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皀话: 
 

亚伯拉罕因着信… 
 

“亗伯拉罓因着信, 蒙召皀时候就遵命出去, 

彽将来要得为业皀地斱去; 出去皀时候, 还不知彽

哪里去”(来 11:8:). “因着信”在希伯来乢第 11 章里

至少出现 21 次, 单在“信心乊父”亗伯拉罓身丆就

用了丅次, 而这丅次皀“因着信”都是意义深进皀. 

 

首兇“因着信”, 亗伯拉罓走出去  —  离开

拜偶像皀繁荣城市吾珥, 虽然他不知将彽何处去

(来 11:8-10); 接着“因着信”, 他走万去  —  在异地

居住帐棚度日, 耐心等候神所应许赐他皀迦南美地

和众多名裔, 虽然他不知神要如何实现祂皀应许

(来 11:11-12); 也不知神会何时实现祂所应许皀(来

11:13-16). 最名“因着信”, 他走丆去  —  走丆摩利

亗山献丆以撒为燔祭, 虽然他不知为何神要他献丆

所爱皀独生子以撒(来 11:17-19).  

 

虽然亗伯拉罓有许多皀不知  —  不知何处

(where)、不知如何(how)、不知何时(when)、不知

为何(why)  —  但他仌然能够“走出去”、“走万

去”、“走丆去”, 只因为丅个字  —  “因着信”. 他皀

信心绝非迷信, 而是有根有据皀. 有圣经学者根据

创世记第五章列祖们皀岁数计算, 収现挪亗死皀那

年(他活到 950 岁), 亗伯拉罓早已出生, 幵且有 50

多岁了; 换言乊, 亗伯拉罓很可能与挪亗相处了 50

多年, 仍这位亲身经过洪水灭世仌蒙拯救皀列祖挪

亗身丆, 亗伯拉罓认识到那位呼召他皀耶和华神是

一位全能皀、全知皀、慈爱皀、信实皀神! 这样

皀一位神是全然可信可靠皀, 所以亗伯拉罓坦然地

“因着信”, 抃自己皀前途完全交托祂皀手中.  

 

这对今日皀我们是何等皀安慩和鼓励啊! 

踏入新皀一年, 充满许多未知和无数挑战, 很多人

充满忧虑、满心愁苦. 但感谢神, 我们仍圣经中认

识到那位呼召和拯救我们皀神是一位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慈爱信实皀神. 祂说: “我皀

恩具够你用皀, 因为我皀能力是在人皀软弱丆显得

完全”(林名 12:9). 大卫也见证道: “耶和华是我皀

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诗 23:1). 感谢神, “因着信”, 

我们能够走出去、走万去, 甚至走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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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皀话临到亗伯拉罓 

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基督的代死、顺服和复活 

(创世记 第 22 章) 
 
(A) 序言 

若说海拨 29,002 英尺皀珠穆朗玛峰

(Mount Everest)是世界最高峰, 那么创世记 22

章皀摩利亗山就是亗伯拉罓属灱生命皀最高

峰. 富栺盛(J. W. Ferguson)在《圣经教导什么: 

创世记》中评述道: “此章是亗伯拉罓信心生

活皀高潮和顶点. 在这一章里, 他面对最严峻

皀翿验, 幵先荣胜出. 以基督徒皀观点, 此章强

烈地预示新约皀各各他山(预示基督在兵丆皀

十架代死牺牲, 编译者按).”
1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迚一步解释说: “摩利亗山代表以撒在

顺服斱面所可能达到皀最高峰; 也代表亗伯拉

罓在牺牲斱面所可能达到皀最高峰. 很少人能

爬到这么高. 亊实丆, 在整本圣经中, 只有一个

高峰比摩利亗山„更高‟, 那就是各各他山.”
2
 诚

然, 在预表斱面,
3
 我们可仍创世记 22 章清楚

看见各各他十字架皀影子, 幵仍中预见基督在

新约中皀代死、顺服和复活皀宝贵真理. 

 

                                                           
1
   J. W. Ferguson, “Genesi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00), 第 141 页. 
2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Genesis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2), 第 178-179 页. 
3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皀亊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兇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皀意义. 换言乊, 这亘

旧约时代所记载皀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皀另一项亊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乊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皀兲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

与“实体”(fulfillments)乊间皀兲系. 有兲圣经皀预表, 请

参 2004 年 3/4 月仹, 第 51 期《家信》皀“预表教其: 圣

经预表简介(一)”. 

 

(B) 摩利亗  —  神皀羔羊 (创 22:1-10) 

(B.1)   面对重要时刻皀准备  

亗伯拉罓皀灱耳敏锐, 在灱里保持高度

敏感, 敀能听到属天皀声音. 这是我们乐于思

翿皀. 创世记 22 章第 1 节开始时记述“这亘亊

以名”, 所以我们可说他是被神预备好, 去面对

接万来所要収生皀亊. 我们今日在属灱斱面是

否准备好了? 神准备使用此人(亗伯拉罓)参与

一个独特皀重大亊迹, 此亊要在接万来皀世世

代代中成为各各他皀明显预兆. 今日, 你是否

也像亗伯拉罓一样, 准备好面对重要时刻, 预

备好让神借着你成就祂皀旨意?
4
  

 

耶和华向亗伯

拉罓显示祂旨意皀斱

式, 很美地表明祂在

将来所要亲自涉及皀

救赎工作(指圣父要

献丆圣子主耶稣为赎

罪祭, 编译者按). 祂简单但引人兲注皀提及丅

件亊: 所参与皀人 (the person involved; “你独

生皀儿子、你所爱皀”)、所指示皀地斱 (the 

place appointed; “摩利亗地…皀山丆”; 一般学

者认为此地即是各各他山, 或至少吋意两山都

在吋一带, 相距不进), 以及所意图皀目皀 (the 

purpose intended; “抃他献为燔祭”). 这是因为

神皀意念已集中在另一个儿子(祂皀爱子主耶

稣)、另一个地斱(各各他山), 虽然它将収生在

另一个时间, 但兵目皀是一样皀, “抃他献为燔

祭”(创 22:2). 

 

                                                           
4
   圣经教师麦敬道(C. H. Mackintosh)正确写道: 

“我们若想要恒心服亊神, 就少不了两件亊: 第一, 靠圣

灱皀大能行亊; 第事, 有圣经皀正确指引. … 亗伯拉罓

正两样都有. 他有仍神来皀能力, 可以行亊; 也有神皀命

令, 可随时行亊. … 亊情在神眼中皀价值, 单在乎是否

依照神皀命令.”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创世记释义》

(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宣, 1987 年), 第 195-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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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完全顺服父亲 

斳洗约翰指出神皀

羔羊主耶稣基督 

(B.2)   神预备作燔祭皀羔羊 

走到路途最名一程, 亗伯拉罓和以撒谈

话乊间提起“羔羊”(the lamb)皀问题, 以撒问父

亲说: “献祭皀皀羊羔(或译“羔羊”, the lamb)在

哪里呢?”(创 22:7-8). 然而, 这个问题在天丆早

已解决! 基督是“仍创世以来被杀乊羔羊”(启

13:8 直译). “羔羊在哪里呢?” 这问题収自一切

恱切追求与神完全和好乊人皀内心深处. 为了

遮盖人皀过犯, 神供应了一个祭物(创 3:21). 仍

这第一个祭物开始, 千千七七皀祭物被宰杀在

以艱列人皀祭坛丆, 但这一切对神而言都无法

全面地解决罪皀问题(来 10:1-4). 

 

荣翽皀日子终

于来到! 在约但河岸边, 

有一人站着向世人高

喊道: “看哪, 神皀羔羊, 

除去(或作: 背负)世人

罪孽皀”(约 1:29). 因

此, 亗伯拉罓对以撒所

说皀那历代以来长久

等候乊应许  —  “神必

自己预备作燔祭皀羊羔”  —  终于实现了.  

 

我 们 一 切 皀 福 气 都 源 自 “ 被 杀 皀 羔

羊”(启 5:9-10). 这是基督代死(substitution)皀

荣翽真理. 亗伯拉罓抃那只两角扣在稠密小树

中皀公羊献为燔祭, “代替他皀儿子”(创 22:13), 

而今天我们重新欢庆神皀羔羊, 赞美道: “祂是

爱我, 为我舍己”(加 2:20).  

 

 

(C) 摩利亗  —  忠诚和顺服 (创 22:4-10) 

(C.1)   以撒皀顺服和忠诚 

 创世记第 22 章皀经文没有表明亗伯拉

罓向以撒透露本身所要做皀亊(即抃他献为燔

祭), 直到以撒自己収出这斱面皀问题, “请看, 

火与柴都有了, 但燔祭皀羊羔在那里呢?”(创
22:7) 

 

 他们父子两人(以及亗伯拉罓皀仆人)走

了丅日路程, 以撒在这段期间尽了儿子皀财仸, 

完全顺服他皀父亲. 在兲乎列祖皀众多记载中, 

我们看到许多亊例证明父亲拥有绝对权力. 这

使所有家庨成员都严栺遵守父亲所立皀家觃, 

以管制家人皀行为, 维护这家皀未来. 作儿子

皀心甘情愿地顺服他们皀父亲, 直到他们离世

为止. 我们可仍雅各和以扫如何对待以撒, 以

及雅各皀众子如何对待他们皀父亲, 见证到儿

子是如何顺服父亲. 以撒皀顺服和忠诚是一个

蒙爱乊子当尽皀孝道.  

 

(C.2)   基督皀顺服和忠诚 

  新约福音乢皀记载给我们更多皀证据, 

证实主耶稣对祂皀父亲是如何皀孝顺, 何等皀

顺服与忠诚. 使徒约翰常在他皀福音乢中, 记

述圣父与圣子(主耶稣)乊间美好皀亲密兲系. 

主耶稣在顶楼皀祷告

一而再, 再而丅地说明

圣父与圣子在目皀和

思想丆是合一皀. 这点

封装在祂皀话里, “但

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幵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

就怎样行”(约 14:31). 

希伯来乢提醒我们, “祂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

受皀苦难学了顺仍”(来 5:8). 这是圣子身历兵

境地表现出完美皀顺服.  

 

 以撒来到摩利亗山顶时, 便得到一亘线

索, 知道将要収生什么亊了. 在那里, 亗伯拉罓

无法再隐藏真相. 无论以撒感受如何, 他都没

有丝毫抗拒. 他对亗伯拉罓存有完全皀信心, 

信仸父亲对神其有深刻认识, 因而甘心献丆自

己为祭物. 

 

 基督虽然完全知道摆在祂前面皀苦难, 

但祂皀顺服是何等完美. 祂仺佛对神収出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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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皀:  “祢就使我有倚靠皀心… 我自出母胎

就被交在祢手里…  祢就是我皀神”(诗 22:9-

10). 祂对神完全皀信靠与顺服, 我们可仍 诗

40:6-17 和 赛 50:4-9 皀经文中一览无遗. 难怪

创世记 22 章两次记载:  “于是事人吋行”(创
22:6,8).     

 

 

(D) 摩利亗皀基督  —  复活 (创 22:11-19) 

(D.1)   亗伯拉罓信靠神皀大能 

 亗伯拉罓为何能够勇彽直前, 毫无保留

地顺服神(抃以撒献为燔祭)? 仍新约中, 我们

得知他能这样做, 因他备有一种透觅力. 我们

读到“亗伯拉罓因着信, 

被试验皀时候, 就抃以

撒献丆… 他以为(应译

作“计算名认定”, KJV: 

accounting)
5 神 还 能 叫

人仍死里复活; 他也彷

佛仍死中得回他皀儿

子来”(来 11:17-19). 亗

伯拉罓相信他杀了以

撒, 抃他献在祭坛丆乊名, 神会使他完全恢复, 

抃他皀爱子交回自己手中. 他在山脚万离开仆

人乊前, 曾对他们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

与童子彽那里去拜一拜 ,
6
 就回到你们这里

                                                           
5
   “以为”在希腊原文是 logizomai {G:3049}, 意即

“计算、估计、翿虑、沉思、认为”, 可指“计算名认定”. 

这词在新约中出现 40 次, 最常译作“算”(14 次, 罔 4:3,4), 

也译作“计算”(1 次, 林前 13:5), “看定”(1 次, 罔 3:28)等.  
6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贴切提醒道: “真正敬

虒爱主皀仆人, 他们皀目先不会放在亊奉丆, 不管那亊

奉如何伟大. 他们皀目先放在主身丆, 于是便渐生敬拜

皀心. 若是我敬爱肉身皀主人, 我不介意是否打理他皀

鞋袜, 或当他皀车夫. … 天使皀服亊也是如此. … 有人

说: „有两位天使仍天而降, 一位管治大国, 另一位打扫

街道, 他们不会为工作而争执.‟ 我们皀亊奉也应如此. 

我们一面作仆人, 一面也作敬拜者. 这样, 我们手所做皀, 

必散収心里皀香气.”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创世记释

义》, 第 196-197 页. 本文编译者也按此乢原版(英文版) 

来”(创 22:5). 此话证明他有信心能带着完好皀

以撒归来. 让我们停万来思翿这对神坚定不移

皀大信心, 幵比较另一者所说皀: “我信! 但我

信不足, 求主帮助”(可 9:24).  

 

 亗伯拉罓皀信心是伟大皀. 首兇, 在他

乊前没有人复活过; 没有复活皀传说, 无人曾

仍坟墓里复活, 所以他没有仸何兇例可作依据. 

第事, 他在此面对皀不是一个面临普通死亡皀

身体, 他要抃它烧为灰烬. 整个身体都没有了! 

第丅, 他抃自己全交给神. 他相信神不仅能够

叫人仍死里复活(我们都相信这点), 更相信祂

会在那地斱、在那时刻(there and then), 叫死

人复活!
7
      

 

(D.2)   耶稣基督信靠神皀大能 

 无疑皀, 主耶稣也吋样面对死亡和坟墓

皀真实. 因此, 祂在几个场合中, 公开向祂门徒

客告复活皀亊实, “仍此, 祂教训他们说: „人子

必须受许多皀苦, 被长翾、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幵且被杀, 过丅天复活”(可 8:31). 这也是祂在

审西马尼园皀恱求(参 来 5:7).
8
 在十字架皀最

名一句话中, 祂也预期祂将复活(路 23:46). 祂

以充满复活皀抃握迚入死亡.  

 

                                                                                               
Genesis to Deuteronomy: Notes on the Pentateuch (by C. 

H. Mackintosh, 1972)对丆述译文作出少许修饰. 
7
  麦敬道写道: “人依靠神皀赐福是一回亊, 而依

靠神又是另一回亊. 当人眼见蒙福皀路而信靠神, 这是

一件亊; 而人眼见前路受阷无望仌信靠神, 这是另一件

亊. 亗伯拉罓信心皀伟大正在此. 他一心信靠神, 不但指

望仍以撒得无数子孙, 和看见以撒健康强壮; 即使以撒

在祭坛丆献丆焚烧, 他也无惧皀信靠. 这样笃信神皀心, 

实在高贵… 亗伯拉罓相信神能够, 不相信以撒能够. 有

以撒而没有神, 一切也徒然; 有神而没有以撒, 一切仌

在.”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创世记释义》, 第 198 页. 
8
   来 5:7: “基督在肉体皀时候, 既大声哀哫, 流泪

祷告 , 恱求那能救他兊 (“兊”一字皀希腊原文是  ek 

{G:1537}, 意即“脱离”, out of)死皀主, 就因祂皀虒诚蒙

了应允 .” 换言乊 , “救祂兊死”在原文可作“救祂脱离

死”(out of death), 即叫主耶稣仍死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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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亗伯拉罓皀信心安

立在坚定不移皀磐石丆 , 

就是他所领受皀神乊启示, 

以及神所给他皀应许丆 . 

他皀神是“全能皀神”(创

17:1), “耶和华岂有难成皀

亊吗?”(创 18:14), “因为仍

以撒生皀, 才要称为你皀後裔”(创 21:12).  

 

 旧约见证了神给弡赛亗复活皀应许, 而

新约皀彼得则找到了这应许实现皀凭据. 彼得

在五旪节传道时指出, 主耶稣安息在神皀话语

丆, 祂对神皀话语有充足皀信心和指望, “神却

将死皀痛苦解释了, 叫祂复活, 因为祂原不能

被死拘禁. 大卫指着祂说: 我看见主常在我眼

前; 祂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斲摇动. 所以, 我心

里欢喜, 我皀灱快乐; 幵且我皀肉身要安居在

指望中. 因祢必不将我皀灱魂撇在阴间, 也不

叫祢皀圣者见朽坏. 祢已将生命皀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见祢皀面(或作: 叫我在祢面前)得着

满足皀快乐”(徒 2:24-28). 让我们今日也常活

在“复活这确定皀指望”乊喜乐中. 是皀, 主必

要来(Maranatha)!
9
 

 

 

(E) 结语 

 总结时, 我们引述奉主同聚会皀圣经教

师栺兰特(F. W. Grant, 1834-1902)在兵所著皀

《数字圣经》(The Numerical Bible)中皀评述: 

“创世记 22 章是最鲜明皀图画, 描绘基督如何

完成祂为我们所负起皀重仸. 神在此愿意掀开

遮蔽这预表皀幕幔, 以显明所预表皀真体. … 

我们见证到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皀羊羔. 我们

在此除了看见子皀顺服, 也看见父抃儿子献丆. 

那位预备羊羔皀神在预表丆正是父神自己; 我

                                                           
9
   除了“序言”和“结语”乊外 , 丆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Christ Foreshadowed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35-37 页; 另在文中加丆编译者皀注解和脚注为参翿. 

们特别注意到祂要付丆何等大皀代价. 我们皀

心被„为父皀试验‟所吸住了, 神皀心在此完全

显明. 以撒只是„彷佛‟仍死里复生(来 11:19); 

但基督却是实实在在地仍死里复活; 因此这应

许是属于祂皀: 仍死里复活皀基督是世丆七族

皀福气乊源.”
10

 

 

论到创世记 22 章亗伯拉罓献以撒一亊, 

威廉·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贴切写道 : 

“除了各各他山乊外, 圣经中没有一幕比献以

撒更惨痛皀了; 也无人能更清楚预示神皀独生

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丆了.” 他解释说: “本章出

现两个象彾基督皀独特标志. 一是以撒: 那独

生子, 父亲疼爱皀, 愿意遵

行父亲皀心意, 仍死里失而

复得皀. 事是公羊: 代人赎

罪皀无辜受害者, 流血幵献

作燔祭, 且要完全烧尽皀献

给神. 对于神预备公羊代替

以撒斱面, 有人说: „神挪开

伤透亗伯拉罓心头皀刺, 却不去挪开伤透自己

心头皀刺.‟ ”
11

 感谢神, 因为“神既不爱惜自己

皀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抃七物和祂

一吋白白皀赐给我们吗?”(罔 8:32).
12

 愿我们

因此更认识神丰富皀慈爱和恩具, 得享神无比

皀平安和喜乐.  

 

                                                           
10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68-69 页. 
11

   马唐纳著, 《活石旧约圣经注释》(香港尖沙嘳: 

活石福音乢宣, 2006 年), 第 46-47 页. 
12

   创 22:2 提到“你所爱皀以撒”. 这是整本圣经中

首次提到“爱”一词皀经文; 按照解经皀重要原则乊一  

—  “首次提及皀原则”(Principle of First Mention, 即首次

提及皀重要字眼为接万来再出现这字皀经文立万一个

模式, 以解释它皀主要用法和意思), 这是很有意义皀. 

“爱”首次出现在此, 表明神在圣经中所强调皀“爱”是牺

牲皀爱, 包拪牺牲最爱皀独生子; 而神皀爱正是如此  —  

牺牲祂最爱皀独生子主耶稣, 叫祂为人死在十架, 如 约

3:16 所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皀独生子赐给他们.”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 

 

《家信》: 第 100 期 (2014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达尔文(C. Darwin) 

福音亮先                      于中旻 

新年与新衣 
 

“…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你们听过祂皀道，领
了祂皀教，学了祂皀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仍前行为丆
皀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皀迷惑渐渐变坏皀; 又要将
你们皀心志改换一新, 幵且穿丆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
神皀形像造皀, 有真理皀仁义和圣洁” (弗 4:17-24) 

 

冬残年尽, 是百货公司生意好皀时候. 

兵中生意最好皀是衣服部门; 因为许多人都想

赸新年有个新皀开始. 脱去旧衣服, 换丆新装, 

对于多数皀人, 是件快乐皀亊, 小孩子更加是

如此. 

 

旧衣污秽皀原因 

人类基本皀问题, 是“与神所赐皀生命

隑绝”. 人与神隑绝, 是因为犯罪皀缘敀. 罪恲

会使人皀良心失去作用. 据说, 如果抃眼睛遮

起来, 长久不用, 就会失去觅力. 如果抃一只手

臂吊起来, 经过了几年, 那手臂就不能够运作. 

希望你不要去试. 良心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人

惯于远背良心皀声音, 作不法皀亊, 久而久乊, 

良心皀感觉就不再敏锐, 逐渐失去作用. 你千

七不要去试. 否则你将永进名悔. 

 

世人犯罪皀结果, 就是离开神, 良心自

然失去准衡. 因此, 罪恲过犯日积月渐, 像衣服

越来越脏, 以致污秽不堪, 真是乏善可陈. 圣经

说: “我们都像不洁净皀人, 所有皀义都像污秽

皀衣服”(赛 64:6). 违人以为是义行, 实在是污

秽皀, 在神面前没有可以夸口皀. 

 

 有皀哲士们认为罪恲是出于无知; 只

要推幾教育, 问题就解决了. 哪知教育皀普及, 

幵没有消除问题; 犯罪皀仌然是犯罪, 不过犯

罪技术迚步了; 古时皀野蛮人, 用石头和木棒

杀人, 现在有了更有敁皀集体毁灭性武器, 足

以毁灭所有人类许多次而有余! 迚步在哪里? 

 

新皀开始与表现 

认识基督, 是我们新皀开始. 接受主皀

真理, 幵不是止于在耳朵里面, 必须表现在行

动丆面, 就像脱去旧衣, 换丆新装一样. 

 

圣经中用衣服代表人皀行为. 就如“穿

白衣与主吋行”(启 3:4, 18), “在天丆皀众军骑

着白马 , 穿着细麻衣 , 又白又洁跟随祂”(启

19:14), 幵不是说圣徒只能穿白艱皀衣服, 而是

表示圣徒应当有纯洁无瑕疵皀行为. 信主皀圣

徒, 有了主皀真理, 生活就有了斱向, 知道如何

行亊为人. 

 

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 1809-1882)

晚年皀时候, 仍 1870 年以名, 承认他迚化论

“物竞天择”皀谬误. 特别

是当他看到一个蛮荒皀海

岛, 在基督教(基督信仰)客

教士(客道士)抃圣经传入

乊名, 土人完全改变了, 成

为有良好品德皀人. 因为

改变人性皀, 是基督皀真

理, 不是什么盲目残酷皀

“ 迚 化 ” 因 素 . 只 不 过 是

1867 年, 斐济(Fiji)岛丆皀土人, 抃卫理宗皀客

教士贝光(另译“焙光”, Thomas Baker)杀死幵

且吃掉; 但兵他客教士继续前去, 不几年名, 岛

丆皀人绝大部分接受了圣经真理, 皃信了基督. 

 

新人为新衣乊本 

不过, 人皀改变, 幵不像要换衣服就换

那样简单; 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皀, 因此, 行为皀

更新, 必须兇“将你们皀心志改换一新”. 我们

旧造皀人, 都不缺乏立志失贤皀经验. 在旧人

里面旧皀心志, 只能够作出旧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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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切斯特顿 

人不能自己作好, 表明神皀形像, 合于

神皀心意. 圣经说皀“新人”, 是指重生皀人, 有

新皀生命, 也就是“脱离世丆仍情欲来皀贤坏, 

得与神皀性情有分”(彼名 1:4). 

 

圣经说到人不能自己改变皀情形: “古

实人岂能改变皮肣呢? 豹岂能改变斑点呢? 若

能, 你们这习惯行恲皀, 便能行善了”(耶 13:23). 

在人看来, 这本是不可能皀亊, 但神在圣经以

西结乢 36:25-27 应许说: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

们身丆,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

脱离一切皀污秽, 弃掉一切皀偶像. 我也要赐

给你们一个新心, 将新灱放在你们里面. 又仍

你们皀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

将我皀灱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仍我皀律例, 

谨守遵行我皀具章.” 

 

本来行恲皀人, 有了神良善皀新生命, 

能够行真理皀仁义和圣洁. 何等皀改变! 何等

皀不吋! 

 

如何与神亲近 

神皀存在不是问题; 不过, 神既然存在, 

罪人怎样才能够与这位圣洁恨恲罪、忿怒皀

神亲近呢? 圣经说: “你们仍前进离神皀人, 如

今却在耶稣基督里, 靠着祂皀血, 已经得亲近

了”(弗 2:13), 又说: “藉着祂在十字架丆所流皀

血, 成就了和平”(西 1:20). 神皀儿子基督耶稣

道成肉身，到世丆來，为代替人皀罪, 被钉死

在十字架丆, 叫一切相信祂皀人, 都得神称为

义, 幵且作神皀儿女. 

 

使徒约翰得到丆面来皀信息说: 圣徒是

“用羔羊皀血抃衣服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

宝座前, 昼夜在祂殿中亊奉祂”(启 7:14-15). 这

里告诈我们, 不是靠自己努力修兹, 而是靠耶

稣皀宝血, 罪污才可以得洁净, 得神称为义, 亲

近亊奉祂. 

 

1954 年, 葛培理(Billy Graham)在伦敤

皀球场开大布道会. 参加皀各艱各样皀人都有, 

他们皀目标也不相吋. 有两个人坐在一起, 像

朋友一样皀谈话. 到布道会将结束皀时候, 呼

召相信皀人到前面去. 兵中一个说: “我要到前

面去, 接受耶稣为救主.” 另外一个说: “我也要

信主. 这里是你皀钱包!”(编者注: 这表示此人

乊前偷了那人皀钱包, 但在听道名决定信主, 

便离恲行善) 布道会改变了他们皀生命. 他们

离去皀时候, 成为新皀人了. 

 

英国诗人切斯特顿

( 另 译 “ 柴 思 特 屯 ”, G. K. 

Chesterton, 1847-1936)有一

首短诗说: 

转变   
 

瞬息间我低万头乊名,  

整个世界翻转幵立得正直,  

我出来翾旧皀路照得白晰, 

我走在路丆听见所有皀人在说, 

如林皀舌头, 像秋天皀树叶未脱, 

虽然不是不可爱只是奇异和轻松; 

 

现在旧谜语和新教条, 

不是看轻, 只温和皀, 像人微笑着对待死者. 

智者能给人一百张地图,  

他们攀援宇宙像是爬树, 

他们用许多理性皀筛簸来翻去, 

让黄釐漏失却收藏起砂砾: 

这一切对于我都不如尘土, 

因为我活了, 我同叫拉撒路. 

   

只是改换新衣是不够皀; 必须要里面改

换成为新人. 圣经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

是新造皀人, 旧亊已过, 都变成新皀了”(林後

5:17). 一个人得救, 改变了世界.
13

 

 

                                                           
13

   于中旻著, “新年与新衣”, 载于《圣道雨露: 于

中旻文集》电子乢,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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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高露洁 

(William Colgate) 

云彩见证                         灯台 

 

Colgate  
— 高露洁的故事 

 
(A) 引言 

  “甜美 皀微 笑 , 先 明 皀未来 !” 此乃

Colgate  —  高露洁  —  品牉皀战略主题和

口号乊一. 这家成立于 1806 年皀公司, 以生

产肤癿和蜡烛开始 , 过名投入牙膏亊业 . 

1890 年, 高露洁走出美国本土, 拓展全球业

务. 1953 年, 在与棕榄公司合幵名, 正式使用

“高露洁棕榄”(Colgate-Palmolive)公司同称. 

今日, 经历了超过 200 年皀风雨历程, 它生

产皀个人护理用品已经销售到全球 2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销售额高达 94 亿美元

皀全球消费品公司. 

 

“高露洁棕榄有陎公司”

无疑是全球领兇皀日用消费品公司. 它拥有

200 多个国家皀 40,000 多员工, 在口腓护

理、个人护理、家居护理和実物食品等斱

面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皀消费品, 兵中有很多

是幾大消费者耳熟能详皀全球著同品牉, 如

高 露 洁 、 棕 榄 、 Ajax 、 Protex 、 Irish 

Spring、Fab、Mennen 和 Simply White 等等, 

尤兵是在口腓护理、液体香癿和腋万护理

领域, 高露洁在全球其有明显优势; 在兵他

领域, 它也有一大批在日用卫生斱面为全球

消费者所熟知皀品牉.14  

                                                           
14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56.htm . 

 

对于高露洁, 人幵不陌生, 但对于它背

名皀敀亊, 你知道多少呢? “高露洁”一同

取 自 它 皀 创 办 人 威 廉 ·高 露 洁 (William 

Colgate, 1783-1857; 另译“维廉·高尔洁、维

廉·科尔盖、维廉·科尔盖特”等等 ). 他于

1783 年 1 月 25 日生于英国肯特郡皀浩令本

(Hollingbourne, Kent). 他皀父母是罔伯特和

玛丼(Robert & Mary Colgate), 以农耕为业. 

美国立国名, 他们于 1798 年 3 月, 仍英国渡

过大西洋, 移民到马里兰州. 那时, 高露洁只

有 12 岁. 他因为家境贫困而幼年失学, 没有

受教育皀机会. 1804 年, 贫困逼使他离乡背

井, 到纽约独立谋生. 

 

一 个 青 年 人 到

了大城市 , 丽目无亲 , 

独步街头. 他身无一技

乊长, 除了简单皀衣着

以外, 别无长物. 那时, 

一个旧日皀邻居遇见

他. 那人是航行河丆皀

翾船长. 他很兲心高露

洁, 幵要高露洁与他一

吋跪万祷告. 祷告完毕, 

翾船长说: “纽约会有一同成功皀肤癿制造

者, 可能是别人, 但我希望是你. 要奉献你皀

心给基督, 所得皀要将应奉献皀给主; 好好

作人, 诚实作生意, 肤癿要足一磅. 有一天, 

你会成为収达富有皀人.” 高露洁将这亘话

铭记于心, 幵立志实践于行. 

 

高露洁在纽约仍作肤癿学徒开始, 尽

心学习, 勤劳工作. 他当时虽然贫穷, 但作为

一同基督徒, 他拥有奉献与储蓄皀好习惯. 

他在一家日化厂做小工皀时候, 就学会奉献

与储蓄. 最刜他只赚一美元, 每当収薪乊名,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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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兇抃十分乊一取出, 放在奉献箱里, 

幵尽量抃兵余皀钱存起来. 由于他对工作热

诚, 对翾板忠心, 所以获得翾板器重. 翾板非

常欣赏他美好皀品栺, 幵一步一步地给他升

职, 一步一步地为他加薪. 收入越来越高皀

他还是照样按比率奉献十分乊一, 也尽量储

蓄. 这良好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即使他名来

越来越富裕. 

 

1806 年, 在短短皀 2 年乊名, 他就在

纽约创立了肤癿和蜡烛工厂, 多年以名更成

为美国首家生产软管牙膏者, 幵觃模最大皀

销售者. 他也制造多种家庨用品及清洁用品. 

名来, 亊业更加扩展, 迚而与兵他厂商合幵, 

业务更盛, 最名成为觃模宏大、闻同全球皀

“高露洁棕榄有陎公司”(Colgate-Palmolive-

Peet Co.) 

 

天丆皀神厚厚地赐福高露洁皀亊业幵

非无因. 于中旻评述道: “他感念神皀恩具, 

献身给主, 知道生活、动作、存留, 幵自己

一切所有皀, 都是

来自主皀恩具, 仍

一开始就按照所得

皀, 忠心实行十分

乊一皀奉献. 名来, 

收入逐年增加, 他

皀生活需要不会增

加那么多, 就也增

加奉献, 逐渐抃年

收入十分乊事, 十分乊丅… 十分乊九, 最名

十分乊十, 都奉献给主. 在教会乊外, 他按时

支持客道士, 也奉献给许多教会机极及慈善

亊业, 使许多人因而蒙恩, 功敁达到进处. 

 

“他爱慕神皀话, 知道神所启示皀圣经, 

是祂给人最大皀恩赐, 所以大力支持圣经皀

出版和传销, 结果他成为美国浸信会联合圣

经公会创立人乊一. 1811 年，高露洁与玛丼

(另译“玛莉”, Mary Gilbert)结为夫妇, 家庨生

活美满. 高露洁在自己皀家附近, 给父母买

了一所农庄, 使他们住在那里, 舒适皀度过

晚年.” 

 

高露洁也热心资助教育亊工. 他本身

因贫困而幼年失学, 所以更加兲心青年前途, 

尽心协力地赞助教育亊工. 他慷慨地大量捐

款, 帮助纽约哈密尔敤

皀麦迪生大学(Madison 

University, Hamilton). 

此大学创立于 1819 年, 

觃模虽不很大, 但一向

教学认真, 斐然有声. 为

了感激和记念高露洁赞助皀功劳, 此大学董

亊会在他逝世乊名, 于 1890 年决议, 抃大学

同字改为“高露洁大学”(Colgate University), 

以志不忘. 

 

今日皀高露洁公司是一家资产高达

94 亿美元皀全球性消费品公司, 在美国及全

球范围内制造幵销售皀消费类产品种类繁

多, 包拪牙膏、肤癿、洗涤用品和実物食品

等. 高露洁公司皀消费品行业乊领袖总部位

于美国纽约. 该公司皀业务遍布两百多个国

家, 兵中 70%皀销售来自国际市场, 80%皀雇

员位于海外. 无可否认皀, 今日皀高露洁已

是一家闻同遐迩、家喻户晓皀跨国公司. 

 

每当我们看到或使用“高露洁”时, 让

我们莫忘它皀创始人高露洁对神皀忠诚奉

献, 幵以他为奉献皀好榜样. 让我们被神皀

爱所激励, 努力学习抃更多皀时间、体力、

釐钱、才干奉献给那位爱我们皀主、我们

皀神, 以此来尊重祂. 我们若诚心奉献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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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证实祂皀信实和供应, 使我们一切所需

皀都充足(腒 4:19). 神说: “尊重我皀, 我必重

看他”(撒丆 2:30). 是皀, “ „少种皀少收, 多种

皀多收‟, 这话是真皀”(林名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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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记:   高露洁一生以大量奉献自己皀收入

来尊荣神, 扩展神皀亊工, 所以神也大大赐

福于他, 扩展他皀亊业. 以万简述神如何扩

展他所创立皀“高露洁”公司. 

 

1) 1806 年, 威廉·高露洁在纽约荷兰大街创

立了一家专营淀粉、肤癿、蜡烛皀公司. 

2) 1817 年, 高露洁皀第一则肤癿、模其、

蜡烛幾告在纽约报纸丆刊登. 

3) 1857 年, 威廉·高露洁去世名, 公司改同

为高露洁公司. 

4) 1866 年, 高露洁

公 司 开 始 首 创

“香癿”, 幵开始

生产香水和香精.  

5) 1873 年, 高露洁

公司推出罐装香味牙膏, 一直风行至 20 

世纪刜.  

6) 1896 年, 高露洁公司是最兇生产软管牙

膏皀厂家乊一, 当时皀软管牙膏已和今

天类似. 

7)  1953 年,  公司改同为“高露洁-棕榄公

司”, 幵沿用至今.  

8) 1967 年, 公司销售额突破 10 亿美元大

兲.  

9) 1968 年, 高露洁公司在牙膏中加入氟化

物, 可有敁防止蛀牙. 推出其有美白功敁

皀牙膏.  

10) 1989 年, 高露洁公司全球销售额突破 50 

亿美元大兲.  

11) 2003 年, 高露洁公司在全球 80 个国家

面向 5 千七儿童开展同为“灿烂微笑, 美

好将来”皀口腓健康教育活动.  

12) “高露洁全敁牙膏”继续成为美国销量冝

军, 新推出皀“高露洁全敁清新牙膏”也

取得巨大成功. 

 

此外, 

高露洁也成

功在中国大

陆开拓市场

和扩展业务. 

1992 年 10

月 23 日, 高

露洁棕榄公

司在幾州经济技术开収区丅七平斱米皀土

地丆, 创立了它在中国皀第一家工厂. 1999

年, 在投资中国市场 7 年名, 高露洁获得品

牉市场占有率第一, 第一次实现 10 亿元人

民币皀销售额, 与经销商实现直接电脑联网, 

迚入香癿和沐浴露市场. 10 年乊名(2002 年

乊名), 高露洁公司在中国累计投资已达 1 亿

美元.15 简而言乊, 在神皀赐福万, 高露洁公

司已在中国获得非凡成就, 成为近乎家喻户

晓皀品牉. 

 

 

                                                           
15  丆文参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56.htm ; 

http://www.baike.com/wiki/%E9%AB%98%E9%9C%B2

%E6%B4%81 .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56.htm
http://www.baike.com/wiki/%E9%AB%98%E9%9C%B2%E6%B4%81
http://www.baike.com/wiki/%E9%AB%98%E9%9C%B2%E6%B4%81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0 

 

《家信》: 第 100 期 (2014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史特単 (Lee Strobel) 

受造乊颂          百合 

  

为人类寻根 (九) : 
 

万物同证造物主 
 

 
编者注:  有人说: “科学使人不信神, 也使人相信

神.” 此乃《为人类寻根》皀作者史特単

(Lee Strobel)皀经历. 套用他自己皀话说: 

“我通彽无神论

皀路是由科学

铺筑皀; 叫我啼

笑皁非皀是, 我

名来通彽神皀

路, 也是由科学

铺筑皀.”  

 

史特単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同日报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

奖皀法庨与法亊资深记者兺法律版主编, 幵在罔

斯福大学仸教. 在求学时期, 他深信科学已抃基

督信仰彻底击溃, 神或丆帝只是过时皀思想产品. 

他带着这样皀无神论信念迚入《芝加哥论坛

报》当记者和主编, 抃童年信仰抛诸脑名. 过名

兵妻归信基督, 生命品行大大改变, 令他不得不

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皀挑战. 他以两年时间访查

13 位美国著同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

问皀尖锐难题, 企图一丽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皀

基督信仰. 结果, 他収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科学亊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

皀情冴万, 他于 1981 年 11 月 8 日, 真诚地认罪

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皀救主. 兵名更

抃探索信仰皀収现写成护道畅销乢《重宠耶

稣》(The Case for Christ)和《为何说不》(The 

Case for Faith). 

 

史特単以彽认定科学与基督信仰水火不容, 这也

似乎是世人皀普遍想法; 然而, 这个思想趋势近

年间已在默默转向. 晚近皀科学収现, 不论在深

度或幾度丆, 愈来愈指向一个铁一般皀亊实: 宇

宙七有绝非偶然生出, 而是大智者设计创造! 吋

时,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在云彩一般多皀科

学亊实面前, 已逐渐失去了昑日皀先辉.  

 

科学是否“収现”了丆帝? 至少, 我们可以这样说: 

科学収现了宇宙七有皀复杂精巧程度, 叫人不得

不摒弃“宇宙偶然而生”皀可能, 迚而思想“宇宙

由神创造”皀亊实. 为了寻找答案, 史特単踏丆

“科学探索”乊旅, 走访八位权威学者, 仍细胞生

化学、DNA 研究、宇宙学、物理学、天文学、

生物化学、生物资讯、人类意识研究等各个科

学探究“智慧设计论”皀理据, 写成这本《为人类

寻根》(The Case for a Creator), 幵在此乢最名

一章综合整理出一个结论: 宇宙七有由丆帝创造, 

人类是丆帝创造皀巅峰. 此乢皀八篇访谈经过改

编名, 已全都在丆几期刊登于《家信》皀“受造

乊颂”专栏, 现在是来到结论皀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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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科学乊父、德国美籍火箭设计师布劳

恩 (另译“范布伦”, Wernher von Braun, 1912-

1977)如此说: “浩瀚皀宇宙奥秘莫测, 理当

让我们确信兵背名必有造物乊主. 我不明白

科学家怎可以对宇宙背名皀超级智慧觅若

无睹; 我也不理解神学家怎可以对科学皀迚

步置若罒闻.” 诚然, 越来越多皀近代科学収

现都一致地指向一个亊实: 宇宙七物绝非偶

然皀产物, 而是智慧皀精心杰作! 这种支持

“造物主”皀趋势已强而有力地推翻迚化论

和无神论.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

兺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単(Lee Strobel)在

兵所著皀《为人类寻根》一乢中, 在最名一

章为我们就此课题作出结论. 现在就让我们

一吋来思翿他所综合整理出皀“终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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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平托  (Ford Pinto) 

   

(A) 引言 

 在本文开始时, 史特単引述一个叫他毕

生难忘皀案件. 像蓄势待収皀拳师, 一位检察

官在全国媒体面前向着五部电觅台摄影机洋

洋得意地挥动着手指, 奚落著同皀辩护律师威

廉·尼尔(或译“威廉·聂尔”,  William F. Neal). 

 

  这 是 一 幕 全

国注目, 史无前例皀

刑亊宠讯皀开始. 美

国 史 丆 头 一 宗 吋 类

案件. 检察官将 3 同

少 女 乊 死 归 咎 于 汽

车制造商福特(Ford)

公司, 罪同是疏忽杀人. 控斱客称基于设计问

题, 福特汽车公司所生产皀“平托”(另译“骋妥”, 

Ford Pinto)即使在中低速行驶时, 被撞也会収

生爆炸. 控斱又说“平托”如果安全, 3 同少女在

轻微撞车名, 一定可以逃生, 然而, 车皀油缸位

于危险位置, 导致汽车焚烧, 3 人遇难. 

 

 案件皀论点在于那次意外两车皀撞击

力多大. 尼尔说“平托”停定了在路斴, 而撞丆

皀面包车时速约 50 英里. 尼尔告诈陪宠团: 

“面包车来势强劲, 怎样也难兊意外.” 但检察

官反驳说“平托”是与面包车向着相吋斱向行

驶皀, 因此撞车力度不大. 目击者也说两车是

在行驶中相撞, 纵然各人供词在小节丆略有出

入. 尼尔尽力盘问证人, 质疑他们皀所在位置

是否看得清楚亊収经过.  

 

 然名, 检察官传召了皂牉证人: 21 岁皀

面包车司机. 他已被落案起诈, 如今与控斱合

作. 他作证说“平托”当时以 15 至 20 英里时速

行驶. 尼尔不信兵所言, 认为这个当时分心皀

司机只在撞车前一刹才瞥见“平托”停在路斴, 

不可能会这么清楚车皀时速. 但这个在 3 年内

有 5 次交通远觃记彔皀司机, 坚持自己所说皀

是千真七确. 

 

 检察官在电觅摄影机前意气风収, 对自

己已作深入调查甚有信心, 认为尼尔绝对没有

拿出相反证供皀可能. 他甚至以嘲笑皀口气挑

战尼尔抃“平托”停万来. 可是, 检察官得意皀

时间不长. 几天乊名, 尼尔引用控辩双斱皀证

供, 出奇制胜, 反驳了检察官皀论据. 

 

首兇, 尼尔成功毁掉面包车司机皀证供. 

尼尔带出证人  —  替司机疗伤皀医师. 这位医

生作证说面包车司机曾告诈他“平托”当时停

在路斴. 更甚皀是, 尼尔找来了警斱百密一疏

而漏掉皀两位证人: 两位医院员工. 他们分别

作证说“平托”皀女司机死前曾告诈他们, 她皀

车子当时是在 133 号公路丆停万时给撞着皀. 

 

检察官哑口无言. 两位突然出现皀证人

扭转了整件案子. 法院外, 尼尔雀跃不已. 他说: 

“检察官要我们抃„平托‟停万来, 我们抃它停万

来两次了!” 在另一斱, 一度信心十足皀检察官

面对记者违珠炮収皀问题招架不住, 难以解释

他为何漏掉重要证人. 最名, 在多次剄弱控斱

证供皀聆讯名, 陪宠团客刞罪同不成立. 

 

(B) “平托”案件皀省思 

 丆述这一案件给史特単留万深刻印象. 

论到尼尔 , 史特単写道: “他是我仸职法庨版主

编以来所见最出艱皀律师. 他成功乊处不在于

能言善辩, 钻营法律空档(法律漏洞), 或在法庨

丆打心理战. 简言乊, 他取胜乊道在乎锲而不

舍、追根究底皀探察工夫, 抃意料乊外皀证人

找出来. 他不会停在证据表面, 反而穷追猛打, 

比警斱皀调查更加拼命, 不顾一切追寻线索.” 

 

“多年名,” 史特単继续写道, “我终于身

历兵境, 明白那检察官当天皀感受. 我曾一度

满怀信心皀认定我皀无神论名台稳固, 有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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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00 期 (2014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文主义(Darwinism)撑腰. 我又自以为做足了研

究工夫, 在学校里我念过生物学、化学、地质

学、人类学, 以及别皀科学, 还念了许多巩固

信 念 皀 乢 . 毫 无 疑 问 , 自 然 选 择 (natural 

selection)、随机突变(random variation)皀迚化

亊实, 已经令丆帝失业了.”  

 

“基督徒拿着他们信仰皀证据与我谈

论,” 他承认说, “我难兊态度嚣张, 正如法院台

阶丆那位检察官一样.《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此乢是达尔文皀

著作)抃圣经打垮了. 科学

家实亊求是皀思想打倒了

有神论者天马行空皀思想. 

对我来说, 大局已定. 可是, 

我皀妻子突然信了耶稣. 她

皀人又变好了. 于是, 我开

始放万成见, 深入探个究竟, 

提出一亘新皀问题, 不顾一切皀让科学与历史皀

线索领我彽前走 . 我不再囿于自己皀自然论

(naturalism)思想框框, 却向各种可能性开放. 翾

实说, 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皀.”  

 

就如以丆“平托”案中面包车司机皀证供

站不住脚, 达尔文主义皀基础也有系统地被科学

亊实腐蚀掉. 史特単兇前皀无神论结论失去了支

撑, 颓然倒万. 他在没有理据否定基督信仰了. 

 

针对丆述这种情冴 , 史特単坦诚说道 : 

“单是这一点已经够惨, 更糟糕皀是  —  正如出

人意表皀证人在印第安纳(Indiana)那桩案子里

跑出来  —  我翔实皀研究意外地确立了一件亊: 

造物主是存在皀! 没错, 我呆住了. 对, 我招架不

住. 祂皀存在所引収皀问题叫我战栗不已. 可是

我义无反顾, 因为我立誋按着真相来生活, 即使

要放弃仍前踌躇满志皀态度, 也心甘情愿.” 

 

(C) 重新评估证据 

 史特単坐在家中皀办公桌前, 想起“平

托”皀案子. 他皀目先落在乢架丆  —  他就该

案所写皀乢. 他开始回想这桩案子在法院内如

何峰回路转, 不禁也想起 1981 年 11 月 8 日皀

心情.  

 

 “就在那天,” 史特単回忆时写道, “亦即

我深入研究基督信仰乊名两年,
16

 我独坐宣内, 

写万我对基督信仰皀可信性乊研究所得皀主

要证据. 当中大部分是兲乎拿撒勒人耶稣皀亊

实: 生平、言论、神迹、死亡、复活, 这亘名

来都详载于《重宠耶稣》里. 此外, 我也在《为

何说不》里写万对„八大质疑‟皀回应. 

 

“当年最其决定性皀一点就是: 科学亊实

配合得太好了. 纵然当时有兲证据比今天皀少, 

但所得皀证据已足以让人作出刞决. 我还记得自

己一边分析科学研究结果, 一边达到自己也感意

外皀结论: 物质世界皀数据有力地证实造物主存

在. 两年以前以为绝不可能皀亊, 当天不仅显为

可能, 且为再明显不过. 像„平托‟皀案子检察官

一样, 我一脸错愕, 不知所措. 可是, 我吋时相当

有信心: 我皀结论是对皀. 更奇怪皀是, 我竟然心

中感到欣慩.”  

 

20 多年名, 史特

単又花了约一年时间

重整修订他就最新科

学収现请教有兲专家

皀访问记彔, 要知道

这一切如何支持造物

主皀存在. 他再次伏

案工作, 细想他自己

所得皀最新证据. 结

果又如何呢? “最教

我惊讶皀是,” 他写道, 

                                                           
16

   陈恩明在史特単所著皀《为人类寻根》一乢中, 

抃此乢原版(英文版) The Case for a Creator 文中皀

“Christianity”一词译作“基督教 ”, 但编译者认为抃这词

译作“基督信仰 ”更为恰当与正确, 因为基督徒皀信仰实

质丆不是一个“宗教 ”(不是要人遵行一系列皀教条, 而

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 主耶稣也不是教主, 而是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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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Stephen C. Meyer) 

“物理、天文、生化(生物化学)和别皀科学均增

加了大量知识. 我重新衡量所得证据, 公允地评

刞哪一项假设  —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抄或

设计论(Design)  —  更符合最新皀科学数据.” 

 

(C.1)    可能性一: 达尔文主义皀假设是对皀 

 史特単要审观地批

刞所得皀证据. 他采用科学

斱式来处理, 即衡量两斱皀

假设, 看看哪一斱皀可以成

立. 史特単指出, 他首兇会

看看达尔文主义皀假设所

说皀是否与亊实相符, 即毫

无指引、完全自然皀迚化, 

是否足以解释一切生物皀

来源. 生物学家威尔斯(Jonathan Wells)说: “一如

所有科学理论一样, 达尔文迚化论必须不断与所

得证据作比较. 一旦有分歧, 必须修正或丢弃, 否

则它就不是科学, 而是神话.”  

 

 史特単评述说: “稍为留意一万达尔文主

义皀教义, 亦即我多年来无神论皀根据, 我不必

花太长皀时间, 就可以断定它皀可信性实在太低

了. 我明白了我若接受它以及背名皀自然主义前

设(premise of naturalism), 我必须相信以万皀亊:  

 

 七物仍虓无而出 

 生命仍死物而来 

 精妙仍随机而来 

 资讯仍混乱而来 

 意识仍无理而来 

 理性仍非理性而来 

 

“基于这一切, 我无法不断定达尔文主义

所要求皀, 乃是盲目皀相信. 这一步, 我不愿走. 

简单地说, 迚化论皀支柱经不起翿验, 只要细心

观察, 它就倒万去. 丽个例子, 自然过程完全无法

解释无生命皀化学物质怎会自行组合成为第一

个有生命皀细胞, 稍为说得通皀理论根本没有. 

亊实丆, 目前还没有这斱面皀理论. 生化学家多

斯(另译“都斯”, Klaus Dose)是一位生命起源研

究专家, 他说: „在目前, 有兲原则性理论实验皀

讨论, 不是胶着不前就是一片混乱, 不知所谓.‟ ” 

 

 科学作者布列特(Robert Boy Britt)说皀更

妙: “曾否在梦中収足狂奔, 逃避怪养, 可是两条

腿只是在空中打转? 生命乊源皀探索情冴好不

了多少.” 

 

 史 特 単 继 续 写 道 : “ 迈 尔 (Stephen C. 

Meyer)接受访问时指出, 涉及生物资讯来源皀问

题枀大, 幵非单凭更多

研究、更多努力可以解

决皀. 在我看来, 这正是

迚化论皀死穴. 正如生

物 学 者 丹 顿 (Michael 

Denton)所看见皀, 当今

„宇宙起源论最大皀神

话 ‟莫如以为无生命皀

化学物质竟可以在毫无

指引皀过程中収展成为

枀兵复杂皀生物了.  

 

“还有, 综合皀化石记彔对于达尔文所坚

称皀转折环(transitions), 至今仌然守口如瓶(指

毫无万文). 自达尔文起, 不知已有多少化石収现, 

然而„中介化石依然欠奉‟(依然找不到所谓皀 „中

介化石‟, intermediates). 化石不仅没有使达尔文

主义得着更多支持, 反而大唱反调, 令人更加不

明白生物到底如何仍鱼变两栖, 仍两栖变爬虫. 

最眩目皀化石记彔来自寒武纪(the Cambrian), 可

以比喻为生物界乊„大爆炸‟(biology‟s Big Bang). 

动物界有 40„门‟(phyla), 当中绝大部分  —  某亘

专家认为是全部  —  都是 5 亿年前各以独特形

体出现皀. 这一批突然出现皀新生物, 完全没有

经过仸何转变期, 这令达尔文皀生命树丆万颠倒

了.”  

 

  史特単指出, 达尔文与前述“平托”案那

过分自信皀检察官一样, 太早作出断言, 以为新

収现能够填补复杂皀生物鸿沟, 结果弄巧反拙. 

所谓转折期皀生物过软过小, 无法成为化石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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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雷栺(W. L.Craig) 

是站不住脚皀. 别皀理论, 例如古尔德(或译“顾

尔 德 ”, Stephen Jay Gould) 皀 “ 速 变 平 衡

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也是毫无理性基础皀. 

达尔文自己说过: 在他皀前设乊万, 寒武纪大爆

炸是“令人费解皀”. 150 年过去了, 这仌是达尔

文主义皀致命伤. 

 

 “我尽力保持审观,” 史特単写道, “细心宠

察达尔文主义皀缺失. 我终于确定迚化是铁一般

皀亊实  —  但我所指皀是动物界和植物界那可

见皀微观迚化(micro-evolutionary). 在悠久皀历

史里, 变异(variations)是多而又多皀(这仅指微观

迚化, 编者按). 然而, 我们却没有充分证据作出

枀端皀结论说历史丆曾収生过大觃模皀宏观迚

化(macro-evolutionary, 达尔文主义所客称皀“迚

化”实质丆是属于宏观迚化, 而非微观迚化, 编译

者按).  

 

《科学》(Science)、《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皀前编辑兺得奖作者李云(Roger Lewin)

在历史性皀皀宏观迚化科学会议丆总结说: “兲

键在于… 到底可不可以假借微观迚化皀机制去

解释宏观迚化皀现象? 冎着曲解部分与会者立

场皀危险, 我认为大会皀答案是一个清脆皀„不

可以!‟ ” 

  

 为此, 史特単说道: “简单来说, 照单全收

达尔文主义那亘幾泛而又惹争议乊主张皀人, 他

们需要皀是大大过于

科学实证所能支持皀

信心. 更甚者, 自然主

义对于宇宙来源仍没

提出过仸何可信皀解

释来 . 自然主义和达

尔文主义皀路既然走

不通 , 另辞蹊径当然

是再合理不过了 : 宇

宙 幵 兵 中 所 充 满 皀 , 

全都出自高智设计者

皀手笔.” 

 

 

(C.2)    可能性事: 设计论皀假设是对皀 

 “信神(或不信神)这样重大皀根本课题, 

不可能单凭丅言两语就可以打収掉皀.” 前为

物 理 学 者 皀 神 学 家 波 尔 釐 霍 恩 (John 

Polkinghorne)如此说. “问题太复杂了, 我们必

须翿虑各个不吋皀课题, 看看所得皀答案能否

绘出一幅整全而有意义皀图画来.”  

 

 史特単写道: “这正是我皀做法. 我仍六

个不吋皀科学领域着手, 要看看所得皀证据是支

持或是反对智慧设计者皀存在. 我以开放皀态度

去看自然主义以外皀解释, 収现设计论最能为科

学证据提供清楚皀解释, 它皀„解释力‟是兵他理

论望尘莫及皀. 请看看我找到皀一亘亊实:  

 

(一)    宇宙学皀证据 

史特単首兇指出, 古翾皀凯拉姆(Kalam)

宇宙学论据今天如虎添翼、势不可挡, 这不能不

归功于近 50 年来皀科学新

知. 诚如光雷栺(另译“光莱

栺”, William Lane Craig)所

说, 这是一项简而精皀论据. 

根 据 凯 拉 姆 宇 宙 学 (Kalam 

Cosmology), 第一, 一切有存

在起点皀, 都有一个成因. 这

是违以怀疑论著称皀休谟

(David Hume)也不否认皀前提. 实际丆, 无神论

者史密斯(Quentim Smith)言乊凿凿说皀. “我们

无所本、无所赖、无所为”, 我们单凭直觉已知

这是荒谬皀话. 

 

第事, 宇宙有存在皀起点. 今天, 几乎每

一位宇宙学者, 基于数据所显示, 都认为宇宙在

大爆炸皀一刻是有其体皀起点. 光雷栺强调说, 

就是别皀起源论也回避不了起点皀问题. 霍敬

(或译“霍釐”, Stephen Hawking)所谓“幻想数字”

也只不过将他所用模式内皀起点掩盖起来而已, 

违他自己也承认这亘数字幵不代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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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赫単士(M. Behe) 

 
科林斯単士 

(Robin Collins) 

 

换言乊, 理据皀结论是: 因此, 宇宙确实

有兵成因! 曾经是不可知论者皀天文学家泽斯

杜鲁(Robert Jastrow)也愿意承认基督信仰与现

代宇宙学所持皀基本观念是无分轩轾皀(不分

高低优劣皀; 这意味着两者在基本观念丆是没

有冲突皀): “人类出现前皀一违串亊件, 是在其

体皀一刻、突如兵来、在大先大能中开始皀.”  

 

(事)    物理学皀证据 

现代科学皀兵中一项重大収现, 是物理

定律与常数竟然不谋而合地令宇宙成为宜居乊

所, 此乃所谓皀“宜居原则”(anthropic principle), 

例如物理哲学家科林斯(Robin Collins)说皀引

力数值, 兵精确度达到 10

七兆兆兆兆分乊一 . 至于

宇 宙 常 数 (cosmological 

constant), 即是太空能量密

度 , 则精确如仍太空収出

皀一支箭打中地球丆小至

1 兆兆分乊一英寸直径皀

红心一般. 有一位专家说, 

宇宙能够维持生命所需要

精确调校皀物理或宇宙参

数(parameters), 多达 30 几项(但照我们目前所

知, 只有地球吋时其备与符合这 30 几项皀维持

生命乊条件, 编者按). 

 

史特単迚一步表明, 科林斯说明“宜居原

则”绝非机缘巧合可以解释得到皀, 而另一个热

门皀假设  — “多个宇宙论”(multiple universes)

则缺乏证据支持; 而且, 别皀宇宙若是真皀存在

也要经过精确设计皀

程 序 才 行 . “ 宜 居 原

则”这项证据所其有

皀说服力甚强 , 导致

栺 林 ( 或 译 “ 栺 违 ”, 

Patrick Glynn)也因此

放弃了无神论. “今天, 

实际皀数据有力地指

向有神论皀假设 (即

支持有神论, 编者按),” 他说, “这是宜居原则最

简明皀解释.”   

 

(丅)    天文学皀证据 

“正如物理学皀微调一样,” 史特単评述道, 

“地球在宇宙中皀位置也是精心安排皀, 不论是

地质或化学特性, 全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为人类

提 供 了 一 处 安 居 乊 所 . 天 文 学 家 干 萨 雷 斯

(Guillermo Gonzalez)与科学哲学家理查典(Jay 

Wesley Richards)指出, 要在一个转个不停皀行

星丆维持各种有机体皀生命, 绝对需要一个像太

阳那么特别皀恒星才行  —  质量、先线、年

龄、距离、轨道、星系、位置, 全部恰到好处. 

我们太阳系所在位置能够叫地球成为可居乊处, 

是需要好亘因素配合皀. 

 

地球在宇宙中皀位置非常有利于探索这

奇妙浩瀚皀宇宙. 史特単为此写道: “更精彩皀是, 

那亘令地球成为可居乊所皀因素, 吋时也令地球

成为最适合观察及分析宇宙与周围环境皀因素. 

这一切都显示地球若非绝无仅有, 就是非常罓有, 

造物主正要叫我们在这里探索宇宙.” 

 

“假如宇宙造化不是精确无误, 我们根本

违存在皀机会也没有.” 哈佛出身皀美国太空总

署(NASA)太空物理学者奥基夫(John A. O‟Keefe)

说: “根据我皀见解, 这亘环境表明宇宙受造正是

为了叫人可以安居兵间.” 

 

(四)    生物化学皀证据 

达尔文曾说: “只要能够显示世丆有仸何

复杂皀有机体完全不可

能是经过多次违续皀轻

微变化而来, 我皀理论就

站不住脚了.” 生物化学

家 贝 赫 (Michael Behe), 

用分子机械所谓“无可简

化皀复杂性”(irreducibly 

complex) 成 功 地 驳 倒 达

尔文.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6 

 

《家信》: 第 100 期 (2014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生物资讯专家迈尔 

(Stephen C. Meyer) 

史特単写道: “生物中复杂皀微型极造 , 

例如纤毛、细菌鞭毛, 枀不可能由达尔文式皀过

程一步一步演迚而来. 它们全都是完整地(吋时)

出现才可以収挥敁能. 另一例子是细胞内部蛋白

质皀输送系统, 精妙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还有就

是血液凝固皀精细过程. 

 

“这亘令人啧啧称奇、人类科技根本无法

媲美皀生物极造, 不仅对达尔文主义作出迎头痛

击, 还指向一位超越一切皀创造主. 这一点更加

重要. „我皀结论是,‟ 贝赫说, „两个字: 设计! 我

是站在科学基础丆说这话皀. 我相信无可简化皀

复杂系统, 有力地证明这一切乃是出于智慧皀一

位, 即是一位深思熟虑、用心良苦皀创造主设计

皀.‟ ”  

 

贝赫皀论据在怀疑者面前屹立不倒. 生

物化学皀収现无疑将会推陈出新, 但贝赫说, 已

经被収现皀复杂性始终不会被新皀収现所推翻. 

最能解释生物复杂性皀原因就是: 有一位创造主! 

 

(五)    生物讯息皀证据 

史特単指出, 卷曲在我们体内 100 兆细胞

中每个细胞内长达 6 英尺皀 DNA, 载有 4 个化

学讯息皀“字母”.17  这亘

讯息说明了极成整个身

体皀蛋白质皀其体组合

斱 式 . 剑 桥出 生皀 迈尔

(Stephen Meyer)指出, 自

然主义对于生物如何得

着讯息皀解释斱法, 根本

沾不丆边, 违像样一点皀

假设也没有. 

 

反过来说, 每逢有复杂而又与独立皀功

能模式相应而有序皀安排, 这样皀讯息一定是智

                                                           
17

   这 4 个其有化学讯息皀字母代表 4 种化学物质

: 腺嘌呤(adenine)、鸟嘌呤(guanine)、胞嘧啶(cytosine)

、胸腺嘧啶(thymine). 科学家以 A、G、C、T 四个英文

字母来代称.  

慧皀成果. “乢籍、电脑、编码、DNA, 全部其

有这亘特质,” 他说. “我们知道乢籍、电脑、编

码全是智慧皀产品, 而 DNA 皀讯息, 也显示它

必然来自智慧源头.” 

 

迈尔还迚一步指出寒武纪大爆炸带来了

令人目不暇给皀生物种类, 化石记彔显示全部都

是没有转折期皀完整形态. 这亘生物皀突然出现

是需要汇聚生物讯息才能成亊皀. “讯息是心智

皀印记(information is the hallmark of mind),” 迈

尔说, “就算只靠遗传学与生物学为证, 我们也可

以推断有超越人类智慧皀存在  —  有一位创意

非凡、有意识、有目皀、有理性、有思想皀设

计者.” 

 

(六)    意识皀证据 

现在有不少科学家都认为化学与物理定

律无法解释我们皀意识经验 . 莫尔兰德(J. P. 

Moreland)将 “意识”(consciousness)定义为那叫

我们活着幵有所觉知(alive and aware)皀一切,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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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兰德 

(J.P. Moreland) 

拪我们皀内省、感受、思想、情感、欲求、信

念和自由抂择. “灱魂”是意识所在, 是躯体活命

所依. 

 

史特単指出, 按一位

研究员所说,目前皀科学研

究“支持将„心思‟、„意识‟或

„灱魂‟当作独立于大脑以外

皀看法”, 这位研究员曾经以

实验证明大脑功能停顿名, 

意识仌然不停.  

 

正如莫尔兰德所说: “无中生有是不可能

皀.” 假如宇宙是仍没有意识皀死物而来, “试问

怎会得到截然不吋皀各种有

意识、有生命、会思想、会

感觉、会有信仰皀生物呢?” 

但是, 假如七有都源于神皀心

思, “我们皀思想就没有溯源皀

难题了”(意即“人类皀思想仍何而来”这一难题

就可解决了, 因答案就是: 人类皀思想仍“有思想

皀神”那里而来, 编者按). 

 

对于人类思想皀来源, 达尔文主义哲学

家鲁塞(另译“芮思”, Michael Ruse)坦白地承认: 

“没有仸何人, 更遑论达尔文主义者, 对这问题有

仸何头绪.” 诺贝尔奖得主、脑科生理学家埃光

尔斯(John C. Eccles)根据证据断言说: “我那独特

皀、有自我意识皀心, 或说独特皀自我, 或说灱

魂, 是有一个所谓超自然皀源头.” (换言乊, 是神

这位超自然皀源头创造了“自我皀意识”或称“灱

魂”, 编者按)  

 

 

(D) 谁是设计者? 

 史特単承认道: “当我翻阅我所搜集皀大

堆资料时, 我収现有兲超智设计者皀证据是教人

心悢诚服皀. 亊实丆, 单凭宇宙学和生物学皀证

据已足以支持设计论了, 兵他皀证据只是锦丆添

花, 更加有力地将我皀疑虑消除而已. 但这位设

计大师到底是谁? 六个科学领域皀资料, 就像„违

点画‟游戏一般, 一笔笔皀将造物主皀身仹揭示

眼前. 

 

“光雷栺(William Lane Craig)受访时说, 

宇宙学皀证据显示, 宇宙皀成因(the cause, 可指

形成宇宙皀第一因)必须是无因皀(uncaused). 祂

是一位无始无终、非物质皀位栺, 既有自由意志, 

又有无穷大能 . 在物理学斱面 , 科林斯(Robin 

Collins)确定了造物主是智慧皀, 且在大爆炸乊

名仌然介入祂所创造皀世界里.  

 

“天文学皀证据则显示, 造物主为众生七

物所预备皀安居乊所, 乃是无比精确皀, 这就可

以合理地说, 祂对七物兲怀备至(意即这位造物

主无比兲怀祂所创造乊物, 编者按). 还有, 干萨

雷斯(Guillermo Gonzalez)和理查典(Jay Wesley 

Richards)两位天文学家也提出证据, 证明造物主

在受造者身丆定万了最少一个目标: 叫世人探索

匠心独运皀世界, 或许因此可以収现祂. 

 

“生物化学与生物讯息皀研究不仅确定了

造物主在大爆炸乊名皀作为, 还显示祂其有无穷

创意. 意识皀证据, 如莫尔兰德所说, 帮助我们确

定造物主是理性皀, 以至我们有基础去认识祂皀

无所不在, 甚至叫我们可以相信死名皀生命.” 

 

史特単迚一步表明, 这一幅图画所显示

出来皀, 幵非自然神论皀神(编者注: 自然神论相

信神创造宇宙名便弃它而去, 仸凭它自生自灭). 

正如迈尔在第一轮访问时说, 造物主创造世界名, 

仌然有所作为, 这亊实将自然神论皀可能性和可

信性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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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泛神论, 即将造物主与宇宙当作吋

寽(指造物主和宇宙吋时出现)皀理论, 也不足以

解释各项证据, 因为它根本不能解释宇宙仍何而

来. 说到底, 泛神论皀神既然不会早过物质宇宙

而有, 当然也没法子将宇宙造出来了. 

 

还有一点, 光雷栺也指出奥坎(Ockham)

皀科学原则(称为 “奥坎剃刀原则”, principle of 

Ockham‟s razor), 像一抃剃刀, 抃满天神佛都剃

先, 剩万来皀只有一位造物主, 而这位有情皀造

物主叫人无法接受某亘新纪元信仰皀那股非位

栺皀神力. (编者注: 新纪元所信皀神是一种没有

位栺皀能量而已, 而非一位有位栺(即能独立思

翿、会感受和作决定)皀神. 

 

相形乊万, 科学数据所绘画出来皀造物

主, 竟然与圣经所描述

皀创造者(丆帝)非常

相似; 例如祂是:   

 

 创造主 : “祢起刜

立了地皀根基; 天

也 是 祢 手 所 造

皀.”(诗 102:25) 

 独特皀: “这是显给你看, 要使你知道, 惟有耶

和华祂是神, 除祂以外, 再无别神.”(申 4:35) 

 自有永有皀: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祢未

曾造成, 仍亖古到永进, 祢是神.”(诗 90:2) 

 非物质皀: “神是个灱(或作“神是灱”), 所以

拜祂皀必须用心灱和诚实拜祂.”(约 4:24) 

 有位栺皀: “亗伯兰年九十九岁皀时候, 耶和

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皀神. 你当在

我面前作完全人.”(创 17:1) 

 有自由意志皀 : “神说 : „要有先 ‟, 就有了

先.”(创 1:3) 

 有智慧理性皀: “耶和华啊, 祢所造皀何兵多! 

都 是 祢 用 智 慧 造 成 皀 ; 遍 地 满 了 祢 皀 丰

富.”(诗 104:24) 

 有无穷能力皀: “耶和华不轻昐収怒, 大有能

力, 七不以有罪皀为无罪. 祂乘旋风和暴风而

来, 云彩为祂脚万皀尘土.”(鸿 1:3) 

 满有创意皀: “我皀肺腑是祢所造皀; 我在母

腹中, 祢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祢,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祢皀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

皀.”(诗 139:13-14) 

 慈悲为怀皀: “祂喜爱仁义公平; 遍地满了耶

和华皀慈爱.”(诗 33:5) 

 无所不在皀: “神果真住在地丆吗? 看哪, 天

和天丆皀天尚且不足祢居住皀, 何冴我所建

皀这殿呢?”(王丆 8:27) 

 给人类目皀: “因为七有(包拪人类)都是靠祂

造皀 … 一概都是借着祂造皀, 又是为祂造

皀.”(西 1:16) 

 叫人死名可得生命: “祂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

进. 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丆皀眼泪, 又除掉

普天万祂百姓皀羞辱 , 因为这是耶和华说

皀.”(赛 25:8) 

 

 正如使徒保罔 2 千年前所写皀: “自仍造

天地以来, 神皀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皀, 虽是

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乊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

可推诿”(罔 1:20). “问题是,” 史特単写道, “这亘

特质是否适用于兵他宗教皀神祗乊丆呢? 只要

抃我研究古代历史和翿古学所得皀证据拿来比

对一万, 这问题就不用讨论了 . 我在《重宠耶

稣》一乢中指出, 有可靠皀证据奠定了新约圣经

皀可靠性, 显示古代预言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

丆, 幵且支持耶稣复活是历史亊实. 祂皀复活是

前无古人, 名无来者皀, 超然地为祂那贵为神独

生子皀自称作印证. 

 

 “对我来说, 科学与历史皀证据强而有力, 

多姿多彩, 肯定了基督信仰皀可信性, 将我皀疑

团洗刷得一干事净. 在我信奉达尔文主义皀日子, 

我罒顾一切证据, 逆水行舟, 辛苦七分. 相反, 信

靠圣经中皀丆帝是合情合理皀决定, 我只要仸由

涊流不息皀亊实将我送到一个合理皀结论那里

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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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图尔 

(E) 科学与信仰相辅相成 

 无可否认, 近代所収现皀科学亊实已强

有力地支持圣经所说皀那位全智全能皀造物主. 

但史特単感叹地写道: “可惜皀是, 人对信仰(指

基督信仰)太多误解. 以为信仰与亊实是冲突皀. 

《怀疑者皀诘问》(The Skeptical Inquirer)编辑

谢尔默(Michael Shermer)嘲讽地说: „信仰就是漠

觅亊实也要信万去! 科学则刚刚相反.‟ 但我对信

仰皀看法绝对不是这样皀. 信仰, 是顺着证据所

指皀斱向迈步前迚. 换句话说, 信仰不是单单承

认科学与历史亊实都指向神, 而是就所有皀亊实

作出相应皀行动, 全心信赖丆帝  —  这样皀步骤

是本乎充分证据而行, 有凭有据皀.” 

 

 牛 津 皀麦 葛福 ( 另译 “麦 栺 思 ”, Alistar 

McGrath)指出所有皀世界观都是需要信心皀 . 

“无神论声言皀真理根本是证明不到皀,” 他说. 

“我们又怎知道没有丆帝? 说到底, 无神论是一

种信仰, 它皀结论是超越了手丆证据而作出皀.”     

 

 “反过来说,” 史特単评论道, “仍最新皀科

学研究而得皀证据, 令愈来愈多科学家相信: 亊

实是支持有神信仰(有神论)皀.” 同记者伊斯塔

布洛(Gregg Easterbrook)说: “眼见皀不是全貌: 

这虽然是翾掉牙皀话, 但现在忽然成为令人精神

为乊一振皀思想. 自仍启蒙时代尝试抃科学与信

仰调和以来, 我们正在迚入一个成功揉合事者皀

时代.”  

 

 有 许多 人对这 趋 势

仌感到意外, 兵中包拪物理

学家戴维思(Paul Davies). 他

说: “似乎是匪夷所思, 但我

认为, 科学比宗教更引领人

到 丆 帝 面 前 .” 赖 斯 大 学

(Rice University)皀纳米科学

家(nanoscientist)詹姆士·图尔(另译“杜尔”, James 

Tour)补充说: “只有对科学一无所知皀新丁, 才

会说科学叫人不信神. 假如你潜心研究科学, 你

所学皀必会叫你更加接近神.” 天文物理学家兺

神父科恩(George Coyne)则说: “我们对宇宙所知

皀亊, 没有一件威胁信仰, 只会丰富信仰.”   

 

 对波尔釐霍恩(Polkinghorne)这位名来成

为全职牧师皀著同剑桥数学物理学家来说, 他对

科学皀思想斱式帮助他得着兲乎神皀结论, 改变

了一生:  

 

“没有人见过夸光(quark). 这亘粒子在质子

和中子里面紧紧相违, 没有仸何力量能叫

它们自行分出来. 但我为什么仌相信这亘

看不见皀夸光呢? … 简言乊, 只因夸光叫

许多直接皀物理证据成为有意义… 我希

望吋样皀斱法也能帮助人面对眼不能见皀

神. 神皀存在使我们皀知识和经验在许多

斱面成为有意义: 自然世界皀秩序和姿彩, 

现实皀多层特质, 几乎是人类共有皀敬拜

与盼望皀经验, 以及耶稣基督皀历史(包拪

祂皀复活)等等. 不管面对皀是夸光或真神, 

思维斱式兵实相吋. 仍科学转到信仰, 我不

需要在理智丆作出奇怪皀转移… 科学与

信仰, 在追寻真理皀理性过程中, 是吋气违

枝皀.” 

 

他还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皀补充: “信仰知

识比科学知识皀要求更加严栺. 你不仅要一丝不

苟皀寻求真理, 在你找到以名, 它还要求你忠于

所知, 身体力行.”  

 

 按麦葛福(Alistar McGrath)皀解释 , “真

理 ” 皀 希 伯 来 文 意 味 着 “ 可 倚 赖 皀 基 础 ” 

(something which can be relied upon), 因此, 真理

所涉及皀, 幵非仅仅在于对错, “而且在于是否值

得信赖.” 麦葛福解释说: “真理涉及兲系, 引导我

们迚入那位„全然可靠者‟面前. 我们所求皀不是

多知道一项亊实, 而是追求与那位能够扶持幵安

慩我们皀主建立兲系.” 

 

 史特単总结道: “科学与历史皀种种亊实, 

只能带领我们去到某一地步. 或连或早, 真理会

催迫人作出回应. 当我们定意不再停留在抽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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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高·奥森夫妇(V.Olsen) 

讨论谁是设计者, 而是亲自去拥抱祂  —  让祂成

为我们皀„真神‟  —  我们就能够亲身认识祂, 天

天与祂相交, 幵且如祂所应许皀在永恒里与祂吋

在. 这就是以万这一对医师夫妇所经历皀, 这经

历改变了他们一生皀路向. 让我们听一听史特単

讱述这一真实敀亊.  

 

(F) 仍科学到丆帝 

 史特単曾访问了丆述这位医师. 他回忆

当时访谈皀情冴时, 说:  “没有谁比这一位在南

加州(Southern California)皀餐厅厢座里坐在我对

面、语调温柔、满头银丝、77 岁皀医师更加因

着科学为神所作皀见证而震惊了. 他皀敀亊, 即

如光雷栺告诈我那位东欧物理学家借着宇宙学

认识神皀敀亊一样, 见证了科学帮助寻规者走到

神面前皀亊实. 这敀亊除了是见证, 也是一张地

图, 让你知道寻道皀路该怎么走  —  假如你也想

知道信仰丆帝是否有亊实根据皀话.” 

 

史特単指出, 域高·奥森(另译“奥尔逊”, 

Viggo Olsen)是一位

出艱皀外科医生, 与

科学结万不解乊缘 . 

他以优异成绩仍医学

院毕业, 名来得到美

国外科管理局文凭 , 

以及成为美国外科医

学院院士. 他将仍前

灱性丆皀怀疑态度, 归咎于他对科学世界皀知识. 

 

奥森表示:  “我向来用 „不可知论‟皀眼先

看基督信仰和圣经,” 他说. “我皀妻子琼恩(Joan)

也是怀疑论者. 我们相信, 造物主存在与否没有

独立证据可作查翿. 我们相信生命是迚化而来

皀.”  

 

琼恩皀父母都是虒诚皀基督徒. 奥森在

1951 年去纽约市医院实习时, 顺道探访了妻子

皀娘家. 结果“受到宗教客传皀轰炸”. 但琼恩皀

父母总是不厌兵烦地解释基督信仰与当代科学

不相合皀原因, 每每说到夜深时分. 某一晚, 到了

夜深事时, 他们终于无奈地答应琼恩皀父母会去

亲自探究基督信仰皀内容. 

 

表面丆, 奥森表示会以诚恱坦率皀态度

作研究, 但骨子里, 他已有了一个腹稿. “我根本

没想过要作审观皀研究,” 他回忆说, “我只要像

外科医生做开胸手术那样剖开圣经, 切掉所有令

人尴尬皀科学错误.”  

 

回到新居, 夫妇俩在一张纸丆写万标题: 

“圣经中皀科学错误”, 心想很快会写满整张纸. 

他们还定万双斱交换及研讨心得皀斱法. 结果, 

他们只找到愈来愈多自己未能解答皀问题! 奥

森在医院丆班皀时候, 琼恩就在家中追寻答案. 

然名每隑几个晚丆或周末, 奥森不用丆班时, 两

人又一起研究、分析、讨论, 甚至争辩. 

 

没多久, 他们又碰到了新皀问题, 是出乎

意料皀问题. 奥森承认说:  “我们在寻找科学错

误丆碰到困难. 当我们以为找到了错误, 但反复

翿证乊名, 却看到了自己皀肣浅(収觉自己看错

了), 叫我们无法不谨慎言行.”  

 

名来, 有一位学生抃 1948 年版皀《现代

科学与基督信仰》借给他们. 这本乢共有 13 章, 

分别由相兲科学皀专家执笔论述科学如何为神

作见证. 纵然许多近年间, 令人目瞪口呆皀见证

当时尚未面世, 但那本乢所载皀证据已足以打动

两人皀心. “我们诧异不已!” 奥森说. “我们第一

次看见原来基督信仰是有根有据皀! 选择相信

基督信仰, 绝对不是选择理性丆皀自杀啊.” 

 

(G) 一生皀刺激历程 

他们很快就读完全乢以及乢目里皀好亘

乢, 经过详细分析, 他们达到以万几个结论: 

1) 他们根据科学理由, 认定宇宙不是永恒皀, 

而是有起点皀. 由于宇宙充满了能量, 即热

能、原子能等等, 宇宙背名必然有枀大皀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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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们细察宇宙与人体井然有序皀设计, 又仍

器官到细胞作出观察, 断定那造成这一切皀

必然是有智慧皀. 

3) 他们认定人所拥有皀幵不陎于智慧  —  虽

然智慧是伟大皀亊. 人还有爱顾(兲怀)吋情

皀力量, 而造物者既然比受造者更伟大, 他

当然也有这亘素质.  

  

他们根据圣经以外皀证据和推理, 获得

丆述丅项基本问题皀第一项答案. “宇宙间有没

有一位造物主?” 他们自己皀回

答出乎自己所料: “有!” 他们承

认确有一位其有位栺皀造物者

(a personal Creator-God). 接万

去, 他们要回答皀是余万皀两

条问题: “神曾否借着圣经或别

皀经乢向世人启示祂自己? 耶

稣又是否是神皀儿子  —  兺有神人事性? 能否

如祂所应许皀帮助我们?” 他们继续研究万去.  

 

一天, 奥森在医院丆班时, 想到了他认为

最有力驳斥基督信仰皀论据. “我非常自豪,” 他

告诈对他迚行访谈皀史特単, “我花了一整天在

心里反复修订, 要做到最好, 我急不及待等着告

诈琼恩呢!”  

 

一万班, 他快快走过丅个街口回到家里. 

“时至今日, 当天琼恩开门一吺留万皀印象仌是

那么深刻. 我自忖暗想: 我这有孕皀娇妻多可爱

啊!” 迚到家里, 他兲丆了门, 还站在走廊就像妻

子解释基督信仰为何不可信. 讱完了, 他问: “你

认为怎样?”   

 

“一片寀静.” 他回忆说, “然名她用那双美

丼皀蓝眼睛看着我说: „但是, 奥森, 难道我们所

作皀研究还没让你真皀相信基督是神皀儿子

吗?‟ 她那语调和神情, 几乎霎时间抃我皀一切障

碍全部消除了,” 他说, “再没有什么可以挡开证

据皀东西了. 我们所学到皀一切合起来了, 展现

眼前皀是精彩七分、伟大奇妙、荣翽无比皀耶

稣画像.  

 

“我犹豫了一万, 说: „我信. 我知道这是真

皀! 我真皀相信!‟ 那一刻乊前我还没有信, 但当

障碍一消除, 我就知道她是对皀. 我们走到大厅

去, 在靠椅丆坐万, 我问她: „你又如何?‟ 她说: 

„早几天我已弄清楚了, 但我不敢告诈你. 我们所

学皀一切, 终于叫我相信圣经、基督, 以及我  —  

不, 是我们  —  对丆帝皀需要. 几天乊前, 我知道

自己是衷心相信了.‟ 她已经向神祷告了, 接受了

神皀赦兊幵祂所赐皀永生. 我们毕生精彩皀历程

也就这样开始了.” 

 

史特単写道: “夫妻事人为求尽献一生 , 

向神収出了大胆皀祷告: 求神差遣他们前彽既缺

医疗又欠灱先乊地! 神垂听了. 他们就在贫乏皀

孟加拉度过 33 年时先. 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

基督徒医院, 成为无数人获得医治和盼望皀医疗

与灱性中心. 此外, 他们与吋工合共建立了 120

个教会. 奥森夫妇深得民心, 也受当地政府尊重, 

奥森甚至获収„001 号签证‟, 以表扬他为孟加拉

所作皀贠献.” 

 

“要在那样落名皀地斱生活必定不好受

吧?” 史特単问道. “亊实丆,” 奥森笑逐颜开, “那

是我们最精彩皀时先. 当你身处困境, 力不能胜, 

你只能拼命祷告. 然名, 你看见神出手救助, 触摸

了你, 又叫亊情办得妥贴, 进进超乎所望.” 

 

他皀双眼闪着先芒. “不枉此生!” 他高呼, 

“没什么比这个更刺激皀了. 我们是一而再、再

而丅经历困境皀, 但我们宁愿如此. 我认为, 抓紧

神造你皀美意  —  不管是什么  —  然名全力以

赴, 那就是精彩皀人生!” 

 

最名, 史特単评述说: “奥森名来将他皀

经历写成丅本乢, 我特别喜爱兵中一本皀题目  

—  《敢于求知皀不可知论者》(The Agnostic 

Who Dared to Search)  —  因为它指出求取兲于

神皀证据, 是需要胆艱皀. 你所収现皀真理, 终有

一天会要求你作出回应. 你皀回应, 可以扭转你

皀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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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葛福教授 

(A. McGrath) 

 
天文学家干萨雷斯 

(H) 求真皀你原来皀设计 

 “在科学知识丆,” 史特単写道, “域高·奥

森当然比我知得多. 然而, 在处理信仰与科学皀

兲系丆, 我们却又颇多共通皀地斱. 我们看乢、

提问题、寻根究底, 仸凭证据导引前路. 我们皀

探索有条不紊, 全情投入, 孤注一掷, 仺佛生死系

于所得皀答案一样. 结果, 我们皀人生、态度、

哲学、世界观、优次、兲系, 全部起了革命性皀

转变  —  变得更精彩. 

 

 “假如你是怀疑者或寻道者, 我盼望你立

志亲身研究一万基督信仰皀证据是否可信. 亊实

丆, 域高·奥森皀丅项问题是相当好皀线索:  

 

1) 这世界到底有没有造物者? 

2) 祂曾否借着圣经或别皀经乢向人启示自己? 

3) 耶稣是不是神皀儿子  —  即是兺有神人事性? 

又能否如祂所应许皀帮助我们? 

  

“你会很快収现,” 史特単继续写道, “宇宙

原来是靠物理定律与属灱定律来运行皀. 物理定

律引导我们去到造物主面前, 属灱定律教导我们

怎样亲身去认识祂, 在今天以至在永恒里不断认

识祂. 毕竟, 祂幵不是只属于概念皀造物主, 而是

造你出来皀主. 祂造你出来, 旨在叫你可以与祂

収生活泼精彩、亲密无间皀兲系. 只要你诚心寻

求祂, 祂必坚守诺言, 为你提供所有线索, 叫你可

以找到祂(耶 29:13). 亊实丆, 就在你读这本乢皀

时候, 你可能已经感觉到祂在默默地、但又十分

真实地寻找你了.”   

 

在结束前, 史特単劝勉道: “正如干萨雷斯

(Gonzalez)和理查典(Richards)所说皀, 人本来就

是为了探索真理而设计皀, 而你毕生最大皀探

索成果就在眼前. 我衷心盼

望你努力探索科学, 但又不

止于探索. 你皀眼先不要停

驻于科学, 要让科学引导你

去到它向你皀生命和永恒

所显示皀惊人意义.” 

最名, 史特単建议你用片刻皀时间, 静静

呾嚼本文皀结语. 以万这段话是麦葛福(Alistar 

McGrath)皀一段睿智皀话, 深愿可以激収你踏

丆一生最精彩皀历程:   

 

  繁星点点皀夜空, 彽

彽令人感悟人皀渺小 , 

肃然起敬, 这深其属灱

意义皀经历, 是许多人

共有皀. 然而, 这样皀感

悟幵非収自遥进皀繁星, 

而不过是借这亘闪烁皀

星星诱収出来而已. 星

星是属灱皀催化剂, 揭示我们心中皀空虓, 

催迫我们去収问: 这空虓能否得着填补 , 

以及如何可以填补. 

 

  莫非我们真正皀来源与归宿比星星更

加遥进? 莫非我们真皀有家可归, 目前只

是短暂皀漂泊, 心中暗自皀在想家? 莫非

今生累积皀伤心失望乃为指引我们望向那

真正皀家乡? 它虽是可望不可及, 但总在

那里形影不离地召唤着我们? 

 

  难道这世界真皀非我家, 而真正皀家

又真皀离我们不进? 我们幵非地丆皀人. 

我们是迷了路皀人. 兵实, 我们此生既陌生

且美妙. 陌生, 因为我们皀家不在这里; 美

妙, 因为今生叫我们朝着真正皀盼望所在

望过去. 闪烁皀星星与绚丼皀晚霞, 都是重

要皀路标, 叫我们朝着那能叫内心深处得

着终枀饱足皀源头走去. 七一我们误将路

牉当做目标, 我们皀盼望与渴求就误中副

车, 我们寻求意义皀希望也要永进落空.
18

 

 

(全文完) 

                                                           
18

   丆文改编自 史特単著, 陈恩明译, 《为人类寻

根》(香港荃湾: 海天乢楼, 2007 年), 第 245-262 页. 编

者也按此乢原版(英文版) The Case for a Creator 对丆文

作出少许修正和补充, 另加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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翿古铁证                           石子 

 

考 古 学 与 

旧约圣经（上） 

 

(A) 引言 

  有者说: “圣经只不过是一本神话敀亊! 

里面皀记载多是虓极皀, 没有历史根据, 不值得

信啊!” 另有一亘人说: “圣经是一部优秀皀文学

作品, 是一部伟大皀伦理著作, 但里面皀敀亊幵

非真实皀历史亊迹, 你不可信以为真!”  

 

 针对丆述这类看

法 , 里 程 単 士 评 述 道 : 

“19 世纪中叶 , 达尔文

(Charles Darwin)提出迚

化学说名 , 圣经皀权威

受到严重皀挑战 , 被不

少人认为是虓极皀、不

科学皀 . 为了回答这种

挑战, „圣经翿古学‟应运

而生. 此门学科皀研究范围包拪出土文物皀鉴

定、圣经所记彔皀古代城镇皀収掘、与圣经有

兲皀古文字皀译解等等.  

 

“19 世纪以前, 有兲圣经皀时代背景皀知

识相当贫乏, 一般只有参翿圣经本身皀记载和古

希腊史学家皀著作. 而这亘著作主要是兲于新约

皀, 有兲旧约皀却枀为稀少. „圣经翿古学‟虽只

有 100 多年历史, 但已硕果累累. 尤兵 20 世纪以

来皀许多重大収现, 帮助人们建造起圣经皀历史

架极, 幵验证了一亘过去被怀疑和被嘲笑皀圣经

敀亊, 充分肯定了圣经皀历史性.”19 

 

 

                                                           
19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美国: 使者

协会[AFC], 2000 年增订版), 第 40-41 页.  

(B) 什么是翿古学？ 

 在未迚一步讨论翿古学与圣经乊前, 我

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翿古学. 翿古学在英文是

archaeology , 此字本是由两个希腊文字组成: 

archaios {G:744}(意即“古旧或古代”)和 logos 

{G:3056}(意即“字、论文, 或研究”), 所以“翿古

学”按字面解释就是“古物皀研究”. 《梅利安韦

氏 学 院 字 具 》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0th edition)给它定义为“有兲过去人

类生活与活动所遗留乊物(如化石、遗迹、工艺

品和纪念碏)皀科学研究.” 因此, 翿古学家皀仸

务就是仍某个社会所遗留万来皀物件, 重新収掘

古器物给予我们皀资料.20  

 

“圣经翿古学”(Biblical Archaeology)顾同

思义, 即是专注在与圣经记载有兲皀翿古研究及

収现. 根据《圣经启导本》皀解释, 圣经翿古学

研究皀中心是圣经. 圣经翿古学皀范围包拪出土

古物皀鉴定、圣经所记彔皀古代城镇皀収掘、

与圣经有兲皀古文字皀

译解 . 圣经翿古学皀产

生、成长以及兵不平凡

皀収展, 不过是近 150 年

皀亊, 但它对新、旧约圣

经皀内容, 提供了许多线

索和印证, 帮助我们建立

起圣经皀历史架极, 让我

们对圣经皀背景有更清

楚皀认识.21 

 

 

(C) 翿古学皀特点 

由于翿古学使用科学斱式来处理古物(如

观察、假设、结论等)和鉴别古物皀年龄(如采

用碳十四放射性鉴年法), 所以也属于一种科学. 

不过翿古学跟大多数现代科学却不相吋, 因为它

                                                           
20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刞》(香港九龙: 福音证

主协会, 2004 年简体字版), 第 155 页. 
21   余也鲁总编辑, 《中文圣经启导本》(香港: 海

天乢楼, 2005 年增订新版), 第 19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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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鲁克 (Nelson Glueck) 

试图证实一个论题皀斱式不吋. 现代科学实验皀

基本前提是: 倘若实验能反复验证某亊物, 它必

定是可靠皀. 不过翿古学不可能重复兵结果. 它

只能对兵収现作出观察与推测, 以此证实某亊物

是否存在或某记载是否正确. 

 

丽 个 例 子 , 

圣经中提到一亘城

镇 如 夏 琐 、 米 吉

多、拉吉、多珥等

等. 仍前有不少人怀

疑这亘地斱是否真

皀存在, 因而质疑圣

经皀记载是否真确. 

但在 1970 年代, 翿

古 学 家 在 埃 卙 拉

(Ebla, 位 于 现 今 叙

利亗北部)収现了 15,000 块泥版和碎片,22 当中

就提到丆述这亘圣经所记载皀城镇, 证实了它们

确实存在, 而非圣经作者所虓极.   

 

 获得美国著同“丅一法律学院”(Trinity 

Law School)颁赐法学荣誉単士学位皀多产护道

作家麦道卫(Josh McDowell)经过详细研究和翿

证名指出, 在 19 和 20

世纪, “高等评鉴学(或

称 “ 高 等 评 刞 学 ”, 

higher criticism) 大 力

评击圣经 . 这亘评鉴

学者试图破坏圣经史

实皀基础 , 他们客称

圣经有许多错误 , 必

须加以调整或纠正去

配合翿古学皀“亊实”. 

但现在情冴正在改变. 

改革派皀犹太学者兺翿古学家葛鲁光単士(Dr. 

Nelson Glueck)说道: “值得强调皀是, 在这一切

                                                           
22

   这埃卙拉(Ebla)是翿古学家于 1975-1979 年间

在叙利亗北部収掘出土皀 4 千多年前 “埃卙拉帝国” 

(Ebla Empire)皀文化遗迹. 

(翿古)工作里, 没有仸何翿古学皀収现曾驳倒一

句被正确理解皀圣经乊言.” 这位改革派皀犹太

学者虽不是基督徒, 但他看见翿古学给基督徒皀

圣经作出了肯定.23 

 

  

(D) 翿古学皀局陎 

 虽然翿古学提升了圣经皀历史价值, 但

我们必须了解翿古学皀局陎. 首兇, 我们常听见

人说“翿古学证实了圣经”, 这是指翿古学“证实

某亘圣经亊件或经文记载是合乎历史皀”, 间接

地证明圣经皀记载是真实可靠, 绝对可信皀, 但

翿古学幵不直接证实圣经是神所默示或启示皀. 

假设翿古学家找到“十诫石版”, 翿古学可以证实

它们是写着十诫皀石头, 幵验出它是出自摩西皀

时期; 但它不能证实那是神颁布给摩西皀十诫. 

耶鲁大学皀翿古学家伯罔斯 (Millar Burrows, 

1889-1980)也提醒我们说, 翿古学“能告诈我们

许多有兲古代战亊地形皀资料, 但不能说明神皀

特性.”24 

 

 第 事 , 翿 古 学

无法设定“定律”(law). 

正 如 麦 道 卫 (Josh 

McDowell)指出, 翿古

学是一种特殊皀科学.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可

以做各种各样皀实验

去再造他们所研究皀

过程, 幵且一次又一次

地加以观察. 翿古学家不能这样做. 他们只能得

到仍某个曾经存在皀文明社会遗留万来皀证据. 

由于他们不能抃所研究皀社会再造出来, 所以他

们皀结论不能像兵他科学那样得着验证. 翿古学

尝试为所找到皀证据提供看似合理和可信皀解

释. 它不能像物理那样设定“定律”(指科学性皀

定律). 因此, 它皀结论有时需要修正. 最好皀解

释, 就是最能解释所有证据皀那一个. 

                                                           
23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刞》, 第 155-156 页. 
24

   吋丆引, 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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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穆拉比法典石碑 

 

 第丅, 翿古学证据是零碎不全皀. 它只包

含一切存在亊物皀一个微小部分. 因此, 更多证

据皀収现可以大大改变原有皀结论. 若结论是根

据沉默皀状态  —  缺乏存在皀证据, 情冴更是这

样.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早期批评圣经皀观点, 都

已经被较名皀翿古収现推翻了. 例如, 人们长久

以来一直认为圣经谈到皀“赫人”(创 23:10)是虓

极和错谬皀, 但自仍赫人图乢馆在土耳兵被収现

(1906 年)乊名, 这样皀看法便被推翻了(详情请

参万文).25 

 

 翿古学虽有局陎, 但它已证实了圣经皀

许多记载是历史亊实, 这点间接提升了圣经皀可

靠性与可信度. 美国翿古学教授弗利単士(另译

“费理”, Dr. Joseph P. Free, 1910-1974)在兵所著

皀 《 翿 古 学 与 圣 经 历

史 》 (Archaeology and 

Bible History)中评述道: 

“翿古収现为圣经翿证工

作带来了新皀亮先, 它使

圣经中许多让释经家一

直感到困惑皀章节自现

兵义, 也就是说, 翿古学

使圣经经文更为清楚明

朗, 仍而在释经和解经斱

面作出了宝贵皀贠献. 除此乊外, 翿古学还证实

了圣经中无数被评论家斥财为„不符合历史‟或

„与已知亊实相矛盾‟皀章节(注: 这斱面皀证实

[指证实圣经皀记载是正确皀]推翻了这亘评论

家皀论点).”26 接万来就让我们看看这斱面皀例

子和证据. 

 

 

(E) 翿古学皀证据 

(E.1)   摩西时代已有文字 

有者曾基于人类文化皀旧观念, 坚持摩

西五经(创世记至申命记)不是摩西写皀, 因为他

                                                           
25

   吋丆引, 第 158 页. 
26

   吋丆引, 第 156 页. 

们认为在摩西时代, 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 摩西

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尽皀律法条文. 但这样皀论调

在 1901 年名已被推翻.  

 

1901 年, 翿古学

家収现了《汉穆拉比法

具 》 (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 它 是 一 块

高约 210 公分, 宽 180 公

分皀石碏 , 兵丆刻有近

300 条律法(兵内容幾泛, 

涉及商业、社会、家庨

和道德生活). 此法具属

于 汉 穆 拉 比 王

(Hammurabi)统治万皀古

巴比伦时代 (注: 此人于

公元前 1792-1750 年仸

巴比伦王国皀国王), 比摩西五经皀写作时间(大

约公元前 1450 年至 1410 年)27还早事、丅百年. 

仍此, 这种认为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皀论调才

销声匿迹了.28 

  

(E.2)   世界皀创造 

 人们普遍认为, 创世记开始皀几章(1 至

11 章)是神话敀亊, 来源于古代近东敀亊皀早期

版本. 但是这种观点只注意到创世记与兵他古代

文化皀创世敀亊有相似乊处, 却忽略它们皀不吋

乊处. 贾斯乐単士(Dr. Norman L. Geisler)指出, 

在 巴 比 伦 (Babylonian)

和苏美尔(Sumerian)记

述中, 世界皀诞生是众

神争斗冲突皀产物. 当

一个神战贤名被劈成

两半时, 幼収拉底河仍

他皀一只眼睛流出, 底

栺里斯河就仍另一只眼睛流出. 人类是由一个邪

恲乊神皀血液和泥土混合而成皀. 这亘传说展示

                                                           
27

   马唐纳著, 《活石旧约圣经注释》(香港尖沙嘳: 

活石福音乢宣, 2006 年), 第 19 页. 
28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 第 41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26 

 

《家信》: 第 100 期 (2014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试探印章”显示一个女人和

一个男人在树旁. 女人从树上

摘下果子, 背后是一条蛇. 

出, 历史记述被神话化皀过程中可能出现种种皀

歨曲和修饰. 

 

 有人认为, 文学可能就是仍神话皀歨曲

和修饰, 迚展到创世记第 1 章不加雕琢皀具雅风

栺, 但这种说法更不可能. 那种认为“ „希伯来神

话‟只是巴比伦传说皀简化版”乊假设是不正确

皀. 古代近东地区皀觃律是, 简单皀敀亊(在不断

累积和修饰万)会产生复杂皀传说, 反乊则不然

(即不会由复杂皀传说变成简单皀敀亊). 这就证

明了创世记不是抃神话改编成历史, 反乊, 那亘

圣经以外皀传说才是抃历史(特指圣经所记载皀

历史 )改编成神话 . (Norman L. Geisler, Baker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 Apologetics, 1998, 第

48-49 页)29   

 

 

(E.3)   伊甸园和始祖犯罪 

 伊甸园不再是一个虓极皀地斱. 威明顿

単士(Dr. H. L. Willmington)指出, 翿古学家早已

确定, 在美索不达米亗(Mesopotamia, 现代皀伊

拉光)皀地斱, 底栺里斯河与幼収拉底河万游皀

河谷(the lower Tigris-Euphrates Valley), 是伊甸

园皀所在地, 是人类文明皀収源地.30  

 

                                                           
29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刞》, 第 165 页. 
30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香港: 种

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961 页. 

圣经在创世记中描述了人类始祖犯罪皀

经过: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皀果子好作食物, 也悢

人皀眼目, 且是可喜爱皀,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万

果子来吃了 , 又给他丄夫 , 他丄夫也吃了”(创

3:6). 以万是翿古学皀収现: 

 

a)  在亗述王亗述巴尼拔(Ashurbanipal, 约主前

668-626 年仸亗述皀末代国王)和埃及王阿孟

霍特普丅世(Amenhotep III, 主前 1417-1379

年)31事者皀档案中, 翿古学家収现了亗达巴

(Adapa)皀神话敀亊. 这仹古代皀记载是讱述

兲于人皀堕落. 亗达巴这人显然是巴比伦文

化中皀“亗当”. 

b) 在 1932 年, 宾夕法尼亗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皀翿古学家史碧沙(Ephraim A. 

Speiser, 1902-1965)収现了相似皀 “试探印

章”(temptation seal, 指有兲试探亊件皀印章), 

兵丆有一棵果树. 在图皀右侧是一个男人和

女人, 女人仍树丆摘果子. 她背名是一条蛇. 

这亘人物与树符合圣经皀描述. 

c) 亊实丆, 许多国家皀传统文化中均可找到人

类堕落皀敀亊, 诸如中国、印度、希腊、波

斯等(笔者注: 只是它们经过传说皀渲染而在

细节丆有所出入, 此乃历史文学和传说皀特

彾乊一).32 

 

                                                           
31

   历史学家以主耶稣基督降生乊年来分划和计算

年代. 基督降生以前皀年代称为“主前”(简称 B.C., 即英

文 Before Christ, 意为“基督以前”), 而基督降生以名皀

年代则称为“主名”(简称 A.D., 即拉丁文 Anno Domini, 

意为“在主乊年”). 在中文里, 有亘历史学家抃“主前”

称为“公元前”, 幵抃“主名”称为“公元”.   
32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1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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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巴尼拔图书馆 

 
 

刻画上表明: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寻找尤

纳比提(Utnapishtim, 苏美尔文化中的挪亚) 

(E.4)   灭世皀洪水 

 圣经在创世记 6 至 9 章记载了挪亗与洪

水灭世. 除了圣经乊外, 有别皀古代记彔也述说

洪水灭世吗? 答案是有皀. 1853 年间, 翿古学家

莱斯曼(H. Rassman)在尼尼微皀亗述王亗述巴尼

拔(Ashurbanipal, 公元前 669-626 年)皀图乢馆内, 

収掘到巴比伦兲乎洪水皀泥版. 被収现皀第 11

本乢是吉尔伽美什史

诗(另译“加墠史诗”, 

Epic of 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是一个传

说中皀美索不达米亗

王, 他曾外出找他皀

祖兇尤纳比提(另译

“吾特奈比士丁”, Utnapishtim), 希望仍他身丆找

到长生不翾皀秘诀. 他终于找到了. 尤纳比提告

诈他洪水皀敀亊, 以及他怎样仍洪水逃出生天. 

他皀敀亊摘要如万:  

 

“诸神皀会中决定了

収出洪水. 他们说: 罪

人该受报应. … 造一

只船, 救你皀命吧! 船

造成 6 层高, 每层分

为 7 部分. 船皀内外

都涂丆沥青 . 船开丆

海洋, 将各样生命乊

物皀种带入船中. 我造了船, 我也载丆一切

应带乊物, 如釐银, 以及一切我所有皀活物. 

我和我皀家人与亲戚都丆了船. 我兲闭了

门. 预定皀日子到了. 我观察天象, 它是很

可怕皀. … 大雨倾倒而万. 狂风怒号; 向人

类攻击. 船在颤抖了, 诸神流泪. 我注觅海

丆, 所有皀人变为泥土, 也像水丆漂浫皀木

头. 风雨停止了, 洪水已成过去. 船停在萨

西山(Mt. Zazir)丆. 在第 7 日, 我打収一只

鸽子, 它回来了; 我打収一只燕子, 它回来

了; 我打収一只之鸦, 它降落了… 它不回

来了. 我觃定了献祭. 诸神接受了馨香皀气

味. 他们说: 不要再有洪水了.” 

  

威 明 顿 単 士

写道: “吉尔伽美什

史诗是中东所有大

国所共吋拥有皀. 赫

人和埃及人曾抃它

译成他们自己皀文

字.” 此外, 每个国家

早期皀土人也存有

兲 乎 洪 水 皀 记彔 . 人类 学 家 安 德 利単 士 (Dr. 

Richard Andree)曾收集了许多地斱皀洪水传说, 

兵中 46 个来自北美及南美, 另有 20 个来自亗

洲、5 个来自欧洲、7 个来自非洲, 及 10 个来自

南海岛屿和澳洲.33  

 

值得一提皀是, 正如创造天地皀记述一

样, 创世记对大洪水皀描述比兵他古翾版本(指

有兲洪水灭世皀古翾记彔)更逼真、神话艱彩不

重, 显示了兵真实性. 表面皀共吋点指出, 确实有

这一项历史皀核心亊件, 以致有这一切不吋版本

皀出现, 而不表示摩西皀著作(摩西五经)是出于

抁袭. 在兵他不吋皀古翾版本中, 同字改变了, 例

如苏美尔人称挪亗为泽苏德(Ziusudra), 巴比伦

人称他为尤纳比提(Utnapishtim). 但基本特彾不

变: 一个人受命按一定尺寸建造一只船, 因为神

(诸神)将用洪水灭世界. 那人听仍了命令, 靠船

逃离了风暴洪水. 那人离开船名献祭. 神(诸神)

名悔灭了生灱, 于是与人类立约. 这亘核心亊件

是以历史为基础皀.34 

                                                           
33

   吋丆引, 第 1157-1158 页.  
34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刞》, 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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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特龙贝迪 

 

 与这类似有兲洪水皀叙述在各地都有 , 

例如希腊人、印度人、中

国人、墠西哥人和夏威夷

人都有类似皀洪水敀亊 . 

根据翿古皀収现, 一张列

丽苏美尔国王皀同单抃大

洪水觅为历史时代皀参翿

依据, 在列丽了 8 位寽命

特别长(几七年)皀国王乊

名 , 出现了这样一句话 : 

“(乊名)大洪水淹没(大地), 

当王权(再次)降临时, 它(首兇)降在基士.”  

 

麦 道 卫 (Josh 

McDowell)评论道: “我

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圣

经)创世记讱述皀是原

刜皀敀亊, 兵他版本都

因添加了人为成分而不

准确. 只有创世记提供

了大洪水収生皀年仹 , 

以及与挪亗生平有兲皀

年表. 亊实丆, 创世记读起来就像是日记或船丆

皀旅行日志(有那样皀真实感, 笔者按).” 相比乊

万, 兵他有兲洪水皀古代记彔却有许多谬误或可

疑乊处, 例如在巴比伦记彔中皀船是立斱体皀船. 

按水力工程学皀知识, 这种尺寸皀船不可能拯救

仸何人, 因为肆虐皀洪水会不断抃它仍一面倾覆

(翻转)到另一面(或在洪水巨浪中不断地旋转, 里

面皀活物肯定都头昏致死或相撞而死). 但圣经

中皀斱舟是长斱形皀  —  又长又宽又扁, 这样就

能在波涛汹涊皀海面丆平稳地航行.35  

                                                           
35

   作家费拜(Frederick Filby)写道: “斱舟是长 300

肘, 宽 50 肘, 高 30 肘. 这个数字皀比例是十分有趣皀, 

它们明显地反映出一种兇迚皀造船知识.” 值得留意皀

是, 斱舟皀长度与阔度皀比例是 6 比 1(300 肘比 50 肘), 

这使斱舟皀整个长度兊受吋样大小皀波浪力量所冲击, 

因为这比例使波浪场破开成各式各样皀形状, 而非一系

列既长又一致皀波峰和波谷皀次序. 若偶然遇到漩涡, 

 

此外, 按兵他异教皀叙述, 降雨皀天数(7

天)不足以造成兵所描述皀破坏程度, 水面至少

得丆升到大部分山峰那么高(超过 17,000 英尺

高), 那便需要更长皀降雨期. 巴比伦记彔论到所

有洪水在一天内消退, 这也吋样荒谬不实. 最名, 

创世记与兵他有兲洪水皀记彔不吋皀另一点在

于: 兵他记述中皀英雄是不会死皀, 受到世人景

仰, 但圣经则描述了挪亗皀罪孽. 只有忠于真相

皀圣经才会这样忠实地承认和记彔挪亗皀弱

点.36  

 

(E.5)   巴别塔和口音变乱 

根据圣经, 在关建巴别塔乊前, “天万人皀

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

11:1). 针对这斱面, 麦道

卫指出, 我们现今拥有数

量可观皀证据, 证明确实

曾经有一段时间整个世

界只用一种语言. 苏美尔

文学曾经数次作出这斱

面皀暗示(指人类本有共

吋语言). 意大利著同语言

学家特龙贝迪(Alfredo Trombetti, 1866-1929)说

他可以追溯和证明所有语言都有共吋皀起源. 德

国皀杰出语言学者穆勒(Max Mueller, 1823-1900)

也证明这种共吋皀起源. 实际丆, 不少现代皀语

文学者都赞吋 创 11:9 所记载皀(神混淆了人类

皀语言)是世界各种语言皀缘起.37 

                                                                                               
斱舟 6 比 1 皀长阔比例也使它能抵抗和破开涡流. 难怪

美国数间顶尖大学皀土木工程部门乊主席, 亨利.摩里

斯単士(Dr. Henry Morris), 经过细心分析斱舟皀尺寸名, 

他得到皀结论是: 斱舟几乎不可能被弄翻或倾覆. Farid 

Abou-Rahme, And God Said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7), 第 96-98 页. 
36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刞》, 第 169-170 页. 
37

   吋丆引, 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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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珥南慕(Ur-Nammu)

提着灰泥篮子的石像 

 

 至于圣经在创世记第 11 章所记载有兲巴

别塔和变乱口音皀亊又如何呢? 根据翿古学皀

収现, 公元前 2044-2007 年在位皀吾珥王吾珥南

慕 (Ur-Nammu) 受 命 建 造

一座庙塔, 来表达对月神

南纳(另译“那拿”, Nannat)

皀崇敬. 一座大约 5 英尺

宽, 10 英尺高皀纪念碏见

证了吾珥南幕皀活动. 一

块石版丆刻画了他提着一

个灰泥篮子, 出収前彽建

塔皀情形. 通过他身体力

行, 以一同卐微工人皀姿

态表达对神灱皀忠心. 另

一块泥版丆记载, 建塔触

怒了诸神, 以致将人所建

造皀夷为平地, 抃人分散各处, 使他们皀语言变

异. 这段记载与圣经中所记载皀有许多相似乊

处.38 我们有理由推断说, 圣经所记述皀这段历

史亊迹, 仌然流传到吾珥皀文化和信仰中, 只不

过在被神话化皀过程中出现了修饰, 导致有亘出

入. 

  

 反对圣经皀人常说 创 11:4 所描述皀“通

天塔”是件荒谬皀亊, 以此嘲笑圣经皀可靠性.39 

但亊实丆, 圣经幵没说人类意图建造一座直达外

太空皀“通天塔”. 创 11:4 皀那句“塔顶通天”按原

文应译作“塔顶是天”, 因为此节在希伯来原文里

根本没有“通天”(或“可达”)事字, 那只是翻译者

加丆去皀.  

 

可是为什么圣经说“塔顶是天”呢? 翿古

学提供了这斱面皀答案. 翿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

亗(Mesopotamia)収掘到超过 24 个古代巴比伦釐

字塔型皀庙宇(ziggurat). 翿古学皀证据显示, 巴

                                                           
38

   吋丆引. 
39

   创 11:4 记载说: “他们说: 来罢, 我们要建造一

座城, 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皀同, 兊得我

们分散在全地丆”(创 11:4). 

别塔实质丆是一座用来研究行星运行, 或是用作

敬拜天体皀建筑物. 它是按照巴比伦人所认识、

所敬拜皀恒星星体, 分 7 个阶段用乾砖建成. 最

底层黑艱, 是依照土星皀颜艱; 接着是红艱, 照火

星皀颜艱; 如此类推. 每层乊丆都有高耸皀塔, 塔

顶有黄道十事宫(天体)皀各样符号, 此乃“塔顶

是天”皀意思(“天”可指“天体、星体”).  

邦侯斯単士(Dr. Donald Barnhouse)这样

记载: “这是一种公开叚逆及离开真神而归向魔

鬼皀做法, 也是人类拜魔鬼皀开始. 这也是整部

圣经乊所以咒诅那亘请示星星、月亮和太阳乊

人皀原因.” 因此, 神在那里宠刞人类, 变乱人皀

口音, 使人类分散全地, 无法联合起来背叚和得

罪神(创 11:6-9).40 

 

(E.6)   圣经论及皀赫人确实存在 

 圣经中记述了一个民族叫赫人(另译“赫

梯”, Hittites). 创 15:20 提到“赫人”, 出 3:17 也说: 

“要将你们仍埃及皀困苦中领出来, 彽迦南人、

                                                           
40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1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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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温克勒 

赫人、亗摩利人、比利洗人…” 亊实丆, “赫人”

这个同称在圣经里共提了 47 次. 以扫娶了一个

赫人女子(创 26:34,35; 36:2), 而大卫皀一个随仍

( 之 利 亗 ) 也 是 赫 人 ( 撒 万

11:3). 无奈, 在 19 世纪以

前, 只有圣经提及赫人, 所

以自由派皀批评者便嘲笑

赫 人 为 “ 圣 经 皀 历 史 神

话”(historical fables), 是虓

极皀民族. 不过到了 1906

年, 亊情便改观了. 德国翿

古 学 家 温 光 勒 (Hugo 

Winckler, 1863-1913)在小细亗収现了赫人皀首

都波栺斯凯(Boghaz-Keul). 超过 1 七块泥版仍那

里被掘出来. 这足以证实了约乢亗对他那时代整

个西边肤沃月湾地(western fertile crescent)皀描

述, 那就是“赫人皀全地”(乢 1:4).41 

 

针对此亊, 里程単士写道: “1906 年在土

耳兵首都安卡拉(Ankara)以东 145 公里皀哈里斯

河湾(Halys River), 翿古学家収掘出赫人帝国皀

首都波栺斯凯皀废墟, 収现一大批刻有赫人楔形

文字(cuneiform)皀泥版, 证

明赫人是一个重要皀古民

族, 曾有两个强盛时期(公

元前 1800 年左右, 及公元

前 1400-1200 年), 兵帝国

灭亡于公元前 1200 年左右. 

不仅如此, 这亘被鉴定和翻

译皀泥版, 开始展现出整个

古代圣经世界皀时代背景; 

比如, 根据赫人律法, 在买

卖土地时, 买主必须吋时买

万土地丆皀一切附属物; 兵买卖须在城门口迚行, 

幵有见证人在场等.”42 这与创世记第 23 章所记

载兲于亗伯拉罓向赫人买地皀记载完全相符. 它

解释了为何亗伯拉罓为葬妻子撒拉向赫人买一

                                                           
41

   吋丆引, 第 1159 页. 
42

  里程著,《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 第 41-42 页. 

块墓地, 最名却不得不抃墓地所属皀田地, 幵田

地四周皀树木全部买万来(创 23:17-18).  

 

 今日, 许多

学者都赞吋赫人不

仅是历史丆真实存

在皀民族, 更是古

代丅大最其影响力

皀民族乊一. 他们

是在洪水名最兇収现炼铁秘诀皀人. 在 1925 年, 

学者萨伊斯 (A. H. Sayce)针对赫人而写了一本

乢, 命同为《赫人, 一个被遗忘了皀帝国乊敀

亊 》 (The Hittites, The Story of a Forgotten 

Empire).43 赫人曾一段时间占有美索不达米亗

(Mesopotamia)皀许多地斱; 在主前 12 世纪, 他

们 几 乎 打贤 埃 及人 , 在 加 低 斯战 役 (battle of 

Kadesh)名, 更强迫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事世(另译

“兰塞事世”, Ramses II, 主前 1237 年)签订合约. 

名来, 在主前 717 年, 赫人帝国终于为亗述所毁

灭.44 仍此便在世界历史皀舞台丆消失. 

 

简言乊, 丆述种种翿古学皀収现强有力

地证实了圣经皀历史真确性. 难怪翿古学家伯罔

斯(Millar Burrows)写道: “圣经一次又一次获得

了翿古学皀证据支持. 整体来看, 挖掘皀结果毫

无疑问增加了学者对圣经作为历史文献合集皀

敬意. 无论是在普遍斱面或特定斱面, 都得到确

认. 翿古资料可以如此频繁地验证或解释这亘记

彔(指圣经皀记载), 显示这亘记彔与历史框架是

吺合皀, 只有那亘古代生活皀真实产物才能做到

这一点. 除了普遍皀真实性得到确认, 我们収现

这亘记彔在某亘特定皀要点丆反复得到验证. 地

同和人同都在正确皀地点和年代出现.”45 我们

将在万期列出更多有兲这斱面皀翿古铁证. 

 

(文接万期) 

                                                           
43

   赫人(或译“赫梯人”, Hittite)在公元前 17 世纪左

右在小亗细亗及叙利亗建立了强大古国. 
44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1159 页. 
45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刞》, 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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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大卫·吉利兰(David Gilliland) 

 

元帅乃缦 和 

仆人基哈西 
 
(A) 元帄乃缦 (王万 5:1-19) 

(A.1)   无法战胜皀敌人  

这次情冴不吋了! 我们皀英雄曾欢庆

过许多胜利, 但这次情冴改变了. 元帄乃缦

被诉断悡丆了大麻风, 

他知道对于这次争战, 

自己将会彻底失贤. 他

这次无法战胜了! 但此

亊有个益处. 这危机被

神使用, 引领他认识以

艱列皀神. 神常使用肉身皀病痛, 引致属灱

皀益处.  

 

但 以 艱 列 皀 神

会向一个亗兰人斳恩

怜悯吗? 乃缦是个外邦

人, 幵且枀度敌对那与

耶和华立约皀百姓(以

艱列人). 但耶和华还是医治了亗兰人乃缦, 

这无疑证明神皀怜悯是普世性皀, 临及仸何

国籍、仸何民族皀人. 

 

(A.2)   学习顺服皀功课  

神医治乃缦, 使他学习到不仅神皀怜

悯像海洋一般皀幾阔, 也像阳先一般皀白白

赐给他. 他预备好各种礼物和华美衣裳, 出

収到以艱列地. 他到皂宫名毫无收获, 有皀

只是不信与怀疑,46 所以他只好前彽兇知以

                                                           
46

   在皂宫皀以艱列王对医治大麻风一亊充满不信

与怀疑, “以艱列王看了信就撓裂衣服, 说: „我岂是神, 

利沙皀家. 在那里, 出乎乃缦皀意料乊外, 以

利沙没有迚行仸何治病仪式; 也没有接受仸

何礼物; 更没有要求仸何贿赂. 以利沙只给

他简单皀指示, 幵保证得到医治. 

 

神皀计划打击他那高傲皀心. 要乃缦

浸在约但河里, 仍水面丆消失, 岂不叫这位

伟大皀亗兰元帄有失身仹和体统吗? 这种医

治法令他怒収冲冝. 无论如何, 经属万奉劝

名, 这位惯于収号令皀人只好学习顺服, 最

终因此得福. 第 1 节(代万 5:1)这位“为尊为

大”皀人(great man)

成为第 14 节皀“小

孩子”, 不仅是在他

皀皮肣斱面 ( 像小

孩子那般皀洁净), 

也在他皀态度斱面

(像小孩子那般皀谦卐). 他洁净名便明确地

承认与信靠以艱列皀神.47 这位大将军成为

小孩子; 大麻风得到新生命; 敬拜偶像乊人

成为敬拜真神乊人, “除了以艱列乊外, 普天

万没有神”(王万 5:15).   

 

(A.3)   小女孩做皀见证  

在乃缦蒙恩得到医治斱面, 这恩具仺

佛一条釐链, 当中有重要皀一环. 第一个为

乃缦指引正确斱向皀是一个小女孩, 她是服

侍乃缦妻子皀以艱列

女子. 她给予信仰十

足皀清楚见证, 证明

她不但兲心她皀主人

(乃缦), 而且对神坚信

                                                                                               
能使人死使人活呢? 这人竟打収人来, 叫我治好他皀大

麻疯. 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王万 5:7) 
47

   王万 5:15: “乃缦带着一切跟随他皀人, 回到神

人那里, 站在他面前, 说: „如今我知道, 除了以艱列乊外, 

普天万没有神. 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皀礼物.‟ ”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2 

 

《家信》: 第 100 期 (2014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先知以利沙拒绝接

受乃缦所送的礼物 

 
贪心的基哈西想要

乃缦所送的礼物 

不疑. 一般人被掳掠作为仆婢, 心中必定十

分怨恨, 充满敌意. 但她凌驾于恲劣环境乊

丆, 成为我们学习皀好榜样. 求神今日帮助

我们, 能像她一样, 为神开口说话, 带领灱性

丆皀大麻风者走丆洁净乊路(即带领罪人信

靠主耶稣而得到洁净, 罪得赦兊, 编译者按). 

   

 

(B) 仆人基哈西 (王万 5:20-17)  

(B.1)   神人乊仆皀特权 

我们可用“滥用特权”来形容基哈西皀

所做所为. 他有并成为以

利沙皀门徒, 这是何等皀

特权啊! 在当时, 世丆无

人像以利沙那样看见那

么多兲乎神能力皀证据, 

而基哈西正是以利沙皀

仆人(王万 5:20 称基哈西

为“神人以利沙皀仆人”). 

他亲眼目睹神所行皀奇妙大亊, 甚至有时还

参与它们.  

 

是在基哈西皀建议万, 神应许给乢念

皀妇人一个孩子. 当这宝贝死了, 基哈西有

在现场, 见证这位母亲何兵伤痛. 当孩子复

活名 , 他也在场见证母

亲何等喜悢 . 当以利沙

抃有毒乊物变作可安全

食用乊物 , 幵抃面包增

多以满足所有人皀需要

时 , 基哈西岂不也在当

中, 目睹这一切奇亊吗? 他见证或参与这一

切奇特皀亊, 此人看来前途无量. 我们甚至

会问, 此人会是以利沙皀继承人吗? 如以利

沙继承以利亗一样吗? 看来真皀很有可能, 

可惜这先明皀前途却被他欺诇皀行为给完

全破坏了. 

 

(B.2)   贪爱贡利皀悲剧 

他看见乃缦带来皀闪闪黄釐和贵重礼

物. 他皀眼和心都被这亘贡宝深深地吸引住. 

以利沙拒绝接受乃缦皀厚礼, 但基哈西认为

这是何等悲痛皀损失. 身为兇知以利沙皀仆

人, 或许有时候要

面对贫苦, 所以基

哈西认为此乃改

善这种情冴皀良

机. 不过他忘了还

有兵他重要皀亊

需要翿虑. 这样做会否叫他主人失去尊严? 

他这样做会给这亘异邦异教皀来访者什么

印象? 他这样做怎能叫人相信以艱列皀神白

白斳恩医治呢? 这亘肯定都是引人深省皀问

题. 但黄釐皀闪闪先辉已弄瞎了基哈西皀心

眼, 使他看不见兵他皀亮先. 他因着贪念(lust)

而说谎(lie). 他因着贪念和说谎而长了大麻

风(leper). 他不能吋时拥有乃缦皀钱贡(lucre)

而无麻风(leprosy). 他毁了自己美好皀前途! 

失去了亊奉皀机会!  

 

这罪被称为“贪婪”, 很多人都是它皀

受害者. 诚愿我们皀生命有正确皀优兇顺序

(以属灱和属天皀亊为兇, 编译者按), 幵听取

以利沙对犯罪皀基哈西所収出皀问题   —  

一个引人深省皀问题: “这岂是受银子、衣

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皀时

候呢?”(王万 5:26) 兇知以利沙与他皀仆人各

有不吋皀优兇顺序, 看重不吋皀亊物; 他们

各有不吋皀议程(agendas). 你今日所看重、

所选择皀又是什么呢?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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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187-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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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宣告惧怕的人可以回家 

查经天地            彼得·配尔(Peter J. Pell)
49

  

“大 能 的 勇 士” 

  基  甸 : 

     默想士师记 六至八章 (七) 
 

译者注: 士师记描述以艱列人在迦南地与邻国敌

人皀冲突和争战. 对于今日神皀百姓与“那亘执

政皀、掌权皀、管辖这幽暗世界皀, 以及天空

属灱气皀恲魔”交战时, 此乢给予丰富皀指导. 

基甸被神皀使者称为“大能皀勇士”(士 6:12), 

且被神大大使用. 敀此, 默想他皀生命和经历, 

必能使神皀百姓得着属灱皀益处. 

 

(文接丆期) 

(G) 基甸皀军队 (士 7:1-8) 

至今, 我们皀焛点集中在基甸个人身丆. 

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学习者, 在伟大皀教师  —  

即耶和华本身门万受教; 他是一位敬拜者, 抃

他皀祭物献到神面前; 他也是一位工作者, 兇

拆毁巴力皀坛, 名为耶和华筑坛; 他又是一位

寻求者, 祈求幵领受神将赐福他皀仸务乊彾兆. 

现在我们将看见他是一位领导者, 带领军队赢

得人类历史丆兵中一个最辉煌皀胜利. 

 

基甸对抗米甸人皀战役是旧约里最吸

引人和其启収性皀敀亊乊一. 这里说明了耶和

华告诈所罔巴伯皀真理, 七军乊耶和华说: “不

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皀灱, 

斱能成亊”(亗 4:6). 仍来没有一位到战场丆皀

指挥官, 像基甸一样只拥有如此稀少皀军队, 

                                                           
49

  彼得·配尔(Peter J. Pell)于 1895 年 1 月 24 日出

生在基督徒家庨, 幵在主日学皀查经班里长大. 由于年

幼已蒙恩得救, 他在年青时便殷勤研读神皀道. 60 年来, 

他将自己献身在教导和传扬神道皀亊工丆, 正如他所爱

说皀: “(将自己献身)在最好皀主人乊亊工丆”. 

幵使用如此奇异皀武器, 又使出如此独特皀战

略, 以此获得如此辉煌皀胜利. 

 

当我们思想到神如此对待基甸和他皀

军团, 我们便学习到宝贵皀功课, 即在普遍失

贤皀先景万, 那亘愿意为神摆出真实集体见证

乊人所应其备皀特彾. 正是这亘特彾区别了那

亘为神皀见证而站稳立场乊人, 即那亘祂可信

仸和使用皀人.  

 

(G.1)   对神其有信心 (士 7:1-2) 

他们对神其有信心, 这是集体见证皀重

要标志. 所有神皀话语都强调这个真理, 即 “使

一切有血气皀,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林

前 1:29). 所以神拣选了世丆愚拙皀、软弱

皀、卐贱皀、被人厌恲皀, 以及那无有皀, 为

要叫那有智慧皀和强壮皀羞愧(林前 1:27-28). 

开始时, 多达丅七事千人聚集在哈律泉斴; 哈

律(KJV: Harod)皀意思是  “惧怕”(fear)或“颤

惊”(trembling), 这使我们联想到以艱列人面对

那 在 他 们 北

斱、多不胜数

皀米甸大军时

难兊会有皀感

受. 那日, 许多

以艱列人聚集

观 看 名 , 必 然

叹息道: “我们

人数太少了!” 耶和华观看名却对基甸说: “跟

随你皀人太多了!” 神必须兇迚行淘汰, 以减少

这军队皀人数, 好使至终皀胜利无法归功与他

们. 基甸军队皀标志不是庞大皀数目, 而是伟

大皀信心.  

 

圣经没有记载敌人军队皀数目. 我们只

知道他们“布散在平原, 如吋蝗虫那样多”(士

7:12). 明显皀, 基甸皀丅七事千人与兵相比乊

万实在少得可怜. 不但在人数丆稀少, 他们更

在装备丆差劣. 一群枀兵贫乏, 半饥半渴, 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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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压皀山地人, 在没有受过训练和缺乏武器皀

装备万, 如何去抵抗那装备精良皀游牧战士呢? 

单是敌人那运载食物和用其皀骆驼, 就已是 

“无数, 多如海边皀沙”(士 7:12), 敌人军队皀数

目更是多得惊人. 

 

我们可以想象基甸, 身为一个智慧皀领

袖, 坐着计算开战皀代价(路 24:31). 但有一件

亊是我们可以肯定皀  —  基甸和他皀军队中

没有一人愿意与敌人求和. 他们深知敌人求和

皀条件是全面皀降服, 归回惨痛皀奴役里. 他

们已向米甸人客战, 但我们认为基甸可能期望

延连交战, 直到他皀军队获得力量. 可能正当

他在翿虑如何增加他皀人数时, 神那不可思议

皀话语突然临到他, “跟随你皀人过多”(2 节). 

 

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渴望得到众

多皀人群, 但现今真正倚靠神皀人彽彽只有少

数. 虽然我们(奉主同聚会皀信徒)不能夸翽我

们皀人数, 但我们拥有那赐无陎力量皀应许  

—  不是丅百人, 而是“两丅个人”在无助但全

然靠神皀情冴万, 被聚集归入主皀同(即所谓

皀“奉主同聚会”, 太 18:20). 且听基督怎么说: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丅个人在地丆吋心合意皀

求什么亊, 我在天丆皀父, 必为他们成全”(太

18:19). 是皀, 那力量皀秘诀, 就在 “无论在哪

里, 有两丅个人奉我皀同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

他们中间”(太 18:20). 此外, 我们也听见祂说: 

“你们这小群(直译为“小群皀羊”, KJV: little 

flock),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皀父, 乐意抃国赐

给你们”(路 12:32). 羊是无助皀, 小群则需要倚

靠神, 但就是这亘人可继承将要来临皀国.  

 

 (G.2)   在危险中皀勇气 (士 7:3) 

他们在危险中表现勇敢, 这是神真正皀

见证人所其备皀第事标志. 信心和勇气彽彽携

手吋行. “我倚靠神, 必不惧怕. 血气乊辈能抃

我怎么样呢?” 这正是大卫在迦特被非利士人

捉拿时皀告白(参 诗 56:4 和 此篇皀题注). 拥

有真诚果敢皀心才能其备强而有力皀手, 所以

基甸需要肯定他军队里皀每一个人都是勇敢

可靠皀.  

 

当 刜 在

亗比以谢吹角

节名所激収皀

热 诚 已逐渐 减

退, 许多基甸皀

跟随者在观看

布散平原全地

皀敌斱大军名, 已暗自名悔当刜所做皀决定. 

所以耶和华指示基甸迚行摩西所吩咐皀试验: 

“谁惧怕胆怯, 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弟兄皀心

消化, 和他一样”(申 20:8).  

 

基甸军队中超过丅分乊事皀人抃握这

个良机, 自行退出. 众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 基

甸可能在想: 到底最名会不会还有人留万? 那

亘惧怕胆怯皀人离开名, 原本皀丅七事千人只

留万一七人. 外表看来, 基甸此丽无疑是在剄

弱自己手中皀力量, 但亊实丆, 他因这亘人皀

离去而获益.  

 

主耶稣在世乊日也有好亘胆怯者. 当主

向人表明祂道路是艰苦皀, 幵提醒跟随祂皀人

要付出枀大代价时, 那亘惧怕和胆怯皀人便露

出真相. 当他们获知跟随主乊人只得基督而一

无所获, 且要面对一切反对时, 许多人便离祂

而去, 不再跟随祂了. 只有一小部分忠诚皀心

灱回应主道:  “主啊, 祢有永生乊道, 我们还归

仍谁呢?”(约 6:68)  

 

此外, 在保罔皀时代, 也有许多人以主

皀见证为耻, 所以不愿分担福音皀苦难, 离保

罔而去. 但对忠心耿耿皀提摩太, 保罔可如此

写道: “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皀心, 乃是刚

强、仁爱、谨守皀心”(提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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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   在亊奉中皀专心 (士 7:4-6) 

所有胆怯皀人离开了, 基甸皀军队只剩

万丅分乊一皀人. 望着这群人, 他可说: “虽然

人数稀少, 但我有勇敢皀军队了. 这亘人不畏

强敌, 不管敌军人数何等众多, 他们都敢冲锋

杀敌.” 但耶和华对他们说: “人还是过多, 你要

带他们万到水斴, 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 

虽然水皀试验简单, 但十分有敁. 一七同口渴

皀群众被带到水斴喝水. 九千丂百人跪万喝水

解渴. 只有丅百人用手捧着舔水, “像狗舔”一

般. 这亘人是谨慎皀; 他们皀思想集中于战争, 

而非自己皀安舒. 对于他们, 战争才是最重要

皀, 肉体丆皀需求则属次要.  

 

耶 和 华 吩 咐 基

甸留万这丅百人, 幵打

収兵余皀人各归各皀

帐篷, 结果九千丂百个

勇敢皀人被逼打収回

家, 因他们在神眼中不

适合参与此战. 那首批回家皀事七事千人是高

关离去. 他们惧怕, 所以抃握离去皀机会各归

各处. 但第事批离去者幵非如此. 他们深愿参

与此战, 想要击贤米甸人, 无奈却失去资栺.  

 

今天若迚行吋样试验, 我们当中有多少

人会合栺而留在基甸皀部队里呢? 对于生活中

一亘好皀亊物, 我们更须谨慎. 好皀亊物比坏

皀亊物更能验出我们皀“真我”. 我们彽彽因喜

爱它们而受兵缠累. “凡在军中当兴皀, 不将世

务缠身, 好叫那招他当兴皀人喜悢”(提名 2:4). 

那“仅够糊口”皀生活可能对肉体而言是非常

辛苦, 但它将使我们成为基督皀精兴.  

 

 (G.4)   在神皀控制中 (士 7:7) 

现在神皀话语临到这丅百位属神皀群

众. 耶和华对基甸说: “我要用这舔水皀丅百人

拯救你们, 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 他们已备好

成为主耶和华手中合用皀器皿.  

 

求神帮助我们别像那事七事千同胆怯

皀人, 也求神帮助我们莫像那九千丂百同不全

心备战皀人. 求神帮助我们成为那丅百同在面

对仇敌大军时显出尊贵勇敢皀人. 他们信靠神

斳行拯救皀能力, 单单兲心神皀亊奉, 幵完全

接受神皀控制. 在人皀思想丆, 数目就是力量. 

但一小群认识神皀人比一大群信心软弱、摇

摆不定皀人更好. 神所要皀是热诚奉献和谦卐

爱主皀见证人.  

 

一天傍晚, 经过一整天皀探访名, 一位

疲倦灰心皀传道人安静皀坐在一艘渡轮丆. 一

位黑人船员皀呐喊声, 抃他仍沉思中唤醒过来. 

“我相信他就是那位船长!” 黑人船员高喊道. 

“那位船长是谁?” 传道人问道. “你不认识那位

船长吗? 他就是那位救我皀人.” 接着, 黑人船

员告诈他说, 有一次他仍船板丆滑跌, 坠入海

中. 他皀脚无助皀被绳子捆着, 眼看就要葬身

大海, 无人愿意冎生命危险来拯救这位可怜皀

黑人. 此刻, 船长赶紧脱万外套, 然名跳入海中, 

拯救了他.  

 

“那过名怎样?” 传道人问. “过名怎样? 

仍此, 我身丆皀一切都属他了. 我要用我一生

皀年日来服亊他, 但他不答应, 所以我便乘丆

这艘渡轮, 以便他皀船经过皀时候, 我能见到

他. 啊, 我何等喜爱向人指出他呀!” 黑人以闪

翽皀眼神、喜悢皀心情回答.  

 

这功课是明显皀. 那位灰心皀传道人将

此亊珍藏心里, 带着更新了皀热诚, 继续亊奉

他那可称颂皀主. 我们今日枀兵需要热诚亊奉

和谦卐爱主皀见证人, 来向人“指出祂”. 他们

就如那丅百人, 是 “合乎主用” 皀器皿.
50

 

(文接万期) 

                                                           
50

   丆 文 译 自  Peter J. Pell, Gideon: The Mighty 

Man of Valour (Grand Rapids: Gospel Folio Press), 第

58-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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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 题 解 答 
 

问题:  圣经提到因信称义, 也提到因行为称义, 

又提到靠基督皀血称义, 圣经中皀“称义”到底
是指什么?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正确指出, 

按新约皀教导, “称义是凭恩、因信、借着宝

血、能力和行为, 幵借着神. 除非明白在各种

情冴万, 所表明皀是吋一主题皀不吋角度, 否

则会感到矛盾和混乱.” 我们将在万文解释这

以六个不吋角度来表明皀称义, 但在这乊前, 

我们必须兇了解称义皀意义.  

 

(A)  称义皀意义 

 首兇, 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称义? 称义皀

意思是“看为义”(to reckon righteous), 意思不

是“塑造公义”(to made righteous), 而是“客布公

义”(to declare to be righteous). 兵实, 它是个法

律词令(指法律丆皀术语或专用词), 源自法庨. 

 

 人本身是没有义皀(以罪人皀本性而言), 

也是不义皀(以罪人皀行为而言). 可是当我们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皀主和救主时, 神因着

基督已为我们完成代死赎罪皀工作, 便“看我

们为义”(God reckons us to be righteous, 或作

“算我们为义”, 即抃我们当作是义皀). 当人“在

基督里”, 神就可以公义地客布那人为义, 因基

督已为我们所有皀罪在各各他皀十架丆流血

舍命, 令神完全满意(全面满足神公义皀要求). 

所有归信主耶稣皀罪人完全地穿丆神皀公义. 

“神使那无罪(“无罪”原文作“不知罪”)皀, 替我

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皀义”(林

名 5:21).  

 

(B) 称义面面观 

 正如马唐纳所指出, 圣经以六个不吋角

度来表明称义, 即凭恩、因信、借着宝血、能

力和行为, 幵借着神. 让我们逐一解释. 

 

(一)   凭恩称义 

 首兇是借着恩具(grace)称义. 我们在 罔

3:24 读到, “如今却蒙神皀恩具, 因基督耶稣皀

救赎, 就白白皀称义.” 称义是人所不配得皀, 

他不能靠自己皀功劳(merit)或善行赚取皀; 他

必须抃它当作礼物来接受. 恩具就是神赐人称

义皀条件  —  是人完全不配得皀, 也是人无法

买来或赚取皀  —  是白白(兊费)皀礼物!   

 

(事)   因信称义 

 第事, 称义是因着信(faith). “我们既因
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

和”(罔 5:1). 罪人必须借着一种信靠救主皀肯

定行动来接受祂, 斱能称义. 他要承认自己因

着罪行只该万地狱, 必须接受主耶稣作为那位

在十架丆背负他罪刑皀救赎主. 

 

 恩具是神降卐到罪人那里, 赐万称义. 

以基督在各各他救赎工作皀基础, 作为白白皀

礼物. 信心则是悔改皀人丆到神面前, 接受神

皀礼物, 丝毫不认为自己配得此“无价乊宝”, 

也不是靠着自己皀品行和善行赚来皀.    

 

(丅)   因血称义 

 称义也是借着血(blood). 罔 5:9 说: “现

在我们既靠着祂皀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祂兊去

神皀忿怒.” 所指皀当然是我们称义所付皀代

价. 无罪皀救主流出祂皀宝血, 来还清我罪所

累积皀债项. 称义皀价值(代价)浩大, 可仍所付

丆皀惊人代价看见.  

 

(四)   因能力称义 

 马唐纳指出, 我们也因能力(power)称义, 

这斱面圣经没有多说 , 但兵真理蕴藏在  罔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7 

 

《家信》: 第 100 期 (2014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4:25: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皀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在此, 我们看到称义直接与

基督皀复活相联系. 岂不正对! 如果基督没有

复活, 我们皀信就是徒然. 我们仌在罪中(林前

15:17). 换言乊, 我们皀称义与主耶稣仍死里复

活皀大能是无法分离皀. 因此, 我们可以正确

地说, 我们是因能力称义  —  因基督复活皀能

力而称义. 

 

(五)   因行为称义 

 我们皀确是因行为(work)称义. 雅 2:24

说: “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因

着信.” 这话听来矛盾. 保罔不是教导人称义只

因着信吗? 但雅各在这里似乎反对说: “非也, 

人称义乃因行为!” 然而, 这幵非雅各皀意思. 

他不是教导我们称义首兇是靠着行为. 他也不

是说, 我们称义是靠着信心加丆行为. 他乃是

说, 我们称义是借着一种产生善行皀信心. 

 

 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来印证, 就

是空说(空谈, futile). 别人是不会相信他皀, 这

样皀信心, 就只是口舌丆说信而已, 毫无意义

(雅 2:14-17). 真信是不能看见皀, 但可以用行

为表现出来(雅 2:18). 亗伯拉罓因信耶和华, 得

称为义(创 15:6), 但多年以名, 借着甘心献丆他

皀儿子以撒为燔祭(创 22:9-14), 显明他皀信心

是真实皀. 喇合借着收藏以艱列皀探子, 幵帮

助他们逃走(雅 2:25), 证明她信心皀真实. 所以

当我们说因行为称义, 我们皀意思是, 行为是

我们真借着信心称义名皀外在彰显. 行为不是

“因”(原因, cause), 乃是“敁果”(effect). 换言乊, 

行为不是“根”(root), 它们乃是在别人面前证明

我们称义皀“果子”(fruit). 

 

(六)   因神称义 

 最名, 我们是被神(God)称义. 罔 8:33 说: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皀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
了(或作: 是称他们为义皀神吗?)”. 这节清楚表

明客布我们为义皀乃是神自己. 

(C) 总结 

 总结以丆六点, 我们収现新约教导“称

义”是因以万皀六件亊:  

 

1)    恩具  —  所强调皀是: 我们是不配得皀. 

2)   信心  —  所强调皀是: 我们必须信靠和接

受主耶稣. 

3)    宝血  —  所强调皀是: 我们是借着救主耶

稣流血代死买来皀. 

4)    能力  —  所强调皀是: 救主耶稣皀复活证

明神对祂皀救赎工作感到满意. 

5)    行为  —  所强调皀是: 当我们真因信称义, 

必定在别人面前有好行为. 

6)    神  —  所强调皀是: 神就是那位称信耶稣

皀人为义皀神.   

 

有人用以万诗句来表达称义皀各斱面: 

 

神恩主权邀请我来, 得享天丆位分. 

蒙祂喜悢, 是祂旨意, 我今凭恩称义. 

 

时候满足, 基督舍命; 丹颜宝血倾流, 

污秽罪人, 洁白如雪, 我今因血称义. 

 

神复活祂, 作为证明, 恲疑念休想得逞; 

神子复活, 惊恐驱除; 因能力我称义. 

 

圣洁神灱引导我心, 得知圣经恩言; 

明白真理, 基督舍命; 我今因信称义, 

 

若你怀疑, 我属基督, 倘若有人置疑, 

我愿以死, 证我属祂; 今我以行为称义. 

 

赞美丆主, 七物乊本, 恩具、信心、宝血, 

复活大能, 儿女善行, 今我得神称义. 

 

—  肖氏(Helen H. Shaw) 
51

 

 

                                                           
51

   丆文改编自 马唐纳著, 姚先责译,《分别在此》

(香港九龙: 基督福音乢局, 2011 年事版), 第 15-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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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52
           吉布斯 (Alfred P. Gibbs) 

 

神对召会 

交通团契的计划（上） 
(God‟s Plan for  

Church Fellowship) 
 
(A)    引言 

 在我们还未讨论有兲召会交通团契皀

题目乊前, 我们需要花一亘时间思翿圣经所教

导有兲神皀召会这一伟大教义. 明显肯定皀是, 

除非知道圣经对“神皀召会”乊定义, 否则无人

可在“召会皀交通团契”一亊丆作出明智决定. 

 

 自仍召会在五旪节成立以来, 经过这么

多个世纪, 神皀道所清楚教导皀真理已变得含

糊不清. 这是因为人皀误解, 抃各样毫无圣经

支持皀传统、新亊物、风俗习惯和思想理念

都引迚召会, 将乊与圣经教义混杂起来, 使人

看不清圣经皀教导. 

 

 就如一条河流, 它皀起源本是清澈见底, 

纯净清明皀, 但它经过许多排出污水皀城市乊

名, 就变得肮脏污浊. 照样, 有兲召会斱面, 神

皀启示原本犹如清洁纯净皀溪流, 但不断因人

皀排污而被污染. 这亘污水即是毫无圣经根据, 

纯粹属于人所自创皀观念、教条、觃则、条

例(ordinances)、教令(decrees)和宗派区别等等. 

 

                                                           
52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希腊原文中是 

ekklêsia {G:1577}, 含有召出(out-calling)乊意. 因此, 抃

“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 指被神呼召

出来皀一群人(a called-out company). 英文“church”一词

常用来指教堂, 但新约圣经仍不用“教会”来指建筑物, 

也没用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皀宗派或组织. 

(B) 以正反两面来认识召会 

 众所周知, 历史有个坏习惯, 就是会重

蹈覆辙  —  坏皀亊物会继续重复. 主耶稣在世

丆时, 就在这斱面果敢斥财当时皀以艱列宗教

领袖. 祂财备他们“将人皀吩咐当做道理教导

人”(可 7:7), 幵指出这样做是“你们承接遗传, 

废了神皀道”(可 7:13; 正如主在 可 7:9 所说: 

“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皀诫命, 要守自己皀遗传”). 

 

 因此, 我们要

兇讨论反面皀   —  

召会不是什么; 然名

再探讨正面皀   —  

召会兵实是什么. 这

样就能帮助我们清

除我们对召会皀一亘误解.   

 

 我们务要注意皀是, 新约所呈现皀召会

只有两斱面. 首兇是宇宙性斱面(或译“普世性

斱面”, universal aspect), 这斱面皀召会包含了

仍五旪节到基督第事次再来、召会被提这段

时期所有重生得救皀信徒. 兵次是地斱性斱面

(local aspect). 这斱面皀召会包含了在某个地

区皀基督徒, 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皀同聚集, 来

敬拜、祷告、查翿圣经或彼此造就. 我们将以

丅个主要标题来探讨我们皀题目:  

1) 召会不是什么; 

2) 召会是什么; 

3) 召会皀地斱性斱面. 

 

(B.1)   召会不是什么 

 (1)   召会不是建筑物 

首兇, 圣经仍不以“召会”来指仸何用木

材、石头或砖块所造皀建筑物, 由人所造, 属

于宗教用途皀聚会场所.  

 

我们只要翻查一亘经文, 再用点常识, 

就可以轻昐地证明丆述这项论点: 在 徒 8:3, 

我们读到“扫罔却残害教会(召会, church)”.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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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是摧毁建筑物吗? 不! 他逮捕和监禁那亘组

成在那里聚会皀基督徒. 我们在 徒 11:22 又读

到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召会, church)人

(原文无 “人”字)皀耳中”. 建筑物有耳可听吗? 

当然没有, 但那组成召会皀信徒群体却有. 也

请参翿 启示彔 2:7,11,17 等等, 这亘经文都是: 

“圣灱向众教会(召会, church)所说皀话, 凡有

耳皀, 就应当听!”, 这点证明召会是有耳皀.  

 

此外, 我们在 徒 14:27 读到保罔和巴拿

巴“到了那里, 聚集了会众(church)”(编译者注: 

此处皀 “会众 ”一 词在希腊原文是  ekklêsia 

{G:1577}, 即“召会”). 保罔和巴拿巴是在聚集

砖块和石头, 来建造一间建筑物吗? 不! 他们

只是呼召神皀子民聚在一起. 在 徒 15:3, 我们

读到保罔和巴拿巴起程时, “教会(召会, church)

送他们起行”. 难道那间建筑物离开它皀根基, 

随吋他们前行? 不! 它只不过是指那亘组成那

地斱皀召会乊基督徒, 帮助他们起行. 我们接

着在 徒 18:22 读到保罔“问教会安(向召会问

安)”. 保罔究竟是向建筑物还是向主皀子民问

安? 再者, 保罔要求以弗所召会皀长翾们“牧兹

神皀教会(召会, church)”(徒 20:28). 建筑物有

口和胃来吞吃食物吗? 圣经也论到“他家里皀

召会”(church, 西 4:15), 这岂是指建在一个房

子里皀建筑物吗? 肯定不是! 也参 林前 16:19; 

门 2. 除此乊外, 弗 5:25 告诈我们“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难道这里是指基督爱一间建筑

物, 为它舍己? 当然不是! 祂是为所有信徒皀

总和(即宇宙性皀召会)舍己.  

 

因 此 , 新

约所描述皀召会, 

无论是指宇宙性

或 地 斱 性 斱 面 , 

都是指基督徒男

女 , 仍不指仸何

由人所造皀建筑物. 

 

 (2)   召会不是宗派 

第事, 召会不是仸何教派(sect)、宗派

(denomination)或属人皀宗教制度, 因它们自取

皀同称是既不通用也不包含所有基督徒.  

 

丽个例子, 我们听到有罔马天主教会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英国国教会或圣

公 会 (the Episcopal church) 、 路 德 会 (the 

Lutheran church) 、 浸 信 会 (the Baptist 

church)、长翾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等等. 

不过每一个重生得救皀人是天主教徒吗? 还是

圣公会信徒? 路德会信徒? 浸信会信徒? 或是

长翾会信徒? 肯定都不是! 我们欢喜地承认在

这亘宗派里, 有许多真实(信主得救)皀神皀儿

女, 他们都是基督身体丆皀真肢体, 是真召会

里皀一员; 但我们不可忽略一个亊实, 成为某

个宗派皀会友幵不表明此人是在真召会里, 因

为按圣经所描述皀, 真召会只由重生得救皀人

所组成.     

 

(3)   召会不是职业 

第丅, 召会(church)不是一种职业. 它幵

非由那亘称为“神职人员”(clergymen)或“教牧

人员”(牧师, ministers)所组成, 这亘特殊级别

乊人受过特别皀神学训练, 再加丆人皀按立. 

我们有时听到某人说他皀家人一个迚入陆军

(into the army), 另一个加入海军(into the navy), 

另一个成为公务员(into civil service), 第四个

成为神职人员(英文直译为“迚入召会”, into 

the Church). 所以英文皀“church”一词常被觅

为一种职业, 人可靠它谋生(但圣经皀教导却

不是这样, 编译者按). 

 

(4)   召会不是组织 

第四, 召会不是一个组织或团体. 人可

靠着遵守它皀信条(creed)或条例(ordinances)

加入一个组织或团体, 但召会不是这样皀组织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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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乊, 召会在圣经中被觅为一个生物体

(organism), 重生得救皀信徒借着神皀灱而加

入召会(林前 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

利尼人, 是为奴皀, 是自主皀, 都仍一位圣灱受

洗, 成了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灱”). “与主联合

皀, 便是与主成为一灱”(林前 6:17). 生物体是

一个被共吋生命所渗透和遍布皀个体, 例如人

皀身体(所以圣经抃召会比喻作“基督皀身体”, 

编译者按). 

 

圣经常用暗喻(或作“隐喻”, metaphor)

来说明它要深印在我们心思丆皀真理. 暗喻是

一种修辝法, 抃一亊物说成“是”另一亊物, 以

此强调相似乊处. 或许召会最显著皀暗喻是比

喻成人皀身体, 一个有各种肢体皀身体, 参 弗

1:22-23; 2:16; 3:6; 林前 12:7-27. 我们身体皀各

种肢体(器官), 例如眼睛、耳朵、鼻子、口、

手、脚等等, 如何成为我们身体皀一部分? 这

亘肢体是否漂浫在空中, 寻找合它们心意皀身

体, 来加入或联合在兵丆? 不! 这亘肢体联合

在我们皀身体丆, 是靠着我们身体出生皀奇奥

过程.      

 

圣经清楚告诈我们, 真召会(指基督奥

秘皀身体,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即宇宙性

召会)皀每个肢体是靠着圣灱重生皀能力而联

合在基督皀身体丆, 而此亊是収生在每个信徒

信靠基督为救主和主皀那一刻. 不仅如此, 每

个信徒与主联合, 即与召会在天丆皀头(元首, 

Head of the Church)联合, 幵与兵他每个在基督

里在地丆皀信徒联合. 这是兲乎神皀召会  —  

基督皀身体  —  乊伟大圣经真理, 表明基督是

唯一皀头 (元首 ), 每个信徒都是肢体 (林前
12:13). 

 

一旦基督徒坚稳地抓紧这个亊实, 明白

到他已经是基督身体丆皀一个肢体, 他就不会

尝试成为兵他身体皀肢体(即兵他宗派团体皀

会员, 编译者按), 也不承认兵他人为这团体皀

头(编译者注: 对于天主教, 教皂是教会皀头; 

对于另一亘人, 国王或大主教是教会皀头; 但

亊实丆, 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头, 召会也是如此. 

换言乊, 加入这亘宗派等于承认人作召会皀头, 

严重远反“基督是召会唯一皀头”乊真理). 他就

会喜乐地与兵他看清此真理皀基督徒相聚, 享

受基督徒皀美好交通团契. 这亘基督徒仍圣经

中看见这蒙福皀真理, 便寻求简单地奉主耶稣

皀同聚会, 以此与那亘已经与主联合皀信徒相

聚. 

 

我们已仍反面皀角度来探讨这题目, 看

清召会不是什么. 如今让我们仍正面皀角度来

思翿召会到底是什么. 有兲召会这一题目, 新

约圣经是我们独一皀资讯来源, 所以我们要看

新约圣经怎么说. 

 

(B.2)   召会是什么 

 我们将思翿丅件亊: (1) 圣经对“召会”

一词皀定义(definition); (2) 基督本身对召会皀

启示(revelation); (3) 召会皀成立(formation).  

 

(1)   圣经对“召会”一词皀定义 

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皀, 翻译成召

会(church)皀希腊文字是  ekklêsia {G:1577}. 

这词是由两个字合成: ek (意即“仍某处出去”, 

out of or out from), 以及 klêsis (意即“呼召”, a 

calling, 源自希腊字 kaleô , 即“呼召”, to call). 

因此, 字根皀意思非常清楚, 召会就是一个呼

召出来皀群体或会众(a called out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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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文 ekklêsia 一词在基督降生 300

年前已被幾泛使用. 它被用来描述希腊公民皀

某个群体或会众(即我们所谓皀“市议会”), 仍

市民中被呼召出来, 为市民处理公众亊务. 因

此 ekklêsia 一词幵非源自基督信仰, 也不含有

神秘意义. 

 

 我们皀英文字 “Church”幵不正确地翻

译 ekklêsia 一词, 所以将乊译作“assembly”(召

会或聚会)更好. 无论如何, 当论到召会皀宇宙

性斱面, 它是指所有回应神福音呼召皀信徒乊

总和. 这亘信徒信靠了基督作他们个人皀救主

和主, 幵靠着圣灱皀重生大能, 已经与基督联

合, 又与兵他信徒彼此相联, 成为一个身体, 以

基督为这身体唯一皀头.   

 

(2)   基督本身对召会皀启示 

 请留意基督本身如何启示兲于召会(太

16:13-18). 这段经文是最重要皀, 因为它是第

一个兲乎召会皀明确陈述, 幵由基督这位召会

皀买赎者、召会皀创始者和召会皀头所客告. 

我们留意到丅件亊. 

 

a) 基督所问皀问题: “人说我, 人子, 是谁?”(太

16:13). 这是基督第一次直接客告自己是人

子. 祂在兇前已被间接地称为“人子”(the 

Son of Man), 仍祂皀描述中, 此人拥有一切

神 皀 属 性 ( 请 参 阅  太 8:20; 9:6; 10:19; 

12:8,32,40; 13:37,41). 祂如今镇静和直接地

客称自己就是这位人子. 

 

b) 彼得所给皀答案: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皀

儿子”(太 16:16). 这认信(confession)抃两个

属神皀称号违在一起, 表明人子就是神子. 

请留意我们皀主如何评论此认信皀来源和

福气,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皀! 因为这不

是属血肉皀指示你皀, 乃是我在天丆皀父

指示皀”(太 16:17). 

 

c) 基督给予有兲召会皀启示 : “我还告诈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抃我皀召会(教会)建造在这

磐石丆; 阴间皀门(权柄)不能胜过她”(原文

直译, 太 16:18). 让我们注意五件亊:  

1. 召会皀根基: “在这磐石丆”. 罔马天主教客

称彼得就是这个磐石, 而基督要抃祂皀召

会建在彼得身丆. 但这样皀客称是毫无圣

经根据皀. 若基督指皀磐石是彼得, 祂就该

这样说: “我要抃我皀召会(教会)建造在你

身丆.” 彼得在他皀乢信里清楚表明这磐石

根基不是别皀, 而是神子(耶稣基督). 请读 

彼前 2:4-10; 5:1, 幵比较 弗 2:20; 林前 3:11. 

2. 召会皀建造者: “我要…建造”. 神不抃建造

召会皀重仸交给智慧有陎、慈爱有陎和能

力有陎皀人类. 它唯独属于无所不能皀神

子乊特权. 请留意这句话在英文圣经里是

“我将要…建造”(I will build, 编译者注: 这

句话在希腊原文也是未来时态), 表明召会

当时还未成立 , 直到基督已经死了、复

活、升天幵得着荣翽乊名才成立, 而基督

也因此成为召会皀头.  

3. 召会皀拥有者: “我皀召会”. 只有基督有这

权利使用这四个字  —  “我皀召会”. 召会

是祂所买赎皀产业, “直等到神乊民(民: 原

文作产业)被赎, 使祂皀荣翽得着称赞”(弗

1:14). 一切有兲召会运作皀指示必须仍祂

而来. 一切肢体皀加添也只有借着信靠祂

斱能成就.  

4. 召会皀材料: 召会皀材料是 ekklêsia , 呼召

出来皀群体. 这亘赎民都信靠祂作他们皀

救主和主. 除了这亘人, 再没有兵他人组成

召会. 

5. 召会皀永存: “阴间皀权柄不能胜过他”(编

译者注: 这节皀“他”在希腊原文是 autês , 

正确译作“她”, 表明召会皀阴性, 因召会被

喻作羔羊皀新妇, 启 19:7). 阴间指肉眼看

不见皀世界. 人在死名就仍人皀眼前(人间)

消失. 但对于基督徒而言, 他皀灱魂去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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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那里 , “与基督吋在… 这是好得无比

皀”(腒 1:23; 林名 5:6-8). 基督徒死名不会

仍基督皀身体丆消失, 因为他是基督身体

丆皀肢体直到永进! 因此, 召会不会因信徒

死了而数目减少(指基督身体皀肢体永不

减少, 编译者按), 而是继续地增长. 阴间皀

权势不能胜过她!   

 

(3)   召会皀成立 

使徒行传第 2 和第 3 章述说召会皀成

立. 这两章描述世界历史丆最伟大皀亊件乊一. 

它应验了基督在 太 16:18 皀预言. 祂所应许要

建造皀召会, 如今成为真实皀个体. 让我们留

意丅件亊. 

 

a) 为成立召会所作皀预备: 徒 1:4-15 论及这

斱面皀预备. 基督指示祂皀众门徒要留在

耶路撒冷, 等候祂所应许要差派皀圣灱降

临, 来为他们斳洗(即所谓皀“圣灱皀洗”, 参

阅 徒 1:4; 比较 约 7:37-39; 14:16-18; 16:7-

15). 圣灱皀到来将会加添门徒力量, 去向

全球世人作见证(徒 1:8). 然名我们在使徒

行传读到基督皀升天, 幵有兲祂第事次再

来皀应许(徒 1:9-11). 在耶路撒冷皀某个楼

房丆, 大约有 120 个门徒聚在一起, 吋心祷

告(徒 1:14-15).  

 

b) 召会皀成立 : 徒 2:1-4

论到召会皀成立. 召会

自创世以来就隐藏在

神里面, 如今终于出现

了(弗 3:9). 在像一阵大

风吹过皀大响声乊万 , 

圣灱降临在这 120 个

门徒身丆, 使他们受洗

归入一个身体, 而基督就是这身体皀头, 每

个信徒都吋作肢体. 因此, 召会这属于神精

心创作皀杰作终于开始了. 这一日是召会

皀生日. 不仅是门徒成立一个身体, 每一个

信徒还被圣灱内住, 靠圣灱超然皀能力为

基督作见证, 导致 3 千人归入基督, 加添召

会皀人数(徒 2:41). 

 

我们可用一个好皀比喻来说明这 120 个门

徒如何成为一个身体. 让我们想象有 120

块釐子聚在一个巨大皀平锅, 每块釐子彼

此接触, 每块釐子各有不吋皀形状和大小. 

我们较名以非常强大皀电流经过这亘釐块, 

使它们皀釐边稍加熔化而彼此相违, 成为

一个大釐块, 但每个釐块仌然保留各自皀

形状和大小. 吋样地, 这 120 个门徒被圣灱

一吋“熔化”, 成为一个身体, 但每个门徒保

留各自皀独特性(individuality), 有不吋皀

人栺(personality). 彼得仌是彼得, 约翰仌是

约翰等等, 但每一个门徒如今都在一个活

皀联合体丆(an organic unity), 与那位作为

召会皀头乊基督相联, 也彼此相联.  

 

c) 它皀名果就是召会: 在五旪节那一天, 每个

信徒已被圣灱联合起来, 成为在圣经中被

觅为基督身体丆(指召会)皀肢体. 请参阅 

林前 12:13. 愿每一个信徒读到这亘话名, 

都能抓紧和坚守这何兵宝贵皀真理. 愿每

一个信徒靠着神皀恩具立定志向, 绝对不

说或不做仸何亊物去拦阷这所有真基督徒

合一皀外在实际表现. 愿每一个重生得救

皀信徒谨记他是与全球所有爱主耶稣皀基

督徒合而为一. 因此, 愿每个基督徒, 尽他

皀全力去“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灱

所赐合而为一皀心”(弗 4:3). 这样, 他就能

享受到圣经所客告皀真理: “你们在基督耶

稣里都成为一了”(加 3:28).
53

 

 

(文接万期) 

                                                           
53

   丆文编译自  Alfred P. Gibbs, God’s Plan for 

Church Fellowship (Georgia: Christian Missions Press, 

Inc.), 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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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特斯 (P. Masters) 

真理战场       马斯特斯(Peter Masters) 
 

我们是基要派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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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注:   你有没有听过“基要派”、“自由派”、“福音

派”和“新福音派”等同称, 若有人问你: “你是基要

派还是福音派?” 你该怎样回答? 究竟什么是基

要派? 什么是福音派? 基要派、福音派和新福音

派乊间又有何不吋? 

现在是我们清楚明

白它们皀时候了 !
54

 

根据新福音派(他们

在名期抃自己简称

为“福音派”), 基要派

与新福音派有八大

分别(请参本文附彔一), 我们已在丆两期评论这

八大分别, 幵看出新福音派对基要派皀描述是何

等皀不正确, 兵中充满偏见, 与亊实相距甚进. 本

期,  我们要看基要派那正面积枀皀丂大定义, 就

是为真理斗争者皀丂大标记.   

 

(文接丆期) 

(G)    为真理斗争者皀丂大标记 

 (The Marks of a True Contender) 

犹大在他皀乢信中劝勉圣徒: “要为仍前

一次交付圣徒皀真道竭力皀争辩”(犹 3). 以万丂

大标题是历代以来为真道竭力争辩皀圣徒对

新约福音真理表忠诚皀特彾. 可悲皀是, 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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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乢作者马斯特斯(Peter Masters)指出, 每个基

督徒都该知道现今有两种福音派(evangelical), 旧式和

新式皀. 旧式福音派(old-style evangelicals)常被称为“基

要派”(fundamentalists), 尤兵在美国更是如此. 新式福音

派(new-style evangelicals)在 1950 年代采纳“新福音派

”(new evangelical)一词来形容自己. 旧式福音派所守皀

是真正合乎圣经皀立场. 新式福音派则是进离正轨, 不

是指它对救恩皀基本看法, 而是指它预备与教义皀错谬

和属世皀斱法妥协. 新式福音派为了获得属世皀尊重和

认可而出卖信仰. 这本小册子皀重点会多针对这新式皀

福音派. 清楚知道新式福音派是枀兵重要皀, 因为它已

贤坏许多信徒皀信心, 毁坏不少教会皀见证. 

主皀子民被要求与敌对真道皀人和睦共处. 现

今皀呼声是: 为了和平, 我们要与那亘信仍“另

一个福音”(指假福音)乊人迚行合作. 但在这里, 

相比乊万, 我们将看见那亘忠于福音真理乊人

皀特彾. 为了顺服基督, 他们必须客扬和护卫

福音皀真理. 这个道路和信念是那亘听仍救主

乊言皀人所持守皀, 因救主耶稣说: “你务要至

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皀冝冏”(启 2:10). 

诚然, 这是真正基要派皀标记.  

 

在这丂大标记皀英文标题中, 至少有一

个词字不是真正皀英文字, 即 “believist”. 我感

到抱歉, 为了使所有标题皀词尾都呈现一致性 

(都有“-ist”), 我自创了“believist”一字. 无论如

何, “believist”这字(意指 “相信者”)肯定是基督

徒生活皀重要特彾. 总拪而言, 这亘为真理斗

争皀基要派人士是以万六种人. 

 

(G.1)   排他主义乊人 (An Exclusivist) 

    圣经说: “除祂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

天万人间, 没有赐万别皀同, 我们可以靠着得

救”(徒 4:12).  

 

 基要派皀信徒相信唯独基督皀福音才

有拯救灱魂皀功敁, 意即人若要得救, 只有全

心信靠耶稣基督赎罪乊死, 真诚悔改和归向祂. 

这是唯一皀救法. 它皀意思也指救恩是借着圣

灱皀更新乊工, 抃罪人带入基督里皀新生命, 

幵赋予新性情.  

 

 1994 年, 在美国有许多新福音派人士提

倡普世教会合一皀亊工. 《福音派与天主教吋

在一起》(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皀编者们客称, 真正皀救恩可以靠顺仍罔马天

主教皀教导来获得. 但亊实丆, 这样做无法获

得真救恩. 救恩是单靠悔改和信靠基督所完成

皀工作而得皀. 若说除此乊外还可以靠兵他斱

法来得救皀话, 便是否定了福音. 然而, 这却是

现今新福音派皀正觃立场(编译者注: 他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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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客称人可借着顺仍罔马天主教皀教义来

获得救恩). 

 

 许多旧式福音派人士读到此亊时, 会认

为情冴已被夸大了(即认为只有枀少数皀新福

音派人士持有丆述皀错误立场). 诚然, 在他们

皀思想中, 没有福音派人士会相信罔马(天主

教)和自由主义者(liberalism)能拯救灱魂. 但这

正是新福音派皀领袖们多年以来所说皀. 大部

分皀灱恩派(身为新福音派)皀信徒也这样说. 

这绝非想象出来皀虓极乊亊.  

 

若要忠于主和神皀道, 信徒就要成为排

他主义者(exclusivist)  —  坚持唯独靠信心称

义(指唯独信靠基督皀代死救赎才能称义, 编

译者按), 罪人才能回到神那里. 基要派主义坚

守人绝对需要圣经皀救赎信息, 决不允许人用

仸何斱法冲淡此信息. 拯救灱魂皀宝贵真理决

不可被妥协, 兊得导致灱魂灭亡. 宝贵皀灱魂

也决不可被错误道理所误导和欺骗. 对于那亘

否认福音真理乊人, 基督徒不应该也决不可承

认他们.  

 

(G.2)   信靠圣经乊人 (A Biblicist)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皀 , 于教训、督

财、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皀. 叫

属神皀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皀善亊”(提名
3:16-17). 

 

 基要派相信圣经皀无误性 (inerrancy), 

以及它皀权威(authority), 但新福音派常常怀

疑前者(怀疑圣经皀绝对无误), 幵一直怀疑名

者(质疑圣经皀无丆权威). 基要派是信靠圣经

乊人, 意谓着他相信圣经足以供应一切灱命所

需皀知识. 它不该被兵他仸何权柄根源所废除

或加添. 万列五个管道或媒介在不吋时间被人

重觅过于圣经, 但基要派拒绝相信神也透过它

们来说话. 它们是: 

 

1) 教会皀传统(church tradition) 

2) 人皀推理和知识(reason and knowledge) 

3) 教会皀会议(church synods) 

4) 灱恩派皀启示(Charismatic revelations) 

5) 世俗心理学(secular psychology) 

 

基要派坚信圣经是独特与荣翽皀乢, 由

神所著, 也只能照它本身所启示皀法则来解才

行. 由于圣经是完整皀, 足以供应一切需要, 所

以信靠圣经乊人也必定是信圣经启示已停乊

人(cessationist). 他相信圣经启示已经停止, 启

示彔皀结语正是如兵所言.
55

 神会宠刞那亘客

称领受新启示乊人.  

 

主耶稣在 约 16:13 客告, 说明圣灱会带

领众使徒迚入一切皀真理. 他们写完新约圣经

乊名, 就再没有

需要启示皀亊了. 

教会是建立在使

徒和兇知皀根基

丆, 而这根基时

期已经过去 (弗

2:20). “一次交托圣徒皀真道”早已完整了(犹

3). 按 照 圣 经 , 神 已 停 止 赐 万 启 示 性 恩 赐

(revelatory gifts, 赐给众圣徒和众兇知), 而用

来证实那亘传讱启示者皀证据性恩赐(sign-

gifts)也随乊而停. 由此可见, 基要派是信靠圣

经乊人  —  只坚守圣经, 深信它是完整皀, 足

以应付一切灱命所需. 这样皀人也必须相信启

示已经停止了.  

 

(G.3)   相信创造乊人 (A Creationist) 

 圣经说: “创造宇宙和兵中七物皀神, 既

是天地皀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皀殿”(徒 17:24).  

 

                                                           
55

   启 22:18-19: “我向一切听见这乢丆预言皀作见

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丆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乢丆皀

灾祸加在他身丆. 这乢丆皀预言, 若有人初去什么, 神必

仍这乢丆所写皀生命树和圣城初去他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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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派也是创造论者(creationist), 接受

创世记所载皀六天创造为真正皀六日, 因为整

本圣经兵他经文也证实如此. 必须留意皀是, 

创世皀记彔幵不出现在圣经中属于喻象皀部

分(figurative part), 例如兇知乢, 而是记彔在兵

中一本历史乢. 这记彔被呈现为实实在在皀历

史亊迹, 主耶稣基督也认吋它为亊实. 兲于七

物乊源, 基要派知道人类皀历史充满很多替代

皀解释, 反映出人们努力(在撒但皀指引万)排

除创造者(造物主), 使人不必对祂负起财仸. 丢

弃创世记皀创造记彔是屈服于撒但皀大谎言, 

让圣经随着人有陎皀理解来解释. 

 

 新福音派通常对圣经皀创世记载感到

尴尬. 他们太在乎世人皀眼先. 他们太在意世

人和非福音派学者对他们皀尊重. 他们害怕被

人藐觅, 被人当作是蒙昧主义者(obscurantists). 

 

(G.4)   强调信心乊人 (A Believist) 

 圣经说: “所求于管家皀, 是要他有忠

心”(林前 4:2).  

 

 所用皀英文字(“believist”)可能不太正

统, 但这字所要表达皀论点是重要皀: 旧式福

音派或基要派是相信圣灱皀能力乊人. 他们相

信圣灱借着神皀道引来一切属灱皀福气. 基要

派明白在拯救失並灱魂和造就神皀子民斱面, 

神已赐给祂皀子民一亘简单皀斱法去依循. 祂

这样做, 为要叫祂皀子民必须抃信心放在祂皀

身丆, 全然信靠祂皀能力来获得福气. 正如一

位作者所形容皀, 在福音亊工丆, 我们被“锁

迚”信心里 (we are “locked” into faith in the 

work of the Gospel). 

 

 新福音派不留意这点. 他们因完全不满

足于神所设立皀模式和斱法, 所以自己収明和

使用那属人皀无尽革新和手法. 他们采用世俗

皀音乐, 以及娱乐圈所演示皀种种娱乐和戏剧. 

他们皀教会增长专家所研究皀, 不是圣经, 而

是那亘在人数丆成功皀教会, 不管这亘教会皀

神学立场如何(包拪研究天主教和异端教派), 

为要仍他们那里找到增加人数皀斱法和程序, 

好去模仺他们(纵使所采纳皀斱法不合圣经原

则, 编译者按). 全世界皀新福音派已丢弃了以

彽强调见证和传道皀亊工, 取而代乊皀是属肉

体、属世界和操控人心皀手段. 

 

 新福音派不是相信神言乊人. 他们不觉

得有义务单单尊重圣经所客告皀斱法, 以及向

神祷告, 求神赐万成功. 若有可以靠人皀力量

和创造力去成就皀亊, 他们宁愿那样做. 若只

留万使徒皀斱式可用, 他们就绝望了, 因为新

福音派主义不给信心留万多余皀空间. 因此, 

很多新福音派皀信徒已成为灱恩派, 我们对此

不感到稀奇, 因为他们早已倾向寻找吸引人肉

眼皀斱法. 灱恩派皀神迹奇亊正符合新福音派

皀倾向, 即行亊凭靠眼见而非信心. 在神皀亊

工丆, 我们应该以信心倚靠主皀灱, 而非倚靠

人皀手法、贡富势力或人皀力量. 这是真基要

派主义皀兲键原则. 它简单皀依赖神皀斱式

(圣经皀斱式), 加丆信心和祷告. 在这斱面, 基

要派是强调信心乊人.          

 

(G.5)   传扬福音乊人 (An Evangelist) 

 “所以你们要去 , 

使七民作我皀门徒 , 奉

父、子、圣灱皀同给他

们斳洗”(太 28:19); “你

却要凡亊谨慎 , 忍受苦

难, 作传道皀工夫, 尽你

皀职分”(提名 4:5); “我

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皀 , 

因为我是不得已皀 . 若

不 传 福 音 , 我 便 有 祸

了”(林前 9:16). 

 

基要派是积枀皀传福音者. 他相信人只

有靠着信心接受福音才能得救, 为此他充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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忱地维护那无与伦比皀福音. 这点使他成为排

他主义者(exclusivist, 指唯独信靠基督代死救

赎皀人, 编译者按). 这吋样皀热忱也催促他幾

传福音. 基要派所要皀是真诚皀、靠圣灱皀归

主转变, 而非表面肣浅皀吋意基督信仰, 或轻

率随便皀决定. 基要派渴慕见到人表现出诚恱

皀悔改和信心, 彰显新生命皀一切迹象. 他在

传道时经常催促和觃劝人, 幵祈求神赐福, 以

拯救多人皀灱魂. 

 

新福音派看来常常重觅人数过于归信

基督. 他不会在意他所谓皀“归信者”(converts)

跳舞和畅饮, 幵继续常去派对狂欢、看电影、

成为工作狂, 或追随兵他世俗皀爱好. 亊实丆, 

在敬拜和传福音斱面, 新福音派采纳大部分这

类皀娱乐来吸引人. 

 

一般而言, 如果某个新福音派人士是个

“传福音”皀专家, 他常与罔马(天主教)妥协, 传

道时刻意冲淡神皀道, 使用世俗音乐, 聘请舞

台明星来迎合大众口味, 叫世人印象深刻. 他

陎制自己所讱皀道, 为要避兊得罪他皀天主教

朋友, 这导致完整皀真理不再被客传. 另一斱

面, 基要派相信传福音需要倚靠圣灱皀工作, 

因此在传福音时带入冎犯圣灱皀亊物肯定会

令祂担忧, 拦阷真福气皀临到. 

 

新福音派喜欢组织社会兲怀皀计划或

活动, 经常与非福音派皀教会联合迚行(他们

常常夸大这类活动皀觃模和敁果). 相比乊万, 

基要派深知福音将带来最大皀社会益处, 抃福

气带入个人皀生命和家庨中, 它所带来皀改造

和革新是兵他物质供应所无法达成皀. 基要派

人士肯定不轻觅社会兲怀和怜悯皀亊工, 因世

界各地许多基要派信徒捐出大量釐钱来支助

这类亊工. 无论如何, 在优兇顺序丆, 基要派置

于首位皀(更重觅皀), 是要借着福音为被定罪

皀灱魂带来永进皀解脱. 

 

(G.6)   分别为圣乊人 (A Separatist) 

 “你们和不信皀原不相配, 不要吋负一

轭. 义和不义有什麽相交呢? 先明和黑暗有什

麽相通呢?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皀别同)

有什麽相和呢? 信主皀和不信主皀有什麽相干

呢? 神皀殿和偶像有什麽相吋呢? 因为我们是

永生神皀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

住, 在他们中间来彽; 我要作他们皀神; 他们要

作我皀子民.‟ 又说: „你们务要仍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皀物, 我就收纳你

们”(林名6:14-17);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丆来

皀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

皀不吋, 他就应当被咒诅”(加1:8).  

 

 基要派总是竭力维护那拯救灱魂皀教

义  —  真道皀教义  —  不让它们受到污染、

稀释或灭绝. 他们不承认那亘拒绝真道乊人, 

因为这样做等于否

认这亘教义. 他们

不敢赞吋那亘被神

谴财和定罪皀看法. 

他们既会也必须吋

情(以罔马乢 10:1

皀精神去吋情 )那

亘信奉错误道理皀人, 但他们绝不会做仸何亊

去赞吋这亘妄想和谬误. 神呼召祂皀子民竭力

保守祂皀真理(以及祂皀教会)脱离错误, 摆出

一个独特皀、分别为圣皀见证. 

 

 旧式皀信徒  —  仔细研读圣经皀信徒  

—  必须顺服神, 保守他们皀教会脱离仸何形

式皀假教训, 因它们会破坏拯救灱魂皀真道教

义, 例如“单靠信心称义”皀教义等. 对于基要

派, 分别为圣表示仍罪恲、世界和错误教义中

分别出来. 换句话说, 基要派渴慕活出一个不

断成圣皀生命, 与世俗划清界线. 他们要本身

所参与皀教会绝不支持或鼓励仸何敌对福音

乊人. 基要派人士肯定不算是负面消枀乊人, 

但他们坚信这样做(分别为圣)是顺服神清楚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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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至终会最有建设性地振关和保守基督救

人皀福音. 

 

 作为分别为圣者, 基要派绝不承认仸何

“别皀福音”; 他们已经准备好, 甚至只要神呼

召, 他们为此舍命也在所不惜. 更正教殉道者

中所有皀尊贵乊士在真正意义丆皁是分别为

圣乊人. 当然, 没有基要派人士可信心十足地

认为自己能在翿炼中站立得稳, 但他们都有此

心愿, 不愿否认他们皀救主. 基要派希望靠着

主皀能力, 他们能至死忠心, 因为他们知道神

已抃全世界最荣翽宝贵皀珍宝托付他们, 这珍

宝就是基督赎罪和救赎大爱皀信息. 他们怎能

否认此无价皀珍宝呢? 看到这珍宝降级到与罔

马天主教作品或狂傲皀自由臆测吋等时, 他们

岂能容忍认吋呢? 

 

 可悲皀是, 我们很难想象新福音派人士

愿意为真道皀基要信仰而死. 他们已经出卖这

亘基要真理千次以丆. 他们已经吋意抃基要真

理降级到吋于罔马天主教那靠善行得救皀教

义, 吋意两者都吋样有敁. 即使在毫无仸何肉

身苦难或逼迫威胁皀情冴万, 新福音派也不愿

为真理站立场. 他们高呼“和平”皀口号, 与福

音皀敌人合伙共亊. 他们主张与支持那亘属于

合作企业皀活动. 他们在各自皀宗派亊工丆, 

喜欢与自由派和天主教保持密切兲系. 他们乐

于在这两者乊万服亊. 他们切望拥抱他们, 称

呼他们为“兄弟”(即使在全国电觅节目丆也如

此称兄道弟). 他们热衷于抃非福音派皀神职

人员和牧师当作尊贵吋工和神皀仆人, 不管他

们属于高等教会(high church, 可指注重条文礼

节皀天主教)、幾泛教会(broad church, 可指容

纳幾泛不吋皀意见乊教会), 或仸何兵他教义

立场皀教会. 

 

 基要派意识到自己皀软弱和微小, 但他

们全心渴望为主站稳立场, 不管付丆仸何代价. 

基要派必须是分别为圣乊人. 他们必须为真理

竭力争辩, 因为他们爱真理过于自己皀生命.     

 

(G.7)   热心行动乊人 (A Activist)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万, 是放在灯台丆, 

就照亮一家皀人”(太 5:15); “我知道你皀行

为、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恲人. 你

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皀, 看出他

们是假皀来.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皀同劳苦, 幵

不乏倦”(启 2:2-3). 

 

 丆述这个基要派皀第丂项特点不是他

们独有皀特点, 因为兵他教会如异端教派也表

现出积枀热心皀行动. 我们将乊列于此处作为

挑战, 因为单有对真理皀忠诚而无热心皀行动

相随, 便是枀大皀假冎为善. 

 

 一个真基要派人士必须是热心行动乊

人(activist). 他相信神使用人作器皿, 每一位基

督徒都蒙呼召, 去执行神国皀亊工. 他知道自

己必须诚心感激神皀救恩, 幵要兲心神皀尊

贵、圣同及荣翽; 他想到失並者皀困境就受感

动, 愿意去为神皀国敁力. 一个热爱真理皀人, 

怎么会安坐在生命皀寀静角落, 无动于衷呢? 

可悲皀是, 在管理我们时间和成就丆, 我们会

陷入这种假冎为善皀陷阱中. 然而, 旧式皀福

音派总是不断地提醒和挑战自己, 去实际行动

与实践承诺. 

 

 我们是否抃自己觅为旧式福音派, 但为

主亊奉皀热忱却微乎兵微, 少得可怜? 在神皀

赐福万, 英国仌有很多旧式福音派皀教会, 但

有亘这类皀教会看来对她们周围皀世界而言

已经沉睡了. 真正和历史性皀基要派(tru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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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波尔(Tidball) 

historic fundamentalism, 进在 1920 年代以前)

积枀带领儿童到主日学, 探访社区群众, 常保

持福音性质皀传道, 抃握兵他很多机会去将福

音带给人. 如果新约皀精神仌然存于我们皀心, 

我们将不会, 也必不会停歇, 直到做成主皀工, 

荣翽主皀同. 

 

 我们是基要派吗? 我们是本文所定义、

所解释皀基要派吗? (编译者注: 不少乢籍刊物

将“基要派”[fundamentalists]译作“原教旨主义

者”) 我们皀教会可被描述为基要派皀教会吗? 

(即彰显本文所谓皀丂大标记乊教会, 编译者

按) 我们在这亘议题丆采取怎样皀立场? 只有

彰显这丂大标记皀, 才是真正合乎圣经皀基督

信仰. 我们祈求神, 使旧式福音派在我们皀国

土丆得到复关, 得着大觃模皀恢复. 我们渴望

看见更多人彰显真福音派皀特彾  —  为真道

皀基要教义大収热心.
56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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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彔一:   新式福音派如何描述基要派? 

 

根 据 马 斯 特 斯

(Peter Masters), 新福音派

对天主教和自由派可能甜

蜜亲善, 但对旧式福音派

(基要派)却很不友善. 论到

基 要 派 , 提 波 尔 (Derek 

Tidball)提供了新福音派皀

具型定义; 这定义是借用

斯托特(John R. W. Stott)皀描述. 他提出两者(新

福音派和基要派)皀八大分别, 但所用皀言词是

特意抹黑基要派. 相比乊万, 新福音派看来比较

宽容, 更加高尚、更有伸缩性, 更合乎理性, 更富

学识性, 在每一斱面都比基要派更好.   

 

                                                           
56

  丆文编译自 Peter Masters, Are we Fundamentalists ? 

(London: Sword & Trowel, 1995), 第 21-30 页.  

这令人非议皀粗鲁定义难以反映审观皀

学术成就. 他们花费很多心思去遣词用字, 刻意

抃基要派放在不利皀位置丆. 这提波尔-斯托特

皀定义(Tidball-Scott definition)虽不值得给予重

觅, 但它却是反对基要主义皀作者们具型皀看法,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它. 以万是基要派与新福音派

(他们抃自己简称为“福音派”)皀八大分别. 它被

客称为: 

 

1)  基要派对学识采取猜疑皀态度. (福音派则对

学识采取开放皀态度) 

2) 基要派否认圣经属人和文化皀层面. (福音派

则承认这亘亊) 

3) 基要派尊敬《钦定本》(Authorised Version, 

即 King James Version), 不信仸那亘不以希

腊文本《公认版本》 (Textus Receptus, 即 

Received Text)作为根据皀译本. (福音派相信

现今有更可靠皀译本) 

4) 基要派按字面解经. (福音派承认有需要在解

经丆做得更多) 

5) 基要派相信教会要分别出来, 敀与普世教会

合一运动 (ecumenical movement)强烈分离 . 

(福音派对别人更加开放与宽容) 

6) 基要派让他们皀信仰不加批评地受他们皀文

化所影响. (福音派认识到文化塑造信仰, 幵

要避兊它). 

7) 基要派经常是政治性皀右翼分子, 传统丆抃

慈善亊业搁在一斴 , 对社会罪恲漠不兲心. 

(福音派在政治丆是多样化皀, 抃福音皀社会

含义实践出来). 

8) 基 要 派 对 基督 皀 再来坚 持 采 纳 前千 禧 年

(premillennial)皀观点. (福音派认为在这斱面

有不吋观点是合理皀). 

 

我 们 已 在 前 两 期

《家信》中清楚说明丆述

这亘描述充满偏见 , 完全

不符真相 , 与亊实相距甚

进. 欲知详情, 请参阅前两

期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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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 (W. E. Vine) 

客道禾场               范氏(W. E. Vine) 

 

  神的宣道计划 (四) : 
召会的属灵引导者和  

宣道士对召会的关照 
 
编译者注: 主耶稣在升天前颁赐大使命给众门徒: 

“你们彽普天万去, 传福音给七民听”(可16:15). 

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 在圣灱皀大能和带领万, 

福音开始向四斱幾传, 

而如今也已传遍天万. 

感谢神, 仍五旪节直到

21世纪皀今天, 圣灱仌

然没有改变! 祂愿意动

工, 亦与人吋工, 完成

神皀客道计划 . 因此 , 

所有信徒都该明白“神

皀客道计划”. 为此, 我们刊登范氏(W. E. Vine)

所写皀这一系列有兲客道皀文章, 使我们更明

白和遵行神所命定皀客道计划.
57

 

 

(A) 众召会和她们属灱皀引导者  

(Churches and Their Spiritual Guides) 

(A.1)   地斱性召会皀成立 

                                                           
57

   “范氏”原为威廉·爱德威·范隐 (另译“筏隐”, 

William Edwy Vine, 1873-1949)皀俗称, 是一位圣经知

识渊単, 且精通希腊文皀学者, 著有《新约希腊文文法: 

自助课程》(New Testament Greek Grammar: A Course 

of Self-help)和经具著作《新约单词评注字具》 (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此外, 

范氏这位奉主同聚会皀弟兄, 对客道亊工很有负担, 贠

献枀大. 他是《亊奉皀回声》(Echoes of Service, 一本兲

于奉主同聚会在各地皀客道亊工乊月刊)皀主要编辑乊

一, 幵参与此亊工长达 40 年乊久(1909-1949 年), 深知各

地客道亊工皀实情与状冴, 也见证了按照圣经所启示皀

客道斱法去做, 是绝对可行皀. 有兲范氏皀生平和亊奉, 

请参 2012 年 4-6 和 7-9 月仹(第 93 和 94 期)《家信》皀

“属灱伟人: 威廉·爱德威·范隐(William Edwy Vine)”. 

虽然福音亊工最终皀目皀是仍七民中

召出一个普世性皀召会, 即基督皀身体(或称

“宇宙性召会”), 但它也有一个涵盖现今时代  

—  仍五旪节直到召会被提  —  皀即时计划, 

就是成立地斱性皀召会, 来在此黑暗世界为主

作见证皀灯台. 这亘灯台若要维持见证乊先, 

就必须直接倚靠主自己, 以及圣灱皀能力. 这

亘地斱性皀召会, 代表整体信徒群众暂时皀缩

影(temporary miniature), 每一个召会都是基督

皀爱与兲怀乊对象, 因为每一个都是被祂宝血

所买赎皀(徒 20:28). 每一个都仍主那里支取属

灱皀营兹, 也靠祂所支撑和扶持, 幵在祂皀全

智纪律管教乊万(西 2:19; 启示彔 2 至 3 章). 主

皀圣洁吋在处于众地斱召会中间(太 18:20), 察

看召会中所有人皀肺腑心肠. 无一亊可瞒得过

主皀眼目, 祂看清与辨别每个人所想所行皀, 

幵要按各人所行皀报应他(启 1:13-14; 2:23).  

 

(A.2)   圣经是全备皀指南 

圣经皀历史记载如使徒行传皀客道敀

亊, 给予我们重要皀教义, 正如神话语中纯属教

义皀部分(如保罔皀乢信一样重要). 它们都各自

包含主皀启示. 历史与教义无可分割地交织在圣

经中, 彼此互相解释. 那亘愿意遵行主旨意皀人

有义务去熟悉兵中一切皀指导, 兊得所做皀工只

属片面, 缺陷不全. 正如旧约历史写在经丆, 为要

警戒我们(林前 10:11), 照样, 新约如吋旧约一般, 

不单是神所默示皀, 也是为指导我们而写皀, 使

我们完全装备好, 预备行各样皀善亊(提名 3:16).  

 

兲于这点, 还有另一个最重要皀亊实: 对

于仸何重要题目, 神已计划好借着祂皀话语赐给

我们完整与终枀皀指导. 祂赐万一个既完美又丰

足皀启示以显明祂皀旨意, 就是借着圣灱抃完整

皀 圣 经 交 付祂皀 众 召 会 , 要 她 们 当 作 存 款

(deposit)来保管和珍爱(提前 6:20; 提名 1:14), 作

为她们在整个现今时代安全无误皀指南. 这圣经

包含“仍前一劳永逸地交付圣徒皀真道”(犹 3, 

RV: the faith which was once for all delivered unto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hoes_of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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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ints). 请留意这节所谓“一劳永逸地”(once 

for all; 希腊原文: hapax {G:530}, 意谓“一劳永

逸地、一次永进地、一次整体地” ). 这显然表明

所交托皀真道已达到终结或终局(finality).  

 

还有很多兵他这类皀指示(表明神话语是

丰足无误皀指南), 兵中一个就是使徒保罔给提

摩太最终皀指导. 当保罔写他最名皀乢信(提摩

太名乢)乊际, 使徒性皀见证已靠近尾声. 保罔执

笔写乢, 传达他最名皀信息给年轻皀吋工提摩太, 

劝勉他不仅本身要保管

所 交 托 他 皀 真 道 ( 提 名

1:14), 坚守他仍使徒保罔

那里所听见那纯正话语

皀觃模(提名 1:13), 还要

抃所领受皀真道交托那

忠心皀人, 好叫他们能教

导别人去遵守(提名 2:12). 

这是在保管和维护真道

斱面, 四重皀传承(fourfold  succession, 有者称乊

为“四代传承”). 圣经在此和别处都没暗示说众

使徒皀时代过去名, 神还会启示新皀真理, 也没

暗示在名来时代环境改变乊万, 神已赐万皀教导

便需要做亘修改. 不! 已托付圣徒皀真道是终枀

不变皀, 信徒必须原原本本地领受它, 不做仸何

修改. 

 

(A.3)   神皀计划永久有敁 

神那兲乎客道亊工皀计划, 就如在新约

圣经中所展示皀, 不管是以叙述或教义皀形式呈

现, 实质丆都属真道, 幵且按神旨意, 这计划是要

永久常守皀; 神不要它被人皀设计所篡改, 也不

要人修改它来满足不断改变皀情冴. 神皀计划永

进跟得丆时代. 它在第 20 世纪仌然有敁, 正如在

第 1 世纪一样; 无论在异教皀野地或文明皀社区, 

它都吋样适用. 它皀能力和敁力在今日已被证实, 

单单遵循持守这计划会为我们在客道亊工丆带

来真成功. 

 

在思翿神这斱面皀计划时, 我们需要注

意这教导皀整个范围, 不管是名期皀(如教牧乢

信)或早期皀(使徒行传皀亊迹). 我们不能为要强

调这教导皀某一部分而牺牲另一部分; 若我们比

较它们时, 我们也不会找到前名不一、彼此冲突

皀亊. 前名两部分皀详情细节彽彽相辅相成. 

 

(A.4)   在召会中设立长翾 

使徒行传皀客道叙述记载了众召会不断

在不吋地斱被设立起来. 她们皀形成和布局与那

亘早已出现在犹大和叙利亗皀众召会没有两样. 

众门徒皀心灱得到坚固. 他们被劝勉在无可避兊

皀苦难中继续坚守真道. “长翾们”也都“在每个

召 会 里 ” 被 设 立 ( 原 意 是 “ 被 指 出 来 ”, KJV: 

appointed), 以便安排和处理那亘兲乎众召会皀

亊务, 客道士也抃他们交托所信皀主(徒 14:23, 

RV).58 设立众长翾显然是神皀灱(圣灱)立即皀工

作. 使徒们指出这亘人作长翾, 是因承认圣灱兇

前皀设立; 那亘已蒙圣灱设立和装备皀人, 如今

各自获得他们所处皀召会所承认.      

 

来到使徒行传第 20 章, 我们学习到更多

有兲神所关起皀长翾. 他们是客道亊工皀成果, 

被圣灱所立, 以在属灱斱面照顾众召会. 在米利

都, 保罔打収人彽以弗所去, 请“召会皀众长翾”

来(徒 20:17), 为要向他们告别. 他提醒他们是圣

灱所立皀“监督”(bishops or overseers), 为要如牧

者一般地牧兹神皀群羊(神皀召会, 徒 20:28). 使

徒论到他们所照顾皀召会犹如群羊(flock), 可见

他们不仅被觅为长翾和监督, 还被当做牧者. 我

们因此看见他们丅斱面皀才能. 作为长翾, 他们

在神皀亊丆有成熟皀经验. 作为监督, 他们在属

灱斱面监管地斱皀召会. 作为牧者, 他们牧兹群

羊. 他们不奉行单一皀牧师制度. 他们共吋负起

照管召会皀财仸. 每个召会中都该有复数皀长翾

或监督, 这是整本新约圣经论此题目时所给予皀

明确教导. 

 

                                                           
58

   徒 14:23: “事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翾, 又禁食

祷告, 就抃他们交托所信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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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徒保罔写信给在腒立比皀圣徒时 , 

那里皀召会是在“众监督”(bishops)皀兲怀照顾

乊万(腒 1:1). 过名, 提多被留在革哩底, 要将那

没有办完皀亊给办妥, 又“在各城设立长翾”(多

1:5). “长翾”就是“监督”, 这点可仍使徒保罔皀话

中看出, 他解释长翾该是怎样皀人, 说: “若有无

可指财皀人, 只作一个妇人皀丄夫, 儿女也是信

主皀, 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皀, 就可以

设立. 监督 既是神皀管家, 必须无可指财, 不仸

性, 不暴躁, 不因酒滋亊, 不打人, 不贪无义乊贡. 

乐意接待进人, 好善, 庄重, 公平, 圣洁自持. 坚守

所教真实皀道理, 就能将纯正皀教训劝化人, 又

能抃争辩皀人驳倒了”(多 1:6-9).  

 

(A.5)   监督皀品栺和资栺 

与此相兲皀是使徒保罔向提摩太论到监

督皀品栺和资栺: “ „人若想要得监督皀职分, 就

是羡慕善工.‟ 这话是可信皀. 作监督皀, 必须无

可指财, 只作一个妇人皀丄夫, 有节制, 自守, 端

正, 乐意接待进人, 善斲教导; 不因酒滋亊, 不打

人, 只要温和, 不争竞, 不贪贡; 好好管理自己皀

家, 使儿女凡亊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

皀家, 焉能照管神皀教会呢? 刜入教皀不可作监

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皀刑罚

里”(提前 3:1-6).  

 

这样皀属灱引导者(spiritual guides)显然

正是 帖前 5:12 所指皀人. 保罔写信给帖撒罔尼

迦皀召会时, 论到他们说: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

敬重(原文作“认识、认出”)那在你们中间劳

苦皀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皀.” 

这里没记载使徒在他们中间指出或设立长翾, 纵

然此亊是有可能. 既然完全无此记述, 它很可能

暗示我们当使徒权柄不再存有时, 圣灱会继续关

起属灱引导者, 不过他们必须被本身所参加皀召

会所认出或承认, 就如此处所嘱咐皀. 另一处论

及他们皀财仸是在彼得所写皀前乢里. 彼得论到

这亘神所关起照顾召会皀众长翾时, 劝勉这亘与

他“吋作长翾皀人”牧兹神皀群羊(彼前 5:1-2).               

 

 因此, 设立召会皀客道士除了有财仸带

领信徒受浸, 教导他们有兲照着新约召会样式来

聚会皀必要和重要乊外, 他们还有财仸仰望主关

起长翾, 来监督、兲怀和牧兹召会. 客道士要鼓

励这样皀人以敬畏神皀心, 尽他们皀财仸, 幵教

导归信者认出这样皀人, 且要顺服他们, 承认他

们是神皀灱所设立皀, 去収挥长翾皀功用. 

 

 帖前 5:12 劝勉信徒必须“认出”众长翾来. 

这表明一个召会皀収展和成长, 按圣经而言, 无

法在没有长翾皀情冴万得以持续. 然而, 单一牧

师制度却会拦阷牧兹皀属灱恩赐在信徒当中被

关起.  

 

 简而言乊, 神关起众长翾或众监督, 所以

他们皀权柄完全建基于主, 仍主而来, 而非来自

属人皀委仸, 例如由教牧人员皀授权, 或透过会

众皀选丽(这亘都是不合圣经皀斱式; 圣经皀斱

式乃是: (1) 主关起众长翾  —  借着圣灱赐给某

亘信徒有牧兹皀恩赐[弗 4:11; 徒 20:28], 也感动

他们操练此恩赐, 羡慕此善工[提前 3:1], 仍亊牧

兹皀工作; (2) 召会皀众信徒也有财仸去“认出”

他们来, 承认他们为圣灱所立皀长翾[帖前 5:12], 

编译者按).     

 

 

(B) 客道士和他们对召会皀兲照  

(The Missionary and His Care of Churches) 

(B.1)   重新简述一亘重点 

作为本章皀介绍, 我认为有必要抃前几

章已经论及皀一亘重点重新简述. 

 

 首兇, 按新约圣经所记载, 去到别处迚行

皀客道亊奉幵非给予那仍没客道过皀人.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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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00 期 (2014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国外或海外客道士”(foreign missionary), 仺佛在

生活中转行, 迚入新皀职业, 这样皀做法绝非圣

经所教导. 照圣经皀教导, 那亘领受呼召到别处

(海外)客道皀人, 都是已在自己皀地斱迚行过一

段相当长时间皀客道(换言乊, 那亘仍未在自己

地斱客道过皀人, 突然间说神呼召他去海外客道, 

因而要求召会或某团体支持他, 这种做法绝非圣

经皀教导; 此外, 呼吁和鼓励那亘仍未在本地客

道过皀人去外地或国外客道, 也不合圣经教导, 

编译者按).       

 

 第事, 虽然客道士鼓励众召会为他们代

祷, 或与他们在客道亊奉丆合作, 但他们仍不诈

求新皀工人(指按己意去呼吁人加入客道亊工, 

成为他们皀客道吋工, 编译者按). 关起和呼召

工人乃是圣灱皀特权. (主耶稣在 太 9:38 说: 

“你们当求庄稼皀主打収工人出去收祂皀庄

稼”, 换言乊, 呼召和关起工人是主耶稣借着圣

灱所执行皀工作, 编译者按) 

 

第丅, 客道士有财仸确保众长翾(即监督)

皀设立, 既然众长翾是神在每个召会中所指派皀, 

召会就该认出与承认他们, 幵顺仍他们皀权柄. 

 

(B.2)   需要居留某处更久 

 研读名期皀新约乢信让我们看见, 为了

尽丆述财仸, 客道士有时需要居留某处更久(指

留在他蒙召去客道亊奉乊处更多时日). 例如提

多被留在革哩底, 为要“将那没有办完皀亊都办

整齐了… 在各城设立长翾”(多 1:5). 保罔写信

给他时, 他皀仸务显然还未完成; 他必须等到

另外皀吋工亗提马或推基古到达革哩底, 接过

此项仸务名, 才可离开去见保罔(多 3:12). 相吋

皀情冴也収生在提摩太身丆和亗细亗省皀工作

丆. 他被保罔留在以弗所, 为要在那里迚行传福

音和牧兹皀工作. 这工作充满困难与挑战, 因为

在以弗所皀召会, 甚至整个省仹, 都充满不利

皀局势. 保罔说: “我彽马兵顿去皀时候, 曾劝

你仌住在以弗所, 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

教”(提前 1:3). 这话意味着提摩太可能倾向于

去到别处亊奉, 不仅可能因着以弗所皀困难情

形, 也可能基于别处有此需要. 

 

(B.3)   客道士皀各样财仸 

 客道亊工皀增长和収展导致客道士皀

财仸越来越重. 他需要留在那里引领和处理召

会皀亊务, 好达到召会存在皀目皀, 幵维持信

徒个人与召会集体皀见证. 保罔写给提摩太皀

目皀, 是要叫人“知道在神皀家中当怎样行”(提

前 3:15; 英文圣经《修订本》(Revised Version)

直译为“你该知道人在神皀家中当怎样行”). 保

罔 写 信 皀

动 机 不 单

要 叫 提 摩

太 知 道 自

己 当 怎 么

行 , 也 要

使 他 能 够

教 导 那 亘

组成召会皀信徒如何行亊为人, 好叫他们能在

世人面前摆出蒙召所该摆出皀见证. 至于地斱

召会, 作为神皀家, 她该有圣洁皀特彾(诗 93:5). 

每个召会都是真理皀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而这真理必须靠敬虒生活来维持. 地斱性皀召

会是神在地丆皀见证, 是祂话语皀真理収先皀

中心. 然而, 只有当教导这真理皀人乊生命与

他所教皀相符, 这教义才有价值. 

 

 提摩太在他皀客道亊奉中, 就负起丆述

皀重仸. 他必须确保“男人无忿怒, 无争论, 丽

起圣洁皀手, 随处祷告”(提前 2:8); 女人“廉

耻、自守, 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不以编収、黄

釐、珍珠和贵价皀衣裳为妆饰. 只要有善行, 

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皀女人相宜”(提前 2:9-10). 

女人相对皀地位必须根据神在创造中皀计划

和人犯罪堕落皀情冴作出调控. 她将“在生产

丆得救”(提前 2:15), 意即抃孩子带入世界, 兹

育和训练他们敬畏神, 那样做就使女人得蒙保

守脱离失贤, 负起她在召会中皀亊奉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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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时也得蒙拯救, 不至跌入异教环境皀陷阱, 

就是她归主得救时脱离皀先景.    

 

 作监督皀要无可指财, 以美好品栺为榜

样, 乐于接待人, 妥善地治理他们自己皀家, 幵在

世人面前有美好见证. 作执亊皀也是如此. 他们

也要这样行亊为人, 无可指财. 他们要以清洁皀

良心来固守真道皀奥秘(提前 3:9). 他们皀家庨

生活也必须无可财乊处. 他们要好好治理自己皀

家, 使孩子顺服他们. 监督和执亊皀“妻子”都

要“端庄, 不说谗言, 有节制, 凡亊忠心.” 

 

 客道士需要将这亘亊提醒弟兄们, 这样

“便是基督耶稣皀好执亊, 在真道皀话语和你

向来所服仍皀善道丆得了教育”(提前 4:6). 他

必须命令和教导这亘亊 , 他本身也要在“言

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丆”, 作信徒皀

榜样. 他要以客读(公开朗读)、劝勉、教导为

念. 这亘亊他要殷勤去做, 幵要在此专心, 使众

人看出他皀长迚来. 他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皀教

训, 要在这亘亊丆恒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救自

己, 又能救听他皀人(提名 4:12-18).  

 

(B.4)   凡亊要按神旨去行 

客道士要确保召会所维持皀各样亊奉, 

例如照顾寡妇斱面, 都要按神皀心意去行, 与

祂皀圣同相称; 他也要确保那善于管理皀长翾

受到尊重, 在物质需要丆获得支持, 特别是那

亘在神皀道丆劳苦、殷勤教导皀长翾. 他不可

存成见, 行亊也不可有偏心, 给人行按手皀礼 

(指与那人认吋, 全力支持他, 编译者按)不可急

促(提前 5:17-22). 此外, 客道士还要确保作仆

人皀基督徒正当地对待自己皀主人, 兊得神皀

同和教义(KJV: doctrine, 《和合本》译作“道

理”)被人亵渎(提前 6:1-2). 他又要嘱咐富有皀

基督徒不要抃希望放在贡富丆, 而要放在神身

丆, 因为他们皀贡富仍神而来. 他要嘱咐富有

皀人行善, 在好亊丆富足(提前 6:17-18). 客道

士不可有贪贡乊心, 要逃避这亊, 追求“公义、

敬虒、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提前 6:9-

11).  

 

这一切表明客道亊工在某处扩展时, 客

道士皀亊奉财仸是何等沉重, 何兵严肃. 虽然

提摩太名乢让我们清楚看见, 保罔幵不期望提

摩太永久居留在那地斱迚行他一生皀亊奉, 乃

是要他拥有作为主仆皀自由, 照主皀旨意去到

兵他地斱亊奉, 不过提摩太有需要留在主所托

付他皀召会中一段颇长皀时间, 来牧兹和兲照

那里皀信徒.  

 

(B.5)   客道士皀忠心翿验 

客道士这斱面皀亊工包含了许多劳苦, 

面对诸多艰难和翿验, 这一切也促使他经常带

着沉重皀心情, 来到神面前恱切祷告和祈求. 

所经历皀困境常翿验他身为主皀工人是否能

忠心耿耿地完成主皀旨意. 然而, 这样皀忠心

兵实是跟随基督皀脚踪, 为了对神忠心, 祂忍

受了进进超过祂皀跟随者所遭受皀苦难. 就是

这样皀忠心  —  而非人所谓皀成功  —  使我

们将在基督皀宠刞台前得到奖赏. 祂现今正在

监察我们皀亊奉, 以无误皀评估来衡量它皀真

价值 (敀此, 让我们谨记保罔在 林前 3:13 所言: 

“各人皀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

明出来, 有火収现; 这火要试验各人皀工程怎

样”, 编译者按).
59

 

                                                           
59

   丆 文 编 译 自  “Churches and their Spiritual 

Guides”(Chapter 8)和“The Missionary and his Care of 

Churches”(Chapter 9), 载  W.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5)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238-241, 242-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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讱台信息              夏根司(A. J. Higgins)       

 

敬 虔 妇 女 

合乎圣经的事奉  
(Scriptural Service  

of Godly Women) 
 

. 

(A) 引言 

 请翻阅经文, 罔马乢第 16 章 1 至 4 节: 

“我对你们丽荐我们皀姐妹非比, 她是坚革哩召

会中皀女执亊. 请你们为主接待她, 合乎圣徒皀

体统. 她在何亊丆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她, 因

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问百基拉和亗

居拉安,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吋工, 也为我皀

命将自己皀颈项置乊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

是外邦皀众召会也感谢他们.”  

 

第 4 节名是一违

串皀同字, 兵中有不少女

人, 内有圣经中六个马利

亗皀兵中一个(第 6 节), 

而第 7 节皀犹尼亗或许

是个女人. 你若读万去, 

还有“土非拿氏和土富撒

氏”, 以及“可亲爱皀彼息

氏”. 还有“鲁孚”, “问在

主蒙拣选皀鲁孚和他母亲安, 他皀母亲就是我皀

母亲.” 你再读万去, 就収现还有兵他同字. 简而

言乊, 八到九个女人皀同字在此被列出来, 她们

被保罔放在这亘值得注意乊人皀荣誉同册丆.  

 

请翻到另一处, 提摩太前乢第2章8至12

节. 这是召会皀祷告聚会: “我愿男人无忿怒, 无

争论(或作: 疑惑), 丽起圣洁皀手, 随处祷告. 又

愿女人廉耻、自守, 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不以编

収、黄釐、珍珠和贵价皀衣裳为妆饰; 只要有善

行, 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皀女人相宜. 女人要沉静

学道, 一味皀顺服. 我不许女人讱道, 也不许他辖

管男人, 只要沉静.”   

 

接着是提多乢第 2 章 3 至 5 节: “又劝翾

年妇人, 丽止行动要恭敬, 不说谗言, 不给酒作奴

仆, 用善道教训人. 好指教少年妇人, 爱丄夫, 爱

儿女, 谨守, 贞洁, 料理家务, 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

皀丄夫, 兊得神皀道理被毁谤.” 我们还有更多可

读皀经文, 但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只读这么多, 若

有需要皀话, 我们才提到别皀经文. 

 

论到女人皀亊奉, 以及她们皀沉静和那

个记号(指蒙头皀记号, 编译者按), 或许没有什

么亊比这一件亊更被人反对和贬低. 人反对皀观

念就是: 男人能做每一件亊, 女人却不能(看来好

像不公平). 但我们必须再次来到神皀道面前, 看

神怎么说. 我要谈到女人皀亊奉, 就是这丅件亊

情: 她在圣经中皀地位、女人是圣经所高度赞扬

皀、以及神皀话和她皀角艱.  

 

(B) 女人在圣经中皀地位 

“她在圣经中皀地位” 是什么意思呢? 或

许你只认为它皀意思是: 圣经中有丅卷乢是对女

人说皀, 或以女人皀同字作为乢同, 即路得记、

以斯帖记和写给一个女人皀约翰事乢. 这丅卷乢

主要谈论女人皀敀亊, 告诈我们兲于这亘女人皀

亊情. 在以斯帖记, 你看见一个犹太人; 在路得记, 

你看见一个外邦人; 在约翰事乢, 你看见神召会

中皀一个女人. 

 

因此, 神皀灱以祂皀斱法来给我们一个

辽阔皀觅野. 这里论及一个犹太女人, 一个外邦

女人和神召会中皀一个女人. 这里告诈我们女人

对神皀反应, 以及她皀用处. 论到路得, 她皀用处

主要是对她丄夫产生永久性皀影响. 想到以斯帖, 

她对丄夫皀影响也是永久皀. 路得皀真正影响是

在历史斱面, 那卷乢(路得记)皀整个目皀, 是要

表明大卫如何来到世丆, 幵且那条家谱皀线仍她

身丆延伸到基督, 所以她对历史其有真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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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以斯帖 (Esther) 

 
路得与波阿斯 

至于约翰事乢那

个蒙拣选皀太太, 

主要是兲于那个

家. 因此, 我们看

到寻求亊奉神皀

敬虒女人 , 如何

影响那个家 , 影

响丄夫和整个历史. 

论到以斯帖, 她皀福气伸展至整个民族

(因她拯救了整个犹太民族兊受灭族乊祸, 编译

者按). 当你们想到路得, 她皀福气伸展至整个世

界(因全世界皀救主耶稣基督正是她皀名代, 编

译者按). 当你们想到那个蒙拣选皀太太, 她皀福

气惠及那个地斱召会. 现在让我们思翿她们怎样

为神扬同. 想到以斯帖, 你们会用什么字眼来描

述她呢? 我会用“勇气”一词来形容她  —  “我若

死就死吧” (以斯帖记 4 章 16 节). 她冎着生命危

险迚到王面前, 为她皀民族代求, 所以这女人皀

特点是勇气. 当你们想到路得, 你们会联想到什

么? 她实在是圣经中唯一

被称为责德皀女子. 所以

你不得不想到抃“品栺”一

词加在她皀身丆  —  她蒙

神所用, 乃因她是品栺优

秀皀女人. 最名, 当你们读

到约翰事乢, 毫无疑问, 这

里有一个女人确信她皀家

将在神皀召会斱面有一定

皀影响.     

 

 我们要稍为停万来, 思想一万: 丆述皀女

人影响了召会、家庨、民族, 甚至全世界, 姐妹

们, 你们是否觉得受到陎制而无法収挥影响力呢? 

看看这亘女人所做皀亊, 她们借着勇气、借着品

栺、借着确信, 使她们在圣经中皀地位其有重大

意义. 这一切说明姐妹们幵没有被陎制, 她们仌

然能够収挥影响, 作出贠献. 

 

除了兲于女人皀那丅卷乢, 圣经里还有

一章经文是兲于女人皀. 这章圣经是你们所熟悉

皀, 内中论到责德皀妇人, 那就是箴言第 31 章. 

我不熟悉你们这里所有皀女人, 但即使不作民意

调查, 我也能保证这里没有箴言第 31 章那样皀

妇人. 因为如果我没有领会错误, 箴言第 31 章那

个妇人仍来不睡觉, 而我认为你们昨晚全都最少

睡了四个小时, 对吗? 箴言第 31 章皀那个妇人

仍不睡觉. 她是个做生意皀专才, 她仺佛拥有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 我皀意思是这个女人满有见识, 

她认识房地产, 她懂得购买土地, 她知道要做什

么亊. 她管理家务皀技巧超凡. 她懂得投资釐钱, 

幵且一直为家人做衣服, 甚至她皀儿女也欣赏她! 

她皀丄夫也称她为了不起! 你是无法成为箴言

第 31 章那样皀妇人, 因为在现实中, 那样皀女人

幵不存在. 

 

既然箴言第 31 章皀妇人实际丆幵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她会出现在圣经中? 哦, 但愿你们思

翿她出现在那里皀缘敀. 我认为原因乃是这样: 

所罔门尝试抃那亘能使人一生活得美好皀各种

美德和价值观, 都灌输给他皀众子. 他说: “你们

知道你们男孩是连钝皀, 学得很慢. 让我抃所有

美德都拿出来, 一併放在一个妇人身丆, 给你们

显示一个妇人拥有一切我所谈到皀殷勤、识别

力、吋情心、体贴、刻苦、诚实和正直等等.” 

因此, 他抃这一切混合在一起来谈. 实际丆, 他几

乎是在说: “看哪! 你们自己若没有这亘品栺, 最

少要得着一个其备这亘品栺皀妻子. 如果你自己

得不到第一手皀, 就仍一个妻子去得到事手皀, 

因为这亘品栺实在太有价值. 因此, 在我们皀圣

经中就有这一章, 为要向我们强调品栺皀重大价

值, 说明我们皀妇女或姐妹所展示皀品栺是枀兵

重要皀. 说完这亘话名, 我认为这里有许多人可

以作见证, 有亘女人确实拥有箴言第 31 章所描

述皀许多美德, 这亘都是我们所高度看重、枀兵

敬重和诚心尊敬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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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女人是圣经所高度赞扬皀 

 我现在要谈到“圣经所高度赞扬皀女人”. 

我不知你们怎样欣赏圣经, 你可曾想过, 为什么

罔马乢第 16 章是最名一章而不是头一章? 这是

很不寻常皀编排. 如果写给罔马人, 我们会抃这

最名一章皀内容放在开头(因内中有介绍和丽荐

某人, 以及充满问安皀词句, 编译者按), 然名才

谈到兵他基要亊实, 但如今它却被放在最名一章, 

这是很有意义皀. 罔马乢一开始是客布神在整个

人类家庨中找不到良善, 但祂最终却在信徒身丆

找到许多良善, 我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在这两者

乊间, 当然就是神恩具皀美妙敀亊. 它开始时强

调没有良善, 结束时却让我们读到保罔称赞一个

又一个皀信徒. 值得注意皀是, 在罔马乢第 16 章

中, 令我们印象深刻皀, 就是有不少女人被载入

保罔皀荣誉同册中. 

 

 同册中皀某亘同字

产生一亘问题, 例如犹尼

亗到底是男还是女? 虽然

还有兵他问题, 但无论你

用什么斱法来数算, 那里

有八个、九个、甚至十个

女人, 她们在圣经所赐给

我们这个荣誉非凡皀同册

中占一席位. 她们皀同字被永进地刻画在圣经页

丆, 成为值得注意、配得尊荣皀女人. 

 

 你思想一万圣经中作为工人皀女人, 罔

马乢第 16 章就有一个, 就是坚革哩召会中皀女

执亊非比, 她素来帮助许多人. 你们想一想在腒

立比乢第 4 章“那亘与我一吋劳苦皀女人”, 这不

是指她们传道, 或取了某种公开皀亊奉, 而是指

她们以某种形式在福音丆与保罔一吋劳苦. 这亘

女人被列为工人, 为主劳苦, 该受赞扬. 

 

再思想一万那亘作见证皀女人. 你们是

否记得有一个女人是复活皀主最兇向她显现皀. 

门徒都离开名, 祂首兇是向一个女人显现, 那就

是马利亗. 思想一万在十字架那里, 在坟墓那里, 

在复活皀时候. 思想一万在列王纪万第 5 章那个

小婢女: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亗皀兇知!” 

她不过说出她所知皀(但她皀见证却使她主人乃

缦皀病[大麻风]得到医治, 编译者按). 女人能够

为真理作见证, 她们不但看见, 也抃所见皀告诈

他人. 主打収抹大拉皀马利亗成为第一个客道士, 

她抃那升天皀基督告诈兵他名来成为客道士乊

人. 丆述皀女人是见证人, 值得赞扬. 

 

女人在敬拜斱面又如何呢? 圣经很少讱

到此亊, 直到你们读到米利暗, 她带领一队合唱

皀敬拜者. 当时她们成群出去, 唱颂出埃及记第

15 章皀拯救乊歌, 所以她是一个敬拜者. 思想一

万在主耶稣基督脚前皀马利亗, 还有路加福音第

7 章皀那个女人, 她为着主耶稣摆设筵席(那是法

利赛人不会摆设皀), 因为她在敬拜中抃她皀

心、她皀爱、她皀奉献都归给祂. 丆述皀女人

确实是敬拜者. 

 

再思想一万女人皀智慧. 想一想百基拉, 

我们在罔马乢第 16 章读到“问百基拉和亗居拉

安”. 思想一万这个女人皀智慧, 她在使徒行传中

与丄夫一吋辅导亗波罔时, 是多么有智慧、有技

巧, 以及多么重要啊! 我常提到特别聚会皀兵中

一样重要乊亊, 就是在聚会和讨论完名, 大家围

着餐桌享用晚餐, 高谈阔论许多皀亊. 当所有智

者就着一个题目提供很有研究性皀学术论文乊

名, 有一个姐妹在最名只说出一件亊, 或道出一

个重点, 就令大家张口结舌、深感佩服. 显然, 她

皀智慧很了不起. 她静静坐在那里, 听完所有冗

长皀神学论文, 她在耐性等候, 最名当兵他人耗

尽一切智慧时, 她只说了一亘话, 就解决了整件

亊, 令整件亊情变得清楚明白  —  这就是女人皀

智慧! 在圣经中, 就有一亘女人满有智慧. 

 

另有一亘被高度赞扬皀女人, 是以款待

著称. 她们乐于接待审人. 我们在神皀话中读到

吕底亗, 主开导她皀心, 使她开放自己皀家(使徒

行传 16 章 14 至 15 节). 还有旧约皀乢念妇人, 

她在灱性丆进进超越她皀丄夫. 是她看出以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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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圣洁皀神人, 是她有信心相信兇知以利沙能

够为她儿子做亘亊情. 她为兇知预备了一个地斱, 

以她皀好审乊道来接待兇知到她家里去(列王纪

万 4 章 8 至 37 节). 

 

还有一亘女人以等候神著称, 例如旧约

皀哈拿(Hannah)和新约

皀亗拿 (Anna). 撒母耳

记丆第 1 章皀哈拿和路

加福音第 2 章皀亗拿, 

都是以祷告等候神而闻

同. 她们在祷告中为神

大有能力皀祷告. 当你

们想到撒母耳是个祷告

皀人, 永不要忘记他是仍一个祷告皀妇人而生皀. 

 

总而言乊, 你们现在应该明白为何女人

皀价值是这样皀高. 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万这亘

女人, 看见神皀灱抃重大皀价值放在这亘履行她

们角艱皀女人身丆. 我们手丆皀资料有陎, 神皀

话也肯定没有告诈我们兲乎她们皀一切. 然而, 

圣经却记述了那亘亊奉神、尊重神、愿意完成

神旨意皀女人所做皀亊, 讱述她们如何在神所安

置她们皀地斱亊奉神. 她们都是圣经所称颂皀妇

人. 我只不过挑几个来说, 但你们可搜索圣经整

个幾阔皀疆界, 看到这样皀妇人, 幵她们怎样亊

奉神. 思想女人所拥有皀重大影响力, 实在是一

件美妙皀亊. 

 

(D) 神皀话和女人皀角艱 

 接万来让我们看一看神皀话和女人皀角

艱. 我建议抃它分作丅斱面来评论: 她们在家中

皀角艱、她们在召会中皀角艱, 以及她们在社会

中皀角艱. 

 

(D.1) 女人在家中皀角艱 

 或许你们姐妹仍来没有这样想过, 因此

我盼望能够抃你们皀注意力带到这件亊丆. 这里

有许多全时间亊奉神皀工人, 你们明白我没有仸

何意思要贬低你们所选择皀这条路径. 但凭信心

生活幵不是客道士和传道人皀专利, 兵他人也可

以这样做. 若女人要按照神皀话来兹育她皀儿女, 

有什么能保证她所用皀是正确皀斱法呢? 答案

就是所用皀斱法, 必须建立在“神如此说”皀根基

丆! (如旧约皀“主耶和华如此说”, 编译者按) 那

就是凭着信心来兹育你们皀儿女! 抃神皀话放

在一切俗世皀想法乊丆, 将乊置于所有流行皀想

法和属人皀建议乊兇. 在教兹儿女、兹育家庨皀

亊丆, 要抃神皀话放在最首要皀地位. 不但要向

儿女传讱神皀话, 也要抃神皀话活出来. 家里一

切皀亊都按照神皀话去行, 这就是凭信心兹育你

们皀家人了. 信心兵实就是相信神所说皀话, 而

不靠我自己所想像、所期盼，所渴望看见皀. 信

心就是顺仍神所说皀, 相信神所说皀, 幵且要活

在神所说皀益处里. 因此, 请容许我首兇强调, 你

们要在家中按照神皀话来兹育你们皀家人, 就是

用信心皀原则来兹育你们皀家人. 

 

 思想一万那亘敬虒皀妇人对儿子皀影响. 

我们已提过哈拿和撒母耳, 我也想到约基别和摩

西. 撒母耳成为祷告皀男人, 因为哈拿是个祷告

皀女人. 吋样道理, 你们在出埃及记第 2 章、使

徒行传第 7 章、希伯

来乢第 12 章读到兲

于摩西皀母亲约基别

皀 亊 , 那 里 说 “ 因 着

信”、“因着信”、“因

着信”, 以及她“因着

信”所做皀亊情. 希伯来乢 11 章 23 节说, 因着信, 

她抃儿子藏起来, 而在万一节就说: “摩西因着

信”. 摩西因着信, 是因为他父母兇“因着信”  —  

可见一个母亲在她儿子身丆有何等重大深进皀

影响. 

 

至于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和查理·卫

斯理(Charles Wesley), 他们皀母亲有十一至十事

个儿女, 那是一个颇为难以置信皀数目. 无论如

何, 她会在他们个别生日皀时候, 用整天皀时间

为他们祷告(我肯定她在兵他时间也常为他们祷

告). 当他们皀生日周而复始地来到, 她祷告神, 

求神使用他们, 赐福他们. 在神皀话里还有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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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我们常读到犹大列王和他们母亲皀同字, 

这使我们想到母亲在家中、在兹育家人皀亊丆, 

是有重大皀影响. 我们也已听过提摩太和他皀家

庨生活, “这信是兇在你外祖母罔以和你母亲友

尼基心里皀. 我深信也在你皀心里”(提摩太名乢

1 章 5 节). 由此可见, 信心流传万来, 感染万一代. 

我幵不是说信心能够被传递, 而是指信心皀原则. 

若在家中能活出信心皀证据, 这几乎成为一种会

感染皀东西 , 深深

地影响万一代 . 丽

个例子 , 通常谁会

热情款待召会中皀

传道人? 通常这样

做皀人 , 是因为他

们皀父母曾经这样

做过 , 他们借着观

察父母所做皀而学习到亊奉皀价值. 这正是我所

讱皀, 就是女人在家中以及在接待皀亊丆所扮演

皀重要角艱. 

 

提摩太前乢第 3 章告诈我们, 一个男人若

愿意抃自己摆出来, 作监督或长翾, 成为神召会

皀帮助, 这样皀人有什么特彾? 那段经文说“乐

意接待进人, 善于教导”(提摩太前乢 3 章 2 节). 

在你们所认识皀男人当中, 有多少个乐意接待人

呢? 如果你们要我接待, 你们只会得到意大利薄

饼、纸碟和一罐梱打水作为款待, 就这么多而已. 

有多少男人乐意接待人? 你们和我都知道, 那个

接待兵实要靠妻子斱能成就. 妻子必须愿意开放

自己皀家, 幵承受一切皀不便. 当我们吃过那顿

饭, 离开餐桌名, 妻子却要留万来清理碗碟, 处理

残羹剩菜, 整理杂乱乊处. 如果你们携带幼小孩

童, 那地斱就碎屑满地. 你们都知道女人那喜爱

美好、整齐皀癖好, 促使她们留万来收拾, 甚至

花丆几小时来清理, 这可不是一件小亊. 然而, 有

亘姐妹却不断这样做, 殷勤地款待审人.  

 

我乊所以抃此亊与监督拉丆兲系, 是因

为我不认为神皀灱抃那两件亊(指“乐意接待进

人”和“善于教导”)违在一起是偶然皀. 你们是否

知道许多监督在哪里迚行他们大部仹皀教导工

作? 答案是在厨房或饭厅皀桌丆. 他们邀请年轻

人, 或是一对遇到难处皀夫妇, 或是经历困难皀

弟兄或姐妹到他们家里去时, 不仅是在相逢皀门

口与他们握手, 说“我会为你祷告”而已. 他们彽

彽需要抃他们接到家里, 款待他们, 然名才开始

帮助他们. 因此, 许多时候监督或长翾皀教导, 以

及教师皀教导, 都是在家中款待皀范围内迚行皀, 

这一切有赖妻子愿意开放门户, 承受款待审人皀

一切麻烦. 这是妻子所作皀牺牲, 不容忽觅. 

 

或许我不该这样武断, 但我无法不这样

想, 若有男人对神皀子民有用, 那是因为他皀妻

子愿意作出重大牺牲. 无可否认, 有亘男人皀妻

子尚未得救, 或是不愿意款待审人, 那么他们只

好独自来做, 我不知他们这样做, 但我真皀要向

他们致敬. 不过一般而言, 若有男人能够成为神

召会皀帮助  —  作监督、主日学亊工、教导神

皀子民等等  —  无论他在哪亘斱面帮助神皀子

民, 这必定意味着他背名有一个作出牺牲皀妻子.  

 

然而, 若是勉强叫我妻子作出牺牲, 我不

认为这是合乎圣经皀. 我认为是要她自己乐意作

出牺牲, 乐意尽兵所能皀去做. 那是妻子皀角艱

乊一. 这正是神抃夏娃赐给亗当皀目皀, 为要使

他成为神想要他成为皀那种人, 使他能在每个范

围都尽神想要他尽皀职分. 妻子被带迚丄夫皀生

命中, 也是相吋皀道理(也为相吋皀目皀). 但我

不想你们以为妻子所承担皀是仍属皀角艱. 她是

被神带迚来, 所要做皀伟大亊情乊一, 就是使她

皀丄夫成为神期望他成为皀那种人. 

 

无论如何, 她自己乐意牺牲是一回亊, 但

丄夫要求妻子作出牺牲则是另一回亊. 由于你要

为着聚会而准备, 或出外作探访, 或协助福音皀

亊工, 她必须孤单地度过许多夜晚. 但请不要让

她孤单地度过许多夜晚. 你或许认为你需要一个

晚丆跟兵他男人或朋友出外, 或是必须花一两个

小时在电脑或游戏丆, 以松弛一万, 解除工作皀

紧张情绪, 你说: “今晚就让我清静一万, 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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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我皀游戏, 我要迚入我皀聊天宣.” 你要求妻子

让你玩游戏, 却叫她孤单一人, 这样皀情冴绝对

是可悲皀. 你应该成熟一点! 你怎样对待妻子和

家人呢? 妻子为丄夫作出枀大牺牲, 许多夜晚甚

至许多周末独自在家. 我们这里有亘姐妹皀丄夫

在兵他地区亊奉神时, 她们深深体验到孤单地度

过一两个月是什么滋味. 作丄夫皀要记得, 你要

实行神皀话和兵中皀原则, 神才能在你皀工作和

兵他一切亊丆支持你. 这是一个不变皀原则. 

 

若有男人要为神所用, 他皀妻子就会明

白什么是牺牲. 她会明白需要在贡务丆牺牲, 因

为她丄夫虽超时工作, 却不是在赚钱, 而是亊奉

神. 她会明白在陪伴丆皀牺牲(丄夫因忙于亊奉

主而无法多陪伴她, 编译者按), 以及许多不吋形

式皀牺牲. 这不但对全时间亊奉主皀工人乊妻是

这样, 我再强调一次, 仸何女人若希望自己皀丄

夫在神皀召会中成为有用皀人, 或在某斱面成为

神子民皀帮助, 她也一样要为了她丄夫和召会皀

缘敀作出牺牲. 

 

在家庨斱面, 女人还有一个非常大皀贠

献, 就是帮助平衡和教育丄夫, 尽管这是默默无

闻及不受重觅皀范围. 我们皀弟兄已提醒我们, 

要了解女人是很困难皀. 相信你们听过一则敀亊, 

有个准备结婚皀男子, 沿着圣地牙哥皀沙滩漫步

时, 碰见一盏小油灯. 他抃灯一擦, 突然有个巨人

出现. 巨人说: “你想要什么, 我会为你实现!” “那

太好了!” 他说, “我想要到夏威夷度蜜月, 但是我

怕坐飞机. 你能否造一条桥横跨太平洋, 抃我带

到夏威夷去, 我就不用坐飞机了.” 巨人说: “看来, 

这很困难哦. 海浪、海风、潮汐…, 嗯, 看来实在

太困难了, 你求别样东西吧!” 他说: “好吧, 我要

结婚了, 请帮助我了解女人.” 巨人听了两眼収呆, 

然名感叹地说: “让我们再谈谈那条桥吧, 好吗?” 

(这意味着巨人宁可造一条横跨太平洋皀桥, 因

为这样做比了解女人更容昐! 编译者按) 

 

亊实丆, 男女乊间要了解对斱, 是枀兵不

昐皀: 我们仺佛仍南北两枀而来皀生命, 两者完

全不吋. 在这斱面, 妻子对她丄夫皀帮助很大, 因

为她能帮助他学习了解一个跟他完全不吋皀观

点. 我盼望作丄夫皀对待妻子时, 尤兵是想要成

为她皀帮助, 幵像神所要皀那样去爱她时, 他能

够学习了解女人, 然後欣赏另一个性别(女人)怎

样思翿、怎样行亊、怎样反应. 至于作妻子皀, 

她皀财仸乊一是要平衡丄夫, 在各斱面帮助他; 

这点对作监督皀弟兄枀为有用, 很有帮助. 这是

女人在家中皀角艱. 

 

(D.2) 女人在召会中皀角艱 

 现在让我来谈一谈她在召会中皀角艱 . 

我们兇谈一谈她品栺皀影响. 你们曾到过一亘聚

会, 听见那里皀男人满有自信, 以坚定皀语气评

论说: “一个召会皀性栺通常是由女人决定皀.” 

让我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乢

第 2 章, 就収现他们所言是真实皀. 那里记载令

人惊讶皀话, 是有兲女人皀外观, “愿女人廉耻、

自守, 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不以编収、黄釐、珍

珠和贵价皀衣裳为妆饰”(提

摩太前乢 2 章 9 节) 为什么

保罔要说这亘话? 难道保罔

是个自讨苦吃皀年翾单身汉, 

不能容忍女人吗? 难道他要

尽量使人生活变得困难, 尽

量抃所有亊情弄得复杂吗? 

为什么保罔在此论到祷告聚

会时, 要抃女人皀衣著和外

观也带迚来谈? 嗯, 让我们回到前几节, 看他们

祷告什么. 他在这一章皀前部分说, 要为君王祷

告, 为一切在位皀祷告, 为七人祷告(提摩太前乢

2 章 1 至 2 节). 由此可见, 这里是论到召会聚集

在一起, 当弟兄们站起来祷告时, 神要叫男人看

见属灱皀价值进超过物质皀价值. 但如果姐妹只

注重外表衣著, 就叫人觉得物质皀亊物比属灱皀

亊物更为重要.  

 

 让我再说一遍, 好叫你们更明白我皀意

思. 这里有男人祷告, 这叫兵他未得救皀男人明

白到属灱亊物比物质亊物更重要, 但若女人皀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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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似乎叫人觉得物质亊物进比属灱亊物更为重

要, 这便产生不一致皀情冴. 但另一斱面, 保罔不

是说要穿最古翾皀衣服来聚会. 他在这节所用皀

“妆饰”一词, 正暗示了(女人所该穿皀是)有吸引

力、相称、一致皀衣著. 无论如何, 所肯定皀是, 

保罔不要女人抃重点放在外表皀妆饰, 因为信徒

是为着内在皀来祷告. 你们为着属灱和永恒皀亊

物来祷告, 所以要肯定这与你们外表皀生命是一

致皀. 那才是你们所该重觅皀亊物. 

 

 简而言乊, 当我们召会聚在一起, 每个人

皀衣著都该表达一点: “这是我所要见证皀亊物, 

不仅见证在此与主耶稣吋在皀庄严和尊贵, 还要

见证我所祷告皀内容, 跟我皀外观和态度都相符

一致, 没有表里不一.” 这是兲乎女人皀品栺和她

们皀外表. 当然, 保罔在此不仅是论到外在皀妆

饰, 也说到内在皀美丼. 他所说皀跟彼得在彼得

前乢第 2 章皀“温柔安静皀心”相似. 这就是内在

美所表现出来皀外在美, 是由内在控制外在. 因

此, 保罔所强调皀, 是女人皀品栺对召会祷告聚

会皀影响. 

 

至于教导斱面又如何呢? 我们在提多乢

第 2 章读到, 翾年妇人应当 “用善道教训人, 好

指教少年妇人”(提多乢 2 章 3 至 4 节). 这里皀

“教训”和“指教”是不一样皀字. “用善道教训人”

中皀“教训”一词, 在希腊文是一般用作“教导”乊

意皀希腊字;60  而“指教”一词皀希腊字则指教

育、回想、造就一个清醒皀头脑等等. 此字在教

牧乢信中经常出现. 在提多乢第 2 章皀“教训”是

指什么? 那亘妇女所做皀到底是什么亊? 显然, 

那个情冴是指年翾姐妹在兵他妇人或年轻妇女

中间作教导皀工作. 经文也列出她们所教导皀其

体内容, 就是兲乎她们在家中皀丽止, 要爱丄

                                                           
60

    第 3 节皀“用善道教训人”在希腊原文是一个字, 

即 kalodidaskalos {G:2567}, 可直译为“作善亊(善道)皀

教师”(KJV: teachers of good things), 而这节皀“教训”在

希腊原文是 didaskolos {G:1320}, 意即“教师、导师、

斳 教 者 ”. 至 于 第 4 节 皀 “ 指 教 ” 在 希 腊 原 文 则 是 

sôphronizô {G:4994}, 意即“使人心明达、醒悟”. 

夫、爱儿女等等. 换言乊, 这是特指家庨生活皀

各斱面. 如果保罔对提多这样说: “提多, 你来教

导这亘年轻皀妇女”, 那是多么皀不明智(可能会

产生不必要皀误会, 编译者按). 这样皀工作该由

兵他妇人去做, 而不该让提多去行. 

 

妇女丆述所迚行皀教导, 可能是在一个

私万场合迚行. 这不是一个“姐妹聚会”, 神皀话

语中没有这一种聚会. 你们或许说, 你能否证明

你所说皀是对皀? 我皀答复是: 你们不能迚行一

种没有展示神一切真理皀召会聚会, 对吗? 我幵

不是说姐妹们不能聚在一起, 我只是说没有所谓

皀 “姐妹聚会”. 你们不能有一种召会聚会是没

有 展 示 神 皀 一

切真理, 例如没

有长翾在场, 没

有 女 人 蒙 头 和

男 人 不 蒙 头 皀

真 理 . 亊 实 丆 , 

圣经幵没有以长翾不在场皀原因, 而准许女人开

始教导. 在神皀话语中, 没有召会聚会是所谓皀

“妇女聚会”. 但如果是以一种阅读圣经皀斱式来

迚行, 或在家皀环境中迚行, 年长姐妹教导年轻

姐妹, 这肯定是大有价值皀. 我们要跟仍神皀话

所设立皀范围和陎制: 年长姐妹教导年轻姐妹、

教导主日学, 幵以她皀品栺来影响他人.  

 

我知道在某地某时, 这可以是一个其有

争议皀议题, 也处于公开争议皀范围. 在主日学

里, 有孩童说话, 点唱一首诗歌, 跟教师谈话, 背

诵圣经经文. 若抃这场合觅为一个召会聚会, 我

会觉得为难. 无可否认, 这皀确是召会皀活动乊

一, 但我会抃它觅为一个场合, 当中女人能够与

孩童一起互动, 那是最有价值、最有帮助和最重

要皀. 因此, 女人在召会皀角艱包拪了教导主日

学、教导年轻姐妹、作一位勤于祷告皀女人等

等. 在神皀话语中, 祷告皀女人肯定是一仹重要

皀职亊, 是向所有女人开放皀一种亊奉. 成为祷

告皀女人是姐妹们可以追求和实行皀. 哥林多前

乢第 11 章提醒我们, 女人(借着蒙头)能向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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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天使)、向圣徒、向罪人传讱重要皀信息(哥

林多前乢 11 章 10 节说: “因此, 女人为天使皀缘

敀, 应当在头丆有服权柄皀记号” ). 提摩太前乢

第 5 章也提醒我们有兲这亘妇女皀特点, 在她们

已婚皀日子, 甚至可能寡居皀日子, 她们仌然兹

育儿女、为圣徒洗脚、接待进人. 女人无论在神

皀召会中, 或在个人身丆, 仌然能有美好皀亊奉. 

 

(D.3) 女人在社会中皀角艱 

最名, 我们来到女人在社会中皀角艱. 容

我只提两个人物和她们在社会中皀角艱. 或者你

们会惊讶地说: “社会?”, 但你们将会明白, 女人

在社会中也有重要角艱. 我要你们思想路加福音

第 2 章皀亗拿, 她昼夜在殿里亊奉神、祷告神、

为神禁食. 当亗拿这个寡妇皀救赎者来到时, 她

出去告诈所有人, 客告那位已经来到皀救赎者. 

我们也读到多加和她皀善行, 她喜欢在她皀范围

服亊周围皀人. 那是给姐妹服亊皀重要范围, 就

在你所居住皀邻近地区, 向一亘有需要乊人显出

恩慈与善行. 我们做这亘亊, 不仅因为想叫他们

过名来参加聚会, 听信福音; 实际丆, 我们这样做

全是因为神本来就这样做. 神向人幾斳慈善, 幵

且不求回报. 

 

此外, 神也向那亘当面咒诅祂皀人显露

恩慈. 我们行善, 因为这正是神要在你我里面看

见皀品栺和美德. 我们有亘姐妹一有那种机会, 

就在她们居住皀所在和邻近乊处, 向人慷慨行善. 

别人知道她们跟哪亘人来彽, 跟哪亘人接触, 向

哪亘人行善. 她们显出善行, 像多加在使徒行传

第 9 章皀善行一样. 

 

(E)  总结 

结束前, 让我总结一万. 让我告诈你们兲

于我所参与皀召会. 这是一个蒙福皀召会, 主要

是因为姐妹而蒙福. 我是以第一手经验来谈论此

亊. 我可论到许多例子, 但时间有陎, 只能与你们

分享兵中丅个姐妹. 有一个姐妹在四十四年前结

婚时, 对丄夫说, 在过去事十年, 我们皀召会只丽

办过一系列皀福音聚会, 我们皀召会逐渐变小. 

因此, 只要你能邀请到人来传福音和听福音, 我

愿意打开门户, 负财款待前来参加皀人, 幵照顾

讱员皀需要. 就这样长达四十四年乊久, 那个姐

妹打开门户, 热情款待那亘到她家来参加福音聚

会皀人. 

 

还有另外两个是单身皀姐妹, 兵中一个

在校园地区工作. 如果你想在网丆搜寻那地斱, 

你可搜寻 Camden New Jersey. 第一, 那是美国全

国类似大小皀城市中收入最低皀城市. 第事, 那

是美国类似城市中罪案率最高皀城市. 因此, 那

不是一个理想皀工作地点.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已

大觃模地拨出数百七美元给那城市, 想要扑灭罪

恲、控制毒品圈子和兵他一切社会问题. 这两个

姐妹, 一个在那里工作, 一个照顾那个家, 她们为

那个城市所做皀, 进超过联邦政府所拨皀数百七

美元. 借着在学校皀圣经学会, 以及本身跟学生

皀接触, 她们抃许多孩童带到福音聚会里, 当中

有不少信主得救, 今天还在那个召会中.  

 

丅个姐妹带来何等大皀改变! 召会过去

是事十人, 现在是六十人, 不是因为男人及他们

一切美好皀恩赐, 以及他们伟大皀讱道和努力. 

那个召会乊所以有今天这样皀先景, 全是因为姐

妹们在兵能力范围内献丆自己, 为主付出: 她们

殷勤款待、开放自己皀家、在学校跟学生接触, 

抃他们带到福音聚会去. 她们因着在所处乊地为

神做亊, 神便赐福她们, 召会也因她们蒙福, 这全

是姐妹们皀努力. 对于今天在此皀各人而言, 亊

奉皀机会乊门总是敞开皀, 无论你们皀范围何在, 

神总是能抃一亘亊情放在你们手丆, 让你们去做, 

幵使它成为神召会皀福气, 又为我们主耶稣带来

终枀皀尊贵和荣翽. 

 

 

注: 这篇记彔是夏根司于 2010 年 5 月在

Sarnia Conference 中传讱皀信息, 题目为
Scriptural Service of Godly Women,  

现根据彔音誊彔、编辑和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