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基督是绊脚石、 

房角石与撞击石  
 

圣经常用“石”来指弥赛亚(耶稣基督)本身和

祂的工作. 它描述基督如石一般, 坚硬有力、稳固可

靠. 首次提及是在 创 49:24: “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 以
色列的磐石, 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弥赛亚不仅是以色

列的牧者, 更是以色列的磐石, 坚固可靠. 

 

在以赛亚书,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在锡

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

基, 宝贵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赛 28:16). 使

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 就引述这节经文来比喻耶稣基

督: “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

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

成为灵宫, … 看哪, 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

放在锡安; 信靠祂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 祂在你们

信的人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

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参 彼前 2:4-7). 

 

 大约两千年前, 主耶稣基督来到祂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指以色列人或犹太国民)却不接受祂. 他们

只看到祂家境贫穷, 身份卑微, 因而藐视祂、弃绝祂. 

结果, 对以色列国而言, 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绊脚
石”(stumbling stone). 圣经也早已言明此事, “祂(指主

耶稣)必作为圣所, 却向以色列两家作绊脚的石头, 跌
人的磐石… ” (赛 8:14; 也参 彼前 2:8).   

 

 在耶稣基督降生数百年前, 诗篇预言祂虽被犹

太领袖拒绝, 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 “匠人所弃的石

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诗 118:22). 因此, 对召会

而言, 主耶稣基督成为“房角石”(chief corner stone), 

借着这房角的奠基大石, 信徒如建筑物一般, 被建造

成为主的圣殿  —  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弗 2:20-21).  

 

 当今世界恶人当道, 罪恶横行, 甚至在末世的

七年灾难中, 大罪人(敌基督)将要在地上建立他的邪

恶国度, 掌控世人. 然而, 有一日, 主耶稣将荣耀再临, 

并粉碎那由外邦势力联合组成的敌基督帝国, 如但以

理书所预言的, “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

半泥的脚上, 把脚砸碎, 于是金、银、铜、铁、泥都

一同砸得粉碎”(但 2:44-45). 因此, 对外邦势力而言, 

主耶稣基督成为“撞击石”(smiting stone), 撞击并粉碎

敌基督的邪恶帝国, 以建立属祂的圣洁天国  —  由天

在地上统治的千年国度. 为此, 我们感谢赞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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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亚伦重要的介入 

和亚伦发芽的杖 
(民 16:41-50; 17:1-13) 

 
 

(A) 序言 
 

“唯独靠着祭司职分(Priesthood), 人才能与

神同行, 经过旷野路!” 此乃约翰·达秘(John N. 

Darby)对民数记 16 章一针见血的评述. 当利未的

曾孙可拉率领群众反叛摩西和

亚伦的领导权时, 我们看见神

的审判临到这些叛逆之人, 地

开了口, 把他们活活吞下, “又

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

了那献香的二百五十个人”(民

16:31-35). 过后, 以色列全会众

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 攻击他

们, 神的荣光显现, 要用瘟疫灭绝会众时, 大祭司

亚伦为百姓献香赎罪, 才止住了瘟疫的蔓延(民

16:41-50). “就是靠着祭司职分,” 达秘写道, “即百

姓所藐视的祭司职分, 它被神赋予权柄, 来治理

反叛的百姓. 同样的, 靠着充满恩典和良善的祭

司基督, 我们得蒙带领经过人生的旷野.”1 现在就

让我们从预表(type)2的观点, 来思考主耶稣基督

这位尊荣的大祭司, 并祂为我们所成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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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278-279页.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人物、事件、物件或

制度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旧约

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个人物、事

件、物件或制度(俗称“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

关系也可喻为“影像 /影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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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亚伦的介入所预表的基督 (民 16:41-50) 
 

亚伦曾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民 16:48), 为

神的子民作赎罪的工作. 此事乃是亚伦关键性的

介入之背景; 此事件亦是新约犹大书提到的“可

拉的背叛”(犹 1:11).  

 

亚伦被赐予大祭司的尊贵地位, 但这点遭

到一些人的妒忌, 结果以色列营中发生可怕的谋

叛. 带领叛乱的领袖名叫可拉(Korah), 而他的家

族享有扛抬圣所金器的特权. 可悲的是, 离经背

道(apostasy)往往来自宗教领袖. 可拉和他的跟随

者其实是反叛神对亚伦的拣选. 摩西很有智慧, 

他不试图为自己辩护, 而是把此事带到主面前. 

离经背道的事常常试图攻击基督至高无上的权

柄, 所以最好是把其后果全交给神.  

 

神的审判是可怕和严肃

的. 为了显明祂的审判, 耶和华

做了一件新奇的事, 就是叫他们

脚下的地大大开口, 他们和一切

属他们的都活活地坠落阴间(民

16:31-33). 深感神审判的可畏 , 

所有以色列人四处逃跑, 因害怕

地会再次张口把他们吞下. 可拉

和跟随他的人给了我们一个警戒, 关于永远审判

的真实性. 尽管在这

种情况下, 主仍然施

恩怜悯. “然而, 可拉

的众子没有死亡”(民

26:11), 不仅如此, 他

们过后还蒙保守, 能

向神赞美, 并在神的家中看门(诗 84:10).3      

 

在地活吞可拉一党的次日, 全会众向主表

露心中的不满或敌意, 他们向摩西和亚伦埋怨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民 16:41). 摩西和亚

伦明白神有权利再次施行审判, 但他们求神怜悯. 

在没有任何律法作为前提的保护下, 摩西吩咐亚

伦拿着他的香炉, 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 又加上

香, 快快带到会众那里, 为他们赎罪(民 16:46).   

                                                           
3   诗 84: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 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 值得留意

的是, 诗篇 84 篇是“可拉后裔的诗”(参 诗 84:1).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表简介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表简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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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民 16:48), 为他

们赎罪. 这正是主耶稣基督的卓越预表. 虽然审

判已经倾倒而下, 但在亚伦的介入和代祷之下, 

结果“怜悯”获胜了! 这点完美地阐明一项真理, 

“只是罪在那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

王叫人死; 照样, 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叫人因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 5:20-21).   

 
 

(C) 亚伦的杖所预表的基督 (民 17:1-13; 来 9:1-5) 
 

可拉和其跟随者的叛变, 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神清楚无疑地确立祂所拣选的祭司. 我们看见

亚伦虽是被人藐视、遭人拒绝, 但在神主权的恩

典(sovereign grace)之下, 神使用他来拯救人脱离

神的可怕审判. 亚伦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 这点

预表基督执行赎罪的工作. 但亚伦发芽的杖, 却

预表基督的复活. 借着赎罪, 神的忿怒获得平息; 

借着祭司的职任, 神的百姓获得拯救.    

 

当时, 亚伦的地位受到挑战, 导致神必须

在众人面前确立亚伦作为大祭司的地位. 为了除

去一切疑惑, 平息一切反对, 神施行了一个显著

的神迹  —  使亚伦的杖发芽! 

  

在这方面, 以色列所有的首领(princes)被

召集到摩西面前. 这十二个首领代表所有以色列

人(注: 以色列共有十二支派). 从这十二个首领, 

每人取一根杖, 并把各人的名字写在各人的杖上, 

而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指利未族)的杖上. 过后, 

“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 , 在耶和华面

前”(民 17:7). 显然, 所有的杖都是死的, 没有一根

是有生命的迹象.  

 

第二天早晨, 一个无法解释也无可置疑的

神迹发生了  —  只有亚伦的杖充满生命的迹象! 

“发了芽, 生了花苞, 开了花, 结了熟杏”(民 17:8). 

此事清楚证明神拣选了利未支派去执行祭司职

任. 枯死的杖竟然发芽, 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死

而复活)的生命之美丽写照; 借着复活, 主以大能

显明为神的儿子(罗 1:4),4 也借着复活, 成了永远

的祭司(来 5:6; 7:16-17).5 

 

 亚伦发芽的

“杖”是与神的审判

(出 7:19;  8:5)和神

的恩典有关. 这根杖

被收起来作为见证  

—  见证众人的罪和

神丰富的恩典. 同样地, 今日在神面前, 我们有一

位复活及永活的基督; 祂曾一度被人弃绝, 如今

已被升到神的右边, 得着无比的荣耀.  

 

 尽管如此, 这个预表(亚伦发芽的杖)也和

其他预表一样, 都有不足之处. 亚伦的杖必须被

保存起来, 不断提醒我们关于反叛者的罪. 不过, 

基督的复活并非提醒我们信徒的众罪, 而是展现

那荣耀的真理  —  信徒能从每一个罪疚中获得

释放. 我们的主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罗 4:25). 故此, “我们既因信称

义 ,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罗
5:1).6    

 

 

(D) 结语 
 

结束前, 让我们再次引述达秘对民数记第

17 的评注: “民数记 17 至 20 章展现了亚伦的杖

这一主题, 以及与它相关的环境或背景. 首先是

神以大能在亚伦的杖方面彰显神迹, 以此确立了

亚伦(作为大祭司)的权柄. 当亚伦的杖被放在法

柜的帐幕内, 靠近神这位一切权柄之源, 此杖竟

然快速发芽, 展现了生命和赐福的力量, 也间接

                                                           
4   罗 1:4: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

明是神的儿子.”  
5   来 7:16-17 “祂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照无穷(原文作: 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 因为有给祂

作见证的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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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22 页; 另在

文中附加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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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敬道弟兄 

C. H. Mackintosh 

彰显神的同在. 一根枯干的树木, 竟然发芽、开

花、结果. 祭司职分(priesthood), 即永远存活和战

胜死亡的祭司职分, 借着神圣的功效, 必须带领

神的百姓. 神已把祂的权柄赋予祭司职分中.”7   

 

这一切都预表那位得胜死亡、凯旋复活

的主耶稣基督, 以及祂完美的祭司职分. 因着祂

的代求之恩, 我们必能安然经过人生的旷野, 度

过一切的风波. 诚如希伯来书作者所说: “这位既

是永远常存的, 祂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凡

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

祂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来 7:24-25). 让我们

为此感谢祂、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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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可拉一党的叛变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我们前来看的这段历史, 

就是圣灵借使徒犹大所写“可拉

的背叛”. 可拉是这次背叛的领

袖, 所以归咎他. 看来, 在一大群

显要的人中, 他有颇大的影响力: 

当中有“首领, 就是有名望选入

会中的人”. 换言之, 这是一次十

分可怕、严重的背叛. 我们要来

详察事件的起源及其道德特征.  

 

召会(教会)中有不满的情绪, 也就说明这是召

会的危急日子. 每个召会也有一些潜伏的东西, 只要

有人鼓动, 就会显露出来, 变成烈焰. 撒但不假借多人

作它的工具, 只需一个精警、聪明、有活力的人  —  

一个对众人具有影响力、有强烈热心执行他计划的

人. 凡被撒但利用来行残暴之人, 都被灌输这些意念. 

事实上, 那些领导背叛的领袖, 都是满有才华、具影

响力的人. 他们支配成千上万群众的思想, 使群众如

海浪一般, 随暴风动荡.  

 

首先, 他们晓得如何煽动群众情绪: 然后集合

这些被煽动的人. 他们最能煽动群众的武器是那些关

乎众人自由和权利的问题. 他们若能说服群众, 说他

们的自由被剥削、权利受侵犯, 就能聚集众多愤愤不

平的人, 作他狡黠的勾当.  

                                                           
7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279-280页. 

这就是可拉和他同党的权谋. 他们使众人以为

摩西、亚伦凌驾众弟兄, 干预了他们在圣会众中的权

利和特权. 在他们眼中, 人人平等, 权利无分彼此. “你

们擅自专权!” 这就是他们对这“世上最谦和的人”(指

摩西)的指控. 但摩西岂有夺权? 他对于自己肩负的责

任和尊荣常常的推让、退避. 所以, 若有人想控告摩

西擅权, 这就表明他对摩西为人的真精神及性情一无

所知. 可以肯定, 摩西既向约书亚说: “你为我的缘故

嫉妒人吗? 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

把祂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民 11:29), 就必不至擅权.  

 

但反过来说, 神若呼召一个人, 让他居显赫之

位  —  祂若给祂的仆人资格, 祂若充满这器皿作特别

的事奉, 祂若立定那仆人的地位  — 谁能与神口角顶

嘴, 质疑神的恩赐和命立呢?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 人

就不能得什么”(约 3:27). 所以, 人若自以为是, 或有什

么可恃, 就是极其可怜的了, 因为一切僭越的事至终

必然落空. 人们或迟或早会知道自己的光景, 除了属

神的东西, 没能存留的.  

 

故此, 可拉及其同党并不是同摩西、亚伦争辩, 

乃是跟神争辩. 摩西、亚伦蒙神选召站立地位, 作命

定的工夫: 若拒绝他们便有祸了! 他们没有求取地位, 

或擅专工作, 他们是神所立的. 除了那愤愤不平、抬

举自己、暗中伤害神仆人的人之外, 这个答案必能解

决问题, 平服一切争端. 煽动乱事、心怀不平之人的

伎俩, 目的在乎立己害人. 他们大声呼唤, 打着神百姓

的共有权利与特权的口号, 其实, 他们的心愿是要夺

得自己不配的位分, 和他们无权过问的特权. 

 

其实, 事情很简单. 神是否给这人位分? 给他

工作? 愿人人都站自己的位分, 作自己的工作. 人强占

别人的位分, 作别人当作的工夫, 是世上最无益的事.

此理当常存心间. 可拉有他的工作, 摩西也有他的工

作. 为何要嫉妒? 正当基督有恩赐的仆人按自己的位

分执行职责时 , 有人来控告他的不是 , 就像人埋怨

日、月、星辰在既定的范围, 照射太大的光一样. 这

些光体立在全能创造主所指定的地方. 只要基督的仆

人站正确的地位, 别人指控他擅权, 就是虚妄无凭的.  

 

任何召会, 无论大小, 在所有的基督徒同工的

情况下, 这个原则都是极之重要的. 人若以为所有基

督身体上的肢体都站重要地位, 或肢体可以随意选择

身体上的位置, 这就是误解或曲解, 因为这一切本是

完全、绝对属于神所命立的. 林前 12:14-18 有清楚的

教训说: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设若

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不能因此就不属

乎身子. … 若全身是眼, 从那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 

   

《家信》: 第 132 期 (2022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从那里闻味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俱各

安排在身上了.” 这是神的家  —  基督的身体  —  事

奉的真正、唯一根源. 神“把肢体俱各安排”不是一个

人指派别人, 更不是人指派自己; 乃是由神亲自指派.  

 

因此, 问题不是我们愿负多少责任, 乃是我们

作所指定的工夫, 站立在所命令的位上. 所有肢体互

相效力, 按所量给各人的去行, 叫全身得着建立. 召会

若不把握和实行这伟大的真理, 建立、造就的事就大

大受阻. 圣灵的感动消灭了, 圣灵的担忧出现了; 基督

的主权被拒绝了; 神的圣名被羞辱了. 基督徒有责任, 

按属神的原则行事, 并且离弃那些与属神原则相违的

事. 基督徒要常常顺服神所揭示的旨意. 以环境为借

口辨明自己的过错, 或作搁置神真理的理由, 都是逃

避神的权威, 污蔑神为我们反叛的主导人.  

 

可拉及其党羽急忙散播

愚昧及其背叛的罪行. 他们与永

生神的真仆人为敌, 是大错特错

的. 他们聚集, 为要对抗摩西. 但

当摩西听见他们煽动叛乱的话, 

“就俯伏在地”. 这是面对谋反者

的美策. 我们看见, 这位神所爱

护的仆人该俯伏在地的时候, 曾

仰着面(参 出埃及记第 14 章), 

而这次他所作的算是最合宜恰

当的了. 对于那些反叛、愤愤不平的百姓, 这还不足

以应对. 更好的是交付在主手里, 神晓得如何处理这

样的事, 也有祂的办法. 这确据能叫主的仆人平静安

稳地面对嫉妒和叛乱. 凡蒙神使用、站事奉要职之人, 

总会遇见那些急进、不满之人的攻击; 这些人不想看

见别人比自己多得荣誉. 所以面对这事的美策, 就是

完全俯伏和表明无有, 让不满之潮漫过己身.  

 

要把事情交付主手中. 摩西高举耶和华的主权. 

“耶和华必指示”及“耶和华拣选”, 没提及自己和亚伦; 

关键在耶和华的拣选和立定. 二百五十个背叛者与永

生的神面对面. 他们被传召到耶和华面前, 手拿着香, 

好让整件事在祂的裁判所里全面审定、判决, 没有上

诉余地. 摩西、亚伦既是被告, 就不可自作判断. 可喜

地, 摩西愿意传召所有人, 来到神面前, 把事情审判定

断(民 16:4-7).  

 

“摩西又对可拉说: 利未的子孙哪, 你们听我说: 

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 使你们亲

近祂, 办耶和华帐幕的事, 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

差. … 这岂为小事, 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 你和

你一党的人聚集, 是要攻击耶和华. 亚伦算什么, 你们

竟向祂发怨言呢!” 阴谋的根敞开了. 摩西指责可拉要

求祭司的职任. 可拉是什么人? 他是利未人, 有权事奉

和教导(申 33:10; 参 民 16:9). 可拉要求什么? 祭司的

职任, 如摩西所问的: “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  

 

骤眼看来, 可拉所要求的, 似乎是为全会众争

取权益. 但摩西在神的灵引领下, 揭发这人, 指出他为

会众求权益背后的原因是可耻的  —  只为自己求得

祭司的职任! 要看出这点才好. 一般来讲, 那些高呼为

神百姓求自由、权利、特权之人, 骨子里是寻求自己

的升迁和利益. 他们不作正当的事, 要求取不符位分

的事奉. 这样的事不易察觉, 但神迟早把事情显露, 因

为“人的行为被祂衡量”. 人为自己求取不该得的位, 

是十分没意思的, 至终必陷在失望、迷乱中. 至要紧

的, 是人人站在神所指派的位置, 做神所任命的工夫: 

能谦卑、安静、不僭越地作工, 

是最好不过的! 

 

但是, 可拉没学会这简

单、有益的原则. 他不满属神

的指派和事奉, 奢望本分以外

的东西. 他自己想作祭司! 他的

罪是谋反神的大祭司 . 这就是

“可拉的背叛”. 要详察可拉这方

面的事迹. 但人多误解真相, 于

是在今天控诉那些操练恩赐的

人. 这些恩赐是召会元首(基督)赐下的. 只要在圣经的

亮光中安静地思考一下, 就能看见控诉是否有根有据.  

 

那些有牧养和教导恩赐是否因为他操练召会

元首赐下的牧养和教导恩赐, 就犯了可拉所谓的罪

(擅权之罪)吗? 当然不是. 那些独特的恩赐, 如传福音

的、牧人和教师的, 必须从基督领受恩赐; 既有了恩

赐, 就要执行出来, 别无他求. 另一方面, 一切教育程

度、人的权威, 都不能使人成为传福音的、牧人和教

师的; 惟有从召会的元首来的才行.  

 

本章下半段记述神对可拉及其同党的可畏审

判. 耶和华速速解决了背叛者的问题. 记载的事令人

不寒而栗. 实情如何呢? 地开了口, 把三个叛离的主脑

人吞下去了,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烧灭了那献

香的二百五十个人. 从 民 16:28-30 这段话中, 摩西叫

我们知道问题涉及耶和华与背叛者. 他本可以向神呼

求, 使一切都落在祂手中. 这就是道义的力量. 人不为

自己求  —  惟独以神的荣耀为目标和对象, 耐心等候

事情的终结. 只是, 若要这样, 必须眼目单一, 心意正

直, 目标纯正. 不僭越, 也不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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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若审判罪恶, 必显明一切僭越和假装. 当地

开了口、耶和华的火要烧灭四周一切, 这一切都不能

站立 . 诚然 ,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 真是可怕的”(来

10:31). “祂在圣者的会中, 是大有威严的神, 比一切在

祂四围的更可畏惧 ”(诗 89:7), “我们的神乃是烈

火”(来 12:29). 可拉若安守作利未人的高尚等次, 那就

好了. 作为一个哥辖人, 他的工作是肩抬圣所的宝贵

器皿. 但他图得祭司的职任, 所以陷在坑中.  

 

本章末段记述人积习难改的本性. 人会期望, 

在这幕扣人心弦的审判行在会众面前之后, 百姓会学

到深切、恒久的功课. 他们看见地开了口  —  背叛者

坠落阴间时高声呼喊  —  看见耶和华的火出来, 一瞬

间烧灭会中二百五十个首领  —  见证了神审判的记

号  —  属神权能、威荣的显示, 于是, 人会以为百姓

都会温纯、谦和地行事为人, 并且不满和反叛的声音, 

会从此在营中绝迹.  

 

可惜啊! 可惜! 人没有学会这个功课, 肉体全

然无可救药. 神的话都印着上述这项真理. 民数记第

16 章的末段描述了这点. “第二天,” 试想想, 不是在那

可怕审判后一年、一个月、或一周, 乃“第二天, 以色

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

的百姓了.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 向会幕观

看, 不料, 有云彩遮盖了, 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摩西亚

伦就来到会幕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们离开这会

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第 41至 45 节上). 

 

全会众又面临灭亡之险. 一切看来无望, 会众

必死无疑. 神长久的忍耐看来要完结, 审判的剑快要

临近全体会众. 百姓的希望在于背叛者们所藐视的祭

司, 而会众所控告那杀害耶和华百姓的人(指亚伦), 其

实是神用来救拔他们性命的器皿(民 16:45-48: “…有

忿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 亚伦照着

摩西所说的拿来, 跑到会中, 不料, 瘟疫在百姓中已经

发作了. 他就加上香, 为百姓赎罪.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

间, 瘟疫就止住了.” 

 

很明显, 这是祭司的工作, 就是那被藐视的祭

司, 给那些叛逆、硬着颈项的百姓作的事工. 本章结

束的话, 藏着不可言喻的福分. 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中

间, 作大祭司, 他香炉上的香升到神面前  —  预表那

比亚伦更伟大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 祂为自己百姓

的罪, 完成了美满、完全的赎罪, 永在神面前散发祂

位格和工作的香气. 谨记, 惟独祭司能带领百姓行经

旷野, 这乃是神丰盛、合适的赏赐. 百姓背叛、发怨

言, 但因亚伦代求而蒙保守, 免了义的审判; 他们亏欠

了那位为他们代求的大祭司亚伦. 神若是按公义对待

他们, 就只有承认: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这话纯然正直, 公义之作为要求立刻灭绝. 但 

神恩典的作为显出全面、至终的保存, 是独特、荣耀

的  —  恩典借着义作王!(罗 5:21) 神若只以公义对待

百姓, 祂的名就没多可传扬的; 然而, 祂的名远超乎公

义之上, 有仁爱、怜悯、良善、慈爱、长久忍耐、深

切同情. 百姓若转眼之间被消灭, 神这些宝贵的属性

就不能彰显, 祂的名也得不到传扬和荣耀, “我为我的

名, 暂且忍怒, 为我的颂赞, 向你容忍, 不将你剪除. … 

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 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 

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赛 48:9, 11).  

 

神为祂名荣耀的缘故, 向我们、为我们、并在

我们里头行事! 何等奇妙, 祂的荣耀全然照耀! 是啊, 

神为那深广的计划亲自策划, 又亲自显为“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给了失落罪人的宝贵名分, 包罗了从今时

到永远所需的一切! 对只有配入地狱的人类来说, 这

计划满足他们的深切需要, 带领他们度过旷野的不同

境遇、试炼、忧伤, 最后领他们进入那光明、有福的

天家; 那里没有罪, 也没有忧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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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亚伦发芽的杖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祭司是神所设立的. “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

自取, 惟要蒙神所召, 像亚伦一样”(来 5:4). 这事在民

数记第 17 章有明显的例证: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

谕以色列人, 从他们手下取杖, 每支派一根, 从他们所

有的首领, 按着支派, 共取十二根. 你要将各人的名字

写在各人的杖上,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 

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 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

柜前, 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 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 

他的杖必发芽, 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

言止息, 不再达到我耳中. 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 他

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 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 共有

十二根, 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民 17:1-6) 

 

何等超凡、无比智慧下的安排! 这是完全的

脱离人的手, 归到永生神的手下! 不是人自我指派, 也

不是受人指派, 乃是神亲自指派祂所拣选的人. 换言

之, 问题得由神亲自解决, 怨言止住了, 无人能再控告

                                                           
8   以上附录一改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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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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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大祭司揽权. 此事全不在乎人意. 十二根同样的

杖存在耶和华面前: 人都退后, 由神亲自行事. 在圣所

的深处, 远离一切人的想象, 藏着神命定解决祭司问

题的方法. 既解决了, 就永不能再提出质疑.  

 

民 17:7-8 记载: “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

内, 在耶和华面前. 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 谁知

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 生了花苞, 开了花, 结了

熟杏.” 这两节经文奇美地预表“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

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的基督耶稣!(罗 1:4). 十二根杖都

是没有生命的, 但神是永生的神, 祂既介入这事, 就借

着祂独有的大能, 把生命注入亚伦的杖里, 并且叫人

看见它复活的馨香果子.  

 

谁能否认这事? 理性主

义者嘲笑这事, 提出千个问题. 

信心凝望那结果的杖, 看见属

神新造之美丽影像; 不信的心

会起争论, 以为干枝一夜间发

芽、生花、结果, 是绝对不可

能的 . 但谁看是不可能的呢? 

不信者  —  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者. 为何? 因为这等

人拒绝神. 我们要谨记, 不信的人异口同声拒绝神, 其

辩论滔滔不绝, 结论立在五里雾中. 人在不信的范畴, 

找不到半缕真光. 不信和拒绝光的源头, 使灵魂落在

黑暗的阴影和沉郁下.  

 

青年读者请稍停一下, 深切地察究这严肃的事

实. 读者要冷静、严谨地看察不信者, 即理性主义者

和怀疑论者的特征. 这些人从头到尾拒绝神. 对亚伦

的杖之发芽、生花、结果的奥秘 , 这些人只会以不

敬、无礼的态度问道: “怎么可能呀?” 这是不信者的

大争论. 他会有一万个疑问, 但从不前来解决一个; 他

会教你如何生出疑团, 但从不叫你知道当信什么; 他

会引导你怀疑每一件事, 但从不展示可信的证明.  

 

亲爱的读者, 这就是不信, 是属撒但的, 它是煽

动一切问题的. 你在那里追溯到撒但的影儿, 就在那

里看见问题. 它把林林总总的“如果”和“怎样”放进人

心, 于是把人带入墨黑的黑暗中. 它若能以问题打动

人, 就能找到立足点. 但对那些单纯信靠神、坚信祂

曾说过的话之人, 它便一无是处, 恶计难遂了. 信徒对

不信者的尊贵答案是: 神的方策解答了一切不信的疑

惑. 信徒让主管理一切, 但不信者拒绝主; 信徒的思想

有神, 不信者的思想没有神.  

 

我们要劝戒基督徒读者, 尤其是年轻的信徒, 

凡神已经说了的话, 你就定不可怀疑. 若是, 撒但会把

你踏在脚下. 你唯一的保障是那句不能攻破、永恒不

朽的话: “经上记着说!” 切不可以主观的经历、不定

的感觉、有限的观察为据, 跟它辩论; 只要以神和祂

所说的话为独一无二的根据. 撒但只能在这有力的根

据下后退就范, 这根据是无与伦比的, 能把一切疑团

解体. 这根据叫它不知所措, 逃遁无门.  

 

主受的试探是最好的例子. 仇敌撒但如常来到

那可称颂的主面前, 问祂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主怎

样回答它呢? 祂是否说: “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 我有

从天上下来的见证, 和圣灵的降临同恩膏. 我感觉、

相信、并晓得我是神的儿子.” 不! 这不是祂回答那试

探人者的方式. 那么, 祂怎样回

应呢? 答案是“经上记着说 .” 

这位顺服、投靠的人子曾三次

如此作答. 这也是“如何能胜过

那试探人者”的答案. 

 

至于亚伦那发芽的杖, 

若有人问道: “怎能有这样的事? 

这是违反自然律的, 神怎能横

越自然哲学(或科学)的原则?” 信徒有美善、简洁的答

案: 神随祂喜悦的去行(一切自然定律和法则也是祂

所设立的, 祂若要改变有何不能或不可呢?, 编者按). 

那创造诸世界的主能在一息间使杖发芽、生花、结

果. 让神进来, 一切都简单、明确; 但人轻蔑神时, 一

切都落在无望的混乱中. 以自然律或自然哲学原则去

限制宇宙的全能创造主, 是不敬的亵渎, 差不多是全

面否定祂的存在. 无神论者说没有神, 理性主义者说

神不能作祂所喜悦的事; 二者均不可取, 不相伯仲.  

 

重要的是能看见今日一切理论的根源. 人的心

忙于设立体系、综合结论, 并且为了排挤圣经见证而

辩论 . 要严肃地警告青年人 , 他们要分辨科学实据

(facts), 与人对科学的结论(conclusion)之大别. 无论是

地质学、天文学或其他科学上的探讨, 所寻获的事实

仍是事实; 但人的辩论、定论、体系是一件截然不同

的事. 圣经从不抵触科学的实据, 但人对科学上的辩

论常常与圣经冲突. 可惜! 真可惜! 人求的竟如此! 既

是这样, 我们就必须定意, 否认一切人的辩论, 与使徒

一同喊道: “神是真实的, 人都是虚谎的.” 

 

纵使有点儿离题, 我们因深感事态严重, 所以

论述这点是有益的. 我们所心满意足的, 是能勉励读

者, 尽心尽意地尊重圣经的崇高地位. 我们必须俯伏, 

完全顺服圣经的权柄, 而不是“教会如此说”、“先祖

如此说”、“博士如此说”, 乃是“耶和华如此说”和“经

上记着说”. 这是我们唯一的保障, 抵御那已冲击侵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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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督教界之宗教信仰基础的洪流. 惟有那些受耶和

华话语教导和管治的人, 才能逃离这个毁坏之灾. 愿

神增加这样的人! 

 

我们继续看本章. 民 17:9-11: “摩西就把所有

的杖, 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 他们看

见了, 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 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 

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 免得他们死亡. 

摩西就这样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 他就怎样行了.” 

 

问题就是这样地在神面前解决了. 祭司的职任

根据神宝贵的恩典. 这恩从死里带出生命, 是祭司职

位的源头. 人把那十一枝杖的任何一枝拿来, 作祭司

职任的记号, 都是无用的. 在日光之下, 人一切的权柄, 

都不能把生命力注入死的杖里, 也不能使杖成为叫人

蒙福的管道; 就是把十一枝杖放在一起, 也不能生出

一个芽、或一朵花来. 那里有复活能力的宝贵证据  

—  那属神生命和赐福的踪迹  

—  无比恩典的甜美果实, 那里

就有祭司职位的源头, 能带领

那悖逆顶撞并有极大需要的百

姓, 经过漫长的旷野之路.  

 

自然地 , 我们会发问 : 

“摩西的杖又如何? 为什么它不

在十二枝杖中间?” 答案很简单. 

摩西的杖是能力和权柄的表记. 亚伦的杖是叫死人复

活之恩慈的表记, 并且召唤那些器皿, 不再像从前一

样地过活. 单有能力和权柄, 不足以带领全会众经过

旷野之路. 能力可平息叛乱, 权柄可击打罪人; 但惟有

怜恤和恩典, 能供应会中有迫切需要, 那些无助、有

罪的男、女、孩童. 那叫死的杖生出熟杏之恩, 能带

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之路. 耶和华只对着亚伦发芽的

杖说: “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 免得他们

死亡.” 权杖除去那些发怨言的人, 但恩杖除掉怨言!  

 

读者可参考希伯来书 9:4 这一段有关亚伦之

杖的话. 使徒提及约柜时说道: “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 

和亚伦发过芽的杖, 并两块约版.” 读这段话很有意思, 

很有益处. 那是在旷野, 杖和吗哪是神恩赐以色列人

的, 好让他们度过旷野的飘流, 和供应他们在旷野的

需要. 但转过来看列王纪上 8:9 时, 看见“约柜里惟有

两块石版,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 耶和华与他们

立约的时候, 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 除此以外, 并无别

物.” 旷野飘流的日子过去了, 所罗门荣华的日子盖满

那地, 所以那发过芽的杖和吗哪不在其中. 惟有神的

律法, 是神在百姓中执行公义管治的根基.  

这里的描述, 不但陈明圣经整体的神圣精确, 

而且展示民数记的特色和目的. 在旷野飘流的日子, 

亚伦的杖放在约柜里. 何等宝贵的事实! 读者要把握

它深切、有福的意义. 要察究摩西的杖和亚伦的杖之

区别. 在别的日子和情景中, 我们已看过摩西的杖执

行其特别的工作. 埃及地在那杖的击打下战兢. 那杖

伸出, 灾祸一个接一个临到地上, 众水也在杖前分开. 

简言之, 摩西的杖是能力的杖、权威的杖. 但它不能

用以止息以色列人的怨言, 也不能带领他们经过旷野

之路. 惟有恩典能做到这一点. 而亚伦那发过芽的杖

正表明那白白、属神的丰盛恩典.  

 

那枯干、死涸的杖, 合宜地象征以色列人的光

景, 也能喻作世人的天性. 没有汁液、没有生命、没

有能力.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如何, 我们今天也如

何. 他们怎样蒙引领, 日复一日的活着? 他们怎能在一

切软弱和需要中得着维持? 神怎能忍受他们一切的罪

恶和愚昧? 答案是亚伦那发过芽的杖. 枯干、死涸既

然描述天性悲凉和无用的光景, 而

发芽、生花、结果正预示神活

泼、赐生命的恩典和能力, 而恩典

根据祭司的职分, 而惟有祭司职分

能带领会众经过旷野. 只有恩典才

能满足大军的千个需求, 权威在这

方面是无效的. 只有祭司职任能供

应所需, 而祭司职任是根据无穷恩

典, 使干杖能结出果实.  

 

旧约时代的祭司职任如何, 新约的信徒事奉也

如何. 神召会里的所有事奉, 都是神圣恩典的果实, 就

是召会的元首基督所赐的恩赐. 事奉所需的恩赐没别

的来源. 从作使徒, 直至最微小的恩赐, 都是由基督而

来. 保罗致加拉太人的书信, 说明了一切事奉的根本

原则: 他“作使徒, 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

着耶稣基督, 与叫祂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加 1:1).  

 

要谨记, 这是一切事奉的尊贵来源. 不是由于

人, 也不是借着人. 人可随意拾起干枝, 模造成所喜欢

的形状; 又可以按立、指派人, 给他们各种夸大的名

衔. 但有何用呢? 他们只是枯干、死涸的一枝. 只要有

一个芽, 就足以证明那是属神的; 但若聊无芽蕊, 就不

能在神的召会里有生命的事奉. 只有基督的恩赐, 才

能造就事奉的人. 若没有, 就是人的虚妄, 要建立自己, 

或按立别人作事奉之人.  

 

读者都全然承认这个伟大的原则吗? 我们要

转离一切先人为主的观念, 又要脱离传统宗教的迷雾, 

并执行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 12 至 14 章, 及以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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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花, 结了果的熟杏(almonds) 

书 4:7-12 的教导. 这些经文揭开事奉的秘诀, 人能学

到真事奉, 无论是使徒、先知、教师、牧人、传福音

的,  一切都出于神, 都从那位被神高举的召会元首(耶

稣基督)流出来. 人若不是从基督得到恩赐, 就不是一

个事奉的人. 身体上的肢体各有工作, 各按各职便能

建立身体, 无论是显要的, 或卑微的, 是“有体面的”, 

或“不体面的”. 换言之, 一切事奉都是由于神, 不是由

于人; 都是借着神, 不是借着人. 圣经没有说由人按立

的职事, 一切乃是出于神.  

 

辨 别 恩

赐和地方责任 , 

是最重要不过的. 

整个基督教圈子

多把二者混淆 , 

埋没了事奉的真

义 , 基督身体的

众肢体 (指一般

信徒 )多不明白

自己的地位和功

能. 人的选举和权威被看为在召会里事奉的要素. 但

这是不合乎圣经的. 若是的话, 必容易找到证据. 请读

者把新约圣经从头到尾翻一遍, 看看有没有一句话, 

说明人的呼召、选立、权威, 是与事奉(指 弗 4:11 的

职事, ministry)有关的. 我们敢说, 没有! 9 

 

一切事奉的恩赐都立在同一基础上, 从使徒到

传福音的和教师都一样. 恩赐由召会的元首赐下, 赐

下后, 各人都有责任, 行在天上元首和地上众肢体面

前. 人若从神得着恩赐, 而又等候人权威的按立或认

可, 就是大大的羞辱了神的威荣. 好比亚伦拿着发过

芽的杖, 走到同工面前, 等候他们按立他作祭司. 但亚

伦有更美的见识. 他蒙神所呼召, 这已经足够. 凡蒙神

呼召前来事奉, 并得神圣恩赐的人, 理当别无所求, 只

专心在事奉上, 操练和培育神所赐的恩赐. 

 

除非人蒙了恩赐, 否则人自立为事奉的人, 是

徒然无用的. 人会梦想得恩赐, 但这只是他的幻想. 人

凭自己的愚昧幻想行动, 是可怜无益的. 我们所谈论

的是: 事奉的源头、能力、责任都是由于神. 每个事

奉的人, 无论他有何恩赐, 按着所量给他的, 都能说道: 

“神把事奉交给我.” 但人若未蒙恩赐, 竟说起这句话

                                                           
9   使徒行传第 6 章选立执事, 可看为使徒的行动. “所

以弟兄们 ,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

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徒 6:3). 由弟

兄们选出人来, 管理饭食. 这次是指着那些管理教会地上事

务的执事说的. 但那传福音、牧者、教师的工作, 完全不是

由人的选举和权威任命的; 乃是基督的恩赐. 参看 弗 4:11. 

来, 这可说是卑贱无用的. 神百姓能容易认出哪里有

真正的属灵恩赐. 他们必能感受到恩赐的能力. 但人

若假装有恩赐或能力, 事既失实, 他们的愚昧必快显

露无遗. 凡假冒的, 或迟或早, 必原形毕露.  

 

完结这话题之前, 仍想同读者探讨一下事奉的

人和祭司的区别. 可拉的罪在于不甘作事奉的人, 还

要作祭司. 基督教界也多有犯这罪的. 他们没有让事

奉的人以新约圣经为基础, 或显明其事奉的特性, 或

执行其合宜职事, 反而高举“祭司圣品的阶级”, 叫他

们有别致的服饰和名衔, 把他们从众弟兄当中分划出

来. 新约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 圣经的明训是: 所有信

徒都是祭司. 彼得对我们说: “惟有你们(不但是使徒

们, 而且是众信徒)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

司”(彼前 2:9). 启示录也记着说: “祂爱我们, 用自己的

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作祂父神的

祭司”(启 1:5-6).  

 

我们若接受圣经的教导, 而不是诫命、道理、

或人的传统, 就能认识这奇伟的真理. 他们不都是使

徒、先知、教师、牧人、传福音的, 但都是祭司! 召

会最软弱的肢体, 也如彼得、保罗、雅各、约翰一样, 

都是祭司. 我们不是论才干或属灵力量, 乃是论众人

在基督血里的地位. 新约圣经没有教导等级之别或特

权阶级  —  比众弟兄有更高、更靠近神的地位. 今日

的圣品阶级明明与基督信仰相违  —  是公然横越了

神话语的规范, 和我们可称颂的主、救主之教训.  

 

不要认为事情并不重要. 远非如此. 这些事情

影响基督信仰的根基. 要打开眼睛, 顾望四周的光景, 

就知道事奉和祭司职任之混乱的苦果. 任何看法若不

是根据圣经, 那只可说是错误的, 甚至是恶事, 是魔鬼

的陷阱, 要诱陷我们在基督里的纯洁. 例如, 有教导说, 

在神的召会里, 有圣品阶级. 这一等人比众弟兄  —  

即一般基督徒  —  更圣洁、更靠近神. 这岂不是犹太

教的复辟、穿上基督信仰的外衣吗? 这种看法有何影

响? 就是剥夺神儿女正确的特权, 使他们远离神, 陷在

捆绑之下(无法真正或全面执行祭司的职任).10  

 

                                                           
10   以上附录二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民数记

释义》, 第 261-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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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耶稣基督 

真的复活了吗? 

权威大法官的客观审查 
 

 

(A)   引言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在五旬节当天向犹

太群众宣告道: “这耶稣, 神已经叫祂复活了, 我

们都为这事作见证”(徒 2:32). 虽然他们过后被捉

拿、责打、逼迫, 众使徒和基督徒都继续传扬与

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  

 

然而, 许多人不信耶稣基督复活了. 他们

认为这只是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捏造出来的谎言, 

为要欺瞒世人去信从“基督教”. 很多不信派的学

者认为, 对一个思想清晰、逻辑正常的人来说,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荒谬无凭的, 是经不起严谨的

审核. 若把耶稣基督复活列为案件带上法庭, 一

定被宣判为无稽之谈, 虚构的神话. 果真如此吗?  

 

美国著名哈佛大学法律学院(Harvard Law 

School)的法律系皇家教授格林利夫(或译: 葛林

尼夫, Dr. Simon Greenleaf, 1783-1853)审查了耶

稣基督复活一事. 针对此事, 前美国最高法院大

法官富勒 (Former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Justice Fuller)声明: “我对基督复活的现存证据感

到满意. …格林利夫已从法律观点来审查, 而他

是我们最高法院在证据学方面的最高权威.”11 格

                                                           
11   Kerry D. McRoberts, New Age or Old Lie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89), 第 83-84 页. 

林利夫的著作《证据法》(Law of Evidence)在全

世界说英语的法律学院曾是标准的课本.12 

 

1846 年, 格林利夫教授出版了《福音书作

者的见证》(The Testimony of the Evangelists). 他

在此书中写道: “基督徒所

要求于人的, 乃是希望他们

(世人)能作到行为一致, 对

处理有关基督徒的证据时, 

能与处理其它证据时那样

持同样公平的态度, 对审察

及判断基督徒当事人与见

证人的态度, 与他们判决一

切证人的案件与行为时所

持的态度方面, 都能完全相

同. 容这些基督徒见证人彼此对质, 将他们的见

证与当时的环境相比较, 容他们的见证如同在法

庭一样经过严格的考证, 让检查官前来盘诘. 这

样之后, 我们对他们见证的完整性、能力和所说

的真理必定能真心地接受.” 

 

简之, 格林利夫这位 19 世纪法律证据学

权威, 在上述书中以法律证据确立了五大要点:  

 

1) 见证人的诚实(Honesty); 

2) 见证人的能力(Ability); 

3) 见证人的人数和他们见证的一致性(Number 

& Consistency of the witnesses’ testimony); 

4) 符合常人经历的见证 (Conformity of the 

testimony to human experience); 

5) 见证人所见证的符合附属的环境(Conformity 

of the witnesses’ testimony with collateral 

circumstances)  —  指所调查的见证是否具有

足够的历史证据, 是否与当代历史学家所说

的相符一致. 

 

 

(B)   以客观的证据法重审基督的复活 

 

现在让我们以这五大法律要点来审查耶

稣基督的众门徒所宣称、所见证的是否可信.13 

                                                           
12   他这部最有名的巨著  —  《证据法之论文集》(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Evidence, 三大册, 1842-1853)至今依

然被人认为是“在所有文学及法律探考过程中, 研究证据最

有效的一部书”, http://31team.org/book/export/html/416 . 

http://31team.org/book/export/html/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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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ry D. McRoberts 

(B.1)  见证人的诚实(Honesty) 
 

除非可以确立某人有欺骗的企图, 否则按

法律而言, 人所说的话一般上被认为(被推定为, 

presumed)是实话(真话). 这是普遍适用于法庭的

“推定”(presumption), 即使见证人的正直(integrity)

受到质疑, 但若无法确立他有欺骗的企图, 他的

见证仍会被接受为真实的.  

 

在思考耶稣基督的众门徒向人见证他们

的主的复活, 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如此宣称是与

他们在世上的一切利益背道而驰(即他们宣称基

督复活, 不仅无利可图, 反倒对他们生命构成威

胁). 他们始终如一地宣传基督被人残酷地害死, 

却从死里复活, 以此确立了祂所宣称的  —  成为

世人的救主. 他们这样的传讲导致他们遭受极端

的迫害, 导致所有使徒都殉道(或许除了一人, 即

使徒约翰),14 以及其他大量的门徒也殉道. 即使

他们知道将要被处死(殉道), 他们也继续宣称神

以大能叫基督复活了, 以此显明祂愿意拯救罪人. 

 

哈佛大学法律学院的格林利夫教授因此

坚决声明: “如果耶稣没有真正地从死里复活, 而

他们没有确知此事是个事实, 如同确知其他事实

的话, 他们就不可能会坚持宣称耶稣基督的复活

为事实.”15 

 

然而, 有者宣称, 

即使众门徒不是在欺骗

他人, 但这不表示他们

不会被欺骗 (指耶稣基

督并没复活, 尸体还在

坟墓里, 或被人偷藏起

来). 然而, 麦克罗伯茨

(Kerry D. McRoberts)正确指出, 共有三组人可以

到耶稣基督的坟墓, 他们可以拿祂的尸体: (1) 罗

马人(指罗马政府的官员); (2) 犹太宗教领袖; (3) 

主耶稣的门徒. 对于罗马政府和犹太领袖, 他们

不可能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偷藏起来, 因为此举有

损他们的利益.  

                                                                                                     
13   除了本文脚注所注明的参考资料, 下文主要改编

自 Kerry D. McRoberts, New Age or Old Lie, 第 83-97 页. 
14   有关“使徒约翰是如何的死”有几种看法 , 请参 

https://www.gotquestions.org/apostle-John-die.html . 
15   Kerry D. McRoberts, New Age or Old Lie, 第 84 页. 

首先, 罗马政府官员(特指巡抚彼拉多)是

要收税和维持犹太境内的和平. 耶稣基督复活的

道理已在境内引起犹太人的骚乱. 若彼拉多继续

偷藏耶稣基督的尸体, 将会导致更大的暴乱, 这

将遭致罗马皇帝凯撒无情的审判. 所以罗马官员

没有理由把尸体偷藏起来. 

 

至于犹太人领袖, 他们就是拒绝了耶稣基

督, 借罗马人的手把祂钉死在十架上. 若耶稣基

督没有复活, 尸体还在坟墓里, 当他们要阻止基

督徒传扬基督复活的道理时, 他们大可把祂的尸

体拿出来示众, 以此揭穿“基督复活的谎言”.       

 

 对于当时的基

督徒, 他们因着耶稣基

督被杀而害怕犹太人, 

躲在屋内 (约 20:19), 

更别说胆敢去偷取耶

稣基督的尸体. 即使有

这个胆量, 也不会成功, 因为犹太人已要求罗马

巡抚彼拉多派兵把守墓口(太 27:62-66). 在知道

门徒可能前来偷取尸体的情况下, 把守的罗马兵

岂会一同睡觉呢? 何况罗马兵若在这方面失职, 

是要被处死的(参 徒 16:27),16 所以“门徒趁把守

的兵丁睡觉时偷走尸体”这一理论根本站不住脚!  

 

 以上论点证明耶稣基督的尸体不是被偷

藏起来, 所以门徒不会因此被骗. 事实上, 这些见

证说主耶稣复活的众门徒, 尤其是使徒, 其敬虔

品德是有据可凭的, 因为他们当中有者写了圣经

的书卷, 可供今世的我们审察. 法律系皇家教授

格林利夫辩论说: “若阅读他们所写的作品(如保

罗、彼得、约翰等的新约书信), 我们不可能不觉

得他们是生活圣洁和有良知的人, 他们深感神的

同在和全知, 也确知自己要对神负责, 所以要敬

畏祂, 遵行祂的道路.”17 (故不可能欺骗世人)  

 

 如果这些门徒(包括使徒)是企图欺骗世人

的恶者, 他们照理应该创立一个可满足自己利益

                                                           
16   徒 16:27: “禁卒一醒, 看见监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

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狱卒要自杀, 因为若他所看守的犯

人不见了, 他将被处死. 
17   Greenleaf, The Testimony of the Evangelists , 第 30

页, 引自 Kerry D. McRoberts, New Age or Old Lie, 第 84 页. 

https://www.gotquestions.org/apostle-John-di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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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 这才符合人性和异端教派的特征. 但耶

稣基督的众门徒所宣传的基督信仰, 是会使他们

遭受迫害、羞辱, 失去世上财物和各种福利(参看

初期教会遭受迫害的史实). 这样看来, 传耶稣基

督的复活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除非他们已经看

见复活的主耶稣, 或确知主的复活是个事实!  

  

格林利夫进一步指出, 这些门徒有可能以

基督复活来欺骗世人吗? 如果这些门徒相信有天

堂和地狱, 他们如此欺骗世人便肯定知道自己会

下地狱(所以他们绝对不敢进行这样的欺骗). 如

果他们不信有天堂和地狱, 那他们又为何要如此

欺骗, 使他们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遭受敌对基督

信仰之人所迫害), 毁掉了一切能在今生快乐生活

的盼望呢? (别忘了初期教会有很多门徒为传讲

基督复活而被处死, 为主殉道) 

 

 论到基督的复活, 上述这些

法律学上的推论和判断是无可避

免的, 正如众门徒那改变了的生命

也是有目共睹的证据. 事实证明, 

这些见证人所见证的基督复活, 是

“他们仔细观察、认为和确知是真

实的事.” (正如路加福音的作者在 

路 1:1-3 所言: “是照传道的人从起

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

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意

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B.2)  见证人的能力(Ability) 
  

见证人的能力有赖于“他是否有机会观察

事实或真相(fact)、是否有准确辨别的能力, 以及

观察和知道以后 , 是否能忠实地记忆那些事实

(facts).” 关于见证人的能力方面, 我们没有任何

历史证据控诉他们有这方面的缺陷. 除非反对者

提出强有力的证据, 证明他们没有见证人的能力, 

否则我们有理由推论或假定他们与其他同代的

人一样, 是有能力作出可信的见证. 事实上, 任何

细心研究福音书的诚实学者, 都无法证明福音书

作者没有见证人所需的能力. 

       

法律界权威格林利夫指出, 按照统一的法

律推定(uniform presumption of law), 除非另有证

明 , 否则人是诚实、思想正常 , 并有普通智能

的.18 论到四福音书的作者, 马太身为一名税吏, 

他是有专业的训练, 对处理人和事实方面会很多

疑, 分外谨慎的(所以绝不胡乱相信任何的事, 换

言之, 绝不迷信). 路加身为一名医生, 其观察与分

析能力肯定受过严格训练, 非常敏锐. 至于另外

两本福音书的作者(马可和约翰), 他们原是没有

学问的小民 , 怎么能写出如此“聪明的伪造作

品”(forgery, 此乃反对者对福音书的贬义词汇)而

不被福音书众多批判者所察觉呢!     

 

 

(B.3)  见证人的人数和见证的一致性 (Number 

& Consistency)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 至少 17 次向人显

现, 让人亲眼看见祂是复活的主. 曾

有一次, 耶稣基督“一时显给五百多

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

也有已经睡了的”(林前 15:6). 使徒

保罗挑战哥林多的信徒, 去查问这

些上百的见证人, 因这些见证人当

中还有活着的, 可以为复活的救主

基督作见证. 见证人的数目之多足

以说明基督复活一事是可信的明证.    

 

 论到见证人的一致性方面 , 

相比之下, 四本福音书作者所写的

有出现够多的不同点 (differences), 

这足以排除“福音书作者们有共谋”的指控. 但与

此同时, 这些受圣灵默示的作者们在他们的书中

也展现大量的共同点(agreement), 足以说明他们

实在是熟悉相同的伟大历史事件.  

 

格林利夫辩论道: “一些福音书作者所写

的出现差异之处(discrepancies), 但若细心检查, 

就会发现那不足以使他们的见证无效或作废. 在

仔细而彻底的检查下, 很多外表看似矛盾的记载

实质上是相符一致的(substantial agreement); 我们

可以满有信心地断言, 在公平及合理的批评下, 

没有一者不会同意以上所言.”19  

                                                           
18   Kerry D. McRoberts, New Age or Old Lie, 第 87 页. 
19   同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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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ume 

 
 

牛顿 (Isaac Newton) 
 

更进一步地说, 若不同福音书的记载都完

全相同, 那么怀疑者(skeptic)便有理由相信这些

作者们早已勾结共谋, 来完成这四本福音书. 事

实上, 福音书作者们的记载提供我们一个内置方

式, 可以盘诘(即盘查追问, cross-examine)每个福

音书作者的记录是否正确. 这是在基督徒信仰之

外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B.4)  符合常人经历的见证 (Conformity to 

human experience) 
  

圣经记载许多神迹, 包括基督复活的神迹. 

但这是符合常人经历的见证吗? 反对者辩驳说神

迹是不可能发生的. 圣经记载的神迹是出于迷信

和虚构的. 他们宣称神迹是不符合科学的. 

 

  18 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兼怀疑论者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

强烈反对神迹的可能性, 

他的论点是根据自然法

则(laws of nature)的性质. 

格林利夫表示, “他(休谟)

认为任何违反人类经验

的事物, 都是不可信的事

物.” 休谟反对有神迹发

生的论点可简述如下:  

1) 神迹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2) 自然法则是根据最高程度的或然率(也称“机

率”或“概率”, probability); 

3) 但神迹却是根据最低程度的或然率(意即最

不可能发生的事); 

4) 聪明人应该把信仰建立在最高机率的事上; 

5) 因此, 有聪明智慧的人不应该相信神迹.  

 

 休谟的论点是建立在错误的定义上   —  

他给神迹设立了错误的定义. 圣经中的神迹并非

违反自然法则, 因为它是在历史上发生的独特事

件, 是有基于证据的价值, 也需要宗教信仰方面

的解释. 圣经中的神迹并非是“不自然”(unnatural)

的事件, 而是“超自然”(supernatural)的事件.  

 

 关于休谟的错误, 格林利夫辩论道: “… 按

照证据法的原则, 我们在此就足以评论说休谟的

论点有错; 它排斥了一切可从事实推断或演绎而

得的知识, 把我们局限在“独有(日常)经历才可

靠”的论点里, 因此剥夺了任何我们可知关于神

的存在或特质方面的知识, 甚至合理的信仰.” 

 

在新约圣经中, 所记载的许多神迹不仅是

真实与清楚地发生, 且是在众人眼前公开地发生. 

拿撒勒人耶稣作为弥赛亚的证据  —  能医好人

的能力, 是有见证人可证实的, “就是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疯的洁净, 聋子听见, 死人复

活…”(太 11:5). 论到新约圣经的神迹, 格林利夫

总结道: “若这些神迹分别被不同的见证人所证

实, 而这些见证人是有普通人的理智和诚信, 所

以在任何法庭上, 陪审团就必须相信他们.” 

 

 正因此故, 虽然休

谟说聪明智慧的人不应

该相信神迹 , 但事实上 , 

许多有聪明智慧的科学

家都相信圣经的神迹, 例

如科学大师牛顿 (Isaac 

Newton)、天文学家开普

勒(Johann Kepler)、化学

大 师 玻 意 耳 (Robert 

Boyle)、细菌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电磁学

大师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等等. 这些人都被

世人公认为各自科学领域上的佼佼者, 都是有聪

明智慧之人, 不过他们也都相信圣经中的神迹. 

 

 

(B.5) 见 证 人 所 见 证 的 符 合 附 属 的 环 境
(Conformity with collateral circumstances)   

  

军事历史学家桑德斯(Professor C. Sanders)

提出三个检验, 可以鉴定古代文献的可靠性: (一) 

文献目录的检验(bibliographical test); (二) 圣经内

在的检验 (internal test); (三 ) 外在文献的检验
(external test).  

 

(一) 文献目录的检验 (Bibliographical test) 
  

这第一项试验是指分析某个文献或文件

(document)的“文本传统”(textual tradition). 在新

约圣经的文献方面, 所要考查的问题是: 我们既

然没有圣经书卷的原稿, 我们可以重建它们到足

以看清主耶稣基督或门徒所宣称的复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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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Frederic Kenyon 

 
 

Bruce Metzger 

 凯尼恩爵士(或译: 甘扬爵士, Sir Frederic 

G. Kenyon)是大英博物馆馆长兼图书馆馆长, 也

是一般学术界中首屈一指的圣经抄本权威人士. 

他说: “… 除了(圣经抄本)

数目庞多之外, 新约圣经的

手抄本与其他的古典作品

还有一个迥异之处, 这点对

新约的考证工作十分有利. 

在文学史上, 从来没有一部

文献写成的时间与其最早

存在的手抄本相隔的时间, 

能像新约圣经这样短的. 新

约各书卷是在公元第一世纪末期写成, 但如今所

存最早的手抄本则多来自第四世纪  —  其间只

相隔 250 年至 300 年.  

 

 “这段时间听来似乎很长, 但与多数古典

作品相较则显得不然(指相比之下不是很长了). 

我们相信现在我们已经收全古希腊作家沙孚克

理斯(Sophocles)的七部悲剧作品, 这些手抄本也

是今日被用来编纂沙氏基本作品的蓝本, 但都是

在这位伟大的诗人死后 1,400 年才抄写的.”  

 

 凯尼恩爵士在另一部《圣经与考古学》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一

书中又说: “由于新约写成的日

期距离现存最早的手抄本, 其

相隔时间过于短暂, 可见怀疑

抄本与原著间会有出入这一点

已被人视为毫无根据, 而新约

圣经中各卷书的真实性与完整

性也终于被学者们所确定.”20 

 

希 腊 文 新约 圣 经学者 罗 伯 逊 (A. T. 

Robertson)证实了新约书卷文献的丰足性, 他写

道 : “拉丁文通俗译本 (Latin 

Vulgate)共有 8,000 本手抄本, 

其他更早期的译本至少有

1,000 本. 再加上 4,000 本希腊

文手抄本【注: 普林斯顿大学

神 学 教 授 梅 茨 格 (Bruce 

Metzger)则认为我们至今已找

                                                           
20   摘自 http://31team.org/book/export/html/193 . 

出 5,000 本的手抄本】, 另有 13,000 本部分不全

的新约手抄本. 除此之外, 从早期的基督徒作品

中, 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作者所引述的经文.”21 
 

(二) 圣经内在的检验 (Internal test) 
  

在这第二项检验, 历史与文学的学术研究

继续遵循希腊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格言

(Aristotle’s dictum), 即我们必须信任文献本身所

写的, 相信它是真实可信的, 除非有反对它的实

据. 这意味着对于我们所分析和研究的文献, 我

们必须听信它所声称的, 不要一开始就假定它有

欺诈或谬误, 除非作者所写的具有明显的矛盾, 

或有抵触已知的事实之谬误. 

 

 耶稣基督的众门徒声称他们亲眼见证祂

的生活、死亡和复活:  

1) 约 19:35: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 他的见证

也是真的, 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

们也可以信.” 

2) 约壹 1:1-3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

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作

见证…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

们与我们相交.” 

3) 路 1:1-4: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

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

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我既从

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21   英国学者布鲁斯(布如斯, F. F. Bruce)在《新约文

献》(The New Testment Document)一书中, 曾极生动地描

述新约圣经与其他古典文学的不同: “当我们把新约圣经的

抄本与其他古代具有历史性的文学著作相比时, 我们就更

可以欣赏新约抄本资料是何其丰富! 凯撒的《高卢之战》

(Gallic War)约写于公元前 58 年与 50 年间, 但如今所存抄

本无几, 其中只有 91 本能算是较好的版本, 而最早的抄本

约在凯撒去世几百年后方才写成. 而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 

公元前 59-公元后 17 年)曾著有罗马历史 142 册, 却只有 35

册流传下来, 手抄本的数目不超过 20 本, 其中仅一本包括

第 3 至第 6 章的一片段史记, 是在公元第四世纪写成, 算是

最早的一份抄本. 罗马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约在公元 100

年左右写成 14 本史书, 但只有 4 册半存留下来, 塔西图另

著有 16 本年鉴《编年史》, 有 10 本被完整地保留, 另 2 本

只是部分的抄本. 而如今我们所有塔西佗的作品都是根据

这两本不全的手抄本写成, 一本来自第 9 世纪, 另一本则来

自 11 世纪.” 摘自 http://31team.org/book/export/html/193 . 

http://31team.org/book/export/html/193
http://31team.org/book/export/html/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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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F. F.  Bruce 

 
 

Cornelius Tacitus 

 
 

Flavius Josephus 

 
 

卢奇安 (Lucian) 

若以法律的语境(legal context)来思考复活

的真实, 上述的声称是极有

价值的.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

圣经批判及解经学赖兰教席

教授 (The Rylands Professor 

of Biblical Criticism and 

Exegesis )布鲁斯(F. F. Bruce)

敏锐地观察道: 

 

最早期的传道人所面临的不单是一

群友善的见证人, 见证人当中也有对基

督徒甚不友善的, 但这些人一样熟悉耶

稣的生平事迹与祂的死. 因此, 使徒们

不可能说假话(更别说去捏造事实), 因

为这些不友善的见证人惟恐没有机会

去揭穿他们的谎言. 在原先的使徒传道

信息中, 最大的强点是他们对自己所传

的知识深具信心, 他们不单只说: ‘我们

都为这事作见证.’ 他们还说: ‘这是你

们自己知道的’(徒 2:22). 如果他们所说

的与事实相违, 听众中那些反对基督信

仰的人不会出来指出他们的错误吗?22 

 

 那些反对基督徒的见证人都虎视眈眈地

等着机会 , 想要把福音信息说成是一个骗局

(hoax). 所以众使徒或门徒所作的见证必须是真

实的, 否则一有谎言的破绽, 必被反对者抓住把

柄, 群起攻击.  

 

(三) 外在文献的检验 (External test) 
  

外在文献的检验所问的问题是: “其他历

史资料是证实或否定文献(指四福音书)所提供的

                                                           
22   布鲁斯(F. F. Bruce)又强调说: “最早期的传道人, 

知道自己见证的价值. … 因此总是重复地说: ‘我们都为这

事作见证’, 他们得有把握才这样说. 当时耶稣的门徒极多, 

他们记得那些是发生过, 那些没有发生过. 因此不像现今一

些作者认为捏造耶稣的言行是件容易的事, 因见证人太多, 

当时写新约的人不容易随便假造. … 很显然, 早期的基督

徒对什么是耶稣的话, 什么是自己的见解与判断一直很小

心地予以分辩.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7 章中论到结婚、离婚

这个复杂的问题时, 很仔细地分辩何为他自己的建议, 何为

主耶稣所定的决定性之原则, 在某些地方他用: ‘我说, 不是

主说.’ 有些地方, 他则用: ‘不是我吩咐, 乃是主吩咐说.’ ” 

摘自 http://31team.org/book/export/html/193 . 

内在见证?” 事实上, 外在的证据, 即当代写作人

士所写的, 是一致地证实新约圣经所声称的事. 

以下一些例证确立了这个事实.  

 

1) 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 主后 112 年出任亚

细亚省省长)是罗马著名的史学家. 他曾写到

有关耶稣基督的死, 和基督徒在罗马城的影

响 . 他记载耶稣基督在罗马皇帝提庇留

(Tiberius, 公元 14-37 年间)在位期间, 被统管

犹大地的罗马巡抚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

处死 . 【摘自《编年史》十五卷 44 章 

(Annals XV.44) 】  

2) 卢 奇 安 (Lucian, 主 后

120-180 年)是古希腊作

家和无神论者, 常讽刺

基督和祂的门徒. 他描

绘基督是: “…因为创立

异端邪教而被钉在十字

架上的一个人 . … 祂

(主耶稣基督)劝服信徒

离弃希腊诸神，转而敬

拜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自

己以求得神的饶恕…”

【摘自 The Passing of 

Peregrinus】 

3) 著名的约瑟夫 (Flavius 

Josephus, 生于公元 37

年)是犹太史学家. 他曾

写到: “这时犹太地出现

一位名叫耶稣的聪明人

(如果他可以被称为人

的话). 他能行神迹与奇

事, 又是许多喜欢追求

真理之人的导师. 跟随

他的人除了犹太人以外, 

还有许多外邦人. 这人就是基督, 但罗马巡抚

在我们的上层人物的怂恿下, 判钉他十字架. 

从起初就爱他的那群人一直没有离弃他, 因

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 众先知曾预言

他的复活以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 

基督徒就是从基督得名的, 直到今天仍未完

全绝迹.”【摘自 约瑟夫所著的《犹太古史》

十 八 卷 33 章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XVIII.33), 约写于第二世纪】 

http://31team.org/book/export/html/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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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imon 
Greenleaf 

 
史特博和他所著的《重审耶稣》一书 

(C)   重审“基督复活之案件”所得的结论 

 

身为法律系的皇家教授, 

格林利夫博士以法律学上的

证据法对“耶稣基督复活的案

件”进行严谨的审查后, 他对

使徒们论及耶稣基督复活的

证据如此总结自己的观察:  

 

使徒们传扬最伟大的

真理, 就是耶稣已经由死

里复活, 唯有人在认罪、悔改, 相信祂后, 

人类才有获得救恩的希望. 他们会在四处

异口同声地传扬此一教义实在有些令人

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当时身受逼迫, 且面

临人心所能面临的最大恐惧. 他们的主在

不久之前, 被民众法庭以罪犯嫌疑处死, 

他们的宗教信仰实被世人误认是来推翻

世界的, 世间每个国家的法律均下令阻止

其门徒传扬福音. 全世界的领袖均起来攻

击他们, 世界也不肯容纳他们.  

 

即使他们想以最善良、最和平的方法

来传扬福音, 他们仍不免要遭人的蔑视、

受欺压、遭毁谤; 人们起来迫害他们、鞭

打他们、将他们下在监里, 施予酷刑甚至

将他们迫害至死. 但他们依然热心传扬这

一信仰, 面对苦难, 他们却不惊慌, 反倒喜

乐. 当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时, 却有

更多持此信仰之人站出来以最大的毅力

与决心继续完成未尽之业. 在世界的战争

史中, 我们找不出有这种以英勇、忍耐与

不死之决心编成的军队.  

 

他们经常有外来的刺激向他们挑战, 使

他们必须重估自己信仰的根基, 并需证实

自己所信的真理与事实. 如果耶稣不曾由

死里复活, 他们不可能会再确定自己所信

的是真的; 如果他们不肯定这些事实, 他

们不会持久拥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人有办

法在这件事上如此欺骗他们, 世间必然也

有其他的动力能使他们回转发现自己的

错误. 若他们所信仰的是错误的, 却顽固

坚持下去, 那么他们终生所遭遇的不但是

人在外表所能承担下最大的不幸, 他们的

内心也要承受极大的苦闷与罪恶感. 他们

对未来的和平将无法再存希望, 没有良心

平安的见证, 没有荣耀的盼望, 也得不到

人的尊重. 在今生无喜乐, 来世亦无福乐.  

 

使徒们的本性与常人无异, 而他们的行

为与每个人都具有的自然天性是完全相

同的. 因为使徒们的生命与常人无异, 与

我们一样, 他们被同样的动机所左右, 会

因同样的希望而生出活力来, 会为同样的

喜乐所感, 也会为同样的愁苦所困; 会因

惧怕而心情紊乱, 也会被类似的感情所骚

扰; 他们更与我们一样被试探、疾病所困. 

但他们的作品却表现出他们是具有深刻

的洞察力的一群人, 如果说他们的见证不

实, 这实在没有道理, 因为没有理由能使

他们作假.”23 

 

史特博(Lee Strobel)是耶鲁大学法学硕士, 

也是美国著名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屡获新闻

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和编辑. 他在其所著的

《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一书中, 论到

格林利夫教授(Prof. Simon Greenleaf)的话. 他说

这位著名的法学界权威(格林利夫)研究过四福音

书的一致性后, 作出以下结论说: “(四福音)书里

的差异(discrepancy)足够显示作者之间事先并无

默契(事先并无私下商议); 同时又有那么多的共

识, 显明他们都是同一历史大事(指主耶稣生平事

迹, 特指复活)的独立叙述者.” 德国学者施蒂尔

(Hans Stier)以古典史学家的观点, 同意四福音书

既然在基

本事实上

有共识, 又

在细节上

有不同, 这

点便足以

显示出他

                                                           
23   摘自格林利夫于 1846 年所写的书, 名为《依司法

院证据法评断福音书四作者的其要证》(An Examinat of 

the Testimony of the Four Evidence by the Rules of 

Evidence Administered in the Courts Justcie), 第 28-30 页

【注: 此书由 Baker Book House 于 1965 年出版, 但此 1965

年版是重印 184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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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利夫博士 

(Simon Greenleaf) 

们所记的实为可信, 因为伪造的记录才有走向完

全一致与和谐的趋向. 他写道: “每位史家若遇到

一个非常的事件, 在报导上居然毫无差异, 天衣

无缝, 这才会分外使人起疑.”24 总括而言, 四福音

书的作者对基督复活一事所作的见证或记载, 是

诚然可信的.   

 

 

(D)   基督的复活与我有何关系? 
 

 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 但这事跟我有什么

关系呢? 关系可大了! 首先, 为何耶稣基督要上十

架受死呢? 祂早已知道犹太人要杀害祂(太 16:21), 

祂也有能力和机会逃避十字架的酷刑(因祂知道

谁要出卖祂, 参 太 26:21), 但祂却愿意上耶路撒

冷, 准备被抓拿和杀害, 就如祂对拔刀要保护祂

的门徒彼得所说的: “收刀入鞘吧!…  你想, 我不

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若是

这样 , 经上所说 ,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

呢?”(太 26:52-54).   

 

 主耶稣要应验圣经所说的什么事呢? 答案

是在以赛亚书 53:5-6 所预言的: “祂(指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祂受

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

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

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  

 

神权威真理的话语  —  圣

经  —  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罗马

书 3:23), 而“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 6:23), “人

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 而

这审判的结局, 是有罪的人将与赐生命的神隔离, 

永远在地狱的火湖里受苦(启示录 21:8).  

 

但创造人类和赐生命的神, 不愿意看到我

们因着自己的罪而如此永远受苦, 所以遣派祂的

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 来代担与除去

世人的罪孽(约翰福音 1:29). 而主耶稣的复活, 不

仅说明了神有叫人复活的能力, 也证明祂已悦纳

“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为世人所献的赎罪祭和挽

                                                           
24   摘自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重审

耶稣基督的案件-目击者的证据下/ . 

回祭, 因此圣经宣告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

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

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那位曾敌对和杀害基督徒、过后因亲眼

见到复活之主而悔改归主、成为使徒的保罗如

此写道: “…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

显给矶法看,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 以后显给

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 末了也显给我看; … 不

拘是我, 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传, 你们也如此信

了”(哥林多前书 15:3-7, 11). 使徒们所传的是什

么? 答案就在下一节“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  

 

神在圣经中清楚应许我们说: “你若口里

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

救”(罗马书 10:9). 耶稣基督已为你我的罪死了, 

并且复活了, 要赐给一切信祂之人“永生”的福乐, 

但这份永生的礼物只给那些愿意接受之人. 亲爱

的朋友, 你为何不认罪悔改, 接受祂作你的救主, 

来得着永生的福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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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记 :   格林利夫博士   

—  从不信到坚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美国哈佛大学法律学院

的皇家教授格林利夫博士(Dr. 

Simon Greenleaf)被法律界公认

为“法律证据学”的权威. 他本是

一名怀疑论和无神论者, 认为耶

稣基督复活一事只是一个骗局

或虚构的神话故事. 某日, 格林

利夫博士的一名学生挑战他去

“思考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 这位只信真相(truth)并

熟悉如何以证据判断真相的法律系教授接受了这项

挑战. 格林利夫博士本来是要以法律证据学来否定耶

稣基督的复活, 但经过严谨与客观的审查后, 他的结

论是: 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 在证据确凿之下, 他从怀

疑者成为基督徒, 并在过后写了一本书《福音书作

者的见证》(The Testimony of the Evangelists), 来

证实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请参阅以下文章 , 载于 

https://www.creationstudies.org/Education/simon_green

leaf.html ). 简之, 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有据可凭、可靠

可信的事实.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重审耶稣基督的案件-目击者的证据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重审耶稣基督的案件-目击者的证据下/
https://www.creationstudies.org/Education/simon_greenleaf.html
https://www.creationstudies.org/Education/simon_greenlea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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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 (Frank M. Davis) 

  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18): 
 

求主领我免失足 
 

 

今年 4 月 8 日, 巴西一所州立高中的

26 名学生, 突然在教室内身体不适, 出现呼吸

急促、出汗、缺氧、心跳过速、颤抖和哭泣

等症状, 经医护人员救治后, 诊断为罹患“集

体焦虑症”(collective anxiety).25  

 

 “集体焦虑”是指具有焦急忧愁、思虑

的一群同类或同命相连的人组成的群体焦虑

反应. “集体焦虑”的成因之一, 是因为过度要

求达到某群体或社会的期望, 以获得他们的

肯定和认同感, 因而产生的群体焦虑. 以上述

的 26 名巴西高中学生为例, 学生在两年疫情

肆虐下无法专心上课而学业表现整体下滑. 

由于学校今年开始恢复上课, 各种评估和检

定考试也接踵而来, 学生对此感到恐慌、焦

虑, 所以当一名学生看到另一名学生呼吸急

促, 自己也感到身体不适、心跳过速, 结果学

生之间发生骨牌效应, 产生集体焦虑的现象.   

 

“集体焦虑”可

以在我们的生活中 , 

以不同形式产生 . 曾

有位心理学家形容道: 

“ 赶流行 ” 或 “ 追潮

流”(指追赶盛行的事

                                                           
25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4120021.aspx . 

物 , following trends)有时也是一种“集体焦

虑”(collective anxiety)的社会现象 , 为什么? 

因为“怕”自己与别人不一样, “怕”自己得不到

认同而被排挤. “集体焦虑”已日渐普遍, 我们

该如何面对与克服这种焦虑呢? 

 

事实上, 若一个人深知自己蒙主的引领,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就不需要“怕”自己与别

人不一样, 也不为自己得不到认同而感到“焦

虑”. 跟从好牧者主耶稣的带领, 我们就免失

足, 不怕误入歧途, 并且会经历主同在和同行

的恩福, 今生今世平安度.   

  

这令人联想到 , 

19 世纪末有一位非常

有名的声乐家戴维斯
(Frank M. Davis, 1839-

1896). 他于 1839 年 1

月 23 日, 出生在美国纽

约 州 的 马 塞 勒 斯
(Marcellus, New York). 

他虽是农家子弟, 但过

后 成 为 声 乐 教 授
(professor of voice / 

vocal music), 教人唱歌. 他自己也是一位好歌

手及合唱团长, 并常帮美国东部、南部几个

州的教会创作圣诗. 

 

1882 年的某一天, 他乘一艘渡轮. 在甲

板上的他, 看着一望无际的茫茫水域, 以及自

己所身处的行进中的渡轮, 忽然间, 心中响起

了一段美妙、简单的旋律与歌词, 于是马上

将之记下 , 后来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诗歌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412002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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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领我免失足》(Saviour, Lead Me, Lest 

I Stray). 这位声乐家所写的歌词如下:  

  

1. 求主领我免失足, 温柔偕我行一路; 

依主身旁便安舒, 惟愿在主爱中住.  
 

副歌: 领我! 领我! 求主领我免失足, 

  今生流年平安度; 

  求主偕我行一路! 
 

2. 人生海上风雨来, 我灵托庇在主怀; 

有主相亲便安泰, 是我希望所凭赖. 
 

3. 求主偕我度艰难, 直到今世风涛完,  

升入快乐不夜天, 在彼眼泪具擦干.26 

 

现任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施以

诺博士指出, 从一个农家子弟到一个声乐家, 

这转行还转得真大! 因此, 我们不得不说, 戴

维斯的人生确实如他所写的歌词一样, 满有

上帝的带领. 的确, 不只是渡轮在茫茫大海上

需要引领, 人活在世上更需要有上帝的引领, 

才不会走错路. 

施以诺继续评述道: “戴维斯的歌词一

开头就写道‘求主领我’, 这四个字其实可以有

着很深奥的学问, 足以让一个神学家写一篇

洋洋洒洒的论文. 我没有办法长篇大论地讲

述这四个字的深意, 但我却相信‘求主领我’与

‘赶流行’绝对是彼此的反义词! 可不是吗? 当

一个人只想要赶流行时, 就很难听到上帝的

声音, 也就很难活出上帝所赐给他那独特的

                                                           
26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第 494 首. 

性质、路线与格局; 而且‘赶流行’往往会让人

越赶越‘怕’, 无法从中得着真正的平安.” 

 

今天许多年青人盲目地“赶流行”(追潮

流), 甚至到了随波逐流、迷失自己的地步 . 

如何面对这种趋势? 施以诺分享他的秘诀: 

“在我还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向身边的

同侪分享一个人生观  —  ‘不要赶流行, 就不

会退流行’! 一直到今天, 这仍是我的座右铭

之一. 许多人为什么会喜欢‘赶流行’? 其实乃

是心中缺乏一份… 安全感, 深怕若和大家不

一样, 就会不够光彩. 然而, 许多人东追西仿

的结果, 不单没有一个定向, 反而回过头来看

才发现是一场空, 才发现走错、走偏了, 没有

活出应该活出的自己.” 

事实上, 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是珍贵而

独特的. 人若能够找到并活出上帝所赐给每

个人的独特之特质、路线, 那才是真正的活

出美好! 诚然, 人生不需要赶流行、追潮流; 

不赶流行(追潮流), 自然也就不会有怕被退流

行的担忧, 因为你已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上

帝所要你走的路线上, 而这将是何等蒙福、

有价值的事. 愿我们都能像声乐家戴维斯在

《求主领我免失足》中所写下的歌词一样, 

学习倾听主的声音, 活出平静安稳、满有价

值的人生.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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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35 页. 也

参其他有关戴维斯(Frank M. Davis)或此诗歌的资料如: ; 

https://www.blueletterbible.org/hymns/bios/bio_d_a_davis_f

m.cfm ; https://hymnology.hymnsam.co.uk/f/frank-m-davis ; 

https://hymnary.org/person/Davis_Frank . 

https://www.blueletterbible.org/hymns/bios/bio_d_a_davis_fm.cfm
https://www.blueletterbible.org/hymns/bios/bio_d_a_davis_fm.cfm
https://hymnology.hymnsam.co.uk/f/frank-m-davis
https://hymnary.org/person/Davis_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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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罗伊·希尔 (Roy Hill) 
 

 

耶稣基督的门徒: 
彼得遇见主、彼得走在水 

上、钓鱼纳税及蒙主洗脚 
 

 

(A) 彼得遇见主 (路 5:1-11;  约 1:40-42) 

  

西门彼得住在加利利海的伯赛大城, 与人合

伙从事渔业, 并且事业有成.28 另有一些其他伙伴如

安得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雇佣了一些

工人, 协助他们的捕鱼事业.  

 

一日, 彼得被他的弟弟安得烈找着. 安得烈

宣称他遇见了弥赛亚(Messiah), 名叫耶稣. 安得烈

趁机把握机会, 将弥赛亚介绍给哥哥彼得. 因此, 彼

得是被某个人  —  即主耶稣  —  所吸引, 而非被某

个教派、异教团体或新宗教所吸引. 信赖和忠诚于

某个人, 往往比效忠于某个组织或团体更加强烈.    

 

首次见面时, 主耶

稣就赐给彼得一个新的

名字  —  矶法(Cephas, 约

1:42), 29  意即 “ 石头 ”(a 

stone). 新的名表示新的

关系、新的境况和新的

责任. 因着意识到这样的

转变, 新的彼得毅然放下

成功的事业, 决心跟从主

耶稣 . 我们蒙恩得救后 , 

也有新的责任和境况, 也

当然享受新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 约 1:12). 我们决

心跟从主耶稣, 以此向主表达忠诚. 跟从主成为我

们生活的优先顺序  —  即使要放弃那些之前占据

我们许多时间和精力的合法之事, 也在所不惜.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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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约 1:42: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见他, 说: ‘你

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约翰在马太 16 章 17 节称约拿), 你要

称为矶法.’ (矶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某日, 当主耶稣在海边教训人时, 祂要求彼

得借他船用, 使祂能在船上, 更方便向群众说话讲

道. 讲完道后, 主建议彼得下海捕鱼. 事实上, 彼得

整夜劳碌, 都没捕到鱼. 虽然彼得不愿浪费时间再

下网捕鱼, 但他仍然顺服主耶稣的吩咐, 出海捕鱼! 

彼得下网后, 发现拉上来时, 网里满了鱼(甚至“网险

些裂开”, 路 5:6). 彼得高声说道: “主啊! 离开我, 我

是个罪人!”(路 5:8). 就是在主的面前, 目睹祂的良

善和大能之下, 我们可以体会自己的无力和罪恶. 

彼得蒙主装备, 去执行更美的事, 如主所说的  —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路 5:10).  

  

 从海的深处 , 

我们移到家庭生活 . 

彼得的岳母发烧生病

了 . 主与众人去彼得

的家探访她 . 主耶稣

拉着她的手 , 扶她起

来, 热就退了. 她就起

来服事他们(可 1:29-

31). 彼得学到宝贵的

功课, 就是那掌控海和鱼的同一位主, 也关心祂的

跟从者的私人生活. 只要他们向祂祈求, 祂必垂听.  

 

 

(B) 彼得走在水上 (太 14:22-36) 

 

 主曾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不久之后, 

众门徒乘船, 要渡过加利利海到对岸. 不过, 他们遇

到困难. “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撼”(太 14:24). 

即使他们努力划桨, 也难以前进. 不久, 众门徒惊讶

地看到有个身影在海面上行走. 有人怀疑是否看见

鬼怪, 但最终彼得认出是主自己.  

 

 彼得恳求主让他

走向主那里. 主答应后 , 

彼得以惊人的勇气从船

上下到海上. 当彼得定睛

看着主时, 他成功地走在

水面上. 无论如何, 由于

海风甚大, 彼得的视线离

开了主(转向海上风浪). 

看着他所处的危险环境, 

彼得害怕, 将要沉下去 , 

便喊着说: “主啊, 救我!” 

而主赶紧前来拉住他.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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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等宝贵的功课啊! 彼得现在领悟到了: 仰望主, 

凡事能! 仰赖自己和环境, 无事成!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 主会平静风浪, 但在另

一些情况下, 主可能选择带领我们渡过风浪. 这样

的经历会帮助我们更确信祂的能力, 巩固我们的信

心. 祂是至高无上的主, 不仅掌控大自然, 也能在我

们个人的生活中掌控一切.  

 

 因此, 彼得和他的同伴大受感动, 跪下敬拜

主, 将祂配得的荣耀尊贵全归于祂. 他们呼喊道: 

“祢真是神的儿子了”(太 14:33). 平安上岸后, 主耶

稣面临另一场“风暴”. 法利赛人责怪彼得和其他门

徒吃饭前不按犹太人的礼仪洗手. 此事对法利赛人

极为重要, 不过彼得并不在乎. 主耶稣提醒在场所

有的人,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太

15:11). 彼得不明白这教训, 所以求主加以解释. 主

便详细说明人性邪恶的特质. 

 

 主耶稣要彼得和

其他门徒常与祂在一起, 

这点强调与主保持亲密

关系的重要. 当主治好一

个患了多年血漏的妇女

时, 以及叫一个已死的十

二岁少女复活时, 彼得都

与主同在一起(见证了这两个奇妙的神迹). 简之, 你

若与主保持美好的交通, 并完全地信靠祂, 就会保

证获得满满赏赐的基督徒生活.     

 

 

(C) 彼得钓鱼纳税及蒙主洗脚  (太 17:24-27;  

18:21-22;  约 13:1-17) 

  

对于任何的评击或批评, 彼得总是很快地为

他的主辩护. 当被提问到他的主人纳不纳税时, 彼

得以坚定的语气说“纳”! 不过, 主耶稣告诉彼得, 主

耶稣身为儿子, 是自由的, 不需要纳税. 这也应用在

彼得身上, 两者都

是儿子! 但主吩咐

彼得往海边钓鱼 , 

所钓上来的鱼口

中正好有钱, 足以

纳税(太 17:27). 身

为儿子是一项尊

荣, 也有许多责任.     

 另一件事是有关饶恕的教训. 彼得认为他明

白主耶稣的教导, 所以宣称信徒应该饶恕人多达七

次. 他多次饶恕是对的, 但七次还远远不及主的要

求. 主耶稣说, 是饶恕到七十个七次. 我们既从神领

受无限的饶恕, 也当白白地饶恕别人. 若我们的心

灵不愿饶恕人, 我们的见证就遭破坏, 这对主来说

也是一种侮辱.  

 

谦卑服事的心是基督

徒真实的财产. 众门徒已聚在

一起, 准备享用最后的晚餐, 

可是他们的脚都还没有洗. 主

耶稣起来, “拿一条手巾束腰, 

随後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

的脚, 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

乾”(约 13:4-5). 彼得说道: “主

啊, 你洗我的脚吗?”,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主啊, 

不但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参 约 13:6,8,9).  

 

这些话显示彼得对主所做的深感惊讶, 也只

部分地领悟主如此行的真正意义. “洗脚”是与神的

交通方面有关, 述说信徒每日道德上的清洗(如此

才能与神保持美好的交通, 编

译者按). “洗澡”(洗全身 , 约

13:10)则是与救恩有关(故只洗

一次就够了, 正如人只一次得

救, 就永远得救, 编译者按).30 

既然我们在永恒里都“与主基

督有分”(得享美好的交通), 我

们在今生也要保持洁净, 免被

世俗所污染或败坏. 我们在这

方面要应用神的话语来帮助

我们的弟兄们“洗脚”.  

 

从晚餐后直到主被捉拿, 彼得变得越来越焦

虑不安. 他先是切断了马勒古的耳朵(约 18:10), 后

来更因三次不认主而切断了自己与主的交通. 首先

是向那看门的使女不认主(约 18:17), 然后是向在门

廊或前院附近的一些人(约 18:25), 最后当彼得被马

勒古的亲属认出时, 他发咒起誓不认主(太 26:74; 

约 18:27). 就在那一刻, 我们读到“主转过身来看彼

得”(路 22:61). 这安静的一瞥意义深长  —  “他就出

                                                           
30   有关“一次得救, 就永远得救”方面, 请参以下网址

的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是否一次

得救就永远得救-不会得救后再失丧吗/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是否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不会得救后再失丧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是否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不会得救后再失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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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痛哭” (路 22:61-62: “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需要勇气和决心站起来, 维持我们对主

的忠诚, 去面对世界的挑战! 愿我们蒙主赐恩去如

此行, 免得我们因失败而内疚痛苦, 后悔莫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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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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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 约翰 约翰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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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74, 275, 276 页. 【注: 第 274 页是

A 项, 第 275 和 276 页各别是 B 和 C 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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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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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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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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彼得简介  —  渔夫-门徒-使徒 

 

A. 简介:  

1) 彼得是主耶稣亲自呼召和特别带领的门徒, 从渔夫

到门徒, 最后成为主所重用的使徒.  

2) 彼得的故事记载在四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 以及 

加 1:18; 2:7-14. 他也写了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 

 

B. 彼得跟从主的初期:  

1) 彼得原名 “西门 ”(太

4:18). 居住在加利利

海边的伯赛大城 (约

1:44), 后来迁居到迦

百农(可 1:21,29).  

2) 彼得的父亲名叫约拿

(Jona). 彼得的兄弟(弟

弟)安得烈信从主耶稣

后, 便引领彼得归向主耶稣. 主第一次见到他, 就说: 

“你要称为矶法”. 矶法(Cephas)是古代西亚通用的亚

兰文(Aramaic), 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彼得”(Petros). 矶

法与彼得的意思相同, 都是“石头”之意(约 1:40-42)  
3) 彼得第一次被召后, 曾暂时回家到海边打鱼. 过后, 主

耶稣在海边行走, 第二次呼召彼得. 彼得便立刻舍了

网, 跟从了主(太 4:18-20). 主耶稣在迦百农, 还曾亲自

到彼得家中, 医治了彼得的岳母(太 8:14-15). 

4) 主耶稣曾借用彼得的船, 坐在船上向岸上群众讲道. 

讲完后, 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彼得与

同伴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 彼得俯伏在主耶稣膝前

认罪, 主安慰他说不要怕, 并说彼得将来要“得人如得

鱼一样”(路 5:1-11; 参 太 4:19). 

5) 彼得被选立为使徒, 在使徒中名列第一位(太 10:1-2).   

 

C. 彼得认识了基督又体贴人意: 

1) 彼得曾走在革尼撒勒湖面上, 但

因见风大而害怕, 结果沉下去, 蒙

主伸手拯救(太 14:22-33). 

2) 主耶稣众多门徒中有些人要退去

时, 彼得说: “主啊, 祢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约 6∶66-68). 

3) 主耶稣问门徒对祂的看法, 彼得说: “祢是基督, 是永

生神的儿子.” 主耶稣称赞他, 但很快地, 他又体贴人

的意思, 劝主不要受苦被杀(太 16:13-23).  

 

D. 彼得经历几次特殊的场合与造就: 

1) 彼得、雅各和约翰被主特许跟着祂, 亲眼见证睚鲁

女儿复活的神迹(可 5∶37-42). 

2) 彼得、雅各和约翰被主领上高山, 见证主耶稣登山

变像的奇景(太 17:1-8). 

3) 彼得听从主耶稣的指示, 往海边钓鱼, 从鱼口得到

一块钱, 缴纳了人丁税(太 17:24-27). 

4) 主耶稣在被卖的夜晚为门徒洗脚, 但彼得误解主洗

脚的意义, 蒙主纠正(约 13:1-14). 

 

E. 彼得三次不认主, 也三次领受主重新托付: 

1) 主耶稣对彼得说: “撒但想要得着你们…”, 但彼

得夸口说: “主啊, 我就是同你下监, 同你受死, 也

是甘心.” 但主说鸡还没有叫, 彼得要三次不认主

(路 22:31-34). 

2)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痛苦祷

告时, 彼得却打盹睡觉, 不能

儆醒陪主祷告, 主深感伤心

(太 26:36-46). 

3) 彼得用刀削掉马勒古的耳朵

(约 18:10). 此事也成了他失

败的根源之一. 当主被抓到

大祭司那里受审时, 院中遇

到马勒古的亲属指证彼得是

同主耶稣一伙的, 这使彼得更不敢承认是主的门

徒(约 18:26-27). 彼得三次否认主(路 22:61-62)  

4) 主复活后, 曾叫几个妇女去告诉祂的众门徒“和

彼得”(可 16:7),33 叫他们到加利利去见祂. 主特意

强调“和彼得”, 证明主仍厚爱彼得, 以此鼓励他.  

5) 主在提比哩亚海边向彼得和另外六位门徒显现

(约 21:1). 同吃早餐后, 主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

吗?” 彼得三次承认他爱主, 主也三次托付他喂养

祂的小羊和羊, 及牧养祂的羊群(约 21:15-17) 

 

F. 彼得五旬节与之后的布道和事奉: 

1) 五旬节时, 彼得与众门徒已祷告了约有 10 天, 圣

灵降临在彼得众人身上. 彼得讲道后, 有三千人

悔改, 归信耶稣基督(徒 2:1-42). 

2) 主使用彼得和约翰治好一个瘸腿的人. 彼得再次

传道, 信主的人多达五千人(徒 3:1-徒 4:4). 

3) 彼得和约翰被犹太公会拘捕审问. 他们被释放后, 

仍然放胆讲道(徒 4:21,31).  

4) 彼得与众使徒第二次被捕受审责打. 被释放后, 

彼得仍然继续传扬耶稣是基督(徒 5:29, 41-42). 

5) 相传彼得大约于耶稣基督降生后的主后 67 年在

罗马殉道, 殉道时约 75 岁.34  

                                                           
33   “和彼得”这几个字只有马可福音有记载, 其他福音

书中都未曾提到. 而书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乃是彼得的青年

助手, 形同彼得的儿子(彼前 5:13). 马可所写的“和彼得”这

几个字肯定是彼得亲自讲述给马可的. 
34   改编自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

人物辭典/彼得/ .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人物辭典/彼得/
http://www.equiptoserve.org/etspedia/聖經人物辭典/彼得/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23 

   

《家信》: 第 132 期 (2022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马有藻 (Denny Ma) 

 
 

Dr. John F. MacArthur 

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路
9:6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要正确解经, 就必须明白这段经文的上下

文. 让我们先读整段经文: 

 

 路9:57: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人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那里去, 我要跟从你.’ ” 

 路9:58: “耶稣说: ‘狐狸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 

 路9:59: “又对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那人说: 

‘主,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 

 路9:60: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 

 路9:61: “又有一人说: ‘主, 我要跟从你, 但容

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 ” 

 路9:62: “耶稣说: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 不配进

神的国.’ ” 

 

根据马有藻, 路 9:57-

62 分别指出三种不是真心

愿意跟从主的人. 其中有一

人求主让他先回去埋葬他的

父亲, 以尽孝道, 然后才跟从

主. 哪知主说“任凭死人埋葬

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

神国的道.” 主耶稣的回答看

似冷漠无情, 犹如一盘冷水浇

在那人头上, 引起现今读者的

莫明不解. 英国著名的圣经批

判学与解经学教授布鲁斯(F. 

F. Bruce)也将之列入他所谓的

“耶稣的难解之言”(The hard 

sayings of Jesus). 

 

“表面看来,” 马有藻解释道, “那人有愿意

跟从主的心, 只因慈父去世, 他想先回去办理后

事, 执孝子之礼后才跟从主, 这不但无可厚非, 更

令人钦佩. 但在巴勒斯坦地, 人死后的当日即举

行安葬仪式(或隔日行之),35 这是因为古代的殡葬

设备非现代化(如主耶稣被钉十架, 即日[当日]安

葬), 而那人在路上与主谈话, 可见其父当时并未

过世 , 否则他应在家里捶胸哀哭 , 办理丧事才

对.”36 换言之, 那人可能是说: “主啊, 我要跟从祢, 

但要等到我父亲去世, 埋葬他过后, 才能如此行.” 

 

又假设那人的

父亲已死, 他在举丧期

间因与死尸接触而犯

了不洁之事, 照律法规

定, 要在家守七日的洁

净礼(民 19:11), 不会

在外到处“游荡, 可见这人的父亲还未过世, 他所

言“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路 9:59)只是一个

借口.37 再者, 如麦克阿瑟(J. F. MacArthur)所说, 

这句话原是俚语,38 即“等我得了遗产”之意.39 

 

事实上, “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一语是

关乎两种死人, 前者是指属灵(或作: 灵性上)的死, 

代表不信的人, 后者是肉身的死. 整句话的意思

是说, 俗世的工作由不信的人做吧, 属灵的工作

是由已信的人去做. 这里提到的那人是信徒, 只

是没有决心一生跟从主到底, 所以在主的工场里, 

作工的人往往不足(参 路 10:2).40  

 

                                                           
35   论到这方面的习俗, 布鲁斯(F. F. Bruce)指出, “人

死后很快就进行葬礼, 若那人的父亲刚过世, 很可能就在同

一天埋藏…” F. F. Bruce, The Hard Sayings of Jesu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83), 第 161 页. 
36   David Smith, The Days of His Flesh (Hodder & 

Stoughton, 1911), 第 191 页. 
37   William F. Arndt, St. Luke (Concordia, 1956), 第

277 页. 
38   俚语(slang)是指民间通俗的口头词语, 常带有方言

性 . 如北京话中的“撒丫子”(快步离去), 天津话中的“糟

改”(挖苦、戏弄)等. 
39   J. F. MacArthur, MacArthur’s Study Bible (Word, 

1997), 第 1406 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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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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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ig S. Keener 

 
 

Frederick F. Bruce 

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 这人要求延迟一年

后, 才来跟从主耶稣. 基纳尔(或译“基纳”, Craig S. 

Keener)评论道: “在守丧期

间, 就是丧事一周之内, 家

人 不 能 在 外 面 与 拉 比

(rabbis)谈话 . 一个人过世

后 , 很快就会举行初步的

葬礼 , 可能这个人和耶稣

(基督)说话的时候, 丧事已

经举行过了 . 但是在初步

埋葬一年之后 , 肌肉已经

腐朽, 只剩骨头, 儿子就要回去, 把骨头收在特别

的盒子里, 放在坟墓墙壁的空隙间(编者注: 犹太

人常以山坡的洞穴作为坟墓, 并用大石头堵住洞

穴入口). 因此, 这位作儿子的可能是要求延迟一

年之久(才来跟从主耶稣).”41  

 

我们在英国的奉主名聚会弟兄克劳福德

(Norman Crawford)解释道: “这不是唯一的一次

主说到人在灵性上的死(约 5:25). 那些死在罪中

的(指灵性上的死, 即未信主得救的人)可以埋葬

他们的死人, 但他们却不能传扬神国的道. 有些

学者认为, 在同一段落里, 甚至同一节里(即 路

9:60), ‘死’(希腊文: nekros {G:3498})一词有两种

用法(指灵性上的死和属肉身的死), 这个看法是

难以接受的. 不过, 约 5:21,25 确实使用这同一个

字(即 nekros )42去指那些在灵性上已死的人, 而 

约 5:28-29 则指肉身上已死的人,43 他们将在复活

的时候起来.  

 

“关于 路 9:60 的意思, 许多人同意我们上

文的解释, 认为这节的意思: 属灵(灵性)方面的死

                                                           
41   Craig S. Keener, The IVP Bible Background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Illinois: Inter Varsity Press, 

1993), 第 215 页. 基纳尔(或译“基纳”, Craig S. Keener)指出, 

长子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是父亲的葬礼. 主耶稣的要求  —  

重视主耶稣过于这份责任  —  听来像是异端(heresy): 在犹

太传统里, 孝敬父母是最大的诫命, 而如此激进(radical)的

来跟从主耶稣, 似乎违背了这条诫命. 同上引. 
42   约 5:25: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 现在
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参 

约 5:21: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 使他们活着, 子也照样随自己

的意思使人活着”).  
43   约 5:28-29: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行善的, 复活得

生; 作恶的, 复活定罪.” 

人 (指非信徒 )可以埋葬肉身方面的死人 (the 

spiritually dead can bury the physically dead).44 此

外, 很多基督的仆人被迫必须以‘主的事’(林前

7:32-33)为优先, 胜过属地和家庭的合法联系(意

即他们必须重视主的事, 过于他们的家人亲属), 

例如一些主仆为了把福音带到地极, 他们必须离

开所爱的家人, 去到遥远的地方. 有时候, 他们必

须向所亲爱的父母家人郑重告别, 因为他们很可

能今生再也无法见到他们了. 而主耶稣在 路 9:60

所教导的, 可以是属于这种情况.”45 

  

针对以上这点, 布鲁斯(F. F. Bruce)在《耶

稣的难解之言》(The hard sayings of Jesus)一书

中, 给于既真实又贴切的例证. 他写道: “上一代

知名的苏格兰传道人约翰 · 麦克尼尔 (John 

McNeill)常说他发现主耶稣这句话(路 9:60)直接

对他有关. 当他的父亲于 19 世纪末, 在苏格兰(英

国北部)过世时, 他还在英国的中部地区(English 

Midlands), 并在这之前已安排好要在某城负责福

音聚会. 但福音聚会那一天, 刚好就是父亲的葬

礼. 若他传讯说本身因出席父亲葬礼而被迫取消

福音聚会, 相信众人都会体谅. ‘可是我不敢传此

讯息,’ 他说, ‘因为主仿佛站在我身旁, 对我说: 

“看哪, 我要用你. 你去传福音给那城的人. 你宁

可埋葬死人, 还是愿意看到死人复活? (意指借着

传福音使人信主而重生得救  —  已死的灵性仿

佛从死里复活)” 我过后去了那城传福音.’ ”46 

 

总括而言 , 正如布鲁斯

(F. F. Bruce)的解释, 主耶稣在 

路 9:60 的意思是: “让那些在灵

性上死了的人去埋葬在肉身上

死了的人”(Leave the [spiritually] 

dead to bury the [physically] 

dead). 曼森(T. W. Manson)认为

主耶稣的答复是以生动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意思: 

“埋葬之事自然会有人处理; 你有更重要的事去

做(指传扬神国的道)!”47 

                                                           
44   这也是布鲁斯(F. F. Bruce)对 路 9:60 的解法, 参 F. 

F. Bruce, The Hard Sayings of Jesus, 第 162 页. 
45   Norman Crawford, “Luke”,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7),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9), 第 180 页. 
46   F. F. Bruce, The Hard Sayings of Jesus, 第 162-163页. 
47   同上引, 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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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于五旬节降临在众门徒身上 

 
五旬节当天, 彼得向犹太人传讲福音 

-原文解经                微光-    
 

 

恒心遵守 

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掰饼, 祈祷 

 
 

 
 

经文: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

约添了三千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

此交接, 掰饼, 祈祷.” (徒 2:41-42) 

 
(A)  圣灵降临成立了召会 

五旬节时, 门徒按照主的吩咐, 在耶路撒

冷等候圣灵. 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都被

圣灵充满, 按着圣

灵所赐的口才说

起别国的话来(徒

2:4). 当时在耶路

撒冷的人, 除了城

里的居民和犹太

人之外, 还有许多

从世界各地前来朝圣的虔诚犹太人. 众人被那声

音所吸引, 来到门徒所在的地方, 听见门徒用各

自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 

 

正当众人不明白这事, 想找出这不寻常现

象的原因时, 彼得站出来, 讲了一篇著名的道, 证

明那被钉十架的“耶稣”是主, 是基督(徒 2:36). 基

督的到来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 彼得的话带着圣

灵的能力, 刺入众人的心, 以致众人感到扎心, 向

彼得及门徒询问得救之道. 彼得对他们说: “你们

各人要悔改, 奉

耶稣基督的名受

洗, 叫你们的罪

得赦, 就必领受

所赐的圣灵”(徒

2:38). 那 一 天 , 

领受彼得话语的

人受了洗 (原文

应译作: 受了浸; 

希腊原文: baptizô {G:907});48 当天, 门徒约添了

3 千人(徒 2:41). 这些刚信主的人并非只停留在信

主、受浸、加入召会, 徒 2:42 让我们清楚看见, 

他们也开始积极地过委身的召会生活.  

 

 

(B)  初期召会的门徒生活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第 42 节描述初期

召会的门徒信主、受浸、加入召会之后的情形. 

按《和合本》的翻译, 这些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

的教训(另译: “使徒的教导”或“使徒的教义”), 彼

此交接、掰饼、祈祷. 

罗羚在《原文读经好

处多》一书中指出 , 

“恒心遵守”一词表示

以持之以恒、坚定不

动摇的态度来遵守. 有

的中文译本将之译为“专心致志于”, 表示不被其

他活动分心、专一的委身. 这个词在新约原文中

是 proskartereô {G:4342}, 涵盖以上两个意思. 

也可以将之翻译成“持续不断或坚持不懈地委身

于(或热衷于、投身于)”, 正如《环译》的译法.49  

 

 

(C)  可用作“动词”或“间接受格的名词” 

请读者留意罗羚所解释的: 虽然“持续不

断地委身于使徒的教导”这句话后面相继出现的

“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在中文语法上都

可以作动词用, 其实它们在原文中都具有动词性, 

且为间接受格(indirect objective case)的名词. 这

关系到信徒所“持续不断地委身”的活动范围.   

 

如果 “彼此交接 ”、

“掰饼”、“祈祷”都作动词用, 

就会得出一个平行结构, 即

信徒(指初期耶路撒冷召会

的众门徒)都做这四件事: (1) 

持续不断地委身于使徒的教

                                                           
48   徒 2:42 中的“受洗”一词, 按其希腊原文是“受浸”

之意; 换言之, 按照神在圣经中的指示, 受洗的正确方式是

“浸礼”而非“滴礼”. 在这方面, 浸信会的教导(指浸礼而非

滴礼)是正确的.  
49   《环球圣经译本》把 徒 2:42 译作: “他们在使徒的

教导、彼此的交谊、掰饼、祷告这些事上都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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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2:41-42: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

教训, 彼此交接, 掰饼, 祈祷.” 

导; (2) 彼此交接; (3) 掰饼; (4) 祈祷. 这样, 他们就

只委身于“使徒的教导”这一项, 至于第 2 至第 4

项, 虽然理论上应该有持续不断地实践, 但从中

文圣经如《和合本》以及《新译本》50的译文所

表达的, 却不能肯定此事.  

 

罗羚解释道: “按照原文, 这些词汇(包括

“使徒的教导”)都是互相平行的间接受格名词, 故

此就有另一个不完全一样的平行结构: 这些信徒

都‘持续不断地委身于’(四件事): (1) 使徒的教导; 

(2) 彼此交接; (3) 掰饼; (4) 祈祷(复数). 这个平行

结构说明第 1 至第 4 项这四个间接受格名词都是

“持续不断地委身”的具体活动内容. 也就是说, 这

些人信主后, 马上就持续不断地委身于这四件事: 

聆听并遵守使徒的教导, 彼此交接、掰饼和祈祷. 

 

 

 

 

 

 

 

 

 

 

使徒行传 2:44-47 也提到上述几件事, 是 

徒 2:42 的详细叙述, 例如: 

 

 第 44 节: “信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公用” 

 第 46 节: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 

且在家中掰饼…” 

 第 47 节: “赞美神…” 

 

我们留意到 徒 2:46-47 说: “他们天天同心

合意恒切的在殿里, 且在家中掰饼, 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

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 使徒行传

2:46 的“恒切”与第 42 节的“恒心”在希腊文原是

同一个字(即 proskartereô ). 第 46 节是描述信徒

是持续不断且同心合意地在圣殿里(有者认为他

们很可能也在那里聆听使徒的教导、祷告、赞

美和敬拜神). 

 

                                                           
50   《新译本》在 徒 2:42 译作: “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

教训, 彼此相通、擘饼和祈祷.”  

(D)  结语 

罗羚贴切指出, 原文可让我们更清楚地看

见, 即使是被圣灵大能所感动而信主的人, 仍须

继续在神的话语上持续不断地学习和操练, 在召

会持续不断地过彼此关爱的团契生活, 持续不断
地记念主的死和主的再来, 也持续不断地借着祷
告亲近主, 依靠主. 这正符合主耶稣大使命的教

导, 不仅使万民作门徒, 给他们施浸, 也教导他们

遵守主一切的话. 让我们

学习初期召会留下的美

好榜样, 在基督的召会中

一起成长, 一起为主在世

界上作美好的见证.51 

 

 结束前,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 主耶稣基督

升天前, 曾吩咐众门徒说: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

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 作我的见证”(徒

1:8). 要如何为主作见证呢? 答案可在 徒 2:41-42

寻获. 马丁(Dr. E. A. Martin)指出: “召会如何作见

证呢? 神所设立的样式是: (1) 借着传扬福音;52 (2) 

借着洗礼(浸礼); (3) 借着把受浸后的信徒加入召

会; (4) 借着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5) 借着彼此交

接(交通); (6) 借着掰饼; (7) 借着祈祷(祷告). 耶路

撒冷的召会, 由神的手所立, 作为所有召会的模

范(model); 在这七件事上, 她可说道: ‘我们是祂

的见证.’ 任何群体若宣称是神的召会, 就必须具

备这七件事, 缺一不可. 这样的召会才能接纳所

有神的话语、神整体的真道. 少了其中一样, 或

其中一样腐败了, 你就无法容纳神整体的真道.”5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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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140 页. 
52   徒 2:41 说: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领受他话”是指领受彼得所传的福音.  
53   有关召会为主作见证需有的七大样式, 请参以下

《家信》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作

我的见证-地方召会的样式一/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作我的见证-地方召会的样式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作我的见证-地方召会的样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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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R. Osborne 

                                  读经解经       微光 

 

  再思解经错谬(一) 
 

 

 

 

 

(I) 导论 

 

有者正确说道: “好的解经使人活起来, 荣

神益人; 错误的解经却足以扼杀生命, 害己害人.” 

卡森 (D. A. Carson) 54所写的

《再思解经错谬》, 就是为帮

助读者在解经时, 避免犯下书

中详细指出的字汇、文法、逻

辑、前提和历史方面常见的错

谬, 并选取更正确的解经方式, 

借此鼓励读者能够更谨慎且忠

实地将圣经的原意解明出来.  

 

从本期的《家信》开始, 我们将重新编辑

与刊登《再思解经错谬》里所提出的各种解经

错谬, 也加添其他书籍的例证以补充和富化这方

                                                           
54   唐纳德·A·卡森(另译“卡逊”, Donald A. Carson)是

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新约

研究教授, 至今撰写或编辑过 50 多本书, 包括《登山宝训

》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 《 释 经 的 谬 误 》

(Exegetical Fallacies)、《属灵改革的呼召》 (A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 、 《 新 约 解 经 书 概 论 》 (NT 

Commentary Survey)、《约翰福音注释书》和他得过金奖

的著作《上帝的禁制》(The Gagging of God). 他能阅读多

种文字, 包括希腊文和法文. 他也是丁道尔圣经研究学社

(Tyndale Fellowship for Biblical Research)、圣经文献研究

社(Society for Biblical Literature)和圣经研究所(Institute for 

Biblical Research)的会员.他的专门知识范畴包括历史上的

耶稣基督(historical Jesus)、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希腊文法, 以及使徒保罗和约翰的神学. 卡森最初学的是化

学(在麦克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取得化学学士学位), 

过后改修神学, 在获得神学硕士学位后去英国深造, 在著名

的剑桥大学取得新约博士学位. 1978 年参与三一福音神学

院工作之前, 曾在三间别的神学院授教. 此外, 卡森也是马

来西亚 “吉隆坡基督徒会议 ”(Kuala Lumpur Christian 

Conference)举办的“巴生谷圣经大会”(Klang Valley Bible 

Conference)所常邀请的讲员(注: 他在 2007 年已是第 3 次

成为大会讲员), 其解经常有独到之处. 

面的讨论, 期望借此能帮助读者“作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至终叫人得

益, 使神得荣. 

  

 

(II) 五大方面的错谬 

 

卡森(D. A. Carson)在其所著的《再思解经

错谬》一书中, 提出了五大方面的解经错误:55 

1) 字义或字汇研究上的错谬(Word-Study Fallacies); 

2) 文法上的错谬(Grammatical Fallacies); 

3) 逻辑上的错谬(Logical Fallacies); 

4) 前提上的错谬(Presuppositional Fallacies); 

5) 历史上的错谬(Historical Fallacies). 

 

 

(A)   字义研究上的错谬 

 

 文字是奇妙的! 它既能传递资讯, 又能抒

发情感, 又是我们用以思考的工具. 字汇(或译“字

词、单字”, word)是传道者的基本工具之一  —  

不论是他所研究的字词, 或是用来解说他所研究

的. 奥斯邦(Grant R. Osborne)贴切指出, 字义研究

(word study, 注:《再思解经错谬》将之译作“字

汇研究”)已经成为解经最普遍的一个层面. 只要

稍微浏览标准的注释书, 就会发现它们多半是用

逐字的方式探讨一段经文. 一般大学或神学院的

解经课, 也常花很大部分时间在字义研究上. 尽

管如此, 我们看到即使是著名的圣经学者, 也可

能犯上字义研究方面的错谬.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 

 

 

(A.1)   字根的错谬 
 

 在所有的错谬中, 解经

者最常犯的错谬, 就是假设每

个字词的意义与它的字形, 或

与它的构成有着密切的关联. 

由此观念导出的结论是: 字词

的意义乃由语源学(etymology)来界定; 也就是说, 

一个字词的意义是由它的字根来决定的. 我们常

听到的例子如: (1) 希腊字 apostolos (使徒)的字

                                                           
55   值得留意的是 , 卡森在其所著的《再思解经错

谬》一书中, 只把上述五种错谬分为四种  —  将第四和第

五种错谬联合起来, 算为一种(即前提和历史上的错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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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是 apostellô (我差遣), 所以“使徒”的意思就是

“被差遣的人”; (2) 希腊字 monogenês (独特)的字

面意义是“独生”, 就是“独生之子”的意思. 但这种

说法是否正确? 

 

 英国圣公会牧师兼神学家提瑟顿教授(另

译: 田素顿, Prof. Anthony C. Thiselton)曾以英文

“nice” (美好的)一字为例 , 这字原是由拉丁文

“nescius” (无知)演变而来. 但在今天, 当某人说另

一个人“nice”时, 我们不会因“nice”的字根意义

(指隐藏意义或字面意义)代表“无知”而认为所说

的那人在某种程度上是

无知的. 

 

 提瑟顿教授也用 

greenhouse 一字作为例

子 . Green (绿)和  house 

(屋)各有许多不同的意

义, 若将两个放在一起, 就成为 green house (注: 

这个词本身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含义不同), 或成为 

greenhouse (意即“温室”), 而这两个字原有的意义

(即“绿”和“屋”)差不多都不合用了.56 

 

 语言学家罗沃尔(另译: 鲁欧, J. P. Louw)

也提出以下例子来说明这方面的错谬. 保罗曾在 

林前4:1描述自己、矶法、亚波罗等为“基督的执

事(希腊文: hupêretês ). 圣

公会大主教兼诗人特仁赤

(另译: 特仁慈 , Richard C. 

Trench)认为 hupêretês 是由

动词 eressô (划)演变而来, 

所以 hupêretês 最根本的意

思应该是“摇桨者”(rower). 

罗伯逊(A. T. Robertson)和

霍夫曼(J. B. Hofmann)更是

推波助澜地认为, 从语形来看(morphologically), 

hupêretês 是由hupo 和 eretês 结合而成, 推论 

eretês 在荷马(Homer, 古希腊诗人)57著作中(公元

                                                           
56   奥斯邦著, 刘良淑、李永明合译, 《21 世纪基督教

释经学  —  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台北: 校园书房出

版社, 2012 年增订版), 第 107 页. 
57   荷马(Homer)是约公元前 9-8 世纪的古希腊吟游盲

诗人, 著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其生平及著作情

况众说纷纭, 成为“荷马问题”. 

前8世纪)即是指摇桨者; 于是霍夫曼将这字和语

形学(或译 : 形态学 , morphology)相联结 , 推断 

hupêretês 基本上是“下-摇桨者”(under-rower)、

“ 摇桨副手 ”(assistant rower) 或 “ 附属的摇桨

者”(subordinate rower). 特仁赤没有扯这么远, 也

没有说 hupo 有任何“从属”的含义. 尽管如此, 澳

洲的新约圣经学者莫里斯(Leon Morris)仍推论 

hupêretês 为“卑微的仆人”之意; 巴克莱(William 

Barclay)更是指出 hupêretês 如同“罗马战船上最

低层的摇桨者”. 但这些看法仅依据一个可能的

特例  —  而且它仅是“可能”, 并非确定. 

 

 事实上, 在古典文学著

作中, hupêretês 从未用来指

“摇桨者”, 新约圣经中也没有

这种用法. 正如罗沃尔所评析

的, 将 hupêretês 的含意溯自 

hupo 和 eretês, 就像将英文字 

butterfly (蝴蝶)说成是 butter 

(奶油)和 fly (飞)结合而成, 或

将 pineapple (凤梨)说成是 pine (松)和 apple (苹

果)的结合同样滑稽.  

 

 回到先前所提到的例子, 希腊字 apostolos 

(使徒)和其字根 apostellô (我差遣)是否是同源字, 

仍然是有争议的. 但在语意的讨论上, 新约经文

并不将其意思集中于“被差遣的人”, 而将重点放

在“报信者”. 报信者通常是被差遣的, 但报信者涵

盖这个人所携带的信息, 并且暗示他是代表那位

差遣他的(意即主耶稣的使徒是代表差遣他们的

主耶稣). 换言之, 在新约圣经里, apostolos 通常

用来表示“特殊的报信者”或“特殊的代表”, 而非

指“被差遣的某个人”. 

 

 至于希腊字 monogenês (独特), 这字通常

被视为由 monos (唯一、独一)加上 gennaô (生产

的“生”)衍生而成“独生子”之意. 在语源学上, 希

腊字 gen- 的字根相当棘手: monogenês 可以被简

单地说成是由 monos (唯一、独一)加上 genos 

(意即“类”或“族”)而成, 意指“类中独一的”, 意即

“独特的”或类似的说法.  

 

 虽然 monogenês 在新约圣经里, 通常用来

描述孩子和父母的血缘关系(路7:12; 8:42;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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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还是得谨慎界定其用法. 来11:17称以撒为

亚伯拉罕的 monogenês (《和合本》译作“独生

的儿子”), 但明显其意不是“独生的儿子”, 因亚伯

拉罕也生了以实玛利(创16:15-16), 并且也与基土

拉生了一群子孙(创25:1-2). 这字在此处的意思应

该是“独特的儿子”, 因为以撒确实是亚伯拉罕“独

特”的儿子, 是他特别钟爱的. 【编者注: 故有者

建议把 约3:16译作: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独一无

二(或作: 独特)的儿子赐给他们…” 这样的译文不

是为了白话文而改写, 也不是要否认某一基要真

理, 而纯粹是为了语言学(linguistics)的理由】 

 

 “针对上述的讨论,” 

卡森评述道, “我要另外加

上三项警告. 首先, 我并不

主张每个字词(或译“字汇”, 

word)可以随便有任何的

语意解释. 通常我们可以

观察出每个字限定的语意

范围(semantic range), 然后

根据上下文, 在某种范围内修订或塑成某个字的

意义. 但语意范围并不是恒常固定的, 随着时间

和用法的改变, 语意也将相形变动.  

 

“即便如此, 我也没有说字义的变动是没

有限制的. 我只是强调字词的语意不能单靠字源

(etymology)来确定, 或说一旦我们找到某字根的

意思, 任何由这字根合并而来的字都会含有类似

这字根的意思.58 就语言学而论, 语意并非字词本

身所具有的. ‘语意表明的是一种集合起来的关系, 

其中动词的表征只是一个记号’. 从某方面而言, 

我们说‘某字的意思如此如此’是合情合理的, 但

这只是在我们以归纳性的观察, 提供字义范围, 

或者特别指明在某段上下文中, 某个字词的含义. 

但是, 我们绝不能因此过度倚赖语源学的包袱

(etymological baggage, 指过度靠语源学来定义).” 

 

其次, 一个字词的意义是有可能反映出其

组成部分的意思. 例如, 希腊文 ekballô {G:1544}

                                                           
58   卡森也提醒我们, 不要根据某字根具有某种语意, 

而假定或认定这语意也必然会注入较晚期的字义中, 因为

字词的意思会因着时间的过去而改变(换言之, 某字在主前

第 5 世纪的意思, 到了主后第 5 世纪(经过 1 千年后), 或许

其语意会改变. 参《再思解经错谬》, 第 33 页.  

这个动词是由 ek (出来、出于)加上 ballô (投

掷、驱赶、放置)所组成, 它的意思正是“我丢

出”、“我掷出”、“我逐出”. 卡森解释道: “一个字

可以或可能反映(may reflect)它的语源; 我们得承

认这样的情形较常发生在综合性语言中, 如希腊

文或德文  —  因着两种语言的字汇和字义有显

而易见的关系. 但英语则较隐晦, 它的字词与字

义间较没有自然而然的关系. 即使是这样, 我要

阐述的是: 我们仍旧不能假定语源和语意是有必

然的关系. 我们只能按个别的字词, 经由归纳后

所发现的字汇意义来检视.” 

 

“第三,” 卡森继续写道, “我绝对没有暗示

语源学的研究是无用的. 语源学是重要的, 例如

在研究一些历经时间长河的(diachronic)字词, 或

在尝试详细说明这字最原始(最早)的意义, 甚至

在研究同源语系(cognate languages), 以及在那些

(在新约圣经中 )仅仅出现一次的字词 (hapax 

legomena)方面, 语源学是功不可没的. 在辨认字

词的语意上, 语源学虽是相当有限的工具, 但由

于缺乏其他更有效的方法, 语源学有时就变得别

无选择了(即有重要性了).” 

 

正如古巴出生的

美国圣经学者史尔瓦

(Moises Silva)在其卓越

的研究中指出, 语源学对

旧约圣经的重要性远胜

于新约圣经. 无论如何 , 

纯粹以语源学作为解明

字词语意的基础, 那只能算是一种“具有学术修

养的臆测而已”(educated guess). 

 

 

(A.2)   语意时序的错置 
 

当我们将某字晚期的用法(指这字词后期

的意思), 注入早期的著作时, “语意时序的错置”

便发生了. 这在相同语言中尤其容易发生, 例如

(约主后100-450年 )初代教父 (the early church 

fathers)所使用的一些希腊文字词, 其意思就有别

于(约主后49-96年)新约作者使用时的意思.59 例

                                                           
59   初代教父(the early church fathers )可分为三个基本

的组别: (1) 使徒时代的教父(Apostolic fathers, 主后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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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当初代教父们使用 episkopos (主教, bishop)

这希腊字时, 所指的是同时监管数个地方教会的

领袖, 但新约作者使用这字时却没有如此含义(注: 

这字在新约圣经是指监管一个地方教会的领袖).  

 

当上述情况发生在不同语言中, 问题就更

多了. 举个例子, 英语 dynamite (炸药)一词源自希

腊字 dunamis (意指“能力”, 甚至带有神奇能力的

“神迹”). 有不少人将 罗1:16译成“我不以福音为

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炸药’(dynamite of God), 要

救一切相信的…” 这错谬不仅是上文已提到的

“字根的错谬”, 更糟的是, 这根本是在颠倒语源学  

—  用某字在现代的字义来解读新约初期的字义! 

这是将时序(时间顺序)错置所导致的谬误. 

 

让我们问

问自己 , 当使徒

保罗在罗马书用 

dunamis 一词时, 

他果真想到炸药

吗? 况且, 把“炸

药”当成能力的类比(analogy)也是非常不恰当的. 

对, 炸药确实有能力炸开东西, 它炸裂磐石, 甚至

凿洞, 但它也毁坏东西  —  换句话说, 它具有破

坏力. 至于保罗所提有关神的“能力”, 常是指那使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例如: 弗1:18-20); 当

这能力在我们身上发动, 其目的是使人“进入救

恩”(参 罗1:16); 它最终的目的是救赎(而非“毁

坏”), 使我们得以整全完美.  

 

因此, 除了语意上的时序错置以外, “炸药”

不足以使耶稣

基督从死里复

活, 也不能使我

们成为像祂那

样的荣美样式. 

当然, 传信息者

讲到“炸药”时, 

                                                                                                     
之前的教父, 如: Clement of Rome [主后 99 年离世] ); (2) 前

尼西亚时期的教父(Ante-Nicene church fathers, 主后 100 年

至 325 年间的教父, 如: Irenaeus、Ignatius、Justin Martyr 

[约主后 165 年离世] ); (3) 后尼西亚时期的教父 (Post-

Nicene church fathers, 主后 325 年之后的教父, 如: Jerome 

[主后 420 年离世]、Augustine [主后 430 年离世]等等). 

强调的乃是神伟大的能力. 即使如此, 保罗意指

的绝不是炸药, 而是空坟墓(意即主复活的大能).  

 

 

(A.3)   沿用过时的语意 
 

 就某方面来说, “沿用过时的语意”这项错

谬是上一项错谬(语意时序的错置)的倒影, 即诠

释者赋予某个字的语意, 在时间上早已过时(其语

意范围早已不存在了).  

 

 卡森解释道 : “我个人的书架上有一本

《 过 时 英 语 辞 典 》 (Dictionary of Obsolete 

English), 当然 , 书中一些字

汇已失去功用, 早已被废置不

用(例如: 英文字“to chaffer”

意思是“讨价还价、斤斤计

较”). 但最棘手的还是那些仍

被沿用却改换意义的字词. 在

圣经语言中也有类似情况 ; 

例如 , 荷马时代的某些用词

(Homeric words)早就不出现在《七十士译本》或

新约圣经的书卷, 而研究圣经的专家对上述古旧

的字汇也没有兴趣. 然而, 一些希伯来文的字汇

在不同时期可以用不同的意义; 而有些希腊字在

古典希腊文中有某个意思, 但到了新约时代又有

另一个意思. 这类情况很容易使粗心大意的解经

者陷入这第三种错谬  —  沿用过时的语意. 

 

 有些字义的变动是不难掌握的. 时下英文

字“martyr”(意即“殉道者”)源自希腊文 martus . 

有者追溯 martus 这希腊字的名词及其同源动词

的意思之发展, 而这发展通常有以下几个阶段:  

 

a) 第一阶段: martus 的意思是在法庭内(或外)

提供证据的人. 

b) 第二阶段: martus 指提供见证和确据的人

(例如: 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证). 

c) 第三阶段: martus 意指那些即使在死亡的威

胁下仍(勇敢)见证其个人信念的人. 

d) 第四阶段: martus 指那些以接受死亡来见证

其信仰的人. 

e) 第五阶段: martus 指为某种原因(包括其信

念或信仰)而死的人  —  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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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上述的发展阶段并不见得那么容易

分清界限. 在同一时期, martus 可以被某个人解

释成其中一种意思, 但却被另一个人解释成另一

种意思; 或者, 同一个人对同一个字, 因为上下文

的不同(语境不同)而有不同的用法. 在这个论据

中, 第三阶段通常发生在法庭内, 这使人联想到

第一阶段, 因而构成该字在语意发展上的瓶颈(即

难以明确地分清这字包含哪个阶段的意思).  

 

显然, 在《坡旅甲殉道记》(Martyrdom of 

Polycarp)的1章1节, 以及19章1节(主后2世纪中叶

作品)完成时, 第五阶段已经隐约可见. 有标准希

腊文辞典主张, 当启示录写成时, 第五阶段已经

形成: “当我忠心的 martus (见证人? 殉道者?)安

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 你

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启2:13).  

 

但上述看法可能不

够正确, 因为 启11:7论及

两个 “见证人 ”(希腊文 :  

martus )的叙述里, 他们在

被杀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见

证, 这意味着 martus (见

证人)的意义不会超过上述

的第三阶段(注: 第三阶段

的见证人只是受到死亡的

威胁, 并不一定死; 但第四

和第五阶段的见证人则是

经历了死亡). 因此, 启2:13中的 martus 只是单纯

的指“见证人”; 又或者, 在约翰使用 martus 一字

时, 此字的语意范围包括了多重的阶段. 

 

 简而言之, 某个字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改

变它的语意. 现今大部分学者已察觉到希腊文中

的“小后缀”(diminutive suffixes; 如英文 duckling 

[小鸭] 或 booklet [小册子]一字的‘ling’或‘let’, 含

有“小”的意思)的功用到了新约书卷写成之时, 已

大部分失效了; 所以我们很难以年龄或身量区分

希腊字 ho pais (小孩)和 to paidion (孩童). 我们

也察觉到许多“完成式词首”(perfective prefixes)

已失去部分甚至全部的功用. 

 

 从上述讨论看来, 任何的解经若不是以那

字在第一世纪“通俗希腊文”的用法来决定, 而是

优先以那字在“古典希腊文”的字义来解释, 并以

此来界定那字的语意, 我们就有必要质疑这样的

解经之正确性. 举个例子, 《今日基督教》月刊 

(Christianity Today)曾刊载米凯森夫妇(Berkeley 

and Alvera Mickelsen)讨论 林前11:2-16时, 他们

辩称这段经文的 “头 ”(head, 希腊文 : kephalê 

{G:2776})指的是“源头”(source)或“源始”(origin). 

 

然而, 他们的看法是依据一本简称为LSJ

的古典希腊文辞典(Classical Greek Lexicon),60 而

不是“新约及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辞典”(New 

Testament and Hellenistic Greek Lexicon).61 关于

新约希腊文辞典, 那简称BAGD的《新约希腊文

辞典》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62就是属于新约

及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辞典. 

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被公认

为研究新约字义最标准的

《新约希腊文辞典》, 在列

出有关“头 ”( kephalê )的各

种意思和含义中, 并没有提

到 kephalê 也 可 指 源 头

(source)或源始(origin).  

 

 

(A.4)   诉诸“未知”或“可能性不大”的语意 
 

 根据卡森(D. A. Carson), 我们可以继续沿

用以上的例子, 作为以下的讨论, 来解明第四个

字义研究上的错谬  —  诉诸“未知”或“可能性不
                                                           
60    LSJ 是 古 典 希 腊 文 辞 典  Liddell, Scott & 

Jones, Greek-English Lexicon 的简称. 
61   希腊文共经过五个主要的阶段 : (1) 前荷马阶段 

(Pre-Homeric, 主前 1000 年以前 ); (2) 古典希腊文阶段 

(Classical Greek, 主前 1000-主前 330 年); (3) 通俗希腊文阶
段 (Hellenistic 或称 Koine Greek, 主前 330-主后 330 年); 

(4) “拜占庭”或称中世纪希腊文阶段  (Byzantine 或称

Medieval Greek, 主后 330-1453 年); (5) 现代希腊文阶段 

(Modern Greek, 主后 1453-现今). 新约希腊文是属于“通俗

希腊文”(Hellenistic 或称 Koine Greek)的阶段, 所以解释新

约经文时, 务须参考新约和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 
62   W. Bauer,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被 F. W. Arndt 和 F. W. Gingrich 于 1975 年所

翻译; 也被 F. W. Gingrich 和 F. W. Danker 于 1979 年所修

订), 简称 BAGD, 是属于新约和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辞典, 

也是研究新约圣经的经文时, 所该优先考虑或查考的标准

辞典(其价值[指可靠与准确性]胜于古典希腊文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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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C. Kaiser 

大”的语意. 米凯森夫妇引用LSJ (古典希腊文辞

典)时, 忽略了LSJ在收集证据时所附加的各项限

制. 米凯森夫妇把在LSJ里所提到的 “河流之首

(或作: 河流之头)”(head of a river)解释为“河流的

源头”(source); 不过在这方面, LSJ所收集和引证

的例子是:  

 

1) 这“头”一词是复数( kephalai ), 而不是像在 

林前11:2-16的单数( kephalê );  

2) 单数的“头”( kephalê )被用来描述河流时, 指

的是河口(而不是“河流的源头”);  

3) 在 LSJ 中 , 只 有 一 个 文 献 , 把 单 数 的

“头”( kephalê )用作源头或源始, 即公元前的

《奥菲残片》(Fragmenta Orphicorum, 此乃

主前5世纪或更早之作品); 但该文献的准确

性仍有许多可疑之处, 例

如“其原文并不确定, 且

有超过一种翻译, 所以其

原意并不明确”.63 

  

卡森(D. A. Carson)也

正确指出, 虽然在一些新约

的 暗 喻 (metaphor) 用 法

中, kephalê (头)一词可有源

头之意, 但在考虑和参照其

他因素的情况下, 却不是必然指源头; 反之, 在这

些 例 证 中 , 把  kephalê ( 头 ) 一 词 用 作 “ 权

柄”(authority)之意更为恰当. 很多有关这方面的

辞典, 充满了引证古老文献的例证, 都一致表

明 kephalê (头)一词的意思是“权柄”(指对某人

或某群体有领导之权). 米凯森夫妇(Berkeley and 

Alvera Mickelsen)以及其他持有相同看法的人, 

或许是早期受到比戴尔(Stephen Bedale)的早期

文章(指 1954 年刊登于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的一篇文章)所影响. 无论如何, 重点是米

凯森夫妇在解析 kephalê (头)这个字义时, 引证

“未知”或“可能性

不大”之语意, 所

以其根据和准确

性是不可靠的.64  

                                                           
63   这方面的资料是由卡森的同事所提供, 见 Wayne 

A. Grudem, Trinity Journal 3(1982): 230. 
64   希腊文的 kephalê (头)一词与“头权”(headship)和

“蒙头”(head-covering)的真理有关; 关于这方面的真理, 请

 此外, 旧约学者沃尔特·凯泽(另译: 华德凯

瑟, Walter C. Kaiser)也曾不只一次地辩称, 林前

14:34-35的 nomos (律法)并非指摩西律法, 而是

指保罗所驳斥的“拉比诠释和拉比教规”(rabbinic 

interpretation and rabbinic rules). 林前14:34说: “因

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希腊

文: nomos )所说的.” 按沃尔特·凯泽的说法, 他认

为旧约并没有如此记述, 因此保罗所指的“律法”

必定是拉比式的教规.  

 

如此一来, 按照凯泽

的观点, 林前14:34并非是保

罗在教导“女人要顺服”, 而

是保罗想要驳斥对手错误

的论点【注: 凯泽认为保罗

的对手所提的错误论点(即

拉比的诠释和教规)正是第

34节所说的: 不准女人在会

中说话, 她们总要顺服, 正

如律法(犹太教拉比的教规)所说的】. 接着, 凯泽

认为保罗在 林前14:36所说的, 其实是在提出反

驳: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原文是阳性, 指男人)

出来吗? 岂是单临到你们(希腊文: monous, 是阳

性字; 而非阴性字, monas )吗?” 换言之, 凯泽认

为保罗是在 林前14:34引述其对手的论证之要旨, 

像他先前所做的一段(参 林前6:12; 7:1-2), 然后自

己才在 林前14:36提出纠正的观点.  

 

上述这样的诠释解经有其魅力, 但却经不

起仔细检验. 卡森解释时指出, 第36节的 monous 

虽是阳性(男性), 但这并不证明保罗写这段话时

只是给哥林多教会的男人, 并问他们是否以为神

的道理单临到他们  —  不包括女人. 反之, 它所

涉及的对象应该是指那组成教会的男人和女人: 

通常在希腊文的用法上, 阳性的复数形式(plural 

masculine forms)是用来指那不分男女的群体

【注: 这就好像当保罗说“弟兄们(brethren, 阳性

的复数形式), 你们(阳性)要…”, 保罗在此不单单

是对弟兄们说话而已, 当然也包括了姐妹们】   

 

                                                                                                     
参《家信》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注: 此篇文章进一步说明和证实 

哥林多前书第 11 章的 kephalê 一词含有“权柄”之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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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论到 林前14:36的阳性字 monous 

(你们), 卡森进一步分析道: “保罗所运用的修辞

性问句(rhetorical question, 即 林前14:36: “神的道

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 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其

目的在于斥责整个哥林多教会信徒在面对教会

课题上的松懈及轻浮; 保罗其实是在驳斥哥林多

教会信徒在面对各种课题时的专横独断, 而这种

专断态度促使他们脱离其他众教会所共守的做

法, 甚至促使他们质疑保罗的使徒权柄.” 

 

卡森如此诠释 monous (阳性字, 意即“你

们”, 也可指弟兄和姐妹们)有以下三方面的支持: 

 

1) 它使 林前14:34所说“像在圣徒的众教会”这

句话变得更有意义; 也就是说, 保罗责备的是

哥林多教会的某种做法(practice), 而此做法

已使这教会有别于其他众教会(注: 卡森也指

出, 从句子结构来看, 林前14:34“像在圣徒的

众教会”一语似乎不应该与 林前14:33的“因

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这句话连

在一起; 林前14:34乃是它接下来的那一段争

辩之经文[指 林前14:35-38]的起首句).  

2) 我们所采取的诠释也

符合  林前 14:37-38: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显

然因拥有属灵恩赐而

显得傲慢、自我膨胀, 

甚至严重到跌入一种

危机 , 即忽视使徒的

权柄! 保罗的论点是: 

难道他们(哥林多教会

的信徒)是唯一拥有预

言恩赐的群体?(林前14:36). 此外, 真正的属

灵恩赐岂不是应该能够辨识使徒保罗所写的

就是“主的吩咐”吗?(林前14:37). 如此说来, 

第36节和第37-38节这两处的对比, 并不是指

哥林多教会“男信徒”和“女信徒”的对比, 而

是“哥林多教会的男男女女”和“基督众教会”

的对比(林前14:34), 以及“哥林多教会违抗使

徒权柄”和“众教会遵守使徒权柄”的对照(林

前14:37-38). 换言之, 哥林多众信徒必须学习

的是  —  要认清他们不是神话语临到的唯一

群体(the only people)【因为神的话语显然也

论到众使徒和其他众教会】. 

3) 哥林多前书中也有其他相似的论证(特别是 

林前7:40; 11:16), 都支持卡森在上文的诠释

(即 林前14:36的阳性字 monous [你们]是指

哥林多教会的男女信徒, 而非仅是男信徒). 

 

卡森正确指出, 如果 林前14:36的用意不

是为了排除拉比传统(拉比式教规), 那么 nomos 

(34节的“正如律法所说”)就不能指拉比传统. 卡

森解释道: “现在, 我们正进入目前所讨论的错谬

之核心所在. 在某种范围内, nomos 大概可以被

视为与‘妥拉’(Torah, 即‘律法书’的希伯来字)同意, 

并且‘妥拉’在拉比文学的用法上, 涵盖成文的圣

经及口传的传统. 在这种前设的观念下, ‘林前

14:34的nomos 是指拉比传统’这一论点似乎可以

成立(因‘妥拉’可指口传的拉比传统). 然而, 不容

否认的事实是: 虽然保罗的著作中常提到 nomos 

(律法), 但他从未用 nomos 一字来指拉比传统.” 

 

 卡森继续写道: “因此, 凯泽的论点就落入

此谬误中  —  诉诸‘可能性不大’的语意, 即保罗

不曾使用过的论证观念. 因此, 我们可以这样说: 

唯有当其他论点在诠释上都说不过去的时候, 我

们才被迫提出新的假设: 即使如此, 我们仍然需

要承认这种理论(指凯泽上述的解法)是尝试性的

(tentative), 且在语言学上极不确定(uncertain).”  

 

卡森总结道: “无论如何, 林前14:34-38这

一段经文不需要走到上述‘不得已’的地步. 我们

按上下文就能将这段经文解释得很好, 我们也有

充分的其他类似经文来解释, 即34节所谓‘正如律

法所说的’其实是引用旧约圣经的原则(principle)

而非引句(quotation), 而这里的圣经原则无疑是

取自 创2:20-24; 保罗曾在 林前11:8-9、提前2:13

沿用同样的原则.”65 

 

 简之, 上述的讨论旨在点出这第四项解经

错谬, 可能因着一些人在解经方面的“智巧”, 使经

文意义变得混淆不清; 但这仍旧是一项解经错谬.  

                                                           
65   有关“女人在召会中要闭口不言”以及“保罗不许女

人讲道”方面,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

提前 212 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知识少吗/ ; 也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 4 女人的

职事/ ; 以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合乎圣

经的长老职分三/ (此篇文章论及有关“男性带领的领导”).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提前212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知识少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提前212说不许女人讲道是因为当代女人知识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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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2/03/合乎圣经的长老职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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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草率地引用背景资料 
 

 从某个角度而言 , 米凯森夫妇 (Berkeley 

and Alvera Mickelsen)的例子, 也可以被列入这个

错谬范围内. 但本项错谬所涉及的范围, 要比上

一项更为广泛. 换言之, 有些错谬虽然在诉诸背

景资料时, 不见得那么妥当, 但它未必涉及前一

项错谬.  

 

 卡森以他自己曾犯下

的错谬为例. 卡森指出, 在他

所著的《登山宝训》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An 

Evangelical Exposition of 

Matthew 5-7)一书中, 以典型

的传统护道方法, 企图解释马

太所说的山(太5:1), 以及路加

所说的平地(路6:17), 两者之

间的表面矛盾, 甚至认为山也有许多平坦之地.  

 

在上述书籍出版后, 卡森投入撰写较为专

门的马太福音注释; 他那时才体会到希腊文 eis 

to hodos (“上了山”, 太5:1)很可能不是指主耶稣

“上山”、“去到山上”或“到山边”, 而是单纯地指

“进入山野”. 有趣的是, 路6:17的 pedinos (平地)

一般而言是指山区中的平原. 卡森写道: “这样说

来,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实际上并无表面矛盾. 

我早先的著作说明我个人因努力不足而造成解

经方面的错谬; 若有什么可作鼓励的, 那就是年

岁的增长会让人更加谨慎, 我早先所犯的错误, 

渐渐教导我改变原先的想法, 并察觉自己的缺失. 

因此 , 为自己的错谬作出所谓 ‘ 马其诺防

线’(Maginot Line)般的情绪性防卫是不必要的. 

 

 

(A.6)   平行字句的误用 
 

 “Parallelomania”(平行字句的误用)是犹太

学者桑德梅尔(另译: 桑德米, Samuel Sandmel)所

创的专门术语, 旨在点出许多圣经学者所用的一

些令人质疑的对比(parallels)用法. 其中之一就是

平行字句的用法  —  学者误以为单由这些字句

的平行现象(注: 这里所谓的“字句的平行现象”是

指类似相同的字句), 就可以展示一些作品之间彼

此观念上的联系, 甚至相互的依赖(指可依赖或采

用某作品的字义来解释另一作品中相似的字句

之语意, 编者按).   

 

 卡森解释道: “我曾在

评论中 , 发表过凯沙 (Robert 

Kysar)惊人的研究  —  他观察

约翰福音的序言(指 约1:1-18), 

并检验多德(另译: 陶德, C. H. 

Dodd)及布尔特曼(另译: 布特

曼, Rudolf Bultmann)66二人所

谓平行字句的研究  —  在这两位大学者所蒐集

的三百个平行字句(指相似的

字句, parallels)的采样中, 重叠

的部分仅占百分之七! 而这百

分之七的比率, 只是引证的重

叠部分, 并非是对背景资料真

正的理解. 在如此少数的重叠

里, 我们只能判定这两位学者

都不能对约翰福音的序言提

供潜在性背景(potential backgrounds)的全面综览.  

 

 “他们其中一位在曼达派(Mandaean)67文

学中寻找相似的背景, 另一位则企图在有关埃及

智慧之神赫尔梅蒂卡(或译: 赫耳墨特, Hermetica)

的著作中寻找答案. 这两部文学作品的著作时间, 

都是十分不确定的; 然而, 上述两位学者却将这

些在著作时间上不能确定的作品, 与约翰福音序

言中的用词硬凑在一块(即用上述两部文学作品

的用词, 来解释约翰福音序言中的用词之语意, 

但上述两部文学作品的背景和时间很可能与约

翰福音相距甚远). 这两位学者都对语言学上所谓
                                                           
66   布尔特曼(另译: 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1884-

1976)是德国的神学家. 他认为新约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借着童贞女所生, 以及所有超自然的神迹、死人复活、圣

灵、基督再来等都是神话, 所以他主张“除神话化”才能显

出真理的核心 . 因此 , 他的神学被称为 “化解神话神

学”(Theology of Demythologization) (参郑国治所著的《神

哲学与信仰手册》, 第 95 页). 这样的神学必须被一切信仰

纯正、坚守真道的基督徒所弃绝.  
67   曼达派(或译: 曼达安教, Mandaean)是一个诺斯底

主义宗教, 信仰该教的民族称作“曼达安人”(Mandaean), 其

拥有强烈的二元世界观, 崇敬亚当、亚伯、塞特、挪亚、

闪姆(Sem)、亚兰以及视施洗约翰为最后一位先知, 并拒绝

承认亚伯拉罕、摩西和主耶稣的先知地位. Manda 在曼达

安语中代表“知识”(knowledge)【注: “诺斯底”(Gnostic)在

希腊文也意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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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对比范式对等 ’(另译 : 排比法 , contrastive 

paradigmatic equivalence)不够敏感, 我将在后面

(指第16项错谬, 参下期《家信》)处理这一问题. 

这样看来, 吉布森(另译: 纪博逊, Arthur Gibson)

对布尔特曼在这方面的严峻批判是对的.” 

 

 

(A.7)   将语言和思维作无谓的串连 
 

 若有人在那些精通语言学的人当中提起

《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的思想》(Hebrew Thought 

Compared with Greek)这本书, 就会立刻引发不满, 

因为此书犯上严重错误  —  “将语言和思维作无

谓的串连”. 这项错误的重点在于: 它先假设语言

会限制那些使用该语言者的思想过程, 使他们被

迫进入某种特定的思想模式, 使他们的思想与别

种语言的思维不同【注: 例如有人主张说, 既然

希伯来文的时态(tenses)没有像希腊文的时态那

么多样化, 就武断认为希伯来人对时间的观念非

常简单, 甚至没有能力分辨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就犯上“将语言和思维作无谓的串连”之错谬】. 

 

 卡森指出 , 著名的《新约神学辞典》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简

称TDNT)就曾犯下这种串连上的谬误.68 将TDNT

的谬误揭发

得最淋漓尽

致的, 要算是

雅各·巴尔(或

译 : 巴雅各 , 

James Barr)

了. 这些批判

不仅出现在

他对圣经语言研究的著作内(例如《圣经语言的

语意》一书, The Semantics of Biblical Language), 

更见于他研究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对时间概念的

作品中 (例如《有关时间的圣经词语》一书 , 

Biblical Words for Time).  

 

 过去这些年来, 这项错谬经常出现在各类

学术著作中, 而这问题已被史尔瓦(Moises Silva)

作出总括性的整理, 因此不必在此多说. 若有人

                                                           
68   然而 , 这并不表示十大册的《新约神学辞典》

(TDNT)是完全无用了, 因它仍有不少丰富的字汇背景资料. 

只是根据字词语意有限的观察而强硬主张“希伯

来人的思想是如此如此…”或“希腊人的思想是如

此如此…”  —  这样的声明是值得怀疑的. 

 

 史尔瓦也曾以一本持保守立场的教科书

为例 (注 : 他所指的书是  Norman L. Geisler & 

William E. Nix 合著的《圣经简介》,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此书指明希伯来文有

某些“传记式的相配”(biographical suitability)之特

征, 并且认为“希伯来人的思想是绘图式的, 因此

希伯来文的名词是具体与生动的. 希伯来文中没

有所谓的 ‘ 中性字 ’(neuter 

gender),69  因为对闪族而言, 

一切都是活泼生动、栩栩如

生的.”【注: 以上所说有关

希伯来文的图画特征是真确

的, 但我们不能就此下结论

说: 希伯来人的思想也是绘

图式的, 不然就是将“希伯来

人的语言”和“希伯来人的思

想”混为一谈, 作出无谓的串

连和不正确的结论】 

 

值得留意的是, 一个字词(word)在语法性

(gender)方面的“中性”(neuter)并不表示这字就一

定没有生命或毫无活力. 我们不能说“阳性”和“阴

性 ”的名词是活泼生动、栩栩如生 , 而 “中

性”(neuter gender)的名词则是没有生命的. 若是

如此, 就如卡森所正确指出的, 我们“该如何看待

其他语言的中性字, 例如希腊文 to paidion (小子)

或德文的 das Mädchen (女子、女孩), 难道这些

字不鲜活吗?” 难道这些名词所指的“小子”或“女

子”没有生命吗?【注: 上述的“小子”或“女子”肯

定是有生命的人, 纵然他们在文法上属中性字】 

 

                                                           
69   按希腊文法, 性(亦称“语法性”, gender)有三种: 阳

性(masculine)、阴性(feminine)、中性(neuter). 但在希伯来

文的文法中, 只有阳性和阴性的名词, 没有中性(neuter)名

词. 在希伯来文中, 对于没有生命的东西(如椅子), 可以是

阳性或阴性, 看字的结构而定. 一般上, 抽象的东西和组词

(group)都是阴性词. 【注: 近代有者把希伯来文的“性”分成

三种, 即“阳性”、“阴性”和“通性”. “通性”是指不分阳阴, 或

阳阴不明, 或有阳有阴, 参 中国的溪水编写组所著的《古

希伯来语教程(第 1 册: 基础篇)》(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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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A. Carson 

   此外, 卡森也指出, 他曾被教导说“希腊

文极适合主耶稣用来作为启示语言媒介, 因为希

腊文不像希伯来文 , 它本身有过去式时态(past 

tense)、现在式时态(present tense), 还有未来式时

态(future tense), 因此能更有效地处理新约圣经有

关启示的时间问题(特指时间次序的问题). 新约

圣经作者有必要知晓神在从前的启示, 掌握神目

前(现今)正在成就的, 以及期待祂在未来将要成

就的.”【注: 以上所说有关希腊文能更精准地分

辨时间次序, 这点是真确的】70  

 

 然而, 我们不能说, 既然希伯来文的动词

在文法上只有两种“形态”(或译“体观”, aspects),71 

那么古代的希伯来人就没有能力辨识过去、现

在及未来【注: 若下此定论, 就是将“希伯来人的

语言”和“希伯来人的思想”混为一谈, 作出无谓的

串连和不正确的结论】.   

 

 我们在上文已讨论了“字义研究”(或作“字

汇研究”, Word-Study)的错谬中常见的七种错谬. 

若合神的旨意, 我们将在下期《家信》继续探讨

另外九种字义研究上的错谬.  

(文接下期) 

                                                           
70   例如主耶稣在 太 16:19 所说的: “我要把天国的钥

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

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按照希腊文法, 这节应该译

作: “… 凡你在地上捆绑的, 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 

凡你在地上释放的, 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 新约圣

经教授基纳尔(Craig S. Keener)写道: “在天上的行动是用

‘未来完成时态-被动语态’(future perfect-passive)描写的  —  

可以翻译作‘将会是在天上已经捆绑的… 将会是在天上已
经释放的.’ 换言之, 地上的判决证实了天上的判决, 是地上

的判决根据先前天上的判决(而不是天上跟随地上的判

决).”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上跟随

地上的判决/ . 简之, 希腊文能更精准地分辨事件的时序. 
71   希伯来文重视动词的“形态”(另译“体观”, aspect)多

于它的时态(tense). 希伯来文有两种形态 , 就是“完整形

态”(perfect aspect, 即放眼于事情的整体全面)和“非完整形

态”(future aspect, 较着重于事件的内部结构). 若真的要以

时态(tense)来区分的话, 可分为“完成时态”(perfect tense)和

“非完成时态”(imperfect tense)两种. “非完成时态”是有点模

棱两可, 它既可以代表直说语气(indicative mood, 现在、过

去和未来), 也可以代表命令语气(imperative mood)、祈愿/

祈使语气(optative mood)等. 值得一提的是, “完成时态”最

特出的用法, 就是“先知式的完成时态”(prophetic perfect)  

—  先知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是如此的有把握, 以致他用“过

去时态”来表达(例如: 赛 5:13). 

附录: 解经常犯的错谬 

 

 卡森(D. A. Carson)在其所写的《再思解经错

谬》一书中, 把解经常犯的错谬分成四大类【注: 我

们将之改编在《家信》的文章时, 把第四类再分成两

部分, 成为第四和第五类】:  

 

1) 字义研究或字汇研究上的错谬(Word-Study Fallacies); 

2) 文法上的错谬(Grammatical Fallacies); 

3) 逻辑上的错谬(Logical Fallacies); 

4) 前提上的错谬(Presuppositional Fallacies)和历史

上的错谬(Historical Fallacies). 

 

第一类(即字汇或字词研究上)的错谬可分为

以下十六种【注: 我们已在上文讨论了首七种错谬】: 

 

1) 字根的错谬(The Root Fallacy) 

2) 语意时序的错置(Semantic Anachronism) 

3) 沿用过时的语意(Semantic Obsolescence) 

4) 诉诸“未知”或“可能性不大”的语意(Appeal to 

Unknown or Unlikely Meaning) 

5) 草 率 地 引 用 背 景 资 料 (Careless Appeal to 

Background Material) 

6) 平行字句的误用(Verbal Parallelomania) 

7) 将 语 言和 思维 作无谓 的 串连 (Linkage of 

Language and Mentality) 

8) 对专用语的错误假设(False Assumptions about 

Technical Meaning) 

9) 同义字及成分分析的问题(Problems surrounding 

Synonyms and Componential Analysis) 

10) 在 筛 选 证 据 方 面 的 偏 执 (Selective and 

Prejudicial Use of Evidence) 

11) 不当的语意分离与限制(Unwarranted Semantic 

Disjunctions and Restrictions) 

12) 不当地限制语意范围(Unwarranted Restriction 

of the Semantic Field) 

13) 未经证实就扩充语意的范围 (Unwarranted 

Adoption of an Expanded Semantic Field) 

14) 希腊文新约圣经及其闪语背景的问题(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Semantic Background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15) 未经证实就忽视不同文献

的特异用法 (Unwarranted 

Neglect of Distinguishing 

Peculiarities of a Corpus) 

16) 未经证实就将“意义”和“指

涉对象”混淆 (Unwarranted 

Linking of Sense and 

Reference)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上跟随地上的判决/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上跟随地上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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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斯(Alfred P. Gibbs) 
 

宣道禾场        瓦器 
 

个人布道 (七): 

面对囚犯 和  

更多类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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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前三期

已讨论了首五种, 就是反对者、怀疑者, 被异端

思想蒙骗者、漫不经心者和罗马天主教徒. 本期, 

就让我们探讨有关囚犯和更多类型的人.  

 

 

(J.5) 面对囚犯 (Prisoners) 和更多类型的人 

(More Types to Deal With) 

 

(一)  面对囚犯 (The Prisoners) 

 

为了帮助赢取囚犯归信基督, 我们在此也

列下如何帮助他们的方式:72 

 

1) 面对监狱中的囚犯时 , 

不要带着“自以为义”或

“我比你更好”的态度. 

                                                           
72   下文(J.5)部分主要参考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Dubuque, IA: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Ministries, 2004), 第 77-78, 91-96 页【注: “(一) 面对囚犯”

取自第 77-78 页; 第(二)至第(六)则取自第 91-96 页】. 

2) 要慢慢来, 切莫操之过急! 在未点出囚犯的需

要之前, 要先学习聆听他们. 他们经常需要先

“卸下”他们的惧怕和苦恼, 然后才肯聆听你

说的话.  

3) 不要给任何虚假的应许或承诺  —  灵魂得救

不会保证他们将获得人身自由, 也不保证他

们在监禁期间的人身安全. 尽管如此, 归主得

救将给他们带来赦罪之恩、新的生活态度和

一个全新的生命.  

4) 不要被次要的议题如法律公正、死刑等所困

扰而分心, 反倒要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

们个人对神的责任, 以及神在祂爱子(基督耶

稣)里要赐给他们的永生. 

5) 不要对他们所犯的罪表露嫌恶或强烈反感. 

我们世人都有可能犯任何的罪; 我们若处在

他们的环境下, 我们也很可能跌入同样的试

探, 犯下同样的罪. 

6) 不要对他们外表的粗鲁或板着脸孔的情况而

反感. 很多时候, 这只是他们的“掩护手段”, 

以应付监狱中的严酷或可能发生的粗暴事件. 

但在内心深处, 他们可能渴求得着真理(及爱

心的关怀). 

7) 即使他们初步看

来没有兴趣听福

音 , 我们也不要

放弃 , 因为这往

往也是假的掩饰. 

要祈求神赐下智慧和明辨的能力, 找到适合

的言词来“敞开他们的心”. 

8) 要强调神的慈爱和赦免, 过于神的审判(因他

们已处在牢狱的审判当中, 所以更需要的是

关爱和赦免). 囚犯通常是自我形像很糟的人, 

通常已意识到审判和刑罚. 

9) 要强调神愿意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 并活出

富有意义的人生. 谨记, 囚犯非常需要的就是

盼望(hope). 

10) 要清楚说明基督奇妙的赦免. 很多囚犯深感

自己罪孽深重, 无法获得神的赦免. 要向他们

指出摩西、大卫和保罗都曾杀过人, 但神赦

免他们, 并重用他们. 

11) 不要让他们把本身的罪行归咎于整体社会的

不公, 或某“体制”或其他事物的不公. 他们必

须先承认自己需要为所犯的罪负责, 这样才

能得到进一步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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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要愿意成为他们的真实朋友, 并帮助他们(指

在合法的事物上帮助他们). 他们当中很多人

一旦入狱, 就被家人和亲友所弃绝. 

13) 不要天真幼稚, 太容易相信你从他们口中听

到的故事  —  要准备很多时候你会被骗. 因

此要有智慧, 不要被人利用, 或占便宜. 

14) 在面对囚犯时,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你可能

会遇到很多虚假的认信, 也会遇到极多的困

难和失败. 囚犯当中大部分来自艰辛的生活

和糟透的背景. 

15) 不要向他们施压, 要求他们立刻归信基督. 要

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理, 并领悟到他们所做的

选择是严肃的, 影

响深远. 要让圣灵

自己动工, 以拯救

宝贵的灵魂; 我们

无法拯救罪人! 

 

 

(二)  面对找借口的人 (The Excuser) 

 

这类的人与反对者(objector)相似, 但他的

借口是明显肤浅的. 他用的借口常是轻率的, 平

庸无奇, 且是陈腔滥调. 你要指明给他看, 他的借

口毫不新奇. 警告他一件事: 神可能接受他的借

口, 把他排除在“蒙恩得救上天堂”的福气之外(路

14:24). 以下是一些典型的借口:  

 

1) “ 我 和 其 他 教 友

(church member)一样

好.” 这没有用, 因为

很多所谓的“教友”根

本没有重生得救. 此

外, 神所接纳的条件并非“教友”, 而是“重生”. 

请他们读 约 3:3,5, 并比较 罗 3:10-19.  

2) “别急着信主, 还有很多时间.” 神只有一个时

间, 是祂准备拯救人的, 那就是“现在”(请他

读 林后 6:2; 来 3:7-8). 提醒他若想要得救, 就

不可按自己喜欢的时间, 而是神选择的时间, 

即“现在”(now)就归信基督!  

3) “我会痛改前非, 过一个新的生活.” 但之前所

犯的罪要如何解决呢? 若一个人在商场上负

债累累, 岂能说要痛改前非, 债务就可以一笔

勾销呢? 神会追讨我们过去所犯的错 (传

3:15).73 你也要向他指明人是无法改变自己

的罪性(耶 13:23; 雅 2:10).      

4) “我会放手搏一搏, 看看我若不信会有什么样

的结果.” 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要“确定得到救

恩”(certainties), 而非“搏一搏看看有没有机

会”(chances). 按神在圣经的启示, 你若在罪

中死去, 就完全没有机会得救了, 那是肯定的! 

你的机会就是现在做正确的选择  —  归信基

督. 若一个人从十楼跳下去, 或站在快速前进

的卡车前, 要搏一搏看看结果如何, 这人便是

疯子. 请他读 帖前 5:3; 来 2:3; 10:27; 约 8:21.  

 

 

(三)  面对困惑的人 (The Confused) 

 

这是相当普遍的类型. 这类型的人渴望得

救, 却难以掌握和明白福音的真理. 他们会用以

下几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困惑. 

 

1)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 提醒他, 那能拯救他的

不是信心, 而是基督(可 5:27-28). 人得救是

“因着信”(through faith), 而不是“靠着信”(by 

faith)(弗 2:8). 人可以对某间糟糕的银行大有

信心, 把他所有的钱都存在它里面, 但这间银

行倒闭了, 他也失去所有的钱. 另一人对某间

强大的银行只有微小的信心, 但他只要把钱

存在其中, 就不会有所损失. 请问, 他的钱是

否稳妥, 是靠他的信心还是那间银行? 当然

是后者. 同样道理, 基督是信心的对象, 祂拯

救一切信靠祂的人, 无论他们的信心是大是

小(可 9:23-24). 拯救我们的并非信心的大小, 

而是信心的对象  —  主耶稣基督(约 6:37). 

 

2) “我尝试相信, 但我就

是做不到!” 试问你会

向你母亲说这样的话

吗? 你若这样说(指你

尝试相信她的话, 但就

是做不到), 这对她来

说是一种羞辱 (约壹

5:10). 这类型的人尝试相信他自己的信心, 而

                                                           
73   传 3:15: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 将来的事早已也

有了, 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或作: 并且神再寻回已

过的事).” 注: “神再寻回已过的事”, 可包括追讨已过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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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相信基督. 当船长要把船稳住时, 他要把锚

抛出船外, 而不是抛在船内. 我们切勿把信心

的锚放在自己身上, 而是放在基督身上. 把一

份福音单张给这类型的人, 当他接受时, 问他

说: “你是‘尝试’拿着它, 还是不需要‘尝试’就

拿着它? 你所关注的是那份礼物(gift), 而非

领受礼物的方法(means), 不是吗? 所以, 你所

该做的, 是忘记如何去相信, 而单单仰望基督. 

因为重点不在于‘如何相信’, 而是‘基督’!” 

 

3) “我一直以来都相信!”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

真的是一直以来都相信, 那么他就是一直以

来就得救, 根本就没有失丧. 可是, 基督只来

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路 19:10). 向他指出

“相信关于某

个人”与“相信

那人”是两回

事. 例如你妻

子病了, 你相

信附近有两

个人是医生. 但你只请 A 医生来为你妻子看

病, 因为你相信他. 是的, 大部分的人都相信

关于基督, 但不多人相信祂, 愿意把他们的灵

魂救恩交给祂(提后 1:12).  

 

4) “我感觉不到…” 要向那人指明神的次序是: 

先是事实(fact), 然后是信心(faith), 过后才是

感觉(feeling). 调转这次序将导致混乱. 人必

须先接受两个事实, 即他是失丧的, 并且基督

已完成救赎的工作. 若他相信基督作为他个

人的救主, 感觉或早或迟就会来到. 请留意 

路 17:14 的次序,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就在他们出去的时候, 感觉来了. 这些长大麻

风的人靠信心出去行事, 虽然那时没有感觉

到他们的麻风病已经好了. 但他们如此行时, 

感觉就来了. 事实上, 没有所谓“我感觉得救

了”这回事, 有的只是“知道自己已经得救而

感觉喜乐”. 请应用 约 5:24; 约壹 5:13.   

 

5) “我恐怕已犯上不可饶恕的罪!” 这样的借口

是一个肯定的确据, 证明那人没有犯上这条

罪, 因为那犯上此罪的人, 就不会担心此事

(因圣灵不会在犯上此罪[即亵渎圣灵的罪]之

人身上做感动的工作, 使他为自己灵魂得救

的问题感到担忧). 要向那人解明这罪是什么

(太 12:31-32).74 这罪是所谓“亵渎圣灵的话

语”, 就是故意和固执地把圣灵的工作说成魔

鬼的工作(但今天已没有人可以在目睹基督

借圣灵来行神迹之后, 说这是魔鬼的工作, 所

以有圣经学者认为, 现今时代的人不能再犯

上这样的罪了).75 要向那人说明他会担心自

己的救恩, 就证明是圣灵仍然在他心中作感

动的工作, 也证明他没有犯上亵渎圣灵的罪. 

然后请他读 约 6:37;76 提前 1:15; 彼后 3:9.    

 

6)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蒙神拣选…” 虽然我们

很少听到这样的借口, 但预备好回答这样的

问题总是好的. 首先要告诉那人, 圣经所论到

的“拣选”(election)是与那些已经得救的人(圣

徒)有关, 而与罪人无关(指与信主得救方面

无关). 圣经中许多书信的经文其实是给已得

救的圣徒, 而非还未得救的罪人(参 弗 1:1,4,5; 

帖前 1:1-4; 彼前 1:1,23), 所以不可张冠李戴. 

然后, 向他指明神给他的福音  —  凡愿意者

都可来(约 3:16;  6:37;  徒 10:43;  罗 10:9-13).  

 

7) “我已尝试使自己相信我已得救, 但我就是做

不到.” 向他解释人得救不是因为尝试相信自

己已经得救. 圣经没有说: “相信你已经得救, 

你就必得救”; 圣经是说: “当信主耶稣, 你…

必得救”(徒 16:31).77 一个人不会因他相信自

己是总统而就成为总统. 重点不是你或我相

信什么, 而是神的话语(圣经)怎么说. 神在圣

经说什么? 请他读 罗 10:9-10; 徒 13:38 等.  

 

                                                           
74   太 12:31-32: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亵

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惟独亵渎圣灵, 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

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今世来世总

不得赦免.” 
75    有关“亵渎圣灵的罪”(太 12:31-32)和“至于死的罪” 

(约壹 5:16),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信徒不会犯罪吗-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 . 
76   约 6:37: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

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77   徒 16:31 并非表示当一个人信主, 他一家也要因他

的信主而全家得救. 马有藻指出, 徒 16:31 全句可译作‘你当
信主耶稣, 你必得救, 你和你一家都一样’ (‘都一样’是补字); 

或可译(不是原文, 却合原意): ‘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 都
必得救.’ ”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徒 16

章 31 节是否表示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信徒不会犯罪吗-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信徒不会犯罪吗-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徒16章31节是否表示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徒16章31节是否表示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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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恐怕不能坚持到底.” 救恩的稳妥(security)

不是靠人的努力, 而是靠神的工作; 不是靠我

们紧紧抓住神, 而是神自己紧紧抓住我们. 请

他读 约 10:27-30: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

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祂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

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也读 罗 14:4); 来 7:25: 

“凡靠着祂(主耶稣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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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心应建立在神身上, 而非自己) 

    

9) “我怎么知道自己

是否得救?” 答案

是神的话语 (圣

经). 神在祂的话

语 (圣经 )中告诉

人怎么得救 , 就

是当一个罪人相

信基督为他的罪

而死, 并愿意信靠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 也相

信神已叫祂从死里复活, 作为因信称义的明

证(参 约 3:16; 林前 15:3-4; 罗 10:9-10;  4:24). 

你可用问他: “你愿意谁告诉你说, 你已经得

救? 你愿意神告诉你, 还是我告诉你?” 当他

说“我愿意神告诉我”, 接着向他指明神说那

些信靠祂儿子耶稣基督的人会得救  —  “已

经洁净, 成圣、称义了”(林前 6:11). 也读 约

壹 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

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也可参 

徒 16:31;  约 3:16). 

 

10) “我得救后又会犯罪, 那该怎么办?” 问那人一

个问题: “当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为你的罪死

在十架上时, 以那时的时间点来看, 你的罪有

多少件是属于将来的罪?” 答案是: “全都是属

于将来的罪”(因为两千年前, 你还未出生!). 

换言之, 基督为你的罪而死时, 都是为那属于

将来的罪. 请他读 约壹 1:7-9;  徒 13:38-39 

(解释因信称义的意思). 

 

11) “不行, 太迟了.” 要提醒他, 当人还活着时, 还

没有在阴间时, 他还来得及信主得救(参 申

4:30-31). 强盗临死前信主得救, 便是一个最

好的例证(请读 路 23:42-43; 比较 约 6:37).  

(四)  面对渴望的人 (The Anxious) 

 

若能遇到这类型

的人, 并用神的话语引领

他们信靠基督, 得着救恩

的确据, 这是何等喜乐的

事啊! 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向他指明基督代死的牺

牲, 并指示他有关神的公

义如何显在罪人的救恩上. 请他读以下经文: 

 

1) 彼前 2:24: “祂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

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

活. 因祂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2) 林后 5:21: “神使那无罪(“无罪”原文作“不知

罪”),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

神的义.”  

3) 赛 53:5-6: “哪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

们的罪孽压伤. 因祂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

归在祂身上.” 

4) 约 3:16: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

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5) 罗 3:24-26: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

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

在今时显明祂的义, 使人知道祂自己为义, 也

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对于这类型的人, 

英国著名的传道人摩根

(Campbell Morgan)建议

我们向他发问三个问题: 

1) 你愿意得救吗? 

2) 你愿意按照神的方

式、神的条件来得

救吗? 

3) 如果我可以向你指明神的方式和条件, 你愿

意现在就得救吗?  

 

这样就把整个有关得救的事交给他去决

定, 并为他除去一切的拦阻, 方便他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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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面对无知的人 (The Ignorant) 

 

面对这类型的人, 我们可以采用对“漠不

关心”(careless)类型者的方法. 要把他们身为罪人

的需要和神预备的拯救之法, 尽量简单地指明给

他们看. 请留意以下五个重点:  

 

1) 唤醒他们 , 令

他们感到有这

方面的需要 : 

指出罪的普世

性 ( 罗 3:10-

19,23); 神绝对

公义的标准(路 10: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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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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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look, 赛 45:22)、 “呼

求”(call, 罗 10:13)、“来”(come, 太 11:28-

30)、“接受”(receive, 约 1:12)、“信”(believe, 

徒 16:30-31)、“信赖/倚靠”(trust, 赛 12:2)等, 

来表达“相信”一词的意义. 

4) 要求他明确地接受基督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 

5) 告诉他如何确定自己已经得救; 要指出一个

重点: 他对得救的确定不该建基于“感觉”, 而

是在神的话语上(即相信圣经所言, 约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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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面对倒退的人 (The Backslider) 

 

英文“backslider”或“backsliding”一词曾在

旧约圣经中出现, 但新约圣经让我们更清楚地看

见“倒退”的事实. 在旧约圣经中, 它有几个意思, 

可以是指“那离开神的倾向”(inclination or bent 

away from God, 箴 14:14 译作“背道”); “转身离

开、叛逆”(to turn away, rebellious, 何 4:16 译作

“倔强 ”); “被诱骗或欺骗 , 离开正道 ”(to be 

beguiled, to be deceived, and led astray, 耶 3:14,22;  

31:32;  49:4), 例如大卫、约拿、所罗门等等. 

 

这个英文字(backslider/backsliding)虽没有

被用在新约圣经中, 但其观念却出现在以下经文, 

如 加 5:4; 提后 4:10; 林前 5:1,5. 另有一些实际的

人物例子, 如彼得三次不认主(可 14:54, 66-72), 

请参考那些引致彼得不认主的步骤或处境. 另一

个例子是称呼马可的约翰(徒 13:13; 15:37,38; 比

较 提后 4:11), 还有在以弗所的召会(启 2:4). 

 

圣经清楚教导说, 一个基督徒是有可能因

跌倒犯罪而失去他的喜乐、失去确信或用处 . 

“倒退的人”(backsliders)是有以下三种类型:  

 

1) 假冒的基督徒(Imitation Christians): 这类型

的人错误地想象(或认为)自己是信主得救的

倒退者, 事实上他们从未重生得救. 他们说: 

“我已尝试过 但失败了”. 要帮助这类型的人, 

就要仁慈地、慎思地用问题开解他们, 让他

们领悟到自己还不是基督徒, 还未重生得救. 

要在这方面开解他们, 可请他们分享自己重

生得救的见证, 从中指出他们还未重生得救

的事实. 过后再把他们当作未信主的人来处

理和帮助. 

        

2) 粗心大意的倒

退 者 (Careless 

backsliders): 这

类型的人已经

离了正道, 并对

此漠不关心. 他们需要被提醒关于他们的可

悲状况 , 你可引用  罗 2:4-5; 拿 1:6; 耶

2:5,13,19;  王上 11:9 的经文. 向他指明他倒

退的状况并非基督徒所该有的, 也为非信徒

摆出不好的见证, 并成为真信徒的绊脚石, 让

人以他作为活在罪中的借口(弗 5:14; 4:17-

25). 向他强调他若要向人证明自己是个重生

得救的基督徒, 就必须像浪子回头一样, 真诚

地悔改、认罪和自审(路 15:17-21). 

 

3) 真诚悔改的倒退者(Repentant backsliders): 这

类型的人是对自己偏离正道而懊悔, 很想浪

子回头. 你可做以下几件事来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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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可询问他们倒退的起因, 并指明他们离开

神是犯了一项愚昧的罪(耶 2:13), 必有其恶

果(耶 2:5).   

b. 要向他指出真心悔改的重要(启 2:4-5), 即向

神真诚与坦白地承认自己的罪(耶 14:7; 何

14:1-2; 约壹 1:9; 诗篇 51), 并决心离开先前

所犯的罪(赛 55:7; 林前 11:30-33).  

c. 请他读神在圣经中的一些应许(赛 44:20-22;  

耶 3:12-14,22;  6:16;  24:7;  何 2:14-16;  11:8;  

林后 7:10;  路 15:11-24). 

d. 若他得罪或亏负了人, 你要对他表明向人道

歉或补偿的需要(参 路 19:8-9). 

e. 鼓励他必须阅读与

查考圣经、多方祷

告, 与神的子民保持

美好交通, 并殷勤服

事主(提后 2:15; 腓

4:6-8; 来 10:25; 约 21:15-17; 赛 40:31).  

 

 

(K)  个人布道的奖赏 
 

 总结时, 让我们思考个人布道的奖赏. 首

先是顺从基督大使命而得的喜乐(joy). 当我们看

见有宝贵的灵魂透过我们这蒙主使用的器皿而

信主得救时 , 那种喜乐更是好得无法形容 (诗

126:6; 约 13:17; 徒 20:24; 约贰 4; 腓 4:1).78 这样

的喜乐本身就是够好的奖赏! 

 

其次是我们得着福气(blessing). 我们蒙主

使用, 来带领某人归向基督. 那个归信基督的人

会得着福气 , 并会带领其他人归信基督(参 创

12:2-3). 我们蒙神赐福, 也成为神赐福他人的管

道, 成为别人的福气, 这本身

也是宝贵的奖赏(请参 雅 5:20; 

林前 4:15; 9:16-23).79    

  

第三, 我们将得到主自

己的赞许 (commendation). 诚

然 , 主的一句 “做得好”(well 

                                                           
78   诗 126:6: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

带禾捆回来.” 个人布道也如辛苦撒种一般, 将要喜乐收割.  
79   雅 5:20: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

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done), 就足以补偿我们在个人布道方面的一切辛

劳(太 25:14-23; 路 19:12-17; 但 12:3).  

 

最后, 我们将获得冠冕(crown). 圣经清楚

提到五种冠冕, 即:  

1) 喜乐的冠冕(the crown of rejoicing). 这是为主

赢取灵魂者所得的冠冕(帖前 2:19-20); 

2) 公义的冠冕(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这是

为主争战者(渴慕主来者)的冠冕(提后 4:6-8);  

3) 生命的冠冕(the crown of life). 这是因爱主而

为主忍受试验者的冠冕(雅 1:12).  

4) 荣耀的冠冕(the crown of glory). 这是作长老

的牧者或监督将得的冠冕(彼前 5:2-4). 

5) 不能坏的冠冕(the incorruptible crown). 这是

忠心赛跑者的冠冕(林前 9:24-27). 

 

主耶稣说: “我必

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

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

冕”(启 3:11). 亲爱的弟

兄姐妹, 要确保没有人

夺去你的冠冕, 诚如约

翰所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工,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约贰 8).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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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结束此篇文章以前, 让我们再次强调: 个人布

道(personal evangelism)是极其重要的, 也是极其

缺乏的. 今日最大的需要之

一, 就是所有年龄阶层的基

督徒男男女女心中“有神感

动”(撒上 10:26), 让神把“为

主赢取灵魂的负担”放在他

们的心上, 并激励他们献上

自己的时间、金钱、才干等, 

去执行个人布道的任务. 诚

如吉普斯(Alfred P. Gibbs)所

指出, 比起公开讲道的传道人(public preachers), 

我们更需要私下进行个人布道的工作者

(personal workers). 愿主的大爱感动和激励我们, 

求主的大能装备和兴起我们, 成为个人布道的勇

士, 勇敢前往属灵战场, 为主赢取宝贵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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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 

 

合乎圣经的 

长老职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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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所著的《按照圣经作长老》(Biblical Eldership)是

有关长老职分的佳作.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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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编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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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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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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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文接上期) 

 

(C) 复数长老牧养的领导之圣经证据 

 

对于那些承认圣经是神绝对无误、全备

全足之话语的基督徒, 他们会同意一件事, 就是

他们必须把召会的教义和实践都建立在圣经的

教导上. 尽管如此, 很多当代的学者却说, 对于召

会的治理方面, 新约圣经是静默不语或模糊不清

的, 并断定说无人可坚持有一种合乎圣经的召会

治理模式(注: 此合乎圣经的治理模式是指由复数

的长老们一同治理召会)适用于所有召会. 他们提

出的理由是: 圣经根本没有这种模式!  

 

让我举例, 《新约神学》(A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一书的

作者兼富勒神学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前

教 授 乔 治 · 拉 德 (George 

Eldon Ladd, 1911-1982)曾

将这种观念精确地表达如下: “看来在使徒时代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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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er Strauch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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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E. Ladd 

 
 

J. Alec Motyer 

的召会治理似乎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 在召会神

学(教会神学, the theology of the Church)中, 召会

的组织结构似乎不是一个基本要素.” 虽然这种

观念在现今学者当中广被接受, 但我们必须向它

发出挑战, 因为它不符合圣经所提供的证据.     

 

事实上, 新约圣经的作者

们清楚和充分地表明一个主要

的特征, 即地方召会是由复数的

众长老所集体领导或治理. 英格

兰布里斯托(Bristol)的三一神学

院 (Trinity College)前院长莫特

耶尔(J. Alec Motyer)捕捉到新约

圣经的真实精神, 并写道: “除了

由一群长老所治理之外, 新约圣

经从没暗示召会需要其他的地

方性领导方式, 也不该建立或容

许其他的领导方式.”   

 

 新约圣经不仅记载许多

召会里有长老的存在, 而且还记

载很多关于长老的指示, 以及神给予长老的指导. 

事实上, 新约圣经论到有关长老的教导, 是比论

到主的晚餐、主日、受浸或属灵恩赐等其它重

要召会事务的教导更多. 别忘了, 与旧约圣经相

比, 新约圣经是避免记载繁琐的规条和召会程序. 

想到这一特点, 再看到新约圣经对长老一事的多

处记载与多方关注时, 我们就不禁感到惊奇(也足

以证明神借着圣经清楚教导我们这项真理: “众

长老集体领导”是神给地方召会的领导模式, 编

译者按). 名为《一同寻索》(Searching Together)

的基督徒杂志之编辑乔恩·岑斯(Jon Zens)84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严肃地思想关于长老职

分的教义. 它从新约圣经中的各个方面向我们显

明出来, 不过许多地方的教会根本不注意长老职

分, 也不完整地实践它.” 

 

                                                           
84   乔恩·岑斯(Jon Zens)是基督徒杂志《一同寻索》

(Searching Together)的编辑. 此杂志本是浸信会改革评论

(Baptist Reformation Review), 始于 1972 年. 岑斯因大力主

张“新圣约神学”(New Covenant Theology)而闻名【注: 读

《一同寻索》杂志需要明辨是非, 因内中的“新圣约神学”

有许多不合圣经之处, 例如此神学的追随者认为旧约中的

某些应许是给召会(教会)或“精神上的以色列”, 而不是按字

面给实在的以色列民族, 这是犯上“替代神学”的错误】 

简之, 由复数长老牧养的领导模式, 是有

圣经明显的证据. 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讨论: 

 

(一)   新约召会中的一贯模式 

(二)   发扬新约地方召会的真性质 

(三)   促进属灵领袖的保护和成圣 

【注: 本期《家信》先讨论以上第(一)项证据】 

 

 

(C.1)   新约召会中的一贯模式 
 

听了某些学者的谈论后, 你会以为圣经对

召会的长老以及召会的领导只字未提. 但这是错

误的. 从新约圣经中所记录的证据表明, 几乎所

有的初期召会都是由一群长老来牧养监督的. 这

些召会分布在非常广泛的地区, 从耶路撒冷到罗

马, 并且有着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 

 

(a) 长老职分的例子 (Examples of Eldership) 

请思考那记载于新约圣经中最初基督徒

众召会当中的一贯领导模式  —  复数长老集体

领导的模式:  

 

1. 犹太一带和周围地区的众召会里有长老们的

治理(徒 11:30; 雅 5:14-15) 

2. 耶路撒冷的召会由众长老管理(徒 15:4,6);  

3. 保罗建立的众召会, 如在特庇 、路司得、以

哥念、安提阿的召会(徒 14:23); 在以弗所的

召会(徒 20:17; 提前 3:1-7; 5:17-25); 在腓立

比的召会(腓 1:1); 以及革哩

底岛的众召会(多 1:5), 都是

由众长老集体领导或治理的; 

4. 根据广为流传的彼得前书 , 

在遍及小亚细亚西北方的众

召会: 如本都、加拉太、加

帕多家、亚西亚和庇推尼的

各召会中, 都有长老们的存在(彼前 1:1;  5:1) 

5. 有强烈迹象显示, 在帖撒罗尼迦的众召会(帖

前 5:12)和罗马的众召会(来 13:17)当中是有

众长老的存在.85 

                                                           
85   帖前 5:12: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
间劳苦的人 ,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 来

13:17: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

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

交的时候有快乐, 不至忧愁; 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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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关于长老的指示 (Instruction about Elders) 

新约不仅提供了由长老带领召会的例子, 

还包括对召会如何关心、保

护、管教、挑选、恢复、顺

服和称呼(call)长老的明确教

导. 这些都应被视为对所有

召会永远有效的标准教导. 

 

1. 雅各教导生病的信徒要

找 召 会 的 长 老 们 ( 雅 

5:14); 

2. 保罗教导以弗所的召会

在金钱上支持“劳苦传道教导人的”的长老

(提前 5:17-18); 

3. 保罗教导地方召会要保护长老们不受虚假的

控告, 管教犯了罪的长老, 恢复跌倒的长老

(提前 5:19-22); 

4. 保罗教导召会关于合格的长老所需的资格

(提前 3:1-7; 多 1:5-9); 

5. 对于在以弗所的召会, 保罗说每一个想做长

老的信徒必须要羡慕善工(提前 3:1);  

6. 保罗教导召会要检查或察验那些准备做长老

之人的资格(提前 3:10; 5:24-25); 

7. 彼得教导召会中的年幼信徒要顺从召会的长

老们(彼前 5:5);86 

8. 保罗也教导说长老们是地方召会的管家

(household stewards, 多 1:7)、领袖(leaders, 

参  提前 5:12) 87、导师 (instructors)和教师

(teachers) (多 1:9).【注: 使徒保罗也指出召

会要敬重长老们, 要爱他们, 与他们和睦相处

(帖前 5:13)】 

 

(c) 给予长老的指示 (Instruction to Elders) 

                                                           
86   比较 来 13:17; 希伯来书的作者教导他的读者要依

从和顺服“那些引导你们的”(来 13:17), 即召会中的长老, 因

为只有长老要为所牧养的信徒向“牧长(主耶稣基督)”交账

(参 彼前 5:4).  
87  帖前 5:12: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

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 这节

的 “治理 ”在原文是  proistêmi {G:4291}, 其意除了 “治

理”(rule), 也有“指导或指挥”(preside)之意.【注: proistêmi 

一词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 =  pro (before) +  histêmi (stand); 

字面意思可直译为“站在前面”(to stand before), 意即像领袖

一样, 站在群众前面作领导、指导的工作】 

圣经不仅给召会关于长老的指示, 保罗、

彼得和雅各还直接了当地给长老以下的指导: 

 

1. 雅各告诉长老们要为生病的祷告, 并用油抹

他(雅 5:14); 

2. 彼得直接劝告长老们要牧养和照管主所托付

他们的地方性会众(彼前 5:1-2); 

3. 彼得警告长老们不可滥用权力(彼前 5:3); 

4. 彼得应许长老们当“牧长”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前 5:4); 

5. 彼得忠告长老们要以谦卑束腰(彼前 5:5);  

6. 保罗提醒以弗所的众长老, 圣灵立他们在召

会里作监督, 牧养神的召会(徒 20:28);  

7. 保罗劝告长老们谨防召会里的假教师 (徒

20:28), 并警惕假教

义那持续不断的威

胁(徒 20:31); 

8. 保罗提醒长老们要

辛勤劳苦, 扶持那有

需要的人, 并像主耶

稣一样慷慨待人(徒
20:35).88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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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有关“牧师”、长老、监督和牧者 

 

“Pastor”( 牧师 , 弗 4:11) 一词在希腊原文

是  poimên . 这希腊字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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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牧者 ] 的动

词).  

                                                           
88   上 文 编 译 自  Alexander Strauch, The Bibl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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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第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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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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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提摩太是使徒保罗的特使, 

协助保罗教导和照料召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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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指“单一牧师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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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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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是牧师? 

 

编译者注: 许多人(包括不少著名的圣经学者)认为提摩太

是以弗所召会的牧师(pastor), 而他是现今“单一牧师制

度”的圣经模式. 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在其所著

的《按照圣经作长老》(Biblical Eldership)一书中, 正确

指出这方面的错误观点, 我们将之编辑在此附录二中.  

 

尽管我们有这些长老集体治理的证据, 大多数

基督徒通常还是以为提摩太、以巴弗和雅各是召会

“牧师治会”的样式(模式, pattern). 可是, 实际情形并

非如此. 提摩太不是传统意义上地方召会的牧师. 像

提多、以拉都和推

基古一样 , 他主要

是使徒的特使 . 在

保罗的照看之下 , 

他是保罗在传播福

音和坚固召会上的

伙 伴 和 同 工 ( 徒

19:22). 他是福音的

执事(帖前 3:2), 也

做与保罗同样意义

的牧养工作. 但是, 

他总是在保罗的权

柄和指导之下 (帖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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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 3:2;  腓 2:19-20;  林前 16:10; 提前 1:3) 

 

以巴弗与提摩太一样, 也是保罗的福音使者. 

当保罗居住在以弗所时, 他代表保罗在利革谷(Lycus 

Valley)服事(西 1:7), 以巴弗可能是最先向歌罗西召会

传福音的人(西 1:7-8; 4:13; 门:23). 不过, 当歌罗西书

写成的时候(主后 61 年), 他与保罗正在罗马, 也没有

返回歌罗西的确定计划. 虽然以巴弗在歌罗西、老底

嘉和希拉波立做牧养的工作(西 4:13), 但是并没有明

确的证据表明他是召会唯一的牧者.  

 

雅各是特别在犹太人中间服事的领袖(加 1:19; 

2:9), 他与彼得、约翰一起被称为召会的“柱石”(加

2:9), 然而却不是唯一的柱石. 在耶路撒冷召会的领袖

中, 在所有犹太人的基督徒当中, 他是最突出的领袖

之一. 但是, 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清楚地确定他在耶路

撒冷召会的正式职务. 路加和保罗也没有点明他与十

二使徒的关系, 以及与耶路撒冷的长老之间的关系. 

我赞同斯塔伯特(Bruce Stabbert)的话: “在初期召会的

执事分类中, 雅各是唯一难于定位的人物.” 

 

基于约翰在异象里看到的七个金灯台和七颗

星(启 1:16, 20). 一些学者断言, 启示录里的七个天使

乃是各个地方召会里的“牧师”. 然而, 主自己解释了

这些记号的意义: 七个金灯台是“七个召会”, 七个星

是“七个召会的使者”(“使者”一词英文译作 angels, 即

“天使”, 启 1:20; 林前 11:10). 因此, “众星”(stars)是“天

使”(angels, 注: 伯 38:7 以“星”来象征“神的众子”, 即

天使; 也参 伯 1:6: “有一天, 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

面前, 撒但也来在其中”). 即使“七”能够论证“众星”真

的是人的代表, 也无从考证这些代表或报信者的正式

职务是什么, 以及他们是否是他们的地方召会的“独

一”领袖(注: 即或他们是地方召会的领袖, 也没有证

据证明他们是他们的地方召会的独一领袖). 

 

还有其它学者从旧约里找出根据, 教导人说召

会应该尊从所谓的“摩西模式”. 他们不断地对人说: 

“难道摩西不是以色列人唯一的领袖, 众长老则是他

的助手吗?” “难道牧师不是像摩西一样而众长老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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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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Paul Stevens 

助手吗?” 但是, 地方召会的牧师完全不代表摩西. 如

果今天有人是摩西的话,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 祂带领

我们一切的作为, 祂常与我们同在(太 18:20; 28:20). 

唯有祂是我们的摩西, 是我们伟大的拯救者. 

 

我们必须记得, 摩西是以色列国独特的、一次

性的拯救者. 他不是一个永远的职份, 他是所有敬虔

领袖的代表, 他的职事和作用是难以描述的(申 34:10; 

民 6-8; 出 33:11). 当以色列民众在他们各自的城里安

居下来之后, 带领他们的就不再是摩西和他的继承人

约书亚, 而是当地的长老和祭司家族, 神则是他们的

君王和牧者. 不幸的是, 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为这个蒙

福的真理而感恩过(撒上 8 章) 

 

主张由合乎资格的长老来集体牧养和监督, 并

不是否认神兴起有特殊恩赐的人来教导和带领祂的

子民. 神当然兴起过伟大的福音布道家、宣道士、教

师和拓荒者来建立召会、恢复真理、教导真道、校

正祂的子民. 但是, 这与召会的治理和组织结构不是

一回事. 地方召会的组织结构和牧养监督的工作必须

掌握在一群合格的、执行牧养的长老们手里, 而不是

由一人负责. 上面讲到具有神众多恩赐的仆人既可以

是、也可以不是地方召会的长老, 而许多时候他们不

是长老. 地方上的长老需要请求这些有恩赐的人在福

音、教导和确定召会的方向方面予以帮助.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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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地方召会的领导结构之重要性 

 

“是要你将没有辨完的事都辨整齐了, 又照我
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立长老”(多 1:5b) 

 

  对于许多人来说, 召会的管理(也称作: 召会的体

制、召会的结构、召会的组织、召会的秩序, 或召会

的职事)就像教堂里面座位的颜色一样, 是一件无关

紧要的事. 殊不知, 很多人确实非常在意座位的颜色, 

但对他们来说, 召会的组织结构根本不重要. 然而, 我

们需要对召会的“一般成员”漠视召会是如何管理的

这件事上提出挑战. 召会管理是一件非常实际, 同时

又在神学上事关重大的题目. 因此, 如果你还没有很

好地思想过这件事, 或者你认为它无关紧要, 我请你

考虑下面几点. 

                                                           
90  以上附录二摘自  斯特劳奇所著, 刘志雄所译的

《按照圣经作长老》, “第六章 : 基于圣经的领导结构”,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7.

html (注: 我们在内容中作一些修饰, 如把“教会”一词改成

更合乎其原意的“召会”, 并在文中加上一些解释为补充). 

不合圣经的召会结构(教会体制)直接造成了

对基督信仰的一些最大破坏. 例如, 使徒去世后仅仅

几十年, 基督召会就在地位、权力, 以及祭司职分等

观念上被罗马人和犹太人所同化(采纳了他们的体制

模式). 召会体制也因此被“牧师化”和“圣职化”. 结果

在基督的名下冒出了结构精密的组织, 腐蚀了使徒召

会那简单的(简纯的)、家庭式的结构, 掠夺了神的子

民在基督里崇高的地位和职事. 以“组织精密的教会”

取代了基督在祂子民身上那至高的主权. 

 

召会的组织结构之所以事关重大, 因为它还会

决定人们怎样思想和行动. 最终它决定了地方召会怎

样行事. 我发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美国一些福音派

的领袖对美国政府的关心程度竟然超过了对召会结

构的关心. 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不会说: “美国政府是什

么样的结构没有关系, 只要有一种领导形式就行.” 虽

然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不会持如此看法, 但我却听到一

些福音派的领袖正是这样谈论召会的. 

 

召会的结构比神学更具

影 向力 . 史 蒂文 斯 (R. Paul 

Stevens) 在《解放平信徒》

(Liberating the Laity)一书中, 分

享了他怎样试图装备召会里的

人, 以完成召会的事工, 却惨遭

失败的经历. 正如他所发现的, 

原因乃是: 召会的组织结构只

要求他(指某个圣职人员)完成“那

事工”(而不要求其他信徒也完成

“那事工”; 换言之, 所要求的还是

“一人事奉”). 他写道: “我发现召

会结构事关重要.91 当召会里的结

构(特指以圣职人员为中心的教会

结构)使人们难以发现自己的恩赐, 

或难以操练爱主的事奉之时, 宣

扬‘人人皆祭司’是无济于事的, 因

为召会结构所传达的信息恰恰相反.” 

 

事实是, 任何一个社会, 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

宗教的, 都无法忽视它的领导结构. 这对于基督徒群

体尤其真实, 因为伟大和准确的原则(例如‘所有信徒

                                                           
91   史蒂文斯在书中指出, 虽然宗教改革的重点之一

是“信徒皆祭司”, 但在今天却很少得到落实, 因为“教会都

跟随了世俗的模式, 堂会组织是以圣职人员为中心, 他们由

信徒供养, 去干事奉的工作.” 因此, 我们需要废除“平信徒”

的观念, 让每一位信徒都成为事奉者. 请参此书的介绍网页, 

http://www.vocatiocreation.com.hk/products/products_paul_st

evens_09.html .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7.html
http://www.cclw.net/other/liuzhixiong/azsjzzl/htm/chapter07.html
http://www.vocatiocreation.com.hk/products/products_paul_stevens_09.html
http://www.vocatiocreation.com.hk/products/products_paul_stevens_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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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祭司’)会深受其影响. 那些深深投入地方召会实际

运作的人从亲身经历得知, 召会的领导结构影响着召

会内在生活的各种方面, 是一个大有关系的题目.  

 

召会当中存在一些极其关键的教导问题, 是每

个愿意思考、关心召会的基督徒所不能回避的. 谁敢

说按立女人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呢? 它无疑是今日召

会政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很有意思的是, 对普世

运动合一的最大妨碍就是召会领导结构的问题. 我要

指出, 召会的结构既反映和决定了我们的神学, 也反

映和决定了我们的信仰. 

 

既然召会的结构关

系到实际生活和神学教导 , 

我们必须问: 坚持某一种形

式的召会领导结构时, 你是

否有圣经为根据! 我相信这

样的根据是存在的. 新约圣

经的教导实实在在地、合情

合理地显明召会的领导结构

是由一群长老团队构成的.  

 

讲到地方召会的结构时, 由于缺少更好的术语, 

我使用了传统的“召会领导”一词. 对许多人来说, 领

导这个词与官僚和司法机构是同一个意思. 然而, 新

约圣经所教导的领导结构表明地方召会主要是牧养

的地方, 像一个家一样, 为全会众提供灵里的看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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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   希伯来书  —  顺服那引导你们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 读者们有责任要记念并

且顺服他们的属灵领袖们, 因为这在他们抵挡罪恶上

会有很大的帮助. 此书作者在 来 13:7 催促读者们, 要

留心看那些从前引导他们的领袖们敬虔忠诚的榜样: 

“从前引导你们,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

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在第

17 节, 作者写道: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

顺服 ; 因他们为你们

的灵魂时刻警醒 , 好

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

候有快乐, 不至忧愁; 

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

了.” 作者劝告他的读

                                                           
92   以上附录三也是改编自 斯特劳奇所著, 刘志雄所

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 “第六章: 基于圣经的领导结构”. 

者们, 要顺服目前领导他们的这些人. 如此劝导有两

方面的目的: 第一, 借着思想他们从前领袖们的见证, 

读者能被激励, 能对基督有更大的忠心. 第二, 借着顺

服他们现在的领袖们, 他们就能在属灵上得着喂养与

保护. 

 

基督徒们要了解神的旨意是要他们顺服属灵

领袖们的引导, 这点是重要的. 来 13:17 比新约圣经中

其它经文, 更多的说出信徒顺服召会牧者们的责任. 

作者借着使用两个命令式的动词  —  “依从”和“顺服”, 

来强调他的劝告. 虽然很难清楚分辨这两个动词彼此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但“顺服”在二者之间有更重更广

的意义. 基督徒不仅仅要“依从”他们的领袖们(希腊文: 

peithô {G:3982}, 意即“依从、听从、跟从”), 还要“顺

服”(希腊文 : hupeikô {G:5226}, 意即“让、让路出

来、服从”). 甚至与他们意见不同时, 基督徒也要向领

袖们负责, 依从他们的权柄, 并且服从他们. 

 

若要在社会上维持适当秩序, 就必须“服从权

柄”, 神的召会也不例外. 古代一位召会圣徒屈棱多模

(John Chrysostom)说: “没有秩序的混乱就是一种邪恶, 

也是毁坏的起因, 但是对着治理者的不顺服并非较少

的邪恶, 因为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百姓不顺服治理者, 

就像没有治理者, 也许情况更糟.” 

 

“顺服与依从权柄的心志”是基督徒生活的根

基(罗 16:19; 林后 2:9; 腓 2:12; 门 21; 彼前 1:2,14). 顺

服是真实的谦卑与信心的果子, 那是被圣灵充满的生

活记号(弗 5:18-6:9). 圣经说, 最重要的是“顺服神”(雅 

4:7a). 真实的顺服神, 自然会表现在顺服地上的权柄. 

因此 , 人若真正顺服神以及祂的话语 , 他就会在家

里、在婚姻中、在工作场合上、在社会和地方召会

信徒的聚会中, 借着顺服与依从而表明出来. 

 

任何召会群体的领袖们服事的果效, 是受他们

带领的百姓对他们的响应所影向. 如果百姓是倔强又

不顺服的, 那就是不能受教, 也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思想以色列国, 因着持续的不顺服, 整个国家就不能

进入应许之地(来 3:16-4:16). 这点在今日同样是真实

的, 当神的百姓独断独行、任凭己意, 在地方召会的

事奉中, 就少有成长、平安与喜乐. 只有当信徒们适

当的顺服他们属灵领袖的时候, 地方召会才有机会成

为神所期盼的、那会增长、有爱心、有喜乐的家庭. 

凯利(William Kelly)在这个主题的重要性上, 做了可

赞许的结论. 他写道: “基督祂自己走在这一条不能改

变、不能摇动的顺服道路上... 信徒们若要得到福气, 

唯一的方法就是也走在顺服与依从的道路上, 不为着

自己的权利寻求虚荣, 因为那将成为撒但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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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忽略一个事实 , 

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他的读

者们要顺服一群领袖们. 他不是

说: “顺服你们的领袖, 并且依从

他 (指一个人)”; 而是说: “依从那

些引导你们的(即依从你们的领
袖们 (指一群人).” 正如我们之前

全面研究所得的结论, 那负起保

守地方召会信徒属灵的责任, 是

一群牧者长老们, 而不是一个人.  
 

用来译作“引导你们的”(指领袖们)的希腊字

是从动词 hêgeomai {G:2233}而来. 在英语中常用来

代表它的字就是领袖(leader)一词. 这个字能说明在军

事上、政治上或宗教上的领袖们. 在希腊文旧约圣经

中, 这希腊字是被用来描述支派的领袖(申 5:23)、军

队的将领(士 11:11)、以色列国家的治理者(撒下 5:2; 

7:8)、管理库银的人(代上 26:24), 以及大祭司(代下

19:11). 在使徒行传里, 西拉和犹大被称为“在弟兄中

是作首领的”(希腊文: hêgeomai {G:2233}) (徒 15:22). 

主耶稣说: “在你们中间为大的要成为最小的, 并且作

为首的 (希腊文 : hêgeomai )要作你们的仆人”(路

22:26). 在 来 13:7, 17, 24 中, 作者使用 hêgeomai 这个

字, 可能有更广的意义, 包括了使徒们和长老们. 在第

17 节, 这群领袖们的工作被描述成“为你们的灵魂警

醒”, 所指的自然就是地方召会长老们的工作 (徒

11:30; 15:6, 22; 雅 5:14,15). 虽然“长老”这个名词没有

在这段经文里出现, 但这里劝告信徒要依从和顺服召

会的领袖们, 自然包括为着召会警醒的长老们. 有两

件事值得思考: 

 

(一)   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 

由于知道神的儿女对于顺服权柄方面, 也会抗

拒或怨恨, 所以作者就提出重要的理由, 进一步地劝

告信徒应当顺服与依从领袖. 应当顺服属灵领导, 因

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 这一个“时刻警醒”(希腊

文: agrupneô {G:69})的字面意思是“使一个人自己醒

着”, 但是这里是一种比喻的用法, 形容警觉、保守或

照顾百姓. 像古代守望的人或是牧羊的人, 属灵的领

袖们一定经常要有敏锐的警觉、良心的意识, 及殷勤

的服事. 守望是需要努力不懈, 自我约束及为着别人

的安全而不顾自己. 

 

这些领袖们是参与属灵的照养方面. 他们为你

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 “灵魂 ”在希腊文是  psuchê 

{G:5590}, 在许多例子中, 这字被用来与“人格”或“一

个人自己”作相同意思. 因此, 我们能像有的翻译, 将

这个字翻作“你”的代名词. “他们为你时常警醒”(注: 

英文圣经《新国际版本》(NIV)的翻译正是如此). 然

而, 在这一段经文中, 这字似乎有更深意义, 说到人的

里头, 即属灵生命的层面(参 来 10:39; 约叁 2). 在一切

之上, 这些领袖们时刻为着会众属灵的益处而警醒. 

他们的工作, 如果掉以轻心, 就会造成神百姓属灵生

命的严重伤害. 

 

圣经注释家伦斯基(R. C. H. Lenski, 1864-1936; 

注: 此人是路德会牧师, 生于德国但在美国事奉)指出, 

经文论到“时刻警醒”, 暗示着它有潜在的危险: “警醒, 

暗示着保守自己和其它人的安全, 知道有危险的存在, 

或害怕它的来临. 没有危险的存在, 就不需要警醒. 这

一切应用在召会方面, 应该是更加警慎, 因为召会是

保障灵魂的.” 由于充满了假教师们和属灵方面的陷

阱, 因着所有的基督徒在开始时, 都是基督里的婴孩, 

也因着一些基督徒一直在信心上软弱, 为着神百姓们

属灵的发展, 警醒是不可缺少、一直需要的工作.  

 

希伯来书本身是一个属灵上警醒行动的例子, 

显出需要属灵方面的守望. 一些信徒有严重的问题存

在: 属灵上漠不关心和不成熟、忽略真理、与犹太教

过去的方式妥协、害怕艰难、心中苦毒、退后并且

对神的牧者不敬不理. 对于这样的群体, 领袖们有责

任面对问题, 需要警醒的注意, 并且采取行动. 

 

如果在第 17 节中所谓的“领袖们”是因为察觉

会众的问题而告知希伯来书作者的话, 他们就是属灵

上守望的优秀榜样. 似乎这一些领袖们是稳定、成熟

的基督徒, 作者对他们有完全的信心. 诚然, 就像一位

圣经注释家所指出的, “这一句话(他们时常警醒)就表

明这些人是蒙神赐予牧者权柄与责任的人.” 然而, 如

果信徒不顺服他们那智慧与爱心的领导, 他们良好牧

养的努力就不会取得成功. 

 

不仅属灵的领袖们要因他们时常为神百姓警

醒而值得敬重和顺服, 他们还有更大的责任, 即要在

神面前严格的审慎及交帐. 所有属灵的领袖们是守望

者与牧者, 而他们都要向神交账. 主耶稣说: “因为多

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路 12:48; 请

比较 可 12:40).93 如果这些属灵的领袖在他们的工作

上失败, 神的百姓将会受损. 因此, 他们就像一个城市

的守望者, 要非常的警觉. 为着神所托付他们重大的

工作, 他们有一日都要向神交帐. 伦斯基(Lenski)很好

的提醒我们: “任何一个人若得着所托给他别人灵魂

的责任, 那怕只有一个灵魂, 也要完全的负责.” 

 

                                                           
93   可 12:40: “他们(指文士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

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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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旧约圣经, 神应许过祂会呼召守望者, 为

着他们圣洁的责任交帐: “我何时指着恶人说, 他必要

死. 你若不警戒他, 也不劝戒他, 使他离开恶行, 拯救

他的性命,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我却要向你讨他

丧命的罪(原文作: 血). 倘若你警戒恶人, 他仍不转离

罪恶, 也不离开恶行,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你却救自己

脱离了罪”(结 3:18,19). 

 

同样的, 保罗看他自己是一位守望

者, 他一直为着神所托付要他照顾的人来

负责: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

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

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

20:26, 27), 因为保罗知道神确定要衡量他

的劳苦, 就殷勤的寻求得到神对他一切工

作的认可(林前 4:1-5; 9:27; 林后 5:9-11; 提

后 2:15; 4:7,8). 

 

圣经告诉我们说, 教师们(指教导

神道之人)因他们所拥有的影响以及责任, 要受更严

重的审判(雅 3:1). 由于教导与带领的职位有更大的责

任, 并要向神交账, 一个理智的人不会仓促的进入到

领导的职位上. 认识到要向神交账, 应当大大的影响

一个领袖属灵领导的品质. 此外, 当神的百姓明白他

们的领袖们一定要向神交帐时, 他们对领袖们的行动

和决定会更加的宽容、理解及敏锐. 他们会更愿意顺

服与依从他们的领袖们. 

 

(二)   使他们有快乐不至于忧愁 

被带领之人对带领者的“顺服”会给那些带领

之人带来深刻满足的喜乐. 每一个牧者都知道, 看见

人的生命因着福音的能力转变的时候, 看见百姓因着

所教导的道而生命成长的时候, 或看见羊群更兴盛的

时候, 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 使徒约翰说到这一种的

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

有比这个大的”(约叁 4), 这一种喜乐是每个领袖有权

利盼望的(林后 2:3), 也是只有当百姓们顺服, 并且依

从他们的领袖时才可能拥有的. 

 

当神的百姓不顺服, 抱怨以及争闹的时候, 牧

者的喜乐就消失了. 当基督徒拒绝听从牧者的警告, 

牧者就感觉到“忧愁”.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让他

们事奉得有喜乐, 不至于忧愁.” 这一个“忧愁”的字也

可以翻译作“呻吟、叹气或哀叹”. “忧愁”说明了心里

头很强烈的情绪感受  —  这个情感是话语无法表达

的(可 7:34; 罗 8:23,26), 这个字在此说出牧者们深切

的忧伤, 以及渴望能有更好的情况. 

 

敬畏神的领袖们会为着那些故意跟从错误教

训的弟兄姊妹们叹息. 他们为着那些拒绝成长, 抗拒

学习, 不愿改变和接受改正之人而在忧愁中呻吟. 摩

西多次因着百姓的不顺服与倔强而叹息忧伤. 在摩西

的生命中, 有一次忍受不了百姓的埋怨, 他求神取去

他的性命: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 我独自担当不

起. 你这样待我,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

立时将我杀了, 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民

11:14,15). 保罗也因着许多信徒的不顺服

而心痛. 判逆的信徒是牧者最难过的事. 有

的时候, 好的牧者会因着不顺服的羊群所

给他深刻的痛苦而放弃牧养的工作. 那时

候, 会众里每一个人都会受苦遭损. 

 

当不顺服的群众使召会牧者受到

了压力的时候, 对于那些走上偏离道路的

信徒会有更严重的影响. 这是读者们要顺

服并且依从他们属灵领袖最后的理由. 希

伯来书的作者警告不顺服的信徒们, 他们

使属灵领袖忧愁的后果将会是“就与你们无益了”(来

13:17). 这看似轻描淡写, 却有深刻意义. 这一个叙述

在文法上是一种称为“反叙法”(litotes)的修辞法, 那是

一个以温和、反面的陈述, 来代替强烈、肯定性的叙

述. 这与夸张式的修辞法刚好相反(举例来说, 与其说

“这将会是一个很糟的情况!”, 我们也许说: “结果将会

好吧!”). 这样的用法会促使读者停一下, 去思想以明

白那更完全的意义. 正面来说, 这个句子应当被理解

为: “那是对你们有害了”, 或“那是你们的灾难了”! 

 

与神的守望

者(指为羊群儆醒的

召会牧者们)切断关

系, 或从神牧者的照

顾中跑开, 都是危险

的事. 神会严厉的责

罚那些不顺服的信

徒 (林前 11:29-34), 

魔鬼也会引诱他们的心思(林后 11:3), 或苦毒的灵会

介入, 阻止了所有的成长与成熟. 那些拒绝召会牧者

所提醒和呼吁的人, 自然会失去所有神赐给牧养服事

所带来的福气. 因此, 我们的结论就是, 正如圣经注释

家莱恩(William Lane)所说: “一个值得注意的提醒, 就

是整个群体(指召会群体)的利益, 是与‘他们对目前领

导者的响应之品质’相联的.”94  

                                                           
94   附录四主要改编自 Alexander Strauch 著、刘志雄

译的《按照圣经作长老》“第十三章: 希伯来书: 顺服你们

的领导者”中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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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佑之(Samuel Tang) 

-神学论坛          带子-  
      

有关“读神学” 

的一些反思 : 
 作“神学生” 与 “圣经学生” 

有什么分别? 
 

 
 

 

(A)    引言 

 

 今天许多教会领袖都鼓励信徒去“读神学”

或“上神学课程”. 对于想要事奉神的基督徒, 更是

必须“修读神学”或“考取一个神学文凭或学位”. 

有一个名叫忠明(假名)的基督徒, 上大学后在某

教会竭力事奉, 并在学生小组事工上看见果效. 

他经常跪在神面前祷告, 也常在读经时深感神在

向他说话. 他已决定全职事奉神, 当地教会十分

肯定他的恩赐与呼召, 所以鼓励他去读神学. 他

对圣经有许多不明之处, 在深感不足的情况下, 

便踏上神学院的装备之路. 

 

 半年之后 , 星移物

换(星辰移位, 景物改变了). 

忠明每天花费大量时间背

记希腊文的各种时态变

化、希伯来文的单词和动词的各种形式、旧约

列王的名单、保罗旅行布道的行程细节等, 也开

始学习书写解经报告. 这一切虽然辛苦, 但想到

对解经很有帮助, 忠明便咬紧牙关, 坚持下去. 等

到他完成词汇研究、句型结构, 以及各种综览和

评析之后, 还要研究和评析不同神学家的种种作

品和思想. 到了这个阶段, 忠明发现历代以来的

神学思想极其错综复杂, 且常彼此冲突, 逐渐地, 

忠明感到祷告、读经和作见证要比进神学院之

前困难得多. 神活泼的话语已不如往昔.  

 

忠明为此感到非常纳闷, 加上他发现许许

多多著名的神学博士和神学教授, 竟然不信主耶

稣的神性和复活, 不信圣经的神迹和预言! 忠明

不禁扪心自问: “我究竟是跟从神, 还是跟从神学

家?” “我是在遵从神的圣经 , 还是遵从人的神

学?” “我到底是作圣经的学生 , 还是神学的学

生?” 忠明的反思让他恍然大悟….   

 

 以上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迪, 启

发我们去分辨神学与圣经的区别, 也开导我们去

警惕读神学的一些危险. 毕竟神学不同于圣经,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读神学”呢? 首先, 我们

必须了解什么是神学, 然后思考神学虽有重要性, 

但也有其限制和危险.95   
 

 

(B)    什么是神学? 

  

(B.1)   神学的定义  
 

 根据马有藻, “神学”(Theology)二字本是异

教徒首先采用的,96 后来才被基督徒将该词转接

过来 , 用在对神的研究方面 . “神学 ”二字乃

“Theos”和“Logos”二希腊文字拼合成的. 前者意

思是“神”, 后者意即“话语”. 所以“神学”就是有关

神的话语, 即有关神的研究, 或有关神的学问. 简

言之, “神学”就是“学神”(学习关于神).97  

 

 曾任香港浸信会神学院院长及教授的唐

佑之给“神学”下的定义是: “神学是神之学, 神是

永生的主, 有祂的工作以及与人

的关系. 神学为寻求神创造之意

义, 尤其是人与祂的实况, 神为

人成就救赎的工作.”98 换言之, 

神学是研究关于神, 以及祂的工

作, 包括祂的创造和救赎之工. 

                                                           
95   下文 B 项 (什么是神学?)和 C 项 (神学重要吗?)主

要改编自 马有藻著, 《基要信仰概论》(台北: 中国信徒布

道会, 1989 年), 第 1-10 页. 
96   在古希腊思想中, “神学”(theology, 意即“关于神的

言谈”)一词指关于诸神故事的唱颂和讲述. 但到了第二世

纪, “神学”这一词多被基督教作家(即护道者)所采纳, 较后

在欧洲多指基督教神学(注: 但事实上, 除了基督教神学之

外, 还有所谓的犹太教神学、伊斯兰教神学等神学体系).  
97   此乃林德晧所写的书之名  —  《神学就是学神》

(台北: 道声出版社, 2011 年).  
98   唐佑之著, 《神学总论: 信心篇》(香港: 香港基金

会有限公司, 2007 年), 第 2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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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治 (David Tey) 

 
马有藻 (Denny Ma) 

对于教牧学博士兼国

际华人布道团主席郑国治而

言: “神学是研究认识神, 并

论到神与宇宙关系的一门科

学. 让我们知道人与神的关

系; 人与灵界的关系; 人与人

的关系; 人与己的关系; 人与

物的关系. 狭义的说, 神学是对神本质的一种解

释; 广义的说, 是研究神的本质、存在、属性、

启示、教义、并与人及万物之关系的科学.”99 

 

 

(B.2)   神学的范畴  
 

 神学研究的范畴相当

广泛, 通常分为十大界域, 而

马有藻再附二条, 是近代新

加的范围: 

 

1) 圣经论(Bibliology): 有关

圣经的来源论、启示

论、默示论、成正典的

过程及准则、抄本的流传、版本的批判等. 

2) 神论 (Theology Proper): 神的存在、属性

(attributes)、工作, 及三一神论(三位一体论)

等均在此讨论. 

3) 基督论(Christology): 讨论基督是三一神的第

二位格; 基督神人二性、祂的历史可靠性、

祂的职分、工作及使命等. 

4) 圣灵论(Pneumatology): 探讨圣灵是三一神的

第三位格, 及祂在旧约时期、新约时期、教

会时期、及在将来灾难时期而至千禧年国时

期的工作. 

5) 人论 (Anthropology, 马有藻译作“人性论”): 

有关人的来源、性情、救赎、归宿等. 

6) 罪论(Hamartiology): 研讨罪的始源、性质及

结果等. 

7) 救恩论(Soteriology): 查考救恩在神计划中的

地位, 基督之死如何完成救赎, 圣灵怎样为

罪、为义、为审判叫人受责备等. 

8) 教会论(召会论, Ecclesiology): 研究教会在神

救恩计划中的地位及其性质、组织、圣礼等. 

                                                           
99   郑国治著, 《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柔佛: 人人

书楼, 2008 年), 第 74 页. 

9) 天使论(Angelology): 天使的被造、目的、堕

落、成为鬼魔、邪灵等都在这范围之内. 

10) 末世论(Eschatology): 简介各类末世论的系

统, 如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 或无千禧年

派; 教会(召会)被提论、复活论、灾难期论

及新天新地、永远国度论等. 

11) 目的论(Teleology): 神创造世界的目的、救

赎的目的、选立以色列的目的、呼召教会的

目的、第一与第二次降临之目的等; 换言之, 

一切与神工作的目的有关的, 都在这里讨论. 

12) 教牧论(Pastorology): 有关教牧的范围, 涉及

基督徒的生活、教牧人员的资格、条件及使

命, 与教会对内的行政、对外的宣道等. 

13) 以色列论(Israelology): 以圣经观点研究以色

列国; 包括她最初的蒙召、过去的历史、现

今的状况, 以及荣耀的未来. 

14) 圣父论(God the Father): 探讨圣父是三一神

(God the Trinity)的第一位格 ; 包括祂的职

任、工作与赐福.100  

 

 

(B.3)   神学的类别  
 

 上文所列神学研究的

范畴共有十二大款 , 它们统

归不同的部门, 共分六大类:  

 

1) 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将神学有系

统地分析, 有条理地阐明. 

a) 教义性(Doctrinal): 尤其是指基督信仰内主要

信仰的阐释, 如圣经论、神论、基督论、救

恩论等【注: 上文 B.2 (神学的范畴)内的十四

项主题或界域都可归纳在“系统神学”所研究

的范围内】. 

b) 主题性(Topical / Thematic): 在某一教义的定

论中再选当中的要题, 加以更深入的研讨, 如

“称义论”、“成圣论”、“恩约论”、“原罪

论”、“三一神论”等. 

                                                           
100   上文第一至第十二项皆取自马有藻所著的《基要

信仰概论》, 第 4-6 页. 第十三项(以色列论)是美国著名福

音派作家兼圣经教师查克·米斯勒(Chuck Missler, 1934-

2018)所谓的“在圣经中很重要、却常被忽略的范畴”. 第十

四项(圣父论)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创办人兼首任院长薛弗

尔博士(Lewis Sperry Chafer, 1871-1952)的八大册著作《系

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中所包含的重要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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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 “系统神学”是

全圣经性的(以整本圣经为范畴), “圣经神学”

则以圣经书卷的组别为主; “系统神学”的定

论乃多各据人的哲学构思, 或教会对它的观

点而达成, 而“圣经神学”则多根据圣经书卷

的历史背景而成, 如申命记与当时近东宗主

条约(Suzerainty Treaty)的关系; 创世记 15 章

血约订立的过程与当时的背景之关系等. 

a) 旧约和新约(OT/ NT): 特研圣经书卷组别的

神学命题, 如“五经的神论”、“大先知的末世

论”、“福音书的基督论”等. 

b) 书卷及作者(Books / Authors): 如约翰的神学

(将书信及启示录也放入其内)、保罗的神

学、约翰福音的神学、罗马书的末世论等. 

 

3) 历史神学(Historical Theology): 着重神学观

念在教会史中的变化. 

a) 教会历史(Church History): 研究教会在历史

上的进展, 在进展时的阻挠, 及教会如何克服

或渡过艰难. 

b) 神学/基督徒思想史(Christian Thought): 追溯

一些重要教义的形成或定型的经过, 及在教

会时期中一些神学思想的变动或兴起. 

 

4) 护教神学(Polemic Theology): 这是辩护基督

信仰的神学, 所

以不只基督信

仰本身的可靠

性是讨论的范

围, 其他宗教也

在探讨之内. 

a) 护教学(更正确

译为“护道学”, 

Apologetics): 又称为“辨道学”、101“卫道学”

或“辨惑学”. 凡有关基督信仰的可信性, 诸如

神的存在、圣经的可靠性、基督是神的儿

子、神迹的可能、科学与信仰、天灾横祸与

世界的苦难等都受严谨的钻研. 

b) 宗教的比较(Comparative Religions): 除了基

督信仰本身外, 世界上其他宗教信仰甚至是

异端也在这领域内加以评判. 

 

                                                           
101   郑国治称之为“辩道神学”(Apologies), 参郑国治所

著的《神哲学与信仰手册》, 第 78-79 页. 

5) 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 从神学理论的

研讨进入实际工作的研究方面. 

a) 教牧学(Pastoral Ministry): 尤其涉及教会管

理、教牧人员、教牧方法与技巧 , 如讲道

学、释经学、辅导学等都都列入这类别之内. 

b) 宣教学(更正确译作“宣道学”, Missiological 

Ministry): 着重如差传学、个人布道、露天

布道、影音布道、大众传播等. 

 

6) 生活神学(Personal Theology): 这类别是关于

基督徒的自身生活、属灵生命及其伦理观等.  

a) 基督徒生活(Christian Life): 信徒个人灵命的

长进, 如灵修生活、祷告生活, 甚至家庭生活

也在这领域内讨论之. 

b) 基督徒伦理观(Christian Ethics): 这是有关基

督徒的伦理观, 他的伦理基础、根据或权柄, 

以至他对某些伦理难题, 如堕胎、死刑、怜

慈处死(安乐死)、战争、同性恋、说谎等等

伦理问题都在这栏内加以研讨. 

 

除了以上六大类别, 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

神学, 诸如: 黑色神学(Black Theology)、解放神

学(Theology of Liberation)、希望神学(Theology 

of Hope)、过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后现代

神学(Post Modernism Theology)等等【注: 马有藻

将上述五个神学归纳在“新兴的基督教神学思潮”

之内】. 此外, 还有所谓的加尔文神学(Calvinistic 

Theology)、亚米纽斯神学(Arminian Theology)、

圣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时代论神学

(Dispensational Theology)、天主教神学(Catholic 

Theology)等等【注: 殷保罗(Paul P. Enns)将上述

五个神学归纳在“教义神学”(Dogmatic Theology)

之内】. 有关上述神学的简介, 请参本文附录一. 

 

 

(B.4)   神学的派别  
 

 马有藻指出, 在基督信仰的圈子内, 因着

人对神的话语(圣经)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便产生

甚多的神学派别, 而每一学派都以自己的见解为

最正确, 叫一般信徒不晓得如何跟从. 今日三大

神学巨头是: (1) 恩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 

[或称“改革神学”(Reformed Theology), 因这是改

革家的主要神学, 如长老会]; (2) 亚米纽斯神学

(另译“亚米纽神学”, Arminian Theology) [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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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神学”, 因这是循道会主要的神学]; 及 (3) 

时代神学(Dispensational Theology). 若要将这三

者略加解释, 也非要费一番唇舌不可.  

 

 可是, 若要批判所有的神学派别, 最安全

而准确的途径乃是试观他们对神话语的基本态

度如何, 而分别出他们是否正确(正统)或不正确

(不正统). 故此, 这方法是一个取舍的准则. 在所

有的神学派别中, 他们对圣经的态度可分为三大

类别, 这三大神学主流是:  

 

(一)  自由派(Liberalism, 或简称“新派”)  

这派人士认为圣经不是神的话语, 圣经只

是人的思想, 是人对于神的存在而有的一种哲理, 

一来毫无科学根据, 二来充满迷信与怪诞的记录, 

内中唯一可取是仍有一些颇好的伦理教训, 可作

警世之用. 这派对圣经的态度竟然如此, 信徒大

可不需理会. [注: 一些著名的自由派神学家是: 哈

纳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1)、福斯迪克

(Harry E. Fosdick, 1878-1960)等等【GTC:155】]    

 

(二)  正统派(Orthodoxy)  

 正统派(即保守派、福音派、基要派)认定

圣经是神的启示记录, 全部不折不扣的是神的话

语, 是信徒生活与信仰最高的权威及准侧. [注: 一

些著名的基要派神学家是 : 梅钦 (J. Gresham 

Machen, 1881-1937)、司可福(C. I. Scofield, 1843-

1921)等等【GTC:156-157】]    

 

(三)  新正统派(Neo-Orthodoxy)  

 新正统派对圣经的态度可分为二: 一些人

认为圣经“含有”(contains)神的话语, 是神学与信

仰的部分, 而非历史或科学那部分. 另一些则认

为圣经可“变成”(becomes)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

整部分的, 没有神学、信仰、历史、科学等的划

分. 当信徒研读圣经时, 那段经文对他的存在产

生莫大的关系, 那时他突受感动起来, 觉得自己

生命的存留与创造生命的主宰有一个接触

(encounter), 那时, 那段经文顿时“变成”神的话语

了(故此观点也称为“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

圣经观). 我们不该接受这观点, 原因有二: (1) 神

学或信仰都建立在历史的证据上, 故二者不能解

体; (2) 若以个人的感动来决定圣经的性质, 这实

在是无稽之谈, 况且人的感动有时也颇可疑及多

变化 . [注: 一些新正统派神学家是 : 巴特(Karl 

Barth, 1866-1968)、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布仁尔(Emil Brunner, 1889-1966)、

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何登

(William E. Hodern)等等【GTC:169-177】]    

 

 

(C)    神学重要吗? 

 

 从上文“神学的范畴”(参 B.2 项), 我们看

见神学研究的范畴广泛, 而其中的主题都是重要

的. 郑国治评论道: “圣经… 含有… 神论、基督

论、圣灵论、救赎论、教会论、人伦、罪论、

天使论、魔鬼学、末世论等各种神学(注: “各种

神学”应作“各种教义”). 有正确的圣经神学观, 信

仰才会有坚实的基础.”102【注: 郑国治在此强调

的是“正确的圣经神学观”, 因为事实上, 神学界充

斥着“错误的神学观”】   

 

 马有藻从五方面解释神学的重要性: 

1) 为真理作归纳或演绎的定论(For Induction- 

Deduction): 神学家平诺克博士(或译: 平诺, 

Clark H. Pinnock)认为: “福音派的真理皆是

用归纳法推演得来的”, 这是正确的见解, 只

是偏重一面定论真理之法. 真理的推演是靠

归纳与演绎两法(编者注: 先归纳, 后演绎). 

“归纳法”(Induction)是从一大堆的真理中找

出其中的细节, 将之分门别类成为(归纳)定

论, 如“神是爱之论”、“神是公义之论”. 至于

“演绎法(Deduction), 它则是从定论中演变成

原则, 再回到那“一大推真理”中找着其支持

或根据, 如从“神是爱之论”演绎出“神看顾

人、记念人”的属灵真理(之原则), 再回到整

个真理(特指圣经的真理)中找出根据, 坚立

定论. 归纳真理与演绎真理两法只是从两个

不同的方向寻找真理, 来定论真理. 神学的研

究便是定论真理.   

 

2) 为真理作系统性的定论(For Systematication 

of Truth): 圣经中的真理包罗万有, 将之归类

并组织起来, 这是系统化之的过程, 如“神是

爱”、“神是公义”等可统归为神的属性, 而

“神的创造”、“神施行审判”等归为神的工作. 

                                                           
102   同上引, 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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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一切有关神的真理组织起来, 成为一套

的“神论”或其他主题. 神学的研究便是系统

化真理. 

 

3) 为真理作定准化或正典化的定论 (For 

Standardization or Canonization of Truth): 真

理经过系统化, 便成为多种的定论, 这些定论

又需要加以定准, 以便给信徒使用, 成为信徒

生活与信仰的准则. 初期教会(召会)在很早

的时候便将某些真理“楷模化”、“定准化”或

“正典化”了(参 罗 6:17 的“真理的模范”; 多

1:4 的“共信之道”等). 根据瑞士神学家布仁

尔(Emil Brunner)103所说的, 这“楷模化”真理

的始因, 是为了对付异端渗入教会的缘故. 神

学的研究便是辩护真理、定准真理. 

 

4) 为真理作教义化的定论(For Catahetization of 

Truth): 初期教会为了将真理教导慕道者或初

信徒, 便将真理编成课本或册子, 帮助信徒容

易领会及接受. 这方面的需要便成为神学研

究的前提. 神学的研究便是教条化真理. 

 

5) 为真理作伦理化的定论(For Ethicization of 

Truth): 教义信仰与信徒的生活不能脱节. 真

理不是一些象牙塔式的空谈, 而是信徒处事

待人的伦理准则. 神学的研究便是伦理化真

理, 将真理中的伦理原则定准, 作为信徒生活

的引导. 

 

 

(C)    神学的局限 

 

(C.1)   神学的限制  
 

 马有藻在其所著的《基要信仰概论》中

承认, 神学的研究并非毫无困难的, 这些问题的

产生可能基于三个原因: 

 

                                                           
103   布仁尔(Emil Brunner, 1889-1966)是瑞士新正统派

神学家, 著作有三百余种. 他认为神学是为宣扬神启示之道, 

应用在教会与人的生活上, 故称“宣道神学”. 他强调神学是

关怀人的需要, 不是为护教, 故他反对护教学. 他以“高等批

判圣经法”, 否认超然的神迹, 不完全接纳基督的降生与复

活, 否认圣经无误论. 其著作有《神的命令》、《神人相

遇》和《启示与理性》等. 可见一位博学的著名神学家, 也

未必是信仰纯正、坚守圣经真理之人.  

1) 启示的性质: 圣经虽是神的启示记录, 然而这

些记录并不“完全”. 这并不是说圣经启示有

瑕疵. 圣经的启示是完善至美的(perfect), 只

是不详尽(incomplete) 【若要详尽, 即使上百

本书都无法容纳(参 约 20:30;  21:25), 所以圣

经在记录神的启示方面, 神是精选了一些重

要事件和教训, 使整本圣经不会过于冗长, 方

便携带和阅读】. 由于圣经的记录全是选择

性的(selective), 所以还有很多资料没有记录

下来, 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2) 理性的有限: 人的理性有限, 结果引起不同的

解释, 神学派别也随之而生. 信徒在基要教义

上若毫无异议, 其他的神学细节则需客观地

包容【编者注: 这里的包容当然不包括“包容

或接纳错误的神学观”, 例如对于“不信圣经

神迹”和“主耶稣的神性”等的“自由神学”或

任何其他明显抵触圣经教导的神学思想, 我

们绝不能妥协, 否则便是对主不忠, 不守真道

了. 谨记: 神的道就是真理(约 17:17), 而如此

的“不包容、不妥协”并非没有爱心, 因为爱

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林前 13:6)】. 

3) 信心的需要: 因着启示的性质及理性的有限, 

信心的操练是必须的, 否则神是无法可被证

明其存在的, 只有运用信心, 接受神说祂是这

样便这样, 那样就那样, 这是信心的表现. 神

学研究必要运用信心, 接受一些没法解释的

事实, 等到模糊的镜子清楚了, 那时必得一切

的答案.   

 

马有藻在另一本所写的书《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里, 进一步补充上述有关神学

的限制, 也提出一些警戒的评语: 【注: 以下第一

和第二项限制与上述大致相同】 

 

1) 圣经启示记录的“不够完全”(注: 并非指圣经

启示不完美, 而是指不详尽): 圣经的记录乃

神学研究终极之权威及范畴. 可是, 圣经之启

示虽是无误无疵, 全善全美, 但圣经的记录并

非最完全者(指非完全详尽).  

*评语: 换言之, 基督教(基督信仰)有甚多的

教理只有片面经文的支持, 缺乏详尽的例证, 

而致产生数个可能性的解释, 使神学家不能

武断哪派之见解. 这样“平信徒”(指普通信徒)

更不知何所适从. 这是圣经神学其一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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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 Emerson Fosdick 

2) 人理智的有限: 人虽是万物之灵, 但人的理性

仍是有限的, 以有限的思考力去了解无限的

神无疑椽木求鱼(注: “椽木求鱼”是比喻方法

不对, 不可能达到目的).  

*评语: 人一切的哲理在逻辑上永不能领会无

限的神, 因这是一个本质上的难题, 既然人不

能完全按推理辩证神, 人只能以主观的经历

体会神的存在, 并以客观的历史批判法研究

记录神在历史中的启示史实. 于此很多学者

便盲从盛行之“经学历史批判法”, 以致神学

便分成多类极端对峙的派别.  

 

3) 宗教言语解释的困难: 语言虽是人类交往的

媒介, 也是神向人传达启示的工具之一. 但这

些启示记录下来后, 经代代的流传, 原本作者

要表达的意义, 因文字(指字词语意)的变迁, 

很容易就变成隐晦不明的语言, 况且每时代, 

每民族的文字皆有其独特的用途或意义, (圣

经书卷的)各作者又有其个人的文学修养, 这

样研究圣言时重重的困难, 是不难理解的.  

*评语: 神学家的工作便在这些文字与历史文

化的关系上、人在社会内的存在意义上, 追

溯原作者要传达的信息. 这释经学的困难是

神学家常遭遇的. 更且, 有许多关乎神的超然

行为记录, 或其他的超自然事件记录, 是无法

可客观地证实的. 由此可见, 神学家对这些因

此有不同的解释, 于是又产生信徒无所适从

的神学观点了.104 

 

 

(D)    神学的危险 

 

 马有藻博士贴切写道: “现代时期是神学

思想有史以来神学最动荡不安的时期, 史称这是

‘神学动荡时代’. 在此期中, 神学理论如奇卉怒出, 

百花齐放, 可是他们全植根于人本主义(以人为本

而非以神为本)、自然主义(否定超自然的神迹); 

只有与他们据理力争者才以超自然主义、神本

主义作为他们的权威(这些坚信圣经基要真理的

人常以圣经为权威根据, 以此为真理力争). 故 20

世纪亦称为一个‘神学争辩的时期’.”105 

                                                           
104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香

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 年), 第 222-223 页. 
105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53 页. 

现今是一个危险的时代! 不少神学院, 或

神学院里的神学讲师和教授, 也教导或传授一些

违反圣经真理的错误神学, 败坏了信徒对神与圣

经的信念. 中国大布道家宋尚节就曾到美国纽约

著名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修读神学. 此神学院的院长和教授们灌输给宋尚

节的新神学(指自由神学)之思想毒素, 导致他思

想混乱, 信仰动摇, 正如宋尚节回忆时所说: “那

时的我… 在信仰上更是弄得自己神魂颠倒、莫

衷一是. 印象中的自己, 真如一叶扁舟, 在茫无边

涯的苦海中漂泊, 人生是漫无目的了.”  

 

当宋尚节重生得救后, 

他在上课时严厉地指着新自

由神学家福斯迪克教授(Harry 

Emerson Fosdick, 1878-1969; 

注: 福斯迪克于 1908-1946 在

协和神学院执教)说:“你是属

于魔鬼的, 你已经使我丧失了

信仰, 并且继续使其余的这

些年轻人, 开始丧失他们的

信仰.” 结果在神学院院长

的诱骗下, 宋尚节被关入疯

人院长达 193 天. 

 

 即使是那些自称“正

统”的神学院或神学家, 我

们也必须谨慎明辨. 举一个

例子, 被喻为“时代先知”的

瑞士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 1866-1968). 他常被

认为可与历代教会中神学权威如奥古斯丁、马

丁路德、加尔文等比美. 他的著作和神学思想是

很多神学院要求神学生修读的. 然而, 正如马有

藻坦诚与正确分析的: “巴特之神学实是一‘神学

骗局’(theological hoax). 他一面意图保持圣经的

信息, 一面否认圣经的史实. 他一面使用正统派

的神学字汇, 一面加以簇新(意即全新)的解释. 他

一面高举圣经的价值, 一面否认圣经绝对的权威. 

他一面傲称为改革家神学的后嗣, 一面在最首要

的教义上与他们成为尖锐的两极端.106 他所倡导

的神学非仅导人于迷, 又使人以是为非, 以非为

                                                           
106   例如改革家神学强调圣经是绝对无误, 有绝对权

威, 但巴特却在这两方面否定圣经的完全无误与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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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更将一个神学的稻草人摆在人面前, 奉它为

正统, 其险可见.”107 

 

在以利沙的时代, 有一个人擅自到外,“摘

了一兜野瓜回来”, 切了就放入“熬汤的锅中”, 导

致“锅中有致死的毒物”(王下 4:39-40). 这正是现

今的写照! “自由神学”的许多谬误, 如否定圣经

的默示、基督的神性、代死救赎和肉身复活的

道理, 已经入侵不少神学院, 污染了许多神学家

的神学观, 然后透过这些神学教授和讲师, 荼毒

了神学生的思想, 使他们毕业后, 把这些“致死的

毒物”带入神的家中(神的教会), 进一步荼毒了神

的子民, 败坏他们的信仰. 因此, 当我们的信徒要

到神学院修读神学时, 不能不格外谨慎, 要三思

而后行, 免得陷入神学的种种错误思想, 个人灵

命与整体教会遭受危害!108 
 

 

(E)    对神学的误解 

 

今日许多信徒或教会领袖一听到“神学”, 

就肃然起敬, 认为神学是神圣的、正确的, 像“圣

经”一般的神圣无误. 因此, 他们鼓励信徒必须“读

神学”, 追求神学的知识, 仿佛“读神学”就是“读圣

经”, 甚至以“神学”取代“圣经”. 不少神学生从神

学院毕业后, 你问他某某神学说什么, 某某神学

家说什么, 他能对答如流, 但问他圣经怎么说, 他

却不确定, 或无法“正确地”引证一些经文来证其

所言, 甚至误解或曲解圣经. 这是何其可悲的事.  

 

不少人对神学有两大误解: (1) 误以为“神

学”与“圣经”有同等权威; (2) 误以为“神学”能代

替“圣经”. 让我们思想郑国治所言. 

 

 郑国治博士多年研究神学 , 也曾在北美

洲、欧洲、亚洲、澳洲及中国等 30 余国, 主领

基督教专题讲座和神学讲座. 他在其所著的《神

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中, 解答了上述两个重要

问题: 首先是“神学”与“圣经”有同等权威吗? 郑

国治正确地回应道:  

                                                           
107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71-172 页. 
108   不少人已经陷入以下三种危险的误解: (1) 有人误

以为“神学”与“圣经”有同等权威; (2) 有人误以为“神学”能

代替“圣经”; (3) 有人误以为“读神学”甚至考取了“神学文

凭或学位”之后, 才能事奉神.  

  神学(特指圣经神学、系统神学)虽然

是从圣经整理出来的内容, 但有人主观
的看法, 未必与圣经具同等权威. 按理

说, 正确的圣经神学应与圣经同等权威, 

但事实上, 有很多的神学观并不完全符

合圣经的原意; 因为是出于人的观点, 

而不是神的启示. 

 

神学因有“时代性”与“地域性”, 所以

往往要经后世的批判才能被认可. 有的

神学会被淘汰; 有的只能供参考, 不能

与圣经等量齐观(指不顾两者的差别而

同等看待). 唯有神启示的圣经才是无

误且永存的. 

 

 第二, “神学”能代替“圣经”吗? 郑国治正

确写道: “神学不能代替圣经, 因为神学是人研究

圣经所产生的结论, 而圣经是神启示的真理, 二

者不能本末倒置, 

信徒不能只读神

学书籍而不读圣

经. 我们应当天天

读圣经, 而且也读

属灵的参考书.”109  

 

 换言之, 圣经  —  也唯独圣经  —  是神所

启示和默示的话语, 所以绝对无误, 但神学是人

主观的看法, 所以可能解得对, 也可能解错了. 这

就如一本释经书(commentary), 它可能正确解释

某些经文, 但也可能误解或曲解另一些经文, 因

此读者必须慎思明辨. 我们常劝信徒说“要每天

读圣经”, 若不明白某些经文, 可以参考一些注释

书. 这是正确的劝勉. 但我们绝不可说, 这里有一

本注释书, 你要每天读它如读圣经一般. 若是如

此就危险了! 可悲的是, 今天许多人视“读神学”

与“读圣经”同等, 结果作了神学的学生, 而非圣经

的学生; 跟从神学家, 而非跟从神; 遵从人的神学

理论, 而非神的圣经真理.   

 

 还有一点, 有些人坚持信徒若要事奉神(特

指全职传道或牧养教会), 一定要上神学院, 或修

读神学课程, 以考取一个神学文凭或学位, 然后

                                                           
109   郑国治著, 《神哲学与信仰手册》, 第 7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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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有效地事奉神. 果真如此吗? 若是如此, 没有

一位使徒合格(因为他们都没有神学文凭或学位).  

 

请别误会, 笔者不是说事奉者不必装备 , 

但我们看到合乎圣经的装备是: 必须有神的呼召

和圣灵赐下恩赐, 然后信徒操练恩赐. 同时要透

过研读和明白圣经, 来经历神话语的真实和力量, 

并活出合乎圣经的生活样式, 以此用“圣经”来装

备自己为主所用.  

 

笔者曾读过很多在奉主名聚会中、神所

重用的主仆之传记, 甚至接触过他们当中一些人; 

他们从未进入神学院修读任何文凭或学位, 可是

他们天天读经, 借着灵修与主亲近, 得着圣灵的

光照而明白圣经的真理, 也勤读好的属灵书籍, 

常参加读经大会或圣经营会, 并与属灵前辈常在

神的话语上有交通, 且善用机会操练讲道和牧养

的恩赐, 结果他们成为合乎主用的工人, 在传道

与牧养上都大有能力.110【注: 神所重用的仆人慕

迪(D. L. Moody)也是这方面的好例证; 请参本文

附录二: 慕迪的神学是什么?】这样的装备与属

灵的能力, 是不能靠几年时间在神学院里努力考

取一张神学文凭或一个学位就能获取的.  

 

 

(E)    对神学的反思 

 

总括而言, 笔者并非

全然否定所有“神学家”、

“神学院”和“修读神学”的价

值, 认为“神学”都是不好的, 因为“神学”顾名思义

是关于人对神的思想或言论, 而正确的“神学”犹

如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释经书, 能帮助信徒更明白

神的话语, 明辨神的计划和旨意. 此外, 也有一些

神学院坚守圣经纯正的道理, 提供了信徒学习圣

经原文和圣经真理的课程, 使信徒在“装备自己

为主所用”的道路上受益良多.111 

                                                           
110   笔者也知道有不少信徒从没上过所谓“神学课程”, 

却自己买书自修圣经原文(现今有许多线上希伯来文与希

腊文课程, 提供我们自修的好资料), 加上常阅读好的属灵

书籍(如今也能从互联网获取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且常与

属灵前辈在真道上有交通, 所以也蒙主使用来传讲与教导

真道, 且造就许多信徒.  
111   值得一提的是, 即使某一间神学院宣称本身的立

场是持守纯正的信仰和圣经的真理, 也不能因此排除这间

然而, 正如上文所指出, 神学有其范围和

限制, 加上现今有各式各样的“神学”, 包括诸多违

反圣经真理的“神学”, 所以我们需要清楚明白这

些潜伏的危险, 千万不可盲目追随“读神学”的热

潮, 以免作了神学的学生, 而非圣经的学生; 遵从

了人的神学理论, 而非神的圣经真理; 甚至把人

的神学道理当作圣经真理传递给其他信徒, 使神

的儿女们误入歧途, 陷入谬误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谨记神借着使徒

保罗所说的: “圣经(而不

是“神学”)都是神所默示

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

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

以完全(或译作“完整”),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6-17). 请注意, 第 17 节的“预备”一词在希腊文

是 exartizô {G:1822}, 这词的原意是“完整地装备

(completely outfitted) 、 全 部 地 配 置 (fully 

furnished)、彻底地装备(fully equipped)、充分地

供应(fully supplied); 这希腊字可用来指完整装备

的马车(随时可以使用了).”112  

 

由此可见, 提后 3:16-17 是神给所有事奉

神之人的金句; 它提醒我们一件重要的事, 即“圣

经”, 而不是“神学”, 能充分与彻底地装备我们去

行各样在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神学”一词的意思

很广, 它包括了违反圣经真理的自由神学、新正

统神学等等, 以及失衡的神学如加尔文神学、亚

米纽斯神学等等.113 换言之, 若我们要装备自己

为主所用, 焦点应该放在神的真道  —  “圣经”, 即

勤读圣经、默想圣经、存记圣经于心和活出圣

                                                                                                     
神学院里面的每一名讲师或教授都继续不断地持有如此立

场, 因他们有可能受到错误影响而改变立场, 故要谨慎明辨.   
112   Fritz Rienecker & Cleon L. Rogers, A Linguistic Key 

to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0), 第 647 页. 
113   “加尔文神学”与“亚米纽斯神学”是失衡的片面神

学(one-sided theology, 即这两种神学都有一些圣经真理的

元素, 却没有神完整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是平衡的, 当某种

神学只注重圣经真理的某一面, 就难免失衡有偏, 导致错误

的神学结论),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

片面神学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 也参赫特森(Curtis 

Hutson)的文章,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

为何我不赞同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片面神学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片面神学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为何我不赞同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为何我不赞同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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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Mackintosh 

 
 John Calvin 

经于行. 我们所该注重的是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 且常听道和行道, 而非盲目修读和信从各样

的“神学”【参本文附录一】. 愿我们都作“圣经的

学生”, 因这比作“神学生”更为重要!114   

 

结束前, 让我们思考英国的麦敬道(C. H. 

Mackintosh)对加尔文神学和亚米纽斯神学的评

语. 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仅仅是神学”的危险:  

 

神已揭开祂永恒的计划, 即祂对召会、以

色列、外邦列国, 甚至整个受造物的计划. 有

人试图把神那浩大繁多的启

示局限在人自创的微弱教义

系统中, 这犹如要把汪洋大海

之水, 局限在自己所造的水桶

里.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也不

该尝试去做的. 我们宁可把神

学系统和神学派系丢置一旁, 

以小孩一般的单纯信心来到

圣经永恒的泉源面前, 饮于圣

灵永活的教导之中. 

 

无 论 是 加 尔 文 主 义

(Calvinism)或亚米纽斯主义

(Arminianism), 没有什么比“仅

仅是神学”(mere theology)更加

破坏神的真理, 更令心灵枯萎, 

更颠覆和危害属灵的成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心灵无法超越那神学系统的界限, 因而无法

成长. 我若被教导去将“五大要点”看成“神选

民的信心”, 我就不会想到要看得比它们更远; 

然后我的心灵就被封闭, 无法看到属天真理

的最荣耀领域. 这导致我的灵命发育不良, 视

野狭窄局促, 思维片面失衡, 结果我面临一种

危险 — 心灵变得僵硬与枯干, 因为只被“仅仅

是教义要点”所占据, 而不是被基督所充满.115 

                                                           
114  你进神学院或上神学课程, 多读神学的书, 或对某

某神学或神学家的著作进行深入分析, 就能作一名“神学

生”, 但这过程不一定确保你成为“圣经的学生”  —  即多读

圣经、明白圣经并活出圣经. 我们应该谨记郑国治的忠告: 

“神学不能替代圣经, 因为神学是人研究圣经所产生的结论, 

而圣经是神启示的真理, 二者不能本末倒置, 信徒不能只读

神学书籍而不读圣经. 我们应当天天读圣经.”     
115   摘自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片面

神学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 

 

附录一:   各类神学简介 

 

1) 黑色神学(Black Theology): “黑色神学”又称“革

命神学”(Revolutionary Theology)或“反动神学” 

(Radical Theology). 最早起源于非洲, 如今指美国

非洲裔的神学. 此神学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反

抗暴力与凌辱的 , 将福音视为黑色势力的象征

(Black Power), 强调自由与释放, 注重人本(以人

为本)而否认绝对权威, 所以它拒绝圣经的绝对权

威. 南非黑色神学家比科(另译: 毕可, Steve Biko, 

1946-1977)不信永生及地狱.【TPF: 103】 

  

2) 解放神学(Theology of Liberation): 由于受到黑色

神学的影响, 拉丁美洲产生解放神学. 此神学认

为主耶稣是革命家, 带领穷苦大众反抗富有的逼

迫者, 无形中提倡“政治弥赛亚论”, 强调“教会以

传福音来政治化世界”. 此派自称为“政治释经法”. 

著名的解放神学家有: 巴西天主教神学家阿斯曼

(Hugo Assman).【TPF:105】 

 

3) 希望神学(Theology of Hope): 由德国改革宗神学

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于 1967 年出版《希

望神学》后才开始的. 对教会抱持乐观的希望, 

因从“末世”看“今世”, 教会的困难都会明朗化. 此

神学主张教会要领导和改变社会, 所以信徒要投

入社会, “政治化社会”, 如此才能将“末世”显于

“今世”, 比较倾向“世俗化神学”.【TPF:106】  

 

4) 过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 此神学始于哈茨霍

恩(Charles Hartsborne, 1897-2000), 认为世上一切

都在转变的过程中, 没有绝对固定的存在, 所以

认为神不是绝对者, 也否认神是独一的创造者(即

认为祂只是“同创造者”[co-creator], 是与进化过

程同步创造了宇宙), 并认为罪是人离开神的爱的

行动, 而忽略人的罪性.【TPF:107】 

 

5) 亚米纽斯神学(Arminian Theology): 亚米纽斯的

神学简言之是加尔文神学的相反 , 以英文字

“PEARL”(珍珠)作代表: (1) P – Personal free will 

(个人的意志): 虽人性因犯罪而完全败坏(与加尔

文同), 但人的意志还是自由(free will)(与加尔文

反), 可选择向神, 借着信心而终得救恩. (2) E –

 Election by choice (有条件的拣选): 人得救是根

据神的预知, 祂预知谁会接受, 谁会拒绝, 神拣选

那会接受的. (3) A – Atonement for all (无限的救

赎): 神的救赎是为万人的, 但祂的救赎和赦免乃

是为那些接受的人, 对于拒绝者, 基督虽为他而

死, 但他的罪仍在. (4) R  – Resistable grace (可抗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片面神学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片面神学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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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的恩典): 因人有自由意志, 故随时可拒绝神恩, 

或拒绝圣灵的呼召, 圣灵不能使人重生, 直到人

对祂的呼召有信心的回应. (5) L – Liable to loss = 

Falling from grace (可在恩典中堕落): 得救者可

失落其救恩.【GTC:89】116 

 

6) 加尔文神学(Calvinistic Theology): 加尔文的神学

浓缩之可借用一英文字“TULIP”(郁金香)为代表: 

(1) T –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堕落/败坏); 始祖

犯罪使全人类完全堕落, 绝无行善的能力, 绝对

不能自救, 更无功德可言. 他的意志不能自由选

择救恩. (2) U –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

拣选): 神救恩的赐予是根据神无条件预定的拣选, 

是神无条件的怜悯 . (3)  L –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赎罪): 基督赎罪的果效是限于那蒙

拣选得救者. 基督代死之功劳足够为全人类(指其

功效足以供应全人类所需), 而实际的效果却只是

为“选民”而设. (4) I  – Irresistible grace (不能抗拒

的恩典): 当神救赎的恩典临到, 那是人不能拒绝

的, 因神的恩典绝对不失误, 凡祂所预定得救的

人必会蒙恩(得救). (5) P –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圣徒永得保守): 蒙拣选得救的圣徒必不会从恩

典中失落, 神的拯救必然到底, 一次得救, 永远得

救.【GTC:87】117 

 

7) 圣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 圣约神学是一个

阐释圣经的系统 , 以两个约为基础 : 行为的约

(covenant of works)和恩典的约(covenant of grace). 

一些圣约神学家更分为三个约: 行为、救赎和恩

典的约. 圣约神学指出, 神在最初已和亚当立了

一个行为的约, 应许顺服者得永生, 不顺服者会

死亡. 但亚当犯罪后, 死亡临到人类. 但神以恩典

的约使罪和死的问题得以解除. 基督就是神恩典

的约最后的中保.【MHT:486】118  

                                                           
116   荷兰独立后(1609 年), 便以加尔文主义为国教, 虽

大部分人接纳, 仍有许多人不赞同加尔文的神学. 其中反对

声浪最大的, 算是亚米纽斯(另译“亚米念”, James Arminius, 

1560-1609). 亚米纽斯的神学简言之为加尔文神学的相反, 

以英文字 “PEARL”(珍珠 )作代表 . 它是 “首字母缩略

词”(acronym)的记忆法(mnemonic). 
117   为了对抗亚米纽斯教训的传播 , 荷兰的改革会

(Reformed churches)于 1618 年在荷兰召开多特大会(Synod 

of Dort), 结果产生了“多特教规” (Canons of Dort). 为了方

便记忆, 这五项要点较后在英文被概括为“TULIP”(意即“郁

金香”), 并成为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概要(或所谓改革

宗对“救恩观”的立场).  
118   殷保罗指出, 圣约神学最大的弱点是过于简化, 因

它只陈述神与人关系上的相似点, 而未能道出这种关系上

8) 时代论神学(Dispensational Theology): 时代论神

学是一个诠释圣经的系统, 以神的恩典作为中心

主题, 建立起圣经真理的一贯性. 时代论者虽然

确认人在不同的时代, 接受了不同的职任和神的

托付, 但他们也讲论人要在每个时代, 以信心回

应神的启示(即救恩一定是靠着恩典, 借着信心而

得着的). 时代论者依循两个基本原则, 来建立他

们的解经系统: (1) 维持一贯按字面意义诠释圣

经的方法(即字义/实义解经法); (2) 保持以色列

人与教会的区别.【MHT:495】119 

 

9) 天主教神学(Catholic Theology): 罗马天主教神学

教义(dogmatic Roman Catholic theology)是一个

精密的系统, 这系统主要是从教皇、神学家, 以

及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会议产生. 这些教义

是天主教信仰权威的标志, 受教皇无谬误的权威

所保障. 因此, 天主教的神学教义与多变化的“当

代天主教神学”(Comtemporary Catholic Theology)

是不可相提并论的.【MHT:510】120  

 

10) 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如正统神

学一样, 是以圣经本身为其神学根基, 单以圣经

为最高的权威、最终的答案. 圣经神学目的是研

究圣经在历史方面的教义与伦理的发展. 在研究

上, 有“叙述性的圣经神学”(如彼得神学、约翰神

学、保罗神学等); 另有“规范性的圣经神学”(如

启示神学、立约神学、救赎神学、末世神学等). 

按理说 , 所有系统神学都应该是圣经神学 .

【TPF:77】 

 

11) 系 统 神 学 (Systematic 

Theology): 神启示的圣

经, 内容十分广博, 相同

性质的真理, 不仅在摩西

五经出现, 有的也在圣经

的历史书、诗歌、先知

书、四福音、书信及启示录出现. 神学家将它有

系统的整理出来, 即称为系统神学. 例如救赎论, 

                                                                                                     
重要的不同(指不同时代的人对神有不同的责任关系[或作: 

管家关系] ). 此外, 圣约神学把关于以色列的经文或应许

(如 结 36:25-28)用在教会身上【MHT:493】, 这方面的错

误(或称“替代神学”)需要纠正.  
119   按司可福(C. I. Scofield, 1843-1921), 人类的历史可

分为七个时代(人在每个时代对神有不同的管家责任): (1) 

无罪时代; (2) 良知时代; (3) 人治时代; (4) 应许时代; (5) 律

法时代; (6) 恩典时代; (7) 国度(天国)时代.【MHT:507】 
120   有关“天主教神学”, 请参殷保罗(Paul P. Enns)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510-5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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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 创 3:15、出 12:7、赛 7:14、太 1:23、启

19:7, 及其他有关基督的救赎记载, 有系统性且有

秩序的整理出来, 就是系统神学.【TPF:80】121 

 

12) 教义神学(Dogmatic Theology): “教义神学”122一

词最先由莱因哈特(来恩哈特 , L. Reinhardt)于

1659 年 , 用作一本书的名称 . 教义 (dogma 或 

dogmatics)一词是在宗教改革后才被广泛使用的, 

用来指“那些由教会正式订定的信仰条文”; 因此, 

这名词也可指罗马天主教会、改革宗教会

(Reformed Church)和其他教会的教义神学. 简之, 

“教义神学是有系统地去处理圣经中的规条真理, 

特别是那些被教会认信的真理.”【MHT:455】123 

 

13) 历史神学(Historical Theology): 历史神学是研究

神学在基督教(基督信仰)124历史中的发展与演变. 

                                                           
121   系统神学的形成是与教会历史的背景有关. 初期

教会遭受异端的渗透, 以及希腊哲学思想的攻击与批评, 教

会中有识之士, 以圣经真理卫道(护道), 有系统地阐明信仰, 

维护真道, 无形中辩道学(护道学)便成了系统神学. 后来为

了对付“亚流派”的异端, 辩护“三位一体”(指三一神, Trinity)

的神学越来越清楚, 也越来越重要, 无形中就产生了系统神

学(特指系统神学中的“神论、“圣父论”、“基督论(圣子

论)”、“圣灵论”等等).【TPF:80-81】 
122  有者将英文 Dogmatic Theology 译成“教条神学”, 

参 大卫·福特(David Fort)著, 李四龙译, 《当代学术入门: 

神学》(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105 页. 此书也提到

“学院神学”(Academic Theology)、“结构神学”(Constructive 

Theology)、“对话神学”和“比较神学”等等.  
123   “教义神学”一词常与“系统神学”混淆, 也常被人用

作系统神学的同义词. 石威廉(William G. T. Shedd)将“教

义”(dogma)定义为: “(a) 由圣经的注释产生出来的一个规

条命题; (b) 教会的教谕(decree)或决定(decision). 至于它的

权威性, 前者是神圣的(属神的), 后者是人为的.” 这个定义

把“教义神学”从“系统神学”区别开来. “系统神学”不需要

教会权威性的认许. 很多系统神学的著作, 并没得到教会或

教会组织正式的公认(official sanction)或批准才写成; 但

“教义神学”虽差不多以相同的纲领和方向, 讨论那与系统

神学相同的教义, 它却有一个被教会认可的特定神学立场.

【MHT:455】殷保罗把“加尔文神学”、“亚米纽斯神学”、

“时代论神学”、“天主教神学”等纳入“教义神学”来讨论.  
124   英文“Christianity”常被译作“基督教”, 其实更正确

译为“基督信仰”, 因它是有关基督(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或基督徒的信仰(Christian Faith), 而不是一个宗教(religion). 

因圣经从没明指或暗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 是为要

设立一个宗教, 然后成为此宗教的教主(注: 耶稣基督是救

主, 不是教主). 此外, 基督信仰与一般所谓的“宗教”是不同

的,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福音不是

宗教/ . 无论如何, 有时为了保留引句原貌或术语, 本文引用

某作者的语句时, 仍保留他所采用的“基督教”一词. 

研究各时代神学思想的异同、互动与冲突, 甚至

研讨如何解决神学思想上的分歧, 这样就与基督

教思想史有关. 例如: (a) 三一神论(三位一体论)

在历史上曾经历不少的争辩, 最后在尼西亚大公

会议中解决此神学思想的问题; (b) 加尔文的预

定论与亚米纽斯派之争 , 最终透过多特会议

(Synod of Dort)来解决. 其次是研究基督教二千

年来, 各种教义的发展与演变, 这又称为“基督教

教义史”. 如神论(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救

赎论、教会论、天使论等.【TPF:78】  

 

14) 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 实践神学乃是将系

统神学有关的内容发挥和应用出来, 特别注重技

巧与方法, 使信徒能学以致用, 以达到宣教(宣道)

的目的. 如讲道法、释经法、个人布道法、辅导

法、主日学教育法、教会管理学, 以及差传等.

【TPF:77-78】 

 

15) 辩道神学(Apologies): 有几个原因需要辩道护道: 

(a) 初期教会遭受罗马皇帝无情的逼迫, 因他们误

以为基督徒是反叛者, 不效忠国家; (b) 当时的哲

学家兴风作浪反对圣经; (c) 基督信仰遭受刻意

的误解与攻击, 甚至造谣. 在以上种种情况下, 基

督徒为辩护真理和抵挡异端邪说而执笔写作. 他

们的著作就成为辩道神学, 也可以说是教会最早

的系统神学. 辩道神学主要是指出圣经正确信仰

的立场, 其次是指出当时异端邪说的错误, 并阐

明圣经真理的权威性.【TPF:78-79】125 

 

16) 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是以人的

理性及一切的知识为基础, 去研究神的存在. 自

然神学与神的启示无关. 因“自然启示”是指神在

自然(自然界)中的启示(如各种生物的精心设计

之结构表明宇宙肯定有一位设计万物之造物主

的存在), 与“启示神学”不同(参下文). 自然神学

是以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哲学

为根据, 认为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神的存在, 但人

在堕落之后, 理性已被罪性玷污.【TPF:79】126 

                                                           
125   主要的辩道学家 (护道家 )有 : (1) 雅里斯底德

(Aristides, 主后 117 年; 著有《护教书》); (2) 游斯丁(Justin 

Martyr, 主后 100-165 年; 著有《护教书》、《复活论》); 

(3) 他提安(Tatianus / Tatian, 主后 150 年; 著有《四福音合

参》、《致希腊人书》); (4) 阿西纳哥拉斯(Athenagoras, 

著有《为基督徒请愿书》); (5) 提阿非罗(Theophilus, 主后

180 年; 著有《致奥士拉克三卷书》)等等.【TPF:79】  
126   自然神学是人找神的方法; 启示神学是神找人的

方法. 所以自然神学无救恩之路, 因为人认识神(特指神的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福音不是宗教/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福音不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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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启示神学(Apocalyptic Theology): “启示神学”也

称为“超自然神学”(Supernatural Theology); 是以

神的启示(特指圣经)为基础, 所以神是一切知识

的本源, 是最高的权威. 启示神学是阐释神启示

的事实、内容、救赎、旨意、计划等 . 它不是

“以人为本”来研究神的真理, 而是“以神超自然的

启示为本”, 来认识神及启示的真理.【TPF:79】   

 

18) 保守派神学(Conservative Theology): 今天至少有

三个名称或用语(terms)可以用来认出那些合乎

圣经的基督信仰(biblical Christianity), 即“保守

派”(conservative)、“福音派”(evangelical)和“基要

派”(fundamentalist). 保守派是一个统称, 指反对

自由派(liberal)基督教(参以下简介“自由神学”)而

持守基督信仰传统教义(historic doctrin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的人或组织.【MHT:588】127 

 

19) 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 自由神学家的神学

观不一定完全一致, 但基本观念大同小异: 不信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只信祂是完全的人), 也认为

圣经内容有误(只以主耶稣为品德榜样), 并将圣

经超自然的神迹或记载(如道成肉身, 由童贞女所

生、基督的复活与再来、宝血的救赎等)都作“灵

意化解释”或根本放弃相信它们.【TPF:90】128 

 

20) 新自由神学(Neo-Liberal Theology): 也称为“现代

派”(Modernism), 以福斯迪克(H. E. Fosdick)为最

重要的代表.129 此神学与自由神学源出一脉, 所

以不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其内容有误. 圣经的

神与人无关, 唯其伦理及道德的教训对人有益. 

它也认为基督只是人类的模范, 不是神的儿子, 

也不是为救赎人而死. 罪只是不满意自我的一种

感受, 救恩只是达到自我满意的处境. 此神学注

重社会改革, 大力推动宗派合一运动, 并认为世

界各宗教都是好的, 用不同仪式与方法敬拜神, 

基督信仰并非独一的.【TPF:91】 

 

21) 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 Theology): 此派是由

瑞士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 1866-1968)开始. 此

                                                                                                     
救恩  —  借着信主耶稣得永生)唯一的方法, 是借着基督和

神所默示的圣经.【TPF:79】 
127   殷保罗(Paul P. Enns)指出, “保守派”是一个统称

(general term). “福音派”和“基要派”则需要更加详尽的解释. 

请参殷保罗所著的《慕迪神学手册》, 第 588-597 页. 
128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5/自由

神学-liberal-theology/ . 
129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致死

的毒物/ . 

派神学家认为宗教改革家的神学才是正统的神

学, 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 但神的启示不一定是

言语, 也是一种动力, 使神与人有机会相遇. 此神

学认为圣灵是一种动力(dynamic), 而非有位格的

三一神之一. 巴特的神学思想有些自我矛盾: 他

有时高举圣经权威, 有时却认为圣经有人的错误, 

因而否认圣经的史实. 他不信基督的肉身再来.

【TPF:98】, 也不属“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

派”或“无千禧年派”【GTC:171】.130 

 

22) 新福音派神学(Neo-Evangelical Theology): 此派

神学强调各宗派合作, 为传福音放下信仰立场, 

推广教会合一运动. 它注重社会关怀及政治, 但

对启示的本质注入新的解释, 不坚持或否认圣经

无误论. 它对末世论观点不一致, 有“无千禧年

派”, 有“灾后被提”, 还有其他观点. 此派著名神学

家有奥根奇(Harold J. Ockenga, 1905-1985)和卡

内尔(E. J. Carnell, 1919-1967).【TPF:102】 

 

23) 世俗神学(Secular Theology): 它主张神学应世俗

化, 认为教会与世界应无界限, 不必有分别. 它不

信圣经记载超然的神迹, 认为神在社会文化中死

了, 主张“神圣的”是神学家的工作, 其余的事是

世俗的. 故此, 它轻视祷告、灵修、敬拜与事奉

的价值.【TPF:100】 

 

24) 神死神学(God-is-dead Theology): “神死神学”是

“现代神学家”(指持“现代主义”[Modernism]的神

学家)提出的口号, 是远远地脱离传统神学. 他们

“以人为本”, 拟建立“人之为人”的神学, 是专研究

人的一种学术[注: “神死神学”是 1960 年代美国

神学界的现象或神学思潮, 但事实上, “神死了”

的思潮早在 18 世纪末便出现]. 此神学主张神在

信仰、文化、社会中已死了, 因为: (1) 自由派、

世俗派的神学家不信圣经的启示及超然的神迹, 

无异于神在信仰上死了; (2) 人已成长了, 可以自

己独立思考与生活. 现今世俗的文学、戏剧、艺

术已没有神的观念, 无异于神在文化中死了; (3) 

此派神学家认为神不能帮助解决社会问题, 如战

争、贫穷、饥荒等, 人要靠自己解决问题, 故无

异于神在社会中死了. 【TPF: 91-92】131  

                                                           
130   “新正统神学”因多方面的重点而有数个不同名称: 

(1) 巴特主义(Barthianism); (2) 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 

(3) 改革正统神学(Reformed Orthodoxy).【GTC:168】  
131   “神死神学”探讨世上现实的事, 将圣经所记载超然

的事, 当作“神话化”而已. 此神学也认为世界成长了, 人存

在的意义在乎人自我的抉择, 不必神来干预, 故无异于神在

“存在”上死了.【TPF:92】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5/自由神学-liberal-theology/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5/自由神学-liberal-theology/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致死的毒物/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6/致死的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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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迪 ( D. L. Moody ) 

 
M. James Sawyer 

主要参考书目: 

TPF = 郑国治著,《神哲学与信仰手册》 

GTC = 马有藻著,《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 

MHT = 殷保罗(Paul P. Enns)著,《慕迪神学手册》 

 

编后记: 诚如马有藻正确指出, 现今是神学动荡的时

代, 错谬的道理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近代

神学的思想, 也明辨自由神学、新自由神学、新正

统神学、新福音派神学, 以及各种“新神学”的谬误

或偏差. 求主帮助我们更加警醒, 免得让人把“致死

的毒物”带入神的家中, 败坏信仰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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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慕迪的神学是什么? 

 

 慕迪 (D. L. Moody)是

19 世纪伟大的布道家.132 相传

他曾经被一名女子挑战, 对他

说: “我想要你知道, 我不相信

你的神学.” 慕迪回答说: “我不

知道我有任何神学!” 对于此事, 

达拉斯神学院的邵叶尔博士(M. 

James Sawyer)评述道: “这个例

子显示, 即使是伟大的神仆, 都有可能犯错.” 邵叶尔

接着写道: “神学一词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复合字: 

Theos (神) 及 Logos (道、陈述、

谈话、论点). 简言之, 神学家就

是对神有所认识、有所论述者, 

而神学则是关于神的思想或言

论.”133 言下之意, 既然慕迪所讲

的是有关神的言论, 他所讲的肯

定就是神学, 所以他不可以说他

没有任何神学. 

 

 然而, 若深一层思考, 慕迪所要表达的可能是: 

“我没有附属于任何神学, 我所传讲的不是神学理论, 

                                                           
132   慕迪被公认为 19 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 他虽

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 从没受过神学院的正式训练, 更未像

其他牧师一般受人按立, 却开创了一个大教会 — 美国芝加

哥 (Chicago) 的 “ 慕 迪 纪 念 教 会 ” (Moody Memorial 

Church), 并创办了三间圣经学校, 其中最著名的一间是在

芝加哥的“慕迪圣经学校”(Moody Bible Institute). 他也创办

数个夏日营会中心(summer conference centers), 及一间出

版社(Moody Press). 慕迪一生致力于传福音, 有生之年“传

道行程超过 1 百万英里, 向超过 1 亿人讲道”.     
133   邵叶尔著, 杨长慧译, 《神学求生指南》(台北: 校

园书房出版社, 2009 年), 第 24 页. 

而是圣经真理.” 事实上, 慕迪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 

从没受过神学院的正式训练; 他不像今日很多神学生, 

到了神学院学了各种神学, 并按某种神学路线来执行

讲道或教导的工作. 慕迪只是勤读圣经、查考圣经、

传讲圣经. 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自己从圣经所学到的真

理, 套上某某神学的名称, 也不愿把自己的信仰思想

附属于某种神学, 使自己局限在某种神学的框架里, 

甚至被某种神学观念扣上枷锁, 无法客观地正确解

经.134 慕迪所注重的, 不是神学怎么说(即某人对圣经

的看法、解释或论述), 而是圣经本身怎么说.  

 

这就解释了为何慕迪于 1889 年 9 月创办了

“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 而不是“慕迪

神学院”(Moody Theological Seminary).135 此圣经学院

的首任院长叨雷博士 (Reuben Archer Torrey, 1889-

1908)写了一本小册子《为什么神使用慕迪》, 书中

列出慕迪蒙神使用的七大秘诀, 其中一样就是“慕迪

是个高深和实用的圣经学生”.136 慕迪把焦点放对了, 

是“圣经”而非“神学”! 因为作一个“圣经学生”才重要.   

 

 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

与骨髓, 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

辨明”(来 4:12). “辨明”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kritikos 

{G:2924}, 意思是“能识别察觉的、能作判断的、有

明辨能力的”. 今天我们要用神的道  —  圣经, 即真理

的最高权威与唯一准则  —  去识别、明辨和判断各

种神学理论的是非对错, 而非盲从神学的理论. 可悲

的是, 今天不少基督徒只是钻研各式各样的神学, 分

析许许多多神学家的背景和神学思想, 结果仅仅成了

博学的“神学生”或“神学家”, 却没有勤读、默想、熟

悉和活出“圣经”. 这是何等可悲啊!      

 

 

                                                           
134   “神学”本身可以是一个对圣经有系统化的解释或

观点, 这众多的解法或观点可能有对的, 也有错的, 例如“归

正神学”的“圣经论”有许多值得赞许之处, 但它在“救赎论”

和“末世论”方面就有不符整体圣经教导之处【若合神的旨

意, 我们将在下一期的“神学论坛”进一步举例说明这个重

点】. 对的道理我们取之, 错的我们弃之, 绝不可囫囵吞枣

(指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 不然, 我们就仿佛被扣上了“神

学的枷锁”, 不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误人误己了.    
135   “慕迪神学院”一名是后来的人称呼的. 
136   书中所谓的七大秘诀是: (一) 慕迪是个完全降服神

的人; (二) 慕迪是个祷告的人; (三) 慕迪是个高深和实用的

圣经学生; (四) 慕迪非常谦卑; (五) 慕迪不贪爱钱财; (六) 

慕迪热爱失丧的灵魂; (七) 慕迪确实得着上头来的能力, 请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爱需要回

应-慕迪/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爱需要回应-慕迪/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爱需要回应-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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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David Larson 

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不同菜色篇(一): 

标题式释经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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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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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在前十期的《家信》探讨

了释经讲道的第一至第

十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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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归纳和引

论题目 ). 现在我们来到

“不同菜色篇”, 要探讨“标

题式释经讲道”. 

 

(文接上期) 
 

(D) 不同菜色篇 

 

(一)   标题式释经讲道 
 

 中国菜大致可分为北方菜与南方菜两大

类. 北方菜多油而不腻, 主食是面制品, 如面条、

饺子、包子、馒头等 . 较有名的烹调方式有北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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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东北、山东等口味. 南方菜则有重辣味的四

川、湖南口味, 重鲜嫩的江浙口味, 及重甜味和

变化的广东口味等.  

 

 煮食与烹调有不同的菜色, 有时候煮出不

同类别的食物或不同地区的菜式, 调节口味, 有

所变化, 避免千篇一律, 是令人胃口大开的好方

法. 讲道也不例外.  

 

赖若瀚在《食经讲道》一书中以“狭义的

释经讲道”(经卷式的释经讲道)为主轴. 然而, 赖

若瀚也在书中提出别的释经讲道模式, 而标题式

(或译 : 专题式、主题式 , 

topical)的讲道便是其中之

一. 标题式释经讲道亦可称

为“广义的释经讲道”. 

 

拉森 (另译 “拉逊 ”, 

David Larson)写道: “标题式

讲道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 

不论从圣经神学或系统神

学的角度,138 都可以见证其合法性. 标题式讲道

能无障碍地集中围绕一个主题传讲, 虽然它不必

是牧者或教导者平常讲道的首选方式, 但每位牧

者偶尔都有机会以这种方式讲道. 有人发现, 影

响世界社会及文化至深的十篇讲章中, 几乎毫无

例外地都是标题式讲道.” 

 

赖若瀚也贴切指出, 世上演讲家大多采取

标题式讲道, 他们都不直接以某一些经典的段落

为引据. 旧约的先知及新约的主耶稣与使徒们, 

大部分都采用标题式讲道. 布莱克伍德(Andrew 

Blackwood)认为历史上众

多伟大的传道者, 皆是标题

式的讲员. 因此, 忽略这种

模式, 是讲道者的一大缺失. 

 

赖若瀚分享他多年

以来的讲道经历: “笔者在

传道初期多采用标题式讲

道. 后来在美国牧会及进修, 

                                                           
138   有关 “圣经神学 ”(Biblical Theology)和 “系统神

学”(Systematic Theology), 请参本期 (第 132 期)《家信》的

“话题论坛: 有关‘读神学’的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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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J. Allen 

 
Haddon Robinson 

渐渐多采用经卷式. 在十三年牧养教会期间, 讲

过尼希米记十六讲、彼得生平十八讲、雅各书

十二讲等. 最近几年, 再次使用标题式, 发觉用不

同方式传递神的话语, 可以更平衡、更多元化、

更清楚地涵盖神全备的教义. 神是有创意的神, 

传道者采用不同的模式传讲祂的话, 更显出祂的

道是丰富完全.”139  

 

 赖若瀚在他所写的《食经讲道》一书中, 

详细讨论了有关“标题式释经讲道”(指专题式、

主题式的讲道). 我们在下文将之内容加以编辑, 

并简略讲解:140  

 

1. 标题式讲道的定义 

2. 标题式讲道的特色 

3. 标题式讲道的缺点 

4. 标题式讲道的种类 

5. 标题式讲道的步骤 

 

 

(一) 标题式讲道的定义 
 

标题式的讲道, 是由主题作主导, 引出圣

经命题的一种讲道法. 标题式讲道有两大类: 以

题目作信息大纲, 或以经文为信息大纲.  

 

 

(a) 以题目作信息大纲 
 

这种讲道以题目为主导, 可以用下列定义

说明: “标题式讲道是从一个题目作起点, 逐步对

该题目加以发挥, 以求听众对该题目有较全面的

了解.” 它用福音诠释某一特定

题目, 却不将核心放在诠释特

定的经文上.141 

 

 艾伦(或译: 亚伦, Ronald 

Allen)认为标题式的讲道不一

定需要根据经文或从经文而出,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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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页.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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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462 页.  
141   Ronald J. Allen, Preaching the Topical Serm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 John Knox, 1992), 第 3 页. 

它可以从历史、神学与哲学而来. 标题式的讲道

的根据点是福音、是神学(特指圣经教义方面), 

而非某段或某些特选的经文.   

 

一般的演讲, 往往是针对生活或时事的议

题, 从不同层面与方向探讨其意义. 

 

 例证: 以“喜乐的人生”为题, 可分段如下: 

1. 喜乐的源头  —  神是喜乐的源头 

2. 喜乐的特征  —  喜乐与快乐不同 

3. 得喜乐秘诀  —  三个基本的秘诀 

a. 靠主喜乐 

b. 知足常乐 

c. 忘忧自乐 

 

 也可以用问答的方式, 作讲道的大纲 

 喜乐从何而来(Where?)  —  喜乐的源头 

 喜乐是什么意思(What?)  —  喜乐的特征 

 喜乐如何获得(How?)  —  得喜乐秘诀 

 

订好大纲之后, 可以按讲道者的领受, 加

入经文或其他资料, 只要内容合乎福音或圣经, 

就可以成为一篇标题式的讲章. 不过, 这过程有

一个弱点, 就是讲者若没有对圣经扎实和全面的

基础, 会不自觉地遗忘圣经而自由演绎, 天马行

空发挥的结果是远离圣经的原意或整体的信息.  

 

 

(b) 以经文作信息大纲 
 

标题式的讲道先要有明确的题目, 然后可

以采用多段同一主题的经文, 来建构大纲. 下列

定义足以说明: “合乎圣经的标题式讲道, 乃从几

处彼此相关的经文, 经由共同的主题, 传讲其间

与此主题平行或渐进的圣经观念 .” 罗宾森

(Haddon W. Robinson)称之为 “标题式释经讲

道”(topical exposition). 它仍可以、且必需用“主

语”和“补语”的模式, 来构成讲道的主题. 

 

 例证: 再以“喜乐的人生”

为题, 但将范围限缩至腓

立比书. 研究分析后, 我

们发现全书多次出现“喜

乐”一词, 计有: 腓 1:4, 18, 

25;  2:2, 17, 18,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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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 Warren 

 
Bill Hybels 

 
John MacArthur 

 
Charles Swindoll 

3:1;   4:1, 4, 10 等处. 细读各段经文, 重组归类

后, 可以建立大纲如下: 

 

1. 对真理  —  当具备确切认识 

a. 苦与乐并非相对(腓 1:29;  3:1,10;  4:14) 

b. 得与失无须介怀(腓 4:10-13) 

2. 对别人  —  要建立真挚感情 

a. 见别人长进而喜乐(腓 1:3-7;  2:2;  4:1) 

b. 得别人关爱而满足(腓 4:10, 16-19) 

3. 对神 —  须付上彻底信靠   

a. 信靠主(腓 4:4, 10, 13) 

b. 交托主(腓 4:6-7) 

 

以上的标题式讲道, 好像餐馆中的菜色, 

例如“金银蛋白菜苗”, 用皮蛋、鸡蛋加上豆苗, 用

上汤烹煮; 又如“三色椒腰果炒带子”, 采用了三

种颜色的甜椒(绿色、红色与黄色); 又好像“煎酿

三宝”, 以酿茄子、酿青椒和酿豆腐来拼合为一

盘菜等. 这三种菜式之中, 同样地选用同类的蔬

菜或配料, 吃起来各有风味. 

 

 

(二) 标题式讲道的特色 
 

标题式的讲道是用那与现实生活有关的

题目开始, 然后用圣经原则来提供答案, 让人在

圣灵引导下得到亮光与指引.  

 

关于标题式讲道法与经卷式的释经讲道

之间的分别, 我们在之前已略有述及.142 现今再

补充两点. 第一, 在构思上, 标题式讲章的构思出

于讲道者, 心中设定了题目, 然后寻找经文. 解经

式讲章的中心思想乃出自经文本身. 第二, 在建

构上, 它结合许多与主题相关的经文. 而解经式

讲章, 只是专注处理一段或长或短的经文.  

 

赖若瀚评述道: “我深信传道者讲道, 若用

心去构思、建基于真理, 以祷告承托, 无论用什

么形式都可以讲得好. 正如不论中菜或西餐, 只

要烹调得好, 都可以使人饱足. 讲道者只要时常

                                                           
142   请参 2019 年 4-6 月份, 第 121 期《家信》的“讲道

学堂: 释经讲道的入门和基本理念”【C 项: 释经讲道的两

种取向】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释经讲

道的入门和基本理念/ .  

留意优质讲道的五个特征  —  合乎圣经、条理

分明、引发兴趣、实际可用、触动人心  —  作

为预备讲道的指引, 必能事半功倍. 这些特质没

有规限用于何种形式的讲道, 只要应用得宜便可

以. 因此, 讲道者不妨变化自己的讲道方式, 按不

同的处境来满足羊群(指信徒)属灵成长的需要. 

 

艾伦(或译: 亚伦, Ronald Allen)称“标题式

讲章”为“补充的维他命”, 可以在解经式讲道之外, 

滋养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 有者会问: “标题式讲

道的准备工夫要比经卷式的释经讲道更省时吗?” 

这个问题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回答. 若要快速

预备一篇讲道, 标题式的讲道只需找一个主题及

几段相关的经文, 配上一

些故事例证, 就大功告成, 

不需要做太多圣经背景或

经文研究, 似乎比较容易.  

 

然而, 若要预备一

篇优质的标题式讲道 , 

需要的时间却不比经卷

式的释经讲道少 . 因为

狭义的释经讲道只处理

一段经文 , 而标题式的

释经讲道要处理多段经

文 , 要掌握每段经文的

主题, 而且将这些主题

配合在一起, 看它们之

间的关连和全面的图画.  

 

在英语世界中 , 

这两种讲道模式都有广

受欢迎的讲员乐意采用. 

以慕道友为主的教会 , 

其牧者如舒勒(或译: 萧

律柏, Robert Schuller)、

华理克(Rick Warren)、

海贝尔斯(或译: 海波斯, 

Bill Hybels)等, 经常使用

标题式讲道(即专题式 /

主题式讲道). 而另一些

讲员如罗宾森 (Haddon 

Robinson)、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司蕴道

(Charles Swindoll)、耶利米(David Jeremiah)等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释经讲道的入门和基本理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1/释经讲道的入门和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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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C. Rossow 

 
周联华 

却喜好释经讲道(指经卷式的讲道). 因此, 并不能

说大型教会的牧者, 都爱采用标题式讲道. 

 

事实上, 喜欢使用标题式讲道的讲员, 应

该回过头来, 多熟悉点释经讲道的方法, 这有助

日后标题式的讲道回归圣经. 而惯常使用释经讲

道的讲员, 则不妨尝试用标

题式的讲道, 只是运用时 , 

切勿将经文的解释淡化.  

 

赖若瀚指出, 他在神

学院教导释经讲道法的时

候, 会以释经讲道为主, 然后用几堂课教导标题

式的讲道法. 因为基本功夫若练好了, 对一段经

文的主题、主语、补语等, 知道如何掌握处理, 

再预备标题式的讲道就不困难了. 正如有人学好

了钢琴, 要学另一种乐器就能驾轻就熟.  

 

总括来说, 标题式的讲道有下列几个特色, 

也可算是它的优点.  
 

 

(a) 有中心 
 

标题式的讲道是由一个清晰确切的题目

开始, 从此出发去搜集材料, 因此能够有统合而

连贯的中心思想. 它的题目就表达了讲道的中心

思想, 不像解经式释经讲道(或称: 经卷式释经讲

道), 要讲道者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归纳与分析等

动作, 才能归纳经文的重心, 订出讲题.    
 

 

(b) 较自由 
 

解经式的讲道 , 是以

经文的思想为基础与主导 , 

因此受到经文相当的限制 ; 

标题式的讲道, 则是以讲道

者的思想来主导, 普遍来说, 

没有任何规范, 给予讲道者

可以随意发挥的极大自由 . 

罗斯素沃(Francis C. Rossow)

认为: “它(标题式的讲道)让

有能力的讲道者… 运用创意去构思讲章的形式, 

例如运用多处经文、不同的文体、用独白、对

话或书信等, 选取经文去发挥该题目的信息.” 

曾任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教授的周联华指

出, 标题式讲道有宽广的自由度: “可以用具体的

圣经、历史、传记、或文学上的事实来阐明抽

象的观念 . 例如圣经中的人物 , 可以用他的遗

传、环境、发展、能力、个性、事业、成就来

分析; 史迹可以用时间、地方、起因、结果、人

的努力、上帝的带领来描写; 国家之历史, 可以

用存亡危急之难关来讲解; 

道德行动, 可以用动机、方

法、情态、本意和结果来

讨论; 宗教价值, 可以用上

帝与人之关系来衡量; 德性, 

可以用心理观察来分析其

思想、感觉、意志等; 论证

往往可以用‘谁’、‘什么’、

‘为何’等来析论.”143  
 

 

(c) 能全面 
 

标题式讲道研究一个主题, 可以从四面八

方, 正反前后来明白它, 借不同的观点作出整全

的结论. 集中于一段经文或一部书卷的释经讲道, 

无法让人对教义、生活议题或圣经人物有全面

的认识. 因此, 两者彼此相补, 建立起渐进式而有

不同层次的讲道系统.  
 

 

(d) 趣味性 
 

解经式讲道按段落或书

卷来讲论, 有时较为沉闷, 偶尔

转换口味,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标题式讲道的内容与建构都比

较生动、新鲜、广博. 运用不同

的形式, 有不同的重点, 并以不

同的切入点来解读经文, 自然会

产生不同的效果, 使听者增加兴趣.  
 

 

(e) 重解困 
 

标题式的讲道可以始于现实生活的需要, 

并回到圣经里找答案. 例如社区要投票表决同性

                                                           
143   周联华著 , 《新编讲道法》(台北 : 基督教文艺 , 

1989 / 1996 年), 第 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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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en Kierkegard 

婚姻合法化, 或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 或

国庆前夕, 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相关的信息, 以

回应会众的需要. 

 

讲道者可以观察会众, 了解他们的问题在

哪里? 信息的标题经常是从讲道者在事奉中碰到

的棘手问题, 或人们生活处境中的两难困局. 因

此有人说: “牧者讲道的主题, 往往源于事奉中的

烫手山芋.” 在这些情况下, 讲道者也可以咨询会

众的意见, 定下一些他们关切的题目, 满足会众

的需要. 
 

 

(f) 可应景 
 

标题式讲道比一般释经讲道更能配合环

境与时令等的需要, 如新年、中秋、母亲节、父

亲节、感恩节等日子, 又或者在特别的庆典节日

时, 根据当前的处境来预备. 赖若瀚指出, 在他曾

牧养多年的一个教会中, 从 12 月开始, 有三至四

个主日讲道都会围绕主降生的主题. 若单以圣经

中有关主耶稣降生的经文或事件来讲道, 不出十

次便讲完了 . 但改用标题式的讲道 , 如道成肉

身、弥赛亚降生的预言等题目, 讲道范围可以宽

阔很多, 对于预备历久常新的“圣诞信息”, 可谓大

有帮助.  
 

 

(g) 传福音 
 

福音布道的专题, 多半采用标题式的讲道, 

让慕道友在轻松的、切入生活对话的情况下， 

领会福音信息. 因此, 这种方式的讲道, 对于慕道

朋友十分有效. 狭义的释经讲道以经文的权威为

起点, 若慕道友没有这基础, 或未能认同圣经的

权威, 就无法听下去. 标题式的讲道正好可以补

这方面的不足. 

 

 

(三) 标题式讲道的缺点 
 

任何事物都有优点或缺点, 有时候, 优点

反而是它的缺点. 当我们运用标题式的讲道时, 

必须注意以下几件事: 

 

(a) 沦为捷径 
 

标题式的讲道, 若处

理不当, 很容易变质成为世

俗形式的演讲. 由于许多的

演讲家都用标题式来演讲 , 

不需要以任何经典为基础 , 

更不需要“释经”. 圣经底子

不足或不喜欢钻研圣经的讲

道者, 不免以这种方式为预

备讲道的捷径, 久而久之, 因

为缺少神的话语为基础, 信息力量便会薄弱.  

 

 例证一: 周联华从齐克果(Soren Kierkegard)144

得到灵感, 以“人生三部曲”为题, 写出下列的

讲道大纲:  

1. 享乐的人生  —  为己, 在时间中无价值 

2. 伦理的人生  —  为人, 在时间中有价值 

3. 宗教的人生  —  为神, 在永恒中有价值 

 编者注: 这个大纲若是在非宗教的群体里传讲, 

又或传讲的是别的宗教, 就不适合了. 保罗曾

为犹太教狂热追求, 尽量遵守一切教规律例, 

但他明白一切宗教信仰若离了基督, 在永恒中

便是无益了. 所以他说: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

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

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至宝”(腓 3:7-8); “因我活着就是基

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腓 1:21).  

 

 我们也可改成: 

1. 为己而活的人生  —  在时间中无价值 

2. 为人而活的人生  —  在今生中有价值 

3. 为神而活的人生  —  在永恒中有价值 

 

标题式讲章的内容及编排, 取决于讲道者

个人的喜好和取向. 若是讲道者比较喜欢哲学, 

就会多用哲学素材, 若是喜欢时事新闻, 就会多

                                                           
144   齐克果 (或译 : 索伦 ·克尔凯郭尔 , 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是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 

亦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 齐克果主张“主观的真理”, 

为“新正统神学”奠定了哲学根基, 是开启了“新正统神学”

的先声. 由于其思想有一些抵触纯正的圣经教导, 所以读他

的作品必须谨防明辨. 但有一事是可取的: 齐克果看出丹麦

国家教会的严重错误  —  即认定所有在丹麦出生的人在婴

儿洗礼后都是基督徒. 齐克果因此勇敢地批评丹麦教会中

那些挂名的基督徒, 及没有经历基督徒生命的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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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S. Warren 

谈社会事务. 讲道的重点很容易不再紧贴经文, 

而是跟着讲道者的思想走. 因此, 优质的标题式

讲道有个条件, 就是讲道者慎重地处理引用的每

段经文, 然后才将它们合併在一起. 若没有经过

严谨的释经, 只是引用字面的意思, 很容易张冠

李戴或先入为主, 甚至先有了结论才去找经文来

配合. 

 

 

(b) 神学健忘 
 

标题式讲道最大的弱点, 是很容易扭曲经

文的意义来迎合大纲.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若

只引用经文, 而不解释经文, 甚或未深入明白经

文的意义, 就跳进应用领域, 又或选用的经文根

本就是穿凿附会, 未必与主题一致.  

 

赖若瀚指出, 这种讲道模式(指标题式讲道

的模式)最大的危机是“神学健忘症”. 因为会花太

多时间看或注意其他的角度, 而忽略了福音(或圣

经)的角度. 典型的例证是提到种族问题时, 讲道

者可能从生理、文化与经济等角度切入, 却不说

明基督的福音如何能改变整个情况 . 又如讨论

“如何做个好配偶”、“喜乐人生的秘诀”或“建立

美好的人际关系”等, 只是平面的论述(注: 所谓的

“平面”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忽略了基督信仰

最主要的信仰、教义和信息, 如十架的道理、尊

主为大、付代价作门徒、跟随基督等. 

 

其实, 标题式讲道

的核心与架构仍然应该是

圣经的内容, 只不过是把

福音放在更高的层次, 来

解决人“堕落要素”所产生

的问题. 当然, 若经文没有

直接论述的, 就不要硬把经文没有的意思加进去. 

我们在之前的篇幅中曾提过, “有人讲对了道, 却

解错了经”. “没有解经”与“错解圣经”二者不相伯

仲(意即难分优劣), 都同样亏缺了神的荣耀. 

 

华伦(Timothy S. Warren)说: “若未能让经

文显出其原始且超越时间的信息时, 主题式的讲

道者的确该受批评. 没有严谨遵守释经程序, 讲

道者就订定了相关的题目时, 无论经文中有无, 

他很可能就会得出他(想)要的结果. 这样传讲的

内容, 就不带圣经的权威. 相对来说, 当讲道者选

定题目, 找到讨论那个题目的经文, 经过解经学

解释, 神学化及讲道化的各个程序, 这才是合式

可用的释经式讲道.” 

 

因此, 传道者必须守住“讲章定要根据经

文”或“由圣经整全的信息而出”的底线, 在运用标

题式讲道时, 仍然必须带领会众, 按照引用的经

文以及圣经整全的真理, 来思想、感受与行动, 

否则信息便会缺乏基础和权柄.  

 

 

(c) 飘忽无定 
 

标题式讲章可以因讲道者的思想而自由

发挥. 有些讲员想象力丰富, 思想不受约束, 在讲

道时会借助经文作为跳板, 随意跳到想去的地方, 

有时候甚至没有回到起初的经文来. 若标题式的

讲道只根据自我的经验、心得、感受或研究决

定讲章的内容, 固然比较容易预备与发挥, 但也

容易飘忽不定而离题.  

 

有些讲员运用标题式讲道时, 有一种坏习

惯, 就是讲述经文之时, 同时引用不止一处的其

他经文, 最后却没有充分解释本来要讲的那一段

经文. 讲道者若只是利用经文达到自己的目的, 

又或只根据自己的喜好及观点来讲, 便远离了释

经讲道的规范, 连“广义的释经讲道”也谈不上.  

 

  

(d) 零星落索 
 

准备不足的标题式讲道, 往往在订出标题

后, 讲道者仅以零散的经文加上耳熟能详的故事

拼凑而成讲章. 既对圣经真理没有整全的认识, 

也缺少全面的思考, 完全源自讲道者先入为主的

观念. 会众听完讲道后, 根本很难对其内容有完

整的记忆, 能记得点点滴滴的零碎片段已属万幸.  

 

“主题式讲道法面临的挑战是: 因为讲道

者从圣经不同的书卷中寻找与主题相关的经文, 

久而久之, 听众对圣经往往只是片段的概念, 而

缺乏对经文完整的了解.”145 

                                                           
145   蔡慈伦著 , 《当代基督教讲道学》(台北 : 校园 , 

2011), 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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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宗教鸡肋 
 

主题式讲道法另一个容易犯的毛病, 是讲

的尽是老生常谈的内容. 每次都是将流行的要点, 

普通的常识和众所周知的道理再讲一篇, 了无新

意. 事实上, 主题式讲道选用的题目, 若不是基于

对经文深刻的研究, 很容易会“江郎才尽”, 虽然搜

索枯肠, 但信息的深度与广度也难有突破.  

 

例如: 事奉主要具备五种态度: “忠心”、

“热心”、“爱心”、“恒心”与“尽心”. 这种讲道大

纲纯属老生常谈、毫无新意, 虽然很容易预备, 

但对于信主年日稍长, 读圣经较多的信徒, 不能

再有什么新鲜的养分, 不听自然不可, 听了也无

太多益处, 岂非鸡肋?  

 

虽然标题式讲道有以上种

种缺失, 但讲道者若留意避免忽

略圣经对主题透彻的诠释, 并以

福音内容为依归, 仍有可取之处, 

且能补“狭义释经讲道”的不足.  

 

  

(四) 标题式讲道的种类 
 

标题式的讲道有多种形式, 圣经学者将它

们大致分为三类: (a) 人物式 (Character); (b) 专题

式 (Topical); (c) 教义式 (Doctrinal).  

 

麦希真在他的《工人的

讲道》一书的附录中, 列出十

二种讲道模式, 其中有两种是

教义式的  —  字词的研究与神

学的研究; 及两种以人物为主  

—  人物的生平与人物的特点. 

  

 

(a) 人物式 
 

读者必须先诚心祷告、选定人物、概览

有关资料、去除枝节、采用适切史料, 将生平分

段或按人物的突出表现, 加以活泼叙述、客观评

论、衡量得失, 再配合动态的词汇与合宜的态度, 

尽情发挥, 让会众从中体会这些圣经人物, 以及

他们生命中蕴含的教训. 

在人物式的讲道中, 要断定目标人物是否

有正面或负面的生命特质? 也需要衡量是选取从

那人出生至逝世的每个阶段? 抑或只选取其生命

中某个特定的事件或片段? 前者着重缕述其一生, 

而后者只描绘其生命中某个阶段的属灵特点; 或

深入研究某个特定事件, 以期引入其教训, 以实

际生活(指以实际性地活出某种特质或品德), 使

会众得帮助.  

 

人物的选取可以是著名的大人物, 如彼得, 

自成系列, 作一连串的讲解; 也可以是较少提及

的小人物, 每次讲一位, 如乃缦、多马与巴拿巴

等(包括圣经中无名的人物, 例如乃缦夫人的小使

女, 王下 5:1-5). 

 

 例证一: (小人物):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  多

马生平研究”  

 在约翰福音中, 有三处关于多马的经文, 即 约

11:13-16;  14:1-6;  约 20:24-29. 可以用一个

“诚”字来串连这三段经文, 并写出下列大纲. 

1. 忠诚的跟从(约 11:13-16): 主耶稣要到犹

太去, 门徒知道十分危险. 但主耶稣依然

毫无畏惧地向前迈进. 多马当即向其他门

徒说: “我们也去和祂同死吧!” 仔细斟酌

这句话, 可见多马是个热心肠之人, 虽然

他不了解主耶稣为什么要去送死, 却愿意

跟从主, 与主一同出生入死. 

2. 竭诚的求知(约 14:1-6): 主耶稣离别时给

予门徒临别赠言(约翰福音 14 至 16 章), 

一开始时就告诉门徒祂要先回到父神那

里, 为他们预备永恒的住处(约 14:1-3). 门

徒不太清楚主耶稣的目的地, 更不知那条

道路应该怎样走. 多马代表门徒问主耶稣

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祢往哪里去, 怎么

知道哪条路呢?”(约 14:5). 多马心里不明

白, 就毫不犹豫地发问, 表明他心中单纯, 

没有城府, 是个坦诚而又实际的人. 

3. 真诚的怀疑(约 20:24-29): 主耶稣复活后, 

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时, 多马并不在场. 因

为没有亲眼见到主, 没有双手摸到主, 多

马不能接受其他门徒转述的见证与事实. 

他那句“我总不信!”立场十分确定显明. 多

马不是骄傲自负或无事生非, 他只是十分

实在地表明自己的想法, 不容别人左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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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门徒多马 

的观点. 然而, 当主耶稣为他特别再次显

现时, 他立刻截然改变, 俯伏在地, 向主说: 

“我的主! 我的神!”  

 

华伦(Timothy S. Warren)同样用这三段经

文, 但以“坚持相信主耶稣”为主题, 将它们串连. 

大纲如下: 

 当环境困难时, 坚持相信主耶稣(约 11:1-16) 

 当问题困惑时, 坚持相信主耶稣(约 14:1-7) 

 当怀疑困扰时, 坚持相信主耶稣(约 20:19-29)   

 

华伦认为“在三处讲述多马时, 约翰都以

他作为门徒‘相信’的榜样. 我发现如果这点成立

的话 , 一贯称他为 ‘怀疑的多马 ’(The Doubting 

Thomas)就是有欠公允的表达. 约翰的角色是: 毫

无疑问地, 多马表现出相信的挣扎. 但每一段经

文与故事, 都显出多

马找到了相信主耶

稣的实质理由. 所以, 

我的神学命题就是

‘坚持相信主耶稣’. ” 

 

 

(b) 专题式 
 

这是针对当代议题或信徒所面对生活多

方面挑战的讲道, 所以可以贴近听众的需要. 例

如灾难突然发生, 或社会上刚好出现热烈讨论的

议题, 传道者便应该从圣经中寻求能对应处境的

回应, 宣示基督徒的立场, 并适切地教导会众.  

 

以当代议题作为释经讲道是具有很大的

挑战, 较之“教义式”与“人物式”的讲道难度更高. 

因为当代议题(如社会建制、同性婚姻、离婚与

再婚、灵恩、神医等)往往有多元的看法与争论. 

 

专题式讲道也可

以回应生活与事奉中的

各种问题: “如何发掘属

灵恩赐”、“如何建立和

谐家庭 ”、 “不要论断

人”、“知足的秘诀”、

“与神同行”、“祷告蒙允

的秘诀”等. 处理这些专

题时, 最好建基于圣经的基本教导和全面原则. 

 例证一: 当孝敬父母  

1. 在我们小时候, 我们借着顺服而孝敬父母

(弗 6:1-3) 

2. 当我们逐渐长大, 我们借着尊敬而孝敬父

母(利 19:3, 32) 

3. 在我们成熟之年, 我们借着财务支持而孝

敬父母 

a. 以财务支持父母, 比支持主的工作优先

(太 15:1-9) 

b. 以财务支持父母, 显出我们真实的敬虔

(提前 5:3-8) 

 

 例证二: 司布真(C. H. Spurgeon)用圣经中七个

人物, 他们都说了同样一句话“我有罪了”来组

织讲章. 头五个是不值得效法的罪人, 最后两

个都是真心回转的罪人. 

1. 法老  —  硬心的罪人 

2. 巴兰  —  怀有二心的罪人 

3. 扫罗  —  假意的罪人 

4. 亚干  —  仍存疑心的罪人 

5. 犹大  —  迷失的罪人 

6. 约伯  —  敬虔的罪人 

7. 浪子  —  有福的罪人 

 

 例证三: 可以将 林前 13:4-8 这段经文分成若

干个单位, 按每种爱的特质来讲一篇道. 赖若

瀚在所著的《真爱人生》中, 将它分成十三篇:  
 

1. 爱的道路;  

2. 持久的定力;  

3. 利他的行动; 

4. 不眼红、不心酸; 

5. 锋芒不露; 

6. 礼节与体统; 

7. 放下自我; 

8. 情绪的掌控; 

9. 忘记的艺术; 

10. 情义两全; 

11. 容人雅量; 

12. 光明的展望; 

13. 永恒的光芒.146 
 

                                                           
146   马有藻也在文中举出另一个例证, 即“离婚与再婚”; 

我们可借创世记 2:18-25, 玛拉基书 2:10-16, 马太福音 5:31-

32, 19:1-12 等四段经文, 来处理离婚与再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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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义式 
 

教义式的讲道, 触及重要的神学观念, 帮

助会众更深入了解和认识所信的真道, 例如关于

“罪观”、“爱观”、“圣灵论”、“主再来”等教义. 

它们都不是一段经文可以讲得完备, 必须用多段

经文互相参详补充. 另外, 也可以将似是矛盾或

冲突的经文, 放在一起处理. 例如保罗的“因信称

义观”与雅各的“因行为称义观”, 可以在同一篇讲

道中分别讨论, 让会众对这教义取得平衡的认识. 

 

讲道者必须注意不只是表面地将几段经

文放在一起, 而是要以一个正确无误的“神学主

题”(指合乎圣经教义的主题)把它们串连. 

 

 例证一: “神的荣耀”是有关神的属性, 是教义

性十分强的题目. 可以分下列的分题来传讲:  

1. 荣耀金线与神终极心意; 

2. 满有荣耀的神; 

3. 神荣耀的同在; 

4. 神的荣耀与审判; 

5. 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6. 荣耀与十架; 

7. 荣耀的教会; 

8. 荣耀的盼望; 

9. 人的荣耀与神的荣耀; 

10. 面对神荣耀的渴求; 

11. 人活在世上的目的  —  荣耀神. 

 

 例证二: “道成肉身”:  

1. 道成肉身, 敬虔奥秘 

 奥秘  —  不可思议 (提前 3:16 上) 

 神迹  —  超越常规 (提前 3:16 下) 

2. 道成肉身, 亲临尘世 

 为我们成为贫穷 (林后 8:9) 

 体贴我们的需要 (来 4:16) 

3. 道成肉身, 救赎功成 

 完成神旨 (来 10:5) 

 寻找拯救 (路 19:10) 

 战胜魔鬼 (约壹 3:8) 

4. 道成肉身, 肉身成道 
 

  救恩方面的应用  —  主耶稣同时是神又

是人, 成全救恩 

 生活方面的应用  —  生活效法道成肉身

的模式, 谦卑服事 

 宣道方面的应用  —  宣道士俯就的精神 

 

有人认为, 传讲关乎教义的讲章, 往往十

分抽象难明, 虽然内容属灵与纯正, 却与会众的

生活扯不上关系, 所以很多讲道者常常不讲, 甚

或避免去讲这方面的信息. 然而, 讲道是教导圣

经教义的一个重要方法, 传道者不仅不应回避, 

反而该借此机会教导会众. 在教导圣经教义的同

时, 必须留意怎样让信息进入信徒的日常生活, 

让重要的真理随时指引会众生命中各种抉择, 切

实地作主的门徒.  

 

 

 

(五) 标题式讲道的步骤 
 

预备标题式的讲道, 有

许多地方其实与预备“经卷式

的释经讲道”相似. 雷美旭·理

查(Ramesh Richard)建议分成

四个步骤: (1) 选择题目; (2) 限

制题目; (3) 塑造题目; (4) 传讲

题目. 而艾伦(Ronald J. Allen)则认为可以有十八

个步骤. 其中不少是预备释经讲道的基本步骤. 

赖若瀚综合他们的见解, 大致归纳成八个步骤.  

 

 

(a) 定下范围 
 

标题式讲道的起点是一个主题, 或会众面

对特殊的需要, 又或现实生活的处境. 讲道者可

以按会众的情况, 或留意当下的社会时局、环境

需要, 来订定讲章的题目, 并从圣经找出相关的

经文和适切的信息来阐述. 题目必须具有“神学

意义”(指与基督信仰或圣经相关的意义)或“道德

意义”, 同时也须有可以发展的空间. 在这个步骤

中, 可供选择的范围和方向较大, 没有任何限制. 

 

 

(b) 订定题目 
 

标题式讲道虽然以某个主题为起点, 却不

能用太广阔的主题. 例如: “祈祷”, 范围实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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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讲道中难以将它讲得淋漓尽致. 因此, 要

具体地定出是有关祈祷哪方面的信息. 例如: “祈

祷蒙应允的秘诀”或“突破祈祷的障碍”等, 而且要

从整体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主题. 

 

 

(c) 搜寻经文 
 

讲道者可以从圣经中找出有关这主题的

经文, 也可以作“脑力激荡”, 但要留意有些经文初

读的时候似乎是讲述某个主题, 但经进一步研究

之后, 也许会发现不对, 便要重新搜寻. 

 

在搜寻的过程中 , 可以使用 “经文汇

编”(concordance), 或借电脑(包括智能手机)的圣

经软件找出相关经文. 某些经文可能要依赖圣经

词典或神学词典中的资讯, 它们不单提供主要的

经文, 更作出简单的解释. 在权衡轻重之后, 便可

以从其中作进一步的选取. 【关于选取经文方面, 

请参考 2019 年 7-9 月份, 第 122 期《家信》的 

“讲道学堂: 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一): 选取

经文”,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释

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一/ 】 

 

 

(d) 解释经文 
 

标题式的讲道不能单有主题及相关的经

文, 也要包括释经. 切不可建构“跳板式的讲道”, 

即只引用经文而不解释经文. 每段经文的主流意

义, 都必须经过历史与文化的解经法来处理【关

于解释经文方面, 请参考 2019 年 10-12 月份, 第

123 期《家信》的 “讲道学堂: 释经讲道: 烹调艺

术十步骤(二): 解释经文”, 此篇文章的网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二/ 】, 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基础

支持整篇信息.    

 

 

(e) 找出重点 
 

赖若瀚指出, 每段经文都有它们的重点. 

决定之后有助于找出每段的“解经主题”, 随即找

到其“应用原则”. 要用神学(指合乎圣经的神学)

来鉴定经文的重要性, 并看到它与福音的相关性.  

 

(f) 订定主题 
 

将每段经文串连在一起, 找出整体共有的

主语和补语. 【关于订定主题方面, 请参考 2020

年 1-3 月份, 第 124 期《家信》的 “讲道学堂: 释

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三): 找出主题”, 网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三/ 】 

 

 

(g) 组织讲章 
 

要衡量看用什么结构

方式来处理经文最为合适. 再

加上例证、修辞与实际的应

用等, 便可将讲章组织完成. 

【关于这四方面 , 请参考

2020 年 4-6 月份, 第 125 期

《家信》至 2021 年 4-6 月份, 

第 129 期《家信》的 “讲道

学堂”专栏, 网址如下】 

 

1)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6/ 释经

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四/ (建立结构大纲) 

2)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9/ 释经

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五/ (加插内容例证) 

3)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12/ 释经

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六/ (注意遣词用字) 

4)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 释经

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八/ (融合应用实践)  

 

 

(h) 会众研究 
 

在传讲某个专题之先, 可以了解一下会众

对这课题有哪些成见与先存的观念? 他们会如何

作即时的反应? 例如谈到离婚与再婚, 去理解会

众当中大概有多少人正在面对这问题, 或正受此

问题困扰, 这样, 传讲起来才能对症下药, 不会无

的放矢(注: “无的放矢”是比喻说话做事没有明确

目的, 或不切合实际). 【关于订定主题方面, 请参

考 2021 年 1-3 月份, 第 128 期《家信》的 “讲道

学堂: 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七): 会众情况”, 

网址是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4/

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七/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e9%87%8a%e7%bb%8f%e8%ae%b2%e9%81%93-%e7%83%b9%e8%b0%83%e8%89%ba%e6%9c%af%e5%8d%81%e6%ad%a5%e9%aa%a4%e4%b8%80/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e9%87%8a%e7%bb%8f%e8%ae%b2%e9%81%93-%e7%83%b9%e8%b0%83%e8%89%ba%e6%9c%af%e5%8d%81%e6%ad%a5%e9%aa%a4%e4%b8%80/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e9%87%8a%e7%bb%8f%e8%ae%b2%e9%81%93-%e7%83%b9%e8%b0%83%e8%89%ba%e6%9c%af%e5%8d%81%e6%ad%a5%e9%aa%a4%e4%b8%80/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e9%87%8a%e7%bb%8f%e8%ae%b2%e9%81%93-%e7%83%b9%e8%b0%83%e8%89%ba%e6%9c%af%e5%8d%81%e6%ad%a5%e9%aa%a4%e4%b8%80/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e9%87%8a%e7%bb%8f%e8%ae%b2%e9%81%93-%e7%83%b9%e8%b0%83%e8%89%ba%e6%9c%af%e5%8d%81%e6%ad%a5%e9%aa%a4%e4%b8%80/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e9%87%8a%e7%bb%8f%e8%ae%b2%e9%81%93-%e7%83%b9%e8%b0%83%e8%89%ba%e6%9c%af%e5%8d%81%e6%ad%a5%e9%aa%a4%e4%b8%80/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6/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四/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6/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四/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9/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五/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9/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五/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12/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六/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12/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六/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八/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8/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八/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2/%e9%87%8a%e7%bb%8f%e8%ae%b2%e9%81%93-%e7%83%b9%e8%b0%83%e8%89%ba%e6%9c%af%e5%8d%81%e6%ad%a5%e9%aa%a4%e4%b8%80/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4/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七/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1/04/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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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P. Gibbs 

结语 
 

 吉布斯(Alfred P. Gibbs)

提出采用标题式讲道(专题式

讲道, Topical Sermon)的优势: 

  

1) 它使讲员与听众能更全面

掌握圣经的某个主题或专

题(a topic of the Bible); 

2) 它提供足够机会去全面探

讨某个主题(subject); 

3) 它使听众对圣经的合一性(unity)印象深刻; 

4) 它提供最理想的方式去研究和诠释圣经中伟

大的教义(the great doctrines of the Bible); 

5) 它使传达真道的方式多样化(variety).147 

 

总括来说 , “标题式 (专题式、主题式 , 

topical)释经讲道”虽然不是释经讲道最基础的方

式, 但在日常的牧养处境中, 仍是有其特别的角

色和作用, 可以补“经卷式释经讲道”不足之处. 当

讲道者对经卷式的释经讲道熟悉且能掌握后, 不

妨尝试讲“标题式的释经讲道”. 唯须注意要贯通

各段经文, 做更深入和连贯的释经工夫, 方能有

较佳的效果. 切莫把标题式讲道作为“不用深入

研读经文便可讲道”的捷径, 否则很容易便会思

想枯竭, 无信息可传讲.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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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50 

                                                           
147   Alfred P. Gibbs, Preach the Word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1972), 第 83 页. 
148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462 页.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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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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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经讲道” 之十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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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同上引, 第 439 页.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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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新天新地  
(永恒的国度) 

 

 

 
 

(A) 神将创造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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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看见圣城新

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

妇妆饰整齐, 等候丈夫”(启 21:1-2).152  

 

首先的创造犹如耶利米所看见的窑匠手

中的器皿, “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 正遇他转轮

做器皿. 窑匠用泥做的器皿, 在他手中做坏了, 他

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了窑匠看怎样好, 就怎样

做”(耶 18:3-4). 

 

 这新的创造(new creation), 是如同神从旧

的坟墓中取出来的. 它不会出现, 直到神成就祂

在旧创造中的一切旨意, 这新创造才会出来. 

                                                           
152   有者认为这个新世界(新天新地)是六个世界的最

后一个. 它们分别是: (1) 起初的世界(创 1:1); (2) 洪水以前

的世界(创 3:6-7:10); (3) 目前的世界(创 9:1-17; 罗 8:19-22); 

(4) 大灾难时期[指七年灾难时期]的世界(赛 24 章; 启 6-19

章); (5) 千禧年的世界(赛 35 章); (6) 新世界(新天新地, 启

21-22 章).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

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1012 页. 

 基督耶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是神“新的

创造”(new creation)之开始(注: 主耶稣在 启 3:14

被称为“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KJV: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of God], 可译作: 在神的

创造上为起始的),153 若有人“在基督里”(指信主

而重生得救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KJV: new 

creation),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  

 

因此, 在新的圣约里(new covenant), 有新

造 的 人 (new man) 被 带 入 新 的 创 造 中 (new 

creation), 来向神高唱新歌(new song), 并承受福

气, 居住在新耶路撒冷城里(new Jerusalem), 在蒙

福的新天新地里(the new heavens and the new 

earth). 诚然 , “旧事已过 , 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 也参 启 21:4-5).154   

 

 

(B) 有“义”永久安居其中 
 

直到现今, 罪恶仍旧支配整个世界, 公义

处处仍被压制.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

的, 也都要受逼迫”(提后 3:12). 当这世代越靠近

终结时, 对真理的压制将会越严重. 只有进入千

禧年时期, 在主耶稣基督的统治下, 正确的秩序

才会恢复. 邪恶将被公义审判所压制, 公义才会

支配整个世界, 如经上所记: “在祂的日子, 义人

要发旺, 大有平安…”(诗 72:7).  

 

 虽然在公义支配的世界里, 邪恶被压制, 

但它仍然存在. 那位能完全满足人心灵的神, 祂

所执行的计划还未完全实践. “但我们照祂的应

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义居在其中(注: 这节的“居

住”可译作“永久安居”, 彼后 3:13).    

 

 最终, 光明与黑暗的战争、真理与错谬的

冲突、罪恶与公义的相争, 终于结束了! 到那时, 

公义不再受到压制, 因为“叫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

物之主”(林前 15:28). 公义也不必再统治与压制

邪恶, 因为邪恶已不存在, 不需要被制服和压制

                                                           
153   有关基督的复活(resurrection)对新的创造物(new 

creation)之启迪, 请参本文附录(二). 
154   启 21:4-5: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坐宝

座的说: ‘看哪,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这

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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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公义也将找到一个安居之所(a dwelling place)  

—  一个永不受干扰、得以完全安息的家! 

 

 

(C) 新的创造物之元首 
 

 公义永居新天新地, 而万物, 包括死亡本

身, 也将服在基督的脚下, 因为基督是“末后的亚

当”(last Adam), 是新的创造物之元首(the head of 

the new creation).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等神把一

切仇敌都放在祂的脚下”(林前 15:25). “那时基督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与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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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 28).  

 

 “叫神在万物之

上, 为万物之主”  —  这

万物的结局是何等的有

福和荣耀啊 ! 神是光 , 

神也是爱(参 约壹 1:5; 

4:8). 那些住在爱里的, 

也住在神里面, 神也在

他里面. 这是新天新地

的蒙福光景; 永远地住

在神里面, 生命就永被

光所照耀, 永被爱所充满. 信徒不仅身为新的受

造物, 更是蒙救赎的受造物, 将成为永远的见证  

—  见证神对祂爱子工作无限的满足.  

 

 

(D) 进入神永恒的计划 
 

 启 21:4 提醒我们: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

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过往悲伤的漫漫长夜

(启 21:4), 先前受造物的叹息劳苦(罗 8:22), 都不

再被人记念, 不再人心中浮现.  

 

 “有限的”与“无限的”竟然能够如此完美地

融合在我们身上, 这是何等奇妙的事! 超越我们

这窄小有限的身体和心思所及. 一千年的福气纵

然再久, 也无法永远满足人心. 只有“永恒”才能真

正满足我们的心灵, 纵然如今我们有限的思想无

法完全领悟或看透“永恒”这一无限的观念. 

神深知此事, 所以祂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

们的都是永恒或永远的. 祂所赐的, 是永远的救

赎、永远的公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产业、

永远的荣耀等 . 

因此, 不仅在旧

约的预言中(注: 

旧约预言极少

论到基督千禧

年统治之后的

事 ), 更是在新

约的预言里, 我们找到我们真实与终极的盼望  

—  当这世界和世代过去之后, 我们将进入神永

恒的计划和旨意里, 那是无穷无尽的蒙福世代. 

诚如 弗 3:21 所说的: “但愿祂在召会中, 并在基

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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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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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现有的天地要被毁灭 

 

(A) 天地毁灭(废去)的事实 

 

圣经多处提到现有的天地将被废去: 

1)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 24:35). 

2) “又说: 主啊, 祢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祢手

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 祢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像

衣服渐渐旧了; 祢要将天地卷起来, 像一件外衣, 

                                                           
155   上文编译自 “And I Saw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Chapter 22), 载  J.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4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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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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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 L. Willmington 

 
Prof. Wayne Grudem 

天地就都改变了. 惟有祢永不改变; 祢的年数没

有穷尽”(来 1:10-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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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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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后 3:10-11). 

 

(B) 天地毁灭(废去)的原因 

 

圣经记载在这个时候(指千禧年结束后, 白色

大宝座的审判已经执行), 对神的反叛已完全平定, 魔

鬼撒但、敌基督和假先知都被扔在火湖里了, 直到永

永远远. 那时候, 死了的恶人也已受到审判. 如此看来, 

为何必须有这种可怕的灭世大审判呢? 

 

威明顿(H. L. Willmington)用了一个比喻. 假

设有一个破坏者, 将一种所谓的“幻想油”倒在一推金

银的上面(可以使之变质 ). 

在此比喻中, 破坏者代表魔

鬼, 幻想油代表罪恶, 金银

则代表神完美的创造. 将来

有一日, 神当然要拿住魔鬼, 

把他永远关在监狱里, 但那

些被“幻想油”污染而存留下

来的金银等类的受造物, 又

将如何处置? 要解决这个问

题, 神就采取像诺克斯堡当

局(Fort Knox authorities)所

用的方式  —  以烈火将污点除去. 这种方法既可行得

通, 又有果效, 因为火越猛烈, 油污便越快消失, 而金

子也越显出光泽(参 赛 48:10; 也参 亚 13: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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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基督的复活对“新的创造物”之启迪 

 

 我们从圣经中知道

旧的天地都要废去(来 1:10-

12; 彼后 3:10-11), 神将引进

一个新的创造(新的创造物, 

new creation)  —  新天新地. 

神如何更新这物质的宇宙

或受造之物呢? 对于这点 , 

韦恩·格鲁登(Wayne Grudem)

有一段值得参考的话, 他以

主耶稣的复活作为指标: 

 

                                                           
156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1012 页. 

至于物质的宇宙如何更新的问题, 我们

如果从得救的人类的“身体复活”事件作为

参考的指标, 那么应当相信只有“永恒的本

质”才能存留. 从哥林多前书 15 章看复活

的身体, 可以肯定“本我”在复活前后的延

续性(即复活后仍有复活前的“本我”意识), 

但是形体(可指身体)却改变成为不朽坏又

有荣耀的身体. 按罗马书 8:19-21 的提示, 

整个被造界将要经历脱胎换骨式的更新, 

虽然保存其最深层内涵, 但却必更换外体

的组成元素, 使其切合“新天新地”的要求. 

 

耶稣基督作为第一个经历复活的人, 让

我们明白这‘保持内涵而更新外体过程’的

可能性和实在性. 复活的基督仍然保存以

前一样的形体但不为熟识祂的人(例如前

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 路 24:31)所认出, 

可以与门徒谈话并一起进食但又能穿越物

体或空间的阻隔(路 24:36-43; 约 20:19). 

按物理学的解释, 一般人不能穿过墙壁是

因为人体表面的电子与墙壁表面的电子产

生互相排斥的作用, 基督复活身体的组成

元素显明有异于复活前的状况.157  

 

 格鲁登适切提醒道: “以上的讨论像是对着‘镜

子观看’, 模糊不清(参 林前 13:12), 使徒约翰提醒我们

重点不在于对未知的事永无休止的推敲, 乃是为将成

的盼望过圣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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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要像祂, 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 凡向祂有这指

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祂洁净一样’ ”(约壹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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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新天新地与圣徒永远的关系 

 

 现有的天地在千禧年结束时销化以后, 神会创

造一个新天新地(彼后 3:13; 启 21:1; 也参 赛 65:17; 

66:22). 神借一个明确的创造行动创造了一个新天新

地. 正如神创造现今的天地作为祂神权统治之地一样, 

神也会创造那“新天新地”作祂永远的神权国度.158  

                                                           
157   韦恩·格鲁登(Wayne Grudem)著, 《圣经教义与实

践(卷三): 教会与末世》(香港九龙: 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 

2002 年), 第 957 页. 
158   叶宗义评述道: “这个新天新地是永恒的, 是永远的

国度. 这国度是由‘天国’和‘神国’合并而成的. 但主耶稣将

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 都毁灭之后, 天国再也没有

存在的必要了, 于是祂将天国交给神和神国合并在一起,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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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约保证百姓永远得土地、民族的存

活、国度、君王并属灵福气的临在. 因此, 必须有应

验这些福气的永远土地. 以色列民从“旧地”转入“新

地”, 永远享受神所应许他们的一切. 这样, “看哪, 神

的帐幕在人间. 祂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祂的子民, 神

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启 21:3), 到了那时, 

这节经文所言就永远成为真实了. 新天新地的创造是

预备神永恒之国的最后行动. 到那时, 神确实会有一

个“有义居在其中”的国(彼后 3:13). 有关召会圣徒的

永远结局, 要留意他们的结局基本上是与“一者”, 而

非“一地”产生关系的. 虽然这地方隐约地呈现其重要

性(约 14:3), 相比起信徒将要带往与之同在的那一位

(指主耶稣), 这地方便变得黯然失色了. 

 

让我们阅读以下宝贵的经文: 

1)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接你们到我

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約 14:3). 

2)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呈現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

祂一同呈現在荣耀里”(西 3:4). 

3)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

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

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

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 我

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 4:16-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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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要像祂, 

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约壹 3:2). 

 

在所列述的经文中 , 

有关召会(教会)荣耀的盼望, 

强调的重点不是召会要往的

地方(指天堂), 而是领她前往

的那一位(即救主耶稣基督).  

 

像 启 21:3的经文, 已

证明主耶稣基督在永远之国

的新地上与人同住. 由于圣

经表明召会与基督同在, 所

以我们可下结论说, 召会的

永远居所在这新地上, 这新

耶路撒冷的天城, 乃神为圣

徒特别预备的. 对那些神赐给主耶穌的人而言, 这种

关系正应允了主的祷告: “父啊! 我在哪里, 愿祢所赐

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祢所赐给我的荣

                                                                                                     
为一个永远的国度, 这个国度要存到永永远远(林前 15:24; 

彼后 1:11). 叶宗义著, 《神永远的计划》(台中: 浸宣出版

社, 1995 年), 第 442 页. 

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 祢已经爱我了”(約 17:24). 由

于基督的永远荣耀会在永远的国和祂永远的统治中

彰显, 所以召会理应在那里, 永远看见基督的荣耀.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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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   永恒国度里的生命 

 

圣经没有详述神永远国度中的生命. 偶然, 帐

幔撤回, 我们可一瞥这生命. 我们现今在主里面所经

历的, 只是“先尝神的榮耀”. 这在永恒国度里的生命, 

圣经有暗喻几个特征: 

 

(一)   与祂相交的生命: 使徒约翰在 约壹 3:2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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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 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 此外, 主耶稣也应许

道: “就必再來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

你们也在那里.”(约 14:3) 

 

(二)  安息的生命: 启 14:13 说: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

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 

 

(三)  完全知道的生命: 保罗在 林前 13:12 写道: “…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

知道我一样.” 

 

(四)  圣洁的生命: 启 21: 27 说: “凡不洁净的, 并那行

可憎与虛谎之事的, 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

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五)  喜乐的生命: 启 21:4 说: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

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六)  事奉的生命: 启 22:3 说: “以后再没有咒詛; 在

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祂的仆人都要事奉祂.” 

 

(七)  丰盛的生命: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在 启 21:6 说: 

“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八)  荣耀的生命: 保罗在 林后 4:17 说: “我们这至暂

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

                                                           
159  上文附录三主要改编自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519-5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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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 西 3:4 也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

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現在荣耀里.” 

 

(九)  敬拜的生命: “此后, 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

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荣耀、权能, 都屬乎我

们的神.”(启 19:1). 也参 启 7:9-12:160 “此后, 我

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

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

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说: ‘愿救

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 也归与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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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阿们! 颂赞、荣

耀、智慧、感謝、尊贵、权柄、大力, 都归与

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 

事实上, 没有一个得救的人能完全理解那将要

呈現他眼前的荣耀(那是永远的荣耀). 约翰预期这荣

耀时, 说: “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祂”(约壹

                                                           
160   这节虽出现在启示录第 7 章, 但不少解经家认为在

永恒的新天新地里, 也有如此的情景.  

3:2). 我们期望的榮耀, 是我们将要转变成祂的样式, 

成为无罪、不死, 并且经历完全的成长.  
 

哦! 基督, 祂是泉源, 爱之泉, 何甘甜;  

在地先尝祂爱之甘, 在天能尝更深;  

彼方像海洋满溢, 祂的怜悯超乎凡人;  

那是荣耀、荣耀的充满, 以马内利地! 
 

最后, 有一个危险, 就是得救的人会停留在自

己对荣耀的经历所构思的期望上, 而对神最崇高的荣

耀失去视觉(指看不见神本身最高的荣耀). 我们对永

恒景象的思想, 不应用我们的立场来看(或用我们的

角度来看), 也不应关乎我们的荣耀, 而是神本身的立

场和荣耀. 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写道: “我们必得见祂的

真体”(约壹 3:2). 我们要全然贯注于“那爱我们的”(指

主耶稣基督), 祂“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

们成为国民, 作祂父神的祭司”(启 1:5-6). 为此, 我们

将“颂赞、尊 費、荣耀、权势, 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

羊, 直到永永远远”(启 5:13), 且要称颂道: “颂赞、荣

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 都归与我们的

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启 7:12), 因为那“曾被杀的

羔羊是配得权柄, 丰富、智慧、能 力、尊贵、荣耀、

颂赞的”(启 5:12).  
 

新妇不看己美衣, 乃瞻新郎之荣脸; 

我不注视己荣耀, 惟瞻望恩典之主; 

祂賜冠冕我不念, 祂钉痕手我看见; 

羔羊是一切的荣耀, 蒙福的以马内利地!161 
 

                                                           
161  上文附录四主要改编自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537-5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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