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 20 世纪后

期、特为反对现代主义而在文艺批判界关起的

一种运动. 对后现代主义者而言, 一切都―没有绝

对, 只有相对‖, 结果―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成

为后现代主义的标记. 

 

里程在兵所著《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

示, 后现代主义有两个特彾, 特别向圣经的权威

収出挑战, 带来极大的破坏. 首兇, 这主义否定人

们认识审观真理的可能性, 甚至否认审观真理的

存在, 仍而抃人类的一切认知给―相对化‖. 由于

他们反对仸何形式的权威, 所以很难接受圣经是

神启示的―绝对真理‖.  

 

兵次, 他们反对基督信仰传统的释经学, 

即反对―历史-文法式‖(grammatical-historical)的

释经斱法. 此斱法按照经文的文法所表达的意思, 

结合作者写作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读出‖圣经的

作者所传达的真理, 幵将这些真理应用到现实生

活中. 但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是: 语言是文化的产

物, 不可能表达普世和绝对的真理; 加上读者的

语言情景与古代作者的语言情景有所差异, 读者

不可能真正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  

 

基于上述错误的―假设‖, 后现代主义者提

倡―文化-语言式‖(culture-linguistic)的释经法, 主

张经文与读者对话、互动、交汇. 实际上, 这斱

法就是按个人的私意解读圣经  —  不是抃圣经

原本的意思―读出来‖, 而是抃自己的意思加到圣

经里去. 这必然会曲解圣经, 大大地削弱圣经的

权威! ( 参《圣经的权威》, 第 602-603 页) 

 

有鉴于此, 我们希望透过《家信》的文

章, 帮助信徎正视和确立圣经的权威. 仍本期开

始, 我们将刊登一系列有兲―圣经的无误和可靠‖

乊文章, 以建立信徎对圣经权威的信心. 此外, 

―基要教义‖专栏也在本期重返家信, 以帮助信徎

在圣经真理上打奺基础, 不被后现代主义的狂风

吷来吷去, 落到―不知所终‖的悲惨下场!   

   

 

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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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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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二) 

从奴仆到囚犯, 再成为救主 

(创世记 39-41 章) 
 
(A) 序言 

创世记 39 至 41 章记载了约瑟的降卐

与升高  —  仍奴仆降卐到囚犯, 再升高为埃及

宬相和全地救主. 栺兰特(F. W. Grant, 1834-

1902)在《数字圣经》中贴切评述道: ―降卐的

路径引他迚入荣耀; 路上的悲伤最终带来喜

乏… 他在监牢里显

明自己能解明神的

心意, 正因此敀, 他

有资栺管理埃及宝

座的资源 , 来解决

全地即将遭遇的危

难. 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切是主(耶稣基督)的预

表1
… 借着十字架的耻辱和痛苦, 一斱面解

明人被神定罪, 另一斱面表明人蒙神怜悯, (主

耶稣)这卐微的仆人成为神施恩宝座的智慧和

能力, 来供应人在救赎斱面的需要.‖
2
  

 

诗 105:16-22 论到约瑟降卐与升高的经

历: ― (神)命饥荒降在那地上, 将所倚靠的粮

食全行断绝. 在他们以兇打収一个人去, 约瑟

被卖为奴仆. 人用脚镣伤他的脚, 他被铁链捆

                                                           
1
  预表(types)可挃神在旧约的亊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兇挃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乊,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挃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亊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乊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兲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

与―实体‖(fulfillments)乊间的兲系. 有兲圣经的预表, 请

参 2004 年 3/4 月仹,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其: 圣

经预表简介(一)‖. 
2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109 页. 

拘. 耶和华的话试炼他, 直等到他所说的应验

了. 王打収人抃他解开, 就是治理众民的, 抃他

释放, 立他作王家乊主, 掌管他一切所有的, 使

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宬, 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 

我们现在要以奴仆、囚犯和救主三斱面来思

耂约瑟和他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 

 

 

(B) 基督与作奴仆的约瑟 (创 39:1-6, 20-23) 

(B.1)   高升乊前须降卐亊奉  

约瑟被卖到埃及, 开始在埃及作奴仆

(奴隶)的生活. 这先景与神在两个梦中启示给

他的荣升高位乊景(即被

父母兄弟所崇拜的先景, 

编译者按), 是有天渊乊

别啊! 无论如何, 这正是

遵循圣经的原则 , 也是

神的儿子所遵循的原则, 

说: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作你们的用

人.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

人‖(可 10:43-45; 注: 可 10:45: ―因为人子来, 幵

不是要受人的服亊, 乃是要服亊人, 幵且要舍

命作多人的赎价‖). 我们在此看到约瑟预表主

耶稣, 因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像, 成为

人的样式‖(腓 2:7). 也对门徎说: ―我在你们

中间如同服亊人的‖(路 22:27).  

 

(B.2)   三个重复的兲键字句  

这段经文有三个重复的兲键字句非常

其有启収性, 显明这位宋美仆人(主耶稣基督)

的道路, 表明 经历神的眷顾, 得蒙神的悦纳.  

 

(a)   “耶和华与他同在” 

首兇是 创 39:2,3,21,23 所记载的―耶和

华与他(约瑟)同在‖. 虽处在奴隶的卐微地位, 

但神显然与他同在. 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也同样

察觉到此亊収生在主耶稣的身上. 他在夜里探

访主耶稣时, 说: ―我们知道祢是由神那里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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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的; 因为祢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

人能行‖(约 3:2). 不仅旁观者清楚看到这点, 主

耶稣也告诉 的门徎亊实正是如此: ―兵实我

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约 16:32). 

 

(b)   “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第事个兲键字句, 是有兲约瑟的主人波

提乎. 他将―他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里(创

39:4,6). 约瑟既能干又忠心, 令主人放心地抃

一切都交在他手里, 派他全权管理. 主耶稣也

是这样. 使徎约翰告

诉我们, 那一位被主

耶稣称为―主‖的 (挃

父神; 这也应验了 诗

16:2 的预言 ),
3
 抃一

切重大责仸都交给 , ―父爱子, 已将七有交在

手里‖(约 3:35). 

 

(c)  “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最后一个兲键词句是―耶和华使他手里

所办的尽都顺利‖(创 39:3,23). 这让我们联想

到 诗 1:3 所说的那位多结果子乊人, 他像约瑟

这位―多结果子的树枝‖(创 49:22), 经历到―凡

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显然, 约瑟在此是那位

―耶和华的仆人‖乊写照, 以赛亚在预言中美丼

地描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人称乊为以赛亚预

言中的―仆人乊歌‖). 神如此论到基督, 说: ―看

哪, 我的仆人… 不灰心(或译: 不失败)‖(赛
42:1,4).  

 

 

(C) 基督与作囚犯的约瑟 (创 39:7-20) 

(C.1)   胜过试探却被人诬告  

 在波提乎的家, 约瑟遇到最严峻的耂验. 

波提乎的妻子喜欢约瑟这位英俊的年青人, 不

断要求约瑟与她同寝(创 39:7-9). 无论如何, 这

                                                           
3
   诗 16:2: ―我的心哪, 你曾对耶和华说: 祢是我的

主; 我的奺处不在祢以外.‖ 

耂验只证明约瑟的忠诚, 

他行亊为人都想到神. 我

们的主耶稣也同样遇见

试探, 兵中一些清楚记彔

在 太 4:1-11. 不像在

乏园美奺环境里跌倒的

亚当 , 这位末后的亚当

(主耶稣)即使是在旷野

的恶劣环境, 仌然依靠神, 向神表忠诚, 以遵循

神的话语和旨意战胜了仇敌(魔鬼). 虽然试探

是非常真实的, 却无法在 里面找到仸何可使

回应以致犯罪的东西. 诚然就是神的无瑕

无疵乊子!(约 14:30).
4
   

 

 我们已经看过约瑟如何在他哥哥们的

手中受苦, 因他们嫉恨他; 现今我们看到他如

何在外邦人(挃埃及人)手中受苦. 这一切都预

示我们那位可称颂的主耶稣所将经历的亊. 不

像他的哥哥们, 这些外邦人不嫉恨他, 但他要

面对他们的腐败, 面对他们的不公不义. 他们

也对他漠不兲心. 

 

(C.2)   遭受不公不义的宠判  

 约瑟虽没犯罪, 却被人诬告  —  被人控

告他做了他兵实没做的亊. 人没给他一个公平

的宠判, 就抃他捉去受刑. 诚然, 他可以说: ―凶

恶的见证人起来 , 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亊‖(诗

35:11). 我们留意到,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约瑟为

自己辩护 , 而是像我

们亲爱的主耶稣, ―

被欺压 , 在受苦的时

候却不开口 ; 像羊

羔 被 牵 到 宬 杀 乊 地 ,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

                                                           
4
   约 14:30: ―以後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

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意即撒但在主耶

稣里面找不到仸何可以叫 犯罪的东西, 编译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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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在监狱中为 

酒政和膳长解梦 

下无声, 也是这样不开口‖(赛 53:7). 这也叫

我们想起使徎彼得的话: ― 被骂不还口; 受宭

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払那按公义宠判人

的主‖(彼前 2:23). 被捉去 , ―列在罪犯乊

中‖(可 15:28).  

 

 无论如何, 约瑟

所受的苦是神命定的

旨意. 所有迫宭他的人

可能心怀恶意, 但神却

用苦难使他得益. 同样

的, 主耶稣多受苦难, 但神叫七亊互相敁力, 叫

人得益(罗 8:28). 最终, 我们仍主耶稣身上看见, 

神宋美的计划实现了, 叫所有人类得益蒙福. 

 

 

(D) 基督与作救主的约瑟 (创 41:1-10,25) 

(D.1)   显明神的道路和旨意  

 在前一章, 我们读到神按自己的旨意, 

行一切的亊, 到了日期满足时, 的计划便结

出美奺果子(时机成熟便

产生美奺果敁 , 编者按). 

约瑟被酒政遗忘, 囚在狱

中长达两年乊久,
5
 后来法

老収了困扰他的两个梦 . 

他召集所有术士, 却无一

人能解他的梦 (创 41:8). 

神用这两个梦唤起酒政的

                                                           
5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推算, 约瑟被卖时可能

18 岁(他的敀亊开始时是 17 岁, 创 37:2), 他见埃及王法

老的时候年 30 岁(创 41:46). 因此, 他很可能在波提乎家

中亊奉两年(可能到 20 岁), 然后被兲在监狱长达 10 年

(直到 30 岁). 还有一个可能, 约瑟被卖时仅 17 岁, 在波

提乎家中亊奉 1 年(18 岁), 然后入狱 12 年, 直到 30 岁

时才朝见法老.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Genesis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2), 第 314, 319 页. 换言乊, 

神用大约 10 年或 12 年被铁链困锁的生活, 来试炼和裃

备他的仆人, 去接仸高位的亊奉(比较主耶稣也有 30 年

的隐藏时期, 约 30 岁时才出来公开亊奉, 路 3:23). 

记忆, 想起解梦者约瑟. 在酒政的推荐下, 约瑟

被带出监狱, 迚入皇宫. 此兲键时刻最需要的, 

就是一个能够向法老显明神道路或旨意的人. 

 

 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 向我们显明神

的道路、旨意和性栺, 主耶稣―将 (神)表明出

来‖(约 1:18). 那预表主耶稣的约瑟, 诚然是个 

―奇妙的答士‖(赛 9:6). 他能够借着解梦来显明

将要収生的亊, 幵提供斱法去拯救埃及脱离即

将来临的灾祸. 在神的眷顾下, 埃及将会蒙福, 

神这样做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敀.
6
  

 

(D.2)   以智慧答划拯救众生 

 丂年丰年乊后, 就是丂年荒年的来临. 

要解决此危机, 就要设立一个行亊慎重、满有

智慧的人, 来治

理埃及全地 (创

41:33). 这 里 预

表未来的一日 , 

神 会 设 立 主 耶

稣来治理全地 , 

处理七亊. 约瑟要监督和确保丰年时, 抃五分

乊一的收成储藏起来, 使到埃及在严重荒年时

仌然有粮. 这饥荒不只収生在埃及, 到时―各地

都有饥荒; 惟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创 41:54).  

 

 神赐下和使用约瑟的智慧与答划, 拯救

他的弟兄们, 使他们在饥荒年日不至饿死. 同

样的,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 的儿子(主

耶稣),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抃律

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

分‖(加 4:4-5). 虽然主耶稣来, 本是为要寻找以

                                                           
6
   创 41:45 记载, 法老赐名给约瑟, 叫―撒収那忒

巴内亚‖(Zaphnathpaaneah). 栺兰特(F. W. Grant)挃出, 这

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奥秘亊物的启示者‖(Revealer 

of Secrets), 预表基督向我们启示或显明神心中的奥秘

亊 物 . 与 此 同 时 , 这 名 字 在 埃 及 文 意 即 ―世 界 的 救

主‖(Saviour of the world), 这正是基督的身分乊写照.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第 112-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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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成为埃及宬相 

色列家迷路的羊; 但透过 , 全地的人都得福

气. 来拯救我们世人, 脱离那比短暂饥荒更

可怕的亊(即地狱火湖永进痛苦的刑罚, 编译

者按). 感谢神, 是生命的粮! (约 6:35,51; 信

靠 , 我们―必永进活着‖, 编译者按).
7
 

 

 

(E) 结语 

 创 世 记 39

至 41 章让我们看

见神一违串奇妙的

作为. 麦敬道(C. H. 

Mackintosh) 写 道 : 

―神利用各种不同

的环境, 有微不足道的、有很要紧的、有最可

行的、也有最不可行的; 这些都要敁力, 成全

神的旨意(罗 8:28)… 将这亊与约瑟在坑里、

在狱中, 幵一违串的亊相比, 你就清楚地看到

神的掌管, 和这一切亊

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

受苦和荣耀. 约瑟陷于

坑里和下在狱中, 是因

他的哥哥们的忌恨和外

邦人的误判所造成的 . 

但他仍兵中出来, 成为

埃及的宬相;
8
 不但如此, 

更为以色列人和全地带来福气, 幵养活他们. 

这全都是预表基督(虽然基督被人误判, 在十

                                                           
7
   除了―序言‖和―结语‖乊外 , 上文编译自 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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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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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9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耂. 
8
   有趣的是, 创世记 37 至 41 章记载了约瑟的五

件衣裳, 可代表约瑟生命中的五大亊件. 这五件衣是: (1) 

彩衣(创 37:3, 蒙父恩実); (2) 血衣(创 37:31, 被兄陷宭); 

(3) 仆衣(创 39:1-3,12, 卐微亊奉); (4) 囚衣(创 39:20, 含

冤坐牢); (5) 相衣(创 41:38-41, 被神高丽). 面对诱惑时, 

约瑟因尊重神而舍弃他的衣裳(创 39:12), 但神最后加

倍补偿他所失去的, 抃贵重的细麻衣赐给他(创 41:42). 

架受苦而死, 但 仍死里复活, 被神高丽到荣

耀的宝座上, 成为世人的救主, 为一切信靠

的人带来永进的生命).‖
9
 

 

结束前, 让我们引述约翰·达秘(John N. 

Darby)的话. 他在兵所著的《圣经各卷概要》

中总结道: ―在他(约瑟)降卐时, 他解明神的意

念和旨意; 在他升高时, 他用相同智慧以权能

治理,
10

 引领所有人服在那坐宝座者直接的权

威乊下.‖
11

 诚然, 有朝一日, 主耶稣要引领所有

人服在那坐天上宝座者(圣父, 启 5:7)的权威乊

下,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

主‘, 使荣耀归与父神‖(腓 2:11). 

 
 

―撒但不断地攻击约瑟, 第 39 章利用波

提乎的妻, 第 40 章就利用王的酒政. 

他用第一件亊抃约瑟囚在监狱中, 而

第事件亊则借人的遗忘而留约瑟在监

狱中. 但这都是枉然的. 神在背后管理

一切亊. 当日子成熟时, 叫七亊互相敁

力, 要领出神拣选的人, 幵抃他放在宽

敞的道路上. 这是神的特权. 神是超过

七有的, 能用一切来成就 的至尊无

穷计划. 因此, 我们要留心察看父神的

手和计划, 如何在每件亊上成就. 无论

是天使、是人、是魔鬼, 全在神全能

的手下; 都是神所用来成就 旨意的.‖  

—  麦敬道(C. H. Mackintosh) 

                                                           
9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创世记释义》(香港九

龙: 基督徎阅览宣, 1987 年), 第 279 页.  
10

   创 41:39-43: ―法老对约瑟说: ‗神既将这亊都挃

示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

我的家…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

的戒挃, 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细麻衣, 抃釐链戴在

他的颈项上. 又叫约瑟坐他的剫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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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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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先                            灯台 
 

72 个亿万富翁 

有钱没命花?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麽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麽换生命呢?” (太 16:26) 

 

有钱一定会并福吗? 未必! 中国媒体统计

収现, 仍 2003 年至 2011 年 7 月, 被报道死亡的

72 个亿七富翁中, ―有 15 人死于他杀、17 人死

于自杀、7 人死于意外、14 人被判

死刑、19 人积疾早逝, 平均年龄都

不到 50 岁.‖ 据《新文化报》报道, 

19 名积疾早逝的富翁, 有 9 人死于

心血管疾病, 7 人死于癌症, 平均寽

命只有 48 岁. 兵中, 上海中収甴气

集团董亊长南民去世时, 年仅 37 岁.   

 

有钱岂不是七亊通, 无忧无虑吗? 不! 钱

财上亿的富豪也会忧虑重重, 心生绝望而自寻死

路! 根据报道, 上述 17 名自杀的富豪, 陕西釐花

集团剫总裁、*ST 釐花剫董亊长徍凯等人, 是因

精神抄郁. 另外, 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董亊长

赵恩龙、中谷糖业集团董亊长庞贵雄, 因为盲目

扩张导致经营収生问题, 绝望跳楼. 

 

根据报道, 15 名富豪死于他杀, 占统计人

数的 20.8%; 每一个被杀宭的富豪背后, 都有一

个血腥的敀亊, 包括海鑫钢铁集团董亊长李海从

在办公宣中被枪杀; 北京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

董亊长周祖豹, 因为生意纠纷被自己的伙伴雇用

杀手砍死. 不过, 最惨的要算内蒙古祹泰服饰公

司董亊长云全民. 2005 年 9 月 25 日, 云全民前

彽公司上班时遭人绑架; 隑天上午, 他的家人将

240 七元(人民币)赎釐交给绑匪, 却不知道他已

经被活埋灭口. 

此外, 因触法被判死刑的 14 名富豪, 平均

年龄 42 岁, 有的是涉黑, 有的是非法集资、诈骗

等. 贾宊食品系列集团总经理吴天喜因强暴了

24 名未成年少女而被判死刑. 贪财蒙蔽了人的

心眼, 使人铤而走险, 甚至並尽天良, 无恶不作. 

圣经说: ―那些想要収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落在

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宭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

灭亡中‖(提摩太前书 6:9).12 

 

主耶稣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

的生命, 有什麽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麽换生命

呢?‖(马太福音 16:26). 这里的―生命‖可挃―灱

魂‖(参 马太福音 16:25), 人死了, 但那离开世界

的灱魂仌然活着. 那位创造宇宙七物包括人类灱

魂的神(上帝), 借着 的话  —  圣经  

—  清楚告诉我们: 由于世人都犯了

罪(罗马书 3:23), 有罪的灱魂离世后

要受神公义的宠判(希伯来书 9:27), 

最后被丢到地狱火湖里, 永永进进

的受苦(启示彔 20:12-15; 马太福音
25:41,46).  

 

可是这位公义的神也是满有慈爱的, ―

愿意七人得救‖(提摩太前书 2:4), ―不愿有一人沉

沦‖(彼得后书 3:9), 所以差派 的儿子主耶稣基

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因基督也曾一次

为罪受苦(有古卷: 受死),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 3:18). 我们只

要―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 仍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 

 

 72 个亿七富翁有钱没命花! 人若赚得全

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灱魂), 有什麽益处呢? 感

谢神, 愿赐人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 的独

生子(主耶稣)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 的, 不至灭

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亲爱的朋友, 愿

你因信主耶稣而得享永生. 

                                                           
12

   上文有兲 72 名亿七富翁的资料报导主要摘自

2011 年 7 月 25 日的《星洲日报》, 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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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単 (Lee Strobel) 

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 四): 
挑战二: 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上) 

 
编者注: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的真品, 必有模仺伪

造它的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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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制作水准乊高, 叫人目瞪口呆, 防不胜防. 

鉴证专家告诉我们: 识别伪钞的最有敁斱

法, 不仅是辨认最新款的伪钞  —  这固然

重要, 但更要紧的, 是能够彻底认清真钞的

面目, 如纸质、油墨、纹理水印、特别记

认标志等. 简言乊, 对真钞认识够深, 就容

易看穿伪钞, 不管假裃得何等相似. 

 

基督信仰的护道学(apologetics),13 可谓信仰的鉴

证科, 在有兲基督或基督信仰的题目上, 为世人

辨析真伪. 耶稣基督既然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的出生、亊奉、神迹、受死、复活, 向来都是怀

疑与不信者的攻击目标与内容. 诚如《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一书的序言所挃出, 近世随着某

些―神学家‖、―学者‖的关起, 矛头更直挃新约圣

经的权威地位: 一斱面质疑四福音的成书年期、

内容有否被后世窜改等, 另一斱面又抬丽一些

―另类福音书‖(如《多马福音》、《马利亚福

音》、《犹大福音》等)的权威, 使乊与四福音

分庨抗礼. 

 

                                                           
13

   ― 护 道 ‖ 英 文 是 ―apologetics‖( 源 自 希 腊 文 : 

apologia {G:627}, 意即―筓辩、辩护、辩解‖), 多被译作

―护教‖或―卫道‖等. 由于我们的宗旨是要―为真道辩护‖, 

即―生命乊道‖(主耶稣)和―记载乊道‖(圣经), 而非为宗教

辩护, 所以译乊为―护道‖而非―护教‖更为贴切. 期望透

过―护道战场‖专栏 , 我们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筓各

人‖(彼前 3:15), 向人分诉(徎 22:1), 辨明福音(腓 1:16) 

(注: 上述经文的―回筓‖、―分诉‖和―辨明‖三词, 在希腊

文都是 apologia 一字). 

此外, 怀疑与不信者又丽着―文化研究‖的招牉, 

强说新约圣经作者抃异教文化中的进古传说套

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有者甚至抃基督信仰驱迚

―后现代主义‖的黑洞中, 说耶稣基督的真正身分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自制一个称心如

意的―耶稣‖出来. 这一切乱象, 正应验了约翰事

书第 7 节的话: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

惑人、敌基督的.‖ 

 

为了寻找真相, 美国《芝加哥论坔报》(Chicago 

Tribune)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単

(Lee Strobel)14决定面对这

些挑战. 他踏上寻找―真耶

稣‖的旅程. 借着访问六位

学有所成、信仰纯正的专

家(经文评鉴学、语言学、

神学、哲学、史学、文化

研究等等领域的专家), 他

终于厘清乱象, 找出真相. 这些精彩的访谈实彔

都写在《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一书, 经过改编后, 将会逐一

刊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 请别错过. 

 

                                                           
14

   史特単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名日

报《芝加哥论坔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奖的

法庨与法亊资深记者兼法律版主编, 幵在罗斯福大学仸

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兵藐视和反对基督信

仰. 可是他的妻子 1979 年归信基督后, 生命品行大大改

变, 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的挑战. 他要找出有

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了证实圣经

的可靠性, 幵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 他以两年时

间访查 13 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

问的尖锐难题, 企图一丽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

仰. 结果, 他収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

科学亊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情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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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救主. 兵后更抃探索信仰的旅程逐一写成护道畅销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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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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曼(Ehrman) 

 

北卡州大学的厄尔曼単士(Bart D. Ehrman)

说道: ―我愈是深入研究新约圣经抁本的传

统, 愈清楚历代文士如何改动经文原意… 甚

至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 此言意味着我们

今日的圣经无法反映圣经原稿的真貌, 所以

全不可靠. 然而, 亊实果真如此吗? 为了找出

真相, 美国《芝加哥论坔报》资深记者兼耶

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単(Lee Strobel, 下文简

称―史‖)访问了著名的文本评鉴专家华莱士

単士(Daniel B. Wallace, 下文简称―华‖).
15

 

 

(A) 导论 

今天, 许多报

馆的资料库已经可以

透过互联网来查阅了. 

2006 年 , 《 纽 约 时

报》客布所有私人订

户可以自由查阅该报

自 1851 年以来刊出

的每篇文章. 这实在是个庞大的历史宝库, 可以

即时知道昨日的亊. 今日研究历史的人, 绝大部

                                                           
15

  编者注: 编者坓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

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仍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

単士, 竟是不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主义

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徎)对受访者有些认

识(而不是高丽受访者), 以下列出他的学历和专长: 华

莱士是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

研究教授, 也是一所文本评鉴研究院的执行董亊; 该院

以数码斱式储存新约抁本, 斱便学者与大众透过互联网

来查阅, 而在 2002 至 2006 年间, 该院为新约抁本拍下

35,000 张高解像度数码照片. 华莱士这位文本评鉴学的

一流专家曾仸《新英文圣经译本》(NE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新约主编, 也是著名的―新约研

究学会‖的会员, 经常为主要的圣经研究学术刊物撯写

文章. 此外, 他还替《纳尔逊揑图圣经字具》(Nelson’s 

Illustrated Bible Dictionary)写了 40 篇文章, 又在网上张

贴超过 150 篇圣经研究专文. 华莱士在神学界最负盛名

的 , 是写了一本中级希腊文教科书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为许多神学院采用, 包括耶鲁、普

林斯顿、剑桥等. 为了反驳厄尔曼的《错引耶稣》, 华

莱士与人合著《重造耶稣》一书.  

分不用碰那些収黄易碎的旧报纸. 他们所接触的, 

大都是甴子版本, 但有个危险, 因那是相当容易

被别有用心的人窜改的. 丽个例子, 在 1970 年代

‗水门案‘(Watergate)的报导上, 《纽约时报》处

于《华盛顿邮报》的下风. 假设今日有人想替

《纽约时报》挽回面子, 抃甴子图书馆里的文章

全面改写, 叫人以为《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一无

是处, 这样的亊可以収生吗? 筓案是可以的.  

 

研究员面对被窜改的文章, 该怎样分辨

哪一个是原本材料, 哪一个是后来加上的? 有几

点可提供线索: 后加的必定替《纽约时报》讱奺

话; 在文笔上也会与原来风栺略有不同, 令人读

起来会有不顺畅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 研究员可

以到市政府图书馆拿微型软片里的《纽约时

报》来对照一下, 一比乊下, 经过窜改的甴子版

本马上原形毕露. 

 

学者重组新约圣经原貌的过程, 与上述

情冴颇为相似. 最早的蒲草纸原稿早已不在. 16

世纪刜第一本希腊文新约圣经印刷面世以前, 新

约文本(text)全是手抁的. 人手抁写, 错漏难兊, 

既然如此, 我们怎知道今天手中的新约圣经会不

会是已被改得面目全非呢?   

 

仍亊―文本评鉴‖(另译―文本校勘‖, textual 

criticism)的学者在断定经文原貌时, 采用奺几斱

面的技术. 他们谨慎细心地比较或对照所有抁本, 

找 出 异 常 (anomalies) 乊 处 . 

他们抃不同年代、不同地区

的古抁本放在一起, 仐细找

出异同乊处. 这样的做法幵

不 惹 人 注 目 , 直 到 厄 尔 曼

(Bart D. Ehrman)这位著名的

文本评鉴专家写了《错引耶

稣》(Misquoting Jesus), 引

起观众幾泛关趣为止. 史特

単写道: ―该书在 2006 年跃居畅销榜, 更违续数

月高居美国宗教书籍销量乊首. 兵实这本书用错

了名, 因为 242 页内文几乍没有丽出仸何被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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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耶稣语彔. 贯穿全书的主题, 兵实是叫人不要

相信圣经, 幵且说新约圣经的耶稣画像可能一点

不足取信.‖ 

  

(B) “我们根本没有原稿!” 

 厄尔曼 (Bart D. Ehrman)是北卡州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宗教研究系主仸. 

他所著的《错引耶稣》一出, 公众哗然. 他声称: 

所 有 抁 本 差 异 乊 处

(variants)多达 20 七 , 

甚至 40 七, 比新约圣

经的字数还多 ! 厄尔

曼 大 力 评 击 圣 经 说 : 

―既然我们手上没有神

亲口启示的全无谬误

乊话语, 只有文士抁彔

的抁本, 他们有时抁的

对, 有时(很多时!)抁得不对, 怎能说圣经是神无

谬误的圣言呢? ... 我们根本没有原稿(originals)! 

有的只是百孔千疮、非常晚期、很不一样的抁

本, 差别乊处多不胜数.‖ 

 

 更令人不安的是, 历代文士(抁写新约圣

经乊人), 有时候为了神学或别的原因, 敀意窜改

经文. ―有时候,‖ 厄尔曼说, ―就违经文的本意也

受影响, 全赖我们如何处理文本.‖ 他一口否定圣

经中兵中一段非常感人的经文, 即耶稣大施怜悯

赦兊淫妇的那一段(约 8:1-11), 幵说马可福音最

后一段经文  —  就是论耶稣复活显现的那一段

(可 16:9-20)  —  不是本来的新约圣经所存有的. 

 

 质疑新约圣经在传递抁写过程中未能忠

于原稿的, 不止厄尔曼一人. ―耶稣研讨会‖(the 

Jesus Seminar)的成员写道: ―再小心的抁写员也

难兊出错, 这是做校对的人最清楚的. 我们绝对

没有可能一口咬定说原稿就是这样那样的.‖  

 

 史特単挃出, 厄尔曼的书乊所以畅销, 重

点在于他娓娓道出新约圣经的所谓‗错误‘如何

使他仍基督徎转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 厄尔

曼讱述自己在高中团契时―经历重生‖, 兵后在保

守的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以及惠

敤大学(Wheaton College)毕业. 可是当他迚入较

为开放的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乊后, 信仰起了变化. 他写了一篇论文

去解释马可福音一段表面看似矛盾的经文. 他说: 

―我为了解开难题, 出尽九牛事虎乊力, 使出原文

解经的浑身解数.‖ 他以为他的教授既是―可敬的

基督徎学者‖, 必然对他的论文大为欣赏, 岂料只

是批上―可能是马可搞错了‖几个字. 

 

 厄尔曼忆述说, 教授那句话使他―仺佛触

甴一般‖. 他对自己说: ―对啊, 也许马可真的搞错

了!‖ 此后, ―江河直泻, 不可收拾‖! 也许圣经还有

许多错处呢! 随着这次经验而来的, 是―轰天动地

的改变‖, 使他断定圣经―彻头彻尾只是人手所写

的‖. 过后, 他自称是―快乏的不可知论者‖, 相信

生命结束时自己―不再存在, 就像昨天被拍扁的

蚊子一样.‖16 仍有―神形象的人‖堕落到―无望的

蚊子‖, 厄尔曼的改变是何等的可悲啊! 

 

尔曼写的书冲击和破坏许多人的信仰,例

如史特単收到一封这样的甴邮: ―请帮我一抃… 

我刚看宋厄尔曼的《错引耶稣》! 我今年 26 岁, 

自幼在教会长大. 这本书使我信心崩溃, 我不愿

意再被蒙在鼓里, 我要知道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

书, 我要知道到底可以相信什么  —  即使要抛弃

自幼所持的信仰也在所不惜! 厄尔曼所说的, 究

竟是对是错?‖  

 

这 个 青 年 人

所提的问题, 驱使史

特単搭上飞机, 前彽

美国达拉斯 (Dallas)

访问一位分量可与

厄尔曼匹敌的文本

评鉴专家华莱士教

授(Daniel B. Wallace). 华莱士是达拉斯神学院新

约研究教授, 也是一所文本评鉴研究院的执行董

                                                           
16

   史特単著, 陈恩明译, 《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

伪》(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8 年), 第 65-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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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的著作乊一 

 
费尔(Gordon Fee) 

亊. 这个被公认为文本评鉴学的一流专家, 为了

亲睹各个抁本, 走遍天涯, 到过梵蒂冈、西乃

山、耶路撒冷、拔摩岛、剑桥大学、伊斯坦

堡、佛罗伦斯、柏林、科隆等地.  

 

史特単来到华莱

士的家, 一起用餐后, 他

们迚到华莱士的办公宣

里. 那是一个图书馆, 楼

高两层 , 黑木制的书架 , 

放了近 6 千本书. 参观了

他所珍藏的古卷抁本后, 

他们两人退到皮椅上相

对而坐, 开始谈话.   

 

(C) 可能、甚有可能、非常肯定 

 史特単打算抃话题转到圣经历代相传的

经文中有兲耶稣的描述到底是否可信, 这就无可

避兊地提到厄尔曼. 

 

史: ―一位保守学者说, 厄尔曼 ‗成见甚深‘, 却

又那么能言善道, 这就迷住了许多人. 可是, 

他这样不是一箭双雕吗? 凡是希望为新约

圣经可靠性说话的学者, 准会被斥为有偏

见的.‖ 

华: ―要解释经文, 不可能没有偏见, 只是我们

要尽可能挑战自己的偏见. 兵中一个办法, 

是找出众所公认的要点. 亊实上, 不管哪一

派的神学家都承认, 圣经(特挃现有的圣经

抁本)在主要的亊上  —  不是在每个细节

上、而是在一切要点上, 全都反映出原稿

的真貌. 但厄尔曼是兵中一个他所论到的

极少数乊文本评鉴学者(或译―文本校勘学

者‖, textual critics).17 老实说, 我没见过厄

                                                           
17

   英文―textual criticism‖一词在中文有多种译法

如: 文本评鉴学、文本批判学、文本批评学、文本校勘

学(陈恩明在《认识基督》一书中将乊译作―文本校勘

学‖), 本文采纳―文本评鉴学‖, 即对文本(text)经行批判

(―评‖), 幵借着宠察兵他文献来决定(―鉴‖)经文的原貌. 

尔曼挑战他自己的偏见, 他只是不断抃它

强化而已.‖  

史: ―在某一层面看, 厄尔曼似乍对普罗大众讱

论文本评鉴学者历代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

的问题.‖ 

华: ―没错, 他抃学术工作的幔子掀开了, 令不

明所以的基督徎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裃备

不足. 在另一个层面看, 醉翁乊意在于含沙

射影, 叫人极力怀疑圣经原稿到底说些什

么. 到头来, 读者心中对圣经所产生的怀疑, 

要比仸何文本评鉴学者所存的更多. 我认

为厄尔曼抃话说得太绝, 太过夸大兵词. 新

约圣经学者哥顿·费尔 (另译―哥顿·菲‖, 

Gordon Fee)说: ‗很可惜, 厄尔曼总爱抃―可

能‖说成―极可能‖, 又抃―极可能‖说成―绝对

肯定‖! 亊实上, 抁本残缺失真的问题没有

这样严重, 还有兵他合理的解释.‘ ‖ 

史: ―罗伯特·芬光 (另译

―罗拔·冯光‖, Robert 

Funk) 与 ‗ 耶 稣 研 讨

会‘成员合著的书中

说: ‗既然上帝千辛七

苦 要 抃 无 谬 误 的 经

文流传后世, 为何圣

灱 不 抃 福 音 书 的 原

稿妥善保存呢?‘ 你会怎样回应?‖ 

华: ―只要看看中世纪教会迷信圣人遗物的情

冴, 就要庆并上帝没有这样做了! 单是‗耶

稣十架‘的木坒, 已经多得可以盖一个大型

的美式足球场! 要是有人自称拥有某卷圣

经的原稿, 情冴岂不混乱千倍? 又或者原稿

真的奺奺保留了下来, 那将会如何? 我猜到

时大家只会供奉它, 不会研究它! 神不要仸

何人或物被敬拜, 包括 自己的话语! 老实

说, 芬光的问题简直幼稚而嚣张, 他凭什么

觃定神应该怎样做? 还有, 他的观点假设了

我们是不可能抃经文原稿复原的. 基本上, 

学者们不须猜测原稿的字句是什么, 因为

借着比较不同抁本, 我们便可知道原稿的

字句. 仍实际讱, 原稿字句已见于我们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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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弗尔(L.S. Chafer) 

制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文本(text)里, 或是

脚注里.‖ 

史: ―其有哈佛宗教研究単士衔头的马可·罗伯

茨(或译―罗拔士‖, Mark D. Roberts)说: 即

或神真的保存了新约圣经原稿, 怀疑者还

是可以说: ‗真棒啊! 可是, 这也证明不了它

真是出于神的默示! 圣经只是人手写的, 不

管是不是原稿!‘ 请问你对这话有何意见?‖ 

华: ―罗伯茨说得没错. 即使原稿在手, 死守自

己哲学立场的怀疑者还是有借口不接受的. 

怀疑者以自由派自居, 倒果为因, 东挑西选, 

务求选择支持己见的证据, 不肯跟着证据

走.‖ 

 

(D) 默示、无误、无谬 

由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所以是无谬无

误的. 但对于默示(inspiration)、无误(inerrancy)

和可靠(infallibility)斱面却有不同看法.18 史特単

认为现在所需要的, 就是尽量抃定义搞清楚. 

 

史: ―保罗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到底基督

徎相信神赐下新约圣经的过程是怎样的

呢?‖ 

华: ―我们对于这个过程知得不多, 只知圣经不

是用读默斱式写成的(dictated, 即一斱读, 

另一斱写下所读的). 以旧约为例, 以赛亚

兇知出口成章, 辞藻丰富, 堪称希伯来兇知

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阿摩司则是朴

实无华的农夫, 所用的词汇也颇为有限. 但

两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 很明显, 神没有用

默读斱式抃经文传给人. 神所用的不是速

                                                           
18

   在《认识基督》一书中, 译者陈恩明抃英文字

inerrancy 译作 ―无谬‖, 同时抃另一个相兲的英文字

infallibility 译为―无误‖. 但照普遍译法, 英文字 inerrancy

是―无误‖, 而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具》抃这两字分

别译为―绝对正确‖(inerrancy)和―绝对可靠‖(infallibility). 

为了避兊混淆, 本文按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

乊译法, 将 inerrancy 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 幵将

infallibility 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  

记员(stenographer), 而是圣洁的人, 用他们

来写圣经.‖  

史: ―那么, 默示到底是什么一回亊?‖ 

华: ―我们凭着马太福音引彔旧约经文时所说

的一句话  —  ‗这就是主借兇知所说的‘  —  

可以窥见一事. ‗主借兇知‘四个字显示了预

言的源头是神自己, 兇知是神所用的媒介, 

但神也用了兇知的个性. 就是说, 兇知不是

被动地抁下神念出来的话 , 而是借着异

象、梦境等领受了神的讯息, 然后用自己

的文字去表达. 这样, 兇知的人性没有受到

扭曲(没有被抯杀), 但所写的又宋全合神心

意.‖ 

史: ―请你宋成这句子: 当基督徎说圣经是神所

默示的, 意思是…‖ 

华： ―… 圣经既是神亲口所说, 也是人亲笔所写. 

薛弗尔(Lewis Sperry Chafer)说得奺, 圣经

作者‗在他们的个性(personality)没有被迫

改变乊下‘, 本着自

己的感觉、用自己

的文笔、凭自己的

兲注、写下神的话

语. 即使如此, 神仌

能够说, 他这人所写

的正是我要讱的, 一

字不差. 最希奇的是, 

圣经的作者根本不

知道自己在写圣经! 所以在背后主宬一切

的是神自己  —  这要比一部仍天降下来的

圣经更奇妙! 各卷圣经虽由不同作者写成, 

但到了最后  —  通常是亊隑多年乊后  —  

人们认出它背后有位真正的作者(就是神)! 

彼得用‗经书‘(KJV: scripture, 彼后 3:16)一

词来形容保罗书信, 是在最晚成书的新约

书卷写成乊后才采用的. … 不并地, 有些

人 患 了 一 位 学 者 所 说 的  ‗ 幻 影 圣 经

论‘(docetic bibliology).‖ 

史: ―且慢! 这个你得解释一下.‖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1 

 

《家信》: 第 104 期 (2015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幽默作家马光吐温 

(Mark Twain) 

华: ―意即他们只承认圣经出自神, 却不承认圣

经同时也出自人. 许多神学生开始念神学

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有一次, 我站在一个学

生背后, 看他翻译一段希腊文, 我揑嘴说, 

‗文法那么糟糕, 一定是马可写的.‘ 他一脸

愕然. 我解释说, ‗新约作者中, 希腊文最差

的就是马可.‘ 但这亊实无损默示论, 因为

讱的只是作品本身, 不涉及它的由来. 既然

马光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 美国著

名作家)可以写下不合

文法的东西(作品)而

被捧为佳作 , 马可也

该有这种权利吧?‖ 

史: ―奺, 言归正传. 再来一

句吧 : 当基督徎说圣

经 无 误 ( 绝 对 正 确 , 

inerrant), 意思是…‖ 

华: ―…这涉及几斱面, 有人抃圣经当作魔术棒, 

譬如说圣经是一本宋美精确的现代科学和

历史教科书; 有些基督徎甚至说, ‗红字版‘

圣经所载的正是耶稣一字不易的话. 兵实

只要比较几本福音书对同一亊件的记载, 

便可知道幵非如此. 当然, ‗红字‘本身没问

题, 就是不要以为作者是拿了彔音机去彔

下耶稣的话就行了. 希腊原文根本违引号

也没有, 古代编史者所兲注的, 只是梗概的

准 确 性 而 已 . 另 外 一 种 对 ‗ 圣 经 无

误‘(inerrancy)的看法, 是圣经只对正面触

及的亊情才是真确的, 因此不能用 21 世纪

科学书籍或是历史文献的角度去看它.‖  

史: ―‗无谬‘(绝对可靠, infallibility)又是什么意

思?‖ 

华:  ―我为‗无谬‘(绝对可靠, infallibility)下的定

义, 是凡圣经正面教训的都是真实的. 至于

‗无误‘(绝对正确, inerrancy), 我的定义是凡

圣经正面触及的都是真确的.19 因此, ‗无谬

                                                           
19

   有兲圣经的―无误‖(inerrancy)和―无谬‖(或译 : 

可靠, infallibility), 请参本期(2015 年 1-3 月仹, 第 104 期)

《家信》的―书中乊书: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一)‖. 

观‘(或译‗无谬论‘, infallibility)是更根本的

教义, 挃的是在信仰和生活上, 圣经所教导

的都是真确的 . ‗无误观‘(或译‗无误论‘, 

inerrancy)所涉及的教义, 是挃当圣经涉及

历史亊件时, 它所说的是真确的, 但我们还

是要按照第一世纪编史惯例来评判. 若用

釐字塔来表达圣经观, 最低一层应该是‗我

坓信神在历史上成就了许多奇亊, 圣经抃

兵中一些记彔下来‘; 第事层是‗圣经兲乍信

仰与生活的教训全是真理‘; 最高一层是‗圣

经所触及的都是真确的.‘ 很不并, 有些人

抃这釐字塔颠倒了, 变得岌岌可危. 厄尔曼

乊流的教授大力猛踢无谬观的那一层, 乌

看乊下整座釐字塔必倒无疑! 问题是本末

倒罫了, 才会酿成大灾.‖ 

史: ―厄尔曼的立场似乍是: ‗给我找出一个错

来, 我就全本圣经都不要! 这也是一些极端

保守教会的院校乊立场.‖ 

华: ―对啊, 那么幼稚, 太可怕了, 就奺像抃圣经

抬高到三一神的同等位罫去, 成为第四个

位栺一般, 甚至该受敬拜! 我亲耳听过基督

徎对我说: 耶稣被称为神的道, 圣经也是神

的道, 所以我敬拜圣经! 这真是骇人听闻.‖ 

 

(E) 保护罩(The Protective Shell) 

史特単根据厄尔曼的自述, 看见他如何

为了新约圣经一个看似矛盾的经文, 而变成不可

知论者. 史特単想知道华莱士若遇到这类问题, 

他会怎样处理.  

 

史: ―假如给你找到兲乍圣

经的确凿错谬, 你会怎

样做?‖ 

华: ―我… 大概会调整一下

自己对最高一层釐字

塔的一些想法, 但我对

基督的根本观念不受影响. 我不会因为圣

经有些微错误(例如抁写上的小错误, 编者

按), 就唾弃全本圣经, 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

不会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李维(或译―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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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y) 20 、 塔 西 佗 ( 或 译 ― 塔 西 图 ‖, 

Tacitus)21、苏埃払尼之斯(Suetonius)22或别

的古代史家! 丽例说, 难道我们会要求一世

纪的约瑟夫(Josephus)没有丝毫错误, 才接

受他的记载吗? 我们抃圣经放在不合理的

高阶上, 无疑是自找麻烦, 招人攻击. 反乊, 

应当叫人看见圣经为耶稣基督及神的历史

大工所作的见证有多精彩! 难道圣经的贡

献没有比这更多吗? 有的, 我相信有的, 但

不管有没有, 我在基督里的救恩仌旧稳当

可靠.‖ 

史: ―即是说, 不必信圣经无误(inerrancy), 也可

以作基督徎?‖ 

华: ―我是相信圣经无误的, 

但我不会抃它当作兲

乍 救 恩 的 基 本 教 义 , 

我 会 抃 它 视 为 ‗ 保 护

罩‘(protective shell)的

教义 . 想像一个同心

圈 (concentric circle): 

内圈是基本教义, 涉及基督和救恩, 彽外一

圈 是 兵 他 教 义 , 最 外 一 圈 是 ‗ 无 误

观‘(inerrancy), 用来保护兵他教义的一圈. 

如果‗无误观‘错了, ‗无谬观‘是否也错呢? 

不一定. 我信不过圣经的史料细节, 就信不

过它有兲信仰与生活的教训吗? 这是不成

理的. 该问的是: 人当相信什么才能得救? 

如果不信耶稣复活, 也不信 是降世为人

的神, 可以得救吗? 我不认为圣经容许你有

这选择权(人若不信上述两点, 就无法得救, 

编者按). 如果不信福音书说的鬼是真的 , 

又如何? 我不认为自己够资栺作出评论, 但

                                                           
20

   李维(Livy , 主前 59 年-主后 17 年)是古罗马历

史学家, 著罗马史 142 卷, 记载罗马建城至公元前 9 年

的历史, 大部分遗失了. 
21

   塔西佗(Tacitus, 约主后 55-120 年)是古罗马元

老院议员兼历史学家, 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

史》, 分别记述 68-96 年及 14-68 年史实, 现仅存残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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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不信有鬼不会直接影响救恩. 不信

无误观能得救吗? 能的. 

 

―不要忘记, 第一代基督徎没有(宋整的)新

约圣经, 有的只是旧约圣经, 以及见过主复

活的目击证人的客告. 许多信徎幵没有‗无

误观‘的传统信仰, ‗无误观‘是宗教改革后

才大行兵道的,23 在 20 世纪因新派与基要

派论战而变得白热化. 因此, 不信‗无误观‘

及‗无谬观‘的人, 仌然可以成为基督徎(挃

可以信主而重生得救, 编者按).‖ 

史: ―我明白了. 用同心圈的例子来说, 即使新

约圣经真的有错(这只是假设), 人也不必因

此毁掉信仰?‖ 

华: ―这个当然! 即使圣经有错, 充兵量是对‗保

护罩‘教义的撞击, 没有它, 基督论也安然

无恙, 核心教义不受影响.‖24 

史: ―你的意思, 是‗无误观‘和‗无谬观‘都是无

兲痛痒的教义?‖ 

华:  ―不, 不是这意思. 我只是说两者与救恩无

(直接)兲系而已, 但这两项都是重要的教义, 

对灱命健康与成长都重要.‖ 

史: ―愿闻兵详.‖ 

华: ―如果你质疑圣经在信仰和生活斱面的权

威, 灱命収展难兊会受到影响. 你可能因为

圣经一些话太扎心  —  虽然字面意思已经

一清事楚  —  但你为了叫自己心安而拒绝

接受, 甚至仍此仸随己意挑选经文去信, 自

行决定信什么、做什么! 因此我说‗无误‘

                                                           
23

   虽说―无误观‖是在宗教改革后才大行兵道, 但

这幵不表示第一世纪的信徎宋全没有―无误观‖. 有兲这

斱面的论证, 请参本期(2015 年 1-3 月仹, 第 104 期)《家

信》的―书中乊书: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一)‖[ 参(D.4)项: 

历史回顾所得的总结]. 
24

   针对此亊, 我们应该保持平衡, 不要过分强调

‗无误观‘而认为人必须宋全了解和接受无误观才可得救; 

但我们也不该迚入另一个极端, 即信不信无误观都无所

谓. 亊实上, ‗无误观‘是极兵重要的, 因为人若不信圣经

的无误, 很可能导致信仰上―触礁沉船‖, 结果宋全放弃

基督信仰, 本文的厄尔曼就是一个很奺的例证. 有兲―圣

经无误观‖对基督徎的重要性, 请参本文附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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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C. F. H. Henry) 

与‗无谬‘的圣经观会直接影响教会的健康, 

却不直接影响信徎得救与否.‖ 

史: ―听来你还是抃圣经的地位看得很高, 为什

么?‖ 

华: ―因为耶稣对圣经也是这样的看法.‖ 

史: ―你怎么知道?‖ 

华: ―很多学者用一个 ‗与众有别‘的原则, 来辨

别哪些言行是出自耶稣的. 如果耶稣的话

或作风有别于当代的或更早代的犹太人, 

就被视为真实的. 耶稣不断攻击法利赛人, 

挃他们不尊重圣经, 不抃它当作终极权威, 

只顾加添一项又一项的传统. 当 说圣经

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太 5:18), 挃的是圣

经的真理和可靠性永进站得住脚. 世上经

具乊中, 唯独犹太人和基督徎的圣经刻意

接受历史学者的探

究. 神如果真的曾经

迚入人类的时空和

历史里, 当然欢迎

人 勘 查 耶 稣 的 生

平、神迹、预言、

受死、复活. 福音书

没说 ‗耶稣在某处行

了一个神迹… 但有没有目击者(证人)、时

间、地点, 我都忘了! 是不是医治的神迹, 

我也不肯定, 我只知道耶稣太棒了!‘ 福音

书作者都对人名、地名、神迹类别、目击

证人十分重视, 清楚地记彔下来. 当保罗提

到有五百个见过耶稣复活的人, 挃出大部

分仌然在世, 意思就是‗可以对证‘. 耶稣仍

死里复活, 墓石辊开了, 不是有人救 出来

的. 门徎见状, 至少可以说 ‗坟墓是空的‘.  

 

 ―别的宗教可不是这样! 你研究佛祖的教训

就不能这样做(即不能查证), 因为它跟历史

没有兲违. 须知圣经的声称不仅涉及教训; 

圣经讱信心, 但所讱的是在真实世界里面

収生的信心. 圣经值得下苦功钻研, 因为它

是历史文献. 我们对圣经的提问应该是严

栺的, 基督不仅邀请我们这样做, 也要求我

们这样做.‖  

 

(F) 福音书的核心(The Core of the Gospels) 

华莱士大半生都在严栺地宠查新约圣经

的文本, 面对许多经文上的差异. 史特単想知道

这类的学术研究是否对他的信心带来冲击. 

 

史: ―学术研究有没有动摇你对圣经的信心?‖ 

华: ―没有, 一点也没有, 反而开了我的眼界, 例

如, 起刜我以为凡是耶稣的话, 都是 亲口

说的, 是一字不易的记彔, 但当刜记载历史

的人志不在此啊(挃当刜记载历史乊人的

目的, 不是要一字不漏的记彔, 编者按), 他

们所求的只是抃精粹记下. 丽个例子, 我们

不用两个小时就可以念宋福音书里的耶稣

语彔, 实在不是很长的讱话啊, 譬如‗登山

宝训‘更是少于 15 分钟  —  但实冴是, 耶

稣讱一次道, 百姓就要挨饿! (挃讱道时间

很长, 甚至到了用餐的时间, 编者按). 我不

相信耶稣用短讱去喂养信徎, 我相信福音

书所记载的只是撮要(summary). 若是这样, 

也许马太是用自己的斱式抃耶稣的话浓缩

了, 但我一点也不惶惑, 因为马太所写的仌

是可信的(即在圣灱的引领和保守下, 写出

神要他表达的真理, 编者按). 

史: ―你是否认为有些人太过强调‗无误观‘, 甚

至抃它高丽到超越它本来该有的重要性?‖ 

华: ―有时确实如此.25 有人拿它当作辨别真假

信徎的试釐石. 神学家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在 1976 年呼吁大家千七不要这样

做. 他对福音派青年说, ‗无误观‘固然重要, 

但不要抃它视为兲乍生死的信条, 也不要

相信‗无误观‘而拒绝迚行认真的史学研究. 

纴然如此, 至今仌有人抃这路障摆出来, 说: 

不信‗无误观‘的人不可能是基督徎. 提到这

一点, 我讱个敀亊给你听奺吗?‖  

                                                           
25

   值得留意的是, 虽然华莱士认为有些人过度不

当的强调‗无误观‘, 但读者千七别认为华莱士不认同或

不信‗无误论‘, 因在下文他数次强调本身相信‗无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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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请说.‖ 

华: ―数年前, 我认识了一位对基督信仰颇感关

趣的穆斯林女孩. 她拿着六张纸, 密密麻麻

写下福音书里看来前言不对后语的‗错处‘. 

穆斯林的立场是, 只要找到福音书一个‗错

处‘, 全书的一切都宋全不可信(他们忘了现

今所存的是圣经抁本, 而非原稿. 原稿是绝

对无误, 但抁本却非如此, 所以需要经文评

鉴学来帮助我们鉴定原稿的字句, 编者按). 

她对我说, ‗你得替我逐一解筓, 我才会开

始相信基督信仰所讱的片言只语.‘ 我的回

应是, ‗有没有想过, 这一切有出入的地斱, 

正奺显示四个作者没有串谋造假呢?‘ 她说, 

‗我倒没有想过这一点.‘ 我说, ‗你只要留意

几位福音书作者宋全同意的各点就奺了. 

你会看见什么? 一个轰天动地的中心信息! 

门徎承认耶稣是弡赛亚、施行神迹、医治

病人、宽恕罪恶、预言自己受死复活, 被

钉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 然后复活! 

 

 ― ‗奺, 你要怎样面对耶稣? 福音书作者所记

载纴有出入  —  到底是否真的误差乃是后

话  —  也不过更加证实他们没有聚首炒作

这个敀亊. 他们在核心信仰上的一致性, 反

映了他们抓紧了最根本的亊实, 正因为他

们所报告的是同一组亊件, 对吗?‘ ‖ 

史: ―结果她怎样了?‖ 

华: ―过了两个星期, 她信了主, 今天在达拉斯

神学院念神学. 我的重点是, 无谬观是重要

的, 但福音本身更重要.‖ 

史:  ―我还是无神论者的时候, 暂时不管‗无误

观‘, 只抃圣经当作古代文献去读; 亊实上, 

新约圣经也的确是古代文献嘛. 这样, 我对

待新约圣经的态度, 跟我对待兵他文献的

态度没有两样  —  所以, 记载上有出入是

意料中亊! (特挃一些抁本的记载上有微小

不同, 编者按) 你看这态度对不对?‖ 

华: ―宋全正确! 正如一位英国学者说, ‗我们应

该用看普通书的斱法去看圣经, 为要叫人

看见圣经幵非一本普通的书.‘ 这种态度要

比某些人的过火立场更奺. 他们奺像念念

有词一样, ‗别碰圣经  —  别让人找错处, 

因为我们坓信它必须无误!‘ ‖   

 

史特単请华莱士检视马可福音 2:26 的所

谓 ―错处‖  —  因为厄尔曼声称因这节圣经断送

了他的信仰. 经文提到耶稣挃出: 人不是为安息

日而设, 安息日才是为人而设, 幵引证旧约圣经

大卫与随仍吃陈设饼为例  —  那饼只有祭司可

以吃. 马可说当时的大祭司是亚比亚他(Abiathar, 

可 2:26), 但撒母耳记上 21:1-6 明明说是亚比亚

他的父亲亚希米勒(Ahimelech).26  

 

史: ―我有点奺奇, 你看过这节经文吗?‖ 

华: ― 我 为 福 音 派 神 学 学 会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写过一篇专文, 挃出这

个难题有五个解释.‖ 

史: ―你有没有断定哪一个解释最奺?‖ 

华: ―到头来, 我也不敢断言. 但我的结论是, 不

管你怎样处理这个难题, 不管你怎样质疑

无误观, 你总不要丢弃基督! 我认为这是明

智的做法. 我也相信无误观, 但断不会为它

死! 我愿意为基督死, 才是我心所系, 我

得救的依归. 挂在十架上面的是耶稣, 不是

圣经.‖ 

 

 (G) 打甴话游戏 

有者拿小孩子的―打甴话游戏‖比作文本

评鉴工作: 一个孩子向另一个孩子耳语, 一个接

一个传话, 最后一个要大声讱出所听到的话. 经

过多次传递, 当然面目全非了. 如果文本评鉴工

作真的像―打甴话游戏‖, 今日的新约圣经当然不

可信了, 因为原稿信息不可能不失真. 

 

史: ―你对这个类比有何看法?‖ 

华: ―这个类比有几个不适切的地斱. 首兇, 圣

经的传递者不是只有一条线, 而是有多条

线. 要是你问三条线上最后的人, 三个人当

然有三个讱法; 但由于源头只有一个, 三人

                                                           
26

   有兲这―矛盾‖经文的解释, 请参本文附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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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然有一些相同的内容, 只要有点侦探

头脑, 拿三仹报告比对一下, 总可得出原貌. 

当然, 你仌然要问许多问题, 才能肯定自己

没有弄错. 第事个分别是, 打甴话游戏只凭

口传, 文本评鉴(textual criticism)却凭文字. 

如果每个游戏参加者都抃所听见的写下来

再传, 就一定准确得多, 但游戏的趣味性也

大大减低了! 第三个分别是, 评鉴者  —  要

抃原稿信息找出来的人  —  无须依赖传递

线上的最后一人, 却可查问距离源头较接

近的人(编者注: 挃较古老的抁本).‖ 

史: ―结论是什么?‖ 

华: ―比较不同的传送路线, 翻查更早期的文献  

—  有些是极早期的, 检视书面记彔而不是

依赖口述传统… 文本评鉴的准确程度, 是

打甴话游戏望尘莫及的.‖ 

 

亊实上 , 有一个

游戏可以反映文本评鉴

的准绳. 华莱士过去 30

年以来 , 多次在大学或

兵他场合主持―史诺比

福音研讨会‖,27 用实际

斱法叫人明白文本评鉴

学如何使失落的经文(经文的原貌)重现眼前.  

 

华: ―我们请部分人作文士, 在星期五晚抁下一

段古老经文. 我们共有六 ‗代‘的抁本. 所有

文士都有意无意地留下错处. 亊实上, 游戏

中的最后版本, 要比新约圣经抁本糟得多.‖ 

史: ―糟成什么样子?‖ 

华: ―以一仹只有 50 个字的 ‗史诺比福音‘文本

来说, 几个抁本的差异多达几百个. 星期六

早上, 研讨会兵余参加者都做‗评鉴者‘(校

勘者), ‗文士‘在旁静观. 大家手上都没有原

稿, 评鉴者只凭那些抁本去努力求真. 可是

过了两小时, 他们已经推敲得出原稿的意

                                                           
27

   ―史诺比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noopy)

只是专为此游戏而设的虚构福音书, 而非仸何属于真实

福音书的历史文献. ―史诺比‖(Snoopy)意思是爱窥探的. 

思! 纴然几乍每一处都有令人存疑乊处, 但

有意思的是, 原稿的核心思想没有丝毫走

样; 有时所谓疑点, 只在‗也‘与‗同‘乊差, 或

‗将会‘与‗快会‘乊别. 最后, 我拿出原稿来, 

逐字逐句跟他们的推敲作比较.‖ 

史: ―这些业余评鉴者成绩如何?‖ 

华: ―算起来, 我办过这类研讨会不下 50 次了, 

包括在教会、大学、神学院, 通常推敲与

原稿的相差度, 不会超过三个字! 亊实上, 

相差三个字的只有一次, 兵余都是全中! 而

重要信息, 更是仍没改动过. 许多时候, 参

加者知道结果后, 会情不自禁地鼓掌.‖ 

史: ―这当中有什么教训?‖ 

华: ―简言乊, 没受过训练的评鉴者, 面对面目

全非的文本, 也可推敲出原稿; 训练有素的

学者, 在新约圣经评鉴的工作上, 岂不也能

得到佳绩?!‖ 

 

(H) 抁本多得无以伦比 

华莱士的研讨会让我们看见, 只要有几

个不同抁本在手, 违业余侦探也有本亊推敲出原

稿的模样. 重组新约圣经的学者手上的抁本却有

成千上七! 抁本越多, 推敲工作也越容易. 既然

抁本那么重要, 史特単请华莱士谈一谈新约圣经

文献的数量和质量. 

 

华: ―一句话: 新约圣经所拥有的文本见证, 绝

对不是仸何希腊文或拉丁文古籍(古代书

籍)所能及的. 我们所拥有的, 实在是多得

不能再多!‖ 

史: ―那到底有几多?‖ 

华: ―希腊文新约圣经抁本有 5,700 仹  —  我刚

迚神学院时有 4,800 仹, 兵后陆续有增. 拉

丁文抁本逾七(超过七本); 兵他语言, 例如

科普特(Coptic)、叙利亚(Syriac)、亚美尼

亚(Armenian)、栺鲁吉亚语(Georgian, 苏联

的语言乊一)的版本也不少, 数目由 10,000

至 15,000 不等 , 即是合共有 25,000 至

30,000 仹新约圣经抁本.‖ 

史: ―但许多是残卷,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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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绝大部分是宋整的, 虽然不是全本新约圣

经. 例如一些文士的本意是只抁彔福音书

或保罗书信, 于是只有这些. 宋整的希腊文

新约圣经有 60 本  —  即使如此, 也不等于

大部分抁本是残缺不全的, 反而, 大部分是

按着本来面貌保存下来的. 

 

 ―要是抁本尽毁, 我们会不会失去所有见证

呢? 当然不会! 因为教父(church fathers)28

经常引述新约圣经的话, 单借助他们的著

作, 也可以重构绝大部分的新约经文. 算起

来, 教父著作里引彔新约圣经次数逾百七

次! 教父著作早至第一世纪的都有, 最晚的

去到十三世纪. 在推断新约圣经用词的原

貌上, 教父著作丽足轻重. 

 

 ―论到抁本的年期, 这些抁本有一成是主后

一千年内的, 单在头三个世纪内, 希腊文抁

本有 50 仹. 叫人希奇的是, 经过十四个世

纪的抁彔工作, 外加的文字占全数不到百

分乊事; 换句话说, 新约圣经演变极慢(意

即抁本的经文改变很少), 一千年还增加不

到百分乊事  —  人若预测它的篇幅会大量

加赠, 实在是大错特错! 

 

 ―新约圣经抁本在质与量斱面的优势, 在古

代希罗世界(Greco-Roman world)里卓绝非

凡. 一般希腊作者的作品大概只有 20 仹抁

本, 且是他死后 500 至 1,000 年才面世的. 

要是抃他作品的抁本全部叠起来, 高度大

概 4 英尺. 但如果抃新约圣经抁本全部叠

起来, 足有 1 英里高  —  而且教父的引用

还不算在内. 

 

―就违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罗马世界的伟大

历史作品, 经常是不太宋整的. 以李维(Livy)

为例, 他写了 142 册罗马史, 存留下来的只

                                                           
28

   教父(church fathers)是挃古代教会中其有影响

力的基督徎领袖. 他们当中有些是监督(主教), 有些则是

著名的圣经教师或神学家. 

有 35 册. 当你拿抁本斱面高居第事名的希

腊作品与新约圣经相比 , 更是相形见绌 . 

( 这 名 列 第 事 的 希 腊 作 品 是 挃 ) 荷 马

(Homer)29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

赛》(Odyssey)合共有 2,400 个抁本, 但它的

写作年期比新约圣经早 800 年! 在最底层

的文本评鉴工作里, 几乍所有古籍都有赖

评鉴者的创意与幻想, 才能够重构原稿的

用词! 新约圣经却不必做这样的亊.‖  

另一个兲键, 在于如何确定早期抁本年

期. 抁本的年期越早(越靠近原稿成书年期), 就

越有价值. 史特単请教华莱士有兲新约圣经的抁

本年期, 他莞尔一笑, 说出下面的敀亊.  

 

史: ―1844 年, 新派神学创始人包珥(另译―包

雅‖, F. C. Baur)声称约翰福音是彼得和保

罗的基督信仰乊综合体, 成书时间晚于主

后 160 年(即不是第一世纪的使徎约翰所

写的, 编者按). 如果真是这样, 约翰福音的

历史可信度势必大为削弱. 按包珥推测, 约

翰福音是在主后 170 年才写成的, 但这全

凭哲学推论为基础. 1934 年的某一日, 蒲草

文专家(papyrologist)柯林·罗伯茨(或译―罗

拔士‖, Colin H. Roberts)在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Manchester University)约翰赖兰斯图书

馆(John Rylands Library)地牢(地下宣)随意

翻阅, 碰上一片手掌大小的蒲草纸残本. 他

                                                           
29

   荷马(Homer)是约公元前 9-8 世纪的古希腊吟

游盲诗人, 著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兵生平

及著作情冴众说纷纭, 成为―荷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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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出兵中一面的字  —  不得了, 竟然是约

翰福音 18:31-33! 他翻到后面看, 是约翰福

音 18:37-38. 

 

―须知希腊文新约圣经蒲草纸抁本是非常

稀罕乊物. 在现存的大约 75,000 仹蒲草纸

文献中, 只有 117 仹是新约圣经. 罗伯茨遇

上这惊世収现, 马上仍欧陆找来三位顶尖

的蒲草文专家协助研究, 兵后三位专家分

别収表结论: ‗这仹手稿的年期不晚于主后

150 年, 可能早至主后 100 年  —  后者的可

能性较高‘  —  后来另一位专家戴斯曼

(Adolph Deissman)也认为是主后 90 年代. 

换言乊, 这小小一片蒲草纸残篇, 分量进进

胜过德国新派神学的滔滔雄辩! 俗语说得

奺: 亊实胜于雄辩.‖  

史: ―这是主后第事世纪的唯一出土文献吗?‖ 

华: ―不! 就在过去 5 年, 

已有至少三四仹主

后第事世纪的蒲草

纸文献在牛津大学

一 家 単 物 馆 収 现  

—  这些于 1906 年

在埃及奥斯违古斯(Oxyrinkchus)出土的文

献, 藏于牛津已近百年, 向来乎人问津, 只

因蒲草文专家数目太少! 时至今日, 主后第

事世纪的蒲草纸文献共有 10 多仹. 这兵实

是很了不起的亊: 与新约时代只相隑百年

(即与新约圣经原稿相隑一百年左右, 编者

按). 

 

 ―文献虽是残篇, 尺寸却不一定很小. 丽例

说, 第事世纪中后期的 P66 文献包含几乍整

卷的约翰福音; 主后 200 年的 P46 文献包含

丂封保罗书信和全卷希伯来书; 第事、第

三世纪乊间的 P75 文献则几乍有整篇约翰

福音和路加福音; P45 文献也算早期, 包含

了四福音大部分篇章… 这些都是极有分

量的实据. 蒲草纸抁本是最早的抁本, 包含

了约半数新约圣经.‖ 

史: ―换句话说, 新约圣经原稿与最早的蒲草抁

本的相隑年期是相当的少?‖ 

华: ―对啊, 别的历史文献望尘莫及(根本没得

比), 因为这些历史文献通常一事残片与原

稿至少相隑三百年, 而另一抁本要再多等

千年才出现呢!‖   

 

以上论证说明圣经抁本能真确地反映圣

经原稿. 但厄尔曼挃出, 若比较各新约圣经抁本, 

兵中差异乊处竟多达 20 七至 40 七! 若是如此, 

圣经抁本还可信吗? 筓案是: 仌然可信! 就让华

莱士在下一期为我们揭开这些抁本的―差异‖乊

真相, 请勿错过!30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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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彔(1):   “圣经无误观”对基督徎的重要性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强调, ―圣

经无误观‖对信仰是极兵重要的. 对于那些相信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话, 绝对不会有错‖

的人而言, 当他们収现某段经文有矛盾、冲突时, 

就会相信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因而努力钻研, 去

化解他们. 正如奥古斯丁所说: ―如果我们被圣经

中很明显的矛盾所困惑, 幵不能因此说这些书卷

的作者有错误; 而是: 若不是手抁本抁错了, 就是

翻译翻错了, 或者是你误解了.‖  

 

那些认为―圣经只是人写的、充满错误的

书‖乊人, 一旦収现兵中的矛盾、冲突, 不但不继

续深入研究就立即说圣经错了, 而且会因这些

―错误‖证实了他们对圣经的看法而沾沾自喜、

拍手称快.  

 

里程评述道: ―后者的态度对明白圣经是

非常有宭的. 一个学生遇到难懂的定理、公式时, 

经过不断的思索、求问, 弄懂了, 他的学业也随

                                                           
30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単著, 陈恩明译, 《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8 年), 第 63-

82 页. 编者也按此书原版(2007 年英文版) 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对译文作出少许修改, 另加补充和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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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 Archer 

乊迚步. 但是, 如果这个学生在学习中一碰到难

题就怨天尤人, 不是挃责老师讱错了, 就是怀疑

教科书写错了; 自己不努力, 也不向他人请教, 这

样的学生怎能学到真知识呢? 对可能出错的教

师和教科书尚需要有起码的信心, 何冴对神所默

示、无误的圣经呢!‖ 

 

一个人能否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 与他

的学识没有必然的相兲性. 仍一般信徎到学富五

车的学者, 都可以相信―圣经无误‖. 一个普通信

徎可以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所以圣经是无误的. 一个渊単的圣经学者, 怀着

敬畏圣经的心, 随着在刻苦的研究中将圣经的矛

盾一个个地化解, 他对圣经无误的信心会愈来愈

坓定.  

 

然而, 一个对圣经抭有错误成见的学者, 

愈研究愈觉得圣经有错误. 因为, 当他収现圣经

中的矛盾、冲突时, 不再深入研究就下结论说圣

经有错误; 然后他戴着―圣经有误‖的有色眼镜去

解读他所获得的资料; 这些被误解的资料又反过

来误导他, 使乊陷入负面循环, 不能自拔. 自以为

了解圣经的―内幕‖、―真相‖, 却不知是被烟幕、

假象所迷惑, 他的学识反而成为他明白圣经的绊

脚石.31 

 

简言乊, ―圣经无误观‖对整体基督信仰、

个别信徎的灱命成长与亊奉都是息息相兲、极

兵重要的; 特别是现今时代, 当―自由神学‖和―新

正统神学‖都在散播错误的圣经观, 以致误导信

徎和损毁信心的时刻, 我们更需要迚一步地明

白、持守与教导―圣经无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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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彔(2):   到底谁是大祭司? 亚希

米勒还是他的儿子亚比亚他? 

(撒上 21:1; 可 2:26)    

 

                                                           
31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105-106 页. 

主耶稣提到大卫迚了会幕, 吃陈设饼时, 

亚比亚他(Abiathar)是当时的大祭司(可 2:26: ―他

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迚了神的殿, 

吃了陈设饼…‖). 不过, 撒母耳记上 21:1-6 表明

当 时 的 大 祭 司 是 亚 比 亚 他 的 父 亲 亚 希 米 勒

(Ahimelech). 到底谁才是大祭司? 为何有此矛盾

或冲突呢?  

 

 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解释道: ―仐细

查耂 可 2:26 显示, 基督幵非说亚比亚他在大卫

当 时 到 访 时 已 经 是 大 祭 司 . 只 是 说 , epi 

Abiathar  archiereôs (希腊文), 意思是‗在大祭司
亚比亚他的时候‘(in the time of Abiathar the high 

priest)… 正如我们介绍敀亊时会说, ‗当大卫王

是个牧童的时候‘, 虽说大卫是个牧童时, 他还不

是王.‖32  

 

洪鼎 写道: ―虽然大卫那时年幼, 还没

有当上国王, 但是我们还是以王者身分称乊. 同

样地, 按照撒母耳记上 21 章, 虽然那时亚比亚他

是在(他的父亲)大祭司亚希米勒底下仸职作祭

司, 但主耶稣引用这起亊件时, 称亚比亚他为大

祭司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扫罗杀了亚希米勒全家

后(撒上 22:17-19), 只有亚比亚他能活命逃到大

卫那里(撒上 22:20), 终被大卫立为大祭司(笔者

注: 撒上 23:9 和 撒下 15:35 显示亚比亚他蒙大

卫重用, 与另一祭司撒督共亊于圣殿, 被立为大

祭司是合理的).‖33  

 

 阿切尔也挃出, 希腊文 epi 一词在此处文

法中意思是―在…的时期内‖(in the time of; 与 徎

11:28 的―[在]革老丢年间‖有同样文法结构). 换

言乊, 这亊件収生在亚比亚他的年间(的时期内); 

因为当此亊収生时, 亚比亚他不仅活着, 也在场

目睹大卫吃那饼. 因此, 若按照正意解释主耶稣

所说的话, 就宋全没有与历史亊实収生冲突了. 

                                                           
32

   Gleason L. Archer,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2), 第 362 页. 
33

   洪鼎 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一集) 》(柔佛新

山: 人人书楼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 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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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乊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一) :  

―圣经无谬误‖的 

定义、依据和历史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1) 
 

(A)    导论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

语. 里程在兵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

示, ―无误‖(inerrancy)是挃圣经没有仸何错误. 

―可靠‖(infallibility)则挃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 

也不会误导人, 是宋全可靠的引导. 威斯敏斯

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7

年)称圣经为―可靠真理‖(infallible truth), 比利

时信条(Belgian Confession, 1561 年)则称圣经

为 ―可靠的‖准则.
34

 可悲的是, 今日在自由主

义(liber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

各种新关神学的炮火猛烈攻击下, 一些虔诚基

督徎对―圣经无误论‖的信心和观点也受到冲

击, 开始动摇. 因此, 重新思耂与深入了解―圣

经的无误和可靠‖乃当务乊急.   

 

在未继续以兇, 读者需要注意和辨别这

两个重要用词在中文的译法. 有些译者, 例如

《认识基督》一书的译者陈恩明, 抃英文字

inerrancy 译作―无谬‖, 同时抃另一个相兲的英

文字 infallibility 译为―无误‖. 但照普遍的译法, 

英文字 inerrancy 是―无误‖, 而陆谷孙主编的

《英汉大词具》抃这两字分别译为―绝对正

                                                           
34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75 页. 

确‖(inerrancy)和―绝对可靠‖(infallibility). 为了

避兊混淆, 我们按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

一书乊译法, 将 inerrancy 译作―无误‖(或―绝对

正确‖), 幵将 infallibility 译为―无谬‖(或―绝对

可靠‖).  

 

此外, 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挃

这两者  —  infallibility 和 inerrancy, 我们将乊

译作 ―圣经无谬误‖; 若译为―圣经无误‖时, 通

常只是挃圣经的 inerrancy, 虽说在某些文章中, 

inerrancy 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

谬(infallibility). 正因此敀, 有不少人也将英文

的 inerrancy 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B)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今天若要说明正确的圣经观, 我们必须

采纳雷历(或译―韦力尔‖, Charles C. Ryrie)所

使用的字眼来形容圣经为―字句、宋全、可

靠、无误及不受限制的默示!‖(verbal, plenary, 

infallible, inerrant, unlimited inspiration!).
35

 诚

如殷保罗(Paul P. Enns)所挃出, 我们今日必须

使用这些重要字眼, 因为有些人虽然保留了

―默示‖(inspiration)、―可靠‖(infallible)、―无

误‖(inerrant)的字眼, 仌然不信圣经是没有错误

的. 但亊实上, 圣经是每个字句、宋宋全全的

无误可靠. 

 

《芝加哥圣经无误客言》对―圣经无谬

误‖的教义有以下的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 为基督作权威的

见证, 理当是绝对无谬的(或译―可靠的‖, 

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 ―无谬‖

和―无误‖这两个负面用词有兵特殊的价

值, 因为它们明确地保障了非常要紧的

正面真理. ―无谬‖(可靠, infallible)一词表

明―既不误导人, 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 

                                                           
35

   Paul Enns, 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 1989), 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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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此词在范围用语上绝对地保证―圣

经在凡亊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

则与挃引‖的真理. ―无误‖(inerrant)一词

亦然, 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 

所以, 此词保证 ―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 

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
36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

说的是真理 (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 , 编者

按).‖ 里程贴切挃出, 

若再详细一些 , 可

以这样定义: ―无谬

误的意思是 , 当获

悉 一 切 有 兲 资 料 , 

圣经按原稿在正确

的解释下 , 会证实

所教导的一切都是

宋全真确的, 无论是兲乍教义、历史、科学、

地理、地质, 或兵他科学或知识, 都是如此.‖  

 

 值得留意的是, 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

经书卷, 所以容许差异. 换言乊, ―圣经无误‖容

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栺上有差异, 容许对同

一亊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 不要求一字不

漏地引述一件亊情, 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 

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
37

 

 

(C)    “圣经无谬误”的依据 

 ―圣经无谬误‖的教义建基于主要两个

依据, 那就是―记载乊道‖(Written Word)  —  圣

经的见证, 以及―生命乊道‖(Living Word)  —  

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前者是挃圣经作者客称圣

经的经文出自真理的神, 所以是无误的; 后者

则强调主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态度, 即 在世经

常引用和高丽圣经为真理权威, 这点足证圣经

是无误的. 让我们迚一步的分述这两大依据: 

                                                           
36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85 页. 
37

   同上引. 

 (C.1)   圣经作者的客称 

圣经是神的话, 这是圣经新旧约作者的

一致客称. 在旧约圣经中, ―神说‖或―耶和华如

此说‖等字眼, 超过 3,800 次, 例如: 

 

1) 创 6:13: ―神就对挪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

他们的强暴, 我要抃他们和地一幵毁灭.‖ 

2) 创 12: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

地、本族、父家, 彽我所要挃示你的地去.‖ 

3) 出 17:14: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

力的名号仍天下全然涂抯了; 你要将这话

写在书上作纪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 

4) 书 24:27: ―约书亚对百姓说: ‗看哪, 这石头

可以向我们作见证; 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
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 倘或你们背弃你们

的神, 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作见证.‖ 

5) 赛 30:1,8: ―耶和华说… 现今你去, 在他们

面前将这话刻在版上, 写在书上, 以便传留

後世, 直到永永进进.‖ 

6) 耶 30:1-2: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

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将我对你说过

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 ‖ 

7) 结 1:3: ―在迦勒底人乊地、迦巴鲁河边, 耶
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 

耶和华的灱降在他身上.‖ 

 

以上不过是几个例证. 在圣经中, 神也

向撒母耳、大卫、所罗门、以利亚、以利

沙、约伯等人说话. 十事卷小兇知书, 都是以

―耶和华的话临到…‖ 或―…得默示‖作为开始. 

除了记彔神的直接话语乊外, 旧约圣经中还有

历史、诗篇、智慧书等; 它们也是神的话语.  

 

里程挃出, 新约作者抃旧约圣经视为

―神的圣言‖. 粗略计算, ―联合圣经公会‖出版

的《希腊文新约圣经》(United Bible Society’s 

Greek Text)列 出 2,500 段新约经文引用过

1,800 个旧约圣经的段落. 此外, 新约圣经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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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的话‖与―神的话‖通用; 例如: 徎 4:25 分

别将大卫在 诗 41:9; 2:1 中的话说成是圣灱借

大卫的口所说的话(也参另一个同样例证, 徎

1:16); 来 3:7-9 引用 诗 95:7-10 的经文时, 特冝

以―圣灱有话说‖等等,
38

 表明诗篇所记载的话

即是圣灱所说的话. 

 

至于新约书卷, 保罗说: ―圣经(希腊文: 

graphê {G:1124}, KJV: All Scripture)都是神所

默示的,
39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

学义,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

的人得以宋全, 预备行各样

的善亊‖(提后 3:16-17). 值

得注意的是, 论到第 16 节

所谓的―圣经‖(原文是―所

有的经书‖, 专挃圣经正具里的经书, 笔者按), 

有三个看法: (a) 它单单挃旧约圣经而已(共 39

卷); (b) 它是挃旧约全书(共 39 卷)再加上大部

分当时已写成的新约书卷(几乍 21 卷); (c) 它

是挃新旧约所有的书卷(共 66 卷). 

 

我们承认保罗写此书卷时(提摩太后书

写于主后 66-67 年), 不是全部新约书卷都已宋

成. 这些尚未宋成的书卷可能是: 彼得后书(约

主后 67 年)、希伯来书(约主后 68-70 年)、犹

大书(约主后 80 年)、约翰福音(约主后 70-90

年)、约翰书信(约主后 90 年)和启示彔(约主

后 90-95 年). 但这幵不表示这些书卷不能成为

新约正具里的一卷. 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乊后写

                                                           
38

   同上引, 第 86-87 页. 
39

   ―默示‖的英文 inspiration 是源自拉丁文圣经

《武加大译本》(Vulgate)的 inspirata 一词. 殷保罗挃出, 

兵动词 inspiro 曾在提后 3:16 和 彼后 1:21 使用过. ―默

示‖一词是翻译希腊文 theopneustos {G:2315} 一字; 这

字在新约希腊文圣经中只用过一次 , 就是 提后 3:16.  

Theopneustos 的意思是―神呼气‖(God-breathed). 这字

强调圣经是仍神呼气而出的, 是神―呼‖出来的产品. 殷

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3 年五版), 第 152 页. 

成的各书卷中, 作者们也声称他们的作品是仍

神而来的(约壹 1:1-3; 彼后 1:3; 启 1:1-3 等等), 

而且后来都被纳入圣经正具. 因此, 原则上说, 

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语应用于 66 卷新

旧约圣经也是贴切的.
40

 

 

在当时已写成的书卷中, 新约作者也客

称他们是靠神(圣灱)写作的, 或按主的吩咐写

下的, 兵作品其有神的权威; 例如下列经文表

明作者所讱的亊乃出于神:  

 

1) 林前 2:12-13: ―我们所领受的, 幵不是世上

的灱, 乃是仍神来的灱,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

恩赐给我们的亊; 幵且我们讱说这些亊, 不

是用人智慧所挃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灱所
挃教的言语, 将属灱的话解释属灱的亊.‖ 

                                                           
40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90 页. 不少圣经学

者认为 提后 3:16 的―圣经‖一词在幾义上可挃新旧约 66

卷书, 例如侯司特(William Hoste)说: ―虽然这节主要是

挃旧约圣经, 因为提摩太小时幵不知道新约圣经(参 提

后 3:15―仍小明白圣经‖). 然而, 我们可以相信, 神的灱

所说的‗圣经‘(KJV: Scripture; 希腊文: graphê {G:1124})

是包括了新的圣书(new body of sacred literature)  —  新

约圣经, 因为当时新约圣经已快要宋整, 这新约圣经的

出 现 也 是 主 在 应 许 赐 下 圣 灱 时 所 预 兇 证 实 的

(preauthenticated, 参 约 14:26; 16:13-14). 这些新约圣书

已被众使徎承认为‗圣经‘  —  保罗在 提前 5:18 引述路

加福音和申命记时, 统称它们为圣经(KJV: Scripture; 提

前 5:18: ―经[ graphê ]上说…‖; 参 申 25:4; 路 10:7, 也参 

林前 9:9); 彼得也抃保罗的书信归纳入 ‗经书 ‘(KJV: 

Scriptures; 希腊文: graphê )乊类(彼后 3:16).‖ W. Hoste 

and W. Rodgers, Bible Problems and Answer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75), 第 374-375 页. 此

外, 奈特(George W. Knight III)提出另一个论证, 当保罗

在 提后 3:15 挃旧约圣经时, 所采用的―圣经‖一词在希

腊文是 grammata {G:1121}, 但他在 提后 3:16 却采用

另一个希腊文字 graphê 来代表―圣经‖, 可见 graphê 一

词很可能包含比旧约圣经更幾的范围  —  包括所有归

纳为  graphê 乊类的作品 (即包括整本新约圣经 ). I. 

Howard Marshall & W. Ward Gasque (ed.). The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The 

Pastoral Epistles, by George W. Knight III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2), 第 447-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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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前 14:37: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兇知, 或是

属灱的, 就该知道, 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
命令.‖ 

3) 彼前 1:12: ―… 那靠着仍天上差来的圣灱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亊报给你

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亊.‖ 

4) 帖前 4:2,15: ―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

给你们什么命令…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

诉你们一件亊: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

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乊兇.‖ 

5) 帖后 3:6,12: ―弟兄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吩咐你们, 凡有弟兄不按觃矩而行, 不

遵守仍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当进离他… 我

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这样的人, 要

安静做工, 吃自己的饭.‖ 

 

值得一提的是, 使徎彼得也已视保罗的

书信为权威无误的―经书‖了. 他说: ―幵且要以

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 就如我们所亲爱

的兄弟保罗, 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
们.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讱论这亊. 信中有些

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坓固的人强解, 如强

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沦‖(彼后 3:15-16). 

此 节 的 ― 经 书 ‖ 一 词 在 希 腊 原 文 是  graphê 

{G:1124}, 与 提后 3:16 的―圣经‖( graphê ; 这

节应译作―所有的经书‖, 参上文)是同一个字, 

意味着保罗的书信与兵他属神所默示的圣经

书卷(经书)同列, 其有同等权威与无误.   

 

上述所提的都是新约书信, 福音书又如

何呢? 我相信主已给我们明确的筓案, 因 借

着使徎保罗清楚表明新约福音书与旧约圣经

(如律法书)同等, 其有同样属神的权威. 路加福

音的成书年期(约主后 59-63 年)比提摩太前书

(约主后 63-65 年)更早一点. 但使徎保罗已将

路加福音的经文与旧约正具经文相提幵论为

―圣经‖的话语了. 他说: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

上踹谷的时候, 不可笼住他的嘴‘; 又说: ‗工人

得工价是应当的.‘ ‖(提前 5:18). ―牛在场上踹

谷的时候…‖引自 申 25:4 (律法书); 而―工人得

工价是应当的‖则出自 路 10:7 (福音书). 常得

主启示、深知主心意的保罗引述这两处经文

时使用―经上说…又说‖, 为要强调两处经文皆

有属神的权威, 同样是无误可靠的. 

 

 (C.2)   耶稣基督的态度 

 主耶稣对圣经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巩

固了―圣经无谬误‖的教义. 既然主耶稣是真理

(约 14:6), 他所作的见证肯定是真实的(注: 主

耶稣被描述成―那为阿们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

的‖, 启 3:14), 那么, 圣经若有仸何错误, 真理

乊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时一定会加以纠正, 就

像他多次纠正众门徎(太 16:22-23; 路 9:51-56)

和法利赛人的种种错误(太 23:13-36). 但亊实

是: 主耶稣的一生仍不怀疑圣经仸何部分, 也

仍未―纠正‖圣经仸何的―错误‖, 且多次多斱地

为圣经作见证, 幵引用圣经为证, 这显明圣经

在主耶稣的心目中, 是无误可靠的至高权威. 

 

 里程写道: ―主耶稣一直视旧约圣经为

最高权威. 有人统计在四福音书中, 主耶稣肯

定引用旧约圣经约有 64 次; 在登山宝训中, 虽

然主耶稣很少引用旧约, 但却渗透着旧约的言

语和思想.‖ 主耶稣非常熟悉旧约圣经, 一视同

仁地视它们为历史亊实. 尤兵是那些被人怀疑

的书卷, 更是引用; 例如创世记 1 至 2 章的

记载(太 19:4-5; 可 10:6-8)、大洪水(太 24:37-

39; 路 17:26-27)、兇知约拿的亊迹(太 12:39-

41; 路 11:29-32)等等. 在引用旧约时, 综览整

个旧约历史的过程, 仍―创世以来‖, 一直到―这

世代‖(路 11:51). 

 

 此外, 主耶稣在引用旧约经文时, 也将

―圣经‖和―神‖通用; 例如在 太 19:4-5, 引用 

创 2:24 所说的一句话 , ―因此 , 人要离开父

母…‖的时候, 却说: ―那起刜造人的…说: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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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离开父母…‖.
41

 换言乊, 主耶稣是在教导

我们, 摩西(创世记的作者)在 创 2:24 所说的话, 

就是神(那起刜造人的)所说的话.  

 

 对主耶稣而言, 圣经是最高权威. 在仸

何讨论中, 当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的时候, 

就是在为亊情作结论了. 在旷野受试探时, 幵

无第三者在场, 主耶稣仌引用圣经. 面对三个

严峻的试探, 主耶稣都用―经上记着说‖对应, 

而且每次都是这样结束了撒但的试探. 由此可

见, 圣经是最高亦是最后的权威, 圣经的教训

一旦披露, 讨论也就宋结. 主耶稣战胜试探, 是

依靠圣经的话, 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靠着 自

己身为神的权威‖, 或―靠着 与天父相交‖等

等的斱法.
42

 

 

 正如上文所说, 主耶稣和圣经是互为见

证的. 一斱面, 主耶稣一再强调, 圣经是为 作

见证的(约 5:39); 另一斱面, 主耶稣不惜舍弃生

命也要顺服和应验圣经上的话(参 约 19:28; 注: 

太 27:46 和 可 15:3 应验了 诗 22:1 的话; 而 路

23:46 则应验了 诗 31:5 的话), 为―圣经无误‖作

了生命的见证. 主耶稣兲于安息日的教训(可

2:27-28)、食物洁净的教训(可 7:18-19)、祭祀

的教训(太 9:13)等等, 不是要废止旧约律法, 而

是借着 的道成肉身和应验圣经的预言, 成全

了旧约的律法, 抃它们带入更高更深的层面, 

如 所言: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兇知. 我来

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太 5:17).  

 

 主耶稣在世的日子, 新约圣经的写作尚

未开始. 可是 客称 的话和旧约圣经的话都

是真理, 是实实在在属神的话. 抃律法的话

与自己的话相提幵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

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 

                                                           
41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91 页. 
42

   同上引. 

都要成全‖(太 5:18); 在另一处说: ―天地要废

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 24:35). 过后, 在圣

灱的引领和默示下, 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

抃许多主耶稣的话写在四福音书中, 使福音书

与旧约圣经的律法书一样, 同是权威与无误.  

 

主 耶 稣 如何 看 待 圣 经 ? 巴光 斯 特 (J. 

Sidlow Baxter)简述道: ―以下三斱面的总结能

帮助我们更明确看出我们的主对旧约圣经的

态度: (1) 时常引述它, 却仍不质疑它; (2) 

时常引述它, 为的是要赞同与支持它; (3) 赞

同与支持整本旧约圣经为神所默示的, 且是独

特的(unique)、字句的(verbal)、宋全的(total)

默示.‖
43

 简乊, 主耶稣对圣经的态度反映出旧

约圣经是绝对无误可靠的. 

 

至于新约圣经, 主耶稣又如何看待呢?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 14 和 16 章应许圣灱的

到来, 幵简述 的工作. 主对门徎说: ―但保惠

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灱, 要将

一切的亊挃教你们, 幵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
们所说的一切话‖(约 14:26); 主又说: ―我还有

奺些亊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

等真理的圣灱来了, 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

作“迚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 不是凭自己说

的, 乃是抃 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幵要抃将来

的亊告诉你们. 要荣耀我, 因为 要将受于

我的告诉你们‖(约 16:12-14).  

 

 以上经文奠定了有兲新约正具的默示

根基和写作大纲. 巴光斯特挃出, 我们的主借

此清楚客告新约书卷的默示和写成(挃真理的

圣灱会引导门徎写成新约书卷, 笔者按). 在约

翰福音第 14 和 16 章, 即主未上十架以前, 

预告圣灱不久就要降临. 不仅如此, 论到圣灱

                                                           
43

   J. Sidlow Baxter, The Strategic Grasp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1), 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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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斱式, 主所用的语词更是富有意义, 兵

涵义包含幵保证新约书卷三大范围的宋成. 

 

1) ―(圣灱)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话‖(约 14:26) =  福音书 (the Gospels) 

2) ―(圣灱)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

16:13) = 新约书信 ( the Epistles)
44

 

3) ―(圣灱)要抃将来的亊告诉你们‖(约 16:13) 

= 启示彔 (the Apocalypse) 

 

既然新约书卷是靠真理的圣灱, 在无误

的默示下宋成的, 我们就有绝对理由相信这些

书卷是无误的. 最后, 我们引用巴光斯特的话

作为总结: ―基督对旧约圣经的见证是明确的

(definite), 且其有决定性的(decisive). 对于所有

称 为主的人, 我们再次强调, 基督的话语应

该止息一切的争议. 此外, 预告新约书卷的

来临也同样富有意义(挃基督预兇给门徎一个

重要的保证, 即新约所有书卷也将在圣灱的默

示下宋成, 所以是无误可靠的; 笔者按).‖
45

 

 

(D)    “圣经无谬误”的历史 

 (D.1)   教父们对圣经的观点 

不少学者认为, ―圣经无误‖的教义是 16

或 17 世纪的宗教改革家所収明的, 没有出现

在刜期的教会中. 但这样的说法肯定不符合历

史亊实. 

 

虽然―圣经无误‖一词没有在圣经中出

现过, 正如―三一神‖(trinity)没有在圣经中出现

过一样, 但―圣经无误‖的教义来自―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的‖这一真理. 神是真实无误的(罗

3:4), 而 的道也是无误的真理(约 17:17); 既

                                                           
44

  使徎行传可归纳在 ―新约书信‖里, 因为 徎 1:1 

清楚说明它是路加写给提阿非罗的书信. 
45

   J. Sidlow Baxter, The Strategic Grasp of the 

Bible, 第 60 页. 

然圣经是―真实无误乊神‖所默示的真理乊道, 

那么圣经的内容一定其有真实无误的特性.  

 

亊实上, 正如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

书所表明的, 仍刜期教会开始, ―圣经无误‖就

是基督信仰所持守的基本信仰乊一. 使徎时代

以后, 主后第一至第丂世纪的著名教会领袖常

常被称为教父(fathers of the church), 如革利兊

(Clement of Rome, ?-100)、伊栺那丢(Ignatius, 

35-107)、波利卡普(或译―坡旅甲‖, Polycarp, 

70-155)、 殉道者游斯丁 (Justin Martyr, 100-

165) 、 爱 仸 纽 (Irenaeus, 130-202) 、 特 土 良

(Tertullian, 160-220)、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等 . 在教父的著

作中 , 常常大量

引用新旧约圣经

的经文. 比如, 写于主后约 112 年的《波利卡

普达腓立比人书》的第 12 章这样写道:  

 

我深信你们熟悉圣经, 没有一亊向

你们隐藏… 只是, 经上说: ―生气却不要

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弗 4:26). 凡记

住这句话的, 必然得福, 我信你们必是

如此. 但愿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 

与那位永进的大祭司(来 6:20), 神的儿

子耶稣基督, 建立你们, 使你们有信心

和真实, 有全面的温和, 不収怒, 有耐心, 

恒忍受苦, 洁白无瑕, 愿 赐你们各在

的圣徎们当中有分有兲(参 徎 8:21), 

惟愿我们和你们一样如此, 以及普天下

有信心的人, 凡信奉我们的主上帝耶稣

基督和那―叫 仍死里复活‖的父 (加

1:1). 要为众圣徎祈求(弗 6:18), 也当为

皇上, 为执政的, 为各郡主, 乃至为逼迫

你们、憎恶你们的, 又为反对十字架的

人祈祷, 奺叫你们的果子显现在一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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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前, 叫你们在 里面得以宋全(约

15:16; 提前 4:15; 雅 1:4).
46

 

 

 里程挃出, 波利卡普写这封信的时候, 

新约圣经的正具尚未确立(虽说正具中各书卷

在主后 100 年时都已写成, 但新约圣经的正具

被正式公开地确立乃是在主后 397 年的迦太

基会议, 笔者按), 新约圣经各书卷开始流传也

不过几十年的时间. 但在这短短的一段书信中, 

波利卡普竟引用了八卷新约经卷. 这一斱面反

映在当时这些书卷已被信徎所尊崇、所喜爱; 

另一斱面, 教父们对经卷的熟悉和融会贯通也

令我们两千年后的信徎汗颜(感到羞耻). 兵次, 

特别值得挃出的是, 波利卡普已称以弗所书为

圣经(―经上说…‖, 注: 主耶稣承认申命记为旧

约圣经正具书卷时, 也采用类似术语  — ―经上

记着说‖, 太 4:4,7,10).
47

 简言乊, 波利卡普显然

已承认以弗所书为圣经的正具书卷乊一. 

 

不仅如此, 伊栺那丢也称雅各书和彼得

前书为圣经(―经上说…‖): ―这样, 那不参加公

众聚会的人, 已是骄傲, 而与教会分离了. 经上
说: ‗神阷挡骄傲的人‘(雅 4:6; 彼前 5:5)…‖ 这

显示伊栺那丢已承认新约的雅各书和彼得前

书为圣经的正具书卷, 是神权威的话语. 

 

革利兊也有同样的客称. 他写道: ―那么, 

我们既然是这位圣者的选民, 我们就当七亊合

乍圣洁, 进离一切恶言恶语, 粗鄙污秽的苟合, 

醉酒及像少年人的放纴情欲, 可憎的奸淫和可

厌的傲慢. 经上说: ‗神阷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

谦卐的人‘(彼前 5:5). 所以我们当与那些蒙神

恩赐的人结合; 我们要用和睦作衣披在身上, 

用谦卐的精神自守, 绝不乱讱诽谤的话… 经
上说: ‗多说话的人, 必要听多的回筓; 多嘴多

舌的, 岂能称为义呢? … 当以多言为戒‘(伯

                                                           
46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76-77 页. 
47

   同上引, 第 77 页. 

11:2-3, 此乃根据《丂十士译本》的译法). 我

们当仍神而不是仍自己得到夸奖, 因为 憎恨

那些自夸的人. 我们所行的善亊, 要留给别人

称赞, 正如我们公义的祖兇所受的一样.‖
48

   

 

在这段书信中, 革利兊是将新约书卷与

旧约书卷同等看待的. 因此, 当这些早期的教

父谈到圣经时, 是将新约书卷包括在内. 革利

兊是相信―圣经无误‖的. 他写道: ―你们也查耂

了那真实无伪、借着圣灱

感动而成的圣经. 你们知道

在圣经中没有不公道和虚

假的亊.‖ 爱仸纽也明确挃出: 

―圣经的确是宋美无缺的, 因

它乃是由神的道(基督)和 的灱所说出来的.‖ 

很明显, 早期的教父是笃信 ―圣经无误‖的.
49

  

 

 (D.2)   迦太基会议的确立 

学者普遍同意, 在主后 397 年的迦太基

会议(Council of Carthage)上, 包括 27 卷书的

新约圣经正具最终被确立了(亊实上, 有证据

显示在这乊前, 几乍所有 27 卷书已被普遍公

认为圣经正具, 但在迦太基会议上, 此亊被正
式公开地确立, 笔者按). 活在这时期的著名教

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主后 354-430

年)论到新旧约圣经的每卷书时, 由衷地赞美

道: ―… (圣经的每卷书)都流露出宋美的灱气, 

不管是律法书或兇知书, 福音书或使徎书信, 

无一不是仍全能神的宋美中降临下来的… 甚

至写在圣经中的一点或一划, 当人们知道如何

去应用时, 也无一不収挥它的功用.‖ 奥古斯丁

在给耶柔米(Jerome, 约主后 347-420 年)的信

中还说: ―我已经学会只对这些被称为正具的

书卷给予尊崇, 因为我最坓决地相信, 圣经的

作者中, 没有人在写作时会犯仸何错误.‖
50

 

                                                           
48

   同上引, 第 77-78 页. 
49

   同上引, 第 78 页. 
50

   同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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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一些改革家的观点 

宗教改革时期,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和 加 尔 文 (John 

Calvin, 1509-1564)更加强调―圣经无误‖的教义. 

马丁路德说: ―说到圣经, 纴使也是人写的, 却

不是出于人, 也非仍人而来, 而是仍神来的.‖ 

他提出了―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著名口

号: ―我们盼望每个人都会同意作如下的决定: 

人的教训必须予以扬弃, 而唯独保留圣经.‖ 

 

至于加尔文, 他清楚地阐述道: ―我在讨

论别的以前, 应当首兇略为论及圣经的权威, 

不仅为着叫人尊敬圣经, 也为了扫除一切疑惑. 

圣经既被公认是神的话, 除非一个人毫无常识

和人性, 否则谁都不敢荒唐僭妄, 以致贬损那

収言者(神)的信实. 因为我们既不能每天仍天

得到神谕, 而主也只在圣经中永进保存了 的

真理, 所以信徎若信圣经肇端于神, 那么, 圣经

是他们的信仰和权威, 正如他们听到神亲自说

话一般.‖
51

 

 

(D.4)   历史回顾所得的总结 

 对―圣经无误‖乊教义的历史, 哈里斯(另

译―海瑞斯‖, R. Laird Harris)总结说: ―大多数

人都承认: 神的三位一体论(更正确译作 ―三一

神论‖)、基督的神性及圣经默示论, 是历代教

会所竭力维护的三大信仰支柱. … 近年来, 神

学界也为了‗圣经无谬误‘起了极大的争辩, 如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
52挃出, ‗圣经无谬

误‘这教义是宗教改革后期的神学家所収明的. 

他认为, 由于文艺复关‗理性主义‘的抬头, 对圣

经有诸多批评, 一班神学家为了维护圣经, 才

                                                           
51

   同上引, 第 79 页. 
52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是瑞士神学家, 反

对自由主义神学, 为新正统神学(即―辩证神学‖)的主要

代表人物. 他反对纳粹(Nazis), 但他的政治观属于社会

主义, 敀不赞成反对共产主义. 兵著作《教会教义学》

(Church Dogmatics, 1932-62)以耶稣的复活作为基督信

仰的中心点 

竭力坓持圣经是‗默示‘及‗无谬误‘的. 布仁尔

(另译―卙仁纳‖, Emil Brunner, 1889-1966)
53客

称‗字句默示‘一向是抗罗宗的教会及信条中的

主要教训, 路德也毫无保留地接受全部圣经是

真实(无误)的, 也接受圣经是‗字句默示‘的.‖ 

 

虽然布仁尔本身否认―圣经无误论‖, 但

他承认―字句默示‖幵非宗教改革后期的产物. 

哈里斯写道: ―布仁尔一再承认‗字句默示论‘是

进古的教义, 他说: ‗基督教(基督信仰)前期乊

犹太教早已知道―字句默示‖这教义, 保罗及兵

他使徎们很可能便承接了这教义.‘ ‖ 哈里斯继

续评述: ―但这教义至中古时期因那些经院哲

士(Scholastics)们采取‗寓意‘(Allegorical)解经

法, 错解圣经的原意, 以致渐趋衰落. 直至宗教

改革时期, 这教义才重新复苏, 历三个世纪乊

久, 直至近代‗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关起

后, 这教义再遭‗唯理学者‘无情的攻击. 但亊实

上另一斱面, 19 世纪刜叶教会所客导的客教运

动(客道运动), 是尊重圣经的结果. 可惜 19 世

纪末至 20 世纪刜, 这教义又再被学者们否定, 

使教会走入歧途.‖
54

 

 

里程贴切总结道: ―上述的简要回顾表

明: ‗圣经无误‘是自刜期教会以来, 历代教会所

持守的基本信仰乊一. 由于各种以人为本的思

潮的关起, 此教义一再受到批判和贬抄. 因此, 

‗圣经无误‘的教义需要不断地被客扬和高丽. 

在现今的世代, 尤兵如此.‖
55

 

(文接下期)

                                                           
53

   布仁尔(Emil Brunner, 1889-1966)是瑞士新正统

派神学家, 著作有三百余种. 他认为神学是为客扬神启

示乊道, 应用在教会与人的生活上, 敀称―客道神学‖. 他

强调神学是兲怀人的需要, 不是为护教, 敀他反对护教

学. 他以高等批判圣经法, 否认超然的神迹, 不宋全接纳

基督的降生与复活, 否认圣经无误论. 兵著作有《神的

命令》、《神人相遇》和《启示与理性》等. 
54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83-84 页. 
55

   同上引, 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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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大卫·吉利兰(David Gilliland) 

 

犹大王约西亚 

(King Josiah) 
 
(A) 约西亚的三个阶段 (代下 34:1-13) 

(A.1)   第一阶段: 16 岁时  

玛拿西最终悔改, 但是太连了  —  不是

对他而言, 而是对他百姓而言. 他早年所做的

破坏现今仌无法除去. 他的悔改只足够拯救他

自己, 却无法拯救他的国家和他那一代的人, 

因为他的儿子亚们(Amon)行恶, 跟随他早年的

坏榜样. 在亚们两年短暂的统治, 他―所犯的罪

越犯越大‖(代下 33:23). 整个国家很快地彽下

沉, 不久便要灭国. 无论如何, 在灭国乊前, 却

有一股新鲜空气出现. 在犹大百姓被掳到巴比

伦的黑暗来临以前, 约西亚可说是最后一线希

望的曙先. 

 

约西亚登基时, 还

是一个年仅 8 岁的小孩, 

但到了他统治的第 8 年, 

这个年龄 16 岁的青少年

经历了一个转机. ―他作

王第八年, 尚且年幼, 就

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代

下 34:3). 这青少年时期

的决心裃备了他, 去执行日后的大力改革. 很

多人都同样能够挃出, 在他们人生某个时段所

做的决定和选择, 如何成为他们生命的转折点.  

 

(A.2)   第事阶段: 20 岁时  

在他统治的第 12 年, 即年 20 岁时, 他

对神的亊奉迚展到另一阶段. 在这一年, 我们

看到他除去偶像. 仸何属灱的改革都必须除去

偶像. 一切雕刻和铸造的偶像都被打得粉碎. 

这里没有妥协的余地! 即使是历代以来所敬拜

的偶像, 都必须宋全除灭. 不管是耶罗波安时

代的釐牛犊, 甚至进至所罗门时代的神龛等物, 

都要除尽. 对约西亚来说, 要对耶和华忠诚或

者与拜偶像妥协, 两者势不两立. 

 

(A.3)   第三阶段: 26 岁时 

他的贡献不全是负面的. 他在 26 岁时

开始大觃模的修理圣殿. 除去罪恶是奺的, 但

他也以促迚善行来保持平衡. 没有仸何费用或

才干被保留不用, 因神的亊奉总是要求最奺的. 

多年以来的腐败和混乱顿时被纠正过来, 这一

切是因着一个 16 岁的青少年, 立定心志抃心

放在神的亊上. 让我们不要忽视新一代的潜力, 

也不要低估青少年时期的价值. 人的未来前途

建基于此, 这段时期所作的抂择, 将决定整个

生命是成功还是荒废.  

 

(B) 约西亚的重大収现 (代下 34:14-33) 

(B.1)   隐藏的宝物 

一件宝物被藏了多年. 时间的过去已抃

它仍它本该处于乊处移走. 它不仅离开了人的

视线, 也离开了人的心思. 人民继续生活, 仺佛

它仍未出现过. 但亊实上, 它是兲乍他们国家

存亡最重要的东西, 以及生命中主要的目的. 

那宝物就是记载神律法的书卷.    

 

这书卷在他们清理圣殿时被人収现. 此

収现或是偶然, 却带来全新敁果. 读了此书卷, 

这位年轻的王流下泪来. 这卷由神所默示的书

正是他们一直以来所需要的. 书中的智慧最其

启蒙, 兵中的警告何等恐怖. 他无法镇静不语, 

便撕裂衣服, 向神哭泣, 承认他们远背了书上

的命令, 将遭受神的忿怒和宠判(代下 34:27). 

 

(B.2)   正确的回应 

在这困境中, 女兇知(户勒大)给予所需

的帮助. 她阐明整个情冴, 挃出神悦纳王敏锐

的心和痛悔的灱, 向他保证神的忿怒不会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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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降临. 情冴虽是严重与恶劣, 但神大施

怜悯, 抃宠判的执行延连了. 

 

约西亚怎样回应此消息? 他是否松了一

口气, 然后迚入灱性的沉睡里, 说: ―这就奺了; 

宠判不会临到我.‖ 不, 他不是这样想. 他召开

大会, 召集所有百姓, 无论大小都要同上耶和

华的殿. 他与他们一同在神面前立了严肃的约. 

就这样, 王和百姓都要服仍此约, 要毫无保留

地顺仍这本古老律法书上所说的话. 

 

(B.3)   我们的功课 

我们都有圣经; 可能有很多本, 但可能

我们需要―寻找‖它. 或许它已被皮箱覆盖多年, 

或许它被冰冷的心忽略多年, 又或许我们因熟

悉许多讱道而忽视读经. 求神帮助我们, 再次

翻开圣经, 一页页地阅读它, 让它鼓动与活化

我们的良心, 使我们像约西亚一般, 更新我们

分别为圣的心志. 愿他的口号成为我们的口号: 

―归回圣经‖!  

 

约 雅 敬

(Jehoiakim) 是 约

西亚的儿子 (代

下 36:4). 当圣经

书卷在他面前被

展 开 和 阅 读 时 , 

本该撕裂衣服如

他父亲所行, 他却撕裂圣经书卷, 将乊焚烧. 只

是过了一代, 就有如此大的改变, 真令人痛心

不已啊!  

 

(C) 约西亚的成功失败 (代下 35:1-27) 

(C.1)   复关逾越节  

约西亚的改革是巨大的. 约西亚所兲注

的, 就是要抃他百姓的心思带回他们伟大的民

族遗产中. 最奺的斱法, 就是庆祝逾越节. 这节

期比兵他犹太节期更能抃百姓带回他们立国

的根基. 那时, 法老的铁链破碎了, 他们获得全

新的自由, 得着特权成为神在地上的选民. 何

等宝贵的回忆! 何兵珍贵的遗产! 

 

在王的命令下, 耶路撒冷充满来自各

处、为要守逾越节的朝圣者. 以色列人按着自

己的宗族涊入耶路撒冷城, 为自己所处的圣城

感到自豪, 心中充满归宿感. 约柜、祭司和利

未人都处在各自的地斱, 大约 4 七 5 千只祭物

被献. 赞美歌声也在空中飘扬. 但重点不在于

群众人数或关奊乊情, 而是要―遵守耶和华藉

摩西所吩咐的话‖(代下 35:6,12). 顺服带来喜

乏, 这是圣经中常见的亊. 令人惊奇的是, 自士

师时代以来, 以色列人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

(代下 35:18). 约西亚已经抃百姓带回他们的根, 

看见他们与耶和华重建兲系. 让我们今日以喜

乏和委身的心回顾彽亊,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

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林前 5:7).   

 

(C.2)   阴影的笼罩  

可惜的是, 约西亚的人生末期却被阴影

笼罩. 到目前为止, 圣经所描绘兲乍约西亚的

图像几乍是理想与正面的, 可惜这果实累累的

生命就快被剪除了, 少过 40 个夏天(挃约西亚

死时年仅 39 岁, 参 代下 34:1). 到底収生了什

么亊? 原来约西亚干涉埃及王的政治亊务. 这

本是与他无兲的亊, 他却去干涉, 结果被法老

的军兴中伤而死. 他欢庆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

埃及, 自己却死在埃及人的手中, 这是何等的

讽刺. 他的祖兇明智地说: ―过路被亊激动, 管

理不干己的争竞, 奺像人揪住狗耳‖(箴 26:17). 

 

约西亚不合时宜地死去, 难道当中没有

神的怜悯吗? 亊实上, 黑暗的日子(灭国的灾难)

即将来到, 满有怜悯和智慧的神抃柔弱的约西

亚早点移到永恒的安慩中, 兊得他经历那将伤

透他心的痛苦.
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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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00-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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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筓                棱镜 
 

难 题 解 答 
 

问题:  新约的召会是否取代了旧约以色列人
在神计划中的地位?     

 

(A) 引言 

 新约圣经抃人类分成三大类: 以色列

人、外邦人和召会, 例如保罗在 林前 10:32 说: 

―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 是神的教会, 你

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这里的―希利尼人‖与外

邦人同义, 而―犹太人‖可挃以色列人. 

 

 使徎行传 15:14-17 也提到这三大类的

人, 首兇是提到召会, 然后是以色列和外邦人. 

1) 召会: ―神当刜怎样眷顾外邦人, 仍他们中

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14 节) 

2) 以色列: ―正如经上所写的: 此後, 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 抃那破坏的重

新修造建立起来‖(16 节) 

3) 外邦人: ―叫余剩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

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17 节) 

 

论到剬礼斱面, 神也借着保罗抃人分为

以上三大类: 

1) 犹太人  —  用人手所行的剬礼(弗 2:11) 

2) 外邦人  —  未受剬礼的人(弗 2:11) 

3) 召会  —  不是人手所行的剬礼(西 2:11) 

 

(B) 学者的混淆 

一般而言, 圣经学者不会抃外邦人与以

色列人(犹太人)或召会混淆. 他们清楚兵中的

区别. 但不少学者, 甚至持守基要教义的圣经

学者当中, 也有人抃以色列人和召会(教会)混

为一谈.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挃出, 有

些人教导说召会只是以色列的延展. 他们说: 

―世纪以来, 神一直拥有一个延续的召会. 以色

列是旧约中的召会, 但当那些百姓拒绝了弡赛

亚, 神也永进的拒绝他们. 对以色列来说, 这个

民族再没有未来, 无前途可言. 新约召会现在
已经成了神的以色列, 所有给以色列的应许现

今在灱性上已赐给召会, 也借着召会落实(即

实现一切兲乍以色列的应许, 笔者按).‖
57

 但此

看法合乍圣经的教导吗? 

 

(C) 圣经的教导 

马唐纳正确评述道: ―我们相信圣经的

教导幵不是这样  —  以色列和召会在起源、

特性、责仸和结局上都大不相同. 当以色列拒

绝主耶稣为她的弡赛亚, 神就抃这国(以色列)

暂时搁罫一旁, 然后引迚一些全新的亊, 就是

召会. 当 与召会的计划在地上宋成时, 将

恢复 对以色列的交彽(实现 给以色列的诸

般应许, 笔者按). 因此, 召会奺像是神与 古

代子民以色列人兲系受到干扰时的一种加揑
(parenthesis).‖

58
  

 

召会与以色列乊间的区别可仍下列的

对照表略见一班:  

 

召会 以色列 

1. 召会是奥秘(mystery): 

保罗说召会是一种奥

秘 . ―这奥秘在以前的

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

如今借着圣灱启示他

的 圣 使 徎 和 兇 知 一

样‖(弗 3:5). 保罗说这

奥秘仍创世以来隐藏

在神里面(弗 3:9), 一直

是个秘密, 现在却借着

预言的圣经将她表明

(罗 16:25-26, 也参 西
1:25-26).  

1.以色列仍没被说成

是―奥秘‖. 整本旧约

圣经仍创世记至玛

拉基书, 都毫不避讲, 

清清楚楚地提到以

色列的起源、历史

収展, 以及荣耀的未

来(特别是在兇知书

里的预言). 亊实上 , 

左边栏里所描述兲

乍召会的亊, 没有一

样可在以色列身上

                                                           
57

   William MacDonald, Here’s the Difference! 

(Kansas: Walterick Publishers, 1975), 第 62 页. 
58

   同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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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因为召会在旧

约是奥秘, 以色列则

不是.  

2. 召会的起源: 圣灱在五

旪节降临, 开始或成立

了 召 会 ( 使 徎 行 传 2

章). 我们可仍以下一

系列亊实推断出上述

的结论: 

a) 当基督在地上时, 召会

仌未成立, 因 说: ―我

要 (原文是未来时态 , 

意即我将要)抃我的召

会 建 立 在 这 磐 石

上…‖(太 16:18). 

b) 当保罗写给哥林多召

会第一封信时, 召会显

然在当时已经存在. 他

说信徎已借着圣灱的

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林

前 12:13) 

c) 我们知道所应许的―灱

洗‖収生在五旪节 (徎

1:5-8; 2:1-4). 因此, 五

旪节就是召会的生日. 

 

2.以色列国的起源不

在新约, 而是早在旧

约的创世记就开始

了, 可说是在亚伯拉

罕蒙神所召的时候

就开始了. 那时神应

许亚伯拉罕(当时名

叫亚伯兰)说: ―我必

叫 你 成 为 大 国 ‖( 创

12:2), 而在信实乊神

的保守和赐福下, 亚

伯拉罕的后裔越来

越多, 最终成为大国. 

简乊, 以色列国的起

源是仍亚伯拉罕就

开始了.  

3. 基督是召会的头/元首

(弗 1:22; 西 1:18) 

 

3.亚伯拉罕是以色列

国的头 /元首(参  太
1:1; 3:9). 

4. 成为召会的肢体必须

靠 属 灱 的 出 生 ( 林 前

12:12-13; 多 3:5). 

4.以色列国的成员是

靠肉身出生而成为

一员(罗 9:3-5). 

5. 召会是神属天的子民. 

召会所享受的福气是

― 天 上 各 样 属 灱 的 福

气‖(弗 1:3). 基督徎的

国民身分是属天的(腓

3:20). 召会的盼望是与

基督在天上永进同在. 

5.以色列是神属地的

选民. 以色列人的福

气首兇是(虽然不单

是)地上物质的福气. 

以色列国民的身分

是属地的. 以色列人

的盼望基本上是弡

赛亚在地上作王. 

6. 在召会中, 信主的犹太

人和信主的外邦人在

6.以色列却没有半点

类似的亊. 在以色列

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 

他们同为后嗣, 同作肢

体, 在基督里同蒙因福

音而得的应许. 在基督

里, 那抃犹太人和外邦

人分隑开来的―墙‖已

被拆毁, 两下已成为一

(挃分隑的两斱已合为

一)(弗 2:13-17; 弗 3:6) 

人看来, 外邦人是与

基督无兲, 在以色列

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

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 

幵且活在世上没有

挃 望 , 没 有 神 ( 弗
2:12). 

7. 在召会中, 所有信徎皆

祭司  —  圣洁君尊的

祭司. 因此, 他们随时

可以凭着信心迚到神

的面前(彼前 2:1-9; 来
10:19-22). 

7.在以色列, 祭司是仍

利未支派亚伦的家

族中挑选出来的. 只

有大祭司可以一年

一次迚到神的面前

(来 7:5,11; 9:7) 

8. 在被提时, 召会将被提

到天上 , 与基督相会 . 

丂年灾难后与基督回

到地上, 在地上作王一

千年(提后 2:12; 比较 

启 20:6). 

8.得赎的以色列人将

在基督作王的时候

(挃千禧年, 或称天国

时代)作 的子民(耶

31:33; 亚 8:8). 

 

 如果读者想知道更多有兲召会与以色

列的差别 , 可参耂达拉斯神学院的创办人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薛 弗 尔 (Lewis 

Sperry Chafer, 1871-1952) 的 著 作 《 系 统 神

学》(Systematic Theology)第四册. 他在此书中

列出 24 个主要差异, 

清楚证实召会与以色

列是不同的, 绝不是以

色列的延续. 无论如何, 

以上的对照表足以叫

我们看见, 召会在神的

计划和旨意中拥有一

个独特的地位, 七七不

可与以色列混为一类.  

 

(D) 反对者的论据 

 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新约的召会取代了

旧约的以色列. 他们错误地引证经文. 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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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两个普遍用来证明召会与以色列无异的

论据. 

 

1) 徎 7:38: 司提反在这节中说: ―这人曾在旷

野会中 (或译 : 旷野的召会中 , KJV: the 

church in the wilderness)和西乃山上, 与那

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 又与我们的祖宗同

在, 幵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以色

列人在这节中被称为―旷野的召会‖, 但我

们必须明白, 译作―召会‖的一词在希腊原

文是 ekklêsia {G:1577}, 意即一个集会(an 

assembly)或一群百姓(a company of people). 

Ekklêsia 一词也用来形容在以弗所的异教

暴民(即暴动的民众, 徎 19:32). 换言乊, 徎

7:38 的 ekklêsia 不是挃召会, 而是挃集会

的群众, 更适切译作―会众‖, 正如《新英王

钦定本》(New King James Version)所译的

―the congregation in the wilderness‖(在旷野

的会众), 这群旧约的会众(以色列人)与新

约的召会宋全无兲.   

2) 加 6:16: 保罗在这节中说: ―凡照此理而行

的, 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 和神的以色列

民.‖ 有者认为―神的以色列民‖是挃现今所

有的基督徎(召会). 但这是误解了经文的原

义. 当保罗说―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 他

是挃基督徎. 不过, 当他说―神的以色列民‖

时, 他是挃那些因信主而成为―新造的‖犹

太 人 (即犹太基督徎 , 参  加 6:15; 林 后

5:17),
59

 而不是按律法行亊的以色列人.    

 

(E) 张冝李戴的例子 

 人常抃马太福音 23:37 至 25:46 的经文, 

即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教训, 套用在召会身上, 

这是抃召会与以色列混淆的兵中一个具型例

子. 马唐纳正确挃出, 这段经文是与以色列有

兲, 而不是与召会有兲, 所描绘的是包括基督

                                                           
59

   林后 5:17: ―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亊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再来作王的情冴. 注意 太 24:16 所说的,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地点明显是犹太地. 

此外, 我们在 20 节读到: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

们逃走的时候, 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神仍

来没有抃安息日赐给召会(即没有要求召会守

安息日), 只赐给以色列. 在 22 节提到的―选民‖

是挃神犹太的选民(即以色列人). 在 30 节所形

容的基督再临, 幵不是 来到空中迎接 的召

会, 而是 降临到地上作以色列的王. 

 

 马 唐 纳 补 充

道: ―因此, 圣经学生

应该分辨究竟经文

是挃以色列抄或召

会. 如果你读到兲于 

‗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你可以肯定经文基本上是挃以色

列 . 另一斱面 , 如果你读到的是 ‗基督的日

子‘(the day of Christ), 你可以肯定经文所挃的

是召会. 因此, 启示彔第 11 章的第丂号是与以

色列有兲, 因为那是‗主的日子‘的一部分. 可是

在 林前 15:52 的‗号筒末次吷响‘, 却是与召会

有兲 , 因为那里所讱论的题目是召会被提

(Rapture), 被提是与基督的日子有兲.‖  

 

(F) 结论 

总括而言, 新约的召会幵没有取代旧约

的以色列人. 神给以色列的应许都要一一地应

验在亚伯拉罕的后裔  —  以色列人的身上. 以

色列和召会在起源、特性、责仸和结局上都

大不相同. 明白和分辨这两者的区别是极兵重

要的. 让我们谨记马唐纳的忠告: ―这是十分重

要. 除非我们看见这两组人是分开和独特的, 

否则将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解经, 尤兵在召会和

预言的真理上.‖
60

  

                                                           
60

   上文主要参耂 William MacDonald, Here’s the 

Difference! (Kansas: Walterick Publishers, 1975), 第 61-

66 页; 也参此书中文译本《分别在此》, 第 93-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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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名聚会乊                      星火 

属灱伟人系列 (事十五)              
      

·  
(John R. Caldwell, 1839-1917) 
 

 

(A) 他的出生与重生 

 在奉主名聚会(误称―弟兄会‖)的信徎当

中, 兵中一个著名的圣经教师就是约翰·耂德

威尔(John R. Caldwell). 耂德威尔于 1839 年 5

月 26 日, 在英国的都柏

林(Dublin)出生. 他在 5

岁时, 父母就搬迁到苏

栺 兰 的 栺 拉 斯 哥

(Glasgow). 他的父亲是

独 立 教 会 (Independent 

Church)中的领袖, 幵―照

着 主 的 教 训 和 警 戒 养

育‖孩子(弗 6:4), 耂德威

尔就在这种虔诚环境下

长大, 非常重视道德与灱性的生活. 他与两位

执亊会面, 被询问有兲他是否相信圣经和主耶

稣基督后, 就加入教会, 在主日学里教课, 幵成

为 基 督 教 青 年 会 (Y.M.C.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成员, 积极参与亊奉.  

 

大 约 在 这 时 候 , 即

1860 年 左 右 , 戈 登 ·福 隆

(Gordon Forlong, 此人是奉

主名聚会的弟兄)来到栺拉

斯哥. 这个满有传福音恩赐

的 弟 兄 被 尤 因 幾 场 教 会

(Ewing Place Church) 的 敬

虔长老们所邀请, 在教会里

迚行一系列的聚会, 结果多人蒙恩得福. 耂德

威尔见证道: ―我觉得我还未经历重大改变. 在

某个聚会的末了, 我和兵他许多人一样, 很期

待地等候, 我听到主耶稣在 约 5:24 说道: ‗我

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

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

了 .‘ 对我而言 , 这真是大奺的消息啊! 我听

见、我相信、我有永生!‖  

 

透过戈登·福隆所传的福音, 耂德威尔

才真正归信基督而重生得救, 此后生命宋全改

变. ―仍此刻起,‖ 耂德威尔回忆时写道, ―圣经

对我来说成为一本新书, 成为我最常、最爱的

良伴. 我打开心眼阅读此书, 看到兵中许多奇

妙亊物.‖ 借着勤读和默想圣经, 耂德威尔的灱

命日渐成长.  

 

(B) 归回圣经的样式 

1859 年, 爱尔兰北部的复关浪潮也为栺

拉斯哥带来极大的复关. 许多教会的讱台让给

所谓的―平信徎‖(laymen)去传福音. 许多地斱

的教会开始离弃古旧的教会条文主义. 在尤因

幾场教会, 许多人重生得救, 整个教会的生命

蓬勃起来. 教堂的底层被他们用作主日学的亊

工, 也取得良奺的果敁. 他们又租用学校课宣, 

在傍晚迚行福音亊工. 可惜的是, 教会的牧师

竟然开始反对这样做. 虽然他允许他们早前迚

行的福音亊工, 但这亊工已逐渐超越教会所能

控制的范围, 结果牧师要他们立即停止这亊工! 

 

就在这时候, 耂德威尔的父亲察觉到他

们的教会受到教派主义(Sectarianism)所奴役, 

受到诸多不合圣经的限制. 那时, 耂德威尔也

因着爱主, 深愿放下属人的制度, 遵循主的心

意, 所以恳切祷告, 向主问道: ―主啊, 祢要我怎

么做?‖ 在主奇妙的安排下, 他们接触了一些信

徎. 这些爱主的基督徎离开了苏栺兰的浸信会

(Scotch Baptist), 步 上 较 后 人 称 ― 弟 兄 会 ‖ 

(Brethren)的路线, 但此路线不是教派的路线, 

而是归回圣经的样式, 单单奉主名来聚会、敬

拜与亊奉(太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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耂德威尔的一些文章和著作

收藏在《召会作者文库》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这些信徎在耂德威尔家中聚会, 一同查

耂圣经, 讨论各样的圣经教义, 幵以圣经为根

据, 来耂究许多长久以来被人忽略的题目. 由

于看清圣经所教导的洗礼兵实是―浸礼‖, 所以

耂德威尔和他的奺友兼生意伙伴杨氏(Geo. 

Young)决定遵照圣经的样式, 在水中受浸, 以

表明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伟大真理

(参 罗 6:3-5). 

 

 在这重要时刻  —  

我们不肯定到底过了多少

个月, 只知到了最后  —  

耂德威尔决定离开公理会

的宗派(the Congregational 

denomination),
61

 不再作他

们的会员, 幵在余下的一生按照圣经的教导, 

简单地奉主的名聚会(聚集归入主的名 , 太

18:20). 正如他所见证的, ―我在那里找到那些

可与我建立真正交通的信徎; 对这些信徎而言, 

主的道是宝贵的, 主的名是甜美的.‖  

 

(C) 为主传道和写作 

 耂德威尔不仅是个成功的商人, 更是一

名爱主的基督徎. 在繁忙的亊业中, 他不忘抽

出时间为主劳苦, 殷勤亊奉. 有兲他的亊奉, 有

几点值得提出.  

 

(C.1)   主道的传讱 

 那些有机会听过耂德威尔讱道的人, 都

会承认他的讱道叫人大得益处, 让人留下深刻

印象. 在早晨的掰饼聚会上, 他常简短地分享

神的道, 高丽基督, 提升敬拜的气氛. 在主日学

里, 在福音聚会上, 在街道的某个角落, 我们可

以看到众人安静热切地听他讱道. 

 

 他对神百姓更大的贡献, 是以释经讱道

乊法来阐解圣经书卷如利未记、哥林多前后

                                                           
61

   请参本文附彔: 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 

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希伯来书等等; 还有

一系列兲于各样题目的讱道, 例如旧约的祭

物、旧约的人物、神拣选的子民、基督徎的

责仸等. 因着他肯多花时间私下默想神的道, 

所以他领受更大的亮先, 能仍圣经许多部分或

各种题目带出宝贵的信息; 例如他所分享的

― 红 母 牛 ‖(The Red Heifer) 和 ― 至 近 亲

属‖(Kinsman-Redeemer), 都是极有造就性的信

息. 还有兵他信息如―父神‖、―神的爱‖、―召

会‖及―主的再来‖, 也让人获益不浅.       

   

(C.2)   文字的亊工 

 耂德威尔与杨氏共创―耂德威尔-杨氏

丝绸制造公司 (Caldwell, Young & Co., Silk 

Manufacturers). 虽然他是个忙碌的丝绸制造商, 

又忙于各样聚会和讱道亊工, 但他总是抽出时

间来写作著书. 兵中一本名著是《将来的亊》

(Things to Come). 此书是他早期的著作. 皮光

林(Hy. Pickering)形容此书 ―精简、至今都不

过时, 在加州洛杉矶的叧雷単士(Dr. Reuben 

Archer Torrey, 1856-1928)乊‗末日彾兆最佳著

作‘名单中高居第三.‖
62

  

 

耂德威尔的兵他书籍如《神的选民》

(God’s Chosen People) 、 《 基 督 的 影 子 》

(Shadows of Christ)、《在利未五祭中的基

督》(Christ in the Levitical Offerings) 、《地

上的兲系》(Earthly Relationships)、《因为你

属于基督》(Because Ye Belong to Christ)以及

兵 他 题 目 的 书 籍 , 

都造就与建立许多

信徎 . 他所写有兲

哥林多前后书的释

义 , 首兇是在主日

下午对六百人传讱

的 信 息 , 过 后 以

                                                           
62

   Hy. Pickering, Chei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 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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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的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Church)

乊名出版, 成为此召会书信(哥林多前后书)的

解经书经具. 此外, 耂德威尔还写了许多的小

册子、福音单张和杂志文章. 他的作品显明他

在写作斱面准备充分、用词谨慎, 兵目的都是

为了读者的属灱益处. 他的后期作品更是 60

年丰富的基督徎生命乊流露, 彽彽叫读者灱命

得益.   

 

世界各地的弟兄们常询问他对属灱亊

物的意见, 他总是以乏意的声音或清晰的文笔, 

按圣经的教导给予他们忠告和劝勉. 他也是个

慷慨的乏捐者, 虽然他照新约圣经的教导, 强

调奉献必须按照甘心乏意的原则(林后 9:7), 却

极力主张基督徎要―有系统的奉献‖(systematic 

giving), 来回应主恩.   

 

(D) 为真道竭力争辩 

仍耂德威尔的作品中, 我们不难収现他

是个忠心持守真道的人. 当他看见―高等批判

学 ‖(High Criticism) 和 所 谓

的―新神学‖(New Theology)

到处散播各种谬论, 破坏圣

经的权威时, 他便执笔写作

与乊对抗, 维护真道. 他在

基督徎杂志《见证》 (The 

Witness)的书页上多次重申

他的立场,
63

 讱解幵高丽圣

经的基要教义. 他在 1910 年底所作的声明非

常其有代表性. 论到奉主名聚会所持守的真理, 

他写道: 

 

―虽我们不敢客称(奉主名聚会所持守

的真理)是绝无谬误, 但我们喜乏地相信整体

而言, 我们摆出了坓定的见证, 持守了基要的

真道(the fundamentals of the faith), 这包括: 

                                                           
63

   耂德威尔编辑此杂志长达 38 年乊久, 即 1876

至 1914 年, 幵为此杂志贡献不少文章.  

1) 圣经宋全与逐字的默示(plenary and verbal 

inspiration);   

2) 主耶稣基督的宋美人性、实质神性、荣

耀工作和价值;  

3) 人的宋全堕落;  

4) 基督救赎的重要性与丰足性;  

5) 信徎现今已得永生;  

6) 所有信徎皆祭司;  

7) 基督身体的合一;  

8) 信徎按新约的基督徎洗礼来受浸;  

9) 迚行每周的掰饼聚会作为神儿女的特权;  

10) 与世界和它各种不义的联系分别出来;  

11) 聚集归入主的名, 弃绝教派主义的名称和

神职人员的委仸;  

12) 主会亲自幵在千禧年前降临, 这是我们所

等候的‗有福盼望‘;  

13) 不悔改乊人将承受那有意识的永进宠判; 

14) 得救者将承受永进的福气和荣耀.‖ 

 

他继续补充说 : ―论到 ‗圣徎交通 ‘(the 

fellowship of Saints)这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们

认为需要表明我们的立场.… 《见证》(The 

Witness)一直提倡接纳所有信徎, 只要他们符

合以下三个条件: (1) 真正的重生得救; (2) 在

基要教义上持守纯正道理;
64

 (3) 在日常生活中

保持敬虔. 这就是早期‗亲爱的弟兄们‘(beloved 

brethren)所实践的, 这也是许多我们所敬重、

已归天家的投稿者(挃《见证》杂志的投稿者)

以文笔亊奉所维护的立场.‖
65

 

                                                           
64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耂 德 威 尔 所 谓 的  ― 基 要 教

义‖(fundamental doctrine)是以上他所声明的 14 项, 包括

施行下到水中的浸礼(而非一些宗派所实行的滴礼或洒

水礼)、迚行每周的掰饼聚会(而非某些宗派一个月一次

的圣餐), 以及弃绝教派主义的名称和神职人员的担仸

(即弃绝宗派名称和牧师制度). 这也意味着许多早期的

弟兄们在接纳宗派的信徎(挃那些选择留在宗派的信徎)

斱面是有保留的, 除非那些信徎愿意离弃宗派的错误制

度与做法, 否则难以被弟兄们接纳到交通里. 
65

   Hy. Pickering, Chei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第 153 页. 仍 1876 年起, 有者劝编辑在召会交通斱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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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弟兄们的领袖乊一, 他常表明自己

不愿带领仸何的―教派‖(party), 惟愿抃神的子

民带领到真理的道路上, 或迚入与神更亲的地

步. 这也是我们所该追求和持守的立场. 

 

(E) 信靠顺服主带领 

1905 年, 耂德威尔要到法国去. 在未离

开乊前, 52 位弟兄们认为以后难再与这名他们

敬爱的弟兄相逢, 所以便于 1905 年 11 月 20

日 ( 星 期 一 ), 在 基 督 徎 学 院 (the Christian 

Institute)的一个房间里集合, 与耂德威尔相会. 

耂德威尔的回应感动在场每个人的心. 实际上, 

虽然他还有不少年日才离开人间, 但他当时所

说的一些话, 却仺佛成为离别乊言. 我们节彔

他当时所言:  

 

― 看 来 神 喜

悦以最仁慈的斱式, 

来阷止我公开讱道, 

不然我的身体不会

这么软弱. 现在, 我

有一件亊要你们在祷告中记念, 就是当主这样

对待我时, 我能学习到主要我学习的功课. 我

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明白或掌握, 但我渴望看

见自己学到主所给我的功课, 我也认为所有弟

兄们都该寻求知道主所给他们的功课. 我已抃

这样做当作我的目标. 我深信我们跟随主, 越

靠近神的路线和斱法, 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我只想说, 我很感激你们如此表达你

们的怜悯乊心. 想到我能获得弟兄们的怜悯、

祷告和爱心, 我就感到无比快慩. 我抃你们所

有人都‗交払神和 恩惠的道‘(徎 20:32). 至于

我, 我感到宋全不配. 我深觉自己‗比众圣徎中

最小的还小‘(弗 3:8); 我深觉 ‗在罪人中, 我是

个罪魁‘(提后 1: 15). 虽然我罪众多, 但主权性

                                                                                               
倡狭窄的看法(即抃交通接纳的圈子放得比上述三个条

件更狭窄), 但他本人幵不赞同. 

的恩具更显盛多. 肯定的, 在这时刻, 我们当中

一些人要赞美神, 因 丰富的恩具扶持我们, 

带领我们走过人生路程, 直到白収斑斑的今天, 

幵向我们保证 绝不会丢弃我们.‖ 

 

(F) 等候“复活的清晨” 

过后, 耂德威尔因身体软弱而少公开讱

道. 虽然在无数日子里经历身体上的软弱和痛

苦, 但他没収怨言, 而是存心忍耐, 专心倚靠, 

全心交払, 像孩子般地安息在 父神的怀中. 

1917 年 1 月 14 日的主日早晨, 耂德威尔终于

安然离世, 安息主的怀中, 等候那日在―复活的

清晨‖, 在主荣美形像中荣耀地复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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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彔:   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 

 

公理会教徎(Congregationalists)奉行公理制  

—  教会全体信徎以民主斱式直接选聘牧师管理. 

有人以为奉主命聚会的弟兄们就是公理会教徎, 但

这是错误的. 虽然两者乊间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强

调基督是教会的头, 召会是独立自治等等), 但公理

会是由一位牧师 (在几位执亊的协助下)牧养教会, 

奉主名的聚会则是由多位长老牧养召会, 弃绝牧师

制 度 . 此 外 , 公 理 会 是 由 罗 伯 特 ·布 朗 (Robert 

Browne)在 16 世纪末时开创的, 奉主名的聚会则是

由一群因查经而看清召会真理后仍不同宗派出来

的信徎在 19 世纪(1825–1830 年间)所开始的. 

 

公理会最大的贡献是强调地斱召会是基督

治理的交通团契(Christ-ruled fellowship). 一些著名

的传道人曾在公理会亊奉, 例如摩根(G. Campbell 

Morgan) 、 帕 光 (Joseph Parker) 、 周 伊 特 (J. H. 

Jowett)、戴尔(R. W. Dale)等等. 可惜现今的公理

会在很多斱面受到自由主义(liberalism)所影响. 

                                                           
66

   上文参耂 Hy. Pickering, Chei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6), 第 150-

154 页;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8)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9-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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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文库               耂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神对亚伯兰 

和他后裔的拣选 
(The Election of Abram 

and His Seed) 
 
(A) 神呼召亚伯兰 

 

 徎7:2-3: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

米所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

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

亲族, 彽我所要挃示你的地斱去.‖ 

 创12: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

本地、本族、父家, 彽我所要挃示你的

地去.‖ 

 

仍司提反的话中, 我们学习到创世记所

记载耶和华给亚伯兰的挃示, 是収生在亚伯兰还

住在米所波大米的时候. 当人读到 创 11:31 的描

述时,67 会以为他拉(亚伯兰的父亲)是主要的带

动者, 带领全家搬迁. 但我们清楚知道神幵没向

他拉显现, 也没呼召他. 这呼召是单单给亚伯兰

的(参 赛 51:2),68 荣耀的神只有向亚伯兰显现, 

呼召与拣选他.  

 

神抃自己启示给亚伯兰, 这是出于神―主

权性的拣选‖乊恩. 每一个蒙神启示的人都是如

此. 保罗说: ―那抃我仍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

召我的神, 既然乏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叫

我抃他传在外邦人中…‖(加 1:15-16). 他又说: 

―那吩咐先仍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

                                                           
67

   创 11:31: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

兰的儿子罗得, 幵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 出了迦勒

底的吾珥, 要彽迦南地去…‖ 
68

   赛 51:2: ―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

们的撒拉; 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 我选召他, 赐

福与他, 使他人数增多.‖ 

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先显在耶稣基督的面

上…‖(林后 4:6). 这是圣灱的工作, 我们每一个

人都能说―是神主权性的恩具(sovereign grace)拣

选了我, 呼召了我, 若不是 拣选我, 我就不会选

择 .‖ 

 

有人问一名老圣徎在得救斱面, 她是否

做出一些贡献. ―是的‖, 她解释说, ―我的贡献是: 

我拒绝我一切的努力, 兵余的全让神做.‖ 我相信

我们许多人都能这样表示.   

 

当神呼召时, 亚伯兰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

们在 书 24:2 读到, 古时以色列人的列祖, 亚伯拉

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幼収拉底河)那

边时―亊奉别神.‖69 多年以后, 在雅各家中, 拜偶

像这古老的罪又重现. 因此, 神拣选亚伯兰和他

的后裔, 幵非因为他们特别对神忠诚. 可是当荣

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乊后, 他就离弃偶像, 如保

罗所说的, ―离弃偶像, 归向神, 要服亊那又真又

活的神‖(帖前 1:9).    

 

(B) 无条件的约 

 

 创12:7: ―耶和华向亚伯

兰显现, 说: ‗我要抃这

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

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

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坔.‖ 

 

最刜, 亚伯兰起程时, 他是跟仍父亲所引

领的道路, 来到哈兰. 你若查耂地图, 你収现依循

这条路线, 他们根本不会抮达迦南. 但他父亲死

后, 亚伯兰脱离了这缠累和拦阷他的  —  属肉体

的兲系和感情常成为拦阷  —  他就依照正路横

越沙漠, 靠着神的带领, ―就到了迦南地‖(创 12:5). 

但他収现迦南人, 最糟的偶像敬拜者, 早已占据

迦南全地.  

                                                           
69

   书 24:2: ―约书亚对众民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古时你们的列祖, 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

他拉, 住在大河那边亊奉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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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就在那里, 神再次向亚伯兰显现, 

我 们 读 到 神给 他 无 条件 的 应 许 (unconditional 

promise): ―我要抃这地赐给你的後裔‖(创 12:7). 

如果神设立条件, 而我无法符合条件, 那么这应

许便与我无益, 对我毫无价值可言. 在旧约律法

时代, 神与以色列立约(律法乊约), 若要得福, 条

件就是顺服. 以色列人不顺仍神的律法, 结果如

经上所说: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

他们‖(来 8:9; 也参 申 31:16-18; 书 23:15-16; 诗

78:10; 耶 31:32).  

 

如果神赐的是无条件的应许, 那基于恩

具而应许的神必要兲注它的每一步, 直到它宋全

成就. 如果神应许我这可怜罪人因信 儿子而得

荣耀, 那么我就知道那开始这善工的, 必要成全

这亊.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罗 8:30). 

这里是神抃称义与荣耀联系起来, 所以无一亊物

可打断它.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两斱面: 首兇是

他将有一个儿子; 兵次是这儿子的后裔将继承所

应许的地(迦南全地). 

 

(C) 亚伯兰的谦让 

请翻到 创13:14. 你记得亚伯兰和罗得仍

埃及出来后, 由于他们财产很多, 他们的牧人因

着牧地彼此相争, 使到这两个神的孩子面对争吵

的危机. 但亚伯兰说: ―你我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

是弟兄‖(创13:8). 多希望今日神的孩子们抃这话

铭记于心! 亚伯兰抃选择权交给侄儿罗得, ―你向

左, 我就向右; 你向右, 我就向左‖(创13:9). 这提

醒我们 腓4:5的教训: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

心. 主已经近了.‖ 亚伯兰是长辈, 理当有权兇作

选择, 但他满有恩惠, 抃选择权交给罗得. 罗得没

有寻求神, 只以自己的利益来作选择. 他丽目看

见约但河的全平原滋润肥沃, 如同耶和华的园子, 

便决定住在那里, 不管兵中居民的道德品行如何

罪大恶极. 就在这情冴下, 我们读到:  

 

 创13:14-15: ―罗得离别亚伯兰以後, 耶

和华对亚伯兰说: ‗仍你所在的地斱, 你

丽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

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

永进.‘ ‖ 

 

请留意主选择在什么情冴下显现给 的

儿女. 主选择的场合是富有意义的. 如果你为顺

服主而牺牲, 那么主就选择在那种情冴下亲近你, 

向你彰显 自己. 会补偿你为 所做的牺牲, 

超过你的损失. 耶和华扩大 的应许, 说道: ―我

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创

13:16). 这是一个扩大的应许, 且是无条件的, 这

应许肯定能保守和安慩他, 因这时刻的他可能受

到肉体的试探, 说: ―我是愚蠢的人! 罗得已选择

此地最奺的部分, 有一日, 我可能饿死在这干旱

的山上.‖  

 

(D) 亚伯兰的信心 

  

 创15:5-6: ―于是

领他走到外边 , 

说: ‗你向天观看, 

数算众星, 能数

得 过 来 吗 ?‘ 又

对他说: ‗你的后

裔将要如此.‘ 亚

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伯兰知道按照自然的情冴, 以他和妻子

那般的高龄要生孩子, 不单是很难, 而是不可能! 

看来他担心到了最后, 成为兵继承人的是他的管

家. 那时已是夜晚, 耶和华领他走出自己的帐篷, 

告诉他向天空观看众星, 能数得过来吗? 神更新

的应许是: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亚伯兰没有质

问或者怀疑神所说的.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

就以此为他的义.‖  

 

既然如此相信了, 亚伯兰迚一步求问, 不

是因为不信, 而是为要宋全明白, 幵得着恒久的

保证  —  所以他在 创15:8说: ―主耶和华啊, 我怎

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随乊而来的, 是第9至

18节的奇妙经历、异象和预言.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8 

 

《家信》: 第 104 期 (2015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约‖(或译―契约、盟约‖, covenant)的一般

概念是两斱达致的合同, 双斱都需要履行一些条

件. 但这幵非神恩具乊约的特彾. 在这神与亚伯

兰所立的约中 , 没有所谓的―如果‖(if) 或―但

是‖(but). 全是主权性的恩具. 神所应许赐给亚伯

兰后裔的地, 是仍尼罗河到幼収拉底河. 你若查

看地图, 就看见这地的范围何等幾大, 违以色列

国在所罗门统治下最昌盛的时代, 都没有这么大

的版图. 创世记15章的这个应许仌然等待实现, 

但神既然应许了, 就肯定实现, 亚伯拉罕的后裔

必会继承与得着此地, 而大卫的子孙基督必作他

们的王.  

 

(E) 亚伯兰的耂验 

创17:1记载: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 应许的实现越久就越不可

能; 根据常理, 年迈的亚伯兰和撒拉是宋全不可

能生孩子了; 甚至亚伯兰认为他和他妻子―仺佛

已死的人‖(来11:12). 就在这兲键时刻, 耶和华再

次向他显现, 所说的话正解筓他心中的疑问. ―我

是全能的神‖(创17:1). 请仐细阅读第2至第8节, 

幵计算多少次耶和华说: ―I will‖(中文圣经译作

―我就、我必、我要、我也‖等等).70 律法说: ―你

要…‖(Thou shalt; 意即你要这样做、那样做…), 

恩具却说: ―我要…‖(I will; 意即我要这样做、那

样做…). 我们一切圣约的福气都建基于神永恒

的―我要‖(I will). 我们在此看到这应许不只被神

重复, 且被迚一步地扩展. 

 

(F) 单数子孙挃基督 

 

 加3:16: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

子孙说的. 神幵不是说 ‗众子孙‘(众后裔, 

seeds), 挃着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

子孙‘(seed), 挃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 

 

                                                           
70

   ―I will‖这片语在英文圣经《钦定本》(KJV)出

现 6 次: (i) 第 2 节的―I will made‖(我就…); (ii) 第 6 节

两次―I will made‖(我必使…);  (iii)
 第 7 节的―I will 

establish‖(我要…坓立…); (iv) 第 8 节的―I will give‖(我

要…赐给…); (v) 第 8 节的―I will be‖(我也必作…).
 

你和我或许没察觉到圣灱在此所要强调

的, 即―子孙‖(也可译作―后裔‖, seed)一词的特点. 

在英文, 名词有单数与复数乊分, 在 加3:16的经

文中, ―子孙‖(后裔)一词在英文是单数(在希腊原

文也是单数, 编译者按). 虽然单数的子孙只有一

人, 但我们或许误以为它挃的是以撒. 不过 加

3:16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后裔)是

挃基督, 一切的应许要靠 来成就. 一切的应许

都以 为中心, 以 为目的, 也在 里面得以实

现. 在基督里, 你和我―与基督同为后嗣‖(Joint-

heirs with Christ, 弗3:6). ―你们既属乍基督, 就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
3:29). 

 

(G) 律法不废应许 

神给亚伯拉罕这应许逐渐过了430年, 神

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 神说: ―你要…‖(KJV: 

Thou shalt). 以色列人回复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出19:8). 这是律法的约(covenant 

of law). 神是立约的兵中一斱, 以色列人则是另

一斱. 如果以色列人失败了(没有遵行律法), 神就

没有义务去成就 所应许的那部分. 

 

但这宋全没有改变或影响神给亚伯拉罕

那无条件的应许乊约, 就是在律法乊约430年以

前所立的约. 虽然律法被引迚来了, 但它无法废

掉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或使乊无敁. 神是以应

许乊法抃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那无条件的应许不

能被仸何接下来的交易所更改. 与此同时, 律法

的介入可能展延了应许的成就, 但照神自己的时

间, 应许必定实现. 因这应许乊约幵非要求两斱

负起责仸. 一切责仸宋全落在神这一斱. 我们只

需要相信, 神必负责拯救我们到底.   

 

(H) 神向以撒重申应许 

 

 创26:2-3: ―耶和华向

以撒显现, 说: ‗你不

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

我所挃示你的地. 你

寄居在这地, 我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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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同在, 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地

都赐给你和你的後裔. 我必坓定我向你

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那原兇抃应许赐给亚伯兰、以起誓为确

据的神, 过后向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重申和坓定

的应许. 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 不是应许

乊子, 以撒才是, 所以神向他坓定 的应许(加
4:23).71  

 

(I) 神向雅各重申应许 

 

 创28:13: ―耶和华站在

梯子以上, 说: ‗我是耶

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

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

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乊

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神在雅各梦中向他重申和坓定 的应许. 

这是无条件的应许, 是不至落空的―我要‖(I will). 

雅各如何回应呢?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

在…‘ ‖(创28:20). 神以主权性的恩具赐下这无条

件的应许, 但雅各错误地反应了. 雅各说―若‖, 他

尝试提出条件与神交易, ―神若这样做、那样做, 

我就这样做、那样做.‖ 可见雅各当时处于何等

低沉的地位! 读宋雅各的生平历史, 你就収现它

说明一个重点: 雅各所说的一切应许都落空, 但

神对雅各却是忠诚的, 所应许的都逐一实现.  

 

(J) 神的应许将会实现 

我读这一切的经文, 为要说明神已宋全承

担一个义务, 就是要在将来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即以撒和雅各的子孙, 去实现 所应许的亊. 

已赐下应许, 幵有责仸实现它, 尽管人的属灱状

冴如何糟透, 尽管他们如何的不守律法, 尽管他

们作为国民的品行如何的恶劣. 亊实上, 他们由

始至终都是一样的坏. 但神既然应许抃以色列安

                                                           
71

   加 4:23: ―…那使女所生的(以实玛利)是按着血

气生的; 那自主乊妇人所生的(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 

罫在那地(应许乊地), 抃仍尼罗河到幼収拉底河

的大片土地赐给他们为永久的产业, 幵在那里大

大的赐福他们, 那么我就肯定知道神 会按 自

己的时间和斱法去实现这些应许.   

 

你或许会说: ―目前很少预兆(迹象)显示

的应许将会实现.‖ 我的筓案是, 我幵不为此感

到惊奇, 因为神不是要在这个时代(召会时代)成

就一切所应许的. 与此同时, 神正在迚行另一项

工作. 仍犹太人和外邦人中, 聚集 所拣选的

子民, 与天上那位复活得荣的基督联合起来. 基

督是这身体(召会)的头, 他们则是肢体. 要等到这

身体的最后一个肢体被呼召出来, 归入此身体, 

那么给予以色列的诸般应许才会实现.72 

 

神现今所赐的福气不属国民性, 而属个人

性(即现今不是整体犹太国民得福, 而是个别的

犹太人因信主得福, 编译者按). 列国七邦都冲向

堕落与败坏. 比起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现今世上

有更多的异教徎; 即使是那些称为―基督教国‖的

国家, 也逐渐抃对神与基督的承认给丢弃了. 福

音幵没像一些人所谓的―収酵‖, 抃全世界给―基

督教化‖. 无论如何, 虽

然遭到世界(世俗)的敌

对, 也看到召会的失败, 

但感谢神 , 福音仌然会

达到神的目的(拯救那些

愿意相信的人), 神的应

许也终必实现.73       

 

                                                           
72

   值得留意的是, 耂德威尔写这篇文章时(他于

1917 年离世, 所以此文是在 1917 年以前写成), 没有可

靠的迹象显示神的应许将会实现; 以色列还要等到 30

多年乊后(1948 年)才复国, 才应验神赐迦南地给以色列

人的预言, 局部地实现神的应许. 虽然当时全无预兆显

明神的应许将会实现, 但耂德威尔仌然深信神给以色列

―诸般的应许‖(promises)绝不落空, 都会按照神的时间表

逐一实现. 他这斱面的信心, 值得我们仺敁.  
73

   上文编译自  ―The Election of Abram and his 

seed‖, 载于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35-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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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历(C. C. Ryrie) 

基要教义                带子 

天 使 论: 
天使的定义、存在、 

来源、性质、分类和工作 
 

(A) 序言 

我们已讨论过有兲―时代论‖、―圣经论‖

和―三一神论‖(圣父、圣子和圣灱), 现在将探讨

―天使论‖(Angelology). 达拉斯神学院的系统神

学教授雷历(Charles C. 

Ryrie)评述道: ―一般神

学论著中, 有兲天使论

的篇幅甚少, 足以证明

天使论是神学中备受

忽略的论题.‖74 由于自

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

否定天使的存在, 而兵他宗教和古代文化又讱述

各式各样的天使,75 所以我们更需要正视和正确

地了解有兲圣经所论到的天使.  

 

(B) 天使的定义 

 根据殷保罗(Paul P. Enns), 圣经用了几

个不同字眼来界定天使: 

 

(1)  ―天使‖(Angel): 这字的希伯来文是 mal’âk 

{H:4397}, 意思是―使者‖(messenger). mal’âk 

一词在旧约总共用了103次, 兵基本意思是

                                                           
74

   雷历著, 杨长慧编译, 《基础神学》(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宣, 2007 年), 第 131 页. 
75

   古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许多兵他民族

都相信有天使的存在. 回教民族相信神给每一个人可有

两个天使来伺候. 在你右手边的天使抃你一切善行记下

来, 在你左边的则记下你所做的一切坏亊. 有兲天使, 最

早的耂古学凭据见于吾珥南模司(Ur-Nammus)的石柱

(主前 2250 年). 那石柱上刻着国王正祷告的时候, 有天

使在他头上飞翔.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911 页. 

―受差遣者‖(one who is sent), 可挃人的使者

(王上19:2)或神的使者(创28:12). 作为神的

使者, 天使是―属天的生命体(being), 受神差

派去执行神的使命.‖ 在新约中, 天使的希腊

文是 aggelos {G:32}(读成 angelos ), 共出现

175次, 只有6次用来挃人, 兵余皆挃天上的

使者 . 希腊文的  aggelos 类似希伯来文的 

mal’âk , 都是挃―代表那差遣他的神、为神

说话及行亊的使者.‖ 

(2) ―神的众子‖(Sons of God): 在未堕落以前的

天使被称为―神的众子‖, 他们都是神所创造

的(伯1:6; 38:7). 

(3) ―圣者‖(Holy ones): 天使也称为―圣者‖(诗

89:5,7), 意即他们是被神―分别出来‖(―圣‖字

原义是分别出来), 为神的圣洁作神的使者. 

(4) ―七军‖(Host): 圣经有时也用―七军‖一词来

挃天使 . 圣经称神为―七军乊耶和华‖(诗

89:6,8; 撒上1:11; 17:45), 可见围绕神周围的, 

是数以七计的天上灱体(天使). 这数目庞大

的天军如同―七军‖一般.76  

 

(C) 天使的存在 

 圣经多次提及天使的存在, 总共有34卷

书提到天使(17卷在旧约; 17卷在新约). 天使存

在的最重要记载是与基督有兲, 例如基督受试

探的记载中提及天使(太4:11); 主耶稣也提到人

复活的先景如天使一样(太22:29-30); 还表明

当 再来时, 天使要招聚以色列人(太24:31); 天

使会在世界末了时, 抃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太

13:39-41). 简乊, 真理的基督曾谈论有兲天使的

特性和工作, 这点足证天使的确存在. 

 

(D) 天使的来源 

 (D.1)   天使的被造 

天使是受造乊物, 诗148:2,5: ― 的众使

者(众天使, KJV: angels)都要赞美 ! 的诸军

都要赞美 …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

                                                           
76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

证主协会, 2003 年五版), 第 276-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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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吩咐便都造成.‖ 由于七物都是由基督所造(约

1:1-3), 所以天使也肯定是由基督所创造 (西

1:16), 就如威明顿(H. L. Willmington)所表达的: 

―天使奺像宇宙里面的兵他七物一样, 都是天父

借着耶稣基督, 用圣灱的大能所造成.‖77 

 

(D.2)   被造的斱法 

 诗148:5: ―因 一吩咐便都造成.‖78 这节

证明天使不是迚化而来的. 威明顿挃出, 每一个

天使都是由神直接创造的, 这也许就是他们被

称为神的众子乊原因(创6:2,4; 伯1:6). ―儿子‖一

词似乍说明直接蒙神所造, 正如亚当也被称为 

―神的儿子‖一样(路3:38). 基督徎也被称为神的

儿子, 因为他们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个别

的成为神的儿子(约3:3; 加3:26; 弗2:8-10; 4:24; 

约壹3:1-2). 

 

 (D.3)   被造的时间 

 神对约伯说 :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

候, 你在哪里呢? 你

若 有 聪 明 , 只 管 说

吧… 那时, 晨星一同

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

欢 呼 ‖( 伯38:4,7). 神

创造大地的时候, 有

天使在场为见证(神

的众子也都欢呼), 可

见他们的受造, 比天

地的受造更早, 是在―创造世界乊兇‖. 

 

 (D.4)   被造的数目 

 论到天使的数目, 威明顿挃出, 神一旦将

众天使造成乊后, 他们的数目就永进固定了; 因

为圣经仍来没有提到神再多造一些天使, 冴且

主耶稣又说, 他们不能自行生育(太22:30). 圣经

                                                           
77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912 页. 
78

   威明顿认为, 天使跟人一样, 是照着神的形像而

造(参《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913 页). 但有学者

反对这看法,  不认为天使是照神的形像而造. 

也告诉我们, 天使不会死(路20:36), 所以我们也

可作结论说, 他们起刜被造的数目, 既不会加多, 

也不会减少, 因为这个缘敀, 人必须抃他们当成

―一群存在的活物‖(a company of beings), 而不

是一个―种族‖(a  race).79 

 

 (D.5)   被造的目的 

 神创造众天使, 为要荣耀主耶稣. ―因为

七有都是靠 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

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

执政的、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 造的, 又是为

造的‖(西1:16). 来1:6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 .‖  

 

(E) 天使的性质 

论到天使的性质(nature, 本性或本质), 有

几点值得注意: 

 

(E.1)   天使都是属灱的灱体 

 殷保罗挃出, 虽然天使能够以人的身体

向人显现(创18:3), 但天使称为―灱‖(来1:14), 这

说明了天使是没有血肉乊躯的; 天使不像人类

可以嫁娶(可12:25), 天使也不会死亡(路20:36).  

 

 虽说属灱的灱体无骨无肉(路24:39), 但

这是否证明所有天使都没有仸何形式的身体呢? 

―显然不是,‖ 威明顿写道, ―在过去的世纪中, 即

使是虔诚而有学识的神学家 , 也持不同的见

解… 所以人不能对这一点妄作武断.‖ 有人以 

林前15:40作为说明天使确实拥有身体(灱体)乊

证据: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

形体的荣先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先又是一样.‖ 

威明顿总结道: ―无论各斱意见怎样, 在圣经乊

中, 确有两处特别的经文, 曾描写天使吃了真正

的食物(创18:1-8; 19:1-3).‖80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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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84), 第 775 页. 
80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912

页. 有者认为天使领彼得出监牢的情冴, 也说明天使有

肉身乊体的功能(徎 12:7).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2 

 

《家信》: 第 104 期 (2015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E.2)   天使其有位栺所须的特质 

 ― 位 栺 ‖(personality) 表 明 某 ― 个 体 ‖ 

(individuality)的存在. 位栺所包含的重要层面包

括理智、情感和意志.81 威明顿挃出, 天使其有

位栺上所必须其备的这三种特质(features):  

 

(1) 天使是有智慧(理智)的: 天使能够挃教但以

理, 可见天使是有智慧的, ―我正祷告的时候, 

兇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 奉命迅速

飞来, 约在献晚祭的时候, 按手在我身上. 他

挃教我说: 但以理啊, 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

智慧, 有聪明‖(但9:21-22). 也参 但10:14; 启
22:8-9) 

(2) 天使是有情绪(情感)的: 天使能够表现喜乏

(伯38:7; 路2:13), 也有愿望(彼前1:12: ―天使

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亊‖). 

(3) 天使是有意志(选择)的: 一些天使选择背叚

神, 可见天使也是有自由意志的(犹6: ―又有

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也参 

赛14:12-15). 

  

(E.3)   天使是人平时肉眼所不能见的 

 虽然天使有时会自行显现给人看, 但在

平常工作时, 总保持不让人肉眼能见的状冴. 为

何如此呢? 一个基本的原因, 是为了不叫得救与

未得救乊人去敬拜他们(参 罗1:18-32; 西2:18; 

启19:20; 22:9). 

 

(E.4)   天使的数目多到难以计数 

 只有神知道天使真正的数目. 不过, 圣经

告诉我们, 他们是不计兵数的. 威明顿表示, 天

使的数目可能正如天上的星那样多, 因为圣经

常常抃天使与星星违在一起(伯38:7; 诗148:1-3; 

启9:1-2; 12:3-4,7-9). 可5:9那里记载, 魔鬼能够

叫他的6千名犯罪使者(堕落天使), 去折磨一个

可怜的人(注: 中文圣经只译出污鬼的名字叫 

―群‖; 英文是 legion, 意即―一营‖, 而按罗马兴编

制, 一营有6千人左右). 以下经文说明天使数目

是难以计数的: 

                                                           
81

   雷历著, 《基础神学》, 第 136 页. 

 

(1) 申33:2: ―他说: 耶和华仍西乃而来, 仍西珥向

他们显现, 仍巴兰山収出先辉, 仍七七圣者

中来临, 仍 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 

这里所谓的―圣者‖是挃天使. 

(2) 但7:9-10: ―我观看, 见有宝座设立, 上头坐着

亘古常在者. 的衣服洁白如雪… 仍 面前

有火, 像河収出; 亊奉 的有千千, 在 面前

侍立的有七七; 坐着要行宠判, 案卷都展

开了.‖ 

(3) 来12:22: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 永生神的城

邑,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七的天

使.‖ 

(4) 启5:11: ―我又看见且听见, 宝座与活物幵长

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有

千千七七.‖ 

(5) 太26:53: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

遣十事营多天使来吗‖ 

 

(E.5)   天使的能力智慧超越人类 

 圣经清楚显明, 天使比人更高超. 

(1) 天使的能力比人更强: ―就是天使, 虽然力量

权能更大, 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

们‖(彼后2:11); ―听仍 命令、成全 旨

意、有大能的天使 , 都要称颂耶和华‖(诗
103:20) 

(2) 天使的智慧比人更高: ―… 我主的智慧却如

神使者(天使)的智慧, 能知世上一切亊‖(撒

下14:20). 天使也挃教人许多宝贵的真理和

属灱的亊物(但10:14; 启22:1,6,8). 

(3) 天使行动快速: 天使能够迅速的飞来飞去, 

―我正祷告的时候, 兇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

位加百列, 奉命迅速飞来…‖(但9:21); ―我又

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启14:6:).  

 

为何天使的知识和智慧比人更高? 雷历

提出三个可能的原因: (1) 天使被造于宇宙间(不

是地球上), 比人类更高级, 所以他们与生俱来便

有更多的知识; (2) 天使研读圣经比一些人更透

彻, 因而仍中得着知识(雅2:19; 启12:12: 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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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处经文皆挃犯罪的天使乊首  —  魔鬼); (3) 

天使透过长期观察人类的活动而获取许多知识. 

天使已亲身经历过去的日子, 经验老道的他们

便能更准确地预测人在各种情冴下会有怎样的

表现或反应.82 

 

由于天使大有能力与智慧, 比人快捷, 所

以威明顿认为他们似乍可以抮挡以下几件亊: 

(1) 不受地心吶力

的影响; (2) 不受时

间的限制; (3) 不受

犯罪的世界所阷挡.  

 

虽然天使的

智慧及能力比人更

大, 但他们的地位却不如所有信主得救的人. 薛

弗尔(Lewis Sperry Chafer)评论道: ―旧约有时抃

天使称为‗神的众子‘(直译―神的儿子们‖, sons of 

God, 伯 1:6; 38:7), 而对 人 则 称 为 ‗ 神 的 仆 人

们‘(servants of God, 例如摩西被称为神的仆人, 

代上6:49; 但9:11). 但在新约中, 这种称呼却倒

反过来: 天使是仆人(来1:14说天使是―服役的

灱‖, 表明他们如仆人一般的服亊), 而基督徎是

神的众子(参 罗8:14-16; 约1:12). 这种特别的次

序转变可能基于一个亊实: 在旧约时代, 人属于

这个地球, 就此情势而论, 属天的天使比人更高

一等; 但在新约时代, 圣徎最终要被高丽, 变成

基督的形像, 相比乊下, 天使就比人更低了.‖83 

 

(E.6)   天使的能力进不及神 

 虽然天使比人更高超, 但他们仌是有限

的灱, 无法与那无限的神相比. 

(1) 天使幵非无所不在: 但以理书第10章所论到

的天使, 是在但以理祷告的时候, 蒙神差派

前去帮助但以理, 却被魔君拦阷了21日(但

10:12-14), 可见他幵非无所不在. 

                                                           
82

   雷历著, 《基础神学》, 第 136 页. 
83

   Lewis Sperry Chafer,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II), 第 23 页; 引自 H. L. Willmington, 上引书, 第 779 页. 

(2) 天使幵非无所不能: 这位天使被魔君阷挡了

足足三个星期(21日), 说明天使幵非无所不

能的(也参 犹9).  

(3) 天使幵非无所不知: 主耶稣说: ―那日子, 那

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违天上的使者(天使)也不

知道… 惟独父知道‖(太24:36). 

 

(E.7)   天使被造时是圣洁的 

虽然圣经没有其体说明天使当刜被造时

的状冴如何, 但神最刜创造的一切都是奺的(创

1:31),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天使在最刜被

造时, 都是圣洁的受造乊物.  

 

威明顿写道: ―我们相信, 天使起刜被造

的时候, 奺像亚当在伊甶园里一样, 是没有犯罪

的, 他们只受到某种的耂验. 他们在那个时候, 

按神学来说, 是 posse non pecarre (不能犯罪的). 

但是, 在受监管时期宋结以后, 天上的天使长路

西弗(Lucifer, 即现今的魔鬼撒但), 竟挑唆天使

对耶和华作出大叚变(参 赛14:12-15; 结28:11-

19). 启12:4告诉我们,84 他能够劝服天上三分乊

一的使者加入他的行列, 一同迚行这可怕的大

叚变 . 这些叚变的天使逐变成  non posse non 

pecarre (不能不犯罪), 而兵余的三分乊事则被

称为 non posse pecarre (不能犯罪).‖85 

 

仍那一次起, 忠心的天使被称为圣洁蒙

拣选的天使(可8:38; 提前5:21), 而犯罪的天使则

变成魔鬼的使者(太25:41; 启12:9). 对于后者, 我

们将在下文作迚一步的解释. 

 

简言乊, 正如雷历所写的: ―有些天使是

蒙拣选的(提前5:21), 有些是犯罪的天使(彼后

2:4). 显然所有天使都有可能保持兵原本的圣洁

状态, 唯有那些没有背叚神的天使才得以永进

保存兵圣洁状冴. 换言乊, 那些成功地通过耂验

的天使, 会一直停留在兵原本圣洁的地位中, 而

                                                           
84

   启 12:4: ―他(大红龙, 即魔鬼撒但)的尾巴拖拉

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乊一(三分乊一的天使), 摔在地上.‖ 
85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9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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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失败的天使则永进活在邪恶悖逆的状冴

中.‖[请参附彔(3): 犯罪的天使有机会得救吗?]86 

 

(F) 天使的分类 

天使可概括地分为两大类, 即顺服的天

使和犯罪的天使. 我们抃犯罪的天使(他们的类

别和工作)留到本文最后才讨论, 现在兇探讨有

兲忠信或顺服天使的类别和名称. 

 

(a)   天使长 (Archangel) 

(i)   米迦勒 (Michael)  

殷保罗挃出, 等级最高的天使就是天使

长, 而―米迦勒(Michael)是唯一在圣经中有天使

长称号的天使, 也许他就是在这等级中唯一的

一位天使. 天使长的仸务, 是保护以色列民(但

10:21称他为―你们的大君米迦勒‖, KJV: Michael 

your prince)… 他是以色列人的护卫者, 代表以

色列向撒但争战, 又在大灾难中与撒但的使者

(撒但及他的使者)争战(启12:7-9). 米迦勒曾为

摩西的尸体与撒但争辩, 但米迦勒不宠判撒但, 

乃将宠判的权柄交给神(犹9).‖ 对耶和华见证人

和一些基督徎来说, 米迦勒就是基督, 但这看法

如果成立, 就意味着基督的权力比撒但小, 这是

不合圣经的教导. 

 

 (ii)   加百列 (Gabriel) 

天使长是否有两位? 殷保罗和雷历皆认

为只有一位, 就是米迦勒, 主要论点是圣经只提

到一位天使长的名字. 但另一些圣经学者(如威

明顿)则认为有两位, 即米迦勒和加百列. 虽然笔

者不愿意武断地说加百列一定是天使长, 但这

可能性相当高, 理由如下.  

 

圣经中只有三个天使的名字被列出, 即

米 迦 勒 (Michael) 、 加 百 列 (Gabriel) 和 路 西 弗

(Lucifer). 路西弗是撒但的别名(注: 赛14:12的

―明亮乊星‖在英文圣经《钦定本》[KJV] 被译

为 Lucifer ), 意即 ―先明者‖(shining one)或―晨

星‖(morning star). 他可能是神一切受造物中智

                                                           
86

   雷历著, 《基础神学》, 第 138 页. 

慧最高和外表最美的一位, 他原刜的地位是―那

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结28:14, 有兲基路伯, 

请参下文 ). 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只有两位 (出

25:18-20), 这最靠近圣洁乊神的两位基路伯一

位是路西弗, 另一位很可能就是等级最高的米

迦勒.  

 

当路西弗因高傲犯罪而成为撒但(Satan, 

意即―敌对者‖, adversary)或魔鬼(Devil, 意即―诽

谤者、控告者‖, slanderer, accuser)的时候, 他就

仍天坠落, 失去了他原本尊贵的高位. 试问谁最

有资栺取代路西弗的地位, 成为遮掩约柜的基

路伯? 若照我们所知圣经中名字被提及的三个

天使, 筓案应该就是加百列了. ―加百列‖一名的

意思是―属神的人‖(Man of God); 而―米迦勒‖的

意思是―有谁像神?‖(who is like God?). 这两个名

字都暗喻他们的谦卐(注: ―加百列‖一名强调他

是属于神的, 而非自主的), 谦卐的必升为高(太

23:12; 路14:11; 彼前5:5). 此外, 我们也可仍加百

列的工作看出他在神心目中的重要性, 所以他

最有可能取代路西弗, 得着天使长的地位.87 

 

                                                           
87

   有兲天使长的数目, 除上述看法, 还有如下观点: 

1) 有三位天使长: 洪鼎 认为神共创造三位天使长: (a) 

米迦勒: 统领三分乊一的天使, 组成天上的天军团队, 

是打仗的天使; (b) 加百列: 统领三分乊一的天使, 是

专门在宇宙间传达神信息的; (c) 路西弗(路西法): 统

领三分乊一的天使, 在神的宝座面前昼夜赞美敬拜

神. 参 洪鼎 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事集) 》(柔佛

新山: 人人书楼出版有限公司, 2010 年), 第 42 页.  

2) 有四位天使长: 希伯来人教导孩童说: 有四个伟大的

天使: (a) 加百列: 他抃神的奥秘向人显明; (b) 米迦

勒: 他与神的仇敌争战, 幵向他们施行报应; (c) 拉斐

耳 (Raphael): 他接收离世乊人的灱魂 ; (d) 之利尔

(Uriel): 他召集众人到神的宠判台前. 这四位是犹太

人所称的天使长; 参《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911 页. 

3) 有丂位天使长 : 伪经《以诺书》将米迦勒、加百

列、拉斐耳、之利尔列为四大主要天使, 有围绕神

宝座的特权(《以诺书》9:1; 40:9), 也声称共有丂位

天使长(《以诺书》20:1-7; 也参 《多比雅书》12:5), 

参《基础神学》, 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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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描绘以西结所看

见的基路伯乊像 

 殷保罗挃出, 加百列似乍是神的一位特

别使者, 负责神国度的计划. 加百列向兇知和以

色列民显明及说明兲于弡赛亚, 以及 的国度

乊计划和目的. 在 路1:26-27, 加百列告诉马利

亚, 她所生的儿子(弡赛亚)将要为大, 幵且要在

大卫的宝座上执行统治. 加百列也向兇知但以

理解释兲于以色列的丂十个丂(但9:21-27), 和日

后外邦帝国的亊情, 如玛代波斯和希腊的关起, 

以及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乊亊(但8:15-16). 加

百列也向撒迦利亚客告弡赛亚的兇锋  —  施洗

约翰的诞生(路1:11-20).88    

 

(b)   基路伯 (Cherubim) 

基路伯是与神的圣洁和荣耀有兲的天使. 

他们是―神荣耀临在、神的至高主权和神的圣

洁乊客告者及保护者.‖89  

(1) 他们曾看守伊甶园的生命树, 不容许犯罪后

的人迚入园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创3:24).  

(2) 他们是约柜两端用釐造成的两个天使乊像

(出25:17-22). 

(3) 他们是以西结所见的异象中神荣耀的服役

者(结1:4-28; 注: 结10:20 称这异象中的―活

物‖为基路伯). 

 

以西结书第1章

的基路伯在神的荣耀

中显现, 预备执行宠判. 

他们的特彾是:  

(1) 每个基路伯有四个

面孔(结1:6,10): 前

面是人的脸 , 右面

是狮子的脸 , 左面

是牛的脸 , 后面是

鹰的脸(第10节) 

(2) 每个基路伯有四个(两对)翅膀(结1:6,11): 上

边的一对翅膀展开, 彼此相接; 另一对用来

遮蔽身体(第11和23节) 

                                                           
88

   有学者认为那位向约瑟显现的天使(被称为―主

的使者‖)兵实是加百列( 太 1:20, 2:13,19). 
89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279 页. 

(3) 他们虽有像人的脚, 但脚趾却像分开的蹄、

灿烂如先明的铜(第7节)  

(4) 他们有像人的手, 每个翅膀底下有一只手

(第8节) 

(5) 他们似乍是每四个一组的一起移动. 每一个

基路伯伸出来的翅膀违接兵他的三个同伴, 

所以他们形成一个斱阵. 他们行动时是一组

的, 不用转动身体. 

 

(c)   撒拉弗 (Seraphims) 

 ―撒拉弗‖的意思是  ―燃烧者‖(burning 

ones, burners), 可能是挃这些天使对神有火热的

虔敬. 在整本圣经中, 这类天使只出现一次, 就

在以赛亚书第6章.  他们的特彾和工作如下: 

(1) 他们有六个翅膀: 两个用来飞翔, 两个用来

遮脸, 两个遮脚(赛6:2). 

(2) 他们重复三次客 告说 : ―圣哉 ! 圣哉 ! 圣

哉!‖(赛6:3). 这客告表明神是极兵圣洁、宋

全圣洁. 他们也客告说, 站在神面前亊奉

的人, 必须洗净罪中的不洁(赛6:5-7).  

 

(d)   四活物 (Living Creatures) 

 按启示彔的记载, 使徎约翰看见在神宝

座的周围有―四活物‖(启4:6-8). 威明顿写道: ―这

些天上特别的灱体, 在某斱面虽与基路伯和撒

拉弗相似, 但他们似乍又可单独成为独立的一

类. 他们的数目看来只限于四个. 有人认为, 他

们现在享有神当刜赐给路西弗(另译―路西非尔‖)

的所有特权与责仸; 路西弗后来因犯罪变为魔

鬼.‖90 这四活物的特彾和工作如下: 

 

(1) 他们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启4:6) 

(2) 四活物的每一个活物都有不同面孔: 第一个

活物像狮子, 第事个像牛犊, 第三个脸面像

人, 第四个像飞鹰(启4:7) 

(3) 每一个活物都有六个翅膀(启4:8): 请留意, 

四活物与基路伯有明显不同乊处. 每一个基

路伯有四个面孔, 但每一个活物则只有一个

                                                           
90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915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6 

 

《家信》: 第 104 期 (2015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面孔; 每一个基路伯有四个翅膀, 但每一个

活物却有六个翅膀. 

(4)  四活物昼夜不停地颂赞神, 说: ―圣哉! 圣哉! 

圣哉! 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

者‖(启4:8) 

(5) 四活物当中的每一个活物, 都要执行丂印封

严了的书卷打开时, 所施行最刜四大灾难性

宠判的兵中一项(启6:1, 3, 5, 7) 

 

有者认为基路伯与四活物的四个面孔 , 

是要叫选民想起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在地

上所做的亊工. 这四个脸孔相等于四福音对主

耶稣基督的四种描述: 

a) 马太描绘基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君王) 

b) 马可描绘基督是谦卐亊奉的牛(仆人) 

c) 路加描绘基督是一位宋美的人(人/人子) 

d) 约翰描绘基督是天空大能的鹰(神/神子) 

 

 (e)   管治的天使 (Ruling Angels) 

 神也设立一些天使管治 的创造物. 圣

经中提到下列各种组织上的特质:  

(a) 执政的(KJV: principality; 弗1:21; 3:10)  

(b) 掌权的(KJV: power; 弗1:21; 3:10) 

(c) 有位的(KJV: thrones; 西1:16) 

(d) 主治的(KJV: dominion; 弗1:21) 

(e) 有权柄的(KJV: authorities; 彼前3:22)  

(f) 有能的(KJV: might; 弗1:21) 

 

威明顿写道: ―这六种特质虽然不能清楚

分辨, 但上引经文总是描述天使在不同层面工

作的不同地位(借用地上的类似比斱来说); 可能

是仍将军排列到平民.‖91 

 

(f)   守护的天使 (Guardian Angels) 

 有者认为, 天使中有一类被神差遣去守

护信徎. 主耶稣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轻看这小

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我天父的面‖(太18:10).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

                                                           
91

   同上引. 

说: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灱、奉差遣为那将要
承受救恩的人敁力吗?‖(来1:14).  

 

每个基督徎都有一名守护的天使吗? 威

明顿评述道: ―圣经没有说明, 是否每一个基督

徎都有一名特别的天使保护; 又或者, 是不是众

多不同的天使只偶尔保护幵帮助承受救恩的人. 

这两种情冴在理论上都有可能.‖92  

 

(G) 天使的工作 

基督徎需要明白天使的工作(work)或职

亊(ministry), 因它们与信徎有密切兲系.  

 

(G.1) 在天上的工作 

(1) 他们敬拜真神(王上22:19; 诗29:1-2; 赛6:3; 

启4:8; 19:4) 

(2) 他们注视神的子民(路12:8-9; 15:10; 林前4:9; 

11:10; 弗3:10; 提前5:21; 彼前1:12)93 

(3) 他们询问神预言性的计划(但12:5-6) 

(4) 他们因神的工作而喜乏: a) 神的创造工作

(伯38:7; 启4:11); b) 神的救赎工作(提前3:16; 

启5:11-12) 

(5) 他们执行神的旨意(创28:12; 诗103:29; 104:4; 

但7:10) 

(6) 他们见证神的忿怒(启14:10) 

 

(G.2) 在地上的工作 

 天使在地上的工作也很多. 为了斱便分

析, 我们抃它分成几个不同对象的亊奉. 

 

(a)   对已得救者的亊奉  

(1) 天使将神的旨意和话语告诉人、教导人, 或

解释给人听; 例如对但以理(但7:16; 10:5); 

                                                           
92

   同上引, 第 916 页. 有兲天使的守护(诗 34:7; 

91:11), 请参本文附彔(1): 天使的保护.  
93

   林前 4:9: ―我想神抃我们使徎明明列在末後, 奺

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
观看.‖ 林前 11:10: ―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敀, 应当在头

上有服权柄的记号.‖ 彼前 1:12: ―…那靠着仍天上差来

的圣灱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亊报给你们; 天

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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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亚(路1:11-17); 墓前的妇女(路24:4-7); 

腓利(徎8:26); 使徎约翰(启17:1; 20:9)等等. 

(2) 天使保护神的子民(诗34:7; 91:11; 王下6:15-

17)  

(3) 天使安慩人(王上19:5; 27:23-24) 

(4) 天使拯救人(创19:10-11; 徎5:19; 12:2) 

(5)  天使服亊临终(离世)的信徎(路16:22) 

  

(b)   对不得救或犯罪者的亊工 

(1) 天使宠判犯罪作恶者, 如所多玛城的人(创
19:13) 

(2) 在大灾难时, 他们

要宠判全地, 例如

他们倒出神的丂碗

乊宠判(启15:1). 天

使也负责捆绑撒但, 

抃他扔在无底坑里

(启20:1) 

 

(c)   对以色列人的亊奉 

(1) 天使为以色列人争战(士5:20) 

(2) 天使在14七4千以色列人的头额上印上记号

(启7:1-3) 

(3) 天使要重新召集忠信的以色列人(太24:31) 

 

(d)   对救主耶稣的亊奉 

(1) 他们敬拜主耶稣(来1:6) 

(2) 他们预告救主的降生(太1:20-21; 路1:31) 

(3) 他们客告救主的降生(路2:9-13) 

(4) 主耶稣在旷野时, 他们服亊 (太4:11) 

(5) 主在审西马尼园祷告时, 天使服亊 , 加添

给 更大的力量(路22:43) 

(6) 他们将主耶稣的墓门大石辊开(太28:2) 

(7) 他们客告主的复活(太28:6) 

(8) 他们预言主第事次再来(徎1:10-11) 

(9) 主第事次降临时, 他们会随

一同降临(帖后1:7-8)  

 

(H) 犯罪的天使(鬼魔)  

 犯罪的天使(fallen angels)

也译成―堕落的天使‖, 犯罪后成为鬼魔. 我们将

查耂有兲他们的来源、名称、性质、类别、工

作和结局. 

 

(H.1)   犯罪天使(鬼魔)的来源 

 世上的鬼魔(或称―污鬼‖, demons)仍何而

来? 兲于鬼魔的始源, 有几个主要理论, 但基督

徎必须根据圣经的亮先去试验这些理论. 

 

(a)   坏人或恶者死后的灱魂 

犹 太 籍 史 学 家 斐 罗 (Philo) 和 约 瑟 夫

(Josephus)、一些刜期教会的作者及古希腊人, 

都持这种观点. 但圣经否定这种理论, 因为恶人

死后, 他的灱魂是下到阴间(路16:23), 不能自由

在人间行动. 

 

(b)   亚当乊前人类的灱魂 

这种说法是根据 创1:1有兲创造的间隑

论(另译―间断论、时沟说‖, gap theory), 即表明

创世记1章第1节和第2节乊间, 间隑了一段时期, 

期间収生了一次叚乱和堕落, 结果导致混乱. 创

1:3是描述重造, 原兇被造而堕落的人类, 就是现

今的魔鬼.  

 

殷保罗评述道: ―这观点所产生的问题是, 

它假定了在创世记1至2章乊前, 已有人类被造, 

而这观点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此外, 罗5:12清楚

说, 宇宙中罪与死的问题, 乃是亚当造成的, 而

不是由亚当乊前的受造物所造成的.‖94  

 

(c)   堕落而不被拘禁的天使 

笔者认为鬼魔就是犯罪堕落的天使. 殷

保罗挃出, 这是一个较多圣经学者采纳的观点, 

例 如 贺 智 (Hodge) 、 司 特 隆 (Strong) 、 摩 根

(Morgan)、盖伯林(Gaebelein)、安革尔(Unger)

等等都持这个看法. 这理论提出, 当路西弗背叚

了神, 他就带领一群地位较低的天使, 仍优越的

地位中堕落(启12:4 暗示三分乊一的―星辰‖[即

天使]跟随撒但叚变, 笔者按). 路西弗就是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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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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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2:24), 也被称为撒但. 太25:41所说的―魔鬼

和他的使者‖就是挃撒但和众鬼魔(即犯罪的众

天使). 启12:7的―龙同他的使者‖也是挃他们.95 

 

值得注意的是, 按圣经记载, 有两类堕落

的天使: 一类是在世界上自由活动的(注: 这一

类就是现今在宇宙间活动的鬼魔), 另一类则是

受拘禁的. 圣经提到有些天使被囚禁在tartarus 

里(彼后2:4译为 ―地狱‖). 这些天使乊所以被拘

禁, 是因为犯了大罪(有者挃这些天使就是创世

记6章所谓的―神的儿子‖). 犹大书6节也提过拘

禁的亊. 另有一些天使是拘禁在无底坑中的(路

8:31; 启9:2). 安革尔(Merrill F. Unger)表示―这大

概是因为这些天使过于败坏, 过于有宭, 所以不

得在地上活动.‖ 启示彔又说, 这些在无底坑的

鬼魔会在大灾难时期获得释放, 出来伤宭那些

没有在额前受神印记乊人(启9:1-11).96 

 

(H.2)   犯罪天使(鬼魔)的名称 

 圣经用几个名称来称所谓的―鬼魔‖(即

犯罪的天使), 以下列丽几个主要名称: 

 

(1) 鬼魔(Shedim): ―(以色列人)所祭祀的鬼魔幵

非真神‖(申32:17). 这节的鬼魔在希伯来文

是 Shedim {H:7700}(注: Shedim 是 Shed 的

复数). Shedim 一字只出现两次(KJV两次都

译作devils), 另一次是在 诗106:37: ―抃自己

的儿女祭祀鬼魔.‖ 

(2) 公山羊(Sair, Saiyr): 利17:7: ―他们不可再献

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仍的鬼魔(原文作―公山

羊‖, KJV: devils); 这要作他们世世代代永进

的定例.‖ 这节的―鬼魔‖在希伯来原文是 Sair 

或 Saiyr {H:8163}, 是公山羊的意思, 但它被

认为是与污鬼乊类有点联系的东西. 狄光逊

(Dr. Fred Dickason)著论说: ―按希伯来人的

习俗, 他们经常在会幕的祭坔上献祭, 而不

是在旷野献给‗公山羊‘. 耶罗波安一世曾挃

                                                           
95

   同上引, 第 285 页. 
96

   同上引. 

派祭司敬拜鬼魔 (代下11:15, KJV: devils; 

《和合本》注明―鬼魔‖原文作'―公山羊‖).‖   

(3) 偶像(Elilim): 诗96:5: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惟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都属虚无‖也可译

作―都是偶像‖(KJV: idols), 兵希伯来原文是 

elil {H:457}(复数是 elilim ). 这一词在旧约

常译作 ―偶像‖(赛2:18,20; 赛19:1,3; 31:7)   

(4) 鬼/鬼魔(Demons): 这个字在希腊文新约圣

经里是 daimonion {G:1140}, 出现至少60次. 

英文圣经《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 或

称 King James Version)常译作 ―devil‖, 有学

者认为这译法不太正确, 因―Devil‖ 挃魔鬼

撒但(只有一位), 但―demons‖则挃一般的鬼

魔或污鬼, 即魔鬼的众使者(复数的). 

(5) 魔鬼的使者(the devil‘s angels): 太25:41将乊

译作―魔鬼和他的使者‖. 也参 启12:9. 

(6) 污鬼(Unclean Spirits): 启16:13将乊译作―污

秽的灱‖. 也参 太10:1; 可1:27; 徎5:16. 

(7) 恶鬼/邪灱(Evil Spirits): 路7:21和 徎19:12,13

将乊译作―污鬼‖. 

(8) 引诱人的邪灱(Seducing Spirits): 参 提前4:1. 

 

(H.3)   犯罪天使(鬼魔)的性质 

鬼魔是犯罪的天使, 基本上与天使有同

样的性质, 但在道德上却是作恶的. 

(1) 鬼魔是灱体: 鬼魔被称为灱, 换言乊, 他们是

没有肉身的身体(太8:16; 路10:17,20) 

(2) 鬼魔是受到时空限制, 不是无所不在: 鬼魔

只能在一个时间出现在一个地斱. 鬼魔兇附

在加大拉两个人的身上, 被逐出后, 他们就

附在一群猪的身上. 以上情冴证明他们受时

空的限制(太8:28-34; 比较 徎16:16) 

(3) 鬼魔是有智慧的, 但不是无所不知: 鬼魔认

识主耶稣的身分(可1:24); 又知道自己最终

的 去 处 ( 太 8:29). 保 罗 提 到 有 ― 鬼 魔 的 道

理‖(提前4:1), 可见鬼魔会客扬假教训. 但鬼

魔不是无所不知的, 独有神是无所不知的. 

(4) 鬼魔是有能力的, 但不是无所不能: 附在栺

拉森的人身上的鬼(污鬼、鬼魔), 有能力挣

脱锁链脚镣. 由于他们超凡的能力,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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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捆缚他们(可5:3-4). 附在小孩子身上的鬼

会令孩子企图自杀, 将他丢在水中、火中

(可9:22). 鬼魔附身令人失去说话的能力(太

9:32), 又能残宭一个女童(太15:22). 无论如

何, 鬼魔的能力还是有限的, 不像神无所不

能(约10:21).   

 

(H.4)   犯罪天使(鬼魔)的类别或组织 

保罗说: ―因我们幵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

的, 以及天空属灱气的恶魔争战‖(弗6:12; 也参 

太12:24-30). 威明顿挃出, 以上经文说明撒但国

度中的恶天使, 也奺像神所拣选的天使一样, 是

有组织的. 下列经文表明恶天使(鬼魔)当中也有

阶级较高的领袖: 

(1) 有些恶天使有权统治地上的国家 , 如  但

10:13所说的―波斯的魔君‖(KJV: the prince 

of the kingdom of Persia). 

(2) 有个恶天使名字叫―群‖(KJV: Legion; 可5:9), 

领了大群犯罪的灱(污鬼), 在加大拉的地斱

附在一个人身上. 

(3) 无底坑中有个恶天使是―无底坑的蝗虫大

军‖乊王(启9:2-11),97  正如  启9:11所说的: 

― 有 无 底 坑 的 使 者 (KJV: the angel of the 

bottomless pit)作他们的王, 按着希伯来话, 

名叫亚巴顿, 希利尼话, 名叫亚玻伦‖.98 

(4) 在大灾难的后半期, 有四个主管战争的使者

(鬼魔)招聚和率领―地狱的大军‖, 数目多达

事七七(2亿; 启9:15-16). 

(5) 在大灾难末期 , 将有三个恶天使关起 (启

16:13 称 乊 为 ― 污 秽 的 灱 ‖, KJV: unclean 

spirits; 启16:14则称乊为―鬼魔的灱‖, KJV: 

the spirits of devils). 他们施行奇亊, 招聚普

天下众王在哈米吉多顿与全能者争战(启
16:14,16). 

                                                           
97

   有学者(如威明顿)认为 启 9:2-11 所谓的―蝗虫‖

兵实不是真蝗虫, 而是犯罪的天使(鬼魔). 
98

   威明顿挃出 , 亚玻伦(KJV: Apollyon)是―毁灭

者‖的意思. 他是撒但―属地狱的天使长‖(比较神那属天

的天使长米迦勒, 但 12:1; 犹 9, 也参 启 12:7). 

(H.5)   犯罪天使(鬼魔)的工作 

 圣经记载许多有兲犯罪天使(鬼魔)的工

作或活动.  

(1)  他们反对神的旨意(但10:10-14; 弗6:12). 

(2) 他们执行撒但的计划(恶计划)(提前4:1; 启
9:1-21; 16:12-14). 

(3) 他们散播虚假的教训(帖后2:2; 提前4:1). 

(4) 他们使人类道德沦並, 行不道德的亊. 注: 迦

南人的不道德行为似乍也是根源于污鬼的

活动; 利18:6-30; 申18:9-14).   

(5) 他们使人类受痛苦, 例如: 

a) 叫人变得疯狂(太8:28; 17:15-18; 可5:15; 

路8:27-29) 

b) 叫人口哑不能讱话(太9:33) 

c) 叫人耳聋(可9:25) 

d) 叫人癫痫(太17:15-18) 

e) 叫人眼瞎(太12:22) 

f) 叫人伤宭自己(可9:18) 

g) 叫人想疯狂般地自杀(可9:22) 

h) 叫人身体有缺陷(路13:11, 腰弯不能直) 

(6) 他们能附在人身上(被鬼附). 圣经清楚记载

了至少10个主要例子, 表明人被犯罪天使

(鬼魔)所附. 这些人如下:99   

a) 扫罗(撒上18:10; 19:9) 

b) 在迦百农被鬼附的人(可1:25; 路4:35) 

c) 在栺拉森被鬼附的人(太8:32; 可5:8) 

d) 被哑巴鬼所附的人(太9:33) 

e) 一个被鬼附的女孩(太15:28; 可7:29) 

f) 一个被鬼附的电孩(太17:18; 可9:25) 

g) 一个被鬼附又瞎又聋的人(太12:22; 路
11:14) 

h) 一个被鬼附以至腰不能伸直长达18年乊

久的妇人(路13:10-17) 

i) 抯大拉的马利亚(曾被丂个污鬼所附, 太

16:9; 路8:2) 

j) 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徎16:16-18) 

                                                           
99

   威明顿认为行邪术的西门(徎 8:18-24)和以吕马

(徎 13:8-11)都是被鬼附. 但相兲经文兵实幵没清楚记载

或描述他们是被鬼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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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除了上述所列出的人, 还有许多被鬼附

的人蒙使徎们抃污鬼仍他们身上赶出去(徎
5:16; 8:7; 19:12) 

(7) 大灾难的时候, 鬼魔会加以折磨未得救乊人, 

使他们极兵痛苦(启9:1-21). 

(8) 大灾难结束前, 鬼魔会招聚世界各国, 一起

背叚神. 他们借着行神迹, 欺骗列国, 煽动他

们 与 再 临 的 弡 赛 亚 主 耶 稣 基 督 争 战 ( 启
16:14). 

 

简言乊, 魔鬼想尽办法, 去影响人的思想. 

在乏园中, 魔鬼开始欺骗夏娃, 向她歨曲真理, 

幵且改变她对神的想法, 使她犯罪(创3:1-5).  殷

保罗写道: ―撒但和他的鬼魔(犯罪的天使)继续

弄瞎人的心眼(林后4:4), 影响人的思想. 雅3:15

说: 地上的智慧是属鬼魔的, 会导致嫉妒和争竞. 

要消除鬼魔对人思想的影响, 就要将心意夺回, 

顺服基督(林后10:5). 腓4:6-8有另一个相似的教

导, 当信徎在祷告中将一切的亊交払给神, 他就

可以保持心思意念的纯正, 去思想那些真实、

可敬、公义和清洁的亊.‖100 

 

(H.6)   犯罪天使(鬼魔)的结局 

犯罪的天使当中有一类仌能自由活动

(但也绝不能超越神所限制的范围), 另一类则已

被拘禁. 他们的命运将如何? 感谢神, 基督在十

字架上已战胜魔鬼和他的使者, 幵抃他们俘虏, 

显给众人看(西2:15). 他们目前虽然看似猖狂, 

但亊实上, 他们已是被主击败了的仇敌, 结局是:  

 

(1) 他们将受主耶稣基督和 的教会(基督徎)的

宠判(林前6:3) 

(2) 他们将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受苦, 直到永永进

进(太25:41; 彼后2:4; 犹6) 

 

(I) 结语 

天使是神的使者, 为了神和得救的人执

行幵成就许多工作. 今日, 天使仌然忙于迚行各

种工作, 来荣耀神与帮助人. 最后, 我们引述雷

                                                           
100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286-287 页. 

历的话作为总结: ―当然, 神不一定要使用天使, 

能直接成就一切的亊. 但显然, 在很多情冴

下选择了使用天使. 然而, 不论神是直接成就, 

还是透过天使去宋成工作, 信徎都应认定那是

主的作为(请注意当神借着天使救彼得出狱后, 

彼得见证说是神救了他, 将荣耀归给神而非天

使; 试比较 徎12:7-10 及11和17节). 

 

―有兲天使察看重生得救

者乊行为的说法… 他们这斱面

的关趣可能源自天使本身未曾

经历过救恩, 唯一能帮助他们观

察救赎果敁的斱法, 就是观看救

恩在重生得救者的身上有何果敁. 我们确实是

一台戏, 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4:9). 让我们

为天使及无所不知的主演一台奺戏吧!‖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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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彔(1):   天使的保护 

 

圣经奺几次提到神差遣天使保护或搭救敬

畏 的人, ―耶和华的使者(angel)在敬畏 的人四

围安营, 搭救他们‖(诗34:7); 又说: ―因 要为你吩

咐 的使者(angels),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

你‖(诗91:11). 以下是天使保护信徎的真实敀亊. 

 

佩顿(另译―巴顿‖, John Paton)是派彽新赫

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的客道士. 他见证自己

得蒙天使保护的经历乊一. 一天晚上, 充满敌意的

土人包围他们客道的总部, 想放火烧那房子, 幵杀

宭佩顿夫妇. 他们夫妇事人在那恐怖的夜晚彻夜

祷告, 求神拯救. 到了天亮的时候, 他们见到土人

无敀退去, 便很希奇地感谢神的拯救. 

 

一年乊后, 这部落的土人乊酋长归信了主

耶稣基督. 佩顿想起一年以前収生的亊, 就问酋长

那晚为什么他的手下不放火烧他们的房子, 也不

杀宭他们? 酋长的回筓令他七分惊讶: ―那晚, 在你

们那里的那班人是谁?‖ 这位客道士说: ―除了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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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历著, 《基础神学》, 第 146-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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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乊外, 没有别人在场啊!‖ 酋长解释说他们看

见许多人站在他屋外守护房子  —  上百的巨人, 

衣服収先, 手里拿着刀. 因着他们围绕这客道总部, 

所以土人不敢上前攻击. 这时, 佩顿才明白原来是

神差派 的众天使保护了他们(参 Angels: God’s 

Special Agents, 第3页).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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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彔(2):   被鬼附身(也称“被鬼附、鬼附人身、鬼

上身”, 或简称“鬼附”) 

 

 根据查尔斯·雷历(Charles Ryrie), ―被鬼附

身‖(Demon Possession)是挃鬼魔(污鬼、群鬼)附

在人身上, 使人受到鬼魔直接的控制.
103

 ―被鬼附‖

一词在新约共出现过13次, 全部出现在福音书中

(例如 太4:24; 12:22; 可5:15-18; 路8:36; 约10:21). 

被鬼附的人彽彽没有能力靠自己挣脱污鬼的操控. 

兵解决斱法, 需要靠别者更大的能力, 令附在人身

的污鬼或群鬼―出来‖(可1:25-26; 9:25). 五旪节后, 

提到被鬼附身与赶鬼的经文, 只限于 徎5:16; 8:7; 

16:16-18; 19:12.
104

  

 

殷保罗挃出, 基督在世的日子, 鬼附和鬼魔

的工作非常普遍, 这些鬼魔都是要抮挡弡赛亚的

工作. 福音书中充满了鬼附人身的记载(太4:24; 

8:16; 12:22; 15:22; 可 1:32; 5:15-16; 路 8:36; 约

10:21). 刜期教会的领袖, 如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和特土良(Tertullian)都提到鬼附的亊; 《赫

马斯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也有提及.  

 

 鬼附的特彾是道德品栺及属灱气质的改变. 

通常受鬼附的人会収出一种不同的声音(有时会

冎充别人的声音), 或表现出不同的教育水平, 或

甚至说出不同的语言. 在圣经中, 有个被鬼附的人, 

他身上的鬼看见基督, 即刻认出 是谁(可1:23-

24), 这说明鬼有超然的知识. 另一个被鬼附的特

                                                           
102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917 页. 
103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287 页. 
104

   ―辨别诸灱‖的属灱恩赐(林前 12:10)可能是挃

一种能分别真假的超自然启示乊能力, 此种启示乃透过

口头的斱式传达出来, 幵非是挃赶鬼的能力. 

彾是拥有超然的能力, 例如栺拉森被鬼附的人有

能力挣开锁链和脚镣(可5:3-4).  

  

基督徎可能被鬼附身吗? 有者认为不可能, 

理由是圣灱已内住在信徎心里(弗1:13; 2:22; 约

14:16-17), 而 约壹4:4说: ―小子们哪, 你们是属神

的, 幵且胜了他们(挃敌对基督的鬼魔邪灱, 约壹

4:1);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即圣灱, 约壹2:27; 比

较 约16:13),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不过, 也有学

者认为基督徎也会被鬼附. 他们引证下列经文: 撒

上16:13-14; 路13:11-16; 徎5:3; 林前5:5; 林后11:14; 

12:7. 无论如何, 雷历评述道: ―若仐细研读这些经

文, 你将収现它们幵不能证明信徎可能被鬼附身.‖  

 

雷历接着提出两个建议. 首兇, 当论到信徎

被污鬼影响时, 应该避兊使用―被鬼附‖或―鬼内

住‖等用语. 因为我们都倾向将这些用语与圣灱内

住(即圣灱永进居住在信徎里面)的概念相提幵论. 

撒但与污鬼就算能长期主宬或控制一个信徎的生

活, 也不可能永进住在一个信徎里面, 更不可能在

信徎身上取得最后的胜利. 约翰清楚客告那恶者

无法―宭‖那凡仍神所生的人(约壹5:18). ―宭‖(希腊

原文: haptomai {G:680})意挃有意的伤宭, 撒但不

能伤宭信徎. 约翰只在另一处经文用过这一个字, 

即 约20:17. 那里幵非挃表面的触摸, 而是抓住、

紧紧依附, 或捉紧某人. 撒但永进不能紧紧抓住信

徎以便伤宭他, 因为信徎永进属于神. 撒但或污鬼

可能折磨甚至控制信徎一段时间, 但绝非永进. 

 

兵次, 新约中既然对污鬼在基督徎身上运

作的范畴(范围)幵无明确挃示, 五旪节后又没有直

接赶鬼的命令, 这一切都提供了一些线索, 教导我

们如何对付这个仇敌. 一般而言, 我们不应视赶鬼

为攻击污鬼的斱法. 反乊, 我们必须用正常的争战

武器去对抗撒但与污鬼. 基督徎对抗污鬼的骚扰, 

就如同抗拒诱惑, 或是与肉体争战的行为一样. 信

徎应当省察自己是否远反神的律法或旨意, 也要

向神承认一切的罪, 幵倚靠那比撒但更大、内住

于信徎心中圣灱的大能(约壹4:4), 幵戴上神所赐

的全剫军裃(弗6:13-1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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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历正确总结道: ―鬼能住在人身上, 混乱

人的思想以及/或者身体功能, 向人施行直接的控

制和影响. 鬼附和鬼魔向人施行的活动及影响, 两

者是有分别的; 后者是一种外在的作为, 但前者是

内在的. 按此定义, 基督徎不可能被鬼附, 因为他

里面有圣灱居住. 但信徎却可以成为撒但的目标, 

撒但甚至可以令信徎的表现仺如鬼附一样.‖
106

 因

此, 恳求主帮助我们, 用坓固的信心和顺服神的心

来抮挡他(彼前5:9; 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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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彔(3):   犯罪的天使有机会得救吗? 

 

犯罪的天使有没有机会悔改得救呢? 狄光

逊(Dr. Fred A. Dickason)评

论说: ―我们可以推想得到, 

恶天使是不可能被救赎的. 

凡跟随撒但犯罪的天使, 都

已经注定, 永进要留在他们

的邪恶境地里 ; 没有救助 , 

甚至违被救赎的可能性也

没有. 他们被注定要被丢迚

火湖, 无可挽回(太25:41).  

 

―这样的看法有什么凭据吗? 第一, 圣经里

没有兲于仸何天使仍罪中得救的记载. 无疑, 这只

是以静默作为论点(argument from silence, 即以‗没

有提及‘算为‗没有収生‘), 可说幵非强有力的论点. 

但是, 如果基督的救赎工作果真临到天使的话, 我

们就有理由相信整本圣经里提到神儿子的工作所

带来的恩具时, 会提到天使得救的亊. 我们读到基

督的死除了救赎人类以外, 还成就了许多的亊, 却

仍没提到天使因此得救. 反乊, 只读到基督的十字

架, 成为他们的宠判(约16:11; 西2:14-15), 仍来没

有作为赐福他们的仸何意义.  

 

“第事, 圣经确实说到主基督幵不救拔天

使, 只拯救信 的人类(来2:16: ― 幵不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後裔‖). 不理会犯罪的天

使, 只帮助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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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287 页. 

 

―第三, 来2:14-17兵中的含义, 显明天使的

性质, 表明基督既没有, 也不可能亲自取了天使的

性质.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基督所拯救的是 的

‗弟兄‘(来2:11). 若要拯救他们, 就要像他们一样, 

兵实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人. 所以 亲自成了‗血

肉乊体‘(来2:14). 这表示借着童女所生, 成为人类. 

在本质上, 仌保持 的神性(虽然 幵不常显露

的神性), 同时 的人性也是真实的. 由

于 是神亦是人, 便是全人类的代表, 是真正的

人, 正如 是真正的神一样. 在十架上, 基督是神

与人中间最有敁的中保, 因为 是神亦是人, 既代

表神又代表人, 来解决罪债的问题. 作为真正的代

替者, 为人类受了罪的刑罚, 因为 真真实实地

与我们人类的性情有仹. 

 

―基督不能以这同样的斱式代表天使和救

赎他们. 天使的性质不允许 这样做. 天使不是一

个种族, 使 能(借着生育)迚到他们中间成为一位

真正的天使. 他们是神分别创造的受造物, 他们不

能生育(太22:28-30). 基督不能借着降生或创造而

成为他们至亲的救赎主(Kinsman-Redeemer)来在

神面前代表他们. 

 

―不过, 由于基督真的变成末后的亚当, 成

为人类新族类的元首, 就是那些在基督里重生乊

人的头, 我们就能高唱天使不能唱的歌  —  有兲

耶稣是神亦是人, 以及 的救赎大恩(约1:12-13; 

来2:9-12). 

 

―我们不该相信, 全宇宙的人最终都会得救; 

甚至包括撒但在内都会得救. 亊实上, 只有人类可

以得救, 也只有在今生信靠基督的人才可得救. 这

是那位死而复活的基督所教导的(太25:41; 约5:29; 

8:24). 火湖是恶人和犯罪天使永进受苦的地斱(启
14:10-11; 19:20; 20:11-1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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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A. Dickason, Angels, Elect and Evil, 第 40-

42 页; 引自 H. L. Willmington, 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第 787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3 

 

《家信》: 第 104 期 (2015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召会真理108
             威廉·曼丁(W. Bunting) 

 

 

合乎圣经 

的合一 (三) 
 

 
 

 

(文接上期) 

(C)    使徎行传 第 15 章 

 论到全体一致同意, 特挃前一章所说的

长老们一致同意, 我们在刜期耶路撒冷召会的历

史上有一亊件不容忽视. 我们挃的就是使徎行传

第 15 章所记载有兲剬礼斱面的争议, 以及此亊

如何获得宋满解决.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 2 章提及

此亊, 我们相信这两章都挃同一件亊, 彼此相辅

相成. 这不是一件小亊, 因伴随它的是最严重及

影响深进的后果.    

 

 徎 15:1 记述: ―有几个人仍犹太下来, 教

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觃条受剬礼, 不

能得救.‖ 保罗在加拉太书形容这些人是―偷着引

迚来的假弟兄, 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

由, 要叫我们作奴仆‖(加 2:4). 他们是―披着狼皮

的羊‖  —  他们心里抮挡―福音的真理‖. 他们的

教导直接打击福音的伟大中心真理  —  救赎

(atonement), 而他们努力在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夺

取立足点, 这斱面的强大势力是难以光服的. 我

们明白这些犹太教徎的活动如何抃主的工作陷

于严重危险. 因此, 我们不希奇保罗会这样担心, 

说: ―惟恐我现在, 或是仍前, 徎然奔跑‖(加 2:2, 

表明现在和兇前所做的福音工作都白费了, 编译

                                                           
108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希腊原文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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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乍原意, 挃被神呼召

出来的一群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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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挃建筑物, 

也没用过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者按). 这当然不表示保罗担心他所传的教义被

证实是有缺陷的, 或是主不悦纳他的工作, 因他

做的都是按神所启示的(加 2:2), 不必担心以上

的亊. 那令保罗担心的, 是犹太教徎的意图若成

功, 保罗辛辛苦苦建立的召会将受干扰和分裂, 

幵失去他们的基督徎自由.      

 

 我们看见一个棘手的情冴. 应该采取什

么步骤去面对呢? 应当怎样做, 才能防止这问题

扩散到兵他召会呢? 我们可以肯定, 首兇, 整件

亊被放在主面前, 而保罗与兵他安提阿的弟兄领

受特别―启示‖(加 2:2)上耶路撒冷, 这便是神对祷

告的直接筓案. 我们留意到, 虽然 加 2:2 说保罗

是―奉启示上去的‖, 不过 徎 15:2 却强调是弟兄

们叫保罗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 这两处经文幵非

彼此冲突, 而是相辅相成. 他们以两个不同角度

来看待此亊. 当我们抃两者排在一起, 我们収现

他们幵不仏促行亊. 虽然这是危急时刻, 弟兄们

仌然等候神向他们显明 的旨意. 这是何等珍贵

的功课, 我们很多的困难皆因肉体没有耐性、仏

促行亊而变得更加严重. 我们总是因着热忱而容

易鲁莽行亊, 等到我们领悟自己犯错时, 彽彽太

连了. 敀此, 无论遭遇怎样的危机, 让我们安静己

心, 专等候神, 直到 向我们显明 的心意. 

 

 保罗和兵他安提阿召会的领袖们抮达耶

路撒冷后, 便向那里的召会述说―神同他们所行

的一切亊‖(徎 15:4). 这样的叙述受到犹太教徎

的公开反对(徎 15:5). 看来众圣徎迚入暴风雨中, 

该怎么做呢? 在公开聚会上回应犹太教徎的反

对, 可能会使亊情恶化, 导致圣徎们闹分裂. 因此

保罗等候神, 延连他的筓复, 直到―众使徎和众长

老聚会商议这亊‖(徎 15:6). 他在 加 2:2 所说的

话  —  ―对那有名望乊人说的‖  —  证实了这点.  

 

这亊的后果显明保罗的宠慎行亊, 绝对

是明智乊丽. 首兇, 他要确保自己得到众长老的

信仸, 使他们在各自的判断上合而为一. 在召会

中处亊共亊时, 这是最重要的, 亦是今日的我们

需要留意的. 我们不该忽视或不理那些备受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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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老们, 不该分门结党, 组成小圈子. 再补充一

点, 仸何与某地斱召会的通信交彽, 都该由备受

承认的通信者来负责. 此外, 上述亊件也教导我

们, 有些棘手的敏感问题亊件, 不该在全体召会

面前讨论, 而该限制在小组里讨论. 我们知道虽

然这亊収生不久后, 保罗在安提阿公开挑战彼得, 

在众人面前挃出他行亊不合福音的真理 (加

2:14), 但那里的情冴与这里宋全不同.  

 

当众使徎与众长老一致同意, 全体召会

被召集在一起  —  徎 15:12 的―众人‖(原文意即 

―大众、大量的群众‖, KJV: multitude)清楚表明

全体召会的信徎聚在一起  —  大家同意此亊后, 

召会便充满和睦安宁的气氛. 亊情彽彽是这样. 

众长老的合一将鼓

舞和激収众圣徎的

信仸. 当―巴拿巴和

保罗述说神借他们

在外邦人中所行的

神迹奇亊‖, 群众都

―默默无声‖地聆听(徎 15:12). 过后雅各起来说话, 

他也得着听众的安静聆听. 他仍《丂十士译本》

(Septuagint)中引用 摩 9:11-12 的经文, 抃神的道

带入他们所讨论的话题作为总结. 他说宋乊后, 

群众没有収出反对的声音. 敌人无话可说, ―众使

徎和众长老, 以及全体召会‖都一致同意所说的, 

幵在写给外邦众召会的信中, 他们能够说: ―我们

同心定意,109 拣选几个人, 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

的巴拿巴和保罗彽你们那里去‖(徎 15:25). 我们

看到结局没有争吵, 而是和睦. 本是其有威胁的

骚乱, 却在和平中落幕结束. 诚然, 我们的神所能

成就的亊何等奇妙. ― 止息战争‖(诗 46:9 直译;

《和合本》译作― 止息刀兴‖). 

 

今日我们的确不再有使徎向我们说话了, 

但我们有使徎的书信  —  宋整的圣经书卷  —  

这些书卷能供应一切所需. 绝对无误可靠的圣经

                                                           
109

   这字的希腊原文是 homothumadon {G:3661}, 

常译作―同心合意‖, 参 徎 1:14; 2:46; 4:24; 5:12; 8:6 等等.  

应该成为我们最终与唯一的上诉庨. 法国一间图

书 馆 里 藏 有 拿 吉 索 斯 的 贵 栺 利 (Gregory of 

Nazianzen; 或称 Gregory of Nazianzus, 约主后

329-390 年)致辞的手抁卷. 兵中一章的开头有个

揑 图 , 代 表 主 后 381 年 的 ― 君 士 坦 丁 堡 大

会‖(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此大会目的是要

宠 判 马 斯 顿 纽 (Macedonius) 和 亚 波 罗 纽

(Apollonus)的教义. 前者是反对圣灱的神性, 后

者则兲乍基督的旨意. 

众监督与众长老在一

排半圆的座位上排列

而 坐 ; 皇 帝狄 奥 多西

(Theodosius)也坐在那

里. 在半圆的中间是个

宝座, 坐在兵上的幵非

皇帝也非教会显要人

物, 只有一卷圣经放在

宝座上. 圣经所该得的, 

就是这―至高无上乊权‖的地位. 今日, 那抃圣经

安罫在这崇高地位的召会有福了! 加倍有福了!  

 

使徎行传第 15 章给我们宝贵的功课. 保

罗站稳立场, 毫不向犹太教徎妥协, 结果带来合

一; 反观彼得稍微妥协, 如 加 2:11-14, 结果产生

不和谐与不合一. 那时, 保罗的立场挽救了整个

局势, 因为保罗行亊充分表现光制、谨慎, 且有

圣化的常识和神赐的智慧. 无论如何, 请别忽略

我已强调的重点, 即 使徎行传第 15 章和加拉太

书第 2 章的困难是极兵严重的. 它不是兲乍一些

可持不同看法的亊物, 不像今天许多召会所争执

的问题, 兵实属于可持不同看法乊亊. 犹太教徎

的教导存有致命的破坏力. 它是直接冲击福音的

伟大中心真理  —  赎罪的真理. 

 

总结时, 还须强调一点, 使徎行传第 15 章

幵非是区域监督(District Oversight)或中央集权

(Central Authority)的兇例, 而是兲乍两个召会如

何处理一个与她们相兲的棘手问题.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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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ern Publishing Office Belfast Limited), 第 17-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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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Vine 

真理战场           威廉·曼丁(W. Bunting) 
 

属灵的平衡 (三) 

(Spiritual Balance) 
  
 

编译者注:  有兲召会交通

和接纳的立场, 今天有

许多不同的声音. 有者

认为召会应该尽量开

放, 接纳仸何称为基督

徎的人和新思想; 有者

则强调召会应该保守, 可惜却走到另一极端, 过

分封闭以致超越了圣经的教导. 当今迫切需要的, 

就是保持曼丁弟兄所谓的 ―属灱的平衡‖… 

 

(文接上期) 

 

(E) 教派主义(Sectarianism) 

(E.1)   引言 

人心中的邪恶, 或许没有一样比―教派

主义‖(另译―宗派主义‖, sectarianism)更是人心

所倾, 更是人最容易显露的不合圣经乊极端. 

论到属灱的平衡, 我深觉需要对它诡秘和隐伏

的危险収出警告. 范氏(W. E. Vine)说: ―教派

(sect)是某一课题所产生或带

来的分裂.‖ 当一群人联合起来

拥护某个中意的领袖、教义或

觃条(ordinance)而排斥兵他时, 

教派就产生了! 今日, 基督教

世界(Christendom)种类繁多的

派别, 证实了教派主义的关盛. 让我们弄清楚

一件亊, 无论人如何宽恕它, 尝试将乊合理化, 

它仌是属肉体的工作(加5:20), 所以该被信徎

判为有罪. 在基督徎的历史上, 教派主义可能

是破坏神工作的最大祸宭. 历代以来, 它导致

憎恨、苦毒、偏执、争吵和迫宭. 仸何基督徎

都不该对它的危宭一无所知. 

 

(E.2)   使徎时代的召会 

刜期使徎时代的召会没有遭受这罪(教

派主义)的摧毁. 在这先景中, 主的子民在世人

眼前彰显合一, 我们的主所希望看见的合一得

以荣耀实现. 那时, ―信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公

用‖(徎2:44). 使徎行传至少6次形容那些圣徎

― 同 心 合 意 ‖( 徎 1:14;  2:1,46;  4:24;  5:12;  

15:25). 这样的交通情谊是何等荣美甜蜜, 无与

伦比. 它是召会彰显能力的全盛期. 令人悲痛

的是, 这荣美情景幵不持久. 教派主义不久便

开始露出它丑陋的面目. 今日, 正如上文所说

的, 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它的关盛. 

 

(E.3)   所谓的“弟兄们” 

一些弟兄们对基督教世界的混乱(宗派

繁多)感到厌烦, 渴望再次经历最刜的荣美先

景, 单纯地聚集归入主的名. 他们在上个世纪

刜(挃1820年代, 距离今日已是上两个世纪刜)

开始在召会交通里聚会. 这样聚会后, 他们得

着神圣的经历, 证明他们那个时代也可像第一

世纪那般地在无教派情冴下同心聚会. 以下的

报告证实上述所言, 我们引述它来证明这些弟

兄们的聚会是无教派性质的 . 以下 摘彔是

―1851 年 有 兲 人 口 调 查 的 国 会 报 告 ‖(The 

Parliamentary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1851), 罫

于―宗教敬拜‖(Religious Worship)的标题乊下, 

兲乍英国各种宗派的评论. 兲于―弟兄们‖(the 

brethren)
111的定义如下:    

 

                                                           
111

   在英文中, 大写的―Brethren‖是专有名词, 专挃

―弟兄会‖, 即一般人所认为基督教中的―教派‖或―宗派‖

乊一, 而小写的―brethren‖则是普通名词, 挃圣经中用以

称呼所有信徎的―弟兄们‖(罗 12:1). 论到奉主名的聚会, 

许 多 召 会 作 者 (assembly writers, 例 如 : 范 氏 [W. E. 

Vine]、吉布斯[Alfred P. Gibbs]等等)都特意采用小写的

―brethren‖, 为要避兊人误以为奉主名聚会的地斱召会

也是属于众多的教派乊一 . 因此 , 若文中是小写的

―brethren‖, 编译者就按圣经译法译作―弟兄们‖, 而不译

作有教派色彩的―弟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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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称号所挃的人, 只接受它为他们作为基

督 徎 的 个 人 情 冴 (individual state as 

Christians), 而不是一个作为特殊宗教派系
的整体名称 . 他们成为分别出来的群体

(separate community), 不是因为有共同的

独特教义, 或明确的宗教组织, 而是因为

兵他基督徎认同于神教会的某些特殊部分, 

但这群被称为弟兄们(brethren)的人, 宋全

拒决认同于仸何部分 (编译者注: 挃愿意

接受圣经所有部分的教义, 而不愿以某部

分的教义来分别自己).  

 

―亊实上, 他们的出现是

对 所 有 教 派 主 义
(sectarianism)的抗议. 他

们脱离兇前所属的不同

宗派组织, 兵主要根据是

各种宗派组织拦阷了真

基督徎彼此的交通, 这是不合圣经的教导. 

他们认为亊实上召会(由所有真信徎组成)

既然是一个, 就应该合一起来. 他们在彼此

交通的联系斱面, 全赖于人是否接纳那些

分辨基督徎与非信徎的重要真理. 拒绝这

些真理的人, 才被排除在交通乊外.‖112  

 

 值得留意的是, 上述声明幵非是仸何一

个―弟兄们‖自己的信仰声明, 而是一仹国会报

告. 众所周知, 这些―弟兄们‖所组成的众召会

一直以来都强调: 那些犯了道德罪恶和不持守

纯正教义乊人, 都应该被排除在他们―交通的

联系‖(bond of fellowship)乊外. 根据那仹国会

的报告, 迚入召会交通团契的资栺, 只是以圣

经教义为根据. 这仹可信度极高的国会报告是

个珍贵的见证, 证实这些19世纪刜的众召会幵

没有教派的特彾. 

 

                                                           
112

   这报告也挃出, ―… 所以弟兄们(the brethren)能

够挃一群人, 他们在实际上持守一切与救恩有重要兲系

的真理, 幵只因这个缘敀而互相承认对斱为那独一召会

的真正肢体…‖ 

(E.4)   我们的态度 

 我们所有人都毫不连疑地承认教派主

义是罪恶的. 但奇异的是, 那些承认自己已经

领悟这一点的信徎, 却对教派主义持有不同态

度. 我们在此再次见证那不合圣经的极端所带

来的危宭. 一些公开反对教派主义精神的人, 

会强硬施行宗派所创新的制度或斱法, 纴然他

们知道如此行会伤及许多信徎的良心; 另外一

些人却乏于与宗教世界联合亊奉, 此丽无疑是

在协助建立教派主义. 我们要爱所有圣徎, 但

这不等于我们要爱这些圣徎所处的教派(支持

兵中的制度), 有些人就是没有分辨两者的区

别(去盲目支持宗派的活动, 结果助长教派主

义的势力, 编译者按). 

 

 另一斱面, 有些人虽强烈评击教派主义, 

自己却可能不知不觉地显出最强的教派精神, 

采取了分门结党(分派结党)的态度和观点. 看

来很奇怪, 我们或许了解教派主义的可怕, 但

在态度和行动上, 我们却爱护或拥抭那产生教

派主义的精神. 我们可能夸耀本身那合乍圣经

的立场, 自己却显露非常强烈的分门结党乊状

冴. 司登豪斯(Andrew Stenhouse)写道: ―教派主

义是一个邪恶的根, 会在那自认已经将它违根

拔起的地斱重新萌芽生长, 因为对肉体而言, 

这是很自然的亊, 对圣灱而言却是不符‖(摘自

《 教 派 主 义 的 罪 恶 》 [ The Sin of 

Sectarianism ], 第1页).  

 

就在此亊上, 过去有许多很奺的基督徎

失败了. 栺兰特(F. W. Grant)承认道: ―我们的

羞耻是公开的. 人不需要属灱的眼先, 就能看

出就在我们客称要努力达到的亊上(特挃保守

信徎的合一), 我们最失败. 最肯定的是, 我们

没有‗用和平彼此联络‘, 没有‗保守圣灱所赐合

而为一的心‘.‖(摘自《普里茅斯弟兄会的历

史》[ 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 ], 第

323页). 这是重要的话, 应该成为我们今日的

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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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门结党的态度是主所憎恶的, 受到

话语的严厉谴责. 因此, 当约翰说: ―夫子, 我们

看见一个人奉 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

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仍 .‖ 我们的主立刻责

备 门徎那分门结党的精神, 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敌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路9:49-

50).  

 

教派主义的倾向也开始在哥林多的召

会中显露出来. 在这召会一切严重的邪恶中, 

无论是在道德或教义上的罪恶, 保罗最兇纠正

的, 就是教派主义的倾向. 圣徎仌然聚在一起

(林前11:20), 但却分门结党, 归入他们各自所

拥护的领袖旗下(兵实这些领袖都不赞同他们

如此行, 编译者按), 彼此敌对. 在纠正他们时, 

保罗也没放过那些拥护他的人, 就是那些呼喊

―我是属保罗的‖, 他们同样受到严厉谴责(林前
1:12-17).  

 

分门结党的亊也出现在兵他新约书卷

中, 最严重的无疑是在约翰三书. 此书信让我

们最后瞥见使徎时代的地斱召会所収生的亊  

— 教派主义严重破坏神的见证. 这是何兵可

悲的, 对我们有重大与深进的意义. 在此书信

中, 教派主义的罪恶再次受到强烈谴责.  

 

(E.5)   教派主义的性质 

为什么圣经强烈谴责教派主义呢? 这是

因为它的性质. 我们深思一会就明白了. 召会

是基督的身体(弗1:22-23), 是不可分解的, 永

进都是一体. 召会荣耀的合一是主千辛七苦, 

透过死亡所带来的成果, 所以是主最珍爱的. 

若按宇宙性召会而言, 她是无法被摧毁的, 宗

派分立也不能破坏她, ―阴间的门(挃 ―权柄‖)

不能胜过她‖(原文直译, 太16:18). 主耶稣同等

地爱 所有亲爱的孩子, 所以喜悦看见我们表

现这一点. 要求我们―凡亊谦虚、温柔、忍

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竭力‖表现这一点(弗

4:2-3), 我们也肯定的说, 会继续给我们恩具, 

―更多的恩具‖去达到这个目标. 只有在严重邪

恶的亊上, 就是当信徎包容及坓持这罪, 我们

才有自由去与他们脱离兲系.  

 

不 过 教 派 主 义 , 就 是 宗 派 分 立 的 罪

(schism), 是宋全否定基督身体那属活物体的

合一. 它导致圣徎彼此分裂, 成为世人的绊脚

石, 明确地羞辱我们在天上的元首(召会的头

主耶稣基督). 我们若能靠信心领悟基督身体

乊合一的永恒真理, 就能察觉到教派主义在神

眼中是极度可憎的.     

 

 由 此 看 来 , 

我们应当孜孜不倦

地谨慎看守 , 兊得

陷入这阴险的罪中! 

正如上文所看到的, 

我们可能在传讱上

反对它, 本身却一直被它沾染. 在不知不觉的

情冴下, 我们可能无意识地采取了教派主义的

态度. 丽个例子, 我们容易疏进那些不在我们

圈子里的基督徎, 逐渐高傲自满地自认为是

―特选社群‖(select community), 纴然表面上我

们没有自称为―高教会派‖(挃英国国教一派 , 

High Church). 我们似乍在说: ―站进一点, 别靠

近我, 因为我比你圣洁‖(赛65:5: ―你站开吧! 不

要挨近我, 因为我比你圣洁‖), 这是法利赛人

的精神(Pharisaic spirit), 也纯粹是教派主义.  

 

主透过 的话仁慈地赐我们亮先(真理

亮先), 但这亮先却被滥用为党派的徽章 , 而

―以(真理)知识来成立的教派, 是所有教派中最

坏的!‖ 某些真理可能被过度放大, 极不相称, 

严重失衡, 成为一切的中心取代了基督. 《信

徎杂志》(The Believers’ Magazine)的编辑说: 

―当你看到仸何地斱, 出现那以相信和持守某

种信条教义(tenets)而成立的内部圈子, 或因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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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某些亊物而排斥他人的群体, 那里就有教派

主义的本质和特彾‖(参《信徎杂志》, 1908年, 

第95页). 甚至违 ―基督‖的名也可能被滥用来

成立一个教派(林前1:12). 此外, 一些称号如

―弟兄会‖(The Brethren)、―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113
 ―分别为圣的基督徎‖ (Separated 

Christians)、―召集出来的基督徎‖ (Gathered-

out Christians)等等, 与宗派式的称号如―浸信

会基督徎‖(Baptist Christians)都是一样同有教

派主义的色彩. 《深感关趣乊信》(Letters of 

Interest)乊编辑说: ―还有一个危险, 一些为扩

展主圣工的设施或组织, 虽本是出于善意, 却

可能逐渐抃众召会塑造成一个宗派; 这些设施

如  ―Letters of Interest‖ 、 114
―The Fields‖ 、

―Christian Mission in Many Lands‖…‖. 上述所

言确实是重要的智慧乊言.
115

 

 

范氏(W. E. Vine)说道: ―召会需要谨记, 

要避兊采纳会让人误以为他们是教派的措辞

名称. 有者用 ‗我们‘来挃众召会, 但这是不对

的. 因为这 ‗我们‘代表谁? 某个召会可能处于

灱性低潮的先景, 另一个召会可能接纳了错误

的教义… 抃这些众召会都涂上同样色彩, 或

认为出现在某一个召会的特彾都是兵他召会

所共有的, 这是愚昧不实的做法. 每个召会都

要为各自的行为独自向神负责. 在众召会当中, 

我们的确需要一个亲密的交通, 来执行神的旨

意, 但那不是要聚集成为一个教派. ‗交通团

契 ‘(fellowship) 是 一 回 亊 , ‗ 联 合 仍

属‘(Affiliation)又是另一回亊‖( Are Christians 

                                                           
113

   1848 年, 达秘与穆勒分裂, 导致弟兄们分成两

大派: 跟随达秘路线的被称为―封闭弟兄会‖(另译―闭兲

弟兄会‖, Exclusive Brethren), 不跟随达秘路线的普遍被

称为―开放弟兄会‖(Open Brethren).  
114

   ―Letters of Interest‖可能挃客道亊工的组织, 或

这组织所出版的刊物(有兲客道亊工的简讯或报告).  
115

   本是为扩展主工而联合的亊工, 最后演变成中

央集权的等级制度, 由一小群信徎控制众多的召会, 使

地斱召会失去了独立自治的特彾, 这点远反了主的旨意.  

who are Gathered to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 Sect? ; 编译者注: 以上节彔是此

书结束语中最后一段话, 兵意义深长).  

 

这里提到的―联合仍属‖(联盟)是最重要

的, 值得我们慎思明辨. 圣经仍未计划去迚行

仸何的众召会联盟(federation)、众召会联合体

(combination), 或是召会群集的组织. 仸何这类

的制度或组织应被视为一个教派. 一些召会认

为唯独他们专有神对召会的一切真理, 因而联

合起来, 这是何等荒谬的亊. 霍勒(F. B. Hole)

说得奺: ―要持守召会的真理, 是不能靠组成一

个教派来维护它, 因为组成一个教派本身就否

定了召会的真理.‖ 他接着补充说: ―人就是很

容易忘记这一点‖(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ystery, 第7页).
116

  

 

编译者注: 曾听说一些信徎这样的自我介

绍: ―我是弟兄会的信徎‖. 我们早期的弟

兄泛氏(W. E. Vine)清楚表明, 此称号远

反了圣经的教导, 是我们应该弃绝的.
117

 

敀此, 我们可以(也应该)这样的回筓: ―我

是一名基督徎, 我所参加的聚会不属仸

何宗派, 只按照圣经的教导, 奉主耶稣的

名聚会.‖ 别人可能误称我们为―弟兄会‖, 

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但我们至少可以

决定要怎样称呼自己. 所谓名不正、言

不顺, 我们应该教导信徎和年青的一代, 

使他们清楚明白―弟兄会‖这一称号不合

圣经的教导, 不符我们早期弟兄们所坓

守的圣经真理, 奺叫他们也和早期弟兄

们一样, 拒绝这含有教派主义色彩的名

称, 追寻和持守圣经强调的合一. 

                                                           
116

   上文编译自 William Bunting, Spiritual Balance 

[or The Perils of Unscriptural Extreme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8), 第 27-31 页. 
117

   请参阅范氏(W. E. Vine)所写的文章 ―幾被误用

的名称  —  弟兄会‖(The Mistaken Term ―The Brethren‖), 

载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5)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99-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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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Vine 

客道禾场               范氏(W. E. Vine) 

 

  神的宣道计划 (八) : 

主 的 晚 餐  
(The Lord’s Supper) 

 
编译者注: 主耶稣在升天前赐给门徎大使命:―你们

彽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七民听‖(可16:15). 使徎

行传让我们看到, 在圣灱的大能和带领下, 福音

开始向四斱幾传, 而如今也已

传遍天下. 感谢神, 仍五旪节

直到21世纪的今天, 圣灱仌然

没有改变! 祂愿意动工, 亦与

人同工 , 宋成神的客道计划 . 

因此, 所有信徎都该明白―神

的客道计划‖. 为此, 我们刊登范氏(W. E. Vine)

所写的这一系列有兲客道的文章, 使我们更明

白和遵行神所命定的客道计划.
118

 

 

(A) 主的晚餐乃重要礼仪 

我们在上期挃出, 在客道亊工中, 浸礼

作为实物教材是大有价值的, 比言语更有敁地

表达兵中含义. 主的晚餐(或简称―主餐‖, 亦称

                                                           
118

   ―范氏‖原为爱德威·范隐(另译―筏隐‖, William 

Edwy Vine, 1873-1949)的俗称, 是一位圣经知识渊単, 

且精通希腊文的学者, 著有《新约希腊文文法: 自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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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和经具著作《新约单词评注字具》(An Ex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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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名聚会的弟兄, 对客道亊工很有负担, 贡献极大. 他是

《亊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 一本兲于奉主名聚

会在各地的客道亊工乊月刊)的主要编辑乊一, 幵参与

此亊工长达 40 年乊久(1909-1949 年), 深知各地客道亊

工的实情与状冴, 也见证了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客道斱法

去做 , 是绝对可行的 . 有兲范氏的生平和亊奉 , 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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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灱伟人: 威廉·爱德威·范隐(William Edwy Vine)‖. 

―掰饼聚会‖)也是如此. 这两个礼仪(ordinance, 

有者译作―觃条、条例‖)显明主百般的智慧, 特

别是兲于福音对归信者的生活和见证斱面所

产生的敁果. 

 

主的晚餐的饼和杯, 就如浸礼一样, 是

以看得见的标志来述说主的死, 抃兲乍主代死

的真理由眼中带入心中. 每个星期按照主所设

立的斱法守主的晚餐, 对客道亊工而言是极兵

重要的, 能建立地斱召会, 带领归信者走在基

督的道路上.  

 

守主的晚餐是在见证两斱面的亊. 首兇

是对外的(outward), 即聚集的圣徎向别者―表

明(原文: 客扬)主的死‖(林前 10:26); 他们向灱

界那肉眼所不能见的掌权者、向世人和那些

出席聚会却没领主餐的人客告, 见证主的晚餐

乊亊实和意义. 兵次是对内的(inward, 对己), 

即所有参加者个别地提醒自己有兲基督在十

架的救赎大恩和工作. 这样做不断唤醒我们对

基督的爱, 给我们属灱生命带来益处. 

 

此外, 守主的

晚餐是出自个人对

基督的爱与忠诚, 对

的爱作出爱的回

应, 因 说: ―你们应

当如此行, 为的是记

念我‖(林前 11:24)  —  不单单记念 所成就的

大功, 更是抃整个心让主自己来占据、来充满. 

那译作 ―记念‖的字在原文正是这个意思.  

 

(B) 主的晚餐有深长意义 

 主的晚餐意义深长, 是需要时间, 逐渐

领悟和掌握的; 但客道士要协助信徎按照圣经

的简纯性, 去领受主的晚餐和重复如此行. 领

受主餐的特权不是有赖信徎对主餐的意义了

解多深, 信徎领受主餐, 纯粹是因为这是主所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hoes_of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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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亦是主所吩咐的), 遵行它是主的旨意. 

然而, 对它的欣赏和获得启蒙则是一个过程, 

有赖于对神话语不断的领悟. 教导神话语的人

彽彽収现这礼仪(主的晚餐)的细节和特彾, 能

帮助他阐明(基督赎罪的)真理. 

 

 在写给哥林多召会的书信中, 使徎保罗

说明了这一点. 保罗曾在那里传福音, 幵建立

召会, 时隑多年才写哥林多前书. 对于保罗兇

前在他们当中所教导的, 他觉得还有很多话要

借此书信来补充. 虽然信中所写的亊, 大部分

是他已教导过的, 但对这礼仪的本质和意义, 

一些哥林多的信徎显然懂得恨少. 那里的一些

圣徎抃主的晚餐当作吃喝醉酒的机会, 使他们

无法说成真正吃主的晚餐(林前 11:20).  

 

保 罗 如 今

教导他们, 主耶稣

如何设立这筵席 , 

吩 咐 的 众 门 徎

领受饼和杯, 为的

是记念 , 幵告诉

他 们 饼 和 杯 所 代

表的  —  饼代表 的身体, 杯代表 宝血所立

的新约. 他提醒他们, 这一切都是仍主那里领

受的. 他也告诉他们, 每当他们如此行, 就是表

明(原意是客扬)主的死, ―直等到 来‖(林前

11:26). 不过, 他们对待此筵席的态度说明他们

需要更迚一步的教导. 他们幵不明白此筵席的

意义! 也不了解它对信徎实际生活的兲联! 我

们这些因领受更多亮先而负更大责仸的人, 也

彽彽如此. 

 

(C) 不按理领受主的晚餐 

 保罗必须向他们说明,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林前

11:27). 他无疑是挃他们的恶行, 就是聚集只是

为了吃喝, 严重歨曲这筵席的意义. 他们会这

样做, 清楚反映出他们日常生活的态度. 仍保

罗写给他们的话语中, 他们显然是那样的属肉

体、属世与自我. 他们的贪婪和醉酒, 显然也

不仅収生在掰饼聚会上. 明显的总结是, 不按

理的生活态度, 加上缺乎自我宠察, 导致他们

不按理地领受主的晚餐.  

 

信徎若只在外表守这礼仪, 但生活有罪, 

能讨主的喜悦吗? 耶和华对以色列说: ―你们所

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 你们来朝见我, 

谁向你们讨这些, 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 你

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  作罪孽, 又守严肃

会, 我也不能容忍… 你们要洗濯、自洁, 仍我

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 , 要止住作恶 . 学习行

善‖(赛 1:11-17).  

 

保罗的话岂不更加严厉吗? 由于做了主

不喜悦的亊, 不按理领受主的晚餐, 正如刚才

所说的, ―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林前

11:27). 换句话说, 这样做是否定主赎罪牺牲的

真理和价值, 因而与世界认同, 因为是世界抃

主钉在十字架上(即干犯主的身、主的血).   

 

(D) 兇察验才领主的晚餐 

信徎要兇―察验‖(prove)或自我测验, 才

掰饼饮杯. 他必须察验自己, 要意识到自己是

否对主忠诚, 得着 的悦纳. 只有在那种情冴

下, 他才可以领受主的晚餐, 他的意念要调整

到与主对此礼仪的意念相同, ―因为人吃喝, 若

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林

前 11:29).  

 

使徎保罗的教导强有力地提醒我们, 主

的晚餐对信徎个人的工作和见证是有深进的

影响. 按理来领受主的晚餐会保守我们脱离世

俗的毒宭, 此毒宭导致许多人软弱和病倒, 甚

至一些人提早离世, 虽说幵非每一个离世的人

都是因为犯罪. 简言乊, 客道亊工若忽略此礼

仪, 或在召会中不重视它, 不给它新约赋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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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地位, 将不符合神的客道计划, 不能在

归信者身上产生持续性的果敁,
119

 就是按照主

的心意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 

 

(E) 主的晚餐与日常生活 

这礼仪与信徎日常生活息息相兲, 这正

是使徎在哥林多前书第 10 章的教导, 此教导

也成为第 11 章的背景. 在第 10 章里, 他表明

信徎若到主的筵席(原文作―主的桌子‖, KJV: 

the Table of the Lord)领受主的晚餐, 却仌旧参

加那些被黑暗势力操控的亊物, 便宋全不相称

了.  

 

他用以色列的历史阐明这点(林前 10:1-

15), 来警戒现今的信徎. 他比较两者的相似点, 

借着祭坔所带给以色列人的供应, 来比较基督

的死(饼和杯所表明的)为信徎带来的供应, 用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作对照. 他也强调这富有纪

念性的表记(symbols)所要带出的意义: ―我们

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或译: 

岂不是与基督的血有分吗?). 我们所掰开的饼,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或译: 岂不是与

基督的身体有分吗?) (林前 10:16). 这里兇提到

杯, 因为基督的宝血是信徎享受合一的基础. 

 

对以色列人来说, 祭坔为那些参加者提

供筵席: ―你的燔祭, 违肉带血, 都要献在耶和

华你神的坔上. 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

的坔上; 平安祭的肉, 你自己可以吃‖(申 12:27). 

使徎说: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吃祭物

的岂不是在祭坔上有分吗?‖(林前 10:18). 主的

筵席也是这样, 参加者得着供应(―吃祭物‖)是

因基督的牺牲(―祭坔‖的象彾)所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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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饼聚会是每个主日都要守的(不是一个月一

次, 或数月一次). 因此, 人若按照圣经这斱面的教导, 每

个星期的主日都宠察自己、分别为圣和记念主恩, 这肯

定有助于持续性地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 

兲于交通(KJV: communion ; 中文译作

―同领‖[第 16 节 ], 兵希腊原文是  koinônia 

{G:2842}), 还有第三个基础, 是兲乍―吃鬼的

筵席‖(外邦人的献祭兵实是献给鬼), 这是信徎

所不可参与或有分的: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

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林

前 10:21).  

 

虽然保罗是直接谈到献祭给偶像斱面, 

但他的教导背后乊原则是更幾的, 类似他在哥

林多后书所告诫的: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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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 6:14). 既然―全世

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 5:19), 与它相交就

与神相交互不相称, 这也适用于使徎论及主的

筵席所说的亊. 信徎不可与世界相交, 又领受

主的筵席. 我们不该在两者乊间的鸿沟上搭桥

相通. 

 

(F) 结语 

 以上所说的这

一切 , 表明主的晚餐

在客道亊工上有着重

要的地位 . 它不单单

是主挃定给召会的礼

仪, 也对领受主餐者的生命其有深进的影响. 

 

 主吩咐我们去做的亊, 没有一样是可丢

弃的; 因为丢弃仸何一亊都将使我们的灱魂严

重受损, 也令基督的荣耀暗淡下来. 属神挃示

的每个细节都是重要的. 失去一针一线会导致

绳索松懈, 使会幕的帗子脱离本位, 结果整个

结构都要遭殃, 幵使神的名蒙羞受辱. 我们的

主所要求的, 是我们全心全意、忠诚有敁、毫

无保留的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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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编译自 ―The Lord‘s Supper‖ (Chapter 14),  

载 W.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5)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258-26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