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你读经了吗? 
 

乔治·慕勒(George Muller)是 19 世纪英国

布里斯托(Bristol)数家孤儿院的负责人. 此人以信

心和祷告而闻名. 华理克(Rick Warren)评述道: “看

他漫长一生中祷告蒙神垂听的记录, 真叫人惊叹不

已. 使他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信心与祷告之人的, 究

竟是什么呢? 在他一生中, 他把圣经从头到尾读过

200 多遍, 其中一半以上是他跪在地上读的, 他一

边祷告, 一边殷勤查考. 当你对神的话认识得如此

之深时, 就能知道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是什么. 而你

知道了神的旨意, 就能够更明确地祷告, 并得到明

确的回应.” (引自《华理克读经法》, 第 10 页) 

 

美国的艾朗赛(H. A. Ironside, 1876-1951)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 在他牧养“慕迪纪念

教会”(Moody Memorial Church)的 18 年间(1930-

1948), 几乎每个主日都有人因他讲道而信主得救. 

魏斯比(Warren Wiersbe)指出艾朗赛得力的秘诀时, 

说他“3 岁时就能背出许多圣经节, 14 岁时已把全

本圣经读过 14 遍. 他每年至少把圣经读完一遍. 因

此, 他整个人被圣经所浸透, 被神言所充满.”  

 

到中国宣道并创办“中国内地会”的英国宣

道士戴德生(J. Hudson Taylor, 1832-1905; 注: 中国

内地会曾是全世界最大的差传会, 1934 年旗下差

传工作者达 1,368 人)也是一个爱读圣经之人. 他

每早晨 5 点就起身祷告读经. 他说: “当你要读圣经

时, 就会有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引开你的注意力.” 虽

然如此, 他总是尽量找出时间, 以读经祷告来亲近

神. 在 70 岁那年, 一天, 他手拿圣经, 走过家中客厅

时, 对其中一名子女说: “今天我刚再读完圣经一遍, 

40 年来, 这是第 40 次了.”  

 

简之, 历史告诉我们, 神所重用的人都是重

视读经的人. 所以从本期起,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专

栏  —  “读经解经”, 以刊登有关读经和解经的文章, 

借此帮助信徒自己学习从圣经中得着灵粮和力量, 

享受“天粮真道”的喜乐. 慕勒某次说道: “我已读完

圣经 100 遍了, 往往有不断加增的喜乐. 每一次, 它

对我而言, 都犹如一本新书那般的新鲜. 连续、殷

勤和每日的读经会带来莫大的福气. 若有一天, 我

没有好好阅读查考神的道, 那一天对我而言, 就是

损失的一天.” 诚愿读经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  —  

越读越甘甜、越新鲜、越喜乐、越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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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会幕中的铜祭坛和铜洗濯盆 
(出 27:1-8; 出 30:17-21) 

 
(A) 序言 

“当敬拜者靠近会幕, 从大门望进去时,” 

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写道, “他的目光必然

被院子里的铜祭坛所吸引. 此坛最靠近大门, 

无法被人回避或忽视. 若要亲近神, 就要认定

铜祭坛. 在会幕一切有记载尺寸的圣器中, 铜

祭坛是最大的 . 

任何人都不可能

忽视或没留意到

它的存在. 它呈

现一幕赫然可

畏、令人肃然起

敬的景象. 坛上

的火, 焚烧着摆

在其上的祭牲 , 

熊熊烈火使烟上

升, 直达云霄, 并

且在夜间照亮黑

暗. 祭肉被烧所发的香味、熊熊烈火的热度、

祭牲被杀所流的鲜血、祭司准备把另一祭牲

放进火中, 以及那些来到祭坛前的人不停地活

动, 这一切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把流血的绝对

和重要性都深刻地烙印在目击者的心版上.”1  

 

越过了铜祭坛, 另一圣器就是铜洗濯盆. 

人必须经过这两件圣器, 才能进入会幕里的圣

所. 这两者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types),2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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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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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351 页. 有关会

幕和内中的圣器, 请参本文附录一: 旷野的会幕.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事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

说祂的荣耀3  —  特指祂完美的位格与救赎的

工作.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到这座高 3 肘(高约

1.3 公尺 / 4.5 英尺)、长和宽都是 5 肘(长宽各

约 2.3 公尺 / 7.5 英尺)的铜祭坛(brazen altar). 

 

 

(B) 铜祭坛 (出 27:1-8) 

在会幕的院子, “在帐幕门前”(出 40:6)

摆放着铜祭坛和铜洗濯盆. 铜祭坛与血有关, 

洗濯盆与水有关. 以色列民进到会幕的院子里, 

第一个看见的圣器就是铜祭坛. 这祭坛是神与

百姓交通的基础. 它是用皂荚木(shittim wood)

制造, 用铜把坛包裹, 坛的四拐角上都有一个

铜角(共四个角), 坛上不断有往天上升的火焰. 

 

在旧约中, 译作“坛”(altar)的字原意是

宰杀或牺牲之处(place of slaughter or sacrifice). 

带着祭物的以色列人就是来到此处, 为要得着

神的悦纳. 若要蒙神悦纳, 他不能不到此处. 祭

牲的绳索被绑在坛角上(诗 118:27: “理当用绳

索把祭牲拴住, 牵到坛角那里”). 在那里, 祭牲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事

件、制度、物件, 或人物(我们称之为“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关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

与“实体”(fulfillments, 或作“真体”, substance)之间的关

系. 预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

预表的“本体”所要传达的真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

预表简介(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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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of God), 真正的圣

殿要等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登基后才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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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宰杀, 然后被烧在祭坛上, 以满足神公义

的要求, 为罪人赎罪. 赎罪祭的身体被烧在营

外,4 但脂油和腰子要被烧在坛上(利 4:8). 

 

当思考铜祭坛的重要性时, 我们不仅要

看到预表, 更要看到所预表的实体, 因为我们

的心已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吸引. 在那里

(十架的“祭坛上”), 无罪的救主耶稣“将自己无

瑕无疵献给神”(来 9:14). 祂是神与人中间的中

保(提前 2:5). 在神的审判下, 祂成为那“为外人

作保的, 必受亏损”(箴 11:15). 在十架上, 神把

我们一切的罪疚与罪孽, 都归在那位无罪的救

主身上, 而祂一切蒙神悦纳的好处转而临到我

们身上. 诚然, “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赐给我

们的”(弗 1:6).  

 

希伯来书的作者清楚表明, 基督徒现今

所处的地位远比古时利未制度所能给的更加

优越; “我们有一祭坛, 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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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贴切指出, 论到赎罪祭的祭牲被烧在营外, 基督取了

我们的地位, 担当了我们的众罪, 并以祂自己牺牲的死

来除掉罪. 祂在赎罪牺牲时流出宝血, 洗去我们的罪. 不

仅如此, 在赎罪日那一天, 这宝血被大祭司(预表主耶稣)

带入至圣所, 被洒在施恩座上(利 16:15), 以此为我们与

神的关系立下稳固的根基. 凡靠这宝血来到神面前的人, 

他的罪在神眼中已蒙除去, 因为神已借着基督的死完全

审判了罪. 基督这方面的工作完全得着神的赞许. 主耶

稣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祢”(约 17:4); 父神已在耶稣基

督里得着荣耀, 也要亲自荣耀耶稣基督 . J. N. Dar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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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17页.  

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来 13:10). 古时, 那

些在祭坛前事奉的人, 不被允许吃赎罪祭(参 

来 13:11). 无论如何, 对于我们这些现今在恩

典时代的信徒, 祭坛代表基督和祂的牺牲, 在

十架上一劳永逸的献上自己. 祂已担当我们的

审判, 完成救赎的工作. 我们现今的特权就是

可以完全倚靠祂, 来满足我们心灵一切的需要. 

 

   

(C) 铜洗濯盆 (出 30:17-21; 38:8) 

 在会幕的院子里, 铜洗濯盆立于铜祭坛

与圣所之间. 出 38:8 述说有关它的制作, “是用

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 祭司要常

自我检查(正如人常照镜子自我检查), 需要把

脚洗干净, 确保自己处于适合事奉神的状况. 

圣经没论及洗濯盆的形状或尺寸的细节; 这方

面的教训可能是强调它的充足性(all sufficient). 

圣经也没指示有关全营启程行动时, 应该如何

遮盖和扛抬洗濯盆; 其教训可能暗喻它是随时

可用的(always available). 

 

 洗濯盆为亚伦和他众子(祭司们)提供一

个洗濯的池子, 在他们还未进到神面前事奉以

前, 能洗净污秽. 这方面的洗净是重要的, 因为

“他们进会幕, 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

火祭的时候 , 必用水洗濯 , 免得死亡 ”(出

30:20).5 事实上, 在祭司承接圣职的礼仪上, 祭

司是全身沐浴的(出 29:4 和 出 40:12 都说到亚

伦和他众子“用水洗身”). 自此以后, 他们必须

保守自己的手和脚脱离污秽. 

 

 无疑地, 洗濯盆里的水述说“神的道”(即

圣经)之功用. 主耶稣在楼房上(或译“顶楼”, 

                                                           
5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指出, 

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 已经成为神的祭司(启

1:5-6). 因此, 出 30:20 有关洗濯盆的警告也适用于我们. 

洗濯盆不是论到罪人得救重生的问题; 洗濯盆只供洗手

洗脚, 所以是论到信徒借着神的道, 洗净天路旅途上所

沾染的污秽. 我们既然蒙主允准负责执行圣工, 或进入

圣所亲近神, 就必须让神的道在我们身上进行清洗与净

化的工作 ; Frederick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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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room)所说的话, 就有此意念. 祂为门徒

洗脚时, 说: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

身就乾净了”(约 13:10);6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

你们的道, 已经乾净了”(约 15:3; 编译者注: 

“门徒在信的那一刻, 已由所听见的道[主的道]

清理干净. 此后, 在救主对他们说话时, 祂的道

就[继续]净化他们的生命. 故本节指‘称义’和

‘成圣’两方面的含义”, 摘自《马唐纳注释》).  

 

 新约圣

经教导我们 , 

在现今时代 , 

所有信徒皆祭

司(彼前 2:5,9; 

启 1:6), 而我

们在基督里已

蒙洗净 , 成圣

归于神 . 既然

处于这样无比

蒙福的地位 , 

我们就有责任

确保在实际方面, 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 都要

保守自己不受这世界所污染. 我们要不断在生

活中应用神的话(圣经), 来洗净我们的心灵, 这

方面是无可取代的(诗 119:9). 旧约诗人早已表

明这重要真理,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

祂的圣所? 就是手洁心清, 不向虚妄, 起誓不怀

诡诈的人” (诗 24:3-4).  

 

 使徒保罗提醒我们, 主耶稣“爱召会, 为

召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神的道, 即圣经)把召

                                                           
6   对于 约 13:10,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解

释道: “人从公众地方沐浴回来, 脚上很容易再次弄脏. 

虽然不必再次洗澡(沐浴全身), 但也得要清理脚上的污

垢.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乾净了.’ 洗澡

和用盆洗脚, 两者是不同的. 洗澡代表人在得救恩时所

得到的洁净, 基督的血洗去了罪的刑罚(特指永远在火

湖中受苦的刑罚), 这(方面的洗净)只有一次. 而用盆洗

脚代表洗去罪的污染(指日常生活中因犯罪而沾染污秽), 

是用神的道常常洗涤的. 属灵的洗澡(指信主得救而获

得洁净)只有一次, 但洗脚(指借着读神的话而知罪、认

罪, 获得洁净)就有多次了”, 摘自《马唐纳注释》.   

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作个荣耀的

召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

有瑕疵的”(弗 5:25-27).7  

 

 

(D) 结语 

 苏格兰的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贴切

写道: “没有铜祭坛, 就无法进到神面前, 即使

是祭司也无法做到. 此坛立于大门之处, 令人

无法避而不见, 无法忽视它的公义要求(指罪

一定要受到审判); 这祭坛无法被省略! 它不断

地冒烟, 以熊熊烈火焚烧整个祭牲. 祭物被杀, 

流出鲜血; 这一切都盖上死亡的印记. 摆在此

坛上的祭牲, 必死无疑… 然而, 圣经清楚记载: 

‘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

物, 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来 10:11). 历代以来所

献上无法计数的祭牲, 还是‘永不能除罪’. 既然

如此, 为何还要把祭物献在这坛上呢? 因为它

指向那位将要来除罪的主耶稣,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来 10:10). 

今日, 所有敬拜者可以喜乐地体认这伟大事实  

—  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

边坐下了 (来 10:12).” 诚如博纳尔 (Horatius 

Bonar)在诗歌“羔羊圣祭已献”中所表达的: 

 

羔羊圣祭已献, 赎罪大礼已完,  

流血已过, 祭坛无火, 圣民已得完全. 

因基督宝血功效到永远; 

祂已除我过犯, 洗净一切罪愆.8 

 

论到洗濯盆, 约翰·格兰特亦指出, 在祭

司承接圣职的授任圣礼上, 摩西用水洗濯亚伦

和他众子(利 8:6). 在那时, 祭司们是被别人洗

濯, 但过后每当进到圣所前, 或在铜祭坛供职

献祭前(出 30:20), 他们都要自己洗濯. 当人信

主得救, 他们已“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林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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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84 页; 另在

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8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第 82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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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但他们也要确保自己在实际的生活和事

奉上洗净成圣  —  他们必须应用神的道洗净

自己(参 弗 5:26), 犹如“在这洗濯盆里洗净”(参 

出 30:19). 此外, 洗濯盆乃是用以色列妇人的

镜子制成的(出 38:8; 古时的镜子是用铜来制

造, 编译者按). 人用镜子注视和察看自己(self-

contemplation). 用铜镜制成的洗濯盆不仅意味

着作为祭司的我们(所有信徒皆祭司)要用水洗

濯  —  靠神的道自我检讨、自我省察、洁净

自己  —  更叫我们联想到洗濯盆所预表的基

督; 事实上, 我们所该注视的最终对象是基督, 

而非以自我为中心(self-centred), 乃是以主为

中心(Christ-centred).9    

 

另 一 方

面, 启示录记载

约翰在天上看

见晶莹的玻璃

海 (启 4:6: “宝

座前好像一个

玻璃海, 如同水

晶”), 这海与会幕的洗濯盆互相对应. 邦侯斯

(Dr. Donald Barnhouse)注释说: “在神的宝座前, 

躺着一个玻璃海, 明亮如水晶. 经文汇编立刻

叫我们联想到所罗门按会幕样式所造的圣殿. 

圣经说: ‘他又铸一个铜海, 样式是圆的, 高五

肘, 径十肘, 围三十肘’(王上 7:23). 这个大盆直

径有 15 呎, 驮在 12 只铜牛的背上, 铜牛面向

外, 祭司要到这里来洁净自己. 他们进入圣所

之前, 每次都要先在此停下脚步, 行洁净之礼.  

 

“但是感谢神, 这个洗濯盆将变成水晶. 

当那日子来到, 再没有圣徒需要承认自己的罪

(像用水洗濯)! 我们升到天堂所能享受的最大

喜乐, 其中一样就是这个洗濯盆是水晶的. 我

们不再需要来到天父面前, 向祂诉说我们自己

的罪. 同时也绝不会再遇见主基督回头一瞥, 

好像祂凝视失败的彼得一样, 叫他出去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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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s, 第 351-352, 410 页. 

这洗濯盆成为水晶, 是因为我和历世历代的所

有圣徒, 都变得完全像主耶稣基督的洁净样式

了.”10 让我们为此荣耀福气而称颂赞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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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旷野的会幕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时, 神吩咐摩西为祂造

会幕(tabernacle). 会幕是神吩咐摩西所造的帐幕圣

所 , 是以色列人敬拜

神、与神相会之处. 会

幕可分为三大部分:  

 

(1) 外院 (100×50×5 肘)  

外院有两件铜制的圣器:  

1) 铜祭坛: 这 5×3×3 肘的祭坛(燔祭坛)是用皂

荚木制造, 外面包着铜, 供百姓献各种祭物. 

2) 洗濯盆: 这个铜制的洗濯盆供祭司洗手、洗

脚之用. 圣经没注明洗濯盆的尺寸. 

(2) 圣所 (30×10×10 肘) 

圣所有三件金制或包金的圣器: 

1) 金灯台: 一进幕帘, 左边也就是南边, 有一个

金灯台, 共有七盏灯. 它是用重一他连得(约

30 公斤)的精金锤出来的. 从晚上到早晨, 灯

要常常点着(利 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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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

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985 页. 也参 约壹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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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会幕(Tabern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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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祭坛和洗濯盆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铜祭坛是罪人来到神面前的地方, 那里有

赎罪之血的能力和功效. 它“安在帐幕门前”, 一切

的血都洒在其上. 坛用皂荚木和铜造成. 木料和烧

香的金坛一样, 但金属则不同, 原因显而易见. 铜坛

是对付罪的地方, 都是按照神审判罪的原则. 金坛

预表基督馨香之气上腾到神宝座的地方. “皂荚木”

无论在哪里, 都是代表基督的人性. 在铜祭坛上, 

我们看见基督承受神(对付罪)的公义之火; 在金坛

上, 我们看见祂把神的爱供应给人. 于前者, 神震怒

的火熄灭了; 于后者, 祭司敬拜的火燃点了. 人心

喜见基督在这两者的预表中.  

 

铜祭坛(表明耶稣基督)满足犯罪良心的需

要, 是为可怜、无助、有需要、认罪的罪人预备的

首件圣器. 对于罪的问题, 人不会得着解决与平安, 

直到人信心的眼睛注视基督, 就是铜祭坛的真体. 

我必看见我的罪在坛的铁鏊上化为灰烬, 其后才能

享受在神面前良心的安息. 当我借着相信神的话, 

认识祂亲自在基督里对付了罪, 就是在铜祭坛里满

足一切神公义的要求, 我的罪就在祂圣洁面前除去, 

永不复见. 于此, 我才能够享受神圣、永远的平安. 

我要谈论一下会幕物件的“金”和“铜”品质

之真正意义. “金”象征神的义, 或基督耶稣人性的

属神本质. “铜”象征义的要求, 就如铜祭坛是要求

对罪的审判, 又如铜洗涤盆是对不洁的审判. 在会

幕里头的所有圣器都是金的  —  约柜、施恩座、

桌子、灯台、香坛. 这些都象征神圣的本性  —  主

耶稣基督与生俱来的荣美德性. 另一方面, 在会幕

外边的所有圣器都是铜的  —  铜祭坛、所有器

皿、洗濯盆、盆座. 

 

神对罪和不洁是有公义的要求(即罪恶必

须受到审判); 这公义的要求必须先得着满足, 过后, 

人才能在神的至圣所中享受宝贵、奥秘的基督. 当

我看见一切己罪和不洁完全受到审判, 得以洗净了, 

我才能在祭司的地位上, 在圣所亲近和敬拜神, 享

受基督耶稣所完全彰显的荣美和尊贵. 在启示录第

1 章, 基督“胸间束着金带”(第 13 节), “脚好像在炉

中煅炼光明的铜”(第 15 节). “金带”象征祂本身的

义, 而“脚好像光明的铜”表明对罪恶全然的审判. 

祂不能容忍邪恶, 必须把它践踏在脚底下. 

 

这就是我们所讲述的基督. 祂审判罪, 但祂

拯救罪人. 信心看见罪在铜祭坛上化成灰烬, 又看

见一切不洁在铜洗濯盆里洗净了. 最后, 他借着圣

灵的亮光和能力, 在神同在的奥秘中享受基督. 信

心在金坛里看见基督的代求, 满有价值, 又在金桌

子前得喂养. 信心承认祂在约柜和施恩座的预表中, 

是那位答复一切公义要求的, 同时, 又满足一切人

的需要. 信心在每一件物件上看出祂宝贵的名. 噢! 

让我们的心看重祂, 称颂无比荣耀的基督. 

 

信徒在这一章里, 

最要紧是清楚明白铜祭

坛的教训. 人多从认识的

阶段到此处, 终日愁苦不

堪. 他们从没有在铜祭坛

前把他们整个罪恶的问

题, 彻底圆满的解决. 他

们从来没有真正凭信心, 

察看神亲自在十字架上, 

解决了他们罪的整个问题. 他们在重生和重生的证

据中, 为焦虑的良心寻求平安之路, 希望得到圣灵

的果子、感动和经历. 这些本身是对的、是十分有

价值的; 但它们并不是人得平安的根据. 人知道神

在铜祭坛作了什么, 才能叫他的心完全充满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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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鏊上的灰烬, 告诉我赐平安的故事  —  

都已完成了. 神救赎之爱的手已把信徒的罪除去了.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

成为神的义”(林后 5:21). 一切的罪必须受到审判, 

而信徒的罪已在十字架上受到审判了, 因此, 他是

完全称义的. 若有人拿什么来控告最软弱的信徒, 

就是否认十字架的整个工作. 信徒的罪和不义, 神

既已经亲自除掉了, 就必然是完全除掉了. 神羔羊

的生命已倾倒出来, 罪已成为过去了. 基督徒读者

啊, 你的心已有完全稳固的平安, 是主耶稣“借着祂

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而赐下的(西 1:20).  

 

从出埃及记 30 章 17 至 21 节, 我们看见铜

洗濯盆和盆座,11 就是洗涤的器皿和它的脚座, 二

者常放在一起(参 出 30:28; 38:8; 40:11). 祭司在盆

中洗手洗脚, 保持洁净, 以便按理行祭

司的职分. 但这条例不关于流血赎罪的

事, 他们如此行, 只是要保持自己合宜

的祭司事奉和敬拜. 第 20 节: “他们进

会幕, 或是就近坛前供职, 给耶和华献

火祭的时候, 必用水洗涤, 免得死亡.” 

 
   除非人自己尽力保持圣洁, 否

则无法与神享有真正的相交. “我们若

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

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约壹 1:6). 个人

的圣洁, 在人遵行神话语的行为和道路

上表露出来. “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 自己谨守, 不

行强暴人的道路”(诗 17:4). 我们的祭司事奉经常

失败, 多因我们忽略合宜地使用洗濯盆. 我们若不

顺从神话语去洁净自己的行为, 或追求神话语明明

判定罪恶; 那么, 我们的祭司本质和能力, 必大大

的削弱. 故意常行在恶中和真正祭司的敬拜, 二者

势不两立.  

 

“求祢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祢的道就是真

理”(约 17:17). 我们若有不洁, 就不能享受神的同

在. 神的同在使我们行在圣洁的光中. 当我们借着

恩典得以洁净己行, 留心神话语的教训; 那么, 我

们就活在合宜的道德光景中, 能享受神的同在. 读

者会立刻觉察到铜洗濯盆的道理, 实在开启了广博

的真理之窍, 叫人在新约中看见它的实在. 愿所有

                                                           
11   有者将 laver 译作“洗涤盆”, 但《和合本》圣经

将之译为“洗濯盆”, 故《家信》文章一律采用“洗濯盆”. 

穿上祭司衣服, 有特权踏足圣所院子的, 并且那些

在祭司的敬拜中来到神面前的, 都在“真洗濯盆里”

洗净自己的手脚. 

 

有一点颇有趣的, 就是洗濯盆和盆座, “是

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作的”(出 38:8). 这

个事实, 满有意思. 我们很容易会“像人对着镜子看

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 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

何”(雅 1:23-24). 人的相貌不能叫我们清楚、实在

的看见自己的真正光景.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

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

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

福”(雅 1:25). 那常投靠神话语的人, 让神话语向他

的心灵和良心说话, 这样, 他必活在圣洁的生活中. 

 

基督的祭司事奉之效力, 与神话

语的敏锐洁净行动, 息息相关. “神的道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创

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

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辩明, 

并且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祂面前不显然

的.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

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并且, “我们既然

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

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

软弱, 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祂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 作随时(原意

是“合时”)的帮助”(来 4:12-16).  

 
我们愈是深感神话语的利剑, 就愈看重我

们大祭司的怜悯和恩惠之事奉. 二者相辅相成, 是

基督徒道路不可分割的良伴. 大祭司体恤软弱, 而

神的道查看剖析. 祂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故此, 

我借着洗濯盆洁净自己, 就能进到祭坛前. 敬拜必

须在圣洁的实意中献上. 我们不要在镜子前看血气

的天性, 要在神的道前专一看基督. 因此, 我们必须

按圣所的圣洁, 洗手洗脚(洗净自己的行为).12 

                                                           
12   以上附录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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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283, 301-303 页; 但有稍微修饰书中的文句. 此书也载于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exodus/inde

x.htm . 附录二将此网址文中的“洗涤盆”改为”洗濯盆”.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exodus/index.htm
http://wellsofgrace.com/messages/mackintosh/exodu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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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海上悲歌 

— 叙利亚的难民潮 
  

2015 年 9 月 2 日, 土耳其的博德鲁姆

(Bodrum)海滩上发现了一具 3 岁男童的尸体, 他

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艾兰·库尔迪(另译“艾伦科

迪”, Aylan Kurdi). 当记者所拍下艾兰·库尔迪脸

部朝下、躺在沙滩

上的照片发表之后, 

立即引起国际社会

的震惊和议论. 

 

这些照片被

拍 下 的 时 间 , 是

2015 年 9 月 2 日清

晨 6 时. 几个小时

之前, 艾兰·库尔迪的父母带着他和 5 岁的哥哥, 

趁夜色坐上一艘 23 人乘坐的小艇, 准备渡海登

上希腊科斯岛(Kos Island), 到欧洲寻求没有战争

和迫害的新生活. 但很不幸, 他们乘坐的小艇在

途中被大浪打翻, 艾兰·库尔迪一家四口当中, 只

有父亲阿卜杜拉·库尔迪(Abdullah Kurdi)活了下

来(全船 23 人中有 14 人遇难). 

 

 三天后, 悲痛的阿卜杜拉带着亲人的遗

体回到了叙利亚北部边境城市科巴尼(Kobani), 

将他们安葬. 这座城市现在是一片废墟, 仍在战

火蹂躏之下. 在国际媒体的追踪下, 库尔迪一家

的悲惨故事得以露面. 他们本是叙利亚库尔德人, 

原本居住在叙利亚的首都和第二大城市大马士

革(Damascus). 在 2011 年, 叙利亚发生内乱后, 

全家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可怜生活. 原本计划乘船

逃往欧洲, 再去加拿大与在那里的姑妈会合, 开

始新的生活, 但无情的大海夺走了一家四口的性

命. 一切希望破灭了, 只留下海上悲歌… 

 

 令人惊讶的是, 早在两千年以前, 圣经就

预言关于叙利亚和大马士革的悲歌. 先知耶利米

从神(注: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在旧约

圣经中自称为“耶和华”)领受预言, 说: “论大马

士革(Damascus, 旧译“大马色”). 哈马和亚珥拔

(叙利亚境内城市)蒙羞, 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

就消化了. 海上有忧愁, 不得平静. 大马士革发软, 

转身逃跑. 战兢将他捉住; 痛苦忧愁将他抓住, 

如产难的妇人一样. 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 为何

被撇弃了呢? 他的少年人必仆倒在街上; 当那日, 

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 .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耶利米书49:23-26). 

 

 圣经说: “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

了.” 这岂不是现今发生在叙利亚的情况吗?13 由

于 2011 年初持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叙利亚

政府军和叙利亚叛军[反政府军]的激烈交战), 阿

卜杜拉·库尔迪(Abdullah Kurdi)带着家人与成千

上万的叙利亚人一同离开家乡大马士革和叙利

亚, “转身逃跑”, 可是“战兢将他捉住; 痛苦忧愁

将他抓住”; 他一家在逃亡途中, 渡海的船被大浪

打翻, 夺走了他妻子和两个儿子, 及船上另外 10

人的性命, “海上有忧愁, 不得平静…”  

 

艾兰·库尔迪一家的悲剧不过是成千上万

叙 利 亚 难 民 的 写 照 . 根 据 “ 联 合 国 难 民

署 ”(UNHCR) 等多

家机构统计的资料, 

叙利亚难民和移民

们以非正常手段入

境欧洲 , 主要经由

几条线路 , 其中一

条是从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前往意大利. 这条

线路是最为危险的选择, 叙利亚的难民需要在地

中海上长途航行, 面对多变的天气情况和疾风高

浪. 单在 2015 年 2 月, 预计有超过 300 人在一次

移民船事故中丧生; 到了 4 月, 又一艘载满移民

的船翻船, 船上可能有 950 人, 最终只有几 10 人

获救.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 2015 年有超过 36

万 6 千人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 其中有 2,800 人

在渡过地中海时死亡或失踪, 使海上愁云满布, 

                                                           
13   有圣经学者认为耶利米书这段论叙利亚和大马

士革的预言已在公元前 7 百多年应验了(被亚述帝国攻

占),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有所谓的“双重应验”.  

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8%81%94%E5%90%88%E5%9B%BD%E9%9A%BE%E6%B0%91%E7%BD%B2.html
http://search.caixin.com/search/%E8%81%94%E5%90%88%E5%9B%BD%E9%9A%BE%E6%B0%91%E7%BD%B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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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连连.14 这应验了圣经所说: “海上有忧愁, 

不得平静…” 

 

另一位先知以赛亚也从神领受默示, 在

圣经中预言道: “论大马士革的默示: 看哪, 大马

士革已被废弃, 不再为城, 必变作乱堆. 亚罗珥的

城邑已被撇弃… 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 ; 亚兰

(Syria, 即叙利亚)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

消灭一样.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

17:1-3). 自 2011 年起, 叙利亚便陷入内战烽火中. 

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Hafez al-Assad)的政

府和反对派为了叙

利亚的国家统治权, 

打了 7 年内战. 叙

利亚的内战也引发

广泛的国际影响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不仅伊朗、伊拉

克、土耳其、沙特

阿拉伯等中东地区

大国纷纷介入 , 全

球四大势力中(除了中国牵涉稍浅), 美、欧、俄

三方也都卷入其中, 派战机和发射飞弹进行猛烈

轰炸. 数以万计的叙利亚人丧生, 数百万人流离

失所, 整个国家千疮百孔. 因此, 我们在报章和互

联网上看到叙利亚境内许多城镇, 特别是首都大

马士革“已被废弃, 不再为城, 必变作乱堆”. 美、

俄、欧和中东各国在叙利亚的交战相争, 也使

“大马士革(广义上象征整个叙利亚)不再有国权”.  

 

主耶稣在圣经中曾预言末世的时候, “民

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

都是灾难(灾难: 原文作生产之难)的起头”(马太

福音 24:6-8).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这岂不

是叙利亚现今的真实写照吗? 叙利亚自己的国

民彼此交战  —  “民攻打民”; 美、俄、欧和中东

各国在叙利亚领土上交战  —  “国攻打国”. 这点

说明圣经预言何等奇妙, 何其准确.  

                                                           
14   http://m.international.caixin.com/m/2015-09-

07/100847159.html 关于叙利亚的内战和其他国家的干

涉或交战, 可上网参阅 http://www.baike.com/wiki/叙利

亚内战 及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313089 等等. 

这一本准确无误的圣经也告诉我们, “罪”

是人类各种灾难的起因(例如叙利亚难民的悲歌

都是人类因着自私、贪权、夺利而引发的). 当

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后, 女人生产时“必

多受苦楚”, 男人必须“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创

世记 3:16,19). 因着罪, 我们人类还会面临死亡

(罗马书 6:23: “罪的工价乃是死”), “死后且有审

判”(希伯来书 9:27). 这审判就是圣经所说的: 

“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

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

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 这是第二次的

死”(启示录 21:8). 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 就会承

认自己说过谎言, 因所犯的说谎之罪, 我们无法

逃脱“第二次的死”  —  将来可怕的火湖永刑. 

 

但感谢神, 因神是爱(约翰一书 4:16). 祂

愿万人得救(提摩太前书 1:4), 不愿一人沉沦(彼

得后书 3:9), 所以祂差遣主耶稣为世人死在十

架上, 偿还罪的代价, “祂舍自己作万人的赎

价”(提摩太前书 2:6),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亲爱的朋友, “你若口

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

得救”(罗马书 10:9). 信靠和接受耶稣基督作你

个人的救主, 你便得救, 得享永生.  

 

论到叙利亚和大马士革, 神借着先知耶

利米说: “痛苦忧愁将他抓住, 如产难的妇人一

样”(耶利米书 49:24), 而主耶稣预言“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

的起头”(马太福音 24:7-8). 这里的“灾难”原文是

“生产之难”, 与耶利米书 49:24 所说的“如产难的

妇人”是一样的. “产难”是指妇人生产前会有阵

痛, 这疼痛会越来越剧烈, 预告孩子快要生了, 要

快作好准备. 人绝不可忽略这个预警! 

 

亲爱的朋友, 圣经早已预言世界将面临

前所未有的灾难, 而主耶稣会“从天降临… 救我

们脱离将来(的)忿怒(指普世大灾难)”(帖撒罗尼

迦前书 1:10). 亲爱的朋友, 现今越来越多的地震

和战争, 都是将来大灾难的预警, 你准备好了吗? 

愿你尽快信靠耶稣基督作你的救主, 得以脱离将

来地上的可怕灾难, 以及火湖的永远苦难.  

http://m.international.caixin.com/m/2015-09-07/100847159.html
http://m.international.caixin.com/m/2015-09-07/100847159.html
http://www.baike.com/wiki/叙利亚内战
http://www.baike.com/wiki/叙利亚内战
https://zhuanlan.zhihu.com/p/2531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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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l Murphey 

书中之书                            杯子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 (十四) :  

圣 经 的 主 题 (下) 
(The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 
 

编者注:  反对圣经者常说圣经有误, 因圣经中的一

些主题彼此冲突, 例如旧约与新约的对比. 我

们在上期以“渐进性启示”的概念解开了上述

的谬论. 本期, 我们将探讨另外两个看似矛盾

的主题, 即保罗的“因信称义”和雅各的“因行称

义”, 并圣经的“合一性”与“多样化”. 

 

(文接上期) 

(B) 保罗的“因信称义”与雅各的“因行称义” 

(B.1)   彼此对立的观点? 

有人认为, 保罗书信一味地强调“因信

称义”, 忽略了人的行为的

重要性 ; 因此 , 雅各在

《雅各书》中提出“因行

为称义”. 他们断言, 这是

“雅各神学”对“保罗神学”

的纠正. 如果保罗的观点

与雅各的观点真是相互对

立的, 那么, 无论他们谁对

谁错, 圣经都必然是有错

误的. 但是, 保罗的观点与雅各的观点真的是

彼此冲突吗? 不是!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

书中指出慕菲(Cecil Murphey)所言:    

 

圣经中有不少二律相悖的真理. 它们

看似彼此矛盾, 实则相辅相成, 是同一真

理中不能分离、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 , 

展示了圣经的博大精深. 圣经关于行为

与信心之关系的教导 , 就是一个例子 . 

“因信称义”是圣经启示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真理: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是因

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罗 3:28). 使徒保

罗强调, 人的得救完全依赖信心, 行为在

得救的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地位. 然而, 主

耶稣的弟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

在雅各书中则声称: “这样看来, 人称义

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因着信”(雅 2:24).  

 

主后初期几个世纪, 有些教会不同意将

雅各书收入新约圣经(正典); 甚至到了宗

教改革时期,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还

称雅各书为一部“禾秸书信”, 认为它与

保罗书信所着重的因信称义之教义背道

而驰. 感谢神, 圣灵的光照使人们逐渐认

识到, 这种表面字句的冲突, 正是得救真

理的两个方面. 保罗旨在对非基督徒阐

明, 人单单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得救, 

这完全是神的恩典. 雅各则对信徒而发: 

若真正相信耶稣基督, 一定会有相应的

好行为;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对于得

救的真理, 如果只强调一方面, 忽视另一

方面, 不独容易产生神学上的谬误, 更会

造成信徒属灵生命的障碍和病态.15 

 

(B.2)   不同含义的“称义” 

当我们仔细研读雅各书, 就不难发现, 

雅各讲的用行为称义的“称义”, 与保罗讲的因

信称义的“称义”是有不同含义的. 让我们先看

雅各书第 2 章的经文: 

 

21 节: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以撒献

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 

22 节: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

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23 节: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 这

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24 节: 这样看来,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

因着信. 

                                                           
15  Cecil Myrphey 著, 王群从译,《堵住破口  —  现

代基督徒的七大罪》(台北: 财团法人基督教橄榄文化

事业基金会, 1990 年二版), 第 82 页; 引自 里程著, 《圣

经的权威》(美国 :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 

2005 年), 第 436-4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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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C. Ryrie 

25 节: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

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26 节: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

是死的. 

 

雅各说, 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是因

行为称义. 这是什么意思呢? 陈终道指出: 

 

亚伯拉罕称义的经历, 明记于创世记

15 章 6 节: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

以此为他的义”, 且在他得着称义经历后
的十多年, 神又给他割礼的约作为他已
经称义的凭据(创 17:9-14). 罗马书更清

楚地解释了他这两步经历的关系和意义: 

“如此看来, 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

吗? 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 因

我们所说, 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

义. 是怎么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

呢? 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 不是在

受割礼的时候, 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 作他未受割礼

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 叫他做一切未

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 , 使他们也算为

义”(罗 4:9-11). 这说明, 亚伯拉罕称义是

在受割礼之前(比较 创 15:6 与 17:1-10; 

也参 创 16:16); 而献以撒, 却是在他受割

礼以后十多年(参 创 22:6)、称义以后约

三十年的事了(假定以撒被献为祭的时

候已十五、六岁的话).16 

  

保罗所谓因信称义的“称义”, 意思是: 

“神赦免并接纳相信的人.” 也就是说, 因着人

对神的信, 神不再看他们是罪人, 而看他们是

义人, 算他们为义人; 人在被神称义的同时, 也

得救了. 早在献以撒的三十年前, 亚伯拉罕就

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义人、得救了. 所以, 当雅

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以撒献

                                                           
16   陈终道著, 《新约书信详解(合订本)》(香港: 金

灯台出版社, 1997 年), 第 747 页; 引自 里程著, 《圣经

的权威》, 第 438 页. 

在坛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雅 2:21)的时候, 

这“因行为称义”的“称义”, 不是指在神面前的

被“称义”, 而是亚伯拉罕借着献以撒的行为, 

向世人表明, 他是一位相信神、顺服神、已经

在神面前称义、得救的人, 是在人面前显示他

已被神“称义”. 所以雅各说, 亚伯拉罕把以撒

献在坛上的行为, “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

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

友”(雅 2:23). 可见, 雅各也清楚地表明, 亚伯拉

罕因信称义、得救在先, 献以撒在后. 妓女喇

合也是如此. 她因信“耶和华你们的神, 本是天

上地下的神”(书 2:11), 而称义、得救; 进而, 她

用“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参见

约书亚记第 2 章)的勇敢行为, 向世人表明, 她

已是一位在神眼中被称为义的人了. 

  

(B.3)   不同者与信心的关系 

雷历(Charles C. Ryrie, 1925-2016)指出, 

保罗强调的, 是基督的作为 (行为)与信心的关

系; 雅各强调的, 则是信徒的作为 (行为)与信

心的关系. 这是说, 保罗讲

因信称义, 是传扬神的怜

悯和救赎: 人只要愿意相

信神, 就可以白白地领受

神的恩典, 在神面前成为

义人; 而雅各讲因行为称

义, 则是阐明人当尽的本

分: 信心先存于行为, 却需靠行为成全. 雅各并

不是要在因信称义之外另倡救恩之途, 他只是

要人们明白“唯独信心”的含义. 信心没有行为

是死的, 结果就是魔鬼般的信心, 空洞的承诺. 

  

陈终道认为, 有人之所以将保罗的思想

与雅各的思想对立起来, 是因为误解了“靠好

行为”与“有好行为”的区别. 没有人靠自己的

好行为(善行)能在神面前称义; 一个被神称为

义的人一定会有相应的好行为. 好行为不是称

义、得救的先决条件, 却是称义、得救的必然

结果. 不是信心加上好行为, 才能称义、得救; 

而是使人称义、得救的信心, 必然会带出好行

为. 因为当一个人因信称义、得救时, 圣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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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入他的心中, 使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新

造的人有了新的生命, 必然会有新的表达. 有

人说得好: 信仰、盼望是基督徒的特质(内在

的), 行为、见证是基督徒的标志(外在的). 整

本新约圣经也强调同样的真理, 那就是基督信

仰必须靠着信徒的伦理、道德行为来表达其

信仰的真实性和可行性. 

 

施洗约翰向那些表示愿意悔改的罪人

挑战, 说道: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

相称”(太 3:8). 主耶稣谆谆教导门徒活出善行

来荣耀神: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

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

上的父”(太 5:16). 使徒彼得的信息也是如此: 

“你们在外邦人中, 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

你们是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鉴

察的日子, 归荣耀给神”(彼前 2:12). 使徒保罗

同样是这样地劝勉众人. 他在被押解至罗马途

中, 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辩说: “亚基帕王啊! 我

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在大马色

(另译“大马士革”), 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
悔改的心相称”(徒 26:19). 

 

里程正确指出, 一个人真心信主时, 其

罪就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 在神的眼里不再是

罪人, 而是义人了, 并且被神分别为圣, 成为神

的儿女(约 1:12). 这种“称义”, 即在神眼中的地

位之改变, 在信主时就一次性地立即完成了. 

但是, 信徒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还不能马上

与这个新的地位相称, 还不能立刻透过其生活, 

将自己的义在世人面前完全活现出来. 竭力使

自己的生活实际与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相称, 

是信徒一生一世当追求的目标. 感谢神! 虽然

信徒也常陷在使徒保罗所描述的“内心二律交

战”的苦境中(罗 7:18-24), 却毕竟已经得到了

神所赐的新生命. 只要勤于读经和祷告, 积极

参加教会与团契的事奉, 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

导, 不断治死肉身的恶行, 属灵生命就能天天

见长, 在世人面前成为神的见证. 

 

 所以, 保罗的“因信称义”与雅各的“因

行为称义”不是彼此冲突的, 而是相辅相成的, 

是圣经教导关于救恩真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

面.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 把这两方面的真

理都表达出来了: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

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
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

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 2:8-10).  

 

事实上, 基督信仰不是一套伦理、逻辑, 

或哲学体系, 乃是生命之道(约壹 1:1). 当一个

人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为自己的救主, 并立

志跟随主耶稣时, 就会因圣灵的进驻和内住而

获得神所赐的新生命. 新生命逐渐成长, 就会

彰显在他的生活中. 他的善行, 即对神的敬畏, 

对神对人的爱心, 以及谦卑、圣洁的品德, 就

有强烈的感召力, 吸引他人认识神、归向神, 

使他们也得到神所赐的生命. 这样, 以生命见

证生命, 以生命影响生命, 以生命传递生命, 基

督徒才能逐步完成神交托的大使命.17 

  

(B.4)   两者都教导两方面的真理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 诚如罗羚所指出的, 

保罗也有教导“因行为称义”, 而雅各亦同样强调

信心的重要性. 对保罗来说, 信心并不是死的, 而

是“工作的信心”, 是有行动的信心; 例如保罗

在 帖前 1:3 说“不住的记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
工夫”. 这里所谓“信心所做的工夫”在希腊原

文是“信心的工作”(work of faith), 也就是因信
心而有的行为, 而 帖后 1:11 再次提到“因信心

所做的工夫”, 原文也是信心的工作. 所以保罗

在他早期的书信  —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中已

将“信心”与行为连在一起. 对保罗来说, 信心

不是死的, 是活的, 是作工的, 是有行为的. 

 

 另一方面, 雅各并没有说得救不需要信

心. 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

                                                           
17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438-441 页; 也可

上网参 http://31team.org/page/“保罗神学”与“雅各神学” . 

http://31team.org/page/“保罗神学”与“雅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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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R. Osborne 

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雅 2:22). 然而, 他所强

调的是活的信心, 是有行为表达的信心, “身体

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

2:26). 这与保罗讲的“信心”完全一致. 所以, 保

罗讲“因信称义”, 雅各强调“因行为称义”, 二

者完全不矛盾. 反之, 这两段经文能提醒我们, 

使我们更清楚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18 简之, 两

者并非冲突, 而是互补. 

 
  

(C) 圣经的“合一性”与“多样化” 

圣经的合一性和多样性, 一直是一个复

杂而棘手的课题. 奥斯邦

(Grant R. Osborne) 指出 , 

“福音派”强调圣经的合一

性, 而“非福音派”则着力

于圣经的多样性. 其实, 圣

经的合一性和多样性是共

存和相互依赖的; 问题是

如何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 

 

圣经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出生

的圣公会学者格里菲思·托马斯(另译“汤姆士”, 

W. H. Griffith Thomas, 1861-1924)贴切说道: 

“我们经常不了解, 其实圣经并不是一本书, 而

是一个图书馆. 虽然圣经现在指的是一本书, 

但是圣经这个字是来自希腊文, 它真正的意思

是指‘很多的书’(希腊文 ta biblia 是指复数的

书).”19 圣经是由很多书卷组合而成的. 

 

另一方面, 圣经的内容和体裁是多样的, 

有历史、神学、哲学、忠告、渴求和预言; 有

律法书、历史书、智慧文学、诗歌、先知

书、福音书、书信和启示文学等等. 圣经的作

者是多样的, 有先知、祭司、君王、高官, 也

有牧人、渔夫、医生、税吏; 有饱学之士, 也

                                                           
18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香港九

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7 年), 第 173-174 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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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页; 引自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441 页. 

有升斗小民; 他们的背景不同, 写作风格各有

特色. 圣经写作的环境是多样的, 时间横跨 15

个世纪, 写作的地点、环境、对象彼此不同. 

圣经写作的语言是多样的, 有希伯来文、亚兰

文和希腊文. 这些多样性, 决定了圣经内容的

多彩多姿. 可是, 有人只看到圣经的多样性, 看

不到圣经的合一性, 甚至以圣经的多样性否定

圣经的合一性, 认为圣经的内容是彼此冲突的, 

从而否定圣经的默示和无误. 这种观点是见树

不见林, 只看见表象, 没有看到本质. 

 

关于圣经合一性的观点, 首先是演绎性

的推论: 因为整本圣经的真正作者是神自己, 

所以圣经各卷必定是彼此和谐的, 圣经一定有

贯穿始终的红线或主题. 就像一支乐队, 乐队

的成员有不同的乐器和不同的演奏方法, 但他

们有共同的主旋律, 有优美的和谐, 不会“各吹

各的号, 各唱各的调”, 因为他们不是随意或偶

然凑合在一起的. 他们有相同的乐谱, 共同的

指挥, 他们是被精心挑选、组合在一起的. 圣

经各书各卷的作者就像乐队的各个乐手一样. 

其次, 圣经的合一性也可在圣经中找到, 这正

像波普(William Burt Pope, 1822-1903)所说的: 

 

圣经的合一性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据, 

证明圣经是神的宣告. 这是一个伟大的

看见, 而且只有一个解释: 开始与结束都

在同一个乐园, 其中有数千年的救赎历

史… 有一个概念贯穿圣经: 神要在道成

肉身的儿子身上设立或重建祂的国度.  

 

为了要表达这个概念, 许多不同时代和

不同民族的作者写出的作品都相当和谐, 

这绝不可能只是意外或巧合的结果. 只

有神的大能才能使如此多不同地方的人

未经协商却完成了这样(和谐一致)的作

品. 若是他们不肯定他们是从神得到默

示, 那么我们就必须做些假设才能解释

这些作品的事实和现象. 但他们已经肯

定了(参 提后 3:16), 这个宣告在他们留

下来的作品的每一页都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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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Barton Payne 

圣经的合一性, 是主耶稣和新约作者使

用“以经解经”原则的根据 , 所谓的“圣经神

学”、“系统神学”等学科才得以产生. 当然, 有

限的人永远无法作出圣经真理最完整的“系

统”; 可是, 若说我们无法将圣经的真理“系统

化”, 却是不正确的. 要诀是让“系统”出自经文

本身, 透过圣经本身浮现出来, 再按要义分类, 

扼要说明圣经各种不同表达法背后的合一性. 

 

当然, 强调圣经的合一性而抹煞圣经的

多样性, 同样会产生释经的谬误. 恰当掌握圣

经的合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平衡, 对释经学是

非常重要的. 赖若瀚说, 第一, 圣经是神的话, 

因此具有合一性, 解经者必须接纳它的超然性

与权威性. 第二, 圣经是人写成的, 因此具有多

样性, 解经者必须按照各经卷的不同特点, 应

用适合的解经原则去找出作者的原意.20 在此

基础上, 才能透过圣经多样的表象, 看到圣经

合一的本质. 

 

最后, 让我们思考一件重要的事: 圣经

是合一的, 那么, 什么主题是圣经合一的中心

呢? 或者说, 什么是贯穿新、旧约圣经的红线

或主旋律呢? 是神的救赎, 还是神的国度, 或是

神的应许与印验呢? 对此, 圣经学者并没有一

致的意见.  

 

有者认为, “神的救

赎”或“基督”是圣经合一

的中心, 因为使徒保罗对

提摩太说: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

慧”(提后 3:15). 归正长老

会的美国圣经学者佩恩 (John Barton Payne, 

1922-1979)则认为, 圣经的主题就是“一十架、

一圣约、一信、一教会”. 旧约各经卷曾向前

预言和盼望基督的来临, 新约各经卷则向后回

顾和解释基督在世上的作为, 及盼望基督的再

                                                           
20   赖若瀚著, 《实用释经法》(香港: 福音证主协

会 , 1994 年), 第 14 页. 此书乃释经好书, 值得一读. 

来. 但里程指出, 以救赎为圣经的主线之观点, 

不太容易解释“地狱”的存在. 

 

德国圣经学者沙尔 (Eric Sauer, 1898-

1959)和美国达拉斯神学院教授潘德科(J. D. 

Pentecost, 1915-2014)则认为, “神的国度”才是

圣经的中心. 神的国度是圣经所有启示所围绕

的历史架构, 是透过神的创造和基督的救赎达

成的. 圣经一开始就明确记述: 神造人是要“使

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 1:26). 然

而, 由于始祖犯罪, 管理世界的权柄暂时交给

了魔鬼(林后 4:4; 弗 6:12; 路 4:5-7), 与神的国

度相对而立.  

 

与此同时, 神在历世历代兴起了亚伯拉

罕、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大卫等属灵领

袖和君王, 在地上作神的国度之代理人, 直到

主耶稣道成肉身, 借着十字架给予撒旦致命一

击, 不过撒旦仍作垂死挣扎. 主耶稣第二次降

临后, 神的子民重新回到受造初期的状况, 与

主同掌王权, 直到永远. 按照这种观点, “神的

救赎”这一主题是包含在“神的国度”的大主题

中. 神的救赎, 只是神的国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建立神国度的一个必要步骤, 而不是终极目

的. 这样, 就比较容易解释“地狱”的存在. 

 

赖若瀚在《圣经的合一性》一书中指

出, 另有学者认为, 在整本圣经中, 有三条红线

贯穿其中: 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和神的救赎. 

这三条红线中, 神的荣耀为主; 神的国度建立

以后, 神的荣耀借着神的国度彰显, 神的荣耀

与神的国度交织难分; 神的救赎则为辅, 是建

立神的国度的一个步骤. 

 

“荣耀 ”一词的希伯来字是 kâbêd / 

kâbad {H:3513}, 其字根意即 “重量 ”(to be 

heavy, 可意味着满有分量的丰富、尊严、光

辉等等 ). 在希腊文中 , “荣耀”一词是  doxa 

{G:1391}, 原义是“意见”(opinion, 意味着好意

见所带来的尊荣). 但总结旧约和新约,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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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包括: (1) 显露出来的超越性及值得称

赞的特性; (2) 对这些特性的尊崇和敬仰. 旧约

时代, 神的荣耀之表现有时是肉眼可看到的, 

如闪电、光辉的云彩、神显现的大光等等. 神

让摩西和先知们知道, 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圣洁

与良善(出 33:18 – 34:7; 赛 6:1-5).  

 

到了新约时代, 神的荣耀常与神的能

力、智慧与爱相连, 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受

死、复活、升天和圣灵的工作中显现出来. 所

以, 神的荣耀是神的本质、特性所确定的, 是

创世之前就有的(约 17:5), 是从亘古到永远的. 

神的创造、救赎大工都是为了彰显祂的荣耀

(诗 19:1; 赛 43:7). 

 

有者采用时间的角度来思考神的救

赎、神的国度, 以及神的荣耀三者之间的不同. 

雷历(Charles C. Ryrie)指出: “按字典的定义, 

国度是一个有政治组织的社会. 因此, 国度应

该包括统治者、被统治者, 以及受管辖的领域

这三大方面.” 在神的国度中, 神是统治者; 但

只有在创造以后、至少在天使被造之后, 神的

国度中才有被统治者(诗 103:19-20), 所以神的

国度是有开始的. 换句话说, 神的荣耀无始无

终; 神的国度有始(天使受造)无终; 神的救赎有

始(始祖犯罪)有终(新天新地到来):21  
 

神的荣耀 

亘古  --------------------------------------------  永远 
 

神的国度 

创世 --------------------------------------------  永远 
 

神的救赎 

始祖犯罪  --------------------------  新天新地 

                                                           
21   神的救赎有始有终. 这里所谓的“有终”是指到

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启示录 21 章), 神就不再需要施行救
赎(特指拯救人类)了; 但这不表示神的救赎之功效到此

结束, 因为救赎的功效或果效乃是“无终的”  —  存留直

到永远, 而羔羊的救赎也是我们永远称颂的主题(注: 有

者认为神的救赎也可包含在神的荣耀里, 因神的荣耀在

新约中常与神救赎的能力、智慧与慈爱相连). 

所以, 如果不以对人的救赎、而以彰显
神的荣耀为圣经合一的中心, 就容易理解天使

的受造, 并合理地解释“地狱”的存在. 天堂是

神的荣耀(神的慈爱与公义)的彰显, 地狱也同

样是神的荣耀(神的威严与圣洁)的彰显.22 

 
(D) 总结 

 美国著名的护道学者麦道卫 (Josh 

McDowell)指出: “圣经中的主题包括许多意见

分歧的问题, 一旦提出讨论时, 势必引起许多

争论与反对的意见. 圣经作者处理了数以百计

的论题(例如: 婚姻、离婚与再婚、同性恋、

奸淫、顺服掌权者、说诚实话与说谎话、模

塑性情、父母之道、神的特性和启示等), 然

而, 自创世记直到启示录, 圣经作者对这些论

题的意见却是一贯地和谐, 令人惊叹不已.”23 

 

 麦道卫继续写道 , 

“我们愿意给你这个挑战. 

从你四周找出 10 个人, 有

相同教育背景, 都说一样

的语言, 都来自相同的文

化, 然后将他们分开, 要

他们仅针对一个易引起争论的题目, 如人生的

意义, 写出自己的看法. 当他们写完后, 比较一

下 10 个作者的结论. 他们彼此是否都一致? 当

然不是. 但圣经不只包括 10 个作者, 而是 40

个(约 40 人). 它不是在一个时代完成, 而是经

过 1,500 年. 作者没有相同的教育、文化和语

言; 教育有很大的差异, 文化有许多的不同, 来

自三大洲和三种语言; 并且不只写一个题目, 

而是数以百计. 然而, 圣经却有一致性, 完全的

和谐, 这不是巧合或串通所能解释的. 圣经的

一致性强而有力地证明它是神所默示的.”24 
 

                                                           
22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 第 441-446 页; 也可

上网参 http://31team.org/page/《圣经》的合一性 . 
23   麦道卫著, 《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

主协会, 2004 年简体字版), 第 56 页. 
24  麦道卫、史都华合著, 成辉营译, 《拨云见日》

(新加坡: 学园传道会, 1996 年), 第 4 页. 

http://31team.org/page/《圣经》的合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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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亚那和该亚法 

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主耶稣被捕之后, 直到祂被钉十架之前, 

共经过多少次的审判 ? 

 

解答:   主耶稣被捕后, 总共面对七次的审判或审

讯. 在审讯时, 祂多次遭人为难, 甚至责打. 洪鼎

翀在《圣经中的矛盾》(第二集)中指出这七轮

的审讯. 我们先从主在客西马尼园被捕谈起. 

 

起初, 众祭司、祭司长和大祭司、文士

和民间的众长老, 还包括法利赛、撒都该两教

派的领袖们, 早就想要除掉主耶稣, 只是苦无

良策 , 使不出

任何花样和诡

计来 . 当他们

正绞尽脑汁 , 

想要突破瓶颈

的时刻 , 突然

知道主耶稣有个贴身门徒, 名叫犹大的, 肯出

卖主耶稣. 真是令他们喜出望外.  

 

圣经记述这方面的事, “那时, 祭司长和

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 

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 杀祂”(太 26:3-4). 

路加也述说此事: “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

才能杀害耶稣, 是因他们惧怕百姓. 这时, 撒但

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 他(犹大)去和

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 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

们. 他们欢喜, 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允了, 就

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

他们”(路 22:2-6). 

 

他们早已有

所计划, 事先从四面

八方马上秘密调度

帮手. 到了那夜, 当

主耶稣惯常去到客

西马园尼祷告后, 一大队的人涌入客西马尼

园,25 借着犹大与主耶稣亲嘴为暗号, 把主耶稣

捆绑起来, 带去审讯. 洪鼎翀指出, 这七轮的审

讯如下: 

 

 

(一) 在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那(Annas)的居

所: 时间约在半夜/午夜过后 (约 18:12-24) 

众人把主耶稣捆绑后, 先是带到大祭司

该亚法的岳父亚那 (Annas)那里 . 约翰福音

18:12-14 很清楚地记载这件事: 

 

12 节:  那队兵和千

夫长 , 并犹

太人的差役

就拿住耶稣, 

把祂捆绑了, 

13 节: 先带到亚那

面前 , 因为

亚那是本年作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 

14 节: 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

“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亚那作了一个简单的盘问, 就把主耶稣

带到该亚法(Caiaphas)那里. 他们为何要把主

耶稣带到亚那的住所呢? 原来, 在那一段期间, 

亚那和该亚法都是大祭司, 就如 路 3:2 所记载: 

“亚那和该亚法作大祭司. 那时, 撒迦利亚的儿

子约翰在旷野里, 神的话临到他.” 召会建立的

初期, 使徒们被抓时, 使徒行传也提到亚那是

大祭司, “又有大祭司亚那和该亚法、约翰、

亚力山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徒 4:6). 

换言之, 当主耶稣被捉拿时, 亚那与该亚法同

作大祭司(路 3:2), 所以亚那是以大祭司的身份

来盘问主耶稣的. 约翰福音 18 章继续记载: 

                                                           
25   逮捕主耶稣的人可分成六类: (1) 主耶稣的门徒

犹大(太 26:47); (2) 众祭司长(chief priests; 可 14:43; 注: 

祭司长其实没有亲自出马, 仅派了圣殿里的差役和守殿

官前去, 路 22:52); (3) 民间的长老们(太 26:47; 路 22:52); 

(4) 文士们(可 14:43); (5) 法利赛人的差役(约 18:3); (6) 

千夫长(罗马的军官)亲自领了一队士兵(约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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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节: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祂的教训盘

问他, 

21 节: 你为什么问我呢? 可以问那听见的人, 

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所说的, 他们

都知道. 

22 节: 耶稣说了这话, 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

手掌打他, 说: “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23 节: 耶稣说: “我若说的不是, 你可以指证那

不是; 我若说的是, 你为什么打我呢?” 

24 节: 亚那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 

仍是捆着解去的. 

 

 当大祭司亚那盘问主耶稣时, 亚那的差

役因不满主耶稣的答复而用手掌打了主耶稣. 

“对犹太人而言, 打耳光是破坏神形像的行为, 

所以几乎被视

为禁忌. 从中可

以看出主耶稣

挨耳光是受了

多么大的侮辱. 

可能本节与 约

19:3、可 14:65 

(注: 这两节记载主耶稣被人用手掌打)成就了 

赛 50:6 的预言.”26 (引自《精读本圣经注释》)  

 

 

(二) 在大祭司该亚法的行宫: 时间约在半夜

1 点到 3 点左右 (太 26:57-75) 

根据四福音的记载, 众人把主耶稣捆绑, 

从亚那的住所带往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 有圣

经学者认为, 亚那的住所可能就在大祭司行宫

的范围内. 亚那是在这一边, 该亚法则在另一

边. 再不然, 亚那的住所可能就在该亚法的隔

邻或不远之处. 马太福音 26:57 记述: “拿耶稣

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 文士和长

老已经在那里聚会”, 可 14:53 补充说“众祭司

长”也聚在那里. 约翰和彼得也远远的跟在押

送队伍后面(路 22:54). 

                                                           
26    赛 50:6： “人打我的背, 我任他打; 人拔我腮颊

的胡须, 我由他拔; 人辱我、吐我, 我并不掩面.” 

 大祭司同他一伙的人想借助假见证推

波助澜, 来定主耶稣的罪; 不过他们功亏一篑, 

找不到一丁点的把柄. 最后只能以主耶稣“自

称是神的儿子”这句话, 指他说了僭妄的话来

定祂的死罪(太 26:57-68).  

 

 圣经特别记载这段审讯的时间, 因为在

这段时间里, 发生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件. 

四本福音书记载说当时有“鸡叫”(太 26:74-75; 

可 14:72; 路 22:61; 约 13:38). “鸡叫”这一件事

可能表示有真的鸡在啼叫,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

为不是真的有鸡在啼叫, 而是指“报更时间”. 

苏佐扬和洪鼎翀皆指出, “鸡叫”是指由深夜 12

点开始, 到凌晨 3 点这

一段时间 . 马可福音

13:35: “所以, 你们要

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家主什么时候来, 或晚

上, 或半夜, 或鸡叫, 或

早晨”. 家主何时回来? 

主耶稣说: “或晚上、

或半夜、或鸡叫、或

早晨.” 原来当时罗马

人, 把晚上分为四更: 

 

1) 从傍晚 6 时起到晚上 9 时, 称为“晚上”; 

2) 从晚上 9 时起到午夜 12 时, 称为“半夜”; 

3) 从午夜 12 时起到凌晨 3 时, 称为“鸡叫”; 

4) 从凌晨 3 时起到早上 6 时, 称为“早晨”.27 

 

所以是在凌晨三时之前, 他们在大祭司

该亚法的府里羞辱主耶稣. 当时的情形记载于

马太福音 26 章, “他们就吐唾沫在祂脸上, 用

拳头打祂; 也有用手掌打祂的, 说: ‘基督啊! 你

是先知, 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太 26:67-68). 

他们折磨主耶稣之后, 约在凌晨 3 时过后, 把

主耶稣带到公会去, 接受另一轮不公的审判. 

                                                           
27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二集》(柔佛新

山: 人人书楼出版有限公司, 2010 年), 第 317 页; 也参本

文附录: “鸡叫”是守更时的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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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tius Pilate 

(三) 在犹太的公会里: 时间约在半夜 3 点到

6 点之间 (路 22:66-71) 

犹太人的最高公会(希腊文: sunedrion 

{G:4892}; Jewish Great Sanhedrim Council)是

犹太教最高的行政执行中心, 有 71 位成员, 其

中包括: 大祭司、民间的长老、法利赛教派的

领袖, 和撒都该教派的领袖. 向来, 最高公会大

多由撒都该教派掌控. 那夜, 他们把主耶稣带

到公会那里的时间是几点呢? 路 22:66 称说是

“天一亮”  —  “天一亮, 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

长带文士都聚会, 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 

 

那时正是一年里最热闹的节期  —  逾

越节. 许多犹太人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城. 期

间, 耶路撒冷街灯彻夜通明. 有刚抵达的, 也有

来了数日的. 难得一年没见过几次面的亲友, 

即兴在街头道旁问暖寒暄. 总之, 过节(指逾越

节)的气氛非常热闹. 洪鼎翀写道: “以罗马人

对时间的计算法, 耶路撒冷进入冬末初春时, 

虽然天气还冷(彼得曾与众人在当晚因天气冷

而烤火取暖, 约 18:18), 凌晨三、四点后左右, 

天色已发出微光了! 在一个夏季, 笔者到中国

长江以北的地方, 早晨四点半钟大致上天色已

大亮了, 就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早上六、

七点一样. 所以大陆有‘中国的早晨五点钟, 传

来了祈祷声…’这首著名的诗歌, 因为那里早

晨五点钟就已经天亮了. 到了东北, 如内蒙、

吉林省一带, 四点钟就已经天很亮了.” 

 

洪鼎翀继续解释说: “第 66 节所说的天

一亮, ‘天’是 hêmera {G:2250}… 这个字是从 

hêmai …的字根而来, 有‘驯良’、‘温和’、‘曙

光’、‘白昼’等的意义在内. 也就是说, 刚出现

一点点微弱的曙

光 , 并在星星的

光辉和灯光的衬

托底下 , 民间的

众长老、祭司长

和文士们都聚集

在会堂里商议 . 

他们以自己的标

准和凭空的想象, 无情地大施审判. 最后, 他们

判定主耶稣死罪. 罗马人统治犹太地后, 犹太

的最高公会不再拥有直接执行死刑的权柄, 必

须经由巡抚定案后才能执行. 于是犹太最高公

会就把主耶稣移交至巡抚彼拉多处理.”28  

 

(四) 在巡抚彼拉多的大殿: 时间可能在早上

6 点左右 (太 27:1-2; 路 23:1-7) 

马太福音 27:1-2 记载: “到了早晨, 众祭

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 就把

他捆绑, 解去, 交给巡抚彼拉多.” 主耶稣被带

到犹太省的巡抚彼拉多

那里 . 彼拉多反复审查

多遍 , 查不出主耶稣犯

了任何的罪 , 所以想要

释放祂 . 按照犹太人的

律法 , 审讯是不能在晚

间或节期间进行的 , 即

便是在平日白天里进行, 

也必须将定案隔一天才

能宣布 . 巡抚彼拉多认

为 , 这些犹太领袖已经

越过了他们律法的范围, 

只为了煽动群众 , 达到

一己的利益 . 纵然彼拉

多有意释放主耶稣 , 无

奈群众涌起反对, 定意要将主耶稣钉十字架, 

声称如果巡抚彼拉多释放了主耶稣, 就是对凯

撒不忠. 且看路加福音 23 章的记述: 

 

                                                           
28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二集》(柔佛新

山: 人人书楼出版有限公司, 2010 年), 第 318-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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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d Antipas 

4 节: 彼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 “我查不出

这人有什么罪来.” 

5 节: 但他们越发极力的说: “祂煽惑百姓, 在

犹太遍地传道, 从加利利起, 直到这里

了.” 

6 节: 彼拉多一听见, 就问: “这人是加利利人

吗?” 

7 节: 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 就把祂送到希

律那里去. 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在这种骑虎难下的情况, 巡抚彼拉多听

说主耶稣是加利利人, 而加利利是归希律管辖

的, 那时希律正好在耶路撒冷, 准备过逾越节, 

于是顺水推舟 , 把主耶稣送到希律那里 (路
23:4-7). 

 

 

(五) 在希律度假的行宫: 时间可能在早上 7

点左右 (路 23:7-12) 

此案原本在彼拉多那里就可以定案了, 

但他左右为难, 所以当他晓得主耶稣是加利利

人时, 就决定把事件推给希律(希律安提帕)处

理.29 那时, 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在这件事上, 我

们可以看见神在调度一切, 不然彼拉多把主耶

稣解递到加利利去, 便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预

言的应验上 , 主耶稣

就无法成为逾越节被

杀 的 羔 羊 了 ( 林 前

5:7),30 此事足见神在

掌控一切 , 使祂在圣

经中的预言逐一得以

应验(赛 53:7). 路加福

音 23 章这样记载: 

 
                                                           
29   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是大希律的儿子, 受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委任治理加利利省(主前 4

年 – 主后 39 年). 主耶稣称他为“那狐狸”(路 13:32). 
30   有关主耶稣成为“神的羔羊”, 应验了旧约的预

言(赛 53:7: “祂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也成为旧约所

预表的“逾越节的羔羊”(出 12:1-14; 林前 5:7), 请参上期

(2018年 1-3月份, 第 116期)《家信》的“圣经问答: 主耶

稣被钉十架是在犹太人吃逾越节筵席之后还是之前?” 

8 节: 希律看见耶稣, 就很欢喜; 因为听见过祂

的事, 久已想要见祂, 并且指望看祂行一

件神迹. 

9 节: 于是问祂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10 节: 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 极力的告祂. 

11 节: 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 戏弄祂, 

给祂穿上华丽衣服, 把祂送回彼拉多那

里去. 

12 节: 从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 在那一天

就成了朋友. 

 

 希律在审理后, 没发现主耶稣有什么该

死的罪, 只是藐视祂在审讯过程中不合作, 一

言不答, 便任由兵丁戏弄主耶稣, 过后把祂送

回彼拉多那里去.  

 

 

(六) 在巡抚彼拉多的大殿: 时间约在早上 7

点半左右 (路 23:11-25; 太 27:19-26) 

主耶稣被送回彼拉多那里, 彼拉多集合

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 第三次还是查不

出主耶稣有什么罪来, 于是对他们说: “…祂没

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故此, 我要责打祂, 把祂释

放了.” 众人不肯, 齐声高喊: “除掉这个人! 释

放巴拉巴给我们”(路 23:12-18).  

 

让我们仔细探讨这段审讯中所发生的

一些事. 首先是主耶稣先被戏弄和鞭打, 戴着

荆棘冠冕, 穿着紫袍, 然后被带到众人面前受

审. 约翰福音 19 章记载: 

 

1 节: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2 节: 兵丁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祂头上, 给祂

穿上紫袍, 

3 节: 又挨近祂, 说: “恭喜, 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祂. 

4 节: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祂出来

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祂有什么

罪来.” 

5 节: 耶稣出来, 戴着荆棘冠冕, 穿着紫袍. 彼

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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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祂, 就喊着说: “钉祂

十字架! 钉祂十字架!” 彼拉多说: “你们

自己把祂钉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祂有什

么罪来.” 

 

 马太福音 27:19-25 对此有更详细的记

载. “按罗马法律规定, 被控者如果不为自己辩

护, 应该给他三次机会, 使他有机会改变心意, 

为自己辩护, 然后才可以宣判. 如果被控者一

直不为自己辩护, 那法庭就宣告罪名成立” (引

自《信望爱注释》).31 由于主耶稣不回答所有

控告, 巡抚彼拉多感到很希奇(太 27:12-14). 彼

拉多知道控告主耶稣之人的动机是出于嫉妒

(太 27:18), 并且三次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来

(路 23:22), 所以想利用节期释放囚犯的惯例来

释放主耶稣. 此外, 

巡抚夫人也叫人

告诉彼拉多不要

参与 “陷害 ”主耶

稣的事 (太 27:19; 

“你一点不可管 ”

意即要彼拉多撤

销犹太人一切凭

空捏造的罪名).  

 

尽管如此, 彼拉多最终被犹太百姓的呐

喊声所胜(路 23:23),32 在群众压力下屈服了. 

他当众“洗手”(太 27:24), 表明自己与主耶稣的

死无关, 百姓应该承担“流这义人的血”之罪. 

然后, 他顺从百姓的要求, 释放“在城里作乱杀

                                                           
31  这里显然影射 赛 53:7 的记载, “… 祂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祂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

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祂也是这样不开口.”  
32   根据《信望爱注释》, 彼拉多之前曾犯两次错

误, 一次是把皇帝的肖像放在军旗上开进耶路撒冷, 引

起群众严重的抗议事件. 另一次则是他为耶路撒冷城建

立一套新的供水系统时, 决定动用圣殿的献金, 结果使

犹太百姓群起哗然, 发生武装抗议, 结果彼拉多武力镇

压, 造成重大死伤. 因此, 彼拉多已累积许多民怨, 若百

姓把这些事情直接向政府弹劾, 彼拉多会被革职, 所以

此刻的彼拉多不敢违逆群众的意愿. 约 19:12 记载犹太

人高喊的言词, 他们以举发彼拉多的失职来威胁他就范.  

人, 下在监里”的巴拉巴(路 23:19),33 把无辜的

主耶稣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太 27:26). 

 

 

(七) 在厄巴大(铺华石处)受士兵的鞭打和

戏弄 : 时间约在早上 8 点左右  (太
27:26-31) 

这轮的审讯严格来说不是审讯, 而是属

于鞭打和戏弄. 马太福音 27:26-31 记载这段时

间所发生的事件. 

 

26 节: 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把耶稣

鞭打了, 交给人钉十字架. 

27 节: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 叫全营的

兵都聚集在祂那里. 

28 节: 他们给祂脱了衣服, 穿上一件朱红色袍

子, 

29 节: 用荆棘编做冠冕, 戴在祂头上, 拿一根

苇子放在祂右手里, 跪在祂面前, 戏弄

祂, 说: “恭喜, 犹太人的王啊!” 

30 节: 又吐唾沫在祂脸上, 拿苇子打祂的头. 

31 节: 戏弄完了, 就给祂脱了袍子, 仍穿上祂

自己的衣服, 带祂出去, 要钉十字架. 

 

 马可福音 15:15-20 也有相同的记载, 只

不过 可 15:17 记述“他们给祂穿上紫袍”. 到底

兵丁给主耶稣穿的是朱红色袍子(太 27:28), 还

是紫色袍子? 洪鼎翀解释道: “兵丁给主耶稣穿

的袍子, 是一件罗马士兵的战袍. 颖新的战袍, 

该是亮丽的朱红色的. 只是兵丁给主耶稣穿的

是一件旧袍子, 早已褪色不堪, 变为紫色了. 他

们有心戏弄、诬蔑主耶稣, 就随便从兵库里取

来这件褪了色的战袍.”34 

                                                           
33   按《灵修版圣经注释》, “巴拉巴”参与了反罗

马政府的叛乱(参 可 15:7). 身为一位政治反抗者, 他在

犹太人心目中是个英雄. 结果巴拉巴被释放了, 但他所

犯的正是主耶稣被指控的那罪(路 23:5,14, 注: 祭司长一

伙人指控主耶稣犯了“煽惑百姓”[煽动百姓造反]的罪). 
34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矛盾: 第二集》, 第 327

页. 洪鼎翀也指出, 按照罗马军队的规矩, 每逢发新的战

袍时, 士兵必须拿旧的袍子来换新的, 所以库房里存有

许多旧的袍子. 这是作统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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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27:26 提到主耶稣被“鞭打”. 此鞭打

并非我们现今比较人道的鞭打. 《信望爱注

释》如此解释“鞭打”: “这是用一种九尾皮鞭

来鞭打人的刑罚, 这种鞭子尖端藏着铁块, 被

鞭打的人会皮开肉烂. 因为鞭打的刑罚过度残

酷, 所以罗马政府下令凡是罗马公民都可以免

受此刑. 约瑟夫(Josephus, 第一世纪犹太历史

学家)的《犹太古史》记载有一名囚犯被鞭至

皮肉变成酱状, 骨头毕露, 死状恐怖. 如其他福

音书所记载, 彼拉多之前就已经鞭打过耶稣

(约 19:1), 那这一次的鞭打应该是第二次的鞭

打, 是属于死刑过程的一部分.”     

 

 洪鼎翀正确

地写道: “主耶稣经

过了一夜疲惫的审

讯 , 早晨被兵丁用

有鈎的铁鞭 , 共抽

打了 39 下, 头上还

戴上荆棘冠冕 , 皮

裂血崩 , 背部几乎

没一片肉是完整的, (肯定)大量失血. 圣经告诉

我们, 因主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神定

意把祂压伤, 背负我们的软弱, 使祂成为咒诅, 

我们得祝福(福气).” (也参 彼前 2:24)  

 

 洪鼎翀继续指出, 经过这七轮的审讯后, 

主耶稣被带往各各他山钉十字架. 时间约在早

上八点半左右. 主耶稣走各各他山路时, 已经

筋疲力尽、疲惫不堪, 连背起十字架的力量也

没有了(注: 通常犯人要自己背着十字架的横

梁到刑场, 此木重约 13 到 18 公斤, 主耶稣可

能因为受创太甚, 以致无力全程背负十字架). 

这时, 一位刚从外省回家过节的路人(太 27:32; 

可 15:21),35  被罗马士兵强行拉来背主耶稣的

十字架. 主耶稣被钉十架的时间大约是早上九

                                                           
35   可 15:21: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 就是亚力山大

和鲁孚的父亲, 从乡下来, 经过那地方, 他们就勉强他同

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古利奈”是当时非洲北部吕

彼亚省的重要城邑. 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西门是个犹

太人, 而非古利奈当地人, 但也有学者认为他是个黑人.  

点, 到了下午三点就断气了.36 感谢神, 主耶稣

因着爱, 坦然走过这一切艰苦不公的审讯之路, 

“… 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祂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伤, 我

们得医治”(赛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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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鸡叫”是守更时的吹号 

 

  论到彼得不认主一事, 主耶稣对彼得说

道: “鸡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约 13:38; 也

参 太 26:34; 路 22:34; 可 14:30).37 苏佐扬指出, 

我们以为“鸡叫”便是公鸡啼, 其实这里所谓的

“鸡叫”乃是罗马驻兵守更时所吹的号, 这种吹

号被称为“鸡叫”. 马可福音 13:35 告诉我们, 罗

马人将晚上分为四更, 那就是“晚上”是第一更, 

即晚上(傍晚) 6 时; “半夜”是第二更, 即晚上 9

时; “鸡叫”是第三更, 即半夜 12 时; “早晨”是

第四更, 即凌晨 3 时. 犹太人本来将晚上分作

三更, 但被罗马帝国统治之后改用四更制. 

 

 罗马政府在圣殿西

北地区建一安东尼亚楼, 监

视圣殿内一切动静. 每晚在

12 时与早上 3 时, 有罗马兵

在该处吹“鸡叫”号, 像中国

内地晚上的打更鼓一样. 耶

路撒冷在过逾越节期间, 是

不准人从乡下带鸡进城, 也

不准许城中有鸡的存在. 所以这个“鸡叫”并非

公鸡啼叫, 乃是罗马兵吹号. 第一次吹号是在

半夜 12 时, 第二次则在早上(凌晨) 3 时.38 

                                                           
36   上文主要参考 / 改编自 洪鼎翀著, 《圣经中的

矛盾 : 第二集》(柔佛新山 : 人人书楼出版有限公司 , 

2010 年), 第 310-325 页. 
37   可 14:30 记载“鸡叫两遍以先”, 其他三本福音

书只说鸡叫以先, 没有注明鸡叫几遍以先. 有关这方面

的问题,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2/难

题解答-四本福音书对彼得不认主有矛盾的记载?/ . 
38   以上附录摘自 苏佐扬著, 《原文解经: 全集》

(香港尖沙咀: 基督教天人社, 1993 年), 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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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埃里克·帕门特尔(Eric Parmenter) 

 

   耶利米: 
   他的为人、 

  蒙召和困惑 
 
(A) 耶利米的为人 (耶 1:1-5; 16:1-2, 8-9) 

在耶利米还未出生以前, 神就把他这位

祭司分别出来, 表明他要成为神的先知, 宣讲

神的话. 由于耶利米在政治动荡不安的局势下

事奉神, 这就解释了为何神吩咐他“不可娶妻, 

生儿养女”(耶 16:2), 也“不可进入宴乐的家, 与

他们同坐吃喝”(耶 16:8).  

 

不多属神的人比耶利米遭受更苦的经

历. 不仅他的亲人辜负和背弃他, 他本乡的乡

亲父老还威胁他, 警告他若再发出不受欢迎的

预言, 就要杀死他(耶 11:21). 他每一天都遭受

同伴的责备和嘲笑(耶 20:8). 每个人都“摆阵对

付”他, 以致他称自己为“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

的人”(耶 15:10). 难怪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

知”(the weeping prophet); 他以“眼泪”著称, 但

他的眼泪不是为自己流, 而是为别人而流.     

 

尽管充满感情(多次为耶路撒冷的城与

民流泪哀哭), 耶利米仍然是个大有勇气的人, 

放胆宣传神托付他的信息, 纵然这些信息不受

欢迎, 甚至遭人弃绝. 即使众祭司、众先知(假

先知)或平民百姓同谋杀害他, 他在逼迫下一

次也没有退缩, 反倒为他的百姓多次痛哭流泪. 

耶利米给所有事奉神的基督徒工人一个宝贵

的功课, 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  即使人对我

们的态度非常冷淡, 甚至敌对, 我们仍要坚持

下去, 把主托付的工作给做完.  

 

耶利米书一开始就提到神在众人中“找

到”了他, 并塑造他(成为列国的先知). 有关耶

利米的介绍, 没什么比以下所言更贴切了. 先

知耶利米写自传时, 道出这段感人肺腑的经历, 

指出他生命中最关键的日子  —  蒙神呼召他

的日子. 神的呼召临到时, 他是居住在亚拿突

城(Anathoth), 并在敬畏神的环境中成长. 他说: 

“主耶和华啊, 我不知怎样说, 因为我是年幼

的”(耶 1:6). 从他回答神呼召的言词中, 我们看

见他天生敏感, 自觉软弱. 但神晓得祂所呼召

的人. 耶利米记述神呼召的细节, 使我们领悟

到神在呼召方面的主权: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耶 1:5). 这番话显示神在少年耶

利米身上有美好的旨意; 对神而言, 年龄幼小

不是问题.   

 

 

(B) 耶利米的蒙召 (耶 1:6-19) 

正当犹大迅速朝向最终的灭国之祸, 在

此关键时刻, 耶利米蒙神呼召. 那时, 政治激情

处于高峰, 政治手段层出不穷, 国内各个党派

被恶劣情欲所支配, 加上致命性的错误决策大

行其道. 天性敏感的耶利米不敢负起神呼召的

使命, “我就说: 主耶和华啊, 我不知怎样说, 因

为我是年幼的”(耶 1:6).  

 

面对那时犹大国的各种危险和困境, 耶

利米自觉脆弱无能, 深感自己没有口才. 他陷

入一种危险  —  要倚靠人的口才来影响人, 而

非信靠神. 他的反应显明他自觉软弱, 而非不

愿意被神使用. 因此, 神耐心地帮助他, 对他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

里去, 你都要去”(耶 1:7). 充满主权的耶和华以

此答复慌张失措的耶利米, 向他保证神自己的

同在和拯救. 

 

接下来, 神伸手按在耶利米的口, 说: 

“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原文直译: “我已将

我的话放在你口中”, 耶 1:9). 耶利米的口将成

为神的工具, 传达神的话语. 这些话语是充满

能力的, 具有毁灭性与建设性两方面. 神借先

知耶利米传达祂的话, 为要拔出、拆毁、毁坏

和倾覆, 同时也为要建立和栽植(耶 1:10). “一

根杏树枝”的景象向他保证神的道是充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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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 “一个烧开的锅”向他述说有关列国一切

的动乱都在神的掌控之下 . 因此 , 他必须束

腰、起来, 并开口为神说话. 

 

跟着是神宝贵的应许: “我今日使你… 

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39 这是何等美妙的

话语, 是向神所差派出去执行艰巨任务的敏感

之人说的. 人要攻击他; 有些人同谋杀害他, 也

有王把他所写的书卷割破, 扔在火盆中烧尽

(例如犹大王约雅敬, 耶 36:20-24), 或把他囚在

牢狱里(例如犹大王西底家, 耶 37:18). 尽管如

此, 神已使他成为“坚城”, 没有人能胜过他 ,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

的”(耶 1:19). 人若服事满有主权的主, 并藏在

祂必实现之应许的隐秘处, 这人便为有福.   

 

  

(C) 耶利米的困惑 (耶 11:18 – 12:6; 20:1-2) 

犹大王约西亚死后, 因着叛乱者约哈斯

(Jehoahaz)40和附庸王约雅敬(Jehoiakim)的邪恶

影响, 犹太百姓变得越来越腐败. 耶利米在圣

殿中坦然直言, 毫不避讳地道出百姓的罪恶, 

结果遭人憎恨. 自此以后, 他成为备受瞩目的

人(marked man)  —  他的生命危在旦夕. 他的

同乡煽动群众, 同谋杀害他. 发现自己家族的

人奸诈, 竟然策划谋杀他, 这对耶利米而言是

何等大的打击. 他们说: “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 

使他的名不再被记念”(耶 11:19). 耶利米的经

历证实了主耶稣的话: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

里的人”(太 10:6).  

 

耶利米的反应是如“我却像柔顺的羊羔

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的心感到愁烦和懊恼. 他

                                                           
39   耶 1:18-19: “看哪, 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

柱、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 并地上

的众民反对. 他们要攻击你, 却不能胜你; 因为我与你同

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40   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 作犹大王只有短短三

个月的统治期(代下 36:1: “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

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 过后, 埃及王将约哈斯废

了, 并立约哈斯的哥哥约雅敬作犹大王(代下 36:4-5).  

与神争辩, 在某程度上表露了人性的烦躁. 他

问道: “为何恶人如此亨通?” 他求问: “此地哀

痛还要多久?” 耶利米没有偏离顺服的道路, 如

今却被人憎恨和逼迫, 甚至生命受到死亡的威

胁, 反观恶人的道路仍然亨通, 奸诈者依然逍

遥法外, 无法无天.  

 

过后, 耶利米打碎窑匠的瓦瓶, 以这象

征式手法来宣告神的审判将临到耶路撒冷(耶

19:1-15). 这严肃的宣告导致耶和华圣殿的总

管巴施户珥(Pashur)将他逮捕. 他把耶利米毒

打后, 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枷, 将他

枷在那里整整一夜, 任人羞辱(耶 20:1-3). 但神

看似无动于衷, 没有拯救他, 为何如此呢? 耶利

米之前与神对话时承认: “耶和华啊, 我与你争

辩的时候, 你显为义… 你晓得我, 看见我”(耶

12:1-3). 事实上, 耶利米恳求神拿他与恶人对

照. 神晓得义人. 祂晓得他们的心思、动机, 并

晓得他是何等忠心地警告百姓关于他们犯罪

的恶果. 不过, 如今恶人亨通, 他却惨遭逼迫.  

 

他在承认的当儿, 也向神问道: “为何如

此呢?” 先知耶利米的问题也是历代敬虔者所

发的问题. 诗人也曾陷入同样的困境, 说: “我

思索怎能明白这事, 眼看实系为难, 等我进了

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诗 73:16-17).41 

[编译者注: 义人受苦, 恶人亨通, 这样的事叫

诗人百思不解, 难以接受. 但诗人“进了神的圣

所”, 在神面前思想恶人最终的结局, 晓得恶人

必遭审判之后, 诗人的心就得以释怀, 不再埋

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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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38-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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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藻 

 
Rick Warren 

读经解经                      微光 

 

读经乐(一): 

读经的重要与态度 
  

 

(A) 导论 

使徒保罗在写提摩

太后书的时候, 知道自己在

世之日无多, 便由衷地说出

那激励人心的话: “那美好

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

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提后 4:7). 马有藻指出, “美好

的仗”是事奉的旅程, “当跑的路”是生活的历

程, “所信的道”是信仰的灵程, 也在唤醒我们

整个基督徒人生的年日里, 所关注的不外乎这

三方面: 事奉、生活、信仰. 然而, 这三大方面

经历的起步, 就是我们的读经生活.42 

 

 我们常在召会的聚会里, 在主日学的课

堂上, 在热心基督徒的谈话中听到: “我们要读

圣经!” 是的, 我们应该读圣

经(注: 本文所谓的“读经”

不单指阅读圣经, 也包含了

查经之意), 因为圣经是神

所默示的, 是永存的真理, 

是生命的真道. 但我们也必

须承认, 有些基督徒不读圣

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华理

克(Rick Warren)道出其中三大原因:  

 

1) 不知该怎么做: 因为没有人指点怎样自己

读经, 不知从何开始, 怎样开始, 所以总是

觉得做不到, 感到挫折, 不知所措.  

2) 因为没有动机: 这是由于他们还没有亲身

经历从圣经里发现真理的喜悦. 他们已经

                                                           
42   马有藻著, 《读经乐  —  实用读经攻略》(台

北: 天恩出版社, 2004 年), 第 v 页. 

变得甘于从别人那里取得他们基督徒生命

的一切所需, 而不是自食其力. 

3) 因为懒惰不做: 查经是件辛苦的工作, 没有

捷径, 需要花上时间、努力、专注和坚持. 

许多伟大的圣经真理犹如黄金要在矿脉底

层去找, 如同珍珠得在海底寻觅. 懒惰者是

做不到的.43 

 

另一方面, 即使有读圣经, 也有几种不

同类别的读经者. 周联华表示, 他仔细分析后, 

读经者大体上可分成下列三大类:  

 

1) 偶尔读圣经的: 一般上, 这些朋友不是基督

徒, 但听人说圣经非常好, 所以有机会就随

便翻翻; 不过有人随便翻翻, 神借着这本奇

妙的圣经感动了他, 使他后来信主成为基

督徒. 无可否认, 也有些基督徒不读圣经, 

把圣经放在书柜里作装饰品, 难得偶尔翻

翻. 他们也因此属于“偶尔读圣经”的类别. 

 

2) 不得不读圣经的: 有些基督徒迫于情势, 不

得不读圣经, 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既然已经

受洗了, 怎能不读圣经? 有些读神学的信徒

为了作业、考试和分数不得不读圣经. 或

许有些传道人到了星期六, 还没有准备好

主日的讲章, 只好拼命翻圣经寻找灵感或

讲道的题材. 这类的人是不得不读圣经. 

 

3) 为读圣经而读圣经的: 这类基督徒相信圣

经是神的话语, 因着内心的感动和催逼, 自

然而然要读圣经. 他们越读圣经越有兴趣, 

觉得它真是一本人生道路上非读不可的书. 

我们希望更多基督徒属于这一类.44 

  

  如何从“偶尔读圣经”和“不得不读圣

经”的阶段, 进到“为读圣经而读圣经”的境界

呢? 要做到这点, 至少要有三大条件: (1) 心灵

                                                           
43  华理克著, 傅湘雯译, 《华理克读经法》(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 第 12-13 页. 
44   陈寿穗著, 《释经实用手册》(新北市: 圣经资

源中心, 2011 年), 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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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若瀚 

领悟读经的重要好处; (2) 心思持有读经的正

确态度; (3) 有实用的读经法可供遵循. 靠着神

的恩典, 我们希望透过这“读经解经”的专栏, 

能帮助弟兄姐妹具备以上三大条件, 进而享受

读经之乐, 领受读经之福. 

 

 

(B) 读经的重要 

无可置疑, 圣经被公

认为世上翻译最多、销路

最广的书. 可惜许多人购买

圣经, 却没有每日阅读圣经

的习惯, 甚至有者将之当作

装饰品、护身符或“家具不动产”看待. 圣经已

成为许多家庭中被冻结的资产、被忽略的宝

藏. 为何如此呢? 追根究底, 不明白或不体会圣

经的重要性是其中一个主因. 赖若瀚贴切指出

以下几个有关读经的重要性:45 

 

(B.1) 读经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 

保罗对提摩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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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介绍耶稣基督, 使

人因认识祂而有得救的智慧, 引领人信靠祂而

得永生. 圣经犹如藏宝地图一般, 带领人到正

确的地方发掘宝藏.  

 

笔者知道有许多人就是因为从小明白

圣经, 或阅读圣经而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 

到了时候, 就在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的光照下, 

信主耶稣而重生得救.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

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 10:17). 没有神

的话  —  圣经  —  指点迷津, 人就不知自己的

灵魂从哪里来, 该往哪里去, 也不晓得神所设

立的救主和祂所预备的救恩. 

 

 (B.2)   读经能使人灵命长进 

使徒彼得说: “你们蒙了重生… 是借着

神活泼常存的道...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
                                                           
45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国加州: 圣言资

源中心, 2008 年), 第 15-18 页. 

道”(彼前 1:23,25). 神的道不仅使人重生, 更如

灵奶一般, 叫人灵命成长,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

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

渐长”(彼前 2:2).  

 

神赐下圣经的目的, 是要使人生命改变.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

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6-17). 

我们留意到圣经的好处如下: 

 

1) 教训(doctrine): 它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 

(What is RIGHT) 

2) 督责(reproof): 它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正确的 

(What is Not RIGHT) 

3) 使人归正(correction): 它告诉我们如何行
得正确 (How to Get RIGHT) 

4) 教导人学义(instruction): 它告诉我们如何

保持正确 (How to Stay RIGHT) 

 

当信徒靠着读经而做到以上四点时, 他

的灵命就会改变, 逐渐长大成人, 讨主喜悦(也

参 弗 4:13-14: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

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使我们

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B.3)   读经能使人分辨和遵行神旨 

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讨论一个较深的

真理(即主耶稣按麦基洗德的等次作祭司), 他

忽然说到读者的属灵情况  —  仍是婴孩, 难以

理解, 听不进去(来 5:11-14). 其实作“婴孩”并

无任何不妥, 每个信徒重生之后, 都必须经过

作“婴孩”的阶段(参 彼前 2:2). 但若信主年日

已久(注: 来 5:12 所谓的“学习的工夫”原文是

“学习的时间”), 仍然继续停留在婴孩阶段, 就

大有问题了.   

 

无论如何, 此处经文指出那些成熟的人

(借着神的道而“长大成人的”, 来 5:14), 因着认

识神的话语, 并且不断地操练, 使心窍得以开

通, 对神的话语摸通了门路, 结果遇到信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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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的难题或疑问时, 便能运用神的话语来

分辨好歹, 判别是非. 只有当人分辨和明白神

的旨意是什么时, 他才能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 

 

(B.4)   读经能使人战胜魔鬼 

以弗所书 6:10-20 提到基督徒的属灵争

战. 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属血肉的人, 而是灵

界的邪灵与恶魔(弗 6:12). 基督徒争战的装备

不是属肉体的刀剑(约 18:10), 而是神所赐的全

副军装(弗 6:13-18). 在所有军装中, 只有一件

是属攻击性的 , 即“圣灵的宝剑 , 就是神的

道”(弗 6:17), 而 来 4:12 告诉我们: “神的道是

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

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

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面对魔鬼时, 信徒必须“拿着圣灵的宝

剑”. 主耶稣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美好榜样. 祂

在受魔鬼三次的试探时, 都是靠引用圣经的话

来战胜魔鬼(太 4:1-11, 路 4:1-12). 为何祂不用

自己的话回答魔鬼, 而要每一次都引用圣经的

话(申 8:3, 6:13,16)? 这显然要表明主耶稣很重

视和熟悉圣经的话, 并且喜欢引用它来胜过试

探. 祂要我们晓得神的道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

两刃的剑更快”, 每一次不仅能“化解攻势”, 且

能“刺入要害”, 战胜魔鬼的试探.  

 

主耶稣“拿着圣灵的宝剑”

攻破魔鬼的诡计, 胜过“肉体的情

欲、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三大方面的试探(约壹 2:16),46 所

以我们也该效法主的榜样. 我们应该惯常读经, 

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诗 119:11),47 在面对种种

                                                           
46   约翰论到这三方面: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

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约壹 2:16). 把石头变成食物(路

4:3)是肉体的情欲, 眼见的万国荣耀(路 4:5-7)是眼目的

情欲, 从殿顶跳下博取喝彩(路 4:9-11)是今生的高傲.  
47   诗人也道出这方面的真理: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

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祢的话… 我将祢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祢”(诗 119:9,11). 

试探时, 就能靠着圣灵来引用它, 战胜魔鬼的

各样试探. 当你“圣卷在握”, 你就“胜券在握”! 

 

(B.5)   读经可带来属灵的复兴 

在基督徒的生活与事奉中, 常会遇见困

扰、冲突、难处和挫折, 使人容易灰心失意, 

导致灵命疲惫不堪. 在这种情况下, 基督徒如

何重新得力?  

 

赖若瀚指出, 旧约犹大王朝历史中的几

个复兴(从属灵低潮中重新振作起来), 主要因

素是因为回到神的话语上; 例如: 约沙法时代, 

他不单自己乐于遵行神的道, 并且差派祭司和

利未人到各城去, 用神的律法教训百姓(代下

17:6-10). 神因此使他国富民强, 列国都畏惧他. 

还有年仅 8 岁就登基的约西亚王, 在他 30 岁

时, 祭司修复圣殿偶然寻见耶和华的律法. 约

西亚王发现神在律法中所显明的心意后, 就带

领百姓谨守神的律法, 因而带来属灵的大复兴

(代下 34:3-21, 29-33). 

 

 神的话语是复兴的根源, 其他的媒介

都只是次要而已. 史密斯(Wilbur M. Smith)曾

说: “一个不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复兴, 最终只

会产生两种结果. 一种是‘昙花一现’的现像; 因

为没有神圣的真理作为持续更新的泉源; 另一

种是会导致‘走火入魔’的情况, 引人进入刺激

性的情感主义中, 而过后却使领受这种情绪化

经历的人漠视神的工作, 或认为它只是一项毫

无意义的活动而已.” 

 

(B.6)   读经能改变社会与国家 

圣经是个人、召会, 甚至整个社会国家

复兴的秘诀 . 英国维多利亚女皇 (Alexandria 

Victoria 1819-1901)是英国全盛时期最受敬重

的君王. 有人问她: “英国民族有什么秘诀变得

这么强大?” 她给他一本圣经, 然后说: “这就是

英国民族变得强大的秘诀.”  

 

诚然, 读经(包括遵行圣经的教导)能改

变我们的家庭、社会、国家, 甚至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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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们变得更好. 读经不仅能使人活出圣洁的

生活(约 17:17; 雅 1:23), 也可消除民间的恶俗

(加 3:28; 西 2:21-23)48和社会的贫穷(摩 5:11-

12, 8:4,7; 雅 5:1-6),49 促进社会的平等与公正

(罗 3:23-24; 加 3:28; 约 3:16).50 

 

 

(C) 读经的态度 

众所周知, 心态非常重要, 因为它影响

人的思想, 引发人的行动, 最终左右人的方向. 

读经的心态也是如此, 会影响读经的成败. 马

有藻正确评述道: “欢乐的读经主要不是靠读

经方法或个人恩赐, 而是属灵心态. 方法与恩

赐皆属中立, 虽不能忽略, 但属灵心志却胜过

一切.”51 对于读经者应有的心态, 让我们听一

听以下两位著名圣经教师的看法: 

  

(C.1)  赖若瀚提出的三个明喻 

美国达拉斯神学院教牧学博士兼“美国

圣言资源中心”会长赖若瀚 , 把他多年来读

经、教学与讲道的心得, 整理成十大步骤的读

                                                           
48   古代印度有要求妻妾为已死的丈夫陪葬的恶俗. 

著名的印度拓荒宣道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因信圣

经真理而极力反对这种风俗. 早期中国妇女还有缠足的

恶俗. 最积极和热心反对这种恶俗的是在中国的宣道士

与基督徒. 中国人三妻四妾的观念, 也饱受圣经一夫一

妻的真理所反对. 对中国妇女而言, 基督信仰是提倡女

校、鼓励妇女入学的最大功臣. 中国许多早期著名的大

学也都是召会创办的大学, 如燕京、齐鲁、协和、金

陵、圣约翰、岭南、东吴等大学. 所以圣经直接影响召

会去间接影响和提高中国的社会文明. 此外, 世界历史

上最著名为黑奴争取自由人权的美国总统林肯(Lincoln 

1809-1865)是深受圣经教训影响的人. 他提到圣经时, 说: 

“关于这本书, 我只能说是神赐给人最好的礼物.” 
49   阿摩斯书 5:11-12; 8:4,7 和 雅各书 5:1-6 严厉斥

责富人剥削贫民. 可见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千年以来一直

为穷人说话, 是世上最早又最长久为贫苦工人伸诉、警

告“见利忘义之富人”的一本书. 
50   罗 3:23-24、加 3:28 和 约 3:16 这些经文指出

所有世人(不分富贫、 不分男女)在神眼中都是罪人, 但

同时都蒙神所爱, 且能因信主耶稣而得救(得永生), 在基

督里成为一. 这是普世平等思想的根源. 现今社会充满

不平等的互相对待, 乃是因为忽略或不理圣经的教训. 
51  马有藻著, 《读经乐》, 第 7 页. 

经法, 并于 1994 年出版在《实用释经法》一

书. 此书成为基督徒读经和释经的经典佳作, 

并于 2008 年经增订后改名为《十步释经法》

出版. 赖若瀚在此书中以三个明喻法(simile)生

动与恰当地道出读经应有的三大态度: 

 

(一)    读经要如读遗嘱, 理智要了解 

你若是某份遗嘱的受惠人, 就自然会乐

意了解遗嘱的内容. 遗嘱虽有难明的法律术语

(专有名词), 但遗嘱受惠人绝不因此放弃, 总要

找律师来解明, 因它与自己有切身的利益关系.  

 

许多人觉得读经乏味, 可能认为它与自

己毫不相关. 事实上, 圣经如同一份遗嘱, 是神

特为属祂之人所预备的一份属灵文件, 每个信

徒都是受惠人或产业的继承人, 都可照着神的

应许来支取福份; 例如: 主耶稣说: “我留下平

安给你们… 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

怯.” 但门徒却没有照遗嘱去支取, 我们读到他

们都在一处, 把门都关闭起来, “因怕犹太人” 

(约 20:19). 

 

保罗在

以弗所书 1:3

说: “祂(神)在

基督里曾赐给

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神为我们预备的

丰富基业, 在圣经中到处皆有记述. 神的话语

中有取之不尽的宝藏, 使人愈读愈想读, 愈读

愈发现蕴藏在其中无穷的真理宝藏, 使每次的

寻索, 都如同入宝山, 不会空手而归. 

 

(二)    读经要如读情书, 感情要投入 

热恋中的情人两地相思, 最渴望收到对

方的信件、电邮或电话. 收到情书的那一刻,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比打开情书细心阅读更为

重要. 打开信件, 一口气把它读完, 然后再仔细

回味, 推敲每一段, 每一句, 甚至每一词的意义. 

尤其对文中的暗示语、含蓄语等都会用放大

镜去搜索. 若发觉语含天机, 便会思前想后, 直

到找出最理想的解释, 方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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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个少女初读某诗人的作品时, 觉

得枯燥乏味. 直到认识并爱上那位诗人后, 再

读他的诗, 顿觉津津有味, 以前的沉闷感一扫

而空. 关键在哪里呢? 不是诗人的作品改头换

面, 而是少女的心态改变了, 对作者产生了爱

意, 情况和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诗人也以读情

书的心态来阅读神的

话. “唯喜爱耶和华的

律法 , 昼夜思想”(诗

1:2); 喜爱神的话到朝

思暮想, 手不释卷, 这便是读情书的态度. “你

的言语… 在我口中比蜜甘甜”(诗 119:103); 读

神的话到甜在口中, 甘在心中, 这便是读情书

的滋味. 有了读情书的心态, 就不须担心信徒

不读经了. 他不再需要别人督促他、监视他、

提醒他或催促他读经, 他会自动自发地打开圣

经阅读. 是的, “爱不释手”使他手不释卷(圣经).  

 

(三)    读经要如读圣旨, 意志要降服 

中国历代皇帝差派御臣颁赐圣旨. 每当

一声“圣旨到”, 所有臣民必须下跪, 恭敬听从. 

就算领受的圣旨有违自己的心愿, 亦不敢违抗.  

 

圣经既

是神的启示 , 

万王之王借着

祂的使者所颁

布的谕令 , 信

徒岂不该存着

“谦卑受教的

心、全面顺从的灵”去领受吗? 英国的布道家

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曾在他的日记中写

道: “我开始时跪着读圣经, 将别的书都搁置一

旁. 我一边读, 一边祷告, 尽量默想每一行、每

一字. 这真是我灵魂的饮食.”  

 

在被掳归回后, 文士以斯拉和众祭司在

众民前展开律法书, 还未诵读前, “众民就都站

起来!”(尼 8:5), 以示尊重神的话. 事实上, 他们

不仅身体站着, 连“心”也“站起来”, 要恭敬地

聆听神的话.  

 

当神的话语如真光照明我心中的黑暗, 

如利刀刺进我属灵的伤处, 指出我的心意刚好

与神的心意相违的时候, 虽然要付上代价, 但

我仍须像遵从圣旨一般, 彻底对付我的阴暗面

和伤患处, 不敢违命.52 

 

尼希米记第 8 章记载神的话语在人的

“知、情、意”三大方面作复兴与更新的工作: 

1) 理智上的了解 (1-8 节): 以斯拉与文士和祭

司们宣读神的律法时, 百姓采取“侧耳而

听”(3 节下)和“要留心听”(13 节)的正确态

度; 更重要的是, 宣读的人将神的话者解释

清楚, 使人听得明白(2,3,7 节). 

2) 情感上的激动 (9-12 节): 百姓对神的心意

有深切的体认后, 便开始为所犯的罪而”哭

泣”(9 节). 但在尼希米的劝勉下, 他们转悲

为喜, 化眼泪为欢笑, “众民… 大大快乐, 因

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12 节). 

3) 意志上的降服 (13-18 节): 百姓立即行动, 

上山取木搭棚(16 节), 且欢喜快乐地遵守

神在律法中吩咐百姓要守的住棚节(17 节). 

听道或读经后, 不可停留在理智与情感的

层面, 而是要在意志上立志遵行神的话. 

 

(C.2)  马有藻强调应有七心态 

 马有藻是 “华人基督徒培训供应中

心”(简称“华训”)的顾问, 致力于供应教材, 培

训门徒, 也出版了 20 本以上的圣经诠释、解

经丛书. 他强调读经方法固然重要, 但却比不

上读经的态度. 他列出读经时不可或缺的七种

态度, 它们犹如一粒内藏七粒小丸的“读经丸”, 

或称“喜乐读经丸”, 内含“爱、志、恒、贤、

勤、律、行”, 愿所有读经者皆享用之: 

 

1) “爱”  —  爱神“及”书: 诗 1:2 说: “唯喜爱耶

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诗人能“昼夜思

                                                           
52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 第 19-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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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神的话是从“喜爱”开始. 这种对读经的

喜爱, 是因爱神而产生出来的. 俗语说: “爱

屋及乌”, 表示推爱及人的意思. 同理, 一个

爱神的人应爱神自己所默示的话语  —  圣

经, 故爱神及书. 

 

2) “志”  —  尊“书”为大: 马利亚表白“我心尊

主为大”(路 1:46). 我们应该因着尊主为大

而立志尊重祂的话语  —  尊书为大. 明朝

王守仁说: “志不立, 天下无可成之事.” 立

志尊圣经为大, 因而立志勤读它, 是基督徒

该有的心态.  

 

3) “恒”  —  恒久不“辍”: 庇哩亚信徒“天天查

考圣经”(徒 17:11). “天天”是恒久不辍之意. 

读经不是短程赛跑, 而是马拉松式的长跑, 

需要天天下苦工, 不能一曝十寒. 我们要养

成“不辍”的习惯, 因为持续有恒的读经态

度将决定我们读经的成败. 

  

4) “贤”  —  “争”取之心: 徒 17:11 表明庇哩亚

信徒“贤于”那有信、望、爱的帖撒罗尼迦

的信徒(参 帖前 1:3). “贤于”的原文是个比

较式形容词, 字意是“优胜些”. 读经不妨有

个良性竞争的心态, 要有进取心, 不甘落后

于人, 只是在努力进取的同时, 勿忘信徒之

间的和睦关系, 彼此守望相助, 而非相争.   

 

5) “勤”  —  殷勤“竭”力: 罗 12:11 说: “殷勤, 

不可懒惰…” 读经也是如此  —  要殷勤, 不

可懒惰. 常听人说懒惰的人会饿肚子, 没饭

吃. 照样, 在属灵方面, 懒惰读经就缺乏灵

粮供应, 灵命必然衰弱.  

 

6) “律”  —  “规”律自律: 来 5:14 说“长大成人

的…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好

歹了.” 若要“能分辨好歹”, 就要“习练得通

达”, 也即是有规律的“律己”. 律是一种约

束的力量, 将人纳入正确的轨道上叫作“规

律”. 信徒需要将读经时间纳入每日时间表

中, 就像吃饭、睡觉都有固定时间一样.  

7) “行”  —  决心“遵”行: 约壹 3:22 说: “…我

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祂得着; 因为我们遵守

祂的命令, 行祂所喜悦的事.” 人若决意遵

行神的话, 神就会回应那人. 读经不是求头

脑的知识, 而是求走天路的指引和奔行天

路的力量. “读经有益”是因为人决心遵行

圣经的话.53 

 

(C.3)   读经心态的总结 

赖若瀚评述道: “读经是苦是乐, 全在乎

读的人的心态. 若以圣经为遗嘱、情书和圣旨

去读, 则虽苦犹甘. 其实, 读经最乐之处, 在于

探索之后得到极大的满足. 奥莉塔·沃德(Oletta 

Ward)在她的《书中自

有黄金屋》 (The Joy 

of Discovery in Bible 

Study)一书开始时, 说

道: ‘虽然基督徒都知

道读经的重要, 却少有

以读经为乐的, 大家都

觉得圣经是一本“既难

懂又没有趣味”的书.  其实, 读经如果得法的话, 

是一件最有意义、最富挑战性和最令人感到

兴奋的事呢!’ 读经之所以成了苦差, 可能是因

为没有亲身发掘圣经真理的缘故. 若只读别人

的心得, 领受已咀嚼消化过的食物, 难怪索然

无味了. 问题在于是否‘得法’. 若找着窍门, 读

经将可带来无穷的乐趣.”54  

 

我们将在下期探讨有关读经的装备(工

人与工具的装备), 过后将用几期讨论数个实

用的读经法和释经法, 请勿错过. 

 

(文接下期) 

                                                           
53   陈终道也在其所著的《怎样研读圣经》一书中

(第 35-48 页), 提出七个读经应具备的心态: (1) 饥渴慕

义的心(太 5:6); (2) 恒切持继的心(徒 17:11); (3) 信赖神

言的心(来 11:6); (4) 倚靠圣灵的心(约 16:13; 林前 2:11); 

(5) 存着受教的心(赛 50:4-5); (6) 决意遵行的心(太 7:24-

25; 撒上 15:22); (7) 愿为主用的心(结 3:1; 林 前 4:1). 
54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 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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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学堂                      微光 

 

传福音(八): 

向主日学孩童传福音 
  

编译者注:  在 19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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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正如我们属灵前辈们常提醒的: 

“要学讲道, 先从传福音开始.” 我们已用了七

期的“讲道学堂”讨论有关传福音的事. 本期, 

我们将专注于向主日学孩童传福音.55  

 
 

(A) 最佳的农夫 

若城市小孩对农耕(farming)的事提出

建议, 或许对我们而言缺乏说服力. 但若是那

位最佳的“农夫”(耕种者)对这方面给于忠告和

本身树立榜样, 那就足以激发和指引我们. 那

第一位, 也是我们所谓的“最佳农夫”( the best 

farmer)是耶和华神 , 

祂“在东方的伊甸立

了一个园子”(创 2:8). 

这位曾设立“最美的

园子 ”的耶和华神 , 

有一天来到人间, 自

我介绍为“庄稼的主”(路 10:2), 选用园艺与农

耕来说明祂福音的工作. 祂说: “有一个撒种的

出去撒种”(太 13:3). 这撒种的比喻贴切地表明

许多宝贵的教训, 带出很多宣道原则的亮光. 

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福音的传讲和宣扬, 也适

用在每周主日学里, 向班里的孩童传讲福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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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书编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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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主日学的优势 

主日学的班级与孩童聚会是不同的. 主

日学的班级比较像一般学校的班级上课情况, 

孩童聚会则比较像学校所有学生聚在大礼堂

的特别集会(如学校周会一般). 不像典型的孩

童聚会, 主日学教师通常为数不多, 同班学生

在年龄或性别方面差异不大. 这些共同点使主

日学具有更好的优势, 因学生的兴趣、成熟度

和教育水平都处在同样的范围. 主日学的另一

优势是 : 主

日学教师能

够与学生有

更多更亲的

接触 . 在主

日学里 , 学

生与教师的

比率是低的, 

每周的主日学也提供教师更长时间的接触, 所

以教师能够更认识班上的孩童, 并给他们更多

的关注. 因此, 每个教师都应该按照学生的程

度, 选择一个适合学生年龄和知识的计划, 把

福音传给他们. 

 

保罗栽种, 亚波罗浇灌(林前 3:6). 亚波

罗以祷告的心跟随保罗去到哥林多的召会, 进

一步地教导和传道;  此乃神所计划的进程. “栽

种的和浇灌的, 都是一样, 但将来各人要照自

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赐.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

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林前 3:8-9). 

 

(C) 希伯来教育的教学模式 

先知以赛亚领受一个艰巨的任务. 他要

传讲神公义忿怒的信息, 述说以色列和犹大两

国百姓对神的冷谈和他们种种的罪恶. 在以赛

亚书 28 章里, 他向以法莲(北国以色列的强大

支派)说话, 过后把焦点移到犹大国. 犹大国的

领袖和先知因着以赛亚所说的, 便向神的信息

发出强烈的反应. 他们指责神把他们当作学校

孩童一般的看待(犹如向小学生说话). 但事实

上, 他们灵命不成熟, 正像孩童一般的幼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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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 所以该被神当作孩童一样的看待. 那些

人嘲讽, 责怪神用太简单的方式向他们说话, 

把他们当作孩童. 我们从中看见旧约希伯来教

育的典型教学模式. 他们埋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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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    

 

 他们所说

的教学模式, 其实

与神透过先知向

祂百姓说话的教

育理论和教学模

式是相同的, 也与

主耶稣和众使徒

在新约福音性教

导及传道时所用

的方式是一样的 . 

这模式在千年以后的现代主日学仍然有效, 在

主日学教师教导孩童属灵真理方面仍旧适用. 

请留意这模式的不同部分: 

 

(a)    对听众的分析: 命令 

 (An Analysis of the Audience: Precept ) 
 

“命令”(precept, 中文圣经《和合本》译

作“命”和“令”)一词在此是个特别的希伯来字, 

表达小的命令(a little precept)之概念. 希伯来

教师首先会认清他们的学生是谁, 他们的知识

水平和领悟能力, 以及他们的需要和兴趣. 如

此小心翼翼的分析听众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

则和指南, 有助于选择适当的资料和教学方式. 

他们(假先知们)指责先知以赛亚使用幼儿用语
(preschool 

terms) 向

他们说话, 

认为他们

仅有幼儿

程度. 这段

经文让我

们看见, 以

赛亚教导

他们关于

神的命令 ( 或译 “ 训令 ”, precepts) 、吩咐

(commands)或要求(requirements)的时候, 是以

适当的程度和方式向听众说话. 

 

主耶稣真正地知道人心里有何意念, 晓

得人心所思所想. 于是祂在每一个教导真理的

场合, 都正确地晓得从何开始, 明白那人需要

学习的是什么. 所以祂在 约 3:10 论到尼哥底

母这位学者的无知时, 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

生(KJV: master, 教师), 还不明白这事吗?” 但

在约翰福音第 4 章, 当祂面对一个想从属地关

系中寻找快乐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时, 祂却

是向她述说得到永生和内在圣灵的恒久满足, 

因为这正是她内心所渴慕、所寻求的事. 

 

要准确地知道和满足学生的需要, 就要

仔细地评估他们. 有时, 你可以给他们来一个

小测验或简单的测试, 或玩一个游戏来发问, 

考考他们. 你也可以叫他们告诉你关于他们所

爱的圣经故事. 若他们年龄比较大, 可以问关

于他们最爱的圣经书卷是什么, 并说出喜爱的

理由. 除了评估他们对圣经的知识和理解, 你

也必须评估他们需要什么. 你的学生当中可能

有人缺乏被爱, 不受人肯定; 或者他们可能有

道德或情绪上的困扰; 又或者某个学生的父母

正要离婚等等. 仔细认识你的学生和他们的家

庭是极其重要的. 你越认识他们, 就越能有效

地准备你的资料和教学方式.  

 

(b)    定期的重复: 命上加命, 令上加令, 律上

加律, 例上加例  

(A Regular Repetition: “Precept Upon 

Precept, Precept Upon Precept, Line 

Upon Line, Line Upon Line” ) 
 

你不可能没注意到希伯来教学模式所

强调的重复! 起初几乎看似排版方面的失误, 

但其实不然. 它是刻意的, 可能是犹大的先知

们(指假先知)嘲笑神重复性的警告. 他们认为

神差遣如此多的提醒, 好像祂在教导或纠正小

孩一样. 他们所指的教学模式, 强调温习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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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  —  孩童需要不断地温习我们或其他教

师所教过的真理. 

 

在主日学的教学里, 有几种重复方式是

有效的. 首先是重复重点, 来强调它的重要性. 

孩童已被训练, 知道重复是重要的, 当他们第

二次被父母叫去做某件事时, 他们晓得必须更

认真看待那件事. 虽你不要让孩童因过多的重

提而感到沉闷, 但你可在教学时重复重点, 确

保他们明白和识别你要他们学到的功课. 

 

另一种重复法是寻找复习的替代方式, 

以加强所该牢记的功课. 一个测验、一个温习

游戏 , 或提出好

问题来测试所学

到的重点(别问无

关紧要的细节 ), 

将有助于强化所

学到的功课 . 你

也可以给他们家

庭作业 , 迫使他

们回想和温习你给他们的资料. 你甚至可以在

那个星期里联络你的学生, 给他们测试(quiz), 

考一考他们在主日学里学到的功课, 然后给他

们重点、奖赏或仅是一个称赞.    

 

最后, 我们需要重复真理, 使之牢记在

学生心中. 即使他们 4 年前学过了“使徒保罗

的宣道旅途”(The Missionary Journeys of the 

Apostle Paul), 这不表示你的学生从那时起就

不必再学习使徒行传. 由另一个教师用另一种

声音和另一种方式, 或许能把真理更牢固地粘

在这些少年人的心版上.     

 

(c)    顺序系统: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A Sequential System: “Line Upon Line, 

Line Upon Line” ) 
 

 上述的古希伯来教学方式是很有计划, 

精心细算的.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原文可直

译作: 绳上加绳, 线上加线)指的是石匠的工作, 

拉伸测量所用的绳线(简称“测线”), 帮助他准

确地把一块石砖放在另一块石砖上. 教师也同

样必须安排一套计划, 以便按适当的顺序, 系

统化地传授那涵盖重要经文的真理, 把“真理

之石”一块接一块地建起来. 适当的对准摆放

砖石, 将使整面墙耐久稳固. 同样的道理, 把真

理一块块地建立起来, 是需要劳苦和细心地策

划与组织我们的教学工作.  

 

 很多主日学教师觉得他们有责任在每

一次上课时, 涵盖每一个福音真理. 事实上, 我

们不需要在每一课都从伊甸园讲到永恒的荣

耀. 这样的做法并不明智. 教师需要按学生们

的知识水平和领悟力, “一点一划”, 按部就班

地把真理刻在学生心版上.   

 

 如果学生完全不晓得圣经, 教师或许需

要向他们简练地概述圣经故事, 包括旧约和新

约的经典故事. 如果你的学生(特指孩童)完全

不晓得神, 你就需要教导他们有关神的特征, 

可用创世记中的每个故事带出神的特征. 如果

他们不认识神是谁, 那么, 你需要教导他们有

关罪, 或者需要用一堂课讲解十诫, 好叫学生

了解神是圣洁公义的, 必审判罪恶.  

 

 在教导真理方面, 罗马书是一本极佳的

指南. 从罗马书第 1 章, 我们学到有关神的特

征. 第 2 章教导我们关于律法和良知. 第 3 章

述说关于定罪之事, 并在基督里的伟大救赎之

法. 第 4 章论到信心, 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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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接下去几章论到人的罪性、称义和成圣

的真理、圣灵的工作、浸礼等等. 这样的顺序

很有意义, 把一块真理之石建立在另一块真理

之石上面. 若孩童还未认识神是谁, 我们就希

望要教导他们相信神, 此举并非最佳计划, 因

为学生必须先晓得神是谁, 也明白自己作为罪

人的需要, 然后教导他们信靠神才有意义. 

 

(d)    有针对性的技巧: Tzav Latzav, Qav Laqav 

 (A Targeted Technique: “Tzav Latzav, 

Qav Laqav” ) 
 

 犹大的先知

们轻视神所使用的

希伯来教学模式, 但

透过他们的投诉, 其

实证实了神所用的

方式正适合他们. 他

们对神和祂话语的

领悟是何等肤浅与幼稚, 所以神透过以赛亚,

用单音节词(monosyllabic word)向他们说话: 

“tzav latzav, tzav latzav, qav laqav, qav laqav.” 

看看这模式的希伯来字, 你不难看到拼写上几

乎带着押韵的重复模式. 这模式所采用的技巧

并非为了娱乐, 而是帮助把真理深刻在小孩的

心思上. 它几乎像是重复的一首歌, 而这类歌

唱方式是教导孩童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以歌唱

方式唱出富有真理的好歌, 能把圣经真理根深

蒂固地永存在学生的年幼思想中. 

 

你若在荒漠耕种马铃薯, 就休想它会成

长; 种在北方寒冷地带的橙, 最终也无法生存. 

你必须按照土地和气候的情况来选择适合的

种子. 是的, 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是神的话(圣

经), 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但为何主耶稣没

有向尼哥底母论

到罪的问题, 或教

导撒玛利亚妇人

有关被提的真理? 

因主耶稣这位撒

种大师, 总是智慧

地选择适当的种

子(指选择适当的圣经题目来传福音), 在适当

的情况下种在适当的土地里. 

 

(e)    耐心等候的计划: 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A Patient Plan: “Here a little, There a 

Little” ) 
 

每个主日学教师高尚的期望和祷告, 就

是看到学生信主得救. 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无

法避免的过程, 就是使徒保罗所描述的: “我栽

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 惟有神叫它生长”(林前

3:6). 种子发芽生长, 但看到生命的结果之前, 

需要有栽种和浇灌的时间; 我们要耐心等候. 

 

一些主日学教师有崇高的意愿, 希望看

到学生得救, 所以每个星期都恳求学生相信主

耶稣基督. 无论如何, 他们若不知道神是谁, 或

没有悔罪的信念, 要他们“相信”可能是言之过

早. 没有任何的捷径、方程式、礼仪或重复性

的祷告, 可以“拯

救”你的学生. 保

罗提醒哥林多的

信徒, 他们城里

有人信主得救 , 

完全是因为“神

叫它生长”.56 

 

 

 

                                                           
56   上文编译自 John Dennison 所写的文章 “The 

Cultivating of the Soul”, 载 A. J. Higgins (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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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第 103-108 页. 

编译者注:  
 

有关传福音给孩童方面, 请参美国的吉布

斯(Alfred P. Gibbs)所著的“儿童福音工作

的喜乐、危机和策略”, 刊登于 2008 年 9

和 10 月份, 第 78 期《家信》的“召会文

库”专栏; 读者也可上“家信文库”网站阅读

此篇已经修订、二合为一的文章, 网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儿

童福音工作的喜乐、危机和策略/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儿童福音工作的喜乐、危机和策略/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儿童福音工作的喜乐、危机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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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57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十): 

召会的福音见证 
 
(A)    序言  

 主耶稣有三次吩咐众门徒向世人传扬

福音的好消息, 每一次都特别强调传福音的某

一方面:  

1) 马可福音 16:15-16: 主说: “你们往普天下

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

救; 不信的, 必被定罪.” 这里是强调要传福
音和为信徒施洗(原文: 施浸).  

2) 马太福音 28:19-20: 主说: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

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另

译“时代”, age, 特指召会时代)的末了.” 这

里强调的是使人作门徒, 为他们施洗和教

导他们, 并应许得着主恒久的同在.  

3) 使徒行传 1:8: 主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

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

证.” 这里是强调得着见证的能力.  

 

召会的福音见证应该具有上述三处经

文的所有成分.58 主耶稣没有吩咐门徒只需告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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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希腊文 ekklêsia (召会)一词最广泛的用法是指

基督所应许建造的召会  —  保罗称之为“基督的身体”  

—  包含这恩典时代的每一个信徒, 从五旬节直到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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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12:23). 这些经文皆指上述所谓的“基督的身体”, 另

称“宇宙性召会”或“普世性召会” [注: 上下四方叫做

“宇”, 意即所有空间; 古往今来(过去、现在、将来)叫做

诉人如何得救. 主的要求与吩咐其实比这更多

(是使人作门徒 = 传福音 + 行浸礼 + 守真理). 

 

(B) 福音见证的七大重点 

(一)    福音的授权 (The Mandate) 

 “你们要去!” 传福音、施洗、教导和作

见证. 上述这三处经文都有一个共同点, 大使

命中传福音的对象是“万民”, 传到的范围是

“直到地极”. 召会若要完全遵循主的使命, 就

要把福音传给整个世界失丧的罪人.  

 

召会的每一个信徒被劝勉要“活出福

音”, 向人见证主耶稣拯救的大恩, 与人“闲谈

福音”. 传福音者如传令官一般地宣告福音. 他

们按复活之主赐给他们的特殊能力去宣扬福

音(弗 4:11). 这是属神的方法, “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指主被钉十架的道理), 拯

救那些信的人”(林前 1:21). 公开传扬福音所拥

有的能力和福气, 是私下谈道或查考圣经所没

有的. 尽管上述这两种活动很有价值  —  与人

接触, 使他们意识到福音的真理; 但圣灵乐于

使用公开宣传福音的方式, 领人知罪和悔改归

主. 事实上, 即使无人传福音, 神也可以自己动

工拯救灵魂, 但祂却选择了公开传扬福音的方

式, 作为祂拯救罪人的主要方法. 

 

(二)    福音的使者 (The Messenger) 

当亚拿尼亚问关于大数的扫罗时, 主告

诉他说: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

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徒 9:15). 

保罗的蒙召和使命是独

特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 

任何人作为蒙主拣选的

器皿, 宣扬主的名, 这都

是何等尊荣的特权!  

                                                                                               
“宙”, 意即所有时间; 故“宇宙性召会”代表一个比“地方

性召会”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广的召会, 即从五旬节直到

主再来(召会被提)这段时间, 在世界各地凡信主而重生

得救的信徒所组成的召会]. 地方性的召会则指在某个

时间里, 在某个地方聚集的一群基督徒所组成的群体, 

例如在哥林多的召会、加拉太省的各召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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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一篇信息可能需要数小时, 但准备

一个“神所差遣的人”, 可能需要一生. 在这方

面的意义上, 传信息者比他的传道更重要. 布

奥兹(E. M. Bounds)多年前写道: “人总是寻求

更好的方式, 但神寻求更好的人.” 更缜密周全

的方式, 及更精细复杂的机制, 不过是人为的

努力, 为要克服自己在从事属灵事工上的软弱

无力. 若要在人心中为永恒进行真实的工作, 

就要有属神的人. 神在寻找那些活出圣洁生活

和传讲属神圣言的男女. 神对以西结说: “你要

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结 33:7). 

 

准备传道者的心, 比准备他的信息更为

重要, 是更深一层的工作. 人的心若充满基督, 

就会从他传讲的信息中流露出来, 感动人心. 

传道者的灵必须被圣灵感动和引导, 以致从他

嘴唇说出神的话来. 他必须受过训练, 但“神的

学校”(并非指神学院)是他属灵教育最好的地

方. 他在基督里的喜乐、他对失丧灵魂的怜

悯、他对永恒意义的把握、他对传讲福音的

热心和在这方面的努力劳苦, 都是福音的真正

使者之标记. 在神面前屈膝, 手中握着敞开的

圣经, 默想领受神的圣言, 这样的福音使者才

是准备成为“耶和华的使者… 奉耶和华差遣对

百姓说(说话)”(哈 1:13). 

 

(三)    福音的能力 (The Might) 

 从大鱼的腹中出来后, 约拿祷告说: “救

恩出于耶和华”(拿 2:9). 神常带领祂的仆人去

到最低之处, 以向他们显明上述同样的真理

(即救恩是出于神, 得救乃是本乎神的恩, 编译

者按). 在福音事工上, 我们很早就明白这点, 

且要一生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学习这项功课. 

每当我们不愿意等候神自己动工(而靠我们本

身冒然行事), 我们只能产生人为的伪工作, 这

对灵魂得救和见证方面带来更大的破坏, 其破

坏性胜过一切我们所成就的善工.  

 

 在灵魂得救以前, 他们必须被圣灵感动

而知罪(约 16:8). 这是我们无法用情绪性的呼

吁和恐吓性的故事来达到的效果. 当灵魂信主

得救, 他们是从神而生,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

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意生的, 乃是

从神生的”(约 1:13). 约 3:6 说: “从肉身生的就

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真实的信徒是属神

的艺术作品(divine workmanship; 弗 2:11: “我

们原是祂的工作”, 这节的“工作”一词原文意

即艺术作品, 编译者按), 明显是神的杰作, 如

同天上的太阳是神的杰作一般. 在唯有神能动

工的领域, 我们绝不可伸手触摸, 免得造成破

坏. 当神处理人心的时候, 我们必须退到一旁, 

单单让神自己做工 . 哦 , 我们是何等需要恩

典、智慧, 并克制肉体, 让神做祂自己的工. 

 

 我们应该全心相信所传的圣经话语是

大有能力的, 也相信圣灵使用这些话使人知罪.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

剑更快”(来 4:12).  

 

 有时, 我们的福音工作缺乏能力. 但这

不表示我们要发明新的方法和机制. 神的延迟

是信心的考验, 神如此安排, 为要叫我们得福. 

在长达 40 年的福音工作上, 我学到一个功课: 

要让神自己动工! 我们千万不可干扰这样的时

间, “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们的责任是在广大

的福音禾场上忠心劳苦, 并把结果交托给神. 

 

(四)    福音的动机 (The Motives) 

 关于真诚委身的基督仆人, 保罗是杰出

的榜样. 哥林多后书第 5 章描述三个推动他事

奉的动机:  

 

1) 他渴望讨主喜悦, 好叫他站在基督的审判

台前, 会获得主的赞许(林后 5:9-10). 

2) 他深爱人的灵魂, 也知道主是可畏的(指圣

洁公义的主必审判罪恶), 所以他努力劝人

悔改(林后 5:11). 

3) 基督的爱激励他去爱主和爱人, 作为回报

(林后 5:14). 

 

“激励”一词的原意是“压迫、催逼、挤

向前”(to press upon; 注: “激励”一词在希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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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是 sunechô {G:4912} ).59 这字用来指在主治

好血漏妇女的那日, 那些拥挤的人群(pressing 

crowds, 路 8:45: “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 夫子, 

众人拥拥挤挤 [ sunechô ]紧靠着祢…”). 此事

帮助我们更清楚明白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 那

就是基督的爱催逼保罗、把他“挤向前”去爱, 

以回报神对他的爱. 

 

我们要常提醒自己, 当福音被传开, 就

涉及神的荣耀(提前 1:11: “这是照着可称颂之

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保罗告诉那些归信

者, 所传的福音是“基督荣耀福音”(林后 4:4). 

我们乐于见到传福音的成果, 也相信应该如此, 

但我们不可忘记一点: 当福音被传讲时, 即使

没有看到肉眼可见的成果(指有人信主得救), 

天上的神已得荣耀, 祂的爱子也得荣耀. 这应

该鼓励召会继续在主日傍晚进行他们的福音

聚会,60 纵然成果不大. 

 

(五)    福音的模范 (The Models) 

 主耶稣是寻找失丧罪人的最佳模式与

模范. 祂步行到撒玛

利亚, 坐在叙加井旁. 

虽然身体疲乏, 却耐

心等候有罪的撒玛

利亚妇人前来, 为要

赐她永恒的福气(约

4:4). 就在她归信主

耶稣后, 主对自己的门徒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

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作成祂的工”(约 4:34). 过

后, 祂举目观看群山之间的谷中禾场, 说: “举

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

的人得工价, 积蓄五谷到永生, 叫撒种的和收

                                                           
59   林后 5:14 的“激励”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sunechô 

{G:4912}, 有“推挤、催逼、敦促”之意, 被译作“拥拥挤

挤”(路 8:45), “迫切”(路 12:50; 徒 18:5)等.  
60   作者克劳福德说“继续在主日傍晚进行他们的

福音聚会”, 因为在西方欧美国家, 许多奉主名聚会都是

在主日傍晚进行福音聚会. 其实上, 圣经并没规定福音

聚会一定要在主日进行, 所以这聚会的时间应视各地方

召会的情况而定. 重点是: 不该停止传福音的聚会. 

割的一同快乐”(约 4:35-36). 祂的心思必定回

想到古时诗人所说的: “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

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

捆回来!”(诗 126:5-6). 我们期待那一日, 即撒

种者的泪与收割者的歌最终融合在喜乐中. 

 

 保罗在福音事工上的劳苦也是我们应

该仿效的模式. 他尽心竭力地劳苦, 愿意把他

为主赢取的灵魂(信主得救者的灵魂), 作为祭

物供献给神(腓 2:16-17).61 他深觉自己有一个

永远无法还清的债(并努力传福音, 来偿还这

福音的债), 并为那位“他所亏欠一切的主”而活

(罗 1:14). 

 

 提摩太被保罗称为“基督福音上作神执

事的”(帖前 3:2). 神很可能把这卷书信(指帖撒

罗尼迦前书)交在提摩太这位青年人手中(要他

交给帖撒罗尼迦的召会, 因保罗在 帖前 3:2 向

那里的信徒说他“打发…提摩太前去, 坚固你

们”). 提摩太正准备执行传福音这项高尚和圣

洁的工作. 感谢神, 虽然主耶稣被钉十架, 却从

死里复活了. 没有任何呼召比成为这位救主和

复活之主的卑微使者更加尊荣.  

 

众所周知, 保罗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提

摩太的. 保罗已准备好离世, 准备好被人斩首. 

听他最后的劝勉之言: “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

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作传道的工夫, 尽你的职分”(提后

4:2,5). 对所有在福音事工上劳苦的属神仆人, 

提摩太是我们美好的榜样. “有智慧的, 必能得

人”(箴 11:30). 

 

 新约圣经给我们的福音模式是: 为了福

音而完全分别为圣献给主. “热爱失丧灵魂”与

“完全漠不关心”是没有中间地带的, 两者水火

                                                           
61   腓 2:16-17: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

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

为供献的祭物, 我若被浇奠在其上, 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

们众人一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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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 主憎恶不冷不热(启 3:16)的心态. 宝贵灵

魂失丧是因为漠不关心, 多过因为错误教导. 

 

(六)    福音的信息 (The Message) 

保罗吩咐提摩太说: “务要传道”(提后

4:2). 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准备一篇信息是

借着内室里的恳切祷告和书桌上的殷勤查考, 

方能成事. 圣经是一切生活和传道的原始资料

(sourcebook). 它是鉴察我心、激动我灵与振

奋我魂的唯一真理, 能感动听众. 很多传道人

传福音时, 看似心中没有喜乐. 我若不享受我

所传的福音, 那些听我传的人也不会享受(指

感受到福音这好消息的喜乐). 传福音者必须

清楚发出警告(提醒不信者的结局), 也温和地

恳求听众把握救恩的机会, 但福音的信息总是

要从一个被基督所充满的内心深处传扬出来. 

 

预备信息时, 要留意以下几点: 

1) 寻找福音的主题: 读圣经时, 要常从中寻找

福音的题目. 殷勤查考圣经的词字(如得救、

称义、赎罪等), 以彻底明白你的题目.   

2) 使用简单的经文: 圣经中有数百个清楚明确

的福音经节, 所以不要尝试找不明确属于福

音的经节, 作为你传福音的经文. 

3) 容易明白和记得: 所传的信息要清楚和容易

回忆, 叫听众可轻易说出所传的是什么. 一个

清晰的重点, 好过上百个模糊的重点. 记得, 

“只有一件事我知道”远比“有很多事我似懂

非懂”来的更好. 

4) 使用简单的词句: 要精简明确, 一针见血. 讲

解真理时, 要学习深入浅出. 若有浅白易懂的

词句, 就别用深奥难明的话语. 

5) 向每个听众传讲: 要直接向每个人的心灵说

话(注: 眼睛应该看向每一个观众), 不要对着

墙壁、地板或天花板说话. 

6) 自己要享受基督: 传讲圣言和为主见证时, 

要领悟、欣赏和享受主耶稣基督(包括祂本

身以及祂所完成的工作).  

7) 使用说明和例证: 从你个人经历中找例证加

以说明. 例证(illustration)有如屋子的窗口, 让

光射进屋内. 当采用圣经以外的其他资料为

例证, 就要肯定它是正确的. 但记得, 不管一

连串的故事讲得多好, 都不是福音. 

8) 要明白这时代的精神: 虽然福音信息只有一

个, 但必须按照每个听众的背景、知识和生

活经历来传讲. 圣经多处表明传福音必须按

照听众的需要; 试比较保罗在使徒行传 13 章

(对犹太人)的传道和他在使徒行传 17 章(对

外邦雅典人)的传道(显然有所不同, 编者按). 

9) 要传讲罪和主的宝血: 福音是人的堕落和神

的拯救. 在传福音以先, 必须作最后一个测试, 

即查看所传的信息是否有论到人的罪和主的

宝血. 我不是说每篇信息都要讲到血, 但每篇

信息都必须引导罪人去到基督和祂的工作那

里. 罪人不能做什么, 唯有仰望救主耶稣, 倚

靠祂所成就的救赎工作. 

 

(七)    福音的方法 (The Methods) 

 现今有些人开办他们所谓“赢取灵魂” 

(soul winning, 领人归主)的课程, 以他们自己

所选的方法开始. 主告诉祂的门徒: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可 1:17). “得

人”(赢取或拯救灵魂)是主的特权, 唯有祂可以

做到. 要尽量放下自我. 钓鱼时有三个规则: 

“远离(鱼的)视线, 再离远一点, 更远一点.” 事

实上, 在福音工作上, 这方面要学的功课很多. 

 

 我曾与一位福音老手一同进行主工. 此

人在我们的时代被公认为最有智慧的领人归

主者(soul winners)之一. 几乎每个人都有专长, 

而他的专长就是赢取灵魂, 领人归主. 这人就

是麦克贝恩(Lorne McBain). 他热心与竭力地

为失丧灵魂日夜劳碌. 他帮助了很多青年人

(主的工人), 但我与他同工很多年, 如同父子一

般, 所以我比别人受益更多. 他教导我很多功

课, 有些我已学到, 有些还学不到. 对于很多没

有这类个人性训练的青年人, 我深感同情.  

 

灵魂并非已被程序化的机械人! 每个人

都是独特的个体, 有各自的背景、问题和知识

水平. 当你要作个人布道时, 先要作一个好的

聆听者, 找出那人的思维和问题, 并以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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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容许那人有足够机会表达自己. 其中一个

常犯的错误, 就是在还未发现听者的需要之前, 

就发动我们已备好的讲章(滔滔不绝地讲个不

停, 不让对方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机会). 

 

如果你问: “你是基督徒吗?” 对方回答

“是”, 但他可能只是挂名的基督徒, 你需要反

驳或抗辩. 这样的谈话是糟糕的开始. 反之, 如

果你发问, 例如说: “你相信人是有可能清楚知

道自己有永生的吗?” 那你就能从他的答复中

更认识他. 倘若他承认自己有永生, 你能继续

问他如何知道自己有永生, 这样便能开始一个

正面的讨论. 负面的讨论往往会突然结

束, 因其中一方不想再谈下去了. 

 

现今充满惊天动地的事件(特指

许多圣经所预言的末日征兆逐一应验), 

很适合向某些人发问“你相信主耶稣会

再来吗? 对于这一类问题, 或者你也可

述说圣经所预言的事件, 引入主再来的

课题 . 很多人因读了哈尔林赛 (Hal 

Lindsay)的《晚期的伟大星球  —  地

球》(Late Great Planet Earth)而对末日事件和

预言深感兴趣. 你或许不赞同此书作者所说的

一切, 但你倒可把握机会用此书作为话题来开

始. 总是要以听者所拥有的正面知识, 来发展

谈话内容, 而非专注在辩论听者的错误论点. 

 

你可喜乐地向别人见证自己得救的经

历, 也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如果你在谈话

中失败, 就要检讨失败的原因, 并把学到的功

课应用在下一个有同样问题的人身上. 在对付

异端方面, 最有效的方法是指出我们所传的福

音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 3). 这真

是我们属灵前辈所领受的真道, 而非只是我们

所独有的. 它是历代以来所有真信徒和我们所

领受的真理.  

 

每一个有效的见证人都会寻找和制造

机会. 已归天家的史密斯(Oliver Smith of Iowa)

在一间餐馆用餐. 他对招待员说: “我是一个快

乐的人”, 而他表现确实如此, 但那招待员没有

回应, 所以当她再回到餐桌, 史密斯问道: “你

想要知道为何我这样快乐吗?”(他们就这样开

始对话, 有机会介绍福音中的主耶稣基督) 我

们每个人也许不能像上述所说的这些人那般

的老练, 但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宝贵功课. 

 

虽说整个世界都能成为召会传福音的

禾场, 但每个召会都应该有各自特选的地区. 

对于帖撒罗尼迦信徒, 保罗写道: “因为主的道

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 你们向神的信心不

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 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

了…”(帖前 1:8). 这对现今的召会而

言是何其真实的提醒. 他们要对自己

的地区有直接的责任, 同时也要支持

国内或国外远方的宣道事工.  

 

每个召会应该以福音为念. 每

个召会应该在自己的地区安排一系

列的福音聚会, 至少两年一次. 有些

地方的召会很多年了都没有任何特

别的福音聚会.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

代在一系列的福音聚会上, 每晚传讲福音信息, 

“我的话岂不像火 , 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

吗?”(耶 23:29). 有些人数众多的召会, 当中许

多人就是在这样的特别福音聚会上信主得救

的, 可是很多召会已不再采用这种旧方式, 进

行一系列几晚的福音聚会.  

 

可悲的是, 许多召会已停止主日傍晚的

福音聚会.62 他们以家庭查经聚会取而代之, 但

他们却得承认, 这方法难以向出席者传福音. 

夏令营(Summer camps)似乎成为他们的福音

工作, 但这无法取代传讲福音, 因传福音能唤

醒罪人, 引领他们知罪, 在神面前真诚悔改. 我

们当中很多人感谢神, 因为我们所参与的召会, 

有举办一系列的福音聚会, 使我们借此听信福

                                                           
62   在欧美国家很多奉主名聚集的召会, 惯性在每

个主日傍晚进行福音聚会. 无论如何, 圣经没有规定福

音聚会要在何时进行, 所以福音聚会的时间应视各地方

召会的情况而定. 重点是: 不该停止传福音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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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而得救, 否则我们仍然走在朝向阴间地狱的

道路上, 或者已在那里了. 故此, 千万不要放弃

福音聚会或福音系列. 从事这有永恒意义的工

作是没有捷径或容易的方法. 

 

如果神开恩给你, 赐你良机去帮助一个

正在寻找神的困扰心灵, 那你一定要学习一个

基要的功课  —  等候神! 圣灵有祂的特权

(prerogative)去打开人已瞎的心眼, 叫福音的光

照耀在黑暗的心灵中(林后 4:4). 我们要把人指

向主耶稣在十架所成就的工作; 不要急于指示

他做东做西, 例如祷告求主进入他的生命或心

中(要先让他解决罪的问题, 编译者按). 我们不

能告诉一个心灵如何相信, 因这样做只会产生

混乱. 我们可以告诉他要信靠谁, 给他神的话

语,63 等候神指引他去得着救恩.   

 

 有者认为一个困扰的心灵在没有得救

的情况下回家, 便是一个悲剧. 无论如何, 有不

少次神指引我们把他带到救恩门口后, 就让他

安静独处. 当我们或那些想要帮助他们的人离

开后, 那人就决志信靠神了. 他往往需要最后

的定意, 停止注视自己或他人. 很多人在传道

人离开几分钟后, 就仰望和信靠基督了. 还有

一个很好的做法, 就是把一些好的福音单张交

在他们手中, 让圣灵继续借着单张向他们说话. 

 

 神的意愿不是要我们坐在福音堂, 打开

大门等候人进来找我们. 有一个适合传福音的

地方是好的, 方便我们邀请人前来听福音. 但

主的大使命是“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

民听”(可 16:15). 神已大大赐福这样的“去”, 也

有几种方式这样做: 夏季的露天布道会、搭帐

篷传福音、逐家探访、在街上分派福音单张, 

与人分享福音、在购物广场或博览会上设一

个吸引人的福音摊子等等.64   

 

                                                           
63   例如请他阅读一些富有福音信息的经节, 如约

翰福音 1:12; 3:16; 弗 2:8-9; 罗马书 10:9-10 等等. 
64   上述方式有些只适用于欧美国家, 例如“夏季的

露天布道会”不适用于没有四季的马来西亚.  

(C) 对孩童和青少年传福音  

 进行孩童事工仍然是最有效的传福音

方法之一. 很多我们的弟兄傍晚在福音帐篷

(gospel tent)传福音, 但利用早上的时间进行孩

童聚会. 不少在远边的郊区开办的主日学, 或

进行的孩童特别聚会, 也导致那里最终成立了

地方召会. 这类的事工不是次等价值的. 它们

都是主的圣工, 必须给于极大的重视和我们全

心的支持. 

 

 当进行孩童事工时, 必须述说神的道, 

以满足听者真正的需要. 圣经多方支持这点. 

在传福音方面, 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会堂里

对犹太人的传道(徒 13:13-41), 与他在雅典对

有学问之异教徒的传道, 是有很大的不同(徒

17:22-34). 虽是相同的基督、相同的福音、相

同的传道人, 但听众却不同. 腓利是有智慧的

人, 他向撒玛利亚人传讲“基督”(徒 8:5), 却向

埃提阿伯(埃塞尔比亚)的太监传讲“耶稣”(徒

8:35).65 不同点在于听者. 因此, 当我们向孩童

传福音, 我们必须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语词来吸

引他们的注意力, 把真理刻在他们的心版上. 

 

 圣经有很多例子, 说明把神的道放在青

年人的心中是重要的(创 7:1; 申 4:9-10; 6:6-9; 

11:8-22; 太 18:1-6). 保罗虽没有结婚, 没有肉

身方面的孩子, 但他有一大

群属灵的孩子; 他知道把神

的道放在年幼孩子的心中

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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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5   撒玛利亚人晓得旧约圣经预言“基督”要来拯救

神的百姓(约 4:25), 所以适合对她传讲“基督”. 对旧约圣

经不太熟悉的外邦人如埃塞尔比亚的太监, 就传讲“耶

稣”, 强调神“道成肉身”, 来到人间拯救世人脱离罪恶. 
66   上 文 编 译 自 “Assembly Gospel Testimony” 

(Chapter 11),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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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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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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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未得救的罪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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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罪人得

救无关. 我们也探讨了加尔文主义五大要点的

谬误, 以及正确解经的三大原则. 本期, 我们将

继续讨论正确解经的最后四大原则, 并作总结.  

 

(A)   导论 

(B)   圣经所谓的拣选 

(C)   神学所指的拣选 

(D)   在圣经上的加添 

(E)    持守圣经的话语 (Keeping to the Scriptures) 

  

在这方面有七大原则可遵循: 

(一)  原则一: 观察经文真正所说的 

(二) 原则二: 查考上下文的语境 

(三)  原则三: 不要加添圣经的话 

 

(文接上期) 

(四) 原则四: 不要删减圣经的话 

 (Do Not Take Away from the Scriptures) 

人很容易忽略圣经中那些属于自己不喜

欢的经文, 声称它们不适用于这个时代和处境. 

“自由派”(或称“不信派”, liberal)和“后现代新

派”(new post-modern)的思想告诉我们, 现在已没

有合乎正道的绝对性(moral absolutes). 他们说没

有所谓“客观真理”(objective truth)可以应用在任

何疆界、时间和文化. 人们先前注重“以往的确

定性”(old certainties, 例如关乎历史、考古、科

学或圣经的种种事实)已被现今所谓的“相对主

义”(relativism)所取代了.67 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

就是那些“多元主义者”(Pluralist, 认为一切信仰

都殊途同归 ), 他们对宗教观念持有主观

(subjective)的看法. 他们说, 圣经只可按写的人

所指的范畴来分解(特指按作者当代的情况来解

释). 他们还强调, 解释圣经时要根据读者自己的

主观看法, 也要考虑今日是否适用. 结果, 圣经作

为独一真确的意义已被摒弃了. 

  

我们会遇到不信的人

对神的真理作出评击. 但叫人

震惊的是, 在信徒的思维中, 

这“酵”(指上述后现代主义的

谬论)已慢慢并稳定地发大起

来; 举个例子, 一些基督徒解

经家告诉我们, 哥林多前书第

11 章所提到的姐妹蒙头是属

于文化的议题(cultural issue), 是当时在哥林多一

种体面的做法. 我们现在可以丢弃这个做法, 因

为现在的处境不同了. 不过, 当我们细心阅读那

段经文, 我们会发现姐妹蒙头不是关乎文化议题, 

而是圣经的教义(doctrinal, 是要基督徒遵行的). 

这不是体面的问题, 而是关乎“头权”(作头带领, 

headship)的教义(见 林前 11:3).68 然而, 似乎很少

基督徒圈子仍遵从这个圣经教义. 他们已将圣经

删减了, 这是何等可悲的事啊.  
  

同样, 姐妹在会中保持安静(姐妹的沉静)

也是如此. 虽然圣经明说不许姐妹在会中说话

(林前 14:33-35; 提前 2:11-12), 许多召会仍不接

受这个做法. “文化背景”又再一次被视为主要原

因(他们指姐妹沉静是当代的文化, 不是神给今

日基督徒的吩咐, 编译者按). 另有人说保罗对女

人存有偏见, 并他的见解反映当时以男性为主的

世界观. 不过, 这种推理分析是很危险的, 信徒应

该完全鄙弃(因这推理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圣经中

                                                           
67  有关这点, 请参第 115 期至 117 期《家信》的

“话题论坛: ‘绝对的真理’死了吗?  —  回应后现代主义” 
68  有关蒙头和“头权”的教义, 请参 2000 年 9 和 10

月份《家信》的“召会真理: 蒙头 — 可有可无的传统?” 

可上网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

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8%92%99%E5%A4%B4-%E5%8F%AF%E6%9C%89%E5%8F%AF%E6%97%A0%E7%9A%84%E4%BC%A0%E7%BB%9F/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8%92%99%E5%A4%B4-%E5%8F%AF%E6%9C%89%E5%8F%AF%E6%97%A0%E7%9A%84%E4%BC%A0%E7%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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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头权”和“女人职事”的教义, 编译者按).69 这

是对圣经的攻击. 我们既然不该在圣经上加添什

么, 也不该删减什么. 保罗见证说: “因为神的旨

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 20:27). 

保罗这方面的见证, 也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即忠诚地传达神的旨意, 不加添也不删减). 

 

(五) 原则五：把所有相关经文互相比较 

(Compare Scripture with Scripture) 

事实上, 圣经的教训不可只建基于某一

节经文上. 将圣经某一节或某一句抽出来, 订立

一个教义, 其实是错误的做法. 圣经是神给人的

全部话语, 人必须全面地(而非断章取义地)去阅

读和分解. 要研究圣经中某一个题目, 我们必须

找出所有相关的经文, 然后互相比较, 如以赛亚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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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 

 

我 们 在 前

几期《家信》查看

“拣选”(election)的

时候, 已用了这个

方法. 将经文互相

比较, 我们便可看

见这词首先适用于

基督, 然后是论到

天使、以色列、以

色列人当中的信

徒、十二门徒、保

罗和召会. 要掌握圣经所教导的拣选, 必须查看

所有相关的经文和它们的用法. 我们之前已指出, 

“拣选”一词被神学“劫持”了, 被误用来指个别罪

人按永远定旨蒙拣选得救或被弃绝. 然而, 当我

们以基督作为开始  —  祂是神所拣选的  —  进

而比较及对照有关以色列的拣选和召会的拣选, 

我们就恍然大悟, 明白圣经所谓的“拣选”之真理
                                                           
69   现今世界的现代女权运动高举“男女平等”的口

号, 强调“男人可做的事, 女人也可做”. 事实上, 圣经早

就教导男女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加 3:28), 只是在职事(职

份和事奉)上有所分别. 有关姐妹沉静的教义, 请参 2000

年 11 和 12 月份《家信》的“召会真理: 女人的职事”, 

可上网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

会真理 4 女人的职事/ . 

是关乎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 圣经所说的拣选和

预定, 不是指罪人和他们的得救, 而是那些已得

救的人和他们得救后所得的福分. 只有详细阅读

一切相关的经文, 真理才得显明. 

 

圣经教导“因信称义”的道理也是如此. 如

果我们单根据雅各所说的去理解这个词语, 我们

可能得出“因行为称义”的信息. 但当我们比较雅

各所用的词和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所用的

词, 就不难发现“称义”不是因着行为. 但雅各说: 

“这样看来 ,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 不是单因着

信”(雅 2:24), 而保罗说: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

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罗 3:28). 这样, 

保罗说我们因信称义, 不靠着行为; 但雅各说我

们因信称义, 也有行为. 这个矛盾怎样获得完满

的解答呢?  

 

我们若要解答这类问题, 就必须确信神

的话不会自相矛盾. 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应用

原则二: 查考上下文的语境(consider the context). 

当我们比较和对照这词在不同的经文出现, 清晰

的图像就逐渐呈现. 保罗所说的是罪人悔改归信
主时的称义, 行为在这方面一点功用都没有. 但

雅各说有信心又要有行为, 不是谈到得救的基础, 

而是信徒生活的原则. 如果我们只凭一处圣经去

建立自己的见解, 我们所理解的是很有欠缺的. 

当我们将经文互相比较, 我们便会明白圣经把互

相关连的真理以不同层面摆列出来, 每一处都部

分地描绘整个真理的意思.  

 

我们还可列举其它

例子. 要掌握真理的意义, 

我们必须比较各题目的出

处, 比较所有相关的经文. 

 

 时代: 区分关乎以色列的事(律法)和关乎召

会的事(恩典). 

 召会: 区分基督的身体(宇宙性的召会)和地

方性的召会. 

 基督的再来: 区分主基督“为召会而来”和“同

召会而来”(作为人子再来). 

 福音: 区分国度的福音和恩典的福音.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5%8F%AC%E4%BC%9A%E7%9C%9F%E7%90%864%E5%A5%B3%E4%BA%BA%E7%9A%84%E8%81%8C%E4%BA%8B/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5%8F%AC%E4%BC%9A%E7%9C%9F%E7%90%864%E5%A5%B3%E4%BA%BA%E7%9A%84%E8%81%8C%E4%B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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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 区分基督的审判台和白色大宝座的审

判(林后 5:10; 启 20:11-15). 

 

   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题目和它们的区分 , 

可参考《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各样不同的事

物》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Things that 

Differ), 由印度的 Amainthakarai Gospel Hall 出

版. 我们需要仔细研读每一节经文和每一段落, 

这 方 法 有 时 可 被 称 为 “ 分 析 法 ”(analytic 

approach). 然而,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方法上, 

毛病就必然出现. 我们还须将一切相关的经文段

落汇集起来, 作整体研究, 这个过程称为“综合

法”(synthetic approach).  

 

在这方面 , 斯克洛

基 (Graham Scroggie) 的

《福音指引》 (Guide to 

the Gospels)是很好的例子, 

他结合了以上两种方法 , 

先是集合四本福音书排列

分解(综合法), 然后再将每

一本福音书各别分析(分析

法 ). 他的另一本佳作是

《揭开救赎的剧幕》(The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这是全面研

经的最佳例子之一 . 斯克

洛基说得有理: “我们只熟

悉某些金句或宝贵书卷是

不够的 , 我们应该认识整

本圣经 , 并熟悉各个部分

如何构成圣经的整体 , 因

为这是一个渐进的启示 , 

其中每一部分在结构上是

与相关的各个部分连络; 惟有认识整部圣经, 我

们才能欣赏其中的伟大和经历它的能力.” (引自

《揭开救赎的剧幕》, 第一辑, 第 17 页) 

 

因此, 我们要把经文互相比较, 而不是单

靠某一段落来设立教义, 忽略了其它段落的教导. 

保罗给提摩太的教训在今日同样适用, 他说: “你

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作无愧的工人, 按着

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六) 原则六: 对圣经静默不语的事保持静默 

(Be Silent When the Scriptures are Silent) 

圣经中有些事物是神不让我们知道的; 

譬如, 当众使徒问主会否在那时就复兴以色列国, 

主回答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

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徒 1:7). 人若肯顺服

这些话, 不知省去多少不必要的争论和时间. 人

若尝试去计算和预测主再来的日期和国度复兴

的日期, 是明明违背经文的清楚教训. 

 

圣经亦告诉我们那些我们不必知道的事, 

例如: 主荣耀显现的时候, 谁将坐在祂的左和右? 

(可 10:40) 为什么有些人死得悲惨? (路 13:1-5) 

保罗在乐园中听到的话是什么? (林后 12:4) 还

有给得胜者写在白石上的新名是什么? (启 2:17) 

天使打七雷时所发出的宣告是什么? (启 10:4) 

 

以上提及的都是神向我们隐藏的事. 此

外, 还有许多事是圣经没有明明禁止的, 但圣经

却保持静默. 我们想到基督的童年. 祂玩耍吗? 

祂作梦吗? 祂有没有学习讲话、行走和阅读? 我

们必须以尊敬的态度, 向这“神性的奥秘”保持谦

卑, 并认同圣经对这些问题保持的静默或沉默. 

 

我们应该对“如果… 又怎样?”这一类问

题极为小心. 如果以色列接受了拿撒勒人耶稣为

神的基督, 那又怎样? 如果犹大没有出卖主, 那

又怎样? 如果彼拉多释放了主, 那又怎样? 还有

那些关于主的预言又怎样? 是否会有不同的描

述呢? 救赎又怎样成就呢? 我们怎样解答这些虚

构的问题呢? 事实很简单, 我们不知道答案, 也

无法可知.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惟有

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

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申 29:29) 

 

有趣的是, 有些在旧约时代属于隐秘的

事物, 在现今的召会时代已被显明. 保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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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奥秘就是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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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还有其它奥秘的真理, 

现今在召会时代已被启示出来, 例如: 福音(罗

16:25)、召会被提(林前 15:51)、基督住在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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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ine (354-430 A.D.) 

里面(西 1:24-29)、天国的奥秘(太 13 章)等等. 

读者若想多认识时代真理方面的奥秘, 请参看卫

尔逊(T. E. Wilson)的《关乎奥秘的新约教义》
(Mystery Doctrines of the New Testament). 

 

我们已指出, 圣经没有解说某些人相信

主和某些人不信主的

原因何在. 路加在使

徒行传 28:24 告诉我

们: “他所说的话, 有

信的, 有不信的.” 是

什么导致上述的信和

不信呢 ? 奥古斯丁

(Augustine) 的答案是 “ 绝对的预定 ”(absolute 

predestination). 但圣经既然在此事上静默(没有

解说某些人相信和某些人不信的原因), 我们宁

可不给任何解释, 比给错误的解释还好!  

 

在圣经中, “预定”不是指着救恩, 而是指

得救后的福分和目的. 我们无法解说为什么有些

人作了对的选择(接受耶稣基督), 而其他人却作

了错的选择(拒绝耶稣基督). 但解释“为什么不

同的人作不同的选择”其实是完全非人所能领会

的. 我们也不能借种种抽象的查询(metaphysical 

enquiry)去寻找答案, 例如抉择论(determinism)、

宿命论 (fatalism) 、必然论 (necessity) 、责任

(responsibility)、神的主权(sovereignty)和自由意

志(free will)等等. 这些

方法的潜在危险是: 我

们会不由自主地以哲
学作分析, 而不是根据
圣经. 主耶稣向尼哥底

母解释重生时, 说: “风

随着意思吹, 你听见风

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

里来, 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约

3:8). 我们可安心地把答案留给主去解答, 祂是

世人的救主, 又是全地的审判者. 

 

对于某些没有神启示的事情, 我们应该

紧记摩西的话: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

的”(申 29:29). 圣经保持静默时, 我们也该保持

静默(注: 不要自作聪明, 说了圣经没有说的话).  

 

(七) 原则七: 使用圣经的词语和用语 

(Use Scriptural Language and Terms) 

首先, 我们要澄清, 我们不愿意“定无罪的

为有罪”(赛 29:21), 我们不是指任何采用“非圣经

字眼或词语”(nonscriptural expression)的人都犯

了错 , 例如常听闻的 “三一神 ”(Trinity)或 “代

罪”(substitution)等字眼, 其实是表达了圣经所教

导的观念. 尽管如此, 我们应用这些字眼时, 要非

常谨慎, 并要准备解释或印证它们的意思. 然而, 

我们应该尽量使用圣经的词语和用语. 遵行这个

原则可使我们免犯错误, 不至偏离; 例如, 请看那

些在圣经中给主耶稣的美妙称号: 主、人子、神

的儿子、独生子、神的羔羊、道、爱子、神的

基督、救主、圣者、我就是(我是, I AM)等等.  

 

这列表还没有完尽. 为什么有些人要使

用一些并非出自圣经而且含糊的称号如“神-

人”(God-man)呢? 特别在关于基督的称号方面, 

倒不如采用圣经的表达方式, 岂不更好吗? 同样, 

传福音的时候使用出自圣经的词语也比较适切

与安全. 今天有一种趋势, 就是呼召罪人前来向

基督“做出承诺”(make a commitment). 这是模棱

两可的词语. 如果传道人指罪人应该凭信把他的

罪交托给主, 求主赦罪和拯救, 我们毫无异议. 但

是, 罪人被催逼去与主立约, 做出某些个人承诺, 

那么, 传道人便是偏离了福音的重点(因为福音

强调人得救是因着信主耶稣[弗 2:8; 约 3:16], 而

非向主做出承诺, 编译者按).  

 

我们必须谨记, 救恩不是由罪人向神订

立的合约(compact)或契约(covenant). 救恩是神

怜悯罪人, 借着神的恩, 也凭着人的信. 福音的传

道人不该使用误导性的词语, 因为他从圣经中可

找到充足的圣经词语去表达救恩, 例如: “凡接待

祂的”(约 1:12)、“信祂的”(约 3:16)、“到我这里

来的”(约 6:35)、“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

督”(徒 20:21)、“信基督”(徒 24:24)、“因信称

义”(罗 3:28)、“你们与神和好”(林后 5:20)、“我

们… 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弗 1:12)、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弗 2:8)、“离弃

偶像, 归向神”(帖前 1:9)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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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直接从圣经可得的词语之外, 

我们还有许多在圣经中美好的比喻, 我们可以使

用它们, 把罪人引到神面前, 例如: “人若喝我所

赐的水”(约 4:14)、“人若吃这粮”(约 6:51)、“人

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约 7:37)、“我就是

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约 10:9)、“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 22:17)等等. 无论

使用上述哪一个词语, 目的都是把罪人引向基督. 

我们同意主仆克劳福德(Norman Crawford)的劝

喻: “罪人不应被指派做任何事, 只该仰望主, 因

祂已完成一切救赎之工” (引自《奉祂的名聚

集》[Gathering unto His Name], 第 112 页). 简

而言之, 最好是避免使用非出自圣经的含糊词语

如“做出承诺”. 传讲福音时, 要用圣经的词语. 

 

福音传道人不

该迟疑不用圣经的词

语 , 如称义、救赎和

赎罪 . 传道人的责任

是向会众解说这些术

语 , 而不该试图避开

它们. 我们也不应摒弃圣经指着“罪”的用语(尤

其是淫乱的罪), 而以现代传媒所用的字句取代

(因它可能淡化了罪的严重性). 我们更应该避免

使用街头俚语. 简之, 要用圣经可敬的词语, 忠心

传道(提后 4:2). 

 

若我们引用神学词语, 就应该加倍小心; 

举个例子 , 如果我们告诉罪人他是“完全的败

坏”(完全的堕落, totally depraved), 我们是否引起

沟通上的误解呢? 甚至支持加尔文主义五大要

点的人都承认这词语含有误导性, 他们通常要花

很多精力来解释这词所不代表的意义.  

 

事实上, 当我们想描述人堕落的情况和

人的性情时, 我们最好使用圣经的词语: 恶(太

12:34)、恶念、苟合 (可 7:22-23)、失丧 (路

9:10)、罪(罗 3:19)、定罪(约 3:18)、罪的奴仆

(约 8:34)、在罪恶之下(罗 3:9)等. 注意圣经也用

暗喻来描述罪所带来的败坏: 瞎眼(约 9:39)、病

(约 9:12)、为奴(约 8:34)、黑暗(约 8:12)、欠债

(太 10:45). 因此, 人都是罪人(路 15:10), 并且须

要悔改和相信主耶稣(可 1:15), 以获得重生(约

3:3)和救恩(路 19:9). 

 

最后, 我们要转到敬拜时使用的词语, 这

是更重要的原则. 当圣徒聚集, 一同掰饼记念主

的时候, 弟兄的责任是带领会众去敬拜. 他们的

赞美和感谢应该是满了表达各样祭物、会幕、

诗篇、先知书、福音书和新约书信的丰富言词

和语意. 我们的心灵和言语应该是充满着基督. 

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中伊利沙伯、马利亚和撒

迦利亚的颂赞诗章时, 我们岂不赞叹他们所用的

美妙圣经词语和隐喻吗? 他们显然很熟悉旧约

圣经, 能流畅地使用其中的词句. 当我们感谢神

赐下祂儿子时, 也该使用圣经中那些崇高、可敬

和神所默示的词语. 

 

我们既然有这么多来自圣经的丰富词

语、隐喻和例证, 就不再需要寻找和采用圣经以

外的词语. 一些非圣经用语附带许多假设, 都是

来自人的观念和理论. 我们应该避免使用的神学

词语包括: 完全的败坏(total depravity)或完全的

无 能 (total inability) 、 无 条 件 的 拣 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有限的救赎 (limited 

atonement) 、 不 能 抗 拒 的 恩 典 (irresistible 

grace)、圣徒的坚忍(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一般的呼召和特别的呼召、暂时的信心, 以及特

殊的救赎(particular redemption)等等. 在传道、

教导、见证和敬拜所用的词语方面, 我们该紧紧

跟随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喻: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

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提后 1:13). 

 

第四章总结 

论到怎样查考圣经, 我们提出七大原则. 

第一, 观察经文真正所说的. 我们很容易因着额

外加上自己的假设而误解圣经. 第二, 理解一个

词语或字句的意义, 最好是详细查考上下文. 考

虑一个词语所在的背景与段落的思维是很重要

的. 第三, 我们指出不要在圣经上加添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避免以演绎式三段论法的逻辑

(deductive syllogistic logic)去订立教义, 因为加

尔文主义五大要点的错谬大致上来自这个极不

恰当的推论方法. 第四, 我们不要删减圣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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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Calvin (1509-1564) 

我们应该教导和实践神全部的旨意. 第五, 研读

圣经时必须把所有相关经文互相比较. 圣经从来

不会自相矛盾, 研读圣经时要看圣经的整体, 认

识真理是一致的. 第六, 我们指出要有智慧, 对圣

经静默不语的事保持静默, 这可避免无益的猜测. 

第七, 我们呼吁人使用圣经的词语和用语, 无论

是作见证或敬拜神, 我们尤其要小心那些来自神

学却不符合圣经的词语或立论. 

 

(F) 结论 (Conclusion) 

本书的目的是比较圣经中的拣选和神学

(特指加尔文主义)所指

的拣选. 我相信我们已

清楚表明它们互不相

符, 在本质上互不相同, 

彼此矛盾. 我回忆有个

讲员曾在贝尔法斯特

(Belfast)举办的 “复活

节 读 经 大 会 ”(Easter 

Conference)上, 极力向会众声称自己相信神的拣

选. 事实上, 我们都相信, 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 

然而, 我们不久便发觉那个讲员所理解的拣选, 

是基于奥古斯丁或加尔文的假设(Augustinian / 

Calvinist assumptions). 当时, 许多人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他的说法, 没有发现圣经中的拣选与神学

的教义大相径庭, 大不相同, 这使我十分惊讶. 我

们在书中所讨论的, 是为了鼓励读者们在圣经的

亮光下, 试验自己对这些重要真理的理解. 

 

我们已看过神一切的旨意都集中在祂儿

子身上. 神所拣选的是祂的独生爱子,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那在祂里面的, 是在基督里蒙拣选的. 

我们信徒在祂的蒙神拣选里一同有分. 此外, 召

会是神属天的拣选, 在未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

蒙拣选的, 为要得着天上、属灵和永远的福分. 

圣经所谓的“拣选”不关乎得救恩, 而是得救后的

福分和目的. 拣选只关乎被赎的人, 与不信的人

完全无关. 这才是圣经中所教导的拣选. 

 

另一方面, 神学(加尔文神学)所指的“拣

选”就完全不同了. 根据此神学所说的, 神按永远

不变的定旨(unchangeable decree, 即永恒不变的

定旨[eternal decree] ), 决定拣选某些人得救, 同

时拒绝拯救其他人. 这不符合圣经的观念是来自

希波的奥古斯丁 . 其后的改革宗 (Reformed 

School, 指“归正宗”的学派)以这个教义为正统的

教训 , 并采用奥古斯丁的双重预定论 (double 

predestination), 作为他们神学系统的基要学说. 

他们将这谬误加在圣经上, 以一连串的演绎式三

段论法(deductive syllogisms)来发展出加尔文主

义的五大要点(five-point Calvinism). 我们已清楚

告知读者们, 这三段论法的逻辑推论是来自亚里

士多德(Aristotle). 此方法并不适合用来立定基

督信仰的教义. 我们呼吁读者查考圣经时, 不加

添, 不删减. 

 

我们所得的结论是: 加尔文主义的神学

严重地误解圣经中的拣选和预定. 直到如今, 最

大的影响是在于福音信息方面. 福音书中记载, 

在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主耶稣在圣殿中

站起来, 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原文直译: “任何人[KJV: If any man]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约 7:37).70 圣殿中可能拥挤

着从以色列各地前来的人, 和“在普天之下各国

的人”. 我们暂且认同加尔文主义者的假设, 即神

按永远不变的定旨, 决定了所有人的选择和命运. 

若是这样, 主的话对听众当中那些不蒙拣选的人

有何意义呢? 对于那些不蒙主赐下信心的人而

言,71 主的邀请有何意义呢?72 

 

上述这种学说可能造成的影响实在难以

想象, 它表明主虽已决定不拣选某些人(不赐给

他们信心去信主得救, 编译者按), 却假意呼召他

们去祂那里领受, 难道是要领受败坏的信心吗

                                                           
70   主耶稣在这里所谓的“喝”是指相信, 正如下一

节(约 7:38)所说的“信我的人…” 
71   加尔文神学(或称“加尔文主义”)认为人必须蒙

主赐下信心, 人才有能力去信主而得救. 关于这点, 请参

2016 年 4-6 月份, 第 109 期《家信》的“辨别是非: 再思

归正神学(一)”的 B.3 项(危险三: 它教导说信心是神所

赐的礼物),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

归正神学一/ .  
72  这样的学说间接地把主耶稣描绘成“虚假的人”, 

甚至是“假冒为善的人”, 明明早已决定“不给一些人信

心”去相信而得救, 却大声说“任何人渴了, 可以到我这

里来喝”(注: 这里的“渴了…来喝”是指信主得救).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归正神学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6/08/再思归正神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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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 faith)? 我们只能说, 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神

学理论, 它扭曲了主的话, 歪曲了福音的信息, 把

恩典原素从福音信息中删除.  

 

有些人容忍这种矛盾. 为了让人接受这

种 矛 盾 的 看 法 , 他 们 构 想 出 所 谓 “ 并 行

线”(parallel lines)的说法, 说这些可见的矛盾到

了永恒就会自动消失. 但我们重申, 这些矛盾和

冲突的发生, 其实是因为人在圣经上加添了神学

的谬论. 我们若遵从圣经, 以上的矛盾根本不存

在. 我们同意安德逊爵士(Sir Robert Anderson)的

劝诫, 即在本书开头时早已提过的, 我们应该把

“圣经中的拣选”与“奥古斯丁的教义”清楚划分, 

绝不可混为一谈. 

 

许多基督徒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拣选是指

神拣选罪人得生命”这一观念. 有些人已被困在

加 尔 文 主 义 (Calvinism) 和 亚 米 纽 斯 主 义

(Arminianism)两者之间的学说中, 好像没有其他

选择的余地 . 然

而 , 我们应该知

道 , 圣经中的拣

选与拯救罪人无

关 , 因它是指得

救后圣徒们在基

督里所得的福分. 

 

可悲的是, 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常说拣选

是一个家庭秘密(family secret). 但这说法暗藏了

加尔文主义的思维. 如果我们相信奥古斯丁论拣

选的教义, 即有些人早已被摈弃在福音的门外, 

那么我们当然会对此秘密守口如瓶, 不让罪人知

道. 但事实上, 拣选不是一个家庭秘密  —  而是

一个家庭真理(family truth). 它是公开给信徒们

的真理, 而这点并不使它成为秘密, 它像“成圣”

或“得荣耀”这一类的真理, 是同样公开给信徒知

道, 所以不是什么秘密.  

 

当我被询问是否相信神的拣选时, 我的

回答是肯定的. 但为了避免询问者与我之间有任

何误解, 我会连忙说, 我相信圣经所谓的拣选, 不

是神学(特指加尔文神学)所指的拣选. 圣经所谓

的拣选在福音信息上, 没有任何的限制或偏见. 

福音是向各处所有的人发出的真诚邀请. 救恩是

属乎主的, 若有人按照人的逻辑将它限制, 这人

便有祸了!  

 

圣灵作工, 使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约 16:8; 圣灵使人知罪). 救恩完

全是神的工作, 在福音上没有限制; 相反, 它使荣

耀的福音真理得着释放. 任何人皆可成为蒙怜悯

的器皿(罗 9:23)、属于基督的羊(约 10:9)、父所

赐的人(约 6:37)、相信祂的人(约 17:20), 任何人

都可荣耀地成为神的选民(多 1:1). 神有自主权, 

因着各各他的救赎大功, 祂可随自己所喜悦的拯

救世人. 福音正是要说出祂乐意拯救凡相信的人. 

愿我们放下神学的包袱, 用双手紧握这个宝贵的

真理.  

 

我们要确保在传讲福音时, 不吹无定的

号角声(喻指传福音时要清楚, 不可含糊, 就像有

些加尔文主义者传福音时, 不是请人相信主, 而

是请他祷告求神赐下信心去相信; 但矛盾的是: 

人若没有信心又怎能求信心? 若有信心又何必

求信心? 编译者按). 保罗吩咐提摩太要为万人
(原文: 所有人)祈求, 因为神愿意万人(原文: 所有

人)得救, 也因为人子耶稣基督舍了自己, 要作万
人(原文: 所有人)的赎价(提前 2:1-6). 

 

谁敢给圣灵所做的工作加上限制呢? 谁

要限制神广大无边的慈爱呢? 我们岂可如陶泥

一样要主宰或控制窑匠呢? 谁要限制基督之死

的丰足呢? 我们以伟大的福音真理来总结这个

讨论, 这福音从慈爱、满有恩典及照自己旨意行

事的神流露出来, 祂向一切失丧和败坏的罪人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

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

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

救”(约 3:16-17).73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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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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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5-116 页 , 也上网参考此书的中文电子版本 ,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6.html (上文 E

部分 )和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7.html 

(上文 F 部分).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6.html
http://cclw.net/book/sxmdxx/htm/chapter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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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Wimber 

辨别是非                      石子 

 

再思“灵恩运动” (二):  

灵恩运动的历史和发展 (下) 

  
编者注: 我们在上一期的《家信》中看到, 灵恩运

动(Charismatic Movement)自 1901 年开始以来, 

已经进入第三波, 而有者认为上世纪 90 年代已

进入第四波(参本文附录一). 灵恩运动令人担忧

之处, 不仅是它参杂了违反圣经的错谬道理和

做法, 更是它所提倡的“灵恩大合一运动”  —  

把福音派、灵恩派、新神学派甚至天主教结合

起来, 并且为了结合而不顾主的真道、牺牲圣

经的真理. 本期, 我们要从 90 年代的发展看到

“灵恩大合一运动”的危险.      

 

 

(文接上期) 

(F) 1990 年的普世“圣灵与福音会议” 

根据 FOUNDATION 杂志社在 1991 年 6

月至 8 月号里所报导的, 一个由灵恩派、天主

教、福音派74 和 新神学派75教会合一运动领袖

联合主办的“圣灵与福音会议”(The Congress on 

the Holy Spirit and Evangelism)于 1990 年 8 月

15 日至 19 日,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

                                                           
74     “福音派”(Evangelicals)普遍上也被称为“基要

派”(fundamentalists)或“保守派”(Conservatives). 他们相

信和教导圣经的基要真理: (1)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2) 

人得救是本乎恩而因信称义; (3) 承认耶稣基督乃完全

的神, 被童女所生, 并死里复活等. “现代派”(Modernists)

或 “自由派 ”(Liberalists)则相反 , 否定上述的基要真

理. 按照历史, 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是第一次世界

大战以来, 更正教(Protestant, 俗称“基督教新教”)一些自

称“保守”的神学家为反对那违反圣经教义的“现代主

义 ” 或 “ 自 由 主 义 ”, 尤 其 是 圣 经 批 判 学 (biblical 

criticism, 或称“圣经评鉴学”)而形成的神学主张.  
75   新神学派(Modernism, 也称“新派”或“不信派”)

又名“自由派”或“自由主义”(Liberalism), 在有关“三一

神、基督、罪、救恩、审判”等重要题目上提倡违反圣

经的谬论或学说. 有关新神学派的错误神学观, 请参王

永信所著的《真道手册》一书中的 “新神学派 ”, 

http://wellsofgrace.com/books/zhendao/htm/04.html .  

利斯(Indianapolis)举行. 大会的主题是: “现在将

福音传遍天下”(Evangelize the World Now!). 

 

早在 1977 年及 1987 年, 他们已经分别在

美国的堪萨斯城(Kansas City)和新奥尔良(New 

Orleans)进行过两次“北美洲圣灵与福音会议”, 

而第二次会议的参加者竟然多达 5 万人, 都是天

主教、灵恩派教会、福音派教会和新神学派推

动普世合一运动的领袖代表. 只是 1990 年的“圣

灵与福音会议”, 参加者人数不及上次的一半. 无

论如何, 吴主光在《灵恩运动全面研究》一书中

评论道: “在这一次大会中, 我们可以听到许多非

常错谬的言论.”76 他接着指出其中几个讲员所

讲的部分内容(除了另加备注或脚注, 以下资料

皆参考或取自此书, 第 267-290): 

 

 

(F.1)  温约翰(John Wimber)的讲词 

葡萄园团契(Vineyard Fellowship)创办人

温约翰(John Wimber)在大会 8 月 17 日的聚会中, 

主持一个名为“神迹、奇事、

预言”的讲座. 他一开始就如

此说: “大会安排我在这里讲

述我与一些会说预言的先知

们接触的经验.” 于是, 他就详

细讲述他与 Mike Bickel、

John Paul 、 Jackson 、 Bob 

Jones、Paul Cain 等所谓“被

神膏抹的先知”接触的经过. 他解释说, 他初时也

怀疑这些先知预言的可靠性, 但当他听完他们所

讲的“预言”和所谓“知识的言语”之后, 他就相信

和接受他们确有预言的恩赐, 又表示支持他们的

预言事工. 他说: 

 

早在 1963 年, 我在保守的福音派教会中信

主. 那时, 教会的传道人介绍我认识一位只

会写, 却不会讲的神. … 结果, 我发现, 原

来这位神在圣经中所写的, 其中极少部分

是为我们这个时代和今天的人而写的. 对

吗? 但是, 对我来说, 我感到非常惊奇, 因

                                                           
76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香港九龙: 

角声出版社, 1992 年增订版), 第 268 页. 

http://wellsofgrace.com/books/zhendao/htm/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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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Jensen 

 
Jack Deere 

为我发现原来神今天也能在圣经以外直
接地对祂的儿女说话. 这实在是一件稀奇

的事. 我已经在这一方面研究探索了好几

年, 我要研究出它的范围和分布的情形是

怎样的. 不单是为了在神学上要明白神怎

样与祂的儿女们说话, 更是为了要在实际

的应用上得到一些经验, 使我能教导和训

练其他人同样在生活上应用这些经验. 

 

吴主光评述说, 温约翰所谓“神今天也能

在圣经以外直接地对祂的儿女说话”, 就是指着

“预言”和“知识的言语”而说的. “在此,” 吴主光

写道, “我们明显地看见他已经将他这种‘知识的

言语’强调和高举高于圣经. 虽然他一直以自己

为福音派的代表发表他的言论, 其实他已经远离

了福音派以圣经为信仰唯一权威的特征. 记得他

曾多次公开承认, 第三波灵恩运动与第二波和第

一波灵恩运动完全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少许和不

重要的神学观念上不同而已. 现在他又在大会中

公开表示: 福音派的神只会写而不会讲, 灵恩派

的神又会写又会讲, 这表示他实际上是已经脱离

了福音派, 何不干脆说自己是灵恩派分子呢? 可

怜现今极多福音派教会的基督徒还不知道他变

了质, 依然跟随他追求各种灵恩经历.” 

 

温约翰强调“知识

的言语”过于圣经, 不单是

FOUNDATION 杂志报导

了, 根据 1990 年由福音证

主协会出版的一本小书

《温约翰是友是敌?》77也

有类同的报导 . 书中指出

1990 年 3 月, 温约翰前往

澳洲主领一个名为“属灵争战大会”的聚会. 在会

前, 他接受澳洲三位福音派领袖的访问, 其中两

位就是《温约翰是友是敌?》这书的作者郑腓力

(Philip Jensen)和佩托尼 (另译“派东尼”, Tony 

Payne). 在这次访问中, 他们讨论了以下六个课

题: “金钱的运用”、“医治的神迹”、“权能布

道”、“圣经的充足性”、“对真理的关怀”和“神

迹奇事运动里的分歧”. 

                                                           
77  此书由梁家麟翻译, 由牧师陈喜谦在序言中推介. 

在讨论“医治的神迹”这个课题上, 他们揭

发了温约翰只能医好由心理问题所造成的病

(Pychosomatic). 对于这些病, 医生常用“安慰剂”  

—  即一些糖丸就能医好. 对那些由遗传因子引

起的病例, 诸如“唐氏综合症”(Down’s Syndrome)

之类的病, 他就无法治好了. 温约翰承认他曾医

过 200 个“唐氏综合症”的病例, 其中只有一个病

人似乎得到多少治好的症状, 而且也是属于“正

常程度的最下限”. 最叫人感到吃惊的, 就是温约

翰自己爽快地表示, 他所进行的神医, 与主耶稣

和众使徒所行的“截然不同”. 温约翰还坦白地承

认无法医好自己的病. 

 

在论及“圣经的充足

性”之时, 温约翰的顾问狄杰

克(Jack Deere)代替温约翰指

出, 温约翰其实不相信圣经

的充足性, 因为他认为神常

常借着“知识的言语”与自己

说话, 而今天神直接与他们

说话, 总比几千年前神所说的话  —  圣经更宝贵. 

这样, 他就主观地将个人所得的“启示”视为比圣

经有更高的权威了.  

 

吴主光强调: “我们相信, 启示录 22:18-20

的话, 不单是指启示录本身说的, 也是指整本圣

经说的, 不然, 基督教(基督信仰)在历史上最大

的错失, 就是将主后一百年以后, 神所有的启示

都抹杀了. 我们知道, 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基督信

仰)都建基在圣经上, 此外, 我们并没有任何其他

的根基. 天主教将遗传和教皇在会议上所公布的

信条看为与圣经有同等权威, 我们就视之为‘异

端’; 摩门教将他们的《摩门经》看为圣经以外

的启示 , 我们也就定他们为异端 , 如今 John 

Wimber (温约翰)将他们个人所得到的‘知识的言

语’看为与圣经平等, 甚至比圣经更有权威, 我们

岂能接纳?  

 

“按常理来说, 天主教的遗传和摩门教的

《摩门经》还比 John Wimber 知识的言语来得

可靠, 因为天主教的遗传和摩门教的《摩门经》

都已经稳定下来, 不会再有太随便的变化, 但

John Wimber 知识的言语却天天不同、人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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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eter Wagner 

同. 我们看不见圣经有不准确的地方, 但 John 

Wimber 自己也承认, 他们所操练的‘预言’和‘知

识的言语’极其量只能达到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

准确性. 我们不为他认为准确的部分高兴, 我们

却为他仍未准确的部分而指摘他里面的灵不是

圣灵, 乃是邪灵利用他来进行迷惑.”78 

 

在论及“真理”与“合一”这两方面之时, 有

者指出温约翰在他所著的《圣灵的第三波》

(The Third Wave of the Holy Spirit)一书中主张, 

本世纪初的五旬节运动及 60 年代的灵恩运动, 

都是真正来自圣灵的运动. 不过, 他相信这两个

运动的某些中心教导是错误的(他指的是有关

“圣灵的洗”与“说方言”的部分). 吴主光评论道: 

“这样, John Wimber 的思想就出现了矛盾, 因为

他不知不觉地认为, 圣灵引导了两个教导错误的

运动. 这样对真理矛盾和混乱, 充分地反映出为

什么他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许多天主教的资料. 

正当访问员问及他是否知道这些天主教的资料

是真实可靠的时候, 他表示不知其详. 访问员又

问他为什么在葡萄园的诗歌选集中,79 总共 53

首中有 52 首没有提到十字架? 他表示十分震惊, 

他愿意回去将之纠正, 但访问他的这些澳洲福音

派传道人不满意他的回答, 提议他不要在澳洲讲

道, 不如返回美国去好了. 当然, 他不肯这样做. 

 

“研究 John Wimber 的学者发现, 不单是

葡萄园的诗歌中很少提到十字架, 就是他本人后

来在澳洲几天的讲道中, 也是没有提到十字架或

悔改的信息. 由此可见, John Wimber 和他的同

工们, 也不知不觉之中, 将神医和知识言语的追

寻看得比救恩还重要. 这一点加强了笔者的信念, 

就是那些在灵恩派的神

医大会中决志信主的人 , 

极可能大部分都是未真

正信主得救的. 因为连主

讲的人也不将注意力集

中在十字架的救恩上, 听

的人当然也不会将注意

                                                           
78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第 270-271页. 
79   这里所谓的“葡萄园”是指“葡萄园团契”的教会. 

力集中在福音本身, 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

心而表示信主吧.”80  

 

 

(F.2)  瓦格纳(Peter Wagner)的讲词 

上述“圣灵与福音会议”讲座中的第二个

讲员瓦格纳(Peter Wagner)也是第三波灵恩运动

葡萄园团契的另一个领袖. 在讲道中, 他说:  

 

这是一个世界福音

会议, 所以现在让我

们来谈论一下, 我对

这个主题的个人意

见. 我认为今天我们

为福音而参与的争

战, 原是一场属灵的

争战… 我也来谈论一下预言运动, 就是我

曾经接受过, 记载在传道书 4:12 的三条结

合绳子的预言, 圣经的意思是说, 为了完成

神的计划, 神要在 90 时代, 将福音派、灵

恩派和按良心行事的新神学派这三条绳子

结合起来. 让我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一下其

中的两条绳子  —  福音派和灵恩派. 去年

(即 1989 年)夏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

洛桑福音会议 (Lausanne Congress, 或称

“第二届世界福音宣教大会”)就是将这两

条绳子结合起来的历史性时刻. 我认为神

已经默示  —  我相信祂还会继续不断地默

示  —  第三条绳子, 就是那些按良心行事

的新神学派, 将会成为我们这个聚会的一

分子. 可能神已经向其他人作出这样的默

示了, 但我仍然未看见. 

 

 吴主光评论说, 瓦格纳并没有解明什么

是“按良心行事的新神学派”, 不过, 他这样说分

明表示他心里感到不安, 因为在神学上, 他很难

接纳他们(因新神学派有很多违反圣经的教训), 

但在灵恩运动上, 他却发现很难不接纳他们. 他

认为这是神的行动, 要将他们三大派结合起来. 

还有一点非常奇怪的, 就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主要

成员也有天主教徒在内, 可是他却没有提及天主

                                                           
80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第 268-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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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主光（1940-2017） 

教也是一条与他们结合的绳子, 而瓦格纳的同工

温约翰(John Wimber)却在他所写的《权能医

治》一书中, 列出天主教许多神迹奇事来支持

“神不断地在历史中赐下神迹医病”的理论. 

 

 “再者,” 吴主光继续写道, “我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 Peter Wagner (瓦格纳)竟认为传道书

4:12 是一个预言, 这分明是一个普通教训的‘比

喻’而已. 他有什么根据说‘灵恩派、福音派和新

神学派’就是应验这预言的三条绳子? 到底他是

在讲笑话还是讲真的预言? 如果这是讲笑话的

话,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误导人的笑话了; 如果他

真的认为这是出于‘启示’, 他就要面对神严厉的

审判了, 因为根据申命记

18:22, 凡说假预言的都要

被石头打死. 为什么他完

全没有考虑到保罗在哥

林多后书 6 章所教训的: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 义和不义

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

暗有什么相通呢? …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

相干呢?’(林后 6:14-15) 仔细研究 Peter Wagner 

上述的话, 我们不难看到他心中存着不安的感觉, 

因为他说‘仍未看见’神默示新神学派已经成了

他们中间的一员, 但他却公然埋没这种不安的感

觉. 这表示他十分希望这‘三结合’的预言应验.” 

 

1991 年 4 月, 吴主光所牧养的加拿大列

治文(Richmond)华人宣道会召开了“北美华人宣

道会年会”, 当时全北美华人宣道会的教牧人员

聚集于此. 吴主光写道: “在会中, 滕近辉牧师清

楚地表示支持第三波灵恩运动, 而且还公开称赞

其中一位宣道会的传道人领导他的教会实习第

三波追求灵恩的做法, 他鼓励各教会的传道人向

这位传道人学习. 不过, 他却表示不赞成‘第一

波’和‘第二波’灵恩运动, 并且认为灵恩运动中最

危险的做法, 就是说预言, 因为他们的预言使教

会非常混乱. 

 

“在研讨时间中, 我(吴主光)请问滕牧师

是否知道, 第三波灵恩运动的 Peter Wagner 自己

公开表示, 他与‘第一波’和‘第二波’灵恩运动, 即

五旬节运动和灵恩运动是完全相同的? 笔者(吴

主光)又根据申命记 18:22 向滕牧师请问, 圣经既

然认为倘若有先知说预言得不到应验, 那就不是

耶和华托他说的预言, 摩西认为(严格说是圣经

清楚指示)应该将这样的先知用石头打死, 那么,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灵恩运动? 再者, 根据

FOUNDATION 杂志的报导, John Wimber 这些

所谓先知宣布, 他们操练预言的恩赐, 已经使准

确程度达到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了. 这样的百分比

是否合乎申命记 18:22所要求的呢? 这节经文岂

不是指出, 凡是出于真正圣灵的工作一定是百分

之百应验才对吗? 不然, 从前旧约时代岂不是曾

经用石头打死了许多冤枉的先知? 他们只不过

在操练预言的练习上仍未练到百分之百而已? 

现在读者应该明白, John Wimber 就是滕近辉牧

师所担心说预言使教会混乱的那等人了, 因为他

以这些‘在圣经以外的预言’为比圣经更宝贵的

启示.” 

 

吴主光亦指出, 从瓦格纳的话中, 我们又

想到许多世界性的会议, 都是“报喜不报忧”的, 

这种态度实在带有出卖教会的成分在内 . 以

1988 年 5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AD2000 福音会

议”为例, 大会由牧师王永信出任主席, 大会完结

之时, 王永信宣布: “今天的大会已经为公元 2 千

年及以后的日子奠定了根基.” 大会的刊物又指

出: “这次大会是在一致的阿们声中结束的.” 吴

主光曾向不少参加过那次大会的华人代表查询, 

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今次的大会很好!” 可是, 

后来才发现, 原来那一次出席大会的所有拉丁美

洲教会代表一致表示反对大会邀请了 6 位天主

教神父到来介绍天主教传福音的“个案研讨”, 他

们联合起来发表了他们的“反宣言”. 吴主光评述

道: “但大会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态度, 就将他们的

意见‘埋葬’了, 不让普世的人知道, 只叫众教会

以为, 整个福音派都开始接纳天主教了, 这实在

出卖了福音派众教会.” 

 

 “因此 ,” 吴主光写道 , “我们要问 Peter 

Wagner 在那次大会这样表示与灵恩派和新神学

派结合, 虽然他没有提及天主教, 但天主教也是

那次大会的最多人出席的‘教派’, Peter Wa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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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Kraft 

到底有没有得到他所认为代表的福音派众教会

的认同? 他出席了这样的灵恩普世教会大合一

会议, 又这样公然表示合一的心态, 算不算为出

卖福音派众教会? 这样的态度, 分明就是不敢面

对现实, 与那些报喜不报忧的人的心态同出一源, 

带有欺骗的成分在内.”81  

 

 

(F.3)  克拉夫特(Charles Kraft)的讲词 

1990 年 8 月 17 日, 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

举行的普世“圣灵与福音会议”, 在“神迹、奇

事、预言”的讲座中, 除了温约翰和瓦格纳两位

讲员之外, 还有第三位讲员

克拉夫特(Charles Kraft). 他

也是葡萄园团契的第三位

领袖, 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的富勒神学院中与瓦格

纳同是教授, 都以福音派代

表自称(但他们其实早已背

弃福音派以“圣经为独一权

威”的原则). 他们都表示他们对福音派“最大的

贡献”, 就是将福音派领进灵恩运动中, 宣称这是

更合乎圣经教训的.82 但我们必须留意克拉夫特

在这一次大会中所说的话. 在所讲的主题“福音

派的权能布道年代”中, 他说: 

 

各位早安, 我是一位福音派传道人, 我仍未

学会在祈祷中大叫, 但我是一个肯受教的

人… 不过, 作为在福音派中已经参与有 50

年的一分子, 我可以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

一下, 在 60 年代的灵恩运动所发生的事, 

甚至在更早期的五旬节运动所发生的事, 

现在都在我们福音派教会中发生了. 而且, 

还发生在一些不以什么派别来标明自己的

基督徒身上. 我不喜欢称自己为灵恩派, 也

许许多人喜欢这样称呼自己, 但我却喜欢

仍旧自称为福音派分子, 因为对我来说, 这

样比较重视圣经… 我在富勒神学院(Fuller 

                                                           
81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第 271-274页. 
82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期《家信》中, 以圣经的

亮光来详细探讨、分析与评论灵恩派所谓的“方言、神

医和神迹奇事”, 并揭穿其中的谬误, 敬请读者留意阅读.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 所以, 我将要

向各位讲及一些一般人认为不可能发生在

一个富勒神学院教授身上的事… 

 

接着, 他解释他曾在尼日利亚做过宣教

士(宣道士), 又在富勒神学院任教了 21 年, 在那

里, 他曾与世界上许多不同宗派的人士接触. 结

果, 他被许多灵恩运动的教义和经历所吸引, 他

又解释他从前所接受的福音派神学训练都是叫

他不要与灵恩派接触的 , 不过他与妻子却在

1982 年因为参加了温约翰在富勒神学院举办的

“神医神迹奇事课程”而完全被改变过来. 他说: 

 

在 1982 年发生在富勒神学院的事, 全因为

我们相信 John Wimber. 我们早在他还未

变成疯癫之前就认识他(注: 此话引来听众

一场大笑), 当他还是一名普通的, 没有圣

灵能力的福音派分子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

位好传道人… 对于我们福音派分子来说, 

灵恩派的情绪化和在聚会大声呼喊的方式

实在是拆毁性的, 我想许多人之所以不肯

接受圣灵的能力,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 

我们现今的做法是表现得安静一些, 不那

么极端…  

 

现在在福音派的圈子里, 正在不断地发生

许多叫人兴奋的灵恩现象. 在去年(1989

年)马尼拉的洛桑福音会议中, 有 4 千名福

音派代表参加, 其中三个最受人注意的讲

座就是研讨“圣灵”、“属灵的争战”和“祈

祷”. 那些反对灵恩运动的人士大大投诉福

音工作快要被灵恩派分子接管了, 我们也

发现不少证据, 知道事情确实是这样…  

 

许多福音派的出版社都争着出版一些属灵

争战的书… 好几间神学院都开办有关属

灵争战和神医的课程. 我们在富勒神学院

的神医课程现在仍然继续开办着, 而且我

们今年还增加一科“能力抗衡”… 我的妻

子在 Biola 大学任教, Talbot 神学院也在那

里, 而 Talbot 神学院又开了一科属灵争

战… 全美国和海外其他地方都非常活跃

地邀请 John Wimber 去主讲许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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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90 年代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就是静

静地将福音工作移到这一方面来. 我想, 我

可以预测将会有更多圣经学院和神学院教

授这些课程. 我参加完这个大会之后, 将立

即在美国西雅图(Seattle)教授为期两星期

的神医延伸课程… 几个星期之后, 我又会

在宣道会的宣信学院教授同样的课程. 所

以, 这样的东西实在充塞了我的脑袋, 但却

是相当有趣的…  

 

我们相信福音派将会出版更多属灵争战的

书. 我们预测会有更多福音派分子参加属

灵权能的课程, 更多福音派教会开始神医

和赶鬼事工. 教会将更注重圣灵充满, 只不

过这一切都会在较为安静的状态和不同的

方式下进行  —  可以在情绪激动中进行, 

也可以在情绪没有怎样激动中进行. 

 

吴主光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根据 Charles 

Kraft 所讲的, 我们实在担心, 整个世界的福音派

都要摇动了. 灵恩运动借着 John Wimber、Peter 

Wagner、Charles Kraft 这三个人的推动, 大大改

变了福音派的前途和立场. 最悲惨的就是他们都

以福音派自居, 这使极多福音派教会和基督徒都

失去了方向, 不再为错谬的灵恩运动而起来与之

争辩. 笔者眼见香港和世界各地许多本来信仰纯

正的福音派教会和牧者都改变了, 又看见这三个

人不断地影响着众教会走向教会大合一运动这

方向, 实在感到担忧和悲痛. 为什么这一个世代

竟然会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不分是非真伪, 不让

真理的圣灵作主, 人人以超自然的经历为准绳, 

为追求目标, 到底公义在哪里? 真理在哪里? 神

的儿女们应该醒悟过来, 这是末世, 是不法的事

增多的时候, 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近了. 那时, 各人

就要在主的台前(基督的审判台面前)清楚交账.”  

 

吴主光也指出, 克拉夫特清楚地表示, “安

安静静”推行灵恩运动, 与“大声和情绪化”地推

行灵恩运动, 都是相同的. 在 1991 年北美洲华人

宣道会年会中, 滕近辉清楚表示不赞成第一波和

第二波的灵恩运动, 但他认为第三波灵恩运动却

是好的, 他还鼓励宣道会的众传道人都要向葡萄

园的灵恩运动学习. 吴主光写道: “当时笔者(吴

主光)起来问他是否知道葡萄园(指葡萄园团契)

的几个领袖多次宣布他们与第一波和第二波的

灵恩运动完全相同? 滕牧师没有作答. 但我想他

极可能是不知道, 不然, 他

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矛盾的

话来. 如果连滕牧师也因为

不知道而鼓吹第三波灵恩

运动, 笔者更相信华人教会

中极多传道人是‘更不知’

的, 他们以为‘安安静静’地

接受灵恩运动就是对的, 他

们都没有想到, 问题不是在

安静与不安静, 而是在那灵是不是圣灵. 如果那

灵不是圣灵, 就是安静一点也是好不了什么的.” 

 

根据克拉夫特的意见, 1989 年在马尼拉

举行的洛桑福音会议也被灵恩派支配了.83 吴主

光以下的话值得三思, 他说: “ ‘华福会议’原是由

‘洛桑会议’产生的, 如果洛桑会议的‘福音工作快

要被灵恩派分子接管了’, 华福会议也不会好到

哪里, 因为我们看见华福中心所出版的《今日华

人教会》杂志, 多次为灵恩运动推介, 虽然华福

中心的编辑部表示, 这些文章并不代表华福会的

立场, 但是有人要投稿反对灵恩运动之时, 却被

他们拒绝了.  

 

“我们也知道, 华福会议的诸董事之中, 也

有灵恩派的代表. 所以, Charles Kraft 观察到, 福

音工作都被灵恩派分子接管了, 并且公然表示这

实在是事实… 其实福音工作被灵恩派分子接管

了, 这并不是因为灵恩派分子最会传福音, 乃是

因为许多教会和福音机构的领导人没有立场之

故. 先是这些没有立场的领袖们不肯正视灵恩运

动里面的神迹奇事, 当中极多现象是出于邪灵, 

他们只知灵恩派教会增长得快, 又十分羡慕他们

的超自然经历, 在‘合一运动’和‘超宗派运动’的

影响之下, 他们就纷纷邀请灵恩运动的‘先知们’

来带领他们进入灵恩运动里 , 这就是 Charles 

                                                           
83  克拉夫特说: “那些反对灵恩运动的人士大大投

诉福音工作快要被灵恩派分子接管了, 我们也发现不少

证据, 知道事情确实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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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雷斯特（Tom Forrest） 

Kraft 在上文所夸耀的, 他和 John Wimber 等同工

被各宗派人士邀请去主领灵恩聚会的现象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连锁效应. 整个第三

波灵恩运动都以温约翰为中心, 瓦格纳和克拉

夫特表示也是受温约翰的影响. “著名的 John 

White 医生也是受 John Wimber 的影响, 而香

港的蔡元云医生与 John White 是好朋友, 蔡元

云医生也就间接地受到 John Wimber 的影响. 

像这样的连锁影响, 真是广泛得叫人感到吃惊. 

这些人不但因为灵恩的缘故而接纳了 John 

Wimber, 也因而间接地接纳了天主教和新神

学派, 并且与之进行大合一. 其实天主教虽然

接受了灵恩运动, 他们仍然是天主教, 他们与

马丁路德改革之前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从

来就没有作过任何宣言表示以往的信仰有什

么错谬, 读者如果不信, 请细读以下天主教代

表在 90 年‘圣灵与福音会议’中的讲道内容就

可以明白了.”84  

 

 

(F.4)  福雷斯特(Tom Forrest)在会议中的讲词 

 在 1990 年 8 月 15 日至 19 日的“圣灵与

福音会议”中, 有公开性地让每一个教派的代表

都可以参加的聚

会, 也有分个别教

派而设的内部聚

会. 天主教虽然在

公开性的聚会中, 

口口声声说这合

一运动越来越成

功, 也表示十分欣

赏协进会和基督教灵恩派的表现.85 但在他们自

己内部的聚会中, 却说反面的话. 我们十分感谢

美国 FOUNDATION 杂志社派专人暗暗地参加

了天主教的内部会议, 将他们的讲员, 就是福雷

斯特神父(Tom Forrest)在星期六早上的大会中, 

                                                           
84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第 275-280页. 
85   这里所谓的协进会是指 “世界基督教协进

会”(英语: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简称 WCC), 或译

“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普世教会协会、普世基督教会

协会”, 是推行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国际性基督教组织. 

向天主教徒讲道的内容记录下来, 使我们知道天

主教的真面目.  

 

吴主光评述道: “从这篇讲章内容来看, 

天主教就是天主教, 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改变过, 

任何福音派的基督徒(为真理的立场)都不可能

与他们合一. 那些为天主教说好话的基督教传道

人有祸了, 那些… 与他们一同守圣餐的基督徒

也有祸了, 因为你们这样做, 正是有份将天主教

的异端道理撒播在神的儿女中, 将他们绊倒.” 请

听神父福雷斯特的讲词:  

 

今天早晨, 我一开始就要作一个公布… 我

公布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我已经有 63 年生

活在天主教里面, 我热爱天主教… 作为一

个热爱天主教的教徒, 我感到我的工作、

我的身分、我传福音的工作, 并不单是使

人成为基督徒. 我们的工作乃是要领人归

回天主教教会, 使他们成为真正丰盛的基

督徒. 所以, 如果一个人未能加入天主教教

会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福音工作在他

身上并未真正地完成.” 

 

对于这些话, 吴主光一针见血地评注道: 

“天主教依然看‘在天主教以外无救恩’, 最低限

度没有‘完全的救恩’, 因为他们看天主教为基督

唯一的身体. 那些认为可以与天主教合一的基督

徒应该醒悟吧! 在天主教看来, 你们并不是与他

们‘合一’, 而是‘浪子归回’吧了.” 神父福雷斯特

接着读出一份他所谓“何等完全、何等叫人感到

兴奋的文件”: 

 

现在请听教宗(教皇)保禄六世(Paul VI)的

话: “… 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不应停留在

‘抽象的状态下’  —  ‘他不能没有肉体’(请

看! 没有加入天主教就是没有肉体; 吴主

光按)  —  他必须要有实质的, 可见的形态, 

就是借着加入一个信徒群体, 加入教会, 在

我们可见的救赎圣礼中所表明的形态.”  

 

我很喜欢这句话, 让我再读一次: “我们可

见的救赎圣礼”! 这才是教会的实质代表, 

而且, 如果这才是真正的教会所在, 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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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将人们领回我们的教会. 实际上, 这是

什么意思? 就是为我们天主教徒而传福音, 

为领人加入我们天主教教会而传福音, 意

思是领他们返回我们的地方教会, 领他们

成为我们的会友 , 成为我们教区中活跃

的、行道的会友. 他们在我们的教区才得

到真正的牧养, 叫他们的灵性长大成熟. 请

不要单单邀请人作基督徒. 请邀请人作天

主教徒. 请邀请他们成为像你一样在教区

活动的教徒.” 

 

福雷斯特神父诵读天主教的教皇所颁下

的这份“文件”, 可见不是他个人的意见, 而是整

个天主教的意见和信仰. 吴主光指出, “他们强调

圣礼传授救恩, 天主教的圣礼才能真正使教会有

‘肉体’, 试问福音派的基督徒怎可以接受这样的

异端信仰? 我们怎可能没有立场到这个地步, 连

救恩的实意也改变, 以为天主教这个观念是可以

接受的呢?” 福雷斯特接着解释说: 

 

为什么这样做是那么重要? 让我很快地给

你几个答案: 第一, 神赐我们七个圣礼, 而

只有天主教教会才拥有全部七个圣礼. 如

果这些都是基督所设立的, 这些就应该是

我们所必须的. 所以, 我们天主教徒不单有

开始成为教徒的“洗礼”, 我们还有“坚振

礼”, 使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将我

们装备成为基督的精兵, 正如 McKinney

大主教在弥撒中所说的: “我们不单有圣餐

作为基督身体和血的象征, 我们还有‘祭

坛’, 坛上有基督真正的肉体, 我们可以喝

基督的血, 耶稣活活地放在我们的祭坛上, 

作为供献, 作为爱筵. 这实在是一个在爱中

的婚礼. 在圣餐中, 我们与基督联成一体, 

成了基督真正的身体.” 

 

 吴主光写道: “天主教不但以圣礼代替了

救恩, 他们还认为耶稣基督必须在他们每一次的

圣餐中‘死一次’才能真正带出功德和救恩. 他们

不承认耶稣基督一次在十架上死了, 就能成就永

远有效的赎罪祭(来 10:10-14). 他们视圣餐为基

督再死一次, 目的只不过为表示, 在天主教以外

无真正的救恩. 因此, 那些接纳天主教的基督徒

要留意, 你们在天主教的眼光之下是仍未得救

的.” 神父福雷斯特继续说道: 

 

记得在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有一次

Giovanni 讲及一个教区, 他们将教堂的大

门开放, 让所有有病的人都可以进来抹油

医治, 结果教堂塞满了人. 许多人得到医治, 

甚至我惧怕不可能再有另一次这样的情况. 

之后, 好几个月的时间, 人们拥进来告解, 

走进办公室诉说他们怎样借着圣礼得到医

治. 而且不但病人得到医治, 这事还开启了

天堂的门, 又为那些犯罪的人造成暂时性

的刑罚. 这是何等的圣礼, 何等的教会, 何

等的基督. 

 

 吴主光正确指出: “凭圣礼医病和出现神

迹奇事, 就是天主教所强调的‘灵恩更新运动’了. 

天主教为何不正视一下他们的灵恩运动其实是

来自长老会的灵恩家庭查经祈祷会? 当时长老

会这个灵恩家庭只为天主教两个神学家按手, 就

使他们得到说方言的恩赐, 他们并没有运用天主

教的任何圣礼, 为什么天主教这样歪曲事实呢? 

这不是别的, 乃是天主教向来的骄傲, 他们认为

他们在历史上早已有许多灵恩现象了, 现在只不

过借着灵恩派人士将他们的恩赐更新吧了.” 神

父福雷斯特接着又说:  

 

再者, 因着我们有 2 千年的传统, 我们有信

心可以更加坚固, 更受到保护, 更完全… 

还有, 我们天主教有马利亚… 她是我们的

母亲, 我们在天上的皇后, 她为我们祈求, 

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荣耀里相见(听众拍掌). 

 

吴主光写道: “基督教(基督信仰)只有圣

经作为我们信仰的唯一根基, 天主教的信仰根基

除了圣经以外, 还加上‘遗传’(tradition), 这就是

Tom Forrest 神父所说的‘传统’了. 此外, 天主教

还以教皇所共公布的信条为根基. 基督教(指基

督徒)怎可能这么糊涂, 竟然认为可以接纳这样

的异端? 何况他们还强调马利亚为‘天上的皇后’, 

为代求的‘中保’, 难道我们在耶稣基督这唯一的

中保以外, 要加上马利亚为中保吗?” 福雷斯特

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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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aul II (1978-2005 罗马教皇) 

 

我们天主教还有教皇的权柄, 是彼得在历

史中传给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的. 我

们天主教又有基石, 就是基督教会建筑在

其中的… 还有, 我们天主教有炼狱, 我十

分喜爱这一点! 多谢神! 我和其他一同进

入天上荣美居所的人, 都不能缺少炼狱. 这

是我们必经之路. 你不能带有任何罪污, 你

不能带着任何瑕疵, 你的性格不能有半点

罪恶软弱, 连少许自私, 少许与别人争执的

罪, 都不能带到天堂去. 你必须将这一切都

留在炼狱里. 感谢神! 我们知道我们有这

一切. 

 

吴主光挑

战道: “请问与天

主教进行合一的

基督徒们, 你们可

以接纳天主教的

教皇具有 ‘无误 ’

的权威吗? 你们

可以相信教皇是唯一得到所谓从彼得传授下来

‘统治教会的权柄’吗? 那么你认为耶稣基督已经

立了彼得和教皇为教会的‘基石’吗? 如果你们真

的接受这些信念, 你们… 为什么不归回天主教

去?” 除此之外, 吴主光指出: “ ‘炼狱’是天主教一

切异端罪恶产生的根源, 因为有了炼狱, 他们才

发明可以用‘功德’来赎罪; 因为有了炼狱, 他们

才为死人祷告; 因为有了炼狱, 他们才将耶稣基

督所造成的救赎看为不够完全, 乃要用人的功德

来补足; 因为有了炼狱, 他们才强调天主教的圣

礼具有救赎的功效, 这是基督教众教会所没有的. 

试问这样的异端, 我们以圣经为信仰根基的, 怎

可能与之合一?” 再听一听神父福雷斯特所说的: 

 

我们天主教还有 2 千年历史… 这 2 千年

历史中, 我们有许多圣人, 和不平凡的学者. 

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其他圣人, 他们

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和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

教会已经建立在这磐石上 2 千年了. 我们

经历 2 千年的逼迫, 这些逼迫不能胜过我

们, 而且也永不能胜过我们… 

 

也许我要说得准确一点, 我还来得及纠正

一下自己. 我们不是经历 2 千年, 而是 2 千

年减 10 年. 我们的责任就是利用这余下的

10 年(指 1991 年至 2000 年)去广传福音, 

领每一个人归回天主教教会, 归回基督的

身体, 归回天主教第 3 千年的历史中. 如果

你能这样做, 这是在基督里最伟大的事. 阿

们! 阿们! 哈利路亚! 赞美神.    

 

对于这最后的讲词 , 吴主光坦白说道 : 

“天主教 2 千年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和黑暗, 这是

铁一般的事实, 千千万万基督徒被天主教的‘异

端裁判所’以残酷的刑罚杀死了, 任何明白历史

的人都不能抹杀. 尤其是宗教改革的历史, 就是

他们的罪证. 笔者常常认为, 那些与天主教进行

合一的传道人和基督徒, 不但糊涂到极, 而且他

们还变相地定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理、胡

司约翰、威克里夫等伟大的改革家的罪, 认为他

们错误地离开了天主教.”86 

 

 

(G) 1991 年基督教协进会第七届会议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英语: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简称 WCC ; 又译为: 世界基督教会

联合会、普世教会协会、

普世基督教会协会)是推

行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国

际性基督教组织, 总部现

今 设 在 瑞 士 的 日 内 瓦

(Geneva).87 它于 1948 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Armsterdam)举办第一届的普世会议. 以下资料

是来自 FOUNDATION 杂志 1991 年 6至 8月号

                                                           
86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第 280-285页. 
87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或称“世界基督教会联合

会”)主要成员是“以各国基督教各派全国性的组织为会

员单位. 据 1992 年统计, 共有 102 个国家及一些地区的

322 个教会组织为会员 . 主要教会有 : 圣公会、浸信

会、基督会、卫理公会、世界基督教信义会、归正

会、合一教会、东正教会、路德宗、五旬节派教会(灵

恩派)以及老派天主教会等. 罗马天主教会不是正式会

员, 但派观察员参加世基联(“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

简称)的主要会议.” http://www.baike.com/wiki/世界基督

教会联合会. 

http://www.baike.com/wiki/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
http://www.baike.com/wiki/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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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Hyun-Kyung 

 
郑玄镜当众烧冤魂名单 

的. 其中一篇文章报导 1991 年 2 月 7 至 20 日,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第七届普世会议在澳洲堪

培拉(Canberra)举行的详细情况. 

  

 这第七届的大会主题是“圣灵啊! 来吧, 

更新祢所创造的世界 ”(Come Holy Spirit, 

Renew Your Creation). 吴主光写道: “这次大

会的主题是结合了第三波灵恩运动著名的一

次祈祷和天主教灵恩更新运动的口号. 大家记

得第三波灵恩运动的葡萄园教会曾经在一次

聚会中 , 大声祈祷说‘圣灵啊! 来吧 , 来吧 .’ 

(Come Holy Spirit, Come Holy Spirit). 那一次

祈祷使 John Wimber 的葡萄园教会许多会众

倒在地上打滚和说方言, 于是便产生了葡萄园

运动 (Vineyard Movement)中的所谓 ‘权能布

道’了(Power Evangelism). 大家又应该记得, 当

灵恩运动由基督教传入天主教的时候, 天主教

领导阶层的反应是不同意说方言现象是‘圣灵

的洗礼’的特征, 因为天主教强调圣灵早已在

他们的圣礼中赐给了信徒, 他们解释现在他们

经历到的说方言现象, 只不过是一种‘灵恩更

新’的现象而已, 于是天主教将在他们中间流

行的‘灵恩运动’改名为‘灵恩更新运动’(简称

CCR, 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 现在这个

诡计多端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了讨好新

兴的基督教福音派灵恩第三波的势力和天主

教庞大的灵恩更新运动, 就给大会定了这个题

目 — ‘圣灵啊! 来吧, 更新祢所创造的世界’.” 

 

 大会一开始就充满了异教和世俗化的

色彩, 他们在澳洲国立大学校园内支搭了一个

巨型的帐幕. 当全体会众列队进入这个帐幕时, 

他们就用澳洲原住民阿布力土人(Aborigines)

一种传统宗教的洁净仪式来洁净会众, 就是焚

烧一种特别的树叶, 用所冒出来的烟来熏他们. 

他们解释说, 这样做就是借着“圣灵的火”来炼

净会众. 以异教仪式来象征圣灵, 这是非常误

导性的做法, 吴主光写道: “这是对圣灵和耶稣

基督的宝血何等大的亵渎.” 不但如此, 在专为

大会而特别出版的一份刊物, 封面人物是一位

出席这次大会的阿布力土人的半裸照片, 在他

的身上涂满了各种彩色, 借以宣传宗教合一运

动的成就. 在第一个主日晚上, 估计约有 1 万

人出席. 大会安排了许多活动和节目来欢迎出

席者, 包括音乐表演、化装巡行、戏剧、电影

等, 目的是用来介绍澳洲历史、社会等.88 

  

(G.1)  韩国女神学家郑玄镜(Chung Hyun-Kyung) 

 整个大会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节目时间, 

是用来讨论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 例如波斯

湾战争、新世界经济体系、新世界生态研究、

新社会、新创造、注

重公义社会建立的新

差传观念等等. 大会只

有两堂信息, 其中一名

主要讲员是来自韩国

长老会的女神学家, 其

英 文 译 名 是 Chung 

Hyun-Kyung (中文名

是郑玄镜). 她的讲论

引起大会许多出席人

士的争论, 以致大会要安排一个特别的辩论会来

解决这些争论. 吴主光在下文将这名讲员的讲道

内容重点写出, 不加太多评论, 因相信读者应该

晓得判断其中的异端思想. 

 

 这位韩国女神学教授郑玄镜在进入和退

出会场的方式非常特别. 她由 16 名澳洲籍韩国

青年人陪同出场, 随之

而出现的是两位跳土人

舞的澳洲土人舞蹈员 , 

接着这位女神学家大声

宣读了一些在韩国历史

上惨死者的名字, 说是

呼唤这些人的冤魂出来, 

然后将这张名单当众焚

烧了, 让灰烬飞在空中… 于是她就大声颂读这

次大会的主题: “圣灵啊! 来吧, 更新祢所创造的

世界.” 接着, 她就讲解这个主题, 说:  

 

这个主题是我们的祷告. 究竟这个祷告是

什么意思? … 在我个人来说, 我不再相信

一位全能、伟大、好战、只会拯救好人, 

                                                           
88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第 285-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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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Hyun-Kyung 

和刑罚坏人的神; 我宁愿依靠一个有同情

心, 为我们今天所遭遇许多残忍的惨剧而

流泪的神.   

  

 吴主光写道: “在印出来的公开讲章中, 

她还指出, 住在她里面的, 并不是圣灵自己, 乃是

一个充满仇恨的灵. 她说: ‘我由韩国而来, 我们

的国土充满了“HAN”. HAN 就是忿怒、HAN 就

是愤恨、HAN 就是苦毒、HAN 就是悲痛、

HAN 就是破碎的心. 但同时也是一种能力, 一种

帮助我们为自由而斗争的能力. 在我们国家的历

史里, 有许多冤枉被杀的冤魂, 这些冤魂就是充

满仇恨到处游荡的灵魂. 他们到处游荡的目的, 

就是要寻找途径来伸冤. 所以, 我们这些活着的

人有一个责任, 就是聆听这些冤魂的呼声, 和帮

助他们伸冤.  

 

“其实, 在我们来说, 这些冤魂就是圣灵借

之向我们说出祂的同情心和生命智慧的媒介. 所

以, 我们若不肯聆听这些冤魂的呼声, 我们绝不

能听到圣灵自己向我们说话的声音. 我希望大家

不会因为这里有祖先的灵魂在我们中间而感到

不安. 对我们来说, 他们就是圣灵的精华, 和确实

同在的可见证据. 因为他们的缘故, 我们今天才

能感觉到、触摸到、尝到圣灵实在的、历史性

的同在. 今天, 我从一个充满了‘恨灵’的土地而

来, 在你们这块同样充满‘恨灵’的土地上参加你

们这个聚会. 这聚会的目的, 是让我们这些从地

球许多不同地方而来的代表们, 在澳洲这块土地

上可以为我们国家内的冤魂祈祷, 好叫圣灵早日

更新祂所创造的世界.’’ 

 

 这样充满异教色

彩的讲辞, 当然引起不少

出席者的不安, 结果大会

中有近 20 名讲员起来与

她辩论, 他们都认为这位

韩国女神学家的言论有

问题. 这位韩国女神学家郑玄镜竟公然回答他们

说: “不错, 我们的言论确实是危险的, 但是, 这正

是圣灵更新教会的方法.”89  

                                                           
89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第 287 页. 

 对于她的解释, 究竟各教派的代表们有

何意见? 吴主光指出, 俄罗斯东正教会(Eastern 

Orthodoxy)的代表, 同时也是基督教协进会信念

和委员会成员之一的 Nicholas Lossky of France

对新闻会议说 , 

在“世界基督教

协进会”里面确

实存在着分裂的

危机 , 但他认为

在推动普世大合

一运动之中 , 这

是不能避免的, 只要这样的事是在耶稣基督的基

本信念中出现, 就是健康的. 另一位协进会委员

会成员之一的纽西兰圣公会代表说: “这位韩国

女神学家其实不过是将她们本国的文化联系到

福音上而已, 这是历史进程必然的一环, 在过往

的历史中, 我们不难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大会中有一位讲员起来说: “因为圣灵原

是基督的灵, 所以圣灵神学必须由基督和祂的十

字架的神学中发展出来才对.” 这样基本纯正的

信念, 照理应该被协进会所乐于接受才对, 但说

也奇怪, 大会中竟然有大部分的人起来压制这样

的意见, 并且一致表示“应该给于这位韩国女神

学家和其他新的思想更多开放”. 又说: “世界基

督教协进会的原意就是代表了许多不同文化和

经验的组织, 因此也应该接纳多种不同的神学思

想和方法, 而且, 将福音和文化连在一起不但是

合理的, 更是必要的, 因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

家的神学家们都是这样的.”  

 

最后, 他们的结论是: “现今就是我们应

该离开理性化的神学思想, 勇于认同人群、社会

和文化在基本上都是属灵的, 而且所有异教的不

同点都是彼此相关的时刻.” 最后, 这个辩论大会

以热烈的掌声和全体起立向这位韩国女神学家

表示敬佩作为结束.90 简之, 大会为了所谓的“合

一”而牺牲圣经的真理, 这是个悲剧(注: 圣经所

教导的合一是在“真道上的合一”, 不被异教谬论

或异端邪说所影响; 参 弗 4:3-6, 13-14).  

 

                                                           
90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第 286-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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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Cassidy 

 
中国基督教协进会 

主席丁光训 

(G.2)  天主教的代表 

 天主教的教皇派了 23 名代表出席这次大

会作为观察员. 在开会礼, 他们宣读了教宗(教皇)

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的一封问候信, 表示

自从七年前(上一届)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

之后, 天主教与协进会的

合一关系又拉近了一步. 

教皇又指出, 因着大家继

续存着分歧, 所以基督徒

对世人作见证的能力大

大削弱, 因此宗教大合一

的需要越来越逼切. 天主

教代表团的主席 Edward 

Cassidy 大主教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天主

教极力支持“圣经基督教协进会”的信念, 并且一

直为这信念而尽最大的努力, 目前只余下几点神

学上、伦理上和实践上不同的意见尚未解决而

已. 他说, 可能共同举行圣餐比任何研讨更能有

效地推进彼此之间的合一.91 

  

 (G.3)  此大会的总结 

 中国基督教协进会主席丁光训表示: “中

国基督教协进会能出席这次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会议, 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这使我们能再一次

与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联为一体.”92 吴 主 光 评

述道: “整个大会都说是

在‘圣灵里面’进行, 但是

说来奇怪, 来自东正教的

代表表示强烈的批评, 而

福音派的代表们却对受

到鼓励来参加这次的会

议表示欣慰. 东正教的代

表指出, 他们要重新考虑

是否继续保持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们认为大会有一个趋势, 越来越忽视‘耶

稣基督是人类唯一救主’这个真理, 反而让其他

宗教的思想抬头. 福音派的代表又表示什么呢? 

大会指出: ‘他们的参与是积极的, 他们得到十分

                                                           
91   同上引, 第 288-289页. 
92   “与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合一”本是好的, 但问

题是: 出席此会议的包括违反圣经真理的天主教, 与天

主教合一是放弃圣经的真理, 辜负了宗教改革的努力. 

好的款待, 他们的意见也得到聆听, 所以他们感

到自己已经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了.’  

 

“大会指出, 他们‘在分歧中合一’. 又说: 

‘我们各人在丰富的崇拜节目和庆祝节目中得到

很多领受, 又在研究的课题上感到彼此更加拉

进… 尤其是福音与文化的课题更引起各人的兴

趣, 因为听到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地方均开始应

用不同的观念和图像来代表他们的信仰(编者注: 

例如韩国女神学家郑玄镜用祖先的灵魂   —  

HAN [恨灵]  —  来代表“圣灵的精华, 和确实同

在的可见证据”)… 我们能在分歧的文化、种族

和传统中一同快乐, 我们感谢神使我们各人能在

这一次大会中表达了我们一些不同的意见, 又使

我们在分歧中合一...”  

 

世上所有的基督徒(真诚信主得救者)寻

求合一是应当的, 也是必须努力实践的, 因为这

是主的心意(约 17:11,21,22,23). 无论如何, 主耶

稣所指的合一不是要基督徒放下所持守的圣经

真理, 与错谬道理或异端邪说妥协来达致外表上

的合一. 主耶稣透过使徒保罗清楚教导我们, 祂

的旨意是要“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

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

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
的异端”(弗 4:13-14). 主耶稣所吩咐的合一是在

“真理上的合一”, 这样的合一是“认识神的儿子”

而“长大成人”, 不再作容易中计受骗的小孩子去

“随从各样的异端”. 可惜, 我们看到在灵恩运动

的强风影响下,93 这第七届普世会议所寻求的合

一是违反圣经真理的虚假合一. 难怪主仆吴主光

直言不讳地说: “以过往所有的大会(指之前的六

届大会)来说, 这一届可能是最偏离圣经的. 他们

的祈祷、崇拜、研讨、所传讲的信息、他们的

行动、宣言, 处处都显示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已经成了撒但迷惑人的工具.”94 

 

                                                           
93   这点可从这次大会主题得到证实, 因主题结合

了第三波灵恩运动著名的一次祈祷和天主教灵恩更新

运动的口号  —  “圣灵啊! 来吧…” (Come Holy Spirit…). 
94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第 285-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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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Pawson 

(H) 结语 

 最后 , 让我们以吴主光的话作为总结 : 

“差不多举世中外的教会人士都对王明道先生表

示敬佩和景仰, 说王明道先生乃中国一代属灵伟

人. … 众所周知, 王明道先生当日之所以不肯参

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并不是因为不爱国, 而是

为了表示不可能与不信的

新派教会同负一轭, 这正

是王明道先生在‘我们原是

为了信仰’一文所表示的 . 

笔者感到非常希奇, 虽然

今天的新神学派还是新神

学派, 今天的天主教还是没有改变,95 今天的第

三波灵恩运动也清楚地表示, 他们与… (1901 年

开始至 1950 年代末的)五旬节运动和 60 年代的

灵恩运动完全相同, 为什么这些人还可以一面歌

颂王明道先生, 而另一面又渐渐地与新神学派、

天主教和灵恩运动进行全面的合一? 据笔者所

知, 在今天的灵恩派教会和支持灵恩派的教会之

中, 仍有非常多传道人反对天主教和新神学派, 

可是这些传道人为什么不起来表态, 指出今天的

‘灵恩大合一运动’已经违反了圣经的真理? 既然

这样的大合一运动已经全面地与天主教和新神

学派联合起来, 难道只因为大家都赞成‘灵恩’就

可以合一吗?”96 以上这些问题, 都值得一思再思.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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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灵恩运动的阶段 

 

张慕皑在他所著的《近代灵恩运动》一

书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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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eter Wagner)所提出

的. 此三波如下: 

                                                           
95 指在圣经的基要教义上, 天主教仍然没有改变, 

参吴主光所著的《教会大合一运动可以接纳吗?》, 也

请上网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

主教的信仰是什么/ . 
96   吴主光著, 《灵恩运动全面研究》, 第 267页. 

1) 灵恩运动第一波: 1901 年开始的“五旬节运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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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宗派, 持不同的信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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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97   以上附录主要改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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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159 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uller_Theological_Seminary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的信仰是什么/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天主教的信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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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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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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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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两期已探讨

了后现代主义的定义、起源、

特征、哲学基础、它的诠释学、它对圣经权威

的挑战, 并证实了它的立论无法站立得住. 本期, 

就让我们思考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 

 

(文接上期) 

(I) 对“后现代主义”的应对 

 虽然现今人类社会已进入“后现代主义”

的时代, 但有学者的调查显示, 在当今的美国人

中, 仍有 35%至 40%的人认为自己是“现代主义

者”. 不论这个统计的准确性如何, 一个显而易见

的事实是, 大多数人仍保留着理性思考、逻辑推

理的习惯. 许多人正游移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之间. 

换言之, 基督徒现今同时面对着来自“现代主义” 

(modernism)和“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的

挑战. 形势是严峻的, 不过机遇也是存在的. 在危

机中也可能有转机.  

 

从护道(护教)的角度看, 用“后现代主义”

的观点之合理部分 , 批判现代主义的“理性至

上”、“科学至上”的错误, 也许能更有效的帮助

慕道朋友破除对理性和科学的迷信, 谦卑地来到

神面前. 用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驳斥现代主义者

对基督信仰的质疑, 可谓是“以子之矛, 攻子之

盾”, 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其次, 后现代主义者不

反对宗教, 并追求个人的属灵体验. 他们似乎比

无神论者更接近基督徒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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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可忽视后现代

主义思潮给基督信仰带来的极大挑战. 这可以从

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 虽然后现代主义是对“理性

至上”、“科学至上”的反动, 但它走得太远、太

偏了. 它不仅否认科学知识是真理、否认理性可

以掌握真理, 同时也否定人认识真理的可能性, 

甚至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这样, 后现代主义把

一切“相对化”, 反对任何权威. 既然没有客观的

真理标准, 就无所谓的“对”与“错”, 自己认为

“对”就行了. 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 人愿意做

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很多人就是这样为同性恋行

为辩护的. 其实, 同性恋绝非不对他人和社会造

成伤害. 不过, 同性恋的话题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不能在此详细论述. 

  

“相对主义”对福音工作造成很大阻力. 对

基督信仰持激烈批评态度之人, 有时反而成为接

受基督信仰的人. 因为这种人有分辨对、错的意

识, 有追求和坚持真理的决心. 只是, 他们把对错

弄颠倒了, 以为自己是对的, 基督信仰是错的. 借

着听道、学习圣经, 一旦他们认清基督信仰是真

理, 就会决然归向基督. 但是, 要后现代主义者归

向基督可能更加困难. 古语说, 哀大莫过心死. 

“后现代主义代表真理的死亡.”99 后现代主义者

对追求真理表现冷漠: 对或错、好或坏既无客观

标准, 全是个人的好恶, 人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己

的观点去信耶稣基督. 我们不怕爱辩论、好提问

的人, 就怕不提问、不思考、又不相信的人. 这

样的人对一切都抱“无所谓的态度”, 福音事工很

难奏效.  

  

第二, 后现代主义提倡相对主义和多元

主义, 在宗教上倾向“条条道路通罗马”、“殊途

同归”的立场. 他们可以承认有神, 但很难接受圣

经的绝对权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等观点

(徒 4:12), 很难从一个有神论

者变成一名基督徒. 不少经历

告诉我们, 一个无神论者信主

耶稣有时比一个具有其它宗

教背景的人信主耶稣更容易.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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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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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鉴于此, 里程认为若与现代主义相比,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基督信仰挑战的严重性, 如果

不是“有过之”, 也是“无不及”的, 不容轻忽. “但

是,” 里程继续表示, “也不必为席卷全球的后现

代主义浪潮所震慑、所吓倒, 因为, 以相对主义

和多元主义为‘胎记’的后现代主义, 自身带有不

可克服的弱点. 如前文所述, 相对主义是自相矛

盾的一条死胡同, 这就注定了后现代文化的核心, 

是深深的寂寞. 他们用空洞的‘尊重’、‘包容’待

人接物, 谨小慎微, 避免‘越轨’的言论, 避免跟别

人的意见相左, 避免为自己的权利站出来说话. 

本以为这样可以营造和平、和睦与和谐的环境, 

但却事与愿违. 试想, 在一个群体中, 如果既没有

共同的生活准则, 各人任意而行; 同时, 又没有客

观的是非标准, 可以彼此沟通、彼此制约, 那将

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啊! 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

极度疏离, 人的极度封闭和寂寞.  

 

“在和平、和谐的虚假光环下, 掩盖着的

是人内心的极不平安、人与人的感情的极不和

谐. 相反, 在神的全能和大爱的眷顾下, 基督徒能

够彼此相爱、彼此分享, 建立真诚、和谐的群体, 

这是令很多后现代主义者深为感动、非常羡慕

的. 对怀疑理性、怀疑客观真理的后现代主义者, 

如果用‘以理服人’的方法向他们传福音, 往往事

倍功半; 倒不如从个人的心路历程和生命见证入

手, 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共鸣.” 简之, 信徒个

人和召会整体所彰显的崭新及属天生命, 对后现

代主义者而言, 是一个

更强大有力的见证, 可

以引领他们信服圣经的

话语, 进而信靠主耶稣

基督作他们的救主.  

 

 

(J) 结论 

陈爱光指出: “后现代主义… 乃是从盲目

的现代主义中觉醒, 承认理性主义的失败, 并不

期待会有光明的未来.” 他又说: “后现代主义…  

回头已经无路… 只能向前. 但是前路一片茫雾, 

崎岖难测.” 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 现代主义是

西方思想受到历史影响的一段插曲. 里程相信, 

人们将看到后现代主义也同样是“受到历史影响

的一段插曲”. 简之, 人的智慧是有限的. 单凭人

的方法, 只能由一类问题变成另一类问题, 结果

“后现代主义”也极可能像“现代主义”一样, 是会

过去的, 成为历史的一段插曲而已, 如关启文所

言: “物极必反, 时移势易, ‘后现代’也会有一天

过去, 当人们具体地发现‘感觉至上’的后现代文

化有破坏性影响, 他们也会像摒弃‘现代’一样抛

弃‘后现代’, 所以很可能有一天人们会重新重视

理性和系统.”100 

  

基督徒应当吸取自由派神学的教训. 启

蒙运动后崛起的“现代主义”, 曾大力批判基督信

仰. 在面对这样的强大压力, 许多神学家们不是

高举神的话语, 指引现代主义者回归真神, 而是

牺牲基督信仰的原则去迎合现代主义. 结果如何

呢? 现代主义者没有因此信服真道, 基督信仰反

而受到很大亏损, 引进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神学谬

论, 如“自由主义神学”和“新正统神学”的谬误.  

 

今天, 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

影响下, 许多人离开神, 走入歧途, 很像士师时代, 

以色列人的光景: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

意而行”(士 17:6). 因此, 现今的基督徒应该努力

去理解后现代主义者, 用神的爱去爱他们, 但不

要为了迎合他们而妥协或牺牲圣经的真理;101 反

之, 我们应该高举圣经的绝对权威, 大胆地宣讲

神的话语.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 1:78-79). 只有

当神的话语照亮他们心中的眼睛和脚前的道路, 

后现代主义者和一切不认识神的人, 才可能迷途

知返, 归向真神. “面对后现代思潮的猛烈冲击, 

真正拨云见日的观点, 还有待我们这群自称拥有

永恒真理的人提出来.” 1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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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页. 
101   例如甘尼信(Philip D. Kenneson)就几乎全面接

受“后现代主义”的观点. 他认为否定客观真理并没有问

题, 基督信仰只要注重生命的见证, 不用再答“真理的问

题”. 引自《后现代文化与基督教》, 第 413 页.  
102   上文改编自 里程著,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

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年), 第 606-610 页; 

也参 http://31team.org/page/对后现代主义的对应 . 



        《家信》月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1 

   

《家信》: 第 117 期 (2018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但以理书第 2 章所预言的巨

像代表敌对神的世界帝国政

体, 其“半铁半泥的十个脚指

头”代表在末世将兴起的“十

国联盟” ( 复兴的罗马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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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的事 (十二) 

外邦人 

的日期 
 

(A) 简介 

 与以色列人被掳、分散和最终的灾难

(指七年灾难)并行的, 是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

“外邦人的日期”(路21:24: “他们要倒在刀下, 

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 但以理书的预言多

方论到外邦人的日期, 当基督自己在提到以色

列被外邦政权压迫的这段时期, 也引用了但以

理书为论据(太24:15).  

 

 在律法下, 神应许以色列会“超乎天下

万民之上”(申28:1);103 条件是他们必须顺服神

的话. 这应许表示他们在每一方面将显明为蒙

福的子民. 天下万民见他们归在耶和华的名下, 

就要惧怕他们. 他们要作首不作尾, 只居上不

居下(申28:1-14).  

 

但很可惜, 由于他们过后不顺服神, 完

全背道离弃神, 他们不仅失去了这一切的福气, 

申命记 28:15-68所说的咒诅就完全临到他们. 

经过不是很久的考验, 在士师和列王的时代过

后  —  他们多次被众先知所警告, 也经历部分

的审判和拯救之后  —  最终, 可怕的被掳和分

散发生了, 先是临到以色列的10个支派(王下

15:29; 18:9-12), 然后再临到剩余的犹大和便

雅悯支派(参 王下25:1-2; 代下36:15-21). “所以, 

                                                           
103   申 28:1: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

遵行祂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祂必使你

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耶和华的怒气向祂的百姓发作, 憎恶祂的产业, 

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恨他们的人就辖制

他们”(诗106:40-41).  

 

(B) 第一个异象: 巨像 

 但以理书主要就是论到这外邦势力之

霸权统治的时期(period of the supremacy of 

Gentile power), 即主耶稣所谓的“外邦人的日

期”. 我们看到但以理书记录了两个不同异象, 

各自包含了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统治开

始, 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审判列国的这一整

段时期(包括在这整段时期[即“外邦人的日期”]

将兴起的不同帝国, 编译者按).  

 

(B.1)   属人的四大帝国 

 第一个异象是神给尼布甲尼撒王的梦: 

“王啊, 你梦见一个大像, 这像甚高, 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状甚是可怕. 这像的头是精金

的, 胸膛和膀臂是银的, 肚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

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 见有一块非人

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

脚砸碎; 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

粉碎, 成如夏天禾场上

的糠秕, 被风吹散, 无

处可寻. 打碎这像的石

头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

天下”(但 2:31-35) 

 

 接着, 但以理给

这梦作出清楚和明确

的解释. 金头就是代表

尼布甲尼撒本身 (但

2:38). “王啊, 你是诸王

之王. 天上的神已将国

度、权柄、能力、尊

荣都赐给你. 凡世人所

住之地的走兽, 并天空

的飞鸟, 祂都交付你手, 

使你掌管这一切. 你就

是那金头”(但 2:37-38; 

编译者注: 金头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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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巴比伦王[king]尼布甲尼撒, 亦可代表这王

的 王 国 [kingdom] 或 政

权 ).104 

 

在他 (亦指他的王

国巴比伦帝国)过后, 另有

一国兴起. 此国“不及于”

之前的国(但 2:39), 可能

指这国的统治权比较不直

接由神所授, 这国是由银

所代表;105 第三国由铜所

代表,106 第四国由铁所代

表,107 最后, 退化的状况持续发生, 这第四国发

展成半铁半泥的混合国. 按次序排列, 这些王

                                                           
104   马有藻指出, 在历史上, “金头国”就是巴比伦大

帝国, 国寿共 66 年(主前 605-539 年; 若从主前 626 年建

国年开始算, 那就有 87 年). 据考古学家兼解经家布弗

劳尔(Boutflower)考究, 巴比伦神米罗达(Merodach, 巴比

伦神马杜克[Marduk]的希伯来名称)也称为金神, 而国中

宫殿庙宇皆用黄金铺砌, 金碧辉煌.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

多德(Herodotus)于巴比伦亡国后 90 年著作史记时, 赞

叹巴比伦黄金之多是世界之冠. 马有藻著, 《异梦解惑

者》(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4 年), 第 139 页 
105   马有藻指出, 主前 539 年, 巴比伦被新兴的玛代

与波斯联盟推翻 , 故此, “银胸和银臂国”分别代表玛

代、波斯国(Medo-Persian kingdom), 共历时 208 年(主

前 539-331 年). 玛代和波斯两国在主前 550 年联合成一

国, 由两国中的大国波斯统管, 这二合一国以银作币值

著名, 凡纳税、进贡、交课皆以银为单位(参 拉 4:13). 

同上引, 第 37 页. 
106   根据马有藻, 第三国是“铜腰国”, 指希腊. 希腊

人炼铜术驰名于世, 以铜造出甚多家用器皿, 武器也多

以铜器代替铁器. 当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北伐, 战

无不克, 统一世界, 南至埃及, 东至印度, 西至欧洲(正如 

但 2:39 所言的“掌管天下”), 共 268 年(主前 331-63 年). 

希腊帝国自亚历山大英年早逝(约 33 岁)过后, 便被他手

下四大将军瓜分(参 但 7:6), 至西流基王朝(另译“西流

古王朝”, 管理叙利亚一带)时, 被罗马庞培(Pompey)大

帝所倾覆, 巴勒斯坦地也归罗马版图, 而多利买王朝(管

理埃及一带)于主前 31 年在 Actium 的战役被罗马所败, 

后来也成为罗马的一部分. 同上引, 第 37 页. 
107   第四国“铁腿国”是罗马, 罗马兵器用纯铁炼成, 

所以刚硬无比. 罗马初期雄霸四方(但 2:40: “能打碎克

制百物”), 但在后期时(即“脚趾时期”), 国家因过度荒淫

逸乐, 如半铁半泥般, 至主后 364 年便分裂成东、西罗

国是巴比伦(但 2:38)、玛代波斯(但 5:28)、希

腊(但 8:21)和罗马(路 3:1), 这些其实都毫无疑

问, 所有人都赞同这个解法.  

 

 但以理解释这异象时, 他对这第四国的

解释比其他三国更为详细. 在这第四国维续下

去的过程中, 它经历了性质上的转变, 脚和脚

趾部分出现泥, 这是之前提到的一切部位所没

有的(意即金的头、银的胸膛和膀臂、铜的肚

腹和腰、铁的腿都没有与泥搀杂, 但2:32-33). 

 

(B.2)   属神的永恒国度 

 接着下来, 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出

现了, 打在巨像的脚上. 石头所打的部位, 正是

在这第四国的最终形式  —  半铁半泥的脚上

(但2:34). 这块石头是整本圣经中所提到的那

同一块石头, 即被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 已作

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那块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赛28:16; 路20:17-18).108 这

是神的审判, 外邦霸权的统治也到此结束. 神

要设立“一国, 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

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 这国必存到永远”(但
2:44).109 

                                                                                               
马帝国, 如两脚之分; 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 西罗

马以罗马城为京城. 西方的国民搀杂本土人, 却不能和

平相处, 常有内哄及“各自为战”的事情. 主后 476 年, 

东、西两部分正式宣布决裂. 分裂后却无十王出现, 因

从脚至脚趾时期, 当中有一段颇漫长的时间分隔(即所

谓的“召会时期”). 同上引, 第 38 页. 
108   赛 28:16: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在锡

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路 20:17-18: “耶稣

看着他们说: ‘经上记着: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

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 必要

跌碎; 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 
109   马有藻指出, 第五国是“预言中的国”. 这国出自

一座大山, 以山比喻“永恒”是古代近东的文化. 巴比伦

与亚述学者 Morris Jastrow 说, 巴比伦人认为他们的神

出自大山, 他们的国神米罗达(Merodach, 或称“马杜克”, 

Marduk)也被喻称为“大山”. 所以第五国源自大山的借

喻是很贴切的(这令巴比伦王能够立刻明白这第五国才

是永恒不灭的国, 其他的国都属短暂的国). 马有藻进一

步解释说: “这国并非属灵的国(指福音或教会, 如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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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世上的

国成了我神和主基督

的国(启11:15). 有者引

用面酵的比喻, 说福音

有 “ 发酵 ” 的能力 ( 太

13:33), 110  能改变世界

(指把世界变得更好, 成

为主基督的国). 世人普

遍接受这样的看法, 但

我们在圣经中找不到

任何的预言可以支持

上述看法. 他们认为靠着福音“发酵”之能, 加

上教育、科学、政治和卫生的改革, 便能做到

这点, 但这样的国仍有世上的国之特征. 

 

然而, 我们看到在19世纪, 人自夸的进

步其实是骄傲和亵渎的发展; 失去了人的情感, 

标榜的是激烈和高傲的主张, 每个阶级都强调

自己的权利, 这一切正是“末世的指标”. 值得

注意的是, 曾在古罗马帝国版图的欧洲各国现

今已显出“共和政体元素”(Republican element), 

甚至所有政体中较低的形式  —  共产主义(the 

communist)也在法国露出它可怕的面目.111  

 

由于“金头”代表完全专制的政体形式

(aut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注: 但2:38解释

金头象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此王实行独裁

或完全专制的政体 ), 所以我们有理由断定

“泥”(clay)则代表最低的民主政体形式(form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罗马帝国权威的铁腕

                                                                                               
学者所提倡, 若将第五国变成属灵的国, 那么前四国就

没有理由解作地上的国), 这‘石头国’(第五国)出现于‘脚

趾国’列王在位(同盟)时[脚趾有十, 即十国联盟时, 参 但

7:23-24; 启 17:12], 这联盟是在敌基督统领下, 所以神的

选民备受迫害(参 但 7:25), 导致神插手拦阻, 将之‘打碎

灭绝’, 建立弥赛亚国度, 存到永远(参 但 7:26-27).” 马有

藻著, 《异梦解惑者》, 第 38 页.  
110   太 13:33: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面

酵, 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 直等全团都发起来.” 
111   考德威尔于 1917 年归回天家, 所以此篇文章是

在 1917 年之前写的. 在当时 20 世纪初期, “共和政体”

与“共产主义”有显露在古罗马帝国版图的欧洲国家. 

统治正是因为民主元素的引入而破碎  —  铁

和泥两者无法凝聚, 整体力量受挫.112 此国“半

强半弱”(但2:42), 已有破裂, 所以当那石头打

在其上, 整个巨像便粉碎了(喻指人的国度绝

不可靠, 在击打下便倾倒瓦解了), “于是金、

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禾场上

的糠秕, 被风吹散, 无处可寻”(但2:35).113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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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四大帝国的历史 

 

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教导时, 曾论到关乎

耶路撒冷的事. 祂的信息范围既属历史, 又属预

言: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

期满了”(路 21:24). 关于这点, 美国的圣经学者

司可福(Cyrus I. Scofield)指出, “外邦人的日期”

始于犹大被尼布甲尼撒掳掠(代下 36:1-21), 自此, 

耶路撒冷就在外邦人的统治下. 在“外邦人的日

期”里, 曾有四大外邦帝国统治过耶路撒冷, 即巴

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 以下是这四大帝

国的历史简述:114   

                                                           
112   2008 年出版的《更新版研读本圣经》(第 1676

页)指出, 从金而银, 而铜, 而铁, 这些金属逐渐降低的价

值 , 代表后续王国统治者逐渐减弱的权势与威荣 (但

2:39), 即从尼布甲尼撒的绝对专制, 到罗马由元老院及

议会互相监督与制衡的民主制度. 这些金属(metals)也

象征逐渐增加的硬度与韧性, 代表后续的帝国比上一个

更持久. 马有藻指出, 第一国巴比伦持续了 66 年(主前

605-539 年; 若从主前 626 年建国年开始算, 那就有 87

年); 第二国玛代波斯持续了 208 年(主前 539-331 年); 

第三国希腊持续了 268 年(主前 331-63 年); 第四国罗马

持续了至少 539 年(主前 63-主后 476 年; 注: 罗马于主

后 364 年分裂成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 而主后 476 年,

东、西罗马两部分正式宣布决裂). 马有藻著, 《异梦解

惑者》, 第 37-38 页.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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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imes of 

the Gentiles” (Chapter 6),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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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tions, 1983), 第 337-340 页.  
114   以下资料主要参考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

读: 卷上》(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300-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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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塞鲁士大帝(古列大帝) 

 
巴比伦王拿布普拉撒 

(一)   巴比伦 (主前 626-556 年) 

1) 主前 1830 年, 巴比伦城开始兴起, 享有盛名. 

2) 汉穆拉比(Hammurabi, 主前 1704-1662)是古巴

比伦第六任国王, 他的法典使巴比伦闻名于世. 

3) 巴比伦自主前 900-722 年由亚述帝国控制. 

4) 比罗达巴拉但 (Merodach-Baladan)约在主前

722 年反叛亚述, 成功作

巴比伦王(主前 722-710

年; 注: 王下 20:12和 赛

39:1 曾提及此人).  

5) 主前 626 年, 拿布普拉撒

(Nebopalassar, 或 作 

Nabopalassar) 建立了新

巴比伦王朝, 极其强盛. 

6) 主前 605 年, 他打发儿子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与埃及人战争, 并

在迦基米施(Carchemish)的战役中得胜, 从此

成为当代世界的霸主. 

7) 尼布甲尼撒(统治期: 主前 606-561 年)是能干

的统帅、战士、政治家和建筑师. 他与玛代公

主(Amyhia)结婚, 为她在

巴比伦建了著名的“空中

花园”(Hanging Garden). 

8) 尼布甲尼撒追杀埃及军

远达耶路撒冷西面. 他首

次探访耶路撒冷, 但只短

暂停留, 因父王突然去世, 

只好于主前 605 年匆忙

赶回巴比伦.  

9) 尼布甲尼撒继位作巴比伦王. 他至少三次围攻

耶路撒冷城, 最后将它焚烧净尽. 这三次是:  

a. 主前 605 年: 他夺得耶路撒冷城, 并立约雅敬

(约西亚之子)作傀儡王, 又拿走一些圣殿的财

宝. 他也带了重要的王室后裔回巴比伦, 包括

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代下 36:6-7; 但 1:1-3) 

b. 主前 597 年: 他卷土重来, 将耶路撒冷余下的

财宝带回巴比伦, 又带先知以西结、约雅斤(约

雅敬之子), 以及王子、官员等 1 万人前往巴比

伦(王下 24:14-16) 

c. 主前 586 年: 他再次回来, 为要惩罚反叛的犹

大王西底家 . 这次耶路撒冷城沦陷 , 圣殿被

毁、城被焚烧, 西底家的众子被杀, 他的双眼

被弄瞎, 带回巴比伦, 最后死在那里. 

10) 主前 562 年,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去世. 

11) 主前 562 年, 其儿子以未米罗达(Evil-Merodach)

继位(王下 25:27), 为期很短. 

12) 主前 556 年, 亚述贵胄拿波尼度(Nabonidus)登

上了王位 . 不久 , 半退休的他立幼子伯沙撒

(Belshazzar)同摄国权, 同为巴比伦王. 

13) 伯沙撒统治直到主前 556 年 10 月 13 日, 就在

那夜, 玛代波斯攻占了巴比伦城(但 5:30-31) 

 

(二)   波斯 / 玛代波斯 (主前 539-331 年) 

1) 主前 559 年 , 塞鲁士大帝(另译“古列大帝”, 

Cyrus the Great)建立强大的波斯帝国. 旧约圣

经清楚表明他是耶和华神所兴起的君王(赛

44:28; 45:1; 也参 拉 1:1-8; 但 1:21; 6:28; 10:1). 

2) 主前 546 年, 他打败了非常富有的吕底亚王
(Croesus of Lydia).  

3) 主前 539 年, 他攻占巴比伦城, 杀了巴比伦王

伯沙撒(伯沙撒也被称为“迦勒底王”, 但 5:30).  

4) 主前 538 年, 塞鲁士下令允准国中犹太人归回

故土, 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拉 1:1-5). 

5) 主前 529 年, 塞鲁士死于战场. 

6) 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II)接续为王

(主前 529-522 年), 并于主前 525 年征服了埃

及. 他不久却死了,115 于是发生内战. 

7) 大利乌一世 (Darius I, 

即 “ 大 利 乌 大 帝 ”, 

Darius the Great)接续

他作波斯王(主前 522-

486 年), 恢复法律和国

家秩序, 把即将崩溃的

帝国挽回. 

8) 主前 490 年, 在马拉松

(Marathon)的战域中 , 

大利乌一世的波斯大

军被希腊军队打败. 

9) 大利乌的儿子薛西斯(另译“薛西”, Xerxes)继

位作波斯王(主前 486-465 年). 此王即是以斯

帖记的亚哈随鲁王. 主前 480 年, 薛西的军队

在萨拉米斯(Salamis)战役中被希腊军队打败. 

10) 亚达薛西一世(Artaxerxes I)于主前 465-423 年

作波斯王, 是酒政尼希米在皇宫服事的那位王. 

11) 大利乌三世(Darius III)于主前 336-330 年作波

斯王. 主前 330 年, 他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击败, 

波斯帝国从此落沒. 

                                                           
115   有者说他是被人杀死, 有者认为他是自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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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罗马的尤利乌斯·凯撒 

 
罗马创建者罗穆卢斯 

(三)   希腊 (主前 331-323 年) 

1) 主前 546-479 年, 希腊常受到波斯帝国的侵袭, 

不过自萨拉米斯(Salamis)和普拉提亚(Plataea)

的战役后, 希腊的胜利解除了波斯的威胁. 

2) 这些战役不久后, 希腊进入黄金时代, 由雅典

民主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 主前 461-429 年)

所领导. 许多雅典公民成为历史著名人物, 例

如: 苏格拉底(Socrates, 主前 469-399 年)、柏拉

图 (Plato, 主前 427-347 年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主前 384-

322 年)等等. 

3) 然而, 希腊的黄金时

代不长(主前 500-300

年), 两个处于领导地

位的希腊城邦  —  雅

典和斯巴达 (Sparta)  

—  竟然打起仗来, 彼

此相争 . 经过伯罗奔

尼 撒 的 战 役
(Peloponnesian wars), 

斯巴达冒出头来. 

4) 主前 338 年, 马其顿的腓力(Philip of Macedon, 

主前 380-336 年)征服了希腊.  

5) 主前 336 年, 腓力遭人暗杀. 他的儿子亚历山

大(Alexander, 当时年仅 20 岁)继位作王. 他准

备执行父命, 征服波斯帝国. 

6) 主前 334 年, 亚历山大横渡海力士彭特(误译

“海伦斯堡”, Hellespont; 此地将小亚细亚与中

东分开), 并于那年在格兰尼古河(Granicus)打

败波斯大军. 

7) 主前 332 年, 他毁灭推罗(另译“泰尔”, Tyre), 

却保存耶路撒冷城.116 他受到埃及人欢迎, 在

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城(city of Alexandria). 

8) 主前 331 年, 他在亚尔伯拉(Arbela)的战役中粉

碎了波斯帝国的权势, 建立了希腊帝国. 

9) 主前 327 年, 他入侵印度. 他计划重建巴比伦

城, 使它恢复昔日的荣耀. 但在主前 323 年, 他

死于印度, 年仅 32 岁.117 

                                                           
116   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的记载(《犹

太古史》第 11 卷 337 节 [8 章 5 段] ), 当时有人把但以

理书(应该是第 8 章)给亚历山大看, 书中预告一个希腊

王必推翻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为此称奇, 决定放过耶路

撒冷, 转而向南面的埃及挺进. 

10) 希腊帝国随后被亚历山大的 4 位将军瓜分: 

a. 多利买(Ptolemy): 在以色列南部建立了多利

买王朝(Ptolemaic Dynasty): 统治埃及. 

b. 西流基(Seleucus): 在以色列北部建立了西

流基王朝(Seleucid Dynasty): 统治叙利亚. 

c. 卡山大(Cassander): 统治希腊和马其顿. 

d. 吕西马古(Lysimachus): 统治小亚细亚.  

11) 主前 175 年, 安提阿哥四世伊比法(Antiochus 

IV Epiphanes)作西流基王朝的统治者. 他于主

前 168 年(或主前 167 年)进攻耶路撒冷, 污秽

圣殿, 残杀犹太人, 结果引发马加比家族起义, 

率领犹太人群起反抗(Maccabean Rebellion, 主

前 167-160 年).   

 

(四)   罗马 (主前 58-主后 476年) 

1) 传统认为罗马建国于主前 753 年 4 月 21 日. 古

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Cicero, 主前 106-

43 年)指出罗马国

名乃出自其创建者

罗穆卢斯(Romulus). 

他统治了 39 年, 突

然失踪(根据传说 , 

他被接上天). 

2) 主前 338 年, 罗马

控制了意大利中部. 

3) 主前 146 年, 罗马

与迦太基(Carthage)进行第三次战争, 并成功夺

取迦太基城. 

4) 主前 63 年, 罗马将军庞培(Pompey)占领了巴

勒斯坦, 但接着下来就是罗马内乱期. 

5) 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在著名的高卢战

役(Gallic Wars, 主前 58-51 年)中获胜, 把高卢

(Gaul)纳入罗马省份, 巩固了罗马帝国. 主前 44

年 3 月 15 日, 

尤利乌斯·凯撒

在罗马遭暗杀. 

6) 主前 31 年, 凯

撒 亚 古 士 督

(Augustus, 或

称“奥克塔维厄

斯 ”, Octavius)

                                                                                               
117  有者认为“公元前 323 年, 亚历山大在巴比伦驾

崩(年仅 32 岁).” 罗庆才、黄锡木主编,《圣经通识手

册》(香港沙田: 基道出版社, 2005 年), 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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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 

 
罗马皇帝尼禄 

成为罗马皇帝. 在那一年, 他使埃及成为罗马

其中一省. 罗马帝国达到了权力和荣耀的顶点. 

主耶稣基督就是降生在亚古士督的统治时期

(主前 31-主后 14 年). 

7) 提比略(Tiberius Caesar)继亚古士督作罗马皇

帝(主后 14-37 年). 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基督就

在他的统治期间出来传道.  

8) 尼禄(Nero, 主后 37-68 年)于

主后 54-68 年作罗马皇帝. 

经过数年的正常统治后, 尼

禄转向残暴统治, 处死其母

(主后 59 年)及妻(主后 62

年), 并焚烧罗马城, 却把这

罪归咎于基督徒, 导致许多基督徒被杀害. 彼

得和保罗就在尼禄的统治期间殉道. 尼禄最终

于主后 68 年自杀身亡. 

9) 罗马将军维斯帕先(Vespasian, 主后 68-79 年)

作罗马皇帝. 他命令儿子提多将军率领大军毁

灭耶路撒冷, 并于主后 70年完成此事. 

10) 主后 79 年, 维斯帕先皇帝死后, 提多继位, 统

治罗马(主后 79-81 年). 在他的统治期, 庞培城

因维苏威火山(Mt. Vesuvius)爆发而毁灭. 

11) 主后 81 年, 多米田(Domitian)夺权, 成为罗马

皇帝. 他把使徒约翰放逐于拔摩岛(启 1:9). 

12) 主后 313 年, 君士坦丁(Constantine)签署了宽

容法令(Edict of Toleration), 使基督信仰成为国

教. 主后 325 年, 他在尼西亚会议中作主席. 

13) 狄奥多西(Theodosius the Great)

于主后 379-395 年作罗马皇帝. 

他于主后 395 年去世, 把罗马

帝国一分为二(分权而治), 东

罗 马 给 长 子 阿 卡 狄 乌 斯

(Arcadius)治理, 西罗马给幼子

霍诺里乌斯(Honorios)治理.  

14) 主后 452 年, 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把西

罗马帝国首都拉文纳攻陷, 赶走皇帝.  

15) 主后 455 年, 汪达尔人(Vandals, 古代东日尔曼

部族)从海上出发, 洗劫了罗马城. 

16) 主后 476 年, 西罗马最后一任皇帝罗穆卢斯奥

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被废, 西罗马帝国

落沒. 不过, 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 

Byzantine Empire, 主后 395-1453 年)却再延续

多一千年左右 , 于 1453 年才被奥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的穆罕默德二世所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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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四大帝国的年代表 

 

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巨像代表四大帝

国(但 2:31-45). 以下是圣经学者或解经家们对此

四大帝国的年代所持有的看法:    

 

四大 

帝国 

金 

(头) 

= 巴比伦 

银 

(胸和膀臂)  

= 玛代波斯 

铜 

(肚和腰)  

= 希腊 

铁 

(腿和脚) 

= 罗马 

A: 

启导本 

主前  

625 - 539 

主前  

539 - 330 

主前 

330 - 30 

主前 30 -  

主后 180 

B: 

研读本 

主前 

626 - 539 

主前 

539 - 330 

主前 

330 - 63 

主前 63 - 

主后? 

C: 

马有藻 

主前 

605-539  

主前 

539 - 331 

主前 

331 - 63 

主前 63 - 

主后 476 

D: 

黄丹尼 

主前  

625 - 538 

主前  

538 - 330 

主前 

330 - 31 

主前 31 -  

主后 476 

E: 

Jim Allen 

主前 

626 - 539 

主前 

539 - 331 

主前 

331 - 63 

主前 63 - 

主后 476 

F: 

Wiersbe 

主前 

636 - 539 

主前 

539 - 330 

主前 

330 - 63 

主前 63 - 

主后 475 

G: 

Pentecost 

主前  

626 - 539 

主前  

539 - 330 

主前 

330 - 63 

主前 63 -  

主后? 

H: 
Willmington 

主前  

606 - 539 

主前  

539 - 331 

主前 

331 - 323 

主前 322- 

主后 476 

I: 
R. Dividing 

主前  

606 - 539 

主前  

539 - 330 

主前 

330 - 63 

主前 63 - 

主后? 

 

注一: 图表显示帝国年代有细微差异, 但差距不大. 此

外, 差异可能因不同学者以不同事件为指标所致.118  

注二: 图表的斜体英文字(A、B…)代表下列参考书: 
 

A:  余也鲁总编辑, 《中文圣经启导本》(2005), 第

1246, 1364, 1379 页. 

B:  鲍会园总编辑, 《更新版研读本圣经》(2008), 第

1676, 1686 页. 

C:  马有藻著, 《异梦解惑者 — 但以理书诠释》

(2004), 第 37-38 页. 

                                                           
118   例如巴比伦帝国的开始年代主要有两个, 即主

前 625 / 626 年(学者以巴比伦建国日期为指标), 和主前

605 / 606 年(以巴比伦攻占耶路撒冷为指标), 两者都是

正确的. 此外, 罗马帝国的陷落可以有两个年代, 第一是

西罗马帝国于主后 476 年被东哥特人(the Ostrogoths)推

翻; 第二则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 Byzantine)于 1 千年

后的 1453 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攻

陷 ).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Cookstown, N. 

Ireland: Scripture Teaching Library, 2013), 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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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解释王所梦见的巨像 

 
马杜克 (Marduk) 

D:  黄丹尼著, 《末世大灾难》(1992), 第 90, 91-99 页. 

E: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2013), 第 100-106, 

676, 682-683 页. 

F: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Prophets (2002), 第 260 页. 

G: J. Dwight Pentecost, “Daniel” in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OT (1985), 第 1335 页. 

H:  H. L. Willmington, Willmington’s Guide to the 

Bible (1984), 第 228 页. 

I: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Things that Differs 

(1995), 第 6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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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但以理书的巨像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 即主前(公

元前)大约 587 年, 一天晚上, 他做了一个梦. 此梦关

乎世界政局的演变. 王说他醒来后忘了此梦, 吩咐国

中所有哲士(术士)前来解梦, 唯无人能解. 王喝令灭

绝巴比伦所有哲士. 在这千钧一发之刻, 来自犹大国

的真先知但以理挺身而出, 为王解梦. 但以理书 2:31-

49 记载了王所梦见的巨像, 并神借着但以理给它的

正确解释. 艾伦(Jim Allen)在其所著的《重新考虑但

以理书》(Daniel Reconsidered)把这段经文分段如下: 

 

(A)   但 2:31-35: 梦中的人像(The Image)  

(B)   但 2:36-45: 异梦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C)   但 2:46-49: 印象和影响(The Impression) 

 

(A) 梦中的人像 (The Image, 但 2:31-35) 

 尼布甲尼撒王

在梦中看见一个巨大又

辉煌的人像. 它是由几

种材料制成的: (1) 头是

精金; (2) 胸膛和膀臂是

银; (3) 肚腹和腰是铜. 

(4)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

半泥. 这巨像被一块“非

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

得粉碎. 然后这块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

下”(但 2:34-35).  

 

(B) 异梦的解释 (The Interpretation, 但 2:36-45) 

 威明顿(H. L. Willmington)指出, 这个巨像代

表了四个外邦世界的霸权: (1) 金头是巴比伦; (2) 银

胸和臂是波斯(玛代波斯); (3) 铜腹和腰是希腊; (4) 

铁腿和半铁半泥的脚是罗马. 最后在末世霸权的日子, 

“天上的神”要借着祂的磐石(主耶稣基督), 粉碎地上

一切的国度, 设立一个永恒的国度(但 2:44-45).119  

 

 (B.1) 金的头 (但 2:37-38) 

“王啊, 你是诸王之王. 天上的神已将国度、

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 

并天空的飞鸟, 他都交付你手, 使你掌管这一切. 你就

是那金头”(但2:37-38). 尼布甲尼撒王就是那金头. 尼

布甲尼撒王于主前606年攻陷耶路撒冷城(代下36:6-

7). 这使他进入神的计划中 , 成为高高在上的“金

头”(但2:38). 他在父亲拿布普拉撒(Nabopolassar, 或

作 Nebopalassar)于主前605年逝世后, 便成为新巴比

伦帝国(Neo-Babylonian Empire)的帝王, 并以大权治

理长达43年(主前605-562年). 再过23年后(主前539

年), 即在巴比伦王伯沙撒(Belshazzar)的时代, 巴比伦

城被波斯王塞鲁士(另译“古列”, Cyrus)所攻陷.  
 

用“金”代表巴比伦

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巴比伦

以金子闻名于世. 此城被喻

为 “ 金 子 的 城 ”(KJV: the 

golden city, 赛14:4).120 巴比

伦 的 异 教 之 神 马 杜 克

(Marduk) 被 人 称 为 “ 金

神”(the god of gold); 很可能

马杜克的巨型偶像也是纯金

制成的. 曾在尼布甲尼撒作

王时期游览过巴比伦的著名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 也因目睹城中

大量金子而惊讶不已  —  连墙壁甚至整座建筑物都

镀上金子. 难怪耶利米形容说: “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

手中的金杯”(golden cup, 耶51:7).  

                                                           
119   威明顿指出, 尼布甲尼撒所梦见的四大霸权, 后

来在 但 7:1-27 中被预言为四大野兽: (1) 巴比伦是有鹰

翅膀的狮子; (2) 波斯是旁跨而坐的熊;  (3) 希腊是有四

个鸟翅膀的豹; (4) 罗马是难以描述、可怕强大的野兽.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上》(香港: 种籽出版

社, 1986 年), 第 300 页. 这些外邦世界霸权在人看来是

巨大辉煌的人像, 在神看来却是凶残危险的兽, 诚如马

唐纳所言: “人以珍贵金属来描述他的帝国, 而神却用野

兽来描述同样的国家”(但 7:1-18).  
120   赛 14:4 中“强暴的”一词, 在一些英文译本(如

KJV、NKJV、ASV )译作 the golden city (金子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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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银的胸和膀臂 (但 2:39a) 

 一听到“你就是金头”, 尼布甲尼撒王肯定自

满得意, 不过, 但以理接下去的话令他惊讶, 巴比伦帝

国将被另一个“不及于你”的国取代! 这显明“天上的

神”是掌控一切的, 祂既然可以把国权赐给尼布甲尼

撒王, 也可将之取去, 赐予他人.  

 

 虽然当时没有说出这第二国的名称, 可是但

以理书较后道出它的名字(但 5:31; 8:20), 同时历史也

提供答案: 随着巴比伦帝国之后的, 是玛代波斯帝国

(Medo-Persian Empire), 由塞鲁士(Cyrus the Great)所

统治. 按这巨像, 象征此帝

国的是银的胸和膀臂. 两只

膀臂代表此帝国的两大部

分(玛代和波斯两国), 在塞

鲁士圆滑的外交策略治理

下联合为一. 此帝国掌权统

治当代世界(指地中海一带

的世界)超过两百年之久, 从波斯于主前 539 年占领

巴比伦, 直到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于主

前 331 年的兴起. 但以理书较后以“公绵羊”(ram)的

预言来象征玛代波斯帝国(8:3-4,20). 但以理不会对此

事感到惊讶, 因他可从先知耶利米较早时的预言, 晓

得玛代诸君将攻打巴比伦(耶 51:11,28; 注: 赛 13:17

也预言此事).    

 

 在军事力量上, 玛代波斯并非“不及”巴比伦, 

因它实际上打败和占领了巴比伦. 在版图地域上, 玛

代波斯也非“不及”巴比伦, 因前者的版图更大. 在国

家财富上, 玛代波斯也不是“不及”巴比伦. “银子”是

当时的商业货币, 玛代波斯帝国内每个省份(satrapy / 

province)是用银币纳税, 故有大量银子纳入国库. 玛

代波斯因此非常富裕, 可大规模地兴兵远征(但 11:2; 

拉 4:13), 甚至在当代被喻为“银帝国”(silver empire).  

 

这里的“不及”是指在金属方面的价值(value 

of the metals), 在价值上银不及金; 而这价值反映神的

完美标准, 故玛代波斯在统治方式上“不及”巴比伦. 

巴比伦的统治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 虽是独裁

(autocratic)和专制的(despotic), 却完全集中与统一. 

但玛代波斯包含两个不同的国民(玛代人和波斯人), 

由 127 个君主(princes / satraps)管理各自的省份(但

6:1; 斯 1:1), 这种治理方式显然“不及”巴比伦的中央

集权统治. 专制的治理方式若由属神的人执行就很理

想, 但实际上, 美事落入人的手中就往往失败. 玛代波

斯的寡头政治(oligarchic rule, 指由极少数人治理的

方式)是落在几个家族的手里, 这与神的理想相差甚

远, 故在统治方式上“不及”于巴比伦.      

 

(B.3) 铜的肚腹和腰 (但 2:39b) 

 这第三国是以铜为特征. 这里没有多谈此国, 

但较后的预言以“公山羊”(he-goat)来代表它(8:21). 历

史清楚告诉我们, 这第三国是亚历山大所开创的希腊

帝国(Grecian Empire). 用铜来代表此帝国, 是非常贴

切的描述. 亚历山大以 8 个决定性战役打败了所有抵

挡他的军团. 当耶路撒冷被攻陷时, 希腊帝国便出现

在神的时间表上. 

 

    此帝国用“铜”来描述全然适切, 因为希腊人

大量采用铜. 他们的军队穿戴铜制的军装如铜头盔、

铜护心镜、铜盾牌和铜制的刀剑. 希腊大军的铜方阵

(phalanx)  —  青铜包覆的众战士组成一排接一排的

续流线, 有时还互锁盾牌(interlocked shields), 形成联

锁紧扣的防护罩, 在亚历山大的英勇率领下大步挺进, 

势不可挡, 令玛代波斯的大军节节败退. 希腊帝国的

版图比玛代波斯更广大, 跨越亚欧非三大洲, 甚至向

东扩展到印度河流域.  

 

此国不仅以铜肚腹代表, 更延伸到铜腰, 暗示

此帝国后期将会分裂(注: 腰部是要分成两腿的部分). 

亚历山大撤军回到巴比伦, 不久便在 33 岁时英年早

逝 . 他的帝国过后被他的四名大将分割成四个国

家.121 当中只有两个国家在以色列和圣经历史上有重

要角色 , 即以色列南部 (位于埃及 )的多利买王国

(Ptolemaic Dynasty)和北部(位于叙利亚)的西流基王

国(Seleucid Dynasty).    

  

(B.4) 铁的腿和半铁半泥的脚 (但 2:40) 

 第四国“必坚壮如铁”(40 节). 历史告诉我们, 

希腊帝国过后就是罗马帝国, 而铁是此帝国最适切的

代表. 罗马军队以更坚固耐用的“铁”取代希腊帝国的

“铜”. 罗马人用铁来制造军队的盾

牌、刀剑和头盔 . 罗马重标枪

(pilum)是罗马军团的特别武器, 枪

头也是用粗壮的铁所制.  

 

 巴比伦帝国统管当代的世

界少过 100 年, 相比之下, 罗马帝

国至少有 500 年之久, 从罗马将军

庞培(Pompey)于主前 63 年征服巴

                                                           
121   有关此分裂后的四个国家, 请参本文附录一: 四

大帝国的历史(第三项, 第 10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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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铁 半 泥 的 脚 

( 十个脚趾 = 十国联盟 ) 

勒斯坦, 直到“西罗马帝国”于主后 476 年被东哥特人

(the Ostrogoths)122推翻. 若以“东罗马帝国”(拜占庭, 

Byzantine)于 1453 年的落沒来计算, 罗马帝国甚至维

持了千年之久.   

 

 潘 德 科 (J. Dwight 

Pentecost)指出, 罗马帝国的

两大特征是分裂 (division; 

但 2:41: “那国将来也必分

开”, 即分裂成为东罗马与西

罗马 )和衰退 (deterioration; 

但 2:42: “那国也必半强半

弱”). 罗马虽成功占领大片

领土, 但它无法使所有人民

团结, 形成一个联合帝国. 在这方面, 它的百姓确实

“与各种人搀杂, 却不能彼此相合”(但 2:43). 关于这

半强半弱的搀杂, 也有别的学者认为是指: (a) 此帝国

在组织上强盛, 在道德上却是脆弱; (b) 罗马无法成功

地把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与民主制度(democracy)联

合起来; (c) 罗马政权被广大群众(masses)侵袭而弱化; 

(d) 罗马帝国是多种民族与文化的混合体.123 

 

 贝克(James R. Baker)引述美国浸信会圣经学

者拉尔金(Clarence Larkin)的评述: “关于‘第四国’, 我

们留意到三件事. 第一, 它由腿部所代表, 在长度上至

少是人像的一半, 因此在比例上, 罗

马帝国比其他三国维持得更久. 历

史证实这方面确实如此. 此人像分

成‘两个腿’, 意味着罗马帝国将会

分成两大部分. 历史也证实这是真

的, 因为罗马帝国于主后 364 年分

成‘东区’(Eastern Division), 以君士

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首都 , 以

及‘西区’(Western Division), 以罗马

城为首都.第三, 人像的两脚进一步分成各自的‘五个

脚趾’. 这 10 个脚趾还未显露出来, 所以这巨像在历

史上的应验还未完整. 从以上所言, 我们看见第一帝

国是一个单位(UNIT), 第二是两部分(DUAL), 第三变

                                                           
122   东哥特人(the Ostrogoths)是指主后第 5 世纪在

意大利建立东哥特王国的东哥特族人. 
123   J. Dwight Pentecost, “Daniel”, in John F. 

Walvoord & Roy B. Zuck,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85), 第 1335-1336 页.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

把“半铁半泥”的强弱搀杂情况解释为“罗马在军事上强

盛, 内部却是腐败”(internal decay).  

成四部分(QUADRUPLE), 而第四在其最终形式, 将

是十部分(TEN-TOED). 虽然今日肉眼可见的罗马帝

国已不存在, 但它的法律制度(及罗马天主教、罗马

军队的军阶等), 仍在诸多邦国中盛行, 极有影响力, 

而此帝国有朝一日将会以可见的形式复兴.124 在它复

兴和最后的形式,125 会由‘十个联盟国’(Ten federated 

Kingdoms)组成, 由人像的十个脚趾所代表, 联盟国的

首领将会是最后一个罗马皇帝和外邦统治者  —  敌

基督(the ANTICHRIST).”126     

 

换言之, 这第四国(罗马帝国)可再分成几个

时期. 根据威明顿, 罗马帝国有三个时期: (a) 第一时

期: 最初建立帝国期(主前 300 年直到主后 476 年); (b) 

第二时期: 有影响力的时期(主后 476 年直到现今): 

至今仍有的影响如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罗马教会

的首府梵蒂冈、罗马法律、罗马语言(拉丁语)、罗

马军队的军阶; (c) 第三时期: 复兴的罗马帝国(召会

被提直到哈米吉多顿大战).127 亦有学者只将它分成

两大时期, 即上述(a)和(c).  

 

(B.5) 打碎巨像的石头 (但 2:41-45)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这国必存到永远”(但 2:44). 这节是本章第 5 次提到

“天上的神”(但 2:18, 19, 28, 37, 44), 指明有一者以“石

头”为象征. 此石头要打碎一切属地的国, 接着, 这石

头变成一座大山. 这里是以“大山”象征神的国.128   

 

 贝克(James R. Baker)写道: “异象中见到的石

头清楚指向基督, 即神所应许赐给以色列的君王. 新

旧约圣经皆以‘石头’的画像, 代表神所应许的弥赛亚

                                                           
124   此“复兴的罗马帝国”现今已有复兴的征兆, 请

留意下期(第 118 期)《家信》在这方面的分解. 
125  威明顿指出, 但以理书所预言的第四个政权仍

未完全应验在古罗马历史上, 因为古罗马帝国仍未由十

国组成, 而击打的石头也仍未粉碎地上的国度. 换言之, 

这由十国联盟组成的最后一个外邦政权(复兴的罗马帝

国)将会在大灾难时复苏. 许多圣经学者(如黄丹尼、马

有藻、马唐纳、 J.R. Caldwell 、 J.R. Baker 、 John 

Phillips 等等)都赞同“罗马帝国将会在七年灾难时复兴”. 
126   James R. Baker, “Daniel”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44 页. 
127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993页. 
128  石头变成大山, 表明两者关系极其密切, 有此石

才有此国. 照样, 这石头所象征的“基督”与“神的国”(大

山所象征的国)关系密切, 是无法分隔的; 有基督才有此

国的设立(注: 所要设立的这“国”是指千禧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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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Robert Anderson 

(或称“基督”, 即耶稣基督; 创 49:24; 诗 118:22; 赛

8:14; 28:16; 徒 4:11; 彼前 2:4,6).129 ‘非人手凿出来的

石头’强烈地意味着那位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具有超自

然的根源… 在异象中, 此石头是打在巨像的脚上(但

2:34), 但整个巨像也照样“一同砸得粉碎”(但 2:35,45). 

这点描述神最终的审判会临到一切属人的腐败政权, 

并在末世的时候全面摧毁它. 此审判已交在那位即将

来临的弥赛亚手中.”130 

 

 值得留意的是 , 潘德科指出 “无千禧年

派”(Amillennialists)认为, 但 2:44 所谓的“国”在基督

第一次降临时已被基督设立, 而教会就是那国. 他们

的论点是: (a) 基督信仰犹如那不断扩大的山, 已开始

成长, 在地理方面传播与扩散, 今日仍然如此; (b) 基

督是在罗马帝国时代降临的; (c) 罗马帝国落入 10 国

(十个脚趾)的手中; (d) 基督是房角石(弗 2:20). 

 

 无论如何, “前千禧年派”(Premillennialists)认

为, 那被基督设立在地上的国, 是属将来的事. 至少有

6 点支持此看法: (1) 石头会快速变成大山, 而非逐渐

发生此事. 基督信仰并非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后, 快速

充满天下, 遍布全地. (2) 基督虽在罗马帝国时代降临, 

祂却没有摧毁它. (3) 基督在世时, 罗马帝国从没有立

刻拥有 10 王. 但此巨像暗示当基督再临设立祂的国

度时, 地上已有 10 个统治者, 他们将被基督所灭. (4) 

虽然基督现今已是教会的房角石(弗 2:20), 也是非信

徒的绊脚石(彼前 2:8), 但祂还不是那

块击打人的石头(smiting stone). (5) 

那块石头(弥赛亚)将会摧毁和结束一

切世上的国. 可是教会还未也将不会

占领世上列国. (6) 教会不是政治领

域的国度, 但未来的千禧年却是这样

的国度. 简言之, 尼布甲尼撒王的梦

清楚教导前千禧年论, 表明基督将会

回到地上, 征服所有列国, 并在地上

设立祂的治理或国度. 简之, 教会不

是这里所谓的国度.131 

                                                           
129   菲利普斯(J. Phillips)正确表示, 主耶稣基督(弥

赛亚)是: (1) 超然的石头(supernatural stone, 由童女所生, 

即是“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但 2:34); (2) 绊脚的石头

(stumbling stone, 赛 8:14); (3) 击打的石头(smitten stone, 

但 2:34); (4) 救恩的石头(salvation stone, 彼前 2:6-7). 
130   James R. Baker, “Daniel”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45 页. 
131   J. Dwight Pentecost, “Daniel”, in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第 1336 页. 

 还有一事值得留意, 是关于巨像与“七十个七

之预言”. 神曾启示但以理关于千禧年国设立之前, 必

须经过七十个七 (70 x 7 = 490 年; 但 9:24-27). 英国

的安德森爵士(Sir Robert Anderson)算出这 490 年始

于波斯帝国时期的主前 445

年, 可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

主后 32 年, 即 69 个七的时候

就暂停了. 从第 69 个七到第

70 个七, 两者之间有段“间隔

时期”, 就是现今的召会时代. 

艾伦(James Allen)解释道: “有

个时间空档(time gap, 或作“间

隔”, interval)必须发生在这巨

像所代表的时期. 在第 69 个

七结束时(即主后 32 年),132 七十个七的预言之钟便

停止了. … 七十个七之预言中的时间空档(间隔)从主

后 32 年开始, 直到未来的某一日, 即召会被提(帖前

4:17). 到那时, 与以色列有关的和平盟约将被坚定(但

9:27), 为以色列带来短暂和平. 这时, 预言之钟重新

启动(进入最后一个七年), 倒数七年的灾难, 直到基

督降临得国(指基督回到地上, 消灭敌基督, 建立千禧

年国, 编者按).133  

 

(C) 印象和影响 (The Impression, 但 2:46-49) 

 听完了先知但以理的解释, 尼布甲尼撒王惊

讶不已, 便向但以理屈膝, “俯伏在地, 向但以理下拜, 

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但 2:46). 尼布甲

尼撒王心生敬畏, 承认但以理的神不仅能解梦, 并且

还“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 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但

                                                           
132   有关这方面的日期计算, 请参 第 115 期《家

信》的“预言望楼: 将来的事(十): 以色列国民复兴的时

间”一文中的附录二: 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133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125-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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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王大力提升但以理为总理, 这是巴比伦最高的

官职(但 2:48). 

 

 魏斯比(Warren Wiersbe)指出, 此巨像的解释

看似简单, 却带出四个重要且深邃的信息或真理. 第

一个真理: 它显明神在掌控历史. 祂知道未来的事, 因

为祂计划未来将成的事. 

这不表示神要为世上领

袖和列邦列国的罪恶负

责, 而是表明祂可支配和

否决他们的邪恶, 来成就

祂神圣的旨意. 天上的神

把帝国宝座赐给尼布甲

尼撒, 使他有能力打败他

的敌人, 扩展他帝国的版

图(但 2:37-38; 耶 27:5-8). 

神既然能够把权柄赐给

他 , 也能够把它取回来 , 而祂过后确实这样做(但

5:30-31). 尼布甲尼撒王不晓得他的帝国能维持多久, 

但他晓得有朝一日必然落沒. 历史告诉我们, 巴比伦

过后被“不及于它”的波斯所占领(但 2:39). 

 

 第二个真理: 此梦显示人所经营的事业会随

着时间而逐渐衰落. 这威严巨大的人像从头到脚不仅

在价值上改变  —  从金变泥  —  也在力量上改变, 最

终从金的头到半铁半泥的脚. 实际上, 此巨像是头部

重, 脚部轻, 因为金的原子量(atomic weight)比泥重

10 倍, 而银也比泥重 5 倍. 历代以来, 列国和帝国看

似强盛不朽, 但它们常有倾覆和粉碎的危险. 尼布甲

尼撒所梦见的巨像, 从头看起是金碧辉煌, 然后是

银、铜、铁, 但最终还是靠半铁半泥的脚来支撑, 结

果不堪一击.  

 

当我们综览历史, 在某一方面, 我们看到进步

和发展, 可是当我们进到深一层, 就不难看见衰退和

腐败. 我们看见人在文明和科技上的进步, 我们可以

轻易与世上任何角落的人谈话, 但所谈的很多不是重

要事情. 我们可以快速地去到世上任何地方, 但我们

却解决不了暴力、战争、饥荒、自由的问题. 我们享

受现代生活的种种科技和电子产品, 但也同时目睹它

们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与危机. 

 

 第三个真理: 在这世代的末期, 要把事物连在

一起(团结一致)是困难的. 巨像的脚是铁与泥的混合

体. 铁是强的, 泥是弱的; 所以巨像的铁看来坚硬耐久, 

泥却相反. 事实上, 泥使到铁失去凝结巩固的能耐, 因

为铁在哪里遇到泥, 就在那里弱化了. 现今社会是靠

种种条约(treaties)连在一起, 但条约可以被毁; 靠应

许连在一起, 但应许可被忽视; 靠传统连在一起, 但传

统可被遗忘; 靠组织连在一起, 但组织可被解散; 靠

金钱连在一起, 但金钱也会失效  —  这一切都是铁搀

杂了泥!  

 

最好的人也不过是泥, 因为人是神用地上的

尘土所造. 人虽是按神的形像造的, 可是罪已把神赐

给我们的统治权夺去(创 1:26). 我们不仅创作制造, 

也破坏摧毁; 我们不断破坏人类和神所赐的世界. 为

何如此? 人心的问题才是每样问题的中心, 我们的心

悖逆神, 坏到极处(耶 17:9). 

 

    第四个真理: 基督将会再临, 摧毁祂的敌人, 

建立祂的国度. 圣经常用“石头”象征弥赛亚, 神的儿

子耶稣基督(诗 118:22; 赛 8:14; 28:16; 太 21:44; 徒

4:11; 林前 10:4; 彼前 2:4-8). “非人手凿出来”常在圣

经中用来表示“不靠人的力量”, 指唯有神能做的事

(西 2:11; 来 9:11,24). 看来罗马帝国会以某种方式维

续下去, 直到这世代的结束, 最终导致 10 王的联合统

治(但 2:44; 7:24-27; 启 17:3,12-18). 然而, 我们的世界

会从邪恶中被救出来, 不是靠一个漫长的程序, 而是

靠一个危机的处理  —  神所应许的主耶稣基督从天

再临, 施行拯救. 四大帝国所流传和存留的一切, 都必

被基督所毁, “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 被风吹散, 无处

可寻”(但 2:35). 然后, 基督会设立祂的国, 充满全地.       

 

 魏 斯 比总 结道 : 

“当我们思想这些真理时, 

我们应该充满喜乐的把握, 

深知主在掌控一切, 有朝

一日必在地上统管万有 . 

纵然神的子民应该尽力减

轻或缓和地上的苦难, 使

地球成为更安全、更喜乐

的世界, 不过, 我们的盼望

不建立在法律公正、政治

联盟、道德改革运动等 . 

我们的盼望全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人的心需

要靠神的恩来改变, 这表示神的子民必须为主作见证, 

直到地极. 唯独基督的国度能够存到永远(但 2:44), 

也只有那些信靠祂, 靠圣灵重生得救的人, 才能够成

为那国的公民(约 3:1-18).134  

                                                           
134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OT Prophets (Colorado: Cook 

Communications Ministries, 2002), 第 260-26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