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被掳归回，恢复敬拜 
 

旧约圣经有七本书紧密相关; 三本是历史书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三本是历史与先

知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 一本是先知

书(但以理书). 这些书主要述说神的百姓在 70 年被

掳归回之后, 神施行的奇妙工作.  

 

巴比伦是拜偶像的中心. 它曾使神的百姓离

开神的话, 拜偶像得罪神, 因而遭神审判, 被掳到巴比

伦 70 年. 但掌管万有的神奇妙动工, 感动波斯王的心, 

下令让神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 重新建造. 被掳归回

主要有三次: (1) 主前 538 年, 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率

领(拉 1-6 章; 哈该书、撒迦利亚书); (2) 主前 458 年, 

由以斯拉率领(拉 7-10 章); (3) 主前 445 年(有学者认

为是主前 444 年), 由尼希米率领(尼 2:1-6). 第一次归

回重建了圣殿; 第二次归回重建了圣民; 第三次归回

重建了城墙. 本期的“圣经问答”有论到这方面的事. 

 

第一次归回是重建圣殿, 恢复敬拜. 我们读到

“…耶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并… 所罗巴伯与他的

弟兄, 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 要照神人摩西律法

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燔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
筑坛… 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皆穿礼

服吹号, 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 照以色列王大卫

所定的例, 都站着赞美耶和华”(拉 3:2-3, 10).    

 

在新约时代的召会历史上, 神也大大动工, 带

领祂的百姓脱离天主教的种种谬误, 单单奉主名聚集

(太 18:20), 恢复合乎圣经的敬拜. 在 19 世纪 20 年代, 

在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的光照下, 神的一群百姓按“书

上所写的”(指遵守新约圣经的教导), 在“原有的根基

上筑坛”(指归回最初的圣经原则和样式), “在坛上献

燔祭”(指恢复敬拜). 拉 3:2,8,10 记载众祭司从被掳归

回, 执行献祭敬拜的职分. 照样, 19 世纪这群奉主名

聚会的早期弟兄们, 恢复了“祭司职分的敬拜”; 他们

愿意完全遵守圣经, 全面实践“所有信徒皆祭司”的真

理, 特别是借着“主的晚餐”执行祭司的职分, 向神献

祭敬拜. 本期“召会真理”专栏的“奉主名聚会(八): 圣

灵引领信徒执行祭司职分”, 就是阐明这方面的真理.     

 

 艾朗赛(H. A. Ironside)指出, 神已救我们脱离

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教义, 归回圣经所教导有关基督的

头权、圣灵在召会中的带领; 但他提醒道: “在神儿女

们的聚会和交通方面, 尤指与邪恶分别为圣, 许多人

试图离弃‘经上所写的’(指离弃最初的圣经原则), 有

鉴于此, 我们需要重新肯定最初的原则.” 诚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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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约 柜 与 施 恩 座 
(出 25:10-16; 出 25:17-22) 

 
(A) 序言 

论到约柜, 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评

述道: “对于以色列人, 它是会幕一切圣器中最

圣洁的, 因它是耶和华居住之处. 它是神行政

治理之处, 因它是一个宝座; 它亦是神施行恩

典之处, 因为有血

洒在其上, 使人能

亲近神; 它也是荣

耀尊贵之处 , 因为

神云彩的荣光停留

其上. 它处于会幕

和全以色列营的中

心地位.”1 19 世纪的约翰·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正确指出, 会幕中的圣器都述说主耶稣

基督, “基督是这一切影儿的真体(substance), 

而约柜肯定预表基督.”2 现在让我们以敬畏的

心, 同来思考约柜这奇妙的预表(types),3 欣赏

它如何述说基督完美的位格与救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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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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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312 页. 有关会

幕, 请参本文附录一: 旷野的会幕 
2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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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作“真体”, substance)之间的关

系. 预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

预表的“本体”所要传达的真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

预表简介(一)”. 

(B) 约柜 (出 25:10-16) 

神吩咐摩西, 要照着在西乃山所指示的

样式建造会幕. 这是何等的宝贵. 这是神与祂

百姓相会的地方. 这会幕无论是在整体而言或

是组成的部分, 都称说基督的荣耀.4 

 

在未论到会幕本身之前, 神指示摩西有

关那将要置放在其中的各种圣具. 祂以约柜作

为开始. 约柜是用皂荚木做的, 里外包上精金 

(第 10-11 节). 皂荚木(KJV: shittim wood, 或称

“金合欢木”, acacia wood)是一种生长在沙漠的

树木.5 “它的树皮覆盖着大黑刺; 此木非常坚

硬 , 老时就像黑檀木 (ebony)”(New Wilson’s 

Old Testament Word Studies). 皂荚木常被喻为

不朽之木, 提醒我们有

关主耶稣基督那完全无

罪的人性. 他不能被这

世界的污秽所污染或腐

蚀. 会幕里外包上的精

金预表着祂的神性. 精

                                                           
4   诗 29:9: “凡在祂殿中的, 都称说祂的荣耀.” 注: 

这“殿”(KJV: temple)是指会幕, 因为这首诗篇由大卫所

写(参 诗 29:1 的题注), 而大卫时代的“殿”是指会幕(也

称“神的家”), 真正的圣殿则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造. 
5   皂荚木(acacia wood)是沙漠树木, 且是唯一在

沙漠中的木材(timber-tree)  —  述说基督在耶和华面前

生长, “像根出于干地”(赛 53:2), 是珍贵与耐久的, 更预

表祂战胜周围环境  —  表明生命战胜死亡. 基督在人性

方面正是如此.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第 217 页. 

根据钱伯斯(L. T. Chambers), 皂荚木是唯一在沙漠中可

生长、用作木料的树木(timber-bearing tree). 它有很长

的根, 深入地下寻找水源, 不靠地上的湿气水分生存. 它

有隐秘的供应之源. Laurence T. Chambers, Tabernacle 

Studie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imited), 第 38 页. 主

耶稣降世为人, 住在人间时正是如此. 祂不靠地上四围

的环境获取支源. 祂四周的世界在道德上犹如旷野  —  

干旱无水之地, 但祂灵命的根深入那隐秘的水(神的道), 

所以祂能健壮成长, 按时候结果子(诗 1:1-3). 此外, 皂荚

木据说可浸在水中长达数世纪而不见朽坏, 而主耶稣基

督实在是“不朽木”. 祂的生命是圣洁的 (来 7:26; 路

1:35)、无罪的(林后 5:21; 彼前 2:22)  —  不被罪恶所朽

坏; 祂的身体在死后第三天荣耀复活  —  不被死亡所朽

坏(徒 2:31-32).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旧约中的基督-会幕所预表的基督-约柜与施恩座/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旧约中的基督-会幕所预表的基督-约柜与施恩座/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旧约中的基督-会幕所预表的基督-约柜与施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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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皂荚木的联合述说“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

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

过祂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 1:14).  

 

“要用皂荚木

做两根杠, 用金包裹. 

要把杠穿在柜旁的

环内, 以便抬柜”(出

25:13-14). 两根杠要

穿在约柜四旁的金

环内, 好使利未人能抬约柜经过旷野的沙漠. 

当以色列全营启程时, 约柜领路, 给于以色列

百姓属天的保证和引导. 当所罗门把约柜安放

在新建好的圣殿时, 这两根杠便被取出和拿开, 

表明他们的路程已经结束(王上8:8). 

 

建造约柜的

目的是最重要的 . 

耶和华对摩西说 : 

“必将我所要赐给

你的法版放在柜

里 ”(出25:16); “又

将我所要赐给你的

法版放在柜里”(出

25:21). 神曾把律法

写在两块石板上 , 

而这法版就是珍藏在约柜里面(申10:1-5). 正

因此故, 它在出埃及记里被称为“法柜”(ark of 

the testimony [直译: 见证之柜], 出25:22; 26:33; 

它被称为“法柜”, 因内有刻着十诫的法版, 也

因它“见证”神的同在), 并在较后被称为“约

柜”(ark of’ the covenant; 因这藏有十诫法版的

约柜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6 

                                                           
6   约柜的“约”(covenant, 民 10:33)一字在原文(希

伯来文 )是  berîth {H:1285}, 意即 “契约 ”, 常被译为

“约”(创 6:18)或“盟约”(约 17:14)等. 约柜在出 25:22 被

称为“法柜”(AV: Ark of the Testimony). “柜”(Ark)一字

在旧约原文是 ’ârôwn {H:727}, 字义本为“(收集物件的)

箱子”, 首次出现在旧约时被译作“棺材”(即存放约瑟的

尸体之箱子, 创 50:26). 至于法柜的“法”(Testimony)字, 

希伯来原文则是 ‛êdûth {H:5715}, 意即“见证”. 因此, 约

第一个铭刻着律法的法版已被摔碎, 而

以色列人成为破碎的律法之见证(出32:19). 但

在出埃及记第25章, 律法在约柜里却被保存得

完整无缺. 它指向基督, 就是那位说道: “我的

神啊, 我乐意照祢的旨意行; 祢的律法在我心

里”(诗40:8).7 

 

   

(C) 施恩座 (出 25:17-22) 

 施恩座和约柜彼此紧密相连, 以致我们

倾向于认为这两者属于一

个物件. “施恩座”(the mercy 

seat)8一词原义是“掩盖”(to 

cover), 实际上就是约柜的

盖. 它是把精金锤成一块, 

在其两端各造一个基路伯. 

                                                                                               
柜也可说是神立约作证的箱子, 尤其是见证神的同在. 

简之, 约柜是神与祂百姓以色列人立约的象征, 在旧约

常被称为“耶和华的约柜”(KJV: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ord, 民 10:33; 申 10:8). 
7   约柜里除了有两块法版(或称“约版”), 还有“盛

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来 9:4). 论到亚伦发芽

的杖. 这杖曾发芽开花, 结出熟杏(民 17:8). 杏是冬眠后

第一个醒来的树 , 预表基督是 “睡了之人初熟的果

子”(参 林前 15:20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之

人初熟的果子”). 杏树经过严冬后最先发芽开花, 宣告

春天到来, 百花齐放, 众树长叶, 所以杏花叫我们想起基

督的复活、以及祂的信徒将与祂(基督)一同复活的事

实 . 当主被埋葬后 , 妇女们在墓前哭泣 , 犹如严冬已

至, 盼不到春天的来临. 但在复活的早晨, 主耶稣基督竟

从死里首先复活 , 向她们显现 , 叫她们转悲为喜 (太

28:9-10); 这就如亚伦那支仿佛“已死的杖”, 已在清晨开

花结杏! 这也保证不久的将来, 所有已死的信徒都要复

活(约 11:25-26), 与主共享荣耀.   
8   格兰特(F. W. Grant)指出, 在约柜上面是施恩座

(the mercy seat), 希伯来文称之为 kappôreth {H:3727}. 

这字不单指“掩盖”(covering), 而是源自一个常用来指

“赎罪”(atonement)的字, 即 kâphar {H:3722} (利 4:20 译

作“赎罪”). 《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旧约的希腊文

圣经)将 kappôreth 这字译作希腊字 hilastêrion (挽回之

意, propitiatory); 使徒(保罗)在 来 9:5 采用此译法, 并在 

罗 3:25 也引用这字来指主耶稣基督, 说: “神设立耶稣

作 挽 回 祭 ( 希 腊 原文 : hilastêrion {G:2435}, KJV: 

propitiation ), 是凭着耶稣的血 , 借着人的信 .”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第 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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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基路伯对立而站, 他们那掩盖的翅膀向

上伸展, 脸面看向施恩座. 神就在基路伯之间

居住(撒上 4:4; 诗 80:1). 约柜里安放着神赐给

摩西的律法. 把这些石头作的法版掩盖起来是

重要的, 不然神的百姓在神公义的审判面前必

死无疑, 像伯示麦的人一样(撒上 6:19). 无论如

何, 施恩座是神所供应的相会之处, 就是祂与

祂子民相会的地方.9  

 

 在一年一度的

赎罪日, 大祭司亚伦进

入至圣所, 就是约柜和

施恩座所在之处, 并把

赎罪祭的血弹在施恩

座上, 为百姓赎罪(利

16:15-16). 这点美丽贴

切地预示我们主耶稣

的位格身份与赎罪工

作. 主耶稣心里珍藏着

神的律法, 唯独祂高举律法, 使它尊贵可敬(赛

42:21; 太 5:17). 祂来了, 为要“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来 9:26), 以此立下美好根基, “使人

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

称 信 耶 稣 的 人 为

义”(罗 3:26). 祂的献

祭解决了人“以往的

罪恶”, 对亚当后代

所有的人都同样有

效. 在罪还未进入世

界以前, 神早就看到加略山(即主耶稣被钉十

架之处). 第一次提到基路伯时, 他们是神审判

的施行者(创 3:24). 然而在这里(指约柜上的基

路伯), 他们却注视着施恩座上所弹的血.10 

                                                           
9   施恩座是神与祂百姓相会的地方. 神从施恩座

上向摩西说话, “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 对着法柜

上的施恩座,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出 30:6); “要将

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又要从

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 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

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出 25:21-22; 也参 出 30:6; 民 7:89). 
10   本纳斯(Howard Barnes)指出, 基路伯表明公义

(创 3:24, 他们防止罪人去到生命树的道路). 染上血的

 在这件事上, 神没有让我们凭空猜测. 

我们从新约圣经确定了“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KJV: propitiation; 注:  此字在希腊文意指“施

恩座”[mercy seat], 故也可译作“神设立耶稣作

施恩座”), 是凭着耶稣的血”(罗 3:25); 也请参 

来 2:17 和 约壹 2:2 (编译者注: 施恩座上的血  

—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  使人因信

称义, 将人“挽回”到神面前, 使人与神和好, 正

如保罗在 西 1:20 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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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论是地上的、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了”).11   

 

 对于今日的我们, 神的宝座已成为施恩

的宝座  —  施恩座! “所以,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来 4:16; 注: 弗 2:13 说信徒“靠

着祂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来 7:19 也说: “靠这

指望, 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这是何等有

福的供应啊!12 

 

 

(D) 结语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在其所著的

《圣经各卷概要》中指出, 约柜是一个宝座, 

神在那里彰显祂自己. 约柜是祂君主权威的座

位, 祂在那里统管每一个人, 彰显自己为全地

的神.13 但约柜也是神与祂百姓建立关系的宝

                                                                                               
施恩座旁的基路伯, 则表明神的公义已获得满足. John 

Bennett (ed.), Day by Day Bible Promise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4), 第 44 页.   
11   在新约中, 施恩座乃是挽回的地方(来 9:5). “挽

回”(KJV: propitiation)是公义之神可以向罪人施怜悯的

方法, 使他们的罪获得赦免. 主耶稣基督已成为神赐给

我们的施恩座, 神的公义已被宣告, 得着满足, 因为我们

读到“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

信, 要显明神的义”(罗 3:25). 同上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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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5 页; 编译

者另在文中加上注解与脚注为参考.  
13   这说明为何在启示录提到神 “执掌大权作

王”(启 11:17), 要审判所有人  —  刑罚恶人和赏赐圣徒  

—  的时候(启 11:18), “当时, 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祂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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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会幕/帐幕 (TABERNACLE) 

座. 约柜里面有律法(十诫的法版), 见证祂对人

的要求; 同时约柜上面有施恩座, 此施恩座洒

上了血, 预表神因着基督宝血而可以向人广施

恩典, 与人建立关系. 就在约柜中, 我们看见主

耶稣的人性和神性之公义的完美联合(此乃皂

荚木与精金联合所预表的), 并祂的身份位格

与完美工作所带来的奇妙救赎.14 让我们为此

俯伏敬拜、称颂赞美祂, 并活出 来 10:19-23

的劝勉: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

进入至圣所…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

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至

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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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旷野的会幕 

 

 当以色列人

在旷野时, 神吩咐摩

西造会幕(tabernacle). 

简言之 , 会幕是神吩

咐摩西造的帐幕圣所, 

是以色列人敬拜神、

与神相会之处 . 会幕

可分为三大部分:  

 

(1) 外院 (100×50×5 肘)  

外院有两件铜制的圣器:  

1) 铜祭坛: 这 5×3×3 肘的祭坛(燔祭坛)是用皂

荚木制造, 外面包着铜, 供百姓献各种祭物. 

2) 洗濯盆: 这个铜制的洗濯盆供祭司洗手、洗

脚之用. 圣经没注明洗濯盆的尺寸. 

 

(2) 圣所 (30×10×10 肘) 

圣所有三件金制或包金的圣器: 

1) 金灯台: 一进幕帘, 左边也就是南边, 有一个

金灯台, 共有七盏灯. 它是用重一他连得(约

30 公斤)的精金锤出来的. 从晚上到早晨, 灯

要常常点着(利 24:1-4). 

                                                                                               
现出祂的约柜. 随後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

雹”(启 11:19). 
14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09-

111 页. 

2) 陈设饼桌子: 右边也就是北边, 有一个陈设饼

桌, 它是用皂荚木制造, 外包精金. 祭司每安

息日要摆 12 个饼(称为“陈设饼”)在桌上, 祭

司及家属们都可以吃(利 24:5-9). 

3) 金香坛: 圣所最里面的地方, 正对着约柜施恩

座前摆着的是金香坛. 它是用皂荚木制成, 外

包精金, 祭司每天早晚要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3) 至圣所 (10×10×10 肘) 

至圣所里面只有约柜(2.5×1.5×1.5 肘). 它是用皂

荚木制造, 外包精金. 约柜上面有施恩座, 由一对

基路伯遮盖着. 约柜里面存放两块法版、一罐吗

哪 (出 16:32-34)和亚伦发过芽的那一枝杖 (民 

17:1-11). 

 

约柜上的施恩座是神与摩西相会之处 (出

25:22), 施恩座原文意即蔽罪(来 9:5). 神乐意遮盖我

们的罪, 与我们同在, 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 不过, 神

也曾吩咐亚伦, 不能随时进入至圣所(利 16:2), 只有

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为百姓赎罪时, 才能进去

(来 9:7). 简而言之, 会幕从外到内, 一共有六件圣器: 

1) 祭坛; 2) 洗濯盆; 3) 金灯台; 4) 陈设饼桌; 5) 金香坛; 

6) 约柜. 其中第 1 和第 2 件在外院, 第 3 至第 5 件在

圣所, 第 6 件在至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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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约柜与施恩座 (麦敬道) 

 

本章(出埃及记 25 章)打开圣经无穷宝藏的

矿脉, 每下一锄, 都有无数的丰富. 我们晓得, 那唯一

能用在这矿洞的锄, 就是圣灵明显的事奉. 血气不能

在这里做什么, 理性是盲目的, 幻想也徒然无用. 这些

人最高的智力, 就如蝙蝠在烈日下行动, 盲目飞向它

不能辨别的东西去, 所以不能诠释那些圣洁的象征. 

我们必须弃置理性和幻想, 带着受教的心、单纯的目

光和属灵的知觉, 进入神圣的地方, 察看这些十分有

意义的物件. 只有圣灵能引导我们进入耶和华殿的院

中, 向我们的心灵诠释所有看见之物的正意. 人要凭

理性力量的帮助来诠释, 就如铁匠用钳、锤子来修理

钟表, 十分荒谬. “将来美事的影儿”不能凭属血气的

知觉诠释. 这些影儿只能在属天的亮光中看到, 地上

没有任何亮光可以照明它们的荣美. 主造成这些美事, 

惟有祂可解泽它们的意思; 主既作了这些美丽的象征, 

就能诠释它们. 

在人看来, 圣灵介绍会幕物件的方式, 十分松

散脱节; 但在实质上, 它们是最具秩序、最精密、最

细心计划的. 出埃及记第 25 至 30 章是独特的一段经

文. 这经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于第 27 章 19 节完

结, 第二部分于第 30 章末完结. 前者(出 25:10 - 27:19)

先说约柜, 然后谈幔子的法则, 最后是铜祭坛和摆设

坛的院子. 就是说, 首先介绍耶和华的审判座, 祂坐在

其上, 是全地的主. 我们随即看见神与罪人会面的地

点, 就是在已成就的赎罪之功效和荣光中. 至于后者

(出 27:20 - 30:38), 我们看见人来到神面前的方式. 祭

司有特权、尊贵和责任, 蒙准许靠近神的同在, 在那

里敬拜神, 与神相交. 故此, 这样的安排是完美的.  

 

但我们怎能看到它是神圣的呢? 前者是神的

宝座, 建立在“公义和公平”上(诗 89:14); 后者是罪人

近前来的地方, 有“慈爱和诚实”行在耶和华面前. 人

自己不敢稍近约柜与神会面, 因为“进入至圣所的路

还未显明”(来 9:8). 但神能够临近铜祭坛, 与罪人会

面. “公义和公平”不许罪人进去, 而“慈爱和怜悯”为

神开路. 神莫大的荣耀和威荣从祂宝座前荣耀的基路

伯照耀出来; 但那恩惠的话在会幕的物件和律例中, 

以预表方式向我们表明出来了.  

 

这一切要提醒我们那可称颂之主的途径. 祂

是这一切预表的真体, 这一切影儿的本体. 祂从神在

天上的永远宝座, 来到各各他十字架的深处. 祂从天

上一切的荣耀, 来到地上一切的羞辱中, 为要引导祂

的赎民, 赦免他们, 悦纳他们到祂面前, 叫他们在祂的

宝座前完美无瑕. 主耶稣借着祂自己的位格和祂完美

的工作, 补满神的宝座和死亡之间的每一处缝隙. 在

基督里, 神在完全恩典中来到罪人面前; 而另一方, 在

基督里, 罪人在完全公义中被带到神面前. 从约柜至

铜祭坛的路, 都满了爱的足迹; 而从铜祭坛至神的约

柜前, 都洒了赎罪的血. 当一个蒙赎的敬拜者行经那

奇妙的路, 他看见耶稣的血印在一切他看见的物件上. 

愿这血对我们更宝贵! 现今, 让我们进一步查看. 

 

这里最吸引人的, 是耶和华告诉摩西祂恩惠

计划的第一件事  —  在祂百姓中建造至圣所. 这用材

料造成的至圣所, 指着基督、祂的位格、祂的工作和

祂工作的美果. 这些预表都在圣灵的光照、能力和多

方的恩惠中看到. 此外, 这些材料是神恩典的美果  —  

人爱慕神而自愿献上的. 耶和华的威荣是“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祢住的”, 祂竟喜悦住在木造的帐幕里. 这帐

幕是那些渴慕神同在的人筑起的. 会幕可从两方面看: 

一, 陈设那些按“天上样式作的物件”; 二, 深刻表明基

督身体的预表. 会幕的各样材料都要陈列在我们面前. 

 

约柜占神告诉摩西的话一大部分, 而它在会

幕中的地位也是最重要的. 它放在幔子内, 在至圣所

中, 是耶和华宝座的脚凳. 它的名称说出它的含意. 这

个词教导我们, 约柜(按: 约柜 [英文: Ark]在圣经中也

译作“方舟”和“箱”). 内所放置的, 无论是什么, 都不

能触动它. 方舟(ark)载着挪亚和他的一家, 并一切受

造之物, 保守他们在审判全地的巨浪中安然无恙(创

6:18-19). 在出埃及记第 2 章中, 箱(ark)是信心的工具

用以在死亡的河上, 保存那“俊美”孩子摩西的生命

(出 2:3,6). 所以, 当我们来读“约柜”的时候, 我们要相

信神要保存祂的约, 在犯罪的百姓中仍然不被破坏. 

我们知道, 约柜存放着第二套法版, 因为第一套已在

山下粉碎了. 这指出人的约被全然废弃了, 人的行为

永不能成为耶和华宝座治理的基础. 无论在天上或在

地上, “公义和公平是祢宝座的根基”(诗 89:14). 在约

柜的神圣内柜, 不能存放破裂的法版. 人会不履行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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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但神的律法必保存它的神圣, 完美无缺. 神既要在

祂的百姓中建立宝座, 就按自己所配的方法而行. 祂

的审判和治理标准必须是完全的. 

 

第 13 至 14 节: “要用皂荚木作两根杠, 用金

包裹. 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 以便拾柜.” 约柜要在

百姓飘流的日子, 一直与他们偕往. 当他们在旅途上, 

或在争战中, 约柜不会停下来休息. 约柜行过旷野的

多处地方. 它在以色列人前面, 先过约但河; 是迦南地

所有争战振奋军心的中心; 无论它到哪里, 都要带来

真挚的力量(产生巨大的影响). 仇敌的权势不能在神

的同在和大能下站住. 约柜伴随以色列人走过旷野, 

而“杠”和“环”正表达它行走时的特性.  

 

然而, 约柜不是永远作客旅的. “大卫所受的

一切苦难”和以色列人的争战, 不会永无止境. 诗人的

祷告和祈求必蒙垂听: “耶和华啊, 求祢兴起, 和祢有

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诗 132:8). 这最崇高的呼

求, 在所罗门王全盛的日子得到部分应允. “祭司将耶

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 就是至圣所, 放在两个基路伯

的翅膀底下. 基路伯张着翅膀, 在约柜之上, 遮掩约柜

和抬柜的杠. 这杠甚长, 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

见, 在殿外却不能看见, 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王上

8:6-8). 百姓在荒漠的沙地上, 没有贴上金子的地板

(参看 王上 6:30). 那时, 约柜四处飘流, 但必有止息的

一日(即在所罗门的日子), 那时四围“没有仇敌, 没有

灾祸”(王上 5:4). 

 

约柜在会幕和

圣殿中不单有以上这

个分别. 使徒(注: 有者

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

是使徒保罗)说及约柜

在旷野的居所时, 有这

样的描述: “有包金的

约柜, 柜里有盛吗哪的

金罐, 和亚伦发过芽的杖, 并两块约版”(来 9:4). 约柜

在旷野旅途存放了盛吗哪的罐, 此乃耶和华之信实的

记录, 要在荒漠供应祂被赎之民; 还有亚伦的杖. 这些

是为“背叛之子留作记号”, 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

息”(比较: 出 16:32-34; 民 17:10). 但当“杠”脱了出来, 

以色列人的飘流和争战已过去, 以色列的荣耀如日初

升, 所罗门王的财富、威荣远播; 这时旷野的记录和

失败不需存留了, 除了以色列和全地之神宝座的永远

根基外, 就没有存留别的物件在约柜里了. “约柜里惟

有两块石版, 就是… 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王上 8:9).  

 

我们跟着次序, 要看施恩座(第 17 至 22 节). 

耶和华在此表明祂恩惠的心愿, 就是从烈火的山上下

来, 坐在施恩座上. 由于约版保存好没有破坏, 神就能

下到他们中间… . 那

恩典的宝座根据神的

义, 有公义和公平在其

中. 以色列神的荣耀在

此照耀出来, 于此, 神

颁布祂的命令 ; 命令

发出时, 有恩惠的源头

调和, 使命令带着柔合甜美的调子降临. 如白日的阳

光穿过云层照射大地, 我们可享受它和暖及朝气勃勃

的光线, 不至受强光过度以致目眩. 只要从施恩座领

过来, “祂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壹 5:3), 因为它们都

是出于恩典. 既借恩典传到耳中, 就有力量去遵行. 

 

我们一起看约柜和施恩座, 就明显看见基督

的位格和祂的工作. 基督的一生彰显律法、尊重律法, 

并且借着死为每一个相信之人预备施恩座的根基. 神

的怜悯只能依赖完全公义的基础. “恩典也借着义作

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 5:21). 神与

人之间唯一正确的相聚处, 是恩典和义完全和谐的居

所. 只有完全的义能满足神, 而亦只有完全的恩典能

满足罪人. 但这两种属性能在哪里相遇并存呢? 惟有

在十字架上, 就是“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

彼此相亲”(诗 85:10).  

 

故此, 对于那相信的罪人, 他的灵魂寻得平安. 

他看神的义和他的称义, 只有同一根据, 就是基督已

成就的工作. 当人在神真理的大能下认识自己罪人的

地位, 神就能施行恩典, 站在救主的地位上拯救他. 故

此, 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 因为十字架已经答复了神

公义的一切要求, 怜悯的丰富江河已能涌流无间. 当

这位公义的神和败坏的

罪人能在已洒血的台上

相会, 一切就永远得到

解决  —  完全的归荣耀

给神, 永远的拯救罪人. 

所以, 至圣所揭示一幕

奇妙的景象. 约柜、施

恩座、基路伯、神的荣耀! 以色列人的大祭司每年

一次进入幔内看见何等景象! 愿神的灵打开我们悟

性的眼睛, 让我们更全面领会这些宝贵预表的深意.15 

                                                           
15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出埃及记释义》(香港

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255-262 页(稍微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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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死亡”体验课 
  

当 生 命

的计时器停止

摆动, 当死亡悄

然降临… 这一

刻, 你会怎样? 

你留在世上的

会是什么? …  

 

据 2017 年 10 月 24 日媒体报道, 近日, 

成都一中学设“死亡”体验课: “学生流泪因知

生命厚重!” 这一场集体“葬礼”是在四川成都

七中万达学校的体育馆里举行, 54 名初一学生

静静地躺在地板上, 体验着“死亡”的滋味.  

 

20 分钟的体验“死亡”之后便仿佛“重

生”, 当再次面临这个世界时, 不少学生流下眼

泪, 有人说对“离世前的今生”感到后悔、有人

感悟对生命的敬畏、也有人感叹要活在当下. 

 

   在 学

校的体育馆

里 , 身穿校

服的学生蒙

住 了 双 眼 , 

静静地躺在

地板上 , 放

慢了呼吸… 悲伤的音乐环绕着整个体育馆, 

犹如一场集体的“葬礼”.  

 

   20 分钟后, 音乐声停止, 所有人缓缓地

站了起来, 唯有泪水挂在脸庞. 体验了“死亡”, 

学生们被吩咐拿起手中的笔, 写下了自己的墓

志铭: “生命要是可以重来一次, 我一定要做妈

妈的乖女儿”; “一生只有活出了精彩, 活出了

自己, 一切想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人生才不会

留下遗憾”等. 

面对“死亡”, 12 岁的王子懿告诉记者, 

在“死去”的时间, 自己最后悔的便是没有好好

珍惜过去, “我做得不够好, 比如上课不认真, 

也不怎么听父母的话”, 说起自己的不足, 他红

了眼眶, 直言在以后的日子, 将改掉自己的不

足, 努力奋斗, 让人生不留遗憾. 

 

另一名同学江俊玮在自己墓志铭上写

下的, 是对父母的愧疚; 12 岁的年纪正处在叛

逆期, 与不少孩子一样, 在父母面前的叛逆是

家常便饭, “当死亡来临时, 我有过恐惧, 但更

多的是对父母的愧疚”; 江俊玮称, 自己的脾气

不好, 回想起过去自己在父母面前闹别扭的场

景, 后悔不已. “我想对爸爸妈妈说声对不起, 

请原谅我过去的叛逆, 以后我会变得更好.” 

 

成都商报记

者了解到, 让学生体

验 “死亡 ”, 并写下

“墓志铭”实际上属

于学校德育大课堂

的一项, 据学校专职

心理教师易姜琳介

绍, 整个课程的设置

长达 1 个半小时, 20

分钟的“死亡”体验, 

仅仅是其中一项.  

 

“在课程一开始, 我们先让学生欣赏一组

图片, 从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与顽强, 让孩子们

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份极其厚重的礼物”, 

她告诉记者, 课程以“向死而生”为主体, 通过

对生命的阐释, 让学生从中领悟到生命的真谛, 

“生命没有早知道, 活在当下, 珍惜当下.” 

 

面对仅有一次的生命, 该如何过好这一

生? 易姜琳告诉记者, 在学生体验“死亡”后, 更

需要引导学生学会敬畏生命, “死… 是每个人

必须经历的过程, 我们要引导学生从有限的生

命里, 去体验生命的美好, 珍惜眼前, 把握现在

的同时, 也要学会弥补过去的不足, 为将来进

http://tech.sina.com.cn/d/f/2017-10-24/doc-ifymzzpw0650539.shtml?zw=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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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划, 让人生不留遗憾.” 学校学工部孙履震

主任介绍道, 学校正在进一步开发适合高中学

段学生特点的死亡教育课程, 力求尽快实现从

初中到高中学生死亡教育的全覆盖. 

 

在不少华人家长忌讳谈“死”, 七中万达

却大胆让学生写下墓志铭体验“死亡”这一举

措 , 在成

都市教科

院基教所

所长曹璇

看来 , 这

是大胆又

具有现代

教育意义

的教学. 她表示近年来, 成都市教育局、成都

市教科院也在积极引导中小学生加强生命教

育, 通过让学生了解死亡, 从而更好的帮助学

生去了解生命的意义. 她表示, 学校让学生体

验“死亡”同时写下墓志铭的活动, 实际上能够

更好地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同时, 更好地理解

自己这一生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又或者是

想给世人留下一个怎样的印象. 

 

曹 璇

对 记 者 说 : 

“对死亡有思

考, 才能更好

地认知生命

的价值, 同时, 

从长远的角

度而言, 学生

通过课程体

验, 引发学生对生命的思考和关注等, 同时学

会敬畏并珍惜生命.”16 

 

诚如成都市教科院基教所所长曹璇所

言: “对死亡有思考, 才能更好地认知生命的价
                                                           
16   上文改编自“成都 54 名初中生体验‘死亡’课程, 

写下自己墓志铭 ”, http://edu.sina.com.cn/zxx/2017-10-

24/doc-ifymzqpq3717654.shtml . 

值”. 死亡从何而来? 为何会有死亡? 该如何面

对死亡? 这些都是许多人避而不思、却是每个

人最终必须面对的问题. 圣经告诉我们: “这就

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

是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

书 5:12). 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 吃了禁果, 

违背创造万物之神的命令, 罪就来到世界, 而

“罪的工价(代价)就是死”(罗马书 6:23). 由于

世上每个人都犯罪, 所以死亡就临到所有人. 

 

圣经告诉我们,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

死, 死後且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 这审判是

什么呢? “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

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

说谎话的, 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 21:8). 罪的代价就是

“死”  —  不仅使罪人经历第一次的死, 即肉身

的死(身体与灵魂分离), 还经历第二次的死, 即

永远的死(灵魂与神分离).  

 

然而, 那位创造万物与人类的神, 不愿

看到人在地狱火湖里永远受苦, 所以神差遣祂

的独生爱子主耶稣降世, 拯救罪人, 如圣经所

宣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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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

太前书 2:5). 祂的名被称为“耶稣”(意即拯救), 

如天使所说: “你要给祂起名叫耶稣, 因祂要将

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 1:21). 

最后, 主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因基督也

曾一次为罪受苦(受死),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 3:18). 

 

主耶稣已为罪人死在十架上, 偿还罪的

代价. 祂也从死里复活, 赐永生给所有信靠祂

的人(约翰福音 3:16). 亲爱的朋友, 只要你肯信

祂, 接受祂作你个人的救主, 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 当人离开世界, 一切都太迟了. “生命没

有早知道, 活在当下, 珍惜当下”, 圣经提醒我

们: “看哪!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

救的日子”(林后 6:2). 亲爱的朋友, 愿你珍惜时

机, 乘着还有机会的时候信靠祂, 得永生.  

http://edu.sina.com.cn/zxx/2017-10-24/doc-ifymzqpq3717654.shtml
http://edu.sina.com.cn/zxx/2017-10-24/doc-ifymzqpq37176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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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十五): 
挑战六: 人喜欢怎样信主耶稣都可以(下) 

 
编者注:  有者说: “凡有价值的真品, 必有模仿

伪造它的假货.” 以百元美钞为例, 虽然各

地警方严打伪钞, 但伪钞依然层出不穷, 而

且制作水准之高, 叫人目瞪口呆, 防不胜防. 

鉴证专家告诉我们: 识别伪钞的最有效方

法 , 不仅是辨认最新款的

伪钞  —  这固然重要, 但

更要紧的 , 是能够彻底认

清真钞的面目 , 如纸质、

油墨、纹理水印、特别记

认标志等. 简言之, 对真钞

认识够深 , 就容易看穿伪

钞, 不管假装得何等相似. 

 

基督信仰的护道学 (apolog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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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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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真是如

此吗? 为了寻求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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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了美国著名

的哲学与伦理专家保罗·科潘博士(另译“柯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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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接上期) 

(G) 历史中的耶稣基督 

 科潘博士论到有

关主耶稣基督的话, 取决

于对古代历史作出准确

评估 . 但后现代主义者

(Postmoderns) 声称历史

是随意解释的, 人们根本

不能肯定过去的事.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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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理由来否定历史中的耶稣基督. 

 

史: “既然无法肯定历史事实, 任何版本的耶稣

基督, 无论是个人的, 甚或是教会的, 都是

可能的.” 

科: “ 澳 洲 历 史 学 者 温 舒 杜 尔 (Keith 

Windschuttle)在《谋杀历史》(The Killing 

of History)中说, 过去 2,300 年来, 我们对历

史十分认真, 自信能肯定昔日发生过什么

事. 但到了今天, 我们对此大有保留. 历史

研究已被视为以一种解释代替另一种解释

的工夫. 我们对历史的信心, 已是所余无几. 

嗯, 有趣的是, 人对历史存疑的同时, 竟然

又对这种存疑的态度信心十足! 他们以极

之‘肯定’的言词来宣告对历史的‘不肯定’! 

那我们也应该可以问: ‘为什么要认为他们

的解释比别人更胜一筹呢?’ 奇怪的是, 这

一大堆声称历史如何见仁见智的人, 竟然

要我们全盘接受他们的见解! 

  

 “与此同时 , 我们也得

记得, 面对历史即是面

对可能的事  —  最恰

当而合理的结论是什

么? 不过, 不等于我们

无法肯定任何历史事

件; 例如, 我们可以十

足把握地说 , 希特勒

(Adolf Hitler)没有灭掉

罗马帝国, 斯大林(Joseph Stalin)不是美国

第一任总统. 我们也知道宗教改革的事  —  

马丁路德在 1517 年张贴《九十五条论

纲》(95 Theses), 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售卖

赎罪券, 马丁路德的新约圣经翻译受伊拉

斯姆(Erasmus)影响等等.  

 

 “问题是, 怎样对有关史实作出解释? 有了

史实  —  从历史记录和考古得知的史实  

—  怎样把全幅历史图画并合起来? 不错, 

过程中免不了有不同解释, 但也不尽是随

便解释. 我们始终要分辨哪一个是有可能, 

哪一个是瞎说. 你当然不可以说每一个解

释都是一样, 一定有较好的解释  —  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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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Hurtado 

有物, 有根有据, 绝不马虎. 我完全不接受

全面质疑所有解释的做法.” 

   

史: “我们知道关于耶稣基督很多的事.20 我们

对祂所知的一切, 到底有多大信心(多大把

握)? 到底史实充足吗? 我们能否借此拒绝

与事实不符的解释呢?” 

科: “关于耶稣基督的绝佳事实, 我们有的是! 

除了大量经得起审查的新约圣经资料, 经

外记载也不少.21 新约圣经的流传过程, 美

妙得令人赞叹, 而且内证可靠. 一些令当事

人尴尬的内容, 无论载于福音书或使徒行

传, 更足以证明资料的真实性. 换句话说, 

我们读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实际言行  —  祂

不知自己何日再临世间, 祂咒诅无花果树, 

甚至祂被钉十架  —  如果是杜撰作品(指

虚构作品, fabricating the record), 一定没有

这些尴尬的内容.  

 

“我们翻开路加撰写的使徒行传, 看到其中

记载有许多考古学上的支持 , 不免要问: 

‘路加在我们能考证的细节上, 既然准确无

误, 在那些未能考证的事上   —  例如耶稣

基督的神迹和祂自我的宣称(例如祂宣称

自己是神, 约 10:30-39)  —  我们岂不也能

信任他吗?(指相信他所写的是正确可靠的) 

此外, 路加亲口说他所写的全都是经过考

究的真相. 还有, 使徒行传有几段经文是以

                                                           
20   编者特注 : 在圣灵的充满下 , 使徒彼得在  徒

2:36 说: “故此,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钉在十

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既然

神已立耶稣为“主”, 为“基督”, 我们理应将祂配得的称

号归给祂, 称祂为“主耶稣基督”, 或至少“主耶稣”、“耶

稣基督”. 基于尊重, 在编辑本文时, 编者普遍上在“耶

稣”一名后加上祂应得的称号, 成为“耶稣基督”. 
21  圣经以外有许多“旁证”可证实四福音所描述有

关耶稣基督的记载, 是真实可靠的史实; 例如: 著名犹太

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 主后 37-95 年)的作品、古罗马

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 约主后 55-120 年)的著作、罗

马执政官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 约主后 61-112 年)

的信件、《夫拉维的见证》(Testimonium Flavianum)

等等,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重审耶

稣基督的案件七-审查记录-旁证的证/ .  

‘我们’的角度去记述的,22 因为路加曾经与

保罗同行宣道, 他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证人. 

 

“再看门徒的转变. 初期教会很快已经对耶

稣基督有崇高的看法. 保罗所引用的初期

信经和诗歌(early creeds and hymns),23 说的

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与神性. 我们看

见一神信仰的犹太人(例如保罗和其他十

一个使徒), 在自称承接祖先信仰之余, 竟

然将耶稣基督与独一的主(独一真神)等量

齐观. 正如爱丁堡大学新约圣经教授乌尔

塔多(另译“赫达道”, Larry Hurtado)在近作

《主耶稣基督》指出, 对耶稣基督有如此

崇高的看法, 可以追溯到耶路撒冷教会成

立不久之日.” 

 

史: “而不是后人编造的?” 

科: “绝对不是. 乌尔塔多与其他学者所列出的

证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还有, 未有四福音

(指马太、马可、路加

和约翰福音)以前, 保

罗书信已经开始流传  

—  帖撒罗尼迦前后

书、哥林多前书等等  

—  这些书信中对耶

稣基督的尊崇也是极

其崇高的 , 但那不过

                                                           
22   例如论到保罗第二次的布道旅程, 使徒行传的

作者路加在 徒 16:8 记载: “他们 (指保罗和他的同工们)

就越过每西亚, 下到特罗亚去”, 但在 徒 16:10, 路加写

道: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 (保罗一群人, 但此刻包括

路加)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圣经启导本》(增订新

版, 第 1643 页)解释道: “本书在此之前, 都用‘他们’来称

呼使徒, 现在改称为‘我们’; 最好的解释是因本书作者

路加在特罗亚加入了保罗的布道行列. 以后的布道行程

记载也分外详尽、生动.” 
23   例如马唐纳指出, 有者认为 提前 3:16 (“…神在

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乃是“早期基督徒圣诗的片

段”(引自其所著的《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第 1055 页).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 提前 3:16 是“使徒时代教会的陈述

(statement of the apostolic church)中的一段引文(这犹如

信经 [creed]一般)” (引自 George W. Knight III,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the 

Pastoral Epistles, 第 182-183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重审耶稣基督的案件七-审查记录-旁证的证/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重审耶稣基督的案件七-审查记录-旁证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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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稣基督被钉后不出 20 年的事. 在一个

绝对坚持一神信仰的犹太社会中, 怎么可

能有这样的事? (答案是: 那本是坚持一神

信仰的犹太人保罗, 确实看见了‘复活的耶

稣基督’, 正如他在使徒行传中所见证的[徒

22:3-10; 26:3-16], 编者按).24 ‘耶稣复活’这

个解释, 要比所有世俗说法合理得多.” 

史: “但也不能说有百分百

的信心(或把握)吧?” 

科: “也许不能 , 但我们有

的, 却远比别的解释来

得更具说服力. 我们能

说的是: 历史上那如假

包换(注 : 此成语含意

是“一定是真的、绝对

不是假的”) 的耶稣基

督, 是独一无二的. 祂曾自称为神子, 行过

神迹, 声称神的国度已借着祂临到人间, 又

说全新的创造(林后 5:17)已借着祂而展开. 

而祂所有指称, 已经被祂的复活和初期教

会对祂表达的崇高景仰给证实了.”  

史: “言之有理, 但还有一个难题. 耶稣基督的

教训有不少是任人解释的, 是吗?” 

科: “解经学的金科玉律, 就

是你希望人怎样解释你

的话, 你也要用同样态

度去解释别人的话 (换

言之, 我们既然不希望

别人曲解我们的话之原

意, 我们也不可曲解别

人的话, 编者按). 我们

不能随意解释耶稣基督

的话, 却必须准确地掌握祂的意思. 要这样

做, 就得下苦功. 断章取义, 穿凿附会, 随意

歪曲, 绝对不是负责任的学者所为. 问题是: 

我们愿不愿意以严谨的态度来面对耶稣基

督  —  纵使忠言逆耳? 祂所说的可能对我

                                                           
24   保罗把他在信仰上的大转变  —  从犹太教转为

信主耶稣  —  归根究底于他确实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基

督! 在解释自己的信仰转变时, 保罗强调“神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徒 26:8)、“就是基督必

须受害, 并且因从死里复活…”(徒 26:23). 

们造成压力, 可能迫使我们改变一些根深

蒂固的自我概念, 但问题是, 我们是否愿意

面对祂所说的一切 , 而不去扭曲祂的本

意?” 

史: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要按传统教会的方式

去解读耶稣基督. 他们提出新的解释也是

满怀诚意的啊!” 

科: “我不怀疑他们的诚意. 如前所述, 保罗重

视纯一清洁的心. 这是对耶稣基督忠诚的

心. 诚意是重要的, 但是, 我们不能不正视

一个事实: 单靠诚意是不足够的. 希特勒、

斯大林, 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够诚意吧? 以为

有诚意, 神就欣赏, 那是荒谬至极. 人有时

候可以极有诚意, 大发热心, 但实质上是埋

没良心. 他们对真理视若无睹, 把道德感压

抑了.”  

史: “即是说, 诚心的人可以错得很诚恳?” 

科: “说得好. 诚心不一定对. 诚心也不能令事

情变为真实. 我可以诚心诚意相信地球是

平的, 但这不会改变事实(因为地球事实上

还是圆的, 编者按). 我可以诚心相信自己

是神, 与耶稣基督一模一样, 但我还是凡人

一个, 绝对不是创造之主.” 

 

(H) 包容新的解释 

 “包容”(tolerance)一词是现代人惯用的语

词. 其本意是好的, 却被“后现代主义者”专用来

攻击所有反对他们看法的人, 给他们套上“不包

容”(intolerant)的罪名. 史特博讽刺地评述道: “在

今天, 论到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25 再

没有比‘断定别人所信的不对’更严重了. 这种嚣

张批判的话要避如蛇蝎!” 

                                                           
25   “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 或通称 political 

correctness; 缩写: PC)的意思是: (1) 根据百度百科, “政

治正确”是在近代思想及政策研究中的专业名词, 广义

指在言论、行为上 , 不顾客观事实 , 只迎合主流价值
观、道德和舆论导向; 也可指那些无视事实, 站在道德

至高点上, 全力支持主流价值观的人; (2) 按照维基百科, 

“政治正确” 是指使用一些用词及施行部分政治措施, 避

免冒犯及歧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如不能冒犯少数族

群、女性、不同性取向、宗教信仰或持不同政见者, 及

残缺人士. 上文的“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是

指冒犯及歧视不同的宗教信仰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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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lai Lama 

 
Mahatma Gandhi 

 史: “你说别人所信的不对, 岂不在论断人吗?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 7:1 不是说过‘不要论

断, 免得你们也被论断’吗?” 

科: “这节经文的流行程度已经超越约翰福音

3:16 了! 可惜他们都会错意了, 耶稣基督不

是叫我们是非不分.” 

史: “你怎么知道?” 

科: “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 7:24 说: ‘不可

按外貌断定是非, 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祂叫我们明白‘判断与辨别是非’是一件好

事, 是对的事. 他不要我们自命清高, 以为

高人一等, 随意挑剔. 加拉太书 6:1 说, 如果

有信徒被罪所困, 属灵的人要‘以温柔的心

挽回他, 也要自己谨慎, 免得也受试探’. 神

要的是, 我们先自我省察, 而非只见到别人

的过错. 我们必须自省, 然后才能助人拔刺. 

自视过高、批评他人, 都是丑陋的行为, 忘

记‘若非神施恩怜悯, 我也与人无异’.” 

史: “关键在于态度!” 

科: “对. 我们可以坚持信仰, 同时尊重与我们

不同的人. 我们可以存谦卑的心, 同时解释

为何别人所信的并不正确. 以弗所书 4:15

说: ‘带着爱心说出真理’(原文直译; 《和合

本》译作: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 这是我

们该有的目标(goal).” 

史: “在后现代主义的世界, 最吃香的词语是

‘包容’(tolerance).” 

科: “包容是美德  —  如果包得其所(意指所包

容的事情是对的事). 但近来, 包容的意义

被扭曲得很厉害.” 

史: “何以见得?” 

科: “在传统上, 包容即是容忍我们以为不好, 

或者不真实的事; 例如, 人家煮了青豆款待

你, 你虽然不喜欢, 还是咽下去. 在历史上, 

包容一向是指容忍不同观点之意. 但今天, 

包容已变成赞同. 要是你胆敢说别人错了, 

你的罪名就是‘不包容’(intolerant)  —  讽刺

的是, 指控你的人根本不接受你的信仰(换

言之, 他也犯了“不包容”的罪).” 

史: “我想起一个穆斯林朋友. 他曾到我家烧牛

排、谈神学、谈历史. 我们对基础的神学

问题立场完全不同, 但没有拔刀相向. 我们

没有假装意见相同, 却总会以礼相待.” 

科: “这才是真正的包容. 对谈绝对不应该预先

假设关于真理的所有指称完全具有同等价

值. 这是荒谬的. 相反, 对谈应该确认所有

的参加者都是平等的(有发言表达意见的

权利, 编者按). 人人都是神创造的, 是有尊

严和价值的个体. 你能够说‘我接受你, 但

不等于我要接受你的信仰’. 你能够和穆斯

林朋友讨论信仰, 虽然相信他所信的在理

性上是说不过去的, 但你

仍然不失对他的尊重. 你

们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正因为两个观点不可能都

是对的, 因此才有机会据

理力争. 真正的包容, 是容

许对方有反对的权利.” 

 

(I) 傲慢与排他 

 话虽如此, 基督徒还是不断被指为傲慢

偏执, 因为他们坚持自己所信的才是对的. 神学

家希克(John Hick)认为世上的宗教“都是朝着终

极实体(ultimately Real)所作的相同回应, 只是各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已”. 换句话说, 一切宗教

都是人对最终实体(Ultimate Reality)所作的不完

全探索. 

 

史: “此看法意思即是同一实

体, 各自表述, 无分高低, 

一视同仁?” 

科: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宗

教多元主义者’(religious 

pluralists)如希克相信一

切宗教都有拯救与解放

的能力   —  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达

赖喇嘛(the Dalai Lama)

就持有这看法. 但我认为

多元主义者比基督徒好

不了多少 , 都是一般的

‘傲慢’(arrogance).” 

史: “这话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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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多元主义者还是在说 ‘你不同意我就不对

了’  —  他说基督徒不对, 只有他对! 他认

为人人当接受他的那一套, 不应该接受基

督徒的那一套, 所以指责基督徒‘傲慢’, 其

实他也一样. 他跟基督徒一样, 排他性很强. 

你听过印度贝拿勒斯王(king of Benares)瞎

子摸象的比喻没有?” 

史: “我听过. 摸着象尾巴的以为是绳子; 摸着

象腿的以为摸着大柱; 摸着象身的以为是

墙壁; 摸着象鼻的以为摸着大蛇. 有人用这

故事比喻世界宗教与神的关系, 每个宗教

只窥见神的某个方面.”  

科: “多元主义者站

在哪个位置? 他

也是瞎子, 只摸

到大象的某部

分? 如果他也在

摸, 我们为什么

要单单信他? 又

或者他跟王坐在一起, 说: ‘他们没有看见

全部, 只有我才看见全部.’ 这说法本身是

没问题的  —  其实基督徒正是持这观点: 

他们说耶稣基督进入历史, 亲自向我们展

示全貌. 如果多元主义者可以自诩已见全

貌, 为什么基督徒就不可以说同样的话呢? 

细心想想: 如果世界各个宗教真如希克所

言, 是不同文化限制之内对终极实体的了

解  —  希克自己又站在什么位置呢? 他对

实体和宗教本质的信念, 岂不也有他的文

化限制? 若有, 他的观点就根本没有任何过

人之处!”  

史: “我们自己也不受文化限制吗? 如果生在沙

地阿拉伯, 就可能成为穆斯林; 生在印度, 

就可能做印度教徒.” 

科: “按统计学来说, 事实如此; 但如果多元主

义者生于中世纪的法国、或今日的索马里, 

他就可能不是多元主义者了 . 地域论据

(geography argument)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 

此外, 我也可以推论说, 你如果生在纳粹德

国, 会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团; 又或者你住在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 可能做共产党员. 但这

即是说纳粹主义 (Nazism) 、共产主义

(Communism)与民主政体(democracy)完全

没有分别吗? 不, 纵然历史上有不同政体, 

我们仍不会因此不敢说某一政体比别的更

优胜. 接受一个、拒绝另一个, 总有理由的. 

在政治上如此, 在宗教上又有何不可? 

 

 “关键仍是: 你凭什么认为某一宗教比其余

的更加值得信靠? 我的结论只凭这一点: 根

据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证据, 祂已经被证

实为神的儿子. 如果耶稣基督真有这个身

份, 就连希克也得承认多元主义完全没有

立足之处. 如果耶稣基督是通往神的唯一

道路, 多元主义就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多元

主义为求生存, 必须拼命否定耶稣基督道

成肉身、死而复活的证据. 他也要否定三

一神观, 以及唯借耶稣基督方能得救的教

义. 他绝对没有空间可以容得下基督信仰

所宣称的. 这不是 ‘排他’(exclusive)、‘傲

慢’(arrogant), 又是什么呢?” 

 

(J) 主耶稣与边缘人 

 虽然上述论点合乎道理, 不过史特博还

是有些疑问, 必须追问下去.   

 

史: “如果一个宗教或信仰, 就说基督信仰吧, 

声称只有这一个途径(指信主耶稣), 别无救

法, 必然结果就是把其他人边缘化, 甚或逼

迫不同意见的人了. 如果一群人自称拥有

真理的专利权 , 那还有什么讨论的空间

呢?” 

科: “还是那一句话: 所有真理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 基督徒并没有拥有真理的专利权, 不

信圣经的人也不是丁点儿真理也得不到. 

神让所有人都有机会知道祂的存在, 我们

与其他人有许多共通点 , 譬如理智、经

验、伦理观念. 我们在许多重要的道德与

社会课题上, 可以与人通力合作, 即使大家

在神学(指对神的看法或观念)上完全不同, 

南辕北辙. 

 

“我们也要搞清楚, 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要来

排挤任何人. 彼后 3:9 说: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神不排斥人, 反倒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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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神. 普世得救是不可能的, 因为神赐人

抉择的自由. 人把神拒诸千里, 但神仍要把

救恩赐给人  —  可惜不是人人乐意接受. 

还有, 逼迫和真理是两件不同的事. 真理真

的会逼迫人吗? 声称拥有真理的人会这样, 

真理本身却不会这样. 宗教信徒会逼迫人, 

但非宗教人士也会  —  看一些马克思主义

者和斯大林追随者就知道了. 耶稣基督也

没有教祂的信徒去逼迫人? 祂与招惹众怒

的税吏、妓女、被社会遗忘的人同桌共餐; 

祂亲近被边缘化的人; 祂叫门徒去爱所有

人. 基督徒虽然不能完全活出耶稣基督的

教训, 但我们所追求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

的理想.” 

史: “但我们这世界能不能避免因为某一宗教

信仰  —  即如基督信仰  —  自称是通往神

的唯一正途所引发的暴力冲突呢?” 

科: “要讲这个, 最好温故知新, 重溯基督信仰

与伊斯兰的起源. 二者对比非常强烈. 头几

个世纪里, 基督信仰以爱传遍天下. 基督信

仰不是靠兵力而立的  —  不像伊斯兰. 所

以当你说, 人会受宗教信仰所逼迫, 那得看

你指的是什么宗教信仰. 不幸的是, 后来的

基督教(特指天主教)的确也有逼迫异己的

行为. 但我们还是要问, 是耶稣基督教他们

的, 还是这些信徒凭己意行而令耶稣基督

蒙羞?” 

 

 “真理也不一定排挤人. 你可以拥有真理, 

同时尊重人. 有时候, 人爱怪罪宗教信仰, 

但 20 世纪的世俗思想  —  以共产思想为

例  —  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例如斯大林大

量杀死异己). 所以逼迫人的不一定是宗教

信仰, 而是任何不能容纳异己而又拥有军

政权力的人, 不管是什么主义. 基督信仰的

立场, 如保罗在罗马书 12:18 所说, 是‘若是

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圣经禁止人

报仇, 叫人以善胜恶, 正如耶稣基督的教训

一样. 从使徒行传的记载可见, 基督徒是奉

公守法, 循规蹈矩的公民, 没有翻风覆雨, 

危害社会.” 

史: “我认为令人讨厌的, 可能是一些基督徒在

谈论信仰的时候, 总是摆出一幅‘自己站在

道德高地’的姿态.” 

科: “很可惜, 真的有这情形. 马丁路德说得好, 

基督徒传报福音, 只不过是一个乞丐告诉

另一个乞丐说哪儿有充饥之粮! 我们一点

也没有高踞道德高地的资格, 不能说‘我比

你好, 我是基督徒, 你不是’! 举个例子: 我

和妻子很喜欢光顾某餐馆, 我们向朋友介

绍的时候, 断不是说: ‘我比你棒! 我到过这

家餐馆, 你却没有!’ 我们只不过是把好东

西与别人分享而已. 分享信仰也是一样, 不

可以有‘我比你强’的心态, 只应该有‘我发

现了一样精彩的东西, 希望你不要错过, 你

要亲自来看看啊!’的态度.”   

 

(K) 罪跑到哪去了? 

 史特博注意到另外一点: 自制信仰的人, 

最先丢掉的往往是罪的教义. 史特博正确指出, 

我们承认“人谁无过”, 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做得

不够好, 判断错误, 糊里糊涂, 但就是不太肯承

认自己是个罪人. 新闻工作者阿普亚德(Bryan 

Appleyard): “在现代生活里, 

没有人会把罪当作一个重

要的概念 .” 史特博表示 : 

“事实上, 委过于人(指把自

己的祸事或过错转移到别

人身上, 嫁祸给别人)是我们

今日社会的文化特色. 我们

精于推卸责任, 指责别人  —  应该负责任的是

‘社会’和‘不愉快的童年’! 有学者指出, 治疗师

‘以不作道德判断为专业光荣, 所以‘过错’一词

永不出口, 更遑论‘罪’这个字了. 英国神学家艾

伦·曼恩(Alan Mann)说, 我们在谈论现代人的责

任时, ‘不是你的错’已经变成口头禅.”  

 

史: “既然罪已经不存在, 圣经的耶稣基督岂不

也是多余的? 是不是?” 

科: “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问题是, 他们认为

人根本没有绝对道德标准  —  完全没有指

标. 既然没有准则, 也就没有不达标的行为

了, 那还需要什么救主? 还需要什么拯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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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赎? 然而, 纵使治疗法层出不穷, 人心的

罪恶还是个现实的问题, 无可逃避. 英国著

名作家切斯特顿 (Gilbert K. Chesterton, 

1874-1936)说, 罪是铁一般的事实, 与米饭

一样实在! 又说唯一能够用实证方法去验

证的教义, 就是原罪的教义  —  只要每晚

看新闻就明白了. 基督信仰说人有罪、背

叛了上帝. 这一切事实, 天天都在上演. 

 

“要是只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 你会把科伦

拜恩(另译“哥伦拜”, Columbine)校园滥杀

无辜案26或 911 恐怖袭击等, 当作行为失常  

—  因为行凶

者没有发挥

应有的潜能 , 

才受刺激做

出残忍的事 . 

有些东方哲

学甚至说问

题只是出于无知. 但这些解释太肤浅空洞

了, 完全不认识邪恶的力量有多大. 以心理

学去淡化邪恶行为, 是于事无补的. ‘罪’是

更恰当的解释. ‘罪’就是自我中心, 为所欲

为, 偏偏不顺从神, 结果造成严重后果.  

 

“如果不把‘罪’字放

回字典里, 恐怕永远

不会知道‘恶’有多深, 

也不会严肃地面对

自己的道德责任, 亦

不会严肃地面对神 . 

这个堕落的世界, 所

需的不是更多的治

疗法, 而是更愿意承

认自己的罪, 谦卑地

求神赦免. 不然, ‘治疗’的观念反叫我们对

己对人都不作道德判决, 免除对所作所为

承担责任. 

                                                           
26   上述“科伦拜恩校园滥杀无辜案”(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于 1999 年 4 月 20 日, 发生在美国

的科伦拜恩高中. 两名抢手进入校园进行大屠杀, 导致

13 人死, 21 人受重伤. 两名抢手过后开枪自杀. 

“我们面对一个道德上的差落. 我们达不到

理想的标准, 需要外来的救援, 而不单单是

治疗. 我们需要救主进到人世间, 为人带来

宽恕、医治, 给我们力量活出靠己力所不

能活出的生命. 唯有重拾‘罪’的观念, 才能

够洞悉世上的罪恶有多深, 不替它涂脂抹

粉.” 

史: “圣经怎样界定罪? 罪的定义是什么?” 

科: “《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或译《西敏斯

特信条》,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指

‘罪’即是违背神的律法, 没有依循律法生活, 

又违反律法的规定(注: 这律法是指道德律, 

而不是犹太教的礼仪

条文 ). 罪基本上就是

违反神品格的事. 如果

要用现代人的话来说, 

罪就是按一己之欲而

行, 不以神为中心, 自

我陶醉、自我中心.” 

史: “‘罪’诚然已经从我们

的文化里消失了.” 

科: “事实如此. 30 年前门宁格(另译“孟宁格”, 

Karl Menninger)写《罪跑到哪去了 ?》

(Whatever Became of Sin?), ‘原罪’(original 

sin)的教义是甚具解释力与说服力的教义. 

然而, 人的自我中心倾向, 不是全部的故事, 

故事的另一半是基督的救赎  —  将我们无

能为力的问题解决了.” 

 

(L) 宇宙级虐儿行为 

 论到基督为人代死

赎罪的救赎, 史特博有几个

问题要问科潘.   
 

史: “基督徒说耶稣基督替

他们死在十字架上 , 

付清罪债 . 这种代死

赎 罪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的观念岂不是陈旧过时吗? 美国

圣公会主教施邦 (Episcopal Bishop John 

Shelby Spong)说: ‘人世间的父亲, 不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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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目的, 若把孩子钉在十字架上, 一定

会因虐儿罪被捕!’ ”  

科: “千万小心, 不要以为赎罪代死是过时的观

念. 鲁益师(C. S. Lewis)警告我们, 不要因

为自己比古人迟出生就沾沾自喜, 说什么

‘古代的人会这样做 , 

我们现在开明了, 知道

得更多了’! 有时候, 我

们以为现在既然没有

人相信这件事, 它就一

定是假的了. 但应该问

的是: 到底赎罪代死有

什么意义?” 

史: “是啊, 有什么意义呢? 神不可以宣布特赦

世人吗?” 

科: “法官为什么不可以放走罪犯? 他只一句

‘我赦免你’, 就让强奸犯、偷盗者逍遥法外, 

不可以吗? 要神随意下令赦免人, 乃是对其

圣洁的侮辱, 就等于赞许人顶撞神, 侮辱神

的品格.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必须把人治罪, 

因为人确实有罪. 我们没有按照神所要求

的标准去行, 就连自己所定的道德标准也

守不住, 更遑论守住神的更高标准了. 如果

神硬要当作我们已经达标, 那就是讲假话

了. 可是神从不说谎. 还有, 如果神网开一

面, 等于神也不太重视人要为自己行为负

责任. 轻轻松松放过罪人, 就是叫人不必为

自己明知已违反的标准付上责任. 人看罪

看得轻松, 神却看得非常严重. 假如神不要

求赎罪, 也等于不以罪为严重的事了.” 

 

科潘的最后一句话, 叫

史特博想起曾经读到的一段

话 . 作者爱德华兹 (James R. 

Edwards)是圣经语言兼文学教

授. 他在所著的《耶稣是唯一

救主吗?》(Is Jesus the Only 

Savior?)里说: “代赎的教义与

罪的教义是唇齿相依的. 病人

腿上不小心插入一根小刺, 医生却割掉他整条腿, 

这样的医生是狂魔. 但病人的腿若有毒瘤或坏疽, 

医生截肢救他一命, 却是救命恩人. 割与不割, 完

全视病况而定. 施邦之流将罪视作等闲. 新约圣

经视罪如毒疮, 不切除的话, 终必夺命. 这就是基

督为何要在十架上受苦受辱. 十架是令人吃不消

的  —  令人吃不消的恩典! 我们身处一个罪恶

世界  —  我相信它已病入膏亡  —  非有神子来

赎罪不可, 否则如何与世人的创造者、救赎者重

归于一呢?” 无论如何, 史特博还是不肯罢休, 要

追问下去. 

 

史: “神为什么一定要祂的儿子舍命? 祂只要大

量一点, 不就没事了? 马太福音 18 章的王, 

不是什么要求都没有, 就免了仆人的巨债

吗? 他不需要仆人钉十字架, 照样可以赦免

他啊?” 

科: “啊, 可别忘记, 那王自己承当了巨债呀! 他

不是什么也不做, 就免了仆人的债! 换言之, 

仆人虽然欠了王, 但王代替仆人还债! 照样,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付清了罪债, 就

像小孩子打破邻居的窗门, 因年纪太小无

力补偿, 父母代替儿子偿

还了; 又如小公司被大公

司收购了, 它的债务都由

新公司代偿. 罪是有代价

的. 罗马书 6:23 说: 罪的

工价乃是死, 亦即永远与

神隔绝. 我们是罪有应得. 

罪使人与神隔开, 可是耶

稣基督甘心乐意替我们付代价, 替我们死, 

让我们可以得赦免之恩. 他代替我们付债, 

没有于理不合的地方. 我们既然对自己的

困境完全无能为力, 有人乐意替我们清偿

所有债务, 那有何不妥?” 

 

 “耶稣基督的死可以说是神的‘最低点’  —  

被当作囚犯钉死了, 赤条条挂在人面前, 受

尽唾骂咒诅, 无辜受尽折磨. 然而, 约翰却

将祂被贬低至极点的情况形容为‘被举起’

的行动, 语带双关(指一个词或一句话具有

双重意义). 不错, 在肉身上, 耶稣基督在十

架高高悬挂, 但这也是神升高之时  —  十

架成为神的高点! 意思是, 耶稣基督为救我

们自甘降卑到极点, 受欺凌、被贬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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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Stott 

 
Dan Kimball 

羞辱, 但祂借着这无私的舍己, 成就了救赎

大功, 粉碎了黑暗权势, 使堕落的世界得到

修复, 变成全新的创造. 神没有作出宇宙级

的虐儿行为! 圣父没有逼圣子在十架受辱

至死  —  这是耶稣基督心甘情愿的. 耶稣

基督在约翰福音 10 章说, 祂的性命是祂自

己舍的(约 10:18: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

我自己舍的”). 重要的是, 三一神在其中都

有参与. 哥林多后书 5 章说: ‘这就是神在

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林后 5:19). 圣

子悬挂在十架时, 圣父与圣灵也一同受苦. 

神不是与子作对, 子所做的, 乃是为了无法

自偿罪债的全人类, 甘心背负一切, 为人类

清偿罪债.”  

史: “有人觉得这样的付出太可怕了.” 

科: “这个当然. 换作你或我, 

可能会抱怨 , 也可能会

吃不消 . 但基督完美地

承当了我们该受的一切

刑罚 . 英国神学家斯托

特(或译 “司托德”, John 

Stott)说: ‘以己代神(以

自我来代替神)是罪的症

结所在; 以神代人是救恩的精华所在.’ ” 

史: “故此, 代赎并非不合理, 也非不公平!” 

科: “说得对! 记着, 圣经论到十架大功, 所用的

比喻有许多, 但‘替代性’这一点是关键所在, 

因为我们做不到的, 基督替我们做完了. 我

们该怎样回应? 就是感恩图报  —  基督信

仰是感恩的信仰. 我们怎可能不谦卑下来, 

接受基督以死换取的赦罪之恩? 同时也接

受赐生命的主作我们一生的主帅呢?” 

 

(M) 独来独往的基督徒 

 科潘描述耶稣基督的

牺牲叫人动容. 然而, 许多基

督徒传出来的, 却不一定是爱

和恩典的讯息. 许多时候人们

听到的不是这样的讯息. 史特

博想谈谈这一点, 于是向科潘

引述以下的话.  

 

史: “近代的‘新兴教会运动’(Emerging Church 

movement, 注: 此运动支持后现代主义)领

袖金贝尔(另译“甘波”, Dan Kimball)说: ‘今

日基督徒给人的印象是吓人的, 既忿怒又

爱批评、到处指责人.’ 那也难怪人们为什

么不想听他们传讲的耶稣基督了.” 

科: “绝对正确!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 13:35 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坦白说, 环顾四周, 只

见好多人的行为不太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没有办法叫人来看我们活出好榜样, 

反而经常叫人‘别看我们, 要看耶稣基督’! 

与此同时, 有人也拿这个来当借口, 对耶稣

基督不认真.” 

史: “金贝尔所用的书名, 总结了今日不少人的

态度: ‘喜欢耶稣, 不喜欢教会’. 正如爱尔兰

摇滚乐团歌星博诺(Bono)说的: ‘我在教会

里常感到不自在, 人人一派正经, 跟我在圣

经里见到的基督很不一样.’ 结果, 很多人

把信仰生活当作私人的事. 他们说, 在林荫

间敬拜神, 比走进教堂更好. 基督徒可以不

过教会生活吗?” 

科: “我想博诺讲的不是新事. 就算最早的教会

群体生活, 也不是人人满意的.” 

史: “这话怎讲?” 

科: “如果你走进第一世纪的哥林多教会, 你会

看见纷争、属灵骄傲、窝藏淫行、分门结

党的事. 使徒保罗写信斥责他们, 但他有没

有放弃他们? 没有! 他呼吁他们‘走回正轨’. 

他像慈父般对待他们. 坦白说, 没有群体生

活, 不归属教会, 是活不出基督生命的. 圣

经许多‘彼此…’的命令, 若没有教会群体生

活, 是无法实践的! 希伯来书作者叫我们 

‘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不可

停止聚会’(来 10:24-25). 教会不是完美的,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史: “那你不会鼓励人作独行基督徒了?”  

科: “绝不鼓励. 教会纵然有诸般瑕疵, 但若没

有其他肢体, 我们便无法过基督徒生活. 事

实上, 圣灵的果子  —  仁爱、喜乐、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

制(加 5:22-23)  —  全都需要群体生活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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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这一切美德是群体性的, 个人修行起不

了作用. 

 

(O) 激进的耶稣基督? 

 后现代的心态使混合主义大行其道. 这

样的情况已经引起多方面的批评, 批评者除了

指斥它在哲学上的矛盾, 也厌倦它对道德伦理

的负面影响. 对这情况口诛笔伐最有力的, 是基

督徒哲学家莫尔兰德(J. P. Moreland), 他称后现

代主义为“不道德的懦夫之见… 凡是爱慕真理

和知识的人, 都要竭尽全力挽狂澜于既倒.”  

 

史: “ 语气好重呢 ! 

‘不道德的懦夫

之见 ’?! 他如此

形容, 会不会太

苛刻了?” 

科: “我尊重莫尔兰

德, 他不会拐弯

抹角…不过后现

代主义有多种特色, 也不好以偏概全去形

容它. 正如我讲过的, 它始终可以给我们一

些重要的提醒. 另一方面, 我也能明白莫尔

兰德的立场: 当人不再作出道德判断, 而把

一切信仰完全视为‘处境化’(或译“情境化”, 

contextual), 不再认为有绝对真理和对错, 

不能确知任何事… 这种世界观和哲学, 真

的是很危险, 也很懦弱.  

 

“话说回头, 声称人无法确知任何事  —  这

声称本身是一种知识! 有些事情, 是我们能

够知道的  —  事实上, 我们不能不知这些

重要的事; 譬如说, 神已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向我们启示了祂自己. 我们借着神子(耶稣

基督), 就可以认识父神. 约翰一书说我们

能够确知某些事: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

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

永生’(约壹 5:13).’ 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说, 

我们若靠基督得着赦免, 就可以确知神已

收纳我们作祂的儿女, 这种信心, 与后现代

精神格格不入. 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可以学

习吗? 有的  —  我们有历史环境的限制, 不

一定事事看得清楚, 但我们即使不能通晓

一切, 还是可以知道一些事情, 一些生死攸

关、改变生命的事情! 我们所知的, 足够让

我们与真耶稣相遇, 亲身经历祂.”  

史: “祂到底是谁? 如果‘真耶稣’不是混合主义

的产品, 那么, 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科: “我们断不能像某些人那样, 把‘历史上的

耶稣’与‘信仰上的基督’拆开来. 两者根本

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我们要把耶稣基督

放回第一世纪的背景去. 脱离了历史, 就只

有一个新纪元人物; 没有十架, 没有复活, 

也没有真正的身份. 同样, 奉耶稣基督之名

进行的反犹主义, 也是对耶稣基督第一世

纪的犹太人身份视若无睹. 如果不肯根植

于历史的福音书里, 试问怎去辨别真假耶

稣基督呢?” 

 

 科潘讲的时候, 史特博想起许许多多把

主耶稣从现实中“切断”的人, 他们自制了一个新

版本  —  只按他们自己的心意, 虚构出他们自己

想象出来的“耶稣基督”, 而非那位满有大爱大

能、广行神迹, 广赐救恩的那位真耶稣基督.  

 

史: “太可惜了, 这么多人随己意塑造符合自己

所想的耶稣基督, 白白错失了真正的那一

位. 讽刺的是, 他们反而自诩找着了一个

‘激进的新耶稣’!” 

科: “激进? 简直胡闹. 这样的耶稣基督是走了

样的. 耶稣基督岂止是个好哥哥、社会革

命家、诺斯底教师? 真正的耶稣基督, 是正

统基督信仰的耶稣基督, 是真真实实的道

成肉身. 神在耶稣基督里进入历史, 战胜罪

恶、撒但、死亡, 把历史推上高峰. 这一位

耶稣基督, 才是万世期待的耶稣基督! 如果

你想找个令人惊叹的耶稣基督  —  一个旷

世英豪, 一个超乎所想所求, 显出超乎人所

能理解之大爱的那一位  —  就是祂了!”27   

 

(文接下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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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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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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拉用神的话语建造百姓的信仰 

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有关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数目, 

以斯拉记第 2 章和尼希米记第 7 章的
记载有所不同, 哪一个是正确的? 

 

解答:   查阅以斯拉记

2:3-69 和尼希米记

7:8-72 的记录, 我们

不难发现两处记载被

掳归回的犹太人数目

有一些的不同 ,28  这

点常被反对圣经的人

嘲笑或攻击, 说圣经是充满“矛盾”的记录, 绝不

可信. 我们将分成三部分来回答这方面的问题. 

 

(a) 问题一: 为何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记

载的家族人数有所不同?  

 

根据洪鼎翀, 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共有 33

个家族. 按他的计算, “有 19 个家族不论是在以

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记录中), 都是一致之外, 

其余 14 个家族都不一样.”29 一些攻击基督徒或

圣经的人列出 6 个家族, 我们就以此为例, 来解

答这方面所谓的“矛盾”.  

 

                                                           
28   根据《圣经启导本》(增订新版, 第 735 页), 被

掳归回主要有三次: (1) 主前 538 年, 由所罗巴伯和约书

亚率领(拉 1-6 章; 哈该书、撒迦利亚书); (2) 主前 458

年, 由以斯拉率领(拉 7-10 章); (3) 主前 445 年(有学者

认为是主前 444 年), 由尼希米率领(尼 2:1-6). 在第一次

归回(所罗巴伯率领大约 5 万人)是为了重建圣殿; 第二

次归回(以斯拉率领大约 5 千人)是为了重建圣民; 第三

次归回(尼希米率领 4 万 2 千人)是重建城墙. 
29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一集) 》(柔佛新

山: 人人书楼, 2007 年), 第 83 页. 有关这些家族, 请参葛

兹博士(Gene A. Getz)在《圣经知识注释: 旧约》的列表

(参本文列表三), 载 John F. Walvoord & Roy B. Zuck,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Edition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85), 第 688 页. 

列表一:   其中六个人数不同的家族 

 

号

次 

家族 以斯拉记

所记载的

总人数 

尼希米记

所记载的

总人数 

人数

差额 

1 巴哈摩押的

后裔 

拉 2:6 

= 2,812 

尼 7:11 

= 2,818 

6 

增加 

2 萨土的子孙 拉 2:8 

= 945 

尼 7:13 

= 845 

100 

减少 

3 押甲的子孙 拉 2:12 

= 1,222 

尼 7:17 

= 2,322 

1,100 

增加 

4 亚丁的子孙 拉 2:15 

= 454 

尼 7:20 

= 655 

201 

增加 

5 哈顺的子孙 拉 2:19 

= 223 

尼 7:22 

= 328 

105 

增加 

6 伯特利人和

艾人的子孙 

拉 2:28 

= 223 

尼 7:32 

= 123 

100 

减少 

 

 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洪鼎翀正确指

出, 我们只须明白两点, 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1) 已经登记要归回的家族, 可能在还没有动身

之前, 发生了事故而没有归回; 诸如: 逝世、

患了重疾(重病), 或者有什么重大事故无法

启程. 有些人数却增加了, 这是因为有新生

的、婚姻上的联合加进来的. 

2) 以斯拉的名

单 , 是远在

巴比伦犹太

人还没有归

回耶路撒冷

的时候 , 就

已经记录的. 

这记录出现

在以斯拉记 2:1-3:  

拉 2:1: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

犹大省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

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本城. 

拉 2:2: 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书亚、尼希

米、西莱雅、利来雅、末底改、必珊、米斯

拔、比革瓦伊、利宏、巴拿回来的. 

拉 2:3: 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 巴录的子

孙二千一百七十二名… 

 

 至于尼希米记的名单 , 是在公元前(主

前)537-536 年之间, 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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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率领百姓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下, 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之后, 在犹大省时所记

录的. 这记载在尼希米记 7:6-8: 

 

尼 7:6:, 现在他

们的子孙从

被掳到之地

回耶路撒冷

和犹大巴比

伦王尼布甲

尼撒从前掳

去犹大省的人, 各归本城. 

尼 7:7: 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书亚、尼希

米、亚撒利雅、拉米、拿哈玛尼、末底改、

必珊、米斯毗列、比革瓦伊、尼宏、巴拿回

来的. 

尼 7:8: 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 巴录的子

孙二千一百七十二名…30 

 

 有关以斯拉与尼希米的名单, 两人的名

单在时间上相隔 50 年左右.31 一些家族的人数

大致上保持不变, 另一些家族却稍有不同的变动, 

有的加多了、有的减少了. 明白了洪鼎翀所解释

的两个原因, 这两份名单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没

有什么矛盾可言. 

 

 

(b) 问题二: 为何以斯拉记(2:64-65)和尼希

米记(7:66-67)所记载的总人数有所不同?  

 

 根据以斯拉记(2:64-65)的记载, “会众”加

“仆婢”再加“歌唱男女”的总人数是 49,897 人, 但

按照尼希米记(7:66-67)在这方面所记载的人数, 

                                                           
30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一集) 》, 第 83-

85 页. 
31   以斯拉与尼希米虽是同时代的人物, 但著书年

代大不相同. 马有藻指出 , 以斯拉记最后年代为主前

457 年(拉 10:17), 尼希米记最后年代则是主前 407 年 

(注: 尼 13:28 的“参巴拉的女婿”在犹太史中有传说述及

他 , 参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 [Flavius Josephus, 约主后

37-95 年]所著的《犹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1:7-8), 两者著书年代相隔有 50 年. 马有藻著, 《解开

发光的话 — 旧约困语诠释》(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3

年), 第 179 页. 

加起来却是 49,942 人, 多了 45 人 [请参列表二, 

第 6 至第 9 项]. 为何有此不同? 

 

列表二: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两个记载 

的人物与物件之数目的比较 

 

 人物 

与物件 

以斯拉记 

(拉 2:3-69) 

尼希米记 

(尼 7:8-72) 

1 祭司 4,289 人[2:36-39] 4,289 人[7:39-42] 

2 利未人 74 人 [2:40] 74 人 [7:43] 

3 亚萨歌唱者 128 人 [2:41] 148 人 [7:44] 

4 守门者 139 人 [2:42] 138 人 [7:45] 

5 殿役 392 人 [2:43,58] 392 人 [7:60] 

 

 

 

6 会众 42,360 人 [2:64] 42,360 人 [7:66] 

7 仆婢 7,337 人 [2:65] 7,337 人 [7:67] 

8 歌唱男女 200 人 [2:65] 245 人 [7:67] 

9 以上 6 至

8 总人数 

49,897 人 49,942 人 

相差 45 人 (49942 – 49897 = 45) 

 

 

 

10 马匹 736 匹 [2:66] 736 匹 [7:68] 

11 骡子 245 匹 [2:66] 245 匹 [7:68] 

12 骆驼 435 只 [2:67] 435 只 [7:69] 

13 驴子 6720 匹 [2:67] 6720 匹[7:69] 

 

 

 

14 金子 61,000 达利克 

[2:69] 

41,000 达利克
[7:70-72] 

15 银子 5,000 弥拿/弥拉 

[2:69] 

4,200 弥拿/弥拉 

[7:71-72] 

16 祭司礼服 100 件 [2:69] 67 件 [7:72] 

 

 

 

17 总人数 

 

若把 拉 2:3-60 的

所有人数加起来, 

总数是 29,818 人 

若把 尼 7:8-62

所有人数加起来, 

总数是 31,089 人 

18 两书记载

会众人数 

拉 2:64 记载归回

人数 = 42,360 人  

尼 7:66 记载归回

人数 = 42,360 人 

19 上述 17

与 18 项

的差距 

42,360 - 29,818 

= 12,542 人 

差距的原因: 不

是所有家族人数

都记录在 拉 2:3-

60 的记载中 

42,360 – 31,089 

= 11,271 人 

差距的原因: 不

是所有家族人数

都记录在 尼 7:8-

62 的记载中 

注: 括号[   ]内的数字是经节出处; 例如 [2:3] 意即 2章 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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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上述问题二(即总人数的记载有所不

同, 尼希米记比以斯拉记多了 45 人), 达拉斯神

学院的葛兹博士(Gene A. Getz)提出以下的解释:  

 

1) 可能是后人(特指文士或抄写员)抄写时的错

误: 例如在第 9 项(6 至 8 的总人数), 以斯拉

记的总人数是 49,897 人(拉 2:64-65), 但尼希

米记则是 49,942 人, 多出 45 人. 有学者认为

这多出来的 45 人, 是因为文士抄写尼希米记

歌唱的男女时, 把原本的 200 人误抄成 245

人. 这看法的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文士可能不

小心把下一节(第 68 节)的驴子数目(即 245)

抄进第 67 节歌唱男女的数目(本是 200), 结

果多了 45 人. 若此看法正确, 正确的总人数

应该是以斯拉记所记载的 49,897 人. 

2) 如果正确的总人数是 49,897 人, 为何当我们

把尼希米记 7:8-62 的人数加起来时, 答案却

是 31,089 人呢?(参列表二, 第 17 项) 为何相

差 18,808 人呢? 除了上述“文士抄写错误”的

解释之外, 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是以斯拉

记的记载比尼希米记多了 18,808 人, 这很可

能是因为以斯拉记的计算是包括了北国众支

派的犹太人. 他们可能加入南国犹大和便雅

悯支派的余民, 与他们一同归回(而尼希米只

记载南国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归回者之人

数), 因而导致在记录上有不同的数目.32 

 
(c) 问题三: 为何以斯拉记(2:64)所记载的总

人数与 拉 2:3-60 加起来的总人数不同? 

同样情况, 为何尼希米记(7:66)所记载的

总人数与 尼 7:8-62 加起来的总人数不同?   

 

请留意列表二的第 17 至 19 项, 我们发现 

拉 2:3-60 和 尼 7:8-62 各别记载的人数加起来

(参 列表三), 与较后各别记载(拉 2:64 和尼 7:66)

归回的总人数有明显差别  —  较后的记录各别

多了 12,542 人和 11,271 人(参 列表二, 第 19 项). 

原因何在? 霍尔(Marcus K. Hall)解释说, 先前的

记录可能没有包括所有家族的人数(笔者注: 以

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者们都没声明先前所记

                                                           
32   John F. Walvoord & Roy B. Zuck,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第 687 页. 

录的名单已经包括了所有的人).33 此外, 我们也

不能否定 拉 2:3-60 和 尼 7:8-62 的名单完成之

后, 另可能有不少人加入归回的行列, 而 拉 2:64

和 尼 7:66 记载的是较后加入的总人数.  

 

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也持同样看

法 : “以斯拉记所记载的总人数是 42,360 (拉

2:64), 比你把这章的人数加起来(共 29,818, 拉

2:3-60)多过 12,542 人. 尼希米记所记载的总人

数也是 42,360 (尼 7:66). 尽管如此, 当给这列表

时, 以斯拉没有说这些人代表所有离开巴比伦的
人, 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这列表完成后, 

才加入归回圣城的人群中. 

以斯拉可能只计算犹大和

便雅悯支派的人, 所以多

出来的人(12,542 人)是其

他十个支派的归回者.”34 

 

简而言之 , 了解上

述记录的背景和可能发生

的状况, 我们发现这些所

谓的“矛盾”或“冲突”都能迎刃而解, 圣经仍是绝

对可靠的. 值得一提的是: 神常允许这类看似“矛

盾”的问题存在, 是要考验人对神和祂话语的信

心. 人若坚信神话语(特指圣经原稿)是全无谬误, 

并恳切祷告、专心查考、耐心钻研, 至终必能证

实神的道是绝对无误, 全然可靠的.  

                                                           
33   M. K. Hall, “Ezra”,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09), 第 50 页. 
34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OT History (Colorado: Cook 

Communications Ministries, 2003), 第 608 页. 有者认为

北国十个支派在被掳后“消失”, 没有归回巴勒斯坦. 但

这看法并不正确. 魏斯比正确指出, “在地理上, 南国(犹

大国)只包括犹大和便雅悯两大支派; 但多年以后, 北国

十个支派的人也迁移到犹大国, 因此在‘被掳’(Captivity, 

指南国犹大被灭、百姓被掳)时, 所有十二支派都有代

表在其中. 圣经没有论到所谓的‘十个消失的支派’(ten 

lost tribes); 看来到了新约的时代, 十二支派都还有在(雅

1:1; 徒 26:7).” 同上引, 第 607 页. [参 雅 1:1: “作神和主

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徒

26:7: “这应许, 我们十二个支派, 昼夜切切的事奉神, 都

指望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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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三: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所记载的家族人数之总数 

 
 

号

次 

 

被掳 

归回者 

以斯拉记

所记载的

总人数 

尼希米记

所记载的

总人数 

人数

差额 

(a)   家族 / 宗族 (Family Clans) 

1 巴录的子孙 拉 2:3 

= 2,172 

尼 7:8 

= 2,172 

相同 

2 示法提雅的

子孙 

拉 2:4 

= 372 

尼 7:9 

= 372 

相同 

3 亚拉的子孙 拉 2:5 

= 775 

尼 7:10 

= 652 

减少 

123 人 

4 巴哈摩押的

后裔 

拉 2:6 

= 2,812 

尼 7:11 

= 2,818 

增加 

6 人 

5 以拦的子孙 拉 2:7 

= 1,254 

尼 7:12 

= 1,254 

相同 

6 萨土的子孙 拉 2:8 

= 945 

尼 7:13 

= 845 

减少

100 人 

7 萨改的子孙 拉 2:9 

= 760 

尼 7:14 

= 760 

相同 

8 巴尼 (宾内 )

的子孙 

拉 2:10 

= 642 

尼 7:15 

= 648 

增加 

6 人 

9 比拜的子孙 拉 2:11 

= 623 

尼 7:16 

= 628 

增加 

5 人 

10 押甲的子孙 拉 2:12 

= 1,222 

尼 7:17 

= 2,322 

增加 

1,100 

11 亚多尼干的

子孙 

拉 2:13 

= 666 

尼 7:18 

= 667 

增加 

1 人 

12 比革瓦伊的

子孙 

拉 2:14 

= 2,056 

尼 7:19 

= 2,067 

增加 

11 人 

13 亚丁的子孙 拉 2:15 

= 454 

尼 7:20 

= 655 

增加 

201 人 

14 亚特的後裔 

(希西家的子孙) 

拉 2:16 

= 98 

尼 7:21 

= 98 

相同 

15 比赛的子孙 拉 2:17 

= 323 

尼 7:23 

= 324 

增加 

1 人 

16 约拉 (哈拉 )

的子孙 

拉 2:18 

= 112 

尼 7:24 

= 112 

相同 

17 哈顺的子孙 拉 2:19 

= 223 

尼 7:22 

= 328 

增加 

105 人 

18 吉罢珥人[注:

原文直译是: 

吉罢珥的子

孙] (基遍人)  

拉 2:20 

(吉罢珥的

子孙) = 95 

尼 7:25 

(基遍人) 

= 95 

 

相同 

(b)   各城的居民 (Inhabitants from Towns) 

19 伯利恒人 拉 2:21 

= 123 

尼 7:26 增加 

20 尼陀法人 拉 2:22 

= 56 

123 + 56 = 179 

(伯利恒人

和尼陀法

人) = 188 

9 人 

 

21 亚拿突人 拉 2:23 

= 128 

尼 7:27 

= 128 

相同 

22 亚斯玛弗人 拉 2:24 

= 42 

尼 7:28 

= 42 

相同 

23 基列耶琳人、

基非拉人、比

录人 

拉 2:25 

= 743 

尼 7:29 

= 743 

相同 

24 拉玛人、迦

巴人 

拉 2:26 

= 621 

尼 7:30 

= 621 

相同 

25 默玛人 拉 2:27 

= 122 

尼 7:31 

= 122 

相同 

26 伯特利人、

艾人 

拉 2:28 

= 223 

尼 7:32 

= 123 

减少

100 人 

27 尼波人 拉 2:29 

= 52 

尼 7:33 

= 52 

相同 

28 末必人 拉 2:30 

= 156 

没有 

记载 

减少

156 人 

29 别的以拦子

孙 

拉 2:31 

= 1,254 

尼 7:34 

= 1,254 

相同 

30 哈琳的子孙 拉 2:32 

= 320 

尼 7:35 

= 320 

相同 

31 罗德人、哈第

人、阿挪人 

拉 2:33 

= 725 

尼 7:37 

= 721 

减少

4 人 

32 耶利哥人 拉 2:34 

= 345 

尼 7:36 

= 345 

相同 

33 西拿人 拉 2:35 

= 3,630 

尼 7:38 

= 3,930 

增加

300 人 

(c)   祭司 (Priests) 

34 耶大雅的子

孙 

拉 2:36 

= 973 

尼 7:39 

= 973 

相同 

35 音麦的子孙 拉 2:37 

= 1,052 

尼 7:40 

= 1,052 

相同 

36 巴施户珥的

子孙 

拉 2:38 

= 1,247 

尼 7:41 

= 1,247 

相同 

37 哈琳的子孙 拉 2:39 

= 1,017 

尼 7:42 

= 1,017 

相同 

(d)   其他 (Others) 

38 利未人 : 何

达威雅的后

裔 ( 即耶书

亚和甲篾的

子孙) 

拉 2:40 

= 74 

尼 7:43 

= 74 

相同 

39 歌唱的 : 亚

萨的子孙 

拉 2:41 

= 128 

尼 7:44 

= 148 

增加 

20 人 

40 守门的: 沙龙

的子孙、亚

拉 2:42 

= 139 

尼 7:45 

= 138 

减少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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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子孙、

达 们 的 子

孙、亚谷的

子孙、哈底

大的子孙、

朔拜的子孙 

41 尼提宁(就是

殿役)和所罗

门仆人的後

裔 

拉 2:43,58 

= 392 

尼 7:60 

= 392 

相同 

42 第来雅的子

孙、多比雅

的子孙、尼

哥大的子孙 

拉 2:60 

= 652 

尼 7:62 

= 642 

减少

10 人 

 

总人数 

 

 

29,818 

 

31,089 
增加 

1,271 

 

(d) 对列表和归回者的一些评述 

 

魏斯比写道: “以斯拉记 2:3-20 列出 18

个犹太人的家族, 总人数是 15,604 个男人. 当进

行人口调查或点算人数时, 犹太人通常是计算

20 岁以上的男丁(民 1:1-4).35 不过, 我们不肯定

这里(以斯拉记的人数点算)是根据什么程序. 以

斯拉记 1:21-35 是按照 21 座城市或村庄来列出

愿意归回者的人数, 总数为 8,540 个男人. 我们

不晓得这 24,144 个男人(15,604 + 8,540 = 24,144)

的姓名, 但他们对主而言, 对以色列国的未来和

对世界的贡献(特指引入救主耶稣基督, 因主耶

稣也是犹太人), 肯定是重要的.”36     

 

神非常看重那些愿意归回者. “并非每个

人都有意返国,” 罗森邦(Philip Rosenbaum)解释

道, “有些选民很满意他们在巴比伦的生活, 希望

维持现状. 智慧的神看重的并不是这批人, 他却

喜悦心向着神, 情愿舍去属世的安逸, 追求属灵

事物的人. 神借着在所谓‘枯燥经文’(指繁杂的名

单)中反复记载这些人的名字, 证明了这个看法.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登录了从巴比伦返国的

                                                           
35   民1:2-3:“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

人名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 凡以色列中, 从二十岁以

外, 能出去打仗的, 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 
36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OT History, 第 607 页. 

俘囚名单, 两份名单相当近似, 但这两卷书都没

有提起留在巴比伦者的姓名.37 耶和华以祂仆人

的名字为乐, 在祂的话语中多多提到他们, 却对

其余(留在巴比伦)成千上万的人不置一辞.”38   

 

罗森邦也指出, 只有两类名单的名字和

数目都完全一致  —  祭司和动物. 这里有个有趣

的问题, 为什么独有祭司和动物表现得与众不同

呢? 按罗森邦的解释, 祭司在以斯拉委以重任之

后的许多世代中特别忠心. 他们知道以赛亚书一

开始的指控(赛 1:2-3),39 因此引以为戒. “祭司们

诵读、记下、学习这段经文, 并且内省消化它们, 

希望不致再蹈覆辙. 他们忠心一如驮重的牲口: 

无一人改变心意不回耶路撒冷.”40 

 

霍尔(M. K. Hall)贴切总结道: “这段经文

中的查点人数(enumeration)给我们学习到宝贵

的功课  —  神关注所有寻求忠于神、并走在祂

所指示的道路上之人. 一个都不被遗忘. 它也显

示神关注一切祂所创造之物, 包括动物. 主耶稣

说: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

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太 10:29).”41 

 

                                                           
37   罗森邦正确指出, “虽然我们不能说留在巴比伦

是个罪, 许多经文却强调, 神的余民应回到以色列(见 耶

23:3; 结 11:17-20; 20:41-42; 28:25-26; 34:11-16; 36:24-

28; 37:21-22). 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 所有犹太人除非蒙

召留在巴比伦, 否则‘应该回到以色列’的说法似显得合

理. 不过, 真正回去的只有‘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 都

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拉 1:5). ‘他们四

围的人(指那些没有返国, 仍然留在巴比伦的人)就拿银

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 ’(拉 1:6). 这

虽然是件善工, 却还不如加入忠心余民的行列. 无论如

何, 以斯帖记显明了神的慈爱与保护仍然荫庇了祂那些

留在波斯的子民.” 罗森邦著, 恩邑译, 《读经不跳页》

(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7 年), 第 250 页. 
38   同上引, 第 235 页. 
39   赛 1:2-3: “天哪, 要听! 地啊, 侧耳而听! 因为耶

和华说: 我养育儿女, 将他们养大, 他们竟悖逆我. 牛认

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槽, 以色列却不认识; 我的民却不

留意.” 注: 耶和华在此特别以牲畜(牛、驴)与人作比较. 
40   罗森邦著, 《读经不跳页》, 第 238-239 页. 
41   M. K. Hall, “Ezra”,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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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Dibelius 

 
Herman Gunkel 

书中之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二) :  

圣经批判学 / 评鉴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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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两期讨论过高等批

判 学 如 何 以 “ 底 本 学 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来攻击摩西五经(此学说认为摩西

五经是由 J、E、D、P 等不同底本组成, 而非

由摩西一人所写), 也探讨了常被圣经批判学分

割批判的以赛亚书. 然而, 圣经的内证和考古

学的凭据, 都证实上述两个学说是虚假和错误

的. 本期, 让我们再看圣经批判学如何使用“形

式批判”来对待福音书. 

  

(文接上期) 

(E)    福音书的形式批判 

 (E.1)   形式批判的简介 

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的许多学者主要

是强调那写下来的资料来源之前的口传历史, 并

把资料来源加以分类, 归入不同的“形式”(form)

或类别. 在旧约, 这种方法用在

《诗篇》研究上, 将每一种类

别与一种独特的生活背景相联

系, 可以加深对《诗篇》的了

解; 在新约, 从 1919 年开始, 它

便大量被用于福音书的研究. 

 

形式批判研究的分水

岭是以施密特(Karl L. Schmidt, 1919)、狄比流

(Martin Dibelius, 1919)和布尔特曼(或译“布特

曼”, Rudolf Bultmann, 1921)三位学者的著作为

标志的, 这三位学者至今仍然在这个领域有着主

导性的影响. 形式批判建立在许多先行者的研究

基础上, 包括奥里克(Olrick)对于民间故事的研

究、袞克尔(Herman Gunkel)对于旧约口述传统

历史的识别、威尔浩生(Julius Wellhausen)对于

福音书传统中的个别单元以及该传统的早期阶

段的研究, 诺登(或译“诺顿”, Eduard Norden)对

于诗歌风格和有关使命的讲论的研究等等.42  

 

       对于四福音书, 前三卷福音书, 即马太福

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

有较密切的关系, 被称为“符类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 另译 “ 对观福音

书 ”), “Synoptic”从希腊字

syn ( 其 意 是 ‘ 一 起 ’) 和 

optanomai (其意是‘看’)二

字而来, 因为它们对基督的

生平有共同的看法; 有时它

们也被称为“对观福音书”. 

有统计显示, 马可福音 661

节经文中 , 有 606 节 (可

16:9-20 不计算在内), 基本上以摘要的形式在马

太福音中再现, 有 380 节经文在路加福音中出现; 

或从另一个角度说, 马太福音的 1,068 节经文中, 

有约 500 节与马可福音相同; 路加福音的 1,149

节经文中, 有约 380 节经文与马可福音相似; 马

可福音中只有 31 节经文没有出现在马太福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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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协会, 2004 年简体字版), 第 6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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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中. 另一方面,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

250 节经文是彼此相似的, 但在马可福音中却找

不到;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又分别有中有约 300

节经文和 520 节经文是自己特有、其他福音书

所没有的. 

  

符类福音书的相互关系, 吸引了众多学

者的注意力, 但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研究, 学者们

的意见仍未达到一致. 奥古斯丁(Augustine)认为

马可福音是马太福音的摘要, 这见解曾流传过相

当长的时间; 然而事实上, 凡马太与马可所共有

的记载中, 马可的记载往往比马太详尽. 天主教

的传统坚持“马太福音为首”的观点. 有少数学者

认为, 路加福音应是其他两卷符类福音书的参考

资料.  

 

不过, 多数学者的看法是, 马可福音是符

类福音中最先写成的, 并且是其他两卷符类福音

书的主要参考来源. 马可福音与其他两卷书所共

有的记载, 主要是一些叙事; 后两卷书共有、而

马可福音没有的, 则主要是耶稣的教训, 有 200

至 250 节经文. 

似乎可以这样

说 , 马可记载

的是耶稣的作

为 ( 主耶稣所

行的), 所没有

记载的则是耶

稣的言论 ( 主

耶稣所说的). 学者们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共

有、马可福音没有的关于耶稣的言论的经文称

为“Q” (德文‘Quelle’ 的简写, 意为‘来源’); 马太

福音和路加福音本身所特有的经文则分别称为

“M”(Special Matthew)和“L”(Special Luke). 

 

(E.2)   形式批判的方法论 

  戴维生(Vincent Taylor)列出了形式批判

的步骤: (1) 根据形式(form)对材料进行分类; (2) 

重视其原始的形式; (3) 寻找“生活处境”(Sitz im 

Leben). 莫昂斯(Robert Mounce)在一次非正式的

访问中, 将形式批判过程中的重要步骤总结如下: 

“形式鉴别学者(即形式批判学者)首先要列出各

种各样的形式种类, 用来对圣经的叙述分类. 然

后, 他要尝试确定初期教会的‘生活处境’, 用以

解释分类中每一个章节的演变过程. 看它是因为

对迫害的恐惧, 还是因为外邦教会渐渐脱离犹太

背景, 还是与异端有关? 在确定了‘生活处境’之

后, 就可以解释当中的变化, 并去除加诸于耶稣

的语录之上的元素. 得出的结果就是将福音书中

的语录还原为它们最原始或最纯粹的状况.”43 

 

 (E.3)   形式批判的一些成果 

       福音书的形式批判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

的成果. 比如, 研究发现, 马可福音的构架与使徒

们所传的道有密切关系. 学者们有把握地说, 福

音在被笔录之前, 早已为使徒们所传讲了:  

   

使徒们要向百姓宣扬耶稣一生的重要事

实时, 必须始终一致, 当他们遇见新听众

的时候, 或要教导门徒的时候, 也必须重

复. 因此, 这些故事的形式便逐渐趋向具

体化, 经过无数次地反复申述, 有关耶稣

的事迹也就固定不变了. 当保罗提到他

已“领受”而又“传讲”的信息时 (林前

15:3; 加 1:11) , 他的含义是说, 基本的核

心事实是不能更改的.44  

   

       人们应记住, 口传传统是保存资料及教

训的可靠途径. 拉比学者们创立了一套复杂的记

忆系统, 他们珍视这系统比写下的记录更甚; 这

套系统可以一代一代地传递大量的资料, 而丝毫

不差. 马可很可能是以初期教会的信息大纲作为

红线, 将他的福音资料的不同单元串联起来的. 

也就是说, 马可福音所依靠的是“教会传统”而不

是“个人传统”. 再者, 将福音书的信息与当时教

会和信徒的生活处境相联系, 同样有助于今天的

读者理解经文的含义.45 

                                                           
43   Vincent Taylor, The Formation of the Gospel 

Tradition (2nd ed.), 第 22 页; Robert Mounce, Interview, 

July 2, 1974; 载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 第 650 页.  
44   Merrill C. Tenney 著, 陈济民编辑, 陈伟明等译, 

《新约综览》(香港: 宣道出版社, 1993 年九版), 第 115

页, 载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 第 207 页.  
45   一般而言, 形式批判把福音书的内容区分为不

同的文学形式, 有助于读者理解经文的信息. 然而, 一些

形式批判学者论到 路 16:19-31 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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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lf Bultmann 

 
M. James Sawyer 

 
Merrill C. Tenney 

  (E.4)   形式批判的严重错误 

       (a)   错误的方法 

德国的自由派神学家布尔特曼(或译“布

特曼”, Rudolf Bultmann, 1884-1976)是激进的形

式批判学者. 他说道: “研究新约的学生已经意识

到有一种叫做‘形式批判学’(另译“形式鉴别学”)  

—  或者更加准确地说, 有

Formgeschichte (即形式之

历史)  —  的福音书研究学

派存在. 其关注的焦点是符

类福音书中的组成章节, 透

过这些章节, 可以分析符类

福音书背后的传统. 它力图

研究在福音书形成之前的

口述传统, 或者研究福音书

背后的来源, 无论是文字记录或是固定传统的循

环, 例如 Q 典 (或称: Q 文件 [Q document]、Q 来

源[Q source]等等), 在马可(马可福音)之前已经

存在的有关耶稣事工的大纲、叙述和言论材料

的顺序、基督受苦的叙述等等.46 

 

根据殷保罗(Paul P. Enns), 布尔特曼强调

要用所谓的“形式批判学”(form-critical approach)

去研究新约圣经, 就可以发现经文背后的资料. 

布尔特曼认为新约圣经盖上了作者本身的见解

和 解 释 , 圣 经 学 者 的 责 任 是 要 “ 去 除 神

话”(demythologization), 意即将新约作者的粉饰

字句剥掉, 留下耶稣的真言. 布尔特曼认为历史

                                                                                               
时, 就认为这一类故事在犹太人的民间故事中是颇为普

遍的, 因此不能排除耶稣基督是引用当时流传的故事来

作“比喻”的可能性, 借以说明今世悔改的重要性. 这些

学者认为既然是个“比喻”, 故事可能是虚构的, 所以不

可从这段经文来推测主耶稣或圣经对死后生命的看法.

但关键的问题是: 路 16:19-31 只是个虚构的比喻吗? 克

劳福德(Norman Crawford)正确评述道: “没有一个(福音

书的)比喻, 有采用专有名词如这故事里的拉撒路. 因此, 

我们选择接受此记载为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 而非仅仅

是个说明性的比喻. 我们的主是无所不知的, 祂知道每

个人的历史, 当然可以给我们有关两个人在今生和永恒

的真实故事.” 参 “Luke” by N. Crawford, in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gen. eds.),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7)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9), 第 273 页.  
46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 648 页. 

上的真耶稣, 与新约圣经所描写的耶稣基督是有

所不同的.47 

 

(b)   错误的预设 

 邵叶尔(M. James Sawyer)指出, 高等批判

将分析世俗文学的方法应用在圣经之上. 批判学

者存着先入为主的预设, 拒

绝任何超自然的可能性, 例

如, 他们认为“摩西五经”并

非摩西写成. 在新约研究方

面, 德国的包珥(Ferdinand 

C. Baur, 1792-1860)、施特

劳 斯 (David F. Strauss, 

1808-1874; 注: 施特劳斯是

包珥的学生, 这两人都是自

由派神学家)等学者著书立说, 认为大部分新约

都是在第 2 世纪书写成文, 并非由代表耶稣的使

徒写成. 这类批判, 削弱了圣经的独特性及权威

性, 不但影响学术界, 也影响到教会群体. 信徒不

再能够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 使得信仰在理性

上的真确性遭到贬低.48 

 

       (c)   错误的结论 

除此之外, 人们对福音书的成书过程所

知的仍然很少. 形式批判所得到的推论, 仅能作

为参考 , 而不能当作最

终的结论 . 美国著名的

新约与希腊文教授梅里

尔·腾尼(另译“藤慕理”, 

Merrill C. Tenney) 说 : 

“当我们仍缺乏更多妥

当证据的时候 , 便不应

以为自己已得了一个最

终的答案 , 也不应满足

于一种纯粹自然主义的

答案, 以免与福音书的来源, 或圣经的其他任何

部分的教训不符合.” 腾尼的忠告是恰如其分的. 

现以几个例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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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主协会, 2003 年五版), 第 71 页. 
48    邵叶尔著, 杨长慧译, 《神学求生指南》(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9 年), 第 4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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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ard J. Erickson 

 首先, 符类福音书成书的先后并无定论. 

除了形式批判的推论外, 福音书成书的时间更应

从福音书的内证(即它们本身的记载)去查找. 其

中, 两个重要时间参照是圣城耶路撒冷陷落(注: 

耶路撒冷城被毁于主后 70 年)和使徒彼得、保

罗的去世(主后 65-67 年). 

  

弗吕家省希拉波立主教帕皮亚(Papias)在

主后 140-150 年的著作(保存于优西比乌的著作, 

Eusebius, EH 3. 39)中说: “马可, 就是彼得的传

译员, 他准确地记录下他所能记得的、基督的言

论和作为”; 爱任纽(Irenaeus, 

主后 130-202 年)在如今被

部分保留的反马吉安主义

(Marcionism) 的 《 马 可 福

音》的序言中说: “马可是彼

得的传译, 而当彼得离开后, 

马可在意大利的地区把他的

福音笔录下来.” 马可与彼得

的特殊关系可以从彼得前书

中彼得所形容的“我儿子马可”(彼前 5:13)一语得

到印证. 由于马可福音中没有明确提及耶路撒冷

被毁事件, 所以它的成书时间理应在彼得离世后

和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 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可能

在彼得在世时已经写成, 但不会晚于主后 70 年.  

  

马太福音中关于耶路撒冷城被毁的事是

以预言方式说的, 可见耶城被毁一事在马太福音

被写时尚未发生; 因此, 它的成书应在主前 70 年

之前.  早期教父引述福音书的地方, 与马太福音

最为相符; 可见很早的时候, 马太福音在安提阿

已为人所熟悉.  

  

至于路加福音的成书日期, 似乎有更多

的参照. 使徒行传一开始, 其作者路加说他已“作

了前书”(徒 1: 1),49 从内容来看, 这“前书”就是路

加福音(路 1:2-3): 也就是说, 路加福音的成书日

期早于使徒行传; 而使徒行传没有提及保罗殉道, 

所以理当写于保罗受难殉道以前; 换言之, 路加

福音应是主后 1 世纪 60 年代上旬(指 60 年代之

                                                           
49   徒 1:1: “提阿非罗啊, 我已经作了前书, 论到耶

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前 10 年)的作品, 这是其中一点. 另外, 提摩太前

书 5 章 18 节引用经上的话“工人得工价是应当

的”, 学者认为是引自路加福音 10 章 7 节. 这样

看来, 路加福音应早于提摩太前书. 根据《启导

本》, 路加福音写于主后 59-63 年, 而提摩太前

书约写于主后 63 到 65年之间.50 

  

       如此看来, 三卷符类福音书的成书日期

可能非常接近, 孰先孰后并不易确定. 同时, 腾尼

也指出, 形式批判的学者忽视了在福音书写作之

前或写作期间, 作者们相互接触、交流的可能性. 

在主耶稣出生时, 马可的家庭已居住在耶路撒冷, 

直到主后 44 年, 希律亚基帕的时代(徒 12: 12); 

其间, 马太也可能曾住在那里, 因为当司提反被

杀及教会接着受迫害之时, 使徒们仍未离开耶路

撒冷(徒 8:1). 所以, 马可和马太完全有可能在耶

路撒冷城相交. 稍后, 路加与马可相识, 因为他们

二人的名字同时在歌罗西书(西 4:10,14)和提摩

太后书(提后 4:11)被提及. 腾尼的结论是: “以上

的事实, 虽然不能肯定地证明符类福音书的作者

在他们所记的事情上, 曾事先商议过, 却说明当

时可能有一种共同的遗传, 借着个人的接触传予

福音书的作者, 而且被当作教会一般的信息传递

下去.” 相反, 至今没有发现“Q”这个假设性的文

件, 虽然在蒲草纸卷中发现过耶稣的语录, 但没

有确据证明这内容不明的“Q”纸卷是独立存在

的. “M” 来源及“L”来源的文件更是全无踪影.  

  

       第二个例子是福音

书信息的“处境化”问题. 正

如上文所述 , 了解当时的

教会生活背景 , 有助于读

者理解福音书的信息 ; 但

是 , 有些形式批判的学者

过分强调“生活处境”(Sitz 

im Leben)的作用 , 认为它

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决定

资料取舍、或“创造”资料的原因. 但事实上, 这

看法与福音书的信息并不相符. 埃里克森(另译 

“艾利克森”, Millard J. Erickson)指出:        

                                                           
50   参见  《中文圣经启导本》(香港 : 海天书楼, 

2005 年增订新版), 第 18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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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福音书与初期教会某个时期的已知

“生活处境”加以比较时, 就会发现一些

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 某些我们预期耶稣

会提到的问题, 却找不到: 例如, 应该会

发现一些类似保罗在传道过程中对方

言、割礼、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或

祭过偶像的食物等问题的回应. 如果耶

稣曾经留下这方面的教导, 应该对教会

有相当的帮助, 但是福音书却奇怪地对

此保持沉默.51  

 

相反 , 一些我们没

有预期的教会的事

情却包括在福音书

里 . 在使徒的权威

被建立时 , 人们并

不期望看到不利这

些早期教会领袖的

记载 . 但是我们却

看见一些似乎有损

某些教会领袖地位的记载; 例如, 马可福

音记载了耶稣对彼得的责备: “撒但! 退

我後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

体贴人的意思”(可 8:33); 另外, 它还记录

了门徒缺少信心和能力(可 9:19), 争论谁

为大(可 9:34), 门徒无法与主一同儆醒祷

告及彼得胆怯地否认主(可 14:26-72). 如

果生活处境是决定题材取舍的主要依据, 

上述这些记载都不应该被纳入.52  

 

埃里克森的结论是: “另一种可能性是: 

不是生活处境决定哪些该被收纳, 哪些该被删除, 

而是作者和传统的传人对可靠性和历史的准确

性的重视.” 换言之, 他们选择记载历史事实. 

                                                           
51   福音书对上述问题保持沉默(即没有提到这些

问题), 主要原因是因为福音书写成时, 这些问题还未出

现(例如有关割礼、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等等问题是

在后期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才出现的问题). 换

句话说, 福音书的成书日期应该是相当的早.  
52   无可否认, 福音书里含有上述这些不利于早期

教会领袖的记载. 但这点证明了“圣经的绝对诚实性”  

—  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诚诚实实地按事实记述事情. 

        第三个例子是福音书的历史性问题. 一

些形式批判的学者认为:   

  

耶稣的一些话语之所以被保留下来, 就

是为了应付教会的需要. 在某种情况下, 

为达此目的, 甚至会捏造出一些话语并

将之归于耶稣. 因此, 现存的福音书并非

全是耶稣的所言所行, 而是教会对耶稣

的宣扬. 教会不只是会选择信息, 也会为

了适应当时的生活处境而创造信息. 

  

       他们得出这种推论的前设是: 第一, 耶稣

当初发表言论的原始场合现已完全不可考, 为了

不使这些言论成为断简残篇, 福音书的作者就要

杜撰(包括虚构或捏造)出一个骨架, 把这些言论

串联起来; 第二, 福音书关于耶稣的记载并不是

从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的角度写的, 而是从信仰

的立场着笔, 为要使人相信耶稣. 但是, 这两个前

设很难站得住脚. 这些学者断言福音书的作者杜

撰耶稣当初讲话的场合, 但这看法是违背常理的.  

  

首先, 福音书的作者中, 马太和约翰是耶

稣亲自选召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两位, 在耶稣传

道的三年多时间里, 他们朝夕与主耶稣相处; 而

马可和路加是与主耶稣同时代的人, 且又与使徒

们有亲密的关系. 如果这四位作者没有亲自聆听

过主耶稣的教诲、不知道祂在什么场合下宣讲

的这些教训, 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 马太是一个

税吏, 并不是文盲, 他随时记录下主耶稣传道的

言论、场景也是十分合理的. 若因为今天的读者

不了解当初主耶稣言行的背景, 就推论福音书的

作者也不知道这些背景, 实在不合逻辑. 

  

其次, 这些学者们以为, 福音书的作者是

从信仰的立场记载耶稣的言行, 因此必不客观. 

这种说法, 在概念上发生了混乱, 从正确的前设

(前提)导出了错误的结论. 是的, 福音书的作者

不是旁观者, 他们的写作含有非常明确的动机, 

就是要人相信耶稣; 而且他们丝毫不隐瞒这个动

机, 毫不隐瞒他们写作的题材是有选择性的: “耶

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

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

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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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B. Dillard 

 
Tremper Longman III 

生命”(约 20:30-31). 埃里克森指出, 福音书的作

者不会从对信仰没有重大影响的观点来描述耶

稣基督; 例如, 福音书作者并不记载耶稣基督的

体形、祂的眼睛、头发的颜色, 也不记载祂说话

声音的大小、高低、快慢, 不记述祂讲道时的手

势如何, 等等. 显然, 耶稣基督言行的记载是经过

筛选的. 何况, 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的写作都有

自己独特的视角, 彼此互补, 使读者能从不同的

侧面, 认识主耶稣和祂的教训. 

 

福音书的作者有自己的信仰立场、对资

料有取舍, 就一定产生杜撰(意指虚构、伪造)和

捏造吗? 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 没有任

何一本书的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自己的信仰立

场、不对素材进行任何筛选. 美国学者狄拉德

(Raymond B. Dillard)和隆曼(Tremper Longman 

III)精辟地写道:            

  

历史和以录影机拍

摄的记录片是不同

的, 其中有位历史学

家, 他必须为当代的

人解释所发生的事. 

事实上, 正如霍华德

( 另译  “ 郝华德 ”, 

Howard)所言: “唯有

想将过去连贯起来

的记载, 才算‘历史’ ”, 

“所有历史作品都必

然是‘具观点的’, 甚

至是‘主观的’, 因为

它的形貌要看作者

如何选择题材、如

何表达.” … 事实上, 

圣经历史不是客观

的(亦即, 未经解释的)历史, 而是按神的

旨意来叙述历史. … 圣经历史并不是对

纯粹人间事的客观报导, 而是一份充满

感情的记载, 讲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 描

写祂如何在世上拯救祂的子民. 所以, 它

是“神学性”、“先知性”、“圣约性”的历

史. … 没有一部历史可以尽述其题材. 

如果历史学家的目的是要详述事实, 那

么, 写一个事件, 就比经历该事件要花更

长的时间. 因此, 所有的历史都具选择

性. …  他们是神的先知, 传达神给祂子

民的话语. 他们是神的工具, 传达神对祂

自己神圣作为的解释. 

  

         像任何一本书的作者一样, 福音书的作

者有自己的信仰立场、对资料有选择, 是完全正

常的. 这并不等于他们就在虚构、杜撰. 如果真

是这样, 形式批判学者岂不是也在说, 世界上任

何一本书, 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所写的书, 都是

虚构、杜撰的吗? 与此同时, 黄锡木从另一个角

度指出:  

  

为什么“选段的起源和流传是因应当时

信徒的需要”就必会产生“虚构”呢? 在这

点上, 圣经成书的时间与所载事件的时

间距离之近, 也许是我们更要注意的: 主

耶稣是在西元(公元/主后) 27-28 年左右

去世, 而第一本成书的福音书马可福音, 

大概在西元 60 年间写成, 当时同时代的

见证人大有人在, 难道早期教会的圣贤

会容许某些来源的作者或圣经作者任意

虚构、把整个福音的信息建基在一些虚

构的故事上?53  

   

       里程中肯地评述道: “可见, 认为福音书

作者有意虚构、杜撰的推论并没有充分依据, 此

推论既不合理, 对福音书的作者和初期教会的信

徒也缺乏起码的尊重. 两千年之后, 在福音书作

者和见证人缺席的情况下, 对福音书的这种指控

是不公道的. 今天, 很多人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

的亲临者, 也阅读过大量真实记载这一段历史的

报纸、文章、书籍. 如果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

后, 一批外国学者读到这些记载, 他们不但百思

不解, 而且认为在 20 世纪的科学、民主、人权

的潮流中, 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从而断定

这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载全是虚构、杜撰的, 

                                                           
53   黄锡木著, 《新约研究透视》(香港: 道声出版

社, 1999 年), 第 364 页, 载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 第

213-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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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us Wellhausen 

请问, 诸位除了付之一笑外, 还需要对这些学者

说什么吗?” 

  

       写到这里, 里程说了一个小故事. 一天, 

一个人开车到加油站(添油站)去给车加油. 当他

到达加油站时, 正好有一辆由一位女士驾驶的很

小的轿车在那里加油, 他只好在一旁等待. 轮到

他加油时, 他不经意地看了一下加油站的油表, 

上面赫然显示着: 25 加仑! 他心里一惊: 前面那

辆小车竟加了 25 加仑汽油! 那辆车的油箱根本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量. 他立刻作出了判断, 加

油站的油表一定不准了; 这是否是加油站老板的

生财之道? 所以他加油时, 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油

表 . 奇怪, 油表

显示的加仑数

和他平时在别

的加油站是一

样的 ! 一转念 , 

或许这油表只

是在前一个人

加油时偶尔出

了差错! 谁叫前面那个加油的人那么大意呢, 胡

里胡涂就付了 25 加仑的油钱! 他暗自庆幸自己

凡事细心, 才没有吃亏. 此人的逻辑推论似乎无

懈可击. 可是, 他并不知道, 前面加油的那位女士

是和她丈夫同来加油的, 丈夫先加油, 她后加油; 

油表显示的 25 加仑是夫妻两辆车加油的总和. 

只是, 当后面这个人来加油时, 那位女士的丈夫

的车已经开走了. 这样简单的一件小事, 仅仅因

为没有掌握全部事实, 结论就错了. 对于两千年

前写成的福音书的成书过程, 人们所知很少, 学

者们怎么可以单凭推理就轻率地作结论呢? 

 

 

(F) 结语 

(F.1)   摩西五经的批判 

圣经批判学内容繁多, 

学者们倾注了许多心血. 我们

在这几期的《家信》中, 仅从

几个例子简略地介绍了高等

批判的研究情况. 其目的不是

详细讨论圣经批判学术研究, 

而是显示这些研究背后的神

学前设. 高等批判学之所以给人负面的印象, 并

不是单单因为它的方法, 更主要是其方法所依赖

的神学立场, 即对圣经的态度.  

 

  在前两期(第 113 期)的《家信》中, 我们

论到德国旧约及东方文学家威尔浩生 (Julius 

Wellhausen, 1844-1914)的底本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54 威尔浩生并不是提出五经底本假

说的第一人, 他的著作如此受欢迎, 主要是因为

他把进化论引进了神学, 认为以色列民族的信仰

是从最初的“精灵崇拜”逐渐进化为“一神崇拜”, 

并把这种观点与五经的研究结合起来. 诚如狄拉

德和隆曼所评论的: 

  

1880 年代是五经历史批判法发展的关键

时期, 因为威尔浩生出版了他的...著作,

《以色列史导论》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 注: 德文版于 1883 年

出版, 英文版 1885 年). 威尔浩生的书影

响巨大, 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能将

五经的发展史和以色列的宗教发展史相

连, 且让大部分欧洲、英国和美洲的学

者都心悦诚服, 并将反对者(出名的有亨

斯 登 伯 [Ernst Wilhelm Hengstenburg, 

1802-1869]和德利治克[Franz Delitzsch, 

1813-1890] )在学术上逼到一边.  

   

       也就是说, 按照威尔浩生的著作, 五经并

不是神的启示, 而只是以色列人宗教自然发展的

记录; 五经只是一本人写的书, 一本关于以色列

人的宗教经验汇编, 与其他宗教书籍没有本质的

区别. 由于当时进化论被许多神学家所赏识, 威

氏的观点风靡一时也就不难理解了.  

 

针对底本学说, 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圣经. 

主耶稣在 可 12:26 中说: “论到死人复活, 你们没

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 神对摩西

                                                           
54   底本假说(简称“底本说”、“底本学说”, 亦称“文

献假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是一种假设, 认为摩西

五经并非由摩西一人所写, 而是由不知名的数位作者写

成的各种底本之汇编(指汇集, compilation, 即把不同文

献资料汇集起来, 编辑为一).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2 

   

《家信》: 第 115 期 (2017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 

因此, 主耶稣清楚指出是摩西写下了 出 3:1-3 中

燃烧的荆棘. 此外, 路加也在 徒 3:22 指出 申

18:15 的经文是摩西所写的, “摩西曾说: ‘主神要

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

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 再者, 保罗在 

罗 10:5 谈到 利 18:5 是摩西写的,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出於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 简言

之, 我们有主耶稣表明摩西是出埃及记的作者, 

有路加表明摩西写下了申命记的经文, 还有使徒

保罗表明摩西写下了利未记的经文. 如果“底本

学说”是真的, 那么就是表示路加、使徒保罗甚

至主耶稣在说谎, 或他们对旧约的理解有误. 但

我们相信主耶稣就是“真理”(约 14:6), 是那“诚信

真实见证的”(启 3:14), 所言绝对真实, 绝无谎言. 

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 3:16-17).55 

  

(F.2)   以赛亚书和福音书的批判 

 关于以赛亚书作者的争论之症结, 也是

对圣经的态度. 如果相信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语, 

作为传递神话语的先知以

赛亚, 当然可以预言以色列

人的被掳和回归; 如果不信

圣经是神的启示, 就会坚持

认为, 关于被掳和回归的经

文, 是出自另一些“以赛亚”

之手, 不是预言而是事后的

插笔. 福音书的形式批判也

是如此. 如果相信福音书是

作者在神的默示下写成的, 批判学者就不会把它

们当作一般的历史文献, 就不会指责作者们虚

构、杜撰了一些情景, 甚至编造了主耶稣的言行. 

 

(F.3)   对“高等批判”的批判 

 前两期介绍有关威尔浩生的学说和几个

“以赛亚”的观点, 总体上看见这两个学说已经过

时了, 但其余波犹存; 高等批判的某些观点虽过

时了, 但其神学立场依旧; 比如, 有学者指出, 目

前批判学者一致的方向, 是朝着保守派所珍视的

立场进攻, 不承认圣经全书有合一的主题和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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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JEPD-theory.html . 

1990 年初, 在圣经文学协会的年会上, 成

立了以赛亚书合一性的审议会. … 保守

派向来主张一位作者, 所举出的论证主

要为主题和字汇的相同, 现在这些看法

大部分已被采纳, 作为本书经由编辑而

具合一性的论证. 当然, 批判派与保守派

关于作者的意见仍然相左. 对于批判学

者而言, 这种合一性乃是经过一段编辑

历史而来, 并不是出于一位作者之手. 

  

       这种状况使人非常困惑. 既然批判学者

已基本上同意以赛亚书的主题和字汇是相同的, 

又基于什么理由仍然坚持此卷书不是出于同一

位作者之手呢? 针对这点, 里程贴切地评论道:  

 

笔者以为, 一个合理的推断是, 他们倚重

的不是客观的“证据”, 而是自己主观的

神学立场: 既然以赛亚书只是一本人写

的书, 它就不可能预见以色列人的被掳

和回归; 所以, 该书的后半部分肯定出于

后人之手; 全书主题和字汇的一致是后

来的“以赛亚”刻意模仿以赛亚的结果. 

如果笔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批判学研究

的客观性又在哪里呢? 坚持“圣经都是神

所默示的”圣经学者, 常被批判学者叽为

“先入为主”、“主观主义”、“喊口号”、

“以势压人”. 其实, 任何学者都有自己的

神学立场, 区别仅在于其神学立场是否

正确而已. 不相信圣经是神的无误启示, 

也是一种神学立场; 不带着“圣经都是神

所默示的”立论去研究圣经, 无非是另一

种“先入为主”罢了. 世上哪有不带神学

观点的、绝对“中立”与“客观”的圣经研

究呢?  

 

不久前, 笔者遇见一位神学院的教师, 他

开口说, 以色列人最初的信仰是“功能性

的一神论”(即虽有多位神, 但只准许敬

拜一位神 ; 类似所谓的“唯尊一神论” 

[Henotheism] ), 直到以赛亚时代才演化

为独一真神论. 他开口道, “以赛亚书有

三个‘以赛亚’ ”. 他的语气是那么笃定, 

丝毫不提及任何不同的见解, 好像他的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JEPD-theory.html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JEPD-the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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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Griffith Thomas 

观点已是神学界一致公认的结论. 试问, 

他的信心是基于“证据”, 还是基于他的

神学前设? 他的结论是“客观”的, 还是

“主观”的? 

  

       论到批判法中的底本假说, 狄拉德和隆

曼指出, “到了今天, 它只能苟延残喘, 因为问题

百出”; 然而, “直到今天, 尽管已有许多人对底本

假说提出基本的批判, 若要拒绝它, 仍难免被人

视为‘天真、自大’…” 这又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奇

怪现象. 既然五经的底本假说已经“问题百出”, 

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抛弃, 但为何拒绝它却要被人

视为“天真”? “天真”也许是比较客气的字眼, 其

真意是“无知”. 在一些人的眼里, 底本假说已成

为时尚, 谁搞五经研究不接纳底本假说, 就是没

有学术水准, 就是无知.  

 

借用狄拉德和隆曼所言: “传统底本假说

已经崩溃”. 这说明它并不是真知识, 既然如此, 

为何仍抱着不放? 若硬要说拒绝它是“无知”, 这

种“无知”有什么不好? 持底本假说观点的批判学

者藐视神话语的权威, 对圣经任意割裂, 他们不

觉得自己自大; 人们不接纳他

们的观点却被他们扣上“自

大”的帽子. 他们如此言行, 再

清楚不过地表明, 他们把自己

的权威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上, 

企图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启

示. 这是启蒙运动理性至上的

传承, 是“自由派神学的圣经

观”在圣经研究中的再现, 也是这些批判学者与

传统的基督信仰的根本分歧所在. 福音派神学家

斯托特 (John Stott)与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兹

(David Edwards)对话时, 曾对爱德华兹这样说过:  

  

我所为你担心的, 是你对圣经所持的“选

择性”(selectivity). … 你反对传统基督信

仰所持守的救赎观、神迹、地狱、同性

恋之罪, 这不是因为你认为这些教训不

合乎圣经, 而只是你觉得你难以接受罢

了. 这岂不是说, 你的理性至上, 而非圣

经至上. 这么一来, 我们又回到宗教改革

与文艺复兴的争执 .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就 曾 对 伊 拉 斯 姆 (Desiderius 

Erasmus)说: “你我之间的差别是, 你站

在圣经之上来审判圣经, 我是坐在圣经

之下, 听圣经审判我!” 

  

 斯托特的这些话, 对某些高等批判的学

者也是“一语中的”, 一

针见血. 对于人的理性

之功用, 福音派神学家

巴刻(James I. Packer)

说: “理性的真正任务, 

不是企图去指责和纠

正圣经, 而是在神的帮

助下, 努力去理解和应

用圣经, 以便神可以有

效地指责和纠正我

们.” 美国达拉斯神学

院的创始人之一的格里菲思·托马斯(或译“格

弗·汤姆士”, W. H. Griffith Thomas)也说过类似

的话. 这些话也许可以作为本章的结语. 他指出, 

批判学除了低等批评学(lower criticism)、高等

批评学(higher criticism)之外, 还有第三种:   

  

但是, 还有第三种, 就是“最高层次”的批

评(或称“最高批判学”, highest criticism). 

有时候, 它被忽略了. 它就是“但我所看

顾的, 就是虚心痛悔, 因我话而战兢的

人”(赛 66:2), 这是谦卑心灵的批评. 另一

节经文也有同样的果效: “神的话是心中

的思念和主意的‘批评’…”(来 4:12, 译自

希腊文). 若是人的心愿意让神的话来批

评, 而且在神的话语上, 我们多一点‘战

兢’, 这就是最高层次的批评了. 它几乎

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事情. 问题是, 人们

愿意接受低层次和高层次的批评, 却忘

记了最高层次的批评.  

 

然而, 另一方面, 仍然有许多谦卑的人, 

他们对圣经真理的了解远远超过许多伟

大的学者. 诚如汉密尔顿(或译“汉米尔

顿”, James Hamilton)说的: “一个跪在地

上的基督徒所看见的, 远远超过踮着脚

尖的哲学家.” 当我们把这三种批评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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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时, 我们就不必害怕批评了. 我们若

要欣赏彩绘玻璃的美, 就必须走进教堂; 

同样地, 我们若要认识圣经, 就必须进到

圣经里面, 而不能只是从外表来判断, 不

单以理智, 更要用我们的良知、心灵、

灵魂和意志来认识圣经; 当我们用全人

来回应最高层次的批评时, 理性化的批

评理论就不能对我们造成任何严重的伤

害了.56 

 

结束前, 我们引述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的话: “不能分辨哪些是耶稣自己的

宣称, 哪些是福音书作者对祂的宣称, 并不会造

成恐慌, 因为: (1) 任何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载, 都

不是由当事人亲自完成的, 例如亚历山大大帝、

该撒亚古士督、查理曼大帝等等. 尽管如此, 我

们也不能认为这些人物是虚构的, 是不具有历史

真实性的; (2) 新约作者记录了目击者关于耶稣

的证词, 因此, 他们对耶稣所进行的描绘, 是具有

准确性的、是可靠的.”57 圣经诚然可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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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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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W. H. Griffith Thomas 著, 廖元成译, 《圣经的

由来》(美国德州: 腓利门出版社, 1996 年), 第 69-70 页, 

载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 第 219-220 页. 
57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 第 665 页. 除了在

脚注所注明的 , 上文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圣经的权

威》, 第 205-220 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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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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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发展模式, 并以此来解释“犹太教与基督信

仰所共有”(Judeo-Christianity)的历史; 

6) 结构批判法(structural criticism): 探讨各书卷写

作时的表面结构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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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要创造意义等等.5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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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82 页. 
59   同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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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 

 

以赛亚:  
他特殊的身分、 

非凡的异象和 

事奉的呼召 
 
(A) 以赛亚特殊的身分 (赛 1:1-4, 18-23) 

乌西雅王作王统治 52 年, 是其中一个

非常富足和极具影响力的王, 成功把犹大国带

到经济和政治繁盛高峰. 然而, 就如历史常证

明的, 外在辉煌的国度隐藏着内在致命的腐败. 

商业和政治上的贪婪、压迫和腐败四处可见, 

对耶和华神的敬拜成为仅属外表的仪式, 充满

虚伪.  

 

当以赛亚在圣经中出现时, 以色列北国

已经充斥着拜偶像的恶俗. 以赛亚出生在耶路

撒冷城, 有特殊的教养文化. 他具有贵族背景, 

这崇高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在最高的政治圈子

中来往. 作为一个关心国务的人, 他常在公共

事务上发言与行事, 并享有随时进到王面前的

特权. 他熟悉上层阶级的生活, 在贵族和领袖

中间以恩典和智慧行事. 

 

先知以赛亚娶了一

个女先知. 她给以赛亚生

了两个儿子 , 二子的名字

过后说明和实现了先知所

预言的事(赛 7:3; 8:3-4). 

 

以赛亚是神使用来

写先知书的伟人之一. 他也是一名诗人和辩士, 

证明自己是勇敢无惧之人. 他对祭司职任有深

切的认识, 并对神心存敬畏, 这点可从他描述

耶和华为“圣者”(Holy One)可见一斑, 这也使

他以狂风暴雨般的义愤面对百姓的罪孽和统

治者的邪恶. 他从不追求成为大众欢迎的人士, 

在任何环境下, 绝不淡化神赐祂的信息. 祂对

耶和华的圣洁与公义有极其深刻的认识, 使他

严肃看待罪恶, 对罪绝不妥协.  

 

尽管如此, 先知以赛亚并非对神的百姓

毫无怜悯之心. 他所写的以赛亚书尽显他的信

息不全是“审判和忧愁”. 他也发出安慰之言, 

且是以仁慈和同情之心说出安慰之语. 他可以

分辨神对祂的百姓之怜爱和神对他们的罪之

憎恶. 在离经背道的日子, 我们需要像以赛亚

的人; 现今时代正需要像他那种品格与能力之

人. 那些具有洞见的基督徒, 会领悟这方面的

迫切需要!  

 

 

(B) 以赛亚非凡的异象 (赛 6:1-7) 

以 赛 亚

领受一个奇妙

的异象. 在异象

中, 他看见主耶

和华、祂的宝

座、圣殿、天

使撒拉弗, 以及

祂的荣耀. 对于

以赛亚, 神的圣洁赫然显著, 与他四周人的虚

假和自义成了鲜明对比. 他站在神面前, 发觉

自己被本身的不配所覆盖和淹没. 在惊讶中, 

他呼喊道: “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以赛亚眼见万主之主, 坐在高高的宝座

上. 祂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在人眼能见的异

象中, 没有一个比这异象更荣耀光辉! 以赛亚

见到神, 那位手握绝对主权、统治万有的主, 

坐在至高的宝座上, 在祂面前有撒拉弗不停地

宣告祂的圣洁. 使徒约翰在神的默示下, 宣告

以赛亚所见到的荣耀正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

督之荣耀(约 12:41).60     

                                                           
60  约 12:41: “以赛亚因为看见祂(主耶稣基督)的

荣耀, 就指着祂说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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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未蒙召事奉以前, 就见到耶和华

作王的异象. 这样的预备是必需的, 使他能生

动有力地说出耶和华仍旧作王掌管一切  —  

即使在列邦列国一切政治阴谋和明争暗斗的

背后, 耶和华仍旧作王掌控一切. 世上列国的

兴衰都在祂王权的命令之下, 因为祂是万国的

大君王与掌控者.  

 

以赛亚不仅需要看见有关神的王权之

异象, 也需要看见天使撒拉弗“三次宣告耶和

华的圣洁”之异象. 在这圣洁之光的照耀下, 他

看清一切, 也看清自己的卑微. 在神圣洁的荣

光照耀下, 他领悟到自己是不洁不配的. 他深

深领悟到自己与百姓一样, 都是有罪和败坏的, 

以致呼喊道: “祸哉!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

不洁的人”(赛 6:5). 一个信徒越靠近神, 就越感

到自己罪孽深重和不配. 以赛亚之前以“祸哉”

来宣告百姓的罪, 如今却为自己的罪而深感哀

痛, 也宣告自己“祸哉”了.  

 

然而, 神已为他的

罪和不洁提供救治. 神借

着祭坛上的祭物预备了

救赎, 天使撒拉弗从祭坛

上取了烧红的火炭, 沾了

以赛亚的嘴唇 ( 注 : 赛

6:5,7 的“嘴唇”象征口舌), 

结果他的罪孽便除掉, 罪恶得蒙赦免了(赛 6:7). 

撒拉弗的举动(指洁净以赛亚)预备以赛亚领受

事奉的呼召. 不可忽略以赛亚所学到的功课: 

为神说话需要洁净的口舌!  

 

  

(C) 以赛亚事奉的呼召 (赛 6:8-13) 

先知以赛亚经历了神 , 并借着撒拉弗

(seraphims)的事奉, 使他预备好被主重用. 他现

在听到神的声音, 呼唤说谁愿意为神而去. 以

赛亚回应神的呼召, 愿意奉差遣去事奉神. 神

与他的对话值得留意: 神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回应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赛 6:8). 

以赛亚把作耶和华的使者视为一种特

权. 围绕宝座前的“烧红者”(burning one, 此乃

“撒拉弗”一词的字义)已预备好执行神的旨意, 

但他们不曾有过“不洁的嘴唇”, 怎么能去到不

洁嘴唇的百姓当中, 以怜悯之心帮助他们? 以

赛亚已承认自己嘴唇不洁, 但借着坛上的炭火

除掉他的不洁了. 现在问题不再是他的嘴唇, 

而是他的耳朵. 敏锐的耳朵必须与洁净的嘴唇

并行;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

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赛 6:8). 我们留意到

他个人的经历: 首先是他看见(赛 6:1); 然后是

他听见(赛 6:8); 过后是他说(赛 6:8). 以赛亚听

到神的声音, 呼召自愿者前往事奉; 他决心奉

献自己的生命, 回应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以赛亚对这问题的回应表明他不仅听神说话, 

更把自己奉献出来, 预备顺从神, 为神说话.  

 

今日, 所有渴慕事奉主的基督徒仍然需

要这同样的品质. 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我在这

里, 请差遣我!”, 也回响在主给祂门徒的话语中, 

“父怎样差遣了我 ,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

20:21). 神接受以赛亚的话 , 吩咐他说 : “你

去…”(赛 6:9). 以赛亚并不

完全了解他将要执行的, 是

何等艰难的事奉. 他所要面

对的百姓, 是一群对神的话

语存着看不见(眼瞎)、听不

明(耳聋)、心中刚硬不信的

人. 以赛亚的伟大, 是在于

他对神的反应, 就是即使被神告知他的事奉是

没有果效的, 但他仍然尽忠去做, 忠心传讲神

的信息. 神已离开祂的百姓, 因为他们属灵的

状况(指硬心不信神的话), 但“放弃”(quit)一词

并没出现在以赛亚的心思意念中. 他深切明白

这是神的工作, 他是在传递神的信息, 他仍然

愿意前去. 今日是否有人愿意前去, 向这毫不

关注圣言的世代作见证呢?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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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33-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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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ydeman Chilvers 

天路历程        西德罗·巴克斯特(J. Sidlow Baxter) 

 

神的引导(三): 
神的引导何时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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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期看到巴克斯特(J. Sidlow 

Baxter)所写的“我们如何知道是神的引导?”, 本

期, 让我们思考“神的引导何时临到?” 

 
 

(A) 导论 

 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意识到, 在我们日常

生活的选择、危机或问

题中, 我们需要神的引

导 (guidance, 或译 “ 引

领、指导、指引”); 我

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渴

望经历神的引导, 但很

多人想知道为何它是那

么的飘忽不定, 难以捉摸. 我们想要得到这个

引导, 它却看似没有操作. 为什么会这样? 问题

出在我们自己. 神的引导并非一种令人沮丧的

复杂事情, 事实上, 出现了令人误解的错综复

杂, 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在 耶 17:9 读

到: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

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被自己欺骗的原

因. 我们可以轻易地测试自己, 看看自己有无

达到三个要求; 如果我们要经历从神而来的清

楚指引, 就必须符合以下三种情况.    

 

(B) 蒙主引导的三大条件 

(B.1)   不要走罪恶之路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容许罪恶的行为或

可耻的做法, 我们就清楚肯定无法领受神的引

导. 圣经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

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

给他”(雅 1:5); 不过圣经也说: “我若心里注重

罪孽, 主必不听”(诗 66:18). 神说: “我要教导你, 

指示你当行的路 ;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戒

你”(诗 32:8); 但我们若容许障碍物摆在我们与

神之间, 又怎能期望得到神的引导呢? 很多基

督徒因着主没赐下引导而感到惊讶或纳闷, 但

引导不来的原因, 往往是我们并没有“在光明

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约壹 1:7). 你是否曾尝

试指引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在白日容易跟从的

方向, 在黑夜里变得困难重重. 我们若不弃绝

错误与罪恶, 就如同在黑暗中行. 当我们“不在

光明中行”, 神也难以轻易地引领我们.    

 

 奇尔温斯 (Harry 

Tydeman Chilvers)曾在

英国伦敦的司布真会幕
(Spurgeon’s Tabernacle, 

指司布真牧会的“都市会

幕浸信会教堂”)62满有能

力地事奉大约 20 年之

久. 他告诉我, 他曾在多

年前寻求神的引导, 是否要在那里的教会事奉

神, 无论他如何恳切祷告, 引导就是不来. 每一

次他跪下祷告, 他抽烟的问题就浮现眼前(他

曾是严重的吸烟者). 最后他说: “主啊, 如果此

事令祢不悦, 不管多难, 我都要为祢的缘故而

弃绝它.” 结果那昼夜期待的引导就立即来到, 

犹如一道明亮光芒, 冲破了黑暗云霄.    

 

 我们举出抽烟的例子, 为要说明这样的

嗜好或习惯, 或其他在我们心灵与基督之间的

                                                           
62   1853 年 12 月, 年仅 19 岁的司布真在受邀下, 

开始在伦敦的“新公园街浸信会教堂”(New Park Street 

Baptist Chapel)讲道. 由于人数不断增加, 那里的教会在

1859 年开始建造更大的教堂. 1861 年, 新建的教堂终于

完工, 可容纳 6 千人, 改名为“都市会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浸信会教堂(注: “都市会幕浸信会”与“新公

园街浸信会”本是同一个教会, 只是扩建后的改称). 上

文所指的“司布真会幕”(Spurgeon’s Tabernacle)就是指

司布真牧会的 “都市会幕浸信会教堂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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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性事物, 都能阻挠神的引导. 让我们的心

思一劳永逸地认清一个事实: 若我们在不洁或

在成问题的事上妥协, 清楚的引导绝对不来. 

 

 只要我们喜欢抱怨, 或不义的闲聊, 或

包藏妒忌的心理, 或不诚实的夸大其实, 或闲

言闲语中伤他人等等, 我们就丧失了与基督

“心对心的交通”, 拦阻了祂对我们的引导. 那

阻挠引导的, 通常不是外在显然可见的大错误, 

而是上述内在隐蔽的偏差或妥协. 我们应该学

习诗人的祷告 : “愿祢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

错”(诗 19:12).   

 

 神拒绝赐下

引导是可能发生的. 

由于以色列人硬心

不肯悔改, 到了一个

地步, 神拒绝赐下引

导给祂立约的子民. 

祂借着先知以西结

表明: “他们有眼睛

看不见 , 有耳朵听不见 , 因为他们是悖逆之

家”(结 12:2). 因此, 当我们心存悖逆, 我们的生

命就得不着引导. 与神争议或对抗将导致我们

有眼看不见, 有耳听不见. 

 

 神在别处也对同一个先知以西结说 : 

“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 把陷于罪

的绊脚石放在面前, 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

吗?”(结 14:3). 由此可见, 当我们内心有了偶像  

—  即把那专属神的爱戴与忠诚归给受造物, 

那么就不可能享有神的引导了. 拜偶像与悖逆

的罪同样使我们瞎了眼, 有眼看不见.   

 

(B.2)   彻底的真诚无伪 

其次, 在寻求神的引导时, 我们必须彻

底的真诚. 有时候, 我们花时间来真诚地自我

省察, 不难发现我们隐藏了不老实的动机. 我

们外表上寻求明白神的旨意, 实际上却是要神

支持我们自己的意思! 耶利米书 42 和 43 章就

有这样的例证. 耶和华忠心的先知重复警告后, 

耶路撒冷终于被侵略者占领了. 巴比伦的王帝

使耶路撒冷城变成废墟; 犹大国的王子被杀, 

犹大王被弄瞎了眼, 被敌人用锁链拖到巴比伦, 

大部分的百姓也被掳到巴比伦为奴. 只有贫苦

的少数人留在犹大地, 耶利米也在其中. 巴比

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基大利为省长, 管理留在那

地的人, 但有个以实玛利人把他杀了.  

 

为了逃避尼布甲尼撒王的报复, 其余的

人在约哈难(Johanan)的带领下, 决定逃往埃及. 

无论如何, 在未启程之前, 他们认为最好还是

寻求耶和华的引导. 他们来到耶利米面前, 说: 

“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 为我们这剩下的

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 我们本来众多, 现在剩

下的极少, 这是你亲眼所见的. 愿耶和华你的

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 所当做的事”(耶 42:2-

3).  

 

他们看来十分真诚; 在这样的困境中, 

他们确实需要神特别的引导, 所以耶利米回答: 

“我已经听见你们了, 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

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 我必

都告诉你们, 毫不隐瞒”(耶 42:4). 对于这点, 这

些人的答复看来对神充满信靠, 令人欣赏, 因

他们回复道: “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

你来说的一切话行, 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作真

实诚信的见证. 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

神面前, 祂说的无论是好是歹, 我们都必听从; 

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就可以得福.”  

 

他们在寻求神的引导方面, 看来真诚十

足. 不过, 当耶利米把耶和华的话传给他们, 说

他们不该去到埃及, 而该留在犹大地, 他们竟

如此回答: “你说谎言! 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

差遣你来说: ‘你们不可进入埃及, 在那里寄

居.’…”(耶 43:2) 又说: “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

向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必不听从. 我们定要成

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耶 44:16-17) 

 

 事实证明这些人并非诚心寻求神的旨

意, 而是要神支持他们自己的意思. 表面上,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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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Muller 

些人认为自己想要神的引导, 正如他们需要神

的引导, 可是他们自我欺骗. 他们的内心深处

是要照己意行事, 甚至当神不赞同他们的意思

时, 他们竟然生气! 我们也常如此, 除非我们透

彻地自我审查. 我们这错综复杂的心怀意念可

以哄骗我们进入微妙的错觉, 以为我们想要神

的引导, 但实际上, 我们真正想要的, 是神赞同

我们自己的决定. 神的引导本身不是复杂的问

题; 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复杂了. 当我们以纯正

的动机, 真诚寻求神的引导时, 圣灵就使祂的

引导清楚可见; 但若没有真诚无伪的动机, 祂

的引导不会显明. 

 

(B.3)   完全的信靠顺服 

 第三, 如果我们要活在不断领受引导的

经历中, 就要不断地顺服神. 我们若要蒙神引

导, 就必须让神掌控. 对待任何野马, 你是先引

导它, 还是先掌控它. 相信我们都能从这例证

看清一个事实: 蒙神引导的先决条件, 就是让

神掌控. 顺服神或许比其他条件更为重要. 对

神不完全的顺服, 将导致我们失去清楚和持续

的引导.     

 

 有个年轻女子爱上一个年轻男人, 但这

男人对那女子并无益处, 反而有害. 那些关心

她的朋友苦劝她放弃这段感情, 却不成功. 他

们然后以圣经原则相劝, 请求她不要违反神所

启示的旨意. 最后, 他们使她跪下, 与他们一同

祷告; 她情绪悲痛、吞吞吐吐地祷告说: “愿祢

的旨意... 成就… 主啊… 但请给我吉米!” (注: 

吉米是她所爱的男人) 

 

 当我们与激烈情绪和偏差动机挣扎时, 

我相信主会同情我们; 但祂的忍耐和宽容不会

改变一个事实: 任何“愿祢旨意成就”后加上

“但”(意即不完全顺服), 或多或少使“愿祢旨意

成就”这句话失效, 减少我们对神真实引导的

敏感度. 它含有雅各那种“与神讨价还价”的意

味   —  “神若(if God will)… 我就必(then I 

will)”(创 28:20-21). 这样与神讨价还价不过是

自我捏造的仿制品; 若要神带领我们去到祂真

正可以引导我们的地方, 祂常要与我们摔跤, 

使我们的大腿窝脱节, 正如祂向诡计多端和自

我欺骗的雅各所行的. 反过来说, 当我们人生

的座右铭与著名宣道士阿诺特(Arnot)的相同

时, “我要神的旨意, 绝不减少一点, 也不多加

一点”(The will of God, nothing less, nothing 

more); 若是这样, 神的引导将成为清楚明朗的

真实. 

 

 我们当中一些人

感到奇怪, 现今时代许多

基督徒竟然没听过乔

治 ·慕勒 (George Muller)

的大名. 在 19 世纪下半

叶, 慕勒创办了布里斯托

孤 儿 院 (Bristol Orphan 

Homes).63 这些孤儿院过

后闻名于基督徒世界, 在

历史上成为人的信心与神的信实最卓越的纪

念碑之一. 年复一年, 在没有向外界公开宣传, 

也没有向任何基督徒朋友寻求援助的情况下, 

数百名孩子有食物吃, 有衣服穿, 有机会受教

育; 并且这些孤儿院单靠信心和祷告, 使一切

                                                           
63   慕勒共开办了五所孤儿院, 首先是 1836 年 4 月

11 日, 慕勒在一间租下的房子开始接受孤儿. 由于人数

不断增加, 在同年 11 月 28 日, 他在同一条街开始了第

二间孤儿院(也是租用的房屋). 接着在 1849 年 6 月 18

日, 孤儿们从所租的房子迁到新建好的孤儿院. 迨 1850

年 5 月 26 日, 院内已有 275 名孤儿. 至 1856 年 5 月 26

日, 第二院兴建, 可容纳 400 人. 接着有第三院, 第四院

和第五院耸立. 迨 1870 年, 全院已能收容 2,000 位孤

儿. 根据《穆勒日记精华》, 第一所孤儿院(是租用的房

屋)在 1836 年启用, 第二所孤儿院(是自己新建的房屋)

在 1857 年启用, 第三所孤儿院在 1862 年启用(到那时

一共可收容 1,150 名儿童), 第四所孤儿院在 1869 年启

用(收容男童), 第五所孤儿院在 1870 年启用(收容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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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用都蒙主经久不衰的供应而持续运作. 关于

神的引导, 慕勒为我们留下意义深远的见证:  

 

 “我不记得在我基督徒的所有历程

中(有长达 69 年 4 个月之久), 有哪一

次真诚与耐心地寻求明白神的旨意, 却

得不着它. 靠着圣灵透过神的道(圣经)

所教导的, 我总是蒙神清楚与正确地指

引. 不过, 我若缺乏真诚的心和公义的

生活, 或不耐心等候神的指示, 或选择

听从朋友的忠告过于永生神的话语, 那

么我就是大错特错.” 

  

 

(C)  神在不需要的情况下不赐下引导 

即使我们符合上述条件, 还有没有其他

原因使神不赐下引导? 是的, 还有以下三个: 

 

 (C.1)   当那件事已有圣经的指示 

首先, 若我们寻求神引导的事物早已写
在圣经中(written in Scriptures), 神就不会赐下

“特别的”指引. 虽然很多在道德与社交方面的

事, 圣经已给于清楚的指引, 但看来还是有些

基督徒寻求超自然的异象、声音或另外的验

证. 他们好像古时的基甸, 虽然已经领受神借

着特别启示所赐下的话语, 还要求多两个证据: 

第一个是要求

他的“羊毛上有

露水, 别的地方

都是乾的 ”, 然

后他的“羊毛是

乾的, 别的地方

都有露水 ”( 士

6:36-40). 神 同

意基甸的要求, 因为当时他手中没有用文字记

录下来的神的话; 但今日, 我们基督徒拥有神

的记载之道(圣经), 所以神不再以弄湿或弄干

“羊毛”来指示. 既然神的道已清楚说道: “你们

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林后 6:14), 

为何那位基督徒年轻女子还要不断求神引导, 

求神指引是否该嫁给那年轻不信主的男人呢? 

不; 当圣经清楚引导我们时, 神就不赐下引导; 

因为那是多余的. 

 

 (C.2)   当那件事是明确该尽的责任 

其次, 若我们寻求神指引的事物是关乎
明确的责任(plain duty), 神就不赐下“特别的”

引导. 如果我们知道应该做某件事, 或不该做

某件事, 有所谓道德的责任, 那么寻求特别的

引导就不是属灵的表现, 而是灵性软弱的症状. 

这方面的经典例证是先知巴兰(民数记 22-24

章). 当摩押王巴勒的众使者带着“卦金”来到巴

兰面前, 求他咒诅以色列人, 巴兰立刻晓得他

该直接拒绝; 不过, 他的眼定睛在贵重的酬劳, 

以致他拖延不拒, 并告诉使者们他要为此向神

祷告 , 求神指引 ! 圣经说他“贪爱不义之工

价”(彼后 2:15). 最后, 他完全失去奖赏, 因他激

怒巴勒王, 更招惹神的忿怒, 成为假冒为善的

纪念碑.  

 

当我们清楚自己的责任后, 还要祷告寻

求“引导”, 这将引致严重的罪、深刻的错觉和

可悲的懊悔. 这样的“祷告”是圣灵不看重的多

余之求. 如果按照所有基督徒原则, 我有道德

上的义务去采取某些行动、去写一些信、去

说一些话, 为要纠正某些错误, 或作出一些决

定 , 那么我们所需的引导就不是 “要不要

做”(whether to do it), 而只是“要怎么做才是最

好的方法”(wisest way to do it).64     

  

(C.3) 当那件事单靠已被圣化的普通常

识就足够了 

 第三, 神不赐下“特别的”引导, 来替代

或取代那已被圣化的普通常识 (sanctified 

common sense; 换言之, 一般情况下, 我们应该

按照那已蒙圣化的普通常识来行事, 编译者

按). 神有时会引领我们做一些不寻常的事, 但

                                                           
64   例如某召会有多人聚会迟到, 问题不是“要不要

纠正这情况”, 而是“要怎么样纠正这情况”. 是否马上采

取纪律管教来严厉对付迟到者, 还是用爱心劝勉, 同时

了解他们迟到的原因, 为他们祷告, 并积极协助他们早

到等等, 这就需要神指引我们“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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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是荒唐愚蠢的事, 或古怪乖僻的事. 我知

道有个所谓“非常属灵”的女人, 一次又一次在

去教堂的路上, 会突然领受“引导”转身回家. 

在我们公开的祷告聚会上, 曾有个“非常诚恳”

的弟兄, 他“感到圣灵带领”他为着很私隐和幼

稚的事情祷告, 结果使到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

脸红或难受, 甚至最后我们需要吩咐他停止胡

闹. 我们也知道一些基督徒或主的工人失去了

多少为主作见证和拯救灵魂的良机, 只因为他

们坚持一定要“感到圣灵带领”, 否则便不开口

说话.  

 

上述这些行为纯属情绪化表现, 而非真

正蒙神引导, 最终更会驱散真实的属灵. 普通

常识(特指已被圣化的普通常识)在所有这类情

况下, 是我们跟从神旨意的最安全指引之一. 

 

简之, 我们重述要点: 如果我们想要经

历神不断的引导, 就必须: (1) 脱离罪恶的道路; 

(2) 彻底的真诚无伪; (3) 完全的信靠顺服. 此

外, 有三种情况是我们不该期望神赐下“特别

的引导”: (1) 当那件事已有圣经的指示; (2) 当

那件事是明确的责任; (3) 当那件事单靠已被

圣化的普通常识就足够了. 这些法则不难记得

或实行; 但它们可保守我们免于跌入陷阱, 确

保我们得享真引导的喜乐经历. 

 

再听一次敬虔的慕勒(George Muller)所

说的话. 对于他, 寻求神引导的第一条法则如

下: “我一开始就追求把我的心处于正确状况, 

就是在任何事上, 不可按照己意而行. 人十分

之九的问题出在这里. 如果我们的心准备好行

主的旨意, 便能克服十分之

九的困难. 当人真正处于这

种状况, 要知道神的旨意通

常就不难了.”      

 

(D) 一些值得注意的忠告 

(D.1)   谨防疑惑突击 

我们觉得需要在此给于一项忠告, 就是

“疑惑的突击”(sudden attacks of doubt). 当我们

非常确定是神的引导, 就要按它而行; 并要立

定心志从那时起, 不再怀疑神在这方面的引导, 

纵然过后发生的事情看来与它有所冲突. 有神

的引导不会使撒但静默不动; 它肯定使撒但处

于不利地位, 感受威胁; 仇敌撒但喜欢欺骗的

其中一种人, 就是那些真实走在神旨意中, 并

跟从神引导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谨慎和提防

仇敌撒但的诡计, 他要干扰你对主带领方面所

拥有的平安把握.   

 

仇敌撒但可能突然尝试干扰, 或甚至摧

毁我们对属天引导的把握. 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是新宣道时代的伟大先驱. 在要前往印

度宣道之前, 他岂不是领受清清楚楚的引导吗? 

可是这位蒙神引导的人, 

却遭遇令人沮丧的挫折. 

这些挫折当中, 有些看

似连神都在嘲笑和愚弄

他, 例如他最珍贵的印

刷机竟然被火烧毁. 然

而, 克理从不怀疑神所

给他的引导. 结果, 所有

泪水、悲痛和神允许的

一切反对, 在神的支配下反而带来更大的征服, 

变成与基督同受苦难, 并且塑造和富化了克理

的品格. 当神允许我们受挫时, 让我们不要羡

慕那些没遭挫折、没受苦难、祷告没有挣扎

的人. 事实上, 在今生和永恒里, 他们失去的是

何等的多啊! 正如神喜悦引导那些顺从祂的仆

人, 祂也同样喜欢指导他们为着将来的永恒, 

朝向更崇高的目标. 所以我们一旦清楚知道神

的引导, 让我们不要过后因遭遇看似与此冲突

的事, 而怀疑神智慧与慈爱的引导.  

 

(D.2)   谨防偏离正路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忠告是: 当神的引导

清晰可见时, 要分外谨慎, 免得被其他基督徒

那看似属灵的忠告而偏离了正路. 不管一个人

多么属灵和敬虔, 都有可能给错忠告. 回到列

王纪上第 13 章, 有个故事说到某个先知, 是从

犹大来到伯特利的“神人”(KJV: the ma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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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神差遣他去责备和警告背道的耶罗波安, 

就是那国家分裂后由十个支派组成的以色列

国的第一任国王. 神人传达了他那严肃的信息. 

过后, 国王邀请他同回皇宫享用食物(因这个

恶王承认那人确实是“神人”), 那人回答说: “就

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 我也不同你进去, 也不

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 

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

路回来”(王上 13:8-9). 由此可见, 神赐给神人

清楚无误的指引, 他也明白这一点.   

 

尽管如此, 伯特利住了一个“老先知”, 

听到了他的事, 便骑着驴子赶上去拦截神人, 

对他说: “我也是先知, 和你一样. 有天使奉耶

和华的命对我说: ‘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 叫他

吃饭喝水.’ ”(王上 13:18). 由于误信老先知的

话, 从犹大来的神人同老先知回家吃饭喝水, 

违背了神起初给他的引导. 因此, 这个忠心的

使者(指神人)虽成功抵挡了国王, 却被另一个

“神人”(老先知)所误导而违背神, 接受了他所

给的虚构引导, 导致他悲惨的死亡.  

 

(E)  结语: 对引导有“第二感” 

最后, 我们发现若我们的心虔诚地降服

于神, 就会产生一种蒙神引导的能力倾向(an 

aptitude to be guided). 正如在很多自然艺术和

技能方面, “熟能生巧”, 照样, 在蒙神引导方面, 

我们在连续领受和尊重这种奇妙的属神引导

下, 会发展出一种对引导有高度敏感的倾向, 

可说是“第二感”(second sense). 

 

多年前 , 英格兰布赖顿的沃恩 (James 

Vaughan of Brighton)写了一些非常真实贴切

的话, “我们的人生旅途上, 有上千的交界点

(point), 需要我们瞬间决定应该怎么走. 来到这

些交界点, 我们只有很少时间询问朋友的看法, 

或查考神真理的圣言, 或甚至没有多少时间在

脑中思考此事. 能在这样的时刻快速知道该走

的路, 实在是一种无价的恩赐. 那些熟悉圣洁

事物之人, 将会逐渐获得一种异乎寻常的指引

(initiation), 得以感知神的心思和旨意是什么.  

它是一种‘第二属灵之感’. 我们难以解

释其过程, 但它带来的结论常是正确的, 通常

比多方衡量或长时间考量更好… 第一个出现

在脑海的意念比第二更好, 因为第一个意念多

源自神的圣灵, 较少纯属人意. 哪一些人有如

此第一意念呢? 就是那些连续与神交通, 常在
神面前逗留的人. 这样的人与神这‘智慧的泉

源’相交, 能以神的眼光看待万事, 以神的标准

衡量万物, 因而感受到神的情感, 以致能像保

罗一样地宣告: ‘谁曾知道主的心(心意, KJV: 

mind)去教导祂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KJV: 

mind)’ ”(林前 2:16). 

 

这是一种最高级的引导, 我们在此强调

它的真实性. 神的引导何时临到? 如何临到? 

我们回答这问题时, 要诚实地说, 首先, 它是临

到那些真正“有属灵心意”的人, 并如以上描述

的, 神的引导对这样的人而言是畅通无阻、明

白易懂、几乎是直觉地, 也是连续不断的. 是

的, 感谢神, 它确实如此.65 

 

“至于我, 耶和华 

在路上引领我.”(创 24:27)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耶 29:13) 

 

                                                           
65   上文编译自  J. Sidlow Baxter, Does God Still 

Guid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68), 第 29-

40 页. 此书是关乎“神的引导”, 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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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学堂                       微光 

 

传福音(六): 

传福音所该 

避免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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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A) 传福音所该避免的九大陷阱 

许多人不愿写这类题目的文章, 因为我

们都不过是软弱的陶器, 所学习和经历的都是从

主领受的恩典. 无论如何, 我们也有责任顺从 提

后 2:2 的教导: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

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

2:2). 因此, 我们有责任把所领受的教导别人. 但

在教导的同时, 我们需要扪心自问: “你有什么不

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彷佛不是领

受的呢?”(林前 4:7). 就存着这样谦卑的心, 我尝

试指出传福音时所要避免的陷阱. 

 

(A.1)   遗漏了福音的信息 

人是有可能相信自己有福音信息, 却没

有传讲福音. 我可以过于注重次要的意念, 而完

全没有传讲关于罪、十字架、基督的复活, 和信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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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乃编译自两

篇不同的文章(由两位不同作者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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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基督等等. 当我很年轻时, 某个晚上, 我在帐棚

里传讲“你们一切乾渴的 , 都当就近水来”(赛

55:1). 讲完后, 一位经验老道的老传道对我说: 

“每一次当我认为我有传讲神的福音信息, 我就

应该检验一下. 如果我的讲

道中没有提到人在罪中堕

落、神借着基督宝血施行

拯救, 以及罪人有责任接受

基督作为救主, 那么, 我所

传讲的就不是福音.” 

 

(A.2)   “这不是有关罪的问题!” 

有者说: “这不是有关罪(sin)的问题, 而是

有关子(Son, 指神子耶稣基督)的问题.” 这说法

听起来很聪明, 却含有错误. 无疑地, 最终拒绝基

督将使人受咒诅、遭刑罚, 这是一切罪恶之首, 

是最严重的罪. 因此, 所该强调的还是罪的问题. 

罪人无法在神圣洁的光中明白他们的罪. 我们必

须传讲人心完全的堕落, 即使是那些常听到福音

的人, 他们还是需要发觉自己不过是个罪人. 相

比之下, 承认“所有人是罪人”比承认“我是罪人”

来得容易. 只有圣灵能够带领一个罪人进入这样

的信念. 我们必须传讲人的堕落, 因为罪人必须

面对他们的本相和他们的罪行.  

 

(A.3)   “要怎样相信?” 

当一个罪人发现他自己无法靠自己的行

为得到救恩时, 人的心是非常诡诈的(耶 17:9), 

他可能“尝试感觉”自己相信, 或甚至“相信他相

信了”. 我们传福音时不该试图告诉罪人“怎样相

信 ”(how to believe), 或要信到多少才够 (how 

much to believe), 或要他具有正确种类的信心. 

重要的不是他怎样 (how)相信 , 而是他相信谁

(whom); 不在乎信心的正确

种类, 而是信心的正确对象. 

我们必须传讲基督, 信心的

对象, 并集中于基督所完成

的救恩, 而不是让罪人忙于

他们该做些什么. 是的, 人

必须有信心才能得救, 但重

点是相信基督, 而非信心本身; 信心就好像那用

来涂抹血的牛膝草(hyssop; 注: 以色列人曾用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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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用牛膝草把血涂上 

膝草, 把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 因

着这血而免遭灭长子之灾, 因而得着拯救, 参 出

12:22-23. 信心就好像牛膝草, 必须涂上正确的

血[羔羊的血, 表明信靠耶稣基督]才会产生功效). 

 

(A.4)   “我在等神拯救我!” 

我们必须传讲罪人的无助, 让他明白自

己无法自救, 但我们也需要谨慎, 不要让他忽略

自己的责任. 我们要

清楚传讲有关罪人

的责任(即正面地回

应主, 接受主作他们

个人的救主, 编译者

按). 有人宣称他们

尝试得到救恩, 可是

神却不拯救他们. 这

是人心的另一种诡诈, 把责任推给神, 并责怪神

使他们灭亡. 事实上,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

人人都悔改”(彼后 3:9); “祂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

真道”(提前 2:4). 我们必须传讲“当趁耶和华可寻

找的时候寻找祂, 相近的时候求告祂”(赛 55:6), 

并“要努力进窄门”(路 13:24). 当门徒处在加利利

海的风浪中, 主耶稣从山上下来, “就在海面上走, 

往他们那里去”(可 6:48). 就在他们急需帮助而

发出呼求时, 祂急速前来拯救他们.  

 

(A.5)   基督的“挽回”与“代罪”的分别 

(Propitiation and Substitution) 

 每个传福音者需要清楚明白“挽回”和“代

罪”之别. 挽回(Propitiation)指着基督十架的工作

给于神无限的满足, 代罪 (Substitution)则强调罪

人必须亲自体验它. 我们充满喜乐地告诉罪人说, 

基督的工作是多么的完美与完全, “是要叫世人

因祂得救”(约 3:17). 我们需要传讲基督无限的

受苦带来无限的满足, 足以抵消一切对世人的控

诉, 但除非罪人愿意亲自领受它(信靠主耶稣), 

否则便无

法亲身经

历代罪的

工作果效

( 指 那 人

的罪没获

得解决 ). 

我不告诉罪人“基督为你的罪而死”(注: 请参阅

下文 B.3), 但我告诉他们“基督为罪人(ungodly)

而死”(罗 5:6),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

人”(路 19:10).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和失丧

的人, 他们就会说: “基督为我而死”. 由此一个灵

魂从神而生(约 1:13, 指得着重生). 圣灵说: “站

在一旁, 不要干涉, 这是我的工作.” (特指感动罪

人归信、使人重生, 是圣灵的工作, 编译者按).    

 

(A.6)   提到有关“拣选”(Election) 

有些人宣称想要得救, 但不确定自己是

否是蒙拣选的(elect), 所以需要等候, 直到找出答

案. 这是错误讲道或教导的悲惨结果. 没有罪人

靠自己寻求神(罗 3:11). 若有人想要得救, 这就

证明神已借着祂的灵和祂的道来呼召这个罪人, 

并等候他接受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已经尽

了祂的大爱和大能所能做的一切, 就是不留下祂

的爱子, 叫祂为我们流血舍命, 任何人都可来信

祂而得着救恩. 如果不是“任何人皆可来”的福音, 

就不是合乎圣经的福音. 人在得救前, 怎么知道

自己是否蒙神拣选呢? 我们不该向未进入救恩

之门的人传讲拣选的事. 只有进到救恩之门内的

人, 才会知道和赏识拣选(注: 圣经中的拣选是与

圣徒得福气有关, 而与罪人得救恩无关).67 

 

(A.7)  传讲“觉悟”(Realization)而非“现

实”(Reality) 

 若传福音时只让罪人集中在“自我觉悟”

而非基督已成就的“现实”, 这样的讲道会拦阻人

得救. 只描述长久痛苦心灵的困境, 可能会叫罪

人的思想充满主观的经历, 而非基督本身. 若被

蛇咬伤的以色列人不把注意力从他们身上转移

到被高举的铜蛇(民 21:9), 他就无法得到医治. 

主耶稣用这个“仰望”(look)作为信心的写照. 这

仰望不是强调肉眼能见到什么, 而是把信心的眼

睛集中在那位曾被高举在十架上的主耶稣基督

(约 3:14). 

                                                           
67  约翰 ·帕金森 (John F. Parkinson)在其所著的

《神选民的信心》(The Faith of God’s Elect)一书中, 清

楚说明圣经中的拣选是与圣徒得福气有关, 而与罪人得

救恩无关,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二/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加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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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不合圣经地描述阴间和火湖 

 那些在永火刑罚中受苦的人, 其困境是

悲惨无比的; 但我们必须谨慎, 免得单靠自己的

想象力(而非圣经的根据)来描述它. 圣经的言语

是坦率、生动和清楚的. 让我们不要把火湖永刑

与自然属地的词汇和叙述混淆了. 事实上, 我们

无法用自己在地上的任何经历来与之比较. 任何

这样的比较都不是真正的情况.   

 

(A.9)   痛骂或严酷的恶劣态度 

 这样的态度与救主耶稣基督是完

全相反的, 因为救主耶稣说: “我心里柔

和谦卑”(太 11:29). 传福音时, 千万不可

有“看不起听众”的态度. 让我们以深厚

的怜悯之心, 并温柔的爱慕失丧灵魂之

心 , 来传讲福音 . “有智慧的 , 必能得

人”(箴 11:30). 人若要赢得宝贵灵魂, 就

必须赢取人心, 把人的心领向基督.68 

 

 

(B) 传福音所该避免的“3-I” 

(Independence-Impeding-Interference) 

有话要说, 并且使用合宜的言词(传 12:10: 

“可喜悦的言语”), 使人容易接受所说的话, 这就

是所谓的沟通 (communication). 然而 , 传道

(preaching, 特指传福音)不仅是沟通, 不仅是演

讲, 更与演艺或表演完全不同. 传道是从神领受

信息(彼前 4:11: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并有效

地传递给听众. 若敬拜和祷告是与众不同的特权, 

那么, 传道便是与众不同的责任. 传福音从传道

人的心流出, 把神的心与罪人的心连接起来.  

 

透过自然的才干和学习, 讲道者经常可

以是吸引人的; 他的表现、演讲和沟通可以是有

声有色, 令人印象深刻; 但唯有靠着神的大能, 传

道才会大有功效. 初期的传福音者是“那靠着从

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彼前 1:12). 

传福音最大的陷阱, 就是不靠圣灵的工作、阻碍

圣灵的工作和干扰圣灵的工作.  

                                                           
68   上文(A)编译自 Norman Crawford 所写的文章 

“Pitfalls to Avoid in Preaching - Part One”, 载 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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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dings Inc., 2010), 第 73-76 页. 

(B.1)  不靠圣灵的工作 

(Independence of the Spirit’s Work) 

在某种程度上, 传福音应该像在没有倚

靠安全网的情况下走钢丝,69 除了倚靠神以外, 

再没有倚靠其他能力. 只有靠着神的大能, 福音

的信息才能有效地传讲(西 4:3). 传福音前该作

好心灵和思想上的准备, 没有做好准备的本分就

上台传福音, 是以懈怠  —  松懈懒散  —  的态度

来做主的工(耶 48:10).70 然而, 拥有从神而来的

话语传给听众, 远比拥有井井有条的讲章、

经文、大纲、重点和呈现等等更为重要. 为

听众祷告是必要的. 以祷告来倚靠圣灵, 并强

调和高举神的道, 都是不可缺少的. 虽然传

福音时使用例证是很有帮助的, 传道人的

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个性可以是有用的, 

能言善道可以是有效的, 但传福音时若倚靠

任何一件以上的事物, 便是致命的(lethal). 

 

(B.2)  阻碍圣灵的工作 

(Impeding of the Spirit’s Work) 

 关于圣灵, 主耶稣说: “祂既来了, 就要叫

世人为罪… 自己责备自己”(约 16:8). 圣灵控诉
人的良知 (indicts the conscience). 这是祂与罪人

的接触点. 如果没有传讲人的堕落, 讲解神的圣

洁, 触动罪人的良知和罪疚感, 那就是不朝着圣

灵工作的趋势或方向前进. 虽说我们传福音的举

止态度和呈现方式不该带有攻击性, 但福音的信

息本身却会冲击人的良知. 人若要得救, 就必须

悔罪(conviction). 我们虽无法咬定悔罪的信念该

有多深, 但若无圣灵引致的悔罪, 就没有真正的

悔改归主(conversion). 我们无法使罪人悔罪, 但

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必须有圣灵可用来使人悔罪

的材料. 

 

 圣灵指导人的心思 (instructs the mind). 

当人子主耶稣撒种(传神的道), 那些回应的人表

示他们明白神的真理(太 13:23).71 我们传达的理

                                                           
69   安全网(safety net)是用来截接自高处掉下来的

人或物. 通常在高空走钢丝的人下面是有安全网的. 
70   耶 48:10: “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 必受咒诅.” 
71   太 13:23: “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道明白了, 

后来结实,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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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呼召 (altar call) 

念必须尽量令人信服, 我们使用的语词必须尽量

容易理解, 我们传达的方式必须尽量清楚明确. 

如果我们使听众混淆, 我们就是与神的灵不合拍, 

不配合圣灵的步伐.  

 

听众的心思不该对福音的中心主题  —  

主耶稣基督  —  有何疑问. 如果听众离开福音聚

会时, 还不明白基督本身是神赐给他的唯一救法, 

不明白基督的工作足以拯救他, 不明白神已预备

好把这救恩赐给他, 只要他亲自接受主耶稣便得

救恩的保障, 若听众还不明白这一切, 我们就没

有尽好传福音的职责. 我曾听过一些最伟大的福

音传讲, 而令我震惊的竟然是它何等简单! 神使

救恩如此简单, 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只要他愿意

信靠主耶稣). 传讲福音时的简易性本身不会拯

救罪人, 但有助于圣灵执行祂的工作. 

 

 在 太 22:9, 王对他仆人说: “所以你们要

往岔路口上去, 凡遇见的, 都召来赴席.” 比较这

段经文与 路 14:17: “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这

表示圣灵邀请罪人 (invites sinners). 试想想王的

其中一个仆人邀请某个人, 同时告诉他: “你可能

不会是其中一个被拣选出席筵席的人.” 这是何

等的矛盾啊! 仆人的任务就是尽量邀请“凡遇见

的人”. 换言之, 若告诉罪人有关神的拣选, 便是

混淆神的福音, 令人失望. 神给世人的信息是“来! 

愿意的, 都可以”(启 22:17). 神借着福音邀请人

来, 每个罪人必须清楚明白自己有责任去接受福

音, 信靠基督; “要努力进窄门”(路 13:24; 注: “要

努力”表明要尽自

己的责任). 罪人

不可以等到“水动

的时候”(约 5:7), 

或希望等到“更适

合的时机”. 神的

邀请是“来, 现在

就来!”(赛 1:18).72 

当我们把接受“这

                                                           
72   赛 1:18: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

们的罪虽像朱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

毛.” 此节的“你们来”在英文圣经(如 KJV、Darby、NIV

等等)是“Come now”, 意即: 现在就来! 

么大的救恩”之责任放在罪人手中时, 我们就是

与圣灵同工了.  

 

(B.3)  干扰圣灵的工作 

(Interference with the Spirit’s Work) 

 圣灵催促(compels)罪人! 大筵席的比喻

(路 14:16-24), 虽然看来与娶亲筵席的比喻(太

22:2-14)相似 , 却是不同的对比 , 即仆人 (the 

Servant, 指圣灵)的工作与众仆人(the servants, 可

指传福音者)的工作之对比.73 唯独神的灵(圣灵)

受 委 派 去 催 促 (compel) 罪 人 归 向基 督 ( 路

14:23).74 若传道者把过度的压力施加在罪人身

上, 便是干扰圣灵的工作. 有些传福音者要求听

众签署代祷表格, 向听众施压作出信主的决定, 

或邀请听众来到台前等等, 这些做法都属情绪上

的诉求. 现代传福音者喜欢采纳“祭坛呼召”(altar 

calls).75 这方法是效仿上几个世纪的美国传道人

                                                           
73   路 14:17 论到一个仆人(his Servant, 指圣灵), 但 

太 22:3 的原义则是“众仆人(his servants, 可指传福音者). 
74   路 14:23 译作“勉强(KJV: compel)人进来”. “勉

强”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anagkazô {G:315}, 意即“催逼、

迫使”, 也可指“强烈促请、强烈要求、力劝”等. 由于在

信主的事上, 圣经强调人必须出于自愿(参 启 22:17), 所

以这里意指“强烈促请或要求”更为正确. 
75  祭坛呼召(altar calls)是某些福音派教会的传统, 

就是那些愿意向主耶稣作新的属灵委身(new spiritual 

commitment)之人, 在众人面前受邀去到聚会前面. 它被

如此称呼, 因为这些去到前面的求助者是聚集在那立于

教堂前方的祭坛. 过后也有许多人作所谓的“祭坛呼召”, 

纵然没有真实可见的“祭坛”摆在教堂前方. 这方法也用

来在布道会上呼召罪人到台前来, 表明自己愿意悔改归

主. 一些经常采用“祭坛呼召”的著名传道人包括芬尼

(Charles Finney)、慕迪 (D. L. Moody)、葛培理 (Billy 

Graham)等等,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tar_call . 然

而, 一些教会反对“祭坛呼召”, 原因如下: (1) 圣经中没

有这样的做法(没有一个使徒或门徒传福音后, 作出这

类呼召); (2) 对于那些不愿在布道会上公开表明自己悔

改归主的人, “祭坛呼召”会使他们感到胆怯, 产生不必

要的障碍; (3) 这做法或许会误导人, 使人以为外在的公

开认罪就会得救(其实人得救是因着内在的诚心悔改, 

归信基督), 这样便间接给人有关得救的假保证; (4) 在

呼召过程中, 有时使用感人的音乐或人为的手段, 这导

致一些去到坛前的人是因为感情用事, 而非出自圣灵的

感动和真诚的悔改信主. 简之, 笔者认为当传道人把福

音传讲得清楚过后, 就该让圣灵来作感动和拯救的工作.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tar_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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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的方式. 芬尼的

“焦虑长椅”(anxious bench)76表明罪人“被期望立

刻向神奉献他们的心志.” 

 

 虽然圣经教导说, 救恩是给“任何愿意的

人”, 但它也说这新的生命(即重生的生命)“不是

从人意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约 1:13). 我们为罪

人祷告, 向他们传福音, 但催促他们进入恩典之

门是圣灵的工作. 借着腓利的

指引 , 太监被引向基督 (徒

8:31-35), 而太监在他们交谈

中信主得救; 尽管如此, 无论

是在私下的谈道, 或公开的讲

道, 我们都不可催逼人信靠主, 

因这会干扰圣灵的工作(编译

者注: 当我们使人明白他们堕

落无助的处境, 强调他们需要

救主的拯救后, 我们可以用爱心劝告或恳求他们

信靠主耶稣为救主, 但不可施压催逼他们信主). 

我们把罪的问题解释清楚, 表达了罪人信主得救

的迫切性, 给听众一切所需的帮助来明白福音信

息; 过后就让圣灵动工, 只有圣灵可以“完成销

售”(close the sale, 意即实现所期望的结果  —  

罪人认罪悔改, 信主得救).  

 

 圣灵改变(converts)罪人! 保罗把得救比

喻成创造.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

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

基督的面上”(林后 4:6). 正如在 创 1:2 中, 圣灵

运行在水面上, 圣灵也在人心中运行, 产生属灵

的亮光和生命. 唯独祂可以叫福音亮光开始现生

(参 林后 4:4). 如果传道人告诉罪人要等候基督

的启示, 罪人就会混乱了. 神给罪人的信息是

“信”(believe on)、“仰望”(look to)、“来到”(come 

to)、“接受”(receive)基督; 但传道人晓得唯独神

的灵可以向罪人显明基督. 圣灵不会向不悔改的

                                                           
76  焦 虑 长 椅 (anxious bench) 也 称 “ 焦 虑 座

位”(anxious seat)或“哀恸者长椅”(mourners’ bench), 是

指靠近讲坛 (讲台 , pulpit)的座位 , 在一些复兴大会

(revival meetings)中专门保留给那些特别顾虑或关心他

们灵性状况的人 (特指那些愿意悔改归主的罪人 ), 

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anxious%20bench . 

罪人显明基督, 也只有祂知道什么时候罪人终于

信服了神. 当某个罪人没有得救, 我们可以有把

握地断定他还在抗拒神. 当罪人悔改归向神, 圣

灵便施展大能, 叫光从黑暗里照出来, 照在那人

的心里.  

 

 我们向罪人传讲“挽回”(propitiation)的真

理, 意思是我们传讲基督的工作是无比的赎价, 

足以满足神公义要求, 并为所有罪人提供救恩. 

圣灵向罪人显明代罪(substitution). 当罪人借着

圣经的真理“发现”基督满足了他的需要, 基督是

为他的罪受苦  —  “耶稣为我而死”, 跟着就是信

心了(信靠耶稣基督作他个人的救主), 他因此得

救了. 我们得享代罪的奇妙真理, 并为它作见证

说: “祂为我而死.” 但教导罪人说耶稣基督是他

的代罪  —  祂为你而死, 是取代了圣灵的工作. 

我们的特权和责任是向罪人传讲基督, 圣灵的优

先权是向罪人显明基督.77  

 

 在传福音的事上, 我们同心和谦卑地渴

望得着初期信徒的标记: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徒 4:31).78  

                                                           
77   按照奥利弗(David Oliver)的看法, “罪人若只是

‘学到’代罪的功课, 便会认为信主得救是一种经历或实

现(realization, 指基督既然已经为他死了, 当他悔改信主

时, 他不过是实现了这已经完成的事实). 罪人会认为还

有比‘基督和祂已完成的工作’更进一步的事要做. 这会

让他认为得救的关键在乎他的信心.” 有鉴于此, 奥利弗

认为传福音者应该避免告诉罪人“主耶稣为你而死”, 因

这是“取代了圣灵的工作”或“干涉圣灵的工作, 加深罪

人的黑暗.” 我们在这方面谨慎是好的. 尽管如此, 有者

认为奥利弗上述的看法矫枉过正, 因为没有明确的圣经

根据, 证明圣灵不会借着传福音者的口, 向罪人显明代
罪(substitution)的真理(换言之, 圣灵可借着传福音者的

口, 告诉罪人“基督已为你的罪而死”). 反对此事者担心

罪人会说: “既然你说基督为我的罪而死, 还清了我的罪

债, 那么即使我不信主耶稣, 神也不能审判我.” 事实上, 

罪人有如病人, 救恩好比能治好此病的药, 神基于恩典

已备好此药给所有需要它的人, 但人若不亲自接受(服
用), 这药对他没有好处. 简之, 基督虽已代替人的罪而

死(约 1:29), 但代罪的功效只有在他“接受”时才会生效. 
78   上文 (B)编译自  David Oliver 所写的文章 

“Pitfalls to Avoid in Preaching - Part Two”, 载 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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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dings Inc., 2010), 第 77-80 页.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anxious%20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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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79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八): 

圣灵引领信徒 

执行祭司职分 

 
(A)    序言  

 所有信徒皆祭司的宝贵真理在宗教改

革 (Reformation) 时代重见光明 .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从罗马天主教祭司职分的错误

中醒悟过来后, 写道: “所有基督徒都是祭司, 

那些否认此事的理由

是没有神的道之根据, 

没有圣经的权威, 仅是

属人的话语和规矩 .” 

按照圣经的亮光, 在更

正教(Protestant)的制度

中 , 专业的圣职主义

(ministerialism)已普遍

被祭司权术(priestcraft)

取代了, 圣品人与平信

徒的制度(clergy/laity system)已在基督教世界

中如从前那样的根深蒂固, 这是何等的可悲! 

我们应该谨慎, 在属神的事上, 要逃避一切形

式 的 职 业 化 (professionalism) 和 官 职 主 义

(officialism), 像逃避瘟疫一般. 它们看来都是

我们容易掉入的陷阱.   

 

 我们当然要指出, 马丁路德认为信徒有

权利单靠主耶稣亲近神, 不靠任何属人的中保

如罗马天主教的祭司. 他正确赏识了 提前 2: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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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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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神, 他晓得这个真理, 但他看来不太可能

明白新约的圣洁祭司职分(所有信徒皆祭司)不

单是为着自己, 也是为着他人而来到神面前亲

近祂. 无论他的理解如何, 我们应该了解新约

圣洁祭司职分的真正意义. 

 

(B)    新约祭司职分的定义  

 旧约时代有祭司家族, 但在新约中, 所

有信徒都是组成圣洁祭司团(holy priesthood)

的一部分, 是祭司的国度(启 1:6; 5:10; 20:6). 

无论如何, 我们仍然可从亚伦和他众子学习到

新约祭司职分. 按神的意思, 以色列人本该成

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出 19:4-6). 彼

得前书 2 章论到我们作为“圣洁祭司团”, 正是

取自出埃及记 19 章. 但以色列国民的祭司职

分是有条件的(出 19:5); 以色列过后失败了, 因

为他们没听从神的话, 遵守祂的约, 结果神拣

选利未支派, 并从中挑选一个家族执行祭司职

分(出 28:1). 

 

 希伯来书 5:1 对大祭司的描述, 能帮助

我们明白祭司职分.  

 

1. 他是一个男人, 

2. 从人间挑选出来, 

3. 是奉派替人办事, 

4. 办理属神的事, 

5. 为要献上礼物和

赎罪祭. 

 

来 5:1 (在小字)说

“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

物”(另一种译法), 指为自

己和众百姓的罪献上礼

物和祭物. 希伯来书的重

要主题, 就是把旧约为罪

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们尊

荣大祭司的救赎大工作

一对比. 感谢神,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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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不需要为祂自己的罪献祭(来 7:27), 因

祂没有任何的罪. 祂为罪献上一次永远的祭

(来 10:12), 因此以色列祭司不断献上的祭不过

是个影儿, 预表祂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

的人永远完全(来 10:14). 这些对比十分鲜明, 

但我们仍然可从亚伦和他众子的祭司职分中

领悟到祭司的功用.  

 

首先, 我们

是 借 着 “ 生 有

权”(生来就有的

权 利 , birthright)

的特权而成为圣

洁和君尊的祭司

团, 与尊荣的大祭

司 (主耶稣)有重要关联. 这位尊荣的大祭司在

神宝座前的圣洁完美中事奉. 祭司职分的“生

有权”是所有在这恩典时代被神所生的人, 包

括弟兄和姐妹, 年长和年幼的信徒. 既是圣洁

和君尊的祭司, 我们具有圣洁的特权进到幔内

(来 10:19-22). 这是我们祭司事奉的圣所(指天

上属灵的“幔内”).  

 

在至圣所里, 

被祂宝血所洁净, 

就在祢的宝座前, 

祢众儿女俯伏下拜, 

并敬拜祢, 我们的神. 

~ 詹姆士·德克 (James G. Deck) 

 

(C)    祭司职分的集体性质  

 我们感谢神, 正如马丁路德所领悟的, 

我们时刻都有特权进到幔内亲近神, 就是以父

神的儿女身份进到神面前, 在祂同在的奥秘中

俯伏敬拜祂. 尽管如此, 祭司职分所享有的不

仅于此. 根据 来 5:1 对祭司职分的定义, 它是

“替人(不单替自己)办理属神的事”. 这职分的

功用主要是向神“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

的灵祭”(彼前 2:5). 关于祭司职分在这方面的

功用, 新约圣经总是以集体的意义来描述它. 

新约圣经从不以单数来称信徒为一个祭司(a 

priest), 而是集体性的(collectively), “我们”是

一个祭司团(priesthood).  

 

我们并非否认靠着基督的宝血, 每一个

信徒都可个别地进到神面前, 我们乃是强调祭

司职分的集体性功用, 与个人(个别信徒)享有

祭司特权是有差别的. 当我们作为一个地方召

会聚集时,80 那位开声参与的信徒, 不管是作为

祈求者带领祷告, 或是作为敬拜者带领献上赞

美的祭, 都是作为这聚集群体的声音向神祷告

或赞美. 这些弟兄们是执行他们的祭司职分, 

他们被圣灵明智地带领, “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他们实践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即所有信徒是新

约圣洁的祭司团中的一员.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限制男人祷告或赞

美(指弟兄们在聚会中带领祷告和赞美), 便是

干扰了圣灵在这祭司团功用方面的控制权. 若

只由一个特定的牧师或圣职人员来带领祷告

和赞美(指在掰饼或敬

拜的聚会上), 按照字

面意义就不可能执行

新约的祭司职分(即所

有信徒皆祭司). 圣灵

若在敬拜时感动众信

徒的心, 但只有一人被

指定执行祭司的职分

与功能, 重大问题便产

生了 . 在这种情况下 , 

                                                           
80   希腊文 ekklêsia (召会)一词最广泛的用法是指

基督所应许建造的召会  —  保罗称之为“基督的身体”  

—  包含这恩典时代的每一个信徒, 从五旬节直到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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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12:23). 这些经文皆指上述所谓的“基督的身体”, 另

称“宇宙性召会”或“普世性召会” [注: 上下四方叫做

“宇”, 意即所有的空间; 古往今来(过去、现在、将来)叫

做“宙”, 意即所有的时间; 故“宇宙性召会”代表一个比

“地方性召会”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广的召会, 即从五旬节

直到主再来(召会被提)这段时间, 在世界各地凡信主而

重生得救的信徒所组成的召会]. 地方性的召会则指在

某个时间里, 在某个地方聚集的一群基督徒所组成的群

体, 例如在哥林多的召会、加拉太省的各召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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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给祭司团机会执行祭司职任. 难怪主

耶稣要严厉责备尼哥拉党的教义, 尼哥拉党

(Nicolaitanes)简单的意思就是统治百姓(rules 

over the laity). 主说这些人的行为“是我所恨恶

的”(启 2:6; 也参 启 2:15). 一个有所操练的信

徒绝不可与主所恨恶的事有所关联.81  

 

正如我们所知的, “神不是叫人混乱”(林

前 14:30), 祂所引导的祭司职分一定符合祂自

己的话, 即是说, 祂不会感动引导一个姐妹站

起来开声敬拜(参 林前 14:34-38). 哥林多的召

会有许多混乱, 不按秩

序行事 (disorder), 保罗

写了 林前 14:23-33, 来

纠正一些不按秩序所行

的事, 他在第 26 节陈述

了召会聚会应该如何运

作, “各人或有诗歌, 或

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

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这节

清楚指明一个人的声音肯定不是召会该有的

声音(因这节强调神的心意是“各人”, 但在另一

方面, 为了避免我们认为这开声说话的“各人”

也包括姐妹, 神特别在紧随着这段经文[第 23-

33 节]之后, 就在第 34 节命令道: “妇女在会中

(召会中)要闭口不言,82 像在圣徒的众召会一

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

法所说的”). 

 

(D)    祭司职分与恩赐的区别 

 值得留意的是, 执事(deacon)的工作可

以是实际方面(属物质性的)或属灵方面的, 但

新约圣经描述的大部分执事工作是属灵方面

                                                           
81  请参本文附录一: 尼哥拉党的行为和教训. 
82   值得注意的是: “要闭口不言”在希腊原文的文

法上是属“命令式”(imperative); 换言之, 这不是可有可

无的选择, 而是一项必须顺从的命令, 正如保罗对“女人

要闭口不言”方面在 林前 14:37 总结道: “若有人以为自

己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

的命令(commandments).” 

的. 执事在这方面的事奉包括操练主赐下的恩

赐  —  可能是执行传福音者(evangelist)或教师

(teacher)的工作, 也包括牧者(shepherd)对群羊

(召会信徒)的细心照顾.83 执事的工作与旧约

利未人的事奉相符, 需要神的呼召和装备, 来

胜任某种特别工作. 简言之, 执事的工作是操

练神所赐下的恩赐.  

 

 有些原因使一些人把执事的工作与祭

司职分混淆了. 新约的祭司职分与恩赐完全无

关, 因为它是一切重生得救者与生俱来的特权

(birthright privilege, 指一重生就有的特权). 祭

司职分的功能不会因信徒缺乏恩赐而受到限

制. 事实上, 使它受到限制的, 往往是缺乏对基

督的热诚爱慕之心. 有些弟兄惯于在公开场合

事奉, 比其他人更容易在召会聚会上表达自己. 

某个信徒可能深觉自己的不足, 并相信在参与

祷告或颂赞方面, 别人做的比他更好, 然而, 他

可能在自己的灵里享受与神真正的交通. 比起

别人那冗长和模仿的感谢语词, 他那能被神听

见的感谢词句可能对神来说更为甘甜, 对圣徒

来说更有鼓励. 若要敬拜神, 人的心就要赏识

基督, 人的灵就要被圣灵感动和引领, 为着基

督而产生对神的真敬拜(腓 3:3). 简之, 这一切

祭司职分与恩赐完全无关. 

 

(E)    祭司职事与利未职事的关联 

 即使是随便阅读民数记第 3 和第 4 章, 

我们也会发现祭司的事奉比利未人的事奉更

优先和重要. 事实上, 利未人的事奉从不独自

运作.84 这里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教训. 那些负责

传福音的弟兄们是展现召会福音见证的一部

分, 他们是执行利未人的事奉.85 但他们有没有

                                                           
83   请参附录二: 利未人的三大职事. 
84   例如搬运会幕的材料和圣器, 目的为要让百姓

可以亲近神, 祭司可以执行他的祭司职任.  
85    神拣选利未支派在办理会幕方面事奉祂(民

3:5-13). 利未有三个儿子, 即革顺、哥辖、米拉利(民

3:17). 这三个儿子的家室就组成利未支派的三大宗族. 

这办理会幕事务的三大宗族, 预表新约地方召会的三大

职事, 即保罗在 弗 4:11 中所说的“传福音的”(或作“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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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他们祭司职分的功能? 若某个弟兄有传福

音或进行教导, 却没发挥他们祭司的功能, 这

就令人怀疑, 不符合自己的祭司身份. 有些弟

兄很愿意, 并准备好传道, 却在掰饼聚会上从

未向神开口 , 从不“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来

13:15). 我们相信这样的情况不合圣经. 

 

 在福音聚会开始前的祷告聚会, 我们常

看到不少弟兄为着未得救之人, 明智恳切地祷

告. 这是值得赞许的, 可悲的是, 我们在掰饼聚

会上, 很少听到这些弟兄们的声音(指他们没

有开声赞美和敬拜, 编译者按). 这显明我们属

灵的贫乏, 缺乏敬拜的灵在我们当中. 另一方

面, 当我们听到某弟兄开声献上既简单又真诚

的感谢时, 我们的心往往受到鼓舞, 因那位弟

兄可能才信主得救不久, 却预备好按照自己对

基督的赏识, 向神献上感谢颂赞的祭.  

 

(F)    新约祭司职分的献祭 

 我们要再次引用旧约圣经来讲解祭司

团. 神对祂的百姓以色列人说: “谁也不可空手

朝见我”(出 23:15), 又说: “不可空手朝见”(申

16:16). 这些都是

神所吩咐的命令, 

对我们而言具有

清楚的应用.  

 

首先 , 作

为圣洁的祭司团, 

我们向神所献的

祭必须先包括献
上 我 们 自 己
(person),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

的”(罗 12:1). 这节经文具有集体性(collective)

与个人性(individual)的应用, 包含了新约祭司

职分的主要措辞 , 如“献上”、“祭”、“圣洁

的”、“神所喜悦的”. 其他一切的祭都以这祭  

                                                                                               
的”, evangelists / preachers)、“牧养的/牧师”(shephards / 

pastors)、“教导的/教师”(teachers)的职事. 

—  献上自己  —  为基础. 我们唱到以撒·瓦茨

(Isaac Watts)的诗歌时, 就常受到感动:  

 

若得万物献主为报, 

难偿主恩, 仍嫌微少; 

主爱如此圣善奇妙, 

合献身心, 全力图效.86 

   

 当我们已经献上

自己, 接下来就是要献上
我们的颂赞 (praise, 来

13:15). 这样的祭应该“常

常”献上,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

子”(来 13:15). 它不是我们嘴唇的种子, 而是果

子, 表明经过培育、发育成长、精挑细选、选

择最好的过后, 才将之献上给神; 就是精选有

关主耶稣的宝贵意念, 将之献上给神. 在整个

星期里, 若我们给圣灵该有的地位, 祂就会在

我们心中作耕种培养的工作, 直到这些宝贵意

念全面发育成长, 成为“完全成熟的果子”, 以

颂赞为祭献上给神. 若要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

时候才来思想主耶稣, 也许从刚唱的诗歌取材, 

或从别人祷告的言词中得启发, 这种情况就很

可悲. 这种临时匆忙取材的做法, 就如玛拉基

写给以色列人的, 主耶和华说: “人岂可夺取神

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玛 3:8).   

 

 虽说我们应该赏识最简单的感谢语句, 

但神期望那些有更大能力去赏识基督的信徒, 

能更深地领悟基督位格与工作的荣耀和优越, 

能在敬拜中提升到更高境界, 而非只是感谢神

赦免罪孽, 并赐永生保障. 若单单注重我们所

领受的福气, 那还不是高层次的敬拜. 要进到

真敬拜的更高层次, 就必须注重基督位格身份

的价值, 以及祂所成就的工作如何讨神喜悦, 

蒙神悦纳. 这符合圣灵在这恩典时代的工作, 

如主所说: “祂要荣耀我, 因为祂要将受于我的

告诉你们”(约 16:14).  

 

                                                           
86   取自《万民颂扬》第 129首, “当我思量奇妙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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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e F. Westcott 

 当我们已经献上自己 (person)和颂赞

(praise)为祭之后, 就会有喜乐的心献上财物
(possessions)为祭(来 13:16).  

 

 除了以上三样祭物, 献上我们集体的祷

告也是祭司职分的功用. 我们再次需要分辨以

儿女身份私下进到我们父神面前, 和集体在召

会祷告聚会上来到祂面前. 两者都是极大的特

权, 可是仍有差别. 两

种特权都含有时间因

素, 不过持相反意义. 

与神独处时, 没有时

间限制, 而我们所有

人都应该谦卑承认 , 

我们花在祂面前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无论如何, 

当我们来到召会的祷告聚会时, 我们的祷告应

该简短, 开门见山, 直接强调重点就好. 我们的

祷告应该具有明显不同事项的负担, 不要长时

间东拉西扯各种各样的事. 超过 5 分钟的祷告

必须真实在灵里的祷告, 否则会令圣徒感到疲

乏, 使他们充耳不闻.  

 

 如果召会的祷告聚会上只有数位弟兄, 

那就宁可同一个弟兄起来祷告超过一次, 而不

是同一个弟兄作冗长和不着边际的祷告. 此外, 

如果这数位弟兄不作冗长祷告, 或一次祷告就

提到每一种需要, 那么很可能会有更多弟兄参

与祷告, 因为别人会觉得需要为还未提及的事

祷告. 圣经中最长的祷告比一些弟兄平均在召

会聚会上的祷告更短. 主耶稣不赞赏冗长的公

开 祷 告 ( 太 23:14; 可

12:40; 路 20:47). 我们有

时忘了智者的话, “你在

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 也

不可心急发言; 因为神在

天上, 你在地下, 所以你

的言语要寡少”(传 5:2).   

 

 若要谈论祷告的真意义, 那是此篇文章

所无法涵盖的大题目. 威斯科特(B. F. Westcott)

曾写道: “真正的祷告, 即肯定蒙神应允的祷告, 

是人亲自承认和接受神的旨意”(约 14:7; 约壹

5:14). 愿神借着这几方面的思考, 感动和操练

我们的心, 更全面地进入新约祭司职分的伟大

特权, 以此将荣耀全归给神.87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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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尼哥拉党的行为和教训 

 

早期传统认为尼哥拉党(KJV: Nicolaitans)

与安提阿人尼哥拉(Nicolaus, 徒 6:5)有关. “无论如

何,” 莫昂斯(Robert H. Mounce)评论道, “我们没有

特别的好理由作出这样的联系”(Robert H. Mounc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T: 

Revelation, 第 89 页). 一些学者认为尼哥拉过后叛

道, 提倡自由放纵主义, 鼓吹与异教联合, 行淫乱和

不道德的事 . 然而 , 著名学者如 Henry Alford、

Henry B. Swete 皆指这看法实无可靠根据, 诚如约

翰逊(Alan F. Johnson)所说: “有关尼哥拉党的资料

是有限和含糊的 .”(Alan F. Johnson,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vol.12, 第 435 页) 

 

尼哥拉党应作何解? 事实上, 神在启示录中

常用不同表征(symbols, 象征性的人、事、物)来传

达重要的信息或真理. 因此, 一些闻名的圣经教师

( 如 William Hoste 、 Jim Allen 、 Arno C. 

Gaebelein、C. I. Scofield 等)都认为应该从“尼哥拉

党”一词的字义, 来明白它所指的是什么. “尼哥拉

党 ”(Nicolaitans) 的 意 思 是 “ 征 服 百 姓 的

人”(conquerors of the people) [源自希腊文: nikê + 

laos = victory (over) people 或 nikô (to conquer) + 

laos (people) ], 即象征那统治神百姓的“圣品阶

级”(clerical hierarchy).88 使徒保罗和约翰都曾提醒

信徒, 要谨防这样的人在召会中的兴起(徒 20:28-

30; 约叁 9). 

 

                                                           
87   上 文 编 译 自 “Spiritual Dependence of an 

Assembly (3)  —  The Holy Spirit’s Guidance in Service” 

(Chapter 10),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98-105 页.  
88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8), 第 67-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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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o C. Gaebelein 

 
Cyrus I. Scofield 

多年在公理会牧会的司可福(C. I. Scofield)

认为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与圣职制度的兴起有关: 

“这教训指出, 神已设立了‘圣品人’或神职人员(圣

职人员)这一阶层, 是有别于‘平信徒’(laity)的. 在原

文中, 尼哥拉一词由两个字组成, 即 nikô (征服者

或胜利者)和 laos (人民百姓). 新约圣经中并没有

‘圣品人’, 更没有提到神职人员(圣职人员), 只提到

在这个时代里, 所有神的儿子都是‘有君尊的祭司’. 

使徒时代的教会, 的确有不同的职分: 长老(或监督)

和执事; 也有不同的恩赐: 使徒、先知、传福音

的、牧师和教师(弗 4:11). 他们可以是长老或执事, 

也可以不是. 然而, 在使徒时代后期却出现了一种

趋势, 就是将主理仪式的权利单归于众长老. 他们

大抵为自己安插了一个介乎神与人之间的阶级; 

他们就是尼哥拉一党的人.”89 

 

若某种错误行为不受

对付, 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 

先是被容忍, 然后被接纳, 最

后 成 为 一 种 教 义 或 教 训

(doctrine). 司可福贴切指出: 

“我们可以看见, 这些在以弗

所教会或后使徒时代的 ‘行

为’(deeds), 在二百年后, 即到

了别迦摩教会或(别迦摩所代表的)君士坦丁时代, 

已变成了‘教条’(或译: 教义、教训, doctrines).”  

 

曾是卫理公会牧师的盖柏林 (Arno C. 

Gaebelein)也赞同上述看法 , 他评论道 : “尼哥 

( Nikaô )90意谓占据高位或擅权; 拉 ( laos )意谓平

民(英文 laity). 尼哥拉( Nicholaitanes )意指‘平民’

                                                           
89   马唐纳著, 《活石新约圣经注释》(香港尖沙咀: 

活石福音书室, 2007 年), 第 1379-1380 页. 
90   在解释“尼哥拉党”的字义时, 学者们采纳稍微

不同的希腊字, 如 nikê、nikô 和 nikaô, 其实它们都属

于同一个词源, 意即征服或战胜(conquer、victory), 只

是词形不同而已(例如英文字 do 有不同词形, 如 did、

done、doing 等等). 在希腊文法上, nikaô = 动词: 直说

语气-现在时态 -主动语态 -第三人称 -单数(Indicative-

Present-Active-3rd Person-Singular of nikê ), 意即“我征

服、我战胜、我压倒”(I conquer, I overcome); nikô = 动

词 : 命令语气 -现在时态 -被动语态 -第二人称 -单数
(Imperative-Present-Passive-2nd Person-Singular of 

nikaô ); nikê = 名词 : 主格 -阴性 -单数 (Nominative-

Feminine-Singular). 

的专权者 (the domineerers of 

the people). 教会里组成了一

群祭司级人士(priestly class), 

辖管其余的百姓, 即所谓的‘平

信徒’. 这群专权的人自称在基

督的身体(教会)有更高的地位. 

以弗所教会拒绝了这恶, 但别

迦摩教会却批准、容忍了. 那

时自称为祭司等级的制度(圣

品阶级的制度)延至今日, 一直败坏基督信仰. 这是

我们的主所厌恶的; 祂所厌恶的, 我们也该厌恶.”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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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利未人的三大职事 

 

神拣选了利未支派, 在办理会幕的事上服

事祂(民 3:5-13). 利未有三个儿子 , 即革顺、哥

辖、米拉利(民 3:17). 这三个儿子的家室就组成利

未支派的三大宗族. 这办理会幕事务的三大宗族, 

预表新约地方召会的三大职事, 即传道的、牧养的, 

以及教导的职事(弗 4:11). 首先, 米拉利族先安放

银座, 立好会幕的根基, 并安装会幕的柱子、板、

闩等等, 建好会幕的架构(民 4:29-33). 接下来, 革

顺族安放幔子、罩棚帘子等, 遮盖和美化米拉利族

的工作(民 4:21-28). 最后, 哥辖族把圣洁的器具抬

入, 有次序地安放在会幕院子和圣所中所指定的位

置(民 4:2-20), 预备作献祭和敬拜之用. 三者有如

主大使命的三大支柱(太 28:19,20), 虽有先后之分, 

却无轻重之别, 三者缺一不可. 

 

同样的, 传福音者把“救赎的银座”放在“世

界的沙土”上, 即把基督和他的福音传给世上的人; 

基督是救恩的根基(徒 4:13), 亦是召会的根基(林

前 3:11). 接下来, 牧养者(也称“监督”或“长老”)接

续传福音者的工作, 牧养群羊  —  喂养饥饿的, 寻

找失散的, 医治受伤的(彼前 5:2; 徒 20:28; 路 15:3-

7). 最后, 教导者(教师)以智慧稳健的脚步, 带进神

的真理, 有次序地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使圣徒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提前 3:15).92  

                                                           
91   盖柏林著, 岑德华译,《启示录注解》(香港九

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9), 第 38 页. 
92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利未人

的三大职事/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利未人的三大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利未人的三大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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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文库 约翰·帕金森(John F. Parkinson)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 

是圣经所谓的拣选?(六) 
  
编译者注:  我们在上几期仔细查考有关圣经所

谓的拣选, 并看见“拣选”只与信徒(圣徒)有关,  

与罪人无关. 基督蒙神所选、蒙神所爱, 而召

会就在祂蒙神所选所爱的悦纳中被拣选, 为要

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圣经中, 与拣选

密切相关的题目如“预知”和“预定”都只用在圣

徒身上, 与圣徒得福气有关, 并与罪人得救无

关. 上期, 我们探讨了加尔文主义的第一和第

二要点. 本期, 我们将继续查考有关加尔文主

义的最后三大要点.  

 

(A)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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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接上期)  

(D.2.3) 加尔文主义的第三要点: 有限的赎罪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赎罪”(另译“有限的救赎”)这教义

也是来自演绎式逻辑(deductive logic). 我们之前已

指出, 这教义或假设的首次记载是与第 9 世纪本笃

会 (Benedictine) 93 的一名修士有关 , 即奥拜斯

(Orbais) 的 戈 特 沙 尔 克 (Gottschalk; 拉 丁 文 : 

Godescalc, 主后 808-867 年左右). 他的推理采用了

三段论法(或简称“三段论”, syllogism): 

 

1. (前提一): 神已预定非选民永远被定罪, 

2. (前提二): 要是基督为他们死, 祂的死便是徒然, 

3. (结论): 因此, 基督不能为非选民而死. 

                                                           
93   本笃会(Benedictines)是由圣本笃(另译“圣本尼

迪克特”, St. Benedict, 约主后 480-547 年)创建于公元

529 年左右的天主教教派.  

帕默尔(Edwin H. Palmer, 1922-1980)也采用同

样方法去辩论: 

 

1. (前提一): 基督在十字架上代罪牺牲. 

2. (前提二): 若是为了所有人, 那么所有人都要得救. 

3. (结论): 因此, 基督的牺牲不可能是为所有人. 

 

   我们没有必要再提

更多三段论的例子. 以上两

个例子足以代表这教义或

学说(doctrine)最典型的方法

和议论. 根据奥古斯丁的“双

重 预 定 论 ”(Augustine’s 

double predestination) 的 逻

辑推论, “有限的赎罪”便随

之而生. 但我们必须把我们

的视线从逻辑的推测转移到圣经的教训. 

 

第一个事实是: 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只为

选民(the elect)而死. 造成这个混淆是因为人没有

分清楚基督“为信徒作为赎罪祭而死”, 与基督“在

福音上为罪人所作的工”. 稍为查看旧约的预表, 就

可消除这方面的混淆. 

 

当以色列在埃及为奴时, 神用逾越的羔羊

为他们赎罪. 每一家必须将血涂上, 以逃避午夜的

审判. 当以色列国被血所赎, 经过红海后, 神才介绍

他们进入“利未祭”(Levitical Offerings, 特指利未记

的五祭)的好处. 在埃及, 他们从未听过这些特权, 

只有当他们被赎后, 才进入这些利未祭的好处. 逾

越节的祭物是为那需要赎罪之人而设的, 利未记

的祭物则是为已被赎罪之人而设. 

 

应用在今天的情况, 福音传给未得救的人, 

是呈现逾越节那一方面有关基督的死. 罪人必须得

蒙救赎, 而基督的死是神

恩典的供应. 正如每一家

希伯来人将血涂在门楣和

门框上, 因而得蒙救赎, 罪

人也照样因信福音得蒙基

督宝血所救赎. 正如被救

赎的希伯来人发现从那时
以后, 他们活在利未记之

祭物的好处里, 蒙救赎的

罪人也照样发现基督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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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Kelly 

现今对他来说有更珍贵之处. 他发现自己因基督的

死被神接纳(此乃燔祭所预表的功效); 基督所献上

的生命是完全无瑕无疵的(此乃素祭所预表的真

理); 基督的死领他进入与神亲密的交通里(此乃平

安祭所带来的福气); 基督的死是为他个人方面(此

乃赎罪祭所预表的); 基督的死也是为着他的众罪

(此乃赎愆祭所预表的). 面对这么浩大的救恩, 我

们只能惊讶, 并与保罗一同赞美道: “感谢神, 因祂

有说不尽的恩赐!”(林后 9:15) 

 

基督的死像逾越节那一方面, 是为着所有

人而死, 福音也是赐给所有人的. 当罪人相信福音, 

他得以进入基督的死所包含的一切好处中. 所有人

都被邀请, 所有人皆可享用. 邀请和供应皆无限制, 

基督的死是供应给每一个罪人的. 但罪人必须相信, 

否则不能获得任何好处. 罪人一旦相信, 神便看基

督的死在他身上发生功效, 把其好处归在他身上. 

 

在旧约时代, 神与祂子民相会的地方, 是在

洒了血、盖于神约柜上的施恩座(出 25:22). 宝座

上所洒的血,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旧约的“施恩

座”(mercy seat)一词(在原文)相等于新约的“挽回

祭”(propitiation).94 基督自己是施恩座或挽回祭. 约

                                                           
94   约壹 2:2: “祂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KJV: 

propitiation; 希腊文 : hilasmos {G:2434})…”; 来 2:17: 

“…祂 (主耶稣 )…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希腊文 : 

hilaskomai {G:2433}).” 注: 来 2:17 在英文圣经《钦定

本》(King James Version)译为 to make reconciliation , 

但很多译本如 New King James Version、Darby Bible、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Revised Version、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等

更正确地译作 to make propitiation ;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和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则译作  make 

atonement ). 值得一提的是, 希腊文 hilasmos 这一名词

字义是“施恩座、挽回祭、去罪” (王正中著,《圣经原

文字典》,第 114 页). 来 2:17 的 hilaskomai 则是动词, 

意即“开恩可怜、作挽回祭”. 这两个希腊字与名词 

hilastêrion {G:2435}有相同字源, 而 hilastêrion (意即

“施恩座、挽回祭、使之和好”)在新约仅出现两次, 译

作“施恩座”(来 9:5)和“挽回祭”(罗 3:25). 换言之, 基督作

了挽回祭, 犹如约柜上的施恩座有了所洒的血, 神的圣

洁公义得到满足, 本是击杀罪人的约柜(撒上 5:11; 6:19; 

撒下 6:6-7), 成了神可以施恩的地方(注: 约柜表明神的

同在. 出 25:21 记载约柜里有十诫的法版, 约柜上面盖

上施恩座, 这点意义深远, 表明按圣洁的要求[十诫], 人

无法站立在神面前, 都该被神击杀, 但约柜上神的宝座

翰 告诉 我们 : “ 祂为我 们的 罪作了 挽回 祭

(propitiation),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
(KJV: the whole world)的罪”(约壹 2:2). 单靠这一

节就足以驳倒和拆除“有限的救赎”之错误. 范氏

(William E. Vine)在解释“挽回祭”(Propitiation)一

词时写道: “所作的供应是给全世界的人, 故此, 没

有任何人被神预定好排除在祂的怜悯范围之外; 

尽管如此, 挽回祭的功效(efficacy)实际上只发生在

那些相信者的身上.” 

 

基督的死对信徒所带来的好处, 可从赎罪

日的两只山羊得见(利未记第 16 章). 那只被杀的

山羊(the slain goat)的血洒在施恩座上, 是说到“向

神方面的挽回”(propitiation God-ward). 另一只山

羊, 即代罪的山羊(the scapegoat)则论到“为人方面

的 代 罪 ”(substitution man-ward). 凯 利 (William 

Kelly)称这两只山羊代表 罗马书 3:22 所说的真理: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给一切 (的人), 并临到
一切相信的人”(原文直译; KJV: unto all, and upon 

all them that believe). 根据凯利所言, 给一切 (unto 

all)是指赎罪的福音方面从那只被杀的山羊表明出

来 , 那山羊的血被带到至圣所里 ; 而临到一切 

(upon all)回应赎罪的代罪方面, 由代罪的山羊表明

出来.  

 

凯利解释道: “这正是

福音的精粹  —  给一切的人 

(unto all). 福音本身是给所有

受造的人; 每个人皆可接受

神恩典的见证, 也使他们的

心有责任俯伏在神面前, 像

是领受从神而来的见证. 既

是‘给一切的人’, 人若不传讲

‘给一切的人’, 便是误解了自

己作为福音使者的责任. 另一方面, 神的义不单是

给 (unto)一切相信的人, 还要临到 (upon)他们 . 这

里的‘临到’代表什么呢? 答案是: 所产生的效果(the 

effect produced); 这功效不是临到所有人, 而只临

到那些相信的人. 由此可见, 我们要分辨这一节经

文的两个对象: (1) 福音的普世性方面(universal 

aspect): 福音(救恩)是给每一个受造的人; (2) 福音

                                                                                               
洒了赎罪的血, 神因这血而赦免人的罪, 施恩于人, 使人

能亲近祂, 与祂相会, “…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 就是我
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出 30:6; 也参 出 25:2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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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Edwy Vine 

 
John Calvin 

的实际性方面(positive aspect): 其功效是临到凡相

信的人.” (引自凯利所著的《赎罪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 第 63 页) 

 

从新约圣经采用的

“赎价”(ransom)一词, 便可

说明基督为所有人死的无

限价值. 保罗在提摩太前

书 2:6 告诉我们, 基督耶稣

“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 ”  

—  意即给万人(为了所有

人)作了赎价 .95  在马太福

音 20:28, 主说人子来“要

舍命, 作多人的赎价”  —  意即为多人(为了信祂的

人)作了赎价.96 不幸的是, 有些人过分地强调以这

两节的介词 (preposition, 指希腊文介词  anti 和 

huper ),97 用推理作出逻辑大跳跃(超越了圣经真

                                                           
95   KJV: “… a ransom for (on behalf of) all.” 
96   KJV: “… a ransom for (in the stead of) many.” 
97   范氏 (William E. Vine)在他所著的《评注字

典》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里正确解释 : “太

20:28 和 可 10:45 说: 人子来… 并且要舍命, 作 (希腊

文  anti ) 多 人 的 赎 价 (KJV: to give his life a 

ransom for [ anti ] many); 这里要表明的是‘代替’(instead 

of)之意 … 另一方面, 提前 2:6 所说的则是: 祂舍自己

作 (希腊文 huper )万人的赎价(KJV: Who gave himself 

a ransom for [ huper ] all); 我们注意到这节采用 huper 

一词, 表明‘代表’(on behalf of)之意.” 范氏正确指出 提

前 2:6 (作万人的赎价)特用 huper (代表)而非 anti (代

替), 免得不悔改的罪人在受神审判时, 可宣称基督已经

代替我受刑, 所以我不必再承受罪的刑罚. 换言之, 选用 

huper 一词而不用 anti , 乃要叫人尽自己的责任去接受
主为他们所预备的救赎. 另一方面, 范氏也很正确与平

衡地指出, 提前 2:6 的“赎价”一词( antilutron = anti [代

替性] + lutron [释放的代价] )本身就有 anti  —  代替性  

—  之意, 表明基督为所有人作的, 是属于“代替性的赎

价”(substitutionary ransom). 换言之, 在白色大宝座的审

判面前, 没有任何失丧罪人可用“基督没有为我作了代

替性的赎价”为借口来脱罪, 因基督已为所有人付上代
替性的赎价, 问题是失丧的罪人生前不肯接受. 总括而

言, 基督为所有人付上了代替性的赎价, 但只有那些肯

信靠主耶稣(作为本身的代替赎价)之人, 才享有这赎价

的好处, 得享救赎的功效  —  罪债被主还清而不必遭受

罪的刑罚了. (注: 得享赎价好处的只是“多人”而非“所

有人”, 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信靠主耶稣, 参 太 20:28; 

约 1:11-12; 3:18-21). 

理), 以致作出了不合圣经的结论: 基督没有为“非

选民”而死! 这些人声称 提前 2:6 所指的“给万人/

给所有人”(on behalf of all)不可理解为“代替万人/

代替所有人”(substitution).  

 

上述声称并不正确, 范氏在其所著的字典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解说“赎价”(Ransom)

一词时, 声明在 提前 2:6 所使用的是 antilutron 

{G:487}, 意思是代替性的赎价 (substitutionary 

ransom; 注: 希腊文 anti 有“相对、代替、为”的意

思). 因此, 这一节所说的是: 基督舍了自己, 为所有
人作了代替性的赎价. 同样, 有者错误地强调 太

20:28 的“多人”一词, 以它为一个独有的固定数目, 

与 提前 2:6 的“万人”(所有人)作对比. 但实际上, 

“多人”一词在文中是一个包含性用语, 表示一个大

数目, 与“独自一人”舍命的主耶稣基督形成对比

(即“多人”对比“一人”).  

 

莫里森(James Morison)评论 太 20:28 说: 

“现在, 救主所关注的是万人(multitudinousness)与

祂的关系, 因为祂是为他们而来的. 祂来不是要得

万人的服事, 乃是要亲自服事万人; 特别要为他们

的灵魂舍去自己的性命, 作为赎价. … 为这一切的

人, 就是‘多人’, 神屈尊降卑, 来到地上成为人, 并

取了奴仆的形像. 从其它经节如 提前 2:6, 我们可

知所谓的多人是(包括了)万人或所有人; 没有任何

一个灵魂被遗漏掉.”  

 

这些经文教导我们 , 

基督的死足以满足一切人的

需要. 可喜的是, 在这一点上

我 们 可 同 意 加 尔 文 (John 

Calvin, 1509-1564), 他写道 : 

“ ‘多人’一词不是指一个固定

的数目, 而是一个大的数目; 

因为祂将自己与其他所有人

作对比. 罗马书 5:15 就有这个意义, 保罗在那里不

是论到某些人, 而是指全人类.” 我们须清楚知道赎

价是为着所有人的. 可是, 只有那些相信的人, 才

能进入赎价给个人所带来的好处(换言之, “为多人

作了赎价”的“多人”, 也可正确解释为“信祂的人”, 

编译者按). 总的来说, 把救赎的问题当作数学来计

算(采用三段论法), 从这些经文推论基督没有为灭

亡的人而死, 这结论是既无理据又不符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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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T. Kendall 

 
Sir Robert Anderson 

英国的吉利兰(David Gilliland)阐释提摩太

前书第 2 章时, 说了很有帮助的话: “基督的牺牲, 

仿佛祂将一笔无限量的款项, 放进永恒公义的圣所

里, 确保天上的银行永远资金充裕; 让神能够真诚

与公义地赦免和释放每一个罪的囚犯, 无一例外, 

无可限量 .” ( 引自《信徒杂志》 [ Believer’s 

Magazine ], 1999年 2 月) 

 

诚如安德森爵士(Sir Robert Anderson)所说: 

“有些人的难处是将福音看成一个数学难题, 像基

督受了多少苦和赎了多少

罪等. 但神向我们指出十字

架那截然不同的目标 ; 福

音的能力在于认识十字架

对神的意义. 神要将祂自己

呈现在罪人面前, 并指着十

字架来证明那牺牲的浩大

无限, 和祂爱的广大无边.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

子赐给他们  —  祂还加上

的, 不是根据被‘拣选的教义’蒙上面纱的冰冷公式, 

而是神的大爱所渴望的表现  —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 反得永生 .” (引自《福音及其职事》

[ The Gospel and Its Ministry ], 第 86页) 

 

有些作者强烈地为加尔文争辩, 说他本人

没有教导“有限的赎罪”, 至少没有像威斯敏斯特加

尔文主义(Westminster Calvinism)所定义的. 加尔

文派学者肯德尔(R. T. Kendall)的见解十分有力: 

“我也怀疑到底有多少基督

徒单凭翻读圣经能得出‘有限

的赎罪’这见解! 我可以肯定

这个传统的观念是来自逻辑, 

并刻意推敲, 而不是直接从

翻读圣经得来的. 至于加尔

文(John Calvin)本身的‘加尔

文主义’(Calvinism), 我想他

只是持守五大要点中的四个

半要点.” (引自肯德尔所著

的《加尔文与英国加尔文主义至 1649 年》

[ Calvin and English Calvinism to 1649 ], 第 viii

页). 可喜的是, 肯德尔能够毫不避讳地向任何人说: 

“基督为你而死.” 他补充说: “在我们传福音的事工

上, 这话造成真正的分别, 即使不在那些被福音接

触的人当中产生分别, 也肯定在传道者之间造成分

别.” 

 

肯德尔说“有限的赎罪”来自逻辑, 这是绝

对正确的. 加尔文主义者声称, 圣经论到基督为祂

的羊而死(约 10:11), 按照他们的推论, 祂没有为那

些不属祂的羊而死. 伯阔福(Louis Berkhof)又指出

另一件似乎不能解答的演绎式逻辑: “要注意, ‘基

督为救所有人而死’的教义, 按照逻辑会引致‘绝对

普世得救论’(absolute universalism),98 这教义表示

所有人都真实得救. 基督既为他们付上代价, 除净

他们的罪, 他们却因罪而失落, 这是不可能的.” (引

自《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 第 395 页). 

这教义或学说严重地依赖逻辑推理及三段论逻辑. 

 

关于这题目, 詹姆斯·贝克(James R. Baker)

近期作出的分享很有帮助. 贝克在《信徒杂志》中

回答关于“有限的赎罪”这一问题时, 评述道: “那一

贯被接受的‘有限的赎罪’, 是毫无圣经的依据. 错

误源于那些人以人的逻辑, 来分析基督的赎罪工作. 

他们争辩说 , 耶稣基督只为蒙拣选者(选民 , the 

elect)受苦, 也因此只承担选民众罪所带来的刑罚  

—  这些选民是从亘古就被预定信主得救. 他们辩

说, 如果主耶稣为选民以外的其他人受苦, 那么按

逻辑推理, 神就失去了惩罚他们的权利, 不然就是

对不信的罪人进行双重刑罚, 一是基督代罪时惨受

刑罚, 二是那个非信徒本身再受刑罚. 然而, 将人的

逻辑学应用在神的事上是非常危险的. 这自然想法

生出了‘神母’(the mother of God)的异端和其它类

似的错谬.99 事实上, 主耶稣所受的苦难不能以数

学角度来看  —  有多少罪就有多少刑罚. 他们不能

                                                           
98   “普救论”(Universal Salvation, 亦称为 Universal 

Reconciliation 或 Universalism)是以神的爱为基本立场

(约壹 4:7-10), 认为既然神爱世人, 全人类至终都会得救. 

事实上, 圣经虽然声明神是爱(约 3:16), 神愿所有人得

救(提前 2:4; 彼后 3:9), 但圣经也明确教导说有人会经

历第二次的死, 永远在火湖里承受罪的火刑(启 21:8; 注: 

这节声明这些人包括“不信的… 一切说谎话的”). 主张

普救论的学者包括早期教父俄利根(Origen, 主后 182-

254 年)、多德(另译“达德”, C. H. Dodd, 1884-1973)等等. 
99   罗马天主教奉马利亚为“神母”(the mother of 

God, 或作“圣母”), 就是根据这三段论法的逻辑: 

1. 前提一: 马利亚是主耶稣的母亲. 

2. 前提二: 主耶稣是神(约 1:1). 

3. 结论: 因此, 马利亚是神母(神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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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Berkhof 

以量来评估, 只能以质来衡量. 首先要注意的, 是

谁在受苦, 并且所受的是什么苦. 祂是无可限量的, 

因此祂受苦的果效也必定是无可限量的. 人一旦

‘限制了’基督的赎罪工作, 这工作就不再是无可限

量了. 要限制基督的死带来的无穷好处, 是不可能

的.” (斜体字是笔者加上, 以加强表达效果) 

 

贝克提醒我们, 不要把人的逻辑学应用在

神的事情上, 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我们在本书所

要强调的, 是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所用的方法正是

这种极不恰当的逻辑学. 

 

安德森爵士劝戒人, 不要误以为基督的工

作 “ 单单是赎罪祭的真体 (anti-type of the sin 

offering)  —  为神的赎民代罪的献祭.” 他继续说: 

“这代罪的献祭是真实的, 但祂也是希伯来圣经中

每一个预表、每一个应许的真体. 事实不止于此; 

基督信仰的完满和最终启示揭示了神恩典的奇妙

伟大, 远超摩西和先知们所写的. 借着祂在十字架

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神便借着祂叫‘万有’(一切

事物), 意即全宇宙, 都与自己和好了(西 1:20).” (引

自《约的继承》[ The Entail of the Covenant ], 第

106 页; 斜体字是笔者加上, 以加强表达效果) 

 

 

(D.2.4) 加尔文主义的第四要点: 不能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这不是圣经的教训! 吉利兰(David Gilliland)

于 1997 年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圣诞节大会(Belfast 

Christmas Conference)上评论这神学词汇, 说: “将

这两个词排在一起, 再没有更牵强的了.” 这教义正

是从三段论(syllogisms)翻来复去地推论出来了. 这

方面的辩论是这样的: 

 

1. 前提一: 人完全败坏. 

2. 前提二: 完全败坏的人会抗拒恩典. 

3. 结论: 因此, 人必定要被不能抗拒的恩典所吸引. 

 

   但让我们提醒自己有关恩典在圣经中的意

义. 安德森爵士说: “要是拣选的真理拦阻或塑造他

的(传道人的)见证, 这证明他还未学会恩典的真理. 

罪曾作王… 但它已下台, 现在作王的是恩典. 神现

在不再是要归咎于罪, 而是要传扬平安. 那位领受

一切审判大权的主, 正坐在恩典的宝座上. 这并非

表示祂向选民施恩, 却向其他人施行审判; 祂作王

治理的特征就是恩典. 现今祂是救主, 不是审判官; 

祂现今宣告的是特赦, 把审判留到将来. 跟从前的

时代不同, 神的怜悯不单是赐给一个得享特权、蒙

神优待的族类, 乃是给予所有的人, 并没有分别. 这

就是‘神恩典的福音’. 它的范围绝不受‘拣选’所限

制.” (引自《福音及其职事》[The Gospel and Its 

Ministry], 第 84 页). 

 

 使徒行传 16:14说到吕底亚: “… 主就开导

她的心, 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加尔文主义者

以此证明无条件的拣选和不能抗拒的恩典. 可是, 

这节不是教导说, 神的恩典是

有选择性和有规限的; 相反, 

这经文表明神愿意施恩给任

何真正寻求祂的人. 我们读到

吕底亚“敬拜神”(14 节). 跟

“完全无能力”(total inability)

这教义刚刚相反, 经文告诉我

们吕底亚一直寻求神. 好消息

是: 任何真诚寻求神的人, 必

定能寻见祂. 神喜悦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事实上, 吕

底亚全家都相信主, 并且受浸了. 从吕底亚身上, 我

们可学习到什么功课? 神并非只开导选民的心, 却

将其他人留在黑暗里. 简单来说, 一个诚心听福音

的人会蒙神光照. 吕底亚敬拜神, 听见保罗讲道, 知

道自己需要基督. 主开导她的心, 叫她留意所听见

的. 神那关乎祂儿子的福音, 要被传给所有人, 神会

施恩给任何诚心寻求祂的人, 开导他们的心. 这是

神恩惠的工作, 是所有人都可经历的. 

 

然而, 加尔文主义者深被逻辑所驱使, 将恩

典贬为对选民一个无法抗拒, 或必然有效的呼召, 

但与非选民毫无关系. 伯阔福(Louis Berkhof)说, 恩

典和呼召有不同种类. 他讲到宇宙性的普及恩典、

普遍性的恩典、约的恩典、特别的恩典(无法抗拒

和单为选民的恩典)、外在或一般的呼召、以及内

在或决定性的呼召(专为选民). 不过, 这种种见解

严重违反简单清晰的福音信息. 神是否真正呼召一

切听到福音的人呢? 加尔文主义者回答这问题时, 

会要我们思考不同种类的呼召, 包括给所有人的

‘普及性’(common)或‘一般性’(general)的呼召, 也

有 单单给选民的 ‘ 明确性 ’(specific) 或 ‘ 特定

性’(particular)的呼召. 这说法带来一个大问题. 普

及性的呼召岂不是向所有人发出的救恩信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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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G. T. Shedd 

可怜的是, 这反映出人的神学对宣扬神纯正的福音

造成影响. 

 

有些人对福音作出回应, 有些人却没有, 原

因在哪里呢? 答案绝不能与神正直的属性相违. 撒

种比喻的不同反应或成果, 是出于不同的泥土, 而

非因着种子或撒种的人(太 13:1-23). 在浪子的比

喻中 , 长子发怒 , 即使父亲邀请也不肯进去(路

15:28). 是否父亲向浪子的呼召是特别的, 而对长

子则是一般的吗? 这是彻底荒唐、完全胡说啊! 我

们岂能说答案是在于呼召的种类呢? 传道人和圣

经教师理当放弃这一类的神学术语, 如“一般性”和

“明确性”的呼召等等, 单单使用圣经的语言. 

 

可是, 从这个推理分析又带出另一个教条

(dogma). 加尔文主义者将假设加诸于圣经, 用三段

论法去推论, 指重生(regeneration)100必须发生在信

心以先. 注意三段论法如何变得不可靠. 在这个例

子中, 前提和结论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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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必须在相信之前得着重生. 

 

跟先前一样, 圣经没有支持这个见解, 圣灵

不会住在不信的人里面. 当主对尼哥底母谈及新生

(new birth, 指重生)的必要时, 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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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new birth, 指重生)101是

在信心(指归信耶稣基督)之后. 凯利(William Kelly)

说: “事实上, 永生的恩赐是相信的后果  —  两者不

是同一件事. 我们要这样的强调并相信, 既确定又

重要. 这个主题(指重生发生在信主之前)不是一种

观念或传统的问题, 乃是偏离了真道. 我甚至不主

张公开这个问题, 或认为它纯属个人的意见; 因为

两者(重生与信主)之间的时间可能相差甚短, 但圣

                                                           
100   《神选民的信心》(巴金生著)一书把这里的

regeneration 一词误译为“更新”, 应该译成“重生”才正确. 

参 提多书 3:5: “祂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

的义, 乃是照祂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洗(KJV: washing of 

regeneration)和圣灵的更新(KJV: renewing of the Holy 

Ghost).” Regeneration 应译成“重生”, “更新”是 renewing. 
101  《神选民的信心》(巴金生著)一书把这里的

new birth 误译为“更新”, 应译成“新生”才正确. 

经所论及的是在每一个灵魂里面的经历. 圣灵赐下

重生的恩赐, 是随着信心而来的, 绝不是同时发生

的, 更不会是同一事件. 人得着重生时, 意味着信心

已先存在他的心里. 虽然圣灵能苏醒人心, 但神从

不把他赐给不信者. 圣灵给信徒盖上印记(即圣灵

的印记, 弗 1:13),102 但这是信心的印记(只给信主

者的印记), 而非不信的印记. 人的心因着信被开导, 

蒙神的恩典赐下圣灵给凡相信的人(指神赐下圣灵

使相信的人得着重生, 圣灵也从此住在他们里面, 

此乃圣灵的印记, 编译者按); 神这样地赐下圣灵, 

不是为要使人相信. 圣经没有教导说, 神将圣灵赐

给人(指叫那领受圣灵的人得着重生, 编译者按), 

好使他相信” (引自凯利所著的《使徒行传讲义简

介》[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the Acts], 第 17 页).   

 

保罗对以弗所的

信徒说, 他们相信后, 便受

了圣灵的印记 (弗 1:13). 

但为着辩论的缘故, 假设

我们暂且认同加尔文主义

者所主张的“重生先于信

心 ”(regeneration precedes 

faith), 这对传福音有什么

深远的影响呢? 他们声称

败坏的罪人未得重生之前, 

是没有可能相信的. 因此, 罪人没有被召去相信主

耶稣基督, 却要做以下的事情: (1) 阅读和聆听神的

道; (2) 认真应用心思来思考真理; (3) 祈求神赐下

圣灵, 以致可以知罪和重生(引自施德 [W. G. T. 

Shedd]所著的《教条式神学》[Dogmatic Theology, 

Vol. II], 第二册, 第 472, 512-513 页; 载于乔治·泽

勒 [George Zeller]所写的文章 , The Dangers of 

Reformed Theology [from Middletown Bible 

Church]103 ). 要求罪人祈求神赐下信心和重生, 而

                                                           
102   弗 1:13: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

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祂,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

灵为印记.” 请注意经文所说的次序, 是先信, 后领受圣

灵为印记(表明圣灵住在信徒身上, 正如主耶稣在  约

14:16-17 所应许的: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

保惠师, 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

不能接受的; …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

要在你们里面”; 也参 约 16:7-14).  
103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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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归正神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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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Geoffrey R. Elton 

不叫他相信主耶稣基督(徒 16:31),104 这样做是把

福音更改了. 我们再次重申, 神吩咐罪人必须相信

基督. 圣经从没吩咐罪人要在不信的情况下祷告, 

祈求神赐他信心为恩赐. 

 

我们再加上安德森爵士的见解: “我们并不

是为了相信而被圣灵重生(we are not regenerated in 

order to believe). 神的道本身就是种子, 我们借着

它蒙了重生(彼前 1:23).105 信心的出现, 不是借着

祷告, 因为没有信心就没有真正的祷告; 信心的出

现也不是借着圣灵在魂里的工作, 圣灵只是带来信

息  —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 并且是因信心听信真道

后, 才领受圣灵(加 3:2).”106 (引自《福音及其职

事》[The Gospel and Its Ministry], 第 69 页) 

 

故此, “不能抗拒的恩典”与圣经的教导不

符, 在字词的组合上本是矛盾的. 这个混淆是源于

引用奥古斯丁对福音的假设, 他设法使圣经符合

(指顺应或认同)神学, 而没有使神学符合(顺应或认

同)圣经. 

 

 

(D.2.5) 加尔文主义的第五要点: 圣徒的坚忍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外表看来, 圣徒的坚忍(另译“圣徒永得保

守”,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这教义与“永远稳

妥”(eternal security)的真理相符一致. 加尔文主义

者告诉我们, 这教义实在是指“一次得救, 永远得

救”. 圣经确实教导关于信徒的永远稳妥, 即是说, 

信徒一次得救, 就永远得救. 但我们若仔细探讨加

尔文主义上述的最后要点(即第五要点), 我们发现

一切并不是像表面所指的. 它确实是说一个基督徒

必须和将会在信心中坚忍到底. 但这不是圣经所说

的. 事实上, 我们知道神会管教悖逆的信徒, 像亚拿

尼亚和撒非喇的例子(徒 5:1-11). 不过, 信徒得救

的真实根据是建立在基督已完成的工作, 这才是神

的话告诉我们的, 也是我们凭信心享有的. 换言之, 

基督的血使我有平安, 神的话使我有把握. 但加尔

                                                           
104   徒 16:31: “他们(使徒保罗和同工西拉)说: 当信

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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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加 3:2: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 

文主义者没有建基于这稳固的盘石上, 却转看自己

的坚忍, 以此作为得救的保证. 

 

将我们得救的保证建立在自己的坚忍上, 

是将房屋建在沙土上. 我们甚至可从世俗历史学家

的著作中找到这教义本身的弱点, 如埃尔顿(G. R. 

Elton)在《改革了的欧洲: 1517 年至 1559 年》

(Reformation Europe 1517-1559, 第 218 页)中写道: 

“加尔文没有视选民为神在地上的圣徒… 虽说定

旨(decree)已定, 不能更改, 并且选民不能从恩典中

堕落, 但只有神知道祂拣选了谁. 由于无人知道自

己是钱币的哪一面(指无人知道自己是属于被拣选

者, 还是不蒙拣选者, 编译者按), 他只能希望自己

是蒙拣选的, 本身却毫无得救的确据.” 由此可见, 

加尔文依循了奥古斯丁的看法, 说没有人确实知道

自己是否得着坚忍的恩赐(gift of perseverance). 换

言之, 一个人可以像选民一般生活多年, 盼望自己

是神的选民之一, 最后却是失丧的, 发现自己没有

得着坚忍的恩赐. 

 

这比亚米纽斯主义

(Arminianism)来得好一点. 

这派人士指一个人得救后, 

可能会再失丧, 最终灭亡. 

加尔文主义者对这错谬的

教导作出的回应是 : 这不

是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失去

救恩, 乃是一个基督徒必须

凭信心坚忍到底. 可惜, 加

尔文主义者所指的, 不是建基于神的应许, 乃是在

他的生命中寻找标记(signs), 向自己和别人证明自

己是列于选民当中. 但这教义损毁了真确据的基础, 

把坚忍当作救恩的条件. 事实上, 加尔文主义者的

依据是源自另一个三段论法: 

 

1. 前提一: 选民显露某些随着得救而有的标记. 

2. 前提二: 我现在显露出这些标记. 

3. 结论: 因此, 只要我坚忍到底(不断显露这些得

救的标记), 我就是选民之一. 

 

   由此可见, 得救确据的基础从基督完美的

工作, 转移到个人坚忍的主观经历. 德国社会学家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 在他的书《更正教

徒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提出一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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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Weber 

说加尔文派的更正教主义(Calvinistic Protestantism)

为企业家资本主义(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提供

了强大动力. 韦伯首先假定他所谓的“更正教职业

道德”(Protestant work ethic). 他辩说加尔文主义者

要证明一件事给他自己和别人看, 就是神赐福他. 

以此显而易见的证据来证实

他是在蒙神拣选的人(选民 , 

the elect)当中. 为了达此目标, 

他在世俗商场上努力不懈, 不

辞劳苦地工作. 无论人如何看

待韦伯的假设, 它至少突出加

尔文主义所涉及的影响. 加尔

文主义者心中有个强烈的动

力, 就是要确保他是在选民当

中. 若神赐福他的生意, 而他又

彰显属灵生命的美好标记, 那

么他就很有希望列于选民当中, 

前提就是他领受了坚忍的恩赐. 

就如另一个历史学家所观察到

的: “加尔文主义者的教义灌输

一种强烈的欲望, 就是要证明

一件事给自己和别人看 , 他的

名被列于蒙拣选者的名单中”(引自 A. G. Dickens,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第 276 页) 

 

然而, 加尔文主义者面对左右为难的困境. 

按加尔文主义的教义, 没有一个被拣选、蒙呼召和

被称义的人会失落, 但在现实中, 有一些自称是基

督徒的人后来离弃所信的道. 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

徒(Elizabethan Puritan)107珀金斯(William Perkins)

为解释这种情况而提出一个答案. 他教导有关“暂

时信道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temporary faith), 此

概念最先由加尔文提出. 历史学家贝宾顿(D. W. 

Bebbington)解释珀金斯的概念说: “一个人处在非

选民(the non-elect)当中, 就是那些不被拣选得救的

人当中, 他可能会暂时信道(信道一段时间), 但至

终却离弃真道. 所以任何人的信心都可能产生疑惑. 

他无法确定自己是蒙拣选的人, 因而不确定自己已

经得救.”(引自《现代英国福音派教义: 1730 年代

至 1980 年代的历史》[ 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107   伊丽莎白时代(Elizabethan Age)是指 1558 年至

1603 年期间; 此时期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

1603)统治的时代, 是英国在军事、商业、文化、艺术

领域繁荣昌盛的时代. 

Britain: a History from the 1730s to the 1980s ], 第

43 页) 

 

说到这点, 批判性的评论是必要的. 在撒种

的比喻中, 确实有暂时信道的例子(太 13:5-6). 但

主指明这个现象是跟泥土的类别有关  —  土浅的

石头地. 拣选(election)和摈弃(reprobation)108跟这

个解释并没有关系. 主耶稣所教导的, 是那人表面

上相信, 但最终离弃真道, 此乃出于自己像土浅石

头的心, 而不是由于他是“非选民”(太 13:20-21). 

 

加尔文派的作者肯德尔(R. T. Kendall)指出

以上第五要点所带出的问题: “坚忍的问题仍然存

在 . 表面看来 , 威斯敏斯特神学 (Westminster 

theology)像是走了极端, 与亚米纽斯派(Arminian)

的假定理论完全对立, 因后者指重生的人可以堕落

(注: 前者指蒙拣选者绝不会堕落). 但事实并不是

这样, 堕入罪里的人若没有得救的确据, 他一定充

满疑虑  —  在自己眼中和别人眼中  —  他与神的

关系荡然无存, 一无所有. 若他在堕落的情况下死

去, 威斯敏斯特神学和亚米纽斯派皆不能确定他是

否已被拣选.” (引自《加尔文与英国加尔文主义至

1649 年》[ Calvin and English Calvinism to 1649], 

第 211 页). 

                                                           
108    论到加尔文主义所说的拣选和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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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5/%E5%8A%A0%E5%B0%94%E6%96%87%E7%A5%9E%E5%AD%A6%E7%9A%84%E6%8B%A3%E9%80%89-%E6%98%AF%E5%9C%A3%E7%BB%8F%E6%89%80%E8%B0%93%E7%9A%84%E6%8B%A3%E9%80%89%E4%B8%89/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5/%E5%8A%A0%E5%B0%94%E6%96%87%E7%A5%9E%E5%AD%A6%E7%9A%84%E6%8B%A3%E9%80%89-%E6%98%AF%E5%9C%A3%E7%BB%8F%E6%89%80%E8%B0%93%E7%9A%84%E6%8B%A3%E9%80%89%E4%B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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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赎罪、暂时信道和坚忍到底的教义

合在一起 , 产生了不健康的内省情况(unhealthy 

introspection). 作者伊顿(Michael Eaton)曾是加尔

文主义的拥护者, 直到他开始寻求得救的保证. 他

在《激励神学》(A Theology of Encouragement)一

书中告诉我们, 许多在加尔文派圈子中的虔诚基督

徒都充满疑惑. 他评论加尔文派的内省情况, 说: 

“我已强调过, 近代加

尔文主义谈论归正

神学的恩典之教义

时, 常牵涉到‘内省情

况’. 现在我希望指出, 

如果将许多或所有

重点都结合起来, 內

省情况就成了最剧烈的. 如果基督没有为所有人而

死, 如果人有可能为罪忧伤却不是真的悔改, 如果

一个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 如果得着圣灵却没有真

正重生, 如果‘经历过’福音仍会从天堂之门步向地

狱, 如果保罗自己会害怕失去救恩, 那么加尔文主

义者还有什么得救的保证呢? 他的‘保证’已经死了, 

且是成千次的死了又死, 毫无希望了” (第 23 页). 

 

坚忍的教义对加尔文主义的信徒影响深远. 

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处于坚忍的状态中, 或是按神

的判断, 他心中已经堕落了? 因此, 加尔文主义者

陷落在难以忍受的怀疑之泥坑中. 他不能确定自己

是否得救, 因为他不晓得自己能否坚持到底. 对加

尔文主义者而言 , 最大的问题不是“我是否已得

救?”, 而是“我是否是选民?” 加尔文派的信徒若要

获得真正的得救保证, 就要摒弃他们的神学, 而非

倚靠这神学. 这个神学系统强调“得救全靠神的拣

选”, 最终却无法给它的信徒任何绝对的肯定  —  

无法肯定自己是否已成选民! 这实在是十分讽刺

的事, 也是对恩典和拣选最大的恶搞!109 

 

 

(D.3) 由五大要点组成的神学系统 

我们必须留意形成这个神学系统(指加尔

文主义)所采用的方法. 其中的教义(dogmas)互相

                                                           
109   原本按圣经教导, 得救是靠神的恩典(不靠人的

行为), 那么信者就该有得救的把握! 而按加尔文主义的

教导, 人得救是靠神的拣选, 照理也该叫信徒得着平安, 

但因为加尔文主义的第五要点(圣徒的坚忍), 信徒反而

对得救没有把握, 心中没有永久平安, 这是何等的可悲!  

连结, 像链条的环一样, 紧扣相连. 帕默尔(Palmer)

告诉我们: “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全都紧扣在一

起. 如果‘完全的败坏’(Total depravity)是对的, ‘无条

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就是对的, 甚至

‘有限的赎罪’(Limited atonement)、‘不能抗拒的恩

典’(Irresistible grace)’和‘圣徒的坚忍’(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也是对的”(第 60 页). 我们已看过五大

要点的每一项都是从演绎式的推论而来(而非直接

从圣经的明确经文而得, 编译者按), 是在圣经上加

添了自己的话. 

 

加尔文主义提倡, 败坏的人绝对没有能力

去相信, 因此信心必定是神的恩赐. 如果信心是神

的恩赐, 那么按照推理, 神必须先拣选某一些人, 并

将信心赐给他们. 再者, 根据这种逻辑, 基督的死是

单单为着这些蒙拣选的人  —  选民, 因此在本质和

实际上没有为着非选民. 如果是这样的话, 选民必

须被不能抗拒的恩典所引领, 否则败坏的罪人不可

能会来到基督面前, 福音也就没有效用. 跟着的推

论是, 败坏的罪人必须先得重生才能相信. 最后, 要

完成这链条的每一环, 加尔文主义者辩说神必定将

坚忍的恩赐赐给人, 否则基督徒会失落而灭亡. 

 

来到这点, 批判性的评论是必要的. 无可否

认, 这五个要点包含部分事实, 只可惜它们混杂了

许多没有根据和不符合圣经的推论. 圣经的确指明

罪使人完全败坏, 生出罪

疚、沾污和死亡, 但圣经

没有教导说, 人没有能力

去相信福音. 按圣经的真

理 , 人得救是借着恩典 , 

也因着信, 并且不是只有

某些人得着信心而其他

人无法得着. 拣选是圣经

的真理, 关乎圣徒蒙拣选得天上的福气, 从不表示

拣选个别罪人去得生命或死亡. 圣经教导我们, 基

督为羊舍命, 但祂的死绝不会受到限制, 以致不能

拯救那些“没有预定得恩的人”. 圣经教导救恩完全

出于神的恩典, 但没有一处指出恩典是人不能抗拒

的. 最后, 圣经说明信徒得着永远的稳妥或保障, 但

从没说过这个保障建基于信徒本身的坚忍. 

 

我们看见这一连串的教义是圣经所没有明

确教导的, 都是从演绎式逻辑推论而得. 其中的辩

说都是采用三段论法. 无论人怎样看这五个要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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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Helm 

内容, 都必须注意它们的本质乃是源于哲学. 我们

争辩说它们的内容及方法皆不可靠. 

 

 

(D.4) 链条中脆弱的一环 

这套神学(加尔文主义)曾起了多种变化, 从

所谓“超级加尔文主义”(hyper Calvinism), 至“温和

加尔文主义”(moderate Calvinism). 许多拥护者自

称为“温和加尔文主义者”, 也未能同意这个学说的

逻辑性意义 . 他们不满 “双重预定论 ”(double 

predestination; 注: 此论主张神预定一些人得救, 也

预定一些人灭亡 ), 却主张“单一预定论”(single 

predestination). 按照这个见解, 神照着永远定旨来

拣选谁会得救, 而仅仅是“越过”其他人(注: 按照此

论, 被神的救赎恩典“越过”的人, 将会因自己的罪

而灭亡).  

 

无论如何, 这个较温和的见解并不能解决

潜在的矛盾, 因为它仍旧是以奥古斯丁对预定的理

解为基础. 如果你所持的见解是: 神照永恒不变的

定旨拣选罪人得救, 那么你无法逃避神学上的矛盾. 

以单一预定论来代替双重预定论, 实质上并没改变

什么. 神从亘古就摈弃某些人, 使他们得不着永生

(此乃双重预定论), 与仅仅是“越过”他们但同时强

行拣选其他人(此乃单一预定论), 这两者有何分别? 

两个见解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 我们迫切需要的, 

是按圣经的真理去理解预定和拣选. 我们重申, 预

定纯粹与“圣徒在基督里得将来福分”有关, 并与

“神拣选救与不救某些人”完全无关. 

 

另一种演变形式是称为“四个要点的加尔

文主义”(four-point Calvinism). 有些人把“有限的赎

罪”这个见解从系统中剔除, 好像先知的众门徒尝

过“锅中有至死的毒物, 所以众人不能吃了”(王下

4:40). 然而, 拥护四个要点的加尔文主义者也无法

脱离自己所掘的坑. 奥古斯丁对预定的见解, 不论

是双重预定论或单一预定论, 都摒除了非选民获
得救恩的机会. 若是这样, 基督的死对一个非选民

有什么意义呢? (公平的神为何不给他们得救的机

会呢?) 如果神不想救某些人, 并照永远定旨预定

他们灭亡(或不救他们, 让他们灭亡), 那么祂肯定

不会差遣祂的儿子来拯救他们(但这又与 约 3:17

有所冲突: “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

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注: “世人”指世上

所有的人, 而不信者也肯定是“世人”). 这些潜在的

矛盾未因放弃“有限的赎罪”而获得解决. 我们重申, 

矛盾出在神学本身, 不在于圣经. 

 

我们已提过肯德尔(R. T. Kendall)催促读者

们, 从改革宗传统(Reformed tradition)回到加尔文

原先的加尔文主义, 放弃“有限的赎罪”这个教义. 

此举遭到改革宗作者如保罗·亥姆(Paul Helm)极力

反 对 . 亥 姆 坚 持说 “ 威 斯 敏斯 特 加 尔文 主

义”(Westminster Calvinism)的

五大要点, 是准确地表达了加

尔文本身的见解. 这只不过是

重现改革宗神学界辩论的一个

现代版本而已. 若要知道 19 世

纪苏格兰长老会对赎罪的争辩, 

可阅读汉密尔顿(Ian Hamilton)

所写的《加尔文主义正统学说

的 侵 蚀 》 (The Erosion of 

Calvinist Orthodoxy). 这些矛盾揭露了改革宗思想

家在这些论题上的严重缺陷. 他们没有单单依据圣

经来作判断 , 却以《威斯敏斯特公认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和加尔文所著的《基督

教要义》（Institutes）作为正统的标准. 

 

问题仍然存在, 也不会消失. 如果基督没有

为非选民预备什么, 你又怎能向他们传讲因信基督

而得救的信息呢? 这些来自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和四大要点的内容, 使我们记起雅各的警戒: “泉源

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

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雅 3:11-12). 这神学系统的

问题源于不合圣经的预定论, 生出了甜与苦、真实

与错谬的论说. 

 

改革宗神学(归正神学, Reformed Theology)

的主要错误可总结如下: 

1) 神拣选某些罪人得救恩, 并拒绝其他人得救恩; 

这种不能改变的拣选概念是错误的. 

2) 没有区分以色列的拣选和召会的拣选. 

3) 采用了不恰当的方法(演绎式逻辑三段论法)来

制订它的教义系统.  

 

  对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作出粉饰性的改变, 

并不会使它变得符合圣经. 这个系统源自演绎式逻

辑 (deductive logic) 和 连 锁 推 理 的 分 析 (chain 

reasoning). 前提与结论皆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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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Aristotelian syllogisms), 结果得出与圣经不符

的教义学说. 我们应该弃绝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 

不单因为它错谬的内容, 也因为它采用错误的方法. 

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解释圣经的正确方法. 

 

 

(D.5)  第三章的总结 

我们看见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大致上是出

自演绎式逻辑的方法. 辩论的工具是三段论法, 即

亚里士多德所用的逻辑学. 奥古斯丁对“绝对双重

预定论”的见解被加在圣经之上, 更成为这教义系

统的基本假设和操控原则. 但坏树不能结出好果子! 

以“双重预定论”为主要前提, 这三段论法的逻辑推

论结出了没有圣经根据的结论. 我们查验了五大要

点的每一要点, 看见每各要点如何偏离了圣经. 我

们也指出这个教义系统给福音信息带来何等的矛

盾和争论. 一方面传扬所有人能够因信基督使罪得

赦的道理, 另一方面却暗暗地认为对某些人, 神所

说的却不是这个意思. 这实在大大侮辱神的正直与

主权. 采用较温和的手法, 或放弃五个要点的其中

一项, 都是无补于事的. 解决的方法是弃绝奥古斯

丁对拣选和预定的谬论, 回到圣经的简单教训, 不

再加添什么. 圣经的拣选不是指信靠基督而得救, 

而是关乎得救后在基督里所得的福分. 总括而言, 

加尔文主义的五大要点在其内容和推论方法上, 都

是不正确的.110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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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基督的“挽回”与“代罪” 

(Propitiation and Substitution) 

 

基督为所有人而死, 这是约翰所证实的: “…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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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壹 2:1-2). 新约所谓的 “挽回

祭”(propitiation)相等于与旧约的赎罪(atonement). 在

旧约时代, 大祭司在赎罪日当天, 要把血撒在约柜的

施恩座上(参阅 利 16:14-15), 好叫神能赦免以色列国

民的罪, 并在新的一年继续与他们同在  —  所撒的血

成为神赦免罪的公义基础. 值得留意的是, 《纽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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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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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9-95 页 , 也上网参考此书的中文电子版本 ,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4.html . 

新约圣经》(Thomas Newberry’s New Testament)一

致地在旁注中指明“挽回祭”(propitiation)就是“施恩

座”(mercy seat). 因此, 主耶稣在十架上流出祂的宝血, 

提供神一个公义基础去赦免所有世人的罪. 

 

保罗曾对提摩太强调祷告的迫切需要, 特别

是为福音祷告, 因为我们的神“愿万人(所有人, KJV: 

all men)得救… 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舍自己作万

人(所有人, KJV: all)的赎价”(提前 2:4-6). 再一次, 我

们看到基督为所有人死, 好叫他们能够得救, 比较 来

2:9: “惟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

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叫祂因着神的恩, 为人

人(KJV: every man)尝了死味.” 

 

我们读到苏格兰的贝克(Jim Baker)也有相同

论点. 他在基督徒杂志中(参题为“伟大的福音主题  

—  赎罪” [Great Gospel Themes — Atonement], 载

Truth and Tidings, 2000 年 11 月份 )说道: “有人不会

分辨这两个重要福音真理的区别, 导致人对基督赎罪

之工产生了教义上的误解 . 我们已经思考过 , ‘挽

回 ’(propitiation) 是 基 督 向 神 所 做 的 牺 牲 工 作

(sacrificial work of Christ Godward), 这方面是毫無限

量的. 基督在各各他献上自己为祭, 其赎罪的价值足

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足以应付人类犯罪堕落的一切

恶果… 所以我们读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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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壹 2:2). 因

此, 有限的赎罪(limited atonement)这一教义是不合圣

经的. 基督的代罪(substitution)则是基督向人所做的

牺牲工作(sacrificial work of Christ Manward). 按严格

正确的说法, 只有那些重生得救的信徒可以说‘基督

代替了我’ (指替我而死, 林前 15:3-4). 基督的‘代

罪’(substitution)是只有圣徒本身能享受的真理, 而‘挽

回’ (propitiation)则是圣徒可向罪人宣讲的真理.” 

 

基督若没有为所有人而死, 那么所有人便不

能得救,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工作是唯一的得

救之路. 当然, 对于未得救之人而言, 只有当他们信靠

基督时, 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才对他们产生功效. 换言

之, 我们可以喜乐地向所有非信徒宣告说, 基督“为

了”(on behalf of)他们而死(林后 5:14), 他们可以(借着

信靠基督而)得救. 与此同时, 作为信徒的我们可以享

受基督代替我们死的真理, 因祂已在十架上作为我们

的代替者, 替我们赎罪而死.111 

 

                                                           
111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加尔文

主义的错谬-下 .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4.html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加尔文主义的错谬-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加尔文主义的错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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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McCallum 

 
Richard Rorty 

话题论坛                       棱镜 

 

“绝对的真理”死了吗 ? 

—  回应“后现代主义”(上) 

  
(A) 导论 

 “真理之死 !” 麦卡伦

(Dennis McCallum)所编著的

书, 英文名为  —  The Death 

of Truth  (真理之死)  —  一

针见血地道出“后现代主义”

的信仰  —  没有客观的真理! 

真理死了! (注: 此书名中文

版译为《解毒后现代》)  

 

 “今天, 世纪的后期,” 麦卡伦在 1996 年

的《解毒后现代》英文版中写道, “我们卷入

另一场革命中; 其影响遍及思想、文化各方

面…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跟达

尔文主义不同, 后现代主义不是成套清晰的学

说或真理假说(truth claims); 而是一种心境、

意态, 以不信任理性为特色的世界观; 不必说, 

圣经昭示(意指圣经所清楚宣告的真理), 基督

徒相信的知识, 后现代主义者是看不起的.  

 

“这也是一种方法
论, 崭新的观念分析方法. 

就衍生的观念和主张来

看, 后现代主义也是一场

运动, 活生生地掠夺真理, 

在不同程度波及文学、

历史、政治、教育、法

律、社会学、语言学, 以至所有学科, 包括科

学. 这也导致文化上的脱胎换骨, 影响扩及教

育、电影和其他媒体, 以致各方面的日常生活

都在转变.”112 接下来, 让我们思考这影响甚广

的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 

                                                           
112   麦卡伦等著, 南南南译, 《解毒后现代》(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3 年), 第 10-11 页. 

(B) “后现代主义”的定义 

 要为“后现代主义”下定义并不容易, 因

为它不是一个很明确的运动, 而是多种思想体

系的混合物. 熊璩举出有趣的例证说明这点, 

2003年秋天, 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另译“史丹

福大学”)的校园里, 撞见后现代主义大师理查

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 这位斯坦

福 大 学 比 较 文 学 系 的 教 授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罗蒂说: “人家总是告诉

我, 我写的东西是后现代主义, 但我不知道什

么是后现代主义.”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 若要

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清楚明确的定义, 这种做

法本身就违反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113 

 

 尽管如此 , 后现

代主义还是可以被概括

的定界与识别的. “后现

代主义”基本上是对现
代主义的逆动 . 麦卡伦

(D. McCallum)指出: “后

现代主义就是现代主义

之后 , 意思是超越现代

主义. 后现代主义者相信自己已经看穿了现代

主义.”114 科潘博士(Paul Copan)写道: “什么是

后现代主义呢? 极端的解释就是, 后现代主义

是对现代主义的怀疑, 即,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

主义体系有着很深的怀疑.”115 (请参下文 C.2: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比) 

                                                           
113  我们很难为“后现代主义”定义, 因为要定义它

就会违背后现代主义者的前提, 即不存在固定意义的概

念、界限或绝对真理. 一般而言, 后现代主义者是典型

的无神论(Atheist, 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和不可知论者

(Agnostic, 他们认为“是否有来世、上帝是否存在”等问

题, 是人所不知或者根本无法知道的), 但一些人也会遵

从东方的宗教信仰和实践. 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是自然主

义者 , 包括人道主义者、环境主义者和哲学家 , 

https://www.allaboutphilosophy.org/chinese/postmodernis

m.htm .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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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 页. 
115   https://www.namb.net/apologetics/apologetics-

results-zhs/8589981634 . 

https://www.allaboutphilosophy.org/chinese/postmodernism.htm
https://www.allaboutphilosophy.org/chinese/postmodernism.htm
https://www.namb.net/apologetics/apologetics-results-zhs/8589981634
https://www.namb.net/apologetics/apologetics-results-zhs/858998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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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W. Nietzsche 

 
Albert Einstein 

 
Werner Heisenberg 

简言之, “后现代主义”就是怀疑“现代

主义”, 对它进行反思与批判, 并特别强调没有
客观的真理.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对你来

说那是真的, 对我而言未必”, 或者“这只是你

的见解”等等. 这些陈述都反映了后现代主义

思潮, 这些思潮持续影响并改变了西方文化, 

连东方文化也深受影响. 更甚的是, 它误导了

后现代主义者和现代人, 去拒绝圣经的真理. 

 

 

(C)    “后现代主义”的起源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和起源年代都

难于确定, 但它的雏形可

以追溯到尼采 (Friedrich 

W. Nietzsche)116的虚无主

义. 学者一般认为, 后现

代主义形成于 20 世纪下

半叶, 并于 20 世纪末期

开始主导西方世界. 唯一

连接后现代主义这个混

合体的, 是共同对现代主

义的反思与批判. 

 

(C.1)   “后现代主义”的起源背景 

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理性至上、科

学至上. 现代主义者认为宇宙是一架物质的、

复杂的、精确运转的大机器; 人们可以运用理

性思辨和科学实验, 不断地掌握宇宙的规律, 

不断地认识客观的真理. 因此, 现代主义者排

                                                           
116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是德国哲学家和诗人, 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 创立“权力

意志说”和“超人哲学”, 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

《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等. 《证主圣

经百科全书》(第 2 册, 第 1395 页)指出, 尼采宣称基督

信仰令人成为懦夫, 因为它教训人, 一切事都是神的旨

意, 抵销改进世界的努力. 但事实并非如此, 请读 甘雅

各, 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 《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 2000 年), 以及甘雅各, 杰利纽康合著,  林

怡俐, 王小玲合译, 《如果没有耶稣?》(台北: 橄榄基金

会, 2001 年)这两本书, 便知基督信仰如何鼓励和推动历

史上许多伟大基督徒, 去努力改进社会、国家和世界, 

改写了历史, 造福了人类. 

斥一切有关神的概念和超然事件, 对人类和世

界的前景充满自信和乐观. 不过, 随着科学的

发展, 理性至上和科学至上受到越来越大的挑

战 .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如爱因斯坦的 ‘相对

论’(Albert 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和海森

堡的 ‘测不准原理 ’(或译 “不确定性原理 ”, 

Werner 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暴

露了人的认知之有限性和科学真理之相对性.  

 

 

 

 

 

 

 

 

 

 

在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 后现代

主义开始崛起. 后现代主义否定人类有认识

“客观真理”的能力, 提倡相对主义(relativism): 

认为真理是捉摸不透的东西; 真理不是外在、

客观、一成不变的, 而是主观、相对、不断变

化的; 真理不是被发现的, 而是由群体或个人

发明的 . 它主张用“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地域性知识”(local knowledges)

或“典范”(paradigms)取代客观真理. 后现代主

义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对个人主观的属灵经验

也很有兴趣. 神秘宗教和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不是直接从后现代主义衍生出来的, 

但它们与后现代主义互相影响, 很快合流. 简

之, 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主要特征是相对性、

多元性和包容性.117 

 

(C.2)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

主义”的对比 

麦卡伦用一个极简要的描述来帮助我

们了解后现代主义. 他写道: “后现代主义认为

真理不是人发现的, 而是创造出来的. 理智、

理性、对科学的信心等事物, 都是文化偏见. 

                                                           
11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598-5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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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S. Dockery 

他们声称那些信任理性的人, 以及像科学(知

识)、西方教育、政府组织等基于理性的产物, 

都不自觉地体现了欧洲文化的‘条件作用’(即

条件反射作用、熏陶, conditioning). 这种条件

作用的目的, 是维护社会精英手中的权利.” 

 

麦卡伦强调, 由于后现代主义这些论调

是因应“现代主义”而来的, 我们若不先掌握现

代主义的要点, 就不能领会后现代主义. 所以, 

我们先探讨现代主义者的四个关键概念, 来与

后现在主义的四个因应概念(意指“相符概念”)

互相对照.118  

 

主题 现代 

主义 

后现代 

主义 

有神论 

 

人 

的 

性 

质 

人纯粹是物

质组成的机

器, 生活在纯

粹的物理世

界. 感官经验

以外, 别无事

物存在. 

人是社会这

部大机器的

齿轮 . 我们

主要是社会

动物. 

万物中 , 唯有人

是按神的形像创

造的 ; 所以人兼

属精神 (指灵性 )

与物质 

 

自律

自主 

Auto

nomy 

人有自由选

择本身要走

的路, 也能自

律自主. 

人是所属文

化 的 产物 , 

只不过想象

自己自律自

主罢了. 

人需要为使用这

自由意志负责 . 

人是神创造的 , 

需要倚靠神. 

 

理 

性 

观 

人应该是理

性主义的理

想主义者, 只

凭感官和理

性的依据。 

并没有现代

主义者所谓

“不受偏见

左右 ” 的客

观理性 ; 客

观理性纯属

虚构. 

若 要 了 解 真 实

(reality), 理性是

需要的 , 但还不

够 . 理性能发现

真实的真理 , 但

得加上对神有信

心, 信靠神的启示 

 

进 

步 

观 

运用科学和

理性, 人类在

进步. 

“进步”是现

代主义者用

来衡量 “欧

洲文化支配

其他文化 ”

的代名词 

人不是在步向光

明的未来(因人单

靠自己是无法得

到永生的). 无论

如何 , 某些改进

可 以 抚 慰 人 那

“痛苦而漫长的

人生”, 还是好的. 

 

                                                           
118   以下“四大关键概念”和“四大因应概念”的对照, 

是改编自 麦卡伦等著, 《解毒后现代》, 第 21-22 页.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后现代主义是对现

代主义的反思、批判, 甚至敌对, 但有一事是

两者都一致赞同的, 即反对基督信仰或圣经中

的真理. 理由很简单: 现代主义因高举“理性至

上、科学至上”而拒绝接受有超自然神迹的存

在, 因而反对圣经有关神迹方面的记载; 而后

现代主义则因为反对“有绝对真理的存在”而

反对圣经真理.  

 

赖若瀚在《食经讲

道》中也同样采用现代主

义和后现代主义来作一对

比, 使人容易明白两者的不

同. 他指出“后现代”的现象

从 20 世纪末后的十几年开

始. 它一方面对“现代”代表

的真理观、世界观与人观

产生质疑、批判与挑战; 另一方面, 却又微妙

地延续“现代”的一些基本假设. 杜克利(David 

S. Dockery)描述后现代的人类面临着“脱臼”的

情况, 因为这时代倾向于使人类脱离固有的世

界观.  

  

“现代主义”(modernism)的世界是站在

坚实的、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硬地上, 人们可

以划定前往目的地的路线, 或是处理事情的方

程式. 但“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是在地图之外, 

难以探测, 是漂浮不定的、变动的大海. 若以

世事的发展来作比方, “现代主义”的世界是循

直线前进的, “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则在不确定

的处境下, 随时兴起惊涛骇浪. 后现代的人面

临着一场又一场的“心灵海啸”, 不断被抛掷到

“混序”(chaordic)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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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现代世界”是显示秩序与结构, “后

现代世界”则充满混乱与虚无. 它是在解释与

非解释, 建构与解构之间徘徊. 正因为“后现

代”的本质飘忽不定, 没有一定的游戏规则, 要

界定它并不容易. 后现代的迷思也在于此. 然

而, 我们可以根据一些普遍现象, 来辨别出“后

现代”几项较明显的特征.119 

 

 

(D)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有位父亲送自己的儿子上学, 途中突然

下雨. 儿子却怀疑天是否真的在下雨, 因为当

天早上, 电台广播曾说只会在黄昏时才有雨. 

二人便在车上展开以下的对话.  

 

父亲: “虽然电台说

早上不会下

雨, 这不等于

说我们要放

弃接受感官

所带给我们

的信息.” 

儿子: “感官? 我们的感官经常会出错. 感官是靠

不住的!” 

父亲: “那么, 你认为天到底是在下雨, 还是没有

下雨呢?” 

儿子: “我不想就此妄下结论.” 

父亲: “若是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脑, 要你说出真

理(truth, 真实、真相), 那你会说什么呢?” 

儿子: “他所要的是什么样的真理呢? ‘真理’是

指…”  

父亲: “他拿着枪对准你啊, 你要不要说出来呢?” 

儿子: “… 我的‘真理’有什么重要呢? 或许他是从

另一个星球来的. 我说的雨, 他可能认为是

肥皂.” 

父亲: “他是史慕利先生, 是从圣路易城来的.” 

儿子: “他想知道当下是否正在下雨?” 

父亲: “是的, 此时此刻.” 

                                                           
119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手

册》(加利福尼亚: 圣言资源中心, 2014 年), 第 4 页. 

儿子: “若是要在行车时断定自己在什么地方, 那

实在是很困难的事.” 

父亲: “那就说出你认为最浅显、最近似的答案, 

可以吧?” 

儿子: “我至多只能猜测.” 

父亲: “但你实在看见外面正在下雨啊!” 

儿子: “我怎能为‘雨’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呢?” 

父亲: “ ‘雨’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会使你我身体都

打湿的东西.”  

儿子: “可是此刻我的身体没被打湿啊, 你被打湿

了吗?” 

父亲: “……” 

 

上述这一段父子的对话, 能展示一些

“后现代的特色”, 也正好代表“后现代人”典型

的思维方式. 赖若瀚在下文列出“后现代主义”

的三大特征: 

 

(D.1)   对事物多方质疑 

 “现代主义”强调人是自主和理性的主

体. 知识是确定、客观和良善的, 是人可以掌

握的. 但进入“后现代主义”, 知识却不一定是

良善的. 在“后现代主义”中, 人对人类和世界

的前景抱持悲观的态度, 认为人类的生命是脆

弱的, 亦没有把握解决当前全球性的难题. 他

们相信, 如果人类要继续生存, 便要彼此合作, 

而不是互相征服(这一点对于强调以爱相待的

基督信仰而言, 是正确的, 编者按). 

 

 “后现代主义”也拒绝接受知识的确定

性. 他们相信人类不能单单凭理性而明白和确

认真理 , 人类

的智力再也不

是真理的裁决

者.120 “后现代

主义 ”认为获

取知识的适切

途径 , 除了理

性 , 还有情感

和直觉等. 

                                                           
120   人类的智力虽是有限的, 但也不能摒弃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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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Keller 

 “后现代主义”对许多事物都抱持怀疑

的态度. 就如“人生有目的吗?” “人活着确实有

绝对的归宿与意义吗?” “在离婚率节节上升之

际, 结婚真的会比单身好吗?” “婚后能否共同

生活, 永结同心呢?” 这些问题的传统答案都是

十分肯定的. 但后现代的人们却怀着半信半疑

的态度. 因此, 不少年青人对人生态度悲观, 年

青恋人只希望暂时住在一起, 不希望以任何婚

约来彼此约束. 传统的婚姻及家庭观念对他们

不再有任何吸引力.   

 

(D.2)   注重感官的刺激 

 “后现代文化”是一种生活形态, 推崇人

的感官经验. 人们容易受到声、色、光、影等

具体知觉的影响. 作决定时, 以感官的体验作

为参考指标要多于受抽象的理论指引. 因此, 

“后现代文化”强调人有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不须遵从一些外在的标准或规范, 更不要别人

告诉他们怎样行事为人, 故有反权威的倾向与

表现. 

 

 “后现代世界”各种高科技的产品, 如电

影、电视、网络上的视频、电玩等, 制造出种

种虚拟的境界. 人们从此倾向以感官和视像的

媒介来吸收资讯, 过于从抽象的文字媒介来吸

收资讯. 自 1985 年开始, 在西方社会, 人们开

始租看录影带, 多于借阅图书馆中的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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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感觉良好”便是最广受欢

迎的人生哲学.121 这种人生哲学深切影响了交

友、婚姻与种种人际关系. 朋友之间要有感觉, 

                                                           
121   由于 21 世纪的文化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推崇感性过于理性, 强调“要感觉美好”. 马来西亚著名

私营电视台 ntv7, 就是以此为口号  —  “感觉美好” 

夫妇之间更要有“感觉”. 最要紧是时时感受得

到、享受得到, 一旦没有了感觉, 关系就会立

即终止. 

 

(D.3)   没有绝对的真理 

 “现代主义”有一定的思维方式, 是比较

客观和可以预测的.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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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坚信知识与真理是

确定而可以掌握的. 但在“后现代主义”教育下

的人, 则认为“真理”会因人而异, 不能确定. 

 

 他们认为, 人接受真理和认识真理的方

法, 都受其自身本体的限制和影响. 比如说, 我

们若说想从某文本(text)的意义来认识真理、

探索真理, 便会发现由于人的背景和出身不同, 

对该文本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故不

能轻易达到彼此有共识和互相认同的真理.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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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派牧者凯勒

(Tim Keller)指出 , 在 20

世纪初叶, 信仰的怀疑者

排斥基督信仰, 理由是因

为它缺乏真实性. 他们的

问题是“神迹怎么可以存

在呢?” 但在今天, 信仰的

怀疑者排斥基督信仰, 理

由是因为基督徒传扬它的真实性. 他们提出的

挑战是: “真理怎么可以存在呢?” 现代主义者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普遍观点)认为绝对

的道德, 只能在人类的理性与研究中找到. 后

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不可能找到绝对的道德. 

 

真理与道德是无法分割的  —  没有真

理的标准(standard), 就没有道德的标准; 没有

道德的标准, 人就无所适从. 与其说这世代摈

                                                                                               
(Feel Good)! 此电视台的宣传口号是: 感觉美好, 只在
ntv7 ( ntv7  —  your feel good chann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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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标准, 不如说各人随己意自订标准. 在这

样一个随意纵容, 缺乏标准的时代, 道德就成

了十分个人化的东西, 它只是凭个人良知判别

的结果. 不错, 一个国家、文化或民族, 可以制

定某些道德规范(norm), 但若是人们不接受世

上有绝对的真理, 这些规范最终也没有可以立

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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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在主前 5 世纪, 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

拉(Protagoras)122主张: 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

的真理”!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他作出以下

的反证: 

“你这句

话可以

是对的, 

也可以

是错的. 

这句话

若是错了, 你的论点就不攻而破; 但若是对了, 

那么这世界最少还有‘没有绝对真理’这一项绝

对的真理存在, 因此也推翻了你的论点.” 

 

对于接纳“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主义之

人, “没有绝对”, 就是他们的“绝对”; “没有标

准”, 就是他们的“标准”; “没有规范”, 就是他

                                                           
122   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 约公元前 490 或 480 年 

– 公元前 420 或 410 年), 是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智者派(sophists)的主要代表人物, 提出相对主义的著名

命题“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 著有《论神》等, 因被控

以不信神之罪, 著作被烧.  

们的“规范”. 然而, 若一个社会奉行“没有绝对

的绝对”, 再加上“没有标准的标准”, 有推崇

“没有规范的规范”, 很快就会落入无政府状态, 

众多的混乱与不稳定就会随之而来. 

 

这样的人生 , 这样

的社会, 真能满足人的渴

望 , 受到人的欢迎吗? 按

《明报》2010 年 12 月 16

日在网路上的报道, 美国

调 查 机 构 “ 马 里 斯

特”(Marist)发表报告指出, 

他们访问了 1,020 位美国

人, 其中近 39%认为语意

模棱两可的“whatever”最

令人讨厌(此英文字在中文

可译作“随便啦”、“怎样做都可以”). 这是它第

二年高居“令人讨厌用语”的榜首. 可见没有标

准、没有规范的人生, 绝不是令人快乐的人生. 

 

“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在无权威的阴霾

下建立新权威, 在无道德的脆弱基础上建立新

的道德标准  —  看重功效而轻视真理, 看重生

活而忘却生命, 看重视听而忽略文字, 看重资

讯而舍弃思考. 这些都是后现代的特征, 一步

一步转移人们的视线, 扬弃人类历史中许多积

累的宝贵经验, 仅以当下感官的满足和享受来

指导人生. 

 

面对后现代文化, 以及在这种文化下长

大的新一代, 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回到圣经里去, 

另一方面也要掌握他们的处境和思维方式, 从

而调校我们传讲圣言的方法, 让后现代信徒对

亘古常存的真道仍然保持开放的心, 敢于委身

真理, 从中寻着真正的满足.123  
 

(文接下期) 

                                                           
123   上文 D.1 至 D.3 主要改编自 赖若瀚著, 《食经

讲道》, 第 4-10 页. 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和特征, 我

们建议读者阅读城郭的“后现代主义与基督教信仰”, 载 

http://www.pcchong.com/post_modernism1.htm . 

http://www.pcchong.com/post_modernism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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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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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的事 (十) 
以色列国民复兴的时间 

 
(A) 为以色列国民所定的“七十个七” 

 上一期, 我们谈到以色列国民在主第二

次降临之时和之前的情况. 我们现在要看几处

提到这段时间的

经文 , 并讨论这

些将来必成的事.  

 

 我们已经

读过 但 9:24, 但

我现在要你更仔

细地阅读它: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 已经定

了七十个七(KJV: Seventy weeks). 要止住罪过, 

除净罪恶, 赎尽罪孽, 引进永义, 封住异象和预

言, 并膏至圣者.” 这里提到“七十个七”(seventy 

weeks). 翻译成“七”(weeks)的希伯来文简单的

意思是“七的一段时间”(a period of seven), 可

以是七天, 也可以是七年, 需要根据上下文来

决定其意. 在 创 29:27-28, 这字象征七年, 这里

无疑地也是如此. “七十个七”的明确意思是七

十个七年, 或作 490 年 [70 x 7 年 = 490 年].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 已经定了七

十个七”(但 9:24). 请注意, 这都是关于但以理

本国的民和圣城, 即犹太人和耶路撒冷. 召会

与这些预言完全无关.  

 

但 9:24 接下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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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者”或作“至圣所”).” 

这里是恩典的工作. 这里没告诉我们它会怎样

成就此事; 但现今, 我们从罗马书清楚知道它

如何成就, 就是借着神的羔羊主耶稣在十架上

受苦以至于死, 把罪过除去(止住), 引进永义. 

在新约圣经的明光照耀下, 这段经文的信息已

十分清楚明朗.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

路撒冷, 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但 9:25). 这

把我们带到尼希米

记(以斯拉属于更早

的时期 ). 我接受我

们圣经上参考栏目

所给的日期为正确

的,124 以斯拉的日期

为主前(公元前)536

年; 尼希米则是主前

446 年, 或比以斯拉迟

90 年. 在以斯拉记, 我

们读到下令重建圣殿
(神的家), 但到了尼希

米的时代 , 我们读到

下令重建圣城和它的
城墙 . 这日期从尼希

米记第 1 章开始, 即主前 446 年(编译者注: 有

学者认为此日期是主前 445 或主前 444 年). 

 

 在 但 9:25 接着说: “… 必有七个七和六

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街
带濠都必重新建造.” 这里我们看到这 490 年

被分成几个部分(三个阶段), 即: (1) 7 个七 (7 

weeks); (2) 62 个七 (62 weeks); (3) 最后 1 个七 

(1 week) [ 7 + 62 + 1 = 70 ].  

 

 首先是 7 个七 

(“…必有七个七”), 或

49 年 [7 x 7 年 = 49

年 ]. 这个日期 (主前

446 年减 49 年 = 主前

397 年)把我们准确地

带到玛拉基的时代 , 

日期为主前 397 年. 在神的计算方面, 这是一
                                                           
124   考德威尔所指的圣经是《纽贝里圣经助读本》, 

参  Thomas Newberry, The Newberry Reference Bibl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73), 第 357, 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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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日期, 因为它结束了神传达给以色列

国民的预言, 旧约圣经正典也因此完整了. 

 

 过后是 62 个七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

二个七”), 或 434 年[62 x 7 年 = 434 年]. 这(62

个七的结束)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骑着驴进耶路

撒冷城.125 身为以色列之君(Prince)和宝座的合

法继承者, 祂荣耀地进城(路 19:28-38).126   

 

 但 9:26: “过了六十二个七，那(或作: 

有)受膏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王的民

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冲没. 必有

争战, 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第一和

第二部分共计 69 个七 [7 + 62 = 69], 或 483 年 

[49 + 434 = 483]. 在那时 , 受膏者 (KJV:  

Messiah, 弥赛亚)将“被

剪除”  —  被钉十架、

被犹太国民弃绝, 所以

神便开始一个全新的

秩序. 作为整体国民的

以色列被置一旁; 受膏

者(即弥赛亚主耶稣死后复活)坐在天上至大者

的右边, 祂的恩典流到各国、各族、各民、各

方, 绝无偏待人.   

 

                                                           
125   有关主耶稣骑驴进城一事, 请参本文附录一: 主

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时, 是骑着驴还是驴驹? 
126   请参本文附录二: 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B) 第 69 个七和第 70 个七之间的间隔 

至于最后一个七又如何呢? 神有自己独

特的方法; 祂有时在预言中把两件事情放在一

起来谈, 但两者之间相距的实际时间却是很长

(换言之, 不是连续性的); 例如, 若我们比较 路

4:16-20 与 赛 61:1-2, 我们将会发现 赛 61:2 所

谓的“耶和华的恩年”(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路 4:19 译作“神悦纳人的禧年”)127与

“我们神报仇的日子”(the day of vengeance of 

our God), 两者之间有一个人类无法测定的间

隔(unmeasured interval), 相距大约 19 世纪了! 

由于有个间隔, 主耶稣朗读到“神悦纳人的禧

年”时, 就“把书卷起来”(路 4:20), 因为这事当

时应验了(编译者注: 主耶稣在 路 4:21 对众人

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但他不继

续读下去, 因为接下去所谓的“神报仇的日子”

还没应验, 还须等到超过 19 世纪的长时间).  

 

如果主耶稣接下去读 赛 61:2 的下一个

子句(clause, 指“神报仇的日子”), 祂就不能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神报仇的日

子”还未来到, 圣经也没告诉我们这日子要展

延多久, 没表明“神悦纳人的禧年”要延续多久. 

但“报仇的日子”临到时, 它将会是一段短时期. 

神的恩典丰盛, 延续如“年”(year), 但祂的报仇

却短暂如“日”(day). 这是神的方法. 当神要大

卫选择哪一种惩罚的方式时, 大卫决定让神为

他选择  —  国中七年饥荒, 或被敌人追赶三个

月, 或国中三日瘟疫  —  结果神选择最短的三

日(撒下 24:13-16).  

 

除非我们以新约的亮光来阅读这节经

文, 否则我们无法知道 赛 61:2 的两个子句之

间有一个插入语(parenthesis), 即有时间上的间

隔. 就在但以理预言的第 69 个七和第 70 个七

之间, 插入了整个现今时代(就是召会时代). 

                                                           
127   “神悦纳人的禧年”在希腊原文应该译作“耶和

华的恩年/禧年”或“主的恩年/禧年”. 这节的“神”一词在

希腊原文是 kurios {G:2962}, 意即“主”(Lord), 而 kurios 

一字常被用来称呼旧约的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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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队于主后 70 年 

攻陷和烧毁耶路撒冷城 

受膏者被剪除之后, 我们读到“必有一

王(“王”可译作“君”, KJV: prince)的民来毁灭

这城和圣所…”(但 9:26). 我们知道此事在历史

上已经发生. 耶路撒冷和圣殿在主后 70 年, 被

提多将军所率领的罗马大军毁坏了. 这也决定

了这位“将要来临的君王”(the coming prince)

的国籍身份. 此人就是所谓的兽(the beast), 那

复苏的罗马帝国之元首.128 这位“将要来临的

君王”(KJV: the prince that shall come)129一定

与那毁坏耶路撒冷城的国民同有一样的国籍.  

 

主后 70 年, 罗马人筑起壕沟(trench),130 

周围环绕耶路撒冷城, 并把壕沟倒满了水, 将

城四面困住, 正如

主耶稣自己所预言

的 (主耶稣在  路

19:43 说: “你的仇

敌必筑起土垒, 周

围环绕你”; 注: “土

垒”[KJV: trench]一

词原义是“壕沟”). 

接着 , 但 9:26 说: 

“必有争战, 一直到

底, 荒凉的事已经

定了”(但 9:26). 争战仍然不断发生, 耶路撒冷

城荒凉直到如今, 争战还会延续, 直到主再临

拯救他们(“必有争战, 一直到底”).131  

                                                           
128   考德威尔在此所说的“复苏的罗马帝国”(the 

Resuscitated Roman Empire)也常被称为“复兴的罗马帝

国” (the Revived Roman Empire). 
129   《和合本》没有译出 但 9:26 的真正意思, 只译

为“一王…来”; 此节原文可直译为: “…那将要来临的君

王(领袖)的人民必毁灭这城和圣所…” (英文直译: “... 

and the people of a coming prince shall destroy the city 

and the sanctuary…”, Jay P. Green, The Interlinear Bible: 

Hebrew-Greek-English, 第 691 页).  
130   主耶稣在 路 19:43 指着耶路撒冷城, 说: “因为

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KJV: trench), 周围环绕

你, 四面困住你.” 这节的“土垒”在希腊原文是 charax 

{G:5482}, 意思是“壕沟、栅栏”(trench). 
131   考德威尔于 1917 年归回天家, 而他离世时, 耶

路撒冷仍旧是荒凉的, 直到 1948 年以色列复国后, 耶路

撒冷才获得重建. 所以考德威尔写此篇文章时(在 1917

(C) 第 70 个七何时开始? 

第 70 个七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读到: 

“一七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但 9:27). 

这约显然是(将来那复兴的)罗马帝国之最高元

首与犹太领袖所立的盟约(league). 这最后一

个七, 或说七年的时期, 就从设立这盟约开始

算起. 这是正式承认犹太人为世上其中一个国

家(指完全拥有主权的国家, 包括承认以色列

有权处理耶路撒冷和建造圣殿一事, 编译者

按),132 此乃耶路撒冷被毁以来所没享有的特

权. 然而, 这盟约是把神排除在外的合约  —  

是“与死亡所立的约”, 是“与阴间所结的盟”(赛
28:18). 

 

在这件事上, 蒙拣选者(the elect, 指信靠

基督的犹太人)与此无关. 请翻到 赛 8:9-10, 我

们在那里读到信主的余民所持的立场和看法: 

“列国的人民哪, 任凭你们喧嚷, 终必破坏; 远

方的众人哪, 当侧耳而听! 任凭你们束起腰来, 

终必破坏; 你们束起腰来, 终必破坏. 任凭你们

同谋, 终归无有; 任凭你们言定, 终不成立; 因

为神与我们同在.”  

 

尽管有人同谋背叛, 但敬虔的余民看出

神与他们同在. “耶和华以大能的手, 指教我不

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 对我这样说: ‘这百姓说

同谋背叛, 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 他们所怕的, 

你们不要怕, 也不要畏惧. 但要尊万军之耶和

华为圣, 以祂为你们所当怕的, 所当畏惧的. 祂

必作为圣所, 却向以色列两家作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

罗. 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 而且跌碎, 并陷

                                                                                               
年以前), 耶路撒冷仍然荒凉, 而历史证明以色列复国独

立直到 2018 年的今日仍有战争(“必有争战, 一直到底”).   
132   值得留意的是, 以色列虽于 1948 年复国, 有了

独立自治的政府, 但它不受许多阿拉伯国家所承认. 在

处理耶路撒冷的事上, 以色列仍然没有真正主权, 例如

以色列已立法确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国的首都, 而美国

总统特朗普也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宣布耶路撒冷为以

色列首都, 但此举引发中东多国强烈反对. 2017 年 12 月

21 日的联合国 A/ES-10/L.22 号决议, 其结果显示世上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不赞成以色列和美国上述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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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第二章所预言的巨像

代表敌对神的世界帝国政体, 其

“半铁半泥的十个脚指头”(但

2:41-43)代表在末世将兴起的

“十国联盟”(复兴的罗马帝国) 

入网罗, 被缠住.’ 你要卷起律法书, 在我门徒

中间封住训诲. 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

耶和华; 我也要仰望祂”(赛 8:11-17).133 他们以

此为神摆出见证, 反对在他们那些日子所见的

不忠情况. 

 

我们借此看见世上万事所朝向的趋势. 

这 不 敬 不 虔 的 世 界 所 进 行 的 是 组 合

(association) 、 合 并 (amalgamation) 和 联 盟

(confederacies). 若

一个贸易联盟不

行, 就把多个贸易

联盟合并成更大

的联盟; 若一个国

家不行, 就把所有

国家联合成一个

国际性的联盟. 最

后, 罗马世界的所

有十个国度将会

联合在一个强大

元首的统治之下

(有者称之为“十国

联盟”, 但此“十国”

也可能指“十个区

域”, 编译者按), 那

眼睛蒙蔽了的犹

太国民也将与他

结盟, 签署那将毁

灭他们的盟约. 但

以理预言的最后一个七, 便是从那日算起. 当

所预言的事件发生时, 就可能算出还有多少年

日了.134 

                                                           
133   “以赛亚吩咐说, 忠心的门徒要把耶和华的话藏

起来, 直到历史记载它的应验. 先知要等候这时正疏远

祂百姓的耶和华, 也要仰望祂”, 引自《马唐纳注释》. 

值得注意的是, 赛 8:17 提到“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

家的耶和华”. 这里强调“雅各家”, 因为这七年的时期和

其中的灾难主要是针对“雅各家”(而不是召会), 所以七

年灾难也称为“雅各遭难的时候”(耶 30:7).  
134   例如“一七之半”毁约时, 就知道还剩下三年半

的时间了(注: “一七之半”表示七年的一半, 即三年半). 

 现今的我们无法算出还有多少年日 . 

“耶和华的恩年”或作“神悦纳人的禧年”是神

宽容人的时间, 圣经没说明它的日期或时间

(正如主耶稣基督在 徒 1:7 所说: “父凭着自己

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

的”). 不过, 当这恩年(恩典时代)结束时, 还剩

下多少年日就不难计算了.  

 

 最后一个七年所发生的事件是重大的. 

只有那些靠信心站出来反对此盟约的人(注: 

这些人不是召会的基督徒[因他们全部早已被

提了], 而是真正信靠神的犹太人), 才得着主的

悦纳和赐福. 其余的犹太人已被卷入那可怕的

涡流  —  领受兽的印记(即 666 , 启 13:18), 与

拜兽者一同被定罪, 最终被毁灭.  

 

这陷阱或罗网已

设在世上. 要避免被世上

的贸易联盟或合作计划

所缠住, 实在是难而又难. 

然而, 在这一切考验和困

境下, 分别为圣的道路是

唯一安全之路. 世上种种

的合并计划, 强调除了加入联盟, 否则不能有

所交易. 这是完全不义的, 快速地为将来的压

迫预备道路; 将来的人必须接受兽印, 否则无

人可做买卖(启 13:16-17).   

 

(D) 第 70 个七何时开始? 

在未结束我们的题目前, 让我们看 但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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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毁坏可

憎的(或作: 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 并且有忿怒

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 倾在那荒凉之地), 

直到所定的结局.” 对于“一七之内”, 我认为这

就是 但 9:24 的 “预言性重要时期”(prophetic 

epoch)的最后一个七, 第 70 个七. 因此, 就如其

他的七, 这七是指七年的时期. 

 

“一七之半”一定是七年的一半, 即三年

半. 这等于 42 个月, 若以日子来算, 共计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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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按预言性经文或所谓的“先知年”来计算, 1

年通常是 360 日). 此外, 一年有时也称为“一

载”, 启 12:14 所谓的“一载二载半载”, 简单来

说就是指“三年半”的另一种说法. 圣经用四种

不同的说法, 来命名这著名的“预言性时期”. 

 

1) 三年半, 或一七之半 (但 9:27) 

2) 42 个月 (启 11:2; 13:5) 

3) 1,260 日 (启 11:3; 12:6) 

4) 一载二载半载 (启 12:14) 

 

这一切正如你所见的, 是清楚明确和准

确无误的. 在一些引起哗然的预言期刊, 或可

能在多册博学的书籍, 或可能由显赫的天文学

家所写的小册子

等等, 你发现有人

宣称能计算出主

何时再临, 外邦人

的日期何时结束. 

这些通常都是根

据一些数字如 但

8:14 的“二千三百

日”  —  然后把一

日当作 1 年 360 日来计算; 又或者根据 但

12:12 的 “一千三百三十五日”, 并同样以 1 年

360 日来计算. 这一切计算都证明是假的; 人

预测许多的日期, 但这些所谓“主再来”的日期

都已过去了, 所预言的事件并没发生. 

 

这问题的主要错误在于它们都有一个

错误的假设  —  神已启示有关现今时代(指召

会时代), 即这间隔时期的“恩年”何时结束. 这

间隔时期是从召会的诞生开始(并以召会被提

为结束). 但我们满足于神并没启示有关这方

面的日期或时间. 如果有关主再临的日期, 或

说以色列国复兴的日期(徒 1:6)可以计算出来, 

主耶稣岂不是在祂那个时代(指祂在地上的日

子)计算出来了吗? 难道现代的天文学家能比

我们的主具有更强的洞察力? 如果神在这方面

有所启示的话, 主耶稣自己为何会说: “但那日

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 子也不知道, 惟有父知道”(可 13:32). 由于

在这方面没有神的启示, 主劝勉我们说: “你们

要谨慎, 警醒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

时来到”(可 13:33). 

 

无论如何, 当大部分的犹太国民与十国

联盟的最高领袖签署盟约时(那时犹太人在巴

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已有众国公认的特权地位), 

从那日起, 犹太人当中的敬虔者, 就能够准确

计算他们受苦的时期何时结束(因他们知道有

七年之久), 就是在他们的弥赛亚主耶稣从天

降临、荣耀显现之下, 结束了一切灾难. 

 

“从除掉常献的燔祭…”(但 12:11). 我们

从 但 9:27 学到, 此事发生在“一七之半”(即七

年的一半 = 三年半). 但 12:11 接下去说: “并设

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 必有一千二百九

十日.” 换言之, 就是三年半(1,260 日)过后的第

30 日. “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 那人便为有

福”(但 12:12). 对于遭受迫害的以色列余民, 这

是蒙福的时刻, 就是他们伟大的救主将要显现, 

释放被压迫之人, 使他们永享自由, 并以祂降

临的荣光毁灭祂的敌人.  

 

对于我们这群蒙主救赎之人(指基督徒), 

我们并非看向耶路撒冷, 仰望主救赎我们脱离

灾难. 我们的期望不是属世的地上, 而是仰望

天上的各样福气 . 

“我们却是天上的

国民, 并且等候救

主, 就是主耶稣基

督从天上降临. 祂

要按着那能叫万

有归服自己的大

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祂自己

荣耀的身体相似”(腓 3:20-21). 

 

我们现在拥有的特权, 就是分担主的凌

辱、祂的受苦、祂的被拒, 并成为庄稼的收割

者. 这庄稼是主耶稣借着十架的痛苦与黑暗, 

用爱心撒下的种子所带来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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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基督徒的主要任务, 不是要修补世

界, 或使世上国民变得更好, 而是与主耶稣保

持密切交通. 祂从各族各民中, 呼召与聚集一

群百姓归入祂的名, 以此成立了召会, 就是祂

的身体, 而祂就是这身体的元首, 掌控一切.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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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主耶稣进耶路撒

冷城时是骑着驴还是驴驹? 

 

 在回答此问题以前, 

让我们仔细阅读马太福音

和马可福音的记载.  

 

太 21:2: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

对面村子里去, 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 还有
驴驹同在一处; 你们解开, 牵到我这里来.” 

太 21:5: 要对锡安的居民(原文作女子)说: 看哪, 你

的王来到你这里, 是温柔的, 又骑着驴,  就是骑

著驴驹子. 

太 21:6: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太 21:7: 牵了驴和驴驹来,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可 11:2: (主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一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 是

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 牵来.” 

可 11:4: 他们去了, 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

上, 就把他解开. 

可 11:5 在那里站着的人, 有几个说: “你们解驴驹

做什么?” 

可 11:6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 那些人就任凭

他们牵去了. 

可 11:7 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

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按照马可的记载, 门徒把驴驹(指小驴子)解

开, 带到主耶稣那里. 幼小的驴驹原本是跟着母驴,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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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of the Restoration” (Chapter 10), 载 John R. Cald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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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tions, 1983), 第 92-104 页.  

只是门徒来时, 仅看到一只小驴驹绑在门外街道上, 

于是把它解了去. 很可能在附近的母驴听见自己的

小驴驹被牵走时发出的哀鸣声, 就紧紧地从后头跟

了上来. 所以马太在记录这起事件时, 说母驴随着

小驴驹一起被带到主耶稣面前.  

 

 为何马可只记载一只呢? (注: 只记载小驴

驹) 因为当时门徒回答那些问他们“解驴驹做什么”

的人时, 只有一只小驴驹在场. 至于那只母驴, 有可

能被拴在附近喂食, 只是圣经没有清楚说明(注: 母

驴应该就在不远的地方, 因 

太 21:2 说“看见一匹驴拴在

那里, 还有驴驹同在一处”). 

可 11:4 记载小驴驹是被“拴

在门外街道上”, 我们可以想

象, 门徒刚到那里时, 只看

到小驴驹, 过后才看到在附

近的母驴(注: 街道上人来人

往, 所以门徒一开始时只看

到小驴驹, 没注意到就在附近的母驴). 当小驴驹被

牵走时发出哀鸣声, 在附近的母驴就要过去, 相信

当时有人基于同情, 就把拴住的母驴解开, 让它陪

伴小驴驹跟着门徒走.  

 

 主耶稣是骑在哪一只驴的上面呢? 答案是

在小驴驹上面! 因为这驴驹是主耶稣亲口吩咐门

徒找来的(可 11:2). 由于这只小驴驹从没让人骑过, 

也可能没有远离过母驴, 所以要被门徒牵走时, 难

免会受到惊吓, 或显得有点恐惧. 我们不难想象小

驴驹那种彷徨失措的情绪, 所以那里的人和门徒让

母驴陪着小驴驹一同去到主耶稣那里, 也是合情合

理的. 最后, 正如洪鼎翀所指出, 马太不是去解小驴

驹回来的人, 当时他正与主耶稣同在一起, 从他视

觉的角度, 只看到母驴和小驴驹一起被带到主耶稣

面前 , 于是

照事实直述

吧了 . 简之 , 

马太福音与

马可福音的

记载并没冲

突或矛盾之

处.136 

                                                           
136   以上附录参考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

二集) 》(柔佛新山: 人人书楼, 2010 年), 第 249-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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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为以色列民

认罪祷告, 结果领受

“七十个七”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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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A) 简介 

所谓的“七十个七”(它

在希伯来文读作 Shâbu‛im 

Shib‛im ; KJV: seventy weeks ; 

或译“七十周”)是取自但 9:24-

27. 天使加百列向先知但以理

说明, 这“70 个七”是神为祂的

选民国(指以色列国民)所定

的计划. 因此, “70 个七”的预

言是有关以色列人的, 而非外

邦人或召会. 我们将从以下几

点了解“70个七”的意义. 

 

 

(B) “70 个七”的目的 

 正如马有藻指出, “定”(希伯来文: hatak )意

即“刻划、设计”, 指神定了一个计划, 这计划需要

70 个七(70 x 7 = 490 年)才能完成. 这设计共有六

大目的, 分为二组. 前三个是消极性、反面性、除

净性, 涉及除去不合神旨意的事 . 后三个为积极

性、正面性、建设性, 涉及合乎神旨意之事的成就. 

前三个在主第一次来临时决定性(非完整性)地完

成, 后三个在主第二次来临才应验, 如潘特科斯(J. 

D. Pentecost)所言, 前三个目的与赦罪有关, 后三个

目的与国度(kingdom)有关. 严格说来, 前三个目的

是预告基督的代死, 后三个目的是预告基督代死的

功效. 让我们细察这六大目的:  

 

1) 止住罪过 : “止住 ”一字 (希伯来字根 kala 

{H:3607}, 意即“拦阻”; 或 kalah, 意即“停止”, 

如中文圣经《和合本》所译)非完全消失之意, 

因主第一次降世后, 世界仍有罪过出现, 所以

“拦阻”的意思较为适合. 这里说明 70 个七的首

要目的是为了阻止罪的蔓延, 犹如圣灵后来在

地上的工作, 叫多人归主.   

2) 除净罪恶: “除净”(字根 hatam {H:2856}, 意即

“完成、消除”)罪恶, 指在 70 个七这段期间内, 

罪必会被消除. 主耶稣在十架上“除去世人的

罪孽”(约 1:29). 

3) 赎尽罪孽: “赎尽”(希伯来文 kapar  {H:3722}, 

意即“遮盖”)罪孽, 指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注: 

这六大目的的前三个皆与罪有关; 只要当罪的

问题得到解决, 接下来的三个目的才有望实现

(注: 会在将来千禧年国度时全面实现).137 

4) 引进(或作“彰显”)永义: “罪”的反面是“义”, 罪

除净后, 义要进入, 使人成义. 但永义必在主耶

稣第二次降临、在地上建立国度后才能应验

(参 赛 11:2-5; 耶 33:15-18). “永义”也可译作

“万世之义”, 即万世期待在国度内实现的义. 

5) 封住异象和预言 : “封住”(希伯来文 : hatam 

{H:2856}, 意即“停止、完成”)所有启示性的异

象和预言, 或作“预言性之异象”(编译者注: 预

言性的异象在启示录写完时就停止, 但有关弥

赛亚国的异象及预言需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

次再来, 建立一千年的弥赛亚国时才完全应验). 

6) 膏至圣所/至圣者: “膏至圣”(希伯来文: qodesh 

qadashim {H:6944, H:6944}, 直译为“至圣”[the 

most holy] ); 有学者将这“至圣”解作: (a) 圣殿

(如  N.W. Porteous); (b) 天上的耶路撒冷(如

Leupold); (c) 基督的一生(如唐佑之); 但这字句

在旧约中只有一次可能用在人身上(代上 23:13; 

编译者注: “用在人身上”这看法事实上也备受

争议),138 其他均指物件(例如 出 29:37)或地点

(例如 结 43:12). 因此, 此处应是指圣殿的内殿

                                                           
137   马有藻表示, 前三个目的论及人多方面的罪行. 

“罪过”(希伯来文: happesha {H:6588}), 指超越神吩咐的

罪行; “罪恶”(希伯来文: hatta’ot {H:2403})是离开神心

意的罪行; “罪孽”(希伯来文: ‛avon {H:5771})是从内而

外的罪愆. 这三种罪行(代表一切罪)在主耶稣第一次降

临时便蒙解决,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舍命(参 

约 1:29; 启 1:5; 来 10:12-14 等等), 为罪人广开救恩的门. 

彼得斯(G. N. H. Peters)称, 罪的消除就是国度建立的基

础, 国度能建立, 全因罪被对付清楚. 这样, 前三点就为

后三点铺路. 马有藻著, 《异梦解惑者  —  但以理书诠

释》(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4 年), 第 139 页. 
138   有不少学者与译本将 代上 23:13 的“至圣”(the 

most holy)视为至圣之物或至圣所; 例如《和合本》译

作“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 好分别至圣的物, 在耶和华

面前烧香、事奉祂”; 《新译本》译作: “被分别出来, 献

上至圣之物…”; 《现代中文译本》译作: “被选派永远

管理圣物…”; KJV、NKJV 和 ASV 译作: “that he should 

sanctify the most holy things…”; NIV、ISV 和 NRSV 译

作: “to consecrate the most holy things (至圣之物)…”; 杨

氏直译为(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Aaron is 

separated for his sanctifying the holy of holies (至圣

所)…”. 注: NASB 译作: “was set apart to sanctify him as 

most holy…”, 但把人性的祭司译作“至圣”有欠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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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地方, 而非如中文圣经《和合本》译作“至

圣者”, 指人). 故此, “至圣所”这词于此暗指主

耶稣基督再来后, 圣殿必会重建的情形(参 赛

66:20-21; 耶 33:15-18; 结 37:26-27; 40-46 章; 

亚 14:16-17 等). 圣殿(包括至圣所)重建是敬虔

犹太人极崇高的盼望, 天使加百列便将这盼望

“至终成为确定的实现”预告出来. 当至圣所被

膏的时候, 那地方必分别为圣, 成为主耶稣在

地上执掌王权、安设宝座的所在地 . 在那里, 

主耶稣以其王权引进永义, 以永义建立真正的

“太平天国”, 并延伸至永远. 

 

 有关“70 个七”的目的, 其中后三点在历史

上还未应验, 主降生在世的那段日子也无应验, 因

永义不能在地上实

现 , 很多启示与预

言在主降世后仍继

续赐给主的门徒 , 

至圣所并无膏立 , 

甚至在主后 70 年

遭罗马兵毁灭 , 所

以后三点的一切需在主第二次降临地上时, 方能完

全应验. 到那时, 连前三点也会同时完全成为事实. 

 

(C) “70 个七”的解法 

 对于但以理书的“70 个七”(但 9:24-27), 读

者会发现互联网上有几种不同解法, 许多是误解或

曲解. 为了正确解释这段经文, 我们列出关键的七

大问题, 并逐一分解: 

 

1) 这段经文所谓的“七”(weeks)是指什么? 

2) 我们应该用哪一种日历来计算这个“七”? 

3) 这“70 个七”的起点是什么? 如何计算? 

4) 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两个君王(princes)是谁? 

5) 谁是第 26 节的“一王的民”?  

6) 这段经文所论到的三个主要时期是什么? 这三

个时期里个别发生什么事? 

7) 第 69 个七和最后一个七之间是否有“间隔”? 

 

 

(C.1)  这段经文所谓的“七”(weeks)是指什么? 

 关于“70 个七”这数字, 圣经学者们有不同

解法. 根据马有藻, 主要解法有三: (1) 象征解释法

(如邝炳钊、张永信、H. C. Leupold); (2) 半象征解

释法(如唐佑之、E. J. Young); (3) 字意解释法(如

Robert Anderson 、 Harold W. Hoehner 、 H. A. 

Ironside、William MacDonald、Warren Wiersbe、J. 

C. Whitcomb、L. J. Wood、Jim Allen 等等). 

 

 “70 个七”的“七”(希伯来原文 : Shabu‛im 

{H:7620}, 意即“七份”)139是时间的单位, 原文可指

“日、周、月或年”, 需视经文的文法用语而鉴定其

意,140 但所有标准希伯来文圣经字典(如 BDB、

Gesenius、Zorell & Semkonsvski)皆将 但 9:24-27

中的这字解作“年”(year). 犹太经典 Mishnah 的用

语上, 是以“年”为单位(Baba Metzia 9:10; Sanhedrin 

5:1). 总之, 这数字不能作“象征意义”解释, 因为:  

 

1) 在但以理书第 9 章里, 但以理一直在想着字面

意义的年代数字, “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

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 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
数, 七十年为满”(但 9:2). 

2) 若非以字意解释为标准, “七十个七”分为三段

时期的分法便绝无意义, 因为 70 个七是按字

面意义分成三段: 70 = 7 + 62 + 1). 

3) 三段时期的分法是指定性的、有始有终的(例

如关于第一和第二段时期, 但 9:25 说: “从出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 必

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若“七十个七”非字

意用途, 这种定期分法便是多余的. 

4) 只有以“年”作单位, 才能在历史上产生意义, 

否则“七十个七”的三分法便毫无准绳, 意义全

失. 试想, 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

的时候, 只得 69 日、69 周或 69 月, 是绝不可

能的 (注: 若以“日”为单位, 490 等于 1 年又 4

个月; 若以“周”为单位, 那就只等于 9 年半. 换

言之, 若以日、周或月为单位, 我们无法在历

                                                           
139   根据王正中所著的《圣经原文字典》, “七”(希

伯来文 : shâbhûa‛ {H:7620})意谓 “七个的、为期七

(天、周、年)、一周、七七节”, 在旧约中出现 20 次, 最

多被译作“七”(9 次), 其次“七七”(5 次), 也译作: 七日(4

次)、节令(1 次)、七日(1 次). 这字在创 29:27-28 两次被

用来指“七年的一周”(week of 7 years). 注: 创 29:27-28

原文直译为“满了这位(指拉结)的七( shâbhûa‛ , 即七

年), 我们将把这另一位给你, 因为你服事我另一个七年.  

雅各就如此行, 他满了这位(指拉结)的七( shâbhûa‛ , 即

七年), 他就把他的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  
140   以色列/犹太历法不单以七日为一周(week of 7 

days, 正如在 出 23:12), 也以七年为一周(week of 7 years,

正如在 创 29:27-28), 也请参 利 25:3-4,8-10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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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看到 但 9:24-27 所描述的种种历史事件, 

如圣城重建、受膏君主耶稣的呈现、受膏者

主耶稣被剪除等等). 

 

 我们有很好理由相信这里的“七”是指七年. 

因为在这章的开始, 但以理一直盘算着“七十年”被

掳的期限, 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年”上(但 9:2). 坎贝

尔(D. K. Campbell)说, 但以理视以色列 70 年被掳

期是因选民以色列人废弃、没有遵守 70 个安息年

而导致的(注: 他在祷告中多次强调以色列人没有

遵行神的话, 但 9:5,6,10,11,14; 也参 代下 36:21; 利

26:34-35; 安息年是 7 年 1次, 70 个安息年 = 70 x 7 

= 490 年). 换言之, 以色列民在过去 490 年内没有

按神的吩咐去遵守安息年, 所以神将向他们追讨他

们所欠 490 年的“安息年债务”. 故此, 神启示但以

理, 未来也有 490年,  神会在以色列民身上完成祂

这方面的计划. 简之, 这里的“七”显然是指七年. 

 

 

(C.2)  我们应该用哪一种日历来计算这个“七”? 

 基本上, 有两种日历或历法(calendar)需要

考量: 第一种日历名为“公历”(Gregorian Calendar, 

也称“格列高利历”). 公历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
(Pope Gregory XIII, 1502-

1585) 对 “ 儒 略 历 ”(Julian 

Calendar)进行修订后 , 于

1582 年颁行的历法, 即目

前全世界通用的阳历(solar 

calendar). 此历法将 1 年分

为 12 个月, 或 365 天, 而每

4 年 1 次的闰年(leap year)

则是 366 天.按公历计算, 1 年是 365 天.  

 

第二种日历是犹太历法(Jewish Calendar).

此历法采用“先知年”(prophetic year, 或译“预言的

年份”). 按此日历计算, 1 年是 360 天. 圣经第一本

书创世记就是采用这种历法, 创 7:11 说洪水于 2

月 17 日来临, 创 8:3 说洪水过了 150 天便渐消(也

参 创 7:24), 下一节(创 8:4)就表明是 7 月 17 日.141 

此外, 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也清楚表明 3 年半

(“一载二载半载”, 启 12:14; 注: “载”意即“年”, 所

以“一载二载半载” = 1 年 + 2 年 + 半年 = 3年半)

                                                           
141   从 2 月 17 日直到 7 月 17 日共过了 5 个月, 若

以 1 个月有 30 天来计算, 正好是 150 天(5 x 30 = 150). 

也可算为“1260 天”(启 12:6)或“42 个月”(启 11:2; 

13:5). 只有当我们以 1 年为 360 天, 3 年半才是

1260 天 (3.5年 x 360天 = 1260 天). 由此可见, 正

如艾伦(Jim Allen)所指出, 圣经清楚表明这种阴阳

年(luni-solar year)是 1 年 360 天, 正如一个圈有

360 度. 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即 490 年, 必须用这

阴阳年(或作先知年, 即 1 年 360 天)来计算. 有趣

的历史事实是, 巴比伦人在他们的文献记录里也采

用相同的 1年 360 天.142    

 

 

(C.3)  这“70 个七”的起点是什么? 如何计算? 

(a)   “70 个七”的起点 

但 9:25 说: “从出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

受膏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

和六十二个七.” 问题是: “出

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哪

一条谕令(命令, decree)? 历

史上波斯王数次发出有关重

建耶路撒冷的谕令, 学者们

选择不同的出令日期作“七

十个七”的起点(beginning point), 主要有四个谕令: 

 

1) 古列/居鲁士的谕令(Decree of Cyrus, 主前 538

年 / 539 年, 参 代下 36:22-23; 赛 44:28; 45:13; 

拉 1:1-2; 6:1-5). 支持这看法的学者有: E. J. 

Young; J. G. Baldwin; R. K. Harrison. 波斯王古

列(居鲁士)的这项谕令授权所罗巴伯带领第一

批被掳的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 但此谕令只关

于重建圣殿(拉 6:3-5), 不涉及重建耶路撒冷城. 

2) 大利乌的谕令(Decree of Darius Hystaspes, 主

前 520 年, 参 拉 6:6-12). 大利乌这项约在主前

520 年所发的谕令, 是为要重申先前古列(居鲁

士)的谕令, 以恢复重建圣殿的工作(注: 建殿停

工于主前 535 年, 直到主前 520 年恢复重建, 

停了 16 年左右). 大利乌的这项谕令与先知哈

该和撒迦利亚的事奉有关, 只关于重建圣殿(拉

6:7,8,12), 故与重建圣城无关. 

3) 亚 达 薛 西 的 谕 令 (Decree of Artaxerxes 

Longimanus, 主前 457 年 / 458 年, 参 拉 7:11-

26). 支持这看法的学者有: L. J. Wood; G. L. 

                                                           
142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Cookstown, N. 

Ireland: Scripture Teaching Library, 2013), 第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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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er. 这谕令授权以色列带领第二批被掳的

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 可是这谕令也只关于圣

殿和殿中的敬拜(拉 7:13-19), 无关于重建圣城. 

4) 亚达薛西的另一谕令 (Decree of Artaxerxes 

Longimanus, 主前 445 年,143 参 尼 2:1-8). 支持

这看法的学者有: Sir Robert Anderson; J. C. 

Whitcomb; B. K. Waltke; H. W. Hoehner. 这谕

令授权尼希米带领第三批被掳的犹太人归回

耶路撒冷, 重建圣城的城墙(尼 2:7-8), 并在 52

天就完工(尼 6:15). 

 

“70 个七”的起点是什么? 神知道现今的我

们会遇到这个难题, 所以早已在 但 9:25 提供我们

答案  —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即重建耶路

撒冷城. 当我们仔细查验, 我们发现以上第一至第

三项谕令都是关于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 而非圣殿, 

唯有第四项谕令  —  波斯王亚达薛西于主前 445

年重建圣城的谕令  —  符合上述条件. 换言之, 若

要正确地计算“70个七”, 必须以此为起点.144  

 

(b)   “70 个七”的算法 

 不少圣经学者相信, 但以理书的“70 个七”

应该按字面解释, 也能以数学来计算. 安德森爵士

(Sir Robert Anderson, 1841-1918)最先以精确的计

算, 证实圣经预言何其准确可信.145 他的算法如下: 

                                                           
143   尼希米记首两章指出, 亚达薛西作王第 20 年, 

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指出此日是主前 445 年 3 月

14 日.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上》, 第 311 页. 
144   马有藻指出, 这谕令(命令)是 69 个七的出发点, 

其结束点是受膏者被剪除, 所以谕令的选择必须正确, 

却不困难, 因受膏者既在主后 30 至 33 年内被剪除, 那

么只有主前 445 年的谕令才符合 69 个七(483 年)的时

间. 马有藻著, 《异梦解惑者》, 第 143-144 页. 
145   曾多年在奉主名聚会(俗称“弟兄会”, Brethren)

的安德森爵士(Sir Robert Anderson)是最早提出这计算

的人. 他是英国著名的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大

城 市 警 察 厅 副 厅 长 (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Metropolitan Police)和刑事调查局主任 (Chief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多年从事刑事调查

工作使他精于细察与考究复杂的资料. 由于具备勤读细

查的态度、明察秋毫的观察力, 他准确地算出“69 个七”

的日期. 他在所著的《批判学家穴中的但以理》(Daniel 

in the Critics’ Den)一书中, 证实但以理书的“69 个七”是

从主前 445 年(亚达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 尼 2:1; 

a)   犹太历法 (Jewish Calendar, 1 年 360 天) 

- 70 个七 = (7 个七) + (62个七) + (1 个七) 

- “69 个七”已发生; “1 个七”将在未来发生 

- 这“69 个七”共有 483 年 (69 x 7 = 483),  

  或计有 173,880 天 (483年 x 360 天) 

 

b)   公历(Gregorian Calendar, 1 年 365天) 

 亚达薛西王 20 年尼散月 1 日(尼 2:1,下令重建

圣城) = 主前 445 年 3 月 14 日 

 但 9:25 记载: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

有受膏君的时候, 必有 7个七和 62 个七”, 表明

到了 69 个七时, “受膏君”基督必出现(文中暗

示出现在重建的耶路撒冷). “过了 62 个七, 那

受膏者必被剪除”(但 9:26), 暗指“受膏君”出现

在耶路撒冷后, 必被杀害剪除. 

 安德森指出, 从主前 445 年 3 月 14 日算起, 经

过“69 个七”, 即加上 173,880 天, 刚好就到主后

32 年 4 月 6 日, 此日正是尼散月 10日(星期日), 

也就是耶稣基督(但以理所预言的“受膏君”)荣

耀地骑驴进耶路撒冷之日(路 19:28-40),146 从

这日起, 祭司长和文士计划杀害祂(路 19:47), 

并在数日后将祂钉在十架上. 

 按安德森的计算: 

- 主前 445 年至主后 32年 = 476 年147 

或 = 173,740 天 (476 年 x 365 天) 

-  3 月 14 日至 4 月 6 日(犹太人的算法可包括前

后两日在内, 即 14 日也算一天) = 24 天 

-  以每隔四年一闰来算(闰年有 366 天, 多出一

天), 这 476 年期间总共多出 116 天  

因此, 173,740 + 24 + 116 = 173,880 天148 

                                                                                               
5:14)至主后 32 年(主耶稣基督这位“受膏君”进入耶路

撒冷, 太 21:1-10). 他以犹太历法和公历的计算法(包括

考虑闰年、纠正不同日历所产生的误差等)证实了主前

445 年至主后 32 年共有 483 年, 或 173,880 天(483 年 x 

360 天 = 173,880 天), 当这个天数满足, 基督就进耶路撒

冷城, 过后被杀害(剪除), 应验了 但 9:26 的预言.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Things that Differs (Amainthakarai, 

Madras: Amainthakarai Gospel Hall, 1995), 第 78-79 页.  
146  主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意味着他正式以

“受膏君”的身份呈现在以色列民面前 , 故百姓以迎接

“弥赛亚君”(受膏的君王)的口吻高唱:“和散那, 奉主名

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可 11:9). 
147   主前 445 年加主后 32 年应等于 477 年, 但若计

算主前(B.C.)到主后(A.D.)须扣除 1 年(因主前 1 年至主

后 1 年并非 2 年而是 1 年), 故等于 4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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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Robert Anderson 

 安德森爵士证明了这“按公历计算出的天

数”与“按犹太日历计算出的天数”准准相同(都是

173,880 天), 一天也不差! 149 这证明神的预言何等

的精细准确、何其的可靠可信! 威明顿博士(H. L. 

Willmington)评述道: “显赫

的英国学者和圣经学者安德

森爵士将头两期(第一和第

二阶段)化为准确的日数(即

173,880 日). 他将 483 年(头

两期的总年数, 即 69 个七)

乘以 360 天 , 所以共计

173,880 日(即 483 x 360 = 

173,880). 安德森指出, 若由

主前 445 年 3 月 14 开始往

前数, 刚好停在主后 32年 4 月 6 日. 那天正是耶稣

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当主说以下的话时, 心中必定

想着但以理的预言: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KJV: in 

this thy day),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现在

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路 19:42). 当然, 法

利赛人也在这天计划谋害基督(路 19:47).”150 

 

 值得注意的是: 安德森亦指出, 若计算主前

/公元前(B.C.)到主后/公元(A.D.), 我们必须扣除 1

                                                                                               
148   Robert Anderson, The Coming Princ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57), 第 127-129 页. 注: 此

书是 1957 年第 10 版的再版本(reprinted 1957 from the 

tenth edition). 它最先于 1881 年由伦敦一家出版社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出版, 可见安德森爵士早

在 19 世纪时就提出这精确的计算法, 是此算法的先驱.  
149   安德森所著的《将要来临的君王》 (The 

Coming Prince, 1882)获得各界好评 . 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约翰 .瓦沃德博士 (Dr. 

John F. Walvoord)评论道: “这是一本解释但以理书的一

流经典著作, 特别论及第 9 章的预言. 此书多年来被公

认为这方面的权威著作, 常被引述, 在讲解但以理书的

七十个七方面有新颖独创的见解… 若要明智地研究预

言, 此书是每位牧师和平信徒书架上所不可少的.” 弗雷

德里克 .塔福特博士(Dr. Frederick A. Tatford)也表示 : 

“在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和相关的课题上, 此书解释得

最好.” 《浸信会见证》 (Baptist Testimony)亦同样表扬: 

“罗伯特·安德森爵士乃巨人中的巨人, 他所写的一切都

值得保存在藏书室的书架上. 此书讨论但以理书的七十

个七, 和将要来临的敌基督, 被公认为这题目的权威著

作.” 简之, 此书是喜欢研究预言的读者所不可少的. 
150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上》, 第 311页. 

年, 因为从主前 1 年(B.C.1)到主后 1 年(A.D.1)并非

2 年, 而是 1 年. 他说: “主前 1 年该被描述为主前 0

年, 此乃天文学家的算法, 他们描述主前 445 年这

历史日期为 444.”151 因此, 今日也有一些学者称亚

达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的日期为主前 444

年, 并指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城的日期是主后 33

年 (例如 Dr. Harold W. Hoehner 152、 J. Dwight 

Pentecost153、Alva J. McClain154等).155 虽然所用的

年代和日期稍有不同, 但所得的结论却是相同  —  

从亚达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 直到基督光荣

地进入耶路撒冷城, 共计 173,880 日, 或 483 年, 总

共“69 个七”. 

 

 

(C.4)  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两个君王(princes)是谁? 

 但 9:24-27 这 4 节经文中, 共有两次提到希

伯来字 nagiyd {H:5057}, 中文圣经《和合本》将

之分别译作“君”(但 9:25)和“王”(但 9:26), 但英文

圣经往往一致地把这两处经文的 nagiyd 一字译作

“prince” (KJV、NKJV、Darby、NASB、NRSV、

ASV 、 ESV 、 NET) 、 “leader”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ruler” (NIV)或“Commander” (ISV).  

                                                           
151   Robert Anderson, The Coming Prince, 第 128 页

脚注. 也参此书第 124 页的内容和脚注. 
152   赫拿博士(Dr. Harold Hoehner)写道: “将 69 乘

七年再乘 360 日, 得出的总数是 173,880 日. 主前 444 年

至主后 33 年 , 相隔了阳历 476 年 . 将 476 年乘以

365.24219879 或 365 日 5 小时 48 分 45.975 秒(1 年有

3651/4日), 得出的总数是 173,855 日 6 小时 52 分 44 秒

或 173,855 日. 换言之, 需要在主前 444 年至主后 33 年

相隔的 476 年之外, 再加上 25 日. 由(主前 444 年)3 月 5

日再加上 25 天, 就是(主后 33 年)3 月 30 日, 也就是主

后 33 年的尼散月 10 日. 这日正是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

冷的日子.” Harold Hoehner, Chr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Life of Chris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7), 第

138 页, 摘自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

证主协会, 2004 年简体字版), 第 273 页. 
153   J. Dwight Pentecost, “Daniel”, in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Wheaton: Victor Books, 1985), 

第 1362-1363 页.   
154  Alva J. McClain, Daniel’s Prophecy of the 

Seventy Week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9).  
155   这三位学者皆认为亚达薛西王下令重建耶路撒

冷城的日期是在主前 444 年 3 月 5 日, 而耶稣基督进入

耶路撒冷是在主后 33 年 3 月 30 日. 详情请参上述赫拿

(Hoehner)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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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文 nagiyd 可指政治或军事上的领

袖、军长、君王或统治者. 但 9:25 的 nagiyd 被称

为“弥赛亚君”(the Messiah the Prince), 无疑是指主

耶稣基督(注: 基督意即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 

而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正是受膏者的意思). 至于 

但 9:26 的 nagiyd , 他被称为 “将要来临的君

王”(KJV: the prince that shall come; 注: 这节“一王

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原文直译为“那将要来

临的君王[领袖]的人民必毁灭这城和圣所”). 此人

究竟是谁? 贝克(James R. Baker)写道: “我们必须

留意到, 这位君王没有参与第 26 节的行动, 他只是

当经文形容这民时被提及.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 第

27 节描述他的行动, 表明他强烈敌对神的子民, 使

神的圣所被污秽, 成荒凉. 基于这点和其他考量, 我

深信这位‘将要来临的君王’就是 帖后 2:3-8 的‘大

罪人’, 也是 启 13:1-10 的第一头兽, 还有很多其他

的名. 他会有罗马的血统或家系(Roman parentage), 

因这点与第 26 节的‘民’(the people)有关. 这节是指

主后 70 年, 罗马人在提多皇帝(注: 他当时还是将

军)的率领下, 毁灭耶路撒冷城. 第 26 节也见证说

圣所被劫掠一空. 耶路撒冷成为荒凉毁灭之城.”156 

 

简之, 第 26 节是指罗马人于主后 70 年毁

灭圣城和圣殿, 而这位“将要来临的君王”并没参与

那次毁灭的行动(若有参与, 经文就该写成: “那将

要来临的君王和他的人民必毁灭这城和圣所”). 由

此可见, 这位“君王”(对圣城和圣所)所要进行的破

坏不是在主后 70 年, 而是在一个还未发生的将来, 

就是在最后一个七的“一七之半”的后三年半(太

24:15-22; 启 13:5-6). 请参下文(C.6)的(三)(b). 

 

 

(C.5)  谁是第 26 节的“一王的民”?  

 无疑的, 这节的“民”(the people)是指罗马人, 

因为这节预言这“民”会毁灭圣城和圣所. 历史告诉

我们, 罗马人在提多的领导下, 在主后 70 年摧毁耶

路撒冷城, 以及那以精金和白色大理石装饰的圣殿. 

第 26 节也强调“至终必如洪水冲没”, 马唐纳

(William MacDonald)评述说: “该城好像被洪水淹

没一样被移平; 例如, 圣殿中无一块石头留在另一

块石头之上. 提多禁止他的兵丁烧毁希律(扩建)的

                                                           
156   J. R. Baker, “Daniel”,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2), 第 133 页. 

圣殿, 但他们为了取走精金而违令; 他们烧殿直到

金子熔掉. 要从石头间取得烧熔的金子, 为此他们

必须撬松大石头 , 结果应验了基督在马太福音

24:1-2 的话和但以理的预言.”157  

 

 

(C.6)   这段经文所论到的三个主要时期是什么? 

这三个时期里个别发生什么事? 

 马有藻指出, “七十个七”的六个目的[参上

文 (B) “七十个七”的目的 ], 需要经历艰难才能完

成, 也是有始有终. 这个过程分成两大组: (一) 从出

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 共需

六十九个七. 这段时间再分为两段落: 由出令重新

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耶路撒冷城连街带濠重新建造

完成, 需历时七个七; 又有六十二个七(但 9:26上). 

过了这六十二个七后, 受膏者要被剪除, 又有一场

毁灭的事发生(但 9:26 下); (二) 最后一个七当中, 

也有不少事件要发生(但 9:27). 这简短三节经文, 

是全圣经中最重要且最难解的. 

 

从上述图表, 我们看见这两大组可分为三

个主要时期或阶段: (一) 7 个七(49 年); (二) 62 个

七(434 年); (三) 最后 1 个七 (7 年), 加起来总共

490 年( 49 + 434 + 7 = 490 年).  

 

(一)    第一时期或阶段: 首七个七 (但 9:25) 

 我们已经讨论过,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

冷”是指波斯王亚达薛西于主前 445 年, 下令重建

圣城耶路撒冷. 根据 但 9:25 的记载, 耶路撒冷必会

重新建造, 但要经历艰难才能“连街带濠”建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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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石福音书室, 2006 年), 第 10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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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 “街濠”为修辞法的“代入法”之用途(或

称“举偶法”, Synecdoche ),158 即“部分代表全部”, 

意谓耶路撒冷“全城”要被重建.159 这段时间为期七

个七之久(即 7 x 7 = 49 年), 即从主前 445 至 396

年. 按历史来看, 耶路撒冷确实在主前 445 年被被

着手重建, 在进行时备受拦阻(参 尼 4:1-23: 6:1-7), 

所以需 49 年才完成 . 初期教父优西比乌斯

(Eusebius)也说此事经 49年才完成.  

 

 艾伦(Jim Allen)评述道: “由于此谕令于主

前 445 年发出, 七个 7 年(49 年)把日期带到主前

396 年. 这 49 年间, 首先是尼希米归回耶路撒冷, 

重建城墙和城门(尼希米记第 3 章). 过后, 整个耶

路撒冷城进行认真的建设, 使它成为首都, 与被恢

复的以色列国民的地位相称(尼 12:40-43). ‘街’(希

腊文: rehob ; KJV: street)是指公开的地方(创 19:2)

或‘宽阔处’(尼 8:1), 常用来指广场(square)或市场

(market place), 就是进行公民活动或大众聚集之处. 

按修辞法中的换喻法(metonymy), 它实质上是表明

都市生活的重建. 但 9:25 的‘濠’(KJV: wall)不是一

般的墙, 而是‘陡坡的城墙壁垒’(scarped rampart), 

常用来指围绕城市的防卫工程. …有两个原因为何

要特别把首 7 个七与接下来的 62 个七分别出来: 

(1) 需要这 49年来重建耶路撒冷城, 使它重新恢复

到以色列国首都的地位; (2) 这 49 年结束的那一年, 

正是旧约最后预言的来到, 先知玛拉基最后的信息

是在主前 396 年临到(换言之, 这首 7个七是以 “旧

约圣经正典的完整”作为结束, 编译者按).160  

 

(二)    第二时期或阶段: 次六十二个七 (但 9:26) 

 但 9:25: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

有受膏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首七

个七(7 x 7 = 49 年)从主前 445 至 396 年便完结了, 

                                                           
158   赖若瀚称“Synecdoche”为“举偶法”, 即“根据一

种物质上的关系而以一项事物或观念来代替另一项事

物或观念; 例如罗 12:1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
献上, 当作活祭 …”. 此乃举偶法, 以“身体”代替“全人”. 

赖若瀚著, 《实用释经法》(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 1993

年), 第 253 页. 
159   J. A. Montgomery, “Danie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T & T Clark, 1972), 第 375 页.  
160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411-412 页. 

根据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 玛拉基很可能就在主前

396 年说预言. 若是如此, 首七个七结束时正是旧约正

典完整与结束的时候(参 Exploring Daniel, 第 151 页). 

接着便是“六十二个七”, 从主前 396 年直到有受膏

君出现的时候(即主后 32 年). 过了这六十二个七

( 62 x 7 = 434 年)之后, 便有两件大事发生: (1) 受

膏君被剪除, 一无所有; (2) 有一王的民毁灭圣城和

圣所, 此事引致争战, 终局如洪水冲流, 圣城与圣所

俱成荒凉, 这是确实不变、肯定实现的预告.  

 

 但 9:26 说: “过了六十二个七”, 即过了六十

九个七(首 7 个七 + 62 个七 = 69 个七)之后,161 同

时在最后一个七的事件要发生之前, 天使预告两件

大事将要发生(指在这间隔时期要发生两件大事):  

 

1) 有关受膏君 : 先是有 “ 受膏君 ”(KJV: the 

Messiah the Prince, 但 9:25)的公开出现, 然后

这位 “ 受膏者 ”(KJV: Messiah, 希伯来文 : 

Mashiyach {H:4899}, 但 9:26)必被剪除 . “剪

除”(希伯来文字根 karat {H:3772}, 同字译作

“宰杀”, 如 耶 11:19; 利 7:20; 而 诗 37:9及 箴

2:22 译作“剪除”; 鸿 3:15译为“杀戮”)指基督受

罗马酷刑在十架上的死亡. 那时, 主耶稣基督

的死是“不名誉”的死, 所葬之地也是借人之墓, 

可说是“一无所有”(编译者注: 由于 但 9:25 论

到的受膏“君”是与政治有关[本该作王统治犹

太人], 所以有者认为这里的“一无所有”是指在

政治方面, 基督被剪除, 没有作王统治犹太人). 

2) 有关圣城、圣所、圣民: 此后, 再有一王的民

(the people of the prince; 注: “王”在希伯来文是 

nagiyd {H:5057}, 意即“领袖、统治者”, 可译

“君王、王子、军长”)如洪水般涌至圣城, 冲没

圣所.162 主后 66 年, 犹太人暴动反抗罗马, 罗

马大将军提多率领大军镇压, 于是大战爆发, 

直到主后 70 年, 圣城(耶路撒冷)被毁, 圣所被

焚, 圣具被劫, 神的选民被杀无数, 被掳到罗马

为奴仆的也为数不少, 这些事都是因神的选民

弃绝并杀害他们的基督(弥赛亚)而引起的. 因

此, “一无所有”及“一王的民”两句预言中有大

约 40 年(主后 32/33 至主后 70 年)的时间分隔.   

 

                                                           
161   ”过了”在希伯来文是 ’ahare {H:310}, 意即“之

后、后来”, 最常译作“后”(80 次), 其次是“以后”(74 次).  
162   但 9:26: “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至

终必如洪水冲没.” 旧约的众先知常用“洪水”(flood)来比

喻侵略的军队掠过那地进行破坏和毁灭(赛 28:2; 耶

46:7-8; 摩 8:8; 9:5; 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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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时期或阶段: 最后一个七 (但 9:27) 

 (a)   “最后一个七”之三种解法 

  “六十九个七”已成历史, 最后一个七何时

发生? 这也是不同末世论学派分歧之处, 主要有三: 
 

1) 历史法: 此看法指出, “最后一个七”发生于“69

个七”之后, 即主后 32 年或 33 年至主后 40 年

间. 但以历史角度而言, 此派学说毫不符合本

节的预言, 如“坚定盟约”与“撕毁盟约”就不能

应用在提多将军身上(如张永信). 而且, 如 H. 

W. Hoehner 所说, 但 9:27 的“他”在文法上应指 

但 9:26 的“王”(prince), 而非“受膏者”主耶稣. 

2) 象征法: 指发生于耶稣基督生平之内或基督再

临之间, 这多是“无千禧年派”(amillennialist)的

见解, 但此学说不符合基督生平的史实. 

3) 预言法: 指发生于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七年, 于

是“69 个七”与“第 70 个七”当中有一段漫长的

时间分隔. 此说认为整个 70 个七的预言是为

选民以色列设立的, 因 69 个七在历史上早已

应验, 而最后一个七仍待应验, 所以 69 个七与

最后一个七之间便有一段时间分隔, 这段分隔

期俗称“现今的召会时期”. 这多是“前千禧年

派”(pre-millennialist)的学者所采纳的解释. 

 

 以上三法之中, 马有藻深信只有“预言法”

是唯一正确的解法. “预言法”的根据如下:   
 

1) 旧约的预言性经文多处具有“时隔”(或称“间

隔”, interval)的存在, 例如 赛 9:6 预言“有一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指基督第一次降世), 接

下去说“政权必担在祂的肩头上”(那要等到基

督再来, 这两件事的发生有大约两千年的间隔); 

也参 赛 61:1-2; 亚 9:9-10; 但 2:43-44; 8:8-9. 

2) 但 9:26 内预告受膏者出现(约主后 32 年)直到

圣城被毁(主后 70 年)也有 40 年左右的时隔. 

3) 但 9:24 之六个目的完成也有“时隔分开”, 否则

应在主后 40 年就全数应验了.  

4) 主耶稣在太 24:15-21,31 等处预告 但 9:27 的事

迹乃在将来, 靠近主耶稣再来之前发生. 

5) 但 9:27 的事迹不可能在主耶稣的生平内发生, 

他当然没有亵渎圣所, 反预告亵渎圣所的事将

在未来才发生(太 24:15-21). 

6) 亵渎圣所一事不可能在初期召会历史上发生. 

7) 但 7:25 与但 9:27 均指同一时代, 那是敌基督

出现的时代, 所以这在将来才会出现, 现今尚

未应验(比较 但 7:25的三年半与 启 13:5-7). 

(b)   “最后一个七”之三大事件 

 这“最后一个七”的七年内(俗称“七年灾

难”), 天使预告三件事要发生: (1) 七年之内, “他”

必与多人坚定盟约; (2) 七年之中, “他”必使祭祀与

供献止息; (3) “他”(即“那行毁坏可憎的”)虽如飞而

来, 但必遭“忿怒”的审判, 直到所定的结局. 

 

第一件事: 在主耶稣基督再来到地上以前的七年

内, 有一个“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这“他”是谁? 

甚多学者(如邝炳钊)认为就是弥赛亚(基督), 可

是在历史上, 弥赛亚并无在被剪除后与任何人立

定盟约. 并且, 此人若是指基督, 更不可能配合本

段的意义(此乃 J. F. Walvoord 的看法). 因此, 

“他”应是上文所谓的“一王”, 因“一王”是文法上

较近的“先置词”(antecedent) (参 H. W. Hoehner).  

 

马有藻表示, 根据 但 7:8,23-

24 的预言, 此人就是所谓的

“敌基督”(Antichrist, 即启示

录 13:1-10 中的第一头兽 , 

也称“政治的兽”, 或“将要来

临 的 君 王 ”, The Coming 

Prince).163 一些学者认为, 此

人来自毁灭圣城之民的国

族(即罗马), 所以敌基督也

将出自“复兴的罗马帝国”, 他在这时与许多人坚

立盟约. “许多人”指犹太人的领袖, 那是当权者

与敌基督签立的盟约 , 不赞成的乃称为 “余

民”(remnant).164 此时, 敌基督已作了末后罗马帝

国(指“复兴的罗马帝国”)的首领, 否则他便没有

权柄与以色列人立约. 犹太人认为只有在弥赛亚

出现后, 圣殿才能重建, 如今敌基督必使圣殿重

                                                           
163  一般学者把“第一头兽”(政治的兽, 启 13:1-10)

称为“敌基督”(Antichrist), 把“第二头兽”(宗教的兽, 启

13:11-18)称为“假先知” [注: 启 19:20 称这第一头兽为

“那兽”, 称第二头兽为“假先知”]. 但也有学者(如 Jim 

Allen、H. A. Ironside)认为敌基督是指第二头兽(假先

知),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440 页. 我们把

这方面的讨论留到以后论到敌基督的文章, 但本文论到

敌基督时, 是指一般学者所指的“第一头兽”(政治的兽). 
164   此乃 Arnold G. Fruchtenbaum 的看法. 但不少学

者认为“许多人”也包括反对犹太人的回教领袖们, 他们

在这“和平之约”的约束下, 不得不让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重建已毁的圣殿(注: 启 11:1-2 暗示在七年灾难中的前

三年半, 圣殿已被建成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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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以色列人便因此认定他就是弥赛亚, 于是拥

护、跟从并崇拜他, 并与他立约七年(即中文圣

经译作“一七之内”的“一七”, 指 7 年). 

 

第二件事: 在七年之“半”或“一七之半”(指七年灾

难的 3 年半; 因为 3 年半 + 3 年半 = 7 年), 敌基督

提早解除七年之约, 又“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 

艾伦(Jim Allen)指出, 祭祀(KJV: sacrifice)与供物

(KJV: oblation; NKJV / NIV: offering)是术语, 专

门用来指旧约礼仪律法(OT ceremonial Law)有

关献祭中的两大类祭物  —  有血的祭牲(blood 

sacrifices)和无血的祭物(non-blood offerings).165 

“使祭祀与供献止息”意味着在这一七之半以前

(七年灾难的前 3 年半), 旧约的献祭制度已恢复

举行, 圣殿也必然已复建好; 因为若没有圣殿, 献

祭制度就不能举行, 更谈不上“使祭祀与供献止

息”. 敌基督终止犹太人在圣殿中献祭,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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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后 2:4), 

所以他被称为“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

的”).166 此时, 敌基督的毁坏“如飞而来”(指突然

显露, 因一七之半以前他还与选民立约, 一七之

半后却毁约). 敌基督的恶势锐不可当, 使遭受大

逼迫的选民苦不堪言. 主耶稣称这后 3 年半为

“大灾难”(太 24:21). 

 

第三件事: 敌基督对选民和圣殿的毁坏虽可憎并

急速, 他的毁约更是突然, 但神对他的审判并不

延迟, 神的忿怒倾倒在他的身上, 直到那最后一

个七达到其时间的末了. 最后一句“并且有忿怒

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那荒凉之地”), 

直到所定的结局”, 可意译为“虽敌基督的毁坏异

                                                           
165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444 页. 
166   有者认为, 由于此人(即启示录 13 章的第一头

兽)不能长期留在圣殿里, 所以便把“那行毁坏可憎的”

偶像(即他自己的像, image)放在圣殿中(太 24:15: “那行

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KJV: holy place, 可指圣殿的范

围, 或圣殿中的圣所] ), 也命令人向它敬拜(启 13:14-15), 

并要逼迫和杀害那些拒绝敬拜这偶像的人, 特别是迫害

那些信靠真神的犹太人(犹太余民). 所以主耶稣说: “那
时 (即“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
圣地”的时候, 太 24:15), 在犹太的, 应当逃… 你们应当

祈求, 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因为

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

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太 24:16,20-21). 

常急速突兀, 但神对他的审判也是急速, 直到他

被消灭.” 敌基督的结局就是活活地被丢在烧着

硫磺的火湖里(启 19:20). “最后一个七”的内涵带

给选民以色列人莫大的安慰, 也唤醒离开了神的

以色列人早日悔改, 归回圣神, 再回归圣地, 以神

重作他们的神.167 

 

 

(C.7)  第 69 个七和最后一个七之间是否有“间隔”? 

 马唐纳写道: “第 69 个七和第 70 个七之间

有段‘时间空档’(time gap, 或作“间隔”, interval). 这

段加插的时期(parenthetical period)是召会时期, 从

五旬节(离主骑驴进城一事相隔 50 多天)一直到信

徒被提. 这段时间从没有在旧约中提及过, 它从神

创世以来就被隐藏, 却在新约时期被使徒和先知揭

露出来. 然而, 时间空档的原则(间隔的原则)却由

主耶稣在拿撒勒的犹太会堂中讲解了(路 4:18-19). 

主耶稣引述  赛 61:1-2, 但祂念到 ‘耶和华的恩

年’(关于祂第一次来临)便停止, 并没念出‘神报仇

的日子’(赛 61:2), 因这是祂第二次来临的审判. 这

两段时间之间, 就是整个召会时期(召会时代).” 168  

 

 反对“间隔论”的人常控诉上述的“间隔”或

“时间空档”是凭空想象的. 果真如此吗? 我们若仔

细研读 但 9:24-27, 便发现其实不然. 因为神在这

段经文里, 就给我们提供“间隔”的证据: 

 但 9:24 先是解释“七十个七”的六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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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永义, 封

住异象和预言, 并膏至圣者(应译作: 至圣所).” 

 接下来第 25 节是解释“七十个七”的前两个分

段(“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并指教如何辨认

这两段时期(“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

有受膏君的时候”), 同时指出这两段时期所要

发生的重要事件(“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

城连街带濠都必重新建造”).  

 第 26 节是提到“过了六十二个七”所要发生的

两件大事: (a) 基督被杀(“受膏者必被剪除”); (b)

耶路撒冷城与圣殿被毁(“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

这城和圣所”).  

                                                           
167   上文(C.6)主要参考和改编自 马有藻著, 《异梦

解惑者  —  但以理书诠释》, 第 138-149 页, 但有另加

其他学者的诠释, 也以脚注加以阐明和补充. 
168   马唐纳著, 《活石旧约圣经注释》, 第 10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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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 27 节是解释“最后一个七”所要发生的

三件大事: (a) 他(即以上所说那毁灭圣和城圣

所的罗马人之王  —  敌基督)必与多人立约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b) 他要终止圣殿

献祭的事(“一七将要之半, 他必使祭祀与供献

止息”); (c) 神忿怒的审判临到他(“并且有忿怒

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细心的读者都会承认, 这 4 节的结构如下: 

 第 24 节是介绍整个“七十个七”的目的  

 第 25 节讲解“六十九个七”  

 第 26 节提到基督剪除和圣城圣殿被毁  

 第 27 节讲解“最后一个七”  

 

如果这“七十个七”是连接性地进行, 为何

在第 25 节讲完“六十九个七”之后, 不直接在第 26

节提到最后一个七, 说“一七之内”受膏者必被剪除, 

圣城和圣所被毁? 为何要先提这两件事, 然后才在

第 27 节论到“最后一个七”? 显然, 主要原因就是

这两件事(基督必被剪除, 圣城圣殿必被毁灭)不仅

发生在“六十九个七”之后(“过了六十二个七”),169 

还同时按神的旨意, 必须发生在“最后一个七”之
前 , 所以第 26 节的“受膏者必被剪除”不能放在第

27 节的“一七之内”(最后一个七), 这正是许多反对

“间隔论”的学者所犯的错误[ 请参下文(D) ].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 但 9:27 关于“那行毁坏
可憎的”种种预言早已在主后 70 年罗马军队毁坏

圣城和圣殿时应验了. 然而, 贝克(J. R. Baker)中肯

地评论道: “这段经文有个清楚的本文分段(clear 

textual division), 第 26 节所描述的事件, 与 69 个七

结束时的事件(即有受膏君)和最后一个七开始时

                                                           
169   第 26 节说“过了六十二个七”, 因为第 25 节声

明这“69 个七”分成两部分  —  “7 个七”和“62 个七”. 第

27 节强调是“过了 62 个七”, 意味着接下来的两件事(基

督被杀、圣殿被毁)的发生是距离这 62 个七不久, 而历

史证明确实如此, 因为基督在这“62 个七“结束时(即光

荣进入耶路撒冷时), 不久之后(4 到 5 天内)就被钉十架

(被剪除). 主被钉十架于主后 32 或 33 年, 再过大约 40

年(即主后 70 年), 圣城与圣殿就被毁了. 换言之, 这两件

大事在“过了 62 个七”不久就发生, 是在大约 40 年以内

成就, 却不是在“一七之内”, 不然圣经会表明“一七之内, 

受膏者必被剪除… 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可见

第 27 节的“最后一个七”是发生在第 26 节所说的圣城

圣殿被毁之后.     

的事件(即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有所不同. 我们留意

到‘最后一个七’并没在第 26 节中被提及, 而是留

到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第 27 节). 这一点很有意

义,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宝训中引证的, 就是

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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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

必没有’(太 24:15-16, 21).”170  

 

所有学者都必须承认, 主耶稣所说的这“大

灾难”是空前绝后的  —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  而这样空前

绝后的大灾难肯定至今还未开始(参 启示录所描

述的七号和七碗之灾). 换言之, “那行毁坏可憎的

站在圣地”这一事件还未发生,171 不然这空前绝后

的大灾难早已临到, 这也强有力地推翻了“但 9:27

的预言已经发生了”、“最后一个七的预言已在第

一世纪应验”等等的理论.  

 

由此可见, 但以理书最后一个七的预言是

要等到未来才发生, 所以第 69 个七和第 70 个七之

间确实有一段“间隔”(interval)或“时间空档”(time 

gap). 这段间隔时期就是召会时代(从五旬节开始, 

一直到召会被提). 当召会被提后, 这“最后一个七”

就要按神的时间表重新启动, “一七之内”的种种事

件都要按部就班的进行. 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论

及这方面的事. 

 

  

(D) “最后一个七”已经应验? 

不少学者认为 “七十个七”中的最后一个七

(最后七年)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 艾伦(Jim Allen)

                                                           
170   J. R. Baker, “Daniel”,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134 页. 
171   请注意, 主耶稣特别强调“读这经的人须要会

意”, 这表明按主的意思, 此段经文特别是给将要“读”这

经文的人. “读”意味着这段经文将要被写成书, 而马太

福音是约在主后 60 年代才被马太写成书, 所以这段经

文特别是给成书后的世代, 而非主耶稣那世代的人. 这

也间接证明此节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敌基督)不是

指主前 167 年(或主前 168 年)那位亵渎和污秽圣殿的安

提阿哥四世伊比法(Antiochus IV Epiphanes), 而是一位

比他更邪恶, 即 启 13:1 称之为“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之

兽. 安提阿哥四世不过是这位“将要来临的君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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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 “有些释经者放弃了按字面解释的实义解经

法, 试图将经文灵意化, 把经文解成基督的死和祂

所设立的新约… 虽然‘第 69 个七和最后一个七之

间有间隔(gap)’的看法由学者如 Alva J. McClain、

A. C. Gaebelein 和 J. F. Walvoord 等人提倡, 但与

他们同代的亚兰文学者杨氏(E. J. Young)觉得此看

法缺乏说服力. 他坚持认为 但 9:27 的‘盟约’是指

基督借着在‘一七之半’死在十架所成就的新约. 根

据杨氏, 此事促使犹太教的献祭礼仪终止了. 由于

献祭的事并没真正停止(因祭司仍在圣殿中献祭, 

直到主后 70 年, 圣殿被毁时才终止, 编译者按), 杨

氏便引证希伯来书来证明基督死后, 犹太教的献祭

便失效了172  —  所预表的祭物已被真体(主耶稣)

取代了; 既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进

入至圣所的路现今已敞开了.”173 (参 E. J. Young, 

The Prophecy of Dani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49, 第 213-216 页)”174     

 

 现今很多反对“间隔论”的学者, 或是互联

网上许多文章和 youtube 的信息, 都是以杨氏上述

的看法为论据, 或是以杨氏的解法为基础, 再作出

少许调整. 这些圣经学者或传道人强调, 但以理书

的 70 个七应该从主前 457 年(即亚达薛西的谕令, 

Decree of Artaxerxes Longimanus)算起, 而 69 个七

是在主后 27 年主耶稣受洗时结束. 他们认为 但

9:25 的“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是指主耶稣在约但

河受洗, 被圣灵所膏(太 3:16-17; 路 4:18). 按他们

的解说, 主耶稣被钉十架是在“一七之半”(主后 31

年), 并为信徒坚定了新约(“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

约”), 使信徒不必再为罪献祭了(“他必使祭祀与供

献止息”). 他们认为主后 34 年是最后一个七的结

束, 因那年司提反殉道, 福音开始传向外邦. 以下是

他们常用的图表: 

 

                                                           
172   来 10:12,18: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173   杨氏采用“象征法”来解释七十个七的预言. 按

他的解法: (a) 7 个七(注: 本该 49 年) = 主前 539 至主前

440 年(共 99 年); (b) 62 个七(注: 本该 434 年) = 主前

440 至主前 4 年(共 436 年); (c) 1 个七(注: 本该 7 年) = 

主前 4 至主后 70 年(共 73 年, 注: 主前 1 年至主后 1 年

并非两年, 而是 1 年, 因没有主前 0 年或主后 0 年). 马

有藻著, 《异梦解惑者  —  但以理书诠释》, 第 149 页. 

以这样的“象征法”来解释七十个七, 可说是随私意解经. 
174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424 页. 

 

 

 

 

 

 

 

 

 

上述的解释有以下几个错误:175 

1) 以错误的谕令为起点: 但 9:25 所记载的谕令, 

是与重建圣城耶路撒冷有关(“从出令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街

带濠都必重新建造”), 但亚达薛西王于主前

457 年的谕令只是与圣殿有关(参 拉 7:11-26), 

而非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亚达薛西王于主前

445 年的谕令才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尼 2:1-8).  

 

由于使用错误的谕令为起点(间接使用了错误的年

份为起点, 都算早了 12 年 [457 - 445 = 12] ), 上述

图表的各样事件之年份全都走位, 不符合七十个七

的三大阶段之落点年份; 例如以主前 445 年计算, 

主受洗的年份应该推迟 12 年变成主后 39 年( 27 + 

12 = 39 ), 主钉十架的年份推迟 12 年变成主后 43

年( 31 + 12 = 43 )等等, 这样的年份肯定与其事件

严重不符, 不被任何忠于史实的慎重学者所接受. 

 

2) 以错误的事件作为 69 个七的结束: 那些相信

“七十个七”已在历史上完全应验的人, 把“有受

膏君的时候”解成主耶稣受洗一事(他们认为是

在主后 27 年), 并以此事作为 69 个七的结束, 

但他们这样的解经显然在时间上不符合历史

事实. 从主前 445 年计算起, 第 69 个七(总共

483 年, 或 173,880 天)结束时应该是在主后 32

年[参上文 (D) “七十个七”的算法 ], 而非主后

27 年. 几乎所有圣经学者和世俗历史都承认主

耶稣受洗是在主后 30 年之前的事(大约主后

26 至 29 年之间), 而 69 个七的结束却是发生

                                                           
175   以上图表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对“七十个七”的解释(例如此会的牧师

Doug Batchelor 在 youtube 就大力提倡这解释). 耶和华

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的解释也大同小异, 只不过

他们以主前 455 年当作起点(比上图的主前 457 迟两年), 

导致其他日期都迟两年, 例如主受洗于主后 29 年, 被钉

十架于主后 33 年, 最后一个七结束于主后 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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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后 30 年之后(大约主后 30 至 33 年之间), 

所以我们不能把主受洗当作“有受膏君的时

候”, 即 69 个七结束的时候.  

 

另一方面 , 但 9:25 强调的是“受膏君”(KJV: the 

Messiah the Prince, 但 9:25), 而不是采用 但 9:26 所

说的“受膏者”(KJV: Messiah), 原因何在? 原来神要

借此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标记, 帮助我们清楚辨认哪

个事件才是“有受膏君的时候”. “君”一字在希伯来

文是 nagiyd {H:5057}, 与 但 9:26 的“王”是同一字, 

意指政治军事方面的领袖、统治者, 可译作“王、

君王”. 基督受洗虽是被圣灵所膏, 但那时在约但河

旁, 无人拥戴祂为王, 祂还不是受膏“君”. 在主耶稣

的一生中, 只有当祂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时, 才被
众人公开拥戴为王, 因众人呼喊道: “和散那归于大
卫的子孙!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太 21:9; 百

姓称祂为“大卫的子孙”, 表明他们承认主耶稣是那

位神所应许将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受膏之王 , 路

1:32-33);176 众门徒也欢呼道: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

当称颂的”(路 19:38). 对于主骑驴进耶路撒冷城一

事, 马太说: “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 ‘要

对锡安的居民说: 看哪,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是温

柔的, 又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驹子’ ”(亚 21:4-5).  

 

显然, “有受膏君的时候”不是指主受洗时, 而是指

主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 被拥戴为王的时候, 因此

安德森爵士的解法才是正确的. 全知的神早就知道

现今有人会提倡“以主受洗”为 69 个七的结束, 所

以特别在这节中强调是“受膏君“, 以此纠正这方面

的误解或曲解. 

   

3) 错误地认为第 25 和 27 节之间没有间隔: 赞同

杨氏看法的人坚持第 69 个七和最后一个七之

间没有间隔(interval), 但我们已在上文[参(C.7)]

证明两者间确实有个间隔或时间空档 (time 

gap). 如果没有间隔, 而主耶稣好像他们所说的, 

是在“一七之半”死在十架, 成就了新约(“与多

人坚定盟约”), 那么为何第 26 节不说“一七之

内, 那受膏者必被剪除”? 为何要把“一七之内”

留到第 27 节才提及? 答案显而易见, 因为神要

我们清楚看出受膏者主耶稣被剪除不是发生

在“一七之内”, 而是在这“最后一个七”之前.  

                                                           
176  路 1:32-33: “…主神要把祂祖大卫的位给祂. 祂

要作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祂的国也没有穷尽.” 

有者反驳说, 神是在 26 节先谈主耶稣死在十架, 过

后才在 27 节谈这救恩的功效  —  坚定了新约, 不

再需要献祭(祭祀止息). 但此看法忽略一点: 神也

在第 26 节谈到主后 70 年圣城与圣殿被毁, 而这肯

定不是发生在“一七之内”. 显然, 神早就知道会有

许多人曲解这段经文, 所以就刻意如此设计这段经

文: 先用第 24 节谈到“七十个七”的目的, 再用第

25 节谈到“六十九个七”和其中的事件, 过后用第

26 节谈到两件在“间隔时期”所要发生的事件(基督

被剪除, 圣城圣殿被毁), 最后才用第 27 节谈到“最

后一个七”和其中的事件.  

 

反对间隔的人可能会说, 既然有个间隔, 为何神不

直接明言有这所谓“召会时代”的间隔呢? 魏斯比

(Warren Wiersbe)提供我们清楚的答案, 他解释道: 

“因为这预言是关乎犹太人、犹太人的圣殿和耶路

撒冷城, 而第 69 与第 70个七之间的时期是关乎召

会, 也就是基督的身体  —  那隐藏在旧约中的属
神之奥秘, 这奥秘到了基督和使徒时代才被显明出

来(弗 3:1-13). 但以理没被告知弥赛亚被拒绝和钉

死将引进一个新的属灵身体, 包含了犹太人和外邦

人, 一切天然与身份的区别都不重要了(加 3:22-

29).” (引自 Warren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The Prophets, 2002, 第 295 页)  

 

   

(E) 总结 

总而言之, 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Seventy 

Weeks)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预言, 甚至被冠以“圣

经预言的骨干”(the Backbone of Bible Prophecy)之

雅号. 正确地明白这段预言, 将帮助我们正确地明

白和解释其他有关以色列民的主要预言. 必须谨记

的是, 这“七十个七”是神为以色列民而设定的计划, 

与召会无关, 它启示有关神为以色列民除净罪恶、

引进永义前所将发生的重大事件. 显然, 这“七十个

七”的 490 年中有一个时间空档, 有一段间隔时

期,177 而非连续地一气呵成.  

 

 此事犹如球赛即将结束前突然暂停! 威明

顿贴切比喻说, 时代论(Dispensational)神学家认为

                                                           
177   其他经文也有类似间隔期, 例如 亚 9:9 预言基

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的民哪…你的王来

到…谦谦和和地骑着驴”), 但下一节却论到祂第二次再

来(亚 9:10 “他的权柄…从大河管到地极”), 显然有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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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七”(周, week)并非连续不断的, 在第 69 个七

和 70 个七之间有将近 2 千年的空档. 这年表可比

作 70 分钟的篮球赛. 球赛剧烈和紧凑地进行了 69

分钟, 裁判为了某些原因暂停球赛, 留下最后一分

钟, 没有人知道何时再开始. 然而, 时候到了, 裁判

就进到场上, 吹响哨子, 那时球队再次聚集, 打最后

一分钟的球赛. 照样, 神介入, 在加略山上停止“预

言的钟”. 这神圣的“时间暂停”已维持了 20 多个世

纪(2 千多年). 不久, 救赎主要吹响号筒, 最后的行

动“周”(最后一个七)将在这地上继续进行.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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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七十个七”预言中 

一些重要事件的日期之对照 

 
 

重要历史事件 

A: 

启导

本 

B: 

研读

本 

 

G: 

 

F: 

C: 

D:和 

E:179 

亚述攻陷撒玛利

亚,以色列北国亡 

BC 

722 
BC 

722 
 

— 

 

— 
D:BC 

722 

巴比伦首次攻占

耶路撒冷 (但以

理被掳) 

BC 

605 

BC 

605 

BC 

606 

BC 

606 
C:BC 

605 

犹太人被掳到巴

比伦 70 年 

BC 

605-

538 

BC 

605-

538 

BC 

606-

536 

BC 

606-

536 

C:BC 

605-

536 

巴比伦第二次攻

占耶路撒冷 (以

西结被掳) 

BC 

597 

BC 

597 

 

— 

BC 

597 
C:BC 

597 

巴比伦第三次攻

占耶路撒冷,毁圣

殿, 犹大国灭亡 

BC 

587 

BC 

586 

BC 

587 

BC 

586 
D:BC 

587 / 

586 

波斯王古列推翻

巴比伦帝国 

BC 

539 

BC 

539 

BC 

539 

BC 

539 
C:BC 

539 

大利乌元年,180理

领受 70个七的预

言(但 9:1-2) 

BC 

538 

BC 

538 

BC 

539 

BC 

538 
C:BC 

538 

                                                           
178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上》, 第 311页. 

上文主要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但

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 同时在文中补充了许多其他资料. 

179   C:、D:和 E:各代表所参考的书(参图表注一). 
180   波斯大帝古列 (Cyrus, 或译“居鲁士”)于主前

539 年推翻巴比伦帝国, 并立总督大利乌(Darius)管理巴

比伦、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此人就是但以理书(但 5:31; 

6:1; 9:1-2)所提到的迦勒底国王大利乌. 

古列的谕令 -归

回建殿(拉 1:1-2) 

BC 

538 

BC 

538 

BC 

538 

BC 

538 
C:BC 

539 

第一批被掳归回 

(所罗巴伯率领) 

BC 

538 

/537 

BC 

538 

BC 

538 

BC 

536 
D:BC 

538 

敌人反对 ,使建

殿停工(拉 4:1-5) 

 

— 

BC 

530 

BC 

535 

BC 

535 
D:BC 

536 

大利乌的命令-恢

复建殿(拉 6:6-12) 

BC 

520 

BC 

520 

BC 

519 

BC 

520 
D:BC 

520 

耶路撒冷的圣殿

重建完工 

BC 

516 

BC 

516 

BC 

515 

BC 

516 
D:BC 

515 

亚达薛西的谕令

(拉 7:11-26) 

BC 

458 

BC 

458 

BC 

458 

BC 

458 
C:BC 

457 

第二批被掳归回 

(以斯拉率领) 

BC 

458 

BC 

458 

BC 

458 

BC 

458 
D:BC 

458 

亚达薛西另一命

令- 建城(尼 2:1-8) 

BC 

446 

BC 

445 

BC 

445 

BC 

445 
C:BC 

445 

第三批被掳归回 

(尼希米率领) 

BC 

445 

BC 

444 

BC 

444 

BC 

445 
D:BC 

444 

玛拉基最后预言, 

旧约圣经正典完整 

 

— 

 

— 

BC 

397 

BC 

396 

 

— 

安提阿哥四世伊

比法 – 污秽圣殿 

BC 

168 

 

— 

BC 

168 

BC 

167 
C:BC 

167 

罗马元帅庞培攻

占耶路撒冷 

BC 

63 

BC 

63 

 

— 

 

— 

 

— 

新约时代 

主耶稣降生在伯

利恒城 

BC  

5 / 4 

BC  

6 / 5 

BC  

4 

 

— 
E:AD  

5 / 4 

主耶稣在约但河

受洗 

AD 

27 

AD 

26 

AD 

28 

 

— 
E:AD  

29 

主耶稣骑驴进耶

路撒冷城 

AD 

30 

AD 

30 

AD 

32 

AD 

32 
E:AD  

33 

主耶稣被钉十字

架, 三日后复活 

AD 

30 

AD 

30 

AD 

32 

AD 

32 
E:AD  

33 

罗马军攻陷耶路

撒冷, 烧毁圣殿 

AD 

70 

AD 

70 

AD 

70 

AD 

70 
E:AD   

70 

使徒约翰写启示

录(新约正典完整) 

AD 

96 

AD 

95 

 

— 

 

— 
E:AD 

90 

年代 

注一:   以上图表的斜体英文字代表下列参考书: 
 

A:  余也鲁总编辑, 《中文圣经启导本》(2005) 

B:  鲍会园总编辑, 《更新版研读本圣经》(2008) 

C:  马有藻著, 《异梦解惑者 — 但以理书诠释》(2004) 

D:  华尔顿(J.H.Walton)著, 《旧约背景与年代表》(1998) 

E:  郝思韦恩(H.W. House)著, 《新约背景与年代表》(1984) 

F: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2013) 

G: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Things that Differs (1995) 

 

注二:  图表显示上述事件年代有细微差异(但影响不大).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William Edwy V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