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后现代主义的危险… 
 

我们活在“后现代”的世界! “后现代”的现象

从 20 世纪末后的十几年开始. 赖若瀚在《食经讲

道》(第 7-9 页)中指出, 21 世纪的文化, 是从“现代文

化”高举理性的一端, 摆荡到“后现代文化”推崇感性

的另一端. 因此, 人们喜欢听故事, 不喜欢听道理. 只

讲求感觉, 一切由感官主导, “要感觉好”便是最广受

欢迎的人生哲学(注: 马来西亚著名私营电视台 ntv7, 

就是以此为口号  —  “感觉美好” [Feel Good!] ).  

 

“现代主义”有一定的思维方式, 是比较客观

和可以预测的. 但“后现代主义”却如“无定向的风”, 

是主观又易变的. 在“现代主义”下教育出来的人, 依

然相信知识与真理是确定而可以掌握的. 但在“后现

代主义”教育下的人(或受其影响的人), 则认为“真理”

会因人而异, 不能确定. 简之,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知

识并不是客观的, 也强调没有绝对的真理. 

 

今日的基督徒和传道者所面对的, 是一个前

所未有的重大危机. 以前所面对的挑战, 是一个不道

德的社会(immoral society)  —  一个知道分别是非善

恶而甘愿选择行恶的社会. 但现在所面对的, 是一个

无道德的社会(amoral society)  —  一个只将善与恶、

是与非进行无意义的分类, 但各人却行自己眼中看为

正的事. 此乃士师记时代的可悲情景  —  “那时, 以

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 “任意而

行”原文直译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以上所描述的情况是一个重大危机, 会严重

破坏圣经的权威与基督信仰的纯正. 里程在《圣经的

权威》(第 602-603 页)中指出, “后现代主义”带来两

方面的危险. 首先, 它把一切相对化, 否定客观和绝对

的真理, 导致人难以接受圣经为神所启示的绝对真理. 

其次,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基督徒传统的释经法, 即反

对“历史-文法式”(historical-grammatical)的释经法(按

照经文的文法与历史背景来读出圣经作者的原意), 

转而提倡“文化-语言式”(cultural-linguistic)的释经法, 

主张经文与读者对话、互动, 实际上是按个人的私意

解读圣经, 是把自己的意思加到圣经里去.  

 

有鉴于此, 我们会在《家信》中探讨“后现代

主义”. 本期的“护道战场”就是讨论与分析“后现代主

义”的谬误. 若合神旨意, 我们也将在下期的“热门话

题”专栏为后现代解毒. 让我们谨记保罗最后的警告: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并且掩耳不
听真道, 偏向荒渺的言语.” 诚然, 这个时候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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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圣卷在握”, 你就“胜券在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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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安息日、律法 

 和 希伯来奴仆 

(出 16:23-30; 出 20:1-22;  

出 21:1-6; 申 15:12-18) 
 
(A) 序言 

自创世记 2:2-3 过后, 我们就没有读到

关于安息日的事, 直到出埃及记第 16 章. 格兰

特(John Grant)写道: “自人类堕落以来, 这是第

一次提到安息日. 事实上, 出 16:23 译作‘安息

日’的希伯来字  shabbâthôn {H:7677} (KJV: 

rest)和 shabbâth {H:7676} (KJV: Sabbath )是

第一次出现在圣经这

里.1 圣经从没表示在这

之前, 自人类堕落以来, 

安息日有被人遵守过 , 

其实, 在埃及为奴的日

子很不可能守安息日 . 

然而, 随着吗哪的赐下, 

就提到安息日... 因此, 

人类自堕落以来守的

第一个安息日, 是神赐

下吗哪的首个第七日.”2 这是何等贴切的预表

(type)3  —  有吗哪的赐下和供应才有安息!4 这

                                                             
1   出 16:23: “摩西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明天

是圣安息日( shabbâthôn {H:7677} ), 是向耶和华守的

圣安息日( shabbâth {H:7676} )…’ ” 
2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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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196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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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表有基督的

降下和供应, 人

才享有真正的

安息.5 现在, 让

我们同来思想

安息日所预示

的主耶稣基督.  

 

 

(B) 安息日所预示的基督  

(出 16:23-30; 31:12-17) 

神设定一天为安息日; 这一天特为神而

立. 它提醒我们神的创造之工和救赎之恩(申

5:14-15); 并且根据 出 31:16-17, 此日是立约的

记号. 不管是收取神所赐的吗哪, 还是建造神

所吩咐的会幕, 都不可在安息日进行, 可见安

息日是非常重要的; 神要祂的百姓谨守安息、

享受安息. 

 

可悲的是, 因着罪入了世界, 破坏和终

止了人所享受的首个安息. 本该享有安息, 但

人的悖逆带来祸害, 使人失去平安. 人能再次

享有安息吗? 遭破坏的安息能再次恢复吗? 答

案是“能”! 因为耶稣基督现今已成为基督徒的

安息. 我们虽不再守“日历上”的安息日, 但我

们享受属灵的安息. 我们不再需要自己劳苦, 

来确保自己的义, 因为基督已在十架完成救恩, 

我们靠祂得享喜乐与安息. 当救主宝贵的身体

安卧在寂静的磐石山洞, 意味着基督的工作已

完满成全时, 那真是最不寻常的安息日. 基督

是我们的创造者, 也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站

在祂已完满成就的恩典中(罗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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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神在第 6 日供应双倍的吗哪(出 16:22-29), 格兰

特(John Grant)评述道: “因此, 耶和华在第 6 日大量地供

应 1 千 4 百万公升(litres)的吗哪. 神的恩典和慷慨何其

伟大!”,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196 页, 
5  太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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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的真正意义可重新恢复, 主耶稣

所行的神迹生动地说明这点. 福音书记载了七

个在安息日由主耶稣所行的神迹. 在这七个神

迹中, 罪破坏了神赐给人的安息日, 使患病者

遭受严重障碍, 生命大受影响. 然而, 基督荣耀

地除去这一切障碍, 使人获得释放, 得享基督

的安息. 

 

在约翰福音第 9 章,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

安息日除去人瞎眼的障碍. 在另一安息日, 主

耶稣把附在人身上的污鬼赶出去(路 4:31-36), 

过后又在当天除去彼得岳母的热病(路 4:39). 

主也治好一个手枯

干的人(路 6:10)、

一个被鬼附而患病

的女人 (路 13:10-

12), 还有一个躺在

毕士大池旁的人

(约 5:1-16), 以及

一个患水臌(水肿)

的人 ( 路 14:1-2). 

这些人得享何等

安息的安息日啊 ! 

他们尝到更新了的安息日之安息. 今日, 主耶

稣也邀请我们进入祂那伟大的安息: “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

息”(太 11:28). 那些听见这邀请, 并来到祂面前

的人, 将何等喜乐、何等蒙福啊!6 

                                                             
6   麦敬道写道: “我们知道安息日和吗哪都是预表. 

安息日本身是真正的福气, 是这位满有恩典和慈爱的神

手中之怜悯. 祂要救人脱离罪恶满盈之地的困苦, 在七

日之中, 给人安舒畅快的一日. 无论我们怎样看安息日, 

指它与人或受造的动物之关系, 它都与神丰盛的怜悯相

连. 虽然基督徒记念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主日, 并且持守

正确的原则, 但是我们可同在神的恩典下, 想念这为安

息而设的日子. 人不可打扰这个怜悯的记号, “安息日是

为人设立的”(可 2:27). 虽然人从没有按神的心意守安息

日, 但是这不能削弱神设立它的恩典, 也不能剥夺它深

刻的预表意义. 安息日预表神为祂的百姓存留永远的安

息, 也是将来之事的影儿; 真体就是凭信心享受在基督

里的福分, 和基督复活所成就的作为.” 麦敬道著, 吴志

(C) 基督与律法 (出 20:1-22) 

 主耶稣把律法存在祂心里; 祂增值和高

举律法每一条训令(precept); 祂完全遵行律法, 

使“两块写着十诫的法版都完好无损”(编译者

注: 旧约那写着十诫的两块法版因人犯罪而被

摔得破裂不全, 出 32:19). 祂心中所爱的只有

神, 容不下任何偶像(出 20:3-6); 祂没妄称祂父

神的名(出 20:7); 祂从不心存任何亵渎不敬和

污秽不洁的意念(出 20:12-16); 祂也从没有贪

婪的意图(出 20:17). 有谁像祂那样尊重和孝顺

母亲呢? (注: 主耶稣即使在十架受苦时, 也不

忘托付门徒照顾母亲马利亚, 参 约 19:26-27). 

 

 主耶稣一生不仅完全遵守律法中的道

德律, 也遵行律法中的一切礼仪. 祂作婴孩时

就受割礼(路 2:21), 并定期惯性地遵守犹太人

的节期(请参 约 2:13; 7:14,37; 路 22:7-8 等等), 

甚至在祂受浸的事上坚称“我们理当这样尽诸

般的义(或作: 礼)”(太 3:15).   

 

 在教导方面 , 

祂本是律法的赐予者, 

也成为律法的伟大诠

释者 . 祂详细解释律

法的完整意思 , 道出

其中的精意 . 不像文

士和法利赛人, 透过加添大量的条例和传统, 

把律法给曲解和复杂化, 成为琐碎的礼仪条文. 

主耶稣从不降低律法的标准或淡化它的要求. 

我们看祂坐在加利利的山坡上, 听祂讲解祂国

度的宣言, 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 

乃是要成全. 我实

在告诉你们, 就是

到天地都废去了 , 

律法的一点一画

也不能废去, 都要

成全”(太 5:17-18).  

                                                                                                    
权译 , 《出埃及记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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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祂的死, 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 “挂

在木头上”是旧约的一种刑罚, 施行在犯了该

死之罪的人身上. 主耶稣亲自地、从不间断

地、完美地遵行了律法一切要求, 丝毫没有触

犯任何一点, 但祂竟然“被挂在木头上”, 承受

一切咒诅, 这是

何等讽刺的事, 

更是出于神何

等浩大的恩! 让

使徒保罗的话

提醒我们, 这充

满救赎恩典的

话 何 其 严 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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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3:13).  

 

即使在复活方面, 祂也维护律法的标准, 

虽然那些信祂的人不再处于律法的规范之下, 

受律法约束或咒诅, 但祂还是把圣灵赐给他们,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

从圣灵的人身上”(罗 8:4).7 

 

 

(D) 希伯来奴仆所预示的基督 

(出 21:1-6; 申 15:12-18) 

 “耶和华的仆人”(Servant of the Lord)这

一称号曾赐给旧约中许多杰出人物, 也被用来

指摩西超过 40 次之多. 尽管这样, 只有当它用

来指主耶稣时 , 这

一称号才达到最高

峰 , 把其精意全面

表现出来 . 希伯来

奴仆这一古代条例

阐明主耶稣作为

                                                             
7   信徒如何获得律法的义? 不是靠主耶稣在世上

遵行律法, 而是祂在十架上流血舍身(成为我们的赎罪

祭), 因为前一节是说: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

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 作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罗 8:3). 上文论到律法与基督的关

系, 但律法与基督徒的关系又如何呢? 请参本文附录一. 

“耶和华的仆人”那无比忠诚的事奉. 

 

(a)   事奉的模式 (Mould) 

出 21:2 说: “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 他

必服事你六年; 第七年他可以自由, 白白地出

去.” 希伯来奴仆完成他六年的服务限期之后, 

便可自由离开主人, 不再有义务服事他. 因此, 

他若留下来服事主人, 便是一种自愿的行动, 

表明他放弃应得的权利. 这使我们联想到主耶

稣基督. 祂本是尊荣的神, 却没抓紧权利不放, 

反倒如 腓 2:7 所说: “取了奴仆的形像.” 祂没

有用神的形像去换奴仆的形像(仿佛失去了神

的形像), 而是以奴仆的形像来彰显神的形像

(彰显神的属性之一  —  谦卑).  

   

(b)   事奉的动力 (Motivation) 

出 21:5 记载:  “倘或奴仆明说: ‘我爱我

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 不愿意自由出去.’ ”8 

在这方面, 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可勉强希伯

来奴仆作出这样的决定, 这清楚的告白是源自

他内心深切大爱的泉源. 此外, 他虽深爱他的

妻子和儿女, 但他爱心的首要地位是留给他的

主人. 这就如完美的仆人主耶稣基督, 总是把

祂的最爱留给祂的父神, 然后是祂整体的新妇

(指整体的召会), 接下来是祂个别的儿女(指信

徒个人而言).  

 

(c)   事奉的记号 (Marks) 

出 21:6 说: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

官(或作“神”)那里, 又要带他到门前, 靠近门框, 

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

服事主人.” 这是代价昂高的

事奉. 锥子要在奴仆身上(耳

朵)和他主人的房子(门框)留

下记号. 主耶稣的事奉把祂带

到城外的十架上, 在那里留下

记号; 也在祂身上留下记号 , 

                                                             
8   格兰特(F. W. Grant)指出, 若希伯来奴仆不愿离

去而愿永远服事主人, 他可能最终被主人收养为义子, 

或者女奴的话, 就成为主人的妻子, 或主人儿子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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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因人还能从祂复活的身体看到被钉十架的痕

迹(约 20:27).9 这是祂永恒大爱那不能磨灭的

标记, 提醒我们关于祂完全的顺服,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8). 

 

(d)   事奉的程度 (Measure) 

请留意 出 21:6 所强调的: “他就永远服

事主人.” 这不是“部分时间”(part-time)的委身

事奉, 而是全时间的献身, 并且是不断的委身

事奉, 直到生命的末了(编译者注: 主耶稣的事

奉也是这样, 正如 来 7:24-25: “这位既是永远

常存的, 祂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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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事奉的方法 (Means) 

出 21:6 说: “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希伯

来奴仆要用锥子做的记号, 不是做在他的手上, 

也不是头额上, 而是做在他的耳朵上. 服事主

人当然包括用到手脚和头脑, 但最首要的是, 

主人必须先得到他的耳朵(耳朵表明听从和顺

服, 编译者按),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是完美无瑕

的奴仆, 绝对听从神的话, 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深愿我们今天就跟从主耶稣这方面的美好榜

样  —  爱的顺服.10 

 

 

(E) 结语 

格兰特(F. W. Grant)在其所著的《数字

圣经》(The Numerical Bible)一书中表明, 希

伯来奴仆自愿选择留下来永远服事主人, 这点

可预表那位可颂的主耶稣基督, 祂已预备好把

身体献上; “希伯来奴仆那被钉穿的耳朵”也显

                                                             
9   约 20:27: “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原

文作“看”)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

疑惑, 总要信.” 
10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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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71, 72, 73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也请读者参

阅本文附录二有关麦敬道对“希伯来奴仆”的注释. 

明祂有这爱的印记 , 愿意永远的事奉 .11  约

翰·达秘(J. N. Darby)在《圣经各卷概要》中总

结说, 出埃及记第 21 章让我们看到有关基督

忠诚之爱的美丽预表  —  基督对祂父神的忠

诚、对祂整体召会的爱, 以及对我们个别的爱. 

为了父神、召会和

祂的子民, 祂已在地

上作为人的日子忠

诚地事奉, 也在代死

的事上作忠诚的仆

人. 祂使自己作仆人, 

永远的服事(注: 基

督在约翰福音第 17 章为现今的信徒作大祭司

的事奉  —  大祭司代祷的事奉, 路 12:37 亦暗

喻基督得荣耀时仍然事奉12 ).13 感谢神, 主耶

稣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何其谦卑, 也在谦卑中

荣耀了神. 诚然, 祂的名是可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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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律法与基督徒的关系 

 

使徒保罗教训我们一个真理: “律法本

是外添的, 叫过犯显多”(罗 5:20). 这句话清楚

的指出律法的真正目的. 律法来了, 是叫罪更

显出其恶极的(参看 罗 7:13). 在某些的意义上, 

律法如同一面明镜从天而降, 照明人的道德是

败坏的. 我若带着败坏的行为到镜子前, 只会

照出人的败坏, 不会使行为正直过来. 我若用

一条铅垂线量弯曲的墙, 只会显出墙的弯曲程

度, 不会把墙移直. 我若夜间手提灯盏外出, 只

会照明路上的障碍物, 但不会把它们移去. 此

外, 镜子、铅垂线、和灯盏, 不会造成它们所

指出的“恶”. 它们不会造成, 也不会移去, 只会

                                                             
11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08页. 
12   路 12:37: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

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叫他们坐席, 自己束上
带, 进前伺候他们.” 
13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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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明事实. 律法的功用也是这样, 不会在人心

中造成“恶”, 也不会把“恶”除去, 只会正确无

误地显明人心中的“恶”.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 

断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

律法说: 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如何为贪心”(罗

7:7). 保罗不是说, 他就不会有“贪心”; 乃是说

“不知何为贪心”. “贪心”已存在, 但人仍在黑

暗里, 直至律法“全能者的灯”照明人心中的黑

暗, 启示人的恶. 正如一个人在黑暗的室里, 被

贪念和混乱所困, 在黑暗中看不见什么. 让日

头的光线照射进来, 他就立刻看见一切. 日光

会造成房中的灰尘吗? 肯定不会. 灰尘在房中, 

被光发现, 显明它们. 这正好描述了律法的功

效. 它判断人的性情和光景, 证明人是罪人, 因

在咒诅之下. 律法来判断人的情况, 人若不遵

着律法而行, 就要受咒诅. 

 

“所以凡有血气

的没有一个 , 因行律

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

罪”(罗 3:20).  故此, 律

法明显不是罪人得生

命的根据(ground), 也

不是基督徒生活的法

则 (rule). 基督才是得

生命的根据 , 也是基

督徒生活的法则. 律法只能咒诅人, 杀了人. 基

督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义. 祂被挂在木头上, 

为我们成为咒诅. 祂下到为罪人而设的地方  

—  死亡和审判之地. 借着祂的死, 完全废弃了

罪人一切的刑罚. 在复活里, 祂成为一切信祂

名之人生命的源头, 和义的根据. 由于我们在

基督里有生命和公义, 我们便蒙召去“照主所

行的去行”, 而不仅是照律法所指示的去行.  

 

律法对我是没有力量的, 向我也没有怜

悯. 律法向无有的人要求力量, 人不能显出力

量, 律法就咒诅他. (基督的)福音给无有的人力

量, 赐福凡显出力量的人. 律法提出因顺服得

以活着, 福音赐生命为顺服唯一的根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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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希伯来奴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

立的典章是这样. 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 他

必服事你六年, 第七年他可以自由, 白白的出

去. 他若孤身来, 就可以孤身去; 他若有妻, 他

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 妻

子给他生了儿子, 或女儿, 妻子和儿女要归主

人, 他要独自出去. 倘或奴仆明说: 我爱我的主

人, 和我的妻子儿女, 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的主

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 又要带他到门前, 

靠着门框, 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服事

主人”(出 21:1-6). 

 

在个人来看, 仆人(奴仆)完全有自由离

去, 只要他解除一切要求, 就可以有自由出去. 

但因为他爱他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女, 就自愿

永远留下来服事主人; 不但如此, 他还亲身肩

负奴役之苦.  

 

   读者必理解到, 这段描述可应用在主耶

稣基督身上. 我们看见祂是在有诸世界之前, 

父怀里的那位. 祂也是父永远喜悦的对象. 祂

本可从亘古到永远, 坐在自己的特别座位上. 

因此, 祂没有义务(除了祂不可言喻的爱促使

祂, 叫祂负起救世之责任)放弃那座位. 然而, 

基督的爱关乎父神的计划, 和教会的整体及个

别肢体的救恩 , 所以 , 祂自愿来到世间、虚

己、不求自己的益处, 取了奴仆的样式和长远

服事的记号. 对于这记号, 诗篇有明显的描述: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诗 40:6). 这篇诗篇是

形容基督向神的奉献. 又说: “那时我说: 看哪, 

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我的神

                                                             
14   麦敬道著, 《出埃及记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

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229-230, 235-236 页(稍微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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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 我乐意照祢的旨意行 . 祢的律法在我心

里”(诗 40:7-8).  

 

祂来了为行神的旨意, 无论那旨意如何. 

祂从没有按自己的旨意行, 祂的爱心必尽心完

成那荣耀的工作, 在罪人的救恩和悦纳上, 没

有半点推辞, 甘心在父神的计划下为奴仆. “凡

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的, 我总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

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

思行. 差我来者的意思, 就是他所赐给我的, 叫

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约 6:37-

39). 

 

这里描述主耶稣基督作仆人(奴仆)的性

情, 十分引人入胜. 在完全恩典中, 祂亲自负责

所有在神计划里的人. 不但接纳他们, 而且保

守他们经过一切困难, 和地上崎岖旅途的试炼. 

对于死的事情, 祂在末日要叫他们从死里复活. 

噢! 神教会中最软弱的肢体也蒙何等的保障! 

主耶稣基督是神永远计划的依归, 而祂也应许

会亲自执行这些计划. 耶稣敬爱父神, 而这大

爱的一部分, 成为蒙救赎之家每个肢体的保障. 

罪人因相信神儿子之名而得救恩, 另一方, 救

恩表达基督对父神的敬爱. 若当中有一人灭亡, 

无论是什么原因, 就要辩驳主耶稣基督不能执

行神的旨意了. 但基督没有让仇敌有机会亵读

祂的圣名, 祂当得一切尊贵、威荣, 直到永远. 

故此, 在希伯来人仆人的身上, 我们看

见基督全然奉献给父神的预表. 还有一点: “我

爱我的妻子儿女.”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

给自己, 作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

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 5:25-27). 圣经

其他经文也多有表明基督是希伯来人奴仆的

真体. 基督为了爱教会他的身体、并所有个别

信徒而作神的奴仆, 如马太福音第 13 章、约

翰福音第 10 章及第 13 章, 和希伯来书第 2 章, 

读者均可从中看出这个教训. 

 

人若了解耶稣心中的爱, 就不会失去热

心, 不奉献给那位显出纯净、完备、无私之爱

的主了. 希伯来人的妻子儿女, 怎会不爱那位

自愿放弃自由叫他们与他共聚的呢? 预表所表

达的爱, 可与真体所表达的爱相比吗? 那就不

算什么了. “基督的爱… 是过于人所能测度

的.” 这爱引导我们思想那位在诸世界被造之

先的主,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不慌不忙的走到

门前  —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 祂经过这一

切, 以致祂能高举我们与祂同坐, 共享祂永远

的国度和荣耀. 

 

我若要全面诠释余下的律例和典章, 就

会说得太长了, 还是停下来吧. 结束时, 我想读

者读完这段经文后, 心中必爱戴神深厚的智

慧、公义, 和从头到尾的温柔体谅. 我们要起

来, 灵魂里深知确信, 祂就是那位“独一的真

神”、“独一全智的

神”, 并且满是无限

恩惠的神. 

 

愿我们对祂

永存之道的默想 , 

征服我们的心, 激励我们前来敬拜祂完美的道

路和荣耀的属性. 那从其中照耀出来的福气和

光荣, 正是为了使祂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人得着

舒畅、喜悦与造就.15  

                                                             
15   同上引, 第 245-249 页(稍加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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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孤单… 
 

孤单诗人的表白 

唐朝著名诗人陈子昂, 曾经写了一首名

诗: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

地之悠悠, 独怆然

而泪下.” 短短 22

个字, 把一个立身

悠悠天地间孤影

独行的人, 内心所

感受的孤单寂寞, 生动地刻画出来. 

 

孤单, 确实是人类自

古以来的一种情境. 无人能

在人生旅途从不感到孤单; 

许多时候, 我们必须单独面

对人、面对事, 甚至面对自

己. 无人希望自己长期处于

孤单之中, 但无可否认的 , 

孤单的感觉常会不期然地

临到, 甚至占据我们的心房.  

 

人群中的孤单  

 曾有一位旅美学者, 面对纽约街头拥挤

的人群, 浩然长叹: “当我处身热闹的人群中, 四

周都是人, 各种声音更从四面八方涌来; 而我却

忽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群人, 不属于这个地方, 

甚至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挤在人群里  —  然而, 

孤单和寂寞的感觉, 却那么浓浓地包围着我.”  

 

由此可见, 所谓“孤单”往往不是因为身边

无人, 或无事可做; 在紧张、忙碌的大城市中, 在

人山人海的人群里, 那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孤单、

寂寞, 时常在悄悄地啃啮着人的灵魂.  

 

孤单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和具破坏性的情

绪与结果. 当一个人咀嚼着孤单的滋味, 连带产

生的往往是沮丧、怯懦和灰心, 有时为了冲破孤

单的束缚, 却可能带来一些破坏性的反效果. 

 

有人向你挥手 

有个小故事, 深刻地描绘了现代人孤单

的心境  —   

 

船在下一刻就要启程了. 岸边和甲板上

都挤满了人, 他们扯直喉咙, 向自己的亲友喊道: 

“珍重, 再见!” 有一个中年人倚着船舷, 动也不动. 

他在万头钻动的送行人群中, 拼命找相识的人, 

但他极其失望, 每一个脸孔都是陌生的; 突然他

急步离开甲板, 走回岸上, 找着一个衣衫褴褛的

小男孩: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  —  威廉.” 他满脸惶恐. 

“威廉, 如果我给你一块钱, 你肯在船开时

向我挥手, 并大声叫‘再见’吗?” 

船开了, 中年人向那个名叫“威廉”的小男

孩挥手. 脸上浮现着似有若无的微笑. 

 

你觉得他愚蠢吗? 他正是著名诗人布鲁

克(Robert Brooke)呢! 他就是受不了孤单的侵啮

才这样做的.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会在孤单中

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呢?  

 

寂寞声音的呐喊 

 汉克斯(Billie Hanks)在他一首名曲中这

样写着: 

 

寂寞声音在大城中呼喊, 

寂寞声音像无助小孩; 

寂寞声音来自忙碌的人, 

整日奔波片刻不停止. 

寂寞声音在梦中,  

寂寞声音响在脑海中. 

寂寞的脸期待太阳升起, 

只等到另一天的忙碌; 

寂寞的脸就在大城各处, 

寂寞的脸在眼前, 

寂寞的脸显在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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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14 期 (2017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现代人的孤单寂寞是一种严重的失落, 

失落了生命的意义, 失落了与周围环境及人群的

正常关系, 更严重的是失落了与造物主(创造我

们人类和宇宙万物的主宰)的密切关系. 

 

 孤单的最初根源 

 起初, 上帝创造人类乃是按照祂的形象

和样式而造, 上帝看祂所创造的人类是美好的, 

人与祂的关系也十分亲密; 直到人犯了罪, 开始

躲避上帝的面. 原本美好的关系破裂了, 同时也

尝到“失去天上父神”的孤单, 在人的心里造成一

种永远无法满足的虚空感. 

 

 罪破坏了一切关系, 并且罪的代价就是

死(肉身的死, 罗马书 6:23), 死后且有审判(希伯

来书 9:27), 结局就是永远在火湖里受苦, 这是第

二次的死(启示录 21:8). 但上帝爱祂所造的人类, 

不愿看到人类因着罪而永远与上帝隔绝, 永远在

地狱火湖里受苦. 为了修复上帝与人之间的美好

关系, 上帝差遣祂的独生子主耶稣来到世上, 降

生为人. 为了拯救世人脱离罪的刑罚, 祂最终去

到十架上流血舍命, 以自己无罪的生命作为挽回

祭, “祂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

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一书 2:2).  

 

圣经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 只

要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并信靠和接受主

耶稣作我们个人的救主, 祂所献上的挽回祭就在

我们身上产生功效, 如圣经所说: “我们借这爱子

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以弗所书 1:7), 

“既然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祂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前与

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祂为敌. 但如今祂借着

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

洁…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歌罗西书 1:20-22).  

 

借着信靠主耶稣, 我们能与上帝和好, 破

裂的关系获得修复. 主耶稣也应许与一切信靠祂

的人同在, “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

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希

伯来书 13:5-6). 主耶稣的名是“以马内利”  —  神

与我们同在. 有主同在, 我们就永不孤单! 有主

同在, 再大的人生风暴, 我们也能靠主安然度过. 

祂总是陪伴我们一同度过. 以下故事说明这点.     

 

沙滩上的脚印 

 有一个人孤单地走在一片辽阔的沙滩上; 

这片沙滩是他一生走过的路. 此人有个习惯: 每

经历一件事, 他就会回头看看走过的沙滩. 他很

喜乐, 因他发现每一段走过的路, 都有两双脚印  

—  一双是他自己的, 另一双则是那位爱他的主

耶稣基督, 与他片刻不离所留下的的脚印. 他不

禁向主耶稣发出感谢: “主啊, 感谢祢对我这样好, 

每一时刻都陪伴在我身旁, 我真是太喜乐了!” 

 

 一天, 路上忽然有风暴迎面扑来, 他非常

害怕, 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通过这个严苛的考验. 

但是前面没有其他路可走; 眼看着暴风圈越来越

近, 他害怕地闭上了眼睛、摀住耳朵… 

 

过了不知多久, 这场可怕的风暴终于过

去了. 他在路旁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 试着回想

刚才所发生的事, 却发现记忆一片模糊, 仿佛自

己什么也没做. 正觉得纳闷, 回头一看, 突然发现

刚走过的那一段路程, 只有一双脚印.  

 

“主啊, 祢为什么在这么艰难的时刻丢下

我一个人呢?” 他伤心地问主耶稣. 

“你为什么觉得我丢下你一个人走呢?” 

主耶稣以温柔的声音反问道. 

“以前走过的地方, 都有我们两人的脚印; 

但是祢看! 刚刚那段路程只有一双脚印!” 

“的确只有一双脚印, 但那双脚印不是你

的  —  是我背着安睡的你走过的!”16  

 

 

                                                             
16   上文改编自 彭海茔总编辑, 《百宝书(93): 永不

孤单》(台北市: 中华国际圣经协会, 2009 年), 第 1-4, 6, 

10-11 页.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9 

   

《家信》: 第 114 期 (2017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十三): 
挑战六: 人喜欢怎样信主耶稣都可以(上) 

 
编者注: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的真品, 必有模仿

伪造它的假货.” 以百元美钞为例, 虽然各

地警方严打伪钞, 但伪钞依然层出不穷, 而

且制作水准之高, 叫人目瞪口呆, 防不胜防. 

鉴证专家告诉我们 : 识别伪钞的最有效方

法 , 不仅是辨认最新款的

伪钞  —  这固然重要, 但

更要紧的 , 是能够彻底认

清真钞的面目 , 如纸质、

油墨、纹理水印、特别记

认标志等. 简言之, 对真钞

认识够深 , 就容易看穿伪

钞, 不管假装得何等相似. 

 

基督信仰的护道学 (apologetic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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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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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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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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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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 Jackson (2009) 

惠特沃斯大学(Whitworth College)的爱德华

兹教授(James R. Edwards)说: “教会的信仰

权威已经旁落, 人人自以为本身就是权威. 

今日的人, … 只热衷于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 许多人相信没有绝对

的真理, 一切都是相对的. 他们也把这样的

思想带入基督信仰, 认为人喜欢怎样信主耶

稣都可以, 怎样参杂都可以. 果真如此吗? 为

求答案,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资深记者兼

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史特博(Lee Strobel, 下文

简称“史”)采访了著名的哲学与伦理专家保

罗·科潘博士(Paul Copan, 下文简称“科”).19                

 

 

挑战六:  人喜欢怎样信主耶稣都可以, 根

本就无所谓!  

 

(A) 逛街找信仰 

 一般来说 , 现今

的人若想认识某种信仰, 

就会上网搜寻 , 而不是

到教会历史里寻找 . 今

日许多人重视自己感受, 

不重视埋首研究 . 他们

不管教义细节 , 只重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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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 · 科潘 (Paul Copan)获授三一国际大学 (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宗教哲学硕士, 并从马其特大学

(Marquette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 他曾在三一神学

院和伯特利神学院执教, 又是好些专业哲学学会的会员, 

撰写许多文章, 足迹遍布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纽约

州立大学、莫斯科州立大学等. 他编著过 10 多本书,

《对你是真理, 对我却不是》是其中一本, 还有《那只

是你的看法, 你怎知自己没有错?》(That’s Just Your 

Interpretation, How Do You Know You’re Not 

Wrong?)、《爱慕智慧: 基督徒的宗教哲学》, 又与人

合编了下列各书 : 《有神论的合理性》、《耶稣是

谁》、《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谈论, 耶稣的复活: 真实或

虚构?》、《哲学: 新千禧年的基督教进路》、《科学: 

新千禧年的基督教进路》等等.  

个人诚心. 美国电视台 CBS 在 2005 年一个调

查显示, 38%的美国人认为寻求灵性经验  —  

不论它的终点何在  —  比起持守教会传统更

加重要.  

 

 《逛街找信仰》(Shopping for Faith)的

作者施明诺 (Richard Cimino) 和赖田 (Don 

Lattin)如此描述美国的情况: “寻求信仰的人

愈来愈趋向舍弃传统, 转而混杂不同的信仰, 

并凑出自己的一套来. 传统信仰已日渐式微. 

如今有关信仰的书, 无论是不同的宗教典籍或

是自我提升的书籍, 多不胜数, 任君选择.” 

 

 史特博指出, 只要把美国个人主义、后

现代“质疑建制”的精神凑合起来, 神学家所谓

的“混合主义”(syncretism)就马上登场. 混合主

义者仿似自助餐厅的客人, 喜欢什么就挑什么, 

不喜欢就不碰. 正统信仰被丢弃一旁, 代之而

兴的是 “弹性信仰”. 

  

 CBS 的调查还指出, 36%的美国人的信

仰是多教混杂的 . 洛杉矶 “ 湖人队 ”(Los 

Angeles Lakers)总教练杰克逊(Phil Jackson)就

自称“禅宗基督徒”(Zen Christian). 又有某著名

女演员说自己是“拜女神”(goddess worship)的

基督徒. 还有一位女士自我介绍时说: “我是长

老会佛教徒”(Presbyterian Buddhist). 总之, 他

们随意挑选, 把其他信仰混进原有的基督信仰

里. 

 

 事实上, 很多美国

人说耶稣基督好、教会

不好 . 他们认为教会排

他、论断人、思想狭隘 , 

总要用食古不化的教条

来捆绑人. 只是, 他们所

谓的“好耶稣”与历史上

真实的耶稣, 是有很大的

分别. 但混合主义者对此毫不介意. 他们所要

寻找(或说“塑造”)的耶稣基督, 是一位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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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 Descartes 

 
Ralph Waldo Emerson 

心意的“好耶稣”. 这世代的精神是: “你信你的, 

我信我的!” 重要的是“有用”就行了. 

 

 记者大卫·米勒(David Ian Miller)评述

道 : “在美国 , 有者所谓的 ‘自助信仰 ’(do-it-

yourself spirituality)已历史悠久, 可追溯至爱

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和他

所带领的超觉派人士(Transcendentalists). 这

种‘推陈出新, 各自表

述 ’的趋势愈来愈旺 . 

2005 年 9 月《新闻周

刊》调查指出 : 80%

美国人不认为得救之

路只有一条 . 由此看

来 , 东拼西凑自制合

乎个人口味的信仰之

做法, 一点不足为奇.” 

 

史特博在《认识基督》一书中提出其

中一个例子  —  温迪(另译“云娣”, Wendy). 温

迪自小上主日学, 只是从不相信所听的. 后来

她去上课, 学习“形而上”(metaphysics)的道理, 

探索死后的生命、人的直觉(intuition)等等. 在

所谓的“人生指导员”的指引下, 她的信仰成了

大杂烩: 有基督信仰的、佛教的、异教的、形

而上学的, 还有不少是《道德经》的. 结果她

说: “我集各教大成, 有共鸣的, 都吸收了.” 取

舍原则只有一个: “灵验为要(指为首要)”. 论到

伦理行为, 她说: “是非对错? 我不信这一套. 

我爱怎做就怎做, 十分简单.” 温迪强调兼容互

谅为最大美德. 她说: “大家要信什么都可以, 

适合自己就行了. 我所信的适合我, 你所信的

适合你… 我不认同基督信仰或别的宗教那些

批判别人的行为.” 

 

 许多人喜爱这种信仰. 这类信仰对别人

的信仰完全不作批评, 乐于各取所需的态度, 

究竟有何不妥? 只接受耶稣基督的爱而抛弃关

乎地狱的教训, 有有何不可? 人若可随心所信, 

绝不批评, 世界各宗教造成的张力, 岂不因此

而完全消失吗? 为了找出真相, 史特博决定专

访棕榈滩大西洋大学 (Palm Beach Atlantic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保罗 ·科潘博士 (Paul 

Copan).  

 

 科 潘 是

棕榈滩大西洋

大 学 (Palm 

Beach Atlantic 

University)的哲

学与伦理系主

任. 他身材修长, 

头发梳理整齐 . 

这五个子女的

父亲, 态度谦和, 谈吐自如, 平易近人, 用心专

注. 无论是与大学生谈话, 或是与宗教哲学的

学者交流, 他都是轻松自在. 他编过好几本书, 

集结不同学派的论文, 有保守派的, 也有自由

派的, 还有犹太教的, 以及不信派的. 

 

(B) 一切都是相对的? 

 史特博到了科潘在西棕榈滩的办公室

拜访他. 他们在办公室的圆桌前坐下, 四壁全

是书籍. 史特博先提出一项涵盖面较广的题目, 

为整个访问定调.  

 

史: “我们这个‘后现代世界’(postmodern era)

认为 ‘真理 ’、 ‘道德 ’在今天的伸缩性

(elastic)是比过去大得多. 你认为‘后现代

主义’ (postmodernism)

的定义是什么?” 

科: “首先要弄清楚现代

主义是什么 . 这一点

可以追溯到笛卡尔
(Rene Descartes, 1596-

1650)20这位 17 世纪

法国哲学家身上 . 他

致力求的是绝对把握, 虽然他笃信神, 却

                                                             
20   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是法国哲学

家、自然科学家、解释几何学的奠基人, 提出“我思故

我在”, 其哲学基础是“灵魂与肉体”、“思维实体与广延

实体”的二元论, 著有《方法谈》、《哲学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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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知识的起点是求知者本身, 而不在

于神. 人可以自己找出他所确定知道的

事物. 笛卡尔认为, 他唯一不能怀疑的只

有一事: 他知道自己在思考. 对他来说, 

知 的 起 点 是 ‘ 我 思 故 我 在 ’(I think, 

therefore, I am), 这句话含有此意: 你必须

要有百分百的确定, 不然你就无法知道

某些事 . 到后来 , 黑格尔(George W. F. 

Hegel, 1770-1831)写下庞大的解释系统, 

尝试把一切事物都整齐地包装起来.  

 

“后现代主义是反抗

笛卡尔这种‘事必求

实’的态度. 举凡理性

主义、浪漫主义、马

克思主义、纳粹主

义、科学主义等系统

的制造, 都引起它的

反弹. 这些制度往往使那些持异见的反

对者在当权者面前受打压  —  纳粹主义

下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下的资本家等. 

法国哲学家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就曾经极端简化地指: 后现代

主义是对“大叙事”(或译“宏大叙事、元

叙事”, metanarrative)21的质询, 不再以为

有任何放诸四海皆准(意思是在每一个地

方, 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准确真实)的故

事, 因为它是压制人的.”  

史: “意思是确实性(certainty)会导致压迫?” 

科: “当人有十足把握地自以为有了真理, 并

以自己的一套去解释一切, 当然容不下

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全都要送往德国

                                                             
21   大叙事 ”(或译 “宏大叙事、元叙事 ”, meta-

narrative 或 metanarrative)这一术语在批判理论, 特别是

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中, 指的是完整解释, 即对历

史的意义、经历和知识的叙述. 它通过预期实现, 对一

个主导思想赋予社会合法性. 这一术语是由法国哲学家

李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 1979 年首次提出的. 他

说, 社会现代性的最主要部分是大叙事构成的, 但后现

代主义却是以怀疑大叙事(进步、启蒙解放运动、马克

思主义)为特征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元叙事 . 

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或苏维埃劳改营(Soviet gulags)去. 

因此, 后现代主义不要大叙事, 只要小叙

事 (mini-narratives 或 mininarratives), 即

是说各有各的观点和故事, 无分高下. 

史: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人人都有理?” 

科: “对了. 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 哪还有谁可

以说别人错呢? 后现代主义高举多元化. 

他说人既是有限的, 就不能有绝对的知

识, 也没有完全的客观 . 我们都受着文

化、家庭、历史位置、个人成见所限制, 

绝对不是中立的人. 后现代主义对于通

行天下的真理之指称颇有戒心, 认为都

是弄权之术. 真理在谁人的手, 谁就可以

打压异己.” 

史: “ 质疑真理的结果 , 就是相对主义

(relativism)的抬头?” 

科: “对了. 相对主义者被认为有超越时地(指

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真理. 客观的相对主

义(objective relativism)说, ‘真理’于一人

为真, 于别人未必真, 因为没有客观的真

理, 也没有客观的错谬. 这么一来, 真理

与己见没有分别, 所以两人的‘真理’即有

矛盾, 两者都可以是对的. 宗教相对主义

(religious relativism)说, 某人或某文化视

为真理的宗教 , 

于别人未必尽然

(意即对别人来

说未必就是真

理). 没有一个宗

教能够为全人类

提供一个大叙事, 

没有一个宗教所

拥有的是放诸四

海皆准的独一真理. 你信你的耶稣, 我信

我的耶稣, 各不相干! 矛盾与否, 全不重

要! 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说, 没

有公认的是非黑白, 谁都有自己的道德

价值观, 某人以为‘真’的对别人未必如此. 

世人表达道德的方式既有不同, 没有理

 
G. W. F. Hegel 

https://baike.baidu.com/item/元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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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为某一道德观点比另一个更合真

理.” 

史: “有人认为通奸不成问题, 有人认为是严

重大罪?” 

科: “在道德相对论者来看, 的确是这样. 你觉

得不对, 那件事才是不对. 道德相对主义

者不一定赞同通奸行为, 甚至可能对它

大有保留. 但他们的立场是: ‘我哪有资格

指责别人 ?’ 然后是 历史相对主 义

(historical relativism), 它说过去的事无从

确知, 今日剩下的只是有关事件的不同

解释, 像一句老话说的, ‘纯属观点与角度

的问题’.” 

史: “相对主义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科: “在逻辑上站不住脚, 作为世界观则根本

行不通.” 

史: “愿闻其详.” 

科: “例如, 他们不会把所说的套在自己身上, 

而只是套在别人身上. 即是说, 对非相对

主义者而言, 相对主义是绝对的(肯定对

的); 而在相对主义者身上, 情况就不一样. 

如果我问他: ‘相对主义是否对所有人都

是绝对真实的(absolutely true)?’ 他就哑

口无言了. 若他说是, 他的立场就是绝对

相对主义(absolute relativism), 他就变成

自相矛盾. 如果他要守住立场, 就必须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客观真理, 就连我所说

的也包括在内, 所以你对我所讲的, 可以

接受也可以拒绝.’  

 

 “声称任何信仰毫无分别的言论, 根本可

以不理! 因为它本身也毫无过人之处可

言. 如果认真地接受它, 结果是糟糕的, 

因为它自命可以号令天下  —  要求所有

人都赞同它的看法(即赞同一切都无绝

对), 但在严格审核之下, 所有理论不攻自

破.” 

史: “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有什么是你觉得可取

的?” 

科:  “尽管它自相矛盾, 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学

习, 例如, 我们得承认自己的限制、偏

见、角度, 这是应该的. 还有, 文化和政

治的当权者  —  连宗教的当权者在内  

—  许多时候真会为求目的而歪曲真理. 

大叙事也的确有将圈外人给‘异化’和‘边

缘化’的力量(权力), 但我要指出, 基督信

仰确认每个人自身的价值, 连受剥削者

也一视同仁. 最后, 要在所有生活领域中

找到绝对确实知识是不可能的, 我也要

加一句  —  也是不必的.” 

史: “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科: “意思是没有绝对把握全部(的事实), 仍

然可有所知  —  宇宙的扩张、行星的轨

迹等. 在绝对数学式的确知与彻底的怀

疑主义之间, 其实还有很广阔的知识程

度, 例如, 我们知道什么是极有可能、可

能或言之成理的, 我们每天都在运用这

些知识. 在信仰上, 有一些信仰比别的信

仰更有可信性. 我们即使不是无所不知, 

也不是绝对确知, 仍然可以分别真假, 所

知道的仍然可以是真的.” 

 

(C) 关于真理的真理 

史特博又回到彼拉多 2 千年前问主耶

稣的那道问题: “真理是什么?”(约 18:38).  

 

史: “真理是什么?” 

科: “我认为人人都知道真理即是与实况相配

(与真实情况相称一致), 或者与真相相符, 

包括信念、故事、理想、述句.” 

史: “请举例说明.” 

科: “如果我说月亮是芝士(乳酪, cheese)造的, 

我所说的不真, 因为没有与它相符相配

的事实 . 或者以史实为例 ,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在 1517 年写了《九十五

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 那是事实. 

如果你不赞成, 那你所信的就是与事实

不符. 事实终究是事实, 别人信不信都改

变不了. 我常用的例子就是, 即使全世界

都以为地球是平的, 也改变不了地球是

圆的这一事实. 但有人竟对我说: ‘但对古

时的人来说, 世界真是平的啊!’ 我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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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地球还是圆的, 当时的人也不会

掉下悬崖给恶龙吞掉(注: 这样说可能因

为古代有人认为地球是平面的, 地球底

下有恶龙, 会吞吃掉下去的人, 参右图). 

虽然人不相信, 但地球仍是圆的.’ ” 

史: “ 真理不受

人的接受或

拒 绝 所 影

响.” 

科: “正确, 就算

一个信的人

也没有 , 真

理还是真理. 即使无人同意、承认、依

循它, 或完全无人明白和掌握那真理, 它

仍是一样, 没有改变.” 

史: “有些人认为对他们来说, 真不真, 在乎灵

不灵验.” 

科: “嗯 , 这是功利主义的看法 (pragmatic 

view). 难就难在‘灵验’的想法可以是暂时

的、权宜的, 甚至是完全虚假的. 但有些

事情, 例如北极的温度, 却是完全真确的  

—  即使这对人似乎没有帮助. 因此, 不

能单凭功效来断定真理. 从另一方面来

说, 功利主义者也有言之成理的部分: ‘信

仰与日常生活何干?’ 如果没有相干, 那

信仰也大概不真. 言行合一(言行一致)的

信仰才是真的. 另外一点是: 真理必须有

一致性, 必须有内部的相通, 像整幅可以

并合得好的拼图一样. 没有一致性, 不可

能是真的  —  但单凭一致性却不能叫我

们判别真假.” 

史: “为什么?” 

科: “就拿佛教和基督信仰为例, 两者各有一

致性, 对不对?” 

史: “对啊.” 

科:  “但不可能两者都对. 佛教徒不相信有神, 

基督徒相信有神.22 所以, 单凭一致性不

                                                             
22   “佛教徒不相信有神, 基督徒相信有神”, 这句话

的“神”是指“一位自有永有、且主宰宇宙万物的创造

主”. 佛教通常被归类为“无神论”, 这里的无神并非指世

够, 还要看所说的与实况是否相符. 一致

性是真理的重要部分, 但不是全部, 也不

构成真理本身. 归根究底, 真理的内容必

须与现实相符. 如果说某样事情是真, 就

必须与真相配合得天衣无缝, 不能空口

讲 白 话 , 也 不 能 只 提 出 一 堆 命 题

(propositional).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 14:6

说祂是真理, 结果与事实是相配的. 祂忠

实地、正确地把神介绍给世人, 祂是神

的启示、又真诚地在神面前活出人的理

想(完美)生命. 

史: “我自己搜集资料时读过几句话, 是新约

圣 经 学 者 顾 思 腾 贝 格 (Andreas J. 

Kostenberger)的话. 他说: ‘在后现代思想

和讨论里, 真理一词已经被牺牲了. 真理

已失去独特性, 再没有耶稣自称为‘真理’

的气派 . 真理已变得很渺小 : ‘你的真

理’、‘我的真理’  —  各自对真理的不同

看法, 无分高下. 结果, 真理不过是众说

纷纭、受文化左右, 由人群来决定的对

于真相的解说.” 

科: “我同意他的分析. 这终究是神学问题. 到

底有没有一个权威的看法? 套用基督徒

的话: 有否一个从神而来、超乎时空与

文化、具有权威的特别启示? 神能否亲

临事上, 叫我们有把握认识真理? 我认为

神能够、也已经赐下启示.” 

 

(D) 直觉的反胃感 

他们谈话的方向虽然叫史特博着迷, 但

他还需要提出其他问题. 他将问题重心转移一

下, 向他说出一位现代主义者(指温迪[Wendy], 

参上文)所说的话: “是非对错? 我不信这一套. 

我爱怎做就怎做, 十分简单.” 史特博想要知道

科潘对此有何看法. 

                                                                                                    
上无神, 因为佛教认为有天神(天人)、有天帝, 此“无神

论”并非否定鬼神. 不过, 佛教所相信的“神”是与普通的

人同为六道众生, 而不是世界的造物主, 仅仅是“缘起”

中的一分子, 并不是永恒实存, 因为佛教主张一切生命

都是“因缘所生”, 而非由一位全能的造物主所创造. 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佛教中的无神论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佛教中的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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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感觉对于决定真假对错有什么重要? 感

觉的角色是什么?” 

科: “感觉可以骗人. 男人可以说‘我得忠于自

己的感觉’, 于是和秘书私奔. 这样的人是

借感觉去解释淫行(甚至是借感觉的名义

去合理化淫行). 问题的核心, 是感觉只不

过是我们的其中一部分而已. 固然它是

神所赐的, 但神也给人思考能力, 也吩咐

人要律己, 要在道德上负责任, 要在品格

上有进步. 如果只讲感觉, 我们就是没有

忠于自己所有的一切, 没有按着神所设

计的来做人.” 

史: “但感觉还是很重要啊!” 

科: “那当然, 感觉、直觉是有价值的, 例如我

们会有‘反胃感’(yuck factor).” 

史: “什么?”  

科: “有些事情不须经大脑已会觉得反胃, 例

如强奸妇女、虐待儿童等. 我们不会说: 

‘嗯, 也许在这个或那个环境下, 强奸是对

的.’ 不! 不用想也知道不对. 这就证明有

些道德价值不是社会生物进化的产品 , 

而是人人一样的, 不限文化的. 这种自然

的反胃反应值得重视, 尤其在道德价值

上的意义不能忽视. 保罗在罗马书 2 章说, 

外邦人虽没有摩西律法, 但良心会作证, 

正确地作出责备或维护, 因为心中有法, 

这就是道德律. 良心正常的人能知是非. 

某作者说: 人心所知的, 无法诈作不知! 

若要不知, 唯有埋没良心! 罗马书 1 章责

备的, 正是这种行为: 行不义抑压真理. 

他们总有‘理由’叫自己不理道德要求, 但

他们也心知肚明, 必须欺骗自己, 才可以

不理会道德要求.”  

史: “即是说, 我们可以用感觉去作任何行为

的借口, 虽然心知所做的是不对的.” 

科: “正是这样, 我们还得记住, 客观实情(真

理)不会因我们的感觉而变化. 即使一味

讲感觉, 也无法改变人本身的结构, 改变

不了与生俱来的功能, 更不会变曲为正, 

变假为真. 要是不同的感觉互相冲突, 怎

办? 德国犹太人与希特勒(Hitler)各有不

同的感觉, 被否定的当然是犹太人了. 但

这并不等于说当权者的所为(指所做的事)

就必然是对的.”  

   

(E)  东拼西凑的耶稣基督 

现代人惯于自制信仰而面不改容. 史特

博以埃德(Ed)和乔安妮(Joanne)为例. 他们自

幼接受天主教教育, 但内心反而更加不安. 他

们替自己混杂了一套信仰来, 他们留下耶稣基

督, 因“祂博爱大量”. 然后, 把禅学和新纪元的

东西加进去.23  

 

史: “似乎很多人都想脱离教条的桎梏, 用基

督信仰混杂别的宗教信仰, 并凑出自己

的耶稣基督. 量身订制的耶稣基督有何

不妥?” 

科: “我们得看清楚, 基督信仰根本不是单单

一套教义. 活的基督本身才是宏旨所在. 

神呼召我们与祂活泼相交, 不是单单接

受一套教义. 圣经基本上是神与人交往

的故事。 如果忽略这样主动接近人的重

点, 恐怕失去基督信仰的核心意义. 当然, 

教义会随之而生, 但圣经叫我们信, 意思

是信任神, 而不是赞同一堆教义. 头脑上

同意教义的内容, 是鬼魔也会做的事, 神

要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祂. 

 

 “我也想了解一下人是怎样看‘教义’的? 

不接受教义的人, 是否等于对真相、上

帝、救恩都不相信? 我真想问问他们, 他

们以什么去指导人生呢? 有什么值得他

们以生命去换取的呢? 许多时候人拒绝

基督信仰的教义, 自己搞另一套教义出

来  —  这教义的取决原则又是什么呢?”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1:3 推崇一颗纯

一清洁、效忠基督的心. 哥林多人讲求

                                                             
23  事实上, 他们已脱离纯正的基督信仰. 埃德拒绝

地狱之说, 认为“那是吓唬人的.” 乔安妮则表示: “我们

找到了我们里面的神. 我们需要神, 因为我们就是神! 

神给我力量, 使我能够造出自己的神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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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言大智, 高不可攀的信仰, 但那只会叫

人自高自大, 失掉对耶稣的爱. 保罗劝人

返璞归真. 耶稣的说法言简意赅: 你们要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也要爱人如己. 这是关键所在. 我们有教

义, 因为有神, 也因为神与人相交, 但耶

稣把这一切浓缩为两句话: 要爱上帝, 也

要爱邻舍.”  

史: “把其他宗教的东西搬到基督信仰里的做

法又如何?” 

科: “如果我们爱神, 就一定想遵神所教导的

去做. 如果耶稣是神给世人独一无二的

启示, 我们也必愿意追随主的所言所行, 

这样, 自然有教义要去持守: 耶稣是神, 

耶稣为救我们而死, 死后复活了…等等. 

我们不可“自制耶稣”(指编造出自己喜好

的耶稣基督), 自定教义, 这是背弃真相的

行为. 耶稣是真相的彰显. 我们要以耶稣

(基督)为准.”  

史: “既然真相全凭耶稣而定, 你的意思, 是其

他宗教里没有任何真理.” 

科: “我相信其他宗教里有一被些真理, 诚如

苏 格 兰 传 道 人 麦 克 唐 纳 (George 

MacDonald)所说: ‘真理就是真理, 管他是

耶稣说的或

是巴兰说的.’ 

我们不可因

人废言, 但我

们要记得, 信

仰是有附带

含义的. 例如, 

你若相信有

神, 就不能接

受佛教主张  

—  佛教根本

是无神的. 如果接受有神, 这东方哲学在

这方面当然就是错的. 这并非说它一无

是处, 而是说, 当其信仰与真理的一点相

抵触, 它在那一点上就是错谬的. 你不能

说‘我信耶稣复活, 也信轮回转世’. 如果

耶稣真的复活, 轮回就不是真的. 人只活

一生, 然后就要面对死后的审判.” 

史: “我们应该看清楚耶稣说了什么?” 

科: “对啊. 太多时候, 人只晓得把话套在主耶

稣的口里(指是主耶稣说的), 这种信仰是

错误和肤浅的, 譬如有人宣称: ‘我是基督

徒, 却也相信轮回.’ 这样的话只表示你连

基督信仰的世界观也未曾好好研究过 . 

情形就与那些说‘所有宗教殊途同归’的

人一样.24 仿佛说各个宗教除了对神存在

与否、人类根本问题是什么、解救之道

是什么、来生的本质之类大问题各持己

见  —  此外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如果神真的纡尊降贵, 借着基督晓谕世

人, 那我们就必须持守某些信念, 不容随

意选择‘爱信什么, 不爱信什么’. 鲁益师

(C. S. Lewis)说他很想删掉地狱的教义, 

但爱莫能助, 因为基督的自称与新约圣

经的教训不容他轻举妄动. 我们需要的, 

是这种坦诚的态度. 我们固然可以说某

项教义叫人不安  —  这个可以. 但随己

意增删教义, 就是否定耶稣的教训了. 祂

的复活, 显示祂真的如祂所言, 是神的儿

子, 所以祂当然知道哪些是真的, 哪些不

是真的.  

 

“再换个角度看, 我们凭自己主观对不同

教义有不同喜恶, 但主观取向无损客观

事实: 耶稣是神给世人独一无二的启示. 

如果我们与真理同行, 就不能偏离耶稣

半步. 我们就算是不肯相信耶稣所确认

的教义, 也改不了真相. 我们即使讨厌地

狱, 也无法改变它的存在, 终日空想也于

事无补: 它若非耶稣声称的真有其事, 就

是空中楼阁.” 

史: “一切都系于耶稣的复活.” 

科: “完全正确, 全在于耶稣的复活. 祂是独一

无二的神子. 我们可以安心相信祂的每

                                                             
24   殊途同归意即不同的路, 但都归向同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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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ley MacLaine 

一句话. 我们若对祂所说的有所增删, 错

的一定是我们, 因为我们相信的, 会变成

与真相有出入, 有所不同.”  

 

(F) 哪一个耶稣基督? 

科潘提到轮回. 这点刺激了史特博去提

出相关的问题. 

 

史: “许多时候, 自制信仰的人都爱把再世轮

回(reincarnation)放进去, 为什么?” 

科: “西方人以为轮回是给你一次新机会, 就

像电影 Groundhog Day 剧情一样. 人不

但有此世, 还有无数来生机会! 这是很有

吸引力的思想. 但真相不是这样. 你去过

印度吗?” 

史: “我在那边待过一阵子.” 

科: “我也是. 你必看见印度人受轮回文化影

响多深. 佛教徒也相信轮回. 例如, 你若

生为贱民, 只好认命. 这是业报. 别人也

不会帮你, 以免干扰你该受报应, 他就自

作孽了.” 

 

史特博过后评论道: “我听科潘所言不

差. 乍听之下, 轮回给人在来生有无穷机会, 但

这‘宽大’的信仰, 现实中令千千万万计人天天

活在苦不堪言的贫穷中.” 

 

史: “另一种自订信仰的

人爱加插进去的, 是

所谓的 ‘人人皆神 ’. 

这种自封为神的做

法又怎样? 莎莉麦莲
(Shirley MacLaine) 25

说‘人类的悲哀源于

忘记人人皆神’. 为何

人倾向这样的结论?” 

科: “我会借她的话改为: 人类的悲哀源于忘

记人人皆神所创造. 这是问题所在. 如果

能够选择, 人总爱接受高举人的信仰, 又
                                                             
25   美国女演员莎莉麦莲 (Shirley MacLaine)生于

1934年, 曾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创作过许多自传作品. 

爱减少责任, 将圣经称为‘罪’的改称为

‘善’, 操控自己的命运, 而不爱效法诗人

所说: ‘我的日子在你手中.’ 我们都爱自

订规则, 不爱接受规管. 其实人人自知满

身瑕疵. 我们能成为怎样的神? 这是自欺

欺人, 僭夺神的位置, 不肯承认自己是神

所造的. 我们已经够自我中心了, 何必再

加把劲? 我们所需的, 是更加以神为中心. 

如果自以为与耶稣平起平坐, 就永远不

会找到真正的耶稣.” 

史: “今天如果有人说自己信耶稣, 你几乎要

搞清楚他到底所信的是哪个耶稣, 对吗?” 

科: “很不幸, 真的要这样. 这是个对圣经无知

的年代, 不少人对耶稣的所知十分杂乱. 

细问之下, 人们所信的耶稣言行, 根本与

认真学者所相信的‘历史耶稣’大相径庭. 

他讲的可能是个 ‘诺斯底耶稣 ’(Gnostic 

Jesus), 说话模棱两可, 不吃人间烟火. 但

我要重申: 我们对耶稣的信仰, 绝对不影

响祂的真伪.” 

史: “请稍微解释一下.” 

科: “我们的信仰不能改变耶稣基督的事实.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耶稣基督仍旧是独

一无二的神子. 怎可知道? 祂的复活确证

了祂所有的宣称, 不管多么超奇, 都是十

足可信的. 祂就是祂, 不管我们对祂有什

么想法. 我们的选择只有两个: 自我陶醉, 

随意乱信; 或者认真寻求, 找出祂的真貌  

—  然后一切以祂本身和祂的教训为准.” 

 

科潘论主耶稣的话, 当然取决于对古代

历史作出准确评估. 但后现代主义者声称历史

是随意解释的, 根本不能肯定过去的事. 对于

这点, 科潘如何回应? 请继续阅读下期文章.26   

 

(文接下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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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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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al Jesus 对译文作出少许修改, 另加补充和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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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B. Dillard 

 
G. I. Archer, Jr. 

 
Johann C. Doederlein 

 
Bernhard Duhm 

书中之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一) :  

圣经批判学 / 评鉴学(中)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编译者注 :  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兴起于

19 世纪中叶至晚期 , 其中所谓的“高等批判

学”(higher criticis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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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 我们探讨了高等批判

学如何以“底本学说”(简称“底本说”、“底本

假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来攻击摩西

五经, 认为摩西五经是由 J、E、D、P 等不

同底本组成, 而非由摩西一人所写. 我们也提

出圣经的内证和考古学的凭据, 证实底本说

的虚构与谬误. 本期, 让我们再看另一个常被

圣经批判学分割批判的书卷  —  以赛亚书. 

  

(文接上期) 

(D)    有关以赛亚书作者的批判 

 里程指出, 与五经的作者的问题相似, 传

统上, 犹太教和基督信仰都相信亚摩斯的儿子以

赛亚是以赛亚书全书的作

者. 然而, 自 18 世纪以后, 

圣经批判学崛起, 以赛亚书

就被分割批判, 其作者变成

了两个、三个以赛亚, 甚至

更多. 对以赛亚书的批判 , 

美国学者狄拉德(Raymond 

B. Dillard)和隆曼(Tremper 

Longman III)曾感叹说: “要

说明以赛亚书的研究历史, 实在令人生畏; 事实

上, 这个题目需要一整本书来谈. 大部分先知书

并没有激起多少人的兴趣和研究, 但以赛亚书则

是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题目, 意见南辕北辙.” 为

此, 本章只能最简要地讨论最核心的问题.  

  

       根据美国圣经学者阿切尔(另译“艾基新”, 

Gleason I. Archer, Jr.), 对以赛亚书的分割批判论

(divisive criticism)始于德国大学城市耶拿(Jena)

的神学教授杜德理(Johann C. Doederlein, 1745-

1792). 杜氏于 1789 年发行一份系统论述说, 生

活在主前第 8 世纪的以赛亚

绝不可能预见耶路撒冷的陷

落(主前 587 年)和犹太人 70

年的被掳, 也不可能写出 40

章以后安慰被掳的犹大的话

语; 任何生活在主前 700 年的

人 , 不可能预见波斯王古列

(Cyrus the Great, 约主前 600-

530 年 )的兴起 (参  赛 45:1-

4)、宣告他将在主前 539 年攻陷巴比伦, 并下诏

准许被掳的犹太人返回家乡(赛 44:28). 因此他

认为, 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 即 40 章至 66 章, 不

是主前第 8 世纪的以赛亚

所写, 而是出自住在巴比伦

的不知名的犹太人之手, 成

书的时间约为主前 540 年, 

批判学者称他为“第二以赛

亚”. 此风一开, 就不可收拾, 

使以赛亚书不断地被分割.  

 

由于在“第二以赛亚”的著作中, 有些片断

所提及的地理和动、植物, 表明它不可能是巴比

伦著作 , 所以德国哥廷根 (或译 “ 哥亭津 ”, 

Göttingen) 的 神 学 教 授 杜 姆 ( 另 译 “ 杜 含 ”, 

Bernhard Duhm, 1874-1928)又把“第二以赛亚”一

分为二”: 40 至 55 章是“第二

以赛亚”, 于主前 540 年写于

黎巴嫩、腓尼基或亚兰; 56

章至 66 章则属于“第三以赛

亚”, 约于主前 450 年的以斯

拉 时 代 , 成 书 于 耶 路 撒

冷.27 随着学者们的努力, “以

赛亚”越来越多; 认为真正属

于以赛亚的章节越来越少, 在极端的情况下, 以

赛亚书 1 至 39 章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到四十被认

为是出自真正的以赛亚之手; 成书的时间越来越

晚, 有些章节甚至被推迟到主前 1 世纪. 本文将

                                                             
27   Gleason I. Archer, Jr.著, 梁洁琼译, 《旧约概论》

(香港: 国际种籽出版社, 1996年再版), 第 391-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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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王西拿基立观看攻城 

简要论及两个以赛亚的主张, 从而揭示此分割批

判的立论基础.  

  

       “两个以赛亚”学说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

面. 第一是历史情境不同, 以赛亚书的前一半是

以主前第 8 世纪的耶路撒冷为背景, 而后半部分

的读者是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 第二是神

学的差异. 以赛亚书 1 至 39 章强调神的庄严伟

大, 40 至 66 章则强调祂对宇宙的统治和祂的无

限性. 第三是文体和用语的差异. 本书的后半部

分被形容为更加抒情、流畅、富于感情. 然而, 

这三个依据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首先, 看一看先知以赛亚所服事那个时

代的背景. 阿切尔写道:   

      

以赛亚的希伯来名字是 Yeša‘–Yāhû , 意

为“耶和华(雅巍)是拯救”. 这个书名是再

适合不过的了, 因为以赛亚信息的基本

主题是: 救恩是一种恩典的赏赐, 是神救

赎主的作为, 并非靠人的力量或肉体的

善行; 圣洁的神不能容许祂的约民(指与

神立约的子民)有任何的不洁, 因此祂要

用特殊的方法对待他们, 以期管教并炼

净他们 , 使他们适于参与祂的救赎计

划.28 

   

       以赛亚的事奉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 

跨越几个王朝 . 他事

奉的时期始于乌西雅

(另译“乌西亚王”)在

位末年(主前 739 年), 

经历过约坦、亚哈

斯、希西家作王的时

期, 最后止于玛拿西作王时期. 按照犹太传统, 以

赛亚在玛拿西统治期间殉道, 可能被置于挖空的

圆木杉内 , 被锯成两半(参 来 11:37). 本书前

半 (1-39 章)所涉及的大事都发生在他事奉期内, 

这 39 章的书当在亚述大军被神消灭于耶路撒冷

城外(主前 701 年)后不久完成. 他半引退后, 才

                                                             
28   同上引, 第 387 页. 

继续写后一半的 27 章(即 40 章至 66 章). 他在以

赛亚书第 37 章记载了亚述王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统治期约主前 704-681 年)的死讯, 

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 以赛亚的寿命超过主前

681 年西拿基立驾崩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以赛亚

从开始事奉到离世, 时期跨度约 60 年. 

  

明白了以赛亚的粗略背景, 就不难发现

“两个以赛亚”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以赛亚的事

奉历经不同的朝代、处境, 他的著作的主题当然

会发生变化. 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宣称, 由于犹

太人的悖逆, 神的惩罚将要临到, 他们将被外邦

人所掳掠; 但犹太人是神的约民, 当时候满足的

时候, 神也要拯救他门. 惩罚和拯救都是出于神. 

耶和华是宇宙的主宰, 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 所

以耶和华能“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 说明先前

的是什么事”(赛 41:22); 这是独一真神耶和华与

假神的基本区别(赛 41:21-26). 所以, 以赛亚书卷

后半部分的主题不是犹太人的被掳和回归, 而是

神的惩罚和拯救. 正如艾基新所说: 

   

类似的经文使人一目了然, 说明“第二以

赛亚”这些篇章, 记载关于未来广泛且具

体的预言, 目的是要达成一个非常特殊

的任务. 它要印证, 先知的信息实际是独

一真神的信息, 祂是人类历史的绝对主

宰; 因着祂的谕令, 约民才会被掳, 并非

由于巴比伦的势力. 即使新的波斯政府

下诏批准, 这被俘虏的一代, 也须仰赖预

言兑现的鼓舞力量, 才能鼓起勇气返回

巴勒斯坦. 在这一切震撼的逆运中(耶路

撒冷城和田园全被摧毁, 圣殿惨被倾覆)

要保守以色列的信心, 必须提供一个绝

对肯定的证据, 证明这些祸害, 是以色列

的神所容许和策划的, 并非因为祂是一

位庸神, 被迦勒底帝国那些较强大的神

祗所胜(这是所有外邦国家在耶路撒冷

失陷后一个自然的结论).29                 

  

       可见, 一卷书有不同的主题, 并不能说明

一定不止一位作者. 文体和用词遣句, 完全可能

                                                             
29   同上引, 第 3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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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ochus IV 

Epiphanes 

随主题的转换、作者经历的改变而变化, 不足证

明是不同的作者所至.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的晚期著作《失乐园》 (Paradise 

Lost) 和早期的 L’ Allegro 或 II Penseroso 的风

格就有显著不同; 同样的差异也见于他的散文著

作. 此外, 戴维斯(J. D. Davis)也指出, 在莎士比

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长达 25 年的

创作生涯中, 其戏剧作品可以清楚地分为四个时

期, 彼此的风格显著不同.30 但从未见学者提出

两(多)个米尔顿或两(多)个莎士比亚的假说!  

 

里程也解释说, 以赛

亚书前后两部分在文体和风

格上的差异, 并不像批判学

者们声称的那么大 . 保守派

学者曾列出 40 至 50 句片语

(phrases)或句子, 在此书卷的

前后两部分都出现过. 例如, 

“以色列的圣者”在其他经卷

中并不常见(只出现五次),31 

似乎成了以赛亚书的作者称呼耶和华神的专用

语. 然而, “以色列的圣者”出现在该书的全书: 前

半部分出现 11 次, 后半部分出现 13 次,32 显示了

全书卷的和谐、统一. 

  

       反对“两个以赛亚”假说的证据还有很多, 

其中致命性的起码有两点. 

  

第一, 在以赛亚书后半部分, 作者在无数

的经文片断中, 严厉地斥责在以色列泛滥成灾的

偶像崇拜之恶行; 44 章 9 至 20 节对塑造偶像的

愚昧有冗长的指责, 似乎它已成为犹大的主要毒

                                                             
30   同上引, 第 407-408 页. 
31   这五次是出现在: 王下 19:22、诗 71:22、诗

78:41、诗 89:18、耶 50:29. 
32   按中文圣经《和合本》, “以色列的圣者/以色

列圣者”出现在以赛亚书前半部(1 章至 39 章)共 12 次: 

赛 1:4; 5:19(以色列圣者); 5:24(以色列圣者); 10:20; 

12:6(以色列圣者); 17:7; 29:19; 30:11; 30:12; 30:15; 31:1; 

37:23. “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圣者”也出现在后半部(40

章至 66 章), 共 14 次之多: 赛 41:14; 41:16; 41:20; 43:3; 

43:14; 45:11; 47:4; 48:17; 49:7(2 次); 54:5; 55:5; 60:9; 

60:14(以色列圣者).   

疮. 这表明, 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不可能写于被

掳之后. 因为, 这些经文提到的偶像崇拜是在山

峦中进行的, 如: “你们在橡树中间, 在各青翠树

下欲火攻心; 在山谷间, 在石穴下杀了儿女… 你

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 , 也上那里去献

祭”(赛 57:5-7). 这就彻底排除了被掳的犹太人在

巴比伦崇拜偶像的可能性. 因为, 巴比伦是冲积

平原, 没有山峦.  

 

更重要的是, 经历丧国被掳痛苦的犹太

人, 被掳归回后就完全脱离了偶像崇拜的恶俗, 

这是被掳后的旧约各经卷的作者们, 例如先知哈

该、撒加利亚、玛拉基, 学者兼文士以斯拉, 以

及酒政尼希米, 都一致公认的. 玛拉基书中详数

他的同胞身陷的罪孽, 却没有一项暗示他们有偶

像崇拜的倾向. “直到主前第 2 世纪希腊王安提

阿哥伊比法 ( 另译 “ 安提阿哥伊皮法尼 ”, 

Antiochus Epiphanes, 约主前 175-163 年)的时代, 

才出现实际的力量, 要将它(偶像)重新引进以色

列百姓中.”33 可见, 以赛亚书后半部分应该是被

掳(主前第 6 世纪)之前的作品. 

 

第二, 新约作者认同先知以赛亚就是以

赛亚书全书的作者. 新约圣经约有 20 次提名引

用以赛亚书, 共引用了该书 12 章, 其中有 7 处取

自以赛亚书 1 至 39 章, 5 处取自 40 至 60 章, 都

认定是以赛亚写的. 尤其是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主啊! 我们所

传的, 有谁信呢? 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

以不能信, 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 

硬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祂的荣耀, 就指

着祂说这话”(约 12:38-41). 约翰福音 12:38 引自

以赛亚书 53:1, 约翰福音 12:40 引自以赛亚书

                                                             
33   G. I. Archer, Jr.著, 《旧约概论》, 第 403-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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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0; 接着, 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 12:41 评注说: 

“以赛亚因为看见祂的荣耀, 就指着祂说这话.” 

显然, 使徒约翰和新约圣经的作者都认定整本以

赛亚书都出自以赛亚的手. 对每一位看重新约见

证的基督徒而言, 这类证据分量十足.34 

  

其实, 分割批判论学者坚持“两个以赛亚”

的基本原因, 是他们不相信书的后半部分所宣告

那些令人惊叹的预言. 最使这些学者不能释怀的

是, 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 竟指名道姓地预言波

斯王古列(Cyrus, 统治波斯帝国约主前 539-530

年)将下诏准许被掳的犹太人返回故乡: “论古列

说,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下令建

造耶路撒冷, 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赛 44:28). 

“我耶和华所膏的古列, 我搀扶他的右手, 使列国

降服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

在他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赛 45:1).  

 

按照人的理性的

逻辑, 批判学者作了如下

的推理: (a) 生活在主前

第 8 世纪的以赛亚根本

不可能预言 150 年以后

的事 ; (b) 然而这个“预

言”如此准确地实现了 : 

“波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

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

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使他下诏通

告全国说: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

冷, 为祂建造殿宇. 在你们中间凡作祂子民的, 可

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

色列神的殿, 愿神与这人同在’ ”(拉 1:1-3); (c) 这

个“预言”绝不可能是事前的预言, 而一定是事后

的补记; (d) 这个事后补记的不知名的犹太人, 就

是在主后约 540 年写以赛亚书 40 章以后章节的

“第二以赛亚”. 

  

                                                             
34   同上引 , 第 412-413 页 ; 也参  Raymond B. 

Dillard & Tremper Longman III 合著, 刘良淑译, 《21 世

纪旧约导论》(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9 年), 第 332-

333 页. 

但是, 这种推演只是人的逻辑, 不是神的

逻辑. 神是宇宙和人类历史的主宰, “王的心在耶

和华手中, 好象垅沟的水, 随意流转”(箴 21:1), 

神当然能够预言历史的进程. 按照批判学者的观

点, 凡应验了的预言都是事后的补记, 那么, 他们

打算把以赛亚书前一部分中有关预言的经文, 如

大马色将被亚述王所败 (8:4,7)、撒玛利亚将被

毁灭(7:16)、巴比伦陷于玛代、波斯 (13:17)、

耶路撒冷自西拿基立的权势下获拯救(37:33-35)

等等, 置于何处、归给哪一个以赛亚呢? 

  

反对神迹的理性主义立场, 使分割批判

论的学者不相信神可以在 150 年前就指名道姓

地预言, 波斯王古列将下诏允准被掳的犹太人回

到家乡修造圣城. 从人的角度看, 这的确令人难

以置信. 但基督徒敬拜的独一真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 既相信全知全能的耶和华神, 却又

不相信祂的超然能力, 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神预

言自己所掌控的人类历史将要发生的事件, 岂不

是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吗? 否则, 祂与假

神还有什么区别呢?  

 

事发以前 150 年就点了一个历史人物波

斯王古列的姓名确实极不平常, 但这在圣经中也

不是绝无仅有的. 在列王记上第 13 章, 神借着一

位先知警告以色列国王耶罗波安、预言了犹大

国王约西亚的作为: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

叫, 说: ‘坛哪! 坛哪! 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里必

生一个儿子, 名叫约西亚, 他必将邱坛的祭司, 就

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杀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必

烧在你上面’ ”(王上 13:2), 那时是耶罗波安一世

在位之际(主前 931-910 年). 300 年后, 这个预言

终于应验了(王下 23:15-20), 约西亚王在位的时

期是主前 641/640 至 609 年.35  

 

当然, 或许有人同样会武断地宣称, 这一

段关于约西亚的预言也是后来的插笔. 但是, 还

有一些预言, 如有关主耶稣降生的地点之预言, 

就不那么容易作如此“处理”了. 先知弥迦事奉的

                                                             
35   华尔顿(John H. Walton)著, 梁洁琼译, 《旧约年

代表》(台北: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 1992 年), 第 56-

57,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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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经历了犹大国的约坦、亚哈斯和希西家三

王(主前 742-687), 在希西家时代, 他和以赛亚同

作先知. 弥迦在弥迦书中预言救世主将降生伯利

恒: “伯利恒以法他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

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

权的; 祂的根源从亘古, 从太初就有”(弥 5:2). 弥

迦的这个预言, 是大希律时代的犹太文士所熟知

的; 700 年后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 当主耶稣降

生后, 东方博士前来朝拜救主, 引起大希律王的

惊慌. 当他急忙召来祭司长和文士们, 问他们“基

督当生在何处”时, 祭司长和文士们毫不迟疑地

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恒”, 

并引用了先知弥迦在弥迦

书中的上述预言(参见  太

2:1-6; 约 7:40-43). 但是, 到

目前为止, 还不知道有哪一

位分割批判论的学者敢于

宣称: 弥迦在弥迦书中的这

个关于救世主降生的地点

之预言是事后的插笔呢!36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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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圣经批判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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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上文改编自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

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198-205 页. 

也参阿切尔(另译“艾基新”, G. I. Archer, Jr)所著的《圣

经难题汇编》, http://sg.sw7777777.com/cjzh/nr/23/0833-

7970-2303-17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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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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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7   里程著, 《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181-182 页. 
38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181-182 页. 

http://sg.sw7777777.com/cjzh/nr/23/0833-7970-2303-1751.html
http://sg.sw7777777.com/cjzh/nr/23/0833-7970-2303-17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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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 

 

约伯的朋友: 

以利法、比勒达、

琐法和以利户 
 
(A) 以利法 (Eliphaz; 伯 2:11-13; 4:1-21) 

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中, 以利法看似最年

长, 最有名气的(伯 2:11; 比较 伯 15:10).39 这些

人应该是身居高位, 其智慧闻名遐迩. 许多日

子(伯 7:3, 超过 1 个月之久), 这些朋友前来与

他一同悲痛, 据称是要安慰他. 但事实上, 这些

朋友反倒给约伯极大考验, 在他原本的灾祸上

加添痛苦, 使他苦上加苦.  

以 利 法 是 个 提 幔 人 (Eliphaz the 

Temanite), 与以东的著名智慧有关(耶 49:7; 俄

8-9). 他看似约伯三友的领袖和发言人. 比勒达

和琐法的言论大体上是延续和发展以利法的

三篇论述. 他成为此三人的代表(伯 42:7). 他的

话语可说是当世最高智慧的典范, 是属于多年

思考和经历的杰作(伯 15:17-19), 出于长久努

力和慎重酿熟的研究结果(伯 5:27).  

 

经过一星期之久的沉默, 这些朋友显然

对约伯采取异常的批评与挑剔之态度. 他们犹

如严厉苛刻的审判官, 而非富有同情心的安慰

                                                             
39   以利法对约伯说: “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

迈的, 比你父亲还老.” 

者. 在以利法的第一篇讲论中(约伯记第 4 章), 

他认为约伯受苦是直接与他犯罪有关. 对他而

言, 苦难不过是“因果报应”. 只要约伯肯悔改, 

就会得着医治, 得以复原.  

 

在他第二篇讲论中(约伯记第 15 章), 他

因约伯的话而恼怒, 以激烈言词控诉约伯有罪, 

强调人的败坏, 和其悲惨命运. 他甚至(以暗示

的方法)称约伯为“假冒为善”的人(hypocrite, 

伯 15:34, 注: 这节的“不敬虔之辈”可译作“假

冒为善之人”; KJV: hypocrites).    

 

 在他第三篇讲论中(约伯记第 22 章), 他

直接控诉约伯犯了严重大罪. 按以利法的观点, 

神似乎已远远离开约伯, 不想见到他的罪恶. 

最后, 他强调约伯需要悔改, 弃绝罪恶, 这样才

得享康复, 重获财富. 以利法过度武断, 而非同

情. 他不断假设约伯一定是个恶人, 约伯所遭

的灾祸一定是因他犯罪. 与其他两位朋友一样, 

他的哲学是: 约伯不该看到自己和本身的苦难
(suffering), 而该看到自己和本身的罪恶(sin). 

他们都认为约伯的苦痛是出于神的惩罚
(retribution). 这样的朋友犹如敌人, 只会加增

更多痛苦.  

 

 以利法是以经历(experience)为观点进

行辩论, 他是个伦理学家(moralist), 强调约伯

受苦全因他犯罪. 他并不真正认识约伯, 对神

的认识也欠缺不全. 最终, 神向他发怒, 显明他

的判断是何其错误(伯 42:7).40  

                                                             
40   伯 42:7: “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 就对提幔人

以利法说: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们

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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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比勒达 (Bildad; 伯 8:1-22) 

 比勒达是约伯三友中第二个发言的人. 

他被称为书亚人(Bildad the Shuhite), 可能指他

属于书亚(Shuah), 一个位于东方国家、属于亚

伯拉罕的儿子书亚居住的地区(创 25:2,6). 因

此, 他来自智慧人的地区(王上 4:30).41 

 

 约伯众友与约伯三次辩论时, 比勒达每

一次都参与(参约伯记 8,18,25 章). 他三次讲论

的语气都非常强烈; 所说的比琐法还少, 但比

以利法更多. 比勒达的讲论大部分是接续以利

法的话题, 不过他以更加激烈的言词控诉约伯

(伯 8:2; 18:3-4); 因为他拒绝约伯的辩词. 他把

约伯的灾祸归咎于恶事, 指控约伯离世的众子

(伯 1:19), 认为他们因罪遭受刑罚(伯 8:4).42  

 

比勒达是律法主义者 (规条主义者 , 

legalist), 并诉诸传统(即以传统为根据, 伯 8:8-

10). 他像以利法一般, 把约伯遭受这可怕灾难

归咎于因果关系(因犯罪的结果, 伯 8:11). 他从

东方人智慧的文库取出论据, 说明恶人的危急

状况和义人的福乐光景  —  要约伯反省自己

(伯 8:11-22). 对于比勒达, 苦难往往是某人犯

罪的直接后果和报应. 他像以利法一样, 也提

到“假冒为善”的人(hypocrite, 伯 8:13; 注: 中文

圣经译作“不敬虔人”). 

 

                                                             
41   王上 4:30: “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

的一切智慧.” 
42   伯 8:4: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祂(指全能神, 参 

伯 8:3); 祂使他们受报应.” 

在他第二篇讲论中, 他加强对恶人遭受

祸害的描述, 显然是要符合约伯对自己遭难的

描述(比较 伯 18:5-21 与 16:6-22). 以此方式, 

他把约伯等同于恶人. 他的第三篇讲论(约伯

记 25 章)虽比较缓和一点, 但他结束讲论前的

“最后一击”, 显露他与以利法一样, 是顽固的

“死硬派”(die-hard), 硬要把约伯的苦难归咎于

他的罪. 不单比勒达的假设是错误的, 他的劝

告也有缺陷  —  他劝约伯要悔改(伯 8:5-6).   

 

后来, 由于比勒达错误判断及刻薄不仁

地论断约伯, 他遭受耶和华责备(伯 42:7). 思考

有关比勒达(Bildad), 我们以他英文名的字母

(B-i-l-d-a-d)列出六个要点:  

 

 Belittling 轻视: 他轻视或贬低约伯的人格(伯
8:5-6) 

 Insisting 坚持: 他坚持认为约伯是个大罪人

(伯 8:20)  

 Lacking 缺乏: 他对约伯这个受苦的圣徒缺

乏同情之心. 

 Deciding 决意: 他决意认定约伯受苦全是因

为约伯本身的罪.  

 Associating 联想: 他总是把苦难与犯罪联想

在一起, 但请对照 约 5:14 与 约叁 2.43 

 Demonstrating 显示: 他显示自己是个“死硬

派”, 总是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看法. 

 

 
                                                             
43   约 5:14: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 ‘你

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利害”(注: 

主的话暗指那人的病与他的罪有关); 这里表明人受苦

与罪有关. 约叁 2: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

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注: 该犹的身体状况

不佳, 所以使徒约翰希望他身体健壮如他灵魂兴盛一般; 

此事说明人若身体有病, 健康不佳, 不一定全是因为灵

性不好. 换言之, 疾病可以是与罪无关的). 也请参 约

9:2-3: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

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

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作为来.’ ” 这与佛教的“因果轮回”有何等大的差别

(“因果论”说此人不幸瞎眼, 是因前世所犯的罪, 所以今

世受苦以还前世的“业债”[罪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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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琐法 (Zophar; 伯 11:1-20) 

 约伯第三个朋友名叫琐法. 他对约伯严

厉武断, 毫无怜悯之心. 他同样暗指约伯为“假

冒为善”的人(hypocrite, 伯 20:5; 注: 中文圣经

译作“不敬虔人”), 也控诉约伯说谎(伯 11:3). 

若形容以利法是伦理学家(moralist), 以经历

(experience) 为论据 ; 比勒达是律 法学家

(legalist), 以传统(tradition)为论据; 那么琐法就

是武断论者(dogmatist), 以假设(assumption)为

论据.  

 

 以利法推论约伯受苦全因他犯罪; 比勒

达认为约伯是个假冒为善的不敬虔者; 琐法直

接断定约伯是个恶人. 琐法是拿玛人(Zophar 

the Naamathite, 伯 2:11), 应该来自东方国家的

某地区, 而不太可能与犹大支派的城  —  拿玛  

—  有关(书 15:41).44 他的两个朋友(以利法和

比勒达)各在三个不同场合讲论(各有三篇讲

论), 但他只讲论两次(约伯记 11 和 20 章). 他

在第三回合的辩论中保持沉默, 似乎表示比勒

达结束第三篇讲论(约伯记 25 章)之后, 他和其

他朋友已精疲力竭, 无法再辩论下去.  

 

 琐法是三人中最冲动和偏执的, 不容异

说(伯 11:2-3; 20:2-3). 他激昂地回应约伯, 不计

后果的夸大其词. 他直接指控约伯犯罪行恶, 

并声明约伯的罪应该遭受更严厉的惩罚 (伯

11:6: “...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

还少”). 实际上, 约伯所需的是了解和体恤自

                                                             
44   书 15:41: “ 基低罗、伯大衮、拿玛 (KJV: 

Naamah)、玛基大, 共十六座城, 还有属城的村庄.” 

己的朋友, 而非武断定罪的审判官. 琐法跟其

他二友一样, 建议约伯悔改, 以便得享平安, 全

面复原. 然而, 在结束第一篇讲论时, 琐法回到

有关恶人的结局, 强调恶人将遭遇可怕的危险

(伯 11:20).   

 

 约伯的三友继续唱着“恶人遭报”的歌

谣, 他们的三重唱是多么和谐一致, 但很遗憾, 

他们唱错调了! 在琐法的第二篇讲论中, 他描

述恶人将遭受可怕的祸害, 其严厉性超出了他

朋友们的言词(伯 20:5-29). 约伯无法从这些说

法得着安慰. 他极力反驳, 无奈每个朋友都认

定他受苦是与他犯罪有关, 是神对罪的惩罚.     

 

 对于炼金的人(refiner), 当他看到所提

炼的金子能够反映出自己的样貌时, 炼金的工

作就大功告成. 神把苦难加在约伯身上, 其目

的不是惩罚, 而是精炼(refinement)  —  像用火

提炼, 使金子纯净一般(伯 23:10).45 主耶稣仿

佛炼金的人, 祂是否能够从我身上看到祂的反

映? (试比较 加 4:19: “我小子啊, 我为你们再

受生产之苦,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琐法渴望神直接向约伯说话, 来“纠正”

约伯. 神让琐法如愿以偿; 神确实向约伯说话, 

但琐法比约伯遭受神更多的责备(伯 11:1,5,6; 

42:7). 此外, 为了回答琐法的问题(伯 11:7: “你

考察就能测透神吗? 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

吗?”), 我们知道神在自己的爱子里, 已全面彰

显祂自己(约 1:18). 

 

 

(D) 以利户 (Elihu; 伯 32:1-22) 

 以利户(意思是“神自己”[God Himself], 

或“我的神是祂”[My God is He], 亦可作“祂是

我的神”[He is my God] )是布西人(the Buzite, 

tribe of Buz), 布西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创 22:21, 

注: 这节的 Buz 译作“布斯”). 以利户首次被提

及是在约伯记 32 章, 他的四篇讲论记载于约
                                                             
45   伯 23:10: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

后, 我必如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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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记 32 至 37 章. 以利户强调神的主权, 为神

在第 38 章的启示和显现铺好了路.  

 

由于年龄小过约伯三友, 他不愿贸然开

口讲论. 但他被约伯自义自怜的态度, 以及约

伯三友的愚昧言词给激怒, 最终开口说话了. 

虽然他不晓得约伯记第一和第二章记载的事

情细节(包括天上的对话), 但他提供一个与众

不同的解释. 以利户辩论说, 神是至高无上的

教师多过祂是审判官. 他强烈要求约伯专注在

未来所要获得的属灵益处, 要他从现今的肉身

苦境中看出将来的好处. 神管教和训练某人, 

为要叫他得益. 以利户解释说, 神是满有恩慈

的(伯 33:24)、公义的(伯 34:12)、大有能力(伯

36:5). 他在第 38 和 42 章强调神的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我们从约伯记第 33 章看到基督福音的

反映, 例如: 

1) 圣灵的运行和动工(第 4 节: “神的灵造我; 

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 

2) 领悟到神比人伟大得多(第 12 节: “我要回

答你说: 你这话无理, 因神比世人更大”); 

3) 神提供拯救(第 30 节: “为要从深坑救回人

的灵魂, 使他被光照耀, 与活人一样”, 也参

第 18、24、28 节);   

4) 神赐下的复原和地位(第 26 节: “他祷告神, 

神就喜悦他, 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 神又看

他为义”);       

5) 需要悔改和信靠神(第 27-28 节: “他在人前

歌唱说: 我犯了罪, 颠倒是非… 神救赎我

的灵魂免入深坑; 我的生命也必见光”) 

 

以利户说神喜悦领人脱离邪恶, 除去他

们的高傲 (伯 33:17). 

神有很多方法达到此

目的, 但人经常很慢注

意到这点  —  “神说一

次、两次, 世人却不理

会”(伯 33:14). 因此, 神

有时允许苦难临到我

们, 来达到祂管教与教育的目的. 以利户说, 当

人落在苦难中, 神开通他们的耳朵准备受教, 

并吩咐他们转离罪孽(伯 36:8-10).46 以利户继

续说: “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 趁他们受欺压

开通他们的耳朵”(伯 36:15); 并且“神行事有高

大的能力; 教训人的有谁像祂呢?”(伯 36:22).  

 

圣经里有许多

经文能支持以利户的

教导, 因为神确实管

教祂的儿女们, 好叫

他们得益 ; 比较  约

15:2; 来 12:6; 雅 1:2-

4; 5:10-11; 彼前 1:6-7; 

5:10-11 等等. 以利户

为约伯提供了好的解释 , 但不是最终的答案

(编译者注: 对于约伯受苦的原因, 其最终答案

是因为神要证明给撒但看, 约伯是正直和敬畏

神的人; 神也要借此更大的赏赐约伯的忠诚与

正直, 伯 1:6-12; 42:12-17).47 

 

 

                                                             
46   伯 36:8-10: “他们若被锁链捆住, 被苦难的绳索

缠住, 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 叫他们知道

有骄傲的行动. 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 吩咐他

们离开罪孽转回.” 
47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29-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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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S. Wuest 

原文解经                        微光 
 

试探 和 试验 
 

 雅各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

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

些爱祂之人的”(雅 1:12). 这一节的“试探”和“试验”

有何不同? 让我们从三方面来探讨这问题; 首先是

看“试探”和“试验”这两个词在中文的神学含意; 其

次是查考这两个词在希腊原文的原意; 最后我们

再思考一些使用这两个词的经文所要表达的意义.  

 

(A)  “试探”和“试验”在中文的含意 

在中英翻译和遣词用字上, “试探”经常(但

不是绝对)用来翻译英文动词  to tempt (或名词 

temptation ), 意思是勾引、引诱, 而“试验”则用来

翻译英文动词 to try (或名词 trial ), 意思是测试、

考验. 苏佐扬(John Su Zuoyang, 1916-2007)在解释

这两字的不同时强调:48 “ ‘试探’是出于魔鬼, ‘试

验’或‘试炼’是出于神, 这原则必须记得, 不可说错

了. … ‘试探’是恶意的, 出于那恶者, 目的是要我们

犯罪. ‘试验’或‘试炼’是善意的, 出于上主(上帝), 目

的是要我们更圣洁.”49  

 

由于试验常带有正面含意, 而试探常具有

负面含意, 所以不少圣经学者强调说, 神“试验”人

(创 22:1),50 却不“试探”人(雅 1:13),51 魔鬼或私欲

才会试探人(雅 1:14).52 因此, 为了灵命的成长, 我

们必须准备面对神的试验, 但同时要祷告祈求神救

我们脱离试探, 正如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时, 

其中一样就是: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

恶”(太 6:13). 

                                                             
48   苏佐扬(John Su Zuoyang, 1916-2007)是 20 世纪

华人教会布道家、释经家、作家、圣乐家, 曾担任环球

布道会会长、基督教天人社社长和《天人之声》主编

等职, 也曾在香港两所神学院教过新约希腊文. 
49   苏佐扬著, 《原文解经: 全集》(香港尖沙咀: 基

督教天人社, 1993 年), 第 341 页.  
50   创 22:1: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51   雅 1:13: “人被试探, 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祂也不试探人.” 
52   雅 1:14: “但各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
引诱惑的”; 太 4:1: “当时, 耶稣…受魔鬼的试探.” 

(B)  “试探”和“试验”在希腊原文的原意 

 以上的讨论是根据中英文的词(试探-tempt

和试验-try)来判断和解释. 但我们若研究其原文, 

就会发现一些新的亮光, 也发现其原文涵盖更广、

更精确的意义.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查考“试探”与

“试验”的希腊原文.  

 

雅 1:12 说: “忍受试探(KJV: temptation)的

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KJV: he is tried)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的.” 

这节的“试探”一词在希腊原文是名词 peirasmos 

{G:3986}, 其动词是 peirazô {G:3985}; 而这同一

节的 “ 试验 ” 在希腊文则是形容词  dokimos 

{G:1384}, 其名词是 dokimion {G:1383}, 动词则是 

dokimazô {G:1381}.  

 

美国慕迪圣经学院的

著名新约希腊文教授威斯特
(Kenneth S. Wuest, 1893-1962)

称以上的情况(试探和试验)为

“ 两 种 测 试 ”(two kinds of 

testings; 注: 英文字 testing 意即

测试、测验、考验、考查等). 

为了正确解经, 我们必须清楚

区别这两者, 因它们是指两种不同的测试.威斯特

接着用一些例证帮助我们明白这两个希腊字的原

意, 其文如下:  

 

(a)   Dokimazô {G:1381}53 

我们将看一些有关这字

在早期手抄卷中使用的实例 , 

                                                             
53   按王正中所编的《圣经原文字典》, dokimazô 

{G:1381}这动词字义是“试验、验中、赞许”, 在中文圣

经《和合本》里, 最常译作“试验”(6 次), 其次是“察

验”(5 次), 也译作: 分辨(2 次, 路 12:56); 分别(2 次, 罗

2:18); 验中了(1 次, 帖前 2:4); 举荐(1 次, 林前 16:3)等等. 

Dokimion {G:1383}这名词的字义是“试验合格”, 新约

中只出现 2 次, 皆译为“试验”. Dokimos {G:1384}是形

容词(与 dokimion 同字根), 字义是“经试验而后验中

的”(或作“验许”), 共出现 7 次, 最常译作“经过试验”(2

次, 罗 16:10; 雅 1:12), 其次是“蒙悦纳”(2 次, 林后 10:18; 

13:7); 也译作: 得蒙喜悦(1 次, 提后 2:15); 称许(1 次, 罗

14:18); 有经验的(1 次, 林前 11:19) [上述 dokimos 资料

引自 潘秋松编著的《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 第 969

页]. 简之, 翻译时须按上下文来决定它所要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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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 一 个 例 证 (illustration) 往 往 比 一 个 定 义

(definition)更清楚表达其意, 这将帮助我们对这字

的用法有更精准的认识或判断. 有一份主后 140 年

的手抄卷使用了这个字 , 内容关于医师的豁免

(exemption of physicians)之请求, 特别是为那些“已

通过考试”(指考试及格了, passed the examination)

的人请求豁免(可能指免于执行某种公务). “已通

过考试”就是用来翻译 dokimazô 一词. 我们从中

更明白这字的定义. Dokimazô 一词是用来指测试

某人或某事物, 为要认可它.54 这些医师已通过他

们的考试, 获得医生的学位和资格.  

 

在铭文 (或译“碑

文”, inscriptions, 特指与

新约通用希腊文 [Koine 

Greek]有关的铭文 )中 , 

dokimazô 几乎都用作专

门术语, 指通过资格审查

而适合担任公职(fit for a 

public office). 根据莫尔

顿 (J. H. Moulton, 1863-

1917) 和 米 立 根 (G. 

Milligan, 1860-1934)合著的经典词典,55 dokimazô 

常用来表达“赞成、赞同、称许、认可、批准、准

许、赞许、支持”(approve and sanction)之意.56  

 

简之, dokimazô 一词所含有的观念就是查

证或验证一样事物(proving a thing), 看它值不值得

                                                             
54   英文是: “the act of testing someone or something 

for the purpose of approving it.”  
55   J. H. Moulton & G. Milligan, The Vocabulary of 

the Greek Testamen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63). 在 19 世纪中期至后期, 学者在埃及发现了数以

千计的希腊蒲草纸 (或译“纸莎草纸”, papyri)、陶片

(ostraca)和铭文(inscriptions). 莫尔顿和米立根(Moulton 

& Milligan)的词典是第一本研究上述数以千计文献的

标准词典. 从主前 3 世纪到主后 8 世纪的这些蒲草纸和

陶器是当代日常生活的书面纪录. 它们是当时的商业合

同、个人邮件、办公室备忘录和法律文件. 使用莫尔顿

和米立根的这本词典将有助于了解普通人如何理解新

约作者的言语和表达方式. 
56   英文 approve 意即: 赞成、同意、称许、批

准、认可; sanction 也大同小异, 意即: 认可、准许、批

准、赞许、支持, 但也有制裁、惩罚之意. [ 陆谷孙主编,

《英汉大词典》(缩印本), 1993 年版].  

被接受. 在古典希腊文(Classical Greek), dokimazô 

是一个专门术语, 用作“验证银钱”的真假. 在新约

中, 这字差不多每次都意味着那验证结果是顺利或

如 愿 地 越 过 难 关 (it implies that the proof is 

victoriously surmounted, 暗指所验证的事物成功地

证明自己是值得接纳或赞许的). 这字进一步暗示

这测试(trial)本身期待和希望其结果是被接纳或赞

许的(例如 路 14:19 论到某人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
一试 [KJV: to prove ; 希腊文: dokimazô ], 试牛的

目的肯定是希望这些牛是好的  —  值得接纳和赞

许的 , 编者按). 在一切的事例中, 这字都与所预

期、所希望的事毫无相反的意图(没有负面的含意, 

例如没有人试牛, 为要验证它是不好的牛, 是该被

弃绝的牛, 编者按).  

 

论到“认可或批准”(approval), 杰出的法国

圣经学者史毕克教授(Ceslas Spicq, 1901-1992)在

其所著的《新约神学词典》中表示,   dokimazô 可

意谓“在还未认可、赞许或批准前进行检查或证验

(verify or examine before giving approval)… 当某人

向当权者提交案列, 请求检查时, 主要目的是希望

当 权 者 可以 评估 它 , 作 出判 断 , 最终 批 准

( dokimazô , approve)它. 马其顿法律有一条文关

于公共土地的使用, 记载说“委员们(councillors)批

准( dokimazô )那些耕种者… 也有份于享有其上

的收成.”57 

 

史毕克也说明 dokimazô 在那些与新约时

代相关之文献中的用法和含意. 在旧约希腊文圣经

《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中, 这字通常用来指

“验证、检查”(put to the proof, examine), 特指验证

金属(metals),58 并用来比喻神查验、审查、试验人

的心, 而人心通过试验得以净化(purified),59 如银子

经提炼而净化精纯(诗 66:10), 变得完美. 新约圣经

也采用试炼或提炼金属这幅图像, 例如 彼前 1:7 论

到信心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dokimazô )仍然

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埃及的蒲草文献(papyri)也

提到“金子、银子或白蜡(pewter)用火试炼, 以验证

其真实性 , 并除去杂质 .” 含有此意的“证实、验

                                                             
57   Ceslas Spicq, Theological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1)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4), 第 353-354 页. 
58   旧约有提到试炼金银(诗 12:6; 箴 17:3; 27:21).    
59   士 7:4; 耶 9:7; 12:3; 诗 17:3; 26:2.; 81:7; 139:23.    

https://archive.org/search.php?query=publisher%3A%22London+%3A+Hodder+and+Stoughton%22
https://archive.org/search.php?query=date:1914-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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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verify, test)也出现在 林前 3:13, 表明人的工程

都要被火试验( dokimazô ), 而火会验证其价值或

特质.60   

 

除此之外 , dokimazô 还有一个重要用法, 

就是史毕克所谓的“辨别(discern)该做什么事是最

重要的, 该走哪一条路是最好的, 该做的决定是什

么, 特别是辨别什么是讨主喜悦的事(弗 5:10)… 它

是属灵的直觉或本能(instinct), 使人能够认出真实

的价值(罗 12:2).”61  

 

  

(b)  Peirazô {G:3985}62 

按照威斯特, 这字起初意谓“刺穿、检查、

试图”(pierce, search, attempt).63 过后, 它的意思演

变成“故意地测试, 目的是要发现某人或某事物的

                                                             
60   Ceslas Spicq, Theological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1), 第 354, 356 页. 
61   同上引, 第 356 页. 
62   按王正中所编的《圣经原文字典》, peirazô 

{G:3985}这动词的字义是“试探、试验、尝试”. 在圣经

《和合本》里, 最常译作“试探”(17 次, 太 4:1,3; 约 8:6), 

其次是“试验”(3 次, 约 6:6; 来 11:17; 启 2:2), 也译作: 引

诱(1 次, 林前 7:5); 诱惑(1 次, 帖前 3:5); 被试炼(1 次, 启

2:10); 受试炼(1 次, 启 3:10); 省察(1 次, 林后 13:5). 《吕

振中译本》常把《和合本》译作“试探”的经文译为“试

诱”(太 4:1,3). Peirasmos {G:3986}是名词, 与 peirazô 的

字根相同, 在《和合本》里, 最常译为“试探”(8 次, 太

6:13; 林前 10:13[2 次]; 雅 1:12; 彼后 2:9), 其次是“试

炼”(6 次; 路 8:13; 徒 20:19; 加 4:14; 雅 1:2; 彼前 1:6; 启

3:10), 也译作: 迷惑(5 次, 太 26:41; 提前 6:9); 磨炼(1 次, 

路 22:28); 试验(1 次, 彼前 4:12). 在查考原文之后, 我们

明白虽然在原文里是同一个词, 但译为中文时, 需要按

上下文的意思去译作不同的词, 才能使读者正确且容易

的理解. 
63   佐德亚特斯(Spiros Zodhiates)指出, Peirazô 源

自 peira {G:3984}. Peira 意思是刺穿过去以试验其耐

用性(pierce through to test the durability of things), 或简

单地指“经过”(pass through, 来 11:29: “…过去”); 也指经

验(experience)、试验(trial)、尝试(attempt). [引自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New Testament, 第

1135 页]. 按史毕克(C. Spicq), peira 在古典希腊文意即

“尝试、考验、经验”, 这些字义也保留在“通用希腊

文”(Koine Greek, 主前 330 年至主后 330 年间通用的希

腊文, 即主耶稣时代的希腊文)当中. [引自 Theological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3), 第 80 页]  

好或坏, 善或恶, 强点或弱点.”64 但在实际情况下, 

人往往在测试下失败, 使 peirazô 一词有个主要显

著的意思  —  测试某人时, 其意图和希望是那受测

试的人会在测试下失败. 因此, peirazô 经常被用作

撒但的诱惑(solicitations)和建议(suggestions).  

 

 威斯特总结说, dokimazô 普遍上用作神测

试人(为要验证那人的好处而赞许他), 不过, 这字

从不用作撒但测试人, 因为撒但毫无意图要验证和

赞许人的好处(他测试的唯一意图是要使人失败, 

以此来羞辱那人和那位关怀人的神). Peirazô 有时

也用作神测试人, 但其意思仅仅为要以测试来发现

那人的善或恶(丝毫没有“期望他失败”的意图).65  

 

 了解这点极其重要 , 因有不少人误解说

peirazô 在圣经中每一次都有负面含意, 所以每一

次都要译作“试探”(因试探有引诱使之跌倒失败之

意). 若是如此, 创 22:1 就要译成“神试探亚伯拉罕”, 

因为《和合本》译成“试验”的字, 在旧约希腊文译

本《七十士译本》是 peirazô {G:3985}. 这样一来, 

创 22:1 岂不是与 雅 1:13 所说的神“不试探人”有

明显冲突吗? 事实上, 这节中文译作“试验”是对的, 

因 peirazô 也可以是中性的(即无负面含意), 单指

测试某人为要显露他的好或坏、善或恶. 在亚伯拉

罕的案例中, 神要借着这样的测试和考验, 来显露

亚伯拉罕的好(善)  —  对神的敬畏(创 22:12).66  

                                                             
64   英文是: “to try or test intentionally, and with the 

purpose of discovering what good or evil, what power or 

weakness, was in a person or thing.”  
65   上文主要参考  Kenneth S. Wuest, “Treasures 

from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第 126-127 页 , in 

Wuest’s Word Studies from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vol. 3)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3). 
66   创 22:12: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

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注: 神是无所不知的, 祂早就知道亚伯拉罕会因敬畏神

而献上以撒, 但根据《七十士译本》, 这节的“知道”在

希腊原文是  ginôskô {G:1097}, 意谓“在经历上的知

道”(to know by experience, 即神在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后

才在经历上知道他是敬畏神的; 注: 约壹 2:5 和 5:2 也表

明信徒要借着遵行神的话而在经历上知道某种真理), 

而非  oida {G:1492}, “在直觉上的知道 ”(to know 

intuitively, 常指神的全知, 太 6:8,32; 约 6:6,64; 彼后 2:9; 

启 2:2,9,13,19; 3:1,8,15 等等), 引自 Appendixes to The 

Companion Bible, 第 163 页 ; Vine’s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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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佐扬(John Su) 

此外, 正确了解 peirazô 的定义也解决了另

一个怀疑者所谓的“圣经的矛盾”或“主耶稣不是

神”的论据. 约 6:6 记载: “祂(主耶稣)说这话是要试
验腓力 ; 祂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 这节的“试

验”(KJV: to prove)原文是 peirazô . 怀疑者常以此

辩论说, peirazô 是指试探, 而基督徒说主耶稣是神, 

那么不是与 雅 1:13 所说的神“不试探人”直接冲突

吗? 他们嚣张地问: 到底是神也会试探人? 还是那

位“试探”人的主耶稣其实不是神? 不管你选择哪

一个答案, 都会掉入他们的“问题陷阱”. 若你选择

前者(即神会试探人), 他们就说这与 雅 1:13 有冲

突! 选择后者(即主耶稣不是神), 他们说这抵触 约

1:1 或 提前 3:16 等论及“主耶稣是神”的经文. 然后

他们作出结论  —  “圣经是矛盾的, 绝不可信!” 然

而, 如果我们明白 peirazô 也可意指测试某人为要

显露他的好坏, 完全没有负面含意(主测试腓力, 只

是要显露他的反应, 而非希望他犯错和失败), 那么

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 

 

总括而言 , 正如苏

佐扬正确评述的 , peirazô 

一词多用于恶意方面 , 很
少用在善意方面  (所以一

般可译作“试探”或“诱惑”, 

但有时也该译作“试验”或

“测试”, 编者按),67 而动词 

dokimazô 一词有老师试验

学生、师傅试用工具、主

管人察验工作、炼金者试

验金属、听审者分辨是非等涵义, 其用意只属于善
方面, 因此用于“神对信徒”是最适宜(雅 1:3 的“试

验”, 原文正是此字).68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 

第 346 页.  
67   请注意苏佐扬是说 peirazô 一词“多用于恶意

方面, 很少用在善意方面”, 而不是说“完全用于恶意方

面”或“只用于恶意方面”, 因为这字也用来指慈爱良善

的神试验人, 如上文所举例的, 创 22:1 记载“神要试验
亚伯拉罕”. 这里的“试验”一词在《七十士译本》译作 

peirazô , 而 peirazô 一字虽常译作带有负面含意的“试

探”, 但这字原是中性的, 指测试某人为要发现他的好或

坏, 参上文 B (b) Peirazô 的解释.  
68   苏佐扬著, 《原文解经: 全集》, 第 341 页. 

(C)  “试探”和“试验”在经文中表达的意义 

 明白 dokimazô 和 peirazô 的分别, 我们就

能看到含有这两字的经文所要表达的精确意义. 以

下列出一些威斯特所举出的例子和注释(另加编译

者本人或其他圣经学者对相关经文的解释):69 

 

(a) Dokimazô {G:1381} 

1) 路 14:19: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

一试( dokimazô )…’ ” 那人买了牛要去“试一

试”, 不是为要验证那些牛有什么好处, 或有什

么瑕疵. 那人一定觉得它们是好的牛才买, 所

以他过后要验证的目的, 是希望这些牛都像卖

者所说的那样好, 值得认可或赞许. 

 

2) 林前 3:13: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

要将他表明出来 , 有火发现 ; 这火要试验

( dokimazô )各人的工程怎样.” 在基督的审判

台前(工作的审判), 信徒的事奉将被试验, 目的

不是为要找出错误, 而是为要找出值得赞许之
处. 信徒要因那些出于圣灵的工作(按神心意、

为神而作的工作 ) 而获得奖赏 ( 也参  太

25:21,23); 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工作将被烧毁 , 

那位信徒也将因此失去奖赏, 却不失去救恩(林

前 3:14-15).  

   

3) 彼前 1:7: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dokimion 

{G:1383} ), 就比那被火试验( dokimazô )仍然

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

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神把信徒放在

苦难考验中, 犹如炼金者试验金属, 为要提炼

出更精纯的黄金. 照样, 苦难试炼信徒的信心, 

使之更加精纯, 得以茁壮成长.   

 

4) 林前 11:28: “人应当自己省察( dokimazô ), 然

後吃这饼, 喝这杯.” 在领受主的晚餐(掰饼饮杯)

以前, 人必须自己先查验本身的生活与态度, 

为要带着神所赞许或认可的状况来领受饼和

杯. 对于犯罪的人, 亨特(Jack Hunter)评述道: 

“他必须认罪, 以行动显明悔改的心, 使他获得

复原 . 但这察验是为要领受主的晚餐之表记

(emblems, 饼和杯), 而非远离主的晚餐. 我们不

                                                             
69   Kenneth S. Wuest, “Treasures from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第 127-131 页, in Wuest’s Word Studies 

from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vo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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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不良行为、不认罪而不得赦免, 或不愿意

和解等等, 丧失了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权利.”70  

 

5) 弗 5:10: “总要察验( dokimazô )何为主所喜悦

的事.” 如史毕克(Spicq)在上文所说, dokimazô 

也有“辨别”(discern)之意, 即以细察验证来认

出什么事是最重要、最好的, 特指辨别什么是

讨主喜悦的事(参以下对 罗 12:2 的评注). 

 

6) 罗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

变化, 叫你们察验( dokimazô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不单要从世界分

别出来, 不受其影响和塑造, 还要心意不断地

更新而变化, “即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跟神在圣

经里所启示的一样. 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直

接的引导; 我们会察觉(KJV: prove; 或译“验

证” — 以经验来证实)祂的旨意并非可厌弃或

严苛的, 而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引自 

马唐纳著,《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第 632 页]  

 

7) 帖前 2:4: “但神既然验中( dokimazô )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

喜欢, 乃是要讨那察验( dokimazô )我们心的神

喜欢.” 保罗说神试验他, 为要认可他作为一个

配得神托付福音之人. 在这方面, 保罗没有让

神失望, 被神验证为适合负起传福音的重任. 

史毕克(C. Spicq)说: “神本身试验(examine)使

徒, 测试(test)他的心, 并宣告他合格(qualified)

去传福音.”  

 

8) 提前 3:10: “这等人 (指执事 )也要先受试验

( dokimazô ), 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後叫他们作

执事.” 作执事的人必须先受观察与考验, 如果

他的道德品格和属灵生命被验证为无可指责, 

便可作执事. 这试验是非常正面的 dokimazô , 

目的是希望那人通过测验而被认可为合格

(qualified)去作执事, 而非如一般使用上较负面

的 peirazô  —  测试为要显露那人不好的一面, 

或希望那人因失败而不合格 (但请注意 : 

peirazô 不是每一次都是负面的, 特指用在神

[或主耶稣]测试人时, 其含意为叫我们看出那

                                                             
70   Jack Hunter, “1 Corinthian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4),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6), 第 137-138 页. 

人是好或坏, 而非每次都指坏的一面, 参以下

对 约 6:6 的解释). 

 

9) 约壹 4:1: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

都信, 总要试验( dokimazô )那些灵是出于神的

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有

者说, 基督徒不可怀疑任何宣称得到圣灵“启

示”或“教导”的人, 免得犯了“不可试探主你的

神”(太 4:7; 申 6:16)之“大罪”. 但其实不然, 因

圣经吩咐我们要试验“一切的灵”, 看他是否出

于神; 只要我们试验的心态正确(即 dokimazô  

—  测试为要验证其真实良善; 而非 peirazô  

—  以不信的心测试, 或为要证明其恶), 就算所

试验的真是圣灵, 祂也不会怪罪于我们. 如何

试验呢? 答案是: 以圣经的教导为准则! 若那灵

是圣灵, 或是出于神的, 那么肯定那灵所指示

或教导的, 不会与神借着圣灵所默示的圣经有

所冲突. 若不合圣经教导, 就显明那是谬妄的

灵, 不是真理的灵(约壹 4:1-6; 也参 约贰 9).71  

  

 

(b) Peirazô {G:3985} 

 

1) 太 4:1: “当时,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

试探( peirazô ).” 主耶稣在圣灵引导下去到旷

野. 在那里, 祂受到魔鬼试探. 魔鬼的测试是属

于“引诱去犯罪作恶的诱惑”(solicitations to do 

evil). 难怪撒但被称为 “ 那试探人的 ”(the 

tempter, 希腊文是 ho peirazôn ), 我们必须谨慎

提防他 , 并求主救我们脱离他的试探 (参  约

17:15; 太 6:13).72  

                                                             
71   约贰 9: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 就

没有神; 常守这教训的, 就有父又有子.” 
72   约 17:15: “我不求祢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祢保

守他们脱离那恶者(the evil one, 即试探人的撒但)”; 太

6:13: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这节的

“脱离凶恶”小字作“脱离恶者”(the evil one, 即试探人的

撒但). 我们要脱离(逃离)试探, 例如对于色情、色诱的

试探, 基督徒应该避而远之, 像约瑟逃避主母的色诱一

般(创 39:7-12; 第 12 节“跑到外边去了”), 此乃保罗给提

摩太的劝告: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提后 2:22). 此外, 

基督徒应该逃避的试探也包括闲言和虚谈, 如保罗所说: 

“要远避世俗的虚谈”(提后 2:16). 但有些情况下, 基督徒

要忍受试探(雅 1:12: “忍受试探[peirasmos]的人是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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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 4:7: “耶稣对他(魔鬼)说: ‘经上又记着说: 不

可试探( ekpeirazô {G:1598} )主你的神.’ ” 这

节的试探是 ekpeirazô ( ek + peirazô , 直译为

“出于试探 ”, 意味着 “彻底地试探 ”, to test 

thoroughly, 参  Strong’s Greek Dictionary 和

Thayer’s Greek-English Lexicon). 我们在此看

到魔鬼认真仔细与全面彻底地试探主耶稣的

每一方面(三方面的试探代表肉体的情欲[把石

头变成食物]、眼目的情欲[把万国荣耀给他看]

和今生的骄傲[高处跳下蒙天使保护], 比较 约

壹 2:16 和 路 4:3,5,9). 值得注意的是, 对魔鬼而

言, 这些“试探”当然是为要引诱主耶稣犯罪(太

4:1), 但威斯特(K.S. Wuest)提醒我们, 主耶稣引

证的经文“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主要是说任何

人都不可“试探”神  —  要看看神有什么好或

坏的方面(to see what good or evil there may be 

in Him), 因为这样做往往出于不信的心.  

 

3) 约 6:6 记载 : “祂 (主耶稣 )说这话是要试验
( peirazô )腓力; 祂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主耶

稣问腓力要从哪里买饼给众人吃(约 6:5). 祂是

在测试腓力, 但这里的测试  —  peirazô  —  并

无负面含意, 因主的测试不是希望看到腓力坏

的一面, 而只是要我们看出腓力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属灵洞见. 然而, 因着人的软弱, 此测试

叫我们看见腓力只用出于人意的观点看待问

题, 没有完全信靠主、求主按祂的旨意和方法

去解决缺乏食物的问题. 

  

4) 林前 10:9 (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 “也不要

试探( ekpeirazô {G:1598} )主, 像他们有人试

探的( peirazô ), 就被蛇所灭.” 这节的第一个试

探是 ekpeirazô ( ek + peirazô , 直译为“出于试

探”, 意味着“彻底地试探”, to test thoroughly ). 

人不可彻底地试探主, 因旧约以色列人试探主

耶和华的时候, 就被蛇所灭(民 21:4-6; 也参耶

和华在 民 14:22 所说的: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

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 仍然试探
我这十次, 不听从我的话”). 

 

5) 林前 10:13: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peirasmos 

{G:3986} ),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的”, 参下文 “D. 结语”中对这节的解释; 也参 林前 10:13: 

“受试探… 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peirazô )过于所能受的; 在

受试探( peirasmos )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

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魔鬼要利用试探

使信徒犯罪跌倒, 但感谢神, 因祂是信实的, 必

能帮助我们胜过试探, 只要我们愿意倚靠祂(参

约瑟的例子, 创 39:12); 我们纵然失信(偶然跌

倒失败了), 祂仍是可信的(提后 2:13; 参彼得的

例子, 路 22:32). 

 

6) 加 6:1: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

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

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peirazô ).” 魔鬼总是

希望更多人被引诱犯罪, “所以, 自己以为站得

稳的, 须要谨慎, 免得跌倒”(林前 10:12).  

 

7) 来 4:15: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

的软弱. 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peirazô ), 与我

们一样, 只是祂没有犯罪.” 主耶稣在世上的日

子受尽魔鬼的试探  —  魔鬼多次多方试探祂, 

要引诱祂犯罪, 不过魔鬼最终大失所望, 因主

耶稣胜过了一切试探  —  “只是祂没有犯罪”! 

主耶稣获胜的秘诀在于 “经上记着说 ”(太

4:4,7,10; 诗 119:11 说得好: “我将祢的话藏在

心里, 免得我得罪祢”). 

 

8) 启 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

人受试炼( peirazô )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

炼( peirasmos {G:3986} ).” 诚如 彼后 2:9 所说: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peirasmos )”, 

所以按圣经所预言的, 主会先回来, 在空中迎

接召会. 召会被提后, 地上才开始七年灾难. 这

样, 当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特指将来的七年

灾难), 召会便蒙保守, 免去了这可怕的试炼(也

可作“试探”, 而多人将在七年灾难中犯罪跌倒).  

 

9) 启 2:2: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 也知

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 peirazô )那自

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在使徒约翰的时代, 有些人自称使徒, 召会对

这些陌生人感到怀疑, 所以测试他们, 查验他

们, 看看他们是好是坏, 是真是假. 测试的目的, 

为要接受真使徒, 并弃绝假使徒. 结果发现这

些人是假使徒, 没有值得认可之处, 须被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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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新约圣经中有些经文在同一节具有

上述两个字  —  peirazô 和 dokimazô . 

 

1) 来 3:9: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试( peirazô )我探

( dokimazô )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

久.” 威斯特在其“希伯来书注释”评注说, 这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Peirazô 的意思是“测试

某人看看那人里面有什么好或坏”. Dokimazô 

则是“测试某人为要在那人通过测试后认可或

赞 许 他 ”(for the purpose of approving the 

person). 因此, “试( peirazô )我、探( dokimazô )

我”这句话在希腊文的原意是: they peirazô me 

when they dokimazô me; 中文译作: 当他们‘测

试我为要在我通过测试后赞许我’的时候, 他们

却‘测试我看看我里面有什么好或坏’. 这对那

位完全慈爱的全能之神而言, 是何等的侮辱啊! 

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第一世纪的希伯来书读

者们(此书读者是希伯来人, 或作犹太人)不可

向神持有这种怀疑的态度. 他们因承认信靠弥

赛亚和新约圣经而受到严酷逼迫, 但他们应该

在一切苦难中信靠神, 而非向祂硬心.73 

 

2) 林后 13:5: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peirazô )有信

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dokimazô ). 岂不知你

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adokimos {G:96} ), 就有

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威斯特解释道: “保

罗劝哥林多的召会要自己省察(KJV: examine ), 

看看他们是不是真信徒(“有信心没有”). 这与

peirazô 的含意相符, 即找出那人有什么好处

或坏处. 若察验后的结果证实他们是真信徒, 

那么他们就可以自己赞许或认可这个论据(put 

their approval upon the fact), 此乃 dokimazô 的

含意(编者注: 他们仿佛可以在自己身上盖上 

dokimos 一字为印记, 意味着他们是“合格”或

“可被接受的人”, 参下文).74  

 

值得一提的是, dokimazô 可用来指查验某金

属、货物或产品 , 看看其品质是否通过检验  

—  是否合格; 若合格, 就在其上盖上 dokimos 

                                                             
73   K. S. Wuest, “Hebrew”, 第 75 页, in Wuest’s 

Word Studies from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vol.2).  
74   K. S. Wuest, “Treasures from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第 129 页, in Wuest’s Word Studies from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vol. 3). 

(意即“可接受的”, accepted), 若不合格, 就盖上 

adokimos (意即“不被接受”, not approved, 即被

弃绝). 这就是保罗接下去

所说的: “岂不知你们若不

是可弃绝的 ( adokimos 

{G:96} ), 就有耶稣基督在

你们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

们晓得, 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 adokimos ).”75 

换言之, 保罗是在鼓励哥林多的信徒, 相信他

们是真信徒, 是“合格的”, 暗示他们行事为人

该与“真信徒”这一事实相符一致.  

 

 对于试探, 英国的约翰·赫丁(John Heading)

提醒我们要留意的几件事:  

 

1) 试探可以来自外在的事物(externally), 如 帖前

3:5 (撒但“诱惑[试探]”人), 或来自内在的事物

(internally), 如 雅 1:14 (人“是被自己的私欲牵

                                                             
75   史毕克(C. Spicq)指出 adokimos 意思是“无价

值的、没用处的、不中用的”(worthless). 这字在《七十

士译本》中只出现两次; (1) 箴 25:4: “除去银子的渣滓

( adokimos )就有银子出来, 银匠能以做器皿”; (2) 赛

1:22: “你的银子变为渣滓( adokimos )…” 斐罗(Philo, 约

主前 20 年至主后 50 年, 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用 

adokimos 来指无价值的言语、欲望, 以及愚蠢者的行

为. 它也可以译作“无用的、无效的、徒劳的”(void)或

“没有好处”(of no account). 这些意义还保留在新约圣经

中, 例如与“肥沃田地”作对比, 一块田地“若长荆棘和蒺

藜 , 必 被 废 弃 ( adokimos ; KJV: rejected; Spicq: 

worthless)”(来 6:8). 既是没用处的(worthless), 就被废弃

了(rejected). 此乃以上 林后 13:5 的含意, “你们若不是

可弃绝的( adokimos ), 意即“你们若不是无用的 (void)”, 

或作“你们若不是没有好处可证实的(no good to verify)”, 

相比之下, 保罗并非无法证实自己(林后 13:6: “我们不

是可弃绝的人[ adokimos ] ). 此外, adokimos 一词也用

作比喻异教徒那无益和可弃的心思(罗 1:28: “神就任凭

他们存邪僻 [ adokimos ]的心”), 或形容敌挡真道的人

那败坏的心思, 无法在信仰和道德价值观上作出健全明

智的判断(提后 3:8: “他们的心地坏了, 在真道上是可废
弃的 [ adokimos ].” 林前 9:27 是以运动为背景, 保罗在

此论到他刻苦训练, 免得他“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

绝了( adokimos )  —  自己反而不合格(disqualified). 他

暗示在运动竞赛中, 裁判检验后淘汰一些不合格的参赛

者, 或拒绝颁奖给输了比赛的选手(保罗不要成为不合

格或失去奖赏的人). Ceslas Spicq, Theological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1), 第 360-3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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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让约伯受魔鬼试探, 为要试验约伯的信心, 使它更加金

纯, 就如约伯所言: “祂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精金”(伯 23:10) 

引诱惑”); 这表明在犯罪方面, 人自己的心也有

错, 要负起责任, 不该把一切责任都怪罪于撒

但. 然而, 我们必须谨慎留意, 在主耶稣的案例

中, 祂所受的每一个试探都是来自外在的(太

4:1-11, 因祂没有“内在的私欲”, 参 来 7:26). 

2) 神允许试探临到人, 为要让人的信心经历考验
(雅 1:2-3; 彼前 1:7). 

3) 主知道如何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彼后 2: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4) 主为那些受试探的子民代求, 例如对于受魔鬼

试探的彼得, 主说: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

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

兄”(路 22:32).76 

 

(D) 结语 

常听人问道: “当信徒为义受苦时  —  例如

约伯遭遇苦难  —  究竟是魔鬼在试探(引诱)他, 还

是神在试验(试炼)他?” 正确答案可以是: 两者都是! 

以约伯为例, 魔鬼让约伯受尽痛苦(伯 1-2 章), 是要

试探( peirazô )他, 为要使他犯罪失败, 把他坏的一

面显露出来; 但对神而言, 祂容许魔鬼把痛苦加在

约伯身上, 其实是要试验(更贴切说是要“试炼”, 

dokimazô )他, 为要认可或赞许他(to approve him), 

把他好的一面显露出来, 像混杂了污泥土质的金子

经过烈火的试炼, 就被提炼得更加精纯, 变得更加

贵重(彼前 1:6-7).77  

 

正因此故, 雅 1:12 鼓励信徒说: “忍受试探
( peirasmos {G:3986} )78的人是有福的,79 因为他经

                                                             
76   John Heading,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65), 第 153 页. 
77   彼前 1:6-7: “因此, 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 在

百般的试炼( peirasmos {G:3986} )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

的信心既被试验( dokimion {G:1383} ), 就比那被火试

验( dokimazô )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

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78  雅 1:12 的“试探”与 彼前 1:6 的“试炼”在原文都

是同一个希腊字 peirasmos , 可指魔鬼借苦难来恶意引

诱人犯罪的试探, 亦同时可指神那全无恶意的测试. 
79   这段经文是雅各写给那些处于患难痛苦中的基

督徒, 特别是要开通疏导和安慰劝勉那些信心动摇或软

弱的信徒. 当他们处于患难中, 可能会抱怨说“神为何这

样对我, 太不公平了!” 甚至怀疑神是否爱他们. 雅各劝

勉他们在患难痛苦中不要抱怨神, 因“忍受试探的人是

有福的, 必得生命的冠冕.” 雅各提醒这些因“试探”而受

过试验( dokimos {G:1384} )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的.” 我们看见这一节

先提到的“试探”, 过后被称为“试验”, 为什么会这

样? 因为同样的一个苦难(例如约伯所受的苦), 对

魔鬼来说是要试探人  —  为要使人犯罪跌倒; 但

对神来说却是要试验人  —  为要使人的信心更加

精纯, 或叫人学到更宝贵的属灵功课(如谦卑、倚

靠主、耐心等候神等等), 使那人灵命成长. 明白这

一点, 就不会误以为圣经中有矛盾、彼此冲突的经

文了. 简之, 神和魔鬼皆可与同一个试探有关; 赫

丁(J. Heading)说得好, “像筛麦子的过程一样, 魔鬼

所要的是糠秕, 主所要的却是谷粒”(路 22:32).80   

 

在解释上述 雅 1:12 的经文时, 苏佐扬贴切

写道: “受试探时愿意接受(试探)而去犯罪, 是企图

满足个人的私欲(雅 1:14), 结果一定心灵痛苦; 但

能忍受试探而得胜的人, 必能经验到圣灵充满的喜

乐(林后 8:2).81 基督徒有得胜试探的主为模范, 同

时圣灵也愿意赐给我们得胜罪恶的力量. 我们应该

时常战胜试探, 但我们也应该接受神善意的试炼, 

(从中学习)做完全人.”82 如约伯所言: “祂试炼我之

后, 我必如精金”(伯 23:10). 

 

                                                                                                    
苦的信徒,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

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

那里降下来的 . 在祂并没有改变 , 也没有转动的影

儿”(雅 1:16-17). 神是美善的, 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80   筛选麦子(sifting)是把麦子的谷粒和糠秕分开

来. 谷粒(grain)是可吃的粮食, 而糠秕(chaff)则是谷类废

弃不可食的部分. 前者是好的部分, 后者却是无用可弃

的部分. 魔鬼希望透过试探看到或显露人不好的那部分

(犯罪跌倒), 神却要显露好的那部分(信心或灵命成长). 
81  林后 8:2: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希腊文

名词 dokimê {G:1382} )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

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82   苏佐扬著, 《原文解经: 全集》, 第 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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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历程        西德罗·巴克斯特(J. Sidlow Baxter) 

 

神的引导(二): 
我们如何知道是神的引导? 

  

编者注: 无可否认, 在升学、求职、寻找伴侣, 以

及各种事奉上, 我们都需要神的引导. 但我们

常听信徒问道: “我如何知道神的旨意? 神会怎

样的引导我?” 诚然, 这是所有信徒所该清楚晓

得的事. 我们在上几期刊登了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的文章. 本期, 我们看看巴克斯特(J. 

Sidlow Baxter)如何在这方面为信徒发蒙解惑. 

 
 

(A) 导论 

 当神的引导(guidance, 或译“引领、指

导、指引”)临到时, 我们如何认出它? 事实上, 

真引导的标准是容易察觉的. 首先, 有三个探

测器测试(detector-test)能验出假的引导. 

 

1) 真引导决不与圣经相违. 如果任何看似权

宜之计的行动(seemingly expedient course 

of action)与任何圣经清楚的教导有所冲突, 

那么它就是错误的. 住在神儿女里面的圣

灵, 决不与自己所默示的圣经相违. 

2) 真引导决不与平常义务(plain duty)相违. 如

果这看似有神引导 的过程 (seemingly 

guided procedure)需要逃避道德上的义务, 

或侵犯诚实的原则, 那就不是真正从神而

来的引导. 圣灵决不抵触信徒的良心.  

3) 真引导决不与最

高的理智(highest 

reason) 相违 . 若

那推动我们去做

的压力令我们急

躁、鲁莽、慌张, 

或催促我们在无法适当反思的情况下采取

突然或冒险的行动, 那便是假冒的. 虽不否

定神的引导有时会超越圣化了的理智, 但

它决不会碰撞或抵触它. 

 

(B) 如何认出神的引导? 

现在, 我们要探讨重要题目  —  该如何

认出真引导. 让我们回顾神在过去引导的方式, 

这点很有启发性. 以色列营中曾有三重引导:  

 

1) 云柱和火柱(出13:21; 尼9:19); 

2) 借着吹号(即吹响号筒或号角, 民10:1-9);83  

3) 乌陵和土明(Urim and Thummin)(出28:30; 

利8:8).84   

 

第一种引导与

眼有关, 第二种与耳

相关, 第三种是为特

殊事件而给于的异常

引导. 首两种的性质

是外在(outward)和普

遍的(general); 第三种则是内在(inner)和特殊

的(specific). 

 

 当以色列百姓住在所应许的迦南地时, 

神给他们的引导看来还是三重的: 

1) 摩西律法之圣经; 

2) 众士师和众先知;  

3) 乌陵和土明. 

 

                                                             
83   民 10:2: “你要用银子做两枝号, 都要锤出来的, 

用以招聚会众, 并叫众营起行.” 
84    出 28:30: “又要将乌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

里; 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要带在胸前, 在耶和华

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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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引导再次与眼有关, 通过眼睛传

到头脑进行思想. 第二种与耳相关, 通过耳朵

传到头脑, 使人明白士师和先知所言. 第三种

仍然存留, 但已不那么需要了, 因为已有圣经

(律法书)为引导, 也可通过众先知(及众士师)

以声音引导神的子民. 

 

来到新约, 神的引导有了新的转变. 其

重点从给整体立约子民(以色列会众)的引导, 

转成给个人性的引导. 当然, 我们承认在旧约

时代, 神也把祂的引导赐给敬虔的个别信徒, 

特别是借着律法或先知的指引; 但如今, 在新

约时代,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后, 所强调的个人

的引导(注: 圣灵住在信徒里面, 个别地引导每

个信徒).  

 

此外, 在新约时代, 神引导的方式也有

所转变. 不再用云柱火柱、吹号、乌陵和土明, 

也不再用士师或先见(先知), 也“不仅”使用旧

约圣经(律法、先知和著作, 参 路24:44). 现在

已有主耶稣的新教训, 还有神所默示、有关召

会的新约圣经; 圣灵使用这一切(新旧约圣经)

来光照每一个基督徒. 个别信徒经历到内住的

圣灵之引领! 新约圣经有关引导的教训有三个

阶段:  

1) 在应许方面  —  福音书 

2) 在经历方面  —  使徒行传 

3) 在教义方面  —  众书信 

 

凭着这些资料, 我们不难对引导作出结

论: 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获得神的引导: 

1) 神记载之道的指引(the written Word of God, 

整本新旧约圣经); 

2) 内在的圣灵之催促(the inward urge of the 

Spirit, 圣灵在信徒心中作感动指引的工作); 

3) 外在的环境之指示(indication by outward 

circumstance). 

 

  以上三种不仅是神引导所用的方法

(means), 亦是辨认神引导的测试(tests)  —  用

以测验或验证是否真是神的引导. 若这三者都

相符一致、没有彼此冲突, 我们就清楚认出神

的引导. 若它们彼此不符, 我们就该迟疑, 停下

脚步, 等候神赐下更多的亮光和指引. 这三者

不需要同时出现. 它们当中任何一个, 或任何

两个的出现, 都可当作指引. 不过, 这三者若不

符合, 彼此冲突, 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确定. 简

之, 我们可以总结说: 

 

1) 有关普通道德和属灵的引导, 我们有圣经

的教导为指引; 有关日常生活的普通判断

或决定, 我们有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为

指引; 有关生活、职业、事奉的普通指引

或方向, 我们有外在环境配合圣化了的判

断力. 这三者都继续不断地交织, 作为我们

普通内在与外在的引导. 

2) 当我们需要超常规(super-normal)的引导 , 

即需要作出特殊的选择, 或遇上困难危机

而需要采取特别行动时 , 那么 : (a) 当圣

经、内在的催促和外在的征兆三者完全相

符一致时, 显然就是神的引导; (b) 若只有

两个, 甚至只有一个看来是明显的指引, 那

么也可能属于同样肯定的引导, 但在这种

情况下, 安全措施是  —  它不可抵触一般

的圣经教导、平常的义务或普通的判断力. 

是的, 有关神的引导, 谨记这三点: a) 神的

道; b) 内在的催促; c) 外在的指示物. 

 

有者将这三点分成四点, 即把“内在的

催促”分成两点: (a) 我们自己的理性(reason), 

或称“高等判断”(higher judgment); (b) 圣灵感

动下的印象(impressions from the Holy Spirit). 

不过, 严格来说, 我们自己的

“高等判断”若没有圣灵“内

在的指引”, 就不算是神的引

导. 我们的高等判断与圣灵

的催促必须符合为一, 这才

称得上是神真实的引导. 

 

 多年前, 敬虔的主仆迈尔(F. B. Meyer)

由北爱尔兰传道归来. 船从贝尔法斯特(Belfast)

开往英国的利物浦(Liverpool), 并在夜间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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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和一些其他人站在甲板上, 看见利物浦的

万家灯火在遥远的前方闪闪发光. 那天夜晚, 

黑暗笼罩, 令人心寒. 岸上闪耀着无数的灯火, 

令人眼花缭乱. 当船要驶进港口时, 迈尔问船

长: “面对眼前令人迷乱的灯光, 你如何知道正

确的途径?” 船长叫迈尔上到驾驶台, 说道: “先

生, 其实很简单. 你看到左边的那盏大灯吗? 看

到它右边远一点的另一盏大灯吗? 再看远一点

的第三盏大灯… 很好, 你都看到了. 现在, 把

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三盏灯 , 看看发生什么

事.” 迈尔照着指示去做. 船渐渐驶向港口. 迈

尔发现左边最前的灯光逐渐与中间的灯光重

合在一起; 过后, 当船慢慢驶进港口, 那灯光逐

渐与第三的灯光重合为一. “你看到吗?” 船员

说, “我所需要做的, 就是确保这三大光合而为

一; 然后我就直线前行.” 照样, 当神的道、圣

灵内在的催促, 以及外在环境的佐证相符一致

时  —  “这三大光合而为一时”, 我们就不再担

心, 也不用害怕了. 我们可以直接前行. 神的旨

意是清楚可见的!       

 

 是的 , 让我

们重复此重点 : 当

这三者相符一致时, 

我们可安全推论说

神的旨意已十分清

楚了 . 如果神借着

这三者的其中一种

声音 , 告诉我去做

或不做某件事 , 祂

就不可能用三者的

另一种声音告诉我

要做相反的事 . 如

果声音的指示彼此

冲突 , 就不可能两

者都是神的声音. 只有声音达致和谐的时候, 

我们才确知神的引导. 

 

(C) 一些明智的警惕 

 虽然我们已推断出关乎神的引导之简

单原则, 但我们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些明智的警

惕, 使人不至偏离正道. 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

不需要以下的忠告, 但另一些人则需要它们. 

 

 首先, 论到从圣经中寻求引导, 我们要

谨防奇异的幻想(fancifulness). 我听过弟兄们

从圣经的经文中寻获“戏剧性的引导”(dramatic 

guidance), 但在慎思明辨下, 它却是偏离理智, 

与真实的引导相差甚远. 这些所谓“高超的属

灵眼睛”(hyper spiritual eye)能从经文中看到即

使是鹰眼也无法察觉的关系, 例如有者要到某

处, 不知要乘搭哪种交通工具, 便寻求神的引

导, 结果翻开圣经后, 他说在以西结书第一章

找到“答案”  —  飞机.85  

 

这类轻率鲁莽的结论也导致一些令人

遗憾的悲剧! 若要从经文中如此猜想或“占卜”, 

根本就不是神的引导. 我不否认神引导我们时, 

有时可能会突然把某句经文深印在我们的心, 

或以此光照我们; 但实际上, 这样的引导方式

很少发生, 特别是当我们定意要如此寻找! 况

且就算神真的以这种方式引导时, 祂用的经文

总是直截了当、具有明确或直接关联的, 而非

如此难以捉摸的“高深”猜测.  

 

 其次, 从圣经里寻找引导时, 我们要谨

防 仓 促 慌 忙 的 紧 急 查 找 或 参 阅 (hurried 

emergency consultations). 我们陷入危急的困

境时, 很容易惊慌失措地四处抓取经文, 随意

把某节经文当作魔法般的指引. 无论如何, 圣

经不是这样的引导我们. 怎样的人可在危急时

刻很快且可靠地领受神话语的指引? 答案是那

些因平日殷勤读经而熟悉圣经的人. 对于这样

的人, 神的灵可以很快地使用神记载的道(圣

经), 来光照人的心, 指引他当行的路.   

 

 第三, 从圣经中寻找引导时, 我们要谨

防待它如神奇的魔法(magical). 圣经确实是超

自然的, 但它里面没有一些人所期待的魔力. 

                                                             
85   他们从那有“翅膀能够升空飞翔”的四活物“看

出”答案是飞机(结 1:6,20). 但这种异想叫人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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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祷告说: “主啊, 引导我去到那能指引我

的经文.” 接着(有时闭上眼睛)翻开圣经, 或让

它自己翻开, 然后就以眼睛看到或手指触及的

经文作为神的引导. 很多情况下, 这样做不是

出于信心, 而是愚蠢的假定. 在某些极度的困

境中, 对一些困惑不解的无助心灵, 人可能借

着如此随意的诉诸圣经而获得指引; 但这是极

其稀少的例外. 圣经不该被如此使用, 人不该

以这种迷信方式来使用圣经. 

 

 不久前, 有个妇人告诉我她患上失眠症. 

她失眠数个月了, 导致她精神很差, 萎靡不振. 

她常常疲倦地躺在床上, 

等候睡眠临到, 却大失所

望. 每次凌晨两三点还无

法入眠 , 就焦虑和恐慌 , 

担心明天又没精神做工. 

一天晚上 , 她又失眠了 , 

翻来覆去许久都睡不下. 

最后, 她相当激动地从床

上跳起来, 喊道: “神啊, 你必须给我一些圣经

的话语!” 她开灯, 拿起装着“圣经应许”的小盒

子, 从中抽出一张应许. 她紧张地期盼, 相信神

会“引导”她抽到正确的“应许”. 当她打开来看, 

虽然何等疲惫, 还是笑了. 纸上的经文竟然是 

林前15:51: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

变!” 她心中暗笑, 回到床上尝试睡觉  —  不久, 

安然入眠了(这或许就是答案吧!)86        

 

(D)  测试“内心的催促” 

 圣灵暗地里引导那些经常祷告的基督

徒, 这是一个宝贵的事实. 主耶稣亲自在福音

                                                             
86  还有一个故事, 说到某个信徒想知道神的旨意

是要他做什么, 就为此祷告, 然后闭上眼睛, 随意翻开圣

经, 随手一指, 就以所指的经文作为神的旨意. 他这样做

后, 睁开眼睛一看, 怎知道竟然是 太 27:5: “出去吊死.” 

“神应该不会要我出去吊死吧? 再试一次.” 他重复之前

所做的, 然后睁开眼睛一看, 手指落在 约 2:5: “祂告诉

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哇, 没有这样衰吧!” 他祷告

后再试一次, 这次手指落在 约 13:27: “你所做的, 快做

吧!” 他吓得冲出房间, 从此不敢再用这种方式了. 

书里应许圣灵的引导: “祂(圣灵)要引导你们明

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约16:13); 又说: 

“到那时候, 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

们自己说的, 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

的”(太10:19-20). 

 

 使徒行传也展示这样的引导, “彼得还

思想那异象的时候, 圣灵向他说…”(徒10:19);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 , 圣灵说…”(徒

13:2); “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

许”(徒16:7).  

 

 新约书信也暗示了这样的引导, 作为属

灵成熟的正常经历,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罗8:14);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

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加5:25). 

  

 因此, 圣灵的这种引导可在主耶稣的应

许中、使徒行传的行动中, 以及新约书信的教

义中看见. 这样的引导在基督徒生活中是平常

的, 在基督徒事奉中是重要的, 在紧急时刻是

特有的. 然而, 请格外注意, 只有当我们活出新

约圣经的标准, 才能根据这新约圣经的样式得

享圣灵的引导. 很多信徒渴望得享这种经历, 

却不准备活出像基督那般无私委身和常常祷

告的生命  —  一种得享圣灵引导的生命. 我深

信当我们长久持续对基督忠诚、爱戴和委身, 

我们便容易认出内在圣灵的声音, “我的羊听

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约
10:27).    

 

 我们必须谨

慎, 免得误把一些其

他不属神的声音当

作圣灵的声音. 就如

我们之前说过的, 若它违反明确的圣经教导

(plain Scripture)、平常的义务(plain duty)或圣

化的常识(consecrated common sense), 就不可

能是圣灵内在的催促. 此外, 若它与外在环境

的指路牌(guide-posts of outward circumstances)

有所冲突, 我们也有足够理由去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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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内在的引导通常是以某种催促或

压迫感临到; 但我们必须谨防将它与纯粹属人

的感想(mere human impression)混淆了. 许多

人在压迫困扰的环境和宗教狂热的情绪下, 盲

信“内在的声音”或“内在的亮光”, 盲从所谓“内

在的感动或感想”, 但很多时候, 它们实际上只

是强烈的情绪, 而非神的催促, 我们把“自我暗

示”(“自我感应”, autosuggestion)误当圣灵的声

音. 因此, 我们必须谨记, 当内心有所催促, 促

使我们作出不经理智思考的决定, 就不是圣灵

的声音, 因为这样的行动不像基督, 没经过虔

诚的祷告. 我赞同有所谓圣灵“突发”的引导

(sudden guidance); 但它决不临到草率慌忙和

不常祷告的人. 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虽是

“突然”发生, 但它是经过长达十天之久从容不

迫、不慌不忙的恳切祷告和等候神的引导 ! 

(徒1:3-5, 13-14).    

 

 再说一点: 我们必须谨防任何扰乱我们

在基督里的平安之“引导”. 我请大家留意 西

3:15的重要句子: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

心里作主(KJV: rule in your hearts ; 原文意即: 

作裁判员[umpire]、仲裁[arbitrate] ).” 正如一

个裁判员或仲裁者在比赛中作决定, 在争论性

之处给于判决之言, 照样, 那住在我们内心的

“神的平安”也在引导的事上作出判决. 当这内

在的平安被我们所认为的引导所扰乱, 这引导

就不是出于圣灵. 当我们顺从真引导(指神的

引导), 其中一个最真的标记(token)就是我们心

中有平安, 即使外面狂风大作、情况骚动混乱, 

这种平安仍存于心, 不受干扰. 保罗在 腓4:6-7

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
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
念(原文可译为“驻军守护你们的心怀和思想”; 

garrison your hearts and minds).” 此乃其中一个

对“内在催促”既敏锐又可靠的测试. 简之, 真

引导总是给于平安.  

 

 概括而言, 新约圣经为基督徒论及引导

时有以下几方面: (1) 福音书论到引导的应许

(promise); (2) 使徒行传论到引导的实践

(practice); (3) 新约书信论到引导的训令

(precept). 在引导方面, 神使用的三种主要方式

是: (1) 记载之道(圣经); (2) 内在催促; (3) 环境

开路.  

 

在从圣经支取引导时, 我们应该谨防: 

(1) 奇异的幻想(fancifulness); (2) 仓促慌忙的

寻找经文(hurried reaching for texts); (3) 待圣

经如神奇的魔法(magical). 至于内在催促, 我

们应该: (1) 不要把突发的想法(ideas)或出于情

绪压迫下的冲动(impulses)与圣灵内在的催促

混为一谈; (2) 若它扰乱我们在基督里的平安

(peace), 就要怀疑它是否真的是圣灵内在的催

促. 要提防这些假冒的引导, 其实并非如文章

所写那般“看似”困难. 撰写这类有关引导的题

目听起来相当复杂,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属灵

的人不难认出圣灵的引导, 编译者按). 无论如

何, 亮起上述这些警报的红灯是明智的, 因为

太多人被“自我暗示”哄骗了. 真正诚心寻求和

诚恳祷告的信徒, 不难看清神引导的稳妥途径. 

这样的人总会知道神引导的临到. 

 

(E) 一些基本的概念 

 对于神的引导, 留意一些容易被人忽略

的概念将对我们有所帮助. 首先是: 寻求知道

神的旨意, 不仅是为了蒙神引导, 而是蒙神所

用. 很多人若不注意, 就会认为基督徒生活是

垂直的(perpendicular)  —  指我们与神之间一

条向上的直线. 但事实上, 它应该是三角形的

(triangular)  —  神是最高的顶点, 底下的双角

是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与神的经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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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这是无法分割的. 有

时难以获得引导或许是因为这三角形底下的

双角之间出现“短路”(short circuit, 无法通电), 

即我们与其他同样是神所爱的信徒关系破裂. 

实际上, 神引导我们是为要使用我们, 去为别

人带来属灵福气, 而非仅仅为了满足我们个人

的心愿. 因此, 我们若与别人关系不好, 神的引

导便会受到妨碍 , 甚至受到拦阻 . 自我中心

(egocentricity)已毁坏很多基督徒的祷告生活; 

任何人若只为自我利益而寻求神的引导, 便是

缺乏属灵眼光, 看不清神引导的更高目的. 

 

 其次, 既然蒙神引导的最高目的, 是叫

我们成就神的旨意, 而非要求神扭转祂旨意以

迎合我们的意思, 那么我们就该学习“听过于

求”. 神更关心我们对祂话语的领受, 过于我们

向祂解释我们的需求. 祂太了解我们的需要和

环境 , 不需我们

苦苦劝说 . 最重

要是我们愿意降

服和聆听 . 为了

聆听 , 我们不需

倒空我们的思想, 

却需要让内心静

到可以聆听, 如敬虔的年轻撒母耳所当说的: 

“耶和华啊, 请说, 仆人敬听”(撒上3:9-10). 我们

很多人一直把这次序颠倒了, 说: “耶和华啊, 

请听, 仆人敬说.” 听和说都重要, 各有各的地

位; 但我们大部分的人都需要学习聆听. 

 

 第三, 不要单寻求认识神的旨意, 更要

寻求认识神自己. 神以六种方式向人说话: (1) 

借着大自然(物质的受造物); (2) 借着人的良知; 

(3) 借着十诫和道德律; (4) 借着人类的历史; (5) 

借着圣经的话语 ; (6) 借着基督的教训、榜

样、受死和复活. 不过, 自从圣灵在五旬节降

临之后, 神用第七种方式  —  最奇妙的方式  

—  借着圣灵来向重生之人说话. 不单只在理

论上, 更在内心深处, 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 即

神实在向人的良知直接说话  —  圣灵对我们

的灵说话. 既然圣灵已经临到, 神不再需要以

肉眼可见的形体显现, 如旧约所行的; 一些旧

约杰出的人物看见神以如此方式显现, 但我们

无须羡慕他们. 只要我们在私下祷告方面做得

更常更久, 我们也发现神直接向我们说话, “好

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33:11). 此乃高层次

的引导! 

 

 最后, 我们很多人认为只有在重大事情

上, 例如我们的职业、婚姻、大生意的决定, 

才需要神的引导, 日常生活的小事则不需神的

引导. 我们是谁, 竟有资格决定哪件事是“小

的”, 哪件事是“大的”? 若我们能以神的眼光看

待万事, 就会发现一些我们认为微不足道的事, 

其实对神而言却是重要的. 举个例子, 多年前

的一个夜晚, 在普林斯顿(Princeton), 某个学生

在他的俱乐部拨电话给一个大学生, 请他来谈

天. 这位学生感到此事有神引导. 看来只是很

小的一件事; 但借着那次谈话, 那个大学生信

了基督. 过了一些时候, 这个初信徒领了第一

个人(一个女孩)信主, 过后, 这个女孩成了某人

的妻子, 两人同心一起事奉, 带领了上千的人

归信基督! 神往往用“小的”把“大的”包装起来

(人往往只看到外表那“小的”, 忽略了里面那

“大的”).  

 

切记: 神看重东西的“质”, 而非单单重

视“量”; 不是物质有形的巨大体积, 而是道德

属灵的价值  —  珍贵无价的个人智慧和道德

品行. 人的一生, 甚至永恒, 都与我们看似几乎

不重要的琐碎之事有关. 因此, 我们的理想应

该是: 不断活在蒙神引导的生命里, 而不仅仅

在危急时刻寻求神的引导.    

 

 让我们切记: 神的引导若是真的, 就必

须包括特定的事(particular), 甚至详细到所谓

的“细节”(details), 而不只是普遍或凑巧的事. 

明智的卫斯理(John Wesley)坚持这一点. 他说: 

“我所指的不是神‘一般的天意’… 因它对神引

导方面而言毫无意义. 但所谓‘特别的天意’若

是真实的, 它就必须延伸到所有的人和所有的

事物. 此乃我们的主所明白的意思, 不然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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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路12:7). 

即使再大的门, 也需靠小合页(或译作“关键”, 

hinges)来推动或开关; 照样, 生活中最大的经

历往往都是源自那看似最小的事件. 87 几乎历

史上一切伟大的发现或发明, 都有赖于某个细

节事件.  

 

(F)  提防“超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之荒谬 

无论如何, 我们也不要把这属神引导的

细节与神的预定(divine predestination)混淆了. 

这类属神预定的宿命论观念(fatalistic concept)

有时可在“超加尔文主义者”(hyper-Calvinist)

的阵营里找到. 近期, 我们与一些牧师交往, 他

们拥护神的主权, 坚持说每一只鸟翅膀的每一

次拍动, 每一根草的每一次抖动, 每一条路的

每一宗意外(车祸), 每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都因神主权那无法改变的定旨(decrees)而预先

固定好了!  

 

对世界和人类历史持这种观点, 当然会

使生活成为庞大的监牢, 并且完全排除了任何

与引导有关的观念; 因为引导本身必须容许人

的自由(指人有自由做选择). 如果每一件事都

永远不变地预先规定好了, 我就不需要引导. 

即使我寻求引导, 我发出上述问题也出于神预

先规定好的. 这样的神学令人窒息. 我们为圣

经的新鲜空气和如山的宽敞而感谢神  —  远

离神学畸变(theological aberration)的狭窄、黑

暗隧道! 人享有须负责任的自由; 他的自由是

彰显神的主权, 即神定意要以慈父对待他儿子

的心(不是毫无感情的机械式), 来对待那些诚

恳与仁慈之人.      

 

我们不该把神引导的细节拖入愚蠢的

荒谬里(nonsensical), 例如我们求问神指引我

们应该穿哪一双袜子; 要拿哪一个手提袋等等. 

我们感到抱歉要用这样的例子; 但有些人就是

有这种奇特的概念! 正如我们较早时说过的, 

                                                             
87   这句英文名言是： “As big doors swing on little 

hinges, so the biggest experiences of life often develop 

from the smallest-seeming happenings.”  

神不会把祂的引导浪费在不需要的地方. 人可

在很多地方运用人的自由、常识和判断力去

自行决定. 只有当遇到关于道德、属灵或其他

重要的个人问题时, 才需要神的引导. 

 

(G)  分辨神的引导和良知 

 我们如何分辨神直接的引导与良知

(conscience, 这里的“良知”也可译作“良心”)的

指引? 这两者经常同时发生. 但若只有良知是

不足的. 神直接的引导决不会与那些虔诚且经

常祷告的基督徒心中的良知有所冲突, 但我们

经常需要告诉良知要选择哪一条路. 一天, 某

个九岁女孩告诉妈妈说, 神已经“引导”她做某

件事. 妈妈回答: 亲爱的, 我想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良知告诉你.” “不是的, 妈妈,” 小女孩解

释道, “良知告诉你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但神

的引导告诉你哪一件对的事是你应该做的.” 

 

(H)  神的引导和理智的差别 

 此外, 神直接的引导与理智的判断力

(reason, “理智”亦可译为“理性”)又有何分别? 

它们的差别在于人的理智是美好但有限的, 而

神却是无所不知的. 神的引导不会除掉或取代

人的理智, 而常是通过它来运作. 但我们必须

谨记, 人最好的理智也有犯错的可能, 这往往

出于三大限界(delimitations):  

1) 它不能绝对肯定

它拥有或掌握一

切的事实; 

2) 它不能绝对肯定

它完全正确地解

释一切的事实;  

3) 它不能绝对肯定

采取某种行动后

将产生的后果.  

 

与这三点相比之下, 神知道一切事实, 

并知道这一切事实的正确意义, 以及一切结果. 

有鉴于此, 我们需要神的引导, 不是为要取代

人的理智, 而是要使人的理智降服在神的引导

之下. 人的理智有责任以它所知的资料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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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实), 在一切环境下作出最好的判断. 可是

它必须把自己和一切推理出来的论据交托给

神, 让神来指引、安排或处理那件事. 

 

 我们又如何知道这更高的指引(神的引

导 )何时通过人的理智来运作呢 ? 舒密卡

(Samuel Shoemaker)有个刚健的答复: “神的引

导往往以它独自的权柄临到. 它的强度多样化; 

有时是那分别为圣的心思收到建议, 或领受感

动去行神的旨意; 有时是神的意念清楚地射入

我们的心思, 而这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超越

人自然的意念. 我无法向你全面描述, 若你从

未经历过, 便难以完全领悟. 我劝你不要将它

神秘化, 或用种种迷信方法去获得神的引导. 

试想一下那位无限的神, 要把祂的意念压缩到

我们可以理解的境界. 这种情况就像你对自己

年幼的孩子解释某种事物, 而他明白的词字不

多. 即使他无法立刻完全理解, 你也不会气馁: 

但他若想进一步了解, 你总是愿意帮助他. 人

不信神的引导, 大部分是由于他很少或完全没

有经历过它.” 

 

(I)  神的引导有固定原则吗? 

 或者我们需要留意一件事. 我意识到一

些人会认为这篇论及神引导的文章看来很明

确, 以致有人因此相信当一切条件满足时, 神

的引导肯定临到. 我们遇过一些人埋怨说: “我

已经满足一切条件, 但引导并没有来!” 有者断

言说: “很多属人的经历是远远超越那以成规

(固定规则)运作的属神引导.” 对于神那看似漠

不关心的沉默, 我们本身也曾感到失望或困惑. 

 

 无论如何, 神的引导是与固定原则有关, 

虽说有些人认为这样的看法是天真或幼稚的. 

尽管如此, 我们深信这些人错了, 不清楚明白

与神相交的深层意义. 许多令人信服的经历给

了 我 们 足 够 证 据 , 证 实 我 们 可 以 “ 确

定”(definite)神的引导具有明确原则. 现今流行

的, 当然是在这类事上强调神的引导是不明确

的(indefinite). 学术界把“不明确”视为上等优

秀的谨慎, 以致成了博学者不信的理由. 我们

看见它在某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当中运作, 逐渐

使信心萎缩. 既有明确的圣经摆在眼前, 我相

信我们对神的引导是可以确定的. 我也相信大

部分的含糊不明是因我们自己没有履行责任. 

要想一想, 蒙神引导是何等美妙啊! 但这样的

引导也一定要求我们爱慕神, 完全委身于神. 

有时, 我看似不蒙神所引导, 后来却发现原因

是潜伏的自我主义(selfism)没被赶走.  

 

 还有一个功课常是我们很慢学会的, 就

是活在蒙引导的生命里, 或说走在蒙引导的道

路上. 人若活在被神引导下的生命, 就很容易

在各种情况下知道神的引导. 那些犹疑的人要

好好思考这点. 对那些与神保持高度亲密相交

的人, 神的引导并非模糊不清的猜谜或拼图游

戏, 而是光亮清晰的现实. 但我们要谨慎, 自然

的成熟不一定与属灵的成熟成正比. 作了多年

的基督徒, 我们容易认为自己既然已在自然方

面成熟, 就必然也在属灵方面成熟. 我们容易

错读自己. 我们赞扬自己老练谨慎, 实际上我

们可能属灵视觉很差; 其他属灵人看为清楚的

事实, 我们却只看到模糊的影子. 亚伯拉罕的

老仆人在 创24:27说道: “至于我, 耶和华在路

上引领我…” 此话意义深广. 我们是否活在“蒙

引领的路上”? 我们时常感叹道: “这一切的事

都与我作对”(原文直译, 创42:36).88 但我们若

走在蒙引导的道路上, 便能说道: “一切的事都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原文直译, 罗
8:28).89 

 

                                                             
88   创 42:36: “这些事(原文: 这一切的事)都归到我

身上了(都与我作对).” 英文《钦定本》(KJV)正确译出

其意: “all these things are against me”. 
89   罗 8:28 的“万事”(KJV: all things)原义是“一切的

事”. 上文编译自 J. Sidlow Baxter, Does God Still Guid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68), 第 43-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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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学堂                   微光 

 

传福音(五): 

个人布道的方法和 

个人证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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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A) 个人布道的方法 

(A.1)   个人布道的榜样 

 传福音(或称“布道”, Evangelism)是一

种生活方式, 是基督徒所该负起的其中一项最

艰难责任. 我们当向众人作见证, 包括那些没

有寻求神的人 , 

而约翰福音 4:4-

26 记载这方面的

最伟大榜样  —  

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 . 从主与撒玛

利亚妇人的谈话

中 , 我们学习到

许多宝贵教训.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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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个人布道的态度 

 约 4:4 说: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基督爱

惜每一个宝贵灵魂(要拯救人的灵魂). 这样的

爱催促祂去到撒玛利亚(虽说在地理上, 从犹

大到加利利要经过撒玛利亚, 但全能的主若不

要选择经过撒玛利亚, 祂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和

道路, 可是因着爱, 祂选择去到那里, 编译者

按). 虽然我们的主当时感到疲惫、口渴和饥

饿(约 4:6-8), 但他没有让这些合理的需求拦阻

祂. 祂贴切地做到“先求神的国”(太 6:33). 反观

我们, 即使环境适合, 我们也常忽略抓紧时机

传福音.  

 

 有四大原因我们应该以个人布道(传福

音)作为我们每日生活的重要部分. 

1) 这是个命令: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

万民(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听”(可 16:15). 

2) 这是为着神的荣耀: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

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

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 5:16). 

3) 这是我们对神应尽的道德和属灵责任: “因

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 要在你们的身

子上荣耀神”(林前 6:20). 

4) 这会产生永远的果效: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

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太 25:46). 

 

基于上述这些真理, 与人分享福音(个

人布道)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重视的. 

 

无论如何, 我们看见很多信徒都不重视

个人布道, 不把向非信徒传福音当作是基督徒

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 最常见

的理由可能是 “ 漠不关心 ”( 或作 “ 自满 ”, 

complacency). 我们满意于现状, 对人漠不关心, 

习惯看我们周围的人走向地狱. 为了冲破这

“漠不关心”的障碍, 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和紧握

“永恒”这一事实, 或让永恒深深地吸引住我们. 

害怕人的眼光、害怕失败、害怕被人拒绝等

等, 都可能使个人证道陷入瘫痪. 只有透过操

练, 我们才能轻松自在地与人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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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会找理由, 来为自己不传福音

作辩护. 最常听到的是“我没有恩赐”. 事实上, 

为主作见证所需要的, 是赏识(认识和欣赏救

主和所得的救恩, 而非能言善辩或高言大智). 

看看撒玛利亚妇人, 只信主得救几分钟, 就进

城与人分享关于基督(约 4:28-29).91 有者以“我

们活在末世, 很少人会信主得救”, 来作为不传

福音的理由. 当然, 现今时代充斥着更多敌对

福音的潮流和思想, 肯定更难领人信主, 无论

如何, 神仍然能拯救灵魂(太 19:25-26).92  

 

在个人布道方面所遇到的另一个困难

是, 我们与非信徒隔离, 没有交往. 为了把福音

传给非信徒, 我们需要与他们有良好沟通, 发

展健康友谊. 正如渔夫用他们的网来捕鱼, 我

们也应该用我们的家或其他资源, 来为基督赢

取灵魂, 领人归主. 主耶稣说: “要借着那不义

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

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路 16:9; 编译

者注: 重点是“结交朋友”, 而非“不义的钱财”). 

撒但的渴望就是把我们与非信徒隔离, 使我们

不能把福音传给他们.    

  

 许多信主而加入召会的“外人”(指不是

属于信徒儿女的外人)都是透过信徒与那人先

有交情, 并向他作见证领他归主. 若要靠外地

来的传道人自己邀请人来出席福音聚会, 几乎

是不可能的.  

 

(A.3)   我如何介绍福音? 

 如何开始介绍福音呢? 主耶稣给我们树

立美好榜样. 主耶稣以共同兴趣的话题作为开

始. “请你给我水喝”(约 4:7)是可预料到的要求. 

这就等于论到天气如何(注: 西方人见面时常

用“天气情况”作为问候语或开场白). 由于和撒

                                                             
91   约 4:28-29: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 
92   太 19:25-26: “门徒听见这话, 就希奇得很, 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 说: ‘在人这是不能

的, 在神凡事都能.’ ” 

玛利亚妇人交谈的时间简短, 所以主没花太多

时间谈论普通的水. 祂很有技巧地从生活上实

际的需要(水)转移到属灵的需要(救恩). 祂说

话的语气没有改变(没有因论到属灵需要而变

得激昂), 我们需要学习从短暂物质事物谈到

属灵事物时, 仍然保持非正式的轻松情况.    

 

 在介绍福

音时, 主耶稣在未

提到罪人的需要

以前, 先论到积极

正面的真理 , “你

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

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

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

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 直涌到永生”(约

4:10,14). 主介绍真理的正面性质(指好的一面), 

因而激发起撒玛利亚妇人的兴趣, 想进一步了

解这个吸引她的事.93 

 

(A.4)   我如何冲破障碍? 

 首先, 我们必须面对种族和社会的障碍

(racial and social barriers). 令撒玛利亚妇人吃

惊的是, 主耶稣是个犹太人, 竟然向撒玛利亚

人谈话,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

亚妇人要水喝呢?”(约 4:9: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

利亚人没有来往”). 对十架救恩的赏识, 会除

去偏见, 对所有人产生爱心. 此外, 主耶稣要解

决那妇人分析推理后所发出的问题, “先生, 没

有打水的器具 , 井又深 , 你从哪里得活水

呢?”(约 4:11). 主耶稣以极大的耐心处理她所

推理的疑问, 并鼓励双向的沟通或交谈(指两

方都有说话的机会). 我们必须学习聆听, 要同

情对方因缺乏知识而产生的种种疑问, 并耐心

地为他们解惑. 

 

                                                             
93   我们要激发听者的兴趣, 使他想进一步了解那

吸引他的事; 例如我们可以这样问: “你想要平安和满足

的人生吗? 我知道有个地方能找到平安和满足…” 接着

逐步把听者引向耶稣基督和祂“平安的福音”(弗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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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质疑基督的优越性, 说: “我们的祖宗

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

都喝这井里的水 ,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约

4:12). 为了克服这方面的误解, 主耶稣用雅各

所给的与主自己能给的作对比: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

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 直涌到永

生”(约 4:13-14). 主耶稣的优越性就是那样的

优异高超, 无以伦比!  

 

撒玛利亚妇人也带出宗教课题, “我们的

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是

在耶路撒冷”(约 4:20). 她所关注的, 是应该在何

处敬拜. 但主耶稣强调, 重要的是: 应该敬拜谁, 

并如何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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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4:23). 主耶稣在谈论宗教课题时, 并没

脱轨(祂正面回应, 没有避而不谈, 编译者按). 

 

(A.5)   我如何讲解罪的问题? 

 一旦那妇人渴望得到活水时, 主耶稣说: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约 4:16). 我们并

不知道某人过去的罪; 虽然如此, 我们却拥有

神的道(圣经), 这道是“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

能辨明”(来 4:12). 若只是觉悟每个人都有罪, 

这样的普遍认知还不足够. 每一个人都必须面

对他本身的罪和罪的恶果. 值得留意的是: 主

耶稣没有批评她, 所以我们也该避免给人一种

“我比你圣洁”的高傲印象. 祂并没有要求她改

变生活方式. 真实的悔改(思想或看法上的改

变)可以发生在“品行改变”之前.  

 

 在谈论到她的罪方面, 主耶稣如此结束: 

“你这话是真的”(约 4:18). 主称赞她说出真话. 

在与人分享福音的过程中, 我们也应该在对方

身上寻找可合理称赞之处.  

 

(A.6)   我如何讲解救恩的路? 

 撒玛利亚妇人现今已对基督有概括性

的认识, 但她还没有得救. 她说: “我知道弥赛

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祂来了, 必将一切

的事都告诉我们”(约 4:25). 救恩就是启明或彰

显基督, 也只有基督才能赐下救恩. 祂说: “这

和你说话的就是祂”(约 4:26). 我们必须小心分

辨 , 不要以为某人拥有“对基督的概括性知

识”(general knowledge, 指一般或笼统的认识)

就表示他已得着救恩. 许多假冒的认信(false 

professions)往往都是因为急于看到某人得救

所致. 我们必须给神时间, 让神按祂的时间作

拯救灵魂的工作. 

 

(A.7)   为主作见证会如何影响我? 

 缺乏个人的布道导致召会缺乏生命力. 

它也导致人数上的软弱稀少, 产生福音工作上

的困难. 试想想, 若我们都积极参与个人布道, 

努力私下与人分享福音, 结果将是何等不同啊! 

那时会有更多非信徒参加福音聚会, 会有更多

原本与召会无关的外人信主得救, 给召会带来

莫大的喜乐! 祷告聚会也会活跃起来, 因为每

一个都有要代祷(求神拯救)的对象. 我们也可

善用讲道聚会(培灵造就聚会)和查经聚会, 来

供应新的归信者之需要. 

 

 我们每个人所

该面对的挑战问题是: 

“我是否有联络某个人, 

并积极为他祷告, 努力

为基督赢取他  —  带

领他信主得救?”94    

 

 

(B) 个人证道的责任 

(B.1)   我们的冲突 

大部分的信徒有时感到身处战场. 在我

们心灵深处, 我们渴望见到人信主得救, 但这

正面的渴望与我们负面的情绪猛烈相撞, 因我

们缺乏信心, 感到紧张, 害怕被拒绝的尴尬场

面. 我们想要为主见证, 但往往内心被打败了, 

亏欠了我们的救主. 我们如何改进呢? 希望借
                                                             
94   上文编译自 Paul Kember 所写的文章 “How Do 

I Present It?”, 载 A. J. Higgins (comp.), Preaching the 

Gospel (Michigan: Truth & Tidings Inc., 2010), 第 6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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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思想那位赢取灵魂的大师(主耶和华神), 能

帮助我们有效的证道.   

 

基于首次提及法则 (the Law of First 

Mention), 我们应该看灵魂得救的首个例子. 耶

和华神在伊甸园中, 巧妙地带领亚当和夏娃觉

悟到他们的罪, 看清自己需要信靠神的供应. 

神如何做到这点? 我们从中学到什么? 如果我

们能从圣经追踪探索这方面的真理, 我们就能

获得实用原则 , 引领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

音”(可 16:15). 

 

(B.2)   我们的观点 

 是否每一个信徒需要为主作见证? 是否

每一个信徒应该感到需要作见证? 为主作见证

到底是一种特权, 还是一种责任? 在主耶稣升

天以前, 祂吩咐门徒: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宣

告, herald)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传福音并

不是一个想法、一项建议或请求. 救主耶稣期

望和命令祂的门徒

去传福音. 不是每一

个人都能公开传讲

福音, 但我们每一个

人都必须履行我们

的责任去作见证. 

 

 我们对作见证的看法, 应该不仅是因为

“它是主所吩咐的责任”. 在乐园中, 主耶和华

神表现出祂自己能够拯救罪人(创 3:8-21, 祂也

主动前来寻找罪人, 而非等人求助). 事实上, 

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助. 虽然如此, 祂要使用

我们! 祂可以自己找像腓利或拿但业的人(徒

8:26-39; 约 1:45-51), 来为他作见证, 不过祂给

我们特权去寻找灵魂归向祂, 像安德烈寻找彼

得一样. 因此, 祂的命令并非给我们责任; 而是

指令性的允许我们这样做. 祂是赐给我们机会

去与祂同工. 祂可以自己捕鱼(约 21:9), 或让我

们也下网捕鱼, 与祂同工. 为主作见证(用口或

文字传讲福音)其实是一种至高特权. 明白这

一点是何等激励人心啊!  

 

(B.3)   我们的目的 

 主耶和华神先向亚当和夏娃说话, 首先

要领他们悔改(“悔改”一字意指思想上的改变, 

即同意神对我们的罪所持的看法), 然后亲自

接受神所预备的祭牲(创 3:9-21). 我们必须清

楚一点: 我们分享福音的目的, 不是要计算有

多少人“委身”(commitments), 有多少人“决志

信主”(decisions for Christ)或“把心给主”(hearts 

given to the Lord). 处在我们这“成绩导向”(以

成绩为目标, results-oriented)的社会, 人难免看

重数字(看多少人信主). 但请留意救主耶稣所

说的是: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重点是为主作

见证, 而非有多少人信主). 我们的目的是把人

带领到基督面前, 使他们觉悟神的圣洁(神是

光), 并借着基督救恩的供应, 使他们承认神的

关爱(神是爱). 我们要忠诚地为主作见证, 成绩

方面(指人是否信靠和接受主方面)全交给主, 

祂自己会负责.  

 

(B.4)   我们的优先次序 

 在优先次序方面, 我们首先应该强调的, 

是散播神的道种. 这样做是效法救主的榜样

(太 13:3). 传道者腓利忠心地在撒玛利亚撒下

福音的种子(使徒行传 8 章). 他履行了救主的

大使命  —  “去, 传福音!”(可 16:15). 

 

 其次, 我们应该寻找神所接触的特定灵

魂. 主耶和华主动地寻觅和找出亚当与夏娃

(创 3:8). 请留意, 祂没有寻找魔鬼(即引诱夏娃

的古蛇, 比较 创 3:1-5 和 启 12:9), 没有救恩给

他. 此外, 主耶和华知道要到哪里找亚当和夏

娃  — 在伊甸园里(创 3:8); 祂也晓得什么时候

寻找他们  —  “天起了凉风”(创 3:8). 圣经里找

不到“摇椅式布道”(Armchair evangelism, 指坐

在原地等人来听福音). 我们必须“去”! 我们必

须培养属灵的敏感度, 以便能敏锐地察觉神的

引领, 像祂带领腓利去到埃提阿伯的太监那里

(徒 8:29). 我们必须从神领受负担(burden, 可

指神赐下的深重感动), 晓得何时、何地及如

何找到那些正在寻求平安的特定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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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点, 我们留意到哪一个先来. 没

有所谓的 “寻找困扰灵魂的专家 ”(Troubled 

Soul Specialists, 注: 当腓利积极传福音时, 神

的灵就带领他找到上述特定的灵魂 , 参  徒

8:5,12,26,29). 当我们在履行我们传福音的责

任时, 神就会赐下特定的机会. 要引导或驾驶

一个已经开动了的汽车, 往往是更容易的. 当

你已在忠心地散播福音种子时, 主就会引导你

去到特定的灵魂那里.   

 

 优先次序的第三点, 是要跟从和支持神

的方法. 在新约圣经中, 公开传讲福音是神特

别的方法. 我们需要先私下为主作见证, 来预

备人心去听所传的福音. 无可否认, 很多人是

单靠信徒私下作见证而得救的. 无论如何, 圣

经的样式是: “那些分

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evangelizing, 指个人

私下分享福音, 为主作

见证)”, 我们接着读到,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 

宣 讲 基 督 (publicly 

heralding, 指公开宣告传讲福音)”(徒 8:4-5). 既

然所有传道的工作是属召会拓展工作之一, 我

们应该善用私下为主见证, 来推动此事工.  

 

 优先次序的第四点是帮助听者定位(get 

located, 指处于正确位置). 主耶和华的第一道

问题引领亚当面对他灵性的地位和实况. 必须

先“定位”, 才引领他们接受神的供应. 催促“未

定位”的人采取信靠的行动(即在某人未认清

自己是罪人之前, 就要他决志信主), 是仓促草

率的做法, 导致假冒的认信(false professions), 

或使他归主后的成长遇到严重挑战. 

 

 优先次序第五点是帮助人把焦点放在

神的特性(指神的属性如圣洁、公义、慈爱、

怜悯等等). 在主耶和华还未出现以前, 亚当和

夏娃只感到莫名的羞耻和良心的不安, 直到他

们把自己与耶和华神作一比较, 才明白他们的

罪何等深重. 

(B.5)   我们的困难 

 一般而言, 我们遇到三种困难: 

1) “害怕”与“知罪”相比(Fear vs. Conviction): 

亚当说他们躲在树后, 因为他害怕和深感

羞耻.  这点与他知罪(即在神向他说话以后

而知罪)有很大不同. 亚当害怕犯罪的后果

(遭受刑罚), 与他明白自己的需要和神的圣

洁, 两者之间是有分别的. 我们常在孩童身

上看到他们害怕后果, 而非真正知罪. 他们

害怕死亡、阴间, 或被提发生后他们被留

在地上, 但他们还未明白什么是罪和他们

个人对神的责任. 因此, 要帮助他们把焦点

放在自己的罪和神的圣洁, 这是很重要的. 

主耶和华先论到他们犯了什么罪和他们本

身的责任(创 3:11),95 然后才说到他们罪的

惩罚 (创 3:16-19). 害怕是以情绪为根据

(emotion-based), 但知罪则以圣经为根据
(Scripture-based). 

2) 宗教(Religion): 人经常用自然界的方法来

解决属灵的问题. 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

的叶子为自己编织衣服, 尝试遮盖自己赤

身露体的羞耻(创 3:7). 他们尝试用自然界

的物质方法, 去解决一个因属灵问题所引

发的自然症状. 人的思想通常倾向于考虑

有形的事物. 属灵的问题如罪、圣洁、救

恩和保证(得救把握)是比较难领会的. 人往

往要依靠有形的物质活动如洗礼、祷告或

善行来解决罪的问题. 尽管这样, 我们发现

主耶和华神没有责备亚当和夏娃的做法, 

腓利也没有嘲笑或指责在撒玛利亚的犹太

教与异教混合之信仰. 简之, 清楚地呈现福

音真理, 人至终会看出假冒的事物.    

3) 借口, 借口, 不断找借口! (Excuses, Excuses, 

Excuses!): 人的本性被罪歪曲了, 人心比万

物诡诈. 大部分的人都会跟随世上第一个

男人和女人的坏榜样  —  把过错全归咎于

别人, 或找借口逃避责任. 请注意神在 创

3:11 不断使用“你”字(提醒犯罪者本身要负

                                                             
95   创 3:11: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 莫

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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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责任).96 为主作见证时, 我们一定要温和

仁慈地集中于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责任.  

 

(B.6)   我们的操练 

 耶和华神使用祂自己的话语(创 3:11), 

来使人知罪, 寻求救恩. 魔鬼非常努力地叫人

怀疑神的话, 因他晓得神的话是满有能力的. 

因此, 我们必须不断正确地重申神的话(圣经

的话语)给人听. 神借着祂的道向人说话, 使人

重生(彼前 1:23).97  腓利也跟从这最初原则 , 

“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 对他(埃提阿伯的太

监)传讲耶稣”(徒

8:35). 救主耶稣

对律法师也是这

样做 ( 路 10:25-

26). 向人作见证

时 , 回到出埃及

记的十诫或罗马

书 23 章, 都是很有价值的. 要尽量把神的话留

在人心中, 越多越好. 有时需要多引述圣经, 需

要更多的圣经根据. 但在另一些时候, 一句合

宜的话可令罪人承认自己的需要.  

 

 与别人交谈时, 善用当时的环境或众所

熟悉的实物教材往往是重要的. 主耶和华神使

用亚当身在的位置(躲在园里的树木中), 来作

开场白, 最终引领他信靠神所预备的祭牲. 保

罗在使徒行传第 17 章亦使用同样技巧, 他在

雅典用他所观察到、那称为“不识之神”的坛, 

作为谈话的开场白. 

 

 “发问题”对开始和维持良好交谈而言, 

都是重要的. 主几乎用尽了五个“W”的问题

(Who、What、Where、When 和 Why). 祂采

用这种发问法, 来使亚当告诉主关于他所知道

的是什么, 并本身在想着什么. 避免采用“是-

                                                             
96   创 3:11: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thou)赤身露体

呢? 莫非你(thou)吃了我吩咐你(thou)不可吃的那树上的

果子吗?” 
97   彼前 1:23: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

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不是”之类的问题句, 因它倾向于产生一个字

的答复(“是”或“不是”), 很少或完全没有解释. 

此外, 我们也要敏锐地察觉听者的背景、知识

水平及兴趣. 我们要学主那样, 先发问, 后聆听, 

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足够知识. 腓利了解他的听

众, 所以对有旧约知识的犹太人, 他就传讲基

督(弥赛亚); 对知识较少的撒玛利亚妇人, 他就

传讲耶稣.98   

 

 最后, 一个很有用的方法, 就是采用明

确的例子来说明属灵的真理. 主耶和华神使用

动物的皮为人遮羞, 教导伟大的圣经真理. 救

主耶稣也采用比喻和旧约故事 . 虽说实例

(illustrations)并非通往永生的门, 但它像窗口

一样, 使光透入, 光照人的心思. 我们必须以小

心谨慎和恳切祷告的心态来使用它. 

 

 对许多信徒而言, 为主作见证并非容易

或自然的事. 但它却是一个值得培养的生活方

式, 一个值得追寻的目标, 一个值得投资的工

作. 为主见证的每一方面, 都需要神的帮助. 愿

神帮助我们更感受到祂热爱灵魂的心, 更明白

祂行事的原则, 并在我们

为主见证时更多领受祂

的能力 . 当我们可以说

“我为着这人祷告”时, 我

们的心是何等喜乐啊!99 

                                                             
98   “基督”一词译自新约希腊字 Christos {G:5547} 

(意即受膏者), 与旧约希伯来字 Mâshîyach {H:4899} 

(英文: Messiah ; 中文音译为“弥赛亚”, 意即受膏者)意

思相同. 旧约圣经多方预言弥赛亚将会来到世上施行拯

救, 建立天国, 包括复兴以色列国. 所以对认识旧约圣经

的犹太人, 就可传讲“基督”(弥赛亚), 引证和讲解旧约许

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 但对旧约圣经预言不甚了解的人, 

就传讲“耶稣”(此名意即“耶和华拯救”, 表明“耶稣”是救

主), 把焦点放在主耶稣拯救罪人脱离罪的永刑, 使信祂

的人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比较 约 4:14). 
99   上 文 编 译 自  John Dennison 所 写 的 文 章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o Witness”, 载 A. J. Hig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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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ings Inc., 2010), 第 68-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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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100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七): 

圣灵与召会 

的聚会和治理 

 
(A)    圣灵的活动  

 神的旨意不是要祂子民缺乏属灵的能力

和属天的引导. 当主耶稣在世为人时, 祂显然非

常关怀凡属祂自己的人. 主耶稣在未回到父神面

前, 就安慰那些留在地上为祂作见证的人, 并应

许赐给他们宝贵的遗产(legacy). 

 

(A.1)   主为属祂自己的人留下遗产 

其中一个最宝贵的遗产, 就是祂圣名的

权柄(太 18:20; 林前 5:4). 虽然祂已不在世上(已

坐在天上宝座), 但我们从祂领受至大尊荣, 去在

世人面前背负祂的尊名. 求神保守我们, 不至羞

辱我们所敬奉的尊名(雅 2:7). 就是这名授权给

地方召会的信徒聚在一起, 并且主应许与信徒同

在 , 直到世界 (原文 : 世代 )的末了 (太 18:20; 

28:20). 这是主所赐下有福的确据, 表明这方面

的见证不会终止, 神的能力会维持它, 直到末了.  

 

主在祂作大祭司的

祷告中, 向父神说道: “我

已将祢的道赐给他们”(约

17:14). 在新约圣经还未写

成以前, 祂已把神的批准

印章印在其上(表明认可新约圣经, 约 16:12-15). 

对于那些寻求在这黑暗邪恶的世代为主摆见证

的人, 神的道之价值和重要性是无法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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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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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教会”译作“召会”更为贴切, 更合乎原意, 指被神呼

召出来的一群人(a called-out company). 英文“church”一

词常用来指教堂, 但新约圣经从不用“教会”来指建筑物, 

也没用她来形容由一群会众组成的宗派或组织. 

祂不仅赐下神的道, 还应许赐下神的灵  

—  圣灵, 来与我们永远同在, “因祂常与你们同

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约 14:17). 然而, 只有当主

耶稣升天以后, 圣灵才会降下(约 7:39), 若没有

祂(圣灵)的运作, 我们难以成事! 

 

(A.2)   圣灵在召会中的活动 

 召会是圣灵在世上的居所, 所以是神的

圣殿, 是信徒聚集进行敬拜和赞美的殿(林前

3:16-17). 在这一章, 我们会把讨论集中于圣灵的

职事(ministry, 指职分与事奉), 特指圣灵在聚会

进行时、在荣耀基督方面和召会治理上的职事. 

在接下去的两章, 我们将讨论有关圣灵赐下属灵

恩赐, 并带领祂所装备的人去事奉.  

 

(一)   圣灵聚集信徒的四图像 

 (Pictures of the Spirit’s Gathering Ministry) 

圣经有四幅美丽的图像, 描绘圣灵招聚

的职事. 每一幅图像都包含一位无名仆人的事奉, 

以图解说明圣灵四个范围的活动.  

 

1) 祂为一位儿子寻求新妇(新娘; 创 24:1-66). 

这位忠心的无名老仆去到远方, 为主人(亚伯

拉罕)的后嗣(以撒)找一位新妇. 整本圣经中

很少有如此动人的故事情景. 那些赏识这故

事的人, 不难察觉到这幅图像的背后意义, 可

描述圣灵现今(在为神子耶稣基督)寻找新妇

的活动, 赐她将要获得产业的保证, 以儿子以

撒的荣耀来充满她的心, 护送她渡过辽阔的

沙漠, 最终把她带到结婚大喜之日(编译者注: 

圣灵也如此帮助基督的新妇  —  召会). 圣灵

的活动何等叫人蒙福啊! 

2) 他也提供禾场上所需的工人(得 2:4-7; 注: 第

5 节译作“监管收割的仆人”). 我们再次不知

道那仆人的名字, 只晓得他监管收割者, 并允

许路得在禾场上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这是

圣灵今日的职事, 监管所有在世界大禾场上

为神劳苦收割的人, 带领他们为那位属天的

代赎亲属(heavenly kinsman Redeemer, 指主

耶稣)收集麦捆.101 

                                                             
101   “可代赎亲属 ”或称 “至近的亲属 ”(kinsman 

Redeemer)是路得记所强调的特色之一. 《启导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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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祂为福音筵席呼召或邀请客人(路 14:16-25). 

马太福音 22 章的比喻 描述王的众仆人(太

22:10), 但路加福音 14 章却是它的对比, 因

为这里只有一个仆人出去邀请, 并带领客人

出席筵席; 实际上, 他还有能力“勉强人进

来”(路 14:23), 这乃是圣灵叫人得福的活动. 

4) 他带领门徒去到桌子那里进行相交 (交通, 

communion, 可 14:12-16). 主吩咐门徒去见一

个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的人, 并跟着他走. 他

进到一间家, 他们也进去, 就在那里的楼房上

(upper room)预备筵席, 主耶稣称那里为“客

房”(KJV: guestchamber). 就在那间客房, 众

门徒与主一同坐席, 就在那里, 主设立晚餐

(后称“主的晚餐”, 林前 11:23-26), 要门徒以

此记念祂. 这是一幅美妙的图解, 说明圣灵如

何带领信徒到召会中, 聚集他们到主耶稣那

里(参 太 18:20 的原文直译: “因为无论在哪

里, 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归入我的名…”; 注: 

“被聚集”可指被圣灵聚集).  

 

在 太 18:20, 圣灵是那位没被命名的仆人, 

负责聚集信徒归入主耶稣的名. 这节在中文《和

合本》是: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

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节的“聚

会”(KJV: are gathered together)按希腊原文的文

法是“现在完成时态 -分词 -被动语态”(perfect 

participle passive), 意指那两三个人不是主动地

聚在一起, 而是被另一者的活动(即圣灵的活动)

所影响而聚在一起. 此乃圣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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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被许多圣经学者称为

“属天的代赎亲属(heavenly kinsman Redeemer), 因为: (1) 

基督赎回我们在亚当里和乐园中所失去的福气(参 启

22:1-3); (2) 基督娶了“羔羊的新妇”(召会)为妻(弗 5:23-

32; 注: 所有在新约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便自动组成基督

的身子  —  召会[林前 12:13; 弗 1:23] ). 

(二)   圣灵以荣耀基督为优先 

 (Priority of the Spirit’s Glorifying Ministry) 

 “祂要荣耀我, 因为祂要将受于我的告诉

你们”(约 16:14). 当主耶稣说圣灵“不是凭自己说

的”(约 16:13), 这话何其真实. 祂是指圣灵所要

说的话, 其实是神的话, 但根据第 14 节, 我们可

以清楚教导说: 圣灵在这时代的活动并不是把人

的注意力引向自己, 而是引向主耶稣的荣耀. 很

多人说了许多关于圣灵的

工作, 却很少甚至没有论到

主耶稣的荣耀. 这样的工作

不是圣灵真正的工作, 因为

圣灵最会优先以基督的事

为主, 将它们启示我们.  

 

(三)   圣灵引导和带领的原则 

  (Principles of the Spirit’s Guiding Ministry)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 都是神的儿

子”(罗 8:14). 圣灵的职事之一, 就是引导信徒, 

而祂的引导是恒常不断的(而非久久才一次). 除

非我知道“在一切事上被圣灵引导”是什么意思, 

否则我就不能期望祂在圣徒被聚集时引导圣徒. 

圣灵的引导并非像许多人所建议的  —  一种神

秘的内在声音. 事实上, 它是信徒让圣灵把神记

载之道(written Word of God, 即圣经)应用在自己

的内心和生活

中 . 圣灵是一

位伟大的教师, 

但祂只有一种

言语 , 正如神

的道所写的 : 

“ 并且我们讲

说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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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JV: comparing spiritual things 

with spiritual).102 

                                                             
102   对于 林前 2:13, 马唐纳评注道: “ ‘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这句话有几种解释, 意思可以是指: (1) 

用圣灵所赐的言语, 来解释属灵的真理; (2) 将属灵的真

理传授给属灵的人; 或 (3) 将其中一段经文的属灵真理

与另一段比较. 我们相信第一种解释最能与上文下理配

合. 保罗所说的是默示的过程, 就是运用圣灵所赐特别

为传授真理的字句. 因此, 我们可以将这句意译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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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靠圣灵进行治理得保守 

(Preservation through the Spirit’s 

Governing Ministry) 

 圣灵也执行召会的治理. 这是圣灵现今

的重要职事之一, 也是我们在本章所要思考的. 

圣灵在地方召会中从事

治理的事务, 这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活动, 正如

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

说: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

的监督”(徒 20:28; 注 : 

这节表明圣灵以设立长

老, 来监督和牧养神的

召会, 使召会获得治理

得蒙保 守 ; 也 参  徒

20:17-38; 提前 3:1-16; 多 1:5-9).  

 

(五)   靠圣灵赐下恩赐得供应 

(Provision through the Spirit’s Gifting 

Ministry) 

 圣灵在召会中赐下各种属灵的恩赐, 使

召会整体得着属灵的供应.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

却是一位…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 , 是叫人得益

处…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

各人的”(林前 12:4-11, 28-31). 圣灵赐下各种恩

赐给召会. 这方面的职事将留到下一章才谈.  

 

(A.3)   神家中的治理 

 召会是神的家(提前 3:15), 神不愿看到祂

的家混乱无序(林前 14:33,40). 有关神在召会中

的治理(rule), 新约圣经给我们明确的四大特征: 

 

1) 主耶稣基督高居首位(西 1:18). 

2) 神的道(圣经)是独一权威(林前 14:37). 

3) 圣灵主持大局(林前 14:1-40; 参 林前 12:4). 

4) 敬虔的引导者(Guides, 特指敬虔的领袖们)被

圣徒敬重和顺从(帖前 5:12)  

 

现在, 我们要查考上述第四个特征  —  

敬虔的引导者(即一般所说的“长老”或“监督”). 

 

                                                                                                    
属灵的言语阐明属灵的真理.’ ” (引自 马唐纳著,《活石

新约圣经注释》, 第 663 页)  

(B)    召会中的长老  

(B.1)   长老的职事 

 圣灵其中一项特别的工作, 就是呼召与

装备长老.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

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召会, 就是

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徒 20:28). 保罗说: “多谢

神 , 感动提多的心 , 叫他待你们殷勤 , 像我一

样”(林后 8:16). 林后 8:16 给我们提示, 表明圣灵

如何“立某人作监督(长老)”. 祂感动那些人的心, 

使他们殷勤地关心神的子民. 人要有牧者的心, 

才会喂养、引导、关怀和保护羊群, 也只有圣灵

可以预备这样的心.  

 

这方面的装备需要时间, 因为监督也被

称为长老, 意思就是他们在属灵的事上成熟. 长

老不是靠自然的年龄来产生(不是年纪越大、越

老, 就有资格作“长老”), 但我们确实需要时间让

人在神的学校里学习和经历神, 以致长得成熟. 

“长老”(elder)这名称表明他们的成熟(maturity), 

“监督”(overseer)述说他们的责任(responsibility), 

因为他们视察(指巡视察看, see over)羊群的需要, 

而“羊群”乃是圣经用来形容召会的词语 (徒

20:28; 彼前 5:2 ). 长老们也在羊群当中走动, 探

望(visit)群羊, 供应他们属灵的需要. 简而言之, 

监督(overseer)就含有这两个意思, 指他们是视察

和探望羊群的人(徒 20:28-31). 

 

他们也被称为“牧师”(pastors)或“从属牧

者”(undershepherds, 指在牧长主耶稣领导和控制

下的牧者)103 (弗 4:11 将之译作“牧师”, 希腊原文

是 poimên {G:4166}, 意即“牧者、牧羊人”). 这

称呼描述他们

像牧者一般地

照顾群羊 (彼

前 5:2). 彼得

非常谨慎, 说

牧者是在群羊

中间(彼前 5:2: 

“务要牧养在

你们中间 [并非“你们权下”]神的群羊”), 表明牧

者常与群羊同在, 知道他们个别的考验和需要, 

                                                             
103   主耶稣被称为“牧长”(chief Shepherd, 彼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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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与他们隔离, 更不是作他们的主人, “也不是

辖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3).  

 

长老也常行使执事的职责(提前 3:8-13). 

每一个召会都有一班长老, 但没有一班恒久常驻

的执事(deacons, 希腊文: diakonos {G:1249}, 意

即“仆人、差役、服事”). 在使徒行传第 6 章, 那

七个被选去进行执事工作的弟兄, 不久就从事别

的事工, 放下了管理膳食的物质事奉. 召会中任

何弟兄姐妹, 只要他们符合 提前 3:8-13 的属灵

资格, 都能执行“执事”那属物质方面的实际事奉

(如管理膳食、召会财务、文书等工作).  “执事”

的意思是: 为神或神的子民执行某种特定事奉, 

包括实际性与属物质的事物, 例如看管圣徒聚会

用的建筑物.  

 

尽管如此, 执事的事工也包括属灵事奉

如教导和传道, 姐妹在这方面当然没有参与(林

前 14:34). 我们不该拿属灵方面的事奉与属物质

的事奉作一比较, 看哪一种价值更高; 只要是为

主耶稣而做, 上述两者在神眼中, 都同有极大的

价值. 

 

值得留意的是, 在新约圣经中, “执事”一

词更常用来指从事属灵的事奉, 过于属物质的事

奉; 例如保罗和亚波罗是执事, 带领哥林多人信

主得救(林前 3:5).104 保罗是召会的执事, 要把召

会的奥秘传得全备(西 1:25);105 他也是福音的执

事(弗 3:7).106 此外, “执事”一词也用作形容提摩

太(帖前 3:2)、以巴弗(西 1:7)、推基古(西 4:7)和

                                                             
104   林前 3:5: “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

执事, 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 引导你们相信.” 
105   西 1:25-26: “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作了

召会的执事, 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这道理就是历世

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祂的圣徒显明了.” 
106   弗 3:7: “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祂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众天使的事奉. 有者正确说道, 所有长老都行使

执事的职责, 但肯定的, 不是每个执事都是长老. 

 

论到长老的责任时, 他们也被称为管家

(stewards, 多 1:7).107 长老们受委托去执行一个

宝贵的任务, 即照顾那属于主、也是主所珍爱的

地方召会. 当主再来时, 长老们就要为着所托付

他们看管的召会向主交账(路 12:41-44; 林前 4:1). 

 

(B.2)   作长老的属灵条件 

 神用两处平行的经文, 给我们有关作长

老的资格(提前 3:1-7; 多 1:6-9). 若仔细查看这些

条件, 我们不难发觉每个信徒“都该”具有这些特

征或品德, 但在长老身上, 这些特征是“必须”具

备的(提前 3:2). 

 

 这两处经文所列下的特征是够清楚的, 

不需任何解释, 但在提摩太前书的经文中, 有四

项条件可能使一些人产生误解, 或难以正确理解. 

因此, 我们在此作出简略解释. 

 

1) “必须无可指责”(提前 3:2): 这意味着信徒或

非信徒都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可指控长老.   

2) “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提前 3:2): 这话意即

长老在道德品行上无可指摘. 他只作一个女

人的丈夫(one-woman man), 不让人有理由相

信他恋慕其他女人. 这不表示若长老的妻子

离世后, 他就不可再娶. 他可以再娶, 但必须

是“在主里面”(in the Lord)的姐妹(请比较 林

前 7:39).108  

3) “善于教导”(提前 3:2): 有些人对这点产生争

执. 然而, 这句话不一定要解释成长老必须是

个很有恩赐的教师, 因为许多非常敬虔的长

老并非如此. 若保罗的意思是长老必须很有

教导的恩赐, 我认为他一定会清楚说明这点. 

保罗所谓的“善于教导”是指长老看见有需要

时, 就准备教导(readiness to teach when it is 

                                                             
107   多 1:7: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 不

任性, 不暴躁, 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 不贪无义之财.” 
108  林前 7:39: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被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 妻子就可以自由, 随意再嫁, 只是要嫁这在
主里面 (in the Lord)的人.” 这节是指作妻子的姐妹而言, 

但其原则对作丈夫的弟兄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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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ed), 或指有能力看出某人需要教导, 并

准备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这教导可以私下进

行, 或在召会聚会时进行, 而我想起很多长老

看见需要后, 就邀请有恩赐的教师来召会讲

道或教导, 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这点符合保

罗所谓的“好善”(KJV: a lover of good men; 

多 1:8).  

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提前 3:4): 这是指当他

的孩子们还在他的看管下, 与他同住的时候. 

当他们长大离开家以后(特别是他们成家立

业后, 编译者按), 他们就不再属于那长老家

庭的管治之下. 

 

提多书用相当长的一句话论到作长老的

资格, 这段经文很有意义: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 不暴躁, 不因酒滋事, 不

打人, 不贪无义之财, 乐意接待远人, 好善, 庄重, 

公平, 圣洁自持, 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

正的教训劝化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多

1:7-9). 这是何等高贵的描述, 而我知道很多符合

上述资格的人. 为着这些属神的人, 我们感谢神. 

 

众 长 老 的

权柄不是源自他们

个人本身, 而是源

于神的道. 对于这

道, 他们不仅以言

语教导, 也以身作

则 活 出 这 道 ( 来

13:7-8; 彼前 5:1-4). 

 

对于长老的功用, 圣经为我们作出以下

的描述: 圣灵在召会中兴起他们, 使他们为神在

召会中进行治理. 圣经从没有所谓的“区域性监

督 ”(district overseer) (提前 3:4-5; 5:17; 帖前

5:12). 他们是属灵的引导者(来 13:7); 他们是牧

者(彼前 5:1-4), 他们行事不可有偏心(提前 5:21). 

 

圣经也多方教导信徒应该如何对待长老

们. 信徒要认出、承认或敬重他们(帖前 5:12), 

要尊重他们(林前 16:18), 要依从他们(来 13:17)

和顺服他们(来 13:17; 林前 16:15-16).  

 

 由于长老是公众人物, 他们会受到批评, 

并且被那些妒忌或错误论断他们的人士所攻击. 

因此, 神为他们提供特别的保护, “控告长老的呈

子, 非有两三个见证, 就不要收”(提前5:17-21). 

 

那些对神忠心的长老, 即忠心于喂养、

保护、牧养和引导群羊的长老们, 将会在主再来

时, 在主面前领受奖赏(来13:17); “到了牧长显现

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前
5:4).109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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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监督、长老和牧者 

 

“监督”(bishop)一词已被误用, 常指一位治

理拥有许多“教会”的大教区之神职人员. 但圣经清

楚表明, 监督是指神所兴起的众领袖, 负责带领和

照顾由圣徒组成的一个地方召会. 值得留意的是: 

许多监督(“诸位监督”)治理一个召会(腓立比召会,  

腓 1:1), 而非一个监督治理许多召会. 监督一词的

希腊文是 episkopos {G:1985}, 由 epi {G:1909}(意

思是“超越”, over)和 skopeô {G:4648}(意即“仔细

察看或谨慎看守”, to look or watch)二字合成, 所以

英文译成“overseer”更为准确. 监督的其他名称是

“长老”和“牧者”(牧师), 请比较 使 20:17,28, 以及 

多 1:5,7. “长老 ”(希腊文 : presbuteros {G:4245}, 

elders)在圣经中有两种意义, 广义指年长的人(例

如 徒 2:17; 提前 5:1); 狭义则指带领的人, 即以色

列人的领袖(例如 路 7:3)或基督徒召会的领袖(例

如  提前 5:17; 彼前 5:1). “牧者 ”(pastors, 希腊

文: poimên {G:4166}, 弗 4:11 译作“牧师”)意即“牧

羊人”(shepherds); 强调监督的职任或工作乃是“牧

养”(徒 20:28; 彼前 5:2).  简之, 监督强调他们的权
柄, 长老强调他们的成熟, 牧者强调他们的工作. 

                                                             
109   上 文 编 译 自 “Spiritual Dependence of an 

Assembly (1): The Activities of the Holy Spirit in 

Gathering and Government of an Assembly” (Chapter 8),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82-89 页. 

按照上引书的文章次序, 本期应该刊登第 7 章, 但由于

第 7 章论及头权与女人蒙头的题目, 所以为求连贯性而

将它留到相关的第 14 章(女人的职事)之前一期才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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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Calvin 

 
St. Augu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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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编译者注 :  我们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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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 我们开始证实加尔文神学(特指加尔

文主义五大要点)并非源自圣经, 而是源自希腊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三段论和演绎

式逻辑. 本期和接下来的几期, 我们将继续看

见加尔文神学如何错误地使用三段论演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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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圣经上的加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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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尔文主义的第二要点: 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我们将追溯帕默尔(Edwin H. Palmer)对

这学说的连锁推理分析. 他告诉读者: “预先决定

(另译“预先命定、预先定立”, foreordination)的

意思是神的主权计划, 祂决定整个宇宙所要发生

的一切事… ‘按照自己意旨所计划的’, 预先决定

一切, 包括: 指头移动, 心脏跳动, 女孩的欢笑, 打

字员的错误  —  甚至是罪” (第 24-25 页).110 他

继而指出奥古斯丁(Augustine, 主后 354-430 年)

对“预定”(predestination)的解释: “一方面, 预先

决定(foreordination)是指神安排一切要发生的事, 

而预定(predestination)乃是‘预先决定’的其中一

部分, 关乎人永远的命运: 天堂或地狱. 预定由两

部分组成: 拣选(election)和摈弃(reprobation).”111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坚持说: 

人拒绝福音是因为神没有

拣选他. 撰写加尔文传记

的学者帕克(Thomas H. L. 

Parker)解释道: “不被拣选

不是被动的忽略, 而是特

意的拒绝. 若问及拒绝的

‘时间性’, 奥古斯丁的回答是‘永恒的’.”(引自

《约翰加尔文》 [ John 

Calvin ], 第 134 页). 从这

些引句中, 读者可清楚看

到加尔文对预定的理解 , 

与圣经的真理相去甚远.  

 

爱 华 斯 (Jonathan 

Edwards)在他的《自由意

志》(Freedom of the Will)中论及预定. 他争辩说, 

                                                             
110   为了公平地探讨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 本文

作者帕金森(John F. Parkinson)是参考两本提倡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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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有关圣经中论到“预定”和“拣选”的经文, 请参

本文附录一. 加尔文主义者除了强调预定论之外, 还发

展出几种与它密切相关的立场, 例如“堕落前论”、“堕

落后论”等等. 请参本文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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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I. Packer 

综观神宇宙性和绝对的定旨(decree), 所得出的

逻辑结论是绝对、永恒和个人性的拣选. 这些令

人沮丧的字句对选民来说可能是耳中妙韵, 但它

们肯定给其他人带来最可怕的噩讯! 这种学说

严重地影响福音的真理. 加尔文学者告诉福音传

道人, 他们不知道会众中那些罪人是被拣选的, 

因此他可以自由地向听众发出呼召. 传讲福音的

时候, 他要用概括性的言语, 叫人听起来仿佛任

何罪人都可前来, 却暗地里断定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 这绝对不是可称颂之神荣耀的福音! 这样

的福音和拣选犹如一幅羞辱神的讽刺性漫画. 

 

为了协调这神学理论中的种种矛盾, 许

多人曾作过多方面的尝试. 近期巴刻(James I. 

Packer)的《传道学和神的主权》 (Evangel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成了这类尝试的典范. 

巴刻提问说: “假设一切事都

在神直接的指挥下发生, 而神

也按自己的定旨编定好未来

的事, 也已决定要救谁, 决定

不救谁  —  这样, 我们所传的

道有什么意义呢?”(第 94 页). 

他认为以“悖论”(paradox)一词

来形容上述情景是不适当的描述, 神的主权和人

的责任之间的张力(或作“抵触”, tension)该被形

容为“背反律”(或称“两律背反”, antinomy), 即是

指两个结论看来都是合乎逻辑却是互相矛盾的.  

 

巴刻的书可以说是出于善意而写, 其中

带有一些具帮助的见解. 然而, 我们必须作出中

肯的批评. 巴刻对神的主权有什么认识? 可惜, 

他所理解的是出于奥古斯丁学说. 他相信神永恒

不变的定旨决定了各人的选择及命运. 因此, 当

巴刻尝试解决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矛盾

时, 他采用了一直被改革派神学所误解的“主权”

一词. 他相信拣选是为使某人得救, 是根据神不

能改变的定旨. 巴刻显然无法解决永远定旨和人

的回应之间的张力或抵触. 但事实上, 圣经并没

有这些抵触! 因为圣经没有教导拣选是根据永

远的定旨使罪人得救恩. 按照圣经的真理, 拣选

不关乎罪人和他们的得救, 它是指圣徒和他们在

基督里的福气. 巴刻所辩说的不是圣经的主权, 

乃是神学的主权. 因此, 他的著作造成误导, 虽然

他试图调和福音的信息与“威斯敏斯特加尔文主

义”(Westminster Calvinism)的主权, 结果却是显

得徒劳无功! 

 

难怪巴刻总结时说: 有不能解决的矛盾

仍然存在. 圣经教导传道人为基督的缘故劝告罪

人与神和好(林后 5:20). “无条件的拣选”这个教

义坚持说神从亘古已命定谁会得救、谁被弃绝, 

而这决定是永不改变的. 福音信息虽是给所有人

带来恩典和赦免的好消息, 却是无法拯救那些不

是选民的人. 事实上, 非选民(non-elect)是被这看

来诚恳的善意大大戏弄. 巴刻把这方面的矛盾称

为“背反律”, 此举是令人不满的. 我们若持定圣

经的真理, 就不会有这样的矛盾. 

 

说到这里, 我们该留意圣经中关于神的

主权之教义. 当我们翻阅圣经, 就发现神恩惠地

运行祂的主权, 使众人得着最大益处; 例如在旧

约, 约瑟对他哥哥们所说的话, 彰显了神的主权: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

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创 50:20). 神的主权

超越任何事物, 甚至能在恩典中向行恶的人施恩! 

我们可从彼得的话看到新约的至高典范: “祂既

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

之人的手, 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徒 2:23). 再

次, 神的主权超越人的恶行, 使福气流露. 神是否

向凡行这恶的人都施予福气, 抑或祂只定意要赐

福一小撮被预定的“选民”而已? 答案可从经文找

到. 彼得进而提醒把基督钉十字架的人: “你们各

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

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徒 2:38).  

 

奥古斯丁派神学对主权方面的看法既黑

暗又可怕, 它告诉我们神(预先定好)拒绝某些人, 

使他们得不着福音的好处, 无法得救. 然而, 圣经

所说的主权却完全是为罪人设想的. 我们再次要

感谢彼得, 他告诉我们: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

愿人人都悔改”(彼后 3:9). 同样, 保罗教导我们

神按祂的主权, 借恩典作王(罗 5:20-21). 约翰亦

指出神的主权之性质和取向, 说“父差子作世人

的救主”(约壹 4:14). 按圣经的教导, 神的主权确

实给所有人带来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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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in H. Palmer 

巴刻的论题还有另一种观点, 就是我们

常听到的“并行线”(parallel lines). 其中的说法是, 

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在圣经中同时存在, 像并行

线一样, 只会在永恒中才相遇, 才连在一起. 可是, 

这个对神主权的领会又再一次(不知不觉地)建

基于奥古斯丁派的假设. 一方面他告诉我们神根

据祂不变的定旨已拣选谁得救、谁被摈弃; 另一

方面, 却同时又说神照祂的福音向众人招呼, 他

们完全要对自己的回应负责.  

 

让我们想一想, 我们应该反对这两项见

解, 视之为互不相符、互相抵触吗? 他们要求我

们接受上述两个所谓如火车轨般“并行的真理”, 

但我们对这神学看法该持什么态度呢? 我们认

为这“并行线”的见解不外乎出于善意, 为要尝试

调和加尔文派神学给圣经所带来的矛盾和抵触. 

然而, 那些以为这种矛盾在圣经中存在的人, 没

有发觉那矛盾是来自神学理论(而非圣经本身). 

奥古斯丁派对拣选的看法根本与圣经恩典的福

音相违. 我们要重申, 这种矛盾在圣经里根本就

不存在. 我们已指出, 按圣经教导, 神的主权与福

音信息全无抵触. 借用圣经来构想上述的“并行

线”, 是毫无帮助, 又无必要的. 相反, 我们必须清

楚分辩圣经中的拣选和神学所指的拣选. 

 

有一个常见的现象: 每当加尔文主义者

写作, 在他们的神学上发现矛盾时, 他们会引用

罗马书 9:20: “你这个人哪, 你是谁, 竟敢向神强

嘴呢?” 可是, 这句话是保罗用来回答自以为义

的犹太人, 他们以为神只给犹太人特别优待, 外

邦人不配得到(所以保罗在此强调, 这些自义的

犹太人无权质问神为何要拯救外邦人, 编译者

按). 保罗在这节的原意并非表示未蒙拣选的‘非

选民’没有资格质问神那全然自主和无法改变的

行动(指摈弃不救他们). 加尔文主义者常用这节

狡辩说, 神有权利摈弃未蒙拣选的罪人, 但这样

的解法分明是曲解了圣经和丑化了神的特性. 约

伯三友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他们对约伯的错误控

诉和对神不正确的见解最后遭神责备: “因为你

们议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伯 42:7) 

 

我们也该注意 , 许多加尔文主义者

(Calvinist)所写的系统神学著作大力反对伯拉纠

主义(Pelagianism)和亚米纽斯主义(Arminianism)

的学说, 进而提倡“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 以为这是唯一的选择. 然而, 关乎拣选

的真理, 他们可能从没想过它其实只是关乎圣徒, 

不是关于罪人. 可悲的是, 拣选的真理(在基督里

拣选圣徒)被歪曲成神学上的教条(根据永远的

定旨拣选某些罪人得救). 圣经所教导关乎神向

人所施的恩, 已被这些哲学性和令人困惑的宿命

论(fatalism)所取替了. 

 

按帕默尔 (Palmer)

所言, 加尔文主义的五大

要点全系在一起. “无条件

的拣选”之教义来自“完全

败坏”(total depravity)之教

义 . 请注意演绎式逻辑

(deductive logic)的解经法

在这五大要点上的重要性. 帕默尔继续说: “要是

所有人都是败坏的, 而某些人仍能得救, 那么, 有

些人得救和有些人失丧显然都是出于神的旨

意… 决定在谁身上作工, 必须是完完全全、百

分之百地出于神, 因为人既在灵性上死亡, 就不

能求助. 无条件的拣选是: 神的拣选全不在乎人

所作的.” 

 

这种推理分析的模式是另一种形式的三

段论法(syllogism): 

 

1. (前提一): 人人都是败坏的, 完全无能力相信福音. 

2. (前提二): 然而, 有些人得到重生和相信福音.112 

3. (结论): 因此, 神必定拣选了祂要使之得重生的人. 

 

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这学派是如何依赖演

绎式逻辑(deductive logic).113 我们已提过圣经没

                                                             
112   这里所谓的“重生”是译自英文字 regenerated . 

在英文圣经中 , regeneration 意即属灵方面的新生

(spiritual rebirth), 取自 多 3:5: “祂便救了我们… 借着重

生(regeneration)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多 3:5 是指基督徒

的重生或新生, 而 太 19:28 则指以色列国的“新生”  —  

属灵方面的复兴. 
113   演绎式逻辑所用的工具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Aristotle, 主前 384-322)的三段论法(syllogism). 以这

种三段论的演绎式逻辑去推论, 很可能得到没有圣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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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David Gooding 
 

Albert McShane 

有教导说, 拣选是关乎重生或称义. 相反, 拣选乃

关乎圣徒在基督里蒙拣选, 得属天福分, 正如以

弗所书第一章所描述的. 拣选不是为得救恩, 乃

是为得救后的福气. 

 

“无条件的拣选”这一教义, 乃是由演绎式

逻辑和曲解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罗马书第九章所

致. 我们已在上几期详细解释了这些经文的真理. 

可是, 其它经节也被断章取义, 引以为据. 譬如, 

加尔文主义者常用约翰福音来支持自己的见解. 

帕默尔解说约翰福音 6:37,39: “除了无条件的拣

选, 再没有别的.” 但仔细阅读约翰福音第 6 章就

发现文中的意义并不是这样. 

 

犹太人看见基督喂饱 5 千人的神迹后, 便

强迫祂作王(约 6:15). 这些人并没有悔改或真正

相信基督. 事实上, 他们对免费粮食更有兴趣(26

节). 主耶稣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接纳这些人. 要是

基督接受了, 这些人会怎样呢? 主满有恩典地告

诉他们可以怎样被接纳: “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

做神的工”(29 节). 那些前来悔改并相信的人可

认领救主的话: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

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37 节). 一个

人怎样成为“所赐的人”呢? 主耶稣告诉犹太人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44 节). 

主又告诉同一班犹太人为何他们失去福气: “只

是我对你们说过 , 你们已经看见我 , 还是不

信”(36 节). 他们的问题是不信, 不是因为他们从

亘古被摈弃, 或是从所谓的“永远的定旨”中被拒

绝. 加尔文主义者对这些经节的解释引致很多问

题. 据他们看, 主责备人不信, 却又同时不让他们

得着信心, 都是出于祂永远的定旨. 与其对主的

话作出这样不合宜的定论, 倒不如不解释这些经

节还好. 

 

另一处常被用来支持“无条件拣选”的经

文, 是约翰福音第 10 章. 主耶稣引述旧约中有关

牧羊人的比喻(诗 23:1; 赛 40:11; 结 32:2 等), 并

套用在自己身上. 主说: “羊也听祂的声音, 祂按

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约 10:3). 那么主

                                                                                                    
持的结论. 达拉斯神学院博士邵叶尔(M. James Sawyer)

也赞同这点, 请参本文附录三. 

所指的羊是谁呢? 首先, 这里并没有提及或提示

到任何永远不变的定旨. 第二, 要谨记当神的儿

子到世间来, 世界不认识祂. 但以色列国中仍有

虔诚的信众, 如撒迦利亚、以利沙伯、约瑟、马

利亚、西缅、亚拿、安得烈 (施洗约翰的门

徒)、西门彼得、腓力和拿但业等. 这些人, 并许

多其他人在未听闻拿撒勒人耶稣之前, 都已是相

信神的人. 不过, 当他们看见和听见神的儿子时, 

他们认得祂的声音, 就跟随了祂. 对那些属祂的

羊(指信徒), 祂按名叫来, 又领出来(3 节). 这段经

文所教导的不是指祂的羊是“被拣选的罪人”, 而

是相信神的人, 他们听见耶稣, 认得祂是基督. 

 

首先, 祂的羊就是那些在主开始事奉之

前的信徒. 主没有教导说, 祂的羊是个别被神预

先命定、蒙神拣选以致得救的一群人, 而其他则

被弃绝或没有机会被圈在得救的范围内. 事实刚

好相反. 古丁博士(Dr. David Gooding)指出, 人不

是基督的羊, 并不表示他

们永不能成为祂的羊. 主

对这些人说: “只是你们不

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

认识他们 , 他们也跟着

我”(26-27 节). 那么一个人

若不是祂的羊, 又怎样成

为祂的羊呢? 是否任何人

都可以成为祂的羊呢? 主耶稣以恩言向凡听祂

话的人招手, 也向今天凡听祂的人说: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表明一切愿意信靠主耶稣的人, 

编译者按),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9 节). 

古丁博士继续指出, 主耶稣在这章经文的末段, 

告诉那些不是祂羊的, 怎样可以成为祂的羊(见

37-38 节).114 

 

约翰福音第 17 章记载主的祷告, 从中我

们可以看见已是信徒和还未是信徒的分别. 经文

没有提及父把“存在前”的恩赐(pre-temporal gift)

赐给子(主耶稣). 6 至 19 节所指“被赐”的一群乃

                                                             
114   约 10:37-38: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

信我; 我若行了, 你们纵然不信我, 也当信这些事, 叫你

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 我也在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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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在基督来临时已经相信神的人, 而神将他

们赐给子: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6 节). 主耶稣

继而为那些将要属祂的人祷告: “我不但为这些

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20

节). 可喜的是, 所有的人都蒙神呼召, 可以悔改

和相信福音. 

 

伯阔福 (Berkhof)

告诉我们改革派(归正神

学)的信仰准则, 他所指

的是比利时信条 (Belgic 

Confession, 1561)和多特

信经(Canons of Dort),115 

不单说明拣选, 也提到摈

弃. 注意伯阔福怎样引用

演绎式逻辑: “有关被摈

弃的教义, 很自然是来自

或依照处境逻辑(Logic of the situation). 这‘蒙拣

选’的定旨无可避免地暗示了‘被摈弃’的定旨. 全

智的神既有无穷的知识, 从亘古就预先决定拯救

一些人, 那么祂也必然预先决定不拯救其他人. 

如果祂已拣选了一些人, 根据这个事实, 祂也就

拒绝了其他人”(引自《系统神学》 [ Systematic 

Theology ], 第 117 页).  

                                                             
115   我们引述“多特信经”(The Canons of Dort, 1618)

的第一部分: “关于神的预定”, 第 15 及 16 节: “神圣的

圣经显示明确的证据, 并向我们展示那永恒恩典的拣选, 

不是所有人都蒙拣选, 只有某些人被拣选, 其他人都从

神永恒不变的定旨中被恩典越过(passed by, 可指“摈

弃”[reprobation] ); 对于这点, 神基于自己的主权, 按自

己那难以理解却是绝对公义、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已

经定意让他们留在痛苦里, 因他们任意妄为, 不愿相

信、悔改接受救恩. 神容许他们随己意行, 至少宣明祂

的公平, 决定谁被定罪, 永远灭亡, 不只是因他们不信, 

也因他们所犯的一切罪 . 此乃摈弃的定旨 (decree of 

reprobation)… 若有人还未经历在基督里享有活泼的信

心、灵魂的确据、良心上的平安、满有热忱的顺服, 并

借基督荣耀神, 就是神要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他们

不必惊讶关于被神摈弃, 或被列在被摈弃的人当中. 相

反, 他们要竭力忍耐作工, 存着谦卑的心, 热切渴慕等候

更丰盛之恩典出现的时刻.” 参 2017年 1-3 月份, 第 112

期《家信》的“加尔文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 

(三)”, 载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5/加尔文

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三/ . 

按照上述假设, 伯阔福所了解的拣选与

圣经所教导的拣选相距甚远. 伯阔福对拣选的见

解是建基于奥古斯丁的假设(即是, 神预定了各

人的命运, 是不能改变的). 但我们已看过圣经中

的拣选不是关乎罪人和他们得救一事, 乃是关乎

在基督里的圣徒, 与得救后的福分及目的. 再者, 

保罗清楚向提摩太说明神的旨意: “… 在神我们

救主面前… 祂愿意万人(原文作“所有人”)得救, 

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

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祂舍自己

作万人(原文作“所有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 这事

必证明出来”(提前 2:3-6). 

 

摆在眼前的有两样, 一是伯阔福的演绎

式神学(deductive theology), 二是保罗在神所默

示下写出的教导, 读者可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 

我们要提出的是: 以弗所书、罗马书和约翰福音

的经文从没教导说根据永远的定旨, 某些人被拣

选得救, 其他人则被摈弃. 

 

加尔文派的作者一般要做的事, 是将他

们能够找到的每一节经文列出, 其中包括有“拣

选、命定、预定”等字的经文, 并以这些字来支

持证明“无条件的拣选”. 一般读者因着这一大堆

所谓的“证据”, 很容易就被说服了.116 可是, 这些

                                                             
116   这样的做法明显可在李健安所著的《图解简明

圣经预定论》一书中看到, 参 李健安著, 《图解简明圣

经预定论》(雪兰莪: 福音文化中心, 2011 年), 第 93-95

页. 李健安在此书 93-95 页列出许多有关“拣选”和“预

定”的经文, 并于 96 页“圣经如何教导预定论”中作出结

论. 他所列出的经文没有问题, 但所作出的总结却犯上

了“断章取义”的错误; 例如他在结论中说: “a. 拣选是出

于神奥秘的美意(弗 1:9), 这旨意即是藉福音中所显现

的救恩(林前 2:7).” 我们承认拣选确实是出于神的旨意, 

但按圣经教导, 这拣选是与圣徒得属天福气有关, 而

不是与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 [参《家信》的文章,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 (一)至(五) ], 

注意他所引证的 林前 2:7 说: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

使我们得荣耀的”, 显然这节是论到圣徒蒙拣选得荣耀(即

属天的福气之一), 而非罪人蒙拣选灵魂得救. “得荣耀”与

“灵魂救恩”是两件不同的事.  再举一例, 李健安写道: “b. 救

恩的拣选是出于神自己意旨中的喜悦, 这喜悦是本于神

的爱(弗 1:5).” 注意他所引证的经文(弗 1:5: “又因爱我

们, 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5/加尔文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5/加尔文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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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E. Vine 

经节显然已被断章取义. 我们再重申, 读到这些

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问一问自己: 所论到的是救

恩的哪一方面呢? 是谁被拣选? 被谁拣选? 又为

何被拣选? 这个精简的方法可保守我们, 避免误

信神学的错谬. 一个断章取义的典型例子可见于

约翰福音 15 章 16 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

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这与罪人

被拣选得救完全无关. 相反, 我们细读经文后, 便

明白经文是指主特别拣选某些相信的人作祂特

选的门徒, 目的是要他们结出果子. 

 

使徒行传中一些为人熟悉的经文也同样

被用来证实加尔文主义的错误教义. 我们简略举

出两个例子. 

 

第一, 我们读到使徒行传 2:47: “主将得

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到底是谁得救并被加添

给召会呢? 答案在第 44 节  —  “信的人”. 如此, 

耶路撒冷的召会是完全由那些信而得救的人所

组成, 这个事实常被那些持守“神永远定旨”的见

解之人所忽略. 召会不是由未得救的人组成. 经

文的重点十分简单, 每天都有人信主得救, 而主

把他们加给召会. 

 

第二 , 使徒行传

13:48 告诉我们 : “凡预

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 

这是指在彼西底的安提

阿 , 那些听了保罗和巴

拿巴所传的福音而信主

的外邦人. 注意它的上

下文是十分重要的 . 犹

太人本有机会得永生 , 

可惜他们却拒绝了神的

恩典. 保罗和巴拿巴将责任全归咎于犹太人身上: 

“神的道先讲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
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

人”(46 节). 正当有些犹太人拒绝永生, 不相信福

                                                                                                    
得儿子的名分”). 这节显示这里的“预定”是与圣徒得儿子
名分(属天福气之一)有关, 而非与罪人灵魂得救直接相关. 

基于有限篇幅, 我们将在接下来几期的《家信》中找机会

分析和解释“预定论”的错谬.   

音, 有些外邦人却渴慕永生, 经文告诉我们, 这样

的人相信了福音. 范氏(W. E. Vine)解释这节的

正意: “那些相信福音的人都被指定得永生”117 

(请参范氏所著的《圣经单词评注字典》

[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Bible Words ], “命定” 

[APPOINT]一词第五个解释).  

 

我们也必须注意, 

徒 13:48 在《和合本》译

作“预定”(KJV: ordained; 

希腊文: tassô )的这个字, 

不是圣经用来指“预先决

定”(foreordained)的字(注: 

希腊字 tassô 一般用来指

人的指派或指定 ).118  人

可以 “指派、指定 ”(ordain), 但只有神能 “预

定”(foreordain). 希腊字 tassô 一词在新约圣经中

也用来指司提反一家“专以(或作“自己定意”)服

事圣徒为念”(林前 16:15). 简之, 这些经节并没

教导说, 人的选择是出于神永远不变的定旨. 事

                                                             
117   这句话的英文是: “It is said of those who, having 

believed the gospel, were ordained to eternal life.”   
118   徒 13:48 的“预定”一词, 在希腊原文是 tassô  

{G:5021}, 意即“按序排列、指派、指定”. 这字在新约

中共出现 8 次, 最常译作“约定”(2 次 , 太 28:16; 徒

28:23), 其他 5 次分别译作: “专以…为念”(1 次, 林前

16:15), “派”(1 次 , 徒 22:10), “定规”(1 次 , 徒 15:2), 

“命”(1 次, 罗 13:1), “预定”(1 次, 徒 13:48), 还有 1次是

在 路 7:8, 但《和合本》没译出这字(“我在人的个人权

下”直译为“我被指派在人的权下”). 按约瑟·塞耶(Joseph 

H. Thayer)的《新约希腊文-英文词典》, tassô 一词字义

是 : 指派、委派或指定 (to appoint), 安排或排列 (to 

arrange), 选派或分派(to assign), 并没有“预定”(预先决

定)的含意. 根据其他新约希腊文词典(包括标准的词典

如 W. Bauer, W. Arndt & F.W. Gingrich, A Greek-

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第 805-806 页)也

是如此, 这点表明 tassô 一词无“预定”之意(编译者注: 

若要表达“预定”的意思 , 该节经文会选用  proorizô 

{G:4309} 、 protithêmi {G:4388} 、 prothesmia 

{G:4287} 之类的词, 参附录一), 所以中文圣经《和合

本》将之译作“预定”是错误的. 这节应译作: “那些相信

福音的人, 都被安排或指定得永生”(编译者注:《新译

本》译作: “凡指定得永生的都信了”, 而神是根据什么

来作出这“指定”? 答案是根据个人是否接受这道 [福音], 

请比较 徒 13:46 的“弃绝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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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Berkhof 

 
Dave Hunt 

实上, 经文的语句与这个见解恰好相反. 犹太人

将神的话置之不理, 此举判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徒 13:46). 更甚的是, 他们失去了神对他们原有

的目的. 神本要叫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光, 向地极

宣告救恩(徒 13:47; 比较 赛 49:3,6).119 这里并没

提示说, 犹太人按神的定旨而永被摈弃. 虽然神

向他们施恩, 以恩典召唤他们, 他们却作出了自

己的选择  —  “弃绝这道”. 与之相反, 外邦人借

着信得着永生的福分, 并引来犹太人的嫉妒(徒
13:45). 

 

伯阔福论述这特殊教义(指加尔文主义的

预定和拣选)的历史时, 承认说: “直至奥古斯丁

之时, “预定论”(predestination)才开始成为重要

的讨论题目. 初期教会的教父们简略提过这题目, 

但未有清楚的概念 ”( 引自《系统神学》

[ Systemetic Theology ], 第 109 页). 伯阔福本身

以为这是对奥古斯丁的赞许, 

其实是给他一个严厉的指责. 

这点更成了我们已讲过的论

证, 即圣经有关“拣选”的概

念是自奥古斯丁起, 才被歪

曲的(换言之, 他是这错谬的

始祖!). 值得留意的是, 改革

宗的教师并没就此题目清楚

地区别“以色列被拣选”和“召会被拣选”. 他们所

讲论有关“拣选”的教义是建基于奥古斯丁的狭

隘假设, 并以那扭曲事实的“亚里士多德式三段

论法”来支持.120 

 (文接下期) 

 

“(在讨论人的自由意志对

抗神的主权方面)真正的争

论在于神的慈爱和特性. 所

有加尔文主义者博学的辩

                                                             
119   赛 49:3,6: “对我说: 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你

作我的仆人, 使雅各众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

归回尚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

的救恩, 直到地极.” 
120   上文编译自  John F. Parkinson, The Fai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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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0-79 页 ; 也请上网参考此书的中文电子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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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包括查考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至终

抵达的终点、达致的总结是: ‘神并不
爱每一个人, 基督并不为每一个人而死, 

神乐于定无数人的罪, 因祂已预定这些

人永远受苦, 刻意不赐给他们重生、恩

典和信心, 而人没有这些就无法得救.’ 

这样的一位神肯定不是圣经所谓的真

神. 按圣经的教导, 神是爱, 不愿任何一

人沉沦(彼后 3:9),121 乃愿每一个人都得

救(提前 2:4).” 122 
 

~  韩特(Dave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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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有关“预定”和“拣选” 

这两个词汇的简要查考 

 

在中文圣经《和合本》, 共有 7 个希腊字

被译作“预定”(predestination): 

1. horizô {G:3724} (1 次) 

2. prothesmia {G:4287} (1 次) 

3. proorizô {G:4309} (4 次) 

4. protithêmi {G:4388} (1 次) 

5. procheirizô {G:4400} (1 次) 

6. tassô {G:5021} (1 次) 

7. tithêmi {G:5087} (2 次)123 

 

《和合本》译作“预定”的经文共有 12 处: 

1. 路 22:22: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 horizô ; 

KJV: it was determined )的去世, 但卖人子的

人有祸了!” 

2. 徒 3:20: “主也必差遣所预定( procheirizô )

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注: 这节的“预定”一词在原文有争议; UBS: 

procheirizô {G:4400}, 意即 choose; 但在其

他希腊文本如 TR 和 NA26 则是 prokêrussô 

{G:4296}(KJV: which before was preached). 

                                                             
121  彼后 3:9: “主… 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122   提前 2:4: “祂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123   请留意: 计算以上出现的数次共 11 次, 但在中

文圣经总共出现 12 次“预定”一词, 因为 帖前 5:9 虽出

现两次, 但第二次在原文是没有这字, 是翻译者自己加

上去, 为叫读者读起来较顺畅, 容易明白其意.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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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徒 4:28: “ 成 就 祢 手 和 祢 意 旨 所 预 定
( proorizô ; KJV: determined before; NIV: had 

decided beforehand )必有的事.” 

4. 徒 13:48: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 赞美

神的道; 凡预定( tassô ; KJV: ordained ; NIV: 

were appointed )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注: 范氏(W. E. Vine)解释这节的正意是“那

些相信福音的人, 都被指定得永生.” 

5. 林前 2:7: “我们讲的, 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

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 proorizô ; 

KJV: ordained )使我们得荣耀的.” 

6. 加 4:2: “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 直等他父亲

预定( prothesmia ; KJV: the time appointed; 

NIV: the time set by )的时候来到.” 

7. 弗 1:5: “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

的 , 预 定 ( proorizô ; KJV: Having 

predestinated; NIV: predestined )我们借着耶

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8. 弗 1:9: “都是照祂自己所预定( protithêmi ; 

KJV: he hath purposed )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

祂旨意的奥秘.” 

9. 弗 1:11: “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

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 照着祂旨意所预
定的( proorizô ; KJV: being predestinated ).” 

10. 帖前 5:9: “因为神不是预定( tithêmi ; KJV: 

appointed )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

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11. 帖前 5:9: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
定(原文和英文皆无此字)我们借着我们主耶

稣基督得救.” 

12. 彼前 2:8: “又说: 作了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

石.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绊跌; 他们这

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tithêmi ;KJV: they were 

appointed )”  

 

还有几个与“预定”相关的词, 例如: 

1. “预先所拣选”: 出现 1 次:  

 徒 10:41: “(主复活)不是

显现给众人看, 乃是显现

给神预先所拣选( 希腊文:  

procheirotoneô  {G:4401}; 

KJV: chosen before )为祂

作见证的人看” 

2. “预先所立”: 出现 1 次:  

 加 3:17: “ 我是这么说 , 神预先所立
( prokuroô {G:4300}; KJV: that was 

confirmed before )的约, 不能被那四百三

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 

3. “预先定下”: 出现 2 次:  

 罗 8:29: “因为祂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
定 下 ( proorizô {G:4309}; KJV: did 

predestinate )效法祂儿子的模样…” 

 罗 8:30: “预先所定下( proorizô {G:4309}; 

KJV: he did predestinate )的人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4. “预先知道”: 出现 4 次: 

 罗 8:29: “因为祂预先所知道( proginôskô 

{G:4267}; KJV: he did foreknow )的人, 就

预先定下效法祂儿子的模样…” 

 罗 11:2: “神并没有弃绝祂预先所知道
( proginôskô ; KJV: he foreknew )的百

姓…” 

 彼前 1:20: “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
道的( proginôskô ; KJV: was foreordained ), 

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彼后 3:17: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然预先
知道( proginôskô ; KJV: ye know… before )

这事, 就当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在中文圣经《和合本》, 共有 7 个希腊字

被译作“拣选”(election): 

1. haireomai {G:138} (1 次) 

2. hairetizô {G:140} (1 次) 

3. eklegomai / eklegô {G:1586} (18 次) 

4. eklektos {G:1588} (10 次) 

5. eklogê {G:1589} (7 次) 

6. epilegomai / epilegô {G:1951} (1 次) 

7. procheirizomai / procheirizô {G:4400} (1

次)124 

                                                             
124   请留意: 计算以上出现的数次共 39 次, 但在中

文圣经总共出现 41 次“拣选”一词, 因为 徒 6:5 (又拣选

腓利…)和 徒 15:22(所拣选的就是…)在中文圣经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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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译作“拣选”的经文共有 41 处,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仅列举一些例子: 

1. 帖后 2:13: “主所爱的弟兄们哪, 我们本该常

为 你 们 感 谢 神 ; 因 为 祂 从 起 初 拣 选
( haireomai; KJV: chosen ; NIV: chose )了你

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

洁, 能以得救.” 注: 请参贝森(W. N. Benson)

在下文对这节的“得救”之解释. 

2. 太 12:18: “ 看哪 ! 我的仆人 , 我所拣选
( hairetizô ; KJV: I have chosen ), 所亲爱, 心

里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祂; 祂必将

公理传给外邦.” 

3. 约 15:16: “不是你们拣选( eklegomai ; KJV: 

chosen )了我, 是我拣选了( eklegomai ; KJV: 

have chosen )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

父求什麽, 祂就赐给你们.” 

4. 约 15:19: “…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

世界中拣选了( eklegomai ; KJV: chosen )你

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5. 弗 1:4: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
选了( eklegomai ; KJV: he hath chosen )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6. 提前 5:21: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
( eklektos ; KJV: elect )的天使面前嘱咐你: 

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存成见….” 

7. 彼前 1:2: “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 eklektos ; KJV: elect ),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祂血所洒的人…” 

8. 彼前 2:6: “因为经上说: 看哪, 我把所拣选
( eklektos ; KJV: elect )、所宝贵的房角石安

放在锡安; 信靠祂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9. 彼前 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 eklektos ; 

KJV: chosen )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

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

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 罗 9:11: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

出来 , 只因要显明神拣选 ( eklogê ; KJV: 

election )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

召人的主” 

                                                                                                    
拣选一词, 但原文却没有这字, 是翻译者自己加上去, 为

叫读者读起来更加顺畅, 容易明白. 

11. 罗 11:5: “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 eklogê ; 

KJV: election )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余民, 

ramnant)” 

12. 彼后 1:10: “所以弟兄们, 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

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 eklogê ; KJV: election )

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 

13. 徒 15:40: “保罗拣选了( epilegomai ; KJV & 

NIV: chose )西拉, 也出去, 蒙弟兄们把他交

于主的恩中” 

14. 徒 22:14: “… 我 们 祖 宗 的 神 拣 选 了
( procheirizomai ; KJV: hath chosen )你(指保

罗), 叫你明白祂的旨意, 又得见那义者, 听祂

口中所出的声音.” 

 

新约提到“拣选”时, 有时是指选择某人去

执行某种任务, 与加尔文神学所谓的“拣选”(神

在永恒的过去、永不改变的拣选某人得救)无关; 

例如 路 6:13 记载主耶稣“挑选”(或译“拣选”; 

eklegomai {G:1586})十二门徒, 包括犹大, 但犹

大至终灭亡(约 17:12), 可见这拣选与救恩无关.    

 

论到“拣选”, 贝森(W. N. Benson)正确评

论道: “拣选(election)与救恩(salvation)并不是可

互换的词语. 罪人若要得救恩, 就要‘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徒 20:21). 神在基督里已完

成(救恩的)工作, 满足了所有人的需要. 拣选则

是神主权的行动(sovereign act of God), 为要叫赎

民(the redeemed)得着福气和终极的荣耀. 必须注

意的是: 拣选总是为了一些超越救恩的特定目标

(换言之, 拣选不单单为要拯救罪人脱离罪的刑

罚; 拣选的目的总是超越“拯救罪人”; 在新约圣

经中, “拣选”是指拣选圣徒去领受属天的福气, 

编译者按).” 

 

   贝森接着举出几个例证: 

1. 彼前 1:2: “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 eklektos ),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

稣基督…”  

注: 拣选的目的 = 得成圣洁, 顺服基督 

2. 弗 1:4: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
选了( eklegomai )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

圣洁, 无有瑕疵.”  

注: 拣选的目的 =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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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彼前 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 eklektos )的

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

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注: 拣选的目的 = 宣扬主耶稣(那召信徒出黑

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贝森继续指出, 引证圣经时, 我们必须谨

慎, 免得断章取义. 弗 1:4 就常被人断章取义(用

来指神拣选一些人去得救恩), 却没有提到这拣

选的目的 (其目的是 : 成为圣洁 , 无有瑕疵 [4

节] … 得儿子的名分[5 节]… 得基业[11 节]等

等). 此外, 这里的拣选并不是指拣选罪人, 因以

弗所书是写给已经得救的人, 即“圣徒, 就是在基

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1 节), 因此这拣选是关系

到圣徒, 与罪人无关.  

 

 那么 帖后 2:13 又如何? 我们读到: “主所

爱的弟兄们哪,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

祂从起初拣选 ( haireomai )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

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KJV: 

[chosen you] to salvation).” 贝森解释说, “得

救”按这节的上下文是指“从灾难的痛苦中”获得

拯救, 即蒙拯救脱离灾难的痛苦(因之前的 3-12

节是论到有关七年灾难的苦难). 主应许祂会再

来, 那些活在地上的圣徒将会被提. 这宝贵应许

保证了没有任何召会的一分子会经过七年灾难

的时期. 再者, 帖后 2:13 的“因信真道”是指因相

信有关召会的未来前景之特殊真理, 即召会不会

经过地上七年灾难的审判; 信徒有个十足的把握, 

就是灾难临到地上时, 召会将会与主同在天家

(帖前 4:16-17: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125 

 

诚如约翰·帕金森(John F. Parkinson)所提

醒的: “在这时代(召会时代)中, ‘拣选’不是关乎

‘神拣选罪人去得救恩’, 而是‘神拣选圣徒去得属

天福气’. 拣选不是为要叫人得着灵魂的救恩, 而

是叫人得着那随着得救而享有的福气与美好目

的(指得救后得到的福气, 而非得救本身, 编者

                                                             
125   W. N. Benson, Election and Predestination 

(Kowloon: Christian Reading Room, 1988), 第 10-12 页. 

按). 简单查考‘拣选’和‘预定’这两个词语在圣经

的用法, 能帮助我们澄清两者间的区别.” 帕金森

指出, 圣经中论到‘拣选’的经文是与基督(彼前

2:4)、天使(提前 5:21)、以色列(赛 45:4; 罗 11:5)

和召会(帖前 1:4; 帖后 2:13)有关, 但从不与罪人
得救有关. 我们请读者细心参阅帕金森在这方面

按 圣 经 所 作 出 的 分 析 和 论 证 , 载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11/ 加 尔 文

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一/ . 

 

对于以色列和召会的拣选, 贝森一针见

血地表示, 圣经记载了两个不同的独特真理:  

(1) 世人是需要以个人的信心(指个别地信靠基

督)来获取救恩; 这是与因信称义(灵魂得救, 

不至灭亡)有关. 

(2) 神终极的旨意是要恩待那些已被神称义的人. 

神以两方面来成就此事: 

2a)  拣选以色列国民(申 7:7-8),126 去领受属地

的福气(创 28:13; 赛 65:17-25; 特指将来在

地上一千年的千禧年国之福气);127 

2b) 拣选召会(彼前 2:9),128 去领受属天的福气

(弗 1:3-14; 彼前 1:3-4).129  

 

 总括而言, 圣经论到有关召会的拣选, 是

与圣徒得福气有关, 而非如加尔文神学所谓的拣

                                                             
126   申 7:7: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 并非因你们

的人数多于别民,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127   以色列整体国民虽然失败了(拒绝了弥赛亚主

耶稣), 但神没有永远弃绝他们(只是在召会时代暂时把

他们放在一旁), 将来仍然要在以色列国民身上成就神

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属地福气(罗 11:25-29). 
128   彼前 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

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129   W. N. Benson, Election and Predestination, 第

1-2,5,7 页. 贝森正确表示, 创世记 15 章展示上述两大基

要真理, 即亚伯拉罕个人因信称义[创 15:6; 上述(1)的真

理] (此乃每个时代的个人称义之方式  —  “因信称义”, 

参 罗 3:25-26; 约 3:16,36; 弗 2:8; 加 3:8-9); 以及神按祂

主权恩待那些已被神称义的人  —  亚伯拉罕是因信称

义的典范[上述(2)的真理], 并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去

领受福气(创 15:5,13-16), 同上引, 第 3-4 页. 注: “亚伯拉

罕的后裔”有两大类: 以色列国民和召会. 前者与领受属

地福气有关[创 28:13; 出 19:5-6; 上述 2a 的真理], 后者

则与属天福气有关[弗 1:3; 彼前 2:9; 上述 2b的真理].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11/加尔文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11/加尔文神学的拣选-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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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dore Beza 

 
M. James Sawyer 

选  —  与罪人得救恩有关. 认清两者的区别是极

其重要的, 也能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神学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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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堕落前论”与“堕落后论” 

 

 加尔文的门徒伯撒(Theodore Beza, 法国

神学家)除了强调预定论之外, 还发展出一种立

场, 称为“堕落前论”(supralapsarianism [或译“绝

对预选论 ”, 即常称的

“双重预定论”], 源自拉

丁文 supra lapsum, “堕

落之上”, 故成为“堕落

之前”), 指神拣选某些

人、拒绝某些人的旨意, 

按逻辑而言 , 是发生在

容许亚当和夏娃堕落的

定旨之前 . 与之相对的观点则是 “ 堕落后

论”(Infralapsarianism, 或译“有限救赎预选论”), 

认为神拣选人的定旨, 按逻辑而言, 乃在容许人

堕落的定旨之后. 

 

 简言之, “堕落前论”认为: 首先, 神首先命

定拣选某些人、不拣选其他人; 第二, 神命定创

造了蒙拣选和被拒绝的人; 第三, 神命定容许人

堕落; 第四, 神命定蒙拣选者得救恩.  “堕落后论”

则认为神的第一个定旨是创造; 第二个定旨是容

许堕落; 第三个定旨是拣选有些人承受救恩; 第

四, 神命定未蒙拣选者接受他们当受的咒诅; 第

五, 神命定提供一位救赎主. “堕落前论”使神显

得独断专横, 是所谓“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的

产物(有关“经院哲学”, 请参附录三). “堕落后论”

在次序方面软化了经院哲学预定论的教义.130  

 

神定旨的次序 

 堕落前论 堕落后论 

1 神拣选某些人, 拒

绝其他人 

神定旨创造所有人 

2 神创造蒙拣选者

和未蒙拣选者 

神容许堕落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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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356 页. 

3 容许堕落 为人类预备救恩 

4 为蒙拣选者预备

救恩 

拣选某些人、被动地

拒绝其他人 

5 蒙拣选者得到救

恩 

蒙拣选者得到救恩, 即

会相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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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演绎式逻辑三段论法的危险 

 

 达拉斯神学院博士

邵叶尔(M. James Sawyer)乃

现任西方神学院 (Western 

Seminary)的神学教授. 论到

加尔文主义者喜欢采纳亚里

士多德 (Aristotle)的三段论

法(syllogism)去进行演绎式

逻辑的推论, 他指出其中的

危险  —  容易作出没有圣经支持的结论. 他写道: 

 

许多加尔文的跟从者采取理性主义的心态, 

认为神学就是尝试将所有东西都化约成命

题式的真理(Propositional truth). 理性主义

的方式是演绎法(deductive), 而非加尔文

的人文主义归纳法(inductive).131 加尔文认

为基督教神学源自圣经, 而非源自教义. 然

而, 加尔文的跟从者却尝试取得第一原则, 

接着便使用三段论法, 创造一套仔细推论

出来的“真理”. 问题在于如此琢磨出来的

                                                             
131   根据邵叶尔, 加尔文的“人文主义归纳法”中的

“人文主义”(humanism)是指 16 世纪的人文主义, 并非

今日的“世俗人文主义”, 乃是文艺复兴期间兴起的学习

热潮. “人文主义, 是以拉丁和希腊的古典文学, 以及古

代教父为主的学术研究, 除了学术目的以外, 也希望复

兴古代的规范和价值. 此运动重新研究修辞学(沟通的

理论)和语言的力量. 人文主义的学习非常重视作者的

原意、文脉思路, 和有助于明白文本(text)意义的平行经

文, 所有学习都是从原文着手. 邵叶尔认为加尔文以上

述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圣经和解经, 与许多早期改教人

士一样, 用归纳法研究圣经原文, 例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北欧人文主义泰斗伊拉斯姆(Erasmus)也是如

此, 强调回到原文圣经的本源. 但加尔文的跟从者(例如

伯撒)因受“经院哲学”的影响而采用演绎法推理, 推崇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演绎逻辑”.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

指南》, 第 348-349, 353-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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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McShane 

论证, 可能的确合乎逻辑, 却可能缺乏经文

支持.132    

 

 我们列举以下几个例子, 来说明这演绎

式逻辑的三段论法所引出的结论虽看似合乎逻

辑, 但缺乏(甚至没有)圣经明确的经文所支持: 

 

例一:   人没有能力相信福音? 

1. (前提一): 人是完全败坏的. 

2. (前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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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二:   人没有能力回应福音? 

1. (前提一): 还未重生的人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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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例一, 帕金森(John F. Parkinson)评述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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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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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人没有能力相信), 这看法实在是冒犯了

神的公义与良善性格. 

 

对于例二, 帕金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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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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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

得救的人是因为不愿相信主耶稣[或说不愿相信

基督的福音], 而不是没有能力相信. 他们被定罪

也正是因为不愿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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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同上引, 第 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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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古丁博士(Dr. David Gooding)也正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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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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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之, 人没有能力相信福音, 以

及人没有能力回应福音, 都是靠三段论法的演绎

式逻辑推论出来的结论, 不是合乎圣经的教义. 

                                                             
133   John F. Parkinson, The Faith of God’s Elect, 第

6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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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是谁将三段论法的演绎式逻辑推论“发扬

光大”呢? 邵叶尔评述道: “1564 年, 55 岁的加尔

文英年早逝, 日内瓦学院

的 院 长 伯 撒 (Theodore 

Beza, 1519-1605)继承衣

钵, 马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冲击教会. 伯撒虽然是加

尔文亲密的同工、备受

信任的同事, 其神学方法

却标示着一种倒退. 加尔

文采纳人文主义和归纳

法 , 伯 撒 却 回 头 使 用 中 世 纪 经 院 哲 学

(scholasticism)134的亚里士多德演绎法. 改革宗经

院哲学产生的神学, 就内容而言, 与加尔文无甚

分别, 但加尔文著作纯净清新的境界却已荡然无

存.”135  

 

利思(John Leith)写道: “经院哲学强调精

确的定义, 合乎逻辑、密实的、连贯一致的陈

述.” 历史学家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指出, 

经院哲学有

四大特色 : 

(1) 经院哲

学采用演绎

法推理 , 而

非归纳法 . 

经院哲学神

学家以第一

个原则或假

设为起点 , 

产生一种合

乎逻辑的信仰系统; (2) 理性被高度提升, 到一个

地步, 甚至威胁到神启示的权威; (3) 经院哲学假

设圣经包含一种整体和理性的神学, 只要努力, 

便可将之提炼为一种全方位的陈述, 并可用此陈

述来衡量其他立场是否合乎正统; (4) 经院哲学

倾向抽象的思辩揣测.136 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正

是经院哲学的产物之一.  

                                                             
134   经院哲学是中世纪(medieval)欧洲大学的学术

界人士普遍采用的治学方式(约 1100-1700 年间). 
135  邵叶尔著, 《神学求生指南》, 第 354 页. 
136   同上引. 

让我们用以下例三和例四来解释上述的

经院哲学四大特色与危险. 这两个例子都是经院

哲学采用演绎法推理而得的结论:   

 

例三:   选民的信心是蒙神赐下? 

1. (前提一): 败坏的人不能相信福音. 

2. (前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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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四:   人在信主前必须先重生? 

1. (前提一): 败坏的人不可能相信福音. 

2. (前提二): 只有重生了的人才能相信福音. 

3. (总结): 因此, 人必须在相信之前得着重生. 

 

关于例三(选民的信心是蒙神赐下), 加尔

文主义者强调他们有圣经的证据, 即 弗 2:8-9: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

己, 乃是神所赐的(gift);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

人自夸.” 加尔文主义者(包括许多改革宗人士)

错误地总结说, 这里所谓“神所赐的”乃是指“信

心”. 不过, 诚如乔治·泽勒(George Zeller)所指出, 

保罗在这节的真正教导是: 救恩是神的恩赐(或

作: 救恩是神所赐的). 整本新约不断重复地教导

一个事实: 救恩(永生、公义)是神所赐的恩赐或

礼物(gift, 参 罗 6:23; 约 4:10; 罗 5:15,16,17). 在

新约圣经中, “神所赐的恩赐或礼物”(gift)从不用

来指那拯救灵魂的信心(saving faith), 虽然我们

肯定承认, 若无神的怜悯和恩典之感动与光照, 

就无法发动那拯救灵魂的信心(约 6:44-45; 太

11:27; 16:16-17; 徒 16:14). 若要研究 弗 2:8 所谓

“神所赐的”是什么, 请参 What is the “Gift of 

God”? — A Study of Ephesians 2:8-9, 

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

t.htm .  

 

 至于例四(人在信主前必须先重生), 泽勒

指出, 偏激的加尔文主义者教导说, 重生必须发

生在信心之前; 人必须先重生, 然后才会信主. 他

们强调说, 人在信主之前, 必须先有永生, 因为死

在罪中的人是无法信主的(一个死了的人怎能相

信?) . 他们教导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可能有信心.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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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G. T. Shedd 

按他们所持守的神学系统, 这样的教义看似合乎

逻辑, 但重要的是: “经上说什么呢?”(罗 4:3). 

  

圣经清楚教导这点: 你要相信, 就得生命! 

主耶稣说: “信的人有永生”(约 6:47); 约 3:15 说: 

“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 但偏激的加尔文主义

者却说: “你要得生命, 就会相信.” 请留意 约

1:12 并没说: “凡重生的, 祂就赐他们权柄去信祂

的名, 就是那些已作神儿女的人.” 也请注意 约

20:31 说: “你们信了祂, 就可以…得生命.” 这节

并没说: “你们得生命, 就可以信祂.” 在无助和绝

望的情况下, 罪人被告之要望向主耶稣基督而得

生命(约 3:14-16), 而非先得生命, 才来仰望(相信; 

即所谓“望则生”, 而非“生则望”). 

  

让我们暂时“假设”

重生应该发生在信心之前, 

那么罪人应该怎么做才可

重生? 对于这问题, 偏激加

尔文主义者从未给予令人

满意的答案. 施德(W. G. T. 

Shedd)的答案是典型的. 他

指出, 由于罪人没有能力去

相信, 所以罪人受指示去履

行下列职责: (1) 阅读和听取神的道; (2) 认真应

用心思来思考真理; (3) 祷告祈求圣灵赐下信念

和重生 [参 W. G. T. Shedd, Dogmatic Theology, 

第二册, 第 472, 512, 513 页] 

  

奥尔德里奇(Roy Aldrich)对这方面的回

应真是入木三分: “ ‘完全的败坏’这一教义若真

的排除了信主的可能性(即否认罪人仍有信主得

救的能力), 那就必须同时也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包括‘听取神的道’之可能性、‘认真应用心思来

思考真理’的可能性, 以及‘祷告祈求圣灵赐下信

念和重生’的可能性(换言之, 罪人若因灵命死了

而无法去‘相信’, 那么他也必定因灵命死了而无

法去‘听取’, 无法去‘思考’, 也无法去‘祷告祈求’, 

编译者按).  

 

腓立比的狱卒曾如此问道: “我当怎样行

才可以得救?”(徒 16:30-31, 比较 徒 2:37-38). 那

些偏激的加尔文主义者若处在保罗的情况下, 按

照他们所提倡的“人在信主前必须先重生”这一

教义, 他们应该这样回答: “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没什么可行! 完全没有可行的! 你的灵命是死的, 

完全无法对神有所反应, 直到你重生为止!” 但要

怎样才能重生呢? 他们的答案是: “祷告祈求圣

灵赐下信念和重生.” 泽勒一针见血地写道: “这

神学立场的悲剧是它扭曲了福音. 它告诉罪人获

得救恩的条件是祷告 , 而不是信心 . 这与  徒

16:31 是何等的冲突啊! 徒 16:31 并没告诉罪人

要借着祷告祈求来获得信念与重生, 而是告诉罪

人要信主耶稣基督(徒 16:31 说: “当信主耶稣, 

你…必得救”).”137 此外, 当尼哥底母问主耶稣关

于人怎能重生(约 3:7,9), 主的回答是: “摩西在旷

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
祂的都得永生”(约 3:14-15). 简之, 圣经的教导是

信了便得生命(永生), 而非得了生命才能信! 

 

 总括而言, 经院哲学神学家(特指采纳经

院哲学的加尔文主义者)以第一个原则或假设为

起点(例如“人是完全的败坏”), 产生一种合乎逻

辑的信仰系统(人因败坏而没有能力相信福音, 

所以信福音的人一定是神所拣选的人, 蒙神赐下

信心去相信, 因此救赎是有限的  —  只给选民而

非万民, 但人信主前必须重生等等), 但这看似合

乎逻辑的系统, 却违反圣经的教导, 以致“理性被

高度提升, 到一个地步, 

甚至威胁到神启示的

权威”. 经院哲学以其

神学系统的“陈述来衡

量其他立场是否合乎

正统”, 拒绝与它相违

的教义.  最后, 经院哲

学倾向抽象的思辩揣测(例如提议罪人要获得重

生就须祷告祈求圣灵赐下信念和重生等等), 不

把信仰系统建基于圣经明确教导的真理. 有鉴于

此, 信徒必须谨防躲避经院哲学那“似是而非的

学问”(提前 6:20).  

                                                             
137   以上例三和例四的论点分别引自泽勒所著的 

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4.htm , 

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3.htm , 

载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归正神

学一/ .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4.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doctrine/danger03.htm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归正神学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归正神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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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ron Houghton 

辨别是非       迈伦·霍顿(Myron Houghton) 

 

再思“归正神学”(六): 它教导 

“替代性遵守律法”的错误教义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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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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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面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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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危险八: 它教导“替代性遵守律法”的错误教义 

 

本期, 我们要继续讨论危险八, 那就是: 

 

(B.8) 它教导“替代性遵守律法”的错误教义(下) 

 (B.8.1)   基督积极的顺服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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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组织称自己的宗旨主要是传福音, 

事实上却是在教导归正神学的看法, 例如它们说

基督“归算的义”(imputed righteousness of Christ, 

指人因信基督而被神算为义)是出于祂本身积极

顺服律法的成果. 今日许多相信圣经的浸信会教

徒(Baptists)也受到这些组织的上述教义所影响. 

此篇文章将思考和讨论两大问题: (1) 什么是“基

督积极的顺服”? (2) 这个教义合乎圣经吗?  

 

(一) 什么是“基督积极的顺服”? 

 一些人士认为基督“积

极的顺服 ”(active obedience)

是指基督遵守律法, 为要显明

祂是无罪的, 是无瑕疵无玷污

神的羔羊. 这样的立场显明在

以下文章里  —  Article VIII, 

“Salvation”, in the GARBC 

Articles of Faith. 

 

我们相信罪人得救是出于神的安排, 并

且全是靠神子耶稣基督的恩典, 即祂按神的安排

作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甘心乐意地取了人的

本性(nature), 但却没有罪, 并以亲自顺服律法来
尊荣神的律法, 使祂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救主; 靠

着祂的流血舍命, 完全满足了圣洁公义之神对罪

的审判之公义要求; 以致祂舍命的牺牲不单为我

们树立殉道者的榜样, 更是自愿代替罪人的地位, 

公义的耶稣基督代替不义的人受死, 以自己的身

体担当我们的罪, 死在十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坐在天上的宝座, 在祂奇妙身上结合了最温

柔体贴的同情之心与属神完美. 他在每一方面都

具备资格成为一位合适、满有慈悲怜悯和完全

丰足的救主.   

  

 无论如何, 很多归正神学的作者对“基督

积极的顺服”持有不同意思. 按他们的定义, 为了

代替选民(the elect), 基督赎罪的工作不单是靠祂

的受苦与受死(即归正神学所谓的“祂消极的顺

服”), 同时也靠祂遵守律法(称为“祂积极的顺

服”). 这些归正神学的作者相信基督积极和消极

的顺服两者都是赎罪的一部分. 然而, 圣经教导

说称义(justification)是在神的记录里两方面的改

变: (1) 我们一切的罪都被除掉(罗 4:8: “主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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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2) 基督的公义被归

算在我们身上(罗 4:6: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

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也参 林后 5:21). 

归正神学的作者相信, 我们的罪被除掉全是因为

基督的受苦和受死, 但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 

是因为祂代替我们遵守神的律法.  

 

(二) “基督积极的顺服”是合乎圣经的教义吗? 

 我不相信基督顺从律法是属于祂代赎工

作的一部分. 我的理由如下: 

 

1) 福音书把焦点放在我们主的死与复活, 而非祂

无罪的生命. 保罗说: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
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

徒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
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

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

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林前

15:1-4; 保罗论到“因这福音得救”, 然后解释这

使人得救的福音之内容  —  基督的死、埋葬

和复活! 完全没有提到基督顺服律法的生命, 

编译者按). 

2) 我们是靠基督的死称义, 而非靠祂无罪的生命. 

罗 5:6-10 说: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

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 是少有的; 为

仁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

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

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

着祂免去神的忿怒.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 就

更要因祂的生(KJV: life)得救了.” 保罗在 罗

4:23-25 清楚表明基督的“生”(life)是指祂的复

活(复活的生命), 而非祂顺服律法, “ ‘算为他

(亚伯拉罕的)义’的这句话不单为他(亚伯拉罕)

而写,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

是我们这些相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
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罗 4:23-25).  

3) 人被称义是靠基督的义行(righteous act)  —  是

指一次的义行, 而非复数的义行, 正如保罗在 

罗5:18-19所说: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

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义行(RV: one act 

of righte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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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督无罪的生命使祂有资格成为我们的祭牲, 

但祂的死才是我们称义的基础, 如经上所说: 

“我们凭这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祂的

身体, 就得以成圣”(来10:10). 

5) 浸礼和主的晚餐都与基督的死有关, 而不是关

于祂无罪生命的种种行为. 水中浸礼(baptism)

象征信徒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上与主联合, 而这

联合(而非浸礼)乃是得救的基础(罗6:1-5); 主

的晚餐则集中在信徒与主的相交(communion), 

以祂受创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作为相交的基

础(林前11:23-26).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直等到祂来”(林前11:26). 

6) 人被称义 (Justification)是神的记录有所改变  

—  我们的罪被除掉(罗4:8), 基督的义归于我

们. 我们在 罗4:6读到: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

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保罗在 林后

5:21说: “神使那无罪(无罪: 原文作不知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

义”. 请留意, 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不是基督的顺

服, 而是神的义(注: 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 与守

律法无关, 如 罗3:21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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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凭着祂的神性而拥有这义. 

祂顺从神的旨意是这义的效果, 而非它的基础

(意即基督因有这义, 才导致祂顺从神的旨意, 

而不是因祂顺从神的旨意, 才产生这义). 

7) 腓2:6-8论到基督的顺服, 但它的焦点是基督自

愿受死, 而不是基督尊重与遵守律法, “祂本有

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

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像,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

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

死在十字架上”(腓2:6-8). 

8) 并非所有归正神学家都赞同以“基督积极的顺

服”作为祂救赎工作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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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理问答[catechis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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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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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R. N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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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8.2)   这议题的重要性 

 有者认为基督积极的顺服是祂代赎工作

的一部分. 现今有两个闻名的组织坚持以上这种

看法. “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在它的信

仰声明第 8 项(Confessional Statement #8), 题为

“罪人被称为义”(The Justification of Sinners)中宣

告说: 靠着祂(耶稣基督)完美的顺服, 祂代表我

们满足了神的公义要求, 因为单靠信心, 基督完

美顺服的功效便归于所有单单信靠基督的人, 使

他们蒙神悦纳. 父神把基督白白赐给我们, 因着

祂代表我们而表现的顺服(指积极的顺服)和承

受的刑罚(指消极的顺服), 我们已蒙神接纳; 这

称义全是白白的恩典, 使神的准确公义和丰盛恩

典借着称罪人为义而得着荣耀.”139  

 

 另一个与福音相关的组织也持有同样看

法. 它的网站有一部分, 题为“基督徒历史上的今

日”(Today in Christian History). 它在 2009 年 1

月 1 日版中有以下的条目: 

 

梅钦 (J. Gresham Machen, 1881-1937): 

梅钦于 1937 年 1 月 1 日离世. 他是美国费

城 的 威 斯 敏 斯 特 神 学 院 (Westminster 

Seminary, Philadelphia)的创办人, 大力捍卫

圣经的基督信仰 . 他在北达科他州 (North 

Dakota) 十二月的冬天传道而患上肺炎

(pneumonia), 在医院去世. 他最后一则电报

是寄给他的好友和同事默里(John Murray). 

在此著名的电报中, 他说: “我为着基督积极

                                                             
139  http://thegospelcoalition.org/about/foundation-

documents/confessional (浏览于 2012 年 6 月 28日). 

的顺服而感谢神 . 没有它就没有希望 .” 

[http://14g.org/2009/01/today-in-christian-

history (浏览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 ] 

 

 我们承认这组织没有在它的教义宣言中, 

特别教导这理念(idea, 指基督积极的顺服). 尽管如

此, 这看法却出现在它的网站上, 而这组织宣称专

注于福音事工(这难免叫人对其所持的福音内容或

理念产生质疑).  

 

 总括而言, 按我的观点, “基督积极的顺

服”这一看法很不符合圣经, 甚至扭曲了因信称

义的真理. 今日的召会牧者和领袖都需要清楚明

白此事, 并在他们的讲道和写作中, 正确地传达

福音的真理.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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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替代性遵守律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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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

主的死, 祂的死是一个顺服的行动, “存心顺服, 以

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8; 也参 罗 5:18: 

“因一次的义行[one act of righteousness]…).  

 

我们的主当然是每一

时刻都顺服祂的父神, 但我们

却不可强调说祂上十架前的生
命  —  即有些人所谓的祂“积

极的顺服”  —  使我们被称为

义. 看看圣经说什么. 首先, 保

罗说: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

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

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林前 15:3). 在主耶稣还未受

死前, 祂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的

那位圣者(来 7:26), 但这对罪人没有益处, 因祂自

己说: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

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 12:24).   

                                                             
140   上文编译自 迈伦·霍顿(Myron Houghton)所著

的“基督积极的顺服”(The Active Obedience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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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迈伦·霍顿是美国艾奥瓦州“信心浸信会神学院”的

系统神学资深教授 [Senior Professor of Systematic 

Theology, Faith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owa] ). 

http://thegospelcoalition.org/about/foundation-documents/confessional
http://thegospelcoalition.org/about/foundation-documents/confessional
http://14g.org/2009/01/today-in-christian-history
http://14g.org/2009/01/today-in-christian-history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vicarla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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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Kelly 

有些人宣称我们主在摩西律法下的公义生

命, 被神归算为我们“积极”(active)的公义; 而这些

人又说, 祂的死, 就是祂借着死除去我们罪, 是“消

极”(passive)的一面(或称“消极的公义”). 然而, 你

难道看不出这样的说法, 其实是把你和主耶稣都放
在律法的权柄下吗? 

 

 “靠宝血称义”(这是圣经清楚的教训, 参阅 

罗 3:25; 弗 1:7; 西 1:14,20; 来 9:12; 约壹 1:7; 启

1:5 等等, 编译者按), 也唯独靠宝血称义. 这直接拆

穿以上所说的谎言  —  人必须有“积极的义”和“消

极的义”(才能称义或得救). 这似是而非的的错误

主张是: “由于我们所有人都犯了律法(注: 其实神

在圣经中清楚表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是不按律法

受审[罗 2:12,14-15],141 换言之, 外邦基督徒是不按

律法受审的), 而人无法靠他自己的行为来重获公

义的站立处(righteous standing),142 因此, 基督来了, 

并代替人遵守律法; 然后去到十架上, 为人的罪而

承受死刑的苦楚, 结果神把‘积极的义’和“消极的

义”归算在人身上:  —  这就是说, 基督代替人遵守

律法(即所谓“积极的义”, active righteousness); 第

二, 靠着基督的血除掉一切的罪疚(guilt)(即所谓

“消极的义”, passive righteousness).” 

 

 这看法是很糟糕的, 因它不相信人在神面

前那不能(靠守律法来)复原的状况; 因为(按圣经

的教导)不仅基督必须流血(受死)来为我们赎罪; 

我们也需要与基督同死. 我们本是与亚当联合, 如

果我们要与基督联合, 那么这旧人  —  我们在亚当

里所具有的一切  —  都必须被钉死, 才能“叫你们

归于别人(RV: joined to another), 就是归于那从死

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罗 7:3-4).143 宗教改革以

                                                             
141   罗 2:12: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
灭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

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即所谓的“良心”)同作见

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142   人需要在神审判时有个公义的站立处(standing, 

或称“立足点”), 才不至灭亡; 参 诗 1:5: “因此, 当审判的

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143   罗 7:3-4: “所以丈夫活着, 他若归于别人(RV: 

joined to another man), 便叫淫妇; 丈夫若死了, 他就脱离

了丈夫的律法 , 虽然归于别人 (RV: joined to another 

man), 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

来的神学教义(特指改革宗/归正宗的神学教义)从

没有清楚解明我们与基督在十架上同死的彻底结
束(our utter end in death with Christ, at the cross).   

 

 基督“替代性遵守律法”是可怕的错误. 这

谬论的致命结果是让律法仍是有效的索偿者(The 

Law as claimant), 仍然对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基督

徒)具有律法上的要求: 因为正如保罗所说: “我现

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

活着的时候吗?”(罗 7:1). 除非你能够全心相信你

已经与基督同死, 你已经与基督同埋葬, 而你在第

一个亚当里的历史(过去的一切)在神面前已在各

各他山完全彻底的结束, 不然你绝对无法脱离律

法对你良知方面的要求或控诉(claims of Law upon 

your conscience, 指律法在信徒良心上的“索赔”, 即

要求信徒仍然需要遵守旧约的一切律法). [注: 凯

利(William Kelly)很有眼光和正确地评论道: “加尔

文主义者(Calvinists)和亚米纽斯主义(Arminians)

认为肉体(the flesh)还不是太坏  —  并非坏到不能

靠基督用神的律法来改善, 也并非坏到不能靠圣灵

赐它能力来改良.”144 ] 

 

 让我再次强调, 神也

没有把律法赐给亚当 . 第一

个亚当有生命: 神没有给他

律法去守, 来获取生命! 只有

等到摩西时代 , 神才赐下律

法, 只有在那时, 神才借着律

法附带性地向人显露人自己

的状况. 神没有把律法给第一个亚当, 也没有给全

人类 , 只给以色列人而已 (申 4:5-8; 33:1-5; 诗

147:19-20). 再者, 神也没有把律法给末后的亚当

                                                                                                    
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 叫你们归于别人(RV: 

joined to another; KJV: married to another), 就是归于那

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144   论到这肉体, 让我们听听圣经怎么说. 首先是 

罗 7:18: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

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 

西 3:5 说: “所以, 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

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

样)…” [注: 这“地上的肢体”是指肉体的情欲, 因两者有

同样表现, 比较 加 5:16,19-21: “肉体的情欲… 奸淫、污

秽、邪荡、拜偶像…仇恨、争竞、忌恨、恼怒…嫉

妒…等”(后面这几样情欲可归纳在“恶欲和贪婪”里) ]. 

简言之, 对于肉体, 圣经的教导是治死, 而非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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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Adam, 即主耶稣)! “末後的亚当(last Adam)成

了叫人活的灵”(林前 15:45); 此人就是基督, 祂从

死里复活, 坐在神的右边, 把属灵生命传授给人. 祂
是在律法以下吗?(加 4:4-5)145 即使说基督必须为

他(犹太人)成全律法, 这只是因为人心极度想要墨

守 法 规 (desperate legality) 和 人 的 自 信 (self-

confidence),146 才把基督拉进律法里, 使祂固守律

法. 简之, 替代性遵守律法(Vicarious law-keeping)

是加拉太的异端! 

 

 主耶稣清楚明确地说, 祂到世上来的工作

是为人而死, “正如人子来… 要舍命, 作多人的赎

价”(太 20:28). 诚然, “…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

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来 9:14). 是的, 祂必须是无瑕
疵的羔羊, 但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献祭(把自己当

作赎罪祭献给神)! 祂并没有帮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直到在十架上 , 神把我们的罪都归到祂身上 (赛

53:6,10), 使无罪的祂为我们成为罪(林后 5:21; 这

节的“成为罪”可译作“成为赎罪祭”). 祂实在是人

子, 因为神以圣灵的能力(路 1:35), 为祂预备一个

属人的身体(诗 40:6; 来 10:5). 虽然如此, 即使祂在

罪人当中行走时, 也是“远离罪人”(来 7:26), 与罪

                                                             
145    加 4:4-5: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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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神赐下律法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加 3:19,23-

24: “这样说来, 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原是为过犯添上

的, 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耶稣基督)来到… 但这因信得

救的理还未来以先,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直圈到那

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这样,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 引

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以上经文让我们看

见, 神借着保罗清楚解释律法的目的, 其实不是要叫人

称义, 而是作为“训蒙的导师”, 要让人知罪而已(罗 3:20), 

使人知道自己的无能, 最终归向基督来获取救恩(因信

称义). 简言之, 神把律法赐给人, 主要目的不是要人靠

律法称义(神早就知道人的软弱, 无法完全遵行律法), 而

是叫人不要“自信”了, 不要再相信自己可以靠守律法称

义; 换句话说, 神赐下律法的主要目的, 是要摧毁人在这

方面的“自信”! 此外, 既然基督已经来了, 犹太基督徒就

凭着与主同死而与旧生命和律法断绝一切关系, 所以原

本守律法的犹太基督徒, 信主后也已不在律法以下了, 

所以使徒保罗说: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 我们

(包括本身是犹太基督徒的保罗)从此就不在师傅(喻指

律法)的手下了”(加 3:25). 故此, 那些强调“基督徒还要

守律法”的人, 实在是大错特错! 

人无关, 直到在十架上, 神把祂当作罪人的赎罪祭, 

那时才有救赎的功效. 

 

 死而复活的基督本身 , 才是我们的义(罗

5:23: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

叫我们称义”). 祂在律法下的世上生活不是我们的

义; 我们与那在世上生活、在律法以下的基督没

有关联. 罗马书 7:1-6 清楚告诉我们, 连那些原本

活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信徒, 也因基督的身体(指祂

在十架上身体的死)而向律法死了(意即结束了他

们与律法的关系; 罗 7:4),147 使他们“归于别人, 就

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有者很美地

说道: “基督信仰始于复活”(Christianity begins with 

the resurrection).148 

                                                             
147   罗 7:4: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
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 就是归于

那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史达兰(Fred E. 

Stallan)正确评注道: “从罗马书第 6 章, 保罗指出只有当

信徒掌握和实践‘与基督同死’的真理, 他才能在今世为

神活出凯旋得胜的生活 . 这就是所谓的 ‘与基督认

同’(identification with Christ). 基督可与男女罪人认同的
唯一地方, 就是十架上, 而不是基督在世上的生活. 祂是

圣洁、远离罪人的; … 那些宣称基督是一个好人, 所以

要跟从祂, 以祂为榜样来生活的人, 是犯了重大错误(因

耶稣基督来世上的主要目的, 不是要人跟从祂的榜样来

生活, 而是要为人死在十架, 以此拯救罪人, 叫信徒的旧

人(旧生命)与祂同死、同埋葬[罗 6:6], 并借着与基督一

同复活, 信徒得着新人的生命, 可以活出一个新生的样

式[罗 6:4], 编译者按)… 正如妻子脱离(已死的)丈夫的

约束, 照样, 信徒脱离了律法的约束. 这样的自由源自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这是所有

在基督里的人之情况, 如保罗在 罗 6:14 所说: ‘因你们

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既然已死了(指信徒与

主同死了), 律法再也无法对信徒有所索求…  基督是在

祂的身体上受苦, 祂的身体被钉在十架上… 借着身体

上的死, 基督满足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即罪的工价乃

是死, 罗 6:23), 也满足神公义的需求… ‘借着基督的身

体’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各各他所成就的挽回祭, 而在

于基督的死使我们向律法而死”, F. E. Stallan, “Roman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1),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8), 第

149-150 页. 
148   上文编译自 纽威尔(William R. Newell)所著的

“ ‘替代性遵守律法’之错误”(The Error of Vicarious Law 

Keeping). 此篇文章的英文版原是摘自纽威尔所著的《

罗马书逐节释义》(Romans Verse By Verse), 第 1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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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队于主后 70年攻陷耶路

撒冷城(6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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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的事 (九) 
以色列的国民复兴 

和恢复时的百姓状况 
 

(A) 以色列的国民复兴 

 (A.1)   耶路撒冷城的重建 

 在 亚 14:1-4, 我们读到: “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 你的财物必被抢掠, 在你中间分散. 因为

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 城必被攻取, 

房屋被抢夺, 妇女被玷污, 城中的民一半被掳

去; 剩下的民仍在城中, 不至剪除. 那时, 耶和

华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 好像从前争战一样. 

那日, 祂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

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成为极大

的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主后 70 年, 

当耶路撒冷最后

被罗马提多将军

所毁, 那时只有一

国(即罗马帝国)的

军队前来争战. 那

时也没发生城中

的民一半被掳; 而

是 全 城 严 重 被

毁.149 那时主耶和

华没有介入, 与侵

                                                                                                    
页(即纽威尔在这本注释书对 罗 5:19 的注解), 已上载到 

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vicarlaw.htm . 
149   主后 70 年, 耶路撒冷城被罗马军队攻陷, 圣殿

也因此彻底被毁. “恰当犹太人的逾越节日, 大军到达城

前. 城内犹太人又有内争, 前后犹太人惨死者多达 60

万.” 白云晓编译, 《圣经地名词典》(北京: 中央编译出

版社, 2001), 第 451 页.  

略者(罗马军队)争战, 也没有脚站在橄榄山上. 

那时也没有发生分裂橄榄山的地震, 以色列余

民没有被恢复到应有的地位, 而是被分散各地.   

 

 因此 , 我

们清楚看出这段

经文并非指任何

过去已发生的耶

路撒冷被毁事

件 , 150  所以这段

经文的应验肯定

是在未来. 我引用这段经文, 主要是指出耶路

撒冷必须重新被建, 重新有人居住, 成为神管

理以色列和世界列国的中心.  

 

(A.2)   恢复了对神的敬拜 

 现在让我们引证 但 9:24-27, 以进一步

证明我上述所说的论点. 天使加百列对但以理

说: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 已经定了七十个

七. 要止住罪过, 除净罪恶, 赎尽罪孽, 引进(或

作: 彰显)永义, 封住异象和预言, 并膏至圣者

(或作“并膏至圣所”, sanctuary)… 一七之内, 他

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祀

与供献止息…”  

 

我们现在不需要进入所有相关经文的

每一细节, 因为在接下来的数篇文章, 我们会

再回到这些经文, 更详尽地解释它们. 无论如

何 , 我们留意到有 “祭祀 ”(sacrifices)”与 “供

献”(oblations), 我们晓得这祭祀和供献只能够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献上. 经文提到“至圣所”和

“每日的祭祀”, 意味着那时圣殿已被重建, 恢

                                                             
150  耶路撒冷在过去发生了无数次遭破坏的事件, 

但此城经历严重被毁主要有两次: (1) 西底家王 11 年

(主前 586 年), 耶路撒冷在巴比伦人围攻两年之后被攻

破, 圣殿和城墙被彻底拆毁, 王室和人民全被掳去巴比

伦(王下 25 章). 自此耶路撒冷荒芜了 50 年. 第一圣殿期

(指所罗门所造的第一个圣殿)到此结束. (2) 主后 66 年, 

犹太人发动全面的反罗马战争, 结果惨败, 导致耶路撒

冷城在主后 70 年被罗马的将军提多(Titus)所灭, 其破

坏之彻底, 烧杀之惨烈, 是前所未有的(前后犹太人惨死

者多达 60 万人).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vicarla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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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对神的敬拜: 这一切将会发生, 很像过去

主耶稣在地上之日所发生的情形(即有圣殿的

存在和祭祀的事). 

 

现在请翻开 太 24:14-16: “这天国的福

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後末期才来

到.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

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这节提到但以理所

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ution), 决定性地证明此经文确实是一个

将在未来才全面应验的预言.  

 

我们在 路 21:24 读到: “他们要倒在刀

下, 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

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节经文所描述

的已按字面应验了, 这是完全清楚, 无可置疑

的(因主后 70 年, 犹太人倒在刀下, 被掳各国). 

但耶路撒冷至今还被外邦人践踏,151 “外邦人

的日期”还未满. 换言之, 从(主后 70 年开始)犹

太人被掳到各国及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 直

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间中有一个间隔期, 

超过 1 千八百或九百年. 

 

我们再读下去, 看到 路 21:25-27 说: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 地上的邦国也有

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 就慌慌不定. 天势都

                                                             
151   1948 年 5 月 14 日, 虽然以色列宣告立国, 但耶

路撒冷城当时仍划归约旦王国所拥有, 直到 1967 年“六

日战争”(Six-Day War, 6 月 5 日至 10 日)结束后, 以色列

收复耶路撒冷的旧城(东耶路撒冷). 1980 年 7 月 30 日, 

以色列国会通过法案(《基本法 : 以色列首都耶路撒

冷》), 宣布耶路撒冷(包括西耶路撒冷和东耶路撒冷)是

以色列“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 不过, 联合国安理

会 478 号决议(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美国 1 票弃权)宣布

这项法律无效, 并要求其成员国必须从耶路撒冷撤出外

交代表作为惩罚措施. 1988 年, 巴勒斯坦在阿尔及尔宣

布建国, 把耶路撒冷定为首都, 包括中国在内的近 100

个国家予以承认, 引自 https://baike.baidu.com/item/耶路

撒冷/6115 . 简言之, 耶路撒冷城今日还未完全脱离“外

邦人的践踏”, 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决意要把

此城归为己有, 而联合国也未承认耶路撒冷全属以色列

所拥有, 且不时干涉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城的政策与活动.   

要震动,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

得魂不附体.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

大荣耀驾云降临.” 这是显然还未发生的事件. 

在上述马太福音 24 章和路加福音 21 章的记

载, 都是主耶稣回应有关圣殿的问题时所讲的

话(参 太 24:1-3; 路 21:5-6), 整篇讲论是与耶路

撒冷城、圣殿和犹太国民有关. 

 

然而 , 就在圣殿那里 , “ 那行毁坏

者”(desolator)的偶像将被竖立; 就如我们在别

处所读到的(参 启 13:14-15), 这同一者本身将

坐在圣殿里, 自称为神(帖后 2:4), 从背道的万

民列国领受敬拜.  

 

(A.3)   撒但的搅扰和迷惑 

翻到 帖后 2:1: “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

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祂那里聚集.” 这点描述

我之前(在前两期的文章中)所说到的, 是指“召

会”或称“基督的身体”完整的形成. 保罗教导

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要盼望和等候这个事件的

发生(即召会完整, 被提到空中见主). 这对他们

而言是“所盼望的福”(多 2:13), 也是他们心中

所该紧握的盼望(帖前 1:3: “你们…因盼望我

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帖后 2:2 说: “我劝你们: 无论有灵、有

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现

在”或作“就”)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

慌.” 撒但会采用任何卑鄙的手段来欺骗神的

儿女, 或使他们跌倒. 从这节经文的言词中, 证

明了有一封信传到帖撒罗尼迦的召会, 声称是

来自使徒保罗的书信, 但其实是别人冒名或伪

造的, 企图欺骗信徒. 帖后 3:17 证实这一点: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 

我的笔迹就是这样.” 保罗以此向信徒们保证

这封信, 至少这封信, 不是伪造的.  

 

以上这点或许证实一个看法, 即保罗遭

受“肉体中的刺”(林后 12:9)之苦, 其实与眼睛

有关. 由于眼睛视力有缺陷, 他无法亲笔写信, 

需要由抄写员(代笔者)按他口述来记录, 最后

https://baike.baidu.com/item/耶路撒冷/61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耶路撒冷/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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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由他亲笔签名. 他在 加 6:11 说: “请看我亲

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 此书信(加

拉太书)可能是唯一由保罗亲笔写下的书信. 

他略为提及他的字体何等的大, 因为他视力欠

佳, 而非指这封信何等的长(注: 保罗写过其他

比加拉太书更长的书信, 例如哥林多前后书、

罗马书等等).   

 

那封冒名的

伪造信是撒但的卑

鄙手段, 企图使信徒

恐慌, 破坏他们盼望

的喜乐 . 信上宣称

“主的日子现在到

了”(可直译为: “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现在就

是了”; 参 Wuest’s Expanded Translation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第 486 页] : the day of 

the Lord has come and is now present ).152 这日

子是“已经来到了”, 而不是像英文圣经《钦定

本》所说“基督的日子近了”(KJV: the Day of 

Christ is at hand). 若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 现

在就是了”, 这就意味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本

该按着他们所期望、所领受的教导  —  “到祂

那里聚集”(帖后 2:1)、“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

主相遇”(帖前 4:17), 但这一切并没发生, 反倒

留在地上去度过那日子的灾难时期, 即前所未

有的恐怖时期. 

 

是否“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令帖撒罗尼

迦的信徒困扰、惊恐万分? 肯定不是. 祂为属

自己的人(特指基督徒或整体的召会)而来是一

回事, 但“主的日子”则是另一回事. 主耶稣的

再来正是他们一直期待和等候的有福盼望. 若

听到说主为他们而来, 他们是不会感到惊恐的. 

不过, 若告诉他们说, 他们要被留在地上去经

过主的日子,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主的日

                                                             
152   比较其他译本对 帖后 2:2 的译法, 例如: 《达秘

译本》(Darby): “…as that the day of the Lord is present”; 

NIV: “saying that the day of the Lord has already come”; 

NASB: “to  the effect that the day of the Lord has come”; 

NKJV: “as though the day of Christ had come”等等. 

子”(the day of the Lord, 旧约译作“耶和华的日

子”)是神报仇的日子, 是主把神的忿怒倾倒在

地上的日子, 也是撒但的狂怒达到顶点的日子. 

难怪他们听到后感到恐慌. 

 

有些人推论说, 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从第

一封书信中(帖撒罗尼迦前书), 以为他们要盼

望主很快再来(指再来接召会, 帖前 4:17), 但过

后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去纠正这错误看法, 

向他们表示主再来(指再来接召会, 即召会被

提)以前, 必须先有许多事件发生. 持这种看法

的人完全没有成功发现, 论到主再来, 这两本

不同书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主要是讲论两件

完全不同的事. 前书主要论及主来到空中接祂

的召会(即召会被提, 或称“主为圣徒而来”), 后

书则论到“主同祂圣徒而来”, 为要审判全地.153     

 

(A.4)   坐在神殿里的“大罪人” 

 我们在 帖后 2:3-4 读到保罗写道: “人

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

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

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

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你记得耶路撒冷被称为“圣城”(参 太

27:53), 纵然它充满邪恶(注: 城中的以色列人

要把主耶稣钉在十架上). 此城和圣殿虽然被

不信的以色列民所建立, 仍然被称为“圣城”和

“神的殿”. 它是耶和华在地球上立祂名和祂的

圣所唯一的地方. 祂的眼目仍然顾念它, 日子

将到, 此城将成为全地敬拜的中心, 神的话将

从此处传到全地. 有个普遍的看法说, 那位坐

在神圣殿中的大罪人, 就是

那在罗马天主教会高居宝

座的教皇(教宗). 但此看法

与圣经不符, 因神的圣殿是

在耶路撒冷, 而不是罗马. 

                                                             
153   “主为圣徒而来”与“主同圣徒而来”是不同的, 

请参本文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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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教皇没有要求全球性的敬拜; 但

大罪人却如此要求. 教皇宣称尊荣基督, 为基

督行事, 但此大罪人却否认圣父和圣子. 罗马

天主教会的教皇制度(system of Popery)是撒但

使用的败坏制度, 并且已有许多敌基督, 也还

会有许多敌基督, 因为敌基督的灵早在很久以

前就开始动工了. 历代以来, 多少殉道者宁可

流血舍身, 惨被烧死, 为的就是让神的道能自

由传开, 脱离教皇制度的黑暗和奴役. 令人悲

哀的是, 许多国家竟然允许教皇制度手握大权. 

这样的迷惑已笼罩多国多民. 加上许多广受欢

迎的圣经教师也在负面地批判圣经, 破坏了真

道  —  就是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  的根

基. 人掩耳不听真理, 就随从各样虚构的谎言. 

 

然而, 那位在未来要显现的大罪人, 将

在耶路撒冷坐在神的圣殿里, 否认那位道成肉

身的基督, 说: “我是基督(弥赛亚), 我是神; 敬

拜我吧!” 这便应验主耶稣的话: “我奉我父的

名来, 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

来, 你们倒要接待他”(约 5:43). 我引证 帖后

2:3-4 这段经文, 为要证实我之前所说的, 即耶

路撒冷的圣殿将被重建, 使犹太人的献祭和敬

拜能在那里进行.  

 

(A.5)  “两个见证人”的事工 

最后, 在 启 11:1, 这圣殿再次被称为“神

的殿”. 启 11:1-8 记载: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 当

作量度的杖; 且有话说: ‘起来! 将神的殿和祭

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

院子要留下不用量,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

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

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 立在世界之

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

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

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

天闭塞不下雨; 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 并且能

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 他们作完见

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

战, 并且得胜, 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

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 又叫

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与此相关的, 我们读到“两个见证人”将

在耶路撒冷作见证三年半, 并在那里被杀. 这

时, 它不再被称为“耶路撒冷”(意即“平安的居

所”或“平安的根基”), 而是按它的属灵特质被

形容为“所多玛”和“埃及”, 它的位置适合作为

我们的主被钉十架之处. 

 

这一切经文证明这样的运动  —  犹太

人回归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重

建,154 以及这地方重新有人居住和耕种  —  都

必须继续, 也迟早完成, 好叫圣经所预言的一

切末日情景都逐一应验. 但这一切是国民性的

运动, 而非属灵性的运动, 并且已经开始了: 无

花果树终于萌芽, 以色列荒凉的冬天即将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复兴的春天和荣耀的夏天. 

 

(B) 恢复时的百姓状况 

(B.1)   百姓两种不同的状况 

现在请你看几处经文, 来明白神的百姓

以色列人在国民复兴与恢复时的灵性特征(指

在七年灾难期间[特指前三年半], 以色列国民

有复兴运动如重建圣殿、恢复祭祀和供献等, 

并在此恢复过程中, 神的百姓(犹太人)具有的

灵性状况, 编译者按). 我们先读 但 11:32-35: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 他必用巧言勾引; 惟独认

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

多人; 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 或被火烧, 或

                                                             
154   有关圣殿的重建, 请参本文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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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掳掠抢夺. 他们仆倒的时候, 稍得扶助, 却有

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 智慧人中有些仆

倒的, 为要熬炼其余的人, 使他们清净洁白, 直

到末了; 因为到了定期, 事就了结.” 

 

 (a)   小部分归向主耶稣的余民 

 在以色列民中, 必有一些“认识神的子

民”. 这些人就是保罗所谓的“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余数”更正确译作“余民”, 

KJV: remnant)”(罗 11:5). 我认为这些人是已认

识到那位被犹太人所藐视和弃绝的耶稣, 其实

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 而当祂为拯救他们而

显现时, 他们将会说: “看哪, 这是我们的神; 我

们所等候的神.” 接着, 他们终于“仰望他们所

扎的那一位”(亚 12:10).155  

 

 亚 12:11-14 记载: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

恳求的灵, 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

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 必为我悲哀, 如

丧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 如丧长子… 那日, 耶

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 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

临门的悲哀…” 从这段经文, 我们清楚看到在

主基督显现之前,156 圣灵要大大动工, 使不少

犹太人知罪  —  承认犯上把主耶稣钉在十架

的罪, 并在圣灵带领下悔改, 承认主耶稣, 并信

靠祂的拯救.  

 

 这些人“必刚强行事”(但 11:32). 他们是 

“智慧人”(原文指“有才智和洞察力之人”), “必

训诲多人”(第 33 节, 指教导许多人关于主耶

稣的事, 向人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但这样

做会给他们带来可怕的迫害, “他们多日必倒

在刀下, 或被火烧, 或被掳掠抢夺.” 其他人将

“仆倒”, 像彼得面对考验一样(“仆倒…稍得扶

助”, 第 34 节), 但这一切都是为要试炼和洁净

他们, 使他们洁白, 如 35 节所说: “为要熬炼其

余的人, 使他们清净洁白, 直到末了”. 这一切

                                                             
155   亚 12:10 说: “他们必仰望我(“我”或作“他”), 就

是他们所扎的.” 
156   亚 14:1-4 论到主降临在地上(脚踏橄榄山, 第 4

节), 拯救被敌军围困的犹太人(第 5-13 节). 

将会持续下去, “直到末了”. 然后, 每一个名字

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 , 都必蒙主拯救 (但
12:1).157 

 

 (b)   大部分拒绝主耶稣的百姓 

 这些余民认识他们的神, 不过他们只占

以色列全国民的一小部分. 大部分的国民仍旧

“作恶”, 继续“违背圣约, 他们“被巧言勾引”(但

11:32),158 受诱骗去与敌基督结盟, 使他们的罪

孽盛满了杯, 导致神那展期已久的审判终于临

在他们身上, 且到了极点(帖前 2:16).159 

 

 以赛亚书 65:1-2 论到这不同的两组犹

太人, “素来没有访问我的, 现在求问我; 没有

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称为我名下的, 

我对他们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整天伸手

招呼那悖逆的百姓; 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

之道.” 此外, 在耶路撒冷那里, 需要有一座为

耶和华的名建造的圣殿, 那就是将在耶路撒冷

城被恢复的圣殿. 论到圣殿, “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

何等的殿宇? 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耶和华

说: 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 但

我所看顾的, 就是虚心(原文作“贫穷”)痛悔、

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在那日, 虽然有了圣殿和献祭的事, 但

耶和华如何看待人在那殿所献的敬拜和供物

呢? 耶和华说: “假冒为善的宰牛, 好像杀人, 献

羊羔, 好像打折狗项, 献供物, 好像献猪血, 烧

乳香, 好像称颂偶像. 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 

心里喜悦行可憎之事. 我也必选择那些迷惑他

们的事, 使他们所惧怕的都临到他们; 因为我
                                                             
157   但 12:1: “那时, 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

勒必站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 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 没有

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中, 凡名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 
158   但 11:32 说: “他必用巧言勾引”; 这句话在《新

译本》中译作“他必用奉承的话败坏他们”. 
159   帖前 2:15-16: “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 又

把我们赶出去. 他们不得神的喜悦, 且与众人为敌; 不许

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 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 

神的忿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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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路 撒 冷 圣 殿 模 型 

 
 

呼唤, 无人答应; 我说话, 他们不听从; 反倒行

我眼中看为恶的, 拣选我所不喜悦的”(赛 66:3-

4). 人献上那按律法是最昂贵的祭物  —  牛  

—  却好像谋杀者那样不蒙神所悦纳. 神不承

认不信者所献的祭. 然而, 那些因神的话而战

兢的人, 却蒙神悦纳.  

 

赛 66:5 说 : 

“你们因耶和华言

语战兢的人当听他

的话: 你们的弟兄, 

就是恨恶你们, 因

我名赶出你们的 , 

曾说(或译“曾经讽

刺你们说”): 愿耶

和华得荣耀…” 这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

故事, 却不断重复; 属肉体的宗教(例如犹太教)

把真实的敬虔者赶出去. 它在残酷地执行判决

时(如逼迫信徒时), 说: “愿耶和华得荣耀.” 神

接下去说: “但蒙羞的, 究竟是他们.” 

 

(B.2)   余民受苦后得享福乐 

因此, 蒙拣选的余民成为圣灵所教导的

对象: 他们将明白为何过去19个世纪(1,900年

之久), 以色列人多灾多难(特指犹太人被分散

各地, 忍受诸多逼迫和苦难), 他们也认清那位

他们所藐视和弃绝的拿撒勒人耶稣, 就是日夜

期盼的弥赛亚(基督). 不过, 只有等到主显现

(主同圣徒而来, 亚14:5), 他们才能进入全面的

自由和救恩的喜乐. 主必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

辖制, 除去他们良知的罪疚感, 迎接他们迈入

祂在地上设立的千禧年国之福乐.  

 

但在这之前, 必须先有一段灾难的时期, 

称为“雅各遭难的时候”(the time of Jacob’s 

trouble, 耶30:7). 在这段期间, 蒙拣选的余民将

蒙保守. 神会减少那日子(太24:22),160 他们当

                                                             
160   太 24:22: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总没有

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 那日子必减少了.” 

中许多人会为主殉道, 这些人因着他们的见证

而被斩首(参 启20:4: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

稣作见证, 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 这些

人虽然受苦以至于死, 但他们并非失败, 因他

们将在千禧年国度里, 与召会和其他经历“第

一种复活”161的人一同成为属神的蒙福群体.162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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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主为圣徒而来” 

与“主同圣徒而来”的区别 

  

基督第二次再临, 其实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

阶段是“为圣徒而来”(Coming For His Saints), 也是

所谓的 “召会被提 ”. 第二个阶段是 “同圣徒而

来”(Coming With His Saints), 也是基督要在地上设

立天国(即千禧年国), 作王掌权的时候. 这两个阶

段有明显不同的目的, 性质和活动, 解释基督再临

的预言时, 必须看清有关的预言是属于那个阶段. 

让我们细心比较这两个阶段: 

 

主为圣徒而来 主同圣徒而来 

(1)突然发生或随时可发

生 的 (imminent)( 林 前
15:52) 

(1)是一连串明显不法的

事(在年灾难中)进行后才

发生的(帖后 2:2-4) 

(2)主来到空中 (提到云

里, 在空中; 帖前 4:17) 

(2)主来到地上(脚站在橄

榄山; 亚 14:4, 参徒 2:11-

12) 

                                                             
161   启 20:5-6: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

没有复活, 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

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

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头一次的复活”(KJV: first resurrection)在原文可译作

“第一种复活”(first kind of resurrection), 因为圣经笼统

地把复活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义人的复活”(其结果是

得生命), 第二种则是“恶人的复活”(其结果是被定罪), 

就如主耶稣所说的: “行善的, 复活得生; 作恶的, 复活定

罪”(约 5:29).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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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Revival of Israel”(Chapter 8) 和 “The Moral 

Condition at Restoration”(Chapter 9), 载 John R. Cald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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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tions, 1983), 第 77-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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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的来临不被世人所

见(只有基督徒能看见和

被提) 

(3)主以能力荣耀的降临

( 被 世 人 所 见 )( 太

24:27,30; 启 1:7) 

(4)主带召会离开地上, 脱

离七年灾难的审判(帖前

1:10; 4:17; 5:9; 启 3:10) 

(4) 七年灾难的审判过

后, 主同召会回到地上(亚

14:5; 帖前 3:13) 

(5) 基督徒受工作的审

判  – 决定是否能得奖赏

(林前 3:10-15; 林后 5:10) 

(5)地上的以色列人和列

国先后受审判, 决定是否

能进天国(太 25:31-46) 

(6)主基督是 (黎明时分 )

的 “ 晨 星 ”( 启 2:28; 

22:16; 彼后 1:19) 

(6)主基督是(黎明过后)的

“公义的日头”(玛 4:2) 

(7) 被 称 为 “ 基 督 的 日

子”(林前 1:8; 林后 1:14;

腓 1:6,10; 2:16) 

(7)被称为“主的日子”(彼

后 3:10) [旧约称之为“耶

和华的日子”; 珥 2:11] 

(8)是只有在新约才显示

的奥秘(林前 15:51-52) 

(8)是新约和旧约都有显

示的事物(但 7:13-14; ;太
24:27-30) 

(9)将在天上进行羔羊的

婚筵(启 19:7-9) 

(9)将在地上设立一千年

的天国 ( 千禧年国 )( 启

20:6; 赛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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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圣殿重建的征兆 

 

圣殿是以色列民族的信仰中心. 然而, 圣殿

在历史上曾先后两次严重被毁, 原因是犹太人虽是

耶和华神的选民, 却屡次犯罪, 导致神对圣殿舍弃

不顾, 让它毁灭在外邦君王手里. 

 

今日若到耶路

撒冷, 你会看见原本圣

殿的废墟上, 已出现一

座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 

名为“大岩石圆顶清真

寺”(Dome of the Rock), 

时达一千多年之久.163  

                                                             
163   主后 637/638 年, 巴勒斯坦被阿拉伯的回教徒

(特指阿拉伯伊斯兰国的国王奥马尔[Caliph Omar / 

Umar, 约主后 583-644 年] )所占领, 毁去所有基督教的

建筑, 改称耶路撒冷为 El-Kuds, 即是“圣城”之意, 使它

成为回教徒在巴勒斯坦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回教徒将原

圣殿区的罗马神庙改建成一圆顶的回教寺, 即今日所谓

的 “大岩石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 它是由

Caliph Abd al-Malik 于主后 687 至 691 年间所建), 声称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 犹太人掀起“重建圣

殿运动”. 黄丹尼教授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 并在

1996 年出版《犹太人要建圣殿吗?》一书. 他在此

书中指出,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 犹太人在巴

勒斯坦的游击队领袖, 后来出任第六任以色列总理

的贝京(另译“贝津”, Menachem Begin, 1913-1992)

曾说: “我们这个世代将负起建造第三个圣殿的历

史重任!”  

 

黄丹尼继续表示, 1948 年 5 月 14 日, 犹太

人奇迹般复国, 从四面八方返回故土的人, 因长期

被分散在世界万国之中, 深受外邦人文化及信仰的

影响, 他们当中许多人, 并未认真地皈依犹太教的

传统. 相反, 唯物主义、世俗人文主义等属世的思

潮, 却在许多年轻一代的人当中, 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们虽目睹原来圣殿旧址上还有一堵残破的哭墙

存在, 但对犹太民族的圣殿悲剧, 却知道的不深. 正

因为对传统宗教(犹太教)信仰的逐渐淡漠, 犹太人

领袖才急于筹划第三个圣殿的重建工作. 他们认为, 

在这一代人若不实现这个目标, 犹太全族就将迷失

在外邦人的汪洋大海之中. 

 

根据美国犹太人协会的统计, 自 1985 年以

来, 结婚的新一代男女之中, 有百分之五十二与外

邦人通婚, 他们生下来的人, 有四分之三已经离开

犹太人的信仰传统. 在已结婚的配偶中, 也开始出

现毫不在意宗教传统所不容的离婚风潮. 纽约林肯

广场犹太教会堂的拉比布赫瓦尔德(另译“布什瓦

德”, Ephnaim Buchwald)出来大声疾呼, 警告犹太

人说: “这些可怕的现象, 简直就像丧钟一样, 我们

若不趁着目前难得的时刻来动手建造第三个圣殿, 

再过一代人就后悔莫及了!” 

 

上个世纪 90 年代, 全世界的犹太人社会兴

起一个令举世触目的“重建圣殿运动”. 黄丹尼评述

道: “其内在的原因, 的确是基于犹太民族未来生死

悠关的考验, 非外力所能阻止 . 犹太历史学家大

                                                                                                    
是他们的教主穆罕默德升天之处. 从此以后, 耶路撒冷

多数时间都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的控制之下, 

直到 1917 年英国占领耶路撒冷城, 结束了回教徒对耶

路撒冷城的统治. 有关耶路撒冷城的历史, 请参 2016 年

1-3 月份, 第 108 期《家信》的“预言望楼: 将来的事(三): 

耶路撒冷城被毁”之附录一(耶路撒冷城的历史简介), 载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5/将来的事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5/将来的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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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罗门对《时代杂志》宣称: ‘每一日的拖延

(指建殿方面), 都是整个民族的耻辱.’ 于是, 各种与

重建圣殿有关的组织, 应运而生.” 

 

首 先 , 是 一 间 全 国 性 的 “ 圣 殿 研 究

所”(Temple Institute)于 1988 年在耶路撒冷开始成

立 , 其创始人是

一位 71 岁的拉比, 

名 叫 阿 雷 尔

(Rabbi Ariel). 这

间研究所的任务, 

是为未来的圣殿

献祭提供人才和圣具. 根据美国《时代杂志》报导, 

这间研究所所完成的工作 , 令世界为之触目. 在

1989 年 10 月 18 日, 它与“以色列军事与宗教事务

所”联合召集一次全国性会议 , 集合拉比、科学

家、建筑家和社会贤达于一堂, 一起研究第三个圣

殿建造的相关问题, 包括: 

 

1. 制作圣殿蓝图和

模型; 

2. 建造那制作圣具

的工厂;  

3. 出版圣殿研究之

刊物; 

4. 在美国设立研究

所的分支机构, 负责宣传与筹划; 

5. 以电脑扫描全世界的犹太人记录  —  调查谁

是古时高级祭司的血统(祭司亚伦的后代), 为

圣殿安排培训未来的祭司. 

 

继圣殿研究所之后, 犹太人各种与重建第

三个圣殿有关的架构, 也纷纷成立; 例如: 

 

1. Aterat Cohanism 祭司训练班; 

2. Motti Dan (Ha Cohen)圣殿献祭训练班; 

3. 以色列青年会堂等. 

 

这些机构面对的是年轻一代的犹太人, 他

们以现代化的电脑来教学, 并储存有关的资料, 以

便使年轻一代以最新的技术来从事巩固他们古老

的犹太教信仰. 犹太人重建圣殿的准备工作, 其效

果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便是相当可观. 黄丹尼在

综合各方面的进展, 于 1996 年报导如下: 

 

圣殿研究所: 

1. 完成了第三个圣殿蓝图的绘制和模型的制作, 

并以电脑对工程的全理性进行精密的运算; 

2. 已筹募到超过 1 亿美元好多倍的建殿基金; 

3. 所属的工厂已制作出圣具 52 款(圣经规定为

103 款); 

4. 已用电脑扫描, 并从中拣选出 1 千名年轻犹太

人, 准备作未来进入圣殿献祭的祭司种子(祭司

后代); 

5. 已设计好圣殿内部的供电系统;  

6. 发动了在圣殿旧址上哭墙前每日三次的全民

祈祷会;  

7. 准备好未来圣殿的奠基巨石. 

 

以色列政府也已组成一个半官方的“建殿

委员会”, 委员会的成员有退休的高级军队首长、

政府官员、银行家、企业家、科学家、建筑家, 以

及宗教界领袖. 委员会之下, 设有由 15 名拉比和专

家组成的“圣殿设计审核小组”. 以此看来, 犹太人

重建圣殿之举, 已不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而是已

经在多年前早已动手准备的工作. 

 

90 年代初期, 某次建殿委员会的一名委员

接受四方记者采访, 下面的对话激起中东伊斯兰教

徒的大怒:  

 

记者: “你们既然要建造第三个圣殿, 在哪里建?” 

委员: “那当然是在圣殿山上, 因那里自古以来是

我们犹太人信仰的中心.” 

记者: “那么, 你们准备怎样来处理山上的回教清

真寺?” 

委员: “我们或许会把它挪到麦加地去, 因那里才

是他们的信仰中心.” 

 

 他们的话音刚落, 立刻引起中东各回教国

家的强烈反应. 回教徒说: “什么时候他们动手挪掉

我们的一小块砖头, 我们就进行一场圣战, 直流到

最后一滴血!”  

 

 黄 丹

尼评述道: “犹

太人要不顾一

切的建殿 , 而

回教徒也要不

顾一切的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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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殿. 这种水火不能相容的形势, 为巴勒斯坦隐伏

了难以克服的危机, 进一步的演变, 就会变成战机

(战争).”164  

 

在 1996 年, 人们已亲眼看到犹太人成立了

官方的圣殿委员会、圣殿研究所, 并绘出了圣殿的

蓝图, 对于初步工程估计所需的 1 亿美元, 犹太人

也已筹募到“超过 1 亿美元”. 为什么到了 20 世纪

之末, 犹太人坚决要重建圣殿? 黄丹尼列出以下几

个原因: 

 

(一)   蓝色蜗牛  

第一个奇迹: 据 1990

年 11 月 10 日的《耶路撒冷

邮报》(Jerusalem Post), 以色

列西海岸突然出现绝迹已经

超过 1 千 3 百多年的蓝色蜗

牛(Tekhelet Snail). 这种蜗牛, 

在古时每 70 年为周期, 定期

的从地中海来到原地, 以色列

的工匠把它们收集起来, 作为制作一种染料来染制

祭司的圣袍. 出 28:28,31 这样晓谕: “要用蓝细带子

( Tekhelet )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得的环子系住, 使

胸牌贴在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上, 不可与以弗得离

缝… 你要做以弗得的外袍, 颜色全是蓝的.”  

 

(二) 红母牛 

第二个奇迹: 据 1990 年 3 月份的《以色列

新闻月刊》报导, 一头红色的小母牛(red heifer)经

多年配种后, 已从一座农庄中出生. 为何需要红色

小母牛? 因圣经晓谕: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一只

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 

交给祭司以利亚撒; 他必牵到营外, 人就把牛宰在

他面前. 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这牛的血, 向会

幕前面弹七次. 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 牛的

皮、肉、血、粪都要焚烧. 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

                                                             
164   黄丹尼著, 《犹太人要建圣殿吗?》(柔佛: 人人

书楼, 1996 年), 第 47 页. 

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民 18:2-6). 所以

说, 红色小母牛是圣殿献祭时所必须的. 犹太人自

1948 年复国后, 走遍世界各处寻买红色小母牛, 都

未买到, 过后却在自己的土地上奇妙的得到了.165  

 

 犹太人亲眼看到了奇迹, 认为蓝色蜗牛为

他们带来了染料, 红色小母牛则表明神为他们准备

了圣殿的献祭牲畜. 这一切激发了以色列人重建圣

殿的决心. 对犹太人而言, 目前好像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东风”是什么? 就是, 他们目前仍然不

敢冒险拆毁圣殿山上的回教清真寺, 所以朝夕盼望

有朝一日, 圣殿山上发生一次强烈的地震, 抑或是

突然从某地发射来的一颗导弹, 使那金碧辉煌的清

真寺, 倾刻之间夷为平地, 犹太人便可名正言顺在

废墟上建造第三个圣殿.  

 

 黄丹尼评述道: “表面看起来, 这‘东风’的幻

想, 确实有些幼稚得可笑, 但仔细深入地考察当地

的实际情况, 则非并无可能. 第一, 今日之约旦河谷, 

是地球上一条跨洲的南北向地质活动断裂系统, 圣

殿山所在地, 位于该断裂带的西侧, 历史上曾发生

多次强烈地震, 正当今日全球地震活动越来越强烈

之际, 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地区发生强震, 并非异

象天开. 如若有朝一日真的发生了, 可谓震得及时. 

第二, 以色列周围列国, 几乎把中短程导弹都瞄准

了她. 导弹是由人心所控制, 在双方经常水火不能

相容的情况下, 一按电钮, 几分钟之内, 即可毁庙

(指清真寺). 1990 年春天, 伊拉克狂人沙达·胡先, 

下令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 其中有一颗, 竟然

命中耶路撒冷东北区, 距圣殿山上, 只是咫尺之遥. 

当时确有许多犹太人盼望, 最好让飞毛腿也命中那

个寺庙, 一劳永逸. 然而, 毕竟天时未到. ‘东风’仍

无踪影.” 166 

 

 为了重建这第三个圣殿, 许多敬虔的犹太

人一日三次, 在哭墙前大声祷告祈求. 现今世界局

势正朝着圣经预言的方向发展, “东风”迟早会到… 

                                                             
165   有关红母牛 , 参  www.worthynews.com/16114-

red-heifer-is-born-claims-temple-institute-video . 也有一

头红母牛于 2014 年在美国出生, 但“圣殿研究所”过后

宣告此红母牛因有瑕疵而不能作献祭之用 , 参 

www.worthynews.com/17748-red-heifer-declared-unfit . 
166   上文改编自  黄丹尼著 , 《犹太人要建圣殿

吗?》(柔佛: 人人书楼, 1996 年), 第 3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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