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你要保守, 不要修改! 
 

保罗说: “提摩太啊,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

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已经有

人自称有这学问, 就偏离了真道.”(提前 6:20-21)   

 

“所托付的”(希腊文 : parakatathêkê [TR], 

parathêkê [NA/UBS] )一词是法律术语, 指交托某人

存放保管的贵重东西、可指存款(deposit). 艾伦(Jim 

Allen)指出, “所托付的珍贵宝物同等于 提前 6:14 的

‘命令’, 包括有关福音的一切启示, 以及一切在此书

信中论到的真道、真理和教义. 要保卫看守(guard)所

托付的真道, 任何部分都不可失去, 也不可加添. 这关

系到教师的属灵战争, 以及所有下一代信徒的属灵福

气. ‘保守’在法律文件上, 常指把很有价值的宝物交

给某人看管, 等到物主要求时可以完整无缺地归还给

他”(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3, 第 295-296 页).     

 

请留意, 保罗并非说: “提摩太啊, 你是新一代

的人, 神的道就快过时了, 所以你要修改、要创新, 来

迎合新一代的人和环境!” 不! 完全没有! 保罗在此书

中三次清楚吩咐提摩太要保守所托付给他的真道(提

前 1:18-19; 6:13-16,20, 也参 4:6-11). 有者说得好: “这

里的‘托付’是什么意思? 它是指交付给你的圣经真道, 

而不是你自己发明的神学理论; 它是指你从圣经领

受的真理, 而不是你自己创作的新奇道理; 因此, 在托

付和领受的真道方面, 你不是一个创新者, 而是一个

守护者; 不是一个修改者, 而是一个保管者; 不是一

个领导崭新思想的人, 而是一个跟从恒古真道的人. 

你要把所托付你的保存妥当, 不要加添, 也不要删减, 

要把它完整不变地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 提后 2:2),  

这样才能说道: ‘所信的道, 我已守住了’(提后 4:7).” 

 

保罗给提摩太最后的劝勉, 也为当今这个世

代敲响了警钟. 神已把真道(圣经真理)全交付我们, 

但有些人却加添了神的道, 例如加尔文主义(请参本

期“加尔文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归正

神学的“替代性遵守律法”(请参本期“再思归正神学”), 

甚至有者删减和否定神的道, 例如以“高等批判学”这

“似是而非”的学问来否定摩西是五经的作者(请参本

期“圣经的无误和可靠: 圣经批判学”), 使人质疑圣经

的可靠与权威, 并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  

 

诚然, 我们“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

似是而非的学问.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 就偏离了

真道.” 对于已领受的圣经真道, 我们的重任是要保守  

—  保卫和看守! 不是修改  —  加添或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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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奇妙云彩(云柱火柱)、 

玛拉的树 和 天降的吗哪 

(出 13:20-22; 出 15:22-27;  

出 16:11-18, 31-36) 
 
(A) 序言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

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

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

灵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 是出于随着

他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林前 10:1-4).  

 

对于这一些奇妙的经历 ,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评论道: “这段经文对基督徒有深切

宝贵的教训. 使徒保罗继续说: ‘这些事都要作为

鉴戒(希腊文: tupos {G:5179}, 注: 英文的 type 

[预表] 1一词源自此字)’(林前 10:11). 故此, 我们

看以色列人‘在云里海里’的洗, 可当做预表来解

释. 这样的解释十分有意思, 十分实在. 这一群受

了洗的百姓, 进入旷野之路, 路途上有‘灵食’、

‘灵水’, 是神慈爱之手的供应.”2 今天, 就让我们

查考出埃及记所记述的奇妙云彩、玛拉的树和

天降的吗哪, 并思考它们背后所要预表有关主耶

稣基督的宝贵意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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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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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70 页. 

(B) 奇妙云彩 (云柱火柱)  

(出 13:20-22; 14:19-24; 民 9:15-23) 

神用奇妙的云彩引领以色列人走旷野之

路(此云彩白日是云柱, 夜间成火柱). 这奇妙云

彩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它的特性(Its Properties): 这奇异物体充满神

奇奥秘. 这火柱的光辉被雾气覆盖的云彩软

化了. 这点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性荣光  

—  那肉眼无法承受的荣耀光辉  —  被祂谦

卑的人性之体所遮盖(以免伤及世人的肉眼, 

编译者按). 

2) 它的道路(Its Pathway): 旷野是无路无迹的

一片荒野. 一路上没有任何路标或指示牌. 但

只要以色列人跟随云彩的仁慈带领, 就不怕

迷路的危险(参 出 13:21).3 跟随基督的信徒

也是如此, 不怕迷路. 我们跟从那位早已横渡

沙漠旷野的主, 祂已开拓了路. 祂应许跟从祂

的人, 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

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 8:12).   

3) 它的保护(Its Protection): 云彩是百姓全营的

遮盖物(covering), 成为他们头上的护盖物

(canopy). 如同雨伞一般, 它保护赎民在白日

免受日晒之苦, 夜间免受寒冷之苦(由于旷野

在夜间变得寒冷, 所以云彩在夜间成为火柱

将给百姓带来温暖, 民 9:15-17).4 希伯来诗

篇告诉我们: “祂

铺张云彩当遮盖, 

夜 间 使 火 光

照”(参 诗 105:39). 

对于信徒, 基督也

是如此, 成为信徒

的保护与光照.5 

                                                           
3   出 13:21: “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 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4   民 9:15-16: “立起帐幕的那日, 有云彩遮盖帐幕, 

就是法柜的帐幕; 从晚上到早晨, 云彩在其上, 形状如火. 

常是这样, 云彩遮盖帐幕, 夜间形状如火.” 
5   麦敬道评述道: “ ‘柱’(pillar)有双重意义, 是最

严肃又令人感兴趣的. 对埃及人是‘一边黑暗’, 对以色列

人是‘一边发光’(出 14:20). 这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甚

为相似! 诚然, 十字架同样有两面. 它是信徒平安的基础, 

同时, 它印上罪恶世界的罪案. 这血洁净信徒的良心, 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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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它的同在(Its Positions): 云彩总是与百姓同

在. 无论是在“旷野边的以倘”(出 13:20-22), 

在红海的危险路上(出 14:19-20),6 在旷野的

饥饿途中 (出 16:10), 荣耀的西乃山上 (出

19:16-18), 或荣光充满的圣所中(出 40:34-35), 

云彩都在那里. 这犹如救主耶稣, 在祂百姓走

天路的每一个环境中, 都与他们同在. 

5) 它的持久(Its Permanence): 云彩一直在那里, 

沙漠风暴都无法移动它. 它不像普通的云彩

一样, 随风飘动, 被风吹散. 出 13:22 记载: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

前.” 这是何等有福的保证. 我们想起主的应

许: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来 13:5-6). 

6) 它的丰足(Its Plenitude): 他们按照神所指示

的样式(模式, pattern)造会幕的每一个物件. 

这样的工程要求甚高, 制造过程艰辛, 不过当

这建好的圣所被

主的荣光充满时, 

一切艰辛劳苦都

值得了! (编译者

注 : 出 40:34 记

                                                                                               
他完全的平安; 也染在世上, 显出人罪大恶极. 神儿子的

使命是除掉世界的外衣, 使它没有借口; 也为召会(教会)

穿上义的斗篷, 叫她的嘴充满不止的赞美. 对于神羔羊

的烈怒, 地上万族和不同阶级的人都要躲避; 而祂温柔

的手要在草场上, 在永远宁静的水边, 牧养祂血所买赎

的群羊(比较: 启 6:15-17; 7:13-17).” 麦敬道著, 《出埃及

记释义》, 第 168-169 页. 
6   出 14:19-20 记载: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

使者, 转到他们后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

边立住.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 一边黑暗, 一

边发光, 终夜两下不得相近.” 麦敬道指出: “耶和华亲自

立在以色列人和仇敌之间, 保护他们. 法老要触摸以色

列人的头发, 得先穿过全能者的屏障, 就是全能者自

己… 祂又亲自站在我们和我们的罪中间. 我们有特权, 

愉快的看见祂站在我们和一切敌挡我们的中间; 这是得

享心中的和平并良心的平安之真正途径… 祂把我们一

切的罪都弃在祂后边, 同时, 照耀出祂脸上和平的光. … 

所以, 我们的眼睛若离开我们的罪和困苦, 只倚靠基督, 

必能叫苦杯转为甘甜, 照明很多黑暗的日子. 但是, 十分

之九的试炼和困苦,常是由我们的恶行造成的, 原因是

我们不信. 愿读者们都认识心中和良心的稳固平安. 基

督在祂的丰盛中, 站在人和人一切的罪、并困苦的中

间.” 同上引, 第 167-168 页. 

载: “当时, 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

满了帐幕.”) 当我们寻求遵照神话语的样式

去做神的工 , 祂便会“在我们当中”(参  太

18:20), 以此作为补偿. 愿我们仍然享受祂同

在的丰足和喜乐.  

 

 

(C) 玛拉的树 (出 15:22-27) 

 那逃离埃及奴役之苦的以色列百姓, 在

踏上前往迦南的路程不久, 就尝到玛拉的苦水. 

这并非因他们不听摩西的话, 或不跟从云柱的引

导. 不, 他们仍走在神的道路上, 是神刻意把他们

带到这种情况, 为要教育他们宝贵的属灵功课.7 

 

 不久前, 他们站在红海旁, 那里有太多的

水. 过后, 红海开了, 成为干地, 那时是没有水(出

14:22). 现在, 他们的问题是苦水. 我们总是选择

走在绿色青草满布两旁, 又有溪流和花香随伴的

路途上; 但主往往引导祂的赎民, 去到无水的旷

野, 允许他们遇到痛苦的试炼和考验.8 就在这种

                                                           
7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在《圣经各卷概要》

中贴切指出, 道路的艰苦来了! 他们走了三天却找不到

水(出 15:22), 过后找到水, 却发现是苦水. 外表看来, 以

色列人得到拯救逃离埃及却落到如此下场, 真是个悲剧. 

若死亡(注: 经过红海象征神的百姓与基督同死, 因为摩

西预表基督, 而 林前 10:2 的“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象征

“信徒受洗归入基督”, 罗 6:3 解释说“我们这受洗归入基

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祂的死”, 所以经过红海可预表

与基督同死)已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权势(注: 埃及人因

着死在红海而无法杀害神的百姓), 但神的百姓也必须

在经验上尝到死亡的苦味; 诚然, 这对心灵而言是苦的, 

但借着恩典, 却得着恢复和生命. 我们得着拯救之后, 死

亡和十架的苦果对肉体而言是很苦的; 但那树木(wood, 

参 出 15:25)  —  预表基督和祂钉十字架  —  却带来甘

甜, 使精神体力得着恢复(refreshment). 不久找到“十二

股水泉和七十棵棕树”(出 15:27), 预表神为祂百姓所预

备的活泉(living springs)和庇护(shelter), 使他们得享安

慰”,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01页. 
8   麦敬道写道: “这就是旷野的试炼. 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玛拉的水验明以色列人的心, 显出他们埋怨的

心灵. 但是耶和华指示他们, 惟有祂的恩典, 才能将痛苦

变为甘甜. 第 25 节: ‘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

水里, 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

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这美丽的象征表明了基督在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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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祂不单显明祂慈心的关怀与同情, 也显

明我们心中的不信. 这两者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百姓最初的

反应是埋怨控诉.9 

这使摩西向耶和华

呼求. 结果耶和华

指示他把一棵树丢

在水里, 玛拉的水

就变甜了. 请留意, 

这棵解决问题的树

就近在几呎. 主允

许问题出现, 但解决之法近在眼前, 离困难不远. 

这预表基督总是与祂的百姓同在, 而祂的同在是

解决我们诸多苦难的灵丹妙药. 

 

 这棵活着的树在荒芜沙漠里雅致地生长, 

提醒我们那位活在周围罪恶满布的世界、仍然

为神保持新鲜和丰富的主耶稣基督. 此外, 此树

虽近在眼前, 却需要耶和华的指引, 将之砍下和

丢在水中, 才发出功效. 照样, 主耶稣按照神的时

间和旨意,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祂为我们尝了死

亡的苦味(来 2:9).10 今日, 祂仍能把生活的挂虑

和路途的忧伤变为甘甜.   

                                                                                               
恩典中, 亲自进到死亡的苦水里, 以致那水为我们永远

发出甜味. 我们实在的说: ‘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 留

给我们的, 只有复活的永远甘甜.” 麦敬道著, 《出埃及

记释义》, 第 181 页.  
9   麦敬道继续写道: “第 26 节(出 15:26)说出神被

赎之民在首段旷野路的重要情况. 我们随时会面对极大

的危险, 就是陷入烦躁、不忍耐、埋怨的心灵状况中. 

唯一的补救是定睛仰望耶稣. 愿颂赞归给祂的名, 因祂

常按百姓的需要, 向他们揭示自己. 百姓应该看环境上

的困难为投靠祂的机会, 而不是抱怨环境恶劣. 所以, 旷

野丰富了我们的经历, 使我们晓得神是谁. 在那里, 我们

学习祂忍耐的恩典和认识祂充足的资源. ‘在旷野容忍

他们约有四十年’(徒 13:18). 属灵人看苦水是有益的, 让

神把它化苦为甜.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

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

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

们心里’(罗 5:3-5).” 同上引, 第 181-182 页. 
10   来 2:9: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 

 值得注意的是, 苦水并没移到别处; 它仍

在原地, 不过变得甘甜, 得以饮用. 照样, 主耶稣

供应我们的需要. 虽然祂不一定常常把考验移掉, 

但祂总是以恩典介入, 使我们能够承担得住.  

 

 多马·凯利(Thomas Kelly)捕获了“玛拉之

树”的意义, 他写道: “十字架! (注: 玛拉的树可代

表基督和祂钉十字架) 它除掉我们的罪疚; 它扶

起昏倒的心灵; 它为阴沉黯淡的日子带来鼓励, 

使每个苦杯变得甘甜美丽.” 

 

 

(D) 天降的吗哪 (出 16:11-18, 31-36) 

 走在旷野的百姓需要惊人的大量食物 . 

因此 , 当神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出

16:4), 这是何等令人惊讶的应许和供应. 有谁曾

听过这样的应许呢? 肯定的, 神现今仍旧从天降

雨, 叫谷物生长, 得以作成面包. 不过, 吗哪是直

接从天而降, 如同面包随即可吃. 难怪百姓称它

为“吗哪”(Manna), 意即“这是什么?” 

 

 当然, 人的心灵

有种很大的饥饿, 比起

肚腹的饥饿更难获得

满足. 唯独神超然地供

应从天而降的面包, 才

能满足人心深处的需

要. 提到此供应的来源, 

我们就想起主耶稣基

督称自己为“那从天上

降下来…神的粮食”(约

6:33).11  吗哪在沉静中

降下, 露水上升之后, 就有如白霜的小圆物  —  

吗哪(出 16:14). 这点令我们联想起主耶稣基督, 

祂静悄悄地来到地上, 被纯洁的童女所生, 成为

人的样式. 吗哪的供应是丰满的, 足够让所有以

色列人尽情享用, 不必付上任何代价, 如摩西所

说: “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出 16:15). 

这不禁叫人想到神更大的供应  —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 3:16).  

                                                           
11   约 6:33: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

生命给世界的(指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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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哪是又小又圆之物, 意味着这位永恒

完美的主进入微小有限的时空.12 它的颜色是白

的, 告诉我们这“生命的粮”(主耶稣)是纯洁无罪

的. 吗哪味道如蜜甘甜, 意味着主耶稣对信徒而

言, 是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诗 19:10). 

 

  吗哪的滋养能力

令人惊叹. 靠着这奇妙神

奇的天粮, 以色列人每日

得着身体所需的营养, 走

在朝向流奶与蜜之地的旅

途上. 多年以后, 诗人告诉

我们神“降吗哪, 像雨给他

们吃, 将天上的粮食赐给

他们. 各人吃大能者(或作

“天使”, KJV: angels)的食

物”(诗 78:24-25). 愿我们

看见基督能丰足地供应我们心灵一切的需要. 相

比之下, “埃及的韭菜、葱、蒜”(指属世的供应)

是何等卑劣啊!13 基督是一切属灵力量与灵命健

康的源头. 对于灵命饥饿的人, 祂是吗哪灵粮, 对

于疲乏的人, 祂是安息得力.14 愿我们以祂为我

们每日的灵粮, 并发现祂是我们永远的福分.15 

                                                           
12   “圆”象征完美无缺, “小”代表微小有限. 
13   民 11:5: “我们记得, 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

鱼, 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14  出埃及记 16 和 17 章所发生的事件之次序, 是

基督徒属灵经历的写照, 正如约翰·达秘(John N. Darby)

所指出的, 安息日(出 16:23-30)  —  百姓的安息  —  是

与生命的真粮主耶稣基督有关(比较 出 16:23-26; 约

6:35,47-51; 来 4:3; 这点预表人吃了“生命的粮”  —  信

主耶稣基督  —  便得永生, 得享属灵的安息). 然后是圣

灵的降临  —  从磐石流出的活水(比较 出 17:6; 约 7:37-

39; 信主的人会领受圣灵, 弗 1:13), 但圣灵来临与同在

之后, 接踵而来的, 就是争战而非安息(比较 出 17:8-16; 

加 5:17; 圣灵与人的情欲战争). 接着是约书亚所预表的

基督, 率领百姓争战, 获得胜利. “真正的安息是靠着基

督, 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而这是在战争冲突以前就来

临的… 磐石必须被击打, 才会有活水流出(预表基督必

须受死, 才会有圣灵的降临, 参 约 7:38-39)”,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102页. 
15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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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结语 

论到吗哪, 神还吩咐摩西说: “要将一满

俄梅珥(omer)吗哪留到世世代代, 使后人可以看

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 在旷野所给你们吃

的食物”(出 16:32). 结果, 摩西吩咐亚伦拿一个

罐子, 盛一满俄梅珥吗哪, 存在耶和华面前, 要留

到世世代代. 亚伦就照着办, 把吗哪放在法柜前

存留(出 16:33-34).  

 

格兰特(F. W. Grant)在其著作《数字圣

经》(The Numerical Bible)一书中贴切指出, 吗

哪在旷野时虽不能收存超过一日(除了第 6 日收

双倍), 却可为迦南地而永久收存起来. 此事意义

深长. 金罐述说神如何在基督里得着荣耀, 或是

那位得荣耀的主耶稣如何令神与人永远记念祂. 

当祂把我们带到天上时, 我们将要吃这“隐藏的

吗哪”(即享受耶稣基督, 启 2:17). 我们今日在地

上已能享受基督, 这也是我们永远都要享受的. 

我们靠那永属我们的天粮(耶稣基督)得着喂养.16 

 

最后, 看到这一大群受了洗、进入旷野

之路、得享‘灵食’和‘灵水’的以色列百姓, 麦敬

道写道: “他们预表一民族, 对埃及和一切属它的

都死了. 云里海里指着基督的十字架和坟墓. 云

柱保障他们脱离仇敌, 大海把他们从埃及分别出

来; 同样, 十字架护卫我们免落入仇敌摆放的攻

击中. 我们站在耶稣属天、空空的墓旁, 我们在

这里开始走旷野之路, 尝用属天的吗哪(预表基

督)和饮于‘灵磐石’流出来的水(预表基督受苦而

得荣耀后所差来的圣灵). 我们是寄居之民, 步向

神吩咐我们上去的安息之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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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天降灵粮  —  吗哪 

 

以色列百姓是蒙恩的对象. 出埃及记 16 章记

录了神赐他们一份奇异的供应. 第 4 节说: “耶和华对

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当他们带着不信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67, 69, 70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6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194-195 页. 
17   麦敬道著, 《出埃及记释义》, 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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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我

们坐在肉锅旁边, 吃得饱足”(出 16:3). 但是神的话是: 

“粮食从天降.” 何等大的差别啊! 埃及的肉锅、韭

菜、洋葱和大蒜, 怎比得上天上的吗哪  —  “大能者

的食物”; 前者属地, 后者属天. 

 

但是这天粮也试验以色列人的状况. 神在 出

16:4 说: “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人心要先

断绝从埃及而来的影响, 从而才能满足、享用“天上

的粮食”. 事实上, 百姓并不满足, 反而轻视吗哪, 称之

为“淡薄的食物”, 不能满足肉体. 因此, 他们证明了自

己的心, 仍末脱离埃及, 未有意行在神的吩咐中. “我

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反弃绝他, 心里归向埃及”(徒

7:39). 他们不能返回埃及, 最终竟被迁到巴比伦外去

(参看 徒 7:43).  

 

这个教训对基督徒是严肃、有益的. 那些蒙

救赎脱离现今世界的人, 他们若不带感谢的心与神同

行, 满足于祂在旷野给那群被赎之民的供应, 他们便

落在巴比伦网罗的危险中. 针对这事, 信徒要慎重考

虑. 人要对天上的粮食有胃口. 但血气咽不下这粮食, 

只渴望埃及, 不渴慕属灵的粮. 正如那些受浸归入基

督的死之人, 他们有特权, “与祂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

叫祂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西 2:12), 从基督得喂养, 

因祂“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约 6:51). 这就是我

们在旷野中的粮食  —  借着圣经, 由圣灵传讲基督的

话. 圣灵的降临, 也是为了我们的属灵苏醒, 叫我们成

为被击打磐石的宝贵果实(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被击

打). 这就是我们在这荒漠世界的珍贵福分.  

 

很明显 , 

我们要享受这福

分 , 我们的心就

得弃绝一切现今

邪恶世界的东西

(注: 这些东西会

引诱我们成为属

肉体的人 , 活在

肉体的情欲中). 一个属世的心(即属肉体的心)不能在

圣经中找到基督, 就算找到, 也不能享受祂的福分. 吗

哪是纯洁敏感的, 不能与属地的接触. 吗哪与露水一

同降下(参看 民 11:9), 要在日出前拾取. 所以, 每人要

大清早起来, 拾取他每天的分. 今天, 神的百姓也一样. 

信徒要在每早上拾取新鲜的吗哪. 昨天的吗哪不能在

今天食用, 今天也不能预取明天的吗哪. 我们必须每
天从基督得喂养(故每早晨的灵修是重要的), 有圣灵

新鲜的力量, 不然, 我们就不能成长.  

此外, 我们要以基督为人生的首要目标. 我们

必须先寻求祂, 不让别的东西占据我们易受影响的心. 

可惜! 我们多人在此失脚. 我们给基督次要的地位, 

结果, 就落在软弱缺乏之中. 仇敌常窥伺着, 趁我们属

灵怠惰的时候, 夺去我们从基督喂养而来的福分和力

量. 信徒的新生命惟有靠基督的喂养和维持.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图画, 是何等引人入胜! 埃

及在背后, 迦南地在前面, 四周都是大漠的风沙; 而他

们蒙召在其中, 仰望天上供给每天的需要. 旷野不能

供给神的以色列人一片叶子, 或一滴水. 他们的福分

全在乎耶和华. 这是神寄居百姓在这旷野世上最真实

生动的描写! 他们在地上一无所有. 他们的生命是属

天的, 惟有属天的东西才能维持. 他们活在世上, 但

不属这世界, 因为基督已经从世界召了他们出来. 他

们既是属天诞生的百姓, 就走在归家的天路上, 并且

靠从天而降的粮食得以养活. 他们的道路是向天、向

上的, 由荣耀的光引领. 人向埃及的方向回望, 是徒然

的; 那边不能目睹到神荣耀的光. 出 16:10 说: “他们

向旷野观看, 不料, 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耶和

华行走在旷野, 凡渴望与祂同行的人, 都当与祂同在

那里. 既然在那里, 他们的粮食就是属天的吗哪.  

 

这吗哪实在是奇妙无比的食物, 埃及人永不

能明白和体会, 更不能靠它维生. 但那些已“在云里海

里受洗”的人就能够, 只要他们愿意一致地行在受洗

的道中, 靠那粮得喂养, 并且享受它. 真信徒靠此活着. 

属世的人不明白他如何活着. 他的生命、并那维持它

的, 都完全在血气的视野之外. 基督是他的生命, 他活

在基督里. 他凭信心倚靠那位大能者的吸引. 祂是“在

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罗 9:5), 竟“取了奴仆的

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腓 2:7). 他追踪祂  —  从父怀

到十字架, 从十字架到宝座; 他寻求祂  —  在祂一生

路途的每一段, 看祂生命的每一种态度. 这一切都是

他这新人的最宝贵粮食. 虽然四周都是埃及的情状, 

是道德上可废弃的荒芜旷野, 但它们都不能影响重生

的人. 基督徒若要从世上寻求喂养, 他属灵生命的长

进只会受到阻碍. 神所供应的只有属天的吗哪, 是真

信徒的唯一粮食. 

 

基督徒寻求今世的事, 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这

只清楚证明他们厌恶属天的吗哪, 看它为“淡薄的食

物”. 他们竟服侍那本该治死的事物. 新生命所行的, 

要表明他们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西 3:9). 在身

体上, 我们愈多操练, 食量就愈大; 在恩典上也一样, 

我们的重生器官多操作, 就更感到每天需要从基督而

来的喂养. 我们认识自己在基督里有生命, 在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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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蒙赦免、蒙悦纳; 这是一件事. 我们常与神相交

(凭信心从神得喂养), 让基督成为我们灵里的唯一粮

食; 这是另一件事. 很多人自称从耶稣得了免罪和平

安, 但实际上, 他们接受很多与祂无关的东西. 他们以

报纸为粮食, 喜爱时下轻浮、无生气的文学作品. 他

们会在那些地方中找到基督吗? 那里是否有纯洁的

甘露, 随着天上的吗哪降下来, 在荒漠里供应神被赎

之民呢? 可惜! 完全不是. 它们只是属肉体之人的喜

好. 一位真基督徒怎能靠这些而活? 人的行为是他的
渴望和意念的最佳指标. 因此, 我若看见一名自称为

基督徒的人轻视他的圣经, 反而用很多最好的时间看

报纸; 我就毫不犹豫地判断他灵魂的真正光景. 我肯

定他不是属灵的, 不能为基督而活, 见证基督的名.  

 

以色列人若在大清

早忘记了拾取每日的天粮 , 

他很快就会失去旅途上的力

量. 我们的情况也一样. 我们

必须让基督成为我们心灵追
求的至尊目标, 不然, 我们的

属灵生命就会衰退. 我们不

能凭与基督相交的感觉和经历为粮食, 因为它们会反

复不定, 不能成为我们的属灵喂养. 基督是昨天的粮

食, 也是今天和永远的粮食. 此外, 信徒不能一半从基

督得粮食, 另一半则从别处得粮. 对于属灵的生命, 惟

有基督; 至于生活, 也必惟有基督. 我们若不能与那赐

生命者相交, 就不能与那维持生命者相通了.  
 

以色列人在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居住时, 他们

永不忘怀那位在旷野 40 年路程上供应他们的. 出

16:32-34 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要将一满俄梅

珥吗哪留到世世代代, 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

领出埃及地, 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 耶和华怎

么吩咐摩西, 亚伦就怎么行, 把吗哪放在法柜前存

留.” 这是神信实的最宝贵回忆! 神没有让他们饿死. 

神从天上降下粮食给他们, 用大能者的食物喂养他们, 

以温柔的心肠看守他们, 忍耐他们, 在鹰的翅膀上背

着他们; 他们只须不断地站立在恩典的正确基础上. 

神让他们享用一切应许他们列祖的永远产业. 所以, 

那盛吗哪的罐存有人每天所需的分(指灵粮), 放在耶

和华面前, 如同一本真理的册子. 里头没有虫, 也没有

丝毫的腐败. 它是耶和华之信实的记录, 给那些祂从

仇敌手中救赎出来的人观看与参阅. 

 

然而, 当人为自己藏起吗哪, 事情就不同了. 

腐败的征状就快显现. 我们若进入真理和认识自己的

实况, 就不能把吗哪藏起来. 我们的特权是每天进入

基督的宝库, 认识基督是那位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

给世人的. 但若有人忘记这些事, 为明天藏起了一些, 

存留多方的真理而不实践; 他们循此路就不会重新

得力, 只会败坏招损. 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学

习真理是一件深切严肃的事, 因为我们宣称学了一个

真理原则, 就必要实际地证实出来. 神不喜悦我们成

为理论家. 有些人喜欢高谈阔论, 又用十分敬虔的用

语祷告和谈话, 使听者赞叹; 但当试炼的时刻来到, 这

些人竟毫无属灵的能力, 实践他们口里所说的一切. 

 

以色列人拾取多于一天所需的吗哪, 他看来

很努力, 比别人储存了更多的属天粮食. 但是若超过

每天需用的, 不但无用, 且会变本加厉, “生虫”变臭了. 

基督徒的情况也一样. 他必须享用他所得的, 必须按
实际需要靠基督得喂养, 而那需要是从实际事奉所引

致. 神的性情和道路、基督的宝贵和荣美、并神话语

的永活深奥, 只向信心和需要的人揭示出来. 我们实

践从主所领受的, 就多有加给我们的.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 那些在理论上爬得最快

的人, 往往在实行和经历上是最缓慢的; 因为他们只

注重头脑, 而忽视了人的内心和良心. 我们要常常谨

记, 基督的信仰并不是一套见解学说、一系列的教条

制度、或一连串的意见观点. 它主要活现在生活的实

况中, 是很个人性、很实用的大能真理, 包括适用于

每天生活的一切状况和环境中. 它的神圣影响支配人

整个性情和人的道路, 授予人属天的吩咐, 成全神呼

召人去建立的关系. 简单的说, 它是流自基督的. 这就

是基督的信仰. 人可以有清楚的观点、正确的意见、

稳固的原则, 但是缺乏与耶稣的相交. 记得, 正统的教
条若没有基督, 只是冷酷、无味、死的东西. 

 

基督徒要小心注意, 你不但被基督拯救了, 而

且活在祂里面. 让祂成为你每天生活的福分. 要“清

早”寻求祂, “唯独”寻求祂. 有任何东西引诱你注意, 

你就要问: “这东西会让基督进入我心吗? 它会向我

的情感更多的揭示祂, 领我更靠近祂吗?” 若不是的

话, 就立刻拒绝它. 对, 要拒绝它, 纵使它表现出最华

美的外表和最显要的权威. 你若有诚恳的心, 想要登

上神生命之路, 在属灵上长进, 培养与基督亲密的相

交, 就要以诚实郑重的态度, 借此挑旺你的心. 让基督
成为你日常的粮食. 去吧, 拾取那随露水一同降下的

吗哪. 要从吗哪得喂养, 常与神同行, 度过旷野. 愿神

丰富的恩典, 在这些学习上, 充充足足的加你力量!18 

                                                           
18   上文附录稍加改编自 麦敬道著, 《出埃及记释

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188-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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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落地爆炸后所腾起的蘑菇雲 (广岛原

子弹爆炸的中心温度, 达到了 3,000℃至 4,000℃之高) 

 

福音亮光                            灯台 
 

神因一人的罪 

定所有人的罪,  

神公平吗? 
  

1941 年 12 月 7 日, 日本军队在两个小时

内, 出动 350 多架飞机, 偷袭美国在太平洋夏威

夷群岛上的重要海军基地   —  珍珠港(Pearl 

Harbour), 炸沉或毁坏美军舰艇 40 余艘, 炸毁飞

机 200 多架, 美军伤亡 4000 多人. 美军主力战舰

“亚利桑那”号被炸弹击中沉没, 舰上 1177 名将

士全部殉难. 次日, 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 太平洋

战争一触即发!19 

 

太平洋战争(Pacific War, 又名“大东亚战

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以大日本帝国为首的

轴心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间的战争, 范围遍及太

平洋、印度洋、东亚及东南亚地区. 在战争初期, 

日军占领了太平洋约 25%的地域. 但在美军不

断攻击下, 日军逐渐受到挫败. 到了中途岛海战

时, 日军丧失大量战舰(包括航空母舰), 失去了

太平洋主动权. 1945 年, 美军收复了菲律宾, 并

占领了日本列岛周围的岛屿, 开始以庞大规模的

轰炸机群与海军舰队轰炸, 并封锁日本. 不过日

本坚持不肯投降.  

 

面对美军每

天对日本本土密集

的轰炸和海上封锁 , 

日本经济完全崩溃 , 

军事上也无还手之

力, 但由于日本天皇

裕仁(Emperor Hirohito, 1901-1989)没有下旨投

降, 加上日军那些狂热分子已做好了“玉碎”的准

备, 所以日本坚持抵抗到底, 宁死也不投降.  

                                                           
19   请参阅 http://www.baike.com/wiki/珍珠港事件.  

   7 月 26 日,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

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 达成一致发布了《波茨坦

公告》要求“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然

而, 日本发布新闻说“日本政府不会重视这个宣

言”.20 美国人见日本不投降, 只好给日本重重一

击. 1945 年 8 月 6 日, 美国 B-29 轰炸机载着一枚

名叫“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 飞到日本广

岛(Hiroshima)上空, 然后投下, 当日直接就造成

8.8 万多人死亡. 但日本仍不投降, 因他们认为美

国只有一颗原子弹. 

 

过了三天, 即 8 月 9 日, 美军又出动 B-29

轰炸机载着一颗名为“胖子”的原子弹, 飞到日本

海滨城市长崎(Nagasaki)上空, 然后再次投下, 又

是 8 万多人死亡. 此刻, 日本天皇裕仁慌了. 8 月

9 日晚上, 裕仁紧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 最后决

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选择投降. 

 

8 月 10 日, 日本就将这个消息首先传给

美国. 虽说是无条件投降, 其实还是有条件的, 日

本就要求不要惩治天皇, 并保持天皇的地位. 美

国人想尽快结束战争, 便同意了. 双方经过沟通, 

决定于 8 月 15 日中午, 日本天皇裕仁发表投降

诏书.  

 

当天中午, 日本天皇裕仁按时到达日本

国家电台宣读投降诏书. 随后, 美国总统杜鲁门

                                                           
20   10 日前, 即 1945 年 7 月 16 日，美国在新墨西

哥州的沙漠里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http://www.baike.com/sowiki/%E6%97%A5%E6%9C%AC?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A4%AA%E5%B9%B3%E6%B4%8B?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9%A3%9E%E6%9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9%A3%9E%E6%9C%BA?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wiki/珍珠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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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Harry S. Truman, 1884-1972)任命美国陆军五星

上 将 麦 克 阿 瑟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为远东盟军最高司令. 然后又决定 9

月 2 日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的投降仪式, 

由麦克阿瑟主持投降仪式.  

 

从日本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到 9 月 2日举

行正式投降仪式, 中间相隔半个多月, 这是为了

让各盟国代表有时间赶来. 到了 9 月 2 日, 密苏

里号停在东京湾, 舰上有 250 多名美国海军. 盟

军各国代表也来了, 美国、中国、英国、苏联、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 代

表中国签证的是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

将, 麦克阿瑟代表联合国签字, 美国海军五星上

将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 1885-1966)代

表美国签字. 

 

上午 9 点多, 日

本外相重光葵和梅津美

治郎登上了密苏里号 . 

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

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

了字, 梅津美治郎代表

日本军队签字. 签字后, 

梅津美治郎和随行的一

些日本人都哭了, 他们

为了日本战败投降而哀哭. 除了日本人, 全世界

都很高兴, 也流泪了, 那是激动的眼泪, 惨痛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21  

 

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时, 虽有些少壮

派军人认为此乃国耻, 不该投降,22 但由于日本

                                                           
21   上文资料参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太

平洋战争 ; www.quwenjiemi.com/20160504/17952.html ; 

www.quwenjiemi.com/20160504/17952_4.html , 有关广

岛与长崎, 参 http://hefushe.baike.com/article-11183.html 
22   事实上,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 不久就遭到反对. 

8 月 14 日晚, 一个叫畑中健二的日军陆军少佐, 策动了

一些陆军省和近卫师团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 目的是为

了阻止日本投降. 他们烧毁了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的房

子(因为铃木贯太郎是个典型的主和派), 他们甚至一度

占领日本皇居. 但他们并未成功说服陆军省首脑, 导致

政变最终失败. 发动政变的这些少壮派军人有些选择自

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元首(head)  —  具有作头

代表的特殊地位  —  所以他的投降也代表他权

下所有日本人都投降了. 没有任何日本人能够宣

告说: “是日本天皇投降, 不是我投降, 所以我不

受日本天皇的行动所影响.” 不! 身为全国之首

(head), 他的行动具有代表性, 他投降就代表他权

下的所有日本人都投降了. 此乃普世社会和法律

制度所公认的 “ 代表性原则 ”(representative 

principle).  

 

论到这原则, 美国的巴士威尔教授(Prof. 

James Oliver Buswell, 1895-1977)举例解释道 : 

“事实上, 整个人类生活里一直都有代表性原则

(representative principle, 指用某代表人物去代理

某种事务). 代表性行动(representative action)在

社会上是到处都有的事实, 并且被一切正常的法

律制度所承认 . 例如 , 我可以正式的说 , 我在

1776 年 7 月 4 日签署了美国的独立宣言, 虽我

本人当时并不在场, 但那时有我的代表代替我执

行签署行动, 而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一切后果都

会牵涉到我. 另外, 1941 年 12 月 7 日, 我与所有

美国公民宣布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和德

国宣战). 宣战时我并不在场, 我只是从收音机听

到这消息. 就算我那时还未出生, 但是我的代表

替我行动了. 由于他代表我, 所以他的行动就是

我的行动, 那个行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会牵涉

到我, 与我有关.” (J. Oliver Buswell,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第 295 页)23 

 

由此可见, 一

国的总统(元首)签署

某项法例, 是代表全

国的公民签订的. 头

或元首的行动将会

牵涉到他权下所有

的人, 代表了他们都与这项行动有关. 这正是罗

马书 5:12-21 所要教导和强调的重要真理. 马唐

                                                                                               
杀, 有些被捕. 整个政变就几个小时而已, 8 月 15 日凌晨

就完全平息了. 
23   引自 H. L. Willmington, 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Illinois: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84), 第

723 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太平洋战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太平洋战争
http://www.quwenjiemi.com/20160504/17952.html
http://www.quwenjiemi.com/20160504/17952_4.html
http://hefushe.baike.com/article-111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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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William MacDonald)正确指出, 在这段经文里, 

亚当被形容为旧创造中一切受造物的头(另译

“元首”, federal head)或代表(representative); 相比

之下, 耶稣基督则是新创造中的头(元首)或代表.  

 

作为首个被造的

人, 亚当就被赋予元首

的身分(headship, 即“作

头带领的代表性地位”). 

因此, 他被视为他所有
后裔的代表 (全人类的

代表).24  由于亚当有这

“作头的代表性身分”, 所以他一犯罪就意味着他

的一切后裔在他里面都犯了罪.25 罪的工价乃是

死, 于是他的一切后裔都一同承受死亡的结果.26  

 

为此, 巴士威尔(J. Oliver Buswell)又写道: 

“正如以上所言(因着我的代表亚当犯罪), 我也

变成一个在伊甸园里悖逆神而犯罪的罪人. 我背

弃了与圣洁之神的相交. 我故意败坏神所赐给受

造之物(指人类)的属神圣洁之特性. 我故意散播

败坏给神所要我治理的一切受造物. 我那时不在

伊甸园里, 但我的代表(亚当)在那里, 他代替我

行动了. 所以当他被逐出伊甸园时, 我也被赶出

伊甸园 , 不得吃生命树的果子 .”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第 295 页)27  

                                                           
24   上文改编自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香港尖沙咀: 活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594-596 页; 

也参考其英文版 Wm. MacDonald, 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New Testament (rev. 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0), 第 513-516 页. 
25   有人反对说, 世上第一个犯罪的人是夏娃, 而不

是亚当. 这是事实(提前 2:14), 然而, 由于亚当是首个被

造的人, 他就被赋予元首的身分(headship, 或译“作头带

领的代表性地位”). 因此, 他被视为他所有后裔的代表
(全人类的代表), 所以 罗 5:12-14 论到犯罪一事时, 强调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直指亚当, 而非夏娃.  
26   事实上, 他们个别地都犯了各种罪行. 但这不是

这节经文的用意(罗马书 5:12 不是指世人个别地犯罪而

言 ). 保罗的意思是 : 亚当的罪是有代表性的行动

(representative act), 他的一切后裔都被视作在他里面犯

了罪(哥林多前书 15:22 说: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27   引自 H. L. Willmington, 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第 723 页. 

难道所有人就因亚当一人犯罪而导致所

有人都得承受罪的刑罚, 永远灭亡和沉沦吗? 慈

爱的神当然不愿一人沉沦, 所以祂要借着耶稣基

督来拯救世人. 有人会问: “神怎样借着耶稣基督

拯救罪人呢? ” 答案就在罗马书 5:12-21,28 神同

样采用上述所谓的“代表性原则”(representative 

principle)来施行拯救. 这段经文概括如下: 它拿

亚当和基督作对比(contrast). 亚当在旧的创造中

作王治理(他是‘旧创造物’的头[the head of old 

creation], 代表所有人类), 但他因着犯罪, 失去了

他的国度. 也因着亚当犯罪, 所有人类落在定罪

和死亡之下. 可是基督来了, 在新的创造中作王

治理(林后 5:17, 祂是‘新创造物’的头[the head of 

new creation], 代表所有新造的人, 即重生得救的

人). 因着祂在十架的顺从, 他带来公义, 也叫人

称义. 基督不仅消除了亚当的罪所带来的破坏, 

还成就“更多”的事, 例如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罗马书 5:1-11 已解释了这方面的“更多”. 

 

怀疑者问道: “神因一人(指亚当)的过犯

就定了所有世人的罪, 公平吗?” 答案不单是“神

很公平”, 更是“神满有智慧和恩典”! 让我们作出

解释: 神若个别地试验每一个人, 其结果都会是

一样的  —  每一个人都悖逆犯罪! 换言之, “神因

一人定所有人的罪”, 与“神个别试验每个人而定

每个人的罪”, 这两种方法的结果都是一样, 没有

差别. 但更重要的, 神既然因一人(亚当)的过犯

而定所有人的罪, 那么, 神就能够因一人(基督)

的义行而称所有人为义  —  拯救所有人 (罗马

书 5:18-19).29  

                                                           
28   在这方面, 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的评论

对我们很有帮助. 他贴切指出, 若要明白这些经节, 就要

留意这段经文常重复出现的三个字眼. 首先, 请留意不

断重复的“一”(one, 指“一人”或“一次”, 《和合本》共出

现 12 次)这个字, 它主要表明我们与亚当和基督的认同

(identification). 其次是重复 5 次的“作王”(reign, 罗 5:14, 

17[2 次], 21[2 次] ), 强调两个不同的国度(kingdom). 最

后是重复了 3 次的“更”(much more, 罗 5:15,17,20), 表明

“在基督里”, 我们得到的比“在亚当里”失去的更多! 
29   罗马书 5:18-19: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

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
命了.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因一人的顺

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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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创造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亚当联

合, 因他是人类的头(racial headship), 是人类的

代表. 正因他代表人类, 他的罪恶行为所产生的

可怕后果也会影响所有人类. 在新创造中, 所有

信主耶稣的人都与祂联合, 因祂是所有信主之人

的头和代表. 正因基督的代表身分, 祂的义行(为

罪人死在十架)所产生的救赎果效也会临到所有

信祂的人. 

 

美国著名的多产作家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提醒道: “堕落的天使不能被救, 因为他

们不是一个族类(race, 不能彼此

交配而繁殖、生出后代). 他们

个别地犯罪, 也个别地受神审判. 

他们没有任何代表可以代替他

们受审判, 以此拯救他们. 但你

和我‘在亚当里’失丧了, 因亚当

是我们族类的头; 而我们能‘在

基督里’得到拯救, 因祂是我们新造之人的头.”30 

 

或者有人问: “我们怎么肯定知道我们是

与我们人类的头亚当联合?” 神透过罗马书 5:12-

14 给了我们答案. 论点是这样的: 我们晓得所有

人都会死, 而死是违背律法的后果. 从亚当直到

摩西这段期间, 神还未赐下律法(注: 神是在以色

列人抵达西乃山后, 才赐下律法, 参出埃及记 20

章). 然而, 在没有律法这段期间, 所有的人还是

会死(除了以诺例外, 因神把他接去了, 不至于见

死, 希伯来书 11:5). 这种普遍死亡的后果必有原

因. 其原因只能是: 因为亚当的悖逆犯罪!      

 

 魏斯比解释道: “当亚当犯罪, 他最终死

了. 他所有的后代也死了(创世记第 5 章), 但律

法还未被神赐下. 结论是: 他们死是因为亚当的

罪. ‘因为众人(原文: 所有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5:12)意思是‘因为所有人都在亚当里犯了罪’. 人

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的罪而死; 不然, 婴儿就不

会死(因为婴儿本身还未犯罪). 人死是因为他们

身为人类而与亚当联合(罗马书 9:11), 正如哥林

                                                           
30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vol. 1): Matthew to Galatians (Illinois : 

Victor Books, 1989), 第 528 页. 

多前书 15:22 所说: ‘在亚当里众人(原文: 所有人)

都死了 ’ ”31  纽威尔 (William R. Newell, 1865-

1956)正确说道: “每一个装着婴儿尸体的小棺

木… 都该提醒我们有关亚当的罪所带来的普世

性恶果, 正因为这罪, 也只有因为这罪, ‘死就临

到众人’(罗马书 5:12).”32 

 

罗马书 5:14 说: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

人的预像.”33 换言之, 亚当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type)或图像(picture), 因为两者都是具有代表性

的头  —  前者是旧创造物的头(或代表), 后者则

是新创造物的头(或代表). 但两者也有显著不同: 

  

1) 亚当出于地, 是属土的; 但耶稣基督出于天

(哥林多前书 15:47)  

2) 亚当在极其美丽和充满爱的伊甸园里受试探

而失败犯罪; 但耶稣基督则在荒芜干旱的旷

野里受试探而凯旋得胜(路加福音 4:1-2). 

3) 亚当犹如一个强盗(夺取了不属他的禁果), 

失去乐园; 但耶稣基督向一个强盗说: “今夜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 23:43). 

4) 旧约是“亚当后代的记载”(或译“亚当的家

谱”, 创世记 5:1), 以“咒诅”来结束(玛拉基书

4:6); 新约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

1:1), 以“再没有咒诅”来结束(启示录 22:3). 

 

亲爱的朋友, 你无权也无法决定是否要

“在亚当里”, 因为它是你第一次出生时的实况, 

也是你无法控制的. 但你能决定是否要“在基督

里”, 因为你能够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 来经

历第二次的出生, 即圣经所谓的“重生”(约翰福

音 3:7)  —  从天而来的新生  —  使你被神放“在

基督里”, 因着基督(新创造物的“头”)而获得罪的

赦免, 得享永生(约翰福音 3:16). 愿你作出明智

选择, 认罪悔改, 信主耶稣得永生, 亲身经历罗马

书 5:18 所说: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

样, 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31   同上引, 第 529 页. 
32   William R. Newell, Romans: Verse by Verse 

(Grand Rapids: Kregel Classics, 1994), 第 183 页. 
33   “预像”(KJV: fugure)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tupos 

{G:5179}, 即英文所谓的 type, 中文正确该译作“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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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十二): 
挑战五: 耶稣没应验过弥赛亚预言 (下) 

 
编者注: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的真品, 必有模仿

伪造它的假货.” 以百元美钞为例, 虽然各

地警方严打伪钞, 但伪钞依然层出不穷, 而

且制作水准之高, 叫人目瞪口呆, 防不胜防. 

鉴证专家告诉我们: 识别伪钞的最有效方

法 , 不仅是辨认最新款的

伪钞  —  这固然重要, 但

更要紧的 , 是能够彻底认

清真钞的面目 , 如纸质、

油墨、纹理水印、特别记

认标志等. 简言之, 对真钞

认识够深 , 就容易看穿伪

钞, 不管假装得何等相似. 

 

基督信仰的护道学 (apologetics), 34 可谓信仰

的鉴证科 , 在有关基督或基督信仰的题目上 , 

为世人辨析真伪. 耶稣基督既然是基督信仰的

核心 , 祂的出生、事奉、神迹、受死、复活 , 

向来都是怀疑与不信者的攻击目标与内容. 诚

如《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一书的序言所

指出, 近世随着某些“神学家”、“学者”的兴起, 

矛头更直指新约圣经的权威地位: 一方面质疑

四福音的成书年期、内容有否被后世窜改等 , 

另一方面又抬举一些“另类福音书”(如《多马

福音》、《马利亚福音》、《犹大福音》等)

的权威, 使之与四福音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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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logia {G:627}, 意即“答辩、辩护、辩解”), 多被译作

“护教”或“卫道”等. 由于我们的宗旨是要“为真道辩护”, 

即“生命之道”(主耶稣)和“记载之道”(圣经), 而非为宗教

辩护, 所以译之为“护道”而非“护教”更为贴切. 期望透

过“护道战场”专栏 , 我们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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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上述经文的“回答”、“分诉”和“辨明”三词, 在希腊

文都是 apologia 一字). 

此外, 怀疑与不信者又举着“文化研究”的招牌, 

强说新约圣经作者把异教文化中的远古传说

套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有者甚至把基督信仰

驱进“后现代主义”的黑洞中, 说耶稣基督的真

正身分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自制一

个称心如意的“耶稣”出来. 这一切乱象, 正应

验了约翰二书第 7 节的话: “因为世上有许多

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

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为了寻找事实与真相,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资深记者兼耶鲁大学法学

硕 士 史 特 博 (Lee 

Strobel)35决定面对这

些挑战 . 他踏上寻找

“真耶稣”的旅程 . 借

着访问六位学有所

成、信仰纯正的专家

(经文评鉴学、语言

学、神学、哲学、史

学、文化研究等等领

域的专家), 他终于厘

清乱象, 找出真相. 这些精彩的访谈实录都写

在《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一书, 经过改编后, 将会逐一

刊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 请别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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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屡获新闻奖的

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兼法律版主编, 并在罗斯福大学任

教. 他曾是个不信神的怀疑者, 极其藐视和反对基督信

仰. 可是他的妻子 1979 年归信基督后, 生命品行大大改

变, 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的挑战. 他要找出有

没有可靠的证据,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了证实圣经

的可靠性, 并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 他以两年时

间访查 13 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怀疑派常

问的尖锐难题, 企图一举歼灭他所谓“不合理”的基督信

仰. 结果, 他发现基督信仰既有历史证据, 更符合理性与

科学事实. 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情况下, 他于 1981

年 11 月 8 日, 真诚地认罪悔改,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个

人的救主. 其后更把探索信仰的旅程逐一写成护道畅销

书《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 1998)、《为何说

不》(The Case for Faith, 2000)、《为人类寻根》(The 

Case for a Craetor, 2004), 以及目前最新一本《认识基

督: 如何辨别真伪》(The Case for the Real Jesus, 2007). 

 
 

史 特 博  (Lee Stro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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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常说, 耶稣基督应验了旧约圣经多处

的弥赛亚预言. 不过, 有个名为“犹太人归犹

太教”的组织(这组织强调犹太人必须坚守犹

太 教 ) 出 版 了 一 部 “ 反 宣 道 士 求 生 指

南”(Counter-Missionary Survival Guide, by 

Rabbi Michael Skobac), 并在此书中指出 , 

“基督徒虽然声言逾

3 百处经文证实所

说是真的 , 但只要

按上文下理处理这

些经文 , 他们的立

论马上垮台.” 那些

用来证明耶稣身分

的“有力经文”, 全是

“自圆其说, 断章取

义, 翻译失准”的. 情况果真如此吗? 为了找

出真相,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兼

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

简称“史”)专程采访著名的犹太基督徒学者

兼世界顶尖的弥赛亚预言专家迈克尔·布朗

博士(Michael L. Brown, 下文简称“布”).36                

 

 

挑战五:  耶稣基督是“假冒的”, 根本没有应验过

任何弥赛亚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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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和权威, 因世上有许多从著名神学院毕业的闻名神学

博士, 竟是不全然相信圣经的“现代主义者”(或称“自由

主义者”). 然而,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非信徒)对受访者有

些认识(而非高举受访者), 以下列出他的学历和专长: 

迈克尔·布朗(Michael L. Brown)生于犹太家庭 , 但在

1971 年 11 月相信耶稣为他赎罪而死, 并接受这位从死

里复活的救主. 他过后考获纽约大学近东语言博士学位, 

并常在电台或电视上, 在大学校园或犹太会堂, 与犹太

拉比和社区领袖进行信仰上的辩论. 他曾在三一福音神

学院、福乐神学院、卢格斯大学讲学, 足迹遍 25 个国

家. 他共有 18 部著作, 包括一套甚获好评、专门处理弥

赛亚预言的常见历史神学疑难之书, 名为《犹太人敌挡

基督辨析》; 又著有《沾血的双手》, 专论教会历史中

的反犹事件 . 此外 , 他还为《解经者注释丛书》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写了耶利米书的注释, 

又替《牛津犹太教字典》、《旧约圣经神学字典》

(The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T)、《旧约神学与

释经新国际字典》及好几份闪族语言学报撰写论文. 他

也是 FIRE 事奉学院院长兼实践神学教授.  

(文接上期) 

(H) 天下太平? 

 范德比尔特神学院 (Vanderbilt Divinity 

School)的新约圣经专家、犹太裔的艾美珍·莱文

(或译“艾美珍·利云”, Amy-Jill Levine), 在她所著

的《那被误解了的犹太人》一书中说根本就没

有“弥赛亚验货单”可以证明耶稣是圣言中人(圣

经所预言的弥赛亚). “弥赛亚的工作, 是使世界

恢复公平. 但我往窗外看, 此事未成!” 她说, “弥

赛亚征服死亡, 消除疾病, 此事也未成就!” 针对

她这些反对的理由, 史特博要看看布朗怎样回答. 

 

史: “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的人, 所持的最大理

由之一, 是说耶稣没有兑现‘使天下太平, 

万物归一, 扫荡罪恶灾难、偶像虚谎、仇

恨怨毒’的弥赛亚预言. 因此, 怎可以一口

咬定耶稣是弥赛亚?”  

布: “这又是时间性的问题. 圣殿被毁前的事必

须先发生, 不然根本无从确定真命天子是

谁. 还有, 反对者只选取了第 6 至 10 项的

预言, 但 1 至 5 项却置之不理. 我的意思是, 

耶稣既然已经应验了 1 至 5 项, 6 至 10 项

的应验当然指日可待. 耶稣既然受苦, 也必

高升; 既为祭司, 也必作王; 既被唾弃, 也受

爱戴. 祂要首先光照万邦(被外邦人接受), 

然后被同胞拥戴. 从大处着眼, 弥赛亚仍然

是耶稣. 

  

“还有, 我们也不是说耶

稣按照剧情所需, 做完

重要步骤, 就退隐 2 千

年. 相反, 我们看见剧情

继续发展, 神的国度不

断扩展, 气势如虹. 只要

看看 20 世纪, 单在这 1

百年, 归信独一真神的

人何等众多  —  换言之, 

势头愈来愈劲. 第一阶段的事全告应验, 其

后的又相继应验, 最后阶段也清晰可见. 举

个例子, 有两个人分别欠我巨债. 其中一人

放下 10 万块, 说: ‘我日后回来, 会全数清

还.’ 另一人口说很快就会还钱, 但一文钱

 
Dr. Michael L.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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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给过我. 我要相信哪一人呢? 还有, 付

了 10 万块的那位, 还不时写信给我说, 余

款清还之日不远了.” 

 

史: “但犹太圣经里找不到‘主再来’三个字啊!”  

布: “翻破圣经, 你也找不到‘三一神’(Trinity)三

个字啊! 但字里行间处处是证据啊 (指证实

‘三一神’是正确的). 预言显示某些事件  —  

献赎罪祭、进入圣殿等等  —  是应该先发

生的, 而后有其他的, 例如天下太平(在未

来的千禧年时将会天下太平). 第二幕是在

第一幕之后. 先为人赎罪, 后天下太平. 

史: “未能应验预言的假弥赛亚, 会不会利用

‘主再来之说’迷惑群众呢?” 

布:  “若是耶稣完全未应验任何预言, 就声称自

己会再来, 那就是假弥赛亚. 但祂不是这样. 

主后 70 年之前该做的, 祂都做了. 我们可

以因此相信, 祂将来也会完成任务.” 

史: “但也有人说‘能够应验的预言’, 耶稣一项

也未曾应验过. 谁都可以死, 都可以自称生

于伯利恒  —  像弥迦书 5:2 所预言的  —  

诸如此类.” 

布: “我简单回应一下好了. 诗篇 22 篇说祂从

死里被救出(指祂的复活, 参 诗 22:19-21)

之后, 能影响天下的人归向真神(诗 22:22-

28). 这一点是可以验证的. 神没有停止证

实耶稣身分的工作, 就是使祂的国度在地

上不断拓展版图. 读新约圣经, 欣赏耶稣奇

妙的一生已够精彩了, 但留意祂怎样从不

间断地在地上带来重大影响, 就更加令人

信心大增了.” 

 

(I) 悔改与献祭 

 攻击基督信仰的人并不认为耶稣基督代

人赎罪之死, 是与旧约献祭制度有任何关系, 更

遑论耶稣基督是献祭制度所预表的实体了. 史特

博把“犹太人归犹太教”(Jews for Judaism)的一篇

文章读出来:  

 

圣经的先知, 从没说过唯有靠赖祭牲之血

才可叫人得着赦免. 事实上, 误以为单靠

祭牲本身即可担保必得赦免的人, 时常受

先知责难. 圣经清楚说明, 赎罪正途唯独

悔改  —  即是持续地改过, 包括知错, 向

神认罪, 深感后悔, 向人作出补偿, 立志改

过自新, 向神回转, 祈求赦免. 

 

史: “既然悔改就行了, 又何须相信耶稣成就旧

约圣经献祭的真义?” 

布: “先在此说明, 新约圣经一贯强调悔改的重

要, 从没有说耶稣已代替你死了, 因此你的

罪(能在不悔改信主耶稣的情况下)自动一

笔勾销. 耶稣说: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

改’(太 3:2), 又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 

乃是召罪人悔改’(路 5:32). 马可福音 6 章

说祂差遣十二门徒出

去传道  —  传什么道? 

就是叫人悔改 . 所以 , 

我不反对这个重点, 但

悔改从来不是独立存

在于神所指定的赎罪

制度之外. 回到摩西五

经吧, 每有一处提到悔

改的经文, 就有 50 到 100 处提到流血献祭. 

神要人知道流血献祭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

指向将要来临的那一位. 神根本就不要公

牛和山羊的血, 先知责备献祭者, 不在于所

献之祭, 而在于有祭无心…”   

史: “神岂不在何西阿书 6:6 说: ‘我喜爱良善

(或作: 怜恤),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神, 胜

於燔祭!’ ”  

布: “这段话被耶稣在新约圣经中引用过两次, 

我完全同意! 但祭牲不是问题所在, 人心才

是. 撒母耳记上 15 章说神喜欢听命胜于献

祭, 祂要的是人心归降. 但我们达不到神的

要求, 祂才为人预备献祭制度, 以此预表弥

赛亚(的代罪工作).” 

史: “尼尼微城的人, 未曾献祭已经得到赦免了. 

这又作何解?”  

布: “神根本没有要求尼尼微人献祭. 献祭是以

色列这个祭司国度的事, 而他们这角色正

是预表弥赛亚的职事.” 

史: “利未记 5:11 说, 负担不起献祭(指以牲畜

为祭)的人, 那细面伊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 

可见流血赎罪并非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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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神没有‘面粉赎罪’的神学教义! 犹太人又

岂是仅仅献面粉? 再读一节, 就看见面粉是

要放在火祭上的, 即是要与已有祭牲合在

一起, 这样, 穷人也在赎罪祭上有分了. 什

么仅仅献面粉而不必献上血祭, 没有这一

回事. 悔改与血祭缺一不可. 这是给犹太人

和外邦人的新约信息: 要悔改归向神, 要以

耶稣为赎罪祭, 单单倚靠祂. 祂是‘神的羔

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史: “献祭牲这回事似乎相当野蛮, 势必激发当

今动物权益人士(animal-rights folks, 指提

倡或强调保护动物的人士或组织)的怒吼.” 

布: “在古代文化, 献祭与敬拜是相连的, 十分

平常. 这样的行动是表示‘我所珍惜的, 我

拿来献给神’, 但神当然不是要这一切  —  

祂要得着有重大和永恒价值的东西; 祂要

我们看清楚罪有多么丑陋, 又要我们知道

祂会为我们预备一位代赎者(正如约伯在 

伯 19:25 所说: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

了必站立在地上”). 千百年来, 因为人的愚

钝, 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要人学习同一功

课, 直到时机成熟了, 就差遣代赎者来, 结

束血祭的日子.” 

 

(J) 对以赛亚的质疑 

 布朗确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立论 , 其

实十分依赖以赛亚书的预言. 由于以赛亚写了很

多有关“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 注: “受膏者”

在希伯来文称为“”弥赛亚”, 希腊文则称“基督”)

的事, 所以有时被誉为“第五本福音书的作者”, 

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齐名.  

 

 凯泽(另译“凯沙”, Walter Kaiser)写道 : 

“据称新约圣经, 至少 4 百多次直接或间接引用

以赛亚书, 全书 66 章, 有 47 章的内容被新约圣

经引用过. 换言之, 以赛亚书居于诗篇之后, 成为

早期教会最多引用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经卷.” 诚

然, 以赛亚书 52:13 – 53:12 对“受苦之仆”(the 

suffering servant)的描述, 可能是圣经中感动最

多人去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的篇章. 

 

史: “以赛亚书 52:13 至 53:12 这一段经文到底

有多重要?” 

布: “透过这一段经文, 神仿佛在说: ‘我要你们

因此一清二楚地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 关

于这点, 我几乎觉得, 如果神无意借着这段

经文叫人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 那么神就

不该把这一段经文放在圣经中.”  

 

 这段经文如此举足轻重, 所以史特博决

定提出常见的反对理由, 指主耶稣并无应验其中

所说的, 看看布朗如何解答.   

 

史: “有释经者认为‘受苦之仆’指的是以色列国

民(Israel as a nation), 而不是弥赛亚. 这一

段经文不是讲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指回

归故土以色列地)的事吗? 这是耶稣降生前

5 百年的事了.” 

布: “那的确是大部分弥赛亚预言的背景. 对以

赛亚书 53 章的解释, 最早的犹太人解经家

众说纷纭. 他们最正统和权威的著述, 没有

一个说所指的是以色列国. 称百姓(以色列

百姓)为仆人的那段经文, 早在 赛 48:20 就

结束了.37 许多犹太传统的解释, 自亚兰文

意译本(the Targum)至今, 没有一个认为这

段话不是指着弥赛亚说的. 他们认为可以

把它独立于从巴比伦回归来解释(意即他

们认为这段话的解释, 可以与从巴比伦回

归无关). 16 世纪犹太拉比亚尔彻(Rabbi 

Moshe Alshech)说: 众拉比一致接受并支持

这样的见解: 先知讲的是弥赛亚, 我们也坚

持相同的看法.’ 可见与他同代的人都接受

了这立场  —  其实他们大有理由不接受, 

因为基督徒千百年来都引用这段经文去证

明耶稣的弥赛亚身分.” 

史: “这段经文为什么不可能是指着以色列国

而言呢?” 

布: “有几个原因, 这里所谓的‘耶和华的仆人’

是完全正直的(righteous, 赛 53:11), 他毫无

诡诈(without guile, 赛 53:9), 却被冤枉, 受

尽痛苦. 如果指的是以色列, 摩西五经就是

全盘错误了, 因为摩西五经说: 百姓行义, 

                                                           
37   赛 48:20: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 从迦勒底人中

逃脱, 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 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
各! 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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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蒙福; 若是行恶, 全民受罚. 因此, 按圣

经所说, 以色列是不可能行义而遭天谴的.” 

史: “但诗篇却有这样的经文, 诗人说以色列虽

然行义, 却仍然在敌人手下受苦.” 

布: “不! 那是指着正义的余民(remnant), 为着

犯罪的国民代求的祷文, 即是说, 是一小撮

敬虔的义人, 为着不义、不敬虔的人  —  

就是大多数的受苦者  —  代求.”  

史: “好吧, 我让步了, 在我打岔之前, 你说有好

几个原因支持经文不是指着以色列国说的, 

请继续告诉我这几个原因.” 

布: “嗯, 第二个理由, 是经文说仆人要升为至

高(赛 52:13), 君王也要敬畏他(赛 49:7). 以

色列国没有这样, 但耶稣却有: 世上君王首

领都向祂下拜(腓 2:9-11). 第三, 经文中的

神仆(耶和华的仆人)是完全公义(赛 53:11), 

毫无诡诈的(赛 53:9), 以色列从未有过这样

的表现. 第四, 以赛亚说这位受苦的仆人会

叫人因此得着医治(赛 53:5), 以色列有受过

苦吗? 有, 可是他们受苦却没有叫施虐者得

着医治.” 

史: “好吧, 就当经文是指着某人说的, 但耶稣

不可能是那人.” 

布: “为什么?” 

史: “有几个理由, 第一, 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

仆人没有吸引人之处, 但我们知道耶稣甚

有吸引力, 经常被人拥戴.” 

布: “以赛亚书 53 章说的是他出生微寒, 籍籍

无名: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像根

出于干地’(赛 53:2). 这一句与新约圣经重

复出现的话互相呼应: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

好的吗?’(约 1:46)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

吗?’(太 13:55) 这些话的意思是: 他是弥赛

亚? 不可能, 怎么会是他! 此外, 以赛亚说: 

‘他无佳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

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赛 53:2). 有关耶稣的

记载与此并无矛盾. 还有, 当时群众的拥护

是瞬息万变的: 今天高喊‘封他为王!’, 明天

高喊‘钉他十字架!’ 以赛亚书 53 章的重点, 

是他最终要被弃绝、受苦、受死. 在那一

刻, 他是众叛亲离, 孤立无援的, 耶稣应验

了这一切.” 

史:  “受死? 反对者认为, 经文根本没有明明指

出他会死.” 

布: “那是字里行间的讯息, 他被神击打、苦

待、受害、压伤、鞭伤、欺压、受苦、如

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被夺去、从活人之地

被剪除、与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  —  这

些讲的是什么? 岂不是说他要死吗?” 

史: “经文又哪有提到他的复活? 把复活这两个

字指给我看!” 

布:  “没有复活两个字, 但意思一清二楚, 已死

的人怎能‘延长年日’? 经文清楚提到这位

仆人(指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死后继续活动, 

而复活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K) 不是耶稣又是谁? 

 布朗的答案虽然颇有

说服力, 但反对者仍有其他理

由, 例如, 以赛亚书说耶和华

的仆人不会使用暴力(赛 53:9: 

“他虽然未行强暴…”), 但主

耶稣却鞭打找换银钱的人, 赶

他们出圣殿(参 约 2:14-15).38  

 

史: “如果在今天, 祂准会惹上官司. 耶稣会不

会因此不够资格当弥赛亚?” 

布: “当希伯来圣经论到‘强暴’(暴力, violence), 

即希伯来文所谓的 hamas {H:2555}, 所指

的是非法暴力(illegal aggression), 例如谋

杀、伤人、抢劫等, 耶稣肯定没有做这些

事. 耶稣以和平著称, 圣雄甘迪(Mahatma 

Gandhi)与马丁路德金牧师(Martin Luther 

King Jr.)就是效法祂去作和平抗议. 彼得挥

刀砍下抓耶稣的守卫(guards, 注: 此人是大

祭司的仆人, 而非罗马兵丁, 约 18:10)之耳

朵, 反被耶稣责备(太 26:51-52). 耶稣还医

好了那人的耳朵(路 22:51).” 

                                                           
38  约 2:15: “耶稣就拿绳子作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

出殿去, 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 

事实上, 主耶稣并没鞭打任何人, 祂只是用绳子当作鞭

子(不是真正的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殿去”(约 2:15). 其

他有关主耶稣洁净圣殿的经文, 都没说到主耶稣鞭打人

(参 太 21:12; 可 11:15; 路 19:45). 

 
Martin Luther King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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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我觉得你没有正面回答我. 祂洁净圣殿, 

不是使用了暴力吗?” 

布: “圣殿的那一次行动  —  可能不止一次  —  

实在值得赞扬, 因为耶稣是为神大发热心. 

如果耶稣要伤害人, 他可以动刀, 但他以绳

子为鞭子, 用来敢牲畜. 那些兑换银钱的人

只是挨骂而已. 耶稣说: ‘你们把圣殿变成

贼窝’. 没有人受伤. 耶稣受审时, 也没有人

以此事来指控祂, 可见祂不曾犯上‘使用暴

力’的罪.” 

史: “还有一项反对的理由: 以赛亚书 53 章说

耶和华的仆人受害不开口, 耶稣在十架上

却好几次大声叫喊!” 

布: “读圣经, 要读得够仔细. 经文说祂像羊羔

被牵到宰杀之地, 祂还是不开口. 值得留意

的是, 新约圣经直接把这一句话套用在耶

稣身上(参 徒 8:32). 在大难临头之际  —  

被 抓 、 受 审 、 被

打、被钉  —  祂完

全 不 反 抗 、 不 自

卫、不挣扎, 驯如羊

羔 ! 祂完全是转过

脸来给人打, 正如祂

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太 5:39). 祂在十架

上说: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交在祢手里’(路

23:46), ‘父啊, 赦免他们’(路 23:34), 祂在反

抗地大喊大叫, 还是驯如羔羊? 很明显的, 

重点在于自始至终祂没有反抗.”  

史: “最后一项反对的理由: 以赛亚书 53 章说

耶和华的仆人必看见后裔(赛 53:10). 耶稣

既然没有妻儿, 没有资格当弥赛亚了吧?” 

布: “有一次, 我与一位犹太拉比辩论. 他说, 每

一次圣经说‘看见后裔’(see seed), 指的一定

是肉身的子孙(physical progeny)! 问题是, 

他的‘每一次’其实就只有这一次! 问题是

‘后裔’是不是一种隐喻(metaphor)? 是否指

属灵的后裔(spiritual offspring)? 以赛亚书

在别处就有别的用法, 例如称以色列人为

‘恶人的后裔’(KJV: a seed of evildoers, 赛

1:4; 注:《和合本》译作“行恶的种类”). 翻

查希伯来文词典, 这里的‘后裔’(恶人的后

裔)一词指‘行恶的群体’(a community of 

evildoers)或‘坏透的恶人’. 按以赛亚书 53

章的上下文来看, ‘后裔’应指耶和华的仆人

将必看见的敬虔子孙(指属灵方面的子孙, 

而非指肉身方面有血缘关系的子孙), 因着

他为他们付出劳苦而得改变, 真心追随.  

 

“还有, 希伯来文‘后裔’可以与个人的子孙

无关, 而是指‘将来的一代’, 诗篇 22 篇就有

这个用法(诗 22:30).39 按上下文来说, 以赛

亚书 53 章指的是耶和华的仆人要看见将

来世代的人起来事奉耶和华. 还有一点, 以

赛亚书 53 章没有说他必看见他的后裔(赛

53:10 说: “他必看见后裔”[原文没有“他的”

一词] ),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把此词

作为隐喻用法(metaphorically)来解释, 是合

理的.” 

史: “总的来说, 你觉得以赛亚书 53 章要算最

清晰的是…” 

布: “反对者固然有权提出看法, 但实在是自寻

烦恼. 我每一次请人先读一遍这段经文, 然

后才问他: ‘这是指谁说的?’ 要是能读原文

就更好. 他们的反应会让你希奇. 记得有一

次, 我请一位备受尊敬的犹太人念这段经

文, 他念完, 涨红了脸, 咆哮说: ‘我的主啊!’ 

虽然他所表达的是一肚子气, 但我心中自

言: 一语中的! (意即所说的命中目标!) 这

真够讽刺的. 因为这段经文除了指耶稣, 还

能指其他人吗? 不能!” 

  

(L) 童女所生? 

 以赛亚书还有一段预言是最惹争议的 . 

马太福音说主耶稣应验了 赛 7:14 所言: “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

思.” 反对者指出当中的“漏洞”如下: 

 

a) 以赛亚书所用的字, 没有“童女”的意思. 如果

要指 “童女 ”, 以赛亚应该采用希伯来文 

bethûlâh {H:1330}, 不该用 ‛almâh {H:5959}. 

                                                           
39   诗篇 22:30: “他必有后裔(KJV: a seed)事奉他; 

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KJV: a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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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文指的是: 神要把兆头给主耶稣降生前 7

百年的犹大王亚哈斯, 所以不是弥赛亚预言. 

c) 主耶稣根本没有用“以马内利”做自己的名字

(没有叫人如此称呼祂), 所以这段预言所说

所指的不是祂.   

 

史: “这些问题相当棘手. 马太没有解错旧约

经文吧?” 

布: “的确棘手. 30 年来我都在分析以赛亚书, 

而这段经文花了我好多时间.” 

史: “有什么结论?” 

布: “就是没有可能准确地知道它对当代人的

原本意思!” 

史: “背景是什么?” 

布: “南国犹大当时正受到北国以色列威胁, 因

为以色列竟与亚兰联手攻打他们. 他们准

备围攻耶路撒冷, 废掉亚哈斯. 亚哈斯是大

卫的后人, 因此, 这是一场攻击弥赛亚所属

王朝的争战. 可惜亚哈斯是个没有信心的

王, 耶和华就派先知以赛亚向他保证: 敌人

必败, 他可安心信靠神, 但他做不到. 以赛

亚于是叫他向神求一个兆头, 但他不求. 结

果, 神把一个兆头给他: 童女生子, 孩子的

名字叫以马内利. 顺带一提, 亚哈斯除了代

表自己, 也代表大卫王朝, 因为论及此事的

两节经文是用‘你们’, 是复数(plural)而非单

数的‘你’.40 换言之, 神所说的话, 不仅关乎

他一个人.” 

史: “马太福音的用法是怎样的?” 

布: “我敢肯定不应该独立一句来看, 而是将以

赛亚书 7 至 11 章放在一起看. 这四章是主

要的弥赛亚经文之一, 指着耶稣说的. 以赛

亚书第 7 章预言祂的降生, 9 章讲到祂降生

时, 号称‘全能的神’, 祂是神亦是王(和平的

君, 赛 9:6); 以赛亚书第 11 章说祂凭着圣

灵超然的大能而掌王权(特指天国时代的

千禧年国, 比较 赛 11:6-9 和 赛 65:25). 马

太回望以赛亚的预言, 必然看见其中的连

                                                           
40   赛 7:13-14: “以赛亚说: 大卫家啊, 你们当听! 你

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 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因此, 主

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

叫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贯性, 也看见所应许的普世荣耀国度仍有

待实现. 到了第 8 章, 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

斯(Mahershalalhashbaz)出生了 , 似乎当代

无人把他当作‘以马内利’, 让这个重要预言

有近 7 百年时间完全没有应验的记载.” 

史: “以马内利既然是给亚哈斯的兆头, 怎会与

7 百年后耶稣的降生扯上关系?” 

布: “你这说法忽略了几件事. 第一, 这应许是

给大卫家的 , 而给大卫家的诸君众王

(Davidic kings)的应许都是超越当代的. 第

二, 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的出生似乎在

当时已经满足了以马内利预言所讲的(即

应验了 赛 7:15-17, 比较赛 8:4-8).41 第三, 

预言本身颇为隐晦(有预言学所谓的“双重

应验”之意义, 即某预言初次在当代部分应

验了, 但还要在后代全面应验, 编者按), 所

以马太绝对有权从新检视它, 探求箇中更

深的含义.” 

史: “你认为马太的解释是合理的?” 

布: “是的, 马太认为这位‘以马内利’人物的超

然降生, 是复杂的弥赛亚预言的一部分, 就

把这段艰深经文的真正含义, 拿出来引用

在耶稣身上(当然, 马太这样做也肯定出于

圣灵的带领, 因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  

有圣灵亲自在作者身上牵引 [参  彼后

1:21],42 引导他写出神所要他写下的话语, 

编者按) ” 

 

(M) 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布朗成功解答了上述几个疑问 , 但还有

一个反对理由需要解释, 即以赛亚书 7:14 的童

女在希伯来字是 ‛almâh {H:5959}, 为何不用专

指童女的希伯来字 bethûlâh {H:1330}呢? 史特

博继续追问下去. 

                                                           
41   这孩子名叫“玛黑珥沙拉勒哈施罢斯”(赛 8:3), 

其希伯来文意即“掳掠速临, 抢夺快到”. 这孩子还很小

时, 即“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 大马色的财宝和

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赛 8:4). 这是

指亚述很快攻陷亚兰和北国以色列(正如 赛 7:17 所预

言的; 注: 大马色是亚兰的首城, 赛 7:8), 过后亚述也要

攻打南国犹大(赛 7:17). 这些预言在当代都应验了.  
42   彼后 1:21: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

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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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以赛亚书的 ‛almâh 一字又怎样解释? 意

思是‘童女’吗?” 

布: “说得精确点, ‛almâh 基本意思是与年轻

(youthfulness)有关. 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别

处还出现过 4 次, 但《新国际版圣经》

(NIV)在这四处都没有用‘virgin’(童女)去翻

译.43 然而, 犹太释经权威勒殊(Rashi)却认

为 ‘有人认为兆头在于她是个少女(young 

girl)  — 一个 ‛almâh  —  没有能力生育的

少女(incapable of giving birth, 因未到生育

的年龄). 换句话说, 有犹太专家认为经文

意指神给亚哈斯的兆头与异乎寻常的生育

有关  —  当事人是个少女( ‛almâh ), 这是

不寻常的, 甚或是超自然的. 还有, 希伯来

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用希腊字 parthenos {G:3933}

来翻译这节的 ‛almâh , 意思是‘童女’. 这译

本成书于耶稣降生前几百年, 这就不是误

引或误用了. 我们知道马太有时候也引用

《七十士译本》.” 

史: “希伯来字 bethûlâh (童女)一词又怎样? 反

对者说以赛亚如果要形容童女, 应该用这

个字.” 

布: “这个字可以指童女, 但通常指少妇(young 

woman)、女子(maiden). 事实上, 旧约圣经

有 5 次用这字, 3 次是‘女子’的意思. 珥 1:8

提到有 bethûlâh 为幼年的丈夫哀号,44 古

亚兰碑文(ancient Aramaic inscription)有论

到 bethûlâh 经历临盆(生产)之苦的字句, 

因此单凭 ‛almâh 或 bethûlâh , 不能断言说

所指的是‘童女’. 两个字都符合黄花闺女

(virginity)的意思, 但旧约圣经没有‘童女’

的专用词.” 

史: “ 耶 稣 从 来 没 有 被称 为 “ 以 马 内 利 ” 

(Immanuel), 这一点又怎样解释?” 

                                                           
43  注: 按照 e-Sword 的圣经汇编, ‛almâh 在旧约

共出现 7 次, 在 KJV 译作: maid 2 次(出 2:8; 箴 30:19); 

virgin 2 次(创 24:43; 赛 7:14); virgins 2 次(歌 1:3; 6:8); 

damsels 1 次(诗 68:25). 
44   珥 1:8: “我的民哪 , 你当哀号 , 像处女 (KJV: 

virgin)腰束麻布, 为幼年的丈夫哀号.” 

布: “我们知道所罗门又名耶底底亚(Jedidiah, 

撒下 12:25), 但旧约圣经从不这样称呼他. 

但我们得承认, 时至今日, 全世界有千千万

万人宣称耶稣是以马内利  —  ‘神与我们

同在’. 全球教会的圣诗都这样歌颂祂. 名

字往往含有象征意义在其中, 而耶稣诚然

是‘神与我们同在’(约 1:1,14: “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也参 太 1:23), 

这正是他名字最深的意义. 还有, 我读弥赛

亚预言时, 发现了不需置疑、直指耶稣的

经文. 我再把别的细节加上去, 譬如, 以赛

亚书 7:14 十分隐晦, 因此犹太拉比的解释

五花八门, 但从耶稣身上看来, 一切困难一

扫而空  —  祂是童女生的  —  原本的读者

(指旧约读者)的期望和理解已经不再重

要.” 

史: “原本的读者没有把它当作弥赛亚预言来

看待吗?” 

布: “大多数预言在发出的年代, 都不会被视为

预言弥赛亚君王的话语. 换句话说, 他们期

待预言立刻兑现. 在古时, 新王登基, 人人

满怀希望, 以为预言即将应验, 即使所期待

的一再落空, 因为先知其他的预告都已应

验, 所以人们仍旧不会失望. 到底谁能应验

这预言呢? 渐渐地, 他们把目光投在远方. 

任何向大卫后裔所发的应许, 都会广义地

被视为具有弥赛亚意义的话语. 任何超越

年代、尚待应验的应许, 都是这样.” 

史: “即是说, 以赛亚书 7:14 在 7 百年前已经明

说耶稣是童女生的了?” 

布: “我倒不是这样说(因无人可确定以赛亚本

人是否知道这预言其实有双重的应验, 编

者按). 无论如何, 若你问我, 赛 7:14 是不是

说大卫家里有一位‘以马内利’, 而其出生是

超乎自然的呢? 它是不是博大精深的弥赛

亚预言中的一部分, 且要等到耶稣奇妙地

成胎才应验呢? 我的答案是: 那是肯定的!” 

 

(N) 义的受苦者 

 基督徒一直把诗篇 22 篇中“义的受苦

者”(the righteous sufferer)的祷告, 当作预言有关

主耶稣被钉十架的经文. 19 世纪基督徒学者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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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认为, 诗篇 22 篇对主耶稣被钉十架的描述, 要

比福音书更“入木三分”  —  手足刺破、骨头脱

节、干渴莫名、衣裳被士兵瓜分等等. 值得一提

的是, 诗篇 22 篇写成之时, 罗马人还未用十字架

作刑具, 因此诗篇 22 篇中有关刺穿手足之类的

描述, 更是突显其预言的准确性. 

 

 无论如何, 犹太拉比辛格尔(Rabbi Tovia 

Singer)指责基督徒“故意错译”(指刻意错误地翻

译)诗篇 22 篇的经文, 叫人

以为它是指主耶稣钉十架

而言. 他指英文圣经《钦定

本》“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

的脚”(KJV: they pierced my 

hands and my feet, 诗 22:16)

的翻译, 其实是所谓“基督

徒 不 大 高 明 的 窜 改 ”(a not-too-ingenious 

Christian interpolation). 他说真正纯正的希伯来

文翻译 , 应该是 “ 他们像狮子般待我的手

脚”(Like a lion, they are at my hands and feet).  

 

史: “这是个严重的指控(allegation). 基督徒真

的恶意窜改了经文吗?”  

布: “最希奇的是, 新约圣经虽引述了诗篇 22

篇的其他经文, 唯独没有引用过这一节.” 

史: “你认为这是不是弥赛亚诗篇呢?” 

布: “耶稣在十架上曾经引述‘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句话(参 诗 22:1; 太

27:46). 祂这样做等于把这篇诗篇套在自己

身上. 这篇诗篇的主人翁是个‘义的受苦者’, 

被人公开嘲笑凌辱, 受尽痛苦, 被死亡吞吃, 

但他在恐怖的痛苦和羞辱中, 蒙神奇妙拯

救, 叫神的圣名得到颂赞. 耶稣贵为完全正

直的受苦者, 套用本篇可谓当之无愧.” 

史: “但大卫是以第一身(第一人称, first person)

写这篇诗的啊!” 

布: “大卫的生平与弥赛亚的生平颇多相似之

处, 因为他是弥赛亚的预表. 1 千 2 百年前, 

著名的拉比解经有一段说大卫这篇诗是指

着弥赛亚受苦而写的.” 

 

 布朗拿起他写的书, 翻到引述旧约圣经

学者史密斯(James E. Smith)的那一页, 并读出来: 

“旧约圣经没有任何一人能够想象自己得救免死, 

竟然可以令全世界归主. 这样的盼望只能留给那

位将要来的救赎者. 圣灵默示大卫写下诗篇 22

篇, 让他看见自己的后裔要像他那样受苦, 但所

受的苦远比自己更深. 此外, 这位后裔得蒙拯救

(指死后复活), 必定惠泽万民, 叫所有人类得益.” 

 

布: “试问, 还有谁苦极而死的经历, 是配受天

下人关注, 且能叫万国因此归向以色列的

神呢? 把这篇诗套在弥赛亚身上, 是完全符

合经文原意的.” 

史: “基督徒是否真的硬把希伯来文的‘他们像

狮子 (待 )我的手脚 ’改为 ‘他们扎我的手

脚’?” 

布: “这当然不是基督徒捏造出来的东西. 最早

的旧约圣经译本  —  《七十士译本》  —  

把它翻译成‘扎’. 《死海古卷》的诗篇, 即

是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抄本上, 用的字是 

ka’aru , 字根是‘刺穿’而不是 ka’ari (意即: 

像狮子). 中古《马所拉抄本》(Masoretic 

manuscripts)的几个抄本也是一样. 这是最

权威的抄本, 对犹太正统思想影响至深, 但

经文用字在这里其实也不影响什么.” 

史: “为什么?” 

布: “就当‘他们像狮子(待)我的手脚’是正确的

翻译吧. 狮子会做什么? 舔手舔脚吗? (当然

不是, 狮子会咬伤或弄伤手脚, 这与“扎伤”

有相似之处, 编者按). 勒殊(Rashi)说这句

话的意思是‘手脚如被狮口咬碎’. 另一位著

名犹太解经家麦舒达·大卫(Metsudat David)

说: ‘他们像狮子咬碎猎物般压碎我的手

脚.’ 其意象很清楚: 敌人像狮子般狂抓狂

咬受害者的手脚, 栩栩如生道出那皮肉之

苦有多可怕. 这样的描写与主钉十架的情

况有冲突吗? 当然没有, 反而是完全吻合的. 

因此, 两个译法都可以遥指弥赛亚所受的

苦. 但最重要的是, 基督徒从来没有在经文

上做手脚(窜改经文, 扭曲原意), 只是如实

地翻译希伯来原文. 在这里, 两种意思完全

在乎到底原文是 ka’aru (扎破)还是 ka’ari 

(像狮子).” 

 

 
Rabbi Tovia S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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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神所赐的上好福分 

 以赛亚书 53 章的“受苦的仆人”和诗篇

22 篇“义的受苦者”, 两幅令人难以忘怀的图画, 

并且是圣殿被毁前必须应验的预言, 预表“神的

羔羊”(主耶稣基督)的献祭制度. 一切的一切, 以

至论到祭司和君王的各种细节, 包括祖先家世、

出生地点、十架酷刑、传世影响、精确程度令

人目瞪口呆, 断不可能是巧合, 也不可能是炒作.  

 

古史教授梅耶 (Paul 

Maier)评论道: “按或然率来

推算, 我相信再也没有任何

人能像耶稣这样完全地应

验旧约圣经的预言.”45 达拉

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系统神学教授

兼护道学家盖司勒(Norman 

Geisler)宣告说: “所有证据

都显示耶稣按着神所指定

的方式, 应验了弥赛亚预言. 

祂是真命天子, 是神亲自印

证的那一位 .” 难怪旧约圣经学者凯泽(Walter 

Kaiser)在其所著的《旧约中的弥赛亚》一书中

要承认说, “直接了解和应用”希伯来经文的结果, 

是“人会来到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面前.”  

 

 史特博因此评述道: “数十个具体而微的

预言, 竟然在历史上全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应验

了. 到底该怎样解释这事? 铁证当前, 只好承认

弥赛亚预言的真实, 叫人不得不相信圣经是一本

超然的书, 耶稣是以色列和世人的救赎者. 互联

网上流行的 ‘ 反宣道 ’( 或译 ‘ 反宣教 ’, anti-

missionary)文章, 一点也摇动不了如山稳重的证

据, 无法否认耶稣已经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 完

全应验了古代的预言.” 然而, 面对这么多铁一般

的证据(即证实了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

                                                           
45   参 Paul Maier, “Did Jesus Fulfill Prophecies in 

Ways in Which the Jews at the Time Were Expecting?” 

(2006 年 12 月 27 日). 也参阅其他有关主耶稣应验预言

的文章: Noel, “353 Prophecies Fulfilled in Jesus Christ”, 

www.accordingtothescriptures.org/prophecy/353prophecie

s.html ; “28 Prophecies Fulfilled On the Crucifixion Day”, 

www.cbcg.org/franklin/SA/SA_28prophecies.pdf . 

弥赛亚), 为何还有这么多的犹太人不信主耶稣

呢? 史特博不得不再次向布朗提问. 

 

史: “预言如此精深, 单是以赛亚书 53 章已有

雷霆万钧之势, 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的犹

太人不肯相信?”  

布: “答案有几个. 但最主要的原因, 是很多犹

太人根本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个题目. 敬虔

的犹太人虽也读圣经, 可是不大看先知书, 

只是一味钻研《塔木德经》(或译《他勒

目法典》, Talmud)和拉比的传统. 他们寻

找拯救者, 却找错了地方. 更甚的是, 大部

分的犹太人, 根本没有追求神的心. 还有, 

若犹太人信耶稣, 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甚

大, 有‘出族’的可能  —  即被赶出犹太家庭

和整个犹太社会. 另外一个原因, 是来自过

去的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 以致犹太

人被排斥于基督教圈子之外  —  这是很不

幸的.” 

史: “你认为基督徒一般是否太不认识反犹主

义与基督信仰的历史?” 

布: “一般是这样, 但情有可原: 他们根本没经

验过, 心里当然没惦记反犹历史了. 我在各

地见到的基督徒, 都是非常关心犹太人和

以色列的. 因此, 对反犹历史无知可以是好

事, 但也有不好的地方.” 

史: “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布: “不少基督徒, 特别是福音派(evangelicals), 

很缺乏历史感.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虽

常被基督徒挂在嘴边 , 但希特勒(Adolph 

Hitler)怎样引用马丁路德某些可怕的言论, 

基督徒却避而不谈. 马丁路德在 1543 年

《论犹太人及其谎言》 (Concerning the 

Jews and their Lies)的短文中, 竟然提出要

烧掉他们的会堂和家园, 禁止犹太拉比施

教, 否则判处死刑. 基督徒称誉比马丁路德

早 1 千年的屈棱多模(John Chrysostom)讲

道如何出色, 却绝口不提屈棱多模对犹太

人的攻击; 他说‘我恨犹太人’, 他称他们‘全

是 鬼 附 的 ’, 并 称 犹 太 教 是 ‘ 一 种 病

害’(disease)! 有人说犹太人所铭记的历史, 

被基督徒从历史书上撕下来. 这些惨无人

http://www.accordingtothescriptures.org/prophecy/353prophecies.html
http://www.accordingtothescriptures.org/prophecy/353prophecies.html
http://www.cbcg.org/franklin/SA/SA_28prophec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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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历史, 是不能抹杀的. 可惜, 许多犹太

人因此受到妨碍, 难以接受耶稣.” 

 

史特博的心情十分沉重, 想到有人自称

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 却违背最基本的教导, 残

杀无辜, 态度嚣张, 横行霸道, 使人对真正的弥赛

亚耶稣基督望而却步, 不肯相信祂, 此事实在叫

人深感悲痛慨叹.  

 

史: “怎样补救?” 

布: “在 150 年前, 苏格兰长老会会议(Scottish 

Presbyterian conference)曾经探讨过这个问

题: ‘若要得着犹太人, 当务之急是什么?’ ” 

史: “答案是什么?” 

布: “更多的眼泪! 我相信这仍是今日所需要的  

—  更多的眼泪. 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必

须唾弃历史上的恶行, 然后向犹太人招手, 

说: 给我们机会向你介绍耶稣真正的身分

和言行吧!’ ” 

 

最后, 史特博想起一件事. 犹太拉比波提兹

(Rabbi Shmuley Boteach)曾对史特博说: “对基督

徒来说, 基督信仰真的很

好, 但不合犹太人胃口.” 

主耶稣可不可以只做基

督徒的弥赛亚, 不必作犹

太人的弥赛亚呢? 史特

博想知道本身是犹太人

的布朗有何看法. 

 

史: “耶稣可不可以只作基督徒的弥赛亚呢?” 

布: “不可以. 因为这是与耶稣所有的宣称完全

冲突的. 要么祂是所有人的弥赛亚, 要么祂

完全不是弥赛亚! 称赞新约圣经是美好的, 

却同时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 这样的做法

完全是虚构的谎言和虚幻的假想. 这样做

也就等于说基督徒受了迷惑, 因为基督徒

说耶稣为世上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赎罪

而死, 并且从死里复活.  

 

“简言之, 耶稣不可以只作基督徒的弥赛亚! 

要么祂是所有人的弥赛亚, 要么祂完全不

是弥赛亚! 值得感恩的是, 自从上世纪以来, 

不少犹太人开始归向神, 说: ‘我按着新约

的亮光来敬拜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弥赛

亚!《妥拉》(Torah, 指摩西五经)已经刻在

我心版上.’ 事实上, 本来世俗化的犹太人, 

因着信主之故, 重新珍惜自己的传统和背

景. ‘耶稣使我洁净’(Jesus made me kosher)

这句看似平庸的话,46 其实真理成分甚高, 

含义甚丰.” 

史: “你呢? 真耶稣对你而言, 是怎样一回事?” 

布: “作为犹太人的我, 跟从耶稣是顺理成章的

事. 祂是以色列的弥赛亚, 又是世人的救主. 

我的生命是祂所赐. 我是完全靠祂, 才能认

识神. 是祂使我罪债全消. 在我还是凄惨可

怜、毫不知恩、傲慢反叛时, 祂已爱我这

个败坏的人. 祂赐我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 

把我拯救了, 赋予我生命的新意义. 祂是神

的丰盛有形有体地彰显, 是父神本体的真

像  —  我看见祂, 就是看见神、认识神. 
 

“祂是世人唯一的希望, 没有祂, 尽是黑暗. 

祂是以色列的盼望. 以色列人终必鸟倦知

还(最终归向祂), 终必明白被他们误为痛苦

和灾难的始作俑者(source), 原来是他们唯

一的盼望. 祂是始也是终, 是贯乎万有者

(the all in all). 我无法想象离了祂还可以怎

样生活, 也无法想象在祂以外生命还有什

么目的. 祂是神在人间的终极彰显. 因此, 

我要以温柔慈爱的精神, 以精确无误的解

释, 一生向我的犹太同胞介绍: 耶稣就是弥

赛亚.” 
 

布朗带着感激和信念说出以上的一番话, 

并以这句话结束整个访谈: “神深爱的百姓岂可

得不着上好福分? 我不能紧握此福分而不分给

神的百姓!” 诚然, 求神特别怜悯, 施恩帮助祂所

爱的犹太百姓, 使他们更多更早地归向他们的弥

赛亚  —  主耶稣基督!47     

(文接下期) 

                                                           
46   Kosher 一词是希伯来语, 意思是“洁净”.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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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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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bbi Shmuley Bo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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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之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 :  

圣经批判学 / 评鉴学(上)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导论 

 18 世纪的中期至末期, 欧美各地掀起了

一个很大的浪潮  —  属灵复兴运动. 宣道团体纷

纷建立, 宣道运动或培灵聚会到处可见. 但这时

期, 仇敌撒但的工作也非常活跃. 马有藻写道: 

“… 因上时期理性主义的遗毒, 在此时期像‘定时

炸弹’般爆发起来; 故这时期正统信仰, 包括其权

威  —  圣经  —  亦受极严苛的攻击和批判, 在哲

学方面、文学方面、科学方面、社会学方面等

皆加以白眼、或冷箭、或明枪, 使正统信仰在此

时有时只有招架之力, 有时才有还击之能. 故史

称这时亦是‘批判时期’(Age of Criticism).”48 抨

击与破坏圣经权威的圣经批判学也由此而生. 

 

根据达拉斯神学院博士邵叶尔(M. James 

Sawyer), 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兴起于

19 世纪中叶至

晚期 , 对更正

教信仰“唯独圣

经”的根基, 以

及‘后宗教改革

时期’的圣经无

误论 , 进行全

面的攻击 . 经

文鉴别学 (textual criticism, 另称 “低等批判 ”, 

lower criticism)的兴起, 动摇了许多人对于圣经

准确传递和保存的信心 . 更甚的是, 文体批判

(literary criticism, 另 称 “ 高 等 批 判 ”, higher 

criticism)将分析世俗文学的方法应用在圣经之

上. 由于批判学者存着先入为主的预设, 所以他

们拒绝任何超自然的可能性, 例如, 他们认为“摩

                                                           
48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  简易神学思想史》

(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 年), 第 125 页. 

西五经”并非摩西写成. 在新约研究方面, 德国的

包珥(Ferdinand C. Baur, 1792-1860)、施特劳斯

(David F. Strauss, 1808-1874; 注: 施特劳斯是包

珥的学生)等学者著书立说, 认为大部分新约都

是在第 2 世纪书写成文, 并非由代表耶稣的使徒

写成. 这类批判, 削弱了圣经的独特性及权威性, 

不但影响学术界, 也影响到教会群体. 信徒不再

能够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 使得信仰在理性上

的真确性遭到贬低.49  

 

上述这一切破坏是不容忽视的. 有鉴于

此, 处在 21 世纪的信徒必须对圣经批判学有正

确认识, 才能晓得如何应付它的破坏性影响, 免

遭受其害, 并能有效地反驳, 为真道竭力地争辩. 

 

 

(B)    圣经批判学简介 

 (B.1)   圣经批判学的定义  

 圣经批判学(或译“圣经评鉴学、圣经鉴

别学、圣经批评学”等, biblical criticism)是圣经

学者们在研读圣经时, 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方法和

技巧. “批判”一词源自德文 crisis , 意为“判断”, 

本身不含贬义. 赵中辉所编的《英汉神学名词辞

典》如此描述它: 

 

圣经批判学乃是考察圣经编纂之始末, 各

书卷的由来, 查验其中有无错误、篡改的

地方; 更从文学史方面, 鉴定圣经各书卷

的内容是否能传达当世的真相; 其中所载

是否全体一贯, 互不抵触; 文中之用语如

何等等. 亦即用史学的考察法来考察圣经. 

可分二类: 低等批判是论经文; 高等批判

是论作者等事.   

 

 (B.2)   低等批判学 

低等批判(lower criticism)又称经文批判

或经文鉴别学(textual criticism), 主要是处理不

同抄本、译本中的经文差异(这些彼此不同的经

文被称为“异文” [variants] ), 以便鉴别出最接近

原文的经文. 学者们发展出一整套鉴别的原则和

                                                           
49   邵叶尔著, 杨长慧译, 《神学求生指南》(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9 年), 第 4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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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纠正了许多在传抄和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错

误,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之所以称它为“低等批

判”, 是因为它是圣经批判学的基础, “代表着研

经功夫上较低层的方法及进路”.50  

 

(B.3)   高等批判学 

 文体及历史批判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曾被称为“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 

因为它是根据“低等批判”的研究成果才能进行

自己的研究, 主要是文体结构、写作日期和书卷

作者的研究.  

 

里程指出, 现在学术界一般不再用“高等

批判”这个笼统的名字, 而是将它划分为更细的

批判方法, 例如:  

1) 文学来源批判法(literary criticism), 目的为要

寻求各书卷所根据的文学材料或原始材料;  

2) 形式批判法(form criticism), 亦称传统批判法

(tradition criticism), 追溯各书卷由口传到成

书的过程; 

3) 编修批判法(redaction criticism), 研究各书卷

成书时如何编排、修改、塑造素材； 

4) 历史批判法(historical criticism), 运用考古学

和世俗史料确定作者、写作日期、经文中的

历史真相等; 

5) 宗 教 比 较 批 判 法 (comparative-religion 

criticism), 假定所有宗教都有从多神论到一

神论的共同的发展模式, 并以此来解释犹太

教-基督信仰的历史; 

6) 结构批判法(structural criticism), 探讨各书卷

写作时的表面结构和较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  

7) 读者反应批判法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认为经文的意义不在文本, 而在读者, 读者不

是寻找意义, 而要创造意义等等.51  

 

马有藻评论道: “当基督信仰在各方面大

受攻击时, 在研究圣经本身的事上, 它也给当时

的学者‘乱刀分尸’, 此举乃拜 18 世纪开明时代

(Enlightened era)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 1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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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82 页. 
51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81-182 页. 

世 纪 浪 漫 主 义 (Romanticism) 的 唯 心 哲 学

(Idealistic philosophy)之赐. 其实一切主义的基本

起源于人本主义(Humanism), 当人(以人)为本时, 

一切非以人为本之事(如超自然的神本主义)均

遭攻击或弃绝, 故此圣经学者在研究圣经时, 也

采纳人本主义的态度下手. 19 世纪末, 因进化主

义的影响, 圣经亦被认定是人类对宗教信仰的一

种进化产品. 此理论将圣经的预言、或‘唯一作

者说’等加以批判或拒绝.”52 

 

(B.4)   圣经批判学面对批判 

 里程指出, 从事高等批判学的许多学者, 

就是在研究的信仰前设上出了问题, 将圣经任意

分裂、切割, 对圣经的权威和基督信仰“造成了

极大的冲击和杀害”. 林道亮解释说:  

 

 20 世纪初叶 , 凯波尔 (或译  “古判 ”, 

Abraham Kuyper)曾警告说: 高级鉴定学

(即高等批判学, higher criticism)的发展趋

势, 有一天可能成为“破坏圣经的主义”. 现

在, 这句警告不再是一种“可能”, 在许多讲

坛和神学院教室内, 它已成为“现实”! 今日

除了高逊(或译“高斯胜”, L. Gaussen)所著

的《神的默示》(Theopneustia, 英文意即

Divine Inspiration)仍被视为这个学科的标

准外, 高级鉴定学(高等批判学)几乎已经

窃取了欧洲所有圣经学者

的头脑. 千百年来, 圣经备

受各类仇敌的攻击, 然而

圣经受到家里成员的攻击, 

这还是第一次! 目前许多

讲台上的传道人和在大部

分神学院教室内的教授们, 

对圣经都普遍地抱着怀疑的态度. 平信徒

实在难以相信, 今天这么多的宣教师, 实际

上并不接受圣经的启示与权威. 其中有些

根本不相信圣经, 也有些不想面对这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有讲台, 但没有

悔改; 有圣经, 但没有权威; 有道理, 但没

有真理; 有基督, 但没有神子!53  

                                                           
52   马有藻著, 《先贤伟论》, 第 140 页. 
53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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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逸萍正确总结说, 高等批判学家认为, 

圣经乃根据口传资料, 作者们道听途说地搜集资

料而写成, 又或者心中本有议程, 以致作品存在

着偏见, 而且之后还有其他人可随意编纂修改. 

无论如何, 高等批判学的问题显而易见:  

 

1) 高等批判认为除非能证明传统观点是对的, 

否则他们就先以传统观点为错. 但这样的态

度是错的,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相反. 

2) 忽略圣灵的工作. 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应许

赐下圣灵, 使圣经作者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

(约 14:26) 

3) 他们视新约故事为神话和民间传说. 他们极

度轻视先知、使徒和目击证人的工作, 认为

这些人的信用甚低, 甚至有如骗子. 他们又认

为, 新约作者分不清哪一句是主耶稣所说的

话, 哪一句是自己的话. 早期教会也不关心圣

经的记载是否属实. 

4) 他们抱有反对超自然事情的偏见(注: 自由派

神学家都抱此偏见). 

5) 他们对新约的批判, 常是根据文字和风格, 但

这是很薄弱、很主观的理由, 因为人的写作

风格, 可因写作对象不同或其他原因而改变. 

所以, 不同风格的写作, 仍可能出自同一人. 

6) 高等批判根据这些字眼使用的频繁性, 而决

定写作时代和作者, 这也是非常薄弱的论据. 

举个例子而言, 中国基督徒常将“神”和“上

帝”二词交替使用, 但这不表示有两个作者. 

7) 无可否认, 高等批判的最大祸害是破坏了人

对圣经的信心. 

 

请看以下这个圣经批判学者桑德斯

(James A. Sanders, 此人是美国的旧约希伯来圣

经学者)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以上的评语并不夸

张. 他说: “从我们的观点而言, 常被认为有创见
的先知们, 甚至他们一时自发的神谕, 只不过是

直接或引喻式地引用当时所属社团(社区)的权

威性传统… 整本圣经可视为一个故事… 有着能

适合不同时代的智慧. 这些智慧讲及人怎样在他

的时代生活. 这故事是以神为中心… 充满了神

的行动和说话… 圣经完全是历史的产物, 它有

着人的限制. 批判学只能问: 从前写圣经的人相

信上帝说了些什么话? 以及做了些什么事? (而

不是上帝真正说了什么, 或真正做了什么!)”54 

 

盖司勒(或译“贾思乐”, Norman Geisler)

表示, 在解释圣经时, 人常犯了一些基本错误: 其

一, 以为愈新的理论或解释, 就愈可靠; 其二, 学

者的圣经解释通常都是对的. 盖司勒所说的非常

准确, 即使在福音派中, 这样的态度亦不罕见. 如

果是科学发明(例如“电脑”), 大有可能愈新愈好, 

愈是有名的公司所出产的愈好; 但至于道德、信

仰、真理和圣经解释, 就不见得愈新愈好, 也不

见得愈是从学术角度去研究就愈好. 而新神学、

新正统、圣经批判正是好例子. 他们治学并非为

了真理. 若为个人名誉、理想和野心去事奉神或

者研究圣经, 迟早会产生问题. 所以盖司勒说: 

“信仰比学术重要”(Lordship over scholarship). 我

们应该花时间去发现真理, 而不是提出惊人理论, 

哗众取宠.55 

 

 

 (C)   摩西五经的批判 

(C.1)   五经批判简介 

回顾历史, 约在主后 200 年, 教父特土良

(Tertullian)把旧约圣经前五卷书(创世记至申命

记)归为一组, 总称为“五经”(Pentateuch), 也叫

“摩西五经”或“律法书”. 犹太人的传统则称它为

“妥拉”(Torah, 这字的希伯来文词根是‘投掷’、

‘发射’, 可引申为‘告知’、‘指导’); 当然, 旧约对

这个字的使用有更广的含意, 可指所有从神而来

的命令. 

 

马有藻在《旧约概论》中说五经“是救恩

的根基, 真理的渊源, 也是犹太经典最重要的部

分.” 美国的旧约与闪族语言教授阿切尔(另译

“艾基新”, Gleason I. Archer, Jr., 1916-2004)在其

所著的《旧约概论》中亦表示“在 18 世纪自然

                                                           
54   James Sanders, Canon and Community: A Guide 

to Canonical Criticism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第 27-29 页. 
55  上文节录自  张逸萍著 , 《为真道争辩 : 护教

学》下册, 第 42 章(台北: 生命出版社, 2013 年), 载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theology/bible_criticis

m.htm .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theology/bible_criticism.htm
http://www.chineseapologetics.net/theology/bible_criticis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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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Astruc 

 
Julius Wellhausen 

神论(Deism)哲学兴起以前, 基督的教会一直逐

字不易地接纳五经的宣称, 相信它是主前 15 世

纪的历史人物摩西的作品.” 然而, 许多高等批判

学的学者则主张, 五经由不同来源的资料组成, 

出自不知名的作者; 摩西根本没有参与五经的写
作; 五经的最后部分是在摩西离世后 1 千年才告

完成!56  

 

(C.2)   底本学说的提出 

底本学说(简称“底本说”、“底本假说”, 

亦称“文献假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是一种

假设, 认为摩西五经并非由摩西所写, 而是由不

知名的作者们写成的各种底本的汇编(指汇集, 

compilation, 即把不同文献资料编辑汇集为一).  

 

里程指出, 在这假设提出之前, 被称为“高

等批判之父”的泛神论学者、西班牙籍犹太人斯

宾诺莎 (Benedict Spinoza, 1632-1677) 首先于

1670 年在他的著作 Tractatus Theology  —  

Politicus 中断言, 五经绝不可能是摩西所写, 因

为摩西以第三人称“他”而不是用第一人称“我”

自称; 同时, 摩西不可能记载自己死亡的事件(申

34:1-8); 他主张五经的编著者是文士以斯拉. 他

的臆测遭到同时代人的嗤鼻(意谓轻蔑讥笑), 但

当自然神论的热潮汹涌兴起后, 它竟在 19 世纪

后期成为一项公式化的学说. 

 

但“底本学说”是

正式开始于法国医学教

授阿斯特吕克(或译“阿

斯徒录 ”, Jean Astruc, 

1684-1766). 阿斯特吕

克对《创世记》的文学

分析很有兴趣, 但对神

在第一章被称为伊罗

兴  (Elohim) 、 而 在 第 二 章 却 被 称 作 耶 和

华 (Jehovah, 或 Yahweh) 深感困惑. 在 1753 年的

著作中, 他假设说, 摩西参考了两份不同的资料

(另译“底本”或“文献”, document), 一份资料的作

者只知道神的名字是伊罗兴, 第二份资料的作者

则称神为耶和华, 这是底本说的第一个基本假设.  

                                                           
56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83-184 页. 

  1853 年, 德国的东方学家(Orientalist)兼

旧约历史批判学家胡普菲尔德(Herman Hupfeld, 

1796-1866)提出五经是由四个不同底本编纂而

成, 按底本的年代次序是: P (早期的伊罗兴底本, 

或称“祭司底本”)、E、J 和 D 底本(参下文 D.3). 

然而, 在 1860 年代, 德国的旧约学者格拉夫(Karl 

H. Graf, 1815-1869)把五经底本的年代次序改为

J、E、D、P.  

 

到了 1883 年, 德国旧约及东方文学家威

尔浩生(Julius Wellhausen, 1844-1914) 把格拉夫

的修订底本理论建构起来, 

出版了他的名著《以色列

史导论》(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 提倡从

“原始精灵教”演变为复杂

的“一神论”的进化理论, 与

黑格尔(George W. F. Hegel)

的辩证法、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的进化论配合得天衣无缝, 以精湛的

技巧、高度的说服力重建底本说, 成为底本说的

集大成者.57 他的学说强烈地震撼了德国, 而且

逐渐在英国和美国被普遍接纳.  

 

无论如何, 即使在底本说横扫神学界之

时, 保守派, 无论是犹太圈内还是基督徒圈内, 一

向对五经的批判法采取抗拒的态度. 在这些对抗

“五经批判”的神学家, 19 世纪最著名的是德国

神学家亨斯登伯 (Ernst Wilhelm Hengstenburg, 

1802-1869); 美 国 普 林 斯 顿 的 神 学 家 格 林

(William Henry Green of Princeton)所撰写的著作

(1895, 1896)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技巧, 最彻

                                                           
57   威尔浩生以历史进化的观念来重新阐述“底本

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 其后被称为“格拉夫-威

尔浩生假说”). 史密斯(W. Robertson Smith)在英国解释

及提出威尔浩生的著作. 不过, 却是德莱弗(Samuel R. 

Driver)在其著作《旧约文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OT, 1891)中, 对威尔浩生的理论作出

经典介绍, 让英语世界得以认识. 在美国, 最先支持威尔

浩生学说的著名学者是布里格斯(Charles A. Briggs, The 

Higher Criticism of the Hexateuch, 1893). 麦道卫著 ,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 2004 年简体

字版), 第 498-4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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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地批驳了威尔浩生的假说; 20 世纪则有阿利

斯 (Oswald T. Allis) 、 卡 塞 图 (Umberto 

Cassuto)、基特辰(Kenneth A. Kitchen) 和温翰姆

(Gordon J. Wenham)等等.58  

 

(C.3)   底本学说的依据和推论 

 “底本说”到 19 世纪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埃里克森(Christian J. Erickson)将威尔浩生的“底

本说”归纳为四点:  

 

1) 五经由 J、E、D、P 等不同底本组成, 其根

据是对神的不同称谓(或作“称呼”), 以及重

复的记载(五经中有部分故事重复记载两次); 

2) 五经是摩西以后相当久才被编撰成书的; 

3) 五经中许多历史记载是谬误的, 有些甚至是

虚构和传说; 

4) 此假说的某些派别认为, 以色列历史上发生

过“宗教进化”, 可以把五经的后半部分与前

半部分区别开来. 

 

 四个底本的假说(hypothesis)如下: 

1) J (Jehovah, 耶和华底本/耶和华来源): 它于主

前约 850 年出自南方犹大国一位不知名的作

者(被称为 Yahwist59  —  J 底本作者, 或称

“耶典作者”)及 Elohist( E 底本作者). 此人对

人物传记有特别兴趣, 也常以拟人法描写神, 

对伦理和神学思想有先知式的兴趣, 但对献

祭或礼仪乏味(缺乏兴趣). 

2) E (Elohim, 伊罗兴底本/伊罗兴来源): 它于主

前约 750 年出自北方以色列国一位不知名的

作者(被称为 Elohist  —  E 底本作者, 或称

“伊典作者”), 叙事风格较 J 客观, 倾向于描

述风俗习惯、名字来源等具体特点; 对礼仪

和敬拜很有兴趣; 约在主前 650 年, 一位不知

                                                           
58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84-185 页. 
59   “耶和华”是希伯来圣经中神之名, 即由四个字

音( YHWH )组成的“四字圣名”(Tetragrammaton), 加上

母音, 读成英文的 Jehovah (又作 Yehovah 或 Yehowah). 

此名的正确发音早已失传, 欧洲中古世纪盛行将之读成

“Jehovah”(耶和华), 但许多现代学者相信此名正确发音

应该接近于”雅巍”(Yahweh、Yehoweh). J 底本是以这

“四字圣名”( YHWH )为代表, 故其作者便称 Yahwist . 

名的编辑把 J 和 E 的资料合编成一份文献

(称为 J-E). 

3) D (Deuteronomic, 申命记底本/申命记来源): 

它可能在主前 621 年大复兴时, 作为约西亚

王赞助的官方改革计划, 在大祭司希勒家的

指导下写成, 其目的是强迫犹大王国的百姓

废弃地方祭坛, 将祭牲和节日的献礼带到耶

路撒冷的圣殿. 

4) P (Priestly, 祭司底本/祭司来源): 它分几个阶

段完成, 包括从写于主前约 570 年的以西结

的圣洁法典(利 17-26 章), 到在文士以斯拉领

导下完成的年代最晚的祭司法典, 其主要内

容是对以色列神权政体的渊源和制度作系统

化的论述, 对家谱、祭礼、礼仪的细则尤有

兴趣. 

 

里程写道: “若底本说属实(即是真实正确

的), 五经的记载就只是人的著作, 而且鱼龙混杂, 

需要人们用理性去伪存真(除去虚假的记载, 以

存留纯正的经文), 其权威性将荡然无存. 然而, 

底本说并不属实.”60 现在, 让我们揭开真相!  

 

(C.4)   底本学说的困境和反证 

 狄 拉 德 和 隆 曼 (R. B. Dillard & T. 

Longman III)贴切指出: “对于五经作品的问题, 

过去两百年来 , 批判法中的底本假说 ( 从

Eichhorn 开始)大行其道. 其中有一个世纪以上

(自威尔浩生的书开始), 学术界对这方法信心十

足, 认为是‘批判法明确的结果’. 令人惊讶的是, 

到了今天, 它只能苟延残喘, 因为问题百出, 又有

其他解决方案提出(来取代它), 同时学术界的努

                                                           
60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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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已经转向. 可以预期的是, 下个十年中将会有

人为此方法提出辩护, 不过这些将是为不再生效

的研究法作垂死的挣扎.” 

 

 里程评论道: “貌似严谨的‘底本说’之所

以难以维持下去, 主要是它的许多依据都很勉强, 

甚至彼此矛盾. 这样, 不仅遭到保守派的抗拒, 而

且在支持底本说的学者之间, 也常发生冲突. 比

如, 如何把经文区分为不同的来源, (这方面)一

直无法取得共识; 对于这些来源的日期, 谁先谁

后, 也长期争论不休. 这显然暴露出底本说的方

法论中所包含人的主观因素, 使人们对其科学基

础产生怀疑. 尤有进者, 许多学者怀疑 E 是否是

独立的来源(source, 指资料来源), 这显示传统的

底本说已经崩溃.”61 

 

“底本说”从一开始就面对许多无法驳

倒、无法逾越的反证. 基于有限篇幅, 只能举例

说明. 底本说是以对神的不同称谓(名称, 简称

J、E、D、P)作为划分不同资料来源的基础. 但

这是不合实际, 充满误导性和危险的.  

 

首先 , 按照“比较宗教学”(Comparative 

Religion)62的观点看, 以色列以外的异教国家(如

巴比伦[Babylon]、乌加列[Ugarit]、埃及等)的

宗教文学中, 都以多个名字称呼同一位神; 人们

比较熟悉的希腊神祗中, 神王宙斯(Zeus)又称为

科尼安(Kronion)和奥林匹奥士(Olympios); 雅典

娜(Athena)又称为柏腊士(Pallas); 亚波罗(Apollo)

又称为霍布斯(Phoebus)和琵提乌士(Pythius). 这

些名字都一一出现在荷马史诗的平行句中, 但从

来没有人说荷马史诗有不同的资料来源. 为什么

五经中对神有不同的称谓就被断言有不同的资

料来源呢?63 

 

其次, 五经中用不同的名字称呼神, 是有

不同的神学意义. 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 Jr.)

                                                           
61  同上引, 第 187 页. 
62   “比较宗教学”(Comparative Religion)是对世界

上各种宗教的起源、结构和特征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 

分析彼此间的异同之一门学科. 它将各宗教的教主、教

理、教义、教史, 做比较的研究和客观的介绍. 
63   有关这方面的其他例证, 请参附录一.  

认为, 从字源角度看, “伊罗兴”(Elohim)是从“有

力量的、强壮的、最前端的”字根演化而来, 描

绘神是创造宇宙的全能者; 故此, “伊罗兴”适用

于《创世记》第 1 章, 因为该章的主题是创造

(彰显神全能的创造). 另一方面, 耶和华(Jehovah, 

或称“雅巍”, YHWH )是神立约之名, 在神参与某

种立约行动的时刻才使用; 所以, 在《创世记》

第 2 章, 这个名字频频出现, 因为它的主题是描

写神与亚当所立的约(创 2:16-17).64 也有学者认

为, “谈到史前史、切合智慧文学类的地方, 会用

伊罗兴; 谈到强调特殊启示的地方, 常用耶和华

(雅巍)”. 姑且不论哪一种看法更合宜, 用神的不

同名字作为不同资料来源的根据是没有说服力

的.65  

 

 现在要谈第三点. 近期对闪族文学形式

的研究表明, 重复记载是文学中刻意使用的, 平

行故事是故意采用的文学常规, 为要达到某种特

定的效果. 底本说却把它们分割成不同的来源. 

现以创造和洪水的记载为例.66 

  

底本说把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分别划

入 P 来源(写于被掳或被掳后期, 即主前第 6 世

纪)和 J 来源(写于主前第 9 世纪), 认为这两章关

于创造的平行记载是彼此冲突的: 第 1 章说人最

后被造, 而第 2 章的创造次序则是人(2:7)、植物

(2:9)、动物(2:19)和女人(2:21-25).67 然而, 这种

观点是很肤浅的. 其实, 这两章的记载不是冲突

的而是互补的. 第 1 章是创造的梗概(概括), 第 2

                                                           
64   有关这方面的其他论据, 请参附录二. 若有兴趣

进一步研究有关神的名[特指伊罗兴(Elohim)与耶和华

(Jehovah, 或称“雅巍”, YHWH) ]的意义和特殊用法, 请

参 Andrew Jukes, The Names of God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67), 第 15-58 页. 
65   有关五经中采用不同的名字 , 麦道卫 (Josh 

McDowell)详细分析和提出合理解释, 驳斥了底本说的

谬误; 请参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 583-600 页. 
66   有关重复记载方面的其他例证, 请参附录三. 
67   事实上, 第 2 章并没有说神先创造人, 接着植物, 

然后动物. 第 2 章只是论述第六日的情况, 那时植物和

动物早就被造好了, 只不过故事是先提到男人(亚当)被

造, 然后谈到他所住的伊甸园(提到植物), 过后论到亚当

找配偶(提到动物, 要强调没有动物适合作亚当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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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A. Kitchen 

 
W. F. Albright 

章则详述人的受造和人生活的环境伊甸园; 第 1

章是年编式的(按照时间顺序), 第 2 章是论题式

的(以主题来详述). 第 2 章介绍了亚当与夏娃、

伊甸园、分别善恶的树、和神与亚当所立的约, 

乃是为第 3 章的人的堕落作铺垫.  

 

事实上, 古代近东

的碑文也展示类似的文学

风格: 首先简扼地称扬统

治者的英勇行为, 继而详

细记述特别的胜利. 因此, 

创世记第 2 章并不是创造

过程的记录, 因为神不可

能在创造人的居所之前就

先造人; 同时, 一个真正的创造记录也不可能遗

漏记述太阳、月亮、星宿、地球和海洋被造过

程. 古埃及学专家基特辰(Kenneth A. Kitchen)很

不客气地指出:  

 

经常有学者宣称, 创世记第 1 和第 2 章

记载两个不同的创造故事, 但事实上, 那

“两”个记载严谨的互补性质, 是显而易

见的: 创世记第 1 章将人的被造, 列在一

连串创造的最末了, 而且缺少任何详细

资料; 但在创世记第 2 章, 人是兴趣(指

作者写第 2 章的旨趣)的焦点, 关于他和

他的背景资料, 更具体详尽. 二者完全没

有互不相容的重复. 不能够领悟不同题

材  —  一方面是所有创造的提纲(第一

章), 另一方面是集中人和他当前的环境

(第二章)  —  的互补性质, 实在近乎文盲. 

  

 创世记第 6 到第 8 章关于洪水的记载也

颇为类似. 底本说把这三章的记载切割为 J 和 P 

两个来源, 认为它们彼此矛盾: P 吩咐每类动物

各有一对进入方舟, 洪水泛滥一百五十天; J 却

说“洁净”的动物各有七对进方舟, 洪水泛滥仅四

十天, 等等. 其实, 不带偏见的读者, 很容易辨明

这 3 章记载的和谐、统一性. 它的主题是人的堕

落(第 6 章)、神的惩罚(第 7 章)和神的拯救(第 8

章). 底本说所指出的“矛盾”根本不矛盾. 各类动

物有一对进入方舟是一般吩咐, 而洁净的动物各

有七对入方舟则是特别吩咐. 这也表明, 远在摩

西时代之前, 动物已有洁净与不洁净的区分了. 

洪水泛滥四十天是指倾盆大雨四十天: “四十昼

夜降大雨在地上”(7:12), “洪水汜滥在地上四十

天, 水往上涨, 把方舟从地上漂起”(7:17); 洪水泛

滥一百五十天, 则指洪水淹没地面的最高点, 共

持续了一百五十天: “水势浩大, 在地上共一百五

十天”(7:24).68 

  

 第四点, 底本说的一些学者把达尔文的

进化论的思想, 或者把近东非以色列国家宗教发

展的过程, 硬套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上. 他们

认为, 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不是独一真神的特殊

启示的结果, 而纯粹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是

一种文化现象. 按他们的观点, 以色列人的宗教

信仰始自拜物教(fetishism), 渐次演变为泛鬼灵

崇拜(polydemonism)、多神崇拜(polytheism), 最

后达至一神崇拜(monotheism).  

 

但是, 这种观点与圣经

的记载完全不符. 按照圣经, 以

色列人从一开始就是、而且至

今一直坚持独一真神的信仰.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站得住, 

他们竟无端地说, 圣经中的这

些记载是被掳后期祭司学派的人重编古代遗

传、加以粉饰的结果! 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治

学态度: 漠视圣经的经文提供的客观证据, 主观

地在自己的臆测之上再加臆测. 难怪, “饱受威尔

浩生理论熏陶”的美国当代考古学泰斗奥伯莱

(W. F. Albright)经过客观研究而发现其错谬, 并

在 1941 年诚实地写道: “在我们的心目中, 威尔

浩生仍然是 19 世纪首屈一指的圣经学者. 但是

他的见解已经过时了, 他所描绘的以色列早期进

化图, 实在大大歪曲了史实.” 狄拉德和隆曼(R. 

B. Dillard & T. Longman III)也说: “今天几乎没

有一个人接受威尔浩生的主张, 即: 在旧约中可

以侦测出宗教的进化, 从精灵主义, 到一神主义, 

再到独一真神论. 当代的批判家很快就可以看出, 

他采用黑格尔式的假设, 因此不值得接纳.”   

                                                           
68   有关重复性的记载, 麦道卫(Josh McDowell)提

出了强有力的证据, 反驳底本说的假设; 请参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 601-6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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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点, 有些底本说的学者认为, 创世记

中关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记载都不可靠, 常常

与史实不符, 他们甚至彻底否定亚伯拉罕是真实

的历史人物; 还有学者说亚伦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在出埃及及原始的传说中, 毫无地位等等. 但是, 

圣经考古学的丰硕成果使底本说学者的这些错

误判断不攻自破. 学者爱尔达(John Elder)说:  

  

若说考古科学的兴起, 解开了历史学家

和正统基督教之间的死结, 实在不是一

种夸张. 一点一滴地, 一座接着一座的城

市, 一个接着一个的文明, 一种接着一种

的文化出土, 这些本来只是秘藏于圣经

中的回忆, 透过考古学者的研究, 都被置

放在古代历史轨迹的正确位置上.69  

 

(C.5)   摩西是五经的作者 

 虽然严格地说, 五经是隐名的, 因为它并

没有标题或在导论中明确地指明作者是谁; 但是

大量的内证和外证都表明, 摩西就是五经的作者. 

这也是从早期教会到现在, 基督教会的传统立场. 

 

五经多处经文确切地记载了摩西写下五

经里的内容, 例如: 

 

1) 出 17:14: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力

人的名号, 从天下全然涂抹了, 你要将这话
写在书上作纪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 ” 

2) 出 24:4-7: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注: 联系上下文, 摩

西所写下的, 起码包括“约书”(Book of the 

Covenant, 出 21:2-23:33) ] 

3) 出 34: 27: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将这些
话写上, 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

约.” [注: “这些话”是指神的约(出 34:10- 26) ]  

4) 民 33:1-2: “以色列人按着军队, 在摩西、亚

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 摩西遵着

耶和华的吩咐, 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 [注: 

摩西记载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摩押的路程表, 

无疑也会记下旷野漂流生活的其他故事. 这

有力地证明摩西是全部五经叙事的作者] 

                                                           
69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87-191 页. 

5) 申 31:9, 24-26: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 交给

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

长老… 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 及至写

完了, 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 ‘将

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 ” 

[注: 这些律法可能仅指申命记的一些部分, 

也可能指五经前几卷书的“律例、典章”(申
4:5,14) ] 

6) 申 31:22: “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 教导以

色列人.” [注: 这篇歌的内容记在 申 32:1-44] 

  

 另外, 阿切尔贴切地指出, 五经的记载显

明作者非常熟悉埃及地, 写作中所使用的埃及文

字汇也比其他旧约经卷频繁 . 杜肯 (Garrow 

Ducan)评论说, “我们无法推诿, 这两个故事(即

约瑟和出埃及的故事)的作者… 透彻了解埃及

的语文、风俗、信仰、宫廷生活、礼节, 及官僚

阶层; 不仅如此, 读者也同样熟悉埃及的事物.” 

此外, 出埃及记的叙述, 流露出目击的详情, 暗示

了作者的实际参与, 完全超越了一位生活于出埃

及后几个世纪的作者的视野. 这些都指向一个结

论: 五经写成于摩西时代, 作者即是摩西. 

  

 我们还有超越五经的证据, 例如其他的

旧约经卷也见证摩西是五经的作者, 举例如下:  

 

1) 书 8:30-31: “那时, 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 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筑一座坛, 是用没有动过

铁器的整石头作的, 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

吩咐以色列人的话, 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
的.” 

2) 书 8:32: “约书亚在那里, 当着以色列人面前, 

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3) 王下 14:6: “…却没有治死杀王之人的儿子, 

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 

4) 拉 6:18: “且派祭司和利未人, 按着班次在耶

路撒冷事奉神, 是照摩西书上所写的.” 

5) 尼 13:1: “当日, 人念摩西的书给百姓听.” 

6) 但 9:11: “以色列众人都犯了祢的律法, 偏

行、不听从祢的话; 因此, 在祢仆人摩西律
法书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 都倾在我们身上, 

因我们得罪了神.”(参 但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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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Sperry Chafer 

7) 玛 4:4: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就

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

章.” 

  

 旧约这些经卷都见证, 一本律法书已经

存在, 是耶和华神赐给摩西、由摩西写下的. 同

时, 新约圣经也非常清楚地见证, 五经的作者是

摩西. 这方面的经文很多, 以下只略举一二: 

  

1) 路 24:44: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

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 说, 摩西的
律法、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

的话, 都必须应验.’ ” 

2) 约 5:46-47: “主耶稣说: ‘你们如果信摩西, 也

必信我; 因为他有指着我写的话. 你们若不

信他写的书, 怎能信我的话呢?’ ” 

3) 罗 10:5: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

义, 就必因此活着.’ ” [注: 使徒保罗在这里引

用的是 利 18:5 的经文, 是“耶和华对摩西说”

的(利 18:1); 但保罗明确见证摩西把它“写”

了下来]70 

  

 以上的种种证据显示, 五经的很多部分

是摩西写的; 但却不能证实五经全部都是摩西写

的. 相反, 五经中某些经文似乎不可能出自摩西

的手; 例如,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

人”(民 12:3). 这样的经文, 不像出自摩西, 否则

就有自夸之嫌了. 又如, 摩西的死及安葬的经文

(申 34:6-8), 摩西怎能写下自己身后的事呢? 多

数保守派学者也认为, 这些经文是摩西之后由他

的亲密同事(如约书亚)写的. 从人的角度看, 这

种推论是颇为合理的. 但是, 也有学者从神的启

示的角度分析, 力排众议. 他们指出, 圣经在描写

以色列人的祖先时, 对他们的过失、污点直言不

                                                           
70   主耶稣在 可 12:26 引述 出 3:1-3 时说这是摩西

的书; 保罗在 罗 10:5 提到摩西写了 利 18:5 中经文; 路

加在 徒 3:22 中引述摩西所说有关 申 18:15 的经文. 换

言之, 主耶稣、医生路加和使徒保罗都直接或间接地表

明摩西写了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申命记. 若底本说的假

设是真的, 那么就是主耶稣、路加和保罗在说谎, 或说

他们对旧约的理解有误 , 但我们都知道绝非如此 ; 参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JEPD-

theory.html . 

讳、毫不掩饰, 与一般的传记、历史文学形成鲜

明的对比. 圣经指出, 即使像“信心之父”亚伯拉

罕、“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王等这样的先贤, 都不

过是极待神拯救的罪人. 正如薛弗尔(或译 “查

非”, Lewis Sperry Chafer)所说: “圣经不是人想写

便写得出来的, 也不是人愿意写便能写得成的.” 

既然圣经的写作是出于

神的旨意, 神让作者写以

色列人的罪孽和污点, 也

可能要作者写自己的优

点. 所以, 美国海外神学

院院长曾霖芳说: “如果

神要摩西写‘摩西为人极

其谦和 , 胜过世上的众

人’, 摩西也不能不写!” 

  

此外, 摩西的死和埋葬的记载也相仿. 申

34:6 说: “耶和华将他(指摩西)埋葬在摩押地, 伯

毗珥对面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

墓.” 据此, 可拉特(另译“科勒特”, Sidney Collett, 

1887-1941)指出, 是神亲自埋葬了摩西, 葬礼中, 

没有任何人在场; 如果摩西的葬礼的记载不是摩

西所写, 必是后人的手笔. 但后人为何能知晓此

事呢? 必是受到了神的默示. 神既能默示他人, 

为什么不能默示摩西写下这段预言他去世的经

文呢? 正如约瑟在神的默示下, 预告他死后数百

年 (约 350 年 )有关他骸骨的事 (创 50:25; 来

11:22); 还有以赛亚也预告许多关乎弥赛亚受苦

与受死的细节, 包括祂与财主同葬一事(赛 53:9; 

太 27:57-60). 这一切, 与摩西去世的记载一样, 

(在希伯来原文中)都是用过去时态(past tense)来

写, 仿佛是已经发生的历史, 虽说这预言(赛 53)

是在事情还未发生的前 700 年写的.71   

  

 当然, 五经中有些关于地名、时间等的

说明, 像是后人的编撰; 例如, 创 14:14 和 申 34:1

都提及一个叫“但”的地方; 可是, 在 士 18:29 说, 

那个地方原叫“拉亿”, 士师时代才改称“但”. 因

此, 五经中提及“但”, 不像是摩西的手笔. 又如, 

创 36:31 说, “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 似

                                                           
71   Sidney Collett, The Scripture of Truth (London: 

Marshall, Morgan & Scott Ltd., 1949), 第 10-11 页.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JEPD-theory.html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JEPD-the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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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摩西之后加入经文的. 再如, 五经中多

处出现“直到今日”的短语(创 32:33; 申 3:14; 

34:6 等), 给人一种“最新资料”(up to date)的感觉.  

 

 总之, 圣经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 说五

经全部每一个经节都是摩西写的. 但是, 如果我

们考虑到摩西本人的情况, 问题就变得比较明朗

了. 摩西出生于以色列人的利未支派, 在埃及的

皇宫中生活了 40 年, 受过非常高深的埃及教育, 

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熟练的写作技巧. 他是神亲自

呼召的伟大先知, 受命担当带领以色列人出埃

及、进迦南的历史重任. 神借着他行神迹奇事、

战胜了埃及的术士, 使以色列人得以离开埃及; 

是他向海伸杖, 耶和华将红海分开; 是他把树枝

丢在水里, 使苦水变甜; 是他杖击磐石, 使磐石出

水; 是他在山上举杖, 使约书亚率军打败了出埃

及后遇到的第一个敌人亚玛力人; 是他上西乃山

从耶和华神那里领受了十条诫命; 是他颁布耶和

华神的命令, 会幕是完全照着他的吩咐建造的; 

是他举起铜蛇, 止息了在以色列人中蔓延的瘟疫; 

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 38 年; 是他登上

尼波山眺望迦南美地; 是他被耶和华神亲自安

葬… 摩西不仅是出埃及的亲身参与者, 更是这

一伟大壮举的领导者, 没有人比他与神有更亲密

的关系, 比他更了解神的心意、慈爱、公义、圣

洁和大能, 没有人比他更能掌握出埃及的细节和

全局, 也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体察以色列人的软

弱和悖逆.  

 

作为“以色列共和国的创始人”(此乃阿切

尔的用词)和历史的见证人, 经过漂流旷野近 40

年漫长岁月的炼沥和反思, 摩西一定会有强烈的

冲动和充裕的时间, 详细地写下出埃及的全过程, 

以见证真神和警示后人. 他呼天唤地地向世人作

见证, 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世人面前, 要世人选

择生命: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祂的话, 专靠

祂, 因为祂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 也在乎

祂”(申 30:20). 如果摩西不写下五经的后四卷书, 

即《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

《申命记》, 那才令人不可思议呢! 

  

 至于说五经的第一卷书《创世记》, 圣

经没有指明它的作者. 不过, 《创世记》与五经

的其余四全书是一个整体, 是不可分割的. 没有

神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拣选, 没有约瑟在

埃及作宰相、雅各举家下埃及, 就没有以色列作

为一个民族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 但是, 《创

世记》的前一部分关于神创造天地等史前史, 必

须得到神特别的启示, 才可能被记录成书. 先知

是被神拣选、传递神的话语的人. 摩西是伟大的

先知之一, 又有别于其他先知. “耶和华说: ‘你们

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

异象中向他显现, 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

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要与他面

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 不用谜语, 并且他必见我的

形象 .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 为何不惧怕

呢?’ ”(民 12:6-8). 可见, 摩西与神的亲密关系超

乎任何别的先知.  

 

使徒安得烈只在主耶稣的住处呆了一夜, 

就辨认出主耶稣是以色列人引颈长盼的弥赛亚

(参见 约 1:35-42). 使徒保罗曾被提到第三层天

上去、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神怕他

因得的启示甚大而过于自高, 所以就加根刺在他

肉体上(参见 林后 12:1-9). 安得烈和保罗的经历, 

非常令人羡慕, 但与摩西相比, 仍稍逊一筹. 因为, 

“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 云彩遮盖山六天, 第

七天祂从云中召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 

在以色列人眼前, 形状如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

山, 在山上四十昼夜”(出 24:16-18). 四十昼夜与

神同住, 摩西得到的启示将如何大啊! 如果不带

任何偏见, 人们不难得出结论: 摩西是书写《创

世记》的最佳人选. 

  

 综合上述各种证据, 犹太人、初期基督

教会至今, 人们都相信摩西是五经的的真正作者. 

正如彻底精通超过 40 种古代闪族言语的著名希

伯来文学者兼旧约教

授威尔逊(Dr. Robert 

Dick Wilson) 所 说 : 

“今日的五经是历史

性的, 是从摩西时代

来的; 摩西乃是五经

的真正作者, 虽然它

(五经)可能曾为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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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辑们编纂与修订, 但所增添之部分也像其他

部分一样, 是灵感的(指有圣灵感动写下的, 编者

按), 是真实的.”72 只可惜至今仍有许多批判学家

盲目地接受已被推翻的底本说.73 

 

下期, 我们会把焦点放在新约书卷, 特别

是批判学对“符类福音书”(或称“对观福音书”, 

Synoptic Gospels)的错误批判, 敬请留意.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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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多个名字称呼同一位神 

 

 英国圣经学者兼考古学家(古埃及学专家)

基特辰(Kenneth A. Kitchen)在《古代东方和旧约

圣经》(The Ancient Orient and the Old Testament, 

1966 年, 第 121 页)中指出, 论到神衹多种的名字, 

我们可以比较奥西里斯神(Osiris)的三个名字、一

个既定称号, 以及普通名词“神”的用法. 这些是在

柏林的益哈努弗石碑(stela of Ikhernofret)上出现的, 

分别是: 奥西里斯、温努法(Wennofer)、肯他米图

(Khentamentiu)、“阿比多斯之主”(Neb-’Abdju)及

“神”(nuter, 有如希伯来语的“伊罗兴”). 然而, 从来

没 有 埃 及 学 者 觉 得 有 需 要 发 明 Osirit 、

Wennofrist、Khentamentist 等字词, 或作出 Neb-

’Abdjuist 及 Nuterist 资料来源, 如同旧约圣经研究

中的 Yahwist (J 底本作者 , 或称“耶典作者”)及

Elohist (E 底本作者)似的.  

 

基特辰接着强调, 益哈努弗石碑显示了一

种表达上的“冗长”,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 这极具纪

念价值的石碑(作为一整本, 一个整体), 在数星期, 

甚至可能只用数天就被凿成及竖立起来, 当中主要

提及的事情 , 并没有经过编者数个世纪“前历

史”(即史前)的“承传”及合并.74 这适用于其他文体, 

这里只引用了一小段, 还有许多尚未引述的. 跟埃

及一样, 神明(神衹)有多个名字, 在美索不达米亚

(或译“米所波大米”, Mesopotamia)的时代也有出现

                                                           
72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91-197 页. 
73   有关这方面的论据, 请参附录五. 
74   “史前”(prehistory)一般是指人类产生到文字出

现之间的时代, 在世俗历史上, 通常指大约公元前 3 千

到 4 千年之前的时期. 

(如此情况). 我们可以引用恩利尔(Enlil)为证, 他在

利皮特伊什塔尔法典(Lipit-Ishtar laws)的序言中又

被称为努南尼(Nunamnir); 在汉摩拉比法典中的序

言部分(也有数个名字称呼同一神衹的例证), 我们

有伊南娜 (Inanna)/ 伊什塔尔 (Ishtar)/ 迪里图姆

(Telitum), 以及 尼图(Nintu)/马马(Mama).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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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伊罗兴”(Elohim)与“耶和华” 

(Jehovah, 雅巍[YHWH] )的不同意义和用法 

 

 论及“伊罗兴”与“耶和华”(雅巍)这两个名

字 , 希伯来大学的前任教授兼犹太学者卡塞图

(Umberto Cassuto), 在其所著的《底本学说》(The 

Documentary Hypothesis, 1961 年, 第 18 页)中写道: 

“首先, 我们要了解这两个名字的特质. 两者并不相

同. ‘伊罗兴’一名原是个普

通名词(指“神”), 同时适用

于以色列的独一神, 并天上

的诸神(指众假神而言). 另

一方面, ‘雅巍’却是一个专

有名词, 以色列人认为是宇

宙的主, 拣选他们为子民的那一位. 让我试举一个

平行(意即类似)的例子. 某一个城市可以称为‘耶路

撒冷’, 或简单地称为‘城市’. ‘城市’这名字是耶路

撒冷和其他城市所共用的; 而‘耶路撒冷’一名却是

该城所独有的. 当犹太人列祖认识只有一位神, 只

有‘雅巍是伊罗兴’(王上 18:39), 逐渐地‘伊罗兴’这

代名词对他们而言亦成为专有名词, 与‘雅巍’同义

了. 倘若耶路撒冷是说希伯来语的人士唯一居住的

城市, 则‘城市’一词无疑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意思

与‘耶路撒冷’同等.”76 卡塞图接着为这两个名字的

不同用法提出下列的解释:77  

 

 耶和华 / 雅巍 

(YHWH) 

伊罗兴 

(Elohim) 
1 当用于表达以色列人

对神的观念, 经文就会

选上“雅巍”之名, 这包

括对雅巍的描述. 

倘若在国际圈子“智者”

群中论到较抽象的神

观, 经文较喜欢用“伊罗

兴”之名. 神(伊罗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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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协会, 2004 年简体字版), 第 590 页. 
76  同上引, 第 585 页.   
77   同上引, 第 585-5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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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物质宇宙的创造

者, 是大自然的统治者, 

并生命的源头. 

2 当论到以色列的神, 并

以色列子民与他们的

列祖有关系之际, 就会

用“雅巍”之名. 

当论到神与非子民 (指

不属耶和华 /雅巍的子

民如外邦异族和列国

等), 就会用“伊罗兴”之

名. 

3 当论到与以色列的传

统有关的事时, 就会用

“雅巍”之名. 

当论到宇宙性(普世性)

的传统事物, 就会用“伊

罗兴”之名 

4 当“妥拉”(专指摩西五

经)旨在唤起读者或听

众对于神同在、那股

大能和荣耀的庄严感

觉, 就会用“雅巍”之名.  

若想以普通方法提及

神, 或当表达或思想未

必直接与神圣的名字有

关系, 就会用“伊罗兴”

之名.  

5 当经文以清晰、可感

知的字眼来形容神的

性情, 以传递清楚的图

像时, 就会用“雅巍”之

名 

在较普遍、表面及含糊

的描绘中, 较倾向使用

“伊罗兴”之名, 给人一

种不大分明 (即不清楚

表明)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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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所谓“重复的记载” 

 

根据“底本说”的假设, 没有作者会将相同

的故事重复讲述, 因此部分重复的叙事(平行/相似

的记载)证明了作者应不只一人. 虽然如此, 此假设

无法成立, 因它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实. 美国近东文

化和古代语言学家戈登(Cyrus H. Gordon)将希伯

来文体风格与其他古代东方风格比较, 并在“高

等批判与禁果 ”(Higher Critics and Forbidden 

Fruit”, 载 Christianity Today, Vol.4, Nov 23, 1959, 

第 132 页)一文中评述道:  

 

提出不同作者的其中一个最普遍基础, 就

是圣经中的重复部分及异文. 然而, 重复

(的记载)却是古代近东文学最常见的特征, 

包括巴比伦、乌加列, 甚至希腊都是如此. 

此外, 重复(的记载)在圣经世界中经常出

现. 约瑟与后来的法老, 他俩预言的梦竟然

相同… 有谁可以断言这一种重复是源于

两位不同作者?78 

                                                           
78   同上引, 第 614 页. 

此外, 有些看似重复相同的故事, 但其实

是不同的故事却有相似的细节 . 雷文(John H. 

Raven) 在 《 旧 约 导 论 》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1910)中, 论到摩西五经中重复记载

的故事时指出, “(有时)这些记载并非平行叙述

(指相同事件). 有些不过是相似的事件, 例如亚伯

拉罕因妻子撒了两次谎言(创 12:11-13; 20:2-5), 

后来以撒也照这样行(创 26:7). 编修者必然将之

视为两件个别的事. 另外一些情况, 则是因不同

观点而有所重复, 例如在创世记第 2 章的创世故

事中, 作者是从神的启示(神向亚当启示)与供应

(神预备配偶给亚当)的立场而言. 有些时候, 重复

是由于希伯来文风格特色所致, 通常以一句话来

作为引言, 重复时候加以阐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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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   所谓“矛盾的记载” 

 

批判学者认为同一个人或一个地方被冠上

不同名字, 便显示出作者不只一人. 譬如说: 

1. 创 10:16 及 申 2:24 使用 “亚摩利人”一词, 但 

创 10:18及 申 1:7 却用了“迦南人”。 

2. 出 33:6 及 17:6 均用了“何烈山”, 出 34:2 及 

16:1 却用了“西乃山”. 

3. 出 3:1 及 4:18 用了“叶忒罗”, 创 36:17 及 出

2:18 却是“流珥”. 

 

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任教多年的著名英国学者兼旧约研究教

授哈里森 (Roland K. Harrison)提供了一个更合

理、可被证实的选择, 以此表示批判学者的假设完

全忽略了唯一可供证实的客观资料  —  古代近东

文献的证据. 单单埃及就有上百个例证, 显示一个

人的名字有多种不同变异 (例如有一个名为

Sebekkhu 的将军, 有时也被称为 Djaa).  

 

基特辰(K. A. Kitchen)解释道: “在埃及, 不

少人有双重的名字, 就如旧约圣经中的以色列/雅

各、叶忒罗/流珥一般 . 例如 Sebek-khu 也称为

Djaa, 记着这名字的石碑现存于曼彻斯特大学博物

馆, 其中一个例子, 一名普通的巴勒斯坦人有三个

                                                           
79   同上引, 第 6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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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13 期 (2017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Cyrus H. Gordon 

 
Yehezkel 

Kaufmann 

名字: Mentiu-Setet (亚洲的贝都因)、Retenu (叙利

亚)、Amu (亚洲)  —  就正如旧约圣经中的以实玛

利人/米甸人、迦南人/亚摩利人. 至于其余的个人

及群体名字, 例如, 美索不达米亚的智者 Ahiqar 或

Ahuquar, 他也称为 Aba’-enlil-dari … 在赫人帝国

中, 一系列君王均有多个名字, 例如 Mitanni 及

Hanigalbat… 至于地方名字如西乃(山)/何烈(山), 

可比较 Merenptah 法老王‘以色列石碑’的文字: 埃

及有两个名称(Kemit, Tameri), 摩弗则有五个不同

名字及异文(Mennefer, Ineb-hedj, Inbu, Ineb-heqa, 

Hatkup-tah). 相类似的例子, 随处可见.”80 

 

对于所谓“矛盾的记载”, 哈里森也指出, 关

于亚伦之死的两个记载, 一说在何珥山(民 20:22, 

21:4, 33:33, 申 32:50), 另一记载则指出是摩西拉

(申 10:6). 底本说的支持者认为这是最好例子, 支

持“圣经是由多种资料来源组成”的假设. 然而, 仔

细察看经文, 就会显示出此事根本没有矛盾可言, 

“多种资料来源”的假说也无法成立. 申 10:6“摩西

拉”一字, 意思是“惩罚”, 即指向亚伦之死的事件

(因犯罪而遭神惩罚), 而非地点. 这清楚叫人知道, 

亚伦在何珥山之死, 是对于他在米利巴犯罪的一种

责备和惩罚(民 20:24; 申 32:51). 他叛逆所获得的

回报与摩西相同: 不得进入应许之地. 两段记载和

谐一致, 肯定了亚伦在何珥山上离世. 摩西特别将

那地方称为摩西拉, 借以记念这桩悲剧(民 33:31; 

申 1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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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五:   盲目的接受底本说 

 

 底本说的支持者常以五经中词汇的变化来

推论它是由不同作者写成. 针对这点, 美国多产作

家兼护道士(apologist)麦道卫(Josh McDowell)评述

说: “五经之中的词汇有相当大的变化(例如, 采用

不同字词来表示同一样的东西; 某类片语和字词

出现在某些部分, 却不出现在其他部分), 可是, 指

称每种‘来源’都具备独特的语言风格, 乃是出于批

判学者(鉴别学者)自圆其说的推论. 他们把包含某

个字词的所有经文汇集起来, 再把这些经文标签为

属于某个‘来源’, 然后宣称这些字词既没有在其他

                                                           
80   同上引, 第 615-616 页 
81   同上引, 第 616 页. 

来源的经文中出现, 于是就是那个‘来源’的特色. 

因此, 它只是这假说一手泡制出来的现象.”82 

 

希伯来大学的圣经教授兼犹太学者考夫曼

(Yehezkel Kaufmann)对这种形势作出如下的描述: 

“威尔浩生(Julius Wellhausen, 1844-1914)的论据可

以很奇妙地互相补充 , 并且能

够提供一个看似稳固的基础 , 

让圣经批判学得以在上面建造

它的房子. 然而, 从那时开始, 

支持这架构的证据和论据都一

直备受质疑, 而且在某程度上

更遭到驳回. 可是, 圣经学者虽

承认它的根基崩溃 , 却仍然接

受它的结论.”83 例如, 英国学者罗列(H. H. Rowley)

承认说“它(格拉夫-威尔浩生的底本说理论)无论是

全部或部分都已广泛地遭到驳回”, 但他表明不会

轻易放弃这个理论, 因为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新

观点.84 事实上, 诚实与专业的学者一旦发觉所持

的理论是错误的, 就该弃绝这错误的理论学说.   

 

 戈登(Cyrus H. Gordon)曾在一篇文章中, 

对威尔浩生的整套理论作出毫无保留的批评. 在

文章结尾, 他对这种盲目

的附和举出一个发人深省

的例子: “有一次, 一位任

教于一间著名大学的圣经

教授 , 请我把一份有关

JEDP 的资料送给他. 我便

大致地将我在上文所写的

意见告诉他. 他的回应是: 

‘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 不过, 我打算继续教授那

套旧有的系统.’ 当我追问原因的时候, 他的答复

是: ‘因为你刚才所说的一切, 意味着我必须把旧

有的观念铲除, 再重新研究和思想新的一套. 继

续教授我们那套从标准教科书学到、已获公认

的高等批判学系统, 是容易得多.”85 许多支持和

教导“底本说”的学者和教授, 其实是为了方便而

非真理, 真是可悲啊!    

                                                           
82  同上引, 第 630 页.   
83   同上引, 第 641 页. 
84   同上引, 第 642 页. 
85  同上引, 第 6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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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朗赛 (H. A. Ironside) 

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是否一次得救, 就永远得救? 基督徒真的

享有永远稳妥(或译作“永远保障”, eternal 

security), 不会得救后再次失丧?   

 

解答:  回答上述问题以先, 让我们清楚明白什么

是“永远稳妥(保障)”, 再从圣经引证它的真确性, 

然后再以圣经的亮光查考和评论一些反对此教

义的人士所提出的论点, 以获得客观结论. 

 

(A) 永远稳妥的定义 

关于 “信徒有永远稳妥 (保障 )”(eternal 

security), 艾朗赛(H. A. Ironside)如此定义说: “其

意思是: 当一个可怜罪人借着神的道和神的灵一

次重生, 当他一次接受新

生命和新天性, 与神的性

情有份, 当他在神的宝座

前一次全然称义, 这人就

绝不可能再次失丧. 我要

补充, 信徒永远稳妥的意

思并不是指: 他走到讲台

前与传道人握手, 说自己

已接受耶稣基督, 自称得

救, 就永远安全. ‘永远稳妥’亦不是指参加教会

和承认信条, 或受浸成为会友, 或参与基督徒的

工作; 也不是因为有了某些恩赐, 而使用恩赐见

证基督. 这样的人也不一定是永远稳妥.”86  

 

记得主耶稣曾说: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

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

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

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

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

吧!’ ”(太 7:21-23) 上述这些人可能在所谓的“基

                                                           
86   艾朗赛著, 姚光贤译, 《永远稳妥》(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3 年), 第 2 页.  

督徒事工”上十分活跃, 但在那日, 他们竟被列于

失丧者的行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属

于“主的羊”  —  信主得救、有永生的人(约

10:27-28). 值得留意的是, 主并不是说: “我曾经

认识你们, 但因你们犯罪失败, 以致我不再承认

你们.” 不! 主乃是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换言

之, 他们不是“主的羊”(约 10:27-28 说主认识祂

的羊, 也赐他们永生). 此外, 提后 2:19 也提醒我

们: “主认识谁是祂的人”, 所以主说“我从来不认

识”的这些人, 肯定不是属主的人, 不是真心信主

得救之人.  

 

简而言之, “信徒永远稳妥”是指真诚悔

改、信主得救的人(即主耶稣基督在 约 10:27 所

谓的“我的羊”), 不仅从信主那一刻起就得救, 也

必永远得救.  

 

(B) 永远稳妥的圣经根据 

我们所谓的“永远稳妥”, 即“一次得救就

永远得救”是有圣经根据的. 艾朗赛表明它“是根

据圣经连串的见证说的”, 下文主要引述艾朗赛

所著的《永远稳妥》一书:  

 

(B.1) 基督一次献祭叫信者永远完全 

    这教义是基于基督在十字架一次完全的

献祭.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书中特别表明: 在旧约

律法下, 以色列人每次犯罪, 都需要再献新的赎

罪祭, 而每年全国百姓也需要守赎罪日, 把新的

祭牲献给神. 因为那些祭物只能暂时遮盖罪, 却

不能永远除罪. 但主耶稣来到世上, 把自己献给

神为祭(来 9:26: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

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 而祂牺牲的功效是到

永远的, 正如 来 10:14 所说: “因为祂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神在这节说

“完全”有多久呢? 有者说: “只要他们继续忠心, 

这完全就有效.” 但这是人, 而非神所说的; 圣经

的教导乃是“永远完成”! 为何能永远完全? 因为

主耶稣这完美祭物的牺牲永远有效!  

 

 某日, 有位女士问艾朗赛, 说: 我对你所

说的不十分明白. 我可以理解基督为我重生之前

的罪死, 可是你说祂也为我将来的罪死, 我对这

点感到怀疑.” 艾朗赛反问道: “当基督死在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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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时候, 你过去的罪有多少呢?” 她望着艾朗

赛, 一时感到困惑, 随后, 亮光透进她的心灵, 她

终于明白了, 喜乐地说: “我一直以来多么愚蠢啊! 

主耶稣为我死的时候(那是两千年前的事), 当然

是为我一切将来的罪, 因为那时我还未出生, 还

未活在世上.”87  

 

 当主耶稣在两千年前死在十架时, 祂是

为世人而死  —  包括为我们这在两千多年后信

靠祂的人而死. 因此, 我若信靠祂, 便可以正确地

说: 在十架上, 祂是为将来的我一切的罪而死, 包

括我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的罪而死!   

 

(B.2) 圣灵的坚忍与全能的保全 

 信徒永远得救的道理, 是基于神的灵(圣

灵)的坚忍和祂无所不能的能力. 保罗写信给腓

立比的信徒, 感谢他们从头一天开始, 一直在福

音工作上支持他, 与他同心. 他在 腓 1:6 保证说: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

了善工的, 必成全这工, 直

到耶稣基督的日子.”88   

 

艾朗赛评论道: “在

你这信主的人心里动了善

工的是谁呢? 就是神的圣

灵. 叫你知罪的就是祂, 领

你信靠基督的也是祂, 借着神的话赐你得救见证

的也都是祂. 圣灵既在恩典中把你提起, 便已经

替你立下一个确定目标. 祂最终的目的是要你完

全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 我们知道祂不会半途

而废, 因为‘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 必

成全这工,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如果圣灵有足

够能力降服你这可怜罪人的顶撞, 除去你的不信

和叛逆, 你会认为祂没有足够能力驯服你的意志, 

完成祂在你身上所开始的工作吗?”89  

                                                           
87   艾朗赛著, 《永远稳妥》, 第 5 页. 
88   马唐纳写道: “ ‘善工’可能指他们的得救, 或指

他们为兴旺福音而奉献金钱. ‘耶稣基督的日子’指祂再

来的时候, 到时祂要把子民领往天家. 这可能包括基督

的审判(指工作的审判台), 那时祂要评核和奖赏那些事

奉祂的人.”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释》(香港尖

沙咀: 活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899 页. 
89   艾朗赛著, 《永远稳妥》, 第 6 页. 

(B.3) 主应许祂的羊永不灭亡 

 主耶稣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

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

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

把羊赐给我, 祂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

里把他们夺去”(约 10:27-29).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解释说: “基

督赐祂的羊永生, 意思就是直到永远的生命(表

明这生命的时间是无限的). … 永生又是强调这

生命的素质(quality of life), 是主耶稣自己的生

命(即属神丰盛的生命). 这生命让我们能在地上

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东西, 更能让我们在天家居住. 

小心留意接下来的话: ‘他们永不灭亡.’ 若基督

的羊有任何一只灭亡的话, 那么主耶稣就是食言, 

背信弃义了. 但这是不可的事. 耶稣基督是神, 祂

不能背乎自己. 祂在这里许下诺言, 没有一只在

祂旨意下的羊, 会落在地狱的永火里. … 没有人

能从基督手里, 夺去任何一个信徒. 

祂的手满有能力, 曾创造世界, 现在

掌管维系整个世界, 没有任何力量

能从祂手里夺去祂一只羊.”90 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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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到他们“永不灭亡”, 艾朗赛进一步解析: 

“原文在这里的语气很强, 加强所声明的力量, 原

意为‘他们永不、永不灭亡’. 有永生而灭亡是不

可能的, 是难以想象的. ‘我父把羊赐给我, 祂比

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本

来我是个可怜失丧的罪人, 却蒙主垂顾救拔, 我

现在是在祂手中. 现在父也用祂的手环绕我, 我

现在既在父的手中也在子的手中, 除非魔鬼有能

力挣开这些手, 否则休想害我. 你能够想到任何

比父和子的手更安全的地方吗? ‘永不灭亡’、

‘赐给他们永生’, 这些话实在叫人惊讶!”91  

                                                           
90   William MacDonald, 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New Testament (rev. ed.)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0), 第 343 页. 
91   艾朗赛著, 《永远稳妥》, 第 11-12 页. 也请参 

Chuck Missler 所著的“永远稳妥”(Eternal Security), 载 

http://www.khouse.org/articles/2008/813/ . 

http://www.khouse.org/articles/200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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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反对者的理由 

反对“永远稳妥”的人常提出以下经文为

理由, 来证明人得救后仍可能失丧. 不过, 仔细查

考这些经文, 我们发现反对者的理由难以成立.  

 

(a) 我们有听到“离经背道”(apostasy, 中文圣经
《和合本》将之译作“离道反教”)的事, 正如 

帖后 2:3 所说“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这岂不
是证明人信主得救后可能会失丧?  

 

事实上, “离经背道”与个人得救的问题根

本毫不相干. 但主再来以前, “离经背道”的事肯

定发生. 早在上个世纪, 艾朗赛就写道: “有报道

说, 在芝加哥城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教会联合会的

牧师, 共同签署一分声明文件, 否认圣经的某些

基要真理. 这就是离道反教. 是不是这些牧师以

前都是基督徒, 而现在不能得救呢? 亲爱的朋友, 

我恐怕整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未曾重

生. 他们对重生的恩典一无所知, 因此随时背弃

福音至圣的真道.”  

 

艾朗赛亦指出, 他记得一个传道人攻击

基督流血赎罪的真理, 以致有人说: “一个如此优

秀的基督徒, 现在竟然否认基督的宝血, 这事真

奇!” 艾朗赛评述道: “后来我花时间读过他每本

著作, 发现除了一处说及主耶稣卑微自己上十字

架之外, 他对基督的宝血或基督在十字架受死只

字未提, 换言之, 在他所有著作中, 没有论及基督

的死、基督的血和基督赎罪的事. 后来他发表声

明: ‘人们控告我, 说我背弃了血赎的道理, 其实

我并未信过这道理.’ 他只不过显示自己是个离

经背道的人罢了. 这些真理在他的心中和生命中, 

从没有过任何地位. 离经背道的事快将来临… 

这个庞大的‘口头派’教会正迎着它迈进.”92   

 

(b) 彼后 2:20-22 岂不是说有些信徒“晓得义, 竟
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 

彼后 2:20-22 说: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

主耶稣基督, 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後来又在其

中被缠住、制伏, 他们末後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

好了. 他们晓得义路, 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 

                                                           
92   艾朗赛著, 《永远稳妥》, 第 19-20 页. 

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俗语说得真不错: 狗所吐的, 

它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辊; 这话

在他们身上正合式.” 

 

请注意, 圣经不是说: “羊所吐的, 它转过

来又吃.” 不! 圣经乃是说: “狗所吐的, 它转过来

又吃.” 有者解释说, 这样的人曾一时借着从主耶

稣基督来的知识, 脱离了世上的污秽. 如果某人

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 从小在有关主耶稣的事上

受教, 所以就脱离了很多世上的污秽. 人认识这

一切之后, 仍然可以置之不理, 回到世俗走自己

的路, 沾染其中的污秽. 这是否证明那人曾是基

督的羊, 但现在不是了? 不! 乃是证明这些本是

不得救的人, 最终露出本来的面目. 司布真曾贴

切说过: “若是这狗曾经重生, 得着羊的本性, 就

不会回头吃所吐的, 如果这头猪真的重生, 得着

羊的心, 就不会回到泥里去辊.” 问题不在基督的

羊会否灭亡, 乃在这些洗净的猪, 仍是属魔鬼的, 

他们都没有成为基督的羊.93  

 

(c) 来 6:4-6 岂不是说信徒有可能“离弃道理”? 

那么这些离弃道理的信徒会不会得救? 

 

来 6:4-6 说: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

过天恩的滋味, 又于圣灵有分, 并尝过神善道的

滋味, 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

叫他们从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

字架, 明明的羞辱祂.”  

 

 有两点必须留意: 第一, 这段经文所说的

并不是信徒. 第二, 这段经文说明这些“离弃道理

的人, 是没有重新悔改的机

会了”. 关于第一点, 我们要

知道希伯来书的对象, 是有

旧约圣经背景的犹太人. 这

些人不是基督徒, 他们虽然

觉悟到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基督), 但他们知道自己若

承认耶稣的名, 便会遭到犹

太人的逼迫, 所以他们不敢

信靠和承认主耶稣.  

                                                           
93   同上引, 第 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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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的犹太人有以下五方面的特征:94  

1) “已经蒙了光照”: 这是指人听到福音而蒙光

照, 如 诗 119:130 所说: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

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 但这听到福音的人

还未信主, 还未重生得救. 

2) “尝过天恩的滋味”: “尝过”是一回事, “吃下

去”则是另一回事. 这些人只不过达到“尝”的

阶段, 却未曾“吃下”(凭信心确实地领受)神

的话而得救. 神要人真正领受神的道, 所以天

使向以西结说: “人子啊, 要吃你所得的, 要吃

这书卷, 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 于是我开口, 

他就使我吃这书卷…”(结 3:1-3) 

3) “又于圣灵有分”: 这里不是说得着圣灵的印

记(弗 4:30), 也不是说圣灵住在他们里面, 更

不是说受圣灵的洗或被圣灵充满. “于圣灵有

分”可指得着圣灵在他身上动工, 例如谈起对

基督或福音的看法时, 那人可能说: “我可以

感受到在这聚会中圣灵的能力, 我知道我该

到祂那里, 归信祂作我的救主, 但我不想这样

做.” 此人虽于圣灵有分, 却抵挡圣灵. 希伯来

书第 6 章所形容的正是这等人, 他们外表上

熟悉基督的信仰, 却还未真正信主得救.  

4)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如上文所说, 这些人

“尝过”神的道, 但并没“吃下”(领受)神的道. 

马唐纳写道: “他们就像种子落在石头地上; 

他们听了道, 马上欢喜领受, 心里却没有根. 

这些道理在他们心中只是暂时的, 及至他们

为道遇上患难或逼迫 , 便立刻跌倒了”(太
13:20-21). 

5) “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这里的“权能”是指“神

迹”. “来世”指千禧年, 即将来基督要在地上

作王一千年, 带来和平昌盛的日子. 初期教会

的使徒们传福音时施行神迹, 预示将来在千

禧年国度里要出现的神迹. 许多犹太人见证

了这些神迹, 可说是“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第二点, 对于上述这样的人, 来 6:6 表明

说: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 明明的羞辱

祂.” 犹大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曾蒙了光照, 尝

                                                           
94   同上引, 第 24-25 页;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

经注释》, 第 1152-1153 页. 

过天恩的滋味, 又于圣灵有分, 并尝过神善道的

滋味, 觉悟来世权能, 但他竟然最终拒绝真光, 离

弃道理, 所以就不能叫他从新懊悔了. 这样的人, 

外表可能看来是门徒, 却不是真正信主得救的人, 

如主耶稣所说, 是“灭亡之子”(约 17:12).  

 

 值得一提的是, 若这段经文是说得救的

人有可能再次失丧(或译“失落”, lost), 那么便同

时表明, 这位再次失丧的人“再没有重新悔改的

机会了… 若你曾经得救而现在失丧, 你只有直

往地狱的单程票, 无法回头”(参 来 6:6). 但这并

非这段经文的教导.  

 

首先, 来 6:4-5 的事可能发生在人身上, 

但他并非得救者. 希伯来书作者接着表示: “虽然

我向你们说出这些警告的话, 但我深信你们比这

些人还强, 你们所达到的地步比这些离经背道

(apostasy)的人更高; 你们已经得救, 不要以为我

们是把你们与他们混为一谈(来 6:9). 作者利用

以下小比喻清楚表明他的意思: 有两块苗莆一同

在田里生长, 中间隔着篱笆. 他们生长的土地相

同. 领受的阳光相同, 雨水滋润也相同. 当收成时, 

一块田长出菜蔬, 另一块田却长出荆棘和蒺藜. 

这两块田代表两个人的心田, 其结果很大不同

(来 6:7-8). 艾朗赛采用生动例子说明: 

 

两个人… 一起长大, 参加同一会堂, 等

候同一弥赛亚… 这两人都听过主耶稣, 

都见过祂所行的异能… 在五旬节时也

见过圣灵大能的工作, 也在使徒中间曾

经出入, 表面上你无法看出他们有何分

别. …当逼迫开始后, 他们其中一人被捕, 

长官说: “否认耶稣基督, 否则杀了你.” 

第一个回答说: “我不能否认祂, 祂是我

救主.” 另一人也被捕… 他却说: “我宁愿

否认祂, 我不愿死. 我宁愿回去当个好犹

太人(指离开基督信仰, 回到犹太教里).” 

 

我记得读过一个记载, 他们把人带到一

处不洁的地方, 杀一头猪, 放出猪血. 为

要证明他的否认是真实的, 这人要向猪

血吐唾沫(口水), 起誓说: “这是我对拿撒

勒人耶稣之血的看法.” 真正信主耶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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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这样做吗? 这两人之间有什么分别? 

两个人对真理都熟悉, 但… 向神结果子

的只有其中一人.另一人… 日子一久, 变

成了离经背道的人.  

 

 我们需要正确分辨“背道者”(apostate)和

“倒退者”(backslider). 背道者认识一切有关基督

的信仰, 但不是真基督徒. 倒退者是一个认识基

督的人, 这人曾经爱主, 但心灵变得冰冷, 属灵生

命受到亏损(请参本文附录: 离经背道的人). 若

有者问: 你凭什么肯定真基督徒不会离经背道? 

答案在 约壹 2:19: “他们(那抵挡基督的人)从我

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

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 显明都不是属我

们的.” 换言之, 他们可能与我们一起用口承认耶

稣基督为主, 外表上与信徒来往, 可是他们不是

属我们的, 因他们未曾真正重生得救.95  

 

(d) 来 10:26-29 应该是指基督徒了吧? 因为第
29 节说这血“使他成圣”. 

 

这不一定证明他是个基督徒. 艾朗赛指

出, 旧约时代, 以色列整个国民都因立约的血成

圣(“成圣”原意是为了宗教信仰或某种属神的目

的而将某人、事、物特别分别出来); 在某种程

度, 我们可以说, 全世界已借十字架的血成圣. 若

不是主在各各他十字架流血, 全世界的人注定永

远沉沦; 但因着主耶稣为世人而死, 神说: “现在

我能够按照主在十架流血的基础, 来对待所有的

人.” 今日, 神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 基本上不再

是罪的问题, 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解决了罪的问

题. 如今最大的问题是: 你如何对待这位为你流

血舍命救你的神子耶稣基督! 祂已为世人死, 流

出宝血救赎万人, 只要罪人信靠祂, 就必得救(约
3:18-19). 

 

 来 10:26-29 的背景乃是这样. 这里有个

希伯来人(或作犹太人), 已跟随基督的教导一段

日子. 现在问题来了: “无论代价如何, 你是否愿

意承认耶稣基督作你唯一的伟大赎罪祭?” 他回

答说: “我不能这样做, 我要返回圣殿去, 那里有

                                                           
95   艾朗赛著, 《永远稳妥》, 第 25-27 页. 

赎罪祭. 若是我承认耶稣基督, 我便要受苦.” 可

是, 他不能这样做, 因为神只收纳耶稣基督的赎

罪祭,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後, 若故意犯罪, 赎

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来 10:26).  

 

这个犹太人知道坛上的祭是神所命定的,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 

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血里有生命, 

所以能赎罪”(利 17:11). 他要寻找赎罪祭. 他听

到福音, 晓得主耶稣就是神所命定那伟大的赎罪

祭, 他也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证明神悦纳了

祂. 此犹太人拥有这一切宝贵的知识, 却害怕站

出来清楚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 结果他说: 

“我不需要这个赎罪祭; 我要返回圣殿, 圣殿的赎

罪祭已适合我.” 主耶稣未降世以前, 这圣殿的赎

罪祭是可蒙悦纳的, 因为是指向耶稣基督说的

(来 10:1-10). 但现在祂已来到, 这个犹太人(包括

世上任何人)若拒绝祂(此乃“若故意犯罪”所指的

事), “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唯有战惧等候审判

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来 10:26-27). 简之, 这

段经文与一个真基督徒(信主得救的人)毫无关

系, 经文是论及一个蒙光照和教导(不是信主得

救)但拒绝接受基督的人. 今日也有许多人, 不单

是犹太人, 拒绝这个赎罪祭.96  

 

(e) 太 24:13 说“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是否
表示基督徒若不忍耐到底, 就会失去救恩? 

 

事实上, 这段经文是指着将来的大灾难

(七年灾难)而说的(参 太 24:8,15), 而非指召会时

代发生的事. 无论如何, 其中的原则仍然有可应

用之处. 艾朗赛指出, “人只是承认信主、走到台

前举手、进辅导房间、参加教会、受浸、守圣

餐、教主日学、做传道的工作、给基督的工作

捐钱, 并且多年如此, 日后又渐渐飘离, 完全背弃

所信的, 又否认买他们的主, 完全拒绝耶稣基督

的权柄, 然而这人若仍自称得救, 岂不是最大谎

言吗! ‘忍耐’是证明灵魂深处(有圣灵的)恩典工

作的真实性. 这就是‘单被基督信仰道理改造’与

‘真正从神重生’之分别. 当你比较彼得和犹大, 

便能清楚看见其中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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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虽然犯罪, 可是他忍耐到底. 主耶稣

对彼得说: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

信心, 你回头以後, 要坚固你的弟兄”(路 22:32). 

虽然彼得的外表生活曾有失败, 但他的信心仍存, 

当主耶稣帮助他复原后, 他坚持到底, 最终为主

殉道. 反观犹大, 他被主所拣选为门徒, 却没有真

诚信主重生, 如主耶稣所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

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约

6:70), 主也说: “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

灭亡的”(约 17:12). 彼得是跌倒, 犹大却是背道, 

如 徒 1:24-25 所说: “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 往自
己的地方去了.”  

 

 若有人说“我已经得救”, 就让他以自己继

续跟从主, 来证明自己得救吧! 有些人说: “我认

识某个人, 从前看似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现在他

已放弃基督信仰, 但仍说自己得救.” 艾朗赛评论

道: “此人只不过骗自己. 你下一回遇见他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圣经说: ‘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如

果你的生命没有证实你口所承认的, 你只不过口

是心非, 你所承认的也只不过是废话而已. 道理

嘛, 人人都可以妄用.”97    

 

(D) “今天得救、明天可能失丧”的危险 

有不少爱主的基督徒担心“一次得救、永

远得救”的道理会令人产生一种生活不检、继续

犯罪的倾向. 艾朗赛表示他十分同情这些人的忧

虑, 因为他以前在某机构里事奉神, 这机构所相

信的观点或信仰立场, 是神学界所谓的“亚米纽

斯主义”(Arminianism), 即当人信主归正, 他便在

天路上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此后便要靠他自己继

续努力, 正如艾朗赛以前的导师所说的: “上天堂

就好像骑自行车(脚踏车), 如果停便会掉下来.” 

艾朗赛继续表示: “以前, 我十分相信这道理, 故

此当人向我提及永远得救时, 我就反驳: ‘永远得

救之道理是出自那恶者; 这道理会误导人, 叫人

生活不检’,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醒觉. 

 

“我发现在我们礼拜堂. 几个星期便有一

次拥挤着需要再次重生归正的聚会. 就好像我们

要把那首古旧的诗歌‘你必须重生’, 改成‘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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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再次、再次重生’. (注: 但圣经肯定没有

这样的教导).” 后来, 艾朗赛发觉这个所谓 “得救

失丧”的道理, 也会使人生活不羁, 放纵放荡. 他

举个真实的例证: 某人信主前曾染上某种犯罪的

恶习. 他信主后便要离开那罪, 但仍在多个晚上, 

偷偷溜出去犯罪. 当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做?” 

他回答: “我时常这样想, 不用怕, 我犯罪后又可

以回来归正.” 因此, “今天得救、明天失丧”的道

理也一样可以使人放纵, 因为按这道理, 犯罪的

人会失去救恩, 但问题是: 犯罪者也可以随时回

头归正, 喜欢何时归正就何时归正. 简之, 这种

“亚米纽斯主义”(Arminianism)的观点也会被人

滥用, 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因此, “今日得救、明日失丧”的观点也有

可能被滥用, 正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点

被滥用一般. 事实上, 其他观点都可能被滥用, 但

重点是: 任何道理被妄用并不一定证明那道理是

错误的. 我们所需的是用圣经明确的经文, 来建

立我们的信仰. 总而言之, 反对“一次得救、永远

得救”的言论是无法站立得住的.98 

 

(E) 总结 

最后, 让

我以艾朗赛的

话作为总结. 他

研究各种反对

的 理 由 后 说 : 

“不同的人会提

出不同的经文, 抗辩说: ‘他所说或者有理, 可是

这节圣经或那节圣经又怎样解释呢?’ … 我要你

清楚知道, 经过仔细的钻研查考, 我还没有找到

一节圣经, 能推翻以下经文的  —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

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

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

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

8:38-39). 你既有一节清晰、明确、绝对的圣经

(经文)可信靠, 为何容让一些令人困惑、难解、

似乎模棱两可的经文阻碍你相信呢? ‘信子的人

有永生’(约 3:36), 这话是绝对的. 我有信心邀请

                                                           
98   同上引, 第 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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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信耶稣, 因为我有这样的救恩可以带给世人, 

因为神已差遣我向罪人宣扬这样的救恩, 又因为

我知道如果世人与我的救主发生这活命的接触, 

他们便会永远属祂的了.”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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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离经背道(Apostasy) 

 

 离经背道 (Apostasy)在中文圣经《和合

本》译作“离道反教”(帖后 2:3). 背道者(apostate)

是指一些人听了福音, 声称是基督徒, 有加入基督

的教会, 后来却放弃他们曾经承认的信仰, 断然地

否认基督, 离弃基督的群体, 并成为主耶稣基督的

敌人. 只有非信徒才会犯上离经背道的罪, 他们不

是蒙骗者, 而是蓄意地、全心地、恶意地背叛主. 

 

 我们不该混淆几件事. 一般非信徒听了福

音后没有正面回应, 并不是离经背道. 举例来说, 某

人可能在圣灵多次感动和邀请之下, 仍不肯接受主

耶稣. 不过, 他并不是背道者. 只要他最终肯将自己

交托给救主, 他仍可以得救. 当然, 如果他在生命终

结时仍然不信, 他就会永远失丧(灭亡); 然而, 只要

他仍有相信主的机会, 他就不会是没有希望的. 

 

 离 经 背 道 也 不 可 等 同 于 软 弱 倒 退

(backslide). 一个真正的信徒, 有可能会远远地离开

基督. 由于犯罪的缘故, 他与神的关系受到破坏. 他 

甚至可能走到一个地步, 没有人会觉得他是个基督

徒. 但只要他认罪, 离弃罪恶, 他便可以立即与主恢

复完整的关系(约壹 1:9). 

 

 第三, 离经背道与福音书所提到“不能赦免

的罪”并不相同. 后者将主耶稣的神迹, 看成是鬼王

的作为. 事实上, 我们的主是靠圣灵的能力行神迹. 

将属神的神迹看成是魔鬼的作为  —  就是亵渎圣

灵, 将圣灵等同于魔鬼. 主耶稣说, 这罪是永不得赦

免的(可 3:22-30). “离经背道”与“亵渎圣灵”唯一相

同之处, 就是二者都是永远的, 仅此而已. 

 

 马唐纳写道: “我相信离经背道的罪, 是 约

壹 5:16 所提到的“至于死的罪”. 约翰谈到的是一

些声称是信徒的人, 他们曾参与地方教会的活动, 

                                                           
99   同上引, 第 12 页. 

但后来却接受了诺斯底派的异端, 抱着敌对的态度

脱离基督徒的相交(交通). 他们刻意地脱离了, 显

示他们从没有真正重生(约壹 2:19). 他们既公开地

否认耶稣是基督(约壹 2:22), 就是已经犯了至于死

的罪; 这样, 为他们祷告, 希望把他们挽回过来也

是徒然的”(约壹 5:16 下).  

 

 一些诚恳的基督徒, 往往读到希伯来书第

6 章或类似的经文时, 就会受到困扰. 撒但特别利

用这些经文, 来扰乱那些在身体、思想或情绪上陷

于困境的信徒. 他们恐怕自己已从基督那里坠落了, 

再没有与祂和好的希望. 他们担心自己已离开太远, 

失落了救恩. 不过, 他们既然还会担心, 就足以证明

他们并不是背道者! 背道者不会这样惧怕担忧, 他

们会肆无忌惮地否定基督. 

 

 如果信徒不会犯离经背道的罪, 那么今天

谁会犯这罪呢? 举例说, 一个青年人声称相信基督, 

并看来有很好的发展, 但后来却遭遇了一些事. 他

可能遇上猛烈的逼迫, 可能在道德上沦落, 又或者

他上大学去了, 在那里却因无神论讲师对基督信仰

的猛烈攻击而动摇. 虽然他对真理清楚认识, 却决

意离弃真理, 完全否定基督, 并对基督信仰中每一

样神圣的基要真理进行恣意践踏. 圣经说, 要把这

样的人挽回过来, 使他悔改, 并确认圣经的真理, 是

没有可能的. 我们认识不少离弃基督的人, 他们当

中没有一个回转归向祂. 

 

 这世代快

将结束 , 预料离

经背道的浪潮将

会涌现(帖后 2:3; 

提前 4:1). 因此 , 

日子一天一天的

过 , 我们对离弃

真理的警告就愈

来愈感到实在.100  

  

                                                           
100   上文附录改编自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

释》(香港尖沙咀: 活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1153-

1154 页. 注: Apostasy 在此注释书中译为“离道反教”, 但

基督信仰其实并非一个“宗教”(它没有教主, 只有救主), 

而是建基于圣经和信靠耶稣基督(神的道  —  永活之道)

的独特信仰, 故我们选择将“离道反教”译成“离经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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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S. Wuest 

原文解经                        微光 
 

新约希腊文的 

现在完成时态 
 

 论到希腊文的时态(tense), 其中一个有趣

的, 就是“现在完成时态”(perfect tense, 或译“现

在完成式时态、现在完成式”).101 莫尔顿(James 

H. A. Moulton, 1863-1917)指出, “在希腊文的所

有时态中, 以注释解经(exegetically)而言, 现在完

成时态是最重要的.” 与现在时态(present)、过去

不定时态(aorist)、未来时态(future)或过去未完

时态(imperfect)相比, 现在完成时态(perfect)在新

约圣经中的使用率较低;102 但它被使用时, 通常

都是在作者(指当事人)深思熟虑后才选择使

用,103 往往具有特殊用意.  

 

慕迪圣经学院的著名

新 约 希 腊 文 教 授 威 斯 特
(Kenneth S. Wuest, 1893-1962)

评述道: “希腊文的现在完成

时态意味非常深长. 它论到一

个过去发生的动作, 此动作虽

在以往时间已经完成, 但所完成的效果至今仍然
存在; 例如, ‘我已关上那门’(I have closed the 

door), 这句子论到一个过去已经完成的动作, 同

时也暗示其成果  —  那门仍然关着. 因此, 整句

的意思是: 我已关上那门, 而它现在仍然关着.”  

 

                                                           
101   黄锡木博士在其所著的《新约词形变化指南》

把 perfect tense 译作“现在完成时态 ”, 但在孟恩思

(William D. Mounce) 所著的《圣经希腊文基础》

(Basics of Biblical Greek)一书中 , 此书译者潘秋松把

perfect tense 译为“现在完成式时态”. 本文采纳前者的译

法(除非直接引述后者书中的话语). 
102  有关希腊文的语态(tenses), 请参本文附录一. 
103   Moulton, Prolegomena, 第 140 页 , 引用于
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6), 第

573 页. 根据华莱士(D. B. Wallace), 现在完成时态在新

约圣经中出现 1,571 次, 最多是在直说语气(indicative 

mood, 835 次), 其次是分词(participles, 673 次), 同上引. 

孟恩思(William D. Mounce)解释说: “现

在完成式(现在完成时态)表明一个已经完成的

动作, 其效果在说话的当时仍可感受到. 这个动

作通常发生的过去.” 孟恩思亦补充说, 若与英文

相比, 英文没有任何时态(tense)可以完全相等于

希腊文的“现在完成时态”(perfect tense). 我们接

着将举出几个例子, 来阐解这时态如何给经文带

来特殊含意, 甚至使之意味深长, 意义丰富. 

 

首先, 在受试探时, 我们的主耶稣回答撒

但说: “经上记着说…”(KJV: It is written; 希腊文: 

gegraptai , 太 4:4).104 威斯特表示, 这句话在希腊

文法上正是采用现在完成时态(perfect tense). 主

耶稣引述了 申 8:3 的经文. 这些话是摩西在主耶

稣降生 1,500 年之前就写成的, 但仍然记录在卷, 

历久不朽. 大卫说: “耶和华啊, 祢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诗 119:89). 一个好的译文是: “它处

于写成的状态中”(It stands written). 它是神永远

长存的话语. 

 

孟恩思在《圣经希腊文基础》中进一步

强调, 当圣经说: “经上记着说”, 通常是用现在完

成时态. 显然, 圣经是过去写的, 但现在仍然适用. 

所以一些译本才选用“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 

“it is written”, 而不是“It has been written”. 这强

调它持续性的意义. 将之译作“它处于写成的状

态中”(it stands written), 可比较清楚表明此含意.  

 

威斯特另举一例, 说主耶稣在十架上呼

喊: “成了” (KJV: it is finished, 希腊文: tetelestai ; 

约 19:30). “成了”是现在完成时态, 表明祂借十

架所流的宝血, 为失丧罪人完成救恩. 这救恩在

过去已经完成, 其后果是它永远完成 (编者注: 

按希腊文法, 它虽无永远的含意, 但以 来 7:27 为

证, 威斯特的说法依然正确). 感谢神, 在会幕事

                                                           
104   Gegraptai (“经上记着说 ”)是希腊文  graphô 

{G:1125}的“现在完成时态”. 华莱士指出, gegraptai (希

腊文: γεγραπται )表达一个仍然有效、仍有约束力的命

令(commands that are still binding), 例如  太 4:4,7,10; 

21:13; 路 2:23; 约 8:17; 徒 23:5; 林前 1:31; 彼前 1:16. 此

外, gegraptai 也可指应验的预言, 例如 太 2:5; 11:10; 

26:24; 罗 9:33; 11:26 等等. gegraptai 在新约圣经中出现

67 次, 单在罗马书就出现 16 次之多; 同上引, 第 576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3 

   

《家信》: 第 113 期 (2017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奉的祭司们献祭时, 总是站着. 但我们尊荣的大

祭司主耶稣基督已经坐下了(因祂已一劳永逸地

完成了赎罪的工作, 编者按). 祂的工作既已完成, 

就不需要从宝座上起来, 再次献上别的祭物了. 

 

此外, 英国学者温翰姆(John W. Wenham)

也表示, 林前 15:3-4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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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希腊文法上, “死了”( apethanen )和

“埋葬了”( etaphê )都是过去不定时态(aorist), 但

“复活了”( egêgertai )则是现在完成时态(perfect), 

强调主耶稣不仅在过去复活了, 今日仍然是复活
的救主(is a risen Saviour still today)! 

 

再举一例; 弗 2:8 记载说: “你

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威斯特

指出, 这“恩”字在希腊原文中有定冠词

(definite article, 如英文的 the , 专指独特

事物). 神的救恩不仅出自神恩惠的态度, 更是出

自神特定的事件, 即“主耶稣独特的恩典行动  —  

死在十架偿还人的罪债所引致的刑罚. 罪人得救

便是靠这源自十架的独特恩典.”  

 

威斯特跟着指出, “你们得救”一语在希腊

文是现在完成时态. 神赐给基督徒一个既已完成

又极完美的救恩(perfect salvation); 靠着主耶稣

过去在十架完成的工作, 人在过去信主时就得到

这完成的救恩, 蒙神接纳, 并且现今仍是得救的

人. 他现今是否还能拥有救恩, 只根据一件事, 即

主耶稣过去在十架为他完成的救赎工作, 以及他

靠此工作得蒙接纳. 救恩全靠基督的工作, 完全

不靠人的工作. 这意味着信徒蒙神拯救, 也永远

得救, 因为当他读此经文时, 依旧得享“现在完成

时态”的文法意义, 表明他蒙神拯救和接纳方面

至今仍然有效(present results). 完整的译文是: 

“靠着恩典, 你们在过去已经得救, 也因此故, 至

今仍旧处于得救的状态中”(By the grace ye were 

saved and as a result are in a saved state at the 

present time). 我们为此感谢和赞美主! 

 

我们既从主领受如此大恩, 让我们全力

以赴, 为主而活, 打那美好的仗, 好叫我们也像保

罗一样, 在生命的末了, 可坦然说道: “那美好

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

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后 4:7). 值得一提的是, 

“已经打过了”、“已经跑尽了”和“已经守住了”

这三个动词, 在希腊原文皆为“现在完成时态”, 

不仅表明过去已经完成的动作, 更是强调其果效

仍然存在! 感谢主, 我们在主里的一切劳苦必不

徒然(林前 15:58), 正如 启 14:13 所记载: “我听

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

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息了

自己的劳苦, 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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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希腊文的时态、语气和语态 

 

在新约希腊文法上, 时态(Tense)表

示动作的时间(time)和型态(或译“观点”, 

aspect). 按时间来看, 动作可分为: (1) 现在

(present); (2) 过去(past); (3) 未来(future). 按型态来

看, 动作可分为: (1) 点型(punctiliar / unitary, 符号

是  ): 指在刹那间发生的简单动作, 或只有一次的

动作; (2) 直线型(linear, 符号是  ): 指连续进行

的动作; (3) 完成型(Perfective, 符号是   ): 指动

作完成后的状态或结果.106  
 

希腊文主要有七种时态(Tense)： 

1) 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 简称: 现在): 指某动作

的进行与连续, 包括现在的状态、习惯、重复

发生的动作、一般的事实(reality), 及恒常不变

的真理; 也可指现在发生的简单动作. 

2) 现在完成时态(perfect, 简称: 现完): 指现在之

前的一段时间内, 某动作完成的过程, 或某动

作完成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结果或状态. 

                                                           
105   上文主要参考 Kenneth S. Wuest, Wuest’s Word 

Studies from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Vol. 3)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第 119-120 页; 孟恩思著, 潘秋松译, 《圣经希腊文基础: 

课本》(美国: 美国麦种传道会, 2006 年), 第 256-257 页; 

J. W. Wenham, The Elements of New Testament Greek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第 140 页. 
106   一些学者强调, 希腊文动词的时态(tense)主要

是表达型态(aspect), 而不是表达时间(time). 在直说语气

(indicative)里, 动词时态或许还带有一些时间性; 一离开

直说语气, 动词时态就绝对与时间无关, 只表达型态了, 

参 www.chioulaoshi.org/BGreek/Paradigms/aspect.html . 

http://www.chioulaoshi.org/BGreek/Paradigms/aspe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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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过去不定时态(aorist, 简称: 过不):107 指某个简

单的动作在过去的时间发生. 注: 它在直说语

气(indicative)中表明一个过去发生的简单行动

(单一的动作), 但在其他语气(如命令、假设、

祈愿等)则简单地指着一个动作, 没表示此动作

何时发生, 也没表示它带有持续性的含意.  

4) 过去完成时态(pluperfect, 或称 past perfect, 简

称: 过完): 指动作在过去某一时间定点(point of 

time)前的一段时间内, 完成的过程及所造成的

结果. 与现在完成时态(perfect tense)相比, 过去

完成时态指的是一段更早的过去.  

5) 过去未完时态(imperfect, 简称: 过未): 指过去

某一时间定点前的一段时间内, 持续进行但未

完成的动作. 

6) 未来时态(future, 简称:未来): 指一个预期的动

作在未来的时间内简单地发生, 或继续进行. 

7) 未来完成时态(future perfect, 简称: 未完): 指未

来的状况是基于在先(指先前发生)的动作. 

 

古德里克(Edward W. Goodrick)的图表能

帮助我们明白希腊文时态的时间与型态之关系.108 

 
 时间  TIME 

过去 现在 未来 
 

型

态 
 

A 

S 

P 

E 

C 

T 

 

点

型 

Aorist  
过去不定时态 

 

 

无 

Future 
未来时态 

 

直

线

型 

Imperfect 
过去未完时态 

 

Present 
现在时态 

 

 

Periphrastic 

future109 
迂说式未来时态

 

完

成

型 

Pluperfect 
过去完成时态 

  

Perfect 
现在完成时态 

  

Future Perfect 
未来完成时态 

  

 

                                                           
107   有者将希腊文的 Aorist Tense 译作“简单过去式

/简单过去时态”, 但译成“过去不定式/过去不定时态”更

为理想, 因为 aorist 的意思是“不指明的”(undefined), 参 

www.chioulaoshi.org/BGreek/Outlines/outline15.html . 此

外, 也有多人将 Aorist Tense 译为“不定过去式/时态”, 

但本文按照黄锡木在《新约希腊文研究系列(1): 新约

词形变化指南》中的译法, 将之译为“过去不定式/时态”.  
108   Edward W. Goodrick, Do It Yourself Hebrew 

and Greek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0), 第 4 课, 第 13 页. 
109  一般的新约希腊文法书都不把“迂说式未来时

态”(Periphrastic future)包括在希腊文法的时态中. 

语气(Mood)表明动作者执行动作的态度、

方式, 以及与事实之间的关系. 希腊文有六种语气: 

1) 直说语气(indicative): 陈述确定的事实(reality). 

2) 命令语气(imperative): 表达正面的命令, 或反

面的禁令(注: 也可用以表示请求、准许或让步) 

3) 假设语气(subjunctive): 陈述可能发生的事实. 

4) 祈愿语气(optative): 表达愿望, 期盼成为事实. 

[注: 孟恩思指出, 相比之下, 假设语气距离事实

只有一步之遥, 祈愿语气却离事实有两步] 

5) 不定(infinitive): 是一种动名词(gerund), 即表达

动作的名词, 属动词的非限定用法. 

6) 分词(participle): 孟恩思指出, 分词像英文的“-

ing”字(如 eating, sleeping 等), 是动形容词, 兼

具动词与形容词的特性, 作为动词, 分词具有

时态(present、aorist、perfect)和语态(active、

middle 、 passive). 作为形容词 , 分词的性

(gender)、数(number)、格(case)必须与它所修

饰的字一致, 字型变化更多.110 

 

语态 (Voice)是表明主词 (subject)与动作

(action)之间的关系. 希腊文有三种语态: 

1) 主动语态(active): 表示主词乃是动作的产生者, 

或状况的代表者. 

2) 关身语态(middle): 表示主词参与某动作的结

果, 或表示主词的动作与己身有关. 

3) 被动语态(passive): 表示主词是动作的接受者.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只能很简略地介绍希

腊文的时态、语气和语态.111 不过, 今日互联网上

已有许多关于新约希腊文的资料和自学课程, 若读

者对新约希腊文有兴趣, 可上网自学. 在此建议读

者阅览以下网站: 

1) https://bible.world/zh-hans/学习希腊文资源 (学

习希腊文资源) 

                                                           
110   按希腊文法, 性(亦称“语法性”, gender)有三种: 

阳性(masculine)、阴性(feminine)、中性(neuter). 数(数

式, number)也有三种: 单数(singular)、复数(plural)、双

数(dual, 注: 在通用希腊语 [Koine Greek, 主前 330 年至

主后 330 年], 极少出现双数的使用). 格(case)主要有五

种 : 主格 (nominative)、所有格 (genitive)、间接受格

(dative)、直接受格(accusative)、呼格(vocative). 
111   若想进一步明白时态、语气和语态的用法, 可

上网阅读 吴维和所著的《新约希腊文入门》(2009 年), 

载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sbn=1886252831 . 

http://www.chioulaoshi.org/BGreek/Outlines/outline15.html
https://bible.world/zh-hans/学习希腊文资源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sbn=188625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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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www.chioulaoshi.org/flyer.html (网上希腊

文课程) 

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34fd01019hj

x.html (一个台湾的学习希腊文的网站) 

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34fd01019h

wu.html (希腊文教室) 

5) http://chioulaoshi.org/112 (学坊)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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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现在完成时态”中的现存效果 

 

剑桥大学的纳恩(Henry P. V. Nunn)解释道: 

“现在完成时态(the Perfect tense)指某动词的动作

在(当事人)说话的那一刻已经完成或结束, 但其成

果仍然存在. …它描述一个过去的动作所导致的现

今结果.”114 其他希腊文学者的看法如下:  

 

1) 哈詹妥纽(Dr. George Aristotle Hadjiantoniou, 

1943-2013, 希腊裔学者)写道: “现在完成时态

意思是一个在过去发生的动作, 其效果在某人

说话时仍然存在. 与过去不定时态(aorist)不同

的是, ‘现在完成时态’所强调的重点是在那动

作的效果(effects), 参 可 5:34. 在这个意义上, 

把‘现在完成时态’说成是过去时态(past tense)

和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的组合, 是相当正确

的.” (G. A. Hadjantoniou, A Basic Grammar of 

New Testament Greek, 1985, 第 161 页)   

2) 温翰姆(John W. Wenham, 1913-1996)写道: “现

在完成时态说明一个过去发生的动作所产生

的现今状况(a present state resulting from a past 

action), 例如希腊文 gegraptai (太 4:4), 意味着

‘它处于写成的状态中’(it stands written). 换句

话说, 圣经虽在过去早已写成, 现今仍然为此

作见证.” (J. W. Wenham, The Elements of New 

Testament Greek, 1976, 第 139 页) 

                                                           
112   也请阅览 http://chioulaoshi.org/ ; 此网站备有圣

经希腊文与希伯来文的自学课程, 并有新旧约概论等. 
113   以上附录主要查考 黄锡木著, 《新约希腊文研

究系列(1): 新约词形变化指南》(香港新界沙田: 基道出

版社有限公司, 1994 年), 第 1-4 页; 詹正义编辑, 《活泉

新约希腊文解经: 卷二: 路加福音》(美国加州: 美国活

泉出版社, 1990 年), 第 xix-xxiv 页. 
114   H. P. V. Nunn, The Elements of New Testament 

Greek (5th e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第 91 页. 

3) 伯顿(Prof. Ernest D.W. Burton, 芝加哥大学教

授)表示: “按最常的用法, 现在完成时态直说语

气(Perfect Indicative)表示一个动作在某人说话

的时候, 是已经完成了. 这时态表明两方面: 它

意指一个过去的动作, 同时申明一个现存的成

果(affirms an existing result)… 使用者所注意

的是, 这过去的动作所产生或导致的现今状况
(present resulting state)…” (Ernest D.W. Burton, 

Syntax of the Moods and Tenses in New 

Testament Greek, 1900, 第 37 页) 

 

无可否认, 现在完成时态的一大特色是它

“结合了现在(present)与过去(aorist), 意指完成了的

动作之持续性(continuance of completed action).”115 

尽管这样, 这持续性不该被视为永恒性. 文本评鉴

学家华莱士(D. B. Wallace)评论道, 一个常出现在

释经书的误导性看法是, 现在完成时态意味着某动

作具有“永久或永远的效果(permanent or eternal 

results).” 这看法是超越了希腊文法所赋予的含义.  

 

再者, 华莱士也提醒一点: 尽管“现在完成

时态”经常都是强调某动作的现存效果, 但也可能

有少数例外情况, 因它也可“单指一个简单的过去

时态, 全无关注到现存的成果.” 这种情况被称为

“不定完成时态”(Aorist Perfect), 亦称“戏剧性或历

史性完成时态”(Dramatic or Historical Perfect), 华

莱士认为 徒 7:35 (希腊文: apestalken ,《和合本》

译作“差派”)116和 林后 11:25 (希腊文: pepoiêka ,

《和合本》译作“在”)便是这类时态的极少数例

子.117 简而言之, 我们仍要根据其上下文来解其意.    

                                                           
115   F. Blass, & A. Debrunner, A Greek Grammar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Trans.and rev. by R. W. Fun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第 175 页(340 项). 
116   “差派”一词的希腊字在《少数文本》(Minority 

Text)编辑而成的希腊文本(如 WH [Westcott & Hort]、

NA [Nestle-Aland]和 UBS [United Bible Societies]等)是

apestalken, 是现在完成时态(perfect indicative); 但在那

有超过 5 千份希腊文抄本(即 90% 以上现存新约希腊文

抄本)支持的《多数文本》(Majority Text)以及《公认经

文》(Textus Receptus), “差派”一词却是 apesteilen, 是过

去不定时态(aorist indicative), 故以此经文为例备受质疑.  
117   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6), 第 574, 578 页. 

http://www.chioulaoshi.org/flyer.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34fd01019hjx.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34fd01019hjx.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34fd01019hwu.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34fd01019hwu.html
http://chioulaoshi.org/
http://chioulaosh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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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 

 

约伯(下): 

约伯受苦的考验 

和最终的胜利 
 
(A) 约伯的考验 (伯 2:1-10) 

在约伯记第一章, 撒但攻击约伯的家庭

和产业, 但在第二章, 他攻击撒但的身体. 圣经

在此再次强调神的主权(伯 2:1). 那个在第一章

无法使约伯犯罪的撒但, 再次出现在神面前. 

耶和华再次问撒但有否用心察看祂仆人约伯, 

强调约伯即使受到严峻考验, 仍然忠心纯正

(伯 2:3). 撒但再次回到他之前的论点: “约伯敬

畏神岂是无故呢?”(伯 1:9), 进一步提议伤及约

伯的身体. 撒但的话意味着约伯还未露出真相, 

因为神之前禁止撒但伤约伯的身体(伯 1:12). 

撒但认为若约伯本身受苦, 就必弃掉神. 耶和

华允准撒但伤约伯的身体, 却不准他取约伯的

性命(伯 2:6). 撒但接着“击打约伯, 使他从脚掌

到头顶长毒疮”(伯 2:7-8).   

 

即使处在如此可怕的痛苦中, 约伯仍然

对神忠心耿耿. 到了此刻, 目睹眼前的痛苦, 约

伯的妻子认为约伯生存已无意义, 所以叫他弃

掉神, 死掉算了. 约伯受苦的事实被记载于第

一和第二章, 此书其余章节则记载有关约伯和

朋友们对受苦之

意义的辩论 . 共

有几种看法: 

 

1) 约伯的妻子  

—  对神绝望 

(Despair): 这

是血气之人的反应, 他们把物质的损失视

为破坏性的灾难 (比较  摩西的心态 , 来

11:26-27: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

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

着信, 就离开埃及, 不怕王怒; 因为他恒心

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也比较 

路 12:15; 林后 4:18).  

2) 约伯的朋友们  —  报应惩罚 (Retribution): 

约伯的三个朋友(提幔人以利法、书亚人

比勒达、拿玛人琐法)都认为约伯受苦是

与他本身的罪有关. 

3) 布西人以利户  —  纪律管教 (Disiplin): 以

利户认为神是在教育和训练约伯 . 他说: 

“教训人的有谁像祂 (耶和华神 )呢?”(伯

36:22). 当我们正确明白和回应这类受苦的

教育时, 它会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美好的效

果(来 12:4-11). 

 

此外, 撒但的目的不单是要羞辱约伯, 

更是为要叫他弃掉神, 使神失去约伯的敬拜

(伯 1:11). 

在 这 方

面， 撒但

没有成功; 

撒但要看

见约伯的

信心终止了(the end of Job), 但约伯却看见“主

给他的结局”(the end of the Lord, 雅 5:11).118 

约伯是一个敬拜者(伯 1:20), 而撒但憎恶那些

敬拜神的人; 他是约伯的仇敌, 因为他敌对约

伯所敬拜的神. 撒但要努力改变约伯, 使他从

一个敬拜神的人, 变成一个咒诅神的人.  

 

(B) 约伯的自怜 (伯 38:1-41) 

处在可怕试验下的约伯, 最终采取自怜

(self-pity)的态度. 他起初以卓越的勇气和忍耐

面对临到他的灾难. 即使他的妻子劝他咒诅神, 

死掉算了, 他也不愿得罪神. 无论如何, 日子一

天一天地过去, 苦难的担子越来越沉重, 结果

这个属神的伟人也失控了. 他的众朋友围绕他, 

                                                           
118   雅 5:11: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

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注: “知道”在腊原

文是 eidô {G:1492}, 也可译作“看见、明白”)主给他的

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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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不语; 七日后, 他的信心崩溃了, 开始咒诅

他的出生(伯 3:2-3). 他过后逐一回答这些看似

安慰者的朋友们, 他的一切回答语词中尽显抱

怨和自怜. 他有时疯狂地抗议神, 控诉神是残

忍的 , 有欠公正 . 他形容神在与他敌对 (伯
10:10,16; 16:12-13; 19:6,8).  

 

有时 , 他的辩词锋

利, 要在神面前表明他的

纯正(伯 23:3-4). 他回忆先

前的富足(伯 29), 并含泪

以它与现今苦难作对比(约

伯记 30 章). 他无法看到那

超越目前苦难以后的事 , 

因而跌入全面的自怜. 结果神在旋风中显现, 

回答约伯心中的种种疑问(伯 38:1-2), 才使他

重拾神所喜悦的心态.  

 

神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 例如:  

1) “谁用无知的言语 ,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

明?”(伯 38:2); 

2)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那里呢? 你若

有聪明, 只管说吧!”(伯 38:4); 

3) “你曾进到海源 , 或在深渊的隐密处行走

吗?”(伯 38:16);  

4)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 死荫的门你曾见

过吗?”(伯 38:17);  

5) “你曾进入雪库, 或见过雹仓吗?”(伯 38:22); 

“光亮从何路分开? 东风从何路分散遍

地”(伯 38:24);  

6) “ 冰出於谁的胎 ? 天上的霜是谁生的

呢？”(伯 38:29);   

7) “你能系住昴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

吗?”(伯 38:31); 

8) “你知道天的定例吗? 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

吗?”(伯 38:33); 

9) “你能发出闪电, 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 

我们在这里?”(伯 38:35); 

10) “母狮子在洞中蹲伏, 少壮狮子在隐密处埋

伏 ; 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 , 使他们饱足

吗?”(伯 38:39); 

11) “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 哀告神; 那

时, 谁为他预备食物呢?”(伯 38:41).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第 39 章, 显明

创造主的大能、智慧和仁爱的供应. 约伯被来

势汹汹的苦难所覆盖, 感到混淆不清. 他开口

说了几句话, 过后就停止, 一话不说了(伯 40:3-

5). 首先, 约伯与他众朋友辩论, 令他们哑口无

言; 如今, 主耶和华也使他哑口无言! 主的提问

一直延伸到第 40 和 41 章; 在那里, 约伯面对

神的启示. 神向他启示一点: 神透过创造之物, 

便显出其神性和永能(罗 1:20; 编译者注: 神提

出约伯无法解答的种种有关受造之物的问题, 

目的为要告诉约伯: “你既然无法完全明白和

领悟受造之物的奇妙, 又怎能完全明白和领悟

伟大造物主的智慧和奥妙呢? 你既然无法完全

明白, 就用信心来信靠顺服吧!”). 神教导约伯

敬畏神, 过于敬畏祂所造之物; 结果约伯领受

全新的亮光, 更深地认识了主, 也认识了自己. 

 

(C) 约伯的胜利 (伯 1:6-22) 

约伯终于领悟了! 他意识到面对苦难的

正确态度不是悲伤和绝望, 而是降服和敬拜. 

他学习到“主给他的结局(主的美好目的)”, 让

他对神的威严、荣耀和怜悯有全新的赏识(雅

5:11). 他被主的启示所征服, 呼喊道: “我知道, 

祢万事都能做; 祢的旨意不能拦阻”(伯 42:2). 

他声明“我知道”(伯 42:2), “我从前风闻有祢, 

现在亲眼看见祢”(伯 42:5). 他为自己先前的埋

怨和批评感到羞愧. 虽然处在悲惨的苦难中, 

他承认自己没有理由怀疑神, 更没有理由控诉

神, 所以便在神面前忏悔, 诚心悔改.  

 

此外, 他对神和自己有了新的观念和认

识. 经历这次的苦难, 他明白自己是何等的罪

恶(罗 7:13). 他不再自怜, 而是自省. 他的自我

形像经历了完全的转变, 他对朋友们的态度也

大大改变. 不再是苦毒和忿怒, 而是仁爱与恩

待. 他甚至为他们祷告! 约伯终于被提炼到反

映出提炼者自己的容形(如金子在炼炉中被烈

火提炼 , 精纯到可反映出提炼者的容貌 ,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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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119 烈火试炼的过程是有神美好的目的. 

当约伯为他的朋友们祈祷, 约伯自己的情况也

改变了(伯 42:10).120 值得一提的是, 他一开始

时执行祭司的职任(为众子献祭, 伯 1:5),121 结

束时也是如此(为众友献祭, 伯 42:10). 不同的

是, 经过了苦难和创伤的经历, 约伯变得更慈

悲怜悯, 更富有同情心了(比较 来 4:15; 也参 

来 2:17; 路 22:31-32).122   

 

主 最 后

给约伯的福气

比先前的更多

(伯 42:12). 主不

仅赐给他双倍

的产业, 更赐给

他三个女儿(和

七个儿子).123 约伯给她们取的名字都是极富

意义的. 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 次女叫基洗

亚, 三女叫基连哈朴. 耶米玛(Jemima)意即鸽子

(dove), 与痛苦有关, 在苦难中带来平安(鸽子

                                                           
119   伯 23:10: “然而祂知道我所行的路; 祂试炼我之

后, 我必如精金.” 
120   伯 42:10: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使约

伯从苦境(原文作掳掠)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

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121   伯 1:5: “筵宴的日子过了, 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

自洁. 他清早起来, 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 
122   主耶稣对彼得说: “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

兄”(路 22:32). 彼得过后三次不认主, 但跌倒恢复后, 他

变得更有怜悯之心, 去帮助那些软弱的(参 彼前 3:7-8). 
123   约伯本有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伯 1:2). 在约伯

的敬虔教养下,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都是信靠真神的 ; 虽然这十个儿女的肉身都死了 (伯

1:18-19), 但灵魂得救, 在永恒里都没有失丧或灭亡. 换

言之, 加上神最后再赐给约伯的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约伯共有 14 个儿子和 6 个女儿, 这应验了 伯 42:10 所

说的: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加了
一倍, 注: 他的羊、骆驼、牛、母驴的数目也都比先前

的加了一倍, 比较 伯 1:3 和 42:12). 这就解释了为何神

说“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 (包括子女 )加倍 (KJV: 

twice, 意即双倍)”, 却不在最终赐给他 14 个儿子和 6 个

女儿(若是这样, 约伯其实就有 21 个儿子, 9 个女儿, 不

是神所说的“双倍”了). 这件事也暗示了人的灵魂死后

并不消失, 而是继续存在的. 

象征平安, peace). 基洗亚(Kezia)的意思是桂皮

(Cassia); 桂皮是透过剥去肉桂树的树皮, 才能

得到芬芳香味(馨香之气, sweet fragrance). 基

连哈朴 (Kerenhappuch)意即一小瓶的美容品

(vial of cosmetics), 意味着私下隐秘地与神相

处而获得的美容. 这些名字提醒约伯关乎他亲

身的经历, 以及“主给他的结局”(the end of the 

Lord, 雅 5:11). 

 

总结时, 我们感谢神, 因为约伯记这本

书略微道出了圣经中一些伟大的真理:  

1) 中保(Mediator): 处在苦难中的约伯迫切需

要一个“听讼的人”(KJV: daysman, 意即裁

判, umpire), 或所谓的“中间人”(mediator), 

参 伯 9:33.124 神已经预备了一个全备全足

的中保  —  主耶稣基督(提前 2:5-6) 

2) 可代赎的亲人(Kinsman-Redeemer): 在患难

中, 约伯完全信靠一个活着的“至近的亲

属”(personal living Kinsman-Redeemer),125 

这至近亲属(希伯来文称 goel )在 伯 19:25

译作“救赎主”.126  

3) 称义(Justification): 约伯问道: “我真知道是

这样; 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伯

9:2). 答案是靠神而称义(罗 8:33: “谁能控

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就是靠着神的恩典, 借着人的信心和基督

的宝血(罗 3:24; 5:1,9).127 

                                                           
124   伯 9:33: “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daysman)可

以向我们两造按手.” 
125  《启导本》在 得 2:20 的注解中指出, “至近的

亲属”是希伯来文 goel 的翻译, 亦作“可代赎的亲人”(参 

利 25:49), 以后改字译为“救赎主”(伯 19:25). 有这种亲

属关系的人须负起双重责任: (1) 赎回她(路得)前夫的田

地; (2) 娶她为妻; 所生长子, 归在她前夫名下, 承受为已

死的人所赎回的产业. 这种风俗称为“弟续兄孀”. 初时

只行于兄弟之间(创 38:6-11); 后来, 死者如果没有兄弟, 

最近的亲属也须负此责任(比较 利 25:48-49). 
126   伯 19:25: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my redeemer, 希

伯来文: gâ’al {H:1350}, 即所谓的 goel,至近亲属)活着.” 
127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26-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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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Bunyan 

讲道学堂                      微光 

 

传福音(四): 

传福音的战争与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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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如我们前辈常提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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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 传福音的战争 

(A.1)   传福音是属灵战争 

论到传福音, 保罗的心思常回到战争的

图像(imagery): 吹响号角、亮出武器、呐喊战

斗、攻击敌军、征募新兵和防卫堡垒等等. 很

快地, 世界会清楚显明一事: 

能够把容易拆散的社会组合

起来的最强因素, 就是敌对

神! 即使在末日, 世界还是

会联合起来, 试图推翻神. 历

代以来, 神已动员祂的军兵, 

并采取攻势对付魔鬼军团. 

正如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 此人乃《天路历程》的作者 )在

《圣战》(The Holy War)一书中所描绘的, 用

福音赢取灵魂是一场战斗. 神的步兵宣扬祂的

信息, 神用福音释放被掳的灵魂.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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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乃编译自四

篇不同的文章(由四位不同作者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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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解释和经文出处, 以方便读者明白或作进一步查考. 

时间不多了, 我们的仇敌(撒但)技巧熟

练地部署他的防卫, 阻止人的灵魂获得释放. 

当属天军团最后采取行动终止这长期的反叛

时, 那些得不到释放的罪人将被压碎. 虽然我

们不必慌张失措, 但我们需要时常提醒自己有

关灵魂失丧的严重性, 以及仇敌撒但的诡计. 

因此, 现今不是装腔作势的时候! 不为讨好听

众而呈现华丽的讲章! 不为流行思潮而量身定

做福音的信息!  

  

(A.2)   神已赐下大能武器 

神已把强大的军火库交付我们, 我们绝

不可修改库中的大能武器! 传福音不是放烟花

供人观赏, 而是发挥永恒真理的大能, 唯独这

大能可以把人从罪的奴役中释放出来. 

 

(a) 对抗世人的想法 

 保罗称呼这信息为“当向神悔改, 信靠

我主耶稣基督”(徒 20:21). 保罗在罗马书详尽

阐述福音的教义; 他显然清楚思考有关“人的

堕落和神的补救”. 翻开使徒行传, 我们可以听

到福音信息, 并发现所有信息都与上述两大主

题有关. 这就是重点: 为了适合听众的需要, 他

在福音信息中作出适当的混合(blending, 指混

合其他原素来帮助听众明白和接受福音).  

 

保罗没有从他脑中档案里随意拿出一

篇信息来讲; 他没有采用最新一篇成功帮助人

信主得救的信息; 他没有依赖他最喜爱的开场

白. 保罗认识他的听众. 他向亚略巴古那里的

人传福音, 以永不改变的真理来面对他们的需

要(徒 17:19). 他并非与他们争执得赤耳面红, 

他引述一段铭文来证明他们那华服美饰的众

神是不足以满足人真正的需要. 借着引述他们

的诗词, 他来到他们的处境, 与他们相遇, 并推

动他们往真理的方向走去. 最后, 若不对抗他

们的思想, 他的信息就与他们无益了, 所以他

说: “神…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徒

17:30); “要悔改”就是要改变他们的想法. 如果

我们的福音没有对抗今世流行的思想(特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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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Schuller 

些敌对神的思想或主义), 那么传福音就只是

放烟花一般, 只供人欣赏, 却无实际益处.  

 

我们要除去一种错误想法, 即福音会普

遍上受人欢迎. 虽然如此, 靠着圣灵的大能来

传福音, 福音还是有其吸引力. 传福音时要充

满信念, 所传的福音就有感染力. 1739 年, 宗教

当局拒绝让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在宗教

场所传福音. 他那拯救灵魂的热心却催促他到

英格兰金斯伍德(Kingswood, England)山坡上

传福音. 两千人听了他的首篇信息; 又有两千

人听他第二次传福音; 不久有两万个旷工聚集, 

听他传讲福音, 泪水像两条溪流从充满碳灰的

脸颊上流下. 圣灵可以大大动工, 使多人悔改

信主.  

 

无论如何, 以合乎圣经的方式传福音, 

对世人而言不是广受欢迎的. 现时流行的福音

派思想并不赞许简纯的福音传讲. 有者提倡

“ 感 觉 良 好 ” 的 传 福 音

(“feel-good” preaching). 舒

勒 (Robert Schuller, 1926-

2015; 注: 此人乃美国闻名

的电视布道家)是这方面

的著名讲员. 他说: “尝试

让人察觉他们自己的失丧

和罪恶之光景, 是不属基督徒和不文明的策略

(unchristian, uncouth strategy), 这样做是人身

攻击, 破坏人格, 在传福音事工上产生不良后

果. 没有一件以基督和基督信仰之名所做的事, 

比这事更起相反效果.”   

 

 我在想, 我们一般在主日晚上进行的福

音聚会最大的失败,129 是否因为缺乏清楚有效

地传讲世人的失丧和充满罪恶的情况? 一般而

言, 那些最多次听到福音的人, 可能对这方面

的真理之信念是最弱的(可能指因听多而麻木

了, 编译者按). 基督徒的孩子需要听到罪人是

                                                           
129   在英国和美国, 许多福音聚会都是在主日晚上

进行. 无论如何, 圣经并没规定福音聚会该在何时进行. 

“无力自救的”; 未信主的访客需要听到所有人

“在神面前都是罪人”, 所有人都需要经常被提

醒一个真理  —  所有亚当的后代在本质上都

是“失丧的”. 这一点是人心对福音最大的抗拒

力量, 也是我们需要摧毁的力量.   

 

(b) 解决现今的需要 

 还有三样敌人的武器需要留意的, 就是

甚至在所谓福音派(evangelicals)的圈子中, 也

有人深受其害, 例如有些人: (1) 不全相信罪人

要受永恒的审判; (2) 对神的道(圣经)无知; (3) 

不接受神所默示的圣经之无上权威. 结果便按

照世人的文化价值观, 把圣经所启示的神扭曲

为“政治正确的神”(politically correct god).130 

 

 正因此故, 我们对异教徒(或指非信徒)

传福音时, 需要强调神的存在、本性和特性. 

福音派的圈子常对神的本性存有偏见, 强调

“神是爱”而不提“神是光”. 听众必须对讲员所

传的神有清楚正确的认识. 因此, 讲员有责任

先清楚认识神, 并正确与清楚地把圣经所启示

的神传给听众. 那些听到福音的人, 必须从讲

员的讲道中确知讲员本身是真的认识神、赏

识和敬畏神. 

 

 其次, 我们传福音时必须常常坚称和证

实圣经的完全可靠与无上权威. 讲员要坚持圣

经是“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的(指圣经

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 提醒听

众关于神必准确地实现祂所应许的一切. 我们

传福音真理时, 必须用经文来支持所言, 并用

例证加以说明; 句句都要准确, 且带着敬畏的

心传讲. 这不仅增加我们讲道信息的可信度, 

也会更有效地对抗时下流行的思潮. 同时, 我

们引用圣经时, 必须清楚说出哪一本书, 哪一

                                                           
130   “政治正确”是在近代思想及政策研究中的专业

名词, 广义指在言论、行为上, 不顾客观事实, 只迎合主
流价值观、道德和舆论导向; 也可指那些无视事实, 站

在道德至高点上, 全力支持主流价值观的人. 因此, “政

治正确的神”(politically correct god)意指“不顾客观事实, 

不管圣经真理, 只迎合或支持主流价值观”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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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哪一节(使听众清楚知道我们是在引述圣

经的经文), 因为许多听众对圣经一无所知.131     

 

 我们不该以“为了威吓听众”的心态来

讲论地狱. 无论如何, 我们也不可避而不谈. 我

们应该以充满怜悯的心, 来警告听众关于“将

要来临的审判”. 人越不相信这方面的事实, 我

们越需要强调它. 但须谨慎, 我们传福音谈到

这方面时, 必须弃绝采用不当的手段如情绪操

控(emotional manipulation)、不合逻辑的陈述

(illogical statements)、不顾后果的煽情主义

(reckless sensationalism)等等. 我们必须忠于圣

经. 罪人不单需要被警告有关“永火”的审判, 

他们也需要对神审判的公义有清楚的认识. 换

言之, 不单要论到永远受苦的审判, 传道人也

该证实这审判的公正性, 即传讲世人那无药可

救的罪性, 以及罪对圣洁之神的冒犯.  

 

 我们的主往往就是我们事奉方面的最

佳榜样. 我们观察祂如何对待非信徒, 就能明

白这点. 有许多事物会拦阻罪人认清他们属灵

的需要, 而主耶稣最注重如何除掉这些障碍, 

以帮助人悔改归向神. 对于尼哥底母, 主耶稣

共用了 11 节来强调人的堕落; 却只用了 5 节

讲述神的救法. 对于撒玛利亚妇人, 主耶稣的

所有陈述, 除了最后一个, 都用来除去障碍, 使

她承认自己的需要, 领她悔改归信主. 所有主

耶稣与人私下的谈道, 都根据这同样模式. 

 

(c) 传扬真神的救法 

 感谢神, 我们享有无法述尽的特权, 向

即将灭亡的世界, 传讲神的救法和“信靠我主

耶稣基督”的真理! 当神的灵借着福音的传扬

使听众知罪, 除去一切的障碍后, 我们就可欢

喜地把基督的福音注入听众心中. 透过福音的

传讲, 频密地提到我们的主耶稣, 祂的代死和

复活, 把温暖、动人、活力与生命力注入福音

                                                           
131   1611 年出版的英文圣经《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采纳一些较古的英文字, 现代读者未必

明白其意. 若讲员采用此译本, 便需对这些字加以解释. 

信息 . 经过了“救恩真理的大街”, 如因信称

义、与神相和、蒙神赦免、得着救赎和挽回

等, 传道人把罪人引到基督那里; 独有祂能满

足罪人一切需要, 而祂在十架上的牺牲是神福

音的中心.  

 

心中充满基督, 口中传扬福音; 传讲有

关祂以代死荣耀了神, 以复活还清一切代价, 

并指出圣经确定的救法. 人的罪恶本性会选择

不倚靠神, 选择“自

我倚靠”. 但罪人若

按本像知罪 , 期待

神赐他救恩 , 并尽

人的责任  —  相信  

—  之后, 他便得救. 

务必留意的是, 我们不要过于强调人的责任, 

反倒应该在我们的传道中强调基督, 以及祂牺

牲代死的无比价值. 要告诉听众有位活生生的

主基督, 能够拯救到底! (来 7:25) 

 

如果基督不是我们传福音的主题, 我们

就没有福音. 如果听众不知道他们属灵的深切

需要, 就不会用心听福音. 在战斗呐喊声中, 让

我们的号角吹出明确清楚的响声. 当神的灵发

令动员进攻罪的堡垒, 与撒但交战时, 让我们

忠心地宣告神的信息. “基督的福音”仍有极大

拯救的能量, 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

一切相信的”(罗 1:16).132    

 

 

(B) 传福音与祷告 

(B.1)   传福音与祷告 (一) 

与神相交是福音的心跳(fellowship with 

God is the heartbeat of the gospel). 它把活力和

生命力注入信息, 把充满生命的福音信息传给

垂死的世人. 有者正确说道: “肯定的, 正如水

不会涨得比它的水平线更高, 我们的事奉在品

                                                           
132   上 文 编 译 自  David Oliver 所 写 的 文 章 

“Directing the Message to the Need”,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Michigan: Truth & 

Tidings Inc., 2010), 第 48-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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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实际、生命力和能力方面, 也不会高过我

们与神相交的真实性.”133 与神相交必须依赖

花时间祷告来培养. 没有被祷告之活水湿透的

传道, 是仿佛干的海绵那样轻浮, 没有重量, 没

有力量. 因此, 准备传道必须以祷告作开始, 先

在神面前跪下祈求.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培养

属灵的眼光, 以神的眼光看待事物. 如此, 我们

才能以属神的天平来衡量万事, 以属天的价值

观来评估一切. 

 

 我们将看清属地的事物是无关紧要、

无足轻重的, 永恒的事物将成为我们心中的负

担, 成为我们所重视的. 这会使我们传福音时

得着实际的能力. 在恳切传道以前, 我们必须

恳切祷告. 

 

 论到传道人(preacher, 编译者注: 本文

的“传道人”或“传道者”其实是指“传福音者”, 

evangelist), 博纳尔(Horatius Bonar)观察说: “那

从嘴唇所发出的话语, 可

如同降下的雨水或滴下的

露水, 滋润人心; 也可如同

倾盆的大雪或冰雹, 毁坏

灵命. 虽然所传的福音在

本质上是宝贵和真实的 , 

但多少人的灵魂失丧, 全

因为传道人缺乏热诚、庄

重和爱心!”134 然而, 祷告使传道人所传的福音

信息得着力量. 它增加信息的重要性, 因为它

把我们提升到神面前; 在那里, 我们开始明白

一些关于祂无限的荣耀, 领悟一些关于我们个

人的脆弱与不足, 一些关于罪和它的可怕结局. 

 

 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是具有改变生命

的大能. 以赛亚在圣殿的经历可生动地阐明这

点. 以赛亚书第 6 章记载此事. 以赛亚在圣所

                                                           
133   W. H. Griffith Thomas, Christ Pre-eminent: 

Studies in Colossians (Chicago: Bible Institute Colportage 

Association, 1923), 第 118 页.   
134   Horatius Bonar, Words to Winners of Souls 

(Garland, Texas: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981), 第 9 页. 

经历那次改变生命的事件之前, 是无法为主

(耶和华)说话. 只有到了那个时刻, 他才可以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

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 ‘我在这里 , 请差遣

我!’ ”(赛 6:8). 以赛亚进入圣所看见神的荣耀

之前, 是无法出去宣告神的荣耀. 在圣殿里, 他

看见神可畏的圣洁, 看见自己的不足, 看见百

姓的罪恶. 看见这一切之后, 他就装备好出去

为主说话了. 

 

 来到神面前, 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以赛亚开始明白一些有关神的真实特性. 他听

见撒拉弗“彼此呼喊说: 圣哉! 圣哉! 圣哉! 万军

之耶和华; 祂的荣光充满全地”(赛 6:3). 我们借

着祷告来到神面前, 便能驱散那使我们眼光模

糊的迷雾, 叫我们能够以神的观点, 看清整幅

图景. 保罗也被那感动以赛亚的同样力量所感

化, 所以说道: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 所以

劝人”(林后 5:11).  

 

在主面前, 以赛亚看见自己的罪恶与无

能. 就在神面前, 我们领悟到自己的不足. 以赛

亚呼喊道: “祸哉!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

洁的人”(赛 6:5). 同样地, 使徒保罗担心自己使

用属人的力量去做属神的工作. 因此, 当他来

到哥林多时, 便“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传

神的奥秘…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又惧怕, 又

甚战兢…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

乎神的大能”(林前 2:1-5). 若要大有能力地传

福音, 就要有一个纯洁的生命和谦卑的灵. 就

在神面前, 我们认识人的软弱和神的大能. 

 

 再者, 以赛亚在神面前看见百姓糟透的

情况. 他晓得自己“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赛

6:5). 他晓得这点是“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

和华”(赛 6:5). 正因此故, 即将来临的审判成为

他心中最重要的负担. 他一次又一次地说到他

从神领受的信息是一个负担或重担(burden;135 

                                                           
135   在英文圣经《钦定本》中, 英文 burden 一词在

以赛亚书共出现 19 次, 译作“负”(赛 9:4)、“重担”(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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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注: 中文将之译作“默示”,136 强调神所

默示的话在先知心中犹如重担一般地沉重). 

在我们认识神的圣洁和对那些将面临神审判

的人有极大负担以前, 我们是无法有力量与重

量地述说神的话. 简言之, 若我们没有领悟神

的伟大, 没有觉悟自己的渺小, 没有为失丧者

心存重担, 就将缺乏真实感、迫切感和属神的

力量. 唯有借着祷告在神面前独处, 才能克服

这些缺陷. 

 

 我们不单需

要从神领受信息的

重要, 也必须从神领

受信息的话语 (内

容). 神没有叫以赛

亚自己去想要为神

说出什么话语. 一旦以赛亚进入适合为神说话

的状况, 主就赐他当说的话(赛 6:9-10). 在圣所

中, 他不单从神领受力量, 也从神领受话语.  

 

 同样地, 保罗传给哥林多人的属灵真理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

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林前

2:13). 保罗把属灵的事联于属灵的话; 以圣灵

指教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 . 我们承认  林前

2:13 是与圣经的默示有关(意即圣灵所默示的

圣经已经完整, 如今不再需要同样的默示了, 

编译者按), 但这里仍有一个适用原则: 要用从

神领受的话来传达神的心意. 虽然我们不能宣

称自己所传的信息是神所默示的, 但我们能够

借着花时间在神面前祷告独处, 靠神去引导我

们的心思, 指导我们该用的词句. 保罗所用的

语词不是靠着修辞学家或雄辩家所建议的, 也

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而是靠神的灵所指引的. 

他以仰望神获取足够力量, 去承担传讲属天信

息的重任. 我们也必需如此行. 

                                                                                               
10:27; 14:25)、“重驮”(赛 46:1,2)等等, 但最常译作“默

示”(赛 13:1; 14:28; 15:1; 17:1; 19:1; 21:1,11,13; 22:1 等). 
136   这里所谓的“默示”(KJV: burden)在希伯来原文

是 massa  {H:4853}, 在以赛亚书里共出现 11 次(赛 13:1; 

14:28; 15:1; 17:1; 19:1; 21:1,11,13;  22:1; 23:1; 30:6). 

 正如微弱的声音能够导致雪崩, 安静诚

恳的祷告以及对神的倚靠, 也会使神预备释放

祂的大能. 因此, 我们必须花时间与神独处, 才

能充分地装备好, 去执行圣洁严肃的重任  —  

“按着神的圣言讲”(彼前 4:11). 我们的态度应

该是: “看哪, 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 使

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

望耶和华我们的神 , 直到他怜悯我们 ”(诗

123:2). 若靠自己, 我们必然失败, 但祷告为我

们开启资源, 把我们无助的空缺联于神丰富的

供应. 愿我们常常先跪在神面前说话, 然后才

站在人面前说话.137 

 

 

(B.2)   传福音与祷告 (二) 

 祷告摸着(触及)宇宙之主的权杖. 王的

心都在祂的掌控中 , “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

转”(箴 21:1; 意指“好像水沟的水, 祂可以借着

水沟随意转移水的方向”). “自从有日子以来, 

我就是神; 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 我要行事, 

谁能阻止呢?”(赛 43:13). 

 

 以斯帖摸着亚哈随鲁王的权杖(这是代

祷的写照 ), 并

改变犹太民族

的命运(斯 5:2; 

8:3-17). 亚伯拉

罕在祷告中获

胜, 靠神拯救了

罗得和他的家

人(两个女儿)脱离所多玛的毁灭(创 18:22-33). 

以利亚为着干旱的土地和不配的百姓恳切祷

告, 结果大雨降在地上(王上 18:42-46).  

 

 这题目对所有信徒而言是引人深省的, 

也给传道人特别的意义. 对所有信徒而言, 倚

靠神来获取智慧、保护、力量、美德和指引, 

                                                           
137   上文编译自 Jim Beattie 所写的文章 “Prayer and  

the Message - Part One”, 载 A. J. Higgins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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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第 53-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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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Luther 

是所有信徒正常的普遍经历. 传福音的人从神

领受了这高尚圣洁的职事, 会发现花时间祷告

是必要的, 以获得个人的成圣和领受神的信息. 

宗教改革家马丁 ·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

1546)说: “当我要传讲一个小时的信息之前, 

我要花三个小时祷告.”  

 

 祷告不是一种

天赋(endowment), 而是

需要培育的一种与神

亲密之关系. 我们祷告

不是为要帮助神作出

决定, 而是学习祂的旨

意 . 祂是无所不知的 , 

所以我们不必给祂任

何资讯, 但我们要借着

祷告, 来把我们所知的

资讯向祂交托, 请求祂引导我们. 祷告覆盖传

道人和他的信息, 也向听众传达有关神的同在. 

撒母耳就是这样一个祷告的人. 他母亲哈拿的

特征也是他的特征  —  情词迫切和满心相信

的祷告. 他如此祷告, 神也允许他亲眼看见以

色列得救与复原(撒上 7:2-14). 

 

(a)    准备传福音时的祷告 

 默想与祷告息息相关. “我的心在我里

面发热. 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 我便用舌头

说话. 耶和华啊, 求祢叫我晓得我身之终! 我的

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诗 39:3-

4). 我们必须祷告, 使我们进入自己讲章里的

精神和事物. 我们心中的属灵状况, 比起我们

过去的传道经验及我们面前的恐惧更加重要. 

只有当我们跪在神面前祷告, 才能使经文真正

成为我们的经文. 如此一来, 我们传讲这篇信

息时, 它就会出自我们内心和个人信念.  

 

(b)    在讲台上传福音时的祷告 

 我们常在福音聚会开始时公开祷告, 但

在传讲福音的过程中作祷告也是重要的. 公开

传讲基督是一项尊荣; 虽说为着神向人说话是

庄严的, 但为着人向神说话岂不也是重要的吗? 

公开祷告是私下祷告的延伸, 有感动力, 也满

有功效. 我想建议以下几点, 来帮助福音聚会

上的祷告: 

 

1) 容易听到和明白: 当你带领听众进到神面

前, 你要确保他们清楚听到和明白你的代

祷和感谢.  

2) 要祷告而非传道: 祷告是向神说话, 与神沟

通. 它不该是你讲论有关神或总结你信息

的重点. 把你的听众带到神面前, 为他们的

救恩代祷, 然后把他们留在那里(让他们独

自面对神, 与神说话, 认罪悔改, 编译者按). 

3) 要精简而非冗长: 当听众低下头, 闭上眼睛

时, 便难以长时间保持专注. 太长的祷告会

失去功效, 也失去听众. 只要为非信徒的灵

魂代祷, 求神使用祂的福音拯救灵魂. 有关

你个人需要和其他事物的祷告, 都该在家

里做, 而非在讲台上. 

 

神要求旧约祭司在所有公开事奉之前

和之后清洗自洁. 这原则肯定是我们所该学习

的, 就是在进行属神的事奉之前, 我们在神和

祂话语面前应该自洁, 脱离世俗的污秽. 

 

传道人在预备他的信息时, 可以进行几

种方式的祷告; 例如但以理, 当他读到耶利米

的预言时, 他俯伏在神面前

(但以理书 9:2-3), 先是承认

自己的罪, 后承认百姓的罪, 

且是在祷告中数次提到这罪. 

他默想他所阅读的经文, 并

得着喜乐. 他私下在神面前

时, 心中充满赞美、感谢、

求神赦免, 也深信神的应许.  

 

传道人也可学习尼希米的祷告, 在未起

来开口说话前, 作了一个精简的祷告: “我的神

啊, 求祢记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 施恩

与我”(尼 5:19). 即使在传福音的时候, 心中仍

可继续来到神面前, 谴责仇敌魔鬼的作为. 此

乃尼希米的榜样  —  他一方面为神修筑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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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13 期 (2017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一面祷告(尼 6:14).138 保罗也提醒以弗所的弟

兄们, 他是如何恳切地传福音, 用眼泪劝诫, 凡

与他们有益的 , 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徒

20:20). 这样充满祷告和满有能力的传道, 是大

有功效的! 

 

传道人在讲完信息坐下来时, 他无疑地

可以像尼希米, 把他的祷告送到天上, “我的神

啊 , 求祢因这事记念我 , 照祢的大慈爱怜恤

我”(尼 13:22). 他这样做犹如一个祭司, 来到洗

濯盆寻求洁净, 使到没有任何污秽拦阻神对他

的事奉赐下福气.  

 

诚愿所有负责传讲福音的美妙信息之

人, 都学习这必要、甜美和有效的祷告: “求主

教导我们祷告”(路 11:1).139 

 

(B.3)   传福音与祷告 (三) 

在 可 9:29, 主耶稣提醒祂那些毫无果

效的门徒关乎祷告的重要. 主耶稣说: “非用祷

告(有古卷加“禁食”二字),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

出来.” 这些门徒要把聋哑的污鬼从孩子身上

赶出去, 却不成功. 他们失败, 因为没有祷告. 

传福音若没有祷告也是一样毫无果效. 

 

传道人很快就会发现, 若要有效地传福

音, 就一定要祷告. 传道人或许深感传福音的

重任, 也深觉自己的无力, 但他可寻求神赐下

恩典, 帮助他清楚与满

有能力地传讲福音信息. 

无论如何, 他也该谨慎, 

不可过度关注别人如何

看待他的能力和传道 . 

传道人很容易把焦点放

                                                           
138   尼 6:14: “我的神啊, 多比雅、参巴拉、女先知

挪亚底, 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 求你记念他们所行

的这些事.” 
139   上文编译自 James N. Smith 所写的文章 “Prayer 

and the Message - Part Two”, 载 A. J. Higgins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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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第 57-59 页. 

在自己的需要上, 忽略了听众当中那些失丧灵

魂更大的需要. 

 

在约翰福音第 4 章, 门徒进入撒玛利亚

买食物, 主耶稣却留在叙加的雅各井旁. 虽然

疲累, 主耶稣还是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 当门

徒归来时, 妇人留下她打水用的器具, 进到城

里, 把众人带到

救主面前. 门徒

只关注他们个人

的需要  —  食物. 

一两个人去买食

物就行, 何必出

动所有门徒呢? 

即使他们回来后, 

还是把焦点放在

肉身的食物上

(约 4:27-34), 而不像妇人带着城里的众人前来

见主耶稣, 因她知道她的邻舍们需要认识救主

耶稣, 她关注他们灵里的需要! 看着前来的众

人, 主耶稣对门徒说: “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

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约 4:35). 虽说传道人要

为自己祷告, 求神赐下恩典传讲福音, 但他也

必须关注失丧者的需要. 他要为他们恳切祷告. 

 

(a) 传道人的祷告  

(Prayer by the Preacher) 

当传道人准备传福音时, 他必须先想到

他的听众  —  那些将要听他传福音的人. 他也

许无法预先知道每一个将要出席的听众, 但他

应该知道一些将可能出席的人, 并为特定的听

众或个别的需要而祷告. 这样就能避免过于笼

统的祷告. 这方面需要操练, 包括预先询问、

查考和默想. 

 

圣灵常把一些特定的听众深印在传道

人心上, 使他感到有所负担. 传道人也许对听

众的需要有些概念, 这将帮助他选择适合的讲

题; 例如听众或许是漠不关心的人, 没有想到

永恒与审判. 他们需要被唤醒! 因此, 传道人要

警告他们有关将临的审判, 提醒他们要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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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得救的问题, 免得他们失去机会. 听众可

能对罪没有清楚的认识, 所以向他们传讲罪的

定义, 让他们明白在神眼中, 人人都有罪. 这会

帮助他们知罪. 他们或许知罪了, 但还未信靠

主. 因此, 强调他们是无助的, 告诉他们救主耶

稣已为他们完成救恩, 只要信主便能得救.    

 

传道人若思考个别听众的需要, 就能为

他们个别地祷告, 并寻求神引领他为着这些个

别需要来说话. 这将令他的传道充满热诚与恳

切. 传道人也会发现, 他虽专向某个听众说话, 

但神也能用这话向其他听众说话. 满有主权的

神会按照祂的方法和祂的时间施行拯救, 神不

被传道人的想法和能力所局限. 诚如麦克贝恩

(Mr. Lorne McBain)常指出的, 传道人所关注

的人, 不过是传福音的“对象”, 但那真正领受

信息的人, 才是主所关注的“目标”. 

 

(b) 为信息作祷告  

(Prayer about the Message) 

 “讲章”(sermon)与“信息”(message)是有

分别的. 讲章可以是正确无误、富教育性, 对

听众很有帮助. 但“信息”

超越教育性的教导 . “信

息”是从神而来的话语, 为

要满足当时某种特定的需

要, 无论是整体听众的需

要, 或是听众当中个别听

者的需要. 一篇讲章可能

含有一个给于一人或多人

的“信息”. 旧约的众先知

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信息”, 否则就该闭口不

言. 福音的传道人也需要从神而来的“信息”, 

来传给他的听众. 

 

 预备信息时, 传道人应该求主帮助他. 

在选择信息的经文和预备要点时, 他必须领受

属神的引导. 他需要把信息深刻在自己的心版

上, 必须有方法在传福音时回忆起信息的要点

(做笔记是有效方法之一), 并清楚解说这些要

点. 更重要的, 在传福音时, 他需要神的能力和

圣灵的恩膏. 这些都是传道人应该特别祷告的

事项.   

 

(c) 为传道人祷告  

(Prayer for the Preacher) 

 听众当中的基督

徒为传福音者祷告, 是

非常重要的, 这包括在

福音聚会之前和之后的

祷告 . 140  有者说得好 : 

“没祷告就没有力量; 少

祷告就少有力量; 多祷告就多有力量.” 这是我

们必须永远谨记的. 

 

 当传道人讲完, 听众逐渐离开时, 祷告

还是重要的, 因我们需要求圣灵继续使用信息, 

向未信的听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话. 仇敌撒

但会尽量夺去好种(指夺去福音信息的道种, 

参 路 8:12), 但圣灵可以阻止和挫败他. 就如所

种的种子需要水的浇灌, 我们也应该用祷告, 

来浇灌那种在人心田的道种. 

 

 除了在福音聚会后求神赐福, 拯救宝贵

灵魂之外 , 我们也应该回想起主耶稣在  路

10:2 的话: “要收的庄稼多, 作工的人少. 所以,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无疑的, 所有信徒都承认我们需要更多全时间

事奉的“工人”(laborers), 去到世界各地的“禾

场”(field)上“收取庄稼”; 但我们岂不该看出主

的话也呼召每个信徒参与这“工作”(labor)? 祷

告会在人心产生感动, 发生信念; 然后领受信

息; 而信息必须被传出去. 神已在 赛 55:11 应

许有关祂的话语: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决

不徒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它

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141 

                                                           
140   有些召会在福音聚会以前, 信徒先聚在一起, 特

为福音聚会的讲员和听众祷告, 这是值得仿效的做法. 
141   上文编译自 John Slabaugh 所写的文章 “Prayer 

and  the Message - Part Three”, 载 A. J. Higgins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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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第 60-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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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142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六): 

真诚的忠诚  
    — 敬拜的地方 
 
(A)    地上属世界的圣所 

 当我们邀请邻居(特指在宗派的基督徒)

参加召会的聚会时,143 常听到的回应是: “哦! 我

已有自己敬拜的地方了.” 敬拜的地方? 本章要

根据圣经来解答一个问题: “什么是真正与合乎

圣经的敬拜之处?” 

 

 在我们周围的宗教世界里, 有许多所谓

的“敬拜之处”(拜神的地方, 特指基督教的教堂). 

我们有时被带入某间教堂, 看见教堂里的各种特

点. 带领我们参观的人或许会问: “你想看看圣所

(sanctuary)吗?” 然后我们就被带进一间大礼堂

(auditorium), 那里有一个祭坛(altar), 以及其他属

于圣所的宗教性象征物(symbols). 许多真实属神

的儿女们惯常参加这类的“敬拜之处”, 并相信它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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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用过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143   希腊文 ekklêsia (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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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个在

时间和空间上, 比“地方性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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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个地方上聚集的一群基督徒所组成

的群体, 例如在哥林多的召会、加拉太省的各召会等等. 

们是分别为圣的地方, 是神在地上的圣所(但这

看法正确吗? 合乎圣经吗?) 

 

 神的确在地上有过圣所. 希伯来书 9:1 告

诉我们: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

幕”(注: “圣幕”在希腊原文是 hagion {G:39}, 即

圣所; KJV: sanctuary ). 这节所指的, 是以色列人

在旷野当年所立的会幕(来 9:2). 那时, 神把圣所

的样式(模式, pattern)赐给摩西(来 8:2-5), 这地上

的圣所乃是天上真圣所的样式(来 9:23-24). 这圣

所是“属世界的”(earthly)  —  这词没有道德罪恶

的负面意义  —  仅指属物质而言, 因它是用地上

属物质的材料造成的(来 9:11). 

 

 用来造圣所的材料是神所挑选的. 会幕

的每一支针、每一根柱、每一块板、每一片

布、每一个器具, 都预表基督的荣耀和华美. 它

是奇妙的“比喻”(parable), 具有属天意义的属地

故事, 正如 来 9:9 所说的: “那头一层帐幕, 作现

今的一个表样 (编译者注: “表样”在希腊文是 

parabolê {G:3850}, 也可译作“比喻”).   

 

  旧约中还有一个“属世界的圣所”(worldly 

sanctuary).144 它比旷野的会幕更吸引人, 更有属

世的价值. 它就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所建造的圣

殿. 这圣殿的样式由神指示大卫, 再由大卫指示

他儿子所罗门. 殿中的金子和银子按 1984 年的

市价来算 , 高达 485 亿美金(48.5 billion U.S. 

dollars). 这是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学者所估计的. 

当犹大国民被掳到巴比伦时, 这华美圣殿被毁了. 

所罗巴伯带领的余民从巴比伦归回之后, 他们重

造圣殿, 不过它的荣耀不如先前的圣殿(哈 2:3).

主耶稣在世上时, 祂称此圣殿为“我父的家”(路

2:49; 注: “我父的事”可译作“我父的家”), 纵然此

殿已被希律所修饰与扩建(此圣殿过后在主后

70 年被毁, 圣殿从此至今在地上消失, 编译者按). 

 

 在未来的日子, 将会有两个“属世界的圣

所”重新出现. 第一个在灾难期间(指召会被提后

的七年灾难期间), “那行毁坏可憎的”将被立于

                                                           
144   《和合本》把 来 9:1 的“worldly sanctuary”译作

“属世界的圣幕”, 英文与原文直译是 “属世界的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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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第二个则是在千禧年里, 神将会在地上设

立以西结书 41 至 44 章所描述的圣殿. 因此, 在

地上设立的圣所共有五个, 但问题是: 我们今日

是否有一个可被称为“敬拜之处”的圣所呢? 

 

 属世界的圣所已被取代! 此乃希伯来书

最伟大的真理之一. 事实上, 第 9 和第 10 章所要

强调的真理是: 与属世界的圣所有关的整个体制

都已废除. 希伯来书把旧约(和其中的会幕、祭

司、献祭制度等等)视为属神真理的轮廓草图

(outline sketch), 是不完整、不完美的. “律法原

来一无所成,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这指望, 我

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来 7:19). 在希伯来书常

出现 “ 更美 ”(better) 、 “ 更大 ”(greater) 和 “ 高

过”(higher)等字眼, 为要以更美的新约真理来与

旧约时代的事物做一比较. 这些都是“比较式”的

词字, 但希伯来书并非仅仅以新约启示与旧约启

示相比(compared), 而是作出对比(contrasted). 来

7:16 说: “祂(主耶稣)成为祭司, 并不是照属肉体

的条例, 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这节的“无

穷”(endless)一词是希伯来书的钥字之一(强调基

督是无以伦比的). 基督是最后的终结(finality), 

旧约草图在基督身上成为最终的完整图画. 

 

 旧约祭司有一条路

可亲近神 ,此乃希伯来书

第 9 章所描述的. 以色列

的大祭司, 在赎罪日当天, 

一年一次, 经过幔子进入

至圣所, 但必须带着血进

去(来 9:2-8). 来 7:19 论到基督引进更美的指望, 

祂已为我们开了一条新路, 使我们可以进到神面

前. 此乃希伯来书第 9 章整章的来龙去脉. 有一

条新路可以进入圣所, 不过这是否就是同样的幔

子、同样的圣所? 答案是“不”!    

 

 这是希伯来书第 9 章的主题. 那属世界的

圣所是有礼拜的条例. 与会幕有关的事物, 是

金、银、铜、捻的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

线(出 26:1), 以及荣耀和华美的圣衣. 那里有无

价的宝石、桌子和陈设饼、乳香、金灯台、金

香坛、铜洗濯盆和铜祭坛. 那里也有公牛、山

羊、牛犊、绵羊和鸟的血, 还有红母牛的灰、银

制的号筒、公羊角制的号角、铃鼓、铜钹和竖

琴等等. 这一切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 这整个体

制已被移除 , 已成为一个表样 (希腊原文是 

parabolê , 可意即“比喻”  —  以地上的事物说明

天上的事物; 来 9:9). 尽管这些事物是神所设立

的, 但都不能叫那近前来敬拜的人得以完全(来

10:1). 它们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

时候为止”(来 9:10).145 这就是圣灵在希伯来书

所要表明的真理: 一切(属影儿的旧约体制)都要

移到一旁, 让位给它们的真体  —  主耶稣基督!  

 

来 9:11 是重点: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

幕, 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这节

最后的短语清楚表明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职分, 

是关系到一个比以色列属世圣所更伟大的帐幕. 

祂不是在属物质的圣所进行祭司的事奉, “因为

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

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

前”(来 9:24). 

 

(B)    天上属灵的圣所 

希伯来书第 10 章详尽阐述这伟大主题, 

述说那拦阻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的幔子. 此乃限

制人亲近神的幔子, 与现今那敞开的路形成强烈

对比,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

至圣所,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 这幔子就是祂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

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

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

信心来到神面前”(来 10:19-22).  

 

靠着我们救主的死, 那限制人的幔子已

被除去, 进到神面前的路已被打开. 我们应该明

白“从幔子经过, 这幔子就是祂的身体”这句话, 

意指幔子不过是作为工具(instrumental), 换句话

说, 幔子并非祂真正的身体, 而是比喻靠着祂身

体受苦, 我们才能进到天上的圣所. 我们靠着主

耶稣宝血所进入的至圣所, 是否与以色列大祭司

                                                           
145   “振兴”原意是“修正”(setting things right), 指基

督降临献上完全的祭, 故“到振兴的时候”是指“到基督

徒的时代”(马唐纳,《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第 1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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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赎罪日所进入的至圣所相同? 当然不同, 后者

不过是影儿, 前者却是属灵的圣所, 是我们大祭

司在神宝座前不断执行事奉的地方.   

 

何处是我们今日敬拜的地方? 这问题的

答案就在这里. 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 存着充足

的信心进入真圣所, 并非只允许一年一次进去, 

而是随时欢迎我们进去. 祂带着复活的荣耀身体, 

经过诸天, 进入属天的圣所. 凭着祂的宝血, 我们

有权利进入天上属灵的圣所, 此乃属灵敬拜的唯

一地方, 因为属世界的圣所已被移除(来 9:14: 

“祂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

行, 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吗?”). 这节的“事奉”(希

腊文: latreuô {G:3000})是指敬拜(worship).    

 

这一切给我们非常实际的教训. 在我们

周围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有许多地方宣

称是属世界的圣所, 内有祭坛、蜡烛、美丽的布

帘、穿着宗教圣衣的祭司团、启发灵感的音乐

和各种礼仪, 以及与属地圣所有关的种种形式或

做法, 但这一切不过是影儿. 基督教世界, 自从基

督信仰与异教世界结婚后(启 2:12), 就可悲地回

到“属影儿”的事物. 一旦我们在敬拜上试图恢复

属地的圣所, 我们实质上就是回到犹太教的影儿, 

并且在许多时候, 它是犹太教与异教宗教世界的

混合. 基督已经来到, “在祂里面, 旧约律法的影

儿将完全应验, 如今全面隐退.” 

 

 因此, 我们在何处敬拜? 集体的属灵敬拜

对神而言是最重要的. 它是信徒“作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前 2:5). 

我们敬拜的地方不在地上. 我们不能指着某个在

地上的圣殿、会幕、圣所、教堂、礼拜堂

(chapel)、礼堂(hall)或小屋(hut), 然后说: “这是

我们敬拜的地方”. 不管我们如何称呼某个建筑

物, 我们不能把它变成敬拜的圣所. 正因对此伟

大真理的信念, 以往的弟兄们(特指 19 世纪奉主

名聚会的弟兄们)特别谨慎, 称呼他们聚会的建

筑物时, 尽量不让人误会他们是在地上建造圣所. 

我们若回到影儿(shadows), 就离那伟大的真体

(Substance)主耶稣基督更远. 让我们不要回到影

儿. 那在现代所谓的“敬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音乐事奉”也是众多影儿之一(不该被过分强调).  

 为了避免有人误解, 以为我在否认“主耶

稣会与那些聚集归向祂的人同在”, 所以我建议

重读希伯来书第 4 章. 主耶稣本身确实会屈尊地

来到祂百姓当中, 可是当我们来到祂面前敬拜时, 

我们是在幔内.  

 

 希伯来书的作者有

次序地详尽阐述这些真理. 

到了第 10 章, 他已指明属

世界的圣所已被移除, 因基

督已经来了, 我们靠着祂进入属灵的圣所亲近神, 

这一切都与召会有关. 作者劝勉信徒: “就当… 

来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 又要彼此相顾”(来

10:22-24), 然后他说: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

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

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来 10:25). 

 

(C)    四大宝贵的真理 

 来 10:25 有四个明显真理. 首先是对召会

的描述 . 这节的“聚会”(希腊文 : episunagôgê 

{G:1997})只在这节和 帖后 2:1 出现. 帖后 2:1 说: 

“弟兄们 ,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希腊文 : 

parousia {G:3952}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希腊

文 : episunagôgê {G:1997}; KJV: gathering 

together unto Him).” 神应许我们未来有个蒙福

的聚集, 聚在空中围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

是否也有聚集“归向祂”(unto Him)? 是有的. 来

10:25 描述了现今信徒聚集归向祂. 或许你认为

“归向祂”这一字眼并没出现在 来 10:25, 但作者

还未说完他的话题. 他在 来 13:13 才结束它, 说: 

“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外, 就了祂去(KJV: unto 

Him; 也可译作“归向祂”或“往祂那里去”), 忍受

祂所受的凌辱.” 在英文中, 我们能想到最接近这

观念的词是 epicenter . 它通常指在地球表面能

量聚集之处, 字面意义是一个焦点(focal point)或

中心点(central point). 主耶稣是召会聚集的焦点

和中心点. 这实在是聚集归向祂, 以祂为聚集的

中心(gathering Center). 

 

 来 10:25 所教导的第二个真理是: 有些人

离开了这聚集的中心. 何以见得? 因为在接下来

的经文, 作者立刻提到有关背道(apostasy)的事. 

紧接下来的一节 (来 10:26)一开头就用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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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KJV: for), 清楚说明了这点. 没有任何真信

徒会成为“背道者”(apostate), 但若离开这聚集的

中心(主耶稣基督), 就等于模仿背道者的行为. 

 

 第 25 节的第三个真理, 是信徒应该彼此

劝勉, 互相帮助鼓励, 建立美好交通. 第四个真理

是: 既然知道主再来的日子临近, 我们更当如此

行. 当我们看见这蒙福之日临近, 上述这些真理

会被大力攻击, 所以它们更显为宝贵, 迫切需要

神的帮助来持守它们.  

 

 在正确解经方面, 我们坚信“按比例提及

法则”(the law of proportionate mention, 即重要的

圣经真理往往会在许多经文中被论及; 也称为

“总体提及法则”[the law of Total Mention] ). 我

们是否过分地强调希伯来书最后几章所教导有

关属灵敬拜的事? 如果这方面的事如此重要, 为

何它不出现在整本新约圣经的其他经文中? 简

单的答案是: 这是新约圣经的全新真理, 也是新

约圣经其他经文所教导的. 

 

 我们这里所教导的, 也是主耶稣在约翰

福音第 4 章所教导的. 我们欢喜看到主耶稣这位

诚信真实的见证人(启 3:14), 引领那有罪的撒玛

利亚妇人先看到自己的情况, 然后一步步地启示

她有关主耶稣的身分. 这个有追求之心的罪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约 4:19). 接着, 在主耶

稣进一步的带领之下, 她更认识主, 并承认说: 

“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约

4:25). 就在此刻, 仁慈的主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

的就是祂”(约 4:26). 

 

主耶稣向这得救的灵魂(撒玛利亚妇人)

启示一些有关属灵敬拜的最高真理, 这是整本圣

经所能找到的真理. 撒玛利亚妇人指基利心山

(Mount Gerizim)是她祖宗敬拜的地方(约 4:20; 

参 申 11:29; 士 9:7). 主耶稣接着说: “妇人, 你当

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

在耶路撒冷”(约 4:21). 圣殿是在耶路撒冷, 新约

圣经记载的第一次聚会, 就在耶路撒冷进行. 第

一个擘饼聚会也在那里执行, 但信徒敬拜的地方

却不在耶路撒冷. 那么, 究竟在那里? 是在属灵

的圣所.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 

神是个灵(原文无“个”字),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

灵和诚实拜祂”(约 4:23-24). 这是何等深奥的真

理, 不过那才信主得救的灵魂也能明白! 

 

以色列人的属世圣所是基督的表样(或作

“预表”, 因它预表基督). 它是不完整的, 不过是

将要来的真体(主耶稣)之影儿. 一切与它有关的

是地上的物件, 是为属地百姓设立的. 它拥有属

地的华美和荣耀. 它诉诸人的感官, 如视觉、听

觉、触觉和味觉, 但它已被移除, 因为基督已经

来到. 我们如今可以带着充足的信心进到真正的

属灵圣所, 就是属地的圣所所代表的. 我们以心

灵和诚实敬拜永活的神(约 4:23-24; “诚实”原文

可译作“真理”, KJV: truth), 不靠短暂的形式礼仪

所帮助. 作为新约的祭司, 我们进入幔内, 进到真

正的属灵圣所, 向神献上我们的灵祭. “我们应当

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

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来 13:15). 

 

论到我们所讲述有关新约祭司的属灵敬

拜, 我们强调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辅助属灵

的敬拜, 但在召会的实践上, 至少有五种东西是

属物质的. 首两个是与头权(headship)相关, 即姐

妹头上的长发及蒙头巾(林前 11:1-16), 两者都是

属物质的. 第三个是与浸礼(baptism)有关, 显然, 

受浸用的水是属物质的. 最后两个是与擘饼聚会

相关, 因为所擘的饼和所饮的杯是属物质的东西. 

当然, 长发、蒙头巾、水、饼或酒都不能称为属

灵敬拜的辅助物. 无论如何, 这些属物质的东西

是主耶稣自己所拣选的, 是祂的计划和安排. 身

为召会的主, 祂肯定有权利行使祂的主权. 可是, 

当人要高举那些没有主自己(透过圣经)授权的

东西, 就完全不同了. 这五样由主所拣选、属物

质的东西, 比起犹太教的各种形式和礼仪, 就有

很大的对比. 长发、蒙头巾、水、饼或酒都是简

单普通的东西, 既然由主所指定, 便是祂所设立

的规条或圣礼(ordinances), 具有属神的权威.146  

                                                           
146   上文编译自“A Sincere Devotion  —  What is 

Your Place of Worship?” (Chapter 6),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64-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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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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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编译者注:  我们在上几期仔细查考有关圣经所

谓的拣选, 并看见“拣选”只与信徒(圣徒)有关,  

与罪人无关. 基督蒙神所选、蒙神所爱, 而召

会就在祂蒙神所选所爱的悦纳中被拣选, 为要

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圣经中, 与拣选

密切相关的题目如“预知”和“预定”都只用在圣

徒身上, 与圣徒得福气有关, 并与罪人得救无

关. 在前一期, 我们也看到加尔文神学(加尔文

主义)的起源和历史, 以及几位影响它成形的著

名神学家和历史人物. 本期和接下来的几期, 

我们将看见加尔文神学如何错误使用三段论

演绎法(syllogistic deductive approach), 推论出

错误的神学教义(而非圣经真理), 用神的名义

说了神没有说的话, 犯上了“加添神话语”的罪

(箴 30:6; 申 4:2; 12:32), 令人何等痛心…  

 

(文接上期)  

(B)   圣经所谓的拣选 

(C)   神学所指的拣选 

 

“祂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祂责备你, 你就显为

说谎言的”(箴 30:6). 

 

(D)   在圣经上的加添 

(D.1)    三段论法、演绎法与归纳法 

本章的目的是逐一探讨加尔文学说的五

项要点, 并以中肯的批评来判断这学说成立时所

采用的方法. 要了解那方法的性质, 我们必须先

对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主前 384-

322)的教导有一点认识. 麦加夫(Alister McGrath)

告诉我们: “亚里士多德对 16 世纪后期的改革宗

(归正宗)神学的影响尤为显著: 三段论法的痕迹

随处可见….” (引自《约翰·加尔文的一生》[A 

Life of John Calvin], 第 168 页). 

什么是三段论法(syllogism)? 简单来说, 

它的定义是从两项独立的前提 (independent 

statements), 利用逻辑去推论出来的结论, 不论这

结论是正当有效与否(valid or invalid); 例如:  

 

1. (前提一): 所有猫是动物. 

2. (前提二): 狮子是猫类. 

3. (结论): 因此, 狮子是动物. 

 

三段论法既是哲学所用的逻辑学工具 , 

我们就引述一部标准的哲学教科书: “亚里士多

德建立了一套逻辑, 作为

逻辑学的基础, 直到 19世

纪. 他认为逻辑是一种工

具, 通用于研究和获取任

何知识, 而他在这方面的

作品有 Organon (中文译

为《工具论》), 意即仪器

或工具(instrument or tool). 

其逻辑的主要特点在于

三段论法, 他所下的定义

是: ‘某些事项被提说后, 必顺理成章地得出另一

个定论.’ 一般来说, 三段论法的形式有三项要点, 

其中两项是前提(premises), 另外一项是辩说的

结论(conclusion). 以下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法:  

 

1. (前提一): 所有人都会死(mortal). 

2. (前提二): 苏格拉底是一个人. 

3. (结论): 因此, 苏格拉底是会死的. 

 

“如果一项三段论法中的前提是真实的话, 

并且其形式或编排也正确, 那么得出的结论必是

正确真实的. 凡正当有效的三段论法都具有正确

真实的前提, 所得的结论就都得到证实. 以上的

例子显示三段论法的模式和亚里士多德式逻辑

上的建议. 此外, 还有其它模式.” (引自 歌丽逊所

著的《五十个主要哲学家》里的“亚里士多德”, 

[ Fifty Major Philosophers, by Diane Collinson ], 

第 23 页). 

 

可是, 哈姆霖(D.W. Hamlyn)警告说: 一切

正当有效的前提结合起来, 不一定产生正确的三

段论法.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要指出哪些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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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 E. Johnson 

的三段论法, 并且要提供其正当有效的证据 (引

自《西方哲学的历史》 [ The Penguin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 第 60 页).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此而生: 使用三

段论法来解释圣经是否恰当? 有些可怕的错误

道 理 正 是利 用推 论式 三 段 论法 (deductive 

syllogisms)来解释圣经所致. 举个例子, 罗马天

主教奉马利亚为“神母”或“圣母”(mother of God), 

就是根据三段论法, 其逻辑推理如下: 

 

1. (前提一): 马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2. (前提二): 耶稣是神. 

3. (结论): 因此, 马利亚是神母(圣母).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一个危险. 虽然上

述每一句独立的句子(指第一和第二句)似乎合

理, 但其结论却十分荒谬, 更顿时成了异端. 事实

上, 圣经从来没有给马利亚这一个名号. 这个名

号来自演绎式三段论法(deductive syllogism), 是

不正确的曲解圣经. 这个例子足以警告我们演绎
式三段论法不适合作为制定教义的工具. 解释圣

经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归纳式(inductive)方法, 亦

即完全按照圣经所说的而不加添什么. 我们若看

出这重要的分别, 便能免去许多错误的谬论. 

 

约翰逊(Elliot E. 

Johnson)解释这重要的

分别: “归纳法先定下

一个必要的目标, 就是

我们想真正认识圣经

(即完全让圣经说它真

正说的话, 而非利用圣

经说我们想说的话, 编

译者按). 归纳法的研究

方式是: 我们查考一段

经文的细节(particulars), 从中得出其概括意思

(general meaning). 这正好与演绎法相反, 那是以

一句或一个概括性的定句(即第一和第二个前提)

为开始, 根据文中的证据达致合乎逻辑的结论.” 

( 引 自 《 释 经 法 : 简 介 》 [ Expository 

Hermeneutics: An Introduction ], 第 18 页).  

 

(一)    演绎法 (The deductive approach) 

演绎式逻辑(deductive logic)是一系列的

思维, 包含从概括事实或原则而推论出某些专有

事实 . 演绎式逻辑所用的工具是三段论法

(syllogism). 改革宗神学 (归正神学 , Reformed 

theology)之所以出现很大的混淆, 是因为他们对

圣经所谓的“预定”(predestination)存着不符合圣

经的见解, 却以这些错误见解为前提(premise), 

结果得出各样毫无圣经根据的结论. 奥古斯丁

(Augustine)对预定的看法变成了一个概括性操

控原则(general controlling principle), 以这看法来

决定如何解释各种教义, 如恩典、救赎和信心, 

所得出的结论都是由三段论法逻辑演译而成.  

 

安革尔(Merrill Unger)警告说: “演绎式推

论法(deductive reasoning)的错谬明显可见, 所得

出来的结论并不比前提更确定. 许多在科学和哲

学上出现的错误, 就是因为忘记了这方面的危险. 

当我们来到神学的领域, 情况更为可怕. 那些不

能用归纳法从经文中带出来的概括性推论

(generalisations), 往往被用作演绎式推论法的前

提. 在典型的三段论法中, 所得出的结论是由前

提机械化地产生,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 怎样证实

某前提是正确可靠的.” (引自《传道学的原则》

[ Principles of Expository Preaching ], 第 113 页). 

在未探讨改革宗神学的演绎式方法之前, 我们必

须先解释归纳法的意义. 

 

(二) 归纳法 (The inductive approach) 

   归纳式逻辑(inductive logic)是从特别的

事件案例逐步组成或得出的一个概括性结论. 换

言之, 所有关于某题目的经文在未得出任何概括

性结论之前, 都该被圈入考量范围内. 安革尔

(Unger)说: “一个认真的释经家不会认为归纳法

过于烦琐… 一个按正意分解神真理的人必须严

格训练自己, 完全以归纳方式来研读圣经的每一

个题目. 只有借着全面的归纳方式, 将所有关乎

的事实或案例逐一考虑, 才能得出合乎圣经的具

体概论” (引自《传道学的原则》, 第 100 页). 

 

举例来说, 我们怎样以归纳的方式, 来合

乎圣经地明白“预定”这一概念? 透过探讨所有参

考经文, 我们发现预定是关乎圣徒的, 又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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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效法神儿子的模样 (罗 8:29-30); 

(b) 得着儿子的名分 (弗 1:5); 

(c) 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 (弗 1:11) 

 

圣经从没提到“预定”与罪人下地狱或上

天堂有关. 圣经中每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都是指

着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 我们从这些参考案

例所得到的概论是: “预定”乃是与信徒将来所得

的福分有关. 这与奥古斯丁所指的绝对双重预定

论有天渊之别. 

 

读者不必因这些专有名词如演绎法

(deductive)和归纳法(inductive)而却步. 事实上, 

演绎法是给圣经加上概括性的假设(assumption)

或假定(presupposition), 使它们成为某些题目的

决定性原则, 一般都是源于亚里士多德式三段论

法. 我们不得不说这方法不适用于分解圣经的真

理. 另一方面, 归纳法是探讨一切关乎某题目的

参考事例(references), 纯粹基于圣经所说的, 得

出一个概括的教导. 我们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基本上, 演绎法在圣经上有所加添; 相反, 

归纳法忠于圣经所说. 在下一章, 我们会解说归

纳法对圣经读者的实际应用. 现在, 让我们先看

看演绎式逻辑的缺陷或弊端, 并它怎样引致和形

成所谓的“恩典的教义”(doctrines of grace). 

 

 

(D.2) 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 

加尔文主义的系统是由一连串的演绎式

逻辑和亚里士多德式三段论法演变而成. 整个系

统的前提来自奥古斯丁在神的定旨(decrees)方

面的教导. 根据奥古斯丁, 神从亘古定下了人的

历史、事件、选择及终局, 历久不变. 论点在于

神有主权(或译“自主权、君主权威”, sovereign), 

任何不按神的意思而作的事或抉择, 都有损祂的

主权, 甚至论到一个罪人拒绝福音, 并不是因为

罪人拒绝了神的恩典, 而是神拒绝了罪人. 否则, 

像奥古斯丁所言, 神就不是具有主权的神了. 

 

说到这里, 有一件事令人极为不安, 奥古

斯丁所持“绝对主权”(absolute sovereignty)的概

念 , 与伊斯兰教(回教)有很多相同之处 . 远在

1811 年 , 巴克 (Charles Buck)在他的《神学辞

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中已指出这共同点. 

论到“神的定旨”(Decrees of God), 他说: “穆罕默

德在可兰经中提到人类的万事万物, 乃根据绝对

的预定安排. 他看生死、兴衰和世人所遭遇的一

切, 都是出于掌管万事的神所预定的. 奥古斯丁

及早期大部分改革宗人士, 特别是加尔文, 皆拥

护这套学说.” 

 

一名称为李德(J. K. S. Reid)的加尔文学

者指出, 加尔文“将奥古斯丁的肯定语从反面去

解释, 就是那些灭亡的人没有被神寻见, 却被定

为只该灭亡. 他说这是根据神所定的次序: 首先, 

祂决定人类整体或个人的命运; 第二, 祂命定堕

落的亚当死亡; 第三, 除了那些以后得蒙恩选的, 

其余属亚当的后裔都被定罪” (摘录自《关乎神

的永远预定 : 简介》[ Concerning the Eternal 

Predestination of God: Introduction ], by John 

Calvin ). 

 

此外, 有位著名的

作者名为平克(Arthur W. 

Pink, 英国出生的圣经教

师), 他极为拥护奥古斯丁

式的绝对主权之见解. 在

他所著的《神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一书中, 第一章便以“神的主权和现在”为题. 这

一章完全忽略“恩典”一词, 实在令人惊讶. 平克

忽视了在今天救恩的日子, 恩典胜于一切. 事实

上, 恩典就是标志着基督信仰的真理. 不幸的是, 

奥古斯丁对恩典的看法十分狭隘, 他把它看为赐

给预先被拣选之人的恩赐, 是无法抗拒的. 他将

恩典从神的宝座上移开, 取而代之的是神的定旨, 

读起来像铁一般不能改变的定理.  

 

圣经没有教导说, 神绝不改变地决定了

人的各种反应和命运. 相反, 神是活神, 今天不断

的凭恩典行事. 我们衷心地同意神拥有主权, 但

我们也要坚持说: 神在祂的主权中借恩典作王. 

保罗在 罗 5:21 清楚宣明: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 

照样, 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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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得永生.” 因此, 要正确地认识救恩应该以恩

典为基础公理(axiom). 可惜的是, 加尔文主义的

系统里没有以神的恩典为中心, 却以奥古斯丁的

预定论(Augustinian predestination)为前提. 

 

伯 撒 (Theodore 

Beza, 法国神学家, 加尔

文的门徒)制定了一个立

论  —  神是照自己主权

的定旨来拣选. 这样的拣

选成了改革宗神学的出

发点. 麦葛福(McGrath)指

出: “那么, 伯撒以什么原

则作为一个合逻辑的出发点呢? 答案是: 他的神

学系统是建基于神在拣选上的定旨  —  神按自

己的决定来拣选某些人得救, 或决定某些人灭亡. 

这样的神学所关注的其余事件, 就是探讨这些决

定所产生的后果. 如此, 预定论就成了这操控性

的原则(来决定如何解释其他圣经教义, 编译者

按).” (引自《基督教神学 : 简介》[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 第 398 页).  

 

有者告诉我们, 神拣选人得救的定旨是

不能改变的. 根据薛弗尔(Lewis Sperry Chafer)所

宣称, 拣选“在人类历史中是不能改变的. 神没有

因应人的意愿而改变自己, 事实上, 在未创造他

们以先, 神已知道人要做的一切事.” (引自《系

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第二辑, 第 10

页). 毫无疑问, 神知道人要做的一切事. 但要说

历史完全根据不变定律而演变, 这是符合圣经的

吗? 先知约拿相信不变的定旨吗? 尼尼微人听了

约拿的传道后悔改相信, 我们读到“于是神察看

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祂就后悔, 不把所

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拿 3:10). 约拿便生气, 但

不觉得诧异. 他将自己先前没有往他施去的原因

向神说明: “我知道祢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不

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

灾”(拿 4:2). 约拿肯定不相信神的作为一成不变; 

相反, 神有改变的自由, 从审判的定罪(拿 3:4)转

到恩典的作为(拿 3:10). 约拿对神主权的了解符

合圣经, 奥古斯丁的学说却相去甚远! 

 

当然, 伯撒坚持说他本身所制定的“神的

定旨”不是出自人的想象力, 而是来自圣经(但其

实不然, 编译者按). 再一次, 我们要多谢麦葛福

给我们的忠告: “可是, 这些论点的推论方式是: 

把圣经当成一系列的假设(a set of propositions), 

从而推论出神的定旨; 但正确的方式应该是: 把

圣经当作有关耶稣基督的中心事件之见证, 从而

归纳出预定的本质.” (引自《约翰·加尔文的一

生》, 第 214 页). 

 

为了公平地探讨加尔

文主义的五个要点, 我们将

参看两本提倡加尔文主义系

统的代表作. 第一本是《加

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The 

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由

帕默尔(Edwin H. Palmer)编

著的研究手册 (Baker Book 

House, 1979). 第二本是由伯

阔福 (Louis Berkhof)所编著的《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94 年再版). 关于加尔文主

义的系统之基础前提, 帕默

尔这样说: “要加以强调神的

主权, 我们必须指出一切事

物由神预先决定… 说神预定

罪的出现, 这也是符合圣经

的. 如果罪是在神的计划之

外, 那么生命中没有一件事

是由神管理的了. 因为, 人有

哪一样行动是纯全良善的呢?… 因此, 我们再一

次全力地承认神的绝对主权. 祂预定、祂拣选、

祂预先决定”(第 82-83 页). 

 

读者大概会就此话感到惊讶恐惧. 邓拉

普(David Dunlap)明智地指教: “不幸的是, 这个

把神说成是‘罪的来源’之教义, 一直为许多加尔

文主义者所传授, 直到今日. 

神随自己的定旨决定万事 , 

这个教导无可避免地引致上

述的结论. 一个坚持不改的

宿命论者 (determinist)必定

相信, 神既然自由决定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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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永远得救, 也必照样决定在历史上所发

生的种种事情… 热切真诚的基督徒必须弃绝这

种亵渎和羞辱神的教义 .” ( 载于《仰望》

[ Uplook ], 1998 年 11 月). 

 

既已看过奥古斯丁的误解成了加尔文主

义的主要前提和操控原则, 现在让我们详细看看

这五个要点. 

 

(D.2.1) 加尔文主义的第一要点: 完全败坏  

(Total Depravity) 

乍看之下(第一眼看去), 我们或许会认同

“完全败坏”是完全纯正和符合圣经的教义. 我们

都同意罪已把人彻底毁坏, 人性和人格中没有一

部分不被罪所荼毒和破坏的. 人不能把任何出于

“己”的东西奉献给神而蒙神悦纳. 该隐不肯屈服

于这个事实; 他把靠自己行为所得的成果作为奉

献, 拒绝承认自己已彻底败坏, 只该死亡. 另一方

面, 亚伯认识自己是彻底败坏, 只该死亡; 借着信, 

他献上羊群中的首生, 因此在神面前得蒙悦纳. 

加尔文主义者指出人是完全败坏, 又被罪所毁坏

了. 上述所说的到此为止还是正确的, 我们看不

见什么偏差. 

 

然而, 事实却不像表

面所看到的. 其实, 加尔文主

义者只是利用这个圣经真理

作为跳板, 从而带出他们自

己发明的“完全无能力”(total 

inability)之教义. 帕默尔(E. 

H. Palmer)声称人绝对没有

能力行善、明白, 或甚至渴慕良善, 结果引出一

连串冗长的连锁推理之第一环. 重要的是, 我们

要察觉他们所采用的, 是演绎式的哲学方法(而

非正确的归纳式解经方法, 编译者按). 他们根据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 要我们相信以下的说法: 

 

1. (前提一): 人是完全败坏的. 

2. (前提二): 一个完全败坏的

人无能力做任何善工. 

3. (结论): 因此, 人没有能力

悔改和相信福音. 

    

不论人怎样理解首两句前提, 其结论是

没有圣经根据, 不符合圣经的. 圣经没有说人完

全不能相信福音. 保罗告诉我们福音“是神的大

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罗 1:16). 能力乃在于福音, 

不在于罪人. 罪人仅能作的, 就只有相信. 圣经从

来没有说过罪人不能相信. 神既吩咐各处的人都

要悔改和相信福音(徒 17:30), 若说神却定旨决

定有些人不能相信, 这看法实在是冒犯了神的公

义与良善性格(参本文附录: 再思“完全的败坏”). 

 

加尔文主义者再用三段论法加以支持他

们的理论, 这一次是根据灵性上的死亡之图像: 

 

1. (前提一 ): 还未重生的人 (unregenerate 

men)是死的. 

2. (前提二): 死人不能向任何事物作出回应. 

3. (结论): 因此, 人不能向福音作出回应. 

 

再一次, 这个结论是

没有圣经根据, 不符合圣经

的. 当亚当犯罪, 他向神死

了  —   就是说他在灵性上

死了(弗 2:1). 但这不是指

他成为一具死尸, 或不存在

了. 麦信恩(Albert McShane)

的见解很有帮助, 他说以弗

所书 2:1 强调死亡带来的败坏(corruption), 不是

无能为力(helplessness) (引自 Belfast Christmas 

Conference 1997). 圣经并没说一个在灵性上死

了的人是不能相信, 或无能力去相信. 事实上, 圣

经说: “信子的人有永生”(约 3:36). 福音被传给

所有人, 因为它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甚至是在

灵性上死亡的人. 这正是福音的目的! 

 

可是, 加尔文主义者一点也没有提及这

些要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将奥古斯丁“绝

对预定论”(absolute predestination)的教义加诸在

圣经所有的主题上. 如果你相信神已根据祂不变

的定旨决定谁得救, 谁灭亡, 那么你不能认同福

音是向所有人作出真诚的邀请(约 7:37-39; 参 路

14:15-24). 正因此故, 加尔文主义者必须在这个

演绎式系统的初步阶段, 就奠定了“完全无能力

(total inability)”的定论, 否则他会面临一个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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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就是没有被拣选的人(能凭自己的意愿

去选择)相信了福音! 为要维护他们的教义系统, 

加尔文主义者需要“完全无能力”的定论, 而不只

是“完全败坏”之教义. 由于他们无法从圣经中找

到这个教义, 只好利用三段论法的逻辑, 从“完全

败坏”的教义推论出“完全无能力”的道理. 

 

但加尔文主义者还有更多道理是推论自

“完全败坏”或“完全无能力”的教义. 请注意前一

个三段论法的结论句怎样成为以下的前提: 

 

1. (前提一): 败坏的人不能相信福音. 

2. (其他二): 但选民相信福音. 

3. (结论): 因此, 选民必定蒙神赐下信心, 使

他有能力去相信. 

 

这又是另一个没有圣经根据、不符合圣

经的结论. 当传道人接受这个特殊信条时, 他发

现自己是自寻烦恼. 请听帕默尔(Palmer)怎样应

付这个不必要的难题: “这个意思是, 虽然人是完

全败坏, 毫无能力去相信; 虽然信心是神圣灵所

赐和人无法抗拒的工作 ; 

然而, 相信与否完全是在乎

人. 他有责任顺从神的吩咐

而去相信”(第 87 页). 因此, 

即使人没有可能这样做, 他

还是应该相信! 加尔文主

义者所用的错误方法, 把自

己引入逻辑的沼泽困境里. 

 

1996 年, 在美国举行的圣经研讨会中, 古

丁博士(Dr. David Gooding)正确指出, 在末后审

判的日子, 人被定罪的最终准则记载于约翰福音

3:18: “信祂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

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人被定罪是因自

己拒绝相信. 古丁博士指出, 倘若有人因不信而

被定罪, 那么按一般日常的公道法纪来说, 那人

必定曾作出选择, 即他本可选择相信. 再者, 第

19 节说: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

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换

言之, 他们不仅因着不信而被定罪, 也因个人自

己的取向(own personal preference). 他们爱黑暗, 

不爱光  —  这是他们个人的取向. 人若选择正确, 

就必会相信 . (录自《可颂之神的荣耀福音》

[ The Glorious Gospel of the Blessed God ], 记录

于 1996 年). 

 

即使是最清晰的经文, 往往也被断章取

义所糟蹋, 来符合一个出于假设的教义系统. 在 

弗 2:8-9, 我们读到: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

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

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这段经文的简单意思是, 

救恩是神白白赐的, 凭信而得, 不是借着行为. 但

有些人坚持他们的神学理论, 指这一节经文不单

说到信心是恩赐(事实上, 这节所谓的“乃是神所

赐的”本是指救恩, 而非信心), 更严重的是, 他们

把信心与人的功劳(human merit)混为一谈. 在改

革宗神学的一切谬误中, 这实在是最令人目瞪口

呆、显而易见的错误! 他们这方面的混淆可见

于帕默尔的话: “问题是: 神是单单救赎的创始者, 

还是也包括信心的创始者? 是否神献出基督作

为牺牲, 而人献出信心呢? 抑或信心也是神的恩

赐呢? 救恩是否部分依赖神(赐下基督钉十字架)

或全出于神(赐下基督为我们而死, 再加上赐给

我们信心去相信福音)? 人是否

还是为自己保留一点荣耀   —  

相信的能力?” 不过帕默尔漏掉

了这些经文的基本论据  —  信

心排除了自夸 (faith precludes 

boasting, 意即靠信心就不靠行

为, 不靠行为就排除自夸, 弗 2:9). 

 

在保罗的书信中, 信心常被提及, 且是与

行为相反的. 救恩是神的恩赐, 借着信心而得, 完

全不是靠我们行为上的功劳. 换言之, 信心和行

为成了一个对立(antithesis). 靠行为得救的概念

是指行为附带着功劳. 但保罗坚持说得救不是靠

行为, 乃靠信心. 既然两者是对立的, 信心就不是

行为, 或不是罪人可以贡献的某种功劳. 信心没

有任何神秘之处, 也不是用来交换救恩的某种交

易. 因此, 将信心看作功劳是错误的. 

 

安德森爵士(Sir Robert Anderson)在这论

点上的真知灼见, 有助我们理解. 他说: “信心本

身并没有任何功劳或美德, 让我们将这事实牢牢

地种在我们的思想中, 刻在我们的心版上… 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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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atius Bonar 
 

独相信神才享有永生.” (引自《福音及其职事》 

[ The Gospel and its Ministry ], 第 46 页) 

 

有人或许会争论说, 我们所有的一切(例

如健康、力量、气息等等)都是神所赐的. 按这

方面的意义, 我们不反对信心是一件礼物, “可见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

10:17). 然而, 我们反对加

诸于 弗 2:8-9 的神学理论, 

指信心是神选择性的礼物  

—  选择赐给某些人, 同时

选择不赐给其他人. 采纳

这种武断的教理 (dogma)

给福音传道人带来何等的

困扰! 要是你相信神根据

永恒不变的定旨, 使会众中某些不是选民的人得

不着信心, 你又如何能宣讲“当信主耶稣, 你就必

得救”呢?(徒 16:31). 我们不能以罗马书 11:33 为

托辞, 说这是一个悖论(paradox, 意指看似矛盾却

是正确的说法), 来掩饰这个神学理论所存在的

矛盾. 圣经能超乎理性, 却不与理性相违. 这种所

谓的“悖论”全是人自己造出来的. 加尔文主义者

的立场或理据既不合理, 又不符合圣经. 

 

若有人想知道自己是否被列在神所拣选

和拯救的人当中, 那些持加尔文主义的传道人要

怎样回答? 答案是: 发问的人应该求神赐他信心

去相信! 这答案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求神赐下信

心之前, 那人必须先有信心才会这么做. 但若已

有信心去求神赐下信心, 岂不是多此一举, 也令

人混淆不清. 圣经怎样说? 在圣经中, 我们找不

到这样“求神赐于信心去相信”的例子.147 圣经只

呼召人去信福音, 其中没有任何隐藏的议程. 

 

加尔文主义者告诉我们, 虽然福音呼召

所有人相信, 但人是没有能力相信的. 这说法将

                                                           
147   有者引用 可 9:24 为例: “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

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 可是请注意, 这人

是已有信心, 只不过要求更大的信心去相信. 但按照加

尔文主义的“完全无能力”之理论, 人是完全无能力去相

信, 一点信心也没有, 直到神赐他信心为止. 但一点都没

有信心, 又怎么会去求神赐下信心呢? 这是矛盾的说法.    

福音贬低到与律法同等, 律法命令人不可贪婪, 

却不能救他离开贪婪. 因着肉体软弱而有所不能

行的(罗 8:3), 所以无法自救; 相反, 福音本是神
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罗 1:16). 福音是给所

有的人, 凡相信的人可凭恩得救. 

 

关于求神赐下信心去相信, 博纳尔博士

(Dr. Horatius Bonar, 苏格兰牧师兼加尔文主义者)

这样说: “论到在相信之前祷告的责任… 你不可

能认为你必须去到神面前并相信祂不愿意赐福

给你? 借着祷告, 你可以说服祂去使你相信祂会

赐福你. 你是否要一直不信, 直等到奇迹出现而

信心降在你身, 并且神勉强你去相信? … 我劝每

个人要祷告, 正如我劝每个人要相信一样; 因为

祷告包含和假定信心的存在. ‘凡求告主名的, 就

必得救.’ 但使徒又加上一句: ‘然而人未曾信祂, 

又怎能求祂呢?’ ” (引自《神所赐平安的路》

[ God’s Way of Peace ]. 编译者注: 博纳尔与其他

加尔文主义者一样, 认为人完全无能力相信神, 

却又需要祷告以获得神赐下信心(但祷告前岂不

是先需要有信心? 这信心是出于他自己, 还是需

要神赐下才有? 加尔文主义者总是无法给予令

人满意的答案), 结果便陷入以上的矛盾, 作出上

述矛盾的要求. 其实按圣经的教导, 人是有选择

相信的能力与责任; 人所当作的, 就是凭着简单

的信心去相信神、求告神, 以得拯救) 

 

我们要注意, 神按着祂的大能使用许多

不同的福音传道人, 他们在这些论题上有着不同

的神学见解. 我们很高兴听见许多灵魂因着所传

的道而信主得救 , 其中有属灵伟人如怀特腓

(George Whitefield) 和司布真 (Charles Hadden 

Spurgeon). 他们的神学假设无疑是属加尔文主

义(但司布真也反对一些加尔文主义的理论, 编

译者按). 我们虽不能贬低他们在神面前作仆人

的伟绩, 但却要理智地分辨他们神学见解的谬误. 

 

我们已看过加尔文主义者怎样利用推理

分析而偏离了圣经的简单教导. 从“完全败坏”推

论至“完全无能力”; 从“完全无能力”推论到“人

不能相信”; 从“人没有能力相信”推论到“信心是

一种选择性的恩赐”; 由于按他们的推论, 信心是

一种恩赐, 罪人只好受催促去“求神赐下信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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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 但根据奥古斯丁, 这一切都在乎神永恒不

变的定旨所决定的, 即祂已决定将信心赐给某些

人, 又不赐给另一些人! (既然结局已定, 何必要

求罪人祷告求神赐下信心? 唉, 陷入加尔文主义

的神学沼泽困境, 是何其的矛盾, 何等的可悲啊! 

编译者按)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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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再思“完全的败坏” 

 

加尔文主义 (Calvinism) 所谓的 “ 完全的败

坏”(Total Depravity)看似很有说服力, 因它似乎在说人

是糟透的, 无法自救. 对于“人是败坏的, 无法自救”这一

点, 我们完全赞同, 因有圣经为证(诗 51:5; 罗 5:12; 弗

2:8-9). 但对加尔文主义者而言, “完全的败坏”实际上是

指“完全无能力”(total inability), 包括无能力选择信靠神! 

正如本纳斯(Howard A. Barnes)所说, 正统加尔文派认为

“亚当的后代出生时就有罪性, 没有能力选择属灵的好

处 ”(引自  Thomas Steele, 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hillipsburg, 1963, 第 25 页), 

这包括在救恩方面选择基督. 这教义继续表明, 当听到

福音传扬时, 只有蒙拣选之人(或译作“选民”, the elect)

蒙神赐下能力去回应福音的要求  —  悔改、信靠、接

受基督、信从福音等等.149  

 

著名的加尔文主义学者平克(Arthur W. Pink)论

到“完全的败坏”时, 解释道: “作为一个罪人, 他有责任

悔改和相信福音. 但我们一开始就面对的事实是… 罪

人自己不能悔改和相信 (himself cannot repent and 

believe).” (引自 The Sovereignty of God, 第四版, 第 149

页). 关键的问题是: 既然人本身没有能力去悔改和相信, 

为何神又吩咐世人要悔改呢? (徒 17:30: “世人蒙昧无知

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主耶稣也在 可 1:15 宣告: “… 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试想一下, 神既然知道所有世人都不能(没有

能力)相信, 却又吩咐他们每个人应当相信, 然后又定那

无法相信之人的不信之罪(约 3:18),150 这样的神岂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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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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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8-70 页 ; 也请上网参考此书的中文电子版本 ,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5.html . 
149   Howard A. Barnes, The Errors of Calvinism? A 

Critique of “TULIP” in Seven Parts (2011 年), 第 5 页; 

有关本纳斯(Barnes)这篇文章, 请参 2012 年 7-9 月份, 

第 94 期《家信》的“真理战场: 加尔文主义的错谬(上)”. 
150   约 3:18: “信祂(主耶稣)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

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义的神? 难怪连帕默尔 (E. H. Palmer)也承认说英文

“inability”(没有能力)太过消极或负面了.151 

  

加尔文主义者常用 弗 2:1 来支持他们的论点,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祂叫你们活过来.” 他们说死

了的人是没有能力反应, 没有能力去相信, 所以“死在过

犯罪恶之中”的人是没有能力相信主耶稣的. 然而, 这错

误看法忽略两件事 . 首先 , “死 ”的基要意思是 “分

离”(separation), 而非没有反应; 例如“肉身的死”意指人

的灵魂与身体分离, 而 弗 2:1 则是“灵性的死”, 指人的

灵魂与神分离(因着罪而“远离神”, 弗 2:13; 西 1:21). 其

次, “死人”仍有反应, 因为人虽“肉身死了”, 他的灵魂却

还有反应, 还可以思想和说话(路 16:22-30). 即使是“灵

性死了”也仍有反应, 还可以“行事为人”, 可以“随从…

顺服”, 可以“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弗 2:1-2). 

这些动词清楚表明, 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但有能力

作出反应, 还可以做出选择. 

 

另一方面, 保罗在 罗 2:8 论到那些“不顺从真

理、反顺从不义的, 就以忿怒、恼恨报应他们.” 不顺从

(disobedience)肯定是出于意志所选择的行为, 也是问题

的根源, 正如保罗论到始祖亚当时, 说: “因一人的悖逆

(KJV: disobedience; 不顺从), 众人成为罪人”(罗 5:19); 

以色列也一样, 他们是“那悖逆(KJV: disobedient, 不顺

从 )顶嘴的百姓”(罗 10:21). 从另一角度来看 , 接受

(acceptance)也表明意志所选择的行动. 我们读到“凡接

待(KJV: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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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参 西 2:6). 简之, 完

全败坏的世人还可以顺从或悖逆神, 可以接受或拒绝主

耶稣, 这表明人有能力作出反应, 有能力作出选择, 并要

为自己的选择对神负责 , 所以主耶稣说 : “弃绝(KJV: 

rejecteth)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

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约 12:48). 

 

加尔文主义者常辩驳说, 所有世人罪孽深重, 任何人若

因没有蒙神拣选而灭亡, 也不能怪神不公不义. 是的, 我

们承认世人因自己本身的罪心恶行, 都是该死的罪人. 

神若审判我们, 定我们的罪, 我们无一人可说神不公不

义. 但加尔文主义在“完全的败坏”方面所教导的论点, 

却不能用以上例子, 因他们说我们世人没有能力相信神, 

过后神又定我们不信的罪, 这对神公义和慈爱的属性而

言, 实在是极大的羞辱和毁谤, 仿佛我们在教一个没有
能力计算的白痴做高级数学, 然后又因他做不到而定他

的罪, 不断因他不会做而鞭打他, 这是何其不仁不义的

行为和要求啊! 换言之, “完全无能力”的教义其实是曲

解圣经, 扭曲神的荣美形像, 我们必须弃绝它. 

                                                           
151   Laurence M. Vance, The Other Side of Calvinism 

(Pensacola, FL: Vance Publications, 1991), 第 67-68 页.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5.html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9 

   

《家信》: 第 113 期 (2017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辨别是非            乔治·泽勒 (George Zeller) 

 

再思“归正神学”(五): 它教导 

“替代性遵守律法”的错误教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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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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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几期讨论到归正神学七方面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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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危险五: 不按字面意思或正常意义明白圣经. 

6) 危险六: 圣约神学所潜伏的危险. 

7) 危险七: 它把信徒放在律法以下的危险. 

 

本期, 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危险, 那就是: 

 

(B.8) 危险八: 它教导“替代性遵守律法”的错

误教义 

 (B.8.1)   基督代替我们遵守律法?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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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5:19 说: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

人; 照样,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这节

是重点是: 亚当一次悖逆的行动, 使所有人类陷

入罪中; 对比之下, 基督一次顺从的行动, 为所有

人类带来救恩.  

 

 归 正 宗 人 士 ( 另 译 “ 改 革 宗 人 士 ”, 

Reformed men)常常曲解 罗 5:19, 说这节所谓基

督的“顺从”是指祂一生完美地遵守律法. 虽然主

耶稣基督确实完美地遵守律法的每一点一划, 但

是 罗 5:19 所谓的“顺从”与 腓 2:8 的“顺服”是一

样的(注: 这两处经文的希腊字皆源自同一字根 

hupakouô {G:5219} ), 也就是基督顺服父神的旨

意上到十架完成救恩. 它是指基督在各各他十架

上一次救赎的行动. 

 

归正神学家一般上都持守一个称为“替代

性遵守律法”(另译“代理性遵守律法”, Vicarious 

Law-Keeping)的学说. 此学说或理论说基督不单代

替我们受死(这是我们完全赞同的真理), 祂也代替

我们生活(指祂上十架以前的日子), 代替我们遵守

神的律法. 他们教导说, 人是靠基督十架的代死和

祂生活的顺服(他们称之为基督“积极的义”, active 

righteousness), 才完全满足和偿还世人欠神的债. 

按他们的教导, 称义的基础不单建立在基督在十架

的死(祂在那里背负神对我们罪的审判之刑罚, 

penalty), 也建立在基督一生的顺服(祂为我们满

足了神律法的命令, precepts) (引自  Reformation 

Study Bible, 参 罗 3:24的注解). 他们声称和坚持

基督同时借着祂的生活和代死进行救赎, 这对我

们的称义是绝对重要, 不可缺少的. 他们表示, 当

我们得救时, 神就把“基督遵守律法而得的义”归

于我们. (下图是“替代性遵守律法”的积极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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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8.2)   基督两方面的拯救工作 

1999 年,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人士签署了

一分文件, 名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福音派的颂

扬”(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 Evangelical 

Celebration; 签署此文件的包括: Hybels, Hayford, 

MacArthur, Robertson, McCartney, Swindoll, 

Lucado, Stott, Ankerberg, Neff, Stowell, Stanley

等等). 此文件清楚表明: 

 

神按福音称那些信靠祂的人为义, 是一个

决定性的转变, 就在此时此地, 从定罪和承

受神震怒的状况(因着他们的罪), 转变为

蒙神接纳和喜爱(因着耶稣完美无瑕的顺

服, 以致最终愿意为担当人的罪而死). (编

译者注: 这点我们都很赞同) 

 

 它过后加添以下的话: 

 

我们确认, 基督拯救之工包括两件事  —  

祂代替我们生活和受死(加 3:13).153 我们

声明, 信靠基督完美的顺服, 即祂为我们满

足神律法一切的要求, 对福音来说是不可

或缺的. 我们否定得救是单靠或只靠基督

的死而不靠祂完美公义的生活. 

 

显然地, 这份声明延续了一个错误道理, 

即我们的称义是建基于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以及

祂遵守律法的生活.154 

                                                           
153   加 3:13: “基督既为我们受(原文作成)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

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154   必须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改革宗人士都持有这

个看法; 例如米切尔(Alexander F. Mitchell)撰写有关威

斯敏斯特议会(Westminster Assembly, 注: 此议会是由一

群制定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的圣经学者所组成)的历史时, 说道: “关于称义的

条文(Article of Justification), 经过长时间辩论的主要问

题是: 信徒被称为义是否同时倚靠两件事的功效  —  基

督(在十架上)的受难以及祂在生活上的顺从. 议会中数

位最杰出的成员 , 包括议长 (the Prolocutor)推义史

(William Twisse, 1578–1646)、加塔科尔 (Mr. Thomas 

Gataker, 1574-1654)和范斯(Mr. Richard Vines, 1600?-

1656)都坚持… 说只有基督的受难(the sufferings)或消

极的顺从(passive obedience)归在信徒身上, 使他们称

再回应这错误理论以前, 我们必须先强

烈地声明: 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时, 活出一个完美

无罪的生活, 也完全遵守神的诫命, 总是在做讨

神喜悦的事. 祂是神无瑕疵、无罪污的羔羊. 没

有任何相信圣经的信徒会否定我们救主完美无

瑕、全然无罪的生命. 这些事实是无可置疑、无

可争辩的. 主耶稣完美地遵守了律法. 

 

无论如何, 我们被神称义而得的义, 不是

源自活在世上的耶稣, 而是源自死而复活、被神

荣耀的神子, 因着我们与复活之主的联合, 我们

被称为义. 请留意 罗 4:25 不是说: “耶稣被交给

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遵守律法, 是为叫我们称

义”(而是说: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在这方面, 改革宗神学

错误地去到十架的另一面寻找称义. 我们无法凭

着律法或靠着基督遵守律法, 来得着称义; 我们

只能在复活的基督里寻获我们的义(林后 5:21).  

 

(B.8.3)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 

我们在基督里的公义地位是全赖一个事

实  —  我们已经与复活的基督联合, 而祂也成为

我们的义(林前 1:30). 神的义, 

即我们靠信心从神领受的义 , 

是“在律法以外”的 (罗 3:21: 

“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
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

证”), 没有丝毫以律法为基础. 

从 罗 3:24-25, 我们学到有关我们称义的基础, 

只能在各各他寻获(注: “各各他”代表基督在十

架上的代死):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
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

凭着耶稣的血(“血”表明基督在十架上的代死),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这里并没提到基督

遵守律法, 作为我们称义的基础.    

 

同样地, 罗马书 5:9 宣告说, 我们称义是

靠祂的宝血, 而非靠基督在上十架前的生活中对

神的顺服. 我们既然靠着祂的血称义, 我们也因

                                                                                               
义.” [ Alexander F. Mitchell,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Its History and Standards (Edmonton: Still Waters 

Revival Books, 1992 年, 翻版自 1883 年版), 第 14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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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R. Newell 

 
A. A. Hodge 

祂复活的生命得救(罗 4:25; 5:10). 让我们切记, 

即使基督在上十架前活出完美顺服的生命, 但基

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仍然处在我们的罪中(林前
15:17).  

 

 针对为何“替代性遵守律法”是一个错误

的教义, 请参纽威尔(William R. Newell)所著的

《罗马书逐节释义》(Romans Verse By Verse; 

第 190-193 页, 即他在 罗 5:19 的注解). 此篇文

章的注释甚好, 值得一读. 也可上网阅读(注: 我

们将在下期刊登此篇文章).155 

 
编译者注: 著名的归正神学

家贺智(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指出 , 基督的顺服

(指生活上守律法)像祂的受

难(指十架上全顺服)一样 , 

有同样的替代性 (代理性 , 

vicarious)之作用. 然而, 这

道理必然引申出以下两个

错误的结论: 

1)  圣经清楚表明单靠基督十架上的死就能赎罪, 

使人称义! 如果两者同有
相等的替代性功用(意味着

后者[基督十架代死]能救

赎, 前者[基督生活守律法]

也同样能救赎), 那么照理, 

单靠基督生活上的顺服之

义, 也足以赎罪, 叫人称义

了. 若是这样, 基督根本不

必死. 

2)  针对以上问题, 若归正神学家说不行, 需要同
时靠前后两者才能赎罪. 但这说法又否定了圣

经清楚教导的真理  —  我们单靠后者(基督十

架代死)就能赎罪, 叫人称义.  

简之, 这“替代性遵守律法”的教义既没有圣经

明确的根据, 也抵触一些圣经清楚的教导, 甚

至会衍生出更多的谬论, 有关这点, 请参下文

附录及下一期的文章. 

                                                           
155  上文编译自 乔治·泽勒(George Zeller)所著的

“Vicarious Law-Keeping”(注: 泽勒在文中也加入至少其

他 五 位 著 名 圣 经 学 者 或 教 师 的 文 章 ); 载 于   

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vicarlaw.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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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基督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Christ) 
 

(A) 引言 

在 18 世纪末期, 一群勇敢无惧的英国时代

论领袖(Dispensational leaders), 开始以毫不妥协的

立场发言, 反对一个看似获得多人支持并已被确立

的教会教被义. 这教义被称为“基督积极顺服的归

算”(Imputation of the Active Obedience of Christ).156 

这教义当时受到广泛接纳, 很少人认为它可以被挑

战. 此教义源自宗教改革时期, 最先由改革家如加

尔文(John Calvin)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写

作中清楚表达. 不过, 当英国时代论者如约翰·达秘

(John N. Darby )和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按圣

经根据来反对此教义时, 他们受到激烈评击, 被指

控为不合正统, 甚至是异端. 那时, 李德(William 

Reid)写了一本书 , 名为《普里茅斯弟兄会的异

端》(Heresies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 用来攻

击这些时代论者; 达布尼(Dr. Robert Dabney)也展

开类似攻击, 他在 1891 年出版《普里茅斯弟兄会

的神学》(Theology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一书, 

加以抨击. 

 

 尽管如此, 在接下去的年日, 直到现今, 主

要的福音派人士已断定这有关“归算”的归正宗教

义(另译“改革宗教义”, Reformed doctrine), 并非建

立在神话语的稳固基础上, 而是人推理的松软沙土

上. 今日, 此教义在福音派圈子中已不被普遍接受; 

事实上, 不多认真追求的基督徒熟悉这教义了. 归

正宗作者斯普劳尔(Dr. Robert C. Sproul)悲叹说, 

在今日的福音派主义(evangelicalism)当中, 上述教

                                                           
156   “归算”(或译“归于、归与”, imputation)指将某

些东西归于或算在某人身上. 此观念的中心并非指某人

受了某种影响而已, 而是指某人参与了某行为; 例如当

一个人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 , 基督的义就“算在”或

“归于”这人身上, 正如众人都在亚当里, 所有信徒也都

在基督里, 意思就是祂的义都属于信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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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247 页. 保罗在 罗 4:6-8引述大卫的诗, 诗中

的“算”(KJV: impute, 第 8 节)是会计学的词藻(如在古代

蒲草文卷中带有“记账”之意), 含有“本来没有, 后来加上

去”之意思. 林日峰主编, 《21世纪华人教会的神学教育

与神学课题》(雪兰莪: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 2014 年), 

第 238-239 页.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vicarla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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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在很大程度上不被人知道, 常被人忽略(引自 R. 

C. Sproul, Faith Alone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1997], 第 103 页). 无论如何, 近年来, 由于

归正神学广受欢迎, 越来越多人关注此教义. 

 

(B) 什么是靠“基督的顺服”得救? 

 归正神学自从宗教改革的时期, 便教导说

基督提供称义的双面基础. 它声称我们主的受难有

两方面: (a) 从祂的降生直到受死, 这是“积极的顺

服”(另译“主动的顺服”, active obedience); (b) 祂在

十架上受苦受死, 这是“消极的顺服”(或译“被动的

顺服”, passive obedience).157 这两方面联合起来组

成信徒称义的基础. 必须留意的是: 福音派基督徒

认定, 基督在十架上的受死才是合乎圣经的称义基

础. 然而, 归正神学却坚持, 基督在上十架前的顺服

和受苦, 对我们得救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 加尔文
                                                           
157   有者将 Active and Passive Obedience 译作“主动

和被动的顺服”, 但本文采纳周平(Stephen Zhou)的译法, 

将之译为“积极和消极的顺服”, 参“改革宗神学的危险

(十三)”,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69604138/ . 

有关归正神学的“积极和消极的顺服”(active and passive 

obedience), 请参  Louis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58), 第 380-381

页. 另一方面, 改革宗学者 Daniel Ragusa 在其所著的

“The Obedience of Christ and the New Creation”一文中, 

论到基督“被动的顺服”是指基督“成为有罪的”(林后

5:21a); 基督“主动的顺服”则指祂“成为神的义”(林后

5:21b). 他写道: “总而言之, 要让基督死与复活的工作对

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具有一种末世性的影响, 有两件事必

须发生. 首先, 信徒的罪必须被归算给基督, 使祂在律法

上能代表他们、成为他们的代替品, 在他们的位置上接

受惩罚, 这就是祂被动的顺服. 其次, 祂的主动顺服必须

被归算给信徒 , 好叫他们可以成为神的义 .” 载 

http://www.crtsbooks.net/blog/post/2017/03/26/The_Obed

ience_of_Christ_and_the_New_Creation.aspx?AspxAuto

DetectCookieSupport=1 . 务须谨慎的是, 这“积极和消极

的顺服”(Active and Passive Obedience)之用词其实只是

神学(特指归正神学)的术语, 而非圣经的用语, 并且所赋

予这术语的神学意思也有不合圣经之处, 例如把主在十

架上受苦受死说成“消极或被动的顺服”, 难免给人一种

错误印象, 以为基督在十架上的顺服不是出于积极、主

动、自愿的, 而是出于被逼或心不甘、情不愿的被动. 

但这肯定违反圣经的教导, 例如论到主耶稣献上自己的

身体为祭时, 来 10:7 道出主所说的话: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祢的旨意行”(我来了 = 积极的顺服). 其他经文

如 太 16:21-23; 26:52-53; 路 22:42; 约 18:6 等, 都一致表

明主耶稣是心甘情愿的上十架, 是主动和积极的顺服. 

主义(Calvinism)坚称基督的代死, 即祂那“消极的

顺服”, 是对付我们的罪疚(guilt), 而基督生活的功

绩, 即祂那“积极的顺服”, 则使我们称义. 改革家加

尔文, 在他最重要的神学著作《基督教要义》(The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中提出这看法:  

 

…若问基督怎样借着除去我们的罪而消除

我们与上帝间的敌对, 并怎样造成公义使祂

爱我们、善待我们, 一个概略的答复就是: 

基督是以一生的顺服完成这使命的 (the 

whole course of his obedience). 这是曾经保

罗证明过的. 他说: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

为罪人, 照样,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

了”(罗 5:19). 在圣经另一处, 保罗把我们蒙

赦不受律法谴责的原因, 扩大到基督的整个

生命上去. “及至时候满足, 上帝就差遣祂的

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

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

分”(加 4:4,5). 祂自己证实, 甚至祂受冼也是

义的一部分, 因为祂是服从父的命令(参 太

3:15). 总而言之, 自从祂取了奴仆的身分, 祂

便开始付那救赎我们的代价…”) (引自 John 

Calvin, Calvin's Institutes, vol.2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第 437 页).  

 

 我们不该忽视加尔文的言论所产生的影响. 

他认为那救赎我们, 叫我们称义的, 不是单靠基督

的死; 也靠基督在上十架前一生的受苦和顺服. 基

督作孩童时, 每一个顺服的行动都有救赎价值; 祂

作成人时, 每一滴流出的血都有赎罪功效. 自从祂

取了奴仆的形像, 自从祂降生, 祂都在“付拯救的代

价”. 有时候, 归正神学的作者们过度重视基督生活

的“救赎工作”, 以致使人怀疑基督是否真的需要为

人代死. 另有归正神学的作者过于强调基督的生活, 

甚至把基督生活中某些特定事件看为具有救赎的

特质 . 圣诗作家兼归正神学家博纳尔 (Horatius 

Bonar)把基督上十架前的一些生活事件描绘成救

赎的受难. 他写道:  

 

基督替代性的生命是从马糟开始… 就在那

里, 祂开始背负罪孽… 祂受割礼和洗礼时, 

就是一位代替者… 祂一直是那位背负我们

众罪的无罪者. (引自 Horatius Bonar, The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69604138/
http://www.crtsbooks.net/blog/post/2017/03/26/The_Obedience_of_Christ_and_the_New_Creation.aspx?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http://www.crtsbooks.net/blog/post/2017/03/26/The_Obedience_of_Christ_and_the_New_Creation.aspx?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http://www.crtsbooks.net/blog/post/2017/03/26/The_Obedience_of_Christ_and_the_New_Creation.aspx?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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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lasting Righteousness [London: J. Nisbet 

& Co., 1879], 第 26, 27, 29, 32 页) 

 

 诚如许多严谨的圣

经学生所察觉到的, 归正神

学对称义的这种立场仍然延

续至今. 闻名的归正神学家

斯普劳尔(Robert C. Sproul)

以最极端的言词提出这看法. 

他声称单靠十架还不够, 因

为基督的生活和代死, 在称

义及救赎的工作上都具有同等地位. 因此, 若没有

基督生活上的救赎工作, 单靠基督的死是无法使信

徒称义的. 他写道:  

 

单靠十字架是无

法叫我们称义… 

我们被神称义 , 

不仅是靠基督的

受死 , 也靠基督

的生活. 基督救

赎的使命不限于

十字架. 若要拯

救我们, 祂必须活出一个完美公义的生命 . 

祂那完美、积极的顺服对祂和我们的救恩

而言, 都是不可或缺的… 靠着基督的顺服, 

我们这些信祂的人被算为义了. (引自 R. C. 

Sproul, Faith Alone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95], 第 104 页) 

 

 属灵的人会关注基督的圣洁与毫无瑕疵的

生命. 想到祂上十架前所彰显的完美生命, 我们会

受感而发出真诚敬拜; 敬拜不单是因为我们赏识

祂的代死, 也因为思想祂的身分和祂如何讨神喜悦

(太 17:5). 但这并非表示祂的生活直接提供我们救

赎. 祂圣洁的品格对祂自己的神性是重要的, 同时

使他有资格成为牺牲的羔羊, 因为神在设立逾越节

时, 清楚表明所用的羔羊必须“要无残疾”(出 12:5). 

彼得也证实耶稣基督满足了神这方面的要求(彼前

1:19). 祂的圣洁, 正如我们所说的, 对祂本身而言

是重要的, 但这没有任何“替代性”(代理性)的功效. 

福音并非是基督为我们生活, 而是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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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重审归正神学人士的论据 

 归正神学家努力从圣经寻找清楚明确的经

文, 来支持他们所谓“称义”的学说. 他们常引证的

经节是 罗 5:18: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

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

生命了.” 归正宗作者把“因一次的义行”理解为: 基

督在被钉十架前, 他在生活中遵守律法的行动, 是

公义、顺服的行动. 按他们的理论, 这公义归算给

我们这些信靠祂的人. 尽管如此, 罗 5:18 真是如此

教导吗? “一次的义行”是指基督的生活, 还是祂在

十架上一劳永逸的死?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

的解释提供了所需的清楚答案: 

 

罗 5:18 提到基督的义, 并非指祂活在世上的

公义生活或因完全遵行律法而得的义. 圣经

没有说神把这样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 若是

有的话, 基督根本就不需要死. 《新美国标

准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的

译法正确射中目标: “因一次的义行, 其结果

是所有人就被称义 , 得着生命了”(through 

one act of righteousness there resulted 

justification of life to all men). “一次的义

行”(这正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译法)并

非指救主的生活或祂(每一次)遵守律法, 而

是祂在各各他十架上(一次)代替性的死. (引

自 William MacDonald, Justification by 

Faith: Romans [Kansas City, KS: Walterick 

Publishers, 1981], 第 62 页)  
 

 若仔细查考, 不难发现这节的“义行”(希腊

文: dikaiôma {G:1345})应该译作“义的行动”(act 

of righteousness). 它是指基督代死所做的, 而非强

调公义的特质. 同一章 8至 10 节进一步表明, 它是

特指基督的死. 再者, 神的话从没教导说我们是因

基督的公义生活而被称义. 我们被称为义, 乃是因

基督在十架的义行, 代替我们承受神对罪的忿怒. 

 

(D)  这错误理论如何影响圣经真理? 

(D.1)   抵触圣经明确的教导  

每一个谨慎查经的人都该关注此教导, 因

它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 归正宗的这种“称义”看法

是与新约圣经对“称义”的教导有所冲突. 新约圣经

重复表明称义的基础是建立在基督的死, 而不是祂

的生活; 称义并非靠基督生活的无数事件, 而是一

个事件  —  基督的死. 圣经多次重复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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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 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有古卷: 

受死),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

面前.” 

 罗 5:9: “现在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 就更要

借着祂免去神的忿怒.” 

 来 9:28: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

多人的罪…” 

 

此外, 福音书作者清楚表明基督在十架受

苦之前, 我们的主没有“喝神忿怒的杯”, 没有成为

代罪者. 公义的神在基督上十架以前, 并没离弃过

祂的爱子, 基督在此之前并没呼喊: “我的神! 我的

神! 为什么离弃我?”(可 15:34). (在救赎方面)唯有

十字架是圣洁的神将祂对罪的公义审判毫无保留

地倾倒之处. 在那里, 圣洁之神将祂十足的忿怒毫

无怜悯地倾倒在基督身上, 好叫我们可以领受神毫

无忿怒的无限怜悯. 正因此故, 我们的主说: “”我现

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 救我脱离这

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 12:27; 编译者注: 

“这时候”是指主耶稣基督的死, 正如上文所说: “一

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 仍旧是一粒 , 若是死

了…”[约 12:24] ). 圣经岂不是非常清楚地表明, 我

们的主是在十架上为我们的罪受苦, 承担神对罪的

忿怒吗? 

 

(D.2)   福音成了“守摩西律法”的救恩  

 此归正宗的“称义”教义还带来一个严重后

果. 这样的观点把靠神恩得救变成靠守摩西律法来

得救的“工作-救恩”(works-salvation). 针对这点, 圣

经非常清楚声明: 从来没有人靠守律法得救! 保罗

毫不含糊地宣称: “惟有不做工的, 只信称罪人为义

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罗 4:5); “没有一个人靠着
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加 3:11); “既知

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

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
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

义”(加 2:16).  

 

 归正宗的“称义”看法间

接教导我们说, 我们称义是靠

守律法(即靠基督为我们守律

法). 然而, 归正宗人士曲解说: 

我们不靠自己个人守律法而称

义, 而是靠基督代替我们守律

法, 以致祂守律法所得的功劳

能归算在我们身上. 请留意备受尊重的作者兼归正

神学家巴刻(Dr. J. I. Packer)以下的话:    

 

按传统的(classical, 指归正宗[Reformed] )

更正派神学(Protestant theology), “基督的

义 之 归 算 ”(the imputation of Christ's 

righteousness)意思是信徒成为义人, 在神

面前具有公义, 全是因为他们的元首(头, 

head)在神面前是公义的; 他们与祂联合, 

分享祂的地位和蒙神悦纳. 神称他们为义, 

是因基督的缘故, 这样的裁决是基督的顺

服所应得的. 神宣告他们为义, 因为神算他

们为义; 神算他们为义, 不是因为他们亲

自守了律法, 而是神把他们视为与那位代

表他们守律法的基督联合为一. (引自 J. I. 

Packer 的文章“Justification”, 载于 E. F. 

Harrison 所著, C. F. H. Henry 和 G. W. 

Bromiley 所编辑的 Wycliffe Dictionary of 

Theology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9], 第 306页)  

 

基督徒的义始于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我们

的义是来自复活的基督本身, 而非为我们守律法的

基督. 借着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基督徒与律法的关
联全被切断. 保罗在罗马书第 7 章延续这重要课题, 

并表明只有当一个人仍旧活着时 , 律法的权能

(power)才能有效, 或用使徒保罗的话: “岂不晓得

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罗 7:1). 保罗过后

表示, 我们从律法下被全面释放, 得着拯救; 他说

那些在律法下的人, 借着基督的死而向律法死了, 

好叫他们可以与另一人联合, 与那位从死里复活的

基督联合(罗 7:1-6). 已死的人不再受民事法律或

宗教律法所约束与管辖; 照样, 信徒不再受摩西律

法的约束, 因为祂在基督里已经死和复活了.      

 

因此, 对于那些相信基督的人, 律法已失去
它的权能, 完全无法定他们的罪, 也无法称他们为

义, 包括靠基督的顺服(遵守律法)所成就的义也失

效了. 保罗最后在罗马书总结此论点, 写道: “律法

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祂的都得着义”(罗 10:4). 

若律法没有力量使人称义, 那么“称义”的真正特质

是什么? 按圣经的教导, 称义是神对我们宣告一个

至高无上的公义, 即把基督代死的全部价值都归算

在信靠基督之人的身上, 此举是按照恩典, 与律法
无关. 借着基督的复活, 信徒在复活荣耀的基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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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新的地位(罗 4:25). 时代论学者凯利(William 

Kelly)出色地形容神的义之基础和特质(指借着基

督所得的义), 他写道:  

 

若基督只守律法 , 

那么你我的灵魂

就无法得救, 也无

法得福. 任何人若

守律法, 那是律法

的义, 不是神的义, 

而神的义完全与

守律法无关. 由于

基督顺服神, 以至

于死, 所以神引进一种新的义  —  不是我们

的义, 而是祂自己的恩惠. 基督已在木头上

(十架上)成为咒诅; 神使祂替我们成为罪, 好

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林后 5:21). (引

自 William Kelly, Lectures on 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Addison, IL: Bible Truth 

Publishers, 1979], 第 104-105 页) 

 

 达秘(John Nelson Darby)解释基督的复活

与我们在祂里面的新地位之重要关联. 他写道:  

 

有教义说, 基督的死除去我们的罪(这是正

确的 , 编译者按), 但

同时祂遵守律法使我

们 获 得 积 极 的 义
(positive righteousness; 

这是错误的 , 编译者

按)  —  神把祂守律

法的义归算在我们身

上 , 如同我们在律法

以下 , 所以守律法就

是积极的义; 不过, 我否定上述这“积极的

义”之教义.  

 

我所相信的是: 基督因顺服以至于死, 完美

地荣耀神. 这使我们得益, 因为祂的死除去

我们一切的罪, 由于祂现今在神面前得蒙悦

纳, 我们也因此蒙神悦纳… 我们既被视为与

祂一同复活, 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不是律法

的义, 也不靠基督守律法, 而是祂现今蒙神
悦纳, 因着基督的复活…. 我们按着祂复活

的价值而被算为义.  (引自 J. N. Darby,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 N. Darby (vol.14) 

[Kingston-on-Thames, GB: Stow Hill Bible 

and Tract Depot, ND], 第 250 页) 

 

(E)  基督十架的重要性 

 基督的死是不容忽视的. 若基督守律法就

能称义 , 若它真的是替代性的 (“代理性的 ”, 

vicarious), 那么基督为何还需要死呢? 归正宗的基

督徒发出强烈反对, 我们也不感希奇. 他会激烈地

辩论说, 若要得救, 基督的死真的是需要和重要的. 

这真诚的反对是值得敬佩的. 但最严重的问题仍然

没有获得解答. 如果就像归正宗的看法所提倡的: 

人称义是靠守律法, 因基督完全顺服了律法的每一

要求, 而基督生活的义与祂的受死同有一样的救赎

价值, 那么基督为何还需要死呢? 别忘了, 归正神

学强烈声称基督在生活中的顺服和公义的功效, 与

基督的死同样具有真实的救赎性. 备受尊重的归正

神学家贺智(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解释道:  

 

圣经明显地教导我们: 基督的顺服(指生活

上的顺服)像祂的受难一样, 有同样的替代

性(vicarious)作用,158 靠着这两者(祂生活中

的顺服和十架上的代死), 祂使我们与父神

和好. (引自 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 The 

Atonement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ishing, 1953],  第 248-249 页)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 为何基督需要死呢? 为

何旧约的预言性经文如以赛亚书 53 章和诗篇 22

章论到弥赛亚(基督)必须受死? 针对此问题, 归正

神学从没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 归正宗作者因着受

到圣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的影响, 没有看清

“旧约靠守律法称义”与“新约单靠基督之死称义”

的区别. 圣约神学没有正确地区别律法下的属地以

色列人与新约恩典下的召会. 因此, 它提出一个律

法与恩典互相混合的称义理论. 但这是行不通的. 

神已把按律法称义放在一旁, 引进全新的事物. 律

                                                           
158   此看法会引致一个危险的错误结论! 按圣经的

教导, 我们靠基督的死就得着完全的救赎(弗 1:7: “我们

借这爱子的血[基督的死]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因此, 若说“基督生活上遵守律法”与“基督十架上代死

赎罪”都有同样的赎罪功效, 那么我们单靠基督生活上

的顺从(遵守律法)便可得着救赎. 按此推论, 基督根本不

必为了赎罪而上十架受难而死(但这点抵触许多明确的

经文, 参 太 16:21-23; 路 22:42; 约 12:24; 18:11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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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从摩西而来, 但恩典和真理是从我们主耶稣基

督而来. 任何论到称义的神学, 基督的十架(象征基

督的代死), 也唯独祂的十架, 必须站在最前线. 故

此, 我们必须以极大热忱来强调, 基督的死无疑是

必要的. 任何轻看或削弱其重要性和功效的企图, 

都该受到全力反对. 受人敬重的圣经注释家理祈

(John Ritchie)为归正宗对称义的看法以及“基督的

义”, 作出很好的总结, 他写道:  

 

“基督的义”这一神学用

语, 虽被人常用, 却不是

圣经的术语(注: 圣经提

到的是“神/上帝的义”). 

它的意思常被理解为 : 

由于罪人无法遵守律法, 

所以基督替他遵守律法, 

使祂在这方面的顺服被

算为“人的义”, 如“袍子”(robe)一般穿在一切

信徒身上. 但这绝不是“在律法以外”属神的

义(罗 3:21: “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

经显明出来”). 如果神算某个罪人守了律法, 

只因为基督为他守了律法的话, 那么义便是

从律法而来, 而基督的死便徒然白费了(加

2:21). 这样一来, 借着救赎和靠恩典称义便

无立足的余地了. 福音不是罪人透过基督在

世顺服律法而被归算为义, 再借着祂的死得

救. 正确应该是: “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祂免去神的忿怒”(罗 5:9). (引自
John Ritchie, Romans [Charlotte, NC: The 

Serious Christian, 1987], 第 161 页)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 

基督守律法能使人得着称

义、救赎、与神和好, 那么, 

我们就必须拒绝这错误结论, 

尽管说这话的信徒在其他圣

经教义方面是纯正的. 我们

必须弃绝归正神学家斯普劳

尔(R. C. Sproul)所说的: “单

靠十架还不足以叫我们称

义”(Faith Alone, 第 103 页); 还有甘雅各(Dr. D. 

James Kennedy)所说的: “我们是单单穿上祂的义... 

祂完美的顺服提供我们所需的义. 这就是所需的一

切, 这样也就足够了” (参 Is Jesus the Only Way to 

God?, Coral Ridge Ministries, 第 8-9 页). 上述看法

都该被弃绝. 圣经在这一论点上是清楚明确的: 没

有一人在任何程度上, 能靠守律法而得到部分的救

赎和称义. 

 

(F)  总结 

 总括而言, 我们并非说新约对基督生活的

荣耀和完美保持沉默, 只字不提. 无疑的, 我们的主

在地上时完全满足了神圣洁律法的要求. 祂在生活

上的顺服是重要的, 为要把神在基督里的荣耀彰显

给世人和门徒看. 主耶稣基督活出一个顺服的生活, 

那是无人可比的. 祂总是行那讨父神喜悦的事(罗

15:3). 没有一句祂所说的话是需要收回的, 因为祂

从没鲁莽仓促或夸大不实地发言. 没有一件祂所做

的事是需要道歉的, 因为祂从没做过错事. 我们的

主没有任何思想或行动是需要认罪的, 因为祂从没

犯罪或冒犯神的律法. 我们的主在世时从没向人要

求建议或忠告, 因为祂是无比全智和无所不知的神.  

 

尽管如此, 我们主的这些完美和荣耀从来

没有叫人称义, 或救赎人脱离任何的罪. 只有我们

主在十架上那无与伦比、价值无限的代死工作, 才

可以救赎我们. 论到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与祂在十

架上的代死时, 新约学者范氏(William Edwy Vine)

总结两者的关系, 写道:  

 

既不是神子道成肉身 , 

也不是祂在地上的日子

遵守律法, 能够完全或

部分地救赎人类... 祂救

赎的工作在十架上正式

开始, 也在十架上结束... 

所以新约圣经没有一处

说到基督为我们守律法(以此救赎我们). 只

有祂的死是替代性的(vicarious), 或说代替

性的(substitutionary). 圣经从没说到祂在生

活的任何时刻担当了我们的罪; 只有在十架

上, 祂才能成为担罪者(the sin-bearer). (引自
C. F. Hogg, W. E. Vine, The Epistle of the 

Galatians [London: Pickering and Inglis, 

1959], 第 186 页)159 

 

                                                           
159   此篇附录乃编译自大卫·邓拉普(David Dunlap)

所 写 的 文 章 “The Righteousness of Christ”, 载 于 

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vicarlaw.htm .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vicarla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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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八) 
蒙拣选的余民 

 
(A) 引言 

 在这恩典时代, 蒙恩归向神的外邦人多

不胜数, 但犹太人却不然. 神现今在做什么? 祂

是否全然放弃他们, 让他们在不信中灭亡?  保

罗说: “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断乎没有! 因为

我也是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的後裔, 属便雅悯

支派的”(罗 11:1). 因此, 保罗是那些同以斯拉

和尼希米被掳归回的百姓之后代. 他还是其中

一个以杀害基督徒为荣的人(参 徒 7:58-60). 

但神并没有放弃他,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

知道的百姓”(罗 11:2). 

 

 

(B) 主留下的“余民” 

 即使在以利亚那

全面背道的时代, 当以

利亚以为除他之外, 再

没有其他人对耶和华忠

诚时(他似乎忘了那位

忠于神的俄巴底亚, 王

上 18:3-4),160 耶和华对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

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罗 11:4). 神是否

有为自己在这恩典时代留下余民? 答案是有! 

如保罗所言: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注: “余数”普遍译作“余民”, 

KJV: remnant). 他们是谁? 保罗说, 我就是这些

人的一个样本(specimen)  —  我是其中一个蒙

神主权的恩典所存留和拯救的人.” 

 

                                                           
160   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 “主啊, 他们

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

要寻索我的命”(罗 11:2-3). 

 保罗把他自己看作是其中一个“现今的

余民”, 是“照着拣选的恩典”而成为余民. 他接

着表明他是全靠恩典的原则而得福, 非靠行为, 

“既是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 恩典就

不是恩典了”(罗 11:6).  

 

 神在保罗(当时名叫扫罗)前往大马色的

路途中拯救了他, 纵然他那时是威吓和迫害所

有承认基督的人. 诚然, 他是靠恩得救的一个

样本, 因他在罪人中本是罪魁(提前 1:15), 但他

蒙了怜悯, 因耶稣基督要在他身上显明祂一切

的忍耐. 

 

 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因为在 徒 21:20, 

我们读到保罗上耶路撒冷时, 他们(信主的犹

太人)对他说: “兄台, 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

多少万…” 这里译为“万”(英文译作 thousands)

应该是“极大数量”(myriads)或“上万”(tens of 

thousands). 所以那时的余民可能有上百千的

人(几十万的犹太人).  

 

 无论保罗去到哪里, 他都选择先向犹太

人作见证; 他总是先找会堂(犹太人聚集之处), 

只有当犹太人拒绝有关耶稣基督的见证时, 保

罗才转向外邦人. 主耶稣事奉的对象首先是为

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太 10:6; 15:24);161 祂从未

走出迦南地(以色列地)的界限. “神既兴起祂的

仆人(或作: 儿子), 就先差祂到你们这里来, 赐

福给你们”(徒 3:26).  

 

 主耶稣给众使徒的指示是: “… 人要奉

祂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

到万邦”(路 24:47).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Antioch 

in Pisidia), 保罗对犹太人说: “神的道先讲给你

们, 原是应当的”(徒 13:46). 在罗马, 保罗先是

召集了犹太人的领袖; 对他们阐明有关神国的

事, 并在总结他的劝勉时这样说: “所以你们当

                                                           
161    太 10:5-6: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 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

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太 15:24: “耶稣

说: ‘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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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神这救恩, 如今传给外邦人, 他们也必听

受”(徒 28:28; 也参 徒 28:17,23). 

 

 “先是犹太人!” 此乃神给以色列人(犹

太人)优先的地位和特权. 这点在现今时代也

是显然易见, 备受公认的, 纵然福音是平等地

赐给所有人, 不管他的民族国际是什么, 也不

管任何其他属人的分别. 

 

 

(C) 犹太人、外邦人与召会 

 我们有时听到人说召会是属外邦人的, 

但事实上, 召会不属于外邦人, 正如她不属于

犹太人一样. 召会的形成是把这两方(犹太人

和外邦人)合为一, 造成“一个新人”(弗 2:15). 

召会是由那些按肉体来说是犹太人和那些按

肉体而言是外邦人的两种人组合而成; 但“在

基督里”, 不再有犹太人或希腊人(喻指外邦人)

之分(参 加 3:28)162  —  他们旧的身分在基督

里已被神看作是死的, 并以新的身分在基督里

向神活着(罗 6:11).     

 

 无可否认(以地方性召会的层面来看), 

确实有 “外邦人的众召会 ”(churches of the 

Gentiles), 即在外邦人国土上的众召会, 全由外

邦人组成, 他们是“在肉身上未受割礼的人”. 

但我们不能把召会(指宇宙性的召会)说成是属

外邦人的 , 或称之为“外邦新妇”(外邦新娘 , 

Gentile Bride)! 

 

 现在让我们翻到 林前 10:32: “不拘是

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KJV: Gentiles, 外邦人), 

是神的召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这是神的

方式, 来划分地上所有的人; 你或许按肉体来

说是不信主的犹太人, 或按肉体来说是不信主

的外邦人, 若不属这两种人, 就是神的召会了

(由信主的外邦人和犹太人所组成的一个新群

体, 编译者按), 那是按照“在基督里”的情况. 这

                                                           
162   加 3:28: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Greek, 即

希腊文, 用以象征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 自主的、为奴

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是“神的召会, 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徒

20:28), 被圣灵合并, 成了一个身体, 而基督就

是这身体的头. 当犹太人或外邦人信主耶稣时, 

他们就失去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旧身分之特征. 

神把这些属肉体的旧身分看作是死的, 已被埋

葬, 从此以后他们只被看作是“在基督里”, 与

祂联合, 成为“祂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

满的”(弗 1:23). 

 

 在现今时代, 神仍然执行祂那深邃奥

妙、无法测透的旨意, 那是创世以来就隐藏的

奥秘. 就在以色列国民被拒、犹太人被分散全

地的这段期间,163 祂从各族各国中, 呼召人出

来, 组成基督的身体(指宇宙性的召会), 成为羔

羊的新妇. 虽然旧约清楚预告以色列将被分散

全地 , 却没指

明这样的光景

会 持 续 多 久  

—  只说是“多

日”(何 3:4),164 

没有论及神在

这段时期将施

行的恩典和进

行的工作 . 这

段时期主要是

“神悦纳人的

禧年 ”( 参  路

                                                           
163   以色列人是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才宣布独立, 

在这之前, 自主后 70 年耶路撒冷城被毁, 犹太人便分散

各地 . 值得一提的是 , 本文作者考德威尔 (John R. 

Caldwell)于 1917 年离世归主, 所以上述这篇文章肯定

在 1917 年以前写成, 而当时以色列人还处于分散各地

的光景(虽然已有一小部分的犹太人呼吁回归故土, 即

当时的“锡安运动”之目标). 然而, 考德威尔在这一系列

的文章中, 多次表明他对神的应许坚信不疑, 深信有朝

一日, 以色列人必定按照神所应许的, 归回今日所谓的
巴勒斯坦地, 结果此事在 1848 年 5 月 14 日终于应验了. 
164   何 3:4-5: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 无君王, 无

首领, 无祭祀, 无柱像, 无以弗得, 无家中的神像. 后来以

色列人必归回(或作: 回心转意), 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

和他们的王大卫. 在末后的日子, 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

和华, 领受祂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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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D. Pentecost 

4:19), 是“拯救的日子”(林后 6:2). 它已延长了

将近 19 世纪, 我们不知它何时终止. 

 

 无论如何, 我们相信那组成基督身体的

选民之数目将会完满. 人数满足时, 主耶稣会

从天降临, 立刻把信祂的人  —  无论是活着或

已死的人  —  组成一个荣耀的群体, 接回天家, 

永远与主同在. 他们将与祂同享国度与荣耀, 

过后与祂一同显现(回到地上), 与祂一同治理, 

一同审判, 成为祂的伴侣, 直到永永远远. 

 

  

(D) 以色列与列国万邦 

当这事发生时(主同召会再回到地上时), 

神会恢复祂处理世人的方式, 使旧约的分别  

—  “犹太人与外邦人”或“以色列与列国”  —  

再次生效. 祂会先特别处理犹太人, 即怜悯他

们当中的信靠者, 审判不信者. 耶路撒冷将再

次成为祂在世上的治理中心. 召会已被带回天

家, 在那时的得救余民仍旧是犹太人, 得救的

外邦人仍旧是外邦人. 

 

 在下一期, 我要用一些经文表明几件重

要事情; 当属天的选民, 即召会或作“基督的身

体”完成后(特指召会被提后), 神会恢复犹太人

与外邦人的旧区别; 祂会处理祂的百姓以色列

人, 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并审判背道的以色列

国民, 同时施恩给祂的选民, 就是在那段日子

蒙恩得救的余民.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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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亚伯拉罕之约 

  

(A) “土地”与“后裔”的应许 

神曾借着以撒对雅各说: “愿全能的神赐福

给你, 使你生养众多, 成为多族,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

                                                           
165   上文编译自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的

“神的选民”(God’s Chosen People)之系列文章 , “The 

Elect Remnant” (Chapter 7), 载  John R. Cald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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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tions, 1983), 第 71-77 页.  

福赐给你和你的後裔(thy seed, 单数), 使你承受你

所寄居的地为业, 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创
28:3-4).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指出, 以色列人

所得的应许是关乎“土地”和“后裔”的,166 只要研究

一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就不难发现各个应许中

都有这双重的重点: 

 

1)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

的后裔(thy seed)”(创 12:7);  

2)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

后裔(thy seed), 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
如 同 地 上 的 尘 沙 那 样

多…”(创 13:15-16);  

3) “当那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

立约, 说: 我已赐给你的后
裔(thy seed), 从埃及河直到

伯拉大河之地”(创15:18); 

4)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

后裔坚立我的约 , 作永远的约(an everlasting 

covenant), 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

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

后 裔 (thy seed) 永 远 为 业 (an everlasting 

possession), 我也必作他们的神”(创17:7-8). 

 

无可否认, 应许的重点

乃是关乎亚伯拉罕的后裔, 以

及要赐给这后裔的土地. 因此, 

我们有必要清楚了解这“后裔”

是谁, 以及“土地”的承受. 

 

(B)  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诚然, 圣经提到亚伯拉罕不只是有一族后

裔. 但若没有清楚与正确地区别他们, 就会造成混

淆, 张冠李戴. 瓦沃德(John F. Walvoord)说, 事实上, 

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译“亚伯拉罕的后裔”, seed of 

Abraham)可有以下三个意思: 

  

(a) 指有以色列血统的世系(natural lineage), 或有

以色列血统的后裔(natural seed): 大体上, 只有

雅各的子孙, 就是 12 支派的后裔才属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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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室, 2001 年), 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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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F. Walvoord 

范围. 神应许要成为他们的神, 并将律法以及

旧约中以色列的土地赐给他们. 神以独特的途

径与他们同在. (笔者注: 但这些按肉体或血统

而言的以色列人若不信主, 就不能承受神所应

许的土地和千禧年国, 太 22:1-14; 25:30) 

(b) 在有以色列血统的世系当中, 有属灵的后裔

(spiritual lineage within the natural). 他们就是

那些相信神、遵守律法的以色列人. 他们达到

要求, 可以在今生享受这约所应许的福气. 这

些属灵的以色列人, 要在将来的千禧年里拥有

土地. (笔者注: 但在恩典时代或教会时代, 这些

有以色列血统的属灵后裔信主后, 便成为犹太

基督徒, 是教会的一分

子, 是属天的子民. 等到

教会被提后, 还留在地

上的以色列人, 他们当

中有人过后信主, 成为

上述所谓的“属灵的以

色列人, 要在将来的千

禧年里拥有土地”). 

(c) 就是没有以色列血统(not natural Israelites)的亚

伯拉罕属灵后裔(spiritual seed). 这正是应许中

所说的“地上的万族”. 加拉太书 3:6-9 阐释这

句子的要义… 换句话说, 从异教徒或外邦人身

分转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指属灵方面的子孙, 

而非属肉身血统而言), 使亚伯拉罕之约中直接
与外邦人有关的部分得以应验, 而不是使那些

赐给以色列的应许得以实现. 按照加拉太书所

说, 唯一能使外邦人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途径, 

是“在基督耶稣里”(加 3:28). 经文继续说: “你

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後裔, 是照着

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 3:29, 指承受亚伯拉罕

之约中直接与外邦人有关的应许). 他们只是亚

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有资格继承赐给“地上的

万族”之应许.  

 

瓦沃德继续指出, “前千禧年论者”(或作“前

千禧年派人士”, premillenarians)及“无千禧年论

者”(或作“无千禧年派人士”, amillenarians)相同之

处, 在于大家都认为有亚伯拉罕属灵后裔的存在, 

而这属灵后裔包括外邦人. 但前千禧年论者并不同

意这属灵的后裔继承了神给亚伯拉罕那有以色列

血统后裔的应许, 或说外邦人信徒继承了给“亚伯

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的应许. 将神赐给地上万

族的应许等同于赐给亚伯拉罕后裔(以色列人)的

应许, 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看法. 

 

潘德科接着评论道: “这个区别有助于解释

教会怎样跟这约的应许连系, 但同时又无须扮演受

约子民的角色. 这受约子民正是继承(以色列)国家

应许的对象. 我们因重生而得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属

灵后裔, 并不表示我们就是列祖的肉身后裔(我们

是属于上述(c)而非(b), 参上文).”167 

 

(C)  召会并不是以色列 

 潘德科继续分析道: “讨论至此, 唯一合理

的结论是, 今天被算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外邦人信徒, 

并不是继承神给国家(指以色列国民)之应许的那

后裔. 如果留意新约圣经的遣词用字, 就不难证实

这点.” 潘德科提出以下三个论点: 
 

1) 在新约圣经中, 以色列人与外邦人是形成对照

的(contrasted, 徒 3:12; 4:8; 21:28; 罗 10:1). 在

召会建立以后, 圣经仍以以色列为国民(nation), 

并且在运用上, “犹太人”一词仍与召会有所区

分(林前 10:32); 这些都要表明, 外邦人(信徒)

并没有取代以色列人在神立约计划中的地位. 

2) 在新约圣经中, 以色列人与召会也是形成对照

的(罗 11:1-25; 林前 10:32). 罗马书第 11 章说, 

神暂时将以色列从蒙福的地位上移开; 但当神

对召会的计划完成后, 便将以色列重新放在蒙

福的地位上. 这一点显示, 召会并没有取代以

色列在神立约计划中的地位. 

3) 纵使犹太裔基督徒是属灵以色列(指召会)的一

部分, 但在新约圣经中, 他们与外邦人基督徒

是区分出来的(注: 但他们与外邦基督徒同为召

会的一分子, 不同于“那些按血统世系成为属

灵后裔的以色列人”. 保罗在罗马书 9:6, 将那

些赐给以色列国民的应许, 跟那些赐给凡因信

而成为“属灵以色列”一员的应许相对照; 而当

保罗在加拉太书 6:15-16 为整个基督的身体祝

福时, 特别提到信主的犹太人).    

 

“因此, 今日的教会,” 潘德科说, “并不是那

要应验诸约的以色列; 这点可以说是确立的了. 奇

怪的是, 无千禧年论者一方面认为诸约并无应验的

                                                           
167   同上引, 第 89-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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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C. Ryrie 

必要, 因为他们认为诸约是有条件的,168 而以色列

人又不能满足这些条件. 他们甚至认为诸约是不会

应验的, 因为所罗门王朝已应验了诸约; 可是, 现

在他们却争论说, 召会正在使诸约得以应验. 如果

这些约是有条件的, 或已经应验了, 何不干脆把这

些应许抛诸脑后? 为何还在这问题上多有争论? 唯

一的答案是, 诸约是圣经蕴含的整体盼望之基础, 

既是如此重要的基础, 就不容忽视, 甚至连那些‘否

定诸约为有效’或说‘与末世发展无关’的论者, 亦不

能将它们置之不理.”169  

 

(D)  召会与这约的关系 

 召会既然不是那使诸约

最终得以按字义应验的后裔

(the seed), 那么, 到底召会与整

个立约计划有何关系? 让我们

强调, 召会能与诸约的应许有

关, 并不是由于肉身血缘上的

关系, 而是由于“新生命”的关系; 

召会能有这关系, 是因召会的个别肢体“在基督里”

的缘故. 彼得斯(George N. H. Peters)清楚表明这点:  

 

圣经说“那后裔”要得地为业; 很多人认为, 

犹太人的历史中, 在约书亚、士师以及列王

时代, 已经应验了. 然而, 到底圣灵所揭示的

事实是如何的呢? 诚然, 在解释神约的应许

时, 应让圣灵亲自解释, 使我们能肯定神的

本意. 因此, 就由神而不是人来解释: “所应

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

是说‘众子孙’(seeds), 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

                                                           
168   但事实上, 神给亚伯拉罕的诸约却是无条件的. 

瓦沃德(John F. Walvoord)提出 10 个理由证明这约是无

条件的, 例如他指出, “除了摩西之约, 所有与以色列立

的约都是无条件的. 圣经中有很多篇章清楚声明, 亚伯

拉罕之约是永恒的, 因此是无条件的(创 17:7,13,19; 代

上 16:17; 诗 105:10). 同样地, 巴勒斯坦之约也被称为永

恒的(结 16:60). 圣经以同样的字眼形容大卫之约(撒下

7:13,16,19; 代上 17:12, 22:10; 赛 55:3). 与以色列所立的

新约也是永恒的(赛 61:8; 耶 32:40; 50:5)… 这约在日后

得到确定, 当时正是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 重要的是, 神

借耶利米应许以色列国必永远存留(耶 31:36). 新约圣

经宣称, 亚伯拉罕之约是永不改变的(来 6:13-18; 对照 

创 15:8-21). 神不但作出了应许承诺, 还严肃地以起誓

来确认.” 同上引, 第 77-79 页. 
169   同上引, 第 90 页. 

‘你那一个子孙’(thy seed), 指着一个人, 就是

基督”(加 3:16)… 无可置疑地, 这段经文直

截了当地宣称, 当神应许说: ‘我要将这地赐

给你的後裔为业’时, 祂是指这迦南地要由

一个人承受为业  —  是那独特的后裔  —  

由亚伯拉罕一脉相传, 就是耶稣基督.”170 

 

 召会与诸约的应许有关, 完全是因为与“亚

伯拉罕的独特后裔(主耶稣基督)”有关. 由于神要

叫万民万国因“那后裔”(主耶稣基督)得福(创 22:18: 

“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所以我们外邦

人因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福, 但这福气是属天的(弗

1:3: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而非属地的(指承受

土地). 承受土地的应许是给神那属地的子民以色

列人(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 就是那些在召会被提

后, 在七年灾难中信靠和服事神的以色列人(连同

他们的列祖, 及旧约所有信靠神的以色列人; 注: 

这些人是按以色列血统世系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

后裔), 将因“那后裔”(天国的王主耶稣基督)得福, 

在天国时代(千禧年时代)承受土地, 得着所应许的

土地为业. 

 

(E)  那后裔会否拥有土地? 

 从上文就这约的讨论可知, 神应许亚伯拉

罕的肉身后裔要永远拥有这土地(创 15:18; 17:7-8). 

瓦沃德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到土地的应许, 是

这约的重要部分; 而赐下这应许的方式, 增加了约

的重要性. 应许强调: (1) 这是恩典的应许; (2) 那地

要赐给后裔为业; (3) 所赐的拥有权是永远的; (4) 

他们要永远拥有这地; (5) 应许之地的范围是有具

体的界定(指有明确界限, 即“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

河之地”, 创 15:18).”  
 

 这应许是旧约圣经的

盼望之基础, 也是先知信息的

主要内容. 如果以色列国民因

不信的缘故而遭弃绝, 这旧约

的主要预言体系便没有应验的

可能. 对于以色列已遭弃绝的

说法, 雷历(Charles C. Ryrie)作

出很多有分量的反驳. 他说: “...由于有者认为, (以

色列)国民已完全遭神弃绝; 因此, 我们有必要认真

研究以下两段经文. 第一段是 太 21:43: ‘所以我告

                                                           
170   同上引, 第 90-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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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你们,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

百姓.’ 要准确地解释这经节, 就必须回答一些问题: 

什么会被夺去? 从谁夺去? 将要赐给谁? 

 

 “从他们夺去的, 是神的国… 神的国包括一

切对神有真信心的人… 主在这里告诉犹太人, 由

于他们拒绝祂, 所以他们不得进入神的国, 因为‘人

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约 3:3). 要从谁夺去

神的国? 明显地, 这‘你们’是指耶稣向他们说话的

那一代... 这国要赐给谁呢? 从应用上看, ‘那能结

果子的百姓’可以指任何愿意归向基督的世代; 但

如果要作严谨的解释, 它是指在千禧年国度前归主

及蒙主拯救的以色列百姓. 

 

 “第二段经文可作结论, 指出以色列将要得

到恢复, 就是 罗11:26-27. 这里谈到以色列将来要

得的拯救: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

恶; 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

所立的约.’ … 谨慎的释经者都同意, 这段经文所

说的以色列, 就是指以色列(而非召会)… 因此, 经

文告诉我们, 相对于今日只有一小撮余民得救的情

况, 以色列全家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都要得救. 从

这两段经文清晰可知, 以色列并未遭弃(指被神弃

绝), 却会在将来重新获得蒙福的地位. 由于以色列

并未全然被剥夺继承权, 所以将来她仍有资格使亚

伯拉罕之约得到应验.”171  

 

(F) 亚伯拉罕之约是否已经应验? 

 有人极力争辩说, 由于这约在过去已经应

验了 , 所以不会在将来应验 . 默里(另译“梅理”, 

George Murray)的见解正代表上述的看法, 他说:  

 

圣经有大量证据可供列举, 证明神已应验了

对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应许, 就是他们要拥

有迦南地. 今天, 亚伯拉罕、以撒及雅各的

骨灰, 正与“迦南地幔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

洞”的黄土混而为一. 这地是亚伯拉罕买来

的, “归与亚伯拉罕作坟地”. 他在世时得迦

南地为业; 离世后, 他的遗体安息在迦南地, 

等候复活的日子. 对于他的后裔以撒、雅各

来说, 情况也是一样: “后裔与他同蒙应许.” 

                                                           
171   同上引, 第 91-92 页. 

诚然神已成就了祂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就是

要赐他并他的后裔一块土地永远为业. 

 

(默里引述了 创 15:13-14 后, 说:) 纵使有人

争论说, 这约尚未完全应验, 以色列人从来

没有完全得到这里形容的土地范围; 然而, 

这约并没有包括“永远”一词. 幸好, 神的圣

言毕竟向我们提供真实、最终的答案. 请翻

开 王上 4:21,24, 这里说: “所罗门统管诸国, 

从大河到非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所罗

门在世的日子, 这些国都进贡服事他… 所罗

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 以及从提弗萨直到

迦萨的全地, 四境尽都平安.” 

 

 为了坚持这约已在历史上应验了, 他们就

需要否定这约的“永恒性”. 无千禧年论者处理“永

远”一词的手法是很牵强的; 例如默里这样说:  
 

坚持这约要按字义应验的人常提到“永远”

一词, 对他们来说, 这词是最重要不过的了. 

他们常提醒我们(指不信这约将要在未来的

千禧年应验的无千禧年论者), “永远”一词在

运用上, 必然是指“永永远远”的. 然而, 纵使

是坚持字义应验的论者, 对此亦不无困难. 

世人纵是拥有土地, 却总不能存其永久. “按

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审判”(来

9:27). 世人对物质的拥有权, 总有一日终止. 

因此, 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亚伯拉罕会

怎样处理“永远”这词呢? 如果有一个人正面

临被迫搬迁的威胁, 但得到一位来头不小的

朋友承诺他可以永远拥有该房子, 他会怎样

理解这承诺呢? 当然, 他不会预计自己在那

房子里度过永恒. 他所能期盼的, 顶多就是

在那里终其一生, 甚至葬在那里罢了. 这正

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而且已应验了. 人

对一幅土地所能享受的拥有权, 莫过于亚伯

拉罕对迦南地的拥有. 

  

 对于这约已在历史上得到应验的说法, 彼

得斯反驳说: “如果因亚伯拉罕的子孙曾初步占据

过巴勒斯坦, 便认为这约已完全应验了, 这说法不

但与圣经相违, 而且实际上是硬把这应许限制了. 

古特斯(Kurtz)…指出, 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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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占据过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由尼罗河至幼发拉

底河的土地,172 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然后 , 彼得斯从圣经提出强有力的论证: 

“不管议论者怎样力争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曾短暂

占有过迦南地… 或坚持子孙 ‘已在先祖的腰

子’173… 有一点却是圣经正面说明的: 这应许从没

有以不信者所提出的任何方式, 在先祖族长时代

(Patriarchs)应验过. 圣灵早已预知会有反对的声音, 

所以先提出反驳, 以免我们在信心上跌倒. 司提反

被圣灵充满时, 说: ‘在这地方, 神并没有给他产业, 

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 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

和他的後裔为业 ; 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徒 7:5). 

这… 够明确的了, 尤其是保罗也证实这一点(来

9:8-9; 11:13-40).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先祖旅居于

应许之地, 虽然他们要得此地为业, 但他们却是在

‘异地’‘作客’; 而且,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
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来 11:13). 

既有这些明证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又岂能将这约直

                                                           
172   神所应许的地是“从埃及河(指至少包括部分的

埃及地)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创 15:18). 然而, 王上 4:21

说: “所罗门统管诸国, 从大河到非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
边界.” 请注意: 只到埃及的边界, 没进入埃及地. 这节清

楚表明所罗门统管的版图并没包括埃及地, 换言之, 神

赐“地”的应许在历史上还未全然应验.  
173   来 7:10: “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原文作“腰”)中.” 虽然亚伯拉罕

将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时, 亚伯拉罕的子孙利未还没

出生, 但亚伯拉罕可说是代表他后世的所有子孙行这样

的事(献十分之一). 有者就基于这一原则而强辩说, 亚伯

拉罕已代表他的子孙领受了地的应许. 

接归给先祖各人的应许, 看作只由他们其中几个后

裔来应验呢?”174 

 

(G)  神必应验有关“土地”与“后裔”的应许 

这亚伯拉罕之约, 包括给亚伯拉罕个人的

应许、神保守一个国度继续存留下去的应许, 以及

这国要拥有国土的应许; 而这约是赐给某特定民

族的. 这既是无条件、永恒的, 且从没有应验过, 就

必在将来应验. 以色列必定得蒙保守, 继续成国, 继

承她的土地, 并蒙属灵的福气, 好叫这继承得以应

验.  瓦沃德作了恰到好处的结论:  

 

在关乎亚伯拉罕之约的整个教义上, 以色列

的复国是整体发展的顶峰. 当我们从‘前千

禧年派’的角度仔细研究这约时, 应再次集

中在这约所带来的启示, 对整本圣经的真理

是何等的关键. 上文已阐明, 这约所包括的

应许, 不但只是那赐给亚伯拉罕的, 还有给

亚伯拉罕的肉身后裔以色列, 以及给亚伯拉

罕的属灵后裔, 即凡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犹

太人或外邦人. 上文也说明, 亚伯拉罕按字

义解释这约, 视为关于他肉身后裔的约. 这

约无条件的特性已展现出来  —  这约能成

就, 全凭神的应许和信实.  

 

按照目前这约成就了的

部分看来 , 可以肯定神

是要按字义来成就祂的

应许 . 神赐给亚伯拉罕

及他子孙确认的众多应

许 , 都是不可分割的部

分, 也是精粹所在. 这些

应许意味着以色列国将

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有关这方面, 新约圣经

不断加以确认. 新约圣经中的召会, 不是应

验这些应许的对象. 最后, 这些应许必定带

来一个结果, 就是以色列的复国; 它一直以

来被视为整本圣经的明确课题. 这结论是在

严紧地研究圣经启示下而作的, 它们既恰当

又合理. 因此, 唯一能与亚伯拉罕之约吻合

的教义系统, 就是前千禧年派的论点.”175 

 

                                                           
174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 第 92-94 页. 
175   同上引, 第 9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