心, 只有神自己可以做到这点, 

而祂主要是借着祂的话语来唤醒人心. 因此, 我

们需要适当地引用圣经. 

 

 我们须要指出罪的普世性(罗 3:10-19,23). 问

那个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 , 例如问道: 

“圣经说‘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 

你认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或问: “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罗 3:23), 你认为这里所说的

‘世人’包括你和我吗?” 

 指出神的标准是绝对的完美无瑕, 而祂的公

义要求可在律法中找到根据(路 10:25-28). 你

可问他是否完全遵守了律法. 叨雷(Dr. R. A. 

Torrey)曾向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指出他已犯了

最大的罪, 因为他犯了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太

22:36-40).57 你也可引用 赛 53:6;  可 7:21-23;  

约 3:36;  8:24 等). 这不是说你要用完这里所

有的经文, 而是要按场合来选择并使用最合

适的经文.  

 要向他指出死亡的肯定性(人人都有一死), 

以及死后还有审判(来 9:27; 也参 罗 1:18;  

6:23;  8:7-8;  徒 17:31;  约 3:36;  启 20:11-15). 

你要忠心引述神

的话语, 同时也要

以善良和仁慈之

心对待他. 有个手

术医生常对他要

动手术的病人说: 

“仔细看你的伤口, 然后看着我, 直到我完成

手术.” 我们请听道者仔细看他的罪, 然后定

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他若真的知罪, 必然会找

基督求救了. 

 接着指出拒绝基督或忽略救恩的危险(来 2:3;  

10:28-29;  约 3:17-18,36;  箴 27:1;  29:1).  

 

2) 指向耶稣基督 

 当你看到他显出真诚的关心时, 你可多向他

指明基督代死的牺牲, 并指示他有关神的公
                                                           
57   太 22:37-38: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

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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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丁 (Charles Blondin) 

义如何显在罪人的救恩上(彼前 2:24; 林后

5:21; 赛 53:5-6; 约 3:16;  罗 3:24-26).  

 

3) 向他解释“相信主耶稣”是什么意思? 

 神用很多不同的词语来表达“相信”一词所包

含的意思, 例如祂用: 

a. “望” (look, 赛 45:22)58: 孩子凭完全的信心

“望着”(注视着)父母为他预备一切所需. 人

“期望”他的朋友按所答应的来还清他的债. 

重点是神信任基督和祂代死赎罪的工作, 而

不是要想象着十字架的情景, 或使某种景象

呈现在脑海中. 

b. “寻找” (seek, 赛

55:6)59 : 这方面

需要运用意志

力, 要有真诚的

意愿去认识神. 

c. “呼求” (call, 罗

10:13)60: 婴孩会向父母哭求. 要溺毙的人会

大声求救. 为何这些人会哭求或求救呢? 因

为他们无法自救, 必须倚靠别人来拯救他. 

d. “来” (come, 太 11:28-30;61 也参 来 7:25; 路

14:17): 这“来”一词描述了心灵如何归向基

督. 它表明一个出于意志或意愿(will)的行

动. 孩童来到他父母敞开的双臂前, 投入其

中, 因他受到邀请而来. 这是意志上的反应. 

e. “尝” (taste, 诗 34:8)62: “尝”的意思是领受, 

或者享用(诗 34:8). 食物是没有价值的, 除

非它被品尝和享用.  

f. “彼此接纳/接受” (take, 启 22:17)63: 婚礼可

表明这方面的“信”. “你愿意接受这女人为

妻子吗? … 你愿意接受这男人为丈夫吗?” 

双方说“我愿意”后, 就在婚姻里联合为一. 

在婚礼上, 男方女方皆用“我愿意”(will)来

                                                           
58   赛 45:22: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 就必得救; 因为

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 
59   赛 55:6: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 相近

的时候求告祂.” 
60   罗 10:13: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61   太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

就使你们得安息.” 
62   诗 34:8: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

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63   启 22:17: “圣灵和新妇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同意接受对方为伴侣. 因此, 你可告诉听道

者, 基督愿意接受他, 他愿意接受基督吗? 

g. “认识” (acquaint, 伯 22:21)64: 这节的意思是

“了解或知道”(to know); 我们通过认识来了

解某个人, 所以要把基督介绍给他认识. 

h. “接受” (receive, 约 1:12)65: 一个没有手的人

如何接受礼物呢? 方法是为着那礼物而感

谢赠与者. 虽然他无法用手触摸礼物, 但在

心中, 他已接受这份礼物了. 

i. “顺服” (submit, 雅 4:7)66: 这意味着服从另

一个人的权柄. 在信主得救方面, 救主基督

向罪人要求无条件的顺服(顺服圣经所说). 

j. “交托” (commit, 提后 1:12;67 诗 37:5): 在手

术台上的病人是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医生. 

这样的托付是毫无保留的. 同样, 罪人也该

如此把自己完全交托给救主来拯救. 

k. “信” (believe, 徒 16:30-31)68: 信一个人就是

接受那人所说或所做的为真为实. 谨记, 能

拯救我们的, 是我们所信的对象(object, 即

主耶稣), 而非信心本身. 不少人因为把焦点

放在“信心”而非“基督”, 结果跌倒了. 

 有个经典的真实故事

说明了这一点. 法国

著名的走钢丝杂技演

员 布 隆 丁 (Charles 

Blondin, 1824-1897)

曾在钢丝上, 用独轮

手推车装载一个人 , 

然后成功地带他横越

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 过后, 他问

一名男孩: “你

相信我能用独

轮手推车, 把

你带到对面

吗 ?” 男孩答

道 “我相信 .” 

“好 ,” 布隆丁

                                                           
64   伯 22:21: “你要认识神, 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65   约 1:12: “凡接待祂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赐他

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 
66   雅 4:7: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 
67   提后 1:12: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祂能

保全我所交付祂的, 直到那日.” 
68   徒 16:31: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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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上来吧, 坐在独轮手推车上, 我带你过

去.” 男孩却马上拒绝! 这点证明他只是脑子

认为可能做到, 却不是真心相信.  

l. “信赖/倚靠” (trust, 赛 12:2)69: “信赖或信

靠”是一个美丽之词, 意义深长. 我们因信赖

银行而把钱交给它, 我们因信赖椅子而坐在

其上, 孩子因信赖父亲而跳入他的怀抱.  

 

4) 向他解释耶稣基督的主权 

 这表示从今以后, 主耶稣有绝对权柄来掌控

我们的人生(罗 10:9-10; 林后 5:15). 既然基督

要作“万有的主”, 当然包括作我们生命的主. 

 

5) 要求他明确地接受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 

 要确定他已经看清自己的需要, 并掌握得救

的方法. 你可以问他: “既然你说你明白自己

是个失丧的罪人, 而基督又为你得救方面做

完了一切所需的

工作, 那你认为现

在你该做什么?”  

 如果他说 : “我该

接受祂作我的救

主”, 那么你可向

他建议, 他应该跪

下祷告, 开声告诉

基督祂愿意接受

祂作救主, 而你可作这认真严肃之归信的见

证人. 

 当他做完这一切, 你可与他一同向神感谢, 因

那人已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了.  

 

6) 告诉他如何确定他已得救了 

 要指出一个重点: 他对得救的确定不该建基

于“感觉”, 而是神的话语(即圣经, 约 1:12;  

5:24;  6:47;  10:9;  约壹 5:13;  罗 10:10:9-10).  

 把以上其中一些经文抄在一张纸上, 将来需

要时, 便能随时参考.  

 请求他每日都读一段的圣经经文, 可建议他

从约翰福音开始读起. 

 要提醒他: 我们需要向神祷告和赞美. 

 

                                                           
69   赛 12:2: “看哪! 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倚靠祂, 并不

惧怕. 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祂也成了我

的拯救.” 

7) 恳求他承认自己已信靠基督 

 当他向人承认自己已信靠了基督, 他就能更

加坚定, 仿佛破釜沉舟一般.  

 鼓励他从此之后, 单单为主而活, 并忠诚地服

事祂.  

 你或许可以考虑采用

“决志卡”(decision card). 

当人已经信靠基督之

后, 这个决志卡是有用

的, 能帮助他清楚知道自己何时信靠了主(注: 

决志卡上写明他在何时信靠主, 然后在卡上

签名). 尽管如此, 这方法也有危险, 就是那人

可能以为在决志卡上签名就等于是信靠基督. 

事实上, 能拯救灵魂的不是在卡上签名, 而是

心里信靠和接受基督为救主. 此外, 若那人想

要使用决志卡, 你要确定卡上的字句是合乎

圣经的, 他也要在清楚明白卡上字句的意思

之后, 才签上自己的名字.  

 

那人或许不会在一次的会谈中, 就达到上

述所提的七方面. 我认识一些人对永恒的事漠不

关心, 他们漫不经心地进到福音聚会里, 但在一

个小时内, 他全然知罪, 并认罪悔改而信主得救. 

另一方面, 我也见过有些人要多次地参加福音聚

会后, 才愿意信主得救.  

 

简而言之 , 

圣灵在人心里动

工是一件奥妙的

事; 祂会用神的话

语来感动人心, 领

人归主, 我们千万

不可操之过急, 急

躁地跑在祂的前面. 要确保听道者(或慕道友)已

经明白上述第一方面的重点, 然后才进入第二方

面; 因为每个重点都建立在先前重点的根基上, 

都是照着逻辑, 按部就班地顺序前进.  

 

 

(二)  面对罗马天主教徒 

 

由于罗马天主教在多个世纪以来, 对今天的

世界有很大影响(全球也有很多天主教徒), 所以

我们需要仔细查看有关罗马天主教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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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成千的罗马天主教徒已蒙光照, 

被带入基督荣耀福音的亮光和自由中(例如本是

天主教神甫的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

1546), 蒙主光照而得着因信

称义的真理). 谨记罗马天主

教也笃信和教导一些基要的

圣经真理, 例如: 基督的神

性、基督被童贞女所生、基

督无罪的生命、基督行奇妙

神迹、基督为罪人代死、复

活与升天. 天主教也信圣经

是神所默示的. 他们多个世

纪以来保存上述这些真理, 此举是值得赞许的. 

 

 可惜的是, 罗马天主教里有很大问题, 就

是把一些迷信、异教的习俗和教义错误地混杂

在圣经的真理中, 使到很多天主教徒对那解放灵

魂的福音一无所知. 

 

 我们要帮助天主教徒时, 要使用他所接纳

的圣经译本. 今天很多罗马天主教徒接受英文圣

经《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注: 很多天

主 教 徒 也 使 用 《 兄 弟 之 谊 新 约 译 本 》

(Confraternity New Testament)】. 事实上, 天主教

的《杜爱译本》(Douay Version)与《钦定本》多

有相似之处, 但罗马天主教认为《杜爱译本》的

脚注同样是神所默示的

(编译者注: 这些脚注其实

只是天主教的一些解释 , 

绝无圣经默示之权威). 

 

与罗马天主教徒谈

道时, 要避免一开始就攻

击罗马天主教或维护“更

正教”(Protestant, 注: 更正

教是指从罗马天主教分离出来的西方基督众教

会或宗派之统称). 天主教给于它的信徒有关教会

的历史方面, 是与更正教所教导的不同. 天主教

徒对马丁路德所发动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

的看法与我们完全不同, 所以避免讨论这个课题, 

免得引发争论. 你也不需讨论有关罗马天主教的

圣职人员之罪. 你的目的不是要呈现你对天主教

的看法, 而是为基督赢取灵魂, 带领他归信基督. 

 

很多罗马天主教徒都会说, 他们是基督徒

(Christians). 不要在这方面与他们争论, 而是要向

他们指明一点: 基督徒是必须从神的话语中知道

他的罪已蒙赦免; 他已经与神相和; 他已经得着

永生; 他已能够确定自己会上天堂. 借此方法, 他

可能会察觉虽然自称是基督徒, 事实并非如此! 

 

总括而言, 罗马天主教否定以下几件事: 

1) 否定“唯独基督是中保”(sole Mediatorship of 

Christ): 天主教把马利亚、众使徒和圣职人

员都加入“中保行列”(指这些人都可以作神

与人中间的中保, 但这违反圣经明确的教导, 

因神借保罗在 提前 2:5 宣告: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2) 否定人可以有 “得救的确据 ”(assurance of 

salvation, 注: 圣经多处给于信徒得救的确据); 

3) 否定人可以“因信称义”(指信主耶稣就得救

称义), 不靠行为或任何善行; 

4) 否定“唯独圣经”(意

即只有圣经是神所

默示的, 具有最高权

威). 除了圣经, 天主

教还接受“教父的著

作 ” 和 “ 教 皇 的 谕

令”70与圣经权威同等【注: 罗马天主教承认

“教会的传统”、“教皇的声明”、“主教的教

导”和“天主教教廷对圣经的解释”为神圣权

威, 与圣经有同等的权柄】 

 

至少有五个好方法面对罗马天主教徒: 

 

1) 在“得救的确据”方面 

 要给他知道, 我们是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是否

得救(指灵魂得救, 不至灭亡). 

 他可以知道自己的罪全蒙赦免 (徒 10:43; 

13:38-39; 弗 1:7; 约壹 1:9; 西 2:13), 而他现在

就可得着永生(约壹 5:13; 约 3:16,36; 5:24). 

 在约翰一书, 英文字 “know” (知道、晓得)一

词出现 36 次.71【注: 按照中文圣经《和合

本》, “知道”一词在约翰一书出现 24 次】 

                                                           
70   英文“edicts of the Pope”(或称: Papal Bull)可译作

“教皇的谕令”、“教宗的训令”或“教宗的诏书”. 
71   例如: 约壹 2:3, 4, 5, 18, 20, 21, 29;   3:2, 5, 14, 15, 

19, 24;   4:2, 6, 13;   5:2, 13, 15, 18, 19, 20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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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信主的人(而非只有独享特权的犹太人)

都可以知道这“得救的确据”(约 1:12; 20:31; 

提后 1:12; 启 22:17). 

 

2) 在“新生命”方面 

 要指明一点: 他可以很虔诚, 却不是基督徒

(注: 基督徒是重生得救的人). 尼哥底母(约翰

福音第 3 章)已受割礼, 并热心于犹太教(是犹

太教的律法师), 但还是未重生得救.  

 要表明在圣经中, 洗礼和重生是两回事. 钉十

架的其中一

个强盗是信

主得救了, 却

没有受洗(路

23:43); 行邪

术的西门已

受洗 (受浸 ), 

却没有得救(徒 8:9-24).  

 要让他明白“新生命”(重生)是圣灵的工作, 是

圣灵应用神话语所做的工作(约 3:8; 注: 约

3:5 的“水”可象征神的道, 参 弗 5:26); 借此赐

给重生者新的性情(彼后 1:4), 使信主的罪人

受了圣灵的印记(约 3:14-16; 弗 1:13), 因而产

生一个新的创造(new creation, 林后 5:17), 有

“新的生活”为证据(多 2:11-12; 罗 12:1-2; 雅

1:27; 彼前 1:23). 

 

3) 在“一个中保”方面 

 向他指明按新约圣经的教导, 人只能借着基

督向神祷告(约 14:6; 15:16; 16:23-24), 因为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就是主耶稣基

督(提前 2:5; 徒 4:12; 约壹 2:1). 

 由于独有主耶稣是唯一的中保, 所以彼得、

保罗和约翰都拒绝人给他们的敬拜 (徒

10:25-26; 14:8-16; 启 19:10; 22:8-9). 

 连马利亚(主耶稣肉身的母亲)也尊主耶稣基

督为大, 以祂为先(约 2:5). 请留意马利亚的

劝告, 引用她所说的话  —  “祂(主耶稣)告诉

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约 2:5). 

 请他注意, 主耶稣把马利亚放在与祂众门徒

同等的地位(太 12:46-50; 路 11:27-28; 比较 

约 2:4; 19:26-27).  

 马利亚也承认她自己需要救主, 并在神面前

谦卑取了罪人的地位(路 1:46-47; 2:21-24). 

她的名字在 徒 1:14 过后, 就没出现在圣经中

了. 对! 马利亚是被称为“蒙大恩的女子”, 不

过这只因为她生了主耶稣(路 1:28-55).72 请

留意马利亚在 路 1:47 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

为乐”.  

 

4) 在单单“因信称义”方面 

 请他仔细查考 罗 3:24-28;  4:5; 加 2:16; 3:10-

13; 弗 2:9-10. 也请他指出“出于行为”(或译作: 

“出于行善”, 弗 2:9, by works)和“为要叫我们

行善”(弗 2:10, unto good works)两者之间的

差别. 

 

 

5) 在“唯独圣经”方面 

 鼓励罗马天主教徒

自己打开圣经来读. 

这会给他带来亮光

(诗 119:130; 来 4:12-13; 雅 1:18).  

 如果他没有圣经, 就给他一本圣经, 并请他先

阅读约翰福音. 

 与他保持联络, 为他代祷, 你可能就会得着

“领他信主得救”的喜乐. 

 

 

编译者注 : 
 

有关罗马天主教的

错误教义, 请参《家信》

文库的文章, 网址如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

-同于基督信仰一/ (有关天主教的历史背景和

一些错误教导)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

-同于基督信仰二/ (有关救恩、弥撒和圣母马

利亚方面的错误教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

-同于基督信仰三/ (有关天主教的五大神圣权

威和如何帮助天主教徒) 
 

(文接下期) 

                                                           
72   路 1:55: “天使进去, 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

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同于基督信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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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Strauch 

 
Kofi Annan  

 

 书中之书                                杯子 

 

 

 圣 经 的 无 误 和 可 靠 (十七):   

 圣 经 的 伦 理 (下):   

圣经的妇女观 
苦 

 
 
(A) 热门的话题 
 

圣经的妇女观是一个

非常热门的话题. 人们对此话

题深切关注, 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妇女(女性)受歧视的状

况至今在许多国家并没有得

到应有的改变 . 斯特劳奇

(Alexander Strauch)写道: 

  

尽管在一些国家里, 妇女

们(女性)已经在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然而, “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针对女

人的战争.” 1993 年的世界人权大会宣告 , 

“对女人的强暴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联合

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 1938-2018)在向

常务委员会作报告的时候这样说: “对女人

的强暴已经成为最普遍的人权侵犯; 而这种

侵犯不受地理、文化和财富的影响.” 

  

1993 年联合国

人权发展报告指出 , 

“没有一个国家对待女

人像它对待男人那样

好.” 全世界的女人比

男人遭受更大程度的

贫困. 世界上三分之二

的文盲是女人.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 女人不能拥

有基本的人权, 他们被歧视、被强迫做低技能、

低收入、超负荷的工作. 即使在现代化的发达国

家里, 离婚使女人们承担起养育儿女的主要责任, 

并通常使她们比与他们疏离的丈夫们更贫困.  

  对年轻女性的性骚扰、强奸, 以及对妻子

的殴打现象, 在全世界蔓延, 而且此事实被严重

地掩盖着. 在菲律宾、泰国、印度, 强迫年轻女

子充当妓女的事, 几乎长期不被查问; 同时, 一个

贩卖女童工的跨国工业正在成长中. 在印度(特别

在印度北方), 焚烧新娘的事继续进行着. 每年有

超过九千个新娘被他们的丈夫或公公婆婆所杀

害, 这些丈夫或公公婆婆是为了再多收取一份嫁

妆. 在非洲的某些地方, 为了抑制年轻女子未来

的性需求, 她们被强迫割掉生殖器(女性阉割). 另

外, 在世界各地, 色情图像和制品的泛滥, 使所有

女性都受到侮辱; 因为这些图像在男人的脑海里, 

生动留下了“女人只是性满足的对象”的永久印象.  

  

在阿富汗, 对女人的约束简直超乎想象. 

女人不能接受基本的、人道的治疗、护理和教

育. 在没有男性家人的陪同下, 她们甚至不能出

入公共场所, 而且她们必须从头到脚遮盖自己. 

伊斯兰教的士兵们可以用死亡来威胁任何一个

敢于斥责不公正的女人. 那里的情况是如此恶劣, 

以致人们称之为“性别隔离地带”. 

   

然而, 对女性最大的强暴和轻蔑, 乃是对

女婴的残杀和对女胎的堕胎.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 

为中国、印度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们, 提

供了测试胎儿性别的手段, 以方便他们弃掉不想

要的女婴. …… 据估计, 在东南亚, 由于残杀女

婴、产妇的高死亡率, 以及对营养和健康的忽视, 

“大约有一亿的妇女正在‘消失’ ”. 这样的统计资

料, 应当使我们痛心流泪, 借用《时代周刊》的

话说, “在这个地球上, 对女人友好的地方越来越

少了.”73 在这样的情景下, 圣经关于妇女的地位

和职责的论述, 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苦 

(B) 女权神学 (Feminist Theology) 
 

女权神学(Feminist Theology)是源自妇女

解放运动的神学反省, 近年备受重视. 妇女解放

运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但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力

量、使人正视妇女批判的意识和看事物的方法, 

还是 20 世纪中叶的事. 女权神学就是从女性的

                                                           
73   Alexander  Strauch 著, 刘志雄编, 高雅君译,《平等

里有差别》(香港: 天粮书室, 2003 年), 第 17-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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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llis Trible 

 

 
Elisabeth Moltmann-

Wendel 

角度释经和从事神学研究. 美国的女权主义圣经

学者崔保(Phyllis Trible, 生于 1932 年)认为, 女权

主义有三种研读圣经的方式. 第一种专注于那些

她们认为显示以色列女性地位低下、被错待的

经文; 第二种是在此背景下, 发掘那些对父权制

提出批判的经文; 第三种则介于前两种之间, 以

怜悯的角度重述发生在女人身上的悲惨故事. 

  

按照第一种方法, 

旧约圣经的一些律法被

认为是歧视女性的:   

 

女性被视为男性的

财产 ( 出 20:17; 申

5:21), 无权支配自己

的身体. 男性期望他

所娶的妻子是处女, 但他自己却不需要保有

童真. 一个妻子若在婚前犯了通奸的罪, 便

是干犯了他父亲以及丈夫的荣誉及势力, 应

被石头打死作为刑罚(申 22:13-21). 尤有甚

者, 女性没有权力提出离婚(申 24:1-4), 更没

有权力拥有财产. 女性无权任职祭司, 被视

为远较男性更不洁净(利 15). 女性的金钱价

值也较男性低(利 27:1-7). … 有些人视圣经

为历史文献, 没有任何持续的权威, 因此应

当被淘汰. 

 

 

第二种方法反其道而行之, 努力挖掘被

人忽视的、提升女性地位的经文. 比如, 那些将

神描写为“母亲、接生婆”的经文: “你轻忽生你

的磐石, 忘记产你的神”(申 32:18); “但你是叫

我出母腹的; 我在母亲怀里, 你就使我有依靠的

心.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 从我母亲生我, 

你就是我的神”(诗 22:9-10); “锡安说: ‘耶和华

离弃了我, 主忘记了我.’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

的婴孩, 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赛 49:14-15). 又如, 以色列的伟

大先知摩西出生后, 他的姓命得以被存留、能

继续吃他母亲的奶, 并且日后又能在埃及的皇

宫接受精深的教育, 这一切, 是由几个女性(两

位接生婆、摩西的母亲和妹妹, 并埃及的公主

和她的婢女们)在没有男性的帮助下独立完成

的(出 1:8-2:10). 崔保指出, 类似这样的发现, 是

支持女性的, 固然令人振奋, 但是这种方式既不

否定也不忽视第一种方法提出的《圣经》歧视

女性的证据, 只能成为一种“馀民神学”(remnant 

theology).74 

  

德国的女性神学代表人物伊丽莎白·温德

尔 (Elisabeth Moltmann-Wendel, 1926-2016)也发

掘出很多支持女性的经文 . 

比如, 她认为神赐给以色列

人的流奶与蜜之地, “是对女

性文化价值尺度的回忆, 因

为乳汁是母亲的产品, 蜂蜜

来自雌蜂国.” 她还指出, 耶

稣基督打破了笼罩在东方

女性头上的种种禁忌. 例如

有血漏的妇人, 是被视为不洁净、当与世隔绝的, 

但主耶稣医治了她(可 5:25-34); 耶稣用手摸病

妇、治好了彼得的岳母(可 1:29-31); 祂还拉着睚

鲁已死的女儿之手 , 叫她复活 (可 5:35-43; 路

8:41-42, 49-56). 伊丽莎白·温德尔认为, “神是站

在弱者、穷人、女人和被剥夺权力者的那一边”, 

“神就在女人们生活着并确立其价值之处”. 

 

对于圣经中与之不协调的经文 , 伊丽莎

白·温德尔用“圣经是以男性为中心进行编辑的”

的观点来解释. 其中一个例子是对“保罗那著名

的闭口戒律”,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林前

14:34)的处理. 伊丽莎白·温德尔认为, 这戒律不

可能出自保罗, 因为保罗曾宣布, 在基督里, 再没

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分(加 3:28); 这条戒律很可能

是“入侵者”, 被他人归到《哥林多前书》里的.75 

  

可见, 女权主义的第二种解经方法, 虽不

像第一种方法那样完全否定、扬弃圣经, 但却认

为圣经中参杂着“以男人为中心”的圣经编辑者之

偏见. 也就是说, 这两种解经的方法都认为圣经

是有错误的.  

 

                                                           
74   《崔保论女权主义者的解经》 , 载于  Alister E. 

McGrath 编 , 扬长慧译 ,《基督教神学原典菁华》 (The 

Christian Theology Reader)(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8

年), 第 101-106 页. 
75  Elisabeth Moltmann-Wendel 著, 刁承俊译, 《女性

主义神学景观  —  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香港: 三联

书店有限公司, 1994 年), 第 1, 7, 96,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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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福音派的妇女观 
 

在笃信“圣经无误”的基督徒当中, 对于圣

经关于男女角色的论述, 至今仍有争议. 斯特劳

奇指出, 在这场争论中,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即所谓的“男女平等互补论”(complementarianism)

和“男女平等平权论”(egalitarianism):76  

 

a) “男女平等互补论”认为, 神创造的男女在人

性、尊严、价值上都是平等的, 同时又存在

着互补的差异 . 神设计男人成为丈夫、父

亲、供应者、保护者, 是家庭的元首(头)和

教会的领袖; 神设计女人成为妻子、母亲、

养育者, 积极地帮助男人并顺服男人的领导.  

b) “男女平等平权论”则认为, 神既平等地创造

了男人和女人, 那么他们在事奉中就拥有同

样的机会; 教会的领导和教导的权利, 应该由

属灵的恩赐和能力来决定, 而不应该由性别

来决定. 他们还认为, 女人在婚姻中的顺服和

在教会事奉中受到的限制与男女平等的教导

是不协调的, 他们认为“男女既平等又有别”

的论点本身就是矛盾的.  

 

事实上, 关于女

性的地位和事奉的分

歧, 恐怕并不止这两种

观点. 这些分歧不是发

端于圣经的教导本身, 

而是在于对这些教导的不同诠释.77 尽管有种种

分歧, 福音派学者认为, 圣经的教训与性别歧视

并没有必然联系. 碧琴(M. Beeching)指出: 

 

从希伯来的律法 , 我们看见人要尊敬(出

20:12)、孝敬(利 19:3)和听从母亲(申 21:18-

21). 母亲在家庭中享有应有的地位, 她要替

                                                           
76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称之为 “男女互补

论”(complementarianism)和“男女同等论 ”(egalitarianism). 

我们将那承认男女平等的“complementarianism”译作“男女

平等互补论”, 免得有者误以为“男女互补论”不主张男女平

等. 事实上, 以上两种观点都承认男女平等, 只不过后者强

调男女平等平权, 而前者强调男女平等但角色有别. 有关这

两个论点, 请参本期《家信》的“话题论坛”专栏中的文章  

—  再思“男女平等平权论”与“男女平等互补论”. 
77   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诠释》一书中, 进一步

论述这些分歧的详细讨论. 

孩子起名, 并负责他们的早年教育. 不管所

生的婴孩是男是女, 她都要为得洁净而献上

同样的祭牲(利 12:6). 她出席宗教的敬拜仪

式, 另献上供物为祭. 她若希望离俗敬拜耶

和华, 也可许拿细耳人的愿(民 6:2).78 

 

女人在安息日可免做工(出 20:10); 如被卖

作奴隶, 到第七年可和男人一样重获自由 . 

如无子嗣, 女人有权继承产业成为地主.  

 

青年男子都会受到劝导, 要跟同支派的女

子结婚, 免得他们的妻室引诱他们离开耶和

华, 不再事奉祂. 

 

尽管一夫多妻的情况相当普遍, 但一夫一

妻仍被视为最理想的样式; 耶和华与以色列

的关系就常比作男人与妻子的关系. 

 

康恩(H. M. Conn)也指出, 在希伯来宗教

中, 除祭司一职外, 其他皆允许女性参与, 如女先

知(王下 22:14; 尼 6:14)、女士师、女智者(士

5:28-29), 甚至女统治者(王下 11:3); 希伯来宗教

不允许女人当祭司, 可能因为当时周遭有女祭司

的异教, 往往牵涉生殖崇拜和庙妓等淫邪活动. 

 

 

(D) 神在圣经中重视女性 
 

此外, 无论旧约或是新约圣经, 都记载了

很多杰出的女性, 证明神重视女性. 例如: 

 

1) 摩西出生时, 冒死拯救他的几位伟大女性(两

位接生婆、摩西的母亲和妹妹, 以及埃及的

公主和她的婢女们, 出 1:8-2:10). 

2) 摩西、亚伦的姐姐米利暗是著名的女先知, 

她虽因嫉妒摩西而犯错(民 12), 神也惩罚了

她(民 12:10; 申 24:9), 但以色列人没有忘记

她, 神后来也借着先知的口论及米利暗: “我

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从作奴仆之家救赎

你 ; 我也差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

行”(弥 6:4). 

3) 帮助以色列的探子安全撤离的妓女喇合(书
2:1-22; 6:22-25). 

                                                           
78   有关“拿细耳人的愿”, 请参阅本期《家信》的“本

期主题”专栏中的文章, 文中详细谈论拿细耳人的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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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率领以色列人治服民族仇敌、迦南王耶宾的

女士师底波拉(士师记 4 和 5 章).  

5) 以色列人家喻户晓的摩押女子、后来成为大

卫王曾祖母的路得那动人的爱情故事(路得

记 1 – 4). 

6) 大卫王朝两位有聪明智慧的妇人, 一位以言

词感动大卫允准他的儿子押沙龙返回耶路撒

冷(撒下 14:1-23), 另一位用智慧劝说人们取

了叛乱的示巴之首级, 拯救了亚比拉全城(撒

下 20:1-22).  

7) 与耶利米、西番雅同时期作先知的女先知户

勒大, 为约西亚王统治期间在圣殿发现的书

卷作鉴定, 终于引发了圣殿改革, 重新确立了

圣经在以色列信仰中的地位(代下 34:14-33). 

8) 那位顺服神、从圣灵怀孕生下救主耶稣的伟

大女性马利亚(路 1:26-38; 2:1-19).  

9) 当主耶稣行了

割礼、马利亚

满了洁净的日

子之后, 主耶稣

被带到圣殿献

与神时 , “不离

开圣殿, 禁食祈

求, 昼夜事奉神”的八十四岁女先知亚拿, “进

前来称谢神, 将孩子的事, 对一切盼望耶路撒

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路 2:21-38).  

10) “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 并苏撒拿, 

和好些别的妇女,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

稣和门徒”(路 8:3). 

11) 腓利的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徒 21:8). 

12) 保罗在欧洲传福音, 第一个信主的是腓立比

城买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徒 16:14). 

13) 亚波罗是满有学

问的“大人物”, 最

能讲解圣经. 当他

在以弗所的会堂

里放胆讲道时, 百

基拉和她的丈夫

亚居拉就把亚波

罗接来, 更详细地

向他讲解神的道

(徒 18:23-26). 这对亚波罗的帮助很大, 使他

后来在哥林多讲道时更有能力, 以至教会中

有人说他们是“属亚波罗的”(林前 1:12). 此外, 

百基拉和她的丈夫亚居拉在自己的家里有教

会(罗 16:3-5).  

14) 保罗在罗马书第 16 章的问安中, 多次问姐妹

的安, 而她们有的是与保罗同工的. 

 

 

(E) 圣经显示主耶稣善待女性 
 

主耶稣在传道期间 , 对女性的关怀、爱

护、拯救, 也是值得关注的. 在主耶稣的时代, 犹

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素不往来. 主耶稣不仅主动与

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 而且此人还是一位名声不

好的女人! 主耶稣的超常行为, 甚至连祂的门徒

都感到稀奇(约 4:7-42). 另外, 主耶稣从抹大拉的

马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路 8:2), 她后来成为主耶

稣的忠实追随者(可 15:39-41).  

 

主耶稣和马大、马利亚、拉撒路一家保

持亲密的关系(约 11:1-44). 马利亚更是一位真诚

爱主的姐妹. 她把极贵重的香膏浇在主耶稣头上, 

是为安葬主耶稣(太 26:6-13; 可 14:3-9; 约 12:1-8). 

对此, 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

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作个纪念”(太 26:13). 毫不夸张地说, 普天之下,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享此殊荣. 伊丽莎白·温德尔

曾表示, 女人们跟随主耶稣, 冒着生命危险伺候

主基督, 她们预感到主耶稣的死亡及其意义, 她

们“是弥赛亚(基督)奥秘真正的知情人”. 

 

主耶稣被钉十架时, 男性门徒大多仓惶四

散, 陪伴在十字架旁的, 主要是妇女们(可 15:39-

41; 约 19:25-27). 妇女们亲眼看见主耶稣被安葬

(太 27:59-61; 可 16:46-47; 路 23:55); 安息日后的

第二天(七日的头一日), 首先去探墓的也是妇女. 

因此, 抹大拉的马利亚有幸成为见到复活之主的

第一人(可 16:9)!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

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罗 4:25). 主耶稣的受

难和复活, 是基督信仰的根基与核心; 而“成为主

耶稣死亡和复活传统的真正担当者”和历史见证

人的, 正是一群妇女. 

 

按使徒行传的记述, 主耶稣复活后, 妇女

们与其他追随主耶稣的人一起“恒切祷告”, 并在

五旬节那天, 与男性基督徒一起领受了圣灵的洗

和能力(徒 2:1-4). 此外, 约翰马可的母亲马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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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C. Kaiser 

的家, 可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中心(指耶路撒冷的

信徒经常聚集祷告和讨论事务的地方, 徒 12:12). 

  

  实际上, 主耶稣所看重的不是性别, 而是

人所持的信心. 主耶稣曾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

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 “看哪! 我的母

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

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太 12:48-50). 主耶稣还石破

天惊地宣告说, 妓女和税吏要比宗教领袖先进神

的国(太 21:23-32). 由此可见, 在主耶稣看来, 人

的价值不取决于性别, 而在于对神所持的信心.   

 

 

(F) 圣经并不歧视女性 

 

(F.1) 再思被认为歧视女性的旧约经文 
 

康恩(H. M. Conn)在“妇解神学”(Feminist 

Theology)一文中指出:  

 

圣经整体信息的中心, 不是以“父权主义”

或“人人平等”为核心, 其核心乃是神的盟约

(covenant), 以及神对人类和一切受造物的救

赎(redemption). 圣经给人的定义, 就是人人

都是按“神的形象”(the image of  God)创造的

(创 1:27). 这个“定义”其实就是一个呼召, 要

我们服事神, 并且彼此服事; 它的核心远超

过男人和女人哪一个应该作主的问题, 而进

入盟约的生命里去. 

 

对于旧约中的一些律法条文, 应仔细分析, 

不要轻易得出有“性别歧视”的结论. 例如, 关于产

妇的洁净礼, 律法是这样规定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喻以色列人说: 若

有妇人怀孕生男孩, 她就不洁净七天, 像在

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 第八天要给婴

孩行割礼. 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 要家居三

十三天. 她洁净的日子未满, 不可摸圣物, 也

不可进入圣所. 她若生女孩, 就不洁净两个

七天, 像污秽的时候一样, 要在产血不洁之

中, 家居六十六天. 满了洁净的日子, 无论是

为男孩, 是为女孩, 她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

祭, 一只雏鸽, 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 带到

会幕门口, 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

前, 为她赎罪, 她的血源就洁净了. 这条例是

为生育的妇人, 无论是生男生女. 她的力量

若不够献一只羊羔, 她就要取两只斑鸠, 或

是两只雏鸽; 一只为燔祭, 一只为赎罪祭. 祭

司要为她赎罪, 她就洁净了.”(利 12:1-8) 

 

有人认为, 妇人生女孩不洁净的日子和

家居的时间(共 80 天)比生男孩的(共 40 天)长

一倍, 是重男轻女的表现. 

但是, 这种观点是缺乏根

据的. 首先, 沃尔特·凯泽

(另译: 华德凯瑟, Walter C. 

Kaiser)指出, 妇人生了男

孩、不洁净七天后, 第八

天就要给男孩行割礼, 就

洁净了, 洁净仪式可缩短

为正常“不洁净”时间的一

半. 其次, 吴国安指出: “许多有生产经验的妇女

说, 她们生女孩之后, 在身体和精神上远比生男

孩虚弱和疲劳; 并且下体不洁净的时间也较长, 

远不如生男孩恢复得快.” 因此, 妇人生女孩不

洁净的日子和居家的时间比生男孩长, 可能反

映了妇人的实际生理状况和需要, 不是人对女

婴的歧视, 而是神对产妇的体贴和眷顾. 第三, 

无论生男生女, 产妇向神献的祭都是一样的. 这

表明男婴、女婴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杨牧谷指出, “旧约的社会是个父系社会, 

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旧约不仅反映出这样的社会

结构 , 有些地方是公然挑战这种结构的合理

性.”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某些旧约的律法是更为

合理的.  

  

神在西乃山(西奈山)向以色列人颁布的十

条诫命中, 第十条是这样说道: “不可贪恋人的房

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俾、牛驴, 并他一

切所有的”(出 20:17). 人们不可因此就断言说

《圣经》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财产, 强化了性别

歧视的文化; 正像关于离婚的律例不是鼓励离婚

而是保护妇女不被随意抛弃一样, 这条诫命的要

点是保护女性的尊严. 

  

利未记 27 章 1 至 8 节关于还“特许之愿”

的规定, 人若许愿在会幕事奉, 但不能履行所许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3 

   

《家信》: 第 131 期 (2021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里程(又名:冯秉诚) 

 
杨牧谷(原名:杨文辉) 

的愿, 就要出价银“买赎”; 男女的价银的估价各

不相同, 年龄相当的男性比女性的估价高. 估价

不同, 是因为他们作的工不同. 男性在会幕的事

奉主要是杀祭牲, 和在旷野拆卸和搬运会幕, 十

分辛苦. 所以, 他们“赎买”的价银一定要比女性

高. 相反, “处于生育年龄的女仆一向比男仆值

钱”, 可见, 价银的不同, 是根据作工的能力或价

值, 而不是根据性别; 把这些律例理解为歧视女

性是不恰当的.  

  

此外, 在当时较不文明和残忍无情的社会

里, 寡妇(出 22:22-24)、战争的女俘虏(申 21:10-

14)、被诱奸的处女(出 22:16-17)常被社会视为边

缘人, 但她们皆受到旧约律法的保护.  

  

旧约圣经还记载了西罗非哈众女儿的故

事(民 27:1-8). 西罗非哈没有儿子, 女儿没有产业

继承权; 他的女儿们向摩西申述, 摩西求告神, 神

不仅允准她们承受父亲的产业, 而且要摩西把这

个特例变成常例: “你也要晓喻以色列人说: ‘人若

死了没有儿子 , 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

儿.’ ”(民 27:8). 

 

 

(F.2) 再思被认为歧视女性的新约经文 
 

在主后第一世纪, 在犹太人以男性为中心

的社会里, 女人不能在法庭作见证, 也不许修习

神的律法; 但圣经特意记载, 在基督复活的事件

上, 向男人见证此事的正是女人, 保罗也要女人

学习真道(提前 2:11). 

  

以上种种例证显示或体现了一种“闯入的

伦理”(intrusion ethic), 即神带领的新秩序闯入社

会的旧秩序.79 神的启示是累积性的(逐步累积的), 

因为神俯就人, 按人当时的文化条件, 向人显示

祂的盟约和救赎目标: 

 

俯就文化不是只让文化来定规启示的内容, 

它受末世论的目的规范, 而成为一种张力, 

其总意是指向基督, 祂是万物(包括我们的社

会秩序)的改变者. …女人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79   H. M. Conn 著, “妇解神学”(Feminist Theology), 载

于 杨牧谷主编, 《当代神学辞典(上)》(台北: 校园书房出

版社, 1997 年), 第 407 页. 

必须走在当代文化的前头, 才能被称作“解

放”; 但也不能走得太远, 以至不能改变当代

歧视女人的习俗; 整个标准与核心, 就是基

督为人定下的旨意. 

  

里程(又名: 冯秉诚)在《圣经的权威》一

书中认为, 保罗著名的“闭口戒律”的理解, 也离不

开主后一世纪的社会状况 . 一方面, 保罗宣称: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

是披戴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

人、希利尼人、自主地、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

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

了”(加 3:27-28). 多数学者

都认为, 这段经文是初期教

会的信徒受洗时宣读的公

式语, 是一种新身份和新地位的宣告, 不分男女, 

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体了. 但另一方面, 保罗又命

令道: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教

会一样”(林前 14:34). 如果把保罗的教导放在当

时的文化背景下, 就比较容易化解这种张力.  

 

杨牧谷(1945-2002)

指出, 晚期犹太教是很轻

视女性的. 从主前三世纪

开始, 在会堂里, 女人和男

人是分开坐的; 主后 70 年

圣殿被毁后, 在公共场所, 

女人不能与男人相混的习

俗反而加强了, 即使在街

上, 男人也不会与女人打招呼. 拉比犹大(Rabbi 

Judah ben Elai, 约主后 150 年的人)甚至这样说: 

“我们要一天三次称颂神; 赞美祂, 因为祂没有把

我造成一个异教徒! 赞美祂, 因为祂没有把我造

成一个女人! 赞美祂, 因为祂没有把我造成一个

文盲!” 在主后一世纪, 犹太男人到会堂是去学习, 

女人最多只能旁听, 而且要坐在一个被隔离的地

方, 以免被男人看见, 令他们分心. 

  

  此外, 杨牧谷还指出, 妇女争取平等的努

力 , 从主后第一世纪开始 , 便从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找到理据. 诺斯底主义否定男女有别, 

甚至反对婚姻和生育. 尤有甚者, 各种形式的诺

斯底主义都提到尝试连接神、人的“居间体”;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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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殉葬 (遗孀被活烧陪葬) 

人说女人就是这样的居间体. 有人甚至说, 女人

是先于亚当存在的, 与天上各灵体交往. 主后第

二世纪的《保罗行传》记载一名叫特格拉

(Thecla)的女人, 身穿男装, 头发剃光, 作宣教士周

游讲道(5:40-43). 特土良说, 她成为了当时想做教

法师和受洗女信徒的榜样. 所以, 诺斯底主义“牢

笼无知妇女”(提前 2:11), 引诱他们抹煞男女的区

别, 甚至要将女性的地位高抬至男性之上.  

 

 里程总结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 保罗要妇

女的会中闭口不言就不难理解了. … 保罗要女人

在会中闭口不言, 是不要她们误用在基督里的自

由, 在外人面前有好的见证, 并能维系教会的合

宜的敬拜; 这与‘性别歧视’是没有关联的.”【注: 

对于“保罗吩咐妇女在会中闭口不言”一事, 里程

的解释是以当时文化背景作结论. 虽然我们不否

认在某种程度上, 当时文化背景可能会影响妇女

在教会中有不妥的行为, 但圣经借保罗对女人如

此吩咐, 主要是与神所设立的“头权”(headship)有

关, 请参脚注】80 

 

 

(G) 圣经提升女性的地位 
 

圣经不仅没有歧视女性, 没有贬低女性的

地位, 事实上, 因着圣经的教导和影响, 女性的地

位反而获得大大提升. 让我们举三个例证说明. 

 

                                                           
80    论到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 里程写道: “在这样的背

景下, 保罗要妇女的会中闭口不言就不难理解了. 保罗并非

不让妇女在会中说话, 因为在前面的经文中, 保罗是允许

“女人祷告或是讲道”的, 只是要蒙头(林前 11:5); 因为在哥

林多, 不蒙头原是妓女的标记. 从上下文看, 保罗要女人在

会中闭口, 很可能是指, 女人不要为了突显自己的自由, 而

在会中采取不合宜的方式 , 质询、辩论、抗议、喋喋不

休; 或者, 在会中对讲道作公开的评论和质疑. ...  所以, 保

罗要女人在会中闭口不言, 是不要她们误用在基督里的自

由, 在外人面前有好的见证, 并能维系教会的合宜的敬拜; 

这与‘性别歧视’是没有关联的.”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517-

518 页. 【注: 里程上述对“女人在会中闭口不言”和“只要蒙

头就能讲道”的解释忽略了有关头权(headship)的真理, 基

于篇幅有限, 我们无法在本文详谈这个课题, 故请读者参阅

以下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

有可无的传统/ ; 也请参阅另一个与“女人讲道”相关的题目  

—  “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召会真理 4 女人的职事/ .  

(G.1) 圣经使人重视女人的生命 
 

19 世纪的挪威籍女宣道士 (宣教士 )苏

菲·罗伊特(Sofie Reuter)和安娜· 雅科布松(Anna 

Jakobsen)发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 残杀女婴是一

种极其普遍的习俗. 她们于 1880 年的记事中写

道: “一对夫妻若有超过一个或两个女儿, 便是特

例. 如果再生出女孩, 就立即将之丢弃. 丢弃的方

法有很多种: 她可能被丢到荒地, 作为野狗或野

狼的食物; 也可能被父亲带去‘婴儿塔’弃置, 在那

儿她会因暴露、饥饿和被鸟掠食而很快的死亡. 

也有人将小婴孩埋在她们所出生的房间泥土地

中. 如果房旁正好有河流经过的, 那么小孩就很

自然地被丢入其中.” 81  

 

然而, 按照圣经的教导, 女人在神眼中也

同样的宝贵: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即希腊

人)、自主的、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

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加 3:28). 圣经也指明人

类(包括男人和女人)都是照着神的形像而造(雅

3:9). 由于罗伊特和雅科布松都是笃信圣经的虔

诚基督徒, 所以她们两人开始每日到遗弃孩子的

地点搜寻, 从死亡边沿救出一些中国的女孩, 将

她们抚养长大, 并带领她们进入基督信仰的恩福. 

 

 古代的印度有个可怕而闻名的仪式  — 

“陪葬仪式”(称为“寡妇殉葬”, Suttee,). 作遗孀(寡

妇 )的只能情

愿或不情愿地

被焚烧在她们

丈夫的葬礼柴

堆上 , 以表示

自己对丈夫的

忠贞 . “陪葬”

一字本身的字

义即是“好女人”, 这表示印度人认为能陪丈夫殉

葬的, 就是一个好女人. 不但如此, 杀婴 — 特别

是杀女婴 — 在 19 世纪前的印度也是很普遍的

习俗. 印度尚有“小寡妇”等的习俗, 一当这样的女

孩长大后, 就送入庙中作为庙妓.82 这一切说明女

                                                           
81  Harald Stene Dehlin, Pionerer i Skjort {Pioneers in 

Skirts], Passage translated by Kirsti Saebo Newcombe (Oslo: 

Norsk Luthersk Forlag A/S, 1985), 第 67 页. 
82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林怡俐, 王小玲合译, 《如

果没有耶稣?》(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1 年), 第 30-31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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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在古代所谓的“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

是何等的低贱.    

 

 但在 18 世纪末期, 英国的宣道士威廉·克

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到印度宣道, 发现

陪葬和杀婴(特别是杀女婴)在印度是极为普遍的

恶俗. 克理因受圣经教导的

影响, 深信女人的生命与男

人同样宝贵, 所以十分憎恶

看到人们将小孩(特别是女

婴)丢进海里或河里, 以及其

他残害女性的恶俗. 他便发

起和领导废止杀婴、童妓、

寡妇殉葬等陋习的运动. 为

了废除寡妇殉葬的恶习, 克

理奋斗了 25 年之久, 终于让英国政府在 1829 年

以法律废除了这一陋习. 这两个古代仪式  —  陪

葬和杀婴, 最终在 19 世纪初被全面禁止, 而这完

全是透过宣道士向英国当局积极游说的结果.83  

 

在 20 世纪, Dohnavur

团契(注: Dohnavur 团契正式

成立于 1927 年印度南部的

Dohnavur, 为救援收养受害之

幼童 )的宣道士贾艾梅 (Amy 

Carmichael, 1867-1951)84与印

度的“小寡妇”习俗对抗, 带领

了许多女孩脱离这种恶俗, 并

将她们带入基督徒团体的照

料中. 英国著名传道人司布真(C. H. Spurgeon)曾

经提到有一个印度女人对一位基督徒宣道士说: 

“你们的圣经一定是女人写的.” “为什么?” 对方

问道, “因为它说了许多对女人非常仁慈的事, 我

们印度的学者从不提到我们, 只会责备我们.”85 

 

                                                           
83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如果没有耶稣?》, 第 30页. 
84   贾艾梅姐妹(Amy Carmichael, 1867-1951)于 25 岁

那年接受神的呼召为宣道士, 曾踏上日本、锡兰等地传扬

福音, 后于 28 岁那年踏上印度宣道一直到离世的那日都没

离开过印度, 与当地的人同受苦难, 服事那里的人. 许顺明

著, “树立青年宣教的模范 — 推动青年宣教方案之浅见

(四)” 载  《宣传》第 81 期, 2003 年 12 月, 第 10 页. 
85   C. H. Spurgeon, My Sermon Notes (Grand Rapids: 

Christian Classics, 1884), 第 292 页;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如果没有耶稣?》, 第 31 页. 

(G.2) 圣经使女性广受教育 
 

 神在圣经教导有关求学求知的重要时, 没

有忽略女性. 神在旧约中吩咐家长要教导男孩和

女孩,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

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

框上 , 并你的城门上 .”(申 6:7-9; 也参  申 4:9; 

11:19; 箴 22:6; 弗 6:4). 此外, 圣经也鼓励女人要

勤学真道: “女人要沉静学道”(提前 2:11); “又劝

老年妇人…用善道教训人”(多 3:2, 编者注: 老年

妇人必须先学习和熟悉真道, 才能以此教训人). 

这就说明为何在历史上, 最先大力提倡“女子教

育”的, 不是儒家、道家、佛家等, 而是基督信仰, 

或说笃信圣经的基督徒. 许多地方的第一间女子

学校, 都是由基督徒开办的.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下, 一般妇女在社

会上是没有地位的. 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之所以

低微, 很大程度上与她们普遍没有机会受教育有

关. 中国妇女素来被视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不鼓

励女子教育, 儒释道三教的人士也不关心和提倡

女子教育, 但由于圣经强调男女平等(加 3:28), 并

重视女子求学求知(参 申 6:7-9; 提前 2:11), 所以

基督徒便大力提倡“女子教育”. 1844 年, 基督徒

宣道士在宁波设立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女子学

校. 清末的基督徒刊物 — 《万国公报》也极力

主张女权的基础在于女子教育和女学. 根据统计, 

到了 1869 年, 教会学校的 4,389 名学生中有 576

名是女生; 1876 年, 教会学校的 5,686 名学生中, 

女生已占 2,084 人. 1934 年, 260 间教会中学之中, 

男校是 115 间, 女校是 104 间, 其余则是男女合校.  

 

此外 , 在中

国的基督徒宣道士

和基督徒商人也联

合创办不少大学,86 

并让女性也有权利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 

1934 年, 基督徒办

的大学共有 13 所, 

即华北区的齐鲁(济南)、燕京(北平)、华东区的

                                                           
86   1920 年左右, 有十分之九的中国大学生是就读基

督徒开办的教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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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足使中国妇女的脚严重受

损 

金陵(南京)、金陵女大(南京)、之江(杭州)、圣

约翰(上海)、沪江(上海)、东吴(苏州)、华南区

的岭南(广州)、福建协和(福州)、华南女子协和

(福州)、华西区的华西(成都)与华中区的华中(武

昌). 基督徒办的大学学生人数从 1910 年的 267

人, 增加到 1934 年的 5,718 人, 其中有不少是女

生, 甚至有大学是专为女性创办的, 如南京市的

女子大学  —  金陵女大, 以及福州的华南女子大

学(又名: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87  

 

 正 如

中华民国教

育家唐守谦

博士(1905 年

-1998 年 ) 所

评述, 基督教

(基督信仰)一

向注重办教

育设学校. 基

督信仰传到的地方 , 也就是新教育所到之处 . 

1844 年, 英国教会在宁波设立女校. 1845 年, 基督

教 (美北长老

会 )传道士哈

巴博士在澳

门开办一所

学校, 1847 年

迁至广州, 此

乃第一所基

督 教 学 校 . 

1848 年, 基督

教(美以美会)在福州设立男校, 1850 年设立女校. 

同年(1850 年), 基督教(长老会)在厦门鼓浪屿设

立男女学校. 1852 年, 哈巴夫人在广州办一所女

子寄宿学校. 1877 年, 上海圣约翰大学由基督教

(圣公会)所创办, 它若不是第一所基督教大学, 也

是最早办的之一.  

 

 唐守谦博士继续指出, 因为学校的数量增

多, 教育当局便觉得有合作的必要. 所以在 1890

年发起组织“中华教育协进会”, 目的在推进中国

基督教育, 并改进课程, 联络教师. 以前教会学校

                                                           
87   魏外扬著, 《他们写过历史》(台北: 宇宙光传播中

心出版社, 1993 年), 第 9-11 页. 

是被多数人所轻视的, 这时候渐引人注意. 学校

人数迅速增加, 学费和捐输增加. 尤其是小学教

育的普遍, 差不多每一座教堂旁边都有一所小学, 

男女学生并收. 女子教育因之发展, 女子地位也

逐渐提高. 从 1890 年起, 基督教高级学校的建设

和神学院的数量都增加, 大学也纷纷设立. 教会

中学全国共 340 间; 男校、女校、男女同校都有. 

小学更多, 校数约 3 千以上, 学生共 10 万人以

上.88 

 

关于基督信仰对中国教育的贡献, 唐守谦

作出五个总结, 其中一个就是“开始中国女子教

育”! 他写道: “一般而言, 中国向来是男子读书女

子不读书的. 教会办男校也办女校, 在许多地方

反而先办女校. (由于深受圣经教导的影响)教会

认为男子和女子都一样应该有智识、有学问、

受教育, 此乃大胆地改变重男轻女的社会传统, 

把女子解放了.89 教会办的大学不但有女子大学, 

也创始男女同校, 开始了新的风气.”90 因着教育

程度的提高, 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升. 

 

 

(G.3) 圣经解放中国女性脱离缠足 
 

中国社会有一个风俗, 即缠足之风. “三寸

金莲便是美”(缠足之风)的观念导致中国妇女历

代以来受尽身心方面的痛苦, 缠足也是极不健康

与不合卫生的. 儒释道三教根本不关心, 也不过

问这事, 但基督信

仰则基于圣经与

人道原则而反对

此风. 1867 年起, 

许多教会学校提

倡“放足”(或称“天

足”), 甚至以天足

为入学条件之一.  

                                                           
88   唐守谦著, “基督教与中国教育”. 载 彭海莹编辑, 

《基督徒全人小百科(10)  —  基督徒的教育观》(台北: 新

新生命杂志社, 1993 年), 第 28-29 页. 
89   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也是基督徒培养的. 一位名为

麦嘉缔的基督徒医生, 从 1844 年起, 在宁波开始医务, 并收

养一位华人孤女在他家中, 助她留学美国, 毕业后回国服务. 

她名叫尤梅庆, 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 
90   唐守谦著, “基督教与中国教育”. 载《基督徒全人

小百科(10)  —  基督徒的教育观》, 第 3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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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Archibald Little 

 

值得留意的是, 全国性的天足运动虽不全

是由传道人领导, 却都是从他们得着鼓励; 而且

实行放足的, 又大都是基督徒妇女. 1874 年, 传道

人麦嘉湖和中国 40 多名

妇女在厦门首先成立“厦

门戒缠足会”. 1895 年, 在

上海有 10 位传道人、商

人和外交官的太太们创立

了“天足会”, 英国商人立

德的太太(Mrs. Archibald 

Little)成为会长. 天足会在各地设立分会, 常举行

不定期演讲会, 刊印和分发书册(在上海超过 1 百

万份), 力劝中国妇女实行放足, 以致缠足的恶俗

最终得以废除. 无可置疑, 缠足之风得以从中国

社会中连根拔起, 圣经和基督徒功不可没.91     

 

 

(H) “夫妻平等互补”的真谛  
 

今天, 一读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当

顺服自己的丈夫”等经文, 不少弟兄心里就洋洋

自得, 企盼妻子百依百顺, 并把自己伺候得服服

贴贴的; 许多姐妹则心里犯嘀咕: 不是男女平等

吗? 圣经怎么提倡大男子主义呢? 为了回答这个

问题, 首先, 我们来

看两段有关丈夫和

妻子的经文:  

  

a) 弗 5:22-33: “你

们作妻子的, 当

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

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祂又是教会全

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作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

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

着道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作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

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惜, 正

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祂身上的肢体

                                                           
91 此外, 中国人三妻四妾的观念, 也受圣经一夫一妻

的真理所大力反对(太 19:4-6). 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的权利, 

间接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   

(有古卷加: 就是祂的骨, 祂的肉).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

的. 然而, 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

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   

 

b) 彼前3:1-7: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 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

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

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你们

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 戴金饰, 穿美衣为妆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为妆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

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妆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 称他为主. 你们若行

善, 不因恐吓而害怕, 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你

们作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原文作: 知识)和妻

子同住; 因她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文作: 是

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

要敬重她. 这样. 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要了解这些有关夫妻关系的教导, 必须回

到神当初造人的情况: 

 

a) 创 1:26-28: “神说 :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

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

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

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

人, 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

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 

 

b) 创 2:18-25: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

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 神用土所

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

那人面前, 看她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

物, 那就是它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

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

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

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

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

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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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Ronald B. Allen 

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

身露体, 并不羞耻.”  

 

艾伦·罗斯(Allen P. 

Ross)指出, 神造亚当后, 

有一个惊人的宣告: 男人

的受造还没有达到神预

期的计划. 于是神为他造

了一个配偶(创 2:18). “配

偶”的希伯来原文是 ‛êzer 

{G:5828}(帮手、帮助者); 

这不是个贬义词, 因为神就常被称为 ‛êzer  —  帮

手(出 18:4; 申 33:7; 撒上 7:12; 诗 20:2; 46:1). 男

人的帮手就是“供应男人的欠缺”的那一位, 能作

男人单独做不到的事.  

 

创 2:18 的“帮助他”在希伯来原文则是 

kenegdôw , 意即“相当于他、照他的反面”的意思

【注: 这词源自希伯来文 neged {G:5048}, 意为

“相反的、反面的, 或相对的, 创 21:16 就译作“相

对”】. 所以,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的原

文直译是: “我要造一个照他的反面(与他相对)的

帮手”, 意思是女人虽与男人分享同等地位, 但女

人相对地与男人不同; 她在身体、社会、灵性上

与男人平等相称, 同时也有男人所没有的, 她诚

然是男人的补足. 这种文法的分析, 也得到经文

的支持, 因为男人和女人都

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康恩(H. M. Conn)指

出, 神造女人的时候, 先使亚

当睡了, 所以在女人被造的

过程中, 亚当并没有参与什

么、帮助什么的; 换言之, 女

人不是在男人之下. 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则

生动地说: 夏娃“不是出自他(男人亚当)的头来压

制他; 不是出自他的脚, 以免被他践踏; 乃是出自

他的身旁, 与他同等, 在他的膀臂下受到保护, 靠

近他的心房而被疼爱.” 

  

另一方面, 神造人的过程是以男人为中心

的, 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 同时, 神让男人为女人

取名. 虽然男人给女人取的名是与自己同等的, 

但是, “在闪族人的思想中, 起名意味着有主权或

拥有权, 这就意味着,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创 2:23), 

是‘做主’的一项行动.” 所以, 神所设立的夫妻关

系, 是有主有辅、彼此相爱的亲密关系.  

 

但是, 始祖犯罪后, 这种关系就被彻底破

坏了. 神对夏娃说: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

管辖你”(创 3:16). 艾伦(Ronald B. Allen)指出, “恋

慕”这个词在创世纪 3、4 章中(创 3:16; 4:7), 不是

指对性欲的渴慕, 而是指想要控制、管辖; 这样, 

人类堕落以后, 女人坚拒

男人在他们平等的关系

中作领导, 而男人却倾向

以暴虐对待女人. 二人的

亲密关系变成了斗争关

系, 彼此竭力要驾驭对方, 

互爱变成了互恨, 互助变

成了互害. 

 

然而, 耶稣基督的救赎, 在基督里要恢复

神在创造之初为夫妻所设计的有主有辅、平等

相爱的关系. 夫妻关系不是主雇关系、上下级关

系, 或师生关系, 而是爱的关系. 丈夫以爱来领导

妻子, 妻子则甘心地、积极地支持她的领导者. 

 

丈夫是头, 不是说丈夫可以气指颐使、独

断专行. 因为在基督信仰中, “头”(head)的概念与

世俗是完全不同的. 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

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

大, 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作你们的

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

事人; 并且要舍命, 作多人的赎价”(太 20:25-28). 

丈夫是头, 就要担当起家庭的重任, 要关心、爱

护妻子, 为家庭舍己. 相对而言, 丈夫身体更强

壮、更勇猛, 感情更不敏感. 丈夫必须成为他妻

子的学习者, 应该努力追求洞察力、自制力、仁

爱、忍耐、恩典和智慧, 成为一个体贴的丈夫. 

 

妻子要顺服丈夫 . 因为丈夫是神所设立

的、权柄性的角色, 而妻子是帮助者的角色. 顺

服不是地位低下, 帮助者也不是低人一等. 在三

一神中, 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质、同权、同荣

的, 但他们分工于不同的角色; 圣子自觉地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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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父的旨意, 圣灵自觉地接受圣父、圣子的差遣. 

“妻子对丈夫的回应, 该如基督对父神的回应.” 妻

子对丈夫的顺服, 是信徒顺服耶稣基督的其中一

个组成部分. 

 

妻子的角色应该是积极、主动的, 而不是

消极、被动的. 姐妹不要轻看了自己的角色. 一

个帮助者, 经常比一个被帮助者需要更多的智慧

和能力. 在《三国演义》中, 作为辅助者的诸葛

亮 , 和作为被辅助者的刘备 , 哪一位的智慧更

高、能力更大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耶稣基督是主. 没有任何丈夫享有绝对的

权柄, 只有基督才有. 所以妻子效忠的第一对象

和最忠诚的对象应该是基督, 而不是她的丈夫. 

妻子效忠基督, 才能更好地顺服丈夫. 妻子对丈

夫的顺服不是盲目的、奴隶般的. 当丈夫公然违

背圣经的教导犯罪时, 妻子不应当顺服. 但妻子

要以温柔和爱心去规劝、感化他. 在某些痛心的

情况下, 妻子甚至可以与她邪恶的丈夫分居或离

婚(太 19:9). 

 

丈夫要认识妻子与

自己是平等的, 不可滥用

自己的权柄 . 约翰 ·派珀

(John Piper)说: “那些一屁

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而

且又像奴隶之主一样使唤

妻子的丈夫们, 已经为了

自己的爱好与自私丢弃了基督.” 但是, 平等不是

平权, 要承认夫妻之间角色的差异. 妻子要认同

自己的辅助角色, 要明白顺服是一种美德, 而不

是羞辱; 要甘心、乐意地顺服丈夫.  

 

俗语说, 一山不能有二虎, 一家不能有二

主. 主耶稣也说, “凡一国自相分争, 就成为荒场; 

一城一家自相分争, 必站立不住”(太 12:25). 如果

妻子执意与丈夫争夺权柄, 必导致分争. “妻子的

争吵, 如雨连连滴漏”(箴 19:13). 这样的家庭, 断

无宁日. 相反的, “才德的妇人, 是丈夫的冠冕”(箴

12:4), 她“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溫柔安靜的心為

妝飾;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前 3:4). 这样的

妻子,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箴 31:11), 必对她言

听计从. 表面上, 一切事是丈夫在台前拍板、做

决定; 实际上, 这些全是“垂帘听政”的贤妻出的

主意. 那该多美呀! 

 

 

(I) 总结 
 

来到总结时, 让我们再次强调, 圣经从未

轻视或贬低女性的地位. 相反地, 在女性普遍受

轻视的第一世纪, 圣经是第一本高举女性权利、

提升女性地位的书. 正如黎歌信(Boyd Nicholson)

所言: “今天社会的妇解运动(妇女解放运动), 可

算落伍. 因为早在福音开始的时代, 社会已有这

种特征. 无论何处, 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被传

开, 妇女的地位相应提高. 她们从异教主义的卑

微地位, 升至男人身旁的尊贵位置. 从古至今, 异

教都是把妇女贬低, 但福音

却时刻将她们释放, 把神所

赐的事奉委托她们. 这事奉

也只有她能胜任, 只有她才

配得.”92  

 

论到婚姻中女性(妻

子)顺服男性(丈夫)的夫妻

关系 , 斯特劳奇的结论是 : 

真正的婚姻在基督和教会之间; 婚姻的标准是基

督和祂的教会, 而不是大男子主义或男女同等. 

婚姻中“头与顺服”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应该被消除

的罪. 恰恰相反, 它是神对婚姻的美妙设计. 它是

婚姻的基本要素. 简而言之, 男女既平等又有差

异, 故可互助相补, 这是神所默示的无误启示.93  

 

                                                           
92   黎歌信(Boyd Nicholson)著, 姚光贤译, 《主的安排: 

论蒙头》(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5), 第 3 页. 论到神

所委托女性的事奉, 侯司特(William H. Hoste)写道: “真为

寡妇的特质(提前 5:5,10)清楚表明一些关于女人事奉的领

域. 它们有七方面: (1) 她们必须是一位祷告的女人, 像哈拿

一样(撒上 1:9-18); (2) 又有行善的名声, 像非比或百基拉一

样(罗 16:1-4); (3) 养育儿女, 像罗以或友尼基一样(提后 1:5; 

3:15); (4) 接待远人, 像吕底亚一样(徒 16:14-15); (5) 洗圣徒

的脚, 像马利亚一样; (6) 救济遭难的人, 像多加一样(徒

9:36); (7) 竭力行各样善事, 像彼息一样(罗 16:12). 此外, 保

罗也劝老年妇人要指教(原文作“教导”)少年妇人, 爱丈夫, 

爱儿女(多 2:3-4). 这点清楚表明家庭是神给予女人的典型

领域, 而她的事奉, 虽是多样化, 却应该以此为中心.”  
93   上文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504-523 页, 

以及其他在脚注中所注明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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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 

 

合乎圣经的 

长老职分(三) 

 
编译者注: 新约圣经中多方教导有关“长老的职分” 

(eldership), 因为按照神的心意, 召会需要有这职分, 

来负起监督和牧养的工作(参 徒 20:17,28; 多 1:5-7; 

彼前 5:1-4). 美国的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94

所著的《按照圣经作长老》(Biblical Eldership)是

有关长老职分的佳作.95 斯特劳奇正确指出, 在召

会历史上, 所谓的“弟兄运动”(Brethren Movement, 

指奉主名聚会的运动)成功归回圣经的教导, 恢复

了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96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编

                                                           
94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和他的妻子住在美国

卡州(Colorado)小镇, 育有四个女儿. 斯特劳奇是一个满有

恩赐的圣经教师, 在该镇上一个教会(Littleton Bible Chapel)

中作长老服事主超过 40 年, 著有《培训长老十二课》、

《培训长老手册》、《新约中的执事》、《接待人的命

令》、《爱的领导: 戚伯门一生属灵教导的功课》、《平

等里有差别》(Men and Women: Equal Yet Different)等. 
95  此书英文原版  Biblical Eldership 已被刘志雄于

2001 年译完, 书名为《按照圣经作长老》. 读者可上网下

载: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index.html . 
96   斯特劳奇评论道: “我们必须回到神所赐给我们唯

一的权威根基  —  就是圣经! 召会(教会)的历史提供足够

的例子, 让我们看到人离开圣经之后所带来的大灾难. 奥比

涅(J. H. Merle d’Aubigne, 1794-1872)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宗

历史学家, 他极为准确地说: ‘当我们回顾召会的历史, 随着

世纪的前进, 光和生命就日渐在召会中消逝. 为什么呢? 因

为圣经的火炬日渐昏暗, 而人类权威那种自欺的光辉却日

益增强.’ 正是因为人的自欺, 取代了圣经对长老职分的教

导, 以致于这项真理就消逝了 14 个世纪. 直到宗教改革的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这个颇具影响力的

法国改革宗领袖, 才出来呼吁这方面的恢复. 然而, 在 16 世

纪的努力, 仅达到微小的成就. 因为宗教改革者还未能将人

从神职人员的传统下释放出来. 到了 19 世纪, 乔治·慕勒

(George Muller, 1805-1898)这位以信心著称的孤儿院院长, 

以及其它在英国参与弟兄会(Brethren, 指奉主名聚会)运动

的人们, 才把长老恢复到神在召会中的心意. 同时, 在美国

的宗教改革也尝试恢复这项真理, 但因缺乏系统的解经和

教导, 这项努力成效有限. 因此, 论到新约圣经所教导有关

长老职分的模式, 对大部份基督徒而言, 包括在美国的基督

徒, 都是非常陌生的.” 摘自 Alexander Strauch 所著、刘志

雄所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一书的“著者序”. 

译此书的英文简洁版  —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按照圣经作长老小册子》—  加添脚注

和较长篇的附录后, 分几期刊登在《家信》季刊中, 

好叫更多信徒看清何谓“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并

实践这合神心意的宝贵真理.97 

 

 

 

 

 

 

 

 

 

 

 

(文接上期) 

 

(B) 按圣经解释长老职分 

 

编译者注: 斯特劳奇把“长老职分”分成五项来阐解: 
 

(一)   从事牧养的领导 (pastoral leadership);  

(二)   分担工作的领导 (shared leadership); 

(三)   合格领袖的领导 (qualified leadership); 

(四)   仆人心态的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 

(五)   男性带领的领导 (male leadership)98 
 

我们在前两期讨论了第一至第四项, 本期将讨论第五

项. 本文在这五项的次序上与《按照圣经作长老小册

子》有些不同. 为何作此次序调整, 请参脚注.99 

 

 

(B.5)   男性带领的领导 (Male Leadership) 
 

                                                           
97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中

是  ekklêsia {G:1577}, 含有召出(out-calling)之意 , 所以把

“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 指被神呼召出来

的一群人(a called-out company). 英文“church”一词常用来

指教堂, 但新约圣经从不用 ekklêsia 来指建筑物, 也没用她

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召会”在新约圣经

中只用来指“宇宙(普世)性召会”或“地方性召会”, 仅此而已. 

因此,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例如为了辨别某些宗派常用的词

语), 本文将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所著的英文版  —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 中的 church 一词译作“召会”. 
98   斯特劳奇在书中分成这五大特征来阐明. 
99   编译者注:《按照圣经作长老小册子》的第三项原

是“男性带领的领导”, 第四项是“合格领袖的领导”, 第五项

是“仆人心态的领导”. 由于本期《家信》的其他专栏会谈

论关于女人的职分和事奉, 所以上期先讨论第四和第五项, 

把“男性带领的领导”改为最后一项, 留到本期讨论. 

 
 

Alexander Strauch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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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圣经中有关“长老职分”(eldership)的

教导都会冒犯今日经常到教堂的人(churchgoing 

people), 例如 : 应该由长老提供牧养的照料

(pastoral care), 应该有复数的众牧者 (指长老 , 

plurality of pastors), 以及所谓“非圣职的牧者长

老”(nonclerical pastor elders)等等, 都是难以接受

的观念. 然而, 在现代人的心目中, 再没有比“圣

经中只准许男性作长老”的观念更令人反感的了. 

尽管如此, 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必须是一个全部

都是男性的长老们. 

 

对于相信圣经的基督徒而言, 男性领导的

主要例证是在耶稣基督个人的身上. 最明显的一

点是: 基督以神的“儿子”, 而非神的“女儿”的身份

来到世上. 祂男性的身份不是一件随便的小事, 

在神学上, 这对祂的工作和身份是绝对必要的. 

耶稣基督是, 也必须是头生的男孩, 才能“称圣归

主”(路 2:23: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 凡头生的男

子必称圣归主”). 作为“末后的亚当(Adam)”和“第

二个人(man)”, 祂是所预表的亚当, 而不是夏娃. 

因此, 祂必须是男性(林前 15:45, 47;  罗 5:14), 祂

必须是大卫和亚伯拉罕头生的儿子, 是应许之子; 

祂是王, 而非女王; 祂是宇宙的主人而非夫人. 依

照创造的次序, 主耶稣不可能成为女性, 因为在

男女关系上, 男性被赋予领导的权威地位(创 2:20, 

22, 23;  林前 11:3;  提前 2:12), 而主耶稣基督是

教会的头, 祂是每一个男性领导的模式. 

 

在主耶稣早期传

道时, 他亲自训练并且

差派了十二个人, 并称

他们为“使徒”(路 6:13). 

主耶稣选择男性的领导

是对创世记 2:18-25 中

创造次序的肯定. 路加

告诉我们, 主耶稣在选

定十二使徒之前, 花了整夜向父神祷告(路 6:12). 

作为“完美的人子”完全顺从与降服于父神的旨意

之下, 主耶稣选择了十二位男性作为祂的门徒. 

因此, 这些人都是父神选择的. 主耶稣选择男性

使徒肯定是根据神的原则和引导. 

 

当他们需要设立一个服侍的团体来照应

教会中的寡妇和财物时(徒 6:1-6), 十二位使徒们

遵从了主的榜样任命了七位男人, 而不是七位男

女. 甚至在耶稣基督升天 30 年后, 彼得在写信给

小亚细亚北部的教会时, 也劝勉基督徒姐妹们要

像旧约中那些圣洁的妇女一样, 顺服她们的丈夫

(彼前 3:5). 他同时也劝勉作丈夫的要爱妻子, 并

且提醒他们, 妻子是与他们“同享生命之恩”的(彼

前 3:7). 因此, 彼得在男女平等与不同角色的教导

上继续跟随主的榜样.  

 

男性领导的圣经

传统一直延续到新约时

代. 论到婚姻的关系, 保

罗非常清楚说到夫妻关

系中那神圣的次序. 有关

“妻子在婚姻中顺服”的

教导方面, 保罗和彼得的

看法完全相同. 保罗教导

作丈夫的必须在婚姻关

系中领受主的吩咐, 去作

头带领(作带头), 并且教

导妻子要顺服丈夫, “如同顺服主”(弗 5:22). 以下

的经文很清楚的说明了这样的教导: 

 

 “你们作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

主”(弗 5:22).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

丈夫”(弗 5:24).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

头”(弗 5:23).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

面是相宜的”(西 3:18). 

 “但你所讲的, 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好指

教少年妇人, 爱丈夫, 爱儿女, 谨守贞洁, 料理

家务, 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道

理被毁谤”(多 2:1,4-5; 也参 弗 5:22-23).  

 

就像保罗教导有关男人在家庭中的领导

角色, 他也教导了男人在召会(教会)中的男性领

导(提前 2:8-3:7). 由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而男人是已确立的家庭权威, 所以我们可预期在

召会这个更广的家庭中, 那些负责带领和管理召

会的长老们也都是男人. 至于女人, 保罗在 提前

2:12 说: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辖管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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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每一个家庭是靠特定的行为标准来

管理一样, 地方召会这个家庭也有某些在行为和

社交安排上的原则. 提摩太前书特别谈论到男

人、女人和长老们在地方召会这个大家庭中的

正当行为和次序. 保罗在写信给他在以弗所召会

的代表(提摩太)时, 说: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 所

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耽延日久, 你也可
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

教会,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4-15).  

 

按照神所安排的召会次序, 其中一个主要

方面是妇女在会众中的行为表现. 在以弗所的召

会中, 有错误的教导出现, 挑战“传统性别角色”, 

结果基督徒妇女们受其不良影响, 表现出基督徒

不应有的行为. 为了纠正妇女们在召会中的不当

行为, 保罗重新说明了女人在行为上该持守的基

督徒原则: 

 

 要穿著合适: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 以正派衣裳

为装饰, 只要有善行, 这便与自称是敬畏神的

女人相宜”(提前 2:9-10) 

 要在召会中顺服: “女人要沉静学道, 一味的顺

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辖管男人, 只要

沉静.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

是亚当被引诱 , 乃是女人被引诱 , 陷在罪

里”(提前 2:11-14). 

 

  单凭提摩太前书 2:11-14, 就应该可以解决

女性长老的问题. 保罗禁止女人做两件事: (1) 在

召会中教导男人; (2) 用权柄辖管男人. 

 

 值得留意的是, 在禁止女人讲道和领导男

人之后(提前 2:11-15), 保罗紧接着描述那些监督

地方召会之人的资格(提前 3:1-7, 指作长老的资

格). 富有意义的是, 所列出的资格是以男性为假

设, 所以监督必须是“一个妇人的丈夫”和“好好

管理自己的家”(提前 3:2,4). 保罗在这一段论到

长老资格的经文中 , 完全没有建议女性的长

老.100【这也间接证明长老职任是由男性负责】 
 

                                                           
100   上 文 编 译 自  Alexander Strauch, The Biblical 

Eldership Booklet (Littleton, CO: Lewis & Roth Publishers, 

1997), 第 17-20 页. 编译者注: 以上译文主要参考和采纳刘

志雄在《按照圣经作长老》一书的译文, 但也有不少地方

按英文版稍作修饰.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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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有关“牧师”、长老、监督和牧者 

 

“Pastor”(牧师, 弗 4:11)原文是 poimên . 这希

腊字在新约中出现至少 17 次, 只有在 弗 4:11 译作

“牧师”(pastors), 其他地方都译为“牧人”(约 10:11)、

“牧养的”(太 25:32; 路 2:8)或“牧羊之人”(路 2:18). 换

言之, “牧师”即是“牧者、牧人”(shepherds), 亦是“监

督 ”(overseers / bishops)或 “长老 ”(elders), 因为  徒

20:28 和 彼前 5:2 表明监督/长老的职务是“牧养”(希

腊文: poimainô {G:4165}, 即名词 poimên 的动词).  
 

由此可见, 圣经用这三个名称以三个不同角度

来描述同一个作长老的人: 

1) 长老(elder, 希腊文: presbuteros {G:4245}): 强调他

属灵的成熟(spiritual maturity);  

2) 监督(bishop, 希腊文: episkopos {G:1985}): 强调他

属灵的权柄(spiritual authority);  

3) 牧者(pastor / shepherd, 希腊文: poimên {G:4166}):

强调他属灵的能力/事工(spiritual capacity/ ministry).  
 

虽然我们承认有许多真诚爱主的好“牧师”(我

们也为着他们而感谢主), 但几乎所有宗派/公会中所

奉行的“牧师制度”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一般

上更喜欢将 poimên 译作“牧者”, 来辨别新约所教导

的牧者与“牧师制度”中的牧师.101 无论如何, 在上文

中, 英文版的“pastor”一词通常是指宗派牧师制度下

的“牧师”, 为了避免混淆, 我们将它译作“牧师”一词, 

以方便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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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选用“圣经的用语” 

 

真正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是“牧养与监督的长

老”, 即长老必须牧养与教导神的羊群(指召会信徒), 

同时也监督与治理神的家(指召会)【参上文附录一】, 

而非像一些宗派把长老分成“治理的长老”(ruling 

elder)和“教导的长老”(teaching elders)【注: “治理的

长老”只作治理而不教导信徒, 但这是不合圣经的, 因

为作长老的资格必须是同时能治理(提前 3:5; 多 1:7)

又能教导(提前 3:2; 多 1:9)】 

                                                           
101   有关“牧师制度”的错误, 请参“ ‘单一牧师制度’是

否合乎圣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单

一牧师制度是否合乎圣经/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单一牧师制度是否合乎圣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单一牧师制度是否合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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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有许多宗派错误地认为“长老”只负责治

理, 只有“牧师”(pastor)才负责牧养和教导. 为了避免

此错误观念影响读者对“长老”一词的理解, 所以斯特

劳奇(Alexander Strauch)在其所著的《按照圣经作长

老》(Biblical Eldership)一书中, 有时候使用“长老”一

词时, 会附加一些形容词来澄清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 

斯特劳奇指出: 

 

圣经中召会领袖的主要称呼是“长老”. 如果

我们选用“长老”一词, 那么就必须说明“长老”一

词按圣经的教导 , 其真实意思是“牧养的长老

们”(pastoral elders), “照顾群羊的长老们”(caring 

elders)或“牧者们”(shepherds). 我因着不同的听

众而交互使用这些名词. 在整本书中, 我用这些

形容词是为了区别错误的“教会董事会的长老

们”(church board elders)和圣经中“牧养的长老

们”(pastoral elders)的观念. 然而, 在一些召会(教

会)中, 其信徒已明白那合乎圣经的“长老”是指

什么, 所以无须再寻其它的名词来

描述它. 这些召会的人知道长老们

是他们属灵的领袖, 但这种情况只

发生在少数的召会中. 

 

 至于有些信徒采用“牧师”一词

来称呼他们的长老, 斯特劳奇写道: 

 

我知道有些召会曾试着去履行

圣经中的长老职分, 但都无法有效

地实行, 直到他们放弃了“长老”这

个名词而称他们的长老为“牧师”. 

在这些召会中, “长老”(elder)一词已

很深地与“短期委员会”(short-term 

committee)的意义纠缠在一起, 这拦

阻了圣经长老职分的实行.  

 

此外, 一些长老们本身因着称呼

(指上述所谓的“牧师”或“牧养的长老”之称呼)的

改变而得到帮助. 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牧者, 须

要负起牧养羊群的属灵责任, 也开始执行了像

“牧师”一样的工作(注: 按圣经教导, 长老本该牧

养神的羊群, 参 徒 20:17-18, 28; 彼前 5:1-2).  

 

为了强调长老有牧养的工作, 但又想避免“牧

师”一词在现今牧师制度下的种种错误观念和做法(指

不合或违反圣经教导的观念与做法, 例如: 一个教会

一位牧师[一人牧会]、只有牧师才能主持圣餐和圣礼

等等), 斯特劳奇在书中有时采用“牧者”(shephard)一

词. 他写道:  

很多时候, 我在文中采纳“牧者”(shepherd)一

词, 因为它不带着一般人对“牧师”(pastor)这称呼

中不合圣经的内涵. 然而, 甚至“牧者”一词，也

像其它的称呼一样, 本身也会产生问题: 对那些

不去召会的大部分人而言, 这是一个没有宗教意

义的字眼, 甚至有些召会中的人也是如此认为. 

有些人还可能认为你指的是真正的牧羊人, 并想

知道你的牧场在哪里呢!  

 

 看来无论采用哪一个称呼, 都可能遇到问题. 

尽管如此, 我们应该尽可能选用圣经的词语或用语, 

这是更安全的. 斯特劳奇对此有一段中肯的话: 

 

不论你选用哪一个用语来描述召会的长老们, 

都各有利弊. 最后, 不论是用“长老”、“监督”、

“圣职人员”、“传道人”或“牧师”, 每一个地方召

会都须负责教导他们的会众关于属灵领袖的称

呼. 对于圣经敏锐的召会领袖, 他们会坚持所用

的词语尽可能正确地表达了原文新

约圣经对“长老职分”的观念. 当假教

师们将圣经用语重新定义以至于和

原意相反时, 他们就得了最大的胜利.  

 

请听世界最有名的希腊文专家奈

杰尔·特纳(Nigel Turner)明智的忠告: 

“今天的召会很关心与现代世界的沟

通, 尤其主张需要采用新的词语. 然

而, 召会所用的语言最好是新约圣经
的用语. 采用新的术语来传讲福音是

危险. 当新约圣经中许多内在的信息

和宝贵的联想可能永远失去的时候, 

已逝世的约克大学校长曾注意到 : 

“大多数召会的难处和纠纷都是在碰

到新约圣经中没有提到的用语时, 有

些基督教团体对其神学知识的坚持

所造成的.” 

 

再没有一个定义上的难题, 比基督徒们用来

形容“召会领袖”的词汇更显得困难. 大部分召会

的用词不单不合圣经, 而且还会叫人被它误导. 

有些用词例如 “ 圣职人员 ”(clergy) 、 “ 平信

徒”(laity)、“牧师”(pastor)、“修士”(friar)、“主

教”(bishop)、“神父”(priest / father)等, 都表达了

与耶稣基督和使徒的教训相反的观念. 这些用语

错误地表达了使徒时代基督信仰的真正本质, 想

要重新回复真正本质虽然可能, 却很困难. 因此, 

我们大部分的召会迫切需要在用语上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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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本书可以向召会领袖们挑战, 更忠心地固

守住圣经用语的真意和观念.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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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再思“男性带领的领导” 
  

编者注: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在其所著的《按

照圣经作长老》(Biblical Eldership)一书中, 对“男

性带领的领导”作出详细的探讨, 并以圣经诸多经

文为根据, 来达到客观与合乎圣经的结论. 我们将

之编辑, 放在本附录中.【注: 由于上文《按照圣经

作长老小册子》是浓缩版, 没有置入这方面的许多

资料, 故本附录加添这些资料作为补充】  

 

(A) 引言: 性别歧视 

 

在大部分现代人的心目中, 将女人从召会的长

老领导中排除, 便是性别歧视, 是男性专权的另一个

例子. 但事实并非如此. 没有一位真正爱人、对神话

语敏锐、关切世界各地妇女直到今日仍受到不人道

痛苦的人, 会歧视女性. 妇女们在男人的粗暴、不负

责任下受尽了痛苦. 她们有权利要求公义和改变. 歧

视妇女是一项严重的罪, 并且羞辱了照神形象所造的

女人. 不过, 当我们急于纠正对女人的错误时, 我们不

要忘记神造出男女有别, 是要在两性之间有完美的互

补, 并在社会上尽其不同的功能. 否认这些区别也如

歧视妇女一样, 是破坏以及羞辱神的. 

 

按圣经的教导, 男女在人格、尊严和价值上全

然平等, 却具不同性别角色. 我们必须对这方面的教

导有全面清楚的认识. 男女在这方面的不同, 是让人

享受、更多的探究, 并且在一生中可以更多发展的  

—  而不是要被人憎恶、连根拔起的. 在神所创造男

女奇妙的不同上, 约翰·派珀(John Piper, 注: 此人是牧

师兼作家, 又是著名的《恢复合乎圣经的男人和女

人》一书的编辑之一)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这方面的惊

叹. 他写道: “多年来, 我已经从圣经和生活中看到男

人和女人是善良慈爱的神何等精美的杰作. 祂设计了

我们之间极大的不同. 它们不仅仅只为了两性生理结

合上的需要, 它们还深入到我们人性的根源.”  

 

然而, 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女人并不知道这些

奇妙的不同, 以及神如此设计的美意. 她们完全不知

道作为一个与男人不同的女人有何意义. 打着“为女

性争取平等公义, 是我们很愿意一起完成的目标”之

                                                           
102  以上附录二参考“第一章: 牧养的领导”的最后部分,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2.

html . 

名义下, 女人却被欺骗了. 按她们女性的特质和属神

圣洁的话语, 她们可说是被欺骗了. 女人又再一次被

剥削, 但这次是被错误的女权运动哲学家们所利用. 

那些人贬低了神圣的女性和母性, 并且是反对儿童、

反对家庭, 至终是反对女性的. 

 

如果限制妇女(女性)在召会中的“长老职分”

是出于男人任性与自私的目的, 那确实是极不公义, 

具有歧视的. 不过, 如果这种限制是出于创造者智慧

的计划之一, 那么它就不是歧视  — 反而是为了家

庭、召会和人类公平善良的好处. 作为基督徒, 我们

当然不会指控耶稣基督歧视, 因为祂是全然美善的, 

而我们是不完美的. 然而, 主耶稣却单单指派了男性

使徒们作为召会职事的根基. 虽然这世代的“女权平

等主义者”(注: 她们强调男女不仅平等, 也要平权  —  

即女性有权利做任何男人可做的事)不喜欢这样的思

想, 但主耶稣是召会的创始者,  是召会之主, 我们必须

跟随祂的教导和榜样去行. 

 

 

(B) 主在使徒当中设立男性领导的模式 

 

主耶稣亲自选立了十二个人 , 称他们为“使

徒”(路 6:13). 在选定使徒之前, 主花了整夜向父神祷

告(路 6:12), 可见这十二个人的选定, 是出于父神的旨

意. 换言之, 福音派的女权运动者无视主耶稣是出于

神的启示而选立男性为使徒, 她们认为在那时候不是

设立女性使徒的好时机. 他们认为第一世纪的文化使

得主耶稣只能任命(指下令委派)男的使徒, 虽然在理

论上, 祂可以任命女性的使徒. 

 

根据女权运动者的解释, 在旧的时代, 神必须

使祂的话语适应当时“父系社会的文化”以便容易被

众人了解和接受. 但这样的解释岂不是意味着弥塞亚

(主耶稣)来的时候, 祂是“神成为肉身”, 却“在可怕的

父系社会怪兽”面前, 神再一次的畏缩了. 主耶稣基督

不可以因任命女性使徒而冒犯了父系社会的文化. 

 

那我们要问: 什么时候才是对的时机, 让神可

以大声的说出实话? 什么时候社会才能准备好接受女

性使徒? 难道是在主后 1949 年法国女作家西蒙娜·波

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的书《第二性》 (The 

Second Sex)103出版的时候吗? 难道是要由西方世俗的

社会来决定主耶稣何时说话吗? 

                                                           
103   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是

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 也是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她于

1949 年出版《第二性》(The Second Sex), 在思想界引起极

大反响, 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2.html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2.html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5 

   

《家信》: 第 131 期 (2021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圣经说到主耶稣来到世上, 特别是在神所预定

的时间和地点, 生在犹太文化之中(加 4:4). 因此, 如果

有可能的话就是那个时候, 主耶稣也正是那唯一有权

柄和能力来任命女性使徒的人. 

 

如果真如女权主义者所宣称的, 主耶稣要借着

祂“救赎的工作来废除男女间的‘领导-从属’的角色”, 

那么在挑选十二使徒的时刻, 正是历史上应该任命女

性使徒的关键时刻! 使徒的地位是召会职事的根基

(参 弗 2:20), 所以使徒们必须在开始时就被建立(意指

若要选立女性使徒, 就该在开始时就任命了). 没有人

会把召会的根基放在建筑物的 20 层楼上! 当开工建

造时, 你会把根基放在底部(换言之, 若神的旨意是要

女性在召会中也一同负起带领的责任, 就该在拣选使

徒时, 任命至少一位女使徒, 以此为日后“女性带领召

会”方面打下“合乎圣经”的基础). 

 

主耶稣对使徒的选择, 确实影响了召会接下来

的 2000 年, 主耶稣肯定知道祂这个选择的长远影响. 

事实上, 这十二位男性使徒的名字将被用来命名新耶

路撒冷城的根基, 永远被纪念(启 21:14). 

 

更进一步的说, 这十二

位使徒们与雅各的十二个儿

子  —  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参 

启 7:4-8)也有关系. 任命十二

使徒是要连续以往的男性领

导模式. 如果神要改变以色列

男性领导的情况, 选定十二使

徒的时刻就是最好的机会, 去

作出改变! (指借着选出至少

一位女使徒, 为将来的发展作

出关键性的改变, 编者按).   

 

作为一个“解放妇女的英雄”, 主耶稣难道不能

选定六男六女, 或至少一位女性的使徒吗? 为什么不

选一位女使徒来对妇女传道? 无论如何, 主耶稣至终

只选立了男性使徒. 如果主耶稣是像有些人所期望的  

—  最好的“平权主义者”(egalitarianist),104 那么祂在历

史上这极其关键的时刻, 的确是让女性失望了! 我们

必须正视一个问题: 当主耶稣已因着违反当时传统的

                                                           
104   “平权主义者”(或译“平等主义者”, egalitarianist)是

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的倡导者和拥护者. “平等主义” 

(另译“平权主义”, egalitarianism)是主张每一个人在基本

价值或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 都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而不分性别、种族、经济、阶级、信仰等等. 在本文论述

的范围, “平权主义”是指在性别(男女)方面享有平等权利. 

教训和行为而被人普遍拒绝时, 为什么祂还会顾虑不

敢选女性为使徒呢? 

 

不论人怎样解释, 女权主义者认为主耶稣没有

选立女性使徒, 此举是向着第一世纪的犹太习俗让步. 

但这样的看法或解法, 根本是在侮辱耶稣基督. 如果

耶稣基督在选立使徒的领导是对男性文化盲目的让

步, 那么祂所说的和所做的有关妇女之事, 就没有意

义了, 我们也可将主耶稣排除在性别的辩论之外. 但

事实并非如此. 主耶稣是照着创世记第二章中神所设

立的原则, 来任命十二使徒. 主耶稣基督给召会设立

了男性领导的体制. 

 

 任命男性使徒并没有否定主耶稣对“女性尊

严”的尊重. 主耶稣多方牧养女性的门徒, 与她们同行, 

并用那与当时宗教领袖迥然不同的方式来鼓励她们

服事神和祂自己. 虽然祂和几位妇女有深厚且亲近的

关系(如马大与马利亚), 但主耶稣设立“全是男性使徒

的职分”, 以此作为召会长久的根基, 这乃是不变的事

实(弗 2:20; 3:5;  启 21:14). 甚至在必须取代十二位使

徒中的犹大时, 也只考虑“男人”(徒 1:21-24). 显然, 在

整本新约圣经中, 找不到一位女性的使徒. 那些想要

替妇女辩护(指强调女性也可在召会中作带领)的人, 

在主耶稣和十二使徒的教训上, 找不到什么凭据来支

持她们的论点. 

 

 

(C) 新约召会中男性领导的模式 

 

“男性领导的圣经传统”一直延续到新约时代, 

即使粗略的查考圣经, 也不难发现这一事实是明显无

疑的. 在将近二千年同意保罗(和主耶稣)限制女性的

领导职分后, 今天竟然有许多相信圣经的学者和基督

徒们宣称新约圣经和保罗强调“平权主义”, 这点确实

令人震撼, 难以理解. 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圣经的女

权主义”(Biblical feminism)或是“平权主义”(另译“男

女平等平权论”, egalitarianism), 也就是说男女是完全

相等的(指有同样的权利, 可负完全同样的责任). 持这

观点的人认为, 新约圣经并没教导男女有角色上的区

别, 没有所谓男性作头带领和女性顺服头权(headship)

这一回事. 然而, 这种观点并无圣经上的支持. 如果我

们允许圣经为自己说话, 它确实同时教导了“性别上

的平等(男女在尊严和价值上全然平等)”以及“性别上

的不同(男女在角色上有所不同)”. 

 

在这短短一章中, 要全面的讨论男女的角色决

非我的目的. 已有许多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例如在

派珀(John Piper)和古德恩(Wayne Grudem)所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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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Wayne Grudem 

巨著《恢复圣经中的男人和女人: 对福音派女权平等

主义的响应》中已有详尽的描述. 我在本文的目的, 

主要是表明圣经是排除女性在召会长老职分之外的. 

现在让我们在这课题上, 转到保罗给新约召会的信徒

和领袖们的教训上. 我们将探讨一些相关的经文: 

 

(C.1)   在婚姻中作头带领和顺服的角色 
 

(a) 以弗所书 5:22 
 

在婚姻关系上, 保罗非常清楚说到夫妻关系中

的属神次序(divine order), 即作丈夫的必须作头带领, 

而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弗 5:22; 也

参 弗 5:23-24;  西 3:18;  多 2:1,4,5). 

 

 弗 5:22 的“顺服”一词是在男女性别辩论中必

须清楚明白的第一个关键词. 在希腊原文中, “顺服”

的动词是 hupotassô {G:5293}, 意思是“顺从、服从、

隶属、从属”, 这个字总是包含着顺服于权柄的关系

(指对一个权柄的服从). 

 

但在现今的社会, 要将“顺服”这样的字眼应用

在妇女身上, 就好像在自己身上贴了“穴居者”或“尼

安德尔人”(Neanderthals, 指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的

标签一样. 许多人认为妇女的顺服就是未开化的人扯

着女人的头发, 或退化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对一群

文明的平权主义群众, “顺服”显然不是合适的用语. 

 

 福音派的女权运动者知道“顺服”是基督徒的

美德, 但只能用在夫妻之间的“彼此顺服”上. 他们否

认神给作丈夫的人保留了任

何独特的权柄. 他们大大的

被“妻子有特别责任顺从丈

夫”这样的观念所冒犯. 他们

认为最有力反对基督徒妻子

必须顺服丈夫的理由 , 乃是

因为丈夫不必要顺服妻子.  

 

但问题是: “顺服”的

希腊字意思是“服在权柄之下”. 当彼得说“你们作妻

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彼前 3:1,5), 他知道自己在

说什么, 并且他选用了正确的字眼(即“顺服”), 来表达

他所要说的话. 三一福音神学院的教授古德恩(或译

“韦恩·格鲁登”, Wayne Grudem)是卓越的希腊文学者. 

他解释说, 在希腊文中, “顺服”一词从来没有包含“互

相(顺服)”的意思; 它总是表示单方面的顺服于权柄. 

古德恩更清楚的指出, “在所有可能找到的例子中, 当

我们说 A ‘顺服’ B 时,  B 有独特的权柄是 A 所没有

的.” 以下是新约圣经中关于这个论点的例子: 

1) 主耶稣顺从祂的父母 (路 2:51); 

2) 国民顺从政府 (罗 13:1); 

3) 鬼服从了门徒 (路 10:17); 

4) 万物顺服基督 (林前 15:27);  

5) 召会顺服基督 (弗 5:24) 

6) 那肉眼看不见、天上的权柄顺从基督(彼前 3:22); 

7) 信徒顺服神 (雅 4:7); 

8) 信徒顺服他们属灵的领袖 (林前 16:15-16); 

9) 基督顺服父神 (林前 15:28); 

10) 仆人顺服主人 (多 2:5) 

11) 妻子顺服丈夫 (弗 5:23) 

 

在上述这些关系中, 没有一个是可以倒过来的. 

在这主仆关系中, 主人不顺从仆人, 政府不顺从人民, 

基督不顺从天使, 父母不顺从儿女, 丈夫不顺从妻子.  

 

请小心留意两点: 第一, 新约圣经从未命令丈

夫要顺服妻子, 却总是反过来要求妻子顺服丈夫. 在

基督徒的婚姻中, 丈夫与妻子的角色不是可以互相调

换, 也不是无所谓的.  

 

第二, 注意有不同的从属关系. 夫妻之间的关

系不是老板与雇员、军官与士兵, 或老师与学生之间

的关系. 它是一个在所有人类关系中, 最亲密之爱的

关系. 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中, 两个成人成为一体, 并在

这联合里面. 有一方面(指丈夫)用爱来领导, 另一方面

(指妻子)则心甘情愿的支持, 并顺服他的领导. 

 

尽管如此, 由于在婚姻关系里同时包含了一体

及不同的角色(领导与顺服), 所以会存在着许多相互

和彼此的依靠. “在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婚姻中… 有大

量互相商量、寻求智慧的要素, 而且大多数的决定只

从夫妻之间的同意而来的.” 婚姻中的伴侣是相互补

足, 而不是互相竞争的. 

 

在劝勉妻子要顺服她们的丈夫之后(弗 5:22), 

保罗立刻提出了要妻子顺服的理由: “因为丈夫是妻

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召会的头”(弗 5:23). 圣经并不是

说丈夫应该作妻子的头, 而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 

 

但“头”(head)到底是什么意思? “头”这个字是

在新约圣经中引起性别争议的三个字之一. 要进一步

的讨论之前, 你必须掌握这个字的正确意义. 

 

在希腊文中, “头”是 kephalê {G:2776}(这是

男女性别争论中的第二个关键词). 这是一个普遍用

来形容人身上的“头”之词, 但这词也用来象征“处于

权柄地位的那一位”, 或“领导者、领袖”的意思; 因为

字意上的头, 是在身体之上, 并且指挥全身, 因此头已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7 

   

《家信》: 第 131 期 (2021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经成为“领导者、领袖”或“权柄”的表象. 当我们说某

人是“国家的头”(head, 或译“元首”)、“某大学或商业

中某部门的头”(head, 或译“主任”)时, 我们采用“头”作

比喻, 象征领导者或有权柄之人. 就在这方面的意义

下, 基督被称为“万物的头”, 神将万物服在基督的脚

下, 使祂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或译“万物的头”, 弗

1:22). 当我们说丈夫是家中的“头”时, 就是指他是作

头带领的, 是有权柄之人的表征. 

 

丈夫是妻子的头, 这点既直接又清楚地表明丈

夫是婚姻关系中的带领者. 作为家中作带领的领导者, 

他负责给于指示, 也要为结果负上全责. 由于丈夫是

神所命定的“头”, 所以妻子必须顺服丈夫.  

 

对于这点, 女权主义者强烈的反对. 他们/她们

拒绝接受“头”这一词具有“掌握权柄”的意思. 他们宣

称在 弗 5:23 中的“头”并不意味着“领导者”或“在别人

之上的权柄”, 而是指“源头”(source)或“生命的起源”, 

因而没有权柄的含义. 他们相信在舍命的爱、服事和

帮助妻子方面, 丈夫是妻子的源头. 

 

但是, 他们真的错了! 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说明人的哲学体系(指他的平权主义之观念或思想)如

何影响他在学术上的客观性, 甚至像在决定“头”的意

义这样简单的事情上, 都无法客观地判断. 有鉴于此, 

我们必须看清这个事实, 并清楚了解为何“头”这一字

的意思是“有权柄的那一位”. 

 

我们必须理解“头”的正确翻译, 这是极其重要

的. 古德恩作出这样的声明: “我曾经在古代希腊文中

查阅了超过 2,300 个关于‘头’(即希腊文 kephalê )的

例子. 在这些文句中, kephalê 这一字往往是指处于权

柄位置的人, 无一处是指没有辖管的权柄.” 古德恩的

结论是: “在讲希腊语的世界里, 成为一群人的‘头’, 总

是指在这些人之上拥有权柄.” 

 

古德恩继续说, 如果有人告诉你‘头’这一字是

“来源”或“起源”而毫无权柄的含意, 那么应该问他这

个问题: “你说‘头’的希腊文( kephalê )是指‘不带权柄

的源头’的意思, 请你在所有古代希腊文中举出一例

来说明 kephalê 这个字在指人时, 是指你所说的‘不带

权柄的源头’.”105【注: 不少学者已做过深入研究, 证

                                                           
105   Wayne Grudem, “The Meaning of ‘Head’ in the 

Bible: A Simple Question No Egalitarian Can Answer,” 

CBMW News 1:3 (June, 1996), 第 8 页【注: CBMW = The 

Council on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转引自 

Alexander Strauch 著, 刘志雄编, 高雅君译, 《平等里有差

别》(香港: 天粮书室, 2003 年), 第 74 页. 

明无论是古代希腊文 , 或是新约时代的希腊文 , 

kephalê 一字用来指某个人时, 总是带有权柄的含义, 

请参脚注的文章106】 

 

古德恩的结论如下: “当一个人被说成是另一

个(或另一群)人的‘头’时, 这个被称为‘头’的人, 总是

那个处在权柄位置的人(例如一个军队的将军、罗马

帝国的皇帝、基督  —  以色列各支派的元首、大卫  

—  国家的君王等). 具体地说, 我们不能在希腊文字

中找到任何一处, 当甲被称为乙的‘头’时, 甲不是对乙

拥有权柄的.” 

 

 进一步说, 在以弗所书 5:21-6:9 的经文中, 在

谈到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母、奴隶与主人的“顺服

与领导”的关系时, 整段经文的连贯性就可以解决关

于“头”的意思这一问题. 在 弗 5:22 的经文中, 妻子被

劝戒要顺服那被称为“妻子的头”的丈夫. 这只能是指

丈夫是有权柄的人(头). 否则, 要求顺服的命令便毫无

意义. 诚如有位学者正确的总结道: “只有在破坏文意

(文辞的意思)时, 才可以硬说在以弗所书 5:22-33 中

‘作头与顺服’的语意中, 不包含权柄的概念.” 

 

保罗进一步的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教

导说, 婚姻的关系是基

督和召会之间的真实

画像或写照: “这是极大

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

督和召会说的”(弗 5:32). 因此, 夫妻之间的关系反映

出基督和召会的关系. 基督是新郎, 是头; 而召会是新

娘, 在凡事上顺服祂. 同样的, 丈夫是婚姻关系中的头, 

妻子在凡事上顺服他. 因此, 在婚姻关系中, “作头带

领”与“顺服头权”这两个角色并非当时文化的产物. 

相反的, 它是婚姻中必须含有的要素. 
 

 

(b) 歌罗西书 3:18 
 

歌罗西书 3:18 也提到了以弗所书五章的原则: 

“妻子当顺服你们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在

                                                           
106   参 Wayne Grudem, “The Meaning Source Does Not 

Exist,” in CBMW News 3:1 (March, 1998); 也 参 “The 

Meaning of Kephale (‘Head’): A Response to Recent 

Studies,” in Recovering Biblical Manhood & Womanhood, 

第 425-268 页 ; Max Turner, “Modern Linguistics and the 

New Testament,” in Hearing the New Testament: Strategies 

for Interpretation, ed., Joel B. Gree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第 165-174 页; 也参 卡森(D. A. Carson)著, 

余德林、郭秀娟译, 《再思解经错谬》(台北: 校园书房出

版社, 1998年), 第 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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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以弗所书第五章和歌罗西书第二章的信息时, 诺

克斯神学院的新约教授和圣经注释家乔治 ·奈特

(George Knight III)观察到: “这种对妻子要顺服自己

丈夫的特别劝勉, 是在新约圣经中处处可见的教导. 

每一段信息在处理夫妻关系时, 要她“顺服”丈夫时所

用的字, 都是同样的动词(即希腊文 hupotassô ), 参 弗

5:22; 西 3:18; 彼前 3:1; 多 2:44.” 

 

(C.2)   在召会中作头带领和顺服的角色 
 

正如保罗教导男人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领导角

色, 他也教导有关在延伸家庭中(指召会中)的男性领

导(提前 2:8-3:7). 有关男人和女人在召会中和聚会时

的关系, 保罗是唯一给了既清楚又重复教导的使徒, 

所以保罗的教训绝不可被忽视(提前 3:15). 

 

新约圣经对妇女(女人)在召会中是有明确的

教导. 不过, 现代人经常不明白这些教导的真谛, 其中

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明白在个别的家庭(有时称为“小召

会”)和延伸的家庭(也就是神的家  —  召会)之间的密

切关系. 

 

当说到地方召

会的本质和次序时, 保

罗喜欢用“家”来作模

式(提前 3:15). 既然家

庭是一个社会的最基

本单位, 而男人又被设

立为领导者, 那么我们

不应该为男人是召会家庭的领袖而感到惊讶. 我们不

该希奇, 因为地方召会这个“大家庭”应该成为“男人

领导、女人顺服”的模式或榜样, 而每一个“个别家

庭”都应该从召会中学习如何遵行神对家庭的计划.  

 

克拉克(Stephen Clark)很有力地概括了这个原

则: “还有另一个因素指向男人成为基督徒群体中的

长老... 领导的架构应该被建立在这样一种结构上, 使

到它能支持整个社区(指召会)的社会架构. 如果男人

应该成为家庭的领袖(‘头’), 那么他们也必须成为社

区的领袖(‘头’). 社区的架构应该能支持家庭的架构, 

而家庭的架构也能支持社区的架构. 人们在家庭中学

习他们在社区中的角色. 同样地, 他们在社区中所看

到的又加强他们在家庭中所学到的. 因此, 在社区的

层面上采用不同的原则会削弱家庭, 反之亦然.” 

 

然而, 男性领导的原则并不表示要除去有活力

的妇女在家庭或召会中参与事奉的意义和必要性. 第

一世纪的基督徒妇女在主的工作上扮演了不可缺少

的角色, 而且许多经文也给了妇女在服事主方面勤奋

作工的证据. 保罗传福音的同工当中, 就有许多的妇

女(罗 16:1-15; 腓 4:2, 3). 尽管如此, 她们是在没有破

坏男性在家庭与召会中的领导角色的前提下, 完成她

们在传福音和照顾主的子民的积极角色. 

 

接着, 让我们思考以下三处经文, 即 提前 2:8-

15; 林前 14:34-38 和 林前 11:2-16. 这些经文是使徒的

教训, 直接谈到在地方召会家庭中“男人作头、女人

顺服”的真理. 

 

(a) 提摩太前书 2:8-15 
 

正如每一个家庭是靠特定的行为标准来管理

一样, 地方召会这个家庭也有一些在行为和社交安排

上的原则. 提摩太前书特别谈论到男人、女人和长老

们在地方召会这个大家庭中的正当行为和次序. 保罗

在写给他在以弗所召会的代表时, 说道: “我指望快到

你那里去, 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倘若我耽延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

的教会,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4-15).  

 

在召会次序(order)的安排上, 其中一个主要方

面是妇女在会众中的行为表现. 在以弗所的召会中, 

有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的错误教导, 结果基督徒妇女们

受其不良影响, 表现出基督徒不应有的行为. 为了纠

正妇女们在召会中的不当行为, 保罗重新说明了妇女

们在行为上该有的基督徒原则: 

 

 要在召会中顺服: “女人要沉静学道, 一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 也不许她辖管男人, 只要沉静. 因

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

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提前 2:11-14). 

 

  单凭提摩太前书 2:11-14, 就应该可以解决女性

长老的问题. 保罗禁止女人做两件事: (1) 在召会中教

导男人; (2) 用权柄辖管男人. 

 

(一)   女人被禁止在召会中教导男人 

在召会中, 妇女应当学道, 而不是作头来领导

召会. “作头领导”是男人的责任. 保罗知道这个重要

议题必须带着权柄来给于明确的教导. 因此, 他一点

也不含糊地清楚宣称他个人使徒性的权柄: “我不许

女人讲道(原文是“教导”), 也不许她辖管男人, 只要沉

静.” 这命令还不够清楚吗? 保罗还要怎样说, 才够简

单和清楚呢? 在地方召会中, 女人是不被允许公开教

导男人或辖管男人的. 

 

第 12 节(不许女人讲道教导和辖管男人)与第

11 节(女人要沉静学道和顺服)相对应, 这两节经文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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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J. 

Köstenberger 

此平行, 互相对应. 保罗并不是绝对的禁止女人教导 

(徒 18:26; 多 2:3,4;  提后 1:5;  3:14-15), 但在正式公开

的聚会中, 女人是不可以教导的.107 

 

初期召会中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事, 它包含了

对受教者行使权柄. 克拉克(Stephen Clark)正确写道: 

“… 圣经将教导看作是一种主要的治理职责. 这种职

责是由长老、教师和其他在治理位子上的人来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 教导、行使权柄与充当属下之间的关

系, 就显得非常清楚了.” 既然女人的角色是属下(指需

要顺服), 那么她就不应该在召会中做教导与领导的

工作(或作: 她不可用教导来带领召会). 

 

千万别误解: 这段经文并不暗示妇女没有教导

或领导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妇女可以是卓越的教师, 

并且也可能拥有领导的才干. 一位基督徒妇女可能是

一位经验丰富的学校教师、医生或商业雇主(像吕底

亚一样拥有自己的事业). 但是, 当召会聚集时, 男人

就在召会家庭中担当起教导和治理的职分. 这样, 召

会就展示了神对男女性别的设计, 以及基督是‘头’而

召会‘顺服’基督的理念. 

 

(二)   女人被禁止用权柄辖管男人 

除了限制女人在召会教导之外, 基督徒妇女也

不被允许在召会中“辖管”男人(注: “辖管”意即“在上

行使权柄”). 这意味着她们不可以领导与治理会众. 

 

“辖管”一词的希腊文是 authenteô {G:831}, 

它是男女性别争论中的第三个关键词(其他两个是 

“顺服”和“头”), 支持女权主义的翻译者在这个希腊字

上制造了许多的辩论. 他们说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滥

用权力”、“强求权力”、“篡夺权力”、“煽动暴力”等. 

因此, 他们认为保罗禁止女人滥用权力, 对男教师作

威作福, 或在教导时强夺男人的权柄. 他们将这个字

理解成负面的意思: “一种对权力的跋扈(意即骄横霸

道、独断专行), 而不是对权力的一般运用”, 或“以一

种毁坏性的方式使用权力”. 

 

然而, 这些对 authenteô 一词的理解是不正确

的. 亨利·鲍德温(Henry Scott Baldwin)是一位在新加

坡圣经学院(Singapore Bible College)的讲师. 他

                                                           
107   林前 11:5: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 就

羞辱自己的头…”. 有者认为女人蒙头就可以在召会中讲道

教导. 但事实上, 保罗在这节里是论到哥林多召会的两个错

误: (1) 女人在召会中不蒙头; (2) 女人在召会中讲道. 保罗

先在 林前 11:1-16 处理和纠正第一个错误(女人在召会中

不蒙头), 并在哥林多前书 14 章论到恩赐的运用时, 在 林前

14:34-40 处理和纠正第二个错误(指女人在召会中讲道).  

在对 authenteô 这个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 已证

明这个字在此最可能的意思是“拥有权柄于…之

上”(可指拥有权柄于男人之上).108 

 

 除了鲍德温对这个字进行专门的研究之外, 美

国东南浸信会神学院(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新约圣经教授科斯敦伯格 (Andreas 

Kostenberger)也对 提前 2:11 的语法结构作了令人信

服的研究. 这个研究能帮助我们因为了解上下文, 而

对 authenteô 这个字有一个准确的了解(能因此断定

它的最佳翻译). 对于这个句子的结构, 圣经这样的:  

 

 “我不允许女人教导(动词 1)或辖管(动词 2)男人”. 

 

科斯敦伯格显示出这种文法上连接两个动词 

(“教导”和“辖管”)的结构是需要两者均为正面或反面

的动词, 而不是像女权主义者所硬说的一正(“教导”, 

动词 1)与一反(“错误地专横/擅管”, 动词 2)的两个动

词. 既然“教导”一定是正面的意思, 那么“辖管”(即“行

使权柄”)也必须是正面的意思. 重点在于: 第二个动

词必须翻译成“行使权柄”或“辖管”, 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既符合语法结构的要求, 又符合上下文的意思(意

即上下文皆与权柄有关, 因为 提前 2:11 是与“顺服”

权柄有关, 而接下来的第 12 节则是与“辖管”  —  “行

使权柄”有关). 

 

合并鲍德温(Baldwin)和

科斯敦伯格(Kostenbeger)两位

学者的基本分析和研究, 其结

论是: authenteô 最好的翻译是

“拥有或行使权柄”. 这个翻译

被绝大多数的圣经注释者和主

要的英文圣经译本所接受, 这

些译本包括:《新钦定本圣经》

(New King James Version)、《新美国标准圣经》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新更正标准版

圣经》(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新国际版

圣 经 》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简 之 , 把 

authenteô 翻译成“行使权柄”是绝对安全无误的. 

 

(三)   上述两个禁止是符合圣经的理由 

正如今日的情况一样, 保罗对女人在教导和辖

管男人方面的限制当然招来激烈的批评. 因此, 正如

在几乎所有其它关于男女不同角色的信息中, 保罗立

刻以圣经的话语和原则来支持他的论点: “因为先造

                                                           
108   有关鲍德温(H. S. Baldwin)对希腊字 authenteô 的

考究 , 请参 https://www.dennyburk.com/let’s-get-technical-

the-meaning-of-authenteo/ . 

https://www.dennyburk.com/let's-get-technical-the-meaning-of-authenteo/
https://www.dennyburk.com/let's-get-technical-the-meaning-of-authen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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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

人被引诱, 陷在罪里”(提前 2:13-14). 

 

我们不要错过这里的论证: 保罗禁止女人教导

与辖管男人的理由, 是直接基于创世记. 正如主耶稣

一样, 保罗将他的读者带回到创造的起初, 回到创世

记, 回到历史的事实. 他并不诉求于当时的文化、女

性在知识教育上的缺乏, 或者因有女教师而有可能发

生的问题; 保罗只简单地诉求于神的话语中所启示有

关“神的设计”(即最初也是最完美的设计, 因神在第六

日创造了男女  —  先造男, 后造女  —  以此设立了婚

姻关系里的“男人作头领导和女人顺服头权”的次序

后, 圣经在 创 1:31 说: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

晚上, 有早晨, 是第六日”).  

 

正如创世

记所解释的, 保罗

限制女人在召会

中辖管男人, 只是

根据性别本身. 因

此, 保罗的禁止是

给于所有的信徒和所有的召会, 且是永久性与普世性

的. (换言之, 保罗这方面的禁令并非只给当时以弗所

召会的女信徒遵守而已, 而是给所有召会  —  是所有

召会的所有信徒都该遵从的). 

 

(1) 创造的次序  —  先造的是亚当 

保罗首先引用创世记第二章所记载的创造次
序: 亚当首先被造. 请留意: 亚当首先被造, 这一点界

定了他作为领导者与权柄的角色. 作为第一个被造的

人, 亚当代表了所有的男人, 他在婚姻关系中承担了

作头带领的责任; 而这个领导者的职分也该同样在召

会这个延伸家庭中展现出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女人

不该“教导或辖管男人”, 要不然就违背了神对性别的

设计与创造. 作为“神的家”, 召会应该效法神的原则. 

 

(2) 犯罪的次序  —  是夏娃被引诱陷在罪里 

为了更进一步证

明他的论点, 保罗在第 14

节又引用了一个强有力

的、负面的例子. 他引用

夏娃在伊甸园受引诱来

说明男女角色对调互换
的危险: “不是亚当被诱

惑, 乃是女人被诱惑, 陷

在罪里”(提前 2:14). 保罗

说, 是夏娃而不是亚当被

撒但诱惑, 陷在罪里.  

在创世记第三章, 撒但狡猾地绕过亚当  —  神

所设立的头, 而直接走向夏娃, 他知道她是两个人中

比较容易受骗的那一位【编者注: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

撒但选择先引诱夏娃, 是因为夏娃比较软弱, 容易受

引诱而犯罪; 但我认为撒但选择夏娃, 主要原因是要

破坏神所设立的头权, 若选择先引诱亚当, 即使亚当

犯罪, 头权并没遭到破坏; 参脚注的解释109】. 夏娃也

自己承认受了引诱: “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

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创 3:13) 

 

 尽管神设立亚当成为妻子夏娃的头(参 林前

11:3: “男人是女人的头”), 是要亚当作头带领, 但夏娃

却首先采取行动, 并邀请亚当吃禁果. 她的自作主张

(“强出头”)所带来的结果不是自我改善, 而是受骗, 引

来罪恶、羞愧和痛苦. 因此, 神的子民不该轻视神对

男女在家庭和召会中的角色之命令(此乃神的安排, 

林前 11:8-12). 当神说“我不许女人教导或辖管男人”

的时候(提前 2:12), 我们必须听从祂的声音.  

 

提前 5:17 说: “那善于管理召会的长老, 当以

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更当如此.” 

保罗在这节提到长老们带领(“管理”)召会 , 并教导

(“传道教导”)召会信徒. 不过, 提前 2:12 表明女人不可

在召会中教导或带领(“辖管”)男人. 换言之, 女性不可

作牧养地方召会的长老. 单在 提前 2:8-15 就可以解

决“女性是否可作长老”的问题.  

  

(b) 哥林多前书 14:33-40 
 

哥林多前书 14 章与提摩太前书 2 章非常相似, 

因此我们只须对这段信息扼要的讨论一下. 保罗在主

后 56 年写了哥林多前书这封书信给在哥林多城的召

会. 大约 6 年之后, 他写了提摩太前书给在以弗所的

召会(主后 62 年). 在这两封书信中, 保罗都教导妇女

们在召会家庭中的顺服, 并且在这两段信息中, 他都

引用旧约创世记的记载和他作为使徒的特殊权柄来

支持他的教导. 

                                                           
109   因为若夏娃听从亚当去吃禁果, 她其实是顺服她

的头(男人)行事, 所以神所设立的“头权”(headship, 指男人

是女人的头, 而女人要顺服她的头)并没有遭到破坏. 撒但

想要做的, 是双重破坏神所设立的“头权”(林前 11:3), 因为 

林前 11:3 论到这两方面的头权: (1) “基督是各人(原文: 每

一个男人、所有男人)的头”; (2) 男人是女人的头”. 当夏娃

自作主张吃了禁果, 她是不顺服她的头(亚当), 导致“头权”

中的一方面(指男人是女人的头)遭受破坏. 当亚当听从夏

娃的话吃了禁果, 他是不顺服他的头(基督; 注: 旧约中的耶

和华在很多时候是圣子主耶稣基督, 比较 赛 44:6 和 启

2:8), 这导致“头权”中的另一方面(指基督是每一个男人的

头)又遭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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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林多前书 14 章中, 保罗还引用了众召会

一致的做法, 以及耶稣基督的命令, 来进一步支持他

对顺服方面的教导. 因此, 这两段经文应该放在一起

学习, 它们互相注释. 带着对提摩太前书第 2 章的印

象, 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以下的经文: 

 

 林前 14:34:  妇女在会中(原文指“在召会中”)要闭

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召会一样, 因为不准他们

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林前 14:35:  她们若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问自己

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原文指“在召会中”)说

话原是可耻的. 

 林前 14:36: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 岂

是单临到你们吗?  

 林前 14:37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林前 14:38:  若有不知道的, 就由他不知道吧!

【注 : 英译本《新标准修订本》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把这节译成 : “若有不承认

的, 他也不受承认.”110 《圣经新译本》译作: “如

果有人不理会, 别人也不必理会他.”】  

 

由于一些灵里火热的信徒, 特别是那些会说方

言的, 在召会聚会时有不按规矩的行为, 保罗就对召

会聚会时应有的次序作了具体的规定(26-35 节). 他最

后部分的规定, 涉及了妇女在召会聚会中的参与(34-

38 节). 简而言之,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40 

节). 

 

保罗在此所谓的安

静(“闭口不言”, 林前 14:34), 

众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我

们的目的不是要在这里解

决“如何解释这个词”的问

题. 我们所要强调的, 是保

罗再一次的提到妇女在聚

会中(指召会家庭中)顺服的角色. 保罗用“顺服”(希腊

文: hupotassô {G:5293})的教义来支持他对“妇女在召

会中的角色”的教导. 他写到她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

法所说的”(林前 14:34). 妇女顺服的角色可通过几种

特别方式表明出来, 包括在公开场合的言语行为(指

通过沉静来表明顺服). 

 

有关顺服的命令是与神旧约的律法相符一致: 

“她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保罗在此所谓的

                                                           
110   NRSV: “Anyone who does not recognize this is 

not to be recognized.”  

“律法”, 指的是摩西的律法(林前 9:8-9), 更具体的说, 

指的是创世记第 2 章, 在两章以前, 保罗引用创世记

第 2 章来支持他所教导的男女角色: “起初, 男人不是

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并且男人不是为

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林前 11:8-9). 

 

保罗不需要将他在林前 11:8-9 所引用的创世

记经文, 在第 14 章中再说一遍, 所以他只是简单的说

“正如律法所说”(林前 14:34; 也参 提前 2:13-14). 请留

意保罗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他的读者, 他对男女性别

的教导是根植于创世记所记载有关神的创造之律法.  

 

因此, 摩西的律

法是与基督的教导相符

一致的. 神设计了女人

顺服的角色, 同样的, 神

也设计了男人作头带领

的角色. 因此, 保罗在这

段经文中是要保护姐妹们, 以免她们的行为不符合神

的旨意, 违反了神为她们所设计的行为.  

 

保罗对这个问题的感觉非常强烈. 他以“像在

圣徒的众召会一样”(林前 14:34)来开始他对妇女的教

导. 保罗使用这个概括性的宣告  —  “圣徒的众召会”, 

是为了强调他的教导, 并鼓励顺服(像其他众召会一

样的顺服). 具体地说, 哥林多召会的信徒们不应该在

“妇女顺服”这件事上独立于其他的众召会(指不与其

他众召会一样的顺服而我行我素). 

 

在第 36 节, 保

罗很不满他们独立横

行, 所以措辞强烈地向

他们提出两个尖锐的

问题: “神的道理岂是

从你们出来的吗? 岂

是单临到你们吗?” 保罗想要知道, 到底神的话是不是

最早从他们召会中出来的, 并且只留在他们的召会中. 

当然,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两个答案都

是否定的), 甚至是荒谬的问题. 但保罗就是要他们看

到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是多么荒谬. 他们怎么会变得如

此独立于福音、保罗和其他召会之外? 难道他们认为

自己是这信仰的创始者、是最初的召会、圣经的作

者, 或真理的唯一珍藏者? 在这封书信中, 保罗像火山

一样的爆发了对他们那种“骄傲自负、独立独断之态

度”的挫折感. 

 

在结束他这篇不受欢迎的教训时, 保罗最后引

用了他作为使徒的独特权柄(第 37-38 节), “若有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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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eon L. Morris 

为自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

的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知道的, 就由他不知道吧!” 保

罗的批评是针对哥林多的召会, 所以直接针对那些自

以为是先知或很属灵的人. 他实际的意思是: “如果你

们真是属灵的人, 你们就会认出我作为使徒所写给你

们的, 就是主的命令.” 澳洲的著名解经家利昂·莫里

斯(Leon Morris, 1914-2006)这样体会道: “不可能有比

这更高的宣告了.” 

 

保罗的话代表了主耶

稣基督的话. 主耶稣基督通过

保罗说话. 保罗对妇女角色的

教导, 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妇女

角色的教导. 任何宣称自己属

灵的人, 都该知道保罗所写的, 

就是主基督的命令. “一些哥

林多人认为他们有属灵的分

辨能力, 那就让他们因看见属

灵亮光而将它展现出来!” 

 

在 林前 14:38, 保罗以严厉的语气说明了: 所

有不承认保罗拥有独特而神圣权柄的人, 绝不被神所

承认; 他们也不是那些具有属灵分辨力的人所承认的

先知或属灵之人.   

 

(c) 哥林多前书 11:2-16 
 

在蒙头和不蒙头的实行上, 哥林多人也存在着

纷争. 因此, 保罗要哥林多人了解正确的神学和圣经

根据, 并且肯定那些人坚守他所教导的“传统”(注: 这

里所谓的“传统”并非是人的传统, 而是“使徒的传统”). 

 

保罗以对真理极高的热诚开始了他的话题: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原文作: 每一个男人、

所有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林

前 11:3). 请注意这三对陈述(三个宣告):  

1) 基督是男人的头【基督作头带领, 男人顺服基督】  

2) 男人是女人的头【男人作头带领, 女人顺服男人】 

3) 神(父神)是基督的头【神作头带领, 基督顺服神】  

 

在  林 前

11:3 中, 保罗三次

用 “ 头 ”( 希腊文 : 

kephalê {G:2776})

这个具有权柄含意

之词. 通过这三个宣告, 保罗确立了“头与顺服”(作头

带领与顺服头权)的关系存在于“基督与男人”、“男人

与女人”、“神与基督”之间. 这些关系不能被更改以

适应世俗社会所谓“男女同等”的哲学. 男人与女人之

间的“头与顺服”的关系不是一种文化的妥协, 而是一

个神圣的计划. 

 

(一)   基督是所有男人的头 

 保罗首先要读者明白“基督乃是所有男人的

头”(参《精读圣经》的原文直译). 每一个男人都有一

个头, 一个他必须顺服的权柄人物. 这个头就是基督. 

神并没有免去男人服从权柄的责任; 没有一个男人可

以自我统治, 不必顺服. 作为基督徒的男人和女人都

必须知道, 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他必须听从与顺服的

头  —  主耶稣基督. 

 

对于男人,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教训: 既然基督

是头, 那么祂向我们完美地展示了什么是合神心意的

领导. 基督从来没有虐待过被祂领导的人. “因此, 他

们(男人)决不能自以为是地任意定义或随心所欲地行

使他们的领导权, 他们只能按照基督的领导模式, 并

根据基督通过使徒们对男人领导权的教导来进行(弗

5:23-33;  彼前 3:7). 

 

(二)   男人是女人的头 

其次, 保罗希望他的读者明白“男人是女人的

头”. 这不单是这三个宣告(三对关系)中最中心的一个, 

而且也是整段上下文中最重要的. 

 

神对男人和女人的设计中, 存在着一种“作头

与顺服”(指“作头带领”与“顺服头权”)的关系. 有些哥

林多的信徒可能曲解他们在基督里新发现的自由和

身份, 结果引致不合圣经的结论. 因此, 保罗提醒他们

说, 男人是头, 不是女人. 事实上, 女人是唯一没有被

称为“头”的. 男人是头, 基督是头, 神(指父神)是头, 但

女人不是. 

 

女权运动和平权主义者认为, 女人的顺服是夏

娃犯罪堕落的结果(创 3:16), 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

赎工作已废除了男女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咒

诅. 然而, 这个观点按这节经文(林前 11:3)是错误的. 

正如那被钉死升天、被高举的基督是所有新造之人

的头, 基督也是男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而男人是女

人的头.  

 

女人并不因为她向男人顺服, 就比男人低劣, 

正如基督并不因为祂向父神顺服, 就比父神低劣一样

(注: 基督是与父神同等的, 腓 2:6). 男女之间“作头与

顺服”的关系, 不仅体现于创世记所记载最初的创造

次序, 更体现于神是“万有之首”(弗 1:22,111 直译: 万物

                                                           
111   弗 1:22: “又将万有服在祂(指耶稣基督)的脚下, 使

祂为教会作万有之首(直译: 万物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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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S. Lewis Johnson 

的头)那更大的次序之中. 因此, 男人“作头带领”的权

柄乃是根植于神自己的属性. 而基督的众召会应该通

过某些与男女性别相符的行为(例如女人蒙头, 男人

不蒙头, 林前 11:4-7), 来示范男女之间“作头与顺服”

的关系. 

 

(三)   神是基督的头 

 第三, 保罗要他的读者知道“神是基督的头”. 

但保罗说“神是基督的头”时, 他是在强调圣父与圣子

之间“头权与从属”(subordinate)的关系. 基督使祂自己

向父神顺服, 因此, 耶稣基督既履行了祂作为“头”的

职分(作头带领), 又履行了祂作为“从属”的职分(顺服

头权). 祂为男人和女人树立了美好榜样.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在本质、权能、荣耀和

尊贵上, 祂与父神是完全并永远平等的(同等的, 请参 

腓 2:6); 然而, 在其角色与职分上, 祂是独特的. 在祂

作为救赎者的角色与职分上, 祂被父神差派, 祂在职

分上从属(意即“附属、依附”, subordinate)于父神.  

 

耶稣基督甘心顺服并遵行父神的权柄和旨意

(林前 15:28; 3:23). 刘易斯·约翰逊(S. Lewis Johnson, 

Jr.) 曾 经 是 达 拉 斯 神 学 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教授, 他很准确地总结了这

个真理: “有关‘平等与顺服’最

终和明显的证据, 可以在神的

儿子作为中保的荣耀之和谐

中找到. 祂是‘从神而来的神, 

从光而来的光, 从真神而来的

真神’(Nicaea). 祂以向父神顺服的真自由完成了祂的

使命”(参 约 8:21-47; 林前 15:24-28; 11:3). 

 

这是何等令人鼓舞的真理! 如果耶稣基督我

们的主是顺服的, 并因祂甘心遵行父神(基督的头)的

旨意而受苦; 那么, 每一位基督徒男女都应该欢喜地

顺服他们各自的头, 即使是在不合理和困难的情况下, 

也当顺服. “从这里, 我们立刻发现在救赎的国度里, 

顺服头权是多么重要: 在神以下, 每一个人, 无论是男

人, 或女人, 或基督自己, 都有一个头.” 

 

 

(D) “平权主义者”对男性领导的反对 

 

(D.1)   平权主义者的经文 
 

 所有“男女平等平权主义”(egalitarianism)的拥

护者, 包括福音派的“男女平等平权主义者”的呼声是: 

“不分男女!” 呼声来自他们的“旗帜经文”(text for 

banner)  —  加拉太书 3:28.112 

 

 加 3:26  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 

 加 3:27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  

 加 3:28  并不分犹太人, 希利尼人(或译: 希腊人, 

可象征一般的外邦人),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耶

稣基督里都成为一. 

 加 3:29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纵观加拉太书 3:28 的上下文, 其主题思想是

关于救恩的问题; 它是保罗神学思想的中心主题. 假

教师(或犹太教徒们)已经渗入了刚成立的加拉太召会. 

他们教导说, 外邦基督徒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 才能

真正得救(参 徒 15:1). 保罗用加拉太书 3:1 至 4:7 这

一段经文, 来驳斥这个假福音. 

 

(D.2)   加拉太书 3:28 的意义 
 

在加拉太书 3:28 的上下文中, 保罗讨论了神

对救赎的计划、律法的目的、如何进入神向亚伯拉

罕所应许的福气、接受救恩的条件、在基督里儿子

的名份、后嗣的身分、与基督的联合, 以及在摩西律

法以外的因信称义. 因此, 第 28 节的重点是说: 男人

与女人的区别、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奴仆与自

由人的区别, 所有这些区别对于接受福音或救恩来说, 

都是完全无关. “因信而与基督联合为一”使每个人的

性别、种族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变得无关紧要了. 

 

写这段话的作者  —  保罗, 曾是一个严格的犹

太人和法利赛人. 他有种族、性别和自由身份的特权. 

在认识基督的福音之前, 保罗深信亚伯拉罕的福气是

给犹太人, 尤其是给自由出生的、成年的、男性的犹

太人. 保罗所用的三个对比都与他自己生来就有的特

权有关, 即犹太人与希腊人、奴仆与自由人、男人与

女人. 他特别以此来强调有一段时期(恩典时代以前), 

外邦人、奴仆和女人不是那应许之福的直接继承人. 

 

                                                           
112   英文“egalitarianism”一词在中文常译作“平等主义”, 

也有时译为“平权主义”. 它主张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

是平等的, 所以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包括女性也可以

负责在召会中作头带领和教导的工作. 另一个与它不同的

观点是“complementarianism”, 它强调按圣经的教导和神的

安排, 男女虽是平等, 但在召会中却有不同角色(男性作头

带领, 女性顺服头权), 以此彰显 林前 11:3 的头权真理. 为

了更清楚表达这两个主义的思想与观念 , 我们将前者

“egalitarianism” 译 作 “ 男 女 平 等 平 权 论 ”, 而 后 者

“complementarianism”则译为“男女平等互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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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现在基督已经来了, 所有相信的人都一

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子, 在基督里成为一体, 成为亚伯

拉罕福气里的后嗣, 并被圣灵称义, 且有圣灵同住; 这

绝不仅仅是那些自由的犹太男人们的特权. 那些生来

不平等的, 现今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体, 并承受了应许

的福气, 是因为基督而不是因为摩西的律法. “你们既

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

业了”(加 3:29).  

 

 加拉太书 3:28 并不是要针对上述三个对比关

系(犹太人-希腊人、奴隶-自由人、男人-女人)之间有

可能出现的社会罪恶(例如男人欺压女人, 自主者欺

压奴隶等). 换言之, 保罗的重点不是在男女之间对立

的关系上(如男人欺压女人); 保罗所强调的, 是在承受

所应许的产业方面, 男女之间并无区别. 对于蒙恩得

救之后, 男女之间该如何彼此相待(特指男女的角色), 

并不是保罗在此所要讨论的(注: 主借着保罗在其他

经文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如 弗 5: 22-33; 提前 2:8-15; 

林前 14:34-38 和 林前 11:2-16). 

 

(D.3)   加拉太书 3:28 的误用 
 

在全然陶醉于“不分男女”这个词组中, 女权主

义者对 加 3:28 的解释已超过了它原有的意思. 他们

夸大了经文所说的, 他们宣告这节经文是一切有关性

别的经文之母, 比所有其他关于男女性别的经文都更

重要. 它被福音派女权主义者高举为“高于一切”的真

理标准(犹如平权主义者的“大宪章”), 并根据这节经

文否定了男女之间所有角色上的区别. 

 

加 3:28 是否除去了所有性别上的不同? 男人

可以与男人或女人可以与女人结婚吗? 我们是否可以

承认同性的婚姻或性别倒错的行为? 相信圣经的同性

恋者, 运用女权主义者同样的解经方式, 宣称同性的

婚姻关系是对的, 因为圣经强调“不分男女”(注: 加

3:28 的“或男或女”也可译作“不分男女”; 比较英译本 

KJV: “neither male nor female…”). 

 

然而, 绝大多数福音派的女权主义者却极力反

对同性恋支持者的这种观点和解法. 他们引证圣经其

它的经文来描述同性恋是罪(罗 1:26-27; 林前 6:9-10), 

以此来限制 加 3:28 对同性恋的应用. 他们声明“或男

或女”(另译“不分男女”)这词句并没有绝对的除去性

别上的区别. 

 

但很矛盾的是, 当“非女权主义者”以其他教导

性别角色不同的经文来限制 加 3:28 的应用时(注: 此

限制其实是阻止 加 3:28 的误用), 上述这些女权主义

者又叫嚷“犯规”, 抗议这样的限制是过于简单的解释. 

他们试图将 加 3:28 从任何其它的限制中解脱出来, 

但在解释同性恋的问题时, 他们的立场又不一致. 正

如圣经关于“同性恋是罪”的经文限制了 加 3:28 的误

用, 同样的, 圣经关于“男女角色不同”的经文也限制

了女权主义者对 加 3:28 的误用. 

 

明显的事实是: 加 3:28 和它的上下文并不是

论到夫妻在家庭中或男女在召会中的角色; 论到这方

面的经文是在别处. 那位写到“不分男女”的保罗也同

样写到“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召会的头”(弗

5:23), 而这两者并不彼此矛盾. 前者是针对救恩上的

平等, 后者则针对神最初创造的夫妻角色. 这两个真

理在新约圣经中同时存在, 互不矛盾.  

 

因此, 我们必须给予这两个

真理同等的重视,  因为两者都是出

于神的教导. 旧约圣经学者沃尔特

克(Bruce Waltke)向我们解释了使

用这两个圣经真理的正确方法: “这

些有关‘男女地位平等’或‘男女角色

有别’的两大真理必须同时在辩证

张力中给予同样的重视, 而不允许

一个真理凌驾于另一个真理之上.” 

 

例如, 使徒彼得给我们有关“夫妻双方平等但

角色不同”的平衡辩证. 彼得说妻子是与她的丈夫“一

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彼前 3:7, 意即在救恩方面, 不分

男女), 又同时在夫妻关系中, 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

夫”(彼前 3:1).【换言之, 圣经借着彼得所教导的, 让

我们看见这两大真理的平衡】 

 

另一方面, 女权主义者只提倡一半的真理(而

非全面的真理). 他们强调男女关系中平等的一面, 却

不承认“作头与顺服”的一面.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女权

主义者所谓的“平等”观念是男女完全相等  —  包括

在角色上的同等. 他们仿佛认为新约有第十一条诫命, 

就是“你们不可以不相等”. 因此, 女权主义者拒绝了

神创造了“男女既同等、又不同等”(男女地位同等, 但

角色不同等)的多面性. 由于他们如此坚信纯粹的平

等, 结果“作头与顺服”的关系对他们来说, 只能是不

公正与不公平的. 但是, 他们这种“同等的观念”是世

俗化的观念, 并不合乎圣经的观念. 

 

只有当我们让圣经在“男女两性平等”和“两性

角色不同”方面可以有权威性的全面教导时, 我们才

能正确地了解有关“合乎圣经的男女性别观”. 

 

(D.4)   加拉太书 3:28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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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3:28 所说“在基督里合一”的真理, 在我们

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是否会有影响呢? 当然会有! 

所有的基督徒, 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外邦人)、自

主的或为奴的、男人或女人, 都受圣灵的洗(归入一

个身体, 林前 12:13), 且有圣灵的内住, 都被赋予恩赐

来服事基督的身体(指召会). 所有人都是基督身体上

的肢体, 都归于一体, 并以牺牲的爱与服事来彼此相

爱, 彼此服事. 

 

很多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的人, 或不同地位和

情况的人, 都被带到神的家中. 犹太基督徒对他们外

邦的兄弟姐妹要表现出兄弟般的爱, 反之亦然. 他们

彼此服事, 互相接纳, 一同吃喝, 一起团契分享. 因着

种族的不同而拒绝在一起吃饭, 就是与福音的真理不

合(参 加 2:11-14). “所以, 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

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与神”(罗 15:7). 

 

为奴的和自主的(指奴隶和自由的人), 应该在

爱中彼此服事, 并且按照在基督里的新地位来看待彼

此. “因为作奴仆蒙召于主的, 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作

自由之人蒙召的, 就是基督的奴仆”(林前 7:22). 主人

和仆人都要彼此尊重. 

 

(D.5)   要像解放奴隶一般地解放女人? 
  

人们经常争辩道: “正如基督信仰的真理使得

奴隶制度从西方世界被消除一样, 女人也应该从‘对

丈夫的顺服’和‘不能担任召会长老的限制’中被解放

出来.” 但是, 这两种情形之间的对比是不恰当的. 因

为性别之间的角色差异是建立在神的创造(创 2 章, 这

是有关神最初的完美设计)和基督的救赎(弗 5 章)的

永恒次序上, 而奴隶制度却不是这样.  

 

当保罗和彼得在讨论“作头与顺服”的时候, 他

们能将这些教导建立在圣经和神的创造与设计上. 这

些角色乃是神对男人和女人的旨意(是出于神智慧和

完美的安排). 但奴隶制度并不是神起初创造的次序, 

它是由人类所发明和创造的. 就像“离婚(休妻)”一样

(太 19:8), 神只是允许奴隶制的存在(注: 但神过后也

兴起祂的众仆人, 借着多年的奋斗, 结果成功立法废

除了奴隶制度).113  

  

使徒保罗和彼得并没有引用圣经, 来捍卫奴隶

制度, 像他们捍卫“作头与顺服”的架构一样. 因为奴

隶体制是一种人为的制度, 它不像婚姻, 是神起初所

                                                           
113   有关圣经与奴隶制度, 请参上一期《家信》的文

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1/圣经的无误和

可靠十六-圣经的伦理中-圣经和奴隶/ .  

创造的次序(创 2:18-25). 所以保罗可以对奴隶这么说: 

“若能以自由, 就求自由更好”(林前 7:21). 简而言之, 

奴隶制度和婚姻制度是两种不可相提并论的制度.114 

 

 

(E) 结语 
 

基督徒的丈夫要以基督无私舍己的爱, 来爱他

们的妻子, 他们不可以恶待他们的妻子. 他们对妻子

要像“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基督徒的妇女在传福音

的工作上, 与男人一样可以服事基督的身体.  

 

此外, 男女性别上的相等不是加拉太书 3:28 

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 圣经中很少说到相等, 但对于

合一却说了许多. 主耶稣为我们的合一, 而不是为相

等来祷告(约翰福音第 17 章).  

 

不论各人的性别、种族、社会地位如何, 重要

的是互爱与合一, 才是在基督里的新造之人的群体

(即基督徒群体  —  召会)的特点. 所有的人都有责任

对彼此之间彰显基督的生命. 夸耀自己的种族、传

统、社会地位或性别方面, 都是犯上骄傲的罪; 我们

必须承认和排斥这罪, 因为它是与基督徒群体的性质

相抵触的.  

 

论到男女性别的角色, 圣经在这非常重要的教

义上并不含糊. 圣经用最直接、最清楚的方式, 一再

说明男女角色的不同(男人作头带领, 女人顺服头权). 

不仅仅是使徒保罗和彼得表达了这个教义, 使徒们还

用了最强烈的论证, 来证明“作头与顺服”的真理: (1) 

创世记的创造次序; (2) 召会中的普遍实行; (3) 在神

格(Godhead)里有“作头与顺服”的次序; (4) 耶稣基督

的命令; (5) 基督和召会的关系. 

 

总而言之, 按照新约圣经的

教导, 神创造了平等却又不同的男

人和女人(指在地位上平等, 但角

色上不同), 并且按基督的要求, 在

召会中是男性的领导. 这也解释了

为何“长老职分”的特征之一, 是男

性带领的领导.115 这一切都是主完

美的设计和安排, 早已彰显在祂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次

序中,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林前 14:40). 

                                                           
114   这部分可参考 Alexander Strauch 著, 刘志雄编, 高

雅君译, 《平等里有差别》(香港: 天粮书室, 2003 年), 第

132-133 页. 
115   附录三主要改编自 Alexander Strauch 著、刘志雄

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第三章: 男性的领导”中的资料.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1/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六-圣经的伦理中-圣经和奴隶/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1/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六-圣经的伦理中-圣经和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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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题论坛          棱镜-  
      

再思“男女平等平权论” 

与“男女平等互补论” 
 

 
 

 

(A)    导论 

 

“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的发展自 20

世纪中开始就越来越激烈, 以致有者称之为“性

别革命”(gender revolution). 在过去 60 年的人类

历史中, “性别革命”可说是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改

变. 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

说: “对男女性别间差异的抹煞不仅是我们这个

时代最让人震惊的事, 也可能是人类面对的最深

奥的问题.” 

 

 如社会其它的层面一样, 基督信仰也因这

个激烈性的变化受到了永久性的影响. 根据美国

《时代周刊》一篇题为《第二次变革》的先驱

文章说, 宗教女权运动者“相信他们赶上了基督

教国家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具历史性的变革”. 有

者称之为“第二次的改革”(另译“第二次的变革”, 

Second Reformation)【注: “第一次的改革”指的

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 16 世纪所发动和

倡导的“归回圣经”(Back to the Bible)之改革】 

 

 我们必须强调, 圣经从未轻视或贬低女性

的地位. 相反地, 在女性普遍受轻视的第一世纪, 

圣经是第一本高举女性权利和地位的书. 诚如黎

歌信(Boyd Nicholson)正确写道: “今天社会的妇

解运动(妇女解放运动), 可算落伍. 因为早在福音

开始的时代, 社会已有这种特征. 无论何处, 当主

耶稣基督的福音一被传开, 妇女的地位相应提高. 

她们从异教主义的卑微地位, 升至男人身旁的尊

贵位置. 从古至今, 异教都是把妇女贬低, 但福音

却时刻将她们释放,116 把神所赐的事奉委托她们. 

这事奉也只有她能胜任, 只有她才配得.”117 

                                                           
116  古代印度有“寡妇殉葬”( Suttee )的陪葬仪式, 要妻

妾为已死的丈夫陪葬的恶俗 . 著名的印度拓荒宣道士威

然而, 我们所关心的是: 世界各地许多基

督教会所发生的“性别革命”以及宗教女权主义者

所提倡的“第二次改革”是否如“宗教改革”那样  

—  “归回圣经”, 还是如一些人所担心的  —  “彻

底地离开了圣经和使徒所传扬的基督信仰”?   

 

无疑地, 在笃信圣经的基督徒当中, 上述

所谓的“性别革命”及“第二次改革”已经卷起了各

方激烈的、情绪化的争论, 特别是关于圣经对男

女角色的论述. 在这场争论中, 有两种主要的观

点. 一种是福音派女权主义的观点, 即所谓的“男

女平等平权论”(egalitarianism)的观点; 另一种是

非女权主义的观点 , 即所谓的“男女平等互补

论”(complementarianism)的观点.118 

 

 

(B)    “男女平等平权论” 

 

 “男女平等平权论”(egalitarianism)是“福音

派的女权主义”或“男女同等同权论”(或简称“平

权主义”), 它也被称为“符合圣经的女权主义”或

“符合圣经的男女同等论”. 

 

(B.1)   “男女平等平权论”观点简介  
 

“男女平等平权论”教导的是: 神按照祂的

形像平等地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同时, 他们认为

真正的平等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在事奉中拥有相

                                                                                                     
廉·克理(William Carey)因信圣经真理而极力反对这种风俗. 

早期中国妇女还有缠足的恶俗. 最热心反对这种恶俗的是

相信圣经教导的基督徒. 中国人三妻四妾的观念, 也饱受圣

经一夫一妻的真理所反对(太 19:4-6). 对中国妇女而言, 基

督徒在圣经的影响下大力提倡女校、鼓励女性入学. 中国

许多早期著名的大学也是教会创办的, 如燕京、齐鲁、协

和、金陵、圣约翰、岭南、东吴等大学. 所以圣经直接影

响教会和基督徒, 去间接影响印度和中国的妇解运动.   
117   黎歌信(Boyd Nicholson)著, 姚光贤译, 《主的安排: 

论蒙头》(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5), 第 3 页. 
118   以下资料主要改编自 Alexander  Strauch 著, 刘志

雄编, 高雅君译,《平等里有差别》(香港: 天粮书室, 2003

年), 第 11-14 页. 高雅君把《平等里有差别》一书中译得

很好 , 只是她将“egalitarianism”译为“男女同等论”, 并将

“complementarianism”译作“男女互补论”. 但我们选择将

“complementarianism”译作“男女平等互补论”, 免得有者误

以为“男女互补论”不主张男女平等. 事实上, 以上两种观点

皆承认男女平等, 只不过 egalitarianism 强调男女平等平权, 

而 complementarianism 则强调男女平等但角色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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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机会与权利. 他们认为女人在婚姻中的顺

服、以及女人在教会事奉中所受到的限制, 是与

圣经中关于男女平等的教导不协调的. 

 

根据“男女平等平权论”的观点, 真正符合

圣经的平等意味着: 男人和女人在生命中都是既

完整又平等的伴侣. 彼此间相互的顺服与相互承

担责任的概念决定了男女在婚姻与教会中的关

系. 女人和男人应该自由地在教会中行使他们所

有的属灵恩赐. 男人不应该只因为他们的性别而

拥有独特的、领导的权利. 在教会中领导和教导

的权利应该由属灵的恩赐和能力来决定, 而不应

该由性别来决定.  

 

持“男女平等平权论”这种观点的人承认男

人和女人并不完全相同, 但男女间在性别和其它

方面的不同是应该被欣赏, 而不应被不成比例地

夸大. 一个人的性别不应该决定他或她在生命中

的地位和角色, 也不应该限制他或她的属灵恩赐

和事奉机会. 一个女人如果被神赐予教导和领导

教会的恩赐, 她就应该享有同样的机会来运用她

的恩赐【换言之, 女性在教会中可以公开讲道和

负起带领教会的责任, 所以“男女平等平权论”支

持女牧师、女长老、女监督等, 编者按】. 

 

此外, 持“男女平等平权论”这种观点的拥

护者认为, 圣经关于“头与顺服”的论述被过去历

代的基督徒错误地理解了 . 他们认为对圣经直

接、忠实和传统的解释错误地表达了圣经关于

性别平等的教导. 女人们因此被歧视, 她们的属

灵恩赐和事奉也被浪费. 另外, 他们相信, 根据创

世记第 3 章的记载, 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是因为罪

进入了世界而产生的结果. 在他们的观念里, 耶

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重新恢复了创世记第 2

章所记载的男女性别原有的平等, 他们强调这是

因为在基督里“并不分男人和女人”(加 3:28). 

 

(B.2)   代表“男女平等平权论”的主要机构  
 

一个叫做“相信圣经同等论的基督徒”之组

织(Christians for Biblical Equality)代表了“男女平

等平权论”的观点. 阐述其立场的代表性文章为

《男人、女人和圣经平等论》(Men, Women & 

Biblical Equality). 你可以写信给他们以寻索更多

关于他们机构和期刊的资料 , 他们的地址是 : 

CBE, 122 West Franklin Avenue, Suite 218, 

Minneapolis, MN 55404; 其 网 址 是 : 

https://www.cbeinternational.org/ . 

 

 

(C)    男女平等互补论 

 

另一种观点是“男女平等互补论”(或简称: 

男女互补论, complementarianism), 也就是“非男

女同权论”; 它又被称为“传统观”或“等级论”.  

 

(C.1)   “男女平等互补论”观点简介  
 

“男女平等互补论”教导的是: 神所创造的

男女是平等的, 但他们却具有不同的性别角色. 

支持这观点的学者们选择 “ 男女平等互补

论”(complementarianism)这个词语, 是为了强调

男人与女人这两种性别既是平等、却又存在着

互补性的差异.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神乃是照

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 因此, 男人与女人在人性

上、尊严上和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创 1:26-28).  

 

另外, “男女平等互补论”强调所有在耶稣

基督里的信徒,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同样地

受圣灵的洗, 同样地有享有属灵的恩赐, 同样地

因信而成为祭司, 同样地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 他们(或她们)应该发挥他们(或她们)的潜力, 

运用他们(或她们)的属灵恩赐来在他们(或她们)

的信心上成长, 以达到灵里的完全成熟【这也包

括女性在教会中应该按神安排给她们的角色, 使

用其恩赐来事奉, 一同建立教会,119 编者按】.  

 

持“男女平等互补论”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 

神造男造女有别, 以执行他们各自独特的性别角

                                                           
119   侯司特(W. H. Hoste)在解释 提前 5:5 和 多 2:3 时

写道: “真为寡妇的特质清楚表明一些女人事奉的领域. 它

们有七方面: (1) 她们必须是一位祷告的女人, 像哈拿一样

(撒上 1:9-18); (2) 又有行善的名声, 像非比或百基拉一样

(罗 16:1-4); (3) 养育儿女, 像罗以或友尼基一样(提后 1:5; 

3:15); (4) 接待远人, 像吕底亚一样(徒 16:14-15); (5) 洗圣徒

的脚, 像马利亚一样; (6) 救济遭难的人, 像多加一样(徒

9:36); (7) 竭力行各样善事, 像彼息一样(罗 16:12).119 此外, 

保罗也劝老年妇人要指教(原文作“教导”)少年妇人, 爱丈夫, 

爱儿女. … 家庭是神给女人的典型领域, 而她的事奉, 虽是

多样化, 却应该以此为中心. 因着渴慕更显要的事奉而忽略
家庭那更卑微和平凡的本分, 这绝对不是主的心意.”  

https://www.cbe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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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神设计男人成为丈夫、父亲、供应者、保护

者, 他是家庭的“头”和教会的领袖. 神设计女人成

为妻子、母亲、养育者, 她积极地帮助男人并顺

服于男人的领导. 神在创造之初就设计了男女有

别. 圣经运用了像“头”、“帮助”、“顺服”等这样

关键的词语来描述男女的不同, 而这些不同正是

我们伟大的创造者根据祂的形像, 极具智慧地设

计后的美好创造.  

 

为了正确地表达圣经关于性别的教导, 这

两大方面的真理, 即“男女既平等又有角色区别”, 

都应该被肯定, 且该被平衡地持守. 当这些真理

被正当地理解并实践时, 这些角色的区别会促进

我们成为敬虔的男人和女人, 而且会奇迹般地丰

富我们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 神深切地关切着

男女性别的差异不被缩小或抹煞. 这些差异是确

定我们作为男人或女人的重要因素. 所以, 我们

应该按照圣经认真地理解它、并予以发挥.  

 

“男女平等互补论”的拥护者们相信, 这个

观念或理论恰到好处地阐述了圣经关于性别那

既清楚又确实与直接的教导. 此外, 耶稣基督和

祂的使徒们也一再清楚地教导并实践了男女角

色的差异. 同时, 这种理论也代表了历史上对圣

经论性别的一贯性解释.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 虽

然在其理解和遵行当中曾被歪曲过, 这种解释却

一直为教会和基督徒教师们所接纳.  

 

尽管神设计了一个和谐的男女关系, 不过

根据创世记第 3 章的记载, 自从人类堕落之后, 

性别之间的争战就开始了. 有罪的男人和有罪的

女人污染了神所设计的男女关系. 它的后果, 尤

其对女人来说, 是极具伤害的. 尽管如此, 因着我

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 那些在基督里的男人和女

人可以重新发现、了解和实践神对男女最初的

美好设计. 

 

(C.2)   代表“男女平等互补论”的主要机构  
 

名为“符合圣经真理的男人和女人”的机构

(Council for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代

表了“男女平等互补论”的观点. 这个机构成立于

1987 年; 阐述其立场的代表性文章叫《丹佛斯宣

言》(Danvers Statement). 他们还定期出版一份叫

《符合圣经的男人和女人》(Journal for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的期刊. 你可以写信

给他们以寻索更多关于他们机构和期刊的资料, 

他们的地址是: CBBM, P.O.Box 7337, Libertyville,  

IL 60048; 网址是: https://cbmw.org/ . 

 

 

(D)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课题? 

 

尽管关于性别的辩论在教义上并不像关

于主耶稣基督的神性或灵魂的救恩那么关键, 可

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它也迫使我们

对我们的信仰进行认真的检查, 也考究圣经对此

课题到底是怎么说的. 对这场性别的辩论, 笃信

圣经的基督徒们一般会采纳上述两种观点中的

其中一种.  

 

我们相信有不少读者诚心想要明白和顺

服主在此事上的旨意, 对此我们极力推荐读者阅

读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所著的《平等里

有差别》(Men and Women: Equal Yet Different)

一书. 此书研究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对此课题的态

度和教导, 并对“男女平等平权论”最常采用的种

种经文和解释加以重审与评析, 还附上小组问题

讨论. 基于《家信》季刊的篇幅有限, 我们请读

者上网阅读此书文章(注: 此书《平等里有差别》

也 译 为 《 平 等 中 有 差 异 》 ). 网 址 是 :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pdzycy/inde

x.html . 

https://cbmw.org/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pdzycy/index.html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pdzyc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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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奇 

Alexander Strauch 

虽然很多持“男女平等平权论”的人士或学

者宣称“男女平等互补论”所推崇的“男女既平等

又有别”的立场本身在定义上是彼此矛盾的, 但

客观的读者必然发现, 正如此书所显示的, 圣经

证明主耶稣和使徒们确实教导“男女受造平等, 

却有差别”, 并在家庭及教会中承担不同的角色

和责任.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男女性别这一课题? 正确的

答案是: “归回圣经”, 看看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何面

对这个课题, 以及祂透过使

徒在信徒当中所教导的. 针

对这点, 我们在以下摘录斯

特劳奇 (Alexander Strauch)

所说的(注: 主要是他在此书前部分“争论的背景”

中所写的话, 但有稍加改编以强调重点):   

 

(a) 性别辩论的重要与好处  —  认真查经 

这场性别的辩论并不是一个深奥的、抽

象的、教条性的争论. 相反, 它直接触及到我们

的人性、男女性别的特征、事奉的机会、婚姻

的关系、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等各个层面. 

同时, 它也引起了大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争端;  

这些问题包括对公平与正义的理解、世俗社会

对基督徒思想的影响、解释圣经的正确方法、

教会的领导架构, 和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等. 这

场辩论是一场极其感情化的争论, 它也使各教会

和宗派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分歧.  

 

没有人可以躲避这个问题. 事实上, 也不

该有人试图去躲避它, 因为它太重要了. 对性别

的争论无论是对我们的思想、还是对我们的基

本信念都发起了挑战. 但这是好事; 这样的争论

会使思想认真的信徒更认真地查考圣经, 更严肃

地思考(以正确地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  

 

举个例子来说: 在我 18 岁的时候, 有两个

“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使我的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动

摇. 他们就耶稣基督的神性对我发出挑战. 他们

问我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 而我所认识的人也

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于是, 通过祷告、也通过认

真地阅读和查考相关的经文, 我终于能从圣经中

找出答案. 他们的挑战反而使我的信心和查阅圣

经的能力都得到增强.  

 

(b) 寻求正确答案的途径  —  效法基督 

没有一个真正爱人、对神的话语敏感的

人, 在清楚知道女人们已经且仍在遭受不可言喻

的、非人道待遇的情况下, 还会去歧视女人. 对

女人犯罪就是对神犯罪, 因为女人是按照神的形

像被造的.  

 

那么, 为什么任何一个聪颖、善于思索、

敏感而又笃信圣经的基督徒, 竟敢争辩说男女之

间有角色的差异? 答案非常简单: 耶稣基督所教

导的就是  —  男女既平等又有差别! 尽管耶稣基

督教导并实践了以性别为基础的角色差异, 但祂

却以尊严来对待所有的女人, 包括那些被社会所

不齿的女人(路 7:36-50). 祂以慈爱和怜悯来对女

人们传扬佳音. 因此, 祂被女人们所爱戴与跟随; 

她们觉得可以很自由地亲近祂. 

 

作为笃信圣经的基督徒, 我们从来不会想

到要攻击耶稣基督, 说祂犯了歧视男人或女人的

罪; 因祂本身就是绝对完美的, 而我们才是不完

美的. 祂是道成肉身的神, 祂是我们至高的参照

点, 是我们最终的标准; 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担

负了所有男人对女人所犯的罪, 以及所有女人对

男人所犯的罪. 在十字架上, 祂用祂的身体担负

了所有的罪; 所以, 福音为所有男人与女人间彼

此残忍的不公正提供了饶恕和医治. 

 

然而, 耶稣基督借着在祂的教会里确立男

性的领导地位而实践了性别间角色的分工. 在我

们热心地纠正我们对女人所犯的严重错误时, 我

们必须细心地避免违背神话语所启示的真理, 或

误解神对男女性别的设计. 我们不能忘记神创造

男女性别的差异是为了男人和女人美妙地补足

对方, 并在社会上履行不同的职分. 祂对男女角

色的独特设计之出发点是美善与公正的.  

 

(c) 基督决定什么是性别的歧视和正确次序 

尽管神对性别差异的出发点是美善的, 但

罪却污秽了这些差异, 并使这些差异成为性别歧

视和虐待的借口. 世俗社会对性别歧视的唯一解

决办法就是宣布性别的完全平等. 对我们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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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人来说, 性别平等是一个不可质疑的假设, 

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 对现代人来说, 任何与

性别平等论不同的其它可能, 都是不能理解的(也

不被接受的). 可是, 耶稣基督却提供了一个可能

性: 神创造男女拥有同等的尊严, 却(以不同角色)

完成不同的职分(以此互补相成). 对于笃信圣经

的基督徒来说, 只有耶稣基督的教导才能决定是

非. 祂决定了什么是性别的歧视、什么是性别的

正确次序, 而世俗的社会无法为我们下任何定义. 

 

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个性别混乱的世界提

供了解决的办法. 有关歧视女人的诸般罪恶, 其

本身并不源自耶稣基督的教导或实践, 而源自人

心里的罪恶; 它们也在整体上反映了人类的罪性

对整个人类所造成的不人道. 引用主耶稣的话来

说, 恶念、凶杀、奸淫和性别虐待等都是从人心

里面出来的(可 7:23). 

 

(d) 男女平等互补论  —  归回圣经(神的话) 

 我想让那些对圣经关于性别的教导还不

太清楚的人知道, 持“男女平等互补论”的人深切

地期望所有的女人都得到公正与尊严的待遇. 我

们憎恶“男人至上主义”和对女人的虐待. 我们意

识到一些基督教神学家、丈夫和教会曾经错误

地利用圣经来说贬低女人的话, 甚至对女人犯罪, 

我们为此深感羞愧. 但是, 从这本书中你会发现, 

像基督一样的爱却为笃信基督的男女们的角色

差异增添了神圣与互益的特质.  

 

我希望你会逐渐地认识到, 尽管有罪的男

人和女人曾经误解并滥用有关“作头与顺服”的教

导, 但是这个教导本身却是根植于神的智能与慈

爱. 当我们以爱来运用这个原则的时候, 它就反

映了神对性别的设计.120 我们这些相信“男女平

等互补论”的人之所以持这种观点, 并不是为了

                                                           
120  神对男女性别的最初设计(也是神完美的计划)是

男女平等但角色有别. 以下七点值得思考: (1) 虽然圣经记

载了一些女人所说的话, 但神从未使用过任何女人写圣经

中任何一本的书; (2) 神在旧约中从未立女人为祭司; (3) 神

从未给予女人在会幕和圣殿中正式的职务; (4) 在十二位使

徒当中, 主未拣选任何女性作使徒; (5) 新约从未提到公开

事奉的女传道人, 女牧师(或称: 女长老), 或女教师; (6) 虽

然第一位见到主复活的是女人, 但 林前 15:5-9 的名单中未

提到任何女人作为主复活的公开见证人; (7) 圣经没提到任

何女人公开地行神迹. 

墨守陈规, 或维护男性至上主义; 相反, 我们持这

种观点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教导了“男女既

平等, 又因性别而存有角色上的差异”. 

 

人类的传统可以使最好的人也变得迷失

盲目. 耶稣基督就是被那些将“纯属人为的、律

法条文的传统”置于神话语之上的宗教信徒们置

死的. 对于相信“男女平等互补论”的人来说, 性别

乃是一个关乎“耶和华如此说”的问题. 我们相信

性别间的角色差异是因为圣经这样说(即圣经如

此教导), 而圣经就是神的话语.121  

 

 

(E)    结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蒙主恩所呼召, 乃

是要忠实于耶稣基督和祂的话语, 而不是跟随与

盲从“时下流行的时尚”. 斯特劳奇提出六个重点, 

鼓励我们在信仰上刚强壮胆, 并站立得稳. 

 

1) 如果你相信神创造男人与女人“既同等又有

别”, 那么, 你就稳固地站立在那既健全又诚

实的圣经话语上. 你是忠诚于圣经所记载的. 

你允许神直接说话, 允许圣经词汇达意、表

里如一. 你维护了圣经直接叙述的可靠性. 你

所相信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 神的众子民

一直相信的. 你跟从了耶稣基督和众圣徒的

脚踪. 所以, 你当刚强壮胆. 主耶稣说: “天地

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 24:35). 

 

2) 一些福音派、相信圣经的顶尖学者们正勇敢

地站出来说话; 他们反对女权主义学者们不

健全的释经方法和结论【注: 他们反对“福音

派的混合主义”, 不向女权主义妥协, 请参本

文附录】. 他们正在出版一些激动人心的新

书和新文章, 以向女权主义者的漏洞挑战, 并

确定圣经所教导的“作头与顺服”的真理. 如

果你思想开明、寻求圣经中关于性别的真理, 

那么, 许多新的、必要的研究资料就在你的

手边, 可以帮助你的学习. 所以, “你当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悦, 作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121   Alexander  Strauch 著, 刘志雄编, 高雅君译,《平等

里有差别》(香港: 天粮书室, 2003 年), 第 10, 1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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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尽管那试图涂抹“神所创造、由性别决定的

角色差异”之文化压力来势汹涌, 但是, 世上

成千上万的教会和基督徒领袖坚决不向男女

同等主义的错误倾向屈膝低头. 他们拒绝接

受女权主义者所定义的“同等”  —  不是因为

这些拒绝者是头脑僵硬的文字学家、盲目的

传统主义者、或是因为他们惧怕女人; 他们

拒绝, 因为女权主义者所提倡的与神所说的

不一样. 他们同样意识到这场争论的真正意

义在于  —  它乃是针对创造者(真神上帝)对

婚姻、家庭、“教会家庭”和合神心意之男女

的主权性设计而发动的属灵争战(弗 6:12). 

让我们从那些遵从主话语的弟兄姐妹们身上

所显出的力量、信实和不妥协的勇气获得激

励, 真正地抵挡文化的冲击. 

 

4) 那些遵从神对婚姻蓝图设计的人会建立更幸

福、更稳固的婚姻, 他们的子孙也会因此受

益. 那些知道神对婚姻和性别计划的人, 也可

以帮助保护他们的家庭免受世俗文化的攻击. 

这些世俗文化充满了对神律法的悖逆: 性别

的混乱、离婚、撒谎等等. 不但如此, 遵从神

对性别的设计还会帮助教会在真理上的持守, 

帮助教会按照神的计划成长. 所以, 我要说的

就是主对约书亚所说的: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

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

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书 1:8). 

 

5) 持“男女平等互补论”者不会放弃向那些持

“男女平等平权论”的弟兄姐妹们呼吁. 不少

人已改变立场. “福音派女权主义者”与世俗

化和自由派神学的女权主义者不同, 因为前

者相信神是圣经的作者, 圣经是来自上帝的

书.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共同点, 使我

们在此基础上继续沟通和劝导. 所以, 我们要

向那些持“男女平等平权论”的弟兄姐妹们呼

吁, 并像朋友一样地提醒他们: 最聪明的头脑

也可能被“平权主义”的哲学弄得愚盲; 这“平

权主义”的哲学所寻求的, 只是公平和公正, 

却违背了创造者对祂所造之人的旨意. 

 

6) 那些遵从神对性别、婚姻和教会旨意的人荣

耀了神. 当我们遵从祂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允

许神成为受造物的主宰. 这不仅讨神喜悦; 而

且, 对于神的儿女而言, 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这

更为重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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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福音派的混合主义: 向女权主义妥协” 

  

女权主义在

20 世纪方兴未艾, 同

时女性圣职人员在

西方教会里的增多

也是史无前例的, 这

绝对不是巧合. 随着

文化的观念和优先顺序的转变, 男人作头带领和治理

教会这些永不过时的圣经真理意外地遭到了攻击.  
 

可悲的是, 许多教会和宗派都在想办法适应女

权主义, 其中有些教会还迫不及待地搭上了“平权主

义”(egalitarian)的潮流, 其他的教会慢慢地屈服文化

的压力, 最终挥动着白旗投降. 今天大批的女牧师充

斥着讲台, 是福音派混合主义者的产物(the legacy of 

the evangelical syncretists). 这些混合主义者主动地将

“世俗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嵌入到圣经中. 

 

这样的投降与圣经明确的教导背道而驰, 圣经

的教导是: 妻子应当顺服丈夫, 如同顺服基督; 她们的

丈夫要爱她们, 如同基督爱教会(弗 5:22-33); 此外, 在

基督的教会里, 女人公开教导男人是被禁止的(提前

2:12-14). 按照这两段经文的上下文, 它们都具有明显

的普遍适用性, 提摩太前书的教导基于神起初创造时

的设计(提前 2:13: “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而以弗所书的命令则根植于神救赎的设计(弗 5:25: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换句话说, 圣经中的男

性和女性反映了创造和救赎, 圣经里并没有任何推翻

上帝设计的先例.  

 

事实上, 在这事上, 没有任何诚实的圣经诠释

者会得出其他结论; 很难想象会有人把自己和圣经锁

在房间里, 就能对上帝命定的男女角色作出其他诠释. 

就此意义而言, 平权主义是文化给教会带去败坏最明

显的例子之一.  

 

然而, 有些学者为了使圣经说出他们想要的

东西 , 他们似乎很乐意表演无上限的“诠释体操”. 

下面有两个例子, 可作为鉴戒! 

                                                           
122  同上引, 第 148-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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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Craig S. Keener 

 
Dr. Gordon D. Fee 

(一) 创造性的重新诠释 
 

美国的基纳尔教授(另

译“季纳”, Craig S. Keener)是

一位受人尊敬的新约圣经学

者 , 也 是阿斯伯里神学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新约教授. 以下的摘录显示

他的基本进路, 他刻意忽略了

提前 2:9-15 的明确含义:  

 

无论如何 , 保罗在这里也禁止女性“教导”, 

显然是他在其他地方允许的(罗 16; 腓 4:2-3). 

因此, 这想必是他针对这个群体(指以弗所召

会的信徒)的特殊处境说的话, 因为保罗和读

者都知道他们的处境, 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的, 引发保罗响应的处境就隐含在他想要表

达的意思里.” 

 

 只要对“释经学”有基本的理解, 就可以发现

基纳尔论证的漏洞. 在上面的引文中, 基纳尔指出了

两处保罗认同女性事奉的经文. 很明显地, 在没有证

据的情况下, 基纳尔假定并宣称这类的事奉包含了教

导, 他这样做其实是叫女性离开使徒鼓励她们追求的

那种事奉.   

 

 此外, 为了重新定义保罗和他的读者预设的

历史处境, 基纳尔做了好几次“逻辑上的跳跃”. 他在

文章里进一步主张: 假教师误导女性走向偏差, 随后

这些姐妹们在教会里推广这种教导. 基纳尔就认为保

罗并不是在制定普遍的原则, 而是他“提出了短期的

解决方案: ‘不可教导’(在当下的处境)和长期的解决

方案: ‘让她们学习’(提前 2:11)”. 

 

 这样的进路至少有两个问题: 第一, 历史处

境是捏造出来的. 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谈到假教

师的影响时, 他并没有特别提到它对女人(指对以弗

所召会的女人)的影响. 第二, 保罗的教导在文法上

并不允许有“短期”和“长期”的分别. 这两条命令和

保罗在上下文里的其他命令是平行的, 都没有时间

上的限制.  

 

简单来说, 基纳尔只不过是根据自己的假设

“捏造了历史”, 并且重新诠释了经文. 他这样做, 只是

为了撇开经文清楚的意思(注: 他把自己的意思“读

进去”经文中, 然后“重新诠释”那段经文).  

 

 

(二) 公然拒绝经文 
 

美国的戈登·费依教授

(或译“费尔教授”, Gordon Fee)

同样还是福音派里广受推崇

的新约圣经学者(注: 他其实

是五旬节派的神召会之牧师), 

按人看来写了一些很有帮助

的书籍和注释书, 但他却“决

意把女性主义硬生生地塞进

圣经清楚的教导中. 当费依得

奖的《哥林多前书注释》谈到保罗要求妇女在会中

(原文指“在教会中”)闭口不言时(林前 14:34-35), 他尝

试论证保罗从未写过这句话而不予理会:  

 

虽然这两节经文在所有已知的抄本中都找得

到(无论是在此处经文或哥林多前书第 14 章的

整章结尾), 但从这两节关键的转录标准和固有

的可能性来看, 它们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 

 

 费依无法想象保罗会作出这样的声明, 他坚决

认为一定是另一位作者在晚期将它插进文本里的. 他

的学术语言掩盖了他对文本的无知和不诚实的态度, 

虽然学者的确对文本的真实性有所争论, 但绝大多数

的共识都认为它们属于圣经,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费

依似乎为了自己的神学能自圆其说而利用了这个争

论, 正如另一位学者认为, 在这段经文上“很少有学者

像费依那样重视文本差异”. 

 

 坦白说, 对于处理圣经章节和大众舆论及文

化规范之间的冲突来说, 这是很危险的先例.  

 

 

结语:   顺从圣经 
 

当身为信徒的我们遇到圣经和我们深信不

移的信念相冲突时, 我们必须谦卑地认为自己的信

念是错误的, 而不是圣经有错. 我们也需要认真思

考: 如果一些牧师和教师所做的 , 不过是在削弱神

话语中让他们感到不方便的经文, 我们跟从他们又

有什么益处呢? 对于那些向社会压力低头的领袖 , 

他们虽拥护圣经无误和圣经权威, 却同时把圣经的

内容当成儿戏, 那是很虚伪的. 油和水不能相混, 上

帝的道和邪恶的意识形态也不能相混. 真正的圣经

学生必然乐意听从、顺服圣经, 而不是在圣经触犯

我们现代文化的敏感神经时, 去纠正圣经的作者.123

                                                           
123   上文改编自 卡麦伦·布特尔(Cameron Buettel)所写

的文章“福音派的混合主义: 向女权主义妥协”(Evangelical 

Syncretism: Submitting to Feminism, 写于 2019 年 1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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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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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赖若瀚在其著作《食

经讲道》一书提出释经讲道的十大步骤(请参

本文附录). 我们已在前九

期的《家信》探讨释经讲

道的第一至第九步骤 (即

选取经文、解释经文、找

出主题、写下大纲、加插

例证、遣词用字、会众情

况、列出应用和结论归

纳). 现在让我们讨论最后

的第十步骤  —  引论题目. 

 

(文接上期) 
 

(C)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逐一分析 

 

步骤十:   引论题目 
 

 若讲章的内容是一顿筵宴, 例证是配料配

菜, 那么引论就是开胃前菜, 结论则是甜点. 厨师

不仅希望将美食送到他的客人面前, 更希望能引

发他们的食欲. 出菜讲究一定的次序. 头一道是

                                                                                                     
日 ), https://tc.tgcchinese.org/article/evangelical-syncretism .

【原文刊载于“赐你恩典”(Grace To You)网站, 杨忠道译】.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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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随之成

为从经文中选择材料的主要骨干 .”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reaching, 第 102-103 页. 

拼盘或几样小巧精致的菜式, 让食客虽“浅尝即

止”, 但胃口大开. 

 

 讲道中好的引论能挑起兴趣, 引发好奇心, 

让听道者兴致勃勃, 愿意洗耳恭听. 因此, 如何

“开始”一篇讲章很重要. 有人说“万事起头难”, 又

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一篇文章最难写的

地方是“起头”, 讲章的引论更是如此, 是关键所在.   

 

赖若瀚指出, 引论应该放在最后写, 甚至

放在结论之后. 因为确定了讲章全部的内容, 写

引论时才可以和“本论”有好的连接, 使整篇讲道

不仅有头有尾, 且能首尾呼应, 得以全备. 然而, 

也有传道者认为必须先写引言, 将其后种种定调, 

那就是见仁见智了.125 其实, 引论是将信息的结

论, 变成一个挑起兴趣的开场白, 引人进到讲章

的整体中.126  

 

 赖若瀚在《食经讲

道》一书中, 详细讨论了有

关“设计引论题目”. 我们在

下文将之内容简略讲解:127  

 

I．引论 

1. 引论是什么 

2. 引论的目的 

3. 引论的种类 

4. 好引论的特征 

5. 预备引论可参考的流程 

II．题目 

1. 题目的意义 

2. 题目的重要 

3. 好题目的特征 
 

                                                           
125  有者认为不宜将引言的预备放在最后, 例如司蕴

道(Charles Swindoll)便是其中一人. 他认为从题目、引言、

本论、结论, 这样依序下去, 让他可以维持方向感(参其所

著的 Saying It Well  —  Touching Others with your Words, 

第 125-126 页). 另外, 鲍曼(Daniel Baumann)在所著的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reaching 一书中, 将引论与

结论两项的工作(第 135-146 页), 放在发挥主题(第 149-168

页)之前(以此暗示先处理引论与结论, 然后才到主题).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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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页.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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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410 页.  

https://tc.tgcchinese.org/article/evangelical-syncretism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4 

   

《家信》: 第 131 期 (2021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 I ) 引论 
 

 人有一个共通的特性, 就是不太愿意接受

突发的事物或完全陌生的产品; 例如有人向你推

销一种陌生品牌的电气用品, 你必定会质疑它的

性能是否可靠. 有人告诉你某位亲友突然陷入困

境, 你也会惊讶为何事先完全没有征兆. 由此可

见, 一件事情突然来临, 心理上没有预备去回应, 

会产生极大的震撼. 讲道也是如此, 在未引起听

众注意之前, 不宜仓卒(即匆忙急迫)进入主题. 听

众不习惯一下子便进入理论深刻或节奏紧凑的

信息, 倒希望能慢慢被带进信息的核心. 

 

 

(一) 引论是什么? 
 

赖若瀚采用以下四个比喻, 贴切地形容什

么是引论. 引论是:  

 

(a) 开胃菜 
 

赖若瀚指出, 引

论是前菜, 前菜的作用

是引起人们的食欲, 让

人胃口大开. 韩国料理

在主菜前会上几小碟

“开胃菜”, 作用也是挑

起食欲, 预备进入正餐. 

前菜并非正餐, 不能填

饱肚子, 却能帮助人享

用随后的美食. 

 

 

(b) 短跑的起步 
 

在短跑比赛中, 起步非常重要. 起步得好, 

就会事半功倍. 现代运动员在短跑时, 会运用一

些助跑器材, 不输在起跑点, 提高胜出的机率.   

 

 

(c) 松土或破冰 
 

听众来聚会, 通常心理上都还没有预备好, 

或是行色匆匆, 或是精神紧张, 或是忧心忡忡, 又

或是精神恍惚. 因此, 讲道者要先松开听众心灵

的土壤, 让道种可以撒进土里. 

 

欧美的讲员有时为了打破僵局, 会用笑话

来作引论, 称为“破冰”. 幽默并无不可, 若是笑话

能带出主题, 自然没有问题, 但不要为了讲笑话

而讲笑话. 讲道的主要目的是讲述神的话, 不是

要娱乐听众.  

 

 

(d) 开车换挡 
 

一般的汽车, 不

可能重踩油门, 一下子

就达到时速百哩而全

速前进. 况且, 坐在车

上的人也需要时间适

应车速如此高的提升. 

传道者满有负担地花了整个星期, 数十个小时沉

浸在讲章中, 以为一上讲台便能立刻把听众带入

他的信息中, 殊不知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部分

听众才刚刚与信息作第一次接触. 

 

引论又好比高宅大屋的前院, 或是美妙音

乐的序曲, 都有一种给人作好准备、引人由浅入

深的作用. 这一切能令人更容易适应或接受接下

来所要看到或听到的事物. 

 

 

(二) 引论的目的 
 

讲道者在设计引论时, 往往心情矛盾. 一

方面要讲得吸引人, 但又不能着墨太多(指讲得太

多), 必须按部就班, 慢慢将听者引入主题. 引论的

主要目的是: 让听众在理智与情绪上都准备好来

听讲道.  

 
(a) 建立桥梁 

 

若讲道是搭桥 , 

那么 , 引论便是搭桥的

第一步. 因此, 一开始的

前几句话必须赢得听众

的好感 , 让他们有兴趣

仔细聆听所传讲的信息, 建好印象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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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don Robinson 

在讲道开始时, 讲员应尽量表现出庄重得

体的形象, 及适切诚恳的态度. 开场白可以轻松

活泼, 不必拘泥于老套, 希望能消除讲员与听众

之间的无形障碍, 让听众看见讲员有“人情味”, 不

是不食人间烟火、高不可攀的特殊人物.   

 

 

(b) 显示需要 
 

引论不单有助于给听众亲善的好印象, 更

将信息与实际需要连结在一起. 引论可以说明这

篇信息为何与听众相关, 等于从讲员的立场去回

答听众内心的一个问题  —  “我为什么要继续听

这篇信息?” 要让听众从一开始, 就知道为什么要

听这篇讲道, 而且感到需要仔细听完, 是出于心

甘情愿的选择, 而不是尽“来聚会”的义务而已. 

 

这世界被罪恶弄得支离破碎的, 人们心灵

中有千百样的需要、问题与创伤. 有人面对婚姻

破裂, 有人儿子变成浪子, 有人失业, 有人患了不

治之症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急需要以神的话

来医治.  

 

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强调讲道者应多注意

听众的需要, 因为人总是先想到自己, 这一方面

是基于人的罪性. 另一方面, 也因为人在窘迫的

困境中, 不知如何面对, 极需寻求解答. 因此, 在

讲道开始时, 要认定他们的需要, 并针对他们的

问题而用神的话语提供出路. 

 

罗 宾 森 (Haddon 

Robinson)指出 : “传统的

讲道要求将应用放在最后, 

但我认为应用该从引论中

开始.” 若预备将信息的应

用转化成为满足听众的需

要, 最佳的策略是在引论

中先向听众发问或提及. 

 

事实上, 听众的需要有两种, 一种是他们

感受到的需要, 另一种是他们真正的需要. 最佳

策略是将他们从感受到的需要, 引导至他们明白

自己真正的需要. 正如主耶稣用“井水”来引导撒

玛利亚妇人明白她真正需要的是“活水”. 

 

主耶稣讲的登山宝训, 在原文中的第一个

字是“福”. 主耶稣用当时人们追求“福气”的心态, 

来引导人们进入祂所要讲的. 但请注意, 主耶稣

讲的“福”, 与世俗人盼望的不一样. 这同样是引导

人们从他们所感受到的需要, 转移到明白自己真

正的需要. 

 

听众若在引论中, 发现讲道者从没有顾及

要解答他们的问题, 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所讲的

与己无关而自谋出路, 虽然他们的身体仍在教堂

听道, 但却已经“灵魂出窍”, 或是“魂游象外”了. 

 

 

(c) 挑起兴趣 
 

后现代深受电视文化的影响, 人的注意力

十分有限. 有人说, 一篇讲章必须在前三分钟就

能抓住听众的注意, 若在第一个段落得不到听众

的注意力, 听众可能不会听下去, 讲道效果自然

大打折扣. 

 

有者说: “可以借引论判定一篇信息的好

坏.” 这句话虽略嫌夸张, 但它显示的重点是对的. 

引论若不切题, 两三分钟之后, 大势已去, 就难以

收拾. 相反地, 引论作得好, 就可以势如破竹, 乘

胜追击.  

 

引论不必每次都充满戏剧性, 哗众取宠, 

但也不能太庸俗. 它只是要抓住听众的心, 给他

们留一个印象  —  “开始得不错, 我很想听听这

人接下来要说些什么.” 

 

 

(d) 引入讲题 
 

引论为了引出讲道的主题, 不能无中生有. 

没有信息的主题, 就无从下手设计引论. 

 

虽然引论的目的是引出主题, 但不要透露

太多关于信息的内容. 有些讲道者将结论在引论

中就逐一“掲盅”(意即揭开谜底), 讲道便一点悬

疑性都没有了. 引论当然可以简单指出信息的方

向, 但不要讲得过多, 以免“头重脚轻”(指讲章前

后或上下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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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31 期 (2021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Bryan Chapell 

有些讲道者开始时讲了大半天, 仍未入正

题. 若面对的是年轻的听众(会众), 他们可能早已

失去耐性; 即或其他听众按捺得住, 讲道者也宜

尽早进入正题, 不要让人有“游花园”的感觉. 传道

者必须带领听众从已知的领域进入未知的领域, 

从他们能理解的世界进入圣经的世界. 经过细心

思考的引论, 可提供天然的桥梁, 帮助听者从世

俗的遐思进入属灵的视野.  

 

 

(三) 引论的种类 
 

引论可有许多种类. 简括而言, 引论可分

为以下主要的七种:  

 

 

(a) 开宗明义法 
 

开宗明义地用经文作开场白, 是长期以来

大家都沿用的一种引论方式. 讲道者先宣读当天

讲道的经文: “各位弟兄姐妹, 主里平安. 请大家

翻阅提摩太后书第 4 章, 我们从第 6 节开始读, 读

到第 8 节.” 随之进入本论. 

 

 然而, 在这个后现

代的世界中, 除了少数特

别有心追求的人, 大多数

人想听的, 多半是与自己

有切身关系的信息, 对于

没有直接关系的讲论, 他

们不太感到有兴趣. 若不

花点心思炮制引论, 使它变得有趣且能吸引人, 

就不能发挥引论所具有的效用. 

 

 美国的传道学博士柴培尔(Bryan Chapell)

提出折衷的办法, 建议采用“双引言”的方式, 按下

列部分逐步实施: 宣告经文、经文引言、再宣告

经文、读经、求赐悟性的祈祷、讲道引言、主

题、其他… 他的用意是不偏废诵读经文, 但避免

读完经文后就立刻钻入经文世界里, 与听众的需

要扯不上关系. 

 

 然而, 拉森(或译“拉逊”, David Larson)对

“双引言”的回应是: “双引言想同时兼顾经文和当

代的处境, 反而增加了进入讲章主题的障碍. 其

实, 引言应该尽量直接, 最好能不着痕迹地引入

本论.”128 

 

 因此, 这方面是见仁见智的. 倘若时间有

限, 最好是不用“双引言”, 而是将引论放在宣读经

文之前, 读完经文之后, 就可进入本论. 赖若瀚评

论道: “将引论放在宣读经文之前, 是先从现实生

活切入, 简单又直接, 容易引起听众的兴趣, 并让

他们知道讲道者为什么要讲这段经文.” 

 

 

(b) 嘉言隽语法 
 

以一句掷地有声(比喻语言铿锵有力)的格

言, 或是一段简洁有力、扣人心弦的话, 又或是

与现实状况不符的句子作开场白, 在对比之下, 

效果会倍增.  

 

 例证一: 我们在“几何学”里会学到: “两地之间

的最短路程是一条直线”. 那在几何学上是对

的, 然而, 若是思考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可以

说: “两地之间的最短路程不是一条直线, 乃是

‘Z’形路线.” 

 例证二: 施比受更为有福 

“没有人活在世上是不要福气的. 农历新年时, 

香港一家商店门外的对联写着: ‘门迎春夏秋

冬福, 户纳东西南北财.’ 这样‘一丝不苟’地求

财、求福, 实在贪心得有点过分, 不过, 也反映

出人们追求福气的心态.” 

 

 然而, 这些掷地有声或扣人心弦的话, 绝

不能只为了语惊四座, 或带来惊讶的效果为满足, 

而必须引向本论, 并连接整篇的信息. 

 

 

(c) 就地取材法 
 

就地取材法有两种, 一种

是预先设计, 可用节期(如农历

新年等)的引论来配合信息,  并

注意某些特殊场合(如浸礼、主

日学颁奖礼、周年纪念等)及说

明讲题的重要性. 

                                                           
128   David Larson, The Anatomy of Preaching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6), 第 7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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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则是在聚会场所发现有意义或有趣

又配合主题的事物, 也可以用来作引论. 然而, 这

是可遇而不可求, 不然削足适履, 与主题不配合, 

那就弄巧反拙了. 

 

 例证一: “我今早看到教会的周报说….”; 或 

“在聚会前, 我与一些弟兄交谈, 得知…”; 又或 

“今天主日学颁奖礼学生们所唱的诗歌, 有一

首…”等等. 

 例证二: 有一次讲道前, 某弟兄向大家介绍讲

员, 说: “我与讲员十年没有见面, 看他仍然是

那么年青.” 讲员上台后回应说: “刚才弟兄的

介绍, 让我想到我有一方面学主耶稣学得不好. 

主耶稣 30 多岁时, 别人以为祂 50 岁了. 而我

已经 50 多岁, 却被人认为我只不过是 30 多

岁.” (注: 这段引言与当天讲道的主题 [“你成

长了吗?”] 配合, 也与听众拉近了距离) 

 

  

(d) 葫芦卖药法 
 

用葫芦盛药, 从外面无法看到葫芦内装的

是什么, 正是不清楚内里乾坤的意思. 在引论中

可以讲述一些人生所遇见的困难或张力, 制造悬

疑, 接下去才讲述本论.  

 

先知拿单在大卫

犯罪之后向大卫进言, 先

用故事作引论(撒下 12:1-

4), 等大卫作出评论(5-6

节), 再用一句转接句“你

就是那人”(7 节上)引进

本论(7 下-12 节), 在峰回

路转的情况下引导大卫

悔改(13 节). 先知拿单的手法, 正是“葫芦卖药法”. 

 

 例证: 领袖的选拔 

“你若是一个有远见的商人, 心中计划要在世

界各大城市开设连锁旅馆, 在筹划的阶段, 你

需要选出一批有潜质的人作为各地开拓业务

的领袖. 那么你会选一些怎样的人来接受训练

呢? 相信你不会找一些资质平庸、毫无学问、

情绪不稳定、鲁莽又愚钝的人来出任吧! 一般

人会认为, 人才的最基本条件必须包括: 大学

毕业  —  最好是出身名校; 有专门管理学识; 

曾有管理的经验; 有领导的才能; 能担当重任; 

愿意接受新挑战等等. 这是世界一般接纳的标

准. 其实, 这也难怪, 因为人都想根据一些看得

见、可以掌握的标准, 去衡量别人的成败.”  

 

讲到这里, 听众虽然听到你的话, 但又未能完

全领会你在讲什么主题, 产生了悬疑性. 其实, 

你是要用已知的“开拓连锁旅馆业务的领袖应

当具备的资格”, 而引进未知的: “选拔属灵领

袖的资格”, 二者却是有所不同. 

 

 

(e) 故事引趣法 
 

传道人可以有智慧地采用故事作引论. 有

者认为, 这样做, 吸引人的程度比其他方法要高

两倍. 

 

 例证: 使人回转的事奉(雅 5:19-20) 

美国威斯康辛州一位屋主听见屋外有猫叫, 他

打开大门后, 一只大雄猫窜进门来, 它东嗅嗅, 

西抓抓, 叫了几声, 然后跳上一张椅子躺下, 舒

服的样子, 好像要待在那里一辈子似的. 全家

人都不敢相信他们眼前的事. 不过, 当他们拿

出一些照片比对时, 才惊讶地确定这只猫真是

他们走失了 8 年的宠物. 不知道它在哪里度过

8 年的岁月, 但现在是迷途知返, 又回到自己的

老家.  

 

相信每个人都有迷路的经历. 在迷路的时候应

该如何? 当然可以从地图纠正自己的方向, 也

可以停下来向别人问路. 同样地, 我们在属灵

的事上也经常会迷失方向. 这时, 最好有属灵

人在旁指引我们回到正路上去.  

 

雅各在全书到达尾声的

时候, 仍配合主题, 劝勉

弟兄姐妹用行动来表彰

“活的信仰”. 作者雅各知

道自己的说话即将停止, 

然而, 教会的问题仍会继

续不断地出现. 因此, 他

特别邀请信徒参与一项

“使人回转的事奉”. 他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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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死者们 

励弟兄姐妹彼此关顾、互相守望, 降低流失率, 

让教会发挥属灵生命的治疗力量.  

 

 

(f) 先提问题法 
 

讲章的引论可以提出一个大家可能会问

的问题, 或有兴趣知道答案的问题, 又或者对一

个普遍被接纳的原则提出疑问, 刺激听众思考, 

然后在讲章本论中探讨解决之道. 

 

可以在开始时指出人在堕落后, 由于罪性

带来的问题或情况(柴培尔倡议的“堕落的要素”), 

包括人经常陷入的试探或罪恶(如欺诈、贪欲、

仇恨…), 在堕落世界中遭遇的苦难(如天灾、疾

病与不幸), 或因堕落本性带来的负面情绪(如忧

愁与惧怕)等. 

  

 例证: 画上生命完美的句点 (提后 4:6-8) 

讲述提摩太后书 4 章 6-8 节, 可以这样开始: 

“弟兄姐妹, 当你知道自己在世上时日无多, 你

会抱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呢? 你会惧怕结

局即将来临吗? 想到快要离世, 你的态度经常

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呢? 有人悔恨昨日, 畏惧

明天, 又抱怨今天. 请问你是如何呢? 回顾一生, 

你会悔恨吗? 面对无定的将来, 你会畏惧吗? 

而活在今天, 你经常抱怨吗?” 

 

然后接着说: “使徒保

罗一生全然为主摆上, 

甚至走到人生最后阶

段, 仍然可作我们美好

的榜样. 他知道自己在

世之日无多, 他没有悔

恨, 没有畏惧, 更没有

抱怨. 他不是在等死, 

乃是用积极的态度去

面对. 请大家打开提摩

太后书 4 章 6-8 节, 来

看看一代伟大的使徒如何面对人生的结局.” 

 

以上的引论跟前面所说的“开宗明义以宣

读经文”来比较, 更能切入听众真实的人生处境, 

增加人们聆听的兴趣. 

 

(g) 新闻引入法 
 

用大家都知道或关心的新闻大事作切入

点, 可以建立良好的接触, 让听众明白: 讲道者一

样关心世情, 是有血有肉的人; 而圣经上的话, 仍

然存有许多信息, 可以切中时弊, 直指人心, 应付

复杂多变的世局.  

 

若不是重大的事故或灾难, 则可以在开始

时以劝勉和鼓励的话, 凝聚听众的心灵. 

 

 例证一: 在引论中加上针对某个处境的安慰与

鼓励, 例如 2012 年, 美国康州发生一宗校园枪

击案, 26 人丧生, 其中 20 位是小孩. 在接下来

的主日, 赖若瀚没有改变他之前预备好的讲道

信息, 只在开始时说: “这些天, 我们心中都感

到哀伤. 在康州学

校中发生了枪击

事件 , 除了大人 , 

20 个无辜的可爱

孩子, 在一刹那间

就失去了生命, 相

信他们的父母都

在伤痛中. 我们要

特别为他们代祷.”  

 

简言之, 讲道之前

几天, 若遇到一些重大灾难, 可调整信息以针

对当前人心的惶惑和需要. 

 
 例证二: 眼睛是身上的器官, 但“能看见”是一

门艺术 

 赖若瀚曾应邀在某

感恩聚餐会上讲道, 

那天刚好是美国

911 灾难后的星期

天. 讲道放在当天

餐会的最后. 大家

都吃完饭, 听完事

工报告, 奉献也已

收妥了, 正是大家

想回家的时候 , 在

这段时间讲道, 实在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事实

上, 当晚大家根本没有心情吃饭. 同工在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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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引论的特征: 

1. 要切题 

2. 要合宜 

3. 要简短 

4. 要逗趣 

5. 要平实 

工报告时, 许多人大声讲话或交头接耳, 会场

嘈杂一片. 因此, 在上台之前, 赖若瀚便将引论

改动一下, 说:  

 

“有人说: 眼睛是人

身上的器官, 但能看

见是一门艺术. 许多

时候, 我们有眼无珠, 

加上我们心灵的眼

睛还未大开, 看不见

事情的真相. 在这次

美国纽约与华盛顿

等地发生的惨剧中, 许多生活在美国的人的心

眼都开了, 得以看见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 对

于我来说, 这次的灾难让我看见三件事情: 

a. 人性败坏: 人可以因为心里的仇恨, 而杀害

数以千计无辜的人. 

b. 生命短促: 有人早上去上班, 但未到中午就

不在人世了. 

c. 主耶稣快要再来了, 我们需要有所看见…” 

 

借此便引出尼希米所看见的、神所托付给他

的异象(尼 1:1-3).  

  

 

(四) 好引论的特征 
 

一个好的讲道引论通常会有以下的特征:  

 

(a) 要切题 
 

讲道的引论不能普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 

而必须量身订造, 与主题紧扣在一起. 就像订造

衣服. 赖若瀚讲了一个比喻. 他离开菲律宾的宣

道工场后 , 仍不时有机

会回去讲道; 因那里量

身订造西装比较便宜 . 

有一年到服装店做了一

套, 事隔四年, 再回去订

造另一套 , 发现腰围竟

增加了 2 吋半! 讲道的

引论也必须如此 . 时间

或处境改变 , 或会众当

中增加了许多新面孔 , 

便要斟酌现况 , 修改引

论. 太普遍的引论, 平淡无奇且搔不着痒处, 便不

能期盼它会产生应有的效果.   

 

 

(b) 要合宜 
 

有些讲员喜欢讲述经文的背景, 告诉大家

其他学者如何解释这段经文, 自己又为什么要选

讲这段经文等. 还有些传道者把引论看作是与朋

友叙旧的时间, 开始问候这人, 介绍那人, 然后一

段接一段地讲些有趣的笑话; 再嫌不够, 就加上

教会邀请他的过程, 自己预备讲道的辛苦, 之后

说些客套话、天气如何或最近遇见什么人物等. 

这些都是完全不必要或不相宜的. 讲道者是神的

代言人, 不同于一般的演说家. 

 

虽然中国人常说“礼多人不怪”, 但传道者

在讲台上不需要有太多的礼节, 也不要说太多客

气的话. 我们可以谦厚, 却不要自卑、自贬. 不要

说“自己其实训练不足, 原文又不懂”; 也不要说

“面对贵教会的主任牧师是神学博士, 在下实在

是班门弄斧”等. 

 

另外, 不要用上次讲道的主题作开场白, 

因为会众当中有些人上次没有来, 又或者有新朋

友, 他们会有遭排斥的感觉, 也会影响他们听下

去的心情. 上次的主题若与这次的主题不同, 又

何必重复提起呢? 

 

 

(c) 要简短 
 

不要在引论中绕圈子, 讲个没完. 引论最

好不要超过讲道时间的十分之一. 例如讲道时间

是 50 分钟, 那么引论不要超过 5 分钟. 正如不可

让访客站在门口太久, 而要快快请他进屋. 在一

般的餐厅中, 前菜出来之后, 得立刻上菜, 不能让

客人久等. 引论也应尽可能简短, 不要喧宾夺主. 

 

为什么有些讲道者的引论不能言简意赅, 

切中讲章的内容呢? 通常是因为时间观念薄弱, 

迫切感不足, 或内容散漫. 身上若只有一百元, 又

没有带信用卡, 就不该随心所欲地看见什么就买

什么, 必须节约, 更要分别出哪些是该优先购买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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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arson 

拉 森 ( 或 译 “ 拉 逊 ”, 

David Larson)说得好: “不需要

太长的跑道就能使飞机起飞

的传道人, 这人是有福的.”  

 

 

(d) 要逗趣 
 

引论可以用笑话吗? 当

然可以, 有个轻松的开始, 其实无妨, 但必须切题, 

而且在引入正题后就该严肃一点. 引论若是枯燥

无味、不着边际、平淡无奇, 就没有什么逗趣可

言. 有人讲完引论之后, 便发现听众并没有感到

有兴趣, 大势不妙, 难以收拾.  

 

千万不要用

老套的开场白. 例如: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又来临了…”, 或“光

阴 似 箭 , 日 月 如

梭… ”等都要避免. 

 

 

(e)  要平实 
 

平实是最佳和最稳妥的策略. 若没有把握

达到创新的果效, 或没有足够时间预备, 可以稳

扎稳打, 四平八稳地讲述引言. 上文说过, 语惊四

座的引论只会暂时带来高度的兴趣, 但过后若没

有清楚交代, 会弄巧反拙. 引论中不可作出不切

实际或无法完成的承诺. 同时要避免过分夸大, 

让人感到虚浮嚣张, 又不真诚. 

 

如果是客座讲员, 最好不要批评教会的影

音设备、敬拜的表现, 或弟兄姐妹没带圣经等. 

若真的发现问题, 可以在聚会后私下向负责人表

达, 不必在讲台上花讲道的时间来处理. 

 

 

(五) 预备引论可参考的流程 
 

最好将讲章的引论全部写下, 当然, 写下

来不是为了逐字逐句照读. 可以将引言背诵, 到

时自然地说出. 特别是开始的前几句话, 一定要

记住.  

 

流程可以根据讲章的进路来断定. 有演绎

式和归纳法两种. 演绎法可用一个现代的、与主

题有关的情况或故事引入, 预告信息的发展, 讲

述主题句子, 用疑问句作反问, 进一步呈现主题

的真确性, 运用转接句, 然后宣读经文.  

 

至于归纳法, 归纳式的进路可以在引言之

后, 直接转到宣读经文, 而主题句子的演绎和发

挥, 可以在讲述本论时再行建立. 

 

 

 

( II ) 题目 
 

 餐馆会将每道菜式冠以一个典雅悦耳的

名称, 如“香干肉丝”、“八宝填鸭”等, 借此吸引食

客点选. 餐馆的菜单列出所有名称, 可以令人对

菜式发挥美妙的想象, 看着想着都是一种享受. 

菜单上当然不能笼统又直接地说“鱼”、“牛”、

“鸡”、“鸭”等, 这样既不能提高食欲, 又让食客不

知如何选择. 

 

 有些中国餐馆

为了招来顾客, 会创出

一些逗笑、悬疑或别

具一格的菜名 . 例如

“母女相会”是黄豆炒

黄豆芽; “绝代双椒”是

青辣椒与红辣椒 ; “青

龙过海”是一碗清汤 , 

上面飘着一截青葱等.  

 

 你的讲道题目也必须花些心思去构想. 请

问你的讲道题目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吗?  

 

 

(一) 题目的意义 
 

在最初选定经文的时候, 讲道者应该已订

好讲道的目的. 但预备到最后, 还须选取一个美

观典雅的题目, 才算大功告成. 题目是讲道者在

宣讲前给听众的提示和预告, 用以刺激他们的情

绪, 并激发他们对神话语的渴慕, 对信息产生好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1 

   

《家信》: 第 131 期 (2021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Charles R. Swindoll 

奇和渴慕. 听众对讲道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

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题目的吸引力不够. 

 

 

(a) 定义 
 

所谓“题

目”, 就是替讲

章命名 . 它是

用来吸引人注

意的标题. 

 

 

(b) 题目与主题不同 
 

“主题”通常是一个简单句, 能表明整篇讲

道的中心思想. 而“题目”仅是个片语, 不是完整的

句子. 两者天生就不相同. 

 

题目不是预备讲章时的指南, 有时候题目

正巧与主题揭示相同重点, 然而, 题目不一定与

讲道的主题有直接的关系, 但它必定会带入讲章

的主题. 

 

 

(二) 题目的重要 
 

(a) 心理预备 
 

讲道题目有含蓄的提示, 在心理上可预备

听众听讲. 不过, 不要让人从题目中被挑起过高

的期望. 不要为了“语惊四座”而在题目的设计上

作出一些不能兑现的情况, 例如用“全面研究”或

“整全认识”等, 或用“你愿意毫无忧虑的生活吗?” 

 

司 蕴 道 (Charles 

Swindoll)说: “选取题目的

时候, 不要承诺过多, 也不

要投放太少. 我曾把题目

定的太重, 反而把信息比

下去. 这驱使我回去重订

题目, 改进观点, 寻找更合

适的例证, 作更好的结语, 

从而订出更适切的题目 . 

无论如何, 不要让题目喧宾夺主, 成了讲章中最

耀眼的部分.”  

 

(b) 引发兴趣 
 

题目在讲道前给听众预告, 虽然只有寥寥

几个字, 却提高人对讲道内容的兴趣, 可收事半

功倍之效. 而兴趣有高雅与低俗的分别, 凡有暗

示低俗兴趣的都不宜采用. 

 

题目不应哗众取宠, 名不副实. 但独具匠

心, 别出心栽的讲题必能使听众“灵耳打开”, 准备

洗耳恭听.  

 

(c) 对外宣传 
 

许多教会把讲道的题目张贴在壁报板或

布告栏, 或登在教会简讯上, 借以宣传. 一些系列

性的讲道, 若是预先宣传, 更能产生广告的效用. 

若要达到宣传的目的, 讲题必须具有创意和启发

性, 并能挑起兴趣, 甚至能引发想象力与好奇心. 

如同我们看报章、看电影或购买书籍, 许多时候

都受题目吸引. 又正如商人布置橱窗, 目的就是

使人被吸引进入店内浏览采购. 

 

有传道者不愿意在主日讲道表上事先刊

登讲题, 因为要让圣灵随时感动他可以讲别的题

目. 然而, 圣灵同时可以早一阵子就感动人讲什

么, 不必等到最后一分钟. 

 

 

(三) 好题目的特征 
 

为讲章定题目, 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这时代的人每日接触数以百计的不同广告信息, 

深受它们的影响. 设计讲道的题目也要别出心裁, 

才能脱颖而出, 加深印象. 

 

(a) 配合主题 
 

题目与经文可以有密切关系, 许多好题目

是从经文而出, 或是将经文稍作改动而得. 不要

设计一些与讲章主题完全无关的题目. 

 

有些经文本身带有悬疑性, 适合采用. 例

如“骆驼穿过针眼”(太 19:16-26; 尤参 24 节)、“下

雪天坑里的狮子”(撒下 23:20-23, 尤参 20 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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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与家: 

1. 雅各在家 

2. 雅各离家 

3. 雅各成家 

4. 雅各忧家 

5. 雅各回家 

6. 雅各分家 

7. 雅各归家 

其他例证有: “如鹰展翅”(赛 40:31); “趁着

白日”(约 9:1-5); “无伪之信”(提后 1:3-7); “那九个

在哪里?”(路 17:17); “我岂能不爱惜呢?”(拿 4:1-

11); “谁是智慧人?”(雅 3:13-18); “外衣、书、皮

卷”(提后 4:13)等. 

 

虽然可以直接采用圣经经文作题目, 但也

要花一点心思, 想想该用哪个句子. 免得太单调

陈旧, 缺乏新意; 又或者题不对文、词不达意, 反

而带来反效果. 

 

 

(b) 简短清楚 
 

题目不要用长句, 因为简短就是力量. 除

非是例外情况, 否则题目不要多于八个字. 若是

真有需要, 可以在题目下加设副题.   

 

 好的题目具备一种张力: 既要清楚, 让人

一看就懂; 又不一语道破, 表露无遗. 要经常问自

己: “若是不加任何解释, 这个讲题够简短清晰

吗?” 此外 , “它是否给人存留一些想象的空间

呢?” 简之, 要简短清楚同时留下悬疑或想象空间. 

 

 有一系列的讲道专题, 其中四堂的讲题十

分清楚简短, 分别是: “生之乐”、“老之福”、“病

之思”、“死之安”. 其他例证如: “寻寻觅觅”(太

7:7-11); “天梯”(约 1:51; 创 28:12); “种与收”(创

29:14-29)等. 

  

 

(c) 雅俗共赏 
 

题目要雅俗共赏, 不过分深奥, 也不失优

雅, 具备含蓄的美感, 能给人留下好印象. 例如:  

1) “无声天籁  —  此曲只应天上有”(诗 19:1-6) 

2) “非卖品  —  救恩”(弗 2:8-9) 

3) “月夜感怀”(诗 8:1-9) 

4) “湖边的早餐”(约 21:1-19) 

5) “让房子变成家”(诗 127:1-5) 

 

特别雅致的题目可遇不可求, 有时候在讲

道完毕后, 才出现一些好主意, 可以记下留待日

后再用. 赖若瀚曾多次讲提摩太后书 4 章 6-8 节. 

先是以“得胜的凯歌”为题, 后来发现这题目太多

人使用, 故改用“求保晚节”. 不过, 这题目比较适

合中年以上的人, 最后再改成“画下生命完美句

号”.  

 

有时候, 某个题目已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意

义, 用时就要特别小心. 例如以“心心相印”传讲有

关召会(教会)的合一, 立意虽佳, 但不免让人想到

别处, 所以不宜使用. 

 

除非特殊情况, 否则最好不要采用带有负

面意思的讲道题目. 例如以“你们去死吧!”来说明

舍己、背十架跟从主, 虽然意思清楚直接, 但有

些人心中排斥、忌讳, 一下子不能接受. 即或用

“死路一条!”来说明基督徒要走的路是“与基督同

死”, 但这题目同样是太直接, 既触人霉头, 也缺

乏含蓄的美感. 

 

其他雅俗共赏的题目如: 

1) “从哀歌到凯歌”(哈 1:1-6, 12-14; 2:1-4; 3:16-19) 

2) “飞越洪涛”(太 14:22-33) 

3) “深知所信, 深信所知”(提后 1:12) 

4) “双重身分”(彼前 1:1-2) 

5) “人间有望”(传 9:1-10) 

6) “提升逆境的反弹力”(帖前 2:1-8)  

 

 

(d) 要现代化 
 

题目除了要针对

听众思想的路线, 满足他

们的需要, 也要具有现代

感. 一些历史性与研究性

的题目如: “古列王的诏

书”、“艾城的失败”、

“大卫之约”等, 因距离听

众甚远, 不适合使用. 

 

有个讲解雅各生

平的系列 , 用 “雅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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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雅各离家”、“雅各成家”、“雅各忧家”、

“雅各回家”、“雅各分家”、“雅各归家”等题目作

系列的分题 , 用意甚佳 , 

但讲员当注意题目本身

应该切入现代会众(听众)

的处境.  

 

 马大的忙乱心情 , 

若用现代化的题目“忙、

茫、盲”(路 10:38-42)来

说明, 让人立刻就能认同, 

并有谐音的力量, 难以忘

怀. 其他例证如:  

 

1) “五饼二鱼神迹的重演”(太 14:13-21) 

2) “灵歌与天籁”(路 1:46-56; 2:8-14) 

3) “疲惫旅客的指引”(创 28:10-22) 

4) “踏上信心征途”(书 3:1–4:24) 

5) “宗教味与人情味”(路 6:1-11) 

6) “等的艺术”(诗 62 篇) 

7) “致富之道”(启 3:14-22) 

 

 

(e) 活泼新鲜 
 

题目应避免陈腔滥调, 也不可过分死板; 

不要囿于(受困于)古老俗套, 尽量少用没有新意

的题目. 例如: “被圣灵充满”、“喜乐的心乃是良

药”等, 因它已经被人用得太多了, 没有新意. 讲

员须花一点心思重新设计并改进平淡的题目. 

 

例如要讲述“如何系列”, 不必在每个题目

前加上“如何”, 变成“如何作孝顺父母的儿女”、

“如何作丈夫”、“如何教导孩子成长”、“如何明

白神的旨意”、“如何运用恩赐”等, 这些题目都十

分平淡, 应该改写. 

 

 有一次, 赖若瀚要负责讲四堂的“圣经与

应用”讲座, 其实是讲“如何应用圣经的信息”. 在

初次讲这四堂的时候, 

题目分别是:  

1) “应用的重要” 

2) “应用的危机” 

3) “应用的模式” 

4) “从原则到细节” 

后来, 赖若瀚将它们改动, 分别成为: 

1) “我明白了, 那又怎样?” 

2) “谁说你的应用最合圣经呢?” 

3) “搭桥、掘隧道?” 

4) “大处着眼, 小处运用” 

 

上一代著名牧者黄原素曾用“一页家庭糊

涂史”讲述创世记 27 章以撒和利百加的一家, 题

目十分活泼新鲜. 用“小心 A 货(冒牌货)!”来讲述

加拉太人离弃纯正的福音(加 1:1-9), 这题目比

“慎防异端”更具吸引力. 用“穷得只剩下钱”来讲

路加福音 12 章 13-21 节, 这比“无知的财主”更为

新鲜.  

 

其他活泼新鲜题目的例证如 : “赶快让

座”(启 4:1-11); “走为下策”(约拿书 1 章); “最佳

驭马术”(雅 3:1-12)等. 

 

 

(f) 含蓄悬疑 
 

选题要具有含蓄与悬疑性, 若能带有诗意

更佳, 让人可以产生一些想象. 这需要从别人没

有想象到的角度切入. 

 

例如 , 用“牧人

是超人?”来讲提摩太

前书 3 章 1-13 节所列

出对长老/监督的要求, 

这样的题目富有悬疑

性 . 因为“牧人”与“超

人”是不协调的观念 , 

放在一起, 会产生悬疑性的张力. 

 

其他例证如: “你看见什么?”(王下 8:8-23); 

“布衣? 盔甲?”(撒上 17:1-54); “布内乾坤”(徒

10:1-23); “失败乃成功之子”(太 16:21-28); “含冤

莫白”(诗篇 140 篇)等.   

 

 

结语 
 

 罗宾森(Haddon Robinson)曾说: “讲员有三

种类型: 其一是你不想听下去的, 其二是你可以

听下去的, 最后是你必须听下去的. 在你讲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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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时, 会众通常已能断定你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

讲员.” 这一番话道出引论的重要性. 

 

至于题目, 赖若瀚贴切表示: “我们不能单

以一本书或一出电影的题目来断定作品的好坏, 

因为好的题目, 不一定有可以与它匹配的内容. 

讲道亦然. 但是第一印象是难以磨灭的, 这也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设计题目尤为重要.”129 

 

 对于初学讲道者, 赖若瀚鼓励道: “初学讲

道者若觉得新颖独特的题目难寻, 搜索枯肠仍不

得要领, 就不必刻意花太多时间去找, 可以采用

简单的、直接的、平实的题目. 假以时日, 设计

题目将会容易得心应手.”  

 

 让我们以沈保罗的一番话作为结束: “关

于讲章的小引(引言), 有说

不完的道理. 若是深信‘开

头好, 就已成功了一半’的

常谈, 那写小引当与写讲章

的主题与内容一样的用功, 

为着我们事奉的是万王之

王、万主之主, 岂不应将最

好的献给祂? 同时, 我们所

牧养的羊群多半一周只听

一次道, 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应付?”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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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32 

                                                           
129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358 页. 
130   沈保罗著, 《释经讲道回忆录》(香港九龙: 宣道出

版社, 2009 年三版), 第 376-377 页.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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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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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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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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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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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同上引, 第 439 页.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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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   
 

千禧年统治的再思 与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A) 千禧年统治的再思 
 

我们对王权(kingship)与王的统治(reigning)

的认识, 是靠我们在历史上所了解的. 只有在所

罗门的统治下, 我们读到“四围平安, 没有仇敌, 

没有灾祸”(王上 5:4). 可惜这样的光景只是短暂

的, 但它成为所罗门和他王国荣耀的一部分, 也

使所罗门成为基督的预表, 预示基督是“和平之

君”(赛 9:6). 

 

世界历史上每一个其他国度的统治, 都包

含征服内在的邪恶与战胜外在的敌人. 每一个国

度的成立都需要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敌对的势

力, 并建立起法律来维持秩序, 以此确保国家能

够独立, 享有自由.  

 

同样地 , 我们

主的国度也必须具有

这样的特征 . 在十架

上 , 主耶稣战胜和败

坏了魔鬼和他邪恶的

工作. 与此同时, 我们

的主并没行使祂的权

柄 , 而是按照父神永

恒的计划 , 允许撒但

作为世界的王继续进

行他的工作 , 至终把

不法的事推向高峰.     

 

尽管如此, 主耶稣现今手握“天上地下所

有的权柄”(太 28:18), 因此, 撒但也在祂手的掌控

之中. 即使仇敌撒但再猖狂, 也不能越过主所准

许的范围. 智慧全能的主使用撒但的敌意, 来赐

福祂的子民, 正如约伯或保罗的例子所显示的(约

伯记 1-2 章及 42 章), 而保罗有一根刺加在他的

肉体上, “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他(林后 12:7).  

 

当时候近了, 在父神

宝座右边的主耶稣将从祂

的位上起来, 在大能力和大

荣耀中显现, 显为“那独有

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

主”(提前 6:15). 跟随祂进

入祂国度的, 将是那些复活

和得荣耀的众圣徒.  

 

按照旧约的诸多预言, 主耶稣身为人子, 

祂国度所管治的范围首先是“雅各家”, 而祂的统

治也将大大扩展, 直到全地都充满祂的荣耀. 整

篇的诗篇 72 篇就是述说这方面的事(例如诗篇

72:8, 11, 17, 19: “祂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诸王都要叩拜祂; 万国都要事

奉祂… 人要因祂蒙福; 万国要称祂有福… 愿祂

的荣耀充满全地”).  

 

我们已大略

看过基督在千禧年

作王统治下所带来

的和平、荣耀和福

气. 在那段时期, 公

义不再被压制 , 反

而如日东升 , 大放

光芒 ; 那承受地土

的不是高傲之人 , 

而是温柔的人 (太

5:5). 在这一千年的

天国时代 , 虽然全

地充满祂的荣耀 , 

但不是所有人都真正归信 . 要等到现今世界被

“新天新地”取代后, 才能见到一个真正重生崭新

的世界(启示录 21-22 章). 

 

我们将要看到人性的败坏, 虽然在这一千

年中, 人们不再受到撒但的邪恶影响, 并且处在

恩典的约束和公义的指导下, 而主的荣耀如夏日

阳光照耀, 在如此美好的环境下, 人性依然没有

改变. 人在撒但的迷惑下(注: 撒但在一千年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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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释放出来, 启 20:7), 竟然信从他的谎言, 归在他

的旗下, 跟从他的带领, 去违抗天上的至大者.  

 

在那一千年的千禧年国度里, 恩典临到以

色列所有的后代和外邦列国的众人, 很多人都是

真诚与甘心顺服主的治理, 但不是全部的人. 这

点可从诗篇 66:3 和 81:15 获得证实, 在这两处经

文, 其英文 submit 一词(注:《和合本》译作“投

降”)在一些译本的旁注是 yield feigned obedience 

(给于假装的顺服). 换言之, 他们的顺服是出于压

力或政策的需要, 而非出自悔改的心. 就是这些

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指在千禧年国才出生的新一

代), 一旦撒但从无底坑被释放, 脱离一千年的捆

绑后, 上述这些人很快就接受了撒但的迷惑. 

 

有者宣称这

最 终 的 离 经 背 道

(apostasy), 以及过后

神从天降下审判烧

灭背叛者, 这一切都

证明人子的千禧年

国(因着人性的罪恶)

仍是“一个巨大的失

败”(a gigantic failure). 

它证明了人真的是

“无可救药的堕落”, 

至终永远地说明亚当的后代无药可救, 除非成为

新造的人(参  林后 5:17)134   —  “你们必须重

生”(约 3:7),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 然而, 这一切都

在神最初的计划中, 是成就神永恒旨意的方案
(the scheme of the eternal counsels of God).   

 

 人子要如此作王统治, 直到每一个仇敌都

被征服. 祂作王统治的目的将会达到. 借着神之

羔羊的伟大救赎工作, 神的恩典必然凯旋, 祂的

能力必然得胜. 最终的白色大宝座将会显露每一

个邪恶之源, 并为永恒的境界(eternal state, 或译

“永恒的国度”)铺路, 引进“新天新地”(启 21:1).135 

在这永恒的境界里, “公义”不再遭受压制, 也不单

                                                           
134   林后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 , 他就是新造的人

(KJV、NASB 译作 new creature ; 另一些译本如 Darby、

NKJV、NIV 译作 new creation),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135   启 21: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

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占尽优势, 而是安定与安详地“居住在其中”(彼后

3:13),136 如在永恒之家一般的安息. 

 

 就在千禧年结束时发生了彼得所说的大

火灾(conflagration):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

样. 那日, 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

火销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后 3:10); 

彼得又说: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 你们为人

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

到. 在那日, 天被火烧就销化了, 有形质的都要被

烈火熔化. 但我们照祂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

义居在其中”(彼后 3:11-13).     

  

 论到这段时间, 彼得提到“主的日子”, 这

“日子”不是一天 24 小时的日子, 而是如第 8 节所

解释的 ,137  是长达一

千年的一段时期, 而

我们从其他经文得知, 

天地最终被火烧而销

化一事, 不是发生在

这一千年时期 (即千

禧年)的开始, 而是在

这时期的结束. 

 

 近期有人提出

一个看法, 说“那一千

年后(即一千年的天国时代或千禧年国之后), 将

会有另一个时代(dispensation); 在这虽不确定多

久但会更长的时期, 主耶稣将以人子身份作王统

治, 并在这段时期结束时, 祂会辞去所委托的权

柄  —  从祂国的宝座上让位, 并把国权交给父神,  

此事过后, “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祂的

(就是服在父神之下), 叫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

主”(林前 15:28). 

 

 虽然这看法提出许多值得思考和具批判

性的聪明论点, 一些富有思想的圣经学生也接受

了它, 但对我们而言, 有关这题目的重要经文, 即 

林前 15:23-28, 并不留余地给上述这样的时代, 换

                                                           
136   彼后 3:13: “但我们照祂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

义居(dwells)在其中”【注: “居”一词的希腊文是 katoikeô 
{G:2730}, 有“定居、安居”之意】 
137   彼后 3:8: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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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 那处于“千年(天国时代)”结束与“永恒境

界”之间的时代并不存在. 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 

 

 林前15:23: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 在祂来的时候, 是

那些属基督的.  

 林前15:24:  再后, 末期到了, 那时(when)基督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

了, 就(when)把国交与父神.  

 林前15:25: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等(till)神把

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林前15:26:  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林前15:27:  因为经上说: ‘神叫万物都服在祂

的脚下.’ 既说万物都服了祂, 明显那叫万物

服祂的, 不在其内了. 

 林前15:28:  万物既

(when)服了祂 [或译 : 

当(when)万物服了祂], 

那时 (then)子也要自

己服那叫万物服祂的, 

叫神(指父神)在万物

之上, 为万物之主. 

 

显然易见的是, “把

国交给父神”这件事是发

生在“基督既将一切(指敌

对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 都毁灭了”之后

(参 林前 15:24), 而人子主耶稣必须作王统治直

到那个时候, 等到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正如 林前 15:25 所说的), 而最后要做的事就是

毁灭死亡(林前 15:26), 使到罪不再玷污、死不再

威胁新的创造了(指新天新地). “万物既服了祂, 

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祂的, 叫神在万物

之上, 为万物之主”(林前 15:28). 

 

在 我

们看来, 第 24

节 的 两 次

“when”( 译作

“ 那 时 ” 和

“就”), 第 25

节的 “till”(译

作“等”), 以及第 28 节的“when”和“then”(译作

“既”和“那时”)都是清楚明确地指向同一段时期, 

结论就是: 都是同一段过渡期  —  即在“千禧年

结束”与“永恒荣美新创造[新天新地]的开始”.

【换言之, 那处于“千禧年(天国时代)”结束与“永

恒境界”之间的另一个时代并不存在】 

 

 这是何等的有福, 何其的荣耀, 远远超越

我们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境界! 远远超越一切普通

的王权和治理之观念! 在这永恒的境界与状态中, 

作为人子的基督不再需要那审判、刑罚和治理

的帝王权威. 圣父、圣子、圣灵这位“三一神”同

在所带来的满溢福气, 将会确保这新的创造(新天

新地)永远处于完美的秩序. 

 

     那位永远都是神与人的圣子耶稣基督, 

和那在永世里与祂同在的召会, 将是那荣耀的永

恒国度之管理者, 而基督和召会也将服在父神之

下, 使父神成为万有的主(参 林前 15:28). 

 

 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是新造的人(林

后 5:17). 他们不仅盼望和等候圣子从天再来, 得

以在祂再临时获得蒙福的改变; 更是盼望得着新

天新地的永恒福气. 到了那时, 以前一切不好的

事都不再被记念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

21:4), “一切都更新了”(启 21:5)】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

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摘, 安

然见主.” (彼后 3:14)138  

 

                                                           
138   上文(A 项)编译自 “The Millennial Reign”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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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18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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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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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在启示录 20 章里, 有两个无限重要的词

语凸显而出, 那就是“头一次的复活”(也可译作: 

“第一类的复活”,139 启 20:5)和“第二次的死”(也

可译作“第二类的死”, 启 20:14). 圣经特别强调: 

“在头一次复活(更正确译作: 第一类复活)有分的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

柄. 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

作王一千年”(启 20:6)  

 

这好像神刻意不重视“第一次的死”, 即肉

身的死【注: 启示录第 20 章整章都没提到第一

次的死或第一类的死】, 也不太重视第二类的复

活, 即“复活定罪”(约 5:29)【注: 启示录第 20 章

整章都没提到第二次的复活或第二类的复活】. 

这两个事件(指第一类的死和第二类的复活)纵然

重要, 但相比之下, 就远远比不上第一类的复活

和第二类的死. 因为在第一类复活有分的, 是“有

福了, 圣洁了!”(启 20:6). 他们不会有分于“定罪

的复活”, 不会站在神面前接受刑罚.  

 

让我们再次强调 , 这个定罪的审判是给

“死了的人”(启 20:12: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

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

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

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注: 在白色大

宝座时, 所有信主得救之人早已复活, 都是活着

的, 没有任何得救者是死人; 换言之, 白色大宝座

的审判不是给信主得救之人】. 阴间和海要交出

其中的死人, 让他们站在神面前受审判(启 20:13). 

谁是这里所谓“已死的人”呢?  

 

在此刻的一千年以前, 那些为神作见证而

被敌基督所杀的人(特指“灾难圣徒”), 已经从死

里复活, 与基督同得荣耀了(启 20:4). 此外, 当基

督与祂众使徒(指召会)再临时(指在千禧年国开

始之前, 基督同众使徒而来), 祂已胜过阴间和坟

墓的权势, 所有圣徒(特指“旧约圣徒”)都会复活, 

没有人留在坟墓作为撒但权势的战利品(参 但
12:1-2). 

                                                           
139   有关“头一次的复活”(或更正确译作“第一类的复

活”),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12/圣经中

论到几种复活-这些复活在何时发生/ . 

过后, 在一千年的千禧年国(天国时代), 地

上会有人受神审判而死, “…百岁死的仍算孩童, 

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赛 65:20). 我们在圣

经中没有读到任何选民(the elect)会经历启示录

20:14 所谓的死(指第二次的死); 反之, 他们进入

生命, 即使之前他们瘸腿或残废了, 他们会进入

永生, 活在地上(比较 太 18:8 和 25:46).140 他们将

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太 25:34).  

 

那么, 这些在 启 20:11-15 所谓的“死人”到

底是谁? 请问你能指出在这一大群的复活者当中, 

有一个是信主得救的人吗? 这个复活是复活受审  

—  按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启 20:13). 若是按行

为受审判, 有谁能站立得住呢? 有谁能不被定罪

呢? “求你不要审问仆人; 因为在祢面前, 凡活着

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诗 143:2).  

 

这审判的宝座(白色大宝座)的描述, 也与

上述看法完全相符 . 之前曾有一个“施恩的宝

座”(来 4:16), 在那里, 怜悯向审判夸胜(雅 2:13; 

指神施怜悯, 胜过执行审判). 那有血洒在其上的

“施恩座”(mercy-seat)正是预示这施恩的宝座. 在

以赛亚书第 6 章, 我们读到主耶和华坐在高高的

宝座上(赛 6:1); 但它是在圣殿里, 在它面前有个

祭坛, 对于有罪之人, 这将述说神赐恩典、怜悯

和平安. 

 

在启示录第 4 章, 

那里也有个宝座, 从它

发出闪电、声音、雷轰

(启 4:5); 在这宝座四围

有虹围绕着(启 4:3: “又

有虹围着宝座, 好像绿

宝石”). 对这被罪摧残

的世界来说, 虹象征那

确定和立约之怜悯(sure 

and covenant mercy).  

 

但在启示录 20 章, 在世界历史结束的时

刻, 出现一个“白色大宝座”. 那里没有宝血, 没有

                                                           
140   太 18:8: “倘若你一只手, 或是一只脚, 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你缺一只手, 或是一只脚, 进入永生, 强如有

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 太 25: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12/圣经中论到几种复活-这些复活在何时发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12/圣经中论到几种复活-这些复活在何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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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 没有虹; 坐在宝座上的是圣子, 因为父神把

“审判的事全交与子”(约 5:22). “从祂面前, 天地

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启 20:11); 没有任何遮

蔽物, 也没有任何避难所, 能避开这可怕的一幕. 

神登上这宝座, 要执行严格以及毫无怜悯的永远

审判; 而罪人会站着被神揭露他一切的罪疚、污

秽和黑暗, 这与神那白色大宝座的耀眼洁白成为

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他们在公义审判下被定罪, 

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 20:15).  

 

这是一切没被基督宝血所洁净之人无可

避免的悲剧. 那些“胆怯的、不信

的”, 以及“可憎的、杀人的”, 都

会在火湖里; 无论是卑微的或伟

大的、富有的或贫穷的、年青的

或年老的, 将遭受那不死之虫所

咬、不灭之火所烧的痛苦. 

 

这样的前景是惨不忍睹的. 

难怪在这充满撒但势力和诡计的末世里, 有些人

广泛声称这第二次的死是整个人的灵魂被消灭

(annihilation), 或说遭受这审判的人是无意识

的、没有知觉的(unconscious); 另有一些人声称, 

人从这第二次的死出来后, 会有一个荣耀的出口

进入永生. 我们不难明白为何这类理论会受“那

些不愿降服在神的启示之人”所欢迎(注: 异端教

派如“耶和华见证人”就相信这类的“灵魂消失

论”),141 这些人甚至提出表面上看似可能的论点, 

即宣称这样的看法是在高举神的怜悯.  

 

我们肯定的, 神若有意为不信者存留一丝

的希望, 那么, 祂绝不会采用祂在此课题上的强

烈语词. 愿神的儿女们在心思上清楚知道这一点: 

不信者将在硫磺火湖里有意识的存在, 且是直到

永永远远. 这个观念绝不是出于人想象的虚构故

事, 而是神在祂自己话语中的清楚启示, 这是全

然公义之神对不敬虔之人的必然审判.  

 

本文的篇幅有限, 无法详细讨论所有用来

引证“非永远审判”的论点. 但我们足以证明启示

录 20:13-15 的审判不可能是“无意识的刑罚” 

(unconscious punishment), 因为 太 25:46 中“永刑”

                                                           
141   有关这方面, 请参“耶和华见证人(三)”, 网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耶和华见证人三/ . 

的“刑”(punishment)一词(其希腊原文是  kolasis 

{G:2851}), 与  约壹 4:18 的“torment”(意即“苦

恼、痛苦”, 中文译作“刑罚”)是同样的字, 所以不

能指受罚者是没有意识的. 

 

此外, 受刑罚的时期不能指一段有限的时

间, 因为 启 14:11 和 启 20:10 中被扔在火湖里的

(众人和魔鬼)是“直到永永远远”(KJV: for ever 

and ever), 而“永永远远”这词语所表达的, 是没有

时限的, 是毫无止境的; 另一个无可置疑的证据

是, 在整本启示录中, 这同样的词语(即 for ever 

and ever, 永永远远)被用来指神的

生命之无限(指神是那位“活到永

永远远者”, 请参  启 4:9;  5:14;  

10:6;  15:7).142 【若把“永永远远”

这词语强解为“是有时限的”, 那神

的生命岂不是也变成 “有时限

的”?】 

 

圣经说: “死后且有审判”(来 9:27). 有许多

人可以勇敢地面对火山口  —  毫不畏惧地与死

亡面对面; 但有谁可以如此勇敢和平静地思考来

到神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面前之可怕情景, 而不求

神再给他一次机会呢? 但一切已经太迟了! 

 

那些信靠主耶稣的人, 他们罪的审判已经

过去了, 已落在十架上的基督身上(注: 在十架上, 

主耶稣基督已代替我们承受神对罪的审判 , 约

1:29; 赛 53:4-6).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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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24).143                                          (文接下期) 

                                                           
142   启 4:9: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

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启 5:14: “四活物就

说: ‘阿们!’ 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注: 《多数文本》里有这

一段: “…俯伏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者”】”; 启 10:6: “指着

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 地和地上之物, 海和海中之物, 直活
到永永远远的, 起誓说: ‘不再有时日了(或作: 不再耽延了)”;  

启 15:7: “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

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 
143   上文(B 项)编译自 “And I Saw the Dead, Small and 

Great, Stand before the Throne” (Chapter 21), 载  J.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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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414-417 页. 这部分的文

章取自考德威尔 (John R. Caldwell) 所著的 “ 将来的

事”(Things to Come)之系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耶和华见证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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