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从预表看见基督 
 

圣经是一本活的生命之书, 神拣选人为祂

执笔, 透过祂的默示来完成此书. 朱天民在《圣经

的寓含与预表》(第 5-6 页)中贴切表示: “圣经分

新、旧约两部分, 在旧约用预表和预言来描绘… 

到了新约, 神自己就以这位奇妙人物(主耶稣基督)

出现在人世; 故此, 这一位神所化身的基督是全本

圣经奇妙的中心, 祂包罗万有, 且从不同的角度多

方多面的, 以世人能领会的方式向世人显现.” 诚然, 

预表便是上述祂显明自己的其中一种方式.  

 

神使用旧约圣经中不少的人物、动物、植

物、矿物、食物、事物、事件、会幕、圣器、祭

物、节期等等, 来预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 故此, 主

耶稣曾对众门徒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

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 24:44).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是组成整本旧约

圣经的主要三大部分; 换言之, 整本旧约圣经除了

明文指示, 还蕴藏着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 

 

英国的女基督徒作家艾达·哈伯松(Ada R. 

Habershon)在其著作《研究预表》 (Study of the 

Types) 一书中提醒我们: “在研究圣经方面, 旧约的

预表是最有趣和最有帮助的其中一个题目; 我们

若要正确明白神的话语, 研究预表是绝对需要的.” 

她把圣经比喻作置有美丽插图的精装书籍; 在书

的前部分插有精选图片, 跟着是一章章的字句解释

这些图片的历史背景, 或者人物的生平事迹. 我们

阅读书的章页前, 通常都会先欣赏这些图画, 以更

明白书中所言. 她接着写道: “神在圣经的前几本书

给予我们一系列的图片(即预表). 新约多次提到它

们, 也解释它们. 可惜的是, 很多人满足于阅读新约

而不参照旧约的预表. … 对于那些没有查考这部

分的人, 他个人的损失是何等的大啊! ”  

 

因此, 我们有很好理由在研读旧约时, 细心

寻找基督的踪迹. 朱天民认为“所有蒙恩的人, 若能

深入追求并以这一目标来探讨关于这位宇宙独一

的主宰, 必能在神圣的真理上增进丰富.” 为此, 我

们将从本期《家信》开始, 在“预表教具”之专栏刊

登一系列有关预表的文章, 希望能以此帮助读者在

读经时“看见基督”, 并且“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

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后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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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约瑟(五) 

他的无限资源 和 一切荣耀 

(创世记 41:47-57; 45:13-28) 
 
(A) 序言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指出, 圣经中记

载了十三个饥荒, 而神使用 创 41:54-43:15 的

饥荒, 去催促约瑟的家

族归向约瑟; 这犹如在

未来的一日, 神会使用

大灾难去催促以色列

人归向基督 .1  在这有

关饥荒的几章记述中, 

圣经让我们看清楚约

瑟的丰富资源和荣耀; 在预表方面,2 它更让我

们看见约瑟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  —  其资源

无限丰盛, 其荣耀无以伦比! 

 

(B) 基督与约瑟的资源 (创 41:47-57) 

(B.1)   基督与约瑟的共同点  

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读到约瑟的丰富资

源, “约瑟积蓄五谷

甚多, 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 因为谷不

可胜数”(创 41:49); 

我们也读到, “当时

饥荒遍满天下, 约瑟开了各处的仓”(创 41:56). 

                                                           
1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Genesis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2), 第 326 页.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事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事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之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关系也可喻为“影儿/影子”(shadows)

与“实体/真体”(fulfillments)之间的关系. 预表犹如神的

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预表的“本体”所

要传达的真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简介(一)”. 

这一切情景提醒我们有关约瑟所预表

的那位基督  —  祂的莫大资源. 对那些干渴的

世人, 主耶稣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约 7:37). 对那些饥饿的人, 祂说: “我就是

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信我的, 

永远不渴”(约 6:35). 伟大的使徒保罗提醒我们

有关“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弗 3:8). 对那些前

来纳粮求助的人, 法老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 

凡他所说的, 你们都要做”(创 41:55). 我们在新

约也找到类似的事件, 就是在娶亲筵席上, 主

耶稣肉身的母亲马利亚也给几乎相同的指示, 

她向用人说: “祂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

么”(约 2:5).  

 

(B.2)   基督与约瑟的不同点 

神的一切福气都是透过主耶稣而赐下, 

而所赐下的福气是无限的丰富, 每个人都可获

得供应. 无论如何, 埃及人若要从约瑟那里获

得粮食, 就必须花钱去买. 但约瑟所预表的基

督却以不同方法对待世人 , 这就是所谓“本

体”(antitype, 指基督 )荣耀地超越祂的预表

(type, 指约瑟), 因基督免费地满足人类的需求, 

正如先知以赛亚提醒我们的: “你们一切乾渴

的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

都来, 买了吃; 不用银钱, 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

和奶”(赛 55:1). 祂

凭着恩典把福气白

白赐给我们. 虽然我

们不用花费银钱便

得到这福气, 但祂在

背后所付的代价, 却

是何等的大. 祂是心

甘情愿付此代价.    

 

诚然, 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天上各样属灵

的福气(弗 1:3). 我们既然白白得来, 祂也吩咐

我们白白舍去(太 10:8), 舍去我们的时间、精

力和才干, 来帮助世上许许多多遭遇灵命饥荒

的饥渴心灵. 我们需要介绍他们认识我们的

“约瑟”(指主耶稣基督), 得着祂无限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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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督与约瑟的荣耀 (创 45:13,24-28) 

 作为一个父亲, 听到自己的儿子被赞赏, 

那是何等振奋人心的事啊! 我们从圣经中学到, 

当旧约的祭物被献上(焚烧)时, 耶和华闻到馨

香之气(参  创 8:21). 

神感到喜悦, 因为所

牺牲的祭物提醒神有

关祂的爱子 (以及祂

将成就的救赎工作). 

对着要离开埃及的兄

弟们, 约瑟指示他们回到迦南时, 务要“将我在

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

父亲”(创 45:13). 听到他的爱子  —  那位看来

已死, 如今却活了过来的约瑟  —  得着这一切

的荣耀(创 45:26-28), 雅各的心肯定欢喜万分!  

 

(C.1)   基督道德上的荣耀 

 我们一周接一周地(在主日)聚在一起, 

记念我们的主, 把祂一切的荣耀告诉父神, 这

是何等振奋人心的事啊! 为了有效地执行此事, 

我们的心必须像古时的诗人(诗篇作者), 创作

或写出有关基督的美事; 我们须翻阅诗篇 45

篇, 来察看有关基督

为王的荣耀 . 首先 , 

我们在 诗 45:2 留意

到祂道德上的荣耀

(His moral glory).3 我

们读到那位“比世人

更美”的. 人的口舌和言语是人们经常出错与

失败之处, 但祂被美丽地形容为“祢嘴里满有

恩惠”. 诚然, 没有一人说话像祂一样充满恩惠; 

人心所充满的, 口就说了出来,4 所以我们凭着

祂那充满恩惠的言语, 能看见祂那充满恩惠之

心的闪光. 西门彼得说得对: “主啊, 祢有永生

之道(永生的言语), 我们还归从谁呢”(约 6:68) 

 

                                                           
3   诗 45:2: “你比世人更美; 在你嘴里满有恩惠; 所

以神赐福给你, 直到永远.” 
4   路 6:4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C.2)   基督职位上的荣耀 

诗篇 45 篇也论到祂职位上的荣耀(His 

official Glory, 指基督的君王职位), “大能者啊, 

愿祢腰间佩刀, 大有荣耀和威严. … 神啊, 祢

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祢的国权是正直的. 祢

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 所以神, 就是祢的神用喜

乐油膏祢, 胜过膏祢的同伴”(诗 45:3,6-7). 我们

读到威严的标记(insignia): 祂的宝座、祂的国

权(权杖)、祂的刀剑, 以及祂被神用喜乐油所

膏, 胜过膏祂的同伴.  

 

(C.3)   基督神性上的荣耀 

接着, 诗人在 诗 45:6

显明祂神性上的荣耀 (His 

divine glory), “神啊, 祢的宝

座是永永远远的.” 希伯来书

的作者为要显明圣子远远

超越一切天使时, 就引述这

段经文, 强调有哪位天使曾

得到父神那样的称呼(即称

之为“神”)?5 (编译者注: 主

耶稣基督在此被父神称为“神”, 足证祂有完全

的神性, 与神同荣同尊)   

 

(C.4)   基督作中保的荣耀 

最后, 我们在 诗 45:8 读到祂作中保的

荣耀(His mediatorial glory), “祢的衣服都有没

药、沉香、肉桂的香气; 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

                                                           
5   诗 45:6 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司

布真(C. H. Spurgeon)的正确指出: “在这里, 有些人只看

见所罗门, 他们是近视的; 有些人看见所罗门和基督, 他

们是倒视的; 属灵眼睛明亮的人, 只看见耶稣.” 这节论

到的肯定不是任何属地的君王, 而是属天的弥赛亚君并

他的神性. 现代主义者(Modernist, 或称“新派、不信派”)

喜欢采纳英文圣经《修正标准本》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的译法  —“祢神性的宝座(your divine 

throne)是永永远远的”  —  来否认基督的神性. 但希伯

来书的作者清楚说道: “ 论到子(基督)却说: 神啊, 祢的

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来 1:8). 旧约和新约都以这段经

文喻指基督. 不信派狡辩说: “以前的人把他们的王当作

神”, 是的, 许多拜偶像的民族确实如此, 但敬拜独一真

神的以色列人却不是. 来 1:8 否定了这一切的妄断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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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使祢欢喜”(编译者注: “没药”象征受苦

和死亡, 而“象牙宫”象征华丽堂皇之处).6 那位

来自“象牙宫中”(华美天堂)的基督, 要付出何

等大的代价, 来为自己赢取一位新妇(新娘). 这

是何等荣耀的主题啊!7 愿我们被祂的荣耀所

充满, 向天上的父神述说祂的荣美. 让我们不

要失去对基督的惊异赞叹! 因着信, 我们看见

祂的荣光(约 1:14).8 

 

(D) 结语 

 最后 , 我要引

述麦敬道的话作为总

结: “约瑟从头到尾都

蒙恩 . 虽然法老高举

他, 但他隐藏自己, 叫

百姓看重君王(法老). 法老说: ‘往约瑟那里

去’(创 41:55).9 而约瑟所行的表明他实际上回

答百姓说: ‘你和你的所有, 都是属法老的’(参 

创 47:14).10 这事令我们联想到人子从神手中

                                                           
6   有关祂作中保的荣耀, 有两件值得留意的事. 首

先, 王是住在象牙宫中(诗 45:8). 象牙是地上最庞大尊

贵的动物死后才能获得的. 大象必须牺牲, 才能换取华

丽堂皇的象牙宫. 照样, 基督本是住在犹如“象牙宫”的

华美天堂, 但祂必须牺牲  —  离开天堂的荣华, “道成肉

身”, 屈尊降世为人, 并为人死在十架上, 成为神与人中

间唯一的中保(提前 2:5).  
7   诗 45:8 说: “祢的衣服, 都有没药、沉香、肉桂

的香气.” 基督圣洁的一生都充满香气. 当祂降生时, 东

方博士们以黄金、乳香和没药为礼物献给祂 (太 

2:11). 祂死后埋葬前 , 尼哥底母用 100 斤的没药和沉

香, 熏祂的身体(约 19:39). 祂死而复活, 升到高天, 更是

充满属灵的香气 . 在圣经中 , 衣服或袍子象征显于外

表、人人可见的行为. 诚然, 基督君尊的衣服  —  所行

的一切  —  都充满了吸引人的香气. 
8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 上文编译自 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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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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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6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9   创 41:55: “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 众民向法老

哀求粮食, 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 凡他所

说的, 你们都要做.” 法老高举约瑟, 把人引向约瑟. 
10   创 47:14: “约瑟收聚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

银子, 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 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
的宫里.” 过后, 在饥荒延续的情况下, 百姓为了要获得

得荣耀的日子. 那时, 祂管理被赎之人、祂的

召会, 就是羔羊的新妇. 基督将按神的永远计

划掌权. 以色列终必完全复兴, 在神恩手下得

着照顾与保守; 全地都知道神杖的赐福, 是何

等的深广. 最后, 万有皆顺服在祂权下, 祂就把

国权归给父神  —  ‘叫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

之主’(林前 15:28).11 

 

“从这些记载中, 我们可知道约瑟的一

生, 是藏有充足的丰富. 总而言之, 他清楚地预

表神儿子来到以色列家: 祂被人嫉恨弃绝, 是

以色列的深刻功课、末后的悔改和复兴; 基督

与召会二合为一, 基督被高举, 管理全宇宙. 最

后, ‘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 这是整本圣

经书卷的旨趣, 神多方感动人、教导人学这门

功课. 然而, 这些真理早已预表了, 为要教导信

徒学习; 也证明圣经的一致性. 无论我们翻阅

创世记, 或以弗所书; 旧约的先知书, 或新约的

预言; 我们都学到一个真理  —  ‘圣经都是神

所默示的’ ”12  

 

                                                                                               
粮食, 就把牲畜和田地逐一的卖给约瑟, “于是, 约瑟为
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 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 各都卖

了自己的田地; 那地就都归了法老”(创 47:20). “约瑟对

百姓说: ‘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 看哪, 这

里有种子给你们, 你们可以种地. 后来打粮食的时候, 你

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 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

子, 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 他们说: ‘你救了

我们的性命. 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 我们就作法老
的仆人’(创 47:23-25). 以上约瑟所行的, 实际上是告诉

百姓, 他们和他们所有的, 都是属法老的.” 
11   林前 15:27-28: “因为经上说: ‘神叫万物都服在

祂的脚下.’ 既说万物都服了祂, 明显那叫万物服祂的, 

不在其内了. 万物既服了祂, 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

物服祂的, 叫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 
12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创世记释义》(香港九

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7 年), 第 288-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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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精心设计的 两大光 
  

圣经论到神的创造时, 说: “… 神造了两

个大光 , 大的管昼 , 小的管夜 , 又造众星”(创

1:16). 这大的光体就是太阳, 小的则是月亮. 我

们每天看到太阳“日出日落”, 晚上看见月亮“高

挂夜空”, 不觉得有何稀奇. 但天文学家对这两大

光惊叹不已, 因为它们不仅是精心设计的两大光, 

还与地球上的生命息息相关. 它们的大小和距离

维系着地球上无数生命的生死存活.   

 

首先, 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 一个适宜高

等生命居住的行星, 温度必须恰到好处. 若太热, 

像金星一样, 水会蒸发, 而不会有液体的水存在. 

若太冷, 像今天的火星一样, 水便结成冰. 香港天

文学家李国麟在他所写的“恩宠之星  —  从天文

生物学角度看宇宙设计的

目的”一文中论道: “在我

们的太阳系中, 可供人居

住的区域是非常狭窄的, 

它的范围只有在远离金星

轨道之外, 到火星以内的

环 带 , 称 为 ‘ 环 恒 星 宜 居 带 ’(Circumstellar 

Habitable Zone, 简称 CHZ). 如果地球与太阳之

间的距离再接近百分之五的话, 它的情况就会变

得像金星一样, 极端的温室效应使地球表面温度

达到 5 百摄氏度. 相反, 如果地球离太阳再远百

分之二十, 就会像火星一样, 在大气层周围形成

二氧化碳的云雾, 使它表面进入严寒, 造成失控

的冰河时期, 没有生命能够存在.”  

 

李国麟也指出, 离太阳愈远, 行星的大气

需要更高的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的含量, 才

可留住太阳的热能, 让水维持在液体状态. 不过, 

这就造成氧气不足, 哺乳类无法生存. 唯独是“环

恒星宜居带”最内的边缘, 二氧化碳和氧比例才

恰到好处. 此外, 地球的轨迹也接近正圆形, 令地

球维持(保留)在宜居带内. 一旦离开此宜居带, 

地球上所有生物都面临死亡. 

 

此外, 地球之所以能成为可让生命维持

下去、适宜居住的地方, 是因为太阳提供源源不

绝的热能, 并与我们保持着适当距离, 使地球的

温度适宜生命孕育和生存. 太阳的核心温度高达

1 千 5 百万摄氏度, 核聚变不停地为 1 亿 5 千万

公里外的地球带来恒常的温暖.  

 

读者切勿认为这一点乃是浩瀚宇宙中处

处都有的情况. 香港天文台科学主任李国麟提醒

我们: “仰望夜空点点繁星, 宇宙中存在着无数恒

星, 我们可能会以为太阳只是众多恒星中平凡的

一个. 事实上, 太阳绝非平凡之星. … 我们邻近

的恒星占了八成的恒星是红矮星(Red Dwarf), 另

外百分之八至九称为 G 矮星(G Dwarf), 太阳属

于黄矮星(Yellow Dwarf), 说得再技术性一点, 它

属于 G2 光谱型. 换句话说, 若我们随意抽出一

颗恒星, 它一定比太阳小.”  

 

红矮星在我们的银河系中为数众多, 我

们先了解一下它的特性. 首先, 红矮星发出的是

红光, 对光合作用没什么用处. 光合作用需要的

是蓝光加红光, 我们需知道, 光合作用是地球上

将太阳光化作生命所需能量的一个非常重要过

程. 其次, 由于红矮星的质量和亮度也小, 其行星

的轨道需靠得更近, 才可维持行星表面的水呈液

态. 然而, 行星愈接近恒星, 潮汐力就会愈强, 令

行星的自转变慢, 最后行星会减慢至所谓“潮汐

锁死状态”(tidally locked state), 即行星的同一面

永远朝向恒星, 这样行星的日夜两面温差会极大, 

背光的一面冰冻寒冷, 而向光的一面干燥酷热, 

这样的状况绝对不利生命的存在. 

 

我们的太阳不但体积适中, 连光谱中的

颜色也适中, 红蓝均匀. 如果地球绕着更大的恒

星运行, 例如 F矮星, 因为那星的蓝光更强, 氧气

会更多, 臭氧层更厚, 但只要臭氧层稍一受到损

坏, 整个行星会即时受强烈紫外线侵袭, 绝对不

利生物的活命. 体积大的星寿命较短, 即使比太

阳稍微大一点的恒星, 寿命也只是数 10 亿年. 而

太阳的寿命估计有 100 亿年, 稳定地燃烧氢气. 

但别的恒星即使只比太阳大少许, 寿命也短许多, 

并且亮度也会衰减得很快. 整体而言, 比太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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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恒星, 生命周期中的一切都比太阳快, 没有足

够时间酝酿生命.  

 

太阳的金属含量丰富, 与其他同龄同系

的恒星相比, 它的重元素含量最高, 而这程度接

近制造地球大小的可居行星的理想数值. 太阳的

亮度也非常稳定, 在太阳黑子整个周期的约 11

年内, 阳光的变化也不到 0.1%, 不至于令地球的

气候出现重大变化而影响其上的生命. 此外, 太

阳在银河系内的轨道几乎是圆的, 令我们可以维

持在“星系内宜居带”, 远离银河中心的危险地带, 

也不会移进旋臂内接近超新星爆炸的高危区域.  

 

李国麟总结道: “经此分析后, 我们得知

并非大部分的恒星都能支持有生命的行星. 恒星

在质量、光线、成分、距离、轨道、所处星

系、位置等各项条件上, 要具备像太阳那样适中

的特质, 它的行星上才能有生命存在的机会. 太

阳能如此巧合地具有各项让其行星(指地球)宜

居的条件, 确是得天独厚.” 

 

月亮又如何呢? 一般的看法是: 月球表面

充满坑洞, 景象荒凉. 地球的引力已令月球处于

潮汐锁死状态, 它永远以同一面向着地球, 即它

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相同, 缓慢的自转使面向

和背向太阳两边的温差极大, 绝对不宜生物活命. 

看着月球, 很难令人想起它与地球的生命有什么

直接关系, 有何贡献. 

 

然而, 事实是: 月球的大小与距离大大提

高地球的“宜居性”, 有助于生物的生存. 天文学

家李国麟评述道: “近年的科学研究发现, 原来月

球对支持地球上的生命有莫大的贡献! 月球竟

然稳住了地球轴心(地轴)的倾斜度. 四季是由地

轴倾斜度决定的, 当北极一方向太阳倾斜时, 便

是北半球的夏季, 南半球的冬季. 六个月之后, 地

球运转至環太阳轨道的另一边时, 南极向太阳倾

斜, 南北半球的季节便对调. 地轴的倾斜度是

23.5 度, 令地球的四季较为温和. 月球有稳住地

轴倾斜度的功能, 也即是说月球直接地令地球拥

有生命存在的合宜气候. 如果没有了月球, 地球

的倾斜度会大增, 地球表面的温度变化幅度也会

相应大增. 举个极端的例子说, 若地轴的倾斜度

是 90 度, 那么北极会有六个月的阳光, 南极会有

六个月的黑暗.” 

 

李国麟也指出, 就太阳系以内的行星而

言, 月球体积之大可算独一无二. 最接近太阳的

两颗行星  —  水星和金星, 都没有卫星. 地球轨

道以外的火星有两个小卫星, 但它们可能只是被

火星引力捕获的陨石而已, 对稳定火星轴心的作

用不大. 虽然火星目前的倾斜与地球相若, 但其

实它轴心倾斜度的变化颇大. 总的来说, 这三颗

行星倾斜度的变化都是大得惊人. 从另一角度看, 

若月球的体积比现时要大, 而距离不变的话, 月

球对地球的潮汐力会很强, 而减慢了地球自转的

速度, 一日的时间会增长, 日夜温差就更大, 影响

了地球宜人气候的稳定性. 

 

月球对地球另一重大贡献, 是加强了潮

汐的涨退. 地球上的潮汐, 六成归功于月球, 四成

归功于太阳. 潮汐的作用是将陆地的养分送到海

里. 研究发现, 月球引发的潮汐有助海水循环流

动, 海洋存着大量热能, 海水要流动才可令纬度

高的地带不至过冷. 基于上述种种因素, 李国麟

适切地评述道: “月球‘恰巧’的大小与距离, 使地

球有适宜居住的环境, 叫人愈来愈难相信我们这

适宜活命的生态圈, 纯粹是偶然而生的.”13  

 

是的, 神创造日月这两大光, 让地球上的

人类得以生存. 但神还赐下另一个更重要的光  

—  主耶稣. 祂是那大光(太 4:16). 圣经说: “生命

在祂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 凡接待祂的, 就是信

祂名的人 , 祂就赐他们权柄 , 作神的儿女”(约

1:4,9-12). 祂的名被称为“耶稣”, 其意义是“祂要

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 1:21). 我们

世人都有罪, 但若真心信靠主耶稣(信祂能救我

们脱离罪恶), 认罪悔改, 就必

得救, 并得着权柄成为神的儿

女.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信祂的

名, 接受祂作你个人的救主吗?

                                                           
13  上文主要参考 关启文、陈海智、汤灵磐、谭

振基合编, 《智慧设计的当代争论》(香港九龙: 天道书

楼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 169-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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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特 博  (Lee Strobel) 

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五): 
挑战三: 耶稣的复活已不可信了(中) 

 
编者注: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的真品, 必有模仿

伪造它的假货.” 以百元美钞为例, 虽然各

地警方严打伪钞, 但伪钞依然层出不穷, 而

且制作水准之高, 叫人目瞪口呆, 防不胜防. 

鉴证专家告诉我们: 识别伪钞的最有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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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言之, 对真钞

认识够深 , 就容易看穿伪

钞, 不管假装得何等相似. 

 

基督信仰的护道学 (apologetics), 14  可谓信仰

的鉴证科 , 在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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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祂的出生、事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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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 近世随着某些“神学家”、“学者”的兴起, 

矛头更直指新约圣经的权威地位: 一方面质疑

四福音的成书年期、内容有否被后世窜改等 , 

另一方面又抬举一些“另类福音书”(如《多马

福音》、《马利亚福音》、《犹大福音》等)

的权威, 使之与四福音分庭抗礼. 

                                                           
14   “ 护 道 ” 英 文是 “apologetics”( 源 自希 腊文 : 

apologia {G:627}, 意即“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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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道”(主耶稣)和“记载之道”(圣经), 而非为宗教

辩护, 所以译之为“护道”而非“护教”更为贴切. 期望透

过“护道战场”专栏 , 我们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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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上述经文的“回答”、“分诉”和“辨明”三词, 在希腊

文都是 apologia 一字). 

此外, 怀疑与不信者又举着“文化研究”的招牌, 

强说新约圣经作者把异教文化中的远古传说

套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有者甚至把基督信仰

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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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了约翰二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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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

硕 士 史 特 博 (Lee 

Strobel)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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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精彩的访谈实录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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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史特博是耶鲁大学法律学院硕士, 美国著名日

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奖的

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兼法律版主编,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

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其藐视和反对基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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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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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一举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

仰. 结果, 他发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

科学事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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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更把探索信仰的旅程逐一写成护道畅销

书《重审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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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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 竟然

同时有两本攻击耶稣复活的书, 这正好反

映公众对耶稣复活的课题深感兴趣. 贝真

特(Michael Baigent)在《耶稣档案》(The 

Jesus Papers)中说, 彼拉多根本不想耶稣

死, 因为耶稣向来鼓励人交税给罗马. “试

问彼拉多怎会审讯一

个至少表面上看来完

全支持罗马政策的人? 

更遑论把他处死!” 贝

真特声称, 彼拉多略施

小计, 先公然判耶稣死

罪以息民愤, 然后暗自

设计, 让耶稣被钉十架

而不死. 按贝真特的说

法, 钉十架不是必死无疑的! 此外, 前美国主

教约翰·施邦(John Shelby Spong)宣告说耶稣

死后没有复活: “耶稣已经入土为安…只剩

一堆白骨. 后来连白骨也没有了.” 换言之, 

有者说主耶稣没有死在十架, 有者说祂没有

复活. 然而, 事实真是如此吗? 为了查出真相,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兼耶鲁大

学法学硕士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简称

“史”)采访了一位钻研复活课题的专家李康

纳博士(Michael Licona, 下文简称“李”).16               

                                                           
16  编者注: 编者坚信学位和神学院绝非真理的保

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从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

博士, 竟是不全然相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

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

些认识(而非高举受访者), 以下列出他的学历和专长: 

李康纳(Michael Licona)是研究复活课题的专家. 他的宗

教研究硕士论文是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为题, 他在普勒多

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Pretoria)念新约圣经研究时的博

士论文, 是以各种历史方法论去衡量耶稣基督复活的见

证. 他与哈伯马斯(Gary R. Habermas)合著了 2004 年得

奖书《耶稣复活的理据》, 也为《圣经文学评论》及

《24 位学者指出科学、考古学、哲学均已证明有神》

等学报及书籍撰写文章. 由于对伊斯兰了解甚深, 他写

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名为《保罗遇上穆罕默德: 基督

徒与穆斯林辩论复活》. 他已在超过 70 间北美洲的大

学里演讲过, 也上过数个电视节目为主护道和证道. 从

2005 年至今, 李康纳出任美国南浸信会北美洲差会护

教(护道)与合一布道部, 负责训练领袖, 开发资源, 并担

任关乎世界宗教、异端、护道之顾问. 

挑战三: 耶稣复活已有新解释, 过去看法

已经站不住脚 

 

(文接上期) 

(C.2) 事实二: 门徒深信耶稣复活并向他们显现 

在上一期, 我们读到李康纳为了证实主

耶稣已复活, 便提出五项最基本事实的第一项  

—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本期, 让我们思考他所要

提出的另外四项. 

 

李: “事实二是门徒深信耶稣复活了, 并向他们

显现. 这方面的证据有三重: 保罗为门徒所

作的见证、早期教会的口述传统、早期教

会的著作. 保罗的见证是重要的, 因为他与

彼得、雅各、约翰私下有交往, 使徒行传

也证实这一点. 他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11

节说: ‘不拘是我, 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传, 

你们也如此信了’, 这句话指的是耶稣复活. 

换句话说, 保罗与使徒们是相熟的, 也知道

他们讲的跟他的一样, 即耶稣复活了.  

 

“然后是口头传统. 在古代没有录音机, 识

字的人也不多, 口头传统是他们所倚赖的, 

直到用文字记载下来为止. 学者凭着经文

中的信条、圣诗、讲章撮要, 看出这一切

都源于口头传统.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新

约圣经作者如果能够记下来, 即是在新约

圣经写出之前, 口头传统已经存在了.” 

史: “即是很早已有了?” 

李: “对啊, 很早已有了. 愈早, 就愈准确, 所有

历史学者都同意这一点; 例如, 信条(creeds)

就是叫人方便把教义记下而写的, 保罗在

主后 55 年写哥林多前书时, 引述了最早也

最重要的一条. 哥林多前书 15 章 3-7 说: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

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

显给矶法看, 然後显给十二使徒看; 後来一

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

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後显给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 不少学者相信这信条是

彼得与雅各在保罗悔改后三年上耶路撒冷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8 

   

《家信》: 第 107期 (2015年 10-12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时传给他的,17 即是距离耶稣钉十字架只有

5 年. 

 

 “想想看… 太棒了! 诚如专家所言, ‘令研究

古史者垂涎的, 正是这一类数据’, 不仅因

为够早期, 也因为保罗所得的是目击者的

真传, 可信程度大大提高.” 

史: “在你看来, 这信条有多重要?” 

李: “铿锵有力! 虽说成书年期早, 一样可以有

作假或蒙骗的可能, 但至少不会因年代久

远而变成传说. 上述信条的起源, 可以直溯

至耶稣的门徒, 它是质疑复活的人久攻不

下的防线! 对历史学者而言, 它实在是块宝.  

  

“口述传统资料就更丰硕了  —  例如, 新约

圣经录载了几位使徒的讲章, 但都是撮要, 

每篇只消 5 分钟就可读完, 原稿的长度一

定不止于此. 最低限度, 我们可以断言, 绝

大部分历史学者, 都同意使徒行传的讲章

撮要很能代表最早的使徒教训, 对于耶稣

身体复活的事绝不含糊. 例如保罗在使徒

                                                           
17   最初的时候, 写信条(creeds)的目的是为了叫人

方便把教义记下, 这本是好的. 可惜的是, 随着时间的过

去, 越来越多的信条被立, 而当中又有一些信条是按某

些人的神学观而立, 没有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有些甚

至抵触圣经其它的经文, 结果就把许多错误带入教会, 

例如许多宗派实行婴儿洗礼(为婴孩施洗)不是基于圣经

明确的教导(注: 可 16:16; 徒 2:41; 徒 8:37 的教导均反

对婴儿洗礼), 而是根据 1646 年的“威斯敏斯特公认信

条”(另译“韦敏斯德公认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646), 第 28 章, 第 4 项所言: “不但真实承认相

信并顺服基督者应当受洗, 而且相信之父母的一方或双

方的婴孩, 也当受洗”. 赵天恩主编, 《历代教会信条精

选》(台湾: 基督徒改革宗翻译社, 2002 年修订版), 第

153 页. 今天教义混乱的原因之一, 就是人以信条取代

圣经. 但有者说 林前 15:3-7 不是信条吗? 我们相信和遵

守这信条有错吗? 首先, 我们必须澄清一点, 圣经从未

说 林前 15:3-7 是“信条”(creed), 它是一些学者给它套上

去的名词. 事实上, “信条”一词从未出现在圣经中. 其次, 

我们相信和遵守 林前 15:3-7, 不是因为它是信条, 而是

因为它是圣经的话语, 是圣灵默示保罗而写下的圣言. 

历代许许多多所谓的“信条”(以及“信经”、“教条”等)都

不是圣灵所默示的圣言, 而只是人对圣经教义的简述

(故当中有些说得正确, 有些则错误). 简言之, 信条只能

作为参考, 绝不能赋予它与圣经同等的权威.   

行传 13 章所说的: ‘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

了神的旨意, 就睡了, 归到他祖宗那里, 已

见朽坏; 惟独神所复活的, 祂并未见朽坏. 

所以, 弟兄们, 你们当晓得: 赦罪的道是由

这人传给你们的’(徒 13:36-38). 保罗这番

话正好与彼得在 2 章所说的不谋而合(参 

徒 2:30-32).18 这是多么直接大胆的宣告! 

大卫的肉身朽坏了, 耶稣则不然, 却从死里

复活了. 

 

“此外, 还有文字记录, 例如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 四卷都是第 1 世纪的作品, 这

是众所接受的事实, 连怀疑派历史学者也

不例外. 最极端的自由派学者, 也能接受四

福音最迟在耶稣死后 70 年内写成  —  而

四福音都声言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我

们大有理由可把福音书成书年期定得更早, 

但无论如何, 我们肯定可说福音书成书年

期与书中所载事件极为接近, 那程度是其

他古籍望尘莫及的. 举个例子, 我们对亚历

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认识, 最

早的资料是在他死后 400 年才写成的. 又

譬如凯撒奥古斯都(另译“奥古士督”, Caesar 

Augustus), 历史学者要用 5 个主要资料来

源, 才能够写出他成年期的史实: 一篇简短

的碑文, 距离他死后 50 至 100 年间写成; 

另外三份资料是奥古斯都死后 100 至 300

                                                           
18   徒 2:30-32: “大卫既是先知, 又晓得神曾向他起

誓, 要从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预先看

明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说: 祂的灵魂不撇在阴间; 祂的肉

身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 神已经叫祂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

事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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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写成的. 相比之下, 耶稣被处死后 35

至 65 年间已有 4 本传记, 自由派学者也同

意成书年期的推断是正确的.” 

 

史: “马可福音最后几节论到耶稣显现的经文

不是原稿所有的, 对不对?” 

李: “对,19 但马可清楚知道耶稣曾经显现, 以至

记述了 5 次预告耶稣复活的话语, 又指天

使见证主的复活, 又提到空坟及耶稣将在

加利利显现. 事实上, 马可福音 16 章 7 节

提到彼得, 可能正是我刚才提到的信条内

所讲主向他显现的事. 还有一样: 大部分学

者认为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 但

比它更早提到主复活的记载, 是我刚才提

到哥林多前书 15 章的信条  —  耶稣多次

显现, 包括一次过向 500 人显现的事, 都记

录下来了.  

“然后还有教父(apostolic fathers)的见证. 他

们是曾经见过使徒的人, 所写的反映了使

徒教训  —  因着耶稣复活, 使徒一生翻天

覆地. 以革利免(Clement)为例, 早期教父爱

任纽(Irenaeus)曾经提及革利免与使徒交谈: 

‘革利免耳中回荡着使徒的讲道, 眼中凝望

着使徒的传承.’ 非洲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

说, 革利免是彼得亲手按立的(ordained,意

指由彼得亲自设立作教会的领袖).” 

                                                           
19   虽然李康纳的看法与一些学者如华莱士(Daniel 

B. Wallace)的看法一样 , 认为马可福音最后几节 (可

16:9-20)的经文不是原稿所有的, 但也有不少权威的文

本评鉴学家(textual critics, 如 Dean John W. Burgon)指

出, 这段经文其实是有在原稿的. 请参 2015 年 4-6 月份, 

第 105 期《家信》的“护道战场: 识别真伪基督(四)”的

“附录一: 再思约 7:53-8:11 和 可 16:9-20 的真实性, 以及

学者的看法”. 

史: “革利免还说过什么反映使徒教训的话语

呢?”  

李:  “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信, 这是在第 1 世纪内

说的: ‘因此, 他们既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复活, 又坚信神的话语, 就领受命令和十足

把握, 带着从圣灵来的确据, 出去宣告神的

国快临的福音.’ 还有波利卡普(或译“坡旅

甲”, Polycarp). 爱任纽说波利卡普‘师承几

位使徒(其中有使徒约翰), 与多位亲睹基督

的人有来往’, 又说他‘记得他们亲口讲过的

话’, ‘喜爱将使徒的教训传开去’. 特土良也

印证了一事 : 波利卡普的士每拿监督

(bishop)职分, 是约翰指派的. 主后 110 年

左右, 波利卡普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 至

少 5 次提到耶稣复活. 他指着保罗与众使

徒说: 他们所爱的并不是现今的世代, 乃是

那为我们谋福祉而死、又因我们的缘故为

神所复活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 请想想, 

我们这三类见证是多么丰富: 保罗书信、

口述传统、文字记录. 计起来有 9 个来源, 

分别反映成书极早的门徒见证, 声称曾经

亲眼看见复活主耶稣  —  这是门徒刻骨铭

心的信念.”  

史: “何以见得?” 

李: “我们有证据显示门徒彻底改变了, 即使受

逼害以至殉道也在所不惜; 这是新约圣经

内外都找得到的见证. 单单使徒行传已足

证门徒非常愿意为着坚守耶稣复活的信念

而受苦, 绝不动摇. 早期教父如革利免、波

利卡普、特土良、伊格那丢(Ignatius)、俄

利根(Origen), 也都确认了这一点. 这方面

我们有至少 7 个早期的见证, 倘若把保罗

和主的兄弟雅各的殉道也算进去, 共有 11

个来源.”  

史: “殉道可以证明什么? 其他宗教的信徒也会

这样做啊.” 

李: “首先, 殉道至少表明他们坚信自己所信的

是真的. 他们没有存心作假说谎, 因为人怕

死才会说谎(但他们不怕死, 勇敢为主殉道; 

他们连死都不怕, 又怎么会因害怕而说谎

呢? 编者按). 门徒并非单单相信, 而是确实

知道耶稣复活了  —  他们亲自到过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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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断复活的真伪. 他们死(勇敢面对死

亡), 是为了复活的事实而死. 这与今日穆

斯林恐怖分子或其他教徒的‘殉道’有所不

同  —  他们充其量只为信念牺牲, 而毫无

确知事实的把握;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却有

这把握, 他们确知耶稣已经复活, 他们知道

真相, 也因此甘心舍命.” 

史: “事实的底线是什么?” 

李: “哈伯马斯(另译“哈贝马”, Gary Habermas)

检视过去 30 年来 2 千多个关于复活的学

术意见后指出, 众所公认的是: 早期基督徒

确实认为自己曾经亲眼见过复活的耶稣. 

甚至无神论者勒

德曼 ( 或译 “ 伦得

曼”, Ludemann)也

愿意让步, 说: ‘耶

稣死后, 彼得与众

门徒确曾有见过

耶稣以复活基督

身份向他们显现

的经验… 这是可以接受的历史.’20 不过勒

德曼认为门徒见到的是异象  —  我(李康

纳)绝不接受这解释  —  但无论如何, 勒德

曼愿意承认门徒的经验是历史事实.”  

 

李康纳俯身拿起他的著作《耶稣复活实

据谈》(The Case for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迅速翻到第 60 页, 并念出: “正如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的波拉·费力信(另译“保娜·费

力信”, Paula Fredriksen)所说(注: 她不是福音派, 

而是极端的自由派学者):  

 

我知道按他们自己的想法, 他们真的

见过复活的耶稣. 这是他们亲口所说的. 

我们手上所有史料, 也证明这是他们坚

信不移的事: 他们曾经亲眼所见. 我不是

说他们真的见过复活的耶稣  —  我不在

场, 不能肯定他们看见了什么  —  但从

                                                           
20   Gerd Ludemann, What Really Happened to 

Jesus? trans. John Bowde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5), 第 80 页; 引自《认识基督》, 第 113 页.  

历史学者的角度看, 我肯定他们一定看

见了一些东西.21 

 

李: “事实上, 波拉·费力信在别处提及: ‘门徒确

信自己见过复活的基督, 他们这信念是不

需置疑的历史事实, 牢固可靠.’ 我认为事

实正是如此, 我也相信有清楚及可信的证

据, 证明他们所见到的是复活的耶稣. 不过, 

还有三项最基本的事实…” 

史: “好, 请继续, 第三项是什么?” 

 

(C.3) 事实三: 保罗的悔改 

李: “我们从不同的途径知道保罗(原称“大数的

扫罗”)本来是教会的敌人, 专门逼迫信徒, 

但保罗说他亲自遇见了复活的耶稣, 因而

悔改跟从了祂. 换言之, 不论敌友, 都为耶

稣复活作见证. 这是很重要的事. 除了保罗

自己, 我们还有 6 个古代世界的作者, 包括: 

路加、罗马的革利免、波利卡普、特土

良、哥林多的狄奥尼西(或译“狄奥尼斯”, 

Dionysius)、俄利根, 都说保罗为着信仰不

断受苦, 甚至殉道. 再说一遍: 说谎者都是

怕死的, 当不成殉道者! 所以可以肯定, 保

罗不仅声称见过复活的耶稣, 而且深信不

疑.”  

史: “改信别教(改信别的宗教)大有人在, 保罗

有何与众不同?” 

李: “基本上, 改信别教的人, 都是听别人劝说

而改, 所根据的是二手资料. 保罗可不是这

样, 他自称是亲自遇见复活的基督而改变

的, 这是根据一手资料而信  —  耶稣亲自

向保罗显现(徒 9:3-6), 这分别太大了. 你不

可能说保罗是耶稣的老朋友, 在耶稣命丧

后朝思暮想, 所以产生幻觉. 保罗是最不可

能相信耶稣的人, 他那反基督信仰的信念

是根深蒂固的, 他坚决认为门徒宣称的弥

赛亚(指耶稣是弥赛亚)是假的. 但他从逼害

者变为宣道士, 实在要有合理的解释  —  

                                                           
21   波拉·费力信这段话是摘自她与澳洲广播公司

(ABC,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记者詹尼斯

(Peter Jennings)的访谈. 此访谈是一部名为“搜寻耶稣真

相”(The Search for Jesus)的纪录片, 于 2000 年 7 月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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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相信最好的解释, 就是保罗讲的是真

话: 他前往大马色途中遇见复活的耶稣. 如

果这是保罗编造出来的话, 他在世上一点

好处都尝不到, 所得到的只有受苦和殉道.” 

(换言之, 既然传讲主复活反要遭受更多逼

迫, 保罗又何必编造谎言使自己受苦呢? 若

有人指保罗遇见复活主是他自己编造出来

的谎言, 那人要先解释为何保罗要做这件

“对他非但无益, 反倒有害”的事?) 

 

(C.4) 事实四: 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的改变 

李: “第四项基本事实, 是雅各的改变; 雅各是

耶稣的兄弟(弟弟).” 

史: “有些人可能很诧异: 耶稣竟然有兄弟?” 

李: “福音书至少提到耶稣有四个兄弟(弟弟): 

雅各(James)、约西(Joses, 有古卷作“约瑟”, 

Joseph)、犹大 (Judas)、西门 (Simon) (太

13:55), 妹妹的名字则没有记下来. 犹大史

学家约瑟夫(Josephus)有一段被其他历史

学者判断为真实的记载, 说: ‘那称为基督

的耶稣, 有个兄弟名叫雅各’. 

史: “我们对雅各有什么认识?” 

李: “第二世纪赫格西普斯(Hegesippus), 称雅

各为虔守律法的犹太人. 对我们来说, 更重

要的是当耶稣在生时, 雅各不是跟从耶稣

的人.” 

史: “何以见得?” 

李: “马可福音与约翰福音都说耶稣的兄弟们

没有一个信他. 约翰福音讲的更加特别, 他

说耶稣的兄弟们听见人说祂行了神迹, 不

但不信祂, 反而当众要耶稣再行一次(约

7:1-5)  —  换言之, 是取笑祂!” 

史: “你为什么认定耶稣的兄弟们不信祂, 这事

是真的?” 

李: “就是根据所谓的‘丢脸原则’(principle of 

embarrassment)去衡量, 没有人会编造出令

自己丢脸或者失信誉的故事. 在第一世纪, 

犹太拉比(rabbi, 即犹太宗教师)若得不到家

人支持, 是很尴尬的事.” 

史:  “你还有别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不信吗?” 

李: “细想耶稣在十架上把母亲托付给门徒约

翰照顾的一幕: 祂没有把母亲交给兄弟们

照顾, 反而把母亲交给他的门徒约翰. 但最

自然的做法, 应该是交给自己的兄弟. 这是

何解呢? 如果祂肉身的兄弟们是祂的信徒, 

母亲自然是交给他们照顾了. 由此可见, 耶

稣所有的兄弟都不信祂, 乃是最合理的解

释. 耶稣只好把母亲交给属灵的兄弟照顾. 

 

 “最重要的一点记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复

活后的耶稣曾向雅各显现, 再一次说明这

是很早期的记载, 可靠的特征甚多. 事实上, 

这信条可能是雅各传给保罗的. 若是如此, 

这项涉及雅各的信条, 就得到雅各本人的

确认了. 自从雅各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之后, 

不仅成为基督徒, 更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

领袖  —  这是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告诉我

们的. 雅各因为耶稣复活, 坚信祂是弥赛亚

(Messiah), 甚至甘心殉道, 这是基督徒和非

基督徒资料所确证的. 我们在这里又一次

看见不信者如何因为亲自遇见了复活的耶

稣而悔改归信, 最后更甘心为所信的舍命. 

批判学者富勒(Reginald Fuller)认为, 即使

我们没有哥林多前书 15 章的记录, ‘我们

也得编造’一个类似的复活显现, 才能够解

释雅各的悔改经历, 以及他如何在古代基

督信仰的中心  —  耶路撒冷教会  —  牧职

所占的席位.”(注: 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

主要领袖之一, 加 2:9 称之为“教会柱石”) 

史: “为什么直到耶稣死前, 雅各还是不信? 到

底耶稣做了什么、或少做了什么, 以致雅

各不信?” 

李: “嗯, 我得承认这正是我多年百思不得其解

的问题. 老实说, 时至今日, 我还未完全释

怀. 如果童女生子是真的, 为何耶稣的兄弟

们会不信? 马利亚一定会讲出这事的. 真的, 

我真的觉得很难解释. 最近, 我跟一位算是

个怀疑派的朋友谈起这事, 他的反应叫我

十分出奇. 他说, ‘我就不会管这个了… 如

果我有个完美的兄弟, 即使他真的是童女

所生, 我也会讨厌他, 不会跟从他!’ 我觉得

他的答案颇有趣(这或许在某方面可以解

释雅各的情况, 编译者按). 但从历史角度

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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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理格(W.L.Craig) 

史: “我认为, 如果有个大言不惭的兄弟, 会很

尴尬啊.” 

李: “说得好, 我倒没有考虑

在同侪间的压力有多大. 

同侪会说: ‘你的兄弟自

称为神的儿子?! 拜托! 

别胡诌吧!’ 雅各一定很

尴尬.” 

史: “说到底, 雅各的悔改是

不是重要的复活见证?” 

李: “这个当然, 专研究复活

问题的克雷格(另译“克理格”, William Lane 

Craig)问道: ‘要怎样才肯相信自己家中的

兄弟是上帝?’ 唯一办法, 就是早期信条所

说的: 被钉十架的耶稣在复活后亲自向弟

弟雅各显现.” 

 

(C.5) 事实五: 耶稣坟墓是空的 

李: “最后一样  —  空坟  —  是基本事实最后

一项, 在学者当中的普遍共识性(consensus)

虽不及前四项, 但支持证据仍很有力.” 

史: “多有力?” 

李: “哈伯马斯认为 75% 的学者确认空坟是历

史事实, 比例相当高. 我认为, 只要放下成

见, 单凭历史数据来衡量, 空坟是有充足证

据支持的. 证据基本上有三条主线: 耶路撒

冷因素、敌方佐证、妇女见证.” 

史: “什么是耶路撒冷因素?” 

李: “所指的是耶稣被处决、埋葬, 又被指已经

复活等事, 全都在耶路撒冷发生. 事实上, 

耶稣被钉之后几个礼拜, 彼得就在城中向

群众宣告: ‘神已经叫耶稣复活了! 我们就

是这事的见证’(徒 2:24-32). 说实在的, 如

果耶稣的尸体仍然在坟墓里, 基督信仰绝

对不能在耶路撒冷生根发展! 罗马人和犹

太人只要跑到坟墓去看看耶稣动也不动的

躺在那里, 所有(所谓的)‘误会’马上一扫而

空! 可是没有这样的事!  

 

“反之, 连敌人也见证说坟墓是空的  —  反

对者只能说是门徒盗墓 , 把尸体拿走(太

28:11-15). 除了马太福音记载之外, 殉道者

游斯丁(Justin Martyr)与特土良也记载了这

事. 问题是: 坟墓中若有尸体的话, 何来盗

墓之说? 这就反证了坟墓中没有尸体的事

实. 我有个 12 岁的儿子, 如果他回学校对

老师说: ‘我的家课给狗儿吃掉了.’ 他的意

思是没有家课交! 耶稣尸体如果仍在墓中, 

你就不会说门徒偷走了尸体! 此说乃是间

接承认墓中无尸的事实.” 

 

史:  “反对者的反证在历史学者眼中是有力的

证据, 对吗?” 

李: “对! 反对耶稣的人也承认耶稣的尸体不在

墓中, 除非逼不得已, 他们怎会这样承认呢? 

况且, 指称门徒偷尸, 也是难圆之说. 门徒

偷尸之后, 竟会甘心为着心知肚明的谎言

受尽苦楚, 甚至牺牲性命? 举世学者无一接

受这荒谬的讲法. 

 

 “除此以外, 还有妇女的见证. 几位妇女不

仅最先发现墓中无尸, 也是四部福音书均

有提及的见证人. 男人的见证比她们来得

迟, 且只有两部福音书提及.” 

史: “这又有什么重要性?” 

李: “第一世纪的犹太文化和罗马文化都是贬

低妇女的, 她们的见证备受质疑, 比不上男

人的见证. 例如犹太人的《塔木德经》(另

译《他勒目法典》, Talmud)有这样的话: 

‘宁可让律法书的话语被烧掉, 也不将之交

付妇人’, 又说‘妇人之证不足取信’. 约瑟夫

说: ‘妇女生性轻率大胆, 所作见证不可接

受.’ 因此, 有意迷惑人心者, 断不会借妇人

之口说墓中无人(太 28:1-10; 可 16:1-7; 路

24:1-11; 约 20:1-18). 福音书作者不可能撰

写这样的故事. 何必自打嘴巴? 如果他们无

中生有, 一定会说最先发现耶稣不在坟墓

里的是彼得、约翰, 或亚利马太的约瑟(因

为对犹太人而言, 这些男人的见证肯定比

女人更容易被接受, 编者按).” 

史: “这也是‘尴尬原则’的一个例子吧?” 

李: “肯定是. 福音书的作者把这些尴尬事件也

写进作品, 因为是如实记录, 不管当时的文

化是多么不接受妇人的见证. 所以, 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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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述三条主线之后, 耶稣不在坟墓里的

事实, 是有充分历史证据支持的. 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的沃德 (或译 “瓦德 ”, 

William Ward)说, ‘我们所有严格历史证据, 

都指出耶稣不在坟墓里. 持相反意见的学

者, 当知道自己的意见并非根据符合科学

的历史事实, 而是另有原因.’ ” 

史:  “但我们要讲清楚: 空坟不等于证明耶稣复

活.” 

李: “没错, 但别忘记这只是五项基本事实之一, 

且与门徒、保罗、雅各等人所信的吻合: 

若是耶稣已经复活, 祂当然不在坟墓里.” 

史: “好吧, 我已经让你列出所有基本事实了, 

请作结案陈词吧.” 

李: “先重温一下: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不久, 

门徒相信他们看到复活的主, 声称主耶稣

除了向个别的门徒显现, 也曾向好几班人

显现. 众门徒对耶稣复活深信不疑, 他们身

心彻底改变, 赴汤蹈火, 死而后已.  

 

“然后, 有两个认定耶稣是假先知的怀疑者, 

一个是迫害教会的保罗, 一个是耶稣的兄

弟(肉身的弟弟)雅各, 这两人的态度有 180

度的改变, 皆因遇见了复活的耶稣. 他们因

此乐意受苦受害, 宁死也不放弃, 要向人见

证耶稣已经复活的事实.  

 

“从耶稣的挚友、敌人、怀疑者口中, 我们

都看到有力的见证, 说祂已经复活. 最后, 

有力的历史证据说祂不在坟墓里, 就连反

对基督信仰的人也承认此事. 祂的尸体去

了哪里呢? 如果你问门徒, 他们会说, 耶稣

复活了, 他们亲眼看见了. 就这样, 我们审

视了有关的资料, 运用了负责任的历史治

学方法, 现在要审慎地提出结论了. 我们要

问问自己: 最佳的解释是什么? 既能兼顾全

部证据, 又不必勉强凑合任何证据的解释

是什么? 我的结论是, 证据显示: 耶稣复活

了.” 

史: “你认为证据十分充分?” 

李: “绝对充分, 任何其他假设都望尘莫及! 没

有别的解释能够顾及所有证据, 因此这结

论将来被推翻的可能性甚低. 单以历史研

究来说, (论到耶稣复活一事)我认为基督徒

的结论言之成理, 令人折服.”  

 

(D)  结语 

 李康纳其实可以举出更多有关耶稣复活

的历史佐证, 但他只集中讲五个“基本事实”, 五

个有充足史实材料、并且广被不同派别(包括怀

疑派)学者接纳的事实. 史特博写道: “尤叫我喜

出望外的, 是他没有

拾人牙慧, 复述从本

身观点出发的保守

派基督徒的高言大

智 , 却选择从自由

派、甚至不信派的

学者口中与书中, 找

出耶稣复活的佐证.”  

 

史特博接着指出, 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赖

特(N. T. Wright)在他的 700 多页著作《耶稣与

神的得胜》(Jesus and the Victory of God)中有

一段话, 正好为他们的讨论作总结:  

 

倚靠“科学”否定复活, 这条路根本不

通. 任何科学家都可以告诉你: 科学只能

观察描述常态  —  但耶稣复活根本就不

是常态. 身为历史学者, 我的责任是把一

切资料搜集整理, 然后作出仔细而朴实

的表述: 初期的基督徒相信耶稣从死里

复活了, 而他们所说的都是真话. 

 

李康纳讲完他的论点后, 就靠在椅背休

息. 这时, 史特博翻看他手头的资料, 其中有一些

最新的、来自穆斯林、无神论和其他怀疑者的

反驳耶稣复活之“有力论据”. 这些论据到底有多

大的说服力? 李康纳有何回应? 在严格的审问之

下, 李康纳的“基本事实”还能站立得住吗? 请勿

错过下期的精彩审问.22 

(文接下期) 

                                                           
22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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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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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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之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四) :  

“圣经无谬误”与“字句默示”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序言 

 在上期的文章中, 我们举例证明“圣经无

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23是

许多举世闻名的博学之士所持有的立场, 而非如

不信派学者所说的, 只是一些无学之士或不熟悉

圣经之人所固守的迷信. 本期, 我们要探讨一个

与“圣经无谬误”有密切关系的教义, 即“字句默

示”(verbal inspiration).  

 

我们要再次强调 , 今日

若要表明正确的圣经观, 我们必

须采纳雷历(Charles C. Ryrie)所

使用的字眼来形容圣经为“字

句、完全、可靠、无误及不受

限制的默示 !”(verbal, plenary, 

infallible, inerrant, unlimited inspiration!). 诚如殷

保罗(Paul P. Enns)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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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不信圣经是没有错误

的.24 但事实上, 圣经是每个字句、完完全全的

无误可靠,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字句默示”的教义.  

 

                                                           
23   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

法 , 将 inerrancy 译作 “无误 ”(或“绝对正确”), 并将

infallibility 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 务须留意的是, 

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  —  infallibility

和 inerrancy, 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 若译为“圣经

无误”时, 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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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此故, 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 inerrancy

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24   Paul Enns, 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 1989), 第 166 页. 

(B)    “字句默示”的简介 

  圣经是“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的, 

即圣经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 首先, 

让我们清楚认识“默示”的意义. 

 

(B.1)   “默示”的定义 

“默示”一词来自 提后 3:16 的经文: “圣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 在希腊原文中, “默示”一字是

复合词, 由“神”和“吹气、呼出”二字的字根合

成,25 可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 在新约

圣经中仅用过这一次. “神的吹气”在圣经中象征

神大能的行动(撒下 22:16)26和创造性的活动, 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

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创 2:7);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祂口中的气而

成”(诗 33:6). 当保罗说圣经是“神呼出来的”时, 

他是以极其生动、淋漓尽致的语法描写圣经是

神非常独特行动的成品.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指出, “默

示”可定义为: “神监督圣经的作者, 使他们在圣

经原稿中无误地写出神给人的信息.” “监督”包

含神与作者多元化的关系以及资料的多元化来

源; “写出”显示作者不是被动的速记员, 而是主

动的写作者; “无误”表明圣经为真理的宣告; “默

示”乃是默示圣经原稿.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

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

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

的话来”(彼后 1:20-21). 这是“默示”这一定义的

圣经依据. “默示”仍是一大奥秘, 但其结果是: 神

呼出了圣经; 人写下了圣经; 人们因此得着了圣

经.27 

                                                           
25   “默示”在希腊文为 theopneustos {G:2315}, 英

文译为“灵感”(KJV: inspiration), 整本新约圣经只用过

一次. 在中文圣经, “神所默示的”这一短语在希腊原文

圣经只有一个字, 即 theopneustos . 此希腊字是一个并

合字, 由 theos {G:2316}(神)和 pneô {G:4154}(吹气)二

字合成, 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 意即“被神所催

促、鼓动或激励”(prompted by God). 
26   撒下 22:16: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 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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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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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默示”的形式 

“默示”只用于描述圣灵在圣经写作过程

中, 对作者的控制性影响. 但在被圣灵默示时, 作

者的状况似不完全相同, 也不排除同一作者可以

在不同的时间领受不同形式的默示. 基本上有三

种形式的默示:  

 

(a)  二元默示(dualistic inspiration): 这是基本形

式.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 被默示者一直清醒地

知道他自己(作为听者、记者)和神(作为对他

和透过他说话的客体)的明确区别; 摩西律

法、旧约先知传讲神的话语、但以理和使徒

约翰得到的启示性异象等, 都属于这一类.  

(b)  抒情默示(lyric inspiration): 被默示者不知道

自己已被默示; 神

的默示与作者的

集中、强烈、锐

敏的思维相融合 , 

如 诗 篇 、 约 伯

记、雅歌的写作.  

(c)  有机的或教导性

默示(organic or didactic inspiration): 神的默

示活动与作者的装备、分析、应用等思维过

程相联合, 以便去伪存真, 把事实和对它们的

正确诠释传递出去. 这是新旧约中的历史书

(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传道书、箴

言、使徒书信等的成书过程.28 

 

(B.3)   “默示”和“启示”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默示”与“启示”有所不同. 

圣经提到“启示”时, 意思是神揭露隐藏的事物, 

使人知道真相, 特别是显露祂自己或与祂有关的

事物. 神的启示可分为普通启示(自然启示)和特

殊启示(超然启示)两大类. 前者是神借着祂的创

造之工(诗 19:1-6; ;罗 1:19-20; 注: 包括祂赐人的

良心, 即写在人心中的律法, 罗 2:14-16)向全人

类启示祂自己; 后者是神借着异象、异梦、天使, 

最后借着祂的儿子向特定的人彰显祂自己和祂

的旨意(来 1:1-2), 而这特殊启示已完备地记录在

66 卷圣经中. 

 

                                                           
28   同上引, 第 59-60 页.  

无可否认, “启示”和“默示”是密切相关的. 

启示是神传达的信息本身, 默示是神传达信息的

一种手段, 使神的启示能正确无误地记录在圣经

中. 然而, 启示和默示并不是必须要连在一起的. 

首先是在启示和默示的对象方面. 神启示了某个

人, 但不一定给他默示; 例如, 神对亚伯拉罕的启

示, 是由摩西(而非亚伯拉罕)记录下来的, 写在

摩西五经的创世记里. 其次是启示和默示的时间

方面. 某人先得了启示, 一段时间后才被默示, 将

它记录下来; 例如保罗得救时得到了神的启示, 

但到了 3 年以后, 他才正式开始传扬这些被启示

的真理, 并写在加拉太书中(加 1:16-24).  

 

一般而言, 书卷的作者往往同时得到启

示和默示, 能立即将所得到的启示无误地记录下

来、宣扬出去. 旧约的先知书和新约的使徒书信

普遍上都是如此. 但必须留意的是, 并非每卷书

的全部内容都是根据神对作者直接的特殊启示

写成的. 路加福音的作者就表明他写作的内容是

从“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 又传给我们的”这

些事的“详细考察”所得到的(路 1:1-3). 无论如何, 

这丝毫不会削弱这书卷的权威, 因为它是在神的

默示下写成的.29  

 

 

(C)    “字句默示”的重要 

“默示”表明在圣灵的引导和管制之下, 圣

经作者们所写出的, 都无误地是神要他们说的话. 

可是有者认为, 圣经的默示只是“概念、意思”的

默示, 这方面绝对无误; 但神允许作者自由地选

择字句, 故可能产生人为的小错误. 针对这论点, 

里程指出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概念、

意思是由字句表达的, 有误的字句怎能表达无误

的概念和意思呢? 所以, “概念的默示”必须基于

“字句的默示”. 而且, 概念默示的观点也与圣经

的教导不符. 

 

主耶稣曾以细腻和生动的词句, 来教导

人有关“字句默示”的教义. 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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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成全”(太 5:18); “天地废去较比律

                                                           
29   同上引, 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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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路 16:17). 这里所谓

的“律法”可指摩西五经, 也可泛指整本旧约圣经. 

殷保罗指出, “一点”是希伯来文中最小的一个字

母 yodh ( י ), 其大小、形状与标点符号中的逗号

( , )相似. 字母虽小, 若去掉了, 所拼出的字也变

了. “一画”乃是希伯来文字母中的一部分. 这一

画存在与否, 会产生不同的字母. 希伯来文字母 

去掉一画(下面横道最右端的突出部分)( beth ) ב

后, 就变成了字母 כ ( kaph ), 与英文字母 O 和 Q

的微小差别类似.30  

 

主耶稣所强调的

是, 圣经的经文, 细微到

每个字母, 都是不能改

变的. 事实正是如此. 圣

经 中 , 一 个 字 的 性

(gender, 语法性 ) 、数

(number, 数 式 ) 、 格

(case, 语法格 )、时态

(tense), 有无冠词(articles)等等, 都可能具有重要

意义.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列举以下几

个例证: 

 

例一: 太 22:41-46 论关于大卫的子孙  

 主耶稣问法利赛人: “论到基督, 你们的

意见如何? 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回答说: “是

大卫的子孙.” 这答案虽正确, 却不完全. 因为按

肉身说: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按圣善的灵说, 祂是

神的儿子(参 罗 1:3-4). 主耶稣希望他们能了解

并承认这一点, 所以继续说: “这样, 大卫被圣灵

感动, 怎么还称祂为主, 说: ‘主对我主说: 祢坐在

我的右边, 等我把祢仇敌放在祢的脚下’? ” 然后

主耶稣追问道: “大卫既称祂为主, 祂怎么又是大

卫的子孙呢?” 法利赛人“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 

从那日以後, 也没有人敢再问祂什么.” 唯一的答

案是: 基督是人, 为马利亚所生, 是大卫的子孙; 

同时, 基督是神, 从亘古就有, 是大卫的主. 这里

的关键词是“我主”, 指主耶稣. 而“我主”中的代

名词只是“一点”( י ), 即希伯来文字母 yodh. 主耶

稣在这里揭示的基督论仅系于“一点”. 

 

                                                           
30   同上引, 第 93-94 页. 

例二: 太 22:22-33 论关于复活的事  

 撒都该人相信摩西五经, 却不相信复活. 

某次, 他们曾用一个作过七个人的妻子之人的例

子, 来为难主耶稣. 他们问祂说: “当复活的时候, 

她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都娶

过她.” 主耶稣首先责备他们不明白圣经, 不知道

人复活后不再娶嫁, 然后引用人们很少注意的 

出 3:6 的经文教训他们: “论到死人复活, 神在经

上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祂说: ‘我是

(I am)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

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太 22:32). 因为“我

是…的神”的动词“是”, 在希腊原文是 ειμι (音译: 

eimi ), 文法上是“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 意指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在很久以前已经去

世, 但今天仍然活着. 这里的关键是: “我是(I 

am)”而非“我曾是(I was)”. 主耶稣用一个动词的

现在时态, 来支持复活的伟大教义. 

 

例三: 约 8:58 论关于主耶稣的先存性  

 主耶稣对反对祂的犹太人说: “我实实在

在的告诉你们 , 还没有亚伯拉罕 , 就有了我” 

(KJV: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还没有亚伯拉罕”的动词

在希腊原文是“过去不定时之时态”(aorist tense), 

意指过去的事件, 而“就有了我”的动词原文则是

“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 值得注意的是, 主耶

稣用“I AM”表明祂的先存性, 宣称祂就是那位在 

出 3:14 所谓“自有永有”(KJV: I AM THAT I 

AM)的真神. 这就是为何犹太人听见后要拿石头

打祂, 因他们明白主耶稣的意思是称自己为神. 

同一个动词(to be)的现在时态和过去时态, 把神

与人清楚地区别开来. 

 

例四: 约 10:30 论关于主耶稣的神性  

 主耶稣说 : “我与父 (父神 )原为一”(约

10:30; KJV: I and my Father are one). 这是早期

教会三一神学冲突的钥节. 神格唯一论(另译“神

位唯一论”, Monoarchianism)将“一”解释为“一个

位格”(one person),31 认为基督不是神, 只是一个

                                                           
31   神格唯一论 (Monarchianism)又称 “上帝一体

论、唯一神论、单一神论”等等. 它是一种早期基督徒

的主张, 强调上帝是唯一的. 在三一神论(三位一体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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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神能力的人(嗣子论, Adoptionism),32 或只是

神所表现的一种形态(形态论, Modalism)33 另一

个极端是亚流主义(Arianism),34 否认基督是神, 

认为基督是第一个被神所创造的, 把“一”解释为

道德意志的合一. 然而, 若仔细分析这节经文, 就

很容易抵挡这两个异端的谬解. 在这节经文中, 

“原为”在希腊原文中是动词“是”(to be)的复数第

一人称“are”(希腊原文: εσμεν ; 音译: esmen ), 表

明神不是一个位格, 反驳了神位唯一论; “一”在

希腊原文中不是阳性(masculine)字 εις (音译: 

eis ),35 而是中性(neuter)字 εν (音译: en ),36 表示

一种素质或本性, 意即主耶稣是神, 是与父神在

本质上为一的, 从而反驳了亚流主义. 由此可见, 

一 个 动 词 的

“数”(数式)和一个

名词的“性”(语法

性 ), 与重大的基

督教教义有何等

密切的关系! 一节

只有 6 个字的经

文便是“基督论”

和“圣父与圣子之

间的关系”之极致.  

 

例五: 约 1:1 关于“道”的论述  

 使徒约翰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

就是神.” 在这节经文中, “太初有道”的“有”字、

“道是(注: 中文圣经《和合本》未将此字译出)

                                                                                               
立后, 神格唯一论被定位为异端. 从属论、亚流派、形

态论与嗣子论等, 都被归类为神格唯一论者. 
32   有关嗣子论 (Adoptionism), 请参《神学的故

事》, 第 163, 176, 240, 253 页. 
33  有关形态论(Modalism), 请参《神学的故事》, 

第 107, 111, 176, 178, 204 页.  
34   有关亚流主义(Arianism), 请参《神学的故事》, 

第 167-169, 186-189, 197-199, 210, 231 页. 
35   在此需要提醒读者的是, 《圣经的权威》第 96

页把这希腊字写成 ειζ (音译: eiz )是错误的(或许是打字

上的错误), 正确的应是 εις (音译: eis ). 若加上正确标点

的话, εις 的字形应该成为 εἷς , 读成 heis .  
36    需要一提的是, 《圣经的权威》第 96 页把这希

腊字写成 ἐν (音译: en ), 其标点是错误的. 加上标点后

的正确写法是 ἕν , 读成 hen . 这两字意思完全不同, 前

者( ἐν )意即“在内、里面”(in), 后者( ἕν )意即“一”(one). 

与神同在”的“是”字, 以及“道就是神”的“是”字, 

这三个字在希腊原文都是同一个动词 ην (音译: 

ên ). 按希腊文法, 这 ην (KJV 译作“was”)一字属

于“是”字(希腊文: ειμι ; 音译: eimi )的“过去未完

时态”(imperfect tense, 或称“过去不完成式”), 表

达一种没有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时间限制之持

续存在, 丝毫没有说明神或“道”的起源之观念. 

使徒约翰用这种动词时态把人们带进无法用时

间来衡量的一种存在之状态, 进入超越时间的永

世中. 而且, 释经学者发现, 这三次 ην 的含义各

不相同(强调不同重点): “太初有(ην)道”指存在; 

“道是(ην)与神同在”指关系; “道就是(ην)神”指

位格. 

 

 在“道与神同

在”这一子句中, 原文

用了介词 προς (音译: 

pros ).37 这介词表达

的是具有向着神移动

之含意的亲近, 说明

一种积极主动的关系. 

道与神不只是并列存在而已, 而是有一种活泼的

相交, 并且这样的相交暗示出个别的位格. 摩根

(G. Campbell Morgan)适切地指出, 这介词 προς 

也使用在 约壹 2:1 和 林前 13:12, 代表同等和亲

密 , 是彼此面对面的 ,38  其含意远远超过介词 

μετά (音译: meta )或 παρά (音译: para ).39 

 

 “道就是神”的希腊原文是 και θεος ην ο 

λογος ; 若按此原文词字的次序直译是“神就是

                                                           
37   需要留意的是, 《圣经的权威》第 97 页把这希

腊字写成 προζ (音译: proz )是错误的(可能是打字上的

错误), 正确应该是 προς (音译: pros ). 
38   约壹 2:1 的“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一语中, 

“在…那里”原文是 προς . 英文圣经将之译为“我们有一

位中保与父同在”(KJV: we have an advocate with [προς] 

the Father), 但这里的 προς 表达更深的含意, 可译作 “我

们有一位与父同在、与父同等相亲的中保”. 林前 13:12

的“面对面”在希腊原文是 προσωπον προς προσωπον (脸

面向着脸面), 也有彼此相识相亲之含意. 
39   希腊介词 μετά (音译: meta {G:3326})的意思是

“在一起、在…中间、在…之后”, 而希腊介词 παρά (音

译: para {G:3844})则有“靠近、旁边、沿着、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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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但按希腊文法, 这句话应译作“道就是神”, 

原因如下: 神( θεός , 读音 Theos )字前面没有冠

词 ὁ (读音: ho ; 等于英文的 the 字), 而“道”字则

有( ὁ λόγος , 读音 ho logos). 这种情况下, 按希腊

文法, 有冠词的是主语(主词, subject), 无冠词的

则是宾语(受词, object), 所以应译为“道就是神”.  

 

对于这点, 里程正确指出, “神”( θεός )一

字放在这句话前面, 是为要强调“道”( ὁ λόγος )

的神性, 但“神”字前面却不带冠词, 这一方面是

对某种性质的强调: 道与神有同样的本性;40 另

一方面, 表明(这句话的)主语是有冠词的“道”, 宾

语是没有冠词的“神”, 只能解读为: “道就是神”, 

而非“神就是道”.41  

 

里程接着道出重

点: “使徒约翰以精确而

严谨的用词显示道和神

在位格上是有区别的 : 

道是神 ; 但神不仅仅是

道. 这样, 就否定了形态

的 神 格 唯 一论 (modal 

monoarchianism)的错误

观点. 类似的例子是, ‘道成了肉身’( ο λογος σαρξ 

εγενετο , 读音: ho logos sarx egeneto , = the Word 

became flesh, 约 1:14)不能解读为‘肉身成了道’, 

(因而)废弃了否定基督神性的亚流主义异端; ‘神

是灵’( πνευμα ο θεος , 读音: pneuma ho theos , = 

the God is spirit, 约 4:24)却不能读成‘灵是神’; 

‘神就是爱’(ο θεος αγαπη εστιν , 读音: ho theos 

                                                           
40   “道就是神”的“神”一词前面没有冠词, 故所强

调的是神的性质, 即所谓的“神性”(the nature of God, 如

神的公义、圣洁、慈爱、信实、无所不在、无所不

知、无所不能等等), 而不是神本身(God Himself). “该词

不用冠词, 表示对某种性质(quality)的强调; ‘道与神有

同样的本性’(the same nature as God)…(见 Phillip B. 

Harner, “Qualitative Anarthrous Predicate Nouns”,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92 [March, 1973], 75-78), 

引自 凌纳格(Fritz Rienecker)著, 罗杰思(Cleon Rogers)

修订, 《新约希腊文精华》(香港九龙: 角石出版有限公

司, 1996 年), 第 295 页. 
41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讨论, 请参 2011 年 10-12 月

份, 第 91 期《家信》的“原文解经: 道就是神!”. 

agapê estin , = the God is love , 约壹 4:16)不能读

为‘爱就是神’等等.”42 

 

例六: 提前 1:15 关于使徒保罗的自述  

 使徒保罗说: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

前 1:15). 一般而言,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保罗是指

自己过去亵渎神、逼迫人(提前 1:13). 但在原文

中, “我是”(希腊文: ειμι )是现在时态(KJV 正确

译作“I am”; 意即“我现在是”), 而不是过去时态

(希腊文: ημην; 英文: I was; 意即“我曾经是”). 这

就引发了深一层的思考. 保罗写提摩太前书时, 

他已信主 30 多年, 年近 70 岁了. 也许, 因为他在

光明中与神同行, 神的光照出他一切的瑕疵, 使

他更深地认识到自己的本质无良善可言. 里程一

针见血地说道: “所以, 谦卑是一个人属灵生命的

标记. 愈与神亲密相交的人, 愈认识神的至尊至

圣和自己的不洁不义, 就愈发儆醒、谨守和谦

卑、自律. ‘属灵的骄傲’是不存在的. 骄傲就不

属灵, 属灵人就不骄傲.” 

 

例七: 约壹 3:6-9 关于使徒约翰论基督徒和罪 

 使徒约翰说: “凡住在祂里面的, 就不犯

罪; 凡犯罪的, 是未曾看见祂, 也未曾认识祂. …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凡

从神生的, 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

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约壹 3:6,8-9). 上

述的话令一些信徒感到困惑. 凡重生得救的基督

徒, 都借着圣灵的内住而住在基督里, 但我们不

也会犯罪吗? 难道我们一犯罪就不住在基督里, 

就失去救恩而属魔鬼了吗? “凡从神生的, 就不

犯罪”, 这不符合基督徒的实际生活经历呀! 问题

的症结在哪里呢? 症结在于不了解这段经文在

希腊原文动词的含意.  

 

在这几节经文中, 所有“犯罪”一词(动词

和分词)都是“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 而希腊文

动词和分词(类似英文中的动名词)的“现在时态”

都是“现在进行时”的意思. 因此, 这段经文可以

这样翻译: “凡住在基督里的, 就不会继续不断地

犯罪; 凡过着完全悖逆神的、不断犯罪的生活之

人, 是未曾认识神的, 是属魔鬼的. 凡从神生的, 

                                                           
42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97-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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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埃及亚历山太城的

犹太哲学家斐罗(Philo) 

就不会习惯性持续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 对罪十分敏感, 

虽会偶尔犯罪, 但不可能一生过着在罪中享乐的

生活, 因为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代求, 圣灵会引

领、感动、责备我们.43 

 

上述几个例证, 说明神所默示的圣经字

句准确、严谨、深邃. 人若肯谦卑来到神面前, 

以敬畏的心刻苦研读圣经, 努力遵从圣经, 那人

将获何等大的教益, 蒙何等大的福气啊! 

 

 

(D)    再思一些反对“字句默示”的理由 

 圣经是“字句默示”的, 即圣经的每一句

话、每一个字, 都是神所默示的. 不过有者从不

同方面反对“字句默示”的教义.  

 

(D.1)   默示等于“机械听写”? 

 里程指出, 有者反对“字句默示”是因为这

些反对的人把它与 “ 机械听写 ”(mechanical 

dictation)混为一谈了. 所

谓的“机械听写”是指圣经

的作者像一位速记员或一

部打字机, 将神口授的话

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 “机

械听写”的观念在《塔木

德经》(Talmud)44、斐罗

(Philo)和教父的著作中都

可以找到. 无论如何, 圣经

的作者在写作时, 神并没

有抹煞他们

的个性、写

作风格和文

化背景 ; 他

们写作的自

由度、主动

性、创造性

                                                           
43   以上七例皆摘自上引书, 第 94-99 页, 另加补充. 
44   《塔木德经》(Talmud, 另译《他勒目法典》)

是关于犹太人生活, 宗教, 道德的口传律法集, 全书分

“密西拿”(Mishnah)及其注解篇“革马拉”(Gemara)两部

分, 为犹太教仅次于旧约圣经的主要经典. 

不仅没有被神削弱, 反而被神提升. 由于他们在

圣灵的完全控制下, 写出的经卷百分之百地是神

要他们说的话.45 

  

(D.2)   默示等于“动力论”? 

 当人们抛弃“机械听写”的观点时, “字句

默示”的观点也受到波及. 事实上, “机械听写”与

“字句默示”的确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打个比方, 

两者都相信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 承认人不过是

代笔者, 都相信圣经原稿的字句和真理是无谬误

的. 所以, 不少人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 

 

 为避免“机械听写”观, 也反对“字句默示”

论, 有者提出“动力论”(dynamic view), 以取代

“字句默示观”. 动力论认为, 神在默示圣经时, 只

默示了真理的概念, 让写圣经的人自己去领悟, 

并用自己的话把它写出来. 这样, 圣经的字句必

然会出现人为的错误, 但这些错误却无损教义性

的真理.  “动力论”似乎左右逢源, 既避免了“机械

听写”的缺陷, 又似乎为圣经原稿中出现的所谓

“小错误”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无论如何, “动力论”是经不起考验的. 里

程解释道: “首先, 正确的概念必须借正确的字句

表达; 有错误的字句怎能表达无误的概念呢? 事

实上, … 圣经中的字句是非常准确的, 名词的

性、数、动词的时态和数、冠词、介词的使用

等等, 都有精深的意义, 都是神所默示的, ‘一

点’、 ‘一划’都不能改动. 其次, 迄今没有任何人

能确认圣经原稿中有任何错误, 哪怕是微小的错

误, 无须‘动力论’为这些不存在的‘错误’辩护.”46 

 

 事实上, “机械听写”和“动力论”都在神与

人在默示中彼此合作的平衡关系上出了偏差 . 

“机械听写”观虽然认定圣经的完美性, 却过于偏

向神的工作, 忽视了人在写作圣经时的主动性和

创作性, 抹煞了他们在用字遣词、写作风格上的

差异. “动力论”则偏向另一端, 太强调人的主观

能动性, 以导致出圣经原稿错误百出的结论. “字

句默示”的教义却恰当地把握了在默示中神与人

                                                           
45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355 页. 
46   同上引, 第 356-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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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泽 (W.C. Kaiser) 

的合作关系之平衡: 在圣经写作过程中, 既强调

人的主观能动性, 又突显神在人身上的控制性影

响, 使圣经的写作既发挥了人的聪明才智, 又确

保了神的默示一直延伸到圣经经文的字句, 使之

完全没有谬误. 虽然, 默示的具体过程对人们仍

然是一个奥秘.47 

 

(D.3)   “字句是叫人死”? 

 另有一些人反对或不太看重“字句默示”

的教义, 以为字句并不重要, 只要精意准确就行

了. 这些人觉得圣经似乎也是这样教导的, 因为

保罗在 林后 3:6 说: “祂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

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精意; 因为那字句

是叫人死, 精意(或作: 圣灵)是叫人活.” 陈终道

指出: 

 

“精意”的原文  pneuma {G:4151}就是

“灵”. 但这灵是普通的用法, 还是特别指圣

灵, 不能肯定. 英文 KJV 译作 spirit , 但

NASB、RSV、Williams 等都用大写的

Spirit , 指圣灵. 其实两种译法对解释没有

很严重的影响. 如果是普通用法的灵, 连上

句的意思就是: 我们能承当新约的执事, 不

是凭字句, 而是凭字句的“灵”, 也就是《和

合本》所译的“精意”(应为“精义”)的意思; 

而律法字句精义, 也是指基督和圣灵的工

作. 若按 NASB 等译作 Spirit, 就是指圣灵, 

那解释就是: 我们能承当新约的执事, 不是

凭律法的字句, 而是凭圣灵的选立和呼召.  

 

“字句”乃是指与保罗同时代的许多犹太

人对律法的看法. 神赐的律法是属灵的(罗 7:14), 

但人很容易误用律法. 犹太人很容易认为, 因为

他们拥有律法, 就比其他人优越, 不把律法看作

是神的恩赐, 反而看为人的成就. 他们以为, 只要

守律法就可讨神的喜悦. 但他们不晓得, 律法叫

人死, 因为没有人能守全律法. 律法的精意是让

人知罪、知道自己守不住律法、无法逃避神的

震怒和惩罚, 必须在律法之外寻求神的救恩, 正

如保罗所说: “这样,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 引

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加 3:24). 

                                                           
47   同上引, 第 357 页. 

凯泽(另译“凯瑟”, Walter C. Kaiser, Jr.)则

进一步指出“字句”(希腊文: gramma {G:1121})

与圣经“经文”(希腊文: graphê {G:1124})的区别: 

 

保罗在这些经节中采用的“字句”一字是

gramma , 不是 graphê (注: 此字常用来指

圣经, 例如 提后 3:16 将之译作“圣经”). 保

罗攻击的不是旧约(圣经); 他正在指责的是

那 种 属 外 表 、 肉

体、欠委身的“字句

主义 ”, 即那种敷

衍、表面性地遵守

律法, 缺乏事先因信

委身于律法和旧约

中应许中要来的那

一位(基督). 类似的

礼仪主义实在只是

“按着仪文的旧样”

服事. 但对保罗而言, 

graphê (那记录的圣经之言)则永远是神圣

的; 它就是神自己的话. 保罗所控诉的, 不

是认为旧约写的欠详尽, 也不是关于个别

作者运用旧约经文的文法与结构意义. 相

反地, 他所指控的, 是那些借着律法外表的

“字句”和借着受割礼的人, 实际上是抵触律

法, 因为他们没有事先借着圣灵(无论在旧

约或新约时代)施行内心的割礼! 他们只堪

称字句的奉行者, 却不是神话语的遵行者. 

 

 里程总结说, 这节经文与“字句默示”的教

义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若有什么相关性的话, 那

就是它支持了“字句默示”的教义. 保罗在此强调

的是, 不要停留在律法的字句上, 要领悟字句里

面的精意. 但他丝毫没有贬低律法字句的重要性. 

相反地, 他在别处宣称“律法是圣洁的”、“是属

乎灵的”(罗 7:12.14), 是在神的灵感动下写成的. 

只有神所默示、无误的律法字句, 才可能使人领

悟律法的精意; 只有“字句默示”的律法才能叫人

死, 才能成为“训蒙的师傅”, 把绝望的人引领到

基督的施恩座前来. 律法的“字句默示”是这一切

的根基和前提.48 

 

                                                           
48   同上引, 第 357-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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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引用旧约圣经的“随意性” 

 反对“字句默示”教义的另一个依据, 是新

约作者引用旧约圣经时的“随意性”. 在一些学者

看来, 新约圣经的作者在引用旧约圣经时, 很少

逐字引用, 而且有不少所谓的“错误”. 因此, 他们

推断, 在新约圣经作者的眼中, 旧约圣经根本不

是“字句默示”的. 以下列举一些例子, 并作相应

的回应.  

 

例一: 可 1:2-3 对 玛 3:1 和赛 40:3 的引用 

反对“字句默示”的学者最常引用的例子

之一, 便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对旧约圣经的引用. 

马可写道: “正如先知以赛亚(有古卷没有以赛亚

三个字)书上记着说: 看哪,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

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

的道 , 修直祂的路”(可 1:2-3). 法兰明 (James 

Flamming)指出, 这两节经文中, “我要差遣我的

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是引自玛拉基书 3:1, 

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直祂的

路”是引自以赛亚书 40:3; 但马可把它们放在一

起, 说是先知以赛亚说的, 这便犯了错误.  

 

马可真的犯了错误吗?  里程回答说: “答

案是否定的.” 首先, 新约作者偶尔抽出两段或更

多的旧约圣经经文, 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引句, 是

当时的一种通用作法, 被称为“押韵”(haraz). 主

耶稣就这样引用过旧约. 祂在洁净圣殿时呼喊说: 

“经上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

它成为贼窝了”(太 21:13). 这句引文的前半句引

自以赛亚书 56:7, 后半句则取自耶利米书 7:11. 

再举另一个例子. 保罗说: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

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作

他们的神;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林后 6:16). 其中,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取自利

未记 26:11; 而“我要作他们的神; 他们要作我的

子民”则引自以西结书 37:27. 

 

其次, 兰姆(Bernard Ramm)指出, 马可在

引用以赛亚和玛拉基的话时, 只点出了以赛亚的

名字. 这种做法是源于当时犹太人的习惯: 如果

同时引用两三个先知的话, 只需提那个最有名的

先知的名字就可以了. 他举出另一个例子, 马太

福音 27:9-10 说: “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 

说: ‘他们用那三十块钱, 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 

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 买了窑户的一块田; 这

是照着主所

吩咐我的.’ ” 

这节经文引

自撒迦利亚

书 11:13, 却

注明是出自

耶利米的话. 

因为, “按照

犹太人的传说, 耶利米的灵(可指精神或心志, 编

者按)居住在撒迦利亚身上, 所以这样的引用方

法并不违反他们的历史观念.” 马可那时代的人

断不会有人说他错引经文, 只有现代的人, 因为

不晓得当时的节录引述之习惯, 才妄言这是错误.  

 

例二: 可 2:26 对 撒上 21:1-6 的引用 

法兰明在书中提出马可第一个所谓的“错

误”后, 对马可紧追不舍, 说自己还发现马可犯的

第二个错误, 即马可说大卫吃陈设饼是“当亚比

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可 2:23-28). 法兰明指出, 

当时作大祭司的不

是亚比亚他 , 而是

亚比亚他的父亲亚

希米勒(撒上 21:1-

6; 22:20-21), 所以

马可再一次搞错了. 

然后, 法兰明似乎

对那些听说圣经有错误而惊慌失措的人, 发出安

慰之言, 说: “如果神能使用这位只有六年级文法

程度的马可, 容许他偶然错引旧约圣经, 祂岂不

更能使用我们吗!”  

 

 对于法兰明指马可搞错了大祭司的名字, 

有学者指出, 马可在 可 2:26 说: “他当亚比亚他

作大祭司的时候”,49 这节经文在希腊原文是: epi 

 Abiathar archiereos , 意即“正在亚比亚他  —  那

大祭司  —  的时候”, 这一用语可泛指亚比亚他

                                                           
49   可 2:26: “他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

进了神的殿, 吃了陈设饼, 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

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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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的时候, 不一定特指他在职(任大祭司一职)

的那段时间. 何况, 我们也不能排除亚比亚他与

他父亲亚希米勒任大祭司的时间有重叠的可能

性. 因此, 说马可犯了错误是为时过早和缺少根

据的.50 

 

 对于新约作者有时没有逐字引用旧约经

文, 林道亮在《圣经的启示与权威》一书中提出

以下几点作为答辩. 第一, 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和

亚兰文写成的, 而新约是希腊文, 所以新约作者

引用旧约经文时, 必须把它们从希伯来文、亚兰

文翻译成希腊文, 其间出现一些小差异是正常的. 

 

 第二, 古代作者在引用别人的写作时, 没

有责任指出引语的开始和末了; 当他们省略其中

一部分时, 没有省略符号可供使用, 也没有括弧

来分别引语内加插的解释和摘记; 例如, 路加福

音 10:27 引用了申命记 6:5, 但作者把“尽意”插

入其中;51 以弗所书 6:2-3 引用并概述出埃及记

                                                           
50   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表明马可并没犯错, 

他解释道: “仔细查考 可 2:26 显示, 基督并非说亚比亚

他在大卫当时到访时已经是大祭司 . 祂只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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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介绍故事时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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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切尔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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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11:28 的“[在]革老丢年间”有同样文法结

构). 换言之, 这事件发生在亚比亚他的年间(指他活着

的时期内); 因为当此事发生时, 亚比亚他不仅活着, 也

在场目睹大卫吃那饼. 简而言之, 若按正意解释 可 2:26, 

就不难发现马可所写的完全不与历史事实有所冲突 . 

Gleason L. Archer,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2), 第 362 页. 
51   申 6:5 教导人爱神需要“尽心、尽性、尽力”, 

但 路 10:27 和 可 12:30 引述时多加一样  —  “尽意”, 原

来“尽心”的“心”(KJV: heart)一词在希伯来原文是 lêbâb 

{H:3824}, 除了可指“心”(heart, 创 20:5 译作“心”), 亦可

指“意”(mind, 王上 8:17 译作“意”), 故旧约圣经有 12 次

将 lêbâb 译作“心意”, 例如 撒上 13:14; 王上 8:18; 王下

10:30 等(注: 译作“心”多达 201 次; 但有 4 次译作“意”). 

换言之, “尽意”是正当合理的扩张 lêbâb 的字义, 把这字

解释得更详尽. Gleason L. Archer & Gregory Chirichigno, 

Old Testament Quotations in the New Testament: A 

Complete Survey (Chicago: Moody Press, 1983), 第 37 页. 

20:12 和申命记 5:16, 显然地, 作者附加了“这是

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第三, 古代作者习惯不使用注释. 他们认

为读者应该知道引语的出处. 因此, 除非作者写

明引语的来源, 人们就没有准则断定它的出处; 

把引语和作者未指明的经文对照, 而断言引语有

错误, 是“庸人自扰”.52 

 

 第四, 新约作者有权利直接或间接引用

旧约经文; 说他们间接引用的经文与旧约经文不

一致, 是有欠公允和荒谬的.  

 

 第五, 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时, 在圣灵的

感动下, 他们必须改变旧约的一些词语和文体, 

以便使新约时代的读者能够明白. 比如弥迦书

5:2 的“伯利恒、以法他啊”在马太福音 2:6 被改

为“犹大地的伯利恒啊”; 出埃及记 12:46 的“羊

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在约翰福音 19:36 被

改为“祂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等等. 

 

 第六, 神的启示是渐进、由简到繁的, 所

以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经文时, 在圣灵的带领下, 

展开(指扩展与延伸)旧约圣经的真理是非常自

然的. 这不单没有与旧约的经文冲突, 反而更符

合神启示的本质. 举个例子, 约翰福音 1:23 把以

赛亚书 40:3 的“有人声喊着说”改为“我就是那在

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罗马书 2:24 用“神的名”替

换了以赛亚书 52:5 的“我的名”等等.53 

 

 (D.5)   旧约引文寓意化的 Pesher 释经法 

《死海古卷》于 1947 年被发现后, 学者

们从中获悉了一种成为 pesher 释经法: 引用者

或解经者毫不顾忌地把自己对引文的应用和当

代的解释纳入他们所引用的经文中. 许多学者就

从这个角度, 来解释新约作者对旧约引文的诠释. 

                                                           
52   例如有圣经学者指出, 耶利米很可能有说过 亚

11:13 所记载的话语, 但没有记载于耶利米书, 或甚至没

有用文字记录下来, 只是口传而已. 过后撒迦利亚引自

耶利米说过的话, 并写在撒迦利亚书上, 导致现今的我

们只知道这句话是撒迦利亚说的.  
53  以上两个例子摘自《圣经的权威》, 第 360-

363 页, 另加补充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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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 他们认为新约作者运用了 pesher 释经

法, 抽离了这些引文在旧约中的历史脉络去应用

它们. 这实际是说, 新约作者完全将旧约引文寓

意化(allegorized)或灵意化(spiritualized), 其结果

是, 新约作者肆意主观地解释旧约. 这项指控若

能够成立, 那么, 在新约作者眼中, 旧约圣经就根

本不是“字句默示”的.     

 

 凯泽 (Walter C. Kaiser, Jr.)在他的专著

《新约中之旧约引据》 (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一书

中竭力抗衡对新约作者的这

种指控. 他指出, 若以恰当的

解经方法, 人们就不难发现, 

新约作者对旧约引文并未作

任何寓意化或灵意化的主观

解释; 新约作者对旧约引文

的解释, 是从早已蕴含在旧

约经文的原则中发展出来的. 

 

例一: 太 2:15,18 对 何 11:1 和 耶 31:15 的引用 

太 2:13-21 记载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

显现, 吩咐他带着妻子和孩子逃往埃及. 希律为

了要除掉主耶稣, 就把伯利恒四境所有两岁以下

的男孩都杀尽了. 在这段经文中, “我从埃及召出

我的儿子来”(太 2:15)引自 何 11:1 (“以色列年幼

的时候, 我爱他, 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54 

而“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 是拉结哭他儿

女,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太 2:18)则

引自 耶 31:15. 

 

让我们先查看马太对 何 11:1 的引用. 很

多学者对马太福音的引用提出质疑: 为什么引用 

何 11:1 时(“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是在 太

2:14-15 孩童耶稣一家“进入埃及”的时候, 而不

是在 太 2:21“离开”埃及时才引用? 何 11:1 的经

文不是纯粹在回顾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况

吗? 它有蕴含任何预告将要临到约瑟、马利亚

和主耶稣事件的意义吗? 马太是否正当地引用

这节经文? 他如此行究竟有何目的? 

                                                           
54   太 2:15: “住在那里, 直到希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

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说: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 

 

凯泽从几方面化解上述疑难. 首先是关

于“我的儿子”这个称呼的含意. 这个称呼首次见

于 出 4:22-23,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 容我的儿子去, 好事奉我. 你还是不

肯容他去. 看哪, 我要杀你的长子.’ ” “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是一个单数名词, 意指整个以色列民

族. 针对此事, 凯泽解释说: “造成众人归入一人

之下, 而那人又代表着众人, 和‘后裔’(Seed)一词

发展的意义相同.” 过后, “我的儿子”与大卫家出

生的苗裔相提并论(撒下 7:14), 是神要在锡安设

立公义的王和列国的统治者(诗 7:7). 这样, “我

的儿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和称号, 充当集合名

词, 即可专指以色列全国是神所爱与拣选的对象, 

又可特指最后那位代表人物耶稣基督 , 与“后

裔”(创 3:15; 12:7)一样, 具有弥赛亚的内涵. 作者

马太在圣灵的带领下, 参照了何西阿书, 因为耶

稣基督绝对是那“儿子”.  

 

其次, 在何西阿书中, “埃及”有不同的含

意. “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 以法莲却要归回

埃及, 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何 9:3). 此处

采用修辞学的换喻法(或称“转喻”, metonymy),55 

称亚述为“埃及”; 此处的“埃及”与 何 8:13 的“埃

及”一样, 象征受奴役之地(“归回埃及”意即归回

奴役的情况, 编者按). “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 亚

述人却要作他们的王, 因他们不肯归向我”(何

11:5); 这里的“埃及”既可象征为奴之地, 又可指

实际的埃及国. 何 11:1 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 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这节的“埃

及”是指埃及地, 是以色列人获得拯救(脱离奴役)

的实际地点. 这节经文的前后脉络也强调, 埃及

是神向以色列彰显祂为父的眷顾和保守之地. 

 

第三, 从何西阿书整卷书的脉络来看, 11

章中断了从 6 章 4 节至 10 章 15 节神对以色列

人不忠的冗长指控, 使神恒久的爱、拣选与以色

                                                           
55    换喻(或称“转喻”, metonymy)是修辞法的一种. 

根据一种连结的关系而将一事物或观念来代替另一事

物或观念; 例如“笔比剑更强”就是以“笔”来代表文字、

文章或文学, 并以“剑”代表军力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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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的无情、悖逆并列: 即使以色列人掉头而去, 

耶和华仍然关怀和照顾他们(何 11:2-4), 神始终

不放弃他们(11:8-11). 所以, 何西阿书第 11 章的

标题是“神不变的慈爱”, 即“神的爱透过祂对那

群不配的百姓的 ‘眷顾’显明出来.”  

 

有了以上考量, 就不难理解马太为何把 

何 11:1(“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作为引文时, 

是放在圣婴主耶稣“进入”埃及, 而不放在祂“离

开”埃及的时候. 因

在人看来 , 圣婴离

开以色列的伯利恒

进入远方的埃及 , 

好像是神放弃了以

色列人 , 但圣灵就

在此关键时刻带领

马太引用 何 11:1, 

为要强调“神不变的爱”没有放弃以色列人(注: 

纵然圣婴受到希律王的追杀恶待和以色列宗教

领袖的冷漠对待), “神不变的爱”仍然眷顾以色

列人, 并会拯救以色列人(注: “埃及”提醒我们神

的拯救, 即拯救祂的百姓脱离奴役之地). 

 

简而言之, 何 11:1 引用在圣婴一家“进

入”埃及而非“离开”埃及的时候, 因为圣婴一家

离开埃及并不是马太引用这节经文的原因; 马太

所强调的是, 神对祂的后裔以色列那种眷顾的爱. 

这完全符合何西阿书的文脉, 即以色列和圣婴都

是面临压迫时神的爱和拯救的对象. 当何西阿写

“我… 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时, 其实并不是

在说一个预言; 但另一方面, 它也不仅仅是一段

历史的回顾而已. 何西阿明白“我的儿子”一语的

专用性, 就如凯泽写道: “他以儿子蒙保守为论点, 

引申比较将来神在日后历史中的作为, 祂要一而

再地拯救那‘儿子’(可同时指以色列和弥赛亚主

耶稣), 直到最后那位应许之人(Man of Promise)

带来末后与最终的拯救. … 马太并没有扭曲或

滥用何西阿的文脉, 他也未按私意解释圣经.”56 

 

                                                           
56   Walter C. Kaiser 著, 梁洁琼译, 《新约中之旧约

引据》(台北: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 1994 年), 第 90-

91 页.  

再看马太对 耶 31:15 的引用. 凯泽强调

两点. 首先, 拉玛的地理位置, 是靠近犹大的伯利

恒, 还是在便雅悯境内, 目前尚无定论. 但拉玛是

被掳的犹太人的聚集地, 然后从那里被放逐到巴

比伦(耶 40:1), 这样, 将北方集合犹太俘虏的拉

玛与希律屠杀伯利恒婴孩的事件相连, 是非常恰

当的. 其次, 在这节引文中, 先知耶利米使用了两

个动词. 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法上, “哭泣”是

一个非常普通的动词分词; 但它的 piel 语根在此

以外仅用过一次, 即 结 8:14: “他领我到耶和华

殿外院朝北的门口. 谁知, 在那里有妇女坐着, 为

搭模斯哭泣”. 凯泽解释它是“描述在一项宗教仪

式中, 妇女为搭模斯哭泣”, 因而印证这个分词含

有持续的概念, 即拉结仍继续不断地哭泣. 另一

个动词“拒绝”在文法上可称为“本性的完成时

态”(characteristic perfect), 表示一种持续静态的

特性. 拉结仍然继续不断地哭泣, 尤其当她的儿

女为天灾、国祸所扼杀时, 她哭泣更甚.  

 

凯泽指出, 只有当下列事件发生时, 拉结

的哭泣才告一段落: 以色列的命运重获保障(耶

30:3a); 全以色列回归故土(耶 30:3b); 他们的悲

哀变成欢乐(耶 31:13); 他们要永远拥有这美好

的一切(耶 31:40). “拉结哀歌的记载, 显然编织

在神末世行动所带来的最终盼望的范围之内. … 

故此, 耶利米的信息和意愿并非局限于他当代的

百姓. 事实上, 行文间有明显的末世记号.”57  

 

此外, 拉结的哀歌(哭泣)可能已成为一个

谚语. 凯泽认为, 关于拉结哀歌的谚语, 可能不是

始于耶利米, 而是早在巴比伦骚扰以前, 在北国

亡于亚述时, 它已经抓住百姓的心了. 如果拉结

的哭泣是谚语, 它就不受时间限制, 马太引用它

的意义也必然超越引文本身(即其意义不受这引

文[耶 31:15]的历史背景所限). 因此, 凯泽写道:  

 

假如耶利米察觉拉结过去曾为她儿女/国

家哭泣, 并且在她的时代, 为那难以形容的

巴比伦劫掠耶路撒冷及其圣殿等恐怖事件

继续哭泣, 难道会失察她仍然要为未来的

境况(在末世新大卫[指大卫的子孙耶稣]莅

                                                           
57   同上引, 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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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和以色列回归故土前的一段日子)哭泣吗? 

耶利米并没有伪装知道或想象多少管教(审

判)会来临, 或在什么境况下它们会来临, 但

他确知道这些困境的重现性和延续性.  

 

 耶利米虽然没有具体预言主耶稣时代伯

利恒屠杀婴孩的事件, 但他确实是在总合性地预

言. 所谓“总合性预言”, 是预言可被数个时段分

隔、分段地发生的一件事; 所采用的辞藻(词句)

可以一成不变地应用在近期或较遥远的阶段, 或

应用于预言的整体. 拉结哭泣正是属于这类预言. 

有鉴于此, 在神设立新大卫与新以色列那伟大日

子来临前, 拉结仍然需要在希律的时代哭泣一次. 

 

 凯泽适切总结道: “马太对何西阿和耶利

米的整个文脉具有一种敏感度, 即在他们的历史

脉络之外, 对它们的正典、神学和末世脉络也存

一份警觉性. 因此, 指控马太引用旧约的资料时

心高气傲, 或指控他将私意并入(参进)经文的说

法, 无论在详细分析旧约或新约之后, 都是无法

站立的.”58 

 

例二: 林前 10:4 对 出 17:5-7 的引用 

 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在旷野

的路程上, 曾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 使磐石流

出水来给百姓解渴

(出 17:5-7). 保罗回顾

这段历史时, 说: “所

喝的, 是出于随着他

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

就 是 基 督 ”( 林 前

10:4b). 对于保罗把

基督说成是随着以色

列人的“灵磐石”, 许

多学者批评保罗将旷

野中的普通磐石给灵

意化, 完全剥离了出埃及时这一事件的历史处境. 

有些解经家坚称保罗这样解说, 不是取材自旧约

圣经, 而是根据一项拉比的遗传, 认为以色列人

漂流旷野时, 有一口井伴随他们. 还有学者认为, 

由于斐罗(Philo)认定旷野的磐石是神的智慧, 所

                                                           
58   以上例一摘自《圣经的权威》, 第 363-368 页. 

以保罗是根据斐罗, 也认为基督是神的真智慧

(林前 1:24), 将旷野的磐石灵意化. 

 

 然而, 凯泽拒绝学者们上述的种种猜测, 

因为他认为保罗将基督与磐石等量齐观(即把这

两个不同之物同等看待), 其实是深植于旧约圣

经的思想. 首先, 旧约有许多经文称耶和华为以

色列的“磐石”, 例如  创 49:24; 撒下 23:3; 赛

30:29 等等.  

 

 其次, 旧约许多经文屡屡提及在旷野伴

随以色列百姓的“耶和华的使者”: 

1) 出 13:21: “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 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

行走.” 

2) 出 14:19: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 转到

他们後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

边立住.” 

3) 出 23:20-21,23: “看哪, 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他

是奉我名来的; 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 听从

他的话, 不可惹(或作: 违背)他, 因为他必不

赦免你们的过犯 . …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

行…”  

4) 出 32:34: “现在你去领这百姓, 往我所告诉你

的地方去, 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 只是

到我追讨的日子,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5) 出 33:2: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撵出迦南

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

耶布斯人.” 

6) 出 33:14: “耶和华说: ‘我(耶和华)必亲自和

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   

 

值得一提的是, 出 23:21 的“他是奉我名

来的”这句话, 原意是“我的名在他里面”; 里程评

述道: “这是宣称, 这位被神所差遣、影随以色列

人出埃及(和走旷野)的使者, 拥有完全的神性. 

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在创世记中往往是指主自己, 

然而又与祂有别; 在以赛亚书中被称为是‘祂面

前的使者’(赛 63:9); 而玛拉基则称祂为‘立约的

使者’(玛 3:1). 其实, 这位神的使者, 就是道成肉

身之前的基督显现(Christoph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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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神将自己与以色列饮用的磐石相

提并论.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

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

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出 17:6). 另外, 犹太拉

比所谓伴随以色列人的磐石之故事, 未见流传在

保罗的时代. 

根据以上的旧约脉络, 保罗说基督是那

磐石时, 并不是以寓意的方式说“基督现在是(希

腊文: estin {G:2076}, 即英文的 is )那磐石”, 而

是说“基督已经是(希腊文: ên {G:2258}, 即 was )

那磐石”. 对保罗而言, 早在旧约时代, 基督已经
是(希腊文: ên )那磐石. 所以保罗过后直截了当

地说,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神的时候(民 21:4-

9), 就是试探在场的基督: “也不要试探主(有古

卷: 基督), 像他们有人试探的, 就被蛇所灭”(林

前 10:9). 凯泽的结论是: 林前 10:4 的“磐石”是专

有名词, 可解释为旧约时代的基督显现.59  

  

例三: 林前 9:7-11 对 申 25:4 的引用 

保罗在 林前 9:9 说: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

着说: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 不可笼住它的嘴,’ 

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 这节经文引自 申 25:4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 不可笼住它的嘴”). 有学

者认为, 申 25:4 这节经文原本是关于如何对待

牛的, 但保罗将它寓意化, 用来指如何对待传道

人. 有者甚至说, 林前 9:9 和 加 4:21-31, 是保罗

寓意解经法最明显的范例.   

 

不过哥德特(F. Godet)却从申命记 24 和

25 章全文的脉络来理解保罗对 申 25:4 的引用

和解释. 他指出申命记这两章的脉络是: 神命令

将穷人的衣服归还给他(申 24:10-13); 当日即付

给雇工的工价(申 24:14-15); 留下禾田的零星(麦

穗)给寡妇和寄居者收取(申 24:19-22)等等. 哥德

特认为, 整段申命记的文脉说明, 摩西的关怀不

仅限于牛群, 而是强调牛群的主人应该培养一种

温和、慈爱的性情,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责任.   

 

 哥德特剖析道: “因此, 保罗丝毫没有隐

蔽这条律例的历史与自然意思… 他彻底了解它, 

而且他正是以这个意思为起点, 继而进入更高一

                                                           
59   以上例二摘自《圣经的权威》, 第 368-371 页. 

层的应用… 他不仅未曾主观地寓意化, 反而以

一个稳固的强力前提(a fortiori)为基础, 将神为

一个低层关系(指人与牛的关系)订定的原则应

用到一个较高层次的关系上(信徒与传道者的关

系)… 除非将这条律例应用在一群适当的族类

上, 否则它的全意未被披露… .当我们聆听现代

学者的滔滔雄辩、反击使徒保罗的寓意化时, 我

们很难压抑自己的莞尔(微笑)… 保罗丝毫没有

寓意化… 他从这个律例的字面及自然意思中理

出一项深奥的真理  —  一项关于人道与公正的

法则.” 

 

 加尔文(John Calvin)说得更明确: “我们务

必不能犯错, 误会保罗的本意是将那条诫命寓意

化; 因为某些愚拙人士以此为借口, 将每件事物

转化为寓意, 因此他们将狗变换成人, 树木变成

天使, 将整本圣经转换成一个趣味游戏. 事实上, 

保罗的本意相当简明: 虽然主命令要善待牛只, 

但祂之所以如此吩咐, 不仅是为牛只而已, 反倒

是出于祂对人的顾念, 以致连被造的牛只也得以

享有它的权益. 因此, 对待牛只那种人道, 应该成

为一种激励, 促使我们彼此体恤及公正相待. 

 

 另一方面, 当保

罗说是这条律例 “不全

是为我们说的吗”的时

候, 是否完全抹煞了神

对牛只的看顾呢? 没有. 

神所吩咐的, 较多是关

心人过于动物. 但犹太

人的表达习惯是, 凡次

要的课题, 都以负面或否定的形式来表达. 比如, 

耶和华神说: “耶和华说: 我喜爱良善(或作: 怜

恤), 不喜爱祭祀”(何 6:6), 这并不是说神完全不

喜爱人的祭祀; 这句话的真正含意是: 神喜爱人

的良善胜于人的祭祀. 

 

 简之, 保罗引用这条善待牛只的律例, 实

际上是揭示了神为全人类设立的一个原则: 凡作

工的,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都要因他(它)的劳力

获得报酬. 饶有风趣的是, 凯泽那生辉的一笔: 

“值得注意的是, 保罗并没有直接引述 申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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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日给他(雇工)工价’;60 使徒的智慧是有目共

睹的: 他要窘迫那些宁愿给聋哑动物而不甘愿供

给尽心服事的传道者的吝啬百姓.”61 

 

 以上数个例证展示了新约作者对旧约圣

经的尊崇和精通. 由于准确地把握了整部旧约圣

经的文脉, 他们在引用旧约经文时, 总能在这样

的大脉络中, 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展开引文的含意. 

这种“文法-历史”解经法的一个要点就是, 不能

孤立地定睛在一节经文上, 而要联络上下文; 所

谓上下文(context), 可能是指这节经文前后的经

节, 也可能指这节经文所在的那一章、那一卷书, 

甚至整本圣经.   

 

(E) 结语 

 里程中肯地总结道: “当然, 上述的例证

远没有含盖‘新约作者对旧约引用’这个庞大课

题, 也没有化解这个课题中的所有难点. 但是, 有

一点是需要牢记的: 新约作者对旧约的引用, 是

在圣灵的默示下进行的, 是不会有谬误的. 所以, 

林道亮强调, 在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经文时, ‘只要

圣灵是那位选择词句的主笔, 那么无论措辞与旧

约的经文是否一致, 就灵感而言, 根本没有分

别.’ ”  

 

 可拉特(另译“科勒特”, Sidney Collett)也

陈明圣灵在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经文时的主导作

用: “我不得不使读者注意, 犹太人是如何小心翼

翼地  —  甚至带一点迷信色彩地  —  保护旧约

的字句以及每个字的字母, 写新约的既然是犹太

人, 倘若他们有自主之权引用旧约的经文, 那么

他们自然会极小心地抄袭原来的话, 不肯任意变

更一个字母. 但事实上他们变更了, 这些事并非

是‘出于人意的’(彼后 1:21). 所以, 在许多例子中, 

他们虽然知道自己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并非和原

文完全相同, 但是因为受了‘默示’  —  或支配  

—  即圣灵的影响, 必须照着神所吩咐他们的写, 

当他们细读之下, 发现这些不同之点, 他们一定

觉得极其惊恐, 但却不敢提笔修改一字. 所以请

                                                           
60   申 24:15: “要当日给他工价, 不可等到日落, 因

为他穷苦… 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 罪便归你了.” 
61   以上例三摘自《圣经的权威》, 第 371-374 页. 

记得, 这种引句不同之点非但不是显示了人的弱

点, 反而对圣经的‘逐字默示’又多了一个绝对强

烈的证据.”62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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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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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程在其

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 “无误”(inerrancy)

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 . “可靠 ”(或译 “无谬 ”, 

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 也不会误导人, 

是完全可靠的引导.63 简之, “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 

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 《芝加哥圣经无

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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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allible) 和 绝 对 无 误 的

(inerrant). ‘无谬’(可靠, infallible)

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 也不被

人误导’的特性, 所以, 此词…绝

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

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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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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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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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资料, 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 会证实所教导

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 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

学、地理、地质, 或其他科学或知识, 都是如此.” 无

论如何, 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 所以容许差

异. 换言之, “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

上有差异, 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 

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 容许不标准的文法

形式, 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65  

 

                                                           
62   同上引, 第 374-375. 
63   同上引, 第 75 页. 
64   同上引, 第 84-85 页.  
65   同上引, 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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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阿瑟·谢尔曼(Arthur Shearman) 

 

尼 希 米: 
他的眼泪、 

他的信靠 

和考验 
 

(A) 尼希米的眼泪 (尼 1:1-11) 

(A.1)   深切关怀而哭泣 

查考尼希米这个人物, 我们发现他的特

征与以斯拉不同. 以斯拉曾带领被掳之民从巴

比伦归回耶路撒冷. 很可能过了 14 年后, 尼希

米又带领一班余民归回圣城. 就像以斯拉一样, 

尼希米是神在正确时间所预备的人. 他勇敢地

执行神的旨意, 成就了大事. 这样的人创造历

史. 此书一开始时写道: “…尼希米的言语如

下…我…”(尼 1:1). 我们留意到尼希米记多次

用第一人称  —  我  —  来书写. 此人是在描述

他自己的关注和行动. 这点赋予此书强而有力

的叙述. 

 

我们今天仿佛看见尼希米的心. 见到哈

拿尼和他几个朋友从耶路撒冷来时, 他向他们

打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

路撒冷的光景. 我们在 尼 1:3 读到可悲的光景; 

他们说: “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

大难, 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

被火焚烧.” 在某种意义上, 这一节为此书接下

来几章的事件预备了舞台. 我们从这节中看见

荒凉与绝望的写照.  

 

这节对尼希米的影响是何其大而深远! 

“我听见这话, 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在天上

的神面前禁食祈祷.” 让我们思考尼希米的深

切关怀. 眼泪表达深厚感情, 往往是文字无法

描述的. 想想耶利米, 使徒保罗, 甚至我们的主

耶稣, 他们的眼泪(参 哀 3:48-49; 徒 20:31; 路

19:41). 我们也是否深切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 

想要问候他们的光景, 甚至为着他们迫切需要

和可悲光景而流泪哭泣呢? 

 

(A.2)   根据应许来祷告 

出于深切关怀, 尼希米求告神. 显然, 他

深感无助. 回到耶路撒冷的路程是那么遥远, 

而他只不过是一个听闻此迫切需要的人. 然而, 

对于祷告之人, 神往往是那么的近. 尼希米记

多次提醒我们这个重要教训. 留意他的恳求: 

“愿你睁眼看, 侧耳听”(尼 1:6). 

 

我们也在此看见, 尼希米根据神对祂百

姓立约的应许来诉求(尼 1:5: “耶和华天上的

神, 大而可畏的神啊, 祢向爱祢、守祢诫命的

人守约施慈爱”). 神百姓的

苦境是因他们的罪, 但他

们仍是祂的百姓. 我们接

下去读尼希米记时, 将会

更多地留意到这种祷告的

关系. 今日, 让我们求主帮

助我们察觉到那些在基督

徒生活中迷路者的需要.  

 

(B) 尼希米的信靠 (尼 2:1-10) 

(B.1)   沉重的属灵负担 

尼希米的职业使他每天有机会到王的

面前. 身为亚达薛西王的酒政, 他负责把酒送

到王面前. 他必须高兴愉快, 使王的心情也振

奋和开朗起来. 但由于他的心思深切挂念处于

苦境的同胞们, 心中悲伤难过, 脸便露出愁容. 

王问他说: “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尼 2:2). 王认

为是他心中愁烦. 尼希米甚感惧怕, 害怕王怪

罪于他. 无论如何, 心所深切关怀之事难以隐

藏; 属灵负担重而难担.  

 

尼希米鼓起勇气, 公开承认他愁烦的原

因. 他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 城门被火焚

烧, 他岂能面无愁容吗? 亚达薛西王正面的反

应肯定令他大吃一惊. 我们在此看见尼希米的

敬虔程度. 压力会令人惊慌失措, 但我们读到

两个重要的陈述(尼 2:4,5: “我默祷天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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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对王说”); 它们不仅显明尼希米的冷静

和勇气, 也让我们能洞察此人的高贵品格. 

 

(B.2)   祷告会改变环境 

亚达薛西王先开路. “你要求什么?”(尼

2:4). 尼希米必须陈明真相, 但要如何面对王那

喜怒无常的情绪? 因此, “我默祷天上的神”. 尼

希米在关键时刻紧密依靠神. 他先向神说话! 

然后我们才读到: “我对王说”(尼 2:5); 由于他

已先向神说话, 并听神说话, 所以他可放胆无

惧地向王说话.  

 

我们从中学习到宝贵的功课. 祷告是每

日重要的活动. 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即

抽空与主交谈, 最好是在未开始一天的生活以

前. 尼希米惯于与主说话(祷告). 对他而言, 神

是真实的. 祂就在身旁, 听他祷告. 只是“我默

祷”  —  不需要长时间, 不需要美丽言词. 尼希

米认识神为他良友, 知道神随时开放祂的“生

命线”垂听祷告  —  是的, 神就近在眼前.  

 

他可放胆向王说话, 因他已先向主说话. 

学习此事是美好的. 信靠神会加强我们对神的

信心. 如果我们惯于把“凡事都带到主面前求”, 

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花一点时间把心向天上

的神敞开, 事情就开始改变.   

  

(C) 尼希米的考验 (尼 2:10,19-20; 4:1-3,10-23) 

(C.1)   为主工作遭反对 

 没有任何为主所做的工不受某种程度

的反对. 尼希米和跟随他的人很快发现此事何

其真实! 神所关注的任何工作, 都会遭到撒但

的敌对. 不过神仆人的真品德, 往往就在面临

考验时显露出来. 我们将看到反对从四面八方

而来, 来自不同的敌人, 来自不同的事件. 从公

开的正面敌对, 到阴险的借口托词, 各种试验

猛烈攻击神的工作. “儆醒祷告”是应对之策.  

 

 尼希米一认真建造城墙, 反对就临到. 

参巴拉和多比雅“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

处, 就甚恼怒”(尼 2:10). 在 19 节, 他们以嗤笑

和嘲弄进行攻击, 说这些犹太人要背叛王! 尼

希米立即指出他们的地位  —  他们无份于神

给耶路撒冷的计划. 这些人代表那些咒骂神百

姓的敌人. 他们不明白神的计划, 所以嘲弄神

的百姓. 我们常发现那些不赞同的人会讥讽嘲

弄, 他们并不关心神的工作. 

 

(C.2)   继续工作表忠诚 

 当尼希米继续工作时, 他要不断地面对

循环性的战斗. 这些人被称为“我们的仇敌”(尼

6:1). 他们会屈尊自贬, 使用种种借口或托词, 

假装赞同神的工作, 背地

里却计划如何进行破坏

(注: 他们打发人请尼希米

到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

相会). 但尼希米看穿他们

的诡计, 说: “他们却想害

我”(尼 6:2; 编译者注: 仇

敌又捏造谣言说尼希米

与犹太人图谋造反, 过后又劝他进入圣殿里保

命, 躲避要杀害他的人).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要使建造城墙的工作者软弱, 使他们沮丧. 

 

 尼希米没有中了他们的诡计, 他拒绝他

们的建议, 回答说: “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 

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 我不

进去”(尼 6:11). 一切敌对只有强化尼希米继续

工作的决心; 对忠心于主的人, 这也是经常产

生的效果!  

 

 我们今天可以沉思这类破坏神工作的

努力. 在保罗身上, 我们也可看到同样反对的

特征. 他被追害, 遭受逼迫, 但他有信心神的工

作终必成功. 他说: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林前 16:9). 反

对的试炼会产生具有真实价值的事奉, 就如烈

火生出纯净的精金.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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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10-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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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表教具67                            守望 
 

 

耶稣基督的预表(一): 

旧约的约瑟 
 

(A) 简介 

 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曾表示: “旧约隐

藏着新约, 新约揭示了旧约”.68 这句话可从圣经

中的预表加以证实.69 苏克(Roy B. Zuck)指出: 

“许多研读圣经的人都察觉到旧约中包含不少预

表, 这些预表在新约以某种方式阐明出来. 旧约

与新约的关系是预表(types)与本体(antitypes), 或

影儿(shadows)与实体(fulfillments)的关系. 从新

约的角度回看旧约中的一些人、事、物, 不难发

现它们是将来新约的人、事、物之预表或影子. 

 

主耶稣在复活之后, 曾向前往以马忤斯

的两个门徒显现, 还为他们讲解旧约圣经, 包括

其中的预表,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

                                                           
67  在教学时, 教师经常先用“教具”(teaching aids), 

例如具体可见的模型或图表, 来启发学生的思想, 帮助

学生更容易了解接下来所要教授的教学内容. 照样, 神

也使用旧约各式各样的“预表”(如利未记的五种祭物、

耶和华的节期等)当作“教具”, 来开启他百姓的心窍, 预

备他百姓的心思, 使他们更容易明白和接受新约的主耶

稣基督(参路 24:44-46), 并了解神救赎的工作和永恒的

计划. 求神帮助我们诚心研究祂用心良苦所设立的各种

“预表教具”, 来看透神在基督身上的心意和将来的计划. 
68   这句名言在英文是 : “The new is in the old 

concealed; the old is in the new revealed.” 
69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事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事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之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关系也可喻为“影儿/影子”(shadows)

与“实体/真体”(fulfillments)之间的关系, 这就如 西 2:17

所言: “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 (预表); 那形体 (本体、实

体)却是基督”(也参 来 10:1). 预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

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预表的“本体”所要传达的真

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

《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简介(一)”. 

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 24:27). 

根据此事, 我们有理由相信旧约圣经的许多人、

事、物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  预表那位将要

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来 10:7; 诗 40:7). 因此, 

我们研读旧约圣经时, 其中一件最美的事, 就是

寻求经文中所要预表的主耶稣基督.  

 

(B) 耶稣基督的预表  —  约瑟 

论到约瑟,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在其

所著的《圣经各卷概要》中说道: “我们能清楚

看到, 约瑟一生的历史是主耶稣最显著的预表之

一, 因它在很多细节方面预示神如何借着主耶稣

来对待犹太人和外邦人.”70  

 

虽有学者不认同约瑟是主耶稣的预表 , 

因圣经没有如此明文(参本文附录), 但一个无可

否认的事实是: 约瑟与主耶稣有上百个相似之处, 

似乎说明旧约的约瑟是在预示新约的主耶稣. 以

下让我们举例为证:71 

 

1. “约瑟”这名的意思是“增添”(创 30:24);72 主耶

稣作孩童时, 祂的智慧以及“神和人喜爱祂的

心”不断增添(路 2:52). 祂升天复活后所得的尊

贵和荣耀更是不断增添(启 5:12-13). 

2. 约瑟牧养群羊(创 37:2); 而主耶稣是好牧者(约
10:11,14).  

3. 约瑟报告哥哥们的恶行

(创 37:2); 主耶稣也照明

人的恶行(约 3:19,20). 

4. 约瑟蒙父所爱(创 37:3); 

主耶稣被父称为“我的爱

子”(太 3:17). 

5. 约瑟被兄弟们(哥哥们)所

憎恶(创 37:4-5);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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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78 页.  
71   下列的例证参考 Ada R. Habershon, Study of 

the Type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74), 第

169-174 页; Benjamin Keach, Preaching from the Types 

and Metaphors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72), 第 975-976 页. 
72   约瑟意即“让祂增添”(let Him add)或“耶和华增

添”(add Thou Jehovah), 见 J. B. Jackson, A Dictionary of 

Scripture Proper Names,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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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无故地恨恶(约 15:25). 

6. 约瑟不被兄弟们所信任(创 37:5); 主耶稣的弟

兄们也不信祂(约 7:5). 

7. 约瑟得到高举(创 37:7,9); 主耶稣在凡事上高

居首位(西 1:18). 

8. 约瑟被兄弟们拒绝(创 37:8); 主耶稣也被自己

的人拒绝(路 19:14). 

9. 约瑟被兄弟们所嫉妒(创 37:11); 主耶稣亦被人

所嫉妒(可 15:10). 

10. 约瑟的父亲把约瑟的话存在心里(创 37:11); 主

耶稣的母亲则把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路 2:51). 

11. 约瑟被父亲差遣到他弟兄们那里(创 37:13); 主

耶稣也被父神差遣, 去到祂的弟兄们(犹太人)

当中(路 20:13;73 参 约 3:16). 

12. 约瑟(预备好事奉神)回答说: “我在这里”(创

37:13); 主耶稣也预备好献上自己, 祂说: “看哪, 

我来了”(诗 40:7-8). 

13. 约瑟出希伯仑谷(希伯仑意即“交通、情谊”), 

往示剑去(创 37:14); 主耶稣离开天堂, 放下与

父神同享的荣耀与相交(约 17:5,24), 去到撒玛

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叙加(Sychar, 有者认为此

处的“叙加”即是示剑(Shechem). 

14. 约瑟寻找他的兄弟们(创 37:16); 主耶稣寻找和

拯救失丧的人(路 19:10). 

15. 约瑟寻找兄弟们直到找着他们(创 37:17); 主耶

稣寻找失丧的人直到找着了(路 15:4). 

16. 他们同谋陷害约瑟(创 37:18); 人们商议陷害主

耶稣(太 27:1; 约 11:53). 

17. 他们剥了约瑟的外衣(创 37:23); 人们剥了主耶

稣的外衣(太 27:28,35). 

18. 他们在那里坐下(创 37:25); 罗马兵丁坐在那里

看守主耶稣(太 27:36). 

19. 约瑟被人用 20 个银子卖了(创 37:28; KJV: 

twenty pieces of silver); 主耶稣被人用 30 个银

子出卖了 (原文直译 , 太 26:15; KJV: thirty 

pieces of silver). 

20. 约瑟作护卫长波提乏的仆人(创 39:1); 主耶稣

取了奴仆的形像(腓 2:7), 甘作仆人服事人(可

10:45; 路 22:27).74 

                                                           
73   路 20:13: “园主说: ‘我怎么办呢? 我要打发我的

爱子去, 或者他们尊敬他.” 
74   可 10:45: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 路 22:27: 

21. 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创 39:2,21,23); 父神与主

耶稣同在(约 16:32).  

22. 耶和华使约瑟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创 39:3);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主耶稣手中亨通(赛
53:10). 

23. 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里(创 39:4); 父神已

将万有(一切)交在主耶稣手里(约 3:35). 

24. 人因约瑟的缘故从神得福(创 39:5); 人因主耶

稣的缘故从神得福(弗 1:3). 

25.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 愈来愈得人的喜爱 (创

39:6); 主耶稣在属灵品格方面可说是“全然美

丽”(歌 5:16), 叫神和人对主耶稣的喜爱日益加

增(路 2:52). 

26. 约瑟受试探, 被主人的妻子引诱(创 39:7-12); 

主耶稣受试探, 被魔鬼引诱(太 4:1-10; 来 4:15). 

27. 约瑟在试探中并不犯罪(创 39:9: “我怎能作这

大恶, 得罪神呢?”); 主耶稣也凡事受过试探, 只

是祂没有犯罪(来 4:15; 彼前 2:22).  

28. 约瑟没有犯罪, 却被定罪而含冤受苦(创 40:15); 

主耶稣也没犯罪, 却被定罪而含冤受苦(约 8:46; 

19:4,6). 

29. 约瑟的脚受到创伤(诗 60:18: “人用脚镣伤他的

脚”); 主耶稣的脚也受到创伤(诗篇 22:16: “他

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30. 约瑟在监狱时有两个犯

人与他同囚(即法老的两

个大臣, 创 40:2-3); 主耶

稣被钉十架时左右两旁

也有两个犯人(路 23:32). 

31. 约瑟伺候他们(创 40:4); 

主耶稣在门徒中间如同

服事人的(路 22:27).   

32. 与约瑟同囚的其中一个犯人(酒政)得着好消息  

—  生命得以保全(创 40:13; 另一人则死); 主耶

稣十架旁的其中一个犯人也得着好消息  —  

属灵生命得以保全(指灵魂得救, 路 23:43). 

33. 约瑟要酒政得好处时记念他(创 40:14); 主耶稣

要人蒙恩得救后记念祂(林前 11:24-25). 

34. 酒政蒙恩复职后竟忘记约瑟(创 40:23); 九个蒙

恩的大麻风病人忘记主耶稣的恩情(路 17:17). 

                                                                                               
“是谁为大? 是坐席的呢? 是服事人的呢? 不是坐席的大

吗? 然而, 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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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约瑟的事上, 与约瑟同囚的那个犯人(酒政)

承认自己的罪(创 41:9,12); 在主耶稣的事上, 

那同钉的犯人承认自己的罪(路 23:41). 

36. 王释放约瑟, 脱离监狱的监禁(诗 105:20); 神释

放主耶稣, 脱离死亡的拘禁(徒 2:24: “将死的痛

苦解释了, 叫祂复活, 因为祂原不能被死拘禁”). 

37. 约瑟承认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全在乎神, 不在乎

他自己(创 41:16); 主耶稣承认不能凭自己做什

么, 一切乃在乎神(约 5:19). 

38. 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创 41:25); 主耶稣有圣

灵的恩膏, 有圣灵在祂身上(徒 10:38; 路 4:18). 

主耶稣有神的七灵(启 3:1; 编者注: “七”象征完

美、完整、完满、丰盛等, 故“有神的七灵”象

征主耶稣有完美圣灵的丰盛完满). 

39. 神已将这一切事都指示约瑟(创 41:39); 父神已

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示主耶稣(约 5:20). 

40. 没有人像约瑟那样有聪明和智慧(创 41:39); 一

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主耶稣里面(西 2:3). 

41. 约瑟掌管(治理)法老的家(创 41:40); 主耶稣治

理神的家(来 3:6).  

42. 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 

在一人之下, 万人之

上(创 41:40); 主耶稣

得着超乎万名之上的

名(腓 2:9); 除了父神

以 外 ( 林 前 15:27-

28),75  万物都服在祂

的脚下(来 2:8-10). 

43. 法老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创 41:41); 父神派主

耶稣作王, 治理万物(林前 15:25-27; 弗 1:22). 

44. 埃及全地的百姓向约瑟跪下(创 41:43); 未来万

物(万膝)将向主耶稣跪拜(腓 2:10). 

45. 约瑟积蓄的五谷甚多, 不可胜数, 如同海边的

沙, 无法计算(创 41:49); 主耶稣有测不透(数不

尽)的丰富(弗 3:8). 

46. 约瑟得了两个儿子, 长子名叫玛拿西(就是使之

忘了[forgetting]的意思),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

了一切的困苦”(创 41:51); 主耶稣似乎也忘了

一切苦楚, 因“祂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

满意足”(赛 53:11). 

                                                           
75   林前 15:27-28: “因为经上说: ‘神叫万物都服在

祂的脚下.’ 既说万物都服了祂, 明显那叫万物服祂的, 

不在其内了. 万物既服了祂, 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

物服祂的, 叫神在万物之上, 为万物之主.” 

47. 约瑟次子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fruitful, 

多结果子]的意思),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

的地方昌盛”(创 41:52); 主耶稣也昌盛, 多结果

子, 因祂代死后“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 12:24). 

48. 法老要所有求助的众民“往约瑟那里去”(创

41:55); 彼得对主耶稣说: “主啊, 祢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约 6:68; 换言之, 他们不往

别人那里去, 只归向主). 

49. 法老对众民说: “凡他(约瑟)所说的, 你们都要

做”(创 41:55); 马利亚对用人说: “他(主耶稣)告

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约 2:5); 父神也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祂”(太
17:5). 

50. 约瑟“开了各处的仓”, 供应粮食给人(创 41:56); 

主耶稣“打开圣经属灵的仓库”  —  讲解圣经  

—  供应灵粮给人(路 24:27,32). 

51. 各地的人都向约瑟卖粮, 得着拯救(创 41:57); 

主耶稣施行神的救恩, 直到地极(即全地的人都

借着祂得到拯救, 赛 49:6). 

52. 约瑟认识祂的兄弟们(创 42:7-8); 主耶稣认识

所有人(约 2:24-25: “因为祂知道万人… 因祂

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53. 约瑟的众兄弟不认得约瑟(创 42:8); 世人不认

识主耶稣; 祂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

接待祂(约 1:10-11). 

54. 约瑟向兄弟们说严厉的话, 把他们下在监里三

天(创 42:7,17); 主耶稣将借着七年灾难来严厉

对待以色列人, 使他们受苦悔改(耶 30:7). 

55. 流约瑟的血之罪向他的兄弟们追讨(创 42:22); 

流主耶稣之血的罪向杀害祂的以色列人(犹太

人)追讨(太 27:25). 

56. 约瑟离开他们, 然后哭泣(创 42:24); 主耶稣看

见耶路撒冷就为此城哀哭(因祂想到此城的人

将面临悲惨遭遇, 路 19:41). 

57. 约瑟命令要把他们的袋子给装满(创 42:25); 我

们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丰满的恩典(约 1:16; 也

参 诗 147:14: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58. 约瑟把所有钱还给他们(创 42:25); 人们“不用

银钱”便可得到主耶稣的美好供应(赛 55:1). 

59. 约瑟给他们路途上的供应(创 42:25); 在基督耶

稣里, 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得以充足(腓 4:19). 

60. 约瑟把这些人带回家(创 43:16); 主耶稣请人进

来, 坐满祂的屋子(路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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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约瑟预备好, 请他们用餐(创 43:16); 主耶稣已

把各样需用都预备好了, 请人来赴席(太 22:4). 

62. 他们接近管家, 与管家交谈(创 43:19); 主耶稣

借着圣灵教导信徒各样真理(约 14:26).  

63. 他们带了自己的钱来(创 43:22); 犹太人想要以

本身的善行来立自己的义(罗 10:3). 

64. 约瑟向他们问安, 叫他们不要害怕(创 43:23); 

主耶稣告诉人不要害怕(太 14:27); 因信主耶稣, 

信徒的心充满诸般喜乐和平安(罗 15:13). 

65. 他们和约瑟一同宴乐(创 43:34); 身为好牧人, 

主耶稣因已找回失落的羊(指失丧者)而与众人

(可指众天使)一同欢喜快乐(路 15:6,9,24). 

66. 犹大承认神已查出他们(兄弟们 )的罪来(创

44:16); 主耶稣借着圣灵使人知罪(约 16:8-9). 

67. 约瑟和兄弟们相认(创 45:1); 主耶稣使祂的门

徒眼睛明亮, 认出主耶稣(路 24:31). 

68. 约瑟要兄弟们近前来(创 45:4); 我们靠着主耶

稣的血得以亲近神(弗 2:13). 

69. 约瑟说他是兄弟们所卖(到埃及 )的约瑟(创

45:4); 主耶稣告诉保罗(扫罗)祂就是保罗所逼

迫的耶稣(徒 9:5). 

70. 约瑟说是神差遣

他来到埃及 ( 创

45:5,7); 主耶稣也

是蒙神差遣, 来到

世间(约壹 4:9).  

71. 神大施拯救(创 45:7); 主耶稣拯救信徒脱离那

极大的死亡(林后 1:10). 

72. 约瑟被差遣到埃及来, 不是出于他的兄弟们, 

乃是出于神(创 45:8); 主耶稣被差遣到世上来, 

乃是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徒 2:23). 

73. 约瑟在创世记 45 章有 5 次提及父亲雅各(创

45:3,9,13,18,19), 足见约瑟有爱父之心, 时常记

念父; 主耶稣也深爱父(指父神), 时常记念父, 

且遵行父的旨意(路 2:49; 22:42; 23:46). 

74. 约瑟请父亲前来, 不要耽延(创 45:9); 主耶稣邀

请人信靠祂, 不要耽延(参 林后 6:2: “现在正是

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75. 约瑟要奉养他的家人(创 45:11); 主耶稣说, 凡

到祂那里去的, 祂总不丢弃(约 6:37). 

76. 众兄弟的眼都看见是约瑟亲口对他们说话(即

知道此人实在是约瑟; 创 45:12); 主耶稣说: 

“你们看我的手 , 我的脚 , 就知道实在是我

了”(路 24:39). 

77. 约瑟吩咐兄弟们, 把他在埃及一切的荣耀都告

诉他父亲(创 45:13); 主耶稣有荣耀的福音(林

后 4:4), 也要人宣扬祂的荣耀美德(彼前 2:9).  

78. 约瑟要兄弟们全家都搬到他这里来(创 45:18-

19); 主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

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 11:28). 

79. 约瑟提醒兄弟们不要爱惜他们的家具, 因为埃

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他们的(创 45:20); 主耶稣借

着保罗提醒我们要忘记背後, 放下过去的一切

(腓 3:13-14). 

80. 雅各两次说约瑟还在(还活着; 创 45:26,28); 保

罗宣称主耶稣是活着的(徒 25:19). 

81. 约瑟向法老提及“我的弟兄”(创 46:31; 47:1); 

主耶稣称信祂的人为“弟兄”(来 2:11). 

82. 埃及人求约瑟帮助, 以便存活, 免得死在他面

前(创 47:15,19); 求助于主耶稣的人便得着生

命, 因主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约 11:25). 

83. 来到约瑟面前的人把钱都花尽了(创 47:18); 许

多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也是如此, 如浪子耗尽

了一切所有的(路 15:14). 

84. 他们除了身体和田地之外, 一无所剩(创 47:18); 

许多到主面前的人也是如此, 一无所有, 如人

无力偿还债务(路 7:42)  

85. 约瑟买了他们和他们的地(创 47:23); 主耶稣用

重价买了我们(林前 6:20). 

86. 当约瑟的兄弟们见父亲死了, 便差人告诉约瑟

说: “求你饶恕”, 这显明他们还不深入认识约

瑟的为人(创 50:17); 主耶稣曾对祂的门徒说: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 你还不认识我

吗?”(约 14:9). 

87. 神安排约瑟被卖到埃及, 祂的意思原是好的, 

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创 50:20); 神差遣主耶

稣来到世界, 为我们受苦, 这原是好的, 为要

“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来 2:10). 

88. 约瑟叫他们不要害怕, 并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创 50:21); 主耶稣也安慰门徒, 叫他们心里不

要忧愁(约 14:1).  

89.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创

49:22); 主耶稣是葡萄树, 祂的门徒是枝子(约

15:5), 门徒把福音传开, 超越犹太民族的墙(藩

篱), 进到外邦人当中(徒 10:1,44-48). 

90. 约瑟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创 49:22); 主耶稣来

到雅各井旁, 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祂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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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出救恩的果子, 因撒玛利亚妇人和不少村民

信靠了祂, 约 4:6,14,39-42). 

91. 弓箭手将约瑟“苦害 , 向他射箭 , 逼迫他”(创

49:23); 主耶稣“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赛 53:3). 

92. 但约瑟的弓仍旧坚硬, 他的手健壮敏捷. 这是

因… 雅各的大能者(创 49:24); 主耶稣因神所

赐下的帮助而得以坚固, 不至退缩, 更不放下

为人代死的救赎工作(路 9:53; 22:42).76 

93. 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创 49:24); 主耶稣是“群

羊的大牧人”(即信徒的伟大牧者, 来 13:20) 

94. 这是因…以色列的磐石(创 49:25); 主耶稣就是

坚稳可靠的“磐石”(太 16:18; 林前 10:4). 

95. 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创 49:26); 神用喜乐

油膏主耶稣, 胜过膏祂的同伴(来 1:9). 

96. 约瑟是与弟兄迥别之

人(或译“与众弟兄分别

出来的人”, 创 49:26); 

主耶稣也与众不同 , 

“远离罪人”(或译“与罪

人分别出来”, 来 7:26). 

97. 长子的名分归约瑟(代

上 5:2); 神“使祂儿子

(主耶稣)在许多弟兄中

作长子”(罗 8:29). 

98. 人不为约瑟的苦难担

忧(摩 6:6); “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 这事(可预

表主耶稣受苦)你们不介意吗? 你们要观看: 有

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就是耶和华在祂发烈

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哀 1:12). 

99.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 治理埃及(出 1:8); 

“这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了”(林前 2:8). 

100. 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到如今既

然赐福与我们, 我们也族大人多”(书 17:14); 属

主耶稣的人因主得福, “祂(父神)在基督里曾赐

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弗 1:3). 

                                                           
76   路 9:53: “祂面向耶路撒冷去”(表明主耶稣定意

朝向耶路撒冷去, 尽管祂深知那里有死亡的苦难等着

祂); 主耶稣在痛苦中仍然坚定地说: “父啊! 祢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祢的

意思”(路 22:42).  

101. 约书亚承认约瑟家“是族大人多, 并且强

盛”(书 17:17); 属主耶稣的人因主得以强盛,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基督 ), 凡事都能

做”(腓 4:13). 

102. 约瑟家胜了亚摩利人(士 1:35); 属主耶稣的

人靠主夸胜,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

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 8:37). 

 

(C) 结语 

由于约瑟与主耶稣有上述众多的类同或

相似之处 , 马唐纳 (William MacDOnald)写道 : 

“我们相信约瑟预表基督在将来的大灾难期间如

何对待祂犹太的弟兄们. 引发约瑟众兄悔改的一

连串事件, 是圣经中最感人的故事之一. 几乎再

无别的故事比这幕更能完整、细致并丝丝入扣

地刻画基督.”77 

 

结束前, 让我们再次引述约翰·达秘的话: 

“在他(约瑟)降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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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引领所

有人直接服在那坐宝座者的权威之下.”79 感谢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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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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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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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约瑟是主耶稣的预表吗? 

 

 旧约某些人、事、物可以清楚地界定为新

约的预表(types; 希腊文: tupos {G:5179})或象征

(symbols), 例如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创 2:7; 参罗

5:14; 林前 15:20-22,45-49); 麦基洗德预表基督为

                                                           
77   马唐纳著, 《活石旧约圣经注释》(香港尖沙嘴: 

活石福音书室, 2006 年), 第 62 页.  
78   创 41:39-43: “法老对约瑟说: ‘神既将这事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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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戒指, 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细麻衣, 把金链戴在

他的颈项上. 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 
79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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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的大祭司(创 14:17-24; 参来 7:3); 逾越节被杀

的羔羊预表基督救赎的工作(出 12:1-14; 参 约 1:29; 

林前 5:7); 摩西高举铜蛇预表基督被钉十架(民

21:4-9; 参 约 3:14-15)等等.80 

 

一些圣经学者强调, 旧约的某些人、事、

物若要成为预表, 就必须有圣经清楚的表明, 例如

莫里斯(Henry M. Morris)说道: “许多解经家认为约

瑟是基督近乎完美的预表. 虽然我们注意到两者间

有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 但不该忘记新约从没说过

约瑟是基督的预表. 寓意解经(灵意解经)有潜在的

危险, 所以普遍上最安全的做法是: 避免灵意化

(spiritualizing) 、寓意化 (allegorizing) 和预表化

(typological)的解经, 除非有圣经明确的支持.81 既

然新约没说过约瑟的故事是个预表, 我们最好还是

不要把约瑟看为基督的预表. 没有这样的修饰, 他

的故事仍然极其有趣, 充满教训.”82 

 

然而,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的看法

不同, 他认为约瑟可说是基督的预表. 他解释道: 

“旧约中有很多人、事、物, 圣经没有明文指出是

预表, 但相似之处实在多不胜数, 也非常明显, 叫人

无法否定; 就如约瑟, 圣经从没有明文指出约瑟预

表主耶稣, 可是耶稣与约瑟有超过百个相似之处.”   

 

                                                           
80   参  赖若瀚著, 《实用释经法》(香港: 福音证主

协会, 1993 年), 第 380 页. 
81   一些学者采纳“预指法”(Predictive Prefiguration)

来解释与定义圣经中的预表. “预指派”的代表人物苏克

(Roy B. Zuck)指出, 预表必须同时具备六项条件, 即预

表(types)与所预表的本体(或称“实体”, antitypes)必须是: 

(1) 类同相似 (resemblance); (2) 历史真实 (historical 

reality); (3) 预 先 指 示 (prefiguring); (4) 提 升 超 越

(heightening, 即预表的实体比预表的影儿更重要和优越, 

有提升和超越的成分); (5) 神的设计(divine design, 即预

表是神所预定和计划的); (6) 新约肯定(confirmed by 

New Testament, 即只有当某人、事、物被新约作者明

确指出是预表, 方能成立). “预指法”是较为严谨的解法, 

要有新约的明文肯定, 才算是预表. 但也有不少著名的

圣经学者采纳“历史类同法”(Historical Correspondance)

来解释与定义圣经中的预表. 他们认为一些旧约的人、

事、物与新约的人、事、物有意义类同之处, 即使没有

新约经文的肯定, 也可视为预表. 参 赖若瀚著, 《实用

释经法》, 第 370-373 页.  
82   Henry M. Morris, The Genesis Recor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6), 第 535 页. 

马唐纳接着指出, 主耶稣曾在前往以马忤

斯的路上, 对两个门徒说话, 解明旧约的人、事、

物如何预表祂: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

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 24:27).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说: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

载了”(来 10:7). 因此, 我们有理由读遍圣经, 寻求

其中所要预表的基督. 

 

 关于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的经历, 保罗告

诉我们: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鉴戒(希腊文: 

tupos );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

人”(林前 10:11). 除了特别指明的预表是有理据的

之外, 其他有根有据的也为数不少, 保罗上述的言

论就证实这点. 此外, 细心的读者也肯定不会否认, 

希伯来书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用来解释会幕和它所

陈设的预表.  

 

 简之, 持过分狭隘的预表观点会限制信徒

研读旧约时得着属灵的乐趣, 这点是真实的. 另一

极端是认为凡事都是预表, 甚至把整个真实发生的

“历史”(history)转化为“寓言”(或译“比喻”, allegory, 

专指没有真实发生过的事), 破坏了旧约圣经记载

的历史真实性, 这也是我们应当尽量避免的.  

 

 换言之, 牵强和毫无根据的预表解说会给

圣经课题加上“不义之名”, 但过度狭隘的预表观点

却拦阻我们在旧约中看见其中所预表的新约事物, 

特别是新约的基督. 马唐纳贴切地总括道, “我们绝

不能忍让极端主义剥夺我们从旧约中得着的属灵

财富. 若有任何解说高举基督, 造就祂的百姓, 向失

丧的人传达福音, 加上跟圣经整体的教训立场一致, 

那么该解说至少是真理的正当应用 (a valid 

application of the truth).” 显然, 把约瑟当作基督的

预表, 可说是正当有效地应用圣经的真理. 我们不

该拦阻任何人正当有效地应用圣经的真理.  

 

保罗提醒提摩太, 圣经都是与人有益的(提

后 3:16). 因此, 研读旧约时, 只要我们肯张开心眼, 

就有很多有益的属灵功课可学习, 其中最美的, 莫

过于在旧约中看见新约的基督; 祂是整本圣经的

主题, 也是永世称颂的对象.83 

                                                           
83   此篇附录改编自  William MacDonald, 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Old Testament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2), 第 75-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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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上将 

里科弗 (H. Rickover) 

默想灵修                            枝子 
 

 

基督徒生活美德: 

守住舌头! 
 

(A) 序言 

 任何人都不会觉得奇怪: 基督徒的言语

是他品格的晴雨表, 如经上所说: “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太 12:34). 你只需听一个人的谈

话, 就能知道他是不是属灵的人. 

 

雅各提醒我们(我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也已

经学到): 舌头虽小, 却能做大善事, 也能行大恶

事. 虽然人能制伏一切的野兽, 却没有人能驯服

自己的舌头. 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

的毒气”(雅 3:8). 舌头与自然中的其他东西都不

一样, 它能做出互相对立的事情来, 既可以说甜

蜜的话, 也可以说苦毒的话; 既可以祝福人, 也可

以咒诅人(雅 3:1-12). 虽然我们不能驯服自己的

舌头, 但是我们能一直感恩的是神能驯服它. 靠

着圣灵的能力, 神能叫刻薄的舌头变得温柔有恩

的舌头, 也能叫传闲话的舌头变成造就人的舌头. 

 

(B) 说话的品德 

 对于基督徒 , 我们的

话语应当有以下的一些特质:  

 

 (一)   说真实的话 

我们的话语应当是真实的. 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是完全诚实的人. 祂从未撒过谎, 也没有

掩饰过真相. 祂从来没有用过夸张, 也没用过谄

媚.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各人与邻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弗 4:26). 因为神是不

撒谎的, 所以祂肯定不会允许任何人撒谎. 因此

我们不可撒谎, 不可说小小的谎言, 不可说善意

的谎言, 不可说夸张的话语, 不可说谄媚的话语, 

不可违背诺言.  

                                                                                               
也参此注释书的中文译本《活石旧约圣经注解》(马唐

纳著, 第 62-63 页), 以及脚注中的其他书籍.  

 

在作基督徒事工的

结果报告时, 绝不可夸大事

实. 秘书也不可在老板在的

情况下说老板不在. 父母也

不可暗示孩子们向他们不

喜欢的客人撒谎. 如果我们

是诚实的, 我们就不用好的

记性. 斯坦利·琼斯(另译“钟

斯 ”, E. Stanley Jones)说 : 

“如果你撒一个谎, 你就必须有好的记性去掩盖

那个谎话; 但是如果每次都说实话, 你就不需要

有好的记性. 你只说实话, 事情就很简单.” 

 

 (二)   说有价值的话 

我们的话语应当是有价值的. “污秽的言

语, 一句不可出口”(弗 4:29). 此处污秽的意思是

劣质的、无用的、无价值的

话语. 当录音机刚问世时, 有

一个好玩的游戏就是将录音

机藏起来、录下餐桌上的谈

话. 当你重放磁带时, 谈话的

人会因为自己虚空的言语而

羞愧. 主耶稣说: “凡人所说

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

句句供出来”(太 12:36).  

 

因此, 我们应当将

虚聊看做一种罪, 向神承

认, 然后从我们的生活中

除掉. 美国海军上将里科

弗 (或译“海曼 ·力科弗”, 

Hyman Rickover) 84 说过 : 

“伟大的头脑讨论思想. 普

通的头脑讨论事情. 微小

的头脑讨论人.” 他可以加

上一句话“最伟大的思想

讨论永恒的真理”. 

                                                           
84   里科弗(Hyman George Rickover, 1900-1986)是

美国海军上将, 主持实施海军核推进计划, 曾参与建造

世界第一艘原子潜艇“鹦鹉螺”号[1954 下水], 并负责原

子能委员会海军核反应堆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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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07期 (2015年 10-12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韦特 (A. Whyte) 

 
艾朗赛 (H.A.Ironside) 

(三)   说造就人的话 

我们的话语应当是造就人的. 只要随事

说造就人的好话(弗四:29b). 换言之, 我们应当努

力用我们的话语去建立別人 . 艾朗赛 (H. A. 

Ironside)总是把话语转移

到造就人的话题上 , 他常

常会这样说“你觉得这句经

文是什么意思?”, 然后说出

那节经文 . 如果別人不知

道经文是什么意思 , 艾朗

赛就会温和地提议说“你觉

得是这个意思吗?”... 他的

解释是听者难以忘怀的. 

 

我的一个朋友开始谈论另一个人的不好

的话, 我们听起来觉得后面会出现有趣的故事. 

但他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 然后说: “不, 这不是

造就人的话.” 听不到后半截的话, 我的一颗猎奇

的心抓挠的难受死了. 但是那天, 我学到了一个

宝贵的功课, 就是如何约束自己的舌头. 

 

 (四)   说合宜的话 

我们的话语应当是合宜的. 任何坏话都

不可出口, 而是按着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使听

的人得到益处(弗 4:29, 中文标準译本). 我们的

主在旷野回应撒但的试探时, 使用了申命记中三

处经文(申 8:3; 6:16,13), 皆契合当时的需要. 在

正确的时间能说出正确的话是一种伟大的恩赐. 

 

有一位敬虔的长老斜倚在一个垂死圣徒

的床榻上, 引用雅歌 8:5 的

话说: “那靠着良人、从旷

野上来的是谁呢?” 还有一

个基督徒姊妹在写给一位

感到受挫的牧师的书信之

结尾如此说: “我说: ‘我劳碌

是徒然, 我尽力是虚无虚空; 

然而, 我当得的理必在耶和

华那里, 我的赏赐必在我神

那里’(赛 49:4).” 

 

当韦特博士(Dr. Alexander Whyte)走进一

个律师的办公室后, 一个问题把他搞蒙了: “你有

没有给一个老罪人的信息呢?” 他把他一直在默

想的经文又说了一遍: “祂喜爱施恩”(弥 7:18). 

这话给了那个律师唯一的安慰之言, 律师听到之

后很感谢韦特. 

 

这些话都是在別人需要的时刻说出来的, 

所以就非常合宜. 箴 25:11 说: “一句话说的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箴 15:23 又说: “话合

其时, 何等美好.” 

 

(五)   说恩典的话 

我们的话语应当带着恩典. 我们的话不

但应当合宜, 也应当带着恩典. “你们的话语总要

带着恩典”(西 4:6, 另译). 我们的主是满有恩典

的主, 所以別人都“希奇祂

口 中 所 出 的 恩 言 ”( 路

4:22). 主耶稣作为一个犹

太人, 竟向一个受人鄙视

的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

(约 4:7), 这不是恩典吗? 

 

当主耶稣告诉那个在行淫时被抓住的、

正胆战心惊等候发落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

罪”(约 8:11), 祂在给什么? 不是恩典吗? 如果我

们的说话要有恩典, 我们就需要禁止自己不说尖

刻、伤人的话语, 不旁敲侧击地说风凉话, 不说

刺人的嘲讽话, 不挖苦人. 阿斯特子爵夫人曾说

过: “维斯顿爵士, 如果我是你的妻子, 我会在你

的咖啡里放毒.” 邱吉尔回答说: “阿斯特子爵夫

人, 如果我是你的丈夫, 我会把咖啡喝下.” 非常

好笑, 但没有什么恩典. 

 

(六)   说用盐调和的话 

我们的话语也必须用盐调和. “你们的话

语总要带着恩典, 好像用盐调和”(西 4:6). 那位

说“给我水喝”的主也说了“去叫你丈夫来”的话

(约 4:16). 说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之后, 主也说

“不要再犯罪了”. 这些话有道义, 有力度, 带着辛

辣味. 盐也是防腐剂, 能留存住好的东西, 能阻止

东西变腐. 同时盐也会让人感到渴. 因此, 借着我

们的话, 我们应当留存正直的标準; 也应当刺激

人去渴慕那惟有基督才能供应的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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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说纯洁的话 

我们的话语也应当是纯洁的. 至于淫乱

并一切污秽, 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合圣徒的体统. 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

宜, 总要说感谢的话”(弗 5:3-4).  

 

我们越是随意

地谈论罪恶和败坏, 罪

恶就在我们和听我们

说话的人看来越不严

肃. 我们太熟悉罪而变

得麻木, 没有感觉, 不

再觉得害怕. 圣经的确

也谈论极恶的罪, 但是圣经总是在我们心中创造

一种对罪的憎恶感, 而没有使我们轻视罪, 觉得

无所谓, 甚至在我们里面创造出犯罪的欲望来. 

谁也不反对某些清洁的笑话, 但真相是过分的轻

浮会引发属灵能力的洩漏. 在聚会中, 接二连三

的笑话常常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娱乐会众的奇闻

异事往往破坏掉福音呼吁的严肃性和庄严性. 我

们没有受呼召去当喜剧演员. 

 

(八)   说庄重的话 

 我们的话语应当体现出庄重来. 我们不

应当轻佻地、不庄重地谈论神圣的事情. 我们不

应当拿圣经的话开玩笑, 比如说抽出某节经文、

脱离语境、以戏谑的方式引用之. 我们应当在谈

论神的事情时保持严肃的态度. 基督的仆人们应

当避免说出轻浮的笑话、俏皮话. 如果一个人总

想要在谈话中加些俏皮话、总是开玩笑, 那他肯

定会赢得在属灵方面轻浮的名声. 

 

(九)   说简洁的话 

 我们的话语应当简洁、一语中的 . 箴

10:19 说: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

慧.” 换言之, 我们说的越多, 我们就越容易犯罪. 

我们应当抵制纵想说话的欲望, 便能避免此种危

险. 传 5:2 说: “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 也不

可心急发言. 因为神在天上, 你在地下, 所以你的

言语要寡少.” 虽然此节经文特別是指向神许愿

的事, 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它应用在一般的日常生

活中. 实际上, 管不住自己的嘴、总要说话的人

是招人厌的人. 她一直说个不停, 没有住口的时

候, 別人都没有机会说话. 她垄断了每一次的谈

话、浪费每一个倒楣的聆听者的时间和精力. 我

们的舌头应当顺从思想, 而不是带领思想. 沉默

是金; 说的越多, 需要悔改的就越多. 说话的人撒

种, 而那聆听的人收割. 

 

 (十)   不说起誓的话 

我们的话语应当不用发誓去保证其真实

性. 太 5:34-37 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誓都不

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誓, 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

指着地起誓, 因为地是祂的脚凳. 也不可指着耶

路撒冷起誓,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 又不

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

变白了. 你们的话, 是, 就说是; 不是, 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雅 5:12 又说: “我

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 不可指着天起

誓, 也不可指着地起誓, 无论何誓都不可起. 你们

说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

判之下.” 

 

基督徒的话语应当总是一致的, 总是真

实的, 所以他绝不需要发誓去证明其真实性. 正

如某个人说的话: “誓言是没有用的. 好人不需要

它, 坏人不在乎它.”  

 

那在法庭上发誓

可不可以? 当我们的主

受审时, 大祭司问祂说: 

“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

告诉我们, 你是神的儿子

基督不是?” 作为一个在

律法之下的犹太人, 主耶

稣被大祭司要求宣誓作

证(利 5:1), 而且祂如此

做了. 所以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 我们的问题就

解决了. 但如果你的良心仍然反对在法庭上发誓, 

那么美国法律允许你不经宣誓而做证. 换言之, 

你在回答问题或作证人时, 不需要向神发誓. 

 

我们都知道妄称神的名、妄称耶和华 , 

是错误的. 但是委婉的说法可不可以? 比如在汉

语中说“我的天哪”(代替“我的神”), 在英语中说 

“gosh”和“golly”(代替 God), 说“gee”或“geez”(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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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家马歇尔 

(Willian Rainey Marshall) 

替 Jesus), 说“jeepers creepers”(代替 Jesus Christ), 

说“darn”(代替 damn), 说“heck”(代替 hell  —  地

狱). 这些替代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跟直接的说法

一样都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十一)   不说抱怨的话 

 我们的话语应当没有抱怨. 抱怨是侮辱

神的眷顾. 抱怨是在说神不知道祂在做什么. 我

们抱怨, 就是在控告神犯了错误或判断失误; 也

在说神不管我们. 我们应当记住, 当我们受试探

要去抱怨时, 我们应当打消此念头, 吞下那话语, 

然后说: “至于神, 祂的道是完全的”(诗 18:30). 

 

(十二)   不说闲话 

 我们不应当传闲话. 多年前, 《亚特兰大

日报》上刊登了如下的一段话: “我比大炮的炮

弹更有杀伤力. 我刀不血刃就赢了战争. 我拆毁

家庭、刺伤人心、毁坏生命. 我御风而行. 再无

辜也不足以让我害怕, 再纯洁也不足以让我休罢. 

我不在乎真理, 不尊敬正义, 不怜悯弱孤. 受我伤

害的人多得如同海边的沙, 其中的无辜者也多如

海沙. 我绝不忘却, 我很少饶恕. 我的名字就是闲

话!”(摘自《精选拾穗》). 

 

 当雅各写  雅

3:2 的时候, 也许他正

在思想有关传闲话的

罪: “我们在许多事上

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

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

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

住自己的全身.” 传闲

话是如此的容易, 如

此的自然, 却是如此

的难以克服. 闲话是

什么? 威廉 ·马歇尔

(Wm. R. Marshall)说传闲话是一种好像什么都

没说、结果却是什么都说了的艺术. 哥达特(另

译“比尔·葛赐德”, Bill Gothard)说, 传闲话是在

和某个既与所谈问题无关、也与其解决方案无

涉的人分享内部的资讯. 我们可以将闲话的定义

扩展如下: 传闲话是在某个人不在场的情况下透

露他的不好的事情. 闲话将受害人放在危及他名

誉的光下, 说出一些不友善、不益人、不必要的

话来. 传闲话是在人的背后说人坏话, 而不是到

他面前陈述. 传闲话是对人品格的暗杀. 

 

 箴言说得很好: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 喜

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子”(箴 18:21). 圣经严厉

挞伐传闲话的行为, 利 19:16 说: “不可在民中往

来搬弄是非.” 箴 11:13也说: “往来传舌的, 洩露

密事; 心中诚实的, 遮隐事情”(另见箴 20:19). 箴

16:28 又说: “怪僻人散播纷争; 传舌的离间密

友.” 箴 18:8 还说: 

“传舌人的言语如

同美食深入人的

心腹 .” 此外 , 箴

26:20 说: “火缺了

柴就熄灭, 无人传

舌, 争竞便止息.”  

 

 在罗 1:29-30, 保罗将传舌者(背后说人的)

与杀人者和各种不道德之人放在一起. 有时候, 

我们假装将別人的事作为祷告的事项分享出来, 

借此把闲话伪装成正当之事. “我提此事只是为

了让你为他祷告, 你知道那个…” 或者我们认为

我们只是秘密地告诉了最信任的人, 所以我们就

不会冒犯別人. 但是结果往往如下: 

 

在布鲁克林(Brooklyn, 纽约市西南部的

一区), 有两个女人正在聊天. “缇丽告诉我, 

你告诉了她我告诉你的不要告诉她的秘

密.” “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我告诉缇丽不

要告诉你我告诉了她.” “我告诉缇丽我不

会告诉你她告诉了我. 所以不要告诉她我

告诉了你.” 

 

 史运涛(另译“查理斯·斯温多尔”, Charles 

Swindoll)在他的书《人生的季节》里谈到了搬

弄是非的人, 喜欢八卦的人, 也就是传闲话的人. 

他如此说道:  

 

那些靠闲话为生的人是渺小、多疑的人. 

他们悄悄地行走在灯火暗淡的小巷里, 时

不时地丟下一些设计精巧的炸弹, 点燃提

示的导火索, 让炸弹在別人的思想中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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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方式他们找到满足感. 他们觉得他们

只是“纯真无邪”的管道, 把不确定的资讯

传递了出去… 但绝不是源头, 所以他们心

里就得了安慰. 传闲话的人惯用的说辞是

“他们说”、“有人说”、“你有没有听说

过”、“我从其他人那里得知”, 这些说辞给

了他们一种安全感.  

 

“你有没有听说过‘上癫下狂纪念馆教会’

就要分裂了?” 

“我听说费迪南和芙洛要离婚… 他们说她

不忠贞.” 

“他们说他的父母有很多的钱.” 

“你是否听说过艾芬斯基牧师是被会众要

求离开他原来的教会的?” 

“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儿子正在吸毒… 曾经

因在商店里盗窃而被逮捕.” 

“有人说他们不得不结婚.” 

“有人说他喝酒很厉害.” 

“我听说她有些放荡… 要小心她.” 

“据说… 他爬上最高的领导位置是用诡诈

的手段.” 

“有几个人担心, 觉得他不可靠.” 

 

我们都知道闲话和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

会越传越糟糕、越传越离谱. 每一个人都会在传

播的过程中添油加料, 所以到最后故事就完全变

了样. 但有些人就提出异议, 他们说保罗批评许

米乃和亚历山大(提前 1:19-20), 还责备腓吉路和

黑摩其尼(提后 1:15), 另外还指责有铜匠亚历山

大(提后 4:14). 使徒约翰也不宽恕丟特腓(约叁

9-10). 那他们是不是在传闲话呢? 不! 他们是在

以公义正直的心态责备犯错的人, 他们的目的是

警告信徒防备这些人, 而不是讲他们的闲话, 恶

毒地攻击他们. 

 

在需要管教或纠正某个人的时候, 带领

人(特指召会领袖或长老们)就常常需要一起讨

论某某人. 但如此做是为了帮助人, 而不是破坏

那人, 也不是传闲话.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

措施, 来处理传闲话的问题. 第一, 我们可以叫人

说出源头. 保罗在 林前 1:11 为我们树立了一个

榜样: “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

你们中间有纷争.”  

 

第二, 我们可以问人是否允许我们将他

们说的关乎某君的话告诉某君. “如果我将你说

的关于他的事情告诉他, 你介意吗?” “千万別这

样做! 不要告诉他. 否则, 我们的友谊就完了.” 

 

第三，我们可以拒绝听別人的闲话. 我

们可以礼貌地说我们不要听这样的话题, 或者我

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话题, 说一些更加造就人的话. 

“如果没有人听闲话, 就没有人说闲话了. 如果听

者作聋子, 传闲话的人就会成为哑巴”(威廉·马

歇尔, Wm. R. Marshall). 土耳其有一个格言: “传

闲话给你的人, 也会传你的闲话.”  

 

(C) 总结 

最后, 让我引用一段精炼的摘要作为本

章的总结. 我不晓得是谁写的这段话, 但我希望

我是这样的基督徒. 此人写道: “基督徒该如何对

待自己的舌头呢? 他应该控制舌头, 绝不让自己

的舌头主导与人的谈话. 他应当训练自己的舌头, 

使之说的话少一些. 他不应该用自己的舌头弄诡

诈、说瞎话、说半真半假的话、说恶毒的话、

说擦边的挖苦话、说讽刺別人的话、说不洁净

的话、说虚空的话. 如果当时的场合需要, 他应

该用自己的舌头说见证、认错、认罪、说鼓励

的话. 如果他属于那种奇怪的人, 很难说‘谢谢’, 

他应该训练舌头说出‘谢谢’, 并且对付那拦阻他

说感谢话的邪恶之骄傲.”85  

 

 

 

 

                                                           
85   上文改编自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所著

的《门徒的训练》(Disciple Training), 由香港的姚光贤

弟兄所译. 上文尽量保留译者的译文, 仅另作分段、加

入标题和一些经文出处, 以方便读者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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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遗产               博饶本(W. G. Broadbent)86 

 

“非拉铁非” —  
弟兄相爱的教义(中) 

(The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编译者注:  曾听人说: “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 才能

荣耀主(这是对的!). 但我们一谈真理, 就有不同

意见, 产生争执. 所以我们尽量少谈真理, 最重要

是彼此相爱, 不要冒犯任何

弟兄, 这才是实践希伯来书

13:1 的吩咐: 务要常存弟兄

相爱的心.” 然而, 按圣经教

导, 弟兄相爱的教义果真如

此吗? 全知的主早就知道末

后的我们将会遇到这方面的

问题, 也已在启示录中借着

非拉铁非(此名意即“弟兄相

爱”)的召会给予我们明确的

答案, 清楚显明“弟兄相爱的教义”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放下人的看法, 来到圣经中察看主在这方

面的心意…  

 

(文接上期) 

(A) 老底嘉的背道 

 我们必须记得, 启示录七召会中的每个

召会在历史进程上, 都是从先前的召会发展出来

的. 这样的过程发生在第一个至第六个召会(非

拉铁非)的历史上,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老底嘉也

                                                           
86   必须分辨的是, 本文作者博饶本并非《走天路

的教会》之作者博饶本, 虽然两者都是奉主名聚会(人

称“弟兄会”)的信徒 . 本文作者是纽西兰的 Winston 

George Broadbent (1908-1983), 一位著名的专业律师(他

在纽西兰所创办的律师楼[W.G. Broadbent & Co]经过

大约 100 年后的今天依然还在营业), 而后者则是英国

的 Edmund Hamer Broadbent (1861-1945), 他是宣道杂

志《事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的副主编.  

是如此, 从非拉铁非的召会发展出来.87 撒狄从

推雅推喇发展出来, 两者一同持续至今. 接着, 非

拉铁非从撒狄发展出来, 三者一同持续至今. 因

此, 老底嘉也应该是从非拉铁非发展出来, 这四

者都会一同持续, 直到召会被提.  

 

 从推雅推喇发展出来的撒狄, 是神所赞

许和认可的发展(从撒狄发展出来的非拉铁非也

是如此, 编译者按). 但从非拉铁非发展出来的老

底嘉却无主的赞许. 它实质上是一个可悲的倒退. 

究竟老底嘉是个怎样的教会?88 它主要是非拉铁

非的召会, 但却偏离了非拉铁非召会原本的基本

性质和与众不同的特色, 采纳了完全不同的性质, 

跟从了错误的教导和迷惑人的影响, 偏离正道, 

进入错谬中. 

 

 “老底嘉”(Laodicea)一名暗示我们这样的

转变 . “老底嘉 ”一词按字面意义是 “民众治

理”(the people ruling). 这是一个活在民主世界中

的教会, 采纳现今世俗的民主方式, 将之应用在

召会的次序、生活和治理上. 非拉铁非不仅没有

圣品阶级的圣职人员(clergy), 也没有采纳民主

制度来治理召会 . 非拉铁非是神权统治

(Theocracy), 即神借着众长老向主负责, 来治理

召会. 不过在老底嘉, 决定权不在众长老手中, 而

是教会中大部分的“教友”手中. 如果一个教会是

以信徒的多数票来作决定, 废除长老的功用, 那

么这个教会已是“老底嘉”了, 失去她作为非拉铁

非的福分. 在非拉铁非的神权统治中, 神透过祂

所设立的众长老来进行治理, 但在老底嘉的背道

(Apostasy)中, 她是“民主治理”. 

 

 无论如何, 民主制的老底嘉众教会“认为”

她们比所谓“守旧或过时”、非民主制的众召会

更优越. 老底嘉的特征是她“说”和相信一些与真

                                                           
87   作者只是“假定”(assumed), 而非“肯定”或“断

定”老底嘉的召会一定是从非拉铁非的召会发展出来.  
88   在本文中 , 论到宗派的“Church”时 , 我们译作

“教会”, 因为这是一般宗派普遍采用的译法, 所以我们

保留宗派所用的字眼. 换言之, 在本篇文章中, 论到天主

教、各等宗派、甚至背道的“Church”, 我们皆采用一般

宗派常用的译法  —  教会(而不译“召会”), 以方便读者

辨别. “召会”一词通常用来翻译英文的 Assembly 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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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状况全然不同的事物. 她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

了财”, 事实上却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

眼、赤身的”(启 3:17), 而宣判此事的是主自己. 

老底嘉自称灵性上的富足, 拥有属灵的“财富”, 

却是受骗了, 并非真有属灵的富足. 这教会自称

是属灵事物的特殊保管人, 那些在她以外的被看

为“不合圣经”. 她夸耀本身的“属灵恩赐”. 但主

驳斥她所说的, 并宣布相反的情况, 说她是“困

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她是一个自

满的教会, 宣称自己“一样都不缺”(启 3:17).  

 

老底嘉的中心错误与她对“爱”的看法有

关. 非拉铁非(意即“弟兄相爱”)的召会查考神的

道, 遵行神的命令, 神也因此赞许这些爱的表现, 

这就是“弟兄相爱”的

召会正当地根据爱来

行事, 正确地活出爱 , 

因为遵行神的道才是

爱的真实凭据(主耶稣

在 约 14:15 说: “你们

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

命令”, 也参 约 14:21). 

老底嘉轻视那些努力

查考圣经教义和仔细遵守圣经命令的信徒. 老底

嘉认为“教义导致分裂”, 所以不注重教义, 也避

免触及那些不迎合大众胃口的教义. 她喜欢那些

“普遍受到欢迎”的讲道, 但“强烈反对”那些寻求

遵行圣经教义和命令的信徒. 老底嘉学习采纳开

放的看法, 却忽视了圣经的命令. 

 

本该效法非拉铁非的爱  —  忠心遵守神

的道, 不偏离左右  —  但老底嘉教会奉行另一种

“爱”. 她所谓的“爱”其实是感情用事, 即不要与

众人持不同意见, 不要得罪众人. 大众的看法和

做法一定是对的, 若行事与大众不同, 就被套上

“不合乎圣经”、“不顺服弟兄们”、“不以恩慈行

事”等等罪名. 

 

这样的态度和想法所产生的爱, 在神看

来不是爱. 避开和不守神命令的爱, 就不是爱. 因

此, 老底嘉的特征是“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

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

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 3:15-16). 老底嘉的

众教会充满感情用事的爱, 而非遵守主道的爱. 

她们高谈阔论关于爱, 却不知道真正敬畏神的爱

是什么. 她们会“爱”一个犯了道德罪恶之信徒, 

甚至不愿照圣经吩咐去采取纪律行动. 她们对那

些持守邪恶教义的信徒表现“爱”, 而非照圣经教

导去对付他们(多 3:10; 罗 16:17). 老底嘉众教会

并不察觉, 这样的感情用事会阻碍她们对付巴兰

的教训, 导致主自己以祂口中的剑攻击她们(启

2:16). 显然, 老底嘉教会上了魔鬼的当, 因她所

相信的是谎言, 自认本身很有成就, 其实却一无

所成, 一无所有.   

 

 任何召会所进行的任何活动, 若与真非

拉铁非召会那与众不同的特征相反, 就必引致

“老底嘉主义”(Laodiceanism). 我们把之前(上期)

讨论的非拉铁非召会之特色倒转过来, 就能看出

这些与之相反的活动如下:   

 

1) 采纳信条(Creed) (特指接纳它为权威). 

2) 参与联合团体(federating bodies)的活动, 如

“联合监督团”(United Oversights)和“负责弟

兄”(Responsible Brethren)的季节或年度区域

性大会, 并服从这些团体的决定. 

3) 把召会独立自治权(autonomy)交给别的组织

或信托理事会(Trust Board). 

4) 放弃以众长老治理召会的属神原则. 

5) 允许女人(姐妹)在召会聚会中进行不合圣经

的活动(如讲道教导). 

6) 接纳“少数服从多数”的治理方式(Majority 

Rule). 

7) 允许那些相信和教导错误教义(例如教导说

今天仍然有说方言、神医等的证据性恩赐)

的人仍然留在召会里, 这样的做法违反 启

2:14 和 多 3:10.  

 

那引进老底嘉主义, 导致分裂的事物, 首

先是众召会的联合. 当进行区域性大会来讨论众

召会的事物时, 往往下一步就是出现一群满有影

响力的弟兄们, 出来代表他们各自的区域, 结果

任何得不到那组人赞同的事物就被废除或排斥. 

如果任何人想要参与那区域的事务, 想要在联合

监督团的地区有所成就, 他就要讨好那群人, 迎

合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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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情况下, 民主制进入了监督团

中. 任何争议性的课题, 就要无可避免地以民主

方式来决定, 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 “多数票制”

来决议. 他们要有主席, 以国会条规的方式为种

种课题进行辩论. 信徒容易误解, 认为大会所采

纳的民主方式一定是对的, 也该成为地方召会的

运作方式. 结果下一步就是把“多数票制”也引进

众地方召会. 

 

既然成为民主制, 由民众治理, 不再受到

神所设立的众长老的保护, 错误道理就进入召会, 

结果逐渐发展成老底嘉主义. 老底嘉在启示录的

预言中是七召会的最后一个, 表明整体召会在召

会被提前的末日光景. 从非拉铁非倒退成老底嘉

是一个“山崩行动”, 老底嘉主义会越来越兴旺, 

人数会越来越多, 外表看来非常重要, 但在主眼

中却不如此. 随着时间的过去, 大部分的召会将

因上述的联合和撒但的迷惑而奉行老底嘉主义. 

然而, 不是所有召会都会变成老底嘉、撒狄和推

雅推喇那样. 忠诚的非拉铁非召会将坚持下去, 

忠心到底. 

 

我们今日处在十字路口. 没有召会要刻

意地选择老底嘉主义. 但一切不知将往何处、不

刻意选择忠于非拉铁非之原则的众召会, 至终都

会成为末日假冒乱真之教会的一部分. 跟随时代

潮流的众召会现今已成为或至终将成为老底嘉

教会. 

 

神所关注的, 不是众召会在一个地区的

人数, 或她们建立了多少间学校或学院. 神更看

重的, 是召会对祂的道和祂的名所表现的忠诚. 

当主向老底嘉(意即“民众治理”)自我介绍时, 这

样描述道: “那为阿们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

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说”(启 3:14). 这节所

指的“阿们”取自 赛 65:16: “这样, 在地上为自己

求福的, 必凭真实的神(直译为“阿们的神”, the 

God of Amen)求福; 在地上起誓的, 必指真实的

神(直译为“阿们的神”, the God of Amen)起誓.”  

 

这节经文是跟在神宣告审判之后, 而神

所要审判的人是那些“离弃耶和华, 忘记我的圣

山 , 给时运摆筵席 , 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赛

65:11, 编译者注: 老底嘉的教会就陷入这样的光

景  —  离弃真神的真道和圣名). 另一方面, 林后

1:19 说: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

的’. 所以借着祂也都是实在(“实在”原文作“阿

们”)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按此判断, 我们可以说启示录提到基督

为“阿们”是指祂审判的旨意, 同时表明祂要成就

神一切的旨意, 包括应许和审判. “为诚信真实见

证的”基督必须诚信和真实地审判老底嘉教会. 

老底嘉不正确地评估与重视所谓的“诚信和真

实”, 所以“那称为阿们的”要老底嘉交账, 要为本

身缺乏诚信和不仁不义负上责任.89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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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非拉铁非的字源和字义 

  

新约圣经中有两个关系密切的字, 与非拉

铁非有关. 首先是希腊文字 philadelphia {G:5360}, 

这词用在以下五处经文中, 罗 12:10; 帖前 4:9; 来

13:1; 彼前 1:22 和彼后 1:7. 它被译作“爱弟兄”(罗

12:10; 彼前 1:22; 彼后 1:7)或“弟兄相爱”(来 13:1; 

帖前 4:9译为“弟兄们相爱”).  

 

另一字是中文圣经译作“非拉铁非”的字

(KJV: Philadelphia; 希 腊 文 : philadelpheia 

{G:5359}). 它是一个位于小亚细亚(即今日的土耳

其)的地方之名, 主给那地方的召会一封重要的信, 

记载于 启 3:7-13. 据说这地方的名称源自别迦摩

的王“Philadelphos”, 意即弟兄相爱. 务须留意的是, 

这两个希腊字, 即地方的名称 philadelpheia 和译

作“弟兄相爱”的希腊字 philadelphia , 事实上都源

自同一个希腊字 philadelphos {G:5361}(意即如弟

兄一般的相爱).  

 

在新约圣经中, 论到“弟兄相爱”(希腊文: 

philadelphia )的五处经文都与基督徒实际生活的

圣洁蒙召和敬虔特征有关(罗 12:10; 彼后 1:7; 帖前

4:9; 来 13:1; 彼前 1:22). 合乎圣经的弟兄相爱是圣

洁的. 它是先对神忠诚. 在次序上, 这样的爱并非先
                                                           
89   上文编译自 W. G. Broadbent, The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Palmerston North, New Zealand: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60), 第 45-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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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弟兄们, 而是先尊重神, 以及神的道、神的吩

咐和神的旨意. 只有当弟兄们对这方面有正确的看

法, 才能体现出弟兄相爱. 这样的爱会尊重和喜欢

那些行神旨意的人, 同时也会为那些不顺从主道的

人感到忧伤和悲痛. 这样的爱会与前者有美好交通, 

却不能与后者认同, 反要为此抗辩、反对和谴责它. 

简之, 在预言和属灵意义上, 弟兄相爱(即所谓的

“非拉铁非”)是圣洁的手足之情(holy brotherhood), 

而这个兄弟关系是与敬虔相符一致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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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启示录七召会的非拉铁非 

  

启示录 2 和 3 章记

载了写给七个召会的书信 , 

其目的有两方面: (1) 显明主

对这些召会的态度; (2) 警告

和教导众召会和信徒去面对

背道的情况和错误的道理,91 

并鼓励所有得胜者对主忠心.  
 

启示录的七召会可用三方面来解释:  

(1) 原先/地方性的解释(Primary): 强调第一世纪在

小亚细亚确实真有这七个地方(即以弗所、士

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

非、老底嘉)的召会的存在. 

(2) 实际性的解释(Practical): 强调主给七个召会的

信息其实不单是给当时的七个召会, 也给历代

以来所有的召会(“凡有耳的 , 就应当听 , 启
2:7,11,17,29; 3:6,13,22). 

(3) 预言性的解释(Prophetical): 强调这七个召会是

主特选出来, 为要代表整个召会时代(从五旬节

召会的诞生, 直到主再来  —  召会的被提)所要

出现的不同时期和特征. 

                                                           
90   W. G. Broadbent, The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Palmerston North, New Zealand: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60), 第 3-6 页. 
91   在使用“人称代名词”(personal pronoun)时, 英文

的作者常用“中性”(neuter)的“it”(它), 作为 Church (教会

/召会)的代称, 但召会一词在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中是 

ekklêsia {G:1577}, 此词的语法性(gender, 指性别)是阴

性(feminine)而非中性(neuter), 并且圣经也用阴性的“新

妇”(bride)和“童女”(virgin)等来代表召会(启 19:7; 林后

11:2), 所以《家信》选择以阴性的“她”(she)作为召会的

人称代名词; 若指众多的召会, 则采用“她们”(they). 

在预言性的解释方面, 启示录的七个召会

就如启示录中一切有关七的组合, 首四个是属于一

组, 并有越来越严重的发展, 但最后三个却有不同

的特征.92 因此, 首四个涵盖召会在地上的整段时

期, 最后三个是与第四个在召会历史上的最后阶段
属于平行的(指她们四个会一同存在, 直到召会被

提为止, 编译者按), 所以在最后阶段, 最后四个召

会按各自不同形式一同存在. 简之, 七召会的顺序

如下(注: 下列的年代或时间仅属接近的大致估计):  

 

1) 以弗所 : (主后 33)到主后 100 年的召会 

2) 士每拿 : 主后 100 年至 300 年的召会 

3) 别迦摩 : 主后 300 年至 600 年的召会    

4) 推雅推喇 : 主后 600 年至召会被提 

5) 撒狄 : 主后 1500 年至召会被提 

6) 非拉铁非 : 主后 1800 年至召会被提 

7) 老底嘉 : 末世的召会(至召会被提)93 

 
召

会 

名字 

意义 

时期 特征 比较天国的

比喻(太 13) 

旧约历史

相同时期 

以

弗

所 

所亲爱的 

Beloved 

第 1

世纪 

使徒时代

[使徒仍

在之日] 

撒种 

的比喻(太
13:1-9) 

以色列民

的出生 

士

每

拿 

没药 

Myrrh 

2-3世

纪 

逼迫时代

[召会惨

受迫害] 

麦子和稗子 

的比喻(太
13:24-30) 

以色列在

埃及奴役 

别

迦

摩 

彻底结婚 

Thoroughly 
Married 

300-

600 
与世界妥

协[国教

时期] 

芥菜种 

的比喻(太
13:31-32) 

以色列在

旷野 

推

雅

推

喇 

不断献祭 

Perpetual 

Sacrifice 

600-

被提 

教皇掌权

[罗马天

主教] 

面酵 

的比喻(太
13:33-35) 

以色列与

耶洗别在

巴勒斯坦 

撒

狄 

革新 

Renovation 

1500-

被提 

宗教改革

和改革的

众教会 

藏宝于地 

的比喻(太
13:44) 

以色列被

掳异邦 

非

拉

铁

非 

弟兄相爱 

Brotherly 

Love 

1800-

被提 

对主名和

主道忠诚

的召会 

贵重珍珠 

的比喻(太
13:45-46) 

犹大余民

归回故土 

老

底

嘉 

民众统治
The People 

Ruling 

末世 不冷不热

的见证、

普遍背道 

撒网 

的比喻(太
13:47-50) 

犹太人在

基督首次

降临在世

的年日 

 

                                                           
92   启示录中的七印(启 6:1-8:5)、七号筒(启 8:7-

11:19)、七碗(启 15:1-16:21)的灾祸, 都有上述同样的特

征, 即首四个是属于一组, 并有越来越严重的发展, 但最

后三个却有不同的特征. 
93   W. G. Broadbent, The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第 2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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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94
              威廉·曼丁(W. Bunting) 

 

 

合乎圣经 

的合一 (六) 
 

 
 

 

(文接上期) 

 

(I)    多样性与合一性 

 (I.1) 各方面的例证 

(a)   大自然的例证 

神已启示祂自己为一位彰显无限多样性

的神. 我们可从祂各式各样的创造之工看见这点! 

它们无限的多样化成为祂创造的明显标志. 每一

个创造物皆由不同部分联合起来, 成为一个和谐

一致的整体. 这方面有无数例证. 

 

想想宇宙, 以及它无数旋转与发光的天

体,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星的荣

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林前 15:41), 

但它们组合起来, 成为一个宏伟的星系. 再看看

大自然. 它展现何等的多样性! 没有两片雪花, 

没有两片叶子, 没有两个人脸, 是完全一样的. 谁

不赞叹彩虹丰富的颜色? 花园各式各样的花朵, 

或秋天凋落之叶的色彩, 岂不令人着迷? 这一切

都展现令人惊异的多样性, 却无混乱, 也没有不

调和, 因为大自然是一个和谐的平衡体系. 

 

(b)   圣经的例证 

属神的图书馆  —  圣经  —  也展现同样

的特性. 它由 66 卷书组成, 由大约 40 位作者所

写. 这些作者从事不同的职业, 拥有不同的写作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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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 因此, 把

“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 指被神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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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来指教堂, 但新约圣经从不用“教会”来指建筑物, 

也没用过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风格, 并活在不同的年代, 涵盖大约 1600 年的时

间. 他们的写作包含历史、年代表、预言、哲

学、诗类、箴言、书信、法规和神学. 这里肯定

是多样化, 但圣经绝对展现了独特的完美合一性. 

基督是它引人入胜的伟大主题, 而救赎遍及整本

圣经页面, 所有书卷联合起来, “犹如合一的戏剧

性诗篇”. 

 

(c)   以色列的例证 

再看看以色列人. 我们观察到这属神的

选民彰显同样的特征. 按神的安排, 以色列有 12

支派, 住在不同的地界. 在雅各和摩西的祝福词

中(参 创世记 49 章和申命记 33 章), 每个支派具

有独特的属灵和道德特质, 如同拼接的棉被一般

展现多样化. 此外, 大祭司亚伦的胸牌上, 有 12

粒不同的宝石, 代表以色列 12 个不同的支派. 梭

陶(H. W. Soltau)贴切形容道: “红宝石闪耀着华

丽的光芒; 绿宝石发出柔和的青光, 钻石则闪出

灿烂辉煌的光辉… 因此, 每一粒宝石都具有各

自独特的荣耀和美丽.” 虽然如此, 以色列人仍然

是一个国民. 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 他们事奉相

同的真神. 他们在同样的圣地敬拜神, 具有一个

同样的律法和同样语言. 在争战时刻, 他们组成

一个完整的阵线, 面对共同的敌人. 

 

(d)   召会的例证 

我们现今特别关注的是召会, 而我们上

文所言特别与她有关. 我们在此也见证到多样性

和合一性. 几乎没有比哥林多前书 12 章更清楚

说明这个真理. 此章论到属灵恩赐的特征、分

配、目的和运用. 关于这些事, 使徒保罗说: “恩

赐原有分别… 职事也有分别… 功用也有分

别”(林前 12:4-6). 接着, 在第 8 至 10 节, 保罗列

举 9 种不同的恩赐. 这些恩赐都是蒙圣灵所赐

(林前 12:8-9). 跟着, 第 12 至 27 节, 召会被喻为

人的身体, “有许多肢体… 是许多肢体… 肢体是

多的”(林前 12:12,14,20), 每个肢体都有各自的

功用, 为着整个身体的健康和益处而运作. 保罗

提到某些肢体如 “脚…手…”(15 节 )、“耳…

眼…”(16 节)、“头”(21 节)、“软弱的”肢体(22

节)、“不体面”的肢体(23 节)、“不俊美”的肢体

(23-24 节). 最后, 我们在 28 节看到 8 种恩赐,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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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圣徒的众召会中找到. 这里肯定是多样化

的例证. 

 

此外, 这里也展现合一性. 首先, 第 3 节表

明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 

这方面的“承认”表现出绝对的一致性. 论到恩赐

方面, 虽然它们有所分别, 却都由同一位圣灵所

赐(4 节), 顺从同一位主(5 节), 由同一位神来运

行它们不同的功用(6 节). 此外, 这些恩赐都是蒙

同一位圣灵所赐(8-9 节),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

所运行, 随己意分给各人的”(11 节). 然后 12 节

强调基督身体的合一性, 13 节说: “都从一位圣

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灵.” 最后, 第

25 节解释神赐下这些恩赐的目的是“免得身上

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总括而言, 这一

章教导我们四方面的合一:  

 

1) 基督主权(Lordship)的合一, 即都承认耶稣是

主(林前 12:3) 

2) 神格(Godhead)的合一 , 即在各种恩赐的来

源、职事和运作上, 三一神联合参与(林前
12:4-11) 

3) 基督的奥秘性身体(Mystical Body of Christ), 

即整体召会(指“宇宙性”或称“普世性”召会)

的合一(林前 12:12-13). 

4) 地方性召会(Local Assembly)的合一, 这里将

之比喻作人的身体(林前 12:25). 

 

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实际的教训呢? 首先, 

地方召会在此被比喻成一个身体. “你们就是基

督的身子”(27 节; KJV: ye are the body of Christ, 

注: 此英文译法意即“那唯一的基督的身体”), 这

句话在希腊原文直译为“你们是基督的身体”(ye 

are body of Christ). 因此, 这节并不支持那自命不

凡的派系之宣称: “我们是那唯一的基督的身

体”(We are the body of Christ), 此等宣称是所有

属灵圣徒所拒绝的. 按照英文的文法, 少了 the 

这一个定冠词(article, 注: 英文 the 有“那唯一”之

意), 这句话所强调的就是“身体”(body), 表明身

体的特征(注: 这句话在希腊原文也是如此, 在

“身体”一词前面没有定冠词, 故所强调的, 乃是

身体的特征). 换言之, 地方召会有基督身体(指

宇宙性/普世性召会)的特色, 是这身体的缩影.95 

务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此或圣经其他地方, 都没

读到某些人所谓的“圣徒聚集在那唯一的一个身
体的根基上”(gathering upon the ground of the 

one body).96 另一方面, 我们当然有义务在我们

的众聚会中, 承认基督身体的合一性, 并要弃绝

一切会破坏这伟大新约真理的事物.  

 

(I.2)   多样性的重要 

上文提到身体的类比, 我们学到另一个

教训, 即召会里有各种不同的需要, 所以神也赐

下多样化的恩赐, 来供应不同的需要. 没有任何

独一的肢体(指一个信徒)独霸各种恩赐, 仿佛一

个人可以占有建立召会所需的一切职事. “若全

身是眼，从那里听声呢?”(17 节). 诚然, 眼睛是

奇妙的器官, 是“身上的灯”(路 11:34). 不过, 诚如

罗伯逊(A. T. Robertson)所问的: “若我们的身体

没有其他肢体或器官, 只有一个又大又圆、滚动

的眼睛, 那是何等的怪异啊! 这肯定是一个巨大

的‘自我’!” 但召会不应该成为“单人秀”或“独脚

戏”(one-man-show)的舞台.  

 

在召会中, 有些人善于劝慰, 另一些人善

于造就, 还有一些人善于纠正. 一些人领受恩赐

作传福音者, 另一些人则有牧者的恩赐. 神的意

思是要多样化. 神给信徒的灵命有不同的发展方

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也应保有各自的

原创性. 有者说我们不该像形状和大小都一样的

方糖, 而该像展现多幅不同美丽图画的画廊. 年

轻信徒应该努力成为独特的自己, 而非盲目地模

仿他人. 每一种恩赐都是重要的, 一样都不能少

(特指造就性恩赐, 而非过渡性的证据性恩赐如

方言、神医等, 编译者按). 我们若因某位弟兄的

信息与我们个人偏爱的路线有所不同就忽视它, 

便是大错特错了! 有些人像被宠坏的孩子, 只愿

                                                           
95   值得注意的是, 地方性召会不是宇宙性召会“完

全的缩影”, 因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96   有些召会自称只有她们是“聚集在那唯一的一
个身体的根基上”, 其余的召会都不在这个身体上. 换言

之, 其余召会都不属于这宇宙性召会; 但这看法没有圣

经的根据, 因圣经教导所有信主得救的人都自动归入这

宇宙性的召会(林前 12:13), 不管他们是参加任何的教

会或属于任何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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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喝那用自己的小杯所盛的水. “但如今, 神随自

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18 节). 没

有任何人, 不论他多么有恩赐, 可以向别的信徒

说: “我用不着你”(21 节). 身体上不该有独立行

事的肢体(召会中也不该有这样的信徒), 我们是

否有学到这个功课? 

 

(I.3)   为别人效力 

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各自的功用 . 

耳朵听, 眼睛看, 应该没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的肢体. 每个人都有事奉的机会, 每个人都有各

自的工作. 每个人都蒙神所装备, 去执行一些工

作, 而那些工作是别人无法像他那样有效地执行

与胜任的. 若每个信徒都了解、欣赏和实践这个

事实, 许多召会都会大大改变! “身上肢体, 人以

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22 节). 我们身体上有

很多属于内在和

看不见的小器官 , 

但它们却是不可

少的 . 照样 , 召会

中有很多这类的

肢体, 他们不该受

到更有恩赐的肢

体所轻视, 而他们

本身也不该自认比较不显著、不卓越, 所以没有

事奉可做. 恩赐较少的肢体倾向于感到沮丧气馁, 

甚至妒忌更有恩赐的肢体; 例如耳朵可能说: “我

不是眼, 所以不属乎身子”(16 节); 但我们不该有

妒忌的心理. 每个肢体应该满足于主所分派的任

务, 纵然这工作看似卑微, 因“为主所做的工, 即

使是最微小的, 在主眼中都是宝贵的.”  

 

“帮助人的”(28 节)也是一种恩赐, 谁可以

说自己不能在某一方面成为帮助人的? 我们是

否有所感动, 去使用我们微小的才干, 帮助召会

的需要? 我们很容易指责别人, 觉得他们做的不

对, 但很可能我们自己很少动一根手指去帮助人. 

与此同时, 让我们也不要犯上另一个错误, 即尝

试去做神显然没有装备我们去做的事. 若众人完

全清楚看出某件事是我不适合做的, 我就不该勉

强自己去做, 免得做了老半天都做不好, 反而带

来反效果. 

 

(I.4)   关怀和同情 

还有一点, 每个肢体都该受到尊重, 彼此

关怀, 互表同情.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

一同快乐”(26 节). 这是自然的, 因为每个肢体都

属于同一个身体, 彼此相连, 拥有同样的生命之

血. “就如身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

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12 节). 结果是, 若一根小

手指被碾碎, 整个身体会因此伤而感到痛苦. 屈

棱多模(John Chrysostom)说: “当一根刺插入脚

底, 整个身体都可感受到它, 深受影响; 腰会弯下

来, 大腿的筋会紧缩, 手会伸出来, 把那根刺拔出

来. 这时, 头会低下来, 眼睛注视着被刺伤的肢

体.” 还有比这更美的情景吗?  —  一切肢体彼此

关注, 确保身体没有欠缺. 哦, 深愿我们基督徒对

基督身体上的各肢体都显出温柔体贴的关怀.     

 

(I.5)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论到人身体的完美组合 , 大卫在  诗

139:14 大声赞叹道: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直到

今日, 解剖学家越来越对人体那无比复杂精巧的

组合感到惊讶, 赞叹此生物体之设计的高超智慧. 

在 哥林多前书 12 章, 保罗说: “但神配搭这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24 节). 神如

此完美地配搭这身子,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

肢体彼此相顾”(25 节). 这是保罗在此所要传达

的伟大灵训, 我们不可低估其重要性.  

 

神赐下这些恩赐的目的, 无论是多么伟

大或微小的恩赐, 其目的是“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这犹如人体虽有多种不同肢体, 但一切都是联合

一致的. 神造手和脚是要它们合作行事, 若它们

彼此对立, 那是何等荒谬可笑! 但这样的事竟然

发生在哥林多. 讽刺的是, 神赐下恩赐的目的, 是

要圣徒彼此配搭, 加强合一, 它们却因恩赐而闹

分裂. 不仅如此, 他们所撒的分裂种子历代以来

都不断带来可怕的“丰收”. 有者描述道, 召会的

历史是“可怕的异端、逼迫、分裂、严酷的审

判、残忍的怀疑、捏造的假见证、心胸狭窄、

偏执盲从等等”. 可悲的是, 正如犹太人在耶路撒

冷最终被攻陷时发生内讧内斗一般, 基督身体上

蒙主血买赎的众肢体, 也塞住耳朵不听圣灵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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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吁, 并伸手攻击自己的弟兄, 成为他们仇敌

的笑柄. 

 

我们必须承认今日的众召会确有许多软

弱和失败. 分裂不是补救的方法. 是的, 对于那些

与邪恶有来往的信徒, 神的吩咐是“出来”(KJV: 

come out; 林后 6:17: “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但若邪恶出

现在那些聚集在合乎圣经的根基上之信徒当中, 

神的吩咐是“除净”(KJV: purge out; 林前 5:7: “你

们既是无酵的面, 应当把旧酵除净”). 一群信徒

起来离开召会, 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等大的热心, 

都是严重的错误, 除非绝对清楚主已离开这召会. 

切记, 挪去灯台是神独有的特权(启 2:5); 对于犯

罪的子民, 主常显出何其大的容忍, 祂也绝不把

自己至高无上的主权交给任何人. 

       

(J)    众召会彼此间的交往 

 (J.1)   “断绝交通”的误用 

论到众召会彼此间的交往, 所有圣徒都

该尽力保守彼此间的交通, 促进众召会之间的美

好关系. 肯定的, 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与所有按真

道聚集的众召会有交通, 越多越好. 负责牧养召

会的弟兄们应该避免进行任何会伤及邻近召会

的圣徒之良心的事情. 失去他们的信任和好感, 

岂不是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谨记, 分

析到最后, 每个召会都是独

立自治的, 单单向主负责, 没

有任何一个召会或数个召会

有权管辖另一个召会.  

 

我们也该谨记, 我们往往面对一个危险, 

即过度地放大某些不同点, 把一堆泥土当作一座

大山. 此外, 我们也听过某个召会被另一召会或

另一组召会“断绝交通”(cutting off), 原因是那召

会在判断和管教方面的错误. 但这样的做法没有

圣经的根据与支持, 并且我们相信, 这样做是严

重地偏离使徒的教训. 可悲的是, 这类不合圣经

的“断绝交通”却常出现在某些地方!  

 

论到此事, 罗杰斯(Wm. Rodgers)在其所

著的《哥林多前书注释》 (Notes on First 

Corinthians)中写道: “好多人仍太轻率地看待此

事, 或因小事而愿意与其他召会圣徒断绝交通, 

或使众召会大分裂. 他们只顾自己的尊严, 或坚

持要按他们的方法行事. 当然, 在这些案例中, 我

们常听到他们高喊‘维护真理’、‘为真理争战’等

等, 为要止住别人的抗议或忠告. 当然, 维护真理

是好的, 并且有时候很需要如此行, 甚至要到断

绝最亲密友情的地步. 不过, 就在这里有个陷阱, 

而撒但最擅长在这方面迷惑和欺骗我们. 他使我

们相信我们是在维护真理和神的荣耀, 但事实上, 

我们只是在维护自我.” 

 

考德威尔(J. R. Caldwell)在他的《召会的

宪章》(Charter of the Church)一书中也同样表

示: “唉! 分裂(断绝交通)竟然成为脱离困境的捷

径, 此事的发生不是神愿意而是神允许, 为要试

验我们的信心和显明祂的恩典. 这是撒但的诡计, 

对属肉体的人来说, 处在困难的时期, 断绝交通

便是一条脱离困境、随时敞开的出路; 但它不仅

无法医好创伤, 反倒倾向于加深痛苦, 把伤害传

播远近. 我们并非说分开是完全不需要的. 经上

记着说: “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 好叫

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林前 11:19). 但我们

深信, 在大部分这类案例中, 信徒若有在神面前

谦卑破碎, 领悟到不合圣经的断绝交通是犯上羞

辱主名的大罪, 并且愿意等候主赐下亮光和恩典, 

那么很多这些痛苦  —  即撕裂忠诚圣徒之心的

悲痛  —  是可以避免的.”    

 

 (J.2)   保罗和哥林多的信徒 

 哥林多的召会还未发生公开的分裂, 但

若读完整本哥林多前书, 就不难发现这召会有派

系之争. 有一事是明显的, 保罗凌驾于他们分门

结党的浪潮. 虽然有一派声称是他的跟从者, 支

持他过于别人, 但他却不轻判他们分门结党的错. 

保罗不是派系之人(party man), 他在这方面是每

位基督仆人的好榜样. 敬虔的传道人不会与任何

党派结盟. 他会保持公正开明的思想, 不持偏见, 

以公正无私的态度处理每个案例. 他传道的目的, 

是要团结神的子民, 而非分裂他们. 他会鼓励他

们避免进入不合圣经的极端, 把遇到的难题尽量

保留在越小的范围越好, 以正确的观点看待问题, 

有远见, 并在没有违反圣经原则的事上表现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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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遇到违反圣经原则的事时, 也忍耐和冷静地

处理, 并探索任何可能的途径, 来和平地解决问

题. 最重要的是, 他会把众圣徒的心引向可称颂

的主, 因晓得我们越靠近我们聚集的中心(即主

耶稣基督), 我们彼此之间就越亲近. 

 

 (J.3)   补救的方法 

 分门结党的问题已伤害哥林多的众圣徒, 

也会影响任何的召会. 面对这一切创伤, 最有效

的补救法就是哥林多前书 13 章所说的  —  爱! 

若把哥林多前书 12 章的种种恩赐喻为一部大机

械的种种齿轮, 那么“爱”就像机械的润滑油, 能

让召会的种种恩赐“得到润滑, 顺利转动操作”. 

爱是高居首位的. “没有爱, 我就成了鸣的锣, 响

的钹一般… 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益”(林前 13:1-3). 在一切诫命中, 爱

是最大的(太 22:37-40). 爱使律法得以完全(罗

13:10: “爱就完全了律法”). 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

方面的恩惠, 而爱是一切恩惠的皇后, 高居榜首

(加 5:22-23). 在 彼后 1:5-7 的八种美德中, 爱是

最后才被提及的, 因它是一切美德的顶峰皇冠. 

 

此外, 保罗在 西 3:10-14 教导圣徒说要

“穿上”(像穿上外衣一般)新人以及它的种种美德

(编译者注: 西 3:12 的“存”在希腊原文也是同一

个字, 指“穿上”), 列举这些美德后, 保罗说: “在

这一切之外(或作“之上”, KJV: above all), 要存着

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西 3:14). 爱如信和

望 , 都是常存的 , 但这三样当中 , “最大的是

爱”(林前 13:13), 原因是“神就是爱”(约壹 4:8,16).  

 

深愿这爱, 即我们身为门徒的真正徽章

(约 13:35), 会在我们所有圣徒的心灵中不断成

长, 使到一切苦毒怨恨的感受从我们心中除净, 

使我们团结在虔诚基督徒的合一当中. 据说数年

前, 有一座著名的桥被建造时, 两条主要的大铁

梁无法相接, 两者之间还差几寸才能插入螺栓. 

工人用尽种种方法, 都无法把这两条大梁连接在

一起. 不过隔天, 太阳特别强烈, 铁梁在热光照射

下因热膨胀几寸, 结果两大铁梁竟然能够衔接了! 

热光完成了强硬拉扯手段所无法达成的事. 爱的

热光也是如此, 能成就大事. 这点给我们何等宝

贵的教训! 诚然, “爱是永不止息, 永不失败的”.    

 (J.4)   最后的恳求 

在结束这些篇章以前, 我要为基督徒的

合一发出最后的呼吁和恳求. 假如圣徒能保持合

一, 众召会今日便能为神的真理摆出何等美好的

见证, 留下何其不朽的伟业啊! 可悲的是, 精金

的光芒已褪色. 圣灵所成就的某些伟大事工, 已

被圣徒的不和与争吵打得支离破碎. 这肯定伤透

我们主的心, 因祂流血舍命, 为要使祂的百姓得

救合一(参 约 17:11,21-23)! 更令人痛心的是, 大

部分的分裂是因着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事务, 

而事实上, 圣徒只要有多一点的包容、多一分的

忍耐, 便能解决这些事, 避免分裂的发生.  

 

有者常与保罗同感地说: “难道你们中间

没有一个智慧人, 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林前

6:5) 我们对此有何感想呢? 这时代(指召会时代)

就快结束了. 主就在门口了. 再过不久, 我们要站

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难道现在还不是时候承认我

们缺乏爱心和礼让, 承认我们无仁慈心的批评、

吹毛求疵的挑剔行为、心胸狭窄的争吵口角, 以

及为琐碎之事而闹分裂? 现今肯定是时候放下

一切苦毒, 要为主宽恕和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并弃绝不合圣经的做法, 以及会伤及我们弟兄良

知的世俗创新手法, 来医治以往多年的创伤. 

 

面对不敬虔的世界, 让我们奉主名进入

队伍, 紧密地靠在一起, 摆出毫不间断的完整阵

容. “合一就站立得住, 分裂就败落倒下.” 这是至

理名言, 不用多说了. 你会对这呼吁和恳求无动

于衷吗? 我们是否只是承认我们的分裂是我们

的羞辱, 然后没有行动去改善, 除了继续责怪那

些与我们持不同看法的人吗? 我们应该起来纠

正错误, 免得太迟了! 但愿每个受感的心恳切祷

告, 令此事成就. 那么, 这本书所写的一切, 就不

徒然白费了.97 
 

出埃及记 28:31-32:  

 “…免得破裂...”  

列王纪上 3:16-27:  

   “…劈成两半…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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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ern Publishing Office Belfast Limited), 第 4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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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战场          威廉·曼丁(W. Bunting) 
 

属灵的平衡 (六) 

(Spiritual Balance) 
  

编译者注 :  有关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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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纳任何称

为基督徒的人和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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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的平衡”… 

 

(文接上期) 
 

(J) 奇怪的发展 (A Strange Development) 

(J.1)   “所需真理派”的教导 

我们如何看待这自命清高或自命不凡

的心态(编译者注: 上期谈到一些召会信徒受

了‘所需真理派’的影响而采取新立场, 自命不

凡而看轻别的信徒). 在很大程度上, 这种心态

是因为一种“新教训”的产物. 这新教训被认为

是从主而来的新启示. 一些圣徒参与这新组成

的交通圈子里, 他们领受以下的教义:  

 

1) 只有他们是在神的国里: 他们当中的一位

教师说出这惊人的话: “撒但利用许多属人

的错误制度来诱捕人, 使多人跌入此陷阱. 

我们不相信那些跌入这陷阱的人是在神的

国里.”98 

2) 只有他们是神的地方性召会.99 我们从中读

到“于1894年… 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所建

立的神的召会(the Church of God)”; 请留意, 

                                                           
98   参《所需真理》(Needed Truth), 第 4 卷, 第 147

页; 比较 第 3 卷, 第 159 页; 以及第 161-162 页, 1897 年. 
99   参《所需真理》, 第 1 卷, 第 165 页; 第 3 卷, 第

25, 62 页. 也参第 71 卷, 第 29 页. 

所建立的不是其中一个召会(a church)而是

那唯一的召会(the Church of God). 但事实

上, 1894年以前在贝尔法斯特已出现数个

圣徒的聚会(召会). 他们都是敬虔、保守和

忠于 徒2:41-42的属神样式. 难道这些群体

不算是神的众召会吗? 

3) 只有他们是神的家  —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请参《所需真理》中许多文章的参照, 也

参  W. J. Lennox所著的《神的家》(The 

House of God). 

4) 只有他们按照圣经来聚

会, 只有他们是聚集归入

主耶稣基督的名, 有主的

同在和能力在他们当中 . 

他们当中的一个教师这

样说: “几乎同样无药可

救(指与封闭聚会同样无药可救)的是… 开

放弟兄们(Open Brethren)的立场. 我们在此

不提这些圣徒; 他们是在本篇文章的范围

之外. 本篇文章只是指那些‘奉主名聚会的

圣徒’, 明确和单单地指‘奉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名’聚集的人, 因晓得主就在他们当中.”  

5) 任何神的召会都不受他们承认, 除非这召

会与他们已成立的众召会有关联.100 这样

的教导岂不是否定圣灵可能兴起一个召会, 

而这召会是“所需真理派”的众聚会所不知

的呢? 此外, 是谁在他们的众召会当中开始

创立第一个召会? 如果答案是“神”, 我们就

要问: “难道祂就不能再做同样的事吗?”101  

6) 作为神的众召会, 他们有权力采取纪律行

动对付任何召会, 甚至与那召会断绝交通. 

他们宣称根据民数记第9章, 对付一个犯错

者(指个人方面)的条例也适用于对付整体

民众102: “神给个人方面的律法, 同样适用

                                                           
100   参 A. B. Miller 所著的《神给祂子民的道路是

什么?》(What is God’s Path for His People?), 第 52 页. 
101   参 J. Montgomerie 所著的《所需真理派的错误

》(Needed Truth Error), 第 53 页. 
102   民 9:6 记载, 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 不能在那

日守逾越节, 便到摩西那里求问. 结果摩西向神求问, 神

就以他们这几个人的情况为所有以色列人定下条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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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群众或许多人, 当这些人的情况与神所

描述的那人相同.”103 无论如何, 圣经从未

教导说神给以色列民的一切律法条文, 都

可以同样适用于召会. 

7) 他们当中有较低层和较高层的长老职权

(Elderhood), 因为“召会不是唯一的行政单

位”. 上述的长老职权是“更广泛领域的治

理”. 那些在最高位的是所谓“为首者”(the 

chief men)、“高者”(the tall men).104 他们甚

至被称为 “大监督 ”(或译作 “大主教 ”, 

archbishops).105 按“所需真理派”的教导, 在

一个市镇里, 只有比召会更大的圈子(larger 

circle)可以采取纪律行动对付一个长老.106 

8) 他们被教导说在他们交通圈子里的一切召

会组成 “一个联合的整体 ”(one united 

whole). 107  这个联体被描述为 “神的社

区”(the Community of God)或“团契”(the 

Fellowship), 是“独特的真实体, 组成它的所

有人 , 都由神带入一个肉眼可见的合一

(Visible Unity)里面”.108 他们形容封闭聚会

的立场为“无可救药”, 但也指出公开弟兄

们的立场“几乎同样无可救药”.109 他们虽

如此判断这两个立场, 却认为他们自己的

众召会是“集体性的”, “为神在地上的独一

群体”(the one thing for God on earth).110 事

实上, 他们当中的一位作者, 埃尔森(Henry 

                                                                                               
9:10). “所需真理派”以此为例, 教导说既然召会有权力

与某个犯错者断绝交通, 就有权力与某个犯错的召会

(包括那召会的所有信徒)断绝交通. 但这论点没有新约

圣经的根据, 因圣经从未记载与某召会断绝交通的例子.  
103   参《所需真理》, 第 3 卷, 第 54 页; 也参《所需

真理》, 第 16 卷, 第 56 页。 
104   参《所需真理》, 第 16 卷, 第 55, 56, 81, 83 页. 
105   参 J. Montgomerie 所著的《所需真理派的错

误》, 第 50 页. 
106   参《所需真理》, 第 16 卷, 第 125 页. 
107   参《圣经的教义》 (Doctrines of the Holy 

Scriptures), 第 32 页. 
108   N. Noel, 《弟兄们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Brethren), 第 276 页. 
109   参《所需真理》, 第 2 卷, 第 29-30 页. 
110   参《所需真理》, 第 16 卷, 第 83 页. 

Elson), 宣称他们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  

—  无论余民多么的少  —  胜过我们数百

年以来所知道的事物.”  

 

亲爱的读者, 上述是令人惊讶的“所需

真理主义”(Needed Truthism), 是由这圈子里最

显著和备受信任的圣经教师所发出的声明. 这

样的教导可产生怎样的心态呢? 答案是自命不

凡的自满, 以及不能容忍他人. 难怪他们当中

一些最属灵和满有智慧的领袖, 有些起初还是

同为《所需真理》的杂志编辑们, 最后也离开

他们的交通圈子. 亚历山大(L.W.G. Alexander)

便是其中一人. 他说因着交通圈子里发生如此

严重的错误心态, 人们不再稀奇这类本属于罗

马天主教那放肆自负的宣称, 竟得到他们当中

的知识分子所默许.111  

 

或许有人可能

否认这些事(特指上述

八大声明), 但亚历山

大向我们证实, 在实际

做法上, 确有发生这些

事. 亚历山大和蒙格马

利 (Montgomerie)向我

们证实, 许多圣徒并没

察觉这些事的发生与

发展, 特别是长老职权

的最高圈子之存在. 今日是否还是这样的情况, 

我不敢说, 但上述两位

已离世归主的弟兄所

说的话, 有上文列出的

《所需真理》之杂志

为证. 他们所引证的话, 

很多是取自《所需真

理》的杂志, 正如我在

上文所列出的卷页. 所

需真理主义的高傲宣

称是有文为证的.  

                                                           
111   参 Discerning the Body, 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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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虔的弟兄们曾警告关于松弛放纵

(laxity)的危险. 这危害已在90年前, 在没有料

到的情况下, 潜入一些(不是全部)英国的召会. 

另有一些人, 不满足于训诫和恢复的恩惠服事, 

采取强烈手段而跌入另一极端, 继续分裂圣徒, 

把一切与自己看法不同的圣徒都标签为“松弛

放纵、犯了大错、心怀二意、危险可怕, 或更

加糟糕”的人. 这是何等可悲, 令人难过的事啊! 

 

(J.2)   “所需真理派”的教导之错误 

务要强调的是, 这一切极端和错误看法

是危险的. 我要反复灌输一个重要思想: 我们

迫切需要我在这些文章中所提到的智慧、敬

虔和平衡. 在此关键时刻, 我们需要离题一下, 

以“所需真理派”的教导与圣经的教导作个比

较. 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是: 

 

1) 所有重生得救的灵魂, 无论他如何被错误

道理所误导, 都是在神的国里. 不然, 我们

应该如何理解 约3:3-5呢?112 

2) 任何一群基督徒, 被圣灵聚集(太18:20), 与

世界分别出来(林后6:16-17), 只单单承认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和身份(太18:20; 林

前3:9), 遵行“使徒的教训”(徒2:41-42), 遵

守合乎圣经的浸礼和主的晚餐, 都因此成

为其中一个“神的召会”(a Church of God; 

林前1:1等等).   

3) 提摩太前书第3章的上下文显示 , “神的

家”(the house of God, 提前3:15)是指地方

性的召会.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词语包

含一群或一组众召会, 但在 弗2:21的“圣

殿”(an holy temple); 弗2:22的“神…居住的

所 在 ”(an habitation of God); 来 3:6 的

“家”(house); 来10:21的“神的家”(house of 

                                                           
112   约 3:3-5: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 ‘人已经老

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

能进神的国.’ ” 这段经文表明进神国的条件, 就是重生

(指借着神的道[“水”, 弗 5:26]明白福音, 悔改信靠主耶

稣而从圣灵获得新生命, 即灵魂得救  —  得永生). 

God); 彼前2:5的“灵宫”(a spiritual house); 

彼前4:17的“神的家”(the house of God)等等, 

都包含了神在这时代的所有子民. 

 

现在让我列出本身的理由, 来解释我上

述的看法. 我没有照以上次序来讨论这些经文: 

 

(一) 彼得前书 2:5 

(a) 彼得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召会或众召会来

称呼. 彼得前书并非写给某召会的书信. 对, 

彼得在第5章的确论到作长的责任, 但彼得

的主题并非是召会次序(或作“召会品秩”, 

order)、召会的事奉和交通. 他甚至没有在

彼得前书中用到“召会”一词. 彼前5:13的

“召会”一词(注:《和合本》译作“教会”; 

KJV则译作斜体字的“church”)并没出现在

希腊原文中. 我看见上下文丝毫没有表明

这里只局限在召会性的意义, 不像“所需真

理 ”的弟兄们所说

的 . 在解释任何经

文时 , 通常上下文

是我们极佳指引. 

(b) 整章(彼得前书2章)

里只论及两组人  —  得救和未得救的人, 

信徒与非信徒. 这段经文没有指明一个人

可以是“婴孩”(第2节)、“活石”(第5节)、信

徒(第6节)、神的子民之一(第10节)的同时, 

却不是“灵宫”和“祭司团”的一部分(第5节). 

(c) 人是以“来到”主基督面前而成为“活石”(5

节). 第4节的一粒活石(stone)和第5节的多

粒活石(stones)都是建立在房角石(基督)上

面, 即以信靠基督而建于其上. 因此, 他们

“被建造成为灵宫”(第5节). 这座建筑物始

于五旬节. 从那时开始, 主就将得救的人加

给他们(徒2:47), 而这座雄伟的建筑物“渐

渐成为主的圣殿”(弗2:20-21). 

 

即使第5节的“灵宫”被视为地方性的召

会, 它也不单单指“所需真理派”的众聚会, 也

无任何暗示表达它涵盖了上述交通圈子里的

所有地方性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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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彼得前书 4:17 

彼得前书4章的17和18节,113 如在2章5

节一般, 论及两组人以作比较. “神的家”、“我

们”和“义人”显然是指神的子民; “不信从神福

音的人”、“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同样清楚是指

不得救的人. 

 

前一组的三种表达方式显然包含了神

所有的子民. 当彼得论及“审判要从神的家起

首(即开始)”, 然后补充说“若是先从我们起首”, 

指同一组人(所有信主得救者). 在此书的其他

地方, “我们”一词的用法无疑是广泛的; 例如

我们读到基督受苦“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

前3:18); “曾在基督里召你们(有许多古卷作

“我们”; KJV: us), 得享祂永远的荣耀”(彼前

5:10)等等, 谁会否认这里的“我们”包括所有神

的圣徒呢? 照样, “神的家”就如上述的“我们”

所包含的, 所有神的子民都在神的家里. 

 

(三) 希伯来书 3:16 

来3:16说: “我们若(if)将可夸的盼望和

胆量坚持到底, 便是祂的家了.” 这节是否意味

着我们若无法坚持到底, 就不是祂的家吗? 不, 

不能这样解, 不然这句话便要读成“我们只要

(as long as)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

是祂的家了.” 但这节不是这样说的, 因为这并

非它的原意. 相反地, 它应该读成: “我们若(if)

不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不是祂的

家了.” 换句话说, 我若无法坚持到底, 便证明

我不是祂的家. 我只是口头上认主的假冒信徒. 

这意思可从同一章第14节加以证实, 那里也有

一个“若”(if):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

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分了.” 换言之, 若我没有

坚持到底, 我便因此证明自己还未得救(无分

于基督里).  

 

                                                           
113   彼前 4:17-18: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
起首. 若是先从我们起首,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

等的结局呢? 若是义人仅仅得救, 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

将有何地可站呢?” 

有者反对, 说我们的论点只是按照“逻

辑性的根据”(logical grounds). 我们承认这论

点确实是按照“逻辑性的根据”, 并且是合乎圣

经的逻辑性根据. 同一个作者声称这节的“我

们”是指“组成这家的所有众召会”. 无论如何, 

这段经文却没有这样说, 这里的词句也从未教

导说“神的家是由众地方召会组成”. 事实上, 

希伯来书第3章的主题根本没有触及召会真理

的课题. 最后, 我们若正确地明白这一章, 就发

现它根本没有危害到“信徒永远得救”的教义.  

 

(四) 希伯来书 10:21 

来10:21说: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

家”. 有几个问题需要正视. 正如我们已经看过

的, 埃尔森(Henry Elson)断言现今他们的“所需

真理派”之见证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彰显… 胜

过我们数百年以来所知道的事物”. 难道说数

百年以来, 神在地上没有一个属灵的家, 直到

他们的出现吗? 难道说数百年以来, 主耶稣没

有任何神的家可治理吗? 难道说那些不与他们

一同聚集的敬虔圣徒, 就没有主耶稣作为他们

的大祭司吗? 难道“所需真理派”的弟兄们瞎了

灵眼, 竟然被迷惑到去相信这些事吗? 

 

(五) 以弗所书 2:21 

弗2:21在英文圣经《修订本》(Revised 

Version)译作: “各个(希腊文: pas {G:3956})房

子靠祂联络得合式 , 逐渐成长 , 成为主的圣

殿”(RV: “in whom each several building, 
fitly framed together, groweth into a holy 

temple in the Lord”).114 这节是“所需真理派”

对神的家这一教义的主要基础. 他们教导说

“各个房子”就是指他们(所需真理派)的交通圈

子里的各个召会. 这些召会联合起来, 成为神

在地上的家, 并且逐渐成长, “成为主的圣殿”. 

 

首先, 我们要强调的是, 他们说“各个房

子”(各房, every building)代表各个地方召会. 

                                                           
114   中文圣经《和合本》把 弗 2:21 译作: “各(或作: 

全)房靠他联络得合式,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值得留意

的是, “各”(each)是 RV 的译法, “全”(all)是 KJV 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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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尔博士(H.C.G. Moule) 

但这看法是根据《修订本》的译法而延伸的

教 义 . 若 是 根 据 《 钦 定 本 》 (Authorized 

Version), 所需真理派的教义就倒塌瓦解了(编

译者注 : 希腊文  pas {G:3956}一词可译作

“every, each”[各]或“all”[全]; 而《钦定本》将

之译作“all the building”, 即“全房”). 现在问题

是: 我们可以肯定《修订本》的译法比《钦定

本》的译法更正确吗? 答案是无法肯定! 范氏

(W. E. Vine, 1873-1949)说这两个译法都是可

能适合的译法.115 布鲁斯教授(Prof. F. F. Bruce, 

1910-1990)也表示 “根据希腊文, 这经节的两

个译法都有同等重量的见证”116  

 

我参考了许多英文译本, 为要肯定哪一

个译法得到大部分文本评鉴学家和希腊文学

者所支持. 我发现译作“各房”的只有《修订

本》, 而像《钦定本》那样译作“全房”(all the 

building)的至少有22个英文译本. 它们是:  

 

1) The Bible in Basic English (BBE);  

2)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  

3) The New English Bible (NEB); 

4) The Amplified New Testament; 

5) The Numerical Bible (by Frederick W. 

Grant); 

6) The Interlinear Greek and English; 

7) The Englishman’s Greek New Testament; 

8) John N. Darby (1800-1882; 1890年出版 

The Darby Bible [DBY] ); 

9) Robert Young (1822-1888; 1862 年出版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YLT] ); 

10) R. F. Weymouth (1822-1902; 浸信会学者, 

1903年出版 Weymouth New Testament, 或

称 The Modern Speech New Testament); 

11) James Moffatt (1870-1944; 1913 年出版 

Moffatt New Translation [MNT] ); 

12) Joseph B. Rotherham (1828-1910; 1902年

出版 The Emphasized Bible); 

13) Charles B. Williams (1972年出版 Williams 

New Testament); 

                                                           
115   参 The Church and the Churches, 第 30 页. 
116   参 Believers’ Magazine, 1958 年 10 月刊. 

14) Ronald A. Knox (1888-1957; 天主教神父, 

出版 Knox Bible); 

15) Douay (或称 Douay-Rheims Bible; 是天主

教的圣经译本); 

16) Henry Alford (1810-1871; 圣公会神学家

和文本评鉴学家)； 

17) Handley C. G. Moule (1841-1920; 圣公会

神学家和作家); 

18) William Kelly (1821-1906; 奉主名聚会的

圣经教师与学者); 

19) B. F. Westcott (1825-1901)和 F. J. A. Hort 

(1828-1892); 

20) William J. Conybeare (1815-1857) 和 John 

S. Howson (1816-1885); 

21) W. S. Way (D.Litt.); 

22) Chas. E. Elliott. 

 

 即使我们接受《修订本》所根据的希

腊文本为正确异文(reading), 但这一点并不表

示英文的正确译法一定是《修订本》的“each 

several building”(各个房字 ). 慕尔博士 (Dr. 

Handley C. G. Moule, 1841-1920, 此人乃圣公

会神学家和剑桥大学

神学教授)问道: “这短

语在希腊文中… 是否

要求《修订本》的译

法, 而弃绝《钦定本》

的译法? 我们倾向于回

答: 不!”.117 布鲁斯教授

(Prof. F. F. Bruce)和罗

伯 逊 教 授 (Prof. 

Archibald T. Robertson, 1863-1934, 此人乃南

浸信会传道人和圣经学者)皆赞同这点, 并表

明它有新约权威所支持; 例如短语“一切被造

的”(RV: all creation; 西1:15)在希腊原文中与 

弗2:21的文法结构相似(即希腊文 pas , 这词前

没有定冠词), 而《修订本》也将之译作‘all 

creation”( 一切被造的 ), 而非 “each several 

creation”(各个被造的). 参 西1:23也是如此. 

                                                           
117   参 Ephesians Studies, 第 9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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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 (A. T. Robertson) 

 因此, 《钦定本》在 弗2:21的译法获得

更多翻译者的赞同 . 相比之下 , 支持《修订

本》译法的论点却是极其微弱, 但“所需真理

派”却以这译法作为“神

的家”之教义的主要基

础. 他们声称林前3:9教

导说“每一个地方召会

是一个房屋”. 对, 房屋

在那节经文是指地方召

会, 不过, 难道这同一个

画像(figure)在新约中没

有用来代表别的事物吗? 当然有! 此外, 在福

音书、使徒行传或书信中, 我们哪里有读到地

方召会联合起来, 逐渐成为神的家或主的圣殿? 

我们肯定无法在圣经中找到这样的教训.  

 

 既然我们无法绝对肯定 弗2:21的原文

应译作什么? 无法绝对肯定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英文译法? 无法绝对肯定它真正的属灵解释, 

那么我们亲爱的“所需真理派”的弟兄们又如

何肯定他们的教义是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呢? 

我们这样问, 因我们在上文所查考的经文中, 

没有一处经文支持他们所提倡关乎“神的家”

之教义. 我们的信仰是珍贵的, 不可建立在不

可靠的基础上.      

 

(J.3)   再思“所需真理派”的教导 

 上文提到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按照圣经

来聚会, 只有他们是聚集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 

有主的同在和能力在他们当中”(参上文的 J.1, 

第4项).118 事实上, 有上百个敬虔的众召会是

“按照圣经来聚集”, 尽管她们不在“所需真理

派”的交通圈子里. 这些召会“聚集归入主耶稣

基督的名, 有主的同在和能力在他们当中.” 这

些召会的信徒没有自命不凡, 也不相信他们被

那位在灯台中间行走的主所吩咐, 去把那些在

                                                           
118   J.1 是指上文的“J.1 项题目”(题为: “所需真理

派”的教导), 而“J.1, 第 4 项”是指“只有他们按照圣经来

聚会, 只有他们是聚集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 有主的同

在和能力在他们当中.” 

道德与教义上纯正的虔诚基督徒拒绝于交通

圈子以外.  

 

 上文也提到“所需真理派”强调作为神

的众召会, 他们有权力采取纪律行动对付任何

召会, 甚至与那召会断绝交通(参上文的 J.1, 

第6项). 他们以民数记第9章为根据. 虽说“从

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罗15:4), 

但圣经从未教导我们说, 神在旧约中给以色列

人的一切条例, 都可在新约的召会中找到(即

适用于新约的召会). 除非新约有明确的判例

(或吩咐), 否则不能引用旧约案例作为新约召

会的权威做法. 有不少人按照人的方式去断绝

召会之间的交通, 但我们还未看过这种做法带

来好的成果. 

 

“所需真理派”当中有较低层和较高层

的长老职权(Elderhood) (参上文的 J.1, 第7项). 

在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中, 我们找不到不同层

次等级的长老职权. 不同的只是能力、智慧、

恩赐发展上有别(提前5:17). 没有所谓一个长

老比另一个长老更高一级, 或一组长老在另一

组长老之上. 有者主张 彼前5:1-4联于彼前1:1

是指“区域性的长老职权”(district Elderhood), 

但这论点纯属推论. 彼前5:3的“所托付你们的”

显然是指所照顾的羊群. 腓1:1也表明长老(监

督)是与某一个(不是一组)地方召会的圣徒有

关. 除了牧养自己的召会之外, 我们没有看到

神清楚指示(仿佛旧约的“耶和华如此说”)长老

要牧养别的召会. 引用彼得前书的经文作出轻

率的推论, 只能产生一个立在单薄推测的条例

制度. 这将严重损害众召会之主的权柄. 主与

众召会同在, 并在“灯台中间”运行(启示录2:3), 

成为众召会至高的粘聚力. 在这领域里, 祂具

有完全的权柄, 绝不需要副手.  

 

 属灵的领导人是在地方召会中以身作

则, 用神的道教导圣徒. 不过治理所有召会的

职权只在主手中, 祂“拿者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

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启3:7). 只有

祂右手中握着七星(代表众召会), 在七个灯台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6 

   

《家信》: 第 107期 (2015年 10-12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中间行走. 只有祂有权管理这些为祂作见证的

众召会, 也只有祂有权把“灯台挪去”.   

 

 “所需真理派”还引用一处经文, 即 林后

11:28: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

身上.” 保罗在此不是指正式的控制众召会, 而

是表明他深切地照顾和关怀他们, 希望他们得

着保护和益处. 这里丝毫没有暗示说保罗是高

级组织的其中一人, 手握不明的权能, 去管辖

众召会.  

 

 上文也论及“所

需真理派”认为他们是

“为神在地上的独一群

体 ”(the one thing for 

God on earth) (参上文

的 J.1, 第8项). 但我们不相信圣经如此教导. 历

史告诉我们, “所需真理派”运动开始后大约14

年, 他们当中发生分裂, 而这分裂不断发生, 直

到如今. 我已经说过: “我们相信众召会, 不管

何等合乎圣经地聚集, 若他们宣称要联合起来, 

组成一个团体, 那么这团体一定是教派主义

(sectarianism), 就这么简单.” 圣经从未考虑要

召会组成一个肉眼可见、有组织系统的合一

体, 或以召会联盟来组成一个社区、交通、身

体、神的家、神的群羊或独一召会.  

 

 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的爱德

华兹(Dr. R. C. Edwards)澄清圣经的立场时, 说: 

“每个新约的召会本身都是一个单位(个体 , 

unit); 而不是更大单位的其中一部分. 这在启

示录第一章中可清楚看到. 在那里, 主在亚细

亚的某些召会当中. 这些召会被喻为七个灯台, 

每个灯台上置放着一盏油灯. 这些亚细亚的众

召会没有联合起来, 组成唯一的亚细亚召会

(the Asian Church), 即整个亚细亚省只有一个

这样的组织.  

 

同样的, 神并没有意思要世上的众召会

联合起来, 组成一个肉眼可见的团体, 即所需

真理派所谓的“神在地上的召会”(the church on 

earth). 因此, “圣经从没教导我们, 在基督的身
体这完整的召会(即宇宙性的召会)之外, 还有

一个由众地方召会联系或合拼成的‘地上的召

会’. 每个地方召会都是一个实体(entity), 没有

任何所谓的众召会之合拼(amalgamation)或联

盟(association).”119  

 

 对于每个读者, 我要以最诚恳和仁慈的

态度说, 我是因为关心主的子民而说出上述的

话. 除了要他们得蒙保守、和谐共处、互惠互

利, 我绝对没有其他目的. 我要揭发一个不受

欢迎的事实: 对于目前的光景, 神自己的复兴

之法是  —  要我们注意过去的失败, 这有尼希

米记 8和9章为例证. 读者注意到, 在之前的文

章中, 我们不单单提到其中一组人的偏离和失

败. 我们尽量保持中立不偏, 以致我们论及过

于严谨那一方的错, 也不忽视公开弟兄们的错. 

我们不是斥责任何人, 而是寻求一切“属祂之

民”的复兴、和睦和福利. 在封闭弟兄会和“所

需真理派”当中, 我都有很多亲爱的朋友, 也曾

从他们那里获益, 所以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他们. 

我写这一系列的文章, 不是针对某个人, 而是

反对整个错误的制度. 

 

 已归天家的苏格兰弟兄布朗 (John 

Brown), 曾在“所需真理派”多年, 也是其忠诚

支持者和最有恩赐的教师. 但他过后归回他先

前所离开的众召会, 并与他们同享美好交通, 

直到离世之日. 某次, 在某个读经大会上, 他被

人问道, “再一次出来(another coming out, 林后

6:17)是纠正某些错误的补救法, 对吗?” 这位

超过90岁高龄的弟兄, 眼睛充满泪水地回答: 

“我以前的答案是‘对’, 但我

现在更老了(看得更多更广

了), 我的答案是‘不对’, 分

裂无法治疗创伤.”120 

 

                                                           
119   W. E. Vine, Believers’ Magazine, 1949 年 11 月. 
120   上文编译自 William Bunting, Spiritual Balance 

[or The Perils of Unscriptural Extreme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8), 第 5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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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Vine 

宣道禾场               范氏(W. E. Vine) 

 

  神的宣道计划 (十一):  

伟 大 的 设 计、 

  现今的困难和机会 
 
编译者注: 主耶稣在升天前赐给门徒大使命:“你

们往普天下去 , 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 

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 , 在圣灵的大能和带领

下, 福音开始向四方广传, 而

如今也已传遍天下 . 感谢神, 

从五旬节直到21世纪的今天, 

圣灵仍然没有改变 ! 祂愿意

动工, 亦与人同工, 完成神的

宣道计划. 因此, 所有信徒都

该明白“神的宣道计划”. 为

此, 我们刊登范氏(W. E. Vine)所写的这一系

列有关宣道的文章 , 使我们更明白和遵行神

所命定的宣道计划.121 

 
(A) 伟大的设计  

(A.1)   基督的身体  —  宇宙性的召会 

在神的心意中, 宣道活动的最终目标是

成立祂的召会, 即借着福音把人带入一个共同的

群体, 与基督建立永恒性的重要关系. 她(宇宙性

的召会)被形容为“祂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

充满的”(弗 1:23). 无论是哪一种性质的属灵职

                                                           
121   “范氏”一名是威廉·爱德威·范隐(另译“筏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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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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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典著作《新约单词评注字典》 (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此外, 

范氏这位奉主名聚会的弟兄, 对宣道事工很有负担, 贡

献极大. 他是《事奉的回声》(Echoes of Service, 一本关

于奉主名聚会在各地的宣道事工之月刊)的主要编辑之

一, 并参与此事工长达 40 年之久(1909-1949 年), 深知各

地宣道事工的实情与状况, 也见证了按照圣经所启示的

宣道方法去做, 是绝对可行的. 有关范氏的生平和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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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伟人: 威廉·爱德威·范隐(William Edwy Vine)”. 

事, 由主所供应, 被神的灵所引导, 都有一个共同

目的, 即建立这个身体(弗 4:12). 任何国籍身份

或社会地位都无法成为这身体上的一员, 除了凭

信接受基督. 

 

有关设立召会的真理, 使徒保罗揭示它

为 “基督的奥秘, …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

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後嗣, 同为一体, 同蒙

应许”(弗 3:4,6). 有关这奥秘, 他领受了启示和作

管家的职任. 这启示的结果令他能明白上述的奥

秘(第 4 节), 而管家职分的目的是“要把神的道理

传得全备”(西 1:25), 可见这伟大真理乃是真道

教义这座大厦的基石拱心石(keystone). 属神的

设计和创造在此达到顶峰.  

 

保罗以火热的心领受这职分, 此热诚远

远超越他先前敌对基督信仰的热诚. 他说: “现在

我为你们受苦, 倒觉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

是为教会(召会), 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

缺欠”(西 1:24). 基督本身忍受十架的苦楚, 代担

我们的罪, 为我们赎罪受苦. 随后, 正如祂预先所

说的, 祂的跟随者也会受苦, 当然不是为要赎罪, 

可是当他们要忠心地见证祂的名和祂赎罪受苦

的救恩时, 就免不了要遭受百般痛苦. 保罗没有

逃避这苦难. 为达到神的崇高目标, 他的宣道热

诚从不减退. 事奉多年后, 保罗在狱中写道: “我

们传扬祂,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各人, 教导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我也

为此劳苦, 照着祂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

力”(西 1:28-29).   

 

透过召会的成立、构成和定位, 神已决

定“要借着召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

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 在我们

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弗 3:10-11). 因此, 参

与福音事工的人, 是有份于教导天使关于神恩典

的奥秘. 

 

(A.2)   福音的果子  —  地方性的召会 

召会是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之纪念碑. 按

神的旨意, 要立起这座伟大纪念碑时, 就要在这

时代(召会时代), 在福音结出果子的地方产生地

方性的众召会; 每个召会在多方面可代表整体召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hoes_of_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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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指宇宙性召会)的缩影(miniature). 因每个地

方召会都像整体召会一样, 被形容为一座圣殿

(林前 2:16; 弗 2:21); 每个地方召会也像整体召

会一样, 被指明为一个身体(林前 12:27; 弗 4:8-

16). 虽然整体召会是“那个身体”(the body), 与头

有别, 因那头是基督本身(弗 4:15 将头译作“元

首”), 但根据暗喻(metaphor)的地方性意义, 个别

的肢体(个别信徒)被视为身体的一部分, 例如眼

睛和耳朵, 以及身体上的其他肢体. 基督以主的

身份行事, 控制整个身体(林前 12).122  

 

 我们是按新约的计划和样式所描述的 , 

来谈论众召会, 而非指那经人手修改而成的“基

督教世界”(Christendom). 诚如先前已经指出的, 

新约对众召会的设计是属长久性的(适用于整个

召会时代, 包括今日), 而非属于“暂时性的安排”  

—  需要修改来符合不断改变的情况.  

 

(A.3)   召会的合一 

 在以弗所书中, 使徒表明这整体召会的

许多部分如何彼此相关相联.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

主, 一信, 一洗,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

上, 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弗 4:4-6). 

上述经文表明在来源、设计和前景的合一性. 召

会是在三一神的旨意和能力下成立的. 她的形成

与合一是圣灵动工所致, 并以基督的头权和主权

得以维续, 每个肢体都与神为父得以相连, 整体

从祂而来, 也在祂的掌控管治之下  —  祂是“超

乎众人之上”; 祂的同在盛满整体(整个身体), 成

为充满活力的大能  —  祂是“贯乎众人之中”; 祂

也居住在每一部位  —  祂是 “住在众人之内”. 

召会的来源、召会的维持与事奉, 都完全倚靠祂. 

召会该有祂品德和属性的印记. 

 

                                                           
122   无可否认, 地方性召会在很多方面是宇宙性召

会的“缩影”, 因两者之间有很多如以上所说的相似之处. 

但必须留意的是, 有些学者强调地方性召会不是宇宙性

召会的“缩影”, 他们指的是前者并非后者的“完美缩影”, 

因两者之间仍有不少相异之处, 例如宇宙性召会是超越

时空, 但地方性召会受时空所限; 前者没有男女之别(加

3:28), 后者则有(男女在职事上有别, 林前 14:31,34)等等. 

 在这段经文中, 身体的合一与指望的合

一, 是直接与圣灵有关: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

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弗 4:4). 

至于信(指信心或信仰, KJV: faith)的合一和洗

(指浸礼, KJV: baptism)的合一, 则是与“一主”有

关. “一信”使肢体与主联合, 在祂里面得到建造. 

“一洗”是外在的表现, 公开承认内在已经与主联

合, 并承认祂的主权. 这整体召会是“神居住的所

在”(KJV: habitation of God; 弗 2:22).123 这是唯一

真实和圣洁的“大公召会”(不受时间和空间所限

制, 由五旬节开始直到召会被提时的一切基督徒

所组成, 编译者按), 不是建立在地上、肉眼可见

的任何群体.  

 

(A.4)   召会的建造 

 这召会(宇宙性召会)的肢体“不属这世

界”, 正如基督“不属这世界”一样(约 17:14,16). 

这召会是基督在五旬节时开始建造, 为要应验祂

对西门彼得的话. 那时, 彼得为主的身分作见证

后, 主向他说: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希腊文: 

Petros ),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希腊文: 

Petra , 指我本身如此见证)上; 阴间的门(意即

“权柄”)不能胜过她”(原文直译; 太 16:18).124 那

指示给彼得, 也被彼得承认的伟大真理, 是与基

督本身有关; 祂本身就是那永不动摇的磐石.  

 

 从五旬节开始 , 

信主的人借着信从福音

与主联合, 而被喻为建

筑 物 ( 或 作 “ 房 子 ”, 

building)的召会就处在

建造的过程中, 等候不

久工程完毕. 那时, 靠着

主那使人复活和完全改变的大能之言, 整体召会

                                                           
123   弗 2:22: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

灵居住的所在(habitation of God through the Spirit).” 
124   《和合本》译作“胜过他”. 这“他”在英文圣经

《钦定本》(KJV)译作“it”(它), 但这节的希腊原文是 

autês , 在希腊文法上是代名词(pronoun), 属于“阴性-第

三人称 -单数 -所有格 ”(feminine-third person-singular-

genitive), 直译是“她”. 若是“it”(中性), 其希腊文应该是 

autou ; 若是“他”(阳性), 其希腊文也是 autou . 这就是为

何我们在后期的《家信》中, 把召会一词译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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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完全与祂合一, 借着祂的荣美而成为完美, 配

得过祂, 并表扬祂救赎恩典的工作. 

 

(A.5)   召会的前景 

 弗 4:3 所谓的“一个指望”暗示我们关于

主现今正在进行的荣耀工程必圆满结束. 召会将

被提到主自己面前, 站在祂的审判台前, 并献给

祂自己, 过后将成为祂的伴侣, 与祂一同在宇宙

性的国度里执掌王权. 在主第二次再临(到地上)

的时候, 祂将大显威荣, 插手世界的事务, 摧毁神

的仇敌之权势, 消灭神的大仇敌(敌基督). 那时, 

祂要来, 如保罗所说,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祂圣

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

的那日子”(帖后 1:10).  

 

 那日, 以弗所书借着各种喻意来描述的

召会, 将展现其完美与完全. 在召会品格的完美

圣洁和活动的完美合一中, 祂的赎民(宇宙性召

会)将令祂心满意足, “正如基督爱召会, 为召会

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召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

以献给自己, 作个荣耀的召会, 毫无玷污、皱纹

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 5:25-27). 我

们为此蒙福音所召, 如保罗所说: “神借我们所传

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 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荣光”(帖后 2:14). 当我们思想神恩典的计划

之伟大, 就是使徒保罗所描述“基督那测不透的

丰富”(弗 3:8), 我们不禁要像保罗一样, 将颂赞

归给神, 说道: “但愿祂在召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

里 , 得着荣耀 , 直到世世代代 , 永永远远 . 阿

们”(弗 3:21 直译).      

 

 

(B) 现今的困难和机会  

(B.1)   宣道的责任和机会  

既然世界大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

束. 我们来到一个新的时代, 若主还没来, 很可能

还有许多机会宣传福音, 拯救罪人, 并把圣经真

理教导归信者. 神在世界各地属灵争斗中, 仍然

预备如此行. 圣灵在这工作上不用属世的做法, 

也不被敌视的环境所阻挠, 只要神定意要这工作

得以成就, 同时祂的子民准备负起责任. 参与这

事工是我们至高的特权, 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推广

福音的事工. 无论是蒙召去到海外, 或是留在本

地, 每个信徒都该参与这神所给的福音事工. 如

果我们真的明白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的怜悯, 

晓得本该进入永远灭亡的我们, 如今却靠着十架

的救赎工作, 得以走在朝向荣耀之路, 这一切的

领悟, 岂不该激励我们去虔诚回应, 去献上自己

给主, 来完成神的旨意吗?     

 

让我们醒来, 领悟

到神给我们的机会很快就

会过去. 宣道工场上的庄

稼已经成熟, 可以收割了. 

到处都是传福音拯救灵魂

的机会. 圣灵仍然呼召和

装备青年男女, 使他们愿

意带着“生命之道”前去 , 

去补替之前宣道士的岗位, 

或去到基督的福音还未达到之处. 年长的弟兄们

也蒙呼召, 去鼓励和指导那些有证据显示已蒙主

兴起为基督的使者、到别处宣道的信徒.  

 

(B.2)   宣道的训练和装备  

参与福音事奉的人需要在圣灵的引领下, 

接受特定的训练, 并寻求和获得属神之人的忠告

和帮助. 他们要获得适合的训练课程, 在真道上

扎根, 这是重要的, 不仅帮助有效的事奉, 也预备

好面对全世界越来越多错误道理的传播者. 那些

受过特别训练的假师傅, 宣称他们所教导的才是

真理. 他们会狡猾地引用经文, 断章取义地曲解

真道. 神在哪里撒麦子好种, 那恶者就在那里撒

稗子.  

 

因此, 神的仆人必须受训, 领受指导, 晓

得如何使用神的道, 去解开异端的真相. 只有靠

着圣经的知识和正确的应用来破解错谬, 归信者

才能得着保守, 不被那些进到他们当中的破坏者

所迷惑而离开真理.    

 

一些地方设有这类极有帮助的课程, 由

一些满有恩赐的圣经教师负责教导那些被召会

长老所举荐, 前来受训的弟兄姐妹, 就是那些将

参与外地宣道事工的信徒. 这些课程包括一些医

药护理. 在这方面的学习是重要的, 将有助于日

后的宣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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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与当地的宣道士一同工作 , 

他们会发现这段装备时间, 从同工身上所学到的

经验是何等宝贵有益(参这一系列文章的第 6章: 

“两个两个的出去”).125 在福音书中, 我们看见主

耶稣采纳这方式, 祂要蒙拣选的门徒与祂一同生

活, 学习祂的榜样, 好装备他们日后成为祂的使

徒 . 其中一个例子 , 是主和门徒同在楼房上

(upper room)时, 当他们争论门徒中谁为大, 主起

身以毛巾束上腰, 亲自为每个门徒洗脚. 祂以此

作为劝勉门徒的根基, 要他们彼此这样做, 正如

祂所做的一样. 使徒彼得显然回忆起这一幕, 因

他说道: “你们年幼的, 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

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彼前 5:5). 

 

(B.3)   宣道的条件和资格  

在之前的文章中, 我们早已说过, (用人的

方式)极力呼吁青年男女献身做宣道士, 乃是不

良的做法, 甚至该受到弃绝, 因我们看见新约圣

经中并无此做法的先例. 圣经在此事上的沉默, 

是意义深重的. 第一世纪时, 各地方的需要与今

日同样的迫切, 但保罗从未在这方面恳求信徒献

身宣道事工. 若只强调机会和特权, 却不忠诚地

表明宣道事工的困难和责任, 必然无益. 

 

需要谨记的是, 装备时的要点(essential)

是“被神验中”(RV: Approved of God, 帖前 2:4), 

要被神验中绝非数个月的事, 而是数年的努力.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新约中, 那些蒙召到海外去的, 

需要等待一些时间, 要先在各自的地方实习以获

取经验, 然后才被那里的召会所支持和举荐. 在

这段期间, 他们必须证实他们的资格, 要在神和

他们弟兄们面前通过考验而被神验中. 我们可从

关于大数的扫罗、巴拿巴和西拉, 以及提摩太的

记载中学习到很多有关这方面的宝贵功课. 毕竟

召会常是训练的主要场所.  

 

在这段期间匆促草率行事, 往往破坏宣

道事工, 使它无法完整与有效地进行. 以属人热

诚的力量来催促神的事工, 往往只会带来灾害和

                                                           
125   请参 2012 年 10-12 月份, 第 95 期《家信》的

“宣道禾场: 神的宣道计划(二): 召会的成立、事工的呼

召以及两个两个的出去”.  

混乱, 破坏神的工作. 人必须有足够的资格, 才能

被举荐去执行宣道事工. 我们在此提出几项资格: 

(1) 与神有多年的交通, 因而有敬虔的生活; (2) 

因常默想圣经而明白神的旨意和基督的心思; (3) 

为失丧灵魂而准备自我牺牲, 存怜悯的心; (4) 有

能力把福音完整与简单地传讲, 并能清楚教导归

信者遵行主所吩咐的一切(太 28:20), 指导他们

走在主的道路上, 并晓得召会的交通和见证; (5) 

有能力与其他基督的仆人一同谦卑和喜乐的工

作; (6) 当情况需要时, 有能力学习新的语言, 也

愿意花时间, 勤勉地实践和应用它; (7) 对急救有

基本的知识, 也对医疗和护理有少许的认识. 

 

(B.4)   宣道的便利和祷告  

现今交通系统和运送服务的快速发展， 

使到福音有更大机会在别处传播开来. 很多国家

已建设良好的道路, 交通工具的数量也大大增加. 

这使宣道士更容易去到较远的乡区和市镇, 开拓

或扩展福音事工. 因着交通上的方便, 很多福音

工作者有更大机会参加各种讨论会, 让宣道士同

工和本地工人彼此间有更直接的交流、询问与

分享. 此外, 航空服务也让更多弟兄们有机会参

与宣道事工, 因为探访宣道士和他们事奉的地区, 

如今变得更容易了. 

 

这一切让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 我们要

祷告, 祈求主引领那些心中受感、要去协助宣道

事工的信徒, 无论是去接续现有的工作, 或是去

开拓新的工作, 都需要我们的祷告和主的引领. 

 

现今世界局势的发展正指向主的归来 , 

提醒我们祂再来的日子更近了. 这是我们心中应

该常存的盼望. 但我们察觉时间减少了, 时机快

过去了, 这一切也该催促我们更热切地献上自己, 

去扩展基督的事业, 广传祂的福音, 并为祂的名

从世界万民中召聚祂的子民, 组成祂伟大的属灵

身体  —  召会 (即宇宙性的召会).126      

(全文完) 

                                                           
126   上文编译自 “Marriage” (Chapter 18) 和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9), 载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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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278-283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1 

   

《家信》: 第 107期 (2015年 10-12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二)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A)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A.1)   神应许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 神选召他, 赐

福与他, 使他人数增多(赛 51:2). 神带领他离开

大河(幼发拉底河)那边, 即他和父亲事奉别神的

地方, 来到迦南全

地, 使他后裔增多, 

赐他儿子以撒 (参 

书 24:2-3). 根据神

的话, 埃及的使女

(夏甲)为亚伯拉罕

所生的儿子以实玛

利被置一旁 (不能

成为继承亚伯拉罕产业和应许的后裔, 编译者按), 

“因为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後裔”(创 21:12). 

较后, 以撒的两个儿子中, 以扫被置一旁, 而雅各

蒙神拣选. 神一次又一次地把那伟大无条件赐福

的应许给予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这些应许是亚

伯拉罕所没寻求, 也不是他所配得的. 但它们是

出于神主权的旨意和目的, 神爱亚伯拉罕, 把他

从地上万人中分别出来归于自己.    

 

 关于这些应许, 首先是出现在 创 12:1-3: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

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

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

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在 创 17:1-8 中, 神重复这些应许, 并加添

其他福气. 在 创 22:15-18, 神再次重复祂的应许, 

并以起誓为确据(创 22:16: “耶和华说: ‘你既行

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

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A.2)   神重申与确定这些应许 

 神也向亚伯拉罕的后嗣以撒重申与确定

这些应许(参创 26:2-4); 多年以后, 神再向他的儿

子雅各如此行, 就是当他在伯特利睡着的时候, 

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并确定祂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神也预告“苦难之火窑”将成为蒙拣选之

后裔的其中一部分遗产. 他们将在异地居住 400

年, 服事他们, 受他们的苦害, 并在第四代归回应

许之地; 最终他们将拥有它, 从埃及的河直到大

河(幼发拉底河)那边(参 创 15:13-18).   

 

 大部分基督徒熟悉这许多事的应验, 晓

得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哀号, 惨遭法老和督工们

的迫害; 但神眷顾他们, 为他们兴起拯救者摩西, 

并审判苦害他们的埃及国民; 然后带领他们经过

旷野, 即使他们多次惹神发怒, 令祂厌烦, 但祂总

是不离弃他们, “这都因祂记念祂的圣言和祂的

仆人亚伯拉罕. 祂带领百姓欢乐而出, 带领选民

欢呼前往. 祂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 他们便承受

众民劳碌得来的”(诗 105:42-44).   

 

 无可置疑的, 许多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

裔的应许已经应验了, 但还有不少还未应验的. 

首先, 神应许说要把这地(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参  创 12:7; 

13:15). 但论到亚伯拉罕

的一生, 圣经说: “他因着

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 与

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

雅各一样”(来 11:9). 连祂

也承认自己是寄居的(创

23:4); 虽他知道自己将承

受迦南地, 但他却没有地方埋葬他的妻子, 只能

向那些拥有者买地(参 创 23:4-19). 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都还在等候这应许的成就. 

 

(B)    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 

 神应许把这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作

为永远的产业. 虽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

地, 但不久因着他们离弃耶和华, 一切写在律法

上的咒诅都临到背道的以色列国民. 他们本该领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2 

   

《家信》: 第 107期 (2015年 10-12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带来的福气,127 但因为他

们犯罪, 结果申命记 28 章(请读这整章, 特别留

意 15-68 节)的可怕灾祸按字面应验在他们身上. 

但神的应许是否因此落空? 绝对不是! “就着福

音说, 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 就着拣选说, 他

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罗 11:1-28). “所应许

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

‘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 我是这么说, 神预先所立

的约,128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废掉, 

叫应许归于虚空. 因为承受产业, 若本乎律法, 就

不本乎应许; 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
罕”(加 3:16-18). 

 

 这里清楚地

向我们解释 , 神把

律法带进来 , 为要

证实人完全不可能

靠自己来赢取丝毫

的福气. 无论如何, 

对于神给亚伯拉罕

和他后裔的应许, 人在律法面前的失败虽可能推

迟但不可能挫败神每句话的最终应验. 

 

律法上的咒诅至今还被亚伯拉罕的后裔

肩负着. 他们被赶出应许之地, 在万国中成为被

人嘲笑的话题, 但他们(大部

分)还保留为“那分别为圣的

子民”. 他们是活生生是纪念

碑, 并见证预言之道的真理, 

以及神的信实. 祂既然按照

祂所宣布的审判来管教他们, 

也必按照祂所应许的福气来

怜悯他们(包括引领以色列

人归回故土, 编者按).129 

                                                           
127   请参本文附录一: 圣经中主要的约. 
128   请参本文附录二: 与亚伯拉罕有关的约.  
129   考德威尔深信圣经所预言的, 以色列人将聚集

归回故土, 成为一国(请参下一期《家信》的“将来的事

(三): 雅各遭难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 以色列人是于

1948 年 5 月 14 日才宣布独立, 但在这之前, 他们分散各

地. 考德威尔于 1917 年离世归主, 所以上述这篇文章肯

定在 1917 年以前写成, 而当时以色列人还处于分散的

因此, 根据主耶稣自己的预言, 耶路撒冷

将会倾覆 , 她的儿女(以色列民)也会遭害(路

19:44).130 “他们要倒在刀下, 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

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

了”(路 21:24).131 但耶路撒冷不会永远被外邦人

践踏. 因那位预告她结局的主, 已为她的羞辱定

下时间. “外邦人的日期”将会满了, 然后亚伯拉

罕的后裔将继承那地, 成为她永远的产业.  

 

经上记着说,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祢的

後裔得福”(创 22:18). 我们可说这件事已经应验

了吗? 当然不可! 我们知道这世界的国还未成为

我们的神和基督的国 , 因撒但还是“这世界的

神”(林后 4:4), 以及“这世界的王”(约 12:31). 神

的儿女们在这时代“不属世界，正如我(主耶稣

基督)不属世界一样”(约 17:16), 纵然主仍在其中.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未曾认识祂”(约壹

3:1);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卧在那

恶者手下”(约壹 5:19).   

 

然而 , 正如我们在

上文所说, 神给亚伯拉罕的

每一个应许都要全面应验, 

只不过还有一些至今仍未

实现. 由于在律法下的以色

列人离经背道, 这些应许延

                                                                                               
光景. 然而, 我们在文中看到考德威尔对神的应许坚信

不疑, 他(及其他许多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相信有朝一

日, 以色列人必按照神所应许的, 归回今日所谓的巴勒

斯坦地, 而此事在 1848 年终于应验了.    
130   路 19:44: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

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131   值得注意的是, “外邦人的日期”与“外邦人的数

目”是有区别的.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在《活石

新约圣经注释》第 629 页中解释说,  “外邦人的数目添

满了”是指当最后一位(外邦)信徒加入召会时, 和当基督

的身体(召会)齐全、被提到天上去时. 我们必须分辨以

下两者的不同: “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the fullness of 

the Gentiles, 罗 11:25)是指召会被提的时候; “外邦人的

日期”(the times of the Gentile, 路 21:24)则指外邦人支配

犹太人的整段时期 , 始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 (代下

36:1-21), 至基督回到地上作王为止. 有关“外邦人的日

期”和期间的重大事件, 请参 2016 年 4-6 月份, 第 109 期

《家信》的“将来的事(四): 外邦人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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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应验, 神按祂的旨意, 把西乃之约完全置于一

旁, 以恩典引进“在基督里”预先所立的永远之约

(加 3:17).132 祂会与以色列家立新约, 此约的本

质不再是“你不可…”(KJV: Thou shalt not), 如律

法一般 ( 注 : 此乃西乃之约的本质 , 参  出

20:4,5,7,13-17), 而是永活的神以主权与恩典来

成就祂的应许   —  “我要…”(参  来  8:10; 耶
31:33).133  

 

在接下来的数篇文章中, 我们将讨论一

些在以色列人最终复兴之前和之时所发生的事

件, 并看见以色列人最后如何蒙福, 也借着他们, 

万国万民如何得福.134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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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圣经中主要的约 

 

在人类历史不同的时期, 神与人类立下不

同的“约”(covenant)或协议 (contract). 一般而言 , 

“约”是指法律上的协约(legal contract)  —  协议或

合约; 由某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有实质价值的承诺, 

双方同意后就立约(即我们今日所谓的“签署合

约”). 一旦双方立约后, 立约者的行动就受制于此

协约. 毁约的一方往往要付出代价, 受到惩罚.   

 

马唐纳指出, 圣经中有些约像律法条约一

般, 是附带条件的. 若他们尽本分, 神就遵守祂的应

许或诺言. 然而, 对于附带条件的约, 人总是“因人

肉体的软弱”而无法遵守. 幸运的是, 神的约有很多

是无条件的. 在这些约里, 保证落实的责任是全在

乎主, 不在乎人. 值得留意的是, 马唐纳提醒我们, 

“多数的约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的, 但没

有一约是直接与召会立的, 纵然有几个约是(间接)

                                                           
132   加 3:17: “我是这么说, 神预先所立的约, 不能被

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废掉, 叫应许归于虚空.” 
133   来 8:10: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後, 我与以色列家

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

在他们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神;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请

参本文附录三: 亚伯拉罕的约是无条件的吗? 
134   上文编译自 “The Promises Made to Abraham” 

(Chapter 4),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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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第 327-331 页. 

与召会有关.”135 我们将一同来看圣经中主要九大

神圣的约.  

  

(1) 伊甸之约 (The Edenic Covenant; 创 1:28-

30; 2:16-17) 

伊甸之约在人无罪的情况下, 神与人立约. 

人的责任是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管理地球. 神赐人

权柄管理所有动物, 看守园子, 并可享用其中的果

子, 除了分别善恶书上的果子. 人违背这个命令必

定死亡. 因此, 它是一个有条件的约. 

 

(2) 亚当之约 (The Adamic Covenant; 创 3:14-19) 

始祖亚当犯罪

堕落后 , 神咒诅蛇 , 并

预言它和其后裔将与

女人的后裔(基督)彼此

为仇, 而撒但与基督彼

此为敌. 撒但将伤害基

督, 但神应许基督却要获胜, 并毁灭撒但的权势. 女

人要受生产之苦, 服在丈夫的权下. 此外, 地受咒诅, 

男人要耕种, 劳苦工作才得糊口, 最终归回尘土. 

 

(3) 挪亚之约 (The Noahic Covenant; 创 8:20-

9:27) 

神应许挪亚不再咒诅地, 不在用洪水毁灭

全地, 并以彩虹为记号, 见证此应许. 这约也促成人

类政权(政府)的成立, 政府有执行死刑的权柄. 神

保证时间、节期的循环

运转 , 再次命定人要生

养众多, 遍满全地, 重新

肯定人类管理较低等动

物的权柄 . 人早前是吃

素的 , 现在也可以吃肉

了. 关于挪亚的后裔, 神

咒诅含的儿子  —  迦南, 

要他作闪和雅弗的奴仆. 

神赐闪蒙福的地位 , 我

们也知弥赛亚从这族系而生. 雅弗将大大扩张, 住

在闪的帐棚里. 马唐纳写道: “挪亚的约是无条件的, 

从来没有撤销, 也是给‘永远的世代’(创 9:12)”136 

 

                                                           
135   马唐纳著, 《分别在此》(香港九龙: 基督福音

书局, 2011年), 第 87 页. 
136   同上引, 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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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亚伯拉罕之约 (The Abrahamic Covenant; 

创 12:1-3; 13:14-17; 15:1-5; 17:1-8) 

上述四处经文提到这约. 这约包括下列神

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  

1) 创 12:1-3: (a) 一个

大国(以色列)将从

亚伯拉罕而出; (b) 

神也给亚伯拉罕

个人的福气, 他将

享负盛名; (c) 他将

成为别人得福之

源(创 12:2); (d) 与他为友的必蒙恩福, 与他为

敌的必遭咒诅; (e) 全地的人也要因他得福(此

事借着基督得以成就)(创 12:3).   

2) 创 13:14-17: (a) 亚伯拉罕将永远拥有迦南地

(后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创 13:14-15,17), (b) 

他要得着无数的后裔  —  如同地上的尘沙那

样多(创 13:16). 

3) 创 15:1-5: 亚伯拉罕要得着无数的后裔  —  如

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创 15:5; 编者注: 有者指出

“地上的沙”可指属地的后裔以色列人, “天上的

星”则指属天的后裔召会). 

4) 创 17:1-8: (a) 亚伯拉罕将成为多国和多王之父

(借着以实玛利和以撒, 创 17:4,6); (b) 神与亚

伯拉罕建立一个特别的蒙福关系  —  神要作

他和他后裔的神(创 17:7b).  
 

(5) 摩西之约 (The Mosaic Covenant; 出 19:5; 

20:1-31:18) 

摩西之约也称“西乃之约”, 实质上是律法. 

广义来说, 摩西之约包括: (a) 十诫: 说明人向神和

邻舍的责任(出 20:1-

26); (b) 多条关于以色

列社会生活的规则(出

21:1-24:11); (c) 关于

信仰生活的详尽规则

律例(出 24:12-31:18). 

这约是赐给以色列国

民, 不是给外邦人的. 

这约是一个“有条件”

的约, 要求人顺服, 可惜“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

不能行的”(罗 8:3). 神从没用律法十诫赐人救恩, 

而是要借着律法十诫叫人知罪, 显明人的软弱和失

败(罗 3:20), 领人归向基督(加 3:24).  

 

新约的基督徒是在恩典之下, 而不在旧约

的摩西律法之下(所以绝不靠守律法得救, 编者按). 

虽然如此, 基督徒不是“不法的”(lawless)  —  可以

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事实上, 他是进入一个更美

的关系  —  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林前 9:21). 因此, 

对于新约的信徒, 十诫中有九诫在新约中重述(即

除了守安息日的诫命之外, 其他九诫都在新约中被

重提, 作为基督徒也该遵守的行为准则, 编者按). 

这九条诫命不是人得救的条件, 也不是作为附带刑

罚的律法, 而是作为新约信主得救者的行为指标

(即是信主得救后的基督徒应当实践的行为, 以此

摆出美好的见证). 此外, 圣经也强调律法没有废掉

亚伯拉罕的约(加 3:17-18). 

 

(6) 巴勒斯坦之约 (The Palestinian Covenant; 

申 28:1; 29:1-30:20) 

这约是关于以色列人得着应许之地. 此约

可从神在 创 15:18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找到它的

根苗, “我已赐给你的後裔, 从埃及河(即埃及河溪, 

不是尼罗河)直到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之地”. 以

色列人从未全面得着这么大片的土地. 在所罗门国

家强盛之年, 东部列国向他进贡(王上 4:21,24), 但

这算不上是拥有或得着这些地. 换言之, 巴勒斯坦

之约的全面实现仍未来到. 

 

巴勒斯坦之约预知以色列人在万国中四散, 

因他们的悖逆和不忠. 可是当他们在七年灾难中悔

改归向耶和华, 信靠主耶稣基督, 主将第二次降临

拯救他们, 刑罚那些迫害他们的仇敌, 并设立千禧

年国. 那时, 当弥赛亚作王统治全地时, 他们将得着

这广大的应许之地.  

 

(7) 大卫之约  (The Davidic Covenant; 撒下
7:1-17) 

神应许大卫不单他的国度永远长存, 他的

后裔也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撒下 7:12-16). 这

是一个无条件的约, 一点都不靠大卫的顺命或公义. 

借着所罗门, 主耶稣基督成为大卫王位的合法继承

人, 正如从约瑟的家谱所见(太 1:1-16). 借着拿单, 

基督是大卫的直系后裔, 正如从马利亚的家谱可见

(路 3:23-38).137 由于基督永远活着, 继承宝座的就

                                                           
137   太 1:1-16 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 强调主耶稣出

自约瑟. 由于约瑟本身是王的后代, 即大卫王和所罗门

王的后代(太 1:6,7,16), 而主耶稣又是约瑟的养子,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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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无他人. 祂的国度是永远长存的, 因祂的千禧年

国(基督作王一千年)在一千年完毕后, 将融入祂永

恒的国度里.  

 

(8) 所罗门之约 (The Solomonic Covenant; 撒

下 7:12-15; 王上 8:4-5; 代下 7:11-22)138 

所罗门之约与永远的国度有关, 所以按国

度而言, 这约是无条件的; 不过以坐在宝座上的后

裔而言, 却是有条件的(王上 9:4-5; 代下 7:17-18; 

换言之, 所罗门的国度会是永远的[这将借着主耶

稣来成就], 但若所罗门的任何后裔悖逆神, 那人就

失去坐宝座掌王权的资格, 编者按). 所罗门有个名

为哥尼雅(或称“耶哥尼雅”或“约雅斤”)的后裔, 神

禁止他所有的后裔坐在宝座上(耶 22:30). 上文提

及, 主耶稣不是所罗门的后裔哥尼雅所生, 否则祂

将落入哥尼雅的咒诅之下.  

 

(9) 新约 (The New Covenant; 耶 31:31-34; 来

8:7-12; 路 22:20) 

新约显然是神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立的

约(耶 31:31), 它是超越旧约的(摩西的约). 其中祭

司的职分是更美的, 有更美的大祭司、更美的祭

物、更美的祭坛, 也倚靠更美的应许(来 7-9 章; 

13:10). 当耶利米写耶利米书时, 这约还未来到(耶

                                                                                               
主耶稣在法律上(legal)便成为王的后嗣(heir), 有法律上

的权利坐上大卫王的宝座(赛 9:7; 路 1:32). 另一方面, 

路 3:23-38 的家谱则是马利亚的家谱, 强调主耶稣出自

马利亚. 因此路 1:23 记载: “耶稣… 依人看来, 他是约瑟

的儿子”. “依人看来”表明主耶稣并不是约瑟肉身的亲

生儿子, 虽然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马利亚的的祖先可追

溯到拿单, 即大卫借着拔书亚(历上 3:5, 或称拔示巴, 参

撒下 12:24)所生的儿子. 因此主耶稣是出自大卫的两个

儿子  —  借着所罗门, 成为大卫在法律上的后代(后裔); 

但却借着拿单, 成为大卫在肉身上的后代(后裔). 总括而

言, 马太福音是强调王的家谱, 表明主耶稣有权作王; 但

路加福音则是强调人的家谱(追溯到第一个人—亚当, 

路 3:38), 表明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林前 15:45), 代表所

有人类, 也为着所有人类, 向神献上蒙神悦纳的赎罪祭

(来 10:12). 
138   一般学者把“所罗门之约”归纳入“大卫之约”里

(如 Lewis Sperry Chafer、John F. Walvoord、J. Dwight 

Pentecost 等学者), 所以他们认为圣经中只有八个主要

的约, 而讨论与亚伯拉罕有关的约时, 往往只提到五个

(即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巴勒斯坦之约、大卫之

约和新约. 除了摩西之约, 其他四个都是无条件的约). 

31:31). 摩西的约(律法)是一个有条件的约, 但此新

约不是. 在这新约里, 神无条件地应许(注意“我要”

一词重复使用): (a) 以色列将要复兴(结 36:25-27); 

(b) 圣灵内住于他们心里(结 36:27); (c) 他们有一颗

乐意遵行神旨意的心(耶 31:33a); (d) 以色列通国

认识神和律法(结 31:34); (e) 他们的罪得着赦免(耶

31:34); (f) 以色列的后裔永远延续(耶 31:35-37).  

 

作为一个国家, 以色列尚未得着这“新约”

所应许的好处. 但在主第二次降临时, 他们将得着

这些福气. 在现今时代(即召会时代), 真信徒已经

得享这“新约”的一些福气(虽说此约不是直接与召

会所立的约, 因主在福音书立此约时, 召会还未成

立, 编者按).139 召会与“新约”的关系可见于主的晚

餐, 因“杯”代表血所立的“新约”(路 22:20; 林前

11:25). 保罗称自己和其他使徒为“新约的执事”(林

后 3:6), 所指的是神恩典的福音.140 

 

 

 

 

 

 

 

 

 

 

 

                                                           
139   主耶稣是早在福音书中就立此 “新约 ”(路

22:20), 即在祂未上十架代死以前, 就立此新约. 但召会

是在主死后复活约 50 天, 在使徒行传第 2 章的五旬节

那天才“诞生”或成立的. 简言之, 主并非与召会立此新

约, 因为这新约设立时, 召会根本还未存在; 主乃是与信

靠祂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当时门徒皆为犹太人/以色列

人)立此新约; 而较后才出现的召会(包含犹太人和外邦

人的群体)不过是因信主耶稣而得着这新约的好处(罗

11:11,17-24). 无论如何, 召会所得的福气是更大的, 是

属天的(弗 1:3), 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在基督里赐给

凡信靠祂之人的(弗 1:4-8). 相比之下, 召会的福气是属

天的, 以色列人的福气则属地. 召会是基督的新妇/妻子

(启 19:7-9; 弗 5:24-32), 以色列不过是基督(弥赛亚)的子

民(来 8:8,10). 前者的地位与福气肯定比后者更大更美. 
140   上文附录改编自 马唐纳著, 《分别在此》(香港

九龙: 基督福音书局, 2011年), 第 87-91页, 以及 马唐纳

著, 《活石旧约圣经注释》(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6 年), 第 3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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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沃德 (J. F. Walvo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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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亚伯拉罕之约”和其他相关的诸约 

 

 若分析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我们会发

现这约包含一些给亚伯拉罕个人的应许、一些与

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国

有关的应许, 以及牵涉列

国的普遍应许 . 瓦沃德

(另译“华富得”, John F. 

Walvoord)评论说: “亚伯

拉罕之约, 内容用字是显

浅而又扼要的. 原本的约

记载于 创 12:1-3. 此外, 

另有三处经文记载此约, 

分别是: 创 13:14-17; 15:1-7; 17:1-18; 它们将这约

的内容给确认及扩充. 有部分应许是赐给亚伯拉罕

个人的, 部分是赐给他后裔的, 而部分是给外邦人

或‘地上的万族’的(创 12:3).” 瓦沃德作出以下分析:  

 

1)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神给亚伯拉罕个人的应许, 

是要他成为一大国之祖(创 12:2)… 不但有“后

裔”, 还有国度及君王从中而出(创 17:6). 神应

许要亲自赐福给亚伯拉罕. 他的名要为大, 他

自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2) 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 这国要成为大国(创

12:2), 人数多得不可胜数(创 13:16; 15:5). 神应

许这国可拥有土地… 亚伯拉罕之约清楚表明

本身是“永远”的约(创 17:7), 而所得的土地要

“永远为业”(创 17:8). 

3) 给外邦人(万民)的应许: “地上的万族”也蒙应

许要得福(创 12:3). 这里没有说明要得的福气

是什么. 既是一般性的应许, 其应验可能也是

一般性的.141 

 

在理解此约的发展时, 有一点至为重要, 就

是要清楚划分应许的不同应用范围和对象; 若将

神给特定对象的应许转于另一对象身上. 就会在解

释这些应许时产生混淆. 给个人的应许不能转到国

族上去, 给以色列的应许也不能转给外邦人. 

 

圣经中有四个约与亚伯拉罕有关 , 即 (1) 

“亚伯拉罕之约”; (2) “巴勒斯坦之约”, (3) “大卫之

                                                           
141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

书室, 2001 年), 第 75-76 页. 

约”(“所罗门之约”亦可归纳入此约); (4) “新约”. 这

些约彼此间的关系可见于下列的比较:  

 
 

 
与亚伯拉罕所

立的总体并基

本的约 

与“亚伯拉罕之约” 

有关的其他诸约 

1 有关国土的应

许 ( 创 12:1; 

13:14-15,17 

“巴勒斯坦之约”给以色列人特

别的保证, 必能最终及永远归

回那地(申 30:3-5; 结 20:33-

37,42-44) 

2 有关后裔众多, 

成为大国的应

许 ( 创 12:2; 

13:16; 17:2-9) 

“大卫之约 ”(包括 “所罗门之

约”, 参 撒下 7:12-15; 王上 8:4-

5; 代下 7:11-22)是处理有关王

朝、王位及国家的应许(撒下

7:11,13,16; 耶 33:20-21; 31:35-

37 等.  

3 有关全国民或

全人类得救赎

的 应 许 ( 创

12:3; 22:18; 加
3:16) 

“新约”重点是处理以色列的属

灵福气及救赎(耶 31:31-40; 来

8:6-13 等. [注: 由于此约与全国

民和全人类得救赎有关, 它也

间接地与召会有关, 路 22:20] 

 

 我们可以如此说, “亚伯拉罕之约”中有关

土地的应许, 过后在“巴勒斯坦之约”中发展出来; 

关于后裔的应许, 过后在“大卫之约”中得到发展; 

而关于福气的应许, 则过后在“新约”中得到发展. 

因此, 这约替以色列国日后的整体发展设下蓝图, 

也成为圣经末世论的主要依据.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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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亚伯拉罕的约是无条件的吗? 

 

(A) 约的定义和种类 

林肯(另译“林科”, Charles Fred Lincoln)在

其所著的《圣约》(The Covenants, 第 25-26 页)里

为圣经中的“约”作出以下定义:  

 

神圣的约是: (1) 神权能的安排, 与人立

一个无条件或宣告性的协定(或译“合约”, 

compact); 基于恩典, 神以那自发的“我必”(I 

WILL)之公式来约制自己, 负起责任确保立

约的对方得蒙福分; 或 (2) 神的提议, 与人立

一个有条件或彼此的协定(合约), 以甘心情

                                                           
142   上文附录改编自上引书, 第 74-75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7 

   

《家信》: 第 107期 (2015年 10-12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愿的“你们若”(IF YE WILL)之公式作出承诺, 

应许只要人遵守一些条件, 便向人施以特别

的恩惠, 相反, 人若没有遵守这些条件, 便加

以惩罚.143 

 

简言之, 神圣的“约”可分为两大类: 有条件

的(conditional)和无条件的(unconditional). 在有条

件的约中 , 其内容能否实现 , 全在乎受约者

(receiver, 领受此约的人)的表现, 而非授约者(giver, 

立定此约的人)的表现. 这类的约用“若”来制定(“摩

西之约”属于这一类). 至于第二类, 即无条件的约, 

其内容能否实现, 则完全在于授约者. 这类的约完

全没有附加“若”为条件. 林肯指出有四个约是无条

件的, 有“我必”之公式,144 即: (1) 亚伯拉罕之约; (2) 

巴勒斯坦之约; (3) 大卫之约; (4) 新约.145 

 

然而,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正确地提

醒我们一件事: 无条件的约虽然约束了授约者(立

约者), 使立约的神必须作出行动, 来成就此约的承

诺, 但其中某些福气是否蒙神赐下, 还取决于受约

者的反应. 这些福气来自原有的约, 但这些附带条

件的福气并不改变原约那无条件的性质. 由于没有

认识到“无条件的约”也有某些附带条件的福气, 使

到不少人误以为一旦某个约具有附带条件的福气, 

就一定是属有条件的约, 其实不然.146 

 

                                                           
143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71 页. 
144   根据林肯的分析: (1) 创 12:1-3 (亚伯拉罕之约)

共有 7 次明说或暗示这公式; (2) 申 30:1-10 (巴勒斯坦

之约)共 12 次明说或暗示这公式; (3) 撒下 7:10-16 (大

卫之约)共有 7 次; (4) 耶 31:31-40 (新约)共用了 7 次. 至

于摩西之约, 它是附带条件的约, 有“你们若”之公式, 可

见于 出 19:5; 及 申 28:1-68; 例如申命记第 28 章, 第 1

至 14 节是这样的: “你若留意听从… 蒙福”; 第 15 至 68

节是这样的: “你若不听从… 受咒诅”. 同上引, 第 71 页.   
145   林肯指出, 在所有五个有关以色列的约中, 除了

摩西之约例外(因它已声明为短暂之约, 只延续到那应

许的子孙主耶稣基督的到来), 其他四个都称为“永远的

约”(或“永约”): (1) 亚伯拉罕之约被称为“永远的约”(创

17:7,13,19; 代上 16:17; 诗 105:10); (2) 巴勒斯坦之约被

称为“永约”(结 16:60); 大卫之约被称为“永远的约”(撒

下 23:5)或“永约”(赛 55:3; 也参 结 37:25); (4) 新约被称

为“永约”(赛 61:8; 来 13:20)或“永远的约”(耶 32:40; 也

参 耶 50:5). 同上引, 第 72 页. 
146   同上引. 

(B) 亚伯拉罕之约的性质 

诚如潘德科所指出的, 亚伯拉罕之约所涉

及的, 包括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拥有权, 以及

以色列将来得赎以致能在其君王的统治下享有在

这片土地的上好福气; 故此, 最重要的是要确定这

约的成就方法. 如果这是按字面意义实现的如实之

约(literal covenant), 那么以色列必须得以保存、归

回并复国. 如果这是无条件的约, 这一切的事必在

以色列的国民生活中实现. 对这些问题的见解, 将

决定你的整个末世论观点(eschatological position). 

 

 按照“前千禧年派”(premillennialist)的见解, 

亚伯拉罕之约的性质是无条件的. 瓦沃德(John F. 

Walvoord)提出十个理由, 说明他相信这约是无条

件的. 他论述说: 
 

1) 除了摩西之约, 所有与以色列立的约都是无条

件的. 圣经中有很多篇章声明, 亚伯拉罕之约

是永远的, 因此是无条件的(创 17:7,13,19; 代

上 16:17; 诗 105:10). 同样地, 巴勒斯坦之约也

被称为永远的(结 16:60). 圣经以同样的字眼形

容大卫之约(撒下 7:13,16,19; 代上 17:12; 22:10; 

赛 55:3; 结 37:25). 与以色列所立的新约也是

永远的(赛 61:8; 耶 32:40; 50:5; 来 13:20). 

2) 除了原先的条件, 要他离开本地父家, 往应许

之地外, 这约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条件.147 

3) 神透过重申及扩大约的内容, 重复确立亚伯拉

罕之约. 神在每一次扩大之前的应许时, 都没

有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或亚伯拉罕本身的忠诚

作为条件.148 

4) 神吩咐要透过“洒血和在劈开的祭物之间经

过”的仪式, 来隆重其事, 以标记亚伯拉罕之约

的定立(创 15:7-21; 参 耶 34:18). 这仪式要给亚

伯拉罕作保证, 他的后裔要得地为业, 这地的

                                                           
147   瓦沃德解释道: “根据圣经记载, 亚伯拉罕之约

只有一个条件. 创 12:1 已说明出来… 是基于亚伯拉罕

愿意离开家园往应许之地. 他父亲仍未去世; 他遵从这

吩咐之前, 神没有再给他任何启示. 当亚伯拉罕踏足迦

南地时, 耶和华立刻应许他要得这地为业(创 12:7). 然

后还扩大原本的约. 亚伯拉罕满足了那一条件, 神不再

向他提出其他(条件)了; 这约既已郑重地确立, 日后是

否得以成就, 就单靠神的信实了.” 同上引, 第 77 页. 
148   瓦沃德上述所讨论的四个圣约不包括“所罗门

之约”(王上 9:4-5; 代下 7:17-18), 所以他说“没有以亚伯

拉罕的后裔或亚伯拉罕本身的忠诚为条件”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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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在 创 15:18-21 中已划定. 在这方面, 应许

亦没有任何附带的条件.149 

5) 神设立一个外在的记号, 就是割礼, 以识别谁

是以个人身分承受应许, 谁是单凭作为亚伯拉

罕后裔的身分而承受应许(创 17:9-14). 没有受

割礼的人, 在所应许的各种福气上都没有份儿. 

然而, 亚伯拉罕之约最终得以实现, 以及他的

后裔得应许之地为业, 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忠

心地执行割礼. 事实上, 神在未指示执行割礼

之前(创世记 17 章之前), 已应许把地赐给他们

(创 12:7; 13:14-17). 

6) 以撒和雅各的出生, 使亚伯拉罕之约得到确定, 

神也将所有应许按原本的方式向他们重申(创
17:19; 28:12-13). 

7) 有一点很明显, 就是纵使受约一方有不顺命的

行动, 神仍重申这约, 并早已将部分约的内容

实现了. 亚伯拉罕曾有几次很明显地背离神的

心意… 而就在这些行动之时… 神仍向他重申

这些应许(比较 创 16:1-4; 17:1-8,19). 

8) 这约在日后得到确定, 当时正是以色列人背叛

的时候. 重要的是, 神借耶利米应许以色列国

必永远存留(耶 31:36). 

9) 新约圣经宣称, 亚伯拉罕之约是永不改变的(来

6:13-18; 对照 创 15:8-21). 神不但作出了应许

承诺, 还严肃地以起誓为确据. 

10) 按字义解释, 新旧两约中所有关于以色列及其

将来的启示, 均确认和维持所有给亚伯拉罕的

应许, 都是无条件的. 

 

潘德科最后评述道: “从上述的观点看, ‘前

千禧年派’所持的立场, 确实是基于多方面及有分

量的论据.” 有关这方面的支持与反对论据, 请参潘

德科所著的《将来的事》, 第 80-95 页.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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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 再思创世记 15 章的“血约” 

 

 创世记 15 章记载的事, 由于涉及亚伯拉罕

之约是无条件的, 所以有需要进一步思考. 在 创世

记 14 章, 亚伯拉罕信靠神, 拒绝了所多玛王的财物. 

神过后向亚伯拉罕保证, 祂要给亚伯拉罕保护(盾

                                                           
149   参本文附录四: 再思创世记 15 章的“血约”. 
150   改编自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76-79 页. 

牌)和供应(赏赐)(创 15:1). 当亚伯拉罕提到后嗣的

问题时, 神保证他将有一个儿子, 而“亚伯兰(亚伯

拉罕旧名)信耶和华”(创 15:6). 由于亚伯拉罕有信

心, 神便给他一个实质的证据. 神做了一象征性的

行动, 表示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创 15:9-17). 为再次

确认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并与后裔及土地有关的

约(创 15:18), 神叫亚伯拉罕准备好祭牲, 好设立最

严肃的“血约”(blood covenant).  

 

 克毅俄和德利治

克(Keil & Delitzsch)在论

到这仪式时说: “仪式的程

序, 跟当时很多古老国家

的习俗相同, 即在立约时

宰杀牲畜, 将它们分成数

块, 然后, 将肉块放在左右

两边, 好让立约双方在肉

块中间走过. 这样… 神纡

尊降贵, 依迦勒底人的习

俗, 目的是要以最严肃的态度, 来确认祂向迦勒底

人亚伯兰所起的誓… 从 耶 34:18 可知, 这习俗传

到后代, 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仍沿用.”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适切指出, 亚伯

拉罕熟悉这种立约的方法. 本来, 一只牲畜便足以

完成这立约的程序, 但神却吩咐要用大量的牲畜; 

因此, 毫无疑问, 这必然使亚伯拉罕体会所订的约

是何等重要. 预备好祭牲后, 亚伯拉罕必准备好和

神一同经过那些肉块, 因为根据俗例, 立血约的双

方, 要一同在祭牲的肉块中间走过. 他体会这事是

何等严肃认真; 因为这仪式表示, 立约双方由血来

约束, 必须履行这约的条件及承诺; 若有一方破坏

协约, 就必须流血以作补偿, 正如用以约束他们的

祭牲之血已倾倒出来一样. 然而, 当正要立约时, 神

却使亚伯拉罕沉睡(创 15:12), 以致他不能成为立

约的一方, 而只能作受约的一方, 他不须对这约负

上道义上的责任.151   

 

 克毅俄和德利治克这样解说: “这约的特质

(无条件之约)使神以象征式的方法, 表明是祂独自

                                                           
151   创 15:17 记载“有冒烟的炉并烧著的火把从那

些肉块中经过.” 这里所谓“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象

征神的同在, 表明神较后独自在祭牲的肉块中经过, 而

亚伯拉罕纯粹是目击神彰显奇妙白白恩典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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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德科(J.D. Pentecost) 

在肉块中间经过, 而亚伯兰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虽

然在一般的立约情况下, 双方会建立一种相互对等

的关系; 然而, 这约却是神与一个人定立的, 这人

没有资格与神站在相同的地位上, 而是神同祂的应

许, 充满恩惠地俯就这人, 这夥伴关系才得以建立. 

 

 简言之, 神以最严肃的“血约”, 保证必定向

亚伯拉罕成就那赐他后裔及土地的承诺. 神用清楚

明显的手法, 表示祂应许给亚伯拉罕的, 是毫无条

件的赏赐, 全赖神的信实使之实现.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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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五: “亚伯拉罕之约”已部分应验 

 

 亚伯拉罕之约中部分的承

诺已在历史上应验, 这点支持我

们以“字面意义”和从“无条件之

约”的角度去理解亚伯拉罕之约. 

雷历 (另译“韦力尔”, Charles C. 

Ryrie)评述道: “… 神在实现亚伯

拉罕之约的某些部分时, 是按字义来成就的(指按

字面意义来实现).” 他接着举出以下例证: 

 

1) 在实现神给亚伯拉罕个人的应许方面, 神实在

特别赐福亚伯拉罕(注: 应验了 创 12:2: “我必

赐福给你”), 例如: 

a) 在属世的事上, 神赐福亚伯拉罕:  

i) 他有很多仆人(创 14:14: “精练壮丁 318 人”) 

ii) 他有很多牲畜及金银(创 13:2; 24:34-35) 

b) 在属灵的事上, 神亦赐福亚伯拉罕:  

i) 他因分别出来归神而得享满足的生活(创
13:8; 14:22-23) 

ii) 他得享与神相交的宝贵生活(创 13:18) 

iii) 他在危难时得到神不断的保佑(创 21:22) 

iv) 他因信靠顺服神而得享平安及稳妥 (创
22:5,8,10,12,16-18) 

2) 亚伯拉罕的名声显赫(注: 应验了 创 12:2: “叫

你的名为大”). 

3) 他成为别人得神赐福的途径, 因为他不但使他

一家和后裔得福, 整个世界也因着他, 透过圣

经、救主及福音而蒙福(注: 应验了 创 12:2: 

                                                           
152   改编自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79-80 页.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以及 创 12:3: “地上的万

族都要因你得福”).  

4) 历史证明, 那些逼害以色列的国家, 就算他们

的逼害是完成神对以色列的管教, 都无不因其

苦待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受到惩罚(参 哈 1:6-11; 

2:16-17). 祝福以色列的就得福, 咒诅以色列的

受咒诅, 这在下列例子中可见一斑: 诸王被杀

(创 14:12-16); 麦基洗德的例子(创 14:18-20); 

亚比米勒的例子(创 20:2-18; 21:22-34); 赫人的

例子(创 23:1-20); 及在以色列历史中的其他事

迹(申 30:7; 赛 14:1-2; 珥 3:1-8; 太 25:40-45). 

5) 亚伯拉罕确实与妻子撒拉生下嗣子(创 21:2).  

 

接着, 雷历总结道: “任何人否认上述应许

是已实现的, 都是愚昧无知.”153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进一步指出, 诗篇第 69 篇很清楚地显示, 

亚伯拉罕之约会按字面意义实现. 在这篇诗的经文

中, 所有关于基督受辱受害的预言已一一按所说的

实现了(比较 诗 69:21 与 约 19:29-30). 因此, 那在

祂死后发生的事情, 便可看为诸约的实现, 因为诗

人这样说: “因为神要拯救锡

安, 建造犹大的城邑; 祂的

民要在那里居住, 得以为业. 

祂仆人的後裔要承受为业; 

爱祂名的人也要住在其

中”(诗 69:35-36). 既然弥赛

亚之死一一按经文所说的

实现了, 自然从这约而生的

发展, 也必按字义一一实现. 

 

总括而言, 既然所有已实现的预言都是按

字义来实现, 那么按照一贯的原则, 这也必应用于

圣经其他未实现的预言. 亚伯拉罕之约已实现的部

分既是按字义实现的, 那么还未实现的部分, 也必

以相同的方式实现. 显然, 以色列的先祖们理解这

约是永恒的、无条件的、毫不含糊的, 因此是必然

实现的. 以撒对雅各所说的话, 正好反映这点: “愿

全能的神赐福给你, 使你生养众多, 成为多族, 将应

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使你承受你所

寄居的地为业 , 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创
28:3-4).154   

                                                           
153   Charles C. Ryrie, The Basis of the Premillennial 

Faith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1), 第 50-52 页. 
154   改编自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84-8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