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还剩 12 年？ 
 

根据 2018 年 10 月 10 日《星洲日报》的

“天下事”专栏(第 24 页),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PCC)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 发布由

全球顶尖科学家共同撰写的重量级报告指出, 地球

最快会在 2030 年左右突破摄氏 1.5C (1.5 摄氏度)

的“升温大限”, 将引爆气候和生态环境灾难, 影响

数百万人的生死.  
 

IPCC 的这份引用了 6,000 项研究的最新报

告指出, 全球暖化的影响比原先预期来得快, 冲击

也更大. 报告指地球升温最快将在 2030 年突破

1.5C, 最晚也不会超过 2052 年. 报告也警告, 地球

均温上升幅度必须在 1.5C 以内, 而非过去提出的

2C, 才能降低干旱、洪灾和极端高温等灾害, 让

数亿人民免于贫穷之苦.   
 

19 世纪中期, 西方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 令

气候变化元凶之一的二氧化碳含量浓度上升. 报告

称, 目前全球均温已比工业化前增加约 1C, 造成

海平面上升、致命风暴、洪水与干旱发生频率提

升, 若再上升 3 到 4C, 地球将不会再是适宜人类

居住的地方.  
 

报告指出, 在美国致命飓风不断, 北极也发

生森林大火等极端气候现象之后, 气候变迁已经发

生, 均温再略升一点, 都会带来重大影响. 若地球均

温上升 1.5C, 一些可怕的后果是: (1) 中纬度地区

的极端高温, 将比目前的高温再增加 3C; (2) 北极

海本世纪可能会出现“夏月无冰”; (3) 现今存在

70% 至 90%的珊瑚礁将消失; (4) 全球将有 1 亿多

人面临用水的危机. 若地球均温上升 2C, 海平面

会升高 10 公分, 北极附近的冰盖迅速融化, 而地球

表面能够反射热量的冰盖越少, 地球升温速度就越

快, 这又导致更多冰层以更快的速度融化. 冰盖融

化变成海水, 海平面上升, 一些岛国如马尔代夫、

新加坡等等, 最终会沉到水面之下. 
 

不仅科学报告显示我们的地球将会面临气

候和生态环境的灾难, 圣经早已告诉我们, 神会降

下天灾审判全地(参 启 6:12-14; 8:7-13), 然后将地

球全然更新, 引进千禧年国度和新天新地. 因此, 让

我们不把盼望放在这充满灾难的地球, 而是未来蒙

福的新天新地, 并为此爱惜光阴, 勤做主工. 如果还

剩下 12 年的时间, 你会如何善用这 12 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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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会幕的幕幔和罩棚、 

木板、竖板的闩和银座 
(出 26:1-14; 15-30; 19-25) 

 
(A) 序言 

旷野的会幕(tabernacle)有个由“圣所和

至圣所”组成的帐幕(参本文附录一). 论到帐幕

的幕幔和罩棚, 麦敬道(C. H. Mackintosh)说道: 

“属灵的眼睛能分辨这些是基督所彰显的特性

(character)之多种特色的影儿(shadows of the 

various features).” 这里所谓的“影儿”(来 10:1)

即 是 预 表

(type),1 例如 

出 26:1 提及

帐幕的幔子  

—  “你要用

十 幅 幔 子

(curtains) 做

帐幕. 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

朱红色线制造”  —  它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作为

人的四大方面, 如麦敬道所说的: “我们看见一

位无瑕疵的人(捻的细麻), 出于天的人(蓝色), 

尊贵的人(紫色), 受苦的人(朱红色).”2 现在就

让我们一同来思考和赏识神借着这些预表所

                                                           
1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事件、物件、制度

或人物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

旧约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项事

件、物件、制度或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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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来 10:1; 西 2:17). 预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预表的“本体”所要传达的真理. 有

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

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简介(一)”. 
2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出埃及记释义》(香港

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267 页. 

要彰显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特性, 祂完美的身分

位格及救赎工作.3 

 

(B) 幕幔和罩棚 (出 26:1-14) 

我们常想到会幕是个暂时性的帐幕, 但

事实上, 它出现或存在至少 450 年, 直到大卫

的统治时期(撒下 7:2). 因此, 所有材料包括幕

幔(curtains, 帐幕的幔子)肯定都是采用最好品

质的原料. 帐幕的四层罩棚(coverings)有两类  

—  两层皮制的罩棚(即最外层、作为顶盖的

海狗皮, 和它下层的染红公羊皮), 两层编织材

料的幕幔(即山羊毛织成的一层, 以及最底层

由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成的幕幔). 

内层或底层的幕幔是用捻的细麻制成, 作为帐

幕的“天花板”(ceiling). 

 

从内层开始, 我们看见捻的细麻和蓝

色、紫色、朱红色线制成的幕幔,4 并用巧匠

的手工绣上基路伯(出 26:1).5 它的荣美肯定吸

引站在圣所里事奉的祭司之眼目. 加上圣所里

拥有金制的圣器(金灯台、金香坛), 这华丽的

幕幔述说基督的荣耀和恩典. 这多样的色彩强

调我们的主耶稣是“全然可爱的”(歌 5:16).  

                                                           
3   就如 诗 29:9 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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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篇诗是由大卫所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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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王后才建成.  
4   它们指向基督的四方面. “捻的细麻”象征基督

无瑕疵的人性. “蓝色”是天的颜色, 指向基督的属天特

性.  “紫色”代表高贵, 指明基督是“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

王的”(太 2:2; 注: 紫色是皇族的颜色); “朱红色”(注: 这

朱红色亦被称为“虫朱红色”[Worm-Scarlet], 是取自一

种虫)是借这虫的死而获取的, 表明基督的受苦或受死. 

麦敬道著, 《出埃及记释义》, 第 267-272 页. 
5   约翰·达秘(John N. Darby)指出, 其上的基路伯

(cherubim)图像代表审判的权能(judicial power, 参  创

3:24), 表明基督身为人(或作: 人子)有审判的权能: 神

“要借着祂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徒 17:31); “父

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 并且因为祂

是人子 , 就赐给祂行审判的权柄”(约 5:22,27).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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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 人站在帐幕外面一眼望去, 

所见的是一层黑漆漆的海狗皮, 对肉眼来说, 

无色彩可言. 这就是不信的以色列人对主耶稣

的看法, “祂无佳形美容; 我们看见祂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祂”(赛 53:2). 无论如何, 

海狗皮能够承受和抵挡得住旷野的恶劣环境

(炎热与风沙). 我们的主耶稣被这世界所藐视

和拒绝, 祂成为撒但所攻击和人所仇恨的对象, 

但祂仍然坚定不移, 屹立不倒. 

 

在最外层和最内层中间, 还有两层罩棚, 

先是染红的公羊皮(出 26:14), 它底下那一层是

山羊毛织成的罩棚 (出 26:7). 公羊皮 (rams’ 

skins)意味着替代(substitution), 正如神预备一

只公羊代替以撒献上为祭(创 22:13).6 在会幕

的制度中, 公羊是用在祭司的承接圣职礼上

(出 29:15-28).7 公羊皮被染红, 预表牺牲, 如承

接圣职所献之羊的血. 这预表主耶稣完全顺服

祂父神的旨意, 代替罪人受死, “存心顺服, 以

至于死(牺牲), 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8).8 

                                                           
6   创 22:13: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不料, 有一只公

羊(a ram), 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

只公羊来, 献为燔祭, 代替他的儿子.” 
7   出 29:22: “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 并盖脏

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 

这是承接圣职所献的羊 (a ram of consecration).” 
8   约翰·达秘解释说, “染红的公羊皮(ram-skins)指

向基督对神完美的忠诚献身(devotedness), 分别为圣归

给神(consecration to God). 海狗皮则指在行为和外在关

系上都时刻警惕的圣洁(vigilant holiness), 保守祂脱离

四周的邪恶, ‘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 不行强暴

公羊皮底下那一层是山羊毛织成的罩

棚. 山羊(goats)提醒我们在赎罪日当天所献的

两只山羊(利未记 16:5: “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

祭”). 虽然被形容成“行走威武”(箴 30:29), 但

山羊常与赎罪祭有关. 可见这一层作为罩棚的

幔子适切地向神和向人显出主耶稣基督和祂

救赎的工作. 

   

 

 

 

 

 

 

 

 

 

(C) 木板和竖板的闩 (出 26:15-30) 

 帐幕的结构(framework)包含着皂荚木

制成的竖板. 每块竖板都用金子包裹(镀金), 并

用同样材料包金的闩穿过金环串联在一起. 出

26:15 中论到“竖板”的

“竖”一词(KJV: standing 

up)值得我们留意. 既然

木板和闩都是用皂荚木

制成, 与约柜的材料一

样(出 25:10), 而它在那

里象征主耶稣, 那么我们也可合理地认为这里

的皂荚木同样象征主耶稣. 无论如何, 我们认

为圣灵在此要强调基督与祂子民的联合.9 

                                                                                               
人的道路’(诗 17:4); ‘从神生的, 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

就无法害他’(约壹 5:18)”.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第 114-115页. 
9   帐幕的木板(boards, 或竖板)是预表基督, 还是

召会或个别信徒? 这问题看似难以协调, 但事实上, 它

可以同时指基督, 或基督的身体  —  召会(即由信徒组

成的群体).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正确

指出, 每片木板都是采用相同的材料, 就像约柜和陈设

饼的桌子一样. 若这两者(约柜和桌子)预表基督, 木板又

怎能代表其他事物? 其实可以, 因为木板确实是述说基

督; 但在神荣耀的恩典之下, 我们(整体召会或个别信徒)

都‘在基督里’(in Christ, 弗 1:3,4,10,11,12). 因此, 木板可

同时指基督和“在基督里”的召会或信徒. Frederick W.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 

   

《家信》: 第 119 期 (2018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论到竖板, 出 26:17 记载: “每块必有两

榫 (KJV: two tenons;《新译本》: 两个榫头)相

对. 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 

每块竖板的两段都有两个榫(“榫”的希伯来原

文字义是“手”[hands] ). 这榫插进银制的卯

(KJV: silver sockets;《新译本》将 “卯”译为

“插座”)  —  每块竖板都有两个卯, 两卯接在每

块板上的两榫(出 26:18-19).10 我们会在较后才

思考有关“卯”(插座)的意义.  

 

 这里是一幅美丽的图像, 描绘有关基督

在信徒个人和集体方面的关系. 竖板是用包上

金子的皂荚木制成(注: 皂荚木可象征信徒), 提

醒我们信徒已经“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后 1:4). 

我们披戴着神的公义为装饰(腓 3:9; 注: 金可

代表神的公义), 并靠基督十架的工作而永远

安稳站立. 竖板的榫犹如信心的“手”,11 紧紧抓

着“基督耶稣的救赎”(罗 3:24; 此乃“榫插进银

制的卯”所表达的意义), 借此得着稳固的安息.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NJ: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23 页. 
10   出 26:18-19: “帐幕的南面要做板二十块, 在这

二十块板底下要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 两卯接这块板上

的两榫, 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 
11   “榫”的希伯来原文是 yad {H:3027}, 基本字义

是“手”(hand), 在旧约圣经出现至少 1,222 次, 最常译作

“手”(1122 次, 创 3:22), 也译作: 亲手(13 次)、手里(12

次, 创 4:11)、手中(5 次)、手上(3 次)、手下(3 次)等等. 

 竖板立在一起, 合而为一, 是描绘召会

作为基督的身体, “靠祂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

圣灵居住的所在”(弗 2:22). 因此, 包金的竖板

与召会中的“活石”相应(彼前 2:5). 我们在此看

见有关信徒的预表, 但这不丝毫减损我们对基

督的看法  —  反倒提高我们对祂的重视, 因为

这一切都与祂有关, 也因祂而得. 神看我们“在

祂里面也得了丰盛”(西 2:10). 

 

 

 有些作者对竖板的闩(bars)表达了他们

的见解, 很多都是值得思考的. 无论我们如何

看待竖板的闩, 它们都肯定在述说圣灵保守基

督身体的合一, 正如我们在初期召会当中所看

到的(参 徒 2:41-44; 弗 4:11-13). 那支穿过众竖

板中间的闩, 可以表明基督, 因祂说: “无论在

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

在他们中间”(太 18:20). 高居首位、至高无上

的主在我们中间, 祂的同在将我们合而为一, 

认识此真理是何等的美好! 

 

 

(D) 会幕的银座 (出 26:19-25) 

 帐幕坚稳地立在银制的坚固根基上, 而

非立在旷野沙漠的松软沙土上. 帐幕的 48 块

竖板, 每块立在两个银制的插座上(出 26:21, 

KJV: sockets of silver, 注:《新译本》将之译作

“银插座”, 《和合本》译为“带卯的银座”), 每

个插座重 1 他连得(talent, 大约 34-36 公斤).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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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幔子(指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的柱子

也立于四个银制的插座上.  

 

 这大量银子的来源记载于出埃及记 30

章. 每个 20 岁以上的男丁, 都必须交出银子, 

作为他生命的赎价. 他若还未付赎银, 名字便

不能记录在神的百姓中间. 每个人都付同样的

价值  —  半舍客勒的银子. 富有的不必多给, 

贫穷的也不能少给, 因为神已决定一视同仁  

—  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一个人, 每个人都立在

相同的基础上. 上述的“赎罪银”是用在会幕的

事奉上(出 30:11-16), 也被用来制成银的插座

(出 38:27).12  

 

 这肯定是旧约

圣经中有关救赎最清

楚的预表之一. 它提醒

我们: 我们的主付上最

高的代价, 来把我们带

入赎民的群体之中. 诗

人写到那些倚赖钱财

和夸耀自己财富的人, 

“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

弟兄, 也不能替他将赎

价给神”(诗 49:7). 要确保我们的救赎, 所需付

上的代价是远超以色列百姓所付的赎银, 也是

超越我们任何人所能付上的代价. 彼得谈起神

这方面的崇高要求时, 写道: “知道你们得赎…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

血”(彼前 1:18-19). 不可低过这个代价, 也无法

找到比此更高的代价.  

 

 我们跟这里的以色列百姓一样. 每一个

人都没有分别, 都得付同样代价,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罗 3:22-23); 再者, “并

没有分别,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 祂也厚待一

切求告祂的人”(罗 10:12). 主耶稣来, “要舍命

                                                           
12  出38:27: “用那一百他连得银子铸造圣所带卯

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 一百他连得共一百带卯的座, 

每带卯的座用一他连得.”  

作多人的赎价”(可 10:45). 保罗写道“只有一位

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祂舍自己作

万人的赎价”(提前 2:5-6). 想到我们的罪债已

完全被主偿还, 我们因此立在那稳固不移的救

赎根基上, 这是何等令人欣慰的真理!13 

 

 

(D) 结语 

帐幕的最外一层是黑漆漆的海狗皮, 从

外面远处一眼望去, 像是长方形的黑色棺木, 

一点都不吸引人. 但若进到里面, 你就会被帐

幕“天花板”的美丽色彩、周围竖板及金色圣

器的金碧辉煌所吸引. 苏格兰的约翰·格兰特

(John Grant)贴切写道: “只有祭司能看到这一

切荣耀的美丽. 只有那些生在祭司家族的人有

权利欣赏它. 只有在圣所里, 才能欣赏到主耶

稣美丽公义的生命. 只有在那里, 才可明白祂

的圣洁无罪. 祭司的眼睛不可能看不到此景, 

也无法避免不看! 所以, 当信徒(注: 所有信徒

皆祭司)跪拜祂, 就不能逃避祂是公义这一事

实. 正如圣所向亚萨显示人心和他结局的真正

情况(诗 73:17), 照样, 圣所也把敬拜者的心打

开, 敞向主的纯洁. 谁能领受这样荣耀的启示

而无动于衷呢?”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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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76, 82 页; 

另在文中加上编译者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4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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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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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会幕(Tabernacle) 

结束前, 我们别忘了思想帐幕的门帘. 

麦敬道(C. H. Mackintosh)指出: “会幕分为三

部分, 就是‘至圣所’、‘圣所’、和‘帐幕的院子’. 

每处的门口都用同样的材料  —  蓝色、紫

色、朱红色线, 和捻的细麻(比较 出 26:31,36; 

27:16). 其解释就是: 无论在地上、在天上、或

天上的天, 基督是进入荣耀之境唯一的门. ‘天

上地上的各家’都要在元首基督的权柄下, 根

据祂已完成的救赎, 进到永远的福乐与荣耀

中… 我们知道这预表是真的  —  真理的影儿

显出来, 影儿的真貌就容易被察看到… 我们

并不是脑子满载学术的批判, 而是心中满了耶

稣的爱, 良心也在祂十架的血里安稳无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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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旷野中的会幕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时, 神吩咐摩西为祂

造会幕(tabernacle),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

住在他们中间 . 制造帐幕 (或作“会幕”, KJV: 

tabernacle)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

的样式”(出 25:8-9). 事实上, 会幕是一个帐幕

(tent), 是

神居住的

所 在 ( 出

25:8), 也是

以色列人

敬拜神、

与神相会

之 处 ( 出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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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麦敬道著, 《出埃及记释义》, 第 277-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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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日要摆放 12 个饼(称为“陈设饼”)在桌上, 

祭司及家属们都可以吃(利 24:5-9). 

3) 金香坛: 圣所最里面的地方, 正对着约柜施恩

座前摆着的是金香坛. 它是用皂荚木制成, 外

包精金, 祭司每天早晚要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3) 至圣所 (10×10×10 肘) 

至圣所里面只有约柜(2.5×1.5×1.5 肘). 它是用皂

荚木制造, 外包精金. 约柜上面有施恩座, 由一对

基路伯遮盖着. 约柜里面存放两块法版、一罐吗

哪 (出 16:32-34)和亚伦发过芽的那一枝杖 (民 

17:1-11). 

 

约柜上的施恩座是神与摩西相会之处(出

25:22). “施恩座”原文意即蔽罪(来 9:5). 神乐意

遮盖我们的罪, 与我们同在, 这是何等宝贵的真

理! 不过, 神也曾吩咐亚伦, 不能随时进入至圣

所(利 16:2),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为百

姓赎罪时, 才能进去(来 9:7). 简而言之, 会幕从

外到内, 一共有六件圣器(或译: 圣具): (1) 祭坛; 

(2) 洗濯盆; (3) 金灯台; (4) 陈设饼桌; (5) 金香坛; 

(6) 约柜(注: 有者把约柜上的“施恩座”算为另一

件圣物, 故称有七件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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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须留意的是, 在结构或范围方面, “会

幕”一词有时可指上述三大部分的整体帐幕(包

括院子、圣所和至圣所; 例如 民 3:8 和 代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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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幕”肯定包括了院子的部分, 因为 民 3:8说

利未支派“看守会幕的器具”, 而这器具肯定包括

那些在院子里的器具如铜祭坛、洗濯盆. 此外, 

代下 1:6 也记载所罗门到“会幕的铜坛那里”, 此

坛设在会幕的院子里), 有时则指由“圣所和至圣

所”组成的帐幕, 没有包括院子(例如 出 30:18 的

“会幕”就没包括院子的部分), 所以读者必须根

据它的上下文来决定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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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银座、皂荚木板、 

竖板的闩、幕幔与罩棚 

(约翰·理祈, John Ritchie) 

 

(A) 简介 

会幕是神在地上第一处居所, 是预表召

会  —  就是祂现今在人中间居住的所在. 现今, 

神也与那些“同被

建造, 成为神借着

圣灵居住的所在”

的人同在(弗 2:22). 

任何外邦的殿宇 , 

无论是如何的辉煌

耀目, 都不敢自称

是以色列耶和华的

居所. 天上的神所

拣选的居所, 乃是

一所按照祂自己的

计划和旨意建造而

成的帐幕, 是承认祂的权柄和服从祂命令的地方. 

我们读到有关会幕的建造, “耶和华怎样吩咐的, 

他们就怎样做了”(出 39:43).  

 

 

(B) 银座 (出 26:19-25) 

我们现在来看看银制的根基. 48 块围板

的每一块都立在两个银座上. 沙漠上松浮的沙土

不能成为竖立皂荚木板的根基. 它们是建立在神

亲自供应的根基上, 不单有价值而且有耐力. 我

们若打开 出 30:11-16, 便晓得用来制造银座(银

插座)的银子之来源. 它是百姓的“赎罪银”. 当以

色列人被点数的日子, 每个名字记在民数记上的

男丁, 都要交出半舍客勒的银子, 作为他生命的

赎价. 无论他属哪一支派, 或属哪一谱系, 即使他

能清楚说出这些资料, 他若仍未付赎罪银, 名字

便不能记在神百姓中间.  

 

此预表的意义显然易见: 人不能靠自然

的出生和训练, 去得到他在神百姓中的地位, 乃

是借着救赎; 赎罪银就是这方面的预表. 正如当

主在世的日子, 犹太人常夸口说: “我们的父就是

亚伯拉罕”, 但他们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完全贫

乏. 就如今天许多的人夸口他们祖先是基督徒, 

却同时拒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否认祂血的功

效. 但这血“可以... 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利 17:11). 

除了相信这血和流血的那位以外, 没有任何亚当

后裔的名字, 能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 

 

“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

奉给耶和华, 富足的不可多出, 

贫穷的也不可少出, 各人要出

半舍客勒”(出 30:15). 在旧约

其他地方记载百姓带着甘心

奉献来到耶和华面前, 各人按

照自己的能力献上  —  富足

的多献, 贫穷的少献, 但在赎

罪的事上则人人平等  —  “并

没有分别”(罗 3:22). 这确实是

叫人谦卑的真理, 是神的真理, 所以必须顺服. 无

论是王子或是乞丐, 酒徒抑或圣徒, 都要从同一

的途径得救.  

 

彼前 1:18-19 所说的正暗示这赎罪银  —  

“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

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

宝血 ,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 徒

20:28 又说: “神的召会, 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

的(原文作“买赎的).” 借基督宝血的救赎是罪人

安稳的根基, 就如竖板的榫头抓着银座, 罪人的

信心同样地抓紧基督作祂的救赎. 他在这“稳固

的磐石”上建造  —  “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让我

们确实肯定自己的工作是完完全全的安靠在基

督身上, 不是一半在银座, 一半在自己善行的沙

土上. 在“匆忙”中, 人容易把榫头滑出银座插进

沙里; 罪人更容易错失基督, 错建在其他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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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会幕时, 安放银座是工作的第一部

分. 在未立起竖板之先, 米拉利人须在旷野的沙

土上安放大量的银座, 没有银座就不能建立会幕

的竖板. 与此相类的, 我们发现使徒保罗进入哥

林多城, 不见有召会的存在, 便传讲“耶稣基督, 

并祂钉十字架”(林前 2:2), 作为罪人得救的根基.

我们读到“有许多…相信”(徒 18:8), 后来他继续

“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 将神的道教训他

们”(徒 18:11). 这是“哥林多神的召会”之奠基.  

 

 

(C) 皂荚木板 (出 26:15-) 

会幕的支架是由皂荚木板组成. 北面 20

块, 南面 20 块, 西面 8 块(注: 东面是门, 所以没

有竖板).16 每板各有两榫, 与下面银座的两卯(插

座)相合.  

 

每板

代表一个蒙

恩得救的罪

人 , 他本是

已经死了的

亚当之后代, 

但 ( 因基督

的救赎而)从死里复活了(弗 2:1,5,6), 活出新生的

样式, 在基督里成为新人(林后 5:17), 站在神面

                                                           
16   共 48 块木板.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认为 48 = 6 x 8; 是胜过罪恶的数字(6 = 软弱罪恶

的人)与新造之物的数字(8 = 新造之人)结合起来.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第 223 页. 

前. 让我们来看这事情怎样成就. 这些板从前都

处于不同光景, 它们从前种在刺槐树上(Acacia), 

地土支撑它们, 地里的汁水维持它们. 它们的根

长在地里, 是属乎地的. 但耶和华用它们来建造

祂的居所; 有一天, 斧子砍在它们的根上. 它们被

砍下, 并向地死了. 它们与地的关系被砍断了.  

 

每个在神圣洁居所之人的经历也是一样, 

现在被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 从前它们是入

世属世的, 是“旧创造”的一部分, 是属血气的人. 

他们所夸的, 就如那“绿湾之树”, 他们的生命属

世, 顾念地上的事. 但真理锋利的巨斧在圣灵手

中大有能力, 砍在人心和良心上, 使他们晓得自

己的卑微 , 承认“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乾”(赛

64:6); 祂把我们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伯 19:10).  

 

这是向神悔改的第一步: 必先“拆毁”才能

“建造”, 这是圣经不容有错的见证. 在每次向神

悔改归正的记载中, 我们发现其次序都相同. 罪

人在神面前痛悔, 俯伏承认自己失落的光景, 属

世的骄傲被铲除, 属地的夸口落到尘土中. 使徒

保罗的经历也是如此. 在前往大马色(大马士革)

路上, 那骄傲的法利赛人(过后成为保罗)仆倒在

地, 名副其实的“仆倒”(徒 9:3-4). 难怪他的自

夸、自义和骄傲也同时倒台了. 他能说: “我已经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加

2:20); 他又说: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我为

祂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腓 3:8). 从这里可

以看到破碎的例子, 是斧子砍在树根上的实例. 

 

 下一步是剥掉树的枝干, 切成神指定的

量度. “剥掉的过程”是在信主得救后立即开始. 

当神的真理运行在信徒的良心中, 他发现自己有

许多多余的东西是需要“放下”的, 那些昔日属世

时看为正、看为对的事, 现在都必须“脱去”. 它

们也许不是什么卑污、要不得的东西, 却不属于

新造的人. 这些事物不与“天上国民”的身份相符, 

又不与他在地上作客旅的性情相关.  

 

 当他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顺服在真理的

带领下, 神话语使人成圣的能力便产生改变的效

用. 真理借着圣灵能力在他身上作工, 照着神的

旨意把他剥掉、塑造. 这是实际的成圣. 很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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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当人遇上“剥掉”和“修正”工作, 便突然后转

(后退), 不再与我们同走天路. 恩典的信息将他

们吸引, 那时他们赞扬讲员讲了一篇好信息. 不

过, 当真理光照在他们的生活行为上, 神从祂话

语中发出要求时, 他们便像彼拉多, 立刻后转, 问

道: “真理是什么?” 然后尽快的离场.      

 

我们也读到这皂荚木板要用“金”包裹. 虽

然它们“天然的美”被去掉, 却换上属神的荣美. 

神的儿女也是一样; 或许他在人的眼中并不秀美, 

但神的眼睛却看见他全然的美丽, “是因我加在

你身上的荣耀”(结 16:14). 他“在爱子里得蒙悦

纳”, 站在神面前, 他在基督里完全(完美)了. 皂

荚木板一块块的被砍下、包金、竖起, 预表罪人

经过属灵的死和复活后, 荣耀地站在神的居所. 

他们已与基督同死同活, 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

灵居住的所在(弗 2:22).   

 

 

(D) 竖板的闩 (出 26:26-29) 

皂荚木的竖板是由同样材料包金的“闩”

串连一起, 这预表所要教导的真理是与神百姓的

相交(fellowship)与合一有关. 每块板竖立在自己

的根基上, 有它个别独立的位置, 表示圣徒个别

得蒙救恩. 每块板都由皂荚木的闩与相邻的板连

接起来, 表示圣徒的相交与合一. 我们从预表中

可看见属神合一的形成、维系和彰显的办法. 

 

我们不单是个体, 我们的权利和责任也

非局限于一己身上. 我们的生命是与那些同作圣

徒的生命包裹结连. 恩典使我们成为神家的一员, 

也托付我们照顾弟兄姐妹的责任. 圣经包含一个

广阔、独特的真理链索(circle of truth), 教导今

世的圣徒认识有关合一的权利和责任; 这真理是

从前的世代所未认识的. 

 

 

 

 

 

 

 

 

 

 

 

 

 

 

闩有五根, 最初是概括描述, 后来是详尽

的描述. 请读 出 26:28: “板腰间的中闩要从这一

头通到那一头.” 这中闩把所有的板连接起来. 这

许多的板由此闩连接, 构成一个会幕, 形成一个

能见的合一. 围

观的人看见板

的外在合一, 而

看 不 见 那 形

成、维持合一

的闩. 它藏在板

心, 是粗暴的人

手不能破坏的 . 

神的圣徒同被

连接合一的方法也是这样, 神的圣徒原为一, 与

基督合一, 也彼此合一. 被视作基督身体的召会

(指宇宙性的召会)包含全世界的每一个神的儿

女, 包含所有在基督里有生命的人. 地上或阴间

的任何权势也无法把好牧人怀中最弱小的羊夺

去, 不能从基督的身体上把最弱的肢体折断.  

 

 但圣经中也论到召会的另一角度, 就是

在地上一同聚集归于基督, 在这黑暗罪恶的世上, 

为神作见证.17 这正是摆在我们前面的预表所论

                                                           
17   这另一角度是论及“地方性的召会”, 与前一段

论及的“宇宙性的召会”有所不同. 后者是指从五旬节开

始直到召会被提这段时期一切信主得救的基督徒所组

成的普世性召会, 前者则是在某个地方的基督徒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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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 从这角度看基督与召会的关系. 我们在此

看到一群神的子民, 按照祂的心意被聚集, 合适

妥当地连接或联络在一起;18 就如在耶路撒冷的

召会(徒 8:1)、在哥林多神的召会(林前 1:2), 并

在加拉太的众召会(加 1:2). 召会只由信徒组成, 

以神为中心地聚集, 按神的方法被联络. 这是神

众召会的属神模式. “闩”怎样在竖板“中间”(KJV: 

in the midst)把它们连络在一起(出 26:28), 主同

样地在祂聚集的圣徒“中间”(KJV: in the midst)

把他们联络在一起(太 18:20).  

 

 从前人们带着冷酷轻蔑的态度, 把祂与

强盗同钉, “还有两个人和祂一同钉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KJV: in the midst)”(约 19:18). 所有

目光都投在“中间”的十字架上, 这位圣洁的受苦

者成了人嘲弄的对象, 群众的仇恨和蔑视单落在

祂的身上. 将来有一日, 当得救的人数添满、得

荣耀时, 赎民便环绕宝座聚集, 那位“在中间的羔

羊”会成为他们敬拜的中心(启 5:6),19 也成了他

们诗歌的主题. 在那光辉灿烂的荣耀中, “主耶稣

                                                           
18   “连接”或“连络”是指物件相连, “联络”则指人

的交流沟通. 闩把帐幕的竖板“连接”或“连络”在一起, 

但若指这幅图像所预表的圣徒彼此因基督(闩)而联合
相交, 采用“联络”更妥当, 因这联络是属人(圣徒)的交流. 
19  启 5:6 在《钦定本》(KJV)是: “in the midst of 

the throne and of the four beasts,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elders, stood a Lamb”. 此处描述神的羔羊主耶稣时, 两

次采用“in the midst”, 这点意义深长, 为要帮助我们联想

到主耶稣正是帐幕的“闩”所预表的(注: 出 26:28 记载的

“板腰间的中闩”, 在《钦定本》译作: “And the middle 

bar in the midst of the boards”). 也参 太 18:20 的“因为无

论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

们中间 (KJV: in the midst of them).” 

在中间”, 成为他们的中心, 只有祂名字的宝贵和

吸引的光芒照耀他们的额上.  

 

到那日, 在地上“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及

“四方分散的犹太人”经过长期被分散和剥夺后, 

将快乐地聚集一起, 被同一至爱的名(主的名)联

合, 因为“万民都必归顺祂”(创 49:10). 然而, 在这

现今基督被世人拒绝的世代, 祂给我们的应许是: 

“因为无论在那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

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KJV: in the midst of 

them)”(太 18:20). 这是属神圣徒的中心与汇合处, 

在那里, 他们只尊崇主和主的圣名, 那是何等的

蒙福, 是属神的合一. 初期召会的情况正是如此, 

那时不同名字的宗派还未出现, 圣徒只奉主名聚

集, 单单归入主的名. 

 

 可悲的是, 日子渐渐过去, 人们开始强调

他们偏爱的道理, 将之放在过重的地位, 以致失

衡. 从他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 要引

诱门徒跟从他们”(徒 20:30). 从这些道理造成的

党派不久便定了形, 其他名字出现在主耶稣之名

的前面, 正如哥林多召会分门结党的现象, “各人

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

矶法的’…”(林前 1:12). 教派主义(或译“宗派主

义”, Sectarianism)在圣徒心中孕育成长, 逐渐成

为风气. 各宗各派如雨后春荀, 高举创始人的名

或他们所强调的道理之名, 酵便是这样开始发大.  

 

经过多个世纪的摩擦、分裂、脱离, 整

个自称属乎基督的召会留给不信和轻蔑之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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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是: 巴别式的四分五裂的多个宗派, 每个

都喧嚷着自己才是真召会. 这些人当中有些非常

的不洁, 又完全偏离真理; 有些在道理上比较热

心传福音, 但行为上则败坏; 又有其他宗派, 大部

分是由未重生的教友组成, 他们不相信人能肯定

自己的救恩. 忧愁的圣徒与这些混乱的罪恶参杂

一团, 为这可悲光景难过叹息. 有许多运动被推

动, 试图改变这样的情况, 要把圣徒扯在一起; 诸

如联合祷告会、联合布道会和联合青年会皆纷

纷成立; 也举行过培灵大会、各式茶聚, 还有许

多其他计划和活动, 目的都是要把神四散的赎民

聚集归一.  

 

这种聚会曾带来一定的益处和安慰, 摒

弃所有宗派名字和教会名称, 单作独一之主的门

徒, 圣徒彼此坚固, 寻求在神面前彼此鼓励的心. 

但奇怪的是, 许多人分道扬镳后, 竟然跑回自己

所喜爱的派别, 再次支持使他们四分五裂的条文

(包括种种信经教条)和组织. 教派主义或宗派主

义的根仍未除去, 它的网罗仍未放松. 圣徒可以

一同享受茶聚, 彼此相交, 却拒绝一同聚集环绕

主的筵席(指守主的晚餐). 既然在周日或培灵会

中能聚会, 环绕这唯一至爱的名(主耶稣), 他们

为何不继续如此行? (特指在主日一同聚集). 若

神的圣民在心中能审察教派主义的罪, 把自己从

这些混杂的群众中分别出来, 洁净自己, 聚集归

入主耶稣基督, 肯定会验证祂话语的福气: “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诗 133:1).  

 

竖板外边的连络是由四根皂荚木闩, 穿

过板背的环子. 召会初期, “信的人都在一处”(徒

2:44). 当圣徒一心一意环聚在主那肉眼不能

见、却真实的同在时, 我们读到: “都恒心遵守使

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擘饼, 祈祷”(徒 2:42). 这些

事都把他们联络一起, 如同闩把竖板连络一起. 

“使徒的教训”可从神的话中找到. 我们必须全然

专一遵守、顺从“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 3), 

聚会才能保守合一; 同心合意地联络一致, 不让

某些部分过分抬高或过分贬低.  

 

过分抬高或贬低某些真理, 正是发生分

门结党的幼芽 , 也是协会 (associations)和联会

(unions)失败之处. 这些联合会建立在某些真理

上, 而这些真理是在其他联合会不容提出的(例

如浸信会的联会建立在浸礼的真理上, 但浸礼不

被其他宗派如信义会、长老会、卫理公会等等

接纳为唯一正确的洗礼方式). 若非借“使徒的教

训”来联合, 便不可能是属神的联合. “教训”(教

义)产生“交通”, “擘饼”将它表明, “祷告”是抓紧

神, 求取能力去维系交通.  

 

最后一点, “环”是爱的象征; 真理必须用

爱去持守和运用, 不能有骄傲或顽梗(因爱是不

自夸, 林前 13:4).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

祂了”(约壹 5:3),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

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 13:35).  

 

 

(E) 幕幔与罩棚 (出 26:1-14) 

幕幔(coverings)和罩棚(curtains)各有两层. 

罩棚包括外层的海狗皮和内层的染红公羊皮. 幕

幔的外层是山羊毛, 内层是用捻的细麻和蓝色、

紫色、朱红色线制成的幕幔. 幕幔的外层正确称

为 “ 帐 幕 ”(the tent), 内 层 称 为 “ 会 幕 ”(the 

tabernacle) (注: 但会幕也可指更广的范围, 包括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1 

   

《家信》: 第 119 期 (2018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院子、圣所和至圣所; 例如 民 3:8 的“会幕”肯定

包括了院子的部分, 参附录一). 

 

(a)   海狗皮的罩棚 

这是罩棚的最外层, 用作保护会幕免受

阳光的爆嗮和旷漠的风吹雨打. 海狗皮无秀美的

外貌, 也无华美的外表吸引人的注意. 会幕里面

则充满着荣美的事物, 如包金的板、刺绣的幔子; 

但这些只能给受膏的祭司, 站在圣所内的时候看

见和欣赏. 圣经再次提及海狗皮的经文是在 结

16:10, 它在那里是作神赎民的鞋, 使他们的脚与

沙漠的热沙分隔, 免被炙伤. 因此, 海狗皮在此象

征神子民的分别为圣, 是与他们作地上客旅的特

性有关, 借此特性保护他们免受损伤. 这预表可

从主耶稣在世的生命中得到完美的答案.  

 

对那些认识主耶稣的人, 祂是至美中的

至美, “万人中祂最美善”; 但祂被人厌弃, 受人蔑

视; 祂无佳形美容(赛 53:2), 在世人眼中看来毫

无吸引力. 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居无定所的孤单人, 

他们并不爱慕祂 . 他们只知道祂是一个 “木

匠”(可 6:3), 是拿撒勒人、马利亚的儿子. 他们

嘲讽讥诮, 把祂这位忧伤之子推上十架.  

 

让我们的心灵热切的仰望! 那戴荆棘冠

冕的头额, 那些丧尽天良的群众, 卑劣地辱骂祂. 

神的圣民对这辱骂的认识实在太少了. 你曾否因

赢取世人认可而迎合他们? 若是如此, 你一点也

不像你的主. 受苦和羞辱在今日仍然随着拿撒勒

人的跟随者的脚踪, 哭泣的泪水仍常刻记在他们

的道路上. 让我们忍耐等候, 因为主作王的时候

快到. 拿撒勒人耶稣那曾被荆棘刺伤的头额上, 

将戴上众多的冠冕(启 19:12). 海狗皮的罩棚将

被卷开, 荣耀的召会将要迎见她属天的新郎. 

 

(b)   染红的公羊皮 

出 26:14 说: “要用染红的公羊(ram)皮做

罩棚的盖.” 染红的公羊皮预表基督至死的奉献. 

公羊(ram)被用来作祭牲, 特别在祭司承接圣职

的时候(利 8:22 将 ram 译作“公绵羊”). 羔羊是预

表温柔、卑微的耶

稣基督顺服至死 , 

但公羊则述说主耶

稣的强健和力量 , 

并祂对神毫无保

留、至死坚定的心

志 . 盖在会幕的公

羊皮也提醒我们有

关召会分别归神的

真理, 血涂在祭司的耳、手、脚上提醒我们有关

肢体(圣徒)借着祂得救赎和得洁净. 分别为圣

(Consecration, 或译: 离俗归神[士 6:7]、承接圣

职[出 29:26]20、圣别[分别为圣  —  为圣而分别
出来], 意指把某人或某物分别出来, 奉献归神, 

故也可译作“圣别归神”)是十分真实与实际的事, 

并非外在行为的表现, 乃是内心深处立志归神. 
 

我们容易唱道: “将我生命全献上, 全然

献上为主用”, 但我们是否真的预备好如此行? 

站在十架旁, 我们学到“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意义.

主耶稣“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路 9:51), 到那受死

的地方, 并“忍受羞辱”, 都是“分别为圣归给神”

的典范和度量. 神呼召我们跟随主的脚踪, 包括

祂那分别为圣(圣别归神)的榜样. 但现今是强调

轻松的世代. 恩典传开, 却少提及它的要求.  

                                                           
20   沈承恩在“分别为圣”一文中指出, “分别为圣”

是圣经里的一个概念, 我们要正确理解它, 就应该回到

圣经里去仔细查考. “分别为圣”在圣经中本来是一个希

伯来字(希伯来文: nêzer {H:5145}, 民 6:7), 译成英文是

consecration, 在中文圣经里译作“分别为圣”或“成圣”. 

这字也可译作“祝圣”(指一些宗派所谓的“祝圣主教, 圣

餐礼拜时祝圣饼和酒”等等), 它与“分别为圣”同一字. 沈

承恩亦指出《圣经百科全书》把“分别为圣”解释为“把

人、用具、房屋、土地等, 从俗务、俗用中分别出来, 

专供圣职、圣用. ‘分别为圣’的希伯来词有‘分别出来’

的含义. 新约用该词不多, 仅有的几例含有‘圣洁’之意.” 

http://www2.ccctspm.org/jiangzhangjingxuan/2012/425/12

425724.html . 

http://www2.ccctspm.org/jiangzhangjingxuan/2012/425/12425724.html
http://www2.ccctspm.org/jiangzhangjingxuan/2012/425/124257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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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山羊毛的幕幔 

它们是救赎已成的纪念品. 每天献的赎

罪祭是用山羊羔(民 28:15); 山羊也同样被选作

除罪之用(利 16:5). 帐幕的门上端挂着两幅幕幔

显示, 到神面前唯一的根

基是借着除罪. 当祭司进

圣所时, 这除罪的纪念品

常在他眼前. 幕幔覆叠处

是由山羊毛钮扣和铜钩

构成, 提醒我们神所认可

的唯一合一, 必须是公义

和圣洁的(因山羊毛提醒

除罪的必要性; 铜象征审

判); 圣洁不能对罪视而不见, 也不能对罪轻忽. 

 

(d)   细麻的幕幔 

它们只在圣所里被祭司看见, 可代表基

督复活的荣耀, 并圣徒与祂一同复活的荣耀. 洁

白的细麻论及纯洁、公义. 蓝是天的颜色, 述说

神儿子的属天性情. 朱红色是属地的色彩, 提醒

我们祂在地上作为人子的荣耀. 紫色是蓝色与朱

红色的结合, 指着祂那可颂的位格, 即结合了属

天的荣耀和属地的荣耀, 成为天地荣耀显现的中

心. 基路伯也述说基督的尊荣和权能. 幕幔与幕

幔之间是用蓝钮扣和金钩相连、覆叠, 由几幅幔

子织成一个“会幕”(参本文附录三). 

 

圣徒与基督一同复活, 现在也都与祂相

连, 在这神圣、属天的联合之中“一心一意彼此

相合”(林前 1:10). 此事完满地彰显与表露未来

在荣耀里将见到的事. 但信心可于现今与神在祂

圣殿中相交时, 参透得见, 并在现今分党不和的

世代中承认、倚

靠和顺服主的话:  

“用和平彼此联

络 , 竭力保守圣

灵所赐合而为一

的心”(弗 4:3).21 

 

                                                           
21   附录二摘自 约翰·理祁著, 姚光贤译, 《旷野中

的会幕》(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9 年), 第 57-76

页; 但有经编辑, 加注解, 并按此书原文而稍微修饰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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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帐幕的幕幔之制作 

 

神吩咐摩西说:“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 

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

线制造, 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这五幅幔

子要幅幅相连; 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 在这

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钮扣… 要在这

相连的幔子上做五十个钮扣… 又要做五十个金

钩 , 用钩使幔子相连 , 这才成了一个帐幕”(出

26:1,3). 以下图表说明这幕幔的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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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大学教授 

与学生的对话 
 

亲爱的朋友, 考一考你的思维和逻辑. 请阅

读以下大学教授与他的学生在大学讲堂的对话:  

 

教授:  孩子, 你是相信圣经的, 对吗? 

学生:  是的, 教授. 

教授: 这么说, 你相信神了? 

学生: 全然相信, 教授. 

教授: 神是良善的吗? 

学生:  那是肯定的. 

教授: 神是全能的吗? 

学生:  是的. 

教授: 我的兄弟患上癌症, 虽然他祷告求神医治

他, 但他还是病死了.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

试图帮助其他患病的人. 但神却不肯帮助. 

这样的神怎能说是良善的呢? 对吗? 

  

(学生静默不语) 

 

教授: 你答不出吧? 年轻人, 

让我们重新开始. 神是

良善的吗? 

学生: 是的.   

教授: 魔鬼撒但是良善的吗? 

学生: 不. 

教授: 魔鬼从何而来?  

学生: 从… 神而来… 

教授: 那就对了. 告诉我, 世上有邪恶吗? 

学生: 有. 

教授:  到处都有邪恶, 不是吗? 但万物和一切都是

神创造的, 对吗? 

学生: 是的. 

教授: 那么是谁创造邪恶? 

 

 (学生没有答复) 

 

教授: 世上有病痛吗? 有不道德的事吗? 有仇恨

吗? 有丑恶吗? 这些可怕的事都出现在世

上, 对吗? 

学生: 对, 教授.  

教授: 那么是谁创造它们呢? 

 

 (学生没有回复) 

 

教授: 科学说你有五种器官可用来识别和观察周

围的世界. 告诉我, 年轻人, 你有见过神吗? 

学生: 教授, 我没见过. 

教授: 告诉我, 你曾听过神亲自向你说话吗? 

学生: 教授, 我没听过. 

教授: 你曾摸过你的神, 尝过你的神, 嗅过你的神

吗? 你曾用任何感官察觉到神的存在吗? 

学生: 教授, 我不曾有过这些经历. 

教授: 但你还是相信神? 

学生: 是的. 

教授: 按经验、可测试、可证明的科学实验报告
(Empirical, Testable, Demonstrable Protocol), 

科学说你的神根本不存在. 孩子, 你有什么

话要说? 

学生: 没有. 我有的是我的信心. 

教授: 对, 就是信心. 这就是科学上的难题. 

学生: 教授, 有没有一种叫做“热”(heat)的东西? 

教授: 有啊. 

学生: 有没有一种叫做“冷”(cold)的东西? 

教授: 有. 

学生: 不对, 教授. 没有“冷”这东西. 

 

 (整个大讲堂突然因此非常安静) 

 

学生: 教授, 你可以有很多的“热”(heat), 甚至更多

的热(more heat)、过热(superheat)、大热

(mega heat)、白热(white heat)、一点热或

没有热 . 不过 , 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叫做

“冷”(cold). 我们可以达到零下 458 度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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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状况, 但我们不能去到比这再下的度数. 

没有东西叫做冷. “冷”只是我们用来描述

无热的状况(absence of heat). 我们不能测

量“冷”. 教授, “热”是能量, “冷”不是热的对

立物(opposite), 而是无热的情况. 

 

 (整个大讲堂非常安静, 安静到连针落地之

声都能听到) 

 

学生: 黑暗又如何, 教授? 有没有一种东西叫做黑

暗(darkness)? 

教授: 当然有. 若没有黑暗, 哪有黑夜? 

学生: 教授, 你又错了. 黑暗是因为某样东西不在

而产生的. 你可以有微弱的光(low light)、 

普通光(normal light)、强光(bright light)、

闪光(flashing light). 但若不断地没有光, 你

就什么都没有, 而它被称为黑暗, 不对吗? 

事实上, 黑暗不是一种东西, 如果是的话, 

你就能把黑暗弄得更暗, 但你能吗? 

教授:  年轻人, 你的论点到底是什么? 你说这些话

的意义何在?  

学生: 我的论点是你的哲学前提(premise)是有缺

陷的.  

教授:  缺陷? 你能解释为何它有缺陷吗? 

学生: 教授 , 你的论点是根据二元性的前提

(premise of duality). 你辩论说有生命和有

死亡, 有一位良善的神和一位作恶的神. 你

将神的观念视为一种有限、可以被测量的. 

不过 , 教授 , 科学连一个思想或意念

(thought)都无法解释. 虽然科学使用电流和

磁性(magnetism), 却没看见过这两者, 更不

用说完全明白其中一样. 把死亡看为生命

的对立物是无知的, 因为事实上, 死亡不能

以实质性之物(substantive thing)来存在. 

 

 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物: 它只是没有生命

而产生的. 教授, 请告诉我, 你是否教导你

的学生说他们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 

 

教授: 如果你所说的是指“自然进化过程”(natural 

evolutionary process), 我当然是有这样教导. 

学生: 教授, 你曾否亲眼观察过进化的过程? 

 

 (教授摇摇头, 微微一笑, 开始明白这学生

的论点 ) 

 

学生: 既然无人观察过进化论进行的过程, 甚至

无法证实这过程还在进行着, 那么, 你岂不

是在教导你自己的看法吗? 这样说来, 教授, 

你在此事上是一个靠信心的传道人, 而非

靠科学证据的科学家, 不是吗? 

 

 (全班一阵骚动) 

 

学生: 请问班上的同学们, 谁有看过教授的脑? 

 

 (全班随即爆

发出大笑声)  
 

学生: 请问班上的同

学们 , 谁有听

过教授的脑 , 

触摸过它 , 或

嗅过它? 看来

无人有过这些

经历. 因此, 按照经验、可测试、可证明的

科学实验报告, 科学说你没有脑, 教授. 若

是如此, 教授, 容我尊敬的说一句话: 我们

又如何相信你在讲堂上所教导的是对的呢?  

 

 (整个讲堂再次安静下来. 教授盯着那个学

生, 脸上露出不可思议, 无可奈何的表情) 

 

教授: 我想你必须靠信心来接受它们. 

学生: 正是如此, 教授… 完全正确! 人与神之间

的联系正是信心! 正是信心使一切维持活

力, 继续前进. 

 

是的, 亲爱的朋友, 科学是有局限的, 不

能单靠科学, 因为我们

生活中许多事物都需

要靠信心或信念, 才能

够进行, 生活才能维续.  

 

顺便一提, 你知

道那位学生叫什么名

吗? 据说他就是日后荣

获 “ 诺 贝 尔 物 理 学

奖”、鼎鼎大名的科学

大师爱因斯坦 (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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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stein). 这位被誉为“现代物理学之父”(注: 也

有人称牛顿为现代物理学之父)一生总共发表了

300 多篇科学论文, 包括创立了现代物理学的两

大支柱之一的“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22   

 

爱因斯坦承认: “具有高度组织的所有科

研工作背后, 有一个信念(conviction), 近似宗教

情感, 对世界怀有合理的信念… 坚定的信念有

一份深邃的感悟 , 相信有一位超越的理性 (a 

superior mind, 这一位超越的理性指的是真神上

帝), 在人类经验的世界上显示自己, 那代表了我

对神的理解.”23 爱因斯坦也说: “每个认真从事研

究科学的人, 会相信自然定律表明了有一位‘灵’

存在, 祂远远超越人类, 在祂面前, 我们只拥有微

薄的力量, 必须心存谦卑.”24 这就是为何有许多

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 都是

相信圣经所说的: 宇宙万物有一位创造者, 且是

一位充满智慧和能力的设计师兼创造者! (注: 有

关这些科学家, 请参本文附录)  

 

 洛德恩博士在

《愈辩愈明: 从哲学、

科学、历史论证基督

信仰》一书中指出, 我

们的观察能力有限. 显

微镜和望远镜的技术

帮助我们观察到前人

观察不到的东西(如原子). 如果一百年前有人说, 

“因为这些东西观察不到, 所以不存在”, 这个说

法就错了. 这些技术日新月异, 因此还是有限的, 

目前还有很多存在的东西(如原子的成分)是显

微镜和望远镜观察不到的. 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足

够理由认为观察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 也没有足

够理由假定只有看得到的东西才存在.  

                                                           
22   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是关于时空和引力

的理论, 主要由愛因斯坦创立, 依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可

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23   Albert 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trans. Sonja 

Bargmann (New York: Dell, 1973), 第 255 页; 引自 洛德

恩著, 《愈辩愈明: 从哲学、科学、历史论证基督信仰》

(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4 年), 第 66-67 页. 
24   Max Jammer, Einstein and Relig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 93 页; 同上引. 

 另一方面, 神的存在虽然没有任何感官

经验予以印证, 但这并不否定神能够创造一些东

西(如宇宙万物), 可以被经验印证, 成为祂存在

的证据. 我们也能借着观察四周的现象, 知道某

些事物确实存在, 就算看不到这些事物本身, 结

论还是一样. 比如, 我从未见过我的曾祖父, 也知

道必真有其人, 无需亲眼见过他, 才知道他的存

在. 就算我从未见过所居住的建筑物的设计师, 

也知道他确实存在, 因为观察到的建筑物必定有

个“因”, 而令到这建筑物出现的各种条件必须调

合得好, 所以必定有个设计师. 因此, 圣经说: “自

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

人无可推诿”(罗马书 1:20). 

  

 换言之, 基督信仰所强调的信心并非“迷

信”. 诚如洛德恩所言: “我们翻阅圣经时, 会发现

许多圣经的作者拿出证据和理由, 来证明基督信

仰是可信的(参 路加福音 1:1-4; 使徒行传 1:1-5; 

2:32; 13:30-31; 17:22-31; 哥林多前书 15:6 等等). 

借着这些经文, 我们看到基督信仰与其他信仰/

信念有一点不同: 基督信仰讲求理由和证据, 否

定迷信的思想观念. … 所以, 应该说‘信心’是接

受有证据证明的事实.”25 

 

洛德恩博士总结道: “这位创造者既然精

心设计了整个宇宙, 好让我们能够生存, 祂必定

非常关心我们. 祂既然是一切事物、自然律和道

德价值的源头, 必定只有在祂那里才能找到人生

的目标和最大的满足. 祂既然是充满智慧的伟大

设计者, 我们在祂面前必须带着敬畏和谦卑的态

度, 信靠祂必定是人生最有智慧的选择. 最后, 祂

既然比拥有几亿亿星球的宇宙和宇宙里的一切

还要伟大, 必定只有祂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和敬

拜(参 启示录 4:11).”26   

 

 诚如洛德恩所言, “这位创造者既然精心

设计了整个宇宙, 好让我们能够生存, 祂必定非

常关心我们.”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确实关

心我们人类. 旧约圣经的诗人说: “我观看祢指头

                                                           
25   同上引, 第 23-25 页. 
26   同上引, 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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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的天, 并祢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 人算什

么, 祢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祢竟眷顾他”(诗篇
8:3-4).  

 

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引述这段经文

后, 告诉我们神如何顾念和眷顾世人, 就是借着

主耶稣来拯救世人;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祂

(主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希伯来书 2:14). 主

耶稣本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希伯来书

1:2), 但祂甘心降世为人, “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要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

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 3:23), 而“罪的工价乃是

死”(罗马书 6:23), “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

9:27). 人若没有在今生解决本身罪的问题, 死后

被神公义审判的结局, 便是被丢进地狱的火湖, 

永远受苦(启示录 20:12-15; 21:8).  

 

为了要代替我们偿还罪的代价  —  死, 

主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因为只有血肉之躯

才能在肉体上经历死亡), 并且心甘情愿地“为人

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 2:9), 为世人承受罪的审

判和刑罚. 祂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百姓

的罪献上挽回祭”(希伯来书 2:17). 祂不仅为了

背负世人的罪孽而死, 也在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

活, 使所有信靠祂的人不再惧怕死亡, 因为拥有

复活的盼望(约翰福音 11:25). 主耶稣“借着死败

坏那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

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 2:14-15). 

 

圣经也说, 

主耶稣 “一次为

罪受苦 , 就是义

的代替不义的 , 

为要引我们到神

面前”(彼得前书

3:18), 只要我们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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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故事中的教授

也必须承认的, 有些事“必须靠信心来接受”, “信

主耶稣而得救”便是其中之一. 尽管如此, 这方面

的信心绝对不是迷信, 因为它乃是建立在圣经的

应许上. 圣经是“神的话”, 所载之言经过多方验

证(例如考古学和预言等等), 被证实为可信可靠

的真理, 正如被誉为“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与

“近代物理学之父”的牛顿(Sir Issac Newton)所言: 

“我发现圣经, 比起任何其他通俗的历史, 有更多
确切可靠的凭据.” 亲爱的朋友, 你为何不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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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相信圣经的科学大师 

 

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作出伟大贡献 

并相信圣经的科学家27 
1 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天文学 

(Astronomy) 

2 帕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 

流体静力学 

(Hydrostatics) 

3 波义耳 (另译: 玻意耳, 

Robert Boyle, 1627-1691) 

化学 

(Chemistry) 

4 斯蒂诺 (Nicolas Steno, 

1638-1686) 

地层学 

(Stratigraphy) 

5 牛顿 (Isaac Newton, 1642-

1727) 

物理学 

(Physics) 

6 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1791-1867) 

电磁学 

(Electromagnetism) 

7 巴贝奇 (Charles Babbage, 

1791-1871) 

电脑 

(Computers) 

8 阿加西 (Louis Agassiz, 

1807-1873) 

鱼类学 

(Ichthyology) 

9 辛普森 (James Simpson, 

1811-1870) 

妇科医学 

(Gynecology) 

10 孟德尔 (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1884) 

遗传学 

(Genetics) 

11 巴斯德 (Louis Pasteur, 

1822-1895) 

细菌学 

(Bacteriology) 

12 开尔文 (William Kelvin, 

1824-1907) 

热力学 

(Thermodynamics) 

13 利斯特 (另译: 李斯特, 

Joseph Lister, 1827-1912) 

消毒法外科 

(Antiseptic Surgery) 

14 麦克斯韦 (另译: 马克士威, 

James Maxwell, 1831-1879) 

电气力学 

(Electrodynamics) 

15 拉姆齐 (或译: 赖姆塞, 

William Ramsay, 1852-

1916) 

同位化学 

(Isotopic Chemistry) 

                                                           
27   同上引, 第 22 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7 

   

《家信》: 第 119 期 (2018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Daniel Webster Whittle 

圣诗歌颂                      百合 

 

   唯我知道 

所信的是谁！ 

  
(A) 失去右臂的军人! 

 19 世纪的美国, 曾

经有一位年轻军人名叫

但以理·惠特尔(或译“维

特”,28 Daniel W. Whittle, 

1840-1901). 他在军中表

现一直相当不错 . 他在

22 岁那年结婚, 当时可说

是事业、情场两得意. 但

好景不常, 美国爆发南北

战争, 他领命参战. 不幸的, 他在战场上被严重

炸伤, 失去了右臂, 还成了战俘.  

 

 施以诺评述道: “在他被俘虏的那段期

间, 我相信他一定不知哭了多少回. 可能主要

不是为了被掳而哭, 而是为了自己那条被炸断

的右臂而哭. 失去一条手臂, 对一个年轻人而

言是何等大的身心重创!”  

 

 

(B)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在被掳的那段期间,” 施以诺继续写道, 

“他身边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本他出门前, 母亲

送给他的圣经. 于是, 原本不太清楚信仰(指基

督信仰)为何物的他, 开始读那本圣经. 一开始

没什么感觉, 但后来却越来越受感动, 越来越

得安慰. 于是, 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他接受了

那份信仰.” 感谢神, 人的尽头, 是神的起头! 失

去一条右臂, 却得着永远的生命. 

 

                                                           
28   施以诺在自己所著的《诗歌 , 是一种抗忧郁

剂》里把 Whittle 一名译作“维特”, 但此名在互联网上

常译作“惠特尔”, 故本文采纳“惠特尔”. 

 战争结束后, 惠特尔蒙主的带领和帮助, 

先在一家钟表公司找到工作. 主赐福他所做的

工, 使他后来当上了财务部主管. 主也开路给

他 , 使他遇上了当时的美国大布道家慕迪

(Dwight L. Moody), 加入了慕迪的布道团, 并

在其中担任音乐同工, 因而创作了许多诗歌. 

单在诗歌集《万民颂扬》里, 就收录了七首他

所创作的著名诗歌 , 包括: 今日我主被弃绝

(Our Lord Is Now Rejected, 第 182 首)、正当

我众殷殷求 (While We Pray And While We 

Plead, 第 282 首)、可有空处接纳耶稣(Have 

You Any Room For Jesus, 第 295 首)、不知救

主奇妙恩典(I Know Not Why God’s Wondrous 

Grace, 第 347 首)、将有百福降如甘霖(There 

Shall Be Showers of Blessing, 第 433 首)、与

救主同死又与主同生(Dying With Jesus, By 

Death Reckoned Mine, 第 503 首)、有一堂皇

旌旗赐予主军兵 (There’s A Royal Banner 

Given For Display, 第 582 首). 

 

 

(C) 唯我知道所信的是谁! 

 施以诺写道: “惠特尔(维特)虽失去了右

臂, 但他却觉得自己此生很幸福, 因为他认识

了那创造天地的主; 不仅认识祂, 而且还经历

了祂. 因此, 惠特尔在中年时, 写下了一首诗歌

‘我知所信的是谁 ’ (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又名‘不知救主奇妙恩典’), 这也是惠

特尔最著名的一首诗歌.” 失去右臂的他, 用仅

剩的左手写出此歌的词句:  

 

不知救主奇妙恩典   

何以向我显现, 

何以像我如此不堪,  

竟蒙救赎拣选. 

唯我知道所信的是谁, 

也深切相信祂定能保全 

凡一切我交付祂的,  

都稳妥, 直到那日.29 

                                                           
29   此诗歌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 第 347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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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特尔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引述保罗的

话. 当时保罗因传福音而被囚禁, 他知道自己

时日无多, 就快被处死,30 但他论到基督信仰时, 

坦然说道: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

我不以为耻;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

祂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提后 1:12). 

“保罗明白整件事都得到最好的关顾, 就算他

要面对死亡, 他也是没有疑惑的. 耶稣基督是

他的全能主, 有他同在就没有(最终的)失败, 也

没有什么值得担忧.” (摘自马唐纳所著的《活

石新约圣经注释》, 第 1079 页) 

 

一个倚靠神的基督徒, 会常感到自己是

个有福的人, 就像即使失去了右臂的惠特尔一

样, 仍能感谢与赞美主的大恩. 施以诺评论道: 

“华人媒体喜欢称呼富豪的下一代为‘富二代’, 

如此说来, 那些从小就有福气生长在基督徒家

庭的年轻人, 我们可称之为‘福二代’! 然而, 不

同于‘富二代’可以直接继承上一代的产业, ‘福

二代’并没有办法直接继承上一代与上帝的关

系和信仰. 就如‘我知所信的是谁’的作者惠特

尔, 虽然他母亲是个虔诚的信徒(基督徒), 但直

到惠特尔自己认识了上帝, 并经历了祂, 他才

得到那份满足与喜乐.” 每个人都必须亲自信

靠、接受和经历主耶稣基督! 

 

 

(D) 一切都稳妥直到那日! 

 值得一提的是, 惠特尔在他所写的诗歌

中说道: “唯我知道所信的是谁!” 他没有说: 我

“好像”知道所信的是谁, 或我“可能”知道所信

的是谁. 不! 他乃是说: “唯我知道所信的是

谁!” 因为他亲生经历过, 所以才能知道、确知, 

否则上帝对他而言, 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一

个属于他上一代的传说. 

 

 再想一想, 如果一个失去右臂的人都可

以因信靠神而从情绪深渊中再度站起来, 我们

                                                           
30   保罗在 提后 4:6 写道: “我现在被浇奠, 我离世

的时候到了”, 证明他知道自己在世之日无多. 

当然可以用更积极的态度, 去倚靠神来面对我

们人生中的各种挑战. 诚如惠特尔在这首诗歌

第四节所表达的确信, 我们也可同样确信, 并

且高唱道:  

 

4. 不知明日遭遇如何,  

前途或吉或凶, 

或经患难, 或享安乐,  

然后与主相逢. 

唯我知道所信的是谁, 

也深切相信祂定能保全 

凡一切我交付祂的,  

都稳妥, 直到那日. 

 

 感谢神, 即使我们将面对人生最大最深

的痛苦, 它也不过是暂时的, 并且这些苦难可

能立时就消失了, 因为我们的主随时再临, 把

我们接到空中, 与祂相遇. 哦, 何等荣耀的盼望, 

正如惠特尔在这首诗歌第五节里所表达的:  

 

5. 不知我主何时再临,  

夜半或是日中, 

是否我将经过死荫,  

或迳遇主空中. 

唯我知道所信的是谁,  

也深切相信祂定能保全 

凡一切我交付祂的,  

都稳妥, 直到那日.31 

 

 

                                                           
31   上文主要参考/改编自 施以诺著, 《诗歌, 是一

种抗忧郁剂》(台北: 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2018 年), 第

106-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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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西罗非哈的女儿们、 

   示巴的女王和  

恶王后耶洗别 
 
(A) 西罗非哈的女儿们  

(民 27:1-11; 36:1-13; 书 17:3-4) 

西罗非哈(Zelophehad)的女儿们向摩西

和众首领说: “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 他不与可

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 是在自己罪中死的; 

他也没有儿. 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

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 求你们在我们父亲

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民 27:3-4). 过后, 迦

勒也对约书亚说: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

的这山地给我”(书 14:12). 迦勒要的是山地, 押

撒要的是水泉(书 15:19: “求你也给我水泉”). 

 

请留意西这些人的“分给我们”或“给
我”. 迦勒渴望得着山地; 押撒想要水泉; 西罗

非哈的女儿们要的是产业. 他们展现了信心和

决心. 西罗非哈的五个儿女(玛拉、挪阿、曷

拉、密迦、得撒, 民 27:1)以正面积极的方式, 

向摩西和以色列众领袖陈明她们的要求 (民

27:1-11). 当时以色列人还在旷野, 还未进入迦

南地, 更谈不上占领了那地. 但她们对神的应

许(指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充满信心. 

她们五人就如亨利(Henry)和斯科特(Scott)所

比喻的, 是“五个聪明的童女”(太 25:1-13). 此

外, 她们说“分给我们”  —  表明她们有同心合

一的目标, 这点值得赞许. 若整体以色列人都

展现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他们将得着神所应许

赐给他们的一切产业.  

 

西罗非哈的女儿们想要得着神所赐的

产业, 这方面的心态与浪子的“分给我”是非常

不同的(路 15:12). 我们可以作几方面的比较:  

 

  

浪子(小儿子) 

 

 

西罗非哈的女儿们 

1 小儿子是在父亲

还活着的时候要

求他的产业, 表明

他不尊重神对他

生命的安排 

这些女儿们却是明智

地承认神的安排(要以

色列人继承与守护神

赐 为 产 业 的 地 , 民
27:3-4) 

2 他要这产业, 为要

放纵和满足自己

的私欲 

她们要这产业, 为要能

够多产(比较押撒要的

是灌溉的水泉) 

3 他离开自己的家

乡, 显出不愿倚靠

的心灵(不愿与父

亲同在一起生活, 

不顾父亲的感受) 

她们显出愿意倚靠的

心灵, 留意她们引述那

位不信靠神的可拉(民

27:3), 并渴望“在她们

的弟兄当中”得着产业 

4 他浪费父亲所给

的产业(路 15:13: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她们要保存父亲留下

的产业, 使父亲的产业

不落入他人手中 (民
27:4) 

5 他要脱离他父亲

的管理和限制, 所

以要求先分家产, 

以便远走高飞.  

她们接受对方所开的

条件之特殊限制(即只

嫁给同宗支派的人, 使

产业留在同宗支派里, 

民 36:10-12, 参下文) 

 

基列的诸族长担心西罗非哈的女儿们

若嫁给别支派的人, 那么神赐给她们祖宗所遗

留的产业便加在她们丈夫的支派的产业中, 这

将导致神赐给他们支派的产业逐渐减少 (民

36:2-4; 注: 结果神吩咐她们要嫁给同宗支派的

人, 民 36:6). 我们以此与神真理的遗产作比较,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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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 2:2). 我们

在此看见四代的人  —  真理的教义必须完好

无损地被忠诚传递下去. 

 

接受神所设的限制是属灵成熟的标记. 

神限制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必须嫁给同宗支派

的人, 她们也乐意如此行. 神所设的一切限制

是为我们和他人的益处, 也借此提醒我们一件

重要的事: 我们是在神的权下, 必须服从祂的

权柄.32 违背神权、抛弃限制, 是末世的特征之

一(帖后 2:3 的“离道反教”应译作“离经背道”). 
 

 

(B) 来自示巴的女王 (王上 10:1-13) 

这位外邦女王风尘仆仆, 长途跋涉, 经

过上千英里(约 1,400 英里)的漫漫长路, 来朝

见所罗门王, 因为“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

聪明和广大的心, 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所罗门

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他的

智慧胜过万人… 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

国”(王上 4:29-31).  

 

然而, 有一位远超所罗门的, 就是主耶

稣,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祂里面藏

着”(西 2:3). 可是, 祂却被自己的人拒绝. 拒绝

祂的人没有善用神赐给他们更大的特权(注: 

能有幸认识那位比所罗门更有智慧的主耶稣

                                                           
32   有些人以西罗非哈的女儿为例, 教导说神可以

因某人有良好动机而破例, 允许人不照祂话语所记载的

去行. 但这看法忽视两个事实: (1) 圣经启示与默示的渐

进性. 神允许以色列人的女儿也可继承产业, 乃是因为

圣经当时还未完整, 逐步性或渐进性的启示还未完毕, 

所以神还会附加另外的吩咐. 但圣经正典于主后 100 年

左右已经完整, 神也表明不再有加添新的或别的启示

(参 启 22:18-19), 所以今日若不照神给基督徒的圣经指

示去行, 便是直接违抗神的吩咐, 挑战圣经的权威; (2) 

神在圣经中记载西罗非哈的女儿要求产业一事, 乃为要

教导我们属灵成熟的人拥有的心志: (a) 属灵成熟的人

会看重神赐的产业(包括属灵方面的产业); (b) 属灵成熟

的人会接受神所设的限制, 正如西罗非哈的女儿愿意接

受限制  —  嫁给同宗支派的人, 使产业留在同宗支派里

(注: 这也意味着属灵成熟的姐妹会接受女人在会中沉

静的限制, 参 林前 14:34-40; 提前 2:11-15). 

是更大的特权), 所以将遭受更重的审判(太

12:41-42). 我们如何回应神给我们的特权呢? 

我们必须留意以下几点: 

  

1) 她带了什么? “跟随她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 

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王

上 10:2). 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所罗门王的(王

上 10:10: “示巴女王将一百二十他连得金

子和宝石, 与极多的香料, 送给所罗门王”). 

在新约时代, 有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

香膏来膏主耶稣, 却受到恶意批评, 主耶稣

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做

的是一件美事”(太 26:10). 我们是否以敬

拜、赞美和谢恩来事奉我们的主, 在祂身

上行美事? 

 

 

 

 

 

 

 

 

 

 

 

2) 她问了什么? “她来见了所罗门王, 就把心

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 所罗门王将

她所问的都答上了, 没有一句不明白、不

能答的”(王上 10:2-3). 我们也可带着我们

的“难题”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你们中间若

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

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雅 1:5). 多

少时候我们“没有得着”, 因为我们“没有祈

求”. 示巴女王“把心里所有的, 对所罗门都

说出来”, 我们也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

的宝座前”(来 4:16), 把心里所有的事都向

神陈明. 

 

3) 她说了什么? 示巴女王论到所罗门本身、

他的仆人和他的神, 说: “…你的智慧和你
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 你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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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

有福的!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祂喜

悦你, 使你坐以色列的国位”(王上 10:7-9). 

她借着所罗门而蒙福; 我们也借着那位“比

所罗门更大的”(即主耶稣)得到至高无比的

福气(比较 弗 1: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父神! 祂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

各样属灵的福气”). 

 

4) 她领受什么? “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 

所罗门王都送给她, 另外照自己的厚意馈

送她”(王上 10:13). 那位前来“给”和“问”的

女人, 丰丰富富的回去. 基督“那测不透的

丰富”(弗 3:8), 是给于那些肯花时间给神、

与神交谈的人. 
 

 

(C) 以色列的恶王后耶洗别  

(王上 19:1-3; 21:5-14,23; 王下 9:30-37) 

 以色列王亚哈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

别为妻. 表面上看来, 这政治与物质联盟非常

有利, 但在属灵方面却带来灾害性的恶果, 因

为它把敬拜巴力的恶俗引进以色列国中(王上

16:31-32: “(亚哈王)犯了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

所犯的罪; 他还以为轻, 又娶了西顿王谒巴力

的女儿耶洗别为妻, 去事奉敬拜巴力, 在撒玛

利亚建造巴力的庙, 在庙里为巴力筑坛”). 

 

 耶洗别性情邪恶. 我们首次看见她的性

格是当以利亚在迦密山获胜之后(王上 19:2). 

以利亚杀了耶洗别所供养的巴力先知, 所以她

现在也要杀以利亚. 她本该同意众百姓的结论  

—  “耶和华是神”(王上 18:39), 但她执迷不悟, 

为了保留拜偶像的习俗而全力对抗神, 誓要杀

死以利亚. 面对她的威胁, 以利亚立刻逃命.  

 

 在夺取拿伯葡萄园的事上(王上 21:5-

24), 我们再次看见耶洗别邪恶的性格. 她自作

主张, 设计陷害拿伯以夺取他的葡萄园. 这是

因为拿伯不愿卖掉“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亚哈. 

拿伯宁可死, 也不变卖产业, 违背神的吩咐(利

25:23-28; 民 36:7; 结 46:18). 耶洗别为此决定

杀害他和他的后嗣(即他的众子, 因他们也是

产业的继承人, 王下 9:26).  

 

她以王的名义伪造信件. 她在信上吩咐

要“宣告禁食, 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王上

21:9). 这是何等的伪善! 她要行恶却宣告禁食

(注: 禁食往往是为要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她

吩咐人“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  —  立拿

伯为审判团的主席! 这使他较后被人控告时, 

显得罪加一等! 结果拿伯被假见证人诬告“谤

渎神和王”, 被人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王上

21:13). 约伯的众子也被杀害(王下 9:26). 耶洗

别要确保拿伯没有后人来追讨产业.  

 

当人明知行某

件事是罪大恶极 , 却

仍然故意去行 , 这罪

便达到顶点 . 耶洗别

正是犯了这样的罪 . 

新约圣经也提到她的

名 , 作为声名狼藉的

臭名(启 2:20-21). 她

的结局是悲惨的.     

  

 神较后使用耶户(Jehu)来审判耶洗别

(王上 21:23; 王下 9:4-10). 耶洗别见到耶户时, 

问了一个问题: “杀主人的心利啊, 平安吗?”(王

下 9:30). 耶洗别所谓的心利是一个杀了主人

后只“作王七日”的人(王上 16:15,18),33 言下之

意表示耶户若作王也是不久. 她死到临头还不

知悔改, 目空一切地违抗神与人. 公义最后追

上了她, 耶户取了她的性命, 正义得以伸张.34  

                                                           
33   王上 16:15,18: “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 心利在

得撒作王七日. … 心利见城破失, 就进了王宫的卫所, 

放火焚烧宫殿, 自焚而死.” 
34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86 页(西罗非哈的女儿们), 159 页

(示巴的女王)和 174 页(恶王后耶洗别). 这三篇文章的

作者按秩序分别是 : Brian Charles、 John Riddle 和
Bernard Osb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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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新约的基督徒是否也该遵循旧约摩西
律法所规定的什一奉献(奉献十分之一)? 

新约圣经如何教导有关基督徒的奉献?   

 

解答:   “什一奉献”(或译: 十一奉献)35英文是 

tithe 或 tithing , 由古代的英语 tenth 衍生出来,36 

主要是为了信仰或宗教活

动, 而以产物付上(十分之

一)的一种义务. 这习俗的

历史十分悠久(早至亚伯兰

[即亚伯拉罕]的时代, 参下

文 ), 并广泛地流行于雅

典、阿拉伯、罗马、迦太

基、埃及、叙利亚、巴比

伦和中国 (参《证主圣经百

科全书》第一册, 第 117 页).  

 

 闪族与旧约圣经教授范伯格(Charles L. 

Feinberg) 解释 “什一奉献 ” 是把自己的出产

(produce)或财产(property)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 

以支持祭司圣职(包括利未人)或其他属宗教性

质的活动. 什一奉献的经文主要记载于摩西的法

规中: (1) 利未记 27:30-33; (2) 民数记 18:21-32; 

                                                           
35   原文 Tithe 应该译成“什一奉献”还是“十一奉

献”? 圣经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见仁见智. “什”一词

(读作: Shí 而非 Shén )意即“十”, “什一”就是“十分之一”

的意思(参《新汉语字典》). 由于“什一奉献”正确传达

十分之一的奉献之观念, 同时“十一奉献”会让人误以为

是“11 奉献”, 所以本文选择将之译作“什一奉献”. 
36   Tithe 或“什一奉献”一词在希伯来原文是  מעׂשר  

( ma‛aser ); 希腊文是 dekatê ; 拉丁文则是 decima . 根

据王正中所编著的《圣经原文字典》, ma‛aser {H:4643}

在旧约圣经共出现 30 次, 译作“十分之一”(25 次, 例如: 

利 27:30; 民 18:21; 申 12:17; 代下 31:5; 尼 10:37,38; 

12:44; 结 45:11; 玛 3:8 等等)和“十分取一”(5 次, 例如: 

申 12:6,11; 26:12; 代下 31:6,12). Ma‛aser 首次出现在 创

14:20 (亚伯拉罕把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  

(3) 申命记 12:5-18; 14:22-29. 事实上, 什一奉献

也是古代其他宗教与文化的普遍习俗. 古代一些

国民常把自己劳苦所得或战争所获的十分之一

奉献出来, 例如叙利亚、吕底亚、巴比伦的国民

皆有如此做法, 而在约瑟任宰相的时代, 埃及人

甚至要献上五分之一的出产给法老(创 47:24). 

什一奉献可说含有政治意义(作为贡物或税收)

和宗教意义(与祭物或供物有关)两大方面.37     

 

 基督徒应该遵守什一奉献吗? 此课题困

扰着许多基督徒, 互联网上也有许多赞成和反对

的意见. 但论到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指南, 圣经

是我们最高的权威. 我们将回到圣经寻找答案. 

为了让我们对此题目有全面认识, 我们将分成七

方面讨论:  

 

a) 列祖或族长时代的什一奉献 

b) 旧约摩西律法所规定的什一奉献 

c) 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奉献原则 

d) 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奉献范围 

e) 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奉献方法 

f) 重审“基督徒必须遵行什一奉献”的论点 

g) 为何神不吩咐新约的基督徒像旧约神的子民

一样必须奉献十分之一? 

 

 

(a) 列祖或族长时代的什一奉献 

在圣经中, 最早出现关于十一奉献的例

子, 是在创 14:19-20: “他(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

福, 说: ‘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亚

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麦基洗德.”   

 

美国加州的罗文谦博士(另译“沃尔特·罗

素”, Walt Russell)指出, 既然创世记(Genesis)一

字意谓“开始”, 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有关“开始”

的几项创举: 

1) 以色列人守什一奉献乃是由列祖(或译“族

长”, Patriarch)亚伯兰开始, 他向神献上十分

之一所得. 

                                                           
37   Merill C. Tenney (gen. ed.),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vol.5)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75), 第 7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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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神的代表做出什一奉献也是从列祖亚伯

兰开始; 他向一名祭司(麦基洗德)献祭, 祭司

是至高神的代表

(过后换为以色列

的利未人作代表).  

3) 将“初熟果子”献给
神的做法也由亚伯

兰首开先河 ; 38  他

战胜敌人, 大得收

获  —  仿佛收割

“农作物”, 有所“收

成”之后  —  立刻

还献给神, 立即公

开承认此“收成”乃是神的供应和恩典. 

4) 亚伯兰为我们作了表率或榜样, 告诉我们使
我们发达兴盛的是信靠神 , 而不是倚赖人. 

他从麦基洗德那里得到神的赐福(创 14:18-

20), 但不接受所多玛王的提议, 不愿拿取夺

回的财物 (特指属于所多玛王的财物 , 创
14:21-24).39  

 

另 一 位

列祖雅各在异

梦中听到神给

他的应许和保

佑, 醒来后就许

愿说 : “神若与

我同在, 在我所

行的路上保佑

我, 又给我食物

吃, 衣服穿, 使

我平平安安的

回到我父亲的

家, 我就必以耶

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

殿 ; 凡你所赐给我的 ,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
你”(创 28:20-22). 看来雅各要奉献给神时, 也效

法他的祖父亚伯兰, 献上十分之一. 

                                                           
38   献上“初熟的果子”(first fruit)不一定指献上果

子, 也可泛指各种地里的出产或农作物, 包括菜蔬谷类.  
39   罗文谦著, 扶逸蕙译, 《心中有爱, 奉献无碍》

(台北: 举手网络协会, 2011 年), 第 26-27 页. 

(b) 旧约摩西律法所规定的什一奉献 

罗文谦(Walt Russell)亦指出, 以色列民族

的什一奉献是一种关系方面的宣告  —  宣告仰

赖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 并对祂心存感恩. 此外, 

什一奉献也是“具政治意义”的宣告, 功能如同一

种“神权税”(theocratic tax), 供上帝用以维系以色

列国的神权体制. 因此, 透过什一奉献, 以色列国

不但表明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 也陈明与上帝

之间“政治意义”的连结. 尽管旧约(特指摩西之

约)也让人自由选择奉献方式, 但旧约关于奉献

的教导, 大致以什一奉献这种盟约义务行为为主

轴, 神的百姓既同意遵守摩西之约, 便代表已委

身于什一奉献了(出 19:7-8).40  

 

(b.1)   什一奉献的比例 

论到旧约律法时代的什一奉献, 牛津大

学分院曼斯菲尔德学院 (Mansfield College, 

Oxford)的著名讲师阿瑟·匹克教授(Prof. Arthur S. 

Peake)表明旧约以色列人要遵行的什一奉献其

实有几种:41 

  

1) 根据祭司法典(Priestly Code)的条例, 要把十

分之一奉献给利未人(民 18:21).42 这什一奉

献成为利未人收入的最宝贵部分.   

2) 第二种什一奉献是给献祭者(在会幕或圣殿

那里)食用的, 通常包括十分之一的牛群家畜

(申 14:22-23).43 若住家太远不方便携带, 可

换成银钱(加上五分之一价值), 买所需的食

物和饮料, 作为在圣所那里享用的祭祀餐宴

(sacrificial feast) (申 14:24-26).   

                                                           
40   同上引, 第 31 页. 
41   James Hastings (ed.), A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vol. 4)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88), 第 780-781 页. 
42   民 18:21: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 我已赐

给利未的子孙为业; 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 所以赐

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 犹太教口传律法集《米示拿》

(The Mishna)规定: “凡可用作食物、从土地栽种生长之

物, 都要献上十分之一”(Maaseroth i.1). 
43   申 14:22-23: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 就是你田

地每年所出的, 十分取一分; 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

和油的十分之一, 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 吃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 就是祂所选择要立为祂名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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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种什一奉献也称为“慈善奉献”(charity 

tithe), 每三年征收一次, 给穷人(例如寄居者

和孤儿寡妇)享用(申 14:28-29).44 

 

学者们争辩“什一奉献”是否有两种或三

种(参 Josephus: 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IV. 

viii. 22). 一些现代学者认为, 上述三种什一奉献

的经文都是指着同样的什一奉献, 只是因时期不

同而有所分别. 他们辩论说申命记(一些批判学

者错误认为申命记写于主前 7 世纪)的什一奉献

是给利未人、奉献者家人和穷人的. 但到了民数

记(他们又错误地认为此书写于被掳归回后的时

期, 即主前 5 世纪左右), 什一奉献就单单用来支

持祭司和利未人.  

 

然而 , 范伯格 (C. L. 

Feinberg)评论道: “这个论点根

本就没有说服力, 因为更可靠

的看法是: 在利未记反映出的

希伯来神权统治初期(摩西时

代), 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还

未得迦南之地, 没有地里的出

产), 无法进行节期性的餐宴, 

所以什一奉献就只归给祭司和利未人. 到了申命

记时期, 以色列人已准备进入迦南得地为业, 所

以神吩咐他们把什一奉献或银钱带到圣所, 与利

未人一同享用神圣的餐宴, 并在每三年奉献十分

之一给贫穷者, 而非只给祭司和利未, 好培养他

们有慈善之心, 关怀穷人.”45 

 

德国莱比锡(Leipzig)的著名旧约与塔木

德 文 学 教 授 (Professor of OT and Talmudic 

Literature) 46保罗·利弗托夫(Paul Levertoff)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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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 积存在你的城中. 在你城里

无分无业的利未人, 和你城里寄居的, 并孤儿寡妇, 都可

以来, 吃得饱足. 这样, 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

一切事上赐福与你.” 
45   Merill C. Tenney (gen. ed.),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vol.5), 第 757 页. 
46   《塔木德》(Talmud, 另译《他勒目》)是关于

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集, 全书分为《密

西拿》(Mishnah, 另译《米示拿》)及其注解篇《革马

道: “在什一奉献方面, 利未记与申命记显然有明

确差异. 但在犹太传统中, 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 

它们已被协调一致, 即把它们视为三种不同的什

一奉献, 称为第一什一奉献(the First Tithe)、第
二什一奉献(the Second Tithe)和第三什一奉献
(the Third Tithe), 亦称‘给穷人的什一奉献’(the 

Poor Tithe) (参  Pe’ah、Ma‛aseroth、Ma‛aser 

Sheni、Dema’i、Ro’sh ha-Shanah ; 比较 Tobit 

1:7,8; 约瑟夫[Josephus]所著的 Antiquities, IV, iv, 

3;  viii, 8;  viii, 22).47  

 

简言之, 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合理的结论: 

为了教导以色列子民成为慷慨捐献的人, 神借着

摩西律法规定三种什一奉献. 罗文谦进一步解释

这三种“什一奉献”: 

 

1) 第一种什一奉献是献上收入的十分之一, 又

称为“主的什一”或“仓库什一”, 神将之赐给

利未人, 因为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利 27:30-33; 

民 18:21-32). 

2) 第二种什一奉献是从剩下的十分之九 (90%)

取十分之一作为奉献, 称为“以色列人的什
一”,  被分别为圣, 用于准备耶路撒冷一场

“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神圣餐宴的饮食(申

12:5-19; 14:22-27). 住家距离耶路撒冷太远

的人, 因不便携带牲畜、谷物、酒和油前来, 

可把自家土产换成等值金钱, 为餐宴奉献(申
14:24-26).  

                                                                                               
拉》(Gemara)两大部分, 是犹太教仅次于旧约圣经的主

要经典, 深受犹太拉比或犹太教人士所重视. 
47   James Orr (gen. 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vol.4)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4), 第 2988 页. 利弗托夫在

上引书(同一页)中指出, “第一什一奉献”是给利未人(包

括祭司); “第二什一奉献”是从剩余的十分之九取出十

分之一, 给奉献者在耶路撒冷设宴享用. 住家离耶路撒

冷甚远的人, 可把中第二什一奉献转换成银钱 , 买食

物、饮料或油(Ma‛aser Sheni 2:1; 比较 申 14:26). 奉献

十分之一的牛群家畜是属于这第二种什一奉献, 要在耶

路撒冷设宴时食用(Zebhahim 5:8). 有者认为这第二什

一奉献在第三年时要完全给利未人和穷人. 但根据约瑟

夫(Antiquities, IV, viii, 22), 这“给穷人的什一奉献”其实

是“第三什一奉献”. 祭司或利未人如果是地主, 也必须

献上这“给穷人的什一奉献”(Pe’ah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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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文谦 (Walt Russell) 

 

3) 第三种什一奉献则是额外的十一奉献, 每逢

三年, 以色列人将剩余的 81%收入献上十分

之一, 是“慈善或善行的奉献”, 扶助城里的利

未人、外地人、孤儿、寡妇, 因为他们身无

长物(申 14:28-29).  

 

值得留意的是: 每三年要奉献 10% (十分

之一), 意味着平均每一年要奉献 3.3% (103 = 

3.3%), 或进位成 3%. 故此, 三种什一奉献按“百

分率”(或称: 百分数、百分比, 其符号是 % )如下: 

 
 三种什一奉献 总共奉献的百分率 

1 第一种什一奉献 10% 

2 加上“第二种什一奉献” 10% + 9% = 19% 

3 加上“第三种什一奉献” 10% + 9% + 3% = 22% 

注: 这第三种奉献是每三年才奉献一次(10%), 所

以每一年奉献的百分率是 3.3%, 或进位成 3% 

  

罗文谦评述道: “三种什一奉献所积蓄的

效应主要是鼓励信徒(指以色列民)在三方面大

方又全面地奉献金钱, 奉

献对象分别是在会幕或圣

殿服事神的人、在神面前

的欢庆活动及所住地区的

穷人. 倘若做两种什一奉

献, ‘什一奉献’的比例是

每年 19%. 若做三种什一

奉献, ‘什一奉献’的比例

约达每年 22%, 上帝相当严肃看待教导百姓慷

慨捐助一事, 对以色列人而言, ‘什一奉献’可不

只是纳上十分之一便了事! 旧约教导什一奉献

的格局实在远远超乎我们想像.”48 

 

 

(b.2)   什一奉献的理由 

 罗文谦跟着简要地归纳旧约中奉献的理

由. 首先, 旧约一切奉献背后的思维, 皆是承认上

帝既是创造主, 也是慷慨赐福的主, 照理来说, 有

了这份认知, 人应该会感恩地对上帝做出爱的回

应, 立即透过什一奉献表达敬爱. 以色列人献上

谷物、水果、牲畜等初熟果子正刻画了他们即

时向上帝表现敬爱与感恩.  

                                                           
48   罗文谦著, 《心中有爱, 奉献无碍》, 第 32-33页. 

 第二, 我们观察以色列这三种奉献做法,  

就能明白上帝要祂的百姓用什一奉献表达感恩

的目的, 是资助并维系以色列的信仰机制持续不

坠, 也代表了什一奉献“神权税”的面向. 换句话

说, 上帝要用自己名下百姓的奉献去照顾祭司、

利未人、会幕或圣殿和所有无分无业的人. 上帝

将祂得到的奉献分送给服事祂的人, 并用于促进

敬拜(尤其是运用第二种奉献)、打理信徒敬拜

上帝的会堂, 及照顾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人.  

 

另一方面, 除了层次分明、像税赋一样

缴纳或交付的奉献, 旧约的人也可选择献上“甘

心祭”或“自愿祭”, 这种奉献的地位比奉献什一

或初熟果子更高 (利 22:17-25; 民 15:1-10; 申

12:6,17). 甘心祭的一个例子, 就是 出 35:20-29

中, 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为会幕兴建工程奉献建材

和贵重金属: “以色列人, 无论男女, 凡甘心乐意

献礼物给耶和华的, 都将礼物拿来, 做耶和华借

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出 35:29).  

 

400 年后, 为建造圣殿, 大卫和以色列众

首领也自动自发地献上许多礼物(代上 29:1-9): 

“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 百姓就欢喜, 大

卫王也大大欢喜”(代上 29:9). 值得一提的是, 这

类礼物通常用于献给神, 但也可以送给他人, 尤

其是穷苦人. 箴言将捐助穷苦人喻为奉献给神: 

“怜悯贫穷的, 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

华必偿还”(箴 19:17). 整本旧约都赞赏和鼓励捐

助穷人之举, 以色列人拨出一部分奉献(特别是

甘心祭)以帮补穷人的欠缺不足, 这显然是讨神

喜悦的.49  

 

 

(c) 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奉献原则 

约的奉献肯定与旧约不同. 旧约的奉献

制度实质上是个必须缴交的“税”, 不管你愿不愿

意、甘不甘心, 都要纳上此“税”; 若不纳上, 就是

“夺取神之物”(玛 3:8). 这种属于强制性的奉献方

式与原则是适用于“幼小子民的外在制度”, 就如

教导或训练幼小孩童时, 我们需要强制性地实施

一些规则(例如晚上几点入眠、一定要做完课业

                                                           
49   同上引, 第 34-36 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26 

   

《家信》: 第 119 期 (2018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等等), 因为他们还不成熟, 需要外在的强制性规

则或制度来管理生活. 新约与此完全不同, 因新

约的奉献方式与原则是依循那适用于“成熟子民

的内在动机”(关于此处所谓的“幼小子民”与“成

熟子民”, 请参下文 (g) “为何神不吩咐新约的基

督徒像旧约神的子民一样必须奉献十分之一?”). 

 

罗文谦正确解释道: “尽管很多人喜欢指

出新约基督徒的奉献基础是‘什一奉献’, 新约圣

经却没有相关论据. 虽然耶稣(基督)在福音书示

范并讲论什一奉献(太 23:23; 路 11:42; 18:12), 但

原因只是耶稣(基督)和门徒仍依据摩西之约的

规条行事. 耶稣(基督)以受死和复活展开新约时

代之前, 律法契约仍然有效, 因此, 

福音书中什一奉献的内容仅是记述
事实, 并非指教新约信徒如何奉献. 

耶稣(基督)时代的以色列仍是神权

国家, 耶稣(基督)也谨守父神制定的

法治律法. 可是, 新约揭示耶稣(基

督)开始的是一个多种族、多国籍

的民族, 以取代原本的神权国家以

色列, 耶稣(基督)就此为跟随祂的百

姓终止了神权税的奉献.” 

 

罗文谦继续指出, 新约信徒

奉献的核心概念是“恩典式奉献”. 

“恩典式奉献”是依据上帝赐下的资源来奉献(即

“按着他的力量”或“按照他所拥有的”来奉献), 

且是甘心乐意的奉献. 这样的奉献是旧约甘心乐

意或自愿奉献(指“甘心祭”或“自愿祭”)的延伸. 

以下三处的经文详述新约奉献的模式, 也表明神

对新约信徒在奉献方面的心意:  

 

1) 林后 8:3: “可以证明, 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

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2) 林后 8:12: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3) 林后 9:7: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此外, 使徒行传记载叙利亚那里“幼嫩”的

安提阿召会也表现出依照上帝所赐恩典的做法

来捐献: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

到安提阿.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迦布, 站起来, 借着

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

然有了. 于是门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

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徒 11:29). 

 

罗文谦写道: “在新约时期, 过去旧约时

期自由选择的做法(指甘心祭)已成为正规模式. 

在这当中, 我们看见过去等同于神权税的高度制

度化奉献(即强制性的奉献), 如今已被信徒依照

个人能力斟酌奉献取代. 耶稣(基督)来到, 因此

‘时候满足’(加 4:4-9, 参下文(g) ), 信徒奉献不再

倚赖适用于幼小子民的外在制度, 转而依循适用

于成人的内在奉献动机.”50 

 

若有人问: “慷慨奉献是不

是应依循某个数字比例?” 罗文谦

解释说, 根据新约, 答案是“不”! 

但有者可能说, “若参考旧约教导, 

在新约时代, 我们至少该做到上

帝鼓励旧约子民大方捐助的程度, 

那么 10%的奉献比例是最基本的

吧?” 或许是吧! 但这看法面对一

个问题: 若进一步思考, 旧约的比

例其实是 19-22%, 那么为何是采

纳 10%的比例而非 19-22%的呢? 

另一方面, 旧约以色列人的奉献

其实是神权税, 这种奉献则等同于如今向政府缴

纳税款, 是必须缴纳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 甘不甘

心! 因此, 我们需要承认一个更关键的事实, 即

在性质上, 旧约以色列神权国家时期的奉献与新

约时期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不同的. 既然性质不同, 

拿这两者作比较“就像比较苹果和橘子一样没有

意义”.  

 

简言之, 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奉献原则是

甘心乐意的慷慨捐献. 诚如罗文谦所言, 新旧约

唯一相互呼应之处是“旧约的甘心祭”和“新约的

恩典式奉献”. 他总结道: “在这种情况下, 信徒并

无一个固定的比例数字可依循, 我们反倒应该效

法新旧约圣经中鼓励我们大方奉献的做法和动

机. 成人的自由也带来成人的责任, 因此我们应

                                                           
50   同上引,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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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更用心教导信徒关于奉献的真理. 既然新约给

了信徒恩典式奉献的自由, 符合圣经奉献的教导

和动机就变得极为重要.”51  

 

 

 

 

 

 

 

 

 

 

 

(d) 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奉献范围 

新约圣经所教导的是慷慨捐献. 但在哪

一方面慷慨奉献呢? 或奉献给谁呢? 新约圣经清

楚教导信徒有责任选择在以下几方面奉献:   

 

(一) 奉献给喂养我们灵粮的人  

神不忘那些事奉祂的众仆人之日常需用, 

为他们预备资源, 供应其所需. 旧约也有类似这

方面的原则, 即神使用以色列百姓奉献的祭物, 

转而供应给祂的众祭司和利未人(民 18:21-24).  

 

在新约时代 , 神借着祂的传道人用“灵

粮”(神的道)喂养信徒的灵命, 所以信徒有责任

供应他们的养身之物. 新约圣经多次明确地提出

向传道人奉献的原则: 

  

1) 加 6:6: “在道理上受

教的 , 当把一切需用

的供给施教的人.” 

2) 林前 9:11: “我们若把

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

中间 , 就是从你们收

割奉养肉身之物 , 这

还算大事吗?” 

3) 林前 9:14: “主也是这

样命定, 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 

4) 提前 5:17-18: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

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51   同上引, 第 37-40 页.  

更当如此.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

候, 不可笼住它的嘴’; 又说: ‘工人得工价是

应当的’.” 

 

罗文谦指出, 向传道人做金钱奉献是我

们“亏欠的事物”之一, 或许可说是非常实在的义

务. 从古至今, “传道与财务供应互惠”一直是上

帝用以照顾全职事奉的人的方法. 这是我们理应

选择肩负的义务, 不然为了福音奉献生命和“事

业前途”的人就得不到关照了. 所以这些宝贵的

圣徒(主的仆人)理应在财务上受到完善的照顾. 

 

要使用金钱服事那些在信仰上服事我们

的人! 此原则适用于在召会服事的人. 可见依照

圣经教导, 在召会奉献不是任君选择要或不要的

事, 而是为了回报那些在属灵方面喂养我们的人, 

这是我们当尽的义务. 在主面前. 我们有个“亏

欠”, 能够弥补它是我们的荣幸. 在新约时期, 信

徒在属灵上长大成人后, 得到了几个美好的选择

和责任, 其中一个就是奉献给传道人或喂养我们

灵命的人.52  

 

(二) 奉献给穷乏的众肢体(信徒)  

在同一个召会中, 信徒之间的关系, 犹如

身体上不同的肢体, 需要彼此相助, 互相帮补. 在

新约中, 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 就是察觉身

边肢体的需要(指相同聚会的信徒日常的需用). 

就肢体生活而言, 信徒互相帮补是非常基本的一

环. 保罗指出这是基督徒工作的目的之一: “从前

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
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弗 4:28, 粗体为作者所

加, 以强调在这个情况下劳力的目的).  

 

 新约圣经几处经文也教导并示范这个捐

助缺乏信徒的原则. 神借着雅各提醒信徒: “我的

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

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

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

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 2:14-17). 

                                                           
52   同上引, 第 4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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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 使徒约翰表达得最为生动深

刻: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

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

穷乏, 却塞住怜恤的心, 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

面呢? 小子们哪,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

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壹 3:16-18).  

 

在此书信中, 使徒约翰要纠正一种偏差

的教导, 这种教导强调认识属灵的道理, 却疏于

教导信徒将知识化为关爱肢体的行动. 此教导既

不符合圣经“爱人如己”的中心思想, 也违背圣经

传扬的基督徒生活态度. 我们若要在神的家作个

负责的弟兄或姐妹, 就必须看顾家人的需要, 圣

经将这些“需求”定义为食物、衣著和栖身之所. 

我们有共同责任去满足召会中每个弟兄姐妹的

这些生活基本需求.53  

 

(三) 奉献给有缺乏的其他召会  

圣经中探讨奉献的最长段落, 是在哥林

多后书 8 至 9 章, 其宗旨是鼓励哥林多的召会, 

去与其他众召会一同扶持捐助耶路撒冷和犹太

一带的穷乏信徒. 换言之, 保罗是鼓励某个地方

召会去完成对外地另一些召会的奉献. 

 

保罗在这之前(大约一年前)已写信仔细

交代了奉献的方法: “论到为圣徒捐钱, 我从前怎

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 你们也当怎样行. 每逢

七日的第一日, 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 及至我来到了, 你们写信

举荐谁, 我就打发他们, 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

撒冷去. 若我也该去, 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林前
16:1-4). 

 

不过, 此时保罗却担心等他从马其顿出

发, 抵达哥林多时, 他们仍未完成合资捐助的事, 

到时他和召会肢体会很不好意思(林后 9:1-4). 因

此, 保罗一边写信(哥林多后书), 一边打发提多

先走一步(先到哥林多处理捐献的事), 以避免尴

尬情况发生(林后 8:16-24), 他也在此费心说明新

约关于“召会对召会奉献”的做法. 神借此为我们

留下这方面的捐献方式. 

                                                           
53   同上引, 第 43-45 页. 

保罗也在罗马书继续说明奉献的原则 , 

谈论各地信徒捐助犹太穷苦信徒的义举, 也鼓励

罗马众召会如此行(注: 此封书信是写给罗马一

带的家庭召会):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 得见你

们, 先与你们彼此交往, 心里稍微满足, 然後蒙你

们送行. 但现在, 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因为

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

徒中的穷人.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 其实也算是

所欠的债;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

分, 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罗 15:24-27).  

 

请留意神借着使徒保罗在此要我们学到

的重点. 保罗指出东罗马帝国的所有外邦信徒都

曾得到初期信徒  —  即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当地

的犹太裔基督徒  —  的属灵喂养(因为福音是从

那里的门徒传开的), 现在这些外邦召会算是“欠

了债”, 应捐献给耶路撒冷当地或附近一带的犹

太召会的贫穷信徒. 召会历史初期, 犹太召会饱

受逼迫和饥荒之苦, 也舍去很多钱财, 经济状况

很糟(徒 4:32-37), 现在该是外邦信徒用金钱回报

他们早年给于的属灵供养的时候了. 保罗写下哥

林多后书 8 至 9 章,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就是要

实践圣经所教导有关召会与召会之间灵命喂养

与财务资助的互惠原则.54  

 

还有一事值得留意, 神透过保罗在 林后

8:12-15教导我们关于召会之间要互相帮补, 以
求均平. 我们引述马唐纳对这段经文的解释: 

 

1) 林后8:12: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似乎哥林多信徒延迟了为耶路撒冷穷困

的圣徒捐献, 是因为他们希望可以捐出

更多. 然而, 保罗在此提醒他们, 那完全

不是献出多少的问题. 他们心里若真的

                                                           
54   同上引, 第 47-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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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参与捐献一事, 无论所献是多少, 神

也必接受. 神所数算的是人内心的态度. 

2) 林后8:13: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 你们受累”  

 保罗并非要把哥林多的信徒放在财政困

境之下. 他不是要耶路撒冷召会轻省, 哥

林多召会受累或变得贫困. 

3) 林 后 8:14: “ 乃 要 均 平  (KJV: by an 

equality), 就是要你们的富余, 现在可以

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余, 将来也可

以补你们的不足, 这就均平了.”  

 这是神在主耶稣基督的召会中救济贫乏

的计划. 神的计划是每当某个地区的信

徒有缺乏, 别地区的信徒便要筹集捐献, 

送往有缺乏的召会. 金钱这样不断流转, 

世界各地的

召会就能达

致均平了. 

 因此, 保罗写

这封信时, 哥

林多、马其

顿和其他地

区的召会都将要把现款送往耶路撒冷 . 

但也许到了日后, 耶路撒冷的圣徒得到

好的照顾, 哥林多的召会却有所不足. 这

样, 金钱便要回流了. 这就是保罗在本节

的意思. 现在是耶路撒冷召会有缺乏, 但

将来可以是哥林多召会有缺乏, 这样, 其

他召会便会帮助他们. 

4) 林后8:15: “如经上所记: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 

 保罗引述 出16:18来加强这均平的原则. 

以色列人出去收取吗哪的时候, 有些人

取得比别人多. 但没有问题, 因为分配吗

哪的时候, 每个人得到的分量都相等  —  

一俄梅珥(约为英制的5品脱, 或2.3公升). 

因此,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

缺”. 若有人把吗哪贮藏起来, 吗哪便会生

虫变臭! (出16:20). 

 

马唐纳贴切指出, 均平的现象不会借神

迹产生, 而是由那些有余者与缺乏者分享. 查尔

斯·贺智(Charles Hodge)在其所著的《哥林多后

书注释》中说: “出埃及记和保罗的教导是, 在神

的子民中, 一个人的有余应该用来补其他人的不

足. 人若违抗这命令, 结果只是羞辱与损失. 财产

就像吗哪一样, 不可以积蓄贮存.”  简言之, 神盼

望每一个人都能分享生命中的美好东西. 然而, 

有些人得的较多, 有些较少. 得较多的人应与得

较少的人分享. 神容许财物不平均的分配, 并非

要使富者自私地享用, 而是要与穷者分享.55 

 

(四) 奉献给福音或宣道的事工  

关于奉献方面, 新约也鼓励我们投资金

钱, 将福音传到我们召会之外的地方. 罗文谦指

出, 这种个人和召会所做的恩典式奉献, 并不同

于以金钱回报的属灵喂养(上文第一种奉献), 也

不同于透过满足其他肢体和召会所需, 来维系某

种程度的均平(上文第二和第三种奉献). 新约用

了一个词汇描述这类的奉献, 那词是 koinônia 

{G:2842}, 或作“分享、夥伴关系”. 这词常用在

做生意或合夥投资上. Koinônia 这一希腊字也

可译为“交通、相交、团契”(fellowship), 一些聚

会或查经小组命名为“某某团契”, 其意就是分享

神的话, 或分享神恩典的经历或见证. 

 

保罗论到腓立比召会时说: “我每逢想念

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

候, 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

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 1:3-5). “同

心合意”在希腊原文是 koinônia , 意即合夥、有

分于, 所以《新译本》译作“在福音的事工上有

分”. 腓立比召会有分于保罗的福音事工, 表明这

召会投资于保罗的宣道事工; 他们在兴旺福音方

面是 koinônia  —  与保罗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

音, 犹如与保罗合夥投资于福音事工.   

 

他们如何与保罗合夥投资于福音事工? 

答案在这封书信的结尾. 在 腓 4:10-20, 保罗提

到腓立比召会以奉献金钱与他同工, 传扬福音, 

并感谢他们这方面的支持. 显然, 除了腓立比召

会, 当时别的召会并无与保罗在这方面同工(见 

腓 4:14-15, 保罗提到 koinônia 两次), 他们也不

只一次供应他所需(腓 4:16). 想想投资在使徒保

                                                           
55  马唐纳著,《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第 7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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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的事工上所结出的属灵果子: “我并不求什么

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 归在你
们的账上”(腓 4:17). 这个投资的成果是美好的  

—  果子增多, 归在账上! 有分于保罗的福音事

工是何等蒙福的事啊! 我们若把金钱投资在与

福音或宣道有关的事工或机构, 将来在基督审判

台面前, 也必如此蒙福  —  果子增多, 归在我们

的账上!  

 

 

(e) 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奉献方法 

新约圣经所教导的奉献方式, 是必须有
系统, 且是保密的. 林前 16:2 说: “每逢七日的第
一日, 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

来的时候现凑.” 格兰特(John Grant)评述说: “七

日的第一日是我们应该决定奉献的时候, 信徒要

把捐献的款项取出, 奉献出来, 留待使用(指把钱

奉献出去, 召会将之“积贮”起来, 可随时供应主

仆、各样圣工或其他事物的需用). ‘要… 抽出来

留着’(林前 16:2),56 这话指出我们要在家中抽出

所定的数目.  

 

“我们今天的惯例是: 把所定的款项带到

擘饼聚会, 然后放进奉献袋或奉献箱里, 但你也

可以为着某个特定的目的(例如为着某个有需要

的信徒或圣工), 定个数目放在一边, 直到适当时

间才奉献(例如某些召会指定每月第一和第二个

主日的捐献用在支付召会活动开销方面, 第三个

主日捐献用在支持主仆上, 第四[甚至第五个]主

日则用作建堂基金). 

 

“你可能会问, 现今的人多数是按月受薪, 

上述原则还适用吗? 仍然适用! 总之, 你一定要

在收到薪酬时, 决定好要留下给神的数目(然后

分配好在每个主日, 献上某数目的款项). 每逢七

日的第一日, 我们能思想‘要奉献多少’这一事, 

实在是一个好的操练. 我们要视奉献为主日的众

多责任之一, 其重要性与擘饼记念主不分上下. 

                                                           
56   林前 16:2 的“留着”( KJV: store )在希腊原文

是 thêsaurizô {G:2343}, 意即“积贮、存留、积攒”, 可

直译为“积存财物、积财”(treasure). 为主捐献而“留着”

实在是“积财宝在天”(太 6:20) 

为什么圣经指明是七日的第一日? 这诚然因为

此日是我们记念主耶稣牺牲奉献的日子; 祂是那

无与伦比的模范, 思想祂的时候, 我们的奉献便

会来得自然.”57 

 

 另一方面, 正如托尔(J. G. Toll)正确指出, 

主耶稣强调捐献要私下和保密. 他说: “你们要小

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你

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前面吹号, 像那假冒为善

的人, 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

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

赐.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

然报答你”(太 6:1-4). 在召会中, 收集捐献的方式

必须让奉献者可私自保密的捐献.58 

 

  以私自保密的角度来看, 奉献箱(offering 

box)比奉献袋(offering bag)更为适合. 人往往等

奉献袋要从旁人传到自己手中时, 才拿出钱来, 

然后放入袋中; 在这过程中, 人容易察觉到旁人

有无捐献, 甚至看到捐献的数额, 所以这种方式

不够保密, 也

让人容易因

旁人眼光勉

强捐献, 而非

出于甘心. 不

过, 放在门旁

的奉献箱则

可减少这样

的问题. 无论

如何, 关于要采用奉献箱还是奉献袋, 圣经既然

没有清楚指明, 我们也不必在此过度武断. 

 

 最后一点, 我们也可善用信封. 比如, 圣

灵感动你要奉献某数目的钱给一位有欠缺的弟

兄. 你可把钱放入信封, 信封外面写上他的名字, 

然后放进奉献箱(或奉献袋). 负责点算奉献款项

                                                           
57    John Grant, Living for God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4), 第 66-67 页. 
58   J. G. Toll, “Guidance on Giving” (Chapter 

40), in Church Truths (2001), 第 176 页. 此书由托尔(J. 

G. Toll)出版,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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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会把这信封交给那位弟兄. 他打开信封, 

不晓得是谁捐献给他, 只知道是神的供应, 便将

荣耀全归给神. 这种私下保密的奉献方式, 肯定

蒙主悦纳与赐福.  

 

 

(f) 重审“基督徒必须遵行什一奉献”的论点 

我必须承认, 那些强调新约基督徒也必

须遵行什一奉献的人当中, 有很多都是虔诚爱主

的真门徒. 但关键的问题是: 主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 还是人的看法?(请参 徒

5:29). 让我们以圣经的亮光来察验几个主要支

持“基督徒必须遵行什一奉献”的论点: 

 

理由(一):   亚伯拉罕的榜样 

 希伯来书 7 章中有 6 节论到奉献“十分之

一”(来 7:2,4,5,6,8,9; 第 8和 9 节各有两次): 

  

 来 7:2: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 取十

分之一给他. 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 

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来 7:3:   他无父, 无母, 无族谱, 无生之始, 无

命之终,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来 7:4:   你们想一想, 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

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 这人是何

等尊贵呢! 

 

支持“基督徒要什一奉献”的人辩论说, 麦

基洗德是耶稣基督, 亚伯拉罕奉献给们麦基洗德

十分之一表明那

些像亚伯拉罕因

信称义的基督徒, 

都要向耶稣基督

奉献十分之一 . 

但此论点遇到几

个难题:  

 

1) 神若要基督徒奉献十分之一, 祂一定会在这

一章中(这里是所有新约书信中唯一论到什

一奉献的经文), 清楚吩咐基督徒要照着亚伯

拉罕的榜样去做, 比方说“亚伯拉罕既然奉献

十分之一, 你们也当如此行”之类的吩咐或劝

勉. 但你读完整章都找不到这类的话语. 为何

如此呢? 原来本章论到亚伯拉罕的什一奉献

时, 并非为要教导基督徒也必须奉献十分之

一, 而是要引述一个历史故事, 以说明麦基洗
德的祭司职分超越亚伦的祭司职分, 而基督

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作祭司, 所以比亚伦

的祭司职分更伟大.  

 

作者举出三个要点加以证实以上论点, 首先

就是: (a) 关于献十分之一的礼和祝福方面

(即较低一等的献礼者是亚伯拉罕, 而较高一

等的祝福者是麦基洗德), 证明麦基洗德比亚

伯拉罕更尊贵、更伟大, 也当然比亚伯拉罕

后代作祭司的亚伦和利未人更加伟大(7:4-

10).59 简而言之, 作者论十分之一时, 只是引

述历史事件, 要强调收十分之一的麦基洗德

比献十分之一的亚伯拉罕更优越, 更高一等, 

仅此而已. 作者从没吩咐基督徒要效法亚伯

拉罕奉献十分之一.  

 

2) 律法规定的“什一奉献”是把自己的出产或财
产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 但亚伯拉罕所献的

并非如此, 因为 来 7:4 清楚记载“亚伯拉罕将

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  —  

所献的十分之一是“掳来上等之物”, 不是自

己平时的出产、财富或收入的十分之一, 所

以严格来说, 这里的奉献不同于旧约律法下

神吩咐祂百姓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什一奉献. 

此外, 圣经也没记载亚伯拉罕日后常常把十

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 所以这里的奉献是一

次性的奉献, 不能作为所谓“基督徒惯常的什

一奉献”之模式. 

 

3) 即使在应用的原则上, 我们可以用亚伯拉罕

献十分之一为榜样, 但这最多只是一个可供
参考的指南(guide)或原则(principle), 而非必

须遵守的训令(precept, 指命令或吩咐). 举个

真实的例子, 我知道有位弟兄认为“献上初熟

                                                           
59   另两个论点是: (b) 亚伦的祭司职分会被更改, 

被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所取代(如 诗 110:4 所预言的), 

证明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比亚伦的更优越(7:11-22); (c) 

至于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 它是永远长存, 不被取代的. 

这点又再超越亚伦后代短暂的祭司职分(7: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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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子”表示要把第一批的收成献给神,60 因

而把自己第一次的收入(薪水)全献给神. 他

这样做是出于爱主之心和个人的信念, 是无

可指责的. 但如果他在讲台上教导说: “神要

所有基督徒把第一次的收入全献给神”, 那就

不对了, 该受到反对和纠正, 因为圣经从来没

有这样的吩咐或训令. 同样的道理, 亚伯拉罕

(包括雅各)献上十分之一, 可作为我们奉献

的指南, 笔者本身和许多虔诚爱主的圣徒都

如此行, 但若有人因此教导说“基督徒必须奉
献十分之一”, 那便是越过圣经的教导, 说了

圣经所没说的话, 必须立刻加以纠正.    

 

 

理由(二):   主耶稣的要求 

 有者说主耶稣要求基督徒奉献十分之一. 

他们引证以下经文: 

 

 太 23:23: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

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 

献上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的事, 就是公

义、怜悯、信实, 反倒不行了. 这更重的是你

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路 11:42: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

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 那

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 这原是你们当

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他们的论点是: 主耶稣说献上十分之一

是“重要的事”, 是“不可不行的”, 所以基督徒必

须献上十分之一. 无论如何, 这论点忽略两个事

实: (1) 主耶稣说话的对象不是基督徒. “你们”是

指法利赛人, 广义可指犹太人或以色列人; (2) 当

时的时代背景是律法时代. 主耶稣说上述这番话

时, 旧约律法时代的“利未人祭司职任”(Levitical 

priesthood, 指利未人制度和祭司体制)还在进行

着, 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仍有义务献上十分之一, 

                                                           
60   献上“初熟的果子”(first fruits)是指头生的孩

子、牲畜或农作物中最早的收成, 都是圣洁和属于神的, 

要先献给神 , 表示感谢神初供应的大恩(出 23:19; 民

18:12-17; 申 26:1-11). 神指定所有初熟的果子要献给祭

司(民 18:12-13), 参《证主圣经百科全书(I)》, 第 360 页. 

以供养在圣殿中事奉神的祭司和利未人, 所以主

说是“重要的事”, 是“不可不行的”.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神的子民仍处在律

法时代, 必须按律法去行. 主耶稣“生在律法以

下”(加 4:4), 也必须遵照律法受割礼和献祭(路

2:21-24), 包括献上十分之一. 但主耶稣完成救赎, 

圣灵降临成立召会之后, 已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  召会时代! 从此, 信主得救的基督徒再也不

该被律法辖制(加 5:1). 更何况主后 70 年, 圣殿

被毁后, “利未人祭司职任”便停止或结束了. 信

主的犹太基督徒尚且没有义务献上十分之一供

养祭司和利未人, 更何况是外邦的基督徒呢?  

 

有者辩论说, 基督徒不需献上十分之一

供养祭司和利未人, 但他们有义务献上十分之一

来供养主的众仆人. 我们承认基督徒有义务奉献

来供养主的仆人(林前 9:14; 腓 4:16), 但新约圣

经从没教导这方面的奉献必须是十分之一. 这里

引进关键的问题: 主耶稣和祂的众使徒有否吩咐

初期召会的基督徒为了支持主的仆人而实行什

一奉献? 圣经的答案是没有.  

 

召会历史也证实这点. 在论到什一奉献

与初期召会的关系时, 达拉斯神学院的范伯格教

授(Charles L. Feinberg)写道: “在初期召会的几

个世纪中, 没有系统化的什一奉献来支持圣职人

员的做法. 随着时间的过去, 按照犹太会堂的模

式, 什一奉献成为普遍的做法. 支持这样做法的

人引证 太 10:10; 路 10:7; 林前 9:7-10, 但召会中

的领袖们(如士每拿的爱任纽[Irenaeus of Symrna, 

大约主后 130-202 年 ] 61 和埃皮法尼乌斯

[Epiphanius of Salamis, 大约主后 310-403 年] )指

明那些根据上述经文的论点是无效的(not valid). 

反之, 他们强调基督徒应该自由奉献.”62 

                                                           
61   士每拿的爱任纽(Irenaeus)强调基督徒应该慷慨

的自由奉献, 而非遵循犹太人的什一奉献(参《反对异

端》4.34). 爱任纽是坡旅甲(另译“波利卡普”, Polycarp, 

约主后 69-156 年)的学生, 而坡旅甲就是使徒约翰的门

徒. 因此, 爱任纽的看法更正确反映使徒们和初期召会

的立场(即强调自由奉献, 而非强制遵循什一奉献). 
62   Merill C. Tenney (gen. ed.),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vol.5), 第 758 页.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3 

   

《家信》: 第 119 期 (2018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让我们再次引述罗文谦的话: “耶稣(基督)

以受死和复活展开新约时代之前, 律法契约仍然

有效, 因此, 福音书中什一奉献的内容仅是记述
事实(指记载“旧约律法时代的犹太人遵行什一

奉献”这一实事), 并非指教导新约信徒如何奉献. 

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仍是神权国家, 耶稣也谨守父

神制定的法治律法. 可是, 新约揭示耶稣开始的

是一个多种族、多国籍的民族(意指由各国各族

的人组成的新约召会), 以取代原本的神权国家

以色列, 耶稣就此为跟随祂的百姓(指基督徒)终
止了神权税的奉献.” 所以基督徒不必纳“什一奉

献的税”. 

 

简之, 解释圣经必须认清对象和时代背

景, 才能“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2:15). 主

耶稣从没吩咐基督徒要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什一

奉献, 也没借着众使徒或任何新约作者在新约书

信中如此吩咐. 作为基督忠心的仆人, 我们必须

清楚教导这一点 , 而不是为了“增加召会的收

入”、“供养神的仆人”、“捐助贫穷圣徒”或“蒙

神赐下福气”等等为理由, 曲解神的道.    

 

 

理由(三):   玛拉基书的应许 

 许多牧师和传道人喜欢引证玛拉基书的

应许, 作为基督徒必须遵行什一奉献的证据: 

 

 玛 3:10:   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
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

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

们, 甚至无处可容. 

 玛 3:11: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们斥责

蝗虫(吞噬者), 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 你们

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有者解释说“我家”是指神的家  —  召会

(提前 3:15), 所以基督徒要奉献十分之一给神的

家(召会). 但关键的问题是: 神在玛拉基书的这

个应许是给谁的? 答案是旧约的以色列人, 而非

新约的基督徒. 奉献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是“使

我家有粮”, 因为在玛拉基时代, 仍有许多祭司和

利未人在神的家  —  圣殿  —  事奉神, 他们需要

粮食, 所以神要祂的百姓以色列民奉献十分之一, 

以供养祭司和利未人. 但如上文所说, 主后 70 年, 

圣殿被毁, 利未人祭司职任已经瓦解, 所以不再

需要纳“什一奉献的神权税”给祭司或利未人了. 

 

 然而, 有不少传道人、圣经学者和召会

领袖喜欢引证玛拉基书 3:8-9,63 说基督徒若不奉

献十分之一, 就是“夺取神之物”(玛 3:8), 肯定遭

神可怕的审判,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玛 3:9). 

他们当中甚至引用一些信徒的见证, 说因着没有

奉献十分之一, 结果他们遭到财物上的损失, 有

者甚至在计算过后, 损失的数目正是所该奉献的

十分之一. 对于此事, 我们必须以圣经的亮光来

审察. 首先, 这段经文不是对基督徒说的; 其次, 

按圣经的教导, 神的子民在旧约律法下所该遵循

的什一奉献, 其实有三种(参上文 (b.1) 什一奉献

的比例), 三种什一奉献的比例每年约达 22%, 而

不仅是 10%. 换言之, 若是神审判他们不纳“什一

奉献”的罪, 所损失的财物或金钱数目应该不是

十分之一(10%), 而是 19%至 22%, 所以他们说

损失十分之一的数目是出于神, 这说法的真确性

令人怀疑. 此外, 按律法的规定, 他们所该奉献的

数目也不仅是 10%, 而是 19%至 22%.    

 

 另一方面, 也有很多传道人或召会领袖

宣称, 若信徒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或召会, 

神必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们, 甚

至无处可容…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吞噬者), 不

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 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

之先也不掉果子”(玛 3:10-11). 他们宣称如果你

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召会(神的家), 就会在

物质上得到满满的回报, “甚至无处可容”. 首先, 

我们要回到圣经所教导的, 旧约律法下的什一奉

献不仅是你收入的十分之一(10%), 应该是 19%

至 22%, 所以即使你要诉求 玛 3:10-11 的应许, 

你也必须先奉献 19%至 22%. 其次, 神在这两节

的“你们”是指律法时代玛拉基时期的以色列人, 

而不是新约恩典时代的基督徒. 第三, 若强辩说

此应许也是给基督徒, 那就要看新约圣经怎么说. 

                                                           
63   玛 3:8-9: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

的供物.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就

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 因你们通国

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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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对于基督徒, 神在新约圣经中确

实应许慷慨奉献者“多种的多收”(林后 9:6), 但这

节并非论到什一奉献. 此外,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

各样善事”(林后 9:8). 但请注意: 是“神能”(God is 

able), 不是“神一定会”, 因为神有无上的主权决

定怎么做, 也有无比的智慧知道给多少才是最好

的  —  最叫人得益的. 保罗说: “我的神必照祂荣

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

都充足”(腓 4:19). 请注意, 是“一切所需用的都充

足”, 而不是“在物质上加倍满满的回报”, 不是像

旧约一般“倾福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玛 3:10).  

 

简而言之, 神并没应许所有基督徒若奉

献十分之一, 就一定会在今生得到物质上满满的

回报. 想想那“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的寡妇, 

她还是贫穷的寡妇(路 21:1-4). 想想那忠诚爱主

的士每拿召会信徒, 他们还是“贫穷”的信徒(启

2:9). 这些例证叫我们知道神从没应许一定会赐
下物质上的富足给慷慨奉献者, 所以教导说“奉

献十分之一必得神满满的物质回报”, 是极其错

误和危险的. 它使不少信徒对神有错误的期盼, 

也使人存有错误的奉献动机,64 更使许多奉献者

因得不到预期的回报而对神失望, 离开了召会.   

 

更可悲的是, 有些传道人或召会领袖因

惧怕神审判信徒“不献十分之一”的罪, 所以想尽

各种方法强逼信徒奉献十分之一, 包括要求信徒

呈上家庭收入的资料, 为他们计算该奉献的数目, 

然后写在信封上交给他们, 要他们按此数目把钱

放入信封, 在主日奉献. 此做法令许多信徒勉强

奉献, 或不敢来聚会, 甚至令非信徒误以为召会

“强取”信徒的钱而不敢来召会, 这会间接拦阻人

来信主, 严重破坏福音的工作和召会的见证. 

 

 

理由(四):   哥林多后书是论捐献不是奉献 

 那些支持“基督徒的奉献不该规定十分之

一, 而是捐得乐意”的信徒或学者, 往往引证 林

后 8 章和 9 章的经文: 

                                                           
64   这错误教导使人奉献时期望神“加倍偿还”, 但

合神心意的奉献本该出于纯粹感恩、不求回报的心态.  

 林后9:1-2   论到供给圣徒的事, 我不必写信

给你们;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 常对马

其顿人夸奖你们, 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 已经

有一年了…  

 林后9:4   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 见你们

没有预备, 就叫我们所确信的, 反成了羞愧; 

你们羞愧, 更不用说了.  

 林后9:5   因此, 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

到你们那里去, 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赀预备妥

当, 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 不是出于

勉强.  

 林后9:7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林后9:12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 不但补圣徒的
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反对者常说, 这段经文以及 林后 8:1-6 是

论到“供给圣徒的事”, 指捐助耶路撒冷贫困的圣
徒而言, 而非基督徒一般的奉献.  

 

首先, 什么是所谓“基督徒一般的奉献”? 

有者强调它就是所谓的“什一奉献”, 不过证据何

在? 新约圣经哪里有清楚表明基督徒必须奉献

十分之一? 完全没有! 其次, 我们承认这两段经

文确实是关于捐助耶路撒冷的贫困圣徒, 但为何

神不能借此教导我们关于基督徒的奉献呢? 第

三, 有者强调旧约律法规定两大类的奉献, 即强

制性的什一奉献(如纳税一般没有选择), 和“甘

心祭”或“自愿祭”(有自由的甘心奉献). 他们把哥

林多后书 8 和 9 章等同于旧约的“甘心祭”, 并强

调什一奉献的“税”仍然要纳.  

 

关于第三点,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除了甘

心祭之外, 如果神的旨意还是要基督徒纳十分之

一的税(什一奉献), 为何祂不在新约圣经中清楚

吩咐基督徒? 为何不借着保罗或其他使徒在书

信中清楚指明此事? 神在这方面静默, 肯定具有

重要意义, 就是祂要基督徒只留意、重视和实践

祂所清楚教导的“甘心”奉献, 因这样的奉献才是

成熟信徒的表现, 是神所期望、所悦纳的(请参

下文: (g) 为何神不吩咐新约的基督徒像旧约神的

子民一样必须奉献十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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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 新约共有 9 处经文论到奉献十

分之一,65 但没有一处清楚说明基督徒要奉献十

分之一. 即使是在 路 11:42 和 18:12 论及什一奉

献的经文, 其目的主要是揭穿“律法强制下的什

一奉献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 怀特 (R. E. O. 

White)66评论道: “除了献给麦基洗德的十分之一

以外(希伯来书第 7 章), 新约提到什一奉献时, 

总是带有批判性的. 耶稣在 太 23:23 和 路 11:42

中, 指出法利赛人小心翼翼地从三种细小的园草

中献上十分之一, 却忽略了三件‘律法上更重要

的事’, 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 借以显示法利赛

主义欠缺了道德上均衡的意识, 和先后主次的正

确观念. 正确地遵守外显的律例, 实在容易得

多… 遵守外显的律例也就更能在心理上满足自

己(也使人骄傲).  

 

“ 在  路

18:12 中, 那个

法利赛人在祷

告中, 庆幸自己

有高超的德行, 

并提到他在所

有的收入中, 献

上十分之一  —  流于外表的、可以量度的、牢

牢记住的服从, 便只会产生宗教上的自满, 并会

不自觉地形成自义的罪恶. 基督严厉地贬低这种

充满骄傲的表现, 将之与谦卑的忏悔相比, 并指

出该等表现(自义自满)在神的面前, 毫无用处.”67 

相信聪明的读者已有所领悟  —  由于立法规定

什一奉献会带来以上负面的结果, 所以在新约时

代, 神用“恩典式的自由奉献”取而代之. 

                                                           
65   这九处经文是: (1) 太 23:23; (2) 路 11:42; (3) 路

18:12; (4) 来 7:2; (5) 来 7:4; (6) 来 7:5 [2 次提到“十分之

一”]; (7) 来 7:6; (8) 来 7:8 [2 次提到“十分之一”]; (9) 来

7:9 [2 次提到“十分之一”]. 事实上, 新约还有一处提到

“十分之一”, 即 启 11:13, 但那里是论到“地大震动, 城就

倒塌了十分之一”, 与奉献十分之一无关. 
66   怀特(R. E. O. White)是格拉斯哥的苏格兰浸信

会 神 学 院 (Baptist Theological College of Scotland, 

Glasgow)前院长 , 是著名英文圣经百科全书 (Baker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的撰述人之一.  
67    陈惠荣主编 ,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I)》 (香

港: 福音证主协会, 1995 年), 第 117 页. 

(g) 为何神不吩咐新约的基督徒像旧约神的

子民一样必须奉献十分之一? 

既然神是不改变的, 为何新旧约神子民

的奉献有所不同? 其实神已借着保罗在 加拉太

书 3 和 4 章中, 给我们这方面的答案. 在 加 4:1-3

这段经文中, 保罗将旧约神的子民(指犹太人)视

为一个孩童或未成年人, 天父预定的时间来到之

前, 仍在摩西律法的看守之下(加 3:23-26).  

 

马唐纳正确解释说, 律法被形容为孩童

的监护人(guardian), 或“训蒙的师傅”(tutor, 加

3:24).68 这点所强调的是“教导”(teaching), 即律

法教导人关于神的圣洁、人的罪、赎罪的需要. 

这里所用的字眼(希腊原文: paidagôgos)是描述

一个执行纪律的人, 他监督着未成年或未成熟的

人. 加 3:24 的意思是: 律法是犹太人的监护人, 

直到基督,69 即直到基督来到, 或因看见基督即

将来到. 律法借着一些关乎婚姻、财产、食物等

条例, 保守以色列人, 叫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国

民(distinct nation). 加 3:25 解释说, 律法是师傅, 

不过一旦接受了对基督的信仰, 信主的犹太人便

不再处于律法之下. 那么, 外邦人如加拉太信徒

岂不是更不在律法之下吗? 因他们根本从未在

这师傅(指律法)的监督之下.70 

 

接着, 保罗在下一章解释律法与旧约神

的子民(犹太人)和新约神的子民(特指犹太基督

徒)的关系: 

 

 加 4:1: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

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加4:2: 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 直等他父亲

预定的时候来到.  

                                                           
68   “训蒙的师傅”(KJV: schoolmaster)希腊文是 

paidagôgos {G:3807}, 字面意义是“儿童导师”(衍生出

英文的 pedagogy). 这人通常是奴隶, 负责接送孩童上上

学与回家. 有时他也会执教鞭, 执行教导的工作. 
69   《和合本》将 加 3:24 译作“这样, 律法是我们

训蒙的师傅,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值

得注意的是, 原文并没有“引我们”三个字, 故《吕振

中》译本译作: “这样, 律法就做了我们的童年导师, 等
候基督来到, 使我们由于信得称为义.” 
70   马唐纳著,《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第 815-8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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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4:3: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

之下, 也是如此.  

 加4:4: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祂的儿子, 为

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加4: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

着儿子的名分.  

 加4:6: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

入你们(原文作“我们”)的心, 呼叫: ‘阿爸!父!’  

 加 4:7: 可见, 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

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嗣. 

 

这里的图画是一个富翁打算等孩子长大

成人, 便把家财交他管理. 然而, 仍作“孩童的时

候”, 这位继承人的身份与一般奴仆没有分别. 总

有人要不断告诉他要做这个那个, 不要做这个那

个. “他有管家代他管理产业, 有师傅教他行事为

人, 这样, 虽然产业毫无疑问是属于他的, 但他在

成年以前, 却得不着这些产业. 这是犹太人在律

法以下的景况. 他们是孩童, 受律法指使, 像奴仆

一样. 他们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即犹太教的基

本原则之下… 犹太教是物质的、外表的、暂时

的; 基督信仰是属灵的、内在的、永久的. 这些

外表的东西(例如割礼、节期、各种条规, 包括

什一奉献)是孩童的一种约束.”71 

 

简之, 在律法时代, 他们在奉献上没有选

择, 因律法规定什一奉献. 但主耶稣已经来到, 开

启了新约, 使一切信祂的人得着“神儿女”的地位

(约 1:12; 加 4:5),72 并有圣灵的内住为此作见证

(加 4:6). 既是长大成人的儿子, 就得享成人的自

由  —  包括奉献的自由! 同时也拥有圣灵住在

心中, 指引信徒该奉献的事项和金钱数目. 

 

罗文谦正确指出, 使徒保罗在以上这番

论述中, 选择从孩童长大成人的角度切入, 其目

的是劝勉他的读者要享受“自由”  —  在基督里

的自由! 这份自由属于在成熟完满的弥赛亚时

                                                           
71   同上引, 第 817 页. 
72   马唐纳解释道: “每一个基督徒都即时成为神的

儿子, 作为继承人承受产业, 这样, 新约给予基督徒的指

示, 就假设圣徒(基督徒)没有婴孩阶段. 所有信徒都被视

作已长大成人的儿子.” 同上引, 第 817-818 页. 

代(意即主耶稣降临所开启的新约恩典时代或召

会时代)下长大的孩子. 昔日, 在摩西律法下, 神

的子民仍是孩童, 还未成熟(加 3:23-26), 然而, 那

已是过往云烟. 过去, 他们是孩童, 在作孩童的年

岁(指旧约时代)主要受到律法契约的管辖, 但现

在, 他们已“长大成人”(进入基督开启的新约恩

典时代), 有圣灵的内住和带领(加 4:6, 包括感动

或指引他们当奉献的事项和金钱数目), 所以不

再需要律法制定奉献的比例, 不受律法的辖制了. 

 

罗文谦总结道: “神儿女长大成熟实有重

大意义, 因此从旧约到新约, 上帝针对慷慨奉献

所强调的重点不同, 但有一点不变, 就是慷慨捐

助相当重要. 有所改变的是, 若与上帝仍将祂的

儿女视为孩童时相比, 现在奉献的结构和比例已

经不同. 上帝定意穿越时空, 让我们长大成人, 也

因此取消孩童时期的许多规条(包括什一奉献的

规条律例).”73 

 

换句话说, 那些强调新约基督徒一定要

遵守什一奉献的人, 是把神的儿女带回作孩童的

时期, 受到律法的辖制, 失去在基督里的自由. 这

断不是父神的心意, 也犯了加拉太律法主义者的

错误, 即在新约时代还强制基督徒遵守旧约律法

的规条. 

 

 最后分享本身的经历. 笔者年少时, 曾一

度为“什一奉献”这课题感到困扰, 很多宗派都强

调说基督徒要遵守什一奉献, 为何许多奉主名聚

会的召会(包括我的召会)都不如此教导呢? 感谢

主, 借着当年召会的长老们给我真正合乎圣经的

教导. 透过他们, 我才明白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一

个好的指南, 可从这比例开始操练奉献. 但要时
刻谨记: 为何神不在新约圣经中明确吩咐基督徒

必须奉献十分之一?! 因为神要救我们脱离三种
危险: 第一是勉强奉献(长老们强调神所悦纳的, 

是甘心乐意的奉献); 第二是骄傲自满(法利赛人

就是自以为奉献十分之一就达到神的要求,74 因

                                                           
73   罗文谦著, 《心中有爱, 奉献无碍》, 第 29 页. 
74   事实上, 神不定下十分之一的奉献, 就是因为神

知道每个人的能力与环境不同, 故对每个人的奉献也有

不同要求. 因此, 即使我已奉献十分之二, 甚至十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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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骄傲自满, 这是神所憎恶的); 第三是机械化奉

献(长老们提醒我, 要留心观察周围圣徒的需要, 

要留心倾听圣灵的声音, 看看圣灵是否感动你为

某个缺乏的圣徒、某个神的仆人或某个圣工而

奉献).   

 

  透过他们的教导, 我终于明白了几件重

要的事. 当我阅读早期奉主名聚会的事工, 发现

他们当中许多全职事奉的传道人并没有固定薪

水, 却能在生活需用上得到足够的供应, 原来是

因为当时的圣徒在奉献上得到正确教导, 时常操
练倾听圣灵“微小的声音”, 按圣灵的感动来供应

祂所兴起的众仆人之日常需用. 我也明白为何许

多奉主名聚会的早期福音事工得以扩展(注: 这

些 19 世纪的福音工作得以扩展, 因圣徒按圣灵

感动而慷慨奉献, 且是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 也

常读到就在某种物质需要出现时, 神的供应也就

来到(例如慕勒的孤儿院事工就常有这样的经

历),75 因为圣徒已被正确教导, 时常操练这种“倾

听圣灵微小声音”的感动, 去供应圣徒、神的仆

人或神的事工所需.  

 

 弟兄姐妹, 是时候我们按神的心意, 正确

教导有关新约基督徒的奉献, 以恢复上述这种属

灵的操练. 是时候我们照神的心意长大成人, 也

因此取消孩童时期的奉献规条(因它只是适用于

幼小子民奉献的外在制度), 教导和实践“成人”

的自由奉献(因它着重成人奉献的内在动机)  —  

倾听圣灵的感动、按照自己的能力、甘心乐意

的奉献. 这才是神真正悦纳的奉献. 

     

结语 

论到新约圣经有关奉献的记载, 英国圣

经学者怀特(R. E. O. White)76中肯地评论道: “耶

                                                                                               
也没什么可夸之处, 因为神可能对我奉献的要求是更高

的, 我还达不到、该感到亏欠呢! 这点教导我必须谦卑.   
75   有关慕勒的孤儿院事工得着神借圣徒奇妙的供

应之例证,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2/09/

乔治慕勒/ . 
76   怀特(R. E. O. White)是格拉斯哥的苏格兰浸信

会 神 学 院 (Baptist Theological College of Scotland, 

Glasgow)前院长 , 是著名英文圣经百科全书 (Baker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的撰述人之一.  

稣劝人缴纳殿税, 却不加强制(太 17:24-27), 并特

别称赞那位不单献上十分之一, 更把所有养生的

都献给神的妇人  —  虽然其奉献对圣殿的收入, 

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路 21:1-4). 祂也命定说: ‘主

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 (林前

9:14; 请留意 林前 9:8-13), 因为“工人得饮食是

应当的”(太 10:10; 参 加 6:6). 然而, 新约并没有

催促人为这目的, 或为周济穷人, 而遵守什一奉

献的律例. 相反地, 捐献必须是自愿的, 并按着个
人的能力来捐献(林后 8:1-15). 到了主后 180 年, 

爱任纽(Irenaeus)仍把犹太人的什一奉献, 跟那些

由于广大的盼望而慷慨乐意地捐输的人, 作强烈

的对比 (参《反对异端》4.34).”77 

 为何神要我们慷慨奉献? 圣经给我们答

案: 因为奉献会扭转我们和他人的生命, 不只在

今生, 更延续至永恒. 可是, 基督徒的奉献是否必

须依照某个数字比例如十分之一吗? 罗文谦的

答案符合圣经的教导: “圣经认为过去在旧约神

权国度时期, 奉献比例最少为 10%, 最多逾 22%. 

但随着弥赛亚耶稣开展了新约时代, 之前的神权

制度(国度)也告终结. 上帝的百姓现在散布于世

界各地; 向母国政府, 我们纳税, 向上帝, 我们则
纳恩典式奉献, 只是不再依循某个比例. 假如要

将旧约的奉献当作(基督徒奉献的)基准, 比例可

能会超过 22%, 这恐怕是超出很多人意愿的大

方比例! 因此, 教导及强调慷慨与不受限于比例

的恩典式奉献, 是比较适当的.”78 事实上, 它不

仅适当, 更是合乎圣经的教导.  

                                                           
77    陈惠荣主编 ,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I)》 , 第

117-118 页. 
78   罗文谦著, 《心中有爱, 奉献无碍》, 第 58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2/09/乔治慕勒/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2/09/乔治慕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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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之, 让我们定睛在以下的新约教导, 那

就是: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

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林后

9:7). 我们既有奉献的自由, 不受旧约律法条规

所限制, 若我们的心已被主爱所激励, 心中的爱

已经涌流, 奉献就会源源不绝了. 诚然, 心中有爱, 

奉献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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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威廉·高露洁(Colgate)的见证 

  

相信

很多人听过

“Colgate” 牙

膏 ( 高露洁

牙膏), 但不

多人知道它

背后的故事. 今日仍然畅销全球的“Colgate”牙膏, 

其名取自这牙膏的创始人  —  威廉·高露洁(或

译“科尔盖”, William Colgate).  

 

威廉·高露洁于 1783 年 1 月 25 日, 在英

国的英格兰 (England)出生 . 他的父亲 (Robert 

Colgate)在 1798 年离开英国, 全家移民到美国的

马里兰州(Maryland). 虽然生活并不是很富裕, 但

是母亲总是尽量帮助别人的需要. 因此, 一家人

在当地很受人们的欢迎. 母亲也常常教导他: “人

活着不能太自私, 只有造福他人, 才能福泽自

己.” 这样的教导培育他拥有一颗慈善怜悯的心, 

为他日后慷慨奉献打下美好的基础. 

 

他父亲与人

合伙开办的工厂倒

闭, 结果父亲重返农

场 . 由于家境穷困 , 

年纪轻轻的威廉·高

露洁只好离家到美

国纽约 (New York)

谋生.79 他在途中遇

                                                           
79   有记录显示他是在 16 岁时到纽约市(New York 

City), 但也有记录说是 1804 年, 即他 21 岁的时候. 

到一位年老的船长. 船长知道了他的困境, 便跪

下为他祷告, 并劝他说: “纽约会有一名成功的肥

皂制造商, 可能是别人, 但我希望是你. 要奉献你

的心给基督, 所得的收入, 要将应奉献的归给主; 

好好作人, 诚实作生意, 肥皂要足一磅. 有一天, 

你会成为发达富有的人.”  

 

威廉·高露洁把船长的话铭记于心. 当他

第一次赚到一美元时, 便把十分之一献给神, 并

且每逢赚到一美元, 便将十分钱献于主. 他尊重

神, 神也重看他(撒上 2:30), 大大赐福予他, 结果

他的生意越作越大. 他为神开一个户口, 把所有

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 他的业绩日日上升, 所

以他逐渐把所奉献的增加到十分之二, 十分之三, 

十分之四, 十分之五, 最后他把所有的收入都奉

献给神(注: 奉献十分之一可作为操练奉献的指

南, 但不是基督徒必须严格遵循的训令, 参上文).  

  

目前, 高露洁牙膏

已成为“高露洁 -棕榄公

司”的拳头产品, 通过营销

拓展, 已覆盖全世界 218

个国家和地区, 年销售量

占全球销售总量的 40%, 

成功进入世界品牌 500 强, 

被形容为“牙膏里挤出金

子”. 公司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仍不忘回馈社

会. 1994 年, 高露洁-棕榄公司与世界卫生组织签

订了一项协议, 旨在全球 80 多个国家开展名为

“灿烂微笑, 美好将来”的口腔健康教育活动, 每

年有 5000 万左右儿童受益. 在为神甘心和慷慨
奉献超过百万美元的威廉·高露洁身上, 我们见

证到“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

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林后 9:8).80  

                                                           
80   上文参考 Paul Lee Tan, Encyclopedia of 7,700 

Illustrations (Garland, Texas: Bible Communications, Inc., 

1991), 第 474-475 页; 也参“COLGATE: 高露洁的故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7/colgate- 高 露 洁

的故事/ ; 以及 www.christiantimes.cn/news/16674/世界

著名牙膏品牌高露洁的创立者威廉·高露洁一生始终如

一践行“十一奉献”的原则?page=1 (注: 其实威廉·高露

洁的奉献不仅是十分之一, 而是超过十分之一, 参上文).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7/colgate-高露洁的故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7/colgate-高露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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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81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十二): 

在召会中的奉献(捐献) 
 
(A)    引言  

 我们所认识的召会并不向世人募捐, 我

们可以为此而非常感谢神. 论到捐献(另译“奉

献”, giving)方面, 若有在教训或实践上的错误, 

乃是因为年轻信徒很少被教导有关合乎圣经

的奉献原则. 信徒在奉献方面很容易犯错, 因

为不少所谓的“教会”或“基督徒团体”使用主

的名义向不信者恳求经济上的支持与援助. 

 

 论到奉献这个重要题目, 我们要诉求保

罗对以弗所召会的长老们所说的话: “我未曾

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 我凡事给你

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扶助软

弱的人, 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 说: ‘施比受更

为有福.’ ”(徒 20:33,35).  

 

 

(B)    圣经如何教导有关奉献(捐献)?  

 此篇探讨有关召会奉献的文章是以发

问和解答的方式进行. 这几个问题如下: 

 

1) 奉献给主是什么意思?  

2) 谁可以奉献? 

3) 我为何要奉献? 

4) 我该在哪些方面奉献?  

5) 我该奉献多少? 

6) 我该何时奉献? 

7) 我奉献后会亏损吗?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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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奉献给主是什么意思? 

 在召会中奉献给主是属于圣洁祭司团

的献祭之一. 若正确地明白和实行, 它是一种

敬拜的行动. 它是以“将自己奉献给主”为开始,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

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 12:1). 保罗论到

马其顿召会的信徒时说道: “照神的旨意先把
自己献给主, 又归附了我们”(林后 8:5).   

 

 将自己献

给主, 是真正的属

灵敬拜(来 13:13-

16), 所以当我们

将自己的财物献

给主 , 它们是“极

美的香气, 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腓

4:18). 心灵的敬拜和金钱的奉献紧密相连, 也

使七日的第一日(注: 圣徒在此日奉献金钱)成

为圣徒敬拜的特别部分. 

 

 

(B.2) 谁可以奉献? 

 奉主名的召会是独特的, 不在祷告、查

经、培灵或福音聚会上收奉献或捐献(编译者

注: 许多宗派的教会在上述某种聚会上传递奉

献袋, 向会众或听众收奉献, 但在欧美国家的

奉主名聚会一般上都不会这样做). 有一些召

会甚至向主日学的学生收奉献, 理由是要教导

他们学习奉献给主, 但我们不该向未信主的小

孩或成人要求奉献.   

 

 年老的门徒约翰写信给他所亲爱、常

帮助他的该犹, 告诉他要接纳那些来到他那里

的弟兄们, 纵然他不认识他们. 约翰要该犹“帮

助他们往前行, 这就好了”(约叁 6). 这些弟兄

们该得到帮助,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 对于

外邦人一无所取”(约叁 7). 这显然还是一个敬

虔的做法. 为着主的名出外事奉主, 却向外邦

人(指不信主的外邦人)收取经济上的援助, 这

是完全不相称、不适宜的行为. 神在召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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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人分成三大类, 即犹太人、外邦人, 或神

的召会(林前 10:32: “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希腊人可指外邦人], 是神的召会, 你们都不要

使他跌倒”); 这分法帮助我们了解 约叁 7 所谓

的“外邦人”是指不信主的外邦人.   

 

 那些没有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和

主的人, 是不可以奉献给神的. “恶人献祭, 为

耶和华所憎恶”(箴 15:18). 旧约的“恶人”是等

于新约不悔改归主的人. 为何神对他的献祭感

到憎恶呢? 答案在这相似的经文: “恶人的祭物

是可憎的; 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箴 21:27). 

英文圣经《修订本》(Revised Version)的旁注

帮助我们了解这恶念(wicked mind), “何况他

以献祭来赎他作恶的罪”.82 未信主得救的人奉

献, 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他们倾向于认为可以

借着奉献礼物来满足神的公义, 抵消自己的罪.  

 

 贫穷的信徒可以奉献给主. 马其顿的众

召会就在他们极其穷乏之中, 捐献给耶路撒冷

穷乏的圣徒(林后 8:2). 保罗在这一章里教导说

神接纳他们的捐献,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

照他所无的”(林后 8:12). 在人眼中视为价值很

低的礼物, 可在神眼中看为极其宝贵. 

 

 某日 , 主耶稣在圣

殿中对着银库而坐, 看众

人怎样投钱入库. 有些财

主投了不少的钱. 不过“有

一个穷寡妇来, 往里投了

两个小钱”(可 12:42). 她的

捐献价值很低, 但这是她

仅有的, 所以主非常重视

它. 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令人惊讶. 它发生在主

耶稣和祂的众门徒来到大希律所扩建的圣殿

(参 可 12:35). 与这堂皇的圣殿相比, 寡妇的两

个小钱看似毫无价值, 但寡妇不是奉献给圣殿, 

而是奉献给主. 如果她把注意力放在圣殿的宏

                                                           
82   这句话的英文是 : “How much more when he 

bringeth it to atone for his wickedness.” 

伟和富裕, 她就不会奉献出她那两个小钱, 不

会真心全意的牺牲. 

 

 富有的信徒当然可以也应该奉献给主. 

保罗写给提摩太说: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

的人...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

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提前 6:17-18). 讽刺的是, 

大部分神的工作是由那些“在世上贫穷, 但在

信上富足”的人所支持(雅 2:5). 

 

 

(B.3) 我为何要奉献? 

 主耶稣把祂所有的都奉献出来. 祂就如

天国比喻中所说的那

人 , “遇见一颗重价的

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

所有的 , 买了这颗珠

子”(太 13:46). 祂也正

如保罗所说的: “你们

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恩典 : 祂本来富足 ,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

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林后 8:9).  

 

 我还清楚记得已归天家的主仆布雷德

福(late Mr. Benjamin Bradford), 我最后一次听

他讲道时, 他是论到一个众所周知的题目  —  

“不义的管家”(路 16:1-13). 从 路 16:5, 他仁慈

且满有能力地把不义管家的问题应用在信徒

身上, “你欠我主人多少?”(意指我们欠主耶稣

多少) 愿圣灵用此问题向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都是欠债者! 这是罗马书的主题之

一. 保罗在此书开始时, 说他自己是欠了所有

人的债  —  欠了福音的债, 需要把福音传给他

们来偿还这福音的债(罗 1:14-15: “无论是希腊

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

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

在罗马的人”). 他也教导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

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罗 8:12), 但我们欠神的

债太多了, 我们永远无法还清. 他也提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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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记得我们欠众人“彼此相爱”的债(即有责

任以“彼此相爱”来偿还此债): “凡事都不可亏

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罗 13:8).  

 

 

(B.4) 我该在哪些方面奉献? 

(a) 透过召会来奉献给神 

奉献应该是透过召会奉献给神. 这是地

方召会中, 每个在召会交通里的信徒所该负起

的责任. 奉献是属祭司职任的行动, 是召会集

体和祭司职任的功用之一(腓 4:10-20). 保罗首

次提到腓立比召会的“交通”(或译“同心合意”, 

fellowship), 他就解释他们的奉献是因“神在你

們心里動了善工”(或译“在你们中间开始了美

好工作”), 并且神“必成全

这工”(或译“完成这工”, 

completed) (腓 1:5-6). 这

“开始”和“成全”两字是论

及祭司献祭的工作. 这两

个同样的字在新约原文中

也出现在 林后 8:11: “如

今就当办成这事. 既有愿

做的心, 也当照你们所有

的去办成.” 结束腓立比书时, 保罗把他们所奉

献的金钱“当作极美的香气, 为神所收纳、所

喜悦的祭物”(腓 4:18); 这里又多了两个祭司职

任的表达方式. 

 

腓立比召会的交通(fellowship)是属于

个人性(personal)和实际性的(practical), 因它填

补了保罗当时的需要. 它是有祷告随伴, 且是

连续不断的, 因为他们持续奉献给他. 让我们

进一步思考这段有关奉献的经文: 

 

1) 它是出于爱,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

发生;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腓 4:10). 

2) 它是供应所需、同受苦难的表现, “你们和

我同受患难”(腓 4:14). 

3) 它是归在他们账上的果子, “你们的果子渐

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账上”(腓 4:17). 

4) 它是属于祭司职分的牺牲, “当作极美的香

气, 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腓 4:18). 

5) 它有主的应许, 即一切生活需用都会得着

主的供应, “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 在

基督耶稣里 ,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

足”(腓 4:19). 

 

(b) 出于个人私下的奉献 

 如果我们只透过召会来奉献, 我们就不

是实行新约圣经的原则. 保罗完全赞同耶路撒

冷召会的长老或领袖的要求, “只是愿意我们

记念穷人; 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加 2:10). 

众召会确实参与捐助穷人, 但保罗这句话中使

用第一人称代名词  —  我  —  表明他本身也

亲自捐助穷人. 

 

 亲自捐助不限于

穷人. “在道理上受教的, 

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

教的人”(加 6:6). 那些在

真理上受教得益的人, 应

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那

教导真理的人. 

 

 圣徒以爱心款待客旅、信徒或主仆等

等, 都是私下奉献的表现.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

待客旅”(来 13:1). 传福音的主仆在某处进行数

周的特别福音聚会时, 信徒往往会接待他到他

们家中, 热诚地款待他长达数周之久. 世人难

以明白这种爱心的款待. 但这是奉主名的召会

多年以来所实行的, 也是非常荣耀主的. 该犹

就有这方面的好榜样, 保罗称赞他说: “凡你向

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约叁 5). 

姐妹也能如此, 正如保罗论非比姐妹时, 说她

“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罗 16:2). 

 

 很多年老圣徒多年来常款待传道人和

主的仆人, 最终归回天家, 不能在地上如此款

待了. 若有年轻信徒愿意奉献自己, 来接续这

方面的事奉, 那是多么好呀! 这是尊贵的事工, 

必须以爱主之心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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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我该奉献多少? 

 在旧约时代, 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奉献十

分之一(tithe), 但新约圣经并没重复此事. 神以

恩典的属灵原则来指引我们关于奉献一事, 并

以此取代旧约的什一奉献. 

 

 论到该奉献多少, 保罗在 林后 8:1-15

清楚说明这问题的答案: 

 

1) 林前 8:1: 根据神赐的恩 – 感恩地奉献 

2) 林前 8:2: 乐捐的厚恩 – 慷慨地奉献 

3) 林前 8:3: 甘心乐意的捐助 – 乐意地奉献 

4) 林前 8:5: 把自己献给主 – 完全地奉献 

5) 林前 8:8: 爱心的实在 – 真实地奉献 

6) 林前 8:12: 照他所拥有的 – 按力而为地奉献   

  

 

(B.6) 我该何时奉献? 

 我们应该何时奉献? 首先, 是在七日的

第一日. “论到为圣徒捐钱, 我从前怎样吩咐加

拉太的众教会, 你们也当怎样行. 每逢七日的
第一日, 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 免

得我来的时候现凑”(林前 16:1-2).  

 

这段重要经文告诉我们几件关乎奉献

或捐献的事. 有者认为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 

信徒要在每个七日的第一日, 在家中把所要捐

献的钱抽出来留着. 但此看法遇到一个难题. 

若只是把钱抽出来留在家中, 为何要提到七日

的第一日? 这样做又如何避免保罗“来的时候

现凑”?  

 

看来这两节经文的清楚意思是: 每个信

徒都要参与奉献, 要照着自己的收入抽一些出

来留着. 信徒要在七日的第一日, 把它带到召

会里奉献, 召会要把这些奉献的金钱收集起来, 

准备好在保罗或他所差派的人来到时, 可以交

给他们. 我们在此看到“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与 

徒 20:7 (这节说: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擘

饼的时候…”)是同样的, 即每个星期的第一天

(这也意味着信徒是在每个主日的擘饼聚会进

行奉献).  

 

林前 16:1-2 虽是为耶路撒冷有迫切需

要的圣徒而进行的捐献, 但神也在此立下属神

的原则, 指教我们初期的众召会如何处理他们

奉献的事务. 我们曾提过, 解经有个重要法则, 

即正面样式的法则(the law of positive pattern). 

这法则肯定应用在哥林多前书这封书信, 和信

中的许多命令(林前 14:37), 以此作为召会的秩

序(order)和功用(fuction). 关于奉献方面, 林前

16:1-2 给于我们“正面的样式或模式”,83 是我

们所该遵守的. 

 

另有一些时候, 我们必须奉献. 当某个

信徒在身体上有所欠缺, 其他信徒应该尽量在

那时供应这方面的需要.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

                                                           
83   根据 “正面样式的法则 ”(the law of positive 

pattern), 有关召会各种事务的做法, 神在新约中给了我

们确实的样式(意即有“明确实在”的模式, pattern), 是一

个完整的蓝图. 有者把某些圣经没有提及的做法引进召

会中, 为了将之合理化, 就强辩说圣经也没论到聚会该

用怎样的椅子、哪一种诗歌本、圣经要怎样包装、建

筑物的设计如何等等. 但别忘了, 圣经确实给我们属灵

的样式, 来应付召会各种属灵的需要. 圣经提到召会是

神的建筑物(林前 3:9), 这点教导我们其设计源自于神. 

圣经虽没提到诗歌本 , 却给予唱诗清楚的指南(林前

14:15). 圣经没有论及如何包装圣经, 但清楚教导它在召

会中该有崇高的地位(提后 3:15-17)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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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

益处呢?”(雅 2:15-16). 

 

 

(B.7) 我奉献后会亏损吗? 

 一切忠诚奉献给主的, 主必记念和归还, 

此乃新约圣经的教导,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

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 连摇带按, 上尖下

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

人, 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路 6:38). 在神

对待人方面, 有个跨越古今的属神原则是与奉

献有关的  —  即种什么收什么: “在道理上受

教的, 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不要自

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

什么”(加 6:6-7). 这个事实在每个时代, 甚至到

永恒都是真实的(注: 主必记念和归还每个忠

诚的奉献, 但祂有主权决定用何事物归还, 以

及何时归还; 故有可能不在今生以财物归还).  

 信徒把他的事奉、时间和资源(包括金

钱)奉献给主, 是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 “为

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

上”(路 12:33). 在基督审判台面前的奖赏, 是与

我们现今在世上的奉献有关, “无论做什么, 都

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

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

事奉的乃是主基督”(西 3:23-24). 

 

 

(C)    召会应该如何处理财务? 

 哥林多后书第 8 章详述有关奉献的事, 

给我们足够的指引, 去处理召会的奉献或财务

(林后 8:16-24). 保罗打发备受尊重的弟兄们处

理捐献的事. 他们是众召会所认识, 也在属灵

的事上服事圣徒. 保罗打发这样的人(两位弟

兄)与提多同去处理收集召会捐献的事(指众召

会捐献给耶路撒冷信徒一事). 我们在此看到

处理捐献之事, 至少有三个弟兄, 包括提多(林

后 8:23). 显然 , 从马太福音 18 章开始 (太

18:16,20), “两三个见证人”是不断被采纳的原

则, 也是所有召会在处理一切财务上所该采用

的原则. 换言之, 至少两位弟兄应该负责计算

和记录每个主日的奉献, 也至少两三个弟兄应

该一同处理召会的一切财务. 可以多过两三个

弟兄, 但最低限度要两三个弟兄.   

 

关于处理财务的人选方面, 先是着重属

灵资格 (spiritual), 然后才是实际性的资格

(practical). 某人可能成功处理世俗的生意财务, 

但这并不表示他就具有足够资格处理召会财

务. 另一方面, 优先注重的虽是属灵资格, 但也

要按照适当的财务管理方式. 保罗在这章里告

诉我们为何如此: “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

捐银很多, 就挑我们的不是. 我们留心行光明

的事 , 不但在主面前 , 就在人面前也是这

样”(林后 8:20-21). 有些长老认为处理召会财

务不需要采纳“生意财务管理方式”, 但保罗肯

定不赞同他们的看法, 我们也不赞同. “凡事都

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林前 14:40).84 

 

(文接下期) 
 

 

                                                           
84   上文编译自“Assembly Giving” (Chapter 21),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207-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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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苦涩的果子： 

有关基督徒择偶 

的一些忠言… 
  

我家后院有

棵李子树, 功能挺多

的 . 每当烈日当空 , 

高大茂盛的它, 正好

充当我们的太阳伞; 

当它结满花苞, 芬芳

扑鼻, 分外怡人; 当它结满李子, 立刻化身成为丛

林中的小仙女, 红红绿绿的非常养眼; 当李子成

熟时,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非常可口, 叫人一个接

一个的吃个

不停. 

 

某日 , 

小镇来了一

批外地人, 看

来是民工吧, 

浩浩荡荡的

非常热闹. 他

们来的时候, 李子树正初结果子, 果子需要再等

数个星期才会成熟, 那时便甜美多汁. 不过, 那些

外地人已经急不及待, 摘下青涩的李子吃, 随即

大叫一声“苦呀”, 立刻把李子扔掉.  

 

这件事让我感触良多, 也教导基督徒一

个重要的功课: 不成熟的果子是苦涩的. 在基督

徒择偶的过程中, 有不少苦涩的例子.  

 

(一) 太早认定对方  

很多弟兄姐妹在念小学的时候开始参加

聚会, 中学时已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 彼此认定

对方就是神预备给自己的终生伴侣. 不过, 人在

中学时期还会不断成长, 心智会逐渐成熟, 升入

高等学府和进入职场后也会经历更多的变化, 彼

此在中学时代的选择很可能因此摇动, 甚至悔不

当初. 因此, 太早的选择往往成为日后苦涩的果

子, 还是等到长大成人, 情感心智成熟后, 看清楚

自己的情况和神的旨意再做选择也不迟.  

 

(二) 急不及待作选择  

曾有慕道友(指未信主但有兴趣听道的朋

友)才参加福音聚会几次, 就有些信徒立刻“发动

攻势”, 尽献殷勤, 这是完全错误的行为. 更多的

情况是到了适合结婚年龄的信徒万分焦急, 不理

对方信或未信, “死缠烂打也要追到手”! 他们声

称只要为对方代祷就行, 有信心神会听他这方面

的祷告. 有者对此评述道: “这理论真让人费解, 

相信神会拯救未信的对象, 而不相信神已预备信

主的对象… 这种叛逆不信的决定是非常危险的

行为, 最终只会变成苦果.” 

 

(三) 不管对象是否成熟  

“只要对方信主就可以”, 基督徒当中就有

这么一个说法. 不过, 这也是错误和危险的说法. 

美满婚姻不只需要夫妻两人都是信徒(基督徒), 

更需要双方的心智和性格都是成熟的. 没有认清

神所预备的对象和等候神的时间就结婚, 这样随

便凑合的婚姻最终恐怕只会尝到苦果.   

 

(四) 花多眼乱, 踌躇不定  

现今社会潮流和网络媒体影响很大, 男

女关系的轻浮之风也吹进了召会, 导致很多弟兄

姐妹陷入了多角关系. 双方婚前风花雪月, 沉迷

在群花乱舞之中, 这不仅破坏基督徒品德的见证, 

也会给日后的婚姻带来阴影. 简之, 胡乱选择对

象, 随意建立男女朋友关系, 不顾神的心意和基

督徒的见证, 最终只会自食其果.  

 

 笔者并非婚姻专家, 只是人生阅历中见

过不少悲欢离合, 因而作出一些提醒. 拥有美满

的婚姻不仅自己终生受益, 夫唱妇随也不是羡煞

旁人那么简单, 这都是荣神益人的见证. 总括而

言, 在择偶这重大的事上, 恳请弟兄姐妹彼此代

祷, 求神帮助祂的儿女们学习信靠和等候祂的带

领, 并有智慧认清神所预备的对象, 至终得着神

所撮合的婚姻 , 叫人得益 , 使神得荣 , 阿们.85

                                                           
85   上文编自“苦涩的李子”, 载《灵食蜜语》,  第 5

期, 第 12 页 (此刊物由香港大埔福音堂于 2018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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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藻 

读经解经                      微光 

 

读经乐(三): 

三种基本读经法 

与顶好查经法 
  
(文接上期) 

(E) 读经法 

论到读经法, 市场上介绍读经法的书有

数十种之多, 如: (1) 信心读经法; (2) 灵程读经

法; (3) 生命读经法; (4) 灵交读经法; (5) 归纳

读经法等等. 还有所谓的 (1) 精读法; (2) 多读

法; (3) 研经法; (4) 背读法; (5) 概读法; (6) 细

读法等等, 令人眼花历乱. 但大部分信徒仍不

知从何着手, 有者甚至放弃, 干脆不读了, 真是

可惜.  

 

 

(E.1)   三种基本读经法 

 马有藻指出, 其实读

经法不是那么复杂, 也没有

什么出奇制胜之道. 读经的

途径不管用什么名称, 不外

乎三个基本方法: 

 

(a)  概念式速读 

“概念式速读”是让信徒可以很快读完

一卷书, 或一段落, 这是最先、最起码、最自

然的读经法, 先掌握全段、全章或全书的全

貌. 这种一气呵成的读法, 容易体会全书气氛

的变化与情节的发展, 此法强调: “吃鱼不要先

挑骨头”, 所以特别适合初信主者使用. 

 

(b)  灵修式细读 

“灵修式细读”是着重慢读, 仔细思想经

文的字句 , 甚至是一个单字 . 默想当时的情

景, 将自己与经文中人物易位而处(即站在他

们的地位上、适身处地的去感受他们的思

想、情感和行为), 进入历史时间里, 与圣经人

物“同心同行”. 灵修式细读着重教训, 汲取生

活原则, 可以逐书逐章逐段阅读下去, 亦可以

打游击式的选读.  

 

灵修式细读的好处在于它不需理会太

多学术性的知识, 只着重实用性的教训. 只是

要小心, 此类读经法因太强调主观的经验, 兼

求实用与抽取生活原则而容易断章取义地曲

解经文, 若能配合研经式精读(请参下文), 则可

避免流弊. 

 

(c)  研经式精读 

“研经式精读”(马有藻称之为“研经式读

经”)是有系统性、规律性的求理解、分析经

文整段的架构, 查究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注

意难解的经文等等. 此法涉及释经学, 需运用

工具书 , 颇费时费力 , 犹如在山穴中寻宝挖

掘, 不过当“宝藏”挖出来后, 那种喜乐不言而

喻, 受益良多. 

 

 

(E.2)   读经的五大原则 

以上三种方法都有其特殊用途, 不需彼

此排斥. 大学教授不能评小学教师, 各人程度

及背景大不相同, 只要由浅入深, 由少而多即

可. 清朝文学家张潮贴切比喻道: “少年读书如

隙中窥月 , 中年如庭中望月 , 老年如台上玩

月.” 总之, 信主日久, 应有长进, 该在台上“玩

月”, 不要仍在隙中窥月!86 

 

马有藻正确

指出, 读经的旨趣在

于明白神 , 方法不

二 , 有 些 却 可 兼

用 , 同时进行 , 例如

早晨上班或上学前

的灵修时间, 可采纳

                                                           
86   “隙 ”意即 “裂缝 ”, 例如墙隙 (墙上的细小裂

缝), 故“隙中窥月”意谓从墙上细小裂缝窥看天空的月

亮, 所见的难免模糊不清, 所领受的极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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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式速读”(约 10 分钟)和“灵修式细读”(约

20 分钟), 下班或放学回家后则采用“研经式精

读”(约 30 分钟或更多); 此外, 我们也可使用工

作或上学的“零碎时间”(如休息时刻)进行“概

念式速读”或默想等.  

 

简而言之, 读经主要有五大原则: 

1) 由浅入深: 由新约至旧约, 由速读至细读. 

2) 由少而多: 由小段至大段, 由大段至多段. 

3) 由概至全: 由“概论性”至“全面性”, 即由不

用参考书至多用工具书(如圣经注释书、

圣经词典、圣经汇编、圣经手册等等). 

4) 有所变换: 指变换款式如: 

a. 经文式: 按书卷逐卷逐章进行读经. 

b. 篇章式: 研读圣经中的伟大篇章(如林

前 13 章、赛 53 章). 

c. 专题式: 研读圣经人物、神学主题(例

如称义、天堂、天使、召会、祷告等). 

d. 宝训式: 诗篇中的金诗、箴言书的“敬

畏”、登山宝训、启示录七福、耶稣的

比喻与论谈, 以及信心伟人的“临别赠

言”等等. 

5) 实用可行: 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读经计划若

只属“理想范围”, 那就只是在“幻想”的边

缘, 一切读经计划需以这一点为最首要. 

 

 

(E.3)   读经的重要四 P 

 读经也要留意另外四个 P, 即: Place (读

经地点)、Plan (读经计划)、Pen 和 Paper (这

两者意指“读经笔记”或“读经记录”). 

  

(a) 读经地点要理想 (Place) 

读经的地点对读经的情绪颇有影响, 若

地点不理想, 读经的心情也变得低落, 选择适

当读经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信徒居住的环

境较狭窄(如在香港), 且一家多口, 家中缺乏安

静的空间 , 故需特别安排读经的场地与时

间. 一位香港的姐妹, 住处仅数百尺单位, 一家

八口全在一处, 实在难以在家中找到理想的地

方读经, 后来她选择了公共图书馆, 或约好友

到商场内的“美食区”作读经场所, 这种读经的

热忱实在难能可贵. 

 

事实上, 读经地点处处皆可, 重要原则

是所选择的地点必须有“促成性”或“助成性”

的气氛 (conducive). 读经最坏的地方是在床

上, 在那儿, 只要睡魔稍微向你“细语问安”, 当

晚的读经就“一命鸣呼”了. 一句提醒: 你要努

力争取一个“助成性”的读经环境, 读经的喜乐

自然出现. 

 

(b) 读经计划要周详 (Place) 

计划周详是读经的策略, 有了策略就可

以更有效地达到目标. 策略与目标之间的关系

犹如手背与手心, 正如良好的运动员为达到目

标, 会先订出正确的策略. 有了策略, 下一步便

是安排受训的时间, 以夺冠为目的. 同样的, 有

了周详的读经计划, 便可安排读经的适当时间, 

以读完整本圣经为目标. 

 

苏颖智所著的《每日

与主同行》就是一本值得推

荐的灵修书籍, 帮助我们有系

统地在一年内把圣经读完. 此

书在每一天都有一个主题、数章经文和一段

默想的指引, 非常适合作灵修式读经之用.  

 

此外, 读者也

可上网免费下载适

合的读经计划, 例如

“麦琴读经计划”. 麦

琴读经法是由 19 世

纪的英格兰牧师罗

伯 特 · 麦 琴 (Robert 

Murray M’Chenyne) 

所制定的, 帮助信徒

一年内读完旧约一

遍, 新约和诗篇两遍. 

若要方便, 也可用手

机下载“精读圣经”

软件, 内中就有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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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计划的设置, 包括麦琴读经计划. 事实上, 

还有很多这类的免费软件可以下载, 读者只要

输入“读经计划”或“Bible Reading Plan”的词字, 

便有许多读经计划任你选择. 

 

(c) 读经心得要记录 (Pen and Paper) 

古代中国人注重所谓的“文房四宝”, 即

纸、笔、墨和砚. 这“四宝”非常重要, 因它把

作者的思想用文笔写在纸上, 借着记录得以保

存. 照样, 我们需要把读经时的心得记录下来,  

所以最后两个 P 的“Pen and Paper”(即笔和纸, 

代表读经时的笔记簿或其他记录用具)亦是不

可缺少的.  

 

提倡归纳式查经法 (Inductive Bible 

Study)的美国圣经学者詹森(Irving L. Jensen)

曾说: “有效的读经需要有组织(条理), 有效的

组织(条理)需要有记录” (Effective bible Study 

is methodical bible study, methodical bible study 

involves writing). 美国达拉斯神学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解经教授潘特科斯博

士(J. Dwight. Pentecost)上课时常说: “ ‘记录’

是读经之主要环节, 不可读经而无记录, 因纸

张 较 脑 袋 便 宜 (paper is cheaper than 

brains).” 最后一句实是经验之谈, 意义深长. 

 

詹森(Irving L. Jensen)又说: “笔是读经

时最好的眼睛, 纸是最佳的记录工具”(pen is 

best seeing eye, paper is best retaining 

machine). 换言之, 笔助留意和记忆, 纸助记录

和传递. 在书写读经心得前, 我们应已详细查

究经文意义. 所以不妨准备好纸笔, 以记录我

们的读经心得, 以及圣灵的感动和光照下所赐

的读经亮光. 

 

 

(F) 顶好查经法 (TOPS) 

查经法众多, 几乎每种皆有独特的价值

和功用, 能使读经者借着读经受益得福. 我们

先在本文推荐马有藻所介绍的查经法  —  顶

好查经法. 此法是马有藻个人多年来常用的查

经法, 他表示“此法没有传统的步骤: 如读经时

先问的‘五字真言’  —  Who、What、When、

Why、How (何人、何事、何时、为何、如何; 

谁说、谁听、谁做、谁人、为谁)等; 此方法

名‘顶好查经法’, 借用 TOPS (顶好)四个字母, 

表示四个步骤.”  

 

(F.1)   顶好查经法简介 

 顶好查经法的 TOPS (顶好)是: Title-

Outline-Problem-Spiritual. 这四个步骤如下: 

 

(a)   T = Title (标题)  —  找中心 

“顶好查经法”的第一步是将经文全段

或全章定下标题, 方法如下: 

1) 先细读全段经文, 留意经文故事或信息的

内容, 记录各样重点、概念. 

2) 从众多要点、概念中找出一个总概念. 

3) 将总概念用一句精简的话表达, 就是标题

(或章题). 

诠注 

a. 标题代表全段概要, 是细心阅读的过程, 经观

察、过滤各种概念后而成. 

b. 标题是将全段(全章)内容浓缩在一句话里. 

c. 凯泽(W. C. Kaiser)说: “95%的标题字词都在全

段(全章)内容里.” 

d. 读经者在此所扮演的角色类似“新闻从业员”

或“记者”(reporter). 

 

 

(b)   O = Outline (大纲)  —  找结构 

第二步是将全段(全章)内容分段, 以将

它表达, 进行方式如下: 

1) 大纲结构是多次细读全段经文后, 才能写

出的, 须留意主题的发挥. 

2) 初步划分段落之起点与结束. 

3) 注意重复出现的词句、对象的变换、因果

的衔接(如“主耶稣说”、“百姓回答说”、

“于是”、“因为”、“由于”等). 

4) 大纲结构分为“主要结构”及“次要结构”; 

前者是全段的梗概, 后者是辅助性结构. 李

保罗说: “当主要结构与次要结构交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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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见经文思路的精密, 这时研经工夫就

更多, 研经乐趣也更大.” 

5) 先用“只字片语”总括每段主旨(初步).87 

6) 再用一词片语, 简洁扼要地写出全段要义

(完成). 

诠注 

a. 大纲的形成是经过细读、观察、分析、修订

而成. 

b. 大纲是代表主题的发挥与层次. 

c. 可参照一些释经书(commentary)提供的大纲. 

d. 潘德科(J. D. Pentecost)的上课名言是: “一个良

好的大纲已是一半的释经”(A good outline is 

half the commentary). 

e. 读经者在此扮演的角色如“侦探”(detective). 

  

 

(c)  P = Problem Verses (困语)  —  找问题 

第三步是留意全段经文中的困语(即难

解经文), 这是读经时的释疑部分: 

1) 在读经时会读到一些难解经文或词句, 随

时将它记录下来. 

2) 大部分的困语在“上下文”(context)的亮光

下可找到答案. 

3) 若仍有不明白之处, 可记录下来, 过后或日

后找释经书帮助或询问熟悉圣经的信徒. 

4) 串珠经文也有助于解答困语. 

诠注 

a. 此查经部分是解决难明的经文, 是从“发问问

题”到“解答问题”. 

b. 经此步骤后, 读者应该能掌握全段经文要义. 

c. 有时经文内没有困语或难明的经文, 可改为

“注意经节”(多留意这些经节的重要性). 

d. 读经者在此扮演的角色如“检察官”(examiner). 

 

 

(d) S = Spiritual Lessons (灵训)  — 找应用 

第四步是了解经文本身之后, 找出属灵

的原则, 运用在自己身上, 进行方式如下: 

                                                           
87   “片语”(phrase)指简短的话; 而“只字片语”可指

零星的文字和话语. 

1) 从经文本身归纳出一些属灵教训, 先作记

录, 后再修订. 

2) 属灵教训是从观察、归纳至应用. 

3) “应用”可分“中心式应用”及“联想式应用”; 

前者是指应用在作者的时代, 后者是指应

用在今日信徒的时代. 

4) 此部分也可变成“讨论分享”(sharing). 

5) 例如: 约 11:41-44 = 拉撒路复活(观察)  

神权胜过死亡(归纳)  神可解决我的问题

(应用)  人生有何困难神不可以解决? (讨

论)  神如何解决我的问题? (分享). 

诠注 

a. “属灵教训”(灵训)是指全章内容的生活准则. 

b. 发问几个基本问题, 用问题打开讨论分享之门.  

c. 读经最终目的并非只为增加知识, 而是让神的

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 换言之, 读经的最终目

的乃在读者心中产生激励, 有如余音缭绕. 

d. 读经者在此扮演的角色如“传道人”(minister). 

 

总括而言, 这四大步骤简述如下:88 

T = Title (标题)  = 将全章(段)内容浓缩在一句话里 

O = Outline (大纲) = 写出全章(段)内容的结构 

P = Problem Verses (困语) = 全章(段)内容的难解经文 

S = Spiritual Lessons (灵训) = 全章(段)内容的生活准则 

 

 

(F.2)   顶好查经法示范 

 现在我们将

用五处经文, 三种文

体 , 来示范“顶好查

经法”的使用 . 示范

一至三是故事性的

叙述文, 示范四是家

谱, 示范五是书信.89  

 

示范一:   约书亚记第一章 
  

T: 标题:   新的挑战 / 接棒记 

                                                           
88   上文改编自 马有藻著, 《读经乐  —  实用读经

攻略》(台北: 天恩出版社, 2004 年), 第 26-29 页. 
89   这五篇示范主要编自上引书《读经乐》 , 第

30-36 页, 并稍加修订(如加入其它标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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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大纲: 

I 神呼召约书亚 (书 1:1-9) 注意“说”字 

A. 吩咐 (书 1:1-2) 

B. 保证 (书 1:3-5) 

C. 鼓舞 (书 1:6-9) 

II 约书亚号召百姓 (书 1:10-15) 注意“于是”字 

III 百姓绝对的服从 (书 1:16-18) 注意“说”字 

P: 困语/注意经节 

1. 书 1:4 = 应许之地究竟有多大? 今日的以

色列人拥有这些地土吗? 是否永远无法

拥有? 

2. 书 1:6-9 = 试列出约书亚可以“不惧怕”的

三大根据. 

3. 书 1:5 = 神的应许今日仍然有效吗? 

4. 书 1:8 = 律法书包括什么书? 

S: 灵训/分享讨论    

1. 书 1:1-9 = 试列出神的应许与信徒生活相

关的事. 

2. 书 1:8 = 为何神重视这本书? 

3. 书 1:10-15 = 神的仆人怎样牧养百姓? 

4. 书 1:16-18 = 百姓对事奉的态度又如何? 

附: 金句 = 书 1: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

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

顺利.” 

 

示范二:   约书亚记第二章 
  

T: 标题:   窥探敌情 / 绝路逢生 

O: 大纲: 

I 喇合藏二探 (书 2:1-7) 注意“隐藏”字 

II 喇合求恩赦 (书 2:8-21) 注意“恩待”字 

III 二探返基地 (书 2:22-24) 注意“消化”字 

P: 困语/注意经节 

1. 书 2:1 = 为何约书亚要暗暗打探? 

2. 书 2:1 = 二探为何来妓女家里? 

3. 书 2:8-14 = 从本段中找出妓女喇合的信

心. 为何这位外邦女人会对神有信心? 

4. 书 2:15-21 = 从本段中找出妓女喇合的智

慧和勇敢. 

5. 书 2:23-24 = 二探得到什么情报? 

S: 灵训/分享讨论    

1. 本章与上一章的关系(外邦女子的信心证

实神的保证) 

2. 信心与行为的配搭(来 11:31; 雅 2:25). 

3. 妓女喇合说谎保命(书 2:4-6)与“环境伦

理”(Situation Ethics, 指根据情况来应用

道德律的灵活性原则)及信徒生活. 

4. “搜集情报”(Intelligence Information)乃胜

利的一项要素, 在属灵领域上, 我们已有

一切关于仇敌的“情报”, 所以不该打败战. 

附: 金句 = 书 2:24: “又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果然

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 那地的一切居民在

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 

 

示范三: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T: 标题:   弥赛亚王国 / 王者荣耀 

O: 大纲: 

I 弥赛亚的介绍 (赛 11:1-5)  

A. 祂的本源与能力 (赛 11:1-2) 

B. 祂的审判与准绳 (赛 11:3-5) 

II 弥赛亚国的介绍 (赛 11:6-10)  

A. 人兽和平共处 (赛 11:6-9) 

B. 万民在祂旗下 (赛 11:10) 

III 弥赛亚国建立前的胜利 (赛 11:11-16) 

A. 选民归回 (赛 11:11-13) 

B. 仇敌剪除 (赛 11:14-16) 

P: 困语/注意经节 

1. 赛 11:1-5 = 本段经文应验在何人身上? 

在何时应验? 

2. 赛 11:6-9 = 人兽间和平共处应如何解释? 

会应验吗? 为什么? 

3. 赛 11:10 上 = “到那日”是指何时? 

4. 赛 11:10 下 = 何处是祂的“安息之所”? 

5. 赛 11:11-16 = 这些事将在何时发生? 

S: 灵训/分享讨论    

1. 赛 11:2-5 = 这段的“七大灵力”也可作为

事奉神的“七大准则”. 

2. 赛 11:6-9 = “人兽和平共处, 因认识神的

知识充满遍地”. 这点如何使用在我们的

人际关系上? 

3. 赛 11:11-16 = 本段共有数个肯定性动词

(有 8 个“必”), 表示神的应许永不落空(参 

提后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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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赛 11:13 = 以法莲与犹大和平共处(与南

北国时代分裂的情况不同), 正是“主内一

家亲”(在弥赛亚王国内一家亲). 

附: 金句 = 赛 11:2: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

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示范四:   马太福音第一章 
  

T: 标题:   基督的家谱 / 王者家谱 

O: 大纲: 

I 耶稣基督的家谱 (太 1:1-17)  

A. 从列祖到立国 (太 1:1-6) 

B. 从立国到亡国 (太 1:7-11) 

C. 从亡国到基督 (太 1:12-17) 

II 耶稣基督的母亲 (太 1:18)  

III 耶稣基督的父亲 (太 1:19-25) 

A. 他的处境 (太 1:19-23) 

B. 他的顺服 (太 1:24-25) 

P: 困语/注意经节 

1. 有关耶稣基督的家谱, 为何在“太 1:1-17”

与 “路 3:23-38”的记载有所不同? 

2. 太 1:4 = 耶稣基督家谱中的“女性”与一

般犹太家谱不同, 应作何解? 

3. 太 1:12 = 所罗巴伯之父名叫撒拉铁, 但 

代上 3:19 却是毘大雅, 为何如此? 

4. 太 1:16 = 约瑟之父名叫雅各, 路 3:23 却

是希里, 应作何解? 

S: 灵训/分享讨论    

1. 太 1:1-17 = 这个家谱要带出什么信息? 

2. 太 1:19 = 试从约瑟的“明明”与“暗暗”看

他的为人. 

3. 太 1:2 = 耶稣基督为何一定要借着童贞

女诞生(参 耶 22:30)90? 

4. 太 1:25 = 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与我有何关

系? (试分享关于救恩方面, 参 来 2:14) 

附: 金句 = 太 1:23: “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

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

是‘神与我们同在’).” 

 

                                                           
90   耶 22:30: “耶和华如此说: 要写明这人(指犹大

王哥尼雅)算为无子, 是平生不得亨通的; 因为他後裔中

再无一人得亨通, 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示范五:   罗马书 1:1-17 
  

T: 标题:   福音概要 /  福音简介 

O: 大纲: 

I 启语自介 (罗 1:1-7)  

A. 保罗的职分 (罗 1:1) 

B. 福音的性质 (罗 1:2-4) 

C. 信徒的奉召 (罗 1:5-7 上) 

D. 保罗的祝祷 (罗 1:7 下) 

II 愿访召会 (罗 1:8-12) [ 注意“第一”字 ]  

A. 为召会谢祷 (罗 1:8-9) 

B. 深切的愿望 (罗 1:10-12) 

III 福音要旨 (罗 1:13-17) [ 注意“弟兄们”字 ] 

A. 愿到罗马 (罗 1:13-15) 

B. 福音精义 (罗 1:16-17) 

P: 困语/注意经节 

1. 罗 1:4 = 何谓“按圣善的灵说”? 

2. 罗 1:16 = 神拯救人为何有先后之分? 神

是否有种族歧视? 

3. 罗 1:17 = 什么是“神的义”? 

4. 罗 1:17 = “神的义”如何在“福音”上显明

出来? 

5. 罗 1:17 = 什么是“本于信”、“以致于信”, 

以及“义人必因信得生”? 

S: 灵训/分享讨论    

1. 罗 1:5 = 你可从“万国”一字看出福音的

普世性吗? 基督徒是否有向普天下传福

音的责任? 

2. 罗 1:6-7 = 试指出信徒的四大荣耀身份. 

3. 罗 1:9 = 你的代祷生活有没有神为你作

证? 请举例为证. 

4. 罗 1:14 = 你是个欠债的人吗? (指在物质

和属灵方面) 

5. 罗 1:16 = 我们如何“不以福音为耻”? 

附: 金句 = 罗 1:16: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

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尼人(或译作: 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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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讲道学堂                      微光 

 

讲道者的 

吃卷与分粮 
  

(A) 引言 

中国古语说: “民以食为天”, 可见中国

人是非常讲究“吃”的民族.91 人在身体上固然

需要食物, 另一方面, 人在精神和心灵上也需

要灵粮  —  神的话, 正如主耶稣所说: “经上记

着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

出的一切话”(太 4:4). 圣经就是神的真道或圣

言 , 是我们灵命不可缺少的 ; 我们需要经常

“吃”它“食”它. 传道人或讲道者在这方面任重

道远, 他们必需先“吃卷”(领受圣言), 才能“分

粮”(传讲圣言)给神的子民.  

 

 吃东西的过

程基本上有三个步

骤: 先是将食物放

到嘴里, 然后咀嚼

吞咽, 最后消化吸

收, 完成吃的目的. 圣经用“吃”来比喻领受圣

言或“读经食卷”, 这是非常贴切的(结 2:8; 启

10:9; 耶 15:16). 请留意“吃”的三大部分(步骤): 

 

1) 第一部分是“摄取与放入”, 可喻为读经的

“观察”部分: 先将喜欢的食物拿起来, 放到

口里. 吃东西绝对是“自发性”的行为, 别人

不能代替你吃. 用来比喻读经的话, 这属于

读经的初步观察 

                                                           
91   中文就有不少词汇用“吃”或“食”来形容日常生

活, 例如受雇用叫“混饭吃”, 做得辛苦叫“吃力”, 受欢迎

叫“吃香”, 没人理会叫“吃闭门羹”, 靠积蓄过活叫“吃老

本”, 有苦难言叫“哑子吃黄连”, 嫉妒叫“吃醋”, 负担太

重叫“吃不消”, 再加上“吃亏、吃苦、吃罚单、吃软不

吃硬”等等, 可见中国人“吃的哲学”无孔不入, 实令人

“大吃一惊”.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

手册》(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14 年), 第 43 页. 

2) 第二部分是“咀嚼与吞咽”, 可喻为读经的

“解释”部分: 食物入口之后, 需要咀嚼才能

吞咽. 牙齿不好或镶假牙的人, 常因咀嚼不

佳而吃得缓慢. 其实, 咀嚼不单是一种需要, 

更是一种享受. 假如你狼吞虎咽, 不加品味, 

食而不知其味, 有何意思呢? 这就如同读经

时, 必须经过慢慢的默想与细心的研究, 才

会“读出味道”. 

3) 第三部分是“消化与吸收”, 可喻为圣经的

“应用”部分: 食物进入肠胃, 会被消化吸收, 

成为人体的养分, 使身体获得能量, 维持健

康. 只是吃而不消化不能使人强壮, 吃下去

之后能消化并吸收才能助人增强体力. 我

们听道或研经也是这样, 要用信心与所听

见的道调和(来 4:2), 好使我们不单领会神

的心意, 更是遵行神的旨意, 以此校正我们

的生活言行.92  

 
(B) 吃书卷领受圣言 

赖若瀚指出, 圣经用

“吃书卷”来描述传道者与

圣言的关系. 圣经记载着至

少两位神的仆人在异象中

吃书卷的经历: 旧约的先知

以西结(结 2:8-3:3)与新约

的使徒约翰(启 10:8-11). 先知耶利米也曾以吃

神的话来比喻自己领受神的道(耶 15:16-17).  

 

当然, 两位神的仆人并非在平时真的把

书卷吃进了肚子, 只是神在异象中指示他们一

项象征性的行动而已. 吃书卷的经历必定成为

他们日后事奉中深刻的提醒. 让我们从以西结

及约翰的经历, 来分析吃书卷对传道者的意义. 

 

(B.1)   有话要说 

主前 597 年, 犹太人第二次被掳到巴比

伦. 被掳者有皇亲政要、军兵、工匠及百姓等

约一万人(参 王下 24:14), 当时年轻的祭司以

西结也在其中. 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后, 某次

                                                           
92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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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 Bacon 

在迦巴鲁河边看见神荣耀的异象(结 1 章), 神

在异象中要他作以色列的守望者, 向被掳的百

姓发出预言与警告的信息, 并吩咐他吃下书卷. 

 

 赖若瀚贴切指出, 神在异象中三次吩

咐以西结要将书卷吃下(结 2:8; 3:1,3), 可见这

动作的重要性. “吃书卷”是什么意思呢? 是要

神的仆人将神

的话语领受、

咀嚼, 用信心接

受并消化吸收, 

成为属灵生命

的养料. 先知是

神的代言人, 代

表神说话, 必须

先有神的话在他的生命中. 只有这样, 他们才

有信息可传, 有话可说. 他们不是传讲自己喜

欢的话, 也不是说自己想说的话, 乃是要讲出

神嘱咐他们宣告的话. 若不先将“书卷吃下”, 

又怎么说得出神的话, 作神的代言人呢? 

 

曾任福音文

宣社总编辑的于中

旻贴切表示: “今天

华人教会传道人的

问题, 是没有吃下神

的话. 什么是咬文嚼

字呢? 就是认真的

咀嚼细味、咽下消

化神言语的意义, 以

吸收属灵的营养, 得以滋长进步. …清朝名将

左宗棠, 有一次抚着肚子, 问他的部将幕僚, 知

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有的说是燕窝鱼翅, 

有的说是美酒佳肴. 左公笑着说: ‘这里面是满

腹经纶!’ … 今天神的仆人, 该自问肚子里装些

什么东西. 腹中空虚、胸无点墨, 是可怜的, 难

以按时分粮; 就是里面满了世学、显学, 而没

有灵里的丰富, 不是像以西结或耶利米一样, 

把神的话充满肚腹(耶 15:16), 就不能传出神的

信息, 作时代的先知, 供应人的需要.” 

 

教会中有两种讲员, 一种是“有话要说”, 

另一种是“要有话说”. 第一种讲道者有从神而

来的话要向会众宣讲(所以是“有话要说”), 每

次上讲台, 都带着从神而来的信息, 怀着负担

来讲, 句句扎心, 复兴灵命. 但另一种讲道者往

往没有真正的信息和负担, 只不过出于他的传

道身份或岗位责任而站上讲台, 不得不找些话

来说(所以是“要有话说”), 内容自然枯燥贫乏, 

没有助益. 

 

若讲道者或传道人对神的话领受肤浅, 

认识幼稚, 又不肯真正下功夫用心钻研, 自然

没有领受、没有负担, 也就不能将神的道供应

别人灵命的需要. 他们只是在台上引用一连串

的经文, 却不曾深入研读、仔细咀嚼其中的内

涵, 所以讲道肤浅, 甚至误解或曲解圣经, 错谬

连连. 传道人自己的生命若没有认真地消化和

吸收神的话, 不论他讲什么, 都无法造就人、

荣耀神. 

 

(B.2)   其甜如蜜 

先知以西结和使徒约翰在吃书卷之后, 

口中都感到其甜如蜜(结 3:3; 启 10:10). 为什

么会有“甜蜜”的感觉呢? 相信是因为所领受的

信息充满了安慰与鼓励, 为传道者带来欢乐. 

先知耶利米虽然没有

采用“甜蜜”一词来形

容, 但神的话令他心灵

“欢喜快乐”(耶 15:16), 

意义也极其相近.  

 

圣经  —  神的

话  —  是必须仔细咀

嚼才能深刻品尝其美味的书. 匆匆略读, 囫囵

吞枣, 就不能领会其中的甘甜. 英国哲学家培

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说: “有的书可以

浅尝, 有的书可以粗吞, 少数书可以咀嚼消化; 

有的书为好奇; 有几种要全读, 勤读并留意. 有

的让秘书去读; 有的叫别人读了作摘要报告. 

虽然只有相国能这样做, 但圣经不能叫别人代

读, 连叫教牧(教牧人员)代读也不行, 是必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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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精读勤读.”93 身为传道者, 就更不能疏忽自

己深入研读圣经的工夫, 应当要认真地“吃卷”!  

 

(B.3)   感同身受 

 以西结吃下的书卷, 上面写着“哀号、

叹息、悲痛的话”(结 2:10), 说明书卷里记载了

审判与刑罚的信息! 从上文可见他后来感到

“心中甚苦, 灵性忿激”(结 3:14), “在他们中间

忧忧闷闷地坐了七日”(结 3:15). 吃下的那一刻, 

在口中是甘甜的, 但进到腹中却是苦涩无比的. 

使徒约翰也有同样经历, 他吃下书卷之后, “肚

子觉得发苦了”(启 10:10 下). 

 

 赖若瀚的话应该叫许多自认为“神的先

知”的传道者深省羞愧, 他说道: “先知要传讲

审判的信息, 当然可以直接用‘耶和华如此说’

去责备会众 , 自己超然地

置身事外, 毫不动情! 然而, 

以西结与约翰不单以代言

人的身份去宣告审判 , 更

设身处地站在会众的立场, 

与他们同感愁苦 . 作为先

知和使徒, 听见自己的同

胞要受到审判 , 他们岂能

无动于衷呢?” 

 

 耶利米也有类似经历. 他将神的言语当

食物吃下之后, 起初是“欢喜快乐”, 但接下来

却是“满心愤恨”(耶 15:16-17). 因为神的话使

他心灵沉重. 这是先知的孤独感, 不能与人在

宴乐中同乐, 因为神的手在他的身上, 使他感

到沉重. 

 

 真正合神心意的先知总是体会主的心

肠, 是忧主所忧, 将感情投入神所托付的信息

里, 让信息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先知的责

任, 正是先将神交付的信息与自己的生命连结

在一起, 再传递给神的子民或百姓.  

 
                                                           
93  于中旻, “咬文嚼字”, 取自 www.AboutBible.net ; 

浏览于 2013 年 5 月 14 日, 引自《食经讲道》, 第 47 页. 

 今天有太多的“约拿式先知”  —  只会

宣告神的审判, 然后坐在一旁等着看神如何管

教或刑罚祂的子民. 他们何等需要学习神要约

拿学到的功课  —  “我岂能不爱惜呢?” (参 拿

4:5,11). 他们需要明白神的心  —  “恶人死亡, 

岂是我喜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

道存活吗?”(结 18:23). 他们需要学习先知耶利

米的榜样, 为神的子民哀号哭泣(参耶利米哀

歌), 而不是作个“传声筒”. 赖若瀚说得好: “神

的仆人若只是个‘传声筒’, 那就连一位现代新

闻报道员都不如… 神的仆人蒙神呼召, 在这

世代传述圣言, 也必须感同身受, 忧主所忧, 并

且时时以神的子民为念(常为他们流泪代求).”  

 

 (B.4)   不敢违逆 

 神吩咐以西结吃下书卷之前, 早已向他

发出一道命令: “人子啊, 

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 不

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 

这句话说明了两个事实 : 

以色列百姓是悖逆成性 , 

不听神的话; 神要以西结

作为中流砥柱, 顺从神的

命令, 不能违逆. 以色列百

姓被称为“悖逆之家”, 因

为他们根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 执意要走自己

的路, 作自己喜欢作的事(参 结 3:5, 7, 11, 27

等). 以色列民惯性地悖逆,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正是长久悖逆的结果, 何等可悲! 

 

 事实上, 在以西结被掳之前, 先知耶利

米就深刻体会到以色列的君王公然违抗神的

话语. 耶利米书 36 章约雅敬王在位第 4 年(公

元前 603/602 年), 神的话临到耶利米, 吩咐他

把神要攻击以色列、犹大及各国的话写在书

卷上, 目的是警告他们, 要他们悔改, 离开恶道. 

耶利米叫他的秘书巴录将耶和华的话记在书

卷上, 要巴录将这些话在圣殿中向百姓讲述. 

这消息传到约雅敬王的耳中, 王听见书卷的信

息之后, 不但没有悔改的心意, 反倒用刀割开

书卷, 用火焚烧它.   

http://www.aboutbibl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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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雅敬王烧书卷一事, 有可能被以西

结亲眼目睹. 即或不然, 身为祭司的以西结, 也

必因此事被传开后而知道王烧毁了书卷. 约雅

敬王当面烧掉先知耶利米代表神向以色列人

传达的信息, 拒绝接受神话语的权威, 这与约

雅敬的父亲约西亚王命令人重修圣殿时寻得

律法书, 便撕裂衣服, 在神面前表达悔意, 父子

两人的举动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约雅敬“烧书卷”的事, 刚好与以西结

“吃书卷”的异象构成强烈的对比. 前者是对神

公然的悖逆, 后者是对神绝对的顺从; 前者一

意孤行, 不接受从神而来的信息, 后者则愿意

按照神的心意去行. 以西结后来因传讲神的话

而遭遇强烈反对, 但他因已“吃下书卷”  —  让

神的话语深深浸透, 所以灵命健壮兴盛, 满有

能力承担主的使命, 忠诚传讲主的圣言.94 

 简之, 我们需要“吃书卷”领受圣言. 倪

希米正确写道: “ ‘吃’圣经就是要明白上帝的

真理… 圣经就是上帝所默示的书卷. 我们研

读圣经, 最根本的是要明白上帝的道. 要将整

卷书纳入口中, 细嚼慢咽, 消化吸收, 渗透到我

们整个生命的细胞里, 流淌在血液中, 成为我

们言行的源泉和力量. … ‘吃’圣经是要陶造我

们的心灵. 毕德生说: 圣经中的字词‘会载运灵

感、意义、力量, 以及真理’… 我们在研读神

的话语过程中, 聆听神的教训, 默想神的真理. 

这是神在对我们的心说话, 使我们的生命不断

                                                           
94   上文(B)项资料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44-50页. 

成长. 读圣经要‘吃’进去, 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

的灵粮吗哪, 是生命的源泉.”95 

 
(C) 作管家按时分粮 

主耶稣曾用个比喻, 说明“那忠心有见

识的管家”会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路 12:42). 

忠心的讲道者或传道人也是如此. 

 

(C.1)   讲道犹如烹饪 

前慕迪圣经学院院长史道卫 (Joseph 

Stowell III)曾说: “预备讲道如同预备筵席. 我

们先有了菜谱, 便去搜罗各种所需的食材, 然

后把它们放在一起.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工作

已经完成, 因为我们不可能让客人拿起材料来

自己烹调. 然而, 我们的讲道确实常常就是这

样, 只是把不同的释经材料罗列出来, 不曾或

极少下功夫把圣经中的真

理与现实生活连结起来.”96  

 

赖若瀚贴切描述道: 

“讲道就像烹饪, 同样是一

门艺术. 下厨的人不光是把

食材摆放在一起, 更需要用心烹调. 烹调的过

程, 是要把不同的材料适当地配置, 经过精确

有序的过程, 用恰当的温度火候烹煮, 才能做

得出好菜. 若煮出来的东西不论味道过重或太

轻, 又或半生不熟, 大家都难以下咽. 相反地, 

好的厨师懂得用不同的食材及作料, 加上适当

的配搭调味, 适中的烹煮温度与时间, 端出来

的菜色香味俱全, 让大家大快朵颐(意即痛快

大吃, 大饱口福).” 

 

 讲道者先对经文有透彻的了解, 并且融

入生活, 把深刻的属灵真理配合适当的事例来

向大家说明, 让听者感到信息切合实际生活, 

激励他们作出改变, 便是一次成功的宣讲. 

                                                           
95   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5419 . 
96   Joseph M. Stowell III, “Preaching for a Change” 

in The Big Idea in Biblical Preaching, ed. Keith Willhite 

and Scott M. Gibso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2003), 

第 129 页; 引自《食经讲道》, 第 50 页.  

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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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教会是属灵家庭 

 一个健康的家庭, 其成员会常常一同进

餐, 这样才像一家人. 家中每个成员, 都靠家中

的饭菜得到自身的营养, 并养育新一代. 教会

的讲道, 犹如养育生命成长的菜肴. 弟兄姐妹

每星期来聚会, 是吸收灵粮的时间. 所以, 作为

牧者、传道人或主日的讲员, 要如保罗所说, 

是用为父的心来牧养信徒, 也如同母亲乳养自

己的孩子. 

 

当然, 教会信徒个人与整体的增长, 除

了好的讲道, 还要有其他众多因素的配合, 例

如美好的个人灵修生活、富有造就性的查经

聚会、内容充实的主日学等等. 尽管如此, 无

可否认的是, 教会若是没有好的讲道, 必会拦

阻信徒灵命的健康成长.  

  

(C.3)   传道人犹如厨师 

 如果讲道犹如烹饪, 

那么传道者就是厨师. “厨

师”与“营养师”不同. “营养

师”只懂分析食物的营养

分配, 根本不懂烹饪做菜. 

“厨师”却会实际下厨煮食, 

满足食客需求.  

 

厨师做菜光有好材

料是不够的, 还要有好技

巧将食物做得令人胃口大开. 厨师烹调, 端上

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使人得享美食, 回味无穷, 

这是厨师极大的喜悦和光荣. 讲道者在主日预

备佳美的信息, 让主的儿女享用营养丰富而味

道甘美的灵筵, 也是主给讲道者荣耀的使命, 

看到弟兄姐妹因此成长, 更是讲道者无上的喜

悦和满足. 

 

(C.4)   在“厨艺”上不断提升  

(a)   分辨营养 

有营养的食物, 不一定很讲究, 清淡菜

饭也可以是营养充足的. 要供应有营养的食物, 

必须先懂得分辨什么是有营养的, 什么又是垃

圾食物. 保罗斥责当代的假师父“为利混乱神

的道”(林后 2:17). “混乱”一词的背景乃描述卖

酒的商人, 在酒中掺水, 以图暴利. 保罗说传道

者必须“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97  

 

有营养的灵粮, 不是一些只能充塞头脑

或满足好奇心的信息. 讲道者也不可不经审察, 

就随意在互联网上搜取信息作为讲道材料, 因

为某些看似十分属灵的内容, 可能其中存有谬

误偏差, 例如背后只是一套成功神学或异端教

义, 传道者不能不详细审视辨别. 

 

(b) 锻炼烹调 

讲道绝不是容易的职事. 或许有人认为, 

只要上几次课, 读几本书, 就能学会讲道. 甚至

有者认为, 只要请属灵的主仆或著名的牧者按

手祷告, 就必立刻得着讲道的恩膏. 但事实上, 

讲道是需要操练的; 学习讲道, 必须从基本的

功夫做起. 

 

 厨师烹煮菜肴, 必须先花几年练习基本

功, 逐步学习, 才明白如何慎选食材及作料, 还

要讲究火候及配搭, 以达到色、香、味与营养

具备的效果. 这岂是短期可能达到的境界? 同

样, 讲道者要充分地准备讲章, 先要有深入研

经及释经的训练, 且要明白会众的处境和需要, 

并在神面前谦卑等候, 领受圣言, 融会贯通, 以

生命承托所讲的信息, 才能具有真正的影响力. 

这一方面需要时间的磨炼与考验; 另一方面等

待神的认可与托付, 这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 

 

(c) 善用食谱 

我们发现一些本不善于烹调的人, 当根

据食谱练习后, 逐渐领悟出一些烹饪的基本要

诀. 经过不断尝试而越来越熟练, 过后还可以

自加创意, 变化到更多美味的菜式.  

 

感谢主, 透过祂的众仆人写了不少有关

释经讲道的好书. 正如善用食谱有助于学习烹
                                                           
97   林后 2:17 说: “我们不像那许多人, 为利混乱神

的道; 乃是由于诚实, 由于神, 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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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 Peterson 

 
Keith Willhite 

饪美食, 我们也可从这类释经讲道的好书, 学

习到如何预备“灵筵”的原则与方法. 在学到基

本功夫之后, 必须多加锻炼, 才能灵活使用具

创意的方式表达.  

 

(d) 勤勉改进 

没有哪位厨师生下来就会置办筵席, 必

须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操练, 才能掌握箇中技巧. 

虽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天赋, 但仍必须不断

下功夫、求进步. 我们看厨师煮一桌好菜, 似

乎不费吹灰之力, 但他们先前多年下的苦功并

不为人所知. 听别人的讲道也是如此. 为什么

他们谈笑风生之间, 那么容易就可以完成条理

分明、简洁流畅却深具感染力的讲道呢? 其实, 

背后所下的心思与苦功, 是旁人不曾察觉的. 

 

拉逊(David L. Larsen)既幽默又正确地

表示, 在讲道的过程中一定有人要受苦. 若是

讲道者不在预备讲道时受苦, 那么就是会众在

听道时受苦了. 因此, 讲道者必须勤勉自励, 力

求在神在人面前作无愧的工人, 既按正意分解

真道(提后 2:15), 又同时持续成为有信息、有

供应的好讲员. 你在预备讲道时有受苦吗? 还

是你让你的听众听道受苦? 98    

 
(D) 培育信徒的胃口 

 信徒的灵命能否得着供应, 除了需要讲

道者提供促进健康之道, 听者也必须具备属灵

的胃口. 传讲与接收是“双向道”, 不是“单行

道”; 正如有人吃不下饭, 可能是厨师煮得不好, 

但也有可能是食客食欲欠佳.  

 

 赖若瀚说得好: “不少信徒信主多年, 仍

停留在吃奶的地步, 不能吃干粮, 因为他们的

生命仍然稚嫩幼小, 只喜欢听见证、笑话、新

闻等, 遇到扎实的道就听不下去.” 因此, 我们

也要培养信徒对神的道有渴慕之心, 有健康的

属灵胃口. 

 

                                                           
98   上文(C)项资料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50-58页. 

(D.1)   培养信徒对神话语的胃口 

 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所指出, 信徒胃口不

佳, 主要有三种病症: (1) 厌食症  —  不肯进食; 

(2) 偏食症  —  挑嘴偏食; (3) 痴肥症  —  暴饮

暴食. 故此, 教会的牧者必须经常供应健康之

道, 来改变信徒, 培育他们属灵的胃口, 让他们

的心田成为好土.  

 

 威 希 特 (Keith 

Willhite)谈及“具适切性

的讲道”之重要性时, 提

供三个策略给我们参考. 

首先要从会众或听众的

角度而非从讲坛(指在讲

台上的讲道)来入手, 然

后要刺激会众对神话语

的“食欲”, 最后是向会众

展示有关信息的可行性.  

 

 对于牧者或传道

者, 毕德生(或译“彼得

森”, Eugene Peterson)的

话值得思考. 他强调他

们“不应该因着要吸引

‘顾客’, 就随会众所想

要的供应他们… . 然而, 

这做法的确能吸引人 . 

教会的最大敌人, 是急剧发展活动项目, 以满

足人的欲求. 每个人都渴想神的, 但我们的味

觉(指属灵的味觉)都扭曲了. 我们都是吃‘垃圾

食物’长大的, 所以我们所渴求的往往都是错

误和扭曲的. … 会众想要的(当然指没有违反

圣经的事物, 编者按), 多少给他们提供一点, 

却又不就此无限地放任他们; 你得慢慢调校他

们生活的各个面向, 使其对准神的心意.”99 

 

 赖若瀚以自己的经历提醒道: “我们经

常听说这一代因受影视与传媒的影响, 注意力

                                                           
99   Eugene Peterson, Subversive Spirituali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1997), 第 241页; 同上引, 第 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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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in C. Dargan 

十分短暂. 不错, 今日教会的讲台正受到传媒

的冲击. 但我们要小心, 不要过分强调‘注意力

不长’的问题, 以致将讲坛的信息草草结束. 缩

短讲道时间, 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因为那并非

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曾到一些教会, 他们崇拜

中的讲道时间是 45 分钟至 1 小时, 会众听道

始终非常留心, 没有半点不耐烦. 也有一些讲

道时间很短的教会, 会众在听道时并不专注. 

由此可见, 问题在于听道者属灵的胃口, 而不

是讲道时间的长短.” 

 

(D.2)   让信徒看见神话语的活泼 

 来 4:12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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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话本身是活泼的  —  充满

生命力! 但为什么有些人传讲神的话时, 却死

板僵硬, 一点活泼的气息都没有呢? 

 

 释经讲道本身不是一件沉闷的事, 只是

人未能将它活泼的优点发挥出来, 或是拦阻了

它的活泼与生命力. 这多半是讲道的人操练不

足, 或对圣经的内涵认识不够, 或不借着祷告

倚靠圣灵的能力等等. 换言之, 问题并非出在

释经讲道这种讲道的方式, 而是其他因素所致. 

 

(D.3)   让信徒经历神话语的真实 

 “后现代”的世界注重感官, 若要讲道能

引人入胜, 其中一个要素是让会众在听道时能

经历神, 感受到神的同在. 我们可以善用一些

活生生的故事和实例, 传道者的生命也要彰显

神的话语, 才能将人带到神面前, 让他们亲自

经历神的话语是何等实在, 何其宝贵. 

 

 今日的讲道者应该来到神面前求神光

照: 怎样才能帮助会众听道时投入理智与情感, 

以及在每次讲道的时候, 得着力量去感化生命, 

改变生命, 进而改变周围的环境与社会?100 

 

                                                           
100   上文(D)项资料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58-60页. 

(E) 总结 

 专门研究召会讲道历史的学者达根

(Edwin C. Dargan)在其所著两大册的《讲道

史》(History of Preaching)中写道: “教会(召会)

属灵生命的低落和工作低沉, 常是与没有生命

的、形式化的、没有效果的讲道有关, 部分是

因, 部分是果. 在另外一方面, 教会历史中的信

仰大复兴, 往往由可以追溯讲坛工作而起, 同

时在复兴的过程中, 使讲道聚会发展成为更重

要的地位.”101 

 

杨牧谷在《厨房

哲学》一书中说道: “餐

桌是现代家庭的房角石, 

一个家庭能否稳固牢靠, 

只要看看家庭成员围在

餐桌前的光景, 就可以

分析他们的现况, 和预

见他们的将来 .” 同样 , 

讲台是现代教会的房角石. 在那里, 能凝聚整

个属灵的家庭成员, 因此绝不可轻忽讲台和讲

道的重要性.  

  

好的讲道是需

要“用心”去讲. 若是不

用心去讲, 无论你讲的

是什么 , 都没有效益 . 

当然, 传道者可以借重

一些培灵聚会、读经

或研经聚会, 或是举办

退修会或圣经营等等, 

请一些蒙神重用的讲

员来预备 “属灵的丰

筵”. 但诚如赖若瀚正

确指出, 这些聚会都“不能取代每个主日传道

者的按时分粮, 就算是清茶淡饭也好, 最重要

是具有充分的营养.”102 故要先食经才能讲道! 

                                                           
101  曾立华著, 《讲道职事的重寻》(香港九龙: 宣

道出版社, 1993 年), 第 16 页. 
102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60-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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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是非                      石子 
 

再思“灵恩运动” (四):  

说方言的恩赐 (中) 
  

编者注: 我们在上一期的《家信》论到说方言的

目的(即说方言是神特别用来给犹太人的一个

证据性神迹)和原因(即神使用说方言为证据, 

要向犹太人证明神已审判以色列国民, 也赐

同样救恩给一切种族的人, 并且所有种族在

基督里都享有属灵方面的平等). 本期, 我们将

探讨圣经所谓的“方言”有何性质? 是人听不

懂的天使言语吗? 它又有何限制呢? 103      

 

(文接上期) 

(D) 方言的性质 (Nature of Tongues)104 

谭适德(Jedidiah Tham)其所著的《方言深

广论》一书中, 指出方言有九种广度或素质, 包

括他所谓“不流畅的方言”、“非言语性的方言”

以及“不同种类的方言”等等.105 但他的分类和解

释非常主观, 是根据灵恩派人士“说方言的经历”, 

而非基于“圣经怎样说”. 现在让我们归回圣经, 

                                                           
103   澳洲的约翰·西尔瓦(John W. de Silva)在他所写

的《灵恩挑战》(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一书中提

出了 13 个命题(proposition), 并以圣经的亮光来分析与

解答有关说方言的问题. 他把这 13 个命题分为五大范

围来察验 , 即说方言的目的(Purpose)、说方言的理由

(Reason)、方言的性质(Nature)、说方言的限制(Limited 

Bestowal)和说方言的持续时间(Duration). 本期将探讨

方言的性质和说方言的限制. 
104   除脚注所注明的书籍外, 下文(D: 方言的性质)

和(E: 说方言的限制)主要是参考和改编自 西尔瓦《灵

恩挑战》一书中的架构和内容 , J. W. de Silva, 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 A Biblical Investigation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9, 第 49-69, 70-79 页. 
105   谭适德所谓方言的九种广度或素质是: (1) 不流

畅的方言; (2) 造就性的方言; (3) 响亮的方言; (4) 方言

的恩赐; (5) 用方言歌唱; (6) 非言语性的方言; (7) 马拉

松式的方言; (8) 方言的叹息(亦称: 产痛的方言、耳语

的方言); (9) 不同种类的方言. 谭适德著, 陈秦枫、李柄

新译, 《方言深广论》(台北: 天恩出版社, 1999 年), 第

31-51 页. 但上述这样的分类, 缺乏圣经明确的根据. 

以圣经的亮光来认识方言的真实性质. 首先, 我

们要明白, 圣经中所谓的“方言”是外邦人的语言. 

 

命题(6): 圣经中的方言是外邦人的语言(Gentile 

Languages, 是听得懂的语言) 

 

 所有圣经学者都赞同, 包括灵恩派人士, 

说方言的现象首次发生在使徒行传第 2 章所记

载的五旬节. 这点很有意义.106 所有犹太男丁, 无

论是住在犹太境内或其他地区, 都要一年三次去

到耶路撒冷敬拜神. 五旬节是其中之一. 因此, 在

使徒行传第 2 章, 至少有来自 15 个不同地区的

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107 所以他们听到使徒们

说方言时感到惊讶希奇, 便说:  

 

 

 

 

 

 

 

 

 

 

 

                                                           
106   按一些圣经学者的计算, 神降临西乃山颁赐律

法的那一日, 正是逾越节后的第 50 天, 即五旬节那一天

(“五旬”意即 50 之意 ) [参 Jamieson-Fausset-Brown 

Bible Commentary 在 出 19:1 的注解]. 这点意义非凡, 

显示神选择在五旬节降临, 来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注: 旧

约时神在五旬节那一天降临, 开始了律法时代; 同样的, 

新约时神的灵(圣灵)也在五旬节那一天降临, 开始了召

会时代. 前者是关乎祂属地的百姓以色列人, 后者则关

乎祂属天的百姓  —  召会.   
107   徒 2:9-11 记载这些犹太人来自的“各国”共有

15 个国家或地方: (1) 帕提亚; (2) 玛代; (3) 以拦; (4) 米

所波大米; (5) 犹太; (6) 加帕多家; (7) 本都; (8) 亚西亚; 

(9) 弗吕家; (10) 旁非利亚; (11) 埃及; (12) 靠近古利奈

的吕彼亚一带地方; (13) 罗马; (14) 革哩底; (15)亚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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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

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
乡谈呢? 我们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

人, 和住在米所波大米、犹太、加帕多

家、本都、亚西亚、弗吕家、旁非利

亚、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奈的吕彼亚一

带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客旅中, 或是犹

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革哩底和亚拉

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 讲说神

的大作为”(徒 2:7-11).  

 

 第 8 节说: “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

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 由此可见, 方言是听得
懂的言语, 这里清楚说明是“乡谈”(KJV: our own 

tongue), 希腊原文是 dialektos {G:1258}, 即英文

所谓的 dialect , 意即方言、地方上的语言, 或称

土语. 不过, 第 11 节说“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
谈 (KJV: our tongues), 讲说神的大作为”, 而这节

的“乡谈”在原文不是 dialektos , 而是  glôssa 

{G:1100}. 值得注意的是, 英文圣经《钦定本》

[KJV]在第 8 和第 11 节都同样译作 tongue[s], 即

方言; 而中文圣经《和合本》在这两节都译为

“乡谈”. 请参下表: 

 

相关 

经文 

中文 

与英文 

希腊 

原文 

徒
2:4 

“…就都被圣

灵充满 , 按着

圣灵所赐的口

才说起别国的
话来.” 

“别国的话” 

KJV: other 
tongues 

 

glôssa 
{G:1100} 

徒
2:6 

“各人听见门

徒用众人的乡
谈说话.” 

“乡谈” 

KJV: 
language 

 

dialektos 
{G:1258} 

徒
2:8 

“我们各人, 怎

么听见他们说

我们生来所用

的乡谈呢?” 

“乡谈” 

KJV: tongue 

 

dialektos 
{G:1258} 

徒
2:11 

“革哩底和亚

拉伯人 , 都听

见他们用我们

的乡谈 , 讲说

神的大作为.” 

“乡谈” 

KJV: 
tongues 

 

glôssa 
{G:1100} 

 请留意第 6 和第 8 节的 dialektos (dialect, 

乡谈; 希腊原文: dialektos )与第 11 节的 glôssais 

(乡谈; 希腊原文: glôssa )108交替互换的使用, 表

明这两个不同的字都指向同一件事. 为何圣灵感

动作者写下这段经文时, 要用两个不同的字来指

同一件事? 原来神早就知道在多个世纪以后, 人

会把“方言”曲解成“天使的语言”或“非人类语

言”, 所以神要在这段首次发生“说方言”的章节

里, 就厘清真相, 让人清楚明白圣经所谓的“方

言”( glôssa )其实就是英文的 dialect  —  指“地方

上的语言”( dialektos ), 是人听得懂的人类语言.  

 

 圣灵所用来描述方言的词汇显示, 在使

徒行传第 2 章、第 10 章、第 19 章和哥林多前

书第 14 章的方言都是相同的(因这四处同样采

用 glôssa 一词). 达拉斯神学院的新约文学解经

教授(Prof. of NT Literature Exegesis)约翰逊博士

(Dr. S. Louis Johnson, Jr.)说道: “说方言的恩赐是

说出人听得懂的语言, 为了证实使徒时代召会所

传的信息之真实可靠的. 有者辩驳说使徒行传的

方言与哥林多前书的方言是不同的. 但从术语学

(terminology)的观点,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109 

 

 新约希腊文的权威学者阿尔福德院长

(Dean Henry Alford)在他解释使徒行传第 2 章的

方言时, 写道: “这里所谓说起‘别国的话’与保罗

较后所谓的‘说方言’有何关系? 我的答案是: 它

们都是指同样的方言(they are one and the same, 

即是听得懂的人类语言, 正如 徒 2:6 所说的: “各

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110 

 

简言之, 使徒行传第 2 章整章的方言都是

与真实的语言(actual languages)有关, 这点可从

这章的上下文、历史背景和文法方面得到证实. 

在文法上 , 我们读到 “别国的话 ”(KJV: other 

                                                           
108   希腊文 glôssais 是 glôssa 的复数. 
109   Bibliotheca Sacra, 120, No.480, 第 309-310 页, 

引自 Harold Mackay, Speaking in Tongues: A Scriptural 

Study (Toronto, Canada: Everyday Publicatiopns Inc., 

1977), 第 11 页. 
110   Henry Alford,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for 

English Readers, 第 656 页; 同上引,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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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ues, 徒 2:4)111  —  众门徒在五旬节说不同类
的别种方言 , 即不同于他们本土的方言(土语, 

native tongues). 美国著名的希腊文学者罗伯逊

(A. T. Robertson)评述道: “各人说出自己未曾学
过的语言, 但它们都是真实的语言(指人类听得

懂的语言), 可以被那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

区的人所明白. 这些语言并非胡言乱语(jargon, 

指不能理解的语言, 或叽里咕噜的舌音), 而是可

理解的语言(intelligible language).”112  

 

 灵恩派人士常辩

驳说, 使徒行传第 2 章的

方言是狂喜入迷的方言

(ecstatic tongues), 因 为

“有人讥诮说 : 他们无非

是新酒灌满了”(徒 2:13), 

如醉酒一般(徒 2:15). 可

是单凭这点不能证明门

徒所说的是狂喜入迷的

方言(指人听不懂的语言), 

因为 徒 2:6 清楚说明当日来自各处(各国)的犹

太人听得懂门徒所说的方言的意思, 他们说道: 

“看哪,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各人
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徒

2:7-8). 圣经也明确地解释“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

的乡谈说话”(徒 2:6). 这节的“乡谈”在希腊原文

是 dialektos , 即英文所谓的 dialect , 是指地方上

的语言(或称土语). 简言之, 圣灵早已借着这几

处经文厘清真相, 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 2 章的方

言肯定不是狂喜入迷的方言(ecstatic tongues), 肯

定不是人听不懂的语言.  

                                                           
111   希腊文有两个字可用来表达英文的 other 或 

another (别的), 即 allos 和 heteros . 根据范氏(W. E. 

Vine) 所著的《范氏评注字典》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allos {G:243}一词表明量的不同, 是同类中

的另一个(another of the same sort), 而 heteros {G:2087}

则表明质的不同 , 是异类中的另一个 (another of a 

different sort). 徒 2:4 的 other (别)在希腊原文是 heteros , 

意指不同类中的别种方言(another tongues of a different 

kind), 即不同于他们本土语言的别种方言.  
112   Archibald T. Robertson, 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 (vol.3)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31), 第 21 页. 

事实上, 在使徒行传第 2 章, 某些人说门

徒“新酒灌满”, 乃是出于“讥诮”的心态, 因为他

们听不懂那些别国的语言(参 徒 2:4: “别国的

话”). 想想当时的情况, 众门徒说起方言, 有的说

帕提亚人的地方语言, 有的讲玛代人的地方语言, 

有的说以拦人的地方语言, 又有米所波大米的地

方语言, 还有亚西亚、弗吕家、旁非利亚、埃及

人、罗马人、革哩底人和亚拉伯人等等的地方

语言. 那些来自罗马的犹太人听不懂埃及或米所

波大米的语言, 反之亦然. 由于听不懂那些地方

的语言, 只听见门徒在“叽里咕噜”地说话, 所以

他们当中就有人“讥诮”门徒是“新酒灌满”, 但这

绝不表示门徒所言并不是听得懂的人类语言.  

 

主耶稣在 可 16:17 所说的“新方言”又如

何呢 ? 这岂不表示方言是狂喜入迷的方言

(ecstatic tongues), 而非人类的语言吗? 在 林前

12:28, 保罗论到“各种方言”(KJV: diversities of 

tongues; 《新译本》正确译作: 说各种方言的), 

徒 2:4 译作“别国的话”(KJV: other tongues), 可

16:17 译为“新方言”(KJV: new tongues). 这一切

都是以不同方式表达同样的事. 在 徒 2:4, “别国

的话”指来自加利利的众门徒说出那些不属于加

利利人的语言(如埃及语、罗马语和亚拉伯语等

等), 而 可 16:17 的“新方言”是指那些与当地语

言(native languages)不同的新语言, 就像今日外

国移民需要学习“新语言”一般; 而埃及语、罗马

语和亚拉伯语等等对加利利人的犹太人(指主的

门徒)而言都是新语言. 此外, 林前 12:28 的“各种

方言”则指圣灵赐下各种语言给信徒(使他们说

出自己未曾学过的外语), 如同在五旬节一样.  

 

总括而言, 圣经中的“方言”(tongues)是真

实的外语, 但它们却是靠圣灵的大能才能获得并

且说出的外语, 即是靠“超自然方式”而获的语言

能力. 换句话说, 这些方言是由犹太人或外邦人

说出的真实人类外语, 但讲者非靠自然能力(指

非靠一般学习新语言的能力), 而是靠超然能力
(指神借圣灵赐下的超然能力)说出的. 就在五旬

节, 圣灵降临, 内住在信徒身上, 为要应验主耶稣

的应许: “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

灵… 祂常与你们同在 , 也要在你们里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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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 众门徒在五旬节获得超然能力的说方言

恩赐  —  突然说出自己不曾学过的外语, 这神迹

性的恩赐就是圣灵降临和内住的最佳证据.  

 

 

命题(7): 哥林多前书 14 章的“方言” (tongues)并

非  林前 13:1 所谓的 “天使的话语 ” 

(tongues of angels) 

 

保罗说: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

的话语, 却没有爱…”(林前 13:1). 不少灵恩派人

士宣称, 哥林多前书 12 和 14 章所谓的方言与使

徒行传的方言不同, 因为前者需要翻译, 后者却

不需要. 他们以此辩

论说即使使徒行传

中的方言是人所听

得懂的地方语言, 但

哥林多前书的方言

肯定是另一类的方

言, 即是 林前 13:1 所谓的“天使的话语”, 是人听

不懂的语言. 换句话说, 圣经中论到的方言其实

有两种: 第一种是外语(foreign languages), 是所

谓的“万人的方言”(tongues of men); 第二种是属

天的神秘语言 (mysterious heavenly languages), 

即所谓的“天使的话语”(tongues of angels). 但这

样的解法在正确解经下, 难以站立得住! 

 

首先, 林前 13:1 的“我若能…”在文法上

是属于“假设”的词句, 并不一定描述真实或存在

的事物 ; 就譬如说: “我若能有沙一样多的金

条…”, 意味着我有很多钱, 但沙一样多的金条并

不存在. 林前 13:2-3 的经文证明上述论点, “我若
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

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

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益.” 显然, 

保罗并没真的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没有舍己身叫

人焚烧. 可见这三节的“若”纯属假设, 而非陈述

真正发生或真实存在的事. 因此, “保罗或其他信

徒能说天使的话语”并非真正发生或存在的事!  

 

即使我们暂且承认有两种方言或语言 , 

即圣灵赐下的人类语言, 以及天使采用的属天语

言, 我们也必须承认后者(天使的话语)并非哥林

多人所说的方言 .113  约翰·西尔瓦(John W. de 

Silva)评论道: “天使的话语根本不是其中一种属

灵的恩赐. 首先, 若有两种不同的方言恩赐, 我们

就一定会看到圣经论及‘gifts’ (复数的恩赐) of 

tongues, 同时解释他们不同的性质与目的, 特别

是当方言恩赐在哥林多召会已被误用. 然而, 圣

经却只说‘gift’ (单数的恩赐) of tongues, 表明只

有一个种类的方言(即外语)和一种目的(即为犹

太人“作证据”, 林前 14:22). 使徒行传所记载有

关初期召会说方言的一切场合, 岂不都表明这点

吗?114 当保罗在 林前 14 章纠正哥林多信徒的错

误时, 完全没有暗示有两种不同的方言恩赐; 保

罗宣称说方言是‘作证据’. 如果是两种方言恩赐  

—  一种是外语, 另一种是天使的语言  —  那么, 

说方言就有两种目的. 我们哪有在 林前 14:21-

22, 或圣经其他地方读到说方言的两个目的? 记

得, 圣经也从未记载方言是用来祷告的.”115 

 

西尔瓦继续指出, 现代说方言的人常引

证 林前 14:28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他们宣称“只对自己

和神说”这一句话表明保罗指示信徒用天使(属

天)的语言向神说话祷告. 我们会在下文更进一

步解释这点, 但现在, 让我们“假设”哥林多前书

14:28 是指用天使的话语向神祷告(注: 我们在上

文已证实使徒行传第 2 章的方言是人听得懂的

外语, 不是天使的言语), 这就意味着有两种不同

的方言  —  人听得懂的外语, 和天使的话语.  

 

我们曾说过, 哥林多召会的信徒因为不

明白说方言的目的而乱用方言的恩赐, 结果产生

混乱(参 林前 14:33). 这导致使徒保罗写哥林多

前书 14 章, 要清楚指出说方言的目的何在. “假

                                                           
113   英文圣经《钦定本》(KJV)在哥林多前书 14 章

有 6 次出现“unknown tongue”(林前 14:2, 4, 13, 14, 19, 

27), 但这些经文在原文都无“unknown” (不明的、未知

的)一字, 是《钦定本》圣经译者自行加上去的. 
114   使徒行传只有三处记载说方言(徒 2:4,11; 10:46; 

19:6), 且都是为犹太人作证据(注: 这三处皆有犹太人在

场), 使他们相信传信息者或所传的信息乃出自于神. 
115   J. W. de Silva, 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 A 

Biblical Investigation, 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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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两种不同的方言, 而上述 28 节又处于保罗

“纠正错误”的段落中, 那么保罗就必须在此讨论

两种不同的方言, 并清楚分辨它们各自的目的.    

 

可是读完这一章, 我们只看到保罗清楚

指出说方言只有一个目的, 即为不信的人(指犹

太人)作证据(第 22 节). 我们并没读到他教导说

其中一种方言恩赐(即使徒行传 2 章的外语乡谈)

目的是作为证据, 而另一种方言恩赐(天使的话

语)目的则是作为祷告. 绝无此事！ 事实上, 我

们所看见的是:  

 

1) 他在 林前 12,13 和 14 章里使用同一个希腊

文字  glôssa {G:1100} 来指 “ 方言 ”( 林前

14:22,27), 这字正是使徒行传中用来指方言

的希腊字(徒 2:4,12;116 10:46; 19:6);  

2) 他解释说方言的唯一目的是给“这百姓”(即

以色列人或犹太人, 林前 14:21)作证据; 

3) 他也进一步表明说方言的目的与犹太人的属

灵背景有关 , 即他们是“不信的人”(林前
14:22); 

4) 由于犹太人普遍上不信, 且要求神迹(林前

1:22), 所以神要使用说方言这一神迹性的恩

赐, 作为神迹性的证据. 

   

从使徒行传的记载, 

我们清楚看见这神迹性的

证据(sign)是要给不信的犹

太人作证据(注: 使徒行传

每次记载说方言的场合 , 

都有犹太人在场, 徒 2:5,14; 

10:45-46, 19:1-3), 以证明这些使徒是神的使者, 

所传的信息是从神而来, 并且传达一个重大信息:  

神在审判以色列人, 而信主的外邦人与信主的犹

太人一样, 都在基督里得享同等的福气. 

 

西尔瓦总结说, 按照保罗纠正性的教导, 

圣灵只赐下一种说方言的恩赐. 路加在使徒行传

记载圣灵对初期召会历史的见证中, 也表明在这

                                                           
116    徒 2:4 译作“别国的话”, 徒 2:11 译作“乡谈”, 但

这两处在英文圣经(KJV)都译作“tongues”(指方言), 在希

腊原文都是同一个字  —  glôssa {G:1100}.  

一段时期只有一种说方言的恩赐. “假设”哥林多

前书 13 和 14 章的方言是指属天的天使语言, 为

何保罗在纠正哥林多召会对方言的误用时, 完全

没有提到这“另一类方言”(指天使的话语)的目的?  

 

此外, 若说 林前 12、13 和 14 章的“方

言”是指“天使的话语”(也可译作: 天使的方言), 

那么 林前 13:8 记载“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 现

在问题来了. 现代的方言派相信主再来接我们到

天上去时, 说方言的恩赐就会终止. 若这里的方

言包括天使或属天的语言, 那么我们到天上去时, 

岂不更需要圣灵赐下这种属天的言语吗? 为何

神在我们最需要它时, 反而停止赐下呢? 可见把 

林前 12 至 14 章的“方言”解释成天使的话语或

属天的言语, 是与它的上下文和其他许多经文有

所冲突, 证明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 正确解经是

不会产生冲突或矛盾的. 

 

那么 林前 14:28 的“只对自己和神说”这

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请留意这句话的上下文: 

“若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且要

轮流着说,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

在会中闭口 ,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林前

14:27-28). 这里的情况是指若有人所说的方言是

召会信徒听不懂的外语(例如在只懂华语的召会

中说阿拉伯语), 同时又无人翻译. 若有人翻译

(例如翻译成华语), 他就能向召会信徒说这方言

或外语. 若无人翻译, 他又想在召会中说这无人

听得懂的方言(外语), 他就该安静地这样做  —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另一方面, 他也不可开声用这方言(外语)

祷告, 因为召会信徒都听不懂, 他们又怎能说“阿

们”或“得着造就”呢? (林前 14:16-17). 肯定不能! 

保罗强调在召会的聚会中所做的一切事, 都当造
就他人, 而非自己, “你们聚会的时候, 各人或有

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

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林前 14:26). 换言之, 

保罗不鼓励信徒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说方言, 因

为那是自私自利的表现, 没有体现真正的“爱”. 

 

简而言之, 西尔瓦正确表示, “只对自己和

神说”这一句话并不能用来支持“说方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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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向神祷告”这一看法. 圣经表明只有一种

说方言的恩赐, 所说的方言只有一个目的, 即为

不信的犹太人作证据. 哥林多召会的信徒就是因

为不明白这点而误用说方言的恩赐来祷告, 以致

保罗需要写信纠正这方面的错误.117 

 

 

(E) 说方言的限制 (Limited Bestowal) 

 谭适德在《方言深广论》一书中写道: 

“方言的恩典乃是大使命祝福之一部分. … 他们

将能‘说新方言’(可 16:17), 此乃随伴着传福音的

‘印记’之一. … 正如祂愿意所有的百姓皆领受福

音一般; 同样地, 祂亦愿意所有的人都领受方言
的恩典. 上帝是否也要每个人都说方言呢? 当然! 

圣灵的应许乃是赐给每位重生的基督徒 (徒

2:38-39).”118 很多灵恩派的领袖和教师都像谭适

德一样, 强调每个信徒都该说方言, 因为“圣灵的

应许乃是赐给每位重生的基督徒”. 但圣经果真

如此教导吗? 让我们以圣经来探讨以下命题. 

 

 

命题(8): 不是所有初期召会的信徒都拥有说方

言的恩赐(the gift of tongues) 

 

   许多人教导说, 每个信徒都该说方言. 虽

然神在 林前 12:30 已给我们清楚的答案, 但我们

必须正视此问题, 因为“每个信徒都该说方言”这

一看法已被广传, 也叫很多信徒担忧, 特别是初

信主的信徒被告之他们若没有说方言, 就失去很

多福气.  

 

 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 在 林前 12:7-11 清

楚指出是神的灵随己意把各种属灵的恩赐分给

各人; 例如哥林多信徒羡慕和追求某种属灵恩赐, 

导致保罗强调“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

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林前 12:8)! 

圣灵分赐的恩赐包括方言  —  “又叫一人(另一

个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另一个人)能说方

言…”(林前 12:10). 这段经文足以显示不是所有

信徒都有说方言的恩赐. 当然, 这并非说一个信
                                                           
117   J. W. de Silva, 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 A 

Biblical Investigation, 第 60-63 页. 参本文附录二. 
118   谭适德著, 《方言深广论》, 第 28 页.  

徒不能同时获得超过一种恩赐, 保罗本身就获得

说方言和医病的恩赐. 圣灵是这一切恩赐的源头, 

有权决定要把哪一种恩赐分给哪一个人, 所以任

何人都不该篡夺圣灵的地位, 破坏祂的工作. 

 

 另有其他证据支持上述命题 . 在  林前

12:30, 神给我们最终的答案: “岂都是得恩赐医

病的吗? 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岂都是翻方言的

吗?” 这问题是修辞式(rethorical)的问法  —  所

要求的答案是负面的: “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

吗?” 不是! “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不是! “岂都是

翻方言的吗?” 不是! 保罗要哥林多的信徒承认

这些事实, 好叫他们从保罗的责备中获益, 停止

他们的幼稚行为, 不再羡慕那些引人注目和属暂

时性的恩赐如说方言. 毕竟是同一位圣灵分赐这

些恩赐给每一个信徒, 而祂有权决定哪一个信徒

领受哪一个恩赐. 

 

 圣灵有权随己意把不同恩赐分给信徒 , 

并使用个别信徒的恩赐来成就祂的工作, 造就

(建立)整体的召会. 保罗在此的教训是明显的: 

多样化的合一(unity in diversity). 为了说明这点, 

他举例人体各部分(肢体)都是独特的, 但都不可

缺少, 彼此需要对方. 若眼睛要成为手, 或眼睛对

手说: “我不需要你”(林前 12:21), 那是何等愚蠢

的事啊! 同样的道理, 若一个信徒强求得着另一

个信徒从圣灵所领受的恩赐, 也同样是愚蠢和徒

然的, 因为圣灵赐下恩赐时, 乃是按照祂的智慧, 

祂知道赐下什么恩赐给哪个信徒是最适合的, 是

有助于整体召会的见证和信仰上的成长  —  每

种恩赐都是互相配搭、彼此相助、相辅相成的.  

 

 保罗在 罗 12:1-6 也教导有关恩赐的多样

化, 恳求信徒因此合一, 各负其责, 各尽其职. 保

罗说: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

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

为一身, 互相联络作肢体, 也是如此”(罗 12:4-5). 

 

 每个信徒所领受的特定恩赐是按神的恩

典, 而非按照他们信心的大小程度. 因此, 无论领

受什么恩赐, 都没有夸口的理由. 为了使信徒承

认恩赐的多样化, 以保守信徒的合一和避免有者

自高自傲, 保罗在此提到操练或运用这些恩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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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

联络作肢体, 也是如此.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

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

作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注: 要“专一”而非羡慕别

的恩赐); 或作教导的, 就当专一教导(注: 要“专

一”而非羡慕别的恩赐); 或作劝化的, 就当专一

劝化(注: 要“专一”而非羡慕别的恩赐); 施舍的, 

就当诚实; 治理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

心”(罗 12:5-8). 显然, 神的旨意是要信徒“专一”

使用神已赐给他们的恩赐, 而非羡慕别人的恩赐. 

 

 在未继续以前, 我们要先强调两点: 首先

是保罗对哥林多信徒所说的: “我愿意你们都说

方言, 更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林前 14:5). 事

实上,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这句话是一句责备

的话, 而非劝告. 上文提到圣灵有权“随己意”把

不同恩赐分给信徒. 如果保罗(或任何一人)劝告

或建议所有信徒都该说方言, 那便是公然放肆地

破坏圣灵的工作(gross presumption of the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 保罗肯定不敢有此意图.  

 

那么“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这句话应作

何解? 保罗其实是假设地说 (hypothetically), 我

们可将这句话意译作: “你们都在抢夺相争, 为要

得着这最引人注目的属灵恩赐(指说方言). 如果

可以的话,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好叫你们停止

这幼稚的争夺与对抗. 但能否得此恩赐不是我愿
意就可成就的事, 因这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祂

所愿意的信徒, 好叫你们像身体上的肢体那般的

运作, 即有不同的恩赐, 却彼此合一.”  

 

 第二, 信徒个人或整体召会都不该恳切

的追求说方言的恩赐(比较 林前 12:31; 14:1). 这

恩赐并非其中一样更好的恩赐(better gifts), 它不

过是一个神迹性的证据(sign, 林前 14:21-22 “说

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sign), 乃是为不信的

人”), 并且说方言不过是暂时性的(林前 13:8). 因

此, 那些没有从圣灵领受说方言恩赐的哥林多信

徒, 应该停止追求说方言的恩赐, 并追求那更有

益处、能造就召会的恩赐. 

 

 尽管这样, 许多人还是坚持每个信徒都

要说方言. 他们不理一个事实: 圣经从未教导信

徒追求或切慕说方言的恩赐(它只是说“不要禁

止说方言”, 因为这恩赐在初期召会有角色要扮

演, 林前 12:39). 上述这些人不明白即使在初期

召会, 也不是每个信徒都领受说方言的恩赐, 因

为圣灵从没意图要每个信徒都说方言. 说方言是

暂时性的证据, 表明基督身体的合一(指犹太和

外邦信徒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神赐下说方言

的恩赐, 因为初期召会当时迫切需要这方面的证

据, 来帮助犹太人接受使徒和基督信仰. 但如今, 

圣经正典早已完成, 我们已能从那完美的圣经看

清神在这方面的旨意, 所以不必用方言为证了.  

 

简言之, 强调“每个信徒都要说方言”的人, 

虽承认那位赐他们恩赐的是圣灵, 却对同一位圣

灵的见证视而不见, 知而不理, 这是何等矛盾, 何

其愚昧, 何等可悲啊!119 

 

 

命题(9): 圣灵赐下说方言的恩赐不是要作为信

徒与神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 (means of 

communication) 

 

 有一些人认为说方言是信徒向神祷告的

一种媒介(medium)或方法(means). 此看法以 林

前 14:2,28 为辩论的依据. 首先, 我们必须清楚知

道, 私下或公开以说方言向神说话, 这点肯定不

是方言恩赐的目的. 

 

 保罗指出方言

若无人翻译出来, 那说

方言的人就要在召会

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

说就是了”(林前 12:28). 

让我们复审这句话. 首

先, 说方言的人是可以

控制自己在何时与何处使用说方言的恩赐, 不然, 

为何保罗在此列出说方言的规则(林前 14:26-28). 

因此, 一个拥有说方言恩赐的人祷告时, 可以选

择使用地方性方言或圣灵所赐的外国语言; 他们

绝不在这方面失控. 

 

                                                           
119   J. W. de Silva, 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 A 

Biblical Investigation, 第 7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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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我们留意到人可以在召会的聚会

中开声或静默地祷告. 接着, 保罗的指示是: 假如

一个人拥有说外语的恩赐(指说方言), 而召会信

徒不明白这个外语, 又无人翻译, 那么如果他坚

持要在召会中用方言祷告, 就让他的祷告是静默

的祷告  —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不然的话, 

他将在召会聚会时引起混乱.  

 

如果他想要亲近他的神, 便在召会中使

用方言, 以静默的方式向神献上祷告, 他岂不是

“只对自己和神说”吗? 事实上, 他确是如此, 因为

无人听到他说话. 如果他想要在召会中采用说方

言的恩赐来祷告, 而没有信徒晓得这方言, 那么

他就必须满足于“只对自己和神说”(即静默地祷

告), 而不与召会信徒分享, 因为他们听不明白, 

无法从中受益.  

 

他“用方言对神说话”是因为无人听得懂

那方言, 也无人翻译那方言(正如 林前 14:2: “那

说方言的, 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

人听出来”), 换言之, “用方言对神说话”并不是

一项吩咐或托付. 在召会中静默地使用众所不知

的外语, 是保罗以使徒权柄列出的“方言使用之

规则”, 为要确保神家中(召会)的秩序, “凡事都要

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林前 14:40). 

 

说方言的恩赐是为要向神说话? 假如保

罗在 林前 14:28 的意思正是如此的话, 那么便是

与圣经的经文有所冲突, 因为他刚清楚宣告说方

言是为不信的人作证据(sign, 林前 14:22)! 若是

如此, 哥林多的信徒即使之前清楚知道说方言的

目的, 也要因着保罗这“前后矛盾”的话而对方言

的目的感到混淆(特别是因为“主”已宣告说方言

的目的是为犹太人作证据, 林前 14:21-22).   

 

另一方面, 如果说方言是用在私下对神

说话(如一些人所认为的), 那么它又怎能作为

“可见的证据”(公开彰显的凭据)? 不信的人如何

从私下默祷看出说方言是从神而来的证据呢? 

肯定的, 根本看不出! 那些宣称“说方言是用作私

下向神祷告”的人只以 林前 14:2,28 为根据, 却

忽视或无视整章(哥林多前书 14 章)实质上是在

讨论信徒在召会中公开和开声地说方言 (也请

参本文附录二). 

 

保罗清楚表明, 不是所有基督徒拥有, 或

应该渴慕说方言的恩赐(【命题 8】). 我们在此

必须问一个问题: 为何神不要所有哥林多的信徒

都说方言? 有者认为若只有一部分的人可说方

言, 将使神的子民当中产生分裂, 也助长精英主

义(elitism), 这两者正腐蚀着哥林多的召会. 若只

有“特殊”等级的信徒能以此独特方式与神沟通, 

这将分裂神的圣徒, 使神的家中兴起特殊等级的

一组人.  

 

保罗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 他提醒哥林

多信徒(包括我们)说方言的恩赐只不过是一个

证据(sign); 比起说预言和知识的言语, 说方言是

比较低等的属灵恩赐; 它也终必停止. 试想想, 如

果说方言是用来与神沟通的, 那么圣经一定会清

楚声明此事, 并且肯定会命令我们每一个信徒都

要如此行. 可是, 不管对个人或整体召会而言, 圣

经中有哪一处劝勉我们要达到更高的属灵境界, 

就要以某种属天的言语向神祷告和赞美? 我们

完全找不到这类的经文. 

 

我们也观察到圣经在此事上的静默

(silence of Scripture). 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在使徒

行传的记载: 一次又一次记载有关祷告, 却没记

载用方言祷告; 而每当记载说方言时, 这些方言

都不是用来祷告. 圣灵多次记载方言被用来给不

信的人  —  即犹太人  —  作证据. 圣灵岂不是感

动保罗向哥林多信徒宣告这教义吗? “主说: 我

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

话; 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 说

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sign), 乃是为不信的
人”(林前 14:21-22). “向这百姓说话… 不信的

人”, 指的是不信的犹太人 (保罗在此引证  赛

28:11, 指的是神的百姓犹太人; 也参 徒 2:4-5; 

10:45-46; 19:1,3,6).120 我们在此看见圣经显明说

                                                           
120   整本使徒行传只有三个场合记载说方言, 每一

个场合都有犹太人在场(徒 2:4-5; 10:45-46; 19:1,3,6), 强

有力地说明方言是为要给不信的犹太人作证据. 参上期

(2018 年 7-9 月份, 第 118 期)《家信》, 第 56-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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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enneth Wuest 

方言的实践(practice, 指使徒行传的记载)与说方

言的目的(purpose, 指为不信的犹太人作证据)的

一致性, 也是圣经历史与圣经教义的完美和谐.  

 

圣经中论到说方言与祷告有关的唯一场

合, 是当信徒选择在公开的情况下使用说外语

(说方言)的恩赐来开声祷告. 这完全是因为哥林

多信徒滥用说方言的恩赐, 因而使保罗受到圣灵

的感动, 要讨论说方言的课题, 纠正当中的错误. 

我们莫让“圣经的静默”被撒但欺诈的吼叫声所

遮盖和胜过.121  

 

在圣灵里祷告(Praying in the Spirit) 

犹太在 犹 20 劝勉所有信徒要“在圣灵里

祷告.” 有者因此说道: “圣经岂不是劝勉我们要

在圣灵里祷告吗? 这不是指我们要用方言祷告

吗?”  

 

首先, 让我们清楚明白什么是“在圣灵里

祷告”. 犹大书 20 节所谓“在圣灵里祷告”原文是: 

en pneumati hagiô proseuchomenoi ;122 希腊文

学者威斯特博士(Dr. Kenneth Wuest)把这句话按

字面意义译作 : constantly 

praying in the sphere of and 

by means of the Holy Spirit 

(在圣灵的范围里和靠着圣

灵不断地祷告). 显然, 这种

祷告是在圣灵的引领和影

响范围内 , 且是靠着圣灵

的能力. 简言之, “在圣灵里

祷告”是指在圣灵的带领下, 

靠着圣灵的能力 , 去按照

神的心意和旨意来祷告(与按肉体私欲来祷告作

对比). 这包括让圣灵来引领我们, 以正确的态度

(提前 2:8: “无忿怒, 无争论”)为正确的事物(约壹

5:14: “照祂的旨意”)祷告, 使我们不至“妄求”(雅

                                                           
121   J. W. de Silva, The Charismatic Challenge: A 

Biblical Investigation, 第 70-76 页. 
122   上文是英译的写法: en (意即 in the sphere of 

and by means of , “在…里”和“靠着”) pneumati (意即

spirit, 灵) hagiô (意即 holy, 圣) proseuchomenoi (意即

constantly praying, 不断祷告 ); 希腊文写法是 : εν  

πνευματι  αγιω  προσευχομενοι .  

4:3). 这种祷告肯定蒙神悦纳, 一定蒙神垂听和

应允, 是所有信徒应该追求的. 

 

然而, “在圣灵里祷告”不是指用方言祷告, 

因为圣经清楚劝勉所有信徒要 “在圣灵里祷

告”(犹 20), 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2 章清楚教导

我们, 圣灵不把说方言的恩赐给于所有信徒(林

前 12:30: “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因此, 这给于

所有信徒的劝勉(指在圣灵里祷告)自然就不能

指用方言祷告. 其次, 圣经中哪一处有记载在圣

灵里祷告与说方言有关? 我们查考使徒行传有

关祷告的记载(包括许多满有能力的祷告), 都没

提到说方言. 难道我们认为这些祷告都不是在圣

灵里祷告?  

 

举个例子, 徒 4:31 记载众门徒祷告, “被

圣灵充满”,123 但按照那里的记载, 他们祷告时都

没有说方言. 司提反是个“圣灵充满的人”(徒 6:5), 

他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 众人敌挡不住”(徒

6:10), 而他为主殉道之前被圣灵充满而发出祷

告, 也没有说方言(徒 7:55-60). 此外, 保罗在 弗

6:18 劝勉所有信徒“在圣灵里祈祷”,124 也没提到

方言. 犹大鼓励所有信徒要“在圣灵里祷告”(犹

20), 也同样没提及方言. 保罗在 帖前 5:17 劝勉

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而不是“要用方言不住的

祷告”. 保罗指导提摩太关于男人应该“无忿怒, 

无争论… 随处祷告”(提前 2:8), 还是一样没有说

要用方言祷告. 

 

最后, 相信我们都同意一件事: 我们的主

耶稣是在圣灵里祷告的最佳榜样. 圣经多次多方

的记载主的祷告(例如单在路加福音就至少 10

次记载主的祷告),125 为的是要我们学习祂的榜

                                                           
123   徒 4:31: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

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124   弗 6:18 在《和合本》译作: “靠着圣灵(原文可

译作: “在圣灵里”),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英文圣经《钦

定本》 (KJV)作 : “Praying always wit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in the Spirit”; 中文圣经《新译本》在此译

得正确: “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 随时在圣灵里祈祷”.  
125   这 10 次祷告是: (1) 路 3:21; (2) 路 5:16; (3) 路

6:12; (4) 路 9:18; (5) 路 9:28; (6) 路 9:29; (7) 路 11:1; (8) 

路 22:32; (9) 路 22:44; (10) 路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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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从没记载主耶稣用方言祷告 

样. 可是, 你有读到祂用方言祷告的记载吗? 一

次都没有! 请留意约翰福音 17 章圣子主耶稣向

圣父所作的伟大祷告, 也留心听主在客西马尼园

的“恳切”祷告(路 22:44: “祷告更加恳切”), 甚至

在十架上的祷告, 这些祷告肯定都是“在圣灵里

的祷告”, 请问祂有用方言祷告吗? 有所谓“人听

不懂的言语”(unintelligible utterances)出自祂的

口, 升达神的宝座前吗? 完全没有! 为何没有呢? 

因为“在圣灵里祷告”完全与说方言无关! 

 

总而言

之 , 按圣经的

教导 , 说方言

的恩赐不是所

有信徒应该切

慕追求的 , 因

为它是次要的

(subordinated), 是会停止的(林前 13:8), 比其他属

灵恩赐更低一等(林前 12:28-30).126 圣灵不把说

方言的恩赐给所有信徒(林前 12:30). 然而, 灵恩

运动却把这次要的恩赐提升到更重要的地位,127 

严重地扭曲它, 导致许多人被误导而跌入错谬中, 

也严重地分裂了神的圣徒, 这肯定是中了撒但阴

险的诡计.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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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说方言至今仍是重要的? 

 

谭适德在《方言深广论》一书中强调说

方言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1) “方言祷告是在灵里祷告”(林

前 14:14), 使“我们对灵界感

到敏锐”. 他举出某日他用方

言祷告数小时后, “可以感觉

到邪灵正站在我房门外”(第 21 页).  

2) “方言祷告是进入预言境界的要诀(第 23 页, 

但他并没举出证据说他领受什么预言) 

                                                           
126   “说方言”与“翻方言”在 林前 12:28-30 的恩赐

名单上都是排最后的, 说明这两者比其他恩赐更低一等.  
127   有些灵恩派人士认为说方言的恩赐犹如一把重

要的钥匙, 可开启其他属灵恩赐的门. 请参本文附录一.  

3) “属天的智慧与方言乃息息相关”, 用方言祷

告“激起与造就内心的恩膏及内在见证, 因为

内在属灵的感觉会随着内在生命的流露而被

激动”, “强劲的方言将能促使上帝的智慧从

我们内心涌出”(第 25 页). 

 

上述的论点非常强调“感觉”, 但人所感觉

到是事物是否出自于神, 还是一个疑问? 因为连

异教的“昆达里尼觉醒”(Kundalini Awakening)过

程中也有类似情况, 如对灵界敏锐, 灵里感到安

息、舒服、充满爱等等.128 因此, 单靠感觉是主

观和危险的, 只有圣经才是最可靠的凭据. 

 

麦克义(Harold Mackay)指出灵恩派人士

高举方言远超过圣经所给的地位. 使徒行传概括

了召会历史的首 30 年. 但在全书 28 章里, 只有

三个场合记载说方言(第 2、10、19 章), 全书

1,007 节里, 仅有 18 节论及方言. 在所有新约书

信中, 也只有哥林多前书的三章论到方言, 并且

在此书唯一两个属灵恩赐的名单中, 方言(说方

言和翻方言)都列在最后(林前 12:7-10, 28).  

 

此外, 使徒保罗在圣灵默示下, 再三强调

不要过度重视说方言, 例如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

言, 更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 因为说方言的, 若不

翻出来, 使教会被造就, 那作先知讲道的, 就比他
强了”(林前 14:5); 又说: “但在教会中, 宁可用悟

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 强如说万句方言”(林前

14:19). 5 句听的明白的话, 比 1 万句方言更好. 

可见方言的价值绝非如灵恩派人士所认为的那

么重要.  

 

简之, 说方言已引起许多混乱. 如果说方

言真的像谭适德所说那么多种(九种广度或素

质), 且是那么重要的话, 为何神不在圣经中采用

更多的篇幅, 来个别仔细地解释这九种方言的不

同性质、使用方式等等, 以厘清真相, 阐明解惑

呢? 神没有这样做, 因为说方言的目的和重要性

只在召会初期第一世纪时, 为不信的犹太人作证

据; 圣经正典完整后, 这恩赐便停止了(这点我们

                                                           
128   印度教的“昆达里尼邪灵”是如何进入灵恩教会的? 

www.taiwanbible.com/web/main/blogView.jsp?ID=57928 . 

http://www.taiwanbible.com/web/main/blogView.jsp?ID=5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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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下期《家信》中加以讨论), 所以对现代基

督徒而言, 这恩赐不再重要, 也不该再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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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说方言是为了私下灵修之用? 

 

灵恩派人士宣称, 说方言的恩赐是为了

私下灵修之用(私下对神说话), 而非公开作见证. 

让我们简练地查考这个看法. 我们必须先问: 

1) 圣经何处记述说方言有私下灵修之用? 

2) 圣经何处吩咐信徒如此使用说方言的恩赐? 

 

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是: 没有! 我们之前

已看过, 整本使徒行传记载说方言的场合只有三

处(第 2、10、19 章), 此三处经文都是作为公开

的证据, 没有一次用作私下灵修. 整本圣经当中, 

只有哥林多前书 14 章的五处经文常被灵恩派扭

曲或误用, 来“证实方言有私下灵修之用”:    

 

1) 林前 14:2: “那说方言的, 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

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 他在心灵

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解释: 这节说“因为没有人(指旁人)听出来”, 可

见这节论到方言的使用时, 是指有旁人在场的公

开场合, 而非无人在场的私下场合使用方言, 所

以“方言有私下灵修之用”的论调不能成立. 试想

象在一个聚会当中, 你只会说华语, 所有其他人

都只会说泰语, 你能够做什么? 只能安静地“对

神说话”, 自己“在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  

 

2) 林前 14:4: “说方言的, 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

讲道的, 乃是造就教会.” 

解释: 假设在那泰语的聚会中, 你站起来用华语

讲说一些关于基督的宝贵真理. 只有你明白华语, 

那么只有你得到造就(“是造就自己”). 

 

3) 林前 14:14: “我若用方言祷告 , 是我的灵

(KJV: spirit) 祷 告 , 但 我 的 悟 性 (KJV: 

understanding;《新译本》译作“理智”)没有

果效. 这却怎么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 也要用

悟性祷告; 我要用灵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 

解释: 信主得救的人可用他的“灵”在不出声的情

况下与神沟通, 向神祷告或歌唱. 但在召会聚会

时, 祷告不单是与神沟通, 也必须是用人的悟性

或理智可明白的话来祷告, 这样听者才能说“阿

们”. “不然, 你用灵祝谢, 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话, 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

们’呢?” (林前 14:16). 值得注意的是: 保罗并非

说“我的悟性(理智)没有理解”  —  不明白祷告的

内容, 而是“我的悟性(理智)没有果效(unfruitful)”  

—  没有结出应有的果子(没有产生应有的果效, 

unproductive)、没有叫别人得益处. 此乃哥林多

前书 14 章整章的论点  —  无论是讲道、祷告或

歌唱, 凡事都要造就人(林前 14:26; 也参 16 节: 

“你感谢的固然是好, 无奈不能造就别人”).  

 

4) 林前 14:18: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

还多.” 

解释: 有者强辩说, 这节是指保罗常在私下说方

言. 但这纯属推论而已, 没有可靠的圣经实据. 这

节很可能是指保罗在广泛传道旅程中, 多次使用

他没学过的人类语言(方言)向各国异教徒传道. 

 

5) 林前 14:28: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解释: 这节并没有教导信徒要用方言私下祷告, 

而是讲述一个事实: 若在聚会中无人翻译方言, 

无人明白你所说的语言, 就只好安静, 默默地对

自己和神说, 因为神肯定明白你所说的.  

 

 此外, 一些人认为无法用正常语言向神

表达自己的意愿时, 就应该用方言祷告. 他们引

证 罗 8:26-27: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

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

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

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不过, 

这里是指圣灵, 而非我们,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

我们祷告”. 另请注意: 这叹息是“说不出来”, 是

无声的, 所以肯定不是指发出声音的方言.129  

 

 简之, 如上文所解释的, 当我们正确理解

哥林多前书 14 章的五处经文后, 就明白圣经从

未教导信徒要用方言私下祷告, 来造就自己.   

                                                           
129   改编自 Harold Mackay, Speaking in Tongues: A 

Scriptural Study, 第 4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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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十四) 

敌基督 (上) 
 

(A) 导论 

 使徒约翰写道: “小子们哪, 如今是末时

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antichrist)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many antichrists)出

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约壹

2:18). 他解释道: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

督的(KJV: He is antichrist)”(约壹 2:22). 因此, 

我们在此读到一个人 , 他的名称为“敌基督

的 ”(antichrist), 或按字面意义是 “那位敌基

督”(The Antichrist), 他将要来.130 

 

 敌基督的灵已在世上, 并且当约翰写约

翰一书时就在了(约壹 4:3), 他以各种形式出现, 

往往是诡秘狡猾和亵渎神的. 尽管有敌基督之

灵所发动的种种运动和发展, 圣经中多方描述

的“那位敌基督”还未显现.131 

 

 在旧约的预言中, 我们看见“那位敌基

督”主要与以色列百姓有关  —  他迷惑和欺骗

整体以色列百姓, 并逼迫和欺压以色列的选民

或圣徒. 这就是他在但以理书第 8 章的写照. 

他是从第四兽的十角中兴起的“小角”(little 

horn, 但 8:9; 注: “角”在圣经中常象征力量, 而

这“角”能说话, 是一个人, 故象征很有力量的

人),132  —  “这角有眼, 有说夸大话的口, 形状

强横, 过于他的同类… 见这角与圣民争战，

胜了他们, 直到亘古常在者来”(但 7:20-21).  

                                                           
130   有关“敌基督”(Antichrist)的身份, 请参本文附录

二: 敌基督是“第一个兽”还是“第二个兽”. 
131   这位敌基督是与启示录 13 章的 “第一个

兽”(first beast)或“第二个兽”(second beast)有关. 关于这

两个兽, 请参本文附录一: 启示录中的二兽. 
132   但 8:9: “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little 

horn), 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 渐渐成为强大.” 

此外, 敌基督在但以理书第 11 章被描

述为“那位王”(原文直译, the king, 但 11:36),133 

“他必用巧言勾引; 惟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

行事. 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 然而他们多

日必倒在刀下, 或被火烧, 或被掳掠抢夺”(但

11:32-33). 那位王“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  他

必伸手攻击列国… 要将多人杀灭净尽. 他必

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 , 必无人能帮助他 ”(但
11:41-42, 44-45).  

 

关于敌基督

这最后一次进入圣

地, 以及被主突然

消灭一事, 在以赛

亚书 10:24-34 有

一段特别的描述 . 

他被称为 “树枝 ” 

(the bough), 就是被耶和华以惊吓削去的树枝

(赛 10:33);134 而就在下一章, 我们有真基督作

为对比 , 就是“耶西的本… 从他根生的枝

子”(Branch, 赛 11:1),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中的杖击打世

界, 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赛 11:4).  

 

这段经文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 2 章完

全相应, 那里论到那同一位“不法的人”(lawless 

one)要在主耶稣显现时被消灭, “那时这不法的

人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帖后 2:8). 再者, 我们也

在撒迦利亚书第 14 章读到这段时期要发生的

事,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 那

时, 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 祂的脚必

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 耶和华

我的神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同来… 耶和华必

作全地的王”(亚 14:2-5,9).  

                                                           
133   但 11:36: “王(the king)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 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 他必行事

亨通, 直到主的忿怒完毕, 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134   赛 10:33: “看哪, 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

枝(the bough); 长高的必被砍下, 高大的必被伐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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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在启示录第 19 章, 我们读到这同

样的审判临到“那兽”和“假先知”(启 19:20), 就

是主耶稣亲自从天降临, 且是与祂的众圣徒一

同降临,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

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祂审判, 争战, 都按着公

义… 在天上的众军(指圣徒)骑着白马,135 穿着

细麻衣, 又白又洁, 跟随祂. … 我看见那兽和

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

马的并祂的军兵争战. 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面

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

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

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 19:11,14,19-20).  

 

上述一切经文共同指向同一个审判和

拯救的行动(指审判敌基督, 并拯救被他迫害

的以色列民). 就在敌人看似最成功的时刻, 主

耶稣亲自来到地上, 且是突然回到地上, 以那

“从祂口中出来的利剑”击杀敌人,136 拯救了以

色列百姓.  

 

敌基督(antichrist)一名意义深长. 它有

双重意思, 可译作“敌对”(against)基督, 亦可译

为“代替”(instead of)基督(假冒基督). 他是撒但

最杰出、精巧独创的大能作品, 为的是要模仿

或假装成真基督(耶稣基督), 好使一切不信从

真理的人受骗(去跟从敌基督). 虽然他假冒基

督这位“神的圣者”, 但他在每一方面都与基督

形成直接与强烈的对比. 让我们比较下列图表:  

                                                           
135   艾伦(James Allen)认为这众军穿着“细麻衣, 又

白又洁”(启 19:14), 与新妇(召会)一样(启 19:8), 所以是

指圣徒而非天使, 但可包括新约圣徒(召会)以及旧约圣

徒(亚 14:5) (参 James Alle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Revelation, 第 470-471 页). 马唐纳评述道: “随同祂一起

到来的, 是天上的众军, 他们都穿着细麻衣, 并骑着白马. 

明显地, 这些军队是由圣徒组成的, 但要留意, 他们并不

用作战. 主耶稣不用任何人助祂击败仇敌.” 摘自马唐纳

的《活石新约圣经注释》, 第 1404 页.  
136   “祂口中出来的利剑”应该是指神所说的话或神

的道, 参 弗 6:17: “…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来 4:12: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注: 此节的“更快”应译作“更锋利”, 正如《钦定本》、

《新译本》和《现代中文译本》所译的). 

 

 基督(主耶稣) 敌基督 

1 祂“自己卑微”(或译

“降卑自己”, 腓 2:8) 

他 “高抬自己 ”(帖后
2:4) 

2 祂“不是要按自己的

意思行”(约 6:38； 

也参 太 26:39) 

他 “必任意而行 ”(即

“ 按 己 意 行 事 ”, 但
11:36) 

3 祂“被藐视 , 被人厌

弃”(赛 53:3) 

“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

那兽”(启 13:3) 

4 祂“施行异能、奇事

神迹”  —  证明祂是

神所立的(徒 2:22) 

他“行各样的异能、神

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  是照撒但的运动

(帖后 2:9) 

5 祂是 “ 那真理 ”(the 

truth, 约 14:6) 

他是“那虚谎”(原文直

译, the lie, 帖后 2:11) 

6 祂是“好牧人 , 好牧

人 为 羊 舍 命 ”( 约
10:11) 

他是“无用的牧人, 丢

弃羊群”(亚 11:17) 

 

 我们还可举出更多例子, 来说明他们之

间的异同, 但上述经文已足以显明两者的对比. 

基督是借着神的灵活出完美的生命和美德; 敌

基督则是照撒但的灵呈现完全的人性和罪恶. 

前者是美善的, 后者是邪恶的. 

 

 事实上, 这两者岂不也是在我们里面, 

彼此相争的两股力量吗? 肉体(或称“老我”、

“旧人”)往往岂不也像敌基督“高抬自己”? 它

的行动和欲望岂不拦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

们里头发展吗? 它们岂不是“与新生命争战”吗? 

两者势不两立  —  敌基督必须被基督完全及

永远的消灭; 照样, 只有当肉体完全的死, 才能

结束它与圣灵内在的战争. 求主帮助我们, 治

死犯罪的肉体(罗 8:13; 西 3:5); 求祢为自己的

荣耀在我们里面动工, 施行这有福的拯救! 

 

 敌基督在世上的权势能力是强大的. 神

使那十王“同心合意”, 把自己自己的国、能力

和权柄都给了那兽(启 17:13-17). 除了那些名

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 全世界都被敌基督虚

假的奇事和善辨的言词所吸引, 都希奇地跟从

了他. 所有不信真理的人将会信从虚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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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已看到现今时代的著名思想

家、现代思潮的领导者们, 无论他们彼此间不

同意什么事, 他们都一致同意一件事, 即神的

话语完全或有些部分是过时的, 是捏造的. 此

举是为要使人把那唯一能揭开敌基督真面目

的亮光(指圣经)丢弃一旁, 预备让自己被迷惑

的急流冲去; 这样的迷惑将席卷整个基督教界

(Christendom), 除了那有属神信心的人, 没有

一人能抵挡这强大的普世迷惑. 

 

 他的出现迎合不信的犹太人之期望(这

也令他们大部分的人深受迷惑而跟从他). 主

耶稣早已预先看见此事, 并宣告说: “我奉我父

的名来, 你们并不接待我; 若有别人奉自己的

名来, 你们倒要接待他”(约 5:43). 大批以色列

国民将会与他立约, 接受他的印记, 敬拜他的

像, 相信他是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拯救者和弥

赛亚.  

 

圣经多次记载那些不愿跟从他的人将

受到迫害; 犹如旧约三个希伯来人被丢进热度

加强七倍的火炉(但 3:19-20). 在那些日子(七

年灾难中), 神的选民(信主的以色列人)也必经

过如此的烈火考验. 许多人“为神的道、并为

作见证”而被杀害(启 6:9: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我们看见他们的灵魂“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

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 满足了数目”(启 6:11). 

最后, 我们在 启 20:4 看到以上为主殉道的余

民从死里复活, 有份于头一次的复活, 与主在

千禧年国里同享属天的荣耀(启 20:4). 

 

 当这位“大罪人”显现的时候, 我们将看

到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土(注: 此事已在 1948

年以色列国独立时应验). 但以色列国民还不

是得救的百姓, 仍处在不信当中. 耶路撒冷的

圣殿将被重建, 献祭性的敬拜制度将要恢复

(注: 此事将在七年灾难中实现). 他们归回故土

以色列地时, 就像主所说的比喻中, 污鬼离了

身的那个人(路 11:24-26).137 离了人身的污鬼, 

几个世纪“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

处”, 却寻不着.  

 

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之后 , 

“拜偶像的污鬼”看来不再进入以色列. 玛拉基

书记载以色列人犯了许多可憎的罪, 却没提到

拜偶像的罪, 在主耶稣的时代也没有拜偶像的

事. 以色列民归回他们的土地, 发现一切已备

好让他们居住  —  “打扫乾净, 修饰好了”. 然

而, 就整体国民而言, 他们的道德光景比先前

更糟. “七个更恶的鬼”进到他们当中, “青绿色

的树”变成“枯干的枝子”, 准备被审判之火焚

烧(约 15:6). 

 

 敌基督绝不容忍任何人承认真神. 不仅

如此, 无论是以色列的祭祀敬拜, 或是基督教

界的假宗教(被称为“大淫妇”或“淫妇之母”), 

也都遭受他的封杀. 在他的权势下, 淫妇之母

(the mother of harlots)将会被十王所憎恨(启

17:5,16), 此事的成就亦是神的旨意, 因这假教

会宣称嫁给基督, 事实上却与世界行淫(指与

世上君王发展不正当关系, 对神不忠, 启 17:1-

2), 该受神的审判. 他们(指敌基督与他的盟国)

将使这大淫妇冷落赤身, 又要吃她的肉, 用火

将她烧尽, 把这假教会消灭, 正如 启 17:16 所

说的: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 使

她冷落赤身, 又要吃她的肉, 用火将她烧尽”).  

 

消灭了基督教界这个假教会后, 敌基督

将转向耶路撒冷对付以色列人. 他“必使祭祀

与供献止息”(但 9:27), 他“亵渎圣地(或作圣所, 

KJV: sanctuary)… 除掉常献的燔祭, 设立那行

毁坏可憎的”(可能是指他的像, 但 9:27). 他将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

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帖后 2:4). 

                                                           
137   路 11:24-16: “污鬼离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过

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既寻不着, 便说: ‘我要回到我所

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打扫乾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後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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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王要进行大迷惑, 使全地的人都承认

他的全球性统治. 一切的事现今已朝着这个方

向发展, 终必成就. 现今世代, 我们看到仆人对

主人权柄的反抗, 以及人民对君王权威的抗拒. 

这表明叛逆背道的灵越来越盛了! 

 

主耶稣说: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

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

炼”(启 3:10; 暗示召会不必经过普世性的七年

灾难). 对于我们这群信靠祂的人, 这是何等宝

贵的应许和安慰.138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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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启示录中的二兽 

 

早在大约两千年前, 神在启示录中预告, 

撒但将在七年灾难时期兴起两个“兽”, 来控制全

球的政治、经济和宗教. 这两个兽被称为“海中

上来的兽”(启 13:1)和“地中上来的兽”(启 13:11).  

 

(A) 谁是“海中上来的兽”? (启 13:1-10) 

1) 这“第一个兽”被许多圣经学者称为“敌基

督”(Antichrist)139或“政治的兽”.  

2) 他的六大个人特点: 这个被称为“那兽”(the 

Beast, 如兽一般的危险残暴)的恶人是一个:  

(1) 诡计多端的天才(但 8:23);  (2) 演说雄辩

的天才(但 11:36);  (3) 政治的天才(启 17:11-

13);  (4) 商业的天才(启 13:16-17);  (5) 军事

的天才(启 13:7);  (6) 宗教的天才(启 13:8; 帖

后 2:4). 

3) 他的名字或称号:  

(1) 兽(启 11:7: “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 注: 

这称号在启示录出现 36 次之多 [36 = 6 x 6] ); 

(2) 大罪人(帖后 2:3);  (3) 沉沦之子(帖后 2:3);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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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tichrist” 

(Chapter 7),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343-348 页.  
139   第一个兽被许多圣经学者 (如威明顿、黄丹

尼、马有藻、 J. N. Darby、W. R. Newell、W. W. 

Wiersbe、J. D. Pentecost、J.F. Walvoord)称为“敌基督”. 

(4) 不法的人(帖后 2:8);  (5) 任意而行的王

(但 11:36);  (6) 小角(但 7:8; 注: 但 7:20-26 描

述这“小角”与启示录中的第一头兽有相似之

处, 启 13:1-10). 

4) 他的身份 : 美国福音派作家拉海叶 (Tim 

LaHaye)表示: “敌基督的国籍最常被人问及. 

启 13:1 显示他‘从海中上来’, 意思指他是地

中海沿岸的居民. 由此得出, 他是一个外邦人. 

但 8:8-9 说他是出自希腊四角的‘小角’, 显示

他是半个希腊人. 但 9:26 指祂是那位要来的

王(prince), 意谓他属那毁灭耶路撒冷王族的

血统; 从历史角度来看, 就是罗马帝国. 因此, 

祂将是杰出的罗马人, 但 11:36-37 又说他不

顾‘他列祖的神’; 根据上下文, 他便是一名犹

太人. 综合所有可能性后得知, 敌基督将以外

邦人的身份出现, 但却暗藏犹太身份; 正如

希特勒(Adolf Hitler)或其他人一般, 害怕泄

露自己的犹太血统. 或许, 只有神才真正知道

他的身份,140 但圣经指出他是一个罗马希腊

混血的犹太人; 一个集大成(composite man), 

代表着地上各族的人. 这使他有足够资格成

为一切邪恶者的化身.”141 

5) 他的权力:  他权力的擢

升是倚靠以下几方面 : 

(1) 借着撒但赐他能力

和权势 (启 13:2; 帖后

2:3,9-12); (2) 借着神(圣

灵)的准许(帖后 2:6-7: 

召会被提后, “那拦阻他

的”圣灵不再像召会时

代一般地完全留在地上); (3) 借着十国联盟

的形成(但 2:40-44 论到复兴的罗马帝国; 也

参 启 13:1; 17:11-13); (4) 借着与假宗教合作

(启 17:3); (5) 借着假的和平计划  —  可能在

                                                           
140  马丁路德曾把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 1475-

1521)错认为敌基督. 过后有者把独裁者如法兰西的拿

破仑(Napoleon, 1769-1821)、德国的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苏联的斯大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等

当成他们那时代的敌基督. 
141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上》(香港: 种

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6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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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启 6:2; 帖前 5:3; 但 8:25; 9:27); (6) 借

着假的(或真的?)复活(启 13:3); (7) 借着欺骗

和迷惑人的策略 (太 24:24; 帖后 2:9; 启
13:14).142  

6) 他的活动: 【此处资料主要根据威明顿的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上》, 第 663-664 页】 

1. 他先控制西方权势国家(但 17:12) 

2. 他与以色列签订七年和约, 不过三年半

后就毁约(但 9:27) [注: 他准许(甚至鼓励)

犹太人兴建圣殿和献祭(参 但 9:27; 帖后

2:4; 启 11:1-2) ] 

3. 北方的王(俄罗斯)入侵后, 他得了中东的

绝对控制权(结 38-29 章) 

4. 他想完全消灭以色列(启 12:2; 大红龙撒

但把权柄给了他, 去执行消灭以色列的

计划) 

5. 他剪除了“假宗教”(大淫妇), 免得妨碍他

的统治(启 17:16-17) 

6. 他随即立自己为神(帖后 2:4-11; 但 11:36; 

启 13:5) 

7. 他暂时统治万国(启 13:16; 但 11:36; 也参 

诗 2:1-10) 

8. 在哈米吉多顿大战中, 他完全被主耶稣

基督打败(启 19:19-20) 

9. 他与假先知是第一个同被扔在火湖里的

受造物(启 19:20) 

7) 他与真基督的比较: 敌基督模仿基督和祂的

工作(注: 原文 anti-可指“敌对”或“假冒”): 

1. 敌基督是“三一魔”的第二位(启 16:13), 

正如基督是“三一神”的第二位(太 28:19) 

2. 敌基督有撒但的形像(帖后 2:9; 启 13:4), 

正如基督有神的形像(西 1:15; 来 1:3) 

3. 敌基督从撒但得能力(启 13:2), 正如基督

从父神得能力(太 28:18) 

4. 敌基督要经历复活(也许是假的, 启 13:3), 

正如基督经历真的复活(罗 1:4) 

5. 敌基督接受所有不信真神者的敬拜(启

13:3,4,8), 正如基督接受所有真信徒的敬

拜(路 24:52) 

                                                           
142   世人受欺骗和迷惑的三个理由: 普世性忽视神

的道(太 22:29)、猛烈的魔鬼工作(提前 4:1)和空虚的心

灵(路 11:24-26). 

6. 敌基督“最辉煌”的工作是在末后的三年

半(启 13:5), 相等于基督的事奉期(大约

三年之久; 约 2:13; 6:4; 11:55) 

注: 两者的对比 (相对之处): 

7. 敌基督从无底坑上来(启 11:7; 17:8), 基

督却从天下来(约 6:38) 

8. 敌基督是凶恶害人的兽(启 13:2), 基督却

是顺良舍己的羔羊(启 5:6-9) 

9. 敌基督说话大有能力, 却是败坏的话(但

7:8; 启 13:5); 基督说话大有能力, 却是恩

典之言(路 4:22) 

10. 敌基督企图将受膏者的三大职分(先知、

祭司、君王)结合在他身上, 但他失败了; 

基督却成功了. 

11. 敌基督的象征数目是“六”(启 13:18), 基

督的象征数目却是“七”(启 5:6,12) 

12. 敌基督有一日要杀他的“淫乱妇人”(启

17:16-17), 基督有一日要荣耀祂的“圣洁

新妇”(弗 5:26-27; 启 19:7-9; 21:1-2) 

 

(B) 谁是“地中上来的兽”? (启 13:11-18) 

1) 这“第二个

兽”即圣经

所谓的“假

先知 ”, 常

被圣经学

者称为“宗

教 的 兽 ”, 

也有少部

分的圣经学者称之为“敌基督”(Antichrist).143 

2) 他的身份: 启示录 3 次称他为“假先知”(启

16:13; 19:20; 20:10). 许多学者相信此人是犹

太人, 并且成为背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马唐

纳(William MacDonald)写道: “他与头一个兽

紧密合作, 甚至策动一个国际性的运动来敬

拜头一个兽, 并竖立一个代表罗马皇帝(指政

治的兽)的巨大偶像. 第二兽‘从地中上来’; 

若这地是指以色列, 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位

领袖是一名犹太人. 他就是那位假先知. 他

                                                           
143   称第二个兽为“敌基督”的圣经学者有: Henry 

A. Ironside、James Allen、W. A. Peterson、Samuel W. 

Jennings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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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角如同羊羔’, 即有着温柔而全无恶意

的外貌, 表示他在模仿神的羔羊. 他‘说话好

像龙’, 表示他说话的内容是由撒但所授意和

批准的.” 

3) 他的活动:  

1. 他全权代表兽

行事(启 13:12; 

那兽会给他一

切权柄, 去代表

他行事) 

2. 他有超自然能

力 , 行大奇事

(模仿先知以利

亚叫火从天降

下), 为要迷惑地上的人(启 13:13-14) 

3. 他能够叫兽像有生命, 并且能说话. 他要

人拜兽像, 拒绝者的惩罚就是死(启 13:15) 

4. 他叫地上所有人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

上”受一个印记(启 13:16; 注: 此印记是有

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 以表示效忠于兽. 

5. 他也透过经济手段 , 迫使人拜那兽(启

13:17; 所有人必须“受印记”, “有兽名”或

“有兽名数目”, 否则便不得做买卖) 

6. 他与那兽在哈米吉多顿大战中被主耶稣

基督打败(启 19:19-20) 

7. 他与那兽是第一个同被扔在火湖里的受

造物(启 19:20) 

4) 他与圣灵的比较: 

1. 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太 28:19), 假

先知是“三一魔”的第三位(启 16:13) 

2. 圣灵五旬节时使“舌头如火焰”降下(徒

2:3), 假先知在人面前也叫火降下 (启
13:13) 

3. 圣灵在属神的人身上留下印记(弗 1:13; 

4:30), 假先知也在拜兽的人身上留下印

记(启 13:16-17) 

 

注: 两者的对比(相对之处): 

4. 圣灵引导人进入真理(约 16:13), 假先知

却迷惑人进入错谬(启 13:11,14) 

5. 圣灵荣耀基督(约 16:13-14), 假先知则荣

耀敌基督(启 13:12)  

6. 圣灵赐人生命(罗 8:2 可译为“赐生命之

灵[圣灵]的律…”), 假先知却杀害人, 夺去

人的生命(启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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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敌基督是“第一个兽” 

还是“第二个兽”? 

  

先知但以理也论到关于启示录的“兽”. 马

有藻表示, 根据 但 7:8, 23-24 的预言, 这几节经

文所论到的人就是所谓的“敌基督”(Antichrist, 

即 启 13:1-10 中的第一个兽, 也称“政治的兽”, 

或“将要来临的君王”, The Coming Prince). 

 

一般圣经学者把“第一个兽”(政治的兽, 

启 13:1-10)称为“敌基督”(Antichrist), 把“第二个

兽”(宗教的兽, 启 13:11-18)称为“假先知” [注: 启

19:20 称这第一个兽为“那兽”, 称第二个兽为“假

先知”]. 但也有一些圣经学者(如 James Allen、H. 

A. Ironside、A. C. Gaebelein )认为“敌基督”是指

第二个兽 (假先知), 请参 James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440 页.  

 

敌基督到底是第一个兽还是第二个兽? 

圣经学者对此见仁见智, 但有三件事值得注意:  

1) “敌基督”(希腊文: antichristos {G:500})一词在

整本圣经中, 最先出现在约翰一书, 也只出现

在约翰一书和二书(共 5 次, 约壹 2:18 [2 次], 

22; 4:3; 约贰 7), 而记载于 约壹 2:18 第二次的

“敌基督”一词是复数的(所以《和合本》正确

译作“有好些敌基督”; KJV: many antichrists), 

表明“敌基督”一词可以用在超过一个人的身

上(意即可同时指政治的兽和宗教的兽);   

2) 整本启示录并没有使用过“敌基督”一词;   

3) 圣经并没有指明“敌基督”是启示录中的哪一

个兽. 因此, 有圣经学者认为“敌基督”一词可

以同时用来指政治的兽和宗教的兽. 笔者支持

这个看法. 无论如何, 本文论到敌基督时, 是指

一般圣经学者所谓的“第一个兽”(政治的兽). 

我们将在下期《家信》进一步讨论这点; 参 潘

德科(J. D. Pentecost)所著的《将来的事》, 第

310-312 页; William R. Newell, Revelation: A 

Complete Commentary, 第 195-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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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MacDonald 

好书介绍                            微声 

 

马唐纳《圣经注释》 
 

奉主名聚会的马唐

纳 (William MacDonald)是

备受尊敬的圣经教师, 在美

国和加拿大出版的著作超

过 84 本, 其中多本已翻释

成外国语言出版. 

 

马唐纳所著的《旧

约圣经注释》和《新约圣

经注释》是新旧约的逐节

注释书, 是马唐纳 40 多年来圣经研究、传道和

写作的硕果. 此书最先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由范

斯德 (Dr. Arthur Farstad)编辑 , 144  以英文名为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出版 (新约于 1990

年; 旧约于 1992 年), 过后被“角石翻译组”译为

中文, 由香港角石出版有限公司于 1998 年以六

册出版. 此书较后在 2007 年, 再由活石出版有限

公司以新旧约两大册(简体字合订本)出版.  

 

马 唐

纳大学毕业

后, 再到哈佛

商业学院进

修. 经过 4 年

在波士顿第

一国家银行

工作, 并在海

军服役后, 便加入以马忤斯圣经学院, 1959 年至

1965 年任该院院长. 1965 年至 1972 年在美国、

加拿大、欧洲并亚洲等地巡回讲道. 1973 年至

1996 年 , 在美国加州圣利安度 (San Leandro, 

California)开始参与门徒训练事工. 1996 年后, 他

                                                           
144   范斯德(Dr. Arthur Farstad)曾于美国以马忤斯

圣经学院、华盛顿圣经学院和达拉斯神学院修读. 获达

拉斯神学院旧约硕士和新约博士学位后, 在该学院教授

希腊文 5 年半之久. 这位著名希腊文学者是《新英王钦

定本》(NKJV)的执行编辑, 也是马唐纳的学生之一. 

归回教导圣经的事奉, 直到 2007 年归回天家. 马

唐纳持有保守派和“前千禧年论”的立场. 

 

   使用本书有许多不同方式; 我们有以下

的建议, 次序概述如下: 

1) 翻阅浏览  —  如果你喜爱圣经, 你会乐于翻

阅它, 一点一滴地细嚼, 品尝整本杰作的韵味. 

2) 特别经文  —  你可能对一节或一段经文有疑

问, 需要帮忙; 只要翻查适当经文和上文下

理, 你必能找到有用的材料. 

3) 圣经教义  —  你若研究安息日、浸礼、选民, 

或三一神等等题目, 你可以翻查讨论该题目

的经文. 目录列出许多这些题目的附篇和文

章, 除了书内的 37 篇附篇之

外, 你可使用经文汇编, 找出

引申其它题目的信息之钥字. 

4) 圣经课本  —  或许你的主日

学班级或会众正在查考新约

其中一卷书, 如果每星期上

课前先读将要讨论的经文 , 

便能大大的充实自己. 

5) 整本圣经  —  最后,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读完

整本圣经. 艰深的经文分布各处, 而一本仔

细、立场纯正和保守的工具书如《新约圣经

注释》, 能大大地促进你的学习. 

 

请上网下载马唐纳的新旧约圣经注释如 

http://cclw.net/Bible/xinyuezhushi/index.html (注: 

有数个网站都有马唐纳的圣经注释). 我们也建

议读者用手机下载“精读圣经”软件, 里面也可下

载马唐纳的新旧约圣经注释. 最后, 让我们看看

另外两个学者给于此注释书的评价: 

 

1) “我作主的事工已超过 60 年, 但当我阅读此

书时, 看见新约恢复了生机… 依我之见, 此

著作乃每个事奉人员、主日学教师、宣教

士、传道人和所有信徒的必读之书.”  —  巴

宁顿 (Porter Barrington, President of Christian 

Life, Inc.)  

2) “此书包含了丰富的背景研究, 及饶有启迪的

经文注释… 必能为研习圣经的学生带来永

恒的福气.”  —  顾思伟 (Dr. W. A. Criswell, 

First Baptist Church, Dallas) 

http://cclw.net/Bible/xinyuezhus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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