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要‘灵粮’不要‘零食’ 
 

美国著名的旧约圣经学者凯泽教授

(Walter Kaiser)一针见血地说道 : “在世界各地

基督的教会如今正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中, 这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教会之所以落入这种恶劣的

光景, 原因是她所吸收的, 正是现代人所谓的‘垃
圾零食’  —  放在她面前的, 都是一些人工的、

不自然的代替品, 结果, 各种神学与圣经上营养

不良的病症, 便临到我们这只注意不容让肉身上

的垃圾食物影响身体的一代. 今日在世界各地神

的教会, 因为缺乏领受按正意分解的圣言, 正面

临着属灵的饥荒(参 摩 8:11).” 
 

赖若瀚指出 , “垃圾食物”是指害多于利

的食物 , 虽然它能为身体提供卡路里或“燃料”, 

但缺乏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等重要营养元

素 , 并且往往是多盐 (这会导致高血压 )、多糖

(这会导致高卡路里而造成痴肥)、多油(这会造

成高胆固醇而引发心脏病)等等 . “垃圾食物”或

“垃圾零食”(如油炸食品、加工肉类或方便类食

品)吃起来美味可口, 但长远来说会危害健康. 
 

今天更大的危机是 : 基督徒吃了太多灵

性上的“垃圾零食”, 以致灵命营养失调. 所谓的

“垃圾零食”是指网上的各种“八卦新闻”、娱乐

新闻、电影近况、随意发表意见的聊天室、世

俗心理分析等, 其中往往充斥着许多与圣经或基

督信仰价值观相违的论调 ; 还有很多内容不

正、意识不良的网站, 严重危害神儿女的灵命.   
 

主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路 4:4). 神的话(圣经)才

是人灵命活着与成长所不可或缺的“粮食”, 是我

们每日当吃的   —  领受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 

亦成为生命的能源. 我们的期望是透过《家信》

的季刊和网站文库, 为读者提供均衡的神道灵粮. 

此外, 为了帮助信徒学习传递神道, 从本期开始

在“讲道学堂”专栏里将刊登一系列有关讲道的

文章(先从传福音开始). 我们也希望在今年底开

设“读经解经”专栏, 帮助信徒“领受(如凯泽教授

以上所言)按正意分解的圣言”, 请读者为此代祷

(注: 我们在本期“辨别是非”专栏的附录里, 也简

略讨论有关“字义解经”和“灵意解经”). 求主帮

助我们, 要神道灵粮, 不要垃圾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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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摩西(三): 

摩西的歌、摩西的代祷 

和 藏在磐石穴的摩西 

(出 15:1-21; 32:7-14; 33:12-23) 
 
(A) 序言 

圣经第一次

提到唱歌, 是在 创

31:27. 那里记载拉

班向雅各表示, 如果

他知道雅各要离开

回去家乡 , 他可以

“欢乐、唱歌、击

鼓、弹琴地”送他回去. 但圣经记载的第一首

歌, 却是出埃及记第 15 章, 摩西和以色列人同

唱的那首歌. 约翰·格

兰特 (John Grant)写

道 : “看见耶和华消

灭了埃及敌军, 大获

全胜后, 以色列人做

的第一件事, 就是唱

歌赞美神… 对于这

第一首歌, 有几点值

得留意. 第一, 他们

不必被教导要开口

唱歌… 第二, 他们不

必 被 教 导 要 唱 什

么… 第三, 他们不必被教导要如何同唱这首

歌... 他们心中充满喜乐, 因得着伟大拯救而惊

讶不已. 今日的信徒也如以色列人一般. 救恩

的喜乐会自觉地在灵魂深处产生音乐, 发出歌

声, 这圣经记载的第一首歌正是最好例子 .”1 

不仅如此, 这首颂赞耶和华的歌, 更预表主耶

                                                           
1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170-171 页. 

稣基督六方面

的荣美特征.2 现

在就让我们用

心灵和诚实, 认

真揣摩, 仔细欣

赏与同声高唱

这首摩西的歌.3  

 

(B) 摩西的歌 (出 15:1-21) 

(B.1)   摩西所唱的凯旋之歌 

在此被赎之民开始歌唱! 这首歌将延续

到圣经最后一本书,4 并会以永无止境的喜乐

欢庆充满永恒的通道. 世上的歌绝无这样的生

命力, 内容也远远不及摩西的歌. 在红海岸边, 

以色列赎民欢庆, 赞美他们那凯旋得胜的救赎

主, 他们所高唱的赞美、所响起的称颂, 是何

其荣耀的音调. 他们所高唱和宣扬的, 仍能融

合与体现在我们的歌中  —  “耶稣我们可颂的

救赎主”(Jesus our blessed Redeemer).  

 

(B.2)   摩西的歌与羔羊的歌 

看见神大大战胜埃及兵马之后, 摩西和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出 15:1-18). 从这长达

18 节的赞美歌中, 我们学习到耶和华神的六方

面, 并看见它们如何预示我们伟大的救赎主  

—  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事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事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之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关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

与“实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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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摩西五经还有记录另两首歌(参 民 21:17 和 申

31:19). 启 15:3 也有记载“神仆人摩西的歌”.  
4   启 15:3-4: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 和羔羊的歌, 说: 

主神全能者啊, 祢的作为大哉! 奇哉! 万世(或作: 国)之

王啊, 祢的道途义哉! 诚哉! 主啊, 谁敢不敬畏祢, 不将荣

耀归与祢的名呢? 因为独有祢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祢

面前敬拜, 因祢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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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祂尊贵的圣名:  这尊贵之名是法老嚣张地

宣称他所不认识也不承认的, 但如今, 此名

的荣耀价值被赎民所宣扬和称颂. 耶和华

在红海大胜埃及军马, 维护和高举了祂自

己的尊名. 照样, 让我们也因主耶稣至高的

尊名而欢呼喜乐(腓 2:10-11: “一切在天上

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

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

与父神”).   

 

2) 祂荣耀的胜利: 这不是小胜. 两方的能力差

距太大, 根本无法相比; 埃及大军彻底被毁, 

耶和华的荣耀全面彰显. 我们的救主耶稣

也“荣耀地得胜”, 为祂的子民带来荣耀胜

利的救恩. (林前 15:57: “感谢神, 使我们借

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3) 祂无比的能力: 法老的手曾紧紧抓住无助

的以色列人, 逼使他们成为奴隶. 这手的能

力看来难以摧毁. 但如今, 有一手远比他的

更强大, 难怪以色列人高唱道: “耶和华啊, 

祢的右手施展能力, 显出荣耀; 耶和华啊, 

祢的右手摔碎仇敌”(出 15:6).  我们的主耶

稣也是如此, 祂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充

满威严与能力, “祂已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

卷, 揭开那七印”(启 5:5). 

 

4) 祂神性的特征: 以色列民在此赞美祂神性

的特征, 称颂祂“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 施行

奇事”(出 15:11). 主耶稣也是如此, 难怪天

上千千万万的天使要同声称颂道: “曾被杀

的羔羊 , 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

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启 5:12). 

 

5) 祂拯救的目的: 这次的大拯救彰显了祂的

威严, 坚定了以色列人的信心, 确保祂的每

一个应许都必应验, 每一个仇敌必被打败, 

每一个盼望都必实现. 这带领他们出埃及

的同一位救赎主, 必带领他们进入应许美

地, “祢要将他们领进去, 栽于祢产业的山

上”(出15:17). 照样, 主耶稣基督是“救恩的

元帅”,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来
2:10). 

 

6) 祂永远的国度: 这首歌, 犹如启示录第 5 章

的赞美之歌(即羔羊的歌), 是永不褪色的. 

它伸展直到永永远远, 预先展现救赎主永

恒的国度; 在那里, 不再有仇敌, 不再有病

痛 , “耶和华必作王 , 直到永永远远”(出

15:18). 天上也高唱我们伟大救赎主(耶稣

基督)的歌(启 15:3-4), 愿此歌声今日就在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回响、荡漾, 久久不息.  

 

(C) 摩西的代求 (出 32:7-14) 

(C.1)   代求的需要 

神叫摩西上到西乃山上, 向他启示神要

他建造的圣所, 好使神能住在祂百姓当中. 摩

西不在的日子, 百姓

显露心中真实的败坏

状况, 造了一只金牛

犊, 将它立起来当作

偶像敬拜. 拯救他们

出埃及的本是耶和华

神, 但他们却将之归

功于偶像, 因而拒绝

那位为他们做了一切

的神. 甚至任职大祭

司的亚伦也鼓励他们, 在金牛犊面前筑坛, 且

宣告说: “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出 32:5), 间接

地宣布他们拜偶像的活动为合法的事.5   

                                                           
5   麦敬道写道: “ ‘为我们作神像!’… 人竟要神像, 

自愿顺从虚无! 读者请看看自己内心, 顾望四周的东西, 

能否察觉这样的事. 哥林多前书记载关于以色列人历史

的评论: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鉴戒(或作: 预表),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林前 10:11). 

让我们从‘警戒’中得益处. 我们要谨记, 纵使我们不会造

‘一只牛犊’, 向它下拜, 但以色列人的罪正是‘预表’, 叫

我们免致陷入这样的危险中. 无论我们的心何时转离, 

不专心倚靠神, 不论是救恩的事, 或是当行之路, 我们原

则上是‘起来, 为我们作神像’了. 我们一点也不比亚伦和

以色列人好. 他们既承认牛犊, 而不承认耶和华, 我们也

会陷于同样的危机, 显出同样的精神. 摩西知道那只‘牛

犊’不是耶和华, 所以他没有承认. 但当我们离开神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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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百姓自愿与神立约(出 24:7). 此

约借着血而确立, 也要求他们对律法的绝对顺

从. 因此, 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破坏了这神圣之

约, 导致审判临到. 神过后向摩西透露祂要实

行严厉可怕的审判  —  以色列百姓将被神的

烈火灭绝, 而神会在摩西身上继续祂的目的

(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 出 32:10). 出于对百

姓的深切大爱, 摩西在神面前为他们恳切代求. 

 

(C.2)   代求的基础 

摩西离开百姓所犯的罪, 并为他们代

求.6 他代求的基础是: 是神(不是摩西或金牛犊)

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若单靠真理, 只会显明罪

恶(犯罪的以色列百姓必须被灭). 因此, 摩西便

以神的应许来为百姓代求: “求祢记念祢的仆
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祢曾指着自己起

誓说…”(出 32:13). 这是以恩典为基础来代求.  

 

摩西在

此预示那完美

的代求者主耶

稣基督: “恩典
和真理都是由

耶 稣 基 督 来

的 ”( 约 1:17). 

虽然摩西知道神若不审判和灭绝以色列民, 他

自己就要失去个人的利益(因为神本要灭绝以

                                                                                               
在, 就会落在错谬和罪恶之中, 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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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317 页. 
6   达秘(J. N. Darby)对此事有段卓越的评述: “摩

西完全离开以色列人的营(因那营已被拜偶像之事玷污

了), 在营外为神搭个帐棚… 他称此帐棚为会幕  —  神

与那些寻求祂的人相会之处(出 33:7)… 摩西在营外, 神

宣布祂不会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去, 免得祂灭绝他们, 

正如祂先前已发出的警告(出 33:3). 摩西开始为百姓代

求, 虽然现在只有他一人对神完全忠心, 但因着祂更靠

近神、更分别为圣归给神, 他与百姓的联系更加紧密、

更加坚固. 此乃为着神的荣耀而忠心地分别为圣归给

神、与神亲近后所产生的效果”,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35-136 页. 

色列人 , 使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 , 参  出

32:10,32, 编译者按), 但他还是继续为百姓代

祷. 这样倒空自己的特征, 是预示那位完全倒

空自己的主耶稣, 因祂在世上的日子, “反倒虚

己, 取了奴仆的形像”(腓 2:7).     

 

 当然, 摩西的代求远不及基督的代求. 

摩西在忿怒中摔碎那写着律法的石版, 也只能

对百姓说: “你们犯了大罪. 我如今要上耶和华

那里去, 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出 32:30). 相比

之下, 基督成全了律法, 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并

靠着祂那蒙神悦纳的血 , 为我们代求 (来

7:25);7 因着祂的血, 我们蒙神悦纳.  

 

(D) 藏在磐石穴的摩西 (出 33:12-23) 

(D.1)   摩西求神恢复关系 

摩西是忠心和不断地为以色列百姓代

求. 他知道只有以神的信实、慈爱和恩典为基

础来代求, 他的代求才会成功. 代求者必须在

神面前谦卑, 代求才有功效. 摩西展现谦卑的

心, 他深觉自己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带领百姓, 

尽管神已答应会差遣祂的使者在他前面引领

(出 33:1-2). 只有当神向摩西保证祂会亲自与

他同去, 他才得着安息(出 33:13-17).   

 

摩西继续他的祈求, 要求恢复百姓与神

之间的关系. 因着以色列百姓的背道叛逆, 他

们被神视为“你(摩西)的百姓”(出 32:7); 但摩

西恳求神将他们视为 “祢 (耶和华神 )的百

姓”(出 32:11,12). 他的恳求成功得蒙应允, 神

在恩典中视以色列人为“祂的百姓”(出 32:14).  

 

(D.2)   摩西求神指示道路 

接着下来, 摩西便可以要求神向他指示

神的道路(出 33:13).8 神的道路是那唯一能够

                                                           
7   来 7:25: “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

救到底; 因为祂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8   当摩西求神指示祂的道路时 (注 : 摩西在  出

33:13 说“求你将你的道[KJV: Thy way]指示我”, 这“道”

在希伯来原文是 derek [道路之意], 在 诗 103:7 译作“法

则”[KJV: way], 可指行事的方式或原则), 他接下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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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祂的应许, 即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 

并发展成大国, 有天上的星那样多的人. 神的

应许、指引和同在使祂成为祂百姓的真正领

袖. 祂只把这领导权委托给那些祂已装备, 并

与祂一同爱护祂百姓的人. 摩西已明显地具备

这些特质, 而神给他的话是: “因为你在我眼前

蒙了恩, 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出 33:17; 注: 

“名”常象征“特质”; 换言之, 神已按摩西的“特

质”认识他, 知道他有神所要的上述特质). 

 

(D.3)   摩西求神彰显荣耀 

有了这些保证, 摩西祈求神允许他看见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如烈火一般. 当神降临西

乃山, 祂的荣耀被密云遮蔽(出 19:16-17). 当神

在会幕面对面与摩西说话时, 云柱也将神的荣

耀 遮 蔽 ( 出

33:10-11). 为

了成全摩西的

请求 , 神在祂

的怜悯之下把

摩西安放在磐

石穴中 , 用手

遮掩他 , 使他

能在安全情况下看见神的荣耀, 但只在神经过

以后才看见祂的荣耀(出 33:23).9 这与恩典时

代信徒所拥有的特权是何等大的对比啊! 我们

喜乐地地看见“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

                                                                                               
“求祢想到这民是祢的民”(第 13 节). 当神应许与他同去, 

使他得安息时, 他又两次把神的百姓引入话题(“我和祢
的百姓”, 第 16 节), 可见他是何等关心神的百姓, 努力

恢复他们与神的关系. 同上引, 第 137 页. 
9   出 33:22-23: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必将你

放在磐石穴中, 用我的手遮掩你, 等我过去, 然後我要将

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 却不得见我的面.” 达秘

贴切写道: “(耶和华)不把祂的脸面显给摩西看. 祂在经

过时把摩西藏起来, 过去后才让摩西看到祂的背部. 我

们往往不能清楚看见神的道路(神行事的法则)之美, 直

到祂经过后, 才看出祂道路的一切荣美. 谁预先看出主

十架舍生的荣美呢? 只有当神自己完成后, 我们才看到

神一切的完美, 满心赞叹(如大卫所说: “至于神, 祂的道

[希伯来文: derek ]是完全的”, 撒下 22:31).’’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137 页. 

上”(林后 4:6), 并在将来的一日, 要看见这荣耀, 

且是丰盛全面的荣耀(约 17:24).10   

 

(E) 结语 

 摩西曾说: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

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 像我, 你们要听从
祂”(申 18:15). 多年以后, 对于耶稣基督, 我们

听到神在云彩中宣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

喜悦的. 你们要听祂”(太 17:5). 是的, 主耶稣就

是神所兴起的那位先知, 像摩西一样. 因此, 我

们不难在摩西身上预见基督的影儿. 摩西确实

在许多方面预表主耶稣.    

 

虽然如此, 正如影儿与实体是有不同, 

摩西与基督也有不同. 诚然, 摩西的身份和他

所做的一切, 远远不及基督那么完美、那么尊

荣! (来 3:3) 看了摩西之后, 麦敬道正确写道: 

“我们转过来看看基督, 祂的地位有何等大的

区别! 基督从父神的怀里来到地上, 不是手拿

着法版, 乃是把律法藏在心中. 祂来到地上, 不

是要熟悉人的光景, 乃是完全知道人的光景如

何. 此外, 祂并不是要毁坏那可纪念的约, 也不

是要执行审判, 乃是要显出律法及尊荣律法; 

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百姓的审判.” 

 

不仅如此, “祂成就了这一切, 便回到天

上, 不是‘为你们赎罪’, 乃是在高天至大者的宝

座前呈现永不朽坏、早已成就的赎罪之约. 这

实在是广博、荣耀的区别. 感谢神, 我们不必

忧虑  —  需要看我们的中保是否乐意为我们

赎罪, 解决公义的要求. 基督已经完成一切. 祂

坐在天上, 宣布整个救赎工作已经成了.”11 噢, 

何等奇妙的救主啊! 难怪神要说: “这是我的爱

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祂.”12 

                                                           
10   约 17:24: “父啊, 我在那里, 愿祢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祢所赐给我的荣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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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页. 
12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 上文编译自 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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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摩西的歌  

 

 出埃及记揭开以色列人在红海岸边高唱

伟大胜利之歌. 他们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

的大事”和神的救恩, 所以唱诗赞美祂, 数算祂奇

妙的作为. 第 1 节: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

华唱歌.”13 在此之前, 我们听不到一首赞美的歌, 

只听见他们深沉痛苦的哀号, 在埃及的砖窑受苦. 

我们留意到他们不信的呼声, 在力不能胜的困苦

中哀鸣.  

 

我 们 听

不见一首赞美诗

歌, 直至他们成

了被赎之民 , 被

神救恩的美果围

绕, 于是, 全体被

赎的会众都高唱胜利之歌. 他们从“云里海里”的

浸洗中上来, 看见丰富的战胜品放在旁边, 就有

万千的声音为此高唱胜利之歌. 红海的大水在他

们和埃及大军之间卷起来, 他们站在岸边成了完

全得赎之民, 所以他们能高声唱颂耶和华. 

 

这一切的事都是预表. 我们必要看自己

是经过死亡和复活的能力而得救,14 其后才能献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68, 

97, 99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3   格兰特(F. W. Grant)评述道: “心灵应该要有诗

歌! 我们的心若不因神的拯救而喜乐, 这拯救就难以真

的释放我们. 喜乐是有能力的: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尼 8:10). 在基督里的喜乐对圣洁而言是

绝对必要的. 喜乐是属天敬拜的开始”(参 尼 8:10-1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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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186-187 页. 
14   在神看来 , 以色列人过红海 , 仿佛是 “受了

浸”(林前 10:2: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 [受浸]归了摩西”), 

而受浸的含义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罗 6:4-5). 

因此, 以色列人过红海可预表信徒“经过死亡和复活的

能力而得救”. 达秘(J. N. Darby)指出, 红海是个道德方

面的预表(moral type), 预表基督的死和复活, 而祂的百

姓在祂里面得着救赎的释放 ; 神让他们经过死亡

(through death, 此乃红海的浸礼所预表的), 把他们带离

罪和肉体的辖制(此乃埃及的奴役所预表的), 以死(by 

上明确聪慧的敬拜. 人心灵里常有保留, 犹豫不

决, 不敢前进, 从软弱无能, 进入在基督里的完全

救赎. 有人会承认在基督里的救恩, 此外并无别

的了. 但这比凭信心察看救恩的真正本质和根据, 

并且认识救恩是属于我们的, 有很大的区别. 神

的灵在圣经中清楚的启示我们, 召会与基督的死

亡和复活连合了.  

 

此外, 复活的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是召会

蒙悦纳的应许和根据. 人心灵相信这事, 就完全

不会跌入疑惑、无定见的光景中. 基督徒既知道

在神的宝座前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

督”(约壹 2:1), 他怎会产生疑惑呢? 神召会中最

软弱的肢体, 也有特权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代了

罪. 在那里, 他的一切罪都被承认、背负、审

判、买赎了. 人凭信心把握这属神的事实, 必得

着平安. 缺其一, 人也不可享平安.  

 

人会真诚、渴望、真心真意地寻求神 , 

或甚虔诚地守着所有律例、职责和宗教形式. 但

是, 除了看见罪在基督身上判了定案, 并祂是挂

在木头上的赎罪祭, 就不可能有别的方法, 能完

全除掉人良心上的罪了. 罪在十字架上受了审, 

永远有效; 信徒看罪已在神手下永远解决了. 罪

的受审, 由中保的复活证明了. “我知道神一切所

作的, 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传 3:14). 

 

   虽然一般都承认这些话是对召会(教会)

整体说的, 但是很多人发觉把它应用在个人身上
                                                                                               
death, 此乃浸礼所表明的, 罗 6:3-4)完全释放他们脱离

罪和肉体的控制(罗 6:6-7,11: “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进入基督已去到的境界(复

活得胜了), 因而脱离敌人的势力(罗 6:11: “这样, 你们向

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

是活的”). 达秘进一步指出, 约但河也表明浸礼的意义; 

主耶稣在约但河受浸后, 便到旷野 40 日受试探(路 4:1-

2), 这就是歌罗西书 3 章所要教导的真理, 即强调信徒

已经(在神眼中、在地位上 [positional] )与主同死、同

复活, 所以当求在上面属天的事(西 3:1-4), 并要治死在

地上的肢体, 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西 3:5) 

(在实际上[practical]活出浸礼的意义  —  与主同死、同

复活, 有新生的样式[罗 6:4] ),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96-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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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困难. 他们与诗人的心情很有共鸣: “神实在

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至于我, 我的脚几乎

失闪, 我的脚险些滑跌”(诗 73:1-2). 他们看自己, 

不看基督的死而复活; 重视从基督取福, 过于基

督自己. 他们看自己的本能, 而不是从基督而得

的名分. 因此, 他们陷入极大的失望中, 不知所措; 

结果, 他们永不能愉快合意地敬拜主. 他们祷告

祈求救恩, 不是因为心感救恩而喜乐; 只注视自

己的不完美行为, 却不看基督的完全赎罪. 

 

我们从头到尾看本章赞美诗的调子, 没

有一个音符是关乎自我, 提及它的行动、语言、

感受、结果的. 从头到尾都是关乎耶和华. 开始

是: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祂大大战胜, 将马和

骑马的投在海中”(出 15:1).15 这是整首歌的旨趣, 

记载耶和华

的属性和作

为 . 在第 14

章, 百姓的心

大受环境压

力的抑制; 但

在第 15 章 , 

压力除去了, 他们的心在甜蜜赞美歌中, 开怀安

舒, 忘掉了自我. 环境在这位主面前黯然无光; 人

的视线只集中在这位主身上, 就是主自己的性情

和祂的道路. 他们要说: “因祢耶和华借着祢的作

为叫我高兴, 我要因祢手的工作欢呼”(诗 92:4).  

 

这是真正的敬拜. 可怜的自我和它的一

切都黯然无光, 那时惟有基督充满心中, 我就能

献上正确的敬拜. 不需要肉体的敬虔来苏醒人的

心灵, 推动热切的感觉; 也不能要求偶尔加入一

些宗教工具, 激发心灵的火花, 作可悦纳的敬拜. 

噢, 不可这样! 但愿人心充满了基督自己, 而赞

美的诗歌随心而生. 人的灵不俯伏在圣洁的敬拜

中, 人的眼睛就不能安稳于祂面前. 我们默想千

                                                           
15   格兰特指出, 这首诗以神为开始(出 15:1); 耶和

华是真神! 能认识这样一位神, 是何等的喜乐啊! 接着, 

是神的拯救(出 15:2); 这拯救全在乎神! 我们只是站着, 

看(出 14:13 : “只管站着, 看耶和华今天…施行的救恩”). 

最后, 是神的手(出 15:12-17); 领他们进入福地和祂的圣

所,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 1), 第 187 页. 

万圣徒围绕神的宝座和羔羊而敬拜, 就常想起神

的威荣和作为. 故此, 地上的召会也当如此. 若不

如此, 必是我们容让外来的(事物)侵进来了. 那

些外来的, 本在宁静亮光和完美福气之地无分. 

在一切真正的敬拜中, 神自己是敬拜的对象、敬

拜的主题和敬拜的实意. 

 

因此, 本章是赞美诗的蓝本. 被赎之民庆

贺那位救赎他们的神, 神是配得赞美的; 歌词是: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祂;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

崇祂. 耶和华是战士, 祂的名是耶和华. … 耶和

华啊, 祢的右手施展能力, 显出荣耀. … 耶和华

啊, 众神之中谁能像祢? 谁能像祢至圣至荣, 可

颂可畏, 施行奇事? … 祢凭慈爱, 领了祢所赎的

百姓; 祢凭能力, 引他们到了祢的圣所… 耶和华

必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出 15:2-18). 这首诗歌包

罗何等丰富! 它以救赎为始, 荣耀为终; 先是十

字架, 后是国度. 它像一道美丽的彩虹, 一边是

“受苦难”, 另一边是“后来得荣耀”(彼前 1:11). 一

切都关乎耶和华. 当人心灵里瞻仰神、祂的恩

典、祂荣耀的作为时, 就涌现出这佳美乐章. 

 

   此外，它也不缺少关乎神旨意成就的内

容. 我们读到: “祢凭能力, 引他们到了祢的圣

所.” 虽然百姓已经踏足沙漠的边境, 他们仍能如

此唱着. 他们不是表达一个模糊的盼望, 也不是

靠机缘巧合得喂养. 完全不是! 人的心灵全然被

神充满, 就能进入祂恩典的丰富里, 卧在祂的脸

光下, 喜悦在祂怜悯和慈爱的丰满中. 当相信的

人站立在永远的磐石上, 他面前必没有乌云挡着

去路. 祂救赎的爱使人与复活的基督相连; 人可

仰望神那无穷计划和旨意的宽阔仓库, 住在神极

大的荣耀中, 就是神为所有在羔羊血里, 袍子蒙

洗净洁白的人而预备的.16 

                                                           
16   麦敬道著, 《出埃及记释义》, 第 173-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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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醒世歌、万空歌 
 - 到头辛苦一场空 

  
清朝有一位诗人写了一首“醒世歌”, 把

人生的虚空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尽浮生总是空.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 

田也空、园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朝为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 

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 

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 

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世人所推崇、所重视的东西是什么? 财

富、事业、名誉、地位、爱情、家庭、青

春、健康… 但这一切可说来去匆匆, 转眼成

空, 消失无踪. 当人想到自己所爱、花一生去

追求的事物到头来都无法永远拥有, 并将永远

失去之时, 一种对人生深邃的虚空感就不禁油

然而生. 这种虚空感表达了某种莫名的遗憾与

失望.  

 

犹太人有一

个故事贴切形容人

生的虚空 . 有一只

狐狸 , 某日经过葡

萄园 , 看见园中葡

萄肥美香甜 , 不禁

垂涎欲滴. 但此果园篱笆很高, 门户紧锁, 难以

进入. 狐狸绕园走了三圈, 终于发现篱脚有个

小洞. 狐狸喜出望外, 立即一头钻入. 但狐狸肚

大, 入得头却入不得腹. 狐狸苦思后想到一法, 

在葡萄园外禁食三天, 等到肚子变小后, 便可

钻进园中. 此法果然管用. 狐狸在园中饱食葡

萄数日, 吃得心满意足想出园时, 才发现肚子

太大, 出的头却出不得腹. 结果只好用回之前

的办法, 在园内禁食三天, 等到肚腹变小后才

钻出来. 狐狸出到园外, 回过头来看着园子, 心

中极度失落, 哀叹道: “葡

萄园啊, 葡萄园, 我空着

肚子进去, 又空着肚子出

来; 你让我满怀希望地进

去, 却叫我充满失望地出

来; 葡萄园啊, 葡萄园, 你

让我辛苦百忙一场空 !” 

说完, 便黯然神伤地离开.  

 

人生何尝又不是如此? 每个人两手空空

而来, 又两手空空而去, 如旧约的约伯所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约伯记

1:21). 如果死亡便是人生的结局, 那便可说每

个人都在演一场悲剧! 因为再得意的人生, 到

头来也只是一场欢喜一场空! 这样的人生有什

么意义? 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 这是自古以来, 

人人都想知其答案的问题. 到底这问题的症结

在哪里? 圣经说: “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

好, 又将永生(原文作“永远”, 可译作“永恒感”)

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 3:11). 

 

神将永恒感置于人内心深处, 成为人类

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渴望. 今生世上无论多少

美好的事物, 只能给于我们暂时的满足, 绝不

能完全填满人内心的需求. 正如主耶稣所说: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约翰福音 4:13).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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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有如这世上的水, 人喝了

还要再喝. 因为暂时的事物只能满足暂时的需

要. 但人内心深处对永恒的渴望, 只有永恒的

神才能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  

 

意 大 利 著 名 的 米 兰 大 教 堂 (Milan 

Cathedral)正面有三道门. 门上各有雕饰图样及

刻有一句话. 左门上雕着一花环, 花环代表快

乐, 下面写着一句话: “欢乐不过片时.” 再大的

快乐也不能持久不衰, 全都好像会凋谢的花, 

仿佛转眼即逝成空的烟雾. 右门上雕着一个十

字架, 十字架代表痛苦, 下面有一句话: “悲痛

不过片时.” 悲哀如快乐, 最终随着时间的过去

而逐渐淡逝. 令人深省的却是刻在正中大门上

的一句话: “除了永恒无大事.”  

 

何等真诚

的一句话 ! 人间

的悲欢离合、寵

辱得失 , 比起人

在永恒里的光景, 

根本就微不足道! 

试想一个在地狱

火湖永远受苦的

灵魂, 还会因曾在世上风光一时而陶醉快乐吗? 

反过来说, 一个在天堂享受天家无比永恒福乐

的人, 还会因曾在世上经历短暂痛苦而仍感悲

伤懊恼吗? 绝对不会! 在永恒的亮光中, 这世

界的悲、欢、得、失, 全都显得暗淡而不重要

了. 人活着, 最要紧的就是要为永恒做好准备. 

 

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曾深深地感叹

道: “神啊! 祢为自己创造了我们. 我们的心得

不着安息, 直到在祢里面, 我们才能找到安息.” 

神在人心中留下一个无限的空缺, 人总想尽办

法去填满它. 但这空缺犹如宇宙黑洞, 就是将

全世界都吸进去, 仍然饥渴不足. 世界是有限

的, 我们内心的永恒感是无限的; 有限的不能

满足无限的, 属物质的不能满足属心灵的, 暂

时的不能满足永恒的. 只有当人归回造他的生

命之主、永恒之神面前, 他才会发现从神而得

的丰盛生命, 不仅能完全填满他的心灵空缺, 

并且同时获得那超越他所想所求的永恒之福! 

 

主耶稣说: “认识祢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

识祢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约翰福

音 17:3); 这节的“认识”(希腊原文 : ginôskô  

{G:1097})不是头脑知识上的认识, 而是信心

经历上的认识, 即是信靠独一真神和耶稣基督, 

接受祂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就必得永生! 

这就是约翰福音 3:16 所说的: “神爱世人, 甚至

将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

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神在约翰福音 1:12 应许道: “凡接待(接

受)祂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赐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约 1:12). 祂的名被称为“耶稣”, 

即拯救人脱离罪恶的“救主”之意(马太福音

1:21). 亲爱的朋友, 你愿意信祂的名  —  接受

祂作你个人的救主, 来得永生的福气和成为神

的儿女吗? 结束前, 让我们思想另一首歌  —  

“万空歌”. 此歌词的作者本是一名和尚, 因看

清“万空”(包括佛门的“空”)而归信耶稣基督, 

故作此词以作见证. 

 

 寒来暑往春复冬, 看得浮生总是空. 
  

名也空, 利也空, 人生渺渺在空中. 

 妻也空, 子也空, 黄泉路上不相逢. 

 日也空, 月也空, 东升西堕为谁功. 

 房也空, 院也空, 转眼荒郊土一封. 

  田也空, 土也空, 换来多少主人翁. 

 官也空, 职也空, 尽是孽债恨无穷. 

 金也空, 银也空, 死后何曾在手中. 

 车也空, 马也空, 人去物存永无踪. 
 

 看来只有一事实 , 信仰耶稣是真宗 .17

                                                           
17   考门夫人著, 《荒漠甘泉》(附录: 历代圣徒嘉

言精华) (台北: 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6 年 25 版), 

第 4-5 页. 上文主要改编自 滕张佳音、曾锡华主编, 

《廿一世纪系列: 布道宣讲手册》(香港九龙: 世界华人

福音事工联络中心, 2006 年), 第 4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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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神州                            寻根 
 

圣经解开 

中国造字之谜 (下) 
 

 

(文接上期) 

(C)  汉字的意义 

多年研究汉字的吴安

邦在其所著的《圣经揭开中国

造字的秘密》一书中写道: “我

们可以从中国的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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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们在前两期共举出十六个汉字(即: 好、

婪、躲、禁、船、美、祥、义、衣、裸、楚、

羞、达、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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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证明我们华人祖先是认识和敬拜圣经中的

上帝. 本期, 我们将探讨另外十二个汉字, 以此证明

华人祖先对圣经中的上帝和创世记的事迹是有相

当清楚与正确的认识.  

 

 

1) 皇   

“皇”乃“上古的君主、天、光明、大、庄盛”之

意. “皇”字在金文象形为“王”与“太阳发光芒”

之合字, “王”字在小篆其文可会意为“天地人三

才一贯之”之意. 故“王”与“太阳发光芒”之合意

的“皇”字, 可直译为“冠于天地人之上, 其形像

如太阳发出盛大光芒之上古君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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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字其中的“王”字, 在甲文一像“带柄的斧

头”. 故“王”与“太阳发光芒”之合意的“皇”字, 

也可直译为“握有审判定罪之权柄者, 其形像

如太阳发出盛大光芒之上古君主”. 

 

中国古人所造“象形为日头的上古君主  —  皇”, 与

圣经所说的上帝相符 , 因圣经说“神(上帝)就是

光”(约翰一书 1:5); “我们的神(上帝)乃是烈火”(希

伯来书 12:29); 又说“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 在以

色列人眼前, 形状如烈火”(出埃及记 24:17).  

 

简之, 根据以上“皇”字的各种“直译”, 这配为“皇”

者, 绝非“人”的身份, 因祂的形像如“日头”, 即“生

命的能源”之太阳. 这与圣经所谓的“耶和华神(上

帝)”相符. 因此, 这“皇”字的形像所指的, 就是那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  耶和华上帝, 祂是真正的

“皇”, 是上古时代人类的“君主”, 即中国古人所谓

的“皇天上帝”.  
 

  

2)   天   

“天”乃“地球上空的云气空间、诸星体罗列的

空间、造化之神、自然”之意. “天”字在甲文一, 

像“人”与“二”的合字, “二”乃“上”之意(参以下

“上”字的造字解析), 故“二”与“人”之合意, 可

直译为“在人的头顶以上, 就是地球上空的云

气空间, 诸星体罗列之处, 造化之上帝的居所”. 

 

“天”在甲文二和金文, 皆可会意为“在人的头颠

(头顶)之上、超越人之上者”. “天”在小篆, 像

“大”与“一”的合字, “大”像“人”, 而“一”可理解

为“上、颠 (顶)”, 所以“天”可会意为“在人之上

头的那一位”. 

 

圣经称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为“天上的神(上帝)”(但

以理书 2:28,37), 因为天是神的居所(列王纪上 8:30: 

“…在天上祢的居所”). 但这位创造天、住在天的

神, 绝不被天所限制, 因祂比天更大, 因此所罗门形

容耶和华神(上帝)说: “我们的神至大, 超乎诸神,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祂居住的”(代下 2:5-6).  

 

正如上文所说, “二”乃“上”之意, 而“天”就是“二”

与“人”的合意, 表示在“人”之上有位至高的上帝、

万物的创造者. 吴安邦指出, 由于祂就是人类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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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颠”  —  之上的那一位 “天”, 所以就以

“颠”(diān)字之微变音来读“天”(tiān)字; 河洛语读

音也是相同, 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古人知道, “天”除了有“物质的天”之意, 还有

“皇天上帝、昊天上帝”, 或“皇天、苍天”之“信仰

的天”. 因此, 借着所造的“天”字, 中国古人告诉我

们, 有一位上帝高高地“住在天上”, 并提醒我们后

代子孙, 要“敬天”, 这天就是圣经所谓的耶和华神

(上帝).19 
 

  

3)   上   

“上”乃“高处、高等的、最好的、对尊者之通

称、秉政者之通称”之意. “上”字在甲文一和甲

文二, 其文之“下一”可理解为“地面或位低”, 

“上一”可理解为“相对于地的高处, 或位尊者”. 

故“下一”与“上一”的合意, 可直译为“相对于地

的高处, 或相对于位低的尊者”.  

 

“上”字在金文是“〡”垂直于“ー”之上的合字, 

“ー”可理解为“地”, 而“〡”可理解为“从地而起

之无限高空”. 故“〡”垂直于“ー”之上的合意, 

可直译为“从地而起, 在无限高空处的尊者”.   

 

从以上的“上”字直译, “上”字可会意为“无限之上”

的“上”, 是“上上”的“上”, 在一切之上的“上”, 能称

为如此的“上”者, 当然是造物主  —  耶和华神(上

帝)了. 吴安邦指出, 祂是配得“权柄、丰富、智

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上上者”; 可说

是“最高尚”者, 因此就以“尚”字的读音来读“上”字.  

 

基于以上中国古人

对“上”字的含意, 所

以这“上”字就使用

在“皇天上帝”的称

呼里 (即所谓的“圣

上”). 诗篇 103:19-22

说: “耶和华在天上

                                                           
19  “天”字, 《说文解字》中说: “天, 颠也, 至高无
上, 从一大.” 古人作“天”, 人之顶谓“颠”, 推而大之, 人

群之上至高者为“天”. 由此可见, “天”一字不单可指物

质的天, 也可指那位至高无上、独一至大的神(一大).  

立定宝座; 祂的权柄(原文作: 国)统管万有… 你们

一切被祂造的, 在祂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

华!” 更奇妙的是 诗篇 113:5-6 所说的: “谁像耶和

华我们的神呢? 祂坐在至高之处, 自己谦卑, 观看

天上地下的事.” 

  
 

4)   帝 

“帝”乃“天之别称、神之尊者、至高的神”之

意.20 “帝”字在甲文、金文皆像“用长木与土所

堆架的高台之‘Π’字型”, 与那可会意为“在高

台之上佇立一位至高上帝之‘Τ’字”的合字, 

‘Τ’乃“示”即“神”之意. 故其合意可直译为“站

在高台之上, 神之尊者, 至高的神”. 

 

“帝”字在小篆, 其文有如两个‘Π’字相叠, 与在

其上放一祭坛“示”的合字, 两个‘Π’字相叠, 表

示“多层多阶筑上”之意. 故其合意可直译为“配

得在多层多阶, 站在高高的祭坛上受献祭的至

上之神”. 

 

从“帝”一字的直译, 我们得知这“帝”并非人间的

“帝王”, 而应该是“皇天上帝”(或称“昊天上帝”), 

唯有祂才配得如此厚祭. 这“帝”指最高、最大的

“祭坛”, 是用来祭祀至高、至大、至尊的上帝.  

 

以上中国造字的古人对“帝”的定位, 也是华人对

这位“造物主”的概念, 是与圣经的信仰相同. 吴

安邦指出,大约西元前(主前)1446 年, 摩西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在西乃山礼拜上帝, 而上帝

则降临西乃山上. 这“山”可说是“最高、最大的

祭坛”, 也是耶和华这位“至高、至尊之神降临、

站立的地方”. 

 

回到更古远的历史, 人类第二次的共同祖先  —  

挪亚于大洪水消退后, 出了方舟, 就在海拔 5 千

多公尺高的亚拉腊山上祭祀上帝(创 8:4,18,20), 

这“祭祀耶和华上帝的作为”, 与中国帝王过后在

五岳最高、最大的泰山上举行“郊祭”, 也是相同

                                                           
20   网上《汉典》对“帝”字的字义详细解释是: 天

帝, 上帝. 宗教或神话中称主宰万物的神、最高的天
神、古人想像中宇宙万物的主宰 (the supreme Being),  

http://www.zdic.net/z/19/xs/5E1D.htm  

http://www.zdic.net/z/19/xs/5E1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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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请参阅有关“郊祭”或“祭天大典”,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 中 国 皇

帝举行祭天大典之处-天坛-上/ ).  
 

 

5)   福   

“福”乃“吉祥、神佑、荫庇、佐助”之意. “福”

字在甲文为“酒”、“拱手”与“示”的合字. “示”

乃“神  —  上帝”,21 而“酒”与“拱手”合为“尊”字. 

因此, “示”、“酒”与“拱手”的合字可会意为“人

的‘双手’奉‘酒’于‘神’前, 祭祀神”. 故其会意可

直译为“尊耶和华神为大、敬畏祂、以馨香之

气祭祀祂的人, 会得祂的保佑, 荫庇吉祥”. 

 

“福”字在金文是“示”与“酒”的合字, 可会意为

“奉酒祭神”. 故其直译与上述的甲文相同, “福”

字在小篆则是“示”与“一、口、田”的合字, 可

直译为“上帝赐给每人一块田地”. 诚然, 有了

上帝, 并上帝赐下的一块田地, 就有“福”了! 

 

从以上“福”字的直译, 我们晓得中国古人明白凡是

敬畏上帝, 常常以“馨香之气”祭祀祂的人, 必得祂

的“赐福”. 这与现代的基督徒在敬拜时, 以祈祷与

颂赞为祭献给神而得神赐福(启 5:8; 来 13:15), 是

一样的道理.  

 

简之, 无论是甲文的“福”字、金文的“福”字、小篆

的“福”字、隶书或行书的“福”字, 全都与“神  —  

上帝”有关, 也就是说, 上帝被视为万福之源. 造

“福”字的中国古人, 在“福”字中启发我们后人, 要

敬畏和服事(祭祀)神, 才能得着真福气. 这样的信

仰与圣经的教导相符(参 申 11:26-29 记载“蒙神赐

福”和“被神咒诅”的选择).  
 

 

6)   祖   

 

 

 

 

                                                           
21  “示”是祭坛的象形文字, 古代的人接近祭坛, 是

要得到上帝的引领和神性的启示. 后来这个象形字的意

思引申为“启示”. 当用作部首时, 则代表“上帝”. 

“祖”乃“造物主是一切之始、本源所在的、事

物之创始者”之意.22 “祖”字在甲文是“土”与在

“土”字中的“二”之合字, 这“二”表示“许多”之

意. 故“土”与“二”之合意, 可直译为“叫许多物

种, 从土中而出的那一位造物主, 是一切的本

源, 万物之创始者”.  

 

“祖”字在金文与小篆都是“示”与“且”的合字. 

“示”即“神”, 而“且”字是“土”与在“土”字中的

“二”之合字. 故“示”与“且”的合意, 可直译为

“叫许多物种, 从土中而出的那一位造物主, 是

一切的本源, 造作万物万象的独一真神”. 

 

从“祖”字的直译得知, 中国古人知道人类与许多物

种都是上帝用土所造, 从土而出的. 吴安邦指出, 古

人造这“祖”字, 所指的本是“造化”万物的“祖”  —  

耶和华上帝, 而非“生肉身”的“祖”. 因此, 中国古代

的“祭祖”, 是祭祀这位皇天上帝, 也顺便“配祭”生

身的祖先的意思, 即所谓的“谛祭”. 

 

吴安邦写道: “这‘祭祖’的礼仪, 到了周朝, 因为实

施封建制度, 以至于只有帝王才能祭‘祖’  —  皇天

上帝, 其他的诸侯则祭山川、社稷, 配祭生身之

‘祖’, 而庶民(指非贵族阶层的平民)则只祭生身的

‘祖’, 导致绝大部分的人, 后来都只祭自己生身之

‘祖’, 而不再祭耶和华上帝这位真正的‘祖’了. 

 

“虽然如此, 中国 5 千年来的帝王, 每年都要到‘天

坛’去祭祀这位‘皇天上帝’, 这‘天坛’里, 没有任何

‘皇天上帝’的偶像, 只有一个牌子写着‘皇天上帝’

四个字而已. 这帝王的‘祭祖’, 才是华人正统的信

仰, 其他的佛教与道教才是‘外来’与‘后来’的信

仰.” (参《圣经揭开中国造字的秘密》, 第 32 页) 
 

 

7)   单  

“单”(繁体字: 單)乃“薄、弱、孤零、寂寞”之

意. “单”字在甲文与金文, 其文略同, 有者解作

“捕兽毕器”或“觯”之酒器. 不过, “单”字在小篆

是“二口”、“田”与“十”的合字. “十”字是“〡”

与“ー”的合字, “〡”会意是“从上到下”或“从天

                                                           
22   “祖”在《汉典》的其中一个字义是“初”(意: 开

始; 例: 鼻祖), 而“初”正是主耶稣的称号之一(启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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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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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地”, 所以“〡”与“ー”的合字, 可会意为“上下

切断”之意; “二口”可解作“二人”. 故“二人”、

“田”与“十”的合意, 可直译为“在田里的二口人, 

因上下切断, 样子很孤零寂寞”. 

 

从“单”字的直译, 令人好奇的是, 为什么“田里的二

口人会被切断而寂寞孤单”呢? 圣经在创世记 3:1-

24 解答了这个疑问. 神把始祖亚当和夏娃二人安

置在伊甸园中, 给他们自由享用园中所有的果子, 

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 但始祖二人吃了

禁果, 受了咒诅, 被赶出伊甸园. “耶和华神便打发

他出伊甸园去, 耕种他所自出之土”(创世记 3:23). 

 

自从始祖亚当与夏娃二人被赶出伊甸园后, 就住在

自己所耕种的田里, 从此与上帝隔绝不通 , 所以

“单”字上面有“二口”, 表示亚当与夏娃二人; 中间

的“田”字, 表示他们已不住在伊甸园, 而是住在自

己开垦的“田”地; 下面的“十”字, 就是“ = 在上的

神”与“ㄒ= 在下的人”, 因“罪”的缘故而被“切断隔

绝”了, 使神与人上下断绝“交通”, 正如歌罗西书

1:21 所说的: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

与他为敌.” 

 

人因没有上帝的同在, 就会感觉“空虚”与“孤零寂

寞”. 因此, 中国古人造了“孤零寂寞”的“单”字来记

载此事迹. 从此以后, 亚当和夏娃就要因罪而“担

当”起孤苦的罪果, 所以可能因为这缘故, 古人就以

“担”字之音来读“单”字.   
 

 

8)   惜   

“惜”乃“珍爱、顾怜”之意. “惜”字在小篆象形

“心”与“昔”的合字. “昔”乃“从前的、往古、往

昔”之意. “昔”字在甲文与金文都像“洪水”与

“日”的合字, 故其会意可直译为“从前洪水泛滥

的日子”. 因此, “心”与“昔”的合意可直译为“心

中怜爱心疼从前洪水泛滥的日子”. 

 

从以上“惜”字的直译得知, 这“惜”字是指古代中国

传说中的“洪水”而言. 圣经也论到洪水灭世, 人类

到了亚当的十世孙  —  挪亚那个时代, 已生养众多, 

但灵性道德极其败坏, 耶和华神(上帝)只好用“大

洪水”灭了那世代的人类, 只存留挪亚一家八口, 和

进入方舟里的活物. 

大洪水过后, 地逐渐干了. 挪亚出了方舟之后, 就拿

各类洁净的动物和鸟类, 献在坛上为燔祭. 创世记

8:21 记载: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

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也

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 因此, 中国古

人就造了“耶和华上帝疼惜珍爱世人, 及地上的活

物, 因而不再用洪水毁灭各种活物”的“惜”字, 来记

载当时耶和华神(上帝)怜惜的心情(注: 创 8:21 论

到神“心里说:  我不再…灭各种的活物了”).  
 

 

9)   同   

“同”乃“统一、彼此相近似、彼此相等、和平

相处、共同致力、聚在一处、共居、一律”之

意. “同”字在甲文和金文皆像“盘”与“口”的合

字. “盘”字可解作“天之下、大凡、在一个大区

域里”的意思; 而“口”字可解作“同一宗族、同

一语言、同一意见”. 所以“盘”与“口”的合意, 

可直译为“在一个共有的天之下, 大区域里共

居的人, 人们的宗族、语言都是一致的.” 

 

根据“同”字的直译, 我们得知这“同”字指的是一群

全都相同的人, 共居生活在一处, 且能彼此相通. 圣

经在创世记中告诉我们, 在上古时代, 洪水消退后, 

人类的第二次始祖  —  挪亚, 生了三个儿子  —  

闪、含、雅弗. 他们三人过后生养众多, 但都是同

住在一个地区, 并且使用同样的语言, “那时, 天下

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创世记 11:1). 由于这

些天下之人都同用一种语言, 都同有一个祖先  —  

挪亚, 因此中国古人就造了天之下的“同”字, 来记

载上述事迹.  
 

 

10)   区   

“区”(繁体字: 區)乃“宅、室、分隔、划分地

界、分别”之意. “区”字在甲文是“∟”与“品”的

合字. “品”字在甲文、金文与小篆都是“三个

口”. “品”乃“种类、性质、区划、同、齐”之意

(注: 象形文字“相同的二个”表示“多”的意思, 

而“相同的三个”通常则表示数字的“三”之意), 

故“品”字可解作“三个种类、性质各自都相同

之众者”之意, 而“∟”之文可解作“一个角落、

一个范围、一隅(角落)”之意. 因此, “∟”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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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意, 可直译为“三个种类、性质各自都相

同之众者, 分别聚集一个地域”. 

 

“区”字在金文, 其文可解作“三个相同种类, 又

不相同性质的众庶, 各自居地的某一角落”之

意; “区”字在小篆, 其文的直译与甲文的直译

相同(即强调三个种类、性质各自相同之众, 分

别聚在一个地域). 

 

从“区”字的直译得知, 这是个“物以类聚”的道理, 

但这“三”到底是指着“哪三样”东西? 答案可在圣经

里找到. 根据创世记第 10 章, 在洪水消退后, 人类

的第二次始祖  —  挪亚, 生了三个儿子  —  闪、

含、雅弗. 他们三人又开始生养众多, 但都是同住

在一个地区, 后来才各照自己的支派、宗族、方

言、居住地立国, 分开居住.  

 

按 创世记第 10 章记载, “挪亚的儿子闪、含、雅

弗的後代记在下面. 洪水以後, 他们都生了儿子. 雅
弗的儿子是歌篾、玛各、玛代… 这些人的後裔将

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宗族

立国”(1-5 节); “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

南… 这就是含的後裔, 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 所

住的地土、邦国”(6-20 节); “雅弗的哥哥闪, 是希

伯子孙之祖… 闪的儿子是以拦、亚述、亚法撒、

路德、亚兰… 这就是闪的子孙 , 各随他们的宗

族、方言, 所住的地土、邦国”(21-31 节) 第 32 节

总结道: “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 各随他们

的支派立国. 洪水以後, 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 

 

根据以上圣经的记载, 这“区”字的“三口”就是三个

祖先(闪、含、雅弗)所生出的三个种类、性质各

自都相同的群众, 而他们是居住在意谓“某个范围”

的“∟”或“ㄈ”里, 即地土、邦国或海岛之意. 因此, 

中国古人就造了这“区”字, 来记载这事迹. 吴安邦

指出, 由于他们“分地而居”, 就以“居”字的微变音

来读“区”字.  
 

 

11)   荒   

“荒”乃“废、芜、亡、空虚、迷乱”之意. “荒”

字在小篆是像“艸”、“亡”、“〣”的合字, “艸”

乃“草”之意, “亡”乃“流窜、逃走、死、灭”之

意. “〣”是指“三个人、事、物”之意, 可指“三

个方向”或“三群队”等. 这样的推测是出于“亡”

字的联想, 因为“流窜”(流放)与“逃往”有可能

分作“三个方向”或“三群队”.  

 

因此, “艸”、“亡”、“〣”的合字, 可直译为“人

们因为迷乱, 就分成三个群队, 往三个方向流

窜逃走, 不再返回, 所以原地就废弃不顾, 任其

杂草丛生了”. 

 

古人造字必是记载当时某件重大历史事件. 从“荒”

字的直译, 隐约可以晓得人们不知为了何故而迷乱, 

以至于成群结队地离开他们共同经营的地方. 但圣

经解开这谜. 创世记 11:1-9 记载, 挪亚的三个儿子

(闪、含、雅弗)生养众多, 他们往东迁移, 在“示

拿”(Shinar)地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他们商

量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来传扬他们的名, 免得他

们分散在全地上(这点违背了神要人类遍满全地的

意愿, 创世记 9:1). 

 

但耶和华神(上帝)从天降临,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

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

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 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
在全地上 ,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

思)”(创 11:7-9). 他们因此停工, 那城就被荒废了. 

因此, 古人就造了“三族群, 分作三路逃离”的“荒”

字, 来记载这事迹; 又因为语言突然不通, 人心都

“惶恐”起来, 所以就以“惶”字的微变音来读“荒”字.   
 

 

12)   来 

“来”(繁体字: 來)乃“还、返回、归服、去的对

称、未至之事”之意. “来”字从甲文、金文与小

篆之“文”, 古释字家皆解作有穗、茎、叶的

“麦”就叫做“来”. 但吴安邦认为, “来”字在金文

和小篆是“二人”和“一木”的合字, 可直译为“有

二人, 以后又返回一棵大树下”.  

 

从“来”字的直译反向思考, 显然是说“从前这二人

曾生活在这棵树下, 后来却离开这棵大树.” 创世记

第 2 至 3 章记载, 神曾吩咐二人, 即始祖亚当与夏

娃, 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他们二人却违背

神的命令, 吃了禁果而犯罪堕落, 结果被赶出伊甸

园, 远离那棵“生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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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10 期 (2016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吴安邦指出, 从此以后, 人类越来越堕落, 越来越远

离造他们的耶和华上帝. 这象形“来”字的那棵树, 

就是“生命树”, 而“二人”就是亚当和夏娃, 也代表

那些愿意归向耶和华上帝的亚当夏娃之后代. 

 

“由于上帝爱世上所有人,” 吴安邦写道, “先为亚

当、夏娃杀了动物, 流了动物的血, 用皮作衣服给

他们穿上, 遮盖他们的罪, 直等到上帝的独生子耶

稣基督来到世上, 在十字架上完成赦罪的救恩, 借

这十字架的救恩, 使信耶稣基督的世人之灵魂得救, 

再次回到上帝早已为‘信祂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所

预备好的乐园, 在生命树下, 吃着生命树的果子.” 

 

圣经最后一本书描述这幅蒙福的光景: “天使又指

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

树, 结十二样(或作: 回)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

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示录 22:1-2).  

 

这“生命树”就是慈爱的天父上帝, 要世人回“来”的

地方. 祂愿意所有人都归“来”, 进入新的伊甸园, 得

享这“一木”  —  生命树  —  的果子. 吴安邦总结道: 

“古人造‘来’字, 其所隐藏的意义, 与耶和华上帝写

在圣经里的旨意相同.”  

 

有者说, 繁体字的“來”是“三个人、一个十架”, 而

中间那人是被钉十架的主耶稣, 左右两人是与主耶

稣同钉十架的两个强盗. 这点也很有意义. 亲爱的

朋友, 你愿意“来”到十架前, 信靠那位为赎你罪而

被钉十架的主耶稣吗? 亲爱的朋友, 深愿你“来”.  

 

 

(D)  结语 

 中国文字的奥秘是超乎

众人所想象的, 而其中所蕴含

的, 更有关乎天上的真理, 即圣

经所启示的真理, 包括上帝为

人类预备的救赎和赎罪的真理

(例如与神的羔羊主耶稣有关

的汉字如  “祥”、“美”、“义”、“衣”、“达”、

“祭”、“牺”、“牲”等等). 因此, 钻研中国文字及甲

骨文长达 30 多年的学者朱天民指出, 汉代刘邦的

长子刘安在他所著的《淮南子》本经训篇, 为仓颉

作见证说: “昔日仓颉作书(意为造字)而天雨粟, 鬼

夜哭…”. 朱天民解释道: “由此, 可证古人们深明此

意, 而魔鬼也洞察甲骨文字中所隐含对他的不利而

战栗号哭.”23 

 

 总括而言, 从这三期《家信》所讨论的二

十八个汉字, 我们看见中国古人用象形会意及读音

来造字, 保留原始的历史痕迹, 再加上圣经创世记

的“诠释”, 我们才能正确地解析出这二十八个象形

文字的“历史真相”, 难怪有者表示, 圣经的创世记

可说是中国上古的“史记”. 简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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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汉字和其中的含意说明了中国古人

(华人祖先)是认识和敬拜那位在圣经中所说的上

帝, 所以今日的华人若信靠耶稣基督  —  那位创造

宇宙万物的主宰,24 即华人祖先所敬拜的造物主皇

天上帝25  —  那只不过是“认祖归宗”, 效法中华祖

先信奉那位在圣经中所说的上帝, 而非“信洋教”.  

 

我们将在下期的《家信》中探讨中华祖先

所谓的上帝, 特别是祂的自然属性 (例如上帝是自

主的、永恒的、不变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

的、无所不在的)和道德属性 (上帝是爱、是神圣

的、公义的、智慧的、信实的、良善的、慈悲怜

悯的、满有恩典的). 请勿错过.26 

                                                           
23   朱天民著, 《从圣经看甲骨文》(香港九龙: 道

声出版社, 2000 年), 第 6 页. 甲骨文的汉字隐含了上帝

救赎人类的信息, 这对魔鬼而言是极其不利的.  
24  圣经多处清楚表明主耶稣是万物的创造主, 例

如约翰福音 1:3 说: “万物是借着祂(主耶稣)造的; 凡被

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造的.” 歌罗西书 1:18 也说: 

“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 一概都是借着祂造的.” 
25   在中国古籍(古代书籍)中, “上帝”被提到过 175

次. 唐振基指出, “在大量查考古籍后, 我们确知中国古

人认知的‘上帝’或‘天’, 与圣经中唯一的真神上帝是一

致的, 和基督徒崇拜的上帝是同一位.” 备受尊崇的中国

古籍专家理雅各(James Legge)也说: “我们通过了解他

们所敬拜上帝的属性得出, 他们敬拜的上帝和我们敬拜

的是同一位.” 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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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6 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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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页(“皇”

字), 10 页(“天”字), 11 页(“上”字), 12 页(“帝”字), 30 页

(“福”字), 32 页(“祖”字), 171 页(“单”字), 308 页(“惜”字),  

368-369 页(“区”字), 373 页(“同”字), 390-391 页(“荒”字), 

42 页(“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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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特 博  (Lee Strobel) 

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九): 
挑战四: 基督信仰抄自民间信仰(中) 

 
编者注: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的真品, 必有模仿

伪造它的假货.” 以百元美钞为例, 虽然各

地警方严打伪钞, 但伪钞依然层出不穷, 而

且制作水准之高, 叫人目瞪口呆, 防不胜防. 

鉴证专家告诉我们: 识别伪钞的最有效方

法 , 不仅是辨认最新款的

伪钞  —  这固然重要, 但

更要紧的 , 是能够彻底认

清真钞的面目 , 如纸质、

油墨、纹理水印、特别记

认标志等. 简言之, 对真钞

认识够深 , 就容易看穿伪

钞, 不管假装得何等相似. 

 

基督信仰的护道学 (apologetics),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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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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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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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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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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in M. Yamau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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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

所言所行, 真的是抄袭

自异教之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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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找出真相 . 上期 , 

我们读到史特博采访

了一位钻研耶稣基督

复活之课题的专家李

康 纳 博 士 (Michael 

Licona). 本期, 他将采访著名权威学者兼考

古学家山内博士(Edwin M. Yamauchi, 下文

简称“山”),29 誓要查明真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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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内博士(Edwin M. Yamauchi)在美国麻省著名的布兰

代斯大学(或称“布兰迪斯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荣

获地中海研究博士学位 , 并在俄亥俄的迈阿密大学

(Miami University, Ohio)执教逾 35 年. 山内研读过 22

种语言, 包括: 亚甲文、亚兰文、希伯来文、希腊文、

科普特文、埃及文、叙利亚文、乌加列文(Ugaritic)、

曼达文(Mandaic)、中文等等. 他拥有 8 个院士衔, 发表

过逾 88 篇专文, 涉及密特拉斯膜拜(Mithraism)和诺斯

底主义(Gnosticism), 又刊登了近 200 篇学术文章及评

述. 他到过逾百所院校教学, 包括普林斯顿、耶鲁、芝

加哥等等, 参加过许多考古计划, 包括率先在耶路撒冷

发掘了希律圣殿. 山内的 17 本著作, 包括厚达 578 页的

权威著作《波斯与圣经》, 对密特拉斯教有颇详的论述. 

其他著作包括《希腊与巴比伦》、《诺斯底伦理与其

曼达派教义的根源》 (Gnostic Ethics and Mandaean 

Origins, 注: 曼达派是伊拉克的诺斯底教派)、《考古与

圣经》、《新约圣经考古学》、《初代基督教世

界》、《非洲与圣经》和《前基督教诺斯底主义》等.  

挑战四:  基督信仰(Christianity’s Beliefs)是从民

间信仰抄过来的 

 

(文接上期) 

(C) 抄袭的证据? 

有作者指出, 在基督信仰之前, 已有密特

拉斯 (另译“米思拉斯”或“密特拉”, Mithras / 

Mithra)在 12 月 25 日由童女产下之说. 密特拉斯

又是出色的游行讲道者, 有门徒十二人. 密特拉

斯也应许门徒不朽的生命. 太多的相似点不禁叫

人怀疑基督信仰是否抄袭自这古代神秘宗教
(mystery religion).  

 

有者甚至指出, 许多古代神秘宗教的神

衹皆与基督信仰有不少相似点, 只是这些神秘宗

教采用不同名称而已, 例如他在波斯被称为密特

拉斯(或称“密特拉”, Mithras / Mithra), 在许多神

秘宗教发源地的埃及, 他被称为奥西里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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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叫

塞拉皮斯(Serapis)等等.  

 

为了探求真相, 史

特博来到山内的府上. 山

内生于日本佛教家庭, 在

1952 年信主, 过后在学术

界声誉昭著. 对他仰慕有

嘉的同事形容他“孜孜不

断地考古发掘, 如沐春风

地教导学生, 饱览群书地

阅读, 钜细靡遗地研究, 源

源不绝地著述”. 有位作者

赞誉他“治学严谨, 对历史文献眼光尤其独到”. 

得奖的历史学者保罗·梅耶(另译 “迈尔”, Paul 

Maier)认为山内列举的证据“清晰合理、扎实有

力”, 又说: “不论历史学或神学吹什么风, 山内一

针见血的文章总可以拨乱反正.” 史特博所处理

的课题, 正需要像山内这样有真知灼见之人. 

 

史: “先讲讲神秘宗教的一些背景好吗? 是何时

兴起的? 有何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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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Reitzenstein 

 
Sir James Frazer 

山: “其实都是地中海东岸发源的, 在罗马帝国

初期最为兴旺. 这些宗教为关系紧密的社

群带来得救的承诺. 之所以称为神秘宗教, 

乃因入教者都得严守秘密; 各派都有自己

的圣礼、筵席、圣所.” 

史: “最古老的是哪一派?” 

山: “最古老的是主前 800 到 500 年间敬拜‘得

墨忒耳’(Demeter, 或译“底米丢”)的依洛西

斯派(Eleusinian cult). 那是希腊古代时期. 

最晚的是帝国后期至为盛行的密特拉斯派

(另译“米思拉斯派”, Mithras), 拜的是波斯

神. 其他则为西布莉派(另译“西贝儿派”, 

Cybele)、阿提斯派(Attis), 在第一世纪中

后期之前, 跟从者全是非罗马籍的.” 

史: “有没有宗教与种植时节紧扣一起的?” 

山: “有啊, 许多都有这种联系.” 

史: “有人指耶稣(基督)复活之说源于生殖神祇

敬拜, 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是谁?” 

山: “在学术圈内, 最先提倡此说的是‘宗教历

史派’(德文是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schule, 

意即 History of Religions School), 此派在

19、20 世纪之交兴起, 第一个提出的学者

是芮兹斯坦(Richard Reitzenstein), 他的德

文著作在 1910 年出

版, 1978 年译为英文. 

他以为基督之死与密

特拉杀公牛之举有异

曲同工之妙, 但这种

不顾时空、穿凿附会

的讲法 (anachronistic 

use of source, 指时代

误植的做法, 即错误

地把不同时代的事物

当作同样时代的事物去处理), 受到卡斯

坦·哥尔普(Carsten Colpe)等人大力抨击. 

 

 “在坊间推广此说的, 是弗雷泽(或译“傅理

沙”, Sir James Frazer)于 1906 年出版的

《金枝》(The Golden Bough). 弗雷泽把埃

及的奥西里斯(Osiris)、叙利亚的阿多尼斯

(Adonis)、小亚细亚的阿提斯(Attis)、米所

波大米的塔模斯(Tammuz of Mesopotamia)

逐一评说, 然后下结论说: 几个信仰都有一

位死而复活的生殖之神. 可惜的是, 弗雷泽

的立论从误解证据而来, 可是他的思想迅

速渗入民间. 到了 1930 年代, 三位甚具影

响力的法国学者, 都说基督信仰受了希腊

神秘宗教影响而产生.” 

 

 山内拿起自己撰

写的一篇文章, 引述了一

段话: “其中一位学者说, 

‘基督与奥西里斯、阿提

斯、密特拉斯一样, 是一

位“救世的神明” … 也像

阿多尼斯、奥西里斯、

阿提斯那样死于非命, 也

像他们那样死而复生.’ ” 

 

史: “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认为坊间作者

东拉西扯炮制了‘子虚乌有的普世性神秘

宗教出来… 保罗时代不可能有这种信仰.’ 

你同意他的讲法吗?” 

山: “嗯, 认为有此宗教的看法虽然曾经颇为普

遍, 但细察根源之后, 再也没有人持这看法

了, 因为各个宗教差距甚大. 到了 20 世纪

中, 学者已确定上述著作在征引来源上(指

引用事实或言论、著作为根据)难以令人

满意. 结论因此流于粗浅. 其实在学术界, 

此说早已‘盖棺入土’(指这看法已被普遍弃

绝, 不再被人使用了), 只是近年坊间又有

人‘借尸还魂’而已.” 

 

 山内的评语叫史特博想起已故学者纳什

(Ronald H. Nash)的一席话. 纳什是备受敬重的教

授, 著作逾 30 本, 其中一本是《福音与希腊人》, 

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大概在 1890 到 1940 年间, 

学者惯于假设原始基督信仰深受柏拉图主义

(Platonism)、斯多葛哲学(或译“斯多亚哲学”, 

Stoicism)、异教神秘宗教、希腊思潮的影响. 其

后, 不少有分量的书籍和文章大力反驳此说, 希

腊学者与古典学者才收敛起来, 不再说基督信仰

是希腊文化影响下的产品. 到了今天, 圣经学者

已认为这是个不须再讨论的题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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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H. Nash 

 
Franz Cumont 

 纳什也因为有人竟然把已经作废的理论

再拿出来而深感叹息. 他说新版教科书和坊间书

籍越来越爱“把几十年前已

作古的指称和论据再掘出

来”, 并传播“片面(偏向一面)

而错误的言论”, 无视“有分

量的学术见解”  —  纵使这

些见解早已刊登, 且有力地

驳倒那些歪论. 事实上, “指

称基督信仰深受异教影响, 

试图因此削弱基督信仰独有

上帝启示之说, 一旦面对全盘证据, 必然立刻应

声倒下, 无法立足.” 史特博接下来要讨论的密特

拉斯教(或译“密特拉教”, Mithraism), 就有上述

情况. 

 

(D) 密特拉斯教与基督信仰 

史特博向山内请教有关

密特拉斯这门神秘宗教. 为保

沟通无误, 他请山内简介一下

密特拉斯教的信仰.  

 

山: “密特拉斯教是罗马的神秘宗教, 其信徒以

军人和商人为主. 在第 2世纪时, 及第 2世

纪以后, 一度成为基督信仰的劲敌. 入教者

全是男人 , 纵然我的学生约拿单 · 大卫

(Jonathan David)近来发表一篇论文说入教

者也有女人. 教徒聚集地点叫‘密特拉洞’ 

(mithraeum), 当中放置密特拉杀牛的塑像.” 

史: “有关密特拉斯教的资料有多少?” 

山: “教内文本不多, 有的

多是壁画与铸刻, 还有

第三者的评述  —  来

自新柏拉图主义者

(neo-Platonists)的评述, 

也有来自基督徒的. 对

今天的人来说, 有关密

特拉斯教的看法, 主要

出自比利时(Belgium)

学 者 顾 蒙 特 (Franz 

Cumont)之手, 他的名著《密特拉之谜》在

1903 年出版  —  宗教历史学派就是根据这

本书推测基督信仰在孕育期内深受密特拉

斯教影响. 其实, 顾蒙特的见解后来已证实

全属无稽之谈! 1970 年代的德黑兰(Tehran, 

伊 朗 首 都 )‘ 第 二 届 密 特 拉 斯 研 讨

会’(Second Mithraic Congress)上, 学者们群

起攻之.” 

 

山内从桌上的文件推内翻出一张照片 , 

是伊朗皇后与学者们的大合照, 背景是巍峨的建

筑物. 史特博匆匆一瞥, 看到站在前排的山内. 

 

山: “研讨会论文汇编共有两大册. 英国的戈登

(另译 “哥顿”, Richard Gordon)与部分学者

指出, 顾蒙特的立论没有根据. 经学者分析, 

到了今天, 顾蒙特论点的所有要点都被否

定了. 密特拉斯虽然是从主前 14 世纪已有

的波斯神祇, 但密特拉斯教在西方的影响

却是很晚的事, 而不是如顾蒙特所说对基

督信仰的起源深具影响.” 

 

这是很关键的判断, ‘抄袭说’似乎无法成

立了. 但史特博还想知道更多, 便继续追问. 

 

史: “密特拉斯教何时传入西方?” 

山:  “密特拉斯教在罗马首次获得公开承认, 可

追溯到主后 66 年亚美尼亚王(Armenia)提

利达铁斯(另译“提利达蒂斯”, Tiridates)官

式到访. 据闻他参见尼禄(Nero, 罗马皇帝)

时说: ‘我的神啊, 我来朝见你, 如同朝拜密

特拉斯.’ 而较早提到密特拉斯的记载, 与

基利家(另译“西利西亚”, Cilicia, 小亚细亚

东南部的古地名)一群海盗有关, 他们也拜

密特拉斯… 不过, 这不等于说密特拉斯早

以神秘宗教形式存在. 

 

 “密特拉斯以神秘宗教形式出现, 最早要到

主后 90 年  —  斯塔提乌斯(或译“斯达蒂乌

斯”, Statius, 古罗马诗人)的诗中提到这名

号. 主后 79 年, 庞贝城(Pompeii, 意大利南

部古城)毁于维苏威火山(Vesuvius)爆发, 但

城内并无密特拉斯庙. 西方最早有关密特

拉斯的刻字见于主后 101 年罗马皇帝图拉

真(emperor Trajan)年间的提督(prefect)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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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Gary Lease 

像上, 这雕像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最早的密

特拉斯庙, 迟至主后 2 世纪初才有. 同期的

刻字有好几处, 但绝大部分在主后 140 年

之后. 我们有关密特拉斯教的大部分资料, 

都是主后 2、3、4 世纪的. 这都是声称‘密

特拉斯教影响基督信仰’之说基本上最错

误的地方.”  

史: “因为时序不对.” 

山: “说得对.”  

 

山内边说边捡起沉甸甸的《波斯与圣

经》, 翻到论述戈登(Gordon)的一页. 戈登是英

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资

深院士, 出版了不少历史与

考古的专书. 戈登把密特拉

斯神秘宗教肇始日期定于哈

德良(Hadrian, 罗马皇帝)年

间, 即主后 117-138 年, 甚或

是 庇 乌 ( 另 译  “ 庇 护 ”, 

Antoninus Pius, 罗马皇帝)年

间, 即主后 138-161 年. 戈登又说: “认为西方的

密特拉斯教在二世纪中叶才出现之说, 是合理

的.”(编者注: 密特拉斯教早在公元前[主前]在东

方古波斯开始, 却是迟至主后第二世纪才在西方

的罗马出现和发展)  

 

山 内 过 后 拿 起 《 密 特 拉 斯 学 报 》

(Mithras)一篇文章. 这学报是 1974 年伊朗学者

开会后创办的 . 他念出牛津学者雅诺特 (E. J. 

Yarnold)的话: “以往历史学者一窝蜂考究基督信

仰如何把密特拉斯教及别的神秘宗教搬字过纸

(指抄袭这些神秘宗教)的热忱已经沉寂了.” 

 

山: “诚如纳什与其他著名

学者的结论: 按照时序

先后, 基督信仰的主要

信仰不可能从密特拉斯

教搬过来…. 新约正典

尘埃落定之日, 密特拉

斯教才含苞待放, 当然

来不及影响第一世纪基

督信仰的发展.” 

 

山内意犹未尽, 继续拿出一大堆重要学

者的专文专书, 来支持这说法. 柏林自由大学

(Free University in Berlin)古代史教授克劳斯

(Manfred Clauss)在《密特拉斯教在罗马》(The 

Roman Cult of Mithras)一书中说: “将密特拉斯

神秘宗教视为 ‘基督信仰先驱 ’(fore-runner of 

Christianity)是无稽之谈!” 帕特森(L. Patterson)在

他那本由剑桥大学出版的《密特拉斯教与基督

信仰》(Mithraism and Christianity)书中总结说: 

“这两个宗教信仰, 不论在起源与发展上, 都没有

直接的关联.” 

 

美国圣克劳兹 (Santa Cruz) 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宗教系教授利斯(或译

“李斯”, Gary Lease)多年来

出任北美宗教学会执行秘书, 

他在专文中指出哈纳克(另

译 “ 哈 奈 克 ”, 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诺克

(Arthur Darby Nock)、布兰

登(S. G. F. Brandon)、贺理

第(William R. Halliday)、本

茨(另译“宾兹”, Ernst Benz)

等著名学者都不认为密特拉斯教与基督信仰“有

任何互相影响或移花接木的痕迹”.  

 

李斯是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

的博士, 又是母校贾迪尼文化宗教理论讲座教授
(Romano Guardini Chair for Theory of Culture and 

Religion). 他还有话说: “近一百年锲而不舍的研

究, 终于得出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 就是密特拉

斯教与基督信仰对彼此的发展存亡均无明显或

直接影响. 各按其明显的起源来说, 两者各有信

仰与习俗, 完全无须互相参照.”  

 

(E) 密特拉斯与耶稣基督 

史特博评述道: “证据确凿了! 只消看清

楚密特拉斯教在西方兴起的日子, 指称基督信仰

抄袭之说便不攻自破. 可是坊间作者如丹·布朗

之流仍然要指两者相仿之处甚多! 基督信仰难

脱抄袭之嫌, 又当如何定夺?” 史特博急不及待

要听山内的高见. 他拿出一张清单, 把坊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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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耶稣基督与密特拉斯相似之处都列出来, 请

山内逐一评述. 

 

史:  “第一, 坊间作者说密特拉斯为童女所生. 

密特拉斯教也这样说吗?” 

山: “非也. 断不是这样. 他是石头生的.” 

史: “石头?” 

山: “对. 密特拉斯一出生就是成人, 赤条条的, 

只戴一顶头巾, 手持匕首和火炬. 另一版本

则是石头喷出火舌, 或者他手持地球.” 

史: “除非人把石头当童女, 不然密特拉斯跟耶

稣基督就不一样了.” 

山: “完全正确.” 

史: “那也就是说, 他并非生在石窟中, 这一点

与基督信仰的耶稣基督不一样, 虽然有作

者以此为相似点.” 

山: “不错, 密特拉斯礼拜的地点都造成石窟的

模样. 利斯讲述密特拉斯教与基督信仰异

同的一章, 特别探讨了这一点.” 

 

史特博后来翻查了利斯的著作. 李斯指

出重要的一点: 新约圣经完全没说过耶稣生在石

窟里, 此说乃是源于第二世纪的《巴拿巴书信》. 

二世纪的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指密特拉

斯窟是魔鬼的模仿之作, 抄袭耶稣生于石窟的传

说. 李斯认为本茨(Ernst Benz)“有力地证明这个

基督信仰之传说根本与(源于波斯的)密特拉斯

教无关, 而是源于巴勒斯坦本土古老传统, 当地

的神龛全探用石窟的格式”. 李斯自己的结论是: 

“毫无疑问, 这个基督信仰之传说不是根据密特

拉斯教演变出来的.” 

 

史:  “第三个相似点, 是耶稣基督与密特拉斯同

日出生, 都在 12 月 25 日. 

山: “才不是!” 

史: “什么?” 

山: “耶稣基督生在哪一日, 根本无人知道. 基

督徒最早庆祝圣诞的日子是在 1 月 6 日, 

至今东正教仍以这一日为圣诞日. 当然, 12

月 25 日较接近冬至, 奥雷连皇帝(或译“奥

利流皇帝”, emperor Aurelian)定这一天为

太阳殿的献殿日, 称太阳神为‘无敌太阳’. 

密特拉斯与太阳神关系密切, 有雕刻显示

他们握手  —  这就是密特拉斯与 12 月 25

日扯上关系的来由.  

史: “这一天什么时候变成圣诞节呢?” 

山: “ 好像是在主后 336 年 , 即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离世前的一年. 君士坦丁是第

一位信奉基督的罗马皇帝, 我们知道他本

来拜太阳神, 也知道他颁令把主日定为官

方假期(虽然基督徒当时已经习惯在当天

庆祝基督的复活). 由此推测, 君士坦丁可

能颁令以 12 月 25 日为圣诞日. 自古以来, 

信主的皇帝和教皇都宁愿把异教节期转为

基督徒的节期, 而不予以取缔.” 

史: “第四个相似点, 是说密特拉斯带着十二门

徒四处讲道, 这又怎么解释?” 

山: “没有这样的事! 他是所谓的神祇, 不是教

师啊. ” 

史: “第五点是, 密特拉斯承诺赐人不朽的生

命.” 

山: “可以说, 几乎所有宗教都包含这种盼望. 

这不足为怪.” 

史: “第六点呢? 有说密特拉斯为了世人得平安

而牺牲自己.” 

山: “那是移花接木, 硬把基督信仰的真理塞进

去. 密特拉斯没有舍生, 却只是杀了一只公

牛为祭.” 

史:  “第七点  —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  密特

拉斯被埋在坟墓里, 三天后复活. 这有实据

吗?” 

山: “我们对密特拉斯的死一无所知. 石碑虽多, 

文本的证据(特指书卷抄本)却几乎没有, 因

为它是秘传宗教. 无论如何, 按我所知, 没

有一处现存的经文提到密特拉斯的死和复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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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特博过后写道: “事实上, 戈登在《希

罗世界的形像》一书中指出: ‘密特拉斯根本没

有死过  —  既然没有死过, 又何来复活?” 由此

可见, 密特拉斯死而复活的传说极可能是后人加

插进去的, 而非密特拉斯教原本的教义. 

 

史:  “第八点 , 密特拉斯被奉为 ‘好牧人、道

路、真理、生命、真道、救赎主、救

主’...” 

山: “也都是移花接木.” 

史: “第九点, 密特拉斯教也有圣餐.” 

山: “聚餐是所有信仰团体都有的事. 值得注意

的是 , 基督徒护道士 ( 或译 “护教士 ”, 

apologists)如游斯丁(Justin Martyr)、特土

良(Tertullian), 都点出密特拉斯教的聚餐与

基督信仰的圣餐(指主的晚餐)相似之处. 但

也要记住的是, 他们是二世纪的人, 而当时

圣餐已经成为既定的圣礼. 他们也曾指责

密特拉斯教的圣餐是撒但的仿制品(模仿

基督徒的圣餐). 显而易见的, 基督徒的圣

餐是根据逾越节的筵席(这两者之间有密

切关系 , 但性质上却不全然相同 , 编者

按),30 与秘传宗教完全扯不上关系.”   

                                                           
30   这两者之间有密切关系, 因为在逾越节被宰杀

的羔羊其实是预表那位被钉死在十架上的 “神的羔

羊”(约 1:29)  —  主耶稣基督(林前 5:7: “因为我们逾越

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但必须注意的是, 这

两者在性质上并不全然相同, 因为逾越节是为犹太人设

立的, 属于旧约礼仪; 主的晚餐(圣餐)是为基督徒(即犹

太人和外邦人一同组成的召会)而设的, 属于新约圣礼.  

山内引述克劳斯的《罗马的密特拉斯膜

拜》: “密特拉斯教的筵席, 是仿照他杀牛成功后, 

在天上与太阳神一同登上战车前所办的庆功宴  

—  这顿‘神功宴’充其量是一顿普通的饮宴而已, 

这样的‘圣餐’是一般宗教团体的交谊活动, 纯粹

联络感情而已.”  

 

牛津学者雅诺特指顾蒙特用基督信仰的

术语去描述密特拉斯教的礼仪  —  特别是以圣

餐称呼他们的聚餐  —  “已被视为误导, 甚至是

有歹意”. 李斯也同意两者根本没有关联, 并强调

“所有资料都无法叫我们接受基督信仰的圣餐来

自密特拉斯教的讲法; 反之亦然.” 他指出圣餐

“源于犹太人的逾越节, 并具体地追忆耶稣基督

死前的言行”(特指 路 22:19-20 中主耶稣所行所

言), 而密特拉斯教的聚餐则“源于波斯的拜火

教”. 结论是: “两者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史特博过后写道, “许多作者群起攻击基

督信仰, 指责它是抄袭者, 但在仔细诘问之下, 立

时销声匿迹! 不过, 还有悬而未决的一点: 密特

拉斯教的血腥礼仪, 是否启发了使徒保罗的教义  

—  人要凭耶稣基督的流血才可以蒙救赎?” 以

下就要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F) 公牛的血 

法国神学家莱斯(Alfred Loisy)循着芮兹

斯坦(Richard Reitzenstein)的讲法, 宣称“凭借耶

稣的血”得救的基督信仰乃是源于密特拉斯教的

宰 牛 礼 (taurobolium). 

他引述罗马书 6 章的保

罗名句“受洗归入基督

耶稣, 就是受洗归入祂

的死”为根据. 为了加强

论据, 莱斯还引用一个

宰牛礼的铭刻片语“为

永恒再生”, 指出这是与

基督信仰重生观互相呼应的.  

 

史:  “请你讲解一下他在《波斯与圣经》中有

关宰牛礼的描述.” 

山: “密特拉斯教徒只在非常罕有的情况下, 才

参与宰牛礼的, 而这礼源于阿提斯(Attis)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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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ter Wagner 

 
Ernest Renan 

 
Payam Nabarz 

拜. 做法是把入教者放在洞里, 然后把公牛

放在一个架上, 架放在洞上, 把牛杀死, 所

流的血把洞里的人通身淋透. 这是相当难

忘的礼仪吧! 类似的比较, 最不堪一击的地

方, 又是在于时间问题. 究竟谁先谁后? 人

们引用资料, 总是搞错了时间.” 

史: “宰牛礼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山: “最早在主后 2 世纪才出现.” 

 

山内示意史特博看他引述瑞士学者瓦格纳

(或译“华格纳”, Gunter Wagner)的一段话: “关于

阿提斯膜拜的宰牛礼的最早

记载 , 见于庇乌 (Antoninus 

Pius)年间, 即主后 160 年. 按

照现有资料, 这礼仪要到第三

世纪才被用作个人的圣礼; 而

以之为‘重生之礼’, 则更迟至

四世纪末, 而且并不普及.” 

  

山: “因此, 基督信仰的救赎论

根本就不会受它影响.” 

史: “那句‘为永恒再生’又作何

解?”  

山: “这个倒是颇有趣的. 那句

话的年期是主后 375 年, 

而同期的刻文提及那个礼

仪的法力只有 20 年. 普林

斯 顿 神 学 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梅茨格教授(Bruce Metzger)认

为, 密特拉斯教受基督信仰所影响, 即是说, 

它的永生观念来自基督信仰, 换言之, 密特

拉斯教的那个礼仪本来只得 20 年有效期, 

是在主后 4 世纪之后才变成永远有效.” 

 

 史特博评述道: “扎实的学术研究, 把指

控逐一击破. 基督信仰的主要教义没有一样是抄

袭过来的. 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作者为何那么

不负责任, 甚至满怀恶意, 作出不实的指控呢?” 

史特博想进一步听取山内的见解. 

 

史: “基督信仰到底有没有抄袭密特拉斯教? 按

你所见的证据, 有没有?” 

山: “根本没有! 两者要到主后第 2 世纪或更后, 

才互相角力. 有时候, 基督徒的教堂与密特

拉斯的庙宇互相毗邻, 但到基督信仰成为

国教之后, 基督徒有时会拆除密特拉斯的

庙宇.” 

史: “拿伯兹(Payam Nabarz)在《密特拉斯之

谜》中引述历史学者约瑟·勒南(另译“雷

南 ”, Joseph Renan) 说 : 

‘如果基督信仰发展期

间染上绝症 (意即假如

基督信仰在发展期间停

顿下来, 甚至被灭绝, 从

世上消失的话), 世界将

是密特拉斯教的天下 .’ 

请问这话当真?” 

山: “首先, 他把人名搞错了, 

说那话的不是约瑟·勒南(Joseph Renan), 而

是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一个反天

主教的法国学者 , 著有煽情的《耶稣生

平》(Vie de Jesus, 或作

Life of Jesus, 1863 年出

版). 史怀哲在批判那些

自由主义学者 (liberal 

scholars)所写有关耶稣

生平的著作时, 也曾提

及欧内斯特·勒南和他

所著的《耶稣生平》.”  

 

山内列举更多贬抑勒南的资料, 譬如牛

津大学出版、载有尼尔(Stephen Neill)及赖特

(Tom Wright)评语的书说: “勒南以花言巧语替

代真知灼见… 号称从事历史工作, 却不对耶稣

生平的历史问题作出认真严谨的探索查考.” 

 

山: “可以说, 150 年前的勒南作品毫无查考价

值! 他对密特拉斯教知道得很少, 我们今天

所知可算是多得很了. 可惜不知就里的人, 

今日仍然引述勒南的这句话, 实在匪夷所

思.” 

史: “拿伯兹还说: ‘基督信仰把对手密特拉斯

教的教义吸纳了, 结果基督信仰和密特拉

斯教的原本教义均早衰失效. 基督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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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和平之信息(如基督所传的), 不幸地被

密特拉斯教的好战精神抵消了’. 你对这讲

法有何见解?” 

山: “拿伯兹是密特拉斯教的‘苦行僧’(Dervish, 

可指神秘主义派的高级成员), 又是‘金曦道

术会’(Golden Dawn Occult Society)的祭司

(Druid, 编者注: ‘Druid’[德鲁伊特]一词可

指担任祭司、教师、法官, 或巫师、占卜

者等的学识之士). 他虽然从牛津大学荣获

博士学位, 但那是在科学方面; 换言之, 在

评议基督信仰的历史方面, 他缺乏历史学

家的资格与可信度. 此外, 根本没有证据显

示第一世纪的基督信仰曾受密特拉斯教所

影响. 教父们  —  从游斯丁到特土良  —  

不仅没有吸收密特拉斯教的教义, 反而斥

责它是撒但的仿制品! 有些学者以为在很

晚的时期, 基督信仰有意无意地习染了其

他东西, 这也许是事实, 但论到重要教义, 

基督信仰丝毫不受其影响.” 

 

雅诺特根据这样的思路指出, 四世纪信

徒以特别仪式与撒但绝交, 这仪式可能是受到密

特拉斯教的做法所影响, 但这仪式过后已经不再

采用. 他警告说, 千万不可凭着零碎的密特拉斯

教资料作出太多臆测, 牵强地将之与基督信仰扯

上关系. 他评论说: “近代的密特拉斯学者, 太容

易在全无实据之下, 急于抓住那无法支持其立论

的一根水草.” 

 

至于其他所谓“死而复活”的古代神衹又

如何呢? 基督信仰是否抄袭自它们? 让我们在下

期继续山内博士对这方面的客观分析.31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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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密特拉斯教(Mithraism)是否可以证明基

督信仰并非原创, 而是抄袭的成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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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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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反对基督信仰的批评者, 认为基督信

仰的教义并非来自神的启示, 而是来源于异教教义. 

有关太阳神密特拉斯的传说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宣

称密特拉斯与耶稣有太多的相似处, 多得让人们很

难相信这些都是巧合. 

 

密特拉斯教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主要宗教之

一, 它起源于古代波斯的光明与智慧之神. 密特拉

斯崇拜曾广泛流传于古罗马, 在军队中尤为突出. 

密特拉斯是战争、正义、信仰与契约之神. 有者声

称, 根据密特拉斯教的教义, 他被称作圣子, 由童女

所生, 有自己的信徒, 在十字架上受难, 受难后三日

死而复生, 为人类的罪恶赎罪, 并最终回到天堂. 因

此, 那些批评者认为基督教借用了密特拉斯教的教

义. 但是这是否是事实呢? 这能证明基督信仰借用

了密特拉斯教的教义, 从而发扬它的理论? [注: 山

内博士(Edwin M. Yamauchi)在上文已提出强有力

的证据, 证实上述许多所谓的“相似处”并非事实, 

请读者细读上文的论据] 

 

首先, 基督信仰不需要任何外来教义来构

建它的教义. 基督信仰中所有关于基督的基本教义

都能在旧约中找到,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耶稣是

圣子的预言(亚 12:10), 祂是由童女所生(赛 7:14), 

祂在十字架上受难(诗 16:10), 信徒能因信得生(哈

2:4). 福音书的作者们也是这些神迹的目击者(或是

根据目击者的陈述, 例如马可与路加), 他们精确的

描述了耶稣基督的生活. 因此, 他们所做的就是记

录耶稣的教导以及主耶稣行过的神迹、祂的死亡

以及之后的荣耀复活. 换句话说, 他们记录历史和

事实, 所以并不需要编造谎言或是借用其他教义. 

 

考虑到那个时期的农耕文化, 宗教主题之

间毫无疑问存在着相似之处. 请记得, 在一个以农

业为基础的社会中, 例如古地中海地区的人民, 毫

无疑问会衍生那些与当时背景相同的神学主题, 例

如生命、死亡, 以及在庄稼、牲畜与人当中发现与

复活相关的现象. 当这些自然发生的事件被细心观

察, 当人们创造与大自然相关的神衹时, 类似宗教

主题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 任何阅读过

旧约的人都会发现神改变了犹太历史, 就如有关神

迹与预言的记载. 再加上令人难以置信的考古证据

证明了旧约中记载的城市和事件, 你就会认为旧约

如实的记录了历史而非编造的神话, 更进一步说, 

新约的主题延续了旧约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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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圣经中的主题在旧约圣经中早有记

载，如下表所显示的： 

  

主题 
旧约中 

相关的内容 

新约中与耶稣基督 

有关的记录 

耶稣在 

神的左边 
诗 110:1 

太 26:64; 徒 7:55-60; 

弗 1:20 

以血赎罪 利 17:11 来 9:22 

耶稣是 

神的儿子 
诗 2:7 徒 13:33; 来 1:5 

在十字架 

上受难 

诗 22:11-18; 

亚 12:10 
路 23:33-38 

神永恒 

的儿子 
弥 5:1-2; 诗 2:7 来 1:5; 5:5 

神在 

众人之中 
赛 9:6; 40:3 

约 1:1, 14; 20:28; 西

2:9; 太 3:3 

神的化身 

1) 出 3:14; 

2) 诗 45:6; 赛 9:6; 

亚 12:10 

1) 约 8:58; 1:1,14, 

2) 来 1:8; 西 2:9; 来
1:1-3 

唯一的儿子 
创 22:2. 参 

Typology 
约 3:16; 来 11:7 

耶稣的复活 
诗 16:9-10; 49:15; 

赛 26:19 
约 2:19-21 

耶稣归来 亚 14:1-5; 弥 1:3-4 
太 16:27-28; 徒 1:11, 

3:20 

赎罪祭 出 30:10; 利 4:3 
罗 8:3; 来

10:18; 13:11 

圣子 诗 2:7 约 5:18 

替世人赎罪 
赛 53:6-12; ；利

6:4-10,21 

太 20:28; 彼前

2:24; 林后 5:21；彼

前 3:18 

被童女所生 赛 7:14 太 1:25 

  

就像你所看到的那样, 除了旧约以外, 基督

信仰的作者无需借用任何其他教义来构建有关耶

稣基督的基督信仰教义. 若说异教的起源早于基督

信仰, 而基督信仰的确是借用了它们的教义, 那么

异教教义也应当借鉴了犹太教的教义, 因为后者的

历史比前者更悠久. 考虑到基督信仰教义的主题都

能在旧约中发现, 并且旧约起始于主前 2000 年, 完

成于主前 400 年. 为此, 我们便可合理推论说, 这些

异教教义借用了犹太教中引用旧约的那些教义; 

例如, 关于以血赎罪的概念是创世纪前第 3 章中就

已提出了, 即神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

穿, 并预言了弥赛亚(女人的后裔)的到来. 

 

此外, 新约中记载耶稣事迹的作者都是犹

太人(或是在犹太人的指引下), 他们只信正统的宗

教, 对异教极为不屑. 如果旧约中提到的弥赛亚, 在

圣经经文中被参杂了异教教义, 这必被他们看作是

对信仰的亵渎. 再者, 因为他们记录耶稣, 他们记下

耶稣的教导: 真理、爱、诚实、正直等. 那么为什

么他们要撒谎来编造一个故事, 使他们自己遭受迫

害、困苦、嘲弄、逮捕、鞭打和死亡呢? 

 

密特拉斯教的教义充其量只是与基督信仰

(以及犹太教)的教义有些相似的主题, 那些新约及

旧约中都包含的主题. 更有可能的是, 当密特拉斯

教逐渐发展时, 它便开始吸收基督信仰的教义。 

 

有关早期基督徒的教义借用与密特拉斯教

的教义的指控已被否定了. 密特拉斯教没有任何有

关它信奉的神灵死亡以及复活的概念, 至少在它早

期时是这样, 更何况, 密特拉斯教大体上是一个在

军队中传播的异教. 因此, 人们应该对它的历史资

料与真相持有怀疑的态度. 

 

尽管有证据表明, 密特拉斯教的教义包含

重生复活的概念, 但它们都产生于基督信仰之后, 

最早可以追溯到主后 2 世纪末期. 换言之, 更有可

能的是, 随着基督信仰在主后一、二世纪时的广泛

传播, 其他宗教也开始借鉴和引用基督徒教义中的

部分作为它们的教导.  

 

总括而言, 尽管基督信仰与密特拉斯的教

义有许多相似之处, 令批评者们认为是其中一个借

用了另外一个的教义. 无论如何, 考虑到犹太新约

作者(如彼得、约翰、保罗、雅各、犹大等)对异

教的蔑视, 以及旧约中早已包含了新约有关耶稣基

督的主题, 可能性与可信度更高的推论是: 不是基

督信仰抄袭自密特拉斯教, 而是密特拉斯教为了使

其广为流传, 借鉴或抄袭了基督信仰的教义.32 

                                                           
32   上 文 改 编 自  http://jgospel.net/faith/christian-

apologetics/密特拉教是否可以证明基督教不是真

的.c11055.aspx ; 也请读者阅读以下两个有关密特拉斯

的背景和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1893.htm ; 

以及 http://mb-soft.com/believe/tchm/mithrais.htm . 

http://jgospel.net/faith/christian-apologetics/密特拉教是否可以证明基督教不是真的.c11055.aspx
http://jgospel.net/faith/christian-apologetics/密特拉教是否可以证明基督教不是真的.c11055.aspx
http://jgospel.net/faith/christian-apologetics/密特拉教是否可以证明基督教不是真的.c11055.aspx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1893.htm
http://mb-soft.com/believe/tchm/mithrai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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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之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七) :  

人能写出无误的圣经吗?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序言 

 在 19 世纪末期, 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华

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 1851-1921)特别强

调“圣经无误”(inerrancy)之教

义, 以对抗院内自由派神学

同仁以高等批判的理论来质

疑圣经. 从那时候起, “圣经

无 谬 误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33便

成为近代圣经学者所争议的

议题之一, 也是所有信徒应

该正确理解的圣经观. 让我们再次声明, 今日

若要表明正确的圣经观, 我们必须采纳雷历

(Charles C. Ryrie)所使用的字眼, 来形容圣经

为“字句、完全、可靠、无误及不受限制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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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imited inspiration!).3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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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默示”在希腊文为 theopneustos {G:2315}, 英

文译为“灵感”(KJV: inspiration), 整本新约圣经只用过

一次. 在中文圣经, “神所默示的”这一短语在希腊原文

圣经中只有一个字, 即 theopneustos . 此希腊字在新约

圣经中仅用过这一次 (提后 3:16), 并且是一个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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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吹气”在圣经

针对这点, 殷保罗(Paul P. Enns)提醒我

们今日必须使用这些重要字眼, 因为有些人虽

然承认或保留了 “默示 ”(inspiration) 、 “可

靠”(infallible)、“无误”(inerrant)的字眼, 仍然

不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35 但事实上, 圣经是每

个字、每一句、完完全全的无误可靠. 本期, 

让我们正视另一个关乎圣经无谬误的问题: 人

能写出无误的圣经吗?  

 

 

(B)    人的罪性、语言及文化的束缚 

有一种反对“圣经无误”之教义的观点

是: 圣经是透过有限的罪人之手写出来的; 人

的语言和文字是有限的; 人的思想是在特定文

化的束缚之下的, 因此, 人记录下来有关神的

启示  —  圣经  —  是不可能没有错误的. 换言

之, 因着人的罪性、人的语言和文化的束缚, 

人所写下或记录的圣经是不可能无误的. 故此, 

我们在本文中将从这三方面予以回应. 

  

(B.1)   神的默示和人的罪性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但却是透过人所写

下的. 圣经的神性作者(divine Author)  —  神  

—  是绝对无误的; 但圣经的人性作者(human 

author)却不然, 因他们也是有软弱, 甚至会跌

倒犯罪的人. 举几个例子, 摩西是神忠心的仆

人, 但有一次因着以色列人怨声载道, 摩西一

气之下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吩咐磐石流出水来, 

反倒用杖击打磐石. 这次的失误导致他不能与

以色列人一同进入迦南美地(民 20 章). 此外, 

大卫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徒 13:22), 但仍然

犯了淫乱和杀人的罪(撒下 11 至 12 章). 新约

的作者们也不例外, 使徒彼得曾三次不认主

(太 26 章). 使徒保罗也承认自己并非完全人,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提前 1:15).  

                                                                                               
中象征神大能的行动(撒下 2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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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Paul Enns, 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 1989), 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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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这点, 埃里克森(或译“艾瑞克森”, 

Millard J. Erickson)指出, 按照圣经的记载, 默

示是圣灵在圣经写作过程中的特定工作,36 而

不是圣经的作者们一生都具有的能力. 换言之, 

即使圣经的人性作者们都有瑕疵, 但当圣灵在

他们身上产生控制性的影响时, 就能确保他们

准确无误地写出神要他们写的话.  

 

里程贴切指出, 圣

灵如何在人身上产生控

制性的影响, 仍是一个奥

秘, 但其影响的结果却是

人们能够看见的. 不仅神

的先知常常在圣灵的感

动下传扬神的话语, 连假

先知巴兰在圣灵的控制

下, 也会不由自主地为以

色列人祝福(参见 民数记 22-24 章). 神既能使

用巴兰准确地宣讲祂的旨意, 当然更可以使圣

经的作者所写的书卷无误地传达祂的话语. 

 

一个类比的例子, 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集“神人二性”于一身, 却

没有罪(来 4:15; 7:26). 有者认为马利亚是无罪

的“圣母”, 但这是违反圣经的教导. 我们承认

马利亚是一个敬畏神的女人, 值得信徒的敬重, 

但圣经教导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

耀”(罗 3:23); 换言之, 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除了集“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 包括马利亚, 

而马利亚自己也承认神是她的“救主”(路 1:46-

47, 注: 这暗示她自己也是个需要“救主”的罪

人). 既然圣灵能借马利亚有罪的血肉之躯, 生

出完美、无罪的耶稣基督, 圣灵也完全能借着

                                                           
36   “圣经的默示”是指圣灵对圣经的作者们施行超

然的影响, 使他们的作品成为神启示的忠实记录, 或使

他们所写的真实地成为神的话语. 彼后 1:20-21 强调圣

经的作者们受神(圣灵)的默示, 而 提后 3:16 则强调他们

所写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前者强调圣经的作者, 后者

强调他们的作品, 因此, 默示对圣经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都具有属神的影响力. 

不完美、有罪的圣经作者们, 写出准确、无误

的神的话来.37     

 

(B.2)   神的默示和人的语言 

 里程指出, 从圣经的启示来看, 神一直

在使用“语言”. 语言不仅是神的位格之间(圣

父、圣子、圣灵之间)交流的工具(创 1:26), 神

在创造中一直在“说话”(参 创世记第一章 10

次的“神说”),38 而且亚当被造后, 神立即教他

说话 . 克斯坦斯(或译“卡斯丹斯”, Arthur C. 

Custance)指出, 创世记中关于创造的记录, 提

供了有关人类语言起源的环境、内容和结果

的解释, 其中, “命名”的观念频频出现: 

 

神希望告诉亚当的, 有关第一个字的

意义和普通现象的名称, 讲得颇为详细. 

这样, 天有了名字, 地也有了名字, 在创

世记 1:1 的一般称谓之外, 加上了特有

的意义. 神好像这么说: “现在我告诉你

这些现象: 以后我们要称头上的那个

为‘天’, 你脚所踏的为‘地’, 有光的叫

‘白天’, 黑暗的叫‘晚上’, 这水叫‘海’, 这

层空气叫‘穹苍’, 我们还要给河流、

日、月、星辰起名字.” … 然后亚当领

受了自己的名字,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建立了参考架构之后, 亚当可以自说自

话了. … 他替每个带

到他面前的动物命名, 

根据自己的反应和该

动物与他的关系命名. 

 

 命名是很有学问

的, 名字是一个事物的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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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63 页. 
38   创世记第 1 章在希伯来原文的圣经中共出现

10 次的“神说”(英文圣经 KJV 将这 10 次译作“and God 

said”), 即第 3, 6, 9, 11, 14, 20, 24, 26, 28, 29 节. 注: 中文

圣经《和合本》在第 28 节里没有译出“神”字, 但在希

伯来原文和英文都有“神说”这一词语(可直译为: “神就

赐福给他们, 神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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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目的之象征, 这点可以从亚当给夏娃命名

的事上反映出来: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

来的”(创 2:23);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

为她是众生之母”(创 3:20). 亚当知道他与‘女

人’(希伯来文: ’ishsha ̂h {H:802} )的关系密切, 

因为她是从‘男人’(希伯来文: ’ı̂ysh {H:376} )身

上取出来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 人类为何具有

语言的能力? 第二, 人类的语言能够准确无误

地传达神的启示吗? 第

一个问题的答案与人的

被造特征有关 . 里程指

出 , 作为按神的形像和

样 式 受 造 的 活 物 ( 创

1:26), 语言是人类特征

的一部分 . 语言的产生

是因为神赐人以理性的

能力、先天的范畴和天

生的观念, 这是人讲话和思想的先决条件. 巴

刻(James I. Packer)也指出, 关键的事实是受造

的人有神的形像, 神使他成为语言的使用者, 

以便能够接受神语言的沟通, 并用祷告和赞美

来回应神. 总之, 作为神的形像之一, 人类的语

言能力是与生俱来的.39 

 

 第二, 按圣经的教导, 人类的语言能够

准确无误地传达和记录神的启示或信息. 希伯

来书的作者开宗明义道: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

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祂

儿子晓谕我们”(来 1:1-2). 这里所谓的“众先知”, 

                                                           
39   众所周知, 语言是需要学习的. 然而, 学者们发

现, 语言的掌握虽需要学习, 但语言的能力(概念和认知

能力)却是天生的, 换言之, 这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是神

所赐的. “原始人”的语言相当复杂, 甚至比近代语言还

复杂. 最落后的人类语言也有 5 千个以上的字汇. 语言

不只是语音, 它与概念和逻辑(思考)是密不可分的. 概念

和逻辑属于先天的范畴, 不是从自然或经验得来的, 所

以人类语言不是进化来的.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 第 269 页. 

实质上与旧约圣经几乎同义. “晓谕”的方法是

多种多样的, 其中之一就是语言(以文载道). 旧

约先知经常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此外, 神也“借着祂儿子晓谕我们”. 主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祂本身就是真理, 也用

人的语言宣讲天国的道理和属神的真理. 事实

上, 祂用人的语言说的话, 就是神的启示, 是永

不改变的真理. 主耶稣说: “天地要废去, 我的

话却不能废去”(太 24:35). 因此, 主耶稣的例子

就是人类语言能准确无误地传递神启示的确

凿证据. 

 

 不仅这样, 主耶稣也表明新旧约圣经的

文字记载, 就是神自己的说话. 举个例子, 创世

记 2:24 记载: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

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但主耶稣把这句话说

成是神的启示、神自己说的话, 因主耶稣曾回

答法利赛人说: “那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即创造男人女人的神说): ‘因此, 人要

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

们没有念过吗?” 再举一例, 当彼得承认主耶稣

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时, 主耶稣立刻对

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

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

的”(太 16:16-17). 显然, 主耶稣毫不犹豫地肯

定, 彼得用人的语言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天父的

指示. 

 

 简之, 人类语言能准确无误地传达神的

启示或信息, 已是确凿的事实. 至于说, 有限的

人类语言如何能准确无误地传达无限之神的

启示, 并将之用文字书写下来(此乃默示之意), 

仍然是一个奥秘, 正如无限之神的儿子(主耶稣)

如何能成为一个有限之人一样. 对于这奥秘, 

神要我们采取的正确态度是: “隐秘的事是属

耶和华我们神的; 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

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

话”(申 29:29).40 

                                                           
40   同上引, 第 269-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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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神的默示和人的文化 

 有人问道: “圣经中充满了犹太文化, 而

文化是局限和多变的; 有限和相对的犹太文化

能够充分、无误地传递神那无限和绝对的启

示吗?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能够”! 我们可从

几方面来阐明这个答案. 

 

 首先 , 神的话语

和人的文化是密不可分

的. 兰姆(Bernard Ramm, 

1916-1992)给文化下的

定义是: “所谓‘文化’, 我

们是指一个家族、民

族、国家借以存在的一

切方法、风俗、习惯、工具、建筑、制度等

等.” 神的特殊启示和话语是借着人类的某些

语言(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传递, 以某

种事件、场景和人物为脉络的. 由此可见, 神

的启示不能脱离文化形式而独立, 否则, 神的

话语无法使人理解. 

 

第二, 即使圣经印上了犹太文化的特别

印记, 但神就是透过这文化更清楚地表达祂所

要人类明白的信息; 例如: 守逾越节可说是犹

太人的宗教与文化, 但透过逾越节被杀的羔羊, 

我们更明白“神的羔羊”主耶稣死在十架的目

的(约 1:29; 林前 5:7).41 此外, 神也透过犹太人

献祭的“流血文化”, 更清楚表达主耶稣为世人

“流血赎罪”的真理. 

 

针对此事, 华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 

1851-1921)曾形像地谈到这一点. 有人如此形

容说, 当光照进教堂的窗户时, 被它所透过的

彩色玻璃染上了颜色; 同样, 任何神的话经过

人的脑子后, 也会被人性所污染, 使之不再是

神纯净的话. 但华菲德反问道: “如果教堂的彩

色玻璃是建筑师设计的, 就是为了使光透过时, 

                                                           
41  约 1:29: “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哪, 神的羔羊, 除去(或作: 背负)世人罪孽的!’ ”; 林前

5:7: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准确地得到(展现)他要的色泽和强度,42 你该

如何想呢? 如果神给祂的子民的言语是被神所

规范的, 是准确地借着祂所造成的、合格的人

传递出来的, 你又如何想呢?”  

 

换言之, 那创造人的全能之神, 难道不

能保守祂的众先知或众仆人(特指圣经作者们)

准确无误地透过犹太文化来传达神的信息吗? 

全能的创造主当然能!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这一点就保证了作者在圣灵的感动和引领下

(彼后 1:21), 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神的信息. 

 

第三, 神的启示和话语是在文化形式之

内, 并且借文化形式传给人的, 但这并不意味

着神的启示和话语一定会受到文化的制约和

限制. 兰姆指出: “数学所使用的记号和象征, 

是全世界学者所共同接受的. 这些记号和象征

完全超越了文化, 它所代表的真理, 无论放在

什么样的文化中都不改变.” 数学尚能如此, 何

况神的启示和话语呢!  

 

 里程写道: “虽然神所启示的原则的表

现形式可能因文化而异, 但原则本身是不变的. 

文化、历史的处境变幻无定, 但圣经启示的普

世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 比如 , 神的永恒、无

限、圣洁、慈爱、公义, 耶稣基督的神人二

性、受难、复活、升天和将要再来, 神的救赎

和‘因信称义’等等, 都是圣经所启示的超越文

化的普世和永恒的真理.”43  

 

 

(C)    结语 

兰姆、华菲德等人的评述, 或许给人一

种印象, 似乎他们不注重学术研究的解释, 而

是在说教. 里程评论道: “其实, 他们并非在说

                                                           
42   意即如果建筑师想要这光透过某部分的玻璃时

反映出红色, 另一部分反映出绿色, 难道他不可以安装

红色和绿色的玻璃而得到他所想要的颜色吗? 当然能! 

同样道理, 创造万物的神能超然地掌控和规范祂子民以

色列人的言语, 使之准确地传递出祂想要传达的真理.   
43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273-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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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Kennedy 

 
古腾堡和他所发明的印

刷机(最先用来印刷圣经) 

教, 而是对全能神的信心. 神的启示是给全人

类的; 神的启示又只有借着特定的文化形式才

能被人理解和被人传扬; 神当然有能力使在犹

太文化形式中的圣经具有超越人类文化的特

征, 否则神的启示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这里

所谓“预期的目的”是指神的启示和救赎至终

是要给全人类, 而非只给犹太人而已. 神在新

约使用希腊文作为新约圣经的语言, 就是为要

达到这“预期的目的”, 因为希腊文是当时世界

最普遍使用的语言, 可说是第一世纪国际流行

的标准语言, 故此能达到把基督的福音和真理

“传到万邦”的目的[路 24:47], 编者按).”44 

 

甘雅各(James Kennedy)

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

在他们所合著的《如果没有

圣经 ? 》 (What If the Bible 

Had Never Been Written?)一

书中指出, 自德国金匠古腾堡
(Johannes Gutenberg, 1398-

1468)发明印刷术以来, 在过去

5 百年里, 圣经已被翻译

成 2,123 种语言和方言; 

在 1994-1995 年度, 单

单 圣 经 公 会 就 售 出

1,770 万本全本圣经(新

旧约圣经), 2,700 万本

部分圣经, 以及 4 亿 5

千 2 百万圣经选录本, 

遍及世界两百个国家, 这

不包括其他出版公司出版

的. 这只是一个机构一年

的销售量, 何况圣经已发

行了近一、两千年了 . 45 

没有任何书可与之相比! 

这些都是圣经超越人类文

化的确据.   (文接下期) 

                                                           
44   同上引, 第 278 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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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页. 

附录: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

语. 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

示, “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 

“可靠”(或译“无谬”, 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

作没有错误, 也不会误导人, 是完全可靠的引

导.46 简之, “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 而“无谬”

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 《芝加哥圣

经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

的话, 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 理当是绝对无谬

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 ‘无谬’(可

靠, 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 也不被人

误导’的特性, 所以, 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

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

的真理. ‘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 它表明‘毫

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 所以, 此词保证‘圣经所

有的声言叙述, 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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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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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6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75 页. 
47   同上引, 第 84-85 页.  
48   同上引, 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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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历程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 

 

神的引导（一） 
  
编者注: 无可否认, 在升学、求职、寻找伴侣, 以

及各种事奉上, 我们都需要神的引导. 但我们

常听信徒问道: “我如何知道神的旨意? 神会怎

样的引导我?” 诚然, 这是所有信徒所该清楚晓

得的事. 因此, 从本期开始, 我们将刊登一系列

有关“神的引导”之文章, 为信徒发蒙解惑. 
 

 

(A) 蒙神引导的条件 

请注意! 若要接收到神的引导(guidance, 

或译“引领、指导、指引”), 最重要的因素是个

人的属灵状况. 请留意以下经文:  

 

1) “至于我 , 耶和华

在路上引领我 ” 

(创 24:27). 

2) “祂必按公平引领
谦卑人, 将祂的道

教 训 他 们 ”( 诗
25:9). 

3)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

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 祂必

指引你的路”(箴 3:5-6). 

4) “所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
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悅

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
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

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悅的旨
意”(罗 12:1-2). 

 

这些经文都表明你的心灵必须靠近神, 

你的灵耳才听得见神那“微小的声音”(参 王上

19:12). 神把耶稣基督的启示(指《启示录》中

的各种启示)赐给那靠着耶稣胸怀的门徒  —  

约翰(启 1:1; 约 13:25). 谁住在基督里, 神就向

他指示祂的思念和旨意. 

 

(B) 蒙神引导的步骤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套计

划, 我们不必费尽苦思, 靠自己为自己筹划. 我

们应该做的, 是要找出神对我们自己的计划是

什么, 然后全心全力去靠主为主实践. 以下是

一些重要的步骤:  

 

1) 热切渴望知道神的旨意: 祂的旨意不会向

那些在属灵方面没有诚意的人显明. 只在

表面上有兴趣知道, 却不认真寻求神旨意

的人, 是难以获得神的引导. 

2) 承认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 “耶和华啊, 我

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也不能

定自己的脚步”(耶 10:23). 正如 箴 3:5 所说, 

我们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3) 全心相信主会显露祂的旨意: 要全心相信

主会向你显露祂的旨意, 因为祂已经应许

这样做.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 听从

祂仆人之话的? 这人行在暗中, 没有亮光. 

当倚靠耶和华的名 , 仗赖自己的神”(赛

50:10). 神为你预备的, 是你无法预期的. 祂

能给你的, 是远超你可想像得到的. 

4) 毫无保留地献上你自己: 保罗在 罗 12:1-2

说: “将身体(意即全人)献上, 当作活祭”. 这

表示放下己意, 完全臣服于主. 做到“没有

保留、没有退缩、没有后悔”. 这使你合乎

主用, 处于适合领受神引导的状态.  

5) 立刻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当你发觉自己犯

了罪, 便需要马上认罪(约壹 1:9). 这保持你

时常洁净. 你既是洁净的, 神必按着祂的应

许向你传达祂的意旨. 

6) 不断祈求神的指引: “耶和华啊, 求祢将祢

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

坦的路”(诗 27:11). 在重大事情上, 向神祈

求两个或三个人印证祂的指引(太 18:16), 

这样便不怕会看错了神的指示.  

7) 多阅读和默想神的话语: 保持自己常在準

备接受神的指示的状态. “袮的话是我脚前

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诗 119:105).  

8) 多收集资料以作参考: 如果有多个不同的

方案, 尽量为每一个方案多取资料. 拥有的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1 

   

《家信》: 第 110 期 (2016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资料越多, 就越容易得主的引导. 在纸张上

列出正反意见, 可有助你找出值得你关注

的东西. 

9) 寻求属灵长者的意见: 寻求长老或其他你

所尊重的信徒的意见, 不要专问那些很会

说顺你心意的话之人. 

10) 不要给自己编造指引: 不倚靠神的带领, 自

行编造指引, 结果自食其果, 这就犹如以赛

亚所说的: 倚靠自己所点的火, 结局是悲惨

的, “凡你们点火, 用火把围绕自己的, 可以

行在你们的火焰里, 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 

这是我手所定的 : 你们必躺在悲惨之

中”(赛 50:11).49 

11) 愿意等待神的时间: 这常常是整个过程中

最困难的部份. 要等待直到指引变得明确. 

如果你等得不耐烦了, 请记得我们的主耶

稣在拿撒勒也等了 30 年. “信靠的人必不

着急”(赛 28:16). 神很少急促行事, 而如果

你信靠祂, 你也不会急促.” 

 

司可福(或译“斯科菲

尔德”, C. I. Scofield, 1843-

1921, 美国神学家)说过: “信

心就是肯定神必会清楚说话, 

好让等待中的孩子听见. 我

们的本分就是静静地等待 , 

直到有确切的指示.” 

 

如果你祷告后却没有指示下来, 就是神

叫你留在那里. 没有前进的讯号, 就是停留的

讯号, 就像 出 40:36 记载以色列人跟着云柱行

动, 也跟着云柱停步. 

                                                           
49   赛 50:10-11 描述两类人: 第一类的人(第 10 节)

是倚靠耶和华行事的人. 他们坦白承认自己需要引导. 

神给他们的建议是: 倚靠耶和华的名, 仰赖神本身, 这样

就必得着亮光. 第二类的人(第 11 节)是那些试图自行编

造引导, 不觉得需要神指引的人. 主必叫他们躺在悲惨

之中. 卫斯理(John Wesley)对这节的注释是: 你拒绝神

给你的亮光, 要倚靠自己的发明(inventions)来得着安适

与安全. “行”(walk) - 指用你最大努力去倚靠这些计谋

或方法(devices)来得安慰, 其结果是: 除了烦恼和悲痛, 

你一无所获. 

等待指引时, 也要继续事奉. “凡你手所

当做的事, 要尽力去做”(传 9:10). 桑德斯(J. 

Oswald Sanders)说道: “紧守岗位是我们的责

任. 这个简单的指示其实就是生活中大部份时

间最好的指示.” 

 

(C) 神引导人的方式 

神如何引导我们呢? 我们现在要处理这

个问题. 以下六点值得留意: 

 

1) 神用圣经的经文来引导: 神常以圣经引导. 

祂的旨意都已记载于这一本神圣的经书内. 

祂的引导绝对不会跟祂的话语互相矛盾或

抵触. 反之, 祂经常是通过某段或某节圣经

的经文来向人说话. 当你阅读祂的话语, 你

可能会读到恰好与你的遭遇有关的经文, 

仿佛正是神亲口对你说一样. 对其他人来

说, 那段经文好像不怎么样, 但对你来说, 

那正是主给你的明确旨意. 

 

2) 神透过别人的建议来引导: 神也通过別人

的建议作出指导. “你要听劝教, 受训诲, 使

你终久有智慧”(箴 19:20). 通常, 最好的建

议来自属神的人. 但你也不排除一个还未

得救的人, 在不知道你在寻找指导的情况

下, 可能会说出适切的忠告, 为你解困. 不

过, 也让我提醒你, 当神呼召一个人, 往往

也另外有声音浇冷水. 当神呼召板球冠军  

—  施达德(Charles T. Studd, 1860-1931, 英

国著名板球员, 后来成为传道人, 曾到中国

宣道), 他的一些朋友发着牢骚说: “你简直

是疯了 , 竟然放弃板

球当宣道士(传教士)

去了?” 也有话说: “难

道你不能等你退出板

球事业后才去吗 ?” 

“难道你无法以板球

员的身分为神作工吗? 

为什么要到一个甚至

从未听过板球的地方

做宣道士?” 如果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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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神跟你说话, 你会对以上种种危言不

屑一顧, 置之不理. 

 

3) 神透过奇妙巧合来引导: 神有时也会通过

奇妙的巧合来说话, 例如来得正合时宜的

一封信件或一个电话. 

 

4) 神透过内住的圣灵来引导: 祂还可以通过

你内住的圣灵来见证或说话. 祂可以在你

的思想、你的情绪、你的意志方面动工, 

让你确信你已知道祂的旨意. 如果指引来

自“自我”的思绪, 就必须格外小心(提防那

是出于肉体的欲望). 但事实上, 神确能通

过塑造我们的思想、愿望和使命来传达祂

的旨意, “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

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3). 还

有一点, 有者说: “不是出于平安的行为, 是

愚蠢的行为.” (编者注: 因为若我们行在神

的旨意当中, 圣灵就会赐给我们内心的平

安; 若我们要行某事而心中感到非常不平

安, 那很可能是圣灵在动工, 提示我们不要

做那件事, 所以我们必须谨慎明察) 

 

5) 神借着障碍来引导: 留心！主也会以障碍

作引导.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太一带地方. 到

了每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 耶

稣的灵却不许”(徒 16:7). 那是什么引导? 

那是以拦阻作引导, 那是以禁止作指导, 那

是以关门来开导. 那就像一个“不可前进”

的路标, 约束了使徒的行动, 使他们不致走

入错误的道路. “主的使者站在路上, 成为

拦路者”, 拦阻他们前进; 他们的使命好像

暗中受到阻挠, 事实上却是神在引领他们

走入正确的道路. 我需要强调这事, 神有时

会以“反对”或“拒绝”来领导我们. 紧闭的

大门是祂的旨意, 我们试图闯过去, 但圣灵

却拦阻和限制我们. 

 

6) 神借着基督的榜样来引导: 最后, 祂也可以

用基督的榜样作引导. 如果换作是主耶稣, 

祂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 ? 桑德斯 (J. 

Oswald Sanders)说道: “神绝不会引导我们

作任何不符合基督的本质和教训的行为.” 

 

有些顽固的人反覆地

挑战神的指示 , 要效仿  士

6:37 中基甸所做的. 他们祈求

神借着满足他们设下的一些

条件来引导他们, 像基甸以羊

毛实验来印证神的意旨一样, 

但这点难免有点风险. 然而, 

如果一个人顺服神的旨意, 又

真心诚意地这样做, 我想神也不会吝啬, 相信

祂会宽容我们的软弱, 为我们赐下明确的印证. 

 

有一位年长传道人这样提醒年轻人 : 

“要在祭物上浇水”. 那是因为想到以利亚, 当

他正要叫火从天而降时, 他先后三次吩咐他的

人, 把四桶水浇在祭物和柴枝上, 使“祭物绝对

不可能意外地燃烧起来”. 以利亚没有留下半

点这方面的可能性, 为要让人看到火从天降燃

烧祭物时, 完全是出

于耶和华的作为. 因

此, 在寻求神的引导

时 , 我们应该安排 , 

使之只可能是出于

神的作为.  

 

神的引导有时是很清晰的, 有时却不然. 

神的领导是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步来, 循序渐

进的, 不会过早让你知道整个结局. 不过, 有一

点是我确信的, 就是那些渴望得神指引的人, 

从来没有最终落空而回的. 有些人以为神的旨

意是危险的、不愉快的, 或是我们不想做的事, 

但事实上, 神的旨意是善良美好的、是可喜悦

的、是完美纯全的(罗 12:2).50  

                                                           
50   上文改编自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著, 李

伟亭、刘宪民、姚光贤合译的《跟随祂的脚踪行  —  

门徒指南》(The Disciple’s Manual), 第 263-270 页. 除

了少许修饰, 上文尽量保留译者的译文, 但另作分段、

加入标题和一些经文出处, 以方便读者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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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 

 

以斯帖: 
她的名字和预表 

她的角色和预备 
 
(A) 以斯帖的名字和预表 (斯 2:7-17) 

(A.1)   以斯帖的名字 

当圣经以斯帖记 2:7 介绍以斯帖时, 我

们发现她的希伯来名字是哈大沙(Hadassah), 

意思是“番石榴”(myrtle, 尼 8:15; 注: myrtle 也

可译作“香桃木”). 以斯帖(Esther)一名则是波

斯文, 是“星”(star)的意思; 此名看来与外邦神

衹有关, 而哈大沙则突出一缕的预言. 番石榴

(或作“香桃木”)51是卑微的长青灌木, 其叶含有

医治功能. 在先知书里有关番石榴的经文表明

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恢复之恩, 把咒诅完全除去

(赛 41:19; 55:13; 亚 1:8,10-11; 编译者注: 以斯

帖在很多方面可预表神给以色列的恩典). 当

我们思想以斯帖记所记载的背景和结局时, 上

述有关番石榴所象征的意义是多么鼓舞人心! 

 

在以斯帖记还未解释犹太人受逼迫和

被拯救的细节之前, 我们能有这样的把握  —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 4:32). 每一件事都

在祂的允许下才会发生, 没有一事会令祂吃惊! 

感谢神, 虽然这世界的“哈曼”(代表那些敌对神

百姓的人)来来往往, 但我们的主依然存在, 永

远长存(来 1:12; 13:8).  

 

(A.2)   以斯帖的预表 

以斯帖自小失去父母, 所以由末底改收

她为养女, 把她抚养长大(斯 2:7). 与第一章的

女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相比的话, 以斯帖可

算是蒙恩宠的, 因她有末底改(以斯帖的叔叔

                                                           
51   香桃木由于含桃金娘烯醇, 有强烈的杀菌效果, 

药用价值较高, 对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疗效较好, 还有

镇静、安眠作用.http://www.baike.com/wiki/香桃木 . 

或堂兄)作她的“养父”(民 11:12; 赛 49:23;52 比

较 出 22:22; 诗 27:10; 103:13; 146:9). 以斯帖

不仅有美丽的名  —  哈大沙, 她本身更是清秀

美丽, 如经上所说: “这女子又容貌俊美”(斯

2:7). 这岂不是以色列的预表吗? 按神的理想, 

以色列是“俊美的”, 实际情况却是“一名孤儿”! 

 

以斯帖被拣选, 成为替代王后瓦实提之

位的候选人之一. 她隐藏自己的犹太籍身份, 

直到适当的时机才表露身份(斯 7:4). 最终, 以

斯帖在众少女当中脱颖而出, 被立为王后, 替

代被王废去的瓦实提(斯 2:17). 虽然此书没有

提到主耶和华一名, 但显然是祂在背后安排一

切环境, 为祂的百姓带来救恩.  

 

简之, 以斯帖

记 为 神 的 眷 顾

(providence)作了强

有力的见证. 虽然此

书没有清楚表明祂

的同在(presence, 注: 

此书没有出现“耶和华”或“神”之类的字眼), 但

我们清楚看到祂的能力(power), 因为所有事件

都受到祂的掌控, 并按照祂的旨意(purpose)发

展. 祂虽静默(silent), 却不缺席(absent)! 即使从

以斯帖的希伯来名字里  —  哈大沙(注: 哈大

沙意即番石榴, 表明神对以色列的恢复之恩, 

把咒诅完全除去), 我们也能获得暗示, 知道神

已安排好解决法案, 预备了王后以斯帖去解决

将要发生的大问题(比较 彼前 1:20).53 

 

(B) 以斯帖的角色和预备 (斯 4:1-17) 

当神要拯救祂的百姓脱离恶人哈曼的

计谋时(注: 哈曼设计灭绝犹太民族), 祂按自己

                                                           
52  民 11:12: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吃

奶的孩子”; 赛 49:22-23: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向列国

举手… 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 将你的众女肩上

扛来 . 列王必作你的养父；王后必作你的乳母”; 出

22:22: “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 
53   彼前 1:20: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http://www.baike.com/wiki/香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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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哈曼最终被吊死在自

己所立的木头上 (斯 7:9-10) 

的旨意使用王后以斯帖, 解救犹太人. 以斯帖

本身虽是犹太人, 却被神高举到重要的地位

(作波斯帝国的王后), 成为神所拣选的器皿, 要

为受到威胁的犹太百姓代求, 为他们解危. 

 

 (B.1)   扮演重要的角色 

借着神所安排的环境, 以斯帖被立为波

斯帝国的王后(斯 2:17). 在神的主权安排下, 祂

使用高位者成就祂的旨意 (比较  赛 44:28; 

45:1). 神可以使用那些更

有权位的人去执行祂的

计划(林前 1:26-29). 在以

斯帖时代 , 神用以斯帖  

—  一个能够进到当代最

有权势之人(波斯王)面前

的女人. 不过, 当主耶稣

来到世上时, 却成为卑微

的人(路 1:26-27; 52; 为叫更多卑微者能与祂

亲近, 编译者按). 因此, 无论是处在高位或地

位的人, 神都能按自己的心意, 准备使用他们. 

 

(B.2)   神所拣选的器皿 

以斯帖成为神所拣选的器皿, 去成就神

主权的计划. 在神所安排的一连串事件中, 她

成为重要的一环(比较 徒 9:10). 推翻哈曼的恶

谋和拯救她的百姓之重任, 落在她的手中. 借

着不断从末底改得着支持, 这些目的都被实现

了. 末底改说得好: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斯 4:14)54 这一节简洁

地表明犹太人的困境, 全能神之手的监督, 并

透过以斯帖愿意成为神的器皿而带来的救恩. 

我是否准备好遵行祂的旨意?   

  

(B.3)   到王面前的过程 

 当我们要向万王之王祷告时, 我们可从

王后以斯帖进到王面前的方式和过程, 学习到

许多宝贵功课.  

 

                                                           
54   斯 4:14: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必从别处

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

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1) 个人的洁净(Personal Purification): 这不是

短时间内就完成的事. 它需要 12 个月的时

间(斯 2:12 记载: “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

十二个月: 六个月用没药油, 六个月用香料

和洁身之物. 满了日期, 然後挨次进去见亚

哈随鲁王”). 

2) 忍耐的等待(Patience): 经过 7 年的统治期, 

“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约主前 478 年]… 

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斯 2:16; 编译者注: 

斯 1:3,19 记载亚哈随鲁王“在位第三年”[约

主前 483 年]废掉王后瓦实提, 过后才选新

王后. 按照历史记录的推算, 亚哈随鲁王于

主前 480 年领军入侵希腊, 回国后才选王

后, 因此, 以斯帖入宫见王[主前 478 年]之

前, 她很可能等了一、两年的时间). 

3) 危险的处境(Perilous Situation): 在高位之

处常有敌人(即有两个太监要谋杀王 , 斯

2:21; 比较 弗 6:12), 还有出现在 斯 3:1 的

恶人哈曼(此人过后设计要屠杀各省的犹

太人, 斯 3:12-15). 

4) 先做好准备(Preparation): 在进到王面前以

先, 以斯帖请书珊城所有犹太人为她禁食

三天三夜, 恳切祈求神的带领, 保守她进到

王面前时不至于被杀, 能在王面前蒙恩(斯
4:5,8,16). 

5) 进到王面前(Presentation): 以斯帖进到王宫

的内院, 对殿站立. 亚哈随鲁王在殿里坐在

宝座上, 对着殿门, 见到以斯帖之后, 便施

恩给她(斯 5:1-2). 她服从王的旨意(斯 5:4,8; 

7:3; 8:5; 编译者注: 以斯帖三次说: “王若以

为美…”, 表明她

以王的心意为重; 

这也是我们对万

王之王主耶稣当

有的态度), 结果

扭转乾坤 , 挫败

了哈曼的恶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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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19-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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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学堂                       微光 

 

传福音(一): 
传福音的益处、方式与原则 

  
编译者注:  在 19 和 20 世纪的奉主名聚会当中, 神

兴起了许多满有能力的传道人, 传讲宣扬神的

真道. 今天, 召会的讲台迫切需要更多这样的

传道人, 但正如我们前辈所提醒的: “要学讲道, 

先从传福音开始 .” 因此 , 我们将在这几期的

“讲道学堂”中讨论有关传福音的事.56  

 
 

(A) “传福音”对召会的益处 

(A.1) 传福音何等的重要! 

从 罗 1:13-15, 我们清楚知道神的心意, 

是要信徒把传福音当作召会见证的一部分.57 

我们常听人说: “我们若不传福音(evangelize), 

就会成为化石(fossilize)!” 某位已归天家的主

仆曾说: “如果召会没有继续赢得‘新血’(指得

着新信主之人), 就会死亡!” 

    

此篇文章的目的 , 

就是要讲述一些原则或方

法, 使福音信息能清楚与

不断地传扬, 叫召会和未

                                                           
56  这一系列有关传福音的文章是编译自 伊根司

(A. J. Higgins)所汇编、名为 Preaching the Gospel 一书

中的文章. 此书由美国密歇根州(Michigan)的 Truth & 

Tidings Inc 于 2010 年出版. 书中文章的所有作者都是

在奉主名聚会当中备受尊重、广传福音的人, 如伊根司

在此书序言所评述的: “作者们都是活出福音和传扬福

音的人. 每一个作者都在召会见证和传扬福音方面贡献

良多, 因而备受尊重.” 本期的“传福音(一)”乃编译自五

篇不同的文章(由五位不同作者所写), 并将之改编为一, 

使之有易读的顺畅与连贯性. 编译者也在文中加入希腊

原文、经文出处和一些脚注, 以方便读者进一步查考. 
57   “宣传福音”(宣告与传讲福音)乃是主的大使命, 

因祂在 可 16:15 向门徒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 (希腊

文: kêrussô {G:2784}; KJV: preach )福音给万民听”; 门

徒过后也履行了主的大使命, “门徒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 

(希腊文: kêrussô {G:2784}; KJV: preached ). 主和他们

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可 16:20). 

信主的人都能从中获益, 叫神得荣. 

 

(A.2) 传福音带来的益处! 

任何聚会的首要目的, 就是要荣耀神和

尊荣基督. 有鉴于此, 我们“说什么”(指传福音

的内容)和“怎样说”(指传福音的方式), 就非常

重要. 传福音若传得好, 基督就得尊荣. 虽然这

是任何聚会(包括福音聚会)的首要目的, 但传

福音还是会给召会带来以下种种的益处. 

 

(一)   促进信徒对神的敬拜和称谢 

当人传扬基督和祂的十字架时, 我们的

灵感到温暖(甚至激动), 我们的眼充满泪水, 我

们的心充满敬拜. 我们感谢神, 因为再次听到

我们常听到的、也是我们所爱听到的信息. 在

我们内心深处, 我们不禁赞美道: “我们所仰

慕、所崇拜的神是多么的好啊!”   

 

(二)   高举神的公义和圣洁 

在还未传达福音的好消息之前, 讲员需

要指出人类彻底的堕落, 以及需要为自己的罪

向神负责. 这会对讲员和听众都有严肃的重大

影响. 公义圣洁的神与

污秽犯罪的人相比之

下, 应该令罪人和犯罪

的信徒都深感罪疚而

悔改. 这导致失丧的人

得着救恩, 犯罪的信徒

得着恢复, 有时也使污

秽的召会得着洁净.  

  

(二)   宝贵灵魂得救和生命的改变 

当我们看到亲爱的灵魂深感罪孽深重, 

福音的亮光照在他们黑暗心灵, 使他们因此信

主得救, 得着重生的生命时, 那是何等令人鼓

舞的事啊! 那些经历到“领人信主之难产之痛”

的人, 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宝贵灵魂得救的时刻. 

在一些例子中, 我们目睹重生得救如何改变了

人的生命; 例如破裂婚姻得以挽救, 破碎家庭

得以重建. 此外, 当召会看到这些信主的人受

浸, 公开在水中顺服主, 并聚集归入主至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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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出到营外”归向祂(来 13:13), 这一切对召

会而言肯定是何等珍贵、何等喜乐!  

 

(四)   帮助地方召会的信徒发展恩赐 

我们感谢神, 因祂赐下传福音的恩赐, 

兴起这些传道人去到异地传扬福音, 在那里建

立新的工作, 成立新的地方召会. 我们也感谢

神, 赐给地方召会有

这样恩赐的人. 这些

人得着操练和感动, 

要继续维持召会的

福音见证. 我们深信

召会是最好的地方, 

让这样的恩赐得以

发展, 并且受到公开承认. 曾有一些敬虔和满

有恩赐的青年人问我有关地方召会的功用; 他

们感到悲叹, 因有些召会从外面“进口”传道人, 

拦阻了当地信徒发挥神赐给他们的恩赐.      

 

(五)   增进信徒对神的真道之认识 

为了要传扬纯正的福音信息, 讲员必须

查考圣经, 牢记经文, 使他能满有条理地传达

福音, 并在讲道中需要时, 随时能念出圣经的

经文. 因此普遍上, 靠着圣灵的帮助和专心查

考圣经, 讲员对神的道和神自己将有更深一层

的认识. 不管是为着福音聚会、孩童聚会, 或

主日学的班级作传福音的准备, 都会间接促进

那人灵命的成长.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所谓的

“撒种者的种子”. 有趣的是, 当福音被传扬, 那

些谨慎的听者将获得新见解、新洞见, 可将之

记录下来或存在心里, 将来向他人传福音时可

加以发挥和使用. 大部分作传道和教导的信徒, 

都会承认这正是他们所经历的事实.    

 

(六)   增加地方召会的信徒人数 

信徒人数的增加不该成为传福音的首

要原因. 不过, 当召会人数增加时, 召会的喜乐

必会增加, 这也有助于召会在当地社区的见证. 

无论如何, 在领人归主的时候, 我们应该避免

使用任何施压的手段, 免得产生“怪异的孩子”. 

我们无法做到只有圣灵能够做到的事(约 3:6). 

但我们必须在传福音的热诚上心中火热, 并确

保我们处在不使圣灵担忧、不叫圣灵受阻的

属灵状况下, 使更多的人信主得救, 召会得以

出现更多新面孔. 

 

(七)   使查经和其他聚会有更多喜乐 

一件令人喜乐的事, 就是看到信主得救

者出席查经或造就聚会, 手中握笔准备抄写, 

像鸟儿渴慕等待食物的喂养. 查经聚会因着他

们的发问而变得生动有趣. 还有更大的喜乐, 

就是看到他们站起来祷告, 听他们为着神的儿

子而感谢父神. 他们这方面的学习和成长, 往

往也鼓励和唤醒一些沉睡已久或灵命倒退的

信徒.   

   

 总之, 在传福音的聚会上, 当福音带着

上头的能力而被清楚传扬, 即使没有人得救, 

我们也该喜乐, 因为福音得以传扬, 基督得着

高举. 在福音聚会结束后的谈话中, 信徒因福

音的传扬而心中受感, 彼此交通、互相分享, 

这是何等的喜乐啊. 如果我们听到有人因此信

主得救, 我们的喜乐就更大了.58 

 

(A.3) 传福音的其他益处! 

 论到传福音对召会的益处时, 奥利弗

(David Oliver)强调说: “今日的非信徒需要听

到福音的不断宣传. 没有任何信息可满足他们

最深的需要, 即认识主耶稣基督, 接受祂为救

主. 但传福音者(evangelist, 另译“传福音的”, 

弗 4;11)是复活之主赐给召会的其中一个恩赐, 

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

身体’(弗 4:12). 由此可见, 传福音者所成就的

事 , 是超

过单单传

福音拯救

罪人.” 

 

                                                           
58   上文编译自 Clarence Black 所写的文章 “Profit 

To The Assembly - Part One”,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Michigan: Truth & Tidings Inc., 

2010), 第 7-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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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奥利弗提出传福音对召会的三大

益处: (1) 传福音促进福音的事工; (2) 传福音

维持纯正的教义; (3) 传福音美化信徒的品行. 

 

(一)   传福音促进福音的事工 

 传福音工作的一个明显效果, 就是“为

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弗 4:12). 当信徒听到

福音被传扬时, 他们得到福音的“道种”(seed), 

使他们有福音真理, 可私下或公开地传给其他

人. 每日生活的压力和要求很容易把我们眼光

变得模糊, 看不清永恒的真实. 但福音的传讲

却发出提醒: 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朝向灭亡的灵

魂! 我们岂能听到福音却不愿看到别人得救呢? 

因此, 我们会被激励, 努力在私下向人作见证, 

为领罪人信主而恳求祷告. 传福音使心灵有所

负担而祷告. 为失丧灵魂努力祷告, 是健康和

属灵的操练. 当神的灵动工, 引领所传的福音, 

拯救宝贵灵魂时, 基督徒就学到神的方法, 知

道如何带领罪人“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

督”(徒 20:21). 这反过来会启发更多的祷告, 促

进更多圣徒为主作见证. 简之, 每周的福音聚

会或一系列的福音特会将有助于激励和装备

圣徒, 振兴传福音的热诚, 扩展福音的事工. 这

对召会本身的延续是迫切需要的. 

 

(二)   传福音维持纯正的教义 

 在保罗写给哥林多召会的书信中, 我们

看见福音对圣徒的价值. 在哥林多前书的开始

和最后部分 , 保罗把信徒带回“十字架的道

理”(林前 1:18), 以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

音”(林前 15:1). 

 

 在哥林多的召会, 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

之一  —  复活的道理  —  受到攻击. 在开始为

这伟大真理辩护时, 保罗写道: “我如今把…福

音告诉你们知

道”(林前 15:1). 

一些犹太人可

能不相信复活

(太 22:23), 希

腊人的哲学也

质疑复活的方法(林前 15:35). 保罗在开始传讲

时, 说道: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

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

了”(林前 15:3-4). 保罗为这不变的福音真理作

见证, 其内容确立了教义的标准, 揭穿所谓“没

有复活”的错误教导.  

 

 属神的真

理绝不会违背福

音的真理. 一切

教义, 不管多么

深奥, 都有助于

彰显主耶稣的荣

耀, 也与之相符; 

而我们最先接触

到主耶稣, 往往就是透过福音的宣传. 若所教

导的教义否定或混淆了福音的真理, 那么, 这

教义就是偏离正道, 违背真理.  

 

   另一方面, 虽然我们所传的福音不该是

教条主义的空论(doctrinaire), 但它必须合乎圣

经的教义(doctrinal). 忠实的传讲神的性格属

性、人的败坏本性、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身分

与救赎工作, 能为教义提供稳固的锚, 使教义

稳系于圣徒心中.    

 

 (三)   传福音美化信徒的品行 

 当我们听到一个简单、清楚的福音被

热诚地传讲时, 我们常会回忆起神拯救我们的

那一个珍贵时刻. 接着, 我们的心就会感激我

们的救主耶稣, 并充满救恩的喜乐, 再次惊叹

神的大恩竟临到我们. 福音有助于维持一个健

康的心灵状态.  

 

 在面对哥林多召会的问题上, 保罗最先

处理的, 是有关他们的合一. 那里的信徒, 犹太

人和外邦人, 倾向于跟从不同的领袖, 以致分

门结党. 信徒“自高自大, 贵重这个, 轻看那

个”(林前 4:6). 本该在召会里彰显和活出基督

荣美的品德, 却彼此妒忌、相争和分门结党

(林前 3:3). 他们“拿人夸口”(林前 3:21).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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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有什么自然的优势, 或有什么可以自

夸的文化, 一旦传讲十字架, 这一切都归于无

有,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提醒他们一个事实  —  

他们悔改归主时, 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事. 十字

架横跨所有文化的偏见, 福音带领信徒归回他

们的“根”. 简而言之, 传讲福音的真理能为基

督徒的生命奠下美好根基. 显然, 宣传福音能

给我们正面的影响, 改善我们与其他信徒的关

系, 这也是主所喜悦看到的.59  

 

  

(B) 传福音的方式  —  私下见证和公开宣扬 

(B.1) 大使命中的“传”之意义 

主耶稣给门徒的使命是: “你们往普天

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请问“一对

一”的私下证道(或称“个人布道”)是履行大使

命的一切所需吗? 肯定的, 我们绝不低估信徒

个别在私下为主证道(personal witness)的价值. 

在这方面 , 基督徒活出“行事为人与福音相

称”(腓 1:27)的生命肯定是重要的. 但问题是, 

个别信徒的私下证道

是否就足以履行主的

使命? 答案是“不”! 

 

哥林多前书第

一章有四个希腊字被

用来翻译成英文的“preach”(中文意即“传”). 第

一个字是在 林前 1:17 的 euaggelizô {G:2097} 

(KJV: preach the gospel),60 一般上用来指传好

消息(英文的 evangelize 源自此字), 意即用尽

所有方式让人得知这好消息. 第二个字是在 

林前 1:18 的“道理”(KJV: the preaching ),61 希

                                                           
59   上文编译自 David Oliver 所写的文章 “Profit To 

The Assembly - Part Three”,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第 15-18 页. 
60   林前 1:17: “基督差遣我, 原不是为施洗, 乃是为

传福音 (希腊文: euaggelizô ; KJV: preach the gospel), 并

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61   林前 1:18: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希腊文: logos ; 

KJV: the preaching of the cross), 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腊文是 logos {G:3056}, 意即“道”(the Word), 

所强调的是我们所要传扬的那一位(西 1:28).  

 

第三个字则是在  林前 1:21 的 “道

理”(KJV: preaching ),62 其希腊文是 kêrugma 

{G:2782}, 其意是福音的实际真理(actual truths 

of the gospel; 故中文圣经将之译作“道理”), 例

如挽回(propitiation)、救赎(redemption)、代罪

(substitution) 、 和 好 (reconciliation) 及 称 义

(justification)等真理.  

 

第四个字(也是最后一个)是林前 1:23

的  kêrussô {G:2784},63  中文译作“传”(KJV: 

preach ). 值得留意的是, Kêrussô 这希腊字在

新约中出现 61 次. 主耶稣大使命中的“传”字

就是  kêrussô ,64  总是指传令官的公开宣告
(public declaration by a herald), 传福音者宣告
的好消息. 圣灵很小心地使用此字, 当腓利在

旷野私下向太监传福音时 , 所用的字是

euaggelizô (即英文的 evangelize ; 徒

8:35),65 而不是像传令官公开

宣告( kêrussô )那样.  

 

神有绝对主权, 可用

任何祂所选择的方式去传

递信息给人. 但我们需要明

白, 神所设立的方式是: “人未曾

信祂, 怎能求祂呢? 未曾听见祂, 

怎能信祂呢? 没有传道的 (KJV: 

preacher), 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

                                                           
62   林前 1:21: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

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 (希腊文: kêrugma ; KJV: 

the foolishness of preaching ),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

神的智慧了.” 
63   林前 1:23: “我们却是传 (希腊文: kêrussô ; KJV: 

preach )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

为愚拙.” 
64   主耶稣在 可 16:15 向众门徒说: “你们往普天下

去, 传 (希腊文: kêrussô {G:2784}; KJV: preach )福音给

万民(“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听”.  
65   徒 8:35: “  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 

(希腊文: euaggelizô ; KJV: preached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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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 怎能传道 (KJV: preach)呢?”(罗 10:14-

15). “传道的”和“传道”都是 kêrussô 一词, 有

传令官的公开宣告之意(换言之, 大使命中的

“传福音”严格来说, 是指在大众面前公开宣讲

福音, 而非私下向人作见证分享福音, 编译者

按).        

 

(B.2) 现今的问题和挑战 

加拿大的克劳福德(Norman Crawford)66

强调, 公开宣传福音是福音堂的特征之一. 他

写道 : “来到北美洲的福音拓荒者 (gospel 

pioneers), 心中火热, 要传福音拯救失丧灵魂, 

便称他们传福音的地方 (聚会处 )为 ‘福音

堂’(gospel hall). 他们从未教导说基督徒属于

福音堂, 而是说福音堂属于基督徒传福音的地

方.” 他接着感叹道: “令人难过, 甚至困惑的是, 

许多曾经惯性地宣传福音的召会, 已经停止这

样做. 对于这方面的失败, 最常听到的两个借

口是: 第一, 传福音给基督徒是毫无意义的; 第

二, 信徒在私下与人分享福音是更好的办法.”  

  

克劳福德

反对上述两个理

由. 首先, 他指出

传福音给基督徒

并非是毫无意义

的. 他写道: “我

们可用 ‘给基督

徒的福音’(Gospel to Christians), 来正确形容保

罗所写的两本书信  —  加拉太书和罗马书. 此

外, 哥林多前书是最清楚教导有关地方召会的

秩序和运作的书信, 但它的三个主要题目却是: 

十字架、神的召会和主的再来. 若说福音真理

(十字架的道理)对信徒毫无价值可言, 那么这

                                                           
66   克劳福德(Norman Crawford)出生于加拿大, 父

母移民自爱尔兰. 因着他对主的爱和对失丧灵魂的关怀, 

他于 1946 年被举荐, 全时间事奉主, 特别在加拿大、美

国和英国一带宣传福音, 拯救失丧灵魂. 他也是基督徒

月刊《真理与音信》(Truth and Tidings)的编辑长达 10

年之久, 著有《聚集归入祂的名》(Gathering Unto His 

Name)和《召会真理》(Assembly Truth)等.   

些在新约圣经中主要书信的大部分内容, 都不

是给我们的.” 

  

其次, 克劳福德强调, 信徒在私下与人

分享福音虽是重要的, 但不足以履行主的使命, 

因大使命里的“传”字(希腊原文 kêrussô ), 其

原意是指传令官的公开宣告, 所以是指公开的

宣传福音, 而非私下的分享福音. 再者, 克劳福

德用以下真实故事, 阐明公开宣传福音的重要

性.  

 

1946 年 1 月 , 麦克贝恩 (Mr. Lorne 

McBain)邀我与他一同到芝加哥负责一

系列的福音聚会. 能与经验丰富的传福

音者同工, 实为荣幸. 诚然, 多年与他同

工所学到的功课, 对我而言有无比珍贵

的价值.  

 

记得某次, 我们探访一个妇人. 她就住

在我们传福音用的校舍旁边. 虽然她还

未参加过任何福音聚会, 但她对福音有

兴趣. 在第一次的探访中, 麦克贝恩向她

清清楚楚地解释有关我们在罪中的堕落, 

并唯一的解决之法  —  基督的宝血.  

 

我们离开她的住家之后, 他说: “那亲爱

的妇人需要听到福音的传扬.” 我大惑不

解, 问他到底那妇人还可以听到什么是

她当天没有听到的. 麦克贝恩耐心地向

我解释说 , 神使用 “ 宣传之道 ”(the 

preached Word)来唤醒心灵, 使人知罪, 

悔改归主. 神的方式是使用传福音者像

传令官一般地说话 , 宣扬福音 (参  罗

10:14-15). 多年以后, 我才完全明白这功

课的重要性. 

 

 克劳福德总结道: “我们有伟大的福音

遗产(gospel heritage). 我们的思想充满着蒙福

时期的美好回忆, 就是许多满有恩赐的传福音

者, 大有能力地宣扬福音, 神也喜悦动工, 拯救

许多宝贵灵魂. 即使一个灵魂, 都比全世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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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得多. 我们也必须遵

行大使命中的其余部

分 : ‘奉父、子、圣灵

的名给他们施洗(原文

是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

们的 , 都教训他们遵

守’(太 28:19-20). 让我

们寻求从神而来的帮

助, 忠心地持守下去, 直到祂的再来!”67 

 

 

(C) “传福音”的重要原则 

(C.1) 传福音的重大影响  

传福音对召会生活和运作有极大的影

响. 当信徒深感福音每周被清楚传扬时, 他们

就会更想邀请朋友来听福音, 而非等到特别福

音聚会时才如此行. 

 

为了使我们能正确和明智地传福音, 我

们必须明白它的崇高原则. 除非我自己先明白

某项真理, 否则就无法清楚和简单地表达它. 

因此, 对于传福音, 我们必须拥有这方面的“操

作知识”(working knowledge).  

 

(C.2) 传福音的几个原则 

首先, 要了解传扬福音的传道人有“一

个基本责任 ”  —  务要传道 ! (Preach the 

WORD). 神的“道”犹如种子一般, 具有生命, 

并且靠着圣灵的工作, 可以把这生命传授给人. 

故事、例证、诗词、个人的轶事(故事)等, 都

有它们各自的功用和位置, 可在传福音时善加

使用, 但永不该取代或减损属神真理的呈现. 

 

在传福音时, 传福音者有“两大蒙福目

标”: “…向神悔改 ,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徒

20:21). 我们现今的“后基督徒时代”之新异教

社会, 越来越失去对神的尊敬或敬畏. 对于人

                                                           
67   上文编译自  Norman Crawford 所写的文章 

“Profit To The Assembly - Part Two”,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第 11-14 页. 但此篇文章

在内容的次序上经过一些改编, 以符合题目的次序. 

要为着自己今生所做的一切向至高神负责, 这

观点对现代人而言, 是难以设想或接受的. 于

是, 传福音者有义务按圣经所启示的来呈现神. 

有关祂的公正、公义、慈爱、怜悯等, 都是必

须向听众传讲的题目. 宣传福音是要领人知罪

悔改, 归向基督. 如果只一昧地强调福音的简

易性, 而没有适当地说明人的败坏和将面临的

危险, 那么就容易导致肤浅和无生命的认信.  

 

传福音者有“三大重要题目”: “我如今

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第

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

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

三天复活了”(林前 15:1-

4). 这三大题目是:  

 

1) 基督的死之价值 (The Value of the Death of 

Christ): 传福音必须强调“基督…为我们的

罪死了”. 这方面的真理包括: 基督那独特

为赎罪而受的痛苦、救赎信者脱离罪恶, 

以及拯救信者脱离永远的审判. 

2) 基督的道之真实  (The Veracity of His 

Word): 传福音必须“照圣经所说”. 我们必

须传讲神的道之权威、可靠性和永恒性. 

我们若强调情感, 诉诸情绪或经历, 那么我

们便是把罪人的希望, 从无法动摇的磐石

(圣经)转移到易于移动的沙土上. 

3) 基督复活之胜利  (The Victory of His 

Resurrection): 传福音必须强调基督“又照

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这包括传扬祂

是全能的救主, 已荣耀复活和坐在父神的

宝座上, 不久将会再来接祂子民, 并要建立

祂永恒的国度. 

 

明 显 地 , 

不是每次的福音

聚会都需要仔细

解说这三大题目, 

但这三点都是我

们要常让听众知道的范围. 愿神施恩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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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得如何宣传福音, 使更多男女信主得救(徒
14:1).68  

 

(C.3) 传福音一定要谈罪的问题吗?  

很多人告诉我们, “传福音”意思是传基

督和祂钉十架. 他们不同意传讲审判或阴间、

两条道路和两个结局, 甚至罪和悔改等题目. 

他们认为这一切都太“严厉”了. 他们建议我们

在福音聚会中必须更加仁慈, 要传神的爱. 虽

然我不否认在慈爱和怜悯方面, 我们还有很多

空间需要改进, 需要传讲, 但我们必须忠诚与

平衡地传达福音故事的两方面(神的圣洁与慈

爱). 偏于一方的片面信息是不该被接受的; 传

福音者若要合乎圣经和有效地传道, 就必须保

持平衡. 

 

我们福音信息的

中心是十字架, 以及那位

被钉死在那里、过后埋

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的主耶稣基督. 但为什么

要有十字架? 为什么要有

死亡? 为什么主钉十架时

有黑暗笼罩? 岂不是因为

罪的缘故吗? 祂不是无罪的基督吗? 人的罪不

是与人无关的抽象之物, 而是个人所能体验, 

也能使个别罪人感到罪疚的.  

 

无疑的, 我们的主耶稣对井旁的撒玛利

亚妇人所说的话是何等谨慎, 且充满智慧, 但

也非常明确地引领她面对她自己个人的罪. 妇

人在过后的陈述中表明这点: “有一个人将我

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约 4:29). 

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强调“罪”, 我们的目的

在于引起良心的罪疚感. 神的灵能够使用这点, 

使罪人在神面前知罪和认罪(约 16:8-11). 十字

架是神给人的罪所开的解药.  

 

                                                           
68   上 文 编 译 自  E. R. Higgins 所 写 的 文 章 

“Principles Which We Stress - Part One”,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第 19-20 页. 

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为人的罪付上

如此昂高的代价?” 身为犯罪堕落的人类, 我们

几乎无法明白神的绝对圣洁. 甚至成了信徒, 

我们也对罪感到熟悉 . 

我们容易与世界不断滑

落的道德标准妥协. 多

年前, 我们对某些事感

到惊讶, 无法接受, 但现

在却开始认同, 见怪不

怪了. 神却不是这样: “你眼目清洁, 不看邪僻, 

不看奸恶”(哈 1:13). 神的圣洁是罪人所必须面

对的. 神的圣洁在各各他十架上没有妥协, 而

是全面彰显. 被悬挂十架的主耶稣在黑暗中高

喊道: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太

27:46). 诗 22:3 给我们这问题的答案: “但祢是

圣洁的.”  

 

我们无法忘记那一幕, 就是当我们发现

自己在神面前是个充满罪疚的罪人! 就在那里, 

在那个情况下, 神借着祂的道(圣经)以祂的灵

(圣灵)向我们显明基督和祂已完成的救赎工作! 

难道我们不该强调神已使用的真理吗? 这些都

是满有功效、合乎圣经、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原则(强调人的罪与神的圣洁). 它们已被神使

用, 带领多人悔改归主.     

 

在传福音的

众多重要原则中 , 

我只带出这两个原

则: 人的罪和神的

圣洁 . 我相信主会

使用这篇简短信息

来帮助我们年轻的

弟兄们 , 去更好的

准备在召会的福音

聚会上 , 传扬神的

福音.69  

                                                           
69   上 文 编 译 自  Jon Procopio 所 写 的 文 章 

“Principles Which We Stress - Part Two”,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第 2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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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70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三): 
基督的身体与 

地方性召会的区别 
 

(A)    引言 

 我们现在所要谈论的题目, 是多年来许

多人所思考的问题. 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看法是

什么, 而是读者们必须自己查考神的道, 从中

确定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必须警惕, 确保我

们以正确心态对待那些与我们看法不同的信

徒. 我们的心愿是帮助信徒, 明白新约圣经所

记载有关“基督的身体”(the body of Christ, 指

宇宙性召会)与地方性召会(an assembly)的区

别.71 对于此事的看法和信念, 会大大影响我们

在召会中的做法或实践. 

 

 

(B)    问题所在 

 许多时候, 当信徒

要把召会真理教导给那

些对此完全陌生的人, 他们会遇到大略这样的

                                                           
70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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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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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性的召会则指在某

个时间里, 在某个地方聚集的一群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 

问题 : “你不是在表示你相信封闭的圣餐吧

(closed communion)?” 虽然我们晓得“封闭的

圣餐”这一词语不过是宗教上的词语(某些宗

派常用的词语), 并非出于圣经, 但我们明白发

问者指的是信徒被接纳、可领主的晚餐而言

(the Lord’s supper, 即宗派所谓的“圣餐”).  

 

 首先, 新约圣经确实教导说, 所有信徒

应该同领主的晚餐, 并有正确的方式使他们能

够享受此特权. 但发问者的意思无疑是: “如果

我以陌生人的身份来到你的召会, 没有带着我

惯性参加的召会之举荐信, 你们是否允许我以

一个临时探客(occasional visitor)的身份同领主

的晚餐?” 按着圣经的原则, 这问题的答案是

“不允许”! 那人可能会大概这样说: “你若不接

受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 这就使你成为一

个教派(sect).” 我故意尽量坦率地陈述此事, 使

我们清楚明白我所说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应该“接纳任何人(指任何

信徒 )到主的晚餐 ”(receiving anyone to the 

Lord’s supper), 但新约圣经没有这样的事. 圣

经的教导乃是: 接纳信徒进入召会的交通里
(receiving believers to the fellowship of the 

assembly), 而这绝不是临

时或偶有的事 (徒 2:42). 

在那交通里, 信徒分享召

会里的一切特权, 同时分

担召会里的一切需要和责

任. 认为交通是同享权利, 

却不是同担责任, 这是不

对的(因为违反了圣经的

教导). 然而, 还有许多事需要加以说明. 

 

回到刚才的说法: “你若不接受基督身

体上的每一个肢体, 这就使你成为一个教派.” 

大部分阅读和明白圣经的人都不接受这样的

说法. 我们有合乎圣经的明确理由, 说明为何

一个信徒可以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 却没有

资格被接纳入召会的交通里. 大部分的人都会

同意, 即使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 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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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不道德(林前 5:11), 或他在关乎神性

或基督身份方面持错误教义(提前 1:20), 他就

不适合被接纳入召会的交通里. 这是绝大部分

主流宗派现今持有的看法, 或至少是它们过去

持有的立场. 因此, 许多人认为正确说法应该

是: “如果一个人已真正重生, 并在教义和道德

上纯正, 那么此人虽是临时访客, 也不该被拒

绝同领主的晚餐. 拒绝他便是违反圣经和教派

主义.”          

 

 那些支持这看法的人是以什么为根据? 

他们的论据常是: 基督只有一个身体, 地方性

的召会(教会)应该承认这身体的合一性, 并服

从保罗的劝勉: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

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与神”(罗 15:7). 很

多书和册子都举出这根据来支持这种教导. 他

们说一个人若在“基督的身体”里, 又在教义和

道德上纯正, 那么他就自动获得权利去按他所

愿, 在任何时刻, 加入召会的交通里.这看法或

许具有非常合乎情义的根据, 但绝不是建基于

神的道上, 因为在基督身体上与在地方性召会

里是完全不同的事.  

 

 靠着神的帮助, 我们要打开圣经, 并探

讨以上所说的每一点. 有些弟兄坚持让所有已

经重生, 并在道德和教义上纯正的信徒有自由

随时掰饼. 我经常仔细阅读持这样看法的弟兄

所写的书或文章, 要找出一些指南解答我的疑

问, 但总是一无所获. 我的疑问是: 站在聚会处

门口的弟兄们, 要如何确定访客是真的符合上

述最低限度的条件(即是重生, 且在教义和道

德上纯正的基督徒)? 如果有个他们不认识的

人来到, 要求掰饼, 他们能在短短数分钟之内, 

确定那人是真的重生吗?  

 

近期在美国的一个调查显示, 超过 70%

的美国人称自己为“福音派”(evangelical), 而

50%以上声称他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但事实

上, 他们真的重生得救吗? 这点值得深思) 在

第一世纪, 耶路撒冷的召会怀疑扫罗(后称保

罗)是否真正的悔改归主, 直到他们领受这方

面的证据. 我知道保罗受到怀疑, 是因为他曾

逼迫召会. 但我们不要忘记, 当时的耶路撒冷

召会还有众使徒和先知在那里(他们虽有辨别

真伪的能力 [比较  徒 5:3-4; 8:18-24; 林前

12:10], 但在接纳扫罗方面还是如此小心谨慎). 

难道我们比众使徒和先知更有智慧? 更有辨别

真伪的能力?   

 

一个人是否真正重生得救, 是需要时间

来观察才能晓得. 主耶稣所给的唯一标准是: 

“凭着他们的果子 ,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

7:20). 果子是靠逐渐成长才能结出的, 需要时

间. 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是关于如何认出假先知

(太 7:15), 但这

章经文更广的上

下文是: 真确的

判断必须根据人

的果子 (指外在

可见的行为), 而

非判断动机或思

想 , 因这是超越

我们能力所及. 更复杂的困难是: 我们还没谈

到另外两个条件  —  在教义和道德上的纯正! 

在简短的谈话中, 我们岂能完全知道那人的教

义立场和道德生活呢?  

 

我们将在另一章谈论有关召会的接纳. 

对于以上所写的, 为了保持平衡, 我们应该在

此强调, 敬虔的长老们能尽量帮助那些显出诚

意要与召会有交通的人. 长老们不是以那些人

的知识程度来判断他们, 而是看那些人是否有

受教的心, 并尽量教导和鼓励这样的人.  

 

 

(C)    基督的身体与地方性召会的不同点 

 上文已经提过, “基督的身体”与地方性

召会是有分别的. 相比之下, 我们不难看出其

中的区别. 首先是组成这两者的人. 只有真正

重生得救的人才会在基督的身体 (注 : 林前

12:13 表明归入这身体的人, 都要先受圣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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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是重生得救的人).72 至于地方性召会, 虽然

初期是“信的人都在一处”(徒 2:44), 但过后, 不

信主的人也偷偷潜入召会(如 加 2:4 所说: “有

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 此外, 很多真正属于

“基督身体”的肢体(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却不在地方召会里聚会(因他们在各自的宗派

或公会里聚会), 反过来说, 一些在地方召会里

的人, 其实不在“基督的身体”中(例如 加 2:4 的

假弟兄, 即假信徒). 此外, 基督的身体和地方

性召会还有其他区别, 例如进入这两者的时间

方面、进入这两者的方式, 以及留在这两者里

的方法, 皆有不同(请参下文的解释).  

 

 

(D)    基督的身体与地方性召会的共同点 

 无论如何, 我们先要表明基督的身体与

地方性召会也有以下的相同之处: 

 

 基督的身体 地方性召会 

1 召会(弗 1:22) 

The church 

神的召会(林前 1:2) 

The church of God 

2 身体(弗 4:12) 

The body 

身体(林前 12:27) 

body 

3 圣殿(弗 2:21) 

A holy temple 

殿(林前 3:16) 

temple 

4 居住的所在(弗 2:22) 

Habitation 

家(提前 3:15) 

house 

5 一群羊(约 10:16) 

The flock 

羊群(徒 20:28) 

(little) flock 

 

 以上是非常重要的共同点, 清楚告诉我

们地方性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宇宙性召会)的

一种表现方式. 一个身体之真理是非常宝贵的, 

也是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的重大主题. 它与召

会真理有密切关系. 若

有人要我们解释为何一

个地方性召会应该合一, 

彰显那与众不同的独特

合一性, 我们会回到圣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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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作: 归入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灵.” 

经, 翻到讲论有关基督身体之合一的经文(弗

4:4-6; 林前 10:17).73 地方性召会的交通其实是

在表达那更广的交通. 换言之, 在地方性召会

里, 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合一”的实践.  

 

 许多人更进一步表示: 地方性召会是

“基督身体”(宇宙性召会)的摹本(facsimile), 即

是完全相同的副本 , 或说是一个缩小模型

(miniature)、一个缩影(microcosm), 就是说其

中一个有什么, 另一个就有什么, 只是地方性

召会的规模非常小而已. 但请留意, 圣经完全

没有这样教导!  

 

(E)    两者的重要差别 

 按照圣经的教导, “基督的身体”与地方

性召会有以下明显的差别: 

 

1) “基督的身体”是属灵的, 与之相关的真理

是属于地位性的(positional) (弗 1:22-23); 

地方性召会是属地理的, 与之相关的真理

是属于实际性的(practical) (林前 1:1-2). 

2) 我们在归信主时进入“基督的身体”(林前

12:13); 但进入地方召会的方式是先归信主, 

后受浸, 然后才加入召会的交通里(神在 徒

2:41-42 里给于我们这方面的样式). 

3) 在“基督的身体”里是不分男女(加 3:28); 但

在地方性召会里, 男女之间有非常明显的

差别(林前 11:1-16; 14:34; 提前 2:12-15).  

4) 我们感谢神, 没有任何信徒可与“基督的身

体”隔开或分离(罗 8:38-39); 但犯罪的信徒

却需要从地方性召会中被赶出去(即所谓

的“断绝交通”) (林前 5:11). 

5) 以弗所书论到的“基督的身体”, 被主耶稣

称为“我的召会”(太 16:18). 没有任何错误

                                                           
73   弗 4:4-6: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

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洗, 一神, 就是众

人的父…”; 林前 10:17: “我们虽多, 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

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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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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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入这召会, 撒但也无法胜过她.74 但地

方性召会可被“豺狼”(指恶者或破坏者)入

侵(徒 20:29), 撒但也可败坏她(林后 11:1-3). 

6) “基督的身体”拥有完美的合一(弗 4:4); 但

地方性召会可因分门结党(schisms)而四分

五裂(林前 3:3). 

7) “基督的身体”犹如新妇(新娘), 能够没有失

败, 靠着基督的牺牲而完美无缺地献给主

(弗 5:25-27); 但地方性召会可以因失败而

受审判, 被主挪移原位(启 2:5). 

8) “基督的身体”作为新妇, 将会永远是新妇

(启 21:1-2); 但地方性召会只留在地上“直

等到祂来”(林前 11:26; 启 2:25).  

9) “基督的身体”(从五旬节直到召会被提这段

时期的所有信徒)从未全部聚在一处, 也不

会如此, 直到我们在空中与主相会(帖后

2:1; 帖前 4:17); 但地方性召会应该惯常地

“全召会聚在一处”(林前 14:23; 来 10:25). 

10) 关于“基督的身体”, 主耶稣说: “我要把我

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太 16:18), 其建造

者是主耶稣; 但保罗论到众人是地方性召

会的建造者, 而他犹如一个工头(林前 3:10).   

 

我们还可举出许多其他的差别, 但以上

十点已足够强调两者的不同. 从这些清楚的分

别里, 我们可以如此总结: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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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字的希腊原文是代名词 autês , 在希腊文

法上是“阴性 -第三人称 -单数 -所有格”(feminine-third 

person-singular-genitive), 直译为“她”(her). 若 太 16:18

是指“它”(it, 中性), 其希腊字应该是  autou ; 若是指

“他”(him, 阳性), 其希腊字也是 autou . 简之, 基于上述

种种原因, 我们在后期的《家信》中一律把召会一词的

“单数-人称代名词”译作“她”. 

首先, 我们相信许多亲爱的弟兄们清楚

掌握“一个身体”的伟大真理, 但还未看出“基

督的身体”与地方性召会的分别. 神要我们负

起责任, 保守地方性召会的纯洁, 但“基督的身

体”是新妇, 她(召会将来的前景)靠着基督宝血

功效而蒙保守在无瑕无疵的纯洁中(弗 5:25-

27).75 

 

此外, 我们是以完全不配的罪人身份, 

被带入“基督的身体”, 因那时我们身为罪人, 

所该承受的是圣洁的神所施行的永远审判. 然

而, 我们若要进入地方性召会的交通里, 就要

先显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一个人若真正明白

交通的真理, 他就应该清楚知道一件事, 即交

通 (或译“彼此交接、相交、团契”等 ; KJV: 

fellowship ; 希腊文: koinônia {G:2842} )按圣

经而言是: 一个地方的召会接纳一位信徒, 而

那位信徒也接纳那地方的召会.  

 

已归天家的亨特(Mr. Fisher Hunter)以

“彼此接纳”(mutual reception)来描述此事(这就

是为何 徒 2:42 将 koinônia 译作“彼此交接”). 

换言之, 接纳一个不愿接纳那地方召会的人,76 

这绝不是圣经所谓的“交通”, 不管你怎么样称

呼此事(有人称之为“团契”, 也有人称为“相交”

等等). 路 5:10 描述雅各和约翰为西门的“夥

伴 ”( 或作 “ 伙伴 ”, KJV: partners, 希腊文 : 

koinônos {G:2844}). 

他们是生意的夥伴, 

一同从事捕鱼行业. 

这节的“夥伴”一词

在希腊原文与 “交

通”一字有同样字根, 

                                                           
75   弗 5:25-27: “基督爱召会, 为召会舍己. 要用水

借着道把召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作个荣耀

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
的.” 她的最后结局是如何? 我们看到将来, 在羔羊的婚

筵上, 新妇的情况是: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

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

义)”(启 19:7-8). 
76   这里的接纳是指接纳那地方召会对圣经和真理

的整体教导, 包括召会真理方面的原则与实践(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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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交通”可指全面同工的伙伴关系(full 

working partnership), 而不是临时偶发的关系

(occasional), 也不是半心半意、缺乏热情的关

系(half-hearted). 

 

我们在上文也提到 罗 15:7 所说的: “所

以, 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与神.” 这节经文常被用来支持一种

看法, 即接纳进入地方性召会所需的条件, 就

是接纳进入“基督的身体”. 可是我们若要真正

了解这节的意

思, 就必须看它

的上下文. 在罗

马城里, 至少有

三个地方召会

(罗 16:5,14,15). 

那些召会中有

犹太人和外邦人(罗 15:5-21), 各有不同背景, 

在饮食方面有互相冲突的规矩和习惯. 这些不

同点产生了许多冲突与争执(罗 15:1-7). 保罗

写信给这些召会的信徒 , 劝勉他们“彼此同

心”(罗 15:5).  

 

这就是 罗 15:7 的上下文和经文背景, 

与接纳进入召会的交通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 

这些信徒已经在那些召会的交通里, 而不是要

求被接纳进入召会的交通里, 编译者按). 因此, 

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看到一些读经谨慎的弟兄

竟然也引用这节经文, 来指接纳进入召会的交

通. 罗 15:7 的“彼此”一词所指的人, 肯定与这

段经文其他地方的“彼此”所指的人, 都是同样

一组人(罗 14:13; 15:5,7,14).77 以上这 4 节经文

都是指那些已经在召会交通里的信徒, 肯定不

是指要求接纳进入交通里的信徒. 此事让我们

                                                           
77   罗 14:13: “所以, 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宁可定

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 罗 15:5: “但愿赐

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 罗 15:7: “所以, 你们

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罗 15:14: “弟兄

们, 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彼此劝戒”. 

看见, 按照上下文来明白某个经文是必要的

(否则便误解或曲解圣经, 编译者按).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 罗 16:2 论到接纳

姐妹非比(Phoebe)时, 肯定是指接纳进入召会

的交通里; 那里采用的“接待”(KJV: receive)一

词是与 罗 15:7 的“接纳”(KJV: receive)一词完

全不同(注: 虽然两者在英文都译作 receive , 

但在希腊原文却不同; 前者是 prosdechomai 

{G:4327}, 后者则是 proslambanô {G:4355}, 

这点进一步表明 罗 15:7 并非论到“接纳进入

交通”一事). 

 

反对者常用一个例证来说明接纳进入

“基督的身体”等于接纳进入地方性召会, 但我

们觉得这例证并不正确. 他们说“基督的身体”

好像一个橙或苹果, 被切开分给一些人. 无人

拥有整个橙, 但每个人都有橙. 这例证听起来

是对的, 好像是根据 林前 12:27,78 但这例证表

示每个人都有一片橙, 若把每一片橙都放回去, 

整个橙又完整了. 这例证真的可以正确反映

“基督的身体”和地方性众召会的关系吗? 如果

把所有的召会都放在一起, 我们真的就得到基

督的身体吗?  

 

在下一章, 我们将看到召会是一个见证, 

被视为一个在地上为神而作的独特见证. 纵然

每个在召会交通里的信徒承认他是与这时代

(召会时代, 即五旬节直到召会被提这段时期)

的其他所有信徒  —  包括在地上和天上的所

有信徒  —  在“基督身体”上同作肢体, 但我们

拒绝上述橙的例证, 因为地上的众召会不是某

个大体(大团体)的一部分. 我们将在下期探讨

这点.79 

(文接下期) 

                                                           
78   林前 1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作

肢体.” 
79   上文编译自“Significant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Body and an Assembly” (Chapter 3),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38-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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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文库 约翰·帕金森(John F. Parkinson)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 

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一) 
  
(A) 导论 

圣经所教导的拣选是一个令人振奋的

荣耀主题. 在保罗写给以弗所召会的书信中, 

它被呈现为召会真理的顶峰(pinnacle), 但在历

史上, 神学家却把它弄成最令人困惑的题目. 

确实少有圣经真理比它更具争议, 陷入更激烈

的辩论中. 于是, 我们希望在这论文里问一个

合适与重要的问题: 圣经所教导的拣选与神学

所倡导的拣选是否有所不同?  

 

在我看来 , 很多

基督徒完全没察觉这两

者的不同 , 并且不加鉴

别地吸收神学里广被接

纳的教条(dogmas). 不合

圣经的拣选如今被人教

导 , 也被人接纳为正统

教义 , 甚至在那些向来

不持极端看法的基督徒

群体中也是这样 . 这本

书(指这一系列文章)的宗旨, 是要显示我们必

须分辨圣经的拣选与神学的拣选之间的区别. 

最谨慎的圣经注释家安德森 (Sir Robert 

Anderson)曾如此劝告说: “因此, 圣经真理中的

拣选必须与奥古斯丁教义中的拣选保持距离

(因两者是不同的, 编译者按)”(The Entail of  

the Covenant, 第 66 页). 

 

这篇文章的目的, 是要呼吁所有基督徒

重新检查他们多年来所持的神学假设(或译作

“臆测、臆说”; assumptions), 并重新评估他们

读经的方法. 在解释圣经和制定教义方面, 很

多良好与受人敬重的圣经教师是采用神学的

一套方法 , 而非基于圣经 . 透过演绎逻辑法

(deductive logic) 的过程和连锁推理 (chain 

reasoning), 他们作出未经授权与不合圣经的结

论, 特别在拣选和预定的课题方面, 更是如此. 

 

当我还作孩童时, 父亲常提醒我, 圣经

没有说的, 我们不可加添, 也要在圣经沉默的

事上保持沉默. 我坚信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再次

被提醒有关这些解经的基本原则. 借着福音堂

的纯正教导和敬虔父亲的私下忠告, 我能够在

这些真理上根基稳固, 这是何等的特权啊! 然

而近期, 我察觉到有个危险现象, 就是越来越

多人开始从谨慎的圣经教训, 漂移到根据圣经

以外的推论(extra-biblical deductions)所达致的

教义性公式(doctrinal formulations).  

 

我写此书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所有研读

神话语的学生. 我的呼吁首先是对许多在圣徒

的众召会当中来往教导的弟兄们, 他们的教导

事奉也是我非常欣赏的. 我以尊敬的心敦促他

们, 重新考虑以圣经亮光, 来察验一些他们所

持的假设(或臆测, assumptions)和前提(或假定, 

presuppositions)(特指在拣选和预定的议题方

面). 其次, 我诚心希望一些属归正(改革宗)或

加尔文传统的基督徒会读到此书. 他们当中许

多人是我很看重的, 我希望他们不认为我是恶

意攻击他们. 然而, 我的坚定信念是: 他们把很

大的信心放在奥古斯丁的教导上(特指在拣选

和预定方面), 这点犯了一个大错, 我们将在亚

里士多德的逻辑论(logic of Aristotle)里看出这

问题所在. 我希望能表明他们神学体系的内容

和来历出了严重问题, 需要纠正. 

 

本书分成四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里, 我

们将讨论拣选和预定在圣经中的真正意思. 第

二部分简要地追溯那导致“归正神学的拣选”

出现的历史. 在第三部分, 我们将批判加尔文

主义的五大要点, 并以圣经亮光来批判和评估

那制定这五大要点的方法论(methodology).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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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在第四部分, 我们将建议有关查经和解经

的恰当方法. 

 

在未开始查考以先, 我们需要澄清有关

“神学”一词, 因在接下来的文中, 我们将不断

使用此词. 首先, 每个基督徒都有各自的神学

观念. 在这方面, 我们所谓的“神学”意思是我

们宗教(信仰)思想的组织, 是我们对整本圣经

的总体了解 (the organisation of our religious 

thought, our overall grasp of the Bible as a 

whole). 一般而言, 我们在此书中所谓的“神学”

并非此意. 第二, “神学”一词可指解经的一种

体系(系统), 由某个特定的宗教思想之学派所

发布. 文中所用的“神学”, 指的就是这方面的

意思, 特指归正/加尔文主义学派(Reformed / 

Calvinist school)的观念和理论 . 若文中采用

“神学”一词时不是指这方面而言, 文中的上下

文(context)就会清楚表明这点. 

 

我们面对的挑战不小, 因为要批判性地

重审历史悠久的假设(臆测), 要人谦卑地回到

圣经, 并让经文自己说话(而不是让人说经文

所没说的). 要怎样做到这点? 以下建议是查经

的七大重要法则:  

 

1) 观察经文真正说什么. 

2) 思考经文的上文下理. (即留意上下文) 

3) 不可加添圣经的话语. 

4) 不可删减圣经的话语. 

5) 以相关经文互相比较. (即以经解经) 

6) 在圣经静默之处保持静默. 

7) 使用圣经中的语言和用词. 

 

我们将会逐一地运用这七大基要法则, 

并用圣经引证, 同时将指明人若离开这些法则, 

就会产生混乱的结局, 甚至产生公然的错误. 

此书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提醒读者关于一些危

险的陷阱. 这些陷阱是因着借用神学派系的某

套方法来解经而导致的后果. 当亚居拉和百基

拉听见亚波罗殷勤传讲主的事, 但在某方面的

理解有所欠缺时, 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给他讲

解更加详细”(徒 18:26). 我把此书恭敬献上, 希

望能给人一些帮助, 叫人在研读和教导圣经上

做得更好.  

 

 

(B) 圣经所谓的拣选 

(B.1)   普遍的误解  —  神学的拣选 

本书的第一个宗旨, 是要细心查考圣经

如何教导有关拣选和预定的课题. 第二个宗旨

是要按这些经文的亮光, 并照纯正的解经基本

法则, 严格地测验我们的神学假设. 本书的宗

旨不是要尝试解释未被启示的奥秘. 我们要谨

记摩西对以色列民所说的话: “隐秘的事是属

耶和华我们神的; 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

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

话”(申 29:29). 

 

一切已蒙启示的真理对好发问题和肯

顺服的信徒都有实际益处. 以色列的例子证明

这点. 摩西指出已蒙启示的真理知识有实际益

处, 可帮助他们遵行“律法上的一切话”. 这个

原则直到如今仍然适用, 因为认识已蒙启示的

真理会帮助我们实际地成为圣洁, 在祂面前无

可指摘. 笔者深信纯正教义会给信徒一生带来

健全与实际的果效. 我们的宗旨是, 借着主的

帮助, 要探索和肯定那些“明显的事”. 

 

我们发现大部分论到拣选和预定的书

籍, 都过分地根据各派神学的假设, 而非建基

于圣经本身. 到目前为止, 更多的系统神学理

论、注释书和圣经词典, 也都以上述同样广被

接受的学术理论, 来解释拣选和预定. 换句话

说, 几乎普遍的看法是: 圣经所谓的拣选是指

神在永恒的过去 , 按祂绝不改变的定旨

(decree), 拣选了个别的罪人, 使他得救. 我们

引证典型的例子: 

 

1) 《新圣经词典》 (New Bible Dictionary, 

IVP, 1976)在“拣选”(election)的条目里告诉

我们: “保罗表达神的拣选为神以恩典、主

权、永恒地选择个别罪人, 使他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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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定”的条目里, 它声称新约圣经表达

“拣选是神的作为, 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

罪人在基督里得救.”80 

2) 即使是世俗的词典也列出同样普及的定义, 

例 如 《 钱 伯 斯 二 十 一 世 纪 词 典 》

(Chamber’s 21st Century Dictionary)将“拣

选”(election)的神学意思解释为“神实行祂

的旨意, 预先决定某些人得救.” 

 

 

(B.2)   正确的理解  —  圣经的拣选 

在接下来的文章, 我们要检查这归正神

学或加尔文神学的误解, 查验它的性质和影响. 

在这一章, 我们要探索拣选和预定的真正意思, 

找出那真正合乎圣经的正意. 若我们诚恳地来

到圣经, 只以圣经为根据(放下各种属人的神

学观点), 我们将看到按圣经的上下文和用法: 

 

1) 神的儿子蒙拣选, 去执行各各他的工作

(彼前 1:19-20)  

2) 以色列蒙拣选为媒介, 去引进与呈现基

督(罗 9:5) 

3) 召会在基督里蒙拣选, 预定成为祂荣耀

的称赞(弗 1:12) 

 

在这时代(召会时代)中, “拣选”不是关

乎“神拣选罪人去得救恩”, 而是“神拣选圣徒
去得属天福气”. 拣选不是为要叫人得着灵魂

的救恩, 而是叫人得着那随着得救而享有的福

气与美好目的. 简单查考“拣选”和“预定”这两

个词语在圣经的用法, 能帮助我们澄清两者间

的区别.  

 

美国的范氏 (W. E. Vine)在其所著的

《圣经评注字典》(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Bible Words)一书中如此定义:  

                                                           
80   这两句话在英文是 : “Paul presents divine 

election as a gracious, sovereign, eternal choice of 

individual sinners to be saved.” 和 “election as God’s act 

of predestinating sinners to salvation in Christ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拣选, Elect (希腊文: eklektos {G:1588} [编

者注: 源自 ek + legô ] ): 按照字面意义, 拣

选表明挑选[picked out]或选择[chosen] (希

腊文 ek 意即“从”[from], 希腊文 legô 意即

“聚集、挑选”[to gather, pick out] ), 并用来

指 (a) 基督; (b) 天使; (c) 信徒(犹太人或外

邦人). 

 

 福斯特与马斯顿

(Forster & Marston)在他

们很有帮助的合著书中
(God’s Strategy in 

Human History, 第 117

页), 指明 eklektos 一词

有时译作英文的 chosen 

(拣选)或 elect (选民), 被

用在六种不同方面: (1) 

指基督; (2) 指在基督里

的召会; (3) 指以色列国民; (4) 指以色列国民

中的信徒; (5) 指十二门徒; (6) 指保罗. 

 

 有人把“拣选以色列作为神属地子民”

与“拣选召会作为神属天子民”混淆了, 结果产

生很多难题. 我们将要思考归正神学如何没有

以时代论的观点, 来分辨以色列与召会的分

别.81 为了“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我们将会

集中于思考有关基督、天使、以色列和召会

这四方面的拣选.    

 

(一) 关于基督的拣选 

 马太引述 赛 42:1 的话, 并应用在拿撒

勒人耶稣身上: “看哪! 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 所

亲爱, 心里所喜悦的”(太 12:18). 这里是“拣

选”(chosen or elect)一词的基本用法, 是一切有

关这题目的讨论之起点. 在此, 神论到祂的仆

人, 耶和华说到弥赛亚, 主神谈及祂的基督. 在

神所拣选、所喜悦的众人当中, 主耶稣高居首

位. 这是有关蒙神拣选与蒙神喜悦的主题, 也

                                                           
81   有关以色列与召会的分别, 请参下期(第 107 期)

《家信》的“辨别是非: 再思归正神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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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明白有关召会的拣选, 因召会是在基

督里蒙拣选(弗 1:4), 也在基督里蒙悦纳(弗
1:6).82   

 

 彼得在他的前书中表明耶稣基督是神

所拣选的, “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

是被神所拣选 (KJV: chosen)、所宝贵的”(彼

前 2:4). 这节的 chosen (拣选)与其他翻译成

elect (选民或拣选)的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即

eklektos ). 彼得继续引述 赛 28:16 说: “看哪, 

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 信

靠祂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彼前 2:6). 这些经文

指基督是蒙拣选的, 所传达的意思是高居首

位、精选和宝贵的. 基督蒙神拣选, 作为神独

特与至高的仆人. 要明白圣经所谓的拣选, 必

须先赏识神给祂儿子那绝对的至高地位.  

 

 我们不必多说, 大家也晓得基督蒙拣选

一事不可能与蒙拣选得救有关, 而是与事奉

(service)、尊严身份(dignity)、尊贵价值(worth)

和宝贵(preciousness)有关. 这点也被福斯特与

马斯顿(Forster & Marston)赞同, 他们指出“基

督蒙拣选”意味着两件关于祂的事  —  祂的工

作任务(task)和蒙神钟爱(belovedness). 

 

我们从圣经看见, 基督被父神分别出来, 

执行救赎和审判的伟大工作. 论到救赎工作, 

以赛亚书 52 和 53 章说道: “我的仆人行事必

有智慧, 必被高举上升, 且成为至高. 许多人因

祂(原文作“祢”)惊奇; 祂的面貌比别人憔悴; 祂

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赛 52:13-14); 又说: “哪知

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

祂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伤, 我们

得医治… 祂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

                                                           
82   弗 1:6: “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祂

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这节的第二句话, “这恩典是

祂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也可译作“祂使我们在爱子

里得蒙悦纳”(参 KJV 《钦定本》: wherein he hath made 

us accepted in the beloved; Darby《达秘译本》: wherein 

he has taken us into favour in the Beloved; YLT《杨氏直

译本》: in which He did make us accepted in the beloved).  

意足.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 并

且祂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赛 53:5,11). 救赎的

伟大工作独特地属于神所拣选的仆人主耶稣. 

神何时鉴定拿撒勒人耶稣为祂所拣选的呢? 就

是当天开了, 圣灵降临在祂身上, 形状彷佛鸽

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祢是我的爱子, 我

喜悦祢”(路 3:22).  

 

 回到以赛亚书 42 章, 我们读到神把一

个特别的任务交给祂所拣选的仆人, 即在地上

执行审判, 设立公正, “看哪, 我的仆人我所扶

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

祂; 祂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祂凭真实将公理

传开. 祂不灰心, 也不丧胆, 直到祂在地上设立

公理; 海岛都等候祂的训诲”(赛 42:1,3,4). 基督

设立公义的这项工作将在未来荣耀的日子里

成就. 当主耶稣“把国交与父神… 叫神在万物

之上, 为万物之主”(林前 15:24,28). 那时, 神拣

选的仆人所执行的救赎和审判大工, 将会完满

结束.  

 

 在此, 我们请读者留意: 基督“蒙拣选”

的意思和用法是与下列事件有关: (1) 高居首

位(彼前 2:6: “房角石”); (2) 事奉(太 12:18: “我

的仆人”); (3) 宝贵(彼前 2:4,6: “所宝贵的”); (4) 

蒙神拣选(彼前 2:4: “被神所拣选”); (5) 蒙神所

爱(太 12:18: “我…所亲爱”). 默想这些丰富主

题是何等的美妙!  

 

(二) 关于天使的拣选 

保罗曾写信给提摩太, 指导他以正确态

度对待信徒当中的不同群体. 整个清单包括了

年老的男人、年轻的男人、年老的妇女、年

轻的妇女、寡妇、善于治理的长老们、劳苦

教导的长老们、被人控告的长老们和那些“犯

罪的人”(提前 5:1-21). 保罗强调必须以公正不

偏的心去遵行这些事, 严肃地吩咐道: “我在神

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 要遵

守这些话, 不可存成见, 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提前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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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h Sauer 

保罗在吩咐提摩太时, 诉诸蒙拣选的天

使为见证人, 使我们相信这些天使是聪慧与知

情的观察者, 在旁观察提摩太的行为. 我们不

去猜测这些天使是谁, 但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不

是堕落的天使. 按这里上下文的用法, “蒙拣

选”不是指天使蒙神拣选去得着救恩, 因为我

们在圣经中没有读到天使得救的事 (参  来

2:16). 神拣选天使去执行事奉、负起职任或享

有特权. 简之, 按上下文, 蒙拣选的天使是等级

(rank)和威严(dignity)的称号.  

 

(三) 关于以色列的拣选 

(a) 整体以色列国民 

同样的, 以色列国民为着特定的目的而

蒙拣选. 世界历史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塑造力, 

就是神拣选了以色列国民. 以色列蒙拣选所带

来的深远影响, 可见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

时所给的重要应许,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

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

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 12:2-3). 

这国民性的福气从亚伯拉罕传给以撒, 再传给

雅各, 然后传给十二支派的列祖, 以及他们的

后代. 我们在 赛 44:1 读到: “我的仆人雅各, 我

所拣选的以色列啊…”; 赛 45:4 也说: “因我仆

人雅各,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召

你; 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加给你名号.”  

 

  沙尔(Erich Sauer)曾

指出, 神拣选亚伯拉罕, 却

没有拣选同期的其他信徒, 

如麦基洗德, 这完全是神的

自主权. 沙尔的见解给我们

很大帮助, 他说: “祂诚然没

有强迫信徒持守信仰, 也没

有强迫非信徒否定信仰, 却

让各人自由决定(太 23:37; 启 22:17). 然而, 从

众恶人当中, 祂拣选个别的恶人(例如埃及的

法老; 罗 9:17)作为一个特殊例子, 以显出祂审

判的能力; 祂又从众信徒当中, 拣选个别的信

徒作为特别的器皿, 来显出拯救的工作(林前

12:4-11, 29, 30). 亚伯拉罕就是在这样的意义

下蒙召. 他曾是, 也的确是, 一个正式的代表人

物, 特要彰显救恩的运作.” (参《世人得赎之

晨曦》, The Dawn of World Redemption, 第

190 页). 

 

 在以色列国民的拣选方面, 有数个重要

的观念: 事奉、选择和福气. 雅各和他的后裔

被指定成为神所拣选的仆人, 其结果是以色列

和万民都蒙福. 为了能全面地赏识整幅图景, 

我们必须以三方面来思考以色列蒙拣选一事: 

在过去(基督降生以前)、在现今(召会时代)和

在将来(灾难时期和千禧年国的时代). 

 

 仔细查考圣经, 我们会发现以色列国民

蒙拣选具有一些意义深远的特征(features): 

 以色列国民是在亚伯拉罕里蒙拣选 (创
12:2-3)  

 目的是为要成为神属地的百姓(创 12:2) 

 所领受的福气范围是属地、属物质和暂时

性的(创 15:18-21) 

 

有关以色列的国民性拣选 (national 

election), 其事奉和福气主要是属地的, 看清这

一点非常重要. 毫无疑问, 亚伯拉罕的约最终

会引致永恒的福气. 无论如何, 这拣选的最初

目的, 乃是要透过以色列这个国家为管道, 使

全地得着福气. 我们在此书有限的范围内, 不

为时代的真理(dispensational truth)辩护. 但我

们同意沙尔(Erich Sauer)所说的话: “我们要分

辨在整个救恩计划里所包含的不同时代, 这是

非常实际的, 对教会的历史、教义和敬拜方面

都有深切的意义”(参《世人得赎之晨曦》 , 

The Dawn of World Redemption, 第 194 页). 

 

以色列的国民性拣选包括了国民当中

的信者与不信者.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

给了非常有益的观察: “我们也必须明白个人

性救恩 (individual salvation) 和国民性救赎

(redemption of the nation)的分别, 前者是个人

靠着信心借着宝血, 后者则是靠着逾越节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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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整个蒙救赎的国民成为神的百姓; 借着

这国民 , 神要在此地上设立祂的神权统治” 

(Thy Kingdom Come, 第 85 页). 相比之下, 神

从未给现今时代的召会任何这类的使命. 以色

列整体国民在这任务上失败了, 但在国民当中, 

仍有神恩典的拣选, 即拣选个别的信徒. 

 

(b) 以色列国民中的信徒 

个别的犹太人错误地相信一点: 既然他

是蒙拣选的以色列国民中的一份子, 他在个人

方面就已享有被神称义的权利了. 正如长子自

然有权利领受家业, 所以遵行律法的犹太人也

以为他自然有权利在个人方面领受救恩. 保罗

开导我们, 那些在以色列国民性拣选方面有份

的人, 并不自动被神称义, 纵然他们拥有国民

性的圣约、律法、应许和世系. 保罗坚持他那

因信称义的伟大教义, 是公平相等地应用在所

有人身上, 没有犹太人或外邦人的区别. 

 

 在罗马书第 9 章, 我们发现“因为从以

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

罕的後裔就都作他的儿女”(罗 9:6-7). 换句话

说, 不是所有犹太人都因着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而自动得救. 由于这一章是常被曲解的一章, 

所以明白这一章的上下文和布景是极其重要

的. 事实上, 既然这一章被许多人认为是坚不

可摧的堡垒, 维护有关“神从亘古(永远)就拣选

某人和摈弃某人”之教义,83 那么我们应当比较

详细地查验保罗在此章的辩论之内容和思路. 

保罗在罗马书前 8 章确立了一个重点: 罪人被

神称义是唯有本乎恩, 也唯有因着信 (by grace 

alone through faith alone). 此外, 他坚持不管是

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得救, 都是建立在完全相同

的根基上, 即本乎恩也因着信, 没有任何人靠

着遵行律法的行为(善行)而被神称义.  

 

                                                           
83   双重预定(double predestination)的两大预定是: 

(1) 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 即神预定和拣

选了一些人得救, 这是无条件的, 不是基于他们的回应; 

(2) 摈弃(reprobation), 指神把一些人排除在救恩之外, 

注定他们永远受罚. 

 当他来到第 9 章, 保罗预料那些遵行律

法和自以为义的犹太人会群起抗议. 首先, 他

们会作出严重的指控说, 保罗的福音含有某些

不可接受的教义性影响, 意味着“神的话落了

空”(罗 9:6), 或作神的话失效了. 第二, 他们会

作出同样严重的指控说, 保罗在隐射或暗示说

神是不公平的. 故此, 保罗就在这一章里发言

处理这两个意料中的反对. 

 

 为了避免有人指控保罗是“反犹太主义

者”, 他一开始时就表明他对犹太人(保罗称他

们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罗 9:3)真诚与无

私的爱, 也表明他对以色列国民性的福气持有

至高的赏识与感激. 他列出这些福气, 强调身

为以色列人 , 他们享有“那儿子的名分、荣

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罗 9:4), 以及

光荣的世系, 因为“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

各)就是他们的祖宗”(罗 9:5). 在圣灵感动下, 

保罗写下他其中一首美丽的赞美诗, “按肉体

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祂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阿们!”(罗 9:5). 保罗肯定不

是在反犹太人, 但他要人从神在以色列国民历

史上的主权行动, 学习到重要的属灵功课. 在

这一章里, 他揭开这些重要的教训. 

 

(i)   犹太人反对的第一个理由 

“保罗, 你教导说神的救法是唯有本
乎恩也唯有因着信, 并不分犹太人

或外邦人. 但神给以色列国民的律

法和应许又如何? 如果你的教导是

正确的, 那么神的应许就已落空, 神

的话也已落空.” 

 

 保罗预料会有这样的

反对理由, 所以便指出并非所

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承受这

福气, 只有借着以撒生的才能

承受, “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

你的後裔”(罗 9:7). 保罗接着

拿“肉身所生的儿女”与“应许

的儿女”作比较(罗 9:8-9).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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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要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叫人明白, 

神在历史上拣选了以撒, 而非以实玛利, 来继

承亚伯拉罕之约的福气.84 神有绝对主权和自

由作出这个选择, 这是人所不可与神挑战、不

可置辩的. 保罗引用以色列国民这方面的历史, 

来说明重要的属灵真理. 他采用一个非常古旧

的文学技巧(literary device)  —  比方(或译“寓

言、寓意的说法”, allegory). “比方”(寓意的说

法)可定义为一个故事, 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被

用来象征某种道德或属灵的意义. 保罗已在加

拉太书第 4 章, 以比方来解释这同一个故事, 

他在那里清楚表示 : “这都是比方 ”(KJV: 

Which things are an allegory; 加 4:24).  

 

简言之, 经文的属灵教训是: “肉身(或

译“肉体”, KJV: flesh)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

女, 惟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後裔”(罗 9:8). 以

实玛利是肉体所生的儿子(创 16 :2-4), 类似人

一般的自然情况(natural condition). 以撒却是

按应许所生的儿子(创 18:10-11; 编译者注: 当

时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 撒拉的月经也已

断绝, 但仍然按神的应许生下以撒, 所以他的

出生不是出于属肉体的自然能力, 而是属神灵

的超然能力 ), 类似那些具有属灵出生的人
(spiritual birth).  

 

对于保罗的犹太读者而言, 其含意是明

显的. 神的应许只是给那些有属灵重生的人, 

这类似以撒的出生. 请注意这段经文并没教导

说, 按神永恒的定旨(另译“永远的定旨、永恒

的元旨”, eternal decree)是要以撒得救恩, 或以

实玛利被摈弃. 保罗引用以实玛利  —  靠肉体

                                                           
84   创 21:12: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这童子

和你的使女忧愁. 凡撒拉对你说的话, 你都该听从; 因为

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後裔.” 编译者注: 圣灵在创

世记 21 章清楚表明神拣选以撒而非以实玛利; 值得一

提的是, 在这整章里, 圣灵论到以实玛利时, 完全不提

“以实玛利”的名字[论到他时只说是“夏甲给亚伯拉罕所

生的儿子”(9 节)、“使女的儿子”(13 节)、“童子”(17-20

节)等], 为要显明以实玛利没有“名分”承受神所应许给

亚伯拉罕后裔的一切福气.  

自然生的儿子  —  来象征未重生得救的人, 并

用以撒  —  靠应许所生的儿子  —  象征属灵

重生的人. 

 

不过, 为了避免犹太人说以撒和以实玛

利来自不同母亲, 而以实玛利是使女夏甲的儿

子, 与犹太人完全无关, 因此, 保罗继续他的辩

论, 引述两个来自相同父母(以撒和利百加)的

兄弟  —  以扫和雅各. 这两人是双生兄弟, 在

圣经中象征着两个不同的国民. 当他们还在母

腹中, 耶和华告诉利百加, 说: “两国在你腹内;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 将来

大的要服事小的”(创 25:23).  

 

这故事中有历史和属灵方面的重要意

义. 在历史层面上, 神选择在雅各(而不是以扫)

身上延续亚伯拉罕之约的福气. 这是神主权和

自由的选择. 这预言(“这族必强于那族; 将来

大的要服事小的”)在以东(以扫的后裔)和以色

列(雅各的后裔)的历史上按字面意义应验了. 

那些不持加尔文观点的解经家, 惯用以扫和雅

各在历史上的角色,85 来解释神为何拣选雅各

而非以扫. 我们完全尊重这个立场, 也赞同这

能说出神在历史上的主权. 不过, 我们认为保

罗所要表达的不限于此. 

 

我们认为保罗再次采用“比方”的方式

(“寓意手法”, allegorical method), 用雅各和以

扫的情况带出属灵的教训(注: 我们所指的“比

方”[allegory]是圣经中采纳的文学用法. 我们

不赞同“寓意化”[allegorizing]的灵意解经法 , 

即专从经文字里行间寻找超出字面意义、所

谓更深奥的解说. 此灵意解经法是由俄利根

[Origen, 主后 185-254 年]、耶柔米[Jerome, 

主后 347-420 年]和奥古斯丁[Augustine, 主后

354-430 年]所推广的). 保罗引用雅各和以扫

的故事, 为要说明神选择以恩典来拯救, 而非

                                                           
85  指雅各后来在历史上逐渐成为一位敬畏耶和华

神的伟人 , 他的后裔也有许多敬虔之人(摩西、撒母

耳、大卫等等), 反观以扫和他的后代则远离真神.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4 

   

《家信》: 第 110 期 (2016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靠人的行为或善行; 神的拣选或选择是完全根

据祂所设立的条件, 与人的行为完全无关. 这

福气源于神恩典的呼召. 按照事件的自然进程, 

承受福气的应该是以扫, 因为他是长子, 也比

雅各年长. 但神把他放在一旁, 反而拣选比他

年轻的雅各. 此事的属灵意义现今明显可见了.  

 

神拒绝和颠倒自然的次序, 使到祂能够

按照祂自己的条件来赐福. 按权利来说, 长子

以扫理应得此福气. 这就如那些自以为义的犹

太人, 或任何想靠自己善行来得救的人, 他们

认为按权利来说, 自己应该获得救恩. 另一方

面, 身为最小的儿子雅各, 没有自然的权利去

得着福气. 如果他要得到福气, 就要靠恩典而

非靠权利. 这点说明救恩

的依据(basis), 任何人要

得救都必须靠恩典, 而非

靠权利. 因此, “大的要服

事小的”是一个插图 , 说

明在拯救人方面, 神把律法(靠行为得救)搁置

一旁, 选择了恩典(靠恩典得救).86 当神说: “雅

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恶的”(罗 9:13), 这

不是指神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态度, 而是祂对

两种不同人的态度, 这两种人各别由这两个兄

弟所预表, 且在他们两人未生之前就已预告其

结果. 雅各象征相信真神的亚伯拉罕之后代, 

而以扫则象征不信真神的亚伯拉罕之后代.  

 

正如在以实玛利和以撒的例子中, 完全

没有提到任何人按神永远的定旨得救或被摈

弃. 约翰·古德温(或译“高云”, John Goodwin, 

1593-1665)在他的佳著《罗马书第九章注释》
(Exposition of the Ninth Chapter to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中写道: “使徒讨论的范畴, 是

要辩护和持定他那伟大的教义  —  因信称义

                                                           
86   在救赎的历史上, 先有律法时代, 才有恩典时代.

律法犹如“那大的”(先有的大儿子以扫), 恩典犹如“那小

的”(过后才有的小儿子雅各). 因此, “大的要服事小的”

也可象征律法要服事恩典  —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靠恩典得救)”(加
3:24).  

的道理. 他在此并没提到有关神从亘古以前就

拣选某人或摈弃某人. 古德温辩论说, 保罗没

有引用以撒和雅各为例, 来证明神是绝对与无

条件地拣选某人去得永生; 神乃是使用他们来

说明重生和恩典(参下文). 明辨保罗所用的比

方(寓意手法), 是正确明白这段经文的关键. 

 

   总结以上的论点, 保罗为了更清楚解说, 

便描述以实玛利为肉体所生的儿子, 而以撒则

是应许所生的儿子. 长子以扫象征那些宣称有

权得福的人, 幼子雅各则象征那些靠恩得福的

人. 保罗向那些犹太读者所传达的信息是显而

易见的; 一个人若想要得救, 他必须经历属灵
的重生, 正如按应许生的以撒所表明的, 并且

他只能靠恩典得救, 正如幼子雅各所表明的. 

因此, 神的话肯定完全没有落空. 神按自己的

条件来赐福, 即本乎恩也借着信, 不靠行为. 说

到这里, 保罗回应了犹太人反对的第一个理由. 

当犹太人得知按属灵意义而言, 他们像以实玛

利和以扫, 多过像以撒和雅各, 这样的领悟所

带来的痛苦感受, 是我们难以明白的. 

 

(ii)   犹太人反对的第二个理由 

“保罗, 如果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没

有优势, 或说那些遵行律法的人没

有好处, 那么, 神是不公平了.” 

 

   若说在救恩方面神是不公平的, 保罗便

完全反对这样的想法. 神拯救人的方法唯有本
乎(神的)恩 , 也唯有因着(人的)信  (by grace 

alone through faith alone), 自以为义的犹太人

不可吩咐神怎么做. 正如祂向摩西说: “我要怜

悯谁就怜悯谁.” 怜悯绝对是神的特权. 神有绝

对主权按自己的意旨, 去决定祂要借着恩典拯

救那些相信的人, 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 正如

神有主权按自己的意旨在历史中拣选了以撒

和雅各, 使他们承受圣约的诸般应许; 同样, 神

有主权决定怎样拯救和拯救谁. 

 

 神怎样拯救?  —  祂借着恩典拯救. 

 神拯救谁?  —  祂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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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罗马书 1 至 8 章所清楚教导的. 

在第 9 章, 特为犹太读者, 保罗选用某些旧约

人物和事件, 以“比方”(寓意的说法)来说明因

信称义的伟大真理. 

 

如果神有主权决定拯救谁, 那祂也有主

权决定弃绝谁. 祂拯救相信的人, 弃绝不信的

人. 保罗引证法老, 作为不肯悔改的罪人之例. 

他是个死不悔改、坚持不信的人. 但经文并没

教导说神按过去永恒的绝对

定旨, 预定法老灭亡. 对于故

意不信的人, 保罗指出法老是

神给他们的严厉警告 ( 罗

9:17),87 这有如彼得描述所多

玛和蛾摩拉是“作为后世不敬

虔人的鉴戒”(彼后 2:6). 范氏

(W. E. Vine)在他所著的注释书《给罗马人的

书信》(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第 136 页)

中清楚声明: “神的惩罚并不是主观和随意的, 

乃是因人的硬心才引发的结果. 神并没用主权

去预定人犯罪, 好像他们是无助的机器, 被逼

接受那预先决定好的命运, 又被逼去承受本身

没有犯错却要负责的恶果. 犹太人现今的情况

乃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不能归咎于神.” 

 

神主权的意旨是要怜悯那些相信的人, 

也使那些坚持不信的人心里刚硬, 并且没有任

何人, 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 能吩咐神不准

这么做. 事实上, 人若要如此强嘴, 情况就如陶

泥要主宰窑匠, 要吩咐窑匠怎么做, 这是何等

的愚昧啊! 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无权发言. 神

按自己的特权决定借着恩典拯救, 并借拯救相

信的人(那些蒙怜悯的器皿, 在今生预备得将

来荣耀的人)来彰显祂荣耀的丰富(罗 9:23), 这

是不可挑战和无可辩驳的; 同样, 祂向不肯悔

改和顽梗的罪人(那些可怒的器皿, 因本身恶

行而预备遭毁灭的人)发烈怒, 这也是不可挑

战和无可辩驳的. 

                                                           
87   罗 9:17: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在神对待人方面, 神是完全的公义正确, 

人却是完全处在错误中. 论到救恩, 罪人没有

跟神讨价还价的本钱,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放在

谈判桌上. 如果罪人要得救, 就完全有赖于神

自己的意愿, 也必须按照神自己的条件. 神有

权选择怎样拯救, 也有权选择拯救谁, 不容任

何人挑战. 神的美意是: 以恩典来拯救(不靠人

的行为), 也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不分犹太人或

外邦人. 

 

保罗继续他的论点, 提醒他的读者一件

事: 神一直想要把外邦人带入福气里. 保罗急

切地指出, 他并没有自创这样的观念, 并引证

何西阿书, 向犹太读者证明神给外邦人的怜悯, 

是完全与圣经预言相符一致的(罗 9:25-26; 何

2:23).88 然而, 犹太人或许会问: 为什么得救的

外邦人这么多, 得救的犹太人却相对地少之又

少? 是否圣经的预言出了严重的问题? 对于犹

太人可能提出的这个问题, 保罗引证以赛亚书, 

指明先知早已准确地预告只有少数犹太余民

会得拯救.(罗 9:27; 赛 10:21-23).89      

 

 本有特权的犹太人, 却失去福气; 本是

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却有大量的人得救. 这样

奇怪的情况应当如何解释? 保罗在经文中是否

教导我们说, 神在亘古以前已有绝对的“双重

预定”(double predestination, 即预定某人蒙拣

选而得救, 也预定某人遭摈弃而灭亡)? 保罗的

辩论中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即没有教导所谓的

“双重预定”). 

 

 合乎圣经的解释是: 外邦人因着信心而

蒙福, 犹太人却失去福气, 因为他们追求义行, 

以为凭着行为可得福气. 因此, “单单信靠基

督”成了犹太人的绊脚石. 罗马书整个第 9 章

                                                           
88  罗 9:25-26: “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 那本来不

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

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

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89   罗 9:27: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 ‘以色列

人虽多如海沙, 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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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突出的重点是: 若要被称义, 只可因着信, 

犹太人也一样(不能靠自己的行为[遵行律法]

或以色列国民的特权[圣约、律法、世系等]而

被神称义, 编译者按). 

 

 在罗马书第 9 章, 保罗引用以色列国民

过去(past)的一些事件和人物, 来说明神在历

史上的主权(意即有权决定怎样拣选, 以及拣

选谁). 他以这些真实故事为“比方”, 说明和教

导有关因信称义的伟大教义. 到了第 10 章, 他

阐述以色列人现今(present)的失败, 不能进入

福音的福气, 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公义, 也不

领会基督所成就之工的重要性(罗 10:3-4). 保

罗引证以赛亚的预言, 无疑确立了以色列的罪

疚和责任,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伸手

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罗 10:21; 参  赛
65:2).   

 

 无论如何, 神并没有撇弃祂上古的所有

百姓. 论到现今, 保罗说: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

有所留的余数”(罗 11:5). 以色列人没有得着他

们所追寻的福气, 但蒙拣选的人(或译“选民”, 

the elect)却得着了. 有些犹太人已经得救, 而保

罗强调, 他们乃是借着神的恩典得救, 不靠行

为. 因此, “蒙拣选的人”按此上下文是指那些

相信的犹太人.90 

 

 尽管如此, 神仍然为犹太人预备了光明

的未来(future). 神在掌管历史, 在未来的一日, 

当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罗 11:25-26). 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 

仍然等待那荣耀的应验, 就是必有一位救主从

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神按着

自己立约的信实, 要除去他们的罪.  

 

保罗说, 现今的以色列人因着你们(外

邦人)的缘故, 是福音的仇敌; 但论到拣选, 他

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罗 11:28). 神的话在

                                                           
90   罗 11:7: “这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

们没有得着, 惟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其余的就成了顽

梗不化的.” 

每一方面都没有落空. 事实上, 以色列现今的

不信, 正是外邦人蒙怜悯的机会. 到了最后, 以

色列也将蒙怜悯. 神把所有人都圈在不信中, 

使祂的怜悯能临到所有人. 这个事实感动保罗

写出整本圣经最美丽的赞美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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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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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11:33-36) 

  

 论到以色列国民中的信徒, “拣选”一词

另有一个用法, 并在“符类福音书”(另译“对观

福音书”, Synoptic Gospels, 指马太、马可、路

加三本福音书)中出现. 主耶稣在四个场合下

引用了“选民”一词, 每一次都与灾难时期信主

的以色列余民有关. 此灾难时期介于召会被提

和人子再来(脚踏橄榄山)之间. 主耶稣告诉祂

的门徒, 人子要驾云降临, 满有能力和大荣耀, 

又差遣使者, “将祂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

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太 24:31) 读者可迅速查

考所有经文, 便知他们是指末世信主的余民

(太 24:22,24,31; 可 13:20,22,27; 路 18:7). 

 

 结束这一部分前, 我们要作个总结. 与

以色列有关的“蒙拣选之人”(或作“选民”)可用

来指: (1) 过去的整个以色列国民; (2) 过去和

现今在以色列国中的信徒; (3) 灾难时期信主

的余民; (4) 未来千禧年的整个以色列国民. 在

每段经文中, 其上下文会提供我们解释的钥匙, 

帮助我们看出文中的“拣选”是指以上四种的

哪一种. 值得留意的是, 在上述经文和罗马书

第 9 章的经文中, 没有一处表明“拣选”的意思

是指神按永恒不变的定旨, 完完全全预定了某

些人得拯救, 某些人被摈弃 (这“双重预定论”

乃是归正神学或加尔文神学断章取义的产物, 

而非圣经的教导, 编译者按).91  

 

(文接下期) 

                                                           
91   上文编译自  John F. Parkinson, The Faith of 

God’s Elect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99), 

第 11-28 页, 也参 http://cclw.net/book/sxmdxx/index.html  

http://cclw.net/book/sxmdxx/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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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是非          乔治·泽勒(George Zeller) 

 

再思“归正神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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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ed Theology),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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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以至于在

某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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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接上期) 

(B) 归正神学的危险 

 上期我们已讨论归正神学四方面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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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危险, 那就是: 

 

(B.5) 危险五: 不按字面意思或正常意义来明

白圣经的危险 

圣经必须按字面意思来解释, 这是正常

和自然地明白语言的方式. 我们承认圣经作者也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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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修辞法(Figurative language),93 因这也是描

绘字义或实义真理的正常和生动方式. 要明白圣

经, 我们一定要根据语言的正常用法、字词的用

法、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经文的上下文(上文下

理, context)和圣经整体的教导(提后2:15).94 [编

译者注: 此乃“字义解经”(literal interpretation, 或

译“实义解经、字面解经”) ]95 

 

更重要的是, 信徒查考圣经时, 必须完全

倚靠真理的灵, 因为祂的其中一项工作, 就是向

信徒揭示有关基督 , 光照信徒的心思意念(约

5:39; 16:13-15; 林前2:9-16). 属血气、未重生得

救的人无法正确地明白和解释神的道. 神的事对

他们来说是愚拙的; 他无法知道它们(林前2:14), 

因他的心眼被弄瞎了(罗3:11; 林后4:3-4).  

 

神按所说

的话来表达祂的

意思, 也照祂所要

表达的意思来说

话. 神没有用祂的

话来糊弄我们或

欺骗我们. 祂期望

我们以一个像孩童般的简单信心来接受祂所说

的话. 我们只要按祂所说的话来认识祂、信靠祂. 

 

但归正神学却在以下三个主要领域里, 

抛弃了上述的字义解经(literal interpretation):  

 

(一) 有关国度的预言 

当我们读到圣经中许多伟大的预言, 如

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

                                                           
93   有关修辞法(Figurative language), 我们推荐读

者们参考 E. W. Bullinger, Figure of Speech Used in the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68). 
94   提后 2:15: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作无

愧的工人,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95   有关“字义解经法”(即“实义解经法”), 请参本文

附录(2). 除了“字义解经法”(Literal Interpretation), 还

有“寓意解经法”(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和“神学

解经法”(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 有关“寓意解经

法”, 请参本文附录(1): 灵意解经法; 有关“神学解经

法”, 请参本文附录(3): 神学解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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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P. Enns 

 
Louis Berkhof 

和其他先知书的预言时, 我们会看见它们非常详

细地描述一个未来的国度时期(future kingdom 

age), 这国度将发生在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在耶

路撒冷作王治理的时期(即所谓的“千禧年”, 或

称 “天国时代 ”, 此国度也称为 “千禧年国 ” 

[Millennial Kingdom]或 “弥赛亚国 ”[Messianic 

Kingdom] ). 我们岂能忽视不理这些预言? 我们

怎能坦然宣告这些预言不会按字面意思应验或

实现? 难道这些预言不知何故无效作废? 为何支

持归正神学的人士拒绝按字面意思和正常意义

去明白这些国度的预言呢?96  

 

[编译者注: 一般而言, 改革宗神学/归正神学主

要是支持“无千禧年论”(Amillennialism, 注: 虽不

否认有些改革宗学者例外地支持“前千禧年论” 

[Premillennialism], 但那是极少数的学者), 正如

改革宗的权威学者伯阔福教授(Louis Berkhof)所

清楚表明的立场. 说到“无千禧年论”, 他写道: 

“它 (无千禧年论 )是教会伟大的历史性信经

(Confessions)所表达或暗示的观点, 也一直是在

改革宗/归正宗的圈子里(Reformed circles)所流

行的看法.”97 

 

此外 , 达拉斯神学院的

殷保罗(Paul P. Enns)在

其所著的《慕迪神学手

册》中表明: “无千禧年

的末世论 , 主要是改革
宗末世论的观点 . 他们

主要是坚持无千禧年观

点的保守派 , 自由神学

虽然也持无千禧年观点, 但他们大都不关注末世

论. 支持无千禧年派者(Amillennialists), 不否定

基督的再来, 但他们不相信基督会在地上、有一

个按字面意义一千年的统冶. 无千禧年派认为, 

                                                           
96   改革宗学者所敬重的加尔文(John Calvin)曾说: 

“天国在地上是小说故事, 内容太天真, 不值得花时间去

研读”(详见《基督教教义》, III, 25:5). 这样的态度或多

或少影响了许多改革宗学者不重视启示录 20 章所预言

的千禧年. 马有藻著, 《将来必成的启示  —  末世神学

概要》(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2 年), 第 52 页. 
97   Louis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58), 第 708 页. 

神的国度就是现今教会的时代, 时代结束后, 永

世就开始, 中间不用有一个‘千禧年’. 基于这个

理由, 无千禧年派提出一个字眼  —  ‘实现的千

禧年’ (realized millennialism), 来说明他们并不

否定千禧年, 不过是相信千禧年已完全在今世实

现(即千禧年已经实现了 , 不必等到未来才应

验).”98  

 

有关改革宗(归正神学)对国度预言方面所持的

“无千禧年派”观点, 请参伯阔福(Louis Berkhof)

所著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第

695-719 页,99 也请参本文附录(4): 无千禧年论 ] 

 

(二) 有关我们主救赎的对象 

归正神学人士抛弃字义解经的另一个例

证, 是他们按他们的神学 (而非圣经的字义或实

义)来解释有关“基督为谁

而死”的问题. 

 

 基督为谁而死? 归

正神学人士同意圣经用普

遍性术语 (universal terms)

来描述这些人 . 他们如何

理解这些普遍性术语? 那

些持“限定的赎罪”(或译

“限定的救赎”或“限定的代赎”, limited atonement)

之看法的人告诉我们, 约 3:16、林后 5:19 和 约

6:51 的“世人”(KJV: the world)不是真的指“世

人”, 约壹 2:2 的“普天下人”(KJV: the whole 

world)也不是真的指“普天下的人”. 此外, 他们坚

持 提前 2:6 的“万人”(即所有人, KJV: all)不是真

的指“万人”(所有人), 提前 2:4 的“万人”(即所有

人, KJV: all men)也不是真的指“万人”(所有人), 

来 2:9 的“人人”(即每一个人, KJV: every man)不

是真的指“人人”, 而 赛 53:6 的“我们众人”(即我

                                                           
98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

证主协会, 2003 年五版), 第 367 页. 参本文附录(4): 无

千禧年论(Amillennialism). 
99   伯阔福教授(Prof. Louis Berkhof)在美国加尔文

神学院(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 Grand Rapids)教学

将近 40 年. 他所著的《系统神学》普遍被视为改革宗/

归正神学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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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tius Bonar 

们所有人, KJV: us all)不是真的指“我们众人”(我

们所有人).      

 

 安德森(Sir Robert Anderson)如此写道: 

“在我基督徒生活的初期, 我因为一个看法而感

到非常困惑和忧伤, 这看法(或译“假定、假设”, 

supposition)就是圣经中一些清楚简单的词句是

不真确的, 对于这些经文如 约 3:16、约壹 2:2 和

提前 2:6 等等, 只有启蒙者才能明白它们隐秘的

意思. 有人告诉我, 神的主权拣选之真理比其他

真理更重要, 因而阻拦我们以字义来解释上述经

文. 不过, 半个世纪以前, 

一个当时的朋友  —  博

纳尔(Dr. Horatius Bonar)  

—  拯救我脱离这不可

思议的流行错谬. 他教

导我说, 某些真理在我

们看来是互相对立、无

法协调的, 只因为我们

有限的头脑思想无法明

白无限的神; 我们对神

永恒计划的理解力是有

缺陷的. 但我们绝不可

让我们那有缺不全的理解力, 阻碍我们全心全

意、毫无疑问地信靠圣经的话语. [摘自安德森

所著的《被遗忘了的真理》(Forgotten Truths)] 

 

 支持时代论的人士努力遵循这条解经的

法则: 当意思清楚的经文明确地表达了它的意思, 

就不要寻找别的意思, 不然它会变得荒谬、毫无

意思! (When the plain sense makes good sense, 

seek no other sense lest it result in nonsense!) 但有

些人读到圣经某些范围时, 就抛弃实义解经法, 

不按字面意义解经, 例如论到“有限的救赎”, 他

们看来遵循另一条法则: 当意思清楚的经文与我

们的神学体系有所冲突时, 就要寻找别的意思, 

不然我们就会与我们加尔文主义特定的标记

(brand, 指教义)有所冲突(When the plain sense 

contradicts our theological system, seek some 

other sense, lest we end up contradicting our 

particular brand of Calvinism). 

 

 超过 3 百年以前 , 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100这样写道: “当神以最清楚方式告诉我

们说, 基督为每个人死, 为每个人尝了死味(来

2:9 “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意是“为每个人尝了死

味”, KJV: for every man), 有人就否认它. 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 他们就推翻或破坏经文中清楚的意

思, 只因为他们无法协调“基督定人的罪”与“祂

对拣选之人的爱”. 当两件事呈现合理与协调的

一致性, 我们便不难明白和接受. 不过, 如果你不

能明白两个清楚的福音真理(如神主权的拣选与

人自由意志的责任)如何能够协调的话, 你会怎

么做? 你会因此否认其中一个真理吗? 即使两个

真理同样是清楚的, 你会这样做吗? 这样做岂不

是表明你骄傲地选择依赖你自己的聪明, 而不信

赖那默示圣经之圣灵的智慧吗? 难道一个谦卑

人不该这样说, 两个真理无疑都是正确的, 尽管

我无法协调它们.  

 

因此, 有些人否认这些清楚的真理, 因为

他们错误地认为(一切有基督为他们而死的人, 

肯定被神称义, 得着拯救; 因为祂为任何人死, 满

足神公义的要求, 祂就赐那人信心去相信祂; 公

义的神不会审判那些已有基督为他们死、满足

神公义要求的人等等).101 可是圣经有赞同他们

这些看法吗? 真的有这样说吗?  

 

圣经明确表明, 基督为所有人而死(提前

2:6), 也为每一个人而死(来 2:9).102 圣经岂有清

楚地说基督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死? 圣经岂有论

到某一个人是基督不为他而死的吗? 圣经哪里

有说祂只是为祂的羊群, 或祂所拣选的人(所谓

的“选民”)而死 , 不为那些不蒙拣选之人(non-

                                                           
100   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1691)是英国清

教徒牧师, 王政复辟时力促当局对脱离国教(圣公会)的

温和派实行宽大, 但为此遭受迫害及监禁. 
101   有者认为“公义的神不会审判那些已有基督为

他们死、满足神公义要求的人”, 但此看法并不完全正

确, 因为即使基督已为他们而死, 但他们若不肯接受和

信靠基督, 他们仍然不会得救. 就像礼物已经预备给他

们, 若他们不亲自接受, 仍然不会得到.  
102   来 2:9: “…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

冠冕, 叫祂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或译作: 为每一个人; 

KJV: for every man)尝了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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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Baxter 

elect)而死? 你在整本圣经中找不到任何这样的

词句; 既然如此, 我们岂不该抛弃那些不肯定的

论点, 放弃那些含糊不清的经文, 而以肯定的真

理和清楚的经文为标准吗? [摘自巴克斯特所著

的《人类普世性的救赎》(Universal Redemption 

of Mankind), 第 282-283 页] 

 

 巴克斯特精巧地把这些原则应用在眼前

的案例中, 他说: “我现在要知道, 如果圣经清楚

地说基督为所有人死, 你会相信吗? 如果你会相

信, 请告诉我, 你能自创一些词句来表达此事, 并

且表达得比圣经所采用

的词句更清楚吗? 难道

基督被称为“世人的救

主”还不够吗?(约 4:42)103  

但你说: “是全世界的人

的救主吗?” 是的, 圣经

说祂“为普天下人的罪”

作了挽回祭 (约壹 2:2). 

你说: “主的救赎之恩是

给世上所有的人吗?” 是

的, 圣经说祂为所有人死, 

为世上所有的人而死(提前 2:4-6).104 但你说, 圣

经岂有说是为每一个人? 是的, 圣经说祂“为人

人(意即“每一个人”, KJV: for every man)尝了死

味”(来 2:9). 但你可能说, 这是指为所有蒙拣选

的人(all the Elect), 若圣经有说祂也为不蒙拣选

的人(Non-Elect)而死, 我就相信. 是的, 圣经说到

有些人否认那买赎(救赎)他们的主(彼后 2:1),105 

使自己面临急速灭亡. 但这一切圣经的话语看来

对心存偏见之人完全没有意义.” [摘自巴克斯特

所著 的《人类普世性的救赎 》 (Universal 

Redemption of Mankind), 第 286-287 页] 

 

                                                           
103    约 4:42: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

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或译

“世人的救主”, KJV: the Saviour of the world).” 
104   提前 2:4-6: “祂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祂

舍自己作万人(或译“所有人”; KJV: for all)的赎价.” 
105   彼后 2:1: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

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

(意即“买赎、救赎”, 希腊原文: agorazô {G:59})他们的

主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速速的灭亡.” 

 我认识一个人. 他不相信基督为所有人

而死, 但他却作出以下值得注意的承认: “如果基

督真的为所有人而死, 那么, 我不知圣经要如何

说得比它已说的还清楚.” 这是何等的正确啊! 此

人过后拥抱和接受“无限的赎罪(或译“无限的救

赎”, unlimited atonement)之教义, 因为他无法否

认圣经中既清楚又简单的陈述(即耶稣基督为世

上所有人而死!). 

 

(三) 有关大灾难和主第二次再来的预言 

今日很多归正神学人士已加入“过去已应

验者之阵营”(preterist camp; 即那认为启示录和

马太福音 24 章的预言已经应验或实现的人). 这

些阵营的人士相信大部分或一切有关大灾难的

预言已在过去的历史中应验, 特别是与耶路撒冷

在主后 70 年被毁有关. 他们宣称这些有关大灾

难和主第二次再来的伟大预言不是在将来才发

生, 而是已经实现了. 他们宣称这些主要的预言

性事件已经发生了! 他们说大灾难已在主后 70

年发生. 甚至有关主第二次再来, 他们也说它已

在主后 70 年实现了.  

 

[编译者注: 我们必须澄清和承认, 不是所有归正神

学人士都是上述所谓的“过去已应验者”(preterists), 

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说归正神学人士一定有这

方面的错误.106 本文作者泽勒(George Zeller)是基

                                                           
106   Tim LaHaye 和 Thomas Ice 在他们合著的《末

日争议》(The End Times Controversy, 第 63-64 页)指出, 

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神学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于 1812 年由长老会开办)的改革宗学者们(即

归正神学的学者们, Reformed scholars)一般上都不支持

“过去已应验者”(preterists)的立场, 而美国的威斯敏斯

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于 1929 年

由长老会和改革宗开办)的改革宗学者们也都不支持, 

除了 Jay Adams 例外. 简之, 这两位学者说, 大部分改革

宗学者都不支持这立场. 不过, 近期有越来越多的改革

宗学者拥抱“过去已应验者”(preterists)的看法, 主要是

出于他们对“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的抗拒之结果,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DGKY59jeb

NUC&pg=PA64&lpg=PA64&dq=Reformed+men-

preterist+camp&source=bl&ots=E_-

0BQwJQJ&sig=tA15YiJW1m_M80y3LLPo8KuFu-

A&hl=en&sa=X&redir_esc=y#v=onepage&q=Refor

med%20men-preterist%20camp&f=false . 其中一位

拥抱“过去已应验者”之立场的著名改革宗学者是沙利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DGKY59jebNUC&pg=PA64&lpg=PA64&dq=Reformed+men-preterist+camp&source=bl&ots=E_-0BQwJQJ&sig=tA15YiJW1m_M80y3LLPo8KuFu-A&hl=en&sa=X&redir_esc=y#v=onepage&q=Reformed%20men-preterist%20camp&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DGKY59jebNUC&pg=PA64&lpg=PA64&dq=Reformed+men-preterist+camp&source=bl&ots=E_-0BQwJQJ&sig=tA15YiJW1m_M80y3LLPo8KuFu-A&hl=en&sa=X&redir_esc=y#v=onepage&q=Reformed%20men-preterist%20camp&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DGKY59jebNUC&pg=PA64&lpg=PA64&dq=Reformed+men-preterist+camp&source=bl&ots=E_-0BQwJQJ&sig=tA15YiJW1m_M80y3LLPo8KuFu-A&hl=en&sa=X&redir_esc=y#v=onepage&q=Reformed%20men-preterist%20camp&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DGKY59jebNUC&pg=PA64&lpg=PA64&dq=Reformed+men-preterist+camp&source=bl&ots=E_-0BQwJQJ&sig=tA15YiJW1m_M80y3LLPo8KuFu-A&hl=en&sa=X&redir_esc=y#v=onepage&q=Reformed%20men-preterist%20camp&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DGKY59jebNUC&pg=PA64&lpg=PA64&dq=Reformed+men-preterist+camp&source=bl&ots=E_-0BQwJQJ&sig=tA15YiJW1m_M80y3LLPo8KuFu-A&hl=en&sa=X&redir_esc=y#v=onepage&q=Reformed%20men-preterist%20camp&f=false
https://books.google.com.my/books?id=DGKY59jebNUC&pg=PA64&lpg=PA64&dq=Reformed+men-preterist+camp&source=bl&ots=E_-0BQwJQJ&sig=tA15YiJW1m_M80y3LLPo8KuFu-A&hl=en&sa=X&redir_esc=y#v=onepage&q=Reformed%20men-preterist%20camp&f=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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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当中近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过去已应验

者”的阵营, 所以才在本文中提醒读者说归正神学

人士可能有这方面的错误] 

 

这是不以字义解释预言的后果. 圣经有

多次谈论到主耶稣会来建立祂的国度. 请思考以

下几点, 并看出它们如何抵触“基督于主后 70 年

来到祂的国度”(指建立祂的国度)这一看法:  

 

1) 当基督回来建立祂的国度时, 祂会回到地上, 

并被每一个人看见(太 24:25-30; 启 12:7). 但

此事没有在主后 70 年应验, 因基督在那时没

有被任何人看见. 

 

2) 当基督回来建立祂的国度时, 祂会从地上各

国招聚祂的选民犹太人, 把他们带入应许之

地(太 24:31; 耶 16:14-15; 赛 43:5-7; 耶 23:7-

8; 耶 31:7-10; 结 11:14-18; 结 36:24). 但此事

没有在主后 70 年应验. 不仅没有被招聚, 犹

太人还被杀害, 过后被分散各地. 

 

3) 当基督回来建立祂的国度时, 地上的战争将

会止息(赛 2:4; 弥 4:3; 诗 46:9; 亚 9:10). 但此

事没有在主后 70 年应验. 在那年, 罗马军队

发动猛烈的战争. 

 

4) 当基督回来建立祂的国度时, 祂会复兴以色

列国(徒 1:6), 而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会坐在

那设立于耶路撒冷的大卫宝座上(赛 9:7; 耶

17:25;  23:5-6; 33:15; 何 3:4-5; 摩 9:11-15; 路

1:32-33). 但此事没有在主后 70 年应验. 主后

70 年时, 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 没有从大卫

谱系而来的君王坐在大卫宝座上进行治理. 

 

5) 当基督回来建立祂的国度时, 那将会是犹太

人得蒙大拯救和大福气的时刻(耶 30:7-9; 结 

34:25-31). 但此事没有在主后 70 年应验, 反

而是犹太人在主后 70 年大遭审判, 因他们在

                                                                                               
文(Michael J. Sullivan), 他说改革宗/归正神学的末世论

形成了“完全在过去已应验”之说(Reformed eschatology 

has formed Full Preterism), http://fullpreterism.com/what-

is-full-preterism/ . 

几十年前钉死他们的弥赛亚(主耶稣), 立意

弃绝祂(虽说有一小部分的犹太人信靠祂). 

 

6) 当基督回来建立祂的国度时, 神的圣所(祂的

圣殿)会在祂子民当中(结 37:26-28; 结 40:5-

43:27). 但此事没有在主后 70 年应验, 因犹

太人的圣殿就在那年被毁, 使犹太人从此至

今完全没有圣殿了. 

 

7) 当基督回来建立祂的国度时, 将会有祭司在

圣殿中进行职任, 献上动物的祭物(结 44:1-

46:24). 但此事没有在主后 70 年应验, 因为

当罗马军队毁坏圣殿后, 祭司职任和献祭之

事就终止了. 

 

8) 当基督回来建立祂的国度时, 犹太人将会承

受产业, 住在神所应许之地, 全地将被分为十

二支派的地界. 只是这些支派的地界分割将

与约书亚记所记述的有所不同 (Arnold G. 

Fruchtenbaum, Footprints of the Messiah, 第

328 页). 结 47:13-48:29 描述天国时代的十二

支派之地界. 七个支派将被安置在圣殿北部

(结 48:1-7), 另五个支派则在圣殿南部 (结

48:23-29). 但此事没有在主后 70 年应验. 罗

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城后, 还存留的犹太人

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直到 20 世纪时(1948 年), 

一小部分的犹太余民归回以色列地, 成立了

犹太国(以色列国). 

 

9) 当基督回来建立祂的国度时, 将有好消息(佳

音好信)报告给耶路撒冷(赛 52:7-10).107 这好

消息(佳美信息)有下列元素: (a) 是有关平安

的好消息; (b) 是有关弥赛亚在锡安作王的好

消息; (c) 是有关神安慰祂百姓的好消息; (d) 

是有关神救赎耶路撒冷的好消息. 但这些事

没有在主后 70 年应验. 对犹太人而言, 主后

                                                           
107   赛 52:7-9: “那报佳音, 传平安, 报好信, 传救恩

的, 对锡安说: 你的神作王了! 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听啊, 你守望之人的声音, 他们扬起声来, 一同歌唱; 因

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 他们必亲眼看见. 耶路撒冷

的荒场啊, 要发起欢声, 一同歌唱; 因为耶和华安慰了祂

的百姓, 救赎了耶路撒冷.” 

http://fullpreterism.com/what-is-full-preterism/
http://fullpreterism.com/what-is-full-prete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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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10 期 (2016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St. Augustine 

 
犹太学者斐罗 

70 年只有坏消息, 即有关审判、毁灭、荒凉

和死亡, 而非安慰与平安. 

 

10) 当基督回来建立祂的国度时, 将会有欢喜快

乐(赛 35:1-10). 这欢喜快乐是因为: (a) 旷野

将变成肥沃土地(第 1-2, 6-7 节); (b) 弥赛亚

将会来拯救以色列(第 3-4 节); (c) 那些瞎

子、聋子或瘸子会得到医治(第 5-6 节); (d) 

残暴的动物不再威胁人类(第 9 节). 但此事

没有在主后 70 年应验. 罗马军队在主后 70

年毁坏耶路撒冷后, 那些幸存者没有欢喜快

乐, 只有忧愁叹息(比较 赛 35:10). 

 

有关字义解经(literal interpretation)的重

要性, 懂得英文的读者可上网阅读下列文章: 

 
1)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c

onsist.htm : “Consistent Literal Interpretation  —  

A Study Showing the Inconsistencies of Non-

Dispensationalists” (一致的字义解经  —  显示“非

时代论者”的不一致之研究) 
2)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er

al.htm : “Do I Interpret the Bible Literally?  Six 

Tests To See if I Truly Do”(我按字义解释圣经吗? 

六个测试看看我是否真的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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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灵意解经法 

 

(A) 灵意解经法的定义 

与字义解经法相对的, 就是灵意解经法(或

简称“灵意法、寓意法”, Allegorical Method). 根

据赖若瀚 , 灵意解经法认为圣经隐藏着丰富的含

义, 字面的意义只是内在属灵意义的工具而已 , 此

法鼓励解经者尽力发掘隐藏在经文字里行间的多

重意义. 

 

(B) 灵意解经法的历代倡导者 

“灵意法”最初是由希腊的外邦学者开始 , 

被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所采用 , 然后在初期教会中

广泛地被接纳和采用, 直到宗教改革时代. 赖若瀚

列出灵意解经的主要代表人物: 

1) 希腊的哲学家: 他们一方面要避免正面解释一

些哲学家或诗人作品中难解之处, 另一方面要

利用这些作品来传递自己的观念与思想 , 所以

就采用灵意的方法来解释. 

2) 早期犹太学者斐罗(Philo, 

主前 20-主后 54 年): 他认

为按字义解经正像喝“奶”

一般 , 只适合初信或肤浅

的信徒 ; 而灵意解经则如

同吃“干粮”, 专为成熟与

属灵的信徒所预备的. 

3) 亚历山大派的教父俄利根

(Origen, 主后 185-254 年): 

他认为人既然有灵、魂、

体三部分 (帖前 5:23), 圣

经也有字义、道德、属灵

三方面的含义.  
4) 后期教会的教父奥古斯丁

(Augustine, 主后 354-430

年 ): 他 受 安 波 罗 修

(Ambrose) 的影响 , 认为

“字句是叫人死, 精意(或作: 

圣灵)是叫人活”(林后 3:6). 他说: “圣经(的经文)

不单只有一个意思, 因此灵意解经是合宜的.” 

 

到了宗教改革时代 , 释经学才开始回到字

义解经的方向去.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尔

文(John Calvin)都教导信徒要坚守字义解经法(即

今天所谓的“文法历史解经法”). 

 

(C) 重审灵意解经法的根据 

支持灵意解经之人往往用几处经文来印证

他们的论点, 故需要把那几处经文扼要地分析: 

 

1) 林后 3:6: “祂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 不是

凭着字句(KJV: letter, 希腊文: gramma{G:1121}), 

乃是凭着精意 (KJV: spirit, 希腊文 : pneuma 

{G:4151}, 可指圣灵);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精
意(或作: 圣灵)是叫人活.” 有者因此认为读经不

要单注意字句的死板意思 , 更要找出经文的

“精意”(灵意?!). 然而, 这不是此节圣经的意思.  

 

这段经文(林后 3:1-17)的主题清楚论述新约职事

与旧约职事的分别 ; 旧约的职事以律法的字句写

在石版上, 相对之下, 新约的职事乃是用永生神的

灵(即圣灵)写在人的心版上(3 节). 保罗以对比的

方式来强调两种职事在本质上的不同 . 显然, 这处

与“字句”作对比的不是“精意”, 乃是小字注明的

“圣灵”. 旧约的职事以律法的“字句”为主, 新约的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consist.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consist.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consist.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consist.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consist.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eral.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eral.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eral.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ispen/liter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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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事却以“圣灵”为主.108 [此外, 论到 林后 3:6, 斐

恩伯格(或译“费恩伯”, Charles L. Feinberg)正确指

出, 保罗“并没有授权灵意化释经 . 若文字叫人死, 

何以神仍采用这方式来传达祂的信息? 使徒保罗

的意思显然指光接受字句, 而没有圣灵的工作, 便

导致死亡.”109]   

 

2) 启 11:8: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

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意叫所

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

钉十字架之处.” 灵意解经派强

调这节圣经证实经文不单有字

面的意义, 也有属灵的意义.  

 

按经文的上文(启 11:1-7), “他们”是指两个见证人, 

“大城”是他们作见证与被杀害的地方 , 也是“他们

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这明显是指耶路撒冷说的 . 

那么, 这城如何“按着灵意叫所多玛, 又叫埃及”? 事

实上, 旧约的以色列人早已被喻为所多玛(赛 1:9-

10; 3:9; 耶 23:14; 结 16:46-49). 用两个地方作比

较, 是因为它们有基本相似之处. 耶路撒冷城容许

两个见证人被杀 , 正与旧约的所多玛和埃及相似  

—  都是敌对神的代表. 

 

3) 保罗在 加 4:24-26 中用撒拉与夏甲比作两约: 

一约是出于西乃山 , 生子为奴 , 乃是夏甲 (24

节); 另一约是出于耶路撒冷 , 是自主的, 代表

主母撒拉(26 节). 有者认为保罗这种解释似乎

树立了灵意解经的榜样! 有者问道: “保罗都这

样解(采纳灵意解经法), 为何今日信徒不可相

继效法呢?” 

 

无论如何, 研究这段经文, 有两点值得注意: 

a) 保罗在引用撒拉与夏甲之前, 已开宗明义地说

明这是一个“比方”(原文是“寓言”, allegory). 

                                                           
108   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时 , 是“用字刻在石头

上”(指刻有十诫的法版). 由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而触犯

十诫, 结果死了 3 千人(出 32:28), 所以说“那字句(律法

十诫)是叫人死”(林后 3:6), 而旧约的职事是“那用字刻

在石头上(律法十诫)属死的职事”(林后 3:7), 是“定罪的

职事”(林后 3:9). 反观五旬节圣灵降临时, 当天约有 3 千

人因信主而获得重生的生命(徒 2:41), 所以说“圣灵是叫

人活”(林后 3:6), 新约的职事是“属灵的职事”(林后 3:8: 

“更有荣光”), 是“称义的职事”(林后 3:9: “荣光更大”). 
109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

书室, 2001 年), 第 16 页. 

圣经中曾记述“寓言”的文体 , 如  太 21:33-46

的“凶恶园户的比喻”及 约 15:1-8 的“葡萄树

与枝子的比喻”. 主耶稣在讲论这两个“寓言”

的时候 , 早已将寓意加在各人物或事物中 ,110 

因此解释“寓言”与“寓意解经”(或“灵意解经”)

在基本上有不同之处. 

b) 保罗在引用撒拉与夏甲时, 并没有否定她们的

历史真实性, 他看出创世记第 16 章中“为奴的

婢女”夏甲与“自主的妇人”撒拉在地位上的分

别 , 因而以此比较旧约(使人受律法的挟制)与

新约(使人在基督里得自由)的分别. 这“为奴”

与“自主”的意义早已存在于创世记第 16 章的

历史记载中, 保罗只是将它们加以阐明与应用

而已. 

 

(D) 灵意解经法的潜在危机 

赖若瀚指出这类解经法有潜在的危机: 

1) 灵意解经非常主观, 它为解经者开了一条“宽敞”

的路, 任由人运用自己的幻想与猜测去解经. 如

此一来, 经文的真义不但没有读出来, 许多人的

观念与思想却因此而读了进去. 

2) 灵意解经注重找出经文隐藏的含义, 因此对词句

的基本定义容易有所忽略. 例如在好心的撒玛利

亚人之比喻中(路 10:25-37), 基本目的乃是要回

答上文“谁是我的邻舍?”这问题, 灵意解经常漠

视上下文对解释的重要性. 

3) 此法没有订定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解经的准确性, 

一切都是根据解经者个人的主观判断. 结果可能

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无从审核, 导致混

乱的情况产生. 

 

(E) 结论 

早期的犹太灵意解经代表斐罗(Philo)说, 伊

甸园的四条河是“智慧”、“节制”、“勇气”和“公义”

的表征, 但灵意解经的奥古斯丁(Augustine)却说它

们是代表“智慧”、“刚毅”、“节制”和“公义”. 虽然其

中有四分之三相同, 但谁能判断另外的四分之一到底

是斐罗对还是奥古斯丁对呢? 基于上述三大潜在的

危机, 赖若瀚强调灵意解经不足为训, 不可作为正确

的释经原则去运用.111 

                                                           
110   例如主已解释其寓意, 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

是栽培的人…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约 15:1,5). 在

凶恶园户的比喻中, 主也暗示谁是凶恶的园户(第 43 节), 

祭司和法利赛人也看出主是指着他们说的(第 45 节). 
111   上文改编自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国

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136-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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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字义解经法 

 

(A) 字义解经法的定义 

字义解经法 (或称 “实义解经法 ”, Literal 

Method)的基本意义, “是按照语言正规的用途(文词

所表达的意义)、语法的基本法则(语法结构的组合)

和历史事实的要求(事件实际发生的情况), 去找出圣

经作者所要表达的真义. 这方法乃按照文字语句最自

然、最正常、最通用的意义去解释经文, 正是人与人

之间日常生活相处、读书、写作之时最常采用的方

式.” 例如 启 20:2-7 共有 6 次提到“一千年”, 按字义

解释就是真实一千年的时间. 

 

(B) 字义解经法的历代倡导者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前, 有几位倡导字义

解经的重要人物, 他们是: 

1) 安提阿学派的狄奥多尔(Theodore, 主后 350-428

年): 此人是摩普绥提亚(Mopsuestia)的主教. 他解

经的路线尽量避免寓意式, 强调历史的记载, 并

且注重文字基本与实在的意义. 

2) 改革时代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马丁路德极力反对一段经文可以同时包含着多

种不同的意义, 认为采取文字上的基本意义去解

释圣经是基督徒信仰与神学的根本. 在《以赛亚

书注释》(1528 年)的序言中, 他厘定了圣经解释

的一些基本原则:  

a) 认识语法的结构;  

b) 认识时代、环境因素与状况； 

c) 注意上下文(context)； 

d) 运用信心与属灵的光照； 

e) 认识所有经文都指向基督. 

3) 改革时代的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加

尔文强调以实义、语法和历史的重点作为解经

的原则. 他强调以经解经、注意上下文等基本原

则(注: 可惜他在解释启示录 20 章的“一千年”时, 

却不按字义解释为真实的一千年, 参附录(4) ).  

4) 改革时代之后的倡导者: 改革时代过后, 许多不

同的解经派别相继而生, 自由派的学者采取批判

法 (Critical Method), 新正统派学者用直观法

(Intuitive Method), 而实义法的解经(字义解经法)

一直以来是基要派与福音派所着重的. 自 19 世

纪以后, 不少闻名的解经家如克毅俄(另译“凯尔”, 

J. F. K. Keil, 1807-1888)、柯尔福 (Charles R. 

Alford, 1816-1898)、莱特富特 (J. B. Lightfoot, 

1828-1889)、费尔贝恩(另译 “腓尔本”, Andrew 

M. Fairbairn, 1838-1912)等, 都是强调语法-历史

解经法的佼佼者. 

 

(C) 字义解经法的特征与重点 

1) 字义(实义)解经注重下列三方面的要点: 

a) 语法的结构: 如研究词的意义、用法, 以及词

与词之间的关系等. 

b) 历史的背景: 如注意文化的差异、时代的不

同, 及影响写作的各项环境因素等. 

c) 修辞的讲究: 如体会不同文体的写作风格、

材料整理与编排的方式, 及象征性文字的使

用等.  

2) 由于字义解经法按照历史、语法和语言的基本

意义去解释圣经, 它所根据的乃是客观的事实, 

而非主观的幻想与臆测. 

 

 字义解经 灵意解经 

1 明显的 神秘的 

2 客观的 主观的 

3 找出原意 读进私意 

 

3) 它承认圣经是解经的最高权威, 让圣经说出它要
说的话, 而不是将人的意思与观念加诸圣经身上

(换言之, 此法让圣经说出它要说的话, 而不是叫

圣经说出你想要它说的话, 或你认为它应该说的

话, 编者按). 

4) 它容许每种解释都有客观标准来判断它们的准

确性. 这些客观的标准, 正是从文字最通用的意

义、语法的结构、历史的背景及修辞的讲究等

原则而来的. 

5) 字义解经法本身已包括了象征性与预表性的解
释. 任何伟大的作品都包含着象征性的用语, 诸

如象征、明喻、暗喻、比喻、寓言等, 若摸不清

作者的原意, 将象征性的字眼用实义性去解说, 

就会弄得错误百出. 因此, 实义解经可分两方面:  

a) 普遍性的实义: 全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其意义; 

例如“水”是指普通的水(没有象征性意义).  

b) 象征性的实义: 承认经文包含着某些象征性

的用法, 必须按正确途径将之化解, 才得真正

意义, 但这仍是实义解经的一部分; 例如“水”

代表“永生”(约 4:10-14) [参下文 E.3]. 

 

(D) 字义解经法的潜在危机 

赖若瀚指出字义解经法也有潜在的危机: 

1) 此法若不小心运用, 会容易流于死板的字义主义, 

忽略了圣经中象征与比喻的用法; 例如罗马天主

教根据 约 6:52-58, 认为圣餐的葡萄汁与饼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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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甫祝福后, 变成了主的血与主的身体. 事实上, 

主耶稣当时是采用象征性的说法. 

a) 约 6:54 说: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主已解释了“吃喝”之意 , 说 : “信的人有永

生”(约 6:47). 换言之, “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是指“凭信心去信靠和接受主耶稣”的行动. 

b) 约 6:56 说: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故“吃喝主”就是指因信主而

与主进入属灵的联合中, 如同食物饮料进入身

体, 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 不能分割.  

 

2) 容易倾向注重字面的咬文嚼字, 而忽略了经文的
正意; 例如初期教会有人引用 申 21:18-21 说: “人

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 父母就要抓住他(字义证

明父母不能无手), 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字义证

明父母不能无脚)… 对长老说(字义证明父母不

是哑巴)…” 这样的解释暗示父母若是无手、无

脚、哑巴, 这经文的命令就不适用于当时的以色

列人. 但这是咬文嚼字, 未能掌握经文全面性的

意义. 

 

(E) “实义”与“灵意”的调和 

今日不少华人信徒, 一方面不满意只按照字

面解经, 希望寻找深一层的属灵道理, 但另一方面却

发现灵意解经极其主观, 无特定路径可循, 也无客观

标准判断其准确性. 赖若瀚评述道: “其实, 这些混乱

皆因为对‘灵意解经’有不同的观点而起. 许多所谓的

‘灵意解经’都不是真的‘灵意(或寓意)’解经, 只是‘实

义解经’的变相运用而已. 在实质上, 它们可包括在实

义解经里有关‘应用性的解经’、‘反映性的解经’及

‘象征性的解经’之范围内.”   

 

(E.1)   应用性的解经 

 有些灵意解经其实是“应用性解经”的化身. 

例如主耶稣平静风浪的事迹(可 4:35-41), 有者把“忽

然起了暴风”(37 节)解释成人生的困难常在无准备的

情况下临到; “甚至船要满了水”(37 节)表示面临崩溃

边缘; “门徒叫醒了祂”(38 节)告诉我们需要把困难带

到主面前; “耶稣醒了, 斥责风…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

静了”(39 节), 表明主耶稣终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以上解经法在未清楚肯定经文的历史性意义

之前, 已将自己与门徒认同, 而且将实际的风浪解作

人生的困难. 其实, 经文的中心信息可归纳为“主耶稣

平静风浪, 彰显祂的权能”. 要先肯定它在门徒身上所

产生的意义, 然后才可将原则应用在今日信徒身上. 

应用的重点可以是“主耶稣的权能既然使当时的风浪

平息, 祂当然也可以解决我人生旅途中所遇见的问

题”. 然后, 上列每点的应用都可根据这原则加以发挥. 

 

 换言之, 只要在次序上作出调整, 即先找出经

文的历史性意义, 然后归纳出适合现代信徒生活的原

则来应用, 那么, 所谓的“灵意解经”就变成在解经后

的应用, 问题就不会存在了. 务须谨记: 解释通常只有

一种, 应用却可以多方. 但若照英国教会曾说过的话: 

“耶稣所乘的船是英国教会, 其他与耶稣同行却没有

耶稣在内的船是其他的宗派”, 这就是如假包换的灵

意解经. 又或者说: “船”代表“人生”, “风浪”代表“困

境”, 这也陷入同样的系统中, 因为经文的原意并没有

包含这些表征在内. 

 

(E.2)   反映性的解经 

 “反映性的解经”是以经文中的事物、人物或

真理去反映出另一件事的事物、人物或真理, 借此作

出比较, 并且归纳结论作为应用. 但必须注意, 反映出

来的信息必须忠于原来经文所传递的信息, 若没有实

体, 就不能有反映了. 

 

 举个例子, 逼迫大卫的扫罗死后, 大卫仍然愿

意恩待扫罗的子孙、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撒下

9:1-9). 整件事的中心点建立在 撒下 9:3: “王说: ‘扫

罗家还有人没有? 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 ” 结果大

卫王恩待敌人的子孙米非波设, 不仅免他死罪, 还赐

他扫罗的田产(7 节上), 甚至可以与王同席吃饭(7 节

下). 因此, 以大卫的爱心与怜悯来反映出神的爱, 正

合乎经文的原意.  

 

从这角度来看, 整个事件可反映出神的爱如

何临到罪人身上, 与新约所说的  —  “惟有基督在我

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

明了…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罗 5:8,10)  —  互相辉映. 

 

但解经者必须牢记: 这只是反映性的解释而

已, 并非等于说“米非波设就是我们, 大卫王就是神...

等等”. 米非波设是米非波设, 大卫是大卫, 他们都是

历史上真实的人物, 这件事迹有其历史性的意义, 但

其属灵的原则可反映出神的本性, 因神慈爱的本性不

变, 可以应用在历世历代的信徒身上. 

 

(E.3)   象征性的解经 

 圣经多处采用所谓的 “修辞法”(Figurative 

Language)来代替直接的陈述, 使文字或讲论的意义

更丰富, 使语言文字的意义进入更深远的境界, 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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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D. Pentecost 

 
Charles C. Ryrie  

更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 帮助回忆; 例如采用明喻法

(Simile)、暗喻法(Metaphor)、夸饰法(Hyperbole)、

拟人法(Personification)、象征或表征(Symbol)等等.  

 

 基于《家信》有限的篇幅, 我们无法在此详

谈这些修辞法 , 只解释一下所谓的 “象征 ”. “象

征”(symbol, 赖若瀚译作“表征”)是采用实物教材或实

际行动, 以表达一项特有的意义. 象征可以是物件方

面、颜色方面、数字方面、名字方面等. 每个“象征”

的本身可具有多种可能的意义, 但在普遍情况下, 它

在经文中只具有一项代表性的意义.  

 例一: “水”可代表“永生”(约 4:10-14), 也可代表

“圣灵”(约 7:37-39), 亦可代表“道”(弗 5:26).  

 例二: “狮子”用在主耶稣身上表明祂具有“百兽

之王”的尊荣与能力(启 5:5); 用在“魔鬼”身上则

指他那“凶残”的本性(彼前 5:8). 

 

我们解释“象征”时必须根据上文下理, 不能

一概而论; 例如“火”有时象征负面的刑罚(启 20:15), 

但“火”也可以代表正面的“洁净”(亚 13:9). 因此, 我们

必须在紧接的上下文, 或在写作的书中, 详细寻找线

索来作出结论, 绝不能出于自己的幻想或一概而论.  

 

有关圣经的象征性用语, 请参布林格(E. W. 

Bullinger)的经典著作 Figure of Speech Used in the 

Bible (1968 年 ) 、 Walter Lewis Wilson 所 著 的

Wilson’s Dictionary of Bible Types (1957 年), 以及 朱

天民所写的《圣经的寓含与预表》(2013 年).112 

 

(F) 结论 

我们以潘德科 (J. D. 

Pentecost)的话作为总结 , 他写

道: “总括解经的历史, 必须注意

一切诠释都起源自以斯拉的字

义解经; 字义之法遂成为拉比主

义中所使用的基本之法. 此法是

新约圣经阐释旧约时公认的方

法, 主与众使徒也采纳此法. 字

义法是教会教父所采用的方法, 

直到俄利根的时代. 俄利根时代为着融和柏拉图式哲

学与圣经而采用寓意解经法. 奥古斯丁把寓意法带进

教会, 令真正的释经学告终. 这体系延至宗教改革为

止. 宗教改革期间, 字义解经法被竖立; 虽然教会试图

使所有解经法顺应公认的信条, 但字义释经仍然继续, 

                                                           
112   上文改编自  赖若瀚著 , 《十步释经法》 , 第

148-157, 270-286 页. 

并成为一切真正释经的基础. 那么, 我们可从研读解

经历史得到结论, 就是那原有、被接纳的方法, 是主  

—  最伟大解经家  —  使用的字义解经法; 别的方法

全非正统. 所以, 今天在任何教义范畴里, 字义解经法

必须被接纳为正确释经的基础方法.”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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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3): 神学解经法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论到圣经的解释和

释经学 (hermeneutics)的原

则 , 达拉斯神学院的雷历

(Charles C. Ryrie)在《基础

神学》 (Basic Theology)一

书中指出 , 一些不愿采纳

“实义解经法”(或称“字义解

经法”, Literal Interpretation)的人, 发现“寓意解经

法”(或称“灵意解经法”,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不适合解释一些经文 , 所以便提出所谓的“神学解

经法”(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有些人的神学系统(神学体系)不接受在地

上有一个真正的国度由基督统治 , 所以有些经文

便不能用实义解经法去解释 . 他们按照自己的“神

学系统”来解释, 故称为“神学解经法”.[注: 例如改

革宗学者往往不根据圣经, 而是根据“加尔文神学”

或“归正神学”来解释“拣选”; 请参本期《家信》的

文章: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 ]  

 

“神学解经法”的例子可见于富勒(另译“福

勒”, Daniel Fuller)的作品 . 他说我们为了要保存

圣经的合一性 , 就必须采用“神学解经法”的原则, 

意指对圣经的解释不能够造成神在圣经中显示祂

有两个计划的结果(一个是给以色列人 , 一个是给

教会的). 若一贯地按照字义解经法, 就会导致以色

列人与教会被分别出来 , 但神学解经法则不会有

此后果.114 [事实上, 按圣经的教导, 以色列与教会

是有明显的分别, 教会也不取代以色列, 神在旧约

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至终会完全应验在以色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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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室, 2001 年), 第 34 页. 
114   雷历著, 杨长慧编译, 《基础神学》(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7年), 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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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实现在新约的教会身上; 有关这点, 请参下期

《家信》的“辨别是非: 再思归正神学(三)”] 

 

简而言之, 神学解经法的危险是: 不直接以

圣经为根据, 而是按各自的神学系统来解经 , 难免

有失其权威与正确性, 高举人“有限有误的神学”过

于神“无谬无误的圣经”. 因此, 对于一切忠于圣经

的人 , 此法绝非正确的解经法 , 无法“按着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提后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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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4): 无千禧年论(Amillennialism) 

 

(A) 末世论的三大观点 

保守派神学对末后事情, 主要有三个观点: 无

千禧年论(或称“无千禧年派”, Amillennialism)、后千

禧年论(或称“后千禧年派”, Postmillennialism)以及前

千禧年论(或称“前千禧年派”, Premillennialism). 英文 

millennium (千禧年)这个字, 是从拉丁文 mille 而来的, 

意思是“一千”. 这与启示录 20:4 的话有关: “他们都

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句话应从字面解

译? 还是按象征解释? 答案决定于当事人所持的末世

论教义(doctrine of last things, 指末世论, 即英文所谓

的 eschatology). 

 

(B) “无千禧年论”简介 

         (B.1)   有关“千禧年”的观点 

无千禧年的末世论, 主要是改革宗末世论的

观点. 他们主要是坚持无千禧年观点的保守派, 自由

神学虽然也持无千禧年观点, 但他们大都不关注末世

论. 无千禧年派(Amillennialism)的“A”字, 有负面的意

思(指“无”之意), 所以无千禧年派是指, 不会有一个

按字面意义、未来的千禧年 . 支持无千禧年派者

(Amillennialists)不否定基督的再来, 但他们不相信基

督会在地上有一个按字面意义有一千年的统冶(故此

派以“灵意解经法”或“神学解经法”来解千禧年, 不同

于按字义解经法的“前千禧年派”).115 无千禧年派认

                                                           
115   一些支持无千禧年论的学者强调, “千禧年”的

“千”字只出现在 启 20:2-7 而已, 单单这 6 节的启示不足

以构成真理. 马有藻贴切评述道: “圣经的真理虽只有片

言只字, 若是神的启示, 那就是真理, 不是用多少节来衡

量, 否则标准何在? 此外, 千禧年的‘千’虽然为使徒约翰

所言, 没有其他人提及, 因那是启示渐进的真理. 天国在

地上早在旧约神学里便有提到(de facto), 然而天国在地

上的长短(duration), 即主在地上与人作王的时间是后来

为, 神的国度就是现今教会的时代, 世代结束后, 永世

就开始, 中间不用有一个“千禧年”. 基于这个理由, 无

千禧年派提出一个字眼 , “实现的千禧年”(realized 

millennialism), 来说明他们并不否定千禧年, 不过是

相信千禧年已完全在今世实现了.  

 

         根据无千禧年派, 启 20:4-6 是指“与基督同在

天上, 已死信徒之灵魂, 现在的统治”. 而神的国就是

“得胜的基督, 正在用祂的话语, 及祂的灵统治人类, 

而人类都正在期待着来世一个在新的世界里、属于

未来、荣耀及完美的天国.”116 

 

 简言之, 正如马有藻所指出的, 按照“无千禧

年派”的看法, “千禧年”一词只是象征意义, 没有千禧

年国在地上这一回事. 千禧年是指天国在人心, 是今
天的情况, 如天国便是教会, 主回来后便引进永远国

度.117 

 

         (B.2)   有关启示录的解释 

         有些无千禧年派的人士 , 用平行进展方式

(progressive parallelism)来解释启示录. (他们说)启示

录共有七个互相平衡的部分; 每个部分都说明基督第

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之间, 教会及世界的情景: 第

1 章至第 3 章是第 1 世纪, 但可应用到今世; 第 4 至

第 7 章形容教会受到试炼及逼迫; 第 8 至第 11 章形

容教会复兴, 受到保护及得胜; 第 12 至 14 章形容基

督的降生, 及撒但的敌对; 第 15 至 16 章描述神对不

肯悔改的人的愤怒; 第 17 至 19 章形容属世及无神论

的势力, 最终的崩溃; 第 20 至 22 章则描写基督敌人

的没落, 和基督及教会的最后凯旋. 

 

         (B.3)   有关基督第二次再临 

         无千禧年派认为, 基督再来(第二次再临)是

个“单一事件”(single event): 相对之下 , 时代论者

(dispensationalists)则认为基督的降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主为圣徒而来”, 第二阶段则是“主同圣

徒而来”, 参下文). 无千禧年派说, 有一些事件是必定

在基督再来之前发生的, 因此基督再来不可以称为

                                                                                               
才启示给人知道的. 譬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赐给保

罗的真理, 在保罗之前的众使徒都没有领受此项启示.” 

马有藻著, 《将来必成的启示  —  末世神学概要》(台

北: 天恩出版社, 2002 年), 第 52-53 页. 
116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

证主协会, 2003 年五版), 第 367 页. 
117   马有藻著, 《将来必成的启示》,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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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的”(imminent, 即任何时间都可以来, 但此乃时

代论的观点). 基督第二次来临之前, 有以下几项预兆: 

 

(1) 外邦入蒙召(太 24:14; 可 13:10; 罗 11:25): 各国

都有福音传到; 其中有些相信的, 直到“外邦人的

数目添满了”. 

(2) 以色列人悔改: 罗马书 11:26 所说的“以色列全

家”, 不是指以色列人, 而是指蒙拣选的以色列人

之数目. 

(3) 大背道及大灾难(太 24:9-12、21-24; 可 13:9-22; 

路 21:22-24): 这些事在耶路撒冷被拆毁时, 都已

局部应验, 但还要有将来的应验. 

(4) 敌基督的显现: 在保罗的时代, 及罗马的教宗(教

皇)系统中, 都有假基督的迹象, 但真正的敌基督

是在末世出现的一个人. 

(5) 预兆及奇事: 战争、假先知的兴起、撒但的神迹, 

及天体的征兆等都是.  

 

事实上, 时代论者所相信的“基督会随时再

来”并不因上述事件而无法成立, 因为基督再来是有

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为圣徒(召会)而来”, 即

召会被提. 这阶段随时可以发生. 第二阶段则是“同圣

徒(召会)而来”, 就是召会被提后, 地上有七年灾难, 

灾难完后基督同祂的圣徒(新郎与新妇)同回到地上, 

要设立千禧年国. 这第二阶段的再来之前, 会有上述

(1)至(5)的事件发生.           

 

此外, 前千禧年派教导说, 基督再来是为要在

地上建立国度(指“天国”或称“千禧年国”), 而无千禧

年派则说, 基督的再来是“引进一个未来的时代, 就是

永远”. 这与死人复活和最后的审判一起发生. 值得注

意的是, 无千禧年派认为只有一个普遍性(general)的

复活, 即信徒与非信徒(义人和恶人)复活的时间是相

同的(约 5:28-29; 徒 24:15).118 按此派看法, 将来也有

                                                           
118   事实上, 按圣经教导, 有数个不同的复活和审判. 

连在美国爱荷华州(Iowa)和密歇根州(Michigan)的改革

宗众教会里牧会的布特马(Harry Bultema, 1884-1952)也

赞同这点. 这位改革宗神学家在客观地查考圣经预言之

后, 发现旧约与新约圣经都没教导所谓“一个普遍性的

复活”(one general resurrection). 他把这方面的研究发现

刊登在他的书《主必要来 — 未应验之预言的研究》

(Maranatha — A Study of Unfulfilled Prophecy, 此书于

1985 年被 Kregel Publications 重印). 他对头一次复活的

讨论非常详细, 甚至比时代论者更加详细 , 值得一读.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7

.htm . 

一个普遍性的审判; 这最后的审判是在末日发生的, 

那是与基督再来、所有人复活, 以及永世的开始相连

的.119  

 

(C) 评审“无千禧年论” 

 (C.1)   “无千禧年论”于近年的兴起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在其所著的《将

来的事》一书中表示: “在过去数十年, 无千禧年论极

受欢迎;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原本为大部分神学家

所支持的后千禧年论已经破产了. 由于无千禧年论与

后千禧年论一样, 以灵意解经原则为根据, 同样地认

为千禧年在基督第一次及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时期出

现了, 即发生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 因此, 对后千禧

年论者来说, 无千禧年的观点就比较容易接受.”120 

 

潘德科继续指出, 现今的无千禧年派可分为

两个阵营(一个认为有关神国度的预言应验在今世地

上的教会身上, 另一个则认为国度的预言要成就在天

上的圣徒身上):  

 

(1) 第一个阵营的支持者包括阿利斯(或译“艾里斯”, 

Oswald T. Allis)和伯阔福(另译“伯可夫”, Louis 

Berkhof). 他们虽然承认奥古斯丁的无千禧年思

想要作出修订(需要细化), 但基本上他们还是支

持此说的. 这当然也是罗马教廷的立场. 他们认

为, 旧约圣经一切有关神国度及其福乐的应许, 

都透过基督坐在父神的宝座上统治教会来成就, 

就是(现今已)在地上成就了. 

(2) 第二个阵营的立场 , 是由杜斯达第克 (F. 

Duesterdieck, 1859)及卡拉伏夫(Theodor  Kliefoth, 

1874)提出, 并由华菲德(B. B. Warfield)在美国提

倡发扬. 他们反对奥古斯丁所认为的神的国度在

地上建立的观点, 并认为神的国度就是神对圣徒

属天的统治, 所以这国度也是属天的.121    

 

简而言之, 被喻为保守派的无千禧年论者当

中, 有两个主要的立场: (1) 其一认为今世在地上的教

                                                           
119   殷保罗著, 《慕迪神学手册》, 第 367-369 页. 
120   支持无千禧年论的学者有: Oswald T. Allis、

Louis Berkhof 、 William Hendriksen 、 Anthony 

Hoekema、Abraham Kuyper (以上五位都是改革宗/归正

宗学者或支持者)、以及其他改革宗的神学家和罗马天

主教的学者, 参 H. Wayne House, Charts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Doctrin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2), 第 136 页. 
121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355 页.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7.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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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以使有关国度的预言应验; (2) 另一认为这些预

言要成就在天上的圣徒身上. 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大程

度的灵意解经; 不但从灵意上解释启示录第 20 章, 而

且以此法解释旧约圣经中提到在地上建立公义国度

之黄金时代的众多经文. 

   

(C.2)   “无千禧年论”兴起的原因 

 无千禧年论近来得以兴旺, 大行其道, 有以下

数个原因: 

 

(1) 这是一个涵盖性甚广(inclusive system)的信仰体

系, 容纳各层面的神学思想, 包括更正教(另译“复

原教”, Protestant)的自由派及保守派, 以及罗马天

主教. 

(2) 除了前千禧年论之外, 这是最古老的千禧年理论, 

故此带有先言古论的光彩. 

(3) 此说(指无千禧年论)具有正统信仰的认可, 因为

改革宗接受这立场, 并成为不少信经内容的基础. 

(4) 此说与极其重视有形之教会的“现代教会主义”

相应; 对于无千禧年论者来说, 教会是神整套计

划的核心. 

(5) 此说提供一个简单的末世论架构, 只有一次复活, 

一次审判, 而关于将来的计划所言不多.  

(6) 此说与“圣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这神学上

的预设概念极其容易地配合起来. 

(7) 此说很受人欢迎, 因为以“灵意解经”, 而不是从

字义解经; 从字义解释千禧年, 被喻为千禧年的

“属肉体观念”.122 

 

(C.3)   反对“无千禧年论”的论点 

 论到无千禧年论的弱点, 马有藻评述道:  

 

(1) 此派的解经法将“千禧年”、灾难时期及一切在

将来要发生的事[如召会被提、二十四位长老在

天上敬拜(启 4:4,10)、地上的大灾难、144,000

见证人(启 7:1-4)、两个见证人(启 11:1-7)、撒但

被捆绑(启 20:1-3)、基督台前的审判(林后 5:10; 

罗 14:10)等等]均作象征解释(灵意化、寓意化), 

以此“一笔勾销”, 此法似乎将太多有关末世的真

理象征化去解. 

(2) 有关但以理书第 9 章的“七十个七”的预言, 根据

无千禧年论的解释法, 头 69 个七是按字面解释, 

最后一个七(或最后一个七的后一半)是按象征法

解释, 这样释经的法则太混乱, 很不一致. 

                                                           
122   同上引, 第 356 页. 

(3) 此派认为 启 20:4-5 的两个复活分别指“属灵复

活”(首个复活指得救 , 属灵意解经)及“身体复

活”(第二个复活却按字义来解释). 但这是太主观

与武断的解释(需要有相当高的幻想造诣才能想

出来!), 释经法则变成全无意义之举. 

(4) 无千禧年派认为 启 20:2 的撒但被捆绑一千年已

经发生了. 但这与今日事实截然不同. 今天魔鬼

如吼叫狮子, 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 加

尔文(无千禧年派)解释说, 神用一条极长的大铁

链将撒但捆绑, 因铁链够长, 撒但仍有相当多的

自由活动空间; 如主人用长链子将恶狗绑起来一

般(但这样的捆绑根本没有意义, 有等于没有).123  

 

 (C.4)   “无千禧年论”的七大危险 

 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前任院长瓦沃德(另 “华富得”, John F. Walvoord)指

出, “无千禧年派”的解经法有七大危险: 

 

(1) 他们用灵意法来解经, 但如果不是将这方法限制

在只用来解释末世论, 而是加以广泛应用的话, 

便对基督信仰的教义造成彻底的破坏. 

(2) 他们在解释一般预言时, 并没有遵照这灵意解经

的原则, 而只是在否定“前千禧年派”的立场时才

运用. 

(3) 他们辩称, 灵意解经法可以消解预言在应验上的

困难; 然而这只是假定存在的问题, 不是在解经

过程中自然的产生. 

(4) 为求确立他们的信仰体系, 在需要时, 他们毫不

犹疑地用灵意解经法解释预言以外的其他经文. 

(5) 现在流行的现代主义, 差不多完全接受无千禧年

立场; 这证明灵意解经法很轻易地渗透到一切神

学思想的基本领域. 

(6) 无千禧年派的方法不能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 无

法在其上建立一套前后一贯的神学体系. 无千禧

年派的释经法可以用来支持保守的加尔文神

学、自由派的现代主义, 甚至天主教神学. 

(7) 无千禧年论的兴起, 不是源于对圣经预言的研究

传统, 反而是因忽略这方面的研究才产生.124 

 

(C.5)   受“无千禧年论”影响的三大领域 

在《将来的事》一书中, 潘德科表示有三个

主要教义的领域(或译“范畴”, field), 最受到无千禧年

派解经法的影响. 

 

                                                           
123   马有藻著, 《将来必成的启示》, 第 55-56 页. 
124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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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John Calvin) 

(1) 在救恩论方面(Soteriology), 无千禧年论的害处, 

在于造成“简化的错误”(reductive error), 这与圣

约神学的错误相同[注: 我们将在下期文章中讨

论有关“圣约神学”的错误], 即将神计划中的一个

次要点视为主要点(major point), 并将神的整个计

划理解为“只是一个救赎计划”, 把所有时代当作

逐步启示有关“救赎圣约”(covenant of redemption)

的各个层面. 

(2) 在教会论方面(Ecclesiology), 他们认为历世历代

的圣徒都是教会的一份子. 此说忽略了神分别对

以色列和对教会的计划; 这间接否定圣经所教导

的: 教会是一个奥秘, 在过去的世代(旧约时代)被

隐藏着, 直到现今时代(新约时代)才被揭示出来

(弗 3:5).125 他们认为整个国度的计划, 要在现今

这介于基督两次降临的时期实现, 或是由现今在

天上的圣徒实现. 他们没有所谓“教会是基督独

特的身体”之观念; 他们只认为教会是一个组织

而已. 这方面的整个概念正是前千禧年派和无千

禧年派的基本分别. 

(3) 在末世论方面(Eschatology), 虽然他们一致地否

定前千禧年论, 但在无千禧年论的旗帜下却众说

纷纭. 无千禧年派的自由主义者拒绝接受诸如复

活、审判、主第二次降临、永远的刑罚等教义

及相关题目. 无千禧年派的天主教徒发展出诸如

炼狱(purgatory)、地狱边境(limbo)及各种不合圣

经的教义; 这一切都成为他们信仰体系的一部分. 

无千禧年派的保守主义者仍支持按字义诠释复

活、审判、永远的刑罚等教义及相关主题. 因此, 

要为无千禧年论整理出一套有系统的末世论, 是

一件困难的事. 此乃“无千禧年论”与“前千禧年

论”对圣经立场的最主要分歧.126    

 

总括而言, 无千禧年论认为, 透过神的话、神

的灵和神的教会, 神的国度现今已临到世上.127 无论

如何, 此论的看法并不一致地解释圣经预言  —  有时

按字义解经, 但更常用灵意解经来诠释许多本可按字

义解释的预言  —  使之在释经学上遇到很大问题.  

 

针对这点, 备受改革宗人士敬重的英国圣公

会学者赖尔(J. C. Ryle, 1816-1900)正确写道: “我相信

                                                           
125   弗 3:5: “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祂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126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357-358 页. 也参

其英文版第 389-390 页以对中文版的译文稍加修饰. 
127   H. Wayne House, Charts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Doctrine, 第 136 页. 

旧约预言的字面意义已被众教会大大忽略, 现今受忽

略的程度更大. 由于受了灵意化的错误解经法所影

响… 基督徒往往完全错失经文原本的意义.” 他又说: 

“我相信我们已珍爱一种任意与鲁莽的解经习惯, 即

按字面解释(literally)有关主第一次降临的经文, 却灵

意化(spiritually)有关主第二次降临的经文.”128  

 

此外, 无千禧年论没有看清以色列与教会其

实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罗 9:3-4; 弗 2:12), 没有分辨神

对这两者各有的不同计划. 简之, 教会并没有取代以

色列(因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 罗 11:1,26; 耶 33:24-

26), 而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千禧年国”至终将会按字

面实现在地上(耶 33:14-26; 赛 65:17-25).    

 

(D)   结语 

 一般而言, 改革宗的加尔文(John Calvin)不赞

同寓意解经. 他在加拉太书释义中, 曾清晰地表明他

的立场, 写道: “我们当晓得, 

圣经的真义乃其正常而明显

的意思, 让我们接受、谨守这

意思” 他在《罗马书》的序言

里也说: “解经者的首要任务, 

是让作者说出他原来要说的

话, 而不是把我们以为祂该说

的, 当作他所要说的.”129 可惜

加尔文和其他改革宗学者, 因

受到奥古斯丁和教会形式主义(ecclesiasticism)的影

响,130 以致在解释 启 20:2-7 的“千禧年”时, 竟不按

“一千年”这显然清楚的字义将它解释为“一千年”, 反

倒采纳罗马天主教的立场  —  无千禧年论, 实在叫人

感到难过, 深感可惜.   

 

                                                           
128   J. C. Ryle, Are You Ready For The End Of Time? 

(Fearn,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2001), 第 9, 46 页 . 

[reprint of Coming Events and Present Duties]. 
129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31 页. 
130   根据圣公会的作者法拉(Frederic W. Farrar)所

言: “奥古斯丁的释经法, 有最显著的缺点... 他定了规矩, 

解释圣经必须按照教会的正统(Church Orthodoxy, 指教

会的信条), 而圣经辞句的解释不能舍正统而求他… 斐

罗派(Philonian)和拉比的规则(Rabbinic rule)代代相传, 

认为圣经中任何显为不正统, 或不道德的东西, 必须隐

秘地解释. 奥古斯丁执着这点, 认为许多‘圣灵所写’的经

文表面意思, 是可以提出反对的. 这样, 他在自己所提倡

的超然启示的信条上 (或译“超自然灵感的教条上”, 

dogma of supernatural inspiration)制造混乱, 也向恣意的

狂想大开中门.” 同上引, 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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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五) 
召会被提、 

死者复活、 

活者改变！ 
 

(A) 召会被提随时发生 

我们的神是 “使人有盼望的神 ”(罗

15:13), 而祂赐祂子民的盼望, 总是与祂的荣耀

身份相称. 我们已看到以色列一切的盼望都集

中在基督身上, 祂是“大卫的后裔”、“亚伯拉

罕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创 3:15). 虽然以色

列人现今仍弃绝基督, 但离开了他们的弥赛亚

(耶稣基督), 他们在地上就毫无盼望, 也无福分. 

当基督进入死亡时, 以色列的盼望看似已经破灭; 

但父神以大能叫祂从死里复活, 此事成了稳固的

根据, 确保神会按各样怜悯, 叫祂赐给以色列国

民的所有应许都逐一实现.  

 

“论到神叫祂从死里

复活, 不再归于朽坏, 就这样

说: 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

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

们”(徒 13:34). “大卫的后裔”

已从死里复活(提后 2:8), 并会继承以色列的宝

座(路 1:32; 参 撒下 7:12). “亚伯拉罕的后裔”已

从死里复活(创 28:14; 比较 创 22:18); “女人的后

裔”已从死里复活, 祂要伤蛇的头(创 3:15).  

 

这是作为“人子”的主耶稣所该享有的尊

严, 但更崇高与荣耀的是祂作为“神子”的地位和

福分. 身为“神子”, 祂的家是在至高的天堂  —  

父家  —  祂安息在父神的怀中. 在那里, 祂已升

上高天, 不是一位从地上来的陌生人, 而是一位

回到荣耀的归家者, 重享祂在创世以前与父共享

的荣耀和慈爱(约 17:5,24).  

与此同时, 我们可说祂是一人先进到那

里, 作祂百姓的代表和先锋. 我们纵然有许多软

弱和缺点, 会被试探困扰, 并在地上的日子经常

跌倒犯罪, 但主耶稣在神面前代表我们, 正如旧

约大祭司的胸牌上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出 28:21), 头上冠冕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出

28:36-39). 祂以自己最珍贵的宝血确保我们蒙神

接纳, 并能进到神面前敬拜神.  

 

祂在那里也成为“先锋”  —  作为先锋, 祂

已按照自己所说的, 去到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 

并且还要再来, 接我们到祂那里去(约 14:2-3). 圣

灵教导我们等候的, 要我们做好准备的, 就是为

了这一刻. 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刻, 我们一切的考

验和争战立即结束, 我们的喜乐和荣耀立刻圆满  

—  死亡、坟墓和撒但被挫败, 主耶稣加冕凯旋! 

 

圣经没有暗示我们说, 主为祂的召会归

来之前, 必须有任何的事先发生. 对于我们面前

的这个荣耀盼望(指主为召会而来), 有者提出理

论说, 在它发生之前, 必须先有一系列圣经预言

事件的应验; 不过事实上, 圣经对此盼望所采用

的语言词句完全不符这样的理论.  

 

在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之后, 新约书信的

作者们都把自己面临死亡视为可能发生的事, 而

非一定发生的事; 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彼得, 因为

主早就预告有关彼得必死, 以及他死的方式(约

21:18-19; 彼后 1:14). 这些作者们所期待、所展

望的, 就是主的再来. 死亡不被视为必然发生的

事, 只是可能发生的事.   

 

正因此故, 主耶稣回答彼得针对约翰而

提出的问题时, 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当时无人认为基督所谓的再来意味

着约翰的离世(即约翰死后与主相会; 不! 当时信

徒认为主会在约翰未死之前回来, 编译者按). 于

是, 有人把主的话解释为“那门徒不死”, 这话就

在弟兄中间传开了(约 21:23). 

   

 再者, 保罗在 帖前 4:15 说: “…我们 (第

一人称, KJV: we)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他们 (第三人称, KJV: them; 注: 中文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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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没译出“他们”一词, 但在希腊原文确有此意)

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请留意, 使徒保罗论到主

的再来时, 他以第三人称(即他们)来指那些在主

里睡了的圣徒(指已经死了的圣徒), 并以第一人

称(即我们)来指那些还活着的圣徒(这意味着保

罗认为或希望主再来时, 他是在活着的那组人当

中; 换言之, 主可以随时再来, 可能在保罗未死前

就来了, 编译者按). 此外, 保罗在 林前 15:52 说: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 我们  (第一人称 , 

KJV: we)也要改变.” 这两处经文叫我们清楚看

到, 保罗觉得当主再来时, 他很可能还活着, 还没

有死, 所以不需复活, 只需要“改变”(指活着的身

体改变成“不死的”).131  

   

 不仅如此, 保罗书信中采用的词句显示

主的再来是随时可以发生的, 不必等到一连串的

事件过后才发生, 例如保罗说: “等候祂儿子从天

降临”(帖前 1:10);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

基督从天上降临”(腓 3:20); “并等候至大的神我

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多 2:13); “等候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林前 1:7); “使你们能分

别是非, 作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腓

1:10; 也参 帖前 5:23). 这些经文对于没有偏见之

人, 包括不偏向上述理论(即主再来之前必有一

连串事件发生)之人, 都清楚表明主再来之前, 不

需要等到有一连串旧约所预言的事件发生, 而有

些圣徒也不需要经过死亡.  

 

 不过, 有者反对这看法. 他们反驳说保罗

写帖撒罗尼迦后书, 来纠正那里信徒的错误观念, 

即主随时可以再来. 他们指保罗强调主再来之前

必有一些特定的事件先要发生. 但这真的是帖撒

罗尼迦后书的教导吗? 帖前 4:15-17 所论到的主

的降临与 帖后 2:2 所说的“主的日子”是完全相

同的事情吗? (注 : KJV 在此译作“the day of 

Christ” [基督的日子], 但在一些希腊文抄本是

                                                           
131   林前 15:52: “就在一霎时, 眨眼之间, 号筒末次

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
们也要改变.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里“必朽坏的”是与死了的圣徒有

关, 指他们已死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 而“必死的”则与

活着的圣徒有关, 指他们原本会死的身体变成不死的. 

“the day of the Lord”[主的日子],132 编译者按) 事

实上, 前者(帖前 4:15-17)纯粹是蒙福的盼望, 后

者(帖后 2:2)则是令人畏惧的前景. 前者令圣徒

得着安慰(帖前 4:17-18),133 后者不仅叫人无法得

安慰, 反倒畏惧不已(帖后 2:3,9: “必有离道反教

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但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

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既然如此, 帖撒罗

尼迦前书第 4 章有关主的降临与后书第 2 章有

关“主的日子”岂是相同的事件?  

 

 若要正确地明白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2 章, 

我们需要留意第 2 节的“现在到了”(KJV: is at 

hand)一词之意. 所有最好的圣经评鉴学家都赞

同, 这词应该译作“present”(中文圣经译成“现在

到了”是正确的), 因为这词的希腊原文在英文圣

经(特指 KJV)的一些经文如 罗 8:38 (中文译作

“现在的事”, 指现在正发生的事)、林前 3:22 (中

文圣经译作“现在的事”)和 加 1:4 (中文圣经没译

出此字)都译作“present”, 所以在 帖后 2:2 也该

译作“is present”(即现在发生了、现在到了).  

 

  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显然被一些欺骗者所

影响而感到忧虑, 信念动摇. 这些欺骗者冒充使

徒保罗的名义告诉他们, 或写信给他们, 说他们

已经在基督的日子了(指主已来接召会了; 但更

正确的是“已经在主的日子了”, 意即要面对“耶

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参 珥 2:1-3, 29-31), 不过

他们从保罗领受的教导是“召会要被提到空中与

主相遇”, 为何此事没有发生? 他们仍然留在地

上, 难道要经过前所未有的灾难和痛苦吗? 这令

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深感惊慌或忧虑.  

 

 “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或译作

“耶和华的日子”, 注: 英文圣经常把“耶和华”和

“主”一词都译成同一个字  —  Lord )是旧约圣经

常用的词语. 我们若翻到有关“主的日子”(或作

                                                           
132   故此一些英文译本 (如 Darby、RV、NIV、

NASB 等)将之译作“the day of the Lord”(主的日子). 
133   帖前 4:17-18: “以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

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 我们就

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 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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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日子”)的经文(参 赛 2:12-22; 13:6; 珥

1:15; 2:1-3; 番 1:14-18; 摩 5:18-20), 就会发现这

是充满灾难的日子, 难怪圣徒会感到恐惧, 因为

他们以为自己要被留在地上, 经过那可怕的时期. 

 

 为了再次鼓励他们的心, 坚固他们持守

盼望, 就是他们起初从保罗领受的安慰和盼望, 

保罗便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 这才是写后书的真

正目的(即揭穿欺骗者的错误教导, 并以正确教

义勉励圣徒, 编译者按). 总而言之, “我们主耶稣

基督降临和我们到祂那里聚集”(帖后 2:1; 这是

关乎召会被提)是不同于主的日子, 因主的日子

来到之前必须发生一连串事件. 许多旧约预言的

事必须先发生, 主的日子才会临到, 但主随时都

可以再来接召会  —  圣徒到主那里聚集, 在空中

与主相会. 

 

 这仍然是圣徒今日所该持有的态度  —  

要等候、要儆醒、要恳切盼望主的再来, 渴望听

到那呼召我们聚集的召唤声, 使我们“与主永远

同在”! 

 

(B) 死了的基督徒复活 

 要“等候”, “儆醒”, “赶紧”, “仰望”我们的

主! 不仅是为了被主拯救脱离仇敌, 或是为了脱

离劳苦战争、得享安息, 或是得享属灵产业, 不, 

不是这一切, 乃是为了一位永活的主(LIVING 

PERSON)  —  为了这位我们已认识、可信赖的

朋友  —  祂的爱比死更坚强, 而这爱是在我们还

远离祂、与祂为敌的时候, 就临到我们. 祂既然

爱世间属祂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约 13:1). 

这位耶稣,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来

13:8). 祂是超乎万人之上(歌 5:10), 且是全然可

爱(歌 5:16)! 能够看见祂、像祂、与祂同在、敬

拜祂、与祂同行、服事祂、享受与祂永不中断

的交通、得着祂这位良友的甜美忠言、分享祂

的荣耀、与祂共同治理、直到永永远远全面享

受一切现今已能先尝一点点的福气  —  与主同

享“一灵”, 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哦, 那是何

等荣美的盼望啊!  

 

 诚愿此事占据我们的心, 充满我们的灵, 

那么以下的结局就会如神所说的那样临到  —  

“凡向祂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祂洁净一

样”(约壹 3:3).  

 

 神也喜悦将其他事物汇集在信徒所期待

的这一刻(指基督再来, 召会被提). 人心所能领

悟的最大喜乐、满足和胜利, 将汇集在这不可言

喻的焦点时刻. 祂把一切惧怕除去, 以恩典和荣

耀环绕此刻; 那是何等光明、何等甜美的时刻! 

这荣美一刻绝不该从我们信心的眼前褪色而去.  

 

 论到此事, 在重要和次序上, 首先是那些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 “这就如罪是从一

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罗 5:12). 我们内

心畏避死亡, 追求生命. “罪的工价就是死”(罗

6:23), 但福音改变了整个局势, “死”将被废除, 引

进“生命”和“不朽”. 虽然“死”是个已被击败的仇

敌, 但它今日仍然存在, 要等到将来才完全消失. 

“死亡”这个最后的仇敌(KJV: last enemy, 林前

15:26)134是罪恶和撒但所能够施加在赎民身上

的最后耻辱. 这个怪物的毒钩虽然已被拔去, 但

按直觉而言, 它仍旧令人厌恶.    

 

有许多人的思想倾向于认为死亡不过是

个朋友, 帮忙释放被囚的灵魂; 我们也不愿否认

这比喻有某程度的真理. 对于在耶稣基督里死了

的人, 神的恩典确实提供甜美的安慰. 圣经很少

论到灵魂离开身体后的状况或经历, 但所论到的

却足以叫每一个诉苦得以平静, 每一个疑惑得以

平复. 圣经说是离开身体, 与主同在(腓 1:23); 所

信的换成所见的; 歇下辛劳痛苦, 得享安息; 与基

督同在, “好的无比”(腓 1:23). 这些词句肯定不符

合一些人所谓的“进入无意识的状态”(state of 

unconsciousness), 而是表明信徒意识和见到主耶

稣的同在, 因而得着诉说不尽的喜乐. 圣经却没

有论到离开身体的灵魂在事奉方面的活动或荣

耀方面的情况. 按我们从圣经所知, 这些事物要

展延到复活的时刻.     

 

 自从基督“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

前 15:20), 复活就成了信徒常提的展望. 圣灵也

努力以许多图像, 说明主这方面的胜利, 以此充

                                                           
134   林前 15:26: “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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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提供有关复活的细节. 只有等到复活发生时, 

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才会应验(林前

15:54). 只有在那时刻, 信心才能高唱: “死啊! 你

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林

前 15:55).  

 

 我们所等候的救恩, 我们所叹息仰望的

救赎, 并非死亡, 而是复活. 死亡或许拯救我们脱

离罪的身体, 但这不是基督的胜利; 对那些体会

祂意念和心愿的信徒来说, 他们的心灵渴望看见

祂的胜利得到完全(即信祂的人死了也都复活), 

那时就会显明凡父神所赐给祂的人, 一个也不会

失落, 都会逐一复活  —  连祂圣徒的一根头发, 

也不会落在仇敌(死亡)手中为战利品(约 6:39; 路
21:18).135   

 

 神没给我

们知道这复活发

生的时候和日期

(徒 1:7); 关于这复

活的时刻, 圣经也

没有任何的预警, 

只是说“主必亲自

从天降临, 有呼叫

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

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前 4:16). 必朽坏

的变成不朽坏的, 不是靠着一般复原的过程, 而

是回应神子的呼叫声.  

 

人常问: “死人怎样复活, 带着什么身体

来呢?”(林前 15:35). 神的答案无疑是清楚的, 按

我们微弱的理解力所能明白的奥秘来解说. “并

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 不过是子粒, 即

如麦子, 或是别样的谷. 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

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林前
15:37-38).  

 

所种的与所复活的, 两者之间显然会有

关联, 因为死了的人(指基督徒)要听到主的呼叫

                                                           
135   约 6:39: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祂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路 21:18: “然

而, 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 

声, 并从坟墓中复活起来; 然而, 这关联的性质和

程度是个奥秘, 超乎我们所能理解, 但信心却毫

无疑问, 深信它必成就. 那位不说谎的神既然这

样说了, 就必这样成就.  

 

至于其余的死人(指死了的恶人), 他们会

等到 1 千年(千禧年国)结束后才复活(启 20:5). 

“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 死亡必作他们的牧

者. 到了早晨, 正直人必管辖他们”(诗 49:14). 到

了时候, 他们将会复活, 但不是“义人复活”(路

14:14), 不是“复活得生”(约 5:29), 不是“头一次

的复活”(启 20:5), 因为“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

福了, 圣洁了”(启 20:6); 其余的死人复活是“复

活定罪”(约 5:29), 是“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但

12:2), 因为他们将要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 按着

所作所为受审, 最终将被丢在火湖里, 这就是第

二次的死(启 20:14-15). 何等可悲的前景!        

 

 为了迷惑人, 撒但提出许多宗教和神学

体系, 但从来无人能以如此光辉灿烂的盼望之光  

—  正如福音所启示的  —  进入死亡的卧房中. 

对于忧伤的神之儿女, 这光明的盼望确实是个安

慰, 是坚实优厚的安慰. 神没有说, “你去吧, 愿你

得着温暖, 得着饱足”, 却没有供应所需的. 拉结

为被杀的小孩哀哭, 神安慰她, 要她停止哭泣, 因

为“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耶 31:16). 祂也曾安慰忧

伤的马大, 并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约 11:23). 

现在, 对于祂的忧伤百姓(他们因失去信主的亲

人而哀伤), 主的安慰之言是: “神也必将他与耶

稣一同带来”(帖前 4:14). 分离不过是暂时, 他们

必会再相会  —  被赎之民永远的团圆  —  他们

必聚集归向这位复活与生命的主(约 11:25).   

 

 主耶稣在世时, 曾叫三者复活, 他们复活

的情况岂不是上述复活的“凭据”(earnest)136和

“保证”(pledge)137吗? 复活的三人是指耶鲁的女

                                                           
136   弗 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原文作

“质”; KJV: earnest ; 也可译作“定金”), 直等到神之民(民: 

原文作“产业”)被赎, 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137   创 38:18: “他说: ‘我给你什么当头(KJV: pledge ; 

可译作“抵押、保证”)呢?’ 他玛说: ‘你的印、你的带子

和你手里的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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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寡妇的儿子和拉撒路. 在这三个场合中, 主

的喜乐看来就是借着使人复活, 把离世者还给那

因他们离去而感到悲伤的心灵. 寡妇儿子复活一

事, 更是如此, 因为你读到“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

亲”(路 7:15). 那位向寡妇说“不要哭”的主耶稣, 

能够给人这样的真正安慰; 祂也曾吩咐祂的子民, 

不要像没有指望的人那般的忧伤(帖前 4:13), 因

为祂所给的安慰是真实与优厚的, 只不过它还有

一段时间才会实现(指死了的基督徒复活一事), 

但它可能也很快发生(因主再来、召会被提会随

时发生). 

 

 撒但到目前为止, 也在影响神子民的信

心, 就是让他们怀疑圣徒在复活时能否彼此认识

(我们相信是能彼此认识的, 若不然, 他们的复活

就不能给那些想见他们的圣徒真正的安慰, 编译

者按). 若圣徒对此事还存怀疑的心, 就真的令人

惊愕了; 但这就是仇敌撒但的方式, 使我们失去

神在祂话语中所给我们的安慰和福气.    

 

 论到彼此相识的事, 当主耶稣在山上改

变形像, 当时与主同在的摩西和以利亚, 岂不是

能够彼此相识吗? 保罗说: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

的时候, 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帖前 2:19). 

这岂不暗示在那一日, 保罗能够认出他带领信主

的众儿女吗? 试想想, 当基督再来, 死了的基督

徒都复活, 但我们若无法相识, 这岂是 帖前 4:18

所说的“安慰”(中文译作“劝慰”)? 难道我们与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坐在神的国里, 却认不出

是他们吗? “圣徒无法彼此认识”这一看法, 是强

解圣经, 抽去了圣经所要给人的甜美安慰. 

 

 对, 他们都要“改变”, 这是何等奇妙的改

变! 所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

是必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种的是血气

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所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参 林前 15:42-44). 这就是使徒

约翰所看到主耶稣在身体上改变形像的情况, 从

祂在十架上流血的身体(本是可朽坏的身体), 变

成祂在启示录向约翰显现时那属天荣耀的身体

(荣耀不朽的身体). 看到这极其荣耀的灵性身体, 

约翰“仆倒在祂脚前, 像死了一样”(启 1:17; 编译

者注: 圣徒复活后肯定得到荣耀的身体, 但这荣

耀也肯定不同于主耶稣那至大至美的荣耀, 而圣

徒彼此间的荣耀也不是全然相同, 正如天上的众

星彼此间也有不同程度的荣光, 此乃 林前 15:41

所表明的: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星有

星的荣光; 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使徒约翰如何能像以往那样的认识主 , 

或在祂无比荣耀威严的面前感到自在? 答案是: 

就在那里, 祂伸出右手, 温柔地按在祂那仆倒在

地、满心畏惧的仆人身上, 向他保证祂与那位曾

死过的耶稣还是同一者(启 1:18)! 这就够了. 约

翰曾在加利利海边认出主耶稣, 说道: “是主!”(约

21:7); 而约翰在拔摩岛的异象中也认出主, 正如

他在加利利海边认出主一样.  

 

(C) 活着的基督徒改变 

 当主再来, 地上还活着的圣徒(基督徒)没

有优先权 . 他们“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

先”(帖前 4:15). 不过,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一复活

后, 所有还活在地上的圣徒会经历奇妙的“改变”, 

使他们一瞬间完全改变, 适合与复活的众圣徒一

同进入天上的荣耀里. 

 

 死了的基督徒要复活, 正如在坟墓里, 必

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 但对活着的基督徒

而言, 那必死的身体将变成不死的(林前 15:54). 

这两大组圣徒的身体将改变形状, 与主耶稣基督

荣耀的身体相似(腓 3:21),138 然后合成一个大聚

会, 或作“我们到祂那里聚集”(帖后 2:1). 

 

 死了的基督徒复活, 活着的圣徒(基督徒)

改变, “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帖前

4:17). 这一切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与成就, “就

在一霎时, 眨眼之间”(林前 15:52). 这是何等有福

与荣耀的时刻, 基督的忍耐完成了它完美的工作. 

今日, 基督在天上经常不断和充满智慧地赐福给

我们, 但祂还未完全享受我们(因在地上的我们

                                                           
138  腓 3:21: “祂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KJV: shall change; 希腊

文: metaschêmatizô {G:3345}, 强调外形的改变), 和祂

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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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瑕疵不全之处, 编译者按). 到了那荣耀

一刻, 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长期抑制的深情, 

将得着完满无阻的倾泻, 丰丰满满地倾倒在祂所

深爱、所珍视、所管教, 并用祂宝血所买赎的一

群人身上. 诚然, 他们是祂荣耀和恩典的珍宝. 

 

 束上的腰带可以解脱了(象征可以真正安

息了), 真拿细耳人(指主耶稣)可以喝酒了(民

6:20; 编译者注: 拿细耳人本不可喝酒[民 6:3], 但

他离俗的日子满了, 献祭给神之后便可喝酒[民

6:20],139 此事可预表主耶稣完成了拿细耳人“离

俗受苦受辱”的日子之后, 终可享受喜乐[“酒”代

表喜乐] ), 因为全家大团圆了.   

 

家, 啊, 何等温馨甜美的家, 

心中何等兴奋, 何其向往! 

家, 是所有弟兄姐妹相聚之处, 

从此不再分离, 永不分离. 

家, 是新郎带着新娘回去的地方, 

她是新郎用大爱买赎的人; 

家, 是父神耐心等待的地方, 

准备迎接祂爱子的新娘到来. 

 

  不信之心埋怨说: “我主耽延不来”. 这一

瞬间的大团圆正是给他们快速性的答案. 主耶稣

岂不是充满期望地等候父神所指定的时刻, 要在

那一刻像闪电般快速地从天降临, 快速地以呼叫

声招聚圣徒, 实现祂心中渴想的目的, 接祂子民

归回自己吗?  

 

 神一向来喜欢预示祂伟大的目的, 所以

祂用很多预表(types), 来预示基督的身份位格和

伟大工作. 从亚当和亚伯的日子开始, 直到圣殿

的幔子裂为两半为止, 祂都如此行. 同样的, 神也

预示有关复活. 祂在旧约用以诺和以利亚, 并在

新约用主耶稣自己 , 作为将来复活的凭据

(earnests)和保证(pledges). 这三个不同实例乃是

神给我们有关将来胜利的凭据  —  保证主再来

时, 圣徒将改变形状, 并荣耀被提.   

                                                           
139   民 6:20: “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 在耶和华面

前摇一摇; 这与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 归给祭

司. 然後拿细耳人可以喝酒.” 

 人类首个列祖亚当死后被葬, 神说: “你

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创 3:19), 这严肃徒刑

可说是被实行了. 第二个记载的自然死亡是塞特

之死(我们不算被谋杀的亚伯在内), 但在塞特死

前 58 年时, 神选择赐下一个值得纪念的保证. 这

关乎不死的保证要借着福音来揭示.  

 

“以诺因着信, 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

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

去以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来 11:5). 圣

经也说: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取去, 他就不在

世了”(创 5:24). 他曾预言主将同祂千万圣徒降

临, 并要同他们向不敬虔之人施行审判(犹 14-

15).140 以诺知道, 他将在那与主一同降临的荣耀

群众当中. 故此, 神因着他的信心把他接去, 在他

未死以先把他取去, 成为身在天上的一个见证人, 

并给所有时代一个关乎“神子未来胜利”的凭据

和保证. 

 

以利亚也是这样  —  神用旋风把他接到

天上去(王下 2:11). 此人是另一个忠心之人, 处

在另一个普世性背道的光景中, 被神从地上接到

天上去, 不受死亡坟墓的屈辱. 主耶稣也被接升

天, 就是在橄榄山上, 当着众门徒的面前“被取上

升 , 有一朵云彩把祂接去 , 便看不见祂了”(徒

1:9). 此事对我们来说意义深长.  

   

关于三位福音书作者所记载有关主耶稣

登山变像之事, 彼得在神的默示下, 宣告它实在

是预示相同的庄严场合,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大能和祂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

从乖巧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祂的威荣”(彼

后 1:16). 就在登山变像的山上, 彼得见到主“改

变形像”  —  那被遮盖起来的荣耀发出比日头还

亮的光辉. 那时, 有两人与祂同在, 即摩西和以利

亚  —  一个是死了复活的人(摩西), 另一个是未

尝死味而被接升天的人(以利亚). 故此, 这一幕

仿佛代表主再来(接召会)的整幅情景, 那些在基

                                                           
140   犹 14-15: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 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哪, 主带着祂的千万圣者(或译“圣徒”, KJV: saints)降

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 所妄

行一切不敬虔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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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里睡了的人(死了的基督徒, 由摩西所代表)和

那时还活着的圣徒(活着的基督徒, 由以利亚所

代表)一同到祂那里聚集(参 帖后 2:1). 

 

摩西和以利亚与基督同在荣光里. 他们

与基督所谈论的, 是祂和他们的心最关注的事  

—  “耶稣去世的事, 就是祂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

事”(路 9:31). 

 

在以上三个实例中, 所预示关于被接升

天之事, 没有一个是公开进行的. 首先, 我们读到

“人也找不着他”, 好像那些思念他的人正努力寻

找他; 这点无疑地证明世人没有见证他被接升天

的情景(编译者注: 若看见他升到天上, 人就不会

在地上寻找他). 以利亚升天时, 只被以利沙看见, 

那 50 个寻找他的人, 由于没看见以利亚被接升

天, 所以便进行搜索, 认为或许会在某座山上寻

见他(王下 2:16-17). 至于主耶稣, 祂登山变像时, 

只被三个特选的门徒看见(太 17:1); 当祂被接升

天时, 也只被圣徒看见(徒 1:3,4,9). 

 

对, 当主降临时, 确实有主耶稣自己的呼

叫声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发出的吹响声; 

但不表示这些声音必会被世人所明白, 或甚至每

个世人都听得到. 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 那些

与扫罗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听明”那对

扫罗说话的声音(徒 22:9), 所以当天上发出声音, 

向主耶稣说话时, 在旁的人就说那是“打雷”的声

音(约 12:29);141 他们听见声音, 却听不明这声音

的意思.  

 

有关这类题目, 太武断是不好的; 但按照

我们从圣经所搜集的资料显示, 根据一切的类比

(analogy), 圣徒聚集在空中与主相会(只有圣徒

能够看见), 不是公开给所有世人看见的. 这种公

开显现的特征是发生在另一个场合, 即主与祂的

圣徒在荣耀里显现、实行审判的时候(参 帖后

1:7-10; 编译者注: 此场合是在七年灾难后, 主同

圣徒[召会]来到地上施行审判; 这场合与主为圣

                                                           
141   约 12:28-19: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 , 说: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 还要再荣耀.’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

见, 就说: ‘打雷了.’ 还有人说: ‘有天使对祂说话.’ ” 

徒[召会]而来有别, 因那是发生在七年灾难开始

之前).  

 

在以弗所书, 圣徒被视为“在基督里”已经

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弗 2:5-6). 在歌

罗西书, 他们也被视为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西

3:1-4), 已经被迁到神爱子的国里(西 1:13). 在希

伯来书, 神子民的敬拜已从地上迁到天上, 也已

因着信而预知未来的荣耀, 并且得以坦然进入

“幔内”, 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为我们进入的

地方(来 6:19-20; 10:19-20).    

 

死亡因此对圣徒而言, 不是当付的“自然

债务”了, 因基督已经完全还清. 基督的工作(代

罪受死的工作)完美无瑕, 所以祂所救赎之人不

需再受审判. 我们已经凭借着耶稣无限的珍贵, 

“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西 1:12). 除了

今生受到众子所共受的管教, 神子民不需要死后

进到炼狱(purgatory, 以受苦偿还今生的罪债); 在

任何时刻, 他们都可能被主呼召, 眨眼之间, 被提

到空中与主相遇. 主再来接召会一事, 随时会发

生! 我们的下一首赞美诗, 可能就在众圣群聚、

有主同在当中的大会中唱起; 我们下一次记念主

的死, 很可能不再是掰饼饮杯, 而是围绕着主自

己, 瞻仰祂的面容, 就是那曾一度被人严重损伤

的容貌; 也瞻仰祂的额头, 

就是那曾一度为我们被

荆棘冠冕刺伤、但已戴

上荣耀冠冕的额头.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

此销化, 你们为人该

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

虔”(彼后 3:11).142     

                                                           
142   以上三篇文章皆编译自考德威尔 (John R. 

Caldwell)所著的“将来的事”(Things to Come)之系列文

章中. 上文“A.召会被提随时发生”编译自 “I will Come 

Again and Receive you unto Myself” (Chapter 9), 而“B.死

了的基督徒复活”则编译自“The Dead in Christ shall Rise 

First” (Chapter 10), “C.活着的基督徒改变”编译自“And 

We shall be Changed” (Chapter 11), 载 John R. Cald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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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tions, 1983), 第 354-358, 359-364, 365-36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