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再思 “灵恩运动” … 
 

“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自 1900

年开始以来, 已经进入第三波(有者认为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第四波). 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运动. 香港

建道神学院院长张慕皑评论道: “从一些人给于近

代灵恩运动的特别名称, 就足以叫我们不能忽视这

运动对现今教会和信徒的影响. 有些人称灵恩运动

为‘第二个改教运动’. 改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是

16 世纪时马丁路德所推行的, 将整个教会历史转

至一个新的方向; 如今有人把灵恩运动和改教运

动连在一起, 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又有些人称这运

动为‘第三种势力’, 所谓第一种势力就是天主教, 

第二种势力是更正教, 第三种势力就是这世纪(指

20 世纪)兴起的灵恩运动.” (引自其所著的《近代

灵恩运动: 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 14 页) 

 

灵恩运动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基督信仰的

基要教义和真理立场. 马斯德(Peter Masters)指出, 

今天有无数灵恩运动的“发明家”, 一方面说: “我相

信圣经是绝对无谬误的;” 但一方面又接着说: “但

圣经不是神向我们说话的主要途径, 神也借着今天

的男女先知向我们说话, 使用智慧的言语、知识的

言语、异梦、异象和突然临到的印象(impression)

向我们说话. 我们若想知道神的旨意, 若想知道我

们应作什么事情, 我们便须倚靠异象、异梦和其他

从神而来直接的启示.” 换言之, 圣经对他们来说已

变得不重要. 马斯德一针见血地说: “圣经已失去了

圣经的权威. 我们若不接受圣经完全的权威, 有一

本无谬误的圣经又有什么用处? 圣经若未能完全

地作我们的引导和管治我们, 有没有一本无谬误的

圣经又有什么分别?”(引自《神医泛滥》, 第 3 页) 

 

在这三波的灵恩运动中, 我们看见灵恩派

所强调和提倡的各种教义与活动 , 诸如“圣灵的

浸”、“圣灵击倒”、说方言、预言、知识言语、神

医、赶鬼、权能布道、神迹奇事、对付“地域邪

灵”的祈祷布道等等. 诚如张慕皑所言: “我们不能

像鸵鸟一样, 将头埋在沙堆之下, 我们必须面对和

正视近代灵恩运动所产生的问题和种种影响, 并以

圣经的角度加以了解和评估.” 有鉴于此, 从本期起, 

我们将在“辨别是非”专栏里, 以圣经的亮光来察验

与探讨有关灵恩运动所提倡的种种教义和做法, 以

及它们背后的哲学思想、世俗观念甚至异教根源. 

弟兄姐妹, 是时候再思“灵恩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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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所里有陈设饼桌子、灯台和香坛 

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会幕中的陈设饼桌子、 

金灯台 和 金香坛 
(出 25:23-40; 出 30:1-10) 

 
(A) 序言 

出埃及

记 25 章先是提

到约柜和施恩

座, 后是陈设饼

的桌子与金灯

台 . 英国的约

翰·达秘(John N. Darby)在其所著的《圣经各卷

概要》一书中评述道: “幔子外有 12 个饼的桌子

和 7 盏灯的金灯台. 12 这数字是在人身上治理

的完美(administrative perfection), 而 7 则是属灵

的完美(spiritual completeness)… 摆放在幔子外

的这两件圣器(金灯台和陈设饼桌子)… 表明亮

光(light)和滋养(nourishment).”1 除了这两者, 幔

子外的圣所中, 还有另一件圣器  —  金香坛. 这

些在圣所中的圣器都称说基督的荣耀.2 现在, 我

们恳求圣灵开我们的灵眼, 使我们看出这三样圣

器如何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预表(types),3 述说基

督完美的位格与救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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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12页. 
2   诗 29:9: “凡在祂殿中的, 都称说祂的荣耀.” 注: 

这节经文的“殿”(KJV: temple)一词是指会幕, 因为这首

诗篇是由大卫所写(参 诗 29:1 的题注), 而大卫时代的

“殿”是指会幕(也称“神的家”), 真正的圣殿要等到大卫

的儿子所罗门登基后才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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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陈设饼桌子 (出 25:23-30) 

正如至圣所摆放着约柜和施恩座, 会幕

的圣所也摆放着陈设饼桌子、金灯台和金香坛

(来 9:2: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 头一层叫作圣所, 

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 “金”再次在圣所

中占主要地位(上述三样圣器都是金制或镀金

的). 祭司就在这里(圣所)服事神. 

 

圣经首次提到桌子就是在 出 25:23, “要

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 桌子是提供食物与交通

之处(因就在桌子那里, 人们享用食物, 彼此交

通). 圣所的这张桌子摆放着 12 个陈设饼, 代表

神在旷野保守的以色列十二支派 . 4  陈设饼

(shewbread)是用细面制成 , 上面涂上乳香 (利

24:5-7). 这陈设饼每日不断摆在那里, 使神满足. 

每个安息日, 祭司要换新的陈设饼. 这桌子上的

陈设饼成为祭司的粮食 , 且要在圣所里吃(利

24:5-9). 营中的百姓可在家中吃吗哪, 但这圣洁

的陈设饼必须在圣所里吃. 

 

 陈设饼的桌

子是用皂荚木 (KJV: 

shittim wood)所造, 再

“包上精金”(出 25:23-

24). 这点述说主耶稣

的神性与人性 (编译

者注: 耐用不朽的皂

荚木代表耶稣基督不朽无罪的人性; 精金则代表

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

神性). 桌子和其上的

陈设饼述说耶稣基督

是祂子民的粮食 . 祂

是“神的粮, 就是那从

天上降下来… 生命的

粮”(约 6:33,35,48). 在

这恩典时代 , 所有信

徒都是祭司(注: 旧约

祭司拥有特权以陈设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

预表简介(一)”. 
4  许多学者认为 12 个陈设饼与 12 支派有关, 但

肯定不仅于此, 也与基督作为粮食有关, 参本文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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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设饼桌子有“双排的金牙边” 

饼为粮食). 因此, 我们有圣洁的特权在神的爱子

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喂养和满足(如同享用食物得

着饱足一样), 正如神也在祂爱子身上心满意足.  

 

陈设饼的桌子“四围镶上金牙边”(KJV: a  

crown of gold round about, 出 25:24; “金牙边”可

直译为“金冠冕”).5 这金牙边是为要确保陈设饼

安稳在桌上, 甚至

当全营启程行走

旷野时, 陈设饼也

不会从桌上掉落

(民 4:7 表明以色

列人行走旷野时 , 

陈设饼还要摆在

桌上). 距离桌边一掌宽, 还有一排金牙边围绕着

(出 25:25: “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 横梁

上镶著金牙边”; 双排金牙边表明双层稳妥、双

倍保障, 使陈设饼不会掉落于地, 约 10:28-29).6  

 

桌子的四角都有金环, 以便“可以穿杠抬

桌子”(出 25:27), 这提醒我们, 在走今生世界的

旷野路途上, 有陈设饼随伴(即有主自己为供应, 

满足我们灵命的需要). “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

羹, 并奠酒的爵和瓶; 这都要用精金制作”(出

25:29). 这些器具是为祭司在陈设饼桌前服事之

用 , 可能是用来涂抹乳香和一些奠祭之用(民
28:7). 

 

 大 卫 晓

得在敌人面前 , 

神为他摆设筵

席(注: “筵席”直

译为“桌子”, 诗

23:5). 保罗也提

醒哥林多信徒

有关主的桌子 , 

并提醒他们必须在属灵方面处于健康状况下, 才

                                                           
5   因冠冕的周围有“牙状”, 故被译为“金牙边”.     
6   约 10:28-29: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

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祂

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在救恩

(得永生)方面, 我们有双重保障  —  有“主的手”和“父神

的手”双重的保护, 必永不失落, 犹如“双排金牙边”一般. 

在那里享受每日的供应(林前 10:21). 诚愿我们

今日也在那里, 得享我们的福分! 

 

(C) 金灯台 (出 25:31-40) 

 圣所是被金灯台所照亮. 这个由 1 他连得

(talent)的精金制造出来的灯台, 是最详尽阐述和

华丽夺目的灯台(出 25:39). 虽然经文没记载它

的尺寸, 但此灯台有一个主枝, 左右各有三个枝

子, 每个枝子上端有形状像杏花的杯(bowls), 有

球(knops)和花(flowers)(出 25:32-33: “两旁要杈

出六个枝子; 这旁三个, 那旁三个. 这旁每枝上有

三个杯, 形状像杏花(almonds), 有球, 有花…”). 

这个主枝和其左右两旁杈出来的三个枝子(共 6

个枝子, 加上主枝共有 7 个枝子, 以及整体都是

从“一块精金锤出来的”(出 25:31,36).  

 

灯台共有七盏灯, 是靠点燃“清橄榄油”来

发光(KJV: pure oil olive beaten; 利 24:2). 这是何

等富有意义啊! 灯台是用精金“锤出”的(出 25:36; 

pure gold beaten), 它

的光是用清橄榄油

“捣成”的 (利 24:2; 

pure olive oil beaten). 

“锤”和“捣”(英文皆

用同一字 beaten)向

我们述说基督的受

苦, 杏花象征基督的

复活(注: 亚伦发芽

的杖, 就是长了杏花, 

民 17:8).7 

                                                           
7   论到亚伦发芽的杖, 这杖曾发芽开花, 结出熟杏

(KJV: almonds, 民 17:8). “杏”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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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y W. Soltau, The Holy Vessels and Furniture of the 

Tabernacl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71), 第

7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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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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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金灯台一样, “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

是要精金的”(出 25:38). 为了强调此事的重要性, 

神特别吩咐摩西“要谨慎做这些物件, 都要照着

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出 25:40). 

 

 约翰福音确定了主耶稣正是金灯台所发

出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

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 8:12). 我们也可看

见基督作为金灯台的主要枝干(central stem), 是

蒙高举的主要地位; 而从主要枝干旁生出六个枝

子, 表明祂的信徒与他联合为一(约 15:4-5). 主耶

稣也说: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光”(约 9:5), 

并对祂的门徒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太 5:14).  

 

清橄榄

油预表圣灵产

生见证的光 . 

这光是为要彰

显灯台的荣美

(民 8:2: “点灯

的时候 , 七盏

灯都要向灯台

前面发光”). 灯

台的光亦是为要照明陈设饼的桌子和金香坛(这

些圣器都预表主耶稣). 主耶稣论到圣灵时, 说: 

“祂要荣耀我 , 因为祂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

们”(约 16:14). 在未来的圣耶路撒冷城, 我们读

到: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启
21:23). 

 

灯芯 (wicks) 是发

光之处, 必须经常注意修

剪. 正如灯芯需要修剪和

调整(利 24:1-4), 才能持续

发光, 照样, 我们的主有

时也“修剪”我们; 祂把一

些事(通常是苦难和考验)

带入我们的生命里, 以除

去 浮 渣 ( 或 译 “ 渣 滓 ”, 

dross), 保持灯的光芒. 修

                                                                                               
的将来, 所有已死的信徒(基督徒)都要复活(约 11:25-26; 

帖前 4:16), 与主共享荣耀. 

剪是个必要过程. 我们深感安慰, 因知道我们尊

荣的大祭司正在工作, 且是用金制的器具执行这

修剪过程(使我们持续发光, 荣耀主名; 也请参 

约 15:2).8 

 

(D) 金香坛 (出 30:1-10) 

 除了陈设饼桌子和金灯台, 圣所中还摆

放着金香坛. 此香坛像陈设饼桌子那样, 是用皂

荚木(KJV: shittim wood)所制, 再用精金包裹(出

30:1,3). 圣经清楚记载它的摆放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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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

看到金香坛与约柜和施恩座紧密相关. 金香坛高

2 肘, 在圣所中有圣经记载尺寸的圣器当中, 它

是最高的 (约柜和陈

设饼桌子皆高 1 肘

半 ). 更令人瞩目的 , 

是金香坛的基底面积

只是长 1 肘、宽 1 肘

(出 30:2). 因此, 金香

坛的特点是它的高度, 

这点述说升入高天的

荣耀之主(来 4:14).  

 

 金香坛与铜祭坛有很显著的差别, 但至

少有两方面彼此相关: (1) 神曾降下火焚烧铜祭

坛的祭物, 这火有一部分被祭司带入圣所, 放在

金香坛上用来烧香(比较 利 9:24; 10:1); (2) 一些

赎罪祭的血被带入圣所, 被点在金香坛的四角上

(利 4:7,18).    

 

 金香坛最重要的目的 , 是用来烧香 (出

30:1). 正如燔祭的烟从铜祭坛往上升, 成为馨香

的火祭献与神(利 1:9), 照样, 香气从金香坛往上

升, 为神所悦纳. 在圣经中, “香”(incense)象征圣

徒的祷告(启 5:8: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愿

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愿我举手祈求, 如

献晚祭”(诗 141:2). 撒迦利亚领受所应许关乎他

儿子施洗约翰的信息时, 就是当他在金香坛旁事

奉的时候, 当时众百姓在外面祷告(路 1:8-11).    

                                                           
8   约 15: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祂(父神)就

剪去; 凡结果子的, 祂就修理乾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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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金香坛方面, 我们看到它预表主

耶稣, 我们尊荣的大祭司  —  祂虽在各各他十架

上受苦, 但现今已在复活后被神高举, “祂是长远

活着, 替他们祈求”(罗 8:34; 来 7:25). 

 

作为祭司, 我

们来到施恩的宝座

前亲近神. 当我们软

弱无力地献上我们

卑微的敬拜时, 我们

的主耶稣把祂身份

与工作的香气加在

其上, 然后一同献给

父神(因而得蒙神所

悦纳, 编译者按).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

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

子”(来 13:15).9 

 

(E) 结语 

 让我们以格兰特(F. W. Grant)的话作总结. 

他在所著的《数字圣经》中写道: “(陈设饼)桌

子与约柜一样, 用同样材料制造, 所以也像约柜

一样地述说有关主耶稣. 基督在此是交通的维持

者(Sustainer of communion)… 木制的桌子包上

金子, 彰显主耶稣在天上被神荣耀, 而非在地上

卑微受苦. 整个圣所和至圣所, 是天上圣所的影

像(来 9:23-24), 那位复活、高升、得着荣耀的基

督在那里, 祂的工作被神悦纳, 所以能维持我们

时刻处在与神交通的蒙福地位.” 

 

至于金灯台, 格兰特表示: “以赛亚书 11

章是神给灯台枝子的解释. 我们看见主基督的另

一个特征  —  从耶西的根所生的枝子(赛 11:1), 

是以色列的王, 带着圣灵的丰盛来治理全地. … 

正如金灯台的七盏灯有三对, 与中间主枝联合为

一, 以赛亚书中的七灵也是如此合一与分开: ‘耶

和华的灵必住在祂身上, 就是使祂有智慧和聪明

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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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8 和 85 页; 

编译者另在文中附加注解与脚注为参考.  

灵’(赛 11:2). 在此, ‘耶和华的灵’必须是独自一

个, 却肯定与其余的三对相连为一. 出埃及记表

明‘耶和华’这一称号是神与祂百姓立约所用的

神性名称, 作为他们的救赎主; 照样, 基督作为新

约的中保, 使祂的子民与神紧紧相连.” 

 

最后, “金制的坛(金香坛)是为了永久不

断地献香  —  向神献上永不止息的颂赞: 我们有

个祭坛… 此坛不再献上流血的祭牲. 基督仍旧

是我们的坛, 但祂不再献上这样的祭. 那么, 我们

还有什么祭可献呢?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

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

果子.’(来 13:15). 因此, 我们可献上感谢和颂赞

为祭… 承认祂所成就的大功, 赞美祂赐给我们

与神那无法动摇的地位. 真实的祭牲(主耶稣基

督)… 已一劳永逸地蒙神悦纳... 主已为我们战

胜罪恶, 使到像我们这样的罪人, 也能成为‘圣洁

的祭司团’, 得以前来亲近神.”10 故此, 让我们靠

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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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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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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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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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会幕/帐幕 (TABERN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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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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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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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陈设饼桌子、 

金灯台与金香坛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这陈设饼桌子上摆放神祭司的食物. “细面与

乳香”献在耶和华面前, 其后换上新的; 它们便成为祭

司的食物, 要在圣处吃(参看 利 24:5-9). “细面”指示

祂的完全人性, “乳香”代表祂完全奉献给神. 神既有

祂的祭司在圣所事奉祂, 就必为百姓预备桌子. 基督

是桌子和其上之饼的真体, 精金的桌子和十二个饼预

表基督. 祂无瑕疵的人性不住的献在神面前, 并且供

给祭司之家日用食粮. “七日”预示基督是人神圣完美

的享受, “十二个饼”供应人的享用. 此外, 我要提出一

个观念, 就是它说出基督与以色列十二支派, 并羔羊

十二使徒的关系. 

 

跟着是精金的灯台, 因为神的祭司需要光, 如

同食物一样. 他们在基督里二者都不缺. 关于灯台, 只

有它是用精金作的. 第 36 节: “都是一块精金锤出来

的.” 那“七个灯盏”… 表明完善的光和圣灵的能力, 

都基于并连系在基督工作的完全功效. 圣灵的工作断

不能与基督的工作分隔. “七个灯盏”与同“一块精金”

的“座”相连, 指出基督已成就的工作, 是圣灵在召会

中显露出来的唯一基础. 耶稣基督得荣耀后, 才赐下

圣灵来(约 7:39; 徒 19:2-6). 在启示录中, 基督向撒狄

召会显示祂“有神的七灵”(启 3:1). 主耶稣“既高举在

神的右边”, 就“浇灌”圣灵在祂召会中, 以致祂按着祂

完美的地位和能力, 在圣洁的地方照耀. 

 

我们看见祭司亚伦的特别工作, 是点灯和收

拾那七个灯盏.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那为点灯捣成的清橄榄油, 拿来给你, 使灯常常点

着. 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 亚伦从晚上到早晨, 必在

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 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

例.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精金灯台上的灯”(利

24:1-4). 我们可看见圣灵的工作, 如何在召会中与基

督天上(作为祭司)及地上(作为救主)的工作连系. “七

个灯盏”放在那里, 需要祭司的勤劳和力气, 燃点和收

拾它们. 祭司常需要“剪子、蜡花盘”, 除掉任何不合

乎“捣成的清油”的东西. 那些剪子和蜡花盘同是用

“一块金”造的, 因为全部都是属神工作的直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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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 28 和 29 章记载祭司的设立, 第 30

章来到祭司的真正敬拜和相交地位. 次序清楚有条, 

教训明确, 符合信徒经历的需要. 在铜祭坛前, 他看见

己罪已成灰烬. 跟着, 他看见自己与那位纯洁无瑕疵

的主连合… 并且一同蒙爱. 最后, 他看见金坛, 就是

基督的宝贵, 如馨香之气供在神面前. 铜祭坛和祭司

必先有, 然后才有金坛和香. 金坛预表奇妙福分之地, 

我们在此享受基督代求的实况和功效. “自我”和一切

关乎“自我”的, 都永远除去了. 在精金坛前, 一切渣滓

都在纯洁的香和火中消失. 这圣所是祭司事奉、敬拜

的地方… 人的自我和邪恶没有立足之地. 我们今天

有基督的香气, 馨香的升到神面前. 这是神喜悦看见

的. 一切显出基督尊贵的, 神都悦纳, 都看为甘美. 

 

   当我们在正确的祭司地位中, 血气就不能占

有分儿, 于是, 我们便能靠基督得喂养. 我们要尝到完

全神圣脱离自我的舒畅, 全神贯注在基督荣美的身上. 

这一切唯有借着圣灵的能力而成全, 毋须宗教制度的

工具, 加强血气对奉献的感觉. 所必须的, 是纯净的火

和香(比较: 利 10:1; 16:12). 所有借着血气而作的敬拜, 

只是不圣洁的力量, 是“凡火”. 神是敬拜的对象, 基督

是敬拜的根据和香料, 圣灵是敬拜的力量.  

 

正确的说, 在铜祭坛里, 我们看见基督牺牲的

价值; 而在金坛里, 我们看见基督代求的价值. 这叫读

者更清楚祭司在两祭坛之间的职分. 二者有密切的关

系, 因为基督的代求, 是根据祂先牺牲. 出 30:10: “亚

伦一年一次, 要在坛的角上行赎罪之礼. 他一年一次

要用赎罪祭性的血, 在坛上行赎罪之礼, 作为世世代

代的定例. 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 一切都根据流

血这永不动摇的基础. “按着律法, 凡物差不各都是用

血洁净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着天上样式

作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基督… 是进了天

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来 9:22-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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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再思圣所中的陈设饼、 

金灯台与金香坛 (格兰特, John Grant) 

 

陈设饼述说什么呢? 有者认为它只象征以色

列 12 支派常在耶和华面前, 但这象征神百姓的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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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262-264, 297-299 页

(上文稍微改编).  

饼也是祭司的粮食. “祭司不是靠主百姓得着喂养; 而

是靠主本身得着喂养. 因此, 陈设饼象征主耶稣作为

祂子民的粮食. 我们学习到吗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

粮食 , 它述说有关主耶稣基督 (成为生命的粮 , 约

6:31-35). 在圣所中的陈设饼也表明基督是祂子民的

粮食.” 简之, 吗哪给神子民在走旷野时所需的力量; 

陈设饼给神子民在圣所事奉时所需的力量. 

 

 每个安息日要更换陈设饼, 表明它们在神面

前总是新鲜的, 不会陈旧. 这点表明基督的身份与工

作永远是新鲜的, 总不过时. “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

饼上, 作为纪念, 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利 24:7). 

“这放在陈设饼上的乳香… 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

的. 看来祭司所进行的礼仪程序是: 乳香被放在陈设

饼上面之后, 其余的乳香被烧在金香坛上, 所升上去

的馨香之气是源于那放在陈设饼上的同样乳香. 陈设

饼借此被带到耶和华面前, 令祂喜悦欢畅.” 

 

 圣 经 没 记

载金灯台的高度 . 

由于祭司有责任洁

净灯盏和再添满油, 

所以有理由假定金

灯台的高度是能让

祭司不需要攀爬就

能执行添油的任务. 

按照犹太传统, 亦被约瑟夫(Josephus, 犹太史学家)所

确认的, 金灯台有 5 英尺(1.54 米)高, 3.5 英尺(约 1 米)

宽. 金灯台有三个目的: (1) 它照亮整个圣所(是圣所

里唯一的光源); (2) 金灯台摆放在陈设饼桌子对面

(出 26:35); 所以它光照桌子; (3) 金灯台的“七盏灯都

要向灯台前面发光”(民 8:2), 所以它照亮自己. 

 

论到金香坛, 启 8:3 描述说: “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

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主耶稣在

众圣徒的祈祷和代祷上, 加上祂的“香”, 即述说祂位

格与工作的馨香, 使圣徒的祈祷和代祷皆适于奉献给

神. 没有它, 所献的祈祷是没有价值的; 唯独祂能使它

们在天上蒙神悦纳. 圣所不断被此香气所充满, 象征

神连续不断地享受祂圣徒的祈祷, 而这些祈祷靠着主

耶稣基督(可指奉主名祷告)奉献给神. 唯有这样才能

被神悦纳.12  

                                                           
12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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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chie Ltd., 2010), 第 326-3276, 330, 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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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比疾病更 

可怕的 

孤独 
  

“孤独比疾病更可怕 , 早死率高 50%.”   

这是 2018 年 1 月 12 日《星洲日报》活力副刊

“医疗新闻一分钟”专栏的大标题. 文中写道: “据

多项研究都发现, 孤独对健康的伤害, 比肥胖及

罹患疾病都还可怕, 相对于和社会有良好连接的

人, 孤独的人早死风险高出 50%.” 

 

此篇文章继续报导一些研究的发现: “美

国杨百翰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 218 份和社会孤

立和孤独影响健康的相关研究, 研究对象涵括近

400 万人. 分析发现, 和具有良好社会连接者相

较, 感觉孤独的人早死的风险高出 50%, 相较于

大家都认定有害健康的肥胖, 致早死率只有提高

30%; 而约克大学的研究也显示, 孤独的人罹患

中风或心脏病的风险较一般人高出约 30%, 研

究人员认为, 孤独应被视为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

伤害.” 约克大学的这项研究发现, 约有 40%的受

访者在生活中的主要陪伴者是“电视”, 另外一个

“中介孤独行动”的研究也发现, 约有 17%的老年

人和朋友、家人或者邻居见面的频率, 一周不到

1 次, 还有 10%的人一整个月都不与任何人碰面.  

 

基于孤独对健康的危害, 上述的《星洲

日报》活力副就一针见血地写道: “每个人都要

有很多好朋友, 而且最好每个年龄层都有, 更要

保持密切的交际关系”, 并且在结束时写道: “研

究人员提醒, 对现代人来说, 工作场合是最大的

友谊来源, 一旦退休就失去社交生活, 所以, 人们

应该为退休后的经济和社交生活做准备.”13    

                                                           
13   摘自“孤独比疾病更可怕, 早死率高 50%”, 载

《星洲日报》活力副刊, 2018 年 1 月 12 日, 第 1 页. 

我们许多人对孤独或孤单(loneliness)并

不陌生, 特别是当我们所爱的亲人或好友离开后, 

那种寂寞难耐的感觉尤其强烈. 我们都需要朋友

相伴, 以度过孤单寂寞的日子. 但问题是: 谁是我

们最好的朋友呢? 有哪个朋友能陪伴我们度过

“人生的春夏秋冬”, 永远不离不弃呢? 唯有耶稣

基督! 无数的基督徒亲身经历此事实  —  主耶

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英国的史克文是个活生

生的例证. 

 

基督徒约瑟·史克文(Joseph M. Scriven, 

1820-1886)于 1820 年出生在英国爱尔兰(Ireland)

的富裕家庭, 并毕业于著名的都伯林(Dublin)三

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在他事业顺利展开, 预

定和相爱的人结婚的前一晚, 他的未婚妻竟遭意

外而淹死. 忧伤痛苦使他伏在神施恩的宝座前, 

并真正经历到主耶稣的同在和安慰. 自此以后, 

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 

 

 1845 年, 25 岁的史克文远离家乡都柏林, 

搬迁到加拿大担任教职, 他写过很多篇有水准的

论文, 也写过不少交响乐的演奏和演唱曲. 在学

校任教数年后, 他认识了 23 岁可爱的伊莱札小

姐(Eliza Roche). 两人开始相爱, 不久就订了婚. 

可是, 更大的考验临到他! 就在结婚之前, 他所

深爱的伊莱札竟患上肺炎, 结果不治身亡. 此次

打击的痛苦, 实非有限的笔墨可以形容. 

 

 自此以后, 史克文选择一个人居住在加

拿大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的希望港 (Port 

Hope). 面对如此大的打击, 他并没有怨天尤人, 

因为有主耶稣作他生命的良友, 陪伴他度过生命

的黑暗时刻. 靠着主耶稣所赐的安慰和力量, 他

活出基督舍己的榜样. 他常将自己的财物送给周

围有需要的穷人, 连自己的食物和身上的衣服也

常常就地脱下, 送给没有食物或衣服的人. 他出

外时, 身上常背着一个锯子和锯木架, 为的是要

帮助穷寡妇和无人照料的病人锯些生火的木头. 

史克文的爱心深获希望港居民的敬重, 被他们冠

以“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雅号. 

 

 1857 年, 史克文的母亲患上重病, 但他没

有能力购买船票回英国探望她. 在深深的孺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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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 他写了一首诗歌寄给母亲, 希望借着这首

诗, 安慰远方的母亲. 这首诗歌就是闻名的“何等

恩友慈爱耶稣”(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1) 何等恩友慈爱耶稣, 负我罪孽担我忧! 

  何等权利能携万事  来到救主座前求! 

   多少平安每常坐失, 多少痛苦空枉受, 

   皆因未曾携我万事  来到救主座前求. 

 

2) 是否经遇试探引诱? 或怀烦恼与羞疚? 

   切莫因此灰心丧志! 携来恩主座前求! 

   岂有良友忠信如此, 代当一切苦与愁? 

   我众软弱主皆深知; 携来恩主座前求! 

 

3) 是否生活挂虑重重? 劳苦重担压肩头? 

   惟在主内能获安宁; 携来恩主座前求! 

   亲或离我友或疏我, 当向耶稣座前求! 

   在主怀中必蒙护佑; 有主安慰百无忧.14 

 

 这首诗原本只是写给母亲的个人作品 , 

但有一日, 一个朋友来探望史克文, 他发现墙上

的一张纸上写着这首动人的诗歌, 就问起那是谁

写的. 他以一贯的谦卑态度回答: “这是我主和我

一起作的.” 在朋友一再劝说下, 这首诗被刊登在

当地的小报章上, 后来被纽约的报章转载. 一位

德裔美国移民康沃斯(Charles Converse)律师见

到这首诗, 为它谱了一个动听的曲子. 这首诗很

快就打动许多人的心, 安慰许多破碎的灵, 不久

便广传各地, 并流传至今, 且深受基督徒所喜爱.  

 

 史克文于 1886 年离世, 许多人为他哭泣

掉泪. 后来, 敬爱他的希望港居民, 为他立了一个

纪念碑, 上面刻着“何等恩友慈爱耶稣”这首诗, 

还有以下这一段话: “在向北 4 公里的彭加利

(Pengally)墓园里, 长眠着一位好人和这首杰作

的作者, 这首诗是 1857 年他在希望港写的.” 

 

 史克文经历了两次真心挚爱的爱人离世

之痛. 但在痛苦时刻, 他身旁有一位何等奇妙的

恩友主耶稣基督. 他亲身体验了这位恩友主耶稣

                                                           
14   取自中文圣诗集《万民颂扬》第 458 首 — “何

等恩友慈爱耶稣”. 这首诗歌的歌名也被译作“至好朋友

就是耶稣”或“耶稣恩友”. 

的陪伴与安慰, 所以他写道: “是否生活挂虑重重? 

劳苦重担压肩头? 惟在主内能获安宁; 携来恩主

座前求! 亲或离我友或疏我, 当向耶稣座前求! 

在主怀中必蒙护佑; 有主安慰百无忧.” 是的, 有

主同在不孤单, 有主安慰百无忧.  

 

亲爱的朋友, 孤独确实比疾病更可怕! 当

人类始祖犯了罪, 罪就破坏了人类与创造他的神

之间的美好关系, 人从此与神隔离. 但创造主仍

然深爱他所创造的人类, 纵然祂恨恶他们的罪. 

因此, 祂在人类始祖犯罪不久后, 就宣告一位救

主将会临到, 要拯救人类脱离罪的败坏和刑罚. 

主耶稣就是这位奇妙的救主, 祂在大约两千年前

来到地上, 死在十架, 为要拯救人类脱离罪恶(马

太福音 1:21). 祂被称为“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

我们同在”的意思(马太福音 1:23). 祂来, 为要拯

救我们这群罪人, 为要叫神与我们同在, 为要叫

我们永不孤单. 

 

亲爱的朋友, 深愿你今日就信靠祂作你

个人的救主, 得着罪得赦免(以弗所书 1:7), 得享

永生(约翰福音 3:16). 对于信靠祂的人, 祂应许

道 : “我总不撇下你 , 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

13:5);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

必不惧怕”(希伯来书 13:6). 信靠主耶稣的人, 有

主永远陪伴, 永不孤单! 难怪保罗可以写道: “谁

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

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 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

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

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

的受造之物 ,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

的主基督耶稣

里的”(罗马书
8:32-39)15 

                                                           
15   上文参考 夏忠坚著, 《敬拜人生 — 我活着是

为敬拜》(台北: 道声出版社, 2004 年), 第 386-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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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道战场           石子 

  

识别真伪基督(十六): 
对六大挑战的分析与最终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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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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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hymns/biographies/scrive

n.html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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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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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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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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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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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hymns/biographies/scriven.html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hymns/biographies/scriv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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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 Jesus)一书, 经过改编后 , 将逐一刊

登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 请别错过. 

编者注:《家信》的“护道战场”专栏自 101

期开始(即 2014 年 4 至 6 月份起), 就开始刊

登有关“识别真伪基督”这一题目. 转眼间, 

三年多已过, 我们来到最后一篇  —  对六大

挑战的分析与最终的结论… 

 

(文接上期) 

 

(A) 一个无神论者的醒悟 

 在结论篇, 史特博以安妮赖丝(Anne Rice)

的真实故事作开始 . 《吸血僵尸访问记》

(Interview with a Vampire) 与 “ 梅花女巫系

列”(May-fair Witches Series)的作者安妮赖丝在

天主教家庭长大 , 18

岁因放弃信仰而离开

天主教会, 两年后嫁给

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不久, 她不仅出版小说, 

她的作品还成为美国

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她

不断推出吸血僵尸和

女巫的故事  —  但没

有察觉她的作品其实

是反映自己“试图在一

个无神世界中寻找人

生的意义”. 

 

就这样过了 30 年无神论的生活. 在一个

偶然的机会里, 她开始读圣经, 结果发现基督信

仰的真实性. 2002 年, 她立志“竭尽所能、专心

矢志去认识耶稣基督, 研究基督信仰兴起的历

史”, 结果她为主耶稣  —  也为自己  —  写了一

本书, 并把此书献给主耶稣. 她因写此书而发现

了非常奇妙的事. 

 

史特博评述道: “安妮赖丝是钜细靡遗的

研究者, 常以自己的小说世界在历史资料上的精

确程度而自豪. 为了蒐集资料写她那本关于耶稣

基督的书, 她花两年时间, 浸浴在第一世纪的巴

勒斯坦世界中. 她涉猎群书, 包括不信派、自由

派史学家的作品.” 

“我以为他们的立论必然稳如泰山, 也以

为基督信仰只是虚有其表,” 安妮赖丝写道. 可是

情况恰恰相反:  

 

我渐渐看清楚了, 有问题的是怀疑派

的论据. 他们声称质疑福音书大部分记载, 

认为成书太晚, 又不是目击见证记录, 但

原来欠缺逻辑上的连贯性的人, 是他们自

己… 他们那些关于耶稣基督的论点, 全是

凭空推测的话. 有些著作更是“以假设支

持假设”的无稽之谈, 资料太少, 甚至完全

欠奉! 所作结论全是一派胡言. 

 

简言之, 她发现自由派所描绘那个“没有

神性、软弱无能的耶稣”, 原来是从她读过的“最

差劲、最有偏见的学术研究里出来的”. 最叫她

吃惊的是, “有些新约圣经学者甚至讨厌和鄙视”

他们穷一生所研究的耶稣基督. 她说: “有些学者

对(他们自己认为是一无是处的)‘耶稣’寄予同情, 

也有人对祂嗤之以鼻. 你从字里行间, 可以看到

这一切.” 

 

史特博指出, 安妮赖丝最后“对怀疑派根

据贫乏资料所作的结论”感到非常失望. 相反, 她

从学有所成、资历甚高的学者著作中读到许多

丰富资料, 足证福音书成书日期甚早, 尽是目击

见证记载 , 这些博学精研的学者包括博克翰

(Richard Bauckham) 、 勃 鲁 姆 伯 格 (Craig 

Blomberg)、赖特(Nicholas T. Wright)、约翰逊

(Luke Timothy Johnson) 、 卡 森 (Donald A. 

Carson)、乌尔塔多(Larry Hurtado)等等. 对于上

文有关安妮赖丝的发现和结论, 请参她在自己著

作《主基督: 出埃及》(Christ the Lord: Out of 

Egypt)中的“作者之言”.18  

 

一直以来 , 不信派和左派历史学者

(skeptical and left-wing historians)不断以关于耶

稣基督的大胆理论炫惑大众, 说耶稣基督是个

“传授秘密知识的诺斯底(Gnostic)教师”, 或是个

“密特拉神(Mithras)古代神话的翻版”, 或是个

                                                           
18   Anne Rice, “Author’s Notes” in Christ the Lord: 

Out of Egypt (New York: Knopf, 2005), 第 305-3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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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弥赛亚的人, 根本未曾应验过任何古代预

言”; 他们还说耶稣基督“被埋葬在加利利的沙法

特(Tsfat)城外”; 或说祂是“后现代众说纷纭中的

人物”等等.  

 

此外, 这些不信派或左派历史学者还立

论说, “基督信仰的洗礼是模仿异教神衹奥西里

斯(Osiris)的信徒将棺木投入尼罗河之举”; 说耶

稣基督“半夜起床为青年人举行入教仪式”; 还说

“第一世纪的人对耶稣的看法完全不同”; 说什么

“耶稣要世人知道其实人人都是神  —  却被嗜权

的教会当局打压下去”. 更甚的是, 他们还说耶稣

基督“曾给犹太当局发出密函, 解释自己从来没

有自称神子”; 又说“文士早已把新约圣经搞得面

目全非. 无可修复”; 甚至说“福音书的耶稣语录, 

大部分不是出自祂的口!”等等. 

 

针对上述种

种看法 , 安妮赖丝

(Anne Rice)评论道 : 

“怀疑派的学者们, 似

乎都蛮有自信的.” 史

特博补充说 : “他们

是蛮有自信  —  却

也蛮有错谬! 真相是: 

一味的怀疑, 并不等

于严谨的学术. 最后, 其他学者相继起来揭露真

相: 怀疑派对耶稣所作的惊人指称, 乃是充满逻

辑漏洞、强词夺理、满有偏见、证据薄弱的.” 

 

(B) 揭开谬论的真相 

 为了寻找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相时, 史特

博访问的第一个人是加拿大阿卡迪亚神学院

(Acadia Divinity College)研究院课程主任克雷

格·埃文斯(Craig A. Evans). 这位杰出的新约圣

经教授, 专门研究耶稣基督的学者, 在自由派和

保守派面前都是备受尊敬的. 他审视围绕耶稣基

督的争议, 例如: (1) 耶稣基督是否是神秘教主? 

诺斯底派? (2) 祂是否在十架上装死? (3) 祂的坟

墓已被发现? (4) 祂是否从未认自己为神? (5) 四

福音是否并不足信? (6) 新约圣经以外还有更可

靠的史实吗? (7) 关于耶稣基督, 有何掩饰真相

的大阴谋吗? (8) 耶稣基督是否真有其人? 

 “我 30 年前开始从学术角度研究耶稣基

督和福音书, 当年我做梦也想不到我本身或者任

何人竟然需要写一本处理上述问题的书!” 埃文

斯说, “任何严谨的学者, 根本不会发出这种理论! 

任何稍有信誉的出版商, 也不会出版这类书! 可

惜, 事实不是这样.” 

 

 埃文斯对于历史证据所知既广又深. 他知

道什么书是有实据的结论, 什么书则是空洞无物

的结论. 他阅读了许多坊间论耶稣基督的书, 令

他惊讶不已, 说: “这世代充斥着奇言怪论!” 他在

所著的《编造出来的耶稣: 现代学者如何歪曲福

音书》一书中写道: “最叫我不安的, 是许多谬论

竟然出自学者口中. 小报哗众取宠, 借学术之名

讲这些话不足为奇, 但高等学府的教授都这样做, 

就有失身份了.” 

 

不过, 他们讲的是“毫无根据的谬论”, 不是

肆意歪曲福音书、粗心大意、无理质疑, 就是不

合理而苛刻的批判. 他们所参考的文本是有问题

的, 又是晚期的. 过时的言论、夸大失实的指

称、“炒作的历史”, 结果“编造出一大推假耶稣

来”. 埃文斯总结说: “能犯的错误都犯了! 有几位

作者几乎犯了所有的错误!” 

 

“有这看法的不止埃文斯一人,” 史特博写道, 

“不少新约圣经的学术泰斗也挺身发言, 公开指

责那些误导公众、毫无根据的评述耶稣的言论.” 

例如声誉卓著的普林斯顿神学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圣经语言与文学教

授、也是《死海古卷》专家查尔斯沃斯(James 

H. Charlesworth)就曾大力抨击“近年来误导读者

的不学无术的废话”. 英国达勒姆大学(另译“德伦

大学”, University of Durham)的荣休教授邓恩

(James D. G. Dunn)也指出: “有关‘历史耶稣’的研

究, 被恶劣的学术严重误导了. 近年的假学术, 更

把这方面的研究弄到面目全非.” 德国海德堡大

学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的教授戴辛 (Gerd 

Theissen)慨叹说: “现代对耶稣(基督)所作的煽情

式研究, 根本不符学术研究标准.”  

 

新约圣经教授威瑟林顿(Ben Witherington 

III)在 2006 年出版的《他们把耶稣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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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Bauckham 

 
Larry Hurtado 

(What Have They Done with Jesus?)一书中写道: 

“读者要打醒精神, 提防毫无根据的关于耶稣(基

督)和祂使徒的‘惊人发现’.” 不幸地, 作者补充说, 

美国人“爱听煽情的东西(sensational claims)… 对

证据多寡, 却不在乎”.  

 

与此同时, 严谨可靠和负责任的学者在研

究方面也不断有新突破, 发现有关耶稣基督的一

些激进指称  —  例如指‘祂自称为神’是后世传

说、‘四福音书没有目击证人’之类  —  完全没有

任何实据; 例如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的新约圣经语

言、文学、神学教授乌尔

塔多(Larry Hurtado), 在他

所著厚达 746 页的巨著中

指出, 耶稣基督被尊为神并

非后世所造. 相反, “在最早

期的基督徒圈子里 , 耶稣

(基督)一早就有这样的尊

位”. 他又指出, 最早的基督

徒称呼或描述耶稣基督, 所用的字眼总是: “神的

儿子”(Son)、“基督 /弥赛亚”(Christ/Messiah)、

“道”(Word)、“真像”(Image)等等. “自基督信仰

肇始以来(主后 30-50 年间), 耶稣就被敬拜, 被视

为与神同等, 此事非常特别.”19 

 

 若不是耶稣基督在传道期间曾自称为

神、又凭着复活证实祂所说的属实, 否则, 初期

教会那些向来信奉一神论的犹太人, 何以肯在耶

稣基督死后奉祂为神呢?  

 

 此外 , 苏格兰圣安

德烈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新约圣经研究

教 授 博 克 翰 (Richard 

Bauckham)于 2006 年出版

一部学术专著《耶稣与目

击证人》 (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 The Gospels 

as Eyewitness Testimony). 

                                                           
19   Larry Hurtado, Lord Jesus Christ: Devotion to 

Jesus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第 2-3 页. 

此书被神学家赖特(N. T. Wright)誉为“卓绝的侦

察佳作”(a remarkable piece of detective work). 

博克翰精雕细琢地追踪四福音书与曾经目睹耶

稣基督的见证人之关系. 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是毫无争议的, 但它对于那些声称“福音书与第

一手资料毫无关联、不足信赖”的近代所谓“修

正理论”来说, 简直是当头棒喝, 给这类歪曲谬论

重重打击.  

 

“总的来说,” 史特博写道, “曾经饱受不信

派揶揄的四福音, 终于再度吐气扬眉.” 埃文斯说: 

“原本的文献经得起考验, 丝毫无损.” 

 

(C) 回应六大挑战 

 经过 24,000 英里的访问旅程, 回应了 6

项有关传统耶稣基督的观点之最新争议之后, 史

特博独自坐在家中办公室, 翻阅一大叠的笔记、

手稿、文章. “原来看似甚难应付的挑战,” 他写

道, “竟然是一场虚惊. 许多学者已经有系统、有

条理地把对手逐个击破了. 他们没有玩弄字眼, 

没有凭空推断, 只是举出事实, 据理陈述, 拿出证

据而已.” 史特博作出以下分析: 

 

1) 挑战一 : 学者在古代文献里, 发现了另一位
耶稣, 与四福音里的那一位截然不同. 这挑战

的关键问题是: 学者在古籍(古代文献)里发

现的耶稣基督, 是否与四福音书截然不同、

却同样可信呢?  

 

经过分析, 结论是“不”! 因为自由派圈中吹捧的

文本, 其成书日期太晚了, 并非可靠的史料(历史

资料)  —  例如《多马福音》是主后 175 年, 甚

至主后 200 年才写成  —  苏格兰阿伯丁大学

(University of Aberdeen)新约圣经学者马歇尔(I. 

Howard Marshall)说《多马福音》“没有为‘历史

耶稣’带来任何重要的亮光”. 此外, 带有同性恋

情色味道的《马可极密福音》(Secret Gospel of 

Mark)已被证实是个骗局, 令急于接受关于耶稣

基督任何怪论的自由派学者惨受 愚弄, 大为尴

尬. 另外, 所谓的《耶稣档案》(Jesus Papers)根

本不被历史学者接受. 最后, 还有一个论调, 即把

耶稣基督说成是传授秘密知识的诺斯底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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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自知人人与祂一样有神性  —  是完全与“历

史耶稣”扯不上关系.20 

 

2) 挑战二 : 教会在经文上作了手脚, 所以圣经
关于耶稣的描述不可尽信. 这挑战的论点是:

圣经充满错误, 千百年来被文士(抄经者)随

意窜改, 对耶稣基督的描述岂不是不真实吗?  

 

经过分析, 结论是“不”! 因为

没有任何新发现 , 叫人有理

由质疑新约圣经的基本可信

性. 对文本造成不同解释的

差异, 只占全部抄本差异的

百分之一 , 对重要教义完全

没有影响. 事实上, 新约圣经

抄本之多 , 凌驾所有古籍之

上, 大大增加圣经对耶稣基督之描述的可信性.21 

 

3) 挑战三 : 耶稣基督复活已有新解释, 过去看法

已经站不住脚. 挑战三的关键问题是: 耶稣基

督的复活有没有被新的解释否定了?  

 

经过分析, 结论是“不”! 祂的复活绝对可信, 因为

有五项证据充足的事实, 是学者  —  包括自由派

学者  —  所公认的: (1) 耶稣基督被钉十架死了; 

(2) 门徒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 (3) 耶稣基督曾经

向门徒显现; (4) 逼迫教会的保罗悔改了、原本

不信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也悔改了; (5) 耶稣基

督的空坟  —  所有不信者和穆斯林试图“把耶稣

基督放进坟墓”(指主耶稣没有复活)的努力都是

徒然的, 经不起严格的分析; 有关耶稣基督“仍在

坟墓里”的纪录片和著作都是没有实学和可靠的

证据, 不被诚信可靠的有识之士所承认与接收.22 

 

4) 挑战四 : 基督信仰里有关耶稣的信仰是从民

间信仰抄过来的. 挑战四的问题是: 基督信仰

中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全是从异教抄来的?  

                                                           
20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11/识

别真伪基督二-另类福音书上/ .  
21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5/识

别真伪基督四-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上/ . 
22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11/识

别真伪基督六-耶稣的复活已不可信上/ .  

 

经过分析, 结论是“不”! 因为事实上, 一点证据也

没有. 童女生子、耶稣基督复活、圣餐、洗礼

(浸礼), 都不是源于古代的神话. 提出“抄袭论”

的人不学无术, 其学说或理论一戮即破. 在基督

信仰出现以前, 根本没有任何“死而复活的神”的

例证, 也没有跟耶稣基督复活意义相等的例子, 

审慎的学者几十年前已唾弃类似的抄袭论了.23 

  

5) 挑战五 : 耶稣是个“骗子”,根本没有应验过任

何弥赛亚预言. 这论点所挑战的问题是: 耶稣

基督是否是一个未能应验预言的冒牌弥赛亚?  

 

经过分析, 结论是“不”! 事实刚好相反, 唯独耶稣

基督与弥赛亚的“指模”吻合, 证据强而有力, 稳

如泰山. 圣殿在主后 70 年被毁之前必须应验的

预言, 唯有耶稣基督逐一应验了. 如果耶稣基督

不是弥赛亚, 永远也不会再有弥赛亚了! 还有, 

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 耶稣基督竟然应验了有关

的预言, 因此, 相信时机成熟之时, 余下的预言也

会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 这是最合理的推论.24 

 

6) 挑战六 : 人喜欢怎样信耶稣都可以, 根本就无

所谓. 换言之, 人是否要信一个怎样的“耶稣”

都可以? (此乃“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 

 

经过分析, 结论是“不”! 当然

人有自由相信任何事, 譬如美

国宪法公平地保护所有宗教, 

但不等于说所有信仰都是真

的, 彼此全无分别. 然而, 不管

我们对耶稣基督所持的是什

么信仰或看法, 也改变不了耶

稣基督为自己所作的清楚见

证: 祂是独一无二的神子. 既然可以亲身经历祂  

—  经历历史与信仰的真耶稣, 何苦东拼西凑, 为

了符合自己的成见而虚构一个出来呢? 25  

                                                           
23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识

别真伪基督九-基督信仰抄自民间信仰上/ . 
24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5/识

别真伪基督十二-耶稣没应验过弥赛亚预言上/ . 
25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11/识

别真伪基督十四-人喜欢怎样信主耶稣都可以上/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11/识别真伪基督二-另类福音书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11/识别真伪基督二-另类福音书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5/识别真伪基督四-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5/识别真伪基督四-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11/识别真伪基督六-耶稣的复活已不可信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11/识别真伪基督六-耶稣的复活已不可信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识别真伪基督九-基督信仰抄自民间信仰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识别真伪基督九-基督信仰抄自民间信仰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5/识别真伪基督十二-耶稣没应验过弥赛亚预言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5/识别真伪基督十二-耶稣没应验过弥赛亚预言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11/识别真伪基督十四-人喜欢怎样信主耶稣都可以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11/识别真伪基督十四-人喜欢怎样信主耶稣都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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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16 期 (2018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Don Everts 

(D) 跟从独一无二的耶稣基督 

 “我的旅程,” 史特博写道, “不但解答了六

项疑难, 还使我对四福音书带来全新而有力的信

心  —  对于四福音书的可靠性、对耶稣基督应

验弥赛亚预言的奇妙性、对耶稣基督的复活等

等更加确定了. 对我而言, 传统基督信仰再次得

以坚固, 因它有的是扎实的历史根基, 丰厚硕大.  

 

“既然铁证如山, 反对者为何甘于抓住‘贫

薄得可怜的证据’, 倚靠摇摇欲坠的论据, 要一个

编造出来的耶稣基督呢? 为什么忽视、贬低新

约圣经目击者的见证, 反而采用第二世纪  —  或

更晚期  —  的薄弱史料, 去另外制造一个耶稣基

督呢?” 

 

史特博正确指出, 有些人削掉耶稣基督

的独特性、神迹、神性, 使祂变成凡人, “耶稣研

讨会”(Jesus Seminar)所做的就是这样. 抄袭论者

也是这样, 否认祂复活的人也是这样. 《耶稣档

案》背后的讯息正是: 耶稣基督从未自称为神, 

不过祂曾流露出神的灵性  —  但这是人人皆做

得到的事. 另一些人所用的方法, 不是拉低耶稣

基督, 而是抬高自己. 他们不否认耶稣基督是神  

—  如果他们里面拥有的‘神性火花’(spark of the 

divine)跟耶稣基督的无分上下. 新纪元和诺斯底

主义走的是这条路. 这些自制信仰的人, 误以为

自己也是神! 

 

史特博强调, 无论是削低耶

稣基督, 或是抬升自己, 其结果都

是一样的, 因他们都同样把耶稣基

督与我们自己当作平等了. 若是这

样的话, 人就会认为耶稣基督不配

得着敬拜, 也不能审判世人, 不能

要求世人向祂交代了. 人也有理由

认为耶稣基督的教导可有可无, 爱

听则听, 不听也无妨. 若是这样, 耶稣基督便不是

我们的救主, 充其量是个“友善的导游”. 

 

“但实情是,” 史特博分析道, “那位被不信

派所不容的耶稣基督, 是独一无二的, 是具备神

性的. 祂行神迹、应验预言、死而复活. 历史证

据已清楚有力地指明这一切. 可惜不信者仍是不

信, 因为在耶稣基督面前, 他们无所遁形, 他们那

自把自为、不受约束的权利, 都要受到严重威胁. 

但他们最大的难处在于: 这位耶稣基督是真的!” 

 

“耶稣基督是神, 我们不是,” 史特博继续

写道, “这正是许多人的问题所在, 进退维谷: 如

果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 可能会对我们有太

多的要求… 事实上, 神要求的是我们的一切! … 

这种彻底的要求, 吓怕了很多人. 但如果耶稣基

督真的是神  —  如果耶稣基督真的献上了自己, 

使我们可以得赦免, 得释放, 可以永远享受祂的

大爱  —  我们为何还要犹豫不决, 不肯把自己完

全献与祂? 还有谁堪比舍己救人的主更加值得

信赖呢?” 

 

主耶稣基督成就的是伟大的救恩, 二千

年来, 正统的教会一直传扬同一个故事, 宣讲同

一个福音. 埃文斯(Craig A. Evans)针对这点表明

立场: “我的立场与教会一致, 先圣先贤虽已化为

白骨, 但他们搞通了, 避过了种种的错谬和陷阱, 

完全找对了要点.” 四福音书是关乎耶稣基督最

可靠的资料, 清楚宣告耶稣基督是不折不扣的

神、也是不折不扣的人, 叫所有乐意接受祂为救

主的人, 都可以白白得着赦免和永生. 

 

诚如正统教会自古坚称的: 耶稣基督, 无

以伦比, 独一无二. 作家埃弗茨(Don Everts)写道: 

“耶稣(基督)身上总有一些明洁耀目、美

丽真实、超凡脱俗、能力惊人之处. 他足

以令年老的犹太拉比为祂的教导诧异惊叹, 

又能吸引稚子小孩攀坐怀中, 甚至让自惭

形秽的妓女在脚前俯伏洒泪. 整条村的人

蜂拥前去听祂讲道. 律法专家在祂面前哑

口无言. 无论是贫苦大众、劳动阶层、大

富人家, 总会有人舍弃一切来跟从祂.” 史

特博以最贴切的话作为总结: “这是耶稣基

督的真貌. 祂一直健在, 且活在百姓当中.”26 

(全文完) 

                                                           
26   上文改编自 史特博著, 陈恩明译, 《认识基督: 

如何辨别真伪》(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8 年), 第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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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al Jesus 对译文作出少许修改, 另加补充和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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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之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三) :  

圣 经 的 主 题 (上)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A)    旧约与新约的对比 

在第二世纪, 有一位教师名叫马吉安(或

译“玛西安”, Marcion), 有许多人跟随他. 马吉安

深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 他的教导是以假设“物

质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的”为基础, 所以他提倡

物质并非主耶稣所宣称的神所创造, 而是“一个

次级的神, 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所造的”.  

 

对马吉安而言, “旧约的神是一位冷酷无

情的审判之神, 总是随时想要给人带来捆绑; 新

约的神乃是一位慈爱和赦免的神, 随时想要给人

带来释放.” 这样的信念就导致马吉安认为“旧约
的圣经乃是毒草, 必须全盘否定. 耶稣来乃是要

将人类从犹太人和犹太教所带来的捆绑中解放

出来.” 由于此错误的圣经观, 马吉安“全面否定
旧约, 大部分的新约他也不承认, 他认为门徒误

认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 并且应验了旧约的预

言. … 所以马吉安所接纳的圣经, 乃是经过特别

处理过的圣经… 第一部分只有路加福音, 第二

部分包括了保罗所写的前十封书信. 这些都还需

把其中任何有关耶和华的部分, 或是任何有可能

给旧约圣经权威的经文都删除. … 他强调他的

信仰系统乃是建立在旧约之神和新约之神的对
比之上.”27 正因此故, 马吉安派被视为初期召会

的异端之一, 不被当地的信徒所接纳.  

 

为什么有上述如此偏差和错误的圣经观

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不明白圣经的特征之一  

—  渐进性的启示(progressive revelation). 忽略或

不明白这点导致许多人认为新旧约圣经相比之

                                                           
27   约翰·甘乃迪著, 刘志雄编译, 《见证的火炬》

(台湾: 提比哩亚出版社, 1997 年二版), 第 76-77 页.  

下, 有很多矛盾之处, 是不可靠的记载, 应当被基

督徒所弃绝. 此事间接地冲击新旧约圣经的无误

和可靠性. 但事实上, 旧约隐藏新约的喻意, 新约

打开旧约的真体, 两者乃是相辅相成的.   

 

(A.1)    渐进性启示的概念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中指出, 一般学

者都同意, 从旧约到新约, 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

(progressive), 即神的

启示是逐渐展开的 .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

先知, 多次多方的晓

喻列祖,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晓喻我

们”(来 1:1). 神的启示, 在时间上是“多次”, 在方

式上是“多方”; 旧约时代, 神借着磨西和先知启

示我们, 到新约时代, 神借着祂的儿子启示我们

(而祂的儿子也借着祂的使徒把祂的启示传给我

们, 参 启 1:1-2,19; 加 1:12; 约 14:26). 所以, 神的

启示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不断的、逐渐的. 对于

神的渐进性启示, 兰姆(Bernard Ramm)强调是以

神为本的: 

 

所谓渐进的启示

并不是说《圣经》的

启示是在文化或宗教

范畴中一个演进的过

程. 认为《圣经》中

的宗教观念不断演进

的看法 , 乃是否认

《圣经》的内容是真

正的启示, 也破坏了

《圣经》启示的独特

性. 我们所说的“渐进的启示”乃是指《圣

经》让我们看到神活动的过程, 看到主动

的是神, 而不是人, 看到神把人从旧约神

学的幼稚期带到新约神学的成熟时期. 这

并不是说旧约之中没有成熟的观念, 也不

是说新约的观念都是成熟的.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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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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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姆道出为何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 全

能的神是能够一次性地把所有启示(整本圣经)

都赐给我们. 但问题是: 我们能领受吗? 能消化

吗? 主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

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 不能领会). 只等真理的
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

切的真理; 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

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
16:12-13).  

 

如果神一次性地赐下所有的圣经话语 , 

我们必如当时的门徒一样  —  “现在担当不了”. 

这就如婴孩不能一下子就吃干粮(他们吸收不

了), 必须先吃奶; 随着时间的过去, 孩童渐渐长

达后, 才能吃干粮(来 5:12-14). 因此, 神选择渐进

性地把祂的话语启示给门徒, 仿佛先知以赛亚所

描述的, “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 令上

加令,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这里一点, 那里一

点…”(赛 28:13). 这样的渐进性启示, 信徒便比

较容易吸收、明白和掌握神所启示之道.  

 

(A.2)    渐进性启示的误解 

然而, 有人把“渐进”错误地解释为以人为

本的“进化”(evolution)过程, 认为《圣经》的启

示记录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如何由低级到高级、

由原始到成熟不断的进化. 莫里斯(莫理昂, Leon 

Morris)指出, 有人使用“渐进启示”这个观念把

《圣经》的某些部分当着是“原始”的而予以贬

低. 但《圣经》并没有显示出由低级到高级的进

程; 只是显明, 后期的启示常常建基于早期的启

示, 后期的启示常常充实了早期的启示.29 兰姆

也指出, “考古学已经证实, 以色列人的宗教和四

周的其他宗教有着强烈的对比. 20 世纪中叶旧

约研究的潮流又趋向保守主义, 这是一个大家始

料不及的现象.” 

  

打个比方, 曾有人推断, 摩西五经是来自

中东的的其他宗教文献如《迦勒底传奇》(The 

Chaldean Legends)、《汉穆拉比法典》(另译

“汉摩拉比法典”, Code of Hammurabi)等等. 可

                                                           
29   Leon Morris 著, 汇思译,《我信启示》(香港: 天

道书楼, 1992 年), 第 157 页, 同上引, 第 410 页.  

拉特(或译“柯勒特”, Sidney Collett)指出, 迦勒底

传奇是记载在出土于尼尼微城废墟的泥板上的. 

其中有与该隐、亚伯相似的故事, 也有关于洪水

的记载; 但是, 关于创造的记载是荒诞无稽的, 他

举 例 说 : “ 有 一 位 巴 比 伦 的 祭 司 俾 罗 斯

(Berosus),30 他描述天、地、人的创造是这样的: 

‘俾勒斯(Belas)神出来, 他

把奥玛罗卡(另译“奥玛

罗开”, Omoroka)女子的

身体切开 , 一半做成地 , 

另一半做成天’! 这位俾

勒斯又‘命令一位神把他

的头斩下来, 把血取来和

泥土混合, 做成其他的人类和兽类’!… 现在竟有

人以为五经中的任何部分可能是从这种类似的

传奇编撰成功的, 这显然是太武断了.” 巴比伦王

汉摩拉比的法典, 约成文于主前 1700 年, 比摩西

五经早二百多年. 其中有些条款(如拐骗小孩处

死刑、以眼还眼等)与五经相似, 但是, 柯勒特指

出, 它与摩西五经是有本质差别的:  

  

汉摩拉比的法典, 虽有若干特出的

优点, 但是它大概只是些关于人与人之

间的所谓道德上的法律. 而对于比这更

要紧的, 就是在摩西律法上所特别注重

的  —  人对神应尽的本分, 却丝毫没有

提起. 再有, 这法典并不曾为穷人着想; 

原来汉摩拉比自己是个偶像崇拜者, 专

拜太阳神和其他别的神! 因此, 摩西的

律法, 决不能根源于此.31  

  

(A.3)    “积累性”代替“渐进性” 

有鉴于此, 巴刻(James I. Packer)主张用

“积累的”(通称“累积性”, cumulative)启示代替

“渐进的”启示. 他写道:  

                                                           
30   俾 罗 斯 (Berosus, 或 拼 写 成 Berossus 、

Berosos、Berossos 等)是大约主前 290 年的迦勒底祭司. 

他是属于巴比伦的巴力之祭司, 在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占领巴比伦时 , 便离开前往小亚细亚 (Asia 

Minor), 并在那里设立天文学的学校. 他写了三本书关

于巴比伦的历史和文化(包括世界的创造史), 献给希腊

的安提阿哥一世(Antiochus I, 约主前 324-261 年).  
31   同上引, 第 410-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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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I. Packer 

 
Charles C. Ryrie 

     

由于 新约的呈现较 旧约更先进

(advance), 我们是否可以说启示是渐进的

呢?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关于“渐进”的含义. 

如果我们说, 旧约的话语虽然是多样性的, 

但都以不同的方式

贡献给神关于祂正

在来临的儿子的拼

图(built-up)的话, 这

个词是完全可以接

受的 . 但是许多自

由神学一直用这个

词表达一个概念 , 

认为启示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关于神的

观念如何由很原始(一位部落的战神), 进

化到较精细(一位道德的创造者)、最后

到基督教导的关于神的概念(一位慈爱的

父亲)的历史, 从而暗示基督徒没有必要

理会旧约, 因为关于神的真理都能够从新

约学到; 除此以外, 《圣经》有关于神的

观点或多或少都有错谬.  

 

但是, 事实并非如此. 在启示的过程中, 

神的确是曾不断增加人们对祂自己的认

识, 但那种认为“后来的启示与较早的启

示互相冲突、后来的启示废弃较早的启

示”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的观点导

致了广泛的对旧约的忽视. 新约的每一点

启示都是以旧约为根基的, 一旦挪去了这

个根基, 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也必定会被

挪移. 忽视旧约的人绝不会懂得多少新约. 

所以, 把“渐进启示”当着进化宗教的标签, 

并作为忽视旧约的依据, 是错误的; 由于

“渐进”这个词常被这样使用, 在陈述《圣

经》的启示时, 最好还是避免使用它, 以

免造成困惑. 关于后来的启示建基于较早

的 启 示 的 信 念 , 最 好 用 “ 积 累

的”(cumulative)启示过程来表达.  

  

  巴刻还指出, 新约和旧约的对比, 不是粗

糙与精细、原始与“进化”、部分错谬与完全真

确之间的对比, 而是应许与成就、象征与事物

(Type)、影像与实体之间的对比; 按照希伯来书, 

两约的对比不是关于神的概念的对比, 而是关于

更好的约、更好的祭司、更好的献祭、更好的

应许、更美的希望、更活的荣耀之先尝等等的

对比, 这些都是基督徒借着基督享有、而旧约时

代信徒所没有的.32  

  

(A.4)    渐进性启示的例证 

(a) 三而一的神 (Trinity) 

现在, 让我们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渐进性

的启示. 首先是关于三一神(Trinity, 或译“三位一

体”)的启示 . 真神只有一位 , 但却有圣父、圣

子、圣灵三个位格(One God Three Persons). 关

于神自身的这方面启示, 是神逐渐向人显明的. 

在旧约时代, 为了对抗异教的多神崇拜, 神非常

强调有关独一真神的启示.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 6:4). 这节经文是

旧约的精义, 犹太人以此为他们的信经. 耶和华

是独一真神, 乃是基督教信仰中最基本的信仰. 

由于这节经文以希伯来字 shema (意为‘听’)一字

开始, 所以犹太人的公道书中有 shema 一篇(恭

听篇), 内容包括申命记 6 章 4-9, 11:13-21, 和民

数记 15:37-41. 敬虔的犹太人按照字面(申 6:7)遵

行摩西的吩咐, 一早一晚, 每天将“恭听篇”诵读

两遍. 

  

与此同时, 神

在旧约中也启示有关

祂不是一个位格. 在

希伯来文中 , El 是

“神”的单数 , Elohim 

乃复数形式, 仅出现

于旧约, 而不见于其

他闪语(犹太语言)文

献. 对这种复数用法, 学者则有不同意见. 有的认

为这是表示神不止一个位格; 有的则认为这个复

数是表达“威严显赫”之意, 文法上称为“威严的

复数”(plurality of Majesty), 尤其当它与单数的动

词、形容词、代名词连用的时候, 正是要表达如

此意思. 但是, 雷历(Charles C. Ryrie)指出, 当神

以复数代名词(如“我们”)自称(创 1:26; 3:22; 11:7; 

                                                           
32   同上引, 第 411-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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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6:8), 或用“复数的动词”来形容祂自己时(创

1:26; 11:7), 应该表示神位格的区别.33 

 

此外, “必有一位救赎主, 来到锡安雅各族

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 . 这是耶和华说的”(赛

59:20). 这节经文显示耶和华(这里应该是指父神)

与救赎主(指圣子耶稣基督)的区别. 格里菲思·托

马斯(W. H. Griffith Thomas, 或译: 格弗·汤姆士)

说: “每个人都知道基督信仰三位一体的教义从

来就与多神主义(polytheism)没有丝毫的关系 , 

它乃是从犹太教的一神论

(monotheism)发展出来的. 

尽管在保罗的时代, 犹太

人反对基督信仰, 但是他

们对“分别圣父与圣子的

神性”之教义, 却没有任何

反对的迹象, 这是很重要

的. 事实上, 这正是三位一

体的教义得以完全发展的根源.” 旧约圣经也表

明了耶和华与圣灵的区别; 例如: “现在主耶和华

差遣我和祂的灵来(或作: 耶和华和祂的灵差遣

我来)”(赛 48:16); “他们竟悖逆, 使主的圣灵担忧! 

祂就转作他们的仇敌, 亲自攻击他们”(赛 63:10). 

在这些经文中, 圣灵是有位格的, 是主动的. 只是, 

旧约圣经没有明确启示神有几个位格. 

  

在新约圣经中, 三一神的启示就清晰明

朗了. 首先, 与旧约圣经一样, 新约圣经强调只有

一位真神: “论到吃祭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

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

的神”(林前 8:4);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

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

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

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弗 4:4-6);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的不错; 魔鬼也信(雅

2:19)等等.  

 

与此同时, 新约圣经也强调, 独一真神有

三个位格: (1) 圣父是神(约 6:27; 林前 8:6; 彼前

1:2); (2) 圣子是神(约 1:1; 罗 9:5; 来 1:8-12); (3) 

                                                           
33    雷历著, 杨长慧编译, 《基础神学》(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7年), 第 56-57页.  

圣灵也是神(徒 5:3-4). 圣父、圣子、圣灵位格不

同, 却是合一、平等的, 且是同荣、同尊的. 马利

亚怀孕是三一神的工作: 圣灵临到马利亚身上, 

父神的能力荫庇她, 她所生的儿子被称为神的儿

子(路 1:35). 耶稣基督在约但河受洗时, 神的三

个位格同时显现(路 3:21-22).  

 

殷保罗(Paul P. Enns)指出, 约 14:16 是另

一次提及神的三个位格之合一: 子求父, 父就差

遣圣灵, 永远住在信徒里面. 罗 8:9-11 又提到, 神

的三个位格都住在信徒里面. 林后 13:14 的祝福

语, 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平等、合一的强有力

证据. 在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中(太 28:18-20), 

“ 奉父、子、圣灵的名 , 给他们施洗 ” 的

“名”(name)一词是单数. 这点非常重要. 正如雷

历所指出的, 太 28:19 平等地连贯三个位格, 把

他们组合在一个单数形式的名字之下, 是神的独

一性及三分性最好的结合. 其他经文(如 太 3:16-

17; 林后 13:14)也平等地连贯三个位格, 但不像

这一节经文那样强调神的单一性.34 

  

(b) 神的羔羊 (The Lamb of God) 

“神的羔羊”是圣经中的一大主题. 关于

“神的羔羊”之积累性启示, 林道亮在其所著的

《圣经的启示与权威》一书中写道:  

  

在创世以前(预先被神知道的)被杀的

羔羊, 在 创 3:21 只见他的“皮子”(单数), 

在  出 12:5 才见到整只逾越节羔羊(出

12:6 的“羊羔”是单数), 直到以赛亚的时

代, 它才人格化了(赛 53:7-12). 这个完备

的启示, 直到施洗约翰在犹大的旷野宣扬

说“看那!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约

1:29)时, 才得看见. 保罗的书信明证基督

是逾越节的羔羊(林前 5:7); 彼得也说“基

督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却在

这末世, 才为你们显现”(彼前 1:18-20)的

羔羊. 将来, 那羔羊会站立在宝座并长老

中间, 揭开七印(启 5:6)对世界施行审判

(启 6:16), 然后摆设羔羊的婚筵(启 19:7,9)

庆祝祂圆满的功业. 

                                                           
34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412-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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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如此. 在创世

记中,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   

  

 创 13:14-16: “罗得离别亚伯兰以后, 耶和华对

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

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

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 

 创 17:3-8: “亚伯兰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 ‘我

与你立约, 你要作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

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

作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

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

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 作永远的约, 是要作

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

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我

也必作他们的神.’ ” 

 创 22:17-18: “论福, 我

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

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

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此后, 神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兴起了以

色列民族, 作祂的选民, 并带领他们出埃及、进

迦南, 进入应许之地; 又从以色列民族中兴起大

卫等君王. 神的应许开始实现. 到了新约时代, 神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内涵进一步被展开、被实

现. 使徒保罗说: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

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 乃是

说: ‘你那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加

3:16). 基督是整个应许的中心. 耶稣基督“按肉体

说, 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

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 1:3-4). “这便

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帮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 3:14).  

 

这样, 新约圣经更清晰地宣告: 耶和华不

仅是以色列的主和救主, 也是全人类的主和救主; 

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仅指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后裔, 

凡“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 3:7). 

所以, 神的应许不仅要拯救以色列人, 而是要拯

救一切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 “要

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

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 1:10). 保

罗称这是神旨意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祂的圣使徒

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就是外帮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 得以同为后嗣 , 同为一体 , 同蒙应

许”(弗 3:5-6). 神的这个奥秘的展露和实现, 就是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完全应验.35 

  

(c) 休妻或离婚 (Divorce) 

上文提及, 主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

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 不能领

会)”(约 16:12). 里程贴切评述说, 神一直按照人

的领受能力, 循序渐进地把祂的启示加给他们. 

此外, 格里菲思·托马斯(W. H. Griffith Thomas)

还强调, 与神的积累性启示相并行的, 是以色列

人的日趋败坏, 使他们不能了解与回应神愈来愈

多的启示:  

  

由于人们看不出属神与属人的区别, 以至

于有人认为旧约的道德太低了, 与神不相

称; 其实这都是因为不能接受神渐进性真

理的缘故. 以下是区分的方法: “关于旧约, 

我建议用两句话来当着它的指导原则: 

‘神的律法是完备的’(这是指它的本质); 

‘律法并没有使任何东西完全’(这是指它

的成就  —  它的任务是为基督来做训蒙

师父, 参 加 3:24). 下面这两句话可以贯

穿全本圣经: (在神方面是)完全的启示 —  

(在人方面是)不完全的信心; (在神方面是)

完全的伦理要求  —  (在人方面是)不完

全的顺服.”  

    

举个例子，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摩西

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许你们休妻(离婚), 但起

初并不是这样”(太 19:8). 由于以色列人的败坏, 

在申命记中, 必须对休妻问题作出严格的限制: 

                                                           
35   同上引, 第 415-4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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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C. Kaiser. Jr. 

“人若娶妻以后, 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

她, 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 打发她离开夫家.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 可以去嫁别人. 后夫若恨恶

她, 写休书交在她手中, 打发她离开夫家, 或是娶

她为妻的后夫死了, 打发她去的前夫, 不可在妇

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 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

的 ; 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

了.”(申 24:1-4) 

   

陈终道在《天国君王  —  马太福音讲

义》中指出, “摩西为什么吩咐给人写休书就可

以休妻? 按 申 24:1-3, 摩西曾许可以色列人休妻. 

若休妻应写休书, 被休的妇人才可以再嫁. 但主

耶稣明确地指明了‘摩西因为你们心硬, 所以许

你们休妻’, 意即摩西因以色列人对神律法的精

义‘心硬’, 无心理会神设立婚姻关系时, 是造男

造女, 要‘二人’成为一体的本意, 反而随便休妻

另娶. 所以‘许’他们写休书给妻子, 以免女方无

辜地成为弃妇. 摩西只稍微限制了休妻的风气, 

并给女方应有的保障. 所以, 基本上, 休妻(离婚)

这件事, 不是神喜悦的旨意, 仅属于神允许之下

发生的事情.” 

    

对于 申 24:1-4 的

经文, 凯泽(另译“华德凯

瑟”, Walter C. Kaiser. Jr.)

进一步指出: “现在几乎

是普世同意, 最前面 3 节

作为条件字句, 而只在第

4 节才有结果字句. 《七

十士译本》也是如此翻译这段经文的.” 这样, 这

段经文的要点, 不是以离婚为命令, 不是鼓励或

建议人休妻, 甚至不是授权或认许离婚. 这段经

文的重点是第四节: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允许丈

夫再娶回被他休弃、已嫁给别人的的妻子. 因此, 

若认为这段经文是把离婚作为一种“权力”或“特

权”, 是合法的、是神所喜悦的, 就完全错了. 神

对休妻的允准或容忍, 绝不等于神的悦纳或赞成.  

    

再举一例, 旧约律法不像新约圣经那样

强调一夫一妻制, 但在旧约圣经的记载中, 凡一

夫多妻的, 皆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可见是神不

喜悦的; 而且, 在进迦南之前, 摩西颁布的立王条

例中, 是禁止王多立嫔妃的: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

立嫔妃, 恐怕他的心偏邪”(申 17:17). 主耶稣说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因为在创世之初, 神赐下

的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 二人成为一

体”(创 2:24)的启示中, 已包含了“神配合的, 人不

可分开”(太 19:6)、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身

一世的婚姻原则.36 

 

(A.5)    分析与结论 

格里菲思·托

马斯恰当地形容说, 

旧约圣经与新约圣

经的关系, 或较早的

启示与后来的启示的关系, 是地基与房屋的关系, 

树根与枝叶的关系; 前者孕育、照亮后者, 后者

展示、解释前者. 所以, 千万不要轻忽、贬低旧

约圣经; 另一方面, 也不要离开基督完全启示的

指引, 去使用旧约圣经.37  

 

里程指出, 若没有旧约的献祭制度, 就无

法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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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为祂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

时显明祂的义, 使人知道祂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

稣的人为义”(罗 3:25-26). 因为旧约圣经有神所

颁布的律法, 人才知道自己有罪、不能遵行神的

律法, 无法逃避神的震怒和审判, 才会在律法之

外去寻求神的赦免与拯救, 因信而接受神白白的

恩典. 

 

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的关系, 可比喻作

种子(受精卵)与植株(动物)的关系. 旧约圣经好

比种子(受精卵), 新约圣经则像植(动)物. 种子

(受精卵)虽然微小、眉目不清, 但日后成为植(动)

物所有的内外特征, 都蕴藏其中了.38 诚然, 旧约

隐藏着新约真理, 新约解开了旧约隐意! 

                                                           
36   同上引, 第 417-419 页. 
37  W. H. Griffith Thomas 著, 廖元成译, 《圣经的

由来》(美国德州达拉斯: 腓利门出版社, 1996年), 第 54

页; 引自上引书, 第 419 页.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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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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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Graham Scroggie 

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a) 主耶稣被钉十架是在星期五吗? (b) 

主耶稣被钉十架是在犹太人吃逾越节
筵席之后还是之前? 

 

解答:   一般教会传统都认为主耶稣被钉十架是

在星期五, 而许多人也认为主耶稣被钉十架是发

生在犹太人吃逾越节筵席之后, 但仔细研究便发

现, 其实有很好理由值得我们质疑上述观点. 我

们先探讨第一个问题: 

 

问题一: 主耶稣被钉十架是在星期五吗?  

 主耶稣到底在哪一天被钉十架, 或说在

哪一天死在十架? 主要有三个看法; 第一是在星

期五, 第二是星期三, 第三则是星期四. 让我们逐

一探索查考. 

 

(A)   看法一:  

主耶稣被钉十架于星期五 

 

在未探讨之前, 让我们先厘清一件容易

叫人混淆的事, 即犹太人与罗马人的历法和点钟

计算是不同的. 罗马人的计时法, 也就是我们现

今一般采用的欧洲计时法, 是以半夜(午夜 12 点)

为一天的开始  —  从今天的午夜 12 点至隔天的

午夜 12 点算为一日. 约翰福音是采纳罗马人的

计时法.  

 

犹太人的计时法却不同, 是以傍晚日落

(夜的开端, 即傍晚 6 点)为一天的开始  —  从今

天的傍晚 6 点至隔天的傍晚 6 点算为一日. 马

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是采纳犹太人的计时

法.39 这一独特的计时法对节日的庆祝活动而言

有很大影响, 使所有犹太节日的开始都在我们一

                                                           
39   这就解开了 太 27:45(主耶稣在“午正”时在十架

受苦)与 约 19:14(主耶稣在“午正”时受彼拉多的审判, 

还没钉在十字上)的冲突. 参本文附录一. 

般上习惯认为的“前一日”晚上; 例如, 虽然安息

日按照通用的日历是在星期六, 但根据犹太计时

法(或作“记日法”), 安息日的开始是在我们的星

期五晚上(从傍晚 6 点开始). 厘清有关日子和时

间的计算法后, 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探索旅程.  

 

一般传统和广被接纳的看法是: 主耶稣

在星期五早上 9 点被钉十架; 并在 6 个小时后, 

在星期五下午 3 点死去; 且在星期五傍晚 6点以

前被埋葬; 然后在接下来的星期日从死里复活

(参下文图表一). “基督教的受难节”(英文称之

Good Friday, 直译为“好星期五”, 因认为主耶稣

在星期五为人死在十架 )和复活节 (英文称之

Easter Sunday)就是以这个传统算法为依据. 

 

 英国浸信会牧师兼圣经学者斯克洛基(W. 

Graham Scroggie)写述: “这有关受难周的传统看

法值得质疑, 如果我们不带成见和偏见来查考福

音书的记载, 我认为我

们会发现这传统看法

无法被接纳, 它实在与

所记载的事实有所冲

突 .”40  对于传统看法 , 

斯克洛基提出两大反

对的理由: (1) 主耶稣

在 太 12:40 的说词; (2) 

主耶稣死和埋葬之间

所发生的事件之数目

和性质. 理由(2)需要较长篇幅, 也比较缺乏说服

力, 所以我们将之放在本文附录二里讨论. 但理

由(1)却不容忽视, 是我们现在需要仔细思考的. 

 

 主耶稣在 太 12:40 清楚说道: “约拿三日

三夜在大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

里头.” 留意那些论到主耶稣复活的经文: 

 

a) 过三天/三天后复活(KJV: after three days): 

“过三天复活 ”(可 8:31); “过三天祂要复

活 ”(可 9:31); “过了三天 , 祂要复活 ”(可

10:34); “三日后我要复活”(太 27:63).  

                                                           
40   W. Graham Scroggie, A Guide to the Gospels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95), 第 5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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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三日复活(KJV: the third day): “第三日复

活 ”(太 16:21; 路 9:22; 24:7); “第三天复

活”(林前 15:4); “第三日祂要复活”(太 17:23; 

20:19; 路 18:33);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路

24:46); “第三日, 神叫祂复活”(徒 10:40); “直

到第三日…祂从死里复活”(太 27:64).  

 

“过三天/三天后”(after three days)与“第三

日”(the third day)这两个词语是同样的意思, 因

为马太福音 27 章里就采用这两个词语来指同一

件事(参第 63 和 64 节). 

 

众所周知, 犹太人把一天当中的任何部

分都算为一整天 . 犹太拉比埃拉扎尔 (Rabbi 

Elazar ben Axaryah)说: “一日一夜是一个 Onah 

(希伯来字 Onah 意指一部分的时间, a portion of 

time), 一个 Onah 的部分是它的整体.” 人们就用

此算法来解释基督埋葬在坟洞中, 从星期五傍晚

至星期日早晨, 是可算作 3 个 Onoth (或作三日, 

注: Onoth 是 days 的意思); 即星期五傍晚 6 点前

的部分时间(算 1 日) + 星期五傍晚 6 点至星期

六傍晚 6 点是一整天(算 1 日)41 + 星期六傍晚 6

点后的部分时间(算 1 日) = 共三日. 参图表一: 

 

图表一: 主被钉十架于星期五(传统的看法) 
亚笔月

/尼散

月42 

犹太人历法 

换成现代西方

(阳历)的算法43 

日

夜 

受难周的 

重要事件 

14 日 

 

周四 

13 日(星期三)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4 日(星期四) 

傍晚 6 点结束 

夜  

日 - 门徒预备逾越节的筵席 

                                                           
41   注: 犹太人对一天的算法是从傍晚 6 点开始, 直

到隔天傍晚 6 点结束, 例如犹太人每周的最后一天(安

息日)是星期六, 而按犹太算法, 星期六不是从当天午夜

12 点开始算起, 而是从星期五傍晚 6 点开始, 至星期六

傍晚 6 点结束.  
42   亚笔月(Abib)是以色列人的圣历(阴历)正月(出

12:2; 13:4), 以色列人被掳后称之为尼散月(Nisan, 尼 2:1; 

斯 3:7), 即我们一般使用的阳历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 
43   阳历(Solar Calendar, 或称“公历、新历”)是一种

历法, 以地球绕太阳公转 1 周的时间(365.24219 天)为 1

年. 阴历(Lunar Calendar, 或称“农历、旧历”)主要指按

月亮的月相周期来安排的历法 , 以月球绕行地球一周

(以太阳为参照物, 实际月球运行超过一周)为一月. 

15 日 

 

周五 

14 日(星期四)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5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结束 

夜 - 逾越节筵席和主的晚餐 

- 主被捉拿和受审 

日 - 主被钉十架, 死后被埋葬 

 主死后第一日 

16 日 

 

周六 

15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6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结束 

夜  主死后第一夜 

- 安息日的开始 

- 主的身体安葬在坟墓里 

 主死后第二日 

日 

17 日 

 

周日 

16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7 日(星期日) 

傍晚 6 点结束 

夜 - 主从死里复活 

 主死后第二夜 

 主死后第三日 

日 - 大清早妇女到坟墓前 

 

“尽管如此,” 斯克洛基强调, “当说到多少

‘日’(days)多少‘夜’(nights)的时候, 这词语就不再

是惯用语 (idiom)了 , 而是按字义陈述的事实

(literal statement of fact, 指按字面意义来理解的

事实), 而无论用任何一种算法, 从星期五傍晚到

星期日早上肯定没有三夜(最多只有三日两夜, 

编译者按).”  

 

这点是关键所在! 关于主的复活之日, 新

约中虽 12 次记载是在祂死后“第三日”  —  这

“第三日”(the third day)虽可指三日内的部分, 包

括三日两夜  —  不过别忘了, 新约也至少 4 次记

载是“过三天”或“三天后”(after three days; 可

8:31; 9:31; 10:34; 太 27:63)和 1 次记载是“三日

三夜”(three days and three nights; 太 12:40). 斯克

洛基强调, “过三天/三天后”和“三日三夜”这两个

词语却不可能是指三日两夜, 而一定是指三日, 

同时每一日都先有一夜; 故此, 我们的主在 太

12:40 所说的三日三夜是不可能用 Onah 的犹太

算法来解释, 而必须按照它字面所表达的意思, 

指祂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这是‘星期五理论’(主受

难和埋葬于星期五)所不符的.”44   

 

 有鉴于此, 斯克洛基和一些圣经学者认

为我们有很好理由相信, 主耶稣并非在星期五受

难(钉十字架)和埋葬. 还有一些反对“星期五理

                                                           
44   W. G. Scroggie, A Guide to the Gospels, 第 569-

570 页. 有学者尝试把主钉十架时的黑暗算为“一夜”来

补足所缺的那“一夜”, 但中午 12 时至 3 时的三小时怎

么可以算为“一夜”呢? 这种强解圣经(更正确说, 是曲解

圣经)实在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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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论据, 我们将会在提出另外两种看法时加

以分析和讨论. 

 

 

(B)   看法二:  

主耶稣被钉十架于星期三 

 

 这是近代的看法, 最著名的提倡者是上

文提到的斯克洛基(W. Graham Scroggie, 1877-

1958). 一些学者, 包括近期香港的洪鼎翀, 也支

持上述看法, 即主被钉十架于正月 14 日白天, 而

按洪鼎翀的受难周图表, 此日正是星期三白天.45 

 

值得留意的是, 斯克洛基和洪鼎翀正确

指出, 受难周里其实有两个安息日, 一个是“每周

的安息日”(The Weekly Sabbath), 另一个则是所

谓的“逾越节的安息日”(The Passover Sabbath).46 

让我们引证以下经文:  

 

 出 12:3-6: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 本月

初十日, 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只…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 你们或从绵羊里

取, 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 

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利 23:6-7: “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

节;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 第一日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这两处经文给我们看到几件有关逾越节

的重要事情: 首先, 以色列人要在亚笔月(尼散月

/正月) 10 日挑选一只羊羔, 供逾越节宰杀羊羔之

用. 第二, 这只羊羔要在 14 日宰杀.47 第三, 隔天

                                                           
45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 第一集 》, 第

195-196 页; 请参考第 196 页图表中的亚笔月 14 日. 
46   W. G. Scroggie, A Guide to the Gospels, 第 573页;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一集》(柔佛新山: 人人

书楼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 第 194 页;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Things that Differ (Amainthakarai, Madras: 

Amainthakarai Gospel Hall, 1995), 第 156-157 页.  
47   出 12:6 记载, 以色列人要“在黄昏的时候”(KJV: 

in the evening)宰杀羊羔. “在黄昏的时候”原文直译为

“两个傍晚之间”(between the two evenings, 此乃 John N. 

Darby 的译法 ; Robert Young 直译为 : between the 

evenings). 根据犹太裔基督徒学者埃德逊 (Alfred 

15 日是连续七日的无酵节的第一日, 应当有圣

会, 也是安息日(利 23:7: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

做”), 即所谓的“逾越节的安息日”(the Passover 

Sabbath), 或称为 “ 节期的安息日 ”(the Feast 

Sabbath). 这逾越节的安息日就是 约 19:31 所说

的: “那安息日是个大日(High Day)”, 而这“大日”

不同于“每周的安息日”(the Weekly Sabbath).  

 

让我们用图表加以说明(注: 以下图表编

自斯克洛基和洪鼎翀的图表):48 

 

图表二: 主被钉十架于星期三 
尼

散

月 

犹太人历法 

换成现代西方

(阳历)的算法 

受难周的 

重要事件 

10

日 

 

周

六 

9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0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结束 

1.主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可 11:1-

11; 约 12:12-19) 

2. 以色列各家挑选一只羊羔, 供逾越

节宰杀羊羔之用(出 12:3) 

11

日 

 

周

日 

10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1 日(星期日) 

傍晚 6 点结束 

1.咒诅无花果树(可 11:12-14) 

2.洁净圣殿(可 11:15-17) 

12

日 

 

周

一 

11 日(星期日)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2 日(星期一) 

傍晚 6 点结束 

1.无花果树连根枯干(可 11:20-23) 

2.与众领袖(祭司长、众文士和长老)

辩论(可 11:27-12:44) 

3.主耶稣宣告“过两天”祂要被钉十字

架(太 26:1-2) 

13

日 

 

周

二 

12 日(星期一)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3 日(星期二) 

傍晚 6 点结束 

1.预备吃逾越节的筵席(太 26:17-19; 

可 14:12-16; 路 22:7-13) 

2.马利亚可能在这日膏主耶稣 (约
12:2-8) 

14

日 

 

周

三 

13 日(星期二)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4 日(星期三) 

傍晚 6 点结束 

1.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约 13:1-20) 

2.主耶稣与门徒同吃逾越节的筵席

(太 26:20), 并当众指出将要出卖祂的

人(约 13:21-30) 

3.主设立“主的晚餐”(路 22:17-20) 

4.主同门徒去到客西马尼园痛苦地

祷告(路 22:39-44) 

                                                                                               
Edersheim), “两个傍晚之间”的意思是“下午 3 点和日落

之间”(between 3 p.m. and sunset), 参 Norman Crawford, 

“Luke”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7)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9), 第 346 页. 
48   洪鼎翀的图表大致上与斯克洛基的相同, 都认

为主骑驴进耶路撒冷于星期六白天, 并于星期三下午三

点死在十架; 参《圣经中的矛盾 : 第一集 》, 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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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捉拿和受审(太 26:47-68) 

6.主被钉死在十架上(太 27:31-56) 

7.约瑟急速把主的尸体安葬在自己

的新坟墓(路 28:53-54) 

15

日 

 

周

四 

14 日(星期三)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5 日(星期四) 

傍晚 6 点结束 

 主死后第一夜 

1.逾越节的安息日(Passover Sabbath) 

2.约 19:31: “那安息日是个大日(High 

Day) [注: 这“大日”不同于“每周的安

息日”(Weekly Sabbath) ] 

3.此日是七日无酵节的第一日 

 主死后第一日(第一个白天) 

16

日 

 

周

五 

 

15 日(星期四)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6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结束 

 主死后第二夜 

1.众妇女买香料要膏主耶稣(可 16:1 

“过了安息日… 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

的身体”; 注: 此安息日不是星期六的

“每周安息日”) 

2.尼哥底母和约瑟用细麻布加上香

料包裹主耶稣的身体(约 19:39) 

 主死后第二日(第二个白天) 

17

日 

 

周

六 

16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7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结束 

 主死后第三夜 

1. 犹 太 人 每 周 的 安 息日 (Weekly 

Sabbath, 即落在星期六的安息日; 路

23:56: “她们[众妇女]就回去, 预备了

香料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 便遵着诫

命安息了”) 

 主死后第三日(第三个白天) 

18

日 

 

周

日 

17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8 日(星期日) 

傍晚 6 点结束 

1.在尼散月/亚笔月 17 日, 日落之后

(进入尼散月 18 日), 主耶稣从死里复

活(可 16:9) 

2.大清早妇女来到坟墓前, 发现主已

复活, 不在坟墓里了(路 24:1-7) 

 

 美国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新约圣经研究教授赫拿 (Harold 

Hoehner)正确地指明主被钉十架于星期三的可

能性不高. 他提出几个重点:49 

 

1) 根据斯克洛基的图表和算法, 主耶稣是在死

后“第四日”复活(the fourth day), 但圣经多次

记载主耶稣是在死后“第三日”复活(太 16:21; 

17:23; 20:19; 27:64; 路 9:22; 18:33; 24:7,46; 

徒 10:40; 林前 15:4), 而不是第四日. 

2) 如果根据斯克洛基对 太 12:40 的解法, 必须

是 72 小时的“三日三夜”, 那么主在 14 日(星

                                                           
49   参 Harold Hoehner, Chr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Life of Chris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7); 引自
J. Dwight Pentecost, The Words and Works of Jesus 

Chris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1), 第 573-574 页. 

期三)下午 3 点左右死在十架, “第三日复活”

就表示祂必须在 17 日(星期六)下午 3 点左

右复活, 但斯克洛基的图表清楚显示主是在

18 日  —  按犹太人算法是 17 日星期六傍晚

6 点开始后的时间复活, 即在死后“第四日”

才复活. 再者, 圣经记载基督徒记念主的复活

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徒 20:7; 林前 16:2), 而

不是在星期六的安息日. 

3) 根据斯克洛基的图表, 主耶稣凯旋进入耶路

撒冷是发生在周六(星期六, 编者注: 洪鼎翀

的图表也如此表示), 但它的可能性很低, 因

为: (a) 星期六是安息日. 按摩西律法, 动物

(包括驴)是不可在安息日工作(申 5:14).50 主

耶稣若在星期六骑驴进城, 便是触犯安息日

的条例. (2) 迎接主耶稣的百姓当中, “有人砍

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太 21:8;51 可 11:8), 如果

是在星期六(安息日), 便是触犯安息日的条

例(民 15:32-36).52 肯定的, 若主耶稣触犯安

息日, 也使别人如此行的话, 祂的敌人一定会

在受难周里提及此事, 以此攻击祂. 但祂的敌

人并没这样做, 间接表示主耶稣并非在星期

六(安息日)的时候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 

 

 

(C)   看法三: 主耶稣被钉十架于星期四 

 

马有藻在他所著的《新约概论》一书的

图表中指出, 按照所谓的“传统性新修订”之看法, 

主耶稣被钉十架是在星期四. 以下图表主要是根

据这新修订的看法 [注: 亚笔月 10 日至 17 日的

资料乃参考马有藻的图表,53 但亚笔月 8 日至 9

                                                           
50   申 5:14: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

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 并在

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使你的仆婢可

以和你一样安息.” 
51   太 21:8: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 还有人砍
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52   民 15:32,35: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遇见一

个人在安息日捡柴…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总要把那人

治死; 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 ” 
53   马有藻指出, 对于“受难周”, 主要有三大学派的

看法: (a) 传统性; (b) 传统性(修订); (c) 传统性(新修订). 

看法(a)和(b)皆认为主被钉十架是在星期五, 看法(c)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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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资料则参考安德森爵士的名著《将要来临

的君王》54 ]:  
 

图表三: 主被钉十架于星期四 
尼

散

月 

犹太人历法 

换成现代西方

(阳历)的算法 

受难周的 

重要事件 

8

日 

周

五 

7 日(星期四) 

傍晚 6 点开始 

至 8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结束 

1.主前往耶路撒冷去, 要过逾越节 

2.主来到耶路撒冷东南面约 2 公里

的伯大尼(约 12:1) 

9

日 

周

六 

8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开始 

至 9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结束 

1.每周的安息日(星期六的安息日) 

2.主在伯大尼度过安息日 

3.主在马大的家享用筵席(约 12:2) 

4.马利亚用香膏来膏主(约 12:3) 

10

日 

周

日 

9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0 日(星期日) 

傍晚 6 点结束 

1.主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 

2.以色列各家挑选一只羊羔, 供逾

越节宰杀羊羔之用 

11

日 

周

一 

10 日(星期日)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1 日(星期一) 

傍晚 6 点结束 

1.咒诅无花果树 

2.洁净圣殿 

 

12

日 

周

二 

11 日(星期一)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2 日(星期二) 

傍晚 6 点结束 

1.被咒诅的无花果树连根枯干 

2.主与祭司长、文士和长老辩论 

3.宣告法利赛人的七祸 

4.为耶路撒冷哀哭 

5.橄榄山谈论 

 

13

日 

周

三 

12 日(星期二)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3 日(星期三) 

傍晚 6 点结束 

1.门徒为吃逾越节筵席做准备(注: 

门徒在 13 日[星期三]白天作预备, 

但吃逾越节筵席则是在星期三晚

上进行[按犹太历法已进入 14 日] )  

 

14

日 

周

四 

13 日(星期三)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4 日(星期四) 

傍晚 6 点结束 

1.主和门徒同吃逾越节的筵席 

2.主设立最后的晚餐(主的晚餐) 

3.主在客西马尼园祷告 

4.主被捉拿和多次受审 

5.主(于早上 9 点)被钉死在十字上 

6.主(于下午 3 点)死在十架上 

7.主(于傍晚 6 点前)被葬在坟墓里 

 

 14 日中午 12 点, 圣殿预备羊羔.

当天下午 3 点 , 圣殿宰杀羊羔

(注: 此时正是主耶稣死在十架的

                                                                                               
认为主被钉十架于星期四. 马有藻著, 《新约概论》(台

北: 台湾中国信徒布道会, 1999 年修订版), 第 64 页. 
54   Robert Anderson, The Coming Princ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57), 第 127-128 页. 根据

安德森爵士的精确计算, 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是

在尼散月(亚笔月)10 日, 即主后 32 年 4 月 6 日星期日. 

时候), 并开始献祭. 全国家家户

户开始宰杀羊羔.55 这点应验主

耶稣作为“神的羔羊”被宰杀, 以

除去世人的罪孽(约 1:29). 

 主死后第一日(14 日星期四下午

3 点至 6 点算作 1 日) 

15

日 

周

五 

14 日(星期四)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5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结束 

1.无酵节开始, 共七日. 尼散月 15

日有盛会, 是圣日, 也是安息日,56 

即斯克洛基所谓的“逾越节的安息
日”(Passover Sabbath).57 

 

 尼散月 14 日星期四傍晚 6 点过

后(按犹太人的算法, 已进入 15

日),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吃逾越节
的筵席 (参 约 18:28), 包括吃 14

日星期四下午被宰杀的羊羔.   

 主死后第一夜和第二日 

16

日 

周

六 

15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6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结束 

1. 本周 / 每周的安息日 (Weekly 

Sabbath, 即落在星期六的安息日). 

 

 主死后第二夜和第三日 

17

日 

周

日 

16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7 日(星期日) 

傍晚 6 点结束 

1.“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复活

了”(可 16:9) 

2.初熟节.58 有盛会, 是圣日, 也是

安息日. 

 

 主死后第三夜(16 日星期六傍晚

6 点后进入第三夜) 

 所以主在 17 日星期日清早复活

时, 已有“三日三夜” 

 

赫拿(H. Hoehner)表示, 那些持“主被钉十

架于星期四”的学者, 也是根据 太 12:40 的经文

(三日三夜). 他们的论点如下:59 

 

1) 主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于星期日, 尼散月

10 日, 是应验了旧约预表的逾越节羔羊, 即

主耶稣基督犹如“逾越节的羔羊”(林前 5:7: 

                                                           
55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 第一集 》, 第 196页. 
56   同上引. 洪鼎翀在此书图表中表明亚笔月 15 日

是无酵节的开始. 
57   W. G. Scroggie, A Guide to the Gospels, 第 575 页, 

斯克洛基也表明亚笔月 15 日是“逾越节的安息日”. 
58   初熟节(利 23:9-14)是落在无酵节(除酵节)之后

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利 23:11: “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

日把这捆摇一摇”). 按以上列表, 无酵节(15 日)之后的第

一个每周安息日落在 16 日, 而 16 日的次日正好是 17

日星期日(七日的第一日). 主复活于此日表明新的开始. 
59   J. Dwight Pentecost, The Words and Works of 

Jesus Christ, 第 574-5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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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 在正月(尼散

月)10 日被拣选和展现出来, 给众人察看. 

2) 在尼散月 14 日星期四, 作为“逾越节的羔羊”

主耶稣在当天下午被人宰杀. 正如以色列人

于 14 日宰杀羔羊一样(参 林前 5:7). 

3) 隔天, 即尼散月 15 日, 是无酵节的第一天. 此

日有圣会 ,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利

23:7). 因此, 这安息的日子就是安息日, 而若

尼散月 15 日落在任何除了“每周的安息

日”(weekly Sabbath)的日子, 那日子就称为

“逾越节的安息日”(Sabbath of the Passover). 

约 19:31 说“那安息日是个大日(High Day)”, 

指的就是“逾越节的安息日”, 而非“每周的安

息日”. 在我们主被钉十架的那年, 逾越节安

息日(尼散月 15 日)是在星期五, 所以每周安

息日便是在隔天的星期六.   

 

赫拿其实支持主被钉十架于星期五, 因

而反对星期四, 但他所提出的反对理由缺乏说服

力. 首先, 他辩驳说, 若不是因为 太 12:40 的“三

日三夜”, 人应该不会认为主被钉十架于星期四

或星期三. 他强调星期五是最适合的日子, 因为

符合“第三日复活”的经文. 事实上, 若仔细研究

和谨慎思考, 主被钉十架于星期四才是最正确的, 

因为它不仅符合“三日三夜”和“三天后复活”的

解释, 也没抵触“第三日复活”的经文. 

 

(a) 符合“主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埋葬)” [图表四] 
14 日 

周四 

始于星期三傍晚 6 点 

止于星期四傍晚 6 点 

 

第一日 

主在星期四 

3 点死在十架 

15 日 

周五 

始于星期四傍晚 6 点 

止于星期五傍晚 6 点 

第一夜 

第二日 

逾越节 

的安息日 

16 日 

周六 

始于星期五傍晚 6 点 

止于星期六傍晚 6 点 

第二夜 

第三日 

每周 

的安息日 

17 日 

周日 

始于星期六傍晚 6 点 

止于星期日傍晚 6 点 

第三夜 主于星期日 

清晨复活 

主死后到 16 日(星期六)傍晚 6 点之后, 进入第三夜,  

所以主于 17 日(星期日)清晨复活时, 已有“三日三夜” 

 

(b) 符合“三天后复活” [图表五] 
14 日 

周四 

始于星期三傍晚 6 点 

止于星期四傍晚 6 点 

 

第一日 

主在星期四 

3 点死在十架 

15 日 

周五 

始于星期四傍晚 6 点 

止于星期五傍晚 6 点 

第一夜 

第二日 

逾越节 

的安息日 

16 日 

周六 

始于星期五傍晚 6 点 

止于星期六傍晚 6 点 

第二夜 

第三日 

每周 

的安息日 

17 日 

周日 

始于星期六傍晚 6 点 

止于星期日傍晚 6 点 

第三夜 主于星期日 

清晨复活 

主死后到 16 日(星期六)傍晚 6 点时已有三日, 所以主于 17

日(星期日)清晨复活时, 已过了三日, 是“三天后复活” 

 

(c) 符合“第三日复活” [图表六] 
若以一日 24 小时的算法, 主在星期四 3 点死在十架, 

主死后到 17 日(星期日)清晨复活时, 是“第三日复活” 

1 星期四 3 点(14 日)至星期五 3 点(15 日)是第一日结束 

2 星期五 3 点(15 日)至星期六 3 点(16 日)是第二日结束 

3 星期六 3 点(16 日)至星期日 3 点(17 日)是第三日结束 

17 日(星期日)清晨是已进入“第三日”,  

所以主在 17 日(星期日)清晨复活确实是“第三日复活” 

 

由此可见, 主被钉十架于星期四才是最

正确的, 完全符合“三日三夜”、“三天后复活”和

“第三日复活”的经文. 其他天都无法符合这三者. 

 

其次, 赫拿认为主可以在星期一才凯旋

地进入耶路撒冷城, 不过赫拿所提的论证是建立

在一个令人质疑的假设上, 即主被钉十架于星期

五,60 然后他以此日为尼散月 14 日星期五为依

据, 来推算其他受难周的事件所发生的时日. 然

而, 我们有更好的理由相信, 主是在星期日进耶

路撒冷. 安德森爵士(Sir Robert Anderson)在《将

要来临的君王》一书中写道: “根据犹太传统

                                                           
60   赫拿认为主耶稣被钉十架于主后 33 年 4 月 3

日星期五. 赫拿的理论乃建立在两个假设上: 第一, 主耶

稣是在星期五被钉死在十架上; 第二, 主耶稣死的那日

是尼散月 14 日. 以这两个假设为基础, 再加上犹太史学

家约瑟夫(Josephus)记载彼拉多治理犹太地长达 10 年

(主后 26/27 年至主后 36/37 年), 赫拿发现这 10 年当中

只有 4 年的尼散月 14 日落在星期五, 即主后 27、30、

33 和 36 年. 由于主耶稣大约 30 岁出来传道(路 3:23), 

从公开传道至被钉十架之间至少度过 3 个逾越节(约

2:13; 6:4; 11:55), 以及其他论据, 赫拿的结论是主后 33

年是主钉十架的最可能年份, 有关赫拿的论点, 请参 J. 

Dwight Pentecost, The Words and Works of Jesus Christ, 

第 577-579 页. 无论如何, 主被钉十架的日子若不是星

期五, 而是星期四的话, 赫拿计算法的基础和结论就不

能成立了. 专研圣经预言的工程师兼著名圣经教师米思

勒(Chuck Missler)指出, 他研究和比较过不少近代相关

的计算法, 发现安德森爵士的计算法可谓最为正确可靠, 

可信度极高; 其他与之不同结论的计算法主要是因为采

用“主被钉十架于星期五”的假设为依据而达致的, 广受

学者承认的赫拿计算法便是上述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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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wish custom), 主在尼散月 8 日前往耶路撒冷, 

那是‘逾越节前六日’(约 12:1: “逾越节前六日, 耶

稣来到伯大尼”, 注: 伯大尼位于耶路撒冷东南面

约 2 公里). 尼散月 14 日, 即吃逾越节筵席的那

一日, 在那一年(主后 32 年)是落在星期四, 所以

尼散月 8 日便是前一个星期五. 因此, 主一定是

在伯大尼度过安息日(星期六); 并在尼散月 9 日

(星期六)傍晚, 过了安息日之后, 在马大的家享

用筵席. 隔天, 尼散月 10 日, 祂按福音书所记载

的, 进入耶路撒冷城. 尼散月 10 日的儒略日

(Julian date)是主后 32 年 4 月 6 日星期日.”61  

 

简而言之, 根据安德森爵士的精确计算, 

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是在尼散月(亚笔

月)10 日, 即主后 32 年 4月 6 日星期日.62 以此推

算, 当年尼散月 14 日则是主后 32 年 4 月 10 日

星期四. 这点进一步支持“主耶稣是在星期四被

钉十架”的看法. 

 

第三, 赫拿质疑尼散月 15 日是逾越节的

安息日. 他认为“每周安息日(星期六)的前一日

是逾越节的安息日”这一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但

他忽视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在我们的主被钉

十架的那年, 逾越节的安息日(尼散月 15 日)是

落在星期五, 每周的安息日是在隔天(星期六). 

支持这看法的人指出, 紧接着星期五逾越节的安

息日, 是一般上每周的安息日, 这论点有 太 28:1

为凭据,63 因为那一节的“安息日”一字在希腊原

文是复数( sabbatôn , 超过一个安息日),64 在英文

                                                           
61   Robert Anderson, The Coming Princ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 1957), 第 127 页.  
62   著名的犹太裔基督徒学者埃德逊 (Alfred 

Edersheim)也认为主进入耶路撒冷是在“受难周的第一

日”(First Day in Passion-Week), 称为“棕枝主日”(Palm 

Sunday, 直译为“棕枝星期日”, 即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Alfred Edersheim, The Life and Times of Jesus Christ the 

Messiah (new updated ed.)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3), 第 725 页. 
63   太 28:1: “安息日将尽, 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

时候, 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  
64   太 28:1 的 sabbatôn 是复数, 但其他经文如 约

19:31 两次的“安息日”都是单数的(注: “安息日”一字的

单数是 sabbaton ). 

该被译为‘at the end of the Sabbaths’65(可直译为

“超过一个的安息日将尽…”, 指星期五和星期六

两个安息日将尽).”66  

 

 最后, 赫拿根据 可 15:42 和 约 19:14 这

两处经文,67 认为没有证据显示预备逾越节的日

子是逾越节的前一天, 但有证据证明这日是星期

五. 赫拿所谓的证据就是 可 15:42 所说的: “这是

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赫拿坚持说这安

息日是每周的安息日(星期六), 因此前一日的预

备日就是星期五, 约瑟于此日求彼拉多把主耶稣

的身体交给他.68   

 

 可 15:42 的这个“安息日”只可以指每周

的安息日吗? 为什么不可指“逾越节的安息日”呢? 

我们在上文已讨论过, 依照安德森爵士可靠的计

算, 尼散月 10 日是星期日, 尼散月 15 日是星期

五, 也是无酵节的第一天, 所以此日有圣会, “什

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利 23:7), 即是“逾越节的

安息日”. 故此, 主耶稣被交给犹太人钉死在十架

上, 是在“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即 14 日星期四的

白天), 是在“安息日(指 15 日星期五的逾越节安

息日)的前一日”, 即在 14 日星期四的白天, 主被

钉死在十架上, 并在同一日被埋葬于约瑟的新坟

墓里. 现在, 让我们再面对另一非常棘手的问题.  

 

 

问题二: 主耶稣被钉十架是在犹太人吃逾越节

筵席之后还是之前? 

 

(A) 符类福音与约翰福音的不同记载 

一般人认为主被钉十架是在犹太人吃逾

越节筵席之后, 理由是 可 14:12-16 的记载: 

                                                           
65   杨氏(Robert Young)正确地直译为“And on the 

eve of the sabbaths”(注: Sabbaths 意即复数的安息日). 
66   J. Dwight Pentecost, The Words and Works of 

Jesus Christ, 第 574 页. 
67   约 19:14,16: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 彼拉

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可 15:42,43: “…这是

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 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

来… 求耶稣的身体.” 
68   J. Dwight Pentecost, The Words and Works of 

Jesus Christ, 第 5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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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ig S. Keener 

 第 12 节: “除酵节的第一天, 就是宰逾越羊羔

的那一天,69 门徒对耶稣说: ‘你吃逾越节的筵

席要我们往那里去预备呢?’ ” 

 第 13 节: “他进那家去, 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

说: ‘夫子说: 客房在那里? 我与门徒好在那

里吃逾越节的筵席.’ ” 

 第 16 节: “门徒出去, 进了城, 所遇见的正如

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编译者注: 按以上经文, 以及 太 26:17-20; 路

22:7-13 等等符类福音书的记载, 主耶稣显然

是先吃了逾越节筵席, 当晚在客西马尼园被

捉拿和受审, 隔天才被钉十架, 为人赎罪) 

 

无论如何, 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记载似

乎与符类福音书 (Synoptic gospels, 即马太福

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简称“符类福音”或

“对观福音”)有所冲突, 彼此矛盾: 

 约 18:28: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

内解去, 那时天还早. 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 

恐怕染了污秽, 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 

 约 19:14: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 约有

午正(原文是“第六时”, 按罗马计时法是我们

                                                           
69   路 22:1 说: “除酵节(又叫逾越节)近了”. 逾越节

是在尼散月 14 日, 除酵节则在尼散月 15 日, 但两者紧

密相连, 以致被视为同一个节期, 李菲尔德(Walter L. 

Liefeld)解释说: “除酵节(无酵节)共有 7 日(出 12:15-20). 

逾越节按犹太历法是尼散月 14 日至 15 日. 除酵节(15

日)是紧接着逾越节(14 日), 也变成包含了逾越节. … 真

正的逾越节筵席(actual Passover meal)是在(尼散月 14

日)日落后举行, 即按犹太历法, 是第二天(尼散月 15 日)

的开始.” Walter L. Liefeld, “Luke”,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vol.8), edited by Frank E. Gaebelei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4), 第

1024-1025 页. 此外, 赫丁(John Heading)也指出, 在新约

时代, 犹太人在逾越节当天就开始除酵节, 因为当天不

能吃有酵饼 (出 12:8,18), 参  “Matthew”,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2)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84), 第 359 页. 简之, 预备和宰杀羊羔是在尼散月 14

日(即逾越节当天), 但吃逾越节的筵席则在尼散月 15 日

(即除酵节的第一天), 所以除酵节(特指它的第一天)也

被视为逾越节, 就有“逾越节是尼散月 14 日和 15 日”的

说法, 再加上尼散月 14 日便开始除酵, 就有“除酵节有

八日”(包含了前一日的逾越节)的说法.  

现在的早上 6 点钟).70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哪, 这是你们的王.’ ” 

 约 19:16: “…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约 19:31: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又因那安

息日是个大日, 就求彼拉多… 把他们拿去, 

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约 19:42: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又因那

坟墓近,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编译者注: 按照 约 18:28, 主耶稣看来是在

被钉十架过后, 犹太人才吃逾越节的筵席. 约

19:31,42 的“预备日”是预备吃逾越节的筵席) 

 

 值得留意的是, 约 18:28 表明主耶稣受审

时(注: 主受审的时间是在尼散月 14 日晚上[大

约 9 点或 10 点过后]直到隔天早上[大约 7 点或

8 点] ), 犹太领袖不要进入外邦人的衙门, 免得

沾染污秽, 以致在当天晚上(指星期四晚上; 参图

表三的 14 日和 15 日之内容)“不能吃逾越节的
筵席”(原文无“的筵席”一语). 可见主耶稣受审时, 

犹太人还未吃逾越节的筵席. 换言之, 先是主耶

稣在夜里被捉拿和开始多次受审, 并在白天被钉

十架(尼散月 14 日), 然后才是犹太人在当天晚

上吃逾越节的筵席(那晚已是尼散月 15 日). 

 

但卡森(D. A. Carson)反对这看法. 他认为

这“吃逾越节的筵席”并非指吃逾越节的那一餐, 

而是吃那连续七日的除酵节之筵席(参其所著的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第 589 页). 然而, 

杰出的澳洲新约圣经学者莫

里斯(Leon Morris)承认这节

的“逾越节”(the Passover)一

词虽可指逾越节加除酵节 , 

但他坚持 “ 吃逾越节 ( 筵

席)”(to eat the Passover)一语

就不能用来指吃逾越节筵席

以外的任何除酵节筵席, 不管是部分或是全部的

除酵节筵席 .71  新约圣经教授基纳尔(Craig S. 

Keener)亦认为“以‘吃逾越节(筵席)’来表示在除

                                                           
70   有关罗马的计时法, 请参本文附录一.  
71   Leon Morris, “John”,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第 689 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29 

   

《家信》: 第 116 期 (2018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酵节期间吃除酵的食物, 是非常奇怪的说法.”72 

这怪异的解释导致一些学者难以接受. 

 

(B) 不同记载的原因 

究竟主耶稣被钉十架是在逾越节筵席之

后(如符类福音所记述的 , 例如 : 太 26:17; 可

14:12; 路 22:15), 还是逾越节筵席之前(如约翰福

音所记述的, 例如: 约 18:28; 19:31,42)? 英国新

约圣经学者格思里(Donald Guthrie, 1916-1992)

在其厚达 1161 页的名著《新约圣经导论》中指

出, 圣经学者(对上述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解法. 

那些对约翰福音有争议的人认为约翰弄错了, 符

类福音才是对的. 不过, 由于现今更倾向于信任

约翰福音的历史记载是更可靠的, 所以有者将约

翰福音视为对符类福音的修正. 这两个对立的观

点是按“甲或乙只有一个是对的”之原则. 但这并

非最终答案,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甲和乙两个

都对”, 即约翰福音和符类福音两者都对. 这样的

解决方案已被一些圣经学者 (如 Mlle. Annie 

Jaubert、M. H. Shepherd 、R. P. Martin、R. T. 

France 等等)所提出.73     

 

(a) 两种不同的日历(阳历和阴历) 

 我们 先谈安 妮 · 杰伯 特 (Mlle. Annie 

Jaubert, 1912-1980)的论点. 格思里评述此论点时

说道: “虽无法详述所有细节, 但概括的观念是: 

有两种日历(calendars)采用两种不同方式去规定

逾越节的时间; 其中一种一直落在那周的同一天, 

另一种则是可以按月历算法来作调整. 第一种证

据可以获自《禧年之书》(Book of Jubilees). 既

然这种日历现今已被相信是由昆兰社群

(Qumran community)74所采用, 故很有可能我们

                                                           
72   Craig S. Keener, The IVP Bible Background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Illinois: Inter Varsity 

Press, 1993), 第 308 页. 
73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rev. ed.)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1990), 第 311-312 页. 
74   昆兰(Qumran)位于死海西北岸, 是一群犹太的

爱色尼人(Essene)居住之地. 这群人反对马加比家族后

人的政教合一, 所以离俗隐居在死海岸边的昆兰沙漠中. 

莫里斯(Leon Morris)写道: “昆兰教派的爱色尼人对节期

日历有自己强烈的见解, 不肯跟从圣殿当局的规则. 布

莱克(Matthew Black)毫不避讳地说: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的主和爱色尼人在守逾越节方面, 其日期或时间

是比在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所守的更早.… 有证

据显示加利利使用特别的规则, 可能那里遵守了

《禧年之书》所说的同一个日历.”75 

 

卡森也解释说, 有关吃逾越节筵席的时

间, 安妮·杰伯特辩说在符类福音中, 主耶稣和祂

的门徒是根据一种可能被昆兰社群 (Qumran 

community)所采纳的阳历(solar calendar). 这阳

历把逾越节置于星期二傍晚. 不过, 耶路撒冷的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则是按照一种月历(lunar 

calendar), 而在那事关重大的一年, 逾越节落在

“星期四-星期五”(从日落到隔天的日落).76 换言

之, 符类福音的记载是根据(昆兰社群)爱色尼人

所遵循的阳历, 而约翰福音的记载却是按照犹太

当局(指耶路撒冷圣殿当局, 如那里的祭司和宗

教领袖)所根据的月历.77 

 

无论如何, 安妮·杰伯特所谓“逾越节落在

星期二傍晚”的证据是极具争论性的, 例如对于

她所谓早期基督徒在“星期二傍晚守主的晚餐”

这一做法, 就被伊根司(A. J. B. Higgins)批评为

“是出于随心所欲的规定基督徒节期的日期”.78 

尽管安妮·杰伯特所提出的日子(逾越节于星期

二)受到争议, 但这“不同日历”(指按不同日历吃

逾越节筵席)的理论是有可能的(参下文).    

 

(b) 提前吃逾越节的筵席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看法 , 即法朗士

(Richard T. France)的观点. 法朗士辩论说, 约翰

                                                                                               
昆兰教派(Qumran sectarians)或爱色尼人(Essenes)… 在

主被钉十架的那年庆祝逾越节的时间是不同于耶路撒

冷圣殿当局(Temple authorities)所发布的正式时间 .’ ” 

Leon Morris, “John”,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第 694 页.   
75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rev. ed.), 第 312 页.  
76   D. 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第 457 页.  
77   George R. Beasley-Murray, “John”, in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vol.36) (Waco, Texas: Word Books 

Publisher, 1987), 第 225 页. 
78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rev. ed.), 第 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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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事件次序是正确的, 符类福音也没有抵触

它. 卡森引述法朗士的看法: “耶稣当晚所吃的不

是(真正的)逾越节筵席, 而是提前吃逾越节筵席, 

因为祂知道在逾越节当日, 祂将被悬挂在十架上. 

这表示耶稣和祂的门徒不是吃真正的献祭羔羊, 

因为圣殿的当权者看来不可能迁就祂所认可和

自设的时间(指提前一天吃逾越节筵席). 法朗士

不觉得这点有何难题, 因为他察觉四本福音书都

没有明确地说到主耶稣在筵席上吃羊羔.”79  

  

图表七: 主被钉十架于星期三 (编自图表三)  
13

日 

周

三 

12 日(星期二)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3 日(星期三) 

傍晚 6 点结束 

1.预备吃逾越节的筵席(门徒在星

期三白天, 按主的指示找适合地点

预备筵席) 

注: 星期三傍晚 6 点后进入 14 日 

14

日 

周

四 

13 日(星期三)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4 日(星期四) 

傍晚 6 点结束 

1.主和门徒在星期三傍晚 6 点后吃

逾越节的筵席 

2.主设立最后的晚餐(主的晚餐) 

3.主在客西马尼园祷告 

4.主被捉拿和多次受审80 

5.主在星期四早上 9 点被钉十架 

6.主在星期四下午 3 点死在十字 

7.主在星期四傍晚 6 点前被埋葬 

8.犹太人宰杀羊羔于星期四下午, 

即“3 点和日落(大约 5、6 点)之间” 

15

日 

周

五 

14 日(星期四)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5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结束 

1.无酵节开始, 共七日. 尼散月 15

日是圣日, 也是安息日, 即“逾越节

的安息日”(Passover Sabbath). 

2.尼散月 14 日星期四傍晚 6 点过

后 (按犹太人的算法 , 已进入 15

日),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吃逾越节
的筵席 (参 约 18:28), 包括吃 14 日

星期四下午被宰杀的羊羔. 

16

日 

周

六 

15 日(星期五)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6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结束 

1. 本周 / 每周的安息日 (Weekly 

Sabbath), 即落在星期六的安息日. 

 

17

日 

周

日 

16 日(星期六) 

傍晚 6 点开始 

至 17 日(星期日) 

傍晚 6 点结束 

1.“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复活

了”(可 16:9) 

2.初熟节. 有盛会,是圣日和安息日. 

                                                           
79   D. 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第

456 页. 
80   逾越节最主要活动是: 在尼散月 14 日下午(3 点

至日落之间)宰杀羊羔, 并在当晚吃逾越节的筵席, 过后

守尼散月 15 日的除酵节之安息日. 符类福音表明主耶

稣的敌人避免在“当节的日子”捉拿和杀害祂, “恐怕民

间生乱”(太 26:5; 可 14:2), 这暗指他们不是在吃逾越节

筵席那晚捉拿祂, 也避免在除酵节安息日的时候杀害祂. 

 大部分释经者无可避免地按着 可 14:12

的经文, 把最后的晚餐联于逾越节. 卡森继续写

道: “法朗士和他的反对者皆同意说 可 14:12 明

确肯定预备最后的晚餐是在逾越节羔羊被杀的

那一日进行. 宰杀羔羊通常是在尼散月 14 日下

午 3 点到 5 点进行, 此日(尼散月 14 日)在那年落

在星期四; 逾越节本身(特指吃逾越节的羊羔)就

在同一个星期四傍晚 6 点开始, 即尼散月 15 日

的开始.81 … 法朗士显然指门徒准备筵席, 所有

门徒吃这提前吃的(逾越节)筵席于那晚(星期四

晚上)以前, 从星期三傍晚 6 点过后, 那时已是尼

散月 14 日. 换言之, 按法朗士的观点, 一切预备

的工作要准备好, 并在星期三傍晚 6 点过后(进

入尼散月 14 日)吃逾越节的筵席.”82 简之, 法朗

士的观点是: 那筵席虽是逾越节的筵席, 不过比

惯常正式的逾越节日期更早一天举行, 有关这方

面的详情, 可参 R. T. France, Vox Evangelica 16 

(1986), 第 43-54 页. 

 

 上述两种看法纵然皆受到一些学者反对, 

但诚如格思里在《新约圣经导论》所言, “没有

一个解决法案是完全没有遇到困难的, 但有关采

纳不同日历的理论看来指向一个可能的答案.”83 

格思里接着在上引书同一页的脚注中引述另一

位圣经学者的见解, 即谢泼德(M. H. Shepherd)在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80 (1961), 第 123-

132 页中指出, 符类福音是按照“散住各地之犹

太人”的计算法(Dispora reckoning), 即逾越节已

被规定在那周的哪一日(fixed day); 不过约翰福

音的计算法是按照新月(new moon)来决定哪一

                                                           
81  这就是 约 18:28 所指的, 在主耶稣被钉十架的

那一日(14 日早上 3 点至下午 3 点左右), 犹太人因着当

天晚上(进入 15 日)要吃“逾越节的筵席”而不敢踏入衙

门(外邦人之处), “恐怕染了污秽”. 15 日是无酵节, 但犹

太人也在星期四傍晚 6 点后(已进入 15 日)吃逾越节的

筵席(包括吃 14 日下午所宰杀的羊羔). 
82   D. 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第

456 页. 其实卡森并不赞同法朗士的看法, 因卡森支持

主被钉于星期五的看法. 但卡森这看法也遇上难题, 备

受质疑, 例如主若被钉十架于星期五, 就无法同时符合

“三日三夜”、“三天后复活”和“第三日复活”的经文.   
83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rev. ed.), 第 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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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因此, 谢泼德否认“约翰福音是纠正符类福

音”的看法. 换言之, 他坚持两者都是对的, 只是

采纳不同的计算法. 

 

有鉴于此, 莫里斯(Leon Morris)中肯地评

述道: “无可置疑的, 虽说我们可能以某种方式解

释这些福音书的记载, 使它们都说同样的故事, 

但我认为更好的, 还是将之视为按照不同日历所

产生的结果. 按主耶稣所根据的日历, 祂所吃的

确实是逾越节的筵席. 不过圣殿当局(特指祭司

和宗教领袖)却根据另一个日历, 所以宰杀牺牲

品(逾越节的羔羊)是在隔天.”84 这也导致符类福

音与约翰福音有看似矛盾的记载, 因为两者乃是

根据不同日历来记述吃逾越节筵席的事件. 

 

上述论点不仅解开困惑, 也维护了约翰

福音和符类福音两者的真确性: 主耶稣与门徒吃

逾越节筵席的时间, 是早于那周正式的逾越节
(指耶路撒冷祭司们所承认的逾越节),85 这意味

着祂不仅可以提前吃逾越节的筵席, 同时也可以

按犹太人月历的日程表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
(尼散月 14 日下午), 被钉死在十架上, 完全应验

了圣经所说的, 主耶稣成为“神的羔羊”(约 1:29)

和“逾越节的羔羊”(林前 5:7), 为人流血赎罪. 

 

(C) 主的晚餐是用无酵或有酵的饼? 

在未总结之前, 有件事值得提出供大家

思考. 有学者认为, 主耶稣和众门徒不仅有很大
可能提早吃逾越节筵席, 并且此逾越节筵席也非

完全按照逾越节的条例进行, 例如四福音书都没

提到他们吃逾越节的主要食物  —  逾越节羊羔

和苦菜(出 12:8), 并且此筵席还有一些不符逾越

节筵席条例的情况(参本文附录三). 因此, 一些

                                                           
84   Leon Morris, “John”,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第 694-695 页.  
85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写道: “很多讨论集中在

究竟耶稣吃逾越节筵席是在它正确的时间, 或在这时间

之前. 约翰福音清楚记载是在它(指吃逾越节筵席的正

确时间)之前. 四本福音书都同意说主耶稣是在预备日

(指预备吃逾越节筵席)安葬在坟墓里(太 27:62; 可 15:42; 

路 23:54; 约 19:31,42).”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Gospels: John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9), 第 247 页. 

学者认为主当晚吃的筵席, 其实并非真正的逾越
节筵席, 而可能是一个 kiddush 86 (在安息日或节
期前夕聚集的小型宗教仪式; 常使用一杯酒, 并

作“圣化”[ Kiddush ]的祈祷),87 或 Haburah meal 

(指志同道合的一组人所进行的膳食, 通常与遵
守摩西五经[Torah]和履行宗教义务有关, 包括在

割礼、订婚、婚礼、葬礼的特别仪式上用餐).88  

 

有者认为, 由于当晚不是正式的逾越节

筵席, 没有义务完全遵照逾越节的条例进行此筵

席, 所以筵席用的饼是 artos {G:740}(指一般的

饼, 可指有酵饼, 请参 太 16:12), 而不是 azumos 

{G:106}(无酵饼). 此外, 吃此筵席时犹大在场, 

约 13:30 说: “犹大受了那点饼, 立刻就出去”. 可

见主耶稣是等到犹大离开后, 才设立主的晚餐

(比较 约 13:21-30 和 可 14:17-21). 换句话说, 主

清楚把这两者分开, 也意味着只有信主得救者才

可吃主的晚餐(注: 犹大是“灭亡之子”, 约 17:12). 

 

简而言之, 主的晚餐与逾越节的筵席有

很大分别(参附录三). 有人宣称“既然当晚是逾

越节的筵席, 主的晚餐一定是用无酵饼; 若当晚

主和门徒用有酵饼, 就犯了律法, 要被处死”(出

12:18-19). 对此看法, 一些学者仍有保留, 因为那

晚的筵席很可能是提早吃的逾越节筵席(而非正

式的逾越节筵席), 而这筵席并非完全遵照逾越

节的条例, 再加上主的晚餐与这筵席显然是两种
不同的筵席, 因此, 即使主所用的是有酵饼, 也没

触犯律法.89 无论如何, 我们守主的晚餐时, 使用

                                                           
86   参 J. Stephen Hart, A Companion to St. John’s 

Gospel (Melbourne, 1952), 第 152 页(及以下页面). 
87   A. J. B. Higgins, The Lord’s Supper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1952), 第 14 页. 希伯来字 kiddush 

意即“圣化”或“成圣”(sanctification).  
88   Dom Gregory Dix, Jew and Greek (London, 

1955), 第 100-101 页. 
89   出 12:18 说: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原文可译作

“从正月十四日, 在晚上的时候”), 直到二十一日晚上, 

你们要吃无酵饼.” 根据图表七, 羊羔是在正月 14 日(星

期四)下午被杀(出 12:6), 吃逾越节的羊羔是在星期四晚

上(已进入 15 日)进行. 吃无酵饼是“从正月十四日, 在晚

上的时候”, 指的是星期四晚上开始不能吃有酵饼. 但主

设立最后的晚餐是在星期三晚上进行, 所以当晚吃有酵

饼其实没有触犯 出 12:18-19 的逾越节或除酵节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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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酵饼或有酵饼都行, 两者都没有错(针对这点,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守

主的晚餐该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 ).      

 

(D) 结语 

 结束前, 我们引述洪鼎翀的话: “主耶稣

应该是在犹太人吃逾越节晚餐的同日(即 14 日)

钉十字架的(笔者注: 主吃逾越节晚餐是在 14 日

晚上[星期三晚上], 钉十字架则在 14 日白天[星

期四白天], 参图表三和图表七). 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钉十字架第二日(即星期五)是个圣日, 也

是安息日(即所谓的“逾越节的安息日”), 是无酵

节的第一天. 他们必须把耶稣在 6 点太阳下山之

前埋葬. 所以, 主耶稣与门徒在逾越节正餐前夕

(指星期三晚上, 笔者按)90举行最后的晚餐. 所以

保罗称之为‘主耶稣被卖那一夜’(而不是‘吃逾越

节筵席的那一夜’, 笔者按).”91  

 

 在此, 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旧约逾越节和

初熟节所预表的真体. “主耶稣按照犹太节期的

预表,” 洪鼎翀写道, “应验了祂就是神的羔羊. 在

初十(尼散月 10 日), 祂以凯旋的方式, 骑上驴驹

进入耶路撒冷. 照逾越节的条例, 主耶稣曾四天

里受尽各阶级人士的攻击、监察、认定, 确实

(证实)祂是否是那无残疾的羔羊, 以去除世人罪

孽的. 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刚好是逾越节(尼散

月 14 日), 正是犹太人宰杀羔羊的同一天.” 

 

此外, 洪鼎翀继续写道: “主耶稣按照逾

越节所预表的, 在初熟节(尼散月 17 日)那天复

活. … 主耶稣是那初熟的果子, 祂复活了, 先显

给马利亚看, 告诉她不可摸祂. 因为祂是初熟的

果子, 必须先把自己当做摇祭献给神. 同时, 祂还

把义人的灵魂带到天上的乐园去. 在祂见过父后, 

再回到地上向妇女们显现, 才让她们触摸祂.”92 

感谢神, 何等奇妙的预表, 就在“神的羔羊”和“初

熟的果子”主耶稣身上完美地应验了.  

                                                           
90   逾越节的羔羊是在尼散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被宰杀, 而逾越节的正餐是在当天晚上(星期四晚上, 已

进入 15 日)举行, 故逾越节正餐前夕是在星期三晚上.  
91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 第一集 》, 第 195页. 
92   同上引, 第 198-199页. 

附录一: 犹太计时法与罗马计时法的不同 

 

新约的时间计算有两大类, 那就是犹太制

和罗马制. 以下列出两者的不同计算法: 93 

 

希腊 

原文 

《和合

译本》 

犹太制 罗马制 

第一小时  7.00am 1.00am 

第二小时  8.00am 2.00am 

第三小时 已初 9.00am94 3.00am 

第四小时  10.00am 4.00am 

第五小时  11.00am 5.00am 

第六小时 午正 12.00pm95 6.00am96 

第七小时 未时 1.00pm 7.00am 

第八小时 (未正) 2.00pm 8.00am 

第九小时 申初 3.00pm97 9.00am 

第十小时 申正 4.00pm 10.00am98 

第十一小时 酉初 5.00pm99  11.00am 

第十二小时 (酉正) 6.00pm 12.00pm 

第一小时  7.00pm 1.00pm 

第二小时  8.00pm 2.00pm 

第三小时 亥初 9.00pm 3.00pm 

第四小时  10.00pm 4.00pm 

第五小时  11.00pm 5.00pm 

第六小时  12.00am 6.00pm100 

第七小时  1.00am 7.00pm101 

第八小时  2.00am 8.00pm 

第九小时  3.00am 9.00pm 

第十小时  4.00am 10.00pm 

第十一小时  5.00am 11.00pm 

第十二小时  6.00am 12.00am 

 

注 1: 在原文上, 马太、马可、路加符类福音与使

徒行传在钟点的计算, 都是按犹太历法记的, 

从日落到(另一天的)日落为一日. 

                                                           
93   以下图表(新约时间计算)由张陈一萍编制, 载
https://www.cbcgb.org/MSF/20130220%20NT%20time%

20counting.pdf . 
94   请参阅 徒 2:15; 太 20:3; 可 15:25. 
95   参 太 20:5, 27:45; 可 15:33; 路 23:44; 徒 10:9. 
96   参 约 19:14 的“午正”(原文作“第六小时”). 
97   参 太 27:46(申初); 可 15:33-34(从午正到申初); 

路 23:44(午正…申初); 徒 3:1(申初); 10:3(申初). 
98   参 约 1:39 的“申正”(原文作“第十小时”). 
99   参 太 20:6 的“酉初”(原文作“第十一小时”). 
100   参 约 4:6的“午正”(原文作“第六小时”). 
101   参 约 4:52的“未时”(原文作“第七小时”).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守主的晚餐该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守主的晚餐该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
https://www.cbcgb.org/MSF/20130220%20NT%20time%20counting.pdf
https://www.cbcgb.org/MSF/20130220%20NT%20time%20count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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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约翰福音因为成书于圣殿被毁、犹太人被分

散之后, 且为外邦人所写, 故计算日子采用

罗马历法(约 20:19), 从半夜到中午定为 12

个钟头, 从中午到半夜定为另 12 个钟头, 与

现今的人所用钟表计算法一样. 

注 3:  约 19:14: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 约有

午正.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哪, 这是你们

的王.’ ”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 9 点左右被钉十

架, 但为什么 约 19:14 说在“午正”(12.00pm)

时, 主耶稣还在受彼拉多的审判? 还没上十

架? 原来约翰福音采纳罗马计时法. 这节的

“午正”原文是“第六时”, 按罗马计时法是我

们现在的早上 6 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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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主耶稣死和埋葬之间 

所发生的事件之数目和性质 

 

犹太人每周都要守安息日(注: 安息日是每

个星期的最后一天, 即星期六). 按照犹太人的算法, 

每周安息日(星期六)于星期五傍晚 6 点开始, 至星

期六傍晚 6点结束. 斯克洛基(W. Graham Scroggie)

指出, 圣经明说主耶稣是在安息日(星期五傍晚 6

点)前埋葬(约 19:31,33).102 假设主耶稣真的在星期

五下午 3 点离世, 并在同一天傍晚 6 点前埋葬, 那

就意味着在这 3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必须发生以下

的诸多事件: 

 

1) 犹太人来见彼拉多, 要求他下令打断钉十架者的腿, 

免得尸首在安息日时仍然留在十架上(约 19:31) 

2) 彼拉多答应他们的要求, 差遣兵丁从耶路撒冷前往

各各他(约 19:32) 

3) 兵丁打断两个强盗的腿, 用长枪扎主耶稣的肋旁(约
19:32-34) 

4) “这些事以后”, 亚利马太人约瑟去见彼拉多, 要把

主耶稣的尸体领去(约 19:38; 可 15:43) 

5) 彼拉多召见百夫长, 问他主死了久不久(可 15:44). 

6) 百夫长要查证, 可能要派人去各各他, 然后回报彼

拉多. 彼拉多就答应把主的尸体交给约瑟(可 15:45) 

7) 约瑟去市场买细麻布(可 15:46), 此过程需要时间的. 

                                                           
102   约 19:31,33: “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 就求彼

拉多叫人打断他们(指主耶稣和其他同钉十架的人)的腿, 

把他们拿去, 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只是来

到耶稣那里, 见祂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祂的腿.” 

8) 约瑟过后拿着细麻布去到各各他, 向看守的兵丁呈

上彼拉多的允准(取约瑟的尸体). 

9) 约瑟在仆人或友人的协助下(约瑟肯定无法独自一

人取走尸体), 把主耶稣的尸体抬到自己的坟墓那里

(太 27:60) 

10) 从加利利来的众妇女跟着他们同行, 到约瑟的新坟

墓那里(路 23:55) 

11) 约瑟在他人的协助下, 洗净主耶稣尸体的血迹, 用

干净细麻布包裹尸体(太 27:59; 可 15:46; 路 23:53) 

12) 他们把主耶稣的尸体放在约瑟的新坟墓里(太 27:60) 

13) 在这整个过程中, 众妇女在旁观看(太 27:61) 

14) 约瑟和他的朋友或仆人把大一块大石头辊到墓门

口, 堵住墓口然后离去 (太 27:60; 可 16:4) 

15) 妇女们看见了安放主耶稣的坟墓, 以及祂的尸体怎

样安放, 过后便回去城市(路 23:55) 

16) 妇女们不知尼哥底母这时带着约有一百斤的没药

和沉香, 想要包裹主耶稣的尸体(约 21:39). 尼哥底

母为此联络约瑟. 

17) 众妇女之前看见主耶稣的尸体没有用香料防腐, 所

以去市场买香料香膏, 想要过后膏抹和包裹主耶稣

的尸体(路 23:56; 注: 这香料香膏需要磨碎和煮热, 

才能使用来包裹尸体) 

18) 约瑟、他的仆人和尼哥底母回到坟墓那里, 移开大

石头, 解开细麻布, 再用细麻布加上尼哥底母带来

的香料包裹好尸体(约 19:40) 

19) 众人再用大石头堵住墓口, 过后回家. 

20) 妇女们预备好香料香膏后(路 23:56), 便在安息日

(注: 斯克洛基认为这安息日始于星期五傍晚 6 点, 

并于星期六傍晚 6 点结束)遵守诫命安息了(路

23:56). [注: 在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六傍晚 6 点后), 

众妇女大清早就带着预备好的香料, 来到坟墓前, 

要膏主耶稣的尸体(路 24:1) ] 

 

斯克洛基表示, 上述 1 至 20 项的事件不可
能全在 3 个小时内发生. 这些事件没有一件能发生

在星期六(从星期五傍晚 6 点开始, 至星期六傍晚

6 点结束), 因为它是安息日; 那日市场全部关闭, 

没有人作买卖, 所以妇女不能在当日购买和预备香

料; 一旦安息日开始, 没有人会作买卖和工作, 并

且 路 23:56 说: “她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香膏. 她

们在安息日, 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这点表明妇女是

在安息日开始前, 就预备好一切, 换言之, 上述 20

项事件是在星期六的安息日开始前就完成了. 斯克

洛基以此推论说, 主是在星期三白天被钉十架, 星

期四是“逾越节的安息日”, 星期五妇女们购买香料, 

回家准备香料要膏主耶稣, 星期六则是“每周的安

息日”(参图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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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 Morris 

无论如何, 赫拿(H. Hoehner)解释道: “基督

的死和埋葬之间确实发生了许多事件; 但若仔细

查考以上的清单, 就发现问题并不那么大, 因为有

几件事是可以让不同人同时进行的. 再者, 有些事

是可以在主真正死在十架前就做好的.”103 让我们

用实例解释:  

 

犹太人要求打断被钉十架者的腿, 免得安

息日时仍留在十架上. 罗马兵丁可以骑马快速前往

各各他执行此任务(注: 各各他山就在耶路撒冷城

外不远之处, 来回不需长时间). 整个过程可能只需

半小时, 从主 3 点死在十架算起, 大约 3 点半就已

经完成 1 至 5 项的事件. 至于第 6 项, 百夫长很可

能当时早已回到彼拉多那里, 所以可以直接告诉彼

拉多有关实在情况 , 根本不必派人去查证 (可
15:44-45).  

 

第 7 至 14 项, 约瑟去取主的尸体时, 沿途

买细麻布, 过后取了尸体, 洁净和包裹后, 就放在距

离不远的墓洞中. 整个过程也许需要 1 小时(意即

4 点半左右完成了第 14 项). 第 15 至 17 项关于妇

女们去市场买香料香膏, 可能再需要半小时(这时

大约 5 点左右). 在这半小时里可以同时发生第 18

和第 19 项事件, 即约瑟和尼哥底母回到坟墓那里, 

移开大石, 解开细麻布, 再用细麻布加上尼哥底母

带来的香料包裹好尸体. 此时大概 5 点(若用 45 分

钟, 就到 5 点 15 分). 与此同时, 妇女卖完香料香膏

后, 便回家磨碎和煮热香料香膏, 准备用来包裹尸

体, 过程可能需要另外半个小时. 换言之, 第 20 项

事件可以在主死于十架的同一天傍晚 6 点前结束, 

没有多大困难.104  

 

 总括而言, 斯克洛基所提出的 1 至 20 项事

件是可能全在 3 个小时内发生的, 所以不需要多一

天来处理第 15 至 20 项的事件. 换言之, 单凭上述

                                                           
103   J. Dwight Pentecost, The Words and Works of 

Jesus Christ, 第 573 页. 
104   路 23:56 记载: “她们(妇女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

料香膏. 她们在安息日, 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妇女们预

备好香料香膏后, 便在安息日安息了. 斯克洛基认为这

安息日是每周的安息日(始于星期五傍晚 6 点, 并于星

期六傍晚 6 点结束). 但事实上, 这个“安息日”不是每周

星期六的安息日, 而是“逾越节的安息日”, 落在星期五, 

始于星期四傍晚 6 点, 直到星期五傍晚 6 点结束. 请参

上文图表三. 

20 项事件就断言主被钉十架于星期三, 这样的看

法缺乏说服力, 并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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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主的晚餐”与“逾越节的筵席” 

 

有者认为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所设立的

“最后的晚餐”(或称“主的晚餐”, 林前 11:20)就是

“逾越节的筵席”. 但莫里斯(Leon Morris)指出, 许

多圣经学者并不赞同这看法, 他们提出以下理由: 

 

1) 逾越节所用的饼是无酵饼

(出 12:8). 但主的晚餐所用

的“饼”(太 26:26; 可 14:22; 

路 22:19) 在原文是  artos 

{G:740}(指一般的饼 , 常是

有酵饼 ), 而不是  azumos 

{G:106}(无酵饼). 东方的教

会(东正教)在圣餐时使用有酵饼; 西方的教会

也是如此, 直到大约第 11世纪. 

2) 按照规定, 逾越节筵席上要使用个人(各自)的

杯(individual cups), 但主的晚餐却是共用一个

杯(common cup) (太 26:27). 

3) 福音书论及最后的晚餐之经文中, 没有提到逾

越节筵席的主要食物, 即逾越节羊羔(paschal 

victim)和苦菜(bitter herbs, 参 出 12:8). 

4) 逾越节本质上是家庭筵席(family meal, 全家共

餐庆祝), 但这与主的晚餐不符, 因它没有妇女

或小孩出席, 不像家庭筵席那样有妇女和小孩

的参与. 

5) 有犹太传统记载, 主耶稣是在所谓的“逾越节

的前夕”(on the eve of the Passover)被判决(参 

Sanh.43a). 换言之, 主的晚餐是在逾越节筵席

的前一晚进行; 那晚, 逾越节筵席还未来到.105 

 

主的晚餐与逾越节筵席显然是不同的, 最

强的证据就是约翰福音的记载; 例如 约 13:29 说: 

“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 以为耶稣是对他说: ‘你去

买我们过节(指逾越节)所应用的东西’, 或是叫他

拿什么周济穷人”(约 13:29). 以此看来, 当晚主和

众门徒吃筵席时, 正式的逾越节筵席还未来到. 其

他经文如 约 18:28、19:14 也证实这个论点. 

                                                           
105   Leon Morris, “John”, in NICNT, 第 685-6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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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 

 

以赛亚:  
他的预言和代祷 

 
(A) 以赛亚的预言 (赛 7:1-14) 

犹大王约坦死后, 他的儿子亚哈斯(Ahaz)

开始在犹大作王统治. 这个 20 岁的年轻人倾向

邪恶, “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

的事”(王下 16:2). 他拜偶像的罪行包括把偶像

充满整个犹大城市 , 在欣嫩子谷 (Valley of 

Hinnom)恢复对摩洛 (Molech)的敬拜 (参  王下

16:3-4: “使他的儿子经火…”; 23:10: “使儿女经

火献给摩洛”; 利 18:21 禁止以色列人使“儿女经

火归于摩洛”, 指焚烧儿女献给假神摩洛).  

 

在犹大国历史其中一个最关键的时刻 , 

邪恶的亚哈斯作王统治. 亚兰王利汛和以色列王

比加联手对付亚哈斯, 计划要先除掉他, 然后在

犹大国宝座上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傀儡王. 为了

应对这困境, 亚哈斯决定求助于亚述王提革拉毗

列色(Tiglathpileser).  

 

就在政治动荡、危机四伏的时刻, 神差

遣先知以赛亚去见亚哈斯. 以赛亚和他的儿子施

亚雅述一同见亚哈斯. “施亚雅述”一名的意思是

“余民将要归回”(a remnant shall return, 意味着困

境中有望恢复, 编译者按). 以赛亚要求亚哈斯信

靠耶和华, 那么他所惧怕的敌人阴谋(指亚兰王

和以色列王密谋同盟攻占犹大国)必不得逞.  

 

为了要证明神是真实可靠的, 神借着以

赛亚指示不敬不虔的亚哈斯向神求一个征兆

(sign):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 或求显

在深处, 或求显在高处.” 亚哈斯回复说: “我不求; 

我不试探耶和华.” 但事实上, 亚哈斯已私下派大

使去见亚述王说: “我愿意作你的奴仆”; 亚哈斯

没有意愿要倚靠耶和华. 以赛亚给亚哈斯的答复

是: “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

(希伯来文: ‛almâh  {H:5959})怀孕生子, 给他起

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赛

7:14). 在神的旨意中, 此预言的应验是在更遥远

的未来(而不单是在当代, 编译者按).106 

 

神要使用以赛亚的话语, 作为祂百姓在

非常黑暗的日子中得着充满盼望的信息. 然而, 

以赛亚发现王和百姓(指亚哈斯王和犹大百姓)

的耳朵发沉, 心里刚硬, 不肯相信. 马太福音证实

700 年后, 神实现祂的话语所应许的. 以赛亚对

不敬虔的亚哈斯宣告的兆头  —  童女怀孕生子  

—  终于应验在马利亚身上. 

 

人的不信, 无论是过去或今日, 都不会改

变神施恩的美意. 在现今不信笼罩的黑暗中, 我

们需要像以赛亚一般勇敢地宣告恩典的信息; 就

是“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罪人”(提前 1:15). 只

有归回神那里, 才能得着救恩. 

 

(B) 以赛亚的代祷 (赛 37:1-7) 

一个与神享有密切交通的人, 若愿意协

助人, 往往就可给人带来无比宝贵的帮助. 困难

的来临是富有意义的. 希西家发现自己面对极大

的危难  —  亚述王西拿基立前来攻打耶路撒冷. 

起初, 他想用钱帮助自己脱离困境, 但事到如今, 

他的资源已尽, 只好差遣代表团去求助于以赛亚.  

 

希西家用生动的语词形容他们的恶劣环

境, 他说: “今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赛

37:3). 危急情况致使犹大王和百姓深感自己的

软弱, 因希西家说: “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 却

没有力量生产”(赛 37:3). 在此背景下, 希西家王

向先知以赛亚请求: “故此, 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

祷告”(赛 37:4). 

                                                           
106   此预言有双重的应验, 请参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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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西家王清楚晓得以赛亚借着祷告, 常

与神保持美好交通, 所以希西家知道他所请求的

必不落空. 他晓得在危难压迫之刻, 应该找谁求

助. 我们周围的人知道在危难中应该找谁求助吗? 

若如此发问, 我们就要进一步问道: “周围的人察

觉到我们是与神接触的人吗?” 与神真正交通的

人, 有能力相信神就在这里. 以赛亚实践新约的

训令  —  “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祂

赏赐那寻求祂的人”(来 11:6).  

 

以赛亚深知代求的强大力量之秘诀, 那

就是对那些代祷的对象感同身受(例如以赛亚对

希西家感同身受, 理解与同情他的困境和心境, 

编译者按). 先知以赛亚自己感受到在耶路撒冷

的王和百姓所面对的绝望情况. 我们读到: “希西

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赛 37:5). 犹大国的

每一个危机都被带到那位与神交通的人那里, 请

他代求, 结果希西家因着先知的代祷而获得答案. 

 

以赛亚领受神所赐下的答复, 转告王说: 

“不要惧怕… 我必惊动他的心; 他要听见风声就

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赛 37:6-

7). 以赛亚向王保证神的帮助即将来到.  

 

神是活神, 仍然回答祷告! 今天, 祂仍然

敞开自己大能的膀臂, 施行奇妙的帮助, 并会站

在祂百姓身旁, 与他们同在, 就如祂在过去多年

所做的一样. 诚然, “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一

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来 13: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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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童女”怀孕生子 

 

研究圣经预言时, 我们必须考虑这预言是否

有 “ 双 重 应 验 ”(double fulfillments) 或 “ 多 重 应

验”(multiple fulfillments). 若有的话, 我们必须决定何

谓它最终的应验. “事前应验”(prefulfillment)是部分

性的, “最终应验”才是全面性的; 例如 赛 7:14 的“童

女怀孕生子”是发生在亚哈斯的时代; 但这预言的“最

终应验”是发生在马利亚的身上(太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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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36-237 页. 

赛 7:14 的 “童女 ”一词在希伯来原文是 

‛almâh {H:5959} . 阿切尔(Gleason L. Archer)解释道: 

“ ‛almâh 一词的基本意思是未婚女子(maiden)或年

轻女子(young woman), 所以 ‛almâh 并非如希伯来文

字 bethûlâh 一般专指童贞女, 例如创 24:16 指利百加

是未与人发生性关系的少女 ( bethûlâh ). 无论如

何 , ‛almâh 在整本希伯来文圣经出现 7 次(即  创

24:43; 出 2:8; 诗 68:25; 箴 30:19; 歌 1:3; 6:8; 赛 7:14), 

没有一次是指失去贞洁的少女, 每一处都是指未结婚

的童贞女, 如利百加一样. 处女( bethûlâh )利百加在

创 24:43 也被称为 ‛almâh .” 

 

阿切尔进一步解释说, 赛 7:14 要表明以马内

利预言的“双重性”(twofold aspect), 所以 ‛almâh 一词

正是贴切理想的用语, 可同时指以赛亚的未婚妻子和

马利亚. 那将成为这“子”的母亲, 即以赛亚的未来妻
子, 本身是处女, 直到结婚之夜. 而童女马利亚在天使

宣告她将成为耶稣的母亲时, 仍旧是“没人亲近过的

处女”(virgo intacta). 按照 太 1:24-25, 约瑟并没与她

发生性关系, 直到她生了头生的孩子主耶稣之后.108  

 

另一方面, 有者认为把 赛 7:14 的“童女生子”

解成以赛亚的年轻妻子和她所生的儿子(赛 8:1-4)是

不太可信的, 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

叫施亚雅述的孩子, 而且她的第二

个孩子也不叫以马内利. 然而, 一

些学者解释说, 以赛亚的第一个妻

子可能已经去世, 所以此乃他的第

二任妻子. 此外, 有者认为这节预

言的“双重应验”还有另一个解释: 

(1) 一位亚哈斯家中的年轻妇女没结婚, 但就要结婚

并生个儿子. 三年过后(一年怀孕, 二年孩子会说话)

两个入侵之王就被毁灭了(参 赛 7:4-9; 8:3-4); (2) 太

1:23 说明 赛 7:14 的预言进一步实现, 童女即马利亚, 

所生的儿子即称为以马内利的耶稣基督.109  

 

简而言之, 按希伯来文的用法, ‛almâh 应当

译作“童贞女”. 在耶稣基督降生数百年前的希腊文旧

约译本(即《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正确地把 赛

7:14 的 ‛almâh 译成 parthênos, 即“童贞女”, 而圣灵

也证实此乃真正的意思 , 因他带领马太在引证  赛

7:14 时选用 parthênos 一词(太 1:23).  

                                                           
108   Gleason L. Archer,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2), 第 268 页. 
109   参《圣经·灵修版》(袖珍本), 第 1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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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学堂                       微光 
 

传福音(七): 

向孩童传福音 

和孩童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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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 , 让

我们把焦点放在孩童的福音事工上.110  

 

 

(A) 专注孩童的福音事工 

(A.1)   孩童事工的潜能  

(Pontential of Children’s Work) 

向成人传福音肯定比向孩童传讲同样福

音更有意义. 果真如此吗? 其实不然! 孩童与成

人的灵魂同样宝贵. 无论如何, 我们常认为孩童

的事工是次要的, 比向成人传福音更低一等, 这

是何等可悲的错误想法啊! 

 

我们社会的青少年, 是撒但特别喜爱攻

击的目标. 他知道他们是脆弱的、易受攻击的, 

也是易受影响的. 他们的思想充斥着不敬神的录

影画面、高度刺激的游戏、操控思想的商业广

告和充满暴力邪淫的影片. 社会价值观深深地渗

透和感染他们的思想. 他们当中有很多家庭是破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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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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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的, 或是他们的父母专注工作而牺牲孩子. 在

这黑暗的阴影下, 有一道亮光射出, 就是有一群

信徒因对孩童的爱心而心甘情愿地付出, 真心诚

意地关怀他们的灵魂. 孩童的工作很有潜能, 愿

我们为此深受鼓励.  

 

孩童的思想易受影响、充满好奇, 也往

往无知. 很快的, 他们就要离开童年, 进入成年人

思想的主流. 但我们现今拥有一个良好机会, 去

长久影响他们的生命. 因此, 花时间在他们身上, 

获得他们的信任, 赢得他们的心, 在他们心田里

撒下神话语的道种, 让神的道在他们思想的心田

中茁壮成长, 这一切都是我们所该关注的焦点, 

是我们所该热切努力的事. 

 

正如其他召会的活动或基督徒的事工一

样, 孩童事工也需要恳切的祷告、心中的操练、

圣灵的恩赐和足够的

装备. 事实上, 那蒙主

大大赐福的青年事工, 

往往都是因为有那些

适合从事儿童事工的

信徒积极委身, 以及

召会背后大力支持 , 

方能成就. 

 

(A.2)   从事孩童的事工  

(Working with Children)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从事孩童事工. 我

们应该谨慎挑选那些参与孩童事工的人, 正如我

们谨慎挑选上台讲道的人. 孩童常是粗野坦率, 

并非时常温文有礼. 基于礼貌, 成年人常会“容

忍”某个讲员. 但孩童却难以容忍那些无心教育

他们的教师. 若教师缺乏热诚, 孩童会很快察觉. 

若教师或参与事工的人无法捉住孩童的注意力, 

他们就容易分心, 然后就会开始胡闹或捣乱. 对

于孩童在班上或孩童聚会上胡闹的行为, 从事孩

童工作者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 

 

 向孩童传福音应该成为我们主要的目标, 

我们能把福音编织在儿童聚会的每个部分或环

节, 如诗歌、讲故事、小测验、实例示范(object 

lessons)和提问解答. 我们必须花许多时间在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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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身上, 来为福音打下重要基础, 这包括欣赏或

承认圣经为神的话、谁是神、谁是罪人、按圣

经而言什么是对和错、今世和永恒、天堂与地

狱等等问题. 我们可使用圣经的人物和重要事件, 

来说明上述这些重要原则与圣经真理, 使孩童从

小就熟悉它们(提后 3:15). 

 

(A.3)   唱出福音  

(Singing the Gospel) 

 儿童诗歌的歌词必须合乎圣经, 也须吸

引孩童. 孩童喜欢有动作、节奏快、朗朗上口的

曲调. 若一首诗歌的歌词纯正, 其

他方面却不吸引孩童, 就会成为

他们负面的记忆. 孩童对新歌和

富有变化的歌感到兴趣, 如果我

们每一年都唱同样诗歌, 那就该

改变一下. 我们可以用诗歌唱出

福音真理, 所以让我们不要小看

这方面的潜能. 我们也听说一些

孩童在家唱诗, 使家中成人(特指非信徒)被诗歌

的福音内容所吸引, 这是何等令人鼓舞的事啊! 

 

(A.4)   传讲福音  

(Telling the Gospel) 

孩童往往离不开故事. 即使对成人说话, 

最伟大的教师和传道者主耶稣基督, 也用比喻和

故事传达和讲解真理. 看看祂如何强调某个重点  

—  祂从人群中抱起一个小孩, 放在人群中间, 然

后再把他抱在怀中,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

若不回转 ,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 断不得进天

国”(太 18:3). 如果对成人来说, 例证和实例能光

照和解明一些重点, 那么, 我们更需要在圣灵引

导下, 多用故事和实例向孩童传达重点了. 用此

方法比用讲章的大纲和一般的传道更为有效. 

  

讲故事时必须谨慎, 免得过分戏剧化, 削

弱了信息的主要重点, 或使之含糊不清. 用戏剧

来表达只不过是传达信息的一种工具. 若戏剧

“抢尽风头”或“失去信息”, 我们便不达标, 失去

意义. 使用实例也一样, 我们可能过度注重布

景、道具或其他事物, 导致孩童看不到信息的重

点. 我们要想尽办法吸引孩童的兴趣和专注, 但

不要过度刺激他们以致失控; 我们必须清楚分辨

这两者的不同. 

 

未向孩童说话以前, 必须清楚知道所要

强调的信息. 要问道: “有哪一点是要他们牢记的, 

即使他们忘了我所说的其他事物?” 我们可借着

谨慎挑选开头或结束的诗歌, 来巩固所要传达的

主要重点. 

 

在结束课文时, 学生常变得很不耐烦, 或

不专心, 这时, 要把故事直接应用在孩童身上, 并

以要点挑战他们. 我们常在福音

单张和文章里观察到这种现象 . 

讲完了有趣的故事, 便把文章放

在一旁, 在总结时, 把福音信息应

用在读者身上. 一般而言, 更有效

的方式是: 在讲故事的整个过程

中, 多次用短短的 30 秒提醒孩童

主要重点. 提醒重点后, 就继续讲

故事, 令孩童不会失去兴趣. 若把一切重点都留

到“盛大结局”才来讲, 往往产生的结果较不理想. 

 

(A.5)   加强福音  

(Reinforcing the Gospel) 

有效的教师善于发出正确的问题. 我们

发问的问题经常只是为了测试孩童的聆听技巧

和对故事要点的记忆能力, 却没挑战孩童是否明

白所学到的更深真理. 与其快速发出 30 个有关

故事的问题, 不如问几个细心创制的问题, 能启

发他们明白故事的教训及应用. 这会产生更持久

的效果.  

 

如果发问的目的仅是为了奖赏孩童用心

听讲, 那么就要准备混合式的问题  —  结合有关

事实性问题 (factual questions)与教训性问题

(teaching questions) [举个例子 , 在路加福音

15:11-32 的“浪子回头”故事中, “浪子回家后父

亲怎样对待他?”是

事实性问题, 而“罪

人悔改时, 天父怎样

对待他?”则是教训

性问题, 结合这两种

问题, 你可问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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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浪子, 要归回天家信靠天父时, 天父会

怎样对待你?”, 编译者按].111 

 

 

(B) 如何进行孩童的聚会 

(B.1)   “得人如鱼”的手册  

如果你要捕鱼, 你就要研究鱼的习惯、

喜好、成长等. 有者说, 最佳的渔夫学习像鱼一

样思考. 神论到主耶稣这位“最佳渔夫”时, 说祂

“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约 2:25). 在约翰福音, 主耶

稣这位完美的传福音者, 知道何时向那位在井旁

的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约 4:7), 也知道如何与某

大臣说话(约 4:46-50). 祂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

的思想, 并智慧地选择了完美的接触方式来捉住

他们的心, 引领他们得救.  

 

假如你想成为得着孩童的渔夫, 在未处

理“鱼饵”方面的问题以前, 你应该先花一些时间

研究孩童的特征, 学习有关他们的性情和举止, 

明白他们为何这样做、那样做.   

 

很多书店都摆放孩童心理学和教育孩童

之类的书. 有许多作者和研究院, 带出各种不同

的新旧理论, 使人目不暇接. 互联网上更是充斥

着数之不尽的教育观点和概念. 你可以花费无数

小时上书店或上网去阅读这类资料, 但你也可以

去阅读“创造主的手册”(Maker’s Manual, 指圣

经), 看看那位创造孩童的主、那位最清楚了解

孩童的神, 在圣经中有什么话要说. 借着圣经, 神

供应我们既丰富又实际的资讯, 帮助我们明白孩

童, 使我们晓得如何去捕捉这些“小鱼”. 

 

(B.2)   真心欣赏你的小听众 

(Appreciating Your Audience)  

 要坐在小船或岸边, 耐心等候鱼儿上钩, 

绝不是一件易事; 它也表明钓鱼(fishing, 指“得

鱼”)不是一项任务, 而是兴趣. 渔夫或钓鱼者肯

定要喜欢面对各种挑战, 例如哪里能钓到鱼, 评

估当时情况, 选择适当鱼饵, 要放多长的线等等. 

                                                           
111   上文 (A)编译自 Peter Ramsay 所写的文章 

“Focusing on Children”, 载 A. J. Higgins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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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第 81-84 页. 

钓鱼其实只是给那些热爱钓鱼的人, 不然, 钓鱼

是一个令人易感挫折的活动.  

 

 你阅读圣经时, 就发现神何等关怀和热

爱小孩. 你读到神启示祂给亚当和夏娃的计划, 

要他们得着孩子和孙子, 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创

1:28). 即使他们犯罪以后, 神仍然期待孩子的到

来, 祂宣告咒诅时, 说: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

楚”(创 3:16).  

 

法老和希律的世界多方谈论有关孩童 , 

却不重视他们幼小的生命, 甚至在他们未出生以

前, 或在他们年幼时, 就杀害他们(出 1:15-22; 太

2:13-18). 人类的历史充满这方面的污点! 人类诸

多谈论与著书关于孩童, 却常因不义和自私的选

择, 导致无数孩童受苦受害.  

 

另一方面, 神是全然不同. 当祂降下冰雹

之灾于埃及, 仍显其完美公义和怜悯. 这审判的

灾殃虽是极大的, 但所殃及的农作物是有选择性

的(指神并非胡乱毁坏一切农作物, 而是选择一

些而已), “那时, 麻和大麦被雹击打; 因为大麦已

经吐穗, 麻也开了花. 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

打, 因为还没有长成”(出 9:31-32, 这点足见神关

怀幼小的, 编译者按). 当神赐下律法时, 他重复

为孤儿预备供应 ; 也亲自关怀无父的小孩(申
14:29).112  

 

孩童也

在神的儿子主

耶稣心里 , 占

了一席特殊地

位 . 某日在犹

大地, 众门徒发现一群父母抱着孩子, 要挤到救

主面前, 求主摸他们的孩子, 为他们祷告. 众门徒

感到气恼, 认为这些父母缺乏思考, 鲁莽无礼. 他

们可能想: “我们的主耶稣要照顾和支应的成人

这么多, 为何这些父母不会为人着想? 应该在其

                                                           
112   申 14:28-29: “每逢三年的末一年, 你要将本年

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 积存在你的城中. 在你城里

无分无业的利未人, 和你城里寄居的, 并孤儿寡妇, 都可

以来, 吃得饱足. 这样, 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

一切事上赐福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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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候才带这些小孩来见主耶稣. 这些孩子不过

是令人厌烦的滋扰, 干扰了救主在成人身上所要

进行的伟大工作.” 

  

忽然, 他们注意到主的脸色不悦. 主清楚

吩咐他们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

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路 18:16). 主

耶稣从不拒绝孩童; 祂主动地呼叫他们, 把他们

抱在怀中. 祂深爱天真无邪的孩童, 欣赏他们所

有潜能. 祂甚至应许祂的天堂将充满孩童, 因为

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 

 

约拿好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 没有关心

尼尼微城里将要面临审判的“十二万不能分辨左

手右手的人”(指 120,000 名孩童). 难怪主耶稣如

实地说: “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太

12:41; 注: 主耶稣是指祂比约拿更伟大, 包括对

孩子的关爱方面). 纵使祂以伤痕累累的背部, 背

负着沉重的十架时, 祂还显出对孩童莫大的关怀

与爱心. 祂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为我哭, 当

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路 23:28). 本该关注即

将临到自己身上的十架审判, 主却往前 40 年看, 

看到那 40 年后才要临到耶路撒冷城的审判 (注: 

罗马大军于主后 70 年进攻和摧毁耶路撒冷城), 

祂关心很多孩童将面临生命的危险. 由此可见, 

主的心何等爱惜与重视孩童!  

 

你有这样的心肠与心志吗? 对你来说, 儿

童事工是一种厌烦的责任(duty), 还是欣喜的乐

趣(delight)? 面对一群孩童时, 你是否只是想要

快点“教完课”就好? 对你而言, 孩童聚会是否黯

淡无光、沉闷无趣, 仅是常规惯例的活动? 哦, 

愿你的心被救主耶稣对孩童的关爱所感动, 也被

主在这方面的负担所感染, 得着力量去关心这些

幼小的宝贵灵魂. 愿你热切想要为主得着这些

“小鱼”, 像主耶稣要得着他们一样.  

 

(B.3)   调整适应你的小听众  

(Adapting to Your Audience)  

圣经表明福音聚会是地方召会的其中一

个聚会. 无论如何, 圣经没告诉我们要在什么时

候、什么地方, 甚至如何进行福音聚会(不像擘

饼聚会那样有圣经清楚的指示). 因此, 在计划和

进行福音聚会, 特指孩童福音事工方面, 我们必

须以属灵原则为指南. 神在圣经多处启示有关孩

童的性质, 间接为我们提供很多这方面的原则. 

研究你学生的特征, 这会帮助你决定你在孩童班

上应该采纳哪种教学方式, 才适合你的小听众. 

你或许留意到, 在传福音的事工上, 主耶稣与尼

哥底母讲论时, 并没有提到“罪”(sin)一字; 向身

负重罪的撒玛利亚妇人讲道时, 祂也没有使用

“爱”(love)一

词. 此外, 腓

利向撒玛利

亚城的人传

讲 “ 基 督 ”, 

因为那些人

晓得旧约圣

经论到弥赛

亚 的 到 来

(徒 8:5: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 宣讲基督”), 但

祂却向一个非洲人传讲“耶稣”(徒 8:35: “对他传

讲耶稣”), 因为此人并不晓得有关弥赛亚的盼望; 

这人只在探望耶路撒冷时, 听到有个名叫“耶稣”

的人. 同样的道理, 对待儿童时, 你必须按照这些

“听众”的需要, 来调整你所用的言辞、你所教导

的观念, 以及你沟通的方式. 

 

(一) 孩童的沟通 (Communication) 

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 要他们把专注

于说方言转移到传讲神的道(作先知讲道). 他回

忆自己的童年, 举出了这个比方: “我作孩子的时

候, 话语像孩子”(林前 13:11). 他指出一点, 孩童

的词汇简单有限. 这不是说我们教导孩童时, 只

能采用单音的词字, 而是指我们要用他们所能明

白的词语来表达真理. 倘若我们用他们不明白的

词字, 就要有充分的解释. 很多孩童不明白“灵

魂”或“救恩”是什么意思, 更不明白“被提”和“挽

回”这些宝贵的真理. 

 

保罗说他不再用孩子的方式说话. 语言

的掌握过程是孩童在学习上的自然部分. 孩童喜

欢新的词字, 且能很快掌握. 无论如何, 你很可能

需要解释圣经的某个字, 或主日学诗歌里的每个

词, 特别是那些特殊的圣经用语或古老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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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孩童的情绪 (Emotion) 

保罗补充说: “我作孩子的时候… 心思像

孩子”(林前 13:11). 美国圣经学者兼词典编纂者

约瑟·塞耶(Joseph H. Thayer)将这字定义为“感觉

或思想”(to feel or think, 正如中文《和合本》所

译的“心思”); 美国圣经学者兼圣经汇编创作者

司特隆(James Strong)说, 这字可指“情绪”(have a 

sentiment). 孩童的情绪变幻难测, 却是他们生活

的主要部分. 保罗先提到“心思”(可指情绪), 过后

才提及“意念”, 因为孩童常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引

和操控, 这就是为何他们常做他们知道是错的事. 

他们常受情绪而非理智所控制. 这正是哥林多信

徒的问题, 他们按情绪感受来追求说方言的恩赐, 

而保罗提醒他们这样做, 犹如向小孩一般的幼稚. 

 

另一方面, 孩童可以很快情绪爆发. 不过, 

如果你成功让一个孩子“喜欢站在你这方”, “喜

欢上你的课”, 你就成功利用孩童的“情绪”去做

好事. 你可使用你的声调、音调、声量和说话的

快慢, 来吸引孩童的兴趣. 因此, 若以沉闷、单调

的声音来传讲

一篇道, 就无

法得到孩童的

注意力. 此外, 

使用身体语言, 

善用图表 说

明、实例、图画或其他教材, 也有助于激起孩童

适当的情绪和兴趣; 我们需要善用这些东西, 使

他们保持专注.  

 

(三) 孩童的理解 (Comprehension) 

保罗说: “我作孩子的时候… 意念像孩

子”(林前 13:11). 司特隆说“意念”这字意思是“评

估、估计”(to take inventory or to estimate). 塞耶

则以“计算”(calculate)来定义这字. 这字引领教

师朝向两个方向. 首先是根据信息; 其次是根据

对观念的明白和总结. 作为孩童的教师, 你必须

先教导孩童认知数目, 从一到十, 还要教学生数

目的顺序观念, 然后你才能帮助他们理解加法和

减法的运作. 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 作为孩子, 其

知识有限, 所能理解的也是有限. 哥林多信徒反

映这样的情况, 因他们迷恋说方言的恩赐(而方

言的恩赐不是“那完全/完美的”[林前 13:10], 其

功用也是有限的). 故此, 保罗要他们把神所启示

的信息加在他们的理智数据库(mental database)

里面, 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明白更多属灵真理. 

 

从事孩童事工需要不断进行分析与检讨. 

有些教师急于传讲有关召会“被提”, 因害怕他们

的学生在被提发生后, 仍留在地上, 但学生可能

连有个所谓的“天堂”都不知道. 因此, 传递圣经

知识是重要的. 教导孩童有关十诫、圣经故事、

福音真理、基督的生平, 以及使徒行传, 都提供

他们一个数据库, 来明白属灵的原则和福音的观

念. 很多召会信徒从小受惠于孩童事工, 因他们

借此事工, 在未得救前就建立了与圣经知识和真

理观念有关的数据库. 

 

此外, 孩童的教师有责任确保他的教导

能被孩童理解. 知识的传递能使孩童认知圣经中

各种事实和真理. 在解释时加上例证来说明(例

如使用圣经故事、图画、图表、通俗或历史故

事等), 会帮助孩童更加明白和理解. 所有老师都

希望看到学生心思“开窍和明白”. 为达此目的, 

在你教学上进行适当的规划(planning)是极其重

要的; 首先, 你要孩童透过这堂课获得什么认知

或哪方面的理解呢? 然后, 像路线图一样, 你要

计划怎么走, 接着“开车驾驶”, 靠着神的帮助抵

达目的地.       

 

要复习你所教的课. 在这方面, 使用课文

总结、小小的提问或测验, 都是很有帮助和价值

的. 但必须考虑你所发的问题种类; 例如, 有关人

犯罪堕落方面, 以下问题有何区别? 

 

a) “蛇有脚吗?” 

b) “他们从分别善恶的树吃了多少粒果子?” 

c) “为什么神把亚当赶出乐园?” 

  

上述问题(a)是“有问题”的问题, 因为它

是毫不相关的(irrelevant), 蛇有没有脚都无关紧

要, 并且圣经也没有清楚说明它有没有脚. 这类

问题是“是非题”(答案“有”或“没有”), 孩童不需

要认知, 就可答“有”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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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b)是英文所谓的“5W”式问题

(指 Who [谁]、When [何时]、Where [何处]、

What [何事物]、Why [为何], 有时还可问多一个

H  —  How [如何] ), 而非“是非题”. 无论如何, 这

类问题仅需要多一点认知而已. 某个孩童可能知

道答案, 却不明白什么是罪. 一般而言, 教师们用

这类问题来测试学生有没有专心听课. 这类问题

可能有帮助, 但学生也可能明白某个概念却不记

得其他细节, 或只是专注于那个要点而已. 

 

  上述问题(c)是属“5W”式问题, 不过, 它

所测试的不仅是认知程度(cognition level), 更是

理解程度(comprehension level). 这问题测试孩童

是否明白罪带来什么破坏? (答案: 使人与神隔

离); 罪对神而言有何意义? (答案: 神痛恨罪) 这

样的测试评估会帮助你知道自己是否已清楚解

明经文的重要真理; 这类问题也能让你再一次重

复重要的观念.  

 

(四) 孩童的想象力 (Imagination) 

孩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可创作出各种

神奇的故事, 可把一根树枝想象成任何物件如飞

箭、飞机等. 主耶稣曾论到这点. 祂向那些对神

的信息和传信息者毫无正面反应的法利赛人说: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 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们

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啼

哭”(路 7:32). 主耶稣使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即孩童按本能或直觉, 喜欢玩各种游戏, 包括“结

婚”甚至“葬礼”的游戏. 他们看到什么, 就效仿什

么, 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想象力. 

 

主日学教师应该善用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喜欢听故事, 因为他们可以发

挥他们的想象力, 使故事活现他们眼前. 讲述圣

经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做法, 把真理传递给孩童. 

世人的典故或教师个人的故事都是可以使用的

工具, 来传达和阐明真理. 

 

孩童是不需要开关他们的想象力的(因他

们的想象力不停运作). 如果教师不提供他们运

用想象力的空间(例如不讲些故事, 看些图画, 或

不问些问题, 让他们有运用想象力的机会), 那么

不久, 你就会发觉某个小孩在发白日梦, 坐在那

里想象昨晚电视节目的人物画面. 因此, 教师需

要使用一些教材和教学方式, 来引导孩童的想象

力. 举个例子, 你要教导 11 岁的孩童有关“赎

罪”(expiation)的真理. 你要尽快给他们三个重点, 

然后用赎罪日的故事加以说明, 你就能得到他们

的注意力, 并成功传递真理, 因为你已操控和善

用孩童所具有的丰富与奇妙想象力.  

 

(五) 孩童的娱乐 (Recreation) 

孩童喜欢活跃. 有些是过分好动, 需要特

别帮助或照顾, 但所有孩童都喜欢参与活动, 保

持活跃. 当主应许犹大有关未来的千禧年国, 祂

充满喜乐地描述那日是“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

孩玩耍”(亚 8:5). 孩童快乐地玩耍嬉戏, 这是何

等美丽的一幅图景. 这节的“玩耍”在别处圣经被

译作“笑有时”(传 3:4), 告诉我们孩童喜爱并需要

拥有活力和乐趣. 他们难以长时间安静坐着听讲.  

 

不幸的是, 大部分孩童更糟, 他们受电视

机的影响和“训练”, 习惯于每个图像平均 3 秒就

要变动, 否则难以专注下去. 在你负责的孩童聚

会里, 你若无法捉住他们的注意力, 他们就无法

学习, 甚至还会干扰其他孩童. 这就需要教师发

挥创作能力. 教师当然不想离开圣经的范围, 或

给召会带来干扰, 但以适度的娱性活动传递真理

给孩童是需要的, 亦是合乎圣经的. 主耶稣讲故

事(比喻), 并用各种属物质的例证(如门、葡萄

树、种子、道路、屋子等等)来传递真理. 

 

我们也该努力使我们与孩童相处的时间

过的愉快. 让他们在上课时, 有机会参与活动, 能

提高学习的效果. 但要提防两种极端, 一是为了

得到孩童的注意力, 教师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在

使用道具上, 花太少时间解明真理. 第二个极端

是忽视孩童的特性, 期望他们整个小时坐着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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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严肃的讲道. 然而, 靠着祷告、神的帮助和召

会领袖或经验老道之教师的引导, 你能学习保持

平衡, 善用合乎圣经的资料、策略和技巧, 使你

的教学既有趣又有效.  

 

(六) 孩童的成长 (Progression) 

孩童聚会最难之处, 是你经常面对一群

不同年龄、不同圣经知识程度、不同专注能力

的孩童. 保罗写道: “我作孩子的时候… 既成了

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林前 13:11). 当孩童

渐长, 他们逐渐对某些东西失去兴趣, 又对另一

些东西开始感到兴趣. 换言之, 这样的成长可视

为孩童聚会的一种障碍, 或一种机会. 教师需要

分析他的

学生 , 并

在上课时

采用多样

技巧来符

合不同孩

童的需要, 

例如向年龄较大的学生发出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让他们思考, 同时对年小学生使用实物教具来帮

助他们理解. 世俗专职的老师会尝试融合及配合

孩童的成长和成熟. 作为孩童聚会的教师, 你也

可以这样做, 在选择题目、言词、问题、例证和

应用方面, 尽量配合他们成长的程度. 

 

 保罗提醒提摩太说: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

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

的智慧”(提后 3:15). 把圣经的话放在年幼孩童

的心里, 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产生好的结果. 向

5 岁孩童传讲地狱的火会吓着他们, 甚至令他们

在口头上承认信主(但他们可能并非真正明白救

恩的意思, 没有真正的悔改和重生, 编译者按). 

对新来的学生不断强调“要信主耶稣”, 这是对他

们施压, 但圣灵却还未带领他们悔改信主. 在孩

童成长的过程中, 每一个教师都需要神所赐的智

慧, 成为“主的使者”, 在正确时间和正确地点, 带

着“主的信息”给正确的学生.  

 

(七) 孩童的探索 (Exploration) 

孩童的好奇心很强. 他们喜欢用的其中

一个新字是“为什么”(Why). 是的, 这可能成为令

人厌烦的干扰, 例如当你讲到逾越节故事的关键

时刻, 一名孩童突然问道: “羊羔有指甲吗?” 尽

管如此, 欲询问和探索的渴望是可以善用和培育

的. 教导时可引导他们发问有意义的问题, 虽然

并不容易, 却值得为此目标努力.  

 

摩西看来明白这个目标的重要, 并为此

努力. 他在设立逾越节时, 向以色列人说: “你们

的儿女问你们说: ‘行这礼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

说…”(出 12:26-27). 当以色列人过约但河后, 他

们立石为念, 神要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 “日后你

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

思?’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书 4:21-22). 向孩童

发问题, 培育他们那求知的精神, 是启动孩童心

中一个重要的学习工具. 教师若能培养学生会自

行发问, 并预知学生问题的答案, 且能给于清楚

的解释, 这样的教师便成功了.  

 

(B.4)   适当管理你的小听众  

(Administration of Your Audience)  

大部分教师所遇到的最大挑战, 是如何

控制班上的纪律. 我们都梦想孩童在班上循规蹈

矩, 但事实上,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群非常活跃的

学生, 他们仿佛来孩童聚会以前喝了加糖的可口

可乐, 兴奋不已! 很多孩童来自缺乏纪律管教的

家庭, 生活毫无纪律可言. 你只有一周一小时的

时间与他们相处, 要训练他们安静坐着听讲, 可

说非常费神费力, 同时容易令人沮丧. 再一次, 我

们从圣经来了解孩童, 可引导我们采纳更有效的

方法去管理我们的小听众. 

 

(一) 孩童需要获得肯定 (Confirmation) 

孩童可以是非常残忍的. 他们有时可以

对其他学生说出一些极具侮辱和伤害的言语, 且

不会感到尴尬, 这点很干扰教师的教学. 为何孩

童喜欢嘲弄他人? 圣经首次提到年轻的孩子是

以实玛利, 那里记载他戏弄弟弟以撒(创 21:9 译

作“戏笑”).  

 

要解释这种行为并不简单, 但往往它有

关系到孩子的需要  —  需要获得他人的注意和

认可. 他们要感到重要和受人关注. 一般上, 孩童

应该主要从父母身上, 其次从朋友教师身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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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 Moody 

这样的感受. 感谢的是, 很多孩童把这方面的需

要转化成积极的动力, 去在各方面有杰出表现以

获得赞赏(赞扬学生是重要的, 绝不可忽视它的

价值). 但有些时候, 学生以负面行为来获取他人

的关注. 他以贬低他人来突出自己的重要性, 叫

人注意到他. 他们以不当的行为来获取教师或其

他学生的关注. 

 

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就是改变这孩子不

良行为的最佳方法之一. 给孩童正面的关注将有

助于减少负面的行为; 例如在课堂上, 请那样的

孩童帮助做某件事或参与某项活动, 或在上课前

或下课后给他一些关注和鼓励, 这将满足他这方

面的需求. 教师要经常肯定孩童的存在价值, 越

常越好; 要重视每个学生, 越多越好.     

 

(二) 孩童需要受到控制 (Control) 

生命的首 18 岁包含重大的转变  —  从一

个孩童长大成一个具有纪律自制的成人. 孩童在

不同成长过程中来到孩童聚会. 小童要倚赖外在

因素来控制他们的行为, 但成人却有内在机制

(如价值观、信念、良知、榜样典范等)来引导

他们. 当所罗门坐上宝座,负起治理国家重任时, 

他感到自己像孩童一般. 他质疑自己内在的发展

是否有足够能力, 可以正确地指引他的决定, 控

制他的行为. 他说: “但

我是幼童, 不知道应当

怎样出入”(王上 3:7). 

他表明自己忐忑不安

和经验不足的感受, 说

他像孩童一般, 倚赖他

人来教导他怎么样行.   

 

你的学生需要你为他们提供外在的控制. 

设立一套良好规则(包括处罚错误行为), 对学生

很有帮助, 纵然他们可能会投诉与不满. 不过, 千

万不要制定过多规矩, 而是先向学生和家长解释

那一套规则, 并且要始终如一地执行它. 这样才

会有效.  

 

(三) 孩童需要得到怜悯 (Compassion) 

雅各对待他的羊如同孩子, 孩子如羊. 即

使成功与疏远多年的哥哥以扫重逢和好, 心情激

动兴奋的时刻, 他还是有智慧地怜悯每个孩子, 

尊重他们的需要. 雅各向以扫说: “我主知道孩子

们年幼娇嫩, 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 若是催赶

一天, 群畜都必死了”(创 33:13). 祂明白孩子们

极其需要知道他们是被爱且受重视的一群. 雅各

重看他们, 关注到他们身体、情绪、社交和灵性

方面的健康. 

 

孩童容易受

到误导和欺压. 这就

是为何我们的主耶

稣严厉警告, 不可轻

看 “这小子里的一

个”(太 18:10; KJV: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孩童聚会是一个良好

机会. 让你向孩童表明你爱他们, 关怀他们. 把学

生的名字记起来, 显示你的怜悯关爱. 尽量去了

解他们的家庭、学校和朋友, 也是一个方式显示

你的关怀. 给学生奖赏是可行的, 但更重要的是, 

学生会对那些关怀他们的人, 有更正面的反应. 

 

因此, 在你还未批评那些在孩童聚会中

活跃难静的小孩之前, 先扪心自问是否你已经考

虑到他们所有的特性, 来调整适应你的听众, 并

已考虑到他们所有的需要, 来适当管理你的听众. 

在这之前, 鉴察你的心, 是

否有真心欣赏你的听众 . 

伟大的教师慕迪 (D. L. 

Moody)某次报告说 , 他在

某个聚会上看见七个半的

人得救. 有人问他: “你是

指七个成人 , 一个孩童?” 

“不,” 他回答说, “七个孩童, 

一个成人.” 诚愿所有教师都能看见, 神在你孩童

聚会上的学生身上所要成就的事! 你不晓得哪

一个小孩将会成为下一个伟大的传道者如腓利, 

或教师提摩太. 你要为他们设立美好榜样, 给他

们最好的教导, 并仰望神赐下永恒的果效.113  

                                                           
113   上文 (B)编译自  John Dennison 所写的文章 

“Children’s Meetings”, 载 A. J. Higgins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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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第 91-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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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114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九): 

圣灵赐下恩赐 
 
(A)    序言  

 新约圣经给我们四份清单关于圣灵所赐

下的恩赐. 这些恩赐由圣灵赐给众信徒、众召会

(指地方性的众召会)和基督的身体(即宇宙性的

召会), 使召会在这

世代(指召会时代)

为神在世上摆见证.  

 

 第一份清单

描述圣灵赐给众圣

徒 的 恩 赐 ( 林 前

12:4-11). 在这章的两份清单里的所有恩赐, 在运

作上都有一些超自然元素. 这并非否认一切属灵

的恩赐, 都有超然元素在内. 但显然的, 哥林多人

所领受的恩赐, 在运作上是超自然的, 因为当中

大部分的恩赐是“凭据性的恩赐”(或译“神迹性

的恩赐”, sign gifts).115  

 

这类恩赐是暂时性的(林前 13:8-13). 那

些今日还有存在的恩赐, 是以不同方式在今日运

作. 凭据性的恩赐已经过去, 不再运作, 不是因为

信徒没有好的见证, 导致主把它们收回, 以示管

教, 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 这类凭据性恩赐已经

终止, 乃是因为神的旨意本是如此, 就是要它们

属于暂时性的(temporary), 在价值上是次等或低

等的(inferior). 对灵恩运动的跟随者而言, 这看

似“亵渎”, 但这不是我们凭己意所说, 而是圣灵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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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有关凭据性的恩赐, 请参本文附录一和附录二. 

(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凭据性恩赐如何是次

等或低等的, 以及它们为何会终止.   

 

 我们要用圣经来察验以上所言. 凭据性

恩赐是低等的, 因为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partial 

value). 举个例子, 新约的先知能够在召会中站起

来传达从神而来的话语, 供应那时刻的需要. 他

没有读出圣经的经文, 而是用口述说神的话语. 

“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林前 12:8)这两种

凭据性恩赐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 现今的我们是

翻开圣经, 来寻求问题或困难的答案, 不过早期

召会却是找那些有上述恩赐(知识的言语和智慧

的言语)的人, 以寻求答案. 无论如何, 这三种恩

赐(先知讲道、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并不

是完整地揭示神的意念或旨意, 而只是有限或部

分地启示神的意念. 它只是适合那时刻的需要, 

并且在每一个场合, 都需要从神而来的新言语.     

 

当神把一切关于祂旨意的完整启示赐下, 

写在圣经页面过后, 这有限的智慧和知识之言语, 

以及先知的言语, 就变成多余了, 会被废止(林前

13:8-10).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

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KJV: that which is perfect)

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林前 13:9-10). 若

是合神旨意, 神可以让这种沟通方式(指用知识

的言语和先知所讲的话)持续下去, 但神的旨意

乃是要赐下更好的, 就是在真理的圣经中给我们

完整的启示. 

 

第二, 凭据性恩赐是低等的, 因为它们是

处于未成年的见证标记. 保罗写到这些恩赐时, 

清楚表明这点: “我作孩子的时候, 话语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

事丢弃了 ”( 林前 13:11). 《英文修订本》

(Revised Version)译作“既长大成人, 就把幼稚的

事丢弃了”(RV: now that I am become a man, I 

have put away childish things). 切慕凭据性恩赐, 

或宣称拥有这些恩赐, 其实不是一种属灵成熟的

标记, 反倒证明那人处于未成年的阶段. 

 

有些人怀疑上述哥林多前书 13 章的解法, 

并认为 林前 13:12的经文是指天堂, 就是将来的

荣耀. 即使这节经文有“未来”的解法, 但它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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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说的相距不远. 在第 11 节, 保罗所用的语词

是指现在的事, “现在既长大成人”,116 但在第 12

节, 他看似论到未来的事, “到那时就全知道.” 他

这样做的原因在这章中显而易见. 神借着祂话语

完整启示有关祂的旨意, 这肯定比先知的有限话

语和知识恩赐的有限知识更好, 但在未来还有更

好的, 即当我离开世界进入荣耀, 站在祂面前时, 

“到那时就全知道 ,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
13:12). 

 

有些人认为第 12 节是指神借着圣经正典

的完整, 而完整地启示人关于祂的旨意, 但对我

而言, 以上的解释(意即第 12 节下半段特指将来

的事)比较适合第 12 节的言词之意. 

 

第二份清单(林前 12:28-31)严格来说不

是关乎圣灵赐给人的恩赐, 而是赐给哥林多召会

的“有恩赐之人”(gifted men). 诚然, 哥林多的召

会在属灵恩赐上, 没有一样不及任何召会(林前

1:7: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罗马书 12:3-8 给我们另一份清单关于有

恩赐的信徒所进行的活动. 这些信徒要专心执行

神所托付他们的特别事奉. 他们要按神恩典所赐

的恩赐来活动. “先知”(prophecy, 中文译作“说预

言”)的恩赐仍然出现在这份清单中, 而其他六个

活动直到今日还有进行, 这一切都是迫切需要的

恩赐.   

 

弗 4:4-11(第四份清单)列出 5 种恩赐, 这

些有恩赐之人是主耶稣赐给基督身体的(指宇宙

性的召会). 这份清单里有使徒和先知, 而就在以

弗所书里, 我们读到: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

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弗 2:20). 

别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根基的一部分, 事实上, 他

们只是参与并有功于建立根基(林前 3:11). 

 

这节是圣经中唯一一次提到传福音者的

恩赐(gift of evangelist), 其原因相当简单, 因为传

                                                           
116   保罗在 林前 13:12 表示: “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

子观看, 模糊不清(原文作” ”如同猜谜); 到那时就要面

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

知道我一样.” 

福音者的活动主要是带领人归入基督的身体(指

信主归入宇宙性的召会). 此外, 我觉得应该把

“牧养的”和“教导的”(译作“牧师与教师”)看作基

督身体上的两种不同恩赐. 按第 11 节的希腊文

法, 这两者具有紧密相连的关系, 其功能方面的

运作可以解释两者的关系. 我认为一个教师若没

有关怀圣徒的牧者心肠, 他就没有多大价值. 无

论如何, 有些人有伟大的牧者心肠, 却没有伟大

的教导能力(意指有些牧者在讲台公开教导方面

没有显著的大能力, 只善于在私下教导和牧养圣

徒, 编译者按). 

 

我们从上文清楚看到有三大种类的恩赐: 

1) 根基性的恩赐(Foundational): 使徒和先知 

2) 暂时性的恩赐(Temporary): 凭据性的恩赐 

3) 持久性的恩赐(Permanent): 传福音者、牧者

和教师 

 

比较这四个有关恩赐的清单(哥林多前书

第 12 章、罗马书第 12 章 和 以弗所书第 4 章), 

我们会对属灵的恩赐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林前 

12:4-11 

林前
12:28-31 

罗 

12:3-8 

弗 

4:4-11 

 写作年代: 

主后 59 年 

写作年代: 

主后 59 年 

写作年代: 

主后 60 年 

写作年代: 

主后 64 年 

1 智慧的言

语 

使徒 说预言的 

/作先知 

使徒 

2 知识的言

语 

先知 执事 

/服事的 

先知 

3 信心 教师 教导的 传道 

/传福音的 

4 医病的恩

赐 

行异能/神

迹的 

劝化的 

/鼓励的 

牧师 

/牧养的 

5 行异能 

/行神迹 

医病的/神

医 

施舍的 教师 

/教导的 

6 作先知 帮助人的 治理的 

/管理的 

— 

7 辨别诸灵 治理事的 怜悯人的 — 

8 说方言 说方言的 — — 

9 翻方言 — — — 

 

我们列出这四份清单, 其中一个理由是

要表明“凭据性的恩赐”随着新约年日的过去而

逐渐消失, 成为已过和终止的恩赐. 当所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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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了, 若我们拥有医病恩赐是多么好啊, 可以

立刻叫病人康复. 但请记得, 即使在这恩赐仍有

运作的时代, 不是每一次都是神的旨意要医治生

病的人; 例如以巴弗提(Epaphroditus)虽是保罗非

常重视的同工, 也是腓立比召会非常爱戴的主仆. 

当他病得快要死了, 神没有借着保罗使用神医的

恩赐来叫他康复(腓 2:25-30).  

 

还有一例, 特罗非摩(Trophimus)生病了, 

纵然保罗需要他的随伴(提后 4:20), 但保罗没有

使用医病的恩赐治好他, 只把他留在米利都. 此

外, 保罗肉身上有“一根刺”, 看来它是指身体上

的一种疾病. 保罗三次求主叫这“刺”(疾病)离开

他, 但主的答复是: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保罗也为此

说道: “所以,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

的能力覆庇我”(林后 12:9).  

 

 有些人坚持说信徒生活中的罪和疾病是

一样的, 都需要被除去, 也总是神的旨意要治好

一切疾病. 但坚持这看法的人没有察验以上保罗

所说的话(和上述所举的例子). 他们尝试从主手

中除去疾病  —  但疾病却是主的工具, 常用来教

导我们, 炼净我们. 简而言之, 医病的恩赐现今已

不再运作, 而那些宣称拥有医治恩赐的人也不见

得比其他人拥有更少的健康问题. 另一方面, 我

们也必须承认, 使徒约翰所言至今仍然管用, “我

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祂就听我们”(约壹

5:14). 神比我们知道得更多, 祂知道给我们什么

是最好的, 诗篇所说的仍然真实可信, “祂未尝留

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诗 84:11). 

 

 哥林多前书论到恩赐和它们的运作, 这

给我们非常富有价值的功课; 例如它们告诉我们

如何测试恩赐的价值. 哥林多前书 12 章给我们

第一个测试, 所要问的问题是: 那恩赐使神得到

什么程度的荣耀? 哥林多前书 13 章给我们第二

个测试, 所要问的问题是: 

那恩赐运用了什么程度的

爱? 第三个测试是哥林多

前书 14 章的大主题, 所要

问的问题是 : 那恩赐使召

会得着什么程度的造就?  

     神赐下的恩赐不会大到无法在神话语

所命令的范围内操练. 属灵的恩赐是在召会里运

作(林前 14:19, 23-26). 教师的恩赐可能被运用来

造就数个召会. 传福音者的恩赐与工作虽是向世

人传福音(提后 4:5), 但往往也与地方召会有关

(参 使徒行传 13-15 章; 意即传福音使人归信基

督, 并在某地方建立召会, 使归信者在地方召会

中学习成长). 

 

 我们看到恩赐是神所赐的, 由圣父、圣

子、圣灵所赐, 可能是在人归主得救时赐下. 提

摩太是借着预言性的话语而领受恩赐. 他蒙主拣

选去领受它, 很可能是在他信主得救的时候, 并

在过后, 长老们看出神已在他身上进行的工作

(即已把这恩赐给他), 所以便欢喜推荐他(提前

4:14; 徒 16:2). 保罗的按手(提后 1:6)117可能是指

保罗承认那个恩赐, 认同提摩太使用他的恩赐; 

这点(在时间方面)也把我们带到使徒行传 16 章

的经文, 就是提摩太从路司得获得举荐的时候.  

 

 另一些人相信神透过使徒赐下这恩赐 . 

我没有反对此看法. 但今天已没有任何使徒, 但

神仍然赐下恩赐. 正如保罗和其他新约的圣徒, 

他们领受恩赐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悔改归主的时

候. 我们应该在信主得救的初期, 就开始操练神

所赐下的恩赐. 年轻的信徒当然应该按他自己经

验的程度, 以及在年长弟兄们的引导下, 来操练

他的恩赐. 

 

 有些人以 林前 12:31 为根据(“你们要切

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来证明说信徒可以切慕

某种恩赐, 甚至求神赐下这恩赐给他. 无论如何, 

我们查考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就能帮助我们明白

它的真正意思. 在这节之前, 我们有份清单关于

                                                           
117   提后 1:6: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
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再挑旺起来.” 其原文直译: “为此我

提醒你, 要如火再挑旺起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在你里面, 

靠着我的按手”(请参英文的译法, 例如 KJV: Wherefore 

I put thee in remembrance that thou stir up the gift of God, 

which is in thee by the putting on of my hands). 值得留意

的是, 原文并没说“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按手”有

“认同(identify with)、承认(recognize)”之意, 故这句话

也可意为“这恩赐是在你里面, 借着我的按手所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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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把一些有恩赐的人赐给召会(所以这里是论到

有关召会, 而非个人). 因此, 我认为这节并非指

“为自己”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而是指切切的

求神在召会中兴起有恩赐的人. 

 

 是否每个信徒都会有恩赐? 是的, 至少有

四种恩赐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拥有的. 首先是

“帮助人的”恩赐(林前 12:28). 我们知道许多亲爱

的圣徒都特别有这恩赐. 其次是“怜悯人的”恩赐

(罗 12:8), 而这肯定是神恩惠的恩赐. 第三是“服

事的”恩赐(罗 12:7; 注: 中文圣经《和合本》译

作“作执事”),118 第四是“施舍的”恩赐(罗 12:8). 

是时候提醒和劝勉大家, 以上这四种恩赐是我们

不该忽略的.   

 

 我们从神的话语和神的工作上的经验学

习到几件事: (1) 没有人能凭自己正确判断本身

的恩赐. 箴言 18:16 说: “人的礼物(gift)为他开

路”(KJV: A man’s gift maketh room for him). 有

人引证这节来表明人的恩赐(gift)会为他开路, 让

敬虔的年长弟兄们认出他的恩赐. 不过这节并非

此意. 所罗门其实是说, 一个作为贿赂的礼物会

为那人开路(正如这节下半段所说的: “引他到高

位的人面前”). 尽管如此, 人若有某种恩赐被用

来造就神的百姓, 那么就不需要推荐自己; 例如

某弟兄若有讲道的恩赐, 他就不需要自我推荐, 

因为负责的弟兄们会看出他的恩赐, 并邀请和鼓

励他讲道, 以造就圣徒.  

 

林前 14:29 说: “至于作先知讲道的, 只好

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 这

“其余的”(KJV: others)原意是指“其余同样种类

或相同性质的”(others of the same kind, 特指其

余同作先知讲道的人). 有关“作先知讲道”的恩

赐运作原则, 也同样适用于今日用来造就召会的

任何恩赐. 本章(哥林多前书 14 章)的主题是“造

就”. 人若没有获得神的装备, 没有得着某种恩赐, 

却又去执行那方面的工作, 结果必定产生问题, 

尤其他是个好人时, 更少人要去批判好人(导致

那人更难知道自己的问题).  

                                                           
118   罗 12:7: “或作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作执事”

在希腊原文是 diakonia {G:1248}, 意谓“服事、服务”. 

从哥林多前书 14 章, 我们学习到很多有

关聚会的秩序(或译“次序”, order), 以及恩赐如

何靠着圣灵的能力和控制下运作. 很感动我的是, 

在哥林多, 信徒奉主耶稣的名聚会, 而他们的聚

会有三种成分. 第一, 他们用灵和悟性歌唱(林前

14:15); 第二, 他们用灵和悟性祷告(林前 14:15); 

第三, 他们听讲道, 这讲道是根据神的话语, 这话

语能造就或建立他们(林前 14:3,29-31). 这是他

们应该做的. 这三件事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 因

我们今日仍然按照这样的秩序来聚会.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 作神百

般恩赐的好管家.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

讲; 若有服事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 叫

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权能

都是祂的 , 直到永永远远 . 阿们!”(彼前 4:10-

11).119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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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属灵的恩赐 

 

(A) 属灵恩赐的种类 

论到属灵恩赐的种类, 有者用两种方式来

加以区别, 即按时间 和按性质来分别. 
 

(a) 按时间来分别 
 

根基性的恩赐 

(Foundational 

Gifts) 

过渡性的恩赐 

(Transitional 

Gifts) 

连续性的恩赐 

(Continual 

Gifts) 

使徒和先知 

(Apostles and 

Prophets) - 包括预

言(Prophecy). 

启示性的恩赐: 

知识和方言 

(Knowledge and 

Tongues). 

传福音者, 牧养

者即/和教导者120 

(Evangelists, 

Pastors even/and 

Teachers). 

 在时间上属暂时性

(弗 2:20; 林前
12:29). 

 

在时间上, 知识将

归无有, 方言也将

停止(林前 13:8). 

 

在时间上将继续

彰显在整个召会

时代中(弗 4:11). 

 

                                                           
119   上 文 编 译 自 “Spiritual Dependence of an 

Assembly (2)  —  The Gifts that are Given” (Chapter 9),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90-97 页.  
120   由于在希腊文法上, 牧养者和教导者这两种恩

赐可指同一个人, 故建议采用“即/和”( = “即是”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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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性质来分别 

 
启示性的恩赐 

(Gifts that 

Reveal) 

凭据性的恩赐 

(Gifts that are 

Signs) 

造就性的恩赐 

(Gifts that Edify) 

启示性的恩赐
(revelotory gifts)

如下: 

 

1.智慧的言语

(Wisdom, 林前
12:8) 

 

2.知识的言语

(Knowledge, 林

前 2:8) 

 

3.(作)先知

(Prophecy, 林前
12:10) 

凭据性的恩赐

(sign gifts)如下: 

 

1.信心(Faith, 林

前 12:9) 

 

2.医病的恩赐

(Healing, 林前
2:9) 

 

3.行异能/神迹

(Miracles, 林前
12:10) 

 

4.辨别诸灵

(Discernment, 林

前 12:10) 

 

5.说方言

(Tongues, 林前
2:10) 

 

6.翻方言
(Interpretation of 

Tongues, 林前
12:10) 

 

造就性的恩赐

(edifying gifts)如下: 

 

1.执事/服事的
(Ministering / Serving, 

罗 12:7) 

 

2.教导的(Teaching, 

罗 12:7; 弗 4:11) 

 

3.劝化/鼓励的

(Exhorting, 罗 12:8) 

 

4.施舍的(Giving, 罗
12:8) 

 

5.治理/管理的(Ruling 

/ Managing, 罗 12:8) 

 

6.怜悯人的(Showing 

Mercy, 罗 12:8) 

 

7.传福音的

(Evangelists, 弗 4:11) 

 

8.牧养的(Pastors / 

Shepherds, 弗 4:11) 

 

 

功用: 透过启示

性的恩赐, 神启

示祂的心意给信

徒, 直到圣经完

整后才停止(因

为那时已能透过

圣经来完全明白

神的心意). 

 

 

功用: 透过凭据

性的恩赐, 神证

实使徒们所获得

的启示是从神而

来, 具有属圣的

权威和主权. 这

类恩赐在第一世

纪已经停止了. 

 

功用: 透过造就性的

恩赐, 神造就或建造

祂的召会, 使圣徒得

以完全. 这类的恩赐

今日仍然需要, 所以

会在整个召会时代中

延续下去. 

 

(B) 属灵恩赐的比较 
 

 第一处经文 第二处经文 第三处经文 第四处经文 

经

文 

哥林多前书 

12:4-11 

哥林多前书 

12:28-31 

罗马书 

12:3-8 

以弗所书 

4:4-13 

时

间 

写作年代: 

主后 59 年 

写作年代: 

主后 59 年 

写作年代: 

主后 60 年 

写作年代: 

主后 64 年 

 

重

点 

恩赐是圣灵
授予信徒的
能力 , 使召

会能够操作. 

神从过渡期

至圣经完整

的这段期间, 

把那些有恩

领受恩赐的

信徒所做的
事工. 这些

恩赐至今依

荣耀的基督

所赐给召会

的恩赐是一
组的人

赐的人
(gifted men)

赐给地方性

的召会. 

然存在(此

处预言是指

宣告神言, 

而非预告将

来的事). 

(men), 为要

建造基督的

身体(即宇

宙性召会). 

强

调 

圣灵的彰显 

(林前 12:7) 

父神的运行 

(林前 12:6) 

父神的运行 

(林前 12:6) 

主的管理 

(林前 12:5) 

 

双

方 

给予者 

= 圣灵 

给予者  

= 父神 

给予者 

= 父神 

给予者 

= 耶稣基督 

领受者 

= 个别信徒 

领受者 

= 地方召会 

领受者 

= 作肢体者 

领受者 

=圣徒召会 

 

种

类 

 

 

1.智慧的言

语(12:8) = R 

 

2.知识的言

语(12:8) = R 

 

3.信心(faith) 

(12:9) = S 

 

4.医病的恩

赐(12:9) = S 

 

5.行异能/神

迹(12:10)=S 

 

6.作先知 

(12:10) = R 

 

7.辨别诸灵 

(12:10) = S 

 

8.说方言 

(12:10) = S 

 

9.翻方言 

(12:10) = S 

 

1.使徒 

(12:28) = R 

 

2.先知 

(12:28) = R 

 

3.教师  

(12:28) = E 

 

4.行异能/神

迹(12:28)=S 

 

5.医病的/神

医(12:28)=S 

 

6.帮助人的 

(12:28) = E 

 

7.治理事的 

(12:28) = E 

 

8.说方言的 

(12:28) = S 

 

1.说预言的  

/ 作先知
(12:6) = R 

 

2.执事/服事

的(12:7) = E 

 

3.教导的
(12:7) = E 

 

4.劝化/鼓励

的(12:8) = E 

 

5.施舍的
(12:8) = E 

 

6.治理/管理

的(12:8) = E 

 

7.怜悯人的 

(12:8) = E 

 

 

1.使徒 

(4:11) = R 

 

2.先知 

(4:11) = R 

 

3.传福音的 

(4:11) = E 

 

4.牧师/牧养

的(4:11) = E 

 

5.教师/教导

的(4:11) = E 

 

 

 

 
 

 

 

 

 

 

 

 

 

 

 

注: 有 2 种

R (启示性的

恩赐) 
 

有 3 种 E 

(造就性的

恩赐) 

 

 
 

  

 

 

注: 有 1 种

R (启示性的

恩赐) 
 

有 6 种 E 

(造就性的

恩赐) 

 

 

注: 有 2 种

R (启示性)

的恩赐 

 

有 3 种 E 

(造就性的

恩赐) 
 

有 3 种 S 

(凭据性的

恩赐) 

 

 

按

性

质

分

类 

 

 

注: 有 3 种

R (启示性的

恩赐) 
 

有 6 种 S 

(造就性的

恩赐) 

 

 

有关圣灵所赐下的属灵恩赐  —  它们的特

征和种类之解释, 以及“说方言的恩赐现今已经停

止”, 请参 2006 年 1/2 月份, 第 62 期《家信》的“基

要教义: 圣灵论(三): 圣灵的工作(下)”; 今可上网阅

读此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圣灵论三-圣灵的工作下/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灵论三-圣灵的工作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灵论三-圣灵的工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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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那完全的”是什么? (林前 13:10) 

 

 保罗在圣灵的带领下, 告诉哥林多的信徒

关于他们所重视的超然凭据性恩赐 (miraculous 

sign-gifts), 在神的计划中不是永久常存的. 当这类

恩赐的目的达到后, 就会停止. “先知讲道(专指“预

言”)之能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知

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 13:8). 这里的“知识”是

指神迹般地赐下的特别知识, 可能与辨别诸灵或那

一类的事相关的知识, 而非普通的知识. 

 

 神说这些超然的凭据性恩赐都会停止. 什

么时候呢? 那些主张“现今仍有方言恩赐”的人宣

称, 凭据性的恩赐将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停止, 

他们认为 林前 13:10 所谓“那完全的”是指基督的

再来.121 “那完全的”(那完美的, KJV: that which is 

perfect)在希腊原文中只有一个字 , 即  teleios 

{G:5046}. 朗戴维(David Boyd Long)指出, 这字在

文法上是中性的(neuter), 因此不能指基督(注: “基

督”一词是阳性, masculine), 而是指一个东西或事

实(a thing or fact). 保罗说“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

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 倘若我们尝试把“那完全

的”(那完美的)当作是指“基督的再来”, 那么这句话

就变成“等基督的再来来到”, 言词显然并不通顺, 

所以把“那完全的”解成基督的再来并不正确.  

 

 “除此之外,” 朗戴维解释道, “ ‘那完全的’

在希腊原文意味着某样东西的完成(completion)或

成熟(maturing), 指经过一个发展过程, 现今已到了

那过程的终点, 已经完成了, 已经成熟了, 长大成人

了, 这些意思都是圣经常用此字所要表达的意义. 

基督的再来并非是一个过程(process), 也不是某个

过程的完成; 它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instantaneous 

happening), 产生彻底和即时的改变. 单凭这点, 就

可排除以‘基督再来’作为‘那完全的’之解释.” 

 

 还有其他论据, 证明“那完全的”不是指基

督的再来. 朗戴维表示, 在这段经文中, 有三件事被

说为是恒久常存的, 来与三件暂时性的事作对比. 

倘若我们如一些人所说, 那三样暂时性的恩赐(预

                                                           
121   林前 13:8-10: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 说

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

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

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言、说方言、知识)只有在基督再来时, 或在天堂

时才终止, 那么, 那些属于恒久持续性的事就必须

持续下去直到永恒的境界. 让我们思考一下, 看看

是否如此. 恒久持续的是信、望、爱. 无可置疑的, 

爱是会持续到永恒, 但圣经明确表示“信心”和“盼

望”不会延续到永恒, 因为当人亲眼看见后, 还需要

盼望吗? 基督再来时, 就不需要相信和盼望了, 因

已亲眼看见, 也立刻实际地享受到所盼望的. 换句

话说, 如果恒久持续的事(信和望)要在基督再来时

停止, 那么照理那暂时性的事(预言、说方言、知

识)必须在基督再来之前就早已停止, 就是在召会

时期, 而非等到召会时期的结束(基督再来的时刻). 

 

 还有其他理由, 证实神迹性的凭据性恩赐

不是当召会被提到天堂才停止. 我们发现在哥林多

前书 14 章以后, 新约圣经就不再提到说方言这恩

赐. 我们因此可以合理地总结说, 这类恩赐在那时

已处于快被废置一旁的过程, 因为以色列不再处于

中心地位, 神已把福音转向外邦人. 我们看到其他

伴随而来的凭据性恩赐, 也逐渐失去其重要性, 最

终完全消失; 例如那医治病人、甚至叫死人复活

的使徒保罗, 写到他生病了(林后 12 章), 他的同工

如以巴弗提、提摩太等等也病重, 但保罗没有治好

这些人. 保罗并没失去他的成熟和能力; 只是时代

改变了, 这类的恩赐不再运作了. 

 

 “那完全的”显然是指圣经  —  属神启示的

圣经正典的完成(the Completion of the Canon of 

Scripture). 在神的道(整本圣经)未完成之前, 我们

需要先知传讲从神而来的信息, 也需要凭据性恩赐

来认证传讲者的信息是从神而来. 众人, 包括基督

徒, 所听见和领受的是片断不全的, “彷佛对着镜子

观看, 模糊不清”(林前 13:12). “模糊不清”原文作

“如同猜谜”, 不是直接的, 是隐约不清的. 不过, 当

神的启示完整后, 祂所要向人说的话都记载圣经上, 

我们就不再需要“片断不全”和“模糊不清”的预言

或先知讲道. 若“镜子”是个暗喻(metaphor), 那么与

之相对的是“面对面”  —  表示清楚和明显, 没有中

介(intermediary)或媒介(medium)在两者之间. 我现

今可从圣经知道(认识)我自己, 如同神知道我一样

了(林前 13:12).122  

                                                           
122   . David Boyd Long, What the Bible Teaches 

about the Gift of Tongues (Toronto, Canada: Everyday 

Publicatiopns Inc., 1972), 第 27-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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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文库 约翰·帕金森(John F. Parkinson) 

 

加尔文神学的拣选 

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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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前三期也已探讨了加尔文主义的

五大要点. 本期, 我们将思考一个新的题目  —  

正确解经的七大原则.  

 

(文接上期)  

(E) 持守圣经的话语 

(Keeping to the 

Scriptures) 
 

“经上说什么呢?” (罗 4:3) 

 

(E.1) 演绎法和归纳法 

在上几期, 我们已看过以演绎式逻辑(或

译“推论性逻辑”, deductive logic)123来分析圣经

                                                           
123   根据 MBA 智库百科, 演绎法(Deduction)或称演

绎推理(Deductive reasoning)是指人们以“一定的反映客

观规律的理论认识”为依据, “从服从该认识的已知部分

推知事物的未知部分”的思维方法, 是由一般到个别的

认识方法. 维基百科指出, “演绎推理”在传统的亚里士

多德逻辑中是“结论, 可从叫做‘前提’的已知事实, ‘必然

地’得出的推理”. 如果前提为真, 则结论必然为真. 可惜

的是, 加尔文主义所采纳的前提是错误的, 有关这方面

的论据, 请参这几期《家信》的“召会文库”, 可上网: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加尔文神学的

拣选四 /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11/加尔

文神学的拣选五 / ; 也参这方面的最后一篇文章 : 

是如何的不恰当. 圣经既没有说, 却引进先入为

主的假设, 并加诸于圣经之上, 这是错误的解经. 

结果, 一切的教义就从三段论法(syllogisms)的前

提(premise)推论出来. 以“绝对预定论”(absolute 

predestination)为前提, 来演绎或推论相关经文的

意思, 正是这错误方法的典型例子, 最终在圣经

上加添了各式各样的神学理论. 

 

我们该怎样研读圣经和按正意分解真理, 

才不致造成加添或删减呢? 这个重要问题的答

案是, 关于某一个论题(theme), 我们要查看一切

与之相关的经文, 并让经文在没有加添己意的情

况下, 组成一般的教训或教义. 这方法称为“归纳

法”(inductive method). 它不是让某些主流教义或

学说以逻辑方式决定经文的意义(此乃演绎法); 

它乃是根据整本圣经对某个论题的教导, 来决定

一般的结论(此乃归纳法). 

 

我们没有完全否认和剔除演绎式逻辑的

用处(若使用得正确, 演绎法是有用处的). 譬如, 

我们可以从归纳式读经法证验基督是神(约 1:1; 

提前 3:16; 罗 9:5 等). 在我们阅读任何经文前, 

将这个真理(基督的神性)当作前提  —  这是演

绎法的合理用途. 然而, 当一个教理(dogma)无法

以归纳方式确定, 却只能以普遍接受的假设命题

(universally assumed proposition)124去解释时, 就

必产生严重的错误. 我们提出, 这正是加尔文主

义五大要点所犯的谬误. 奥古斯丁(Augustine)对

神的主权、定旨和双重预定的见解, 成了解释圣

经的主流思想(以他在这方面的偏差或错误见解

为“前提”, 导致产生错误的“结论”, 编译者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3/加尔文神学的

拣选六/ .  

124   所谓“命题”(proposition), 就是一个论点或观点. 

一般上, “命题”是指判断某一件事情正确或不正确的句

子, 而加尔文主义常用的命题如: “人若蒙神拣选, 就会

得着神所赐的信心去信主得救”、“既然人是完全堕落

的, 就无法选择信靠神而得救”等等, 但这是“假设的命

题”, 只属“神学的教义”而非圣经的真理(注: 我们在前

几期的《家信》中已探讨和证实这些命题是错误的, 违

反圣经的真理). 按“百度百科”, 在现代哲学、数学、逻

辑学、语言学中, 命题是指一个判断(陈述)的语义(实际

表达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可以被定义并观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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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ill F. Unger 

我们同意安革尔(Merrill F. Unger)的警戒: 

“若用得恰当合宜, 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有各自的

地位, 并能互补长短. 譬如, 当没有足够知识提供

命题来作推论分析, 我们可以利用归纳法来找出

命题. 事实上, 研读圣经时, 任何不能用归纳法达

至的前提, 就不该用作演绎推论的前提. 同样, 任

何常用的理论和释经系统, 若无法采用根据圣经

教义的归纳推论法来辩护或解说, 就要完全把这
理论或系统摒弃 ”(引自《传道学的原则》

[ Principles of Expository Preaching ], 第 106 页). 

 

在未探讨归纳法的实际意义之前, 我们

需要澄清一些基本的假设(assumptions). 我们所

采用的方法是保守的, 也看重福音性的. 以下是

一些基要的真理: 

 

 圣经是由神所默示, 绝对无误. 

 必须以祷告的心查考圣经. 

 需要圣灵开启我们的悟性. 

 

本章不是研究圣经的金科玉律或详尽的释

经学(hermeneutics). 我们也不会讨论有关预备圣

经信息的各种方法. 但我们所提议的, 对文本式

传道人(text preacher), 或叙述式传道人(narrative 

preacher), 或评注式教师

(expository teacher), 或主

日学教师 , 都同样合用 . 

我们也不讨论研究圣经

时可能需要的工具, 如语

言学、文法、历史和相

关学问. 其它书在这些论

题上已有足够讲解, 例如

安革尔(Merrill F. Unger)所著的《评注式传道的

原则》(Principles of Expository Preaching). 以

下的建议对通晓原文的信徒, 或只认识自己母语

的信徒, 同样适用. 通晓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当然

有助于准确明白圣经 , 但我们也同意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对翻译圣经的见解, 著作他生

平传记的作者丹尼尔(David Daniel)这样说: “神

的话必须直接以读者所能明白的方式向他讲述. 

只要给读者所有的经文, 单靠阅读经文, 也能以

经解经来明白经文的意思 .”(引自《丁道尔传

记》[ William Tyndale: a Biography ], 第 141 页). 

(E.2) 正确解经的七大基本原则 

我们将要列下某些解释圣经的基本原则.

所有圣经传讲、教导和诠释都该建立在以下七

大基本原则的根基上. 

 

(一) 原则一: 观察经文真正所说的 

(Observe What the Text Actually Says) 

   我们要准确地阅读经文, 要观察心经文
真正所说的话(what it says), 而不是我们以为它

所说的话(what we think it says), 要做到这点并

不容易. 圣经指出一些例子, 让我们看见那些不

小心聆听的人, 后来导出错误的结论, 这都源于

他们自己的“以为”. 有个典型例子关于这种粗心

大意的聆听,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 21 章. 主耶稣告

诉彼得在祂离去后要临到他的事, 彼得却将注意

力错误地放在约翰身上. 主温柔地责备他, 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

我吧!” 这是弟兄中第一个不谨慎聆听的例子. 约

翰告诉我们, 这话传在弟兄中间, 说那门徒不死. 

这表面上似乎是从主的话推想出来的合理结论. 

然而, 经文随即澄清说: “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 

乃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约 21:23)” 约翰仿佛在说: 人若听得正确, 对主

的话就没有这样的混淆. 

 

   这给每一个阅读和教导圣经的信徒, 一

个何等发人心省的例子! 我们岂不常看到, 在基

督徒圈子中因忽略这最首要的原则而酿成的大

错吗? 可是到底什么使我们错读经文呢? 为什么

我们常错过经文真正说的话呢? 原因是, 我们常

预先将自己的神学假设加在经文中, 将自己的思

维  —  把自己认为经文该讲的东西  —  投射在

经文的意义上.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 弗 1:4 指的“拣选”. 

谁是被拣选的, 他们为何被拣选? 最常见的解释

是: 个别罪人被拣选去领受救恩: “就如神从创立

世界以前, 祂已拣选了我们这些蒙拣选的罪人, 

叫我们能以得救…” 但事实上, 经文所说的截然

不同. 保罗对以弗所的圣徒说: “就如神从创立世

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谁被拣选了? 他们是不是

罪人被拣选得以在基督里呢 (chosen to b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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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不是的, 经文乃是说: “在祂里面拣选了

我们(chosen us in Him).” 意思是: “我们作圣徒的, 

在祂里面的, 是被拣选的(We who are saints and 

who are in Him, are chosen).” 我们为什么被拣选

呢? 再次, 许多人假设它的目的是罪人被拣选去

得救恩(指灵魂得救). 但经文指出它的目的是: 

“我们(即我们信徒)可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

瑕疵”(编译者注: 得救与成圣是两回事). 我们必

须放下自己的神学假设, 留心经文真正说的是什

么. 事实上, 最安全的查经法是将经文读了再读

又再读. 

 

我记起在英国广播电台(BBC)一个广受

欢迎的专题小组公开讨论之节目, 名为“有没有

问题”(Any Question). 某次, 在此节目中的情况

可进一步说明我们的论点. 节目主持人问专题小

组成员如何看待圣经中的一句话  —  “钱财是万

恶之根”. 各成员轮流表达, 又提出意见, 指出钱

财是不是万恶之根. 可是, 专题小组成员当中, 没

有一人发现询问者只引述了经文的一部分. 经文

真正所说的乃是这样: “贪财是万恶之根”(提前

6:10), “贪财”与“钱财”, 两者意思有何等大的不

同! 观察经文真正所说的每一个字是何其重要!  

 

(二) 原则二: 查考上下文的语境 

(Consider the Context) 

除了要小心观察经文真正所说的, 另一

个解经的重要原则是: 必须根据上下文的章义来

解释经文. 多不胜数的错误是由于人引述圣经时

断章取义. 按照著名的《钱伯斯二十一世纪词

典》(Chambers 21st Century Dictionary), “上下

文”(Context, 上下文的语境)这一词的意思如下: 

 

1) 文中环绕着某个字或词的各种各样描述, 使

那个字或词的意思更加明朗、清晰. 

2) 环境(circumstances)、背景(background)或布

景(setting, 指小说或戏剧等的背景). 

 

   为着本书的目的, “上下文的语境”可以被

定义为某个字或词的布景, 连于经文的思潮或思

想动向(thought flow). 圣经中有许多例子是: 同

一个字在不同经文中出现, 每一处的意思都不一

样. 出现这种情况时, 我们必须参考上下文, 找出

经文原本要传达的意义之线索. 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常出现在圣经中的“肉体”(或译“肉身、血气”, 

flesh)一词. 范氏(W. E. Vine)告诉我们, “肉体”一

词有很多意思: 

 

1) 身体上的物质, 包括动物或人类(林前 15:39); 

2) 人的身体(林后 10:3: “…不凭着血气争战”) 

3) 关于人类的, 作为人必有的全部, 即是灵、魂

和体(太 24:22: “凡有血气的…”); 

4) 关于主耶稣圣洁的人性, 作为人必有的全部, 

即是灵、魂和体(约 1:14: “道成了肉身…”); 

5) 指整个人(约 6:51-57: “我的肉…吃我肉…”); 

6) 人性中的弱点(太 26:41: “肉体却软弱了”); 

7) 人未重生时的光景(罗 7:5: “属肉体的时候”); 

8) 在人里面罪的座位(彼后 2:18: “用肉身的情

欲和邪淫的事…”); 

9) 在基督徒里面较低下和暂时的元素(加 3:3: 

“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 ”); 

10) 人本性上的成就(林前 1:26: “可见你们蒙召

的,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11) 生命中外在的事物(林后 7:1: “除去身体、灵

魂一切的污秽”); 

12) 外面的、表面的, 与属灵、内在和真实的东

西作对比(约 6:6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

是无益的”); 

13) 自然或血缘关系(林前 10:18: “…属肉体的以

色列人…”)或婚姻(太 19:5: “二人成为一体”) 

 

   用这般长的篇幅来解释一个词, 表明我

们在决定一个词的意义时, 必须查看该词在经文

中的思想动向之背景. 我们解经若不应用“查考

上下文”的法则, 就无法正确分辨那词的意义. 

 

忽略这个原则, 在经文上断章取义, 会引

致种种不同的错误. 在这事上屡犯错误的莫过于

广受敬重的奥古斯丁. 许多用来支持他神学理论

的经文都是断章取义的证明; 例如, 他引用 约

15:16 来证明救恩的拣选,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但这引句的上下文所讲述的

是什么呢? 我们要重申, 它的上下文不是论到救

恩, 而是关于如何作门徒. 细读全文就可发现所

指的不是拣选罪人使他得救, 而是拣选门徒去结

果子: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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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Helm  

 
St. Augustine  

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常存”(约
15:16). 

 

另一个例子也是奥古斯丁引用的例证 , 

他尝试说服我们 弗 2:8-9 谈及的恩赐是指信心, 

不是恩典. 他引用 林前 4:7: “使你们与人不同的

是谁呢? 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但经文的

上下文根本不是指救恩的信心, 乃是责备哥林多

圣徒骄傲的罪, “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

所记的,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 贵重这个, 轻看那

个”(林前 4:6). 也有人一再坚持信心只赐给某些

人, 而其他人则得不着, 因此我们要催逼罪人去

祈求得着“相信的信心”. 所引用来支持这话的经

文是“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 寻找, 就寻见…”(太

7:7-8). 但这段经文所说的是带着信心的祷告

(believing prayer), 完全没有提到人可以因没有

信心或不带着信心来祈求神赐下信心(编译者注: 

“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祂赏赐那寻
求祂的人”[来 11:6], 所以 太 7:7-8 是指那些已有
信心的人靠着信心来祈求神). 

 

要经常检查我们一切的引句, 这是极其

重要的. 我们当谨慎, 千万不要用自己最喜欢的

引句, 来证明自己先入为主的概念, 以致犯了断

章取义的错误. 因此, 强调查考上下文的重要性, 

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 

 

(三) 原则三: 不要在圣经上加添 

(Do Not Add to the Scriptures) 

至少有四种情况使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在

圣经上加添经文中所没有说的话:  

(a) 按传统而加添(by tradition); 

(b) 按类推法而加添(by analogy); 

(c) 按演绎式三段论法(by deductive syllogism); 

(d) 按情感争辩而加添(by emotional argument). 

 

(a) 按传统而加添 (By Tradition) 

我曾与家人在西爱尔兰的阿基尔岛

(Achill Island)上度过愉快的假期. 我们逗留在一

个名为杜格特(Doogort)的偏僻村落, 当地的一个

旅游景点是一个很古旧的墓园, 特为埋葬未受洗

的婴儿而建设. 这小小的坟地靠在山崖右边, 远

离人烟. 我随便走走, 看看小石碑, 想到那些可怜

母亲的苦痛, 听信圣职人员说他们所爱的婴儿因

未受洗而不能进入天堂. 这个墓园是奥古斯丁可

悲的遗传(指错误教义)祸及后代的证明, 警戒我

们在圣经上加添的恶果. 奥古斯丁错误地认为

“要受洗才能得救”(简称“洗礼重生”, baptismal 

regeneration), 并对原罪有错

误观念.125 这导致他相信未受

洗的婴儿会被定罪, 因为他们

在亚当里犯了罪, 要永远灭亡

(这意味着未受洗的婴儿若夭

折或去世, 就不会得救, 编译

者按).126 人靠自己的智慧和

逻辑是会产生错误的教义; 人

若把圣经与这种错谬教义妥协, 结果将导致上述

残酷和黑暗的后果, 所推论出来的教义必定荼毒

后代. 从罗马天主教遗传下来的教理, 如有关马

利亚完美无罪的观念(immaculate conception)、

她的永远圣贞(perpetual virginity)和种种假设或

臆测(assumption)等等, 都是最佳的明证. 

 

我们必须单从圣经找出信仰的真道和教

义. 罗马天主教宣称教会传统(指罗马天主教会

的传统)与圣经有同等权威, 这是极其严重和令

人痛心的错误谬论. 

 

不幸的是, 改革宗的学

院也太依据信条(另译“信经”, 

Creeds) 和教条 (Confessions). 

保罗·亥姆(Paul Helm)是威斯

敏斯特加尔文主义(Westminster Calvinism)的支

持者, 他揭露了这个不健康的倾向. 他曾写道: 

“实际上, 教义传统就是将一套教训经年累月的

传递下去. 这就是改革宗教会所经历的, 从加尔

                                                           
125   奥古斯丁在这方面是接受了居普良(Cyprian)的

错误教义. 奥尔森(Roger E. Olson)写道: “居普良是最早

清楚明白地主张‘洗礼重生’(baptismal regeneration)教义

的教父之一. … 他认为洗礼是脱去老我生命, 并得到基

督新生命之仪式. … 居普良强烈地主张, 所有婴儿生来

就有亚当的原罪, 并且这原罪唯有借着洗礼的水才能洁

净.” 奥尔森著, 吴瑞诚、徐成德合译, 《神学的故事》

(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2 年), 第 137 页. 
126   但圣经有几处暗指婴儿若去世, 他们的灵魂是

会得救的, 请参本文附录: 婴孩若去世, 灵魂会得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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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 Copleston 

 
 

John Calvin 

文(John Calvin)到伯撒(Theodore Beza, 注: 伯撒

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继承者), 以及诺克斯(John 

Knox)和后期的艾姆斯(Ames)和珀金斯(Perkins), 

直到制订那些文词精确的信仰宣言和仪式书; 其

中最显著的是在英伦岛的《威斯敏斯特公认信

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1648 年)及其附设

文件《萨沃伊信条》 (Savoy Confession, 1658

年), 并《浸信会信条》(Baptist Confession, 1689

年).” (引自《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 Calvin 

and the Calvinism ], 第 3页).  

 

保罗·亥姆非常重视这些信条, 视之为改

革宗的遗产(Reformed heritage). 这种对待教义

传统(doctrinal tradition)的方法所

产生的问题是, 使出于人意的错谬

和不必要的加添渗入信条和仪式

书中. 我们已指出奥古斯丁的错误

见解如何给改革宗神学留下不可

磨灭的痕迹. 简而言之, 单单遵从

圣经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 不论是改革宗或是罗

马天主教的错误教义传统, 都不可给它们留地步, 

破坏神纯正的教义. 

 

(b) 按类推法而加添 (by analogy) 

信徒以类推法来辩说, 通常会不知不觉

在圣经上有所加添. 婴儿洗礼就是一个好例子. 

新约圣经从没有提及婴儿受洗, 但人却狡辩说, 

如果希伯来人有权给孩子们行割礼, 作为约的记

号(sign), 如此类推, 基督徒也该有权给他们的儿

女施洗 . 这是 “圣约神学 ”(或作 “盟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的辩说, 但肯定不是圣经的

教训, 因为它从没有作出这样的教导. 这是在圣

经上的加添, 更大的错误是“靠受洗来得救”, 这

个错误可从阿基尔岛(Achill Island)上的墓园遗

址得着引证. 

 

(c) 按演绎式三段论法 

(by deductive syllogism) 

我们已看过演绎式三段论法在圣经上的

加添 . 那些教理如加尔文主义的 “完全无能

力 ”(total inability) 、 “ 有 限 的 救 赎 ”(limited 

atonement)和“不能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

皆源自这个方法. 要证明这一点, 让我们再看罪

人应否被催逼去祈求获取“得救的信心”. 争议的

地方在于罪人既然可以祈求: “神啊, 开恩可怜我

这个罪人.” 那么按逻辑来说, 他自然可以祈求神

赐他信心, 使他能相信. 三段论法描述如下: 

 

1. (前提一): 人受邀向神祈求恩赐(礼物, gifts);127 

2. (前提二): 信心是一种恩赐(礼物); 

3. (结论): 因此, 人应该祈求得着信心. 

 

   这是简单的逻辑, 没有引用任何经文(弗

2:8-9 所指信心被改革宗误解成一种恩赐或礼物

[gift], 即神赐下信心为礼物), 且带出无根据(指

不合圣经)的结论. 表面看来, 结论十分合乎逻辑

及令人悦服, 但这是在圣经上的加添. 我们要问: 

既然税吏可直接向神求怜悯, 为什么其他人必须

祈求信心去得怜悯呢? 甚至那对主说“我信, 但

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的人(可 9:24), 没有向主说: 

“先生, 我不相信; 请将信心赐给我.” 这种混乱人

的思维(thinking)源自在圣经上加添了先入为主

的假设, 并将某种神学理论强加在经文上, 结果

带出圣经所没有教导的教理. 它是借演绎式三段

论法来订立的教义. 我们已用了很长的篇幅, 指

出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是借演绎式逻辑和连锁

推理得出来的, 并误导读者偏离圣经. 本书的论

据是: 演绎式三段论法的逻辑对制订和维护圣经

的教义是完全不适当的. 

 

圣公会的科普立斯

顿 (Edward Copleston) 在

1821 年的著作中, 恰当地评

论到加尔文主义有关 “定

旨”(decrees)的教义, 以及它

按逻辑推论而来的“决定论”(determinism). 我们

同意科普立斯顿的忠告: “让我们遵守圣经的教

训, 按正意分解圣经绝不会引导我们超出自己的

领悟… 我们若订立一些出于自己的概念作为信

仰的标准, 并强求同意源自这些概念的推论, 我

们便离弃了真实启示的神, 使自己的脑袋变成敬

拜的偶像.”(引自科普立斯顿所著的《必要与预

定》[ Necessity and Predestination ], 第 141 页) 

                                                           
127   这里所谓的“恩赐”(gifts)并非指属灵的恩赐, 而

是指神赐给人信心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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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情感争辩而加添  

(by emotional argument)  

按情感争辩, 也可能使人在圣经上有所

加添. 有些人维护“个人被拣选去得救恩”, 他们

理直气壮地辩护说: 难道神没有选择权? 对于这

问题, 我们要说神确实有选择权. 虽然如此, 在未

开始以情绪化和演绎式来辩说以前, 我们应该先

回到最重要的问题: 圣经怎样说? (罗 4:3: “经上

说什么呢”). 换言之, 圣经讲论神的拣选时, 告诉

我们什么? 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 神只借着恩

典拯救, 并且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不分犹太人和

外邦人(注: 保罗在罗马书 1 至 8 章特别论证上

述两大重点, 并在罗马书第 9 章强调那些“自以

为义的犹太人”不可吩咐神怎么做). 这就是神主

权的选择, 即拯救凡相信的人, 不会因此被人主

宰或操控, 就如窑匠不被陶泥所主宰或操控.128  

 

有人继续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相

信而其他人不信呢? 答案不在圣经论拣选和预

定的教义之内, 因为这些真理是指信徒得救后的

福分. 圣经教导说, 救恩是神的工作, 从亘古到永

远(“…[救恩]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弗

2:8-9), 是因信得着(“信子的人有永生”, 约 3:36), 

人是有责任的(“只是你们不愿意”, 太 23:37). 我

们不可超越圣经所启示的, 也不可让情感的争辩

影响我们的观念. 我们务要遵守圣经! 

 

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中还有许多做

法不是出于圣经, 而是人所加添的. 其中一些例

子有: 宗派的存在、圣职人员与平信徒的区分、

牧师的袍服衣饰和各种称号、教会节期、得救

与未得救者混合的会众等等. 某些解经方式会产

生一些在圣经中没明确教导的教义. 我们绝不能

以这种解经方式来制订教义. 我们应该时刻警醒, 

防避传统、类推法、演绎式三段论法和情感争

辩的危险. 绝不可在圣经上有所加添!129 

 

                                                           
128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11/加

尔文神学的拣选不是圣经所谓的拣选一/ 
129   上文编译自  John F. Parkinson, The Fai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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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6-105 页 , 也上网参考此书的中文电子版本 ,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6.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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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婴孩若去世, 其灵魂会得救吗? 

 

 根据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 小孩若

在需负上责任的年龄(age of accountability)之前就

去世, 他们会借着耶稣的血得救. 这看法的理由是: 

他们还没有能力(理智上的能力)接受或拒绝救主, 

所以神就把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的一切价值, 也归

算到他们身上(救恩的功效也临到他们, 使他们被

神称义). 虽然小孩(包括婴孩)没有完全领悟十架工

作的拯救价值, 但他还能借着主耶稣的代死和复活

而得救. 

 

至于“需负上责任的年龄”到底是几岁, 答

案因人而异, 没有人知道, 只有神知道. 由于一个小

孩可能比另一个小孩早熟, 所以每个情况或个案明

显各有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 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经

文说到, 小孩在需负上责任的年龄之前去世, 他们

可上天堂, 但圣经有两条教训路线是支持这观点的. 

首先是 可 10:14: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

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

的人.” 论到小孩, 主耶稣说: “在

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主耶稣

没有说他们要长大成人, 才可以

进神的国, 而是说他们正是在神

国里之人的特征. 这是小孩得救

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 

 

另一证据是: 当主耶稣谈到大人时, 祂说: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 19:10). 当

祂谈到小孩(太 18:1-11), 却没提及“寻找”; 祂只是

说: “人子来, 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太 18:11). 这里

暗示小孩没有像成人一般的走迷(不需要被寻找回

来), 因此当他们死的时候, 救主以主权招聚他们进

入祂的羊圈中(成为得救的属主之人, 约 10:16).130 

最后, 约壹 2:2 也说: “祂(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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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普天下人的罪”包括了婴孩的罪. 简言之, 我们

相信婴孩或小孩虽未认识基督的救赎工作, 但神认

识他们, 并把这工作的一切拯救价值都归在他们的

账上 , 使去世的婴孩之灵魂仍然可以蒙恩得救 . 

  

                                                           
130   改编自 William MacDonald, One Day at A Time 

(Scarborough: Everyday Publications, 1985), 第 180 页.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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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是非                      石子 
 

再思“灵恩运动” (一):  

灵恩运动的历史和发展 (上) 

  
(A) 导论 

“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这一

中文名词是由中国教会的神学家贾玉铭提出, 指

出当时在中国山东十分风行的基督教运动. “灵

恩”这名词, 其意义相等于英文的 Charismatic, 源

于希腊文 Charisma {G:5486}一字, 意即中文的

“恩赐”. 灵恩运动中的这个“灵”, 指的是基督信

仰中三一神的第三个位格  —  圣灵. 一般灵恩运

动强调“圣灵的充满”或“圣灵的洗”, 又多以“方

言”作为得着那种经历的证据.131 

 

灵恩运动的信徒增长率相当惊人. 研究

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ism)的专家兼瑞士神学

家贺伦华特(Walter J. Hollenweger)将西方的五

旬节运动和灵恩运动的

信徒人数, 再加上第三世

界一些本色化而又类似

灵恩派的教会信徒, 估计

80 年代的总数有 1 亿, 在

公元 2000 年人数更将达

至 2 亿 5 千万.132 

 

根据《维基百科》, 目前灵恩派信徒有 5

亿 2300 万, 估计到了 2025 年, 至少会达到 8 亿

3000 万. 截至 2011 年的统计: 灵恩派信徒最多

的是分布在拉丁美洲(1 亿 6000 万)、非洲(1 亿

3000 万)和亚洲(1 亿 3000 万). 至于天主教中的

“灵恩更新运动”之人数约有 1 亿 2000 万, 约占

天主教的百分之十.  

 

单从灵恩运动的信徒增长率, 就足以叫

我们不能忽视这运动对现今教会的影响. 事实上, 

笔者有不少朋友在灵恩派里; 他们当中有些是真

                                                           
131  摘自互联网的《维基百科》. 
132  张慕皑著, 《近代灵恩运动: 一些值得关注的问

题》(香港长州: 建道神学院, 1999 年增订版), 第 15 页. 

诚爱主的信徒, 对事奉非常热心, 多方献与宣道

事工, 或私下积极传福音给人. 他们的爱心和热

心令我敬佩, 是我要虚心学习的. 尽管如此, 我们

不可忽略的是, 灵恩运动所重视和高举的教义或

活动, 诸如“圣灵的浸”(或称“圣灵的洗”)、“圣灵

击倒”、说方言、预言、知识言语、神医、赶

鬼、权能布道、神迹奇事、对付“地域邪灵”的

祈祷布道等等; 当中有很多不仅缺乏圣经根据, 

更是抵触圣经明确的教导. 故此, 我们有需要“再

思灵恩运动”  —  以圣经的亮光来察验这些教义

和活动, 正如保罗在 帖前 5:21-22 提醒我们的: 

“要凡事察验, 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

不做.”  

 

 

(B) 灵恩运动的阶段 

张慕皑在他所写

的《近代灵恩运动》一书

中表示, 灵恩运动可分为

第一、第二和第三波. 灵

恩运动第一、二、三波

的名称, 最初是由美国加州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会增长学教授瓦格纳

(或译“韦拿”, C. Peter Wagner)所提出的. 

 

1) 灵恩运动第一波: 1901 年开始的“五旬节运

动 Paul”(Pentecostal Movement) 

2) 灵恩运动第二波: 19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兴

起的“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 亦

称“新五旬节运动”.  

3) 灵恩运动第三波: 1980 年代初的“葡萄园运

动”(Vineyard Movement), 亦称“神迹奇事运

动”或“权能布道运动”(Power Evangelism). 

 

 张慕皑指出, 有三件事是必须留意的:  

1) 我们必须弹性地运用这些名词, 我们一般所

称“灵恩运动”, 有时是概指第一、二、三波

各阶段的灵恩运动, 而不独是指第二波的“灵

恩运动”. 

2) 第一波的灵恩运动(即五旬节运动)受当时基

要派所奉行的“分离主义”所影响, 所以当这

些灵恩派教会的信徒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 

就从原来的派系分别出来, 导致灵恩派也有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uller_Theological_Semina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uller_Theological_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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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Wesley 

不同宗派, 持不同的信仰立场.133 因此, 在判

断灵恩派时, 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避免“以偏

概全”的倾向.  

3) 灵恩运动在思想上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有许多

变化, 不同的领导人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灵恩

运动是一个相当复杂及颇具争论性的运动, 

但一般而言, 灵恩运动的信徒着重属灵经历

多于真理分析 , 以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

视、轻视或曲解圣经的真理. 

 

另外, 英国圣经释经家大

卫·鲍森(David Pawson)于 1993

年出版《第四波》一书(Fourth 

Wave: Charismatics and 

Evangelicals - Are We Ready to 

Come Together?). 他认为灵恩派与“福音派”的合

一, 可能定义为新一波的灵恩运动. 按鲍森所谓

的《第四波》, 灵恩运动第三波已从两派事工的

合一层面提升到思想和神学层面上的合一. 这是

何等令人担忧的趋势. 要了解灵恩运动, 我们必

须先追溯这运动的根源, 明白其历史背景和发展. 

 

 

(C) 灵恩运动的根源 

 (C.1) 美国历史的背景 

 灵恩运动的发源地是

美国. 美国在 20 世纪初的历史

背景正适合灵恩运动的开始:  

                                                           
133  黄彼得指出, 灵恩运动可归纳为下列几种类型:  

1) 双重救赎的灵恩派: 此派教导先是悔改重生的救赎, 

后是受圣灵之洗的救赎. 多数灵恩派是属这类教导

的, 例如英国的以琳五旬节教会、德国的基督教五

旬节会、巴西的基督教会、意大利的神召会、法

国的神召会、印尼的神召会等; 

2) 三重救赎的灵恩派: 此派教导悔改重生的救赎, 成

圣的救赎和受圣灵之洗的救赎. 这种教导始于(美国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Cleveland, Ohio)的“神的教会”, 

后由该教会到各国设立分会, 如在德国的“神的教

会 ”、英美“五旬节圣洁教会”等; 

3) 通常被称为“唯独耶稣”(Jesus Only)的灵恩派: 此派

只奉耶稣的名施洗, 例如美国联合五旬节教会、美

国黑人的国际五旬节教会、印尼的五旬节教会等.  

黄彼得著, 《近代灵恩运动的探讨》(印尼玛琅: 东

南亚圣道神学院, 1991 年), 第 11-12 页.  

1) 移民的心态 : 美国立国之后 , 很多人从欧

洲、非洲、亚洲涌入美国. 由于文化背景不

同, 这些移民对传统的美国基督教派不是那

么向往, 反而对一些新兴宗教感到兴趣. 

2) 宗教的自由: 20 世纪初相当着重宗教自由, 

任何人都可以出来创立一个新的宗教.  

3) 社会工业化: 当时美国社会急剧的工业化令

很多人从乡村迁移至城市, 以致当时的社会

结构失去稳定. 人心彷徨不安, 迫切寻找宗教

信仰的帮助和安慰. 

4) 宗派的会友: 当时美国各大宗派主要由中上

层人士所控制, 不太吸引实践简朴生活的低

下层普罗大众. 因此, 灵恩运动便应运而生, 

成为低下层人士所喜爱的宗教表达方式. 

 

(C.2) 神学思想的影响 

 在神学思想上, 以下五种思想对近代灵

恩运动影响最深: 

1) 卫斯理的成圣观: 卫理公会(循道会)的创办

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强调

信徒应该追求突破性和全然成圣的属灵经历, 

他的理论对 19 世纪的“圣洁运动”影响很大. 

他颇为欣赏天主教一些灵修神学家的灵修方

法, 包括意大利的史高柏利(另译“史高柏提”, 

Lorenzo Scopuli, 或作 Lorenzo Scupoli, 1530-

1610)、西班牙的加士坦尼沙 (Benedictine 

Juan de Castaniza)和鲁柏斯(Gregor Lopez)等, 

并翻译他们所著的书籍给予他所训练的传道

人. 因此, 有些人认为第一波的五旬节运动, 

间接是天主教独特的灵修观念结合了美国黑

人的属灵经验而产生的. 

2) “更高生命”运动: 所谓的“更高生命”运动

(Higher Life Movement)乃长老会一些作家如

芬尼(Charles Finney)和英国 19 世纪著名的

布道家所倡导. 这运动和圣洁运动很相似, 乃

追求更有属灵能力的生活和事奉. 这种突破

性的属灵经历逐渐被定名为 “ 圣灵的

浸”(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3) “前千禧年观”: 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是

一个合乎圣经的时代分类法. 其中所提倡的

“前千禧年观”(Premillennialism)强调主将随

时和突然地降临(第二次再来). 这样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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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信徒儆醒过圣洁生活, 等候主的回来, 努力

传扬福音及追求更高的属灵经历.   

4) 神医运动: 很多人相信基督的救赎能够带来

灵魂和身体的医治, 于是提倡追求神迹医治, 

结果产生了神医运动(Hea  ling Movement). 

提倡追求神迹医治的人 , 

包括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

(Albert B. Simpson)和一些

神医传道者, 如道威约翰

(John Alexander Dowie)和

胡 域 艾 达 (Maria B. 

Woodworth-Etter). 无论如

何, 当灵恩运动兴起时, 宣

信曾派人去观察他们的聚会情况, 并认为当

时的五旬节运动不合圣经原则, 故此决定不

投入参与该运动. 

5) 一般对末世灵恩大降的期望: 彼得在五旬节

讲道中, 引用先知约珥的预言(徒 2:17-21; 珥

2:28-29). 很多人认为这预言并未在使徒时代

完全应验, 主再来之前应有比五旬节时代更

大的灵恩降临. 今日的灵恩运动信徒对此有

很大的期望. 

 

 

(D) 灵恩运动的三波 

为了更有系统地明白灵

恩运动的历史发展, 我们将按

照瓦格纳(C. P. Wagner)提出的

灵恩运动之“三波”, 来分三个

阶段简介其历史发展. (注: 本期

文章只是略述此三大阶段的主

要人物和重点, 下期才对各个

阶段作详述与评论) 

 

(D.1) 第一波灵恩运动  

— 五旬节运动 

1) 柏涵(Charles Fox Parham, 1873-1929): 他是

一位圣洁运动之巡回讲道者, 强调神医. 1900

年 12 月, 他的学生在一次聚会中经历他所谓

的“灵浸”和讲方言. 1901 年 1 月 1 日, 据说他

的一名学生经他按手祷告后说方言.   

2) 西摩(William James Seymour, 1870-1923): 

他是一位单眼和奴隶出身的黑人学生. 他接

受了柏涵有关灵浸的道理. 他在 1906 年的第

一篇讲道中, 强调方言乃灵浸的明证. 他在亚

苏撒街 312 号(312 Azusa Street)租地方开始

聚会, 五旬节运动正式在这地点轰轰烈烈地

展开, 全世界有许多人慕名而来到此地方. 

 

(D.2) 第二波灵恩运动  

— 灵恩运动/新五旬节运动 

1) 柏斯(David du Plessis): 他成功

向“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推介

“五旬节运动”, 被称为“五旬节

先生”. 灵恩运动逐渐变成教会

的一种合一运动, 借灵恩的经

历把不同宗派的人连接起来.  

2) 撒加林(Demos Shakarian): 他

曾参加西摩的聚会, 本身也有讲方言的经历, 

在创立“国际全备福音商人团契”(Full Gospel 

Business Men’s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后, 透

过各地分会的活动和《全

备福音商人之声》 (Full 

Gospel Business Men's 

Voice)的刊物 , 宣传 “灵

浸”的经历, 会员多属于中

上阶级的人. 灵恩派的形

象开始改变, 不再属于低

下层阶层的宗教. 

3) 班纳德(Dennis Bennett): 本是美国加州的圣公

会牧师, 1959 年 11 月得

到他所谓的“灵浸”之经历, 

4 个月后, 教区中共有 8

位牧师和近 100 位会友得

到所谓的“灵浸”经历. 他

带领灵恩运动在美国加

州的公理会、路德会和

长老会等大宗派中发展.  

4) 克毅弗(另译“基化”, Ralph Keifer): 他是天主

教的神学讲师. 1967 年期间, 他在一个灵恩派

祈祷会中, 请求会众为他按手祷告, 并“立刻讲

起方言来”. 天主教中的灵恩运动由此便如火

如荼地展开, 迅速蔓延到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天主教教授和学生当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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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纷纷成立祈祷小组, 传播灵恩消息和追求

灵浸经历.  

 

(D.3) 第三波灵恩运动  

葡萄园运动/神迹奇事运动/权能布道运动 

1) 温约翰(John Wimber): 葡萄园教会于 1973

年由一位南加州灵恩派的布道家格利森(另

译“加力信”, Kenn Gullikson)所成立. 他也开

始另一个葡萄园基督徒

团契 (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 1977 年 , 在

约柏连达加略山教堂
(Yorba Linda Calvary 

Chapel)开始了第一次灵

恩聚会. 5 年后, 参加者达

2 千人. 这时, 温约翰便投

入集中于 “神迹奇事运

动 ”(signs and wonders), 

并向“葡萄园教会”的创办

人格利森(K. Gullikson)建

议将其教会改为“葡萄园”, 

格利森不但同意, 并将整

个“葡萄园运动”交给他, 温约翰自此成为葡

萄园运动的领袖. 1994 年, 美国和加拿大已

有超过 300 个葡萄园教会, 并已经训练至少

500 位葡萄园运动的传道人, 并计划将全世

界的葡萄园教会增至 1 万间. 

2) 瓦格纳 (Peter Wagner): 他是富勒神学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宣教学院的著

名教授. 他因灵恩的经历

而投入灵恩运动, 也曾与

温约翰同工. 他称自己的

特长是专医长短脚, 对其

他疾病则无能为力. 

3) 韦约翰(John White): 他

曾是加拿大一所大学的

精神科医生, 退休后写了

一些畅销的属灵书籍. 后来他到了美国加州

研究温约翰的神医个案, 开始认同及投入灵

恩运动. 他也常与温约翰主持聚会和讲座. 

4) 狄积奇(Jkac Deere): 他可说是温约翰所推动

的“第三波灵恩运动”神学思想的发言人. 他

本 是 达 拉 斯 神 学 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旧约圣经的教授, 精通很多种古代

语文. 他是这运动中一位受正规神学训练比

较深的人, 亦是温约翰的神学顾问. 

 

  

(E) 结论 

 对于第三波灵恩运动, 

张慕皑评述道 : “这种‘第三

波’的定义和简介, 注重在教

会里对神医的追求 , 作为运

动的特点. 但在实际的情况里, 

‘第三波’还注重其他一些追

求, 包括配合神医的知识言
语、内在医治、赶鬼和预言, 作为神透过特选的

人在今天向教会发出新的启示. 而被圣灵击倒和

方言在‘第三波’圈子中也是常见的, 由此可见, 

‘第三波’虽有其特点, 但从其信仰和这运动的特

点看来, 只可算是近代灵恩运动的一个分歧, 就

如哈津(或译“希坚”, Kenneth Hagin)和科普兰德

( 另 译  “ 确 能 ”, Kenneth 

Copeland)的信心运动 (Faith 

Movement, 又被称为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健康和财

富福音] ), 也应被看作近代灵

恩运动的一个支流.”134 

 

 在接下来的几期, 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有

关灵恩运动第一、第二、第三波的重要事件, 并

研究它们背后

的世俗理论和

神学思想 , 以

及这些神迹奇

事背后的“灵”, 

如使徒约翰所

言: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 总

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

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

灵和谬妄的灵来”(约壹 4:1,6).  
 

(文接下期)

                                                           
134  张慕皑著, 《近代灵恩运动》, 第 34 页. 上文(B)

至(E)的资料主要参考上引书, 第 16-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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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论坛                       棱镜 

 

“绝对的真理”死了吗 ? 

—  回应“后现代主义”(中) 

  
笔者注: 真理死了? 麦卡伦(Dennis 

McCallum)所编著的书, 英文

名为 The Death of Truth  (意

即“真理之死”),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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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如此吗? 我们在上期已探

讨了后现代主义的定义、起

源和特征, 本期, 我们将思考

它的哲学基础、它的诠释学、它对圣经权威的

挑战, 并分析它的立论是否能够站立得住... 

 

 

(文接上期) 

(E)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 

 每一种思想主义(ideology)都有它自己的

哲学基础,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也不例

外. 里程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有明确的解释, 

下文主要是改编自他的见解.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后现代主义, 里程先

以“现代主义”(modernism)作比较. 他指出“现代

主义的认识论(epistemology)被称为‘天真唯实

论’(naïve realism). 它相信外在的实体是客观存

在的, 并相信客观实体(objective entity)是以可以

透过人的感官和理性思考来认识的, 不需要借助

任何权威或超然的启示.” 正因此故, 现代主义者

拒绝超然启示的圣经.  

 

现代主义认为, 虽然人对外在客体的认

识可能出现偏差, 但人有能力不断修正自己的观

点, 使之逐渐与客观实体的相符; 并且人的认知

是否与客体相符, 是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加以验证

的; 与客观实体相符的描述或命题, 就是真理. 这

就是所谓真理的“符合论”. 现代主义者还认为, 

                                                           
135   此书名中文版译为《解毒后现代》. 

客观真理具有普世性. 陈爱光指出, 直到 1960 年

代, 对“知识是经证实的真确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 简称 JTB)的定义, 尚无人提出异议. 

  

与现代主义相反的, 是“后现代主义”. 后

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怀疑论”(skepticism)或

“不可知论”(agnosticism)的认识论. 它从认识论

和语文学两大方面批判和否定现代主义关于真

理的“符合论”. 

  

(a) 从“认识论”方面批判和否定现代主义 

里程指出, 现代主义者认为人是物质大

机器的齿轮; 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 人是社会

大机器的齿轮, 是文化的产物. 因此, 在后现代主

义者看来, 人的思想都受制于社会环境, 人不可

能独立、自由地思考和选择. 人的思想都是“社

会构念”(social constructs). 人对外界的描述只是

自己主观的感受, 而非客体的真实状况; 举个例

子, 当一个人说: “这屋子很热.” 这只是他个人的

感受, 其他人不一定觉得这屋子热. 所以, 他应该

说: “我觉得这屋子很热.”136 人怎么知道自己的

认知是符合客观实际(objective reality)的呢? 除

非他能从自己的主体里走出来, 站在第三者的立

场, 将自己的认知与客体的实际作一番比较, 否

则他无法知道主观和客观两者是否相符. 不过, 

人不可能从自己的主体走出来. 所以, 人对客体

的的认知只能是个人的主观感受, 而不可能是经

证实的、与客体相符的“知识”或“真理”.  

 

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推论说, 既然人们

无法真正认识客观实体, 那么, 客观实体、客观

真理是否存在就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人们对客观

实体的看法. 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 客观真理也

许是存在的, 但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却否定了现代

                                                           
136   1930 年代早期, 波兰裔美国哲学家、普通语义

学创始人科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 1879-1950)就词

语和词义提出引人入胜的问题. 他指出使用英文的“is”

时, 混淆了感觉和真实的世界; 譬如: 我们说: “the room 

is hot”, 就不自觉地用感觉代替真实世界, 以主观取代客

观. 他认为我们应该说: “the room appears to be hot”或

者“I perceive it to be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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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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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关于真理的“符合论”, 直接而彻底地地摧

毁了认识客观真理的可能性.137 

  

(b) 从“语文学”方面批判和否定现代主义 

麦卡伦(Dennis McCallum)在《解毒后现

代》中指出, 后现代的语文

学认为, 个人(individual)经

常跟真实世界(reality)互动

的媒介是语言. 他们说, 人

所有精神活动都以语言为

基础; 人们思考用词语, 沟

通也用词语. 人们以不同的

标签(label), 代表他们的感觉和观念. 他们把符

号(sign)或词语(words)叫作“意符”(signifier, 或译

“能指”), 意符按人的意图所描述的真实事物, 就

叫作“意指”(signified, 或译“所指”).138 对他们来

说, 词语都是地图, 而词语按人的意图所描述的

真实事物就是土地. 

 

1 词语(Words) 真实世界 (Reality) 

2 意符(Signifier) 意指(Signified) 

3 地图(map) 土地(land)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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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600 页. 
138   以上这“意符”和“意指”这两个重要观念首先是

由在日内瓦大学教授语言学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所提出(参其所著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6 年出版). “意符”代表字词的发音, 例如“树”的声音

(Shù); “意指”代表字词的概念, 例如“树”的概念. 两者的

结合,  就是一个符号(sign)  —  树. 符号本身是随意定立

的, 例如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字(符号)来代表树的概念, 

但一经选定某个符号, 即所谓约定俗成(conventional), 

这个符号就成为社会事实, 个人无法改变它. 杨庆球著, 

《俗世寻真: 基督教与现代哲学》(香港九龙: 宣道出版

社, 2002 年), 第 76 页. 

  后现代主义者声称, 没有“地图”(词语), 

我们就没有门路去到“土地”(真实世界). 然而, 因

为不能把土地跟地图核对, 我们就无法知道地图

的可靠程度. 以爱斯基摩人(Eskimo)的语言为例; 

表示“雪”的词语有数十个; 在英语只有几个. 在

另一种文化中成长的人, 所用语言的词汇跟我们

不同, 结果如何? 不同文化的人怎能思考一样的

概念呢? 我们和他们所理解的真实世界怎能一

样呢? 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主张, 我们跟别的文化

世界是隔绝的, 别的文化的人跟我们的世界也是

隔绝的. 语言像“牢房”; 我们在语词中兜圈子, 没

有出路.139  

 

索 绪 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也评述道: “语

言只是形式(form)而不是本

质(substance).” 由于语言符

号的任意性, 语言符号是约

定俗成, 语言符号与它的意

义(meaning)并不具有内在

关系(意即两者并不具有完

全相等的关系), 因而它的

意义也是不稳定的. 语言既

不能与“外在的客观世界”相应(完全相符), 我们

便只有活在“主观语言体系”所构成的文本中.140  

 

对于上述情况, 里

程总结了后现代主义对

语言的观点和其后果 : 

“他们认为, 语言也是社

会、文化的产物 . 因此 , 

语言只有在特定的生活

情境中才有价值, 语言所

设定的‘命题’只有在相同

的生活情境中才具有真

理价值. 从这个角度延伸

出去, 他们否定不同生活情境之间语言的互通, 

否定跨文化沟通的可能性.”141 间接地, 他们也因

此否定有普世共同的“绝对真理”的存在. 

                                                           
139   麦卡伦等著, 《解毒后现代》, 第 41-43 页. 
140   杨庆球著, 《俗世寻真》, 第 77 页. 
141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6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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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波士顿真理堂 

牧会的庄祖鲲 

(F) “后现代主义”的诠释学 

庄祖鲲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基督教

释经学》中表示, 现代主义者认为, 每个文本

(text)的作者, 都知道自己写作的目的, 这个目的

可经过文本传达给读者. 因此, 文本具有意义; 文

本的意义是先存于和独立于读者的诠释. 诠释乃

是读者发掘文本所蕴藏的意义或理解作者的原

意之活动.  

 

无论如何, 后现

代主义者将文本和读者

的关系看作是客体和主

体的关系: 既然语言也

是文化的产物, 读者的

语言视野一定带着特有

的社会偏见和先入为主

的立场, 读者要了解文

本的原意是不可能的. 这样, 文本的意义不在于

理想地寻求作者的原意, 而在于读者的语言世界

与作者的语言世界的交汇, 是“两个视野的融合”; 

诠释的重心就由寻求 “ 作者原意 ”(author’s 

original intention)转变为 “读者会意 ”(reader’s 

response)了. 关于这点, 庄祖鲲还写道:  

 

所以, 后现代主义诠释学认为, 诠释不应

该只是被动地“信息接收”, 而是读者主

动的“意义创作”. 换句话说, 读者才是文

本意义的创造者. 文本既然不是承载着

原作者的经验与意念、而是期待读者的

参与和塑造, 文本意义就不是原作者借

着文本想表达的意思, 而是诠释者借助

文本所要表达的意思. 至此, 主体意识取

代客观的文本; 文本诠释成了“文本全

蚀 ”; 文本意义也化约为 “望文生义 ”

了. … 曾庆豹强调后现代释经学根本就

怀疑有所谓的“稳定的原文”、“固定的

意义”, 也否定“由原文到原意”的探索. 

他认为“我们根本无法重构一个原意, 根

本没有一个稳定和固定的意义.” 也就是

说, 后现代主义诠释学的真理观全然否

定绝对真理的存在.142  

                                                           
142   同上引, 第 600-601 页. 

   既然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主义的“符合

论”, 否定人能够认识客观真理, 那么, 如何确定

一个认识体系的合理性呢 ? 他们用 “ 一致

论”(coherentism)取代“符合论”. “一致论”的基本

含义是: 一个体系中, 只要其中各个信念能取得

一致, 即不相互矛盾, 此体系就算为合理.  

 

“一致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张网. 网的

结点代表信念; 结点彼此以绳子相连. 外力移动

任何一个结点, 所有的结点都会被移动. 但只有

外缘的结点才会接触到外力. 每一个人或一套信

息系统, 都有核心信念(conviction, 有人称之为

“确信”), 受到外缘信息的保护, 是外力不能触及

的. 当外缘信息受到挑战时, 整个系统都需要调

整, 但核心信息几乎不会被移动; 只有外缘受到

猛烈震动, 核心才会受到挑战, 甚至被彻底检验. 

如果整个体系的各部分是一致的, 此体系就是合

理的, 就应当被视为“知识”.  

 

或许有人会质疑, 一个体系的所有信念

都是一致的, 但它可能都是错的: 比如, 一部纯属

虚构的小说(其内容都不是真实的). 后现代主义

者的回答是, 既然人们无法认识客体的“真相”, 

又怎么能分辨真、假和对、错呢? 分辨真假、

对错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间接促进“相对主

义”的盛行, 笔者按)143   

 

  按照“一致论”, 真理和知识只能从一个系

统的内部来检视, 不再有外在的标准. 系统之间

也再无法比较、判断. 没有人可以说: “我的系统

比你的好”, 或“我的系统是对的, 你的是错的.” 

所以, 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必然成为后现代主义

的标记.144 

                                                           
143   按《百度百科》的解释, 相对主义(relativism)

是一种认为“观点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 只有因立场不

同、条件差异而相互对立”的哲学学说. 该学说主要应

用在涉及道德准则的场合, 因为在“相对”的思维模式下, 

价值观和伦理学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 相对主义有多种

不同的形式, 取决于争议的程度; 如“真理相对论”主张

没有普遍的绝对真理.  
144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601-602 页. “多元

主义”(Pluralism)指事物的发展, 到了一个很丰富的境界, 

有多种理想观点和主张, 同时也有多种分歧意见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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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Francois Lyotard 

 
Mark C. Taylor 

(G) “后现代主义”对圣经权威的挑战 

法国哲学家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

于 1979 年应加拿政府的邀请, 针对高度发展的

社会进行研究, 其后发表了《后现代的情景: 知

识 的 报 告 》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奠定了讨论后现代的基

石 . 该书系统地陈述了

何谓“后现代”, 李欧塔相

信我们必须放弃一直支

配着西方文化的 “宏大陈

述”(grand narratives, 即普

遍定理), 因为这类陈述

已经失去了它的可信度. 

例如, 马克思的理论曾支配了三分之一世界, 如

今它对后现代的社会已失去了意义(果然, 1989

年整个东欧共产集团崩溃). 对李欧塔来说, 最能

代表后现代主义的, 就是“怀疑主义”.145 这对基督

信仰和圣经冲击很大, 因为基督信仰建基于圣经, 

而圣经宣称是神的启示, 拥有最终极的绝对真理.   

 

“后现代”神学家马

可·泰勒(Mark C. Taylor)认

为“神学要摒弃所有… 绝对

真理的宣称.”146 他的言论反

映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 

对真理的圣经显然是一种

挑战. 根据里程, 后现代主

义对《圣经》的权威性之

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 

  

首先, 后现代主义否定人们认识客观真

理的可能性、甚至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从而把

人类的一切认知“相对化”. 这样, 他们反对任何

形式的权威, 所以很难接受《圣经》是神启示的

绝对真理, 很难接受《圣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

威(这也导致越来越多所谓的“神学家”放弃或轻

视“圣经无误论”的重要立场, 笔者按) 

  

                                                           
145   杨庆球著, 《俗世寻真》, 第 115 页. 
146   关启文、张国栋合编 , 《后现代文化与基督

教》(香港: 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 2002 年), 第 188 页. 

其次, 他们反对基督信仰传统的释经学, 

即反对“历史-文法式”(grammatico-historical)的

释经方法, 即按照经文的文法所表达的意思, 结

合作者写作时的历史、文化背景, 读出圣经作者

所要传达的真理, 并将这些真理应用到现实生活

中. 如前所述,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 语言是文化的

产物, 不可能表达普世的和绝对的真理: 由于读

者的语言情景与作者的语言情景之间有差异, 读

者不可能真正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 有鉴于

此, 他们提倡“文化-语言式”(culture-linquistic)的

释经法, 主张经文与读者对话、互动、交汇, 实

际上就是按个人的私意解读圣经, 不是把圣经的

原意读出来, 而是把自己的私意读进去(加到圣

经里去). 这必然会曲解圣经, 极大地削弱圣经的

权威.147 

 

 

(H) “后现代主义”立论的难点 

里程正确评论道: “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

思和批判, 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是可取的(我

们在下期会进一步讨论后现代主义一些“可取的

观点”, 笔者按). 但是, 后现代主义往往不恰当地

夸大现代主义的错误, 走向另一个极端, 使自己

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H.1) 对理性和科学的立论 

里程指出, 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的错误

不是运用理性, 而是滥用理性, 把人的理性高抬

到神圣的地位, 宣称单凭人的理性, 就能认识、

解决一切问题. 后现代主义抨击理性至上是对的, 

但却走向全盘否定理性的另一端. 而且, 后现代

主义否定理性所使用的逻辑推理的方法, 却正是

在依仗人的理性.  

  

现代主义提倡科学至上, 认为科学的认

知是最客观、最正确的真理, 唯有科学能够认识

客观真理. 后现代主义正确地指出, 由于人的有

限和社会、文化、信仰等烙印, 科学的认知是会

产生偏差的, 并非是绝对真理. 可惜, 后现代主义

对科学可以获得相对真理、能够不断地逼近客

观真理这个事实也一笔抹杀, 全然否定科学. 这

                                                           
14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602-603 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5 

   

《家信》: 第 116 期 (2018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显然违背基本常识! 虽然科学不能掌握绝对的

真理, 但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客观真理. 现代

科学崛起这几百年来, 科学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 是有目共睹的. 美国阿

波罗号的太空人登上月球, 太空站成功对接等等, 

无不是人的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的例证.  

 

在日常生活中, “符合论”的例子更比比皆

是; 比如, 当你横穿马路时, 有人告诉你: 有一辆

大卡车正向你冲来! 对此, 你不需要冥思苦想, 

以判断该人说的话是否真确; 你唯一需要作的, 

是立即转头, 看是否真有一辆大卡车正冲你而

来! 每当后现代主义者开汽车、坐飞机、打电

话、用电脑时, 都在违背他们自己的论点. 因为, 

他们所依赖的, 正是他们声称“不能认识真理”的

科学. 麦卡伦说得对: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限, 

运用科技也一直过当. 但是, 我们仍然客观地掌

握着大量的世界的知识.” 

  

(H.2) 对“文化产物”的立论 

后现代主义指出文化对人的认知、信

念、价值观等的深刻影响, 是正确的. 但是, 他们

走过了头, 宣称所有的信仰和知识都是“任意的

社会构念”和文化的产物, 都是相对的和区域性

的. 这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 后现代主义充其量不过是另一个“任意的

社会构念”而已, 仍是相对的和区域性的, 后现代

主义者就没有理由试图说服别人接受他们这一

套理论. 如果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是需要人们

都接受的真理, 那么, 就说明有超越文化的、普

世的客观真理的存在. 这又否定了后现代主义自

身的立论. 

  

(H.3) 对语义和文本的立论 

后现代主义指出语文受到文化的影响 , 

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 把语言完全定规为文化

的产物, 是很偏颇的. 正如前面的章节所论述的, 

人的语言含有先念的范畴和共性, 是可以作跨文

化的沟通的, 真理

是超越文化的. 后

现代主义提醒人们

注意文本和读者之

间的张力, 也是好

的. 但是, 全然否定读者可以寻求文本的原意、

甚至断然否定文本有自己的原意, 似乎太离谱了.  

  

里程说出一个亲身的经历. 他曾听到有

人说: “传道人不要说, 他在宣讲神的话; 传道人

只能说, 他在宣讲他所理解的神的话.” 一开始, 

里程认为这是对传道人的提醒, 要时时注意准确

地传讲神的话. 后来一再听到有人对传道人说类

似的话, 才引起他的警惕. 他说: “讲这些话的目

的, 不外乎是告诉大

家, 传道人所宣讲的, 

只是他自己的话, 并

非是神的话 . 那么 , 

传道人还需要讲道

吗? 基督徒还需要

传福音吗? 如果不需要, 这岂不是与主耶稣颁布

的大使命背道而驰了吗? 传道人或基督徒在讲

道或传福音时, 对神的话当然不可能把握得百分

之百地准确. 但是, 圣经的基本真理, 例如耶和华

是独一的真神;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世人都犯

了罪;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对人类的救赎

计划; 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不至灭亡, 反得永

生; 基督徒要彼此相爱; 主耶稣将再来审判世界

等等, 只要认真读圣经, 传

道人和基督徒是完全能够

准确把握和可以大胆传讲

的.” 

  

另一方面, 后现代

主义者纷纷著书立著, 不

外乎是想借着文字宣扬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的理

念. 如果文本根本没有“作者原意”, 那么, 他们写

作的动机何在呢? 他们写的是什么呢? 难道是毫

无意义的字母堆砌吗? 如果没有任何读者能透

过他们的著作, 了解他们所想表达的“作者原意”, 

他们岂不是徒劳吗? 

 

(H.4) 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立论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基础的怀疑

论和不可知论,148 是很难站稳脚跟的. 他

们说, 现代主义的关于认识真理的“符合

                                                           
148   有关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请参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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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 Geisler 

 
R. M. Brooks 

论”是不对的, 因为人不能从自身走出来, 将自己

对客体的认知与客体作比较, 所以无法确认人的

主观认知是否与客体的实际相符. 但是, 既然人

无法从自身中走出来, 人又怎么知道自己的认知

一定与客体的实际不相符呢? 

  

贾斯勒 (Norman L. Geisler) 和布鲁克

(Ronald M. Brooks)在其合著的书中, 举出一个

例子说明怀疑论的矛盾:   

  

一位哲学大师发明了一

个对付怀疑论者的妙方. 

当碰到有人对每一件事

情都抱怀疑态度时, 他

会问: “你是否怀疑你自

己的存在?” 如果他们回

答“是”, 则他会指出: 他

们必须存在, 才能够怀

疑, 这应当可以消除他

们的怀疑. 如果他们回

答“不”, 则他会指出: 最

少有一件事是他们不怀

疑的(那就是他们不怀

疑自己是存在的). 有些怀疑论者为要避

免堕入这个陷阱, 便决定保持沉默以对

抗这种对他们学说的挑战. 那时, 他便会

说: “我想这里实在没有人存在. 我应该

去找一个存在的人谈天.” 接着, 他便会

走开.149  

  

由此可见, 一个人若怀疑任何事情, 那么, 

他起码并不怀疑“他应当怀疑所有事情”. 如果一

个人说, 一切都不可知, 那么, 他起码知道“一切

都不可知”这一件事. 这说明, 无论怎样, 该人对

有些事已有了正面和肯定的知识, 不是怀疑论者

或不可知论者了. 同理, 一位否定绝对真理的人

说: “一切都是相对的.” 但是, 他起码相信他这句

话是绝对的. 这样, “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

就不攻自破了. 如果他不认为他这句话是绝对真

理, 那这句话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事实上, 后现代

                                                           
149   贾斯勒、布鲁克合著, 杨长慧译, 《当代护教手

册》(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7 年), 第 299 页. 

主义者强调包容; 但他们对别人的“不包容”(特

指“强调有绝对真理”之人的立场)却极不包容. 

  

总括而言, 如上述种种例证所显示的, 里

程适切地总结道: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是自

相矛盾的, 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是一条死胡同.”150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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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郑国治指出, “怀疑论”(Skepticism)是对一

切的知识存怀疑的态度. 普遍的怀疑论包括一切知

识的范围. 但若对伦理或宗教(或信仰)存疑, 则属

于特殊的怀疑论. 对知识的怀疑并不是否认知识的

可能性, 而是对认知的根据提出置疑. 怀疑论者认

为人的知识是自相矛盾的, 没有绝对的标准. 无论

如何, 郑国治对怀疑论者提出挑战: 既然没有绝对

的标准, 怀疑论者为何不怀疑自己的理论也是有

问题的、是值得怀疑的呢? 

 

 “ 不 可 知 论 ”(Agnosticism) 由 希 腊 文 

agnostos (未知的)演变而来, 指不可知性的理论. 

它其实是一种哲学主张, 此派的人认为超感觉之
物是不可知的 ; 因此 , 不可知论者否定“形而上

学”(metaphysics)、神、启示及灵界超然的事. 他

们将人类的知识限制在物质界中, 否定人对超然存

有物(supernatural being)的本质有认知的能力. 然

而, 神的启示是由上而下, 神主动以人所能了解的

方式显示自己. 

 

 “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在主后第五

世纪末, 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New Platonism)者已

采用, 是指一门深奥的哲学, 研究物质以外的事. 

它的本质不能经验到, 但却是不变的. “形而上学”

是为了探索宇宙终极的实体, 以及生命的本源与意

义. 事实上, “形而上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生物科

学与知识的理论, 同时也研究神的本质与属性.151 

 

                                                           
150   上文 H 项的资料(后现代主义立论的难点)摘自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603-606 页.  
151   郑国治著, 《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柔佛: 

人人书楼, 2008 年), 第 21, 24, 29-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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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十一) 
雅各遭难

的时候 
 

(A) 错误的灵意解经 

 圣经有多处预言以色列国民现今分散的

情况, 但圣经也多处预言他们重新被聚集归回故

土. 有人尝试“灵意化”这些论到以色列人恢复的

经文, 认为它们只有属灵的意义(编译者注: 这些

人不按字面解释这些经文, 不认为它们会真实地

发生). 然而, 矛盾的是, 这些人却必须承认, 以色

列民是真实按字面地被分散(literally scattered), 

而非象征性地被分散(figuratively scattered). 

 

 面对经文如罗马书第 11 章, 灵意化的解

法便站不住脚了. 那一章论到“原来的枝子(KJV: 

the natural branches)被折下来”(罗 11:19,21), 说

到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

不信而被搁置一旁, 结果外邦人被引进蒙福的地

位, 为神作见证. 那里亦说明, 神不仅“能够把他

们从新接上”(罗 11:23), 并且照祂古时诸多的预

言, 祂肯定会这样做(罗 11:24-29). 就让我们看看

其中一些经文. 

 

首先是 罗 11:25-26: “…我不愿意你们不

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

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

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林后 3:14-16 也暗示同样的真理: “但他

们(指以色列人)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

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揭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

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

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再者, 何 3:4-5 也说: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

独居, 无君王, 无首领, 无祭祀, 无柱像, 无以弗得, 

无家中的神像.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作: 回心

转意), 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 在

末后的日子, 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 领受祂

的恩惠.” 

 

 还有 结 37:15-28, 主在那里用一幅画像

来预告以色列的恢复, 即把两根木杖接连为一, 

其上写着约瑟和犹大的名: “我要将以色列人从

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 又从四围聚集他们, 引导

他们归回本地. 我要使他们在那地, 在以色列山

上成为一国, 有一王作他们众民的王. 他们不再

为二国, 决不再分为二国.” 整个预言显然只适用

于真实的以色列国民; 而它至今还未实现, 所以

按上述其他经文, 它必会留到将来才实现(注: 作

者是在 1917 年以前写这一段话, 所以这预言尚

未应验; 但此预言终于在 1948 年 5 月 14日应验  

—  以色列人归回本土巴勒斯坦, 成为一国). 

 

 倘若篇幅允许, 我们还可引证很多经文, 

来证实以色列人会按字面真实地恢复, 归回故土; 

人若愿意凭简单信心接受神所说的话, 上述经文

就足以显示神毫不含糊、清清楚楚地写明以色

列会真实地归回故土. 人若愿意单单接受神所言, 

不管这话是否与他们所领受的传统信仰相符, 那

么, 他就清楚知道上述预言将会真实地按字面应

验或实现. 

 

(B) 可怕的审判时期 

 圣经清楚表明, 以色列人归回故土成立

一国时, 与他们最终进入神要给他们的福气和荣

耀之时, 在这两大事件之间, 以色列人必经过一

段史无前例的考验和可怕的审判时期; 整个以色

列国民当中, 只有少数蒙拣选的余民(remnant)会

通过考验.  

 

关于犹太民族归回故土, 重建耶路撒冷

与圣殿方面, 我们有的资料不多, 但我们清楚发

现在这末后审判的场景中, 那些散住各地的犹太

人已归回故土(以色列地), 并进行敬拜的制度, 

且是照主在世上那些年日的敬拜制度进行(指耶

路撒冷有个圣殿, 祭司在圣殿中献各样祭物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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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编译者按), 直到有个压迫者(oppressor), 按圣

经记载, 他将随己意和尽亵渎之能, 终止他们的

敬拜, 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想改变节期或律法, 亵

渎圣所, 除掉常献的燔祭, 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 

他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 他必行

事亨通, 直到主的忿怒完毕, “因为所定的事必然

成就”(但 7:25; 11:31-36).152 这些严肃的话必然

成就: “有忿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

结局”(但 9:27). 

 

(C) 未来的灾难时期 

 神虽然按祂的信实, 必然借着基督应验

所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一切福气, 但神也指明, 

审判必全面临到那谋杀祂爱子的以色列国民. 从

耶路撒冷城被毁、以色列民被分散各国, 并惨遭

压迫者们的可怕虐待. 在此, 我们看到神的严厉; 

但苦难之炉那最热烈的火, 仍然留到最后时刻

(指大灾难的时候)才临到以色列人.  

 

然而, 按耶和华的旨意, 从这烈火的考验

中, 各支派里有一群蒙拣选的余民靠着神的大能, 

得以走出来. 关于这段将在未来发生的时期, 我

们在 但 12:1 读到(原文直译): “那时候(希伯来文: 

‛êth {H:6256}; KJV: at that time), 保佑你本国之

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的时

候(KJV: a time of trouble), 从有国以来直到这同

样时候(希伯来文: ‛êth ; KJV: that same time), 没

有这样的. 那时候(希伯来文: ‛êth ; KJV: at that 

time ; 编译者注: 希伯来原文圣经在这节有“那时

候”一语, 可惜《和合本》没将之译出) 你本国的

民中, 凡名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     

 

 上文所说的“时候”究竟是何时呢? 一些

人尝试指出以上预言已在过去应验了, 即在耶路

撒冷城被毁的时候应验. 不过, 这肯定是错误的, 

因为当时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没有得着拯救, 也

没有发生接下来的那节(但 12:2)所说的复活. 

                                                           
152   但 7:25: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

高者的圣民, 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 圣民必交付他手一

载、二载、半载 (即三年半的时间).” 但 11:31: “他必兴

兵, 这兵必亵渎圣地, 就是保障, 除掉常献的燔祭, 设立

那行毁坏可憎的.” 

 那么 但 12:1 所说的“时候”到底是何时呢? 

耶 30:7-9 给我们答案: “哀哉! 那日为大, 无日可

比 ;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KJV: the time of 

Jacob’s trouble),153 但他必被救出来. 万军之耶和

华说: ‘到那日, 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 

扭开他的绳索; 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作他们的奴仆. 

你们却要事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

兴起的王大卫.’ ” 

 

 另一处经文是 马太福音第 24 章, 也指相

同的灾难时候. 我们在 太 24:14 读到福音要传遍

天下, 为神作见证, 然后但以理书的预言便要发

生(但 9:27; 太 24:15). 接着, 我们在第 21 节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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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关乎在犹大地

的犹太余民(太 24:16), 那个“时候”(指雅各遭难

的时候)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

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这与但以理书 12:1 的情

况完全相似(“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 没有这样

的”). 最后, 我们读到人子会显现, 地上的万族都

要哀哭; 祂要施行拯救, “将祂的选民, 从四方, 从

天这边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太 24:31).   

 

(D) 以色列人与召会的不同 

 以上这些经文经过对照和比较下, 清楚

证明几件事: (1) 这些蒙拣选的子民(选民以色列

人, 或称犹太人)将会在身体方面得蒙拯救, 不至

于死. 神为他们限定那极大灾难的期限, 免得太

长. 他们不像召会一样经过死后复活, 或瞬间身

体改变(注: 召会被提时, 已死的人要身体复活, 

当时还活着的人则要瞬间身体改变, 然后这两大

组的人, 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帖前 4:16-

17); (2) 他们得救是靠神审判他们的敌人, 而不

是靠被提到云里, 像召会一样; (3) 他们获得这个

救恩, 会引他们进入地上的福气, 承受地上的产

业, 而不是得着属天的产业, 因那是属于召会的

福分  —  那些组成基督身体之圣徒的福分.154  

                                                           
153   耶 30:7 论到“雅各遭难的时候”. 值得留意的是, 

这节的“时候”(KJV: time)一字在希伯来原文是  ‛êth 

{H:6256}, 与但以理书 12:1 的四个“时候”同一字. 
154   上文编译自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的

“将来的事 ”(Things to Come)之系列文章 , “Jac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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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无日可比的日子  —  雅各遭难的时候 

 

 “雅各遭难的时候”这一短语是引用自耶利

米书 30:7: “哀哉! 那日为大, 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

遭难的时候, 但他必被救出来.” 从耶利米书 30 章

最前面的经文中, 我们发现耶和华将要使以色列和

犹大人回到祂所应许他们的列祖之地(第 3 节). 第

5 节描述充满极大恐惧和战抖的日子. 第 6 节以这

方式描述了这样的日子: 人类经历分娩的痛苦, 再

次表明这日子是极其痛苦难耐的日子. 纵然如此, 

犹大和以色列仍然抱有希望, 因为尽管这叫做“雅

各遭难的时候”, 耶和华却承诺祂将拯救雅各(指犹

大和以色列)脱离这苦难(第 7 节, 指他们当中信靠

主的人必蒙拯救, 不至死亡). 

 
在 耶 30:10-11, 耶和

华说: “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

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靖安

逸, 无人使他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

耶和华说的.” 与此同时, 耶和华说, 祂将审判和毁

灭那些迫使犹大和以色列为奴的国, 绝不允许雅各

被完全摧毁. 然而, 我们应该指出, 耶和华将此事描

述为对祂子民的惩治. 祂对雅各说: “尽管我要将所

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 却不将你灭绝净尽, 

倒要从宽惩治你, 万不能不罚你.”  

 

耶 30:7 说: “那日为大, 无日可比.” 唯一与

这个描述互相吻合的时期, 就是在历史上无法相比

的灾难时期, 就是主耶稣所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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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 值得留意的是, 主耶稣在那段

经文中, 使用一些和耶利米相同的景象来描述灾难. 

在马太福音 24:6-8, 祂说明假基督、战争和战争的

风声、饥荒和地震的出现, 都是“灾难的起头”. 到

了第 21 节便清楚强调“那时必有大灾难.” 

 

圣灵也借着使徒保罗, 把这“灾难”形容为

生产之难. 帖撒罗尼迦前书 5:3 说: “人正说平安稳

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

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这件事之前, 保罗

                                                                                               
Trouble” (Chapter 5),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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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tions, 1983), 第 332-336 页.  

在 帖前 4:13-18 中描述了召会的被提. 然后在 帖

前 5:9, 保罗重新强调这个灾难时期是没有召会的, 

说: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受刑”原文直译为

“受忿怒”, KJV: For God hath not appointed us to 

wrath),155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

救.” 在此, 神的忿怒是指对不信的世人的审判和对

以色列在灾难时期的惩治. 这些“灾难”在启示录 6

至 12 章中有具体的描述, 灾难的目的是为要管教

以色列民, 也透过此灾难, 使以色列民悔改, 归向主

耶稣基督.  

 

简而言之, “雅各遭难的时候”不是为神属

天的子民(召会)预备的, 而是专为祂属地的子民(以

色列人)预备的计划, 要把目前“硬心不信”的以色

列人的心“软化”, 打开他们“已瞎的眼睛”, 使他们

看清主耶稣才是神所应许、也是以色列人日夜期

待的弥赛亚, 因而悔改归向主耶稣. 这正是保罗所

言: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

数目添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156 如经上

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

一切罪恶”(罗 11:25-26).  

 

这一切证明神始终信守诺言, 绝不失信. 神

不仅应许我们借着主耶稣得到永生, 还应许给亚伯

拉罕土地、后裔, 并赐福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 让

我们为此赞美信实的神, “我们纵然失信, 祂仍是可

信的, 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提后 2:13).157   

                                                           
155   中文圣经《新译本》就指出这个重点: “因为神

不是定意要我们受刑罚(刑罚原文作“忿怒”), 而是要我

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救恩.” 
156   这里的“以色列全家”是指“信主的以色列全家” 

(即所谓的“余民”), 并不包括其他不信的以色列人. 注: 

保罗在罗马书 9 至 11 章论及在神计划中以色列人的过

去(第 9 章)、现在(第 10 章)和未来(第 11 章). 他在罗马

书 9:6-8 提醒我们: “… 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
列人,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後裔就都作他的儿女… 

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 惟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

是後裔.” 简之, 在神眼中, 当召会被提后, 神就在地上接

续祂给以色列人的计划(即“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 

[最后七年] ). 那时, 只有信主的以色列人才是“真以色

列人”, 只有他们(而非不信主的以色列人)才能承受神所

应许给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以色列人)的福气.   
157  以 上 附 录 的 文 章 内 容 主 要 改 编 自
https://www.gotquestions.org/Chinese/Chinese-Jacobs-

trouble.html . 

https://www.gotquestions.org/Chinese/Chinese-Jacobs-trouble.html
https://www.gotquestions.org/Chinese/Chinese-Jacobs-trouble.html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0 

   

《家信》: 第 116 期 (2018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当读者按以上网址进入《家信》

网站后, 请点击“中文网站”, 进入“主页”, 

就可以点击进入《家信文库》. 此文库收

录了上千篇曾刊登于《家信》月刊、双

月刊或季刊的文章(注: 第 1 期至第 49 期

的《家信》是以月刊方式出版; 第 50 期

至第 79 期则以双月刊方式出版; 第 80 期

开始以季刊方式出版). 由于《家信》的

其中一个宗旨, 是“以多样化的题目和信

息, 来供应信徒均衡的属灵粮食”, 所以

《家信》的文库有下列多样化的题目:  

 

(一) 文库简介 

1. 主编序言: 家信主编的评述或感言 

2. 家信宗旨: 家信月刊/季刊和家信文库的宗旨 

3. 家信设计: 家信月刊/季刊的封面设计构思 

4. 家信内容: 家信月刊/季刊和家信文库的内容 

5. 关于版权: 家信月刊/季刊和家信文库的版权 

 

(二) 每期主题 

1. 主编的话: 家信主编的每期短文或简介 

2. 本期主题: 家信刊物每一期的主题文章 

 

(三) 救恩福音 

1. 福音亮光: 拯救罪人的“好消息”(福音) 

2. 浪子回头: 信主得救(归信基督)之人的故事 

3. 宣道禾场: 宣道事工的文章或主的工人之报告 

 

(四)  教会真理 

1. 召会遗产: 奉主名聚会的历史、特征和教导 

2. 召会真理: 宇宙性召会或地方性召会的真理 

3. 真理战场: 圣经真理(特指召会真理)的辩证 

4. 召会文库: 奉主名聚会的信徒之文集 

5. 属灵伟人: 属灵伟人(奉主名聚会信徒)的小传 

 

(五) 圣经研究 

1. 书卷简介: 圣经 66 本书的简介 

2. 查经天地: 查考圣经的经文 

3. 圣经问答: 解答有关圣经的难题 

4. 原文解经: 解释圣经原文(希腊/希伯来文)精意 

5. 基要教义: 圣经的基要真理之教义 

6. 预表教具: 圣经中的预表之解释 

7. 圣经数字: 圣经中的数字之属灵意义 

8. 读经解经: 探讨如何读经和解经 

所有《家信》的文章都已收藏在这“家信网站”的“家信文库”里, 欢迎读者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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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忠信护道 

1. 书中之书: 证明圣经的奇妙可信 

2. 护道战场: 辩护圣经本身和其中的真理 

3. 揭开真相: 以圣经真理揭穿异端和邪说 

4. 辨别是非: 以圣经真理辨别是非和正邪 

5. 殉道火窑: 为主舍命的殉道烈士之故事 

 

(七) 祷告灵修 

1. 祷告密室: 探讨有关祷告的课题 

2. 默想灵修: 帮助默想和灵修的文章 

3. 圣诗歌颂: 圣歌的作者和诗歌背后的故事 

4. 日领灵粮: 以圣经的经文提供每日灵修短篇 

 

(八) 人物见证 

1. 圣经人物: 讲解圣经中的人物 

2. 属灵伟人: 属灵伟人的小传 

3. 证道英豪: 为神的道作美好见证的人物 

4. 云彩见证: 为主耶稣基督作美好见证的故事 

 

(九) 科学视窗 

1. 科学见证: 以科学事实为圣经作见证 

2. 科学伟人: 相信圣经的科学家之小传 

3. 受造之颂: 以科学事实显示神奇妙的创造 

 

(十) 时光隧道 

1. 历史走廊: 查考有关圣经和教会的历史 

2. 预言望楼: 查考有关圣经中的预言 

3. 考古铁证: 以考古学证明圣经历史记载的可靠 

 

(十一) 讲道笔记 

1. 讲台信息: 分享讲道的信息 

2. 信息大纲: 讲道信息或圣经课题的大纲 

3. 随笔札记: 有关圣经课题的简短笔记 

4. 营会分享: 分享营会的信息 

5. 讲道学堂: 探讨有关讲道的原则和艺术 

 

(十二) 喻道格言 

1. 喻道故事: 以生活故事阐明圣经真理 

2. 格言语录: 分享人对某课题的格言或语录 

 

(十三) 家信简讯 

1. 简讯简介: 简介在马六甲福音堂的召会之简讯 

2. 简讯文库: 分享马六甲福音堂召会的简讯文章 

(十四) 五花八门 

1. 天路历程: 分享天路历程上的点滴 

2. 婚姻家庭: 探讨婚姻与家庭的课题 

3. 中华神州: 以圣经查考中华文字、文化和历史 

4. 话题论坛: 讨论或探讨“时下热门话题” 

5. 神学论坛: 探讨神学家的思想或神学的教义 

6. 门徒训练: 分享“门徒训练”的课题与文章 

7. 好书介绍: 评述与推荐好的基督徒书籍 

8. 书刊简评: 评述基督徒的书籍、刊物或文章 

 

 

 

 

 

 

 

 

 

 

 

 

 

主编注: 从第 1期只有 8页的《家信》月刊到第

116 期多达 71 页的《家信》季刊中, 我们在

编辑和出版方面, 不断经历从主而来的奇妙

恩典与合时帮助. 我们所有参与《家信》文

字事工的同工, 将感谢和颂赞全归给主.  

 

上述十四种类别(除了第一种)都有收录《家

信》的文章或资料, 并按不同题目分成不同专栏. 

到目前为止, 仍有一些专栏属于“建设中”(未有

文章), 例如“读经解经”、“信息大纲”、“喻道故

事”、“简讯简介”、“神学论坛”、“门徒训练”和

“书刊简评”. 希望不久的将来, 靠着主恩典的帮

助, 我们能把相关文章上载到上述专栏, 以富化

文库, 造就信徒, 荣耀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