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疫情当前 

超前部署! 
 

2020 年, 全球面临一场可怕的瘟疫  —  新冠

肺炎病毒(或称: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在短

短 3 个月, 它已肆虐超过 3 百多个国家. 根据《星洲

日报》的报导, 截至 3月 31 日, 全球冠病确诊人数已

快破 80 万大关(有 799,741 人确诊), 死亡人数飙升到

3 万 8 千 721 人. 首先爆发的地方是中国湖北的武汉, 
然后扩散到全国各地. 周边国家也逐一受到新冠病毒

侵袭而沦陷, 与中国有密切经贸来往的周边国家首当

其冲 , 例如韩国(9986 人确诊; 162 人死亡)、日本

(2665 人确诊; 64 人死亡)、香港(714 人确诊)等等, 唯
独台湾, 其确诊病例仅 322 宗, 仅 5 人死亡. 为何如此

呢? 答案是“疫情当前, 超前部署!” 
 
  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报导, 

台湾为何能在这一波疫情肆虐下抵挡得住? 首先就是

“超前部署”! 先是停止湖北然后整个中国各地的班机, 
只剩下 4 个城市, 5 个机场. 接着也对南韩和其他国家

陆续封锁, 做好边境管理, 尽量把新冠病毒挡在台湾

外面. 第二, 台湾很快就设立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团队, 
负责抗疫指挥中心, 不仅高效地进行边境管理, 且以

高科技收集各方资料, 快速有效地追踪台湾本土每一

个感染者, 立法强制隔离. 此外, 由于疫情严重需大量

口罩, 早在 1 月时, 台湾政府斥资 1.8 亿台币, 与民间

商团合作组团到欧洲去采购 60 台能够大量制造口罩

的机器. 到了 2 月, 经上百位专业人力组装后, 60 条新

加开的生产线加上既有产能, 台湾口罩每日产量有望

超过 1000 万片. 从过去的口罩进口国, 台湾已转变为

全球第二大口罩生产国. 因此, 当新冠病毒疫情在欧

美国家爆发, 每个国家严重缺乏口罩时, 台湾每日有

足够的口罩供应医疗人员和全台湾人民之用. 
 
 我们在此看到“疫情当前, 超前部署”的重要. 
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本有顶尖的医学专家和高超的

医疗水准, 但由于没有“超前部署”, 以致全国各地在

疫情肆虐下陆续沦陷, 死亡人数暴增, 惨不忍睹. 亲爱

的弟兄姐妹, 这次的冠病疫情使我们联想到主耶稣论

到祂再来之前的预兆: “多处必有瘟疫” (路 21:11). 我
们在本期的“福音亮光”专栏探讨此事. 诚然, 主来的

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们要在属灵方面“超前部署”, 做
好准备“朝见恩主”, 免得在基督审判台前愧于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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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不可复制的圣香 

和不可撕裂的圣衣 
(出 30:34-38; 利 21:10) 

 
(A) 序言 

出埃及记第 30 章记载了神为祂百姓提供

与神相交和事奉的途径及维续之法. 约翰·达秘

(John N. Darby)写道: “在出埃及记 29 章设立了

祭司职分(priesthood)之后, 出埃及记 30:1-10 描

述以色列赎民与那位住在他们当中之神的关系, 
以及基督恩惠的代求(这一

切都在祂里面, 作为馨香之

气升到耶和华面前)… 跟着, 
出埃及记 30:11-16 记述神

的百姓借着赎罪得以事奉

(出 30:11). 除非他们成为

赎民, 否则无法到神面前 , 
也无法事奉神. 接着, 我们

来到置放在铜祭坛与圣所

之间的洗濯盆(出 30:17-21)  —  祭司要进行‘洁
净’才能与神相交, 才能进入圣所事奉神. … 最后, 
我们读到圣膏(出 30:22-33)和圣香(出 30:34-38)
的制作. 这圣膏油只用在祭司身上… 圣香则预表

基督恩惠的宝贵香气, 是彰显属神恩惠的香味, 
是基督在世上作为人时散发的香气.”1  

 
诚然, 圣香述说耶稣基督品格的完美与道

德的荣美, 而信徒在与神相交和事奉神方面得以

蒙神悦纳, 全靠基督道德品格的荣美与舍身流血

的献祭. 现在就让我们从预表(type)2的观点来学

习这方面的宝贵真理. 

                                                           
1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29-130页.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人物、事件、物件或

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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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物、事

件、物件或制度(俗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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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不可复制的圣香 (出 30:34-38) 
出埃及记 30:34-38 记载: “耶和华吩咐摩

西说: ‘你要取馨香的香料, 就是拿他弗、施喜

列、喜利比拿; 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

般大的分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 按做香之法做

成清净圣洁的香(KJV: perfume). 这香要取点捣得

极细, 放在会幕内、法柜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

会. 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

法为自己做香(KJV: perfume); 要以这香为圣, 归
耶和华. 凡做香和这香一样, 为要闻香味的, 这人

要从民中剪除.”  
 
以上经文译作英文

“perfume”(香, 第 35 和 37
节 )一词的希伯来原文是 
qeţôreth {H:7004}; 这希伯

来字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至

少 60 次, 57 次译作英文字

“incense”( 摘自《精读圣

经》资料). 它最主要概念

在于这香(incense)所散发的诱人香气(fragrance). 
它由四种香料(spices)合成(即拿他弗、施喜列、

喜利比拿、净乳香 ), 3  被描述为“清净圣洁的

香”(出 30:35; KJV: pure and holy), 表明它的香气

是独特无比的. 
 
芬芳香气的“香”

述说耶稣基督品格的完

美和道德的荣美. 圣经

并没揭露每一种香料成

分要多少分量, 却声明

它们都要重量相同(出
30:34: “各样要一般大

的分量”). 耶稣基督在

道德上的各样荣美都具

备完美均衡, 十分平衡, 
其美德的深度是人类头

脑无法探测的. 这香要取出代表性的一部分, “捣

                                                                                                     
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预表的

“本体”所要传达的真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简介(一)”. 
3   有关这四种香料(spices), 即拿他弗(stacte)、施喜

列 (onycha) 、 喜 利 比 拿 (galbanum) 和 净 乳 香 (pure 
frankincense), 请参本文附录一的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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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极细, 放在会幕内、法柜前”(出 30:36), 意味着

只有父神看得见这些荣美的细节与丰富.   
 
只有当这香被捣得粉碎和焚烧, 才能释放

出全部的香气. 它被烧在圣所的金香坛上, 发出

浓厚香气的烟雾. 在赎罪日, 祭司要从金香坛上

取火放在金香炉(censer)里, 然后把香烧在香炉中, 
带入至圣所里(让芳香烟云充满圣所). 大祭司进

入至圣所时, 必须被此香气  —  基督本身位格的

美德荣耀  —  和祭物的血  —  祂牺牲所流的赎

罪宝血  —  所保护, 才不会死亡. 就在祂极度深

刻的痛苦中, 救主完美的香气得以全面释放出来.  
 
神禁止以色列

百姓复制此香来满足

自己.4 基督的完美不是

虚有其表而已(facade), 
而是祂本身位格方面

固有的本质, 并借着圣

灵的能力彰显出来. 这
些荣美的特质, 只有借

着圣灵才能在信徒身

上反映出来 , 当然 , 所
反映出的特质若与基

督相比 , 就显得逊色 . 
单靠人的计谋或手段

来产生的荣美特质, 都
是可诅可咒(anathema). 

 
制作这香的香料必须混合与调和, 这也可

描绘圣徒集体敬拜的图景. 药师们都知道每一种

香料皆有自己独特的香气; 把这些不同的香料成

分混合在一起, 就产生完全独特的香气. 当我们

聚在一起敬拜神时, 我们每个人都各自(借着祷

告、赞美和敬拜)献上自己对基督的赏识  —  各
有各的香气. 当圣灵在神面前把众信徒这一切的

香气混合起来, 就产生芳香独特、蒙神悦纳的敬

拜了. 

                                                           
4   出 30:38: “凡做香和这香一样, 为要闻香味的, 这
人要从民中剪除.” 我们稀奇为何要如此严禁复制圣香? 原
因是圣香是被神分别为圣, 要在圣所中散发香气. 这是神圣

的事, 是对神本身、神的家和祭司职分的至高尊重. 复制圣

香来作其他用途, 乃是对神不敬, 藐视神所赐下的特权和责

任, 所以必须遭受严厉惩罚.  

(C) 不可撕裂的圣衣 (利 21:10; 可 14:63) 
利未记 21:10 的主题是大祭司  —  “在弟

兄中作大祭司”. 亚伦的子孙蒙神拣选作“大祭司”, 
这是在神圣所中最尊贵荣耀的职事. 他被主的圣

洁油膏所膏, 穿上大祭司的圣衣, 使他有资格在

圣所中以尊荣身分行在主面前.  
 
然而, 对于这样

的人, 神给于一个严肃

禁令  —  “不可蓬头散

发 , 也 不 可 撕 裂 衣

服”(利 21:10).5 若比较 
利 10:6-7; 13:45; 斯
6:12, 我们得知这样的

行为(蓬头散发和撕裂

衣服)是与哀痛和悲伤

的表现有关. 这是伤痛

之心的外在表现, 就是

在极其伤痛的环境下, 
以此外在表现来显露

内心深处的痛苦. 
 
进到神面前的大祭司必须把自己提升到

超越人情感所操控的境界, 此乃神的要求; 不管

环境如何恶劣, 心情如何伤痛, 他都应该专注于

神圣所的事奉, 不该因情感所困而分心失职.  
 
主耶稣在世上时, 展现祂对每日所遇到之

人的关怀和怜悯. 祂对他们的困苦感同身受, 总
是对那些有需要之人深感负担. 虽说祂明白和体

恤他们的感受, 但祂从不因此分心, 不因此忘了

成就神的心意. 他总是能超越与胜过生活的困境

和情绪的感受, 总是能专心一意地走在神给祂的

道路上, 完成神的旨意. 
 
当主耶稣听到在伯大尼的拉撒路病得很

重, 有生命危险, 祂“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约
11:5), 直到拉撒路死了, 才启程前往伯大尼. 拉撒

路是主耶稣所爱的人(约 11:3), 祂与拉撒路有美

好交谊, 也享受住在伯大尼的家. 然而, 当环境危

急(拉撒路病危, 快要死了), 按人之常情总是想尽

快前往探望, 主耶稣却不分心, 还是和每日一样, 
                                                           
5   利 21:10: “在弟兄中作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

承接圣职, 穿了圣衣的, 不可蓬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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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专注地遵行神的旨意, 按神的时间走在神

所命定的道路上.  
 
主耶稣的一生遵守纪律, 因祂忠于完成父

神所托付的工作, 不让任何属地或属人的情感影

响祂分别为圣的思想. 这对我们而言是何等美好

的榜样! 何等的挑战啊! 人的情感往往在这种环

境下要求人以情义为重, 将之合理化, 但我们必

须把“人之常情”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以“神的事”
为先, 以“每日完成神的旨意”为重. 这正是我们的

主所走的道路, 我们这些作仆人的, 岂不该跟随

及效仿? 求神帮助我们跟随主这蒙福的脚踪, 遵
循主这讨神喜悦的榜样.6 

 
(D) 结语 

圣香烧在金香坛上, 发出浓厚的芳香之气, 
蒙神悦纳, 讨神喜悦, 这点不仅预表基督本身所

成就的、所发的香气, 也与众圣徒的祈祷所散发

的香气有关. 苏格兰的格兰特(John Grant)指出, 
从金香坛往上升的香气, 也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

(启 5:8).7 虽然启示录主要是论及将来的事, 但启

示录 8:3 提及“在宝座前的金坛”, 暗指这天上的

情景不受时间限制(正如神的宝座不受时间所限). 
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声明: “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

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
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

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
前”(启 8:3-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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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和 111 页; 另在

文中加上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7   启 5:8: “他既拿了书卷,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

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
圣徒的祈祷.”  

这香“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 且要“一
同升到神面前”. 这香(指基督的香气)为众圣徒的

祈祷增添了更香、更浓、更美的芬芳之气! 这点

意义深长! 格兰特总结道: “主耶稣为众圣徒的一

切祈祷和代求加上祂的香气, 即祂完美位格和赎

罪工作的香气, 这使它们适合献给神. 没有基督

的香气, 所献的祈祷就没有价值; 唯独祂可使它

们在天上蒙神悦纳. 圣所每日不断地充满这香气, 
象征着神持续不断地享受祂圣徒的祈祷, 因为它

们是靠主耶稣基督献给神的(注: 圣徒的祈祷是奉

主耶稣的名献上, 约 16:23-26), 也只有这样, 方能

蒙神悦纳.”8 
 
 
***************************************** 

附录一:   制作圣香的四种香料:  
拿他弗、施喜列、喜利比拿、净乳香 

 
出埃及记 30 章的开始与结束, 都提及“圣

香”. 此章开始论到金香坛时, 神就提到圣香的使用: 
“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 每早晨他收拾灯

的时候, 要烧这香. 黄昏点灯的时候, 他要在耶和华

面前烧这香, 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出 30:7-8). 
此章结束的最后段落也论到圣香. 耶和华吩咐摩西

说: “你要取馨香的香料, 就是拿他弗、施喜列、喜

利比拿; 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

量.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 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

的香”(出 30:34-35).  
 
圣香是用四种香料制作而成, 即拿他弗、施

喜列、喜利比拿和净乳香. 格兰特(John Grant)在其

注释书《圣经教导什么: 出埃及记》对这四种香料

有以下的解释. 
 

(一) 拿他弗(Stacte) 
拿他弗(KJV: stacte ; NIV: gum resin)原文是 

nâţâph {H:5198},9 背后有“滴”(drops)的含义, 意味

着由某种植物(灌木)分泌出和滴落在地上的小球体

(globules). 拉特克利夫(Ratcliffe)评注道: “拿他弗是

圣经里其中几种仍不知其来源的植物产品… 一般

认为这树脂(resin)来自苏合香植物(storax plant).” 
                                                           
8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0), 第 407 页. 
9   拿他弗(希伯来文: nâţâph )是由一种灌木所得的馨

香之胶状树脂, 是作(烧在金香坛上的)香料之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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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散发香气, 被用在制造香水产品. 我们不难想到

它的意义与主耶稣的关联. 主耶稣的眼泪曾如“拿
他弗”般的滴下(注: “拿他弗”有“滴”的含义); 当祂

看见人被死亡捆绑的可悲状况(约 11:35), 以及注视

那即将被审判摧毁的耶路撒冷城时(路 19:41), 祂的

眼泪不禁“滴落而下”. 祂是忧伤之人(赛 53:3: “多受

痛苦, 常经忧患”). 祂能真实和深切地感受到忧伤, 
所以从祂眼里滴落而下的泪水, 绝非假忧伤所流的

假眼泪. 

 
 

(二) 施喜列(Onycha) 
第二种原料是施喜列(KJV / NIV : onycha), 

原文为  shechêleth {H:7827}. 《旧约神学字典》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简称

TWOT )说明“除了植物之外, 动物群(fauna)也能生

产芳香的原料, 施喜列就是源自后者, 因它可能与

软体动物(mollusk)的贝壳有关 , 例如蜗牛、蛤蚌

(clams)、牡蛎(oysters)等等, 被燃烧时会散发吸引

人的香气.” 无论如何, 拉特克利夫(Ratcliffe)的评注

值得思考, 他说: “多年来, 我的良知不安于‘施喜列

源自海软体动物’这一看法. 很多学者也对此有所

不安, 因为一切有壳的水生动物、蚌类等, 都是不

洁的, 不大可能用来制作香料, 因它述说主耶稣的

荣美. 我们最好还是

承认此原料来源仍是

个谜, 正如主耶稣的

荣美有些方面超越我

们所能完全明白或全

面赏识的. 当我们在

敬拜时揣摩基督的荣

美, 或许可以享受它

所散发的香气, 但要

完全明白却是不能.” 
 

(三) 喜利比拿(Galbanum) 
制作圣香的第三种原料是喜利比拿(KJV / 

NIV: galbanum), 其原文是  chelbenâh {H:2464}. 
《旧约神学字典》(TWOT)只说是“一种树胶或树

脂(gum)”, 拉特克利夫提供比较完整的描述: “喜利

比拿是一种从巨型茴香(fennel)获取的树脂(resin), 
这种茴香是属于欧芹家族(parsley family), 有优雅

的、像蕨类植物的深青色枝叶.” 它用来使热病退

烧, 减低焦虑不安. 这岂不是另一幅描绘主耶稣的

工作之美丽图像吗? 祂使彼得岳母的热病退烧(可
1:29-31); 祂平静海中风浪, 安抚门徒焦虑的心(可
4:35-41); 祂使被鬼附之人得着心灵的平安(可 5:1-
13). 是的, 无论祂在何处, 都能让人享受到祂所带

来的平静、所拥有的安宁. 
 

(四) 净乳香(Pure Frankincense). 
除了以上三种原料, 制作圣香还要加上净乳

香(KJV / NIV: pure frankincense), 这是圣经首次提

到净乳香. 乳香的希伯来原文是 lebônâh {H:3828}. 
根据《旧约神学字典》(TWOT), 乳香取自乳香类

植物(genus Boswellia)树皮的树脂(resin). 当黄褐色

的树脂变干后, 白色粉尘就在乳香的泪珠或滴珠上

形成.” 拉特克利夫描述此树是“如灌木一般、多枝

的常青树. … 这植物自然会从叶子、细枝和薄的树

皮表面流出芳香的树脂… 乳香被烧时所发出的芳

香被公认为世上最佳的香气.” 神就是要乳香所发

出的烟云充满圣所

和 至 圣 所 ( 参  利

16:13: “在耶和华面

前 , 把香放在火上 , 
使香的烟云遮掩法

柜上的施恩座, 免得

他死亡”; 注: 基督受

苦发出香气讨神喜

悦, 我们罪人也因基

督的香气而蒙神悦

纳, 不至灭亡).   
 
 关于制作圣香方面, 有三点值得一提: 第一

点, 所用的四种香料都要分量相同(出 30:34: “要一

般大的分量”), 表明完美均衡. 其意义显而易见. 在
主耶稣的生命中 , 每一个荣美的性格特质(如仁

爱、公义、良善、温柔、节制等)都展现完美的均

衡. 没有任何特质占据首位, 每一样都在平衡中彰

显其荣美(例如祂为人处事不仅有恩典, 也有真理, 
参 约 1:14; 8:1-11).   
 
 第二点, 四种香料都要混合在一起. 它们并

非彼此对立; 任何一种香气并不毁掉别种香气. 它
们完美地合在一起, 融合起来发出一种综合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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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四种香料不能各自产生的香气. 这象征基督不

同的特质相辅相成, 展现合一的荣美. 
 
 第三点, 圣香要“捣得极细”(出 30:36). 捣得

越细, 香就越纯. 香要被捣或击打得很细, 才能把香

气带入圣所. 这样的描述对主耶稣的受苦而言是何

其贴切、何等真实. 主耶稣为背负我们的罪而被神

和人多方击打苦待(赛 53:4-10), 
却也因此发出香气讨神喜悦 . 
因着祂为我们受苦, 我们得以

在祂的香气中蒙神悦纳.10 
 
 
***************************************** 

附录二:   会幕里的圣香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从出埃及记 30 章结语的一段记载(第 34-38

节), 我们读到馨香料清净圣洁的香气. 这宝贵的香

料表明基督测不透的完全(完美). 香料的分量没有

明列, 因为恩典在基督里, 一切的荣美和威荣在可

称颂的基督身上, 那是无穷尽的(也是难以测量的). 
惟有神(父神)无穷的意志才能细察基督里面所蕴藏

的一切丰富. 从亘古到永远, 祂荣耀的完美要揭示

在圣徒和天使的敬拜声中. 瞬息间, 几抹金光从神

荣耀的日头照耀出来, 天上的院宇和受造的大地, 
要和唱哈利路亚, 归荣耀给那位昔在、今在、永在

的全能者; 一切受造之物都赞美祂. 
 
然而, 这里不但没有明列分量, 而且“各样要

一般大的分量.” 基督的道德荣美, 无偏左右, 十分

合宜, 无比均衡. 没有彼此稍微排斥, 没有不完美之

处, 所有都是“作成清净圣洁的”. 基督散发出的香

气, 是献给神欣赏的. 
 
出 30:36 说: “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 放在会

幕内法柜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你们要以这香

为至圣.” “极细”所表达的深度和实意, 真不简单. 
它指教我们基督生命的每一细小动作, 每一细微环

境、行动、言词、眼光、表现、行径、特征, 都散

发出合宜的香气  —  “一般大的分量”. 基督的性情

拥有一切神圣的恩惠. 香料捣得愈细, 就愈显得珍

贵纤美. 
 

                                                           
10   以上附录一编译自 John Grant, “Exod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412-414 页.  

出 30:37-38 说: “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

自己作香, 要以这香为圣, 归耶和华. 凡作香和这香

一样, 为要闻香味的, 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这馨香

之料, 独为耶和华而设, 放在会幕前作见证. 主耶稣

的一切, 惟独耶和华赏心欣悦. 凡愿意相信的, 都可

近前来, 看主耶稣无比荣美的位格; 看后, 信者的心

必深感满意. 所有神的赎民在活水泉源饮得饱满, 
以及天使注目在无比荣耀的基督耶稣之后, 惟独神

在那里继续测度观赏. 人和天使的眼目, 均不能深

刻的察看那圣洁、“捣得极细”的香膏, 微量它的纤

细美容. 地上也没有合宜的地方, 可完全散发祂神

圣、属天的香气. 
 
总而言之, 我们

从“约柜”开始(出埃及

记 25 章), 然后是“铜祭

坛”(出埃及记 27 章), 
又从“铜祭坛”转到来看

“圣膏”(出埃及记 30 章, 
最后来到“圣香”). 只要

我们随从圣灵的光照 , 
不走在人幻想之中, 就
必不会出错! 我们不随

从陈旧的影儿, 却走在

神儿子的荣光和吸引

中, 实在何等的美善! 读者若如此的走上路去, 他的

情感就与基督十分靠近; 对基督的荣耀、美丽、宝

贵、威荣、能力, 就有崇高的认识. 基督医治人的

良心, 满足人渴望的心灵. 人的眼睛从此以后不再

看地上的吸引之物, 耳朵不再听地上的虚夸和允诺. 
换言之, 他要与蒙感动的使徒保罗一起说: “若有人

不爱主, 这人可诅可咒.11 主必要来”(林前 16:22).12 
 

                                                           
11    林前 16:22 这句极严肃、惊人的话, 放在十分特殊

的位置. 它放在哥林多前书的末段; 之前, 保罗责备哥林多

当地信徒多方的罪恶和错谬道理(但他不在那里说出这句

话  —  “这人可诅可咒”). 当使徒宣布关乎咒诅的事时, 并
不是愤慨错谬和罪恶, 乃是人不爱主耶稣基督! 事实上, 这
是极其严肃的! 但为何如此呢? 因为神的灵对错谬和罪恶

有些细微的错觉吗? 绝对不是. 整卷书信都揭示祂对这些

事的看法(即神的灵也不容忍罪恶, 并要求对付罪恶, 编者

按). 但为何把“可诅可咒”一语放在“若有人不爱主”之后呢? 
因为当人心充满主耶稣基督的爱, 里头就有保障的力量, 禁
止一切错谬道理和邪恶行为. 若有人不爱基督, 他就不择其

途而行. 这就是使徒发出咒诅的原因所在. 
12   以上附录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出埃及记

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305-3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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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末世预言： 
多处必有瘟疫！ 

 
(A)   可怕的瘟疫 

 1918 年 3 月, 西班牙大流感爆发, 在很短

的时间里就扩散到全世界的范围, 在 1 年内造成

5 亿人感染, 超
过 4,000 万人

死亡 , 其死亡

人数是世界第

一次世界大战

死亡人数的 4
倍 . 这次流感

使西班牙患病

人数高达 800 万, 西班牙国王和英国国王也无法

幸免. 此流感波及范围很广, 中国多个地区也遭

殃.13 让当时的人提起流感瘟疫都会谈虎色变.  
 
 
(B)   瘟疫(流行性传染病)  —  不容忽视的灾难 
 (B.1)    主耶稣两千年前的预言 

大约 2 千年前, 主耶稣的门徒曾私下问祂: 
“祢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为了回

答此问题, 主耶稣预言了“世界的末了”(末世)所
将发生的重大事件: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马太

福音 24:7-8). 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预言的另一件

事: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 多处必有饥

荒、瘟疫”(路加福音 21:11). “瘟疫”是指流行性

急性传染病(意指大型、具有传染力、可导致死

亡的流行病). 主耶稣说“多处必有瘟疫!”  
 
人类刚踏入 21

世纪时, 有人质疑甚至

嘲笑主耶稣的预言. 他
们认为现代医药科技如

此发达, 不难研发疫苗

对抗各种瘟疫, 例如鼠疫、天花、疟疾早已被人

                                                           
13  参 http://www.bala.cc/shenghuo/jiankang/2019/4874.html . 

类战胜与制服, 将来不可能再有“多处必有瘟疫”
的情况. 无可否认, 21 世纪的医药越来越进步, 全
球各地的医疗设施也普遍提升, 不过在 21 世纪

的首 20 年内, 我们却看见“多处发生瘟疫”!     
 

(B.2)    21 世纪的可怕瘟疫 
 在 21 世纪, 短短的 20 年内, 多处发生可怕

的瘟疫, 例如 2002 年的 SAR(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2004 年的伊波拉病毒病、2009 年的 H1N1
新型流感、2013 年的 H7N9 禽流感、2016 年的

塞卡病毒病等等, 死亡总数上万人. 请参下表: 
 

 病毒 起源 确诊和死亡人数 
1 SARS

传染性

非典型

肺炎 

2002 年 11
月在中国

广东发现

首宗病例  

截至 2003 年全球 29 个

国家共报告确诊病例

8,422 例, 死亡 916 例, 
平均死亡率 9.3% . 

2 EVD
伊波拉

病毒病 

2004 年 5
月在非洲

东北部 的

苏丹共和

国爆发14 

人病发时可在 24 小时

内死亡. 截至 2015 年 7
月, 有超过 1 万 1 千人

因它而死, 死亡率可高

达 90% (25%至 90%). 
3 H1N1

新型流

感 

2009 年 3
至 4 月在

墨西哥爆

发 

截至 2010 年 3 月, 单在

美国就有 5 千 9 百万人

染病, 1 万 2 千人死亡. 

4 MERS
中东呼

吸综合

征冠状

病毒病 

2012 年 9
月开始在

沙特阿拉

伯夺命 

它是与 SARS 类似的冠

状病毒. 全球共有 1 千

多宗病例(单在沙特阿

拉伯至少 126 人死), 死
亡率约 27%-30% 

5 H7N9
禽流感 

2013 年 3
月 在中国

上海和安

徽先发现 

截至 2016 年, 全球至少

有确诊病例 450 例, 死
亡 165 例, 在中国的平

均死亡率 27.6% . 
6 ZIKV

寨卡病

毒病 

2016 年 在

南美洲国家

爆 发 (2007
年已出现)  

全球 69 个国家和地区

有寨卡病毒的传播, 巴
西和哥伦比亚最严重 , 
是婴儿的“死亡咒诅”.15  

                                                           
14   伊波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 EVD)于 1976 年

在非洲的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首次出现. 伊波拉病毒

病有几波的爆发, 较严重的是于 2004 年在苏丹爆发, 及
2013-2014 年在西非爆发 . 世界卫生组织 (WHO)公布至

2015 年 7 月为止, 共有 27,677 人确诊, 其中有 11,276 人死

亡(资料摘自: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Wg7.htm ). 
15   截至 2016 年底, 全球共有 150 万以上的人确诊. 巴
西最为严重, 自 2015 年 5 月确诊第一例后, 疫情迅速蔓延, 

http://www.bala.cc/shenghuo/jiankang/2019/4874.html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Wg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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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新冠肺炎病毒是从武汉这个卖野

味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传播出去的 

 然而, 上述瘟疫还不是最糟糕、最可怕的, 
因为 2020 年出现一种新的瘟疫, 在短短首三个

月内就超过 79 万人确诊感染, 超过 3 万人因它丧

命. 它就是令人闻之丧胆的“新冠肺炎病毒”. 它被

称为“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因为这瘟

疫是在 2019 年冬天

首次爆发在中国湖北

省的武汉市, 随后在

2020 年初迅速扩散至

全球多国, 逐渐变成

一场全球性大瘟疫!  
 
 根据《星洲日报》的报导, 截至 3 月 31 日,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已快破 80 万大关(有
799,741 人确诊),16 死亡人数飙升到 3 万 8 千 721
人.17 在第一波疫情中, 最先爆发地点是在中国的

武汉. 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 便陆续有武汉人感染, 
过后疫情严重扩散, 导致中国在 1 月 23 日宣布武

汉封城. 不过疫情继续恶化, 感染人数剧增, 使到

中国陆续封城封省. 截至 3 月 31 日, 中国官方数

据显示有 8 万多人确诊, 死亡病例多达 3,305 人.  
 
 在 中

国的疫情扩

散到周边国

家 , 与中国

经贸来往频

密的亚洲国

家如日本、

韩国、香港

等也遭冠病疫情侵袭. 截至 3 月 31 日, 韩国感染

冠病的确诊病例高达 9 千 986 宗, 死亡人数 162
人. 日本确诊病例是 2 千 665 宗, 64 人死. 香港

714 人确诊感染, 4 人死亡. 但在亚洲, 继中国后死

                                                                                                     
短短 8 个月内有大约 150 万人感染, 被称为“寨卡城”(资料

摘自 :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6 年寨卡病毒疫情
/19306497 ). 
16   也有资料显示在 3 月 31 日“全球确诊病例破 88 万

例, 死亡 37,083 例”(资料摘自: 纽约 31 日综合电).  
17   本文原计划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停止编辑(准备刊

登), 但由于行动管制令无法印刷, 故再过数日附加一些最

新资料. 截至 2020 年 4 月 7 日, 全球已有 2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累计报告超过 130 万宗确诊病例, 导致超过 7 万名患

者死亡(资料摘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 冠状病

毒病疫情#cite_note-305 ).  

亡率第二高的国家是医疗体系较落后的伊朗, 确
诊病例竟高达 4 万 4 千 605 宗, 2 千 898 人死亡. 
 
 第二波新冠肺炎的疫情在意大利爆发. 回
顾 3 月 1 日, 意大利有 1,049 宗确诊病例, 到了 3
月 10 日, 病例升到 7,985 宗, 结果当日宣布全国

封城. 从 3 月 1 日到 3 月 23 日短短 3 个星期, 确
诊病例从 1,049 人暴增 59 倍至 5 万 9 千 138 人, 
死亡人数 5,476 人(超越中国), 患病者死亡率

9.3%, 即使封城后, 确诊病例也在 11 天内增加了

8 倍! 到了 3 月 23 日, 意大利平均每 10 万人有

107 人感染, 是中国的

18.4 倍.18 根据报导(罗
马 3 月 31 日综合电), 
“在过去 48 小时里, 多
达 11 名医生死于感染, 
共累计 63 名医生死亡, 
有近 9,000 名医护人员

确诊.” 截至 3 月 31 日, 意大利确诊病例飙升到

10 万宗(101,739 例), 死亡人数增至 1 万 1 千 591
人, 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原本以为中国

疫情最严重, 但意大利的数据更叫人触目惊心.  

 
 除了意大利以外, 欧洲各国也相继沦陷. 
西班牙是继意大利后死亡率第二高的欧洲国家. 
严重疫情使西班牙从 3 月 15 日起施行全国封城. 
截至 3 月 31 日, 共有 9 万 4 千 417 人确诊感染冠

病, 8 千 189 人因此死亡. 它在过去 24 小时新增

849 例冠病死亡病例, 令人心寒. 疫情第三严重的

欧洲国家是德国(67,051 确诊病例; 650 人死亡, 
但德国死亡人数比法国和英国低), 接着是法国

(44,550 确诊病例 ; 3024 人死亡), 然后是英国

(22,141 确诊病例; 1408 人死亡).  
                                                           
18   资料摘自“第三次世界大战: 人类和病毒的战争”, 
载《星洲日报》全国版, 2020 年 3 月 25 日, 第 17 页.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193064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193064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cite_note-30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cite_note-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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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冠病疫情在美国爆发. 美国总统特

朗普(Donald Trump)开始时并不认真防疫, 没严

厉管控, 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美国的确诊病

例在 3 月 10 日过千, 
短短 8 天后(3 月 18
日)过万, 在 3 月下旬

以每日万例的速度快

速增加, 并于 3 月 26
日超过中国和意大利, 
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

多的国家. 截至 3 月 31 日, 美国的确诊病例 16 万

4 千 359 宗, 死亡人数高达 3 千 173 人. 单看美国

经济最发达的第一大城市纽约就惨不忍睹. 
 
根据《星洲日报》的报导(纽约 3 月 31 日

综合电), 纽约州的死亡人数已突破 1,200 人(确诊

患者 6 万 6 千 497 例), 州内的美国金融中心纽约

市占了 790 人(确诊患者 3 万 7 千 453 例), 高达

66%. 纽约州州长库莫(Andrew Cuomo)坦承医疗

资源和医护人员严重不足, 
再次发出“求救 SOS”, 呼
吁全美医护人员赶赴纽约

支援, “帮助纽约, 我们现

在受创最严重!” 美国过后

有数十个州宣布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多个州宣

布“居家隔离令”. 美国是目前全球冠病确诊人数

最多的国家. 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医药研究中

心(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简
称 IHME)的研究报告, 若无法解决基本医疗物资, 
美国在未来的 4 个月内将死 8 万 1 千人!  
 
 
(C)   新型冠状病毒  —  与众不同的病毒 
 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 , 例如

SARS 也属于冠状病毒, 但时下这 COVID-19 虽

与 SARS 病毒同属一类病毒, 但不是同一种, 所
以有者称之为“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 此新

冠病毒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色.  
 
(C.1)   传播速度快 
许多国家还在听闻此新冠

病毒疫情如何在其他国家扩散之

时, 病毒已悄悄在本土蔓延, 及至

发现其严重性时, 往往为时已晚.  

 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塞

(Tedros Adhanom)在日内瓦的“20 国集团领导人

应对冠病特别峰会”(3 月 27 日)上警告, 冠病

COVID-19 疫情正在加剧, 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

民众死亡. 这位世卫总干事指出, 第一宗到第 10
万宗用了 67 天, 第 10 万宗到第 20 万宗用了 11
天, 第 20 万宗到第 30 万宗用了 4 天, 第 30 万宗

到第 40 万宗仅用了 2 天. 请思考下表: 
 

冠病确诊病例 10 万宗病例 天数 
1 宗  10 万宗 第 1 个 10 万 67 天 
10 万宗  20 万宗 第 2 个 10 万 11 天 
20 万宗  30 万宗 第 3 个 10 万 4 天 
30 万宗  40 万宗 第 4 个 10 万 2 天 
40 万宗  50 万宗 第 5 个 10 万 2 天 
50 万宗  60 万宗 第 6 个 10 万 2 天 
60 万宗  70 万宗 第 7 个 10 万 1 天 

 

注:  全球冠病确诊病例于 3 月 31 日已达到 79 万宗; 
4 月 2 日达到 100 万宗(超过 5 万人死); 4 月 4 日

达到 103 万宗, 而 4 月 7日竟超过 130 万宗(超过

7 万人死; 短短 7 天确诊病例增加超过 50 万宗)19  
 

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难
怪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警告, 各国若不采取积极行

动, 疫情可能造成数百万人丧生. 
 

(C.2)   全球性传播 
 截至 2019 年, 世界上共有

233 个国家和地区. 在今年短短

三个月内, 新冠病毒已经传遍 203 个国家和地区, 
祸及率高达 87%, 这数据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应该

还会增加. 这是以往的病毒疫情所无法相比的.  
 
 有者贴切形容道: “这病毒全球性的特色, 
也显示在它不分种族肤色、男女老手、高官显

要、贩夫走卒、冷天或热天, 这病毒都可以通行

无阻的肆虐.” 我们看到以往的疫情如伊波拉病

毒和寨卡病毒主要侵袭的对象是一些在非洲或

南美洲医疗体系较落后的国家, 特别是贫民区穷

苦的老百姓, 高官显要较少遭殃. 但在这次新冠

病毒的肆虐下, 连政治的高官显要、商业巨子、

影坛明星、运动巨星等, 都陆续中招, 真叫人不

寒而栗, 闻之色变.   
                                                           
19   资料摘自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 冠状

病毒病疫情#cite_note-305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cite_note-30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cite_note-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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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隐藏性高超 
 此新冠病毒的隐藏性很高. 不少医学专家

都形容它“很狡猾”. 首先, 此病毒的潜伏期很长. 
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卫生学院于 3 月 10 日发放的研究

报告, 确定了新冠肺炎病毒的潜伏期是超越一切

冠状病毒的潜伏期. 请参下表: 
 

 流感或病毒 潜伏期 
1 一般流感(Seasonal Flu) 2-4 天 
2 SARS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2-7 天 
3 新冠病毒(COVID-19) 5-14 天 

 
 新冠病毒的潜伏期是 5 天至 14 天, 比一般

的病毒更长. 病毒专家指出, 潜伏期直接影响爆

发传播的速度. 若病毒早一点在人身上发作, 生
病的人就会暂停上班工作, 也不上街购物或飞行

旅游, 所以传播病毒的可能性会较小. 这项研究

结果显示, 人们仍然可以在没有症状或非常轻微

的症状情况下四处走动, 没有察觉到自己是新冠

病毒的携带者.20 这就是为何很多国家遇到这个

病毒的时候, 别无选择, 只能发动为期至少 14 天

的行动管制措施, 来切断此病毒的传播链.  
 
 还有一点, 患病者康复后, 
照理应该已有抗体, 已经免疫, 不
会再被新冠病毒感染 . 但根据

BBC 和日本的报导, 有一名 40 多

岁日本女性在康复(检测结果是

阴性)后再次被感染. 日本医疗专家认为, 有可能

是她体内原已变弱的病毒复出. 果真如此的话, 
就表示这新冠病毒的隐藏性是何其高超难测.  

 
(D)   新冠肺炎疫情的深远影响 
 当今世界在“地球村”的情况下, 这全球性

的新冠肺炎疫情肯定对全球经济产生大规模的

冲击.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BBC News, 3 月

17 日), “随着欧美各国开始封城封国, 封锁边境, 
航空业、旅游业、能源业、全球制造链等等全

面受到冲击. 全球股市大跌, 油价大跌, 更引发了

                                                           
20   例如一名 38 岁的意大利籍男子成为意大利疫情扩

散的关键. 他虽被新冠病毒感染, 却没有任何感染的症状, 
所以他还去参加万人马拉松竞赛, 感染了许多的人. 他在 2
月 21 日被确诊为意大利第 4 例患者.    

各种对实体和虚拟经济的恐慌. … 2020 年初举

行的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 疫情之下, 除了消费

者和投资者信心丧失, 资产价格下跌、总体需求

减少、债务压力增加, 以及收益分配不均加剧, 
可能将导致更加猛烈的经济下行. 这可能发生大

规模破产, 以及资产价值骤然暴跌等的经济金融

危机.”21 让我们举一些具体例子说明疫情的影响. 
 

在这次疫情中, 航空业和旅游业首当其冲. 
全球航空业亏损千亿, 世界各国航空公司财务告

急, 纷纷大量裁员或请员工拿无薪假, 意味着数

十万人短期失业. 3 月 5 日, 曾是欧洲最大的独立

地方性航空公司  —  英国的弗莱比(Flybe)廉航

公司  —  宣布破产. 若疫情持续, 多数航空公司

距离破产仅剩两个月. 此外, 许多旅店宾馆、旅

行社和餐饮业也因旅客剧减而陷入财务危机, 加
上封城或行动管制令, 不少已经破产, 逐一倒闭. 
 

在中国上海、香港、东京、巴黎和美国

本土的全球六座迪士尼乐园陆续宣布关闭. 单单

在上海和香港这两座迪士尼乐园关闭两个月就

估计造成将近 2 亿美元收入的损失, 而美国的迪

士尼乐园若关闭 15 天也估计至少损失将近 2 亿

美元. 另一方面, 受疫情冲击, 从 1 月 24 日到 2 月

23 日一个月内, 全球电影业估计损失 50 亿美元.   
 
除了旅游业和娱乐业, 全球体育赛事也因

为这次疫情而逐一停摆, 例如美国 NBA 官方在 3
月 11 日宣布无限期暂停本赛季的篮球比赛.22 有
者估算, 即使接下来的比赛空场进行, NBA 也要

承受 5 亿美元的门票收入损失. 此外, 原定于 3 月

中在墨尔本开赛的 F1 (赛车)揭幕战因出现疫情

而被逼宣布取消. 最受欢迎的足球五大联赛也全

部暂停, 并展延 2020 年欧洲杯. 还有全球瞩目的

2020 东京奥运会, 最终也被迫展延至明年举行. 
这些体坛赛事的停办, 使门票、广告、衍生品不

再产生收入, 世界各国体育方面的收入严重受创. 
 
显然,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到许多国家经

济遭受严重冲击, 失业率大增. 就以经济大国美

                                                           
21   资料摘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
51930349 . 
22   NBA 停赛的主因, 是因为犹他爵士队(JAZZ)的法

籍明星中锋戈伯特(Rudy Gobert)赛前确诊阳性, 感染冠病.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1930349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1930349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0 

   

《家信》: 第 124 期 (2020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Winston Churchill 

国为例, 美国劳工部在 3 月 26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3 月 21 日一周内,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比起上一周大幅度倍增, 从 28.2 万人飙升到 328
万人, 打破 2009 年金融海啸时期的 66.5 万人, 以
及 1982 年 10 月失业浪潮时的 69.5 万人的历史

最高水平. 这数据反映出美国在遭受新冠肺炎疫

情严重打击下的真实情况,23 而这初领失业金的

人数在接下来的数周内肯定继续剧增. 失业浪潮

将重创美国经济. 如果美国发生经济衰退, 其连

锁效应将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简而言之, 这次新冠病毒的瘟疫给人类带

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且是深远的. 此疫情不仅

可能引发全球股票和信贷市场泡沫破灭, 从而引

发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 更可怕的是, 它也因为

不少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封城锁国而导致世界多

国面临粮食短缺, 进而引发全球性的粮食危机. 
这将加剧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角力, 甚至爆发

粮食争霸战. 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E)   新冠肺炎疫情的正面反思 

无可否认,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进入

空前的危机! 然而, 著名的英

国首相丘吉尔 (Sir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 24说过

一句名言: “我们千万不要浪

费了一场危机!” 每一场重大

危机都提供我们人类机会去

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 若加

善用, 必能获益, 正如常听到的: 危机就是转机!  
 
在这次疫情中 , 世界各国似乎被按下了

“暂停键”(Pause). 在各国的行动管制措施下, 很多

工作停顿了! 学校学院停课了! 娱乐场所关闭了! 
运动赛事停止了! 全世界数十亿人被劝“待在家”. 
这让许多人有机会停下生活繁忙的脚步, 有时间

去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 并发现物质生活的虚

空, 人际关系的宝贵. 诚然, “关系”(relationship)是
更珍贵的, 我们不仅要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3   资料摘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458307 . 
24   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是英国首

相(1940-1945; 1951-195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英国

人民对德国作战. 他也是一名著作家, 著有《第二次世界大

战》、《世界危机》等, 并荣获 1953 年诺贝尔文学奖. 

更要改善人与造物主(那位创造人类之神)的关系. 
亲爱的朋友, 你与真神的关系如何?       

 
这次疫情也让许多人更深地体会到“死亡”

的真实. 每一天, 报章和新闻广播都在报导新冠

病毒肆虐下的死亡人数. 每天成千上万的人经历

了与亲人生死离别之痛, 而很多死者不能握着亲

人的手就这样的走了, 甚至下葬时也不能有亲人

在场, 真是人间悲剧. “死亡从何而来?” “我要如

何面对死亡?” 这都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死亡从何而来? 圣

经告诉我们, 人类的始祖

亚当因犯罪把死亡带入

世界 , “这就如罪是从一

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

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5:12). 因着每个人都

有罪, 所以“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希伯

来书 9:27). 但那创造我们的神仍然爱着我们, 所
以祂为我们预备了“代罪羔羊”主耶稣基督, 叫祂

“为担负世人罪孽”而死在十架上,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1:29; 3:16).  
 
 亲爱的朋友, 一切的疾病和死亡是“罪入

了世界, 世人犯了罪”所产生的恶果. 这次的新冠

肺炎疫情不是出于神, 却是神所预知和“允许”的, 
是神写给我们的“提醒信”, 提醒我们罪的恶果  —  
死亡  —  的普世性与紧迫性. 虽然“罪的工价乃

是死”, 但“惟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罗马书 6:23). 人虽然至终会死, 但神

要赐“永生”给凡信靠主耶稣的人, 叫他们不至在

地狱火湖里受苦, 反倒可享天堂无尽的福乐. “你
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

认, 就可以得救”(罗马书 10:9-10). 这就是福音! 
 

面对新冠肺炎的瘟疫, 有国家如台湾把握

“超前部署”的黄金时间, 提早做好准备, 所以不至

沦陷. 亲爱的朋友, 疫情终会过去, 但死亡终会来

临, 面对死亡和罪的问题, 现在就是“超前部署”的
黄金时间, 请你现在就把握时机, 信靠主耶稣、

得永生, 因为神说: “看哪!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后书 6:2).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45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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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藻(Denny Ma) 

科学见证                     棱镜 
 

地 球 的 年 龄 
  是 古 老 或 年 轻? 

“地球年”的真相（中） 
 
编者注: 进化论学者普遍认为地球年龄久远. 由于受

到进化论的影响, “大部分科学资料显示宇宙已有

150 亿年至 200 亿年之久, 而地球则有 45 亿年至

50 亿年之久.”25 今日大部分专家都认为地球年龄

是 45 亿年或 46 亿年(4.6by = 4600my ; 注: by代
表 billion years [10 亿年] ; 
my 代表 million years [百万

年] ). 可是一般人皆不知道, 
这个“古老地球论”自上个世

纪已受到严峻挑战, 备受质

疑, 因为“目前有 80 种以上

不同的方法, 试图用来决定

地球的年龄. 这些方法都认

定地球是年轻的, 而不是进

化论者所强烈坚持, 说地球有亿万年的年龄. … 
有很多著作提出论据支持年轻地球论. 美国的莫

里斯博士(Dr. John Morris)所著的《年轻的地球》

(The Young Earth)就是这方面的杰作.”26 我们在

上期已列举不少这方面的证据, 本期要探讨那以

放射性元素来鉴定地球年龄的方法. 
 
(文接上期) 
 

(D)   地球年龄放射性元素鉴定法的再思 
 (D.1)   碳十四鉴定年代法 

1896 年, 法国三个著名的物理学家贝克勒

尔 (Henri Becquerel, 1852-1908)、皮埃尔 ·居里

(Pierre Curie, 1859-1906)和他的妻子玛丽·居里

(Marie Curie, 1867-1934)发现地壳内一些化学元

素如铀(uranium, 简称 U)、镭(radium, 简称 Ra)、
钍(thorium, 简称 Th)可助鉴定地球年龄, 三人也

因此共同荣获 190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从此开

始了使用化学元素放射法, 来鉴定某物的年龄. 

                                                           
25   葛兰麦可琳、罗杰奥克兰、莱利麦可琳合著 , 
《创造论的明证  —  检视地球的起源》(香港九龙: 宣道出

版社, 1999 年), 第 15 页. 
26   同上引, 第 18-19 页. 

1947 年, 美国芝加哥大学核能研究所的科学家利

比(Willard F. Libby, 1908-1980), 凭着化学元素放

射功能的理论, 发明碳十四鉴定年代法(Carbon-
14 dating, 或称: 碳十四年代测定法),27 掀起了一

个簇新鉴年代的浪潮, 这也使利比于 1960 年荣

获诺贝尔化学奖(那时他转去加州理工学院). 此
后, 利比所倡用的碳十四鉴定年代法, 几乎垄断

了世上鉴年法的局面, 一般世人视之为不可摇动

的确据. 
 
 现代人读到由铀变铅, 或由碳十四变碳十

二鉴定年代法时,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科学鉴

年法”所得到的数据是确立不移的真理, 不能推

翻. 这种先入为主的理念极难改变过来, 再经传

媒的推广, 加上市面少有用另类计算法报导, 难
怪世人以讹传讹, “习非成是”的思想牢牢藏在脑

中,28 甚难突破. 
 
 我们需要查明那以“碳放射性元素”来鉴定

年代的科学鉴年法是否可信可靠. 普通人最大的

困难乃是不明白这些方法背后所使用的 “假
设”(assumption), 而科学家或科学刊物很少透露

这些所谓的“科学法”背后的假设, 所以只要我们

明白这些科学鉴年法的原理, 便不会妄下结论, 
或者盲从附和 . 马有藻在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一书

中, 解释了以放射性元素鉴

定年龄的原理和缺陷, 并以

碳十四鉴年法为例证, 讨论

其原理和指出其缺陷. 我们

将之编辑如下:29 
 

(D.2)   以放射性元素鉴定年龄的原理 
 放射性元素如铀、铷、钾经过几年后便

“腐化”(或译: 衰退、蜕变, decay)成另一不含放

射性质的元素, 此种关系通称“母子”关系(英文书

                                                           
27   “ 碳十四鉴定年代法 ” 或 “ 碳十四年代测定

法”(carbon-14 dating, 或译: 碳十四定年法、碳十四断代法)
也称为“放射性碳定年法”(Radiocarbon dating), 又称“碳测

年”(carbon dating)等等. 
28   “习非成是”的意思是指对某些错误事情习惯了, 反
以为本来就是对的, 甚至会颠倒是非. 
29   下文改编自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加
利福尼亚: 美国荣主出版社, 2004 年), 第 30-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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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enry M. Morris 

多用“母女”). “母”是原本的放射元素, “子”(或
“女”)是不含放射性质的元素, 如下图: 
 

放射性元素 
(母) 

经历 
(半衰期) 

变成不放射元素 
(子/女) 

铀 (U238) 4.5 by 铅 (Pb206) 
铷 (Rb87) 4.6 by 锶 (Sr87) 
钾 (K40) 1.7 by 氩 (A40) 

碳 14 (C14) 5730 年 碳 12 (C12) 
 
 上图显示, 举例铀(100%)经历 4.5by (半衰

期)不见了 50%铀, 再经 4.5 by又不见 50%铀, 即
是过了 9by (90 亿年)后, 铀只得 25%, 而子(铅)的
含量相对是:  100%铀 → 0%铅; 50%铀 ↔ 50%铅; 
25%铀 → 75%铅. 
 
 科学家认为这比例是恒常不变的. 据此, 
他们在一块石头(或任何物体)内找寻“母子”的含

量(如铀和铅), 从它们含量多少便可算出母或子

的年纪来. 如下图:  

 
(D.3)   以放射性元素鉴定年龄的缺陷 

 表面看来, 放射性元素鉴年法似乎准确及

可靠, 其实这种计时法有甚可质疑之处, 因为所

有放射性元素鉴年法均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设上, 
只是很少科学家会告诉你这些基本假设是什么. 
举例说, 时钟沙漏(hourglass, 简称“时漏”)是在一

小时内, 上层的沙流尽下层. 石块如“时漏”, 上层

流了多少沙, 下层承受同量的沙, 因此上下层的

“沙量”是相对性正比的. 如上层有 35%沙, 下层

便有 65%沙. 所以石块中的放射性元素有多少是

“母”(如在上层), 便有多少是“子”(在下层), 这样

按其元素的半衰期, 便可计算出石块的年纪来. 
 
 但这样的计算是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 
1) 假设石块里的放射元素是由 100%开始的. 
2) 假设石块里的铀变铅的速度没有改变. 
3) 假设石块里的铀或铅没有“逸走”(leach out). 

不过, 这些“假设”是不正确的, 有几个原因: 
1) 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 100% 放射性元素(例如

100% 纯铀)(pure uranium), 所以有谁知道石

块里的铀是由 100% 开始. 事实上, 有甚多石

块本身有铅在内, 反而没有半点铀的痕迹(有
“子”没有“母”), 这一点连进化论学者、美国

地质学家赛德曼(David Seidemann)也承认.30 
根据马有藻, 这可能是神创造矿物时, 祂已将

铅置在石头内.  
2) 石块内的“铀变铅的速度永恒不改”也是一个

假设 , 因为石块在露天风霜雨侵、地震尘

灰、各种天气的变化、或在水平线高达一千

尺、在深海一万尺不同地点、太阳光的强弱

及一些世界性的灾祸, 必大大影响放射性元

素的蜕变(衰退)速度率. 这一点是多名进化论

的先进(指表率)如朱尼曼(F. Juenemann)、贝

克(W. Beck)、柯理(K. L. Currie)等都在他们

的著作中也不得不承认的事. 
3) 石块内的放射性元素物的“母”或“子”不可能

没有逸走, 因为风雨的

侵蚀、冷热的改变、

水灾旱灾、大气压的

变动等, 皆使母子元素

的原子成分消减, 所以

由铀变铅的方法(以及

其他类同的方法)是常

不正确的. 有人将热滚

水不停地浇在一块坚

如铁钢的花岗岩(granite)上, 经历四小时之久, 
发现其内 80%的钾已逸走. 水力学权威莫里

斯博士(Dr. Henry M. Morris)说石块在巨大水

压下, 其内的矿物不断流失.31 所以石块年龄

如果上百万年如进化论所言, 所有矿物岂不

是全部“逸走”! 
4) 1973 年, 加拿大阿尔伯达省(Alberta)名为“大

草原”(Grande Prairie)的小镇, 草原圣经学院

附近, 一大树林旁边的高压电缆突然断掉, 电
缆电殛泥土大概 4 小时之久. 电源渗入泥土

里, 将泥土中的矽(silicon, 简称 Si)溶解, 随即

                                                           
30   Dennis L. Lindsey, The Dismantling of 
Evolutionism’s Sacred Cow: Radiometric Dating (Texas: 
Christ For The Nations, 1994), 第 138-139 页. 
31  Henry M. Morris, The Biblical Basis for Modern 
Scienc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4), 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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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 Eddy 

将树根“化石化”. 就在附近的里贾纳大学

(University of Regina)科学家用钾变氩法鉴定

树的年龄, 其报告显示是超过百万年(事实上

这化石才形成不久). 原来高热能使放射性元

素失去原有的“报龄技能”. 
 

以上的论点和论证皆指出使用放射性元

素鉴定年代法是基于“假设”才成立的. 但“假设”
建在“假设”上不是产生理论, 而是更大的“假设”. 
 

(D.4)  以碳十四放射性元素鉴定年龄的原

理与效能 
 太阳照射下来, 太阳

的 光 子 与 大 气 中 的 氮

(Nitrogen, N14)碰撞 , 产生

放射性碳十四(C14)漂浮在

大气中, C14 与空气中的氧

气混合便成二氧化碳(CO2), 
C14 及 CO2 被有机体如树

木、动物、昆虫、人等吸

入体内. 当有机体死亡后便停止吸入 C14/CO2 . 
C14 在有机体内腐化(衰变)成不放射性 C12 (如
上文“时钟沙漏”下层的细沙). 理论上, C14 经 6
万年便完全在那有机体里逸走(消失), 但实际上, 
在 1 万至 1 万 5 千年后, 那有机体里的 C14 存留

太少, 不能探测其存在, 所以 C14 鉴年法对声称 1
万 5 千年以上的物体便没法产生作用. 
 

(D.5)  以碳十四放射性元素鉴定年龄的缺陷 
 像一般放射性元素鉴定年龄的原理, 碳十

四鉴年法也是基于相同三个基本的假设, 所以相

同的缺陷也纷纷呈现. 马有藻指出以下的例子:  
 
1) 碳十四鉴年法理论上在 6 万年便完全从有机

体内消失, 而在 1 万 5 千年的有机体里也探测

不到它的存在, 所以它的可靠性便减少很多. 
因此, 若有人说某石块经碳十四鉴年法验出

数千万年, 请不要相信. 
2) 不可用 C14 鉴年法来检验石块的年代, 因为

石块(非有机体)里没有 C14/12 的存在. 
3) 大气层因很多因素而影响 C14 的产量, 如空

气污染、气候改变、位置高低(高空、低空、

高山、山下)、人口密度、太阳强弱、地球磁

场、地区环境(城市郊外)等, 以致有机体吸收

C14 的速度也锐减(急剧、飞快地减少), 导致

有机体的年纪比实际年纪更老. 
4) 挪亚洪水前大气层中有水罩层吸收太阳光,  

使太阳光子与氮中子碰撞机会不如洪水以后, 
致 C14 产量不多(相对性来说, 空气干燥, 产
量便多), 被有机体吸收相对也减少, 所以有机

体死后所显示的年龄比实际的年龄为大.  
5) 理论上, C14 经 5730 年(衰变期)便减掉一半, 

衰变成 C12, 但这衰变速率并非恒久不变. 譬
如洪水前, 地球磁力较强, 因此 C14 衰变成

C12 较速(意即较快速), 有机体内的 C14 和

C12 的含量便显示较年老(如洪水前的人类寿

命远超今日的人寿). 
6)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生物学教授 David Plaistea 说市内

机场附近的大树林, 经 C14 鉴年法显出约有 1
万年(因为受航机喷气所污染). 如果 C14 鉴年

法属实(指真实的), 那么 1 万年前这城市根本

不存在, 而这些大树林的树苗还未长出来呢!  
7) “科学创造论协会”一次列出用 C14 鉴定 400

种动植物及原油均出错的名单, 例如同一头

动物, 不同的骨头便有不同年龄. 同一株树

木、同一块石头, 其不同部分被验出差距很

大的年龄(见该协会季刊 6/74 及 12/83). 
8) 美国加州一群科学家利用碳十四方法测定活

蜗牛外壳的年代, 测量结果发现这只活蜗牛

“已活了 2 万 7 千岁”! (证明这鉴年法不正确) 
 

有鉴于此, 美国生物化学博士苏绯云指出, 
用碳十四鉴年法必须留意: 只有含碳的东西, 如
木头、骨头等, 才可应用此法. 石头或已化成石

头的“化石”, 不能用此法. 此外, 因碳十四的半衰

期是 5 千多年, 故不能推得太远, 顶多不过 10 个

半衰期  —  5 万年. 因此不能推算百万、千万、

万万年的结果.32 总而言之, 诚如美国宇宙物理学

家约翰·艾迪(John A. Eddy, 1931-
2009)所说: “如果碳十四能支持

我们的论据, 还要看看历史文墨

的辅证, 否则只能将碳十四当作

脚注.” 这确是忠诚肺腑之言.33  
 
                                                           
32   苏绯云著, 《科学与真理》(香港湾仔: 香港创世科

学会, 2003 年),  第 11-12 页. 
33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 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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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 

 
 

Dwight D. Eisenhower 

 
 

约德尔大将(Alfred Jodl) 

 
 

奥尼尔 James H. O’Neill 

祷告密室      微声 

巴顿的祈祷 
 

足智多谋的军事家诸葛亮(又名“孔明”, 是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曾说 : “谋事在人 , 成事在

天”(意即: 尽自己能力去

做, 但成功与否就取决于

天命了); 西方人也说: “天
助自助者.” 尽管每个人心

目中所谓的“天”或许有不

同意义, 但都承认: 单靠自

己的计谋和努力不一定能

成功. 有“热血铁胆”或“血
胆将军”之称、勇敢无畏

的巴顿将军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美国陆军四星上将乔

治·巴顿(General George S. Patton, 1885-1945)是
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 (Lieutenant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 注: 艾森豪威

尔过后成为第 34 届美国

总统, 1953-1961)麾下最杰

出和桀骜不驯的战将 . 
1941 年 4 月 4 日, 巴顿升

为少将, 并担任第二装甲

师师长, 其装甲部队过后

在战场上屡建战功, 令敌

闻之丧胆. 1942 年 12 月, 
巴顿指挥 24,000 名将士和 100 艘船只组成的西

方特遣队, 在摩洛哥登陆, 参加“北非战役”, 战胜

敌军.34 巴顿过后也被委任为美国第七集团军的

司令(1943 年)和第三集团军司令(1944 年). 
 
巴 顿 一 生

作战时总是亲自

带头, 冲在士兵前

面 . 这种“身先士

卒”的风范激励他

的军队将士, 以快

                                                           
34   摩洛哥苏丹因此对巴顿相當賞識, 后来授予巴顿

一枚皇家御座勋章(Order of Ouissam Alaouite), 勋章的题词

说“躲在巢穴中的狮子也会因他(指巴顿)的临近而颤抖”. 

速凌厉的攻势打败敌军. 巴顿认为两军对垒, 勇
敢是最重要的事. 因此, 他行事高调夸张, 头戴闪

亮钢盔, 腰插象

牙柄手枪, 脚蹬

高筒马靴. 他的

吉普车前后会

有超大的军阶

标牌, 还有高音

喇叭宣布他的

到来. 连美军多型的坦克都以他命名, 例如: M46
巴顿坦克、M47 巴顿坦克、M48 巴顿坦克等. 

 
据说德国的军队将

领敬重或畏惧巴顿将军 , 
胜过于其他任何一位盟军

将领 . 德国总理希特勒
(Adolf Hitler, 1889-1945)
称他为“疯狂的牛仔将军”; 
德军大将约德尔 (Alfred 
Jodl, 1890-1946, 注: 此人

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

局长)说: “他喜欢搞大动

作, 敢冒大险而获大胜.” 巴
顿指挥的第三军团(第三集

团军)攻进德国境内后所向

披靡, 战无不克. 指挥部担

心他兵力不够, 命令他绕过

特里尔镇不要进攻. 当命令

送到巴顿手上时, 他已攻占特里尔镇. 他回电说: 
“已经拿下特里尔.” 接着又挖苦着说: “你是要我

还给德军吗?” 顶头上司对他真是又气又爱.  
 
这样一个让敌军丧胆, 友军嫉妒的战将, 

会对谁屈膝低头? 美国随

军牧师奥尼尔 (Chaplain 
James H. O’Neill)回忆 , 
巴顿曾对他说: “我是一

位忠实的基督徒, 一个人

要得到想要的东西要做

出三种努力 : 周密的计

划、辛勤地工作和虔诚

的祈祷. 在计划和执行中

间存在未知的东西, 决定

着胜败输赢. 有人称之为命运, 我说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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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将领只看到巴顿快速凶猛、地动山

摇的装甲部队, 却不知道他最强大的力量是来自

天上的主、全能的神. 有者认为“巴顿出生于美

国加州圣马力诺市 (另译 “圣马利诺市 ”, San 
Marino), 一个传统的军人世家, 基督信仰根深蒂

固. 对神的敬畏贯穿巴顿一生.” 
 
 1944 年 12 月, 德军集结了 25 万兵力, 发
动了二战史上赫赫有名的“阿登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 or Ardennes Offensive). 德军攻势凌厉, 
盟军难以抵挡, 招架不住. 12 月 17 日, 德国三个

集 团 军 在

2,000 门大炮

的掩护下, 潮
水般扑向美

国第八集团

军, 并成功将

他们包围. 著
名的美军 101
空降师也死守在比利时(Belgium)南部小镇巴斯

托尼(另译“巴斯通”, Bastogne). 此镇不能失守, 否
则德军便占尽优势. 101 空降师陷入德军的重重

包围, 情势非常危急, 巴斯托尼眼看就快失守. 
 

12 月 18 日, 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急令巴

顿率军解救. 在巴顿高效率的指挥下, 美国第三

集团军在三天内就完成大量艰巨和繁杂无比的

部署和战前准备工作: 近 1,400 台运输车辆不分

昼夜的运送军队和补给, 其中物资的运输量就达

到了 62,000 吨, 几十万张新的作战地图和敌情报

告被分发到作战人员手中. 三天时间, 巴顿的第

三集团军就这样在德军的阻截和恶劣的天气下

(当时是下雪的冬天), 把十几万人的军队从萨尔

地区快速调往阿登山区. 12 月 22 日清晨 6 时, 第
三集团军准备好向德军挺进. 

在这之前, 巴顿计划他的军团要在美军战

斗轰炸机群的掩护下进攻德军, 但北欧正值天气

最恶劣的冬季, 阴雨浓雾使美军战机难以展开攻

击. 巴顿请随军牧师奥尼尔写了一段祈祷词:  
 

“全能又最仁慈

的父神啊, 我们

谦卑地恳求祢

的大恩, 约束这

些我们不得不

面对而且毫无

节制的降雨, 给
于我们作战的

晴朗天气, 施恩

垂听我们作为

士兵向祢的请求… 粉碎我们敌人

的压迫和邪恶, 建立起祢在人与国

家当中的正义, 阿们.” 

 
 巴顿吩咐把这段祈祷文加在他给士兵的

圣诞卡上(当时圣诞节快到了). 他在卡上签名后, 
下令打印 25 万张, 第二天, 即 1944 年 12 月 22 日, 
全体官兵(估计约有 250,000 人)在领取食品和弹

药时, 还领到这张祷告卡. 巴顿又给将士们发了

一封信倡议书. 他非常具体地写道, 不仅是在讲

堂祈祷, 而是随时随地祈祷, 行军时要祈祷, 战斗

时也要祈祷, 我们必须确信上帝与我们同在, 祈
求仰望主, 我们才不会战败.  
 

经过恳切的祷告之后, 天气果然很快好转. 
“12 月 23 日, 趁着天突然放晴, 盟军近 20 个战斗

轰炸机群飞抵巴斯托尼上空, 猛烈地轰炸了德军, 
迫使其放弃了 24 日进攻巴斯托尼的计划. 巴顿

亲自指挥的第四装甲师在空中(战机)打击的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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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强行突破德军

防线, 向阿尔隆的

德军发起突击… 
为进攻巴斯托尼

做好了准备.” 巴
顿在 12 月 25 日

圣诞节那一天, 在
他的日记上写道: “天刚亮, 天气冷但天空晴朗, 
是适合杀敌的好天气.”35 12 月 25 日开始, 天气更

是晴朗, 巴顿率领美军乘胜追击. 
  
那时, 被围困在巴斯托尼的美军 101 空降

师伞兵们趴在积雪的散兵坑里死守阵地, 等候救

援. 12 月 26 日下午, 巴顿率领的第四装甲师以

“钢铁洪流”之势击败德军, 涌入巴斯托尼, 解救了

被围困的美国 101
空降师 . 三天后 , 
即 12 月 29 日, 美
军就彻底击溃了

之前围攻巴斯托

尼的德军, 也继续

向德军其他基地挺进, 最终美军大获全胜, 结束

了“阿登战役”, 巴顿也因此名扬四海.36 1945 年 1
月, 随军牧师奥尼尔在卢森堡(Luxembourg)见到

巴顿将军时, 巴顿来到他面前, 微笑说道: “我们

的祈祷见效了. 我知道它们一定有效”(our prayers 
worked. I knew they would).37 

 
 这事之后, 巴顿写道: 
“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最

杰出的成就.” 巴顿并不贪

天之功, 他说: “主帮助我, 
而且看到我完成使命, … 但
我个人微不足道 .” 虽然已

过数 10 年, 巴顿将军的话

                                                           
35   参网址 : https://scottmanning.com/content/general-
pattons-prayer/ ; 浏览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 
36   美国 101 空降师的师长麦考利夫准将(Brigadier 
General Anthony C. McAuliffe)为此“连连称赞巴顿麾下‘铁
轮地狱’(喻指巴顿的装甲部队叫敌军闻之丧胆)的速度和力

量.” 有关这场阿登战役(巴顿领军解救被困的美国 101 空

降师), 参网址: https://kknews.cc/history/z6k5g2l.html ; 浏览

于 2020 年 3 月 15 日. 
37   参 网 址 : http://ww2today.com/8-december-1944-
general-george-s-patton-on-the-importance-of-prayer . 

还是那么有见地(insight): “这世界祈祷的人应该

多于打仗的人, 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糟, 肯定是

因为打仗的人多于祈祷的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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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语: 
 

有者描述巴顿为“一个暴戾的军神, 一个桀骜不

逊、威严傲慢的传奇将军, 一个为战争而生, 又为

战争结束而死的战争疯子.”39 1970 年上映的《巴

顿将军》(Patton)也大略如此描绘巴顿的形像.40  
 
编者承认巴顿也和我们一

样, 有许多人性的软弱, 说
话粗俗, 气势逼人, 本文也

无意将他“美化”. 然而, 巴
顿那看似“气势逼人”的态

度和行为或许与他当时的

身分及处境有关; 身为无

情战场上的将领, 纪律严

谨和士气高昂乃胜利之道, 
所以他对下属要求极度严

厉, 对打击敌人也绝不手软, 正如《维基百科》所

指出: “巴顿刻意给自己培养华丽而独特的形象, 
他相信这能够激励部下.” 此外, 巴顿也非图谋私

利之人, 他愿意放下个人利益, 勇赴战场, 为国捐

躯, 他说: “只有在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年代

里, 人类才能进步, 个人英雄主义是一种腐论”. 
 
简之, 本文无意“圣化”巴顿, 乃要强调就算是像巴

顿那样热血铁胆、勇猛无惧的“血胆将军”, 都必

须承认人是有限的, 需要“天助”  —  必须借着祈

祷来倚靠“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拿 1:9), 
巴顿也深信这位他所信靠的神不仅掌控万有, 更
是垂听祷告的神, 所以他下令印制有“祈祷文”的
圣诞卡, 分给所有将士, 要求他们向神祈祷赐下好

天气, 可以杀敌解救受困的美军. 这一切都是有实

录可寻、文献可证的历史事件. 亲爱的弟兄姐妹

和朋友们, 面对生命中的困境, 你是否愿意像巴顿

承认自己的有限, 谦卑仰望天上的神, 祷告求助呢? 

                                                           
38   上文参考/改编自“巴顿将军: 惊天动地”, 参网址: 
https://www.kp24-newway.com/prayer/?recordId=18366 ; 也
建 议 读者 观 赏 旁 述 以上 文 章 的 短 片 “ 惊 天 动 地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GVfhZPTm0 . 
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巴顿将军自传 . 
40   英文电影片《巴顿将军》(Patton)荣获第 43 届奥

斯卡(Oscar)最佳影片、最佳剧本、最佳导演等七大奖项. 

https://scottmanning.com/content/general-pattons-prayer/
https://scottmanning.com/content/general-pattons-prayer/
https://kknews.cc/history/z6k5g2l.html
http://ww2today.com/8-december-1944-general-george-s-patton-on-the-importance-of-prayer
http://ww2today.com/8-december-1944-general-george-s-patton-on-the-importance-of-prayer
https://www.kp24-newway.com/prayer/?recordId=1836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GVfhZPTm0
https://baike.baidu.com/item/巴顿将军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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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10) : 

神未曾应许 
 
 曾有一位名为安妮(Annie Johnson Flint, 
1866-1932)的才女, 文采卓著, 但在旁人眼里却过

得有些坎坷. 她于 1866 年圣诞节前夕出生在美

国新泽西州瓦恩兰(Vineland, New Jersey)的一个

小镇. 她三岁丧母, 后来一度遭到寄养家庭的苛

刻对待, 而后又被辗转送给另一对夫妇(Mr. and 
Mrs. Flint)收养. 她真是一位小才女, 据说 9 岁时

就能写诗, 少女时的她还能作曲、弹琴.41 
 
 在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心理疾病职能治

疗学的施以诺博士写道: “然而, 她 20 多岁时却

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此
种病即便是在现今的医学, 都是很棘手的疾病, 
更何况是在近百年前, 并没有足够的医疗知识、

资源可以介入; 过不多久, 她的关节与骨骼就开

始变形, 痛苦异常; 关节变形到甚至无法握笔写

字, 只能用打字机来缓慢地‘敲’字.” 
  
 这时, 有人劝她: “你不是基督徒吗? 可以

祷告请上帝医治你呀!” 于是, 她开始奋力地祷告! 
然而, 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上帝并没有应允她与

她亲友们的祈求, 并没有如他们所愿医好她这个

公认的才女. 施以诺指出, 许多人为她的遭遇而

感到忿忿不平, 觉得“若上帝爱她, 为何不医好

她?” “这明明是个难得的才女, 为何不能健健康

康地被上天重用?” 或也有人质疑, 是否她对上帝

的信心不足, 所以才得不着医治? 然而, 在清楚的

祷告之后, 安妮的结论却是: “上帝对每一个人有

不同的旨意, 祂要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荣耀祂; 
而上帝要彰显的就是我的‘软弱’, 祂要我用我的

病痛来见证祂.”42 
                                                           
41   安妮的原生父母名为 Eldon 和 Jean Johnson. 过后, 
好心的浸信会信徒 Flint 夫妇收养安妮和小她两岁多的妹

妹 , 疼爱她们像自己亲身的女儿一样 . 正因此故 , 安妮

(Annie Johnson)的名字也加上 Flint. 有关安妮的生平和经

历, 请参: http://www.homemakerscorner.com/ajf-annie.htm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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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6 页. 

 于是, 这位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选

择顺服上帝的旨意, 继续用创作来见证主的名. 
在某些人的眼里, 认为安妮很可怜, 更有人为这

样一位才女感到不平! 然而, 后来她却认为就像

天气一样, 上帝不可能让每一天都是好天气; 祂
得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安排一些坏天气, 这整

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就像祂也必须安排某些人

经历苦难一样. 于是, 安妮在关节变形、疼痛的

病程中写了一首著名诗歌  — “神未曾应许”(God 
Hath Not Promised),43 这位才女在歌词中说: 
 

神未曾应许: 天色常蓝,  
人生的路途, 花香常漫; 
神未曾应许: 常晴无雨, 
常乐无痛苦, 常安无虞. 

 

    副歌: 神却曾应许: 生活有力, 
行路有光亮, 作工得息; 
试炼得恩助, 危难有赖, 
无限的体谅, 不死的爱. 

 

神未曾应许: 我们不遇 
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 
  神未曾应许: 我们不负 
  许多的重担、许多事务. 
 

若按音乐学的角度来看, 这
首诗歌可能不是一首太有音

乐学术价值的曲子. 然而, 这
首诗歌由一位祷告求医治、

却迟迟未蒙应允的慢性病人

写来, 却一再感动了无数人

的心! 后来, 这首诗歌被翻译

成多国语言传唱, 不只帮助了许多在病痛中的忧

郁之人, 也激励了无数的白领阶级上班族.   
 
现任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施以诺博士

写道: “类风湿性关节炎至今在医学上仍是极为

难缠的疾病, 但我相信上帝绝对有能力医治一位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 那叫作‘神迹’. 然而, 让
一个人深受类风湿性关节炎所苦的时候, 仍能不

愤世嫉俗, 还能造就旁人, 甚至能让一个病人在

病痛中有这样的心志, 这叫作‘更大的神迹’. 
                                                           
43   此诗歌又名 What God Hath Promised. 安妮也写了

其他很多闻名的诗歌如: He Giveth More Grace、I Look 
Not Back、O Who is This Jesus Who Doeth So Much 等.  

http://www.homemakerscorner.com/ajf-anni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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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是一位虔敬的基督徒, 我相信这位

才女后来去到了天堂, 到达一处不需使用药物的

美境, 享受那永恒的美好; 也因着她在病痛中所

活出的生命见证, 我深信天父必给她一个极大的

冠冕, 正如圣经所说的: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林后

4:17). 这世上有许多勇敢活

着的基督徒慢性病人, 可能

我们在一旁看了也要问 : 
‘若上帝爱他 , 为何不医好

他?’ 问题的答案, 或许安妮

已用她的生命见证为我们

作了最好的解答.”44   
 
 为何安妮能做到这点呢? 因为她属灵的眼

睛不向后看, 不向周围看, 不向内心看, 只向上看  
—  仰望与注视天上的主, 正如她在所写的诗歌

“我不后顾”(I Look Not Back)中所表达的:  
 
1) I look not back; God knows the fruitless efforts, 

The wasted hours, the sinning, the regrets.  
(直译: 我不向后看; 神知道那无结果的努力、那

浪费的时间、那犯罪和懊悔)  
 

2) I look not forward; God sees all the future, 
The road that, short or long, will lead me home,   
(直译: 我不向远看; 神看见所有的未来, 无论前路

是短或长, 都会领我归回天家) 
 

3) I look not round me; then would fears assail me, 
So wild the tumult of earth’s restless seas, 
(直译: 我不向周围看; 不然惧怕会纠缠我, 属地的

大海翻腾, 喧哗骚乱, 猛烈疯狂) 
 

4) I look not inward; that would make me wretched; 
For I have naught on which to stay my trust. 
(直译: 我不向内心看; 那会使我痛苦难受; 因为我

里面没有任何良善, 可以倚靠和夸口) 
 

5) But I look up  —  into the face of Jesus, 
For there my heart can rest, my fears are stilled; 
(直译: 但我向上看  —  注目耶稣的慈容, 因在那

里, 我的心灵可以安息, 我的惧怕可以止息)45 
  
                                                           
44   施以诺著, 《诗歌, 是一种抗忧郁剂》, 第 37-38 页. 
45   此英文歌词摘自 https://blog.truthforlife.org/hymn-
i-look-not-back-annie-johnson-flint . 此诗歌有收集在《万民

颂扬》第 440 首, 但为了配合诗歌的押韵和字数, 其中文翻

译并非直译. 因此, 我们在上文直译此歌, 以恢复歌词原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生活是否面临苦难? 
祷告似乎未蒙应允? 当彼得眼目注视主耶稣时, 
他就能“走在海上”, 一旦他眼目注视周围时, 他就

“沉下去了”(太 14:29-30). 是时候我们向上看, 注
目主的慈容, 仰望主的带领, 顺服主的安排.46 

 
*******(   附录:   祷告蒙神应允的秘诀   )******* 

 
 我们相信神是垂听祷告, 也是回答祷告的神. 
但为何许多时候, 我们的祷告不蒙神的垂听和应允呢? 
原因是我们的祷告不符合五大条件. 按圣经的教导, 
祷告蒙神垂听和应允的条件或秘诀是: 要“信”、要

“义”、要“切”、要“恒”、要“准”, 五大条件缺一不可! 
 

1) 要“信”: 我们的祷告必须出于信心, 对神有坚定不

移的信心.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

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可 11:24; 雅 1:6-7).  
2) 要“义”: 我们的生活必须公义圣洁, 远离罪恶. “义

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 5:16); “我若

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诗 66:18; 罪会拦阻我

们与神的交通). 
3) 要“切”: 我们的祷告必须“恳切”, 真诚热切地恳求. 

“以利亚… 恳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

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雅
5:17-18; 注: 以利亚恳切祷告, “屈身在地, 将脸伏

在两膝之中”, 如此祷告七次, 王上 18:42-44). 
4) 要“恒”: 我们的祷告必须“恒切”, 恒心不断地祷告, 

不灰心、不放弃 . “…是要人常常祷告 , 不可灰
心. …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祂, 祂纵然为他们忍了

多时, 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路 18:1,7). 
5) 要“准”: 我们的祷告必须“准”, 即准确地按照神的

心意来祈求.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听

我们, 这是我们向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

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祂的, 无
不得着”(约壹 5:14-15). 

 
我们的祷告若有了“信”, 有了“义”, 有了“切”, 

又有了“恒”, 却得不着应允, 因为所求的少了“准”, 即
所求的不合神的旨意. 在这方面, 或许是我们所求的

不够好, 而神有预备更好的给我们; 又或者是我们求

神救我们脱离苦难, 祂却继续把我们留在苦难中, 因
为祂要试炼我们, 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更显精纯, 
使我们更认识祂, 更经历祂的宝贵, 正如安妮(Annie 
Johnson Flint)所经历的一样. 全智之神的道路总是高

过我们的道路(赛 55:9), 远比我们的道路更美更好.   
                                                           
46   上文主要改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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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8 页, 也参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christia/flintbio.pdf . 

https://blog.truthforlife.org/hymn-i-look-not-back-annie-johnson-flint
https://blog.truthforlife.org/hymn-i-look-not-back-annie-johnson-flint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christia/flintbi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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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科林·哈戚森(Colin Hutchison) 

 

先知何西阿 

与先知阿摩司 

 
(A) 先知何西阿 (何西阿书 第 1、3 和 14 章) 
 在整本何西阿书中, 
耶和华神与祂百姓的关系

是以夫妻关系来呈现. 此
书一开始就呈现一位被冒

犯的神, 并立即给于原因  
—  “因为这地大行淫乱, 
离弃耶和华”(何 1:2). 此
书较后进一步提到背道的可悲情况, 我们从中得

知“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何
4:1). 书中继续谈到此事的结果: “起假誓、不践

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 
接连不断”(何 4:2). 就在这样糟糕的日子, 神兴起

了何西阿. 
 

“何西阿”这名字有“救恩”(salvation)的意

思, 指向神的信实和怜悯, 表明即使在祂百姓离

弃祂的日子, 神仍是信实的, 满有怜悯的. 何西阿

清楚见证神心中的悲痛, 他如此记录神的话: “我
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

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

果子”(何 9:10a). 这与他

们现今情况有何等鲜明

的对比啊! “他们却来到

巴力毗珥专拜那可羞耻

的, 就成为可憎恶的, 与
他们所爱的一样 ”( 何
9:10b:)  

 
神吩咐何西阿 : 

“你去娶淫妇为妻, 也收

那 从 淫 乱 所 生 的 儿

女”(何 1:2). 邪恶背道的

环境已污染了何西阿的

妻子歌篾(Gomer), 在她

身上留下可怕的记号. 何西阿与淫妇歌篾的夫妻

关系, 令他更深刻地体会到神对祂百姓的心情和

感受. 歌篾为何西阿生了孩子, 神吩咐何西阿给

他们取的名字意义深长,47 为要长久不断的提醒

我们关于神百姓的情况和神心中的伤痛. 
 
 在一切罪恶当中 , 神在亚割谷(valley of 
Achor)开了一扇希望之门.48 此处是罪恶受到审

判之处(书 7:24-26; 注: 把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 
意味着只有当罪恶受到审判, 才会有希望的门敞

开).49 这点教导我们: 神施怜悯的行动, 并不排除

祂仍会审判祂百姓的罪恶.  
 
 无论如何, 何西阿必须先忍受个人的痛苦

和悲伤, 才能被神使用. 神的手在他身上动工, 透
过他的妻子和孩子  —  他在地上最近最亲的人  
—  来塑造他的品格, 使他学习到宝贵的功课.   
 
 为了对神忠心, 很
多人因此经历了家庭的

悲伤或困境. 这是神安排

给何西阿的担子, 而在一

切困难过后 , 他总结道 : 
“因为耶和华的道(ways, 
道路)是正直的; 义人必

在其中行走”(何 14:9).50 

                                                           
47   何 1:4: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耶斯列

(Jezreel); 因为再过片时, 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

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 何 1:6: “歌篾又怀孕生

了一个女儿 ,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 : ‘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

(Loruhamah, 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 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

色列家, 决不赦免他们.’ ”; 何 1:8-9: “歌篾给罗路哈玛断奶

以后, 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说: ‘给他起名叫罗阿米

(Loammi, 就是‘非我民’的意思); 因为你们不作我的子民, 
我也不作你们的神.’ ” 
48   何 2:15: “他从那里出来, 我必赐他葡萄园, 又赐他

亚割谷作为指望的门. 他必在那里应声(或作: 歌唱), 与幼

年的日子一样, 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 
49  书 7:24-26: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

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 并亚干的儿女、牛、

驴、羊、帐棚, 以及他所有的, 都带到亚割谷去...  于是以

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 将石头扔在其上, 又用火焚烧他所

有的. 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 直存到今日. 于是

耶和华转意, 不发祂的烈怒. 因此, 那地方名叫亚割谷(就是

‘连累’的意思; 注: 英文意即 trouble ), 直到今日.” 
50   这与一生受尽种种苦难和考验的大卫, 在走完这

一切“患难之路”后所说的相符, 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神, 
祂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 凡投靠祂的, 祂便

作他们的盾牌”(撒下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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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先知阿摩司 (阿摩司书 第 1 章; 5:14-15) 
 即使是最粗心的读者, 也肯定会注意到阿

摩司书首两章所充斥的罪孽与过犯. 他列出异教

列国的众罪, 并且把每一个罪都贴上神审判的警

告 . 或许最可悲的

记载是关于神百姓

的罪 (摩 2:11-12). 
神在 摩 2:11-12 说

道: “我从你们子弟

中兴起先知 , 又从

你们少年人中兴起

拿细耳人(KJV: Nazarites). 以色列人哪, 不是这样

吗?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 嘱
咐先知说: 不要说预言.” 拿细耳人提醒我们要离

俗归神, 而先知则是代表神发言说话. 可悲的是, 
拿细耳人却被酒所玷污, 先知也闭口不言. 
 
 就在这样可

悲的日子, 神兴起

了阿摩司, 他名字

的意思是“负担”或
“重担”(burden). 神
的仆人为着他那世

代的需要而发言时, 
应该拥有或感到真正的负担(特指有使命感, 深感

重任). 他事奉的负担是要严肃地提醒异教国民和

神自己的百姓: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摩 1:3; 注: 
同样的警告也出现在 摩 1:6,9,11; 2:1; 以及复数

的人称代名词“他们”, 如 摩 1:13; 2:4,6 所说: “我
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罰”).    
 
 在阿摩司的品格

方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的谦卑. 他被神兴起

和重用多年后, 仍然惊

讶为何神愿意使用像他

那样不配的人. 阿摩司

告诉人说他不是先知

(摩 7:14: “我原不是先

知, 也不是先知的門徒

[原文作: 兒子]. 我是牧

人, 又是修理桑樹的”), 他认为自己并非先知, 所
以按人的说法, 没有资格负起先知的工作; 他也

说自己并非先知的儿子, 所以不能从他父亲的经

验中获取资源. 显然, 他表明自己是以简朴的方

式执行简朴的工作. 然而, 就是这样的人能够被

神兴起和使用, 这是何等具有启发性的教训. 我
们当中若有人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旨意

要使用我们, 纵然我们深感惊讶与不配, 但祂能

够彻底改变我们事奉的领域. 
 
 虽然阿摩司对自己有很低的评价(觉得自

己不配), 但他对神却有很高的评价(重视神的旨

意和话语), 他在整本书中提到神各种不同的名字

或称号(参 摩 1:2 的“耶和华”;  2:7 的“我的圣名”;  
3:13: “主耶和华万军之神”;  4:2: “主耶和华”;  7:7: 
“主”等等). 由于他对神有丰富的赏识和正确的评

价, 所以他开声谴责神百姓的自满堕落, 并要求

他们献上更好的给主. 他们出于惯性与假冒为善

地进行礼仪式的献祭, 这是神所厌恶的, 所以神

不悦纳他们所献的各样祭物.  
 
 第 6 章的挑战是要以色列人除去假冒为

善的面具, 向神献上真诚付出代价的祭物, 而献

祭的心态必须出自一个新造的灵  —  一个“追求

和喜爱良善”的心(摩 5:14-15).51 以色列人若有此

改变, 就可能避开神的审判. 这点提醒我们有关

神那无比恩慈的属性(摩 7:3: “耶和华就后悔说: 
这灾可以免了”; 摩 7:6: “耶和华就后悔说: 这灾

也可免了”).52 
 

 
                                                           
51   摩 5:14-15: “你们要求善, 不要求恶, 就必存活. 这
样, 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 要恶恶好

善, 在城门口秉公行义; 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余民

施恩.” 
52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53 和 2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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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天地             杯子 
       

神的十二个奥秘 (五) 
  
编者注: 圣经中至少有十二个奥秘(mysteries).53 我们

在前四期讨论过第一至第七个奥秘. 本期, 我们

将探讨关于第八个奥秘  —  “不法的奥秘”. 
 

(文接上期) 
 

(B.8)    不法的奥秘 (帖后 2:1-12) 
 
 

经文: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原
文作: 奥秘)已经发动, 只是现

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

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

显露出来…”(帖后 2:7-8). 
 
 
  “不法的奥秘”(注: 帖后 2:7 译作“不法的

隐意”)是圣经中十二个奥秘(mystery)之一.54 值得

注意的是, 这“不法的奥秘”在英文圣经有多种译

法, 如: the mystery of iniquity (KJV)、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NKJV、Darby、NASB、ESV、

RSV 、 NRSV) 、 the secret of the lawlessness 
(Young)、the secret power of lawlessness (NIV) 或 
the Mysterious Wickedness (GNT, 即 Good News 
Translation)等等. 中文圣经也有不同译法, 如《新

                                                           
53   这十二个奥秘如下: (1) 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 (提
前 3:16); (2) 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奥秘 (西 1:26-27); (3) 基督

身体的奥秘 (弗 3:6); (4) 七星与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启
1:20); (5) 天国的奥秘 (太 13:1-52); (6) 圣徒(召会)被提的奥

秘 (林前 15:51-54; 帖前 4:16-18); (7) 以色列眼瞎硬心的奥

秘 (罗 11:25); (8) 不法的奥秘 (帖后 2:7); (9) 大巴比伦的奥

秘 (启 17:5); (10) 基督新妇的奥秘 (弗 5:26-32); (11) 万物

更新和复兴的奥秘 (弥 4:1-4; 彼后 3:7-13; 启 21:1-2); (12) 
神旨意的奥秘 (启 10:7). 也请读者参阅“家信文库”的下列

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圣经中的奥

秘是指什么-共有多少种奥秘/ . 
54   弗莱明(Don Fleming)解释道: “按新约圣经的用法, 
奥秘(mystery)一词不是一个让人无法明白的秘密(secret)或
不解之谜(puzzle), 而是神启示给人的一个真理. 它通常指

人普遍不知的事物, 但神因着祂的恩典而晓谕给人知道(弗
3:4-5; 西 1:26; 启 17:7).”【引自 Don Fleming 所编辑的 
World’s Bible Dictionary (1990), 第 107-108 页】. 简而言之, 
奥秘是只有借着神的启示才能知晓的真理.  

译本》译作“那不法的潜力”; 《现代中文译本》

则译为“那神秘的不法者”.  

 
(a)   不法的世代 

 
  “不法的奥秘”是个非常合时的题目, “不
法”(lawlessness)一词是指目无法纪, 任意妄为, 不
服神的权柄, 也不服人的法律. 人类自始祖亚当犯

罪开始就是悖逆者(或译: 叛逆者), 在伊甸园的时

候、诺亚的日子、巴别塔的时期、以色列人的历

史、今天的世代, 都遍布悖逆的足迹. 保罗说我们

未得救之时“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

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弗 2: 
2). 这悖逆的灵在家庭、学校、社会无所循形, 这
股悖逆的浪潮直捲全世界. 

 
(b)   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或作“奥秘”)已经发

动”(帖后 2:7). “已经发动” 指的是什么时候? 罗
5:19 告诉我们是从亚当犯罪开始. 圣经中的两座

山特别显示不法的奥秘在发动, 一座是西乃山, 
一座是各各他山: 
 

(b.1)  西乃山的悖逆 (出 32:1-35) 
 

摩西上了山, 四十昼夜领受律法和建造会

幕的指示, 山下的百姓见摩西还未下山, 就对亚

伦说: “起来! 为我们作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

路”(出 32:1). 百姓的心真是充满悖逆, 不知感恩, 
竟要为自己做金牛犊代替神. 他们承蒙神的恩典, 
才得以安度逾越节和过红海 , 神又赐下云柱火

柱、旷野吗哪和磐石活水, 叫他们一无所缺, 但
现在摩西只是暂时不在百姓中间, 他们就要造偶

像取代神, 足见人悖逆的劣根.  
 

(b.2)  各各他山的悖逆 (太 27:33-50) 
 

距离耶路撒冷不远之处有座山岗 , 名为

“各各他山”, 由于形状似骷髅, 所以又名“骷髅地”. 
在各各他山, 众人拒绝那温柔谦卑的主耶稣基督, 
且把祂钉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尽显人的不法和神

的慈爱; 众百姓、 祭司长、官府和文士一起抵挡

主, 使徒彼得和约翰在 徒 4:25-26 向神祷告: “外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圣经中的奥秘是指什么-共有多少种奥秘/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圣经中的奥秘是指什么-共有多少种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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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

的君王一齐起来, 臣宰也聚集, 要抵挡主, 并主的

受膏者.” 这段祷文引述自诗篇第二篇, 而诗篇第

二篇是会多次在历史上应验的预言性诗篇, 先是

在各各他山上应验, 然后在哈米吉多顿(启 16:14-
16)和千禧年后(启 20:7-10)再次应验. 这不法的奥

秘将全面发动, 引发全球性的悖逆抵挡真神. 

 
(c)   不法的人 

 
不法的奥秘现今借着灵(邪灵)、言语(异

端教训), 以及假冒使徒名义写的信(假使徒)继续

运作(帖后 2:2), 去诱惑众人; 到了末尾, 撒但会兴

起一个不法的人, 他的显现会将不法的奥秘推到

高峰!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

的”(帖后 2:4), 这是撒但一直痴心妄想要成就的

事, 他由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堕落阴间, 只因心里

起了骄傲, 想坐在至高者的尊位(赛 14: 12-15).  
 
这位被撒但重用和高举的“不法的人”(帖

后 2:8-9),55 也被称为“大罪人”和“沉沦之子”(帖
后 2:3)、“敌基督”(约壹 4:3)、“兽”(启 13:1)和
“行毁坏可憎之王”(但 9:27; 也参 太 24:15). 
 

1) “大罪人”说到他的本性和性情尽是丑陋邪恶; 
2) “沉沦之子”论到他的终局是可怕的, 是永远的

沉沦(启 20:10); 
3) “不法的人”论述他的工作, 就是在那沉沦的人

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帖后 2:10); 
4) “敌基督”说到他抵挡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

(帖后 2:10); 
5) “兽”象征他是凶残暴虐的, 如兽一般(启 13:1); 
6) “行毁坏可憎之王”论及他将在耶路撒冷行毁

坏可憎的事(但 9:27). 
 

那敌对基督的兽会对神说夸大亵渎的话, 
也有权柄任意而行(启 13:5-6). 他践踏创造万物

之主, 然后“坐在神的殿, 自称为神”(帖后 2:4). 弟

                                                           
55   按《灵食蜜语》第 8 期, 第 6 页, 这段句子是: “撒
旦被称为‘大罪人’和‘沉沦之子’(帖后 2:3)、‘不法的人’(帖
后 2:8-9)、‘敌基督’(约壹 4:3)、‘兽’(启 13)…”, 我们相信这

可能是在编写或打字时的失误, 因为圣经清楚说明撒但是

“大红龙”(启 12:9), 与“兽”是不同的个体(启 13:4: “又拜那

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 故在上文稍加修正. 

兄姐妹, 当今世代也充斥着亵渎基督的鬼魔道理

(提前 4:1), 说基督是被造之物、祂可能犯罪等等.  
 

“这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

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帖后 2:9). “异
能、神迹、奇事”这组合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三

次: (1) 徒 2:22 论到基督的工作; (2) 来 2:4 论到

神借着门徒所做的工作; (3) 帖后 2:9 则论到撒但

借不法之人所做的工作.  
 
我们要小心, 谨防这不法之人, 他不是一

般坏了心术的人, 而是撒但附体的人, 今天他还

未出现, 但他的爪牙已经四处出动, 行各种异能

奇事, 迷惑很多信徒, 叫他们

只追求神迹奇事, 不追求真

理. 只有“爱真理的心”能保

护我们免受迷惑和欺骗 .
【有关这“不法的人”, 请参

本文附录一、二和三】  

 
(d)   不法的奥秘受到拦阻 

 
“因为那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

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

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帖后 2:7-8). 这不法奥秘所

面对的拦阻是什么? 有两种说法, 一是指圣灵, 另
一则是指召会. 
 
1) 圣灵的拦阻: 圣灵此刻在地上拦阻撒但的工

作(作为), 如同基督在地上与圣灵一起克制鬼

魔(太 12:28), 只有圣灵有能力阻止撒但.  
2) 召会的拦阻: 帖撒罗尼迦书信说到召会将被

取去(帖前 4:16-17), 更说到主的降临和我们

到祂那里聚集(帖后 2:1), 按“时代真理”的时

间表, 当召会被提后, 不法的人才显露出来, 
世界便进入七年灾难的时期. 

 
弗拉尼根(Jim. Flanigan)表示, 这两个说法

各有论据, 笔者相信圣灵和召会缺一不可, 两者

合一才能发挥拦阻撒但的最大效力, 而召会恰恰

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弗 2:22). 
 

本篇探讨了不法和不法的奥秘是什么, 也
讨论了不法的人和他的工作. 弟兄姐妹, 我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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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止被不法的事迷惑, 就必须有一颗“爱真理

的心”, 不要像无知的人只盲目地追求异能、神

迹和奇事.56 
(文接下期) 

 

***************************************** 
附录一:   再思“不法的奥秘” 

 
编者注: 在上两个世纪, 奉主名聚会的早期弟兄们对

圣经预言已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早就明白神在末

世的计划, 知道以色列将要复国, 并晓得但以理预

言中“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七年灾难)所要发

生的种种重要事件, 包括“不法的奥秘”. 本篇附录是

将一些他们所写有关“不法的奥秘”之文章加以编辑. 
 
(A) 经文背景的简介 

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第二封书信(帖
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是解开圣经预言的其中一支

钥匙. 保罗写这封书信, 为要向信徒澄清一些有关

主再来的误解或错误看法, 要告诉他们关于召会被

提后所发生的事.  
 
保罗在 帖前 4:13-18 论述“被提的奥秘”, 但

信徒对被提过后的事件有些混淆, 加上被假师傅所

谓的“圣灵的预言”(假预言)和冒保罗之名写的书信

(帖后 2:2)所影响, 信徒更加困惑, 深感惊慌, 以为眼

前的逼迫苦难就表示“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基督的日子”(包括附加“主耶稣”等的字眼)

在新约圣经出现 6 次, 即 林前 1:8 (主耶稣基督的日

子); 林前 5:5 和林后 1:14 (主耶稣的日子); 腓 1:6 
(耶稣基督的日子); 腓 1:10 和 2:16 (基督的日子). 它
们每一个都指向在基督审判台前信徒为事奉受审

获赏的日子. 它是发生在天堂, 且在召会被提后进

行. 然而, “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旧约圣经

在中文译作“耶和华的日子”)则是旧约圣经多处预

指, 将要发生在地上的可怕审判, 也是前所未有的

灾难, 包括主同圣徒回到地上, 消灭敌人, 设立天国.  
 
帖撒罗尼迦信徒受到周围仇敌的逼迫, 所以

他们害怕这日子已临到他们. 因此, 保罗把主的日

子(特指主再来、回到地上审判罪恶的那个阶段)之
前所要发生的重大事件按顺序排列和概述, 即召会

                                                           
56   上文改编自弗拉尼根 (Jim. Flanigan)的讲道笔记

“神的十二个奥秘”, 载《灵食蜜语》, 第 8 期, 第 3-7 页(此
刊物由香港大埔福音堂于 2019 年出版), 另稍加修订补充. 

被提(“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祂那里聚集”, 
帖后 2:1)之后, 地上要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下: 

 
1) 必有离经背道(apostasy, 离道反教)的事(第 3 节); 
2) “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第 3 节); 
3) 他高抬自己, 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为神(第 4 节); 
4) “那拦阻的”被除去, 不法者全面显露(第 7-8 节); 
5) “不法的人”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奇事(第 9 节) 
6) 不信真理的人会信从虚谎, 被定罪(第 11-12 节); 
7) 基督荣耀降临, 灭绝和废掉这不法之人(第 8 节) 

 
使徒保罗在 帖后 3:7 说“那不法的隐意已经

发 动 .” 这 不 法 的 “ 隐 意 ”, 原 文 直 译 为 “ 奥

秘”(mystery), 即本文所谓的“不法的奥秘”.  
 
(B) “不法的奥秘”之定义和概念 

不法的奥秘是指什么? “不法的奥秘”(KJV: 
the mystery of iniquity)在一些英文译本译作“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NKJV、Darby、NASB). 范
氏(W. E. Vine)解释道: “不法的奥秘并非指某个神

秘的事件, 或在秘密中进行的事. … ‘不法’(lawless)
纯粹是指对神的律法或人的法律(法规)加以否认或

拒绝(repudiation of law). 不过, ‘不法的奥秘’如圣经

其他的奥秘一样, 是超越人靠自己所能理解的范围, 
是只有透过神的启示才能知晓的事, 而这‘不法’是
撒但和他的跟从者所设定的计划, 为要推翻神的治

理. 这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但)‘现今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弗 2:2), 为要叫人离弃神, 拒绝接受祂所

启示的旨意和道路. 他的目的是要把神排斥在外, 
将基督废位, 高举他所控制的人取代神的地位.”57 
这样的运动早在巴别塔就开始了. 启示录 12 和 13
章进一步告诉我们, 魔鬼撒但的计划和运动将要在

七年灾难时期达到顶峰. 
 
范氏提醒我们留意两件事. 首先, “不法”不

一定产生混乱或杂乱无序, 例如在“大罪人”的铁腕

统治下, 是有高度组织和管控, 行政井然有序. 第二, 
即使执行宗教传道事务, 若拒绝或违背神借着祂话

语所显明的旨意, 也可算为“不法”; 例如论到那些不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主耶稣说: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

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祢的名传道, 奉祢

的名赶鬼, 奉祢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

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57      W.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4)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5), 第 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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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我去吧!’ ”(太 7:22-23) 请留意, 这节“作恶”的
“ 恶 ”(iniquity) 一词在希腊原文竟然是  anomia 
{G:458}, 与 帖后 2:7 的“不法”是同一个字. 换言之, 
“不法”包括不理或漠视神的旨意. 尽管人执行看似

虔诚或属灵的宗教传道事务, 若漠视或违背神的旨

意, 也算为不法.  
 
(C) “不法的奥秘”之显露和发展 

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帖后 2:7). 广义来说, 
从魔鬼撒但在乐园中引诱人犯罪, 违背神的旨意, 
这“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自此以后, 魔鬼就在无数

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弗 2:2), 为要叫人离弃神, 拒
绝接受祂所启示的旨意和道路. 巴别塔是这“不法”
的一个高峰和标志, 还有许许多多数之不尽的事件, 
包括西乃山下拜金牛犊、各各他山上钉死神的儿

子耶稣基督, 以及法国大革命、达尔文主义、自由

神学的兴起等等, 都是为要否定和拒绝真神.   
 
启示录 12 和 13 章论到不法的奥秘在末日

的显露和发展, 威尔逊(T. E. Wilson)写道: “不法的

奥秘将会是一个邪恶的三一体(unholy trinity).58 这
是模仿、假冒和曲解‘圣洁的三一神’(Holy Trinity). 
启示录 13 章描述这邪恶的三一体为两个兽, 一从

海中上来, 另一从地中上来; 在这两者背后, 给他们

能力和权柄的, 就是称为‘龙’的魔鬼. 这邪恶三一体

的第一位(魔鬼)是敌真神(anti-God, 指“敌圣父”), 第
二位(海中上来的兽)是敌基督(anti-Christ), 第三位

(地中上来的兽)是敌圣灵(anti-Spirit). 
 
“第一个兽在 帖后 2:3 被描述为‘大罪人’. 他

是一个外邦人, 是超级政治家, 他的总部设在罗马. 
第二个兽是一个犹太人, 是宗教领袖, 他的总部在

耶路撒冷 . 他们两人会有工作协议 (pact)或条约

(treaty). 这个西方民主联盟的首领(第一个兽), 会(与
以色列人立所谓的“和平条约”)保证以色列在巴勒

斯坦的主权与安全. 圣殿会被重建, 可能建于旧址

上, 旧约古时的犹太教礼仪也被重新设立. 
 
“可是, 过了三年半, 这条约(和平条约)将被

毁约(但 9:27).59 第一个兽, 即大罪人, 会因高傲自大

                                                           
58   英国奉主名聚会的著名圣经教师侯司特(William 
Hoste)称之为“恶魔的三位一体”(Satanic Triad). 
59   许多圣经学者指出, 这与“不法的人”(指“大罪人”
或“敌基督”)所立的“和平条约”(treaty of peace)其实是“与
死亡立约, 与阴间结盟”(赛 28:15). 其后果是 赛 28:18 所说

而摧毁一切形式的宗教. 这将大规模地重演 1798
年的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和 1917 年的布尔

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 各种宗教信仰都

被残酷地摧毁. 这不法的人会要求普世的人敬拜他. 
他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为自己立一个像. 那些不愿

拜此像的人将受到逼迫和杀害. 除非在右手或额上

受了他的印记, 无人可做买卖(启 13:12-18). 
 
“这将爆发‘大灾难’(太 24:21; 特指七年灾难

的后三年半时期), 其焦点是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 
但也会给全球带来影响.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将横行在政治、宗教和经济领域. 正如每个独裁者

都有元气旺盛的计划, 这‘大罪人’也会如此, 并吸引

许多跟随者. 他们曾晓得真理, 却拒绝真理(像许多

异端谬论的跟随者也曾接触过福音真理, 却拒绝此

真理). 他们遭神审判而瞎了灵眼, 盲目地跟从这‘不
法的人’, 犹如一大群的羊被领向灭亡.”60 
 
(D) “不法的奥秘”所面对的“拦阻者” 

保罗写道: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

什么,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不法

的隐意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
拦阻的被除去”(帖后 2:6-7). 这里所谓“那拦阻的”
是指谁或指什么? 范氏(W. E. Vine)评论道: “对于

这拦阻的能力(restraining power), 我们只需提出两

个可能的解释. 第一, 那拦阻者(the restrainer)是圣

灵, 借着召会来动工; 召会被提时, 圣灵也会离开, 
从地上取去(仿佛“被除去”)… 第二, 这拦阻的原理

或准则(restraining principle)是已建立的政府体制

(government)... 在任何国家, 当某个已设立的政府

被革命的民众暴徒推翻时, 不法的事便从那控制它

的约束力(restraint)中释放出来, 就如在法国革命、

俄国革命等...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时, 暴
民无法无天(不法), 漠视神的权柄, 推翻神所命定的

一切治理…”61  

                                                                                                     
的: “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 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

不住. 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 你们必被他践踏.” 
60   T. Ernest Wilson, Mystery Doctrines of the New 
Testament: God’s Sacred Secrets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75), 第 106-107 页. 
61   范氏(W. E. Vine)认为保罗在此是以两种方式描述

这“拦阻的能力”(restraining power), 首先是指拦阻的原则或

法则(principle, RV: that which restraineth; Darby: that which 
restrains; 可指国家政府, 包括政府设立的法律或法则), 第
二是指拦阻者(person, RV: one that restraineth; Darby: he 
who restrains; 可指有位格的圣灵, 约 14:26 称圣灵为“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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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那拦阻者”, 威尔逊指出有两股力量正

压制着这一章所描述的“不法”之发展状况, 第一是

在地上的真召会, 对正在败坏的情况起了如盐的防

腐作用; 第二是还在地上的圣灵, 居住在召会或个

别信徒心中. 帖后 2:6 的“那拦阻他的”在文法上是

“中性”(neuter, KJV: what withholdeth), 召会就是这

个“what”所指的. 帖后 2:7 的“那拦阻的”在文法上

属于“阳性”(masculine; KJV: he who now letteth), 而
圣灵就是这个“he”所指的. 当召会被提, 这两股拦阻

或压制的力量也就被除去, 而“不法的人”就会完全

显露, 全力敌对神.62【无论如何, 编者认为这两处经

文所指的拦阻者可指同一位圣灵, 请参附录四】 
 
(E) “不法的奥秘”之结局 

无论不法的事如何扩展, 撒但是快速地为他

的邪恶杰作  —  “不法的人”预备好大展拳脚的舞

台. 这拦阻者将会被除去, 让这“大罪人”全面显露, 
操控世人和世界局势.  

 
然而, 他掌权的时期是短暂的. 42 个月很快

过去, 主耶稣基督荣耀再临, 将他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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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19:20 给我们看见这“不法的人”之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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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对
于此事, 侯司特(William Hoste)贴切写道: 

 
旧约有两个人没有死就上天堂, 新约有

两个人没有死就下地狱. 这两个人, 一个外

邦人和一个犹太人, 最先进到那永远受苦

的可怕地方,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

预备的永火里去”(太 25:41). 这就撕下不

法奥秘的假面具, 将‘不法’永远除灭.63 
 
那时, 魔鬼撒但用“不法的人”来掌控全球人

类、与神为敌的计划也将彻底失败和告终. 不法的

事将让位给公义的主耶稣基督, 祂正是父神所宣告

的那一位: “你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罪恶”直译为

“不法”, 希腊文 anomia )”(来 1:9). 那日, 我们的主

耶稣将以公义和正直统管四海, 造福全球.64      

                                                           
62   T. E. Wilson, Mystery Doctrines of the NT, 第 107 页. 
63   William Host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illiam 
Hoste (vol.2)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9), 第 126页. 
64   上文主要改编自 T. E. Wilson, Mystery Doctrines of 
the New Testament, 第 103-107 页, 及其他引述在脚注的书. 

******(  附录二:   “不法的人”和他的国  )****** 
(十国联盟/复兴的罗马帝国) 

 
1) 神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梦

见一个由四种金属造成的巨像. “王啊, 你梦见

一个大像, 这像甚高, 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
状甚是可怕.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 胸膛和膀臂是

银的, 肚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

泥的. 你观看, 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

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砸碎; 于是金、

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禾

场上的糠秕, 被风吹散, 无处可寻. 打碎这像的

石头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但 2:31-35). 
2) 马唐纳指出, 这像代表四股敌对神的外邦势力, 

将统治全地, 管治犹太人.  
a) 第一部分是金制的, 代表巴比伦帝国, 巴比

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

极权的独裁者, 就是那

金头(但 2:38);  
b) 第二部分是银制的, 代

表波斯帝国 (或称“玛
代波斯”), 一只手臂指

玛代, 另一只指波斯;  
c) 第三部分是铜制的肚

腹和腰, 代表希腊帝国.  
d) 第四部分是铁制的双

腿和双脚, 双腿代表罗

马帝国在东方和四方

的势力(东罗马和西罗

马). 半铁半泥的双脚用来描述所谓“复兴的

罗马帝国”(the Revived Roman Empire). 
3) 马唐纳写道: “留意金属价值的递减和力量的递

增(除了半铁半泥的双足). 也留意人以珍贵金属

来描述他的帝国, 而神却用野兽来描述同样的

帝国(但 7:1-26). 主耶稣就是那非人手凿出来的

石头, 祂将毁灭那四个国家(所代表的敌对神之

体制和势力), 然后统治全地(开始了千禧年国), 
祂的国度将屹立不倒, 直到永远(注: 一千年的

千禧年国度结束后, 祂的国权没有终止, 祂将继

续在新天新地中统管万有, 所以说祂的国度是

屹立不倒, 是永远的国度)”65 
4) 启 17:10 表明历代以来主要敌对神的大国势力,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

                                                           
65   马唐纳著, 《活石旧约圣经注释》(香港尖沙咀: 活
石福音书室, 2006 年), 第 10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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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

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 必须暂时

存留. 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 他
也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归于沉沦. 你所看见的那

十角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得国, 但他们一时之

间要和兽同得权柄, 与王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将

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启 17:9-13). 
 

a) 有关“七头”的解释: 詹尼斯(Samuel W. Jennings)
写道: “七头是七座山或七个王国(kingdoms). 这
回顾过去的发展. 许多帝国出现在过去的历史, 
但只有那些还发展到末世的才包括在内. 许多

学者指出, ‘五位已经倾倒了’, 即埃及、亚述、

巴比伦、波斯、希腊, 这些王国曾逼迫以色列

人, 或在历史上有重要角色, 其中一些尝试除灭

以色列国. ‘一位还在’是指罗马, 因为约翰写启

示录时是罗马帝国大有权势的时代. 这是第六

个头(第六位王), 第七个头是所谓的‘一位还没

有来’, 即十国联盟(ten kingdom confederacy). 它
将会在经济或其他方面垮掉或败落(启 13:3: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
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 但
被那野心勃勃的兽(the beast, 政治强人)接管后, 
一切都成功兴旺起来  —  这就是第八位. 那兽

代表王和王国, 因这位统治者组成帝国.”66 
 

1. 第一位王(第一王国) = 埃及 
 由法老(Pharaoh)代表 

2. 第二位王(第二王国) = 亚述  
 由西拿基立(Sennacherib)代表 

3. 第三位王(第三王国) = 巴比伦  
 由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代表67 

4. 第四位王(第四王国) = 波斯  
 由古列/居鲁士(Cyrus)代表 

5. 第五位王(第五王国) = 希腊  
 由亚历山大(Alexander)代表 

6. 第六位王(第六王国) = 罗马  
                                                           
66   Samuel W. Jennings, Alpha and Omega (Belfast: 
Ambassador Productions Ltd., 1996), 第 276 页. 
67  根据威明顿, 这四大帝国的时期为: (1) 巴比伦(主
前 625-539 年); (2) 波斯(主前 539-331 年); (3) 希腊(主前

331-323 年); (4) 罗马有三个时期: (a) 第一时期: 最初建立

帝国期(主前 300 年直到主后 476 年); (b) 第二时期: 有影响

力的时期(主后 476 年直到现今): 至今仍有的影响如罗马

帝国首都罗马城、罗马教会的首府梵蒂冈、罗马法律、罗

马言语(拉丁语)、罗马军队的军阶; (c) 第三时期: 复兴的罗

马帝国(召会被提直到哈米吉多顿大战). 威明顿著, 《威明

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993 页.  

 由凯撒(Caesar)代表68 
7. 第七位王(第七王国) = 十国联盟(俗称“复兴的罗

马帝国”) – 由十国联盟的首领(那兽/敌基督)代表 
8. 第八位王 = 后三年半的那兽(被无底坑上来的邪

灵附身)和他代表的盟国(此国是第七王国的延续) 
 
b)  有关“兽”的解释: 启 17:11: “那先前有如今没

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

归于沉沦.” 值得注意的是, “那先前有如今没有

的兽”与 启 17:8 有关: “你所看见的兽, 先前有, 
如今没有,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有者认为, 这
十国联盟的领袖(“先前有”)可能被杀了, 消失了

一段时间或很短的时间(“如今没有”), 过后他奇

迹般地“复活”(启 13:3: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那兽“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表明那人(政治强人/敌基督)不仅是第七位王康

复起来(有者认为他可能看似复活, 而非真正复

活, 但真复活的可能性很高, 参附录三), 而应该

被视为第八位(但仍然与之前的七位有不同之

处). 换言之, 这位复活后的人虽然并非与复活

之前完全不同(是同一个人, “他也和那七位同

列”), 不过, 他还是有不同之处(似乎变成另一个

人, 有更大的能力, 也更加邪恶; 他可能被无底

坑上来的兽背后的邪灵所附身, 完全受他控制).  
 

艾伦写道: “这人已经历改

变; 他死而复活后,69 不仅是

撒但的代理人, 更是撒但全

面控制的人. ‘八’这数字在

圣经中与复活有关【注: 耶
稣基督在第八日复活】, 那兽是‘第八位’, 宣称

自己是复活的人【注: 这节的‘八’字在希腊原文

是指阳性的‘人’, 不是阴性的‘头’或‘国’】. 借着

宣称自己是从‘坟墓里’(暗喻死里)复活的人, 他
要求全地的人敬拜他(帖下 2:4), 而许多人会相

信他的谎言(帖下 2:11). 无论如何, 他的终局是

‘归于沉沦’ ”.70 撒但叫那人(敌基督/假基督)“复
活”, 可能是要模仿神所做的  —  叫基督复活.     

                                                           
68   “第一位王”至“第六位王”这六个王国是由六位王

所代表, 文中的人物(王的)名字由艾伦所建议.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第 425 页. 
69   不少学者认为那兽真的死了并且复活(靠着从无底

坑上来的邪灵附身而复活了). 支持此看法的学者有: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Revelation, 第 166 页)、William Hoste 
(参本文附录三: 不法的人死里复活?). 
70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第 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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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不法的人”死里复活? (W. Hoste)71 
 
 为了抵挡神和迷惑世人, 撒但会准备好他假

冒的“神-人”(God-man), 就是 帖后 2:3,8 所谓的“大
罪人”和“不法的人”, 也即是启示录 13 章的第一个

兽. 启 13:3 记载“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

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

兽.” 这受了死伤却医好的头值得我们仔细查考.  
 

主耶稣在 启 1:18 形容自己为“是那存活

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 
这是在整本启示录中关于羔羊的特征. 祂“像是被

杀过的”(启 5:6), 却活了过来.72 这节的“杀”(KJV: 
slain)与 启 13:3 的“伤”(KJV: wounded)在原文是同

一个字, 其希腊文为 sphazô {G:4969}, 意即与献祭

有关的“屠宰”或“屠杀”(注: “似乎受了死伤”可直译

为“似乎受了致死的屠宰”), 而 启 13:3 的“似乎”与 
启 5:6 的“像是”在原文也是同样的字. 由于主耶稣

是真的被杀死而复活, 所以这兽的头也是真的被杀

死, 并靠魔鬼的能力活了过来,  模仿主耶稣的复活.  
 
上述令人惊讶的事可能以两方面来成就. 这

复兴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即不法的人)受了致死的伤, 
神迹般地被医好. 但在多个世纪以前, 兽的七头之

一(指七王之一)73可能被刀杀死, 而他的灵本是要

下到阴间, 即恶人死后的住处, 却被带到无底坑里  
—  撒但将在千禧年被囚禁之处.  

 
我们在 启 11:7 读到这兽, “那从无底坑里上

来的兽”与神的两个见证人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

                                                           
71  此篇附录改编自奉主名聚会的著名圣经教师侯司

特(William Host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illiam Hoste 
(vol.2) (Kilmarnork: John Ritchie Ltd., 1999) 第 120-124 页. 
72   其他提到被杀的羔羊之经文有 启 5:9,12; 13:8. 
73   有学者主张启示录 13 章的第一个兽不是一个人, 
只是一个“制度”或“国度”而已, 而司可福(C. I. Scofield)也
把“那受了死伤的头医好了”解释为古罗马帝国形式的政权

虽消失了, 但这帝国将来必要复兴.” 然而, 某个制度或国度

怎么会说话, 撒但又怎么会要求人拜一个制度或国度呢? 
(注: 启 13:12,15 所说的不是造一个“国旗”给人拜, 而是造

一个“像”叫人拜他). 最合理的解释是: 这兽实际上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人(因为这兽有意志, 能够说话, 又要人敬拜他

[启 13:5,12], 这是一个“制度”或“国度”所做不到的), 但这实

实在在的王也可代表一个制度或国度, 就如一个王可代表

一个王国, 例如巴比伦王也代表巴比伦帝国(但 2:38-39). 此
外, “王”与他的“王国”也常有共同点, 例如启示录 13 章的

那“王”(“那兽”)经历“死里复活”(启 13:3), 而他的“王国”也
“死灰复燃”(故称“复兴的罗马帝国”), 有“死里复活”的特征. 

们杀了.” 这两个王  —  一个属过去的王、一个是

现在的王  —  以神奇的方式合成一体. 我要建议一

个可能: 那属过去之王的邪灵从无底坑上来,74 附身

在那已受了“死伤”而死的王身上(完全操控他使他

“复活”). 若是这样, 那个已死的人活过来, 被那个以

往的罗马王之灵附身, 得着力量去在世上扮演第二

个角色(在七年灾难的后三年半, 成为那行毁坏可

憎的暴君, 太 24:15). 那时全球会宣传着: “受了死

伤却医好了”. 龙的能力行了这惊人的神迹奇事, 世
人会视他为伟大的生命赐予者而拜他. 这“大罪人”
将有双重身分和超人的能力, 成为普世敬拜的对象.  

 
这个大罪人(不法的人)会来到耶路撒冷的圣

殿, 亵渎地自称为神. 当他人不在那里时, 他很可能

会用一个神奇的像  —  人造的人(synthetic man)  —  
来代替他. 这就证实了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

坏可憎的”来了(太 25:15; 注: “可憎的”在圣经中常

指偶像). 这对所有忠心的犹太人而言是一个信号, 
提醒他们要立刻逃到山上避难, 因为大灾难必接着

发生(太 24:16-21), 这就是七年灾难的后三年半, 也
是“雅各遭难的时候”(耶 30:7). 不过, 这个大罪人也

会提供凭据(来证明他是“弥赛亚”或“基督”), 以迷

惑选民(太 24:24 直译: “因为假基督们、假先知们

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奇事, 倘若能够也要迷惑

选民”).      
 
地上的人拜这大罪人, 不仅因为他成功消灭

许多政敌, 获得政治军事上的统帅大权(但 7:8), 更
是因为他靠着魔鬼的力量从致命的死伤中恢复过

来. 这果效会因他以“超人的能力”战胜那两个见证

人而达到巅峰. 这两个见证人之前已除灭他们一切

的敌人, 现在竟然被他打败了. 那人靠那从无底坑

上来的灵附身而得以复活, 然后战胜并杀了他们. 
他不仅“照撒但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

切虚假的奇事”(帖后 2:9), 他还得到“敌基督”(指假

先知)的大力支持与认证,75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 施
                                                           
74   有者认为这个“过去的王”是指第一世纪的罗马暴

君尼禄王(Nero, 主后 37-68 年). 此人邪恶万分如邪灵附身. 
75   侯司特(William Hoste)认为“敌基督”这称号是指第

二个兽“假先知”. 针对这称号, 一般圣经学者(如马有藻、J. 
N. Darby、William R. Newell、John F. Walvoord、H. L. 
Willmington、W. W. Wiersbe、T. E. Wilson 等)把启示录

13 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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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圣经学者(如 H. A. Ironside、Arno 
C. Gaebelein、William Hoste、Jim Allen、W. A. Pet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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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又行大奇事, 甚至在人

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启 13:12-13).     
 
 撒但看似获得全面的胜利. 但这一切不过是

转眼云烟, 很快就消失了. 启示录 19 章记载这两个

大叛逆者(Arch-Rebels)的悲惨结局. 他们不法的罪

恶之杯已满溢出来, 所以他们不必等到白色大宝座

前受审判, 而是直接“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

湖里”(启 19:20), 永永远远的受苦.76  
 
***************************************** 

附录四:   “那拦阻的”是什么? (帖后 2:6-7) 
 

保罗在 帖后2:6-8说: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
拦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

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

出来…” 这里所谓有个“拦阻他的”是指谁? 圣经学

者对此有不同见解, 主要有三: (1) 圣灵; (2) 召会; (3) 
国家政府. 虽不排除第二和第三的看法, 但笔者认

为可能性最高的是指圣灵.77  

                                                                                                     
认为敌基督是指第二个兽(假先知), 参 Jim Allen, Daniel 
Reconsidered, 第 44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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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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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John Phillips 在其注释书《探索启示录》

(Exploring Revelation)就表明我们不能武断地指 “敌基

督”(the Antichrist)是指哪一个兽(因各有圣经的理据), 所以

他为了避免这个争议, 就选择采用圣经的用词  —  “那
兽”(the Beast, 指第一个兽)和“假先知”(the false prophet, 指
第二个兽). 无论如何, 《家信》文章中论到敌基督时, 是指

一般圣经学者所指的“第一个兽”(政治的兽), 因为“敌基督”
一词用来指“第一个兽”的可能性比较高(虽不排除也可用

来指“第二个兽”), 有关这方面的理据, 请参 2019 年 1-3 月

份, 第 120 期《家信》的“预言望楼: 将来的事(十五): 敌基

督(下)”之附录四: “敌基督是第一个兽还是第二个兽?”  
76   上文改编自 William Host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illiam Hoste (vol.2): Prophetic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9), 第 118-126 页. 
77   引自马唐纳(W. MacDonald)所著的 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New Testament (rev. ed.), 第 870 页. 

让我们留意这两处的希腊文法. 帖后2:6说
“那拦阻他的”, 这词在希腊原文是 to katechon , 文
法上属于“中性”(neuter); 至于 帖后2:7的“那拦阻

的”, 其希腊原文是 ho katechôn , 文法上属于“阳
性”(masculine). 以上这两点很有意义. 首先, 佐德亚

特斯 (Spiros Zodhiates)解释第 6节 “中性 ”的  to 
katechon (那拦阻他的, 或作“制止者”)是指圣灵, 因
圣灵(希腊文: to pneuma )一词在文法上也属“中性”.  

 
接着 , 请读者进一步留意马唐纳 (William 

MacDonald)的解释, “那拦阻者”(restrainer)被说成

某一物 (Something, 中性)和某一者 (Someone, 阳
性), 而圣灵在 约14:26、15:26、16:8, 13, 14也被同

时说成是“中性的”【希腊字 pnuema 是中性】和

“阳性的”【圣灵的人称代名词是“他”, He (而非

“它”, it ), 其希腊文 ekeinos 是“阳性的”, 故英文圣

经如KJV、NKJV、Darby、NASB、ASV、RSV等, 
皆将之译为阳性的 He 】, 例如以下的经文: 
 

1) 约14:26: “…所要差来的圣灵(希腊字 pnuema 
是中性), 他(希腊文 ekeinos 是阳性)要将一切的

事指教你们” 78 
2) 约15:26: “真理的圣灵(希腊字 pnuema 是中性); 

他(希腊文 ekeinos 是阳性)来了…” 
 

若要不法的人在地上全面显露, 圣灵必须先

被撤去  —  离开世界.79 这也意味着召会必须先离

开(被提), 因为所有活着的信徒都有圣灵永久的内

住. 主应许说: “祂(圣灵)永远

与你们同在”(约 14:16). 神也

赐圣灵给召会信徒作为印记, 
圣灵成为我们得救赎 ( 弗
4:30) 和得基业的凭据 ( 弗
1:13-14). 当作为 “ 世上的

盐”(太 5:13)的召会和“那拦

阻罪恶的”圣灵都离开世界, 世界就准备好让魔鬼

把“不法的人”显露出来, 带来各种形式的腐败和罪

恶【注: 信徒借圣灵的内住得以成为世上的盐, 而
盐是一种防腐剂, 能防止腐败的扩散】. 
                                                           
78   可惜在 约 14:26 中, 一些英文圣经如 NIV、TEV、

NRSV 等皆没有译出希腊文 ekeinos 这字的“He”, 反而将之

省略, 不忠于原文(注: 但它们在 约 15:26 皆有译出“he”).  
79   在灾难期间, “那拦阻的”将会被挪去. 赖若瀚解释

“那是指拦阻敌基督势力的圣灵说的; 因为只有圣灵才可以

管制或抗衡敌基督的势力. 若信徒须经过大灾难, 而圣灵仍

住在信徒心中, 圣灵又怎能被挪去?” 赖若瀚著, 《十步释

经法》(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420-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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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80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十七): 

召会的纪律管教(中) 
 
经文: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 若有称为弟兄是行

淫乱的, 或贪婪的, 或拜偶像的, 或辱骂的, 
或醉酒的, 或勒索的, 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

交,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林前 5:11) 
 
(A)    引言 
 我们现在要讨论

的, 是一个在神话语中

非常广泛论及的题目  
—  审判道德上的罪恶. 
哥林多前书第 5 章就花

了整章篇幅讨论此事. 
 
 一些人教导说在哥林多前书第 5 章中的那

个哥林多人 (哥林多召会的信徒 )被召会 “赶出

去”(指断绝交通), 是因为他犯罪却不悔改的态度, 
所强调的是他的态度, 而不是他的行为. 这是错误

的教导, 因为它表示犯淫乱之罪不需要被断绝交通, 
只要他悔改, 向神认罪, 就可以恢复(即召会从头到

尾不必执行断绝交通的纪律行动). 
 
 我要求那些从未遇过此事的读者们容我进

一步讨论此课题, 因为我们今日在北美洲正面对这

样的问题. 它已不再是一件新鲜的事, 而是不断发

生的事.  
 
 上述错误的教导引致更多的问题. 若犯了淫

乱的罪, 只要“悔改”, 口头认罪和公开承认不再重

犯, 就不需要遭受纪律管教的话, 那么其他许多的

罪都可如此, 这将引致严重的问题! 每个信徒在经

验上都必须承认会重犯一些所谓“较不严重的罪”, 
例如高傲夸口、犯罪性的发怒、甚至邪恶的思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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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记, “召会”在新约圣经

只用来指“宇宙(普世)性召会”或“地方性召会”, 仅此而已. 

我们可借着向神认罪而获得赦免. 但我们若认为这

是对付所有道德性罪恶的方式, 包括淫乱之罪, 甚
至不断重犯淫乱之罪  —  即只要认罪就得赦免, 召
会不必采取纪律行动, 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这
样的教导将为召会打开罪恶之门, 正如我们多年在

不少召会当中所亲眼见证的.  
 
 第二个问题, 有者说若只犯一次(即所谓的

“初犯”), 不该被“赶出去”(断绝交通). 但我想问: 要
犯了多少次才算是“不真正悔改”? 五次? 三次? 多
少次才算是应该被召会采取纪律行动来对付? 还有

关于时间方面: 第一次犯罪和再次重犯应该有多久

时间? 三个月? 三年? 这并非无聊的猜测或提问, 因
为它涉及“活在罪中”的原则, 是有关那人是否“仍
在罪中活着”(罗 6:1-2: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

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

在罪中活着呢?”) 另外还涉及一个问题, 那犯淫乱

的人是单身还是已婚? 若是单身, 他们准备将来结

婚吗? 这类的问题可能有很多答案. 无论如何, 对于

这些问题, 神的话只简明地规定淫乱的罪需要被断

绝交通!  
 
 
(B)    娶自己继母的淫乱之罪  
 古罗马的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

(Cicero)81表示哥林多前书第 5 章的那人所犯的罪

不曾在罗马社会中被提及(注: 这就证明保罗所言

是正确的, 他在 林前 5:1 说: “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
中也没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但这样的罪却

发生在圣徒当中, 更可悲的是, 他们“还是自高自大, 
并不哀痛”(林前 5:2).  
 
 第 2 节指明若召会正当地为此罪哀痛, 可能

神会把犯罪者除去, 来保守召会的圣洁. 我是指用 
林前 11:30 所描述的那种方式(“在你们中间有好些

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这个解释的理由和

根据在于 林前 5:2 的“从你们中间赶出去”(KJV: 
taken away from among you)是属于“过去不定时态-
被动语态”的动词(aorist passive verb),82 意即这“赶

                                                           
81   西塞罗(Cicero, 主前 106-43 年)是古罗马政治家、

演说家和哲学家, 力图恢复共和政体, 发表反安东尼演说, 
被人杀害, 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

国家》等. 
82   换言之, 林前 5:2 的直译是: “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 
并不更加哀痛, 从你们中间被赶出去那行这事的人”, 意即

“被神借着你们赶出去那行这事的人” (注: 《和合本》译作: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0 

   

《家信》: 第 124 期 (2020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出去”不是出于召会的行动(而是神的行动  —  神借

召会采取的行动). 缺乏正当的态度导致此人继续

留在圣徒当中污染整个召会. 
 
 使徒保罗两次指明那娶了自己继母的人是

在行为(deed)方面犯了罪, 这两次(第 2 和第 3 节的

“行这事”, KJV: done this deed)都是单数的名词

(deed). 林前 5:2 的“行”(done, 动词)在文法上是“过
去不定时态-主动语态-阳性-单数”(aorist participle, 
active voice, masculine gender, singular number). 这
是意义深长的, 因为它完全不是指一种犯罪的态度

(attitude), 而是犯罪的行为(act). 林前 5:3 的动词

(“行”, done)文法上也是“过去不定时态-单数”(aorist 
singular), 同样指犯罪的行为(deed), 而非犯罪却不

悔改的态度(unrepentant attitude). 此人在 林前 5:13
被对付是因为所犯的罪行(act/deed), 而非因为他对

所犯之罪的态度. 我们必须谨记此重点, 并反对上

述错误教导, 即只有不悔改的态度才需被断绝交通.  
 
  对于此人, 召会要召开一个特别聚会来对

付这个犯罪者(林前 5:4-5). 这是重要的. 哥林多召

会召开聚会, 为要执行纪律管教. 现今一般的做法

是: 在擘饼聚会结束时, 请坐在观察席上的人(不在

召会交通圈子的人)离席, 然后执行纪律管教(注: 向
信徒报告整件事的情况, 并宣告所要采取的纪律行

动  —  断绝交通). 不过, 这类纪律管教不该被召会

交通圈子以外的人所知, 而这些离席者通常会出于

好奇而尝试找出原因. 因此, 我们建议应该让召会

有个特别与不同的聚会, 来执行纪律管教! (注: 这
就是所谓的“管教/纪律聚会”) 
 
 在哥林多, 那里的召会奉主耶稣的名, 并用

主耶稣的权能, 来“赶出”犯罪者(意即与他断绝交

通), 像除去那能使全团发起来的“一点面酵”(林前

5:4-8). 这是采取纪律行动的主要原因. 召会是圣灵

居住的圣殿, 必须有圣洁和公义的特征, 才能被称

为“神的召会”(注: 神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

的”, 彼前 1:16). 
 
 采取纪律行动的第二个原因是要保守整个

召会免受罪恶的感染(林前 5:7). 我觉得难以断定说

保罗的意思是指那娶继母的罪会传播, 导致别人群

起效仿. 不! 这样的道德性罪恶可能不再重复, 但别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 并不哀痛, 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

赶出去”; 《新译本》也译为: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 难道你

们不该觉得痛心, 把作这件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吗?”) 

样的罪将蜂拥而至. “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

起来吗?”(林前 5:6) 这句话可有两方面的意思: (1) 
整个召会被道德性罪恶所污染; (2) 不审判道德的

罪恶将打开大门, 使别人跌入不道德的罪坑. 我们

晓得这样的事正在发生. 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说: 
“犯罪的人, 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叫其余的人也可

以惧怕”(提前 5:20). 虽然这里情况不同, 但其原则

仍然可用.  
 
 我们没有证据指控那娶自己继母的人也犯

了 林前 5:11 所列出的其他道德性之罪. 或许他犯

上一些, 但我们无从得知. 保罗利用那人犯罪这一

事件来强调召会需要审判他们当中所犯的其他罪

恶.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 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

乱的, 或贪婪的, 或拜偶像的, 或辱骂的, 或醉酒的, 
或勒索的, 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 就是与他吃饭

都不可.” 紧接下去的 12 和 13 节无疑指示我们, 若
任何人犯了以上所说的任何一个罪, 都必须被“赶
出”召会(即被断绝交通). 
 
 
(C)    哥林多前书第 5 章道德方面的罪  

保罗在 林前 5:11 提到六种道德性的罪, “若
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或拜偶像的, 或
辱骂的, 或醉酒的, 或勒索的, 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

交,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犯这些罪的人都要受到

召会的纪律管教.  
 
(C.1)   对行淫乱者的纪律管教 

 犯了一次淫乱(fornication)的罪行, 就足以使

那人成为行淫乱者(fornicator). “淫乱”一词在新约

圣经中有广泛的用法, 指与他人所犯一切与性有关

的罪恶(指性器官进入别人身体). 我们面对形形式

式的罪, 而我们必须清楚明白那罪的意思或定义. 
淫乱(KJV: fornication)包含现今邪恶的黑暗世代普

遍发生的同性恋行为 (homosexual acts)、兽交

(bestiality)、口交(oral sexual practices), 以及不是夫

妻之间的性交行为(不管行此事的人是已婚或是未

婚). 除了在婚姻关系里的“床”(指在婚姻或夫妻关

系里的性交)不是污秽的(来 13:4),83 其余的都是罪.  
 

 关于 林前 5:1 的“淫乱”一词, 其希腊字是 
porneia {G:4202}; 我们若仔细比较这字在新约圣

经的用法 , 便知道它有相当广泛的意思 . “手
                                                           
83   来 13:4: “婚姻, 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
为苟合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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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masturbation)不是淫乱的行为. 它是罪, 却不是

淫乱这一类的罪, 所以不是断绝交通的理由或原因. 
我因为必须在此写下或说出此事而深感遗憾, 但弟

兄们经常面对这类问题, 并寻求帮助以处理此事, 
我们被逼要在此清楚说明这点.   
 

 另一方面, 我曾听见有者说: “主耶稣岂不是

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

奸淫了’(太 5:28)? 那么, 我们怎能对犯淫乱行为的

人采取严厉纪律行动呢?” 在这事上, 我们要说邪恶

的“意念”污染了那产生此恶念之人, 却不污染别人; 
不过, 邪恶的“行为”则污染他人. 一个邪恶的意念

不会使信徒的身体成为“娼妓的肢体”(林前 6:15), 
因为意念与行为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  
 

(C.2)   对贪婪者的纪律管教 
 贪婪者(covetous person)是那些行事贪婪的

人. 要审判或判断一个人的动机或心中的意念是不

可能的, 也是不合圣经的. 不过, 当某个人偷窃, 或
非法积聚财宝, 他便犯了贪婪的罪行, 应该被断绝

交通. 或许需要在此提醒大家一件事. 有智慧的弟

兄们总是会尽力查证某人的真实状况, 看看涉及者

是否具有精神健康的问题(若无精神健康问题, 就
表示那人是有意识地故意犯罪, 需受到纪律管教).   
 

 今日有许多形式的赌博是合法的, 例如买彩

票. 但信徒若涉及这类的赌博, 便是犯了贪婪的罪

行, 必须受到召会的审判. 处理这些现代问题时, 弟
兄们必须有智慧. 不太可能连买一张彩票都需要被

断绝交通, 只是他必须被责备. 然而, 若有召会信徒

接受这类彩票的奖金(证明他的贪婪), 他就需要被

“赶出召会”. 召会要为他的恢复而恳切祷告与关怀. 
 

(C.3)   对拜偶像者的纪律管教 
 拜偶像者(idolater)是向异教世界的偶像下

拜之人. 在保罗的时代, 许多邪恶放荡的行为(如淫

乱)是与拜偶像的庙宇有关. 哥林多的归信者虽已

蒙主拯救, 脱离如此罪恶的状况(林前 6:9-11), 却仍

然被这类的事包围着, 所以需要保罗在此特别的提

醒. 同样地, 召会所要审判的是拜偶像的行为, 而非

动机, 因为只有神才能正确判断人心. 
 

(C.4)   对辱骂者的纪律管教 
 辱骂者(KJV: railer, 或 slander)是诽谤、诋

毁或污蔑他人, 为要中伤或破坏那人. 它与普通的

诽谤或说恶言(evil speaking)有别, 这节的“辱骂者”
是直接敌对神所设立的权柄. 这字(希腊文: loidoros 

{G:3060})与 犹大书 8和 9 节, 以及 彼后 2:10-12 的

用法相同. 当信徒诽谤长老, 为要把他们从圣灵赐

予他们的职责上强拉下来, 他就是这里所谓的辱骂

者. 这并非指某人因着生气忿怒而说了一些他很快

就后悔的话.  
 

信徒是有可能因一时失控而责骂另一个信

徒. 但这里所谓的辱骂之罪, 如以上两处经文(犹大

书和彼得后书第 2 章)所表明的, 是对神所设立的权

柄(指召会领袖)存有错误态度并不断表现在发怒的

语词中, 目的为要削弱或破坏那权柄. 尽管如此, 我
们也必须声明: 长老拥有的唯一权柄是神话语的权

柄(换言之, 长老无权做出明确违背神话语的事). 
 

有些人尝试以说话的方式来分辨诽谤(evil 
speaking)和辱骂(railing)的不同. 他们认为若是安静

或小声地说, 就是诽谤; 若是大声或生气地说, 便是

辱骂. 不过, 这样的分辨

法纯属主观的看法, 因
为声量的大小在很大程

度上与说话者的性格有

关. 比较好的分辨法是

明白“辱骂”的真正意思. 
它是指一种坚持不断的

态度, 在言语和行为上反对圣灵在召会中设立的属

灵治理, 其目的为要推翻或至少削弱这属灵权柄. 
 

(C.5)   对醉酒者的纪律管教 
 “醉酒”(drunkard)原文是 methusos {G:3183}, 
意指一个被浓酒控制的人. 这字本身含有惯性醉酒

之意. 若要避免染上醉酒的习惯, 最好的方法是完

全不碰酒. 据说十人中就有一人可能成为“酒鬼”(嗜
酒者或酗酒者), 所以信徒要蒙保守不醉酒, 最好是

不喝酒. 很多不道德的事都与醉酒有关. 酒精能削

弱我们道德的自制力, 甚至完全除去这方面的约束

力, 所以现今时代众多不道德之事皆与醉酒有关.  
 

(C.6)   对勒索者的纪律管教 
 勒索者(extortioner)是欺诈或诈骗他人财物

之人. 借着欺诈的手段和诡计, 他在商业生意上为

己取利. 现今时代的广告充满欺诈成分; 即使不是

敲诈勒索, 也必有欺诈的倾向. “勒索”也含有强夺

之意, 逼使一个较弱的人屈从. 
 
 总括而言, 若信徒犯了以上六种罪行的任何

一种, 都必须“被赶出”召会的交通圈子. 林前 5:12
表明召会是有“教内的人”(within, 指在召会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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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内的信徒), 那个被“赶出去”的人是被拒于召会

交通圈子之外, 直到他被恢复的时候. 
 
(D)    纪律管教后的恢复 
 接下来, 让我们仔细思考犯罪者在纪律管教

后的悔改, 并恢复和好的关系(restoration). 林前 5:5
说: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 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

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此话证实那位

犯罪者是一个真信徒. 若非如此, 我们如何解释“使
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呢? 此人过后

是否得着恢复, 重新归入哥林多召会的交通圈子里, 
所有研究此书的圣经学生都难以得到完满的答案. 
无论如何, 林后 2:1-11 和 7:3-13 却是重要的经文, 
能帮助我们明白恢复关系的基本原则. 
 

 召会执行的一切

纪律管教都同有一个目

的  —  为要叫犯罪者得

着恢复 (restoration). “纪
律管教”(discipline)一字在原文含有用杖纠正之

意,84 与之相对的是用言语来纠正的“警戒”(KJV: 
admonition, 弗 6:4; 多 3:10). 让我们以两个观点来

看犯罪者的恢复, 即从召会和那人本身的观点.  
 

(D.1)   关系的恢复和召会的信徒 
 需要被纪律管教的罪发生在召会时, 全体召

会信徒应该为此伤痛. 但这却是哥林多召会所缺乏

的(林前 5:2). 圣经清楚记载如何处理麻风病(利
14:34-53), 神借此给我们一个严肃的实例说明, 告
诉我们如何处理召会中的罪. 当“房屋中有大麻风

的灾病”, “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 
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利 14:40), “也要叫人刮房内

的四围… 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

头”(利 14:41-42). 然后整间房屋要用被宰的鸟血来

洁净, 再释放活鸟, 房子就洁净了(利 14:50-53). 
 
 虽然这只是一个实例, 却是一个极佳的说明. 
当召会中出现需要被断绝交通的罪(如房屋中出现

麻风的灾病), 那个犯罪者要被赶出去(如把那有灾

病的石头挖出来, 扔在城外). 整间房屋要被刮, 要
用祭牲所流的血(象征基督所流的宝血)来洁净, 然
后释放活鸟(象征复活之主已胜过罪恶, 从死里凯

旋地复活与升天).  
                                                           
84   这字在希腊文是 paideia {G:3809}, 新约中出现 6
次, 最常译作“管教”(来 12:5,7,8,11); 其次是“养育”(弗 6:4)
和“教导”(提后 3:16). 

当罪恶被揭发曝光时, 我们感到何其伤痛, 
犹如房内每一块石头被刮一般. 我们如同雅各受感

说道: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原文直译: 神的家)”(创 28:17). 然后, 当那被赶出

去(断绝交通)的人得到恢复, 重归召会时, 这就仿佛

新的石头被带进来, 一切关于那罪的意念从圣徒的

心思意念中全被除去. 这一切全靠宝血和复活之主

才能成就, 我们为此赞美神!  
 

(D.2)   关系的恢复和恢复者 
 我们需要仔细查考哥林多后书 2:1-11 的教

导. 在哥林多前书第 5 章, 召会太慢审判一个犯罪

的信徒; 在哥林多后书第 2 章, 召会太慢恢复一个

被断绝交通(但已悔改)的信徒. 恢复关系的条件是

什么? 哥林多后书第 2和第 7 章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召会必须确保犯罪者已经真诚悔改. 
 
 若有人自愿主动认罪, 就表示悔改的工作早

已发动. 但若那人的罪是先被人揭发(然后才认罪), 
他的认罪可能出于被迫(而非真诚悔改), 情况就可

能不同了. 智慧的弟兄们会看出它们的分别. 此外, 
眼泪和愁容不一定是悔改的证据. 我们必须考虑那

人的意向(包括行为). 经常或惯性地出席聚会、对

神对己对人持有正确态度、真诚渴望被恢复和归

回召会的交通等等, 都是好的指标(证明他真诚悔

改). 圣经没规定断绝交通要持续多久. 在接纳恢复

者的事上, 唯一的真正指南是他必须显出真诚悔改

的证据. 当他被恢复归回交通里, 召会信徒就要真

心赦免他、安慰他; “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

来”(林后 2:7-8). 保罗吩咐信徒要宽容大量地赦免

那人, 但那人必须先努力获得信徒对他的信任. 
 
 当长老们满意那人所显的悔改之心, 他们就

该向召会传达此事, 并宣布只要没有合乎圣经的反

对理由, 就可以接纳他(指接受他归回召会的交通

里). 若有反对, 智慧的弟兄们要能够判断这反对是

否合乎圣经, 或纯粹出于私人的偏见或骄傲. 毫无

圣经根据的反对是完全无效的, 这一点必须由长老

们清楚地传达给反对者. 这类的反对不该拦阻真诚

悔改者归回召会的交通里. 召会不是依照民主制度

或私人己意的地方(多 1:7). 让我们单单接受以圣经

权柄为根据的反对.85          
(文接下期)  

                                                           
85   上文编译自“Assembly Discipline (2)” (Chapter 19),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188-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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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解经                                 微光 
 

还原“大使命” 
的正意和宝贵 

 
(A) 希腊文分词的简介 

“分词”(participle)是希腊文动词的一种形

式, 同时具有动词和形容词的特性, 所以被称为

“动词性形容词”(verbal adjective, 或译“动形容

词”). 分词可以有副词用法及形容词用法: (a) 当
分词修饰动词或形容词时 , 就展现其“副词用

法”(adverbial participle); (b) 当分词用于修饰名词

时, 就展现其“形容词用法”(adjectival participle).86  
 
分词的“副词用法”十分多样, 可以更准确

地表达动词之间的从属或主次关系.87中文没有

分词, 所以翻译过程保留大体意思的同时, 在相

应的细节上难免有失原义. 我们在下文要举出一

个分词作“副词用法”的例子  —  太28:18-20. 
 
 
(B) 副词性分词

的典型例子 
马 太 福 音

28:18-20是我们基

督徒所熟悉的“大
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 它是一个典型的使

用“副词性分词”(adverbial participle)的例子:     
 
 太 28:18: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太 28:19: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希腊原文:  
baptizô {G:907}意思是“施浸”, 即浸在水里).  

                                                           
86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7年), 第 100-101页. 
87   从属关系(Subordinate Relationship)是指一事物全

部包含在另一事物之内; 例如“中学生”与“学生”这两个概

念是从属关系, 意即“中学生”是包含在“学生”的概念之内. 
从属关系也可表达“附属”或“依附”之意. 至于主次关系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lationship), 意思是“主要”与“次
要”的关系, 表明某一事物比较重要(主要), 先于另一事物

(次要). 希腊文分词的“副词用法”可表达上述的两种关系. 

 太 28: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

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首先, 在第19至20节, 主耶稣给于门徒的

命令中, 有以下四个动词:  
1) “要去”(go…) 
2) “使…作…门徒”(make disciples) 
3) “给…施洗”(baptizing…) 
4) “教训… 遵守”(teaching…) 
 

罗羚在《原文读经好处多》一书中指出, 
根据中文圣经《和合本》(也包括《新译本》和

《吕振中》)的译文, 这四个动词互相平行, 没有

主次或从属之分. 这样一来, “要去”、“使…作…
门徒”(go and make disciples) 与 “给…施洗”、“教
训…遵守”(baptizing…teaching)之间的关联就不

太强. 似乎是先去使人作门徒, 然后给人施洗, 过
后是教导(教训)他们遵守主的吩咐. 也就是说, 后
三个动词是指三件不同的事【即“使…作…门

徒”(make disciples)与经文较后提到的两件事  —  
“给…施洗”和“教训…”(baptizing…teaching)  —  
无直接关联, 是完全分开来谈的事】. 

 
然而, 在多个英译本中(如 Darby、NIV、

NASB、ESV等等),88 头两个动词是平行的, 第一

是“要去”, 第二是“使…作…门徒”(go and make 
disciples), 而后两个动词是从属于“使…作…门

徒 ”, 即动词 “给…施洗 ”(baptizing)和动词 “教
训…”(teaching)是包含在“作门徒”(make disciples)
这一概念之内. 这样翻译, 使第二个动词(作门徒)
与第三、第四个动词的关联增强, 因为“给…施

洗”(baptizing, 第三个动词)和“教训…”(teaching, 
第四个动词)成为“作…门徒”(make disciples)的具

体内容, 即解释什么是“作门徒”, 就是叫人受洗和

教训人遵守主的一切吩咐. 换句话说, 要使人作

主的门徒, 就要涉及两方面的具体内容: (1) “给…
施洗”; (2) “教训…遵守” (简之, 要作门徒就必须

履行两件事  —  受浸礼和遵守所教训的吩咐). 
 
表面看来, 这两种理解没有什么大区别. 

中文圣经的理解似乎是先让人作门徒, 然后给他

们施洗, 再教导他们遵守主的吩咐. 这不是自然

                                                           
88   Darby: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baptising 
them…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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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然的理解吗? 岂不与英文圣经的理解  —  也就

是借着给人施洗和教导人遵守主的话来使人作

门徒  —  大同小异吗?  
 
“仔细想来 , 并非如此简单 .” 罗羚指出 , 

“中、英译本对此处经文有不同理解, 而实际上

这‘不同’是基于译者对‘门徒’一词有不同的定义. 
按中文的理解, 门徒的定义似乎较松, 口里相信

(指口里承认相信)就是主的门徒了. 按英文的定

义, 这信不仅是口头的承认, 也有外显行为表现: 
奉三一神的名受洗, 并遵守主一切的教导之人, 
才是主的门徒.”89 若是如此, 问题似乎就严重了, 
因为“作门徒”的定义比“作信徒”更高更严格了.  

 
这时, 有者可能会问, 哪一种译文更准确

呢? 若去查考更多的译文, 只能让我们看到翻译

上的不同, 不能帮助我

们评估译文的准确. 要
得着这个问题的正确

答案, 我们必须求助于

新约圣经的原文   —  
希腊文圣经的原文.  
 
 
(C) 副词性分词的意义 
 罗羚指出, 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里, 这四

个动词中只有“使…作…门徒”这个动词是命令语

气(imperative), 其他三个动词全是分词,90 而最后

两个都是“副词性现在分词”(adverbial present 
participle), 修饰动词 “ 使 … 作 … 门徒 ”(make 
disciples). 换句话说, 在主耶稣给门徒的命令中, 
核心动词是“使…作…门徒”, 其他三个动词(或称

为“副词性分词”)的作用是修饰这个核心动词. 也
就是说, 使人作主的门徒, 涉及奉三一神的名给

他们施洗 ,91  并教导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

话 .92  著名的希腊文学者华莱士教授(Daniel B. 
Wallace)也指出这两个分词(即为信徒施行浸礼

                                                           
89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 第 102页. 
90   必须留意的是 : 第一个动词(“去”, Go)虽是分词

(participle), 却是“过去不定时态-分词”(aorist participle), 最
后两个则是“现在时态-分词”(present participle), 故有不同. 
91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希腊原文可

直译为“给他们施浸, 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92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 第 103页. 

和教导信徒遵守主的吩咐)是“显然有好理由被视

为用作方法或手段的分词(participles of means), 
意思是说, 要使人作门徒的方法, 就是为他施浸, 
然后教导他.”93 
 

值得注意的是: 给人施洗是以“信主”为前

提的, 因为 可16:15-16: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

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不信的, 必被

定罪.” 综合 太28:19-20与 可16:15的记载, 我们可

安全合理的总结为: “使人作门徒”有三个步骤: (1) 
要传福音使人信主得救; (2) 要为信主得救者施

浸(是整个人浸入水中的浸礼, 而非滴礼或洒水礼

的洗礼); (3) 要教导信主受浸后的信徒遵守一切

主所吩咐的话.  
 
换句话说 , 若要忠心地履行主的大使命  

—  “使人作门徒”, 我们就必须顾及和执行这三件

事: (1) 传福音; (2) 使人受浸; (3) 教导人遵守主的

一切吩咐. 但很可惜, 今天许多人提到大使命时, 
只想到要传福音或宣道, 至于受浸礼和守主道这

两方面, 却认为是次要的, 不加以重视. 事实上, 
主的大使命中有三个托付, 有要求我们履行的三

大责任, 若我们只做到第一个, 忽视了第二与第

三个, 我们岂能算是忠心尽责的好仆人, 将来在

基督审判台前岂能见主无愧? 
 

另一方面, 有者可能会问: 那动词“要去”
呢? 这个动词虽是分词, 但因位于命令语气的主

要动词 “使…作…门徒”之前, 也就随之带上命令

语气的分量. 所以成了“要去使…作…门徒”. 而另

外两个分词位于命令语气的主要动词“使…作…
门徒”之后, 就没有这个功效, 而是附属于主要动

词(指作门徒). 如此看来, 一般英文圣经译本对这

段经文的翻译比中文圣经如《和合本》、 《新

译本》和《吕振中》翻译得更准确.94     
 
 
(D) 重复使用的希腊字 

除了分词的使用, 这段经文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一个重复使用的希腊字  —  pas {G:3956}, 

                                                           
93   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6), 
第 645 页. 
94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 第 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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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所有、一切、凡”.95 中文译本使用不同

的字眼来翻译这个字. 让我们再次来看这段经文: 
 
 太28:18: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

有 (希腊文: pas )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太28:19: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 (希腊文: pas ; 

意即“所有的”)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

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原文作“施浸”).  
 太28:20: 凡 (希腊文: pas )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 (希腊文: pas )与你

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和合本》圣经用了“所有、万、凡、常”
来翻译同一个希腊字 pas . 中文圣经这样做, 可
能是为了语言的习惯用法和用词的多样化(注: 英
文圣经则用“all、always”来翻译). 但这样做, 虽
然意思正确, 却失去原文用词重复的特性. 

 
不仅如此, 马太福音第20节应译作: “所有

的日子, 我都与你们同在”(Darby: And behold, I 
am with you all the days), 但中文圣经在第20节的

译文有欠准确, 例如《和合本》译作“我就常与

你们同在”, 《新译本》也译作“这样, 我就常常与

你们同在”.【注: 但《吕振中》译本正确译为: 
“一切日子, 我都和你们同在, 直到今世的完结”】 

 
罗羚指出, 《和合本》(以及《新译本》)

这样的译法是“为句子加添了主同在的条件, 又
失去了主同在的恒久.” 首先, “我就…与你们同

在”似乎在说, 主的门徒要先履行大使命, 主才与

他们同在, 这点强调事情发生的条件. 然而, 这并

非希腊原文所强调的. 原文是“看哪, 我…与你们

同在…”, 强调“我”, 也就是说, 经文强调的是复活

的主, 是有大权柄之主的同在这个事实, 而非主

同在需有的条件.  
 
其次, 因为中文的“常”这个副词只是描述

一般、经常的动作, 是允许有例外的. 而这段经

文在原文所讲的“神同在”是不间断的同在, 从主

颁布大使命, 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主没有一天不

                                                           
95   这同一个字以不同文法形式出现在 太 28:18-20 这

段经文, 最先是“主格阴性单数”的形式 = pasa (太 28:18); 
然后有 2 次是“直接受格中性复数” = panta (太 28:19,20); 
最后 1 次是“直接受格阴性复数” = pasas (太 28:20). 

同在, 没有例外  —  “所有的日子都同在”, 每一天

都同在! 这是多么宝贵的事实啊!  
 
现在, 让我们暂时放下中文语言的美感和

自然用法, 恢复原文用词的重复, 好帮助我们看

清原文所强调的事. 请参以下语法结构分析图: 
 

18
节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

地下一切 (或“所有”)的权柄都

赐给我了. 

宣告 
(原因) 

19
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一切  (或“所
有”)的民作我的门徒, 给他们施

洗(“施浸”), 归于父、子、圣灵

的名. 

命令 
(结果) 

20
节 

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

一切 (或“所有”), 看哪, 我一切 
(或“所有”)的日子都与你们同

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应许 
(福气) 

 

正因为复活之主的权柄涵盖一切 (天上地

下所有权柄), 所以地上一切 (或“所有”)的人都是

“使…成为主门徒”的对象, 主所吩咐的一切 (或
“所有”)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主不仅有至高的权柄, 
也在一切日子  —  每日从不间断地  —  与门徒

(传道者)同在, 使祂的大使命可以因主的权柄和

同在得以实施. 认识到主统管一切的权柄, 和祂

从不间断的同在, 主的门徒

会更有勇气和力量去执行

主的命令(大使命). 因为他

们知道自己不是孤军作战, 
也不是靠己力执行大使命, 
乃是有复活得胜之主与他

们同在, 他们一定会得胜. 
 
 

(E) 结语 
因此, 在这段有关大使命的经文中, 无论

是原文中“分词”的使用, 还是“重复字词”的意义, 
都使我们更清楚明白神的话, 及其中所强调的重

点, 也指引我们, 鼓励我们, 使我们更有信心、更

好地执行主所托付的大使命. 不仅使人受浸归在

三一神的名下(或作: 归入三一神的名), 也教导他

们遵守主一切的吩咐, 直到主来.96    

                                                           
96   上文 D 部分主要改编自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

读经好处多》, 第 105-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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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读经解经                      微光 
 

  十步释经法简介(中)： 

量 体 裁 衣:  
比喻、诗篇、预表 

和预言的解释 
  
编者注: 我们在上期开始介绍赖若瀚的《十步释经

法》. 此法强调若要正确地解释经文, 必须由观察
经文开始, 然后解释  —  采纳正确的解经原则, 最

后也不可忘记应用  —  写下

实用的原则和细节加以实践. 
由于整个“观察 + 解释 + 应
用”共有十大步骤, 故赖若瀚把

原本 1994 年出版的书名《实

用释经法》改称为《十步释

经法》, 于 2008 年出版. 我们

在上期《家信》已讨论了“观
察”和“解释”的部分. 本期, 我
们将探讨“解释”部分的“注意

体裁”  —  研究圣经不同“文体”(如比喻、诗篇、

预表和预言等)和运用“释经学原理”来正确解读

这些不同文体所具有的风格特色和经文意义.97 
 
 

 (D.5) 量体裁衣 
 

(a) 圣经中的“文体” 
中国文学里有诗、词、歌、散文、小说

等文体的分别, 圣经也有不同的文体. 所谓的“文
体”(genre, 或译“体裁”)是指写作所采用的不同体

裁, 在内容规格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 
 
1) 叙事文(记叙文, Narrative): 讲述一个故事. 
2) 说明文(Description): 论述或解释一个观念. 
3) 比喻: 借着一次生活的经历或一个故事来衬

托出一项真理.  

                                                           
97   下文主要改编自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国

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343-423 页; 但也有一些

资料和例证是取自其他书籍或编者自己的查经笔记.  

4) 诗篇: 借着抒发感情的文字来描述或解释. 
5) 预表: 指出神在一件事、一个人、一个物或

一项制度中所预先置放的意义. 
6) 预言: 预指神在将来所要成就的事. 
 

(b) 量体裁衣的需要 
赖若瀚正确指出, 解经原则的应用必须承

认文体(体裁)不同所带来的分别. 虽然释经的普

遍原则(指本文附录一的“10项释经学原则”)98可

以普遍地适用于不同的文学体裁中, 但在解释的

时候, 各种文体的特征仍需

要特别留意, 有时候甚至要

采用不同体裁的解释原则. 
 
认识“文体”或“体裁”

的特征, 就如注意裁剪衣服

的方式一般; 例如某人到百

货商场选购衣服, 不一定会

找到完全符合自己身材的

衣服, 因为现成的衣服是大批制作, 为普通身材

而制作的. 但若请裁缝师来为他量身定做, 做出

来的衣服就会比较称心如意. “文体”也属同样道

理, 圣经作者借着不同体裁去表达信息, 所以知

道文体独特的写作技巧, 将会带来更准确的解经. 
现在就让我们探讨四种不同的圣经文体  —  比
喻、诗篇、预表和预言.99 
 
 

(D.5.1)   比喻的解释 
 

(一) 比喻的定义 
从字源学来说, “比喻”(parable)是“将一件

事物放在另一件事物之旁边的意义, 借此比较出

一项真理”.100 “比喻”一词可以有较广义的用法. 
“比喻”的希伯来文 mashal 及希腊文 parabole 都
                                                           
98   这十项主要释经学原则是: (1) 实义解释; (2) 上文

下理; (3) 历史背景; (4) 语法结构; (5) 词的意义; (6) 以经解

经; (7) 比较经文; (8) 化解象喻; (9) 逻辑推理; (10) 对照注解. 
99   下文主要改编自赖若瀚所著的《十步释经法》, 
第 343-423 页; 有四大部分: (a) 第 344-360 页: 量体裁衣

(一): 比喻的解释; (b) 第 361-382 页: 量体裁衣(二): 诗篇的

解释; (c) 第 383-400 页: 量体裁衣(三): 预表的解释; (d) 第
401-423 页: 量体裁衣(四): 预言的解释. 
100   “比喻”原文是 parabolê {G:3850}, 意即对照、例

子或格言; 这字也有“模式”或“表样”(figure, 来 9:9)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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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广泛地用来指箴言(proverb)、明喻(或称“直
喻”, simile)、暗喻(metaphor)、故事的比喻(story-
parable)、寓言(allegory)或谜语(riddle). 然而, “比
喻”较狭义的用法是明喻、故事的比喻或寓言. 

 
关于“比喻”的定义, 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

广义的象征或直喻(暗喻, simile)的用法, 采取一

个生活中普遍的经历或情况来与一项属灵的真

理作出比较.” 简言之, 就是用常人所熟悉的属地
的人事物作比较, 来教导有关属天的真理. 
 
 

(二) 解释比喻的原则 
解释比喻时应注意的原则如下: 

1) 解释比喻必须配合它的上文下理(context)与
写作宗旨. 这些资料通常会出现在比喻的前

后, 即作者所附加的引言或结论中. 
 例一: 在“饶恕人七十个七的比喻”中(太18:23-

34), 主耶稣是回应彼得所提的问题: “主啊, 我
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

吗?”(太18:21)   
 例二: 马太和路加分别记述主耶稣讲论“失味

的盐”(比较 太5:13和 路14:34-35), 但因着不

同的上文下理, 两处经文所带出的意义也略

有不同: 
a) 马太福音的上文是主耶稣讲述“天国八福”

的真理, 特别劝勉门徒: 纵然处于一个反

对并逼迫他们的社会中, 仍要活出美好生

命的见证(太5:11-12). 下文接着论到门徒

是世上的光, 理应借着美好的生命, 默默

地照亮周围的人. 
b) 路加福音的上文是主耶稣对门徒讲论跟

随祂所要付出的代价, 并且引用打仗与建

楼的比喻说明(路14:28-32). 路加在此无意

用“盐”的正面用处来作比较; 反之, 他强

调“失味的盐”根本一无是处. 同样地, 一个

不能撇下所有跟随主的人, 就如同“失味

的盐”一般, 没有任何属灵的功用.    
 

2) 每个比喻都强调一项中心真理. 除非作者特

别指出比喻的双关意义, 不然, 在正常的情况

下, 比喻是要表达一项中心的信息. 
 例: “葡萄园的比喻”(太20:1-16)的中心信息是

什么? 有几个看法: (1) 后来的工人所做的相

等于那些先前工人所做的; (2) 所有人在神面

前都是平等的; (3) 要解决当时的劳资问题; (4) 
主张外邦人要后来居上, 并先于犹太人. 要找

出这比喻的中心信息, 必须先注意几个重点: 
 

a) 这比喻的中心思想应连于上文, 与上一章

的“赏赐”有关(太19:28-29; 即神会赏赐为

神撇下一切的跟从者). 在主耶稣回答有关

赏赐之后, 祂加上一句话: “然而, 有许多

在前的将要在后 ; 在后的将要在前”(太
19:30). 它指出神的主权与怜悯, 白白把祂

的恩典施予人, 使那些不应得的也可多得. 
 

b) 紧接下来是主耶稣讲述“葡萄园的比喻”. 
比喻以“因为”(太20:1)一词作开始, 表明是

接续这句话(“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
后的将要在前”)而来的. 在讲述比喻的内

文(1-15节 )之后 , 第16节再重复一次说 : 
“这样,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

后了.” 这句话与 太19:30相同, “葡萄园的

比喻”被夹在这两句话中间, 所以这比喻

的中心信息必定与它们有关. 
 

c) 接下来的一章 , 在讲述“两个儿子的比

喻”(太21:28-30)之后, 主耶稣说: “ ‘你们想, 
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 他们

说: ‘大儿子.’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因为约

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不信他; 
税吏和娼妓倒信他. 你们看见了, 后来还

是不懊悔去信他.’ ”(太21:31-32) 这里显然

有“先后”的重点, “先”是犹太人, 以当时的

宗教领袖作代表; “后”是外邦人, 以税吏

和娼妓作代表. 
 

d) 接着下来, 在讲述“凶恶园户的比喻”(太
21:33-41)后, 主耶稣作出结论: “所以我告

诉你们,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

结果子的百姓”(太21:43). 这个比喻的要旨

是指出: 先得恩惠的犹太人, 没有珍惜所

领受的地位与恩典, 因此被神弃绝; 外邦

人是后来者, 却要蒙神的怜悯, 甚至会后

来居上. 
 故此, 从上文下理看, “葡萄园的比喻”的中心

信息应该是: 外邦人将要后来居上, 甚至要先

于犹太人, 在神的国里蒙怜悯、得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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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比喻中有关生活背景的资料, 明白该比

喻是否受到当时代任何风俗、背景或文化等

因素所规限. 
 例: 从现代的婚礼习俗来看, 我们不明白为何

不穿礼服参加婚筵会受到主人那么严厉的对

待或惩罚(太22:11-13). 原来穿礼服赴筵是主

耶稣时代的习俗, 不穿是对主人极度的不敬. 
而且, 在王所设立的筵席上, 王必定会为所有

没礼服的人预备礼服. 因此, 没有穿礼服是咎

由自取. 
 

4) 认清比喻的听众是谁, 并且了解他们的属灵

情况. 主耶稣用比喻的目的, 当然是要教导属

灵的真理, 然而这些真理能否被领会, 就要看

听众的属灵状况而定了. 
 例: 马太福音第13章记述主耶稣向众人讲述

比喻(1-9节)之后, 祂只向门徒阐释比喻的意

义(10-16节). 马太表明主采用比喻的目的, 是
因为听众的心刚硬 , 不愿意领受真理(13-15
节), 这是比喻“隐藏真理”的功用.  

 故此, 比喻可有两项功用: (a) 向愿意接受的人

(如当时的门徒)具有“显明真理”的作用; 但向

敌对的人, 却包含着“隐藏真理”的功能. 
 

5) 比喻的结语经常会带出比喻的重点. 基斯麦

格(Simon Kistemaker)描述这现象为“结束的

重点”(end stress). 这是一种写作的技巧, 将读

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后出现的人物、最后

的行动或最后的言论”. 
 例: 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10:25-37)中, 
重心人物不是祭司与利未人, 而是好撒玛利

亚人; 他的出现使比喻达到高潮, 同时也是主

要信息的所在. 
 
6) 注意比喻中有关“天国”或“神的国”与末后景

况的教导.  
 例: 在主耶稣讲论的许多比喻中, 经常有“天
国好像…”作为开首语(太13:24, 31, 33, 44-45, 
47;  18:23, 51;  22:2;  25:1, 14; 可4:26等), 可见

这些比喻都是对天国的描述或与天国的真理

有关的. 
 
7) 切勿根据比喻的教导来断定教义, 应对照圣

经整体的教导(注: 也不可忽略“时代的真理”). 

 例: 有人可能会根据 约15:2中枝子被“剪去”
与第6节的“扔在火里烧”等字句, 来证明信徒

得救后仍有失去救恩的可能. 然而, 主耶稣采

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 旨在说明祂与门徒

的关系, 而非教导得救后是否仍有失去救恩

的可能. 若要查考这教义, 必须参考圣经其他

清楚直述的经文, 如: 约5:24 及 约10:28-29等
等, 才可定准. 

 
 

(三) 研究比喻的步骤 
根据“十步释经法”的十大步骤来研读比喻

时, 必须注意下列几项要点: 
1) “观察”方面要特别注意“比较”(或译“比对”, 

comparison, 指把同类的事物或观念放在一起

来作比较)与“对比”(另译“映衬”, contrast, 指
把相反的事物或观念放在一起来对照)两方面.  

2) “解释”方面必须从大处着眼, 先归纳出比喻的

中心思想, 然后再处理细节. 
3) 每个细节不一定都需要仔细解释, 它们必须

配合比喻的中心思想这大前提来处理.  
 
 

(四) 研究比喻的例证 
我们采用赖若瀚的“十步释经法”, 即“观察 + 

解释 + 应用”(注: 这三方面共有十大步骤: “观察”有三

步骤, “解释”有四步骤, “应用”有三步骤, 参本文附录

一). 由于我们还未讨论关于“应用”方面, 所以以下例

证只涉及“观察”和“解释”两部分(共有七个步骤). 
 

例证: 央求不断的寡妇    
路加福音 18:1-8 

 

第一步骤 : 细察事实 

第二步骤 : 认清关系 
(注: 以上两步骤属于“观察”方面) 

 
1) 这是一个比喻, 在经文的开始已清楚说明【文体】  
2) 经文的上下文包括: 【上文下理】 
 上文(路17:22-37): 论述主再来时的情况(注: 最后1
节, 即37节, 论及七年灾难的情况  —  “尸首在那

里, 鹰也必聚在那里”  —  暗喻审判必临到不信的

恶人). 路18:8也提到“人子来的时候”, 因此 , 路
18:1-8这比喻与主再来之前的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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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路18:9-14): 用法利赛人与税吏的祷告作出对

比. 这与 路18:1-8的主题“祷告”互相呼应. 
3) 第1节开首语: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这说明比喻的目的.【总括性语句】 
4) 比喻的人物: 不义之官和寡妇.【人物】 
5) 比喻的地点: “某城”(没指定地方).【地点】 
6) 寡妇到这官面前要请他代为伸冤.【因果关系】 
7) “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出现两次【重复词句】 
8) “伸冤”一词出现3次(3、7、8节).【重复词句】 
9) 不义之官开始时不理会寡妇, 后来因她不断的缠磨

而改变态度.【对比/映衬、因果关系】 
10) 用“不义之官”来反面地比作“神”.【对比/映衬】 
11) 用“寡妇”比作神的选民.【比喻】 
12) 寡妇的请求最终得到应允, 比作选民的祷告呼吁

最终得到神的垂听和应允.【比喻的中心】 
13) “然而 , 人子来的时候 ,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问题句: 设问】 
 

第三步骤 : 注意结构 
(注: 第三步骤属于“观察”方面) 

 初步的分析, 全段经文可分为三部分: 
1) 引言的部分(1节). = 总括性语句, 说明比喻的目的. 
2) 比喻的部分(2-5节). 
3) 解释及应用的部分(6-8节). 
 

第四步骤 : 勤发问题 

第五步骤 : 逐题解答 
(注: 以上两步骤属于“解释”方面) 

 
1) 在主耶稣的时代, “官”的地位如何?  
 在当时小城镇中, 较有权势的人常会被选立作官

员, 来判决一些民间诉讼的事, 然而却没有一定的

规则与步骤. 银钱(财物)上的问题可由一位官员解

决, 不须提交至公会.【历史背景】 
 

2) “寡妇”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身分与地位如何? 
 “寡妇”在犹太社会中经历甚多的难处, 特别是在经

济方面. 因此, 神在旧约律法中, 多处指示以色列人

要保障她们的权利(参 申10:18; 27:19; 民30:9; 诗
68:5). 然而, 在以色列人当中, 寡妇常遇到不合理

的对待(参 赛1:23; 玛3:5), 所以寡妇常是无助与卑

微的表征.【历史背景】  
 

3) “伸冤”一词出现三次(3, 7, 8节), 有什么意义? 
 “伸冤”可有两种解释: (a) 刑罚犯错的人(参 徒7:24; 
启6:10); (b) 为别人“寻求公义的判决”(参 罗12:19). 

 第二种意义似乎较为适合. 寡妇所要求的不是刑罚

她的对头, 乃是要求那官为她作一项合理的判决, 
使她得着公平的对待.【词的意义、逻辑推理】 
 

4) 为何这官起初不理会寡妇, 后来却又改变主意? 
 这官因为寡妇不断地“缠磨”而改变态度. “缠磨”一
词原意有“打肿眼部”之意(与 林前9:27 “攻克己身”
一语的字根相同), 是象征性的用语, 喻指寡妇借着

不断的央求, 使那官落在极大困扰中(并非真正打

肿肉身的眼部).【词的意义、上文下理】 
 

5) 为何称呼这官为“不义之官”(6节)? 
 第2和4节指明这官是“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表明他是一个贪污与腐败的官, 因他谁都不怕, 什
么恶事都敢做.【上文下理】 
 

6) 用“不义之官”来比作神, 是否有不妥之处? 
 这是采用“对比/映衬”(contrast)的手法带出重点 =
这不义之官是贪官污吏, 与寡妇没有关系, 却因不

能容忍寡妇的哀求烦扰才为她伸冤; 若是这样, 神
是一切良善的源头, 与祂选民有密切关系, 岂不会

因着祂选民不断的央求, 更要为祂的选民伸冤吗? 
虽或有延迟, 也是因祂特意的安排, 要选民等候祂

的时间.【以经解经、逻辑推理】 
 

7) 主耶稣在最后一句话中, 将这比喻与“信德”连在一

起(8节), 有何用意? 
 主耶稣在结束时发出一个设问, 其实是预期一个反

面的答案(路18:8). 借着这种反问来鼓励门徒在祷

告中常存信德(信心), 以应付一个抗拒神的世代. 
 

第六步骤 : 归纳总意 
(注: 第六步骤属于“解释”方面) 

1) 比喻的目的十分清楚, 主耶稣在开始时说明这比喻

是要鼓励门徒“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1节). 
2) 比喻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

不惧人神的不义之官. 
3) 比喻出现的第二个人物是一个孤苦无助的寡妇, 没

有后台靠山和金钱势力. 但她与她对头之间的问

题, 需要这不义之官给她合理的判决. 
4) 这寡妇采用的唯一方式  —  不断地缠磨(求这官为

她伸冤)  —  来改变“不义之官”的态度. 这官因寡

妇不断的烦扰而非常苦恼, 最终为她伸冤. 
5) 总括来说, 整个比喻的中心思想可归纳为: 世上极

坏的官, 尚且因着一个无助的寡妇不断哀求而答允

她;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祂, 祂岂不更要垂听他们的

祈求吗? 即使稍有迟延, 也只是因为时间未到,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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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民必须常存信心, 继续祷告, 恒切等候. 
 

第七步骤 : 找出主题 
(注: 第七步骤属于“解释”方面) 

 比喻的主题是: 主耶稣教导门徒要恒切祷告, 忍耐

等候神公义大能作为的彰显. 
 

 
(D.5.2)   诗篇的解释 

 
(一)    诗歌的正名与定义 

1) “希伯来诗歌”(Hebrew Poetry)是一个广义性

的通称, 它是圣经文体中较注重变化的一种, 
借着活泼的创意、简练的文词和丰富的情感, 
以描述旧约圣徒灵性的心路历程.  

 希伯来诗歌包括: 诗篇、智慧诗歌(约伯记、

箴言)、爱歌(雅歌)和哀歌(耶利米哀歌)等. 
2) “诗篇”一词的英文字“Psalms”乃是由希腊文 

psalmos 演变而来, 原有“扣弦”之意, 后来被

用作配合乐器弹奏伴唱的诗歌. 许多旧约的

诗篇都与音韵乐器不能分割, 常在作成后“交
与伶长(圣殿的音乐指挥人)”带领会众咏唱. 

 “诗篇”在现今时代的用法, 通常是指旧约圣经

所选辑的诗篇(共150篇). 
 “诗篇”可分为几类: (1) 赞美诗(如诗篇29、

111、113); (2) 哀歌诗(如诗篇5、6、7); (3) 智
慧诗(如诗篇1、37); (4) 皇族诗(如诗篇2、89); 
(5) 历史诗(如诗篇78、136); (6) 上行诗(诗篇

120至134); (7) 字母诗(如诗篇111、119)等等. 
 

 
(二)    希伯来诗歌的特点 

1) 诗篇是抒情的, 是诗人抒发内心感情的产品. 
 诗篇是圣徒心灵经历的剖白, 并非谈论高深

的神学思想. 由于它是用生命的血泪与真实

的经验所写成的, 因此每读诗篇, 常会使读者

触摸到诗人的内心世界, 体认到他们热切感

情的流露, 而在读者心中产生清晰的共鸣. 难
怪有者说: “诗篇是人心的宝鉴” (注: “宝鉴”
意即“宝镜”, 常被用作书名, 取为借镜的意思). 

 例证: 诗篇第13篇的开始是诗人大卫对神所

发的怨叹, 从四个“要到几时呢?”(诗13:1-2) 可
见他长期在仇敌欺压下受尽痛苦, 身心疲惫, 
心灵产生许多疑问, 信心开始动摇, 以为神已

忘记了他. 当然, 大卫并非真正认为神已经离

弃他, 但在他心中确实有这样的感受. 
 
2) 诗篇多采用象征性含蓄的用词. 
 “象征性用语”是各国诗词中常采用的文体语

法. 由于诗的语言充满了活泼的想象与丰富

的情感, 所以多用含蓄或寄托的方式来表达.  
 例证: 诗篇23篇以牧羊人暗喻耶和华神对祂

子民的引领看顾, 其中的“青草地”、“死荫的

幽谷”、“油膏”等, 都是情意丰富的象征. 
 

3) 注重“平行对句”的排列. 
 希伯来诗歌的特点与中国诗或西洋诗不同, 
不注重押韵, 也不在乎节奏, 而在于平行对句. 

 “平行对句”通常包括两句或以上的句子, 第二

句与第一句互相对应  —  有同义对句、反义

对句、象征对句、首尾对句、递进对句与综

合对句等不同的用法. 对句的方式与中国的

对联有些近似. 请参以下例子: 
 

同

义

对

句 

= 相同观念的句子放在一起, 第二句重复第一句

的意义; 例如以下的 诗篇2:1: 
第一句: 外邦 / 为什么 / 争闹? 
第二句: 万民 / 为什么 / 谋算虚妄的事? 

反

义

对

句 

= 是相反观念的句子放在一起, 第二句的意义与

第一句的刚好相反; 例如以下的诗篇37:9:  
第一句: 作恶的 / 必被剪除, 
第二句: 等候耶和华的 / 必承受地土. 

象

征

对

句 

= 采用一句象征性的诗来形容另一句的意义; 例
如以下的诗篇103:13:  
第一句: 父亲 / 怎样怜恤 / 他的儿女, 
第二句: 耶和华 / 也怎样怜恤 / 敬畏祂的人. 

 
首

尾

对

句 
 

= 采用诗体的排列法, 将首与尾两部分的句子互

相对称, 并且将句子的其他部分也按照一定的规

则彼此排列 (A1、B1、B2、A2).  
例如: 诗篇3:7 
(右例是按旧

约圣经希伯

来原文排列): 

   打了 (A1) 
        我一切仇敌的腮骨 (B1) 
        恶人的牙齿 (B2) 
   敲碎了(A2) 

 
递

进

对

句 
 

= 第二句(或随后更多的诗句)采取递进的方式进

展, 补足第一句所没有完成的意思, 并且引进高

潮(故也称“高潮对句”); 例如以下的诗篇29:4-5:  
第4节: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第5节: 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 

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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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对

句 
 

= 采用不同的诗句将第一句带进更深一层的意

义, 但实际上已失去了平行对句的意义和结构; 
例如以下的诗篇6:2:  
第一句: 耶和华啊, 求祢可怜我, 因为我软弱. 
第二句: 耶和华啊, 求祢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

战. (注: 第二句进一步解释第一句的意义) 
 
 

(三)    解释诗篇的原则 
解释诗篇须注意它的“象征性用语”和“平

行对句”的文体特征, 此外, 还得留意以下几点: 
 
1) 学习欣赏诗篇: “欣赏”就是进入诗人的境界, 

读诗篇必须先“体认”然后才“了解”.  
 对诗篇进行“学院式”(学术性)的研究与“欣
赏”有何不同? 桑安柱列出以下差别: 

“学院式”的研究诗篇 “欣赏”诗篇 
主要以“作品”(所研究

的那篇诗)为对象 
主要以“作家”(那篇诗

的作者)的经历为对象 
要研究“诗”的结构、形

像、内容等 
要明白“诗人”自己, 体
验“诗人”的人生经验 

对于“作者”的利益较大 对于“读者”益处较多 
使读者成为诗篇的学者 使读者灵性上得到造就 

 “学院式”(学术性)的研究诗篇, 有它的地位与

贡献, 但它只能为诗篇的“欣赏”铺好前进的阶

石(踏脚石), 提升“欣赏”的层次. 
 因此, 读诗篇应该先“欣赏”诗人写景寄意的

“感受”, 不必先注重生硬的解释, 以致破坏原

作的美感.  
 

2) 不必过分咬文嚼字: 希伯来诗歌在本质上是

“对心说话”, 然后才进到脑海中. 换言之, 诗篇

大部分的篇幅都是感情的流露.  
 诗篇主要的目的是要表达感情, 挑起人的感

受过于启发思想, 使读者在理智的了解以外

可以产生共鸣. 
 因此, 有者说得好: “解经者必须注意不要过

分解释诗篇中的一字一句, 不必专注为要找

出诗人根本没有想过要传递的特殊含义.” 
 

3) 注意“咒诅诗篇”的解释: 诗篇中约有18篇所

谓的“咒诅诗篇”; 此名意义是指出: 神是最终

的审判者, 旧约圣徒可以向神申诉, 并恳求祂

在抵挡神的人身上施行审判、降灾或咒诅. 
 解释“咒诅诗”的大前提如下: 

提出正面解答之前, 必须先注意几项要点: 
a) 祝福语与咒诅语在古时近东地区常见.  
 它们出现于私人的合同或国家之间的契约中, 
目的是要使契约产生一定的阻吓作用. 

 咒诅语也曾出现在圣经里(申27:11-26). 
 

b) 诗篇大部分是诗人向神的祷告, 用诗体文字记

录下来. 有时, 诗人会采用象征性或夸大的用
语来表达感情.  

 例如 诗137:8-9: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报复

你像你待我们的, 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

摔在磐石上的, 那人便为有福.”  
 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看, 巴比伦因缺少山石, 
建筑多用泥砖与灰泥, 与巴勒斯坦多石的地势

相反. 诗人的话应该是被理解为一种象征性并

夸大的用语, 指出神要追讨巴比伦的罪, 除灭

他们的子孙. 
 

c) 这18篇具有咒诅语的诗篇中, 至少有13篇是大

卫的诗, 但大卫并非嫉妒心重、急于报复的人. 
 例如他在逃难期间两次不杀那要杀他的扫罗

王(撒上24和26章); 他也放过恶言顶撞他的拿

八与示每(撒上25:32-37; 撒下16:7-13).  
 既然仁厚的大卫比其他人写了较多的咒诅诗, 
可见咒诅语的存在必另有目的.  
 

 

 对“咒诅诗”较为可取的解释: 
 

较为合理的解释包括下列两方面的论据: 
a) 旧约时代是神权的时代, 攻击神的受膏者是向

神的主权发出挑战.  
 属神的人本着神的心意, 向作恶的人发出神圣

警告, 并不为过, 如大卫所言(诗139:19-21).  
 这些祷告出自对罪恶极度厌恶的人. 他们迫切

期待公义的伸冤者来临, 伸张公义. 他们流露

伸冤的祷愿, 不是为自己申诉, 乃是求神断定. 
若神的帮助不来, 一切公义的盼望都会破灭. 
 

b) 诗人从神得到启示, 向顽梗悖逆的罪人指出他

们将来的结局.   
 例如“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诗137:9). 人
认为这不人道, 不符合主耶稣所强调的仁爱. 

 但十分希奇的是, 这句话竟然曾出自主耶稣的

口. 赖若瀚写道: “耶稣为耶路撒冷离弃神而哀

哭, 并向他们宣告将临的审判: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 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
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路
19:43-44). ‘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这句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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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原文可译为‘将你和你里头的儿女摔在地

上 ’(‘dash you to the ground, you and your 
children with you’), 它的字根与诗篇137:9的
《七十士译本》译文相同.”  

 由此可见, 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那些不义的人, 
这一点在旧约与新约是一致的, 没有改变.  

 有关“咒诅诗”的解释, 请参2019年10-12月份, 
第123期《家信》的“圣经问答: 诗篇的‘咒诅

诗’岂不是与新约‘爱仇敌’的教义互相冲突?” 
 

 
 

(四)    研究诗篇的步骤 
1) 可根据“十步释经法”的十大步骤来研读诗篇. 

但必须先设身处地进入诗人的感情世界中 , 
品味欣赏诗中的意境. 诗篇的欣赏可属于观

察部分. 在观察的步骤中, 可以不用过分仔细.  
2) 虽然研读诗篇必须先欣赏, 但诗人的文思仍

是有路可循, 诗中的结构是可以辨认出来的. 
3) 在解释的时候, 必须注

意诗篇的文体特征, 先
断定诗人借着“象征性

用语”所表达的意义. 
4) 诗篇虽与别的文体不

同, 但诗人仍有主要的

信息要传递. 
 
 

(五)   研究诗篇的例证 
与上文“比喻”的例证相同, 所用的“诗篇”例

证只涉及“观察”和“解释”两部分(共有七个步骤). 
 

例证: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 46:1-11 

 
第一步骤 : 细察事实 

第二步骤 : 认清关系 
(注: 以上两步骤属于“观察”方面) 

1) 这诗篇自成一个段落, 没有文学上的上下文, 至于

历史性的上下文可查考其写作背景.【上文下理】 
2) 第1节是一个带有应许的宣告.【应许】 
3) 神是“避难所”是象征性用语.【象征性用语】 
4) 第2-3节的四个“虽然”, 使整个形容语句加增了渐

进的力量.【递进的观念】 
5) “所以… 我们也不害怕”(2, 3节).【因果关系】 

6) “细拉”一词出现了3次(3, 7, 11节).【重复词句】 
7) 第4节所描述的景象与第2、3两节的产生了强烈的

对比, 从上文形容山崩海啸的情况, 忽然转而集中

注意在一条平静的河流.【对比/映衬】 
8) “使神的城欢喜”(4节)是修辞学的拟人法(将人类的

表现/动作加在无生命的物件中).【象征性用语】 
9)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5节)是个应许.【应许】 
10) “神与我们同在”的信息出现多次(参第5节的“神在

其中”与第11节的重复句).【强调语气、重复句】 
11)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出现3次(1,7,11节).【钥句】 
12) 第8、9节是列举“耶和华的作为”的一些例证: 祂

使地荒凉、止息刀兵、折弓断枪.【例证】 
13)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10节).【命令】 
14) 要先休息, 才会知道祂是神.【先后的关系】 
 

第三步骤 : 注意结构 
(注: 第三步骤属于“观察”方面) 

 本诗可分为三个段落, 以三个细拉来划分, 而且

每段都包含着主题句子(1, 7, 11节): 
1) 神是我们在患难中的保障 (1-3节). 
2) 神的搭救是及时的 (4-7节). 
3) 神的作为使人可以宁静信靠 (8-11节). 

 
第四步骤 : 勤发问题 

第五步骤 : 逐题解答 
(注: 以上两步骤属于“解释”方面) 

1)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1节)应作何解?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暗喻的方法, 顾名思义, “避
难所”是给人避难, 保护人免受灾祸侵扰的地方. 用
在神的身上, 表明人在遇到灾难或痛苦时, 神是我

们的保护者.【化解象喻】 
 

2) “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1节)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指出神会随时随地伸出援助的手, 在信徒最

需要帮助的时候, 祂就在他们身旁.  
 来4:14-16有相类似的经文(16节: “所以我们只管坦

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 正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之意.  

 主耶稣“赶紧伸手”拉着快要下沉的彼得(太14:31), 
是这节经文(诗46:1)的最佳注解.【词的意义、以

经解经】 
 

3) 第2、3节中所描述的自然景象是写实性的还是象

征性的? 
 有解经者认为这段经文是描述实在的天灾临到. 但
由于这是诗篇的语句,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节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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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象征性与夸大性的描述, 指出所面临的危机已达

到非常严重的情况, 有山崩海啸般的剧烈. 采取这

种“象征性”解释的原因有二: 
a) 第5节暗指“神的城”(神子民居住的地方)所遇

到的困境, 而神的帮助必然及时临到, 拯救祂

的百姓脱离险境. 另外, 第6节所描述“外邦喧

嚷, 列国动摇”的情景, 可指出列国对神的城所

采取的行动(可指军事行动, 攻击神的城), 但
因着神的帮助, 列国所居的地都要熔化. 

b) 这篇诗所描述的情况, 可能是在亚述王西拿基

立侵略犹大国的时候发生(参 王下18章; 赛36
章), 这历史性的战争与这诗篇的描述十分吻

合(作者用象征性用语来描述这历史事件).
【上文下理、化解象喻、历史背景】 

 
4) 在这种情景下, 为什么可以不惧怕? 
 因为知道神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而且祂

应许会在患难中随时伸出援手, 所以我们不必惧

怕.【上文下理、逻辑推理】 
 

5) “细拉”(Selah)是什么意思? 
 对于“细拉”的意义, 解经家有不同的见解. 但有一

件事可以确定, 那就是: 这词常在诗类经文段落的

结尾出现, 有停顿休止的作用, 与音乐上的“休止

符”极为相似.【词的意义】 
 

6) 为何第4节忽然出现“一道河”, 它与前文的关系怎

样连在一起? 
 第4节的“河”与前面第2、3两节形容的“天翻地覆”
情况刚好作出强烈的“对比”(或译“映衬”, contrast). 
“河”在这里有“稳定、平静”的意义; “河”在圣经其

他地方可以象征神的同在(参 赛8:6; 33:21).【上文

下理、词的意义、逻辑推理】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评注道: “神自己是一

道河, 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欢喜. 实际上, 耶路撒冷城

内没有河流. 但河流能供应给一个普通城市的东

西, 神也照样能供应给祂所居住的圣所  —  而且更

多, 因为祂是生命和滋养的泉源, 是充满怜悯和恩

慈的河流! ‘在那里, 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 
当作江河宽阔之地; 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

往, 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赛33:21; 注: 这节可暗喻

因着神威赫的同在, 敌军的船[威武的船]不敢驶入, 
使宽阔的河流也显得格外平静安宁).” 摘自《马唐

纳旧约圣经注释》.【参照注释】 
 

7)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5节)是指什么? 这与“神是

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的意义是否相违? 
 “天一亮”是象征性的用法, 意指神及时(指“适时”, 

即正合时宜, 不早也不晚)的帮助. 黑夜要过去, 白
昼将临近, 光明与希望随着白昼而来. 这句话曾出

现在 出14:27, 描述神如何在适当时候消灭那些要

追杀以色列的仇敌. 因此, 这节经文(诗46:5)与“神
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46:1)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化解象喻、以经解经】 
 

8) “神发声, 地便熔化”(6节)说明什么? 
 它说明神只需说一句话, 敌人的居所(地盘)就会归

于无有, 意指神消灭敌人“易如反掌”【化解象喻】 
 

9) 神在第7和11节中被形容为“万军之耶和华”和“雅
各的神”, 有何含意? 

 “万军之耶和华”是神的称谓(称号)之一, 表明祂是

天上万军的总指挥(总司令), 是大能的勇士. 这称

号更加强了“神的保护”之意义. 万军之耶和华若与

我们同在, 我们何须惧怕呢? 至于“雅各的神”这一

短语, 说明神记念祂与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所立的

约(参 创28:13-17, 注: 神在第15节特别应许要保护

身处危难中的雅各; 也参 创35:9-12; 46:2-4); “雅各

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词的意义】 
 《马唐纳旧约圣经注释》: “雅各的意思是‘骗子’. 
然而, 神却自称为雅各的神. 把两个概念(“万军之

耶和华”和“雅各的神”)综合起来, 你就知道天上万

军的神, 也是不配之罪人的神. 至高无上的那位(全
能者), 也是与人亲近的那一位(以马内利). 祂在我

们的人生路上与我们同在, 在暴风雨中总是作我们

的避难所.”【参照注释】 
 

10) 第7节所用的“避难所”一词, 与第1及11节的有没

有不一样? 
 第7和11节的“避难所”在原文的用词是 misgâbh 

{H:4869}, 与第1节的用词 machăşeh {H:4268}不
同(注: machăşeh 一词指躲避风雨或危险的隐蔽

处). Misgâbh 一词有“坚固保障”(stronghold)的意

思, 字面意义有“高处”的含义, 在字义上是指“稳
固的高处、安全的高地”, 是战事中那些在山上被

岩石保护的天然屏障.【词的意义、历史背景】 
 

11) 为何要先休息, 才会知道祂是神?(10节) 
 因为若不休息安静下来, 就只会看见周围可怕的

情景, 听到世界嘈杂的声音, 心中就会惊慌失措, 
不会看见神奇妙的同在和大能的作为.【上文下

理、逻辑推理】 
 

12) 诗中充满对神的描述, 这有什么重要性? 
 这些描述表明诗人特别强调神的主权与本性. 因

为祂无限的权能与同在的保护, 神的子民可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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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无虑地平安度日.【上文下理、逻辑推理】 
 

13) 比较其他有关神的保护(诗篇121篇; 申32:7-10)与
神赐平安(腓4:6-7)的经文, 可发现什么? 

 比较这些经文之后, 可发现信徒在世上虽有困难

与忧患, 但借着祈祷倚靠主, 必得主所赐的平安.
【比较经文、以经解经】 

 

第六步骤 : 归纳总意 
(注: 第六步骤属于“解释”方面) 

1) 神是圣徒的神, 是他们的避难所, 经常赐力量给属

祂的人, 且应许要帮助他们度过急难与危机. 信徒

可以因为祂的保护而无所惧怕. 
2) 神的同在带来的平静与安稳, 因为祂在适当的时候

施行作为, 彰显能力, 毁灭敌人, 化解困局. 祂是统

领天上万军的神, 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3) 因为神是满有能力的神, 祂在合适的时候施行拯

救, 所以属主的人必须安静休息, 承认祂的主权, 才
可以经历祂的作为, 过无惧的生活. 

 

第七步骤 : 找出主题 
(注: 第七步骤属于“解释”方面) 

 因为认识神是信徒在危难时的坚固保障, 所以信徒

可以宁静信靠, 无忧无虑. 
 
 
 

(D.5.3)   预表的解释 
 

“预表”是圣经中独有的文体, 是其他文学

著作所没有的, 因为圣经是无所不知的圣灵之启

示, 可以借着多年前所写下的人、事、物作为预

指(预先指示, 或称“预示”)日后要发生的事物. 
 
历代以来, 预表的解释可谓多姿多彩、千

奇百怪. 有学者大量应用预表, 认为这是找出圣

经信息的一种最佳途径. 但因为没有划清范围、

订定原则, 导致一些人在解释时有东拉西扯、信

口开河的情况出现; 例如, 用以利沙从河里捞上

来的“斧头”预表主耶稣的十字架, 又用睚鲁“十二

岁”的女儿预表病入膏亡(比喻病情或事态严重到

无法挽救的地步)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等, 都是信

口开河的“预表解释” (注: 他们不过是以“预表”的
名义胡乱解释, 而不是真正的预表解释). 

 

另一方面, 有者为了避免陷入这种主观性

的危机中, 就完全摒弃预表的解释, 认为它毫无

根据, 不足为训, 不能用来作为合理解经的原则. 
事实上, 这两种态度都是极端的情况. 其实只要

得法, 预表的解释是可以采用的, 可丰富我们的

解经和深化我们的灵命. 
 

 
(一)    解释预表的重要 
早期的教父们大多数将“预表”(type)与“寓

言”(allegory)二者混在一起, 认为“预表”与希腊神

话里的寓意故事一样, 含有隐藏的属灵意义在其

中. 这看似有“灵意解经”的危险令许多福音派学

者望之却步, 不敢采用预表来解经. 然而, 最近几

十年来, “预表解释”已获众多福音派学者所接纳

与承认. 
 
预表解释的重要性可归纳如下: 

1) 它是新约作者引用旧约圣经所具特色的解经

方法.  
 贝克(David L. Baker)说: “预表是新约引用旧

约圣经时最明显又最具特色的解经方法.” 
 因此, 要明白圣经两约之间的紧密关系及它

们的合一性, 必须了解新约作者如何引用旧

约圣经, 而预表解释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 它可以帮助研经者认识神在救赎历史中的作

为(指工作)的奇妙一致性. 
 因为我们承认神是掌管历史的主, 所以在祂

所计划的救赎历史的过程中, 每个时代与之

前的时代在信息上都有递进性的意义. 
 新约作者们认定神可以用旧约的人、事、物

所带出的属灵原则, 重复地应用在新约时代. 
这正是预表解释的基本意义. 

 
 

(二)    预表的正名与定义 
(I) “预表”的意义 
“预表”一词源自希腊文  tupos {G:5179}, 

这字在新约中出现 15 次, 有多种译法如下: 
1) 可见的“痕迹”如钉痕, 约 20:25: “我非看见祂

手上的钉痕 (KJV: print),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2) 用物质制成的“像”, 徒 7:43: “就是你们所造为

要敬拜的像 (images; KJV: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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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理的“模范”, 可解作“标准”, 罗 6:17: “心里

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KJV: form)” 
4) 工艺品的“模式”或“模型”, 徒 7:44: “…帐幕, 

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 (pattern; 
KJV: fashion)作的”; 来 8:5: “都要照着在山上

指示你的样式 (KJV: pattern).” 
5) 生活的“榜样”或“模范”, 提前 4:12: “都作信徒

的榜样 (KJV: example)”; 多 2:7: “你自己凡事

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KJV: pattern)”; 彼前 5:3: 
“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KJV: ensamples).” 

6) 不值得效法的坏榜样  —  “鉴戒”, 林前 10:6: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 (KJV: examples).” 

7) “预表”或“预像”, 罗 5:14: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

来之人(指耶稣)的预像 (pattern; KJV: figure).” 
 

苏克(Roy B. Zuck)指出: “上述字词的共通

概念是对应或相似. 那些人物、事物被塑造成与

另一人物、事物相似, 又或是在某方面相对应, 
一样事物与另一样事物相配. 腓立比信徒的生命

应与保罗的生命相似(腓 3:7), 信徒应效法提摩太

的榜样(提前 4:12), 帐幕与摩西看见的样式相似

(来 8:15), 即使基督手上的钉痕也与钉子本身相

似. 一样事物与另一事物对应. 偶像反映出敬拜

者 心 中 假 神 的 形 状 ( 徒 7:43). 保 罗 说 罗 
马信徒顺服所传给他们“道理的模范”(罗 6:17), 
他是指他们要遵行他教导的教义, 将它视为标准

及模范. 换言之, 他们的生命与教义相对应.”101  
 

值得留意的是, 希腊字 tupos 不是专门术

语, 也不是每次都用来指同一件事或某一个神学

上的预表. 严格来说, 新约里只有 来 8:5 和 罗
5:14 清楚用来指旧约的预表. Tupos 可能源自动

词 tupô , 有“击打”之意. 因此, tupos 原意为击打

的结果或用压印留下印迹, 因而演绎出印记、标

记、样式、模样、模范、轮廓、草图等概念.  
 

(II) “预表”的派别 
福音派的学者在解释预表时, 有两个较为

主流的派别. 奥斯邦(Grant Osborne)指出它们之

间的分别: “对于今日有关预表的争论, 可说是‘实
质性预表’(innate types)与‘引申性预表’(inferred 

                                                           
101   苏克著, 《基础解经法》(香港九龙: 宣道出版社, 
1996 年), 第 210-211 页. 

types)之间的分别. ‘实质性预表’是新约圣经清楚

记述的预表; 而‘引申性预表’虽没有那么清楚, 却
是新约圣经整体教导所引申出来的类同, 例如, 
希伯来书正是用预表作为它最基本解释的进路. 
不少人反对后者的原因, 是它倾向于带人进入随

意或主观性解经的危机中.” 
 
赖若瀚、苏克和一些圣经学者用另外的

名称分述这两派的不同, 即预指法和历史类同法. 
 

(a) 预指法(Predictive Prefiguration) 
“预指法”所谓的预表是“实质性预表”. 这

派别认为, 预表是神在旧约的人物、事件、物件

或制度中预先指定要在新约中实现的意义. 这观

点强调, 除非新约圣经明显地指出某人、事或物

是预表, 解经者不可随意用预表法去处理. “预指

派”的学者有薛弗尔(Lewis Perry Chafer)、苏克

(Roy B. Zuck)和坎贝尔(Donald K. Campbell)等. 
 

苏克(Roy B. Zuck) 认为真正的预表必须

包括下列六项基本要素: 
1) 类同相似(resemblance): 这是预表与被预表的

事物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共通点, 但这只是第

一步, 因为仅有类同的地方并不足以构成预

表性的关系. 
2) 历史真实(historical reality): 作为预表的某个

人、事、物必须在历史中具有真实性, 他(它)
们是真有其人, 确有其事, 并非虚构出来的. 

3) 预先指示(prefiguring): 预表必须是神预先在

人、事或物中所定下要实现的意义. “预言”是
借着文字或言语来预告神的心意, 而“预表”则
是借着历史性的人、事或物来预告. 

4) 提升超越(或译“引出高潮”, heightening): 预表

的实体(真体)比预表的影儿更重要、更优越, 
有增加、提升、超越的成分; 例如基督(预表

的实体或真体)超越麦基洗德(预表的影儿). 
许多旧约的事物说明新约的真理, 但没有这

方面的提升超越性, 因此不是预表. 
5) 神的设计(divine design): 预表必须具有神特

意放在预表的人、事或物中的意义, 是神所

设计而非偶然的巧合. 
6) 新约肯定(confirmed by New Testament): 只有

当某人、事或物被新约作者明确指定为预表

时, 方能成立(才算为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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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历史类同法(Historical Correspondence) 
“历史类同法”所谓的预表是“引申性预表”. 

采用这方法的学者认为历史是借着回顾神救赎

的历史事实而看见神前后一贯的作为. 根据此派

的学者, 预表的解释建基于神是管理历史的神, 
祂做事有一贯的法则. 祂在历史中所留下的足迹, 
是后世信徒可以追寻的.  
 

神在数千年前所做过的事, 借着祂的能力

与设计, 可以在数千年后同样的过程中发生. 预
表解经的目的 , 正是找出神在不同的人物、事

物、事件或制度之中神圣的类同. 采纳“历史类

同法”的学者计有兰帕(G.  W. H. Lampe)、米克

尔森(A. Berkeley Mickelson)、费尔拜恩(Patrick 
Fairbairn)和伍迩康(K. J. Woolcombe)等. 
 

(III) “预表”的定义 
预表的定义要按以上两种不同观点而定. 

根据“预指法”(即“实质性预表”)的立论, “预表”是
旧约的人物、物件、事件或制度, 因着神预先订

下的设计, 不仅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更指向将来

在新约的另外一个人物、物件、事件或制度. 从
这个定义看来, “预表”不只是“比方”或“实例”而
已, 它更包括了神特意指定的目的和意义在内.  

 
另一方面, 根据“历史类同法”(即“引申性

预表”), 不单有预先指定、新约指明的预表, 也有

意义类同的预表. 而这意义的类同不一定是新约

作者清楚指明的, 乃是要解经者根据神做事的大

原则之下去找出这种类同点. 
 

(IV) “预表”与它的“本体”或“原型” 
与 英 文 字 “types” ( 预 表 ) 相 对 应 的

“antitypes” (俗称“本体、真体、原型”), 源自其希

腊文 antitupos {G:499}, 意即与某个样式或模型

相对应(相似)的物件, 或是某物的相似物. 这字在

新约中出现 2 次, 被译作“表明”(彼前 3:21)和“影
像”(来 9:24). 当 彼前 3:21 说: “这水所表明的洗

礼”时 , 它的意思是指挪亚时代的洪水是 “预
表”(type), 而洗礼则是洪水所预表的“本体”或“真
体”(antitype), 是这预表的对应, 是预表的相似物. 
换言之, 洪水是洗礼的预表, 洗礼则是洪水所预

表的本体. 共通点是: 两者均用水代表审判和死

亡; 洪水意味着神审判所带来的死亡, 而洗礼则

表示基督(为罪人)受神审判而死, 以及信徒与基

督同死. 我们在此看到两者相似的概念. 
 
值得留意的是, “antitype”基本意义是指与

某事物有相对应的事物, 所以也可泛指某原型的

对应之物, 而不一定专指所预表的本体或原型, 
例如 来 9:24 说: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

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这节表明地上会幕(或译“帐幕”)里的圣所是天上

真会幕圣所(指天堂)的影像. 范氏(W. E. Vine)把
这节的“影像”解释为“原型的复制品”(a copy of 
an archetype). 因此, 会幕是天上实体(reality)在地

上的对应之物(counterpart). 基督是真光(约 1:9), 
是真葡萄树(约 15:1), 祂所事奉的领域是真帐幕

(来 8:2). 这真帐幕(指天堂)是实体, 地上的会幕不

过是它的复制品. 换言之, 后者(地上的帐幕)对应

前者(天上真帐幕), 是前者的相似物. 
 

 
(三)    历史类同法作为解经的原则 
以“预指法”对预表所下的定义看来, “历史

类同法”不能作为预表的正确解释方法, 因为它

不包含所有苏克(Roy B. Zuck)指出的预表基本要

素(即不包括第3至第6项). 虽然如此, 正如赖若瀚

指出, 只要用得适中, 历史类同法仍可以是一项

适合的解经原则(可归类在“比较经文”之法). 
 
例一 :   挪亚方舟与基督的救赎 
有人解释挪亚的方舟预表基督的救赎, 但

其实在本质上, 它也可说是“历史性的类同”. 它是

神在旧约的救赎历史中所留下的足迹, 并在新约

的基督救赎工作中再次重现: 
 

挪亚的方舟 基督的救赎 
1. 当时地上充满罪

恶(创 6:1-6) 
2. 是神所指定的救

法(创 6:13-16) 
3. 是神为救人脱离

罪的审判而设立

的(创 6:17-21) 
4. 是坚固的  —  用

最坚固的歌斐木

制成(创 6:14) 
5. 有一段恩典的时

1. 世人都犯了罪(罗 3:23; 也
参 罗 3:10) 

2. 是神所指定的救法(徒 4:12; 
约 14:6) 

3. 是神为救人脱离罪的审判

而设立的(罗 6:23; 8:1; 来
9:27-28) 

4. 是坚固的  —  凡靠着基督

进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

救到底(来 7:25) 
5. 有一段恩典的时期让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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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让人可以回应

(创 6:3) 
6. 必须用信心接受

神的话, 才能得救

(创 6:22; 参 彼后
2:5) 

7. 神断定这恩典的

时期有多长   —  
方舟的门是神关

上的(创 7:16) 
8. 只有少数的人进

入方舟, 得着这救

恩(创 7:13) 
9. 只有在方舟里的

人才能逃脱神的

审判(创 7:21) 
 

以回应, 即悔改信主而得救

(彼后 3:8-10; 林后 6:2) 
6. 必须用信心接受神的话

(“神的话”或“神的道”也可

指主耶稣 ), 才能得救 (约
3:34-36) 

7. 神断定这恩典的时期有多

长  —  神决定何时关上恩

典的门(彼后 3:8-10) 
8. 虽然救恩是给所有愿意接

受的人, 但至终只有少数的

人得着, 如进窄门得永生的

人是少的(太 7:13-14) 
9. 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脱

离神对罪的审判(约 5:24; 
罗 8:1) 

 
例二 :   旧约的约瑟与新约的基督 
有人曾用约瑟与基督的生平作一对比, 发

现其中多有类同之处, 以此归纳说约瑟是基督的

预表. 下列图表可说明这预表的比较: 
 
约瑟与基督卑微之时 约瑟与基督高举之时 

1. 父的爱子(创37:3; 太
3:17) 

2. 憎恶罪恶(创37:2; 太
23章) 

3. 被父看重(创37:3; 太
17:5) 

4. 弟兄恨恶(创37:4; 路
4:28-29) 

5. 弟兄不信(创37:5; 约
7:5) 

6. 传主启示 (创 37:6-9; 
约8:27-28) 

7. 弟兄弃绝(创37:8; 路
19:14) 

8. 被父差遣(创37:13; 路
20:13) 

9. 决不推辞(创37:13; 诗
40:7-8) 

10. 弟兄谋害(创37:18; 约
5:18; 可14:1) 

11. 剥脱衣服(创37:23; 太
27:28) 

12. 犹大设计(创37:26-27; 
太26:14-15) 

1. 得以释放(创41:14; 徒
2:24) 

2. 圣灵充满(创41:38; 启
3:1; 约3:34) 

3. 升为至高(创41:40; 腓
2:9) 

4. 治理全家(创41:40; 来
3:6) 

5. 万人跪拜(创41:43; 腓
2:10) 

6. 作救世者(创41:45; 徒
5:31) 

7. 人须听从(创41:55; 太
17:5; 约2:5) 

8. 开仓卖粮(创41:56; 约
6:51-56) 

9. 各国来买(创41:57; 赛
49:6) 

10. 认其兄弟 (创 42:7-8; 
约2:24-25) 

11. 兄弟不认(创42:8; 约
1:10-11) 

12. 寻讨其罪(创42:22; 徒
5:28) 

13. 卖给外人(创37:28; 太
20:19; 26:15) 

14. 带往埃及(创37:36; 太
2:14-15) 

15. 成为奴隶(创39:1; 腓
2:7) 

16. 有神同在(创39:2; 约
8:29) 

17. 大有权柄 ( 创 39:4,8; 
约3:35) 

18. 人所喜爱(创39:6; 路
2:52) 

19. 胜过试探(创39:9; 路
4:1-13) 

20. 被人诬告(创39:17; 路
23:1-15) 

21. 无故定罪(创39:19-20; 
徒2:23) 

22. 被人捆绑(创39:20; 太
27:2) 

23. 犯人同处 (创 40:2-3; 
路23:32) 

24. 愿人记念(创40:14; 林
前11:24) 

25. 要人提说(创40:14; 太
10:32-33) 
 

13. 哭了一场(创42:24; 路
19:41) 

14. 恩上加恩(创42:25; 约
1:16) 

15. 路上供食(创42:25; 腓
4:19) 

16. 弟兄相认 (创 45:1-4; 
路24:31) 

17. 天父差我 (创 45:5-8; 
约3:16-17) 

18. 救雅各家(创45:7; 约
11:50-52; 罗11:26) 

19. 约瑟还在(创45:26-28; 
来7:25; 启1:18) 

 还有一事: 雅各(又名: 
以色列 )的众子必须

先认罪 (后悔当年卖

了约瑟 , 创 42:21-22; 
44:16), 才能得到赦免

与福气(创45章; 47:5-
6);102 照样, 以色列人

必须先认罪 (承认他

们之前拒绝基督 , 亚
12:7,10-14), 才能得到

赦免和福气(亚13:1). 
 

 

                                                           
102   还有一事值得思考, 就是便雅悯. 创 35:18 记载“便
雅悯”之前的名原是“便俄尼”. 根据王正中编辑的《圣经原

文字典》, “便俄尼”(Benoni)一名意思是“忧患之子”(son of 
sorrow), 而“便雅悯”(Benjamin)一名意即“右手之子”(son of 
the right hand). 拉结因生便雅悯而死, 所以给他取名为“便
俄尼”, 强调忧伤患难; 但雅各给他改名为“便雅悯”, 强调这

是我所重视和高举的儿子. 汤姆森(Robert Thomson)指出, 
拉结所生的这两个儿子都可代表(预表)耶稣基督. 便雅悯

可代表基督的两大方面  —  在地上为人经历忧患(赛 53:4), 
在天上被神高举在神的右边(来 1:3,13; 即 彼前 1:11 所谓

的“基督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 至于约瑟, 他代表基督将会

再临, 在世界上(注: 埃及预表世界)成为满有荣耀和权能之

人(太 25:31; 比较 创 45:13). 此外, 创世记告诉我们, 约瑟最

后探测众弟兄(雅各众子)对便雅悯的看法, 当发现他们认

真重视便雅悯时(创 43:33-44:34), 约瑟才与他们相认, 让他

们得享福气. 这点也可预表雅各家(以色列人)必须重视和

承认“便雅悯”的意义  —  基督受苦后得荣耀! 他们必须如

此行, 才能获得基督统治全地所带来的福气. John Bennett 
(ed.), Day by Day Paradise to the Promised Land (Fareham,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7), 第 102-103 页. 再者, 
他们最终将向基督下拜, 正如约瑟故事中所预表的(众弟兄

向约瑟下拜, 创 37:5-11; 创 42:6;  43:26,28;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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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约瑟的生平与主耶稣的生平有许多

类同之处, 大可运用“历史类同法”将二者放在一

起比较, 看神在他们身上之作为的异同.  
 

旧约的约瑟 新约的主耶稣基督 
1. 被至亲的哥哥们出卖, 

交在外人手里. 
2. 受主母多次试探, 仍能

坚持到底, 没有犯罪. 
3. 无辜被主母诬告, 被定

罪下到监里. 
4. 由尊贵的身分(父亲的

至爱)被降为奴仆 , 最
后成为囚犯. 

5. 因顺服神而胜过一切

逆境, 最后成为全埃及

的宰相, 一人之下, 万
人之上. 

6. 成为宰相之后不念旧

恶, 饶恕他兄长们的罪

过(创45:1-15). 
7. 饶恕了认罪的兄长们

之后, 接他们到埃及共

享福乐. 
 

1. 被至亲的门徒犹大出

卖, 交在外人手里. 
2. 曾多次受试探, 却没有

犯罪(来4:15). 
3. 无辜被人诬告, 被定罪

钉在十架上. 
4. 由尊贵的身分(天父的

至爱)被降为奴仆 , 最
后成为死囚(腓2:6-8). 

5. 因顺服神而胜过一切

逆境 , 最后被升为至

高, 获神赐予那称呼万

名之上的名(腓2:9-11). 
6. 赦免那些有分把祂钉

在十字架上的人 (路
23:34). 

7. 饶恕了认罪悔改的人

之后, 应许接他们到荣

耀和福乐里(约14:1-2). 

 
 

(四)    解释预表的原则 
1) 预表多以基督和祂所成就的救赎为中心. 
2) 在预备与被预表的事物两者之间, 通常都有

一项普遍性的共通点, 而这共通点必须具有

神学性(指符合圣经真理或教义)的意义. 
3) 注意新约圣经如何指出预表的共通点: 若是

这样, 这是属于“预指法”的预表. 
4) 不能用预表来断定教义(除非有其他圣经经文

明确的支持或教导才能成立). 
注: 根据赖若瀚, 还有一个原则: “一个恶人、一

件坏事或一项犯罪的行动, 不能用来作预表.” 
不少学者对这点有所保留, 因认为恶者也可

以有预表性的意义, 例如歌利亚与大卫的交

战也可预表撒但与耶稣基督的交战, 而大卫

用歌利亚的刀砍下他的头, 可预表主耶稣用

撒但的武器  —  死亡  —  
来败坏他, 来2:14).  

 
 

(五)    研究预表的步骤 

1) 因为预表是一项较为独特的文体, 研究的重

点应从大处着眼. 当然仍可采纳“观察”、“解
释”和“应用”来进行, 但可以不必跟随“十步释

经法”的十步骤之架构. 
2) 先找出金文的历史性意义, 然后才作预表的

解释. 换言之, 在没有弄清楚用来预表的人

物、物件、事件或制度的意义之前, 任何预

表的解释都不能定准.【即下图例证一的 (一):
经文的分析】 

3) 找出预表与被预表的人事物(即“影像/影儿”
与“实体/真体”)两者之间的共通点(如亚当[预
表]与主耶稣[被预表]两者之间的共通点), 意
即“新约圣经作者如何诠释两者关系”的大前

提.【即例证一的 (二):两段经文的共通点】 
4) 根据这大前提来比较及解释其他较为重要的

细节.【即下图例证一的 (三):归纳总意(预表

性意义)】 
 

例证一: 摩西举铜蛇预表基督被钉十架  
(民 21:4-9; 约 3:14-15) 

(一)   经文的分析 
A. 事件的历史性:  
 它记载以色列人在旷

野路程上被火蛇所咬

的事迹. 
 

B. 事件的发生: 
 以色列人对绕道而行

感到不耐烦. 
 他们埋怨摩西领他们

出埃及. 
 神使火蛇进到他们中

间咬他们, 死了许多人. 
 百姓认罪, 摩西为他们

代求. 
 神吩咐摩西做一条铜

蛇, 挂在杆子上. 
 凡被铜蛇所咬的, 一望

铜蛇就活了. 
 

C. 经文的主题: 
 摩西照神的吩咐将铜

蛇举起, 使凡被蛇咬的

人一望而活. 
  

A. 经文的上下文:  
 这段经文出现在主耶

稣与尼哥底母谈论重

生真理之后 ( 约 3:1-
13); 同时在“伟大的福

音宣告”(约 3:16)之前. 
 

B. 经文的重点: 
 摩西在旷野怎样将铜

蛇举起, 主耶稣也将要

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约 3:14). 
 叫一切信祂的人都得

永生(约 3:16). 
 

C. 经文的主题: 
 主耶稣借着在十字架

上被举起而完成救恩

的举动, 叫信祂的人得

着永生, 与旧约摩西举

铜蛇的事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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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段经文的共通点 
 民21:4-9 约3:14-15 

困境 被火蛇咬 被罪压害(推论而来) 
救法 望被举起的铜蛇 信靠被举起的主耶稣 
结果 就活了(得生命) 得永生 
强调 两段经文都强调: 人要信靠神所预备的救恩! 

(三)   归纳总意 (预表性意义)103 
1) 约翰只用一句话将举铜蛇的事件总括起来, 别的细

节都没有讨论, 因为他所强调的只是“举铜蛇与主

耶稣被钉十架”两者之间主要的共通点. 
2) 借着引述旧约摩西举铜蛇事件,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

的意义就显得更加清楚和丰富. 
3) 以色列人怎样因望(凭信心仰望)铜蛇而活, 世人也

同样可以因信主耶稣而得永生. 
4) 预表的总意 : 神在旷野借着举铜蛇所完成的救

恩, 预指主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行动. 
 
 
 除了上述以“两段经文”作分析和比较共通

点来找出预表性意义之外,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

以旧约的一个人、事、物或制度来预表新约的

人、事、物或制度, 并且所涉及的经文不止两段

而是很多处的经文, 我们可以采纳以下方法: 
 

例证二: 旷野中的会幕与耶稣基督  
(出 25-40 章; 约 1:14; 太 1:23 等等) 

(一)   经文的分析 
A. 会幕的介绍: (其重要性) 
 会幕是神在旷野吩咐摩西建造的, 是以色列人敬拜

的中心.  
 它建造的细节在出埃及记中出现了两次, 首次是神

吩咐要建造的蓝图(出 25-30 章), 其次是实际的建

造(出 35-40 章), 共占圣经中 12 章的篇幅, 足见会

幕在神计划中的重要性.  
 神只用 6 日创造天地, 却用了 40 日的时间吩咐摩

西建造会幕的细节; 整本圣经只用 2 章篇幅记载整

个宇宙万物的结构, 却用了 6 章记述会幕的结构. 
 

B. 会幕的历史性意义: (其历史性) 
 基于圣经的记载和考古学的发现, 会幕在历史中确

实存在过. 根据考古学, 西乃山附近曾经发现一些

                                                           
103   赖若瀚将这部分命名为“结语”(参《十步释经法》, 
第 392 页), 但此部分主要是总结其预表性的总意, 故编者

将之称为“归纳总意 (预表性意义)”. 

旷野中流动的“圣坛”, 与会幕的结构十分相近(参
NIV Study Bible 在出埃及记 25 章的附注). 

 会幕记载于出埃及记后半部, 占全书约三分之一的

篇幅. 整本出埃及记可分为三大部分: (a) 救赎(1-18
章); (b) 训诲(19-24 章); (c) 敬拜(25-40 章). 以经文

安排的次序看来, 会幕是为着蒙救赎的以色列人而

设立的, 为要他们敬拜神. 
 会幕也是神为自己的名所设立的圣所, 使祂可以住

在赎民中间(出 25:8), 它是神同在的表征. 
 

C. 会幕的整体信息: (其主要意义) 
 神记念祂与亚伯拉罕、雅各、以撒所立的约(参 
利 26:9-12), 借着可见的形式住在以色列人中
间 , 证明祂是他们的神 , 他们是祂的子民(参  出
29:43-46). 会幕也是神预备给他们敬拜神的地方. 

  

(二)   两者的共通点 
 会幕的 

圣器或物件 
预表耶稣基督 
的位格或工作 

1 约柜 (出 25:10-22; 
37:1-9): 神的同在 

基督是“神与我们同在” 
(太 1:23) 

2 陈设饼(出 25:23-30; 
37:10-16): 提供粮食 

基督是生命的粮 
(约 6:35) 

3 金灯台(出 25:31-40; 
37:17-24): 提供亮光 

基督是世界的光 
(约 8:12) 

4 铜祭坛 (出 27:1-8; 
36:37-38): 赎罪敬拜 

基督为信徒赎罪 
(来 9:11-15) 

5 金香坛(出 30:1-10; 
37:25-29): 烧香祈祷 

基督为信徒代祷 
(来 7:25) 

6 洗濯盆 ( 出 30:17-
21): 敬拜前的洗濯 

基督洗濯洁净信徒 
(弗 5:26) 

7 幔子(出 26:31-37) 
[指隔开圣所与至圣

所之间的幔子] 

基督的身体为信徒“裂
开”受创舍身, 使人得以

通过祂(通过幔子)直接

进到神面前(来 10:20) 

(三)   归纳总意 (预表性意义)  
1)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间(约 1:14): 约翰在此所

使用的字眼使人联想起旧约的会幕 (或称 “帐
幕”, 希腊文: skênê {G:4633} ); 因为 约 1:14 的动

词“住”(希腊文: skênoô{G:4637} )一字在希腊文中

原义是“支搭帐幕在中间”, 叫人联想到神在旷野中

借着“支搭会幕在人间”, 与人同在, 实现“以马内

利”(即“神与我们同在”)的意义(太 1:23). 
2) 会幕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时敬拜的中心; 它预表耶稣

基督是敬拜的中心(太 2:2:2,11; 28:9; 启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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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能借着会幕进到神面前, 与神亲近; 这预表人能

借着基督进到神面前, 与神亲近(约 14:6; 来 7:25). 
4) 在会幕里有献祭赎罪的事; 这预表在基督里, 人能

获得赎罪和赦免(弗 1:7; 罗 8:1; 林后 5:19), 因为基

督已为罪人献祭赎罪(来 9:12,26; 10:12). 
5) 会幕也预表主耶稣在天上的事奉: 来 8:5-6 说: “他

们(祭司)供奉的事, 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如
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 正如祂作更美之约的

中保….” 当主耶稣复活升天后,祂“并不是进了人

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

天堂, 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来 9:24), 为信徒不

断地祈求(来 7:25). 
6) 会幕与基督的不同点是: “会幕”是旧约的影儿, “基

督”是新约的实体. 会幕只是一个暂时的表征, 显出

神的同在, 过后被圣殿取代, 而圣殿在主后 70 年被

毁 ; 但主耶稣却是永存 (“直活到永永远远”, 启
1:18), 且永远与信徒同在(“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

在”, 帖前 4:17). 
 

 
解释会幕的预表时, 赖若瀚写道: “预表的

解释必须从大处着眼, 不能要求在每个细节中都

有预表的意义. 会幕的各项建筑材料、方位布

置, 或是颜色数字等, 都不能与主耶稣牵强地拉在

一起, 因为没有经文客观的根据. 若是硬要找出预

表的意义, 就会容易陷入灵意解经的错谬中.”  
 
赖若瀚的忠言确有可取之处, 尤其是许多

传道人以“预表解经”的名义来寓意化或灵意解经, 
忽视经文的历史真实性. 尽管如此, 只要谨慎地

以经解经, 编者深信会幕的一些建筑材料或颜色

数字等是有预表性的意义, 因它们也以整体圣经

教导为根据(请参《家信》里有关会幕的文章).  
 
让我们以理祈(John Ritchie)的话作为会幕

预表的总结: “会幕是预表, 指向基督. 诗29:9告诉

我们,104 圣殿(指会幕, 因大卫写这篇诗时圣殿[神

                                                           
104   诗 29:9 在英文圣经《钦定本》(KJV)是“and in his 
temple doth every one speak of his glory”; 按《钦定本》的

旁注 , “doth every one speak”也可译作“every whit of it 
uttereth” (每一点滴都述说); 表明会幕里的一切物件都述说

基督荣耀的位格与工作 . 《钦定本》正文的翻译 (every 
one speak, 每一个人述说)指的是人, 而其旁注(every whit of 
it)指的则是物件; 也有其他英文译本表明所指的乃是“物
件”, 例如 ASV (And in his temple everything saith, Glory.)、
NASB (And in His temple everything says, “Glory!”)和 RV 

在地上的居所]还未被建, 当时神在地上的居所是

会幕)的每一部分都述说祂(主)的荣耀. 基督是一

切, 从幔内的约柜至外院至细微的一钉一线(都预

表基督); 祂位格(person)和作为(work)的荣耀都

印证在这每一个预表中.”105 总言之, 以预表的观

点来研究旧约的会幕将富化我们对基督位格与

工作的认识, 深化我们对此的赏识.  
 
对于预表, 弗莱明(Don Fleming)贴切写道: 

“神的性格和祂处事待人都是相符一致的(不会朝

令夕改, 使人无所适从). 旧约和新约都呈现相同

的伟大真理, 因为神救恩的原则是不改变的. 在
基督还未降世和显示这救恩以前, 对于较少被光

照的旧约百姓, 神用他们比较容易明白的方式(即
旧约的预表)来教导他们… 例如为罪所献的祭牲

(利4:1-12; 16:1-28)和祭物, 就是象征基督的死(来
9:11-14)… 整个旧约的启示是为基督作好准备.” 
(摘自 World’s Bible Dictionary, 第448-449页) 
 
 

(D.5.4)   预言的解释 
 

(一)    预言的正名与定义 
 若要研读预言, 必须了解相关词汇的意义: 
1) “预言”(Prophecy)是先知借着口述或文字来传

递有关将来事件的信息. 这并不属于人能力所

及的范畴, 也不是现代人所谓的“预测”或“料
事如神”的能力(注: 预言一般属于“预告”范围, 
但它也可属于“宣告或传道”范围, 参下文). 

2) “末世论”(Eschatology)一词乃由希腊文的“末
后”( eschaton )与“道”( logos )合并而来. 它是

研究末期或末世事件如何发生的一门学问. 
3) “启示文学”(Apocalyptic Literature)是借着叙述

当代历史性的问题, 并在异象中预指它们历史

的结局, 一切都是根据先知在异象中所见到及

从神所听到的信息(如启示录、但以理书). 

                                                                                                     
(and in his temple every thing saith, Glory). 《和合本》将这

节译作“… 凡在祂殿中的, 都称说祂的荣耀”, 《新译本》

也译作“… 凡是在祂殿中的都说: ‘荣耀啊!’ ”, 皆可指凡在

会幕里的“物件”; 同此译法的英文圣经有: NIV (And in his 
temple all cry, “Glory!”)、RSV (and in his temple all cry, 
“Glory!”)、NRSV (and in his temple all say, “Glory!”)等等.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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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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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 在圣经中, “说预言”的定义不限

于预告(指预告将来的事). 根据希伯来文, “先知”
一词 (希伯来文:  Nâbhî’ {H:5030} )源自“说预

言” (希伯来文: Nâbhâ’ {H:5012} ).麦克雷(A. A. 
MacRae)正确指出, “先知”{H:5030}一词首次引

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创20:7). 神告诉亚比米勒

说亚伯拉罕是先知. 这点强调先知与神有密切关

系, 并能有效的代祷. “先知”一词第二次出现在 
出7:1, 中文圣经译作“替你说话的”在原文是“先
知”{H:5030}, 指亚伦是摩西的先知, 因为他是替

摩西说话的(请比较 出4:16: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
话, 你要以他当作口, 他要以你当作神”).  

 
简而言之, 先知就是传达从神而来的信息

之人(参 摩3:8; 耶1:7,17; 结3:4). 故此, 圣经中的

预言可指“预告”(prediction), 即预先说出将要发

生的事(foretelling); 或只是“宣告”(proclaimation)
而已, 即宣讲神的话语(telling-forth, 宣讲的内容

不一定是将来的事).  
 
另有一事需要提醒: 旧约时代, 先知直接

从神领受信息, 可是在新约时代, 当圣经完整后, 
人就不需要直接从神领受启示, 而是从已记载于

圣经的话语领受神的信息, 来“造就、安慰、劝

勉人”(林前14:3). 换言之, 哥林多前书14章的“说
预言”也可指“作先知讲道”(希腊文: prophêteuô ,
林前14:1, 3, 4, 5, 31, 39). Prophêteuô 这字在 太
7:22和 启11:3译作“传道”也是同样道理. 参下表: 
 

圣经预言 (Prophecy) 的两大性质 
说出将来未知的事 

(Foretelling) 
说出过去已知的事 

(Forth-telling) 
属预告(prediction)范围 属传道(preaching)范围 
传达神对将来事物的想

法或旨意 
传达神对现今事物的想法

或旨意 
通常采用过去和现今的

事来论及未来的事 
通常采用过去的事来论及

现今的事 
这类预告的目的是为要

使人现今活出敬虔生活 
这类传道为要劝勉、警

戒、责备、安慰或造就人 

 
(二)    研读预言的重要 
圣经预言是重要的, 因为: 

1) 占大部分圣经: 预言占了圣经启示内容的四分之

一. 由此可见, 神十分乐意让信徒知道有关祂对

全人类以及祂子民的计划. 

2) 明白神的计划: 预言的正确解释乃是一把钥匙, 
可以明白神对人类以及对祂儿女的计划, 使人能

作出适当的回应. 
3) 印证圣经可靠: 圣经的预言明确的应验了, 印证

了圣经的真实性与可信性. 
4) 带来安慰盼望: 预言指明信徒有福的盼望, 为信

徒在苦难中带来慰藉与鼓励. 
5) 鼓励敬虔事奉: 研读预言是信徒过圣洁生活(约

壹3:9), 以及追求完美事奉的一股推动力(参 林
前9:24-27; 提后4:6-7). 

 
 

(三)    解释预言的困难 
在研究圣经方面, “预言”的文体是比较难

解的部分. 赖若瀚举出主要两大原因: 
 

1) 属将来尚未发生的事物: 因为对将来事物的理

解, 在本质上是比较难以捉摸. “预言”和“历史”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 历史是过去事实的论

述, 读者在不明白之时, 尚可翻阅或参考其他有

关的记录, 不需凭空臆测. 但预言是未来事实的

记载, 研读之时不一定会清楚, 况且没有其他资

料可作参考. 
2) 充满象征性用语和记号: 因为在预言的文体中, 

充满了许多象征性的用语与记号. 象征性的用

语是间接性的描述, 要经过正确的程序才能断

定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基于上述两大因素, 研读预言的难度相继

提高. 另一个解释预言的困难, 是因为在过去解

经的历史中, 出现了许多有关末世论(eschatology)
不同派别的论点.106 无论如何, 持不同末世论的

观点不会影响救恩. 此外, 信徒可能对末日事件

的各种细节存不同观点, 但这不该破坏信徒彼此

间的交通与合一, 除非所持的观点严重地抵触圣

经明确教导. 诚然, 基督再来以及神对将来的计

划, 都是圣经所强调的重要真理, 但末日事件的

每一个细节与发生的次序, 却有暗昧不清和难解

之处, 所以有时不得不采纳“承认不知”这一原则. 

                                                           
106   例如有关末世论的“千禧年”(millennium, 指基督回

到地上统治一千年), 基本上就有三个持不同论点的学派: 
(1) “无千禧年派 ” (amillennialism); (2) “后千禧年派 ” 
(postmillennialism); (3) “前千禧年派” (premillennialism). 有
关这三个学派的观点, 请参 2003 年 3 月份, 第 40 期《家

信》的“预言望楼: 圣经预言简介(三)”的脚注, 其网址是: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言简介三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预言简介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2 

   

《家信》: 第 124 期 (2020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四)    圣经预言的分类 
      (I)   根据预言已否应验来划分 
1) “已应验”的预言: 

a) 旧约预言应验在旧约中: 例如神对亚伯兰预

言以色列人会在外邦之地(指埃及)受奴役, 被
人苦待4百年之久(创15:12-16). 此预言在出埃

及记1至12章中应验了. 
b) 旧约预言应验在新约中: 例如“女人的后裔要

伤蛇的头”(创3:15)的预言, 在主耶稣基督借着

死而复活战胜撒但一事上应验了 (来2:14-
15; 约壹3:8). 

c) 新约预言应验在新约中: 例如主耶稣说圣殿

要被毁,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预言

(太24:1-2), 在主后70年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

冷城, 拆毁圣殿时完全应验.  
 
2) “未应验”的预言: 

a) 旧约中未应验的预言: 例如旧约圣徒在大灾

难之后将要复活(但12:1-3). 
b) 新约中未应验的预言: 例如将来在地上有七

年大灾难, 犹太人大遭逼害(太24:15-28). 
 
    (II)    根据预言不同主题来划分 
1) 有关弥赛亚(基督)的预言: 例如弥赛亚(主耶稣基

督)降生于伯利恒(弥 5:2; 太 2:6; 路 2:1-7). 
2) 有关召会 (教会 )的预言 : 例如召会被提 (帖前

4:17); 成为“羔羊的新妇”(启 19:7-10). 
3) 有关以色列的预言: 例如以色列人将分散世界各

地(耶 24:9); 至终复国(结 37 章). 
4) 有关列国的预言: 例如列国(指以色列以外的邦国)

将受审判(珥 3:1-2; 太 25:32). 
5) 有关个人性的预言: 例如亚伯兰与撒莱将要得子

(创 15:4; 17:19; 18:10)、古列王的兴起(赛 45:1-4). 
6) 有关城市的预言 : 例如坚固的推罗城被灭 (结

26:7-21)、巴比伦城的倾覆(赛 13:19-22). 
7) 有关末世的预言: 例如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太

24:7); 多处必有瘟疫(即传染病, 路 19:11). 
 
 

(五)    解释预言的原则 
     (I)    解释预言必须根据“实义法” 

解释预言必须根据“实义法”(Literal Method, 
指“实义解经法”或“字义解经法”), 即语言最直接、

最明确、最正常的用法. 采取“实义法”的原因如下: 
 

1) 许多圣经预言都是按“字义”来应验: 
 例(1): 当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中关于以色列被

掳的期限为 70 年时, 他屈指数算一下, 发现离

应验的日子已经近了, 因而禁食祷告, 披麻蒙灰

地求神记念祂的应许, 并赦免祂百姓的罪(但
9:1-19; 也参 耶 25:11-12; 29:10). 后来, 这预言

果真在 70 年满的时候应验了(拉 1:1-4). 
 例(2): 先知弥迦预言弥赛亚(基督)将降生于伯

利恒(弥 5:2), 祭司长和文士按字义去理解它, 而
博士们遵照指示去到伯利恒, 便找到这位“生下

来作犹太人之王”的主基督耶稣(太 2:6-11). 
 
2) 新约作者按“实义法”解释旧约预言: 
 例(1): 犹太为了 30 块银子出卖主耶稣基督, 马
太解释它“实义性”地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太
27:9-10; 参 亚 11:12-13). 

 例(2): 施洗约翰作主耶稣的先锋, 是按“字义”应
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太 3:3; 可 1:2-3; 路 3:4-
6; 约 1:23; 参 赛 40:3). 
 

3) 以“实义法”来解释是最一致的方法: 
 若我们相信“诚实是生活的最佳策略”, 那么“实
义法应是解经的最佳策略”.  

 基利斯伟(W. A. Criswell)曾如此描述这策略说: 
“按实义解经, 就如说实话一般, 你不需要强记

以前说过什么. 但若按灵意解释… 你昨日对某

段经文的见解 , 可能与你今日的见解完全相

违… 时间慢慢地过去, 一个解经者将会发现他

经常推翻自己过去的见解.”  
  

 (II)   注意预言所附带的“条件性” 
如果某个预言本身附带着某些条件, 就必须

等到条件得着满足后, 这预言才会实现. 但另一方

面, 倘若这预言没有附带着什么条件, 则无论人如

何反应, 环境因素如何不利, 都会予以应验. 
 

 例(1): 先知约拿在尼尼微城宣告说: “再等 40
日, 尼尼微必倾覆了”(拿 3:4). 这预言外表看来

似乎没有任何附带的条件 , 但按神一向“有恩

典、有怜悯”的本性(拿 4:2; 诗 103:8), 给予“40
日”是一段宽容等候的时间, 因此它包含着一项

条件 , 就是如果尼尼微人在 40 日中继续行

恶, 不听警告, 所预言的灾祸就会临到. 但尼尼

微人却由上至下披麻蒙灰, 诚心悔改, 所以神就

“后悔”(根据祂的话回心转意), 不降先前所预言

的灾祸给尼尼微人. 这预言没有应验, 并非神不

信实, 乃因为附带的条件没有得着满足(耶 18:7-
10 正解释这原则). 另一方面, 在大约 100 年

后, 尼尼微人再度行恶, 神借着先知那鸿再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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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微发出警告的预言. 可是这次他们继续狂傲

悖逆, 不肯悔改, 最终此城就照着先知所预言的

而彻底倾覆. 
 例(2): 申 28 至 30 章记述了摩西在临终前, 对以

色列人的吩咐, 其中有祝福的应许和咒诅的警

告. 这些预言如何应验要视乎人的反应而定. 
 

有些预言附带条件性 , 以听众的回应为条

件 , 但也有些预言是无条件的 . 在创世记第 15
章,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神独自在祂所劈开、分成

两半的祭牲肉块中间经过, 表明神单独承担守约的

责任(创 15:12-20). 苏克(Roy B. Zuck)指出: “神应许

将那块土地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时, 没有附带任何条

件. 神重申亚伯拉罕的约也显明这个约是‘永远的

约’, ‘迦南全地’将属于他们 , 作为‘永远为业’(创
17:7-8). 请参考 创 17:13,19; 26:2-4; 28:13-15; 代上

16:16-17; 诗 105:9-10, 可见此约的性质是永恒的.” 
 
  (III)   以“基督”为预言解释的中心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 圣经的预言是集中于

耶稣基督第一次及第二次的降临. 天使对使徒约翰

说: “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作见证”(启 19:10). 
预言的目的, 主要是见证主耶稣基督, 使祂得荣耀. 
祂第一次降临, 本是要在地上设立统治权(故施洗

约翰说: “天国近了”, 太 3:2), 但以色列民却弃绝祂

(约 1:11), 因此, 祂说神的国必从他们中间夺去, 赐
给将来的世代(太 21:43). 主耶稣对门徒说: “祂必须

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路 17:25). 可是, 圣
经清楚预言耶稣基督将会再临, 在地上建立祂的统

治权(赛 9:6-7; 耶 23:5; 弥 4:7; 5:2; 亚 14:4,5,9). 诚
然, 历史的发展乃是根据神所定的计划而前进, 而
基督再来便是历史的高潮和终点. 祂继而将在地上

统治一千年, 接着便是建立新天新地的永恒国度. 
 
总括而言, 旧约的预言明显地指向基督, 主

耶稣本身亦清楚地指明这个重要事实(路 24:44-47). 
旧约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众多, 其中有“直接的应验”, 
如祂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赛 7:14; 太 1:22-23); 
祂要降生在“伯利恒”(弥 5:2; 太 2:6)等; 另外也有

“间接的应验”, 如祂是从埃及被召出来的“儿子”(何
11:1; 太 2:15). 间接性的应验是作者看见旧约的某

个经文, 可在“大原则”之下应用在主耶稣身上.  
 
针对这点, 赖若瀚指出: “但请不要忘记: 新

约作者是在圣灵的默示之下作出这项解释, 今日的

解经者只有圣灵的光照, 因此不能相继效尤. 新约

中众多的预言, 特别是有关神末世计划的实现, 都
同样以基督为中心. 然而解经者必须小心, 虽然以

基督为中心的原则是研读预言整体性的重点, 但却

不能硬性地加诸于每段的经文中.”  
 
  (IV)   体认预言所具有的“浓缩性” 

当先知们接受神的默示而预言将来事件时, 
就如同站在一个地方, 远看几座山峰似乎连在一起

如一座大山一般. 以先知的角度来看, 好几件事堆

在一处, 如同一件事. 但实际上, 它们中间是有“时
间的深谷”相隔的. 

 
 例(1): 亚 9:9-10 说: “锡安的民哪, 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民哪, 应当欢呼. 看哪! 你的王来到

你这里, 祂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谦谦和和

地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我必除灭以法莲

的战车, 和耶路撒冷的战马. 争战的弓也必除灭. 
祂必向列国讲和平, 祂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

海, 从大河管到地极.” 第 9 节明显地应验在主

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事上, 但第 10 节中“祂
必向列国讲和平, 祂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 
从大河管到地极”则有待主耶稣再来时才应验. 

 例(2): 约 5:28-29 说: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祂的声音, 
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骤
看起来, 这两节经文似乎在说明行善与作恶的

将要一同复活. 但若参考 启 20:4-6, 11-15, 就可

发现两个复活之间相隔至少 1 千年之久. 此外, 
保罗在他著名的“复活章”中也说明“各人是按

自己的次序复活”(林前 15:23). 
 

苏克(Roy B. Zuck)将预言的“浓缩性”称为

“缩简”(foreshortening)的原则. 他表示旧约常将基

督两次的降临混为一谈, 例如 赛 61:1-2. 当主耶稣

在拿撒勒会堂宣读这段经文时(路 4:16-21), 祂读到

第 2 节中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注: 此句在 路
4:19 译作“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便停住了, 并没有

继续读完“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因为向神敌人报

仇的时候, 是要等到祂第二次再临时才实行.  
 
由此可见, 旧约先知未能分清基督两次降临

的事件, 也不明白这一切将如何发展. 正如彼得所

言: “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

灵,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 是指着什么

时候, 并怎样的时候”(彼前 1:10-11). 凯泽(Walte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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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er)正确地指出: “先知通常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 对于借着异象启示出来的事, 其中大部分是他

们一无所知的. 因为预言缩简的关系, 先知可能只

见到头尾的事件, 对于中间的事件则无任何头绪.” 
 
  (V)   记得预言可有“多重的应验” 

“多重的应验”是指先知预言分别应验在多

于一件的事上. “多重的应验”并非表示预言有“多
重的意义”, 我们已在前文论述过, 除非有特别理

由的支持下, 否则经文只有一项单一的意义. “多
重的应验”乃表示先知预言的精意加上原则, 重
复地应验在不同的事上. “意义”只有一个, 但“应
用”却可多方.  
 
 例(1): 创 3:15 清楚指出“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

头”. 显然, 主耶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正是

这项预言最主要和关键性的应验(约 12:31-32; 
约壹 3:8). 然而, “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最终

的得胜仍在将来, 那时祂要“全面地”伤蛇的头

(罗 16:20; 林前 15:24-26; 启 20:7-10). 
 例(2): 申 28 至 30 章提到以色列人若顺服神必

然蒙福, 悖逆神必然受苦. 这预言多次应验在以

色列人的民族历史上, 例如在士师记中, 以色列

人 7 次因着拜偶像悖逆神而遭神刑罚, 落在外

族人手中受苦, 可是每当他们悔改呼求神时, 神
也 7 次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参士师记 3-16
章). 以色列人的被掳及归回是另一个例子(拉
9:1-15; 尼 9:1-38; 但 9:1-27; 注: 三次被掳归回). 

 
有一点值得注意. 先知约珥预言在“主耶

和华的日子”, 圣灵将被浇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珥 2:28-32). 当彼得在五旬节讲道时, 他指出当

时圣灵的降临“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徒 2:16). 
无论如何, 这仅是“部分的应验”, 因为约珥还预言

有关人民要作异梦、见异象, 且有非比寻常的奇

事“在天上地下”显现出来 . 显然 , 这些奇事如

“血、火和烟柱”及“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

为血”(珥 2:30-31)并未发生在五旬节那一天. 因
为这些事情都属未来才应验的事件. 换言之, 约
珥的预言在五旬节那一天只是“部分的应验”. 针
对此事, 苏克(Roy B. Zuck)正确指出: “我们最好

将 此 视 为 ‘ 部 分 - 终 极 的 应 验 ’(partial-final 
fulfillment), 而非‘双重意义’(double-meaning)或
‘多重应验’(multiple fulfillment). 一件事件是另一

件更大、终极事件的预兆.” 

除了以上赖若瀚所提出的五大要点, 预言

的解经原则还有三个: (a) 寻求经文中已“固有的

解释”; (b) 参照所有平行相关的经文; (c) 承认自

己智慧有限而不知【请参本文附录四】.  
 

(六)    研究预言的步骤 
研读预言的基本步骤与研读普通经文没

有什么大的分别, 可以根据“十步释经法”的十大

步骤进行, 但必须注意以下几项要点: 
 

1) 在观察的范畴中, 加上一项“预言的分类”. 辨
认出它是已应验的还是未应验的预言; 是有

关弥赛亚的、以色列的、个人性的、末世的, 
还是属于其他种类的预言(注: 若“观察”无法

看出分类, 就需留到“解释”的部分才分类). 
2) 在“勤发问题”和“逐题解答”的步骤中: 
a) 要化解象征性的用语或行动, 因为它们会经

常出现在预言的文体中. 
b) 找出在预言文体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并加以

分析. 例如: 有关主耶稣第一次或第二次的来

临、神救赎的计划与它最终的完成、弥赛亚

的受苦(十字架)、以色列的未来、神在人类

历史中主权的彰显等等. 
c) 采用神整体的计划作为解释预言的大架构. 
d) 因为预言的解释较为繁复, 所以要参照好的

注释书, 而且在参照的时候必须先了解作者

对末世论所持的立场. 
 

例证: 女人的后裔  
创世记 3:15 

 
第一步骤 : 细察事实 

第二步骤 : 认清关系 
(注: 以上两步骤属于“观察”方面) 

 
1) 上文(创3:1-7)记述始祖亚当和夏娃因违背神的命

令吃了禁果, 结果遭受神的刑罚与咒诅(创3:14-19). 
神咒诅的宣告按照次序为: 
a) 对蛇的咒诅 (3:14-15) 
b) 对女人的咒诅 (3:16) 
c) 对亚当的咒诅 (3:17-19) 
本节(3:15)是在对蛇的宣告中出现. 【上下文】 

2) 在神咒诅的宣告中, 也带有应许.【应许】 
3) 在这一项“指定性”(prescriptive)的经文, 包括了四

个不同人物(或群体), 并说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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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蛇; b)女人; c)蛇的后裔; d)女人的后裔 【人物】 
4) 蛇与女人是属于对立的地位, 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

裔也因此处于对立地位. 但经文结束时(创3:15下)
表明基本上是女人的后裔与蛇之间“彼此为仇”.
【对比/映衬、人物关系】 

5) 注意“后裔”与“为仇”两词在短短的一节经文中重

复了多次.【重复词句】 
6) “伤头”与“伤脚跟”之间有所不同, “头”比“脚跟”更

为重要.【对比/映衬】 
7) 本节经文的钥字是: “后裔”(seed)、“为仇”(enmity)

及“伤”(bruise).【钥字】 
8) 预言的分类: 弥赛亚的预言(女人的后裔 = 基督) 
 

第三步骤 : 注意结构 
(注: 第三步骤属于“观察”方面) 

 本节的结构可用四个人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来说明: 
a) 蛇和女人彼此为仇 
b) 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c)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d) 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 

 本属于女人与蛇之争, 已演变成女人后裔与蛇之争 
 

第四步骤 : 勤发问题 

第五步骤 : 逐题解答 
(注: 以上两步骤属于“解释”方面) 

1) 这节经文出现在神宣判咒诅的上下文(context)中, 
有何特别之处?  

 从这节的上下文中, 可见始祖犯罪是由女人(夏娃)
开始, 是夏娃先被引诱且摘下禁果来吃, 然后才给

亚当吃. 因此, 这个属灵的战争一直以来都是“女
人”与“蛇”之间的战争.【上文下理】 

 神在始祖堕落失败后, 在宣告咒诅时, 指出这个战

争将不断地延续, 而且在咒诅蛇的宣告中也不忘加

上祂救赎人类的应许.【以经解经】 
 
2) 这“蛇”是真正田野的活物, 还是撒但的化身? 
 从经文的上下文可见, 此处的蛇确实是真蛇, 因为: 

a) 创3:1说: “耶和华神所造的, 惟有蛇比田野一切

的活物更狡猾.” 它是神所造的, 而且是属于“田
野一切的活物”之一.  

b) 当神咒诅蛇的时候, 要它“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

土”, 很清楚是指真的蛇说的.107 

                                                           
107   当亚当犯罪受咒诅时, 其咒诅(劳苦、死亡)也临到

其他人类. 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独特的蛇受咒诅时, 
其咒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的后果也临到其他蛇类.  

 但它不只是一条普通的蛇而已, 因为: 
a) 它会说话, 会思想, 会与女人理论(创3:1-7). 
b) 它受的咒诅不单发生在肉体的情况(physical), 

更牵涉到属灵的层面(参 创3:15; 罗16:20). 
c) 比较其他经文, 启12:9记载这条古蛇名叫魔鬼

或撒但.【上文下理、以经解经、逻辑推理】 
 综合以上经文, 最可能与合理的解释是: 这条蛇是

真正的蛇, 但它愿意被魔鬼利用(正如敌基督愿意

被魔鬼利用), 甚至愿意让魔鬼附身并完全操控它

去执行魔鬼的诡计. 支持这看法的有: Henry M. 
Morris 108、J. Wesley Ferguson 109、W. W. Wiersbe 
110等等.【以经解经、逻辑推理、参照注释】 
 

3) “蛇的后裔”是谁? 
 既然这古蛇是魔鬼, 而魔鬼又是灵界的堕落天使

(参 赛14:12-15; 结28:14-17), 天使不结婚生子(太
22:30), 没有肉身的后裔, 所以这里的后裔必是指

魔鬼的跟随者, 同属于他一伙的使者. 
 支持以上观点的经文有: 那些自以为义、抵挡主耶

稣的法利赛人被主称为“毒蛇的种类”(太12:34)、
“蛇类、毒蛇之种”(太23:33). 对于那些抵挡祂的犹

太人, 主耶稣说他们的父是魔鬼(约8:44; 暗指他们

是魔鬼的后代). 此外, 憎恨以致杀害亚伯的该隐是

“属那恶者”(约壹3:12, 意指他是前两节所说的“魔
鬼的儿女”, 约壹3:10)【以经解经、逻辑推理】111 

 
4) “女人的后裔”是谁? 
 “女人的后裔”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描述, 因为犹太人

大多是以“男人”作主来推算他的后裔. 再加上“后

                                                           
108   莫里斯评述道: “有证据显示邪灵有能力在特别情

况下‘住在’或‘附身在’人或动物身上(路 8:33), 而撒但在此

选择蛇作为最适合施行他诡计的工具.”, Henry M. Morris, 
The Genesis Recor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6), 第 108 页.  
109   富格盛说 : “我们必须把它看成是一条真实的蛇

(literal snake), 但被撒但使用”, J. W. Ferguson, “Genesi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00), 第 41 页. 
110   魏斯比写道: “撒但可以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林后

11:14)… 撒但利用蛇的身体来到伊甸园… ”,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Pentateuch 
(Colorado: Cook Communications Ministries, 2001), 第 30 页. 
111   值得留意的是, 蛇的后裔(seed)也是单数的, 一些学

者表示这单数的后裔可指最终的“大罪人”敌基督. 魏斯比

评述道: “历代以来, 撒但与神战斗, 撒但的儿女也与神的儿

女战斗… 假冒者撒但总是有他的子孙准备好敌对神的子

民. 到了时代的末了, 这敌对会达到顶点, 即基督对垒敌基

督(帖后 2 章; 启 13 章), 此人是撒但假冒的杰作(即假冒成

世人的救主基督)”, 同上引, 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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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一词是单数, 所以“女人的后裔”是专指救主弥

赛亚(主耶稣)将要由女人而出(由童女怀孕而生), 
比较 太1:23和 加3:16.【以经解经、逻辑推理】 

 
5) “彼此为仇”是指什么? 
 它表明两阵对垒、互相敌对. 这种“仇”超越了肉身

的仇, 是属灵的, 且是持续性的.【词的意义】 
 
6)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蛇要伤他的脚跟”何解? 
 这两句话应采用象征性的解释, 因为“头”比任何部

分(包括脚跟)更重要. 此处是指女人的后裔要重创

魔鬼撒但, 而撒但也要伤女人的后裔, 只不过这损

害不碍大事. 应验此预言的最明显事件是主耶稣被

钉十字架, 魔鬼似乎得胜, 但他其实只伤了主耶稣

的“脚跟”, 主耶稣却借着死后复活战胜魔鬼, 重创

他的“头”(摧毁了魔鬼的权势或“最强武器”  — 死
亡, 来2:14-15).【化解象喻、以经解经】 

 富格盛(J. W. Ferguson)表明, “伤蛇的头”不仅可指

借着“十架的死而后复活”摧毁魔鬼撒但的权势, 也
可包括把撒但捆绑(启20:2-3), 最终丢入火湖(启
20:10)而全面彻底地战胜他. 罗16:20就有这方面的

应许, “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脚下”(信徒也因

此将获全胜, 靠十架夸胜)112【参照注释】113 
 在蛇伤基督的脚跟方面, 虽说最终不碍大事, 但也

不可轻忽基督为罪人受尽了创伤痛苦的事实. 创世

记第3章记载亚当要承担罪的种种恶果(如咒诅、

劳苦、流汗、荆棘、死亡等), 耶稣基督为我们也

承担了这一切恶果而受尽创伤, 例如祂为我们成为

咒诅(加3:13)、为传道而劳苦奔波(约6:31-36)、汗

珠如大血点滴 ( 路 22:44) 、头戴荆棘冠冕 ( 太
27:29)、死在十架(约19:33)等等.【以经解经】 

 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林前15:45), 但亚当是为自己

的罪受苦, 基督则为别人的罪受苦.【比较经文】 
 
7) 这段经文中有何重要预言的主题? 
 这段经文主要预言的主题包括: 

a) 耶稣基督是救赎计划的中心  —  “女人的后裔” 
b) 耶稣基督在历史中会战胜撒但  —  “伤蛇的头” 
c) 耶稣基督要受痛苦  —  “蛇要伤祂的脚跟” 
d) 神的主权彰显在人的历史中, 祂掌控整个历史, 

且是最终的得胜者.【以经解经】 
                                                           
112   J. W. Ferguson, “Genesis”, 第 45 页. 
113   菲利普斯评注道: “这节(创 3:15)的预言包含了基

督两次的降临(到世上来). 首先论到的是基督第二次降临

来伤蛇的头, 因为胜利优于悲剧(the triumph outshines the 
tragedy); 接下来才论到伤基督的脚跟, 因为只有依靠十字

架才能带来最终最大的胜利 ”,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Genesis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2), 第 61 页. 

 
8) 这项预言在神整体的计划中占什么样的地位? 
 创3:15是神对人最早又最伟大的救赎应许(被称为

Protevangelium , “第一个福音”, the first gospel), 且
是圣经的第一项预言, 是“弥赛亚预言”的基础.  

 综观旧约漫长历史, 弥赛亚最终从女人而出: 
a) 祂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创15:3-5; 22:17-18; 太

1:1; 加3:16) 
b) 祂是从犹大支派(君王的支派)而出, 是执掌王

权的“细罗”(赐平安者)(创49:10; “圭” = 权杖)  
c) 历代志上开始时所记述的家谱十分重要, 它证

明大卫的谱系从亚伯拉罕而出, 最后都是亚当

和夏娃的后裔. [注: 历代志上下在希伯来文圣

经中原是同一卷书, 且是排列在旧约最后的一

卷书, 所以直接与马太福音第1章的家谱相连] 
d) 这些家谱所指向的中心人物是主耶稣基督(太

1:1-17; 路1:32-33);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

裔、大卫的后裔(太1:1), 被童女所生(太1:23-
25), 是“女人的后裔”, 是 创3:15以及旧约其他

经文(赛7:14)所应许的那一位.【以经解经】 
 
9) 撒但如何在神整体的计划中与女人的后裔为仇? 
 撒但在旧约历史中竭尽所能, 千方百计地阻挠耶稣

基督从应许的家谱中而出, 但神也不断介入扭转局

势, 使救赎人类的计划得以借着基督完满成就. 
 

撒但的计谋或工作 神的拯救和保守 
鼓动该隐杀亚伯(创4:8), 
要断绝女人的后裔. 

神介入, 使夏娃生了塞

特(创4:25-26). 
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

们交合生子(创6:1-4), 要
玷污女人后裔的谱系. 

神介入, 用灭世洪水审

判全球, 保存挪亚一家

(创6-9章). 
利用饥荒和亚伯拉罕的

谎言, 给机会法老娶他的

妻子撒莱为妻(创12章) . 

神介入, 降灾于法老全

家, 让法老发现真相而

释放撒莱(创12:17-20). 
利用撒莱献计让亚伯拉

罕娶夏甲为妻(创16:1-3, 
15-16), 要挫败神的计划. 

神介入, 指明应许之子

要从撒莱(撒拉)而出

(创17:15-21). 
利用基拉耳王亚比米勒

差人带走撒拉, 要娶她为

妻(创20:1-2). 

神介入, 在梦中责备亚

比米勒, 结果他释放撒

拉(创20:3-18). 
利用法老杀害所有才生

的以色列男婴 (出1:22), 
试图灭绝以色列族. 

神介入, 保守和兴起摩

西, 带领所有以色列人

出埃及(出2-15章). 
利用恶王后亚他利雅篡

夺王位, 剿灭王室, 杀了

众王子, 拦阻大卫王族谱

系的人作王(王下11:1-3). 

神介入, 拯救大卫谱系

的约阿施不被杀害, 被
藏了多年, 最后被立为

王(王下11: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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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步释经法”的十步骤有一个简单口诀,  
方便我们记住“观察、解释和应用”的十步骤:  

观察 =  事、关、结  (事关己);  
解释 =  问、答、意、题  (问答易提);  

应用 =   则、细、行  (仔细行). 

使神子民拜偶像而遭神

审判, 国家被攻占, 圣殿

被毁, 神子民被掳到外邦

(王下24-25章). 

神介入, 在预定的时间

领他们归回, 而耶稣基

督的祖先所罗巴伯是

其中一人(太1:12-13). 
利用希律王追杀孩童耶

稣基督(太2:7-18). 
神介入, 借梦叫约瑟带

孩子逃离(太2:13-15). 
利用彼得的善意要拦阻

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受

苦被杀(太16:21-22). 

主耶稣按神的意思, 立
即对彼得说: “撒但, 退
我后边去吧”(太16:23). 

 
 此外, 耶稣基督的一生, 在上十架的事上遭到诸多

拦阻, 但到最后, 仍成就了神救赎的计划, 借着死在

十架并且第三天荣耀复活, 在历史中打了奠定性与

关键性的胜仗.【以经解经】 
 

第六步骤 : 归纳总意 
(注: 第六步骤属于“解释”方面) 

 这场属灵的战争,114 最主要的是女人的后裔  —  弥
赛亚主耶稣  —  与魔鬼之间历代的斗争. 主耶稣要

借着十字架给予魔鬼撒但致命的一击, 而撒但对主

耶稣的伤害并不碍事(因祂虽死, 却从死里复活). 
 

第七步骤 : 找出主题 
(注: 第七步骤属于“解释”方面) 

 神应许女人的后裔  —  弥赛亚  —  有一天将要战

胜魔鬼(蛇), 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 
 
 
 总而言之, 研究预言是重要的. 它给我们

这些活在充满苦难世界中的信徒带来属天的安

慰、属神的勉励、光明的指引和荣耀的盼望. 薛
弗尔(Rollin Chafer)贴切写道: “预言显明神从始

至终, 在基督里得胜的计划. 虽然‘黑夜’仍在进行, 
但预言带来路上的光, 直到旭日高升. ‘信心’是往

后看, 建基于一项完成的工作; ‘希望’与‘预言’连
在一起, 借着神话语的光芒把黑影驱散.” 

(文接下期) 
 
************************************** 

附录一: “十步释经法”简介 
 
 简单来说, “十步释经法”是糅合“归纳式查

经法”与“释经学”原理在一起而设计的一套研经法. 

                                                           
114  赖若瀚采用“争战”(war)一词, 但这场属灵的斗争

是漫长的, 故用“战争”(warfare, 指一系列的战斗)更为适合. 

它采用了归纳式查经法的架构, 即“观察”、“解释”
和“应用”(共有十步骤).115 它在“观察”的部分中强

调观察“事实”、“关系”和“结构”; 在“解释”的部分

中注入了久经试验的十项释经学原则;116 又在“应
用”的部分中制定了“神学性原则应用法”的模式.  
 

观察 
1. 细察事实 
2. 认清关系 
3. 注意结构 

解释 
4. 勤发问题 
5. 逐题解答 
6. 归纳总意 
7. 找出主题 

应用 
8. 写下原则 
9. 列出细节 
10. 身体力行 

 
简言之, 赖若瀚的“十步

释经法”主要是采纳“归纳式查经

法”去研读圣经, 再加上“释经学

原理”(基本上采纳“演绎法”)为
辅助. 换言之, 此释经法是糅合

两种不同的治学法: “归纳法” + “演绎法”. 这两种

不同的治学法各有优点和限制, 糅合两者便能相辅

相成, 使解经更合乎正道, 合神心意.117 

                                                           
115   这十步骤是: (1) 细察事实; (2) 认清关系; (3) 注意

结构; (4) 勤发问题; (5) 逐题解答; (6) 归纳总意; (7) 找出主

题; (8) 写下原则; (9) 列出细节; (10) 身体力行. 
116   在上一期的十项“释经学原则”中, 第 10 项是“注意

体裁”, 而“参照注释”是置于两项“特殊原则”中, 因为编者

要把“参照注释”与“承认无知”这两个原则在最后总结时放

在一起(即第 11 项和 12 项), 表明若用第 11 项原则(参照各

种注释书)后仍没答案, 就只好采用第 12 项原则(承认无知). 
无论如何, 为了避免在使用赖若瀚十步释经法的步骤时产

生混淆, 我们还是用回赖若瀚对这 12 项原则的排列顺序. 
117   以上附录一改编自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
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47, 49, 129-130 页. 

 十项主要释经学原则: 
1. 实义解释 
2. 上文下理 
3. 历史背景 
4. 语法结构 
5. 词的意义 
6. 以经解经 
7. 比较经文 
8. 化解象喻 
9. 逻辑推理 
10. 参照注释 

 

另加两项特殊原则: 
注意体裁 和 承认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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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圣经中较为明确的预表 

 
赖若瀚指出圣经中较为明确的预表如下: 
 

 预表 实体 
(所预表的本体) 

经文 

1 亚当 基督(是末后的

亚当, 两者都是

人的源头) 

创 2:7; 参 罗
5:14; 林前
15:20-22, 45-49 

2 麦基洗德 基督作新约的大

祭司 
创 14:17-24;  
参 来 7:3 

3 逾越节被杀

的羔羊 
基督赎罪的工作 出 12:1-14;  

参 约 1:29; 林
前 5:7 

4 旷野的吗哪 基督是生命的粮 出 16:13-35;  
参 约 6:31-35, 
48-51 

5 旷野的会幕 基督(神)与人同

在 
出 25-30 章; 36-
40 章; 参约 1:14 

6 地上的会幕 基督在天上圣所

作大祭司 
出 25-30 章; 36-
40 章; 参 来
8:1-5 

7 圣殿中事奉

的大祭司 
基督(在天上圣

所的事奉) 
来 4:14-16; 
9:11-12, 24-28 

8 旧约献祭制

度 
基督替人赎罪

(是更美的祭物) 
利 1-5 章;  
参 来 8:10 

9 旷野中流出

水的盘石 
基督(是坚稳可

靠、永久不变、

赐生命的盘石) 

民 20:10-13;  
参 林前 10:4 

10 摩西高举铜

蛇 
基督被钉十字架 民 21:4-9;  

参 约 3:14-15 
11 圣殿的幔子

(裂开) 
基督借着死引领

人到神面前 
利 16:1-2; 参 来
10:20; 太 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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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预表与灵意解经的区别 
 

赖若瀚指出预表与灵意解经的区别如下: 
 

 预表  灵意解经 
1 预表及本体有

自然的对应或
相似之处. 

没有自然的对应. 反之, 是从

经文背后勉强找出(自己认为

是)隐藏的意思.  
2 预表有历史事

实(预表与本体

的关系取决于

字面的意思). 

忽视或否定旧约的历史事实, 
因它主张字面意思(指实义)并
不重要(注: 因而否定旧约的

人、事、物是真实存在的).  

3 预表是本体的
预示或预兆, 是
预言、预见及

指向本体. 

灵意解经是想象出来的; 寻找

所谓旧约经文“隐藏的意思”, 
实际上却是无关的意念. 灵意

解经回顾过去, 并非前瞻未来. 
4 预表透过本体

得以“实现” (完
成、提升). 本
体比预表更重

要、更优越.  

灵意解经并不“实现”旧约的

经文(即没有“预示的”和“实现

所预示的”这两方面; 当然也

不会有比“预表”更重要或更优

越的“本体”之观念). 
5 预表是神所设

计或计划的. 
灵意解经只是解经家的想象, 
并非神的设计.  

6 预表及本体在

新约中有清楚
指明. 

经文没有指明何处带有(灵意

解经所谓的)“灵意”(注: 它只

是出于灵意解经者的想象).  
 
 
***************************************** 

附录四: 解释预言的原则 
 
 论到解释预言的原则, 除了赖若瀚所提出

的五大要点, 还有三个重要原则须谨记在心:  
 

1) 寻求经文中已“固有的解释”:  
 有时神在某段圣经预言中已给予解释, 例如启

示录中的数个象征都已有解释, 其中包括七星

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启 1:20); 七灯台代表小亚

细亚的七个教会(启 1:20); 七盏火灯代表神的七

灵(启 4:5); 香代表众圣徒的祈祷(启 5:8); 大龙

代表撒但 (启 12:9); 兽的七头代表七王 (启
17:9); 兽的十角代表十王(启 17:12)等等. 
 

2) 参照所有平行相关的经文: 
 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其中所有经文皆由

同一位圣灵透过人手所写, 所以其中充满连贯

性与一致性, 前呼后应, 彼此对照, 互相解释. 
 例如启示录第 13 章与但以理书第 9 章彼此关

联, 故应拿这两卷书对照研读, 而约珥书第 2 章

结尾的经文应与启示录第 19 章对照研究. 以赛

亚书第 9 及 24 章、约珥书第 2 章、撒迦利亚

书第 14 章及启示录第 20 章(1 至 10 节)等多处

记载了千禧年的经文, 也该同时考查. 
 

3)  承认自己智慧有限而不知: 
 圣经预言是神所启示有关尚未发生的将来事

件, 自然是人类有限的头脑无法完全测透的.  
 当我们经过仔细研究 , 搜索枯肠 , 绞尽脑汁

后, 仍未能作出具体解释或合理结论, 那么我们

就当谦虚承认自己不知道, 不要妄解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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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 (三) 

 
编者注 : 我们必须重视“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英 文 有 时 称 之 为 Expository 
Sermons), 因为它是圣灵使用来复兴和造就教

会的一种讲道方式.118 赖若

瀚在其著作《食经讲道》一

书提出释经讲道的十大步骤

(参本文附录一). 我们已在前

两期探讨释经讲道的第一和

第二步骤(“选取经文”和“解
释经文”). 现在让我们来讨

论第三步骤  —  找出主题. 
 
(文接上期) 
(C)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逐一分析 
 

步骤三:   找出主题 
 

正如插花、音乐必须有主题一样, 烹调美

食也有主题. 端上桌的应该是中国菜、法国菜或

意大利菜等等. 讲道更是如此, 必须也有主题. 利
富丁(Duane Liftin)评论道: “从过去 250 年研究讲

道学与实际讲道的人数中, 我们发现一个大家都

同意的结论, 就是设计一篇讲道最有效的方法是

用中心主题串连整篇的讲道.”119 
 
 赖若瀚贴切指出, 有些传道者在讲道时像

丢东西给你, 先将一堆丢过来, 在你忙着拆开, 看
                                                           
118   鲍曼(Daniel Baumann)在《当代传道入门》中指出, 
“释经讲道是根据一段至少两节的经文, 讲道的主题与主要

的分段都从经文而来. 经文的中心思想只出自经文, 并不倚

重其他的经文. 讲道本身具有一个主题, 而且尝试要表达一

个从古至今都真确无误的信息. 它不是逐节地解经, 亦不是

纯粹解经或是将个别主题中的不同思想放在一起. 信息有

一个单独主题, 是从经文而出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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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页. 

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他又丢来第二堆、第三堆… 
等到你满怀包裹, 拆解得手忙脚乱, 你很想告诉

他: “够了, 不要再丢过来了.” 当然讲员是听不见

的, 最后只有关上心门, 塞住耳朵, 不听了.  
 
 传道人容易犯两种“罪”. 第一种是“使人沉

闷的罪”, 另一种是“贪心的罪”, 什么都想讲, 舍不

得割爱, 不懂得筛选, 与主题无关的资料和解经

的细节全搬上讲台, 结果什么也没交代清楚. 然
而, 作为传道者, 我们实在需要谨记, 不要让你的

信息如同一群强拉来的佣兵, 只是向前乱冲, 要
如同一队精挑严选有纪律的士兵, 依序前进. 
 
 讲道要戒贪.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除非他知道不该说什么. 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

是先确定经文的主题. 一切与主题没有关系的讲

解与应用都不该占用太多的时间.120 
 
 赖若瀚在《食经讲

道》一书中详细讨论释经讲

道十大步骤的第三步骤  —  
找出讲道主题. 我们在下文

将之内容简述介绍:121  
 

1. 主题概念对讲道的重要 
2. 从解经主题到讲道主题 
3. 讲道主题的定义与例证 
4. 讲道主题的七大特征 
5. 讲道主题所采取的不同形式 
6. 讲道主题与讲道目的之配合 

 
 

(一) 主题概念对讲道的重要 
 

(1)   主题概念容易深植人心 
 

早年在香港有一则著名手表的广告: “不
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它的信息是要

说服你, 只要有这一款名表在手, 必定满足, 何必

管它能否长久地耐用. 
 

                                                           
120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188-189 页. 
121   下文主要改编自赖若瀚所著的《食经讲道  —  当
代释经讲道手册》, 第 190-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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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商家花费巨款在报章、电视台或大

型广告版上做广告, 都是在传递利己的“概念”. 但
可怕的是, 他们用这些以偏概全的谬误观念将人

洗脑, 甚至让人奉为金科玉律, 形成时尚潮流, 导
致众人作出种种错误的决定. 

 
基督徒传道者传讲的是永恒的真理, 为什

么我们竟常常失之交臂, 无法用合适的工具把真

理深植人心呢? 这诚然可惜!  
 

(2)   人性倾向接受合一讲论 
 

神创造的人脑有个特别之处: 它最容易吸

收有主题、有层次、有条理的表达内容. 重复啰

嗦、不着边际的讲论, 令人厌烦而抗拒! 一篇讲

章必须具备“合一性”、“逻辑性”与“递进性”, 才
会被人接受.  

 
传道者常陷入的两个极

端是: (a) 理念太抽象; (b) 实例

太多. 因此, 讲道必须在这两个

极端(指理念与实例)之间取得平

衡, 其方法就是: 
 
1) 理念太抽象的时候, 要举实

例来说明: 有时讲员讲的理念十分抽象, 听众

无法明白或掌握确切(具体)的内容, 我们不免

会问: “你可以举个实例或佐证来说明吗?” 
 

2) 实例太多的时候, 要归纳成重点(主旨): 有的

人讲道, 讲了很多实际的事例(指日常生活或

真正发生的事情), 但是东拉西扯, 我们会问: 
“请问你的重点是什么?” 讲道基本的意义是

什么呢? 是由一个主要概念演绎出来的一篇

信息. 博德斯(John A. Broadus)认为: “无论你

的讲章有两点或十点, 它总归只有一点, 必须

是指向某一个命题(proposition).”122 

                                                           
122   所谓的“命题”(proposition)就是一个论点或观点 . 
一般上, “命题”是指判断某一件事情正确或不正确的句子. 
按《百度百科》, 在现代哲学、数学、逻辑学、语言学中, 
命题是指一个判断(陈述)的语义(实际表达的概念), 这个概

念是可以被定义并观察的现象. 命题不是指判断(陈述)本
身, 而是指所表达的语义(注: 在哲学方面, 命题是一些被断

言或被提出的内容, 但是命题不同于语句. 语句用于表达命

柴培尔(Bryan Chapell)称它为“主日凌晨

三时的测试”. 若是讲道者在主日凌晨三时被配

偶叫醒, 问及当天早上要讲的主题时, 若不能简

洁地回答, 证明讲道仍未准备完善. 其实若是那

时说不出来, 早上讲道时能说出来的机会恐怕也

是十分渺茫的了. 没有主题串连讲章, 讲道者只

不过是带着会众(听众)漫游花园罢了.123 
 

(3)   主题概念串连整篇讲章 
 

讲道主题如同用一条丝线将整篇讲章贯

连成珠串. 引言用来介绍与引入主题, 不同的段

落从不同角度探讨主题的信息, 其他材料帮助妆

点与发挥主题, 结论则归纳从主题而来的应用, 
而题目是引起众人对主题与讲章产生兴趣. 
 
 

(二) 从解经主题到讲道主题 
 

每篇讲道都应该只有一个出自经文的主

要概念. 其他的次要概念可以附属在主要概念之

下, 或被主要概念涵盖. 按赖若瀚在本章的讨论

中, “概念”与“主题”两者属同义字, 可以交互使用. 
 

(1)   三种不同主题 
 

与释经讲道有关的主题可分为三种: 解经

主题、神学主题与讲道主题 . 罗宾森 (Haddon 
Robinson)主张它们分别在三个世界中运作: 圣经

世界、现今世代与当下的生活处境. 
 
1) 解经主题: 解经主题是经文中历史性的信息, 

是圣经作者当时要传递的信息, 有其历史的

架构及地理的因素等. 
 明白当初信息的意义让我们找出经文正确的

意思, 这是必须的; 若未能在这方面花上足够

的时间来查考, 讲道主题便很容易“发育不全”. 
 必须强调的是: 解经的研究结果, 不一定都适

合放到讲章或讲道上, 但解经研究是基本功

夫, 绝对不能忽略, 不能少做. 
 

                                                                                                     
题, 而不是命题本身). 赖若瀚把这“命题”的陈述句应用在

“找出主题”, 包括“解经主题”、“神学主题”和“讲道主题”. 
123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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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学主题: 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而且圣经

的记述对今日的信徒仍是有益的(提后 3:16). 
因此, 我们要将历史性的解经主题, 神在背后

的心意与作为, 以及一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原则找出来应用(指应用于现今世代的原则). 
 这里所谓的“神学主题”是指由经文带出来的

“具普遍性且超越时空”的神学性原则(注: 这
里所谓的“神学性原则”是专指那些符合圣经

真理或合乎圣经教义的原则). 在某种情况下, 
特别是新约书信的经文, 其解经主题就是神

学主题(参下文的例证一和论证二). 
 

3) 讲道主题: “解经主题”是历史性的信息, 是发

生在圣经时代的事迹或劝勉. “神学主题”是从

“解经主题”发展出来, 是恒常不变、放诸四海

而皆准的原则. 而“讲道主题”是将“神学主题”
实际应用在现今的时空背景, 针对一群特定

会众(听众)而发出的信息(参下文例证一和二). 
 

解经主题 神学主题 讲道主题 
圣经用语 现代用语 现代用语 
圣经时代 
(历史性) 

普遍情况 
(普遍性) 

实际情况 
(实用性) 

提供知识 提供原则 提供细节 
历史时空 

(Timebound) 
超越时空 
(Timeless) 

此刻适时 
(Timely) 

神曾经 
说明了什么? 

神的心意要 
说明什么? 

神现今要 
对我们说什么? 

 
 

(2)   需要搭桥转化 
 

圣经世界跟现代或“后现代”的世界, 在文

化处境、生活习惯、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

面差距非常大, 中间仿佛隔着一条极大的鸿沟. 
今日的信徒怎样能从圣经世界发生的事件中论

及的真理, 寻着具普遍性的原则, 然后道出对现

今信徒生活的意义呢? 要从鸿沟的一边, 过渡到

另一边, 中间必须有一座桥. 而这座桥, 就是讲道

信息的意义和作用. 
 

 讲道是在圣经的世界和信徒当今的生活

处境之间搭起一座桥, 让圣经的信息及其中的真

理原则, 对今日的信徒产生实际的意义与效用. 
 

 

搭桥 : 解经主题  神学主题  讲道主题 
 

 
 这三种主题, 正分别是赖若瀚的《十步释

经法》中的第七至第九步骤. 因此, 十步释经法

适用于个人研经, 同时也能演绎至讲道的预备. 
 

1 “解经主题” 是第七步骤的 “找出主题” 
2 “神学主题” 是第八步骤的 “写下原则” 
3 “讲道主题” 是第九步骤的 “列出细节” 

 
 如何从“解经原则”搭桥至“神学原则”呢? 
解经原则是历史性的, 是存在于当时历史的场景

中. 要将它变成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神学原则, 
就必须要化解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因素, 
除去文化与特别情况的因素, 并且将过去式变为

现在式, 将古旧的述语变成现代人熟知和明白的

用语. 
 

例证一: 保罗面对人生终点    
提摩太后书 4:6-8 

 
本段经文属于新约书信“说明文”, 适用于所有的新

约信徒, 因此比较直截了当. 
 
“解经主题” : “保罗面对人生的终局即将来临, 他对

现在无求, 对过去无悔, 对将来无惧.” 
 
1) 先将“解经主题”交付第一重测试, 发现这解经主

题不受任何文化因素的规限, 因为每个圣徒都要预

备面对人生的终局. 
 
2) 写出“初步神学主题”, 将“保罗”一词转变为“信
徒”: “信徒面对人生的终局即将来临, 需要对现在

无求, 对过去无悔, 对将来无惧.” 
 
3) 将“初步神学主题”交付第二重测试, 显出这主题

确实与圣经整体的教导相符; 因为信徒当视死亡如

归家(腓 1:23), 不恋栈这世上的事物; 而且, 面对基

督“工作审判台”前的交账, 信徒当存坦然无惧的心

(林后 4:6-10).  
 
4) 定下“讲道主题”, 即按照神的心意, 祂现今要对

我们说什么. (请参以下的讲道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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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主题” : “面对人生终局即将来临, 信徒应对现

在无求, 对过去无悔, 对将来无惧.” 
 

 
让我们再举一个熟悉的故事为例证, 请我

们阅读主耶稣履海的经文. 
 

例证二: 主耶稣履海    
马太福音 14:22-33 

 
本段经文属于“叙事文”, 要找出它的解经主题与神

学主题比较复杂或困难. 赖若瀚建议从两个角度切

入: (a) 主耶稣是满有权能的神之子; (b) 强调彼得

愿意倚靠主, 敢于挑战加利利海的极限, 去迎见主. 
 
赖若瀚结合两者, 指出彼得履海, 倚靠主挑战极限, 
而且在这两个重点间作螺旋式的互动. 因为不能只

注重彼得履海, 而忽略主耶稣的权能. 然而, 若是每

次讲论这章时, 只将重点放在主耶稣的神性与权能

上, 就难免让听众觉得千篇一律而乏味了. 
 
“解经主题” : “彼得倚靠主, 凭着信心挑战加利利海

上的极限, 去迎见主耶稣.” 
 
1) 先将“解经主题”交付第一重测试, 发现行在加利

利海上是历史性创举, 空前绝后. 它不能成为普遍

的原则, 因此要将它的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全

部化解. 
 
2) 化解后写出“初步神学主题”, “信徒要倚靠主, 凭
着信心仰望主耶稣, 超越我们力不能及的困境.” 
 
3) 将“初步神学主题”交付第二重测试, 看“它是否

与圣经整体的教导相符?” 
*  首先, 彼得行在海面上是主耶稣允许的, 并不是

反面例证(指反对人如此行). 再看圣经整体的教

导: 神在圣经里多次鼓励人要靠主用信心来伸展

自己, 不怕艰难危险. 正如希伯来书 11 章众多信

心的伟人, 都是在极度不如意的情况下, 靠主胜

过危险艰难 . 雅比斯的祷告要扩张境界 (代上

4:9-10), 神就垂听和应允他的祷告. 
*  但圣经作者更要我们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的尝试

都可以成功. 有时候, 我们就像彼得, 会因为信心

不足而失败. 但在失败中, 仍可学习到宝贵功课. 
  

4) 定下“讲道主题”, 即按照神的心意, 祂现今要对

我们说什么. (请参以下的讲道主题) 
 
“讲道主题” : “要靠主伸展自己的信心, 愿意脱离安

乐窝, 挑战极限; 根据信心的对象, 伸展自己; 并持

续仰望倚靠主, 飞越洪涛.” 
 

 
 传道人从书房走上讲台还不够, 还要从讲

台走入人们的生活. 要怎样才能做到呢? 就是要

“搭桥”. 从“解经主题”, 透过“神学主题”, 而进入

“讲道主题”; 将那亘古不变的圣言, 传递给不断

在改变的世代. 
 
 

(三) 讲道主题的定义与例证 
 

讲道基本的意义不是堆叠许多零散的观

点, 让听众如入迷雾中, 摸不着头绪, 无所适从. 
罗宾森认为: “在理想情况下, 每篇讲道应该只是

一个单纯而显著的主题(概念)的阐明、解释与应

用, 虽然它可以由一段或多段经文而出, 或有其

他概念支持.”  
 
讲道主题乃是从经文析出的精华, 贯通整

篇信息, 是“一言以蔽之”的总结, 是放诸四海而皆

准的神学性原则或命题(注: 此神学性原则或命题

要“此刻适时”地应用在现今世代的信徒生活中). 
 
一篇讲道要满有果效, 主题(概念)必须简

明有力, 不是隐晦不明的, 应该是反复出现于讲

词中的, 为要激动人心, 成为涵盖信息的核心与

骨干. 信息的每个部分都围绕着这中心. 如果听

众将讲道的其他细节都忘了, 盼望他们至少能谨

记“讲道主题”这句要紧的话. 
 

(1)   同义字 
 

讲道学者采用不同词语表达“讲道主题”这
个观念, 除了“主题”之外, 还有采用“命题”、“中
心思想”、“主要思想”、“概念”、“中心概念”、
“归纳句”、“总括句”、“论点的陈述”等, 但它们

的意义是相近的. 在本篇里, 我们让“主题”与“概
念”二词互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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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象喻 
 
 教授“讲道法”的学者, 曾用不同的比方来

描述讲道主题. 以下是三个具有启发性的比方: 
 

1) 如同“种子”, 不断成长, 变成一颗有生命的树. 
2) 如同一颗树的“树干”. 不少时候, 我们讲道时

只是在枝叶上做功夫, 却没有骨干, 这种讲道

往往不能站立得住. 
3) 如同人体主要的“脊椎骨”(spine). 讲道主题是

人体骨骼中的脊椎, 是支撑人体最重要的结

构. 没有骨干(指主题)的讲道, 就如同人体没

有了脊椎的支撑, 站不起来. 
 

(3)   定义 
 

(a) 讲道主题以“主语”和“补语”的形式出现: 
1) “主语”(或称“主词、主体”, subject):124 是一个

片语, 却是重要的神学重点. 主词占据着主题

句子前面的题旨部分, 它回答“我要讲的是什

么?”这个问题. 
2) “补语”(或称“谓语、述语”, predicate; 也称“附

词”, complement):125 是用来补足主词(主语)
内涵的一段话, 它回答另一个问题: “关于主

语, 我要讲些什么呢?” 它放在主语后面, 使整

句话有完整的思想概念.  
 

(b) 讲道主题必须与听众的生活或应用有关: 
罗宾森指出, 讲道主题必须与生活有关: 

“主题(概念)是生活的结晶, 是将生活上类同的细

节串连起来, 借着概念(主题), 使所经历的都连结

在一起而产生意义.” 
 
柴培尔(Bryan Chapell)更强调讲道主题的

另一个特点: “主题是一项普遍性真理与应用的
结合, 这项普遍性真理必须从经文而出; 且是以

带有劝勉的语调出现.” 只有知识性的主题并不

完全, 因为它没有应用的导向, 不能影响听众或

会众听后的行动方向. 

                                                           
124   根据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 在翻译英文

字 subject 方面, 语言学译作“主语”, 逻辑学译作“主词”、
“主项”或“主概念”, 而哲学译作“主体”或“主观”. 
125   按《英汉大词典》, 在翻译英文字 predicate 方面, 
语言学译作“谓语”, 逻辑学译作“谓项”(即命题的第二项); 
英文字 complement 在语言学译作“补语”或“补足语”.  

举个例子, “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这句话是完全真确的话, 同时合乎圣经的整体教

导, 但它是静态的, 与生活没有关系, 没有劝勉性

的应用, 也没有寄望听众(会众)听后要做什么. 因
此, 较佳的表达是: “听众要接受并相信耶稣基督

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或“信徒必须传扬耶稣基督

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值得一提的是, 主题句子表

达的概念必须清楚而具体, 避免采用抽象或负面

的字句. 
 

(c) 不要把“讲道主题”与“讲道题目”混淆: 
我们要留意, 不要混淆“讲道主题”与“讲道

题目”, 因为两者实质上是有区别的. “讲道主题”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包括主词、动词和受词等; 
“讲道题目”只是一个名词、动词或片语, 通常不

是完整的句子.  
 
例如: “祈祷蒙应允的秘诀”是讲道题目, 

“祈祷蒙应允有三个秘诀: 要信、要义、要切”是
讲道主题. 另外, “讲道题目”看上去可能与经文没

有直接关系, 目的是要吸引听众的注意, 明白讲

员整体上想要传达的重点. “讲道主题”则与经文

本身息息相关, 贯通全段经文的脉络.【有关讲道

主题的定义, 请参本文附录二】 
 

(4)  例证: 嘉文类和经文类 
 

(a) 嘉文类的例证 
 
为什么要用一些嘉文

来说明呢? 因为这是正规地

处理语言的方法. 圣经的写作

虽然是圣灵的默示, 却不排除

仍要用合于文法、历史和文

化的法则来表达.  
 
例证一 : “什么人才有资格实践大使命呢? 有人

认为必须是灵命成熟的人, 初信主的人不宜

参加. 岂不知宣道乃是每个信徒的责任. 在信

主的时候, 你就已经被征召入伍, 义不容辞.” 
 主题: 实践大使命不单限于灵命成熟的人, 更

包括初信主的人. 
 主语: 实践大使命的人… 
 补语: …不单是灵命成熟的人, 更包括初信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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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二 : “伟大的人物通常都不是在顺境中培养

出来的. 按我的观察, 一个人的才干虽然有某

部分是从遗传而得, 但它经常是通过早期困

境的磨练, 加上后期的努力, 以至于成功.” 
 主题: 培养伟人的途径经常是基于某部分的遗

传因素, 加上早期困境的磨练, 与后期的努力, 
以至于成功. 

 主语: 培养伟人的途径… 
 补语: …经常是基于: (1) 某部分的遗传因素, (2) 

早期困境的磨练, (3) 后期的努力, 以至于成功. 
 
例证三 : “如果我们不肯在神大能的手下屈服, 而

与祂争论、埋怨、喋喋不休, 我们便会失去

祂在前面为我们预备丰盛的喜乐.”  —  迈尔
(F. B. Meyer) 

 主题: 不顺服神会失去祂为我们预备的喜乐. 
 主语: 不愿意顺服神的结果… 
 补语: …会失去祂为我们预备的喜乐. 
 
例证四 : “仅次于灵魂沦入地狱的人生大悲剧, 应

是在跨入永恒之际, 才赫然发现自己已错失

神的旨意, 并且把生命浪费在不结果子的短

暂事物上.” 
 主题: 人生的一大悲剧是在今生错失神的旨意. 
 主语: 人生的一大悲剧… 
 补语: …是在今生错失神的旨意. 
 
 

(b) 经文类的例证 
 
例证一 : 创世记 50:24-26   
第 24 节: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

顾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上去, 到祂起誓所应许给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第 25 节: 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 “神必定看顾

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第 26 节: 约瑟死了, 正一百一十岁. 人用香料将他薰

了, 把他收殓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 
  

读完这段经文后, 或许有人会特别对第 26 节

感兴趣, 继而用心去研究古埃及如何处理死人的

各种学问, 如香料学(用来熏死人的香料有哪几种)
和棺材学(棺材的材料与结构)等等. 若是这样, 就
忽略了经文的重点所在. 就像在一片树叶上面大

做文章, 没有注意到经文的树干. 

这段经文主要是讲述一位临终的属灵领袖约

瑟. 他相信神对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创 15:12-
16), 必定领他们出埃及, 因此吩咐儿孙们要在出

埃及时把他的骸骨一同带去(来 11:22: “约瑟因着

信, 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
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 
 
 解经主题: “约瑟相信神必定按照祂的应许, 带

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神学主题: 包括神的信实、神的应许、神的不

变, 以及人如何深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 
 讲道主题: “人会过去, 但神的信实与祂的看顾

永不改变! 因为祂是信实守约的神.”  
 

讲道主题分析: 上列的讲道主题可以拆解成: “我
们信靠神的根据, 是基于神信实的应许以及神对

我们的看顾.” 
 主语: “我们信靠神的根据…” 
 补语: “…基于神信实的应许以及神对我们的看顾.” 
 
 
例证二 : 出埃及记 13:17-22  
第17节: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 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 

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说: “恐怕百姓遇

见打仗后悔, 就回埃及去.”  
第18节: 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 走红海旷野的路. 以

色列人出埃及地, 都带着兵器上去.  
第19节: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 因为约瑟曾叫

以色列人严严地起誓, 对他们说: “神必眷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  

第20节: 他们从疏割起行, 在旷野边的以倘安营.  
第21节: 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 在

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第22节: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这段经文明显地论述“神的带领”(注: “领”与
“路”分别出现于第 17、18、21 节, 可见“带领”的
意义贯穿全段), 可分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17-18 节): 神体贴以色列人的需

要, 恐怕他们因打仗而灰心, 特别领他们绕道

而行, 舍近取远, 显出祂智慧的安排. 
 第二个段落(19 节): 摩西遵照约瑟临终的嘱托, 

把他的骸骨带离埃及, 一路上印证神信实的

应许果然应验. 
 第三个段落(20-22 节): 这里记述神用云和柱

火柱引领以色列人, 并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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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经主题: 神用祂的智慧, 凭祂的信实, 加上祂

的保护, 带离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往应许之地. 
 神学主题: 神的带领满有智慧、是信实可靠与

多方保护的, 引导信徒进入未知的将来. 
 讲道主题: 我们要深信神对信徒的带领是满有

智慧、信实可靠与多方保护的.  
 

 主语: “神引领人的特质…” 
 补语: “…是满有智慧、信实可靠、多方保护的.” 
 
 

(四) 讲道主题的七大特征 
 

好的讲道主题, 既能让讲道者把握住整段

经文的重心加以发挥, 又能让听众对信息有概括

的掌握. 这主题既容许讲道者有空间可用而继续

发展其内容, 但又不会太空泛, 容易流于散漫或

离题太远. 以下是好的讲道主题之特征: 
 

1) 忠于经文: 讲道主题由正确

的经文解释而引发, 与经文

的意义不能违背或分割. 
 

2) 切实真确: 讲道主题是一项

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不
只是片面的真理. 它对传道

者的生命有说服力, 传达给

会众(听众)时也有说服力. 
 
3) 用现在式: 要用现在式的句子来表达, 而不用

过去式. 因为现在式的表达才能直接触摸到

听众现实的需要. 
 

4) 焦点清晰: 不要太笼统、太宽广. 太广泛的主

题往往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完全发挥清楚 , 
而且没有力量. 例如: 讲“信心”, 必是太广太

阔; 若用“信心的意义”, 稍微好一点. 但若改

成“真信心带给人生的福气”, 就可以更加清晰

和更具应用性. 简之, 讲章的主题句必须以清

楚易懂的语言陈述, 
 

5) 具发挥力: 好的讲道主题不单提供知识, 它是

“有脚的真理原则”, 仿佛一颗有生命的树, 能
供应养分, 日渐成长和发挥生命的影响力, 为
听众带来推动力, 让他们受到激励而采取主

动, 有所行动, 实践所听到的真理. 

 
6) 有趣味性: 好的讲道主题会让听众听到之后, 

随即受吸引要听下去. 具有趣味性的主题必

须: (a) 从新鲜的角度切入; (b) 与听众的生活

有关联. 
 

7) 实际可用: 主题不仅要有学术性的价值, 同时

也有实际性的价值. 换言之, 它要具有应用力. 
 
 

(五) 讲道主题所采取的不同形式 
 

讲道的主题可以借不同的形式来表现, 可
按经文文体或写作方式与重点来决定, 也可以有

多元化的表达. 
 

(1)   劝勉式 
 

劝勉式的主题是把讲章所要陈述或宣告

的主要信息都包含在内, 包括劝勉信徒去如何面

对、回应或实践. 大部分讲章的主题句子都属于

这一类型, 上文举出的例证, 多半属于这一类. 
 

例证: 哥林多前书 15:12-19 
主题:  “基督的复活为我们带来盼望…” 

 … 让我们所传的不至无效 (林前 15:12-15) 
 … 让我们所信的不至枉然 (林前 15:16-18) 
 … 让我们的人生不至蒙羞 (林前 15:19) 

 
(2)  问题式 

 

 这类型的讲道主题是采用问题的方式来

表达(用标点符号“?”), 或先提出一个难题, 然后

在补语中找解答. 这类型的讲道主题可以引发人

的兴趣, 不是一下子将答案全都说出.   
 

例证: 哥林多前书 15:12-19 
主题: “为什么基督的复活 
为我们带来生命的盼望?” 

 … 因为若是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就是

枉然 (林前 15:12-15) 
 … 因为若是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信的就是

枉然 (林前 15:16-18) 
 … 因为若是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会比众人更

可怜 (林前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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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假设式 
 

在这类型的讲章句子中, 传道者提出一个

假设, 以便和听者共同研究问题的答案. 
 

例证: 哥林多前书 15:12-19 
主题: “基督若是没有复活,  

我们将会成为没有盼望的人.” 
 因为若是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就是枉

然 (林前 15:12-15) 
 因为若是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信的就是枉

然 (林前 15:16-18) 
 因为若是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会比众人更可

怜 (林前 15:19) 

 
(4)  惊叹式 

 

 这种惊叹型态的讲章句子(用标点符号“!”), 
主要是为了强调信息的重点. 
 

例证: 哥林多前书 15:12-19 
主题: “啊! 基督的复活使我们 
成为有何等盼望的人啊!” 

 既然基督复活了, 我们所传的就不至无效 (林
前 15:12-15) 126 

 既然基督复活了, 我们所信的就不至枉然 (林
前 15:16-18) 

 既然基督复活了, 我们的人生就不至蒙羞 (林
前 15:19) 

 
 

(六) 讲道主题与讲道目的之配合 
 

无论一篇信息的解经是如何正确与透彻, 
设计如何完美, 如果没有特定的目标, 就如同无

的放矢,127 白费工夫. 讲道的目的要与经文写作

的目标相符, 而且这目的必须具体, 不能太空泛, 
要向听众或会众发出挑战, 并期待他们生命得着

改变(即要有行动, 要有改变). 
 

                                                           
126   赖若瀚在其所著的《食经讲道》(第 206 页)中注

明“(4)惊叹式”的讲道大纲与“(3)假设式”的讲道大纲相同, 
但我们也可采用“既然…就”来正面表达讲道大纲. 
127   “无的放矢”意思是没有箭靶子而乱射箭(的 = 箭靶

的中心, 这里指“箭靶子”). 比喻言行没有明确的目标, 缺乏

针对性(也暗示不会有好的果效). 

(1)   讲道要有目的 
 

比彻尔(Henry W. Beecher)在 1872 年第一

届耶鲁讲座中曾说: “讲道不像放鞭炮, 只为制造

响声而燃放; 讲道应像猎人的猎枪, 指望击中猎

物(意即要有目标).” 罗宾森也主张: “讲章应该像

子弹, 瞄准目标, 而不是照相机伸缩的镜头, 随意

变换焦点.” 换言之, 讲道每次都要对准红心, 并
一击中的(注: “的” = 箭靶的中心).128  
 

(2)   讲道目的与讲道主题的分别 
 

“讲道的目的”不必与“讲道的主题”一样, 
因为两者有别. “目的”是指目的地, “主题”是引往

目的地的地图; “目的”是箭靶, “主题”是箭; 目的

影响主题, 而主题是针对目的而发的. 
 

(3)   讲道目的与讲道主题的配合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不少释经讲道者将讲道

的目的与讲道主题结合在一起 ; 例如理查

(Ramesh Richard)在他的《释经讲道七阶》一书

中, 列出以下七个讲道的步骤. 他将根据经文写

的目的, 来决定讲道的目的, 进而将这目的变成

讲道的主题, 请参以下图表的说明. 
 
【注: 以下图表与查理在他书中列出的图表有位

置上的不同, 上下相反. 查理书中的图表最底层

是步骤 1 (即“研读经文”, 经文的“身体”), 然后顺

序往上(步骤 2、步骤 3、步骤 4…), 直到图表最

高一层是步骤 7 (即“传讲讲章”, 讲章的“身体”). 
本文图表将之倒置, 把步骤 1 到步骤 7 变成从上

到下, 以方便读者阅读此文时由上到下的方向】 
 
步骤 1 研读经文 经文的“身体” ↓ 

↓ 
↓ 
↓ 
↓ 
↓ 
↓ 
↓ 

步骤 2 组织经文 经文的“骨架” 
步骤 3 经文的中心思想 经文的“心脏” 
步骤 4 目的转接 “脑” 
步骤 5 讲章的中心思想 讲章的“心脏” 
步骤 6 组织讲章 讲章的“骨架” 
步骤 7 传讲讲章 讲章的“身体” 

                                                           
128   赖若瀚补充道: “讲道固然不能无的放矢, 但也不能

不经瞄准就随意发射(就如有些人惯于一上讲台就先责备

人), 更不能长时间地将机枪摆在射击位置上, 却不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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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用启示录第 4 章作例证, 说明“讲道目

的”如何演变成“讲道主题”: 
 

 

步

骤
3 

经文主题:   (经文的中心思想): 
 在宝座前的受造物承认神管理历史的绝对

主权 (注: “宝座”象征统治或管理). 
 

 
步

骤
4 

目的转接:  
 订定主题有不同的途径, 其中之一是从约

翰写作此书的目的来作出考量.  
 以下是两项从(启示录的)写作目的出发而

建议的讲道主题: 
1. 鼓励在受逼迫的信徒, 正如这段经文鼓

励当时受逼迫的信徒一样. 
2. 向信徒发出挑战, 要他们放弃掌控自己

人生的主权. 因为约翰写作启示录, 也
是针对那些以为自己在掌控历史的人, 
如该撒与敌基督等. 

 作者(查理)以上述第二个目的作为这次讲

道的主题, 提醒会众不要扮演神的角色来

掌控自己的人生. 
 

 
步

骤
5 

讲道主题:   (讲章的中心思想) 
 写出初步的讲道主题, 然后将它变成一个

问题.  
 主语: “为什么我们不要尝试去坐在天上的

宝座?” 或者是: “为什么我们不要扮演神的

角色?” 
 补语: “因为所有在天上的受造物都承认只

有神才有坐宝座的特权.” 
 

 
讲

道

题

目 

讲道题目 :  
 经过考虑, 查理采用一个具有现代感的题

目  —  “赶快让座!” (Get off that Chair!) 
 这题目的趣味性与应用力都十分强, 能立

刻吸引听众的注意. 
 

 
结语 

 赖若瀚总结道: “如何

使信息深入神子民的心中呢? 
最简单就是将信息之核心传

递, 这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神学

原则(注: 此处的“神学”专指

符合圣经的真理或概念, 而非

属人的思想理论), 也就是经文所有的重点、应

用、呼吁, 以及盼望、警戒、审判等, 无论何时

都能应用于信徒身上, 如此才具有现代的意义, 
才有永恒的价值.”129 
 
 
******************************************* 

附录一:   “释经讲道”十大步骤简介 
 

赖若瀚所著的《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

手册》共分八大部分, 其中最主要的是讨论预备讲

道过程的“烹调艺术篇”, 共十大步骤 , 与罗宾森

(Haddon Robinson)书中所述的十步骤虽然相近, 却
仍有不同.130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31 
 

 预备讲章十大步骤 
1 

选取

经文 

选择一段完整单元的经文, 然后用默读、诵

读、读重点、读译本、默想、祷读和背诵

来初步处理经文. 
2 

解释

经文 

先观察经文, 再勤发问题, 然后采用一些久

经试验的解经原则去解释, 务求按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 
3 

找出

主题 

找出经文的主题, 并将经文主题经过处理, 
先看它是否有受到文化因素所规限, 确定没

有了, 再找出神学主题, 并看它是否与圣经

的教导相符, 然后可以作为讲道主题, 预备

讲章. 
4 

写下

大纲 

根据主题, 写出忠于经文的讲道大纲. (注: 
良好大纲的特征是: 忠于经文、层次分明、

段落连贯、质量均衡、有应用力) 
5 

加插

例证 

可以采用辅助材料, 如解释与辩证、故事与

例证、幽默与谐趣来丰富讲章的内容. 

6 
遣词

用字 

在遣词用字上要下一点功夫. 多用简单的、

精确的、分量较重的、重叠或同义的、具

体的描述, 最好用一些能触及五官, 以及带

画像等的用语. 
7 

会众

情况 

在预备讲章时, 要特别注意会众的情况. 认
识他们的性别、年龄、语言、文化、职业

                                                           
129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211 页. 
130   参 Haddon W.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2nd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2000). 罗宾森的十步骤

分别是: (1) 选取经节; (2) 研究经文; (3) 发现解经概念; (4) 
分析解经概念; (5) 建构讲章概念; (6) 决定讲章目标; (7) 完
成讲章目标; (8) 建构讲章大纲; (9) 充实讲章大纲; (10) 预
备引论和结论. 同上引, 第 xvi 页.  
131    同上引, 第 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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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背景; 又了解他们的需要、忧虑与灵命情

况等.132 
8 

列出

应用 

透过多种设计, 用需要实践原则作大纲、建

立实用性张力、多采用应用例证, 建议实践

的方案, 发出挑战与感召, 并设立讨论回应

小组等来让会众应用信息. 
9 

结论

归纳 

用不同的方法来归纳、应用, 将信息带到高

潮, 让会众留下深刻印象. 

10 
引论

题目 

用不同的方式设计引言及题目, 使会众一开

始听便产生兴趣, 进而打开心门, 继续聆听. 

 
 赖若瀚以烹调艺术来命名上述“十大步骤”:  
 

十大步骤 烹调艺术 内容 
1. 选取经文 食物原料 选取订定经文 
2. 解释经文 素材料理 观察解释经文 
3. 找出主题 核心重点 找出题目主题 
4. 写下大纲 整体设计 建立结构大纲 
5. 加插例证 善用配料 加插内容例证 
6. 遣词用字 调味点缀 注意遣词用字 
7. 会众情况 嘉宾口味 针对会众需求 
8. 列出应用 有益健康 融会应用实践 
9. 结论归纳 甜点水果 归纳整体结论 
10.引论题目 头盘名目 设计引论题目 
 
 
******************************************* 

附录二:   再思“释经主题”的定义 
 

以下列出三位圣经学者对讲道主题的定义: 
  

1) 博德斯 (John A. Broadus)
采用“讲道命题”一词来代

表“讲道主题”, 并解释道:  
 “ 经典或典型的讲道学

(classic homiletics)把讲道

的命题 (proposition, 指讲

道主题)形容作‘概括讲道

者想要发展之主题的一句话’. 这命题(讲道主题)
是整篇讲章的萌芽部分, 因此其结构是至关重

要的.” 【John A. Broadus, On the Preparation 
and Delivery of Sermons, 第 54 页】 
 

                                                           
132   这第七步骤, 赖若瀚将之命名为“会众研究”, 但本

文采纳一个比较简明的标题, 称之为“会众情况”. 

2) 柴培尔(Bryan Chapell)也用“命题”来代表讲道主

题, 并强调它必须结合应用性, 以作劝勉之用: 
 “命题(preposition, 指讲道主题)就是把建基于经

文的一项普遍真理, 以及建基于普遍真理之一

个应用, 作出紧密的结合(wedding). 而这普遍真

理, 正是从讲章引用之主要经文而来的圣经原

则(biblical principle).” 【Bryan Chapell, Christ-
centered Preaching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4), 第 140 页】 

 “命题(讲道主题)就是把建基于经文的一项普遍

真理, 以劝勉的方式(hortatory mode)来表达. 命
题应该能向会众揭示一项出于经文的真理, 而
这真理正好是牧者按着神的话来安慰(或译“劝
勉”, exhort)祂百姓的基础 .” 【Bryan Chapell, 
Christ-centered Preaching, 第 144 页】 
 

3) 戴 维 斯 (H. Grady Davis) 强 调 “ 概 念 或 思

想”(thought)和“意念”(idea)在构成讲道主题方

面所扮演的角色, 并如此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篇精心预备的讲章, 是一个重要概念 (另译

“重要思想”或“重要观念”, significant thought)的
具体呈现、发展历程和完整叙述. 每个思想(观
念, thought)都是一个意念(idea, 指构思或想法). 
但讲道的意念(idea)并非单一的思想(thought), 
而是涵盖通篇信息, 充满启迪而又具迫切性的

思想(thought); 不单是只具备外在形式的思想, 
更带着能量和生命的动力…” 【H. Grady Davis, 
Design for Preaching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58), 第 20 页】 

 “因此 , 一篇精心预备的讲道 (a well-designed 
sermon), 是一个重要意念 (important idea)的呈

现和延伸, 及其完整的叙述. 每个思想都是一个

意念 , 而当中的首要元素是定义清晰的主题

(subject), 其 次 是 一 项 或 更 多 称 为 谓 语

(predicates)的重要元素, 以及对主题的意思在结

构上的定限. 这些别具作用的谓语, 大约这是六

到八个字, 通常会更少些(指英文字而言, 注: 若
换作中文字, 一般上会比英文字更多). 讲章的

其余部分, 则用来延伸这意念. 讲章大部分的篇

幅, 就是这思想的展开, 是由讲者重新阐述他主

要的论点… 借着面对面的交流, 透过不同的方

式向会众进一步解释、支持、探究其重要性, 
并分享他的价值信念 .” 【H. Grady Davis, 
Design for Preaching, 第 29 页】133  

                                                           
133   附录二摘自《食经讲道》, 第 215-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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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十九) 

七年灾难: 再思 

“雅各遭难的时候” 
 
 
(A) 恢复圣殿的献祭仪式 

从圣经诸多的经文中, 我们看到犹太人将

在末后时期归回故土, 但不是成为信靠真神的国

民,134 而是还在不信中; 比起整体绝大部分不敬

虔的国民, 对神忠信的“余民”(remnant)只是少数

的(参 罗 9:27-28; 赛 10:20-21). 我们也看到复国

后的国民会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 重新设立利未

人职分的礼仪, 特别是“每日的献祭”(另译“日常

献祭”, the daily sacrifice), 或称早晨与黄昏所献的

燔祭(出 29:38-39), 并且这样的情况要继续进行

长达三年半之久 , 而这段时期表面上享有昌盛  
—  犹太人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因为地上最有

权势的统治者 (potentate), 即那位 “将来的君

王”(指敌基督)已经与他们立约,135 确保他们享有

宗教自由(特指可以恢复圣殿的献祭和礼仪).  
 
我们之前

已谈过这个 “君
王 ”(prince, 敌基

督)是个怎样的人, 
这位“大罪人”具
有撒但邪恶的特

征, 并以第一兽的

权柄行事. 我们也

进一步看到他如何完全成功地欺骗和取悦犹太

                                                           
134   犹太人在上个世纪大量归回故土, 并于 1948 年 5
月 14 日复国. 作者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于 1917 年 1
月 14 日离世归回天家, 所以他写以上这篇文章时, 犹太人

还未归回故土和复国. 但他深信圣经的应许, 即犹太人将归

回故土和复国(参以西结书 37 章), 结果这些预言在他离世

30 多年后终于应验了, 并且复国至今犹太人整体国民还是

不信主耶稣, 正如考德威尔所说的“还在不信中”. 
135   但 9:27: “一七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很多

圣经学者指出, 这节意味着敌基督会与犹太人立约, 即所谓

的“和平条约”, 包括确保犹太人可以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国民. 犹太人拒绝和蔑视了神所设立的基督(主耶

稣), 却接受和尊重这位敌基督(the antichrist).  
 
不过, 就在“一七之半”(但 9:27), 七年灾难

的三年半满期了, 犹太人所信靠的这位“伟人”将
会毁约, 他将终止犹太人享有的自由, 强制停止

他们每日的献祭; 他不要他们敬拜耶和华, 而是

自称为神, 并要求全地的人敬拜他所设立的像. 
 

(B) “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 
现在让我们一起阅读一些描述这段灾难

时期的经文, 特别是但以理所预言的最后一个七

(七年灾难)的后三年半. 请翻到 耶 30:5: “耶和华

如此说: 我们听见声音, 是战抖惧怕而不平安的

声音.”  
 
他们无疑认为凭着之前所立的“和约”(指 

但 9:27 暗喻的和平条约, treaty of peace), 他们就

能享有和平. 他们说“平安, 平安”, 不过靠此立约

之法并不带来真正的平安【帖前 5:3: “人正说‘平
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

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因为与以

色列人立约的“敌基督”(第一头兽)会在中途毁约, 
即在“一七之半”(指三年半的时候)毁约, 停止以

色列人在圣殿献祭. 故此, 这约被喻为“与死亡立

约, 与阴间结盟”(赛 28:15), 后果是如 赛 28:18 所

说的: “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 与阴间所

结的盟必立不住. 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 你
们必被他践踏.”】 

 
此外, 耶 30:6-7 记述: “你们且访问看看, 

男人有产难吗? 我怎麽看见人人用手掐腰, 像产

难的妇人, 脸面都变青了呢? 哀哉! 那日为大, 无
日可比;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但他必被救出来.” 

 
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这是空前未有的遭难

时候. 它与 但 12:1 所说的相同: “…并且有大艰

难, 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 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

民中, 凡名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 这也与主在 
太 24:21 所说的完全相同: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

也必没有.” (注: 比较以上几处经文, 有者强调“雅
各遭难的时候”按狭义而言是指后三年半的“大灾

难”, 纵然有者认为按广义而言也可指整个“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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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 接着, 主继续论及“选民”(the elect, 指蒙拣

选的以色列/犹太余民)和他们因着人子的显现

(基督的降临)而得蒙拯救. 
 
 以上三处经文(耶 30:5-7; 但 12:1; 太 24:21)
清楚教导说这灾难是之前和过后都无可相比的. 
它被称为 “大灾难 ”(即极大的灾难 , the great 
tribulation). 我们的主耶稣在 太 24:8 说: “这都是

灾难的起头(KJV: the beginning of sorrows).” 主
耶稣所用的“灾难”一词很有启发性, 原文是“产
难”(意即: 生产之难、生产之痛、分娩的阵痛, 
the travail pains, 而这种阵痛是越来越剧烈的), 暗
示经历了分娩那般极大的痛苦灾难后, 带来的却

是新生的生命(特指世上万物在此灾难后要被主

复兴重造  —  如获“新生命”一般地进入千禧年时

代)【注: 生产的阵痛达到顶峰后, 就生下孩子, 带
来新的生命】.  
 
 其次 , 我们

留意到在这三处经

文中 , 选民或 “余
民”(remnant)136都获

得保证必得保守与

拯救 . 撒但不能迷

惑选民 , 也无法消

灭他们 . 这无可相

                                                           
136   余民(Remnant)的希腊原文是 leimma {G:3005}, 意
即“残余物”(存留者), 这希腊字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

(即 罗 11:5, 译作“余数”). 然而, 英文 remnant 一词却多次出

现在旧约(新约也有出现 6 次 remnant 一词, 其中 3 次清楚

是指忠信的犹太余民, 罗 9:27; 11:5; 启 12:17), 其希伯来文

主要是 she’êrîyth {H:7611}(意即“余留者、剩余物”), 第一

次出现在 创 45:7 (译作: 余种, 注: 这节在英文圣经《钦定

本》KJV 译作“posterity”, 小字作“remnant”), 也译为: “余
民”(摩 5:15; 弥 7:18)、“剩余的民”(赛 37:32)、“剩余之

民”(弥 4:7)、“剩余的人”(弥 5:7, 8)、“剩余的”(亚 8:6, 11, 
12)、“所剩余的”(耶 23:3; 摩 9:12)、“所剩下的人”(番
3:13)、“所剩下的”(番 2:9)、“剩下的人”(弥 2:12)等等. 但
必须留意的是, she’êrîyth 一词也用来指一般剩余之人或物

件, 不是专门指对神忠信的犹太余民, 例如: 结 36:4,5 (指其

余的外邦人); 耶 44:12,14 (指百姓中剩下的犹太人); 耶
39:3 (指一般其他的人). 另有一个希伯来字也用来指“余
民”(remnant), 即 she’âr {H:7605}, 它在 赛 10:21-21 出现 3
次, 皆译为“remnant”(中文译作“剩下的”), 皆指以色列中信

主的余民. 事实上, she’êrîyth 和 she’âr 都源自同一个字根, 
即 shâ’ar {H:7604}, 意即“遗留、保留、幸存、余存者”. 

比的灾难最终为以色列带来奇妙的拯救和丰盛

的福气, 这一事实也证明此事在历史上还没有发

生. 犯罪的以色列国民在上次耶路撒冷被毁(主后

70 年)时确实经历极大的灾难或痛苦, 但还不是

这里所谓“雅各遭难的时候”, 因为那时以色列国

民并没获得拯救. 
 
(C) 雅各虽遭难却蒙拯救 
 耶 30:8-9 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 扭开他的绳索; 
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作他们的奴仆. 你们却要事奉

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

卫.’ ” 接着 耶 30:10-11 记载: “故此, 耶和华说: 
‘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以色列啊, 不要惊惶; 
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

裔; 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靖安逸, 无人使他害怕. 因
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

些国灭绝净尽, 却不将你灭绝净尽, 倒要从宽惩

治你, 万不能不罚你(注: “不罚你”或作“以你为无

罪”). 这是耶和华说的.’ ” 
 
 再请阅读另一处描述这灾难的经文: “耶
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在我看为

渣滓. 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

渣滓.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们都成为渣滓, 
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 人怎样将银、铜、

铁、铅、锡聚在炉中, 吹火熔化; 照样, 我也要发

怒气和忿怒, 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 熔化你们. 我
必聚集你们, 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 你们

就在其中熔化. 银子怎样熔化在炉中, 你们也必

照样熔化在城中, 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忿怒

倒在你们身上了’ ”(结 22:17-22). 
 
 亚 14:1-2 是另一处提到此事的经文: “耶
和华的日子临近, 你的财物必被抢掠, 在你中间

分散.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 这次

敌对的聚集是由敌对基督的联盟大军所组成, 就
是由“那兽”(敌基督)和“假先知”主导的复兴罗马

帝国十国联盟. 亚 14:2 的下半节描述这残酷和抢

夺的情景: “城必被攻取, 房屋被抢夺, 妇女被玷

污, 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 
 
 然而, 亚 14:3-5 所描述的情景改变了: “那
时, 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 好像从前争战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1 

   

《家信》: 第 124 期 (2020 年 1-3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一样. 那日, 祂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

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成为极

大的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耶

和华我的神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同来.”  
 
 主耶稣在世卑微之日曾多次脚踏橄榄山, 
而这同一双脚将于那日在荣耀和大能中踏在橄

榄山上. 随主同来的是所有复活的圣徒  —  荣耀

壮观的随行人员! 主的降临是要拯救忠信的余民

(以色列余民), 并在以色列和全球设立祂的国度. 
 
 当人的高傲和憎恨达到顶点, 看来要成功

消灭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余民), 使祂的话落空, 
以此挫败神的旨意时, 主便荣耀的降临和显现. 
主只用一招便横扫仇敌的大军, 一大群人倒地身

亡, 而他们的统帅和煽动者, 即“那兽”和假先知被

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

湖里”(启 19:19-21). 
 
 至于那些余民, 他们之前因眼光敏锐地看

出“那约”(所谓的和平之约)乃是“与阴间立约”(指
死亡之约), 所以断然拒绝接受此约. 他们不被剪

除(亚 14:2: “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 剩下的民仍在

城中, 不至剪除”), 他们得以进入室内等候他们的

拯救者主耶稣. 他们可以得胜地高唱道: “看哪, 
这是我们的神 ; 我们素来等候祂 , 祂必拯救我

们”(赛 25:9).137 描绘光明和蒙福的以赛亚书 12
章、25 章和 26 章, 都是属于那救恩之日, 主的赎

民之年, 以及他们仇敌遭报的日子. 
 
(D) 神忠心的两个见证人 
 话说回来, 虽
然从盟约被毁至主

再临的后三年半是

黑暗笼罩的时期, 但
神并非不为自己留

下见证人, 也没有不

在祂的子民犹太人

当中为他们留下见

证人. 祂兴起两个特

别有恩赐的见证人, 
                                                           
137   赛 25:9: “到那日, 人必说: ‘看哪, 这是我们的神; 我
们素来等候祂, 祂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和华, 我们素来等候

祂, 我们必因祂的救恩欢喜快乐.’ ” 

传道 1,260 天之久.138 他们身穿毛衣, 蒙神赐下行

神迹的能力,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

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启 11:5).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 又有权柄叫

水变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

界”(启 11:6).   
 
 犹太人可能憎恨这两人忠心的见证, 嘲笑

他们所预告即将来临的忿怒, 不过犹太人无法阻

止他们, 直到他们完成

了神所托付的工作. 若
以现今时代的荣耀职

事(福音职事)相比, 这
是何等鲜明的对比, 两
者全然不同(注: 相比

之下, 现今的传道者没

有领受权柄吐火烧灭

敌人, 反而要用爱心宽容和饶恕仇敌, 效法司提

反的榜样, 徒 7:60). 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启示录 11
章记载的见证人是属于将来的时代, 那时召会已

经被提, 基督的无限宽容忍耐已从地上收回(因审

判的时间到了, 祂要对罪恶施行公义的严厉审判). 
 
 到了 1,260 天, 他们的见证结束时, “那兽”
的怒火爆发了; 他“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

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就暴露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三天半, 没有埋葬. 在这三天半, “住在地上的人

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馈送礼物”(启 11:8-10)  
—  因为消息传到世上盟国的每一个角落. 无论

如何,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

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启 11:11), 天上有大声音呼

召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那时候, 地大震动, 耶路撒冷城就倒塌了

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这是最终的

见证! 经文没有详述结果如何, 但我们可以合理

地认为, 肯定有许多人注意到这件事, 而选民(指
犹太余民)对主的忠心和忍耐也因此得到巩固

【注: 启 11:13 表明“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

                                                           
138   本文作者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与一些圣经

学者认为这两个见证人传道的 1,260 天(启 11:3, 即三年半

的时间)是发生在七年灾难的后三年半, 但也有很多同样著

名的圣经教师或学者们认为是在前三年半, 请参本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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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神”. 这节所谓的“其余的”在《钦定本》

(KJV)译作“the remnant“(余民), 可指信主的犹太

余民, 但有学者认为它也可指耶路撒冷城中其余

的人, 包括不信的人, 而他们将荣耀归给神是出

于惧怕, 而非真心相信, 过了不久又不信神了, 像
以利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王上 18:39)】. 
 
(E) 神的忿怒倾倒在地上 
 就在这可怕的后三年半时期, 启示录 7 至

19 章所记述的审判逐一实现. 印被揭开, 号筒吹

响, 金碗将神的忿怒倾倒而下.139 地震、饥荒、

瘟疫(传染病)、灾殃和战争摧毁全地, 使地荒芜. 
许许多多的人因着对神话语的忠心, 以及不肯拜

兽和他的像而被斩首. 唉, 何等可悲的日子啊! 诚
如西番雅书 1:15-18 所描述的:      
 

 “那日

是忿怒的

日子 , 是
急难困苦

的 日 子 , 
是荒废凄

凉的日子, 
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 是吹角呐

喊的日子, 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 我
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 使他们行走如同瞎

眼的, 因为得罪了我. 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

尘; 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 当耶和华发

怒的日子, 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 祂的

忿怒如火必烧灭全地, 毁灭这地的一切居

民, 而且大大毁灭.”  
 

“灾难”(tribulation)是圣徒的宝贵遗产. “在
世上 , 你们有苦难(KJV: tribulation; 可译作“灾
难”)”, 这是主自己对祂的圣徒(门徒)所说的话(约
16:33). 圣徒会遇到苦难或灾难, 从古至今多多少

少都是这样, 并且会继续下去, 直到千禧年的黎

明来到. 然而, 历代以来圣徒常遇的灾难或苦难, 
无论大小, 都完全与“雅各遭难的时候”完全不同. 
与基督同受苦难是一项尊荣, 必会得着赏赐, 得
以分享祂将来的国度与荣耀(林后 4:17-18). 

 
                                                           
139   许多圣经学者认为七印和大部分七号筒的审判在

前三年半已发生, 七碗的审判则发生于后三年半.  

不过, 在神“报仇的日子”这段时期(指七年

灾难的时期)留在地上受苦, 却不是我们所该期盼

和渴慕的, 因为在这段时期, 撒但权势达到顶点, 
神的忿怒也全面倾倒在地上的列国众民. 我们(基
督徒或召会)所喜悦和期盼的, 乃是帖撒罗尼迦前

后书所清楚教导和宣告的: 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和

我们到祂那里聚集(指召会被提), 这肯定发生在

大罪人显现和末世七年灾难之先(帖后 2:1-3).140  
 
感谢神, 我们基督徒不必经过七年灾难的

“忿怒”, 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等候祂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祂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
(指七年灾难)的耶稣”(帖前 1:10). 这是何等蒙福

的荣耀盼望啊!141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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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启示录 11 章的两位见证人 
 
(A) 引言 

对于启示录 11:3 的“两个见证人”, 一些解经

家把这两个见证人“灵意化”, 认为他们代表真实的

召会(如 W. Hendriksen). 但这样的解释产生更大问

题: 他们所行的“烧灭仇敌”(启 11:5, 以及“能随时随

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 启 11:6)与基督给召会

有关“爱仇敌”的命令有所冲突(太 5:43-44), 也不符

合“召会灾前被提”的论据.142 因此, 我们需要正视

这个灵意化或象征性解释的问题. 

                                                           
140   帖后 2:1-3: “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

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指召会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遇), 我劝你

们: 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

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

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并
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141     上文编译自 “Jacob’s Trouble” (Chapter 13), 载 J.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127-136 页. 此篇文章取

自考德威尔 (John R. Caldwell) 所著的 “ 神拣选的百

姓 ”(God’s Chosen People), 而 非 他 所 著 的 “ 将 来 的

事”(Things to Come), 但这两系列的文章皆被收录在上述同

一本书中(指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9 ). 为了使读者

对考德威尔所写的一切预言课题有更全面和仔细的认识, 
我们将以上两系列有关预言的文章一同编译在《家信》的

“将来的事”之系列中. 
142 有关召会或基督徒是否会经过七年灾难 , 请参

2019 年 4-6 月份, 第 121 期《家信》的“圣经问答: 召会(基
督徒)会经过末世的七年灾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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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象征的解释 
从象征的角度来解释这两个见证人的身分, 

主要有以下两个见解:  
1) 这两个见证人代表(象征)召会. 他们传道“1 千 2

百 60 天”, 即三年半, 然后 启 11:12 记载这两人

被提, 而“灾中被提论者”就以此为根据, 说召会

将在大灾难中期(三年半, 即“一七之半”)被提.  
2) 这两个见证人代表在大灾难时期的全体余民. 

这见解认为这段期间共有 14 万 4 千个见证人

(启 7, 14 章), 而这里提到两个见证人, 所以这数

字是象征性的.  
 

对于以上两种见解, 有以下反对的理由: 
1) 启示录的记载确实有运用象征手法, 但若因此

认为其中所有启示都是象征性的, 这就看错了.  
 启 1:1 的 “晓谕”一词, 基本含意并不是“用象征

物表明出来”, 而是指一些历史事实具有属灵的

意义. 约翰福音中的七个“神迹”也不是纯粹象

征性的, 而是具有属灵意义的历史事件. 
 运用“晓谕”一词, 并不表示我们可以用非字义

解经法. 既然应用字义解经法, 就要前后一致地

采用字义来理解书中的启示, 除非经文明说某

段经文字句是象征手法, 例如 启 12:3, 9 等. 
 
2) 我们既从字义接受经文中其他数字, 这数字(指

“两个”)也应当按字义来理解. 
 我们按字义理解 42 个月(启 11:2)以及 1 千 2 百

60 天(启 11:3), 将它们理解为第七十个七(七年

灾难)的一半(指三年半). 因此, 我们没有理由不

按字义理解本文的“两个”(启 11:3,4)和“三天

半”(启 11:9, 11). 
 换言之, 既然我们不采用灵意解释其他数字, 也
就不该用灵意解释“两个见证人”的数字. 
 

3) 两个见证人同时被杀(启 11:7), 不能再作见证, 
这与“余民”不同.  

 虽然那些信主的余民因兽的迫害行动受到残杀, 
但他们仍不断为主作见证(参 启 12:17), 直到主

耶稣在七年灾难结束时的荣耀再临. 
 “余民”继续作见证的情况, 证明这些余民是有

别于这两个见证人. 
 

4) 只要还有部分“为主作见证的余民”存留, 地上

的人(反对神的人)就难以欢喜快乐.  
 不过 启 11:10 记载地上的人欢喜快乐, 因为两

个见证人的独特见证已经终止了.  

 既然余民会继续为主作见证, 直到后三年半结

束(启 12:17), 那么就不是那两个被杀的见证人. 
 

5) 以此类推, 合理的结论是: 这两个见证人并不象

征那些信主并为主作见证的余民, 而是实实在

在的两个人, 是神特选出来为祂作见证的人(启
11:3; 注: 启 11:5-6 记载他们两人被赋予其他人

所没有的权柄和超然能力, 这是余民和 14 万 4
千名见证人所没有的权柄与能力). 

 
瓦沃德(John F. Walvoord)正确总结说, 正如

撒迦利亚书所说的“两棵橄榄树”是指两个实实在

在的人(亚 4:14), 即约书亚(亚 3:1-8)和所罗巴伯(亚
4:6-10), 所以 启 11:4 这里所指的两棵橄榄树也应

该是指两个实实在在的人(注: 他们能够死而复活

也显明他们是真实的活人). 再者, 他们所行的神迹

或工作(请参下文论及“以利亚”和“摩西”所行的神

迹)暗指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所以不是象征整

体的召会或一群的余民. 
 
 
(C) 字义的解释: 两个见证人的身分 

字义解经者认为这两个见证人是两个实实

在在的人, 但对于他们的身分, 有几个看法: 
1) 有圣经学者主张这两人是以利亚和以诺, 理由

是 来 9:27 说: “人人都有一死”; 由于以诺和以

利亚两人没经历死亡, 所以必须回到地上受死, 
以应验这一节经文.  

 但 来 9:27 的原文意思是“众人都有一死”(而非

“每个人都有一死”), 并且召会被提时, 许多未死

的信徒将身体改变, 没有经历死亡. 难道未死的

召会信徒被提后, 还要回到地上受死吗? 
 以诺是洪水以前的先知(那时还没有以色列人), 
与以色列国民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不太可能

被神派来处理以色列国民的事务. 
 

2) 不少圣经学者认为他们是以利亚和摩西,143 因
为以利亚和摩西两人与以色列国民息息相关

(摩西与以色列国初期有关, 以利亚则与以色列

国较后期有关).144 在旧约圣经结束前, 论到以

                                                           
143   侯司特(William Hoste)主张很可能是摩西和以利

亚, 而不是以诺, 因为以诺并不属于以色列国民, 不太可能

参与有关犹太人的见证,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illiam 
Hoste (vol.2) (Kilmarnork: John Ritchie Ltd., 1999) 第 125 页.  
144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开始了以色列人由神

(透过士师、祭司)统治的国度(出 19:6). 当以色列全体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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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再来的经文之前, 摩西的名也同被提及(玛
4:4-5). 此外, 他们两人曾一同显现在基督变像

的山上(太 17:3), 并且这两个见证人所行的, 与
摩西和以利亚所行的奇事相似. 

a) “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启 11:5), 并
且“叫天闭塞不下雨”(启 11:6): 以利亚也曾叫火

从天降, 杀灭敌人(王下 1:9-12), 并且叫天不下

雨(王上 17:1; 18:41-54)【注: 雅 5:17 记述旧约

的以利亚“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

在地上”; 我们留意到“三年零六个月”正好是

“三年半”, 即 1,260 天, 与两个见证人传道作见

证的“1 千 2 百 60 天”的天数正好相同). 
b) “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 ,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

的灾殃攻击世界 ”( 启
11:6): 摩西也曾叫水变血

(出 7:14-20), 并且以各样

灾殃攻击埃及 (出 8:1-
12:29; 埃及可预表世界).  

c) 历代以来, 神赐下神迹的

目的, 是因为犹太人需要

神迹(林前 1:22), 来证实

某人所传的道是来自真

神(参 林后 12:12). 因此, 这两人所行的神迹, 肯
定会叫犹太人想起他们两人就是旧约律法与先

知的代表  —  摩西和以利亚, 这令犹太人会更

容易相信和接受他们两人所传的道. 【注: 他们

会想起耶和华给他们的预言: “看哪, 耶和华大

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

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

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玛 4:5-6) 】 
  

3)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两个我们不曾知名的

主仆. 艾伦(Jim Allen)评述道: “许多推测没有真

实的圣经根据. 最好是把这两个见证人视为神

所呼召和装备, 去执行特殊任务的人. 他们照摩

西和以利亚的样式去执行任务,145 因为摩西和

                                                                                                     
因拜偶像而往灭国之路直奔时(申 29:25-28), 神兴起以利亚, 
带领部分的以色列人归向真神耶和华(王上 17-19 章). 值得

一提的是, 首个领受神启示有关“余民”概念的, 就是以利亚

(王下 19:18), 而使徒保罗在 罗 11:4-5 正是引述神对以利亚

所说的话(王下 19:18)来证明将来必有以色列的“余民”信主

得救(注: 罗 11:5 的“余数”正确译为“余民”, KJV: remnant ).   
145  纽贝里(Newberry)也支持这看法, 写道: “神兴起祂

两个忠心的见证人… 充满属灵能力之人… 有摩西和以利

亚的心志和能力之人… 他们在外邦列国和以色列人当中

以利亚也在以色列过去历史中类似的环境下, 
为神摆见证 .” 146  支持这解法的有 : John N. 
Darby 、 Thomas Newberry 、 Frederick W. 
Grant、Arno C. Gaebelein、W. A. Peterson.  

 
 
(D) 两个见证人传道的时期 

有关这两个见证人传道的时期, 启 11:3 记

载他们“传道 1 千 2 百 60 天”, 即三年半的时间. 艾
伦贴切指出: “1,260 天是另一个方式表达‘42 个

月’(启 13:5)或‘三年半’(启 12:14). 值得留意的是, 
当这段时期以天数(1,260)来计算时, 是与受逼迫的

仆人或受苦的圣徒有关(启 11:3; 12:6)  —  似乎在

强调神重视属祂之人每一天的见证或考验.”  
 
至于这“三年半”是七年灾难的前三年半还

是后三年半, 敬虔的主仆或圣经学者皆有不同看法: 
 
1) 后三年半: 有者认为是在但以理预言中第七十

个七(七年灾难)的后半部, 因为: 
 

a) 启 11:1-2 论到圣殿的院子要留给外邦人, “他们

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而这事发生在七年灾

难时期的后三年半(参 路 21:24). 因此, 接下来

论到两个见证人的这段经文应该是属于后三年

半发生的事.  
 但也有解经家认为 启 11:2 是论到后三年半, 

而 启 11:3 则论到前三年半, 所以神在这两

节给于我们整个七年灾难时期的事. 
 

b) 这两个见证人的记述(启 11:1-13)结束后, 接下

来第 15 节就记载第七号吹响, 基督要作王, 千
禧年国度便要来临. 这表明两个见证人的传道

时期是在后三年半, 靠近千禧年国度的来临.  
 但有解经家指出 启 11:15-18 有关基督立国

作王的经文并非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来记

载, 而是预指再过“一七之半”的三年半后所

要设立的国度  —  基督作王统治. 为何如此

呢? 因为约翰在接下来的 12 和 13 章要看见

魔鬼和敌基督进行可怕的全球统治, 所以神

为了安定约翰和信徒的心, 先让约翰看到基

督作王统治! 换言之, 虽然接下来会有三年

                                                                                                     
为神作见证, 正如摩西在埃及和以利亚在以色列人当中作

见证一样.” 载 Thomas Newberry,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1)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79), 第 379 页. 
146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第 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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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由魔鬼统治的可怕日子, 不过要先看到一

个宝贵事实: 基督至终将会得胜, 作王统治. 
 

c) 此外, 那兽(即大罪人或敌基督, 启 13:1-8)在“一
七之半”(三年半)毁约后, 可以任意而行 42 个月

(启 13:5), 包括亵渎神和替撒但逼害一切在地上

为神作见证的人(启 12:14-17), 所以这两个见证

人特别需要神所赐的权柄与能力去消灭兽所派

来杀害他们的使者(启 11:5: “就有火从他们口

中出来, 烧灭仇敌”).  
 

d) 支持后三年半的看法有 : John R. Caldwell、
John Ritchie、Arno C. Gaebelein、W. Scott、
John F. Walvoord、W. A. Peterson 等. 

 
2) 前三年半: 有者认为他们是在但以理预言中第

七十个七(七年灾难)的上半部作见证, 因为:  
 

a) 这两人的殉道, 标志着那兽违反他与犹太人的

协议(即所谓的“七年和约”, 但 9:27)后所进行的

第一次逼迫, 先解决掉这两个最强的敌人. 
 

b) 启 11:7 说: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

战, 并且得胜.” 艾伦指出, “上来”一词在希腊原

文是“现在时态-分词语气”(present participle)表
明这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参 启 17:8)刚刚达到他

能力的高峰(启 13:5; 而非数年以前), 为了证明

他新得的能力(超然能力), 他先杀了那两个见证

人, 然后继续与跟从他们的圣徒争战(启 13:7). 
 

c) 他们两人的尸体被禁止埋葬, 并放在耶路撒冷

的大街上长达三天半, 有一段时间供各族各国

的人观看, 沉思默想此兽的超能力之含意. 很可

能 启 13:4 的问题就在此爆发了: “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呢?”147 既然那蒙神能力保守长达

三年半的二人都倒毙在兽面前, 谁还能抵挡他, 
与他交战呢? 若此事发生在后三年半结束时, 就
不会获得如此全球性的宣传与关注, 因为那时

耶路撒冷城被列国大军围攻(亚 14:1-3), 而列国

的城也因大地震而倒塌(启 19:16), 这些情况与 
启 11:10 (“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

                                                           
147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认为, 这兽与两个见证人交

战搏斗, 被他们打死后却靠着那从无底坑上来的邪灵附身

而伤口痊愈  —  “复活过来”(启 13:3: “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

伤却医好了”), 然后起来再与两个见证人交战搏斗, 成功杀

了他们. 这“超人”的复活也使他名扬四海, 受人敬拜.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Revelation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91), 第 166页. 侯司特(William Hoste)也表达同样看法. 

相馈送礼物”)的欢乐情景不符. 加上 太 24:29
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KJV: Immediately 
after the tribulation), 主就来了, 住在地上的世人

根本没时间欢喜快乐, 互送礼物(启 11:10). 
 

d) 两个见证人是有能力消灭一切想害他们的敌人, 
包括那兽(启 11:5: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

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都

必这样被杀”). 若他们是在后三年半传道, 想害

他们的那兽怎能“任意而行 42 个月”(启 13:5)? 
 

e) 很可能就是借着这两个见证人在七年灾难“前
三年半”那强有力的见证, 使到有 14 万 4 千人

悔改归主, 并在接下来的后三年半为神作见证

(注: 也有看法认为这 14 万 4 千人在前三年半

初期已开始传道, 为神作见证, 而他们也一样可

能是这两个见证人初期传道所结的果子).  
 

f) 支持前三年半的看法有: Thomas Newberry、
William R. Newell、William Hoste 、Henry A. 
Ironside、John Phillips、Jim Allen、Warren W. 
Wiersbe、Gary Cohen 等. 

 
甄格殊(Schuyler English)写道: “只要稍加计

算, 就知道两个见证人作见证的时间是 1千 2百 60
天, 即三年半. 所以, 到底他们在大灾难时期的上半

部还是下半部作见证呢? 抑或不是在那七年的上半

或下半, 而是跨越两半时期呢? 我们不能断定… 无
论如何, 对现今时代的信徒来说, 
他们实际上在什么时候作见证并

不重要  —  我们知道, 那是神所

定的时候, 且是最适当的时候.”  
 
 
(E) 结语 

结束以前, 让我们再引述

甄格殊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确定, 这两个见证人是

旧约时代曾在地上生活过的人物, 我相信我们不得

不这样下结论: 他们就是以利亚和摩西. 因为圣经

指出前者要再回来; 而后者(摩西)则因为他在耶稣

登山变像时与以利亚一同出现, 他作见证的性质及

他代表律法, 正如以利亚代表先知. 两者见证主将

要在荣耀中回来.” 感谢神, 因祂总是在背道横行的

时期, 仍为自己留下忠心的见证人.148 

                                                           
148   此附录改编自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281-285 页, 并附加了许多圣经

教师或学者的看法, 以集思广益, 提供进一步查考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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