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但要凡事察验！ 
 

在 帖前 5:16-22 这七节经文里, 共有八个

命令, 我们请读者留意最后四个: “不要藐视先知的

讲论, 但要凡事察验,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

禁戒不做”(20-22 节).  
 

第一个命令是: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在

圣经中, 作先知讲道(prophesy)可指: (1) 说出未知

的将来之事(foretelling, 属于预言或预告的范围); 

(2) 说出已知的过去之事(forth-telling, 属于讲道或

宣告的范围). 后者包括用神的道来安慰、劝勉、

警戒或造就人(林前 14:3-4), 这也就是 林前 14:31

所说的“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讲道, 

叫众人学道理, 叫众人得劝勉.” 因此, 任何主仆或

圣徒“作先知讲道”, 即传讲神的话语、表明神的心

意之时, 听者都要洗耳恭听, 绝不可藐视! 
 

第二个命令却以“但”字开始  —  “但要凡

事察验!” 虽然我们不可藐视任何主仆或圣徒的讲

道, 但是神在此清楚命令我们  — “要凡事察验”, 

包括要查验或检验所传讲的道理, 确保它们真的是

从神而来的话, 而不是只是属人的学说、属世的道

理, 甚至属鬼魔的谬论或邪说 (注: “察验”一词的原

文 dokimazô 在 腓 1:10译作“分别是非”). 这就是

保罗在 林前 14:29 所教训的: “至于作先知讲道的, 

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  
 

第三和第四个命令告诉我们慎思明辨后要

做什么, 就是: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

不做!” 也可译作“真确美善的都要紧握, 一切形式

的恶都要远避”, 包括远避一切错误的教义或道理. 

问题是: 我们当如何察验所听到的, 如何辨别是非

呢? 马唐纳给于答案: “我们要评估所听见的. 神的

话语(圣经)就是我们察验所有讲道和教训的准则.”  
 

今天, 有许多神学讲座与神学课程在积极

地提倡或传讲各种各样的神学教义, 包括“归正神

学”、“加尔文神学”、“亚米纽斯神学”等等. 即使

这些神学教义是由著名的神学家或德高望重的主

仆所传讲, 神给我们的命令是  —  要凡事察验! 有

鉴于此, 从本期开始, 我们在《家信》的“辨别是

非”专栏中, 要以神的道(圣经)来查验“归正神学”. 

求主借着祂的灵和祂的道, 帮助我们去分别是非, 

并紧握美善的真理, 远避错误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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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圣卷在握”, 你就“胜券在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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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摩西(二): 

烧着的荆棘 和 伟大的“我是” 

(出 3:1-6; 13-14) 
 
(A) 序言 

约翰 ·达秘 (John N. Darby)在其所著的

《圣经各卷概要》中指出, 神把摩西送到旷野, 

在那里居住多年, 这是充满教育性的. 神向我们

显示, 祂毁灭肉体的希望, 贬损它的力量. 祂使摩

西这位在法老皇宫长大的养子, 学做牧羊人长达

40 年之久, 这样的训练和装备, 使他以后能为神

做顺服的工作, 彰显从神而来的大能.1  

 

在出埃及记第 3 章, 我们读到这 40 年过

去, 神的呼召终于来了! (参 徒 7:30).2 神在“荆棘

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出 3:2). 论到这烧着的荆

棘, 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它预表那些在埃及受苦

(如同在苦难的“火窑”里)、却不被烧毁的以色列

人.3 不仅如此, 正如吉利兰(David Gilliland)所指

出的, 这烧着的荆棘在很多方面也可描绘我们救

主的荣耀. 现在就让我们朝着这方向, 来思考其

中所预表的主耶稣基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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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89 页. 
2   徒 7:30-32: “过了四十年, 在西乃山的旷野, 有

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 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列祖的神…” 
3   支持这看法的有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1820-1896)、弗雷德里克 ·格兰特 (Frederick William 

Grant, 1834-1902)、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等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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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烧着的荆棘 (出 3:1-6; 徒 2:29-32) 

我们的诗人勃朗宁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6-1861; 英国女诗人, 其代表作有

《孩子们的哭声》和爱情诗《葡萄牙十四行诗

集》)提醒我们: 

 

地上被天上塞满, 

荆棘被神燃烧着; 

但只有那位看见的, 

把双脚上的鞋脱下. 

 

 诗人所说的是真的, 这个独特的荆棘被

神燃烧着. 对经验老道的牧羊人摩西而言, 旷野

的荆棘并不新奇, 但他从未见过如此独特的荆棘

(被火烧着而无损).5 多年以后(将近 40 年左右), 

当他给以色列人最后的信息时, 他想起这特殊的

经历, 说到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申 33:16). 

此事的印象从未离开过他, 那难忘的一幕在他心

版上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 

 

 烧着的荆棘在很多

方面描绘我们救主的荣耀 . 

如此不同的物质元素合在一

起  —  激烈的火和枯干的木  

—  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神

性和人性的结合, 此“神-人”

二性是人无法完全理解、无

法全面表达的奥秘. 它是个

长满荆棘的矮树丛, 却成为

主的使者所住的地方(徒 7:30-31,35; 注: 有学者

指出, 这“主的使者”或称“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

是主耶稣[或耶和华神]在旧约时代借天使形象

的显现). 这点意味深长, 它表明我们主耶稣何等

圣洁的神性及无比谦卑的人性, 就是当祂“成了

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约 1:14). 这烧着的荆棘是

在米甸旷野的偏僻角落发出熊熊烈火, 照样, 神

                                                           
5   论到烧着的荆棘,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

写道: “这也可以预示耶和华住在祂百姓中间, 却没有消

灭他们. 有些人更认为这节经文暗示以色列的结局  —  

在苦难的火焰中, 却没有烧毁. 我们当像烧着的荆棘  —  

为神燃烧, 却没有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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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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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在这世界的旷野发出祂父神

的荣光. 在拿撒勒和加利利的荒芜之地, 人们见

证到祂神性的荣耀光辉.  

 

 这烧着的荆棘不单展现神的荣耀, 它还

作为神同在的居所, 成为神说话的媒介. 这一切

都预示着主耶稣基督, 因祂的同在是把神带到人

的中间(注: 约 1:14 说

祂“道成了肉身, 住在

我们中间”, 即是“神

在肉身显现 ”, 提前

3:16), 也总是说出神

真正的话. 此外, 正如

我们看见荆棘被火包

围却不烧毁,6 照样, 主

耶稣在各各他十架上被审判的烈火包围着却不

被毁, 因祂从死里复活, 战胜了一切.      

 

 愿我们的反应

能反映摩西的心态, 就

是当我们更靠近神的

时候, 我们会把“属肉

体的顾虑”之鞋脱下 . 

愿我们蒙上脸, 并敞开

我们的耳朵, 聆听那位

“住在荆棘中的上主”所给我们的信息.7  

 

                                                           
6  荆棘是与咒诅有关(注: 地受诅咒才长出荆棘, 

创 3:17-18), 这令我们联想到那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为

世人的罪而受咒诅, 被钉在受咒诅的木头上(加 3:13: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  
7   麦敬道写道: “摩西学会把鞋脱下和蒙上脸. 40

年前他走出去闯, 但他的行动显出他仍未成熟. 在神的

山过着征服肉体的独居生活, 在其后, 神的使命临到祂

仆人的耳中: ‘故此, 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

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出 3:10). 这是真正的

权威. 神差遣人与人走没有蒙差遣的路, 二者相去极远. 

但明显的是, 当摩西起初要行动时, 他未适宜事奉. 他既

需要 40 年隐密的操练, 就不能匆匆行事. 不可急躁! 他

需要受神的管教、受神的差遣; 而所有为基督作见证、

走上事奉之路的人, 也必须留心主命.” 麦敬道著, 吴志

权译 , 《出埃及记释义》(香港九龙 : 基督徒阅览室 , 

1988 年), 第 52 页. 

(C) 伟大的“我是” (出 3:13-14; 约 18:1-6) 

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读者都熟悉朱

丽叶(Juliet)所发的问题: “到底名字里有什么东

西?”(What’s in a name?) 我们承认, 名字对我们

来说可能是中性的, 但一般而言, 在圣经时代, 名

字可说是意义重大,8 特别是神的尊名更是意义

深远.  

 

为了向祂的受造物传达祂的特性, 神特

选一些名称, 来启示关于祂自己是谁或是什么. 

其中一个最具丰富意义的名称, 就是祂在这座山

上(即何烈山, 出 3:1)向摩西所启示的(出 3:14 告

诉我们此名是: “我是自有永有的”, 其本意为“我
是那位我是的”, 正如 KJV 所译的: I Am That I 

Am ), 也即是英文所译的 Jehovah 一字所要表达

的.9 对于犹太人, 它成为神最神圣之名, 是一个

无法全面理解、神圣无比、无法思议之名. 它亦

是难以正确发音的 “四字圣名 ” (英文称为 

Tetragrammaton ).10   

                                                           
8   格兰特解释说: “在圣经中, 所有名字看来都有

重要性  —  时常有预言性的意义, 而那些起名者普遍上

没意识到这方面的意义, 却被一种超越他们的智慧所引

领, 导致他们如此起名. 神的名特别表达祂自己的特征, 

启示有关祂的属性.”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143 页. 
9   出 3:14 记载神对摩西表示: “你要对以色列人

这样说: ‘那自有的 (I Am, 希伯来文:  ’eheyeh {H:1961})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而 出 3:15 记载神又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比较这两节的经文, “那自有的”(原

文直译为“我是”, I Am)就是“耶和华”的另一个说法, 因

此不少圣经学者认为“我是”( ’eheyeh )同等于“耶和华”; 

只有当神自称时才用“我是”, 当别人称呼神时则用“耶

和华”; 参 James Hastings (ed.), .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 vol. 2)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88), 第 199 页.  
10  马唐纳写道: “耶和华(音译自英文 Jehovah ; 但

有者认为应该读成“雅巍”, 音译自 Yahweh )来自希伯来

文的动词 hâyâh {H:1961}. 这个神圣的名字称为四字

(四字圣名, Tetragrammaton ). 英文的 Jehovah 源自希伯

来文 YHWH, 其元音(vowels)来自神别的称号: Elohim

和 Adonai. 没有人确实知道 YHWH 的真正发音, 因为

古代希伯来文的拼写中并没有元音(无论如何, 不少圣

经学者认为这名应该读成“雅巍”, 音译自 Yahweh , 编译

者按). 犹太人认为 YHWH 太神圣, 不可以念出来(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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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主耶稣的“道成肉身”(神化身为人), 

人类能进一步了解这伟大名称的意思. 当祂在地

上的日子, 名字是“耶稣”(注: 此希腊音译之名

[Yesus]是源自希伯来文

的 Yehoshua [约书亚], 

意即“耶和华拯救”), 此

名蕴含着永恒的耶和华

(the eternal Jehovah)之

名义. 约翰福音屡次特

别地提到“我是”(I AM), 为要表明那永恒的“我

是”(the eternal I AM)就是那“成为肉身的道”(the 

incarnate Word).  

 

 救主有时声称自己就是这名称所代表的

那位永恒之神(自有永有的神); 只有祂配称为

“我是”, 再无他者配得此称. 某次, 祂要祂的听众

注意到祂的永恒性时, 便宣告说: “还没有亚伯拉

罕, 就有了我’(原文直译: 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 

我是  ”(KJV: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 约

8:58).11 在文法上可理解为: 亚伯拉罕曾经是(暂

时性), 但我一直都是(永恒性). 在另一场合, 主耶

稣对井旁的寻求者声明: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

祂”(原文直译: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我是” ; 原文

直译成英文: I  Am, the one speaking to you ; KJV: 

I that speak unto thee AM ; 约 4:26). 那些质疑祂

神性的人, 祂警告道: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12 

必要死在罪中”(原文直译: 你们若不信我是那位

                                                                                               
犹太人害怕犯了第三条诫命: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
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出

20:7], 编译者按). 这名字表示神是自存、自足、永恒和

至高的.” 马唐纳著,《活石旧约圣经注释》, 第 78-79 页. 
11   约 8:58: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还

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原文直译: 还没有亚伯拉罕

以前, 我是 ; KJV: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这里的

“我是”在希腊原文是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 强调主耶

稣的永恒性  —  “一直都是”.  
12   中文圣经《和合本》译作“…我是基督”, 但“基

督”一词旁边或下面有小点(….)的符号, 表示原文没有

此字, 是翻译者补加上去, 为叫原文的意思更清楚. 有时

译者所加的字使原文意思更显明, 有时却不然. 约 8:24

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和合本》按中文“是”字后要有

“受词”(object)的习惯, 便在“我是”后面补上“基督”一词, 

但事实上, 此节的原文直译为“你们若不信我是, 必要死

在罪中”. 在圣经中, “我是”(I AM)是神的称号之一. 

“我是”, 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 for if ye believe 

not that I AM, ye shall die in your sins ; 约 8:24). 

 

 在同样的福音书里, 主耶稣七次提到“我

是”后, 便加上某种象征(暗喻, metaphor), 来进一

步解释这位永不改变的基督. 这给我们一副完整

的图像, 表明救主足以供应一切需要. 对于灵命

饥饿的人, 祂能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约 6:35); 

对于无助的羊, 祂说: “我就是门”(约 10:9), 还说: 

“我是好牧人”(约 10:11); 对于忧伤的人, 祂安慰

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原文直译: 我是复

活和生命, 约 11:25); 对于处在黑暗的失丧者, 祂

说: “我是世界的光”(约 8:12), 又说: “我就是道

路”(约 14:6); 对于没有成果的人, 祂能说: “我是

真葡萄树”(约 15:1).  

 

 愿我们

今日对祂充满

信心, 深信祂的

神性、永恒性

和丰足性, 必能

供应我们人的

一切需求, 因祂是那位伟大的“我是”.13 

 

 

(D) 结语 

 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在出 3:14 的注

解中指出 , “我是”这称呼强调神是“自生自有

的”(self-existent)、“亘古永存的”(eternal). 基督

是自有的, 没有被造的开始, 正如祂所说: “父怎

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祂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
生命”(约 5:26). 基督是亘古永存的, 正如祂所宣

告的: “我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启 1:17-18). 

 

基督的“自有与永存”对我们是何等重要, 

因为我们基督徒一切的属灵福气都在基督里(弗

1:3). 若基督不是自有而是被造, 那么祂还需要

倚靠别者或别物来维持生命, 如此一来, 我们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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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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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靠的便不再绝对可靠.  此外, 若基督不是永存, 

我们在祂里面所得的生命和福气便是短暂有限, 

而非永恒. 但感谢神, 那自称“我是”的基督是自

有永存的, 所以我们在祂里面所得的一切属灵福

气和属天基业便稳固可靠, 永远长存(弗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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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我是”(I AM)在圣经中的意义 

 

(A)    “我是”这称号的旧约背景 

“我是”这词语在新约原文圣经中(即希腊文)

是 egô  eimi {G:1473, 1510}, 英文是 “I Am”,14 表

明 “那一位不仅超越时空、亘古永存, 而且无限丰
富、无与伦比的 神”. 这称号的崇高观念源自旧约. 

在旧约中, “我是”(I Am)乃是神向摩西宣告有关神

自己的名称. 当摩西对

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

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

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

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

我说 : ‘祂叫什么名

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

么呢?”(出 3:13) 神怎么回答?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

有永有的(I Am That I Am).”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

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I Am)打发我到你们这里

来.’”(出 3:14). 

 

  “我是自有永有的”本意为“我是那位我是
的”(I Am That I Am). 《中文圣经启导本》如此解

释: “神用一个动词分词‘是’(be)自称, 指出祂是那

永在的神. 祂是始也是

终, 不能用任何事物来

指称; 祂就是祂自己.”15 

“我是自有永有的”在旧

约原文 (即希伯来文 )

                                                           
14   希腊文的 egô {G:1473}是代名词, 意谓 “我”(英

文的 ego [我]一词便是源自此字). 按希腊文法, egô 是为

加强语气时才用的代名词. eimi {G:1510}则是动词, 相

等于英文的 be (可变化为 am, is, are, was, were, will be 

等), 《和合本》常译为“是、成为、有、在”等字. 
15   参《中文圣经启导本(红字版)》(香港: 海天书

楼,1994 年三版),第 113 页. 

是 ’eheyeh  ’ăsher  ’eheyeh  {H:1961, 834, 1961}.16 

在文法上, 纽贝里(Thomas Newberry)指出: “这称

号的原义是‘我将是那位我将是的’( I will be that I 

will be, 出 3:14). 但这称号中所谓的 ‘未来时

态’(future), 或称‘长时态’(long tense)不单表示‘未

来’, 还特别表示‘延续性’(continuance), 所以这称号

的确切意义是‘我继续是, 且将是那位我继续是, 且
将是的 ’(I continue to be, and will be, what I 

continue to be, and will be).” 换言之, 此名称强调神

的永恒性(eternity)与不变性(immutability). 

  

(B)    “我是”这称号的新约真体 

因着上述旧约的背景, 犹太人明白“我是”

乃神的称号之一, 强调神的永恒神性. 当主耶稣基

督在约 8:24 说到“你们若不信我是”, 其实意谓“你

们若不信我就是那位永恒不变的神”.17 犹太人可

能听了之后不十分明白(因向来无人敢自称为神), 

或要进一步肯定主耶稣乃表示自己是神, 所以便接

下去问祂到底是谁. 可是到了 58 节, 主耶稣说: “我

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 还没有亚伯拉罕 , 就有了
我.” 这句话按原文应译为: “…还没有亚伯拉罕, 我
是 (英文: I Am; 希腊文: egô  eimi {G:1473, 1510}). 

如果主耶稣只是要表示自己在亚伯拉罕以前就存

在 , 祂 应 该 说 : “( 还 没 有 亚 伯 拉 罕 以 前 ), 

egô  êmên  {G:1473, 2252} (I WAS, “我过去是”)”,18 

而非“ egô  eimi ”(I AM, “我现在是”).19 主耶稣刻

意用“ egô  eimi ”(I AM), 因为这是神的称号. 所以

这节除了表示主耶稣指自己是那位永恒不变的神

                                                           
16  《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即旧约圣经的希

腊文译本)译作: egô  eimi  ho ôn (I am He who exists, 

“我是那位存活者”). 
17   一个人若不信主耶稣是永远活着(启 1:18), 能

赐生命的神(约 1:3-4; 约壹 1:1), 他就因没有永生而死在

罪中(约 8:24). 
18   George Aristotle Hadjantoniou,  A Basic 

Grammar of New Testament Greek (Chattanooga, TN: 

AMG Publishers, 1985), 第 89 页.   êmên {G:2252} (I 

WAS, “我过去是”)出现在 太 25:35: “我作  (希腊文: 

êmên  )客旅”. 
19   英文圣经《钦定本》 (AV)清楚表达这点 :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不是“ Before Abraham 

was,  I was”. 按正确文法, 应用“过去时态”(past tense) — 

“I was”, 而非“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 — “I Am”; 主耶

稣故意引用 I Am , 并非抵触正确文法, 乃是为要表明自

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因 I Am 乃真神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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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 没有别的解释! 犹太人也正如此理解主耶稣

的话, 才要用石头打祂(约 8:59; 注: 还有一次主耶

稣自称为神时 , 犹太人也要用石头打祂 , 参约

10:30-33; 另参 约 5:18; 可 14:62). 

 

简而言之, 主耶稣这句话清楚表明自己不

仅在亚伯拉罕以前存在, 而且是自有永有的神. 犹

太人因祂自称为神, 亵渎神的名, 所以要用石头打

祂(参 利 24:16). 腓利斯(John Phillips)进一步地解

释道: “祂(耶稣基督)在声明祂本身 — 耶稣 — 是

旧约的耶和华. 祂比亚伯拉罕优先, 并非因为祂比

亚伯拉罕更先存在, 或比希伯来民族更早出现; 祂

优先卓越乃因为祂亘古常存. 祂属永恒, 不受时间

所局限. 祂从无一刻是不存在的. 祂如神一样亘古

永存. 这句话若不是出自最狂妄自欺的亵渎者, 就

是出自那道成肉身的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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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耶稣基督能满足一切需要 

 

当 摩 西 问

神说, 如果以色列

人问是谁打发他来, 

他该如何回答. 神

没有说: “告诉他们, 

我是他们的带领者, 

他们的亮光, 或是

他们的拯救”等等. 

神说“我是”后便留下空白(出 3:13-14). 神似乎刻意

留下空格, 好让祂的百姓填上他们所真正需要的
事物.21 神似乎说: 他们软弱吗? 那么我是他们的力

量; 他们痛苦吗? 那么我是他们的安慰; 他们在哪

一方面缺乏, 我就是那一方面的供应! 感谢神, 基

督正是这位“我是” — 是我们所需的一切! 

                                                           
20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Gospels: John 

(Neptune: Loizeaux Brothers, 1989), 第 181 页. 
21   迈尔适切写道: “对我们而言, 祂的名是饶富深

意的. ‘耶和华是我的名, 直到永远…’(出 3:15). 这就仿

佛神给我们一张空白支票, 随意让我们填写. 我们在黑

暗中吗? 就在祂的名‘我是’后面写‘真光; 我们饥饿吗? 

就写‘生命的粮’…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

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西 2:9-

10).” 迈尔著, 严彩琇译,《摩西  —  神的仆人》(加利福

尼亚: 美国活泉出版社, 1994 年四版), 第 21 页. 

显然, 以上这点正是约翰福音所要教导的

功课. 在这本强调基督神性(Deity)的福音书里, 希

腊文 egô  eimi (“我是”)的字眼多次出现, 其中至少

有七次主耶稣用“我是”来介绍自己的身份, 表达自

己的神性. 这七次“我是”乃是为了满足人七方面的

需要: 

 

1) 约 6:33: 我是生命的粮: 对于灵里饥饿的人, 基

督使他们心灵饱足. 

2) 约 8:12: 我是世界的光: 对于陷落属灵黑暗之

人, 基督叫他们出黑暗入光明. 

3) 约 10:9: 我是门: 对于渴望安息、期望脱离危

险的人, 基督是救恩安息之门. 

4) 约 10:11: 我是好牧人: 对于无牧流离、面临危

险的人(喻为“群羊”), 基督能看顾保护. 

5) 约 11:25: 我是复活和生命: 对于面对死亡威胁

之人, 基督赐他们复活的生命. 

6) 约 14:6: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对于寻找道

路、真理、生命的人, 基督是唯一之法. 

7) 约 15:5: 我是葡萄树: 对于需要生命成长的人

(喻为“枝子”), 基督供应生命的滋养. 

 

总括而言, “我是”这称号述说基督的丰富, 

能满足我们各种各样的需求. 今日, 当我们面对各

种需要时 , 让我

们切莫忘记基督

乃是 “ 我是 …”, 

我们可填上个人

真正所需的一切. 

我们灵里真正需

要什么 , 祂就是

什么: 在黑暗中, 

基督可说: “我是

你的亮光 和拯

救”(诗 27:1); 在

患难中 , 基督可

说: “我是你的力量和帮助”(诗 46:1); 总之, 没有一

样灵里的需要, 是祂不能满足的, 所以让我们借着

祷告, 在祂脚前卸下重担, 神能使我们一切所需用

的, 在基督耶稣里都得充足(腓 4:19).22 

 

                                                           
22   以上两篇附录摘自《家信》文章: “基督的称号: 

我是”(I AM);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

督的称号-我是 i/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称号-我是i/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称号-我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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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洛克菲勒后期的照片 

福音亮光                            灯台 
 

人 的 生 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耶稣基督) 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路 12:15) 

 

约翰·洛克菲勒(或译“洛克斐勒”, John D. 

Rockefeller, 1839-1937)是美国的石油大王. 他于

1870 年 创 立 “ 标 准 石

油”(Standard Oil)公司, 在

全盛期垄断了全美 90%

的石油市场, 成为历史上

的第一位亿万富豪与全
球首富. 其财富总值达到

美国 GDP 的 1.5%, 折合

今日之 3000 亿美元以上, 

普遍被视为西方世界史上首富.23 关于这位富豪

的成就, 《复活凯歌》一书中写道: “他年幼时就

决心致富, 32 岁赚进了第一个 100 万, 43 岁时控

制了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53 岁时登上全球财主

的宝座, 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亿万富翁.” 

 

可惜, 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洛克菲勒带

来福气. 在 1891-1892 年间, 洛克菲勒罹患了脱

毛症, 头发掉落, 眉毛和眼睫毛脱光, 像个干瘦的

木乃伊. 这时候的他, 尽管每周收入上百万美元, 

但只能吃饼干, 喝牛奶. 此外, 宾州有很多人都痛

恨这个财主, 也有不少人要谋财害命, 所以他日

夜需要保镖随伺身旁. 可怜的他常常无法入眠、

难有笑容、生命简直毫无乐趣可言. 过后医生预

测说, 他活不过一年. 报纸的编辑写好了讣闻, 只

等他一死就刊登.  

 

就在这艰苦的时刻, 有一道亮光闪过洛

克菲勒的心怀, 使他觉悟到金钱不是一切(注: 有

资料显示他小时候曾上过主日学, 如今在这艰苦

                                                           
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的时候, 他的基督徒朋友探访他, 领他回到神面

前). 过后, 他开始大量捐钱给教会, 用他的财富

资助贫寒人家. 他于 1902 年设立“普通教育委员

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 帮助建设学校. 

1913 年 5 月, 他又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此基金会所支持的医学

研究机构, 发明了盘尼西林(penicillin)和许多新

药. 洛克菲勒基金会也于 1914 年成立中国医学

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 此委员会于 1921

年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公共卫生保健大学, 即北京

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也就

是日后的北京清华大学医学部). 

 

有者形容洛克菲勒变成了新造的人, 从

丑陋的毛虫变成亮丽的彩蝶. 他向自私自我死去, 

活入“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美境(参 徒 20:35). 从

此, 他吃得下、睡得着; 医生本来认为他只能活

到 54 岁左右, 但事实上, 他竟活多了 44 年, 享年

98 岁.  

 

洛克菲勒的上半生, 

有人用几个字准确地形容: 

掠夺和抓取、雄心和机智, 

再加上贪得无厌的心, 把

他送上全球首富的宝座 ; 

可惜, 他并不快乐. 他过后

真正明白到主耶稣所言 : 

“你们要谨慎自守, 免去一

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路 12:15). 他因此悔改, 丢弃

贪婪自我的心, 把生命建立在基督信仰的磐石上, 

固定在每个星期日到教堂聚会, 并每日阅读圣经.   

 

 是的,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可悲的

是, 今天很多人正犯上洛克菲勒上半生的错  —  

拼命掠夺和抓取钱财, 忽略了心灵与灵魂的需要! 

更令人痛惜的是, 许多人总是要等到面对死亡的

时刻, 才认清什么是最重要的, 才后悔之前没有

关注那最重要的事. 有一则故事, 说到马来西亚

有个富翁, 他的太太离世后, 就没有再娶, 但他有

四个女儿, 全都未嫁. 他最疼爱他的第四个女儿, 

非常照顾与关爱她, 常把最好的都给她. 他也疼

爱第三个女儿, 经常把美丽的她带给朋友们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约翰%E7%BA%A6%E7%BF%B0%C2%B7%E6%88%B4%E7%BB%B4%E6%A3%AE%C2%B7%E6%B4%9B%E5%85%8B%E8%8F%B2%E5%8B%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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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一番. 无论如何, 富翁常常担心这个女儿会

因别的男人而永远离开他, 不再理他. 

 

 富翁也爱第二个女儿. 不管遇到什么难

题, 他总是找二女儿商量, 精明的她往往有办法

解决问题. 他却不爱大女儿, 虽然这个女儿经常

陪伴在他身旁, 非常照顾他.  

 

一天, 富翁得了严重皮肤病, 医生劝他必

须离开本国, 搬到天气寒冷的地方养病. 富翁很

希望四个女儿当中, 至少有一个会跟着他, 给他

作伴. 他轮流地问她们四人谁愿意陪他去. 第四

女儿听了, 就说: “我绝不跟你去!” 说完就立刻离

他而去. 第三女儿听完, 说: “爸爸, 我不想跟你去, 

因我喜欢在这里生活. 我要找个男人嫁了.” 他接

着问第二女儿. 怎知她说: “对不起, 爸爸, 这次我

帮不到你了. 我最多只能陪你到机场.”  

 

富翁的头低了下来, 心中感到难过. 突然, 

有个声音对他说: “爸爸, 我会陪你去. 我会跟着

你, 无论你往哪里去.” 那人抬头一看, 是他的大

女儿. 望着她瘦弱的身体, 憔悴的面容, 仿佛营养

不良, 富翁顿时感慨万分, 叹息道: “我应该在这

之前, 就好好的照顾你.”  

 

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四个“女儿”, 

也总有一天都要离世(如富翁离开家乡, 前往异

地). 第四个女儿是我们的身体. 不管我们花多少

时间和努力去使它看来美好, 我们一死, 它就离

开我们. 第三个女儿是我们的财富和地位. 当我

们死的时候, 它们就属于别人的. 第二个女儿是

我们的家人和亲友. 不管他们与我们是何等的亲, 

他们最多也只能陪我们到临死前, 无法陪我们前

去. 第一个女儿是我们的灵魂. 它是我们在追求

物质财富和享乐时, 最容易忽略的. 但它其实也

是唯一会跟着我们的, 无论我们往哪里去.     

 

诚如富翁临死前对大女儿

所说的: “我应该在这之前, 就好好

的照顾你.” 亲爱的朋友, 我们应该

趁还未离开世界以前, 就好好的关

心和照顾我们的灵魂  —  好好的

为我们灵魂将来的归宿做好准备.  

针对此事, 主耶稣比喻说, 有个财主田产

丰盛, 却担心自己丰富的出产无处收藏, 结果一

番苦思, 问题解决了. 他决定把仓房拆了, 另盖更

大的, 要在那里收藏他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 

他对自己的灵魂说: “灵魂哪,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作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谁也意料不到,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哪, 今夜

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路加福

音 12:16-21). 这人常被称为“无知的财主”, 或“愚

蠢的财主”, 不是因为他不会思考, 没有计划, 而

是因为他只为短暂的今生计划, 做好一切准备, 

却不为永恒的灵魂计划, 为永恒的归宿做好准备.  

 

亲爱的朋友, 有智慧

的人常为重要的事做好准

备, 而我们灵魂的归宿是最

重要的. 如果今夜神要你的

灵魂, 你离开世界后, 将往

哪里去? 圣经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审

判”(希伯来书 9:27). 每个人

都要因自己的罪进到地狱的火湖永远受苦(启示

录 21:8). 但那位创造我们人类的神, “不愿有一

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 3:9), 所以

祂为我们所有人预备了一条拯救的道路, 就是差

派主耶稣来到世上, 为世人赎罪. 主耶稣是神的

儿子, 是圣洁无罪的(希伯来书 9:26), 但祂心甘

情愿成为神代罪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孽(约翰

福音 1:29). 因着祂在十架上所完成的赎罪工作, 

人只要相信和接受祂作救主, 灵魂就必得救, 得

享永生的富乐.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   

 

亲爱的朋友,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

子(主耶稣)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

道丰富, 乃在乎信主得永生, 活出丰盛的生命. 此

乃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和全球首富洛克菲勒

的醒悟. 深愿你今日就因信主耶稣而得此福气.24

                                                           
24  彭海莹(总编辑), 《百宝书(43): 复活凯歌》(台

北: 中华国际圣经协会, 2002 年), 第 22-23 页.  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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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神州                            寻根 
 

圣经解开 

中国造字之谜 (中) 
 

(文接上期) 
 

(C)  汉字的意义 

《圣经揭开中国造

字的秘密》一书之作者吴安

邦, 在多年研究汉字之后写

道 :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造

字,25 发现许多祖先的秘密 , 

也可以说是人类起始的秘密. 

这些秘密, 揭开华人的祖先, 

就是基督教(基督信仰之)圣

经创世记的亚当和夏娃的事迹. 难怪传说中, 仓颉

造字时, 因‘泄漏天机’而鬼哭神号.”26  

 

我们在上期举出八个众

所熟悉的汉字(即: 好、婪、躲、

禁、船、美、祥、义), 来说明中

国的汉字隐藏着圣经中所记载有

关人类共同的起始和先祖们的故

事, 以此证明华人祖先是认识和

敬拜圣经中的上帝. 本期, 我们将

探讨另外八个汉字, 以此证明华人祖先对圣经中的

上帝和赎罪的真理是有相当清楚与正确的认识.  

 

 

1) 衣   

“衣”乃“服、裳、披于物之外者”之意. “衣”字

在甲骨文、金文与小篆, 其“文”可会意为“一宽

大之物, 覆盖二人之形”, 所以“衣”一字可直译

为“一宽大之裳服, 覆盖二人”.  

 

                                                                                               
http://www.pbs.org/wgbh/americanexperience/features/bio

graphy/rockefellers-john/ . 
25   有关中国汉字的造字法, 请参本文附录.  
26   吴安邦著, 《华人的祖先是上帝》(台北: 天恩

出版社, 2004 年), 第 9-10 页. 

古人造字往往是以发生过的历史事迹为依据, 

以字来记载这些事件. 从“衣”字直译之内容, 

让很多后代的“释字家”质疑哪有“一衣覆二人”

之理? 但圣经揭开造字之谜. 创世记第 3 章记

载, 亚当和夏娃二人吃了禁果后, 眼睛明亮, 看

见自己“赤身露体”而觉得羞耻. 他们用无花果

树的叶子编作裙子, 但不能耐久, 最后“神为亚

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世记

3:21). 吴安邦解释说, 这是“一衣”覆盖着他们

“二人”, 意思是他们的身子披上“同一”动物的

皮. 因此, 古人就造了“一物覆盖二人”的“衣”字, 

来记载这重要事迹.  

 

2) 裸                  

“裸”乃“赤体、露现、不穿衣裳的”之意. “裸”

字在小篆是“衣”与“果”的合字, “衣”字像“一物

覆盖二人”, 指的是“亚当”和“夏娃”二人(参上

文有关“衣”字的造字解释). 因此, “衣”和“果”

两字相合的“裸”字, 可直译为“这亚当与夏娃二

人, 由于果子的缘故而赤身露体”.  

 

从“裸”字的字义得知, 这“裸”字是指特定的“二

人”, 并且是与“果子”有关. 古人造字是为了记

载某些重要的历史事迹, 而圣经创世记的故事

正说明了这“裸”字所要记述的事迹 . 创世记

3:1-7 记载, 有两个人, 即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

娃, 违背了神的命令,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禁

果, 结果“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

己是赤身露体…”(创世记 3:6-7). 由于二人“赤

身露体”(裸)是因吃了禁果, 所以古人就以“衣”

与“果”的合字来造了“裸”字. 

 

3) 楚   

“楚”乃“丛生多刺的草木、责打、痛苦之情”之

意. “楚”字在金文与小篆都是“林”与“足”的合

字, 其会意可直译为“走在丛生多刺的草木林

中, 忍受着草木之刺的痛苦”. “楚”字在甲骨文

像“林”与“趾”(注: “趾”意即足、脚 , 特指足

部、脚底部), 可理解为流血的“点点血滴”. 因

此, “楚”一字是“林”与“趾”及“点点血滴”的合

http://www.pbs.org/wgbh/americanexperience/features/biography/rockefellers-john/
http://www.pbs.org/wgbh/americanexperience/features/biography/rockefellers-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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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可直译为“脚行于有刺的草木林中, 被刺所

伤, 血流于地, 忍受痛苦”. 

 

为何古人要造与“林”、“足”及“血”有关的“楚”

字, 而不造与其他“日晒”、“雨淋”有关的“楚”

字呢? 因为古人造字是为了记载历史事迹, 而

此事迹就在圣经中所记述的故事. 创世记第 3

章记载, 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 

双双犯罪堕落后, 就受了上帝的咒诅, 连地也

受了咒诅. 上帝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

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

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你也要

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直到

你归了土…”(创世记 3:17-19).  

 

于是, 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外, 去开垦他

的田地. 为了糊口, 亚当必须忍受荆棘和蒺藜

的刺伤疼痛, 才能耕地; 不仅满面汗流, 还要足

部被刺伤流血, 真是痛楚难当. 此外, “林”字的

两个“木”可表明伊甸园中的两棵树(分别善恶

树和生命树). 上述一切的痛楚都与伊甸园的这

两棵树有关(注: 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 首

先是因为违背禁令遭惩罚, 即吃了第一棵树的

果子  —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其次是因为要避

免他们犯罪堕落后去吃第二棵树的果子  —  

生命树的果子, 创世记 3:17,22-23). 因此, 古人

造字时就以“林”、“足”及“血”来造“楚”字.   

 

4) 羞   

“羞”乃“美味的食物、进献”, 又有“羞辱、脸色

难看、难为情的”之意. “羞”字在甲骨文和小篆

都是“以单手持羊”; 在金文则是“以双手奉着

羊”, 三者皆有“进献羊为牺牲的祭礼”之意. 简

之, 这“羞”一字, 其会意可直译为“进献羊为牺

牲的祭礼, 本为馨香美味的食物, 却又变为恼

怒, 脸色难为情的羞耻”.   

 

从“羞”字的直译看来, “羞”字含有两个极端的

意思, 确实令人费解. 但圣经创世记 4:3-6 揭开

造字之谜. 这段经文记载, 亚当两个儿子祭祀

上帝. 在这次的献祭中, 弟弟的被悦纳, 哥哥的

却不被看中. “有一日, 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

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

的脂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

怒, 变了脸色.”  

 

以上圣经的记载, 我们读到上帝(耶和华)看中

弟弟亚伯所献的羊, 羊脂油焚烧的香气, 成为

馨香火祭, 因此上帝看此羊的供献为“珍羞美

味”(“羞”的正面含意). 但哥哥该隐不用羊来祭

祀上帝, 而是用无血的“菜蔬”或“榖类”(地的出

产)为祭物献给上帝, 结果不被上帝看中.  因此, 

该隐就“恼羞成怒, 变了脸色”. 于是, 古人就造

了“珍羞美味”与“老羞成怒”的“羞”字, 来记载

这事迹.   

 

5) 达   

“达”乃“通、到、顺通、德行通到之称、在上

位之称”之意 . “达”字在金文是“”、“羊”、

“止”与“ㄔ”的合字 . “”可解作“上升”之意; 

“止”与“ㄔ”之合字, 可会意为“行去”之意. 因此, 

“”、“羊”、“止”与“ㄔ”字合成的“达”, 可直译

为“羊(特指羊被献祭焚烧时的香气, 参下文)向

上升而行去 , 其德行顺通到在上位者那里”. 

“达”字在小篆是“辵”、“大”、“羊”的合字, 其

会意可直译为“肥大而美的羊, 可通顺的到在

上位者那里”.  
 

从“达”字的直译来看, “达”字表明“以羊祭祀上

帝”, 意即以“羊”献为馨香之祭, 其香气就能上

“达”到上帝那里去. 创世记 4:4 记述: “亚伯也

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 耶和华看

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耶和华上帝喜欢人以

“羊”献为馨香之祭, 其香气通“达”到上帝的面

前而蒙悦纳(参 创世记 8:20-21), 所以古人就造

了“达”字来记载此事迹, 提醒后人若要通“达”, 

就要以“羊”为祭的献上.   

 

6) 祭   

“祭”乃“以手奉牲肉于神坛(祭坛)上, 行献给上

帝之礼、称赞”之意. “祭”字在甲骨文一及二, 

其文之会意可直译为“人手奉牲肉献祭物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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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上焚烧, 其馨香之气, 直升天庭, 以此作为献

给上帝之礼”. 此外, “祭”字在金文与小篆, 其文

是“肉”、“手”与“示”的合字, “示”会意为 “用三

块大石头堆成上平(上面是平的)的祭坛”, 与

“二”的合字, “二”即“上”, 指的是“悦纳所献之

祭的那一位至高神”, 即“皇天上帝”.27 故“肉”、

“手”与“示”合成的“祭”字, 可直译为“主祭皇天

上帝者, 手奉上牲礼的肉, 向上帝恭敬地献在

坛上”.  

 

在中国古代的祭天大典(或称“郊祭”), 帝王是

要自己亲手奉上牲礼, 献为赎罪祭, 为自己的

百姓赎罪, 得以免去灾祸. 这与圣经的教导相

符. 旧约圣经在利未记 4:13-21 记载: “以色列

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

事… 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
为赎罪祭… 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

手在牛的头上, 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 祭司

要为他们赎罪, 他们必蒙赦免… 这是会众的赎

罪祭”(第 13-15, 20-21 节). 吴安邦指出, 以上圣

经的记载皆与中国的“祭”字之意义相同, 这足

以“见证”中国人也是“红色流血替死文化”的民

族. 这点与基督信仰是相符一致的.  

 

7) 牺简体  犧繁体 

“牺”乃“祭祀所用之牲、捐弃、舍身、毛色纯

的”之意. “牺”字在金文是“牛”、“羊”与“我”的

合字, 其会意可直译为“牛、羊皆为我舍身捐

弃自己, 成为祭祀之牲礼”. 此外, “牺”字在小篆

是“犧”, 是像“牛”、“羊”、“带根须的禾秀”与

“我”的合字, 其会意可直译为“牛、羊皆为我舍

身捐弃自己, 并且更献上连根的成熟禾稼, 作

为祭祀之祭礼”.  

 

这“牺”字, 顾字思意, 就是“牛”、“羊”为“我”这

个罪人流血而死, 为我“牺牲”了, 使我免于因

                                                           
27   中国古人古书中所谓的“上帝”(称为“帝”、

“天”、“上帝”或“皇天上帝”)是一位自主、永恒、永不

改变、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神圣公义、满有恩典怜

悯的独一真神; 这一切特征和属性与圣经中所谓的上帝

相似. 参 唐振基著, 《先贤之信》(中国上海: 中国出版

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05 年), 第 76-96 页. 

罪而死的灾祸. 从“牺”字的造字原理来看, 华

人祭祀的信仰与圣经的教导是相同的. 圣经在

利未记 23:9-20 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

以色列人说: … 收割庄稼的时候, 要将初熟的

庄稼一捆带给祭司. 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

前摇一摇, 使你们得蒙悦纳… 又要将一岁、没

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

只, 和饼一同奉上. 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

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 就是作馨香的火祭献

给耶和华”(第 9-11,18 节). 

 

从以上圣经所记载的祭祀来看, 与中国古人所

造的“牺”字之意义相符一致, 就是“把上好的牛

羊, 作为馨香之祭, 献给至高的皇天上帝之牲

礼”; 此外, “犧”字(即篆书和繁体的“牺”字)更

是用“牛、羊, 及整株带根须的成熟禾稼”来为

帝王自己, 及全国百姓, 向皇天上帝献祭(此乃

所谓的“郊祭”或“祭天大典”中的仪式).28 吴安

邦更指出, 由于这“牺牲”是百中选一、精选的

上好“稀品”, 所以就以“稀”字之音来读“牺”字. 

简之, 上述一切说明中国古代的祭天信仰之意

义和精髓, 与圣经中的教导是相符一致的.  

 

8) 牲   

“牲”乃“完全牛、无病无瑕疵的牛、祭祀用的

畜类、畜类”之意. “牲”字在石文与小篆都像

“牛”与“生”的合字, 而“生”乃“牺牲牛羊, 蒙上

帝赦罪而得的活命”之意.29 所以, “牛”与“生”合

成的“牲”字, 可直译为“祭祀上帝时, 所用完全

无病无瑕疵的牛, 能蒙上帝赦罪, 使人得活命

的畜类”.  

                                                           
28   参第 105 和 106 期《家信》的“中华神州: 中国

皇帝举行‘祭天大典’之处  —  天坛”. 读者可上网阅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中国皇帝举行

祭天大典之处-天坛-上/ (此文论及天坛的历史和郊祭);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11/中国皇帝举行

祭天大典之处-天坛-下/ (此文论及祭天大典九大仪式). 
29   吴安邦在《圣经揭开中国造字的秘密》(第 17

页)指出, “生”字在金文二和篆书是“牛”与“一”的合字, 

其会意可直译为“(在古代郊祭[祭天大典]的时候) 帝王

杀了‘牛’, 为‘一切’百姓众生来祭祀上帝, 上帝因见牛已

替众百姓流血牺牲了, 就赦免全国人的罪, 因此就不降

灾… 因牛的替死, 使众人得以存‘活’下来.”(参 利 4:2-3).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中国皇帝举行祭天大典之处-天坛-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中国皇帝举行祭天大典之处-天坛-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11/中国皇帝举行祭天大典之处-天坛-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11/中国皇帝举行祭天大典之处-天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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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牲”字的直译表明这“完全、完美的牛”是献

给至高的皇天上帝之牲礼, 是最美、最好、没

有残疾瑕疵的牛, 唯有这样的牛才能蒙上帝悦

纳, 可以为全国百姓“洗罪”(洗除罪恶). 这正是

基督徒的旧约圣经所教导的. 利未记 4:2-3, 13-

14 记载耶和华上帝对祂的仆人摩西说: “若有

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

一件, 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 使百姓陷在罪里, 

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

耶和华为赎罪祭… 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

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了罪, 是隐而

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 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

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 牵到会幕前.”  

 

从以上圣经的记载, 这作为赎罪的牛, 就如同

中国人所谓的“完全牛”的意思. 由于这“牲”的

祭物是使罪得赦, 叫人因此“得生”, 所以就以

“生”字之音来读“牲”字. 简之, 从“牲”字之解析, 

我们得知中国古人对祭祀用的“牲礼”之标准, 

及其对“天”的信仰观念, 与犹太人和基督徒都

相同, 可见这三者所信仰的, 都是同一位上帝. 

难怪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华人祖先本是敬拜

圣经中的上帝之民族. 

 

 从以上这八个中国汉字的造字之解析, 我

们得知其字、其义, 甚至其音, 都与圣经的创世记

和利未记所教导的相吻合. 从“衣”、“裸”、“楚”、

“羞”这四个字, 我们看见它们记载了圣经创世记所

说关于人类犯罪堕落的事迹 , 而“达”、“祭”、

“牺”、“牲”这四个字则

传达有关“流牛羊之血

来祭祀上帝”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 

旧约圣经所记载的牛

羊流血赎罪之礼, 其实是预表新约时代的“代罪羔

羊”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 1:29).30 祂是完美无瑕的

“祭牲”(彼得前书 1:18-19; 希伯来书 9:26),31 要代

                                                           
30   先知约翰看见主耶稣时, 呼喊道: “看哪, 神的羔
羊, 除去(或作: 背负)世人罪孽的.” 
31   彼得前书 1:18-19: “知道你们得赎… 乃是凭着

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希伯来

书 9:26 论到主耶稣时, 说祂“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
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 

替有罪之人赎罪流血, 叫一切信靠祂的人得着“罪

的赦免”(以弗所书 1:7; 约翰一书)32, 并得着永生的

福气(约翰福音 3:16).   

 

 总括而言, 我们从中国汉字得知, 中国古人

(即我们的祖先)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流牛羊之血

来祭祀上帝、为人赎罪”的信仰, 与圣经所教导“以

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架来祭祀上帝、为人赎罪”是

意义相同的信仰. 在这方面, 以圣经为根据的基督

信仰与我们华人远古先祖们的信仰是相符的. 换言

之, 基督徒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流血赎罪, 其意义犹

如我们华人祖先信靠牛羊祭牲流血赎罪一样, 所以

基督徒并非所谓的“信奉西方的洋教”, 反而是“认

祖归宗”, 回到华人祖先最初的信仰. 我们将在下期

进一步地说明这点.33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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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 中国汉字的造字法 

 

在中国, 汉文的造字法常见的可分三大类: (1) 

象形字(Pictograms): 造字时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来

描绘出来 , 例如 : 日、月、山等 . (2) 会意字

(Compound ideograms): 将两个字根组合起來, 使之

衍生出新的含意, 例如: ‘日' 和‘月’组合起来(‘日光’加

‘月光’)变成‘明’字; ‘人’加‘言’变成‘信’字(相信‘人’所

‘ 言 ’ 乃 ‘ 信 ’ 也 ). (3) 形 声 字 (Phono-semantic 

compounds): 此乃文字內以特定形狀(字根)表达特有

的音. 例如用‘胡’一字作一个声符, 结合不同的属性

部件, 以表达不同意义, 如蝴、湖、葫、瑚、醐等(这

些字皆有同样发音). 值得注意的是, 许慎在《说文解

字》中 , 详细阐述了汉字构造原理的‘六书’, 即象

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 换言之, 除了

以上三大类的字 , 还有另三类是 : 指事字 (Simple 

ideograms)、转注字(Transformed cognates)和假借字

(Rebus). 有 关 这 六 类 汉 字 的 解 释 , 请 参 

https://zh.wikipedia.org/zh/汉字. 

                                                           
32   以弗所书 1:7: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

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 约翰一书 1:9: “我

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

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33   上文主要参考 吴安邦著, 《圣经揭开中国造字

的秘密》(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7 年), 第 18 页(“牲”字), 

19 页(“牺”), 20 页(“祭”字), 150 页(“楚”字), 161 页(“衣”

字), 182 页(“达”), 183 页(“羞”字), 119 页(“裸”字). 

https://zh.wikipedia.org/zh/%E6%B1%89%E5%A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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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特 博  (Lee Strobel) 

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八): 
挑战四: 基督信仰抄自民间信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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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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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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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寻找事实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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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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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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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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是抄袭之物! 曾任圣公会牧师的哈

普(Tom Harpur)在其所著的《异教基督》

(The Pagan Christ)一书中声称: “基督信仰

是在第一世纪以一个小教派开始, 它的源头

与动力, 从头到尾是从异教来的…. 基督信

仰里最正统的信仰 , 充

其量是按字面意义和排

他方式把古代智慧重新

发行 , 说穿了就是抄袭  

—  可惜是一个走了

样、更差劲的版本.” 哈

普写道: “福音书里的耶

稣没有任何新意 . 他的

言行 , 没有一项不能在

数千年前已流传的埃及神秘宗教仪式或别

的祭奠仪式中找得到.” 基督信仰, 特别是关

于耶稣基督所言所行, 真的是抄袭自异教之

物吗? 为了找出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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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复活之课题的专家李康纳博士

(Michael Licona, 下文简称“李”).36               

 

挑战四:  基督信仰(Christianity’s Beliefs)是从民

间信仰抄过来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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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严重的抄袭指控 

“涉嫌抄袭(plagiarism)的指控向来是恼人

的事,” 史特博写道, “记者、学者、政客、学生  

—  甚至海伦凯勒(Helen Keller)均受其扰. 抄袭

行为在大学里, 是日益严重的问题. 互联网剪剪

贴贴之便 , 无疑为冲死线的学生带来极大方

便. … 但犯者有可能受到高昂的民事索偿, 而且

名誉扫地, 信用荡然.” 

 

如今, “抄袭的标签”也挂在基督信仰上. 

史特博解释道: “近年来, 好些作者向基督信仰

(Christianity)提出了类似的指控, 声称其主要信

仰  —  包括耶稣由童女所生, 以及从死里复活等  

—  全非史实, 乃属抄袭古代地中海沿岸盛行的

‘神秘宗教’而来. 这些指控令基督信仰在世人面

前信誉受损.”  

 

举几个例子, 出版界近

年非常成功的一本书《达文

西密码》(The Da Vinci Code)

其中一个名句正是: “基督信

仰全非原创的”. 《达文西密

码》指基督信仰核心信仰, 不

论是圣餐、主日敬拜, “全是

从古代神秘宗教照搬过来的”. 

“但其实,” 史特博写道, “这些指控也非原创! 百

多年前不少学者已著书立说, 指出福音书的耶稣

事迹, 与神秘宗教的神祇的神话有雷同之处. 近

年新书与互联网上所说的, 只是将旧有的论调再

加以渲染而已. 这就成为今日攻击耶稣历史真实

性最具杀伤力的一点.” 

 

1999 年, 与哈普(Tom 

Harpur)所著的《异教基督》

唱同一曲调的新书《耶稣谜

团》(The Jesus Mysteries)获

得英国《每日邮报》 (Daily 

Telegraph)封为“全年好书”. 

两 位 作 者 费 里 克 (Timothy 

Freke)和甘迪(Peter Gandy)表

示: “耶稣的故事, 以及祂在新约圣经里的教训, 

早在古代异教神秘宗教的神话和教训里提出

了.” 他们又说: “神人死而复生之说, 一切神秘宗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4 

   

《家信》: 第 109期 (2016年 4-6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Rabbi Hugh J. 

Schonfield 

教皆有, 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在埃及神秘宗教发

源地的埃及被称为奥西里斯(另译“奥斯利斯”, 

Osiris), 在希腊叫狄俄尼索斯(另译“狄奥尼索斯”, 

Dionysus), 在小亚细亚称为阿提斯(另译“亚狄

斯”, Attis), 在叙利亚叫阿多尼斯(或译“亚当尼

斯”, Adonis), 在波斯称为密特拉神(另译“米思拉

斯”, Mithras / Mithra),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叫塞拉

皮斯(Serapis)… 名称众多, 未能尽录.” 

 

《难解的基督徒》 (Those Incredible 

Christians)作者宋腓特(Rabbi Hugh J. Schonfield)

认为, 基督徒与那些拜阿多

尼斯、狄俄尼索斯、密特

拉神的信徒是同气连技的! 

哲学家兰德尔(或译“兰度”, 

John H. Randall)甚至认为, 

基督信仰之所以能成为一

个神秘的救赎系统, 无异于

埃及的伊希斯异端教派

(cult of Isis), 或同代的礼仪

神秘教派. “传统基督信仰的历史无法圆满解释

这些相似之处,” 费里克和甘迪妄下判语之余, 还

对自己的答案满有信心: “基督信仰不过是‘异

教’的异端!”  

 

前圣公会牧师

哈普则表示: “基督信

仰无论是在教义、礼

仪、要理或应用上 , 

没有任何一项是给世

人的新贡献.” 他又说: 

“新约圣经的耶稣故事, 与许多古老神话的唯一

分别, 是基督信仰大行其道之前, 古人根本不相

信他们的故事有任何历史价值… 基督信仰不同

之处, 在于把神话按字面去解释, 又把耶稣‘历史

化’… 教会把一大堆神话传说化为历史去看待, 

产生一大堆‘子乌虚有之说’. 从各方面来看, 基

督徒所得的, 是一个从无知而来的教派.” 

 

如果这些指控属实, 那么耶稣基督就与

虚构的神话故事之主角没什么不同了. “但这些

指控成立吗?” 史特博问道, “我锁定了对耶稣复

活的指控, 去作深入调查. … 我要找出这一点

(耶稣基督复活)到底是不是抄袭来的. 《怀疑

者》 (Skeptic) 杂志宗教版主编卡拉翰 (Tim 

Gallahan)是倡议此说的人. 他说: ‘犹太人的复活

信仰, 极可能是受到古代民间盛行的生殖神祇信

仰影响而来的.’ ” 为此, 史特博访问了著名历史

学者李康纳. 

 

(B) 反驳抄袭的指控 

(B.1)   耶稣死而复活的独特性 

李康纳是研究耶稣复活的专家. 他与哈

伯马斯(Gary R. Habermas)合著了 2004 年得奖

书《耶稣复活的理据》. 

史特博在此前(上两期)向

他请教过有关耶稣基督

复活的真实性, 但这次是

以不同角度切入, 要探讨

基督信仰是否抄袭古代

异教的民间信仰. 

 

史: “耶稣复活的故事, 为什么比异教故事更足

取信? 奥西里斯、阿多尼斯、阿提斯、马

杜克(另译“马督”, Marduk)的故事, 一看即

知是神话.” 

李: “首先要明白的是, 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 

丝毫不受这类指称(claims)所影响. 我们之

前的讨论(刊登于上几期的《家信》中, 编

者按), 已检验过复活的证据了, 除非你能

够驳倒这些有力的核心证据, 否则不能把

复活的事实一笔抹煞.” 

史:  “我同意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论点  —  只

是那些指称基督信仰为‘抄袭教’的人, 往往

忽视了这事实.” 

李: “第二 , 瑞典资深学者、隆德大学 (Lund 

University)教授、斯德哥尔摩皇家人文学

院院士麦廷格(T. N. D. Mettinger)最近写了

一本学术著作《复活之疑惑》(The Riddle 

of Resurrection), 专论古代死而复生的神

祇. 据他的考究, 近代学者几乎无一例外, 

都认为在基督信仰之前根本没有死而复活

的神祇的故事; 若有, 全都在第一世纪之后

才有. 不过, 麦廷格坚决独排众议. 他站在

极少数的立场上, 声称在基督信仰之前,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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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之神巴力 

少已有三至五个死而复生的神祇. 然而, 重

点在于: 这些神话, 是否可以与耶稣复活的

记载相提并论?” 

史: “麦廷格的结论是什么?” 

李: “他精心梳理一切资料之后, 认为没有一个

神话可与耶稣复活记载相提并论. 神话与

耶稣复活的记载, 完全是两回事. 前者虚无

缥缈, 通常与大地回春有关, 周而复始. 耶

稣复活却不是这样, 与时令季节无关, 且被

当代人确认为真有其人其事, 而且后无来

者. 还有, 麦廷格指出, ‘死而复活的神祇, 

没有一个涉及为世人赎罪受难; 这样的例

子一个也没有’.”  

 

史特博后来找麦廷格的书参照一下, 李

康纳所言一点也不假. 书内更以这惊人之语作

为总结: “据我所知, 有关耶稣死而复活一事, 没

有半点表面证据(初步证据, prima facie evidence)

显示它是抄袭其他死而复生的神祇之传说与礼

仪而来.” 简言之,虽然对坊间作者和互联网博客

(Internet bloggers)胡乱指称耶稣复活的故事是

抄袭异教而来, 但资深学者李康纳的分析对此

看法是一记当头棒喝. 麦廷格的结论是: “在宗

教信仰的历史上, 耶稣的死和复活仍然保持其

独特性质(意即不是抄袭而来).”  

 

(B.2)   天不下雨是因为巴力?! 

麦廷格的评语非常重要, 但史特博仍要

进一步探索神话传说这一点, 要深一层了解神话

传说的性质与耶稣基督复活的不同.  

 

史: “根据以上所言, 即是说, 古代神话讲的, 其

实只是大地回春的自然现象?” 

李: “是的, 大概是这样. 小时候, 我问妈妈打雷

是什么? 她说是天使打保龄球. 这是笑话. 

同样, 古时候迦南地的小孩问妈妈: ‘夏天

为什么不下雨?’ 妈妈就会讲巴力的故事.” 

史: “麦廷格所谓的‘在基督信仰以前的神话’, 

所指的就是这个?” 

李: “对, 古时流传的一个故事, 是说巴力是风

雨之神, 专掌雨露, 他的冤家是阴曹地府

(或译“冥界”, netherworld)的默特(或译“莫

特”, Mot). 有一天, 两个神斗嘴, 默特说: 

‘巴力, 别以为你很了不起! 有本领就丢下

云雾雷电风雨到我这边来, 让我给你看看

我的厉害!’ 巴力二话不说就下来, 默特张

口吞掉他  —  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没雨下

了! 不久, 巴力的妈妈去找默特要人. ‘还我

儿子!’ 默特不肯, 结果她把默特痛殴一顿, 

直到默特求饶说: ‘好吧, 请你先回家, 我马

上就放人.’ 她离开冥界, 过了几个月, 巴力

的爸爸说: ‘我们的儿子活了.’ 他怎么知道? 

因为雨又下了!  

 

 “这就跟我小时候妈妈

所讲的故事一样, 迦南

地的父母每年都要讲

一次; 巴力死了, 后来

复活了  —  但是谁也

没见过巴力, 一个见证

人都没有, 一切都在虚

无缥缈中. 不过这只是

一个用来解释夏天干

旱的故事 , 仅此而已 . 

这故事跟耶稣复活的

记载有没有相似之处? 一点也没有! 耶稣

复活有的是充分的历史证据.” 

史: “但是神话还有好几个呢! 别的神话又当如

何处理?” 

李: “阿提斯的神话比(第一世纪的)基督信仰更

久远, 但有关‘复活’神话的出现比第一世纪

要晚得多; 阿多尼斯比耶稣基督晚百多年; 

马杜克连自己到底有没有死也不清楚, 他

的复活就更模糊了 . 有学者认为搭模斯

(Tammuz)的故事是死而复活的故事,37 但

意见不一, 况且故事不涉

及见证者或空坟墓, 也关

乎周而复始的季节变化.” 

史: “奥西里斯呢?” 

                                                           
37   搭模斯是巴比伦人所崇拜的神明, 该神主要管

理蔬菜这个领域. 巴比伦人认为, 搭模斯每年都要死亡

一次, 而它的死亡所带来的, 就是蔬菜的枯萎. 因此, 每

当蔬菜枯萎之时, 其信徒都会为搭模斯哭泣, 以期通过

哭声将之唤醒. 这样, 他们就会重新得着新鲜的蔬菜. 因

此, 以西结书中论到妇女为搭模斯哭泣一事(结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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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游斯丁 

李: “这故事很有趣, 最流行的版本, 是兄弟把

他剁成 14 块, 撒到普天下去. 女神伊希斯

(Isis)对奥西里斯寄以同情, 要把残块安葬, 

但只找到 13 块遗体. 结果奥西里斯没有回

到世间, 却去了冥界(阴沉、昏昧之处)作神

祇. 嘿, 这不是复活, 而是变了僵尸! 这岂能

与耶稣复活相比? 耶稣复活有的是极确凿

的历史证据.” 

 

(B.3)   游斯丁承认耶稣复活是神话?! 

李康纳言之有理, 但此刻, 史特博发现李

康纳的说法有一个漏洞: 基督信仰最早的护道者, 

即主后 100 至 160 年的殉

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 

于主后 150 年左右写了一

封信, 讨论基督信仰与其

他异邦宗教死而复生之神

的一些相似处. 

 

史: “这岂不证明基督徒也承认耶稣复活只是

神话而已?” 

李: “首先, 你要明白游斯丁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罗马人当年大力逼害基督徒, 游斯丁上奏

皇帝: ‘你既不逼迫拜同类神祇的人, 为何

逼迫基督徒?’ 这是他的用意. 但你得细看

游斯丁所作的比较 , 全是情急之下的话 .  

他连朱庇特(Jupiter, 即统治诸神和主宰一

切的罗马主神, 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Zeus] )的众子也搬出来: 埃斯科拉庇俄斯

(或译“伊斯古拉比乌斯”, Aesculapius)受雷

殛之后上了天庭; 巴克斯(Bacchus)、赫拉

克勒斯(Hercules)与其他人骑飞马到天上; 

阿里阿德涅(或译“亚里德尼”, Ariadne)和

其他人‘被差派到众星之间’. 游斯丁甚至提

及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或译“奥古士督”,  

Augustus)火葬期间, 有人誓言看到凯撒的

灵魂乘火焰上升而去. 但这都不是复活! 稍

有声望的学者, 不会把这些荒诞故事与耶

稣复活混为一谈. 只有激进的网上(指互联

网上)反基督信仰社群, 和专向不学无术的

读者下手的书, 才会出现这些言论.”  

 

史特博评述道: “李康纳稍露两招, 已经

把我看过那些指控‘耶稣复活是纯属抄袭古代传

说’的论调拆个七零八落, 可是我对‘抄袭’指控所

造成的影响仍然耿耿于怀.” 史特博解释道: “有

作者指出, 在基督信仰之前, 已有密特拉神(另译

“米思拉斯”, Mithras / Mithra)在 12 月 25 日由童

女产下之

说 . 密 特

拉神又是

出色的游

行讲道者, 

有门徒十

二 人 . 密

特拉神又应许门徒不朽的生命, 也为达到世界和

平而牺牲自己, 葬于坟墓中, 三日后复活, 并设立

圣餐, 或称‘主的晚餐’. 密特拉神被称为‘道’、救

赎者、弥赛亚、‘道路、真理、生命’…” 乍看之

下, 圣经对耶稣基督的记载果然与一些古代神话

有几分相似. 到底何解? 

 

故此, 史特博决定访问一位研究古代密

特拉神的专家山内博士(Edwin M. Yamauchi), 以

更进一步地探求真相, 看看这个曾经与基督信仰

分庭抗礼的“神秘宗教”到底对基督信仰有什么

影响. 敬请留意下期的精彩访谈, 看山内博士如

何强有力地反驳上述“反基督信仰者”的论点.38 
 

(文接下期)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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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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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圣经无谬误”与“圣经原稿无误”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序言 

 “ 圣 经 无 谬 误 ”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39是今日所有信徒

与整体教会迫切需要持有的

正确圣经观 . 论到圣经的默

示, 雷历(Charles C. Ryrie)将

之解释为“字句、完全、可

靠、无误及不受限制的默

示!”(verbal, plenary, infallible, inerrant, unlimited 

inspiration). 我们今日不得不强调这些重要的字

眼, 因为有人虽然保留了“默示”(inspiration)、

“可靠”(infallible)、“无误”(inerrant)等等的字眼, 

仍然不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40  

 

在上几期的文章中, 我们讨论了“圣经无

谬误”的两个重要教义  —  “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和“完全默示”(plenary inspiration); 它

们表明圣经不仅是每个字句无误可靠, 同时也强

调它是完完全全的无误可靠.41 本期, 让我们探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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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Paul Enns, 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 1989), 第 166 页. 
41   “字句默示”意即圣经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神

所默示的; “完全默示”则表明 66 卷新旧约圣经的原稿

全部  —  每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每一

个字  —  都是神所默示和没有错误的. 

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教义, 即“圣经原稿无

误”(The inerrancy of Bible autographs).  

 

 

(B)    “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 

 提摩太后书 3:16 宣告道: “圣经都是神所

默示的”. 此默示确保圣经的无误可靠. 但这里所

指的圣经, 不是圣经的抄本或译本, 而是圣经的

原稿. 论到“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 1978 年所签

署的《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 (The Chicago 

Statement of Biblical Inerrancy, 1978, Article X)

第十条给予清楚解释: “我们确认‘默示’, 严格来

说, 仅是针对圣经原稿说的, 在神的护理保守下, 

从现存许多抄本可相当准确地确定原稿.”42   

 

 

(C) “圣经原稿无误”的质疑 

(C.1)   “圣经原稿无误”的两大问题 

“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通常会受到两方

面的质疑. 第一方面是, 既然圣经的原稿已不再

存在, 人们怎么能肯定它是“无误”的呢? 有者说

道: “我们怎样证明现今已不复存在的‘原稿’是

没有错误的? … 为什么历代以来, 纵使没有人曾

亲眼见过原稿, 却有那么多人坚信这些原稿是可

靠无谬的? 既然世界上没有人拥有这些原稿, 现

今的人怎能确定它们是值得信赖的? 常识不是

告诉我们, 对于自己不拥有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切勿妄加评论吗? 我们在说这些‘原稿’是无误的

之前, 岂不应该先详细审查它的性质和特点吗?”  

 

 第二方面的质疑是, 既然圣经的原稿已

经找不到了, 强调它没有错误对今天的信徒有什

么现实意义呢? 甚至有学者认为, 坚持原稿无误

是不敢正视现今的抄本和译本有错误的“鸵鸟政

策”. 就如一些学者所言: “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 

其实正好宣判我们所读的圣经, 不论是译本或抄

本, 都是有错误的; 所有用以维护圣经原稿必须

无误的理由, 反过来都成为批判我们手上任何圣

经版本的根据. 一份不存在的‘无误原稿’, 也许

可以维系一套神学系统的逻辑完整, 然而对于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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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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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Laird Harris 

 
Tertullian 

天读着‘有误圣经’的信徒来说, 这立场有什么意

义和价值呢? 正因为这缘故, 我们探讨有关启示

真理和圣经等神学教义时, 实在不容苟安于‘圣

经无误’这避风港里.”43 

 

 简言之, 第一方面的质疑是关于“圣经原

稿无误”教义的根据, 第二方面的质疑则涉及“圣

经原稿无误”教义的意义. 我们现在逐一解答. 

 

(一)    “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根据 

 关于第一方面的质疑, 里程在其所著的

《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解释道: “对于物质界的

事物, 人们必须首先运用理性仔细研究、考察它

们后, 才能确定它们真确与否. 但是, 对于属灵的

事物、对于有关神的事情, 人们则需仰赖神的启

示, 因为人的理性无法完全了解属灵的事(林前

2:14-15), 圣经原稿无误, 首先是基于神的启示: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当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

所默示的’(提后 3:16)这一句话时, 他的意思是说: 

圣经的所有书卷的写作, 包括作者和作品, 都是

在圣灵的完全控制(或作引领)下完成的. 所以, 

神所默示的圣经, 是指圣经的原稿, 而不是指圣

经的抄本或译本, 也就是说, ‘圣经无误’是指圣

经的原稿, 而不是指圣经的抄本或译本. 事实上, 

圣经的抄本或译本也确实发现有误抄或误译的

地方, 并不是‘无误’的.  

 

“其次, 圣经原稿无误

也是有事实根据的. ‘成千上

万的抄本中, 只出现少许的

差异’,44  是圣经原稿无误的

证据之一.”45 此外, 虽然当今

没有人亲眼见过圣经的原稿, 

可是, 确实曾经有人见过圣经的原稿. 哈里斯(R. 

Laird Harris)在《圣经的灵感与正典》中写道: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 说我们没有看过

“原稿”, 怎能相信默示呢? 其实不然, 因为

                                                           
43   同上引, 第 284 页. 
44   Richard P. Belcher 著, 庄张雪梅译, 《圣经无误

辩》(香港: 宣道出版社, 1984 年), 第 48 页. 
45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284-285 页. 

有些人是见过“原稿”的, 例如西元(公元/主

后) 2 百年的特土良(Tertullian)说, 在他当

时的教会里, 仍有不少人见过新约书卷的

原稿. 今天我们仍有少部分特土良时代的

新约, 甚至有一块比他早 70 年的小片段

(新约抄本)呢! 而且, 当时通用的抄本时常

与这种原稿校对, 同时, 现存

的抄本大都是与原稿极相近

的. 圣经的确是神的灵所写

作的, 有属天的信息赐给我

们, 来喂养我们的灵命. 

 

 里程总结道: “应该说, 关于‘圣经原稿无

误’的教义, 主要是根据神的启示, 并没有完全的

证据. 但不必为此苦恼, 因为没有任何基督教(基

督信仰)的教义有完全证据(指今日人体五官可

经历  —  看到、听到、摸到、嗅到等  —  的凭

据)的支持. 比如, 并没有完全的证据支持神的存

在. ‘神是个灵’(约 4:24). 这个事实使人无法找到

完全的证据证明神的存在; 完全的证据要求人们

能够看见神, 以致可以检验神的特点和性质. 但

是, 大家仍相信神的存在, 虽没有完全的证据, 除

了‘信心’的因素外, 还有充分的证据支持神的存

在. 有关三一神的真理, 也是如此.”  

 

或许有人会问: “是否神在圣经中的宣称, 

就可以成为‘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坚实依据

呢?” 答案是肯定的, 正如贝尔彻(另译“贝查”, 

Richard P. Belcher)所指出的: “基督徒要接受圣

经为最有权威的‘充足证据’.” 他在《圣经无误

辩》里写道: 

 

教义性的真理不是用“完全的证据”来

证明的. 三位一体(更正确译为“三一神”, 

Trinity)的完全证据在哪里? 我们认识三

位一体是基于圣经的“充足证据”. 创造论

的完全证据在哪里? 道成肉身的完全证

据在哪里? 有关基督的死、复活和神迹

的完全证据在哪里? 完全证据要求我们

审查所有的第一手资料, 这点我们是办不

到的. 然而, 如果正如有关三位一体的真

理, 我们接受以圣经中的充足证据为基础

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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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F. H. Henry 

我认为我们既然接受以充足的证据作

为衡量教义的根据, 而不是根据完全的证

据, 那么, 关乎圣经本身及其性质、特点

的教义问题, 我们也必须以神的话语为充

足证据. 如果有人对基督教(基督信仰)的

其他教义不要求找寻完全证据, 却偏要为

圣经的性质问题寻求完全证据, 他便是自

相矛盾了. 如果我们否认圣经说明自身性

质的权威, 就必须怀疑它是否能作为其他

教义根据的权威. 因此, 问题不在于我们

是否拥有那些原稿, 而在于圣经对其本身

怎样说.46  

 

(二)   “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意义 

第二方面的质疑则涉及“圣经原稿无误”

之教义的意义. 有人会问: “既然圣经的原稿已经

失散, 现在强调它‘无误’还

有现实意义吗?” 事实上 , 

“有意义, 而且有重要的意

义!” 里程回答道, “只有当

圣经的原稿是无误的, 透过

经文鉴别学(另译“文本评

鉴学 ”, textual criticism)的

工作, 人们才能从各个抄本

中鉴定出最接近原稿的经

文, 才能知道这些经文所包

含的真理. 如果圣经的原稿

是有错误的, 即使经文鉴别

学完美无瑕地把原稿的经

文重新构建起来, 所得到的

经文仍是不准确的, 因为原

稿本身就是有错误的. 这样, 人们仍不能确定已

经得到了真理. 所以, 如果不坚持圣经的原稿是

无误的, 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文鉴别学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47  

 

简言之, 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意义深长, 

它不仅支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基要教

义, 使建立在圣经上的基督信仰有稳固的真理根

基, 同时也肯定了经文鉴别学的价值.  

                                                           
46   同上引, 第 286 页. 
47   同上引, 第 286-287 页.  

(C.2)   “圣经原稿无误”的其他问题 

除了以上两大问题, “圣经原稿无误”这一

教义还受到以下的问题所攻击:  

 

(a)   此教义是苟安于“避风港”? 

 有些反对此教义的人说, 坚持“圣经原稿

无误”是苟安于“避风港”, 事实上是“鸵鸟政策”! 

里程回答说: “当然不是. 这种说法离题就更远了. 

‘圣经原稿无误’是基于圣经的原稿是‘神所默示

的’之宣称, 是从初期教会到现在, 在基督教会的

一贯立场, 与‘避风港’根本拉不上关系. … 启蒙

运动以来, 圣经遭到自由派神学、高等批判学的

猛烈攻击、无情宰割, 大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 

然而, 圣经, 神永活的道, 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 

虽然坚持圣经有错误的人耗费了无可计量的心

血, 至今他们仍拿不出‘圣经有错误’的确凿证据. 

他们对圣经的批判也从锋芒毕露、旗帜鲜明变

成躲躲闪闪、吞吞吐吐. 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圣

经无误’的人, 有什么‘风’可避, 

有什么‘苟安’可求呢? 

 

 “再者, 批判学者认为

圣经有错误, 并不是指圣经的

抄本或译本有错误, 而是指圣

经的原稿有错误. 可是, 他们

同样没有见过圣经的原稿 .” 

针对此事 , 亨利 (Carl F. H. 

Henry)指出: “批评学者们也拿

不出一本他们一直假定存在的‘错误原典’(指有

错误的圣经原稿). 在这两种情况下, 原典的正误

(正确与错误)都是从资料和教义推论而来的.” 

换言之, 若说“没有一个现代人看过无误的圣经

原稿”, 这是对的; 可是, “没有一个人看过有误的

圣经原稿”, 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故此, 反对

者不能以他们拿不出的“有误的原典”来证实“圣

经原稿无误”之教义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 诚如里程所说, 既然有些批判

学者凭一己的神学立场可以声称自己没有见过

的“圣经原稿”有错误, 那么, 他们有什么理由对

基于圣经自我宣称的“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如

此冷嘲热讽、耿耿于怀呢? 既然这些批判学者

在没有明确证据之下(因他们也拿不出“有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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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原稿”), 不断声称圣经的原稿有错误, 那么, 

广大基督徒就有必要一直高举“圣经原稿无误”

的教义. 这样地坚持“圣经原稿无误”, 哪里是“苟

安于避风港”呀, 这分明是在针锋相对地捍卫圣

经的神圣权威.48 

 

(b)   此教义宣判现今的圣经都有错误? 

 有者认为, “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其实是

宣判我们今日所读的圣经  —  不论是译本或抄

本  —  都是有错误的; 换言之, 我们现今无法肯

定知道神到底在圣经中说些什么.  

 

上述说法实在是“似是而非”. 首先, 要澄

清的一点是: 坚持“圣经的原稿无误”并不能导出

“现今的圣经版本有错误”的结论, 两者其实并没

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 

第二, 现今的圣经版本

虽然在抄写或翻译的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少许失

误, 但很容易从不同版

本的对比中获得纠正

(参本文附录三). 第三, 

主张“圣经有错误”的人

主要不是指这一类在翻译或抄写中的错误, 而是

认为圣经在科学、历史上有错误, 认为圣经在许

多神学观点上前后不一致、彼此冲突等等. 然而, 

他们提出圣经在这方面的错误, 到现在并没有被

证实. 因此, 若说“ ‘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正好宣

判我们所读的圣经都是有错误的”, 这一说法是

既不合逻辑, 又与事实相悖.49    

 

 

(D)    神为何没保存圣经原稿? 

 或许有人会问: “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 

为何祂没有把圣经 66 卷书的原稿一一地保存下

来?” 首先, 我们深信神是满有智慧的, 祂这么做

肯定有很好的理由. 有学者推测, 神没有把圣经

的原稿保存下来, 让后人观赏, 很可能因为人有

崇拜遗物的倾向. 圣经也记载了这样的先例, 在

出埃及走旷野的路途中, 以色列人又发怨言, 于

                                                           
48   同上引, 第 288 页.  
49   同上引, 第 287 页.  

是耶和华神使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咬伤他们. 因着

摩西为他们代祷, 神吩咐摩西“制造一条火蛇, 挂

在杆子上; 凡被咬的, 一望这蛇, 就必得活”(民

21:8-9). 但是, 这条被保留下来的铜蛇, 多年以后

却被以色列人当作偶像崇拜, 直到犹大王希西家

领导犹大国复兴时, 才将这条被当作偶像的铜蛇

除掉: “他废去邱坛, 毁坏柱像, 砍下木偶, 打碎摩

西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
香. 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或作: 人称铜蛇为铜

像)”(王下 18:4). 假如圣经的原稿被保留下来, 人

们会不会也像对铜蛇那样, 因崇拜这些圣卷而向

它们烧香敬拜呢? 可能性非常的高. 有鉴于此, 

神没有把圣经原稿保存下来, 实为明智之举, 免

得它们日后成为人的绊脚石. 

 

 存留原稿的目的, 本是让人能清楚知道

神在圣经中到底说些什么, 但智慧的神使用另一

个方式来达到这方面的目的; 因为存留原稿会使

人崇拜遗物而犯罪跌倒, 神就不用存留原稿这方

法, 而是采用传抄原稿的方法, 来让人借着抄本

和译本得知祂在圣经中的话语. 因此, 谈到“圣经

原稿无误”时, 就不能不谈与之有密切相关的圣

经抄本和译本.  

 

 

(E) 构建出“无误的圣经原稿” 

 正如上文所强调, 当我们说神所默示的

圣经是无误的, 我们是指“圣经原稿”无误, 而非

指“圣经抄本”或“圣经译本”无误. 听到这番话, 

有些信徒就慌张起来, 说道: “这样说来, 我们今

天手中的圣经只是译本, 内中岂不是有错误?” 

“既然今天圣经原稿已不存在, 我又怎样知道我

手中的圣经有哪一些经文是抄错或译错?” “是否

约翰福音 3:16 也被抄错或译错? 若是这样, 是否

信主耶稣就能得救?”等等. 换句话说, 关键的问

题是: “今日的我是否能够知道神在圣经原稿中

说的是什么吗?” 感谢神, 答案是肯定的“能够”!  

 

理由很简单, 虽然我们今天手中没有 66

卷的圣经原稿, 但我们能够借着成千上万的抄本, 

透过“文本评鉴学”(经文鉴别学), 去成功重建圣

经原稿的“原貌”, 以此知道神在圣经原稿中说的

是什么. 现在就让我们简述圣经抄本的准确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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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写工作, 并略谈一些圣经的著名译本和这方面

的发展. 

 

(E.1)   圣经的抄本 

 (a)   旧约圣经抄本的准确性 

抄写圣经是一项非常艰巨、费神刻苦的

工作(请参本文附录三). 一般而言, 某个文献被

抄写越多, 流传越久, 其“失真”的情况就越严重. 

然而, 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圣经的抄写和流传

中, 因为有神奇妙的保守. 许多的证据显示, 圣经

抄本的准确性是非常的高. 希伯来文学者哈里斯

(或译“海瑞斯”, Robert Laird Harris, 1911-2008)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耶利米书 39:3 记载了巴比伦王尼布甲

尼撒一班将领的名字: “巴比伦王的首领

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

力、尼甲沙利薛、拉墨”六个名称, 两个

相同; 《七十士译本》及《马所拉经卷》

(另译《马索拉经卷》)都录有此六个名

字. 对于抄写圣经的人, 这些人名是没有

多大意义的, 为了忠于职分, 他们就正确

地抄写下来. 但从新近发现的一份抄本中, 

这些名字不是六个, 而只是三个; 三个名

字有称号, 就是三甲的尼甲沙利薛, 拉撒

力的尼波撒西金, 以及拉墨的尼甲沙利

薛.50考古学家后来发掘到一张有关尼布

甲尼撒将领的名单, 其中就提及“三甲的

尼甲沙利薛”上尉后来继承了他的王位. 

可见, 抄写这些长而无意义的名字也是极

                                                           
50   在希伯来文的古抄本中是没有标点符号, 也无

空格的, 所以这六个字(注:《和合本》译作: 尼甲沙利薛

、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 ; 

KJV: Nergalsharezer, Samgarnebo, Sarsechim, Rabsaris, 

Nergalsharezer, Rabmag)在古抄本上是连着书写的字母, 

需要读者自己进行断字、断句来明白其意, 因此在辨认

意思上就产生困难, 就如难以读明白以下情况: “尼甲沙

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 ”或
“nergalsharezersamgarnebosarsechimrabsarisnergalsharez

errabmag”. 对于“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

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如此断

字: 尼甲沙利薛, 三甲 / 尼波撒西金, 拉撒力 / 尼甲沙利

薛 , 拉墨 . “三甲”(samgar)、“拉撒力”(rabsaris)和“拉

墨”(rabmag, 意即术士长)是称号而非名字. 

其准确无误的. 这为早期希伯来圣经抄写

之士的细微、谨慎的工作态度, 作了最有

力的见证.51  

 

哈里斯还指出, 精于古代文字及文化的

前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威尔逊 (Robert Dick 

Wilson)曾说: “圣经所记载 40 多位著名君王的

名称, 与考古学所发现的文献极为相近和准确, 

180 个字母拼成的, 没有一个是有差错的. 这证

明希伯来文圣经的作者及后来抄写圣经的人所

做的是异常出色的.”52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是旧约

圣经抄本之准确性的另一个强有力证据. 《死海

古卷》的文献(或称《死海文献》)是从 1947 年

开始发掘的、位于死海(盐海)岸边山洞里储藏

的圣经文献. 其中保存得最好、也最有名的是

《伟大以赛亚书卷》, 编号为 1QIsaa. 此卷长约

24 英尺半, 宽约 10 英寸半, 包括整卷《以赛亚

书》, 抄写年期为主前 125 年. 对于 1QIsaa, 哈里

斯写道: “同时, 最令人惊讶的, 就是这份以赛亚

古卷与我们已有的原文圣经, 除了极细微的差别

之外, 可以说完全相同. 可见古代学者抄写圣经

的细心, 和神保守祂话语的能力.”53  

 

 此外 , 正如里

程所指出的, 在《死海

古卷》中 , 还有其他

20 份抄本记录了以赛

亚书的内容. 虽然其中

一份以赛亚书的片断

(编号为 1QIsab, 含以赛亚书 10 至 66 章)的抄写

方法相当宽松, 但这些见于《死海古卷》的以赛

                                                           
51  R. Laird Harris 著, 《圣经的灵感与正典》, 第

37-38 页, 引用于《圣经的权威》, 第 322 页. 
52   同上引, 第 323 页. 
53   哈里斯指出, 基于上述《以赛亚书》极细微的

差别, 1952 年出版的英文圣经《标准修订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已有 13 处采用此古卷而加以修正. 

但这些修正对基督信仰不仅毫无影响, 反使圣经真理更

加清楚. R. Laird Harris 著, 曾立华、黄汉森译, 《圣经

的灵感与正典》(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76 年), 第 31 页, 

引自《圣经的权威》, 第 3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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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书, 有不少均与今天所沿用的希伯来文圣经

(指《马所拉文本》, Masoretic Text , 简称 MT)

的以赛亚书“呈现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联合圣经

公会(亚太区)翻译顾问黄锡木博士(Simon Wong 

S. M.)评述道: “这一点对圣经学者(特别是从事

文本评鉴工作的学者)来说, 当然是一件振奋的

事. 事实上, 这正代表着主流的希伯来文圣经文

本的流传是相当可靠和准确的.” 普赖斯(另译

“普莱斯”, Randall Price)指出, 《死海古卷》的

发现不仅将旧约圣经抄本的年代往前推移了一

千年, 而且更证实了旧约圣经抄本的一致性和可

靠性:54  

 

《死海古卷》出土之前, 最早的旧约经

文只能推到中古世纪. 旧约最早的完整希

伯来文版本叫《本亚设抄本》 (Ben 

Asher Codex / Manuscripts), 年代大约是

公元 1008年.55 

这个年代距离

旧约最后一本

书的年代(即玛

拉基书 , 约主

前 325 年)也有

一千年之久… 

这使我们陷入

了一个有关旧约版本(指《马拉所版本》, 

Masoretic Codex / Text)的一致性和可靠

性的幽灵问题(意即由于相距的时间长久

而难以证明这些旧约抄本与旧约圣经原

稿是一致的, 或在抄写上是准确可靠的, 

编者按). 但等到第一份包含整卷以赛亚

书的《死海古卷》(后来的碎片当中, 又

发现了 21 本)发现之后, 这个问题便迎刃

而解 . 比较和对照了《以赛亚书卷》

(Isaiah Scroll) 和 《 马 拉 所 版 本 》

(Masoretic Text)的以赛亚书之后, 除了少

                                                           
54  同上引, 第 323-324 页. 
55    属于《本亚设抄本》的《巴比伦彼得帕力坦

抄本》 (Codex Babylonicus Petropalitanus)写于主后

1008 年 ; 但另一本属于《本亚设抄本》的《开罗抄

本》(Cairo Codex)比这更早, 写于主后 895 年左右. 

数文字拼法差别, 不伤文意的差别之外, 

这两者简直没有两样.”56 

 

为何这些旧约圣经抄本呈现如此高的准

确性呢? 原来旧约圣经的抄写工作具有非常严

格的条规. 为了保证抄写的准确性, 从主前 400

年到主后 200 年间, 抄写圣经的文士们已经开始

建立一套有效的校对、审核之法. 比如, 他们数

算每一卷经卷的字数和字母的数目, 编成一份资

料, 提供给抄写员, 用以检定所抄的新抄本之准

确性. 马所拉学者(Masora / Massorah, 字面的意

思是“传递者”)承继古时的文士, 成为圣经经文

的守护者.57 他们审定经文的时间约从主后 500

至 1000 年. 他们把母音符号、标点和重音符号

引进那原来只用辅音(consonants, 或称“子音”, 

如英文的 a、e、i、o、u 以外的字母)写成的经

文,58 发展出三套标示母音(vowels, 即 a、e、i、

o、u 的字母)的系统. 他们的任务不是自创一套

发音的方法, 而是设法把已经承袭下来或已被接

纳的发音传递下去, 并且在一些有争议的发音上

作一个选择.  

                                                           
56   Randall Price, Secrets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Eugene, OR: Harvest House, 1996), 第 126-127

页. 引自 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

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0 年), 第 252 页. 有关旧

约抄本的可靠性 , 请上网参 “家信文库 ”的资料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

元素四-圣经的保存与抄写/ ;  
57   根据里程, 马所拉学者主要生活在加利利海西

岸的提比利亚. 被今人知道名字的马所拉学者中, 有著

名的亚设之子亚伦(Aaron ben Asher)和拿弗他利之子

(ben Naphtali). 亚伦的家族似乎连续五代都致力于经文

的校订工作. 现今的希伯来文圣经的版本就是基于亚设

之子的抄本. 《圣经的权威》, 第 320 页. 
58   早期的旧约抄本都只有子音(辅音)字母, 而没

有母音(元音)字母[注: 母音字母(vowel)即英文中所谓的

a,e,i,o,u 字母 ; 子音字母 (consonant) 则是母音字母

(a,e,i,o,u)以外的字母]. 例如“律法”一字在希伯来文是

torah. 在抄写圣经时, 文士只是写 trh, 但是在发音时, 懂

得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很自然会加上适当的母音 o 和 a. 

马所拉学者在所抄的希伯来文圣经中, 在每个希伯来字

的子音之下或左侧, 加上一些注音符号(pointings), 以方

便学习正确地发音, 所以 trh 变成 torah, 读成 Torah. 参 

罗庆才、黄锡木主编, 《圣经通识手册》(香港沙田: 基

道出版社, 2005 年), 第 239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四-圣经的保存与抄写/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四-圣经的保存与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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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地传递经文, 他们运用可以想

到的各种保障法; 例如, 找出每卷书的字母之总

数;59 标明每卷书正中的那个字母和那个字词; 

搜集在字母的形状、位置上的任何异常之处; 记

录某个字或片语出现的数次; 列出旧约中只出现

两次的字词; 列出经文中所有异常的拼写法等等. 

真可谓不厌其烦, 不畏艰苦. 由于对圣经的尊重, 

他们不在经文上作任何改动. 为此, 马所拉学者

独创了一套编辑附注系统. 当发现前人的一些抄

写错误时, 他们会把错误留在经文中, 而把他们

认为正确的字词写在该字词的上方, 并在旁注中

注明该字词的子音字母. 这种注释或按语被称为

“马所拉”(Massorah). 那写在页边、较短的注释

叫“小马所拉”(Massorah parva), 只注明那字词出

现的次数; 置于每页顶部或底部、较详细的注释

则被称为“大马所拉”(Massorah Magna), 能提供

字词的某种形态的经文出处索引. 由于马所拉学

者的坚韧、辛勤的付出, 马所拉经卷对旧约圣经

的注释, 尤其是在字词发音和文法方面的注释, 

在传统上被接纳为权威性的解经指南.60    

 

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 Jr.)认为马所

拉学者配得称赞, “因为他们这样勤劳工作, 一丝

不苟, 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苏弗林(Sopherim, 希伯

来文意即“文士”)交托给他们的子音版经文. … 

他们那么有责任地保管着神圣的经文, 以致在经

文的子音上, 不曾胆敢作出明显的改正, 而是让

他们的手稿(抄本)一如

交托给他们的时候那

样 . 由于他们的忠心 , 

我们今天能拥有一本

希伯来文圣经. … 这些

版本 ( 指《马所拉抄

本》)让我们在本质上

几乎看见原著的手稿, 

                                                           
59   威明顿(H. L. Willmington)指出, 每个字母皆被

个别的计算过. 因此, 在抄写旧约之时, 他们会注意到希

伯来文中的字母 א (aleph, 即希伯来文的首个字母, 等于

英文的 A 字), 共出现了 42,377 次, 而其他字母的出现

次数他们也知道.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972 页. 
60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319-320 页. 

为我们提供神的启示之可靠记录. 正如奥伯莱

(William F. Albright)所说: ‘我们大可放心, 这本

希伯来文圣经的子音版本, 虽然并非没有错误

(差异), 但已经准确地保存下来了, 其准确性也

许 是 任 何 其 他 近 东 作 品 都 不 能 相 比

的 .’”(Gleason L. Archer, J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第 65 页).61  

 

(b)   新约圣经抄本的准确性 

 新约抄本又如何呢? 里程表示: “由于经

文鉴别学(文本评鉴学)制定了许多有效的鉴别

差异经文(简称“异文”)的原则, 使经文鉴别的工

作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加之, 人们拥有众多的新

约圣经抄本, 有些抄本的抄写时期离圣经经卷的

原稿又很近; 所以. 新约抄本的准确性更是显而

易见的.” 基于有限的篇幅, 仅以几位学者的评论

为证.   

 

 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的著名

圣经学者兼教授米立根(另译“密立根”, George 

Milligan, 1860-1934)在论述新约圣经抄本的可

靠性时, 是这样说的: 

 

据约翰·弥尔(John Mill)于 1707 年出版

的《希腊文新约》中说, 异文(指抄本之

间的相异之处)之数约有 3 万. 但是, 因为

近代发现了更多的古卷, 此数又增加了五

倍. 有些人一听见这个数目, 必定觉得非

常惊骇, 以为新约圣经的原文必定错到一

个完全不可靠的地步, 其实并非如此. 因

为所谓“异文”, 其中只是一些细微的不同, 

对于章节段落的大意并无重大的出入(例

如词字的次序不同、冠词增减等并不影

响整段句子的大意).”62  

 

黄锡木在其所著的《新约经文鉴别学概

论》一书中也指出, “那些被一致公认为毫无疑

问的经文, 其实占全本新约圣经的比例极高,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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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协会, 2004 年简体字版), 第 144-145 页. 
62   George Milligan 著, 《新约圣经流传史略》, 第

19 页, 引自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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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ason L. Archer, Jr 

略计算最少占八分之七(87.5%), 其余的八分之

一, 除去串字和字序上的差异外(约占 11%), 我

们认为尚有疑问的经文, 只占全本新约圣经的六

十分之一(1.6%), 而其中‘可以称得上对经文意义

有重大影响的异文, 也许是千分之一(0.1%)’. 我

想这番话该可以叫很多信徒感到安心了.”63  

 

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新约 46 年的荣誉退

休教授梅茨格(另译“麦子格”, Bruce M. Metzger)

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有被称为‘安色尔

字体’的抄本, 全部用希腊

文大写字母写成. 今天我

们有 306 本这样的抄本, 

有几本可以推溯到主后 3

世纪(指抄写于大约主后

350 年的《西乃抄本》和

《梵蒂冈抄本》).  

 

一种在本质上比较接近草书的新字体

大约在主后 800 年出现. 这种字体叫‘小

书写体’, 我们有 2,856 本这样的抄本. 此

外, 还有圣言集(或译“经课、选读经文”, 

lectionary), 其中包括早期教会一年之中

依照次序在适当时候诵读的新约经文. 我

们共有 2,403 本这样的抄本编入书目. 这

就把希腊文抄本的总数提升至 5,664 种. 

 

除了希腊文抄本, 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

文字的古代新约抄本. 我们有 8,000 至

10,000 本拉丁普通文本, 再加上 8,000 本

埃塞俄比亚文、斯拉夫文和亚美尼亚文

抄本, 加起来现存抄本总共有 24,000 种. 

我们所拥有的最早新约抄本是写于主后

100 年到 150 年的约翰福音残片…64 

 

                                                           
63   同上引, 第 326-327 页. 
64   按照马有藻, 现存的约翰福音抄本与原始著作

只相差 50 年(传说约翰福音的原著写于主后 80 年, 而

现存最早的约翰福音抄本则在主后 130 年左右抄写, 今

收藏在英国 John Rylands 图书馆内). 马有藻, 《读经

乐  —  实用读经攻略》, 第 125 页. 

 梅茨格的结论是: “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希

腊文原稿, 把较早期译本的材料贯串起来, 我们

也能复制出新约的内容. 退一步说, 即便我们失

去了所有希腊文原稿和早期翻译本, 我们仍能从

早期教父的注释、讲道词、书信等的大量引文

中复制新约的内容.”65 

 

 古 代 语 文 专 家 兼 圣 经 学 者 阿 切 尔

(Gleason L. Archer, Jr.)对旧约和新约圣经抄本的

总体评价是: “事实上, 在文本评鉴学(或译“经文

鉴别学/校勘学”)领域里居领导地位的学者长久

以来都承认, 若将出现误差

的经文放置在边注(旁注)中, 

而将标准经文中已被学者接

受的读法加入正文内(在新

约方面特指那代表 90%以上

的希腊文抄本  —  《多数文

本》类型的读法, 编者按),66 

那么, 抄本所出现在子句上

的误差, 没有一项足以影响

教义或圣经的信息. 上述情况只能理解为神的保

守, 祂默示了原稿, 又为人类设想而将圣经抄本

妥为(妥善)保守.”67  

 

总括而言, 由于圣经抄本的准确性和文

本评鉴学(另译“经文鉴别学”)的巨大成就, 圣经

学者们可说是已经成功构建出非常接近原稿的

                                                           
65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327-328 页. 
66   我们必须承认, 在新约抄本中有所谓“讹误的抄

本”(corrupt text), 即所谓的《少数文本》(Minority Text). 

这类型抄本的抄写员受了诺斯底主义和其他错误教义

所影响, 改了新约圣经原稿的字句. 但感谢神, 《少数文

本》只代表极少数的希腊文抄本(著名文本评鉴学家皮

克林博士[Dr. Wilbur Pickering]说它少过 10%的希腊文

手抄本所支持), 而绝大部分的希腊文抄本仍保留原有

的正确字句, 不足以影响基要的教义或圣经的信息. 有

关这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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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二: 圣经的

经文不可尽信(下)”之附录三: 再思《梵蒂冈抄本》和

《西乃抄本》的可靠性; 以及 附录四: 再思《多数文

本》的价值和可靠性 . 此两篇文章已放上网 , 请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别真伪基督

四-挑战二-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  
6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328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别真伪基督四-挑战二-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别真伪基督四-挑战二-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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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版本. 诚如贝尔彻所言: “纵然我们现今没有

一本毫无错误的原稿, 我们仍有一本可靠、足以

应付各样实践需要的圣经, 可供我们深入研读, 

和借此制定教义.”68  

 

(E.2)   圣经的译本 

 历代以来, 神不仅预备了众文士或抄写

员, 小心翼翼地传抄圣经, 使我们今日保有许多

可靠性极高的抄本, 祂还兴起了不少语言专才从

事翻译圣经的工作, 出版各种语言的译本, 使世

界各地的人能按照自己的语言去明白祂所默示

的圣经. 圣经本是用三种语言写成的. 旧约圣经

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 除了极小部分是用与希

伯来文同源的亚兰文 (Aramaic)写成 (例如创

31:47 中的两个字; 但 2:4-7:28; 拉 4:8-6:18; 7:12-

26; 耶 10:11). 新约圣经全是用希腊文写成. 由于

懂得这三种语言的人并不多, 所以翻译是必须的.   

 

里程正确指出, 当一种文字被翻译成另

一种文字时, 由于词汇、句型结构、文化习俗等

的差异, 要做到异文与原文百分之百地相同, 是

不可能的. 然而, 一个认真和严谨的翻译, 使译文

准确地传递原文的信息, 则是完全可能的. 靠着

神的帮助, 历代以来, 有许多不同语文的圣经译

本面世, 传达神在圣经中所默示的信息.  

 

从德国金匠古腾堡 ( 或称 “ 谷登堡 ”, 

Johannes Gutenberg)于 1450 年左右发明了活版

印刷术至 1998 年的 5 百

年里 , 圣经已被译成

2,213 种语言或方言. 除

了主前 3 世纪在埃及亚

历山大城开始翻译的希

伯来圣经的希腊文旧约译本(或称《七十士译

本》, Septuagint )之外, 主后第 2 世纪时, 圣经已

被译成叙利亚文 , 以及古代拉丁文 (Old Latin 

Version). 当时, 叙利亚文在巴勒斯坦极为通行, 

又与主耶稣在世时教训人所用的亚兰文很相近, 

所以在朗诵这种古译本时, 人们似乎亲耳听见主

耶稣在说话! 主后 3 至 4 世纪时, 圣经已有埃及

文古译本、亚美尼亚文古译本(The Armenian 

                                                           
68   同上引, 第 289 页. 

Version)、哥特文古译本(The Gothic Version)、

通俗拉丁文译本(The Vulgate)等等.69  

 

论到英文译本, 我们就不能不提威克里

夫(John Wycliffe, 1328-1384), 因为这位牛津大

学博士是第一个把拉丁文圣经译成英文的人. 一

百多年后, 剑桥大学的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直接把圣经从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希

伯来文(旧约圣经)译成英文. 此人因为翻译英文

圣经而被判处死刑, 为主殉道. 但他殉道一年之

后, 神开了英王的心眼, 下令修改政策, 准许英国

人民购买和阅读英文圣经.  

 

1603 年, 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继承

伊丽莎白成为英王. 他从不同宗派中挑选了 54

名学者, 重新修订英文圣经; 修订本于 1611年问

世 , 被称为《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或

《英王詹姆士译本》(King James Version). 此译

本初版有不少拼写错误, 从 1611 年至 1640年这

30 年间, 《钦定本》约出了 50 版修订本. 初版

后约 50 年, 《钦定本》才普遍被各宗派所接受, 

读者对它的喜爱也与日俱增, 不仅影响英国, 而

且遍及整个英语世界, 其权威地位一直延伸到

20 世纪. 甚至先后于 1881 年和 1885 年出版的

新约及旧约《修订本》(Revised Version)也无法

取代《钦定本》. 

 

在 20 世纪, 更多英文圣经的新译本面世: 

 

年代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简称) 

1901 《美国标准译本》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ASV) 

1946 / 

1952 
《修正标准本》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 

1961 / 

1970 
《新英语圣经》 New English Bible 

(NEB) 

1962 / 

1971 
《当代圣经》 Living Bible (LB) 

(by Kenneth N. 

Taylor) 

1963 / 

1971 
《新美国标准圣经》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1966 / 

1976 
《给现代人的福音》 

/《现代英语圣经》 

Good News Bible 

(GNB) / Today’s 

                                                           
69   同上引, 第 328-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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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sh Version 

(TEV) 

1973 / 

1978 
《新国际版圣经》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1979 / 

1982 
《新钦定本圣经》 New King James 

Version (NKJV) 

 

 至于中文圣经译本, 许牧世在他所写的

《经与译经》一书中简述道: “圣经在什么时代

开始有中文译本至今是一个历史悬案. 目前我们

知道的是: 1625 年在陕西西安附近发现的那块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的石板上有‘真经’、

‘旧法’和‘经廿七部’等语, 因此推测早在第 7 世

纪前半期, 圣经或圣经的部分已经有了中文译本. 

可惜这些译本失传, 究竟它是在哪一年代、在哪

种情况下译出来、是谁译的, 都无从查考. 

 

许牧世也指出, 比较可靠的译经史要从

13 世纪开始, 但也不过是一些不完整的片断资

料. 元朝时代有天主教法兰西斯会的僧侣蒙特柯

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到了北京, 并翻译了

《新约全书》和《诗篇》. 约在 1636 年, 天主教

的迪亚兹(或译“李玛诺”, Emmanual Diaz)出版了

一部福音书的注释, 书名为《圣经直解》. 总括

而言, 一直到清朝初期, 中文圣经主要是由天主

教的圣职人员所进行.70  

 

基督徒 (指“更正教徒”或称“新教徒”, 

Protestants, 有别于天主教徒 Roman Catholics)在

中国的译经历史通常从 1807 年写起. 这一年, 第

一位来到中国的基

督徒宣教士(宣道士)

马 礼 逊 (Robert 

Morrison)从英国来

到广州. 那时, 广州

的环境不允许他公

开从事布道工作 , 

所以他移居澳门 , 在那里开始翻译中文圣经 . 

1814 年, 马礼逊所译的新约圣经在广州出版. 旧

约圣经由他的助手米怜(另译“米麟”, William 

Milne, 来自苏格兰)所译, 经马礼逊亲自审阅, 名

为《神天圣书》的圣经新旧约全书于 1823 年在

                                                           
70   同上引, 第 335-336 页. 

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出版, 又称《马礼逊、米怜译

本》. 与此同时, 另一本中文圣经译本也告完成, 

由在印度的马殊曼(Joshua Marshman)和在澳门

出生的信徒拉撒尔(Joannes Lassar)合译, 在印度

塞兰坡(Serampore)出版, 人称《马殊曼、拉撒译

本》. 有者认为它可能比《马礼逊、米怜译本》

早出版半年或一年, 但《马礼逊、米怜译本》较

为人知.71  

 

这两本圣经译本出版后的 100 年间, 还有

数个中文译本逐一面世 . 但最重要的莫过于

1919 年出版的《和合本》, 或称《国语和合译

本》或《官话和合译本》. 1890 年, 上海宣教士

大会议决定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 次年

成立三个委员会, 分别负责三种不同文体的版本: 

文理、浅文理, 以及国语(官话). “经过 27 年的勤

奋工作, 排除了无数困难, 《国语和合译本》于

1919 年出版… 这译本通俗却不庸俗, 雅俗共赏; 

一般民众读得出、看得懂, 不仅在教会内受到热

烈欢迎, 在社会上也引起巨大回响, 有的学校用

它当语文课本, 对中国白话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成为全中国教会采用的唯一译本.72   

 

  《国语和合译本》出版多年后, 其他中

文译本纷纷面世, 较著名的有: 《吕振中译本》

(1946 年新约全书, 1970年新旧约全书)、《当代

圣经》(依据英文意译本 Living Bible 翻译而成, 

1974 年出版)、《现代中文译本》(根据英文意

译本 Good News Bible 参照原文而译成, 1979年

出版)、《圣经新译本》(1976 年新约全书, 1992

年新旧约全书)等. 虽然如此, 《和合本》至今仍

然在中文译本当中广受欢迎, 这种历久不衰的现

象被学者称为“《和合本》权威现象”.73   

 

 我们承认上述这些圣经译本(特指中英文

译本)并非已尽善尽美, 完美无缺. 但透过译自较

可靠的圣经抄本, 不少译本整体而言还能清楚传

                                                           
71   同上引, 第 336 页. 
72   同上引, 第 341 页. 
73   同上引, 第 344 页. 事实上, 《和合本》初版后

不久就被修订过一次; 近年又出版了《新标点和合本》, 

使《和合本》与时共进, 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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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神在原稿中的信息.74 再者, 我们今日还可查

考多种圣经注释(包括不少可免费下载的圣经软

件, 特别推荐“精读圣经”), 这使我们能更进一步

地知道圣经原稿的字句, 并明白其中的信息. 

 

 

(F)    结语 

 最后, 我们要引用

里程的话作为总结: “神默

示了无误的圣经各书卷 . 

圣灵引导祂的子民辨认出

哪些是神所默示的书卷 , 

将之汇集成为新旧约圣经

正典, 成为基督徒信仰和

生活的唯一、最高的准则. 几千年来, 神不断兴

起祂的圣徒, 在大逼迫中, 在颠沛流离中, 像保护

自己生命一样地保护圣经; 一代又一代, 用青

春、用生命, 抄写出一份又一份准确的圣经抄本. 

每个时代, 神都使用委身的圣徒, 义无反顾、坚

韧不拔地用他们的鲜血、用他们的年华, 把圣经

翻译成各种文字. … 福音要传到地极, 圣经要传

到全世界, 使人有智慧, 可以得着神的救恩. … 

而这一系列伟大事工, 都是以‘圣经原稿无误’为

基础和发端的.”75 因此, 对于“圣经原稿无误”的

教义, 我们要深信、坚守, 并忠心地传递下去.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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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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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可

                                                           
74   对于中文译本, 笔者推荐《和合本》; 对于使用

英文译本的读者, 笔者仍推荐 Authorized Version (或称

King James Version). 若要找一本属于现代易懂的语言

之英文译本, 可考虑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因这两个

译本是根据较可靠的《多数文本》之抄本(注: NKJV 据

说在少许地方也译自一些较不可靠的古代抄本经文).  
75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347 页.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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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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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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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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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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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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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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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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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58-59 页. 
79   同上引, 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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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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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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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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抄写圣经的艰难工作 

 

 抄写圣经的文士多是非

常仔细和尽心竭力的. 事实上, 

抄写过程处处是陷阱, 稍不留神, 

就会抄错. 抄写错误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 我们仅在此提出几个, 

好让读者略知抄写的艰巨性.   

 

首先, 是视觉错误. 有些字母形状相似, 容

易认错而抄错, 如希腊字母 ο 和 θ ; 希伯来字母更

易认错, 如 、 ח 和   ה ר   和 ו、 ד 和 ב  和 נ 、  ן 等等. 

抄写时, 如果第一行和第三行的同一位置的两个字

的字头或字尾(或音节)相同, 抄写者就可能从第一

行跳到第三行而漏掉两行中间的一整段话, 这种状

况叫做“边侧视线”(Parablepsis).  

 

另一种是听觉错误. 有些字是同音异义的, 

如同英文中的 way 和 weigh, to 和 too ; 例如希腊

文中的字母 υ 和 ου 的发音相似, 很容易抄错. 当一

                                                           
80   同上引, 第 84-85 页.  
81   同上引, 第 85 页. 

人念, 多人抄时, 更是如此. 比如, 启 1:5: “祂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 (有古卷: 洗去)罪恶”. 这节

的“脱离”在希腊原文中是 λυσαντι , 有的抄本则是 

λουσαντι , 意即“洗去”. 看来是文士抄写时听错了, 

把发音相同的 υ 抄成 ου (也有可能相反, 把 ου 抄

成 υ ), 导致不同的字母产生了不同的意思. 

 

还有一种抄写错误是断句引起的错误. 古

时候, 圣经的经文本是没有标点, 是连着书写的, 需

要读者自己断字、断句, 以明白其意. 然而, 不同的

断字、断句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意思, 这与中文相似.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客人的断句是: “下雨天, 

留客天, 留我不留?” 主人的断句则是: “下雨天留

客, 天留我不留.” 例如, 利 16:8 说: “为那两只羊拈

阄, 一阄归与耶和华, 一阄归与阿撒泻勒.” 长久以

来, “阿撒泻勒”(希伯来文: עזאזל , 音译: ‛ăzâ'zêl 

{H:5799})充满神秘感, 人们不知它是什么东西. 中

世纪的拉比认为 , 它是旷野一个多毛的鬼魔

(demon). 若是这样, 亚伦就是为一个鬼魔拈阄了; 

不过, 旧约律法是严禁以色列人拜鬼魔的.  

 

圣经学者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 Jr.)认

为, 简单和正确的解决之法是, 把 עזאזל ( ‛ăzâ'zêl )

一字分成两个字来读:  עז ( ‛ăz ) 和 אזל  ( â'zêl ) [注: 

希伯来文是从右读到左, 所以  אזל  עז  读成 ‛ăz   

â'zêl ). 分开来读的 ‛ăz  â'zêl 意思是“一只分离或除

去的羊”(a goat of departure). 事实上,《七十士译

本》和《拉丁文武加大译本》都接纳这解决方法

来 作 翻 译 . 82  ( 参  Gleason L. Archer, Jr.,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第 127-128 页) 

 

还有一种抄写错误是判断错误. 经卷旁边

空白处常有眉批(Headnotes or Margin notes), 写下

有些注解或对经文中错误之处的更改. 有时, 眉批

和正文靠得很近, 难以区分, 抄写者误把眉批抄入

经文中, 而后来的抄写者就把它当作正文传抄下去. 

有关抄写的艰难与常犯的错误, 请参阿切尔所列举

11 大类的经文抄写错误(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第 33-42 页).83 

                                                           
82   《七十士译本》把 עזאזל 这希伯来字译成希腊

文的 “…χιμάρους ( chimarous , 公山羊 )… ἀποπομπαίῳ 

( apopompaiô , 送走 )”, 意即“要被送走的羊”(the goat to 

be sent away), 英文圣经 KJV 译作 scapegoat (替罪羊).  
83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317-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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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西斯(Xerxes) 

圣经人物         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 

 

王后瓦实提 

和犹大人末底改 
 

 

(A) 王后瓦实提的立场 (斯 1:1-22 ) 

(A.1)   神记念被掳之民 

瓦实提 (Vashti)是在

亚哈随鲁王 (Ahasuerus)统

治时期作波斯王后. 亚哈随

鲁统治的波斯帝国, 版图非

常广大, 超过一半当时所知

的世界(斯 1:1 说其版图“从

印度到古实”, 即从亚洲的

印度到非洲的埃塞尔比亚).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位亚哈

随鲁王就是基督降世前 5 百

年 左 右 的 波 斯王 薛西 斯

(Xerxes, 有关此王的背景, 请

参本文附录). 他处于以斯拉

记第 6 章和第 7 章之间的时

期, 并在以斯帖记里被提及

超过 180 次之多.  

 

以斯帖记的记载是关于那些被掳到巴

比伦 70 年后, 却不归回故土的犹大人(或称

“犹太人”). 比起以斯拉记所记载那些被掳归回

荒凉之地的犹太人, 这些保留在波斯国的犹大

人生活比较好(但并非没有危险). 以斯帖记强

调神奇妙的眷顾和保佑, 拯救犹大人脱离邪恶

的哈曼, 就是借着提升以斯帖为王后, 并设立

和欢庆年度的普珥日(或称“普珥节”, Purim, 斯

9:20-27), 拯救了犹大人脱离灭族之灾.   

 

(A.2)   神为以斯帖开路 

即使还未高升以斯帖为王后之前, 我们

已清楚看见神的眷顾. 按世界历史的记载, 亚

哈随鲁当时战胜了埃及, 并为将要攻打希腊而

作准备, 所以大事

庆祝一番, 激励军

心(斯 1:3). 到了第

七日, 亚哈随鲁王

因喝酒一时兴起 , 

命令太监们把王

后带出来 , “请王

后瓦实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 使各等臣

民看他的美貌, 因为她容貌甚美”(斯 1:10-11). 

对瓦实提而言, 这是极不适宜的要求, 因要她

在醉酒场合中公开露面, 什么荒唐的事都可能

发生, 所以她拒绝出席. 在这事上, 我们可说她

为保女性尊严而不屈服. 若这异邦女子是为捍

卫真正女性尊严而拒绝王命, 倒是一个值得深

思的功课. 

 

一个头脑清醒的王, 不会对自己的王后

有这样的要求. 可是亚哈随鲁因醉酒而神志不

清, 听到王后拒绝出席便大发雷霆. 由于担心

如果瓦实提没受到处罚, 波斯国中所有家庭将

引起争端(恐怕作妻子的都效仿瓦实提不从夫

命, 令作丈夫的受到藐视), 所以亚哈随鲁听从

他的“明哲之士”的话, 废了瓦实提的王位. 不

管这决定看来何等

有理, 不可忽略的重

要因素乃是: 王在醉

酒下无节制的蛮横

表现, 是引致这争议

的起因 . 无论如何 , 

此事被神使用, 来为提升以斯帖作王后一事开

路. 换言之, 在以斯帖记还未论到犹大人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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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底改发现了谋害王的计谋 

 
亚哈随鲁王过后读到末底改

救王有功的记录, 并奖赏他. 

事之前, 就让我们看见神那帮助护佑之手, 在

掌控异邦的历史发展, 使我们知道到底是谁真

正掌权统治(诗 22:28; 46:10; 但 4:17).84   

 

 

(B) 犹大人末底改的贡献 (斯 2:5-23) 

(B.1)   末底改的养女  

末 底 改 (Mordecai)

是一个被放逐异乡的犹大

人 , 属于便雅悯支派 (斯

2:5). 在亚哈随鲁王统治时

期, 末底改在书珊城的王

宫中作王室的仆人. 他的名字看来与巴比伦的

神祇有关,85 他和许多与他同期的犹大人一样, 

已熟悉被掳之地的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 此人

并非 拉 2:2 和 尼 7:7 所提到的末底改.  

 

 末底改成为他

叔叔女儿以斯帖的监

护人(收她为养女), 因

她父母已过世(斯 2:7), 

这位以斯帖就是过后

的波斯帝国王后. 当时, 

为了选立新王后以取代被王废掉的瓦实提, 许

多女子被召入宫. 美丽动

人的以斯帖也成为被选入

宫的众女子之一. 以斯帖

深得众人喜爱, 被选住在

女院, 等候王作出最终的

拣选. 在这段时期, 末底改

继续对她的养女表现关怀. 

最后, 以斯帖脱颖而出, 特

                                                           
84   诗 22:28: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 祂是管理万国

的”; 46:10: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

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但 4:17: “这是… 圣者所

出的令, 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

赐与谁就赐与谁, 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85   根据琼斯(Alfred Jones), “末底改”意即“战神的

敬拜者”(worshipper of Mars)或“微小之人”(little man), 

参 Alfred Jones, Jones’s Dictionary of Old Testasment 

Proper Name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0), 

第 257 页. 

蒙王所宠爱, 被选为新王后. 王因以斯帖大摆

筵席, 欢庆一番.  

 

(B.2)   末底改的功劳  

 直到那时, 末底改和以斯帖都没有透露

他们的犹太籍身份. 尽管如此, 以斯帖记接下

来的记载, 强调神的眷顾与护佑已开始动工, 

超越所有人类的策划与安排(斯 2:8-20). 就在

此时, 末底改发现有两个人图谋杀害亚哈随鲁

王. 他将此事告诉以斯帖, 再由以斯帖转告于

王, 结果经王查证后, 那两人被处死. 此事记录

在王室历史书上(斯 2:21-23).  

 

过后 , 在神

的眷顾与护佑之下, 

此记录被神使用来

扭转乾坤 , 拯救祂

的百姓脱离灭族之

灾(斯 6:1-3). 较后, 

末底改也获高升 , 

得着整个帝国的最

重要地位(即亚哈随

鲁 王 的 宰 相 , 斯

10:3). 然而, 他最优

秀的特性莫过于他

对以斯帖表现出坚

定的忠诚, 不管她处在什么环境. 这令我们想

起主耶稣对彼得的挑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吗?”(约 21:15). 

 

 以斯帖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整本书里

一次都没提到“神”一字! 我们还可补充说: 以

斯帖记里没有清楚论到希伯来人的律法(参 斯

3:8); 没有详细提到祷告(参 斯 4:15-17); 甚至

新约圣经从未提到以斯帖. 尽管如此, 此书所

记载的环境与事物发展, 显然表明神在掌控一

切. 诚然, 我们阅读以斯帖记时, 罗 11:33-36 的

话似乎特别适用: “深哉,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祂的判断何其难测! 祂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

道主的心? 谁作过祂的谋士呢? 谁是先给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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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末底改不向哈曼下拜 

 
哈曼被逼尊荣末底改(斯 6:11) 

使祂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 倚靠

祂, 归于祂. 愿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远. 阿们!” 

 

 

(C) 犹大人末底改的高升 (斯 3:1-15) 

(C.1)   末底改的勇气 

 有者认为以斯帖记是摘录自波斯王宫

的官方文献(斯 2:23). 神的名完全没有出现在

以斯帖记里.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Talmud)

解释此现象时, 引证 申 31:18 的话, 说: “那时, 

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 我必定掩面不

顾他们.” 无论如何, 即使祂掩面, 也并非不关

心祂的百姓. 在神的眷顾和护佑下, 末底改和

以斯帖被神兴起, 来成就神拯救犹大人的计划. 

 

 随着亚哈随

鲁王所宠爱的大臣

哈曼升到高位, 而末

底改不愿向他下拜, 

危机时刻便来临了

(斯 3:1-2). 看来哈曼

是要求人向他敬拜, 而末底改是个虔诚信主的

犹大人, 不愿违背信仰向人下拜(斯 3:4). 要违

抗一个如此有权有势的大臣, 末底改展现何等

大的勇气. 当我们事奉主基督时, 我们也需要

如此的心志和勇气(彼前 3:15; 犹 3).86     

 

 哈曼是亚甲族人(斯 3:1), 是亚玛力王

“亚甲”的后代(编译者注: 亚甲和亚玛力人是

以色列人的敌人; 民 24:7; 撒上 15:8).87 虽然亚

哈随鲁王下令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要跪拜哈

曼, 唯独末底改坚持不跪不拜(斯 3:2). 他不肯

                                                           
86   彼前 3:15: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

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作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各人”; 犹 3: “亲爱的弟兄啊, 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 要为从

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87   民 24:7: “他(雅各或以色列)的王必超过亚甲; 

他的国必要振兴”; 撒上 15:8-9: “(扫罗和他的军兵)生擒

了亚玛力王亚甲, 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 扫罗和百姓

却怜惜亚甲, 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 并一

切美物, 不肯灭绝.” 

敬拜人, 特别是以色列人的宿敌. 末底改是个

便雅悯人(斯 2:5), 他要完成他的族人扫罗王所

没完成的事(编译者注: 扫罗王是便雅悯人, 神

曾吩咐他灭绝亚甲, 

但他没这么做, 违

背神的命令; 撒上

15:3,9). 经过相当

多的危险和困境 , 

哈曼终于被灭绝了

(他灭犹大人的恶

毒计谋被揭穿, 自作自受, 编译者按), 而犹大

人获得拯救, 因犹大人末底改被王升到高位, 

掌管大权. 

 

(C.2)   末底改的预表 

除了对以斯帖的照顾和关怀, 末底改还

有很多其他特征  —  他是个被掳放逐者(exile, 

斯 2:6); 选择继续隐藏自己的身分(斯 2:10); 非

常爱自己的犹大国民(斯 4:1 等等); 被王尊荣

(斯 6:11; 8:1-2); 被升为大(斯 9:4; 10:2-3). 他被

形容为“犹大人末底改”(斯 5:13; 6:10; 8:7; 

9:29,31; 10:3). 因此, 在他身上, 我们可反映犹

大人(犹太人)过去的历史和将来的前景如下: 

 

1) 将遭受憎恨 (斯 5:13;88 比较 太 24:9);89 

2) 将获得尊荣 (斯 6:10;90 比较 太 25:34);91 

3) 与宝座有关 (斯 8:7;92 比较 太 25:31);93 

                                                           
88   斯 5:13-14: “只是我见犹大人末底改坐在朝门, 

虽有这一切荣耀, 也与我无益(或译: “只是每逢我看见

坐在朝门那里的犹大人末底改的时候, 这一切(荣耀)对

我都没有多大的意思了”)”, 因为“哈曼见末底改不跪不

拜, 他就怒气填胸”( 斯 3:5). 
89   太 24:9: “那时,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

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90  斯 6:10: “王对哈曼说: ‘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 

照你所说的, 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末底改去行. 凡你所

说的, 一样不可缺.’ ” 
91   太 25:34: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

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92   这里所谓“与宝座有关”指的是“所得到的福气

是与王有关”, 因这福气是作王的亚哈随鲁所赐的, 如 

斯 8:7 所说: “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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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西斯一世率领百万大军进攻希腊, 旗开得胜 

4) 能享有权柄 (斯 9:29;94 比较 太 25:34); 

5) 有更大权柄 (斯 9:31;95 比较 太 25:34); 

6) 在国中为大 (斯 10:3;96 比较 太 25:34). 

 

到 那 一 日 , 申

28:14 所说的就必应验: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

誡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

你的, 謹守遵行, 不偏左

右, 也不隨從事奉別神 , 

耶和華就必使你作首不

作尾, 但居上不居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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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波斯王薛西斯(Xerxes) 

 

 公元前 485 年 , 薛西斯(Xerxes, 或称 

“薛西斯一世”, 主前 518-465 年)成了波斯帝国

第四代皇帝. 许多学者认为此人就是以斯帖记

的亚哈随鲁王(Ahasuerus). 他登位不久, 埃及

人因极其反对波斯帝国的统治而暴乱叛变, 但

他成功镇压了埃及的

暴乱(主前 484 年). 主

前 480 年, 薛西斯一世

率领百万大军抵达希

腊, 所向无敌. 希腊的

巴斯达军队顽抗无效, 

                                                                                               
改说: ‘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 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

斯帖, 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 ” 
93   太 25:31: “当人子在祂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

的时候, 要坐在祂荣耀的宝座上.” 
94   斯 9:29: “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末底改以全权
(直译: 所有权柄)写第二封信, 坚嘱犹大人守这普珥日.” 
95  斯 9:31: “劝他们按时守这‘普珥日’, 禁食呼求, 

是照犹大人末底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 也照犹大人

为自己与後裔所应承的.” 
96   斯 10:3: “犹大人末底改作亚哈随鲁王的宰相, 

在犹大人中为大, 得他众弟兄的喜悦, 为本族的人求好

处, 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97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16-218 页. 

全遭剿灭. 薛西斯的大军入侵希腊, 洗劫了雅

典, 不过却在萨拉米海战中被打败. 这场海战

的失败宣告希波(希腊-波斯)战争以薛西斯一

世的失败而告终. 薛西斯一世只好带着大部分

陆军返回波斯. 主前 478 年, 他娶以斯帖为妻, 

立她为王后. 薛西斯一世最终在主前 465 年, 

死于一场宫廷政变 . 他的宰相阿尔达班

(Artabanus)谋杀了他, 并拥立(可能是他的儿子)

亚达薛西一世为国王.   

 

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证实

薛西斯一世在远征希腊前作准备, 摆设大筵席, 

是他在位第 3 年举行(主前 483 年). 这正是 斯

1:3 的背景. 主前 480 年, 他领军入侵希腊, 先

是胜利, 最后战败而返. 回国后, 他娶以斯帖为

王后, 这是他在位第 7 年的事(即主前 478 年). 

换言之, 以斯帖记第一章是发生在主前 483 年, 

第二章则在主前 478 年, 间中相隔 4、5 年左

右. 论到 斯 2:1 的“这事以后”, 《中文圣经启

导本》写道: “据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记载, 此时

约为主前 479 年 12 月. 亚哈随鲁王远征希腊

大败而归, 郁郁寡欢, 寄情后宫, 重提久已搁置

了的策立新后(立新王后)的事.”(第 776 页)   

 

希罗多德在其所著的《历史》一书中, 

看薛西斯是个好大喜功的人. 他认为自己处于

世界之巅, 从那里俯视着蝼蚁般万千众生. 他

的举动时而宽宏, 时而暴虐, 难以揣摩. 他的本

性并不残忍, 在某些特殊的时刻, 他甚至像诗

人一样心思细腻, 感怀伤世.98 无论如何, 我们

从以斯帖记中看到, 至高的神如何使用末底

改、以斯帖和薛西斯, 拯救了犹太人免遭灭族

之

祸. 

 

 

 

 

 

                                                           
98   参考  http://baike.baidu.com/view/523632.htm ; 

《中文圣经启导本》, 第 772-773 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5236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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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99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二): 
地方性的召会之简述 

 

(A)    引言 

 我们在上期提到, 解经的重要原则之一

是“首次提及法则”(The Law of First Mention, 参

本文附录一). 这法则的价值与重要性, 可见于我

们现在所要研究的课题, 即新约圣经如何描述地

方性召会(local assembly).100 有关地方性召会的

首次描述是在 太 18:15-20; 有关地方性召会的

首个范例是在 徒 2:41-42; 而哥林多前书是首封

描述地方性召会之秩序(或译“次序、品秩、圣

秩”, order)的书信.  

 

我们也要看到另一个解经原则  —  “总体

提及法则”(The Law of Total Mention)的价值和

重要性(参本文附录二). 这法则对明白地方性召

会的识别标记上有很大帮助. 有人贴切表示: 

 

1) 福音书以预言宣告地方性召会的到来; 

2) 使徒行传以历史记载地方性召会的发展; 

3) 新约书信以教义教导地方性召会的真理.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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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用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100   希腊文 ekklêsia 一词最广泛的用法是指基督所

应许建造的召会  —  保罗称之为“基督的身体”  —  包

含这恩典时代的每一个信徒, 从五旬节直到召会被提这

段时期的所有信徒(参 弗 3:1-12; 5:23-32; 西 1:18; 来

12:23). 这些经文皆指上述所谓的“基督的身体”, 另称

“宇宙性召会”或“普世性召会” [注: 上下四方叫做“宇”, 

意即所有的空间; 古往今来(过去、现在、将来)叫做

“宙”, 意即所有的时间; 故“宇宙性召会”代表一个比“地

方性召会”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广的召会, 即从五旬节直

到主再来(召会被提)这段时间, 在世界各地凡信主而重

生得救的信徒所组成的召会]. 

第三项是何等的真实与正确, 因为新约

有两本书信, 即哥林多前书和提摩太前书, 特别

论述地方性召会的秩序.  

 

 

(B)    太 18:20 是不是描述地方性的召会? 

 我们相信 太 18:20 是描述地方性的召会. 

但在近期, 我们遇到反对这论点的人. 我把他们

反对的理由归纳在以下四个标题: 

 

(B.1)  太 18:20 并没包含一切有关地方性召会

之功用的真理 

 反对者应该注意的是: 这个首次提及地

方性召会的经文给予我们的, 是胚胎形式的真理. 

太 18:20 说: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

的名聚会(原文作: 被聚集归入我的名), 那里就

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是一个简单的陈述, 包含一

些有关召会真理的最宝贵原则. 这一节也常被挂

在奉主名聚会的信徒所聚集的建筑物墙上. 

 

 这 一 节 是

否包含了一切有

关地方性召会的

真理? 它肯定没有. 

不过, 约 3:16 是否

包含一切有关福

音的真理? 当然也

是没有. 这节伟大的福音金句(约 3:16)没有论到

其他伟大的福音教义如: 人的堕落、人所需要的

悔改、因信称义的真理等等. 尽管如此, 我们还

是乐意使用它, 作为福音真理的简述. 正如 约

3:16 是福音的简述, 太 18:20 是地方性召会的简

述.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召会诞生过后, 更多有关

召会的真理被进一步启示. 这点符合新约圣经在

教导方面的进展(约 16:13).     

 

(B.2)  当主在 太 18:20 论到召会时, 世上还没

有任何召会出现 

 虽然在马太福音 18 章, 召会还未出现, 但

主耶稣是为了那将要来临的召会而预先给于指

示. 有者辩驳说主耶稣在此的指示是有关犹太人

会堂应该如何运作, 但这看法是何等荒谬! 在马

太福音 11 和 12 章, 本该是王的主耶稣已被拒绝,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4 

   

《家信》: 第 109期 (2016年 4-6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所以祂谴责犹太民族, 并把祂的注意力转向奥秘

的天国(马太福音 13 章), 述说与现今时代(恩典

时代)有关的真理, 即天国之王不在世上的这段

时期所将发生的重大事件. 换言之, 主耶稣需要

把将来的事指示属祂的人(指召会信徒), 这方面

的指示成为祂教导的主要原则和范围, 因为祂不

久就要离开他们, 所以祂需要坚固他们, 去面对

祂不在他们当中的日子. 太 18:15-20 是主耶稣所

说的, 为要把重要指示赐给当时还未出现的召会.   

 

(B.3)  太 18:20 所论到的课题是有关个人方面

的交通, 而非召会方面的交通 

 有者说: “严格来说, 这段经文最初的解

释是关于信徒彼此间个人方面的交通(personal 

fellowship), 而 非 召 会 方 面 的 交 通 (church 

fellowship).” 真的吗? 答案是“不”! 我们解释圣

经时应该根据上下文, 而不该断章取义. 上下文

说什么? 第 15 节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

你…”, 所以主题开始

时看似属于个人方面

的课题. 但这只是问

题的开端, 过后这问

题演变成涉及“一两

个人”, 然后是“两三个人”(第 16 节). 到了第 17

节, 它涉及整个召会  —  一个地方性的召会. 接

下来的话非常严肃, “若是不听召会….” 到了这

里, 课题已从个人方面的交通演变成召会方面的

交通, 正如上下文所表明的.  

 

 “你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原文直

译, 太 18:17). 第一人称的单数代名词“你”(KJV: 

thee)在这句子中可以指那被得罪的人, 但主在下

一节的陈述却反对“只属得罪个人方面”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 第 17 节的“你”是单数的, 但第

18 节的“你们”是复数的. 第 18 节的“捆绑”论到

的是“你们”(而不是“你”, 表明不再是属个人方

面的问题). 事实上, 它还论到那远高过地方性召

会的层面, 因为地上的裁决行动不是由地方性召

会立法决定的, 而是地方性召会执行属天的旨意. 

地方性召会的长老们无权发出指令, 但他们有责

任执行神已下令的事. 

 

 这才是 太 18:19-20 的上下文, 是关乎召

会纪律管教的课题, 涉及整个召会. 所论到的人

还是同样的人, 第 19 和 20 节的“两三个人”与第

16 节的“两三个人”也属同样的人. 所谈的还是

有关“得罪人”的课题, 如今借着祷告将之带到神

面前(第 19 节), 就在有关召会的纪律管教方面, 

这两三个人在第 20 节被聚集.  

 

 论到这“两三个人”,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

们获得那被得罪之人的信任, 他们也获得那涉及

此事的地方召会的信任. 在过后的新约做法, 这

些人在地方性的召会执行长老的职务. 主耶稣在

这段经文之前谈到迷路的羊, 有人去寻找它(太

18:12-14), “若是找着了”(原文作“若是他找着了

它”). 我们不难看出上下文在谈论牧者(shepherd)

的工作  —  新约中长老的工作. 那得罪人的信徒, 

是这里所谓“迷路的羊”, 而那“两三个人”的目的

是为要寻回他.   

 

(B.4)  太 18:20 是有关纪律管教 

 我想读者们会说: “你的意思是说, ‘有两

三个人奉我的名’是有关召会的纪律管教? 既然

如此, 我们又怎能把这节应用在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聚会呢? 事实上, 我们不需对此感到惊奇, 或

不必担心这节被错误解释与应用, 尤其是当我们

说这节是召会真理. 林前 5:1-8 述说一个几乎相

同的情况. 对, 那里是讲到个人方面犯了道德上

的罪, 但请留意它们的共同点: “就是你们聚会的

时候, 我的心也同在. 奉我们主耶稣的名, 并用我

们主耶稣的权能”(林前 5:4). 同样的, 这里是为

执行纪律管教而聚集, 但保罗在此也教导那同样

宝贵的真理(指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聚集). 他们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 也靠着祂的权柄(注: “名”

象征权柄)去执行纪律管教.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 不单新约中首次提

及召会的经文(太 18:15-17)是与信徒的罪有关, 

事实上, 那如此全面论到召会秩序和运作的整本

哥林多前书也是与信徒的罪有关, 因这本纠正错

误的书信是要使那些在见证上失败的人归正过

来. 新约首次提及召会真理时是与人的失败有关, 

这点真叫我们感到惭愧. 我们为神所作的一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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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Scofield 

证都与人的失败有关.101 然而, 尽管人充满软弱

和失败, 神仍然在世上维持祂的见证, 即借着一

群人, 以奉主耶稣之名来聚集、敬拜和事奉(这

说明神在人的软弱失败中仍然显出信实, 编译者

按). 这点非常鼓励我们. 简之, 虽然太 18:15-17

和哥林多前书皆与人的失败有关, 但我们不拒绝

它们, 反倒该为它们要清楚传达的信息而喜乐

(此信息是: 即使在召会中会有人的失败, 但神并

没放弃召会, 而是要人奉主名聚集, 纠正错误和

为主摆出召会真理的见证, 编译者按). 

 

 我们清楚明

白 太 18:20 的上下

文背景后 , 现在要

进一步看它启示我

们什么真理 . 若要

清楚明白这节 , 我

们要思考它的上下

文背景和整本新约圣经如何启示关于召会. 此乃

明白圣经的普遍方式. 举个例子, 当主对彼得(包

括其他门徒)说: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

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约 14:3), 我们明白

主所说的是指祂为着属祂之人来到空中迎接他

们, 但我们怎样知道这点? 方法是以 帖前 4:13-

18 的亮光来明白 约 14:1-3 (此乃所谓“以经解

经”之法). 我们要用同样的方式, 以使徒行传和

新约书信的亮光来理解 太 18:20 的真义.    

 

 主耶稣在 太 18:20 说: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原文作: 有两三个人

被聚集归入我的名),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有两三个人”(KJV: For where two or three are), 

在希腊原文的文法上, 这“are”(中文没译出)是属

“现在(时态 , tense )-直说(语气 , mood )-主动

式”(present indicative active). 我们可说他们在进

行聚会. 但更重要的一点: 连接这字的是主耶稣

所用的“gathered”. 这词是属“现在完成(时态)-分

词(语气)-被动式”(perfect participle passive), 这

                                                           
101   例如掰饼聚会的饼和杯是见证主为人的罪而舍

身流血(林前 11:24-25; 赛 53:4-6; 太 26:26-28); 女人蒙

头和“在教会中要闭口不言”(不可讲道)的真理是与第一

个女人曾不服头权有关(林前 11:3-10; 提前 2:11-14)等.  

点告诉我们, 这些聚会的人不是主动的要聚会

(not the actors), 而是被别的因素所聚集而如此

聚会 (被动式 , they were acted upon to be so 

gathered). 难怪我们可以宣称这节是一个召会最

简单的陈述, 因为事实正是如此(即这些人被神

呼召出来, 聚集归入主的名), 主耶稣说: “那里就

有我在他们中间”(KJV: there am I in the midst of 

them). 这句话表明主耶稣是这聚会的中心

(gathering Centre), 是此聚会的吸引力(换言之, 

聚会的这些人是被主耶稣所吸引, 被聚集归入主

的名). 在那里(那聚会里)有祂名的特质和祂同在

的应许. 若在这最小型的召会聚会上, 我们都能

认领祂的同在, 那么在任何时刻召会奉主名聚会

时, 我们肯定更有权利认领祂的同在!  

 

 

(C)    地方性的召会是什么? 

 司可福(C. I. Scofield, 

1843-1921)在其著名的《司可

福助读本》(1909 年出版的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中 , 

在 腓 1:1 的笔记中给于召会

一个简短的定义. 他本是个律

师 , 过后成为公理会牧师

(Congregational minister), 这点叫我们惊讶, 值得

一提, 因为他给的定义非常的正确, 表明他是直

接从神的道中领悟出召会的定义, 而不是根据他

的宗派制度来下定义. 他的定义虽简短, 但足以

解释何为召会(参本文附录四).  

 

我在下文所编写有关召会的定义, 是比

较详细的描述, 虽不容易全记在脑, 却可作参考

指南. 

 

召会(an assembly)是由受浸了的信徒所

组成的群体(徒 2:41), 聚集归入主耶稣基

督的名(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 太

18:20; 林前 1:1-9; 5:4 等等). 这些信徒惯

常地在某个地方聚会, 并且聚会的样式

(或作“模式”, pattern)是遵照新约圣经在 

徒 2:41-42 的样式, 以及在哥林多前书和

提摩太前书那完整发展的样式(如有长老

和执事, 以及各种的聚会, 编译者按).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ofield_Reference_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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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召会是一个属灵的交通 (林前

10:16-17), 透过肉眼可见的方式表明出来, 

即他们聚在一起掰饼、祈祷、集体见

证、教导神的道、传讲基督的福音. 他们

是被圣灵所聚集(罗 8:14), 唯独以神的道

(圣经)作他们信仰与行为的独一权威(提

后 3:16-17). 他们拥有“基督在他们当中”

的应许(太 18:20), 成为圣灵在地上的居

所, 亦成为主的圣殿(林前 3:15-16).  

 

这样的召会是由敬虔的监督们所带领, 

也由忠心的执事们

执行物质和属灵方

面的事奉(提前 3:1-

16). 他们奉行“所有

信徒皆祭司”, 故所

有信徒参与敬拜、

赞美、祷告. 他们也

有自由按照圣灵的

指引和控制下(林前 14:23-40), 运用召会

的头(复活的主耶稣)所赐下的恩赐(弗
4:8-13). 

 

他们当中有清楚的分界线, 来区别“在

召会交通里 ”(within) 与 “ 在召会交通

外”(without)的信徒. 他们也以谨慎防备

的态度, 以及富于同情和敬虔之心来执行

纪律管教(林前 5:1-13), 以维护和保持召

会的纯洁.  

 

 这是仔细撰写的陈述, 不是根据任何宗

派教条的权柄, 而是单单取自圣经, 而圣经在信

徒为神见证的领域里,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D)    在哥林多的神的召会 

 哥林多前书被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称为“召会的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Church). 

当然, 他是指地方性的召会而言, 因为哥林多前

书是一封关于地方性召会的书信. 它独特地成为

一封有关聚会的书信, 有关基督主权与头权的书

信, 有关圣灵带领的书信, 有关纠正错误的书信. 

 

 圣经用一些图像来形容召会, 以帮助我

们明白她的秩序(order)和功用(functions).102 至

少有十个极具启发性的图像, 单在保罗给哥林多

的书信中就有六个. 

 

(D.1)  神的召会 (The Church of God) 

 地方性的召会被称为“神的召会”(林前

1:1-2). 这词语在新约圣经中出现 13 次, 都是指

某个地方的召会. 保罗说: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

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神的召会)”(加 1:13). 有些人认为保罗是指一般

的信徒, 但这看法极不可能; 因为保罗逼迫的主

要是耶路撒冷的地方性召会, 虽说也有别的召会

在保罗悔改归主时成立(徒 9:31). 保罗率领的逼

害迫使耶路撒冷的信徒离开家园, 逃到犹大、撒

玛利亚和加利利, 有者甚至远至大马色. “神的召

会”告诉我们有关地方性召会的目的. 她是神在

世上集体的见证. 神竟然拣选如此卑微的地方性

召会为器皿, 来为祂作见证. 想到这点, 真是震撼

人心啊!  

 

(D.2)  神的耕地 (Tillage of God) 

 林前 3:9 说 :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

地”(注: “田地”在英文圣

经有不同译法 ; KJV、

Darby 译 作 “God's 

husbandry”; NIV、ESV

译为 “God's field”; YLT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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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指众多的地方性召会 , 则采用 “她

们”(they). 还有一点,《和合本》在 太 16:18 把召会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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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16:18 是“it”(中性), 其希腊文应该是 autou ; 若是

“他”(阳性), 其希腊文也是 autou . 简之, 基于上述种种

原因, 我们在后期的《家信》一律把召会一词译作“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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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的圣殿 (Temple) 

则译作“God's tillage”).103 “神的耕地”(神所耕种

的田地)被用来形容在哥林多的召会. 人劳苦耕

种, 但只有神叫它生长(林前 3:7). 这词语描述如

何栽种召会, 而我们相信这个栽种的样式至今仍

然适用. 首先是传福音(林前 2:1-4), 然后灵魂得

着拯救(林前 3:5-7), 接着是教导有关聚会的原则

(林前 3:9-10), 这样就成立了一个地方性的召会. 

我们从 徒 18:8 看到,104 当这些人听见神的话语, 

他们相信, 然后受浸. 总是按照这个次序. 受浸不

是进入召会的那扇门, 但按照神的蓝图, 受浸在

此门前面, 或靠近那门.  

 

(D.3)  神的房屋 (Building of God) 

 哥林多的召会不仅被称为“神的耕地”, 也

被喻为“神的房屋”(林前 3:9). 我们不难看出, 这

段经文强调地方召会的样式. 教师们(如保罗)就

是建造房屋的人, 他们的教导必须建立在已经立

好的根基上, 并照这房屋的属神样式来建造.105 

近期, 我读到一本小册

子, 说到只有根基必须

按照神的样式来造 , 至

于在根基上要如何建造, 

那是根据每一位个别信

徒自己的看法和责任 . 

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看

法, 因为那根基与神的

房屋是分不开的(注: 神不仅立下根据, 也给于我

们样式, 使我们晓得如何在其上建造, 所以我们

                                                           
103   上述的英文圣经 : NIV 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ESV 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YLT 是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104   徒 18:8: “管会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 就相信受洗.” 
105   我们必须按照神在圣经中所设立的属神样式
(divine pattern; 注 : “样式”一词的希腊原文是  tupos 

{G:5179}, 意即用来制作某物的模型[model], 也可译作

“模式”)来建造神的家  —  召会(参 来 8:5; 徒 7:44; 出

25:40; 26:30; 27:8; 民 8:4; 代上 28:12,19). 神在新约圣经

中赐下至少十四方面的样式, 作为后代所有地方召会所

该效仿的模式, 像建造房屋时有个模型或蓝图可模仿依

循. 有关这十四方面的样式, 请参 2001 年 12 月份, 第 25

期《家信》的“召会真理: 地方召会的样式”, 可上网阅

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

样式/ . 我们若要讨神喜悦, 就必须依循祂的样式来建造. 

断不可随人意建造, 正如 林前 3:10 提醒我们的: 

“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也参 提后
2:5).    

 

(D.4)  神的圣殿 (Temple of God) 

 地方性召会是“神的圣殿”, 因为圣灵住在

其中. 她有圣洁的特征, 因为有祂的同在(林前

3:16-17). 哥林多前书的这一节开始了新的部分, 

所要处理的是召会的纯洁, 一直延续到哥林多前

书第七章. 圣殿让我们联想到赞美和敬拜. 这与 

腓 3:3 相符一致, 这节圣经论到被赎之民的灵被

圣灵感动, 产生敬拜.106 

 

 

 

 

 

 

 

 

(D.5)  基督的身体 (Body of Christ) 

 在 林前 12:27 中, 地方性召会被形容为

“基督的身体”. 在希腊原文中, 这节的“身体”一

词前面没有冠词(article), 因为上下文表明在哥

林多的召会犹如身体一般, 每个肢体彼此相联. 

哥林多前书 12 章的主题论到神借着祂所赐下的

属灵恩赐, 来供给召会的属灵需要. 这章描述召

会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每个在这身体上(召会

里)的信徒都是互作肢体的, 彼此需要对方, 正如

人身体上的众肢体彼此需要对方, 才能正常操作. 

 

 仔细研读哥林多前书 12 章, 我们会看见

关于“那身体”(或译“那身子”, the body)的真理最

广泛的层面(第 13 节). 林前 12:12 说: “就如身子
(the body)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one body); 基督也是这样.” 这第

12 节是个比较. 换言之, 那里不可能用同样的东

西来自作比较. 因此, 我们必须总结说: 这章里首

次提到身子(希腊文: sôma {G:4983})是在第 12

节, 而那节首次提到的“身子”(the body)是指人的

身子(human body), 直接明喻基督的身子; 请留

                                                           
106   腓 3:3: “因为真受割礼的, 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

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样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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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个比较  —  “基督也是这样”, 然后第 13 节

就论到基督身子的真理 , 描述属灵的身子

(spiritual body, 即地方性召会).107 第 14 节很可

能回到第 12 节开始时的原先陈述, 因为 14节重

复 12 节的前提  —  身子有许多肢体, 指人的身

子.108 从接下去的 15 至 27 节, 我们清楚读到保

罗介绍这整个题目, 关于人身子上的肢体, 使他

能够更进一步地论到肢体彼此间的关系, 并把这

点应用在哥林多的召会身上. 这就是为何我们说

一个地方召会在功能上像身子一般(body-like, 

即有身子的特征  —  有许多彼此互需、彼此配

搭的肢体), 这显然是 15 至 27 节的教导. 简言之, 

第 13 节的身子是指基督属灵的身子, 而本章其

余论到身子的经文都是说明召会有像身体一般

的特征.        

 

 若说每一个地

方的召会都是“基督的

一个身体 ”(a body of 

Christ), 那就令人混乱

了. 事实上, 基督并没

有很多身体, 但若我们

把“不定冠词”(indefinite article, 即如英文的“a”, 

意即“一个”)强加在“身体”这一名词前面, 就难

免产生这样的矛盾(因这表示基督有很多身体). 

让我们谨记, 一个地方性召会不是“基督的一个

身体”(a body of Christ), 而只是 sôma Christou  

—  基督的身体(body of Christ).   

  

(D.6)  贞洁的童女 (Chaste Virgin) 

 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 “我为你们起的

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

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 献给基

督”(林后 11:2). 召会被形容为“贞洁的童女”, 这

是何等美丽的描述. 这字图(word picture)向我们

表达专心一意的爱与忠诚, 是一副展示纯洁的美

丽图画. 但哥林多信徒对神不忠, 所以保罗因他

                                                           
107    林前 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one body, 注: 希腊原文没有“定冠词”), 饮于一位圣灵.” 
108   林前 12:14: “身子(the body, 注: 希腊原文有“定

冠词”)原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们起了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这点与圣灵对

个别信徒的关爱是相符一致的(雅 4:5),109 因圣

灵希望圣徒能全心全意地爱神, 对神忠诚.  

  

(D.7)  小群 (Little Flock) 

 除了以上记载于哥林多书信的六个图像, 

还有其他四个图像也被用来描绘地方性的召会. 

徒 20:28 采用“全群”(即羊群, KJV: flock; 希腊文: 

poimnion {G:4168})来形容在以弗所的召会. 约

10:16 所论到

的是更大群

的羊(中文译

作“群”, KJV: 

fold; 希腊文: 

poimnê {G:4167}),110 但地方性的召会是较小群

的羊(彼前 5:1-4; 第 2 节说“神的群羊”).  

 

(D.8)  神的家 (House of God) 

 在 提前 3:15, 地方性的召会不单被称为

“神的召会”, 也被形容为“神的家”. 作为“神的召

会”, 所强调的重点是: 信徒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

群人(注: 召会原意为“被召出来”), 但作为“神的

家”, 主要观念是信徒被带入属神秩序和治理的

地方. 

 

(D.9)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Pillar and Ground 

of the Truth) 

 提前 3:15 也形容地方

性的召会为“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 真理的柱石表明召会高举

主耶稣那可颂之名(注: 主耶稣

被称为“真理”, 约 14:6); 真理的

                                                           
109   雅 4:5: “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 神所

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110   这更大群的羊是指宇宙性/普世性的召会. 赫丁

(John Heading)贴切解释说, 主所讲的“我另外有羊, 不是

这圈里的”, 那是指外邦的信徒, 他们本不是属于“这圈

的”(指犹太信徒). 这些外邦信徒与犹太信徒“要合成一

群, 归一个牧人了”, 因他们在基督里都合一了(参 罗

1:26; 弗 2:13-18; 弗 4:4-5; 徒 10:34). J. Heading, “Joh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6), edited by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8), 第

182-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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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则表示召会维护真理, 而我们在第 16 节看

见这真理是与主耶稣有关的. 

 

(D.10)  金灯台 (Golden Lampstand) 

 最后, 启示录 1 至 3 章让我们看见, 地方

性的召会有如金灯台(启 1:11,12,20), 每个地方

的召会都立在各自的灯座上. 这表明每个地方性

的召会单单向主负责(不受

任何其他召会、组织或团

体所控制), 就是只向那位

“在众召会中间行走”的主耶

稣负责(启 2:1: “在七个金灯

台中间行走的”, 编译者按) 

 

 

(E)    徒 2:41-42 的样式 

 我们现在应该清楚知道, 第一个成立的

召会(即耶路撒冷的召会, 徒 2:41-42)是神为过后

所要成立的每一个召会所立下的样式或模式

(pattern). 或许有些读者觉得耶路撒冷的召会是

不同的, 因为她只是由犹太人或皈依犹太教的人

(proselytes)所组成. 圣经已为这疑问提供答案. 

圣经提到这首个召会, 即耶路撒冷召会, 有七大

真理(领受福音、受浸、加添召会人数、遵守使

徒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111 而这七大

真理都在特别论及召会秩序的新约书信中被进

一步地详述(参本文附录三: 渐进提及法则, The 

Law of Progressive Mention), 所以当保罗要纠正哥

林多召会的信徒时, 他把使徒行传第 2 章的样式

应用在他们身上: 哥林多前书 15 章略述“使徒的

教训”; 第 10 章论到“彼此交接”(交通团契 , 

fellowship); 第 11 章谈到“掰饼”和“祈祷”. 众使

徒是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当中(比较 徒 2:14; 8:1), 

他们有责任教导信徒和传讲福音, 但这不减少耶

路撒冷召会作为“样式”或“模式”的价值.  

 

 有些人反对说没有证据显示可以把 徒

2:41-42 当作是一个渐进的陈述 (progressive 

statement, 意即按照次序逐渐发展的: 1.领受福

                                                           
111   徒 2:41-42: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

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

接, 擘饼, 祈祷.” 

音;  2.受浸;  3.加添召会人数;  4.遵守使徒教训;  

5.彼此交接;  6.掰饼;  7.祈祷). 这样的反对是站

立不住的, 我们只要把上述七大真理的次序倒转

过来, 就看出这看法的愚昧(哪有一个召会的成

立是由这倒转过来的次序开始的? 即先是祈祷, 

然后掰饼, 彼此交接, 遵守使徒教训, 过后才加入

召会, 然后才受浸, 最后才领受福音!).  

 

 事实上, 那日听彼得传福音的人, 他们听

信和领受福音后, 便以信徒身份受浸, 跟着加添

了耶路撒冷召会的人数, 而此召会是在五旬节当

天成立的(比较 徒 2:1-4; 林前 12:13). 我们会在

以后的“召会福音见证”之文章中进一步详述此

事. 但我们要在此强调: 五旬节那日最初已有

120 人成立了耶路撒冷召会, 而较后这些听彼得

传福音而信主之人加添了当时在耶路撒冷召会

已有的 120 人之人数. 

值得注意的是, 很不可

能所有信徒在那日都聚

在耶路撒冷, 因我们根

据主的事奉和  林前

15:4-6 的记载, 那时世

上有超过 120 个信徒(注: 徒 1:15 记载约有 120

名信徒聚集在耶路撒冷, 但 林前 15:6 说主耶稣

复活后曾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可见信主之人不

只是聚集在耶路撒冷的 120 人, 其他信徒于五旬

节那日处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112   

 

以上这方面的问题能够解决, 只要我们

正确地分辨“那身体”(the body, 指宇宙性召会, 

弗 1:23)与地方性召会的区别(换言之, 徒 2:1-4

是论到宇宙性召会的成

立, 超过 120 人[包括那

些看见主显现的 500 多

个弟兄 , 其中有多人处

在别的地方]. 但在宇宙

性召会成立的同时 , 在

耶路撒冷的地方性召会也成立了, 只不过那里仅

有 120 人左右, 编译者按). 简言之, 在五旬节那

日, 靠着圣灵的洗, 所有信徒都归入一个身体(林

                                                           
112   林前 15:6: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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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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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2:13; 指宇宙性的召会).113 一些信徒当日不

在耶路撒冷, 所以只有那些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信

徒(约 120 人), 才会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性召会里. 

徒 2:47 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这节

表明有新的信徒加入那些已在耶路撒冷召会的

信徒当中. 

 

在地方性召会的交通里, 他们“都恒心遵

守使徒的教训”, 即是说, 他们不是偶尔, 而是坚

持不断地遵行和保守神借着众使徒所赐给他们

的教训 , 惯常地在七日的第一日聚集掰饼(徒

20:7). 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表示神的

道在那里被传讲和教导. 我们再次强调, 我们相

信这个样式对每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 而我们不

该加添或是删减神的道. 

 

我们每个人的心

灵都该听取主所警告的

话 . 主称赞以弗所的召

会说 : “我知道你的行

为、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

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

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乏倦.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

离弃了. 所以, 应当回想你是从那里坠落的, 并要

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

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 2:2-5).  

 

肯定的, 这召会的秩序是对的, 他们的运

作也合乎圣经. 30 年前, 保罗在写给他们的以弗

所书如此结束道: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弗 6:24; 注: “诚心爱”按原

文也可译作“以不朽的爱去爱”). 与这纯洁之爱

相对的, 主耶稣看见了其他人所看不见的, 就是

他们的心出了问题. 让我们的心谨记这严肃的警

告, 我们外在的表现或许完全按照秩序, 但主说: 

“我是察验人心的 ”(启 2:23; 耶 17:10; 代下
32:31).    

 

                                                           
113   林前 12: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灵.” 

由于要逃避 “仅属外表的遵从 ”(mere 

outward comformity)之危险, 有者进入另一极端, 

说道 : “外表的遵从是不重要的 , 内心的真实

(inner reality)才有价值.” 他们引证神给撒母耳的

话: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

华是看内心”(撒上 16:7). 但我们必须留意, 神拒

绝拣选以利押, 因为他只是外表高大, 可是大卫

有外表的俊美和内心的真实(撒上 16:12). 这应

该也是我们今日追求的目标(即外表上遵从, 同

时也有内心的真实, 编译者按).  

 

我们已经讨论了地方性召会作为神的召

会, 要为神在这黑暗邪恶的世代作见证. 无论是

信徒或非信徒, 都无法看见你我“内心的真实”, 

人所能看见的 , 是你我外在可见的恒久记号

(eternal signs)? 因此, 若没有这些外在可见的记

号, 我们根本无法为神摆出任何可被人看见的见

证. 人若说: “我可以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 我要怎

样穿、怎样做都可以, 因为外在是不重要的”, 这

样的论点犯了可怕的错误, 亦是荒谬的, 但它不

是新谬论, 而是古希腊哲学家以彼古罗(Epicurus, 

主前 341-270)的哲学(编译者注: 以彼古罗的哲

学是主张以享乐为主要的生活目标, 不以天理良

心为主, 就如某些人所说的: “只要我高兴, 怎样

做都行!”; 注: 徒 17:18 提到这派哲学的跟从者).  

 

简之, 让我们确保外在的秩序是根据神

的道, 也让我们各人省察自己的心, 确保内在的

真实与我们外在的见证真的相符一致 ( 诗

139:23-24;114 例一: 受浸表明信徒与主同死、同

埋葬、同复活, 但其内心和行为也要向罪死, 向

神活[罗 6:3-11]; 例二: 男人不蒙头和女人蒙头是

在外表上象征他们顺服神所设立的头权, 但其内

心和行为也要真诚地顺服主, 让主在实际生活中

做头带领[林前 11:1-16], 编译者按)!115 

(文接下期) 

                                                           
114   诗 139:23-24: “神啊, 求你鉴察我, 知道我的心

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115   上 文 编 译 自 “A Simple Description of an 

Assembly” (Chapter 2),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2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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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首次提及法则  

(The Law of First Mention) 

 

我们应该明白首次提及法则(或简称“首提法

则”)的重要性. 有关召会方面, 首次提及宇宙性召会的

经文是 太 16:18； 而首次提及地方性召会的经文则是 

太 18:15-20 这两处经文都出自主耶稣口中, 足见其重要

性. 我们可以说按圣经的普遍规则, 首次提及某项真理

的经文往往含有那真理的

重要元素, 而这要素会随着

神在圣经其他地方的启示

而得着更进一步的发展. 例

如圣经首次提及“爱”, 是在 

创 22:2 (“你所爱的以撒”). 

那段经文论到亚伯拉罕要

把爱子以撒献为燔祭, 这预表两千年后父神要把爱子主

耶稣献在十架祭坛上为祭. 此乃“爱”的真谛, “…神爱我

们 ,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 这就是爱

了”(约壹 4:10). 首次提及的真理虽无法包含一切与它相

关的意义, 但我们可说它是这真理的“胚胎”(embryo), 其

教义会在过后随整本圣经的进程而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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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  总体提及法则 

(The Law of Total Mention) 

 

总体提及法则(简称“总提法则”)与其他解经法

则几乎同样重要. 这法则表明某题目在圣经中总共提到

多少次, 用了多少篇幅; 一般而言, 当某个题目对神和祂

百姓来说是重要的, 圣经就会给于它更大的篇幅. 譬如

说, 圣灵只用 31 节描述宇宙万物的创造(创 1:1-31), 却

用了 38 章(出 25-31, 35-40; 利 1-10, 16-17, 24; 民 1-5, 7-

9, 18-19, 28-29)来描述在旷野中的会幕和它神圣的事奉

(包括各样的献祭和祭物), 因为它们预告主耶稣的位格

身份和救赎工作, 而这方面是父神最喜悦、最看重的事. 

再举一例, 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途中, 主耶稣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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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把律法、先知书和诗篇编织

在一起, 指出它们总体提到祂自己; 这也意味着主耶稣

乃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主题人物. 简言之, 对于具有更大

属灵重要性的真理, 圣经往往给它更大的篇幅. 这点是

总体提及法则的有力证据. 召会真理在圣经中占了很大

的篇幅(几乎新约所有书信都含有召会真理), 足证此真

理在神心目中占了何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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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  渐进提及法则 

(The Law of Progressive Mention) 

 

新约圣经显示有些教义是逐渐发展的. 神用此

原则, 来逐步启示某项真理, 使人看得越来越清楚, 直到

神话语的启示完整结束. 举个例子, 主耶稣在 太 7:7 开

始教导关于祷告, 但此题目在新约圣经逐步发展, 直到

新约圣经的末了(约壹 5:14-15). 再举个例子, 徒 2:41-42

论到七项有关召会的真理  —  “领受福音、受浸、加添

召会人数、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而这七项真理在较后的新约书信(如哥林多前书、提摩

太前书等等)得着进一步的启示和解明, 使我们更明白

这七方面的真理. 这条法则也可用另一个方式来说明. 

使徒和先知在初期召会见证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他们的

工作是属根基性, 他们随着时间便过去了. 暂时的证据

性恩赐(temporary sign gifts, 如神医、说方言等)在早期

书信中占重要地位, 但在后期书信中便不再提及. 长老

职分在保罗的早期书信鲜少提到, 但在其后期书信(如

提摩太前书)却显得非常重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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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 :   司可福给召会的定义 

 

 美国神学家兼牧师司可福(C. I. Scofield)在其编

著的《司可福助读本》(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1909

年出版)的 腓 1:1 之笔记中, 给了召会以下简短的定义: 

 

地方性召会的概要 : 一个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是一个聚会(an assembly), 由承认主耶

稣基督的信徒所组成 . 他们住在某个地方

(locality)的部分地区, 奉主的名聚在一起, 来掰

饼、敬拜、赞美、祷告、摆见证、传讲神的

道、进行纪律管教、传扬福音(来 10:25; 徒

20:7; 林前 14:26; 林前 5:4-5; 腓 4:14-18; 帖前

1:8; 徒 13:1-4).  

 

当两三个人如

此聚集, 这样的召

会就出现了 ( 太

18:20). 每一个这

样的地方性召会

都有基督在他们

当中 , 是神的殿 , 

有圣灵住在其中(林前 3:16-17). 在组织上完善

时, 一个地方性的召会就会有“众圣徒, 和诸位

监督, 诸位执事”(腓 1:1).117 

                                                           
116   上 文 主 要 改 编 自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11-16 页. 
117   C. I. Scofield, The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第 1257 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ofield_Reference_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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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战场          威廉·曼丁(W. Bunting) 

 

属灵的平衡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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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不合圣经之极端的原因 (Causes) 

现在, 我们要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不合圣经的极端? 为什么我们有时倾向于把事

情带到那么远, 进入过于封闭或开放的极端? 依

我所见, 这是因为以下一种或多种的原因: 

 

(一)  失衡的教训  

基本上, 这是由于偏重一方的教训(教导)

所致. 教训会教育思想, 塑造品格, 尤其是当我们

还年轻, 易受影响; 失衡的教训自然产生失衡的

观点, 导致偏向一方的品格特质. 因此, “我儿, 不

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箴19:27).  

 

(二) 没辨别是非  

我们没有运用本身的分辨能力, 去辨别

是非对错. 我们通常让某位著名的传道人或长老, 

来替我们思想. 我们还没在神面前真正省察自己

就开始行动, 结果成见越来越深, 变得偏向于某

种特定路线的教导, 便盲目地追随某个党派. 特

纳(W. G. Turner)在其所著的达秘(J. N. Darby)之

传记中说: “我们总要不断谨慎防备, 免得我们因

过度仰慕某个基督徒领袖的才智和属灵特质, 而

不知不觉、毫无根据和盲目危险的遵从他的权

威, 甚至被动地默认(认同)他一切的教导, 仿佛

那人不可能在信仰和行为上犯任何的错.” 过于

专注在某人身上是哥林多召会失败的主要原因, 

也是今日“泰勒党”(Taylor party)创办时所立的根

基(即跟从人的教训过于遵从圣经的教导, 编译

者按). 圣经提醒我们: “所以无论谁, 都不可拿人

夸口,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林前3:21), 又说: 

“你们休要倚靠世人. 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 他在

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赛2:22).    

 

(三) 听一面之词  

基督徒当中发生分歧时, 我们若只听一

面之词, 只听一方的故事, 就必受影响而有偏差

的判断. 有个老黑人法官听了一方的说词就作总

结, 下了判断. 过后, 当别人指出他的过失时, 他

叹息道: “我不喜欢听两边的说词. 这会干扰我的

判断.” 恐怕很多主所爱的子民就像这个老黑人

法官. 但如果我们要作出公正的判断, 要对所有

人公平的话, 就一定要以不偏不倚的心思, 去考

虑两方的每一个案例 . 马

太·亨利(Matthew Henry)说

道: “我们有两只耳朵, 去在

我们未下判断以前听一听

两方所言.” 可悲的是, 在一

些情况下, 有些好人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就被

拒之门外, 被人弄得身败名裂. 记得, 公义的神并

非没有察觉到他们遭受这样残忍与不公的对待.  

 

(四) 年轻无经验  

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往往做错决定, 导致

情况恶化, 影响深远. 年轻人可能有很高学问, 但

他们还要学习人生的重大功课. 要从不同角度看

问题, 这方面的能力是需靠经验累积而成的. 神

没有把经验老道的头放在年轻娇嫩的肩膀上. 牧

养召会方面需要谨慎和智慧, 且是更多的谨慎和

智慧, 这是绝不可少的. 因此, 提前3:6 说“初信徒

(中文圣经《和合本》译作“初入教的”, 原意是

“新归信的人”, 指信主不久的人)不可作监督(即

长老)”. 一个有智慧的长老要纠正“较轻的错误”

时, 会谨慎行事, 免得导致全体分裂, 犯上比那错

误更严重的错误. 当然, 这不表示纵容罪恶(圣经

明确指明的一切罪, 皆肯定要受对付, 编译者按), 

而是指我们要等候神, 使事情能以适当与敬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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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处理. 罗波安信靠年轻人. 他们性急鲁莽、

毫无节制、独断武断, 结果做出的决定把国家推

向灭亡(代下10:8-19). 这给我们何等的教训啊! 

 

(五)   热心无知识  

我们常显示的, 是热诚多于知识. 我们好

像彼得保护主耶稣, 准备动刀砍人. 然而, 使徒彼

得那见义勇为的行动(拔刀伤人)并不讨主喜悦, 

只显出它是出于肉体的冲动. 就是这同一个彼得, 

不久后发誓说自己不认识主  —  这又是另一个

不合圣经的极端. 让我们提防在神的事上动了血

气之勇, 发出属肉体的热诚. 要谨记, 为正义大发

热心必须以属灵知识来调和. 热心可能会燃烧我

们, 催逼我们向自己的弟兄们动刀, 胜过他们, 但

热心不会保守我们在严格试探的时刻不至跌倒.  

 

(六)    曲解和误用  

当我们曲解(错误解释)和误用(错误应用)

圣经, 就容易进入极端. 由于没有正确分辨什么

是“父的桌子”和“主的桌子”的不同, 有人引证 路

15:22-23为理由, 去接纳

所有自称基督徒的人参

加并领受主的晚餐. 我

们也晓得 林后6:17; 帖

后 3:6; 提后 2:21和  多

3:10常被人引证, 去“合

理化”那分裂众召会的

行为, 尽管那些召会并没在道德品行和基要教义

上犯错. 我们绝不是要弱化这些经文的教导, 但

若我们错误解释和胡乱应用它们, 或断章取义地

强解它们, 我们就是犯了错, 羞辱了主.    

 

(七)    没轻重之分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辨别必要

的事(essential)和不必要的事(non-essential). 一切

由我们的主所设立或制定的事物, 都是绝对必要

是. 虽说它们在福音救恩方面不是必要的, 但对

顺服神和基督徒的交通而言, 它们肯定是必要的. 

重生的新生命、受浸(不是受滴)、掰饼聚会、

分别为圣、在真道上的纯正、有秩序的接纳和

举荐、敬虔的生活等等, 都是必要的事. 在这些

事当中, 若有任何一件被刻意置之一旁, 不受重

视, 我们怎能享有美好交通呢? 绝不可能! 无论

如何, 有一些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 是我们被禁

止彼此论断的. 它们是指圣经没有明确指示的事

情, 或是神没有直接立法说明的一些范围, 导致

我们必须使用我们属灵的判断力去作决定; 当然, 

即使在这方面, 我们的决定也必须与圣经整体的

意旨和我们无亏的良知相符一致. 这正是罗马书

第14章所要带出的教导, 虽然那里论到吃素和遵

守节期, 但其原则也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课题.  

 

按罗马书14章的教导, “刚强的”绝不可轻

看“软弱的”, 而“软弱的”也不可论断“刚强的”. 

在这些事上, 我们彼此间必须彰显忍耐和宽容, 

犹如处在“爱的律法”之下. 属于此种类或范围的

事并不少; 例如: 神没有定下主日掰饼记念主聚

会的时间(没定下要几点开始聚会, 编译者按), 

也没说明此聚会要进行多久. 此外, 神也没有定

下唱诗时要用哪一本诗歌簿, 或聚会时要在哪一

类的建筑物里进行(是在一间小房、一间租来的

房子, 或一个买下来的礼堂?), 我们必须自己作

出决定. 再者, 在一些召会中, 给主的奉献是要放

进一个靠近门的奉献箱, 另一些召会则使用那传

递给圣徒的奉献袋. 在一些地区的聚会中, 为饼

祝谢的弟兄往往也为杯祝谢, 但另一些地区的聚

会却不奉行这规矩. 一些召会的姐妹相信无论是

在召会聚会中或在自己的家中, 弟兄开口祷告时, 

姐妹都要蒙头, 但也有同样敬虔的姐妹认为在家

中祷告时不必蒙头(指用餐时丈夫带领祷告, 或

临睡前夫妻同心祷告时, 作妻子的姐妹不必蒙头; 

注: 有关蒙头的课题, 请参 哥林多前书11章).  

 

在上述一切例子中, 我们不该向我们的

弟兄姐妹宣布审判, 论断他们. “你是谁, 竟论断

别人的仆人呢?”(罗14:4). 虽然如此, 我们必须重

复一点: 我们不该以自由为借口, 去进行或引入

任何与圣经整体意旨或原则有所抵触的事, 或那

些可能绊倒其他信徒的事(哥林多前书8章). 当

圣徒无法辨别必要的事和不必要的事, 只一味要

求每个人行事与他们一样, 就会产生“属灵的高

傲”, 过度放大不关紧要的事, 并进入没有爱心的

极端里, 不断吹毛求疵, 找人的错误, 随之而来的

是蔑视、诋毁和伤人的批评, 结果往往导致信徒

为了不重要的琐细之事而激烈争吵. 这类琐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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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09期 (2016年 4-6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事就如一位受人尊重的主仆惯于说的, “是无关

紧要、微不足道的事.” 

 

(八)    易进入极端  

我们若相信某路线的教训是错误的, 并

对它们深感厌倦, 结果可能为了逃避它们而扑向

完全相反的极端. 人的性情中就有这样的强烈倾

向, 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 因此, 我们认为有需

要再举另一个进入两种极端的例子, 以作警惕. 

首先是摩西“自以为足”(self-sufficiency), 所以神

要在出埃及记第2章里除掉这个问题, 但过后他

进入另一个极端, 深觉“供应不足”(insufficiency), 

所以神要在出埃及记第4章里除掉这个问题.  

 

我们的天性就是如此, 如钟摆一样, 容易

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 许多弟兄们由于厌

恶“封闭主义”那极度严谨、奉行律法主义的态

度, 结果选择加入恶名昭彰的“自由主义”群体. 

我们何等需要谨慎, 防备这种危险的人性倾向! 

我们也要谨慎, 免得我们因自己过分的态度和缺

乏为弟兄着想, 以致催促他们进入一个错误的极

端! 许多好人因为这些人的极端言行举止而离

开真道. 让我们别成为极端的人(绊倒弟兄姐妹), 

反倒努力赢取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九)    不谨记历史  

最后一个原因是, 我们没有从以往的圣

徒所储存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历史给于我们何等

丰富的经验!  —  不单是过去130年的现代召会

生活, 还有新约圣经所记载的使徒时代之召会生

活. 摆在我们眼前的路标, 是提醒危险的标志, 我

们没有理由不避开危险道路, 难道要重蹈覆辙

(走回错误的道路), 像先前的客旅吗? 若我们重

蹈覆辙, 我们将与“正路”相距越来越远. 肯定的, 

这样的过错之责, 我们是无可推诿的.  

 

 

(O) 解决之道 (The Remedy) 

(O.1)   不要进到极端 

“到底有没有令人满意的方法, 去治疗这

种严重失衡的情况,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容易犯上, 

或深感内疚的情况?” 此问题一定浮现在读者的

脑海中. 近期, 一个引发兴趣的题目出现在基督

徒期刊中, 这篇题为“不要进到极端”(Don’t Go 

To Extremes)的文章, 回答了我们上述的问题, 我

在此完整地引述它. 

 

“离奇有趣的是, 真理的呈现常常吸引人

心, 否则就是平淡无味, 容易被人淡忘.” 我们可

在以西结书44:20里看见这样的真理呈现. 我将

它写出来让你思考: “(祭司)不可剃头, 也不可容

发绺长长, 只可剪发.” 这样的经文叫我们惊讶. 

它清楚表明一点: “不要进到极端!” 

 

这里有两个祭司, 一个完全剃光头, 另一

个却把发绺留到长长. 这就是极端: 他们都偏向

相反的极端, 两者都错. 这里有两个弟兄. 其中一

个整个心灵都焚烧着热诚. 他不重视信徒在交通

和事奉上的属神原则, 并对弟兄们在以上两方面

所实施的限制感到不耐烦. 他只注重罪人悔改信

主, 得救后的事他一概不理. 这样偏于一方的心

态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欣赏他传福音的热心

(zeal), 但对他失衡的情况却深感遗憾.     

 

另外一个弟兄则完全相反. 他熟悉神的

道, 全心关注召会, 晓得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提

前3:15). 他不明白他弟兄的热心, 不热爱失丧的

灵魂, 对热心传福音的人而言, 他犹如一条湿透

的被单, 盖在传福音的热火上. 他的情况也是偏

于一方, 是错误的. 我们可能为他在圣经知识上

的智能(intelligence)而感谢神, 但我们希望他的

心也燃烧着传福音的热心.           

 

第一个弟兄的危险是肤浅(superficiality), 

对属神原则漠不关心, 容易堕入属世的陷阱. 第

二个的危险则是武断(dogmatic), 为人冷漠、枯

燥、拘谨, 甚至可能奉行律法主义, 但也同样地

堕入属世的陷阱. 令人意外的是, 偏离了属神的

平衡将引致相同的实际后果. 他们双方对事物的

态度可能完全不同, 如南极不同于北极, 但实际

上却是联合的. 他们双方可能在白天互相妒忌、

藐视和诅咒, 到了晚上却志同道合. 

 

我们不要在福音工作上缺少热心, 也不

要在渴慕真理方面缺少智能, 或不注重属神的原

则. 我们需要更多这类的热心与智能. 但我们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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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善用其中一方来平衡另一方, 免得陷入极端呢? 

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 也只有一个词  —  基督! 

与基督保持活泼亲密的交通联系, 才能保守我们

脱离失衡的危险.   

 

以上两方都需要与基督保持亲密联系, 

都要重视彼此之间的事奉, 看别人比自己强, 力

求从对方在主身上学到的功课中获益; 这样一来, 

传福音的热心会被守真理的智能所缓和, 变得更

理智, 而智能可以被热心所激励而有实际的价值.  

 

要与基督保持亲密联系, 热心传福音者

(evangelist)将以实际的方法学习到一项真理, 那

就是他是升天之主赐给召会的恩赐之一, 他会了

解到他所带领信主的人是为了更重要的目的  —  

得救是为了召会, 即加入基督的身体. 

 

在这种情况下 , 有教导恩赐的教师

(teacher)会更深地重视传福音者的工作, 而传福

音者也会更加敬重教师的工作. 爱心便在其中运

作, 双方便可真诚合作. 传福音者不会失去传福

音的热心; 因为他知道信主得救者将进入的伟大

目标(即领人加入召会, 建立基督的身体, 成就神

的心意, 弗4:12), 这将激励他更积极地传扬福音, 

为神的荣耀结出丰硕的果子. 与此同时, 教师不

会失去他作教导的热忱, 反倒会为着帮助初信徒

而更火热地传讲真理(叫众信徒在真道上同归于

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

的身量, 弗4:13). 

 

愿我们传福音的热心和对真理的爱慕同

时大大增长, 但不要失衡, “不要偏向一方”! 

 

(O.2)   以基督为榜样 

在避免错误的极端方面, 基督是我们伟

大的榜样. “恩典和真理”是由祂而来  —  不是没

有真理的恩典, 也不是没有恩典的真理, 也不单

是真理与恩典, 而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

督来的 ”(约1:17). 祂是素祭所用的细面 (fine 

flour), 在祂没有不均匀之处, 在祂里面每一种恩

惠都与其他恩惠有正确合宜的关系和比例, 在祂

里面没有某种品质比其他品质更突出, 没有某种

品德比其他品德更荣耀, 都是均衡相称的. 每件

事物都处于完美的比例. 正如不同颜色组合而成

的一道荣美彩虹, 照样地, 历代以来所有圣徒的

道德荣美也集合在祂里面, 彰显神的完美.  

 

即使撒但操控的人以各种诡计攻击祂 , 

祂也一直保持真实均衡的平衡. 举个例子就够了. 

他们使计想要套住祂, 问道: “纳税给该撒可以不

可以?”(太22:17). 假如祂说: “可以”, 他们可以控

告祂背叛了犹太人的心愿(因祂支持犹太人心里

所痛恨的罗马帝国之王). 假如祂说: “不可以”, 

人们也可控告祂图谋造反, 对抗罗马皇帝. 不过, 

充满智慧的主耶稣回答道: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

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这一回答令敌人

惊讶不已, 无言以对.     

  

祂不单是我们的榜样, 更是我们的粮食, 

此乃出埃及记12章火烤的羊羔所预表的. 在那里, 

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吃完整只羊羔, 不可剩下一点

留到早晨 ( 出 12:9-

10).118 感谢神, 这预

表每个基督徒都能

享有整个基督. 羊羔

的头代表基督的智

慧 (wisdom); 它的腿

代表基督无瑕疵的言行(walk); 它的五脏代表祂

圣洁的情意(affections). 借着读经(阅读有关基督

的智慧、言行和情意方面)、以祂为粮食时, 我

们不知不觉地更像祂. 祂的生命呈现在我们的生

命中, 我们在微小的程度上反映祂的属灵智慧、

祂的实际圣洁、祂对神对人的爱.  

 

顺便一提, 我们可能留意到以上三点与

约翰一书的三重分法相符对应; 即第1和第2章的

主题是 “光 ”(Light – 属灵智慧的光 ; 与智慧

[wisdom]对应), 第3和第4章是“爱”(Love – 对神

对人的爱; 与情意[affections]对应), 第5章则是

“生命”(Life – 实际圣洁的生命; 与言行[walk]对

应). 诚愿我们都知晓以祂为粮食的意义, 不断享

用那可称颂的属天羊羔. 虽然如此, 我们必须防

备我们天然的倾向, 即单单专注耶稣基督的某一

                                                           
118   出 12:9-10: “…要带着头、腿、五脏, 用火烤了

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 若留到早晨, 要用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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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蓝袍下端的周

围绣上金铃铛和石榴 

方面, 因这也会使我们偏向一方, 进入极端. 要全

方位和同分量地赏识我们主耶稣的各种道德荣

美, 这才是良好均衡的灵命饮食习惯.       

 

(O.3)   看圣经的平衡 

 至于圣经, 它也彰显同样美丽的特征  —  

其信息及它的一切教诲都展现完美的均衡. 举例

来说, 在圣经里, 读经和祷告是结伴而行的. 若要

灵命均匀成长, 两者都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同样

的, 敬拜和事奉也必须各有均衡的比例. 此外, 我

们读经时不可只挑选某些部分, 因“圣经…都是

有益的”(提后3:16). 只有当我们阅读和查考圣经

的每一部分, 我们才能全面知晓神的心意, 保持

恰当的平衡. 圣经是神的图书馆, 内有传记、历

史、诗集、预言和训令, 借此丰富的知识宝库,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或译“装备好”)行各

样的善事”(提后3:17).  

 

 在保罗的教训中,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

地留意到这相同的特征(即保持平衡). 对于不守

规矩的弟兄, 保罗吩咐圣徒不要与他交往, 但他

加上一句: “不要以他为仇人 , 要劝他如弟兄”    

(帖后3:15). 再举一例, 虽然属神的人要“自洁”, 

脱离邪恶的教训和教师, 但上下文嘱咐属神的人

也必须“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提

后2:21,24,25). 我们的神以此保守我们, 免得进

入一切错误的极端.  

 

 借此, 我们看见了解决之道, 可以恢复一

切真实的成功, 使人和睦相处, 蒙主赐福, 那就是

在基督徒的思想和推论里, 基督的心思(the mind 

of Christ)必须战胜一切(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基督徒的言行和道路上, 基督的榜样必须战胜

一切. 在基督徒的召会关系上, 对神的敬畏和基
督的主权必须战胜一切.  

 

 我们已说明了两种极端, 并指出它们的

危险. 正确地了解这些事能使我们走得更远, 能

更靠近问题的解决之道. 如今, 基督徒必须亲自

省察自己的思想和动机、自己的言语和行为、

自己与其他信徒的关系, 并按照基督的心思、基

督的榜样和基督的主权来作出判断和调整. 

有者说得好: “真理”是非常全面的术语. 

虽然与教派主义分别出来, 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

真理, 但它只不过是真理的一小部分. 那些全面

“买真理”的人总是谨慎自己的言行. 事实上, 基

督是真理的化身. 祂说: “我是真理.” 故此, 我们

“买真理”就表示我们在自己的言行生活中彰显

基督那般的性格. 

 

(O.4)   金铃铛和石榴 

戴特(James S. Tait)按出埃及记28:34写出

了一首短诗,119 诗中为我们留下美丽中肯之言: 

 

靠着神的恩 完美配合,  

有外在声音 内在果实. 

当嘴唇承认, 生命同证, 

所发的音乐, 完美交融. 

虽坦然无惧, 我们亲近, 

但绝不鲁莽 触动圣器. 

祭司袍子的 周围底边, 

一个金铃铛 一个石榴, 

一个金铃铛 一个石榴. 

 

 但愿我们蒙恩惠, 能把一切事都带到圣

经的检验下, 并准备把人的看法、原则和做法都

放在一旁, 唯独以圣经为最高权威和准则; 不管

人的看法和做法何等受到珍视、普遍受到欢迎, 

或具悠久的历史, 只要是不合圣经, 就该被弃绝, 

唯独圣经是可靠的指引.   

 

 神的真理没有任何部分该被忽视, 或被

放松不守, 反倒要将它们全部抓紧  —  因为真理

有许多部分  —  要以同等的坚定性将它们全部

抓紧. 若我们靠着神所赐的恩典和力量, 把舵握

得正确, 保持平衡, 那么祂丰盛的福气就会临到

我们, 也临到我们靠恩所交往的众召会中. 为着

祂的荣耀, 诚愿如此.120 (全文完) 

                                                           
119   出 28:34: “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 一个金铃铛一

个石榴, 在(祭司)袍子周围的底边上.” 金铃铛可象征信

徒外在的言行所发出的声音, 石榴则象征信徒内在的生

命所结出的果实(即圣灵所结的果子, 加 5:22-23). 
120   上文编译自 William Bunting, Spiritual Balance 

[or The Perils of Unscriptural Extreme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8), 第 79-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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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 (John Calvin) 

召会文库            麦敬道(C. H. Mackintosh) 

 

片 面 神 学 : 

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One-Sided Theology) 

  
(A) 序言 

我们近来收到一封颇长的信, 提供一个

非常引人注目的证据, 证明片面神学那令人迷乱

的效果. 我们的通信者显然是受到“高等教义学

派”(the high school of doctrine)所影响.121 因此, 

他看不到神对非信徒的公义呼召  —  “来”、

“听”、“悔改”或“相信”. 对他来说, 这有如告诉

蟹树(crab-tree)结出一些苹果, 好叫它成为苹果

树(意即不可思议, 不可能发生的事). 

 

(B) 加尔文五大要点的失衡与不足 

首先, 我们相信人信主得救是出于神的

恩赐, 不是倚靠人的意志或人的能力所及. 此外, 

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灵魂能够来到基督面前, 

除非得着神恩典的催促. 因此, 所有得救的人要

感谢神以主权白白赐下的恩典; 他们要唱的歌是, 

并且永远都是: “耶和华啊, 荣耀不要归与我们, 

不要归与我们;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

下!”(诗 115:1). 

 

我们相信这点, 不是因为根据某种教义

系统(另译“教义体系”, system of doctrine), 而是

神所启示的真理. 不过, 另一方面, 我们也同样全

心相信另一个严肃的真理  —  人道德上的责任. 

圣经也同样清楚地教导这真理, 虽然我们在所谓

的“神选民的信心之五大要点”(the five points of 

the faith of God’s elect, 即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

点)122里, 是找不到这方面的真理.    

                                                           
121   本文所谓的“高等教义学派”(the high school of 

doctrine)指的是加尔文主义(Calvinism). 
122   “the faith of God’s elect”一语是取自 多 1:1: “神

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 (the 

faith of God’s elect)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我们相信这五大要点其实与神选民的信

心所包含的相距甚远.123 这片面的神学系统并没

有触及许多属神所启示的广大领域, 连暗示都没

有. 这五大要点没有论述属天的呼召, 没有论到

召会作为基督身体和新妇的荣耀真理. 它们哪里

有讲论召会宝贵的盼望, 就是基督再临, 接召会

到祂那里去? 它们哪里有论到预言的广大范围, 

就是圣经所揭开、让我们心灵看到有关召会的

种种重要预言? 在这夸大其词、所谓的“神选民

的信心”中, 我们找不到上述的重要真理. 在我们

朋友的长信中所论到的整个神学系统里, 我们根

本无法找到上述任何有关召会的宝贵真理.   

 

神特别设立使徒

保罗作为“召会之荣耀奥

秘”的执事. 假设保罗知道

某个神学系统并没有提

到上述有关召会的真理 , 

他会接受这系统为“神选

民的信心”吗? 假设有人

把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指给保罗看, 说这些

是神真理的陈述, 他会说什么? 他会惊讶地说: 

“什么, 这样就叫‘神完整真理的陈述’? 就被认为

是‘神选民的信心’? ‘应该相信的一切重要真理’? 

这五大要点一点都没提到召会的真实地位  —  

她的呼召、她的立场、

她的盼望、她的特权!”  

 

加尔文主义的五

大要点也一点都没提到

以色列的未来! 它们完全

忽视, 或彻底疏远神给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和

大卫的诸般应许. 圣经整

体的预言性教训都受制

于(加尔文主义者)灵意化

的错误神学系统, 导致以

色列该有的部分竟被夺

                                                           
123   “神选民的信心”所包含的不仅是信主得救, 更

包括信神在圣经中给予召会的各种预言和所应许的各

种福气, 例如主的再来、召会被提、工作的审判、羔羊

的筵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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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本是属天的)基督徒则被拖到属地的水平. 

但这五大要点却以高调的豪语呈现给我们, 声称

是“神选民的信心”! 

 

感谢神, “神

选民的信心”并非如

此. 神的名是应当称

颂的, 因祂并不把自

己局限在任何学派

的教义之狭窄范围里; 不管它是属于高等、低等

或中等的教义学派, 主都不把自己限制在它们里

面. 祂已启示有关祂自己. 祂已说出祂心中深邃

与珍贵的秘密. 祂已揭开祂永恒的计划, 即祂对

召会、以色列、外邦列国, 甚至整个受造物的计

划. 有人试图把神那浩大繁多的启示局限在人自

创的微弱教义系统中, 这犹如要把汪洋大海之水, 

局限在自己所造的水桶里.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也不该尝试去做的. 我们宁可把神学系统和神学

派系丢置一旁, 以小孩一般的单纯信心来到圣经

永恒的泉源面前, 饮于圣灵永活的教导之中.  

 

(C) “仅仅是神学”的危险 

 无论是高等神学或低等神学  —  加尔文

主义(Calvinism)或亚米纽斯主义(Arminianism), 

没有什么比“仅仅是神学” (mere theology)更加破

坏神的真理, 更令心灵枯萎, 更颠覆和危害属灵

的成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心灵无法超越那神学

系统的界限, 因而无法成长. 我若被教导去将“五

大要点”看成“神选民的信心”, 我就不会想到要

看得比它们更远; 然后我的心灵就被封闭, 无法

看到属天真理的最荣耀领域. 这导致我的灵命发

育不良, 视野狭窄局促, 思维片面失衡, 结果我面

临一种危险  —  心灵变得僵硬与枯干, 因为只被

“仅仅是教义要点”所占据, 而不是被基督所充满. 

 

高等教义学派(加尔文主义)的门徒不听

普世福音(world–wide gospel)  —  神爱世人  —  

给于天下所有人的好消息. 他所拥有的, 是一个

只给选民(蒙拣选者)的福音. 另一方面, 低等教

义学派(亚米纽斯主义)的门徒不听神子民永恒

的保障(eternal security). 他们的救恩一部分是靠

基督, 一部分是靠自己. 按此神学系统, 蒙救赎之

民的歌要被“修改”; 本是“曾被杀的羔羊是配

得…”, 需要加上“我们也是配的…”. 按此神学, 

我们可能今日得救, 明日失丧. 但这一切其实是

羞辱神, 夺去基督徒一切的真实平安. 

 

我们写这一切, 不是为要冒犯读者. 我们

丝毫没有冒犯他人的意图. 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针

对任何人, 而是针对不合圣经的教义学派和神学

系统. 我们诚恳地请求我们亲爱的读者, 要丢弃

它们  —  立刻与永远地摒弃它们. 这两者当中

(加尔文主义和亚米纽斯主义), 没有一个包含神

全面与完整的真理. 它们两者都有一些真理的元

素, 但真理常被谬误所抵消(编译者注: 两者皆有

其片面真理. 只是单注意一面, 则难免有偏, 导致

错误的神学结论, 编译者按); 即使我们可以找到

一个包含真理的神学系统, 倘若它并不包含完整

的真理, 它(指片面的真理、偏向一边的神学)对

心灵的影响仍然是有害的, 因它使人自以为拥有

神的真理, 但事实上, 他只是持守人所提倡那片

面失衡的神学系统. 

 

此外, 我们很

难找到任何教义学

派的忠实门徒能坦

然面对整体的圣经真理(指他能不受其神学教义

的辖制与局限, 而能自由地受教于圣经整体的真

理, 编译者按). 人若受制于某种神学教义的架构, 

就会不断重复地引述他所喜爱的经节, 却不思考

和挪用圣经中其他大部分的经文; 例如, 加尔文

主义者往往不用以下经文: “如今却吩咐各处所
有的人(KJV: all men everywhere)都要悔改”(原

文直译, 徒 17:30); 还有, “他愿意万人(或译“所

有人”, KJV: all men)得救, 明白真道”(提前 2:4). 

彼得也说: “主…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任

何人, KJV: any)沉沦, 乃愿人人(所有人, KJV: all)

都悔改”(彼后 3:9). 在圣经的最后一章, 我们读

到“愿意的(指任何愿意的人), 都可以白白取生

命的水喝”(启 22:17).     

 

我们会按照这些经文所说的去理解, 还

是要加入一些修饰的字词来使它适合我们的神

学系统? 真相是: 这些经文展示神宽容大量的

心、祂属性的恩典行为、祂慈爱的广泛层面. 按

照神慈爱的心, 祂不愿祂所造的任何人灭亡.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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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从没教导说神早已规定某数目的人类永远灭

亡.124 确实有一些人被神公正地交在属灵眼睛失

明瞎眼的状况中, 因为他们故意拒绝神所赐的亮

光(参 罗 9:17; 来 6:4-6; 10:26-27; 帖后 2:11-12; 

彼前 2:8). 换言之, 所有灭亡的人只能怪自己. 所

有到达天堂的人只能感谢神.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 我们必

须相信每个人要为自己所领受的亮光负责. 外邦

人(异教徒)有责任听取受造物的声音. 犹太人有

责任遵从律法所教导的. 基督教世界(或译“基督

教界”, Christendom)有责任顺从一切包含在整体

圣经中的启示. 如果神吩咐各处所有的人都要悔

改, 祂的意思是否指所有人, 还是单单指所有蒙
拣选的人? 我们有何权利加添, 或更改, 或削减

神的话, 来迁就我们的神学系统? 我们绝无任何

权利这样做!  

 

(D) 以圣经为“独一权威” 

让我们真诚面对圣经所说的, 并拒绝任

何无法通过圣经试验的神学理论. 任何神学系统

若无法通过神话语(圣经)中完整真理的试验, 我

们就该质疑那系统的正确性. 如果圣经中的经文

                                                           
124   极富意义的是, 圣经是何等小心地防备那丑恶

的摈弃之教义(repulsive doctrine of reprobation; 注: “摈

弃”的教义指神把一些人排除在救恩之外, 注定他们永

远受罚). 请留意这类的经文, 例如 太 25:34 记载王对祂

右边的人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

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 比较这句话与祂对左边的人所

说的话: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注: 祂没有说“你们这被我
父咒诅的人”, 因他们是被自己的罪所咒诅], 离开我! 进

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注: 祂没有说“为你们、魔鬼和

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41 节). 同样的情况也

出现在罗马书第 9 章. 论到“那可怒的器皿”(vessels of 

wrath), 圣经说“预备遭毁灭”(fitted to destruction, 罗

9:22, 没有说“神预备他遭毁灭”)  —  肯定不是神所预备, 

而是他们自己预备去遭毁灭. 另一方面, 当论到“蒙怜悯

的器皿”(vessels of mercy), 圣经按原文直译是说“祂早

预备得荣耀”(which he had afore prepared unto glory, 罗

9:23, 注: 几乎所有英文译本都有“he”[祂]一词, 表明神

是那位预备者). 这就完全确立了有关拣选(election)的伟

大真理(指人蒙拣选全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 同时孜孜

不倦地避开了有关摈弃(reprobation)的丑恶谬论(即神的

恩典越过[放弃]了一些人, 因神预定这些人将受永刑).  

看似彼此冲突, 互相抵触, 那只

是因为我们的无知. 让我们谦

卑承认这点, 并等候神赐下进

一步的亮光. 这方法是我们可

依循的道路, 也是安全的道德

基础. 与其试图靠自己有限的

智能 , 去协调明显的差异

(discrepancies), 还不如跪在我

们主的脚前, 让祂的话自行辩解. 这样, 我们便可

获得有福的收成, 并在神和祂整体话语的知识上

有长进(彼后 3:18).  

 

过了几天, 有个朋友给我一篇近期由一

位著名圣职人员所传的讲章. 此人属于高等教义

学派(加尔文主义)的支持者. 我们在他的讲章里, 

如同在那与我们通信者的书信中, 同样发现片面

神学的影响. 举例来说, 当论到施洗约翰在 约

1:29 堂皇壮丽的声明时, 那位传道人如此引述: 

“神的羔羊 , 除去整个属神选民的世人之罪孽

的”(which taketh away the sin of the whole world 

of God’s chosen people, 注: 这节按原文该译为: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问题是: 那节

经文里根本没有“属

神选民”这一词. 这节

是指基督所做的伟

大挽回之工, 凭着基督这方面的工作, 每一丝的

罪将来都会从神的整个创造中全被涂抹. 但这有

福的经文只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 才会全面地实

现(启 21:4),125 那是有公义居住其中的天地(彼后

3:13).126 简而言之, 把 约 1:29 局限在属神选民的

罪, 这样的做法只能被视为神学偏见的结果.127 

 

                                                           
125   启 21:1,4: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神要擦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126   彼后 3:12-13: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 

天被火烧就销化了,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 但我们

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义居在其中” 
127   C. H. Mackintosh, The Mackintosh Treasury: 

Miscellaneous Writings by C. H. Mackintosh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76), 第 604-606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0 

   

《家信》: 第 109期 (2016年 4-6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附录(1):   亚米纽斯主义的“珍珠”(PEARL) 

和加尔文主义的“郁金香”( TULIP) 

 

荷兰独立后 (1609 年 ), 便以加尔文主义

(Calvinism)为国教, 虽大部分人接纳, 仍有许多人不

赞同加尔文的神学. 其中反对声浪最大的, 算是亚米

纽斯(另译“亚米念”, James Arminius, 1560-1609; 或

称 Jacob Arminius、 Jacobus Arminius 等等). 亚米纽

斯的神学简言之为加尔文神学的相反 , 以英文字

“PEARL”(珍珠)作代表: 

 

1) P – Personal free will (个人的意志): 虽人性因犯

罪而完全败坏(与加尔文同), 但人的意志还是自

由(free will)(与加尔文反), 可选择向神, 藉着信心

而终得救恩. 

2) E – Election by choice (有条件的拣选): 人得救是

根据神的预知, 祂预知谁会接受, 谁会拒绝, 神拣

选那会接受的. 

3) A – Atonement for all (无限的救赎): 神的救赎是

为万人的, 但祂的救赎和赦免乃是为那些接受的

人, 对于拒绝者, 基督虽为他而死, 但他的罪仍在. 

4) R  – Resistable grace (可抗拒的恩典): 因人有自

由意志, 故随时可拒绝神恩, 或拒绝圣灵的呼召, 

圣灵不能使人重生, 直到人对祂的呼召有信心的

回应. 

5) L – Liable to loss = Falling from grace (可在恩典

中堕落): 得救者可失落其救恩. 

 

为了对抗亚米纽斯教训的传播, 荷兰的改革

会 (Reformed churches)于 1618 年召开多特大会

(Synod of Dort [Dordrecht, Holland] ). 此大会结果产

生了“多特大会对于在荷兰所争论的五项教义要点所

作出的决定”(The Decision of the Synod of Dort on the 

Five Main Points of Doctrine in Dispute in the 

Netherland), 一般也称之为“多特教规” (Canons of 

Dort). 为了方便记忆, 这五项要点较后在英文被概括

为“T U L I P”(注: 英文 Tulip 是“郁金香”的意思), 它

是“首字母缩略词”(acronym)的记忆法(mnemonic). 自

此以后, 这五项要点便成为加尔文主义的概要(或所

谓改革宗的立场). 这五项要点如下: 

 

1) T –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败坏) 

2) U –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 

3) L –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赎罪) 

4) I  – Irresistible grace (不能抗拒的恩典) 

5) P –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圣徒永得保守) 

 

亚米纽斯主义的“珍珠”(PEARL)和加尔文主

义的“郁金香”(TULIP)就这样成为历代以来神学家所

激烈争论的课题. 无论如何, 今日加尔文主义显然占

上风, 传得更广, 渗入更多层面. 这是我们所该正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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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人自由的意志 vs 神主权的拣选 

 

 “人自由的意志”与“神主权的拣选”是两个看

似水火不容的教义 , 但其实不然 . 艾朗赛 (H. A. 

Ironside)举例说明, 有个罪人来到天堂的大门前, 看

见上面写着“任何人若愿意 , 都可以进来”(参  启

22:17). 他运用自由的意志, 接受这仁慈的邀请, 通过

这门进入天堂. 过后, 他回头一看, 见到大门上面写着: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参 弗 1:4). 

这表明神主权的拣选. 哪一个是对的? “任何人都可

来”还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 以上故事告诉我们, 实

际上, 两个都对! “人自由的意志”和

“神主权的拣选”都对. 这两个真理都

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必须同时接

受两者, 即使它们在我们渺小有限的

头脑里引起一些对抗.   

 

同样的, 司布真说人的意志和

神的拣选有如两条几乎平行的线(parallel lines), 这两

条线看似无法相连为一. 但如果你追索得够远, 直到

永恒的天堂里, 这两条线将会相连为一.128 当人问他

如何让人的意志与神的拣选这两个相对的真理和解

时, 司布真回答道: “你不需要叫这两个朋友和解.” 换

句话说, 我们在地上看到这课题时, 认为两者不可能

同时都对, 但伟大的圣经教师知道两者都对, 并持守

这两大真理. 在永恒中, 我们将看到这两者并不彼此

冲突, 而是“彼此相和的朋友”.129 

                                                           
128   司布真于 1858 年 8 月 1 日主日早晨, 在伦敦的

皇家萨里公园的音乐堂 (Music Hall, Royal Surrey 

Gardens)讲了这篇题为“神主权的恩典与人的责任 ” 

(Sovereign Grace and Man’s Responsibility)之讲章. 
129 http://www.jesusplusnothing.com/questions/freewillelec

tion.htm . 

http://www.jesusplusnothing.com/questions/freewillelection.htm
http://www.jesusplusnothing.com/questions/freewillelec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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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是非          乔治·泽勒(George Zeller) 

 

再思“归正神学”(一):  

(Rethinking  

Reformed Theology) 
  
编译者注:  近期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学习“归

正神学”, 主办各种有关“归正神学”的讲座. 我

们深信“归正”的精神(指归回圣经, 以圣经为基

础)是正确的 , 因为基督信仰一切的教导都源

自也该建基于真理的道  —  圣经. 然而, “归正

神学”是否真的完全归回圣经? 还是参杂了属

人的神学系统 , 以至于“强解圣经”? 让我们用

客观的态度, 以圣经为基础, 再思“归正神学”. 

 

(A) 导论 

(A.1)   要凡事察验! 

圣经告诉我们: “要凡事察验, 善美的要

持守”(帖前5:21). 作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徒, 我们

的责任是以神那无误之道的亮光, 来试验和查验

人所教导的一切 . 对于“归正神学”(Reformed 

Theology) 130的教

导, 我们也要尝试

这样做. 求主帮助

我们, 使这分析是

公正和准确的, 更

重要的是, 完全忠

于神的道. 

 

(A.2)   归正神学的光明面 

 在还未揭发归正神学在教义上的一些危

险之前, 让我们思考这运动所具有的一些积极方

面. 请思考以下的强点(注: 指那些持守归正神学

或一般归正宗/改革宗教义之人的强点):  

                                                           
130   “归正神学”的英文本是“Reformed Theology”, 

译为“改革宗神学”比较贴切. 但在华人加尔文主义者中, 

有些人将英文的 Reformed Theology 译作“归正神学”. 

最常用“归正神学”这一词的, 当首推多年前闻名于东南

亚一带、台湾甚至中国的印尼牧师唐崇荣. 随着他讲道

的光碟和书籍之广传, “归正神学”一词比“改革宗神学”

更广为人知. 本文多采纳众所熟悉的“归正神学”. 但切

记, 本文所谓的“归正神学”即所谓的“改革宗神学”.  

1) 圣经(指66卷新旧约圣经)被他们认为是信仰

和行为的唯一准则. 改革宗传统(Reformed 

tradition)对神的道存有极大的敬畏和尊重 , 

一般上都重视圣经的默示, 强调圣经是完全

无误的. 愿我们都是属于“因我们神的话而战

兢的人”(赛66:2).  

2) 归正神学把“因信称义”的教义放在正确的位

置上, 也重视其他伟大的改革宗教义, 如“所

有信徒皆祭司”、圣经独一无二与至高无上

的权威. 早期的归正宗领袖(或译“宗教改革

家”, reformers)重新发掘和教导这些伟大的真

理, 我们为此感谢神. 

3) 神的恩典被正确地高举. 归正宗人士深切领

悟人心的腐败和堕落, 也因着神那奇异与超

越的丰盛恩典临到罪人而向神深表感激. 我

们都该与他们一同赞美我们那充满怜悯与恩

典的救主, 并高举祂主权的恩典, 将一切荣耀

归给神(罗11:36). 

4) 改革宗传统的人士常对

神心存敬畏, 憎恶罪恶. 

他们重视十诫 , 尊重神

那崇高的道德标准 . 这

符合 彼前1:15-16所教导

的,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

洁 ,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

事上也要圣洁 . 因为经

上记着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5) 在归正神学的阵营当中, 有些著名的敬虔之

士, 非常殷勤查考神的道, 也传扬叫人得益的

真道. 这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我们可以按这些

人效法基督的程度, 去效法他们(林前11:1). 

6) 一些持守归正神学传统的人士非常成功地透

过文字书籍, 宣传他们的看法. 基督徒书籍的

市场上充斥着他们的书. 许多神学书籍和圣

经注释是以归正神学的观点来写的. 事实上, 

早期支持时代论的人士(dispensationalists)如

达秘(J. N. Darby)、凯利(William Kelly)、艾

朗赛(H. A. Ironside)等曾以文笔大有能力地

著书写作, 写出一本本高举基督的著作. 但后

期或近代的时代论人士难以维持如此成就, 

难与改革宗(归正神学)的多产作家如威廉·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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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 Hendriksen 

 
R. C. Sproul 

 
John Gerstner 

 
 

C. H. Mackintosh 

德里克森 (William Hendriksen, 出版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斯普劳尔(R. C. 

Sproul, 有段时间几乎每星期都出版一本新

书)等人相比. 很多人承认读了他们的书后, 

便改变立场, 转而支持归正神学. 我们虽不赞

成他们所写的一切, 但必须承认他们非常殷

勤地以文字宣传他们的神学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 许多支

持归正神学的人士本是因时代

论者所传的福音而信主得救, 

过后因读了归正神学的书籍而

转换立场, 去支持归正神学; 例

如约翰·郭士纳(John Gerstner)

写了一本书攻击时代论主义, 

但他自己承认说: “…我信主得

救是透过时代论者所作的见

证 .” (Wrongly Dividing the 

Word of Truth, 第 1 页) 

 

 改革宗运动(另译“归正

运动”, Reformed movement)确

实有许多可取之处. 以上几点

值得赞扬. 一般而言, 此运动本

是要尊重神, 传扬基督, 厌弃罪

恶, 承认神在宝座上主权的治

理, 宣扬蒙恩因信称义的荣耀

教义. 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 

 

我们尊重此运动中的敬虔之士, 以及它

所结出的善果. 虽然如此, 我们不得不提醒信徒

有关它在教义上的一些错误, 以及归正神学的危

险. 不过, 当我们这样做时, 我们要强调一点: 我

们不把归正神学的敬虔信徒视为仇敌, 而是在基

督里的弟兄, 也在很多方面敬重他们. 希望读者

读到我们过后(以及在接下去几期的文章中)提

出归正神学的危险教义时, 一直能记得以上我们

所持的态度. 

 

(A.3)   保持神真理的平衡 

 信徒往往有个危险, 就是无法保持神真

理的平衡. 基督徒若企图局限神的真理, 将它锁

定在“人造的神学系统”(man–made systems of 

theology)里面 , 就往往会犯错 .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提出这样的观察:  

 

神… 并不把自己

局限在任何学派的

教义之狭窄范围里, 

不管是属于高等、

低等或中等的教义

学派. 祂已启示有

关祂自己. 祂已说

出祂心中深邃和珍

贵的秘密. 祂已揭

开祂永恒的计划 , 

即祂对召会、以色列、外邦列国, 甚至整

个受造物的计划. 有人试图把神那浩大繁

多的启示局限在人自创的微弱教义系统

中, 这犹如要把汪洋大海之水局限在自己

所造的水桶里.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也不

该尝试去做的. 我们宁可把神学系统和神

学派系丢置一旁, 以小孩一般的单纯信心

来到圣经永恒的泉源面前, 饮于圣灵永活

的教导之中. (摘自《麦敬道文库》中的

“片面神学”, 第 605 页)131 

 

在另一处, 麦敬道如此说: “亲爱的朋友, 

你的困难是因受‘片面神学’(one–sided theology)

的影响所引起的. 这种偏于一面的神学(偏激加

尔文主义, extreme Calvinism)犹如只有一只翅膀

的鸟, 或只有一支划桨的船. 当我们打开神话语

的圣页, 我们找到真实的真理, 不是片面的真理, 

而是整体全面的真理. 在圣经中, 我们发现神的

主权与人的责任这两方面的真理, 是并排地列于

两旁. 神有叫我们调和这两者吗? 完全没有. 它

们已经调和了, 因为两者都陈列在圣经中. 我们

该做的, 是去相信和顺服. 人自创神学系统去解

释, 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你无法把神的真理全

面系统化, 正如你无法把神自己系统化. 让我们

丢弃所有神学系统(systems of theology)和神学

派系(schools of divinity), 单单采纳圣经的真理.” 

                                                           
131   C. H. Mackintosh, “One-sided Theology”, in The 

Mackintosh Treasury, 第 6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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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aul Reiter 

(摘自 Charles H. Mackintosh, Short Papers on 

Scripture Subjects, 第 2册, 第 267 页)132 

 

 
 

(B) 归正神学的危险 

 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要完全根据神的道, 

而非遵照人所自创、那极不完善且脆弱的神学

系统. 在接下来的几个重点里, 我们将看到归正

神学如何偏离了圣经那简纯平衡的教导, 特别是

在有关救赎和得救的信心方面. 

 

1) 危险一: 它教导说基督只为被拣选之人而死 

(与限定的赎罪有关) 

2) 危险二: 它教导说重生是发生在信心之前, 

即先重生, 后信主 (与完全的败坏有关) 

3) 危险三: 它教导说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 

4) 危险四: 它在信主得救方面加添了其他要求 

 

(B.1) 危险一: 它教导说基督只为被拣选之人

而死 (与限定的赎罪有关) 

归正神学教导说, 基督只为被拣选之人

(或译“选民”, the elect)而死. 这项教义是一般所

谓的“限定的赎罪”或译“限定的救赎”(limited 

atonement, 另译“限定的代赎”. 一些改革宗人士

比 较 喜 欢 称 之 为 “ 特 定 的 赎 罪 ”, definite 

atonement).133 这教义表明基督只是为了蒙拣选

之人的罪死在十架, 代替他们受刑.134 对于那些

                                                           
132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

01.htm . 
133   Atonement 一次常被译作“赎罪”(例如“赎罪日”, 

Day of Atonement), 所以本文将之译作“赎罪”, 与常译作

“救赎”的英文字 Redemption 加以区别.  
134   改革宗神学肯定‘有限的救赎’之教义. 此教义

有时也被称为特殊救赎(particular redemption)、有效救

赎(effective atonement), 或有限救赎(limited atonement)  

—  有限(limited)不是指耶稣基督之死的能力, 而是指耶

稣基督为那些祂所买赎 (指蒙拣选 )的人数之有限 . 

最终将会在火湖里受苦的人, 祂不为他们而死. 

有句常用来表达这教义的话: “基督是没有分别
地为所有人死 , 但不是没有例外地为所有人

死 ”(Christ died for all men WITHOUT 

DISTINCTION but He did not die for all men 

WITHOUT EXCEPTION). 这是巧妙的语义游戏

(game of semantics), 使他们能够巧辩说, 基督为

所有人死的同时, 又不是真的为所有人. 他们的

意思是: 基督为所有不同种类和阶级的人而死, 

但不是为每一个人而死. 换言之, 祂为犹太人和

外邦人而死, 为富有和贫穷的人而死, 为奴隶和

自由人而死, 为男人和女人而死等等… 但这意

思是祂只为蒙拣选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而死, 只为

蒙拣选的富人和穷人而死等等. 

 

莱特尔博士 (Dr. Paul 

Reiter)清楚和简单地总括圣经

在这事上的教导. 到底基督为

谁而死? 答案是: 祂的死是  —   

 

1) 为所有人 (for all; 提前 2:6 在中文《和合

本》译作“为万人”; 赛 53:6); 

2) 为每一个人 (for every man; 来 2:9 在中文

《和合本》译作“为人人”) 

3) 为世人 (the world; 约 3:16) 

4) 为整个世界之人的罪 (the whole world; 约壹

2:2 在《和合本》译作“为普天下人的罪”) 

5) 为罪人 (the ungodly; 罗 5:6 在原文是“不敬

虔之人”, 参 彼后 3:7) 

6) 为假教师(彼后 2:1) 

7) 为多人(太 20:28) 

8) 为以色列(约 11:50-52) 

9) 为召会(弗 5:25)  

10) 为“我”(加 2:20)135 

 

显然易见的是, 偏激的加尔文主义者必

须忽视圣经中许多清楚的教导和明显的意义. 他

必须强解圣经, 把它们强行挤进他自己的神学模

                                                                                               
http://peddrluo.blog.163.com/blog/static/19480131220088

25242086/ . 
135   摘自莱特尔(Paul Reiter)所写、未发表的课堂

笔记. 莱特尔是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阿巴拉契亚

圣经学院(Appalachian Bible College)的前任教授.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1.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1.htm
http://peddrluo.blog.163.com/blog/static/1948013122008825242086/
http://peddrluo.blog.163.com/blog/static/194801312200882524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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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Jay Adams 

子(theological mold, 即将它们扭捏成他自己的神

学模型). 限定的赎罪或许看来合乎人的逻辑和

理性, 但最真实和重要的测试乃是: 它是否合乎

圣经? “经上说什么呢?”(罗 4:3). 我们必须用婴

孩一般的信心信靠神的话, 单单让圣经说它所说

的, 不加添也不减少.   

 

按圣经的亮光, “限定的赎罪”是错误的教

导. 那些提倡或支持此教义的人试图告诉我们说, 

经上所说的“世人”(world)不是真的指“世人”(例

如 约 1:29; 3:16), “所有人”(all, 提前 2:6 译作“万

人”)不是真的指“所有人”, 而“每一个人”(every 

man, 来 2:9 译作“人人”)不是真的指“每一个人”. 

他们告诉我们, 对于那些像 约 3:16 和 赛 53:6 那

么清楚易懂的经文, 我们不能像孩童一般地明白

和接受它们, 而必须以神学家的眼光来理解它们. 

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以他们的神学系统来重新解

释这些经文.  

 

 事实上, 有关赎罪的教义, 按圣经正确无

误的解法应该如下: “圣经教导说, 神的羔羊之献

祭(主耶稣在十架献上自己为祭)是涉及世人的罪

(约 1:29). 救主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提前 2:6; 彼后

2:1)、挽回祭(约壹 2:2)以及叫人与神和好(林后

5:19), 都是为了所有人(提前 4:10), 但是基督十架

的工作之功效, 只在相信的人(提前 4:10; 约 3:16)

身上产生效用, 只有相信的人可以应用它. 我们甚

至可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这点: 基督的死足以
供应所有人的需要, 但只能在相信者身上产生效
用(Christ’s death was SUFFICIENT FOR ALL but 

EFFICIENT only for those who believe). 基督在十

架的工作不是有限的(即限定于某种人), 但十架

工作靠着圣灵动工的应用却只限于信徒而已(即

十架工作的功效只能应用在愿意相信和接受基

督的人身上, 编译者按).  

 

 偏激的加尔文主义者说, 十架的救赎只

是为特定的蒙拣选者(或译“选民”, the elect)而设

计, 并非为“不蒙拣选者”(non–elect, 即他们所谓

的“持久不信者”, persistent unbelievers)而预备. 

然而, 事实是神子(耶稣基督)的死对上述两组人

都有神的目的和计划. 对于蒙拣选者, 神是计划

是按着祂在创世以前的旨意和在基督耶稣里的

恩典拯救他们(提后 1:9; 帖后 2:13). 对于不信者, 

神的旨意和计划是为要叫不信者无可推诿(没有

借口说神不拯救他们, 因基督为所有人赎罪而死, 

编译者按). 人被定罪是因为他们拒绝相信耶稣

基督的身份和工作, 并拒绝接受神在解决罪方面

的唯一补救方式(约 3:18; 5:40). 不信者永远不能

说神没有为他们预备和供应所需的救恩. 他们永

远不能站在神面前, 说: “我没有得救是因为基督

没有为我而死.” 不! 他们没有得救是因为他们拒

绝那位为他们赎罪而死的耶稣基督, 祂是所有人

的救主(提前 4:10: “祂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

的救主”). 他们没有任何借口, 完全无可推诿. 

 

 这问题不仅是学术课题. 

它是非常实用的. 它影响了福

音的中心, 以及福音的呈现. 对

于在哥林多的非信徒, 保罗所

传的福音是: “基督…为我们的

罪死了”(林前 15:3). 我们真的

有好消息的福音传给所有人吗? 

(比较 路 2:10-11). 当我们传福音时, 我们可以对

非信徒说些什么? 我们是否可以

说: “我的朋友, 主耶稣基督为你

而死. 祂已为你的罪受刑罚, 为

你偿还罪债. 祂代替你而死”? 

  

 一位改革宗(归正神学)的

作者(指亚当斯, Jay Adams)这样

表示: “不过, 身为基督徒, 辅导员

(counselors, 专指在教会中事奉

的辅导员)是有义务表明基督所

声明的. 他们必须传达的好消息

是: 基督耶稣为属祂的人(in the 

place of His own)死在十架上, 祂

担当这些人的罪, 为他们的罪受

了刑罚. 祂受死, 好叫凡父神赐给

祂的人都能来到祂面前, 得享永

生. 作为一个改革宗的基督徒, 我

相信辅导员不许告诉任何未得救
的受辅导者(counselee)说基督为
他而死, 因为他们不可以这样说. 

除了基督本身, 没有人知道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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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基督拣选的人, 基督就是为蒙拣选者而死.”136  

 

 如麦敬道所说, “高等教义学派(偏激加尔

文主义)的门徒不愿听到普世福音(world–wide 

gospel)  —  神爱世人  —  给予天下所有人的好

消息. 他(偏激加尔文主义者)所拥有的, 是一个

只给蒙拣选者的福音.” 

 

 我们怎能真诚地把那不为所有人准备的

的东西提供给任何人? 我们怎能把免费的礼物

给人, 若这份礼物不是要给他们的? 我们怎能敦

促人从生命之泉取水来喝, 若这水不是提供给他

们的? 我们怎能告诉人要信主得救, 若主耶稣基

督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 我们怎能向某人说: 

“服下这药就得痊愈!”, 如果这药不是给他的? 亚

历山大(W. Lindsay Alexander)解释道: “因着这

个假想(supposition,指限定的赎罪之假设), 福音

的普遍邀请和应许就没有充分稳固的基础, 看起

来像是纯粹嘲弄人; 简单来说, 这仿佛要给人某

件没有为他预备的东西.”137 

 

 倘若归正神学的传道人诚实地相信和实

践这教义(指限定的赎罪), 他就必须按照类似以

下的路线来传讲他的“福音”: 

 

 “或许基督为你而死.” 

 “神可能真的很爱你.”  

 “基督可能为你流血.”  

 “神也许为你预备救恩.” (参 提前 2:4) 

 “神的爱或许向你显明.” (参 罗 5:8) 

 “希望祂为你的罪作了挽回祭.” (参 约壹 2:2) 

 “有可能基督替你代罪而死.” 

 “我或许带给你好消息.” 

  

“基督有可能为你而死. 如果你(信主)得救, 

那么我们就知道基督为你而死, 但如果你

继续拒绝祂, 那么祂就没有为你而死.” 

                                                           
136   摘自 Jay Adams, Competent to Counsel, 第 70页. 

亚当斯(Jay Edward  Adams)是美国归正宗基督徒辅导员, 

以发展所谓的“劝诫辅导”(nouthetic counseling, 据说是以

圣经为基础、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派教牧辅导)而著名.  
137   摘 自  W. Lindsay Alexander, A System of 

Biblical Theology, 第二册, 第 111 页. 

“只有当你相信基督为你而死(证明你是蒙

拣选的人), 基督才真的为你而死; 但你若

不相信基督, 并继续处于不信中, 直到你死

的那一日, 那么基督就不是为你而死.” 

 

那些支持“限定的赎罪”或“特定的赎罪”

之人, 是不会这样传讲福音, 但以上这样的传讲

方式和所用的字句岂不是与他们的神学思想相

符一致吗? 与未得救的非信徒这样传讲福音, 岂

不是正确、谨慎和诚实的方法吗? 偏激的加尔

文主义者必须非常谨慎如何传讲基督十架的工

作给未得救之人, 因为他永远无法十分确定基督

是否为那人预备救恩. 

 

正如莱特纳(Robert Lightner)所言: “相信

‘限定的赎罪’意思是: 神在基督里的拯救大恩之

好消息, 是不可以对个别的人而说. 那些持守这

神学立场的人, 当他向人作见证时, 他是无法告

诉那人说: ‘基督为你而死.’ 因为很可能他不是

蒙拣选之人, 基督没有为他而死.”138 

 

约翰·班扬(另译“本仁

约翰”, John Bunyan)观察到一

点: “福音不能去到比‘基督的

死所能覆盖之处 ’更远的地

方”; 因为没有基督之死所覆

盖之处, 事实上就没有福音, 

也没有恩典可言”(参 Bunyan

所著的《工作》[Works], 意

即若基督没有为某人或某群

人而死, 那人或那群人就无福音, 得不着恩典, 编

译者按). 换言之, 如果基督没有为某人死, 你怎

能把福音传给那人(对那人来说, 怎能算是好消

息呢?) 我们怎能把没有预备给某个罪人的救恩

传讲给那人呢? 如莱特纳所说: “没有一句格言

比这句话更肯定了, 那就是: 若要提供人救恩, 就

要先预备好救恩.139  

  

                                                           
138   这引句摘自莱特纳的一篇文章, 载于 Walvoord: 

A Tribute, 第 166 页. 
139   此言在英文是 : “a salvation offered implies a 

salvation provided”, 摘自  Robert Lightner, The Death 

Christ Died, 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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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G. T. Shedd 

 伯特纳(Boettner, 归正宗人士)说: “普世

性的救赎(universal redemption)意味着普世性的

救恩(universal salvation).”140 偏激加尔文主义者

辩驳说, 基督必须拯救每一个‘祂为他们而死’之

人. 偏激加尔文主义者因此推理: 如果基督为每

个人死, 那么每个人都会得救.” 让我们思考这句

话的逻辑. 这就好像说: “如果药物是提供给每个

人的, 那么每个人都一定得到医治.” 这显然是个

错误的推理. 这药物虽然提供给每个人, 但这药

物不能医治任何人, 除非那人愿意服用这药物. 

若有人说: “这里有足够清凉的水供应给村子里

每个口渴的人” 这是否表示村子里每个口渴的

人都得到解渴? 不, 除非每个口渴之人都愿意喝! 

我们需要分辨 “ 已完成的救赎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基督愿意赐给每个人的救赎)是有

别于“已应用的救赎”(redemption applied, 只有一

些人愿意信靠这救赎; 编译者注: 两者的分别是: 

前者是每个人都能得着的救赎, 后者则是只有信

者才能得着的救赎). 

 

主啊, 我信罪人众多,  

比海边的沙更加众多, 

但祢已为所有人偿还赎价, 

为所有人成就完满的救赎. 

  

- 辛生道夫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写于 1739 年)141 

 
 

(B.2) 危险二: 它教导说重生是发生在信心之

前, 即先重生, 后信主(与完全的败坏有关) 

 “人是完全的败坏”(man’s total depravity)

这一教义已被偏激的加尔文主义者给扭曲, 导致

他们误解了人的无能(man’s inability; 编译者注: 

按圣经整体的教导, 人是完全败坏, 但这只是指

人完全无法自救[需要救主耶稣], 而非完全无法
对神有所反应, 因为人是可以对神有所反应  —  

信靠或拒绝耶稣基督, 参 徒 7:51 “时常抗拒圣

灵…”). 腓立比的狱卒曾如此问道: “我当怎样行

才可以得救?”(徒 16:30-31, 比较 徒 2:37-38). 那

                                                           
140   引自  Lightner, The Death Christ Died, 第 96 页. 
141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

02.htm . 

些偏激的加尔文主义者若处在保罗的情况下, 会

这样回答: “你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没什么可

行! 完全没有可行的! 你的灵命是死的, 完全无

法对神有所反应, 直到你重生为止!” 

 

 偏激的加尔文主义者教导说, 重生必须

发生在信心之前; 人必须先重生, 然后才会信主. 

他们强调说, 人在信主之前, 必须先有永生, 因为

死在罪中的人是无法信

主的(一个死了的人怎能

相信?) . 他们教导说, 人

若不重生, 就不可能有信

心. 按他们所持守的神学

系统, 这样的教义看似合

乎逻辑, 非常合理. 可是, 

重要的是: “经上说什么呢?”(罗 4:3).  

 

 圣经清楚教导这点: 你要相信, 就得生命! 

(BELIEVE AND THOU SHALT LIVE!) 主耶稣

说: “信的人有永生”(约 6:47); 约 3:15 说: “叫一

切信祂的都得永生.” 偏激的加尔文主义者说: 

“你要得生命 , 就会相信”(LIVE AND THOU 

SHALT BELIEVE!). 请留意 约 1:12 并没说: “凡

重生的, 祂就赐他们权柄去信祂的名, 就是那些

已作神儿女的人.”142 也请注意 约 20:31 说: “你

们信了祂, 就可以…得生命.” 这节并没说: “你们

得生命, 就可以信祂.” 在无助和绝望的情况下, 

罪人被告之要望向主耶稣基督而得生命 (约

3:14-16)! [我们唱诗歌“望则生”(LOOK AND 

LIVE). 偏激加尔文主义者需要改歌词, 变作“生

则望”(LIVE AND LOOK) ] 

 

 让我们暂时“假设”偏激

加尔文主义者所说的是正确的. 

若重生是在信心之前, 那么罪

人应该怎么做才可重生? 对于

这问题, 偏激加尔文主义者从

未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 施德

(W. G. T. Shedd)的答案是典型

                                                           
142   约 1:12 是这样说的: “凡接待祂的, 就是信祂名

的人, 祂就赐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 重点是信主就得

权柄作神儿女(包括得着神儿女的生命, 即重生得救).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2.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2.htm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7 

   

《家信》: 第 109期 (2016年 4-6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斯普劳尔(R. C. Sproul) 

的. 他指出, 由于罪人没有能力去相信, 所以罪人

受指示去履行下列职责: (1) 阅读和听取神的道; 

(2) 认真应用心思来思考真理; (3) 祷告祈求圣灵

赐下信念和重生 [参 W. G. T. Shedd, Dogmatic 

Theology, 第二册, 第 472, 512, 513 页] 

 

 奥尔德里奇(Roy Aldrich)对这方面的回

应真是入木三分: “ ‘完全的败坏’这一教义若真

的排除了信主的可能性(即否认罪人仍有信主得

救的能力), 那就必须同时也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包括‘听取神的道’之

可能性、‘认真应用心

思来思考真理’的可能

性, 以及‘祷告祈求圣

灵赐下信念和重生’的

可能性(换言之, 罪人

若因灵命死了而无法去‘相信’, 那么他也必定因

灵命死了而无法去‘听取’, 无法去‘思考’, 也无法

去‘祷告祈求’, 编译者按). 偏激加尔文主义者所

处理的, 毕竟只是身体活着但灵命已死的尸体
(lively spiritual corpse).”143  

 

 这神学立场的悲剧是它扭曲了福音. 它

告诉罪人获得救恩的条件是祷告, 而不是信心. 

这与 徒 16:31 是何等的冲突啊! 徒 16:31 并没告

诉罪人要借着祷告祈求来获得信念与重生, 而是

告诉罪人要信主耶稣基督(徒 16:31 说: “当信主
耶稣, 你…必得救”). 

 

 一些改革宗

人士, 包括斯普劳

尔(R. C. Sproul)甚

至教导说, 人作婴

孩时也可重生, 等

到多年以后才来信

靠基督. 有关这方

面的资料, 请参“重生发生在信心之前吗?”(Does 

Regeneration Precede Faith). 关于此课题更详细

的分析, 请参“重生发生在信心之前吗?” (网址: 

                                                           
143   我们大力推荐读者阅读奥尔德里奇 (Roy L. 

Aldrich)的文章. 它载于 1965 年 7 月份的 Bibliotheca 

Sacra , 题为“神的恩赐”(The Gift of God), 第 248-253 页.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r

egenera.htm )144 

 

 

(B.3) 危险三: 它教导说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 

 这教导是因为有人错误地解说 弗 2:8-9: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

己, 乃是神所赐的 (gift);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

有人自夸.” 许多改革宗人士(归正神学的支持者)

错误地总结说, 这里所谓“神所赐的”乃是指“信

心”. 但保罗真正的教导却是: 救恩是神的恩赐

(或作: 救恩是神所赐的).145 针对此事, 美国独立

基要派教会(IFCA, The Independent Fundamental 

Churches of America)的教

义声明是正确与清楚的 : 

“我们相信救恩是神赐给人

的, 这救恩是靠着人亲自相

信主耶稣基督而得的.” 救

恩是神所赐的礼物, 信心则

是“心灵的手”, 伸出去接受

神所赐的这份礼物(救恩). 

 

                                                           
144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

03.htm . 
145   加尔文主义者坚持说信心是神所赐的, 不是人

责任的一部分. 乍看之下, 有两节经文似乎支持这样的

论点. 首先是 弗 2:8-9: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

得有人自夸 .” 新约希腊文专家包括阿尔福德 (Dean 

Alford) 、 布 鲁 斯 (F. F. Bruce) 、 罗 伯 逊 (A. T. 

Robertson)、泛氏(W. E. Vine)、司可福(C. I. Scofield)、

威斯特(Kenneth S. Wuest)、文森特(Marvin R. Vincent)

等等, 还有其他学者都告诉我们 弗 2:8-9 的希腊文结构

无法使信心成为我们所说的恩赐; 因此“乃是神所赐的”

这一短语并非指信心, 而是指所讨论的整个题目, 即“我

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一题目. 第二, 彼得写信给

“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KJV: like precious faith)的

人”(彼后 1:1). 它看来好像意味着信心乃是神所赐的. 无

论如何, 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在其所著的彼得后书

注释中指出, 这里的信心是指“所信的事物”(to what is 

believed), 即是客观的信心(objective faith, 指信仰里的
事物, 可译作“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仰”), 而非主观的

信心. 简之, 神所吩咐的是“当信主耶稣, 你… 必得救!” 

(徒 16:31).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加尔

文主义的错谬-下/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regenera.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regenera.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3.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3.htm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加尔文主义的错谬-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加尔文主义的错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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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cArthur 

 整本新约不断重复地教导一个事实: 救

恩(永生、公义)是神所赐的恩赐或礼物(gift, 参

罗 6:23; 约 4:10; 罗 5:15,16,17).146 在新约圣经中, 

“神所赐的恩赐或礼物”(gift)从不用来指那拯救

灵魂的信心(saving faith), 虽然我们肯定承认, 若

无神的怜悯和恩典之感动与光照, 就无法发动那

拯救灵魂的信心(约 6:44-45; 太 11:27; 16:16-17; 

徒 16:14 等).   

  

归正神学教导说, “信心是神所赐的恩赐

或礼物”. 这样的教导会产生些非常实际性的影

响, 并会影响一个人对福音的理解, 以及一个人

传达福音的方式. 如果信心是神所赐的恩赐或礼
物, 那么我如何能得到这份礼物? 我必须做什么? 

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够相信? 我怎样才能从神那

里得到这份礼物? 第一选择: 我是否什么都不必

做, 只希望神会以主权赐下信心? 我是否什么都

不必做, 只希望我是其中一位神所拣选的人? 第

二选择: 我是否要向神呼求, 祈求祂赐下那能使

我得救的信心?    

 

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支持第二个选

择. 他教导说信心是神所赐的恩赐或礼物, 所以

他建议罪人向神祈求, 以获得这样的信心. 他说: 

“信心是从神而来的恩赐或礼物… 它是永久常

                                                           
146   罗 6:23 清楚说明神所赐的礼物(gift)乃是永生

(而不是信心): “…惟有神的恩赐 (KJV: gift), 在我们的

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约 4:10 也记载: “耶稣回答

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KJV: gift), 和对你说“给我水

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祂, 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编译者

注: 这恩赐就是主耶稣所要赐的“活水”  —  永生的生命, 

即拯救灵魂的救恩; 参 约 4:14: “我所赐的水(指永生的

生命, 即灵魂的救恩)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
生”]; 此外, 罗 5:15-17 用另一类词语“公义”或“称义”(指

因称义而得永生), 来描述神所赐的救恩(参 16 节的“称

义”或 17 节的“所赐之义”); 罗 5:15-17: “只是过犯不如

恩赐 (KJV: free gift)…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KJV: gift), 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

吗?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KJV: gift), 原来审

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 (KJV: free gift)乃是由许多过

犯而称义 (KJV: justification).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

这一人作了王, 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 (KJV: 

the gift of righteousness),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

命中作王吗?”  

驻的(permanent)… 神所赐的信心产生顺服… 神

把它赐给你, 也维持它… 愿神赐给你那真正使

你得救的信心, 一个永久常

驻的礼物. 这礼物一开始时

会使你谦卑, 对罪痛悔, 并

以顺从福音而称义来结束. 

这是真正的信心, 这是只有

神才能赐的礼物, 如果你渴

望得着它, 就祷告祈求神将

它赐给你.”147 

 

请仔细留意麦克阿瑟所做的. (在关于罪

人得救的方法上) 他是在告诉罪人不要信靠主

耶稣基督(徒 16:31), 而是祷告祈求神赐下信心

为礼物. 这扭曲了基督的福音, 把祷告当作得救

的条件, 而非信心. 事实上, 圣经吩咐罪人要信靠

基督. 圣经并没吩咐罪人要祷告, 祈求神赐下信

心为礼物. [我们推荐读者阅读奥尔德里奇(Roy 

L. Aldrich)的文章, 题为“神的恩赐”(The Gift of 

God), 载于 Bibliotheca Sacra, 1965 年 7 月, 第

248-253 页]. 若要详细研究 弗 2:8 所谓的“神所

赐的”, 可参“研读以弗所书 2 章 8 至 9 节: ‘神所

赐的’是指什么?” (What is the “Gift of God”? — 

A Study of Ephesians 2:8-9), 请上网阅读此文章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

htm )148 

 

 

(B.4) 危险四: 它在信主得救方面加添了其他

要求149 

 在近几年 , 很多

改革宗人士 (归正神学

支持者 )大力主张所谓

“主权的救恩”(Lordship 

Salvation). 基本上, “主

权的救恩”教导说, 简单地相信耶稣基督是不足

以得救的, 还需要其他东西, 就是需要对基督坚

                                                           
147   转录自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讲论有关“主

权的救恩 ”之录音卡带 (tape GC 90-21 dealing with 

Lordship Salvation). 
148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

04.htm 
149   其英文是 : The Danger of Adding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to Saving Faith.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4.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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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委身(A solid commitment to Christ). 那人必

须降服于基督的主权. 得救所需的条件是那人必

须愿意顺从基督的诸多吩咐(commands). 换句话

说 , 若要得到永生 , 那人必须履行 “ 作门

徒”(discipleship, 另译“门徒之道”)的要求,150 或

至少要愿意履行这方面的要求.  

 

 我们不可忘记一点: 人得救是因为他完

全信靠那位为他而死的慈爱救主. 拯救我们的不

是我们的委身(COMMITMENT), 而是那位拯救

我们的基督(CHRIST)! 拯救我们的不是我们的

降服(SURRENDER), 而是那位拯救我们的救主

(SAVIOR)! 不是我为神做了什么, 而是神已为我
做了什么. 

 

 我们需要避开一个危

险的错误: 把那本该是救恩

的结果 (RESULT)当作救恩

的要求(REQUIREMENT):  

 

 因为我已经得救了 , 所以

我降服于祂的主权. 

 因为我已经得救了, 所以我愿意顺服跟从祂. 

 因为我已经得救了, 所以我同意作门徒的条件. 

 因为我已经得救了, 所以我把我生命的每一个

领域都交在祂的权柄下. 

 

基督徒的行为和果子能证明他是否真的

已信主得救, 但它们不是信主得救的本质(看得

到的“果子”[品行]是得救的证据[evidences], 而

非得救的本质[essence] ). 不要把果子(fruit)与根

底(root)混淆了. 因为我们靠着神的恩白白称义, 

我们在基督里(靠主恩功)满足了神公义的全部

要求(林后 5:21); 因为我们是脆弱的, 我们经常

无法做到“作门徒”的全部要求(路 14:25-33). 作

门徒的要求是很多的, 但救恩的要求只是以简单

的信心信靠救主. 

 

                                                           
150   “门徒之道”(discipleship)的要求是主耶稣所说

的: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

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

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作我的门

徒”(路 14:26-27). 

“对耶稣基督的委身”是不能救我的, 是基

督以祂的恩典拯救我. 我降服于祂的主权也无法

拯救我, 是基督以祂的恩典拯救我. 我对祂话语

的顺服也不能拯救我, 是基督以祂的恩典拯救我. 

对救主的爱也不能拯救我, 是基督以祂的恩典拯

救我. 我履行一切作门徒的要求也不能拯救我, 

是基督以祂的恩典拯救我. 我的好品行也不能拯

救我, 是基督以祂的恩典拯救我. 

 

神的拯救大恩只能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 

唯独祂能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 即使我们整

个基督徒生活都是忠诚地为主而活, 我们也无法

赚取或得到永生. 事实上, 永生是神白白赐下的

礼物, 在我们一信靠基督的时刻, 就领受了它. 这

永生的生命是现今每个信徒所拥有的宝物. “人

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

命”(约壹 5:12; 这节的四个“有”都是现在时态, 

指现在就有的情况).    

 

你是否靠着祂的恩, 借着在基督耶稣里

的救赎而白白称义? 你的盼望是否建立在你所

做的, 还是建立在基督的宝血和公义? “我不敢

信靠人最美的努力, 而是全心仰赖耶稣的圣名!” 

愿我们全心全意地站在基督这块坚固的磐石上, 

而非站在我们脆弱委身的下沉沙土上.  

 

若想更详细和全面地查考有关“主权的救

恩”, 请参 “得救只本乎恩 — 为‘主权的救恩’之

争 议 作 出 澄 清 ”(Saved By Grace Alone--A 

Clarification of the Lordship Salvation issue), 网址: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s

bgrace.htm . 其他与这课题有关的文章或资料是: 

“可颂之神的荣耀福音 — 什么是真正的福音?” 

(The Glorious Gospel of the Blessed God--What is 

the True Gospel?), 此文 章 载 于 以 下 网 址 :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salvatio/gl

orious.htm 和 “司布真和主权的福音” (Charles 

Spurgeon and Lordship Salvation), 请上网阅读: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helpseek/s

purgeon.htm .151     (文接下期) 

                                                           
151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

05.htm . 这五篇文章的一些部分也已被别人译好, 可上

网参阅 jiangming6354.lofter.com/post/450c85_3bfa407 .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sbgrace.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sbgrace.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salvatio/glorious.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salvatio/glorious.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helpseek/spurgeon.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helpseek/spurgeon.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5.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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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rich Zwingli 

 
 

IIIM 归正神学课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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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加尔文主义与归正神学 

 

 加尔文主义(Calvinism, 也称“改革宗传统/

归正传统” [Reformed tradition]、“改革宗信仰/归

正信仰” [Reformed faith]、“改革宗更正教主义” 

[Reformed Protestantism]、“改革宗基督信仰/归正

基督信仰” [Reformed Christianity]等)是更正教主

义的一个主要分枝. 它是根据加尔文(John Calvin)

和其他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所主张的神学传统

及基督徒实践.  

 

 加 尔 文 与 马 丁 路 德

(Martin Luther)一样 , 都离开罗

马天主教, 但他在圣餐的观点上

与路德不同. 他反对天主教的圣

餐“变体论”(或称“化体说、变质

说、化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也反对路德的“同体论”(或称“圣体同质、合质

论、同质说”, consubstantiation), 主张信徒透过信

心可以领受到属灵却不可见的实体圣餐. “加尔文

主义”一词可能会误导人, 让人以为这主义全是由

加尔文一人而来, 但事实上, 这主义或神学所涉及

的范围既多又广, 且受多人影响. 最先使用“加尔文

主义”一词的, 是反对它的路德会信徒(Lutherans), 

而很多在这传统里的人比较喜欢采用“改革宗”(归

正宗, Reformed)一词.  

 

 自从发生了所谓 “亚米纽斯主义的争

议”(Arminian controversy)之后, 宗教改革时期的信

徒(除了路德会的信徒)就分成两大组: 亚米纽斯主

义者(Arminians)和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s). 虽然

改革宗的神学传统是论及各种基督徒神学的课题, 

但加尔文主义有时是指加尔文主义者在救赎论和

预定论的特别观点 , 就是“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

点”(Five Points of Calvinism)所总结的. 有人也辩

论说, 加尔文主义整体是强调神在一切事上的主权

或治理, 包括祂在救恩方面的主权或治理.   

 

 早期具有影响力的改革宗

(归正宗)神学家包括: 加尔文(John 

Calvin)、慈运理(Ulrich Zwingli)、

布塞珥 (Martin Bucer) 、布林格

(Heinrich Bullinger) 、 伯 撒

(Theodore Beza)、弗米格利 (Peter 

Martyr Vermigli)、诺克斯(John Knox). 在 20 世纪

的有：凯波尔(Abraham Kuyper)、巴域克(Herman 

Bavinck)、华菲德 (B. B. Warfield)、巴特 (Karl 

Barth)、骆琼斯 (另译“钟马田 ”, Martyn Lloyd-

Jones) 、范提尔 (Cornelius Van Til) 和克拉克

(Gordon Clark). 在现代的有: 巴刻(J. I. Packer)、斯

普劳尔(R. C. Sproul)、凯勒(Timothy J. Keller)、皮

普尔(John Piper)和霍尔顿(Michael Horton)等.152 

 

改革宗教会可能采纳几种形式的教会政策, 

但大部分是长老会制度(Presbyterian)或公理会制

度(Congregationalist), 也有一些是圣公会主教制度

(episcopalian). 最大的改革宗组织是“世界归正会

团契” (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 

全球有超过 8 千万的会员.153 

                                                           
152   除了唐崇荣之外, 现任福音文化中心总干事李

健安也在马来西亚推动归正神学讲座和课程. 李健安是

美 国威斯 敏斯特 神学院 ( 或 译  “ 西 敏神学 院 ”,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哲学博士, 也是前马

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院长, 著有《图解简明圣经预定论》

(于 2001 年出版), 近年来更致力于以归正神学为基础推

动福音事工. 他在所著的《救赎论》一书中, 列出他所

谓“救恩次序中的九个步骤”如下: 恩召、重生、信心+

悔改(归正)、称义+嗣养、成圣、坚忍、得荣耀 (注: 错

误地教导“重生”是发生在“信心”[信主]之前). 
153   译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vinism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v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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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四) 

犹太人回归 

巴勒斯坦与复国 
 

(A) 第一次的回归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 耶路撒冷有三次被

毁  —  两次已在过去发生, 还有一次将在未来发

生; 照样, 我们读到神的百姓会有三次回归故土

(巴勒斯坦) (编译者注: 有关这三次回归, 第一次

发生在主前 5 和 6 世纪,154 第二次发生在 20 世

纪, 第三次在七年灾难后) 

 

“这全地必然荒凉, 令人惊骇. 这些国民要

服事巴比伦王七十年”(耶 25:11). 

“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地

享受安息; 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 直满了

七十年”(代下 36:21).  

 

 以色列的地土在每七年不可耕种和收割, 

这是耶和华神的命令之一. 但不信的心总是要违

背神的命令. 正如在旷野时, 以色列人在第七日

不愿安息, 反倒出去收集吗哪, 照样, 他们在第七

年不愿让地土享安息; 他们耕种、撒种与收割, 

纵然耶和华禁止他们这样做. 

 

  人抱怨“劳力的咒诅”, 但神要他休息时, 

他却不要. 长时间彻底劳累的工作, 又很少休息, 

                                                           
154   犹太余民在主前 5 和 6 世纪的“第一次回归故

土”可分成三批的人. 根据约翰·马丁(John A. Martin), 神

的选民在被掳 70 年后的三批(次)回归如下: (1) 第一批

回归: 主前 538-515 年: 由所罗巴伯带领(拉 1-6 章), 主

要是重建圣殿(Temple Rebuilt); (2) 第二批回归: 主前

458-456 年: 由文士以斯拉带领(拉 7-10 章), 主要是改造

圣民(People Reformed); (3) 第三批回归: 主前 444-432

年: 由酒政尼希米带领(尼 1-13 章), 主要是重建城墙
(Wall Rebuilt). 

不是神的心意. 祂要人享受快乐时光, 充分的休

息, 但不是闲懒, 无所事事. “大享安逸” (直译“满

了闲懒”)是个温床, 让所多玛的放荡邪恶滋生发

展(结 16:49).155 

 

 因此, 即使以色列人违抗神的命令, 但神

有主权成就祂的心意, 使这地土享受它所该得的

安息年  —  祂使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 让地土

荒凉, 得享安息.   

 

“玛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迦勒底

国的王元年. 就是他在位第一年, 我但以理从

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 论耶路

撒冷荒凉的年数, 七十年为满”(但 9:1-2).  

 

 但以理发现此事的时候, 他岂有说: “不

管我有没有为此事祷告, 或是否关心神的旨意; 

神还是一样会成就它们.” 不! 但以理没有这样想; 

我们在第 3 节读到: “我便

禁食, 披麻蒙灰, 定意向主

神祈祷恳求”(但 9:3). 他恳

切寻求神带领祂的百姓进

入一种适合领受所应许之

福的状况. 当看见这时刻快

来到时, 他向神承认自己国

民的罪, 仿佛承认自己的罪

一般, 恳求主的怜悯.  

 

 我们有多少时候, 以极度谦卑的态度, 来

承认神整个召会的罪, 仿佛承认自己的罪一般, 

并寻求祂带领我们进入一种适合蒙福的状况? 

正如土地需要准备好领受种子, 我们的心田也需

要准备好, 以适合领受神的福气.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

大省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

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本城”(拉 2:1).  

 

 由于现今流传着一些错误理论, 所以我

想请你留意这一节. 与以斯拉一同回返的是谁? 

                                                           
155   结 16:49: “看哪, 你妹妹所多玛的罪孽是这样: 

他和他的众女都心骄气傲, 粮食饱足, 大享安逸, 并没有

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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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掳的犹大人喜乐地离开巴比伦, 踏上回归故乡的旅途. 

这节给我们答案: 是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

的犹大省的人, 即犹大和利未支派, 以及在他们

当中的利未人. 他们是另十个支派的人吗? 就是

那些被亚述王撒縵以色(Shalmanezer, 指撒縵以

色五世[Shalmanezer V], 王下 17:4-6; 18:9-12)掳

到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地方之民吗? 不是. 这些人

没有回归故土.  

 

 这些回归者被称为犹大人(或作: 犹太人); 

意即“犹大地的居民”  —  此乃“犹大”这一称号

的原意, 它可能不是指那十个支派, 而是那些住

在犹大国之民, 因他们的祖父母忠于大卫家. 那

十个支派被掳到比巴比伦更远的亚述国, 我们没

读到他们的回归, 纵然我们从其他经文知道他们

在将来会回归故土.  

 

有者告诉我们, 英国或“盎格鲁-撒克逊

人”(Anglo-Saxons)是那十个支派. 要否定这一点

并不难. 新约的雅各所写的书信是给十二支派的

信徒, 证明他们确实存在于某一地方, 但我们无

法肯定地指出他们现今身在何处. 神知道他们在

哪里, 并会按祂的时候招聚他们. 至于那些归回

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住在那里, 直到主耶稣来到

地上的日子. 就是这些人处死了主耶稣, 犯此大

罪的人不是被亚述掳去的十个支派, 而是住在犹

大国的犹大人.   

 

 对, 确实有一两个属其他支派的名字被

提及, 但他们只是少数个别的例子. 事实是犹大

人, 即犹大、便雅悯和利未支派的人杀了弥赛亚, 

犯下滔天大罪; 当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毁坏后, 

就是这些人被分散各地, 在各处遭受迫害. 他们

还会归回耶路撒冷, 并会因着拒绝与杀害荣耀之

主而经过大灾难, 别忘了他们曾喊着说: “祂的血

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太 27:25).  

 

 至于那十个支派, 我不会说他们如今在

哪里. 他们曾被亚述王掳去, 我相信可以在被掳

的方向找到他们, 如在中东, 在景教(Nestorians, 

在中东和叙利亚的某个基督教派 )或阿富汗

(Afganistan)的民族群中 , 或甚至在中国西部
(Western China). 

 

(B) 第三次的回归 

 我们看了在过去, 借着以斯拉和尼希米

的带领下, 神的子民回归故土. 我们现在要看另

一个回归, 这是在未来要发生的事. 

 

“列国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传扬在远处的

海岛说: 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 又看守他, 

好像牧人看守羊群”(耶 31:10).  

  

 这节清楚预告一个将来的回归, 它不仅

是一个仍处在不信中的政治运动, 而是主的赎民

回应祂的呼召所产生的结果. 另一处经文说道:  

 

 “我在怒气、忿怒和大恼恨中, 将以色列
人赶到各国. 日後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

来, 领他们回到此地, 使他们安然居住. 他们

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们的

神. 我要使他们

彼此同心同道, 

好叫他们永远

敬畏我, 使他们

和他们後世的

子孙得福乐, 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必随

着他们施恩, 并不离开他们, 且使他们有敬

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 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 

要尽心尽意(或译: 全心全意)、诚诚实实将

他们栽于此地”(耶32:37-41).  

 

请留意耶和华说祂的全心和全意(“尽心尽

意”)都放在这未来的回归. 正如祂在别处经文所

说的 :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赛

37:32). 现在让我问你, 对于这件将要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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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神全心全意关注的事, 你和我岂可漠不关心? 

诚然, 对于每一个渴望与神相交、希望神恩惠的

旨意成全之人, 都一定会爱慕和关心此事. 

 

我要清楚强调一点, 上述的回归故土是未

来才要发生的事, 它与现今任何犹太人回归巴勒

斯坦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因它有重要的不同特性.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

取一根木杖, 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

以色列人”; 又取一根木杖, 在其上写“为约

瑟, 就是为以法莲, 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
家” (结37:15-16).  

 

 我们在此看见这未来的回归有一个非

常显著的特性; 它不单是犹大人, 而是整个以

色列(“以色列全家”; 换言之, 这次的回归包括

了南国犹大国和北国以色列国联合起来的十

二支派之民, 编译者按). 不仅是犹大国, 即犹

大和便雅悯支派, 并其中的利未人所组成的南

国(称为“犹大国”), 也包括以法莲, 即在此处和

常在其他经文所代表的十个支派所组成的北

国(或称“以色列国”). 

 

“ ‘…你要使这两根木

杖接连为一, 在你手中

成为一根. 你本国的子

民问你说 : “这是什麽

意思? 你不指示我们

吗 ?” 你就对他们说 : 

“主耶和华如此说 : 我

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 就是那

在以法莲手中的, 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 

在我手中成为一根.” 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

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 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

华如此说: “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

各国收取, 又从四围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归

回本地. 我要使他们在那地, 在以色列山上

成为一国, 有一王作他们众民的王. 他们不
再为二国, 决不再分为二国; 也不再因偶像

和可憎的物, 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 我却

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 就是他们犯罪的

地方; 我要洁净他们, 如此, 他们要作我的子

民, 我要作他们的神. 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

们的王; 众民必归一个牧人. 他们必顺从我

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的律例”(结37:17-24).   

 

 我们读到“我的仆人大卫”, 此人就是“大

卫的子孙”(the Son of David, 指主耶稣基督, 参 

可 10:47), 圣经多处称祂为“大卫”(因大卫在很多

地方是预表主耶稣基督). 

 

 这未来的回归是整个国民, 即十二支派

的以色列民回返故土. 这不单是一个政治运动, 

而是十二支派的以色列国民按照新约恩典的工

作而经历一个伟大的属灵重生; 此“新约”是应验

了神给亚伯兰、以撒、雅各和大卫的应许. 

 

 “当那日, 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

所余剩的, 就是在亚述、埃及、巴忒罗、古

实、以拦、示拿、哈马, 并众海岛所剩下

的”(赛 11:11). 

 

 在那日 , 耶和华要招回祂的余民 . 赛

11:11 提到这些余民所在之地: 有亚述, 那原是十

个支派被掳去的地方; 有埃及, 那里无疑有许多

犹太人. 巴忒罗(Pathros)和古实(Cush)是指埃塞尔

比亚、苏丹, 以及可能深入非洲中部的地方. 以拦

(Elam, 伊朗)和示拿(Shinar)是波斯(Persia), 或十个

支派被掳去的那个地区.156 

 

 我们在 赛 49:12 得到更多的资讯: “看哪, 

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 这些从

秦(Shinim, 原文作: 希尼)国来.” 这节所谓的“远

方”可能指遥远的南部, 如示巴的女王  —  南方

女王  —  被喻为从地极而来(from the uttermost 

parts of the earth). 还有“从北方、从西方来”, 以

及“从秦(Shinim)国来”, 即远东的中国, 因为只有

东方未提及(换言之, 余民从东、西、南、北、

四面八方而来, 编译者按).  

                                                           
156   赛 11:11 也提到哈马 (Hamath)和众海岛 (the 

islands of the sea). 这里的“哈马”是指今日叙利亚北部的

哈马城(Hamah), 位于大马色城的北方约 183 公里. “众

海岛”则指位于西方的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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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么多从不同地方来的人, 赛 49:21

发出惊讶声: “这些在哪里呢?”(或作: 这些人曾

在哪里呢?). 当所谓“失踪”的十个支派回归时, 

我们所预期听到的正是: “这些人曾在哪里呢?” 

 

“祂必向列国竖立大旗, 招回以色列被赶散

的人, 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赛
11:12). 

 

 上述这些经文被连贯起来, 证明未来的

回归或恢复涉及整个以色列国民, 并来自世界的

四方, 是在属灵方面回归于主, 而非仅是一个政
治运动; 伴随着这事, 是主耶稣  —  他们曾拒绝

的弥赛亚  —  的荣耀显现! 

 

一个问题是犹太人所无法回答的: 如果

他们因着拜偶像的罪而被掳七十年, 当他们(第

一次)回归后就再没有设立任何偶像, 但为什么

他们要经历 19 世纪之久的放逐与愁苦? 他们到

底犯了什么滔

天大罪而遭到

如此灾祸 ? 为

什么耶和华不

听他们的呼求, 

不插手帮助他

们回归故土?   

 

我们知道这全因为他们拒绝弥赛亚(主耶

稣), 而他们最终也会被带到这样的领悟中, 并明

白以赛亚书 53 章所说的(赛 53:1-12 述说主耶稣

的受难, 以及过后的荣耀, 编译者按). 另一处经

文也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 无君王, 无首领, 

无祭祀, 无柱像, 无以弗得, 无家中的神像. 

後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作: 回心转意), 寻求

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 在末後的

日子, 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 领受祂的

恩惠”(何 3:4-5). 

 

 这里清楚预告以色列被放逐, 离开国土

家园, 是一段很长的时期  —  “多日”(many days). 

在此时此刻, 他们“无君王, 无首领”. 他们也“无祭

祀”, 因祭祀需要祭司、祭坛和神所拣选的敬拜之

处(但他们现今没有圣殿和祭坛进行祭祀, 编译者

按). 他们有的只是会堂的敬拜; 只要他们还在异乡

异地, 他们就无法进行圣殿的敬拜和事奉. 

 

此外, 他们“无柱像”, 指柱子

般的偶像; 也“无以弗得”, 这“以弗

得”(ephod)是祭司的袍子, 代表祭司

的职任. 尽管他们被降得那么卑微, 

他们仍然“无家中的神像”(teraphim). 

那被赶出去的偶像之魔还未回到

他们先前离去的屋子(太 12:43-45). 

 

 即使是最虔诚、谨守旧约

圣经的犹太人, 也对他们所遭受的

一切灾害而大惑不解, 因为他们的

心蒙了帕子(林后 3:15-16),157 没看

出圣经所见证的那位主耶稣基督.   

 

(C) 第二次的回归158 

 今日, 他们当中很多人渴望回归故土, 重

新设立耶和华的敬拜, 包括重建圣殿、祭坛、祭

司职任、献祭等等, 像旧约时期一样. 朝向这方

向的运动现今已在进行, 并会无疑地发展下去, 

不久我们将会看见一个犹太国重新出现在巴勒

斯坦.159 这个回归(或恢复)必须出现在我们先前

                                                           
157   林后 3:15-16: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

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

子就几时除去了.” 
158   考德威尔在这之前(参上文 A 项)论到的第一次

回归是指过去发生在主前 5 和 6 世纪的回归; 那时的回

归可更仔细地分成三个步骤, 分别由三个主要人物所带

领, 即所罗巴伯(主前 538-515 年)、以斯拉(主前 458-

456 年)和尼希米(主前 444-432 年). 此外, 上文(参上文

B 项)也论到第三次回归, 那是指将来七年灾难后的回

归. 但现在(参上文 C 项)论到的第二次回归, 是指已发

生在 20 世纪的回归, 直接与以色列在 1948 年复国有关. 

关于以色列的独立与复国, 请参本文附录: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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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景(虽然已有

一小部分的犹太人呼吁回归故土, 即当时的“锡安运动”

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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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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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ck the Great 

讨论过的两次回归之间, 即过去的回归(主前 5

世纪)与未来的回归(七年灾难后)之间. 事情必会

如此, 因为有关以色列的一切末后日子之景象, 

都是与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有关.  

 

 有关这方面的犹太人回归, 圣经讲的不

多. 圣灵没有多谈这方面的运动. 它可能是主耶

稣在 太 12:43-45 的比喻中所指的160  —  外表昌

盛联于道德败坏的可怕图像. 一个洁净了的土地, 

但满布着“被鬼附的”人群.161  

 

 上述经文(何 3:4-5)

已明确和奇异地应验了. 但

对于神在以色列四散的这

段时期(即“恩典时代”或称

“教会时代”), 在犹太人身

上所要做的事, 祂并不多说, 

常保持沉默. 它在旧约圣经中是个死了的秘密. 

但对以色列整体国民而言, 神在某种意义上可说

是与他们断绝关系. 祂正向他们说: “罗阿米”(Lo 

ammi)  —  非我民的意思(何 1:9, 编译者注: 但这

并非永久的情况, 因为当主再来, 召会被提后, 地

上要发生七年灾难, 神要借着一系列事件引领以

色列人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 使他们最终成为

“神的子民”, 何 14:4; 来 8:10).162         (文接下期) 

                                                                                               
一日, 以色列人必定按照神所应许的, 归回今日所谓的
巴勒斯坦地, 而此事在 1848 年 5 月 14 日终于应验了. 
160   太 12:43-45: “污鬼离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过

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却寻不着. 于是说: ‘我要回到我

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空闲, 打扫乾净, 修

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

在那里. 那人末後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世

代也要如此.” 
161   尽管犹太人已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宣布独立, 

但目前的光景仍然黑暗可悲, 因为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仍

然拒绝主耶稣. 换言之, 以色列国目前可说是“国家外表

昌盛”但“国内灵性败坏”, 像 太 12:43-45 所说的. 
162   上文编译自  “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to 

Palestine” (Chapter 6),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58-70 页. 此篇文章取自考德威尔

(John R. Caldwell)所著的“神拣选的百姓”(God’s Chosen 

People), 而非他所著的“将来的事”(Things to Come), 但这

两系列的文章皆被收录在上述同一本书中(指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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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   20 世纪大奇迹  —  犹太人复国 

 

(A) 前言 

某次, 普鲁士国王(King of Prussia)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即 Frederick  II, 1712-1786)要人用

一个字, 来证明圣经是神的启示, 所得到的答案是  —  

犹太人(注: 这词在英文是一个字, 即 Jews ).  
 

诚然, 圣经论到很多关于犹太人的预言和应许. 

其中最奇妙独特的有两项: 第一, 以色列人若不听从神

的话, 不守祂一切的诫命和律法, 就必在万国中抛来抛

去(申 28:15-25; 耶 15:4). 这话应验了! 在历史上, 犹太人

约经历了 2 千 7 百年之久, 被打碎、被掳掠、国破家亡, 

在世界各国中抛来抛去, 何其可悲! 

 

第二, 神必记念祂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把在万

国中抛来抛去的犹太人招聚, 回归故土(即现今所谓的

“巴勒斯坦”163), 重新建立家园(结 34:11-13).164 这话听

起来不可思议! 但信实的神怎么说, 就怎么成就. 1948

年 5 月 14 日, 以色列竟然宣布独立, 成就了复国的预言. 

黄丹尼教授称之为“20 世纪世界大奇迹”! 

 

 

 

 

 

 

 

 

 

 

 

                                                                                               
Writers Library, vol.9 ). 为了使读者对考德威尔所写的

一切预言课题有更全面和仔细的认识, 我们将考德威尔

上述两系列有关预言的所有文章都一同编译在《家

信》的“将来的事”之系列中.   
163   “巴勒斯坦”(Palestine)的辞源是希伯来语对古

代非利士人的称呼, 指从海上入侵迦南地的民族, 那是

至少 3500 年前的事情 .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的文章中出现了“巴勒斯坦的叙利亚”这个

名字, 来描写从今天的黎巴嫩到埃及的海岸地区. 公元

135 年, 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在镇压犹太人第二次

起义叛乱后, 将犹太省(以色列地)的名字改为“巴勒斯

坦”, 目的在于强化犹太人已丧失在自己家园生活的权

利. 此名今日被使用来指旧约的迦南地或以色列地.  
164   结 34:11-13: “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 从各国

内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归回故土, 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

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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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m 

Weizmann 

 
Arthur Balfour 

海军大臣贝尔福 

 
Edmund Allenby 

 
Theodor Herzl 

赫尔兹尔 

(B) 以色列复国五大步骤165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思考以色列复国五大步骤, 

以及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 并以此看见那位启示圣经

的神, 其实就是掌管世界政治和人类历史的大主宰.   

 

(一) 锡安主义运动的兴起 

 1896 年: 奥地利的犹太裔新闻

记 者 兼 出 版 商 赫 尔 兹 尔

(Theodor Herzl)出版《犹太人国

家》(The Jewish State)一书, 第

一次提议亡国达 2 千年之久的

以色列人, 要返回锡安山复国. 

 对于他的主张, 有者反对, 有者

赞成: a) 反对的人是犹太教拉

比、上层犹太人、欧洲反闪族

主义者. 赞成的则是下层犹太人.  

 1897 年 8 月 29 日: 赫尔兹尔在瑞士的巴塞尔(Basel, 

Switzerland)举办会议, 发起一个政治运动  —  “锡安

主义”(Zionism). 自此, 世上就有锡安主义的组织, 其

目标就是要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争取一片合法而被

公开承认的土地.   

 赫尔兹尔坚决主张以色列应有另一次的“出埃及”, 才

能摆脱长期的苦难. 锡安山就是回归的总目标. 他的

主张被称为 “锡安主义”(Zionism), 一直沿用至今. 

 1903 年 8 月: 在瑞士的巴塞尔展开“全世界锡安主义

第六届大会”, 此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一项提案, 即以

“转向东非”的乌干达(Uganda), 作为复国之地. 

 建议者是英国和犹太富翁罗斯柴尔德家族(另译“罗

斯查尔德斯”, Rothschieds).166 但由于东非的乌干达并

非神所应许之地, 结果这项计划终告失败. 

 

 

(二) 以色列复国奇兆出现 

 1914 年 6 月 28 日: 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 两大联盟交战, 即英

国、法国、俄国的盟军, 对垒德

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

的盟军. 

 1915 年 3 月: 英国和法国集中

50 多艘战舰, 要摧毁当时与德

国结盟的土耳其海军基地. 攻打

                                                           
165   黄丹尼著, 《20 世纪世界大奇迹》(台北: 导向

杂志社, 1992 年再版), 第 12-54, 75-91 页.  
166   按维基百科, 罗斯柴尔德家族曾是锡安运动(犹

太复国运动)的主要争取对象. 而该家族亦对锡安运动

颇为支持, 曾多次投资锡安主义组织, 发展巴勒斯坦地

区, 为以色列建国立下汗马功劳. 如今以色列多有以“罗

斯柴尔德”命名之街道. 

了几个月后失败撤退, 英法两国损失 5 万之众. 

 1916 年: 犹太人化学教授魏兹曼(Chaim Weizmann)改

变了历史. 这位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Manchester University)生物化

学教授在他的好友、前英国首相

兼英国海军大臣贝尔福 (Arthur 

James Balfour)的邀请下,167 出任

英国海军特别研究所的首席专家, 

并于当年成功研制出火力强大的

“无烟炸药”, 摧毁德军战舰 100 艘

以上, 法英两国转败为胜. 

 英国战胜敌军之后, 英国政府要

奖赏魏兹曼的贡献, 但他不为自己提出任何要求, 只

请求将巴勒斯坦地给于他的族人, 使犹太人得以建国. 

 1917 年 11 月 2 日: 英国以当时出任外交大臣的贝尔

福之名义发表宣言(即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英皇陛下之政府(英国政府), 赞成在巴

勒斯坦为犹太人设立民族乡土, 为达成这一目的, 将

尽最妥善的努力.” 这项宣言经协约国多国领袖批准, 

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917 年 12 月 9 日: 英军在英国

陆军元帅艾伦比将军(或译“阿

伦比将军”, Edmund Allenby)率

领下攻取了耶路撒冷城, 继而

占领巴勒斯坦全地. 为犹太人

回归故土和复国大业铺好了路. 

 1918 年 10 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式结束. 

 

 

(三) 犹太人不愿回归故土 

 1920 年: 在“全世界锡安主义会议”上, 魏兹曼被选为

主席. 名正言顺的指导犹太人的复国运动. 

 可惜当时欧洲的犹太人分成三大派, 严重阻碍复国运

动的进展: 

a) 左派: 属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此派否

定有神, 欲把马克思主义(Marxism, 共产主义)带入将

要成立的新犹太国. 

b) 右派: 属犹太教拉比. 此派人士欲把犹太教传统带入

新犹太国. 

c) 中派: 属西欧极其富有的犹太人和白领阶级者. 此派

人数最多, 财力雄厚. 他们不愿归回荒凉的巴勒斯坦, 

只愿留在欧洲享受财富.  

                                                           
167   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 1848-1930)是英

国保守党领袖, 曾任英国首相(1902-1905)、外交大臣

(1916-1919), 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英国海军大

臣一职(1915-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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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f Hitler 

 
Albert Einstein 

 
坑中遍满惨被屠杀的犹太人尸体 

 这三派的主张, 都与圣经的教训背道而驰. 由于他们

不同心, 加上人数最多的中派不愿回归, 结果以色列

复国计划就此告吹. 

 

 

(四) “新法老-希特勒”的兴起 

 1918 年 12 月: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八分之

一的国土, 赔款 1,320 亿马克, 

国内通货膨胀, 但犹太人大做

生意, 放高利贷, 大发国难财! 

 1933 年: 希特勒(Adolf Hitler)

成为德国总理. 为了恢复“大

日耳曼帝国”, 他不择手段地

杀害犹太人. 他的口号是: “为

使阿里安民族生存, 犹太人须

被铲除!” 

 1934 年 8 月 2 日: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统, 手握大权, 下

令将德国所有犹太人送入集中营, 集体屠杀. 

 1938 年 3 月: 德国军队占领奥地利后, 犹太人的财富

全被没收充公. 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 被集体大屠杀! 

这应验了 申 4:24-27 (也参 哀 2:2).  

 欧洲当时的 9 百

万犹太人当中 , 

就有 6 百万人被

屠杀. 在 1918 至

1936 年间, 欧洲

的犹太人本可回

到巴勒斯坦 , 逃

过这次欧洲的屠

杀之灾 , 可惜他

们财迷心窍 , 不

肯归回故土, 以致错失良机, 赔上了生命!  

 1945 年 4 月 3 日: 德军大败, 希特勒被围困. 5 月 8 日, 

希特勒自杀身亡!  

 1941 年 12

月 7 日早晨, 

日本 350 多

架战斗机偷

袭美国的珍

珠 港 (Pearl 

Harbor), 击

沉及重创了

美军 40 多

艘战舰(包括巡洋舰和驱逐舰)、摧毁 265 架战机, 导

致美军 2,403 人阵亡和 1,778 人受伤. 此事激怒美国

上下, 从孤立主义转为支持参战, 美国因此加入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168 

                                                           
168   http://www.baike.com/wiki/珍珠港事件 . 

 1945 年, 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

父”的犹太科学家奥本海默(或

译 “ 欧 本 海 默 ”, Robert 

Oppenheimer)成功研制出威力

强大的原子弹. 在这方面, 犹太

物 理 学 家 爱 因 斯 坦 (Albert 

Einstein)也功不可没.169 美国于

当年 8 月 6 日在日本广岛投下

第一颗原子弹, 震惊全球, 也迫

使日本较后无条件的投降.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投降, 有者以此日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之日. 犹太人又再次建功, 获得美国政府

所器重, 支持犹太复国计划.  

 

 

(五) 从血泊中回归复国 

 经过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之后, 

犹太人才明白故土可贵 . 

1918-1936 年间, 全球犹太人

可自由回到巴勒斯坦. 可惜这

19 年内, 只有 15 万人回归, 

少过总犹太人口百分之一. 但

在 1936-1941 这五年内, 每年平均有 1 万 5 千人归回. 

 1946 年: 英国为讨好阿拉伯国家, 便限制犹太人移民

入巴勒斯坦. 尽管如此, 单在 1946 这一年, 虽英国拒

绝 10 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但数据显示, 偷偷潜入

者高达 11 万 3 千人. 

 由于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和欧本海默在研制原子弹

方面的贡献(帮助美国战胜了日本), 美国大力支持犹

太复国运动.170 

                                                           
169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是 20 世纪

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 创立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持之

一的“相对论”, 也是“质能等价公式”(E = mc2)的发现者. 

由于“对理论物理的贡献, 特别是发现了光电效应”, 他

荣获 19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位被誉为“现代物理学

之父”的爱因斯坦也被誉为“原子弹催生婆”. 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夕, 他在一封写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

里署名, 信内提到德国可能发展出一种新式且深具威力

的炸弹, 因此建议美国也尽早进行相关研究, 美国因此

开启了曼哈顿计划. 在他的影响下, 美国加快研制原子

弹的脚步, 并在“研制原子弹的总设计师” 欧本海默的配

搭下, 比德国更快研制出原子弹. 详情请参阅 黄丹尼著, 

《末世大灾难》(台北: 导向杂志社, 1992 年再版), 第

19-23 页.  
170   1933 年, 希特勒开始掌权成为德国总理之时, 

爱因斯坦正在走访美国. 虽然爱因斯坦本是德国籍的犹

太物理学家, 是德国普鲁士科学院教授, 但由于希特勒

逼迫犹太人, 所以他没有返回德国. 1940 年, 他定居美

http://www.baike.com/wiki/%E7%8F%8D%E7%8F%A0%E6%B8%AF%E4%BA%8B%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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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F. Albright 

 1947 年 11 月 29 日: 联合国以多数票通过, 命令英军

要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前, 全部撤离巴勒斯坦. 

 1948 年 5 月 14 日(下午 4 时正): 犹太人在公元/主后

70 年正式亡国, 在万民中流离失所长达 1,857 年之后,  

以色列终于复国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英国研制新型炸药的魏兹曼博

士被选为以色列国的第一任总统, 人们称呼他为“犹

太复国之父”.  

 以色列不仅按圣经预言成功复国, 而且在面对阿拉伯

回教国家多次多方的攻击下(有关中东五次大战, 请

参附录二), 仍然屹立不倒, 实在令人惊讶不已,也足见

神的大能保守和圣经预言的可靠性.  

 

对于以色列能有这样

的成就 ,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 (John Hopkins University)的

闪族语言教授奥伯莱(William F. 

Albright)深感惊奇. 他写道: “历

史上没有一件奇异的事, 能像

以色列复国这样的独特非凡 ... 

在世界历史中也没有任何时代, 

有一个被灭的民族, 经过如此

漫长的岁月, 能再次归回故土重建自己的国家. 以色列

经过 2 千 5 百年后复国一事, 根本就不能从世界历史之

中找到另一个与之相似的(换言之, 以色列的复国是独

一无二的).” (Israel: Its Role in Civilization, 第 31 页) 

 

 

(C) 以色列复国后的复兴与重建 

按照圣经预言, 复国后的以色列会有什么特征

呢? 首先, 神借着先知以西结预言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增

加, 过后建造圣殿(结 37:26: “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

约, 作为永约. 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使他们的人数
增多, 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 直到永远”). 据人口

统计资料, 以色列国的人数确实激增了:171   

 1948 年终:  71 万 6 千人 

 1961 年:  219 万 4 千 2 百 49 人 

 1967 年: 234 万 5 千人 

 1974 年:  330 万 9 千人 

 1984 年: 350 万人 

 

此外, 在 19 世纪 60 年代, 闻名作家马克吐温

(Mark Twain)曾到当时奥图曼帝国一处地区, 就是今日

的巴勒斯坦旅游, 在他笔下, 这片土地“完全荒废, 找不

到阴凉落脚之处; 光秃秃、赤裸裸, 连一棵树也没有.” 

                                                                                               
国, 随后成为美国公民. 爱因斯坦强烈支持社会锡安主

义, 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 
171   有关从外地归回的犹太人移民, 请参附录三. 

论到加利利, 他说: “那里没有雨露, 没

有花卉, 也没有飞鸟和树木, 只见一潭

光光的湖水, 毫无阴凉倒影; 远处只见

光秃秃的山岗.” 马克吐温总结他对巴

勒斯坦的印象时说: “巴勒斯坦这片土

地, 算得上是全世界景色最悲凉的地

方. 山岭光秃秃, 景色灰暗, 毫无生趣. 

这是一片令人感到绝望、恐怖和伤心

的地方!”172  

 

但在神的旨意和大能的运作下, 以色列复国后

的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发生了奇妙的转变. 结 36:9-10: 

“看哪, 我是帮助你的, 也必向你转意, 使你得以耕种. 我

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 城邑有人居住, 

荒场再被建造.” (编者注: 不少圣经学者指出, 结 37:26

和 结 36:9-10 的经文要到千禧年才全面性的应验, 而现

今只是部分性的应验. 编者赞同此看法. 事实上, 神让这

些预言现今已部分性的应验, 好叫我们确信这些预言将

来是能够全面性的应验). 据官方统计:  

 

 刚立国那一年(1948 年), 全国林区面积只有 1 万 3 千

英亩; 到了 1967 年, 林区面积竟然扩到 12 万 4 千英

亩. 造林改变了天气的气候, 

从而使降雨量大增. 

 雨量润湿原来的荒地 , 农产

品也大幅度增加起来. 例如: 

立国之年的大麦产量, 只有 2

万 7 千公吨, 至 1967 年止, 却

增加至 20 万公吨; 立国时只

产 1 千公吨的苹果, 至 1967 年却增至 5 万公吨. 

 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大增, 立国时只有 9 万人, 至 1967

年却增至 27 万 8 千人. 在电力方面, 1950 年总发电量

5 亿 4 千万千瓦/小时(KWH), 至 1976 年达 99 亿万千

瓦/小时(KWH).173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旷野和乾旱之地必然

欢喜; 沙漠也必快乐; 又像玫瑰开花”(赛 35:1). 今天, 沙

漠实在长满了玫瑰! 在约旦河谷和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 每年冬季 , 

当地的农民每天生

产的鲜花超过 5 百

万. 事实上, 以色列

每年出口鲜花的总

数达 15 亿. 在荷兰

                                                           
172   魏格纳(Clarence H. Wagner, Jr.)著, 石永坚译, 

《圣地纵横·发人深省的 365 则真相》(香港北角: 以琳

书房, 2003 年), 第 112 页. 
173   黄丹尼著, 《末世大灾难》, 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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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及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花卉市场那

些美丽的鲜花, 大部分是从以色列入口的. 除了鲜花, 以

色列的沙漠也出产水果和蔬菜; 有些瓜果和番茄可以长

年供应以色列本地和其他国家的需用. 有些经过改良的

苹果和梨子, 可以在以色列酷热的沙漠中生长. 以色列

可以在同一块耕地上种植苹果和橘子(这种情况在世界

其他地区都未听闻过), 这片应许之地能长出亚热带地

区的香蕉, 也能种出寒带地区才能生长的草莓! 每年以

色列在供应国内的需用后, 仍能外销超过 15 万吨的水

果和蔬菜.174 

 

黄丹尼评论道: 

“工农业的发展表明: 神

千真万确地使这批回归

之民‘得以耕种’、‘城邑

有人居住’、‘荒场再被

建造’.175 20 世纪, 光就

巴勒斯坦一地的巨大变

化, 足够使我们惊奇不

已! 从这些变化中你可

以清楚看到, 不是犹太

人自己的聪明智慧, 也

不是由于他们手中的钞票, 更不是超级大国的恩赐. 恰

恰相反, 而是因为经上祂那永不改变的应许. 神预言在

先, 历史应验在后. 耶和华不是说‘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

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吗?(赛 46:10) 看哪! 祂的话语, 

何等准确! 历史上的奥拖曼帝国、希特勒、英国工党政

府、阿拉伯人均无法阻挡祂的计划. 祂的旨意, 世上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之相拒. 倒是相反, 拒者必须付出惨

重的历史代价, 而后归于无有.”176      

 

有关以色列复国的详情和幕后的重要事件, 我

们再次推荐读者阅读黄丹尼教授所著的《20 世纪世界

大奇迹》. 此书内容今已全放在互联网上, 请读者阅览
http://www.shenzhou.us/UpImage/20CenturyMiracle.doc , 

读者可下载全书内容. 

 

(D) 结语 

早在主前 6 世纪时, 神已借着先知以西结清楚

预言当时已灭国的以色列将会复国 (结 37:1-14,21-

22).177 过了 6 百年左右, 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时, 则

                                                           
174   魏格纳著, 《圣地纵横·发人深省的 365 则真

相》, 第 114 页. 
175  这些预言要在千禧年才全面实现, 但神使它们

今已部分性的应验, 为叫以色列人“先尝”应验的滋味.  
176   黄丹尼著, 《20 世纪世界大奇迹》, 第 90-91 页. 
177   一般圣经学者都同意, 以西结书 37 章的预言写

于主前 592 至 570 年间. 

用比喻述说此事; 祂论到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叶”, 

指的就是犹太人或以色列将要复国 (太 24:32-33; 注: 耶

和华指明“无花果”是代表犹太人, 耶 24:1-7).178 时候到

了, 即 1948 年 5 月 14 日, 犹太人在亡国 2 千 5 百年之

久, 犹如无花果树经过漫长的冰冻时期, 夏天近了, 发嫩

长叶, 终于回归复国了! 我们在此见证圣经预言是何其

的准确可靠. 更重要的是, 犹太人复国对基督徒有更深

一层的意义  —  主的再来!   

 

“谁能够想象,” 黄丹尼教授在《时代的焦点  —  

中东》一书中评论道, “一个小国在灭亡将近 2 千年之

后,179 终于突破重重苦难而重新立国!? 拿撒勒人耶稣曾

就这一事件, 于临刑前, 在橄榄山上提早告诉门徒: ‘你

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 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

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太 24:32-33). 根据马太福

音 21 章 19 节, 无花果树指的是当年不结圣灵果子的以

色列人. 耶稣咒诅他们之后, ‘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不久, 以色列人就开始了她那长期的亡国生涯. 当枯干

的无花果树, 其树枝重新发嫩长叶(指以色列复国)的时

候, 也就是说, 于以色列复国被成就的同一世代里, ‘人

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耶稣再来’, 这是… 数千年来的

信徒们所期待的伟大时刻.”180  

                                                           
178   耶 24:5-6: “被掳去的犹大人, 就是我打发离开

这地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 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
果... 我要眷顾他们, 使他们得好处, 领他们归回这地. 我

也要建立他们, 必不拆毁; 栽植他们, 并不拔出.” 
179   有者说犹太人从灭国到复国是 2 千 5 百年, 有

者则指将近 2 千年, 到底哪个正确? 其实两个都对, 要看

你是以哪一事件作为犹太人的灭国: (a) 以巴比伦占领

耶路撒冷(毁灭犹大国)计算, 此事发生在主前/公元前

586 年: 1948 + 586 = 2,534 年(故等于 2 千 5 百年); (b) 

以罗马攻占耶路撒冷(毁灭圣城和圣殿)计算, 此事发生

在主前/公元 70 年: 1948 – 70 = 1,878 年(故等于 1 千 9

百年, 或作将近 2 千年). 
180   黄丹尼著, 《时代的焦点 — 中东》(台北: 导向

杂志社, 1987 年再版), 第 140-141 页. 

http://www.shenzhou.us/UpImage/20CenturyMiracl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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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   以阿冲突  —  中东五次大战 

 

(A) 前言 

黄 丹尼写道 : 

“立国之日, 以色列在巴

勒斯坦土地上的总人口, 

一共只有 65 万人左右, 

而阿拉伯人在同地却有

120 万人之众 , 加上邻

近阿拉伯国家的 3 千万

人口, 新成立的‘以色列

国’, 就好像被置于阿拉伯人的汪洋大海之中.”181  

 

新国家的领袖们, 忧心忡忡地面对阿拉伯方面

的“人海战术”, 生怕新立之国夭折. 但是, 此国并没夭折, 

独立至今竟然存留了 68 年之久! 这些年间, 以色列国经

历了险情丛生的许多战斗, 至今(指 2016 年)仍然屹立无

恙, 难怪被人称之为奇迹.  

 

 

(B) 和平意愿受挫 

以色列复国前, 英国尝试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

制定协议, 希望得到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接纳, 但徒

劳无功. 1947 年初, 他们将议题带到联合国讨论. 联合

国为此成立一个由 11 个国家组成的“巴勒斯坦特别委

员会”(Special Commission on Palestine, 简称 UNSCOP). 

为了满足双方要求, 委员会建议终止英国托管, 将巴勒

斯坦一分为二, 成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 并将耶路撒冷

划定为国际性自由的城市.  

 

犹太人渴望独立自主, 愿意妥协接受联合国的

方案. “分治方案”(Partition Plan)虽普遍获得各国支持, 

                                                           
181   黄丹尼著, 《20 世纪世界大奇迹》, 第 85 页. 

却遭受阿拉伯人抵制杯葛. 无论如何, 这方案于 1947 年

11 月 29 日, 在联合国会议上, 以 33 票对 13 票获得通过.  

 

在 1947 年联合国进行辩论期间, 当犹太代表发
言恳求和平时 , 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级行动组(Palestine 

Arab Higher Commission)威胁发动战争. 11 月 29 日, 

“联合国对分治方案进行表决, 阿拉伯人则开始准备作

战. 巴勒斯坦的道路埋下了不少地雷, 殖民区被隔离, 以

色列车队遭突袭; 该周末, 有 105 名犹太人被杀, 无数在

耶路撒冷的房屋被炸, 超过 50 名男女和儿童被杀; 35

名希伯来大学的学生在接近耶城的路上被暗杀; 一队车

队在往斯普斯山(Mount Scopus)哈达沙医院(Hadassah 

Hospital)途中被放火焚烧, 造成 77 名犹太医生、护士

和科学家死亡.”182  

 

 虽然阿拉伯人先发动攻击, 图阻止犹太人复国, 

但 1848 年 5 月 14 日, 犹大国最终成立. 请留意以色列

的独立宣言中有这几句话:  

 

以色列地是犹太人的出生地, 这片土地确立了

他们灵性、宗教及政治的身份, 在这里, 他们曾

经建立过自己的国家, 创造对本身和全世界都极

具意义的文化价值, 更将一本永恒之书送给这个

世界…  

 

以色列… 为了国民的利益, 会以自由、公义、

和平为依归, 正如昔日先知所展望的景象, 确保

国民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享有权利, 在宗教、种族

和性别上平等; 保障宗教、意识、言语、教育和

文化绝对自由; 保护所有宗教的场所, 忠于联合

国宪章的本义. 

 

我们向邻近各国的人民伸出双手, 以表和平友
好, 以色列乐意为中东地区和平作出贡献, 恳请

各国建立联系, 共同协助犹太民族定居在自己的

国土上.183 

 

 

(C) 中东五次大战 

以色列在立国之前曾接受联合国的“分治方案”, 

又在她的独立宣言中强调向邻近各国“伸出双手, 以表

和平友好”, 可见以色列是希望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和

平友好地相处. 然而, 阿拉伯国家并不接受, 反而多方发

动攻击, 这也导致以色列过后采取积极的反击行动, 甚

                                                           
182   魏格纳(Clarence H. Wagner, Jr.)著, 石永坚译, 

《圣地纵横·发人深省的 365 则真相》(香港北角: 以琳

书房, 2003 年), 第 160 页. 
183   同上引, 第 160-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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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Ben-Gurion 

至是主动攻击以除去威胁, 因而爆发了数次中东大战. 

自以色列立国以来, 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共发生了五次

大战. 这五次的中东战争如下: 

 

1) 第一次大战: 独立的即日战争 

(1948 年 5 月 14 日至 1949 年 2 月 24 日)  

2) 第二次大战: 西乃战争 

(1956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 

3) 第三次大战: 六日战争 

(1967 年 6 月 5 日至 10 日) 

4) 第四次大战: 赎罪日战争 

(1973 年 10 月 6 日至 24 日) 

5) 第五次大战: 黎巴嫩战争 

(1982 年 6 月 6 日至 9 月 29 日) 

 

(C.1) 中东第一次战争: 独立的即日战争 

(1948 年 5 月 14 日至 1949 年 2 月 24 日) 

     以色列第一任的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或译“古

瑞安”, David Ben-Gurion)宣告立国

之后 16 分钟, 美国率先承认以色列. 

接着, 阿拉伯联军就蜂拥由计划好

的几条战线, 进攻新生的以色列共

和国. 埃及、黎巴嫩及叙利亚分别

从南北方向压迫和牵制以军, 伊拉

克和约旦两军则从东线渡约旦河 , 

直逼耶路撒冷并夹攻海法(Haifa). 

当时, 阿以双方军力十分悬殊. 

 

 威明顿指出, 1948 年 5 月 15 日, 以色列受到埃

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 与黎巴嫩数国的侵袭. 这

次战争动员了 4 千 5 百万阿拉伯人, 及 6 万 4 千名犹太

人. 阿拉伯人从南、北、东三面包围以色列. 阿拉伯与

以色列军兵数目之比是 40 对 1, 人

口方面是 100 对 1, 装备是 1 千对 1, 

土地方面是 5 千对 1. 战争以前, 英

国的蒙哥马利元帅 (Field Marshal 

Montgomery)访问巴勒斯坦时, 曾发

出悲观的预测, 说阿拉伯人只需要

8 天时间, 便可把以色列人赶下海. 

以色列国地形狭长, 且有 6 百哩国

界是与充满敌意的阿拉伯国家接壤, 

所以若按地理形势而言, 以色列确是极难防守的. 面对

这强大而装备优良的入侵大军, 以色列人只有 1 万枝来

福枪(步枪), 每枝枪只配有 50 发子弹. 以色列人只有四

门古旧的大炮, 与 3 千 6 百挺轻机关枪. 这种情势对以

色列来说, 似乎毫无希望获胜. 

 

 然而, 诚如圣经所言: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箴 21:31). 当争战爆发与延续时, 以

色列人竟然在神的保守下, 战胜了军力远比她强大的阿

拉伯盟军.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仅能列举一些事件. 首先

是要面对敌军在海上的封锁, 好从海路运入移民、士兵

和装备. 以色列人把 5 艘本已弃置的旧难民船加以改装, 

加上 1 艘破冰船和 1 艘渔船, 共 7 艘船便组成以色列最

初的海军部队, 停泊在海上. 5 月 27 日, 4 艘埃及海军的

舰队出现在特拉维夫海岸之外. 当时, 以色列可以应战

的船只有 1 艘  —  以拉号(Elath); 此船装有两门 20 毫

米口径的真炮, 还有两门 6 吋口径的假炮  —  用硬纸造

成, 特意用来吓唬敌人. 埃及的海军舰队见了, 居然受骗

而惊惶撤退. 过后, 在 10 月 21 日, 双方海军相遇交战, 

埃及战舰法鲁克王号(King Farouk)被以色列海军击沉. 

 

另一方面, 通往耶路撒冷的主要公路虽被阿拉

伯人控制, 但是好几千名以色列居民, 在耶路撒冷周围

石灰质岩石的群山里, 掘通一条秘密的“滇缅公路”(译

者注: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东南沿海一带全被日军封锁, 

后来唯靠打通滇缅公路[起点在中国云南省, 终点是在

缅甸, 全长 1,453 公里], 才从西南面获得军事补给). 从

这狭窄的羊肠小径, 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内 10 万犹太人

急需的粮食和武器运送进去. 运送物资的吉普车上, 扬

起了横幅, 上面写着诗篇 137 篇 5 节: “耶路撒冷啊, 我

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兵书曾说: “哀兵必胜”, 回归故土的以色列人, 

此时深刻体会到唯有祖居地才是他们可以立脚之地, 于

是英勇战斗, 寸土必争. 阿拉伯联军虽在数量上占绝对

优势, 但神让他们产生内乱. 阿联军内部各怀鬼胎. 外约

旦的阿布杜拉国王要挂帅当阿联军总司令, 叙利亚及埃

及则进行杯葛, 不服指挥. 他们事前虽有庞大的“马斯塔

联合战计划”, 但进入圣地之后, 却出人意料地各自为政, 

一盘散沙 . 1 个月之后 , 阿联军进展受挫 , 停滞不前. 

1948 年 7 月 9 日至 18 日, 是以军转守为攻的 10 天进攻

阶段 , 战斗最激烈之处是加利利湖西南的 Nahr el-

Mugatta 河流域一带, 因为这里曾集结有考克吉将军指

挥的“阿拉伯解放军”优势兵力, 以军司令部为夺取位于

区内的历史重镇拿撒勒, 制定了“迪凯尔作战计划”, 利

用夜间奇袭, 一举攻下拿撒勒, 并击溃阿军机械化部队, 

趁势攻入北加利利地区.184 

                                                           
184   黄丹尼指出, 自 10 月 15 日, 以军取得了军事优

势, 遂在 Nahr el-Mugatta 河谷在战略上立住了脚. 这河

谷其实就是诗人亚萨在诗篇 83 篇第 9 节所指的“基顺

河”(Kishon River). 2 千 8 百年前, 这位诗篇伶长曾以哀

声祈求上帝: “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 如在基顺河待西西

拉和耶宾一样.” 这点完全应验了, 因为士师记第 4 章记

载, 迦南王耶宾的大将西西拉, 率领 9 百辆战车进攻基

顺河时, 曾被以色列人巴拉所率领的 1 万大军覆灭. 

1948 年 10 月的回教徒考克吉将军(此人原藉黎巴嫩,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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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赛尔 (Gamal 

Abdul Nasser) 

以军在“基顺河”(现今军事书上称之为南加利

利战区)一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 分兵两路: 北占加利

利山区, 向南则直逼埃及在特拉维夫  —  内格夫沙漠地

防线. 1949 年春天, 以军左右开弓, 夺回了大片土地. 此

次战争之前, 联合国只划给以色列 1 万 4 千 5 百平方公

里的土地, 但一战之后, 以色列的领土顿时扩大为 2 万

8 百 50 平方公里. 中东第一次战争于 2 月底结束, 以军

由一支原来只有轻型武器的 3 万人队伍, 扩展为具有机

械化装备和空军力量的 10 万人国防军. 在整个战争期

间, 以方死亡 6 千人, 伤 1 万 5 千人; 阿方则死 1 万 5 千

人, 伤 2 万 5 千人. 阿拉伯要一举歼灭这初生共和国的

企图, 其结果适得其反, 竟被以军击败, 在世人面前蒙羞. 

 

(C.2) 中东第二次战争: 西乃战争 

(1956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 

此次战争的起因比较复

杂, 其历史过程是: 1952 年 7 月 23

日, 埃及自由军官团的领袖纳赛尔

(或译“纳萨”, Gamal Abdul Nasser)

成功地发动政变, 上台成为埃及总

理. 他第一个治国措施是从共产党

捷克获得海陆空军援, 第二个措施

是和苏俄签订在尼罗河上游修建

“阿斯旺大水坝”的条约. 一时间, 

埃及军事和经济大获提升.  

 

在东方集团的唆使下, 纳赛尔这个军人出身的

领袖断然采取激烈措施: 第一, 他把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收归国有; 第二, 成立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联合

司令部, 他誓除掉阿拉伯人在中东第一次战争中的失败

之耻; 第三, 他下令封锁蒂朗海峡(Strait of Tiran). 这三

大措施, 前一条涉及英法两国在运河的权益, 后两条则

涉及以色列人的安危. 这导致英法二国与以色列共同采

取军事行动对付埃及. 不过, 英法两国的战争目的则与

以色列完全不同. 他们的结盟实在是这次战争中的复杂

性所在.  
 

这次的情况不像

1948 年, 以色列人不再静候

阿拉伯人的攻击, 而是采取

先发制人政策. 以军在 10 月

29 日下午 5 时发动闪电攻

势. 欧文(G. Frederick Owen)

对这次战况总结说: “以色列军只在一个星期之内, 以快

速的行动、猛烈的进击, 攻占了整个西乃半岛, 并将残

敌肃清, 击溃或消灭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埃及陆军, 

                                                                                               
早期迦南人的后代, 西西拉是他的前辈)也被彻底击败, 

他的兵团在基顺河两岸遗尸遍野.  

夺到许多军需仓库, 以及苏联制造的装备. 他们俘获了

5 千 6 百名埃及军兵, 击毙了 2 千至 3 千名敌军, 但本身

阵亡的亦有 171 人, 受伤 6 百人, 被俘 4 人. 这是一次极

不寻常的军事行动, 所以美国《纽约时报》誉之为世界

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军事行动之一 .” (Abraham to the 

Middle East Crisis, 第 386 页) 

 

     对于这次的中东第二次大战, 黄丹尼指出, 1956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以军在西乃半岛(另译 “西奈半岛”)

空降, 埃及和以色列战火遂起. 11 月 30 日, 英法两国的

空军开始轰炸埃及

空军基地 , 共毁埃

机 2 百 60 架, 使西

乃半岛上的埃及军

失去空中支援 , 最

后导致西乃的埃及

军队撤退. 这样, 原

属巴勒斯坦土地上

的加沙地带 (Gaza 

Strip), 就暴露在以

军的威力之下. 此地原是联合国划给阿拉伯人的领土, 

后来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时, 便被以军攻占, 一直至今.  
 

 这次战争为期不长, 其结果也不一致: (a) 英法

两军虽在运河区获胜, 但因师出无名, 最后被苏美两个

超级大国阻止, 灰然撤退; (b) 以军占领了西乃半岛一些

战略要地, 从而巩固其南部疆土的安全; (c) 埃及在战场

上均遭败绩, 失地又丧军, 损失十分惨重; 计死亡 1 千 6

百人, 伤 5 千人, 被俘及失踪 6 千 2 百人. 纳赛尔上台后

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 再一次使埃及人在世人面前蒙羞. 

 

(C.3) 中东第三次战争: 六日战争 

 (1967 年 6 月 5 日至 10 日) 

     纳赛尔在中东第二次战争失败后, 并不甘心. 为

了再雪前耻, 他又积极备战, 以图再战. 他在一系列重要

的军政措施上 , 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 , 走得更远 : (a) 

1958 年 2 月成立埃叙(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的“阿拉伯联

邦共和国”, 又在南北两方对以色列构成统一的军事威

胁; (b) 同年, 又煽动伊拉克退出美国控制的“巴格达条

约”; (c) 1964 年支持了“巴解”(PLO,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全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的成立, 

从正面与以色列为敌; (d) 1967 年开始, 在军事上与苏俄

结盟. 

 

纳赛尔当时认为, 消灭以色列的客观条件已经

成熟, 便于 1967 年 5 年 13 日宣布再次封锁蒂朗海峡, 

截断以色列通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通路. 以色列至此, 

再也没有选择余地. 5 月 20 日, 形势恶化, 西乃半岛上以

苏制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埃及军, 首先向以军开火.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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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以色列国防会议作出应战决定. 30 日, 叙利亚和埃

及又与约旦王国结成军事联盟, 以色列三面受围; 6 月 3

日, 伊拉克军队开抵约旦, 准备渡河, 直逼耶路撒冷; 6

月 4 日, 以色列内阁面对严峻形势, 批准军事上实施先

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决定以空军孤注一掷的炸毁埃叙约

三国的空军基地. 

6 月 6 日当地时间 7 时, 以色列战机共 196 架, 

分三批攻击埃及几个机场. 3 个小时后, 埃及 3 百架战机

被毁, 三分之一的飞行员丧生; 当日午后, 叙利亚和约旦

两国共 26 个机场也被炸毁. 三国的制空权在一天之内

化为乌有, 同时也使他们的地面部队失去空防. 就在这

同一日, 以色列陆军开始进攻西乃半岛, 并以机械化部

队围攻加沙地带. 通过 5 天激烈战斗, 以军于 6 日攻占

该地. 6 月 9 日, 以军攻抵苏伊士运河东, 占领全部西乃

半岛. 在 4 天战斗中, 埃军 1 万 1 千 5 百人伤亡, 5 千 5

百人被俘, 6 百辆坦克被毁, 5 百门大炮毁坏, 并失去 1

万台车辆. 反观以军只是 3 百人阵亡, 1 千人受伤, 损失

61 辆坦克. 

 

在北部战线, 攻入北加利利的叙利亚军队, 在 6

月 7 日即被逐出. 同日, 以军攻入叙境, 占领了戈兰高地

(另译“哥兰高地”, Golan Heights). 叙军在战斗中共伤亡

1 千 3 百人, 约有 6 百人被俘虏. 在东部战线, 以军夺回

耶路撒冷旧城, 约旦军队闻风丧胆, 兵败如山倒. 以军趁

势追击, 终于在 7 日下午攻占约旦河西全部领土(West 

Bank). 阿布杜拉国王, 也即是罗得的子孙, 在第一次中

东战争时所夺得的圣地上全部领土, 尽皆失去, 直至今

日. 在这次战争中, 约旦军共伤亡 5 千 3 百人, 坦克损失

2 百 40 余辆, 空军战机几乎全部化为乌有. 

 

对于这次中东大战, 普赖斯(Walter Price)描述

道: “以色列人于 1967 年 6 月 5 日突袭敌方各国, 这是

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役之一. 以军只在不到一个星期的

时间, 就完全打败了他们. 其实, 单在第一天, 以色列就

实际摧毁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全部空军… 以色列

部队也迅速占领整个西乃半岛… 约旦所占的耶路撒冷

也皆被以色列军攻取… 以色列

空袭的主要目标是埃及. 他们的

飞机从特拉维夫附近机场出击, 

沿地中海而飞, 以距离水面只有

150 呎来低飞, 好避过敌方的雷

达侦察. 机群从海面突入埃及, 轰炸从开罗到苏伊士(运

河), 直到红海海岸的埃及空军基地. 苏联所供应整整齐

齐排列在机场上的米格二十一与米格十九型战机, 都全

被以色列空军炸毁. 在初开战的几个钟头内, 埃及已有

16 个机场被毁而不能使用, 更有 26 个埃及雷达站被炸

掉. 在以色列猛烈轰炸之中, 只有两架米格二十一型战

机能够起飞, 但在它们击落两架以色列战机之后, 也被

打落. … 苏联自 1955 年起, 就以好几十亿美元军价供

应武器给埃及, 但大多数只在几小时的战争之中, 就被

以色列人毁灭.” (Next Year in Jerusalem, 第 92-93 页) 

中东第三次战争的结局, 又再一次地使周国的

回教盟军在全世界面前蒙羞. 通过这次战争, 巴勒斯坦

全地就完全落入以军手中, 直至而今. 

 

(C.4) 中东第四次战争: 赎罪日战争 

(1973 年 10 月 6 日至 26 日) 

   此次大战爆发之前, 有几件值得留意的事. 首先

是战场失利的埃及总统纳赛尔. 为了挽回面子, 他在“六

日战争”失败后便大力重整与提升军事力量. 1970 年 1

月, 他出访莫斯科(Moscow), 以近乎出卖国土的代价和

苏俄签订进一步的军事协定. 同年 3 月, 苏军第一批军

事人员 1 千 5 百人, 连同 40 部萨姆式(SAM)导弹发射

器, 并 1 百架米格式战斗机开抵苏伊士运河西岸; 8 月, 

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导弹系统就完成部署; 9 月, 苏军又

帮助叙利亚完成了苏姆导弹基地的建设. 此时, 由于苏

式武器恶性膨胀, 阿以双方军力的对比开始逆转, 阿联

盟军的军力远超过以色列. (见下图) 

 

阿以双方参战部队 

国家 空军 陆军 海军 

埃及 750 架 315,000 人 15,000 人 

叙利亚 327 架 140,000 人 2,500 人 

伊拉克 73 架 20,000 人 — 

以色列 468 架 310,000 人 5,000 人 

 

正当阿联盟军的军力足可

发动另一次大战之际，神的介入

导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70 年 9 月 28 日, 纳赛尔突然死

于心脏病, 连一个遗嘱都来不及写. 

1971 年 5 月 13 日, 叙利亚国内又

突然发生政变. 埃叙两国是阿联盟

军的主力, 两国内部有事, 进攻以

色列的战争计划自然推迟. 纳赛尔

死后, 继任为埃及总统的是安瓦尔·萨达特(另译“沙达

特”或“沙特”, Anwar Sadat). 此人

是回教逊尼派教徒, 极力反犹, 但

不极端. 在政治上, 世人称颂他“精

明”. 上台不久, 他即看透了苏俄军

援旨在制造中东“不战不和”的局

面, 从中浑水摸鱼, 而不是真诚的

在支援阿拉伯的民族斗争. 1972 年

6 月 1 日, 他向莫斯科提出了七项

内容的质询书, 却遭到苏联高层冷落. 萨达特怀恨在心, 

便驱逐苏军人员出埃及. 7 月 17 日, 这个超级强国的苏

军含恨退去, 导致以色列的军事威胁顿时减轻了许多! 

这也导致以色列松懈下来, 不认真防备埃及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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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10 月, 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

阿萨德(Hafez al-Assad)秘密协商, 两国同意从南北两方

同时突袭以色列. 萨达特选择在 1973 年 10 月 6 日(星

期六, 安息日)发动突袭, 原因如下: 

 

1. 此日是“赎罪日”, 军人因为要敬拜神而防卫松懈(利

23:28: “什么工作都不可做, 因这是赎罪日”) 

2. 公元 623 年的此日, 穆罕默德成功夺取巴德尔战争的

胜利, 军队开入麦加, 创立了伊斯兰教. 此日进攻肯定

有助于提升埃及和叙利亚回教士兵的士气. 

3. 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的潮水水位和水流速度在此

日是全年中最利工兵搭桥, 以运输重型坦克渡河的一

日, 使埃及大军能从南方进攻以色列. 

4.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答应当日出兵, 从北部进攻以色列, 

使遭南北夹攻的以色列无法集中火力对付埃及军队. 

 

此次大战被称为“赎罪日战争 ”(Yom Kippur 

War; 注: “赎罪日”一词在希伯来文是 Yom Kippur ). 根

据威明顿, 在这星期六(安息日)的下午两点正, 以色列同

时受到埃及由南、叙利亚由北的两面夹攻. 大多数以色

列人在过去 24 小时之内禁食祈祷, 因为阳历 10 月 6 日

是他们全年之中最神圣的一日, 即赎罪日. 这次部队调

动规模甚大. 实际上, 以出动的装甲部队数量来说, 可算

是自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正

规战争. 双方有超过 1 百万的军队参战, 其中 83 万 8 千

是阿拉伯人, 攻击 27 万 5 千名犹太军兵. 以色列外长

(Abba Eban)于 1973 年 10 月 8 日, 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

说: “埃及以 3 千辆坦克、2 千门重炮、1 千架飞机, 以

及 60 万军兵来进攻我们.”  

 

在以色列军方没有防

备, 人力与武器的数量远不如

敌军的情况下, 以色列眼看就

要遭受灭国之灾! 在争战开始

时看来确是如此, 连当时的总

理梅尔夫人(Golda Meir)事后也承认: “从复国到现今的

25 年历史里, 我们第一次想到我们一定会败下去.”     

 

黄丹尼教授在《时代的焦点  —  中东》一书中

描述当时的危急情况: 

   

1973 年 10 月 6 日… 星期六 (犹太人“赎罪日”

当天)… 下午 1 点 50 分, 埃叙(埃及和叙利亚)两

军南北夹攻, 先声夺人, 正在祷告诵经的以色列

军民措手不及.  防守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军预备

役挡不住埃及精锐的海陆空三军 , “巴列夫防

线”崩溃, 埃军迅即渡河而夺取了重要的滩头阵

地. 在北部战线, 叙军以 3 百辆苏制坦克为前导, 

“像潮水一般”, 横扫戈兰高地上的以军据点.  

埃叙旗开得胜, 下午 2 点 07 分, 开罗电台兴

高采烈向全世界宣布: “埃及的军旗已在运河东

岸升起…” 并且令人不解的引用诗篇 83 篇亚萨

的几段诗: “来吧! 我们把他们剪灭, 使他们不再

成国, 使以色列的名, 不再被人记念.” 这时, 耶

路撒冷乱作一团, 内阁总理梅尔夫人和国防部

长戴扬将军(Moshe Dayan)惊慌失措. 在这千钧

一发的关键时刻, 空袭警报划破长空, 但耶路撒

冷“哭墙内却聚集了大量的人群, 他们呼叫上帝

的帮助, 并高声诵读赎罪日经文”.  

 

永生神会置遵守圣日的子民于不顾, 而让外

邦神的军队践踏圣经上耶和华的应许地吗? 战

争的第二阶段, 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正当叙军以 7 百辆坦克把以军压至通往东北

大门  —  库纳特犹太地区时, 形势万分危急. 以

军以劣势兵力死守班诺·雅可夫大桥, 因为此桥

一失, 京城(耶路撒冷城)不保. 正当叙军那巨大

的坦克群阵迫近

此桥仅有 5 英里

的时候 , 不能想

象的问题发生了; 

叙军坦克的汽油

突然供应不上 , 

走不动了. 此时, 正值黄昏, “以色列的鬼怪式

(或称“幽灵式”)及天鹰式战机, 利用最后几分钟

的余晖, 从约但河低飞而来, 用胶质汽油弹, 全

部炸毁叙军坦克群”. 至此, 东北战线全部改观, 

优势易手(转到以军手中), 耶京安然无恙. 

 

同样的奇迹, 也发生在南部的运河战线(指西

乃战线). (隔日)正当埃及军胜利渡河, 直迫通往

耶路撒冷的三个主要战略要道  —  密特拉、吉

迪和卡特米三个山口时(注: 埃及坦克分三路直

逼这三条战略要道), 中路主力遇到想象不到的

奇事: 那日早上, 炎阳自东边升起, 阳光比往常

强烈, 从而使埃及坦克的射手们, “不能瞄准顺

着黑影而来的以军坦克”. 稍后, “几百辆坦克的

隆隆声和沙漠中扬起的阵阵沙尘, 使坦克手浑

身是汗, 吃力异常, 无法反击.” 至此, 以军一日

之内, 即毁掉埃及坦克 2 百 50 辆, 埃及中路军

受重创, 整个攻势受挫.185 (摘自《时代的焦点 

— 中东》, 第 20-21 页) 

                                                           
185   当日阳光特别强烈, 埃及坦克是正面对着阳光

前进, 而以军坦克则背着阳光、顺着黑影开炮迎战. 这

种情况下, 埃及坦克因阳光太强而无法瞄准以军坦克, 

但以军却能看得清、瞄得准, 便将埃及坦克逐辆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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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丹尼接着一针见血地评述道: “这是什么原因? 

叙军坦克为何汽油供不上, 埃及中路军坦克为何会遇到

比往常强烈的阳光而无法瞄准? 在属地的军事家看来, 

这是无法理解的巧遇. 但是, 在上帝信徒的心目之中, 这

恰恰是至高者的大能彰显! 坦克群算什么? 上帝不开绿

灯, 你就无法前进一步.”186 

 

针对此事, 威明顿贴切表示, 在这次战争之中, 

曾有一次只剩下七辆被打毁的坦克停在叙利亚军队入

境的北方路上, 而不足 90 辆的坦克正用来对付埃及军

队, 阻挡他们从南方攻入. “但是, 不知为什么, 由南北两

面夹攻的仇敌, 有整整 48 小时突然停止前进. 这事给予

局势紧迫的以色列一段最宝贵的时间, 他们利用这个急

切需要的黄金时间, 调动全国人员上阵.”187 黄丹尼也补

充说, 正当埃叙两军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受阻之际, 以军

突出奇兵 , 前任国防部长沙龙将军(另译“夏隆将军”, 

Ariel Sharon)带领三个装甲旅, 偷渡苏伊士运河, 直插入

埃及第三军背后, 切断其供应线, 以此陷东渡运河的埃

及大军于绝境. 

 

10 月 19 日(星期五), 西乃

沙漠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坦

克大战. 数千辆装甲车出动, 作生死

之战. 在全能神的保守和帮助下, 以

色列最终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普赖

斯(Walter Price)总结道: “以色列军

在战争初启之时(开始时), 便尝到使用苏制武器及装备

的埃及大军攻击而致失败的滋味. 埃及军占领了苏伊士

运河的东岸地区, 但是, 以色列军队在北部却开始向大

马士革(大马色)挺近. 再过不久, 以色列军队也能攻入埃

及了. 最后, 当以色列军队进入距离大马士革 20 哩地区

以内的时候, 联合国终于成功地使双方停火. 以色列在

埃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他们已占领了苏伊士运河以西

的地方…” ( Next Year in Jerusalem, 第 94 页)  

   

1973 年 10 月 26 日,188 第四次(算是历次以来最大

的一次)中东战争终于结束. 阿拉伯各国的死伤人数超过

1 万 5 千人, 以色列也有超过 4 千人死伤. 至于那个干犯

神的圣日(在赎罪日兼安息日发动战争)的主谋  —  埃及

总统萨达特事后如何? 由于萨达特在“赎罪日”(10 月 6

日)举兵侵犯耶和华的节期, 触怒了以色列全能的神, 结

                                                           
186   黄丹尼著,《时代的焦点 — 中东》, 第 20-21 页. 
187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

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1196 页. 
188   有者把此战争结束日期定于 24 日或 25 日. 事

实上,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 10 月 23 日就宣布叙利亚接

受停火令, 而伊拉克政府也下令伊拉克部队返国, 但有

组织的战斗到 10 月 26 日才全部结束. 

果在 1981 年 10 月 6 日, 即 8 年前他发动战争的同一日, 

当他在开罗检阅部队时, 竟然被他手下的子弟兵当场开

枪射杀而死! 正如 结 20:21 所说的: “干犯我的安息日. 

我就说, 要将我的忿怒倾在他们身上.” 自此之后, 埃及

无力再战, 内部矛盾重重, 经济危机深重, 日甚一日.189 

 

(C.5) 中东第五次战争: 黎巴嫩战争 

(1982 年 6 月 6 日至 9 月 29 日) 

 此战争主要是与 “巴解 ”有关 . 巴解 (PLO,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全名是“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 1969 年直到 2004 年由极力反对犹太人的阿拉法

(Yasser Arafat, 1929-2004)所带领. 1970 年, 约旦国王侯

赛因(或译“胡辛”, King Hussein)将“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PLO)驱逐出境, 其后 10 年, 以色列继续不断遭受来

自黎巴嫩的巴解组织基地的恐怖袭击和炮轰. 巴解占据

黎巴嫩多处地区, 伤害和杀戮超过千名犹太平民, 当地

居民从不知道另一次的袭击将在何时再临. 

 

 1982 年 6 月, 以色列发动了“加利利和平行

动”(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 此乃“中东第五次战争”

的别名). 当年 6 月 4 日, 以色列军队开始对黎巴嫩发动

空袭, 主要目标是对付黎巴嫩首都贝鲁特(Beirut)及黎巴

嫩南部的巴解组织游击队. 6 月 6 日, 中东第五次战争正

式爆发. 以色列发动此战争的主要目的, 是要消灭巴解, 

并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亲以政权, 赶走叙利亚在黎巴嫩的

驻军. 经过 5 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及空袭轰炸后, 四个旅

约 2 万人的以色列军队从西、中、东三路向黎巴嫩进

军, 主要攻击目标是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游击队. 

 

联合国 于

6 月 27 日要求以色

列军方停火 , 并从

黎巴嫩无条件撤军, 

但以色列也要求巴

解游击队立即向黎

巴嫩军队缴械 , 撤

出黎巴嫩境内 . 由

于巴解不从, 以色列也不撤军, 并在 8 月 5 日包围了巴

解总部大楼. 在长时间的武力威慑下, 8 月 12 日, 巴解最

终同意从黎巴嫩撤出, 而以军过后也于 9 月 29 日撤军. 

在这次战争中, 以军大败巴解组织, 迫使他们撤出黎巴

嫩, 使当地居民享有较安稳的生活.  

 

战争期间, 大约 100 架美制战斗机在黎巴嫩上

空, 与 100 架从叙利亚飞来的苏制米格战机相遇. 当时

以色列要面对叙利亚的地对空萨姆导弹(或称森姆飞弹). 

这些飞机曾于 1973 年对以色列军机造成重创. 但在一

                                                           
189   黄丹尼著,《时代的焦点 — 中东》, 第 19-22 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6%E6%9C%884%E6%9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9D%E9%B2%81%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6%E6%9C%886%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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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内, 以色列空军射落 70 架叙利亚米格战机, 而以军

却未曾有任何损失. 一名以色列政府部长说: “按机件故

障或人为失误, 以色列应当失掉一架飞机, 但我们却丝

毫无损!”190 这使他相信是神在保守他们. 即使到战争结

束时, 以色列战机遭击落的数目远比敌军来得更低.   

 

在历时 3 个月多的战争中, 以军打死、打伤巴

解 3 千余人, 俘虏 7 千余人, 击毁巴解坦克 1 百余辆. 叙

军伤亡 1 千余人, 被俘 3 百人, 损失坦克 4 百辆, 飞机 90

架, 42 个防空导弹基地被摧毁. 以军则死 7 百人, 伤 4 千

余人, 损失坦克和装甲车 230 辆, 飞机 10 余架.191   

 

 

(D)   总结 

以色列经历了中东五次大战, 仍然屹立不倒, 反

而越来越强, 这正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即以色列不仅要

复国(结 37:22), 且要“成为极大的军队”(结 37:10), 并要

永久住在那里(结 37:25; 注: 笔者要澄清一点: 以色列人

当中也有不信真神的好战之士, 且发生过误杀或滥杀无

辜之事, 这一切绝非神所悦纳的, 也是违反新约圣经的

教导).  

 

今日, 绝大部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仍不信靠

救主耶稣, 双方交战便无可避免. 虽有不少阿拉伯大国

的领袖要灭绝小小的以色列, 但在过去 60 多年来发生

了五次中东大战之后, 以色列至今依然存在, 实为神迹

奇事. 这一切在在地表明: 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正在主宰

着这一切, 使圣经上关乎以色列的预言, 句句应验, 没有

一句落空.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

用枪, 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撒上 17:4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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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   从外地归回的犹太人移民 
 

 以色列在 1949 年 5 月 11 日获准加入联合国, 

并于 1950 年 7 月 5 日制定回归法律, 表明全世界的犹

                                                           
190   魏格纳著, 石永坚译, 《圣地纵横·发人深省的

365 则真相》, 第 171-172 页. 有关这方面的奇迹, 也请

参其他网站资料如: “… 1982 年 6 月 6 日战胜叙利亚: 

以色列 6 分钟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贝卡山谷摧毁

叙军的萨姆-6 导弹基地. 接着两次空战, 先后击落叙利

亚 80 架战斗机 , 但以色列 1 架也没有损失 .” 摘自 

https://www.hoc5.info/letsfollowjesus/main/daily/articles/

01/0121-W1-mid-east-wars.html . 
19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ba545a0100c682.html 
192   除了中东第五次战争, 上文主要参考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1192-1196 页, 也参其他

脚注中所注明的书籍或资料.  

太人皆有居住在以色列的权利. 在神奇妙的带领下, 许

多犹太人归回故土. 到了 1952 年, 因着外地归国的犹太

人移民, 以色列人口激增一倍, 甚至到了 1961 年, 以色

列从 1948 年终的 71 万 6 千人, 增至 219 万 4 千 2 百 49

人. 他们来自 110 个国家, 说 80 种不同语言. 

 

 其中, 有一个甚富传奇色彩的移民事件, 称为

“魔术地毯行动”(Operation Magic Carpet). 这行动与位

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的也门(Yemen)有关. 当地聚居了 5

万民犹太人. 他们自旧约时代便住在那里, 多个世纪以

来处于贫穷, 并困于自己的社区之内. 阿拉伯人不准他

们骑马和骆驼. 若有阿拉伯人经过, 看见他们骑在驴子

上, 就要将他们赶下来.  

 

然而, 这些犹太人没有放弃对耶和华神的信仰, 

仍旧忠于自己的宗教, 每个男孩都要接受用希伯来语讲

授的宗教教育. 他们相信旧约圣经的应许, 即有一天要

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神. 当以色列复国的消息传到住在也

门的犹太人当中时, 他们心中燃起归回故土的炯炯热火, 

并且慢慢地横越炎热的沙漠地带, 抵达犹太人的难民营. 

以色列政府听到这消息

之后, 把轰炸机改装成

客运机, 派去接载他们. 

一些机员却为他们担心, 

因为这些落后的犹太人

大多数连汽车都没有见

过, 更不用说坐飞机了, 

如果他们在乘机飞上天

空之后, 突然惊恐起来, 该怎么办? 不过, 这些忧虑是多

余的. 这些从也门来的犹太人微笑地回应, 神正按字面

的意思应验 赛 40:31 的应许; 他们脱口就背出了那深植

在他们记忆里的经文: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

乏.” 结果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每一个从也门来的犹太人, 

都被空运回到以色列地.  

 

还有一个极为壮观的空运 , 称为“阿里巴巴行

动 ”(Operation Ali Baba). 此行动从伊拉克的巴格达

(Baghdad)空运 12 万多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这些人都

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时代, 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

之后裔. 诚然, 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已逐步应验祂

在圣经中所发的预言: “祂必向列国竖立大旗, 招回以色
列被赶散的人, 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赛

11:12). 按照神的计划, 此预言要等到七年灾难后, 主基

督建立千禧年国之前才全面地应验, 但它现今已部分地
应验了, 说明耶和华的信实和全能, 最终必成就这事.193  

                                                           
193   上文改编自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

下》, 第 1193-1194 页. 

https://www.hoc5.info/letsfollowjesus/main/daily/articles/01/0121-W1-mid-east-wars.html
https://www.hoc5.info/letsfollowjesus/main/daily/articles/01/0121-W1-mid-east-wars.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ba545a0100c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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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敬道 (C.H.Mackintosh) 

好书介绍                             书虫 

 

麦敬道《摩西五经释义》 
 

 麦敬道(另译“马金多、麦钦陶”, Charles H. 

Mackintosh, 简称 C.H.M., 1820-1896)于 1820 年 10

月在英国爱尔兰出生, 是

19 世纪英国奉主名聚会

(人误称“普利茅斯弟兄

会”, Plymouth Brethren)的

一位多产作家. 在 18 岁那

年，他读到姐姐悔改信主

的来信, 心灵苏醒过来; 后

来他读到达秘(J. N. Darby)

所写的《圣灵的行动》
(Operations of the Spirit)

一书, 深得心灵的平安; 于是他勤读神的话, 并且

火热的事奉主.  

 

为了不让世务缠累, 能更专心事奉, 麦敬道

于 1853 年离开了自己所创立的学校, 专注于传扬

福音、讲道教导和著书写作. 他是一位信心的伟人. 

他为神放弃前途光明的事业, 全时间地事奉主, 没

有固定的收入; 但他经常见证说, 神虽多次试验他, 

却从不让他在生活需要上有所缺乏. 他殷勤事奉, 

忠心到底, 直到 1896 年 11 月 2 日, 歇下地上的劳

苦, 离世与主永远同在. 

 

在著书写作的事工中, 麦敬道有个负担, 就

是书写摩西五经的注解. 经过多年的劳苦, 他终于

出版了六册的《摩西五经释义》(或译《摩西五经

略解》, Notes on the Pentateuch). 此六册是创世记

至民数记各一册, 申命记则两册. 这套著作充满福

音的精髓, 强调“人在罪中的全面堕落, 神在基督里

的完美救赎”. 这部卓越的著作已全被香港的基督

徒阅览室(今改名为“福音书局”)翻译成中文, 并同

样以六册出版, 是所有信徒应读之物. 

  

 论到麦敬道花了大约 40 年所写成的《摩

西五经释义》, 美国的史威伯教授(Prof. Wilbur M. 

Smith, 1894-1977)评述道: “这套著作有极丰富的

属灵价值, 为上两代神所拣选的仆人, 带来十分宝

贵的帮助. 读圣经的人, 尤其主日学教师, 必须买来

阅读, 默想当中的教训. … 虽然这套著作并非逐节

诠释的解经书, 但读者必发现其中揭示了十分丰富

的真理, 而神恩惠的福音也忠实详尽的解说了. … 

基督得到尊贵荣耀, 信徒的崇高特权也清楚有力的

陈明在眼前.” 

 

 另一位闻名的圣经教师艾朗赛 (H. A. 

Ironside)也承认道: “我在年轻传道时, 有心寻求信

心的稳固基础, 以及更全面的把握圣经真理. 那时, 

麦敬道的《摩西五经释义》和《麦敬道文库》对

我有极之宝贵的价值.” 此外, 美国大布道家慕迪(D. 

L. Moody)对奉主名聚会的弟兄们之著作常表感激, 

因为它们对明白圣经方面, 有莫大的帮助. 其中, 他

评价麦敬道的著作(包括其所著的《摩西五经释

义》)最具影响力. 

 

某次 , 有人问英国的信心伟人乔治·慕勒

(George Muller, 1805-1898)说: “在全世界上, 究竟

哪些书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慕勒

回答说: “即使全世界的书烧了 , 

对我来说, 只须留下两本书就够

了, 第一本是《圣经》, 第二本就

是《摩西五经释义》.” 虽然慕勒

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比麦敬道大

15 岁, 且拥有美好灵命与超凡信

心, 但他却给麦敬道的《摩西五经释义》如此高的

评价, 可见此套著作实在是美好的属灵遗产, 是所

有爱慕与事奉神的人不该忽略的好书! 为此, 笔者

诚心推荐这套好书给所有读者.194 

 

读者也可上网阅读这六册书: 

(1) 《创世记释义》 , 或译《创世记略解》 :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genesis/inde

x.htm ; (2) 《出埃及记释义》, 或译《出埃及记略解》: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exodus/inde

x.htm ; (3) 《利未记释义》 (或译《利未记略解》 :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leviticus/ind

ex.htm ; (4) 《民数记释义》 (或译《民数记略解》 :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numbers/in

dex.htm ; (5) 《申命记释义上》/《申命记略解》(上):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deut/index-

a.htm ; (6) 《申命记释义下》 /《申命记略解》(下):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deut/index-

b.htm . 以祷告的心阅读此套摩西五经略解, 必获益良多.  

                                                           
194   上文参考香港基督徒阅览室出版、吴志权翻译

的《麦敬道摩西五经释义》之书页的简评, 和以下资料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index.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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