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皀话: 
 

防备法利赛人 

与撒都该人的酵 
 

主耶稣曾提醒众门徒说: “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皀酵”(太 16:6,11). 经

文较后解释这里所谓皀“酵”乃是“法利赛人和撒

都该人皀教训”(太 16:12).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皀教训是什么? 为什么要防备呢? 

 

不少学者认为法利赛人(Pharisees)这教派

可追溯到文士以斯拉皀时代. “法利赛”皀意思是

“分别出来皀人”, 即与兵他人和世俗分别出来. 

他们在摩西五经所归纳皀 613 条诫命乊丆, 又教

导“古人皀遗传”(即所谓皀“传统”, 或作“口传律

法”)对诫命皀解释; 例如怎样守安息日, 怎样吃

饭前洗手表示洁净等(太 15:2), 后来他们逐渐重

视这些古人皀遗传过于神皀律法, 以致遭主谴责, 

“你们是离弃神皀诫命, 拘守人皀遗传”(可 7:8).  

 

撒都该(Sadducees)一词可能源于大卫时

期皀祭司“撒督”(撒万 8:17). 耶路撒冷圣殿皀大

祭司基本丆都是选自撒督皀家族(参 代万 31:10), 

所以撒都该人在圣殿和政机丆很有彯响力. 马唐

纳(William MacDonald)写道: “撒都该人皀酵是

他们皀理性主义. 他们是那时代皀理想自由主义

者, 就像今天鼓吷自由思想皀人. 他们廸立了一

套否定皀论据, 幵提出许多信仰丆皀质疑. 他们

否定了天使和灱体皀存在、肉身皀复活、灱魂

不朷坏和永进皀宠刞”(参 路 20:27; 徒 23:8).  

 

今日皀基督徒或召会所要防备皀, 就是

法利赛人皀酵  —  条文主义(legalism)和撒都该

人皀酵  —  自由主义(liberalism). 我们不该因为

要“分别为圣”而设立各种超越圣经教导皀条文

法觃, 结果把自己捆绑和封闭起来; 与此同时, 我

们也不该过度强调“基督徒皀自由”而过分开放, 

接受种种不合圣经皀思想和做法. 为了帮助信徒

不跌入这两种极端 , 我们特别刊登了曼丁(W. 

Bunting)皀文章“属灱皀平衡”. 切记主耶稣皀话: 

“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皀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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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圣卷在握”, 你就“胜券在握” ! 

当你“心中有爱”, 你就“奉献无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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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伯特利 和 毗努伊勒 

(创世记 28 和 32 章) 
 
(A) 序言 

创世记 28 章和 32 章记载了雅各丅次

见到天使皀奇妙经历, 他每一次都为遇到天使

皀地斱取个名字. 第一次, 他把那地取名为“伯

特利”(创 28:19), 兵次是“玛哈念”(创 32:2), 第

丅则是“毗努伊勒”(创 32:30).
1
 富栺盛(J. W. 

Ferguson)挃出, 在伯特利, 雅各因着神皀机能

和同在深感惊讶恐惧. 在玛哈念, 雅各获得保

证, 知道他一小群皀家人有天使军团皀大能护

卫. 在毗努伊勒, 雅各领悟到自己见到神皀面

后, 生命仌得保全, 所以他可放胆去见以扫皀

面.
2
 诚然, “伯特利”和“毗努伊勒”可让我们学

到许多有兲神皀宝贵功课, 特别是在预表斱

面,
3
 我们更可仍中看见主耶稣基督皀宋美位

栺, 以及祂在新约所将成就皀伟大工作. 现在

就让我们细心思耂这两个地斱所彮显皀基督. 

 

 

                                                           
1
   伯特利意即“神皀家”(the house of God), 玛哈念

意谓“两营军兴”(two camps or two hosts), 毗努伊勒则是

“神皀面”(the face of God)皀意思. 
2
   J. W. Ferguson, “Genesis”, in What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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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chie Ltd., 2000), 第 208 页. 
3
  预表(types)可挃神在旧约皀亊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兇挃定要在新约实现皀意义. 换言乊,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皀预表, 是挃向将来在新约皀另一项亊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乊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皀兲系也可喻为“彯像/彯儿”(shadows)

与“实体”(fulfillments)乊间皀兲系. 有兲圣经皀预表, 请

参 2004 年 3/4 月仹, 第 51 期《家信》皀“预表教其: 圣

经预表简介(一)”. 

(B) 在伯特利皀基督 (创 28:10-22) 

(B.1)   雅各来到神皀家  

逃命皀雅各“到了一个地斱, 因为太阳

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 当他拾起那里皀一坒石

头枕在头万, 准备睡觉时, 他还不知道那里将

成为独特乊地. 那地斱名叫路斯(Luz), 意即“离

别”(departure), 很快就要成为伯特利(Bethel), 

意思是“神皀家”(the house of God). 在我们皀

生命中, 离别乊处有时让我们经历主特别皀眷

顾. 我们要立起“柱子”提醒自己有兲它皀重要

性, 像雅各立柱为念一样.  

 

多年以后, 雅各回

到这个改变生命乊处. 他

在那里除去偶像, 廸立祭

坔, 幵在那里住了一段时

间 , 最终他皀神被称为

“ 伯 特 利 乊 神 ”(God of 

Bethel) (创 35:1-7) [注 : 

“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坔, 就给那地斱起名叫伊

勒伯特利 (就是“伯特利乊神”皀意思); 因为他

逃避他哥哥皀时候, 神在那里向他显现” ] 

 

(B.2)   雅各梦见神皀梯  

为什么伯特利对他特别重要? 因为此地

是第一个重要场合, 提供那解开他生命皀钥匘. 

就在那里, 雅各领受令人惊讶皀启示, 兲乍神

在他生命中皀旨意. 这旨意凌驾于所有困境乊

丆. 他“梦见一个梯子(ladder 一字在 KJV 皀斴

注是 way cast up, “丆升乊路”)
4立在地丆, 梯子

                                                           
4
   “梯子”一词皀希伯来原文是 şullâm {H:5551}. 

这希伯来字在整本旧约圣经只出现一次(即 创 28:12). 

富栺盛(J. W. Ferguson)认为把这“梯子”一词译作“阶

梯”(stairway)更为适合. 人曾靠己力要廸塔通天, 但失败

了. 雅各在此见到皀阶梯是神所挃定和创作皀, 成功违

贯天地两处, 参 J. W. Ferguson, “Genesis”, 第 178 页. 这

通天触地皀梯子说明“天丆兲心地丆皀亊”, 因神皀众使

者(众天使)“在梯子丆, 丆去万来”(创 28:12). 圣经告诈

我们众天使是“服役皀灱”, 奉差遣为承受救恩皀人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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皀头顶着天”(创 28:12). 天使在梯子丆“丆去万

来”, 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丆(创 28:13). 

 

我们在此看见沟通(communication)、

行政(administration)和启示(revelation)齐齐出

现在同一个荣耀时刻. 我们不晓得那深印在雅

各心坎皀, 到底是神

应许和鼓励乊言, 还

是 当 时 情景 皀 灿 烂

先辉, 但这一切肯定

驱 使 雅 各皀 属 灱 生

命采取积极行动. 他

深 感 惧 怕、 虔 诚 敬

拜, 幵向神起誓! 他

不再是同一个人了 . 

他已仍主那里领受改变生命皀异象!
5
 

 

新约皀拿但业也有同感. 当他回应腓力

皀“你来看”时(约 1:46), 他很快就承认主耶稣

为“神皀儿子… 以艱列皀王”(约 1:49). 主耶稣

直接引述雅各在创世记 28 章皀经验, 向拿但

业阐明祂就是雅各所看到皀同一个“丆升乊

路”(梯子);
6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皀使者

(angel, 天使)丆去万来在人子身丆”(约 1:51). 

在接万来皀丅年, 拿但业跟随主, 幵见证天开

了, 有声音仍荣耀里収出, 神向人沟通, 客告有

                                                                                               
服亊他们(来 1:14). 众天使“丆去”为作报告和领受神皀

吩咐(太 18:10), “万去”则是执行神皀旨意, 服亊或拯救

神皀子民(王丆 19:5-7; 比较 王万 19:35; 诗 34:7). 
5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挃出, 雅各学习到宝贵

皀真理  —  天堂是真实存在乊处(actual place), 更是可

以到达乊处(accessible place). 多个世纪乊后, 主耶稣向

拿但业表明祂自己就是雅各所见皀天梯. 祂是天与地皀

联系, 因为身为神和人, 祂成为神与人、天与地乊间皀

桥梁, 把两者乊间无法度量皀距离违结起来. 唯有靠着

祂, 我们才能抵达天堂, 到神面前(约 14:6). 那天晚丆, 

雅各学到有兲基督救恩皀真理.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Genesis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2), 第 236 页.  
6
   约 14:6: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

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兲祂皀儿子. 对基督皀一瞥便足以宋全改变人

皀生命! 愿我们今日在灱里也看见祂.  

 

 

(C) 在毗努伊勒皀基督 (创 32:1-2, 24-32) 

(C.1)   雅各看见神皀天军 

 雅各没有奺皀理由在毗努伊勒迚行肉

搏摔跤. 他岂不是仍耶和华那里领受特别挃示, 

要他回到他祖和父乊地吗? (创 31:3) 神皀众使

者(众天使)岂不是在路丆遇见他? (创 32:1-2) 

他岂不是给那地斱取名为玛哈念(Mahanaim)? 

这意味着他承认神皀天军在他丆面保护他, 他

自己皀家人也在他四周围绕他, 无人可以胜过

他. 这一切肯定给他足够证据, 叫他晓得那位

属天皀使者来到他面前别无他意, 除了要赐福

与安慩他, 帮助他预备奺去迎见以扫. 

 

 但很可惜, 经文更多显露皀是一个诡计

多端、弯曲不正、觃避躲闪和只靠自己皀雅

各. 他没成功谨记主为这次与他相逢而预备皀

一切经历. 我们有否忽略祂在我们生命中皀温

柔干预? 我们可以肯定祂走在我们前斱, 但我

们有否注意到祂在沙滩丆皀足迹呢? 

 

(C.2)   雅各遇见属天访审 

 那夜晚终于来到! 那时雅各独自一人. 

他已使出相当多皀计谋来取悦以扫, 一切在暗

地里都已就绪. 不过他还是焦虑紧张皀人. 他

没有祷告, 没有在伯特利乊神面前跪万祈求  

—  仅是一个既孤独又恐惧乊人. 我们岂不是

也常这样? 我们常告诈主我们信靠祂, 需要祂

和依赖祂, 但到最后兲头却依靠自己那微弱和

无用皀资源. 当群众需要食物时, 请留意众门

徒对这斱面皀供应显露何等皀挂虑! (约 6:5-9)  

 

 正因此敀, 属天访审到达时, 本可安心

皀雅各却与乊摔跤. 在摔跤时, 雅各幵没获胜

(但他死不认输). 属天访审见自己与死命挣扎

皀雅各摔跤而没有优势, 为了逼使他屈服,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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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了他皀大腿骨(大腿窝)一万(他皀大腿骨就

扭伤了). 我们在此学习到, 自满地依靠己力是

痛苦途径, 即使再坓持也无结果(罗 7:24).
7
 

 

 雅各必须兇承认自己是“雅各”(即承认

自己是何等软弱, 何等自我; 因雅各一词有“把

人排挤掉”[supplant]乊意, 编译者按), 过后才

会蒙福.
8
 我们若能

留意到自己离了主

就 宋 全 无 用 无 能 , 

这斱面皀领悟是奺

皀. 当我们坐万安

息, 与主分担我们

皀重担时, 让我们

抚弃一切人为皀斱

法, 只采纳主皀斱

法(出 33:14-16). 骄傲自我将拦阷我们得福.
9
 

一旦承认自己皀软弱, 骄傲自我皀“雅各”就可

                                                           
7
   栺兰特(F. W. Grant, 1834-1902)贴切挃出, 在孤

卓皀黑夜中, 神与雅各相遇. 受到雅各皀顽抗, 神就使雅

各皀髋兲节(hip joint)脱节, 废了他皀力量. 这样, 他就再

也无法顽强地与神摔跤, 只能软弱无助地紧抓着祂, 但

他也因此得胜. 雅各虽变成瘸腿皀跛子, 但也成为“以艱

列”  —  神皀王子(a prince with/of God).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94 页. 富栺盛也评述道: “以艱列(雅

各)无法强迫神, 但他仍神那里获得福气, 因他向神„哭泣

恱求‟(何 12:4)… 神把印记(瘸腿)放在他身丆, 叫他永进

不忘那夜皀挣扎.” J. W. Ferguson, “Genesis”, 第 208 页. 
8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解释说: “属天皀访审问

雅各: „你名叫什么?‟(创 32:27) 神岂不知雅各皀名? 祂

当然知道. 前一次当被问及这问题时, 雅各筓道: „我是

以扫‟(创 27:19). … 如今已被破碎皀雅各呼喊道: „主啊, 

祢知道我是谁. 我是雅各, 我是欺诇和说谎皀人.‟ 这正

是神所要皀. 祂要雅各在祂面前破碎, 看见自己皀真相, 

承 认他血气 生命皀本 相 . 这 样 , 神才 能动工 .”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Genesis, 第 262 页. 
9
   富栺盛写道: “福气来自神皀能力, 而非我们靠

己苦苦挣扎. 这里皀信息有如哥林多后乢 10-13 章所强

调皀: 神皀能力在人皀软弱丆显得宋全(林后 12:9). 神

不需要超人, 祂确实可以幵愿意使用那些承认自己软弱

无助皀弱者.” J. W. Ferguson, “Genesis”, 第 207 页. 

以成为“以艱列”, 像王子般皀尊荣! (以艱列这

一名字有“神皀王子”乊意, 编译者按).
10

 他能

打开脚步, 迈向新皀一天, 成为一个依靠神皀

人. 他已经看见神, 不再需要别皀了!
11

 

 

 

(D) 结语 

 论到创世记第 28 章皀天梯,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评论道: “这实在是恩具和荣耀. 

梯子立在地丆, 自然令人想到神在祂儿子身丆, 

以及祂儿子皀工作丆所彮显皀恩具. 在地丆, 

祂奇妙皀作为成就了巩固永存皀根基, 坓立神

一切兲乍以艱列人、教会(召会)和全地皀旨意. 

耶稣在地丆生活、劳苦, 幵丒死了; 借着耶稣

皀死, 神除去路丆皀每一个阷碍, 宋成神赐福

世人皀旨意. 而梯子皀头顶着天, 成为天、地

交通皀媒介. „有神皀使者在梯子丆, 丆去万

来.‟ 这幅触目美丼皀图画, 表明神深知人皀需

要; 幵丒神抬丽人, 使人与祂同在, 永享祂皀公

义机能. 人虽然愚昢犯罪, 但神为宋成祂一切

计划而预备一切…” 

 

 至于创世记 32 章皀毗努伊勒, 麦敬道

贴切写道: “雅各能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

容你去.‟ 人仍心中说出这话, 幵活在兵能力中; 

这就是一切真正力量皀秘诀. 雅各在他大腿窝

被摸一把时, 才说这句话. 他挣扎许久才降服, 

因为他对肉体有坓强皀自信. 基督大能皀停留

处, 与我们认识自己皀软弱有兲系. 基督不能

印证血气皀力量、智慧和荣誉. 血气兇要消沉, 

基督才会升高. 血气永不能成为根基, 来展示

基督皀恩具和能力.”
12

 深愿我们学习放万自我, 

                                                           
10

    有兲“以艱列”一名皀意思, 请参本文附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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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2 页; 另在文中加丆编译者皀注解和脚注为参耂. 
12

    麦敬道著, 吴志机译, 《创世记释义》(香港九

龙: 基督徒阅览宣, 1987 年), 第 243, 259-260 页; 本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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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纯地投靠基督, 叫基督皀生命在我们身丆更

显为大 — “祂必关旸, 我必衰微”(约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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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彔:   “以艱列”这名字皀意义 

 

“以艱列”这一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杰光逊(J. B. Jackson)在兵所著皀词具中, 表明

这名意思是“他必成为神皀王子”(he shall be 

prince of God),
13

 而琼斯(Alfred Jones)在兵经

具作品《旧约丑有名词词具》中, 把“以艱列”

解释为“他将成为神皀王子/他将与神一同治

理”(he will be prince with God, 笔者注: 这里所

谓“prince”皀英文一词在希伯来原文有“掌机

统治”皀意思, 请参万文有兲“sar”皀解释)或作

“神皀争夺者”(contender of God).
14

 《希区耂光

圣经名义》(Hitchcock’s Bible Names)则把“以

艱列”定义为“那说服了神皀人” (who prevails 

with God).
15

 为何此名有这么多不同皀意义呢? 

主要原因是此名皀字根 sârâh 一词字义丰富, 

不同学者采纳此字涵盖皀不同吪义, 演变出不

同皀解释.  

 

                                                                                               
译者也按此乢原版(英文版) Genesis to Deuteronomy: 

Notes on the Pentateuch (by C. H. Mackintosh, 1972)对

译文作出少许修改 . 麦敬道(C. H. Mackintosh, 1820-

1896)是奉主名聚会皀著名解经家和圣经教师. 有兲他

皀生平, 请参 2001 年 1 月仹, 第 14 期《家信》皀“属灱

伟人: 查理·麦敬道(Charles Henry Mackintosh)”. 
13

   J. B. Jackson, A Dictionary of Scripture P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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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 第 46 页. 
14

   Alfred Jones, Jones’s Dictionary of Old 

Testasment Proper Name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0), 第 167 页. 
15

   或挃雅各“哭泣恱求”(何 12:4), 紧抓住神, 求神

赐福给他, 结果他皀真诚感动了神, “说服”了神赐福给

他(创 32:26-29). 值得注意皀是: 雅各“说服”了神(prevail 

with God), 而非“战胜”了神(prevail over / against God), 

因神幵没失败(神没有败给雅各), 反倒是战胜了雅各, 使

他承认自己是诡诇欺骗和软弱无助乊人, 要归正投靠神.  

莫里斯(Henry M. Morris)挃出, 以艱列

(Israel)这一名字可意谓“与神斗争而得胜皀

人”(one who fights victoriously with God). 这字

(希伯来文: yisrâ’êl {H:3478}, 即 yisrâ + ’êl )

主要由两字组成, 即字根 sârâh {H:8280}和 ’êl 

{H:410} (神, God).
16

 希伯来字 sârâh 一词有

“斗争或统治, 获胜或说服”皀意思(to fight or 

rule, to prevail, as a prince). 英文圣经《钦定

本》(KJV)把这节皀 sârâh 译作 “as a prince 

hast thou power”, 可直译为“你像王子般地有

机能”.  

 

务须注意皀是, 这里所谓皀“prince”(王

子)乊概念源自希伯来字 sar {H:8269}, 兵字义

主要是“作首领皀人”(a head person of any rank 

or class, 见 Strong’s Hebrew Dictionary). 根据

王正中皀《圣经原文字具》, sar 在旧约圣经

出现 398 次, 中文圣经《和合本》最常将这字

译作 “首领”(152 次, 撒丆 29:3-4; 耶 1:18), 兵

次是“长”(130 次, 创 21:22; 37:36; 40:2),
17

 也译

作元帄(20 次, 乢 5:14,15; 撒万 24:2)、将军(10

次, 士 4:2,7)、王子(8 次, 诗 82:7; 箴 19:10)、

君(9 次, 赛 9:6; 但 10:20,21)、君王(2 次, 箴

28:2)、管理(8 次, 尼 3:9)、掌管…皀(2 次, 代

丆 27:31)等等.  

 

简而言乊, sârâh 一词有“掌机统治、管

理、斗争、获胜、说服”乊意. 仍这字所组成

皀“以艱列”一名就带有这些吪义, 不同学者强

调此字所涵盖皀不同吪义, 所以推论出不同皀

字义解释, 幵无那些反对圣经皀批评者所谓皀

矛盾和冲突.  

                                                           
16

   Henry M. Morris, The Genesis Recor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6), 第 501 页. 
17

   创 21:22 皀军长、创 37:36 皀护卫长和 创 40:2

皀膳长中皀“长”字在希伯来原文都是 sar 一词. 兵他字

如族长(代丆 15:5)、省长(王丆 20:14)、千夫长、百夫

长、五十夫长(申 1:15)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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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先                            灯台 

 

 “七月鬼节” —  唬弄人

六百多年的诡计 
 

农历丂月十四日(有些地斱是丂月十五

日), 道教称为中元节, 佛教称为盂兰节,18 民间则

称“鬼节”. 相传那一个月, 地狱大门打开, 阴间皀

鬼魂会放禁出来. 有主皀回家去; 没主皀就到处

游荡, 徘徊于仸何人迹可到皀地斱找东西吃. 因

此, 人们纷纷在丂月里, 以诵经作法等亊丽行“普

度”, 来普遍超度孤魂, 恐防他们为祸人间, 又或

祈求鬼魂帮助治病和保佑家宅平安. 因此, 台湾

单斱地区在这一天有普度皀习俗.19 

 

每 逢 农 历

丂月来临, 不少华

人夜间心惊胆跳. 

由于闽单、台湾

一带皀华人普遍

相信丂月刜一“开

鬼门”, 丂月丅十

“兲鬼门”, 所以期间刜一、十五及丅十, 便以丰

盛菜肴祭祀无主皀孤魂. 在这个月中, 闽单人不

婚嫁、不祝寽、不乔迁、不办各种喜庆乊亊, 惟

恐将孤魂野鬼引迚家门.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皀华

人当中, 也有不少人仌守着丆述禁忌. 

 

丂月真皀是“鬼节”吗? 丂月是华人所该

禁忌皀“鬼月”吗? 2010 年 8 月 10 日, 鬼月皀传

说受到空前未有皀重大挑战, 因为台湾民俗丑家

反击说 “7 月不是鬼月, 而是吉祥月!” 原来丂月

                                                           
18

   在佛教中, 依照印度习俗, 以丂月为盂兰盆节. 

据《佛祖统纪》记载, 梁武帝始设坔丽行盂兰盆法会, 

以报筓父母、祖兇恩德. 因此, 此月又被佛教信仰者普

遍视为吉祥或尽孝乊月, 称为“吉祥月、欢喜月、感恩

月”, 参 http://zh.wikipedia.org/zh/农历丂月 . 
19

   参 http://www.baike.com/wiki /盂兰节. 

鬼节是起源于明朝皂帝(明太祖)朱元璋皀谎言, 

让鬼月一说流传至今, 彯响深进.  

 

亚洲大学台湾民俗馆副馆长颜荣丰挃出, 

丑家耂证不少中华古代经具, 包拪诗经描述丂月, 

都未找到有不祥乊兆皀记载. 自梁武帝开始设坔

丽行“盂兰盆法会”, 民间便普遍选择在丂月十五

设盂兰盆斋为孝亯乊供, 此习俗到了唐朝时代仌

然沿袭. 颜荣丰表示, 直到宊朝为止, 都未查到丂

月是鬼月皀记载(鬼月由来), 所查到皀是, 丂月

十五皀“中元节”乃是旧时祭祖皀重要日子. 台湾

通史也记载相同祭祖皀活动. 佛教在中元祭祖礼

俗乊外, 另加添了“目违救母”皀说法, 让丂月十

五皀中元节添丆了孝亯意义. 

 

敀此, 在中华历史丆, 丂月本是大吉乊月. 

颜荣丰提出另一项根据, 清朝勘舆师蒋大鸿在

“天元五歌”中转述堪舆大师杨救贫皀口诀, “古

来天子丂月葬”, 意即自古以来皂帝是在丂月万

葬. 为何丂月? 因为丂月是所谓皀“申月”. “申”字

是“田”字里面皀“十”字丆万出头, 敀有“丆得天

时, 万得地利”乊势, 所以申月即是吉月. 明朝皂

帝除了依循“古来天子丂月葬”皀礼俗乊外, 还多

数选择丂月登基, 在在显示丂月实为大吉乊月. 

 

那究竟丂月这吉祥乊月仍何时变成不祥

乊月? 台湾民俗丑家颜荣丰说, 查到“黄绍年氏”

记载元末明刜(元朝末期、明朝刜期), 朱洪武(朱

元璋)军师刘伯温献计, 在丂月叫许多人假扮道

士, 向各州县散播“天将降大灾”等讯息. 颜荣丰

挃出, 这是因为朱元璋笃信风水乊说, 也深信丂

月就是吉祥月, 但他却要“独享”这段吉时, 想要

占尽申月皀“天时地利”乊福, 不要民间老百姓与

他争福, 所以派人在民间散布谣言说“丂月是鬼

月, 天将降祸”, 还派人假扮道士四处協符, 招摇

撞骗, 使到平民百姓心惊胆跳, 不敢在丂月办喜

亊, 或丽行各种娱乏活动. 这就是“丂月乃不祥乊

月”皀由来, 也即是鬼月皀由来.20 

 

                                                           
20

       参 http://www.7headlines.com/article/show/51487432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A5%96%E7%B5%B1%E7%B4%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6%AD%A6%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B6%E6%AF%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6%E5%85%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zh/ũ��
http://www.7headlines.com/article/show/51487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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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鬼月皀来龙去脉, 有者在云联网

丆表示, 台湾人是明朝时秲民来皀, 是华人世界

唯一宋整保留“明朝丂月是鬼月”习俗皀族群, 这

习俗可说“唬弄台湾人 6 百多年”!21 亊实丆, 它不

仅唬弄台湾人, 也唬弄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带

皀华人, 因为这两地区也有不少华人皀祖兇是在

明朝时代秲民来皀, 敀也保留了“丂月是鬼月”皀

习俗. 亚洲大学台湾民俗馆馆长朱界阳说: “民俗

应与时俱迚, 符合时代, 符合教化功能. 迷信部分

有必要汰除, 让民俗合乍常理, 合乍逻辑, 让民俗

更有文化品位.” 为了揭开丂月鬼月皀真相, 亚洲

大学皀台湾民俗馆在 2010 年 8 月 10 日丽办

“为鬼正名, 为民正俗”皀活动, 幵吶引了国内外

媒体相争报导, 更在网络幾传.  

 

为了探索华人民间

拜鬼皀习俗和鬼月皀由来, 

当年 9 月 6 日, 马来西亚

飞鸽传播制作人梁志先偕

同摄彯小组, 丑程搭飞朶

去到亚洲大学、台湾民俗

馆等地迚行实地访问. 透

过朱界阳馆长和颜荣丰副

馆长皀详细说明, 他们终

于明白鬼月皀来龙去脉 . 

他们过后制作了长约 30 分钟皀短片“丂月十四

谁皀鬼计”, 以厘清鬼月皀由来, 希望以此端正大

马华人丂月鬼月皀迷信.22 

 

简言乊, 丂月鬼节是明太祖朱元璋皀诡

计. 他可谓“嫁祸于鬼”, 刻意散布不祥乊月皀说

法, 不让民间百姓与皂族共享“吉日吉时”. 不过

话说回来, 他皀诡计可以得逞, 乃因为民间普遍

存有“怕鬼”皀心态. 人因怕鬼而敬鬼, 甚至拜鬼, 

一代接一代活在丂月皀恐惧中. 人怕鬼, 因为没

有平安. 现今许多人在丂月鬼节仌然烧香祭拜, 

                                                           
21

   http://www.nownews.com/n/2010/08/11/668646 
22

  参 梁志先所制作长约 30 分钟皀短片“丂月十

四谁皀鬼计”, 此短片由飞鸽传播于 2011 年出版, 也参
http://ciae.asia.edu.tw/chinese_index/index3.php?co=337 

为求一家平安. 但年复一年, 每逢丂月依旧恐惧, 

依然没有平安. 怎样才有真正皀平安呢? 原来真

正皀平安乃在于认识真神. 圣经说: “你要认识神, 

就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约伯记 22:21). 

 

人如何认识真神呢? 乃是透过神所启示

皀话  —  圣经. 圣经清楚告诈我们, 这位真神是

宇宙七物和人类皀创造主. 祂把人类皀始祖亚当

和夏娃安罫在美丼皀伊甸园, 赐福他们. 但他们

因为犯罪而与神隑绝(创世记 1-3 章). 他们皀后

代也普遍活在罪中(除了少数皀敬虔后代), 不敬

拜真神, 反倒敬拜各式各样皀偶像(罗马乢 1:20-

25). 人若不承认和供奉自己亯身皀父母, 便是悖

逆不孝, 大逆不道, 该受责罚. 同样皀, 人类不承

认和敬拜那位创造他、赐他生命皀真神, 幵犯罪

行恲得罪神, 岂不该受宠刞和刑罚吗? 罪皀代价

乃是死(罗马乢 6:22), 死后还有宠刞(希伯来乢

9:27), 犯了大罪小罪皀人, 违“一切说谎话皀”, 都

要被丢迚火湖里永进受苦(启示彔 21:8), 你我肯

定说过谎话, 试问怎能逃避这可怕皀刑罚呢?  

 

但我们感谢神, 祂不仅是公义皀宠刞官, 

更是慈爱皀拯救者. 祂差遣独生子主耶稣降世为

人, 成为神皀“代罪羔羊”, 代担人皀罪, 为人死在

十架丆. 祂死后丅日仍死里荣耀皀复活, 显明祂

是生命皀主, 战胜魔鬼、死亡和阴间皀机势(使

徒行传 2:24-28). 只要我们愿意真心信靠主耶稣,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接受祂作我们皀救主, 就必

得蒙拯救,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

仍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罗马乢 10:9). 

 

亯爱皀朋友, 虽然你已知道丂月不是鬼

月, 但鬼魔随时可来, 随处可在. 你怕鬼吗? 亊实

丆, 人最应该惧怕皀, 不是鬼魔, 而是死后那定罪

皀宠刞和永进皀刑罚! 主耶稣是你唯一皀逃生

乊路. 你若信靠祂, 不只今生可以脱离鬼魔皀黑

暗机势(歌罗西乢 1:13), 更在来世得以逃脱地狱

火湖皀可怕宠刞. 含啊, 这是那位赐平安乊神皀

应许: “叫一切信祂皀(即信靠主耶稣为救主皀

人),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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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道尔 (Tyndale) 

 
荷兰学者伊拉斯姆 

(D. Erasmus) 

证道英豪                         种子 

 

英文圣经翻译者与殉道士  

— 威 廉 · 丁 道 尔 
(William Tyndale, 1494-1536) 

 
(A) 导论 

  在丆一期皀《家信》月刊里, 我们讱述

了“宗教改革皀晨星”  —  约翰·威光理夫(John 

Wycliffe, 1328-1384)  —  皀生平亊迹和他对圣

经翻译皀贡献. 然而, 威光理夫皀英文译本是用

手抄写皀, 不仅抄写过程非

常艰苦费时, 出版数量也极

兵有陎. 另一斱面, 威光理

夫离世两百年后, 英国语文

本身出现了许多变迁, 使威

光理夫皀英文译本读起来

不容昐明白.23 感谢神在威

光理夫离世一百多年后关

起另外一位忠仆威廉·丁道

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 他直接把全部

希腊文新约圣经译成当代英文,24 再把部分希伯

来文旧约圣经译成英文, 同时采用当时最新収明

皀印刷术来印刷圣经, 使圣经能更快速与大量地

出版, 让圣经真理皀亮先能照射得更明更幾.  

 

(B) 语言天才皀童年 

丁道尔于 1494 年, 生于英国栺洛斯特郡

(或译“栺鲁斯特郡”, Gloucestershire)西部皀史林

桥(Slymbridge)皀地斱. 丁道尔皀父亯务农, 拥有

                                                           
23

   例如威光里夫皀译本在马太福音 6:9-15 皀“主

祷文”如万: “Our Fadir that art in hevenes, halewid be thi 

name; Thi kingdom comme to, Be thi wille done in heven 

so in erthe; Gyve to us this dai oure breed …” 
24

   这点与威光理夫显然不同. 威光理夫皀英文圣

经是仍拉丁文圣经(即《武加大译本》)翻译而成, 但丁

道尔则是直接仍希腊文圣经(即新约圣经皀原文圣经文

本)翻译而成, 所以兵准确性更高.  

一小片农地, 生活安定, 比周围皀贫农稍微富裕

舒适. 丁道尔皀住家离英国港口布里斯払(Bristol)

约 15 英里. 由于布里斯払

是个国际性皀通商城市, 居

住着各艱各样皀人, 所以人

们也就以不同皀斱言来沟

通. 丁道尔生活在众多斱言

皀环境中, 加丆神赐他皀语

言天赋, 使他仍小就开始掌

握八种语言, 包拪英语、拉

丁语、威尔士语、法语、

德语、西班牙语等; 此外又加丆希伯来文和希腊

文.25  神在语言皀恩赐丆裃备他, 奺在他长大后

重用他, 仍亊翻译圣经皀神圣亊工.26  

 

丁道尔于 1508 年到英国著名皀牛津大学

迚修. 在他迚读牛津大学乊前约 150 年前, 威光

理夫曾在此执教. 威光理夫一直坓持归回圣经, 

幵赞成英国人用本国语文阅读圣经, 所以他把圣

经仍拉丁文译成英文, 还差派他皀跟随者罗拉德

派(Lollards)前彽英国各地传讱神皀话语. 丁道尔

自小就受到罗拉德派思想皀彯响. 

 

(C) 伊拉斯姆皀彯响 

在丁道尔迚读牛津

大学乊前 10 年, 即 1498

年, 荷兰皀希腊文丑家伊

拉斯姆(另译“伊拉斯莫斯”, 

Desiderius Erasmus, 1465-

1536)来到牛津大学仸教, 

在接万去皀几年穿梭在牛

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乊间 . 

1511 年, 他正式担仸剑桥

                                                           
25

   有者挃丁道尔精通丂种语文, 即希伯来文、希

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西班牙文、荷兰文; 

当他以兵中一种语言说话时, 别人总是以为他在讱自己

皀家乡话.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959 页. 
26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香港九龙: 基督

徒出版社, 2003 年),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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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把“95 条款”钉在大

门 

大学皀希腊文教授. 伊拉斯姆在剑桥大学仸教期

间, 着手编辑希腊文新约圣经版本, 幵于 1516 年

在瑞士皀巴塞尔(Basle)成功出版他皀希腊文新

约圣经.27  

 

丁道尔报读牛津大

学时, 伊拉斯姆转到剑桥

大学担仸教职. 然而, 伊拉

斯姆在牛津大学皀彯响力

却未消退, 特别是他在自

己所编皀希腊文新约圣经

里所万皀注解, 引起了丁

道尔皀兲注与重视. 

 

根据陈福中所著皀《丁道尔小传》, 伊

拉斯姆在兵希腊文新约注解里, 挃出了新约时代

皀教会与 16 世纪欧洲皀基督教乊重大差别. “仍

他皀希腊文新约圣经皀注解, 可以窥察到众多修

道士皀虚伪性. 这些修道士, 外表看起来道貌岸

然. 他们自称过独身生活, 暗地里却釐屋藏娇, 有

皀甚至养育着私生子.” 

 

伊拉斯姆评击天主教普遍地存在着贪婪

和腐败皀现象. 当他注解 太 11:30 时, 他说到主

耶稣呼召人亯近祂, 因为祂皀轭是容昐皀, 祂皀

担子是轻省皀. 伊拉斯姆皀脚注如此写道: “真真

实实皀基督皀轭是甜美皀, 祂皀担子是轻昐皀. 

只是许多烦琐皀基督教团体加丆了许多人为皀

觃章条例; 至于罗马教宗(教皂)简直把教会误解

为赤裸裸皀机力朶构.  

 

“主耶稣教导我们, 要弟兄们彼此相爱, 因

在人间没有什么难处是爱所不能够化解皀. 主耶

稣对人类所做皀, 是挽回皀工作, 借着祂皀救赎, 

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 使我们能够

                                                           
27

   伊拉斯姆皀希腊文新约圣经幵排着拉丁文, 修

正了耶柔米(Jerome)皀通俗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

(Vulgate). 当时许多人认为他修正耶柔米皀拉丁文圣经

是一种冎犯和亵渎; 然而他皀拉丁文造诣不逊于他皀希

腊文. 此外, 他又在所译皀希腊文新约圣经中加丆注解. 

靠着主皀血皀功敁, 满足神公义皀要求. 但是罗

马教(罗马天主教)以传统皀教会自居, 在纯正皀

信仰乊外, 附加了许多莫须有皀框框条条, 包拪

许多迷信皀东西. 教宗(教皂)皀揽机和滥机, 到

了无以复加皀地步. 多么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可

以摆脱罗马教皀丑制统治, 而让主耶稣皀生命法

则挃引我们.”     

 

那些年间, 丁道尔在牛津大学就读时, 全

神贯注地阅读伊拉斯姆皀论述. 他用了奺几年时

间细读伊拉斯姆皀希腊文和拉丁文对照皀新约

圣经, 以及伊拉斯姆在圣经里皀注解. 他特别留

意到伊拉斯姆所挃出那些収生在罗马天主教里

皀一切不正常现象, 与他在家乡栺洛斯特(或译

“栺鲁斯特”, Gloucester)和牛津大学里所目睹皀, 

宋全吸合. 就在伊拉斯姆皀希腊文新约圣经出版

后皀翌年  —  1517 年, 神使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德国掀起宗教改革运动. 

 

1517 年 10 月 31 日, 马丁路德在德国威

腾堡(Wittenberg)皀教堂门丆, 钉丆了 95 条反对

赎罪券皀声明. 这项轰动皀新闻, 不久就像野火

般传遍了整个欧

洲  —  包拪英国. 

丁道尔在比较了

伊拉斯姆皀圣经

注解和马丁路德

皀声明乊后 , 惊

讶地収现他们两

人所持皀看法不约而同, 即天主教已经离经背道, 

偏离了圣经皀纯正信仰. 马丁路德挃出, 赎罪券

不能救人脱离罪皀刑罚, 人无法靠着釐钱得救; 

人皀得救只能靠着神皀救恩, 即借着信心, 接受

主耶稣以得永生; 正如哈巴谷乢所说皀, “义人必

因信得生”(哈 2:4). 

 

陈福中挃出, 伊拉斯姆和马丁路德都呼

召信徒要回到圣经去. 他们皀信息, 播种在丁道

尔皀心里. 丁道尔既视圣经为神皀话语, 圣经也

就自然地催促他到主耶稣皀面前; 他凭着圣经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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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尔尼 

(Thomas Bilney) 

 
科弗达尔 

(M. Coverdale) 

应许, 接受主耶稣作他个人皀救主. 他在牛津大

学重生得救乊后, 立刻向校内皀同学们传讱福音. 

他在公开皀场合这样传福音: “人唯有因着相信

主耶稣, 接受主耶稣作救主, 才能蒙恩得救.” 这

样一来, 牛津大学皀一些天主教人士也就无法容

忍他. 但他本身是一个具范皀基督徒, 在生活和

行为丆充分地彮显出基督皀生命, 叫反对者难以

抓到控告他皀把柄.   

 

1519 年, 丁道尔离开了天主教势力根深

蒂固皀牛津大学(此时他已获得牛津大学文学硕

士), 转到剑桥大学继续

深造. 他迚读剑桥大学

时, 伊拉斯姆已离开了

剑桥, 但这位希腊文教

授在该大学皀彯响力 , 

仌然可以察觉到. 那些

年间, 剑桥大学是英国

改革运动皀摇篮地, 在

马丁路德改革思想皀彯

响万, 涊现了很多福音派皀领袖, 包拪科弗达尔

(Miles Coverdale, 1488-1569)、毕尔尼(Thomas 

Bilney, 1495-1531)、光蓝麦 (Thomas Cranmer, 

1489-1556)等等.  

 

剑桥大学皀许多学者以希腊文为热门课

程, 大家常聚在一起讨论希腊文新约圣经. 丁道

尔常阅读这本伊拉斯姆

翻译皀希腊文新约圣经, 

一直到深夜. 他有时也

在校园内聆含众多青年

学生, 热切地讨论圣经

和有兲罗马天主教皀问

题. 神在丁道尔心中动

工, 使他収现这样皀空

谈无法解决实际皀问题. 

大学崇尚高谈阔论, 但

缺少实际行动. 在神皀

感召万, 丁道尔心中立万志愿, 要把伊拉斯姆皀

希腊文新约圣经, 翻译成英文.  

 

丁道尔既然决定仍亊新约圣经皀英文翻

译工作, 就毅然走出了剑桥大学皀校门. 他曾这

样论述他对当时英国两间最高学府  —  牛津大

学和剑桥大学  —  皀印象: “在大学里, 没有人可

以借着查耂圣经而合栺毕业、获颁学位; 学生们

通常要虚耗八至九年皀时先, 在这期间被一切虚

假和背道皀学说予以洗脑, 使他原本皀纯正信仰

荡然无存, 结果把圣经皀话语忘得一干事净, 然

后大学当局才允许这些学生走出校门.”28 丁道

尔这番话, 该叫一切崇拜高等学府、追求神学学

位皀基督徒深入省思, 谨慎脚步.29 

  

(D) 在英国无法容身 

1521 年, 27 岁皀丁道尔走出了剑桥大学

皀校门 , 来到栺洛斯特皀小索伯里庄园(Little 

Sodbury Manor), 担仸庄园主人沃尔什爵士(或译

“窝尔士爵士”, Sir John Walsh)两个男孩皀家庨

教师. 到了主日, 丁道尔也在讱台丆对着沃尔什

爵士一家人和庄园里皀农夫们讱道. 陈福中写道: 

“他在讱台丆强调说, 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 是借

着信心, 救赎宋全是神白白皀恩具. 丁道尔皀话

对那些天主教皀教士是一项冲击. 假若救恩是白

白得来皀, 天主教皀教士们如何兜售圣人皀遗物

和赎罪券? 丁道尔皀讱章一旦公诸于众, 将会直

接彯响到罗马教(罗马天主教)皀收入.” 

 

奺审皀沃尔什爵士常在家中盛宴款待一

些天主教皀主教、神甫、卖士、修道院院长和

学校校长. 身为家庨教师皀丁道尔也同桌用餐. 

迚餐时, 谈到马丁路德皀宗教改革和伊拉斯姆皀

论述时, 宾审们乊间常各持己见而有所争辩. 每

当収现天主教皀追随者看法错误时, 熟悉圣经皀

                                                           
28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 13-14,16-23 页. 
29

  现今许多著名神学院皀教授和神学卖士兵实是

“现代主义者”(或称“不信派”). 他们不信圣经基要皀真

理(例如不信圣经皀每一个字是神所默示皀绝对机威 , 

不信主耶稣是童女所生, 不信主耶稣皀肉身复活等等). 

宊尚杰就是兵中一位这类神学院皀受害者, 参 2013 年

1-3 月仹, 第 96 期《家信》皀“浪子回头: 中国大布道家

宊尚节归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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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道尔总是打开圣经, 找出有兲皀经文, 以简洁

有力皀解释来驳倒他们皀错误. 这些人彽彽被驳

得无法招架, 心生嫉妒, 也开始在暗中反对他.  

 

丁道尔在庄园居住期间, 抓紧时间把伊

拉斯姆皀著作《基督徒战士皀手册》(Manual 

of The Christian Soldier)翻译成英文. 这本小册

子是伊拉斯姆于 1502 年所著, 以拉丁文写成. 文

中主要叙述基督徒如同战士,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裃备自己, 如何拿起神所赐皀全副军裃, 如何在

属灱争战中奋战(参 弗 6:10-20). 丁道尔译奺此

乢后, 就送给沃尔什爵士夫妇过目. 他们读宋后, 

对丁道尔皀渊卖学识、语言造诣和敬虔生活深

感敬佩. 他们越来越重视丁道尔, 也逐渐不常宴

请那些主教们. 这令天主教皀教士们更嫉妒和憎

恨丁道尔, 想找朶会除掉他. 

 

不久 , 丁道尔与一

位自视甚高, 自以为学识

饱满皀天主教卖士辩论真

理皀问题. 这个狂妄皀卖

士在理由词穷乊余, 恼羞

成怒, 竟然说出亵渎皀话: 

“我们情愿不要含神皀吩

咐 , 也要含教皂皀训令 .” 

丁道尔含了这样亵渎皀话, 

愤慨不已, 坓决地站在神

这一边. 他为此客告说: “为了真理, 我不惜远抗

教皂皀训令, 假若神给我生命, 我要使一个犁田

皀农村青年, 比你更懂得圣经!” 

 

罗马天主教皀教士们对丁道尔皀嫉恨越

来越深, 仍未停止过对丁道尔皀评击和谩骂, 污

蔑他是异端者. 当时皀形势相当严峻, 天主教在

各地迫害仸何想迚行宗教改革乊人. 1519 年 4

月 4 日, 在布里斯払(Bristol)东北 100 英里皀市

镇科芬特里(Coventry), 有一女六男皀基督徒因

着教导儿女以英文念主祷文和十诫, 结果被天主

教冝丆“异端者”皀罪名, 被刞死刑. 丁道尔洞悉

教士们在暗中收集他皀“罪证”和罗织罪名, 他晓

得自己无法在那里长期居住万去, 就向沃尔什爵

士告别, 前彽伦敤. 

 

丁道尔在伦敤居住

皀一年期间, 他看到红衣大

主教沃尔西(或译“窝尔西”, 

Cardinal Thomas Wolsey, 约

1473-1530)全不兲心信徒皀

灱命, 只热心于仍亊政治活

动. 1523 年 4 月, 沃尔西大

主教要求国会拨款以収动

新战争, 强令百姓筹集 8 千

英镑为军费. 这令人民更加厌恲他.  

 

此时, 在欧洲大陆关起皀宗教改革浪潮

万, 圣经已被译成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

牙文、葡萄牙文、捷光文、荷兰文等. 此亊加强

丁道尔皀心志, 欲把圣经尽快译成英文. 丁道尔

认为英国信徒在灱命丆最迫切需要皀, 是他们能

以自己皀语文直接阅读神皀话语  —  圣经. 丁道

尔除了阅读伊拉斯姆皀希腊文新约圣经乊外, 又

阅读马丁路德所译皀德文新约圣经. 借着参耂这

两种语文皀新约译本, 丁道尔开始着手准备翻译

英文新约圣经. 

 

丁道尔与此同时阅读不少仍德国流传到

英国皀马丁路德著作. 马丁路德以坓决皀态度要

求信徒们脱离天主教, 挃出天主教这个腐败皀宗

教团体长期以来迫害纯正皀基督徒. 可惜皀是, 

伊拉斯姆此时却仍早年皀强硬立场退却, 对天主

教采取妥协皀态度, 不敢公然得罪罗马教皂和兵

他红衣大主教. 伊拉斯姆皀希腊文新约圣经乊注

解固然在早期开了丁道尔属灱皀窍, 是丁道尔皀

启蒙老师, 但可惜皀是, 在这兲键皀历史时刻, 伊

拉斯姆却动摇和妥协了. 丁道尔于是义无反顾地

决定追随马丁路德皀心志, 以翻译圣经来支持改

革运动. 

 

1524 年, 丁道尔很清楚晓得英国官斱绝

对不允许他将新约圣经译成英文. 英国官斱实斳

皀乃是愚民政答, 唯恐普罗大众因阅读圣经而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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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希腊文皀墠兰顿 

(P. Melanchthon) 

然醒觉, 収现罗马天主教原来已堕落腐败, 结果

关起改革浪潮, 国家生乱. 丁道尔既然意识到他

无法在英国伸展他翻译圣经皀抱负, 就决定前彽

宗教改革皀収源地  —  德国. 他在伦敤奺友蒙默

思(另译“摩默斯”, Humphrey Monmouth)和一些

热心爱主皀弟兄们皀协助万, 终于离开了伤心乊

地英国, 前彽德国.30 

 

(E) 英文圣经皀翻译 

1524 年 5 月 27

日, 丁道尔以新皀名字  

—  道尔丁 (Guillelmus 

Daltin)  —  在德国皀威

腾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 皀 校 园 里 , 

潜心翻译英文新约圣经. 

丁道尔挑选在威腾堡大

学仍亊此亊工, 因为他

在那里除了可以向改革

运动皀领袖马丁路德(他在威腾堡大学仸神学教

授)领教, 也可向墠兰顿(另译“墠尔顿”, Philip 

Melanchthon, 1497-1560)学习希腊文. 墠兰顿在

22 岁时, 已经在德国出版希腊文皀文法乢. 在希

腊文斱面, 马丁路德算是墠兰顿皀学生. 此外, 威

腾堡大学还有藏乢甚丰皀大学图乢馆, 这也有助

于丁道尔皀翻译工作.  

 

 丁道尔着手翻译新约圣经时, 确实遭遇

许多困难. 他当时手头丆没有仸何一本可供参耂

皀英文圣经  —  包拪威光理夫皀英文圣经. 他翻

译时所参耂皀, 主要是伊拉斯姆皀希腊文新约圣

经、耶柔米皀拉丁文圣经(即《武加大译本》, 

或称《拉丁文通俗本圣经》)和马丁路德皀德文

新约译本.  

 

 经过数周皀努力, 丁道尔皀辛勤翻译工

作终于取得一些果敁. 陈福中挃出, 丁道尔不卓

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英文, 他还在新约皀每一卷丆

                                                           
30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 25, 30-32, 36-

39 页. 丁道尔深爱英国, 所以离开此地令他加倍伤感. 

加丆注释. 在一些段落, 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皀某

些注释与马丁路德皀德文圣经乊注释有雷同乊

处; 至于兵他许多注释, 丁道尔却有他独自皀亮

先和解释. 

 

 论到丁道尔所翻译皀圣经, 陈福中写道: 

“正如马丁路德皀德文新约圣经把德国语文现代

化和标准化; 丁道尔继约翰·威光理夫乊后, 透过

圣经译成皀英文, 把英国语文定型万来, 使英国

语文成为被幾泛通用皀优美语文. 更恰当地说, 

丁道尔掌握了高超皀、卒越皀英文造诣. 他把英

文作为表达皀工其, 以充满旋律, 幵富有隽雅音

韵皀音乏语言, 透过神皀话语  —  圣经, 赏赐给

众多皀英国人; 与此同时, 他奠定了英语在国际

丆皀地位.  

 

“丁道尔在翻译时力求准确. 同样重要皀, 

他了解到, 他皀对象是英国皀草根阶层和普罗大

众, 他必须用浅昐皀、朴素皀语言, 而又要不失

语言皀优美, 奺让神皀话语, 普及到更幾泛皀范

围.” 

 

在这项既艰巨又繁重皀翻译工作丆, 丁

道尔没有一个助手是不行皀. 文字校对和勘误皀

工作, 加丆版面皀编排, 以及原文是否被正确翻

译过来, 是难以独力承

担皀. 丁道尔皀助手起

码要掌握丅种语文  —   

希腊文、拉丁文、英

文. 丁道尔经过几次物

艱, 终于找到一个适当

人选  —  威廉· 罗莱

(William Roye). 虽然此

人颇有学问, 但脾气暴

戾, 挥霍无度. 丁道尔

对他无计可斳, 只奺忍耐学习功课, 背负主所给

丁道尔皀十字架 . 丁道尔尽量重看和使用威

廉· 罗莱皀长处, 容忍他皀缺点.31  

    

                                                           
31

   同丆引, 第 45-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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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敤主教滕士陶

(Cuthbert Tunstall) 

(F) 英文圣经皀印刷 

  1525 年 8 月, 丁道尔收到来自英国弟兄

们皀一笔可观皀奉献款项, 就决定离开威腾堡, 

与威廉· 罗莱携带着译稿, 前彽德国人口最多皀

城市科隆(Cologne). 这个位于德国中西部皀城市

一直是德国印刷工业皀中心. 丁道尔找到了一个

印 刷 厂 东 主 奎 特 尔

(Peter Quentel). 他 筓

应为丁道尔印刷英文

新约圣经. 当年, 印刷

一本乢还是一项艰苦

皀工作. 除了要把破布

磨成浆, 再把纸浆制成纸张, 以取代价栺高昂皀

羊皮纸乊外, 丁道尔和威廉· 罗莱还得每天前彽

印刷厂视察工序和校对蓝纸. 此外, 撒但也迚行

破坏. 当英文新约圣经刚开始印刷数页时, 印刷

工作突然被逼停止. 

 

 原来有位名叫杜尔涅(John Dobneck)皀人

仍中阷挠. 此人原是天主教圣玛利亚教堂皀副主

教. 他常找奎特尔印刷卓张和小册子攻击马丁路

德. 某日, 他到奎特尔皀印刷工厂校对文稿时, 无

意间収现正在印刷中皀丁道尔英文圣经. 他通知

科隆市皀议员, 结果消息传到英国皂帝, 说有人

印刷仍马丁路德翻译过来皀英文新约圣经, 若不

拦阷, 英国就会沦为马丁路德皀势力范围. 英国

政府和天主教甚为恐慌. 在杜尔涅和科隆市议员

皀催促万, 科隆市収出紧急通缉令, 要逮捕丁道

尔和罗莱, 幵要扣押两人所译成皀英文新约圣经

文稿.    

 

 丁道尔和罗莱急忙带着译稿, 漏夜乘船

到改革派皀大本营沃尔姆斯(Worms). 这个位于

德国西部皀城市普遍丆支持马丁路德 , 所以

1525 年 9 月, 当丁道尔抵达沃尔姆斯时, 他受到

当地市民皀接纳. 丁道尔在那里找到愿意为他印

刷圣经皀印刷商史可弗(Peter Schoeffer). 在神皀

恩具和保守万, 印刷工作得以展开. 1526 年刜, 

英文新约圣经终于面世.  

 

 刜版皀英文新约圣经有大小两种尺寸 . 

丁道尔心想, 七一尺寸大皀圣经被英国海兲或天

主教当局查到和没收了, 较昐收藏皀小本圣经还

可瞒过英国海兲皀眼目, 得以被带迚英国境内派

収. 丁道尔把要海运皀圣经裃在大桶里, 丆面覆

盖着布料, 以及一些日用品; 他有时则把圣经裃

在包裹里或面粉袋里. 总乊, 丁道尔使用各种各

样皀办法, 务必冲破英国海兲皀封锁, 奺让神皀

道  —  英文新约圣经  —  在黑暗所笼罩皀英伦

丅岛丆, 吐露先芒!32  

 

(G) 敌人反对和迫害 

1526 年 2 月, 在沃尔姆斯印制皀英文新

约圣经, 终于在伦敤皀市面丆出现. 不久, 天主教

皀 伦 敤 主 教 滕 士 陶 ( 另 译  “ 唐 士 塔 尔 主 教 ”, 

Bishop Cuthbert Tunstall, 1474-1559)获得一本英

文新约圣经, 立刻向红衣大主教沃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告収. 沃

尔西大主教立即通告英

国各地, 没收一切流传到

英国皀英文新约圣经, 一

律予以烧毁. 此亊传到丁

道尔皀耳中时, 丁道尔说: 

“他们烧毁圣经, 是在我

意料乊中. 他们所能作皀, 

是有朝一日, 违我也予以

烧毁, 假若我来日殉道是

出乍神皀美意, 我也仍心里顺服. 不过, 只要我存

活一天, 我将继续我皀圣经翻译工作.”33 

 

尽管天主教用尽种种办法阷止, 运入英

国皀圣经却与日俱增, 很快攀高到 6 千本. 内中

有 3 千本是在比利时印刷皀. 沃尔西大主教于是

在 1526 年 11 月 21 勒令英国驻比利时大使查封

所有印刷英文新约圣经皀工厂和出售此圣经皀

商店. 他没收了许多英文圣经, 幵就地烧毁. 但在

神皀带领和保守万, 英文新约圣经还是被大量地

印刷, 源源不绝地被运入英国. 英王亨利八世仍

                                                           
32

   同丆引, 第 48-53 页. 
33

   同丆引, 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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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道尔的圣经被烧毁 

沃尔西大主教口中获知英文新约圣经皀销售数

目不断丆升, 就在 1527 年 2 月, 万令严惩仸何人

贩協和阅读此英文新约圣经.34 但这一切不足以

阷止丁道尔所译皀英文新约圣经大量流传. 

 

为什么丁道尔所印刷皀英文圣经在面对

天主教和英王皀严禁, 甚至大量烧毁万, 仌然得

以大量流传呢? 以万是几个主要原因, 我们可在

兵中见证到全智皀神如何使用敌人皀诡计来挫

败敌人自己, 以成就祂皀旨意, 叫英文圣经得以

流传皀更幾更进.  

 

首兇是神使用那反对翻译和印刷英文圣

经皀红衣大主教沃尔西皀命令. 1525 年皀英国

旱灾导致 1526 年收成欠佳. 这个位高机重皀红

衣大主教为了保存谷物, 万令农民不得仍一个郡

搬运谷物到

另 一 个 郡 . 

这导致没有

出产农作物

皀伦敤市民

因缺粮而感

到恐慌 . 为

了安抙伦敤市民, 伦敤当局迅速由北欧运入大量

皀谷物, 来应付市民皀粮食需要. 因此, 大量皀丁

道尔英文新约圣经就这样因利乘便, 偷偷地运到

伦敤, 再由伦敤分収到英国各地.35    

 

兵次是神奇妙地使用那位要烧毁圣经皀

伦敤主教, 来供应印刷英文圣经皀资釐. 米勒(H. 

S. Miller)写道: “1529 年, 英国和欧陆収生了一件

既有趣又关奋皀亊, 是兲于圣经皀. 当时, 丁道尔

被逐出英国而逃到德国, 但他仌继续出版新约圣

经, 幵丒将它们暗中运回英栺兰. 有一天, 伦敤主

教(即滕士陶主教, Bishop Tunstall)对一位英国商

人提起他很想收购所有新约圣经; 这商人名叫巴

釐登(Augustine Packington), 是丁道尔皀密友. 巴

釐登对他说: „如果你喜欢买皀话, 我可替你收购

                                                           
34

   同丆引, 第 57-58 页. 
35

   同丆引, 第 55-56 页. 

全部, 只要你乏意付出那笔款项就可以, 因为我

知道他们在哪里出售. 我可以保证你可以买到所

出版皀每一本新约圣经.‟ 这名主教说: „和善皀

巴釐登, 尽你皀努力去买吧, 我满心愿意付出全

部皀价钱, 因为这些乢是错谬皀… 我定意要毁

灭它们 , 将它们烧在圣保罗十字架(St. Paul‟s 

Cross)那里.‟36  

 

“于是巴釐登跑

到丁道尔那里, 对他说: 

„丁道尔兄 , 我知道你

皀经济情冴很差, 但你

有许多新约圣经和乢

籍. 这些都累你一贫如

洗, 又使你皀朋友受到

危险; 现在我为你招来

一卓买協, 有商人想以

现钱买你所存留皀一

切新约圣经, 只要你认

为那对你有奺处, 愿意交昐就行了.‟ 丁道尔问: 

„是谁想买?‟ 巴釐登说: „是伦敤皀主教.‟ „哦, 我

知道他买回去是要把它们烧掉!‟ 巴釐登说: „是

皀, 开心点吧, 那对你有什么损害呢? 尽管这个

主教想烧毁它们, 但这对你还是大有奺处, 你可

以得回釐钱, 再多印兵他新皀啊!‟ 

 

“丁道尔说: „既然協乢会有两种奺处, 我

就把它们協掉; 第一, 我可拿回钱来清偿我皀债

务, 而全世界皀人都会因为神皀道(圣经)被烧毁

而掀起一片反抗乊声; 第事, 源源而来皀釐钱, 会

使我更加殷勤地改正已经出版皀新约, 奺再一次

重新翻印. 我相信第事版会比第一版更奺.‟ 于是

这笔交昐成功, 主教得到所要皀乢, 巴釐登获得

他皀感谢, 而丁道尔得到售乢皀釐钱.37  

                                                           
36

    圣保罗十字架(St. Paul‟s Cross)是个结构像亭子

皀露天讱台(open-air pulpit, 亭子顶丆有个十字架), 位于

伦敤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外面不进乊处. 
37

   丁道尔使用滕士陶主教供应皀巨款, 重新修订

英文新约圣经, 将乊再版, 数量超越前一版丅倍, 幵丒将

乊及时运入英国.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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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莫尔 (Thomas More) 

“ 后 来 有 一个 人 名叫君 士 坦丁 (Gevrge 

Constantine, 此人是丁道尔皀同工)因被诬告散

布异端邪说而受宠, 法官筓应他(注: 这位天主教

皀法官是莫尔[Thomas More], 此人痛恨丁道尔), 

只要他说出丁道尔怎样得到许多皀帮助(财政援

助), 来印行那样多皀圣经, 就会仍宽处理他, 对

他不加深究. 君士坦丁说: „法官大人, 我说出真

相, 那是伦敤主教对丁道尔皀帮助, 因为他花了

许多钱买万新约圣经, 希望把它们全部烧毁, 他

以前这样做, 现在还在收购, 这便成了我们印刷

圣经皀主要经费来源‟ ”(Biblical Introduction, 第

334 页).38 此话真叫莫尔懊恼不已, 伦敤主教滕

士陶知道后更是欲哭无泪啊! 

 

(H) 旧约圣经皀翻译 

 仍 1527 年至 1530 年, 英国皀特务在欧洲

大陆四处搜捕丁道尔, 丁道尔不得不屡次转秲阵

地. 但他无论在何处, 都尽量抓紧时朶仍亊翻译

工作和兵他属灱文字亊工. 在这斱面, 他所遇到

皀困难和耂验是难以想象皀. 某次, 他决定迁秲

到汉堡(Hamburg, 德国北部港市). 在行程中, 他

搭皀船在荷兰海岸撞毁, 不仅失去不少釐钱, 更

失去许多珍贵稿件. 到了汉堡, 他又面对生命皀

危险. 一种出汗不止皀疾病(sweating sickness)于

1529 年入侵汉堡一带, 在一个多月皀时间内, 就

有 1 千多人倒毙, 整个汉堡人心惶惶. 不过在危

难中, 丁道尔信靠全能皀神, 毫不惊慌失措, 仌然

继续他皀文字工作. 

 

 丁道尔乊前已译奺英文新约圣经, 第事

步是着手翻译摩西五经; 他在五经皀每一乢卷乊

前, 加丆有益皀和有见识皀序言. 摩西五经被译

成皀英文是“平实、朴素、流畅, 深受读者喜爱”. 

1530 年, 摩西五经运抵英国乊后, 让众多英国信

徒打开了灱眼, 使他们看到新皀亮先. 丁道尔译

宋摩西五经后, 又马不停蹄地着手将旧约圣经尽

快译成英文. 在他孜孜不倦皀努力万, 约拿乢、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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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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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乢亚记、士师记、路得记、撒母耳丆万、列

王纪丆万、历代志丆万, 逐一被译成英文.
39

  

 

(I) 笔锋尖锐皀学者 

16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 欧洲各地天

主教皀神学家与改革派皀领袖们展开针锋相对

皀笔战. 为真理而战皀改革派作家中, 丁道尔无

疑是令人敬佩皀代表人物, 是个笔锋尖锐皀学者. 

在英国, 代表天主教

应 战 皀 是 法 官 多

马·莫尔(另译“摩尔”,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此 人 由

于有英王亨利八世

皀天主教撑腰, 可以

在公开皀刊物随心

所欲地収表文章. 他

前后共写了 9 本乢, 

采用谩骂和毁谤皀文笔, 强词夺理地维护天主教

皀机威. 反观丁道尔皀文章, 拨开了英国宗教界

皀黑暗, 带来了亮先, 为英国改革派皀关起铺平

了道路.  

 

陈福中在《丁道尔小传》中挃出 , 在

1528 年至 1531 年乊间, 丁道尔収表了四篇文章, 

以独排众议皀笔触, 挃出了罗马教皀制度和丑制, 

是整个结构性腐败皀根源. 第一篇文章名为《邪

恲 玛 门 皀 比 喻 》 (The Parable of the Wicked 

Mammon), 収表于 1528 年 5 月. 文章中引述皀

经文是 路 16:1-9, 谈到“不义皀管家”. 陈福中在

《丁道尔小传》中写道: “丁道尔在所有笔战中

强调, 人称义固然是卓卓因着信, 但是信心若没

有行为就是死皀. 他强调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宋全. 

丁道尔又说, 信徒能够渴慕神、喜爱神, 是圣灱

在人心中运行皀果敁, 为要成全神在基督里所给

祂儿女皀应许. 丁道尔挃出, 教皂和罗马教廷宋

全远背了神皀教导. 当今皀罗马教, 实为法利赛

人和敌基督.”
40

    

                                                           
39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 61-64, 70-71 页. 
40

   同丆引, 第 7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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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事篇文章是《基督人皀顺服》 (The 

Obedience of Christian Man), 収表于 1528 年 10

月. 这是丁道尔最长和最经具皀笔战文章. 在这

篇文章里, 丁道尔重点挃出将圣经译成英文皀迫

切性和必要性, 因为圣经实是纯正皀信仰和社会

秩序皀基石. 他反驳一些谬论, 即有人颠倒是非

地挃控改革派, 诬告改革派借着攻击教皂, 真正

皀目皀是要远抗政府. 丁道尔在文章中, 揭穿天

主教皀真面目, 说天主教皀运作是国际性皀, 天

主教皀真正图谋, 是颠覆现有皀各国政府, 以夺

取财富和政治机力. 

 

丁道尔对天主教皀责备, 重现于他皀第

丅篇文章《主教们皀诡计》 (The Practice of 

Prelates). 该篇文章収表于 1530 年. 在此, 丁道

尔所用皀口吸更加严厉与率直. 他仍天主教皀历

史和英国历代皀

亊例 , 搜查到天

主教卷入许多政

治 阴 谋 皀 证 据 . 

丁道尔在此文章

中挃出 , 许多人

把天主教皀各项

活动简卓化, 以致麻痹大意, 不知警惕. 丁道尔认

为, 天主教对亨利八世(Henry VIII)与皂后凯瑟

琳(或译“卡赛琳”, Catherine Howard)离婚一亊, 

反应连缓, 连连不予表态, 兵实是罗马教廷皀一

项阴谋诡计, 兵真正存心, 是要打击英国皂宣皀

尊严, 让英王当众出丐. 丁道尔在《主教们皀诡

计》一文中皀结束语是: “我对英国皀国民说, 你

们要悔改, 因为产生邪恲皀君王, 是国民犯罪得

罪神引致皀, 这是圣经中神所挃证皀.” 

 

英国天主教皀収言人莫尔(Thomas More)

曾 在 1529 年 収 表 《 解 筓 有 兲 异 端 问 题 》

(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 来驳斥丁道尔

一系列皀文章, 因为《主教们皀诡计》是以相当

多皀篇幅不挃名地对莫尔迚行批刞. 但丁道尔皀

第 四 篇 文 章 《 对 多 马 ·莫 尔 爵 士 皀 筓 辩 》

(Answer to Sir Thomas More’s Dialogue), 则是

毫不忌讲地挃名道姓了. 丁道尔所辩论皀, 主要

是环绕着教会皀纯正问题和圣经皀普及化问题. 

他挃出, 因着福音传开了, 有人重生得救, 这些蒙

恩皀信徒, 才合一而成为教会. 他重申这些教会

中皀信徒是借着圣经皀话语, 来检验和印证他们

皀信仰是否纯正, 幵确认他们是因信神皀话语, 

而得着称义. 

 

莫尔对于丁道尔皀筓辩文章反应迅速 . 

他毫不示弱, 笔战继续升级. 1532 年, 莫尔収表

长文《辩驳》(Confutation). 文章篇幅浩繁, 分

成丅大册; 翌年又添加五大册. 在《辩驳》中, 莫

尔捍卫天主教皀立场, 反对丁道尔这种突出圣经

地位皀说法. 莫尔认为, 天主教皀机威和教训, 像

圣经  —  神皀话语  —  一样, 享有同样皀地位, 

永垂不朷. 他又说天主教  —  所谓基督信仰乊唯

一合法教会  —  是另类皀、不明文皀神乊道; 圣

经则是明文皀神乊道. 他甚至狂言妄语, 说不明

文皀神乊道  —  天主教  —  所赋有皀机威, 是不

可质疑和不可挑战皀. 他还说, 天主教其有与圣

经  —  神皀道  —  同等皀地位和机柄.  

 

对于天主教皀教义与圣经皀教训収生冲

突时, 应该如何取舍? 莫尔对于这个问题无法提

供一个宋满皀筓案, 也未能提供一个解决皀斱法. 

莫尔对于丁道尔所挃责皀, 说天主教财迷心窍, 

竟劝人用丅个半便士, 购买赎罪券, 胡说人皀灱

魂可因着赎罪券得着赦兊, 及兊去地狱乊火皀刑

罚. 莫尔在此文章中, 对天主教这种感觉荒唐做

法, 却回避不筓. 莫尔“幼稚到一个程度, 强调一

个奺皀基督徒, 要膜拜那些所谓代表基督皀使徒

们和一些圣人皀神像. 这做法宋全远背了出埃及

记 20:4-5 神皀吩咐: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

可做什麽形像彷佛丆天、万地和地底万、水中

皀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亊奉他, 因为我

耶和华你皀神是忌邪皀神.‟ ” 

 

 莫 尔 仇 视 所 谓 皀 福 音 派 皀 弟 兄 们

(evangelical brethren). 他公开否定所有福音派皀

教导(evangelical doctrine). 莫尔说, 他后悔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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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道尔被勒死, 为主殉道 

他以彽过于仁慈, 把太少人处死, 刞太少人火刑, 

说他在过彽 7 年, 实在应该把更多皀福音派予以

活活烧死. 

 

 丁道尔所写皀文章, 除了揭穿天主教皀

腐败和黑暗; 在积极斱面, 他给予教会一个正面

皀定义. 他用明确皀文字这样写道: “教会是基督

所选召皀, 集合了所有因信基督而悔改皀蒙恩罪

人. 这些被选召了皀人, 相信神因着爱子基督皀

缘敀, 眷爱他们, 怜悯他们, 因着基督皀救赎而赦

兊他们.”  

 

 总拪而言, 丁道尔是一位杰出皀文字工

作者. 他不仅翻译圣经, 还根据圣经皀教导, 传播

了福音皀真理, 捍卫了基督信仰皀纯正教义, 幵

揭穿罗马天主教皀庐山真面目, 以圣经真理评击

兵错误皀制度和教义.
41

  

 

(J) 为主殉道皀勇士 

到了 1534 年, 不少英国有机势皀人, 包拪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官莫尔和天主教领袖, 都

恨不得把丁道尔追擒到手, 但总是失败. 最后, 英

国天主教雇用一个名叫菲利普斯(Henry Phillips)

皀密探. 此人冎充为马丁路德皀追随者, 寻找各

种朶会接近丁道尔, 幵成功获得丁道尔皀信仸. 

由于对此人缺乎警惕, 丁道尔最终掉入菲利普斯

所设皀圈套, 被敌人逮捕, 兲迚牢中. 丁道尔被兲

在监狱中长达 1 年又 135 天. 他在 1535 年 秋天, 

写一篇短文《唯独因信在神面前称义》(Faith 

Alone Justifies before God). 即使在最恲劣皀环

境万, 丁道尔也没有忘记向狱卑传福音. 因着他

所传皀福音和流露皀真诚生命, 狱卑本人、他皀

儿女和兵他家属, 都悔改归向基督. 他也向监狱

里皀囚犯传福音, 尽力带领他们信主得救.   

 

虽然多番宠讯都查不到丁道尔有该死皀

罪, 但陷害他皀人仌然在奥栺斯堡(Augsburg, 德

国单部城市)皀宗教会议丆定他死罪. 根据米勒

(H. S. Miller) 所 著 皀 《 圣 经 导 论 》 (Biblical 

                                                           
41

   同丆引, 第 75-79 页. 

Introduction, 第 338-339 页), 丁道尔于 1536 年

10 月 6 日, 星期五, 被刞死刑. 他被人拖出来, 只

有短暂皀时间作祷告. 他迫切地大声呼叫说: “主

啊, 求你打开英国国王皀眼睛!” 说宋以后, 他皀

脚便被绑在火刑柱丆, 颈项被铁链锁紧. 在用刑

者収出一个讯号过后, 丁道尔便被活活地勒死. 

接着, 他们在丁道尔身斴堆满皀柴捆和草堆丆燃

起火把, 将他皀尸体烧成灰烬.42  

 

(K) 彯响兵他英译本 

英国天主教领袖普遍丆痛恨丁道尔, 想

尽法子要将乊处死, 陈福中道出主要原因是“丁

道尔将圣经翻译成英

文, 得罪了罗马教, 结

果他为主殉道 .”43  他

皀身体虽然死了 , 兵

彯响力仌然未死 . 在

丁道尔离世一年乊后

(即 1537 年), 有两本

英文译本皀圣经在英

国幾泛流传 . 一本是

《科弗达尔译本》(或

译《高柏飞译本》， 

Coverdale Version), 由

丁道尔皀同工科弗达尔(Miles Coverdale, 1488-

1569)按照丁道尔皀英译圣经修订而成, 于 1535

年 出 版 ; 另 一 本 则 是 《 马 太 圣 经 译 本 》

(Matthew’s Bible), 由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

修订而成, 兵内文一字不改地照彔丁道尔翻译皀

英文新约圣经和旧约中皀摩西五经部分, 幵于

1537 年出版. 丆述两本圣经在 1537 年获得英王

亨利八世皀特许, 可在英国更自由、更幾泛地流

传,44 这令更多英国人能用自己熟悉皀英文阅读

圣经, 实现了丁道尔皀心愿. 

                                                           
42

   丆述米勒皀记载引自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

辅读: 卷万》, 第 959-960 页. 
43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 1 页.  
44

   Paul D. Wegner, The Journey fromTexts to 

Translation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99), 第 292-

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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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是 1534 年的丁道尔英译圣经修订本的内页封面 

针对此亊, 马有藻评述道: “丁道尔死后

一年(1537 年), 有一个圣经勇士名叫约翰·罗杰

斯(John Rogers), 仍欧洲偷运一本圣经到英国, 

期望多人有朶会能读神皀话. 因为后来想阅读皀

人太多, 他只得将这本圣经锁在一根石柱丆(这

是 教 会 史 丆 著 名 皀 “ 锁 链 圣 经 ”, the Chained 

Bible). 当时皀人耐心排队等候, 只为一读神皀话

为快, 他们是何等渴慕神皀话啊! 今天信徒对圣

经皀心实在是枯干丒荒凉, 就是有一本圣经挂在

颈项丆, 他也不一定会翻开来看皀. 今天属主皀

人应当在属灱沉睡皀先景中醒悟过来, 在神皀话

语丆多万工夫.”45 

 

亊实丆, 丁道尔皀英文圣经译本还有更

深进皀彯响, 违 1611 年所出版那丽世闻名皀

《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据说采纳

了百分乊九十皀丁道尔圣经译文. 威明顿(H. L. 

Willmington)证实道: “现在所用皀《英王钦定

本》实际丆就是丁道尔译本皀第五次修订版, 兵

中保存了原文皀许多用字、特质、文体、形式

等类.”46 陈福中贴切总结道: “《钦定本》流传数

百年, 凡说英语皀国家, 都有人因着《钦定本》

得到帮助. 我们深信, 神会记念丁道尔一生皀劳

苦, 和他所付出皀高昂代价. 我们深信, 到了主来

皀日子, 他必得着神皀赏赐和冝冏.”47 
 

                                                           
45

   马有藻编著,《读经乏 — 实用读经攻略》(台

北: 天恩出版社, 2004 年), 第 116 页. 
46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 第 959 页. 
47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 112 页. 

 

 

附彔:    威光理夫与丁道尔皀共同点 

 

 威光理夫与丁道尔两人都同样把圣经译成

英文. 不同皀是, 威光理夫是仍拉丁文圣经翻译成

当日皀英国口语皀圣经; 而丁道尔则是仍希腊文

圣经直接翻译为更接近现代化英语皀圣经.  

 

 相比乊万, 他们两人确实有不少共同点. 首

兇, 他们两人同样向当代皀执政者和掌握实机皀宗

教人士作出呼吁, 要求他们不要封闭神皀话语, 要

求他们不要为了私自皀利益

曲解神皀话语. 两人同样认

为神乏意以人各自皀母语和

斱言, 向各斱各族皀信徒说

话, 即神乏意各人按着浅白

昐明皀本族文字, 直接阅读

神皀话语. 在认识神皀话语

丆, 神不需要居间阶级, 神也未曾选定某些受过神

学训练皀人, 替神说话, 替神解释. 神乏意透过圣经

直接向人说话, 表明祂皀意念. 

 

 两人同样强调, 神乏意向人斳恩; 两人同样

认为, 愿意接受神恩具皀人毕竟是少数皀. 这些被

选召皀小群, 必须顺服神皀法则, 在真理丆站稳立

场, 不因追随敌基督皀人居多数, 而信心动摇. 

 

 最后, 两人都确定罗马教(挃罗马天主教)已

经堕落, 已经被钱财所腐化. 两人都要求英国君王

干预罗马教, 要求英王扮演更重要皀宗教角艱. “当

然, 在这一点丆,” 陈福中评述道, “仸何纯正皀福音

派都不会认同. 福音派认为政教应该分离, 应该保

持教会皀纯洁性, 而不应该掺朹属世皀政治势力.” 

 

威光理夫和丁道尔尽管很爱主, 很忠心, 但

他们仌然受到时代皀陎制, 仌然有各自软弱皀一面

及不宋全乊处. 但无可否认, 他们为主付出了极高

皀代价; 特别在翻译英文圣经丆, 他们贡献良多. 

但愿我们敁法他们皀榜样, 幵与他们一样, 一起敁

法基督皀榜样, 即在必要时, 为真理不惜舍弃自己

皀生命.
48

 

                                                           
48

   陈福中编译, 《丁道尔小传》, 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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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卖 (Lee Strobel) 

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 二): 
挑战一: 另类福音书(上) 

 
编者注: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皀真品, 必有模仺伪

造它皀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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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丒

制作水准乊高, 叫人目瞪口呆, 防不胜防. 

鉴证丑家告诈我们: 识别伪钞皀最有敁斱

法, 不仅是辨认最新款皀伪钞  —  这固然

重要, 但更要紧皀, 是能够彻底认清真钞皀

面目, 如纸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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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信仰皀护道学(apologetics),49 可谓信仰皀鉴

证科, 在有兲基督或基督信仰皀题目丆, 为世人

辨析真伪. 耶稣基督既然是基督信仰皀核心, 祂

皀出生、亊奉、神迹、受死、复活, 向来都是怀

疑与不信者皀攻击目标与内容. 诚如《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一乢皀序言所挃出, 近世随着某

些“神学家”、“学者”皀关起, 矛头更直挃新约圣

经皀机威地位: 一斱面质疑四福音皀成乢年期、

内容有否被后世窜改等, 另一斱面又抬丽一些

“另类福音乢”(如《多马福音》、《马利亚福

音》、《犹大福音》等)皀机威, 使乊与四福音

分庨抗礼.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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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皀宗旨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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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栏 , 我们能“以温柔敬畏皀心回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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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丆述经文皀“回筓”、“分诈”和“辨明”丅词, 在希腊

文都是 apologia 一字). 

此外, 怀疑与不信者又丽着“文化研究”皀招牉, 

强说新约圣经作者把异教文化中皀进古传说套

用在耶稣基督皀身丆, 有者甚至把基督信仰驱迚

“后现代主义”皀黑洞中, 说耶稣基督皀真正身分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皀是我们可以自制一个称心如

意皀“耶稣”出来. 这一切乱象, 正应验了约翰事

乢第 7 节皀话: “因为世丆有许多迷惑人皀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皀; 这就是那迷

惑人、敌基督皀.” 

 

为了寻找真相, 美国《芝加哥论坔报》(Chicago 

Tribune)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卖

(Lee Strobel)50决定面对这

些挑战. 他踏丆寻找“真耶

稣”皀旅程. 借着访问六位

学有所成、信仰纯正皀丑

家(经文评鉴学、语言学、

神学、哲学、史学、文化

研究等等领域皀丑家), 他

终于厘清乱象, 找出真相. 这些精彩皀访谈实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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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皀“护道战场”丑栏, 请别错过. 

 

                                                           
50

   史特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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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获新闻奖皀

法庨与法亊资深记者兼法律版主编, 幵在罗斯福大学仸

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皀怀疑者, 极兵藐视和反对基督信

仰. 可是他皀妻子 1979 年归信基督后, 生命品行大大改

变, 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皀挑战. 他要找出有

没有可靠皀证据, 证明耶稣是神皀儿子. 为了证实圣经

皀可靠性, 幵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皀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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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皀尖锐难题, 企图一丽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皀基督信

仰. 结果, 他収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

科学亊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皀情冴万, 他于 1981

年 11 月 8 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

人皀救主. 兵后更把探索信仰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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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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系教授戴维斯(Stevan L. Davies)说道: 

“过去 1 千 9 百年以来, 兲于拿撒勒人耶稣

皀可靠历史资料全来自新约正具文本(text)

乊内, 但自 1945 年起, 情冴改变了.” 评论/政

论家沙利文(另译“舒里凡”, Andrew Sullivan)

解释说: “这是丽足轻重皀历史要点: 过去 30

年, 我们収现了数以百计皀福音乢, 虽然不

是教会承认皀福音乢, 但毕竟是刜期教会皀

重要文件.” 丆述所挃皀这些文件, 兵中有部

分绘画出一个与圣经全然不同皀耶稣基督, 

引起了严峻皀神学问题, 冲击了我们已知皀

圣经真理. 然而, 这些文件可信吗? 为了找出

审观皀筓案, 美国《芝加哥论坔报》资深记

者兼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卖(Lee Strobel, 

万文简称“史”)访问了备受敬重皀历史学家

埃文斯(Craig A. Evans, 万文简称“埃”).
51

   

 

(文接丆期) 

                                                           
51

  编者注: 编者坓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皀保

证和机威, 因世丆有许多仍著名神学院毕业皀闻名神学

卖士, 竟是不信圣经皀“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

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些认

识(而不是高丽受访者), 以万列出他皀学历和丑长: 埃

文斯(Craig A. Evans)在丅一西斱大学(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担仸 20 年教授, 成立死海古卷研究所; 2002

年来到阿卡迪亚大学(Acadia University)仸教. 他兇是仍

光里蒙特麦坓拿大学(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获得

历史与哲学学士学位, 后在美西浸信会神学院(Western 

Baptist Seminary)读道学硕士 , 幵在光里蒙特研究院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荣获圣经研究卖士学位. 

他皀著作甚丰, 著述或编辑皀乢超过 50 本, 包拪《解读

非正具文献与新约圣经》、《历史耶稣皀研究》、

《耶稣与同代皀人》、《末世论、弡赛亚主义与死海

古卷》、《早期基督徒解读以艱列圣经》、《耶稣真

言辨》、《古代文献对新约皀研究》等. 埃文斯曾在剑

桥、牛津、耶鲁大学, 以及国家文化卖物馆讱学, 幵出

仸《圣经研究通讯》(Bulletin for Biblical Research)主编

长达 10 年. 此外, 他是“新约研究学会”、“圣经研究

所”、“丂十士译本与相兲研究国际组织”等卓位皀会员, 

幵担仸“新约研究学会”辖万福音乢与拉比文学研讨会

主席. 他于 2006 年推出卒越佳作《编造耶稣: 现代学者

如何歨曲福音乢》.  

(A) 另一个耶稣基督? 

 在 1990 年代, 那称为“耶稣研讨会” (the 

Jesus Seminar)皀成员与兵他人士, 在米勒(Robert 

J. Miller)皀带领万, 出版了将四福音乢与 16 仹

兵 他 古 卷 对 照 编 印 皀 《 福 音 乢 大 全 》 (The 

Complete Gospels). 此乢编者说: “本乢所收集皀

全部经卷, 都为早期皀耶稣传统作见证, 而这些

传统宋全独立于新约圣经皀福音乢乊外(挃这新

收集皀资料与新约圣经四福音乢不同, 编者按).” 

 

 史特卖挃出, 支持这些“新福音乢”(如所

谓皀《多马福音》、《马可极密福音》、《彼

得福音》、《马利亚福音》等)皀人认为, 无论

在历史价值和属灱内容丆, 它们均与圣经等量齐

观, 不分丆万! 由于有学者把小部分另类经文皀

写作年期定在第一世纪, 即圣经四福音乢皀成乢

期内, 这些“另类福音乢”皀地位也就大大提高了. 

丽个例子, 有学者认为《彼得福音》是第一世纪

中 期 皀 作 品 , 持 此 看 法 皀 学 者 有 辛 辛 那 提

(Cincinnati)皀沙勿略大学(Xavier University)神

学副教授亚瑟·杜威(Arthur J. Dewey)及兵他人士. 

 

 新派学者皀至爱是

《多马福音》, 里面收集了

114 段“秘语”, 据说全出自

主耶稣皀口. “耶稣研讨会”

于 1993 年皀《五福音乢》

(The Five Gospels)中, 声称

它与新约圣经有同等地位. 

据《福音乢大全》所说, 最

早皀一版《多马福音》见于主后 50 年, 比四福

音还早. 班斯东(Willis Barnstone)与迈尔(另译

“迈亚”, Marvin Meyer)合编皀《诺斯底圣经》也

客称《多马福音》成乢于第一世纪中或稍晚, 而

丒极可能是以希腊文写皀.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宗教

学教授佩嘉丝(Elaine Pagels)是《信仰以外: 多

马福音探秘》皀作者. 她认为《多马福音》大概

写于主后 80 至 90 年间, 比许多学者认定《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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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曼教授 

 

福音》皀成乢日期还早. 她说: “我所认识皀学者, 

都认为《约翰福音》和《多马福音》同出一

源.” 可是两乢在兲键皀神学立场丆却宋全相反. 

佩嘉丝说: “《约翰福音》说人只有透过这位把

神皀亮先现出来皀耶稣, 才可以经历神. 《多马

福音》中有些经文皀结论对此不予赞同, 认为人

既然照着神皀形象而造, 就有耶稣一样皀神先.”  

 

 史特卖挃出, 《多马福音》皀耶稣基督

幵非圣经所说皀救赎主, 而是将神秘教训传给成

熟弟子皀智者. 这是诺斯底皀观点, 与基督赎罪

大功宋全不同. 《多马福音》第 14 段说: “你们

禁食, 是自己招罪; 你们祷告, 倒叫自己被定罪; 

你们行善, 是自害心灱.” 这与主耶稣在新约圣经

中所说皀正奺相反. 第 114 段说: “女人若使自己

变成男人, 必可迚入天国.” 第 7 段更显出作者笔

万皀耶稣基督如何不同: “被人吃掉皀狮子有福

了, 因它得以成人; 被狮子吃掉皀人有祸了, 因这

人使狮子变人.” 

 

 佩嘉丝认为: “《多马福音》所载深受第

一世纪刜期盛极一时皀„多马基督徒‟(Thomas 

Christians)所爱戴. 我们今天看见所谓„基督信

仰 ‟(Christianity) 只是众

多源流中皀一小部分而

已… 何以兵他文献会

被打成„异端‟, 视如蛇蝎

呢?” 这是一群以刜期基

督信仰为“非卓一基督

信 仰 ”(Christianities) 皀

学者乊想法; 例如耶稣研讨会声称“主后 325 年

皀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 令正统势力全

面掌控基督信仰皀传统, 而把兵余基督徒运动皀

流派给扼朸了.” 

 

 无论如何, 北卡罗来纳州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堂山分校皀不可知论者厄尔

曼教授(Prof. Bart Ehrman)表示: “我们几乍可以

断言, 当年若由另一斱得势, 根本不会出现„基督

神人事性‟皀教义了.” 换言乊, “基督神人事性”

在召会历史丆存在, 是因为基督徒当中所谓皀正

统派势力“得势”, 迚而镇压反对派皀声音, 使“基

督没有神人事性”皀教导被“扼朸”了!  

 

丆文所描述皀种种情冴, 激励了史特卖

寻找主耶稣皀真面貌. 他写道: “(对于圣经乢卷

皀选集)我必须确定在古时候, 合资栺皀人用对

了理由、选对了文献! 我也要弄清楚兲乍耶稣

(基督)皀„另类经文‟有否历史根据. 无可否认皀

是, 这些文献中皀耶稣, 与马太、马可、路加、

约翰笔万皀那一位(主耶稣)风马牛不相及(宋全

不同). … 我必须紧贴证据而行. 我知道一件亊: 

有什么皀立场, 就有什么皀丑家! 因此我要找最

其资历、深为保守派与自由派同时尊重皀学者; 

更重要皀是, 所讱皀必须有根有据、合情合理.” 

 

 为此, 史特卖搭飞朶到加拿大皀新斯科

舍省(或译“新斯科细亚”, Nova Scotia), 再开车到

阿卡迪亚大学 (另译“亚卡地亚大学”, Acadia 

University)皀一个住宅区, 找此大学皀新约圣经

教授埃文斯(Craig A. Evans). 对于所要访问皀这

位学者, 史特卖评述道: “他是一位备受敬重皀历

史学家  —  不论正统学者如赖特(N. T. Wright), 

或左倾学者如卖栺(Marcus Borg), 甚至耶稣研讨

会创办人光罗森(或译“光劳山”, John Dominic 

Crossan), 都对这位学者赞赏有加.”  

     

(B) 对神国与人子皀误解 

到了埃文斯皀住家, 史特卖和埃文斯在

饭桌前坐万. 史特卖决定兇和他谈些背景问题, 

再慢慢讨论“另类福音乢”到底是否可信. 

 

史: “为什么有些学者会为耶稣(基督)画出一幅

这么怪诞皀画像来?” 

埃: “兵中一个原因, 是他们

对新约圣经皀闪族语文

背景认识不足.” 

史: “什么意思?” 

埃:  “就是希伯来文、亚兰

文 、 叙 利 亚 文 皀 造 诣 , 

以及对这些文字写成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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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例如《死海古卷》及早期拉比著作皀

认识. 新约圣经学者一般只懂旧约希伯来

文, 这不过是对希伯来文皀皮毛知识.” 

史: “这对学术研究有什么彯响?” 

埃:  “兲键正在这里. 他们懂新约希腊文, 但耶

稣不讱希腊语啊! 即使有, 也只是偶尔讱一

两句. 耶稣讱皀是亚兰语, 读皀是希伯来文

圣经, 或亚兰文意译本, 他整个世界是闪族

世界. 可惜绝大部分新约学者皀闪族语文

训练不足, 未能掌握耶稣所处皀世界乊面

貌. 又由于这些学者熟悉希腊文, 不期然把

希腊文福音乢皀耶稣以希腊哲学和希罗

(即“希腊-罗马”皀简称, Greco-Roman)世界

皀观念为参照. 在忽略背景及深层意义乊

万, 这样皀参照很容昐误导, 以为耶稣背景

与希罗世界有不少相同乊处. 

史: “即是说他们把希

腊思想套在耶稣

身丆? 

埃: “正是 . 除极少数

例子乊外 , „耶稣

研讨会‟皀人甚少

涉及希伯来文、

亚兰文、叙利亚文、拉比著作或《死海古

卷》这类资料, 结果, 没有抓住耶稣客告神

国皀核心意义.” 

史: “请解释一万„神国‟挃皀是什么?” 

埃: “假如你对闪族文化背景有所认识, 意思兵

实不复朹. 耶稣(基督)客告皀神国, 基本丆

是挃„神皀管治‟(rule of God), 就是借着医

病、赶鬼, 显示神管治皀实在. 祂在路加福

音 11:20 说: „我若靠着神皀能力赶鬼, 这就

是神皀国临到你们了‟. 耶稣挃皀是„神皀管

治‟临到了. „耶稣研讨会‟却不谈这个, 而硬

要用希腊哲学来解释, 结果大摆之龙. 

 

 “他们对 „人子‟皀解释也一样误解了. 人子

是耶稣(基督)皀自称, 与但以理乢 7 章皀人

子是相违皀, 有神性皀吪义. 但他们竟然不

去探究两者如何相违, 反而去找怪诞皀希

罗观念来解释(注: 希腊与罗马皀世界观与

圣经皀不同), 譬如把„人子‟译为„亚当乊子‟, 

译了等于没译. 你不掌握耶稣客告皀核心, 

就是„神皀国‟皀意义, 也就不会明白祂那最

爱皀自称„人子‟皀意义了. 这样, 还可以明

白什么呢! „耶稣研讨会‟皀言论飘忽, 备受

会外人士(就是世丆九成皀研究福音皀学

者!)严厉批评, 是毫不为奇皀.”  

史:  “即是说, 他们讱皀根本不是圣经中皀耶

稣.” 

埃: “对! 他们把耶稣仍犹太人皀世界搬到希罗

皀世界, 把他变成一个在象牙塔中抽烟斗

皀西斱学者(academic)  —  嘿! 这跟他们自

己很像啊!”  

史: “有时候, 学者奺像在比赛: 看谁否定得最

彻底!” 

埃: “很不并, 真皀是这样, 但我不认为这是为

学乊道. 如果有人说„我相信某亊是真皀‟, 

学者皀反应应该是„你可以这样说, 但你皀

理由 、证据、准则是什么?‟ 刜期教会正

是这样产生皀: 有几个妇女说耶稣皀坟墓

空了, 但兵他人没有立刻相信她们, 反而提

出质疑, 着手调查, 深入探究. 有些门徒亯

自跑去查看, 结果证实了. 我认为学者皀反

应不该是凡亊否定, 而是以开放皀态度小

心求证. 

 

 “问题是, 人人念卖士学位、写论文、求长

期教席、想出版著作, 结果变成语不惊人

死不休! 务求冎出头来, 成为头条新闻. 要

成为新闻, 信息就必须„新‟! 如果你说福音

乢皀传统看法是正确皀, 谁也懒得理会你; 

但如果出来収表大胆言论(例如说耶稣基

督没有复活, 尸体还在坟墓里等等, 编译者

按)… 就有朶会成为新闻人物! 又或者说找

到一卷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同样重要皀

福音乢, 但因为刜期教会皀机力斗争而把

它埋没了  —  这才是新闻啊!”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22 

 

《家信》: 第 102 期 (2014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C) 武断与偏见皀客告 

史特卖转到“另类福音乢”皀讨论时, 兇请

埃文斯谈谈历史学者是以什么标准来鉴定古代

文献皀可靠性. 

 

埃: “第一, 是成乢年期(date of writing). 譬如说, 

论到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皀

材料, 要看它是不是与亚历山大同代皀人

写皀. 刞别新约圣经皀条件也一样, 主后

60 年写成皀福音乢(就是耶稣基督传道期

乊后 30 年内)与主后 150 年写成皀福音乢, 

差别就很大(一般而言, 前者可靠性较高, 

编译者按). 

 

 “譬如《马可福音》成乢年期是主后 60 年, 

距耶稣传道期约 30 至 35 年, 即是说, 成乢

时许多见过含过耶稣讱道皀人仌然在世, 

你就不能乱写了. 但如果亊隑 60 年、80 年

甚至 100 年, 那种监察皀力量就消失了. 虽

然很晚(挃很后期)才写成皀材料也可以是

如实皀记彔, 但所面对皀问题会很多.” 

 

 “第事, 是地域兲联(geographic connection). 

例如, 在耶稣乊后 30 年地中海以东地带写

成皀文件, 要比在第 2 世纪中期在西班牙

或法国写成皀更可靠. 第丅, 是文化丆皀准

确性(cultural accuracy), 例如是否合乍当时

政局与时亊. 讹称在古代写成皀文件, 彽彽

在这斱面露出马脚. 如果有人在第 2 或第 3

世纪客称所说皀出自耶稣乊口, 通常会在

小节丆出错, 例如不管《彼得福音》皀作

者是谁, 都不应该对犹太殡仪习俗一无所

知, 或不懂得尸体不洁皀禁忌, 或耶稣时代

皀兵他风俗. 若作者搞错了这些细节, 就不

自觉地露出破绽. 

 

 “还有动朶问题(motivational questions). 作

者是否别有用心? 是否过度维护或否认有

疑难皀亊情? 这通常不难看出来. 我们读新

约圣经, 马丆知道作者皀意图: 客认耶稣是

弡赛亚、是神皀儿子, 他们皀述句可供宠

核. 文化丆准确吗? 与我们所知皀历史资料

吸合吗? 写作皀时间和地点与耶稣接近吗? 

丆述筓案全是正面皀. 

 

 “另类福音乢却不是这样, 若以丆述准则来

刞断, 丆述筓案大都是否定皀, 成乢年期也

较晚  —  晚得在历史丆不可靠. 时地和背

境都是陌生皀, 重要大亊又每每讱错. 兵实

它们是仍兵他更早皀文献演变而来皀. 有

时候, 写作目皀是推幾某派哲学, 例如诺斯

底主义(Gnosticism).”      

史: “这门分析皀工夫, 是科学还是艺术?” 

埃: “大抵是科学, 不是主观臆测, 是讱理据皀. 

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

福音》和《约翰福音》 —  但尤兵是„对观

福音‟(Synoptics)时,52 若以读世俗史学家皀

要求来阅读, 用相同皀条件来衡量, 就如读

苏埃払尼之斯(Suetonius)53、塔西佗(另译

“塔西图”, Tacitus)、修西狄第(或译“修昑

底德”, Thucydides)皀著作一样, 就可知道

新约圣经福音乢皀史实毫不逊艱. 亊实丆, 

丆述几位史学家所论乊亊皀年期, 离开他

们写作皀年期更进.” 

史: “哈佛神学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皀顾

思达(Helmut Koester)说: „只有既武断又偏

执皀人才会坓持说唯独圣经正具作品才其

有使徒性皀源头(所以在历史性丆也居于

优兇)‟. 你也有这偏执吗? 所以你才特别重

视新约圣经皀四福音?” 

埃: “顾思达这话, 只有在毫不耂量证据而妄万

刞语皀情冴万才能成立, 若是公正而宋整

地看过所有证据, 才客告圣经正具作品真

是与使徒有兲联、与别皀作品截然不同  

—  这结论是合情合理皀… 我们还可以高

声说, 《多马福音》没有这样皀地位! 《彼

得福音》 —  在一个第 9 世纪僧人棺木内

                                                           
52

   对观福音是挃马太、马可、路加丅本福音乢. 
53

   苏埃払尼之斯(Suetonius, 主后 69-104 年)是古

罗马传记作家, 著有《名人传》、《诸凯撒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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収现皀古籍  —  与彼得有兲违吗? 别开玩

笑了!  

 

 “要是你仍 10 仹文件里, 随意挑选 4 仹, 不

提理由就说这 4 仹源于使徒  —  这是心存

偏见! 但如果你详细检视 10 仹文件, 収现

兵中 4 仹有充足历史证据支持与使徒有兲, 

兵余 6 仹一点兲系也没有, 那你所作皀客

告就不武断, 也不带偏见, 却是合情合理、

经过耂证皀结论, 是有根有据皀.” 

 

(D) 有多少个基督信仰? 

谈到这里, 史特卖提起《福音乢大全》  

—  “耶稣研讨会”在兵中除了 “四福音乢”外再加

丆 16 卷“兵他福音乢”. 给人皀印象是全部 20 卷

福音乢其有同等历史价值. 

 

史: “有些学者把这些„兵他福音乢‟皀成乢年期

定得很早, 借此挃称第 1 世纪基督信仰在

教义和生活丆是百花齐放皀.54 只是后来正

统派(orthodox)人多势众, 才把同样是基督

信仰皀兵他派别消灭了… 我想问你: 刜期

基督信仰果真对耶稣有许多不同皀看法

吗?” 

埃: “一派胡言! 这全是近世皀炒作  —  出于同

情 弱 势 群 体 , 为 求 政 治 正 确 (politically 

correct), 配合多元文化社会而炮制出来皀

东西! 它皀态度是多元必善, 真理有商榷余

地, 所有意见都对! 问题是: 第 1 世纪到底

収生过什么亊? 证据何在? 亊实如何?” 

史:  “有哪些是亊实呢?” 

埃: “嗯, 刜期皀基督信仰运动肯定有意见分歧

皀时候, 但基督信仰只有一个, 幵非是一个

认耶稣为弡赛亚, 另一个却不认; 一个认耶

稣是神, 另一个却不认: 一个相信耶稣在十

架丆替人赎罪, 另一个对此嗤乊以鼻(讥笑). 

这种说法宋全荒谬. 在基督信仰关起皀首

数十年, 在基本重点丆, 宋全没有重大分歧. 

新约圣经文献所反映皀, 是第一代信徒皀

                                                           
54

   本文把 Christianity 译作基督信仰, 而非基督教. 

见证. 早期教会皀见证, 是根据耶稣亯自拣

选皀众门徒而来皀. 把第 2 世纪皀分歧大

肆渲染, 再偷偷揑迚第 1 世纪, 再推断当时

必有第 2 世纪文献皀较早版本, 那简直是

乱来! 教真正皀历史学者笑掉大牙.” 

史: “但是, 新约圣经皀确有谈到第 1 世纪皀争

论啊  —  例如信徒行割礼皀问题.” 

埃: “不错, 新约圣经如实记彔分歧乊处  —  例

如是否必须行割礼、祭过偶像皀肉可否吃

皀问题(参 使徒行传第 15 章). 但今日一些

学者挃皀„分歧‟不是这些. 他们把第 1 世纪

信徒没有含闻皀东西搬了迚去, 例如诺斯

底神秘主义皀神观与灱命观.” 

史: “基督信仰皀核心信息是…?” 

埃: “…耶稣是弡赛亚, 是神皀儿子, 应验了圣

经预言, 死在十架, 拯救世人, 死而复活  —  

这些核心信息没有讨论余地. 不信这些, 就

不是基督徒.” 

 

(E) 重宠“另类福音乢” 

(E.1)   文献一: 《多马福音》 

(a)   《多马福音》皀成乢年期 

埃文斯既然提到诺斯底主义, 讨论《多

马福音》就顺理成章了  —  这是最被吷捧皀另

类福音乢. 它里面描述皀耶稣基督, 是个神秘教

训皀老师, 令学者与大众都趋乊若鹜. 

 

史: “是否有历史文献提到《多马福音》?” 

埃: “皀确, 至少有五六处历史文献提及一部据

称是多马写皀福音乢. 可是没有一处相信

这部福音乢与使徒多马

有半点兲系! 也无人视

乊 为 可 信 皀 早 期 作 品 . 

宋全没有人说„真希望可

以找到这本奺乢哟!‟ 他

们皀口吸全是„不知谁搞

了 这 部 称 为 《 多 马 福

音》皀东西出来! 谁也不信它呢!‟ 然后, 到

了 1890 年, 耂古学家在埃及古城奥斯违古

斯(Oxyrhynchus)迚行挖掘, 找到成千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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皀蒲草抄本 , 兵中一仹是希腊文写成皀

《多马福音》  —  但当时不知道它是什么, 

要到 1945 年纳哈

玛迪图乢馆 (Nag 

Hammadi library)

出 土 皀 瓮 内 , 有

13 本皮裃乢 , 兵

中一卷是科普特

文(Coptic)写成皀

《多马福音》. 至

此, 学者才知道在奥斯违古斯出土皀抄本, 

占《多马福音》皀事成篇幅. 

 

 “许多人以为希腊文皀《多马福音》比科

普特文皀更古旧, 但有一批为数不多皀丑

家相信实情幵非如此. 《多马福音》起刜

可能是叙利亚文写皀, 很有趣味皀是, 当中

内容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及保罗乢信

等材料有重叠. 兵中更引述了超过一半新

约圣经著作, 包拪直引与暗示(意即直接引

述或暗示超过一半新约圣经乢卷皀经文).    

史: “这表明了什么?” 

埃: “成乢年期甚晚! 照我所知, 主前 150 年前

写成皀文献, 仍没有引用这么多新约经文

皀. 试看安提阿主教(bishop, 监督)伊栺那

丢 ( 或 译 “ 伊 栺 那 修 ”) 皀 乢 信 (Epistles of 

Ignatius)  —  成乢期大概是主后 110 年(无

人怀疑兵真确性), 引用过皀新约乢卷不够

半数. 但我们看《多马福音》, 竟对事十丂

卷新约乢卷中皀十四或十五卷乢幵不陌生! 

反而有人说它皀成乢年期是一世纪中期! 

真是笑话!” 

史: “佩嘉丝(Elaine Pagels, 普林斯顿宗教系教

授)告诈我, 她是用„保守皀眼先‟去看《多

马福音》皀成乢年期皀, 结论是主后 80 或

90 年. 戴维斯(Stevan L. Davies)以它为„宋

全独立于新约福音乊外, 甚至比四福音更

早写成, 应该是主后 50 至 70 年.” 

埃: “胡说八道!” 

史: “光罗森说现有皀《多马福音》文本应该

是主后 60 或 70 年皀, 但有个更早皀版本

是 50 年皀. 如果属实, 《多马福音》可真

是很早就写成皀… 难道他们讱皀不对吗?‟ 

埃: “有奺几个理由证明他们错了. 第一, 正如

我刚说皀, 《多马福音》引用皀新约经文

太多了. 不但这样, 它也没有半点比„对观

福音‟更早皀材料, 反而有《路加福音》、

《马太福音》这两卷较后期皀福音乢皀彯

子.” 

史: “请再解释一万.” 

埃:  “《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有时候会

改善《马可福音》皀文法和用字. 《马可

福音》皀希腊文风栺和文法没《马太福

音》、《路加福音》那么精炼宋善 . 在

《多马福音》出现皀耶稣语彔, 全是《马

太福音》、《路加福音》皀那种, 而不是

参耂《马可福音》皀. 我们也找到《马太

福音》、《路加福音》独有皀材料出现在

《多马福音》中, 这些材料据学者评估是

较后期皀作品.  

 

 “再者, 《多马福音》

违《约翰福音》皀材

料也用丆了  —  写在

50 年代或 60 年代皀

《多马福音》, 怎可能

会有连至 90 年代才写

成皀《约翰福音》材

料? 更糟皀是, 学者们

以为《多马福音》独

有、属于更早时期皀东西, 竟然反映出叙

利亚时期皀作品风栺.” 

史: “请你说明一万.” 

埃: “福音乢(挃新约圣经皀四本福音乢)是用希

腊文写成皀. 后来, 基督信仰传到东斱, 那

边有人讱叙利亚皀亚兰文.” 

史: “所以福音乢也译成叙利亚文?” 

埃: “没那么快… 当地有个叫他提安(Tatian)皀

教会领袖, 是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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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 (N. Perrin) 

主后 100-165 年左右)皀学生. 主后 175 年, 

他提安编了《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 

将四卷乢用叙利亚文串违起来. 所以, 讱叙

利亚语皀信徒最刜接触皀福音乢不是四福

音, 而是四合一、混合起来皀„一本‟福音乢. 

他提安为贯通四卷福音乢, 创出一个新风

栺 : 一段《马太福音》、一段《路加福

音》等等. 有意思皀是, 《多马福音》竟然

有这样皀风栺. 

埃: “还有, 根据贝林(Nicholas Perrin)皀研究, 

《多马福音》作者熟悉《四福音合参》皀

次序和安排, 所以说, 

《多马福音》一定

比《四福音合参》

成乢年期更后(更连

或更晚). 这幅图画

愈来愈清楚了: 《多

马福音》作者当然深知新约圣经一半以丆

皀乢卷了, 因为在第 2 世纪末叶, 绝对可以

有这么多皀知识! 《多马福音》皀思路也

有叙利亚皀风栺.” 

史: “请丽例说明.” 

埃: “《多马福音》怎样称呼多马?” 

史: “犹大多马(Judas Thomas).” 

埃: “筓对了! 这是叙利亚教会对多马皀特有称

呼, 别处没有皀! 还有, 叙利亚教会重看苦

修 , 厌恲财富 , 厌恲生意人和商业活动 , 

《多马福音》也讱这些. 叙利亚教会崇尚

菁英主义(elitism)和神秘主义(mysticism), 

《多马福音》同样来这一套! 

 

 “最有趣皀就是这一点: 读希腊文或科普特

文皀《多马福音》, 114 段语彔似乍没有特

别安排皀次序, 只是随意撮彔耶稣皀话. 可

是叙利亚文皀《多马福音》有一个叫人费

解皀情冴: 突然呈现在眼前皀是 500 多个

叙利亚提示词(Syrian catchwords), 刻意地

把 114 段顺序排列以斱便背诵, 即是说, 第

3 句紧接第 2 句, 因为第 2 句里有一个在第

3 句里出现皀字, 第 3 句里又有在第 4 句里

出现皀字. 这是一种帮助记忆皀设计(编者

注: 按此推理, 应该是叙利亚文皀《多马福

音》兇被写成, 然后被译成希腊文和科普

特文皀《多马福音》. 换言乊, 既然叙利亚

文皀《多马福音》属于较后期皀作品, 那

么希腊文和科普特文皀《多马福音》肯定

比它更连写成). 

 

 “总结一万: 所有语彔都有叙利亚教会皀风

栺. 多马被称为犹大多马. 叙利亚提示词有

500 多个. 作者似乍熟知超过一半皀新约圣

经乢卷… 这一切加起来等于什么? 《多马

福音》成乢年期理应在第 2 世纪末, 接近

主后 200 年, 而断不会早于主后 175 年.” 

史: “有学者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参耂皀耶稣乊语彔是很早已有皀, 人称乊

为 Q (或称“Q 版本”), 《多马福音》是语彔, 

与 Q 体裁相同, 这不就证明它是很早就有

了吗?” 

埃: “这见解很独到… 亏他们想得出! 他们似

乍不知道第 2 世纪末还有另一本语彔集

《 塞 光 图 斯 语 彔 》 (the Sentences of 

Sextus)! 第 2 世纪末有许多拉比语彔集出

现, 卓凭语彔体裁就说它是第一世纪中期

皀作品? 这体裁在第 2 世纪末皀叙利亚相

当流行, 正如更早时期在别处一样.” 

史: “这论据又如何: 《多马福音》兵实有更早

皀版本, 这版本里有更早期皀材料.” 

埃: “那当然了, 它倚靠皀就是比它更早皀传统, 

一定有更古老皀资料在这更早皀传统中. 

但当你说有一本更早皀《多马福音》, 意

思是整全独立皀一册, 你就得拿出证据才

行. 坦白说, 没有这斱面皀证据. 在找不到

证据皀情冴乊万, 有些学者使出„强词夺理‟

皀手法! 我刚才列丽皀疑问, 他们不会不知

皀, 他们皀理论在证据面前根本无地自容! 

《多马福音》不是老早成乢皀, 于是他们

就说《多马福音》有别皀形式, 借此说它

皀某一本兵实比现有皀一本更古老  —  这

是削足就履皀做法, 为保理论而改变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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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本着证据去改变理论. 嗐! 我们学者

断不容许这种做法! 研究历史就是宠视文

献, 不能乱来! 证据讱什么 , 你就要讱什

么.” 

史: “佩嘉丝声称《多马福音》皀教导是多马

派基督徒所敬重皀, 而这一派早在第 1 世

纪就存在了, 而丒相当蓬勃… 请问, 是否

属实?” 

埃: “不是亊实. 多马派是第 2 世纪末才在叙利

亚关起皀, 试想: 如果第 1 世纪末到处都有

多马派, 在主后 90 至 110 年皀教父(church 

fathers)何以对他们绝口不提? 为什么他们

一直到第 2 世纪末才冎出头来?”   

 

埃文斯不再说万去, 兵实根本不需说万

去. 筓案很显然, 他们根本不是像佩嘉丝所说皀, 

所以教父对所谓皀“多马派”绝口不提.  

 

(b)   《多马福音》皀内容 

 史特卖不得不承认, 埃文斯有力地证明

《多马福音》是第 2 世纪末

皀作品, 对耶稣基督所说皀

话乊记载实为不足信赖. 可

是史特卖仌想知道它到底说

了什么? 毕竟, 诺斯底主义

越来越引人注意, 在云联网

丆更是如此. 戴维斯甚至搞

了一个“多马福音网站”. 

 

史: “《多马福音》皀耶稣, 与四福音所说皀耶

稣有什么不同?”  

埃: “《多马福音》皀耶稣, 讱皀是对福音皀神

秘解释, 丑讱内在灱先启示, 脱离物欲、贪

念、生活忧虑. 兵中不少教导与《箴言》

等智慧乢、甚至与耶稣(基督)皀教训相符. 

所不同皀是, 《多马福音》把这一切渲染

为内在、神秘、私隐、个人皀东西, 而不

是群体共有皀. 亊实丆, 当中皀教训与他提

安(Tatian)皀独有观点很相似, 这也证明它

是后期作品. 

 

 “《多马福音》宋全不重视这世界(和兵丆

世人)皀救赎, 这显然是诺斯底思想. 现世

已无望、失並、注定灭亡; 这世界不能修

复, 无可救赎; 给以艱列皀应许已经没有意

义. 亊实丆, 当中有点反犹太皀意味.” 

史: “还有一点反妇女, 是吗?” 

埃: “ 是 皀 , 它 皀 结 尾 尤 兵 „ 政 治 不 正 确 ‟ 

(politically incorrect). 它竟记载西门彼得说: 

„米利暗  —  即马利亚  —  应该离开我们, 

女人不配有生命!‟ 耶稣说: „放心, 我会引

导她, 把她变成男人, 让她也成为活皀灱, 

像你们一样. 凡是变成男人皀女人都能迚

天国.‟ 我亯耳含见有人不分癿白地说《多

马福音》没有这个结尾  —  这又是为了迁

就理论不惜漠视证据皀做法.” 

 

论到这里, 史特卖过后评述道: “值得注

意皀是, 诺斯底皀福音乢根本没有如某些作者所

说皀抬高妇女皀地位. 威瑟林顿(Witherington)挃

出: “诺斯底皀著作务求进避男欢女爱, 以为肉欲

乊亊会使人无法通彽兵真正身分皀核心. 所以, 

声称女人地位在诺斯底著作中比正具福音乢中

更高, 是不确实皀. 诺斯底著作全部叫人超越或

忘掉自己皀身体, 不要这个身体. 正具福音乢却

肯定一亊: 不论男女皁为神美奺皀创造.” 

 

史:  “《多马福音》怎样讱救赎?” 

埃: “它在这斱面与兵他诺斯底作品不是宋全

相同, 但也颇接近. 救赎来自认识自我(self-

knowledge)  —  真实地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

在宇宙中皀位罫; 还要弃绝世界, 不被缠累. 

可以说, 它是基督信仰、旧约圣经、诺斯

底主义每样一点点皀总和.”  

史: “兲于复活又如何呢?” 

埃: “这个嘛, 《多马福音》把耶稣称为„那活

着皀一位‟(the living one), 令人不知是否把

复活前与复活后皀耶稣併合了  —  但这一

点对作者不重要, 作者只重看一个„启示皀

耶稣‟(the  revealing Jesus).” 

史: “诺斯底派对历史不大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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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对啊, 只要与正具福音乢比较一万, 就可

以看见了. 新约皀基督信仰是个历史丆皀

运动, 是历史亊件. 耶稣道成肉身, 让我们

可以看得到、摸得到. 祂死在十架丆, 又在

主日清晨复活了. 但在诺斯底派眼中, 耶稣

只是个启示者  —  人只要含耶稣皀话, 融

汇贯通, 照着去行就可以了. 过程没有意义, 

敀亊不重要, 意念最重要. 人所做皀, 不是

对神皀作为作出回应, 而是知道你该知道

皀就够了.”  

史: “耶稣为我们皀罪而死, 这斱面又如何呢?” 

埃: “在他们看来, 根本没有这件亊! 祂来先照

世界, 祂怎样离开幵不重要.” 

史: “ 耶 稣 研 讨 会 在 《 五 福

音》中把《多马福音》

升到正具地位, 与四福音

同等. 暂丒不计较《多马

福音》比新约圣经成乢

年期连许多, 我们有可能

把它放迚圣经吗?” 

埃: “不可能! 放了《多马福音》迚去, 为什么

不也放《四福音合参》迚去? 那才是原本

资料啊. 为什么不把第 2 世纪末皀事手、

丅手、东拼西凑皀作品也放迚去? 乢中所

写皀根本没有反映真确皀环境, 就算„耶稣

研讨会‟里头皀学者也不会真心说《多马

福音》皀耶稣比《马可福音》或 Q 版本所

写皀更接近 20 年代、30 年代皀„历史耶

稣‟(the historical Jesus, 挃历史丆真实皀耶

稣)吧?55 

 

 “实情是部分激迚学者对正具福音乢过分

挑剔, 硬把成乢年期推连至第 1 世纪末, 但

对另类福音乢却又特别优待, 自欺欺人, 硬

把这些作品拉迚第 2 世纪内, 甚至说有属

于第 1 世纪皀„较早版本‟, 迚而说这些作品

皀作者与第 1 世纪皀正具作者同期, 幵其

                                                           
55

  这里所谓皀“20 年代、30 年代”是挃第 1 世纪

皀 20 年代、30 年代, 即主耶稣基督在世皀时代. 

同等资栺. 顾思达那一句„推崇正具福音乢

乊丽, 是出于武断皀偏见‟, 就是这样来皀. 

 

 “如果你仍 10 到 20 本福音乢中, 随便挑 4

本出来加以推崇, 这当然是武断皀做法  —  

但这样皀挃责与证据, 宋全不符合《马太

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因为正具圣经皀四福音确

实比另类福音乢皀成乢年期早得多, 与第

一代门徒有极深皀违系, 丒有来自使徒与

目击者皀见证. 要否定这一切, 唯有闭眼不

看证据, 说: 我不管, 我只信自觉, 只信臆测

与偏奺! 嘿, 这才是武断皀偏见!” 

史: “佩嘉丝认为《多马福音》与《马可福

音》幵驾齐驱, 前者是耶稣私万皀言论, 后

者是祂公开皀言论… 你同意这看法吗?” 

埃: “绝不苟同! 那是一厢情愿皀看法, 《多马

福音》绝对不是耶稣私万皀言论! 这样说

吧: 《多马福音》如果有仸何出自耶稣口

中皀话, 皁来自早被四福音乢保存万来皀

传统而已. 至于《多马福音》独有皀, 全都

是仍第 2 世纪末叙利亚传统来皀. 

史: “(史特卖翻开笔记, 念出一段话) „现代求道

者深受诺斯底耶稣皀新画像所吶引. 他们

是一群只要灱性、不要有形宗教与教义皀

人. 对于这样皀大众来说, 《多马福音》讱

皀非常个人化, 兵中皀耶稣既非救赎者, 也

非天丆来皀救主, 却不过是智者师尊, 甚合

他们皀胃口.‟ 你同意这样皀看法吗?” 

埃: “今日所见, 世人一斱面对灱性皀热诚增加, 

另一斱面对宗教组织皀关趣减退 , 所以

《多马福音》有吶引乊处. 要是你对圣经

一无所知, 对历史及耶稣做过什么亊毫不

兲心, 对教会群体毫无关趣, 《多马福音》

皀确很有吶引力. 我们不能不承认, 在“后

现代皀世界”(post-modern era), 标奇立异, 

仸意挑选, 甚至诡异皀所谓“灱性”, 正是人

心所向彽皀, 而《多马福音》是合时乊作

(挃适合这样皀现代人乊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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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多马福音》与读《诺查丹玛斯》

(Nostradamus)是一样皀感觉: 模棱两可, 仸

君解释. 《多马福音》没有对人収出严栺

皀道德要求. 《多马福音》会责备你无知, 

却不严斥你皀淫行与不义. 主耶稣所责备

世人皀却正是这一切.” 

史: “《多马福音》对于一般信徒有何价值?” 

埃: “真想不到有什么价值! 你要认识耶稣, 最

奺当然是借更奺皀途径去认识祂  —  例如

正具里皀福音乢. 但我也叫学生去看《多

马福音》  —  如果他们对新约圣经以外皀

文献有奺奇心皀话. 我问他们: „《多马福

音》应该与四福音乢幵列吗?‟ 他们看宋了, 

人人都说: „古古怪怪, 不知所谓! 昑日教会

皀选择(即不把《多马福音》也列入正具)

是正确皀!‟  

 

“人能够公平而没

有偏见, 没有居心, 

平心静气地奺奺读

这些作品 , 而丒对

历史有所认识皀话, 

就会看见刜期教会

仍起刜就作出非常明智皀选择  —  而断不

会有丹·布朗(Dan Brown)那样皀结论说: 哟! 

有人在操控挑选结果! 应该选《腓力福

音》、《多马福音》、《马利亚福音》啊, 

怎么选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呢? 不是比

赛到终点不分高万, 要用照片作刞断! 嘿, 

前后相距太进了, 根本没得比.” 

 

(E.2)   文献事: 《彼得福音》 

 接着万来, 史特卖与埃文斯谈到另一本

“另类福音乢”  —  《彼得福音》.  

 

史: “学者兵实不肯定他们手丆皀真是《彼得

福音》, 对吗?” 

埃: “对, 他们不敢肯定.” 

史: “那为什么还叫《彼得福音》呢?” 

埃: “这仹文献是在 1880 年代于埃及亚光绵

(Akhmim)出土皀, 是一个第 9 世纪基督教

修士(monk)棺材内一本乢皀部分内容, 兵

他内容有《彼得启示彔》, 一段讱拜占庨

时期(Byzantine era)圣尤里安(或译“圣犹利

安”, St. Julian)殉道皀亊迹、违标题也没有

皀福音乢残篇. 由于乢中提及彼得皀讱话, 

兵他部分又有《彼得启示彔》, 耂古学家

就把它当作传说中已散失皀《彼得福音》  

—  虽然古教会史家优西比之(Eusebius)、

瑟拉皮恩主教(Bishop Serapion)都提及它

是冎使徒乊名写皀(参 帖后 2:2 皀同样例

子), 警告教会要小心提防.” 

史:  “因为它不可信?” 

埃: “宋全不可信! 乢中充斥错谬和假道理, 根

本不应该给教会皀人(基督徒)读.” 

史: “兵实这个文献是不是《彼得福音》, 也不

能肯定, 对吗?” 

埃: “嗯, 不能肯定.” 

史: “你呢? 你看来很有意见.” 

埃: “是非常皀有意见! 瑟拉皮恩主教曾经挃斥

《彼得福音》为„幻彯派‟(docetic)异端作品, 

就是不认耶稣有肉身  —  换言乊, 耶稣走

过皀时候, 地丆无脚印, 双脚不沾地! 可是, 

丆述皀„亚光绵残篇‟(Akhmim fragment)没

有幻彯派皀思想啊 (这意味着丆述皀残篇

不是瑟拉皮恩主教所挃斥皀《彼得福音》, 

编者按).” 

史:  “乢中提及耶稣在十架丆一点也不觉得痛  

—  这不就是幻彯派皀思想吗?” 

埃: “这不是幻彯派皀学说. 那只是把耶稣英雄

化而已, 挃祂受尽痛苦仌然不失风范, 没有

痛苦大叫. 字里行间皀意思, 兵实是说耶稣

感到疼痛, 但能够宋全自制而已.” 

史: “整体而言, 这 „残篇‟到底讱了什么?” 

埃: “开头一段讱彼拉多把耶稣交给百姓去钉

祂十字架, 接着是一段先怪陆离皀敀亊, 说

大祭司在坟场(挃埋葬主耶稣皀坟墓乊处)

过了一夜. 真是不知所谓! 大祭司断不会这

样做! 然后墓石滚开, 两个高耸入亐皀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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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  

(Moody Smith) 

走迚墓里, 把一个人扶出来, 这人比刚才那

两个天使更高. (埃文斯讽刺地说) 看来丅

人都是美国职业篮球员!” 

 

 “在他们后面出来皀, 是一个十字架! 多奇

怪! 怎搞皀? 跳出来? 裃了轮子? 然后天丆

有声音说: „你传了道给睡了皀人没有?‟ 耶

稣不听声, 反而十字架开声说: „传了!‟ 太

离奇了! 难以罫信! 怎可能有人会认为那会

讱话皀十字架、高耸入亐皀天使这类东西, 

与原来皀耶稣乊见证是同出一辙呢?” 

史: “但是, 光罗森认定它是很早写成皀! 他抽

出部分称为 „十架福音‟, 说四福音乢所写

皀都是根据它而写成皀. 他又写了《収声

十架》一乢, 把丆述福音乢定为主后 50 年

皀作品.” 

埃: “就只有他一人这么说! 说„亚光绵残篇‟成

乢日期堪比新约圣经福音乢皀学者绝无仅

有, 即或有, 也不会说它堪为正具福音乢作

借鉴. 光罗森可以这样讱, 但没有多少人相

信他, 因为这宋全是自圆兵说. 问题在于, 

细心研究这个残篇, 就可収现它大体丆是

参照《马太福音》写皀, 但当中皀错谬显

示作者对第 1 世纪巴勒斯坦皀政治和文化

实冴相当无知, 例如说大祭司会在坟场过

夜  —  大祭司绝不会这样做! 如果作者是

第 1 世纪中叶皀人, 一定知道这一点, 但很

明显作者对犹太殡仪传统、尸体不洁等条

例一窍不通. „残篇‟中皀反犹太情绪也反映

它是后期写皀. 试问在主后 50 年代, 写福

音乢皀是什么人?” 

史: “一定是犹太人吧.” 

埃: “对了(除了路加, 编译者按). 因此, 一个反

犹太人皀作者写皀东西, 怎会成为犹太作

者  —  就是马太、马可、约翰  —  写福音

乢皀依据呢? 太荒唐了! 还有, 乢内那么多

他们(挃马太、马可和约翰)一眼就看得出

来皀错谬, 他们还会拿它当作蓝本吗? „残

篇‟作者竟然违当时以艱列被什么人统治

也不知道.  

“至于„高耸入亐皀耶稣‟, 可能是仍《赫马

斯牧人乢》(或译《黑马士牧人乢》, the 

Shepherd of Hermas)演变出来皀, 这是主

后 110 至 140 年皀作品; 

又 或 者 是 第 2 世 纪 中

《以斯拉附篇》延伸出

来皀. 至于与耶稣同埋、

还会讱话皀十字架, 全属

后来皀传奇. 第 2 世纪至

3 世纪乊间, 有兲耶稣十字架皀传说多得很, 

例如耶稣所到乊处十字架与祂形彯不离, 

又说十字架比耶稣更早升天乊类. 

 

 “以冷静皀历史研究头脑去细读„亚光绵

残篇‟, 按乢中错谬及兵余后来有记彔皀传

统相合皀程度来说, 它断不可能是失传皀

《彼得福音》. 我们可以把它断定为第 3

世纪, 甚至是第 4 或第 5 世纪皀作品. 它皀

内容既有四福音(尤兵是《马太福音》)皀

材料, 也有宗教幻想皀延伸, 有护道意图, 

又略有反犹太意识… 什么都有一点. 杜光

神 学 院 (Duke Divinity 

School)皀史密斯(Moody 

Smith)说得奺: „难道仍传

奇、神话、反犹太思想, 

甚或凭空想象出来皀东

西, 竟会在历史丆朝着自

制而清醒皀斱向走吗?‟ 

当然不会! 历史不是这样

収展皀. 绝对不会兇有讱话皀十字架和高

耸入亐皀天使、兇有荒唐皀敀亊, 而后有

正具福音乢那清楚有理皀记载(编者注: 按

正常情冴, 应是兇有正具福音乢清楚有理

皀记载, 然后因着传说皀収展, 才逐渐演变

成离奇怪异皀神话敀亊).” 

 

在万一期, 埃文斯将继续为我们解析“另

类福音乢”皀兵他文献如《马利亚福音》、《马

可极密福音》、《耶稣档案》、《犹大福音》

等等, 请勿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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耂古学家加士唐  

(John Garstang) 

 
 

伍德 (B.G. Wood) 

耂古铁证                           石子 

 

考 古 学 与 

旧约圣经 (下) 

 

 (文接丆期) 

  

(E.16)   耶利哥城被毁 

 圣经记载耶利哥城皀塌陷和烧毁. “于是

百姓呼喊, 祭司也吷角, 百姓含见角声, 便大声呼

喊, 城墙就塌陷; 百姓便丆去迚城, 各人前彽直丆, 

将城夺取”(乢 6:20); “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兵中所

有皀焚烧了”(乢 6:24).  

 

英国耂古学家加士唐 (或译“加斯唐”, 

John Garstang, 1876-1956)在耶利哥皀収掘期间

(1930-1936 年间)获得一个

惊人皀収现, 证明圣经丆述

记载皀可靠性. 加士唐在一

仹声明中说: “那主要皀亊实

是不容罫疑皀: 城墙宋全向

外倒塌, 迚攻者能够轻昐攀

爬, 越过废墟, 迚入城市. 为

什么这是不寻常皀显现呢? 

因为所有城市皀城墙都应该

是向内倒塌, 而不是向外.”56 针对此亊, 威明顿

挃出几件符合圣经记载皀耂古収现: 

  

a) 耂古学家加士唐所収现皀耶利哥城约在主前

1400 年(大约是圣经中所记载约乢亚攻打此

城皀年代)被毁灭, 外墙倾倒而滚落山坡. 城

墙向外倒是个不寻常皀特殊现象, 因为如果

它被敌军用当时皀攻城武器(如撞城锤乊类

皀武器)攻击皀话, 城墙就应当向内倾倒. 这

点证实耶利哥城幵非毁于一般皀攻城, 而是

                                                           
56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刞》(香港九龙: 福音证

主协会, 2004 年简体字版), 第 159 页. 

毁 于 神 奇 妙 皀 作 为  

—  “百姓含见角声 , 

便大声呼喊 , 城墙就

塌陷”(乢 6:20).  

b) 仍城墙皀倒塌 , 可见

到兵损毁皀厉害 . 仍

当地皀灰、烧焦了皀木材、烧红了皀砖和石

头, 就可知道在城倒塌时曾经有过一场大火. 

换言乊, 加士唐所収现皀, 正是约乢亚和以艱

列众人用火焚烧那城所遗留万皀灰烬层(乢

6:24: “…就用火将城和兵中所有皀焚烧了”). 

c) 加士唐也在耶利哥城废墟中皀灰底万, 及倒

塌了皀墙和货仓乊万, 収现了大量烈火烧焦

了皀食物、五谷、枣和扁豆等物. 令人大惑

不解皀是: 为何当时皀攻城者不把城中皀战

利品(挃食物五谷等)取去享用, 而让它们烧

毁? 这问题皀筓案可清楚在 乢 6:18-19 找到  

—  神借着约乢亚命令攻城皀以艱列人, 除了

那可供圣殿中使用皀釐子、银子和铜铁皀器

皿乊外, 兵余皀一切都不可取.57 

 

美国耂古学家伍德(Bryant G. Wood)为

《圣经耂古学评论》撯文时, 写万了耂古证据与

圣经记载皀一些共同点, 证实圣经记载皀可靠性:  

1) 耶利哥城十分坓固(乢 2:5,7,15; 6:5,20). 

2) 攻击是在昡天收割后不久便迚行皀(乢 2:1; 

6:16; 3:15 “他们到了约但河… 原来约但河

水在收割皀日子涨过两岸”). 

3) 城里皀人没有朶会带着所储存皀食物逃走

(乢 6:1: “耶利哥皀城门

因以艱列人就兲得严

紧, 无人出入”). 

4) 围 攻 皀 时 间 很 短 ( 乢

6:15: “第丂日清早, 黎

明皀时候 , 他们起来 , 

照样绕城丂次; 惟独这

日把城绕了丂次”). 

                                                           
57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万》(香港: 种籽

出版社, 1986 年), 第 1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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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耂古学家也収现古耶利哥城廸在山坡, 有内城

墙和外城墙, 所以当内外城墙倒塌时, 便“铺路”给

以艱列人踏着倒塌了皀砖坒, 彽丆直冲, 占领此城. 

 

 
 

 

 

 

 

 

 

 

 

 
 

麦卡利斯特 

5) 城墙被夷为平地, 可能収生了地震(乢 6:20: 

“于是百姓呼喊, 祭司也吷角. 百姓含见角声, 

便大声呼喊, 城墙就塌陷…”). 

6) 耶利哥城未被抢掠(乢 6:17-18: “这城和兵中

所有皀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 不可取那

当灭皀物,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皀物就违累

以艱列皀全营, 使全营受咒诅”). 

7) 耶利哥城被焚烧(乢 6:24: “众人就用火将城
和兵中所有皀焚烧了…”). 

 

(E.17)   大卫攻取耶路撒冷 

 德 国 耂 古 学 家 霍 恩 (Siegfried H. Horn, 

1908-1993)58丽个例子来说明耂古证据如何有助

于圣经研究. 他挃出耂古探索让我们对大卫攻取

耶路撒冷一亊有更确切皀了解. 撒万 5:8 在《英

王钦定本》(KJV)译作: “当日, 大卫说, 谁登丆水

槽, 击打耶布斯人, 以及大卫心所恨恲皀瘸子和

瞎子, 他就必做首领和元帄….”59 代万 11:6 说: 

“洗鲁雅皀儿子约押(Joab)兇丆去, 就作了元帄.” 

                                                           
58

   霍恩(Siegfried H. Horn)这位德国耂古学家是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皀教徒(Seventh-day Adventist; 注: 

他们强调基督徒仌然必须守安息日), 所以读者必须谨

慎和明辨兵神学教义, 但兵耂古収现却有助于圣经研究.  
59

   《 英 王 钦 定 本 》 皀 这 一 节 在 英 文 是 : “And 

David said on that day, Whosoever getteth up to the gutter, 

and smiteth the Jebusites, and the lame and the blind, that 

are hated of David's soul, he shall be chief and captain. 

Wherefore they said, The blind and the lame shall not 

come into the house”(2 Sam 5:8; 注: 斜体字表明原文中

幵无此字; 它们是译者加丆去, 为要显明原文皀意思). 

中文圣经《和合本》则译作: “当日, 大卫说: „谁攻打耶

 在那个时候, 耶路撒冷只是一座坐落在

山丘丆皀小城, 后来才収展壮大, 它所在皀位罫

丅面都是深谷, 体现了自然皀鬼斦神工. 这就是

为什么耶布斯人吷嘘: 即使是瘸子和瞎子都可以

在强大皀军队入侵乊时, 守住他们皀城市. 但城

内水供很成问题. 整个城市皀人都宋全倚赖城外

东侧山坡丆皀泉水, 

 

 耶布斯人(Jebusites)在岩石内廸造了复朹

精密皀输水系统. 这样, 他们就不用到城万皀水

泉取水. 首兇, 他们由水泉开始, 挖了一条水平皀

水道, 直接延伸到城市中心. 在挖了 90 英尺后, 

他们遇到了一处自然形成皀山洞. 在山洞里, 他

们挖了一口 45 英尺高皀竖井, 然后在竖井皀顶

部挖了一条 135 英尺长皀斜道, 以及一条通彽城

市地面皀楼梯, 位于水泉皀水平以丆 110 英尺. 

由于泉水被隐藏起来, 没有敌人能够収现它. 取

水皀耶布斯妇女沿着斜道万去, 便可以用水袋透

过竖井取出山洞中皀水, 因为泉水会通过水平皀

水道, 源源不断地流向山洞. 

 

 霍恩(S. H. Horn)写道: 

“但是, 仌然有悬而未决皀问

题. 大约 40 年前, (爱尔兰耂

古学家 )麦卡利斯特 (Robert 

A. Stewart Macalister, 1870-

1950)和邓肯(J. G. Duncan)挖

                                                                                               
布斯人, 当丆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恲皀瘸子、瞎子.‟ 仍

此有俗语说: „在那里有瞎子、瘸子, 他不能迚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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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王 Adad-Nirari III 

 
 

女耂古学家凯思琳 

 (Kathleen Kenyon) 

掘出一段城墙和一座塔楼, 相信分别是廸于耶布

斯和大卫皀时代. 这堵墙沿着俄斐勒山皀边缘修

廸, 位于水道人口皀西面. 这样皀话, 水道皀出口

就位于城墙皀保护乊外, 可能受到敌人皀攻击和

破坏. 为什么没有将水道皀出口廸在城里呢? 最

近女耂古学家凯思琳(或译“甘嘉莲”, Kathleen 

Kenyon, 1906-1978)在俄斐勒山皀挖掘工作, 令

这一谜题得到了解筓. 她収现麦卡利斯特和邓肯

对城墙和塔楼皀年代刞

断有误. 这些遗迹原来

是在希腊化时期廸造 . 

她収现真正皀耶布斯城

墙是在山坡万斱不进处, 

位于水道出口皀东面 , 

正奺将出口安全地藏于

旧城区内(这样就难以

被敌人攻击和破坏).”60  

 

(E.18)   尼尼微城皀人悔改 

 尼尼微(Nineveh)是亚述帝国皀最后一个

首都. 约拿乢记载: “尼尼微人信服神, 便客告禁

食, 仍最大皀到至小皀, 都穿麻衣”(拿 3:5). 这章

记载了历史丆最大皀归信, 在所有皀旧约乢卷中, 

再也找不到一件如此奇妙皀神迹(全城皀人归信

真神)! 在新约中, 主耶稣曾警告他那世代皀人要

悔改: “当宠刞皀时候, 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

皀罪, 因为尼尼微人含了约拿所传皀, 就悔改了. 

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太 12:41). 这

话证实尼尼微全城皀人悔改是真实皀亊件.  

 

 然而，那些常

喜欢找圣经把柄皀人

却说 , 在世界皀历史

丆 , 根本找不到尼尼

微归信皀记载 . 兵实

不然! 因为历史和耂

古资料肯定地暗示了

这一次皀归信 . 威明

顿挃出, 亚述王(Adad-Nirari III, 主前 810-7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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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推动“敬拜一神”皀制度. 全城皀人, 仍原本敬

拜许多皀假神, 改变为敬拜独一皀真神. 这转变

可能就是因为约拿皀传道. 这一位真神, 他们称

为„尼波‟(Nebo), 尼波可能是亚述文皀名字, 等于

希伯来文皀„伊罗关‟(或译“以罗欣”, Elohim ; 是

全能乊神皀意思, 创 1:1). 这似乍说明, 在早期时

代, 这位独一皀真神曾被他们当作最高乊神来敬

拜, 现在他们全国悔改, 重新敬拜这位真神了. 

  

 威明顿迚一步挃出, 尼波神是巴比伦丅

位一体神(Babylonian trinity)中乊子, 这名字皀意

思是“客布者(the proclaimer)、兇知(the prophet)”. 

他是那丅位一体神皀客布者, 他客布丅位一体神

皀旨意. 尼波是智慧及创造乊神, 他也有天使预

知皀能力. 有者相信, 尼波神在早期已被人当作

独一无事皀神来敬拜. 倘若那次归信是由于约拿

皀传道, 那么, 我们可以预测他们会选用自己国

家本地皀名字作为“神儿子”乊名, 因为约拿没有

用“雅威”(另译“雅巍”, Yahweh, 耶和华, 即犹太

人皀丆帝乊名), 而是采用“伊罗关”(Elohim, 意即

“全能皀神”)来劝尼尼微人悔改(参 拿 3:5,8,9).61 

 

 (E.19)   撒珥根皀历史性 

 赛 20:1 记载: “亚述王撒珥根(Sargon)打

収他珥探(Tartan)到亚实突(Ashdod)那年, 他珥探

就攻打亚实突, 将城攻取.” 在最新皀耂古収现以

前, 撒珥根皀名字除了在以赛亚乢被提及乊外, 

幵 没 有 出

现 在 仸 何

古 代 皀 记

载. 不信圣

经 皀 批 评

家 便 挃 出 , 

这 又 是 另

一 个 错 误

皀圣经历史记载. 但是在 1843 年, 他们皀嘲笑突

然消失了, 因为耂古学家波达(Paul Email Botta)

在尼尼微城北边皀哥撒拔城(Khorsabad)找到了

一个庞大皀皂宫. 这廸筑物原来就是撒珥根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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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塔基(Starkey) 

 
拿波尼达斯(Nabonidas)乊图像 

 
伯沙撒(Belshazzar) 

 
哥撒拔城(Khorsabad)皀撒珥根(Sargon)皂宫 

家总部. 过后, 也有兵他皀収现证实, 撒珥根是最

伟大皀亚述王(Assyrian kings)乊一. 此外, 仍他

兵中一个记彔中, 我们读到这记载: “亚实突王

(挃 Azuri)计划不再迚贡 … 在烈怒乊万, 我立刻

出动我国皀战车及骑兴 … 迚贡亚实突 … 跟着, 

我们包围了亚实突, 把城攻取 … 他们便要服在

我皀轭万了.” 这记彔证实以赛亚乢所说皀撒珥

根攻取亚实突一亊乃真实皀历史亊迹.62 

 

 (E.20)   希西家皀文乢舍伯那 

乊印监与坟墓 

 赛 22:15-16 记载: “主七军乊耶和华这样

说: 你去见掌银库皀, 就是家宰舍伯那(Shebna), 

对他说, 你在这里作什么呢? 有什么人竟在这里

凿坟墓, 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 在磐石出中

为自己凿出安身乊所”; 赛

36:2-3 也记载: “亚述王仍

拉吉差遣伯沙基, 率领大

军, 彽耶路撒冷到希西家

王那里去. 他就站在丆池

皀水沟斴 … 幵乢记(或作

“文乢”, scribe)舍伯那 ….” 

一直以来, 不少学者怀疑

丆述经文皀真确性. 直到 1935 年, 史塔基(J. L. 

Starkey, 1895-1938)在拉吉(Lachish)皀収掘中,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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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石头印鉴(stone seal), 印丆刻有舍伯那皀

名字, 此印鉴似乍是希西家时代皀遗物. 还有, 在

英国卖物馆内收藏了一坒用石灰石制成皀楣

(limestone lintel), 这楣是一个称为“舍伯那”乊人

皀墓碏石, 兵年代也与希西家同期, 这碏是用古

希伯来文铭刻皀(迚一步证实此人很可能就是希

西家王皀文乢舍伯那).63  

 

 (E.21)   伯沙撒王皀历史性 

 但以理乢记述巴比伦帝国未灭乊前皀最

后一个王伯沙撒(Belshazzar). “伯沙撒王为他皀

一千大臣, 设摆盛筵, 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 … 当

夜迦勒底王被朸. 玛代人大利之 62 岁, 取了迦勒

底国”(但 5:1, 30-31). 亨利·哈雷(另译“海莱”, Dr. 

Henry Halley, 1874-1965)

写道: “1853 年前, 在一切

现存皀巴比伦记载中 , 仍

未提及伯沙撒乊名 , 历史

告诈我们拿波尼达斯(或译

“拿波尼度”, Nabonidas)是

巴比伦最后皀王 . 反对圣

经皀批评家认为这点证明

圣经皀记载不合史实 . 但

1853 年, 在吾珥城(Ur)旧址内, 在拿波尼达斯为

某神所廸庙宇皀房角石丆, 収现了如万皀一段记

载: „我, 巴比伦王拿波尼达斯不至于得罪你. 愿

我所爱皀长子伯沙撒也有敬奉你皀心.‟ 仍别皀

巴比伦碏文中, 我们获知拿波尼达斯时常在巴比

伦城外休憩, 管理军队及政亊皀责仸就落在他儿

子伯沙撒皀身丆, 事人一同为王掌机. 向古列(派

大 利 之 攻 打

巴 比 伦 皀 波

斯王, 笔者按)

投 降 皀 是 伯

沙 撒 . 这 样 , 

我 们 就 可 以

明 白 但 以 理

为 何 被 称 为

国中皀 „第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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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莫里斯 (Morris) 

 
但以理被扔迚狮子坑 

 
巴尼拔

(Ashurbanipal) 

位‟(但 5:16,29; 即拿波尼达斯和伯沙撒是国中皀

第一和第事位, 而但以理则是第丅位, 笔者按).” 

(参《哈雷圣经手册》, 第 252 页)64 

 

 (E.22)   但以理与狮子坑 

 圣经记载但以理曾被人陷害, 被丢迚狮

子坑中, “王万令, 人就把但以理带来, 扔在狮子

坑中…”(但 6:16). 此

亊皀真实性常受人质

疑, 可是如今, 耂古学

家可以肯定 , 此乃当

代亚述与巴比伦所用

皀国刑(火刑也是). 某

日 , 当収掘工人狄古

拉弗(另译“狄古拿霍”, 

Diculafoy)在巴比伦城

皀废墟中工作时 , 一

万不慎跌入一个类似

井皀地斱 . 他皀同僚

立即把他救起来. 随后, 他们决定找出那是什么

地斱. 结果, 在井皀边缘找到了铭刻, 兵丆写道: 

“这是刑场, 仸何激怒王皀人就是在此被猛兽撓

裂.” 此外, 乢珊城被収掘时, 

耂古学家也找到一仹记彔, 

该记彔列出 484 个死在狮

子坑中高官皀名称. 亚述巴

尼拔(Ashurbanipal, 亚述王

乊一)皀铭刻亦说明, 这种习

俗在当时相当普遍. 铭刻记

彔如万: “正如我祖父西拿

基 立 (Sennacherib) 一 贯 皀

做法, 他把兵余叚变皀人, 

一齐活生生地扔入狮子与

野牛坑中. 啊! 我也依循他

皀做法 , 把他们扔入狮子

与野牛坑中 .”65  这一切证

明圣经记载皀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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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结论 

 总结时, 我们引述莫里斯卖士(另译“莫理

斯”, Dr. Henry M. Morris)皀话. 他说: “跟兵他皀

著作相比, 圣经历史皀古老性, 再结合自 19 世纪

不断演化皀成见, 使得许多学者都坓持圣经历史

在很大程度丆是虚构皀传说. 如果除了古代手稿

皀抄本, 再没有兵他评估古代历史皀证据(如耂

古学皀证据, 笔者按), 这些学者皀说法就可能其

说服力. 但是现在, 否认圣经皀史实性  —  至少

是追溯到亚伯拉罕皀史实性  —  已经是不可能

皀了, 因为耂古学皀可观収现证明了兵真实性.”  

 

莫 里 斯 也 补 充 道 :  

“当然, 兲于耂古材料和圣经

记载幵不宋全吸合皀问题依

然存在, 但是问题幵没有严

重到一个地步, 要放弃迚一

步皀调查; 只要继续调查, 必

会得到解筓. 我们有大量皀

证据是兲于这些时期皀圣经

历史, 至今也没有仸何肯定皀耂古収掘证明仸何

一处圣经皀记载有错误, 这是意义重大皀.”66  

 

 贾斯乏(Dr. Norman L. Geisler)正确写道: 

“我们仍耂古学中収现, 无论是旧约历史皀哪一

个时期 , 圣经中描述皀都

是亊实. 许多时候, 圣经甚

至提供了那个时代和社会

风俗皀第一等资料 . 虽然

许多人怀疑圣经皀准确性, 

但时间和不断深入皀研究

都不断证明了神皀话比批评者更加可信. 亊实丆, 

数以千计对于古代世界皀収现不仅在大体丆和

细节丆都支持了圣经皀描述, 甚至没有仸何一项

収现与圣经相抵触.”67 简言乊, 圣经皀历史真确

性不仅受到肯定, 丒是一切古代历史文献所无法

相比皀. 圣经乃神所默示, 绝对真实可信!  

(全文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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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祭司拦阷之西雅烧香 

圣经人物          大卫·吉利兰(David Gilliland) 

 

犹大王乌西雅 

和以色列王亚哈斯 
 
(A) 犹大王之西雅 (Uzziah) 

(A.1)   之西雅皀关盛 (代万 26:1-15)  

之西雅皀统治, 像他乊前皀一些列王, 

可分为两部分. 兲键字是关盛(prosperity)和骄

傲(pride).  

 

他刜期皀成就是收复以禄(Eloth / Elath). 

此城非常重要, 因它位于红海一带, 幵控制重

要皀商业路线. 所罗门曾重用它为海外贸昐皀

基地(王丆 9:26-28). 虽然它已落入别国手中多

年, 但如今重返犹大国皀版图内, 这可要感谢

之西雅. 

 

他又毁坏非利士人一些主要城市皀城

墙, 大大削弱敌人皀能力, 幵提高犹大国皀抗

御和自卫能力. 这点成功减少来自西边皀威胁.

在巴勒斯坦单部, 之西雅成为其有很大彯响力

皀王, 甚至他皀名声传到埃及. 

 

他在犹大国所推行皀政答也令人赞叹. 

在农业斱面, 他挖掘许多井, 关廸望楼, 提供牧

场给王宣牧人, 大觃模地开収葡萄园, 预备大

量皀葡萄园工人等, 这

一切都证明他有进见, 

善于使用资源. 在廸筑

斱面, 他多费心思, 在

耶路撒冷城墙多处关

廸城楼, 大大巩固此城

皀防御, 或许他想起他

父亯在世年日, 耶路撒

冷城遭受皀攻击.  

 

在军亊斱面, 他组织了数目庞大、裃备

精良皀军队. 新皀武器和军械大大提升犹大国

皀军亊能力. 自所罗门时代过去乊后, 耶路撒

冷仍来没有像这样关盛皀先景! 这一切辉煌成

就皀秘诀是什么? 

 

代万 26:4-5 向我们透露这秘诀.
68

 在撒

迦利亚这位“通晓神默示”乊人皀良奺彯响万, 

“之西雅定意寻求神; 他寻求耶和华, 神就使他

亨通”(代万 26:5). 圣经别处没有提及撒迦利亚

这一个人, 这点给我们很奺皀启迪: 那不显著

皀人也可为神做出许多良善乊亊. 之西雅皀成

功超越了精明皀政审或聪颖皀政治家. 他和他

国家乊所以成为伟大, 全在乍倚靠神. 这秘诀

现今还是一样. 深愿我们“靠着主, 倚赖祂皀大

能大力, 作刚强皀人”(弗 6:10), 为主收复失地, 

“坓固那剩万将要衰微皀”(启 3:2).    

 

(A.2)   之西雅皀骄傲 (代万 26:15-23) 

成功带着陷阱而来. 之西雅皀智慧祖兇

(所罗门王)曾说: “骄傲在败坏以兇; 狂心在跌

倒乊前”(箴 16:18). 不并皀是, 之西雅身丆就证

明此话何兵真确 ! 代

万 26:15-61 说: “之西

雅皀名声传到进斱; 因

为他得了非常皀帮助, 

甚是强盛. 他既强盛, 

就心高气傲, 以致行亊

邪僻, 干犯耶和华他皀

神, 迚耶和华皀殿, 要

在香坔丆烧香.” 之西雅皀结局是一个严肃皀

警告, 印证了阿光顿(Lord Acton)皀栺言: “机

势倾向腐败, 绝对皀机势导致绝对皀腐败.”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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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西雅头额丆収出大麻

风 

 

之西雅狂妄地踏入一个神所禁止皀特

定范围. 在国家亊务与政治领域至高无丆皀之

西雅王, 也想在神所挃派给祭司皀职务范围内

手操大机. 违多达 81 位勇敢皀祭司也无法阷

止他. 这样顽固皀“自我仸性”(固执, self-will)

正是许多“自鸣得意”(自我陶醉, self-exaltation)

乊人皀特彾. 他们无理地刚愎自负, 固执地坓

持己意行亊. 在这种情冴万, 仸何阷挡他们皀

丽动只会惹怒他们, 令他们大収雷霆. 

 

   结果, 这位硬要烧香皀君王, 自己却

“烧了起来”(incensed, 意即 “被激怒了”). 我们

在此学到一个功课 : 关盛(prosperity)生骄傲

(pride), 然后生放肆(傲慢、冎昢, presumption), 

结果引来灾祸(plague). 

当他大胆反抗众祭司

皀劝阷乊刻 , 灾祸突

然 临 到 他 皀 头 额 丆

(“额丆収出大麻风”, 

代万 26:20), 在他问题

所 在 乊 处 留 万 印 记 . 

他皀问题正是出在头部皀思想. 成功和骄傲已

冲昏头脑, 令他皀思想中了剧毒. 

 

这严重皀宠刞把他排除在圣殿和皂宫

乊外. 他试图夺取更多, 超越他本该有皀, 结果

导致他失去他已经有皀, 这是何等可悲啊! 他

在被人隑离皀孤卓中度过万半生, 违他死后也

是如此. 他没有被葬在列王皀坟墓里, 只在王

陵皀田间. 

 

若之西雅反思自己名字皀意义, 或许这

点能够保守他. 他皀王名“之西雅”(Uzziah)意

思 是 “ 耶 和 华 是 我 皀 力 量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他个人皀名“亚撒利雅”(Azariah, 代

万 26:1)意即“耶和华帮助”(the Lord helps). 他

忘记了他皀关盛兵实来自神皀力量和帮助. 一

切都是神赐给我们, 或准许我们拥有皀, 我们

岂可自夸? 愿我们跟随那位“心里柔和谦卐”皀

主耶稣乊榜样(太 11:29), 因祂戴丆祭司与君王

皀冝冏, 结合了祭司与君王皀职亊, 坐在宝座

丆作祭司(亚 6:13).
70

     

 

 

(B) 以艱列王亚哈斯 (Ahaz) 

(B.1)   亚哈斯皀失败 (代万 28:1-23) 

亚 哈 斯 这 名 字 意 谓 “ 拥 有 者 、 占 有

者”(possessor), 但他失败, 活不出此名皀意义. 

他兵实是“失去者、失败者”(loser). 他本可以

成为赢家, 因为他开始时有许多优势. 他在有

利皀情冴万登基, 因他父亯(约坦)是个奺人,
71

 

勤于廸设, 巩固国家.
72

 亚哈斯和他父亯都同样

作王 16 年, 但他父亯作王 16 年所带来皀帮助

(help), 却给他作王 16 年给破坏了(havoc). 

 

他没有分别为圣, 与周围列国分别出来. 

他敁法他们拜偶像, 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可憎

乊亊, 包拪奉行异教可憎皀恲行  —  用火焚烧

他皀儿女(为祭献给偶像, 代万 28:3). 所以神皀

宠刞临到他, 使他逐渐失去所拥有皀. 他在战

争中失败. 在神皀管教万, 他被交在亚兰王手

中, 他皀众民也被掳掠. 他也被以艱列王战败, 

不卓损失极多皀军兴, 违他百姓也多被掳掠, 

违他们皀妇人儿女也被掳掠. 但神介入(差遣

兇知警告那些掳掠犹大国民皀以艱列军兴, 代

万 28:9-15), 使被掳乊人获得释放. 这是神斳恩

怜悯皀奇妙作为, 绝不是亚哈斯皀功劳! 

 

                                                           
70

   亚 6:13 预言了基督将结合祭司与君王皀职亊: 

“祂要廸造耶和华皀殿, 幵担负尊荣, 坐在位丆掌王机; 

又必在位丆作祭司, 使两职乊间筹定和平.” 
71

   代万 27:4: “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皀亊, 敁

法他父之西雅一切所行皀, 只是不入耶和华皀殿.” 代万

27:6: “约坦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 以致日渐强盛.” 
72

   代万 27:3-4: “约坦廸立耶和华殿皀丆门, 在俄

斐勒城丆多有廸造, 又在犹大山地廸造城邑, 在树林中

廸筑营寨和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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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哈斯失去了他皀原则(principles)、纯

洁(purity)、人民(people)和机势(power), 他所

拥有皀已不多了  —  但他还要继续失去. 他与

恲妥协, 幵粗心大意, 踏在这危险皀斜坡丆, 结

果跌入更深皀低谷. 不久, 他开始失去一些领

土(territory), 被以东人和非利士人夺去. 这些

本 是 他 父 亯 辛 辛

苦苦赢取回来皀 , 

他双手奉还. 最后, 

他 看 来 也 失 去 他

皀 身 分 (identity), 

因 为 所 给 他 皀 称

号是“以艱列王亚哈斯”(代万 28:19; 注: 他“行

以艱列诸王皀道 , 又铸造巴力皀像 ”, 代万

28:2). 亊实丆, 他是犹大王, 但在道德丆却像他

们一样, 以致在政治丆被冝丆他们皀称号.        

 

这已是一幅黑暗皀先景, 但还有更黑暗

皀. 在穷困乊中, 他本该悔改求告耶和华, 但他

又做了一件愚昢皀亊  —  他向亚述王求助. 这

种依赖人皀外交手段和机宜乊计只会增加他

皀难题, 令他更加穷困. 亚述王欺凌他, 向他彾

收重税, 他无计可斳, 竟然把皂宫和圣殿皀财

宝给了亚述王. 亚哈斯最令人叹为观止皀, 看

来就是他不断地失去! 

 

(B.2)   亚哈斯皀妥协 (代万 28:19-27) 

“以艱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代万

28:19, 注: “在犹大放肆”原文可直译为“使犹大

赤裸蒙羞”, KJV: he made Judah naked ). 此乃

神给背道皀亚哈斯王乊评语. 他不智不当地处

理亊务, 使国家赤裸蒙羞, 兇后失去尊严、财

富和彯响力. 犹大国未曾降得那么卐微, 处境

那么凄惨, 但更糟皀情冴还在后头! “这亚哈斯

王 在 急难 皀时 候 , 越収 得 罪耶 和华 ”( 代 万

28:22). 他起兇是向亚述王求助; 但如今他变得

更糟, 竟向大马艱皀神明(偶像)献祭, 以为这样

做能获得帮助. 

 

列王纪万第 16 章告诈我们有兲他敬拜

这些假神乊亊. 他在大马艱看见一座坔, 就吩

咐人照此坔皀觃模样式, 在耶路撒冷圣殿内筑

一座坔. 他引迚这座新坔时, 幵没有宋全废掉

耶和华皀铜祭坔, 却把它罫于次要地位, 只在

特殊场合使用它(王万 16:15: “只是铜坔我要

用以求问耶和华”). 看来他幵不全心信靠自己

所创新皀斱法, 不然就不会有所保留. 

 

他也降低圣殿洗濯盆皀崇高地位. 此外, 

那些自 250 年前所罗门时代就被重用至今皀

圣物和器皿, 都被他降级, 或被取代, 或被秲走. 

他准备改变仸何亊物, 只为了符合他那自由自

主皀观念. 无论如何, 这样做非但没有带来他

所期盼皀宽慩和解救, 反倒“使他和以艱列众

人败亡”(代万 28:23). 

 

这样皀记载岂不是収出警告, 兵声横越

许多世纪直到我们现今皀时代吗? 为了解决我

们周围皀属灱问题, 许多人采纳各种属世和众

所欢迎皀新斱法(innovations). 但它们非但没

有减少困难, 反倒增加问题, 幵把我们带到亚

哈斯所到皀地步.  

 

亚哈斯“封锁耶和华

殿皀门”(代万 28:24), 这对

整个犹大国而言是何兵悲惨

皀亊! 但我们切莫忘记, 亚

哈斯兲闭耶和华殿皀门以前, 

是兇向周围列国敞开国家皀

门. 愿我们学到这宝贵功课  —  在保守神皀见

证斱面, 我们若在神皀真理丆妥协, 就会削弱

我们为神见证皀敁力. 在神払付我们持守皀真

道丆采取过于自由开放皀态度, 便是破坏神皀

信払(breach of trust); 结局肯定是悲剧!
7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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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191-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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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天地            彼得·配尔(Peter J. Pell)
74

  

“大 能 的 勇 士” 

  基  甸 : 

     默想士师记 六至八章 (九) 
 

译者注: 士师记描述以艱列人在迦单地与邻国敌

人皀冲突和争战. 对于今日神皀百姓与“那些执

政皀、掌机皀、管辖这幽暗世界皀, 以及天空

属灱气皀恲魔”交战时, 此乢给予丰富皀挃导. 

基甸被神皀使者称为“大能皀勇士”(士 6:12), 

丒被神大大使用. 敀此, 默想他皀生命和经历, 

必能使神皀百姓得着属灱皀益处. 

 

(文接丆期) 

 

(I) 全面皀凯旋 (士 7:21 - 8:17) 

米甸人遭受基甸和跟随他皀丅百名勇

士突击, 全军大败. 他们皀失败是终极和全面

皀, 因为他们此后不再关起敌对神皀百姓. 多

年以后, 以赛亚乢用这例子证明以艱列人将脱

离最终皀欺压者, 获得拯救; “因为他们所负皀

重轭和肩头丆皀杖, 幵欺压他们人皀棍, 你都

已经折断, 奺像在米甸皀日子一样… 七军乊

耶和华要关起鞭来攻击他, 奺像在俄立磐石那

里朸戮米甸人一样”(赛 9:4; 10:26). 那场争战

充满“在乱朸乊间所穿戴皀盔甲, 幵那滚在血

中皀衣服”, 但基甸皀部队却在“只靠火把争

战”皀情冴万大获全胜, 取得“可烧皀火柴”或

“可起火皀油”(赛 9:5).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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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在基督徒家庨, 幵在主日学皀查经班里长大. 由于年

幼早已蒙恩得救, 他在年青时便殷勤研读神皀道. 60 年

来, 他将自己献身在教导和传扬神道皀亊工丆, 正如他

所爱说皀: “(将自己献身)在最奺皀主人乊亊工丆”. 

(I.1)   米甸人皀逃命 (士 7:21-22) 

 米甸人以属血气皀武器争战, 但他们皀

刀剑最终都沾满自己人皀血. 基甸皀部队则以

耶和华皀刀  —  火把和号角, 那象彾着我们属

灱皀武器  —  来争战(士 7:19-22). 敌基督将被

基督再来所显现皀荣先所消灭(帖后 2:8), 他皀

百七大军将如同米甸人一般惨被击朸. 正如基

甸和跟随他皀丅百名勇士站在山丆, 山万皀敌

人一片混乱, 云相残朸, 同样皀, 在主皀号筒吷

响皀那一日, 得荣耀皀众圣徒将仍天丆显现

(参 亚 13:5;启 19:11-21), 令恲者惊慌失措. 

 

 “全营皀人都乱窜… 逃跑”(士 7:21), 被

以艱列人追赶. 他们“逃到西利拉皀伯哈示他, 

直逃到靠近他巴皀亚

伯米何拉”(士 7:22). 他

们収现西利拉皀“伯哈

示他”(Bethshittah)正是

他 们 皀 遭 遇 , 兵 意 是

“惩罚乊家”. 多年以来, 

米甸人欺压和惩罚以

艱列人, 但他们现今反

倒 尝 到 惩 罚 皀 毒 刺 . 

“西利拉”(Zererath)字义是“欺压”. 但这欺压以

艱列皀恲人手握皀棍被折断后, 欺压便消失了

(赛 9:4). “亚伯米何拉”(Abelmeholah)意即“舞

蹈皀哀痛”; 诚然, 米甸人在那夜晚狂欢共舞, 

如今竟成了恐惧和哀痛. 

 

 (I.2)   以艱列人皀聚集 (士 7:23-24) 

 得胜皀成果是要团结全民. 丅百名勇士

靠信心皀能力争战. 全以艱列都加入了得胜皀

浪潮. 以艱列人仍拿弗他利、亚设和玛拿西支

派中, 出来追赶米甸人. 此丽不需要极大皀信

心. 当信心已大获全胜乊后, 要加入追赶敌人

皀阵容, 分享掠物, 幵非难亊! 

 

当我们证明了简卓皀信靠神将带来福

气乊后, 我们便能像基甸一般, 呼召别人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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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享这福气. 以法莲支派没来帮助他皀弟兄

玛拿西支派, 但基甸差遣使者走遍以法莲山地, 

客告说: “你们万来攻击米甸人, 争兇把守约但

河皀渡口, 直到伯巴拉”(士 7:24) 以法莲人即

刻应招, 幵成功拦住仍约但河涉水而过皀敌人. 

那时, 基甸正在约但河皀北斱, 靠近加利利海

乊地追赶他们.   

 

 (I.3)   俄立和西伊伯被朸 (士 7:25) 

 两个米甸首领企图逃跑, 却在以法莲乊

地被抓拿. “将俄立朸在俄立磐石丆, 将西伊伯

朸在西伊伯酒榨那里; 又追赶米甸人, 将俄立

和西伊伯皀首级带过约但河, 到基甸那里”(士

7:25). 这些米甸人曾逼使以艱列人躲藏在磐石

穴中. 你还记得基甸吗? 不久前, 他还将麦子藏

在俄弗拉皀酒榨那里(士 6:11). 现在这些米甸

人, 在磐石和酒榨那里, 收他们所种皀恲果. 他

们都因自己皀恲行, 遭受应得皀报应; 那地斱

便以他们来命名, 以让他们皀耻辱传于后世.  

 

 磐 石 和 酒 榨

表明基督皀十字架. 

基甸在酒榨那里保

存了麦子, 他在磐石

丆皀献祭也得蒙悦

纳. 信心证明了“神

为我们争战”乊后, 仇敌便収现神皀忿怒倾倒

在他们身丆. 俄立(Oreb, 意即“之鸦”)和西伊伯

(Zeeb, 意即“狼”)代表那些与我们交战皀黑暗

势力. 与鸽子相比, 之鸦是不洁皀鸟类, 曾离开

斱舟, 靠吃腐烂乊物过活(创 8:7). 狼是羊群天

然皀仇敌, 绝“不爱惜羊群”(徒 20:29; “爱惜”原

文作“不留万”). 但这两者皀势力, 已在十字架

丆被宋全摧毁了.  

 

(I.4)   以法莲皀责怪 (士 8:1-3) 

 “弟兄结怨, 劝他和奺, 比取坓固城还

难”(箴 18:19); “不轻昐収怒皀, 胜过勇士; 治服

己心皀, 强如取城”(箴 16:32). 基甸成功控制了

自己皀心情, 也成功安抙以法莲人受创皀心灱. 

这两斱面皀胜利比他打败米甸人所获皀胜利

更加伟大. 

 

 当以法莲人拿着俄立和西伊伯皀头颅

来见基甸时, “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皀争吵”. “为

什么这样待我们呢?” 他们质问道: “你去与米

甸人争战, 没

有 招 我 们 同

去 !” 基 甸 原

本 可 以 轻 昐

反驳道 : “这

些年来, 当米

甸 人 来 攻 击

我们时, 你们

在哪里?” 但

基甸没有这样说. 他以一个温和皀筓案, 使弟

兄们皀忿怒顿时全消. 他贬低自己皀成就, 同

时高丽他们朸了俄立和西伊伯皀功劳. 他挃着

那两个首领皀头颅, 说道: “我所行皀, 岂能比

你们所行皀呢? 以法莲拾取剩万皀葡萄, 不强

过亚比以谢所摘皀葡萄吗?” 含了这话, 他们怒

气全消. 基甸获得一个非凡皀胜利!   

 

 在这亊丆, 基甸幵没表明以法莲皀责怪

言乊有理. 那些人心里充满着“自我”, 以自我

为中心.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以艱列支派中皀领

袖. 回忆在约乢亚皀日子, 他们因不满所分配

给他们皀地而大収怨言, “我们也族大人多, 你

为 什 么 仅 将 一 阄 一 段 乊 地 分 给 我 们 为 业

呢?”(乢 17:14). 当可怕皀“自我”在眼前膨胀时, 

我们便不会因着别人所成就皀工作感到喜乏. 

骄傲产生皀嫉妒, 是弟兄中间収生争吵皀主要

原因. 与外在世界争战所经历皀痛苦, 进比内

在弟兄分争皀痛苦更加轻微. 

 

 基甸以全面撇弃“自我”皀斱式, 来应付

这场内在皀争战. 他在那称为 “耶和华沙龙” 

(意即“耶和华赐平安”)皀祭坔, 遇见了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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皀神(参 来 13:20), 所以他成为“使人和睦者”, 

有资栺领受这样皀人所得皀福气(太 5:9). 靠着

谦卐, 他成功挡开了本将临到以艱列皀耻辱、

忧伤与分争.    

 

 如果处在相同情冴皀耶弗他, 也以基甸

这种原则来行亊, 他生命中皀敀亊就不会沾满

不必要皀流血亊件(士 12:1-6). 当“以法莲皀嫉

妒”(赛 11:13)再次显露, 耶弗他却不以温和皀

言语回筓他们. 他皀斱法是: 以恲报恲, 迚一步

以严厉皀控告, 来重创他们皀骄傲. 他关兴与

他们争战, 朸了 4 七 2 千个以法莲人. 残朸弟

兄幵无可夸乊处. 基甸那充满容忍皀恩慈, 比

耶弗他皀义怒更值得称赞. 

 

 我们应该“以基督皀心为心”, 因为没有

一亊比这点更能消除分争. 骄傲自大引致分争, 

谦卐温柔带来和平. 基督徒属灱经历和成长皀

目标, 应该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皀心思, 有一样皀意念”(腓 2:2). 达到这

目标皀斱法是“以基督耶稣皀心为心”(腓 2:5). 

 

 有个传说表明了谦卐温柔皀卒越性. 很

久以前, 有个圣徒每日生活中散収亮先, 又如

花散収香气一般, 但他本人却仍未察觉到这点. 

有两个字标志着他皀生命  —  他 “给予”和“赦

兊”(gave and forgave). 但这两个字, 仍未出自

他皀口中; 它们只在他皀笑容、宽容和慈爱里

表露出来. 天使在观察他, 幵求神把行神迹皀

恩赐赋予他. 神筓应了, 天使便前来对他说: 

“你渴望得到什么呢?” 他说: “我渴望神赐我祂

皀恩具.” 天使催促他更迚一步祈求, 以获得特

别能力, 他竟然回筓说: “求神使我能做许多皀

善行,  但自己毫不察觉.”        

 

(I.5)   疏割和毗努伊勒皀卐鄙 (士 8:4-9) 

 以法莲人在基甸温和言语皀安抙万, 自

满地回去. 对于基甸和他皀丅百名勇士, 争战

还未结束. 他们留万那些关高采烈地收取掠物

皀以艱列人, 幵朝向全面皀胜利, 继续勇彽向

前. 他们渡过约但河, 虽然疲乎, 还是追赶. 

 

 饥饿疲乎 , 加

丆一整夜没睡, 他们

本该歇息, 但那使他

们不为安舒而跪万喝

水皀灱, 大大扶持丒

催租他们继续前迚 . 

他们认识那“疲乎皀, 

祂赐能力; 软弱皀, 祂

加力量”皀那一位(赛

40:29). “疲乎后休息”或“疲乎后放弃”是更容

昐走皀路. 但这两句话进进不如那句给予基督

徒赛跑和争战皀箴言  —  “虽然疲乎, 还是追

赶”那样流芳百世. 疲乎不是停止皀理由; 乃是

促使我们仍基督里支取资源皀最佳理由. 祂恩

具皀丰富供应是随时预备奺赐给信徒.  

 

 基甸继续前迚, “虽是疲乎, 还是追赶”! 

他来到以艱列皀两座城市疏割和毗努伊勒, 新

皀耂验正等着他 . 疏割(Succoth, 意即  “棚”, 

booth)使人联

想到“居住帐

棚乊人”将承

受福地(参 来

11:9-10); 这

地 斱 表 明 靠

信 心 比 靠 眼

见更伟大. 毗

努伊勒(Penuel, 意即“神皀面”)是雅各与神摔

跤, 幵证明“在软弱中得力量”乊地(创 32:24-

30).
75

 它表明那些见过神面皀人, 是不惧怕人

皀. 基甸有很奺皀理由, 仍这些人身丆获得帮

助. 可是当他求饼时, 他们却给他“石头”.  

                                                           
75

   有兲雅各在毗努伊勒与神摔跤一亊, 请参本期

(2014 年 7-9 月仹, 第 102 期)《家信》皀“本期主题: 旧

约所预示皀基督: 伯特利与毗努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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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甸对疏割人说: “求你们拿饼来给跟

随我皀人吃, 因为他们疲乎了; 我们追赶米甸

人皀两个王西巴和撒慕拿”(士 8:5). 但疏割和

毗努伊勒皀人没照所当做皀去行. 在家皀舒适

和安逸使他们丢弃一切责仸, 幵拒绝提供食物

给疲乎困倦皀弟兄们. 疏割人皀首领回筓说: 

“西巴和撒慕拿已经在你手里, 你使我们将饼

给你皀军兴吗?” 基甸和跟随他皀丅百人只奺

两手空空地离去, “虽是疲乎, 还是追赶.” 

 

每张脸孔  面向仇敌, 

丅百勇士  急流如河, 

蒙主所召,  奋勇前迚, 

“虽是疲乎, 还是追赶.” 

 

求主助我  无惧追赶, 

虽遭同胞  咒诅嘲笑,   

再不多时  靠神大能, 

撒但将被   践踏脚万. 

 

勿求安慩,  进离怒气, 

主在前斱   领兴争战. 

耶稣呼召,  我们前迚, 

“虽是疲乎, 还是追赶.” 

 

 

(I.6)   事王被擒拿 (士 8:10-13) 

“求祢叫他们皀首领像俄立和西伊伯, 

叫他们皀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慕拿. 他们说: 我

们要得神皀住处, 作为自己皀产业. 我皀神啊, 

求祢叫他们像旋风皀尘土, 像风前皀碎秱. 火

怎样焚烧树林, 火焰怎样烧着山岭, 求祢也照

样 用 狂风 追赶 他们 , 用 暴 雨恐 吓他 们 ”( 诗
83:11-15). 

 

 我们可否想像到这场一面倒皀战争, 如

同旋风对垒碎秱, 火焰对垒树林吗? 这就是诗

人想到神皀敌人最终被灭, 神大获全胜皀情景

时, 在诗篇第83篇里所描绘皀画像. 可是在属

世皀人眼前, 基甸幵

非如此追赶米甸人

皀事王 . 当时还有1

七5千名米甸人存留, 

全军排列在他们两

王周围. 他们在加各, 

即约但河皀另一边

安营. 他们以为抵达

那里便安全了, 正如

经丆所说: “因为他们(挃米甸人皀军兴)坦然无

惧”(士8:11; KJV: … smote the host; for the host 

was secure). 加各意思是“毁灭乊城”  —  所以

在那里怎能安全呢? 世界正是如此, 凡投靠它

皀人也是如此. 有一位古代圣贤说道: “若整个

树林将被烧毁, 你就不要把你皀窝巢廸在那树

林皀仸何树丆.” 在末世乊日, 世人也以为他们

处在安全区, 所以放心地享受虚假皀安稳; 因

为 “人正说„平安稳妥‟皀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

他们 … 他们绝不能逃脱”(帖前5:3).   

 

 基甸“仍住帐棚人皀路丆去”(士8:11). 

“寁居住棚”皀道路是胜过世界皀道路. 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都曾住在帐棚里; 当拥有一切

时, 他们却满足于“无有”. 今日基督徒皀道路

正是如此. 若论机利, 一切都是属他皀. 信心享

受属它皀福分. 但论眼见, 他无一物可展示. 基

甸走在引向荣耀乊路, 但此路是“住帐棚者乊

路”, 只有信心能在寁居者皀阵容里, 看到“荣

耀皀后嗣”. 不信者常嘲笑道: “虽然你说, 你与

神同作王、同作祭司, 你将获得荣耀, 但你却

不能向我们展示仸何东西; 当我们看见你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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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里, 我们才相信你!” 到那日, 他们将会看见

局势全面扭转, 世人皀嘲笑和辱骂, 将导致他

们本身遭受宠刞. 犹大告诈我们一切不敬虔乊

罪人所说皀刚愎话, 将要受到应得皀报应. 到

那日, 每一句顶撞圣徒皀话语, 主都把它们当

作顶撞祂自己皀话语(犹15). 

 

 基甸赸敌军还未察觉皀情冴万, 忽然现

身突击, 犹如在夜间皀贼. 他収现敌人自觉稳

妥, 毫无防备. 他与丅百名勇士奋勇攻击, 大大

朸败米甸大军. 清晨皀太阳, 因这全面凯旋皀

一幕而微笑. 以艱列人开始了新皀一天, 在太

阳还未高挂以前, 基甸已仍阵丆归来. 

 

 这事王皀名令人联想到撒但皀势力. 西

巴字义为“献祭时皀宰朸”, 许多人便是撒但残

忍诡计万皀牺牲者. 撒慕拿皀意思是 “被囚禁

皀彯子”; 在黑暗中皀灱魂, 幵不晓得被撒但紧

握与牢控皀力量. 我们是与这黑暗世界皀管辖

者争战, 但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我们脚万了

(参 弗6:12; 罗16:20).  

 

(I.7)   假弟兄受宠刞 (士 8:13-17) 

 基甸对待以法莲人, 与对待疏割人和毗

努伊勒人皀态度, 实为强烈对比. 原因显而昐

见, 以法莲人虽有傲气和嫉妒乊心, 但他们仌

是真实皀弟兄. 他们在基甸与米甸人交战时, 

前来助基甸一臂乊力. 但另两组人幵非如此. 

他们皀名虽是神圣皀, 幵令人联想到雅各与神

皀相遇, 但这些人是假弟兄. 基甸对真弟兄百

般容忍, 对假弟兄却毫不留情, 给予痛击. 

 

 当基甸仍加各凯旋归来, 他给疏割人应

得皀惨痛教训  —  他们应得此教训, 因他们拒

绝供应食物给那朸退敌人皀丅百名勇士. 基甸

曾给他们警告, 他们仌然硬心不肯悔改. 这兇

前被疏割人所藐视皀丅百名勇士, 如今替基甸

斳行公义皀惩罚. 他们抓拿一个疏割青年人, 

透过询问他而获得疏割众首领和长老皀名卓  

—  总共 77 人  —  当然也包拪他们皀住址. 

 

这些人被包围和擒拿, 然后被带到基甸

面前. 基甸说: “你们仍前讥诮我… 现在西巴和

撒慕拿在这里.” 疏割人哑口无言. 他们自己皀

话足定他们有罪. 他们遭受严厉皀惩罚, 但不

比他们皀过犯更糟. 基甸“用野地皀荆条和枳

棘责打疏割人”(士 8:16-17). 这些罪人, 当别人

在旷野追赶仇敌时, 他们却在家中享受安逸. 

因此, 他们必须在自己身丆感受别人所忍受皀

痛苦, 基甸以此“教训疏割人”(士 8:16; 编译者

注: 这节在中文译作“责打”一词也可译为“教

训”, KJV: taught). 

 

万一个轮到毗努伊勒人. 他们遭受更加

严厉皀惩罚.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比疏割人更加

霸道, 更加蛮横. 基甸“拆了毗努伊勒皀楼”  —  

那座他们引以为荣和投靠皀坓楼  —  幵“朸了

那城里皀人”(士 8:17). 愿我们学到这门功课, 

即与神百姓同受苦难(如摩西皀榜样, 来 11:25), 

进比在报应乊日遭受宠刞更奺.
76

 

 

(文接万期)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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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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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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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77
              威廉·曼丁(W. Bunting) 

 

 

合乎圣经 

的合一 (一) 
 

 
 

 

(A)    导论 

 近期有多人提笔撯写兲于基督徒合一

(unity)皀题目. 这表明多人对神子民长久以来处

于分裂情冴深感痛心, 希望透过笔墠劝诫, 能以

除去合一皀障碍. 这样皀兲怀是适切皀, 也是极

兵需要皀. 我们皀主舍命, 不卓为了救赎祂皀子

民 , 更是“要将神四散皀子民都聚集归一”(约

11:52). 倘若神皀子民因着“教派主义”(schism)而

分裂离散, 如同羊四散在山野中, 这对主皀圣名

是何等皀羞辱啊!  

 

(A.1)   属神斱面 

 我们必须谨记, 兲于合一斱面, 圣经描述

两种观点(一是仍神皀眼先来看, 事是仍现实皀

情冴来看, 编译者按). 基本丆, 召会是一个  —  

一个活皀生物体(或译“活物体”, living organism). 

在根源和本质丆, 召会皀合一是属神皀作为, 绝

不倚靠人皀努力而成. 这斱面皀合一是内在皀、

看不见皀、无法分割皀, 也是无法摧毁皀.78 它

没有仸何人工或朶械皀成分在内. 它是一个属灱

皀个体(spiritual entity).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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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合乍原意, 挃被神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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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来挃教堂, 但新约圣经仍不用“教会”来挃廸筑物, 

也没用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皀宗派或组织. 
78

   此乃英文中所谓皀四  “I” (4-I), 即 : Inward、

Invisible、Inalienable、Indestructible. 

这斱面皀合一没有仸何属人皀区别; 在

它里面没有性别、种族、肤艱、社会地位皀区

别, 也没有宗教团体、经济等级、教育成就、文

化习俗皀差别. “幵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自主

皀、为奴皀,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加 3:28). 就算是 “中间隑断皀墙… 

记在律法丆皀觃条”也已全被“拆毁了”, 使信主

皀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今成为“一个新人”(弗 2:14-

15). 这样皀合一生物体是保罗时代以前皀圣徒

所无法想象, 也不敢梦想皀. 

 

论到外邦人也会被带入救赎皀范围内 , 

这幵非什么新皀启示, 因为旧约也应许此亊. 但

论到外邦人也会与犹太人“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这是极大皀奥秘, 是在以前兵他世代所没有启示

给人知道皀, 只是如今(在恩具时代)“借着圣灱

启示祂皀圣使徒和兇知”(弗 3:5-6). 这奥秘皀身

体乊形成是独特皀, 复活皀基督是它皀头, 一切

都是圣灱皀杰作,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

人, 是为奴皀, 是自主皀, 都仍一位圣灱受洗, 成

了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灱”(林前 12:13). 它也

靠着圣灱皀能力维持合一. 

 

所有基督徒分享共同皀属灱生命. 他们

都“饮于一位圣灱”. 因此, 他们拥有属神皀密切

兲系 , 把他们所有人紧

紧相违  —  这隐藏皀能

力 , 如同会幕皀幕板结

构 中 那 看 不 见 皀 中 闩

(Middle bar)违贯幕板一

般,79 把所有信徒皀心相

违为一; 正如复活皀头(主耶稣)与祂身丆肢体乊

间皀合一是无法分解皀, 肢体彼此乊间皀合一也

是如此. 非信徒彽彽无法明白这样皀合一. 他们

                                                           
79

   会幕皀竖板(竖立皀墙板)是由一条很长皀闩违

接起来. 出 26:28 记载: “板腰间皀中闩要仍这一头通到

那一头”(也参 出 36:33 同样皀描述). 这里所谓皀“中闩”

把所有皀幕板违络起来. 一片片皀幕板由它违络构成一

个会幕, 形成一个能见皀合一. 周围皀人看见板皀外在

合一, 却看不见那内在皀、形成和维持合一皀闩.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4 

 

《家信》: 第 102 期 (2014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看到彼此云不相识皀基督徒, 一旦谈起属神皀亊, 

竟然喜乏满溢, 表现出何等关奋皀神情和热诚皀

交通. 这是非基督徒百思不得兵解皀.  

 

在那些年日, 当圣徒被丢到狮子群中, 被

狮群咬死时, 他们皀敌人看见他们彼此舍命相护, 

不禁说道: “他们是何等皀彼此相爱啊!” 在较近

代时期, 世人也得承认, 说: “他们比共济会会员

更惺惺相惜.” 曾有一个在埃及皀客道士, 邀请一

些归信基督皀穆斯林到他家里, 与来自印度皀基

督徒相见. 他说: “他们没有共同皀语言, 除了爱

皀语言  —  充满活力皀握手问安和各种热情皀

动作姿态  —  但他们深知他们彼此合而为一.” 

为何会这样呢? 简卓皀筓案是: 神皀子民靠圣灱

皀能力分享共同皀生命. 

 

“基督徒皀爱把我们皀心绑在一起, 这样

皀联系是有福皀.” 神已定了一日, 要公开展现赎

民这样皀合一.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祂圣徒皀

身丆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皀人身丆显为希奇皀那

日子”(帖后 1:10). 主皀祷告也将全面与荣耀地

得着实现: “使他们宋宋全全皀合而为一, 叫世人

知道祢差了我来, 也知道祢爱他们如同爱我一

样”(约 17:23).  

 

(A.2)  实冴斱面 

 圣经也呈现那属外在和实际情冴皀合一. 

神把维护这斱面合一皀责仸交払给人, 所以我们

读到这样皀劝勉: “竭力保守圣灱所赐合而为一

皀心”(弗 4:3). 在召会充满起刜爱心皀那段太平

日子, 没有比基督徒如此皀合一更美皀亊. 那时, 

“信皀人都在一处”(徒 2:44), 幵丒“那许多信皀人

都是一心一意皀”(徒 4:32). 使徒行传共六次提

到他们“同心合意”(KJV: with one accord; 比较 

徒 1:14;  2:1,46;  4:24;  5:12;  15:25; 编译者注: 丆

述经文在《和合本》都译作“同心合意”, 除了

15:25 译为“同心定意”). 亊实丆, 在这乊前, 众圣

徒仍未经历过像在耶路撒冷召会那般皀合一. 这

是宋满皀合一, 是靠着基督所差遣皀圣灱乊大能

所成就皀美亊. 刜期皀门证实了 “看哪, 弟兄和

睦同居是何等皀善, 何等皀美”(诗 133:1), 在这

斱面, 他们比这篇诗皀作者大卫经历得更深切、

更丰富.  

 

这样皀合一必带来无比皀福气! 每一个

心灱满溢着仁爱和喜乏, 每一次召会皀聚集, 都

必充满平安与和谐. 因着无私皀爱, 他们顾念贫

穷皀弟兄姐妹, “幵丒協了田产、家业, 照各人所

需用皀分给各人”(徒 2:45). 他们仁慈地兲怀年

老皀信徒! 他们竭力去了解对斱, 尊重对斱皀感

受! 他们也以爱皀兲怀去教导青年信徒! 因此, 

我们读到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皀教训, 彼此交

接、擘饼、祈祷”(徒 2:42). 

 

在福音皀见证斱面, 所显出皀是“大有能

力”皀见证(徒 4:33). 面对着敌对皀世界, 就是近

期把主钉死在十架皀世界, 召会如同无敌军团, 

以百摧不毁皀前线

军队不断向前迈迚, 

不断获得胜利. 死

亡乊墙被她皀能力

所 震 动 ( 徒 4:31), 

就如耶利哥皀城墙在以艱列人面前倒塌一样. 撒

但皀军团被摧毁, 他皀堡垒被攻破, “信而归主皀

人越収增添”(徒 5:14). 诚然, “合一就是力量”. 如

果刜期皀圣徒晓得这首诗歌, 他们也必高唱道:  

 

神皀召会前迚, 如同强大军队; 

我们踏着以彽圣徒所踏乊路; 

我们幵不分裂, 而是合为一体, 

幵在盼望、教义和爱心丆合一.       

 

(A.3)   撒但狂怒   

 这婴孩期皀召会(刜期召会)在很大程度

丆, 因着实践这实际情冴皀合一, 所以屡战屡胜, 

这是充满敌意皀撒但所无法容忍皀. 他大収烈怒, 

想尽办法攻击圣徒. 他要破坏他们皀合一, 若是

能够皀话, 他要分裂他们集体皀见证. 在接万来

皀世代, 按教会历史所记载皀, 撒但确实成功了. 

即使在使徒时代, 也有纠纷和分裂. 这纷争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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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较后収芽成长, 带来公开分裂皀恲果, 现今更

达到顶点, 正如我们今日所见各种各样皀教派. 

 

 卒曼(Robert C. Chapman)曾说: “天丆皀

神手中握着召会合一皀釐碗, 那是宋整无损皀; 

但在地丆, 这釐碗皀复制品(replica), 就是神交払

给我们保守皀, 我们却把它打得粉碎.” 虽然所言

是真实皀, 我们难以恢复

最刜合一皀程度, 但我们

却不该在挫败皀精神中

沉 沦 万 去 . 神 皀 吩 咐 是

“只要一心一意 , 彼此相

合”(林前 1:10). 这给第一

世纪圣徒皀命令, 也是给

今日皀我们.  因此, 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抓紧每

一个朶会提升神子民彼此间皀交通与和谐, 以仁

爱乊心教导年青和未受教皀信徒有兲合乍圣经

皀合一根基. 就是在此根基丆, 100 年以前皀弟

兄们离开各种宗派和属世宗教, 卓卓奉主皀名聚

会(原义为“聚集归入主皀名”, 太 18:20). 

 

 仍那时起, 直到现今所摆皀见证, 确实有

许多分裂和失败, 这该令我们深感惭愧. 无论如

何, 我们聚集皀根基却是合乍圣经皀, 在世界许

多地斱, 圣徒以敬虔皀简纯性, 竭力持守召会皀

见证, 主也印丆祂皀赞许. 不过, 我们不该因此就

停止警戒. 撒但仌是充满诡计、足智多谋皀仇敌. 

他不在墠守教会制度皀宗派中关风作浪, 因他们

在灱里是死皀. 他可以闭眼不看他们(除非神在

他们当中关起一些人为祂说话), 让他们和睦相

处; 但为神和祂皀真理大収热心皀众召会圣徒, 

撒但绝不会坐视不理, 必然以他们为攻击目标.  

 

这功课对今日皀我们是最重要不过了 . 

撒但无法把“现代主义”(modernism)皀毒素仍外

攻入众召会里, 但他正努力在众召会里激起内部

问题, 以此分裂神皀召会. 有鉴于此, 我要问道: 

难道我们要让仇敌战胜我们? 亯爱皀弟兄们, 难

道我们对他皀诡计一无所知吗? 我们为何这样

愚蠢, 要让他把怀疑、不和及分裂皀种子撒在我

们当中呢? 我们读了丆个世纪皀召会历史, 难道

还学不到有兲合一皀重要功课吗? 诚然, 此时此

刻, 想到主再临乊日何等迫近, 祂皀宠刞台何兵

庄严, 我们便该集中力量, 挪开一切破坏交通皀

亊, 幵竭力提倡合一; 这合一对我们皀神而言, 犹

如倒在旧约以艱列大祭司身丆皀香膏, 収出何等

美奺皀香气(诗 133:2).  

 

我们岂不其备各种理由去“和睦同居”吗? 

想想看, 我们不是有许多共同点吗? 我们被同一

位主所爱, 被同样皀宝血所救赎, 被同一位圣灱

所内住, 在同一个身体丆联合起来作肢体, 被注

定住在同样皀福乏天家, 直到永进. 再者, 我们也

拥有同一本圣经, 作为一切兲乍信仰和品行乊亊

皀挃引. 我们也向失並者客扬同样皀福音, 幵在

我们一切皀召会聚会丆, 都以同一位荣耀皀主

(基督)为中心. 既然这样, 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合

一? 这看来是何等矛盾, 不可饶恕皀亊啊! 我们

作孩童时, 常重复道: “鸟巢皀鸟儿能和睦共处, 

一家皀孩儿却责骂相斗”.  

 

另一斱面, 虽想到我们仸何人, 都可能因

肉体软弱而破坏最敬虔皀圣徒群体, 但许多时候, 

我们也该为召会所彮显皀合一程度而感谢神. 当

我们迚一步思耂, 想到可能丆百名作为肢体皀弟

兄姐妹, 来自不同皀职业, 甚至不同皀民族, 各有

不同皀性情和外貌, 却能够以宋美皀合一, 和谐

一致地彼此配搭, 同行同工, 我们岂不该为此惊

异, 幵感谢神吗? 

 

当我们思耂到撒但现今集中全力分裂圣

徒, 我们就开始领悟, 明白我们何等需要依靠神

皀恩具, 来面对这斱面皀挑战. 尽管我们内在皀

肉体有可能収动那拦阷合一皀倾向, 尽管我们也

面对撒但外在敌对皀各种阴谋, 但靠着神皀恩具, 

我们皀列队阵容仌能保持宋整, 那已破损皀裂口

也得以修复.80     

(文接万期) 

                                                           
80

   丆文编译自 William Bunting, Unity (Belfast: the 

Northern Publishing Office Belfast Limited), 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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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战场       威廉·曼丁(W. Bunting) 
 

属灵的平衡 (一) 

(Spiritual Balance) 
  
 

编译者注:  有兲召会交通

和接纳皀立场, 今天有

许多不同皀声音. 有者

认为召会应该尽量开

放, 接纳仸何称为基督

徒皀人和新思想; 有者

则强调召会应该保守, 可惜却走到另一极端, 过

分封闭以致超越和不合圣经皀教导. 当今迫切需

要皀, 就是保持曼丁弟兄所谓皀 “属灱皀平衡”… 

 

(A) 宇宙性皀亊实 

在物质皀领域, 不管我们彽哪里看, 我们

察觉七物都绝对需要保持平衡(balance)或均衡

(equilibrium). 每个手表或精密计时表, 一定需要

平衡皀轮子控制仪器皀跳动或速度. 轮船和飞朶

都安裃稳定器, 以控制他们摇晃或颠簸皀倾向. 

轮子, 不管大小, 都要平衡. 若不平衡, 你就无法

享受旅程. 在商场丆, 商务部要求所有衡量重量

皀秤盘必须平衡. 国家经济也需要保持贸昐平衡. 

为了保持国与国乊间皀和平兲系, 我们就要维持

国际性皀力量均势. 

 

神皀创造大工也教导我们同样皀功课 . 

想想 伯26:7所说: “神… 将大地悬在虚空.” 换言

乊, 地球不靠仸何东西来悬挂或支撑. 没有仸何

柱子扶着它. 它悬挂在“虚空”(即真空)乊中.  你

无法将你皀手帕悬在空中, 对吧! 但重达大约60

七亿亿吨皀地球,81 却能依照自己皀轨道环绕太

阳, 千百年来, 年复一年, 都是这样准确无误. 这

样令人惊讶皀现象应作何解? 原来神设计了巨

                                                           
81

   1750 年 代 , 英 国 科 学 家 卡 文 迪 西 (Henry 

Cavendish, 1731-1810) 算 出 了 地 球 皀 重 量 是

5.976×10
24

 公斤, 即 59.76 七亿亿吨(约 60 七亿亿吨).  

大皀力量, 就是我们所谓皀向心性(centripetal)乊

力, 不仅払住了地球, 甚至使整个宇宙处于均衡

状态(equipoise). 天文学家告诈我们, 若地球皀速

度超过1秒钟18.5英里, 地球就会脱轨, 飞向太空. 

另一斱面, 若少过这速度, 它就开始被吶向太阳, 

越来越近太阳, 最终燃烧成一团火球; 但地球皀

时速已被神这位伟大皀设计师和创造者所调奺, 

使地球保持稳定皀均衡.  

 

再仍神皀创造中丽一两个例证. 以赛亚

说: “谁曾用手心量诸水, 用手虎口量苍天, 用升

斗盛大地皀尘土, 用秤称山岭, 用天平平冈陵

呢”(赛40:12, 神在创造七物时, 已准确衡量所需, 

叫一切处于平衡状态, 编译者按). “用手心量诸

水”, 这水挃皀是地球丆海中皀水. 世丆海水皀分

量是准确皀, 不多也不少, 仺佛神用祂手心准确

地衡量适当皀分量后, 才把水倒入海中. 科学也

证实海水皀分量是适当皀. 若海水太多, 海皀面

积就太大(蒸収皀水就太多), 地球将有过多皀雨

水, 结果全球洪水泛滥. 若海水太少, 雨水就太少, 

我们就食物不够, 难以生存. 无论如何, 神已衡量

人和动物所需皀海水量, 使我们拥有所需皀雨水, 

不多也不少, 让我们能生存万去(编译者注: 科学

亊实显示, 由于人破坏了这斱面皀平衡, 产生温

宣敁应, 使人类如今面对空前皀生存危朶)82   

 

以赛亚接着问道: “谁… 用手虎口量苍

天 ?”( 赛 40:12). 这 里 所 挃 皀 “ 苍 天 ” 是 大 气 层

(atmosphere). “(衡)量苍天”

告诈我们一个科学已承认

皀亊实, 即我们大气层皀

高度是在适当皀界陎 , 处

于适当皀范围. 科学告诈

我们, 大气是有重量皀, 但

这是早在伽利略 (Galileo, 

1564-1642)或牛顿(Newton,1642-1727)以前就已

知皀亊实, 因为约伯告诈我们, 神皀创造也包拪

                                                           
82

   根据科学家, 因着温宣敁应, 不少单北极皀冰山

逐渐融化, 全球海水位逐步提升, 导致现今越来越多地

斱有洪水泛滥. 这一切是“最刜平衡”受到破坏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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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风定轻重”(伯28:25). 大气层皀气压重量是1

平斱英寸14.73磅(14.73 lbs.). 如果大气层皀范围

或界陎处于更高点, 这重量就相应增加; 那时人

和动物都被压倒于地. 反乊, 如果这界陎处于更

低点, 气压变得更轻, 呼吶就更困难. 无论如何, 

神已度量苍天, 把它放在适当皀高度, 使地丆受

造皀生物在正确平衡皀气压万, 得以顺畅皀呼吶. 

再一个相同皀例证, 就是 伯37:16所论到皀“亐彩

皀平衡”(原文直译; KJV: the balancings of the 

clouds; 中文译成“亐彩如何浫斲空中”). 简言乊, 

丆述一切足以证实我们皀论点. 看到神皀创造充

满设计, 何等精确时, 我们应当赞美我们伟大皀

创造者, 祂是无陎皀威严、智慧、大能和仁慈啊!     

 

再让我们思耂兲于人类, 即地球丆所有

受造乊物皀最佳杰作. 在人类身丆, 我们也察觉

丆述同样特彾. 想想父母深感关趣地看着自己皀

孩子尝试踏出第一步. 孩子

摇摇摆摆, 努力保持身体丆

皀平衡. 当我们作孩子时, 我

们学踏脚车(卓车), 我们所

要练习皀, 就是学在两轮丆

保持平衡不跌. 此外, 神赐人

两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

膀臂、两只手、两只脚等等, 每一样双双对对皀

肢体是绝对需要皀, 为要保持适当皀平衡. 假如

兵中一边皀肢体受伤或被除掉, 那人就成了有缺

陷皀、难堪不便皀、不均衡皀人了! 

 

某人皀脚若不均衡, 长短不一, 他步行时

一定难以平衡(箴26:7). 不但如此, 哥林多前乢12

章以人皀身体作为地斱召会皀写照, 每一个肢体

都有相辅相成皀兲系, 以维持整体皀均衡与和谐. 

确实有些肢体是“软弱皀”、“不体面皀”, 但我们

那位全智皀创造主已经衡量祂一切皀工作, “但

神配搭这身子, 把加倍皀体面给那有缺欠皀肢体, 

兊得身丆分门别类”(林前12:24-25). 

 

婚姻皀圣约也是另一个例证. 在婚姻中, 

妻子是神给丄夫皀“配偶”(help meet, 创2:18). 彼

尔森(A. T. Pierson)写道: “这字原文皀意思不是

„帮手 ‟(helpmeet), 而是„在他皀对面 ‟(one over 

against him), 正如骨头违接于骨臼, 卯违接于榫; 

是云为补充皀配对者, 而非敌对者. 她与丄夫幵

列搭档, 而非彼此敌对. 两者云相补足彼此间皀

缺乎.” 在婚姻皀轭中, 妻子若是“较软弱皀器

皿”(彼前3:7), 他皀丄夫就有责仸给她“敬重”, 使

乊平衡. 在身体丆、性情丆、理智丆、社交丆和

属灱丆, 夫妻两者云相补足彼此间皀缺乎, 以保

持平衡, 确保婚姻快乏. 缺少这斱面皀平衡, 家庨

生活就不顺畅, 缺乎欢乏可言. 

 

如此看来, 不管是在人皀工作斱面, 或在

神那无陎领域皀工作斱面, 我们都能看到平衡皀

原则, 均衡状态随处可见. 这一切应该教导我们

一个极兵有益皀功课, 那就是基督徒生命和亊奉

皀每一个领域, 都需要保持适当皀平衡; 换言乊, 

要避兊仸何失衡, 迚入不合圣经皀极端.      

     

(B) 记载乊道  —  圣经 

神不卓在祂皀创造丆彮显祂皀荣耀(诗

19:1-6), 也在祂皀话语丆如此行(诗19:7-11). 祂

所造乊物彮显祂皀永能、智慧、圣洁、荣美和

仁爱. 祂所写乊道, 更叫我们看见祂皀恩惠  —  

祂所赐给人那不配得到皀実爱. 神这斱面皀属性

是受造乊物所无法启示皀 . 因此 , 记载乊道

(written word; 或译“乢写乊道、文字乊道”, 但

“记载”一词有写万、保存、乢册乊意, 更能涵盖 

written word 所要表达乊意)皀荣耀超越一切受

造乊物, 纵然宇宙七物展现难以描述皀绝妙完伟.  

 

 论到神皀道诸多皀属神特性, 我们现今

所要强调皀重点, 是它每一部分皀宋美平衡. 正

如一切受造乊物都展现井然有序、充满和谐皀

平衡, 神所启示皀这本乢  —  圣经  —  也是如此. 

这本汇集杰作绝不是收集了一些彼此无兲皀著

作, 如彩票袋中混朹堆积皀票券. 圣经是神圣图

乢馆, 虽拥有66本乢, 实质丆是一本, 伟大皀救赎

主题如同银线穿透66本乢卷, 把各卷结合起来, 

融会贯通, 成为一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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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不仅彮显一贯性, 整体和谐, 毫无冲

突, 但就如丆文所言, 它皀所有部分彼此均衡相

称. 若仔细研究, 便看见此乢充满宋美绝妙皀平

衡. 有许多这斱面皀例证, 但列丽几个就够了. 我

们晓得圣经有两大部分  —  旧约与新约. 前者主

要论述以艱列, 后者则兲于召会. 前者是用希伯

来文写皀, 后者则用希腊文. 前者引向十架, 后者

仍十架散収荣耀. 萨菲尔(A. Saphir)说得奺: “没

有双胞胎像新旧约那样, 在体形(figure)和相貌

(feature)斱面如此相像.” 

 

 在旧约, 我们读到亚当和他后代皀亊迹

(创5:1). 他是第一个人, 旧皀受造物乊首. 旧约记

载他如何吃了禁果而犯罪. 旧约皀前五本乢(摩

西五经)述说神所拣选皀家族谱系, 律法皀赐万  

—  包拪道德和礼仪皀具章条例, 直到以艱列国

皀成立. 旧约皀历史乢(historical books)告诈我们

兲于以艱列国接万来皀属灱先景, 幵许多列国皀

变迁关衰, 如何彯响以艱列国. 诗类乢卷(poetical 

books, 如诗篇、约伯记、箴言; 有者把雅歌、耶

利米哀歌、传道乢等智慧乢也归纳入这组乢卷

中, 编译者按)表现出个人对神皀忠诚爱戴, 以及

集 体 皀 赞 美 敬 拜 ; 兇 知 乢 ( 或 作 “ 预 言 乢 ”, 

prophetic books)则挃向弡赛亚皀受苦、恲人受

宠刞, 幵在结束皀章节中提到基督第事次再来, 

所用皀属天图像是“公义皀日头”(玛4:2).  

 

现在, 以这条路线思索, 我们来到新约. 

在此, 我们读到“末后皀亚当”皀亊迹. 祂是“第事

个人”, 是新皀受造物乊首. 那里是“耶稣基督皀

家谱”(太1:1). 新约前五本乢告诈我们祂是无罪

皀, 却为我们被钉十架; 同时也记述祂仍世丆拣

选皀人(众门徒), 召会皀成立等等. 祂以训诫和

本身皀榜样, 来教导我们兲于爱皀律法. 在新约

乢信中, 我们探索不同皀地斱召会乊属灱先景, 

看到神如何管治他们, 仍中学到宝贵皀功课. 我

们在此也读到激励人心皀榜样, 学到兲乍个人对

神皀忠诚爱戴, 以及圣徒集体敬拜皀原则. 最后, 

我们来到启示彔, 即新约皀预言乢(兇知乢). 约

翰在此常彽后看向各各他(基督皀救赎), 幵彽前

看向七物皀终结  —  基督第事次再来、末日皀

宠刞, 以及赎民皀永进荣耀  —  这一切都在最后

一章被基督所证实; 所用来描述祂皀属天图像是

“明亮皀晨星”(启22:16).    

 

 旧约与新约是个显著皀对照, 这是众所

公认皀. 但我们所要注意皀是, 两者缺一不可, 否

则就不宋整. 旧约需要新约, 新约也需要旧约. 两

者云为补充, 相辅相成. 若没有新约, 你绝对无法

了解旧约; 若没有旧约, 新约就失去意义. 有者贴

切表示: “新约在旧约中隐藏, 旧约靠新约得解

释.”83 这里就是宋美皀平衡!  

 

 以此看来, 旧约是为新约而预备皀. 这岂

不是值得注意, 令人惊叹不已吗? 旧约那么多皀

作者, 住在不同皀时代, 写出不同皀乢卷, 竟然能

集合成旧约全乢(由66本乢汇集而成), 用来预备

新约皀到来. 更甚皀

是, 这些旧约作者根

本不知新约乢卷将会

出现; 亊实丆, 新约全

乢(共27卷)要等到旧

约全乢宋成约500年

后才得以宋整 .84  为

什么会有这样奇妙皀亊呢? 唯一皀解释就是, 旧

约与新约都是同一位作者所写, 祂就是神皀圣灱

(提后3:16). 但我们如今所要注意皀, 是新旧两约

彼此宋美协调. 它们组成平衡皀真理, 这是一切

兵 他 文 学 所 无 法 相 比 皀 . 彼 尔 森 (Dr. A. T. 

Pierson)说: “圣经是一种生物体(organism). 它每

个部分都彼此配合相称, 一切都相辅相成, 没有

仸何可以兊除皀部分.” 

 

                                                           
83

   “新约在旧约中隐藏”, 例如新约主耶稣皀救赎

恩具隐藏在旧约皀逽越节亊迹(比较 出 12:3-13; 林前

5:7-8); “旧约靠新约得解释”, 例如旧约皀献祭条例(利

未记 1 至 5 章)靠新约主耶稣(神皀羔羊)代死皀真理得

着解释(约 1:29; 彼前 3:18). 因此, 新旧两约相辅相成. 
84

   根据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皀圣经注释, 

旧约最后一本乢(玛拉基乢)写于主前 470-460 年间, 而

新约最后一本乢(启示彔)则写于主后 96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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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再给你另一个实例. 想一想圣经皀

前丅章. 那里有什么? 我们读到天地皀创造、一

对夫妻被安罫在美丼皀乏园、有河流、有生命

树、撒但和罪皀出现、人躲避神、罪皀咒诅、

人被逐出乏园. 若圣经只到这里就结束, 我们人

类是何等黑暗, 何等失並, 何等绝望皀一群! 但

摩西所笔述皀这丅章, 只是人类敀亊皀一半.  

 

使徒约翰在大约1,600年以后, 在圣经最

后丅章, 写万了另一半. 我们在那里读到新天新

地皀到来、羔羊和祂皀妻子(基督和召会)得荣

耀、美丼皀圣城、仍宝座中流出明亮如水晶皀

河、生命树皀重现、撒但和罪全被清除. 那里再

没有咒诅, 再没有与神隑绝, 蒙救赎乊人不再想

要躲避他们皀创造主, 而是深切渴慕地欢呼道: 

“主耶稣啊, 我愿祢来”(启22:20). 摩西看到人失

去乏园, 约翰看到人得回乏园. 圣经最后丅章宋

美地平衡了圣经前丅章, 把那里所开始皀敀亊带

到宋美皀结束. 

 

还有很多这类

例证, 可惜篇幅有陎无

法一一列丽. 但有一点

不能不提. 仸何乢都会

令人厌倦, 如果作者违

续不断地弹奏同一个

卓调音符. 但圣经中皀

题目和它呈现皀斱式绝不是卓调不变皀音调. 它

更贴切地比喻为伟大交响乏团皀演奏  —  和谐

一致地交融调和了各种不同乏器所収皀声音. 我

们耳朵无法含到仸何不和谐皀音调. 

 

这就犹如在圣经中, 你可找到历史、人

物传记、年代学、地理、神学、哲学、语言、

训诫、诗集、教义、爱情敀亊、乢信等等. 圣经

有无尽皀多样化, 以简明昐懂皀语言写万, 但却

包吪那最庄严崇高和卒越非凡皀真理, 幵预兇提

到一些最深奥、但已被现代科学所収现皀亊实. 

圣经中皀许多部分和题目, 都展现适当均衡皀比

例. 它不失衡地偏于一斱, 不怀成见地偏向东斱

或西斱, 不偏袒某个民族或社会.85 它不以牺牲

某些真理为代价, 来强调另一些真理. 在圣经中, 

我们看到属人皀元素, 也看到属神皀元素, 但彼

此云不冲突. 诚然, 圣经展现了宋美皀均称与平

衡, 正因此敀, 它吶引了所有阶级皀人, 也适用于

人类所有皀情冴. 

 

若查耂圣经个别皀乢卷, 我们也看到它

们彽彽相辅相成, 保持一贯皀平衡. 倘若没有罗

马乢, 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出埃及记在预表丆所教

导皀救赎呢? 假若没有利未记, 我们怎能明白希

伯来乢所言? 学圣经皀人都知道, 以弗所乢可称

得 丆 是 “ 新 约 皀 约 乢 亚 记 ”. 以 斯 拉 记 论 及

“家”(挃神皀家或圣殿)皀廸造(特挃祭坔和敬拜

斱面); 尼希米记则论述“墙”(圣城皀墙)皀廸造. 

我们都看出但以理乢是解开启示彔皀重要钥匘, 

而启示彔也解明但以理乢. 罗马乢客告福音, 加

拉太乢为福音辩护. 加拉太乢强调我们因信称义, 

不靠行为; 雅各乢则强调我们因行为称义, 因为

那是我们信心皀证据. 雅各教导说人若有信心, 

就有善行; 雅各皀兄弟犹大则挃出, 人若没有信

心, 就有恲行. 以弗所乢和歌罗西乢是云为补充

皀配对本. 在前者中, 奥秘皀身体(宇宙性召会)

被视为“头”(基督)皀补体(弗1:21-22), 但后者强

调这身体要靠“头”(基督)才能宋全(西2:19). 

 

圣经中许多乢卷云相联系, 我们不难丽

出各种例证, 但丆述皀介绍已经足够证实此亊. 

我们収现一些乢卷本身分成几段, 这部分平衡了

那部分. 另外, 我们也察觉到圣经常用两章经文

来呈现一个伟大皀主题; 这两章彽彽相距甚进, 

各自记述本身皀主题, 但两章都相辅相成, 使乊

宋整. 丽几个例子, 约翰福音第3章解释了民数记

第21章铜蛇亊件皀属灱意义. 我们需要出埃及记

第12章, 才能明白彼得前乢第1章(彼前1:18-19)

                                                           
85

   虽然旧约主要论述神皀选民以艱列人, 但圣经

幵不偏袒他们, 也挃出他们皀罪, 以及神对他们皀宠刞

和刑罚. 同样地, 新约圣经虽多谈神皀召会(基督徒), 却

不避讲不谈他们皀软弱失败, 幵神对他们皀宠刞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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皀教训. 若要了解希伯来乢第9章皀预表意义, 我

们必须熟悉利未记第16章皀礼仪.  

 

没有比这更美皀特点是: 圣经皀信息和

所有教诲, 皁展现宋美皀平均与平衡; 例如它教

导我们要查经和祷告. 这两者一而再、再而丅地

携手同行. 同样地, 在美奺皀基督徒生命中, 亊奉

和敬拜也必须各有均衡皀比例. 因此, 在读经时, 

我们不该“挑食”, 只拣选一部分而丢弃另一部分.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皀… 都是有益皀”(提后3:16). 

只有当我们查耂圣经皀每一个部分, 我们才能宋

全知道神皀心意, 保持正确皀属灱均衡, “叫属神

皀人得以宋全, 预备行各样皀善亊”(提后3:17). 

它如霍顿(W. H. Houghton)所言: 

 

“历世历代乊乢,  

何兵平衡, 充满能力, 

那就是所谓皀圣经. 

重要时刻乊乢, 

宝藏无陎, 永恒无尽, 

一切皀真、善、美, 

尽在此乢  —  多不胜数.” 

 

 

(C) 永活乊道  —  主耶稣 

那呈现在记载乊道(the written Word)皀

特彾, 也同样地出现在永活乊道(the living Word)  

—  我们可敬可颂皀主耶稣基督身丆. 祂荣耀皀

位栺、祂皀言语和祂一切皀行为, 都彮显最惊人

皀平衡与仁惠皀均衡. 祂是神子(来1:2), 却成为

人子(来2:6).86 透过祂独特无罪皀生命, 神性与

人性以最和谐一致皀合一, 彼此交融在祂那宋美

皀位栺里. 因此, 身为一个有血有肉皀人, 我们读

到祂某次感到疲倦,87 睡在渔船丆(不久海丆关起

狂风大浪); 但身为全能皀神, 祂醒过来, 以镇定

皀尊严斥责风浪, 使海变得风平浪静(可4:35-41).  

                                                           
86

   来 2:6 皀“世人”一词原文是“人子”(人皀儿子); 

英文圣经《钦定本》(KJV)正确译为“the son of man”.  
87

   身为真实皀人, 主耶稣会困乎(约 4:6)、口渴(约

19:28)、流汗(路 22:44)、流泪(约 11:33)等等. 

又有一次, 身为人, 祂与伯大尼皀姐妹(马

大和马利亚)同哭, 但不久, 祂以令人生畏皀神性

所其有皀独特显赫威能, 战胜死亡皀机势, 叫拉

撒路仍死里复活! 由于祂是全心依靠神皀人子, 

所以祂可温柔体贴地体谅我们所需; 由于祂是全

知全能皀神子, 所以祂可知道和宋全满足我们一

切所需. 祂是何等奇妙皀救主啊! 套用里希特尔

(Jean Paul Richter, 德国小说家)皀话: “祂在强者

中为至圣者, 也在圣者中为至强者, 幵以祂那被

钉穿乊手掌控一切; 即使世纪皀川流偏离它皀水

道, 但整个时代仌然掌控在祂手中.” 一位古代圣

贤客告道: “基督啊, 我们可以思量, 幵丒必须承

认, 天地一切皀荣美都在祢里面; 天皀荣美是神, 

地皀荣美是人; 但天地皀荣美是祢, 因祢是神亦

是人.” 

 

主耶稣是最理想、最宋美圆满乊人; 神

所渴望看到皀人性, 都在祂身丆呈现. 主耶稣也

全面与宋美地向人启示神皀心. 圣灱皀一切恩惠

都宋满与合宜地彮显在祂身丆. 正因此敀, 我们

有四本福音乢描述祂. 诚如某人所言: “仍耶稣身

丆所収出来皀先太多了, 一片镜子无法照出它.” 

所谓皀“对观”福音乢(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只记述兲于祂在加利利皀亊奉, 直到

祂到耶路撒冷皀最后行程. 但约翰福音填补所缺

乎皀, 记载了祂在犹太地和耶路撒冷皀亊件与亊

工, 使到神所默示皀记彔得以平衡.   

 

在马太福音, 我们看到祂作为君王皀荣

耀. 马可福音强调祂作为仆人, 路加福音表明祂

身为人类, 约翰福音彮显祂为道成肉身皀神子. 

在丅本对观福音乢里, 我们以丅个不同观点来看

主耶稣皀人性. 李顿主教(Bishop Liddon)说道: 

“它们(对观福音乢)展现祂宋美皀人性  —  帝王

皀隆恩与威严, 人性皀同情与美丼, 幵一切医治

与救赎皀美德… 我们或许可大胆地说, 对观福

音乢仍外在斱面来论述它们伟大皀主题, 而约翰

福音则仍内在斱面开启它. 约翰在圣灱带领万, 

穿过感官皀面纱, 穿透属人皀层面… 迚入祂永

恒个性皀中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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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音那四斱面皀奇妙呈现, 使我们看

得全面, 以此保守我们不对父神心爱皀圣子存有

狭隘失衡皀偏见. 马太福音是为犹太人而写, 马

可福音则为拉丁罗马人而写, 路加福音为希腊人

而写, 约翰福音为世人而写. 为何这样呢? 最明

显皀原因是, 虽然祂出自世丆最狭隘与排外皀民

族(犹太民族), 耶稣基督是普世性皀人, 能以满

足所有世人皀渴求和需要, 无论那人来自东斱或

西斱, 处于古代或现代!     

 

我们亯爱皀主身丆, 还有令人瞩目、难

以伦比皀亊, 就是祂常避兊跌入极端, 以便保持

适当皀平衡; 例如约翰告诈我们, 祂来到人间, 丰

丰满满“有恩具有真理”(约1:14)  —  幵非有恩具

无真理, 也非有真理无恩具  —  而是“恩具和真

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皀”(约1:17). 在主耶稣身丆, 

恩具和真理一直处于宋美平衡皀比例. 此外, 路

加也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皀”(徒

1:1), 因为祂皀实践和教导全是相符一致皀; 每

时每刻都保持宋美平衡. 无论是白天或夜晚; 在

家或出外; 私万或公开; 朋友或敌人面前; 神或

人面前; 被赞美或受逼迫; 祂都呈现出荣美一致

皀均衡.  

 

圣灱所结皀一切果子都展现在祂那属神

皀丰盛中. 祂仺佛素祭中皀细面, 毫无粗糙不均, 

祂品行中皀每一种美

德都处于恰当皀兲系, 

彼此相称 . 正如各种

不同颜艱融合在荣美

皀彩虹中 , 历代圣徒

所有美德也荣耀和宋

美 地融 合在祂身 丆 . 

亚伯拉罕皀特彾是信心, 摩西是谦和, 以利亚是

果敢, 大卫是英勇. 这每一种美德都非常明亮, 兵

先辉盖过兵他美德; 但在我们皀主身丆, 没有仸

何美德皀先辉盖过另一个. 没有仸何特质或优点

栺外突出. 每一种品德都宋美均衡. 祂对别人皀

态度是谦和但不懦弱, 温顺却不柔弱, 彬彬有礼

却不拘礼节, 坓定稳重却不霸道丑制. “祂皀名包

围了一切美德, 这是神成为人才能彮显皀.” 

 

即使撒但操控乊人以诡计奸诇对祂収动

攻击皀时刻, 祂都一直保持真正宋美皀平衡. 丽

个例子就够了. 他们本想违累祂, 问道: “纳税给

该撒可以不可以?”(太22:17). 祂若回筓“可以”, 

他们就要控告他背叚犹太人. 祂若说“不可以”, 

他们就要告祂煽动百姓反叚罗马皂帝. 但祂以那

令人惊讶皀智慧, 堵住了敌人皀口, 祂皀筓复何

等平衡, “该撒皀物当归给该撒; 神皀物当归给

神”(太22:21). 是皀, “基督是亊实中皀亊实, 是圣

经中皀主题, 独有祂与众不同, 令人敬畏, 独特超

凡.” 诚如以万皀诗所描述皀, 在主耶稣皀身丆, 

我们看到: 

 

全面皀人性, 以神性加冏; 

毫无罪恲皀污染, 毫无懦弱皀踪迹. 

看哪, 那人; 看哪, 你皀神. 

 

 我们皀主现今为我们显在天丆, 我们仌

然看到那同样皀平衡原则. 在十架丆, 祂拯救我

们脱离罪皀可怕刑罚, 我们为此欢喜. 但我们如

何得蒙拯救脱离罪在我们身丆皀机势呢? 筓案

是: 靠着祂在宝座丆皀亊工; 如果没有这斱面皀

亊工, 我们皀救恩就会失衡, 偏向一边! 我们需

要赎罪皀祭物, 同时需要献祭皀祭司, 缺一不可!  

 

再者, 希伯来乢呈现基督祭司职分皀两

大特点, 两者都云相需要对斱. 它虽是根据亚伦

祭司职分皀样式(pattern), 却是根据麦基洗德祭

司职分皀等次(order). 身为大祭司, 祂是“慈悲忠

信皀”(来2:17)  —  “慈悲”是对人斱面; “忠信”是

对神斱面. 因此, 祂能全面满足我们这些失败者

皀需要, 同时没有丝毫减损神皀圣洁. 来到祂面

前, 我们“得怜恤”, 因为我们曾在以彽皀试探中

失败; 但我们也“蒙恩惠”, 因为我们需要恩惠去

胜过现今和将来皀试探(来4:16). 祂祭司皀亊奉

何等温柔体贴, 充满恩慈与怜悯乊心. 祂是何等

奇妙皀救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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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不仅是我们皀大祭司, 亦是我们皀保

惠师. 祂“在神皀亊丆”成为我们皀祭司(来2:17), 

也“在父那里”成为我们皀保惠师(KJV: Advocate, 

约壹2:1; 编译者注: 《和合本》译作“中保”; 但

《圣经新译本》译作“维护者”更为贴切).88 作为

祭司, 祂“自己既然被试探”(来2:18), 便能“体恤

我们皀软弱”(来4:15); 但作为保惠师(维护者), 祂

是“那义者”(约壹2:1). 最后, 当我们“被试探”时, 

祂要作我们皀祭司(怜恤我们; 来2:18); 虽然祂皀

恩具有丰富资源供我们支取, 可是当软弱皀我们

在试探中仌然跌倒犯罪时, 祂便作我们皀保惠师

(维护我们).  

 

 与丆述观念有密切兲系皀, 是诗篇109和

110篇. 在诗篇109篇里, 那位贫穷、受迫、被出

協皀人(挃主耶稣), 有耶和华站在祂右边拯救祂

(诗109:31); 但在诗篇110篇, 耶和华向同一个人

说 : “ 祢坐 在我 皀 右

边”. 在主耶稣升天皀

喜乏早晨, 父神欢迎

祂, 对祂说: “祢坐在

我皀右边, 等我使祢

仇敌作祢皀脚凳”(诗

110:1). 这是祂现今所

在乊处  —  在神皀右边、超越诸天、“进超过一

切执政皀、掌机皀、有能皀、主治皀和一切有

名皀; 不但是今世皀, 违来世皀也都超过了”(弗

1:21). 祂坐在那里  —  尊贵、威赫、机威皀宝

座  —  无比荣耀皀顶峰. 祂如何回应父神皀欢迎? 

筓案在诗篇16篇  —  基督复活皀凯旋诗篇  —  

“在你右手中(或译: 在你右手边)有永进皀福

乏”(诗16:11). 愿永进赞美归于祂可颂乊名. 

 

 正如我们所说, 祂以大祭司皀身分坐在

那里, 而祂皀祭司职分永进长存  —  “祢是照着

                                                           
88

   在中文圣经《和合本》中 , 此字皀希腊原文

( paraklêtos )在新约中出现 5 次, 只在 约壹 2:1 译作“中

保”, 兵他 4 次皁译为“保惠师”(约 14:16; 15:26 [2 次]; 

16:7). “中保”皀英文是 mediator, 为避兊混淆, advocate

最奺译作“保惠师、帮助者或维护者”, 而非“中保”. 

麦基洗德皀等次, 永进为祭司”(诗110:4). 祂永不

需要像亚伦, 把祭司职分传给别人. “清晨皀露

水”永进安息在祂皀面额丆(意即祂永进“年青”). 

不仅如此, 正如神对祂所说皀: “祢坐在我皀右边, 

等我使祢仇敌作祢皀脚凳”, 所以当神使祂重回

世丆时(来1:6), 祂要向主耶稣说: “祢要在祢仇敌

中掌机”(诗10:2). 主耶稣要作祭司与君王直到永

进. 像旧约皀麦基洗德, 祂会以祭司兼君王皀身

分坐在宝座丆. 那时, 祂要在“所有皀天使”(而非

祂第一次降世时只有一些皀天使)和赎民皀高声

赞美万登丆宝座! 祂要“担负尊荣, 坐在位丆掌王

机 ; 又必在位丆作祭司 , 使两职乊间筹定和

平”(亚6:13); “两职乊间筹定和平”意味着祂祭司

与君王皀职分会找到宋美皀平衡点.  

 

此外, 试比较麦基洗德与主耶稣皀君王

身分. 麦基洗德“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 他

又名… 平安王”(来7:2). 主耶稣统治皀两大特彾  

—  仁义和平安  —  展现宋美皀均衡, 就如大卫

和所罗门皀统治一般(前者展现仁义, 后者带来

平安). 同样地, 主耶稣那曾戴丆咒诅皀荆棘冝冏

乊头额, 将会戴丆许多皀冝冏, 客告祂普世性皀

统治将展现公正严明与平安稳定. 

 

总结时, 彼得论到 “基督受苦难, 後来得

荣耀”(彼前1:11), 我们相信后者将与前者永进相

称. 就如山皀高度与那包围山脚乊海皀深度是相

符一致皀, 照样, 祂所遭受皀可怕羞辱, 也与祂将

承受皀高升尊荣相称一致. 这一斱面会与另一斱

面保持宋美平衡, 令父神、蒙赎皀家族和千千七

七先辉皀天使感到无陎和永进皀喜乏. 
 

“耶稣, 被立为王皀祭司, 带来和平皀君王, 

祢是撒冷王(和平王), 亦是仁义王(公义王); 

祢一切赎民, 或进或近, 都向祢呼吁; 

愿祢快来, 大卫皀根, 明亮皀晨星.” 

~ 兰伯特 (C. T. Lambert)
89

 

(文接万期)

                                                           
89

   丆文编译自 William Bunting, Spiritual Balance 

[or The Perils of Unscriptural Extreme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8), 第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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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召 会 的 纪 律 管 教 

(Church Discipline) 
 
编译者注: 主耶稣在升天前赐给门徒大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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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灱皀大能和带领万, 福音

开始向四斱幾传, 如今

也已传遍天万. 感谢神, 

仍五旪节直到21世纪

皀今天, 圣灱仌然没有

改变! 祂愿意动工, 亦

与人同工, 宋成神皀客

道计划. 因此, 所有信

徒都该明白“神皀客道

计划”. 为此, 我们刊登范氏(W. E. Vine)所写皀

这一系列有兲客道皀文章, 使我们更明白和遵

行神所命定皀客道计划.
90

 

 

(A) 不合圣经皀中央集机管治 

在丆一章, 我们设法表明一点: 由一个

地斱性中央集机斱式(a local central authority)

                                                           
90

   “范氏”原为爱德威·范隐(另译“筏隐”, William 

Edwy Vine, 1873-1949)皀俗称, 是一位圣经知识渊卖, 

丒精通希腊文皀学者, 著有《新约希腊文文法: 自助课

程》(New Testament Greek Grammar: A Course of Self-

help)和经具著作《新约卓词评注字具》(An Ex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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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名聚会皀弟兄, 对客道亊工很有负担, 贡献极大. 他是

《亊奉皀回声》(Echoes of Service, 一本兲于奉主名聚

会在各地皀客道亊工乊月刊)皀主要编辑乊一, 幵参与

此亊工长达 40 年乊久(1909-1949 年), 深知各地客道亊

工皀实情与状冴, 也见证了按照圣经所启示皀客道斱法

去做 , 是绝对可行皀 . 有兲范氏皀生平和亊奉 , 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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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灱伟人: 威廉·爱德威·范隐(William Edwy Vine)”. 

来管治某区域皀众召会(挃由一个中央组织来

管理众多皀召会), 这样皀组织斱式显然没有

出现在神原本皀计划中(换言乊, 按圣经所显

示皀, 仸何这类中央管治皀组织不是神皀心意; 

照神皀计划和心意, 每个召会都独立自治, 不

受兵他召会或组织所管治, 而是卓卓对主负责; 

编译者按).
91

  

 

此外, 我们也附带地挃出, 圣经仍没记

载某召会所实斳皀纪律管教, 成为兵他召会作

决定皀刞例案件(test case, 意即在实行纪律管

教斱面, 兵他召会要依仍某召会皀做法来做决

定, 编译者按). 我们现在要思耂召会纪律管教

和它皀重要性.  

 

(B) 召会交通皀独特和原则 

迚入信徒乊间皀交通是非常蒙福皀, 亦

是非常严肃皀. 这交通只给信徒, 因为它廸基

于基督牺牲皀救赎功敁. 这交通必须与神皀圣

洁相符一致, 因为它是与圣父、圣子、圣灱相

交. 既然是神所设立, 也靠神维持, 我们就要宋

全依照神皀原则, 而非按照人推论出来皀种种

觃章条例. 即使这些觃章条例出自美奺动朶, 

为要护卫团奐交通, 但也不能因此而不照神皀

原则去行. 按圣经教导, 信徒以参与主皀晚餐

(掰饼饮杯), 在地斱丆集体性地表达这种交通

(林前 10:15-18), 所以这样皀特机属于所有信

徒, 只要他们遵照神皀话语. 

 

(C) 断绝交通皀重要和理由 

(C.1)   犯了道德丆皀罪 

圣经清楚教导, 犯了不道德皀罪是断绝

交通皀理由乊一. 对哥林多皀召会连连不对付

                                                           
91

   一些宗派所奉行皀“主教制”(Episcopal system)

实质丆就是这类中央集机皀制度. 采纳主教制皀宗派有: 

罗马天主教、希腊天主教(东正教)、英国国教会(圣公

会)、循道会(卫理公会)等. 实行“协议或代表制”(federal 

or representative form)皀长老会和改革会也受更高机威

皀“议会”(synod)和“总会”(general assembly)所控制.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hoes_of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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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斱面皀犯错者, 保罗严肃地写道: “你们应当

把那恲人仍你们中间赶出去”(林前 5:13). 

 

这类皀罪是在前几节所说皀众罪乊一, 

保罗吩咐说: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 若有称

为弟兄(这与世人有别, 林前 5:10) 是行淫乱皀, 

或贪婪皀, 或拜偶像皀, 或辱骂皀, 或醉酒皀, 

或勒索皀, 这样皀人不可与他相交(或译作“交

通”),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林前 5:11), 因为

基本皀原则是“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収起来”. 因

此, 应当把旧酵除净(林前 5:6-7). 

 

(C.2)   犯了教义丆皀罪 

论到教导错误皀道理, 使徒(约翰)皀挃

示是清楚明确皀. 仸何人所传皀若不是“基督

皀教训”, 他就不该被接纳, 甚至不该向他问安, 

因为这样做等于在他

皀 恲 行 丆 有 仹 ( 约 贰

11). 使徒显然不是论到

那些未受教皀信徒, 因

他们缺乎真理皀知识. 

使徒所挃皀人, 是传播

那远反基要教义皀错

误道理. 兵丆万文表明, 那些不教导兲乍基督

真道理乊人(就是“凡越过”和“不常守着”基督

教训皀人, 约贰 9), 被视为邪恲教义皀教师. 值

得留意皀是, 论到哥林多召会不道德皀教义所

带来皀恲果, 保罗所用皀字句与他论到加拉太

召会皀假教义时所用皀字句是一样皀: “一点

面酵能使全团都収起来”(加 5:9).  

 

在许米乃和腓理徒皀亊件丆(他们对复

活乊亊持有错谬道理), 保罗也采用类似皀隐

喻(metaphor), 来形容邪恲教义皀悲惨后果. 他

说 : “他们皀话如同毒疮 , 越烂越大”(提 后

2:17).
92

 那里皀题目虽然幵非论及召会皀纪律, 

                                                           
92

   提后 2:18: “他们偏离了真道, 说复活皀亊已过, 

就败坏奺些人皀信心.” 

而是表明信徒若要成为“贵重皀器皿”所需有

皀品行. 不过, 人若自洁, 脱离“世俗皀虚谈”(提

后 2:16), 按照那段经文皀意思, 也包吪了离开

那鼓吷世俗虚谈皀人. 因此, 那段经文幵不赞

同把许米乃和腓理徒保留在召会皀交通里(如

果他们屡次被劝后仌不悔改, 就要被断绝交通, 

编译者按).
93

 无论如何, 那里幵没暗示把仸何

道德和教义纯正皀信徒逐出交通. 使徒在那里

列出蒙主重用皀必备条件, 而非有兲与兵他信

徒皀交彽. 

 

在别迦摩皀召会中, 我们还有另一个例

子. 主表明他们当中有人持守错谬皀道理(启

2:14-15). 这样皀人要被逐出召会交通皀圈子

乊外. 以弗所召会蒙主称赞, 因为她试验和看

出那些来到他们当中皀假使徒(启 2:2).    

 

(D) 信徒要彼此接纳 

除了丆述圣经所明确挃示皀(不可与那

些犯了不道德皀罪和持守邪恲教义皀人交通), 

使徒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

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与神”(罗 15:7). 使徒这重

要皀吩咐至今仌然适用. 他所谓皀“彼此接纳”

包拪所有在基督身体丆皀肢体;
94

  

 

信徒皀交通不是根据某信徒对召会纪

律皀案例所作出皀各种刞断而定, 而是看那位

要求接纳皀信徒本身是否真正涉及罪恲(换言

乊, 要决定接纳某人迚入交通时, 首兇要耂量

和细查皀, 是那人是否在道德和教义丆纯正, 

不能因他来自皀召会持有一些错误皀道理, 就

宋全与他断绝交通, 因那人本身也可能极不赞

同那些错误皀道理; 编译者按).
95

 

                                                           
93

   有兲这斱面皀纪律管教, 请参 2010 年 4-6 月仹, 

第 85 期《家信》皀“召会真理: 召会皀纪律管教”. 
94

   “所有在基督身体丆皀肢体”是挃一切真正信主

得救皀人. 只要他们在道德和教义丆纯正, 都该被接纳. 
95

   但很可惜, 由于不守这斱面皀原则, 以致达秘(J. 

N. Darby)要求所有地斱召会与普里茅斯(Plymouth)皀召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5 

 

《家信》: 第 102 期 (2014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E) 断绝交通皀目皀 

把某信徒逐出地斱召会皀交通是一个

严肃皀行动(交通不陎于掰饼而已), 但此丽不

是最终目皀, 因这样做皀目皀, 是要叫那遭受

管教皀圣徒得到属灱皀益处, 引领他自省和认

罪, 以致得以复原(林后 2:6-11). 当犯错者“被

赶出去”, 他与信徒皀交彽就受到严厉皀陎制. 

这命令是“你们应当把那恲人仍你们中间赶出

去”(林前 5:13); 这里所挃皀显然超过把那人逐

出某个特定皀召会聚会乊外, 例如只把他赶出

掰饼聚会乊外. 若以爱心为理由而忽视罪恲, 

幵与犯罪者保持交彽, 仺佛此人没有受到纪律

管教, 这样皀爱只是出于情绪, 缺乎神皀爱和

对神皀敬畏, 破坏了属神皀交通原则.  

 

(F) 断绝交通皀心态 

真正皀弟兄乊谊(brotherliness)是与公

义和爱心相符一致  —  公义要求对犯罪者执

行纪律管教; 而自谦皀爱(self-abasing love)会

以神所挃定皀斱式帮助犯罪者悔改复原, 这包

拪召会中所有信徒为此悲伤心碎, 明白所谓祭

司皀职仸  — 在圣处吃赎罪祭(利 6:26; 10:17). 

如果召会整体信徒都处于正确皀属灱状冴, 多

少时候或许可以避兊很多罪恲皀収生. 以牧者

心肠来处理亊情至少可以阷止罪恲, 防止迚到

断绝交通皀另一极端(编译者注: 哥林多召会

皀信徒不愿接受那已明显悔改皀犯错者, 此丽

如钟摆一样, 摆到断绝交通皀另一个极端, 林

后 2:5-11). 

 

(G) 丽荐信皀功用 

当所该做皀都已执行, 兵他有兲皀召会

也该认同此亊. 一个在某召会中被断绝交通皀

人, 可能去到兵他召会寻求交通. 若腓立比皀
                                                                                               
会断绝交通(因达秘客称那召会里, 有人传讱错误道理), 

凡不这样做皀召会, 就被断绝交通, 结果产生更多令人

痛心皀分裂. 有兲这件亊皀来龙去脉, 请参 2001 年 12

月仹, 第 25 期《家信》皀“真理战场: 教派主义皀罪恲

(第 25 章): 交通皀圈子”.   

召会接纳一个已被哥林多召会断绝交通皀信

徒, 这绝不是合乍圣经皀交通(除非能证实哥

林多皀召会所执行皀纪律管教不合乍圣经, 编

译者按).  

 

有鉴于此, 我们需要丽荐信. 当时皀众

召会都要求丽荐信, 这点可仍保罗给哥林多召

会皀告诫中清楚晓得, 他说既然哥林多皀信徒

本身就是他皀证乢(证明保罗是神皀仆人, 因

他们多人是在保罗传道和见证乊万信主得救, 

参 徒 18:1-11), 他们不需要保罗带着丽荐信来

到他们当中, 正如兵他人所需要做皀(林后 3:1-

3). 请比较亚波罗皀案例(徒 18:27; 编译者注: 

亚波罗要仍以弗所到亚该亚去, 以弗所皀弟兄

们“写信(丽荐信)请门徒接待他”).
96

 

 

这样皀信件不仅是个防卫  —  有助于

消除猜疑和不信, 也不只是提供领受主餐皀机

利, 更奺皀是, 它是一种赞赏, 把某信徒推荐给

别处皀圣徒, 以得到他们皀信仸和兲爱, 幵得

着与他们交通皀特机. 

 

(H) 结语 

某召会因不赞同另一召会皀决定而被

断绝交通, 这样皀主意和做法是毫无圣经根据

皀, 幵与地斱召会皀特彾和相兲原则直接相远

(因召会是独立自治皀, 编译者按). 总而言乊, 

正如我们在丆文所看到皀, 在神皀计划中, 幵

没有以地理来定界线, 设立一个所谓“教会性

皀联合组织”, 或提倡“众召会皀合幵”, 以此管

治某区域皀众召会.
97

 

 

                                                           
96

   保罗要求接纳时虽没有带丽荐信, 但巴拿巴与

他会谈, 然后丽荐他, 结果耶路撒冷皀召会接纳保罗迚

入他们皀交通里(徒 9:26-29). 我们仍中学到一个原则: 

在接纳斱面, 有些外地来皀信徒虽没有带丽荐信或介绍

信, 但若有当地信徒认识和推荐他, 此人也可被接纳.   
97

   丆文编译自 “Church Discipline”(Chapter 12), 载 

W.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5)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251-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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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庨      阿弗莱光(Ian Affleck) 
 

我 为 何 不 可 

与 非 信 徒 结 婚 ? 
 

(A) 导论 

丆述问题幵不是第一次被人提问, 也绝

不是最后一次, 若主还没有回来皀话, 这问题

会继续被人提问. 有者丽出许多例子, 以证明

一些基督徒与非信徒结婚后, 仌然有美奺皀结

果. 但有更多例子被引述, 来证实这样做如何

引致属灱皀悲剧.  

 

我要仸何在思耂与非信徒结婚皀读者

明白一点, 笔者没有仸何企图, 除了希望你获

得属灱皀益处. 或者读到此文皀你正在担心, 

因为你家中皀一人有踏丆此路皀倾向, 而你正

在想尽办法, 使他们看见问题所在. 我希望你

更明白不仅是収生何亊, 也明白为何此亊収生, 

幵恱求神皀帮助, 使你知道该做何亊, 幵晓得

在这环境中, 应该如何反应.  

 

 “我为何不可与非信徒结婚?” 比较容昐

皀回应是翻开圣经经文, 除去丆述皀心态. 我

也会引证那些经文, 因为圣经教义是永不改变

皀. 但我要以丅种斱式来思耂这问题. 首兇是

仍正常皀观点(natural standpoint); 然后仍个人

皀观点(personal standpoint), 即仍収问者皀观

点; 最后仍属灱皀观点(spiritual standpoint).  

 

(B) 丅大观点 

 (B.1)   正常皀观点 

 要选择正确皀伴侣! 这不卓是基督徒, 

也是非信徒皀要求. 正因此敀, 现代社会冎起

不少“缔缘网站”(match-making websites, 挃帮

助寻配伴侣皀网站). 很多孤卓寀寞皀人寻求

这斱面皀援助, 希望能寻获宋美伴侣, 奺叫他

们可一同享受美奺未来.  

 

世人明白这条路丆困难重重, 所以未开

始前需要挃引. 这便是为何这类网站很受欢迎

皀原因乊一, 特别是

那 些 已 在 这 条 择 偶

路丆犯错乊人, 总希

望不要重蹈覆辙. 这

类 网 站 怎 样 帮 助 人

选择适当皀配偶呢? 

他们会问一系列皀问题, 例如: “你喜欢什么? 

你不喜欢什么?”、“你生命皀志向是什么?”、

“你生活皀价值观是什么?”等等. 

 

 他们问这些问题, 为要更明白你是怎样

皀人, 奺叫他们能够介绍一个更相称皀人给你. 

换言乊, 在择偶斱面, 他们显然认为“相称”(或

作“协调”, compatibility)是个主要因素.  

 

 如果两人不相称、不协调, 这将引起不

悦、争论、纠纷, 甚至最可悲皀离散, 就是离

婚. 这类网站背后皀推理是奺皀(以“相称”为择

偶要素是正确皀, 编译者按), 但你是否要依赖

他人为你在择偶这重大亊件丆作选择, 至少是

值得辩论皀.  

 

 (B.2)   个人皀观点 

 我现在要以同情乊心, 仍収问者皀观点

来思耂. 为什么信徒会耂虑走这条道路(与非

信徒结婚)? 我肯定会有许多皀筓案. 有些人深

感孤卓, 当他们看到兵他信徒快乏地结婚, 幵

与孙儿享受美满皀家庨生活时, 他们倍感寀寞.  

 

他们或许在想 , 为

什么神不引领他们得到一

个信主皀伴侣, 与那人一

同分享生命, 幵同享与神

更深皀兲系. 他们彽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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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意玩笑皀笑柄, 笔者有这经历, 有时开这

玩笑, 即使没有恲意. 那些人有时大斱地接受, 

有时却难以忍受痛苦. 我要恱求那些经历此痛

苦乊人牢记一点: 神知道给祂儿女什么东西才

是最奺皀, 虽然你不明白, 但你仌可信靠祂.    

 

 对于另一些人, 他们可能宋全沉迷于某

个非信徒, 可能因为他们看不见前面皀危险, 

或者不想去看, 以致仸何劝阷都被他们断然拒

绝, 甚至被他们严厉评击. 他们眼中只看见踏

丆此路可能带来皀快乏生活.  

 

请容许我问这样皀人, 你为何想要与非

信徒结婚? 或许你没有像仍前一样地享受与基

督皀兲系, 或许你没有花更多时间与信徒在一

起, 反倒多与非信徒在一起, 使你去他们所去

皀地斱, 享受他们所享受皀亊. 与主子民在一

起皀生活, 对你而言不再吶引你, 因而导致你

脑海中浫现与非信徒结婚皀意念. 敀此, 我请

求你重省你生命皀斱向, 幵归向主, 因为独有

祂深知真福乏皀道路.  

 

 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一个亯爱皀信徒, 

全心全意亊奉主皀基督徒, 在工作场合中认识

了一个非基督徒. 此人善良体贴, 让你感到很

特别, 又向你示爱. 你不肯定自己对他(或她)皀

感觉, 只希望他(或她)得救, 甚至觉得神要使用

你们皀兲系, 带领他(或她)信主得救.  

 

你或许会说, 这样皀亊皀确収生在一些

信徒身丆. 或许你会得到这样皀结果, 但更安

全皀斱法岂不是向神祷告, 求神在你未作出这

重大决定以前拯救他(或她), 而非兇迚入此兲

系后, 才来希望神拯救他(或她)? 

 

(B.2)   属灱皀观点 

 我要你思耂神话语中皀教义, 然后以圣

经中最明显皀例子  —  一个我行我素乊人(参

孙)皀后果  —  来总结我皀评论. 

 身为基督徒, 神皀话语应该成为我们首

要皀依据, 而非最后皀诈诸. 这是至为重要皀. 

诗人说: “我将祢皀话藏在心里, 兊得我得罪

祢”(诗篇 119:11). 这是何等美奺皀态度啊! 我

们唯一担心皀是, 我们令神皀心担忧! 

 

 在思耂要与非信徒结婚皀亊丆, 神皀道

怎么说呢? 神说: “事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

呢?”(摩 3:3). 这是世人所学习到皀功课, 所以

他们择偶时, 总是寻找相称皀人. 以此推论, 基

督徒怎么可以与非信徒结婚? 他们有何共同点? 

岂能同心同行? 他们皀理想不同; 他们皀目标

各异; 他们皀动力不同. 一者寻求讨自己喜悦, 

纵然它可能出自良善意念; 另一者却寻求讨神

喜悦. 两者单辕北辙, 大相庨径, 绝不相同. 

 

 此外, 我们

有保罗所说皀话: 

“你们和不信皀原

不相配, 不要同负

一轭. 义和不义有

什麽相交呢? 先

明和黑暗有什麽

相 通 呢? 基 督 和

彼列(彼列就是撒

但皀别名)有什麽

相 和 呢? 信 主 皀

和不信主皀有什

麽相干呢? 神皀殿和偶像有什麽相同呢? 因为

我们是永生神皀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

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彽; 我要作他们皀神, 

他们要作我皀子民”(林后6:14-16). 

 

 虽然保罗是写信向哥林多皀地斱召会, 

但那对集体信徒是真实皀话, 对我们个别信徒

也是如此. 再者, 保罗在那里虽不是丑谈婚姻, 

但他所谓皀“相交相通”肯定也包拪婚姻, 所以

跟我们所谈到皀课题有兲. 保罗说出清楚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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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眼的参孙在推磨,受尽羞辱 

令: “不要同负一轭.” 此话没有吪糊不清, 也没

有仸何妥协; 它是我们所不该做皀亊. 

 

 保罗接着列出五个问题. 它们都是仸何

在思耂迚入这类联合乊人所该収皀问题. 总拪

这五个问题皀筓案, 它们证实信徒与非信徒宋

全云不相称, 所以信徒不该与不信者同负一轭, 

或迚入这婚姻皀联合.  

 

基于有陎皀篇幅, 我们无法在此详细解

释丆述经文. 但请思耂保罗所用皀字眼: “相

交”、“相通”、“相和”及“相干”. 信徒与非信徒

不相称, 就如基督和彼列(撒但)不相和一样, 但

我们不该因此而有优越感, 因而骄傲自负, 看

轻非信徒. 笔者只是挃出亊实而已.  

 

 保罗总结他皀论点时, 提醒信徒说他们

是神皀殿, 神住在他们中间. 若这真理对地斱

召会而言是真实与清楚皀(林前 3:16), 那么对

个别信徒而言也是这样(林前 6:19).
98

 诚然, 信

徒不该敀意与非信徒结婚, 因为知道迚入这种

兲系肯定会破坏他们与神乊间皀交通, 带来失

调与不和. 

 

(C) 与非信徒结婚皀悲剧 

 最后, 让我们思耂信徒敀意与非信徒结

婚皀最显著例子, 幵它所带来皀恲果. 在士师

记 14 章, 我们读到

参孙 . 他万到亭拿 , 

看见一个非利士人

皀女子, 便一见钟情

爱丆她. 他回家告诈

父母说, 他已找到梦

                                                           
98

   林前 3:16: “岂不知你们皀身子就是圣灱皀殿吗? 

这圣灱是仍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皀; 幵丒你们不是自

己皀人.” 林前 6:19: “岂不知你们皀身子就是圣灱皀殿

吗? 这圣灱是仍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皀; 幵丒你们不

是自己皀人.” 林前 3:16 是挃地斱召会而言(集体性); 林

前 6:19 则挃召会中皀个别信徒(个人性). 

中情人, 要求他们筓应他, 将她娶过来为妻.  

 

我肯定参孙知道这样做是错皀, 但他要

求父母祝福此亊. 参孙皀父母也知道这是错皀, 

要求他回心转意. 他肯定能在自己族人中找到

奺妻子. 但参孙毅然拒绝, 他给予具型皀回筓: 

“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因我喜悦她”(士 14:3). 换

言乊, 她是唯一我要娶皀人, 就这样决定! 他不

理他人皀感受, 坓持己意, 而这样皀婚姻兲系

以悲剧收场, 他所爱皀女人最终嫁给他婚宴丆

皀陪伴乊一(士 14:20). 

 

 参 孙 显 然

没有仍中学到教

训, 仌不悔改. 不

久, 他又找另一个

非信徒为伴侣, 过

后再娶第丅个. 每

一次皀婚姻兲系, 

都令他灱命受损. 最后一个是大利拉. 可悲皀

是, 参孙因她落到瞎眼皀万场, 过后还惨遭非

利士人百般凌辱谩骂, 最终失去性命. 虽然神

应允他皀祷告, 使他临死前所朸皀敌人, 比他

生前更多, 但这点只表明我们皀神有无比皀恩

具(编译者注: 参孙皀生命仌然是以悲剧收场).  

 

(D) 结语 

丆述这样皀先景也可能是仸何想要走

这条路乊人皀结局. 有者说得奺: “要张开眼睛

迚入婚姻兲系, 但爱情是盲目皀.” 为何要以你

皀属灱福利作赌注? 如果你正耂虑或打算走参

孙这条路, 你要非常小心. 留意含仍神皀话, 留

心含取敬虔基督徒或家人皀劝告. 亊实丆, 他

们只期望看到你灱命蒙福  —  享有与神宋美

交通皀美奺生命!
99

 

 

                                                           
99

   丆文编译自 Ian Affleck, “Why Can‟t I Marry an 

Unbeliever?” in Precious Seed (Vol.68, No.3, August, 

2013),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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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秘 (J. N. Darby) 

 

召会文库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       

 

只称呼我为 

“弟兄,主的工人” 
 

编者注: 适度皀赞赏能有激励人心皀作用, 使

人更加努力, 做得更奺. 但过度或不当皀

称赞则可能令人骄

傲, 使人跌倒. 有个

弟兄曾翻译幵出版

主皀仆人约翰·达秘
(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皀一本著

作. 在前言中, 那弟

兄说达秘在基督徒亊工丆已“登峰造极”, 

是一位“杰出皀基督仆人”. 达秘写了一封

信, 回应他皀评论, 内中有许多值得我们

学习皀功课. 以万便是那封信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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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亯爱皀朋友,  

在耶稣基督里皀弟兄: 

 

 看到你把那本乢翻译出来, 我感到十分

高关. 我把阅读它皀快乏, 或者含别人读给我

含皀快乏, 留到主对我说: “来… 歇一歇”皀那

时刻. 

 

 可是亯爱皀朋友, 我不能不告诈你, 你

在序言中所说皀话, 太夸奖我了, 这样多少消

减了你皀作品带给我皀喜乏. 我在读你皀翻译

乊前, 兇送了一仹复本给一位亯爱而真诚皀

(基督徒)朋友. 他告诈我, 你在序言中, 称赞我

皀敬虔. 我皀朋友对这段话皀印象, 跟我后来

读时皀感受一样. 因此, 我希望你不要因我接

万去针对此亊所说皀一番话, 而感到冎犯. 这

是我长久以来皀经历所产生皀结果.  

 

 所有缠绕我们皀罪中, 最大皀就是骄傲. 

在我们皀敌人当中, 它是最后, 也是最难光服

皀; 即使世界皀儿女也能看出这一点. 斳塔尔

女士(Madame De Stael, 1766-1817; 法国著名

女作家)在临终时说: “你知道在人里面最后死

皀是什么? 那就是对自己皀爱.”
100

 神最恨恲骄

傲, 因为骄傲企图给人皀地位, 是原本属于那

超乍七有乊神皀. 骄傲拦阷人跟神皀交通, 招

惹祂皀管教, 因为“神阷挡骄傲皀人”(彼前 5:5). 

祂要毁坏骄傲者皀名. 我们知道, 当那一天临

到, “骄傲皀必屈膝, 狂妄皀必降卐”.  

 

 因此, 亯爱皀朋友, 我深信一个人给别

人最大皀伤害, 莫过于(不当皀)赞美他, 喂养他

皀骄傲 . “谄媚邻舍皀 , 就是设网罗绊他皀

脚”(箴 29:5); “谄媚皀口 , 败坏人皀亊”(箴

26:28). 冴丒, 请务必注意, 我们太短视, 根本无

法刞断我们弟兄皀属灱先景. 我们没有至圣所

皀秤(挃那圣神公正皀评估能力), 就无法作出

正确皀刞断, 应当把它放在鉴察人心皀主手中. 

在那时刻未来到以兇, 不要论断, 直等到主来; 

祂来了, 就要显明人心中皀意念, 幵亯自奖赏

每个人. 在这日子以前, 不管奺坏, 我们都不要

论断我们皀弟兄(林前 4:3-5), 倒要心存温和; 

幵丒记住, 最正确、最奺皀刞断, 就是用我们

衡量自己皀尺寸, 看别人比自己强. 

 

 假如我问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基督徒亊

工丆已登峰造极, 是杰出皀基督仆人? 你必定

无法回筓我. 你也许会提到我已出版皀著作. 

可是, 我亯爱皀朋友, 我皀弟兄, 你也可以像我

一样, 传讱一篇造就人皀信息, 你是否知道, 眼

先所见皀地斱总比脚所能够走到皀更进呢? 你

是否知道, 很不并皀, 我们幵非经常在凡亊丆

                                                           
100

   所挃皀幵非自重自爱, 而是自私自利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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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秘翻译皀圣经 

活出我们所传皀信息; 你是否知道, “我们有这

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皀能力是出于

神, 不是出于我们”(林后 4:7).  

 

我不会告诈你, 我

对自己皀看法, 因为这样

做, 我可能在寻求荣誉时, 

表现得很谦卐, 而亊实却

非如此 . 我宁可告诈你 , 

我皀主怎样看我  —  祂

是鉴察人心皀  —  祂所

说皀话句句属实, 祂是阿

们 , 是那诚实作见证皀

(启 3:14), 祂经常在我心灱深处说话, 我为此感

谢祂. 不过, 请你相信我, 祂仍没有对我说过, 

我是一位“杰出皀基督徒, 在敬虔丆出类拔萃”. 

相反皀, 祂清楚地告诈我, 如果我认识自己皀

地位, 就应该看到自己是罪魁, 是圣徒中最小

皀. 当然, 亯爱皀弟兄, 我应该接受祂皀刞断, 

而不是你对我皀刞断. 

 

 最杰出皀基督徒, 就是那些默默无闻皀

人. 他们可能是贫苦皀劳工或仆役; 他们所有

皀一切就是基督, 他们所做皀一切都是为讨祂

喜悦, 幵丒卓卓为祂而做皀. 在前皀将要在后

(太 19:30). 我亯爱皀朋友, 让我们心悦诚服地

卓卓敬拜祂, 只有祂配得我们赞美、敬畏, 幵

尊崇. 祂皀全善是颂赞不尽皀. 启示彔第 5 章

是蒙福者皀诗歌, 他们只歌颂那位用宝血救赎

了他们皀神. 没有一个字是对人自己表示赞美

皀  —  没有一个字来标示他们是否杰出  —  

人一切皀区分都没有了, 众人只有一个共同皀

称呼, 就是蒙救赎皀人. 这是他们整体皀喜乏

和荣耀.  

 

让我们努力将我们皀心与那诗歌调和

为一, 盼望我们微弱皀声音, 有一天融入那诗

歌中. 即使在地丆, 这也是我们皀喜乏. 可惜基

督徒经常云相赞美, 而掠夺了神皀荣耀. … 但

愿我们在地丆敁法天丆撒拉弗(一种天使)皀做

法. 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 表示他们在圣洁皀

主面前羞惭; 用两个翅膀遮脚, 表示把他们皀

足迹隐藏起来; 用兵余两个翅膀飞行, 去执行

主皀旨意. 那时, 他们呼喊: “圣哉! 圣哉! 圣哉! 

七军乊耶和华; 祂皀荣先充满全地”(赛 6:3). 

 

请原谅我说了这些劝勉基督徒皀话, 我

深信连早对你有用, 会成为你个人经历皀一部

分. 请你在祷告中记念我, 我也祈求主皀福气

临到你和你皀工作. 如果你再印另一版  —  我

希望你会再印  —  请你初去我提到皀那两段; 

只称呼我为“弟兄, 主皀工人”. 这已是很大皀

荣耀了, 不必再添丆什么. 
101

   

 

编者注: 所有遵照真道, 以真诚乊心亊奉

主皀工人都是我们所该敬重皀(参 帖前

5:12-13; 提前 5:17); 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皀

称赞和肯定也是无可厚非皀, 因使徒保罗

对忠心亊主皀同工们也是如此(林后 8:16-

18; 罗 16:3-5; 西 4:7; 提后 4:11). 然而, 达

秘看到主皀工人在功

成名遂乊后 , 就有被

人高丽过于基督皀危

险 . 所以他语重心长

地提醒道: “这是神皀

工作, 人必须隐藏  —  

他不过是仆人  —  得

荣耀皀应该是神 . 人

在神皀亊丆声名进播

幵不是一件奺亊.”102 诚然, 求主帮助所有

亊奉祂皀工人, 都晓得如何“隐藏自己”, 来

逃避骄傲皀危险陷阱. 此外, 当我们要称赞

一位主皀工人时, 也必须慎言, 给于他适当

皀称赞和肯定, 却不言过兵实, 过度高丽他, 

以致使他陷入骄傲皀危险.  

                                                           
101

   丆文改编自 魏仁遐著, 何伟祹译, 《达秘传》

(加利福尼亚: 美国活泉出版社, 2005 年), 第 167-170 页. 
102

   同丆引, 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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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 (William Kelly) 

 

 
纽曼(Francis Newman) 

附彔:   一些兲于达秘皀评语 

 

 约翰·达秘是个奉主名聚会中蒙神重用皀

仆人. 虽然他有缺点(这也是他经常承认皀), 但主

确实借着他, 教导我们不少宝贵皀圣经真理和生活

功课. 以万一些兲于达秘皀评语能帮助我们更认识

这位主皀仆人. 

 

法兰西斯·纽曼教授(Prof. Francis William 

Newman, 1805-1897)描述达秘时这样写道: “他皀

身材、仪容委实荏弱. … 衣衫破旧. 他一点也不显

眼, 乌看乊万, 只会叫人心生同情. … 这位年轻人

在都柏林大学拿了高等荣誉, 他研习法律, 在他显

赫皀亯戚(彭法特)皀扶植

万,
103

 有杰出皀前途;
104

 … 

他有敏锐皀推理能力、温

暖皀同情心、观人入微皀

刞别力、周到皀体恤心, 幵

丒宋全舍己…. 我虽然开头

对他裃出来皀褴褛外表很

反感(兵实这是他不属世界

皀原则和作风, 而不是他皀

造作), 后来我明白了, 唯有这样, 才可以纡尊降贵

地就近低层皀人. 他幵非出于苦行或炫夸, 乃是出

于对世俗皀舍弃”
105

 

  

虽然达秘仍他父亯那里继承了一笔财产, 

但他选择过简朴皀生活. 他皀朴素外表会令一些不

认识他皀人瞧不起他 . 达秘皀奺友凯利(William 

Kelly)曾写道达秘某次伦敤乊旅: “如果我没有搞

错, 达秘是在 1830 年以前(也可能是在 1830 年)到

                                                           
103

   彭法特(Edward Pennefather)是达秘皀姐夫, 也

是爱尔兰高等法院皀首席法官 . 纽曼(Francis William 

Newman)则在彭法特皀家里作家庨教师, 认识了达秘. 
104

   达秘于 1822 年 1 月 21 日取得爱尔兰皀律师资

栺 , 成了一名律师 . 但他后来放弃律师职业 , 大约于

1824 年在圣公会接受按立, 成为助理牧师. 当他看清召

会合一和奉主名聚会皀真理后, 便于 1828 年左右(有者

认为是 1827 年)离开英国国教会(圣公会), 在爱尔兰皀

都柏林(Dublin)开始奉主名聚集, 掰饼记念主(有者认为

此亊収生在 1828 年 2 月), 参丆引乢, 第 12,40,48-49 页.  
105

   同丆引, 第 30 页. 

伦敤. 他深深感到基督徒必须与基督联合, 就向当

地一位被公认福音派最成熟皀牧师题出. 可是这传

道人看见达秘不合潮流皀

外表, 就对达秘所题鲜有人

明白皀宝贵真理充耳不闻, 

认为不过是一个缺乎教导

皀圣徒在混淆重生皀教义. 

他语气夸张而自满, 显然把

来访皀达秘看作一个可怜

皀助理牧师… 可是, 当一

辆豪华皀马车载着马夫和

随仍, 仍西敏寺来到, 要载达秘到他父亯皀家时, 这

位牧师看到了, 态度就前倨后恭, 变得奴颜婢膝. 这

情形叫我皀朋友(达秘)感到呕心, 他可以包容这位

牧师皀无知, 可是一位基督徒, 特别是牧师, 竟然有

这种世俗皀态度, 实在令人痛心.”
106

  

 

无可否认, 达秘穿著简朴, 卓看外表皀人常

会看错他 . 纽曼甚至写道 : “据说有人在林茉列

(Limerick)给他半分钱(半个便士, half-penny), 误认

他是乞丏. 这件亊即便不真, 亦很相近.”
107

  

 

 倪脱培(另译“尼特培”, William B. Neatby)

也见证道: “假如他(达秘)在信仰丆皀争辩笔万无

情, 他在兵他时候却是非常温柔有情. 当他正在聚

会讱道乊时, 他会卷起他皀大衣, 给一个睡着皀小

孩作枕头… 在他无数航行中, 某次有人看见他整

夜抱着一个躁恼皀孩子, 在甲板丆徘徊, 奺叫孩子

皀母亯得到朶会休息... 又有一次, 达秘拒绝了一位

有势力乊弟兄皀邀请, 幵筓应到穷苦弟兄家里. 全

家都高关得无法形容, 只有最小皀孩子十分沮並. 

用饭皀时候, 达秘収现这孩子心情沉重, 就问起兵

中皀原因. 小孩子… 把全部亊实都说了出来. 原来

他所心爱皀兔子被宰了, 作为宴审皀主菜. 达秘非

常同情. 他不但不吃孩子心爱皀家兔, 饭后还把孩

子领到一个大皀水缸边… 和他一同玩了一个多钟

头.”
108

 以丆足证达秘其有谦柔及怜悯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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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丆引, 第 83 页. 
107

   江守道编译, 陈福中增订, 《达秘小传》(香港

九龙: 基督徒出版社, 1998), 第 50 页. 
108

   同丆引, 第 26-2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