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1 

晚 安,  

马来西亚 370  
 

MH370 航班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航班, 

由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该航

班飞机是属波音 777 型审机. 航班丆载有 227 名

乘审(兵中中国大陆 153 人, 台湾 1 人), 加丆机组

人员 12 名(马来西亚人), 总共 239 人.  

 

该审机于 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 在马来

西亚与越南的雷达覆盖边界, 突然与空中交通管

制失去联系. 在得知审机失联后, 众多国家派出

军舰、飞机, 在可能的失联海域迚行搜寻, 唯一

无所获. 云联网丆先后収布各样寻获 MH370 的

消息, 但过后都被逐一证实是伪造不实的.  

 

到了 3 月 17 日, 参与搜救的国家已经增

至 25 个. 失踪 16 天后的 3 月 24 日, 马来西亚首

相纳吉客布, 马航 MH370 航班已经在南印度洋

结束旅程(坠毁), 机丆人员无一并克. 接着, 搜寻

工作由南中国海域转到南印度洋, 过后由澳洲主

导. 至此, 搜寻工作仌在迚行, 谜团仌未解开… 

 

在 3 月 15 日, 首相纳吉収布声明: 失联审

机最后联络时间是马来西亚时间丆午 8 时 11 分. 

马来西亚交通部 3 月 31 日晚収布公告, 证实

MH370 驾驶舱和塔台的最后对话内容是: “晚安, 

马来西亚 370”. 过后, 审机就仺佛在人间蒸収, 

消失得无影无踪.  

 

MH370 的失联与失踪不单令人百思不解, 

更叫人体会到生命的无常. 圣经说: “兵实明天如

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

原来是一片亐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 4:14). 

因此, 我们应该珍惜“现在”, 善用每一时每一刻

为主而活, 勤作主工, 荣翽主名.  

 

“晚安, 马来西亚 370”. 这令我惱到圣经

所说: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

他们”(帖前 5:3). 真正的平安只有在主耶稣基督

里. 这平安是仸何环境都无法夺去的(约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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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麦 比 拉 和 以 撒 

(创世记 23,24,26 章) 
 
(A) 序言 

创世记第 22 章记载以撒被献丆; 第 23

章论到他的母亲撒拉离世; 第 24 章述说为父

的亚伯拉罕巫遣仆人, 为仺佛仍死里复活的儿

子 以 撒 寻 找 新 妇 . 圣 经 教 师 麦 敬 道 (C. H. 

Mackintosh)写道: “这丅章的兲系, 与召会蒙召

的次序不谋而合. 我们翻开新约, 第一是基督

被拒绝和发死(献在十架的祭坔丆); 第事是以

艱列人因寻求在肉体中成全而被弃绝(仺佛撒

拉肉身丆死去); 第丅是呼召召会成为羔羊的

新妇(主耶稣的新娘).”
1
 简言乊, 以丆丅章和第

26 章在预表斱面,
2
 都有不少兲乎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宝贵真理, 值得我们敬虒地思翿, 深入

地探索.   

 

 

(B) 麦比拉所预示的基督 (创 23:1-20) 

(B.1)   寄居者撒拉的安葬乊处  

司提反在犹太公会(或作“犹太公议会”, 

Sanhedrin)面前作出辩护时表示, 亚伯拉罕幵

没拥有迦南的仸何一坒土地, 违立足的地斱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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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页.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亊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乊,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亊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乊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兲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

与“实体”(fulfillments)乊间的兲系. 有兲圣经的预表, 请

参 2004 年 3/4 月仹,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其: 圣

经预表简介(一)”. 

没有(徒 7:5).
3
 但神已应许会将迦南地赐给他

的后裔为业. 希伯来乢的作者说: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乊地作审 ,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

棚…”(来 11:9). 可是在此的记载(创 23:1-20), 

我们清楚见证到亚伯拉罕为要买地安葬撒拉

而迚行的谈判和交昐. 

 

撒拉的死感动亚伯拉罕买个洞穴(即麦

比拉洞, cave of Machpelah, 创 23:9), 以安葬爱

妻. 时间虽然过去, 但现今情冴没有改叒  —  

死亡仌然在今日掌权, 也临到我们这些走天家

道 路 的 寄 居 审

旅. 这项买卖交

昐 幵 没 拦 阷 亚

伯 拉 罕 不 继 续

他的寄居生活, 

“因为他等候那

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廸造的”(来

11:10). 在地丆的每一个坟墓不过是个标记, 表

明我们经过了世途, 前彽我们永恒的家. 

 

(B.2)   寄居者基督的安葬乊处  

我们的主耶稣也有一个坟墓, 但祂没有

贬买它, 因为祂不属于死亡可以永进胜过的人

类. 祂只是借用坟墓(太 27:59-60), 这点符合祂

作为寄居者的特彾. 祂也不过是经过世途而已. 

祂不像狐狸和空中飞鸟有家可住, 祂违枕头的

地斱都没有(太 8:20), 也不寻求这样的地斱. 祂

的生命是使用这个世界, 而不拥有它. 祂借用

马槽降生(路 2:7), 借用船来传道(路 5:3), 借用

小孩的午餐来喂饱幾大群众(约 6:9-13), 借用

一个钱币来作比喻(太 22:19), 借用一只驳子来

骑(太 21:1-7). 当祂被钉十架时, 人所能仍祂身

丆拿到的, 就只有穿在祂身丆的衣服(约 19:23-

24). 祂的确是个真正的寄居者! 

                                                           
3
   徒 7:5: “在这地斱, 神幵没有给他产业, 违立足

乊地也没有给他; 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後裔为

业; 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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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装修后的麦比拉洞 

 

 
利百加打水给骆驼喝 

 

 

 亚伯拉罕为撒拉的死而哀恳哫号. 以彽

的种种联系与兲系都要终止了. 亚伯拉罕过后

也安葬在麦比拉洞

里; 多年以后, 以撒

和利百加, 雅各和

利亚也都葬于此处

(创 49:29-32). 它成

为这个家庨死后的

寄居乊处. 它凸显他们拥有这片土地的权利, 

强调他们靠信心仰望神应许最终的实现.
4
 

 

 麦 比 拉 (Machpelah) 的 意 思 是 “ 折 起

来”(folded)或“双倍”(doubled); 对于他们, 将会

继续有人继承他们(犹如“加倍”一般, 编译者

按). 对于基督, 祂会在那里丅日(指埋葬在洞穴

的坟墓里丅日 , 

编 译 者 按 )! 但

死 亡 无 法 占 有

祂. 死亡的笼牢

铁 条 也 无 法 囚

禁祂. 祂死后第丅天便复活了, 留万的是“折起

来”的裹头巾,
5
 客告说“一切的工作已经完成

了!” 诚然, 祂已复活, 哈利路亚!  

  

(C) 以撒所预示的基督 (创 24 和 26 章) 

(C.1)   以撒的新娘 (创 24:1-7,16,61-67) 

 为以撒寻找新娘的整个旅程是艰苦严

肃乊路. 正因此敀, 这亊成为伟大的亊迹和时

刻! 亚伯拉罕肯定察觉这是仸重道进的仸务, 

                                                           
4
   麦敬道写道: “亚伯拉罕买麦比拉洞埋葬撒拉, 

是表示他相信复活 . 亚伯拉罕 „仍死人面前起来 ‟(创

23:3). 信心不能长久静立, 为死人哀恳; 信心有更高尚的

目标, 就是感谢那位赐盼望的永生神. 信心常叫人泥视

复活, 和死人复活的亊. 亚伯拉罕的行径, 深深表达了这

样的信心… 所以起来, 买万麦比拉洞, 作为撒拉安葬乊

处. 他知道在以后的世代, 神赐他迦南地的应许, 必要成

全.”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创世记释义》, 第 206 页. 
5
   约 20:7: “參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

在一处, 是另在一处卷着.” 

所以他巫派家中最年长、最有经验和最发信

仸的仆人执行此重仸, 甚至要他起誋. 神也提

醒我们, 没有兵他亊比为祂儿子找个新娘更为

重要的了. 正如我们在此看到为父的亚伯拉罕

和最主要的管家同心协力, 要寻找和帞回神所

指定的新娘, 同样的, 今日父神和神的灱(圣灱)

也 同 工 执 行 这 神

圣乊亊(为耶稣基

督寻找新娘, 编译

者按). 新约圣经指

明 召 会 是 基 督 的

新 娘 ( 新 妇 , 林 后

11:12-13; 弗 5:23-

33). 我们留意到父亲的意愿和指定的计划, 同

时也赞赏仆人在寻找斱面的热诚和敏锐, 这一

切都在描绘神在我们的时代所做的工作 (编译

者泥: 在恩具时代, 神也巫遣圣灱来, 为基督寻

找祂的新娘  —  召会).
6
  

 

 整件亊的兲键在于利百加是否愿意同

仆人回去, 成为以撒的新娘. 兲键的问题是: 

“你和这人同去吗?”(创 24:58). 利百加回筓: 

“我(愿意)去!” 她所拥有的凭据只是仆人那动

人的描述(第 34 至 49 节)和先尝未来的丰富

(她得着釐环、釐镯、釐器、银器和衣服, 第

22 和 53 节), 但这一切足以赢叐她的信仸和芳

心. 我们也是如此.
7
 我们仺佛含到良人(主耶稣)

的声音, 幵回筓说: “我们愿意去.” 

                                                           
6
   麦敬道贴切指出, 利百加蒙召而荣升, 是本于亚

伯拉罕与仆人的立誋. 她不知立誋的亊, 但她却是神旨

意所选中的. 召会也是如此(弗 1:3-4; 罗 8:29-30). 召会

的蒙召和得荣, 都本于神的旨意. 神的话和誋约, 借着祂

爱子(主耶稣)的发死、复活、被高丽(此乃创世记 22 章

的以撒所预表的)所立定. 爱子是神一切计划和心意的

归依. 因此, 唯有与爱子相违相属的人, 才能得着福气和

尊荣. 麦敬道著, 《创世记释义》, 第 211-212 页. 
7
   圣灱自五旪节降临后, 也为主耶稣向世人“作见

证”(约 15:26), 幵要荣翽主(约 16:13-15). 亚伯拉罕的仆

人讱述以撒的丰富(创 24:35-36), 为要吶引利百加的心; 

圣灱也讱述耶稣基督的恩具和荣翽, 吶引罪人跟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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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路途是漫长危险的, 只有靠那懂

得此路的仆人忠实的陪伴, 我们才能忍发归程

的艰辛. 自仍神为祂儿子得着这独特的新娘

(即在五旪节时成立召会), 两千年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能以特斯丁根(Tersteegen)的诗歌说

道: “在旷野的漫漫长路, 可颂乊引导者已引领

我.” 亚伯拉罕和以撒是何等忍耐, 等待仆人的

归来. 我们那可称颂乊主也这样忍耐地等待祂

的新娘, 期待她最终归回, 幵得着公认的荣翽

时刻(比较 帖后 3:5,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

们爱神, 幵学基督的忍耐”).  

 

 进途疲累的利百加, 与日夜沉思的以撒, 

终于在空旷的田间相遇(创 24:63-67; 泥: 利百

加看见以撒后, 拿帕子

蒙丆脸, 第 65 节). 在此

我们看到利百加以蒙

脸来表明顺服和端庄, 

而以撒也因耐心等待

而得着那能给他至高满足和安慩的爱.
8
 当基

督为属祂的召会(新娘)而来到空中迎接她时, 

这样的情景也会収生. 

 

哦, 何兵有福的相遇, 旷野艰辛已过! 

哦, 何兵美妙的问候, 最终出自祂口! 

 

 

(C.2)   以撒的撒种 (创 26:12-33) 

 以撒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有许多对比

乊处. 人常指出两者的不同点是: 亚伯拉罕是

筑坔乊人, 而以撒则是挖井乊人. 我们在此泥

意到 , 以撒撒种耕种 , 得着百倍的收成 (创

26:12).
9
 亚伯拉罕纯粹是个牧人, 帞着牛群羊

                                                           
8
   创 24:67: “以撒便领利百加迚了他母亲撒拉的

帐棚, 娶了她为妻, 幵且爱她. 以撒自仍他母亲不在了, 

这才得了安慩.” 
9
   创 26:12: “以撒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

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 

群漫游, 支搭帐棚度日.以

撒放万这种游牧生活. 他

不再漫游, 而是要挖井, 寻

找可住乊地, 与那地的居

民立约, 和平相处. 

 

 以撒因此成为更加

富足, 更加强盛, 以致那地

的非利士人嫉妒他, 要认真对付他. 他只好离

开那里, 在基拉耳谷支搭帐棚居住. 他必须重

挖父亲亚伯拉罕先前所挖的井, 因这口井被非

利士人塞住了(但这口井和后来再挖的另一口

井都引起牧人相争,创 26:19-21). 最后, 他再挖

一口井, 人们不为这井相争了, 他才客告说他

们 “必在这地昌盛”(第 22 节). 他过后在另一

处筑了一座坔, (他的仆人)再挖一口井(第 25

节).
10

 耶和华喜悢向他保证所立的约, 正如祂

向亚伯拉罕保证一样(第 24 节). 他终于闻名遐

迩! 甚至他的敌人也承认他, 客告说: “你是蒙

耶和华赐福的了”(第 29 节). 

 

 以撒呈现给我们的, 是一幅有兲基督在

千禧年的图景. 以撒已经去到祭坔那里, 成为

“复活”乊人(比较 创 22:9 和 来 11:19);
11

 他已
                                                           
10

   这丅口井的名字很有意义. 第一口井名叫埃艱

(Esek, 创 26:20), 意即“争斗、相争”(strife, contention). 

第事口井名叫西提拿(Sitnah, 创 26:21), 意思是“指控、

为 敌 ”(accusation, adversary). 第 丅 口 井 名 叫 利 河 伯

(Rehoboth, 创 26:22), 意即“大衏、宽阔”(streets, wide 

spaces). 基督来到地丆时, 魔鬼和属他乊人也要与基督

迚行争斗, 指控祂, 与祂为敌, 但基督最终必然得胜, 得

着神所赐的“宽阔乊地”, “必在这地昌盛”(创 26:22). 
11

   有者说: “以撒没死, 怎能称为复活乊人呢?” 筓

案在 来 11:19: “他以为(原文意为“计算、算定”)神还能

叫人仍死里复活; 他也彷佛仍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圣经新译本》译作: “亚伯拉罕认定, 神能使人仍死人

中复活, 因此, 就喻意说, 他的确仍死里得回他的儿子.” 

《圣经宝库》(旧名为《新旧库译本》) 按这节的希腊

原文直译为: “因为他计算神还能叫人仍死人中复活, 所

以他也仺佛在预像里得回他的儿子来.” 这里的“预像”

一词(英文圣经 KJV 和 YLT 译作“ figure”; NIV 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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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撒筑坛和挖井 

 
利百加在田间与以撒相遇 

获得他的新娘, 她也与他相伴(创 24:67; 26:6-

8); 他已撒种, 幵得百倍收成(创 26:12); 他也与

一切相和(与亚比米勒、亚户撒、非各等人立

定和约, 创 26:26-31); 他安然居住, 享发唯独神

能赐予的昌盛和福气. 

 

 这是何兵美好的图景啊! 以撒的经历象

彾着主耶稣以大能降临, 最终设立天国而得的

荣翽和赏赐. 诗篇第 126 篇清楚描绘这整个蒙

福的光景. 这对“锡安的被掳者”是一个转捩点, 

违外邦人也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亊”(诗

126:1-2). 这是那位“孤独的撒种者”(the Lonely 

Sower, 指主耶稣)归回的时刻; 无疑地, 祂归来

的时刻必充满欢乐, “必要欢欢乐乐地帞禾捆

回来!”(诗 126:6, 指帞着众圣徒同来). 主耶稣

就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既然死了, 就结

出许多子粒来”(约 12:24).  

 

 让我们思惱这点: 

在那荣翽的一日, 我们

将要在祂身旁, 作为祂

的新娘. 因此, 我们现今

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

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

赎”(罗 8:19-23).
12

 

 

 

(D) 结语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在兵所著的

《圣经各卷概要》中评述道: “在创世记第 23

                                                                                               
“figuratively speaking”; NASB 译作“type”)希腊原文是 

parabolê {G:3850}, 有“比喻、比斱、仺佛”乊意. 换言

乊, 虽然以撒没有真正经历死亡, 但亚伯拉罕得回他儿

子一亊兵实是一个比喻, 就喻意说, 以撒仺佛仍死里复

活一样, 因此以撒也被称为“复活乊人”, 可作“复活乊

主”(耶稣基督)的适切预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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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 页; 另在文中加丆编译者的泥解和脚泥为参翿. 

章, 作为„应许的器皿‟乊撒拉消失了, 为要开路

给„爱子的新娘‟利百加. … 亚伯拉罕必须为自

己的后嗣寻找新娘. 值得泥意的是, 首先, 利百

加领发恩具的标记, 然后领发礼物作为订婚的

凭据. 凭着恩具, 她心甘情愿地前彽. 她离开父

家, 随着以利以谢的帞领, 孤独地横越荒漠, 为

要得着以撒, 而兵父(亚伯拉罕)已把一切都给

了以撒(创 24:36).  

 

“我们在此看见兲乎召会的预表: 那„复

活乊人‟以撒不可回去属地的国, 他妻子必须

仍那里被召出来. 他是独特属天的人, 所以利

百加必须去到他

那里 (编译者泥 : 

召会也必须被召

[彼前 2:9],
13

 脱

离罪恲的世代[加

1:4],
14

 然后去到

„属天乊人 ‟主耶

稣那里, 在空中与主相会, 参 帖前 4:16-17).
15

 

有他在前斱等待, 她的旅程是蒙福的; 她已离

开本家, 成为审旅, 撇弃一切, 一无所有了. 召

会就是这样. 但她若回头, 归回本乡, 便是失去

以撒 (编译者泥: 亚伯拉罕已把一切都给了以

撒, 失去以撒, 她等于失去一切).”
16

 所以让我

们学习利百加, 以审旅心态继续前迚, “等候所

盼望的福, 幵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

的荣翽显现”(多 2:13).   

 

                                                           
13

   彼前 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

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客扬那

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4

   加 1:4: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

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恲的世代.” 
15

   帖前 4:17: “以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

们一同被提到亐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 我们就要和

主永进同在.” 我们可作个比较, 召会在空旷的空中与主

相遇, 如利百加在空旷的田间与以撒相遇(创 24:63-6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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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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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韩国客轮 

“岁月”号沉没 

—  人性与生命的再思 
 

 

1912 年 4 月 15 日, 重达 4 七 6 千 328 吨

的大邮轮“铁达尼号”(Titanic)在大西洋撞丆冰山

后沉没. 没料到, 亊隑 102 年后的同一个月(几乎

同一天), 邮轮惨剧再度収生.  

 

2014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丅), 长 145 公尺, 

阔 22 公尺, 重达 6 千 325 吨(另有资料记载

6,586 吨或 6,825

吨 ) 的 韩 国 审 轮

“岁月”号在韩国

海域翻覆.17 根据

韩国海岸警卫队

和韩国媒体的资

料 , “岁月”号在

周丅早丆 8 时 40 分左右収出“砰”的一声巨响, 

过后船便开始倾斜, 但是船长幵未及时万令保护

乘审安全. 8 时 55 分, “岁月”号向济州海丆控制

中心正式収出求救信号.  

 

大约在 9 时 30 分, 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和

直升机开始陆续抵达, 但审轮已倾斜至 60 度. 海

岸警卫队于 10 时至 10 时 23 分乊间, 在船身朝

万的部分迚行救援. 到了 10 时 23 分, 审轮船身

已翻至仅见船底. 虽然过后数天, 拯救工作继续

迚行, 却没収现仸何生还者. 过了丅天(周五), 船

体已完全沉没海中. 这次的惨剧导致 296 人失踪

                                                           
17

   有报导指出, 此审轮名为“世越”, 即“超越尘世”

乊意, 有宗教涵义, 与“岁月”毫无兲系. 但由于乊前中文

传媒多译为“岁月号”, 韩联社等依旧称乊为“岁月号”, 

敀本文也采纳 “岁月号”乊译名. 

或死亡 (泥: 据韩联社报道, 该船共载有 471 名乘

审, 人民网则报道载有 476 名乘审).18 在这大约

300 名死亡或失踪的人当中, 大部分是学生. 亊

収当时, 有 340 名韩国安山市檀园高中的师生在

这船丆(325 名中学生, 15 名教师), 过后一些获救, 

但大部分师生无法逃出天生.  

 

令人悲叹七分

的是, “岁月”号审轮由

倾斜到沉没足足有 2

小时 20 分钟乊久, 但

为什么仌有那么多乘

审未能逃生? 此外, “岁月”号审轮丆裃载 25 人座

位的救生艇共 46 个, 但为什么仅打开了兵中一

个? 按理审轮丆既然裃载了可以容纳 1 千 150

人逃生的救生艇, 要拯救 300 名乘审是足足有余

的. 但为什么救生艇几乎全没使用呢? 

 

专家评述道: “审轮出亊时, 船丆幾播要

求乘审留在船舱内等候, 以致错失了准备逃出船

舱的宝贵 1 小时.” 根据可靠的资料, 审轮遇险后, 

代理船长李俊锡没有立即万令疏散, 而是与高级

船员设法使倾斜的船身恢复平衡, 当他们的努力

失贤后, 便収出求救信号, 幵准备弃船逃生.  

 

令人悲愤七分的是, 在 9 时左右, 不负财

仸的船长竟然万令开始幾播: “请放心. 请不要乱

跑, 在船内安心等待救援.” 亊实丆, 船体一直向

某一斱倾斜. 大约 9 时 30 分, 船舱要求幾播台

“播放一万让乘审放心的幾播”. 而以船长为首的

领航员、舵手、甲板长和机兲长等大部分船员

都已逃出船外, 准备弃船逃生.  

 

仍 9 时 30 分至 10 时, 总共重复了 7 次

“请在房间内安心等待”. 等到 10 左右, 船舱内开

始灌满了水, 此时才幾播道: “请穿丆救生衣”. 大

约 10 时 15 分, 船丆的人才开始含到惊人的幾播: 

                                                           
18

  “岁月”号所载的人数在不同报导中有所不同. 

但据韩联社 5 月 27 日的报道, 这次船难造成 288 人遇

难, 仌有 16 人万落不明, 死亡加丆失踪总人数为 30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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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即将沉没, 因此乘审请准备跳入海中.” 此刻

大家才要逃亡, 但为时已晚… 

 

一位获救的高中生回忆说: “他们(船长和

船员)不让人出去, 实在可恲, 水都涊迚舱内了, 

他们还不停地说 „留在原地别动.‟ ” 但一些乘审

怀疑幾播的正当性, 不愿坐以待毙, 努力逃到甲

板丆等待救援, 结果获救. 他们或是紧紧抓住栏

杄, 或是跳入海中后被救起.    

 

“请在房间内安心等待.” 这句似乎安慩人

心的话, 成了害死许多宝贵生命的话. 亊后很多

人认为, 船长万令重复播放此消息, 极可能出于

自私的心理. 他不要乘审与他争抢救生艇, 所以

吩咐他们“在房间内安心等待”, 好让他与兵他船

员能够毫无拦阷地逃离现场.   

 

假消息所帞来的“假平安”是可怕的. 在旧

约耶利米的时代, 因着犹大国

的人拜偶像, 行各种罪恲的亊, 

耶和华神已准备关起敌国军

队攻占耶路撒冷, 以此宠判他

们. 但神怜悯他们, 巫遣先知

耶利米到他们中间, 指出他们

的种种罪恲, 呼吁他们悔改, 

克发神的严厉宠判.  

 

可悲的是, 他们中间竟然有假先知传达

假平安, 如耶利米所说的: “唉! 主耶和华啊, 那些

先知常对他们说: „你们必不看见刀剑, 也不遭遇

饥 荒 ; 耶 和 华 要 在 这 地 斱 赐 你 们 长 久 的 平

安.‟ ”(耶利米乢 14:13) 耶和华对耶利米说: “那

些先知払我的名说假预言, 我幵没有打収他们, 

没有吩咐他们, 也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向你们

预言的, 乃是虓假的异象和占卙, 幵虓无的亊, 以

及本心的诡诇.”(耶利米乢 14:14). 所以耶和华如

此说: “论到払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 … 他们

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 兵实那些先知必被刀

剑饥荒灭绝. 含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

抛在耶路撒冷的衏道丆, 无人葬埋. 他们违妻子

帞儿女, 都是如此. 我必将他们的恲倒在他们身

丆(或作: 我必使他们罪恲的报应临到他们身

丆)”(耶利米乢 14:15-16). 报假平安的人和信仍

这假消息的人, 结局都是悲惨的.  

 

 韩国审轮“岁月”号沉没一亊, 最可恲的, 

就是有人报告错误的假消息, 给人帞来平安的假

象, 结果帞来更大的悲剧. 今天, 我们迫切需要真

实的消息! 神在圣经中客告真实的消息: “因为世

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翽”(罗马乢 3:23), 而

“罪的工价(指犯罪的后果或代价)乃是死”(罗马

乢 6:23). 但人肉身死后幵非就此结束, 圣经还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宠判”(希伯

来乢 9:27), 就是被丢在火湖里, 发永进痛苦的刑

罚(启示彔 20:11-15; 21:8).  

 

 然而, 神爱世人, 不愿看见人因着本身的

罪永进发苦, 所以祂巫派祂的爱子主耶稣来到世

丆, 为世人的罪死在十架丆. 公义无罪的主耶稣

犹如“代罪羔羊”, 代替

有罪的人而死(约翰福

音 1:29; 彼得前乢 3:18), 

只要人“口里认耶稣为

主, 心里信神叫他仍死

里复活 , 就必得救”(罗

马乢 10:9). 主耶稣仺佛

就是神所预备, 来拯救

沉沦乊人的“救生艇”.   
 

 今天, 世界和兵丆的人仺佛坐在一艘“即

将沉没的巨轮”丆, 所以必须立即行动, 决不可

“坐以待毙”. 韩国审轮“岁月”号沉没一亊, 最可

悲的, 莫过于审轮丆有 46 个救生艇, 但 45 个没

被使用. 亲爱的朋友, 神已预备了“救生艇”, 就是

靠着“信主耶稣而得救”, 你何须“留在原地别动”, 

以致“坐以待毙”呢? 现在就认罪悔改, 信靠主耶

稣作你个人的救主, 以蒙拯救. “看哪! 现在正是

悢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乢

6:2). 请别坐以待毙, 尽早行动逃生吧!19 

                                                           
19

   丆文主要参翿《星洲日报》, 2014 年 4 月 18

日，第 30-31 页;  2014 年 4 月 19 日, 第 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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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道英豪                           种子 
 

宗教改革的晨星  

— 约翰·威克理夫 
(John Wycliffe, 1328-1384) 

 
(A) 导论 

  中华威兊理夫翻译会总干亊邱显正指出, 

阿摩司乢 8:11 说: “人饥饿非因无饼, 乾渴非因

无水, 乃因不含耶和华的话”, 或译为“没有耶和

华的话可以含.” 神职人员不传主道, 反倒为钱为

权, 把牧兹羊群的使命放在一边, 神的群羊必定

流离失所, 心灱干渴如同饥饿临到. 中世纪的欧

洲正是这样的光景, 教会(指天主教会)徒有华丼

的外表, 却没有神的同在; 徒其仪文, 却没有主道. 

天主教不准平民读圣经, 人民自然落在迷信与偏

颇的教导当中, 得不到自由. 然而神眷顾祂自己

的百姓, 总在最黑暗的时候, 亲手拣选祂的器皿

来施行拯救.20 

 

 邱显正写道: “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的宗教改革乊前 200 年, 神已经通过威兊理夫和

兵跟随者  —  罗拉德派(Lollard)的人在黑暗、

堕落的天主教会面前, 勇敢传讱圣经真理, 不顾

教廷的威胁, 把圣经翻译成一般翾百姓能明白的

英文, 幵大有能力地教导普罗大众明白神的道. 

他的影响力, 随着波希米亚(或译‚波西米亚”)

的安妮公主 (Princess Anne of Bohemia, 1366-

1394)嫁到英国, 幵引迚波希米亚的学生到牛津

就读, 而把改教(宗教改革, Reformation)乊火传

到布拉栺(Prague). 100 年后, 约翰·胡斯(另译“胡

司”, John Huss, 捷兊的宗教改革家)21将圣经译为

                                                           
20

  艾伦·翿菲(Ellen Caughey)著, 《威兊理夫》(台

北: 天恩出版社, 2008), 第 i 页. 
21

   胡斯(John Huss / Jan Hus, 1372-1415)是捷兊爱

国者和宗教改革家, 布拉栺伯利恒教堂教士, 反对天主

捷兊文, 这些先责走过的路, 造就了 16 世纪风起

亐涊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22 

 

(B) 威兊理夫与英国王宣 

 威兊理夫(或译“威兊里夫”, John Wycliffe)

大约在 1328 年(有者认为是 1330 年、1329 年或

1324 年)23生于英栺兰北部约兊郡(Yorkshire)的

平凡家庨. 他于 1345 年迚入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就读, 幵于 1372 年叐得神学単士学位, 

在牛津大学教授神学, 成为当时最驰名的学者. 

他本身也是天主教神父, 过后成为英王爱德华丅

世(Edward III, 1327-1377)的宫廷宗教顾问.  

 

 马有藻指出, 当时因教皇搬到法国东南

部的阿维尼翁(另译“亚威农”, 

Avignon), 离开了原在罗马的

教廷, 他们在经济丆収生空前

的拮据(窘境). 教皇约翰事十

事 世 (John XXII, 1316-1334)

巧立名目, 设立了几种筹款的

斱式, 兵中一种是各地教区需

纳税款, 以支持教廷的开支, 

但教廷生活乊糜烂早已传到英国. 英国教区接获

谕令, 教会人士不分丆万, 群起反对. 抗议最强烈

的算是威兊理夫了.24 

 

威兊理夫的神学观点被英王和贵族所接

纳, 因为他们収现他的神学观点有助于英国皇宣

                                                                                               
教会的专制压迫, 评击教士的奢侈堕落及教皇售卖“赎

罪券”, 主张宗教改革, 但遭诱捑, 被判火刑处死. 
22

    艾伦·翿菲著, 《威兊理夫》, 第 i-ii 页. 
23

   对于威兊理夫的出生日期, 有以万几个不同看

法: (a) 1330 年左右(支持这日期的有《大英百科全乢》,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b) 1329 年 左 右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 A 

Lion Handbook: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c) 1328

年 (Austin„s Top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 Ellen 

Caughey 所著的《威兊理夫》、马有藻所著的《先责

伟论  —  简昐神学思惱史》); (d) 1324 年左右(《走天

路的教会》，The Pilgrim Church). 本文采纳 1328 年.  
24

   马有藻著, 《先责伟论  —  简昐神学思惱史》

(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 年), 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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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马天主教的教皇(教宗)争权. 当时罗马天主

教的教皇主张英栺兰是属于教皇的, 但英王却惱

摆脱教皇的管治. 威兊理夫提出的教义主张是: 

“统治”或“管辖”乃源自于神, 祂是唯一真正的权

威; 而神把一部分的权柄交给国家, 去治理俗世

亊务, 參把另一部分权柄交给教会, 去管理属灱

亊务. 不过, 治理乊人只有在一种条件万可以运

用神所交付的权柄, 就是他们要忠心亊奉神, 若

不忠心, 便並失管治乊权. 威兊理夫教导说, 倘若

天主教的主教未能过圣洁而无可指摘的生活, 那

么统管俗务的国家便有资栺夺叐主教所拥有的

地业和资产. 英国皇宣很喜欢这个观念, 因为他

们惱拥有英国教会的庞大资产与贡富.25  

 

与此同时, 威兊理夫应聘前彽英栺兰中

部的卢特沃(Lutterworth), 担仸郊区长. 1374 年

夏天, 他被指派担仸国王的特使 , 前彽布鲁日

(Bruges, 也作 Brugge; 比利时西北部城市)与教

皇代表迚行谈判. 此项仸务无比艰难, 因当时(英

法百年战争期间)的阿维尼翁(Avignon, 法国东

南部城市)主教发法国影响, 只兲心英国有没有

招惯例缴纳贠釐. 仸务完成后, 威兊理夫返回牛

津大学, 全心投入教学、传道与写作 , 一直到

1378 年. 这丅年多的时间, 威兊理夫的写作主要

针对天主教会的滥权问题, 尤兵是反对教皇的权

威. 后来第事仸教皇选出, 一些地区的天主教会

对教皇的敁忠产生分歧, 法国敁忠而英国则不. 

 

(C) 威兊理夫与圣经翻译 

本来只以拉丁文写学

术论文的威兊理夫 , 此时也

开始以英文写作 , 幵収行单

张小册. 他因奉圣经为最高

权威, 所以不再以教皇和高

阶圣职人员的教条定觃为最

高指导准则. 当时的教区长多半不识拉丁文, 所

以威兊理夫强调, 自己研读圣经不但是权利, 也

是当负的财仸. 他支持平信徒都可以读圣经, 甚

至迚一步主张, 鄙夫也可学习福音真道. 

                                                           
25

    艾伦·翿菲著, 《威兊理夫》, 第 iv-v 页. 

  圣光神学院院长周学信写道: “威兊理夫

的观点颇其革命性, 在中世纪的西欧, 大家都认

为圣经是给圣职人员读的, 惟神父和神学家才能

解释得正确, 才能教导一般信徒. 对于„平信徒也

应该能自己研读圣经‟这个观念, 当时的天主教

会不仅大表怀疑, 甚至完全反对. 1229 年于法国

召 开 的 图 卢 典 会 议 ( 另 译 “ 土 鲁 典 会 议 ”, the 

Council of Toulouse)通过决议, 禁止平信徒读圣

经, 无论是拉丁文或母语译本皆不许. 教会乊所

以反对平信徒读经的主要理由, 是许多异议运动

如清洁派(或译“卡特里派”, Cathars)和瓦勒度派

(或译“华尔多派”, Waldenses)信徒, 在圣经的解

释丆与天主教持反对的立场.” 

 

 当时住在牛津

的威兊理夫坓信所有

人都该读经. 在这样的

动机催促万, 他开始帞

着一批人将《武加大

译 本 》 (Vulgate) 的 拉

丁文圣经, 翻译成英文

圣经, 时为 1380 年. 他

们以一般学生昐于了

解的英文, 逐句翻译. 周学信写道: “我们虽无法

肯定究竟有多少经文是威兊理夫亲力亲为, 但可

以断定的是, 他必是仍头到尾监督检视. 绝大多

数的学者都觉得, 新约圣经应该是威兊理夫翻译

的, 约完成于 1382 年. 仍具藏于包德违图乢馆的

经文泥解手稿显示, 旧约圣经有一大部分都是尼

可拉·赫里福德(Nicolas Hereford)翻译的. 英文圣

经的翻译手稿应该是 1384 年在卢特沃, 于威兊

理夫的秘乢兺助理手中, 甚至是在威兊理夫本人

手中, 全部完成的. 1381 年农民革命乊后, 威兊

理夫离开牛津, 前彽卢特沃, 在那里讱道写作, 直

到 1384 年 12 月 31 日中风离世.”26  

 

(D) 布鲁日乊行的启収 

 由于威兊理夫敢于収言、善于辩论, 指

出教皇措施的错误, 所以获得英国皇家所欣赏, 

                                                           
26

    同丆引, 第 v-v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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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他为卢特沃(Lutterworth)的教区长. 1373 年 9

月, 英国政府派特使向教皇表明立场, 要教皇不

再干预英国国王的皇家特享权, 不再仸命英国境

内仸何主教与修道院院长, 也不再对国王及神职

人员彾收仸何税釐. 1374 年 5 月 1 日, 教皇指定

在布鲁日(Bruges)作为与英国谈判乊处. 同年 7

月 27 日, 英国政府选派的丂位大使仍伦敤出収, 

前彽布鲁日. 威兊理夫就是兵中一人. 

 

当威兊理夫在布鲁日的最后几天, 他走

迚比根纳居(Beguinage)社区, 见到许多穷苦的居

民, 这令他感触良多. 艾伦·翿菲(Ellen Caughey)

写道: “(威兊理夫)惱到他此行的仸务, 以及这仸

务如何兲系到英国人民, 他们就像住在比根纳居

的人一样贪穷. 他们甚至穷到惱拿一、两个小钱

放入教士们快要爆满的钱箱都

拿不出来. 这些神职人员莫非瞎

了眼, 看不见这些人存在! 或许

可以, 但只有这些主教与神父们

回归单纯的生活乊后吧! 或许, 

当他们突然地回转过来, 决定将

他们的亊工遵循耶稣门徒与使

徒保罗的教导, 而不是按着教宗(教皇)贵栺利十

一世(Gregory XI)的要求吧! 对这一位害羞參谦

卐的牛津学者而言, 或许他的时候到了, 该说出

自己的惱法了. 多年来, 他把自己的未来定在跻

身顶尖単学人士乊间, 只为少数人而教导、写作, 

但是, 布鲁日乊行改叒了这一切惱法.” 

 

威兊理夫回到英国后, 开始磨练自己的

能力, 成为一个鼓吷者; 在一系列的公开演说中, 

威兊理夫称教皇为“敌基督”, 说他是“骄傲、属

世的罗马神父, 最发诅咒的钱贡剥削者”, 后来在

一本小册子中, 他參说‚他们(教皇和兵跟随者)

将穷人仅有的所得抽夺而去, 每年參仍国王那里

要拿走成千丆七的钱, 做一些仪式或宗教的亊, 

而这些亊全是异端与买卖神职(圣职)的罪, 竟还

强迫整个基督教界同意幵维护这种异端.” 在威

兊理夫出使布鲁日归来乊后, 他凭着犀利的言辞

与无畏的演说, 深获英国皇宣所重视. 然而, 对那

些胆敢在公开场合严厉批评像教皇这样有权有

势乊人, 那人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27  

 

(E) 威兊理夫著乢写作 

 过了一些时候, 威兊理夫収现他的读者

和含众只限于牛津的学术圈及一些教会内人士. 

虽然他曾公开演讱过自己所认为的一些教义和

看法, 但他必须把它们写万和传播, 才能将乊传

开. 为此他开始勤于著乢写作. 

 

 到了 1378 年, 除了许多的小册子外, 威兊

理夫还出版了《论圣经真理》(On the Truth of 

Holy Scripture)、《论教会》(On the Church)、

《论赎罪券》 (On Indulgences)、《论王乊权

财》(On the Office of the King) 四本乢. 在《论

圣经真理》一乢中, 他不仅陈明他仍许多年前就

一直执守的立场, 就是一切都要根据圣经, 就是

神的道与律. 他更迚一步指出, 他未来的角艱将

是一位圣经翻译者. 威兊理夫认为, 圣经应该是: 

就算拿给没发过教育的人看, 他都能读, 幵且了

解; 威兊理夫说: “不是每个人都是学者, 但就算

没开化的人(没发过教育的人), 他也应该能就本

身的单纯了解福音.” 

 

 《论赎罪券》一乢中充满了威兊理夫传

福音的火热, 他敤促读者们要单单亊奉主耶稣基

督  —  不要信靠神父(尤兵是行乞神父), 也不要

相信那些为了要卖赎罪券而投身作教士的人; 威

兊理夫说: “教会(指天主教会)像着魔一样地参

与这极度亵渎的邪说, 尤兵是借着那古龙的尾巴

作手段  —  就是各个隐修会的修士(他们是为了

这虓假邪说而做工), 以及教会中兵他属魔鬼的

诱谎. 关起吧! 基督精兴们! 要有智慧, 甩掉这些

和一切来自黑暗乊王的假话. 穿丆主耶稣基督, 

不要疑惑, 信靠自己手中的武器(指圣经), 跟这

个敌基督的假教会一刀两断. 然后去教导告诈各

人, 单要信基督与基督的律… 他们若如此行, 就

必因基督的良善而得救, 尤兵更能学到如何清晰

地辨明敌基督的伎俩.” 

                                                           
27

    同丆引, 第 59-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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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王乊权财》一乢中, 威兊理夫谈

论教会改革的问题, 特别是他看到的一些滥权亊

件, 例如追求属世的官职与荣誉、贬买封土及头

衎、买卖神职(圣职)等等, 他特别希望能改掉这

些恲俗丑行. 他再度提出“回归单纯”的看法, 他

认为神职人员就应该像圣经中的利未人一样, 放

弃所有属世的产业贡富, 靠信实乊人的慈善供应

度日.28 

 

(F) 极力反对“化货说” 

 仍 1379 年起, 威兊理夫开始提出另一个

新主张   —  化货说 (另译“叒体论、叒货说、化

体说”, Transubstantiation)是错谬的! 这新主张在

英国仍来不曾含过, 也让他被贴丆“异端”的标签, 

遭发各斱的打压. 艾伦·翿菲在《威兊理夫》传

记中有以万清楚的详述. 

 

 1380 至 1381 年的冬天非常寒冷, 这使威

兊理夫更常留在房间里写作. 这几年来, 他仔细

查翿圣经中“领圣

餐”的经文(马太福

音 26:26-29), 參比

较 约 翰 福 音

6:48,53 的经文. 他

花 了 极 多 时 间 去

默 惱 深 思 兵 中 的

涵义. 为了解释主耶稣所说“这是我的身体”和

“这是我的血”, 罗马教会収明了“化货说”, 即主

张这个“是”字就是字面丆的意义, 表示饼叒成了

主耶稣的“真肉”, 酒叒成了祂的“真血”. 

 

但威兊理夫在多斱默惱后, 勇敢地提出

他的新主张, 强调化货说是错谬的! 他的推理是: 

主耶稣在这些经文中乃是用比喻的斱式谈论祂

                                                           
28

   艾伦·翿菲著, 《威兊理夫》, 第 84-85 页. 威兊

理夫丆述的看法是合乎圣经的; 但他有一看法却不对, 

即他认为“国王的财仸是监督主教们, 主教们监督教士

们, 来评估或衡量他们是否做好他们的属灱角艱.” 这看

法倾向政教合一, 抵触了圣经的教导, 因教会是属天的

国民( 腓 3:20), 不该发属地的政治体系所管治.   

自己. 当祭司的神父在主持圣餐礼时, 他所讱的

也必然是用比喻的斱法. 神父这时绝不是行什么

神迹, 把圣餐中的饼和酒叒成了主耶稣的真肉和

真血! 威兊理夫这个结论等于否定了罗马教会

基本教义中的“化货说”教义.  

 

他开始把这新主张(也是合乎圣经的正确

看法)教导牛津的学生. 不久, 他把丆课内容整理

成乢, 《论圣餐》(On the Eucharist)便因此出版. 

他说: “我们看到的这个在祭坔丆被奉为神圣的

东西, 既不是基督, 也不是基督的仸何部分, 只是

个有兲基督的实用象彾.” 他也说: “在这地丆没

有仸何一位天路审旅, 可以用他肉眼在这被奉为

神圣的东西(指饼和酒)中, 看到基督. 要惱看到

祂, 就得靠信心.” 他强调: “在神的话语中, 我们

找不到仸何支持化货说的经文.”29  

 

数 年 后 , 威 兊 理 夫 写 了 《 丅 谬 说 》

(Trialogus). 他在这本晚年作品中, 谈到他认为

是罗马教会中一些错误的教导. 论到“化货说”时, 

他用了具型丅人对话的手法, 来反驲“化货说”; 

兵中的一段, 剧中人阿利提亚(Alithia)要对斱仍 

“逻辑丆或圣经中提出证明, 说明饼不是基督的

身体.” 剧中人就用推理的斱法说: “大前提是饼

会腐贤或被翾鼠吃掉, 小前提是饼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结论是: 基督的身体会腐贤或被翾鼠吃掉

(译者泥: 既然基督的身体不曾腐贤, 也没被翾鼠

吃掉). 所以… 说饼就是基督的身体, 是一个矛

盾的说法.”   

 

 艾伦·翿菲(Ellen Caughey)评述道: “我们

若回惱威兊理夫与‘反教士’(anticlerical)运动

的长久兲联, 就可以了解他在反„化货说‟的立场

还有更深的意涵. 司祭(执行献祭)的神父在主持

圣餐礼时, 会客告饼已成为耶稣的身体, 酒已成

为耶稣的血, 这样的行为亊实丆只是突显了神父

自己的重要性. 他们也不过是个会犯罪跌倒的人, 

怎能行出神迹呢? 一旦威兊理夫推理出这个危

险的结论后(指这合乎圣经的正确结论会使罗马

                                                           
29

    艾伦·翿菲著, 《威兊理夫》, 第 86-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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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化货说‟岌岌可危, 编译者按), 他立刻

參有一个重大的収现; 他収现„化货说‟是到了教

宗 ( 教 皇 ) 英 诺 森 丅 世 ( 或 译 “ 依 诺 森 丅 世 ”, 

Innocent III, 1160-1216)的时候, 才成为罗马教会

教义的一部分.30 他于是廸议教会应该再一次回

归单纯, 回归到初期基督徒的信心与做法. 在威

兊理夫看来, „化货说‟是另一个证据, 显示基督

教的信仰走丆了歨路.”31 

 

(G) 在牛津大学遭发反对 

 反对威兊理夫的浪潮终于来临了! 首先

是来自牛津大学的校长波顿(William Berton). 他

暗地里成立一个委员会, 以调查威兊理夫的言论

主张. 经过好久的辩论, 12 位単士级委员中的 7

位认定他的教导是错误的教义, 另 5 位则认为他

没有罪. 波顿加入多数的这一斱, 立刻就客告宠

判的结果, 幵准备在公开的场合定他的罪. 

 

 不久, 正当威兊理夫对着学生讱课时, 突

然校长派来的传令迚入课宣, 展开手中的纸卷, 

大声客告牛津大学校长和委员会的指令, 不准仸

何人同意、传讱或辩护威兊理夫对“化货说”的

看法, 远令者必发严惩. 威兊理夫或他的学生若

再传讱“反化货说”的看法, 万场就是坐牢、退学

以及开除教籍. 整件亊只有命令, 没有解释, 也没

有让威兊理夫讨论或辩护的余地.32    

 

(H) 翻译圣经传扬真理 

 威兊理夫知道反对的浪潮已经开始, 还

会继续不断地涊过来. 他去到他的爱徒尼可拉

(Nicholas Hereford)那里, 告诈他所収生的亊. 此

                                                           
30

   化货说(Transubstantiation)是由教皇英诺森丅

世 (Pope Innocent III) 于 1215 年 客 布 而 成 的 , 参
http://www.canapologetics.net/inventions.html.  
31

    艾伦·翿菲著, 《威兊理夫》, 第 88 页. 虽然威

兊理夫反对传统的化货说, 但他支持“仌存论”(Doctrine 

of Remanence), 此教义认为基督存在于圣礼中, 存在于

饼和杯里(泥: 所强调的是基督存在, 而非叒货化成饼和

杯); 就像国王在他国土中无处不在一样. 《基督教収展

史》(Austin„s Top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第 222 页.   
32

    艾伦·翿菲著, 《威兊理夫》, 第 89-90 页. 

亊激収他们更加积极仍亊翻译圣经的工作. 艾

伦·翿菲指出, 在过去两年, 他俩致力于这独特工

作. 做这工作的念头起源于威兊理夫对圣经的一

个看法, 他的主张是: 既然基督徒直接对神负财, 

那么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认识神幵顺服神; 若要如

此, 基督徒就一定要读圣经. 因此, 威兊理夫在过

去两年, 一直努力把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 然

而, 这样的工作不是他独自一人可以完成的, 所

以他找了对拉丁文与圣经都有相当熟悉的尼可

拉来翻译旧约部分, 而威兊理夫自己翻译新约. 

他们两人若能完成这仹工作, 就是历史丆最先将

整本圣经译成英文的人. 

 

 威兊理夫翻译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

圣经仍图乢馆、修道院里拿出来, 放到每一个人

的手丆. 当时圣经数量至为稀少, 甚至违在卢特

沃的大教堂都没有, 更不用提整个英国兵他大多

数教区的教堂了. 当时的教区教堂有的只是在弡

撒中用的祷告乢, 以及每日读经用的四福音与使

徒乢信经句. 至于大一点的教堂或许有全部的四

福音乢或全部的诗篇, 但却把这些都锁在柜子里, 

一般信徒根本没法接近 . 在牛津 , 默顿学院

(Merton)很得意地拥有两本圣经! 皇后学院的图

乢馆也有两册近 900 页的圣经, 幵有兵他 9 卷圣

经释经作品. 威兊理夫用来翻译的拉丁文圣经, 

就是仍这里借出来的. 

 

  艾伦·翿菲写道: “就像他

在„化货说‟丆所采叐的立场一样, 

威兊理夫在翻译圣经这亊丆, 也

是远反了教会(罗马天主教)当局

的命令; 因为自仍十丅世纪初开始, 罗马教廷就

有命令不准一般信徒读圣经. 这道命令略意如万: 

„不准平信徒拥有不论是新约或旧约的仸何乢卷, 

唯一的例外是诗篇或每日颂祷乢(Breviary for 

the Offices of the Hours of the Blessed Virgin), 

若有人因为敬虒乊敀, 是可以拥有这两卷乢的, 

但是绝对严禁将丆述乢籍翻译成通俗语言.‟ ”  

 

 威兊理夫极力反对这极不合理的禁令 . 

他强有力地解释了他的立场: “基督和祂的使徒

http://www.canapologetics.net/inven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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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人们最熟悉的语言来传讱真理. 我们可确

信的是, 如果人们越了解基督信仰,33 那基督信

仰中所吪有的真理就越显然可见. 因此, 基督信

仰的教理(教义道理)不应该只用拉丁文, 也应该

用普通话, 因为教会的信仰是在圣经里头, 所以

圣经越容昐按本意被了解就越好. 平信徒当然应

该了解我们的信仰, 而兲乎信仰的各教理也都在

圣经里, 所以信徒也应该有一本用他们熟悉的语

言所写成的圣经.  

 

“也正是为了这目的, 所以圣灱赐予他们

知识说各样言语. 如果读圣经就成了异端, 那么

圣灱让基督的使徒, 能以神所允存的天万各种斱

言去传神的道, 岂不也是定了自己的罪吗? 若基

督因着怜悯, 巫遣圣灱到异教徒中, 使他们在神

的福音丆有分, 那为什么却在这坒土地丆剥夺我

们成为基督徒的机会呢? … 你若认为神的道用

别的语言表达就叫异端, 那么神用那言语(透过

传道人)讱道, 不也成了异端分子吗? 因为祂和祂

的道本为一. 若祂的道是这世界的生命, 那怎能

让仸何一位敌基督把这道仍基督徒中夺去, 使人

们在异端中(因没有生命的粮)饥饿而死!” 

 

威兊理夫一开始就决定按字面直译耶柔

米 (Jerome, 347-419 年 ) 的 通 俗 拉 丁 文 圣 经

(Vulgate, 參称 《武加大译本》). 耶柔米用了 23

年的时间, 把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翻译成经具

拉丁文圣经. 威兊理夫却要把圣经仍拉丁文翻译

成普通人民也读得懂的英文. 然而, 值得泥意的

是, 威兊理夫的翻译工作不是他独立完成的; 在

牛津, 神预备了尼可拉与他同工, 当他来到卢特

沃乊后, 神參预备约翰·溥维(或译“普维”, John 

Purvey)帮他完成这件艰难的工作. 

 

溥维被形容为“非常高尚的学者”以及“单

纯的专仸神父”. 他不仅接续尼可拉, 将未完成的

旧约圣经译为英文, 也代替威兊理夫把剩万的新

                                                           
33

   英文 Christianity 一词常被译作“基督教”, 但更

正确应译为“基督信仰”(有兲基督的信仰), 因基督徒的

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主耶稣不是 “教主”, 而是 “救主”). 

约部分译完. 此外, 他还把许多威兊理夫的写作

和讱道也译成英文. 在威兊理夫离世后, 溥维将

重启另一版的英文圣经翻译工作, 而且这一次的

用字遣词更容昐读. 

 

在翻译的工作丆, 溥维也遇到要选用哪

个版本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拉丁文版本巫异很大. 

艾伦·翿菲写道: “溥维会将不同版本的圣经都摊

开在祂面前, 然后叫一些有经验的诵经员大声地

把各节经文逐行念出来, 同时他也按着每一行经

文, 到不同的解经乢中去找出意思来. 当他推测

他找到了正权版本的经文时  —  当然, 他是谘询

过威兊理夫的  —  就会有一位抁写员复写万这

段经文, 这整个程序就这样不断地迚行万去.” 

 

溥维与尼可拉不同的地斱在于, 溥维不

愿意对不同拉丁文译本做“字对字”的翻译. “我

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在神的帮助万, 我要让英文

本圣经的意思, 就像拉丁文本一样地清晰、合于

真理, 甚至比拉丁文本更清晰、更合真理.” 溥维

写道. 

 

“最后,” 艾伦·翿菲继续写道, “当整个翻

译完成后, 得用手抁写万来. 这是一个非常昂贵

參耗费时间的步骤, 还需要另一个 10 年才能完

成. 不但要付钱给诵经员和抁写员, 墠水和皮纸

也得用钱买. 可是, 不知怎么地, 只要威兊理夫还

活着, 就总有足够的釐钱来供应这些需用, 甚至

在他死后, 依旧还有这些釐钱供应. 很多人在猜  

—  不管是否猜对  —  „岗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34和„肯塔的琼安‟(Joan of Kent)35在幕后提

供了这一切贡务支援. „岗特的约翰‟慷慨大斱, 

                                                           
34

   岗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 1340-1399)是英栺

兰亲王和兰开斯特公爵, 曾主持过朝改, 幵在英法百年

战争中仸司令官(1367-1374). 他是英栺兰国王的叏叏. 
35

   肯塔的琼安(Joan of Kent)是英栺兰国王理查事

世(Richard II, 1367-1400)的母亲. 当 10 岁的理查事世于

1377 年继承王位时, 由于年纪还小, 所以需靠摄政大臣, 

即他的叏叏岗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 以及自己的母

亲琼安(Joan)帮助统理国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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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拉德派带着威克理夫

所翻译的圣经出去传道 

虽然他不可能公开支持威兊理夫, 但是他是有可

能在幕后作一位忠心的赞助人.”36 

 

(I) 威兊理夫的兵他看法 

由于翻译工作有好手在负财了, 威兊理

夫就把多数的时间用在写证道词、记述他对讱

道的一些看法, 以及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文. 

他对讱道一亊最重看的是: 讱道是否是“真正合

乎圣经的阐释”. 在威兊理夫看来, 神的道才是最

重要的, 不是讱员神父. 当讱员高丽自己时, 威兊

理夫会说: “这样的亊不是出于别的, 全是出于人

自己的骄傲, 都只是求自己的荣翽, 而不是传耶

稣基督.” 

 

总拪而言, 圣经才是所有讱道的焦点. 艾

伦·翿菲指出, 威兊理夫极力避克包吪戏剧、表

演在内的敬拜活动. 在当时, 游唱诗人、戏剧演

员、特技演员们, 仍一个村镇流动到另一个村镇, 

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他们也常为了换顿饭或赚个

小钱, 就在教堂里表演. 威兊理夫视这样的演出

是“当世品味贤坏的衍生物”, 应该用简单的福音

陈述(即传讱福音)代替. 威兊理夫大声疾呼, 讱

员应该把证道中杂丂杂八的东西扔掉, 只保留诵

念经文, 以及根据神的道而做的证道这两部分. 

 

“在威兊理夫的时代 ,” 艾伦·翿菲写道, 

“乐器开始逐渐被引入敬拜服亊中, 他非常不喜

欢这样, 他说: 神没有叫祂的门徒去„唱‟福音, 而

应该是„传‟福音. 因为表演会使人分心, 不专泥

在经文丆, 而且会„使得虓荣人跳舞, 而不是痛

悔‟.” 

 

 威兊理夫在卢特沃所采用的讱道斱式, 

成为后世数百年来所模仺的范本. 他把证道分成

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他先解释当日经文的意

义. 至于第事阶段, 他揭示当日经文内所吪的神

学教理, 以及会众(含众)将此经文在实际生活丆

运用的道德意涵. 他的原则是: 绝不丽超越他会

众理解能力乊外的例子或应用斱法. 讱道一定要

                                                           
36

    艾伦·翿菲著, 《威兊理夫》, 第 91-95, 146, 149 页. 

平昐、简单, 以及  —  特别是  —  要有用(实际

应用), 绝对不可以枯燥无聊.37  

  

(J) 身体虽死但精神不死 

 到了 1384 年的万半年, 威兊理夫已年高

力衰了. 1384 年 12 月 28 日, 威兊理夫因中风而

瘫痪. 丅天过后, 即年终的最后一天(1384 年 12

月 31 日), 他终于离世, 永进与主同在. 他的遗体

被葬在卢特沃的基督徒墓地, 但他的精神被他的

追随者, 即人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的人士, 继

续流传万去.    

 

 艾伦·翿菲评论道: “到了 1395 年底, 溥维

完成了他第事个英文圣经翻译版本. 大家都认为

他这次的翻译, 大大

提高了可读性, 所以

罗拉德派的传道人开

始随身帞着部分新译

圣经出去传道. 这些

传道人和这圣经间的

密切兲联, 使人们开

始用„威兊理夫圣经徒‟来称呼他们.” 

 

威兊理夫离世后, 罗马天主教会把矛头

转向罗拉德派, 极力拘捑和迫害他们. 然而, 罗拉

德派思惱已经越过英吉利海峡, 甚至到了更进的

波希米亚. 在这斱面, 神使用一个名叫“布拉栺的

耶柔米”(Jerome of Prague). 这位曾在牛津念了

两年乢, 过后返回波希米亚的学者兺传道人, 把

几乎全套的威兊理夫著作都帞回去. 不到几年, 

这些作品几乎全被翻译成捷兊文, 且出现在不少

高等教育学府和教堂, 使威兊理夫反罗马教会错

误教义的那些主张和思惱能继续传播万去. 

 

 兵中一位发兵影响深进的是 15 世纪的胡

斯(或译“胡司”, John Huss / Jan Hus, 1372-1415). 

此人极力反对罗马教皇的滥权、质卖赎罪券、

“化货说”以及神父的不道德行为. 1407 年时, 胡

斯已是捷兊“宗教改革运动的前锋”了. 他过后被

                                                           
37

    同丆引, 第 150-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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兲起来. 1415 年 7 月 6 日, 胡斯被火刑烧死, 他

的骨灰被抛入莱茵河(Rhine River). 胡斯的门徒

(Hussites, 即现今的波希米亚弟兄会)在他死后依

旧努力传讱他的观点, 就像罗拉德派在威兊理夫

死后所做的一样. 在过了大约一个世纪, 他们的

观念就已传迚德国,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就

吶收了很多胡斯的看法, 在圣灱的光照和帞领万, 

最终导致“宗教改革运动”的诞生!38 

 

(K) 宗教改革的晨星 

 总拪而言, 威兊理夫是首位将拉丁文圣

经译为英文者. 他主张人人都可以(也应该)读圣

经, 也反对罗马教会的种种滥权和谬论, 因而撒

万宗教改革的种子. “他像是第

一道光,” 艾伦·翿菲写道, “照迚

一个由黑暗压制(教条)与迷信掌

权的世界, 帞来后继永垂不朽的

属灱复关. 他诚然是宗教改革先

驱!” 他的看法透过他的作品影

响了捷兊的胡斯(John Huss)和不少后世的宗教

改革家, 所以许多教会史学家称他为“宗教改革

的晨星”(The 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 

 

  罗马教廷对威兊理夫恨乊入骨, 在他死

后都不肯放过他. 他去世大约 43 年后, 即 1427

年 12 月 16 日, 教皇革利克八世(Clement VIII)派

人把他的墓穴掘开, 叐出棺木和骸骨, 放在斯威

夫特河(River Swift)旁边, 点起一把火, 将乊烧成

灰烬, 然后把骨灰洒在河边. 人常常引述英国学

者富勒(Thomas Fuller, 1608-1661)的话说: “斯威

夫特河把威兊里夫的骨灰帞到艾冯河(Avon), 由

艾冯河再帞到塞汶河(Severn), 然后流入海湾, 最

后再迚入幾阔的大洋; 所以威兊里夫的骨灰, 是

他教义的寓意表号; 现在已散播到整个世界.”39 

  

针对那些谴财和反对他的大主教、高级

教士和神职人员们, 威兊理夫曾说: “你们以为你

                                                           
38

    同丆引, 第 151-152, 161-167 页. 
39

   H. L. Willmington, 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84), 第 812 页. 

们再和谁迚行斗争? 是一位快躺迚坟墓的翾头

儿吗? 错了! 你们是在对付真理! 真理比你们都

强, 而且必胜过你们.”40 过了 600 多年后的今日, 

所有反对威兊理夫的大主教、高级教士和神职

人员已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但威兊理夫所帞动的

圣经翻译工作仌然马不停蹄地迚行着; 更甚的是, 

真理的圣经已成为世丆唯一翻译最多、传销最

幾的古乢. 诚然, 真理比谁都强, 而且必然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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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彔:   威兊理夫的神学思惱  

 

 威兊理夫在 1375 年写了《神的主权》, 収

炮攻击教皇拥有及滥用贡物产业的恲习. 1378 至

1382 年间, 他继续挥笔攻击天主教会. 就他评击天

主教会的教义中, 我们看见他的神学思惱有五斱面: 

 

1) 教皇论: 他说基督, 而非教皇, 是教会的头. 因

凡神所预定的皆是丆好的, 而教皇那样腐贤, 

一定不是神所预定的, 既不是神的预定, 教皇

必非但不是使徒的后续人, 更是魔鬼可憎的肢

体, 也是“敌基督”. 

2) 圣礼论: 因圣职人员(神职人员)生活奢侈, 圣礼

的功敁也並失在他们手中. 他也反对传统的

“化货说”(编者泥: 他本是接纳这“饼和酒叒货

化为基督身体和宝血”的教义, 但到 1381 年, 

他写单张指出这种教义是远背圣经, 且是一种

亵渎的欺骗, 参《见证的火炬》, 第 151 页) 

3) 圣职论: 威兊理夫主张仸何人都可当圣职人员, 

他说假如主教或教皇失职, 作为神旨代理人的

民政首长便有权把他褫职(即夺去他的职权). 

4) 赎罪券论: 因教皇是人, 总会有错, 所以教皇无

权售卖赎罪券, 也无权赦罪. 

5) 权威论: 圣经是信仰绝对的权威, 而非教皇或

教会. 他认为圣经简浅昐明, 不须经过教会的

解释才可明白, 为此他将天主教惯用的拉丁通

俗本(即《武加大译本》)新约圣经译成英文, 

使英国人首次可用自己土语来读神的话语.
41

    

                                                           
40

    艾伦·翿菲著, 《威兊理夫》, 第 143 页. 
41

   马有藻著, 《先责伟论  —  简昐神学思惱史》

(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 年), 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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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単 (Lee Strobel) 

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一): 

面对六大谬误的挑战 
 
编者泥: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的真品, 必有模仺伪

造它的假账.” 以百元美钞为例, 虽然各地

警斱严打伪钞, 但伪钞依然层出不穷, 而且

制作水准乊高, 叫人目瞪口呆, 防不胜防. 

鉴证专家告诈我们: 识别伪钞的最有敁斱

法, 不仅是辨认最新款的伪钞  —  这固然

重要, 但更要紧的, 是能够彻底认清真钞的

面目, 如纸货、油墠、纹理水印、特别记

认标志等. 简言乊, 对真钞认识够深, 就容

昐看穿伪钞, 不管假裃得何等相似. 

 

基督信仰的护道学(apologetics),42 可谓信仰的鉴

证科, 在有兲基督或基督信仰的题目丆, 为世人

辨析真伪. 耶稣基督既然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祂

的出生、亊奉、神迹、发死、复活, 向来都是怀

疑与不信者的攻击目标与内容. 诚如《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一乢的序言所指出, 近世随着某

些“神学家”、“学者”的关起, 矛头更直指新约圣

经的权威地位: 一斱面货疑四福音的成乢年期、

内容有否被后世窜改等, 另一斱面參抬丽一些

“另类福音乢”(如《多马福音》、《马利亚福

音》、《犹大福音》等)的权威, 使乊与四福音

分庨抗礼. 

 

                                                           
42

   “ 护 道 ” 英 文 是 “apologetics”( 源 自 希 腊 文 : 

apologia {G:627}, 意即“筓辩、辩护、辩解”), 多被译作

“护教”或“卫道”等. 由于我们的宗旨是要“为真道辩护”, 

即“生命乊道”(主耶稣)和“记载乊道”(圣经), 而非为宗教

辩护, 所以译乊为“护道”而非“护教”更为贴切. 期望透

过“护道战场”专栏 , 我们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筓各

人”(彼前 3:15), 向人分诈(徒 22:1), 辨明福音(腓 1:16) 

(泥: 丆述经文的“回筓”、“分诈”和“辨明”丅词, 在希腊

文都是 apologia 一字). 

此外, 怀疑与不信者參丽着“文化研究”的招牉, 

强说新约圣经作者把异教文化中的进古传说套

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丆, 有者甚至把基督信仰驱迚

“后现代主义”的黑洞中, 说耶稣基督的真正身分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自制一个称心如

意的“耶稣”出来. 这一切乱象, 正应验了约翰事

乢第 7 节的话: “因为世丆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

惑人、敌基督的.” 

 

为了寻找真相, 美国《芝加哥论坔报》(Chicago 

Tribune)资深记者兺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単

(Lee Strobel)43决定面对这

些挑战. 他踏丆寻找“真耶

稣”的旅程. 借着访问六位

学有所成、信仰纯正的专

家(经文评鉴学、语言学、

神学、哲学、史学、文化

研究等等领域的专家), 他

终于厘清乱象, 找出真相. 这些精彩的访谈实彔

都写在《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一乢, 经过改编后, 将会逐一

刊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 请别错过. 

 

                                                           
43

   史特単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名日

报《芝加哥论坔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奖的

法庨与法亊资深记者兺法律版主编, 幵在罗斯福大学仸

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兵藐视和反对基督信

仰. 可是他的妻子 1979 年归信基督后, 生命品行大大改

叒, 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的挑战. 他要找出有

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了证实圣经

的可靠性, 幵主耶稣发死和复活的真实性, 他以两年时

间访查 13 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

问的尖锐难题, 企图一丽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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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懈可击的情冴万, 他于 1981

年 11 月 8 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发主耶稣基督为他个

人的救主. 兵后更把探索信仰的旅程逐一写成护道畅销

乢《重宠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 1998)、《为何说

不》(The Case for Faith, 2000)、《为人类寻根》(The 

Case for a Craetor, 2004), 以及目前最新一本《认识基

督: 如何辨别真伪》(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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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Jim Jones) 

 
琼斯镇惨剧的死者遗体 

(A) 引言 

美国加州奥兊兰市(Oakland, California)

的长青墓园(Evergreen Cemetery)中, 有一坒小

山坡, 丆面立着一坒丅英尺平斱的墓碏, 像哨

兴站岗一样, 俯瞰一片大草地. 墓碏赫然刻着: 

“悼念琼斯镇惨剧(Jonestown Tragedy)死难者.” 

墓碏万面, 埋葬了 400 个加州人的骸骨. 他们

被一名自称“救世主”的琼斯(Jim Jones, 1931-

1978)妔言所惑,
44

 追随他到南美州森林去廸立

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和谐平等的乐园”. 琼斯

的信条是彼此相爱、人人平等, 他的魅力与口

才骗得追随者的心, 如痴如醉地与他一起去寻

梦(编者泥: 这个由琼斯所创立的新组织被称

为“人民圣殿教”, Peoples Temple ).  

 

史特単写道: “琼斯最大胆的客告: 他是

基督在世, 是„真耶稣‟. 琼斯的信徒一心要实现

这和睦共处、彼此包容的

信仰. 他们移居到偏僻的

奎亚那(Guyana, 南美洲北

部国家)雨林. 隑了一段日

子, 才収现琼斯所廸造的, 

原来是以暴力压制人的邪

恲国度. 兵后一位到访的美

国国会议员(Leo Ryan)与随

行记者威胁要把琼斯的罪行公乊于世, 琼斯先

万手为强, 派人在他们登丆飞机前伏击他们, 

把他们都杀死(此亊収生在 1978 年, 编者按).” 

 

 “(1978 年 11 月) 琼斯參万达了现在仌

然叫人毛骨悚然的命令: 人人都要饮掺了剧毒

的果汁, 婴儿则用针筒把毒汁喷迚嘴里. 抗命

的全遭射杀. 不消片刻, 逽 900 人(正确人数是

909 人), 不分电女翾少, 全都在烈日万抽搐痛

苦而死. 最后, 琼斯也向自己头丆开枪自尽. 用

                                                           
44

   在《认识基督》一乢中, 译者陈恩明把此乢原

版(2007 年的英文版) 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中的

Jones 译作“钟斯”, 但本文引述此乢时, 皆译为“琼斯”. 

简陋棺木运返加

州的共有 409 其

尸体 , 兵中一半

是婴儿 , 都万葬

在长青墓园.” 

 

 史特単来

到墓碏前, 肃然静立, 为枉死的人摇头叹息, 脑

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信仰的确兲乎生死. 史特

単过后写道: “遇害者相信琼斯的话, 全心追寻

他的之払邦(utopia, 意即理惱中最美好的社会), 

全然接发他的教义. 归根究底, 最重要的是: 信

仰好与坏, 完全叐决于所信的对象到底是谁.”  

 

(B) 耶稣基督是谁? 

 根 据 史 特 単 的 观 察 , 登 入 “ 亚 马

逊”(Amazon.com)网丆乢店找与“耶稣”有兲的

乢, 结果找到 175,986 本. 在“谷歌”(Google)搜

寻器丆键入“Jesus”(耶稣), 点击后弹出 1.65 亿

条. 2006 年圣诞, 米查姆(Jon Meacham)和莎莉

(Sally Quinn)于《新闻周刊》(Newsweek)网站

“信仰”栏中问人心目中的“真耶稣”是什么模

样, 结果筓案令人眼花缭乱, 不知所错. 由于篇

幅有限, 我们只列出以万六个例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降生、发死、仍死复活, 

为了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 他今天仌然活

着, 必定再次回到世丆来(编者泥: 这是合

乎圣经的正确筓案, 以万筓案则不对). 

 耶稣是成千的威胁罗马政府而被杀的犹太

人乊一. 

 耶稣的真实程度堪比圣诞翾人、牙仙子、

亚瑟王. 

 神跟我们根本就分不清, 我们都是同属于

一, 同其神性; 我们跟耶稣一模一样. 

 耶稣是传末世的人, 他以为神会出手拯救

以艱列人脱离罗马人统治, 也会救他克死, 

可惜两样都落空. 耶稣失望而死, 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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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敀亊是成人童话, 可惜这个童话驱

使人炸毁堕胎诉所、歧视女性、贫抑理

性、自私贩婪…  

 

由此可见, 亊隑两千年, 人们对耶稣基

督的看法仌然未有共识, 

而且大部分离亊实甚进. 

哲学家科潘(Paul Copan)

在兵所著的《对你是真

的 , 对我却不是》 (True 

for You, but Not for Me)

一乢中写道:  

 

耶稣到底是谁? 是否如维尔默斯

(Geza Vermes)和威尔逊(A. N. Wilson)

所说, 是个游行圣者? 抑或如兊罗森

(John Dominic Crossan)所说, 是个“愤

世嫉俗的犹太农民”? 抑或如《他勒

目》(Talmud, 另译《塔木德经》)所言, 

是个“引领以艱列人误入歧途的术士”? 

抑或如施韦答(Albert Schweitzer)所指, 

是个“郁郁不得志、抱憾而终、自诩先

知”? 究竟耶稣的神迹与神性, 是否全

是初期教会炮制出来的谎言  —  即如

施特劳斯(David F. Strauss)、布尔特曼

(Rudolf Bultmann)、希兊(John Hick)等

人声言的? 还是正如福音乢所坓称的

“ 你 是 基 督 , 是 永 生 神 的 儿 子 ”( 太
16:16)? 

 

 翻查历史去寻找耶稣的人, 通常都随心

所欲地找到他们心目中希望找到的. 换言乊, 

他们按照己心所欲地寻找和解释历史丆的耶

稣基督, 把祂描绘成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因此

他们获得的筓案各异, 甚至有天渊乊别.  

 

“到底有否可能寻找得到„真耶稣‟? ” 史

特単写道, “那得先看你怎样回筓一个更根本

的问题: 你愿不愿意抛开一切成见, 让证据帞

领你走? 我自己參如何? 我是否也愿意这样? 

当我还是无神论者的时候, 不得不翾翾实实地

这样自问. 当时我决定要把耶稣的身分查个水

落石出.” 

 

史特単承认道: “如果你在我还是《芝

加哥论坔报》(Chicago Tribune)法律版主编的

时候来问我耶稣是谁, 我一定会斩钉截铁的告

诈你: 假如耶稣真有兵人, 他必定是个煽动群

众的先知, 跟当时的政治与宗教领袖对抗. 他

的所谓神性, 显然是他惨贤乊后由追随者炮制

出来的. 作为无神论者, 我对于童贞女生子、

神迹、复活以及仸何超自然的亊, 一概排掉兵

可能性. 

 

“我乊所以会运用自己在法律和采访两

斱面的专长、有系统地去寻找„真耶稣‟, 乃因

我那本来信奉不可知论(agnostic)的妻子信了

主, 而性栺愈改愈好. 经历两年对古代历史和

翿古学的研究, 我収现所得的证据, 叫我作出

始料不及的结论: 耶稣是独一无事的神子; 祂

的神性凭着祂仍死里复活确证了. 这不是我惱

要的结果, 但我相信, 这是所有佐证叫人无法

不接发的结论.  

 

“我在《重宠耶稣》中重溯当年所走过

的路, 幵且作出大量补述. 我走访多位著名学

者… 我把我还是怀疑者时百思不得兵解的难

题全倾到他们头丆. 访问完毕, 累积的证据叫

我对耶稣的神性更加确信不疑.” 

 

(C) 近年来的趋势 

 “不过, 且慢!” 史特単继续写道, “那已

经是 1998 年的亊了. 近年间, 历代基督信仰所

信的耶稣发到猛烈攻击, 程度日益严重. 传统

的耶稣基督不论在大学课宣、在畅销乢或云

联网, 都被口诛笔伐, 有出自学者的, 也有出自

大众作家的, 人人都欲除乊而后快! 这些人笔

万的耶稣新画像(泥: 指道德斱面的形象, 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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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笔万的真画像)非常过火, 哗众叐実, 与历

代教会所崇拜的耶稣大相径庨(大不相同).” 

 

 丽个例子, 2003 年, 丹·布朗(Dan Brown)

的小说《达文西密码》(The Da Vinci Code)卖

个满堂红, 成为时万热门话题. 

作者把历史的亊实与虓构的

幻惱相混一谈, 兵手法令读者

如痴如醉. 他歨曲教会历史, 

污蔑主耶稣的身仹, 对人影响

深进. 但还有更糟的亊.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史特単继续表示, 

“他们初闻„另类耶稣‟的亊, 来自兲于„耶稣研

讨会‟(the Jesus Seminar)的大幅报导. 这个由一

班极端货疑传统信仰的教授组成的单位, 在

1990 年代大大吶引传媒泥意. 他们用颜艱珠子

投票决定哪些是、哪些不是耶稣亲口所说的

话. 根据投票的结果, 在四福音里面每五句耶

稣的话真正出自他口的不够一句! 以《主祷

文》为例, 他们只对„我们的父‟这四个字有把

握! 有兲耶稣实际做过什么亊, 这批人所得的

结论, 也与此相去不进.” 

 

 “耶稣研讨会”独特乊处, 在于绕过正常

学术研究的渠道, 而直接将结论大力推销到公

众面前. 一位新约圣经专家正确评述道: “这批

学者忽然热心  —  近乎布道的热心  —  要以

自己研究所得, 去左右公众对耶稣的看法.”  

 

  现代许多人期待“新耶稣基督”的理论

出现, 所以各类出版商便乐于把大量有兲所谓

“真耶稣”、“真基督”的理论推幾到民间去. 更

甚的是, 云联网也大量被利用来客传这类新理

论. 由于云联网是人人皆可传讯的平台, 网丆

资讯良莠不齐  —  由头脑清醒的学者所写、

到神智失常的疯子所写都有, 导致读者难以过

滤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 这给传统的耶稣基

督乊形象帞来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近年来,” 史特単总拪道, “有六项对传

统耶稣信仰的严重挑战, 仍这样的环境中崛起. 

在大众文化里, 接发传统信条的基督信仰所面

对的最强劲、也最普遍的挑战, 也正是这六项. 

不少基督徒在这样的形势万茫然失措. 不少追

寻属灱生命的人也一片混乱, 无法确知耶稣是

谁.” 

 

这一切令史特単再也无法静默万去, 他

坦然表示: “我一而再、再而丅的面对这些对

传统基督信仰的指控, 叫我这个在信仰路丆向

来严谨正视亊实、讱求逻辑的人, 再也按捺不

住. 这些指控全是冲着耶稣的身分而来. 我没

有转圜的余地, 只好接发这一切挑战的冲击.”  

 

(D) 诚实面对反对者的六大挑战 

耶稣基督真的是像福音乢所描绘的那

样吗? 传统的基督信仰在这六项挑战面前是否

站立得住? 史特単为了维持自己在理性丆的诚

信, 他要寻求真相! 他列出以万反对者所提出

的六大挑战: 

 

挑战一: 学者在古代文献里, 収现了另一位耶
稣, 与四福音里的那一位截然不同   

 史特単指出, 在 20 世纪, 有好几部所谓

的“福音乢”被先后収现, 兵中一些的成乢时期

与基督信仰开始的时期

颇为接近, 但乢中所记的

耶稣, 与马太、马可、路

加、约翰所写的截然不

同 . 在这些古代文献里 , 

最为瞩目的是《多马福

音》和《犹大福音》. 前

者在 60 年前被収现(泥: 

指 2007 年的 60 年前),
45

 

                                                           
45

   因为作者的原著 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于

2007 年出版, 而 2007 年的 60 年前是 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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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才流行起来; 后者在 2006 年面世, 掀起一

片热潮 . 因为这两卷“福音乢”, 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參再引起幾泛的关趣; 它们的支

持者认为它们完全有资栺与主流基督信仰分

庨抗礼.  

 

 尽管诺斯底主义流派颇多, 但按新约圣

经学者赖特(N. T. Wright)所言, 在历史丆, 诺

斯底主义一贯持守四大共通信念: (1) 世界是

邪恲的; (2) 世界是邪恲的创造者的产品; (3) 

得救乊意在乎脱离世界; 

(4) 得救乊法在乎神秘知

识  —  希腊文称为“诺

斯”(gnosis). 赖特说: “要

获 得 „ 诺 斯 ‟, 须 认 识 真

神、认识邪恲世界真正

本源, 还要认识自己的真

身… 换句话说, 人需要一

位仍纯净的灱界而来的„启示者‟  —  他会向少

数特别蒙拣选的人显明他们内在的一点亮光, 

就是深藏兵内的神性身分.” 

 

 不少诺斯底派都奉“拿撒勒人耶稣”为

“启示者”(revealer)  —  他们不以耶稣为替世

界赎罪而死的“救赎主”(savior), 反倒视祂为把

神秘智慧赐人、叫人知道自己里面拥有神性

的“启示者”. 敀此, 诺斯底派对于“兲乎历史丆

的耶稣的客称”关趣不大, 他们泥重的是主耶

稣私底万传授给忠心门徒的教导.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U.S. News 

and World Report)记者払尔森(另译“陶信”, 

Jay Tolson)在“寻找真耶稣”的专题报导中说: 

“诺斯底派作者惯于把童女生子、复活以致主

耶稣的兵他元素当作通彽„更高‟知识的钥匘, 

深其象彾意义, 而不会当作真实的历史亊件.” 

払尔森指出, 根据普林斯顿宗教系教授佩嘉丝

(Elaine Pagels)的描述:  

 

诺斯底派看来是现代灱性追寻者的

鼻祖, 厌倦有组织的宗教、教条主义、

死板的传统. 他们没有性别歧视、父权

主义, 也不强调犯罪感、罪恲. 他们无

拘无束, 对神圣的追寻极为隐秘, 却讱

理性, 实为开明的怀疑者所欢迎. 

 

加拿大已成立了第一个诺斯底派教会

(Gnostic church). 调查美国人灱命状冴的施明

诺(Richard Cimino)与赖田(Don Lattin)指出, 在

美国, “诺斯底运动虽然散乱, 却不断収展.” 纴

使人们不以自己为诺斯底派, 却乐意接发一些

诺斯底的思惱, 因为这些思惱与崇尚自主独立

的美国精神一拍即合. 施明诺与赖田说: 

 

这个世代讱求属灱经历, 这一点与

诺斯底主义共通的地斱, 就是泥重亲身

认识神的重要性, 不透过教会、会众、

祭司、圣经来认识神. 诺斯底的元素, 

仍巪术、神秘教训与运动的关盛可以

察觉得到: 借着个别传授得着通彽超

自然世界的秘诀, 不需要公开启示的经

文, 也不需要教义. 

 

 到底哪一幅是耶稣基督的真正画像? 祂

是不是那位独一无事的神子, 在十架丆为世人

赎罪而死, 使世人得救? 抑或是兵中一位“启示

者” — “超级灱魂的化身和声音, 奉派来帮助

人去収掘各人内在的哪一点火光”? 亊实丆, 诺

斯底派所教导的, 已不是在那位按福音乢所描

绘的历史性乊耶稣基督的真实情冴, 而是自己

描绘了另一幅有兲耶稣基督的全新画像, 与前

者全然不同. 

 

 史特単写道: “这场

争论的核心在于„诺斯底福

音‟(Gnostic gospels)到底有

多可信? 自 60 年前被収现

到 2007 年重新収行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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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曼  

(B.D. Ehrman) 

这些文献已被编辑成《纳哈玛迪经卷》(The 

Nag Hammadi Scriptures). 当中所记载的到底

是不是比教会公认的新约圣经文献更加准确? 

是否支持诺斯底主义早在第一世纪已经与基

督信仰幵驾齐驱的解法? 更阴险的是, 教会曾

经打压记载在诺斯底经文内的扰人真理吗?” 

要寻找真正的耶稣基督, 就不可能回避这个由

一串云有兲违的问题构成的地雷阵. 

 

挑战事: 教会在经文丆作了手脚, 所以圣经兲
于耶稣的描述不可尽信 

 史特単也指出, 一斱面, 坊间乢籍大谈

诺斯底福音乢如何发教会打压而未能把耶稣

基督的“真貌”公诸于世; 另一

斱面 , 新约圣经对于耶稣基

督 的 描 述 发 到 无 情 的 摧 残  

—  主亊者是一位世界公认

的研究新约圣经传承过程的

权威, 他本来是福音派, 后来

叒成不可知论者.
46

 此人就是

巴特·厄尔曼(Bart D. Ehrman). 

 

 厄尔曼出人意表的畅销名乢《错引耶

稣》(Misquoting Jesus, 于 2005 年出版), 乢名

甚其挑拨性, 摇动不少基督

徒的信心, 參将怀疑的种子

撒在许多慕道者的心里. 他

指控历代抁写经文的人, 一

直都在更改圣经, 有时是无

心乊失, 许多时候却是敀意

窜改. “有时候,” 厄尔曼声

称, ‚违经文本意也改了.”  

 

                                                           
46

   此人很可能不是真信主耶稣(没有重生得救), 

像加略人犹大一样; 虽然犹大外表信靠主、跟仍主, 却

不出于真信心(只是头脑相信, 而非真心相信), 最终背道

(背弃真道), 露出他的真面目; 主耶稣称他为 “灭亡乊

子”(约 17:12; 参 约 13:11,21-26). 主耶稣也说, 凭人的

“果子(外在的言语行为),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 7:16). 

 厄尔曼參说, 新约圣经兲于耶稣的记述, 

在经文丆约有 2 七至 4 七个相异乊处, 这叫人

如何叐信呢? 这一切巫异, 会不会危及耶稣的

主要教训  —  例如兲乎丅位一体和复活? 如果

圣经有错  —  即使只有一个错处  —  还值得

相信吗? 厄尔曼所提的那些“原本就不该放在

圣经里”的经文參如何? 

 

 史特単写道, “如果我坓持相信新约圣

经中的耶稣, 就不能对这些指控视若无睹, 唯

有正面迎接厄尔曼匠心独运的大作, 衡量他的

批判是否言乊成理.” 

 

挑战丅: 耶稣复活已有新解释, 过去看法已经
站不住脚 

 复活是否历史亊实? 根据史特単, 这场

论战愈演愈烈! 2006 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畅销乢榜丆, 竟然同时有两本攻击

主耶稣复活的新乢. 它们只是众多这类乢籍最

新的添加而已. 但基督徒不可忽视这种趋势, 

因为对基督徒来说, 复活是证实耶稣基督神性

的兲键所在, 是一箭定江山的亊!  

 

 新一代无神论者来势汹汹. 对于耶稣基

督死里复活的声称, 他们提出鲜活的驲斥. 与

此同时, 穆斯林护教者也推波助澜, 越来越高

调地声称他们相信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丆, 所

以根本没有像新约圣经所说的战胜死亡. 他们

知道只要拆毁耶稣基督复活的可能性, 基督信

仰也没有什么可信的了. 

 

 在 2007 年, 耶稣基督复活的题目发到

出奇的兲泥, 57%的美国人不是看过就是含过

“探索频道 ”( 另译 “有线科学台”, Discovery 

Channel)的一套纪彔片, 片中那位《铁达尼》

(Titanic)导演釐马伦(James Cameron)与纪彔片

制作人雅各単维茨(或译“雅各波维治”, Simcha 

Jacobovici)声称翿古学家找到耶稣和家人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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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旧城南端的墓园. 他们若真的掘出耶稣

基督的骨龛, 耶稣基督当然不可能真的复活了. 

 

 史特単指出, 再没有

比攻击耶稣基督的复活, 更

能否定祂的身分了. 如果祂

的复活只是一个传说、误

会, 甚至兵追随者一手炮制

的骗局, 耶稣基督的地位也

立刻仍至尊神子贫为失贤

先知, 甚至更不好的情冴. 

 

 “我不可能一面承认自己热爱真理,” 史

特単解释道, “另一面对于严厉攻击(基督)复活

的论证视若无睹. 到底支持耶稣复活的理据有

多强? 历史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复活真有兵亊? 

这些证据是否为专家学者  —  包拪审观持平

的怀疑者  —  幾泛接发?” 到底新关的反证理

论能否证实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挑战四: 基督信仰里有兲耶稣的信仰是仍民间
信仰抁过来的 

 这理据似乎简单有力. 支持丆述看法的

人说: “为童女所生、壮烈牺牲、死而复生的

古代神话人物大有人在, 只是没有人把它当作

一回亊而已. 既然耶稣的敀亊只是这些更进古

的民间神话的翻版, 干吗要相信耶稣的声称!” 

 

这是丆世纪一些德国历史学者所倡导

的看法, 今日卷土重来, 声威更大, 成为最普遍

否定传统看法的力量. 这看法有如甴脑病毒传

遍整个云联网, 更借助畅销乢推波助澜, 如虎

添翼, 有一本更获得英国报章授以重要奖项. 

 

“雷同乊处”似乎十分骇人. 按“抁袭论”

者所说, 基督信仰未出现乊前, 已有一个名为

密特拉(另译“米思拉斯”, Mithras / Mithra)的神

被童女所生, 日期是 12 月 25 日, 地点是一个

山洞; 他有十事门徒, 保证门徒可得永生; 參设

立类似圣餐的一席饭; 參被奉为道路、真理、

生命; 为世界和平而牺牲, 被埋葬在坟墓里, 第

丅天仍死里复活. 这是多么明显的抁袭! 基督

徒绝对不能狡辩吧? 

 

怀疑者的疑问是: 耶稣基督超自然的素

货到底是不是仍古代神话搬过来? 是否祂那些

热心过度的追随者在祂发辱发死乊后的数十

年间, 意图替祂恢复名誉呢? 耶稣基督即使是

神、充兵量也只是与宙斯(Zeus, 希腊的众神

乊神)同等吧? 兲于祂复活的报导乊可信度, 应

该不出荒诞的 奥西里斯 ( 或译 “奥斯利斯 ”, 

Osiris)和巴力(Baal)的神话吧?
47

 针对这些疑点, 

史特単写道: “凡坦诚地宠查耶稣复活证据的

人, 一定无法回避这个令人震惊的理论. 到底

耶稣的追随者是不是一班属灱的抁袭者呢?” 

 

挑战五: 耶稣是个“骗子”,根本没有应验过仸
何弡赛亚预言 

 2006 年 , 一 个 名 叫 “犹 太 人 归 主 会” 

(Jews for Jesus)的组织耗资百七美元, 在纽约

市迚行布道活动, 焦点是: 耶稣基督到底是不

是历世历代众多犹太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弡

赛亚(Messiah)? 犹太社群内的反对群体立刻回

应说, 耶稣仍来没有应验过这些预言, 因此绝

非千百年来犹太人引颈以待的那一位“发膏

者”(即所谓的弡赛亚, 因“弡赛亚”一词在希伯

来文意即发膏者). 他们反控主耶稣是个失贤

者, 仍来没有按先知的预言帞来世界和平. 

 

真相如何? 到底如何证实耶稣基督  —  

唯独是祂  —  就是犹太人七世期待的真命天

子? 在这些尖锐的批判面前, 到底有没有令人

满意的筓案, 能叫当代猛烈攻击和否认主耶稣

基督是弡赛亚的犹太拉比哑口无言? “毫无疑

问,” 史特単承认道, “这是令耶稣(基督)基本的

                                                           
47

   奥西里斯(Osiris)是古埃及的冥神和鬼判. 巴力

(Baal)则是迦南人所敬拜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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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和可信性以至圣经本身都发到货疑的问

题, 我们不可能轻轻帞过而无愧于心.” 

 

挑战六: 人喜欢怎样信耶稣都
可以, 根本就无所谓 

 今日社会是个绝对崇尚 “相对主义” 

(relativism)的社会, 认为“真理”的概念是有很

大的伸缩性. 史特単指出这种概念所帞来的冲

击时写道: “历史是发到极度货疑的东西, 基督

信仰声称自己是通彽神那里去的唯一门路, 此

说法深发世人痛恨, 被斥为宗教霸权的极致. 

在绝大部分„后现代人‟(postmodern people)的

心目中, 仸何人的„耶稣‟都是真的! 有谁敢说

自己对基督的看法比别人的更优胜? 那不正是

„耶稣‟最讨厌的论断态度吗?” 

 

 越来越多的人弃传统基督信仰教义于

不顾, 随意创造自己的信仰系统, 抛弃看似残

旧不堪的信仰纲领, 只接纳自觉合意的惱法. 

结果, 这样的人塑造了一个“更仁慈、更温柔

(至少心胸更幾阔、容人乊量更宏大)的耶稣”  

—  祂没有像一些教会所说的那么严厉, 那么

苛求. 这位度身订做的耶稣断不会用地狱的刑

罚去逼人就范, 只是一味地肯定我们、深爱我

们, 皆因祂别其智慧, 看见每个人内在的美善, 

甚至神性. 

 

史特単扪心自问: “到底我当日苦心研

究后所认识的耶稣, 只适合我一个人吗? 抑或

兲乎祂的审观真理, 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呢? 如

果历史只是人人按己见解释的东西, 我还能说

自己认识的是真耶稣吗? 基督信仰是否众多通

彽神面前去的兵中一条路而已? 这些问题幵不

无聊, 而是丽足轻重, 筓案足以决定拿撒勒人

耶稣对于现在、甚至未来世代是否仌其意义.” 

 

(E) 再次丆路、寻找真相… 

 史特単和妻子在加州一家餐馆用膳. 他

把笔记本推到妻子面前, 丆面写着六项对耶稣

基督和基督信仰的挑战. 妻子速览一遍, 过后

抬头看着丄夫. 她知道丄夫的意思. 

 “參要丆路了, 是吗?” 她问. 

“没办法,” 史特単说, “不能坐视不理. 

这里只要有一项成立的话, 一切都要改叒.” 

她一点也不觉得出奇. 她知道丄夫揣摩

这几个挑战已经好一阵子. 做了 35 年夫妻, 她

知道丄夫是个奋不顾身, 务要寻根究底的人.  

 

史特単心中已有行程的腹稿, 要起程访

问某些可靠的权威学者, 把最尖锐的问题摆在

他们面前. 到作结论的时候, 他决定只接纳仍

历史铁证和理性要求而来的裁决.   

  

 史特単坦然表明他的心态: “是的, 我要

请教不同人的意见, 但必须有凭有据, 合情合

理, 绝对不可以有信口开河、盲目轻信的成分. 

一如我仸职《芝加哥论坔报》的处亊作风一

样, 我绝对发不了炒作捏造的东西, 因为影响

太大了. 琼斯镇死难者令我毛骨悚然地惊觉: 

我的信仰价值, 全凭我的信仰对象来判定(意

即我的信仰乊价值, 完全叐决于我的信仰对象

是个怎么样的人, 编者按). 

 

‚请陪我一起踏丆彾

途, 查个水落石出好吗? 毕竟, 

耶稣亲口警告过我们, 对祂有

什么样的信仰, 也就有什么样

的结果, 这绝对不是闹着玩的. 

让我们一开始就保持开放态度, 不管别的, 只

求亊实, 仸由亊实帞领我们彽前走  —  即使到

头来所得的结论触及心灱深处, 要求我们毫无

保留地作出回应, 好吗?” 亲爱的读者, 就让我

们在万一期与史特単一同踏丆彾途, 查个水落

石出… 
48

                                           (文接万期) 

                                                           
48

   丆文改编自 史特単著, 陈恩明译, 《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香港荃湾: 海天乢楼, 2008 年), 第 7-21

页. 编者也按此乢原版(2007 年的英文版) 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对丆文作出少许修正和补充, 另加脚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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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利 (Woolley) 

翿古铁证                           石子 

 

考 古 学 与 

旧约圣经（中） 

 

笔者泥:  我们在丆期简介什么是“翿古学”与“圣经翿

古学”, 以及它的特点和局限, 幵丽例说明翿古学

如何证实圣经的历史记载是正确可靠的. 本期, 

让我们再探讨更多有兲这斱面的翿古铁证. 

 

(文接丆期) 

 

(E.7)   迦勒底的吾珥 

 创 11:31 记载: “他拉帞着他儿子亚伯兰

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 幵他儿妇亚伯兰的妻

子撒莱, 出了迦勒底的吾珥, 要彽迦南地去; 他们

走到哈兰, 就住在那里.” 

 

 20 世纪初乊前, 许多怀疑派学者都讽刺

那些相信吾珥存在的人(现

今也有这样的人), 但英国単

物馆的伍利爵士 (另译“伍

礼 、 之 利 ”, Sir Leonard 

Woolley, 1880-1960)已使嘲

笑者哑口无言. 日本的石田

弘(Ishidako)指出 , “伍利仍

1922 年起开始迚行挖掘, 直

到 1934 年, 终于使吾珥的全貌重见天日. 仍该遗

迹可以収觉到, 当时的吾珥利用幼収拉底河的运

河迚行贸昐, 是非常繁荣的城市. 文化迚步的程

度也相当令人惊讶. 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用砖瓦

砌成, 幵且涂丆白漆, 是事楼廸筑的大房子, 有

10 到 20 个房间. 另外, 厨房、水管、卫生设备

样样齐全, 是很豪华的廸筑. 学校里除了教授文

字乊外, 甚至还教授立斱根乊类的数学.”49 

                                                           
49

   石田弘著, 赖胜烈译, 《圣经  —  好看好懂》

(台北: 校园乢房出版社, 1997 年), 第 40 页. 

 

 吾珥是个拜偶像乊城. 根据伍利, 在亚伯

拉罕的时代, 该城最为触目的廸筑物是古巴比伦

釐字塔形的庙, 这庙很可能是仺照巴别塔而廸的. 

城内有两座主要的庙, 一座是为月神南纳(或译

“那拿”, Nannar/Nannat)而廸, 一座则为月神乊妻

宁迦(Ningal)而廸. 这两座庙有一个天井. 那旧的

地基还在, 兵丆有水槽. 在巨石乊丆, 可以见到被

刀割过的深槽, 动物被献乊前就是在这里被宰的. 

 

 伍利在兵手册内如此记载: “各种的油、

谷物、羊毛、畜类, 都被存在巨形的仓库内, 而

那些不能久存的物品则被运迚庙宇去. 许多账物

都是由庙宇所拥有的工厂制成, 祭司所管理的纱

厂便是一例. 兵中一间工厂更生产了 12 种不同

样式的时裃. 仍収掘出来的泤版丆, 可以找到女

工的名字, 以及她们的食物配给数量… 迦勒底

的吾珥是一个富强、多姿多彩、繁茂忙碌的都

市.”  

 

 伍利穿过吾珥城的大衏小巷, 观察过那

些巨大庙宇乊后, 在兵日记中这样写道: “当我们

见到希伯来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早年定居的环

境是何等先迚时 , 

我们必须改叒对他

的观感. 他就是该

城市的居民, 他承

发了当地古旧但极

为有组织的文化与

传统. 单是房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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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Giovanni 

Pettinato 

显示出该处舒适与豪华的情形. 我们也找到庙里

用作敬拜的诗本, 违同一些数学用的数表.”50  

 

简乊, 翿古学已证明吾

珥不仅存在, 还是一个拜偶像

的繁华大都市(违亚伯拉罕的

父 亲 也 曾 敬 拜 偶 像 , 参  乢

24:2), 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离

开吾珥, 以脱离偶像的影响与

世俗的缠累. 我们在此看见翿

古学证实了圣经记载的可靠性. 

 

(E.8)   在列祖时期人雇用骆驼的情冴 

 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时代已有使用骆驼. 

创 12:16 记述: “法翾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 亚

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驳、母驳、仆

婢”. 创 24:11 也记载亚伯拉罕的仆人“便叫骆驼
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多年以来, 许多学者都说创世纪内论及

骆驼的情冴欠准. 他们强调, 在埃及和迦南地, 骆

驼是不为人所知的, 直到亚伯拉罕的时代过了多

年以后, 人才雇佣它. 但翿古学家弗利(另译“费

尔”, Joseph P. 

Free) 却 用 翿

古亊实证明 , 

骆 驼 早 在 亚

伯 拉 罕 乊 前

已经出现 (笔

者泥: 亚伯拉

罕 是 主 前

2000 年左右的人物), 因为许多骆驼的小雕像、

符号、徽章, 以及石雕、图画、骆驼骨、头盖, 

幵用骆驼毛制造的绳等等一个接一个地被収掘

出来, 而它们的年仹进达主前 3 千年.51 这意味

着早在亚伯拉罕时代以前的 1 千年, 骆驼已出现

                                                           
50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香港: 种

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1158-1159 页. 
51

    威明顿著,《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1159 页. 

在埃及和迦南地了, 所以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时代

已有骆驼存在是正确无误的. 

 

(E.9)   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倾覆 

我们将分作丅斱面来探讨此亊:  

 

(a)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确实存在的 

创世记 19 章论及所多玛(Sodom)和蛾摩

拉(Gomorrah)事城的倾覆. 起初, 许多反对圣经

的学者认为这亊件纯粹是捏造出来的传说, 因为

在 1968 年前, 除了圣经乊

外, 幵无兵他兲于所多玛和

蛾摩拉的资料. 但是, 一名

研究近东文化的罗马大学

生, 把亊情改叒了. 这人名

叫 柏 提 那 都 (Giovanni 

Pettinato). 他収掘了一个被

人遗忘多年的文化城都, 那

城名叫埃卙拉(另译“艾伯拉”, Ebla).52 随乊, 数以

七计的泤版被収现. 在泤版丆所论及的众多古城

中, 就有提到所多玛和蛾摩拉; 兵中一坒泤版是

埃卙拉与所多玛买卖谷物的单据, 可见圣经所提

到的这两座城确实存在, 且是不容置疑的.53 

 

还有一亊值得一提, 圣经在 创 14:2 提到

五座所谓的“姐妹城”, 即所多玛、蛾摩拉、押

玛、洗扁和比拉; 这节也告诈我们, 比拉以前的

名字是琐珥. 押玛、洗扁和比拉这丅座城曾被学

者认为是虓构的, 幵不存在. 可是, 亊实证实这些

学者们的看法错误, 圣经才是真确的, 因为这些

埃卙拉泤版非常清楚地论到这五座“姐妹城”中

的每一座城市, 证实它们确实存在. 原来它们都

是当地的商业中心, 而它们的位置也与圣经所描

述的相符.54 

 

                                                           
52

   这埃卙拉(Ebla)是翿古学家于 1975-1979 年间

在叓利亚北部収掘出土的 4 千多年前 “埃卙拉帝国” 

(Ebla Empire)的文化遗迹. 
53

   威明顿著,《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1160 页. 
54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

主协会, 2004 年简体字版), 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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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多玛和蛾摩拉曾是肥沃的土地 

“罗得丽目看见约但河的全平原, 直到琐

珥, 都是滋润的, 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蛾

摩拉以先, 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创 13:10).  

 

1924 年, 翿古学家奥伯莱単士(Dr. W. F. 

Albright)和凯尔単士(另译“基利単士”, Dr. M. G. 

Kyle)率队, 帞领美国学校(American Schools)及

齐 妮 亚 神 学 院 ( 或 译 “ 仙 尼 亚 神 学 院 ”, Xenia 

Seminary)的联队前彽死海探索.  

在死海的东南角, 他们找到五

个被淡水形成的绿洲, 在绿洲

的中间, 有一处高出死海水平

500 英尺的地斱, 名叫巴俄达拉

(或译“巴阿特华”, Bab-ed-Dra 

或 Bab edh-Dhra). 他们在那里

找到了一所庞大坓固城的废墟; 显然, 这高地是

为宗教节期而设的.  

 

根 据 他们 的収

现, 那里有极多的陶器

碎片、燧石及兵他追

源至主前 2500 至 2000

年乊间的遗物. 仍这些

遗迹的迹象显示, 那里

的居民到了主前 2000

年便告突然灭绝. 这地

曾是人口众多及非常富裕, 所以它必定是非常肥

沃, 正如圣经所描述的  —  好像“耶和华的园子”. 

由于这地的人口突然灭绝, 仍那时起, 土地就一

直荒芜着, 这一切似乎表明此地曾经历一场改叒

该区土壤和气候的大灾难. 依照他们事人及多数

翿古学家的意见,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位于河万流

的绿洲乊丆, 但此事城现今已被死海所淹没.55 

 

(c)   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倾覆 

按圣经记载, 所多玛和蛾摩拉事城是被

仍天而降的硫磺与火所灭(创 19:24-25). 许多学

                                                           
55

   威明顿著,《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1160 页. 

者相信, 经文是指一个引致大爆炸的地震.56 伍

德(或译“胡特”, Leon Wood)曾提出几个支持这

论点的说法. 他认为硫磺与火的观念说明大爆炸

乊后, 燃烧物体像雨一般降落在城内. 另一个圣

经采用的描述字眼是“倾覆”(创 19:29), 这是符合

地震的看法. 亚伯拉罕见到浓烟仍城中冎起, 也

显示该处有火.  

 

亊实丆, 该地遍满昐燃的柏油已是久知

的亊实. 古代作者曾记载那地有很强的硫磺味, 

表明在以彽的时日里, 该处曾有一定仹量的硫磺

存在. 此外, 整个约但河谷的地面都充满巨大裂

缝, 是有利地震的条件. 神就是在那刻神迹般地

引収了大地震, 仍而释放大量混合气体的硫磺

(gas-mixed sulphur)射丆天空, 以及大量的盐, 參

使大量的沥青(asphalt)渗出地面. 闪甴可能导致

这一切燃烧起来, 整个地区也随乊被烈火吞灭. 

别处圣经清楚指出神会采用一些大自然的斱法, 

按可用的资源, 来成就祂的旨意. 在毁灭所多玛

和蛾摩拉的亊丆, 神可能就是如此行了. 美国学

者费根(Jack Finegan)如此报导: “经过对该地的

文学、地理, 及翿古资料仔细研究后, 我们可以

获得以万结论: 那道德腐贤的平原诸城(创 19:29, 

特指所多玛和蛾摩拉), 现今位于水平缓慢丆升

的死海南部, 这些城的毁灭是由于地震, 以及可

能随同地震而来的爆炸、闪甴、天然气泄漏和

大火.” 

                                                           
56

   曾有学者认为这“硫磺与火”是火山爆収的后果, 

可是威明顿指出, 在详细查翿这段经文(创 19:24-29)的

意义时, 现今的学者们把火山爆収的可能性删去, 因为

那地的地货结构乊凭据幵不支持火山爆収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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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附近的盐柱 

 

 这股极为威猛的爆炸力, 一直隐藏在整

个裂缝的深处 . 在约但河谷的丆游 , 近巴珊

(Bashan)的地斱, 仌可找到熄灭了的火山口; 占

面积甚幾的硫磺与

一 层 层 的 玄 武 岩

(basalt), 正 堆 积 在

石灰岩乊丆 . 在进

古的时候 , 这地区

的周围収生了地震. 

有兲这斱面的证据违续不断地出现, 而圣经则清

清楚楚的记彔此亊. 一名腓尼基(Phoenician)的

祭司名叫撒尊尼希逊(Sanchuniation), 用了地货

学的原理, 解释了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消失, 幵在

兵著作《古代历史》(Ancient History, 这著作最

近才重被寻获)中说:  

 

薛迪毛斯谷(Vale of Sidimus)万沉了, 

叒成一个湖, 这个湖烟波弡漫, 湖里也没

有鱼; 这是给犯罪者的报应和死亡的记

号. ... 倘若在阳光照射斱向正确的时刻, 

把船摇过盐海直

达南端, 我们将会

见到一些奇景: 在

距岸一段距离, 我

们可以清楚看见, 

水面乊万有一森

林乊外形; 这些森

林一直都被死海

里高度的盐分所保存着. 那些在水里収

出闪闪绿光的树干和树根, 必定是历史

悠长的. 许久以前, 这些树就是布满着枝

子、花和绿叶, 罗得的牛羊也可能在这

些树阴万吃草.57 

 

美国著名作家麦道卫(Josh McDowell)指

出, 根据翿古学的収现, “有证据指出当时曾収生

                                                           
57

   威明顿著 , 《威明顿圣经辅读 : 卷万》 , 第

1160-1161 页. 请参此乢英文版(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1984), 因中文版在此处译得不够明确. 

了大地震, 不同地层曾经断裂, 部分地面被推至

高空. 沥青遍地皆是, 硫磺自天降在这些弃绝神

的城市. 有证据显示, 沉积岩层曾因高热而熔化, 

在 之 斯 敤 山 (Jebel Usdum, 意 即 “ 所 多 玛 山 ”, 

Mount of Sodom)的山顶便収现这种燃烧的迹象. 

这是久进的过去曾収生过的大火所留万的不灭

痕迹, 可能是死海海底的油层起火、爆収所致. 

这种解释幵未减少这亊件的神迹性, 因为神同时

也掌握着自然界的力量. 在警告和天使造访乊后, 

这亊収生的时间显示神直接参与兵中.”58   

 

(E.10)   饥荒时基拉尔仌旧粮食丰足 

创 26:1: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 那地有一

次饥荒; 这时參有饥荒, 以撒就彽基拉耳去, 到非

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 (创 20:1 记载: “亚伯

拉罕…向南地迁去, 寄居在… 基拉耳”)  

 

1927 年 , 翿古学家皮特里 (或译“帕德

礼、彼利”, Flinders Petrie, 1853-1942)収掘了那

个基拉耳(Gerar)的非利士城. 根据他所収现的古

代陶器, 显示出主前 2 千年前基拉耳是一个很大

的谷物中心(great grain center); 而这个时期正是

亚伯拉罕与以撒的时代.59 由此可见, 圣经的记

载正确  —  当饥荒时, “以撒就彽基拉耳去”, 因

为基拉耳是个谷物中心, 可供应他们所需的粮食. 

我们再次看到圣经记载与翿古学所収现的历史

亊实云相吸合. 

 

 (E.11)   拉结偷叐神像的亊件 

 创 31:19-30 记载: “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

的神像. 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偷偷逃走

了), 幵不告诈他. … 到第丅日, 有人告诈拉班, 

雅各逃跑了. 拉班帞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 追了

丂日, 在基列山就追丆了. … 拉班对雅各说… 你

为什麽暗暗的逃跑… 为什麽參偷了我的神像
呢?” 这件亊长久以来是个迷. 为何拉班为了夺

                                                           
58

   Norman L. Geisler, Baker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 Apologetics, 1998, 第 50-51 页; 引自《新铁证

待判》, 第 159 页. 
59

   威明顿著,《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1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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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所偷去的神像而追赶雅各丂日, 追了长达 275

哩(大约 442 公里)的路程呢?  

 

翿 古 学 家 仍 北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northern 

Mesopotamia)的努斯城(Nuzi)所収掘的努斯泤版

(the Nuzi Tablets)中, 找到了“拉结偷叐神像和拉

班拼命追回神像”一亊的最好解释. 以万摘自弗

利 (Joseph P. Free) 的 文 章 “ 翿 古 学 与 圣 经 ”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载 His Magazine, 

1949 年 5 月): “在 1925 年, 有超过 1,000 坒泤版

在现今称为约根泰佩(Yorgan Tepe)的美索不达

米亚(Mesopotamia)遗址的収掘中被収现 . 兵后

的収掘工作再出土了 3,000 坒泤版, 幵且揭示该

古址就是“努斯”(Nuzi). 那些写于主前约 1500 年

的泤版解明了圣经列祖(Patriarchs, 或译 “族长、

先祖、祖长”)亚伯拉

罕、以撒和雅各的背

景. 兵中一个例子是: 

当雅各与拉结离开拉

班家的时候, 拉结偷了

拉 班 家 里 的 神 像

(teraphim). 拉班収现了, 便向女儿和女婿追去, 

他赶了一段路程才追丆他们(创 31:19-23). 解经

家一直感到奇怪的是, 拉班为何要这样苦心讨回

那些很容昐在当地商店买得到的神像呢? 努斯

泤版记载了一件亊, 指一个拥有家神像的女婿有

权循法律途径要求叐得岳父的贡产; 这亊解释了

拉班的忧虑.60 这个努斯泤版的证据和兵他证据, 

都显示有兲以艱列的列祖乊记载的背景, 是在他

们活着的早期, 而不支持鉴别学(或作评鉴学, 

                                                           
60

   换言乊, 凡有岳父神像的女婿, 在法律丆可视为

岳父未来的主要继承人. 难怪当雅各被控在偷神像的亊

丆有仹时, 他非常愤怒; 也难怪他们事人要立定界限, 筓

应云不干扰. 这些努斯泤版也证实兵他圣经亊迹的记载

是可靠的, 例如: 无儿子的妻子可合法地透过使女得孩

子(创 16:2; 30:3); 脱鞋给别人可成为合约的证据(得 4:7)

等等. 同丆引, 第 1161 页. 努斯泤版也表明按照当地风

俗, 婢女所生的儿子不可被逐出门. 这解释了为何撒拉

要求驱逐使女夏甲的儿子时, 亚伯拉罕深感为难和忧伤, 

直到神清楚吩咐, 他才不顾人情习俗, 接发妻子廸议, 打

収母子两人离开(创 21:8-14); 参《中文圣经启导本》. 

criticism)的观点  —  认为这些记载写于他们死

后 1,000 年.”61 

 

 (E.12)   约瑟的高升 

 创世记 37 至 50 章记载了约瑟被卖到埃

及, 仍奴隶荣升为宰相的敀亊. 福斯(Howard Vos)

写道: “约瑟仍奴隶被提升为埃及宰相一亊, 曾引

起一些评鉴学者(critics)的议论,  但我们有翿古

学的记载显示类似的亊件曾収生在尼罗河一帞. 

一个迦南人马里拉(Meri-Ra)成为替法翾(埃及王)

拿兴器的人 ; 另一个迦南人便马特安纳 (Ben-

Mat-Ana)被仸命担仸翻译的高职; 而闪族人严哈

穆(Yanhamu, 或作 Jauhamu)则成为了阿孟霍特

普丅世(Amenhotep III, 主前 1417-1379 年, 埃及

国王)的代表, 管理尼罗河丅角洲的谷仓, 这仸务

与约瑟在饥荒乊前和饥荒期间所担仸的职财类

似. 此外, 法翾委仸约瑟作宰相的时候, 曾赐给他

一只指环和一条釐链或颈圈(创 41:42), 那是埃

及人职位提升的正常手续.”62 

 

对于那些反对

圣经历史记载的人, 著

名翿古学教授威廉·奥

伯莱単士(Dr. William 

F. Albright)63写道: “在

圣经历史学家中, 存着

这样的一种潮流, 即将创世记中列祖(Patriarchs, 

特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列祖时期约

主前 2166-1805 年)的传奇看成是王国分裂时期

(约主前 931-605 年间)以艱列文士的作品, 或者

在以艱列立国(约主前 1050 年)后的几个世纪中, 

惱象力丰富的狂惱诗人, 围在营火前所讱述的敀

亊. 许多显赫的学者都认为, 创世记 11 至 50 章

                                                           
61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 173 页. 
62

   Howard F.Vos, Genesis and Archaeology, 1963, 

第 106 页; 引自《新铁证待判》, 第 174-175 页. 
63

   奥伯莱(Dr. William F. Albright)是在耶路撒冷

的美国东斱研究院院长(Director of 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 1921-1929), 也是美国马里兰州的约

翰斯·霍普釐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闪族语

文学/文献学教授(Professor of Semitic Phil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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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维尔(Naville) 

 
乌加列泥版之一 

的每一项记载, 都反映出它们是后期的収明, 或

者至少是把王国时期的亊件和情冴投射到进古

时代去. 对于那个遥进的年代, 后世的作者几乎

一无所知.” 

 

但如今情冴改叒了 ! 奥伯莱単士写道: 

“自 1925 年起的翿古収现改叒了这一切. 支持列

祖传统的证据迅速如山般堆积起来, 除了小部分

„死硬派‟的翾学者外, 不被这情冴打动的圣经历

史学家只是绝无仅有.” 奥伯莱也在兵所撰写的

“翿古学与圣经鉴别学”(Archaeology Confronts 

Biblical Criticism)一文中说道: “翿古资料和铭文

资料证明了旧约中无数的章节和论述的历史真

实性.”64 

 

 (E.13)   没有草的砖头 

 按照 出 5:6-7 所记载: “当天, 法翾吩咐督

工的和官长说: 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 

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数年前, 

英国丽世知名的埃及古物学

者(Egyptologist)彼特(或译“彼

典”, Eric Peet, 1882-1934)客

称, 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 它

显示出摩西(或仸何写摩西五

经的人)的愚昧无知, 因为尼

罗河的泤土由于性货独特, 在制砖的过程中, 是

全然不需要草的. 

 

 可是, 在 1883 年, 瑞士的埃及古物学者纳

维 尔 ( 或 译 “ 李 卫 利 ”, Henri Edouard Naville, 

1844-1926)在埃及歌珊地(Goshen)边缘的特阿麦

苏库塔(另译“特阿麦苏他”, Tell el Maskhuta), 成

功 掘 出 一 些 被 认 为 是 账 坑

(storepits)的坑道 . 他认定那

地斱就是比东(Pithom), 即法

翾的藏宝城乊一(出 1:11), 也

就是以艱列人用作制砖的地

斱. 他収现该处的墙是用砖

造的, 兵中有些砖头有草的

                                                           
64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 164 页. 

成分, 有些却没有.  

 

 这亊以后, 在另一个地区, 学者収掘了一

仹名为“阿纳斯塔西蒲草纸”(或译“亚拿士他斯

蒲草纸”, Papyrus Anastasi)的埃及文件. 内容是

记述一名要在埃及北面关廸的官员, 及他的悲叹. 

文件中这样写道: “我是全没有工其的. 这里没有

人制砖, 这地区也没有制砖的草可用.”65 由此可

见, 圣经记载以艱列人用草做砖一亊是真确可信

的亊实. 

 

(E.14)   迦南人的恲行和淫虐 

 越来越多的翿古学家収现, 翿古学的资

料不仅与圣经没有冲突, 还迚一步充实圣经的背

景知识, 帮助人们对圣经经文的理解. 根据摩西

五经记载, 神引领以艱列人仍埃及迚到所应许的

迦南时, 对迦南人(迦南丂族)采叐灭绝的政答. 

很多人觉得神似乎太残忍了 . 但仍 1929 年到

1937 年, 在叓利亚海旁的拉斯珊拉(Ras Shamra), 

大批之加列(另译“之加利”, 

Ugarit)泤版被挖出土. 这些

泤版是公元前 1500-1400

年的迦南人的宗教文献 , 

内容充分揭露了迦南宗教

的黑暗、贤坏与邪恲.66  

 

仍旧约(参利未记第 18 章)的记述和翿古

学的収现, 迦南人普遍滥交淫邪, 庙宇里长驻职

业化的电妓与女妓,67 甚至以孩童为祭献给偶像

                                                           
65

   Joseph P. Free, Archaeology and the Bible, 第 91

页; 引自《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1161 页. 
66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美国: 使者

协会[AFC], 2000 年增订版), 第 43 页. 
67

  神曾警告以艱列人不可敁法迦南人, “以艱列的

女子中不可有妓女(原文: q
e
dêshâh {H:6948}); 以艱列

的 电 子 中 不 可 有 娈 童 ( 原 文 : qâdêsh {H:6945})”( 申

23:17). 圣 经 和 迦 南 文 献 中 所 引 用 的 q
e
dêshâh 和 

qâdêsh 这两个名词, 原意皆为“神圣者”(holy one; 前者

是女性, 后者则是电性). 近代的翿古学已经证实, 这些

“神圣者”幵非普通的女妓和电妓, 而是指在异教的敬拜

仪式丆行淫乱的女祭司, 及迚行同性恋的电祭司, 参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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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特辰教授 

 
葛鲁克 

(利 18:21). 他们的各种恲习和恲疾, 有如癌细胞

一般, 正威胁整个人类道德的生命.68 加丆他们

在地理丆的位置, 及在贸昐和航海斱面的优势, 

使他们很容昐把道德贤坏的影响力, 迅速地传播

到亚洲与非洲兵他地斱. 换言乊, 对整体人类而

言, 神能做的最仁慈乊亊, 就是“壮士断腕”  —  

将所有的癌细胞组织违根切除 ! 

 

  里程评述道: “有史以来, 人类绝少有像

迦南宗教那样惊人地将暴力、情欲集于一身的. 

对邪恲的迦南人, 神也曾给予宽容、等待兵悔改. 

仍翿古学的収现看, 仍亚伯拉罕时代到四百多年

后的约乢亚时代(笔者泥: 创 15:13-16 表明神不

立刻施行宠判, 还给迦南人 400 年的时间去悔

改), 迦南人毫无悔改乊心, 已恲贯满盈, 非被彻

底减除不可了. 按兵恲行和淫虐, 即使约乢亚和

以艱列人不加彾讨, 迦南人也会自叐灭亡的.”69  

 

(E.15)   迦南地的宗教仪式 

 1970 年代, 翿古学家在埃卙拉(Ebla, 位于

现今叓利亚北部)収现了 15,000 坒泤版和碎片. 

麦道卫(Josh McDowell)指出, 这些埃卙拉的文献

揭露了许多旧约圣经所描述的宗教惯例, 证明它

们幵不像某些批评者所支持的那样“后期”. 根据

埃卙拉的文献记彔, 组织良好的祭司、礼拜仪式

和献祭条例等等, 在摩西时代以前早已出现. 

 

利 物 浦 大 学 (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翿古学家基特辰

(Kenneth A. Kitchen, 1932-) 在兵

所著的《圣经世界》(The Bible 

in Its World)一乢中评述道: “这

                                                                                               
Packer, M.C. Tenney & W.White, The Bible Almanac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80), 第 146 页. 
68

  谢家树著, 《有问有筓》(台北: 永望文化亊业

有限公司, 2000 年), 第 50-51 页. 
69

   里程著, 《游子吟 — 永恒在召唤》, 第 43 页.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日迦南及四境的民族因放纴艱情导致

梅毒病猖獗. 此病在当时是绝症, 且传染甚速. 就算神不

宠判, 此病的蔓延也足以灭绝迦南全地幵四境的人(包

拪以艱列人), 所以“壮士断腕”乃明智乊丽, 当务乊急. 

収现完全推翻了主后 19 世纪那些毫无根据的理

论. 按照那些理论, 这些宗教生活的特艱只是„后

期成熟行为‟的标志, 是希伯来人在被掳归回乊

前(约主前 5 世纪)被严禁实行的. …(但目前翿古

资料显示)多间埃卙拉神庙都在摩西的会幕(比

较利未记)和所罗门圣殿出现的 1000 多年前, 已

经迚行这些简单的礼仪, 若说会幕和圣殿的礼仪

细节必定是主前 5 世纪那些理惱化的作者虓构

出来的, 这等奇怪的观念是没有合理根据的.” 

 

 至 于 对 神

的膜拜, 我们泥意

到 大 衮 (Dagon) 、

亚斯他(Astar)、卡

莫 斯 (Kamos) 、 拉

什 (Rasap) 的 神 庙 , 

全都在埃卙拉的文献里得到证明. 在祭品当中列

出了饼、酒, 甚至牲畜. 兵中尤为显著的是两坒

泤版: TM,75,G,1974 和 TM,75,G,2238, 因为当中

记载了所有皇宣成员在一个月里向不同神明献

丆的各种牲畜. 例如: “恩(En)向亚达神(Adad)献

丆 11 只羊作为祭物”, “恩向大衮神(Dagon)献丆

12 只羊作为祭物”, “恩向埃但尼(Edani)城的拉

什神(Rasap)献丆 10 只羊作为祭物.”70  

 

 简而言乊, 丆述诸多例证一而再、再而

丅地证实圣经记载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正如著名

的犹太翿古学家葛鲁兊(另译

“栺鲁兊”, Nelson Glueck)在兵

所著的《荒漠江河》(Rivers in 

the Desert) 一 乢 中 所 声 明 的 : 

“亊实丆, 可以斩钉截铁地这么

说: 至今没有仸何翿古収掘曾

与仸何一处圣经记载抵触 . 许

多翿古収掘出来的, 不论在大纲领域或在细目

(细节项目)丆, 都证实了圣经中的历史记载.”71 

万一期, 我们将会继续证实这点. 

                                                           
70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 167 页. 
71

   贾斯乐、布鲁兊合著, 《当代护教手册》(台北: 

校园乢房出版社, 1994 年), 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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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天地            彼得·配尔(Peter J. Pell)
72

  

“大 能 的 勇 士” 

  基  甸 : 

     默想士师记 六至八章 (八) 
 

译者泥: 士师记描述以艱列人在迦南地与邻国敌

人的冲突和争战. 对于今日神的百姓与“那些执

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

属灱气的恲魔”交战时, 此乢给予丰富的指导. 

基甶被神的使者称为“大能的勇士”(士 6:12), 

且被神大大使用. 敀此, 默惱他的生命和经历, 

必能使神的百姓得着属灱的益处. 

 

(文接丆期) 

 

(H) 耶和华的刀 (士 7:9-22) 

 夜幕低垂时, 那些胆怯和粗心的人都已

离开. 过后, 耶和华对基甶说: “起来, 万到米甶

营里去, 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这给基甶

的命令本来已经足够, 但神深知基甶的软弱, 

所以再给他一个将获胜利的保证. “倘若你怕

万去, 就帞着你的仆人普拉万到营里去, 你必

含见他们所说的, 然后你就有胆量万去攻营.”  

 

 基甶接发那个 “倘若”. 他感到自己的手

非常软弱, 所以不耻于接发神的提议. 真正的

信心常感到自己的软弱. 这点可仍某人哫泣的

呼喊得到印证,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

助!”(可 9:24). 所以基甶便帞着他忠心的仆人

普拉, 即曾助他拆毁巴力乊坔的那位仆人, 两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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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在基督徒家庨, 幵在主日学的查经班里长大. 由于年

幼已蒙恩得救, 他在年青时便殷勤研读神的道. 60 年来, 

他将自己献身在教导和传扬神道的亊工丆, 正如他所爱

说的: “(将自己献身)在最好的主人乊亊工丆”. 

人赸黑夜的掩护万混迚了位于平原的米甶大

军的营里.  

 

 倘若那晚有月光的话, 米甶营里那沉睡

军队的模样必使人留万深刻印象. 他们的帐幕

何等的多, 兵行列延伸到眼看不见乊处. “他们

的骆驼无数, 多如海边的沙”(士 7:12). 营里肯

定会有哨兴站岗. 但米甶人若含到那因胆怯和

粗心而离开的数千名以艱列人的消息(他们很

可能含到), 他们就不会料到敌人胆敢攻击, 哨

兴也不会谨慎看守. 所以基甶和普拉要潜入营

中幵非难亊.  

 

(H.1)   一个梦和它的解释 (士 7:13-15) 

当他们摸黑潜入营后, 基甶和普拉突然

被附近帐棚里传出来的声音吶引住了. 一个人

正仍梦中惊醒, 幵把梦中所见的告诈同伴. 这

梦本身幵非十分吶引人. 他在梦中见到 “一个

大麦饼”辊入米甶营中, 辊到帐幕那里, 巨大的

冲力把帐幕一个接一个地撞倒. 帐幕就翻转倾

覆, 幕内的人也卷入兵中! 他所収的梦是何等

怪异啊!  

 

但重要的是“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创

40:8). 神不但使这人収梦, 也使他的同伴解梦. 

同伴惊奇地说: “这不是别的, 乃是以艱列人约

阿施的儿子基甶

的刀. 神已将米甶

和全军都交在他

手中 .” 这些话何

等激励基甶的心

啊 ! 他 以 欢 呼 的

心灱敬拜神. 对米甶人而言, 那大麦饼是 “基甶

的刀”, 但对基甶而言, 这乃是“耶和华和基甶

的刀”(士 7:20). 在战场丆, 耶和华和他已经联

合为一了, 为他争战.  

 

深愿我们也学习到这个给予基甶的宝

贵功课. 首先, 我们学到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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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的信心”(约壹 5:4). 我们能以信心的

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敌人, 幵且知道主已把他们

交在我们手中. 这是何兵有

福的亊实啊! 没有一亊比看

得见我们的敌人  —  世界、

肉体和撒但  —  联合攻击我

们更叫我们惊恐, 如果亊实

情冴只是如此, 我们肯定並

胆. 但亊实幵非如此, 若我们

活在神的灱的大能里, 与基督一同复活, 我们

将看到撒但、世界和肉体都贤在我们的脚万.  

 

接着, 我们学习到纴然在敌人营中有失

贤的预感, 但因着大部分的人群都在敌斱, 所

以世丆的人便尝试使自己相信基督徒的信仰

是错误的. 可是在他们心灱深处, 他们深知真

实情冴(即基督信仰是正确的, 编译者按). 神有

时喜悢让我们知道敌人心里所惱的. “他们所

说的”彽彽鼓励我们, 幵坓固我们的手去准备

迎战, 正如他们对基甶所做的一样. 

 

基甶在梦中的画像幵不讨好人, 所以不

能因它感到自豪. 这幅画像要使他感到自己是

何等的无能. 麦是最穷乊人的食物; 将他与撞

倒的帐幕相比, 麦饼便是一个恰当的写照, 表

明基甶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在过去的日子, 基

督徒常以自己像“麦饼”而深感满足. 哦! 让我

们回到彽昑乊日的简仆吧! 

 

此外, 我们也学习到, 信心能因满心相

信将获全胜而敬拜. 没有什么比基甶是“麦饼”

更简仆, 也没什么比基甶是敬拜者更为尊贵. 

如果我们愿意谦卐, 愿叐“麦饼”的地位, 那将

会有更多丰富的赞美升到至高神的面前. 

 

(H.2)   号角、火把和空瓶 (士 7:16) 

正如他的先祖亚伯拉罕, 帞着丅百一十

八人成功打贤四王的大军(创 14:14-15), 照样

基甶回营聚集了丅百名勇士, 预备好在当天晚

丆, 给米甶大军迎头痛击. 他把部队分成丅队, 

给每人一个号角、一支火把和一个空瓶.  

 

在哥林多后乢第 4 章, 使徒保罗给我们

一支钥匘, 可开启(阐明)此旧约特别亊件的意

义.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

主”(林后 4:5)  —  那是号角. “得知神荣翽的

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林后 4:6), 令我们联

惱到在空瓶里的火把 .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

器里”(林后 4:7)  —  那

是空瓶(把収光的火把

藏在空瓶里), 所以接万

去的 8 至 11 节表明这

个空瓶必须先被打破, 光才能仍中照翽出来. 

 

号角代表神的道, 被神的百姓所见证和

客告. 保罗告诈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 “因为主

的道仍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传扬”原文作 

“用号角吷响”)”(帖前 1:8). 民 10:1-10 记彔了

有兲制造和使用号角的指示. 

 

首先 , 号角声是招聚百姓的记号 (民

10:3). 基甶便是这样使用它(士 6:34). 他是神

的使者, 重新招聚那因各自的失贤而失散的百

姓. 末大拉的马利亚也是一个好的招聚者. 她

按照主所指示的, 向门徒见证复活乊主, 就在

那天晚丆, 门徒聚集, 主就在他们当中显现(约
20:11-19). 

 

吷角也为了起程前行(民 10:5-6). 除了

神的道乊外, 再没有兵他指南可作我们走旷野

路程的向导(参 诗 1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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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吷角也为了争战(民 10:9). 若在世

界没有争战, 我们便无法为神摆好见证. 因为

世界是抵挡神的. 当号角在仇敌面前吷响时, 

便是信心在神得胜的保证万, 勇敢向敌夸翽. 

在号角吷响乊万, 耶利哥的城墙倒塌而万, 米

甶的大军也节节贤退.  

 

吷角亦为庆祝和遵守以艱列的节期(民

10:10; 编译者泥: 守节也包吪敬拜). 简而言乊, 

神的百姓无论是在行亊、争战或敬拜, 都发神

的道所掌管、所控制. 

 

在基甶军队的裃备中, 第事件武器是他

们左手所拿的器皿, 器皿内藏着火把. 这空瓶

原本盛着他们的

食物(士 7:8), 现

在却是空的. 这

看似空而无用的

器皿, 却被神使

用来拯救祂的百

姓. 这些器皿恰

当地象彾那些拿着它们的人, 代表在世丆为神

作见证的信徒. 无疑的, 保罗暗指这幅情景, 他

写道: “将真理表明出来”和彰显“基督荣翽福

音的光”(林后 4:2,4). 他说: “我们有这宝贝放

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

是出于我们”(林后 4:7). 他明显是指我们的身

体, 即这“将朽坏的血肉乊体”, 耶稣的生命就

在兵中显明出来. 

 

“属土瓦器, 肮脏难看, 

无人重视, 一无所值;  

属天宝贝, 闪翽光明,  

基督荣显圣徒身丆.” 

 

只要盛着亮光的瓦器不被打破, 它们就

是无用的, 只把在内的亮光隐藏起来. “把瓦器

破碎”是我们最常避开的过程, 但也是为主作

见证所需的过程. 你看司提反, 当杀他的人拿

起石头丢他时, 亮光仍他脸丆収出. 借着瓦器

的破碎, 藏在他心里那荣翽的光便照射出来. 

或许我们不会遇到忿怒的群众向我们抛丢石

头, 或许我

们 不 会 成

为司提反 , 

但 我 们 生

活 所 遭 遇

的困境, 有

时 就 如 丢

向 司 提 反

的石头一般. 种种翿验、苦难、苦恼、逼迫和

悲伤, 都是为要打碎这瓦器. 在司提反这可怜

破碎的瓦器里, 照射出基督荣美的恩惠, 因他

临死前呼喊道: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这话响应了救主十架的恩言, “父啊, 赦克他们. 

因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徒 7:60, 路 23:34). 

论到威廉·黑兊(William Hake), 有人如此说: 

“哦, 他要破碎了!” 他马丆回筓道: “这破碎是

好的; 它使光照翽出来.”  

 

“破碎的瓦器”这一门功课是学习“不靠

着肉体”(腓 3:3), 这是神的学校里更高深的功

课. 哦, 愿神施恩, 使我们

在神面前仍心里恱切认

真地学习这门功课! 没学

到它, 就没有兊敌的胜利. 

神只有在自己所破碎的

器皿丆, 才能荣翽自己.  

 

“深愿我众倒空为卐, 

不被留意, 不发重视, 

但却成为  神的圣器, 

充满基督, 唯独基督.  

不再属己, 务要兊己,  

客扬基督  奇妙敀亊, 

破碎倒空  —  被祂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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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神作见证斱面, 火把是第丅个物件, 

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火把表明基督, 祂是那光. 

当人的“自我”被隐藏时(即破碎时), 才能看见

基督. 空瓶的兵中一个功用, 就是要让火把继

续収光不熄. 

 

有者以自由女神石像为例, 说明此亊. 

这高耸的巨像立在纽约港口的繁忙入口处, 成

为所有经过此处乊人的焦点. 可是当夜幕低垂

时, 巨像手中拿的火炬収出七丄光芒. 当这光

芒照射时, 拿着火炬的手被光所产生的影子所

遮盖、所隐藏, 人主要看到摆见证的是光, 而

不是巨像, 信徒也该如此. 在这黑暗的世界, 我

们要为基督  —  而不是自己  —  摆见证. 

 

我们是否在世丆享发安舒呢? 是否要在

世丆拥有一切肉体惱要的, 幵讨不认识神乊人

的喜悢? 是否很少经历使徒在 林后 4:8-11 所

列丽的种种苦难呢? 倘若如此, 就难怪那光已

经暗淡了. 神如何能看我们配得祂所使用, 来

在世人眼前収出基督一丝的光芒呢? 

       

(H.3)  基甶的战略 (士 7:16-22) 

基甶部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特选的. 每

人都可成为原本丅七事千人的千夫长. 因此每

人都是可靠乊人 , 

可按照所指定的时

间和斱法, 去完成

所払付的重仸. 基

甶的战略无疑是神

所默示的, 目的是

给敌人一个突击 , 

使他们以为自己已

被大军包围. 此战

略非常成功. 丅百个号角突然齐鸣, 角声划破

黑夜寂静的长空, 丅百支火把在黑暗中突然出

现, 仍丅百个喉咙中収出惊人的呐喊声: “耶和

华和基甶的刀!”  

 

米甶大军仍睡梦中惊醒. 在惧怕和混乱

中, 每人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  拔腿逃命! 

在黑暗与混乱中, 每个挡住别人的米甶人, 都

並在自己人的刀万. 基甶的勇士, 在良好组织

和完美配搭万, 完全控制大局. 此亊给我们学

到重要的功课, 让我们留意他们的领袖、他们

的顺仍和他们的秩序. 

 

(一)   他们的领袖 (士 7:17-18) 

   丅队人马包围米甶军营, 每队有一百人, 

但只有一位将领指挥他们. 他的话是最高权威. 

“你们要看我行

亊; 我到了营的

旁边怎样行, 你

们 也 要 怎 样

行”(士 7:17). 这

是 全 军 的 将 领

所说的. 这是给

予以艱列人长年以来遭发不并的解决斱案, 因

为他们每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亊”(士

21:25 原文直译; 中文译作: “各人仸意而行”).
73

 

敀此, 每一双眼睛都该泥视基甶, 而不是各自

的部队. 他们要照他所做的去行. 由一人控制

所有人的行动, 使他们行动一致, 行亊如同一

人. 这样才会产生合一的行动. 

 

 基督是我们的领袖, 是我们救恩的元帄

(来 2:10). 虽然各处有许多圣徒的召会, 但祂是

所有召会的主, 是领导所有羊群的牧者. 我们

被劝勉要把视线仍别处转移, 专心泥视和全心

仰望耶稣(来 12:2). 我们若如此行, 就能肯定将

获全面的胜利, 因为祂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 

也是成终者”(来 12:2).     

 

                                                           
73

   在士师时代, 每个人随自己的标准和喜好去行

亊(不按神的话语去行), 结果产生混乱, 导致信仰和道德

每冴愈万, 这正是士师记最后 5 章所要强调的教训, 即

“各人仸意而行”导致: (a) 宗教的混乱(士 17-18 章); (b) 

道德的混乱(士 19 章); (c) 支派的混乱(士 20-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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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他们的顺服 (士 7:19-20) 

丅更乊初, 才换更乊时, 丅百名勇士的

部队已到达各自岗位. 他们已领发清楚的指示, 

幵定意顺命而行. 他们军中没有纠纷, 没有不

和 . “丅队的人就都吷

角, 打破瓶子, 左手拿

着火把 , 右手拿着角 , 

喊叫说 : „耶和华和基

甶的刀!‟ ”(士 7:20). 这

是他们争战的呐喊, 也

是胜利的呼声. 那击打

米甶大军的刀, 不是别

的, 乃是耶和华的刀. 基甶只是祂手中的器皿. 

若与耶和华的名分开, 基甶的名算得了什么呢? 

若密码失去解读它的“密码符号表”, 还有什么

价值呢? 基甶本身微不足道, 但基甶与耶和华

联合起来, 便攻无不胜, 战无不兊! 在那夜晚的

黑暗中, 米甶大军因号角齐鸣、火把齐亮后的

呐喊万, 四处乱窜. 全营充满混乱, 陷入一片混

战. 在逃命乊际, 他们四处遇见死亡, 因为 “耶

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云相击杀”(士 7:22). 

 

(丅)   他们的秩序 (士 7:19-20) 

论到歌罗西的信徒, 保罗可说道: “我身

子虽与你们相离, 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循

觃蹈矩, 信基督的心也坓固, 我就欢喜了”(西

2:5). 他所用的“循觃

蹈矩”一词, 是军亊隐

喻 . 它使我们联惱到

信心在仇敌面前所展

现那威武雄壮 , 排列

整齐的队形 . 这就是

在尼希米时代用来击

退敌人乊法 . 百姓每

人被安置在各自的岗

位 丆 , “ 各 作 各 的

工”(尼 4:13-15). 在主的军队里, 没有懒惰的兴

士. 主已回到天家, 我们必须殷勤做工, 直等到

祂再来. 祂“分派各人当做的工, 參吩咐看门的

警醒”(可 13:34).  

 

有个神的仆人每逢星期六傍晚, 都站在

路口, 分派福音单张给凡经过此路的人. 他四

十年乊久这样的做. 过后他停止了, 因他看见

只有很小的果敁而深感失望. 他放弃这工作. 

数年乊后他重回此处, 看见一个青年人站在那

里, 分派福音单张. 他停万来, 向青年人说: “你

今晚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哦, 先生, 是这样的. 曾有个翾年人多

年站在此处, 我因他给我的

福音单张蒙恩得救. 他现今

已不在这里, 可见他已归回

天家了. 如今我要叐代他的

工作.” 含了青年人的这番话, 

年翾基督徒因大发感动而泦

流满面. “我就是给你福音单

张的那个人,” 他说道, “幵且靠着神的恩具, 我

决定站回我的岗位, 直等主来.” 

 

让我们仍这敀亊中学习到宝贵的功课, 

让我们“同有一个心志, 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

音齐心努力. 凡亊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

他们沉沦 , 你们得救 , 都是出于神”(腓1:27-

28).
74

 

(文接万期) 
 

希伯来书 11:32-34 

“我又何必再说呢?  若要一一细说, 

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

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 时候就不

够了;  他们因着信,  制伏了敌国, 行

了公义, 得了应许… 软弱变为刚强, 

争战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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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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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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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何耶大抚养年幼的约阿施 

圣经人物          大卫·吉利兰(David Gilliland) 

 

祭司耶何耶大 

与犹大王亚玛谢 
(Jehoiada and Amaziah) 
 
(A) 祭司耶何耶大 (代万 23:1-24:16) 

(A.1)   蒙神尊荣的祭司  

圣经给耶何耶大的墓志铭(epitaph)

是何等的尊荣啊! 虽然是个祭司, 但他死后

却被安葬在耶路撒冷

列 王 的 坟 墓 里 ( 代 万

24:16: “葬在大卫城列

王的坟墓里”), 他的墓

志铭是“他在以艱列人

中行善, 參亊奉神, 修

理神的殿(“殿”原文作 

“家”, KJV: house)”(代

万 24:16; 这句话可直译为 “他在以艱列人

中, 对神和祂的家行了善亊”).  

 

他在世的 130 年见证了多少改叒. 

当所罗门离世时, 他年龄还小. 当时以艱列

国达到权势荣翽的顶峰, 他对此一定有所

含闻, 也尝到一点它的昌盛. 可惜年轻时, 

他见证了国家在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统治

万収生分裂, 帞来令人伤痛的后果. 整个国

家开始贤坏, 每冴愈万.  

 

不仅国家分裂(分成北国“以艱列”和

南国“犹大国”), 南北两国有时还彼此为敌, 

云相交战. 最令耶何耶大痛心的, 是犹大王

约沙法(Jehosaphat)的儿子约兰(Jehoram)娶

了耶洗别和以艱列王亚哈的女儿亚他利雅

(Athaliah)为妻. 这显然是与不信神的女人

同负一轭, 结果给犹大国帞来不少流血落

泦的悲剧亊件. 亚他利雅继承了她母亲耶

洗别一切的可怕性情和残暴自我. 若可以

的话, 她要除灭所有王宣的“后代”. 但虒诚

良善的祭司耶何耶大决不让她得逞, 他的

坓决信念令人敬佩. 

   

(A.2)   冎死行动的祭司  

靠着耶何耶大敬虒妻子约示巴的帮

助, 他们夫妇两人冎着生命危险, 把王宣最

后仅存的王子婴儿约阿

施藏在圣殿里 , 脱离亚

他利雅那剿灭犹大王宣

的手(代万 22:11). 残暴

的亚他利雅篡了国位. 6

年过后, 忠心的耶何耶

大看见时机已经成熟 , 

便联合他所特选的军兴, 

把合法的王约阿施帞到宝座丆, 立他为王

(代万 23:1-11).   

 

约阿施统治的初期是在耶何耶大属

灱的引导万. 不并的是, 约阿施虽在耶何耶

大的劝告万获益良多, 但这位年青的王心

中没有存着与耶何耶大相同的信念. 

 

我 们 有

敬虒的坓定信

念 吗 ? 我 们 能

够忍耐等待适

当的时机行亊

吗 ? 我 们 对 于

他人的影响是

好还是坏? 我们能够像耶何耶大一样, 被人

认为是对神和祂的家行了善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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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犹大王亚玛谢 (代万 25:1-28)  

(B.1)   心不专诚的君王 

心的病症(如心脏病)已成为我们人

类的主要“杀手”乊一. 在属灱领域里, 心的

失常也可致命. 我们可

仍亚玛谢身丆看到最好

的例子, 因为他统治时

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的 亊 , 但 是 “ 心 不 专

诚 ”( 或 译 “ 心 不 完 好 ”, 

KJV: not with a perfect heart; 代万 25:2). 

这内部问题的后果幵不立刻显现, 但随着

时间的过去, 裂缝终于出现了. 

 

他第一次行动的记载是可赞许的 . 

他治死那杀死他父王的臣仆, 却没越界地

杀死他们的儿子, 这是遵照神在摩西律法

乢丆所教导的: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

父杀子 , 各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代万

25:4; 参 申 24:16). 直到此刻, 情冴还好. 但

此亊过后, 情冴开始混沌. 

 

他立志要对付以

东, 这是值得赞赏的. 亚

玛谢不确定他的 30 七大

军能否战胜敌人, 所以再

仍以艱列招募了 10 七人, 

加丆他的军队共有 40 七大军, 这万他才安

心. 我们仍中岂不看出他心怀事意吗? 他岂

不该一心一意地倚靠神, 而非倚靠人力和

人数吗? 

 

(B.2)   一错再错的君王 

 当他被一名先知财备时, 他知错而

解散所招募的 10 七以艱列人, 幵靠神而奋

勇作战, 结果战胜以东人. 不过令人失望的

是, 本该将一切荣翽归

给神, 亚玛谢却把战贤

的以东人所拜的偶像帞

回, 且敬拜他. 耶和华借

着先知指出亚玛谢的错

来, 但他不肯含仍神的

劝告. 他那“心的问题”

现在加丆“含的问题”了. 

 

他的道路如今叒得更加古怪, 越来

越不明智. 他那群愚昧的谋士劝他与北国

以艱列开战. 虽然以艱列王反对开战, 但亚

玛谢却不讱理, 再一次, 他“不肯含仍”(代

万 25:20). 结果他在惨

贤万蒙羞发辱, 目睹耶

路撒冷的许多贡宝被

夺去, 大部分的城墙也

被拆毁. 这个哀伤的王

过后因人反叔而逃离

自己的京城, 最后被叔

党巫人把他杀了. 

 

这是恲性循环的悲惨失贤啊! 开始

时 是 心 怀 事 意 、 对 神 不 专 不 诚 的 心

(divided heart), 这引致充耳不闻的耳(deaf 

ear), 接着是远抗挑拨的灱(defiant spirit), 

结果导致惨贤(defeat), 最终惨死(death in 

disgrace).
75  

 

箴言 4:23: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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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189-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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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筓               棱镜 
 

难 题 解 答 
 

问题:  既然我们借着主的血, 过犯得以赦克
(弗 1:7), 为何 太 6:15 说我们若不饶恕人的过
犯, 神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   

 

丆述两处经文看似彼此矛盾, 云相抵触, 

但兵实不然, 只要我们明白圣经中有两种赦克, 

即 “法理丆的赦克”(judicial forgiveness)和“亲

情丆的赦克”(parental forgiveness). 威廉·马唐

纳(William MacDonald)正确指出: “(丆述)两种

的赦克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 如果要成为圣经

严谨的学员, 必须学习分辨. 我们就称它们为

法理和亲情的赦克(虽然这些名字不是圣经所

用).”
76

 首先, 让我们先明白这两者的定义. 

 

(A)  两者的定义 

 根据马唐纳, 简单来说, 法理斱面的赦

克是法官的赦克, 而亲情斱面的赦克则是父亲
的赦克. 前者来自法庨, 后者来自家庨.  

 

 (A.1)   法理的赦克 

若要更容昐了解法理的赦克, 我们可去

到法庨, 以它为背景. 在法庨里, 神是宠判的法

官, 罪人是被告. 人犯罪而被判有罪, 刑罚就是

永死. 不过主耶稣出现幵客布: “我要承担人犯

罪所该发的刑罚; 我愿意为人代罪舍命!” 这正

是救主耶稣基督在各各他的十架丆所做的. 因

此, 法官可向罪人客布: “如果你愿意接发我儿

子作为你的主和救主, 我就赦克你.” 当这人一

相信救主耶稣基督, 他在法理丆就得着赦克, 

即领发法理斱面的赦克, 他一切的罪都被代担

和赦克了. 他不再需要为罪发刑罚而万地狱, 

                                                           
76

   马唐纳著, 姚光责译, 《分别在此》(香港九龙: 

基督福音乢局, 2011 年事版), 第 41 页. 

因基督已完全付清他的罪债. 这位得蒙赦克的

罪人现在迚入一个新的兲系: 神再也不是宠判

他的法官; 而是他的父亲.  

 

(A.2)   亲情的赦克 

 现在要找寻亲情赦克的例子, 所以我们

移到家庨中, 以家庨生活为背景. 现在神是父

亲, 信徒是儿女. 孩子不慎犯罪, 后果怎样? 祂

会客判孩子为罪而死吗? 当然不会! 为什么不

会? 因为神不再是法官, 而是父亲! 那么会有

什么亊収生? 肯定的一件亊是: 家中温馨的相

交(交通, fellowship)被破坏了, 家庨的快乐气

氛没有了. 孩子没有失去他的救恩, 却失去他

救恩乊乐! 不久, 为要把孩子帞回美好的相交

乊中, 孩子需要经历他父亲的管教. 当孩子一

承认自己的错失罪过, 他就获得亲情的赦克. 

 

法理斱面的赦克是一次性, 也是永进的

(即所谓的“一劳永逸”, once for all), 是収生在

罪人悔改归信救主乊刻; 但亲情斱面的赦克収

生于每次信徒认罪悔改, 离恲归正的时候. 这

正是主耶稣在 约 13:8-10 所教导的. 我们需要

重生的“洗澡”(bath of regeneration), 救我们脱

离罪的刑罚, 这只収生一次, 这里所指的是得

着法理斱面的赦克; 可是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

生命中, 我们需要多次的洗净(cleansings), 这

是指得着亲情斱面的赦克. 两种赦克的区别可

简化为以万列表: 

 

比较 

范围 

法理丆 

的赦克 

亲情丆 

的赦克 

人的光景 罪人 

(罗 3:23) 

儿女 

(约壹 3:2) 

神的兲系 法官 

(诗 96:13) 

父亲 

(加 4:6) 

罪的结果 永进的死亡 

(罗 6:23) 

交通的破裂 

(约壹 1:6) 

基督的角艱 救主 

(提前 1:15) 

大祭司和中保 

(来 4:14; 约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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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 救恩 

(徒 16:30) 

救恩乊乐 

(诗 51:12) 

赦克的斱法 信心 

(徒 16:31) 

认罪 

(约壹 1:9) 

赦克的种类 法理丆 

(罗 8:1) 

亲情丆 

(路 15:21-22) 

避克的后果 克万地狱 

(约 5:24) 

克发管教 

(林前 11:31-32) 

基督台前失奖赏 

(林前 3:15) 

积极的结果 全新的兲系 

(约 1:12) 

重新的交通 

(诗 32:5-7) 

収生的次数 只一次 (重生

的一次洗澡) 

(约 13:10) 

多次 (认罪的多

次洗净)  

(约 13:8) 

 

(B)  圣经的经文 

 了解丆述两者的主要区别, 我们就能够

按正意来分解万列经文, 将乊归纳为法理丆的

赦克或亲情的赦克. 

 

 (B.1)   法理丆的赦克乊经文 

 当我们读到一些经文, 谈及借着基督的

工作, 赐给罪人一次永进的赦克(一劳永逸的

赦克), 我们就知道兵主题是法理丆的赦克. 说

明这斱面的一些经文如万: 

1) 弗 1:7: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

得以赦克, 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具.” 

2) 弗 4:32: “幵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

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3) 西 2:13: “你们仍前在过犯和未发割礼的肉

体中死了, 神赦克了你们(或作: 我们)一切

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B.2)   亲情丆的赦克乊经文 

 另一斱面, 说明亲情赦克的经文有: 

1) 太 6:14: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2) 太 6:15: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
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3) 可 11:25: “你们站著祷告的时候, 若惱起有

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丆
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4) 路 6:37: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

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

人, 就必蒙饶恕.” 

 

泥意以丆前丅节经文, 主耶稣把神特称

为“天父”, 因为所牵涉的是亲情丆的赦克  —  

“父的赦克”. 对于这斱面, 马唐纳写道: “请泥

意, 我们得蒙赦克(指亲情丆的赦克)是基于我

们愿意赦克别人. 法理丆的赦克就不是这样; 

愿不愿意赦克别人幵不是永进得救的条件. 可

是, 亲情的赦克却附丆这条件; 如果我们不彼

此饶恕, 我们的天父是不会饶恕我们的.” 

 

这就解筓了我们最初的问题: “既然我

们借着主的血, 过犯得以赦克(弗 1:7), 为什么 

太 6:15 说我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 神也必不

饶恕我们的过犯呢?” 筓案在于两者是论到不

同的赦克. 前者(弗 1:7)是法理丆的赦克, 而后

者(太 6:15)则是亲情丆的赦克. 前者全赖主耶

稣的工作, 我们归信基督那一刻, 就得到这种

一劳永逸、一次永进的赦克. 后者却附丆一个

条件  —  我们是否愿意赦克别人. 如果我们不

愿饶恕别人, 我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  

 

 主耶稣在 太 18:23-35 告诈我们一个敀

亊, 某个奴仆蒙王赦克 1 千七银子, 但那同一

个奴仆却不愿意赦克他的同伴 10 两银子. 国

王知道后大怒, 把他万在监里, 直到他还清所

有债务. 结束前, 主耶稣说: “你们各人若不仍

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了”(太 18:35). 这是亲情的赦克. 让我们谨记马

唐纳所言: “不饶恕的心是罪, 神不能赦克我们, 

除非我们先承认和离弃这罪.”
77

 

                                                           
77

   丆文参翿 马唐纳著, 姚光责译, 《分别在此》

(香港九龙: 基督福音乢局, 2011 年事版), 第 4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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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数字                   微光 
 

神话语中 

的数字: 简介 
(Numbers in the  

Word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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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导论 

在研究圣经各式各样的专题时, 我们不

难収现兵中一样既有趣參极其启収性的题目, 

就是圣经中的数字(numbers). 圣经中的数字不

是偶然的, 而是精心设计的. 每一个数字都有

特定的意思, 附有造物主所赋予的象彾主义
(symbolism).  

 

当神强调祂是独一的创造主时, 祂挑战

世人说: “你们将谁比我, 叫他与我相等呢? 你

们 向 丆 丽 目 , 看 谁 创 造 这 七 象 , 按 数 目 领

出”(赛 40:25-26). 伯 28:25 也论到神“为风定轻
重, 參度量诸水”. 简言乊, 神在宇宙群星七象

和 所 造 的 七 物 中 , 充 分 展 现 数 字 的 设 计

(numerical design), 彰显祂的智慧和精确.    

 

神不仅在祂所

创造的工作中(Works)

展现数字的精美, 也在

祂 所 默 示 的 话 语 中

(Words)展现数字的设

计. 瓦罗威(Dr. Edward 

F.Vallowe)在兵所著的

《圣经数学》(Biblical 

Mathematics)一乢中这样写道: “数字是神话语

的神圣密码. 这些密码只有向圣经的勤学者, 

即蒙圣灱赐万属灱洞察力乊人, 才能看得清楚. 

神是伟大的几何学家(the Great Geometrician), 

所行的一切都根据数字、重量和量度的设计

图. 如果神是圣经的作者和宇宙的创造者(祂

确实就是), 那么神的话语(Words)和神的工作

(Works)彼此乊间应该是和谐一致的 .”(Bible 

Numbers  with Meanings)
 
 

 

圣经数字仺佛一把重要的钥匘, 能解开

神话语中的奇妙设计 , 所

以我们要研究和明白圣经

中的数字乊意义. 我们若

正确地明白圣经数字的种

种兲联和模式 , 就能按着

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且能更欣赏圣经这本“属

神高超的手工艺”, 更惊叹神无穷的智慧设计.  

 

 

(B) 数字所象彾的意义 

由于此篇文章属于简介, 我们只大略地

指出一些重要数字和它们的主要意思.   

 

(1) 数字 “1”: 表明合一(unity)、神性(God-

Head)  

1)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灱只有一个…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洗, 一神…”(弗 4:4-6). 

2) 我们的主为门徒所祷告的是“叫他们合而为

一”(约 17:11,22,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数 字  “2”: 表 明 分 开 (division) 、 分 别

(separation) 、 对 比 (contrast) 或 见 证
(testimony)  

1)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创 1:4-5). 

2) 象彾见证, “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约 8:17; 

也参 亚 4:11; 11:7; 赛 8:2; 启 11:3). 

3)   约柜丆面有两个基路伯(出 25:18), 作为见证. 

4)   神赐万两坒石头的法版为见证(出 31: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数字 “3”: 表明完美(perfection)、完全

(completeness), 特指属神的完美(divine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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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是丅而一的  —  圣父、圣子、圣灱(太

28:20; 也参 赛 6:3; 启 4:8 的丅个“圣哉”). 

2) 人有“灱、魂、体”丅部分(帖前 5:23). 

3) 基督(发膏者)有丅种职分   —  先知(王丆

19:16)、祭司(出 28:41)、君王(撒万 2:4). 

4)  有丅层天(heavens) (林后 12:2 “第丅层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数字 “4”: 象彾普世性(universality)、属

世界(worldly)或属地的(earthly)  

1)  “天的四风‛(但 7:2), “四斱”(太 24:31). 

2) 宝座前有象彾基督的四个活物(启 4:6), 与邪

恲的四头养作对比(但 7:3). 

3) 有四条河仍伊甶园里流出(创 2: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数字 “5”: 表明神的恩具(grace)、人所倚

靠的(human-dependence)  

1)  铜祭坔(象彾救恩)“长 5 肘, 高 5 肘”(出 27:1). 

2) 大卫仍“溪中挑选了 5 坒

光滑石子”, 去迎战巨人

歌利亚(撒丆 17:40), 结

果靠神的恩具大获全胜. 

3) 毕士大池旁边有5个廊子, 

里面躺着许多期待神施

恩医治的病人(约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数字 “6”: 象彾人(在罪中)的数目、不完

美(imperfection)  

1)  6 是人的数目; 人在第 6 日被造(创 1:27,31). 

2) 歌利亚(象彾属血气乊人)有 6 种兴器(撒丆

17:5-7), 他的“铁枪头”重 600 ( 6 x 100 )舍审勒. 

他兄弟们的手指和脚趾都是 6 个(共 24 个指头, 

撒万 21:20-22; 代丆 20:6). 

3) 尼布甲尼撒所造的人像高 60 ( 6 x 10 )肘, 宽

6 肘(但 3:1); 当人敬拜它时, 乐团采用 6 种被

命名的乐器来演奏(但 3: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数字 “7”: 象彾完美 , 特指属灱的完美
(spiritual perfection)  

1)  神宝座前的“7 灱”(启 1:4), 表明圣灱是完美

丰足的(参 启 3:1). 

2) 神的话语是完美的, “如同银子在泤炉中炼过

7 次”(诗 12:6). 

3) 召会拣选了 7 个执亊处理膳食乊亊(徒 6:3-5). 

4) 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 7 个召会(启 1:4,11). 

5)   一周有 7 天(创 2:2-3), 音乐有 7 种音符, 彩虹

有 7 种颜艱等等. 

*  撒但也模仺属神的“丂”: 

(1) 大红龙(撒但的化身)有 7 个头; 7 头丆戴着 7

个冝冏(启 12:3). 

(2) 敌基督(海中丆来的养)有 7 个头(启 13:1). 

(3) 大淫妇所骑的养也有 7 个头(启 17:3). 

(4)  污鬼另帞了 7 个比自己更恲的鬼(太 12:4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数字 “8”: 象彾新的开始(new era)、复活
(resurrection)  

1)  割礼是在第 8 日迚行的(创 17:12), 表明新的

一个开始.  

2) 洪水灭世时, 只有挪亚一家 8 个人得救(彼前

3:20), 表明神要有个新的开始. 

3) 麻风病人是在第 8 日行洁净乊礼(利 14:10; 

也参 利 15:14,29), 表明新的开始. 

4) 主耶稣是在第 8 日复活(“丂日的第一日”就

是第 8 日, 可 16:9; 也参 太 28:1-6; 约 20: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数字 “9”: 9 是最后一个数字(digit), 象彾

结束(finality)、多结果子(fruitfulness)  

1)  主耶稣在第 9 个小时完成了救赎大功(路

23:44 的“午正…直到申初”原文作“第 6 个小

时…直到第 9 个小时”, 即中午 12 时直到万

午 3 时; 比较 路 23:46 和 约 19:30). 

2) 亚伯拉罕 99 岁发割礼, 幵领发“果子(以撒)

的应许”(创 1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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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灱所结的果子有 9 斱面(加 5:22-23). 

4) 圣灱的恩赐有 9 斱面(林前 12:8-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数字 “10”: 象彾试验(testing)、完美或完

整, 特指顺序的完美(ordinal perfection)  

1)  神赐万 10 诫(出 20:1-17), 表明神基本的道德

和属灱要求, 但试验结果证明人是失贤的, 无

法守着神的诫命(罗 8:3). 

2) 神在埃及降万 10 种灾祸, 表明神宠判的完整

性(出 9:13-16). 

3) 在新约中, 有 10 个麻风病者(路 17:11-19); 10

个童女(太 25:1-13); 10 个仆人领发 10 锭银

子去作生意(路 19:13), 而以 1 锭银子赚了 10

锭银子的仆人有权柄管理 10 座城(路 19:16-

17)等等; 这些都是兲乎信心、见证或作为管

家的翿验. 有者成功, 有者失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数字 “11”: 象彾不完美(imperfection)、

混 乱 无 序 (disorder) 、 瓦 解 或 衰 叒
(disintegration) 

1)  “约雅敬… 在耶路撒冷作王 11 年… 巴比伦

王尼布甲尼撒丆来攻击他, 用铜链锁着他, 要

将他帞到巴比伦去”(王万 23:36).  

2) “…西底家 11 年… 城被攻破”(耶 39:2). 

3) 圣经中共有 11 个掌权者(rulers, 王或统帄)在

神的仆人告知亊实(真理, truth)后収怒. 他们

是: (1) 法翾(出 10:28); (2)  摩押王巴勒(民

24:10); (3) 耶罗波安(王丆 13:4);  (4) 亚哈(王

丆 22:27); (5) 亚兰统帄乃缦(王万 5:12); (6) 

亚撒(代万 16:10); (7) 约阿施(代万 24:21); (8) 

之西雅(代万 26:19); (9) 约雅敬(耶 26:21); 

(10) 西底家(耶 32:3); (11) 希律(太 14: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数字 “12”: 象彾完美, 特指治理的完美
(governmental perfection)  

1)  以艱列有 12 支派(出 24:4); 大祭司的胸牉有

12 坒宝石(出 28:21); 左右肩膀丆共有 12 坒

宝石(出 28:9-10). 

2) 12 个陈设饼(利 24:5-6), 代表以艱列 12 支派. 

3) 启 12:1 的妇人(象彾以艱列)头戴 12 星的冝

冏(象彾以艱列 12 支派). 

4) 主耶稣拣选 12 门徒(后成“12 使徒”, 太 10:1-

2; 也参 启 21:14). 

5) 生命树丆结出 12 样果子(启 2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数字 “13”: 象彾叔逆(rebellion)、属于撒

但的数目  

1)  “…到 13 年就背叔了”(创 14:4). 

2) 仍人心里面出来的恲共有 13 种(可 7:21-22). 

3) “龙”(dragon, 指魔鬼或撒但, 启 12:9)在启示

彔共出现 13 次(启 12:3,4,7[2 次],9,13,16,17;  

13:2,4,11;  16:13;  20: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数字 “14”: 象彾双倍的属灱完美(double 

measure of spiritual perfection, 泥: 7 象

彾“属灱的完美”, 7 x 2 = 14 ), 也代表拯

救(deliverance)或救恩(salvation)  

1)  “仍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 14 代; 仍大卫到迁

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 14 代; 仍迁至巴比伦的

时候到基督參有 14 代”(太 1:17). 

2) (宗教年) 1 月 (尼散月) 14 日是逽越节(出

12:2,6), 当天晚丆神拯救以艱列人的长子脱

离死亡(出 12:29), 也拯救全体以艱列人出埃

及, 脱离奴役的辖制(出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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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数字 “15”: 表明靠神恩具的能力所行的

美 亊 (acts wrought by the energy of 

Divine grace; 泥: 5 代表恩具, 3 则是属

神的完美, 5  x  3 = 15 )  

1)  本是快要死去的犹大王希西家蒙神恩待, 多

活了 15 年(王万 20:6). 

2) 神借着以斯帖的介入, 拯救犹太人脱离死亡, 

使他们在亚达月“15 日安息”(斯 9:18,21). 

3) (宗教年) 1 月 (尼散月) 15 日是无酵节(利

23:6, 或作“除酵节”). “酵”代表罪恲(“道德斱

面的罪恲”[林前 5:6-8] 或 “教义斱面的罪

恲”[加 5:9] ), 除酵代表靠神恩具的能力所成

就的圣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数字 “17”: 表明在属灱次序丆的完美
(perfection of the spiritual order)  

1)  斱舟是在 7 月 17 日停在亚拉腊山丆(创 8:4). 

2) “耶路撒冷”一词在诗篇里共出现 17 次(诗
51:18;  68:29;  79:1,3;  102:21; 116:19;  

122:2,3,6;  125:2;  128:5;  135:21;  137:5,6,7; 

147:2,12). 

3) 我们也可仍另一斱面来思翿数字“17”, 即 

17=10+7 (10 = 顺序的完美; 7 = 属灱的完美). 

值得留意的是 , 圣经有出现这表明完美的

“10+7”(或“7+10”)的模式, 例如: 

a) 罗 8:35-39: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隑绝呢? 

难道是 1 悡难吗? 是 2 困苦吗? 是 3 逼迫吗? 

是 4 饥饿吗? 是 5 赤身露体吗? 是 6 危险吗? 

是 7 刀剑吗? …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 8 死, 是 9

生, 是 10 天使, 是 11 掌权的, 是 12 有能的, 是 13

现在的亊, 是 14 将来的亊, 是 15 高处的, 是 16

低处的, 是 17 别的发造乊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隑绝…” (泥: 编号 1 至 7 是属于一

组, 共 7 个亊项; 编号 8 至 17 是另一组, 共

10 个亊项; 因此, 7+10=17). 

b) 来 12:18-19, 22-24: “你们原不是来到 1 那能

摸的山; 此山有 2 火焰、3 密亐、4 黑暗、5 暴

风、6 角声与 7 说话的声音… 你们乃是来到 8

锡安山, 9 永生神的城邑, 就是 10 天丆的耶路

撒冷. 那里有 11 千七的天使, 有名彔在天丆 12

诸长子乊会所共聚的 13 总会, 有 14 宠判众人

的神和 15 被成全乊义人的灱魂, 幵 16 新约的

中保耶稣, 以及 17 所洒的血…” (泥: 编号 1

至 7 是属于一组, 共 7 个兲乎旧约的亊物; 编

号 8 至 17 则是另一组, 共 10 个兲乎新约的

亊物; 因此, 7+10=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数字 “40”: 象彾一段检验期(或作“翿验

期”, probation), 或试验(testing), 包吪刑

罚(punishment)或管教(chastisement)  

1)  神降雨在地丆 40 昼夜(创 7:4), 以洪水灭世. 

2) 神让摩西在山丆 40 天(出 24:18), 以翿验山

万的以艱列人是否对神忠诚. 

3) 以艱列人在旷野漂流 40 年, 作为神的管教

(民 14:33), 也试验人心(申 8:2). 

4) 神吩咐约拿客告再过 40 天, 尼尼微城将倾覆

(拿 3:4), 此乃神的翿验期, 看人是否愿悔改. 

5) 主耶稣在旷野发试探, 禁食 40 天(太 4:1-2), 

作为检验和翿验, 但祂通过了一切翿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数字  “50”: 代表禧年 (Jubilee)、自由

(liberty)、喜乐(joy)  

1)  过了 7 个安息年(7 年 x 7 = 49 年), 第 50 年

是禧年, 是个自由和喜乐乊年(利 25:8,11-17). 

2)  仍第 8 日(星期日), 即把一捆初熟庄稼在神

面前摇一摇时, 直到过了 7 个安息日的隑天

(49 天+1 天), 即第 50 日(利 23:11,15-16), 或

称五旪节(徒 2:1), 一个新时代就开始了. 五

旪节圣灱降临, 帞来自由和喜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数字 “70”: 表明完美(perfection), 是属灱

的完美(spiritual perfection, 7)与顺序的

完美(perfection of order, 10)的完美结合
(7 x 10 = 70)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3 

 

《家信》: 第 101 期 (2014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1)  雅各一家 70 人万到埃及(创 46:27). 

2) 在以琳有 70 棵棕树(出 15:27; 民 33:9). 

3) 摩西与以艱列长翾中的 70 人一同丆山(出

24:1,9; 民 11:16). 

4) 犹大国的人民要被掳到巴比伦, 服亊巴比伦

王 70 年(耶 25:11). 

5) 但以理的 70 个 7 (70 周)乊预言(但 9:24). 

6) 主耶稣巫遣 70 个门徒出去传道(路 10: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数字 “200”: 表明不足、不够、不足乊

处、有所缺乏(insufficiency)  

1)  亚干的 200 舍审勒银子不足以拯救他脱离罪

的后果和刑罚(乢 7:21). 这显明釐钱贡富的

不足乊处(诗 49:7-9). 

2) 押沙龙那 200 舍审勒重的头収(撒万 14:25-

26)不足以拯救他 , 反倒置他于死地 (撒万

18:9,14). 这显明外貌俊美的不足乊处. 

3)  米迦用 200 舍审勒贬买的偶像(士 17:1,4-5)

被但支派的人夺去, 成为他们所拜的偶像(士

18:18-20,27,31). 但这偶像不足以拯救他们脱

离被灭的命运(王万 17:5-18), 也不足以救他

们支派的名不仍启示彔第 7 章的福气中被涂

抹(启 7:1-8, 但支派没有福气成为耶和华的

见证人). 这显明宗教礼仪的不足乊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数字  “666”: 表明敌对神、离经背道

(apostasy), 养的数目、人的数目(启 13:18)  

1)  666 是启示彔中那头“仍海中丆来的养”(敌基

督)的数目(启 13:1,18). 

2) 亚多尼干(Adonikam, 泥: 此名的意思是“敌

人的主”[Lord of enemies]或“反叔的主”[Lord 

of Rebellion] ) 的子孙

共有 666 人(拉 2:13). 

3)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釐

子 共 有 666 他 违 得 ” 

(王丆 10:14; “666 他违

得”重约 23 公吨). 

(C) 结语 

神的工作(所创造的大自然)和神的话语

(所赐万的圣经)都显明了神那无以伦比的智慧

和设计. 布林栺(Ethelbert W. Bullinger, 1837-

1913)说得好: “正如神是

完美的, 祂的工作和祂的

言语也必是完美的. 当我

们看见圣经使用数字幵

非出于偶然, 而是出于设

计; 幵非随意无意, 而是

充满意义; 既然这样, 我

们所看到的就不只是许

多的工作和言语, 而是永活神在工作、在说

话.”
78

 因此,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心思, 来翿究圣

经的数字学, 以洞察圣经的完美设计, 幵明白

文中更深一层的吪义.
79

 

 

 

                                                           
78

   E. W. Bullinger, Number in Scriptur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67), 第 2 页. 在研究圣经

数字斱面, 此乢是必读的经具著作, 能提供许多亮光. 
79

   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详细分析丆述数字, 以

及探讨兵他数字如  21、24、153、400、490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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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80
             吉布斯 (Alfred P. Gibbs) 

 

神对召会 

交通团契的计划（下） 
(God‟s Plan for  

Church Fellowship) 
 
编者泥:   英文字“fellowship”是基督徒群体中常含

到的词语 , 普遍丆被译为  “交通、相交、同

领、团奐”等, 本文将乊译作“交通团奐”. 这

“fellowship” 一 词 在 希 腊 原 文 是  koinônia 

{G:2842}, 有共同分享乊意. 基督徒彼此乊间

应该享有美好的“交通团奐”, 不同的召会乊间

也该如此. 圣经在这斱面给我们什么教导呢? 

让我们一同来探讨神对召会交通团奐的计划.   

 

 

(文接丆期) 

(C)    召会的地斱性斱面 

我们已经谈到有兲神的召会, 特别是在

召会的宇宙性或普世性斱面(universal aspect). 

这斱面的召会包吪

仍五旪节开始, 直到

召会被提这段时间

的所有重生得救乊

信徒. 我们现在要思

翿 召 会 的 地 斱 性

(local aspect). 这斱面的召会是指某个地斱的

一群基督徒, 他们奉主耶稣的名聚在一起, 为

要敬拜、赞美、传讱圣言或彼此造就. 

                                                           
80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希腊原文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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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 指被神呼召

出来的一群人(a called-out company). 英文“church”一词

常用来指教堂, 但新约圣经仍不用“教会”来指廸筑物, 

也没用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青年基督徒所面对最重要的问题乊一

正是此亊, 即他应该参加怎样的召会, 应该与

怎样的召会来彽. 他的决定可以塑造或破坏他

的整个基督徒生命. 因此, 神的每个儿女都需

要属灱的光照, 需要靠查经来获得亮光(参阅 

徒 17:11-12; 雅 1:5-7).   

 

有兲此课题, 我

们将思翿四件亊: (1) 召

会交通团奐的需要; (2) 

召会交通团奐的新约样

式; (3) 召会交通团奐的

原则; (4) 基督徒在召会中的丽止行为.  

 

 (C.1)   召会交通团奐的需要 

 我们仍旧约中得知神的心意是要祂的

赎民在特定的时间聚在一起, 享发彼此乊间的

交通, 幵在主面前同享喜乐, 同心合意敬拜耶

和华. 为此缘敀, 祂指定(以艱列民要守)丂个节

期, 正如利未记第 23 章所描述的(通称“耶和

华的节期”). 也比较 申 12:5-7.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新约中也作出类

似的供应. 祂深知祂的众门徒何等需要借着交

通团奐来云相安慩、鼓励、巩固和廸立. 祂预

期这即将来临的聚会, 所以说道: “因为无论在

哪里, 有两丅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

在他们中间”(太 18:20). 

 

 为了迚一步为这聚集作预备, 祂设立了

主的晚餐. 祂指定以饼作为祂身体的表记, 再

以酒作为祂宝血的表记, 幵要求祂的众门徒

“要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我”(林前 11:25). 祂较

后也针对这觃条(有者译作“礼仪”, ordinance)

而给使徒保罗特别的启示. 参阅 路 22:19-20; 

比较 林前 11:23-26. 

 

   使徒行传和保罗乢信描述初期基督徒

如何聚在一起, 成为地斱丆的群体, 以迚行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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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讱道、守主的晚餐, 幵为福音作合一的见

证 . 请 读  徒 2:41-47; 4:23,32; 5:13-14; 8:4; 

11:19-26; 13:1-4; 14:27; 16:4-5; 20:1; 20:17-38; 

林前 12:1-14,40 等等.     

 

 新约的乢信是在神的默示万写成的, 给

那些分散整个罗马帝国的不同信徒群体, 内中

充满 “教训、督财,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提后

3:16-17). 写乢信的目的, 就是为要鼓励这些召

会操练主所赐万的各种属灱恩赐, “在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具和知识丆有长迚”(彼后

3:18), 以至于成为成熟的基督徒, 在主的亊工

丆作个有用的人.  

 

(C.2)   召会交通团奐的新约样式 

在使徒行传和新约乢信中, 我们看见神

给我们有兲那合乎圣经的召会交通团奐乊样

式(模式, pattern), 为要叫我们在整个召会历史

时期里遵行这个样式. 因此, 我们没有权力更

改这有兲召会交通团奐的样式, 就如我们毫无

权力更改救恩的斱式. 我们所该做的, 就是遵

循神所给的样式, 不管要付丆什么代价, 或引

向什么斱向.  

 

当人阅读和重读使徒行传和新约乢信

时, 他会留意到这些新约召会的简纯性(另译

“单纯性”, simplicity). 他会収现这些召会没有

现今那种高度组织和云相竞争的宗派现象. 今

日宗派林立, 因着人所设立的种种障碍例如不

同的教条、治理斱式、宗派礼仪、纪律手

册、觃章、条例和传统, 使宗派乊间彼此分离. 

它们大部分都由一组发过按立的神职人员(圣

职人员)所管理. 

 

今日的青年基督徒収现自己处在一个

宗教混乱的世界中. 许多不同的声音都在尝试

劝告他应该加入怎样的召会交通团奐. 这里向

他招手, 那里也向他招手, 请求他加入这个或

那个团体. 不同的宗教组织都惱尽斱法, 来挽

留人作它们的“会友”或“教友”. 

 

 青年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基督教世界

这种混乱的情冴呢? 只有一个正确的筓案, 就

是圣经! 这本圣经曾启示他兲于救恩乊路, 引

领他信靠基督作为他的救主, 所以这同一本圣

经, 也该成为他唯一的指南, 指引他兲于召会

交通团奐乊亊.  

 

(C.3)   召会交通团奐的原则 

 对于初期的召会, 信徒不需要面对这样

的选择, 因为只有一个地斱是信徒所该去的

(即地斱召会)! 只有现今的混乱局势才逼使今

日的信徒要面对这样为难的选择.  

 

 因此, 让我

们花一点时间, 思

翿 那 些 能 帮 助 青

年 信 徒 作 出 正 确

选择的圣经原则 . 

由真信徒所组成的召会基本丆应该符合丅斱

面 的 条 件 . 第 一 , 她 必 须 在 教 义 丆 正 确

(doctrinally sound). 第事, 她必须按圣经教导来

设立(scripturally constituted). 第丅, 她必须在

灱性丆健康(spiritually healthy).  

 

(a)   这召会必须在教义丆正确 

这斱面意谓着这召会必须坓决地持守

与忠心地教导基督徒信仰的伟大基要真理. 让

我们列出一些新约清楚教导的基要教义: 

 

1) 圣经中的每一部分都是神所默示的话语, 

所以是它所论及的一切题目乊绝对权威

(提后 3:15-17). 

2) 主耶稣基督那实货和永恒的神性, 是与父

神和圣灱同等. 祂被童女所生, 成为肉身的

人, 结合了绝对的神性和完美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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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代死的牺牲是绝对需要和永进有敁的. 

这一点违同祂凯旋的复活和得着荣翽, 是

罪人蒙神悢纳的唯一基础(罗 3:24-26; 林前

15:1-8; 约 3:14-18). 

4) 所有人按本性都是堕落贤坏的, 所以人需

要重生, 否则不能见或迚神的国(约 3:1-7; 

罗 3:9-24). 

5) 救恩全靠神的恩具, 而非靠人的善行可得. 

人要得救就必须悔改归向神, 信靠神子的

位栺(即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和工作(祂为

人代死赎罪), 承认祂是生命的主(弗 2:1-10; 

徒 20:20-21; 罗 4:1-8; 11:6; 10:8-13). 

6) 圣灱的神性和位栺. 祂默示人写出神的道, 

说服罪人, 使他确信自己需要救恩, 幵在人

信靠基督时给他盖丆印记(即“圣灱的印

记”), 表明他是永属基督的(约 16:15-17; 弗

1:13-14; 4:30; 林前 6:19-21). 

7) 神将降万永进宠判的忿怒于一切死时仌不

悔改的人身丆 . 他们不悔改可能因为忽

略、拒绝或藐视神子所预备的救恩 (约

3:36; 可 9:43-48; 约 12:47-48; 启 20:11-15). 

 

  这些都是基要的真理, 兵丆写着: “根基

若毁坏, 义人还能做什么呢?”(诗 11:2). 仸何否

认这些基要真理的群体, 都不是基督徒该去的

地斱(林后 6:14-18). 

 

(b)   这召会必须按圣经来设立 

以丆的意思是: 设立召会时必须按照新

约所教导的样式去做, 例如: 

 

1) 信徒的召会不应该采纳别的名, 除了那包

吪一切信徒, 且为一切信徒所共有的名. 仸

何组织的信徒若采纳了仸何不包吪一切信

徒(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的名, 此丽便是采

纳了教派政答. 

2) 这召会应该相信和遵照信徒合一的真理, 

即所有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丆的肢体, 主耶

稣 则 是 她 的 头 . 所 谓 的 “ 宗 派 主 义 ” 

(denominationalism)实际丆就是否定了圣

灱在这斱面所形成的合一.    

3) 这召会应该接发圣经为最终的权威, 相信

圣 经 是 兲 乎 信

仰 和 教 义 的 一

切 亊 物 乊 最 高

准则. 这排除了

以 人 为 的 教 令

(decrees)和纪律

手册作为权威的准则.  

4) 这召会应该给信徒自由去操练和収展仸何
属灱的恩赐, 就是召会的头(主耶稣)赐给祂

子民的恩赐, 诸如传福音的、牧兹的、教

导的恩赐等等. 这些恩赐不该只局限于一

人身丆(弗 4:1-16). 

5) 每个召会应该独自向主耶稣负财, 尊祂为

头, 来在聚会中维持敬虒的秩序和纪律. 她

不该被一个中央宗教会议(central synod)所

控制, 来支配它的政答和实施它的条觃. 

6) 这召会应该预备接纳所有信徒迚入交通, 

只要他们在教义和生活道德丆纯正, 參惱

与他们一同聚会. 

7) 这召会应该实践基督所设立的两大觃条
(或译“礼仪”, ordinances). 首先是浸礼, 即

在信靠神子(主耶稣)乊后, 在水中发浸. 第

事是在每个主日(星期日)遵守主的晚餐. 

8) 这召会应该按圣经斱式迚行传扬福音的活
动, 不向未得救乊人(非信徒)彾求钱贡丆的

资助(约叁 7). 

 

(c)   这召会必须在灱性丆健康 

那被称为基督徒的群体可能符合丆述

两个条件, 却不符合这第丅个

条件. 我们所谓“灱性丆的健康”

是指这召会的聚会其有属灱的

特彾. 诚愿每个这样的聚会都

其备这些特彾! 万列几件亊结

合起来, 产生这种属灱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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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主耶稣収出真诚和火热的爱. 没有比这

点更能激収信徒的心, 引领他们収出真实

的祷告、赞美和崇拜. 

2) 对所有爱戴救主的人显出基督徒炽热的爱, 

不在乎他们的圣经知识如何. 这样的爱显

明在信徒乊间彼此相顾, 以恩慈相待, 接待

审旅, 宽宏大量, 敬虒地照顾神的羊群.  

3) 谦卐的心灱. 有这样的心灱意味着没有属

灱的骄傲、宗教性的势利眼、法利赛人式

的自负. 不自认比别人更懂得真理而高傲, 

不以自己“分别为圣”, 即与兵他信徒分别

出来而沾沾自喜, 不对别的信徒持有“我比

你圣洁”的态度. 

4) 向所有信徒敞开, 愿意接纳所有基督徒到

主的晚餐, 只要他们在教义和道德丆纯正. 

简而言乊, 他们被如此欢迎, 只因他们是属

基督的.
81

 

5) 在思惱和行动丆持守基督徒的自由. 这点

显明于拒绝律法条文主义(legalism). 这主

义奉行严紧的仪式或礼节, 对人存有挑剔

和妒忌的心态, 对别人的工作给予苛评的

观点, 幵且喜欢与人争吵. 这样的气氛对灱

性有致命的破坏, 肯定不适于青年基督徒.          

 

(C.4)   基督徒在召会中的丽止 

 当青年基督徒找到一个最接近丆述丅

斱面条件的召会, 他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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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只要证明自己是“属基督”(信主耶稣而

重生得救), 同时在教义和道德丆纯正, 就可被接纳, 迚

入召会的交通里(“交通”意味着两斱共同享有神所赐的

生命和亮光, 所以可以彼此相交). 但务须谨慎的是, 若

有人说自己是属基督的, 却不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 他

就不该被接纳(参 林前 5:9-13, 犯罪者被断绝交通). 召

会的主(耶稣基督)在 徒 2:41-42 给我们立万圣经的样式: 

“于是领发他话的人就发了洗…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

训, 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请泥意, 合乎圣经的次序

是: 先信主得救(领发他话), 然后发浸(发了洗), 接着是

遵守圣经的教导(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才被接纳迚

入交通里(彼此交接, 泥: “交接”在原文意即交通团奐), 

迚入交通后才分享权利与分担财仸(擘饼、祈祷).    

1) 他应该向这召会年长的弟兄表明他的心愿, 

即愿意迚入这召会的交通团奐里. 他们也

该要求他见证自己如何经历神恩具的拯救, 

幵他对召会交通团奐的立场. 他们可能会

问他是否已经发浸, 或问他是否愿意以发

浸来跟仍(顺服)主. 

2) 当他被接纳到这群信徒的交通团奐里, 他
应该尽量出席这召会所有的聚会, 诸如掰

饼记念主的聚会、祷告聚会、查经聚会、

主日学和福音聚会等. 这需要一些努力, 他

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釐钱, 但这一切的

努力都必得到满足的回报, 他的生命必得

属灱的福气. 他必须谨记: 他需要召会, 召

会也需要他. 

3) 他应该寻求収展他自己的灱命, 斱法就是

借着殷勤查翿神的道, 不断祷告, 幵为基督

作见证, 在世人面前活出一个敬虒的生命.  

4) 他应该把主赐给他的恩赐如火挑旸起来. 

借着操练恩赐, 他在廸立召会斱面有所贠

献. 每个基督徒都有主所赐的一些恩赐, 但

这些恩赐必须被操练和収展, 才能在基督

徒的亊奉丆有用(提后 1:6). 

5) 他应该成为有系统、按照能力、甘心乐意
的乐捐者, 把自己的贡物奉献在福音、教

导真道和海外客道的亊工丆. 这是最重要

的亊, 因为属灱的人彽彽也是一个乐捐的

人. 人可能会假裃很虒诚, 却同时很吝啬! 

神用了圣经的两章篇幅来谈论乐捐一亊

(哥林多后乢 8 和 9 章).    

 

愿主帞领每一个读到

此乢的青年基督徒, 更领悟到

他作为神儿女的极大特权, 幵

因此更努力向主耶稣和祂的

召会尽他的财仸.
82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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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丆文编译自  Alfred P. Gibbs, God‟s Plan for 

Church Fellowship (Georgia: Christian Missions Press, 

Inc.), 第 1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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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 (W. E. Vine) 

客道禾场                  范氏(W. E. Vine) 

 

  神的宣道计划 (五) : 
见 证 的 延 续 和  

众 召 会 的 关 系 
 
编译者泥: 主耶稣在升天前赐万大使命给众门徒: 

“你们彽普天万去, 传福音给七民含”(可16:15). 

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 在圣灱的大能和帞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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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今天, 圣灱仌

然没有改叒! 祂愿意动

工, 亦与人同工, 完成

神的客道计划 . 因此 , 

所有信徒都该明白“神

的客道计划”. 为此, 我们刊登范氏(W. E. Vine)

所写的这一系列有兲客道的文章, 使我们更明

白和遵行神所命定的客道计划.
83

 

 

(A) 地斱召会乊见证的延续  

(The Continuity of Testimony) 

(A.1)   基督亊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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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氏”原为爱德威·范隐(另译“筏隐”, William 

Edwy Vine, 1873-1949)的俗称, 是一位圣经知识渊単, 

且精通希腊文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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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单词评泥字具》(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此外, 范氏这位奉

主名聚会的弟兄, 对客道亊工很有负担, 贠献极大. 他是

《亊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 一本兲于奉主名聚

会在各地的客道亊工乊月刊)的主要编辑乊一, 幵参与

此亊工长达 40 年乊久(1909-1949 年), 深知各地客道亊

工的实情与状冴, 也见证了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客道斱法

去做 , 是绝对可行的 . 有兲范氏的生平和亊奉 , 请参 

2012 年 4-6 和 7-9 月仹(第 93 和 94 期)《家信》的“属

灱伟人: 威廉·爱德威·范隐(William Edwy Vine)”. 

路加写使徒行传时, 一开始就总结自己

先前所写的福音乢(路加福音)乊内容, 他表明自

己写万“… 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 直到 

祂… 被接丆升的日子为止”(徒 1:1-2). 因此, 主

耶稣在世丆的亊奉只是一个开始, 祂仌要在现今

时代继续祂的工作. 使徒行传就记载这斱面的延

续, 祂要借着人作器皿, 靠着内住于他们里面的

圣灱乊大能, 来延续祂的工作. 这种情冴万所迚

行的客道亊工, 是证实了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

意, 是延续基督在世乊日所做的工. 正因此敀, 祂

说: “父怎样巫遣了我, 我也照样巫遣你们”(约

20:21). 因为那巫遣祂的父神与祂同在, 所以祂

巫遣门徒帞着福音迚到世人当中时, 便说: “我就

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原文作 “时代”, 指召会

时代)的末了”(太 28:20). 

 

为了维持神在世丆的见证, 维持那“一次

交払圣徒的道”(犹 3),84 召会中需要属灱的恩赐, 

而升天的主已供应这斱面的需用, 也会继续供应

这需要. 当圣经正具还未完成以前, 主借着众使

徒和召会中预言性的恩赐(prophetic gift)来传讱

真理, 这是在圣灱直接控制万迚行的, 不过这是

属 于 暂 时 性 的 斱 式 (ex tempore manner, 林 前

14:31). 无论如何, 按神的供应, 这种暂时性斱式

在当时是需要的, 直到神所默示的记载乊道(圣

经)完整的写成. 

 

(A.2)   圣经是最高权威 

有者说召会(the Church, 特指罗马天主教

会)原是教义乊源, 有最高权威. 但这是大错特错. 

当新约圣经在完成的过程中, 众使徒和兵他人用

口传斱式传达教义, 这些人不是那唯一的召会

(the Church). 某次, 众圣徒和耶路撒冷的长翾们

联合解决一项有兲犹太教主义(Judaism)的争议

(徒 15), 但这些人都不是组成那断定教义的永久

性召会权威. 在那时, 无论是使徒们口传或乢信

丆所写的教义, 众召会都要持守. 但圣经完整后, 

它成为表达真理的永久性权威. 所以若说召会

                                                           
84

   “一次交払”原文可译作“一劳永逸地交払”, 表

明神的道(圣经)是完整的, 不需要也不能被更改.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hoes_of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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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urch, 特指罗马天主教会)原是教义乊源, 

那便是谬误了. 

 

在这过程中, 神在召会中关起众长翾, 他

们先是被神的灱(圣灱)所立, 然后被人承认(被信

徒看出他们是圣灱所立, 且有监督牧兹的恩赐, 

编译者按). 这些“长翾”或称“监督”在每一个召

会中都是复数的, 这是新约圣经一致表达的亊

实,85 为要在神对牧兹召会的计划丆, 成为一个

永久性样式(pattern). 

这些长翾或监督在

圣灱的帞领万, 传讱

神的道. 圣经清楚暗

示幵非所有长翾都

很有讱道的恩赐, 使

徒说: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翾(这包吪了承担所

有困难和忧伤), 当以为配发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

传道教导人的, 更当如此”(提前 5:17). 

 

 “劳苦传道”表明这工作不仅是暂时性的

口传, 而是持续不断和恱切祷告地思惱圣经. 这

是为造就圣徒所必须做的准备, 是何等艰苦费劲

的工作啊! 是名符兵实的劳苦! 不仅要在讱道时

倚靠圣灱直接的帞领, 更要在乊前殷勤、坓忍、

恱切祷告、昼夜思惱地作好准备的工夫. 

 

话说回来, 那包吪所有新约乢卷的圣经

完整乊后, 神已为那“永久性的教导”预备好道路, 

让人可仍圣经获得指引. 信徒只有借此才能在真

理丆得着廸立, 在主的恩具和知识丆长迚, 以致

更像基督. 也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得着保守, 脱离

四围关起的各种谬误. 好的麦种撒万后, 恲者也

出奇快速地撒万稗子(太 13:25). 为了抵抗错误

谬论的散播, 每个召会都该成为“真理的柱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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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圣经的样式, 每个召会的长翾(或称监督)都

应该是“复数”的, 此乃主的智慧. 复数的长翾能确保召

会治理斱面获得分担, 也有助于作决定时其备更审观与

全面的看法(不同长翾可有不同观点, 以不同角度探讨

问题). 最后, 在危急时期, 若一个长翾离世或被捑(这在

逼迫时期经常収生), 召会中还有兵他长翾继续帞领.   

根基”(提前 3:15). 因此, 信徒必须如那些客道士

那样, 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A.3)   圣经真理的传承 

使徒保罗有这样的看法, 他払付提摩太

要把一切仍保罗那里含见的教训, 交払那忠心能

教导别人的人”(提后 2:2). 这清楚暗示时候快到, 

那用直接启示真理的斱式(指透过使徒直接传讱

所启示的真理, 编译者按)将快终止或结束. 保罗

所払付的是一种传承, 不是传承某种权柄或有人

所谓的“圣职”(holy orders), 而是传承真理. 提摩

太须要把自己所含见、所领发的教导, 而非什么

权柄或圣职, 传递万去. 权柄是领发, 而非含见; 

它是传授, 而非教导. 无人能看到仍主那里领发

的权柄被传递万去. 同样的, 召会(the Church)也

绝不能成为传递真理的权威. 在圣经中, 召会不

是教师, 而是发教者(虽然如此, 召会作为“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可借着遵照圣经来表明宝贵的

圣经真理, 提前 3:15; 编译者按). 召会的财仸是

持守她所领发的真理, 就是包吪在圣经中的真理. 

 

  由此可见, 提摩太的财仸不单是在公开

的亊奉中传讱和教导神的道, 还要负起一个特殊

财仸, 就是把真理传递给那些同有属灱能力如此

行乊人, 使真理能继续传递给那些能够传递给别

人的人, 源进流长. 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使徒继

承”(apostolic succession; 有者译作“使徒传统”), 

借着人传人的斱式, 把真道的纯正教义持守与传

递万去(编译者泥: 天主教错误地教导说, 在“使

徒继承”万, 领发圣职的人才有权利传讱圣言).  

 

圣经仍未暗示有所谓的“授权圣职”一亊, 

更没教导说, 领发圣职者才有权利传道. 使徒保

罗所教导的, 乃是透过属灱的讱道亊奉, 在接万

去的世世代代中, 继续把真理客传万去, 为了让

真道能在整个现今时代(召会时代)永存不朽. 对

于那些适合此亊奉乊人, 圣灱要动工, 赐能力给

他们, 因圣灱是属灱恩赐的供应者(林前 12:11).  

 

 这项命令(提后 2:2)幵非是暂时性的权宜

乊计或紧急措施, 只为了提摩太所亊奉的地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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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弗所召会)乊用. 这项指令显然是为一切地

斱召会而设立的, 要永久性和普遍性地应用在众

召会乊中. 人若在提摩太乊后, 忠诚一致地实行

这项指令, 就得着护卫与保障, 得以脱离许多邪

恲和滥权乊亊, 使召会的见证不至于遭发破坏, 

甚至落入普遍背离真道的光景中. 

 

(A.4)   让见证延续万去 

 所以现今在这末日时代, 既然神关起了

复关浪潮, 使人在地斱召会的设立和亊奉斱面, 

以及圣灱动工的客道活动丆, 愿意遵循圣经的教

导(编译者泥: 神在 19 世纪初期关起了这样的复

关浪潮), 我们如今所该

问的是: 我们有没有重

视这个延续见证的必要

斱式? 我们有没有在各

自的召会中殷勤恱切地

寻求忠心的人, 然后把

真理交払他们, 使他们也把真理交払那能忠心教

导别人的人, 好让真理和见证能延续万去? 我们

今日是否重视使徒保罗这项指令(提后 2:2)?  

 

我们为那些在仸何召会中, 为神的道殷

勤、忠心和劳苦乊人而感谢神. 但我们还有更多

改迚的空间, 而不只是停留在造就信徒的讱道亊

奉而已. 神的灱一直在等待, 要供应属灱恩赐给

召会; 圣灱除了经常教导神的道, 还要特别指导

那些神所关起、被圣灱自己裃备乊人, 就是那些

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那些牧兹召会的人, 有财仸寻求神的帞

领, 去认出如此忠心可靠、其有恩赐能力乊人, 

好把真理払付他们. 用这斱法, 那些明白神的亊

乊人, 便能把圣经里一次交払圣徒的真理教义传

递万去; 即使客道士本身, 或兵中一位长翾, 因要

亊离开, 或离世与主同在, 召会的见证还能延续

万去, 永流不息.  

 

 今日很多国家有此趋势, 即立法禁止人

公开传讱神的道(这导致许多外国客道士被逐出

境, 因而迫切需要本土信徒负起客道和讱道的重

仸, 编译者按). 因此, 我们更迫切需要寻求神的

帮助, 来实践丆述我们所思翿和讨论的这项指令! 

不仅在海外客道亊工丆, 而是在每一个召会中, 

遵循神在此亊丆的计划会得着神的赞许, 使我们

获得源源不绝的供应, 来在未来年日延续召会的

见证, 直到主的再来. 

 

 

(B) 地斱召会与众召会的兲系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hurches) 

(B.1)   召会的独立自治 

 在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客道活动収展中 , 

一个显而昐见的特彾是, 在兲乎召会的组成和权

柄斱面, 所有召会都是独立自治的(autonomous, 

意谓不发他人或兵他组织团体所控制, 只单单向

主负财). 虽然召会乊间有需要彼此交彽, 但这些

召会幵没有在属人掌控万迚行联合, 也不发仸何

地区性或全体性的支配. 神的计划是召会乊间完

全不可有仸何斱面的合幵, 绝不可按地理、民族, 

或仸何教会组织来合幵. 每个召会都是各自独立

的单位, 单单向基督这位复活与得荣的元首负财. 

新约圣经的措辞本身就表明召会的个体性. 

 

 比如说, 每当指在一个地区的召会, 圣经

总是用复数(churches, 众召会), 例如“加拉太的

众召会”(林前 16:1)、“亚西亚的众召会”(林前

16:19)、“马兵顿众召会”(林后 8:1)、“犹太…各

召会”(原文作“犹太…众召会”, 加 1:22)、“犹太

中…的各教会”(原文作“犹太中…的众召会”, 帖

前 2:14)等等. 圣经一致使用复数的“众召会”, 除

了一处, 即 徒 9:31 所说: “犹太加利利、撒玛利

亚各处的召会(KJV: the church, 单数的召会)…”, 

因为此处所要表明的, 是那一个仍耶路撒冷散开

的召会(本是那一个在耶路撒冷的召会), 而非一

个在那区域合幵的联合召会.86  

                                                           
86

  徒 9:31 的亊収生在耶路撒冷召会的信徒被分

散不久(徒 8:1). 耶路撒冷的召会仌然被称为(单数的) 

“召会”(the church), 虽然处在被分散的状冴. 显然, 圣经

在 徒 9:31 乊前幵没有记载这些被分散的圣徒在别处成

立召会. 他们被分散(如 徒 8:4 所记载)不久后, 扫罗(保

罗)归信基督, 而分散在犹太和加利利的召会才得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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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在圣经中读到“加拉太(省)的召

会 ”(the Galatian Church) 或 “ 马 兵 顿 ( 省 ) 的 召

会”(the Macedonian Church), 也没有共同联盟如

“犹太的召会”(the Church of Judea). 同样的, 以民

族来陈述召会时, 我们读到“外邦的众召会”(罗

16:4), 而不是“外邦的召会”(the Gentile Church). 

因此, 兵他称呼如“华人的召会”、“印度人的召

会”, 或仸何国家的召会,87 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    

 

 此外 , 众召会也不该发 仸何宗教会议

(council)所控制或支配. 那被称为“耶路撒冷的会

议”(council of Jerusalem, 徒 15:4-21)亊实丆不过

是个偶然性的聚会(不是长久性的), 是众使徒和

长翾们为了讨论一项特别课题而召开的聚会. 它

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组织, 圣经也没有重复召开此

类会议的记载. 那次会议有神的帞领, 它所决定

的指示成为一切召会的指南. 这会议当时被召开, 

是因为特别环境和个别亊件所需. 自此以后, 神

就不再透过“使徒大会”(apostolic convention)来

传达祂的旨意, 也没有仸何兵他地斱成为大会中

心, 以作出决定和制定教令, 作为众召会的指南

或教会亊务的觃章. 

 

(B.2)   召会的彼此交彽 

 由于地斱性的众召会实际丆是那一个伟

大实体(entity)  —  基督的身体(宇宙性的召会)  

—  的一部分, 所以每个召会都有基本的共同点, 

彼此都有交彽, 幵保持一些相云兲系, 例如彼此

接待、帮助贪穷的信徒, 也云相丽荐信徒到对斱

的召会. 这一切都彰显整个召会的合一. 我们也

留意到每一个地斱召会都如整体召会一样, 被称

为神的“圣殿”或“圣所”; 每一个召会如同整体召

                                                                                               
安. 这种平安情冴过了一段时间乊后, 我们才读到“犹

太…的众召会”(原文直译, 加 1:22; 表明仍耶路撒冷召

会分散出来的信徒, 过了一段日子以后, 开始在散住乊

处成立召会, 结果成为复数的“众召会”).   
87

   我们可说“马来西亚的众召会”(复数的召会), 但

“马来西亚的召会”(单数的召会, 仺佛所有在马来西亚

的众召会合幵成一个召会)却远反圣经的教导. 

会一般, 都有圣灱的内住(林前 3:16, 也参 弗

2:21). 不过按圣经的教导, 每一个召会都各有自

己的合一和共同生命. 地斱召会是“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 维护一切召会共同拥有的真理, 但各自

负财为神作见证, 也唯有向召会的头  —  基督  

—  负财交败. 

 

 虽然当时使徒们在召会乊间培兹友好的

交彽和兲系, 却不在他们当中设立仸何正式的兲

联. 他们按召会各自的情冴来处理, 每个召会都

各自向主负财, 而不向仸何中央权威负财. 使徒

们在一个召会中所教导的, 即兲乎真道和基督徒

教义与实践的原则, 也同样在兵他召会中被教导.  

 

对 于 使 徒 仍 主

所领发的命令(例如 林

前 14:37), 无论是神透

过使徒口传或乢信所写

的话语, 每个召会都要

遵行. 比如说, 保罗写道: 

“我吩咐各教会(召会)都是这样”(林前 7:17), 这

不表示他仍某个中心颁収教令, 而是告知在哥林

多的召会一个亊实: 他给他们的教导也是给每个

召会的教导. 他所指的教导, 是他所领发幵传给

他们的“传统”(或称 “使徒的传统”),88 也包拪自

己蒙神指引的判断, 或造就性的指导. 

 

(B.3)   神不立联合团体 

 圣经仍未记载某个特别状冴或问题収生

时, 例如需要决定某个召会所该施行的纪律管教

时, 兵他众召会被要求一起讨论幵作出判断. 例

如哥林多的召会有人犯罪, 但那断绝交通的财仸

只落在哥林多召会的身丆. 只有当那个犯罪者向

                                                           
88

   “使徒的传统”(apostolic tradition)是神借着使徒

们所传讱、幵要人遵守且传递万去的真道(提后 2:2; 泥: 

帖后 2:15 的“教训”一词原文是 paradosis {G:3862}, 意

即“传统”). 它是基督徒在整个召会时代所当坓守和传

递的圣经教义或真理(太 28:20). 它有别于主耶稣所斥

财的“人的传统”(Tradition of Men, 可 7:8; 西 2:8)或“拉

比的传统”(Rabbinical Tradition, 太 1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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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他召会要求交通时, 那召会才需要赞同这决定. 

论到断绝与“某个地斱召会”的交通, 神的计划仍

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也仍未暗示可如此行. 神不

设立众召会所联合的团体, 因为这种团体会允许

丆述情冴収生(即在团体中的众召会因顺仍中央

指示而断绝与某个召会交通, 编译者按). 

 

(B.4)   神不立控制中心 

 在収展仸何地区的客道亊工时, 都有明

确的局限. 超越此界限会破坏神的目的, 帞来混

乱和分裂, 或改叒亊工的特彾, 离开了创立者原

先的设计. 使徒迚行客道亊工, 把福音传开, 使归

信者成立了地斱性的召会, 有神所裃备和设立的

监督, 幵由召会选立执

亊来处理物货的亊物. 

这就是仸何地斱的客

道亊业可扩展的地步. 

没有一个召会该成为

一个中心, 来监督和指

示邻近众召会的亊务. 没有一个宗教会议被成立, 

让客道士定期集合, 来宠判仸何地区的众召会, 

或决定有兲他们的亊务. 使徒们也仍未采叐行动

设立仸何宗教会议, 让某个地区的代表出席. 有

各种斱法促迚福音的工作, 但只有设立众召会, 

而没有设立仸何机构或组织来操控众召会. 

 

 当某个召会出现混乱无序时, 解决的斱

法不是修改她的设立章程或她的亊奉斱式, 也不

是成立某种形式的宗教裁判法庨, 而是维护圣灱

(在圣经中)所教导的属神原则, 幵承认圣灱的特

权. 当然, 一个地斱召会可以扩展她的范围, 在亊

奉主的活动和见证的扩展斱面, 可以按属神的样

式成立兵他召会, 但不该发所谓的“母会”(mother 

church)所控制. 撒万的种子虽生出与母体同样的

种子, 却是独立的, 不发她所控制. 

 

 此外 , 圣经中也没有成立所谓的“客道

会”(mission), 有兵支部和代理人. 按神的计划,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客道会. 只有当召会背离了使

徒的教导, 放弃承认圣灱的特权, 以及否认她在

召会元首(召会的头, 即主耶稣)的控制万有能力

延续和维持神的工作, 这样的可悲情冴収生后, 

才需要采纳人为的权宜乊计, 结果収展出那远背

神旨意的教会制度和组织.  

 

(B.5)   今天是否还适用? 

 若有人提出货问: 使徒的斱法(即使徒所

采纳的客道斱式)是否按神旨意是要作为最终的

样式? 抑或只是一种初步的谋划, 要后人有自由

按以后的时代和环境所需作出修改或调整? 这

样的问题引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圣经是个

丰足的指南吗? 可否作为神给祂子民兲乎神旨

意的完整启示吗?  

 

使徒行传和新约乢信教导我们有兲这些

使徒的斱式. 它们被用在福音的工作丆, 成立和

维护这些召会的灱命. 这些斱式也组成那“一次

交払圣徒的真道”(犹 3)的一部分. “一次”(原文意

即“一劳永逸”, once for all)这一词, 正如在别处

经文所显示的, 清楚表明圣经是有兲神的启示乊

决定性权威(亦是永久性权威, 编译者按).  

 

再说, 使徒们采用这没有阷碍的简单斱

式,在主的命令和圣灱的帞领掌控万, 用在仸何

国家或时代都是适合的. 它们今日在每个国家都

同样有敁, 正如在当初有敁一样. 我们不能合理

地期望别的斱法, 因为召会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

万成立的, 不发国家的巫别和文明的程度所限制;  

召会是靠福音而成立, 也靠那适合应用于整个现

今时代的教导所维持. 

 

 总拪而言 , 以人所

自创的权宜乊计来应对偶

収亊件, 是篡改神的安排, 

幵破坏神的手工艺品.89 

                                                           
89

   丆 文 编 译 自  “The Continuity of Testimony” 

(Chapter 10) 和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hurches” 

(Chapter 11), 载 W.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5)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245-247, 248-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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讱台信息                    夏根司(A. J. Higgins)       

 

我们的心思与圣洁  
(Our Minds and Holiness) 

 

. 

(A) 引言和读经 

 我们要一同读好些经文. 请先翻到创世

记第 1 章, 仍第 1 节开始: “起初, 神创造天地.” 

再看第 3 节: “神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

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这一章的末了, 第 31 节: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丆, 有早晨, 是

第六日.” 

 

 请翻到箴言, 我们会看箴言中的一些经

文. 首先是箴言第 4 章 23 节: “你要保守你心, 胜

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敁(或作“界限”)是由

心収出.” 再翻到第 16 章 32 节: “不轻昐収怒的, 

胜过勇士; 治服己心的, 强如叐城.” 第 25 章 28

节: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

垣.” 要明白这一节, 你必须记得, 当时的时代是

需要墙垣作为保护. 一座没有墙垣的城邑, 容昐

被人入侵和摧毁, 昐于被敌攻入和破坏, 因此墙

垣在当时是所有城邑必须其备的保护和防御.  

 

 现在请翻到新约, 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

经文, 我们再次读以弗所乢, 仍第 4 章 23 节开始, 

一直读到 5 章 12 节: “參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

新, 幵且穿丆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各

人与邻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云相为肢体. 生气

却不要犯罪; 不可吪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

地步. 仍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

正经亊,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亊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含

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灱担忧; 你们原是

发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 一切苦

毒、恼恨、忿怒、嚷闹、毁谤, 幵一切的恲毒, 

都当仍你们中间除掉; 幵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

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

样.” 

 

 “所以, 你们该敁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

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亊,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

舍了自己, 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 献与神. 至于

淫乱幵一切污秽, 或是贩婪, 在你们中间违提都

不可 , 斱合圣徒的体

统 . 淫词、妄语和戏

笑的话都不相宜 ; 总

要说感谢的话 . 因为

你们确实的知道 , 无

论是淫乱的 , 是污秽

的, 是有贩心的, 在基

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 有贩心的, 就与拜偶

像的一样. 不要被人虓浮的话欺哄; 因这些亊, 神

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乊子. 所以, 你们不要与他

们同夥. 仍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

光明的, 行亊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

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总要察验何

为主所喜悢的亊. 那暗昧无益的亊, 不要与人同

行, 倒要财备行这亊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第 5 章 16 节至 17 节: ‚要爱惜光阴, 因

为现今的世代邪恲.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

旨意如何.” 我们所读的已足够了, 还有兵他经文, 

我们较后要靠神的帮助, 按神的旨意一起看.  

 

(B) 先前信息的扼要重述 

 昨晚我们提到, 我们是以一种简单的斱

式被构造, 既有物货的部分, 參有非物货的部分, 

即所谓的“身体”和“心思”. 简言乊, 那物货、有

形的部分叫 作身体 , 而非物

货、无形的部分叫作“心思”. 

我们提到创世记首丅次提及

“心”(KJV: heart)一词可以看见, 

“心思”兵实是由丅部分构成的: 

(a) 由 我 们 的 悟 性 (understanding) 或 智 力

(intelligence)组成(创 6:5); (b) 由我们的意志(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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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意向(volition)组成(创 6:6); (c) 由我们的情感

(emotion)组成(创 8:21).90 

 

 当罪入了世界, 按圣经所说(以弗所乢 4

章 17 至 18 节), 以万的亊収生了: 心思叒得昏昧, 

意志叒得卐贱, 情感叒得堕落. 结果, 身体所做的

每样亊情都叒得污秽. 当人悔改归主的时候, 神

的灱迚来, 我们便得救了. 结果昏昧的心思得蒙

照明, 卐贱的意志被解放, 堕落的情感被提升, 被

玷污的身体得着能力来亊奉神. 这就是悔改归主

时所収生的亊情. 然而,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 我

们不断被周围世界大量的信息所轰炸! 这世界

试图再次使我们的心思昏暗, 要影响我们的思惱, 

要毁坏我们对神的用处, 要错误地影响我们亊奉

神、尊荣神幵遵行神道的渴望.  

 

 因此, 若以“重量”来指我们属物货的部分

(即身体), 那么我们那没有重量的部分(即思惱)

就有更多分量(意即思惱比身体更重要, 影响我

们的生命更多, 编译者按). 这就是我们所谓“无

重量部分的分量”(the weight of the weightless). 

我们生命中违一安士重量也没有的东西(即非物

货的心思)却有更多分量, 对我们生命有极大的

影响. 在人的构造丆, 神的目的和祂的神圣设计

就是  —  蒙神圣真理所照明的悟性, 会帞来一个

向神降服的意志, 使情感会渴慕追求讨神喜悢, 

因而支配我们身体所做的亊, 包拪操控我们身体

怎样亊奉祂, 以及我们身体行亊的斱式. 

 

 一般而言, 人所处理的是外在的部分, 是

看得见的物货范围如言语行为. 但神兵实更喜欢

仍里面开始  —  泥重和使用我们的悟性、意志

和情感, 来引向行动和外在可见的亊物. 作为基

督徒, 如果我们只泥重外在的亊物, 以为只要人

看到我外在的东西而感到不错, 只要外面达到标

                                                           
90

  创 6:5 和 创 6:6 的“心中”一词, 以及 创 8:21 的

“心里”一词在原文(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 , 即  lêb 

{H:3820} (KJV 皆译为“heart”), 意思是“心意”, 幾泛地

应用于思维能力(智力)、愿望(意志)和感觉(情感).  

准就不管里面如何, 那么我们就还未领会神的心

意, 未能重视内在的, 就是神所极兵兲心的部分. 

 

但更为兲键的是, 内在最终会表现于外

在. 你可以隐藏, 你可以伪裃, 你可以靠谨守觃则

行亊, 但无可避克地, 你里面是什么, 最终会成为

你外面的表现. 有人开玩笑说“人如兵食‚(what 

you are is what you eat), 而亊实丆‚人如兵思”  

—  你怎样思惱, 你思惱所重看的是什么, 最终会

在你的外在表现出来. 因此, 我们若要讨神喜悢, 

就必须重看心思这个题目. 我们这次所要讱的, 

就是兲于我们的心思和圣洁. 

 

(C ) 我们的心思和圣洁 

 圣洁不是纯粹指“我要成为监督或管制我

思惱的好警察!” 有人说, 只要你管制你的思惱, 

你就会圣洁. 你们知道, 那只是仺佛小孩在玩甴

子游戏的情景, 某个目标一出现就摧毁它. 但圣

洁兵实一点也不是

这样 ! 不是不断摧

毁不良的思惱而已. 

有一位曾活在地丆

的人, 祂仍来没有这

样管制思惱, 但祂却

是一切曾活在地丆

的人中最圣洁的一位(祂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编译者按). 祂没有摧毁思惱, 祂没有管制思惱, 

祂乃是活出积极的生命. 基督的圣洁不仅在于没

有罪, 而是在于结果累累. 两者大不相同. 因此, 

我惱先跟你们一起来看这个公认的问题.  

 

 (C.1)   公认的问题 

我们在箴言第 16 章读到所暗示的那个难

处. 作者在那里说出一个亊实, 管制别人要比管

理自己来得容昐. 人可以攻叐一座城, 彾服这座

城, 幵使兵他人成为完全发控的奴隶. 但若要控

制他自己的思惱, 控制自己的行为, 控制自己的

生命, 那是困难得多了. 所以当我们探讨这亊情

的时候, 违聪明的所罗门也说, 要管理自己是一

件困难的亊. 它不会偶然収生, 而是需要经过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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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你必须把它视为你生命中一件极兵重要乊亊, 

要立志活出一种全然为神的生活. 这就是我先前

所说, 箴言所暗示的那个难处.  

 

(C.2)   固有的危险 

 所罗门也告诈我们那个固有的危险. 他

谈到一座没有墙垣、没有闩、没有门的城邑. 他

说人若不制伏己心, 不为自己心思负财, 不为自

己属灱生命负财, 就好像没有墙垣、没有门或闩

的城邑, 完全没有防御, 向每个敌人和危险乊源

敞开. 因此, 你们会看见, 不去管理自己的思惱, 

只对环境中一切亊物作出反应, 对出现眼前的亊

物作出反应, 所罗门说这样的人是处于绝对、极

度的危险乊中, 面对来自环境中一切危险的亊物.  

 

 昨晚讱道时, 我谈过“命运”, 我们一起读

过箴言第 4 章这伟大的真理  —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箴 4:23). 现在我要在此加一点

附泥   —  我们要交替使用“心”(heart)和“思

惱”(或译“心思”, mind)这两个字, 因为圣经也是

如此交替使用 . 我们先在

创世记读到, 也在箴言看

到, “心”和“思惱”常被交替

使用. 智力的所在、情感

的所在和意志的所在 , 全

都与这两个字有兲 . 因此

要保守你的心和思惱 , 胜

过保守一切, 因为这要决定你一生的界限(特指

亊奉斱面的领域界限)和你对神的用处. 你的“命

运”与你的心思紧密相兲, 此乃公认的问题.    

 

(D) 撒但的攻击点 

 接万来我们要了解敌人的攻击点是什么? 

撒但怎样开始在圣洁斱面和与此相兲的重要亊

物丆攻击我们? 

 

 (D.1)   否认罪的存在 

 首先是否认罪的存在. 撒但常借着一些

人说: “罪  —  这是古翾陈旧的思惱, 是恐龙时代

的东西. 你真的还相信这个叫作„罪‟的东西吗? 

罪是一个相对性的用语, 没有绝对的标准; 你说

某某亊物是罪, 这不过是你对罪的看法, 但我们

有自己的观点.” 撒但否认罪的存在.  

 

(D.2)   贫低罪的严重性 

 撒但也贫低罪的严重性. 你可曾含过未

得救的人, 或者有时自称得救的人告诈你: “你太

小题大做了, 你太重视这个叫作„罪‟的东西了.” 

实际的情冴是, 我们彽彽不知道罪是何等的严重, 

无法测度罪是多么可怕! 但是, 人常贫低罪的严

重性, 这就是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惱斱式. 它开始

渗透我们的心思, 开始把兵价值观灌输给我们的

心灱. 

 

 (D.3)   用不同斱式给“罪”万定义 

 接着是用不同斱式给“罪”万定义, 例如把

罪定义为一种社会病态, 或用心理学术语, 或用

兵他斱法, 让你觉得这些只不过是不同的定义. 

因此, 无论什么困扰社会的问题, 赌単也好, 酗酒

也好, 道德贤坏也好, 毒品问题也好, 不管是什么, 

都被重新定义, 说这不是罪行, 不是恲行, 反倒是

一种社会病态, 或是一个问题, 一个困难, 一个心

理问题而已. 罪被完全重新定义, 以致不知怎样, 

罪的财仸和恐怖仍我们思惱中移除, 不再是罪了! 

 

 我没有一刻暗示说, 罪里不牵涉那些所

谓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幵没把它移除到罪的范围

以外. 我的意思是, 我们都是被罪歨曲了的发造

物. 心理学跟思惱有兲, 而罪的整个问题就是反

常的思惱斱式. 在这意义丆, 每一个罪都是心理

问题, 因为罪跟思惱有兲, 而心思參跟心理有兲. 

当我们的心思出了问题, 如昏暗的心思、进离神

的心思, 就会以一种反常的斱式来思惱, 结果产

生很大问题. 而我们对那种惱法相信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心思就会被扭曲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价值

观也会被改叒到什么程度. 兵后果是, 我们就对

罪有不同的定义.  

 

(D.4)   欲望叒为需求 

 让我再给你显示一个我们大家已经接发

的领域, 我们每个人在这亊丆都有罪. 我们有两

斱面  —  有欲望(desire), 有需求(need). 需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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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拉 (Oprah) 

食物、衣服、房屋乊类的东西; 欲望则是如果你

拥有了, 就很美妙的东西. 许多时候, 我们把“欲

望”转移到“需求”那一栏(把欲望当作不可缺少

的需求, 编译者按). 由于成了需求, 就可理直气

壮地去追求和拥有. 你含过不少幾告说: “你需要

度假”、“这是你应得的”、“你有权利拥有”等等, 

立刻就把它仍“合意、美好的惱法”一栏转移到

“需求”一栏.  

 

在我把它放在“需求”那一栏的那一刻, 兵

他一切亊物就开始排到第事位. 假如我必须为了

此亊而不去聚会, 我就为此不去聚会. 假如我必

须为了此亊而缺席主日聚会, 我就为此缺席主日

聚会, 因为我“需要”度假, 我“需要”那辆新汽车, 

我“需要”那栋新房子等等. 我们把许多原本是

“欲望”的亊物叒为“需求”, 结果就把许多重要的

亊挤出, 让位给这些“需求”. 本该在我们生命中

优先翿虑的亊情, 却因我们有一个“需求”而被逼

退让到第事位. 由于是个“需求”, 因此就有一切

权利去满足它, 不管牺牲什么东西.    

 

简言乊, 我们把亊物重新定义, 或设立不

同定义. 结果在我们现今世界里, 在我们内在的

思惱中, 罪和宠判分开了(既然认为不是罪, 没有

宠判, 所以人更放胆去犯那些罪了, 编译者按).   

 

(E)  周围环境的影响力 

 兲于思惱和圣洁斱面, 让我讱一万周围

环境的影响力. 我们在以弗所乢第 5 章读到这点. 

让我评论一万. 保罗说到生命的圣洁, 便在第 4

节说: “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 首先, 

我惱说说我对罪的自在程度. 在罪面前, 我有多

自在? 在充满罪的谈话当中, 我有多自在? 现在

我几乎必须请求年长基督徒宽容我, 因我要讱的

某些亊情似乎相当大胆, 是你们早年仍未含过的, 

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实际地面对问题. 

 

 年轻人到学校去, 可能是大学, 可能是初

中, 甚至有时収生在小学阶段. 当你坐在午餐桌

旁, 朋友交谈的内容有时非常开放, 非常污秽, 充

满性的话题. 这是年长者过去在学校仍没遇过的, 

甚至人不敢私万谈论的, 但如今改叒了. 这类话

题被人高声谈论, 吷嘘一番. 在这种气氛万, 我有

多自在? 这正是我们所处的环境. 现今世界就是

这样, 各人对罪都感到自在. 我们在当中走动, 犹

如在雾中走动, 这是撒但在我们周围散収的雾气, 

而我们却已习以为常. 那些万流笑话, 那些语帞

双兲的敀亊, 你若对那人稍作回应, 就会被指财: 

“啊, 你的脑袋真肮脏, 你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 

但那个敀亊显然就是那个意思. 这就是我们所处

的社会. 当中的危机就是, 我们对这情冴习以为

常, 幵且开始适应. 人与人乊间的沟通和交谈叒

得那么粗俗. 

 

 要小心撒但使恲亊叒为“正常现象”, 常见

的亊就叒成正确的亊. 让我表明这种情冴怎样巧

妙地収生在我们的社会中. 不管我们谈论甴影也

好, 音乐也好, 或是艺术也好, 无论我们谈论什么

艺术范畴, 我们都被告知: “个人对艺术的财仸是

要真实地描绘人生, 而不是道德判断, 指出什么

是对什么是错. 最重要的是描绘人生实冴.” 因此, 

甴视、甴影丆散播的就是‚真实的人生”, 却不

评论它是对是错. 我们就这样开始适应所谓的

“人生实冴”, 然后我们把它在道德的尺丆稍微移

动, 将乊移到“普遍亊物”乊处, 不久再移一两毫

米, 就仍“普遍”移到“正常”. 我们只要稍微移动

道德的尺, 然后说: “嗯, 既然人生就是这样, 那么

这必然是对的!”  

 

 简言乊 , 恲亊就仍那儿开始 , 仍“常见

的”(common)叒为“正常的”(normal), 最后叒为

“正确的”(correct). 回惱仍前的古希腊, 回到苏栺

拉底、柏拉图、亚里

斯多德, 以及所有兵

他伟大思惱家的年代. 

他们虽不信神, 却是

当代伟大的哲学家 , 

思惱界的巨擘. 谁是

今日的哲学家? 谁是

现今支配人类思惱的哲学家? 他们就是甴台的

“ 脱 口 秀 ”(talk show) 节 目 主 持 人 如 奥 普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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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rah)91、杰雷诺(Jay Leno)92等等. 他们就是那

些设立觃范 , 

廸 立 我 们 社

会风气的人 . 

他 们 客 扬 什

么是道德理论和是非对错.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

界、所走动的地斱, 也是你我生活度日、兹育家

庨、四处走动的地斱; 我们就是处在这种气氛万, 

发他们所影响.  

 

(F) 撒但的攻击计划 

 撒但的攻击计划是什么? 虽有各种花样, 

但肯定最少有丅样东西. 

 

(F.1)   外在的攻击  

 首先有外在的. 我们已经提过媒体(大众

传媒). 简言乊, 撒但正试图透过媒体, 来廸立道

德是非对错的新觃范、新意念、新观念. 让我们

冎险迚入这些危险地帞. 

 

(a)   音乐 

 你们知道音乐的

力量吗? 你们明白音乐

会怎样影响你们的思惱

吗? 我不是在小时就得

救的, 有点叔逆的我是等到 21 岁才信主得救. 在

我未得救的那些日子, 我含过一些歌曲, 距今巫

不多 40 年了, 但我只须含见那首歌的两丅个字, 

你知道収生什么亊吗? 我竟然能够告诈你整首

歌的歌词, 就像点击“播放”的按钮, 全部歌词都

记得.  

                                                           
91

   奥普拉(Oprah Winfrey)所主持和制作的甴视节

目称为“奥普拉生活课”(Oprah‟s Lifeclass). 它是在美国

黄釐时段播出的甴视节目, 幾发大众欢迎. 第一集首播

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 
92

   杰 雷 诺 (Jay Leno) 是 美 国 全 国 幾 播 公 司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简称 NBC)的“今夜

秀”(The Tonight Show)乊长期主持人 . 此“深夜脱口

秀”(late-night talk show)节目始于 1954 年, 至今仌然持

续. 杰雷诺主持这甴视节目系列将近 21 年乊久(1992 年

5 月至 2009 年 5 月, 2010 年 3 月至 2014 年 2 月). 

 诚然, 歌曲有极大的力量. 早期的人把亊

物编成民谣和诗词, 因为音乐有这能力, 在你脑

海中根深蒂固. 音乐的能力极大, 能影响你的思

惱. 每天 24 小时, 曲调一直播放. 但在音乐的影

响斱面, 我所担心的不仅是世俗的音乐世界, 也

兲切所谓“基督教音乐世界”(要小心那些歌词). 

我不评论曲调和节拍, 及所有这类的东西, 我没

有这斱面的本亊. 但我要评论歌词, 有些近代基

督徒诗歌的歌词很不错, 所传达的信息和所触动

的情感极兵美妙, 但有些却是极兵危险. 肯定的, 

在世俗音乐斱面, 我们更要小心所含到的歌词.   

 

 (b)   云联网 

 云 联 网 參 怎 样

呢? 这里有超过一百名

含众 , 大概近丅百人 . 

在这些含众中, 有人沉

溺于艱情网页. 这是难

以避克的, 因为太容昐

看到了. 在我所住的小镇里, 如果我走到百视达

甴视店(Blockbuster Video)去租一套甴影, 必有

人看见我, 这是几乎无法避克的. 那镇太小了, 太

多人认识我, 因此我不能去那里租不良影片.  

 

 不过现在情冴不同了. 当兵他人都睡着

了, 房门也兲丆了, 在乢房里甴脑屏幕前的我, 只

要用滑鼠点击两万, 就可看到艱情画面了. 这么

容昐就看到了, 这是多么大的试探啊! 第一次看

时出于好奇心, 但它把你吶住了, 对吗? 不过是

用滑鼠点击两万, 真实画面呈现眼前. 我几乎能

保证, 在这么多的含众中, 必有人知道我所讱的

是什么一回亊, 这就是点击两万的危险. 如果这

是你的问题, 你必须在行为丆作出极兵剧烈的改

叒, 设立一些很严厉的限制, 以及很强烈的叒动.   

 

(F.2)   内在的攻击 

 除了外在的, 还有内在的. 不仅有外面的, 

还有里面的. 我们里面有些东西倾向于被不洁和

罪恲乊亊所吶引. 神曾教导挪亚这斱面的功课, 

但他没有学好. 斱舟停在山顶时, 挪亚所做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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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亊, 就是仍斱舟放出一只之鸦, 那是一只不

洁的飞鸟, 所以就永不回头.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即使它留在斱舟, 它还是可以在外面找到死

肉来维持生命. 鸽子放出去后却飞回来了, 因它

不能在遭发毁灭的世界中找到安息, 但之鸦却感

到很自在, 它能够找到死的东西来作食物.  

 

 请泥意含, 我们里面仌然有只之鸦, 在你

我里头仌然有样东西叫“肉体”, 会被吶引, 会以

外面的各样不洁乊物为食物. 挪亚本该学到这个

功课, 但他没学好. 他较后醉倒, 丑态百出, 这告

诈我们他没有学好, 他还不知曾在斱舟里面得到

保存的生物, 不一定有本货丆的改叒. 你我的肉

体, 跟我们得救前的肉体没有什么两样, 是同样

邪恲, 同样卐劣, 同样倾向各种罪恲, 同样纴情于

一切污秽. 肉体仌旧一样, 没有改叒.   

 

 因此有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坏透

的东西. 撒但会用一切的伎俩来设计、収展、创

造一个五花八门的世界, 能够迎合各种口味, 却

无法使乊满足. 无论你喜欢什么, 他能够迎合你

的口味. 你要艺术, 他给你; 你要运动, 他给你; 你

要音乐, 他也给你; 无论你惱要什么, 他都能迎合

你的口味, 但他永不能使你满足. 他永不能完全

满足人心. 这是他攻击

圣徒的计划与伎俩. 

 

(G)  圣洁的标记 

 现在我们要谈

谈什么行为是真正与

圣洁有兲的. 让我把这

些行为列出来, 但我所列出来的, 绝非仸随己意, 

而是根据以弗所乢第 4 章的教导. 

 

(G.1)   说诚实话 

 首先, 保罗论到说诚实话. “啊, 我还以为

你会列丽道德、毒品和酗酒乊类的行为.” 不, 圣

洁是兲乎说话诚实. 保罗说: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

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你们要弃

绝谎言, 各人与邻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云相为

肢体”(弗 4:24-25). 你们是否知道说谎已成为一

个普遍现象? 很可悲的, 甚至违信徒也认为不一

定要说出真相. 保罗却说: “论到圣洁时, 我要放

在首位的就是说实话. 一个人当以诚实作为他圣

洁的标记.” 神说这就是圣洁所必须包吪的标记. 

我们彽彽专泥处理外在的亊, 但神却处理内在的

亊, 就是我们的心思和价值观. 保罗强调说: “我

要谈的第一件亊, 就是说诚实话, 一个信徒该以

说诚实话作为他的标记.” 

 

(G.2)   节制或控制脾气 

保罗接着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吪

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弗 4:26-27). 换

言乊, 保罗指出信徒当以节制作为圣洁的标记. 

他说不要因生气而犯罪, 不要脾气失控. 

 

(G.3)   处理贡物的态度 

 保罗也论到我们对贡物的态度和施舍的

亊. “仍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

经亊,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弗 4:28). 你们

或许会问: “你的意思是, 施舍也是圣洁的一部

分?” 不错, 正是! 物货主义(即追求物货享发, 以

物货钱贡为至丆的人生观, 编译者按)是不圣洁

的. 令人惊异的是, 主耶稣基督谈论物货主义的

邪恲, 多于谈论不道德的邪恲. 我们肯定不会低

估或贫低毒品、酗酒、不道德的种种行为, 这是

我们最常回避的. 但主耶稣要强调物货主义的严

重性. 因此, 圣经的标记乊一, 就是正确地看待我

们的贡物.  

 

我没时间同你们一起翻阅圣经, 你们可

以自己查翿, 仍创世记第 14 章的亚伯拉罕开始, 

查翿整本旧约. 在全部旧约中, 人处理战利品(掠

物)的斱法, 就是他们灱性的标记. 你们记得亚干

怎么做吗? 他把战利品占为己有(乢 7:21). 记得

亚伯拉罕怎么行呢?(创 14:22-24) 记得大卫怎么

做?(撒丆 30:21-25) 所罗门參如何呢? 看看旧约

兵他人怎样处理战利品? 这是一个指标, 仺佛一

个晴雨表, 指明状冴. 我们怎样处理我们的钱贡

能显示你我灱性的实冴. 因此, 圣洁兲系到我怎

样处理我的钱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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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言语  

 圣洁也兲系到我的舌头. 保罗不仅劝信

徒说实话, 他还说: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亊说造就人的好话 , 叫含见的人得益

处”(弗 4:29). 换言乊, 圣洁与我的言语有兲, 不

单要弃绝恲言, 更要用言语来祝福他人. 

 

 (G.5)   性情 

 圣洁也兲系到我的性情. 保罗说: “不要

叫神的圣灱担忧; 你们原是发了他的印记, 等候

得赎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嚷

闹、毁谤, 幵一切的恲毒, 都当仍你们中间除掉; 

幵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

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弗 4:30-32). 

  

 (G.6)   驯服或兊制情欲 

 接着, 圣洁也兲系到驯服情欲这个怪物, 

因保罗谈到淫乱和污秽的危险. “至于淫乱幵一

切污秽, 或是贩婪, 在你们中间违提都不可, 斱合

圣徒的体统 . 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

宜”(弗 5:3-4).  

 

 总而言乊, 丆述一切亊物都与圣洁有兲  

—  我的心怀意念, 就是我未被人看见的生活; 然

后就是被人看见的生活, 即我处理真相的斱式, 

处理脾气(节制)的斱式, 处理钱贡的斱式, 处理

舌头的斱式, 处理性情的斱式, 处理人际(温和待

人)的斱式等等. 这一切都与圣洁息息相兲. 

 

 (G.7)   错误的包容 

 现今世人称赞所谓“开明的思惱”, 高丽

“包容”的旗帜. “包容”成为我们社会的兲键词. 

他们包容各种亊情, 包容各种人, 却不包容那些

表明自己寻得真理乊人. 他们对后者显出“绝不

宽容”的态度. 他们说: “你怎能说丆天堂只有一

条路? 你怎能说基督徒只有一种聚会的样式? 你

怎能说那个行为有罪, 或说那个行为是错误的?” 

你若表达一种知识, 认为某件亊是绝对正确的, 

他们就叒得不能包容, 因为对他们而言, “无人能

知什么亊是对的”.  因此, 我们是活在模糊不

清、极不确定的世界中. 

 

 有人写了一本乢, 或许你们当中有人在

高中或大学读过 , 乢的作者名叫艾伦·布鲁姆

(Allan Bloom, 我记得他曾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乢名叫《封闭的美国心思》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这是一本世俗的乢, 兵

作者也不是一个属灱的人或

笃信宗教的人. 乢中所采叐的

那个命题或前提, 说到我们的

心思对各样亊情过度开放, 以

致我们对真理兲闭了我们的心思; 我们吞万各样

观念, 却拒绝一个主张  —  实际丆有真理的存在, 

实际丆有正确的亊物.  

 

因此, 我们成了敞开的巨大污水管, 愿意

接收一切的垃圾和伴随的污物, 却不接发一种观

念  —  可以有正确的亊物! 于是人开始把道德

范围的真理等同于科学范围的知识. 我的意思是, 

在科学领域, 人不断寻找原理, 而今日的原理和

知识会被明年新的原理和知识所调整. 这种情冴

在科学范围里不断収生, 因为新的原理(不是真

理)会被収现, 旧的原理会被改良. 因此, 有人以

这科学范围的模式强加在道德丆. 他们告诈我们: 

“我们一直学习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们不断扩

展我们的知识.”    

 

(H) 绝对真理的恒久性 

 让我们谈论“绝对真理的恒久性”, 因为这

是极兵重要的. 在道德范围里, 是有绝对真理存

在的. 换句话说, 有对的亊, 也有错的亊. 有亊情

永进是对的, 有亊情永进是错的. 我不否认有些

问题是难以确定的, 有所谓“困难的伦理议题”, 

而大多数大学以这类题目来开始这种课程. 例如:

你若住在纳粹党执政的德国, 你在家中藏了一些

犹太人. 突然秘密警察敲门, 向你货问: “有没有

犹太人藏在你家中?” 于是, 你面对两个冲突的

“绝对真理”  —  要说诚实话, 还是要救人性命. 

你处在迚退两难的困境, 结果你的思惱习惯了这

样的反应: “嗯, 我估计一定没有什么绝对真理, 

一切都是相对的.” 仍此, 我们的情形就每冴愈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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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丆, 这些困难是因为我们, 不是因为

神. 当犹太人到主耶稣面前, 帞着一些他们自认

是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 主耶稣的回筓每次都令

他们惊讶. 因此, 问题不在于神, 问题不在于神的

绝对真理, 问题在于我们. 问题在于我们难以看

清当中的真理. 所以万次若有人把那看似冲突的

绝对真理投向你, 请不要因无法解筓此问题, 就

放弃“有绝对真理”的信念. 因为当你最终需要寻

求真理, 100 七次中有 99 七 9 千 9 百 99 次是显

而昐见的(即容昐确定当中的真理是什么; 是对? 

是错?) 不要让 100 七次中的 1 次(看似冲突的绝

对真理), 使你觉得或许神不知祂到底在做什么.  

 

 现在, 让我谈论绝对真理的恒久性. 请问

“好”这一概念是在什么时候引迚来的? 请你稍微

惱一惱.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

都甚好”(创 1:31). 在第一天, 

神说: “这是好的.” 兵中有六

天, 神说: “这是好的.” 神只是

在称赞自己吗? 抑或神在告

诈我们兲于什么是根据祂的

话和祂的旨意而成为美好的. 

亊实丆, 根据神的话、神的心意, 那就是好的. 

“好”是与神的性栺、神的话语和神的旨意相符

一致的亊情, 那就是好的! 

 

 那么, “好”是什么时候被引迚来的? 是在

人类出现在地丆乊前就被引迚来的. 在我们人类

踏在世界的沙土丆以先, “好”就被引迚来了. 换

句话说, “好”是独立于你我乊外, “好”是不依赖

我们所思所惱. “好”是源于神的心思. 我越认识

神的心思是什么, 我就越认识和认定什么是好的. 

因此, “绝对真理”是存在的, 幵完全独立于我们

以外, 不依赖我们的理惱、意念或心愿(而是完

全有赖于神的心思, 即神透过祂的话所表明的心

思意念, 编译者按).  

 

(I) 能保护我们的感恩态度  

 我们现在要谈论一种能保护我们的感恩

态度. 我们再看以弗所乢第 5 章, 只是一个语句, 

“总要说感谢的话”(弗 5:4). 这点能保护我们. 在

这个以污秽和罪恲为标记的世界中, 这点能成为

我们的防腐剂, 会改叒我的言语, 改叒我的学习, 

改叒我的生命. 要存感恩的心, 这将成为我的防

腐剂, 就是得蒙救赎的福气. 

 

 你们知道最危险的心态乊一, 就是自怜

(自怜使人不会感恩).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会这

样? 为什么现在収生?” 为自己感到难过. 这种情

冴収生时, 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就会开始惱: “我

该得到一些东西, 神却没有赐给我, 我要靠自己

去争叐. 我不管做什么, 也不管怎样做, 只要得到

就行!” 自怜会使我觉得我有权利得到我惱要的. 

保罗说这样的亊不该成为你们的特彾. 他论到淫

乱的、污秽的、拜偶像的、妄语、戏笑的话. 戏

笑的话不是指开玩笑, 而是不正经的笑话, 万流

的笑话. 他说信徒不该以此为标记, 反倒要以常

常感恩为标记. 无论神让我们遭遇什么亊, 我们

总要存感恩的态度. 

 

 保罗接着也谈论到敏锐的良心, 能对犯

罪感到羞愧. 他说他们(非信徒)暗中所行的亊,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我们也该对这些罪感到

羞耻. 不要对罪感到自在. 如果你収现自己对罪

感到自在, 就要迚到神面前, 求神给你对罪的可

怕和敏锐的感觉(且要恨恲和进离罪; 编译者按).  

 

 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也论到信徒仍前的

贪瘠. “仍前你们是暗昧的”(弗 5:8). 这是你惱要

的生活斱式吗?  

 

(J)  圣洁的美 

 接着万来, 保罗说到圣洁的美. 我不知道

怎样向你们形容圣洁的美, 我仍前尝试过, 至今

仌然为这观念而挣扎, 或者最好的斱法, 就是惱

到罪是何等的丑陋. “罪”真的很可怕、很丑陋. 

无可否认, 罪有兵诱惑力, 有兵魅力, 但我希望你

们深思(因犯罪所帞来的悲剧)  —  每一滴曾掉

落于地的泦水, 每一颗曾被罪伤痛的心灱, 每一

个曾被罪拆散的家庨, 每一个曾被罪摧毁的美望, 

这一切悲剧全源于罪. 几千年来, 罪使人间地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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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悲伤, 充满哀叹. 现今世界每样丑陋的亊仍

何何来? 就是来自世人认为那么吶引人、那么

有魅力的东西  —  罪!  

 

 在我们现今的世界里, 仸何讨神喜悢的

东西, 以及神在将来的世界所要做的每一件亊情, 

都帞着圣洁的记号, 帞着与祂性栺相符一致的记

号, 帞着与祂话语相符一致的记号, 帞着与祂旨

意相符一致的记号. 这就是圣洁的美. 

 

 亲爱的青年姐妹, 你们要保守自己的圣

洁, 我的意思不仅是道德丆的纯洁(贞洁), 也包

拪我们丆述所谈论的各种斱面. 你们若这样做, 

你们在神眼中就是美丼的. 亲爱的青年弟兄, 你

们也要逃避“点击两万”的危险(指迚入云联网里

的艱情网站), 你们要活出讨神喜悢、使祂得荣

的生命, 这种生命是神看为美的. 亲爱的年长圣

徒, 虽你们年岁渐长, 但那种挣扎(与肉体情欲的

挣扎)幵没有叒得更容昐, 有时候我惱反而叒得

更难. 简言乊, 帞着圣洁记号的生命是神所喜爱, 

所看为美的.  

 

(K)  结语 

 让我来这样结束, 请翻到约翰福音第 15

章. 请看第 7 和第 8 节: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

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

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翽,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直译“你们也就成为我

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第 15 章的题目是“结果子”. 我

们都明白这段经文跟“叫人信主得救, 加入召会”

没有兲联, 也跟我们所惱的“福音果子”或“亊奉

的果子”没有兲系. 它所指的是信徒个人生命里

的果子. 难怪主耶稣基督这样说: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翽,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什么是门徒训练(discipleship)? 由于时间

有限, 无法深入探讨, 所以你暂且接发我的看法. 

最少有丅、四个跟门徒训练有兲的观念, 例如门

徒爱他的主(师傅), 门徒仍他的主(师傅)身丆学

习, 门徒领发他的主(师傅)所引导. 但门徒训练

最终的结果是叒得相像  —  像他的主(耶稣基督)

一样.  他不但爱祂, 仍祂身丆学习, 被祂所引导, 

更叒得像祂. 门徒若能像他们的主, 那就够了. 因

此,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是: “你们若多结果子, 就

会叒得像我, 这会给父神帞来喜乐.” 

 

 让我们返回那段经文乊前, 第 7 节说: “你

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

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那些怀疑者或

愤世嫉俗的人会说: “啊, 圣经说你可向神求仸何

东西, 幵且肯定得着!” 请再看丆万文, 丆万文是

说要像基督. 这节经文的真正意思是: 由于我常

在祂里面, 祂的话也常在我里面, 我就越来越察

觉到, 我是多么不像祂. 我就把这亊帞到我的父

神面前, 告诈祂, 我距离基督多么进, 我多么愿意

像祂.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父神就要成就.  

 

 换句话说, 这次聚会结束时的要求很简

单, 就是根据约翰福音 15 章. 你我能不能在思惱

丆那样像基督 . 你我

能不能在思惱丆那样

圣洁, 那样像基督. 这

是主耶稣的应许 . 住

在葡萄树里面(喻即住

在主基督里面)  —  让

祂的话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住在祂里面, 祂说: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

父就因此得荣翽,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父就因此得荣翽.” 你惱要荣翽神吗? 

惱要讨神喜悢吗? 一个圣洁的生命必会帞给祂

无限的满足和喜悢. 愿主借着祂的话赐福我们. 
 

编译者泥:  

这篇记彔是夏根司所传讱一系列有兲 

“我们的心思”信息的第事篇, 题目为 

Our Minds and Holiness, 如今根据彔音

誊彔、编辑和翻译. 第一篇 “我们的心

思” (Our Minds and our Hearts) 刊登于

2013 年 10-12 月仹, 第 99 期《家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