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疫情隔离 

主爱不离 
正当全球许多先进国家, 包括美国和欧洲各国

在新冠肺炎病毒(或称: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的肆虐下, 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飙升的情况, 东

南亚有一个国家  — 越南  —  竟然成功抗疫. 按《诗

华日报》2020 年 5 月 5日的报导: 从越南出现的第一

宗感染新冠肺炎病例开始算起, 5 月 1 日刚好是 100

天. 截至 5 月 5 日, 越南全国只有 271 宗确诊病例(其

中 219 例治愈出院), 并已连续 15 天没有新增病例. 还

有一个惊人记录  —  “0死亡率”! 难怪有人称越南为

“全球防疫的资优生”! 

为何人口稠密且不富裕的越南, 能够在抗疫中

如此成功? 原因当然不止一个, 但有一个公认的因素  

—  最早进行隔离检疫. 《诗华日报》指出, 根据加拿

大亚太基金会的报导, 许多国家应对疫情的战略是追

踪病毒感染源和进行大规模检测, 但越南则集中对患
者进行隔离, 并追踪一代和二代病例. 按《今日新

闻》: “越南 1 月起就关闭学校; 3 月 16日开始进行大
规模隔离; 3 月 25 日禁止所有国际航班起降; 4 月 1

日就宣布全国大规模封城.” 《中华网文史》也指出: 

“当越南全国才发现 10 名新冠肺炎患者时, 越南政府

就开始毫不动摇地对河内附近 1 万多个乡镇执行 3

周强制隔离措施.” 此外, 越南也对数万个从海外归国

的越南人进行“在军营中做 14 天强制隔离”.  

越南之所以成功抗疫, 因为它在最早的时间(1

月底)就采取隔离检疫措施 . “隔离检疫”在英文是

“Quarantine”, 源自意大利文 quaranta, 意即“40”. 为

何隔离与数字“40”有关呢? 我们在本期的“福音亮光”

专栏就为大家揭开这“40”之谜. 另一方面, 因着新冠

肺炎疫情的侵袭, 全球约数十亿人口先后被逼“居家

隔离”, 还有许多人被“强制隔离检疫”, 以致与所亲

爱的伴侣、家人、亲友等分隔两地长达两周, 甚至

更久, 心中十分难受. 无论如何, 对基督徒而言, 纵

使我们被全面隔离 , 我们仍然能像保罗一样说道 :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

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

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马书 8:38-39). 感谢

神, 疫情隔离, 主爱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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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燔 祭 和 素 祭 
(利 1:1-17; 2:1-16) 

 
(A) 序言 

在出埃及记, 我们看见神的救赎. 在利未

记, 我们看见神的供应  —  供应人灵命所迫切需

要的, 就是祭牲、祭司和敬拜的地方. 苏格兰的

安德鲁 ·米勒 (Andrew Miller)在为《利未记释

义》所写的序言中表示 : “祭牲是敬拜的基础

(sacrifice is the basis of worship). 蒙神悦纳的敬拜, 

必须根据神所喜悦的祭牲. 人本身是有罪、不洁

的, 需要祭牲来除罪, 洁净他的污秽, 好叫他合宜

地站在圣洁的神面前.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了’(来 9:22). 人得不着赦免, 或不认识赦免, 他不

能有愉快的敬拜, 也不能有真正、发自内心的赞

美, 或对神有尊崇和谢恩.”1 

 

基督的牺牲是人亲

近神、敬拜神的基础 . 约

翰·达秘(John N. Darby)写

道: “这就是为何利未记以

祭牲开始 , 代表基督那完

美的牺牲 . 这些富有预表

性的祭牲(typical sacrifices)

代表基督工作的各种特征, 

并给于我们多方的应用, 这是我们所该关注的, 

无事可胜过此事.”2 在接下来几期的《家信》中, 

我们就要从预表(type)3的观点来查考利未记的五

                                                           
1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利未记释义》(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88 年), 第 3 页. 
2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45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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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预表的

个祭物 . 格里夫 (Paul 

Grieve)指出 , 利未记首

七章所描述的五个祭物, 

可分为两大组 . 首三个

被称为“馨香祭 ”(sweet 

savour offerings; 利 1:9; 

2:2; 3:5). 最后两个则是

所谓的“非馨香祭” (non-

sweet savour offerings).4 现在就让我们探讨“馨香

祭”的首个祭物  —  燔祭(burnt offering). 

 

 

(B) 燔祭 (利 1:1-17; 6:8-13; 来 1:10) 

一切献给神之物, 不论是祭物本身, 或是

献祭之法, 都必须严谨地根据神所指示的. 作为

伟大救赎的主题, 以及神旨意和恩惠的对象, 以

色列人领受指示如何敬拜和表达感谢. 神所指示

关于献祭中的种种细节是预表那位最讨神喜悦

的主耶稣, 这点是旧约献祭者难以明白或赏识的. 

神所指示的第一个祭物是燔祭,5 它是所有祭物中

最高品质的, 向我们表明主耶稣基督在祂生命和

品格的每一细节都讨神喜悦. 

 

 利 1:3: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 就要在会幕

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利 1:10:  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 就

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 

 利 1:14:  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 若以鸟为燔祭, 

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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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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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chie Ltd., 2012), 第 21 页. 请注意, “馨香的火祭”这一短

语被用来形容首三个祭物(燔祭、素祭、平安祭), 却不出

现在最后两个祭物(赎罪祭和赎愆祭)的经文中. 另一方面,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一公式出现在最后两祭(利 4:1; 5:14), 

却完全没出现在首三个祭物中, 显然有两大组之分. 
5   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指出, 燔祭

的字面意义是“上升之祭”(offering that goes up), 这是唯一

在祭坛上完全献上给神的祭物, 神也相应地完全悦纳. 铜祭

坛从它得名(燔祭坛), 坛上的火不可熄灭; 燔祭也是平安祭

的基础(利 3:5, 注: 平安祭牲的腰子、脂油等等要“烧在坛

的燔祭上”); 素祭和奠祭也常随着燔祭同献(利 23:18,37; 民

29:6,16,19,22,25; 王下 16:15).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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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用公牛(bullock)为燔祭. 公牛是祭物

中最大份的, 描绘基督的事奉(注: “牛”可象征劳

苦服事); 祂在一切刻苦忍耐的劳苦中展现出坚定

稳重的事奉, 从不退缩或偏离神所委派的任务, 

并在神的工作上稳定地前进, 献给神一个完美无

瑕、成功无误的工作.  

 

燔祭也可用绵羊或山羊. 温顺的绵羊(赛

53:7)提醒我们关于主耶稣对神的倚赖, 从不行任

何与神旨意相违的事, 总是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

上. 山羊则述说祂不倚赖人; 祂自己有能力完成

任务, 面对各种挡在祂道路上的挑战.  

 

 燔祭的公牛、绵羊或山羊的脏腑与腿都

要用水洗净(利 1:9,13), 提醒我们关于基督的纯

洁. 祂是外在无瑕疵, 内在无玷污(彼前 1:19), 具

有人间从未见过的圣洁, 在每一方面都远离罪恶, 

完美无比. 燔祭牲的每一部分都要摆在祭坛上焚

烧, 提醒我们基督生命的完全摆上. 

 

  斑鸠论及基督的情爱(affection)、无边的

慈爱, 其关爱甚至临到最不配的人. 雏鸽有归家

的天然本能, 提醒我们关于基督的心是向往天父

的家; 在那里, 祂与父神在永恒的过去同享从不

间断的交通与融洽完美的关系.6 

 

 摆在坛上的燔祭是完全的焚烧, 一切都献

给神作为馨香的火祭. 坛上的火是不可熄灭的, 

                                                           
6   那献为燔祭的鸟(斑鸠或雏鸽)的“翎毛”(羽毛)要被

除掉(利 1:16). 这可预表基督“外在可见的荣耀”被除掉(祂

道成肉身时取了奴仆的形像), 如以赛亚所说: “祂无佳形美

容; 我们看见祂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祂”(赛 53:2). 

因为它论及基督为神的事有火热之心, 那是不会

熄灭的. 愿上文的一切意念都激发我们, 叫我们

渴望效法基督的榜样去荣耀神.  

 

 

(C) 素祭 (利 2:1-16; 6:14-12; 可 9:49-50) 

阅读利未记第 2 章时, 即使是粗心的读者

都会对素祭的特征   —  细柔(softness)与芬芳

(fragrance)  —  留下深刻印象. 素祭(KJV: meat 

offering; RV: meal offering)是用细面作成.7 细面

毫无粗糙谷粒, 触摸时感到完美均匀的柔软幼滑. 

这是主耶稣个人的完美与无罪的人性之贴切写

照(特指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完美生命). 

 

油在圣经中常预表圣灵. 素祭是用油浇在

其上的(利 2:1: “要用细面浇上油, 加上乳香”), 用

油调和(利 2:4), 或用油膏抹(利 2:4), 这点提醒我

们关于基督完全被圣灵充满. 祂的生命彰显一致

性的属灵典范, 一举一动都遵照神的旨意. 素祭

可用炉子(oven)来烘(利 2:4: “用炉中烤”), 用煎盘

(flat plate)来煎(利 2:5: “用铁鏊上做”)或用浅锅

(frying pan)来煎(利 2:7: “用煎盘做”).8 

 

a) 在炉子(oven)

中烘烤: 可指

基督生命中

私密的经历 , 

这些事只有

神知道; 基督

心灵最深的经历, 只有父神可以完全赏识. 人

私密的经历有时是他们罪大恶极(私下犯罪)

的时刻; 但对于基督, 无论在人面前或在私隐

之处, 每一部分都是完美的.9  

                                                           
7   英文圣经《钦定本》(KJV / AV)将素祭译作“meat 

offering”, 因为“meat”一字在四百年前仅是指“食物”(food), 

而非如今日一般上指“肉”. 素祭在英文圣经也译作“meal 

offering” (RV、ASV)、 “grain offering” (NKJV、NIV、

NASB 、 NRSV 、 TEV 、 NLT 、 Living Bible) 或 “cereal 

offering” (RSV、Amplified Bible、Moffatt).  
8   不少学者将这三种不同的制作法解释为基督生命

中三种不同的苦难, 因这一切的制作法都是用火来烤或煎, 

而“火”可象征苦难或试炼(参 彼前 1:7).  
9   格里夫(P. Grieve)指出, 纽贝里(Thomas Newberry)

表明在“炉中烤”可述说基督在神的手中受苦  —  在各各他

十架上的黑暗三小时, 受人眼看不见的痛苦. 无论如何,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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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煎盘(flat plate)来煎: 可指基督生命中展开

给众人观看的部分; 例如祂公开的事奉、公

开的神迹、公开的教导, 以及祂每日生活中

公开展现的仁慈. 

c) 用浅锅(frying pan)来煎: 可指基督生命中只展

示给那些与祂关系亲密之人的部分; 例如与

祂同行的人们(特指十二门徒)、与祂一同成

长的属地家人(祂的肉身弟妹)和祂肉身的母

亲(马利亚在一些场合中隐约看见祂是谁).10 

 

 圣经说: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

酵; 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

给耶和华”(利 2:11). 素祭中不可有酵, 因为酵在

圣经中代表罪恶或邪恶(evil), 而在基督的生命中

绝无罪恶. 素祭也不可有“蜜”, 因为蜜提醒我们关

于仅属人原始的感情(natural affections). 基督的

言行只遵循神的旨意, 不是出于人感情的冲动. 

圣经又记载: “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

盐调和…”(利 2:13). 素祭必须用盐调和, 而盐是

不能腐败和久存不朽的象征. 基督在世的生命是

毫无任何腐败、衰老或衰微的现象, 祂由始至终

                                                                                                     
祭所强调的乃是主在地上的生命(生活), 而不是十架上的

受苦. 科茨(C. A. Coates)有较令人满意的解说. 他认为在

“炉中烤”代表基督生活中的苦难, 但它不被人眼所见, 包括

客西马尼的苦难(此苦与赎罪工作无关). 来 2:18 说: “祂自

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43 页. 
10   关于这用浅锅煎的部分, 凯利(William Kelly)表示

它的预备方式结合了主耶稣隐藏和显露的受苦. 但科茨认

为它代表人缺乏属灵的成熟度来明白基督的受苦, 因为经

文对这用浅锅煎的部分描述得最少. 格里夫(P. Grieve)写道: 

“在这些细节上武断地固执己见是不需要的, 也是不明智的, 

只不过我们可从经文中学习到一些在这现今时代挑战神儿

女的属灵功课.” 同上引, 第 44-45 页.  

都是完美的. 愿神帮助我们更深地赏识这位全然

美丽的主耶稣基督.11 

 

 (C) 结语 

在南非事奉主的主仆格里夫(Paul Grieve)

评述道: “主耶稣基督的完美生命反映在素祭的

各种做法. 救主在世多方受苦, 并在最不利的情

况下, 祂品格的完美更是展现而出. 有些是人容

易看见的, 有些却是隐藏不见, 唯独神清楚察觉. 

基督生命的完美给了祂的死亡无比的价值, 也正

因此故, 素祭常与燔祭同献.”12 

 

结束前, 让我们再次

引述安德鲁 ·米勒 (Andrew 

Miller)的话: “以色列人是基

于献上蒙悦纳的祭牲, 成为

敬拜神的百姓. 在同样的根

据上, 就是献上蒙悦纳的祭

牲, 信徒今日在耶稣里成为

敬拜神的百姓. …我们蒙悦纳、得称义, 惟有靠

着献上的基督, 别无他法. ‘因为祂一次献祭, 便叫

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来 10:14). 犹太人的

献祭, 只在礼仪上洁净, 是暂时的(来 9:9; 10:4); 

但信徒借着基督的牺牲 , 得了永远的洁净 (来

10:14; 也参 来 9:12-14). ‘永远’这话何其甘美! 所

有信徒都‘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就

得以完全, 成为在神面前的敬拜者.”13  

 

因此, 让我们常靠着主耶稣基督这完美的

祭物, 带着蒙主洁净的心灵, 来到神面前, 献上我

们心灵与诚实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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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五祭中的燔祭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我们前来查考利未记第 1章以先, 要留心两个

要点. 第一, 耶和华的地位(position); 第二, 献祭的次

序(order). 利 1:1 说: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 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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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和 104 页; 另

在文中加上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2   P. Grieve, “Leviticus”, in WTBT, 第 49 页. 
13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利未记释义》, 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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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利末记里, 耶和华与人相交的地位. 祂曾在西

乃山晓谕摩西, 在那里, 祂显示一种相交的地位. 从烈

火山上“传出烈火的律法”, 但在这地, 祂“从会幕中”晓

谕摩西. 这个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在恩典中, 会幕是神的居所. 神住在当中, 百姓

在祂四周. 这是百姓与祂建立关系的活泼根据. 神若

在西乃山上全面彰显了祂的性情, 显在百姓中间, 只

有“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因为他们是“硬着颈项

的百姓”. 但神进入幔内  —  基督成为肉身的预表(约

1:14)  —  坐在施恩座上. 那里有赎罪的血, 而不是“硬

着颈项”的以色列人. 这血在祂眼前是合宜的, 满足了

祂性情的要求. 大祭司带进圣所的血, 预表洁净人一

切罪的宝血. 这血“叫人成圣, 身体洁净”(来 9:13).  

 

我们必须留心耶和华在利

末记中的地位, 好叫我们正确的认

识当中的相交关系. 我们看见‘坚定

不移的圣洁’, 与‘纯一不杂的恩典’

联合了. 无论在什么地位上晓谕人, 

神都是圣洁的. 神在西乃山上是圣

洁的, 在施恩座上也是圣洁的. 在

前者而言, 祂的圣洁是如“烈火”; 在

后者而言, 是忍耐的恩典. 今日, 完

全的圣洁与完全的恩典相连, 正表现在基督耶稣的救

赎里. 这救赎在利末记已多方预表了. 

  

   我们先看献祭的秩序. 这些秩序都是奇妙的. 

从十字架开始, 也从十字架结束. 我们若先看燔祭, 就

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  完成神的心意(基督完全顺服

在神面前, 完成救赎). 我们若先看赎愆祭, 就看见基

督在十字架上, 背负我们的罪, 借着祂已完成的赎罪

牺牲, 把罪全然除掉. 然而, 在每项献祭上, 我们都看

见祂神圣可佩的位格之威荣、美丽、完善.  

 

利末记首先记述燔祭的条例. 我们看见此例预

表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来 9:14). 这就是圣

灵把此例放在这位置的用意. 主耶稣基督既来到地上, 

要完成荣耀的救赎工作, 祂的最高、最可喜的目标, 

是要把荣耀归给神, “神啊, 我来了为要照祢的旨意

行”(来 10:7)是基督一生的格言, 表现在祂生活的每一

片段上, 而在十字架上, 尤为明显. 神的旨意如何规定, 

祂都前来完成. 我们称谢神, 因我们晓得自己得着了

这已成就的“旨意”之福分, 就得以成圣(来 10:10). 基

督的工作基本上是向神作的. 祂在地上完成神的旨意, 

是祂莫大的喜乐. 祂“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

字架上”(腓 2:8); “祂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路 9:51). 

当祂从客西马尼园走上各各他的十字架时, 祂的心虽

产生紧张的意念, 仍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父所给我的

那杯, 我岂可不喝呢?”(约 18:11) 

 

福音书记载基督不同阶段的性情、位格、作

为(工作). 这些记载是历世历代神百姓所欢喜阅读的, 

他们爱戴、相信这些属天的启示. 但比较上, 人少把

利末记礼仪之例看为满有详细的教训. 利未记中献祭

之例一直被看为犹太人古代的风俗, 叫人听不到什么

特别有益的信息  —  我们的悟性没有属灵的亮光. 然

而, 利末记表面看来难解, 正如以赛亚书的深奥启示, 

但它们都是“从前所写的”, 所以“都是为教训我们写

的”(罗 15:4). 对, 我们要带着谦卑虚己的心, 来研读整

本圣经; 又要尊重、依靠祂施恩写下的教训, 并且留

心其大纲、意义、整个神圣启示的类推. 我们要有效

地抑制自己的想象力, 免得偏离敬

虔的正路. 但是, 我们要借着恩典, 

前来研读利末记中的预表, 认识这

些预表的至丰富、至精致宝藏.  

 

我们先来看燔祭 . 一如前

述, 它表明基督无瑕无疵的把自己

献在神面前. 利 1:3 节上: “他的供

物若以牛为燔祭, 就要在会幕门口

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那只一

岁大, 没有残疾的公牛, 预表主耶稣基督献上自己, 为

要完全成就神的旨意. “一岁的公牛”是其要求. 当我

们查看其他献祭时, “母”在一些情况是允许的. 无论

在哪一祭, 都要求“没有残疾”. 然而, 这里说的是最高

等次的献祭, 因为是基督把自己完全献给神. 在燔祭

中, 要表明基督只为了满足神的眼目和神的心, 这点

我们要清楚认识. 惟独神配测度基督的位格和作为, 

又只有神能全面体验十字架是完美基督的完备献祭.  

 

利 1:3 下: “要在会幕门口献… 可以在耶和华

面前蒙悦纳.” 这事清楚的向我们表明, 燔祭不是预表

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罪, 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

神的旨意. 我们可从基督的话里, 看出基督在十字架

上的两面观. 当祂看十字架为背负罪的地方，预想那

可怕的景象，就叹道: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

去”(路 22:42). 然而, 十字架还有另一面. 十字架在基

督眼中, 如同一幕景象, 说明一切祂敬爱父的深邃奥

秘. 在那里, 祂“可以”领了父赐祂的那杯, 喝尽杯中的

渣滓. 基督的一生实在散发出馨香的气味, 直达父的

宝座前. 祂常作父喜悦的事, 遵行神的旨意. 

 

燔祭并不是背罪(背负罪担, sin-bearing)的问

题, 也不是忍受神的震怒, 乃是全然自愿献上, 这点显

明在十字架的死上. 祂如此行, 是出于自愿的, 基督说: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5 

   

《家信》: 第 125 期 (2020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约 10:18). 要仔

细察看, 是“没有人”(原文: 无一者), 不论是人、是天

使、是魔鬼、是别的一切. 那是祂自愿的行动, 祂舍

去自己的生命, 好再取回来.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祢

的旨意行”(诗 40:8). 这就是基督把自己献为神圣燔祭

时所说的话  —  祂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这是祂莫

大的喜乐. 

 

利 1:4: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 燔祭便蒙

悦纳, 为他赎罪.” 按手的动作表示全面认可(即完全认

同, full identification). 借着这有意义的动作, 献祭者和

供物成为一; 在燔祭中所显出的合一, 保障献祭者的

供物完全蒙悦纳. 这可引申基督与信徒, 就是信徒…

永远在基督里蒙悦纳. “因为祂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

如何 ”,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

面”(约壹 4:17; 5:20). 你若在基督里, 

“祂如何”, 你在神面前也如何, 是在

无限的圣洁里. 这是神话语的明显教

训.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了丰盛”(西

2:10). 若说元首(另译“头”, 基督是召

会的头)蒙一种悦纳, 而肢体蒙另一

种悦纳, 这是不可能的事. 神看他们

为一, 所以他们是合而为一的. 元首

(头)和肢体同在一地位上, 蒙神无限

的眷爱和悦纳. 

 

利 1:5: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

宰公牛,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 要奉上

血, 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 我们研读燔祭的道

理, 最要紧的, 是记着它并非为满足罪人的需要, 乃是

献给神那永蒙悦纳的祭物. 燔祭预表基督, 祂并非为

人的良心献上, 乃是为神的心意献上. 再者, 我们在燔

祭中所看见的十字架, 并非表明罪是极恶可憎的(虽

然这是真实的), 乃表明基督对父的奉献, 永不摇动. 

这光景并非神倾出震怒, 倒在背罪的基督身上; 乃是

父在基督的自愿、馨香的牺牲上得到满意. 最后, 燔

祭中的赎罪… 是表明基督心中的渴望, 是实行神的旨

意和成就神的计划. 这个渴望使祂不退缩, 愿舍弃自

己毫无瑕疵的宝贵生命, 作“甘心献的” 馨香火祭(太
16:23). 

 

  背罪的观念  —  归咎罪  —  神的震怒, 并不存

在燔祭中. 我们读到: “燔祭便蒙悦纳, 为他赎罪.” 但

“赎罪”并非根据人罪孽的深重, 乃是根据基督把自己

完全献给神, 和神在基督里悦纳的深度. 这就是赎罪

的高尚观念. 我若看基督为赎罪祭, 赎罪的事就按着

神对罪的公义要求(包含基督背负罪担的程度)而定. 

但当我在燔祭中赎罪, 就要按基督自愿完成神旨意和

祂的能力, 并且按神在基督里对基督工作的满意程度

而定. 基督献给神的结果是何等完美的赎罪! 还能找

到别的吗? 必不能了.  

 

 利 1:6: “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 把燔祭牲切

成块子.” “剥”的动作有特别的意义. 惟有剥去外面的

皮, 里头的才显露. 供物外表“无瑕无疵”是不足够的, 

“隐密处”也要剖白, 筋和节都看见了. 惟独在燔祭中, 

这动作特别申明了. 这预表基督深切的献给父神. 基

督不但作了表面的工夫, 祂内在生活的秘密也剖白出

来. 祂内在生活的秘密愈多剖白, 祂的本性就愈显明

出来; 祂对父神旨意的奉献愈清楚表明, 对神的荣耀

愈渴慕, 就更表明祂的作为(工作)正是燔祭的真体. 基

督实在是完美的燔祭.  

  

“把燔祭牲切成块子.” 这个动

作与“捣细的香料”(利 16:12)的真理

教训相似. 圣灵乐意居住在基督牺牲

的馨香中. 不但在完整的献祭有香气, 

而且在每一细微的部分也一样. 我们

看完整的燔祭, 就是那无瑕无疵的; 

看燔祭的每一部分, 也看见它是一致

的无瑕无疵. 基督也是这样.  

 

利 1:7-8: “祭司亚伦的子孙, 

要把火放在坛上, 把柴摆在火上. 亚

伦子孙作祭司的, 要把肉块和头, 并

脂油, 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这是祭司

家族的高贵地位. 燔祭完全地献给神, 在坛上烧尽, 并

没有人的参与, 只有亚伦子孙作祭司的, 站在神祭坛

的四周, 观看那蒙悦纳之祭牲, 在火中升到神面前  —  

馨香的气味. 这真是高贵的地位, 高等次的祭司事奉  

—  召会与神相交的明显预表. 我们这些悔改的罪人, 

仰望我们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 看见十字架满足

我们一切的需要. 循此方观看, 十字架叫人的良心得

享完全的平安. 但我们是祭司、蒙洁净的敬拜者、祭

司家族的成员, 可循多方观看十字架, 瞻仰基督为完

成神的旨意. 我们这些悔改的罪人, 站在铜坛前, 借着

赎罪的祭, 寻得平安. 但我们站在祭司的地位上, 看见

那完备的燔祭, 心中称羡不矣  —  那无瑕无疵的羔羊

完全的献给神. 

 

我们若只看燔祭是满足罪人需要的, 这样, 我

们对十字架的观念就残缺不全了. 十字架的深邃奥秘, 

惟有神能测度. 故此, 当圣灵把十字架的影儿放在我

们面前, 首要的, 是叫我们看见那到神面前的路. 而十

字架道理的长、阔、高、深, 是人永测不透的. 他可

来到这喜乐的泉源, 永在此取水喝  —  得着心灵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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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足  —  他可应用重生生命的一切能力探求. 但十

字架仍只有神能认识透彻. 燔祭是第一步, 预表基督

的死, 惟有神看重、珍重这祭. 我们实在不能缺少这

祭的预表, 因为它不但叫我们看见基督之死的高贵, 

而且叫我们知道神十分看重这牺牲的死.  

神从十字架取得极丰富的荣耀, 除了借着基督

的死, 神未曾得着如此的荣耀. 基督自愿献上自己的

生命, 交在死地. 在基督的死中, 一切神的计划都立了

永固的根基. 有关“创造”的真理永不能建立如此基础. 

再者, 十字架开了一条义路, 让神的爱能流出来. 最后, 

十字架把撤但永远打败了, 并且“将一切执政的掌权

的掳来, 明显给众人看”(西 2:15). 这些是十字架的荣

耀成果. 所以, 当我们想到这些事, 我们可看到合适的

理由, 为何十字架的预表是独为神而设, 并且这预表

占了首先位置  —  在献祭的次序排列首位. 我再重申, 

若缺了燔祭, 其他的预表就黯然失色; 而若删去这预

表的记载, 整本圣经也就失去光彩.  

利 1:9: “但燔祭的脏腑与腿, 要用水洗. 祭司就

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 当作燔祭, 献与耶和华为馨香

的火祭.” 这对祭牲所作的行动, 表明基督本质上是纯

洁的  —  里外皆纯洁. 基督的内在心志和外在行为, 

是完全符合的, 祂的行为是心志的引索. 一切都朝着

一个方向, 就是神的荣耀. 祂身体上的肢体完全顺服, 

为要实践神心中的计划  —  祂的心只为着神、神的

荣耀和人类的救恩. 所以, 祭司“要把一切全烧在坛

上”. 燔祭是把“一切”烧在坛上. 惟有燔祭是归神独有

的(注: 祭司不被允许吃燔祭牲的任何部分, 燔祭要完

全献在坛上).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 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 要常常烧着. … 坛上的火, 

要在其上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

面烧柴, 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 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

脂油.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 不可熄灭”(利 6:8-

13). 坛上的火烧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 这正合宜的

表明基督里面的圣洁, 而祂的完全牺牲是我们合宜的

供应. 火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纵使入夜后黑暗寂静, 

火仍在神的坛上燃点着. 

我们继续看献祭的事, 在神的赐福下, 当中的

要点就逐渐看得清楚圆满, 而且确切的显出其意义. 

每项献祭的事, 都各具特色; 而所有的献祭合起来, 合

成了基督的全貌. 就如多面镜子, 各有各的位置, 从不

同的方面或角度反映那真正、完美祭牲的影像. 个别

的预表不能全面表明祂. 我们看见祂在生命和死亡中

的影像  —  作人生活, 也入死牺牲  —  向神也向人. 

在利末记的献祭中, 我们都看见祂这些的影像. 愿主

赐我们更大的容量, 进来享受祂的供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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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五祭中的素祭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我们来看素祭. 素祭用十分不同的形式表明

“耶稣基督”的人性(humanity). 燔祭预表基督的死, 素

祭预表基督的生命 , 二者都不关乎背罪(背负罪担 , 

sin-bearing)的问题. 在燔祭中, 我们看见赎罪, 但看不

见背罪  —  没有归咎罪  —  没有因罪而倒出震怒. 我

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祭牲在坛上全烧尽. 若是关乎背

罪的, 就要在营外烧(比较: 利 6:11-12 及 来 13:11). 

 但在素祭中, 连流血的问题也没有. 我们单看

见基督美善的预表, 祂在世上生活、行动、事奉. 我

们可颂之主的完全纯洁人性, 是每位基督徒必须留心

的. 主耶稣基督是唯一曾行经世途的完全人. 祂的思

想、言语、行动, 都完美无缺. 祂里头的道德本性, 满

足神圣的要求; 所以, 祂是完全匀称的, 没有某一方面

太特出. 在祂里头, 揉合了

慑人的威荣和感人的温柔. 

文士和法利赛人遇上祂责

备, 无言以对, 但可怜的撒

玛利亚人和那个是“罪人”

的女人, 不自禁的被祂吸

引 . 没有任何一方面的品

格特性排挤另一特性, 因为一切都匀称合宜. 我们可

从祂生活的每一片段, 观察到这点. 祂在五千个饥饿

的人面前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而当众人饱足, 祂就

说: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 慷慨和

节制同显出祂的完美. 祂的手一方面供应人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制止浪费挥霍的行为. 这位完全、属天的

人不会吝啬, 也不会放纵. 

请来看看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刻. 在那里, 

祂跪在父面前祷告, 深深表露祂的人性; 但在出卖祂

的一党人面前, 祂十分镇静, 满有威严, 使他们退后倒

在地上. 祂在神面前的举止是柔弱的, 但在审判官和

控诉者面前是尊贵不屈的. 一切属祂的都是完全的. 

祂所展现的虚己与镇静, 柔弱与尊贵都是神圣完美的. 

故此, 当我们默想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关系时, 

也能察觉同样完美的表现. 祂曾说: “为什么找我呢? 

14   以上附录一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利未记

释义》, 第 15-36 页. 编者也按此书英文版稍作修饰.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 

   

《家信》: 第 125 期 (2020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同时, 祂回到拿撒

勒后, 作了一个完全顺从父母的好榜样. 祂曾对母亲

说: “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而当祂正承受十字架

极大的痛苦时, 祂温柔地把母亲交托祂所爱的门徒. 

于前者, 祂分别出来, 完全的表现“拿细耳人”的精神

(分别为圣的精神), 为要成就父神的旨意; 于后者, 祂

表现一个完美之心的温柔. 拿细耳人的奉献和人性的

情感, 都全然完美; 二者互不相违, 各处其所, 照耀出

无限光辉.  

 

我们回来看利未

记第 2 章. “细面”是素祭

所必需的, 是这位完全人

的影像. 没有一颗粗糙的

谷粒, 没有不均匀、不对

称的, 也没有令人感到不

幼滑的. 无论外来有何等

大的压力, 表面仍然十分

均匀. 祂从不受环境影响, 以致滋扰不安. 祂常表现完

全的均匀, 而“细面”正好预表祂这方面的生活表现. 

在这一切事上, 基督与祂最尊贵、忠实的仆人, 大异

其趣. 比方, 摩西虽是地上最温柔的人, 他仍“用嘴说

了急躁的话”(诗 106:33). 我们看见彼得有热心、有斗

志, 但危险来到却怯懦退缩(约 18:15-27). 约翰常靠近

基督, 却也表现出分党和不宽容的心(太 20:20-24; 路

9:54-56). 保罗是众仆人中奉献最深切的, 但仍有参差

的表现. 他在大祭司面前说了些话, 其后他要撤回(徒

23:1-5). 在人身上, 我们总可找到一些错失. 唯独基督, 

祂是千万人中最美好的, “全然可爱”(歌 5:16).  

 

素祭中的“油”是圣灵的预表. 抹油之法有两种, 

而圣灵与道成肉身的儿子亦有两方面的关系. 细面要

“调”油, 并且“浇上”油. 这是预表. 在真体中, 我们看见

可称颂的主耶稣基督, 祂从圣灵“怀孕”, 后被圣灵“膏

抹”(比较: 太 1:18,23; 3:16). 这是神圣的事！圣灵亲自

记下预表的内容, 又亲自向我们显明真体. 祂详述这

些事, 在利未记的预表和影像中, 准确清楚的说明了, 

又叫我们在福音的记载中, 看见其荣耀的真体. 圣灵

感动人写成旧约和新约, 叫我们看见二者互相调合. 

 

圣灵向重生的人揭示最深的奥秘, 就是基督的

人性, 从童女腹中而生. 天使加百列向马利亚宣布: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因此所

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 我们从中知

道永生神儿子是借“至高者的能力”进入人体的. “你

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比较: 诗 40:6及 来 10:5). 这身体

是人的身体, 真正“血肉之体”. 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

或是神秘主义(mysticism)的言论没有根据,15 他们的

理论不攻自破. 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 这一切都是

深奥、坚定、神圣真实的. 天使实在证明永生神儿子

取了“血肉之体”, 是那“圣者”. 祂既是完全, 没有瑕疵, 

就没有衰败的根源. 除非是与罪有关的, 否则是不能

衰败的. 基督的人性完全没有罪. 在十字架上, 罪归于

祂, 祂“替我们成为罪”. 但素祭不是预表基督作人的

背罪者. 素祭预示祂完美的生命  —  祂在地上过着受

苦的生活. 基督的纯洁和完全人性之深邃奥秘, 是历

来至大的启示  — 是“调油的细面”之伟大真体.  

 

我们要察看 , 主耶

稣基督的人性与我们的人

性, 二者不能有所联合. 纯

洁的不能与不洁的相合 , 

不朽坏的不能与朽坏的结

合 . 属灵的与属肉体的、

属天的与属地的, 都不能

相融. 故此, 道成肉身并不像有人教训说, 基督取了我

们堕落的本性, 叫我们与祂联合(有者主张基督在活

着时为信徒遵守了律法, 使那些与祂联合的人靠基督

的圣洁生活而称义; 但这是不合圣经的看法, 编者按). 

祂若真如此行了, 就不须有十字架的死了. 祂不必感

到“迫切”, 要等“那当受的洗”成就  —  麦子不须“落在

地里死了”(约 12:24). 属灵的心眼要留心察看. 基督断

不会取了犯罪的人性, 叫我们在其中与祂联合.  

 

信徒如何与基督联合呢? 是在道成肉身方面

(基督在世取了血肉之体), 还是在复活方面呢? 必然

是在复活方面. 信徒是在新生命的大能中, 与基督联

合. 他们原本是死在罪中, 而基督在完美恩典中来到

地上. 祂是纯洁无罪的, 祂竟“成为罪”(成为代罪者),  

“向罪死了”, 好除去罪, 然后复活胜过罪和一切属乎

罪的; 在复活中, 祂成为新一族类的元首. 亚当是旧造

(旧的创造)的元首, 旧造与他一同堕落了. 基督借着死, 

                                                           
15   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和神秘主义(mysticism)皆

认为物质是最低级的, 是邪恶的, 或罪恶之源. 这看法影响

人对基督“道成肉身”的解释; 例如诺斯底主义里有所谓的

“幻影论”(Docetism), 即主张物质是邪恶的, 宇宙性的“救赎

主”基督不可能拥有实质的形体(真正的肉身), 所以人所看

见的只是祂的幻影; 但也有部分诺斯底主义者认为, 耶稣基

督有确实的肉身, 但基督的神性并非透过主耶稣母亲的胎

中而来, 而是在主耶稣成年后, 再进入主耶稣的身体内. 这

看法把“完全是人类”的耶稣, 与“完全属神性”的基督, 完全

分别开来. 简之, “幻影派”仅信基督的神性, 以为“主耶稣在

世只是一个幻影”, 乃是“神的显身”(Theophany); 并非一个

真人, 所以“祂并没有真正人生的经验, 既未真正受苦, 也未

真正受死”. “亚流派”(Arianism)则否认基督有真正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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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担负了百姓一切的罪担. 祂完全满足了一切对罪

人的要求后, 便复活过来, 得胜万有, 领他们与自己同

进新造(新的创造), 而祂是新造的元首和中心. 故此, 

我们读到圣经说 : “与主联合的 , 便是与主成为一

灵”(林前 6:17).  

 

现在来看另一句话的要点  —  “要用细面浇上

油”. 我们在这话里看见主耶稣基督蒙圣灵膏抹的预

表. 主耶稣的身体不但在奥秘中从圣灵而生, 而且受

圣灵膏抹, 成为纯净圣洁的器皿, 合神所用. “耶稣也

受了洗. 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祂身

上…”(路 3:2l-22). 主耶稣在公开事奉之前, 受了圣灵

的膏抹. 这事对每一位渴望成为真正有力事奉神的人, 

实在十分重要. 虽然基督从圣灵怀孕成为人, 祂的位

格是“神在肉身显现”,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居住在祂

里面, 但是祂来到世上成为人, 目的是遵行神的旨意. 

无论是任何旨意, 传讲福音、在会堂教训人、治愈病

人、洁净麻风病人、驱逐污鬼、喂饱饥饿的人、叫

死人复活, 祂都全靠着圣灵而行. 

 

何等深刻、圣洁的教训! 

是个十分需要、十分有益的课! 

我们何等轻易走上未蒙差遣的

路, 我们何等轻易凭肉体之力而

行! 何等多看来是在事奉, 但在

神判断是本性的好动和不敬的

行为! 我们实在要近前来, 默想

神圣的“素祭”  —  更全面的领悟

“调油的细面”之意. 我们要更深

入的默想基督. 祂虽在本身的位

格中, 有神圣的能力, 但仍靠圣灵作了祂一切的工, 行

了一切神圣的事, 最后, “借着永远的灵(指圣灵), 将自

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来 9:14).  

 

除了借着圣灵的能力行事, 其他一切都是没有

价值的. 人可写作, 但他若不蒙圣灵引导和使用, 所写

的就不能产生长远的果效. 人可讲道, 但他的舌头若

没有圣灵的膏抹, 所说的就不能生出稳固的根. 这是

严肃的话, 只要合宜的衡量一番, 我们就能十分儆醒, 

恳切的倚靠圣灵. 我们所需的, 是完全虚己, 这样, 圣

灵就能借我们行事. 一个充满自我的人, 不能成为圣

灵的器皿. 这样的人先要虚己, 然后圣灵才能使用他. 

当我们默想主耶稣的身份位格和完美事奉时, 我们看

见祂在每一个环境片段中, 都是凭圣灵的能力而行. 

基督到地上来作人, 表明人不但要靠神的话而活, 并

且要靠圣灵行事. 祂虽作为人, 但祂的心意是完全的  

—  祂的思想、言语、行为, 都是完全的. 除非有神话

语的直接权威, 和靠圣灵的确实能力, 否则祂便不做. 

噢! 让我们在一切事上更靠近、更忠诚的跟随祂的脚

踪. 这样, 我们的事奉会更有能力, 见证会更有成果. 

 

“细面”是素祭的基本祭物, 而“油”和“乳香”是

附加的, 二者的关系实有深切教训. “油”预表基督事

奉的能力. “乳香”预表事奉的目的. 前者告诉我们基

督靠着神的灵行一切的事, 后者表明一切都是为神的

荣耀而行. 乳香表明基督的生命惟独为神而活. 利 2:2

证明说: “…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 然后要把所取的

这些作为记念, 烧在坛上, 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

祭.” 而素祭的真体  —  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也一样, 

祂可称颂的一生, 惟独为神而活. 祂的每一个思想, 每

一句说话, 每一个眼神, 每一次行动, 都散发香气, 升

到神面前. 在预表中, “坛上的火”发出乳香的香气; 所

以在真体中, 祂的一生中更多受“炼”, 就更显明祂的

人性, 全都如同馨香的气味, 升到神的宝座前. 在燔祭

中, 我们看见基督“无瑕无疵(完全地)献给神”; 而在素

祭中, 我们看见祂表现一切内在的尊贵, 和祂人性的

完全行为, 都显给神看. 在地上, 有一个完美、虚己、

顺服的人遵行神的旨意 , 因着

神话语的权威, 靠着神的话语

而行. 祂发出的香气, 只是给神

悦纳的. “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 

简洁的表明其涵义. 

 

我们来看素祭中一样不

可缺的附物, 就是“盐”. 利 2:13: 

“凡献为素祭的供物, 都要用盐

调和, 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

立约的盐, 一切的供物, 都要配

盐而献.” “立约的盐”表明约的持久性质. 神亲自立定

的一切事, 永不能更改  —  没有势力可败坏它. 完美

之人基督一切的说话… 不但是恩言, 而且是严厉有力

的  —  祂的话都是神圣的, 不受污秽和败坏的影响. 

祂所说的话, 都有“乳香”的芬芳, 并且是“用盐调和”. 

“乳香”是最蒙神悦纳的, “盐”是对人最有益的. 

 

可惜, 有时人败坏的心不能忍受神圣严肃的话

语  —  用盐调和的素祭. 请看在拿撤勒会堂的事例

(路 4:16-29). 那时, 百姓“都称赞祂, 并希奇祂口中所

出的恩言.” 但当祂“用盐调和”那些话, 为要保守他们

不受爱国情操的高傲思想所误导, 他们便带祂出那建

在山上的城, 要把祂推下山崖. 

 

在路加福音第 14 章也有同样事例. 当主耶稣

的“恩”吸引“极多的人”跟随祂的时候, 祂立刻用“盐”

调和, 用圣洁忠信的话说明跟从祂的必然后果. 先是: 

“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这是“恩”. 但其后是: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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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门

徒.” 这是“盐”. 恩典是有吸引力的, 但“盐本是好的”; 

讲恩惠的道, 众人喜欢听, 但盐调和的道, 人总弃之不

理. 在某时候某环境下, “极多的人”会短暂寻求神恩

典的纯净福音, 但当有诚恳忠实的“盐”加入了, 除了

那些受神话语吸引的人, 其他都会拂袖而去. 

 

我们已经看过素祭的成分, 现在来看看那些在

外面的东西. 第一样是“酵”. 利 2:11: “凡献给耶和华

的素祭都不可有酵.” “酵”在整本圣经中, 都是罪恶的

象征. 在素祭中, 酵是必不能用的. 这是预表基督耶稣

的人性, 所以没有酸  —  没有胀大的东西, 也没有罪

恶的东西. 在基督里, 没有天性的酿味, 没有虚饰, 也

没有骄夸; 一切都是纯洁、可靠、真挚的. 祂的话有

时会直率, 但并不尖酿. 祂的风范是从来不自夸, 祂的

举止处处显出祂实在是常靠近神的. 我们的心被神苏

醒过来, 认识基督人性的完全和无酵本质, 实在深得

益处和舒畅  —  默想那位纯全无酵者的事奉和生命. 

在祂一切的思想、情感、渴求、想象中, 连一点酵的

粒子也没有. 祂是无罪、无瑕疵、完全的人. 祂借着

圣灵怀孕而生, 被圣灵膏抹, 有无酵的本质, 并且在世

上过无酵的生活. 祂常向神散发本性尊荣的香气, 在

人面前, 举止“和气, 好像用盐调和”. 

 

此外, 另有一成分如“酵”一样, 是在素祭外面

的, 就是“蜜”. 利 2:11 下: “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

点蜜, 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 就如“酵”在本质上, 是

代表明明可知的罪恶, 而我们也看“蜜”是象征表面的

甜蜜和吸引力. 神不认可二者  —  二者完全被排除在

素祭之外  —  都不宜献在坛上. 有些如扫罗一样的人, 

会着手分辨哪些是“下贱瘦弱的”, 哪些不是. 但神的

审判把亚甲列为亚玛力王最卑贱的儿子. 无疑, 人会

有些良善的德行, 但我们要看得合宜. “你得了蜜吗? 

只可吃够而已”(箴 25:16). 但要记着, 蜜不在素祭中. 

 

这一切对人心是

何等深切的功课! 我们可

称颂的主耶稣晓得如何处

置血气的事和血气的关系. 

祂知道什么分量的“蜜”才

是 “够 ”. 祂曾对母亲说 :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

事为念吗?”(路 2:49), 但祂又把母亲交托所亲爱的门

徒说: “看你的母亲”(约 19:27). 换言之, 血气的事从不

能打扰基督完全的人性, 拦阻祂把一切献给神. 马利

亚和其他人会想, 她与可称颂的主有血缘关系, 主自

然会给她一些特别的权利(可 3:31-32). 这位显出素祭

真体的主如何回答呢? 祂立即弃下工作, 赶着要回应

血气的呼唤吗? 不是这样. 祂如果这样行了, 就是素祭

与“蜜”调和的表现.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每当要侍候

神的要求, 祂都显出圣灵的大能, 所以我们读到“耶

稣…说: 看哪…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

妹和母亲了”(可 3:33-35).  

 

以属灵准绳适应血气的要求, 而又不会影响主

的心意, 这是基督仆人的一件大难事. 我们要记着, 真

正奉献的起点, 常是在一切敬虔的要求得到确定之时. 

我若处身一事奉(指工作)岗位, 是每天由早上 10时至

下午 4 时, 在这段时间内, 我就无暇出外探访和传道. 

我若经营生意, 就要有敬虔的态度, 保持生意廉洁无

私. 若我家中的事乱七八糟, 就无权出外传道, 因为这

只会令神圣洁的道受辱. 有人会说: “我感到蒙召(指

蒙主所召去全时间事奉主), 要去传福音, 但我发觉自

己的职位和事业是个障碍.” 你若蒙神呼召, 作福音的

工作(指全时间事奉), 你就要辞退职位或结束营业, 持

着敬虔的态度, 奉主的名走上事奉的道路. 

 

结束时, 我要补充

一句, 我们借着恩典, “得

与 神的性情有分”(彼后

1:4). 我们若活在这性情的

力量里, 就能跟随祂的脚

踪行. 我们若虚己, 我们的

每一动作都会散发属神的

香气. 无论大小事奉, 都能

借着圣灵的大能显出基督的香气. 出外探访、写信、

讲道、给门徒一杯凉水、赈济贫穷人, 或吃或喝, 都

能散发主耶稣的恩典和祂圣名的香气. 

 

但我们在一切事上失败, 也有亏缺. 我们走自

己的路, 令神的圣灵担忧. 我们的事奉很容易便寻求

自己的好处, 或是讨悦别人. 故此, 我们常缺少“油”、

“乳香”和“盐”; 而同时, 有容让血气的“酵”和“蜜”出现

的趋势. 自古以来只有一个完美的“素祭”(指主耶稣), 

感谢神, 我们在祂里面蒙神悦纳. 愿我们的心从世上

一切退出来, 反而更深入的认识基督. 愿我们密切的

注意祂, 轻看四周的吸引; 在我们的路上, 也不让五花

八门的事物, 令我们心猿意马, 不知所措. 无论是天色

常蓝或四野漆黑, 是柔和南风或北风刮面, 在平静安

好的湖面上或在巨浪滔天的汪洋中, 愿我们都在基督

里喜乐. 感谢神! 祂是令我们永远满足的福分; 我们要

在永世, 永远住在主耶稣的神圣完美里.16 

 

 

                                                           
16   以上附录二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利未记

释义》, 第 37-67 页. 编者也按此书英文版稍作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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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隔离检疫:: 
再思 QUARANTINE 

 
(A)   引言 

2020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是农历新年正月

初一. 正当全球华人准备在除夕夜(1 月 24 日)吃团

圆饭(或称“年夜饭”)的前一天, 即 1 月 23 日凌晨, 

中国史无前例地突然宣布“武汉封城”, 以全力对抗

由新型冠状病毒(另称: 新冠肺炎)引发的大疫情!   

 

湖北省的特大城市武汉拥有 1,100 万人口, 

是中国中部最大的交通枢纽 . 考虑到即将到来的

“春运”, 即从春节前 15天到春节后 25 天的 40天时

间, 这期间通常有 30 亿人次的旅游活动, 新冠疫情

肯定严重扩散. 因此, 从 2020 年 1 月 23 日 10 点开

始, 所有进出武汉的交通都被禁止, 一天之后, 整个

湖北省内都被禁止. 不久, 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紧

急应对措施, 包括封城封省, 强制人民“居家隔离”.  

 

除了武汉出行禁止, 中国当局还采取其他措

施包括大量和迅速“隔离”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暂停公共汽车和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关闭学校

和娱乐场所、禁止公众集会、禁止外出旅游等. 人

民被强制“居家隔离”, 以对抗新冠病毒. 

 

(B)  “隔离”措施的效果 

以上“隔离”措施效果如何? 3 月 31 日, 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在线发表了来自

中国、美国和英国的 22 位科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  

—  “中国 COVID-19 疫情暴发的最初 50 天内传播

控制措施的调查”. 这项研究报告指出, 武汉封城, 

加上中国各地的紧急响应措施, 让中国新冠肺炎感

染者的总病例减少 96%, 对疫情的遏制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若没有干预措施的情况下, 武汉外确

诊病例在疫情暴发第 50 天或累计超过 70 万. 这项

研究论文中提到, 就涉及的人口而言, 这似乎是人

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隔离(行动限制)事件.17 

 

今年 2 月,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意大

利、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家也相继成为“疫情

震中区”(震央区). 这些注重人权自由的欧美国家, 

起初是普遍反对所谓的“封城”或“居家隔离”, 无奈

在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飙升的危急情势下, 也

陆续采取不同程度的“居家隔离”, 以控制和扭转疫

情态势. 绝大部分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都强制那

些从国外(特别是疫情严重的国家)回来的国民必须

“自我隔离 14 天”.  
 

 

(C)  “隔离检疫”  —  Quarantine  —  的来源 

“居家隔离”、“自我隔离”、“隔离检疫”等已

是众所熟悉的字眼. 这些词语中的“隔离”或“检疫”

一词, 在英文是“Quarantine”.18 在这新冠肺炎疫情

时期, Quarantine 已成为高频词  — 出现次数多、

使用较频繁的词. 事实上, Quarantine 一字源自意大

利文 Quarantina (四十日, forty days), 其字根是意

大利文 Quaranta (四十, forty).19 “隔离”怎么会跟数

字“40”发生关联呢? 这一切要从十四世纪席卷欧洲

的黑死病(Black Death)说起.20 

                                                           
17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4/437782.shtm. 武

汉在封城(封控管理)76天后, 终于在 4月 8日凌晨“解封”. 
18   “检疫”一词英文译为 Quarantine. 根据《汉语大辞

典》, “检疫”一词意思是“防止人、畜或作物传染病从外地

传入本地区的预防措施. 例如对传染病区来的人或货物、

船只等进行检查和消毒, 或者采取隔离措施.” 《教育大辞

书》则解释, “检疫是指对可能传染疾病的人、处所和动物

(包括物资)进行隔离措施的意思.”  
19   引自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anry (7th ed., 1982), 

第 844 页; 按照《维基词典》网站的资料, quarantine 的词

源有二 : (1) 拉丁语  quadraginta (“四十”); (2) 意大利语 

quarantina (“四十 ”)  quarantina giorni (“四十天 ”)  

quaranta (“四十”)  拉丁语  quadraginta (“四十”). 引自

https://zh.m.wiktionary.org/zh-hans/quarantine . 此外, 美国著

名的《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也指出 , 

quarantine 可 源 自 意 大 利 语  quarantena 或 法 国 语

quarantaine , 但两者皆源于拉丁语 quadraginta. 也有资料

表明 quarantine 源自意大利文 quarantino (也意即“四十”). 
20   按照《中国动物检疫》(1995 年 04 期)的资料记载: 

“检疫(quarantine)一词, 本意为 40 天, 起源于十四世纪. 当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4/437782.shtm
https://zh.m.wiktionary.org/zh-hans/quara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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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赫德夫医生 
(Paul S. Sehdev) 

1347 年 , 墨西拿(Messina)  —  西西里岛

(Sicily)与意大利半岛相接的港口城市, 常年停靠着

往返于地中海各个贸易点之间的商船. 10 月的一天, 

几艘来自卡法的商船停靠, 外表看上去似乎没有什

么异常, 殊不知带来了过后数年席卷欧洲的旷世黑

死病疫情. 借着老鼠和跳蚤, 黑死病从西西里向欧

洲内陆扩散,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去, 它如同

幽灵一样, 所到之处哀嚎遍野.  

 

根据记述: “受害者发病那一天, 水泡和疖子

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 他们非常虚弱, 备受

折磨, 只能倚靠在床上. 不久, 疖子变成核桃那么大, 

然后变成鸡蛋或鹅蛋大小, 那种感觉痛彻心肺. 病

症会持续三天, 到了第四天, 又是一个孤魂.” 这样

的痛苦和死亡, 

令人不寒而栗. 

 

 当 时 , 

欧洲每个城市

都试图防止传

染病的流行 , 

例如用芳香植

物制成的药剂

进行消毒, 用火烧毁鼠疫患者的用品, 颁发健康证

明书. 除此之外, 人们只能想方设法地切断病疫在

城市之间的传播通道. 1377 年, 拉古萨(Ragusa)颁布

法令, 所有进港的船只, 包括人、牲畜、货物等, 都

需要等待 30 天后才能上岸, 这被认为是检疫隔离

的安全期限. 不久, 这一期限被延长到了 40 天, 也

有部分地区根据情况延长到达 50 天.21 

 

 针对上述事件, 美国俄勒冈州(Oregon)的传

染病专家塞赫德夫医生(Paul S. Sehdev)在其题为 

“隔离的起源”之文章中写道: “从 14 世纪中叶开始, 

瘟疫(指黑死病)不断席卷欧洲. 在 1347 年疫病传

播到南欧后, 瘟疫迅速蔓延, 1350 年, 传播至英格

兰、德国和俄罗斯. 据估计, 在这段时间里, 欧洲

有三分一的人口死亡.”  

                                                                                                     
时意大利共和国为阻止欧洲流行的黑死病(Black Death)、

霍乱和疟疾等传染病, 规定对怀疑感染有危险传染病的外

来 抵 港 船 只 , 一 律 将 船 员 留 船 隔 离 检 查 .” 摘 自 

http://number.cnki.net/show_result.aspx?searchword=quaranti

ne . 
21  参考杜骞(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文化遗产博士)所

撰写的“意大利疫情中的高频词 ‘Quarantine’竟源于此”, 

https://wap.wulizixun.com/fashion/20200304/10215760.html . 

地中海繁忙的海港城市拉古萨(Ragusa)采

取激烈的应对措施  —  隔离. 塞赫德夫医生评述

道: “当首例黑死病患者出现后, 该城的首席医生

帕多瓦的雅各布建议 , 在城墙外设立一个地方 , 

用于治疗患病的城镇居民和前来寻求治疗的外来

者. 这些建议是基于一种早期的传染病理论 , 提

倡将感染者与未感染者分开 . 不幸的是, 这些措

施作用有限(因为太多外来的商人和旅客进入城

内, 导致境外输入的病例大增, 远超本土病例, 编

者按), 促使城市大议会采取更激进的策略, 以阻

止疫情的蔓延.  

 

“1377 年, 大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 规定一

个‘trentino’, 即 30 天的隔离期限. 这项法令的四

项原则是: (1) 来自鼠疫疫区的居民或旅客, 除非

自行隔离 1 个月, 否则不得进入拉古萨; (2) 拉古

萨中的任何人不得进入隔离区, 否则予以留守隔

离区 30 天的处罚; (3) 除非大议会指派照顾被隔

离者的人 , 其他人不得不携带食物给被隔离者 , 

否则予以 1 个月留守处罚; (4) 不遵守这些条例者, 

予以罚款并隔离 1 个月处罚. 在接下来的 80 年里, 

马赛、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相继出台(指推出

或实行)类似的法令. 此外, 在这段时期里, 隔离期

从 30 天延长至 40 天 . 故而 , 隔离期称呼从

‘trentino’改为‘quarantino’. 这个词源于意大利语

‘quaranta’, 意为‘40’.”22  

 

 论到“隔离”, 塞

赫德夫医生指出: “将

病毒感染者与未感染

者分隔开的做法自古

有之 . 其中最早提及

这一现象的是《旧

约》 ( 指旧约圣经 ). 

《利未记》第 13 章

的开篇就讲到 , 任何

人感染了麻风病 , 就是不干净的, 就必须在营地

之外居住. 《民数记》第 5 章规定了一项义务: 

把患有严重皮肤病或者漏病的人赶出营地(注: 这

“营地”是指当时人民百姓居住的地方).”23 

                                                           
22   引 自  Paul S. Sehdev, “The Origin of 

Quarantine”,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Volume 35, 

Issue 9, 1 November 2002, 第 1071-1072 页, 取自网站: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23828 . 
23   民数记 5:2 记载: “你吩咐以色列人, 使一切长大麻

疯的、患漏症的… 都出营外去(意味着‘隔离’).” 

http://number.cnki.net/show_result.aspx?searchword=quarantine
http://number.cnki.net/show_result.aspx?searchword=quarantine
https://wap.wulizixun.com/fashion/20200304/10215760.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2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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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隔离 40 天, 为何是 40 天呢? 有几种

看法. 塞赫德夫医生表示: “将隔离时间从 30 天改

为 40 天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 有的学者认为, 它

之所以改变, 是因为较短的时间不足以阻止疾病

传播. 另一些人则认为, 这一改变与基督教对四

旬斋节(Lent)的遵守有关,24 这是一个 40 天的精

神净化期(spiritual purification, 灵命净化期). 还

有一些人认为, 40 天是用来反映其他圣经事件所

持续的时间, 比如大洪水、摩西在西奈山的停留, 

或者耶稣在荒野的停留…” 

 

关于拉古萨在 1377 年规定的“30 天隔离

期 限 ”(trentino) 过 后 被 改 为 “40 天 隔 离 期

限 ”(quarantino), 英格兰的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的近代欧洲历史高

级 讲 师 珍 妮 · 克 劳 肖 博 士 (Dr. Jane Stevens 

Crawshaw)评论到: “为何是 40 天? 卫生官员规定

40 天的隔离检疫, 可能是因为 40 这一数字对中

世纪基督徒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宗教意义. 神

用大洪水淹没大地时, 下了 40 昼夜的雨; 耶稣在

旷野禁食时, 也是长达 40 天.” 珍妮·克劳肖也指

出, 甚至在黑死病的瘟疫未发生之前 , 圣经中关

于“净化 40 天”(purification)的概念已经渗透到

健康习俗中. 例如, 女人在分娩后要休息 40 天.25 

 

 诚然, 40 天在圣经中确实“意义深远”. 它

是一个考验期, 也常带来重大“改变. 按圣经记载, 

挪亚时代大雨降在地上长达 40 天(创世记 7:12), 

大洪水泛滥在地上也是 40 天(创世记 7:17). 此外, 

摩西在西乃山上 40 天, 领受神的律法(出埃及记

24:18). 神也给罪恶滔天的尼尼微人 40 天时间反

省和悔改(约拿书 3:4). 到了新约时代, 主耶稣在

旷野禁食祷告 40 天(马太福音 4:1-2). 主耶稣复

活后, 也曾在地上 40 天之久向门徒显现, 然后才

荣耀升天(使徒行传 1:3,9). 有者指出, “40 天多少

有些浴火重生之意, 在经济与宗教因素的影响下, 

                                                           
24   “四旬斋节”(Lent)是天主教徒在复活节前 40 天

的禁食(称为“封斋”), 期限定为 40 天. 有者认为这是以

主耶稣在未开始传道前在旷野禁食祷告 40 昼夜为依据. 
25   https://www.history.com/news/quarantine-black-

death-medieval (此文章也提到“防疫隔离所”  —  Lazaret 

[意大利语: Lazaretto]的设立). 珍妮·克劳肖博士(Dr. Jane 

Stevens Crawshaw)是有关近代欧洲历史 (Early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约 1450-1800 年)的著名历史学家, 曾

对这段时期的欧洲历史事件(特别是公共卫生方面)发表

超过 20 多篇的大会论文, 也为学术期刊撰写不少文章.  

‘40 天检疫隔离’在地中海世界普及开来.” 过后欧洲

各国也相继以“40 天”为隔离检疫的期限, “从此, 这

个代表天数的名词(指 quarantina 或 quarantino ), 

被引申为‘隔离检疫’, 即使多数疫病的隔离期已缩

短, 但 Quarantine 依然沿用至今.”26 

 

 

(D)  “隔离检疫”: Quarantine 的再思 

 简而言之, Quarantine  —  “隔离检疫”已有

600 年以上的历史, 而将疫病及疑似病患者隔离

的历史则早在圣经上就有记载. 至于确切的隔离

记载, 是在 1374 年意大利的米兰(Milan), 官方将

疫病患者驱赶出城(强制隔离). 尽管“隔离检疫”造

成不便, 甚至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 但无论是对付

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 或其他瘟疫如 SARS, 甚至现

今的新冠肺炎疫情, 都是防疫的第一线措施. 美国

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公共卫生学院的拉利·高思丁教授指出, 隔离检疫

(Quarantine)乃是遏止疫病传染最重要的措施.27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

的隔离  —  据说全球超过一半以上, 约 40 亿的人

口被强制“防疫隔离”(Quarantine). 然而 , 对于智

者, 每一个危机都可能成为转机! 关键是: 我们能从

这次的 Quarantine (隔离检疫)中学到什么呢?  

 

(D.1) 知足常乐 

根据报导, “随着疫情的蔓延, 越来越多的地

方开始采取封城隔离措施, 人们闭门不出, 街上空

空荡荡, 就在这时 , 野生动物开始一个接一个出

现… 野猪从巴塞罗那附近的山上下来了, 梅花鹿则

在日本奈良人烟稀少的地铁站周围探头探脑… 成

群的野火鸡在美国加州奥克兰的街道上大摇大摆

地走, 一头美洲狮则出现在宵禁后的智利首都圣地

亚哥的市中心. … 智利农牧服务部主任说: ‘这里是

美洲狮原来的栖息地, 后来被我们夺走了.’ ”28  

 

 再看看另一则有关意大利的报导: “人们只

是隔离 2 周, 威尼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的水不仅

清澈了, 小鱼和天鹅都回来了, 甚至人们还第一次

                                                           
26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

&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188,&job_id=41602&art

icle_category_id=216&article_id=17414 . 
27  同上引. 
28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2004/02/WS5e85360

0a310128217283c72.html . 

https://www.history.com/news/quarantine-black-death-medieval
https://www.history.com/news/quarantine-black-death-medieval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188,&job_id=41602&article_category_id=216&article_id=17414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188,&job_id=41602&article_category_id=216&article_id=17414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188,&job_id=41602&article_category_id=216&article_id=17414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2004/02/WS5e853600a310128217283c72.html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2004/02/WS5e853600a310128217283c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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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海豚出现在运河里. 很明显, 最大的问题出在

人类自身.”29  

 问题出在人类自身! 这话一针见血! 地球上

的生态平衡是地球生物存在的最基础条件. 可惜人

类因着贪婪, 无节制地开发资源, 破坏生态, 导致越

来越多生物濒临绝种. 事实上, 冠病把人类“隔离在

家”, 却把大自然“释放”, 让它得着某种程度的“康

复”. 其实人类想要的太多 , 但所需要的并不多 , 

圣经提醒我们: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因

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

要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 6:6-8). 是时

候我们自我反省, 要上进也要知足, 因知足常乐. 

 

(D.2) 珍惜生命 

 对于追求自由的西方社会, 要实施“隔离检

疫”(Quarantine)绝对不易. 当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到

欧洲大陆, 各国政府在疫情肆虐下只好实行封城隔

离措施, 却遭民众极力反弹 . 例如意大利、西班

牙、德国、法国等都有民众上街抗议. 更甚的是美

国, 在 4 月中竟有数千人持枪上街抗议“居家隔离”, 

有者高喊“不自由, 母宁死”(指失去自由, 宁可去

死), 还与前来拦阻的医护人员发生口角和冲突. 可

是到底是自由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网络上流行绝妙

的几句话:   
 

隔离, 人权没了, 

不隔离, 人全没了. 
 

英文的表达也是一绝: 

Quarantine, No Human Rights, 

No Quarantine, No Human Left. 
 

还有中英结合的妙语: 

隔离, I See You, 

不隔离, ICU. 

                                                           
29   https://zhuanlan.zhihu.com/p/114883084 . 

 “隔离”虽然造成严重的经济亏损, 但不隔离, 

连启动和拯救经济的人都没了! 显然, 生命是更宝

贵的. 主耶稣提醒我们: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

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

呢?”(马太福音 16:26). 让我们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D.3) 追求永生 

 这次疫情的隔离期间, 提供我们宝贵的时机

去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与生活的优先顺序, 不至让

忙忙碌碌的生活使我们失去人生的意义与方向. 主

耶稣说: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

12:15). 我们听闻有许多富有的人在这次疫情中

感染冠病而离世 , 家财万贯也无法拯救他们 . 在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情况下, 再多的钱也无法旅

游享乐, 只能居家隔离, 等待疫情过去. 

 

主耶稣宣告

说 : “我来了 , 是要

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

的更丰盛”(约翰福

音 10:10). 这丰盛

的生命不是建立在

短暂的财富 , 或有

限的今生, 而是得享神所赐的永生 . 我们无论活

得多久, 也终有一死. 为何人会死呢? 圣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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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神借着圣经提醒我们, 不

是杀人放火才是罪; 当你我恨一个人, 或撒一个

谎, 就是罪了, 是要在死后受到审判, 结局是丢到

硫磺火湖永远受刑(参 约壹 3:15; 启示录 21:8).  

 

然而,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

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神已差遣主耶稣基督在大约两千年前来到

世上, 并在十架上成为代罪的羔羊 , 背负世人的

罪孽(约翰福音 1:29). 只要我们心里相信祂, 接受

祂作为我们的救主, 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  

 

 亲爱的朋友 , 今年是 2020 年 . 常听人说

20/20 是“完美视觉”(perfect vision). 有者打趣地说: 

“你知道为什么就在 2020 年, 全球这么多的人要进

行“隔离检疫”吗? 因为 20 + 20 = 40 = Quarantine 

(意即隔离检疫)!” 深愿借着这次的 Quarantine  —  

隔离检疫  —  我们能有完美的“视野”, 能看见宝贵

的真理, 看清生命的真谛, 学习知足常乐, 并且珍惜

生命, 更是追求永生!  

https://zhuanlan.zhihu.com/p/11488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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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M. Mo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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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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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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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们在

上两期《家信》中已列举不少这方面的证据, 并

证实了用“放射性元素鉴定法”(例如碳十四鉴年

法)来鉴定或推估地球的年龄是不准确的. 本期, 

马有藻在《鲜为人知的地球年》一书中, 从世界

人口计算、圣经历史推论和其他论证来探讨地球

的年龄, 并作出客观结论. 我们将之编辑如下.32 

 

(文接上期) 
 

(E)   以世界人口计算来推论地球年龄 

(E.1)   从亚当到挪亚时代的世界人口 

莫里斯(Henry Morris)曾在所著的《现代

科学的圣经基础》(The Biblical Basis for Moder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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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同上引, 第 18-19 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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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8, 90-100 页; 

也附加其他脚注中所注明的资料.  

Science)一书中讨论世界人口的统计. 马有藻在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就引述了莫里斯所采纳

的人口统计方程式.33 依照圣经创世记第 5 章的

家谱记录, 从亚当到洪水, 共计 1656 年.34 但是其

人口常数与现在的大不相同. 那时人的年岁甚高, 

并显然家庭人口众多.  

 

除了以诺在 365 岁时

未经过死亡被接升天之外(创

5:23-24), 创世记第 5 章所记

载的 9 位洪水前先祖的平均

年龄是 912 岁. 所记载他们儿

女诞生时的年龄, 从 65 岁(玛

勒列, 创 5:15; 以诺, 创 5:21)

到 500 岁(挪亚, 创 5:32). 他们每一位都说是“生

儿养女”, 因此, 每个家庭至少有四个儿女, 或者

更多. 一项十分保守的假设为: c=3, x=5, n=16.56. 

这些常数相当于平均每家六口, 平均每代一百年, 

平均寿命 500 岁. 以此为基础来计算, 洪水时的

世界人口是 2 亿 3 千 5 百万.35 

 

(E.2)   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时代的世界人口 

 挪亚时代的洪水之后, 人的寿命从超过数

百年(平均 9 百多岁)降至亚伯

拉罕的 175 岁. 到亚伯拉罕寿

终时(第 10 代; 注: 从洪水后

的“闪”算起, 直到亚伯拉罕共

有 10 代), 历史已过了 400 年. 

若每家有 8 口子(8 个人), 而

                                                           

33   莫里斯的人口统计方程式是 , 

详情参 H. M. Morris, The Biblical Basis for Modern Scienc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4), 第 416-420 页, 这

部分的统计和文章有中文译文, 请参“巴别塔与世界人口”, 

http://cclw.net/gospel/explore/kexueyushenjin/htm/chapter17.

html (注: 网站的这篇文章译自上引书, 第 414-436 页).   
34   根据 James Ussher 以创世记第 5 章的家谱资料来

计算, 从亚当被造算起, 直到挪亚时代洪水来到的那一年

(注: 洪水在挪亚 6 百岁时来到, 创 7:11), 共有 1,656 年. 
35   H. M. Morris, The Biblical Basis for Modern 

Science, 第 421 页. 上述 2 亿多的人口可说是最保守(最低

人数)的估计, 因为莫里斯指出, 若采纳另一些可能性也相

当高的数值计算, 从亚当至挪亚这 1656 年间, “到挪亚时代, 

全球人口高达 32 亿多(指 32 亿 2 千万人, 即 3,220,000,000)

不是不可能的.” 引自 H. M. Morris, Biblical Cosmology and 

Modern Science (Nutley, NJ: Craig Press, 1970), 第 78 页. 

http://cclw.net/gospel/explore/kexueyushenjin/htm/chapter17.html
http://cclw.net/gospel/explore/kexueyushenjin/htm/chapter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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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代平均 40 年, 那么在此时世界人口可达 2 百

80 万.   

 

(E.3)   摩西时代的世界人口 

 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全家)搬到埃及居住, 

在那里共 430 年. 后来世事演变至摩西领以色列

人出埃及, 经历 40 年旷野的漂流, 来到迦南地边

缘. 那时他们的人口约 2 百 50 万人(参 民 1:46; 

26:51). 其他国家人数应比他们多倍(注: 以色列

只是一国之民), 学者估计那时全地约有 1 千万人.  

 

 (E.4)   耶稣基督时代的世界人口 

 一般人类学专家从各方面研究人口的发

展, 诸如人身的质素、疾病、战争、粮食、饥

荒、社会问题、犯罪问题、出生率、死亡率等, 

曾作不同的猜测.  

 

若以每家人口 4.75 人及 40 年为一代来计

算, 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 普世人口达 2 亿人

(200,000,000). 前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Princeton 

University)人口研究所主任科尔博士(Dr. Ansley 

J. Coale, 1917-2002)表示, 耶稣基督时代的普世人

口约 3 亿人(300,000,000).36  

 

(E.5)   进化论的世界人口推算 

 有进化论学者认为, 人类在历史上已出现

350my (3 亿 5 千万年). 英国人类学家、非洲猿人

倡导者之一的利基(Louis B. Leakey, 1903-1972)

则认为是 20my (2 千万年). 若以最低标准的一家

四口计算, 世界人口应已超过 3 千亿人(300billion, 

即 0.3 兆人). 这么庞大的人口, 是匪夷所思的(地

球难以容纳如此多的人口, 粮食也肯定不足). 事

实上, 地球并非如进化论所倡导的那么漫长年日, 

照目前的出生率、死亡率, 人口普查的总数估计, 

反而是与圣经所反映的年轻地球不谋而合. 

 

 1999 年, 世界人口普查大会于北京举行, 

估计全球人口有 60 亿, 大会当年展示一些有趣

的人口统计与估计. 如下图:  
 

年份 -2000 -1000 0 1000 

人口 

(百万计) 

1 
(1 百万) 

50 
(5 千万) 

100 
(1 亿) 

250 
(2亿 5千万) 

                                                           
36   A. J. Coale, “The History of Human Population”, in 

Scientific American, 9:1974, 第 141 页. 

年份 1500 1650 1800 1990 

人口 

(百万计) 

300 
(3亿) 

550 
(5亿 5千万) 

1,000 
(10亿) 

1,700 
(17亿) 

年份 1950 1997 2080  

人口 

(百万计) 

2,500 
(25亿) 

6,000 
(60亿) 

10,000 
(1百亿) 

注: 年份 

-2000 = 公

元前 2000 
 

注: 截止 2020年 2 月 2 日, 全球 230 个国家人口总数

接近 76 亿 ( www.10guoying.com/bangdan/3985.html ) 

 

 这估计相当符合圣经的记载, 反而与进化

论的“智人”(按进化论: 能人猿人智人现代

人)所需的时间(3 百万年前是石器时代)大不相同. 

 

 世界人口增长早受进化论学者的注意 . 

1836 年,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的《人口论》一书是世界名

著之一 . 著名的进化论学者如英国的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和 华 莱 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也不甘后人, 他们以数

学原理的指数式计算法(exponential growth), 人

数从两人开始, 不出 1,100 年之久便可达到人类

在 2000 年时(大约 20 年前)世界人口的 60 亿人

(生长率 2%). 若地球单是 1 百万年的年纪, 世界

人口高达 108600的数字, 是难以想象的庞大. 若是

地球是超过 1 百万年的话, 以世界人口增长率推

论, 是难以接受的.37 
 

 

(F)   以圣经历史推论来探讨地球年龄 

 圣经基本上是一本历史书, 是历史文献, 

其中所记录的事迹, 在古今国家中, 都有类同的

记载. 历史事实不是科学, 因无法重演而没有科

学三大准则的定论(如可观性、重演性、实验性), 

却是不能推翻的事实, 既是事实, 所以也是证据. 

 

 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是一位医

生, 是文学家, 又是历史学家. 世界著名的阿伯丁

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东方古典文学专家

蓝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 1852-1916), 本是

反对圣经的人. 他认为新约历史是不可靠的. 某

次, 为了证明圣经历史的失实, 他亲自率队前往

                                                           
37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 第 49页. 有关世

界人口统计方面, 也请参亨利.莫瑞士著, 韩伟等译,《科学创

造论》(美国新泽西州: 更新传道会, 1979年), 第 144-145页. 

http://www.10guoying.com/bangdan/3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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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William Ramsay 

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地点、城市、村镇、庙宇、

官邸等, 并查究使徒行传的记录里所提及的人

物、官员、官阶、事迹(如饥荒、官吏上任、风

土人情、控辩程序、宗教文化等), 花了 15 年之

久, 结果证实作者路加所记述每件大小事物都符

合历史事实. 这位著名考古学家蓝赛爵士称赞路

加为世间罕见之精细、博学、准确的历史家.38  

 

(F.1)   圣经的家谱 

 新约作者写书目的不

是为经济糊口 , 而是为要将

真确的历史传递下一代 , 就

如路加撰写其福音书(路加福

音), 目的在于将耶稣基督在

世上的伟大言行留给后世 . 

他在路加福音 3 章 23-38 节

里详细记录耶稣基督的家谱, 由约瑟的父亲(指岳

父)希里开始, 共分三个时期, 一直追溯到亚当:  

 

1) 由希里至大卫(路 3:24-32); 

2) 由大卫至亚伯拉罕(路 3:32-34); 

3) 由亚伯拉罕至亚当(路 3:34-38)  

 

整个家谱名单共有 78 个人名(注: 路 3:23-

38 共记载 78 个人物, 这包括第 23 节的“耶稣”和

第 38 节的“神”), 再与其他圣经中的家谱(如马太

福音第 1 章; 历代志上 1-9 章; 路得记第 4 章; 创

世记第 5 和 11 章)互相比较下, 有数个要点可以

建立:  

 

1) 不少人名清楚是父子关系. 

2) 另有些人名不是直接父子关系, 而是祖宗与

后代关系. 

3) 挪亚之后的人物(挪亚至希里)是确立不移的

历史人物, 因有甚多历史文献可以稽查比较. 

4) 挪亚之前共有八个人物便到亚当(连亚当在内

共九人).39 这些人名部分有考古学查证是属

                                                           
38   J. A. Thompson, Luke the Historian (Melbourn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1954), 第 5-31 页; I. H. 

Marshall, Luke: Historian and Theologia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6), 第 51-76 页. 
39   这九人按次序是 : (1) 亚当; (2) 塞特; (3) 以挪士; (4) 

该南; (5) 玛勒列; (6) 雅列; (7) 以诺 [注: 犹大书 14 节证实

以诺是第七代, 是“亚当的七世孙”]; (8) 玛土撒拉; (9) 拉麦. 

“拉麦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创 5:28-29).  

真实人物, 其他则不详(注: 不详不等于非真实, 

只表示没有旁证而已). 虽然如此, 这段时间仍

不会太长. 

5) 若将挪亚前八个人物的年代与挪亚之后任何

八个有父子关系的年代作比较, 这便指出挪

亚前的八个人物不能霸占上百万年的时间. 

6) 历史事实指出, 人的历史不算太长(指不论有

无历史记录). 圣经创世记 5 章及 11 章同样提

供家谱的资料. 创世记的作者记录从亚当到

亚伯拉罕共有 20 代(20 个人名), 并经历 2,123

年(指从出现亚当开始, 至亚伯拉罕寿终时, 共

2,123 年). 有了这些资料, 再与路加福音第 3

章作比较下, 有几点值得注意:   

 

a) 在这 20 个人物中, 其中有五对人物(即 10

个人物)有圣经清楚表示是有直接的父子

关系, 其余的 10 代(另外 10 个人物)可以

容许有“代隔”(gaps, 指所记载的两代之间

有间隔)存在(注: 这看法是指 A 生 B, 但 A

与 B 的关系不是父子, B 可能是 A 的孙子

或后代; 换言之, 有些人名可能故意被作

者漏掉不记录).40 

b) 虽然有些人名或许漏记, 但圣经遍布相同

的家谱, 这样在相互比较下, 人的年代便

不能“无了期”地拉到上百万年去.41 

 

简而言之, 这 78 个人物在世上约有 4 千年

的历史(注: 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约有 2 千年, 而从

亚伯拉罕到希里或约瑟又大概有 2 千年之久, 所

以共 4 千年左右).42 若再加上基督时代(也可说成

耶稣基督的养父约瑟的时代)至今约 2 千年, 所以

人类历史约有 6 千年. 那就表示地球年不会是人

类学者、地质学者或进化论者所说的百万年. 

 

对于“这家谱内除了五对清楚表示父子关

系外, 余下 14 代可以容许有代隔”这一问题, 怀特

                                                           
40   例如 创 11:12 记载“亚法撒…生了沙拉”, 不过沙拉

其实是亚法撒是孙子, 因为 路 3:36 记载: “沙拉是该南的儿

子; 该南是亚法撒的儿子.” (注: 在希伯来文, A 生 B 可以指

B 是 A 的“后代”, 例如指“孙子”, 而不一定是“儿子”) 
41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 第 55 页. 
42   值得注意的是,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一书写道: 

“这 78 个人物在世上约有 6 千年的历史”(第 54 页). 这句话

里的“6 千年”可能是打字上的失误, 应该是“4 千年”, 因为

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再到约瑟大概是 4 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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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 Monty White)指出, 姑且算每代都有代隔, 

这样亚当的“诞生年”只能约在主前 18,000 年

(18,000 BC).43 换言之, 不是一般所说“始祖人”(第

一个人类)是百万年前或 50 万年前的人物.44 

 

(F.2)   创世记第 1 章之“日”字的意义 

 近年来不少科学家, 包括信神者在内, 认

为创世记第 1 章的“日”(day)一字不能按字面意

义作解释, 即不是“24 小时之日”. 他们认为“日”

字可意谓漫长的时间(day-age), 他们多以进化论

的“均变论”或“地质论”为基础, 这样地球便是上

百万年的.45 

 

 此解说表面看来堂堂理由, 却不顾及圣经

一贯的记录, 也与一般不以进化论为依据的科学

观有所不同. 请特别留意下列数个要点: 

 

1)  创世记第 1 章内的“日”字是用序数(ordinal)

表达, 例如“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等

等. 序数的用途(功用)是约束性, 指有限定的

时间, 非指漫长时期. 

2) “日”字前后有“早上”、“晚上”这些词语, 而这

些词语带约束性作用, 表示一日之内有白天

(昼)及黑夜(夜)两部分. 

3) 其他经文如 出 16:8; 18:13; 20:8-11; 31:18 等

都认为, 创世周(creation week)的“日”字都表

示“太阳日”之意. 如果硬将创世记第 1 章的

“日”字改变意义, 其他地方也需修改, 真的“牵

一发动全身”, 影响至大. 

4) 创 1:14 记载太阳在第四日被造, 如果“日”字

不是“24 小时之日”(而是漫长的千年时间), 那

么上文 11 至 12 节的花草树木绝对不能生

存.46 一则没有光合作用(symbiosis, 注: 生物

                                                           
43   A. J. Monty White, How Old is the Earth? (Welwyn: 

Evangelical Press, 1985), 第 29 页 . 也请读者参考网站
(Answers in Genesis):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evidence-

against-evolution/billions-of-people-in-thousands-of-years/ . 
44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 第 55 页. 
45   例如 D. A. Young (著名的旧约学者 E. J. Young)、

Bernard Ramm (释经学与护道学的著名浸信会神学家)、

Hugh Ross、Daniel Fuller、David Hubbard、潘柏滔 (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教授和圣经学者)、钱锟(美国三藩市

大学海洋生物学教授)和李立人等等. 
46   马有藻写道: “设若(假若)如进化论所说, 地球是

4.6by (46 亿年)前的产品, 而人是在 350my (3 亿 5 千万年)

才有的, 4.6by 与 350my 相距便有 4,592,500,000 年(45 亿 9

学称之为“共生”现象, 指两者相辅相成, 达致

共存), 二则冷热太漫长, 植物绝对无法生存. 

这一点也包括下文 20 至 25 节的海陆空之动

物百兽, 所以若一日等于上千年或百万年, 等

到第六日亚当最后出现时, 动植物早已绝迹.  

5) 创 1:14 的“昼夜”、“日子”、“年岁”等字词都

指一般时间的意义, 而非上千百万年. 

6) 第六日亚当被造成, 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 

及等了一段时间才看见夏娃被造. 如果“日”字

相等于很长的万万年, 那么亚当岂不是要等

相当长的百万年才遇见夏娃? 

7) 彼后 3:8 的“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是比喻

文字, 而不是数学的方程式.47 即使一日是一

千年, 六日是六千年也不够进化论所需的时

间(即超过万万年). 若一日即一万年同样也不

行. 若文字的基本意义及文字的比喻意义可

随意修改, 语言学怎能成立?! 

 

事实上, 按照犹太传统、初期教父、宗教

改革的神学家、近代创造论者, 都认为创世记第

1 章的“日”字是指 24 小时之日. 一些“有神论”的

圣经学者为了符合进化论而把“日”字解成上百万

年之光阴, 但整段经文(创世记 1 章 1 节至 31 节)

所提及动植物出现的次序与进化论的次序(以及

地质化石柱的次序)也绝不相同, 所以为了配合进

化论所需的时间而作的“迁就”是不必的, 也引致

更多问题.48   

                                                                                                     
千 250 万年), 若将此年数平分给创造周内的 6 日创造, 每

日可得 765my (7 亿 6 千 5 百万年).”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

的地球年》, 第 69 页. 换言之, 大约一半时间是黑夜的话, 

就有大约 3 亿年是黑夜, 植物在 3 万万年无法进行光合作

用来制造食物, 肯定死亡. 
47   作者也可用“千年如一分钟”的比喻法. 因此, “千年

如一日”表明神与人的时间观念肯定不同; 神是超越时间的, 

人却受时间所限. 它也可表示神能用一日的时间(固然一秒

也嫌多)完成人用上千年才完成的事. 
48   例如按照进化论的解释, 地球上应该先有所谓的

“Homo Habilis”【译作“能人”, 台湾称“巧人”; 按照进化论, 

“能人”(拉丁文学名: Homo Habilis )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 

生存在大约 180 万年前, 是介于南方古猿和猿人的中间类

型】如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 再经过漫长的进化, 才出

现像亚当那样的人类. 换言之, 亚当出现以前已有许多还未

进化成人的“猿人”在漫长年日里经历死亡. 这岂不是与圣

经的教导相违吗? 因为 罗 5:12 表明死亡是由亚当犯罪后

而来的. 此外, 创 1:26-28 记载亚当管理万物, 是“海陆空三

军的总司令”, 如果“日”字包含了漫长的百万年甚至亿万年,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evidence-against-evolution/billions-of-people-in-thousands-of-years/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evidence-against-evolution/billions-of-people-in-thousands-of-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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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Setterfield 

简言之, 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是可以用其他

国家的历史互相参照比较, 以鉴真伪. 考古学已

多方证实圣经历史的真确性. 从圣经历史的记载, 

地球显然不是进化论所谓的上亿万年的年纪, 而

是甚年轻的.   

 

 

(G)    重审“古老地球论”的论据 

在上一期的《家信》中(第 124 期), 我们

论到“古老地球论”的论据之一  —  放射性元素鉴

年法(如碳十四鉴年法, carbon-14 dating)  —  的

种种缺陷. 本期, 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方面的论证.  

 

(G.1)   光的速度减慢了 

放射性元素鉴定年代法倚靠太阳光, 因为

放射性元素的蜕变率(decay, “蜕变”或译“衰退、

腐化”)是建立在光的速度恒久不变. 若光的速度

恒久不变, 空中(空气中)的碳十四的产生率也不

变, 碳十四(C14)蜕变(衰退)成碳十二(C12)也不变, 

有机体对碳十二的吸收率也不变, 这样才能算出

那有机体的年龄.  

 

光速是每秒走 186,282 哩(注: 换成公里

[km]或米[m]是: 300,000 km/s ; 299,792,458 m/s).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E=MC2, C=光

速)是建在光的速度恒常不变论. 但光速是受物质

限制, 光在真空里比在空气里走得更快. 光经过

高热与高密度的物体时, 其速度较平常的高.  

 

2000 年 7 月, 普林斯

顿 NEC 研究所的科学家在

实验室里使用特别媒体能令

光速超越平常三倍. 丹麦科

学家却能反将光速降至时速

38 哩. 1986 年光物理学家塞

特费(Barry Setterfield)曾作实

验, 使光速加剧, 发现铀蜕变

(衰退)成铅的速度也快起来. 

另一位科学家尼森(Richard Niessen)也作不同的

实验, 在数学上他能使光于 15 年内从最远的星

                                                                                                     
按照进化论, 这些海陆空动物是已通过“物竞天择”后而“适

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那么亚当出现时, 岂不是站在充满死

亡的地球. 这再一次抵触圣经的教导, 因为圣经表明死亡是

因亚当犯罪后才临到世界(罗 5:12). 

体传到地球来. 不少其他的实验证明光速是受外

界因素影响的. 

 

在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之前, 地球受一层水

气护罩着,49 所以光速受到影响. 这意味着现今的

光速(186,282 mps)是洪水以后的事, 而洪水以前

的光速比较现今的快(注: 光经过高密度的物体时

速度较快, 而水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更大或更高). 

再者, 创世记记载, 人犯罪后地受咒诅(创 3:17), 

表示此后万物都在“腐化”(decay, 蜕变)过程里, 一

切都开始“老化”, 正如人老了, 毛病多了, 脚步也

慢了, 而“光”的速度也是如此. 地被咒诅后及灭世

洪水之后, 光速也减弱了, 所以用放射性元素来

鉴定地球年的方法也需要修改.  

 

(G.2)   煤与石油非年老? 

 大部分人从小开始, 因为只有一种宇宙观

的教育, 认为煤和石油是植物及动物经上百万年

埋藏在石层里腐化后蜕变成的. 现今科学家在实

验室里作出不同的试验, 他们将植物放在“等热

                                                           
49   根据所谓的“水气护罩论”或“水罩论”(Water Vapor 

Canopy Theory, 也称: Water Canopy Theory), 最初的地球是

被一层水所包围着. 创 1:6-7 论到神用空气(穹苍, 即地球表

面的大气层)把水分开, 成为上下两层  —  “空气以上的水”

和“空气以下的水”. 这“空气以上的水”就遮盖护罩着地球, 

产生温室效应. 于是南北极之间到处都是温带的环境, 有稳

定的气候, 所以地球表面的温度就很均衡, 适合动植物盛产. 

此外, 地球周围的这一层水(水层)能阻止有害的短波辐射

(如紫外线)照射到地球表面. 这水层就像现今的臭氧层, 有

保护地球的作用(注: 人常用水作保护生物的屏障, 免受原

子研究工厂内放射性物质的病害, 非常有效). 短波放射会

伤害生命. 正如细胞染色体产生遗传性老化一样, 短波辐射

线会加速老化的过程. 但最初的地球在水层护罩的保护下, 

动植物都长得比较大、更健壮或富有活力, 也活得较为长

久. 这也解释了为何挪亚时代的洪水之前, 人类的寿数显然

比洪水之后的更长. 有关“水气护罩论”的论证, 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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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1 页. 尽管如此, 这“水气护罩论”不过是个理论, 也受到

一些笃信圣经和深信创造论的学者们所质疑, 这方面请参: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environmental-science/state-of-

canopy-model/ . 简之, 此论是由莫里斯(Dr. Henry Morris)和

惠特科姆(Dr. John Whitcomb)在其合著的《创世记的洪

水》(The Genesis Flood, 1961 年版)中首先提出, 过后受到

狄洛博士(Dr. Joseph Dillow)在其著作(The Waters Above: 

Earth’s Pre-Flood Vapor Canopy)极力推广. 无论如何, “水

气护罩论”仍有缺陷或需要面对一些难解之谜, 所以仅可用

作参考(而非绝对真理), 将来或有对此论的进一步修正.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environmental-science/state-of-canopy-model/
https://answersingenesis.org/environmental-science/state-of-canopy-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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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adiabatic compression)的仪器里, 发现煤可

在数小时或顶多数日里便产生出来. 实验有时连

高压也不必用, 只需高热, 但需加上一种催化剂. 

这种催化剂在一些产煤甚丰的矿床中可找到, 所

以在天然煤矿中, 这些含有火山灰泥的化学素的

泥土正是“煤矿温床”.50 

 

 1986 年 5 月 , 华盛顿州圣海伦斯火山

(Mount St. Helens)爆发, 灾区涵盖附近有 150 平

方里的大树林, 超越百万颗树一瞬间连根拔起, 

连同不少火山灰泥狂泻入精神湖(Spirit Lake)里. 

三年后, 地质学家在精神湖旁发现不少煤炭的泥

煤(peat), 这地区被当地人称为现代的泥煤田, 正

是“点木成炭”(取谐成语“点石成金”).51 

 

 另一方面, 科学家也发现, 原油不一定需

要由动物腐化后而有. 他们用非有机体(如植物、

海藻、苔草)加高压、高温及催化剂(如 brine 盐

水)便可在短时间内制成原油, 有时只用高热的水

(如洪水)作为催化剂, 也产生相同效果.52 美国匹

兹堡(Pittsburgh)国立矿学会曾用 100 磅垃圾经

250C 热力和 1,500 磅压力在 1 小时内产生 2 加

仑原油来.53 

 

 两名澳洲科学家用一类页岩(torbanite)逐

渐加热至 400C, 实验 4 年后一块页岩变成原油, 

还有微少煤气(人造天然原油

与煤气). 美国生化学家吉施

(Duane Gish)说: “只有给予适

当的热力及压力 , 人可从垃

圾、动物粪便在 20 分钟产生

高品质的原油.”54 因为原油是

碳氢化合物(hydrocarbons), 垃

圾及粪便里有大量碳氢化合

                                                           
50   D. J. Morris, The Young Earth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4), 第 102 页. 注: 美国 Master 

Books 是全球最大的创造论书籍出版社 (由 Dr. Henry 

Morris 和 Timothy LaHaye 于 1976 年首创), 也备有以创造

论为基础的家庭学校课程(homeschooling curriculum). 
51   挪亚时代的洪水也有如此影响, 参本文附录一. 
52   Elizabeth Pennisi, “Water, Water, Everywhere”, 

Science News, #143, 2:1993, 第 24 页. 
53   R. Daly, Earth’s Most Challenging Mysteries 

(Nutley, NJ: Craig Press, 1972), 第 138-139 页. 
54   Duane Gish, “Petroleum in Minutes, Coal in Hours”, 

Arts & Facts, vol.1, no.4. 

物体, 在适当的压力和热力下就变成原油, 所以

时间不是因素! (意指煤及石油不一定要靠漫长

时间才能产生) 另一地质学家库克(Melvin Cook)

说埋藏在地下石层内的原油, 一般来说最多可停

留在这里不能超过 10 万年, 因为石油从石缝渗

透的速度(permeability)在进化论的漫长时间必会

漏光(换言之, 石油并非如进化论所言必须经过上

百万年才形成).55  

 

(G.3)   地质内的动植物化石 

 地球表面上最古老的岩石是在加拿大的

史雷夫省(Slave Province)之地, 估算约有 39 亿 6

千万年(3.96by). 不少进化论学者用它证明地球

的古老年龄. 但这些岩石却藏在较年轻的石层里, 

使地质学家困扰万分(注: 按照进化论的石层顺序, 

最古老的岩石应该是藏在最底层, 越年轻的石层

就越靠近地球表面). 马有藻在其所著的另一本书

《鲜为人知的化石层》(第 56 页)中评述道: “有

些古老的石层应在底下的竟在顶层出现, 有些较

年轻的应在上层却在底层发现, 有些不规则地夹

杂在其他石层中, 可见这些地层必曾经历甚大的

洪水颠覆, 故此一般公认的地质序律柱图确实难

以成立.”【有关“地质序律”, 请参本文附录一】 

 

此外, 在全世界不同的石层内分布各类动

植物的化石, 在这上百万块化石中, 95%是无脊椎

海产物 (海洋无脊椎生物 ), 余下的 5%, 其中

95%(即是 5%的 4.75%)是海藻类植物(海藻及植

物类), 而余下的 0.25%是其他有脊椎动物(包括

无脊椎的昆虫类). 在这些有脊椎动物化石中, 大

部分属海产类(占 95%). 其他陆地脊椎动物(包括

哺乳类)数量不多.56  

 

针对以上这些化石, 马有藻在《鲜为人知

的化石层》一书中评述道: “化石的分布在横方

面极其广阔, 地球 30%的陆地, 70%的洋海均有

化石的 ‘踪迹 ’, 甚至在干旱的戈壁沙漠 (Gobi 

                                                           
55   Melvin Cook, Prehistory and Earth Models 

(London: Max Parrish Co., 1966), 第 341 页. 注: 以上“(G.1)

光的速度减慢了”和“(G.2)煤与石油非年老”改编自《鲜为

人知的地球年》, 第 90-96 页. 
56   D. J. Morris, The Young Earth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1994), 第 177 页. 值得一提的是, 

地质内的动植物化石是一个指标, 写上“死亡”. 死亡本不是

神创造世界的项目, 而是人因亚当犯罪而引出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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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ert)、严寒的南北两极、世界最高峰的山顶

上 , 皆与地层序律 (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of 

Rock Strata)所放置的石层截然不同. 在纵方面亦

异常神奇, 比方蚌类有壳生物在下中上三层及每

层的夹缝里均可找到其化石足迹, 同时亦找到珊

瑚、水母等化石. … 蚌、珊瑚、水母等化石(注: 

按进化论学者, 这些蚌、珊瑚和水母的化石已有

数百万年)与… 今日‘活相貌’(指活在今日的蚌、

珊瑚和水母)绝无异样(这表示它们根本没有“进

化”成不同的动物). 地层里的化石亲自见证它们

不应置在数以百万年计的不同地层里.”57 

 

 以上种种迹象, 使人怀疑地球不会如进化

论所传的那么年老. 诚如马有藻所言: “化石证据

显示, 化石的形成是因急遽的埋葬, 而且每层(地

层)皆有曾遭洪水灾祸的痕迹, 故此化石证据支持

大洪水灾变(cataclysm)形成的地层序律论, 不支

持(进化论所谓的)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的古

今一致缓慢形成的模式.”58 

 

 

(H)    从圣经论据再思“年轻地球论” 

除了在前一期《家信》(第 123 期)中论到

的种种论据, 我们在本期另谈一些有关“年轻地

球论”的论证. 

 

(H.1)   自然山石与钟乳石的形成 

 1986 年, 美国华盛顿州的圣海伦斯火山

(Mount St. Helens)再次爆发, 熔岩喷出上空, 高达

半里, 浓烟蔽天, 微尘远播邻州, 山湖崩陷, 山洪

暴发, 葱茂树林随大水涌至大海, 附近海滩布满

四尺厚的山泥, 整座火山几乎夷为平地, 但不少

小山却纷纷诞生, 整个事件只在数小时内发生.  

 

 1992 年, 地质学家史蒂

芬·奥斯汀博士(Dr. Steven A. 

Austin)为了验证放射性鉴年

法的准确性, 前去采了新的火

山岩标本, 送到一家享有盛誉

的商业实验室 , 进行适用于

“钾-氩定年法”的检测. 某些子

                                                           
57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化石层》(加利福尼亚: 美

国荣主出版社, 2001 年), 第 54-55 页.  
58   同上引, 第 76 页. 

样本是以一整块完整的岩石出现, 另外一些则是

专门筛选出来以突出这块岩石标本是由几种矿

物组成. 从熔岩穹顶采集的岩石标本测得的年龄, 

是从 35 万年到 280 万年不等, 但其实这些岩石形

成于不过十年之前. 很明显的, 这些“年龄”是错得

离谱. 钾-氩定年法的一个假设就是所有的氩都会

在岩石还在熔融状态下就已经逃逸(指逸走或流

失), 因而测得的年龄应该是熔岩晶体化、岩石密

闭硬化的时间. 但是这个假设是错的. 这块岩石

在硬化的时候就含有很多氩, 所以测出了错误的

“年龄”. 这次罕见的机会用已知年龄的岩石来验

证“放射性鉴年法”已经说明这类鉴定年龄之法的

基本假设是无效的.59 
 

 

 

此外, 圣海伦斯火山的爆发也显示了峡谷

是如何可以更快速地形成, 这样的形成方法与传

统的进化论观念有很大不同. 持续的火山喷发冲

蚀了火山底部厚厚的沉积层, 形成多个沟槽和峡

谷. 其中一个沟槽被命名为“小型大峡谷”(Little 

Grand Canyon), 大小是大峡谷的四十分之一. 它

的崖壁高达 40 米, 宽度达 45 米, 谷底有一条小溪. 

前来参观的人很容易做出一个结论, 认为这个峡

谷是谷底的这条小溪在几百甚至几千年的漫长

岁月中逐渐侵蚀出来的. 但事实上, 这个峡谷的

形成过程已被

记录下来 : 它

是由一股泥石

流冲蚀出来的, 

就是在 1982

年 3 月 19 日, 

圣海伦斯火山

                                                           
59   摘自 https://www.chuangzaolun.com/创造科学文章

/item/204-圣海伦斯火山的喷发又是一个对圣经历史佐

证.html . 由于马有藻论到“圣海伦斯火山对放射性鉴年法

的影响”这一部分过于简化, 有不清楚之处, 所以我们在上

文采用上述网址的“创造科学文章”来取代. 

https://www.chuangzaolun.com/创造科学文章/item/204-圣海伦斯火山的喷发又是一个对圣经历史佐证.html
https://www.chuangzaolun.com/创造科学文章/item/204-圣海伦斯火山的喷发又是一个对圣经历史佐证.html
https://www.chuangzaolun.com/创造科学文章/item/204-圣海伦斯火山的喷发又是一个对圣经历史佐证.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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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的小型爆发将穹顶内的积雪融化了, 形成

了一股泥石流. 泥水和火山碎屑一并冲下山坡, 

在短短一天的时间中, 侵蚀出这个峡谷.  

 

这次圣海伦斯火山爆发显示, 人们原以为

必须历经千百万年才能形成的地质结构, 其实可

以通过一次的自然灾祸, 在数小时到数天内就能

被塑造出来. 目睹这次火山喷发在短时间内所造

成的影响后, 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挪亚洪水这样

的惊世浩劫是如何重塑我们地球的地质形态.60  

 

简言之, 山崩地裂的自然灾祸(如挪亚时代

的大洪水和火山爆发)使很多人对典型鉴定年代

法(如放射性鉴年法)的准确性感到质疑. 此外, 挪

亚大洪水所引发的自然灾祸能在很短时间内形

成我们今日看到的地形和地质结构. 换言之, 现

今我们看到的地形和地质结构可以是“年轻的”, 

而非如进化论所说的那样“古老”.  

 

 再举一例, 美国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

的卡尔斯巴德洞穴(Carlsbad Caverns)钟乳石山洞, 

是全美国数大景点之一. 洞内的钟乳石(或称“石

钟乳”, stalactite)和石筍(stalagmite)早被鉴定已有

2 亿 6 千万年

(260my, 指钟

乳石和石筍形

成速率). 可是

近年来 , 在同

洞穴的范围内, 

不少小钟乳石

纷纷形成 , 速

率是每月数吋. 

多年前, 卡尔斯巴德洞穴洞口有牌竖立, 牌上写

着“洞内的钟乳石约 260my”, 后来改为 7-10my, 

再后来改成 2my, 如今该牌已被除下了.  

 

 另有人发现, 在美国华盛顿首府林肯纪念

堂附近建筑物有钟乳石形成, 建筑物的年代与钟

乳石的年龄显然相差天壤之别. 拥有多项发明专

利的美国物理学家万瑟博士(Dr. K. H. Wanser)在

其家乡(Arlington, Virginia)附近的地铁站发现有

钟乳石, 长达 6 吋. 地铁站在 1991 年盖成, 发现日

                                                           
60   同上引. 

是 1998 年. 因此, 进化论学者的理论(即钟乳石的

形成往往需要上万年或几十万年时间)是无法成

立的. 换言之, 以钟乳石作为“地球是年老的论证”

必须受到质疑和弃绝.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 万瑟

博士其中一项发明是将木头迅速钙化, 使木材能

防水防火, 光滑耐用, 其过程的原理相仿挪亚时

代洪水后甚多木头成化石的原理.61 

 

 资料显示, 地球山石、化石的年代不一定

如进化论俗传的那样古老久远. 圣经的挪亚洪水

带来的“后遗症”可供解释很多现今考古学家、地

质学家所找到的现象. 就如上文略提一下的例子, 

美 国 亚 利 桑 那 州 (Arizona) 的 大 峡 谷 (Grand 

Canyon)是一幅大自然剥蚀“鬼斧神工”的杰作. 进

化论者解释说, 它是千万年风打雨蚀所产生的现

象. 可是美国国立垦发局长、气象物理学权威霍

布罗伊德博士(Edmond Hobroyd)表示, 只要 30 尺

厚的水流, 冲力有每分钟达 1 里的速度, 其冲击

力便可损毁钢铁、倒塌大厦、削平山岭, 而大峡

谷的奇景正是挪亚时代洪水时所造成的现象.62   

 

 

(H.2)   物理学的两大热力学定律 

 物理学两大热力学定律(或称: 两大热能律, 

1st and 2nd Law of Thermodynamics)如下:  

1) 热力学第一定律: 物质无增无减(物质不减律) 

2) 热力学第二定律: 物质无复原(物质变熵律) 

 

第一定律指出: 只有转型(物质可变成能

量), 那就表示物质有个开始, 才可成为“不可加

减”. 第二定律则指出: 物质不可复原, 表示物质

渐趋退化. 若物质渐趋退化, 物质必有个开端. 

 

进化论的宇宙观多以大爆炸论为起点, 然

而大爆炸之前的气体从何而来, 鲜有人理会, 不

明所以的便倡说“自然已有”, 表示物质(气体)早

已存在(才可以聚结成大爆炸), 那就相等于物质

永恒的论调了. 然而这又与物理学的两大热力学

定律大有抵触, 不过持守大爆炸论或其他相关理

论者在此都不了了之(指把事情放在一边不管, 就

算完事). 

                                                           
61   K. H. Wanser, In Six Days, ed. J. F. Ashton (Green 

Forest, Arkansas: Master Books, 2002), 第 104 页. 
62   Edmond Hobroyd, In Six Days, 第 282-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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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ayzer 

事实上, 物质非永恒不是基督徒属灵的口

号, 而是物质世界的永恒定律. 神以永恒的大能

创造天地万物. 当祂的创造大工完毕, 祂宣称一

切都是好的, 并且安歇了祂的创造工作(创 1:31; 

2:1-2), 于是热力学第一定律正式开始运作(即物

质无增无减了). 后来亚当犯了罪, 神咒诅大地(创

3:17-19), 热力学第二定律便投入管理世界之自

然律的行列内. 大地的生命依旧进行, 但大地却

逐渐衰老下去.  

 

现代科技虽可缓慢衰老的速度, 但无人能

停止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运作. 虽然种子可变成大

树, 胚胎成人, 村落变城市, 但这一切并非说明这

两大定律不可靠, 因为大树终会衰老死亡, 人也

是如此, 城市也会成为废墟. 

 

热力学第二定律再次

说明, 宇宙将渐趋无有. 若宇

宙是大约 150 亿年前开始,63 

经此漫长岁月, 整个宇宙该

已经衰老、退化而至毁灭 . 

这定律使物质不断老化, 而

不是进化(注: 此论点同样适

用于地球: 若地球按照进化论所说的, 约在 46 亿

年前开始, 那它也会不断老化). 哈佛物理学家雷

泽(David Layzer)称此律为“时间的箭头”(Time’s 

Arrow), 又说此律将物质逐渐指向“零”(意指“无

有”). 雷泽是著名进化论学者, 也不能解释物质如

何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第二热能律)下产生更多的

“资料”(information), 使生命进化到较高等的层次. 

事实上, 时间越长, 地球越远古, 生命反而不能进

化成更高等的状态, 产生更高级的生命资讯, 就

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所限制的.64 

 

(H.3)   神迹不需要时间 

 圣经记载神施行的“神迹”常发生在公众场

合, 有人目睹(虽有些医病神迹在房间进行, 但被

行神迹者[蒙医治的人]之前之后都有人知晓其身

体缺陷). 神迹是历史事件, 有些还记载在国家史

志(指记录历史的文字书籍)内, 例如摩西带领以

                                                           
63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宇宙龄》(加利福尼亚: 美

国荣主出版社, 2004 年), 第 26 页. 
64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 第 78 页. 

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亚述 18 万大军一夜间

全被剿灭等等.  

 

神迹按定义是“神权能的彰显”, 地球的诞

生是个神迹, 是神权能的彰显, 神发出命令便有

地球, 是即时发生的, 瞬间即成(instantaneous), 即

造即有, 不用经过历史上亿年的时间. 例如神说

“要有光”, 便立即有光. 神在创造周内的第一天说

要有光, 光便照射出来. 人用“光年”(light years = 

ly )来量度宇宙纵横的距离,65 若他在场见证神的

创造, 他可见到光已铺满整个天空. 若进化论说

光要经过若干亿年才达到地球, 这不表示地球的

年纪上亿年以上, 因为“光年”只是表达距离的量

度单位, 而不是说要等那么久才来到地球.   

 

其他神迹每一个

都瞬间即成, 诸如亚伦之

杖开花(民 17:8); 乃缦的

大麻风被治好, 皮肤嫩如

小孩(王下 5:14); 主耶稣

在迦拿的婚筵上把水变酒的神迹也是即成的, 不

用经过岁月才酿成上好的陈酒(约 2:7-10). 此外, 

五饼二鱼的神迹即时喂饱五千人; 瞎子重见光明; 

瘸子跳跃走路; 种种久病立刻痊愈等, 无一不指

出神迹是即时发生的. 试想无所不能的神创造地

球时, 哪里需要亿年岁月才成?! 

 

(H.4)   万物被造时的年龄 

 我们不可忘记一件事, 神的创造配上年龄

在其中. 神创造亚当时, 亚当不是一岁小孩, 而是

已有成熟智慧的人(注: 他有智慧命名各种动物, 

创 2:19), 也可结婚娶妻. 亚当被造的那一刻, 神已

将某年龄放置在他的生命里. 亚当的“出生证”若

写上 xx B.C.(主前某某年), 但他的实际年龄严格

来说还需加上神放置在他生命里的年日, 即 xx 

B.C.加上 xx 年.   

 

 其他实例如大树(非种子)、果树(果子累

累)、大鱼、飞鸟、恐龙、鸡(非鸡蛋)等出现时, 

都是长大了的, 都蒙神赐下年岁在其中. 此外, 宇

                                                           
65   据说 1 光年大约是从地球到月球来回 1 千 2 百万

次(12 million). 科学家认为, 宇宙有 50 亿光年(5 billion ly)

的辽阔, 而最接近地球的恒星半人马座(alpha Centaurus)也

有 4.3 光年.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宇宙龄》, 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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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的繁星、地球的岩石、矿物, 甚至原子等, 被

造出来时也已有年代在内. 

 

 1972 年美国太空科学家成功地从月球带

回不少月球石, 并在美国的太空中心(NASA)展示

这些石头的年代, 在玻璃柜前写着 4.6by (46 亿

年). 让我们姑且不谈测量这石头年龄的方法是否

准确可靠, 姑且接受上述年龄无误, 但这也无法

证明月球或地球一定是年老的, 因为神造月球时, 

可以将年龄置在其中, 与年轻地球论并无冲突. 

 

 简之, 神所造的地球是个功能完备的星体, 

它有“年代的外表”, 却无大爆炸论所说的年龄. 马

有藻写道: “神的创造里包括有年龄, 这是神所用

的一个特异方式, 是唯神独有的‘特异功能’!”66 

 

(H.5)   石头里的母与子 

 马有藻指出一个人常忽略, 却是可能发生

的情况. 他写道: “在神创造地球时, 祂必定将不

同的矿物置在其中, 这些矿物有放射性功能和无

放射性功能的, 即矿物本身(母)与同位数矿物(子). 

换言之, 放射性物质(母)伴随它的自然衰变产物

(子)而同时被创造(如铀及铅), 因此给人一个错误

印象, 例如当有人在石头里只看见衰变产物, 他

会生一个错觉, 满以为这是非常年老的石头, 其

实那石头是很年轻的, 正是‘母子同年’! 这一点给

很多人忽略了, 而至假设丛生, 更将结论建在虚

有的假设上.”67 

 

(H.6)   超速衰老症与创造时的年龄 

 挪亚时代的洪水灭世后, 人的寿命明显逐

渐减短,68 由亚当的 930 岁降至亚伯拉罕 175 岁, 

至摩西 120 岁, 至 30 代后的大卫 70 岁, 正如诗篇

90:10 所言: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

壮可到八十岁.”  

 

 人的寿命受不同细菌的感染, 以致遗传基

因也受损害. 其中一种稀有的病毒使人活在“超

                                                           
66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 第 65-67 页. 
67  同上引, 第 74-75 页. 
68   马有藻评论道: “挪亚洪水时, 天上的水气罩破裂, 

大水倾盆而下, 大地被洪水淹盖全地一年有余. 随着地球没

有水气罩的保护, 臭氧散播全球, 甚多动物绝种, 人的寿命

逐渐减短.”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地球年》, 第 67 页. 

速衰老”(progeria, 或译: 早衰)状态中. 小童若染

上这早衰症, 每年生命便急速衰老如过了 13 年. 

在病理学史上有不少实例, 其中有一名在美国德

州的小孩, 实际年纪仅 8 岁, 但样貌却像饱经风

霜岁月的 80 岁老公公. 马有藻指出, “超速衰老

症”(早衰症)可作为一个举例: 地球是个年轻的星

球, 年龄不超过 15,000 年, 但其中包藏一些“岁

月”, 正是创造包括年龄.69 

 

 

(I)   结论 

综合我们在这三期

《家信》所讨论的(即马有

藻在其所著的《鲜为人知的

地球年》一书所列举的种种

论证), 马有藻归纳下列数点:  

 

1) 有者认为地球是年老的, 

那是因为进化论需要上亿万年的时间, 让“无

机体”变成有机体, 再由有机体变成海陆空各

类动物, 最后变成人. 时间是进化论的“血液”, 

没有它, 就没有进化论的生命(意指没有它, 进

化论就死了, 无法成立). 这点没有一个进化论

学者不同意 . 美国著名进化论生物学家兼

1967 年诺贝尔得奖人沃尔德(George Wald, 

1906-1997)也承认说: “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 

不可能(impossible)变成可能(possible), 可能

的变成或然的(probable), 或然的变成必定的

(certain). 只要等待, 时间可创造神迹.”70 正如

科学家鲁希(W. H. Rusch)所说: “对进化论者

来说, 时间是最伟大的造物主.”71 对进化论者

而言, 时间似乎可以让任何事发生, 连青蛙都

可变成王子.  

 

2) 计算年代的各类放射性元素测量法都建立在

不少无法证实的“假设”上. “假设”加上“假设”

不是变成“可能”, 而是更大的“假设”. 但非专

业人士根本不知道这些计算法是基于“假设”, 

因为进化论科学家不会预先讲出这个事实. 

                                                           
69   同上引, 第 68 页. 
70   George Wald, “The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Life”, 

in Origins of Life, 1974, 第 26 页. 
71   Wilbert H. Rusch, The Argument: Creationism vs 

Evolutionism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1984), 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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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度地球年龄必需用地球现有的现象和资源, 

但问题是现有的地球与先前的不同, 如光(光

速)也减慢了, 地球的磁力也变弱了, 所以这些

计时法有可能失准. 例如今日看见 100 年有 1

寸尘, 表示 1 尺尘便需要 1,200 年(注: 1 尺=12

吋), 但圣海伦斯(Mount St. Helens)火山爆发

事件, 或 911 世贸大楼倒塌事件, 甚至邻居装

修也会影响年代计时法.  

 

总括而言, 地球年龄的计算法最后的底线

乃是“到底有没有神”, 不是放射性元素计算法屹

立不移(意指准确可靠). 事实上, 我们可倚靠神的

启示来作我们最后的准绳, 不用“削足(喻圣经)就

履(喻科学)”(指调整圣经来符合科学), 更可坚信

圣经的真理与科学的事实是共谐的. 神说六日内

天地造成(出 20:11), 那便是 144 小时的六日, 而

非亿万年, 因为在神那里绝无难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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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地质石层序律 

(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也称: 叠层原理、 

地层层序律, 简称: 层序、地层叠序) 

 

 许多地质学家因以进化论为基础, 认为生物界

先是由“无生物”至“无脊椎”至“有脊椎”至“鱼类”至

“两栖(动物)”至“爬虫”至“鸟类”至“哺乳类动物”至“猿

人”, 所以不同种类的化石便放在不同的叠层内, 于是

无生物化石的石层放在最底下, 如此类推的叠上去, 

最顶层的是猿人化石层.72 这样的叠序是建立在进化

论的假设上.73 

 

 可是这以进化论为基础来分划的地层叠序却

无法解释一些现有的现象, 例如: 

1) 在世界多处地方皆有多层次的地层(polystrata), 其

中含有不少化石, 有些化石照一般进化论地质学

的假设, 该在上面或该在下面, 但这些化石竟然完

全颠倒过来  —  该在下层反在上层, 该在上层的

又竟在下层. 有些树干的下半部埋在煤层中, 上半

                                                           
72   根据地质学家运用进化论为骨架而作出的年代推

测, 无脊椎时代为期 3by (30 亿年), 由此进到鱼类时代是

100my (1 亿年), 由鱼类至两栖动物是 30my (3 千万年), 由

两栖动物至哺乳动物又经过 160my (1 亿 6 千万年)等等. 

马有藻著, 《鲜为人知的化石层》(加利福尼亚: 美国荣主

出版社, 2001 年), 第 60 页. 
73   同上引, 第 49 页. 

部则埋在铁石层里, 完全与进化论认为需要经过

百万年层层叠叠而成的(石层叠序)大大相反. 

2) 在这些多层次石层里, 有不少大树贯穿其间, 有些

树干竖立约 20 多尺, 穿过进化论所谓的“数百万

年”的石层, 叫人难以相信(意即数百或数千年的

树如何穿破所谓“数百万年”才可形成的石层?) 

3) 不少埋没在沉积石层中的古生物化石, 年代以“百

万年”计(这是根据进化论的估计), 可是这些本该

灭绝的化石, 到现在还纷纷出现, 如著名的棘鱼

(Coelacanthiformes, 70my [7 千万年] )、舌形贝属

(俗名: 海豆芽, lingula, 400my [4 亿年] )、海百合

(crinoids, 500my [5 亿年])等活化石, 它们与今日

尚存的物种相同, 连外形也没有改变, 也没有适者

生存, 自然淘汰的现象, 这表明地质序律置放它们

在极古老的石层内全是人为的, 而非科学的定论. 

 

 事实上, 现有的地质序律里所含有的化石并不

显出进化的程序, 反而是透露这些古生物“因在大洪

水中逃生时而遭淹没”的顺序. 当挪亚时代的大洪水

来到, 海洋无脊椎生物先沉积在底层内, 鱼类处在较

高层, 两栖动物逃命至高处后遭殃, 爬虫类则往更高

处, 鸟类与哺乳

动物往再高处.  

 

 洪水的

大浪潮带着动

植物的遗骸在

地上来回冲击, 

全部生命的残

骸 都 与 火 山

灰、岩漿、泥泞和其他破碎物体混在一起. 汹涌的洪

水把已死的动植物从大地和海洋带到平原, 成为水后

的积层, 层层叠叠, 起起伏伏, 动植物混在一起, 埋在

地层中. 故此, 地质序律的十多层分类, 由最底至最顶

均显示出一种地质特征 , 非十多种 , 它们都是沉积

(sediment), 而地上的化石全在沉积岩层里出现.74  

 

简而言之, 进化论学者宣称最远古的石层是

“先寒武纪”(Pre-Cambrian), 有 1.8by 至 600my (18 亿

年至 6 亿年)之久. 然而, 地质序律所显示的, 却是挪亚

时代大洪水沉积的序律, 而这大洪水发生在大约 5 千

年前,75 所以上述石层并非像进化论所谓的有上亿年

那般的远古. 

                                                           
74   同上引, 第 58-59 页. 
75   一些圣经学者估计挪亚时代的灭世洪水发生在大

约主前 2300-2600 年间, 若以今年主后 2020 年计算, 挪亚

洪水可说是发生在大约 5 千年前(即 4320 至 462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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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马丁  
(Walter S. Martin) 

 

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11) : 

天父必看顾你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焦虑 (Anxiety)

是一种常见的情绪 , 

相信很多人都曾在生

活中有过这样的情绪

经验. 什么是焦虑呢? 

《教牧咨商辅导辞

典》对“焦虑”一词的

定义是: “由不确定的因素所造成的一种不愉

快心理激起状态. … 在情绪上, 可能会有恐惧

感觉, 对大难临头的模糊预期, 或更清晰的一

种害怕.” 《张氏心理学辞典》则将之解释为

“一种由紧张、不安、焦急、忧虑、担心、

恐惧等感受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状态.” 这样

复杂的情绪状态令人感到十分难受. 

 

 焦虑的原因很多 , 

其中一种常见的是为了

亲人的病痛而焦虑. 在台

湾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 

“心理疾病职能治疗学”

的施以诺博士指出, 有一

位美国纽约的牧师马丁
(Walter Stillman Martin, 

1862-1935) 就曾有过这

样的经历.76 1904 年, 马

丁受邀前往纽约某个教

会, 要在某个主日讲道, 但那个周末, 他的妻

子茜维丽雅(Civilia D. Martin, 1869-1948)却

生病了, 高烧不退. 马丁为此感到相当焦虑、

                                                           
76   马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 成为浸信会的牧师. 他

过后转到“基督的门徒”(Disciples of Christ)这宗派. 1916 年, 

他成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太平洋基督徒

学院 (Atlantic Christian College)的圣经研究教授 . 引自 : 

http://www.nethymnal.org/bio/m/a/r/martin_ws.htm . 

忧心, 并准备拿起电话向该教会取消他这次

的讲道. 

 

 这时, 他那天真可爱的孩子忽然走到他

面前, 问道: “爸爸, 您不是每天都有祷告吗? 

难道您不相信上帝在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会替您看顾妈妈吗?” 马丁听了大受感动! 于

是与妻子商量后, 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前往讲

道. 由于他的信心和神的赐福, 让许多人在那

天的布道会上大得帮助和益处. 

 

 散会后, 他急忙赶回

去, 还没抵达, 就远远望见

他那可爱的儿子在门口迎

接他, 手上还拿了纸张. 儿

子对他说: “爸爸! 妈妈的病

已好多了! 她还写了一首歌

词, 等着你回来作曲哦!” 

 

 马丁接过歌词, 看到歌名写着“神赐福

与你”(God Bless You), 又是感恩, 又是惊喜, 

顿时热泪盈眶, 创作灵感涌流出来, 于是立刻

坐在风琴前, 将心中的旋律弹奏出来, 并记录

下来. 后来这首歌被翻译成中文, 就是著名的

“天父必看顾你”(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他的妻子茜维丽雅简述此歌的由来:    

 

“我躺在纽约莱司特郡 (Lestershire, 

New York)圣经学院的病床上. 我的丈

夫花数个星期在此学院, 为院长(戴维

斯, John A. Davis)编辑一本诗歌集. ‘天

父必看顾你’是我在一个主日下午写成

的. 当时我丈夫去赴约讲道. 当他回来

时, 我便把这歌词交给他(指透过孩子

交给他). 他立刻坐在他的比尔霍恩风

琴(Bilhorn organ)前面, 为歌词编上歌

曲. 那天晚上, 他和两位教师同唱那首

已写好的诗歌. 此歌过后编入他为学院

所编辑的诗歌集.”77 

                                                           
77   参 http://www.nethymnal.org/htm/g/w/gwiltake.htm . 

http://www.nethymnal.org/bio/m/a/r/martin_ws.htm
http://www.nethymnal.org/htm/g/w/gwiltak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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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维丽雅·马丁  
(Civilia D. Martin) 

 

这首由马丁的妻

子 (Civilia D. Martin) 

在病痛中所写下的歌

词相当激励人心, 鼓励

我们遇到任何困难、

危险或苦难, 都不要惊

慌惧怕, 因为父神那无

微不至的大爱, 必看顾

每一个属祂的儿女们:  
 

1. 任逢何事, 不要惊怕, 

天父必看顾你; 

时常藏在祂恩翼下, 

天父必看顾你. 

 

副歌:  天父必看顾你, 

时时看顾, 处处看顾; 

祂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2. 当你劳烦、疑虑、失望, 

天父必看顾你; 

当有危机 潜伏道旁, 

天父必看顾你. 

 

3. 凡你所需, 祂必供应, 

天父必看顾你; 

凡你所求, 祂必垂听, 

天父必看顾你. 

 

4. 无论经过何等试炼, 

天父必看顾你; 

软弱困顿, 靠祂胸前, 

天父必看顾你.78 
 

现任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的施以诺博

士评述道: “想一想, 这个世代实在有太多的

‘不知道’, 实在有太多的‘不确定’! 我们不知

道未来的国际情势会如何演变, 我们不知道

未来还会不会再有新流感在全球蔓延, 我们
                                                           
78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 第 624 页. 

不知道下一代的 12 年国民教育还会被‘试误

学习’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股市

会再崩盘, 我们亦不知道自己将来的道路会

产生什么变数… 

 

“但有一件事我们

知道!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

确定! 那就是  —  ‘主是

好牧人, 祂必看顾每一个

祂所爱的羊宝宝, 时时看

顾, 处处看顾.’ 亲爱的读

者, 只要您愿意, 天父必看顾你!” 是的, 每一

个信主耶稣的人, 父神就赐他们权柄, 作神的

儿女(约 1:12). 对于神的儿女们, 最大的安慰

和把握, 就是天父必看顾我们. 我们所需用的

一切东西, 天父是知道的(太 6:32),79 也必按

祂最美的旨意和方法, 把我们所需的赐给我

们, 正如保罗所宣告的: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

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祂一

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 8:32). 

 

深愿这首诗歌, 以

及马丁夫妻的真实故事, 

能鼓励我们去全心信靠

神, 好叫我们即使在暴风

雨中, 亦觉安宁! 因为就

如诗人大卫所经历和见

证的: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

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 46:1).80 

                                                           
79   太 6: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

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感谢神, 对于凡属乎祂的儿

女们, 天父必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注: 我们所“想要”的不一

定是我们所“需要”的), 并且父神所安排给我们的, 都是叫

我们至终得益的“好东西”(太 7:11: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

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

给求他的人吗?” 罗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

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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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6 页, 也参

http://www.hymntime.com/tch/htm/g/w/i/gwiltake.htm ; 以及 

https://www.umcdiscipleship.org/resources/history-of-hymns-

god-will-take-care-of-you . 

http://www.hymntime.com/tch/htm/g/w/i/gwiltake.htm
https://www.umcdiscipleship.org/resources/history-of-hymns-god-will-take-care-of-you
https://www.umcdiscipleship.org/resources/history-of-hymns-god-will-take-care-of-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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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科林·哈戚森(Colin Hutchison) 

 

先知约拿 
 

(A) 逃避神的约拿 (约拿书 第 1 章) 

 从圣经首次对约拿的记载中, 我们读到他

是从迦特希弗(Gath-Hepher, 王下 14:25)来的人.81 

迦特希弗位于拿撒勒数哩以外的地方. 他被派往

尼尼微城, 此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 尼尼微人以

残暴著称, 对任何敌人都施与残酷迫害. 当时无

人可征服尼尼微人, 所

以只能希望神的审判临

到他们. 

 

 当耶和华的话语

临到约拿时, 约拿从神

的命令中察觉出神对尼

尼微人的怜悯 (因为神

不立刻毁灭尼尼微城 , 

而是派约拿警告他们 , 

并给他们时间悔改). 这一点是心胸偏狭的约拿难

以接受的(注: 有者认为约拿不愿前往尼尼微, 是

因为他的爱国情怀  —  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

以色列最终被尼尼微人所灭, 所以他希望尼尼微

城先遭受神的审判而倾覆). 约拿唯一选择就是寻

找逃避之路. 我们可能同情约拿, 理解他为何认

为罪恶滔天的尼尼微人应该受到报应; 尽管如此, 

我们不要忽略圣经时常为神对人那无限的怜悯

和恩典所作的见证.  

 

 神特意拣选约拿去执行他所不愿意的任

务. 这点提醒我们神行事的主权, 总是塑造甚至

破碎祂仆人的意志, 使他们内心变得更加体贴神

的心意和顺服神的道路. 约拿是直接领受神的话

语  —  神用直接、明确和清楚的沟通方式指示

他当行的事, 不过他却选择“自己”那不确定的道

路. 他找到一只船, 付了他能力所及的船费, 上船

后就抱头大睡. 当别人正在灭亡, 而我们又有主

给他们的话语时, 我们却在沉睡, 这是何其可悲! 

                                                           
81   王下 14:25: “他(耶罗波安二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

地, 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 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祂仆

人迦特希弗人亚米太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 

 神在中途介入, 使用狂风巨浪和掣签方式

让人察觉约拿就是罪魁祸首. 约拿只得承认神的

手在掌控整个环境, 自己无路可逃, 所以建议牺

牲自己来拯救全船无辜的人. 约拿做梦也想不到, 

在船上如此混乱的情形, 和海浪如此汹涌的情况, 

神的手仍在工作, 并以这种奇妙方式给他带来复

苏, 甚至使船上的人敬畏神(拿 1:16).82  

 

神的子民有时也像

约拿 , 在灵命倒退和离开

神的时候 , 却蒙神使用来

叫别人听到神的福音 . 船

上的人是否信主得救 , 这

是还可争议的问题 , 但他

们完全信服神的能力却是

无可争辩的事实 . 神对约

拿的审判给别人带来福气. 

 

 

(B) 受管教的约拿 (拿 2:1,2,10;  3:1–4:11) 

 约拿书第 2 章记载神如何对待约拿. 这给

任何要违背神话语的人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约拿

进入鱼腹的奇遇经历是他一生难忘的. 那用来描

述他困境的言词表达了人所经历最糟的情况. 他

遭遇患难, 甚至濒临死亡(拿 2:2); 他进入深海, 下

到海的极处(拿 2:3), 甚至陷入绝望的无底深渊, 

被大水、波浪、洪涛层层覆盖. 他的头还被海草

缠绕(拿 2:5), 完全失去得救的希望. 

 

 就在绝望之刻, 约拿“想念耶和华”(拿 2:7). 

约拿之前不赏识也不在乎的就是神的怜悯和赦

免, 但此时此刻, 约拿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这些属

性. 约拿慢慢领会到人那

高傲的道路是虚假不实和

虚空徒劳的; 他终于明白

自己逃避神, 其实是离弃

了真怜悯的唯一根源.  

 

 神的怜悯促使神给

尼尼微人一个悔改的机会, 

如今神将这样的怜悯先给

约拿. 他在绝望中承认“救

                                                           
82   拿 1:16: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 向耶和华献

祭, 并且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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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出于耶和华”(拿 2:9). 约拿学到重要功课: 救恩

是神独有的特权(祂有权决定要赐给谁), 而约拿

的责任就是把这真理传给尼尼微人.   

 

 在安排约拿得救方面, 神吩咐大鱼把他吐

在旱地上(拿 2:10). 这点再次证明神有能力掌控

受造之物. 约拿也学习到他所事奉的是一位使人

恢复的神, 蒙神恢复的圣徒可以再次被神大大使

用. 在这之前, 神吩咐约拿向尼尼微人呼喊(cry, 

拿 1:2), 过后神吩咐他向尼尼微人宣讲(preach, 拿

3:2). 这个已经改变的约拿, 带来一个有神印证的

新信息, 并见证了尼尼微城的恶人悔改归向神. 

 

 论到约拿的特性, 第 4 章似乎告诉我们虽

然约拿灵命经历了复苏, 且蒙神重用, 但他对尼

尼微人的态度却回到之前的情况. 我们有时也像

约拿, 我们自己领受了神的怜悯, 却不愿看到他

人也同得怜悯.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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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约拿向神发怒合理吗? 

 

整城的人都悔改归向神! 一般先知或现代的

布道家, 若看见神这样大能的作为, 必定大大欢喜. 

然而, 约拿却因为尼尼微人

全城悔改, 神不降灾而“大大

不悦, 且甚发怒“(拿 4:1). 约

拿这种反常的表现, 原因何

在? 拿 4:2 提供我们这方面

的线索. 原来约拿在本国的

时候, 曾就此事与神理论了

一番. 他认识神是有恩典和

怜悯的神, 早已料到尼尼微人若悔改, 神就不会降

灾 , 所以他不愿去尼尼微 , 反而急速逃往他施

(Tarshish, 不少学者认为是西班牙或那一带的地方)

去逃避神. 但后来神再次呼召他, 时势所迫不得不

去. 尽管如此, 约拿从始至终是心有不甘. 现在神的

反应果然如他先前所料, 他才会有这种异常的表现. 

 

约拿毅然地求死(拿 4:3). 这可能因为他已

经宣告尼尼微城 40 日后便要倾覆, 而到了时候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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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55 和 256 页.  

不成就, 他感到没有颜面见人了. 但最大的原因是

约拿的“自我”太强, 当事情不如他意的时候, 他就

宁愿死也不愿意接受事与愿违的事实.  

 

站在另一角度来推断, 约拿似乎是一个爱国

的先知. 当约拿作以色列的先知之时, 以色列经常

受亚述人凶悍的侵扰, 约拿早就希望神降祸毁灭尼

尼微, 以雪心头之忿. 然而, 神却要他去传道给他们, 

而且现在还要恩待他们, 这一切都通不过他那热爱

国家的情怀.  

 

慈 爱 忍 耐

的神并没有怒责约

拿, 反而用柔和的

态度问他, 要他思

想自己所作所为是

否合理(拿 4:4). 神这样做是要帮助约拿看到自己不

合情理的地方. 我们从中看见神对祂的仆人约拿十

分容忍, 没有因约拿无礼对待神而刑罚他(注: 旧约

有许多因对神不敬而遭受重罚的例子, 例如摩西被

罚不得进迦南地, 民 20:1-13). 其实神对约拿的忍耐, 

是要显明祂怜悯人的心肠, 不仅临到外邦异地的尼

尼微人, 更临到祂自己的仆人  —  先知约拿的身上.  

 

神如何使约拿认识神怜悯的心肠呢? 我们

看到智慧慈爱的神用“蓖麻”、“虫子”和“炎热的东

风”成就此事. 神使用约拿珍惜蓖麻而发怒的情况, 

使他认识自己“自私的心态”. 神要约拿知道, 他所

看重的只是一颗对他自己有利益的蓖麻, 却对神所

关心的尼尼微人无动于衷. 神以一个问题结束此书: 

“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 

一夜乾死, 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 其中不

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 并有许多牲畜, 

我岂能不爱惜呢?”(拿 4:10-11) 

 

“不能

分辨左手右

手的”是指婴

孩 ; 换言之 , 

尼尼微城中

单单算婴孩

就有 12 万多

人. 若是以每个婴孩的父母尚在来平均计算, 城中

最少有 36 万人. 若在加上婴孩的兄姐、祖父母, 以

及其他单身的人士, 尼尼微城最保守的估计会有 50

万人之多. 这样多的人, 神岂能不爱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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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灵修      枝子 
 

以默想经文 

来应用圣经 
     

(A) 引言 

这时代是一个“忙”的时代, 似乎没有什么

人是不忙的. 人为工作忙、为儿女忙、为自己

忙、为事奉忙, 甚至“无事忙”(意指不干正事, 但

又忙乱). 这世代高举“忙碌”, 认为“忙碌”的人最

有成就、最有价值. 因此, 我们拼命“工作”, 不停

地“活动”, 为要制造“忙碌”的形像. 

 

其实, “忙碌“本身并没有错, 但问题是许多

人忙得不知所谓, 被逼去忙, 为忙碌而忙, 以致产

生“忙乱”、“紧张”、“焦虑”和“压抑”等现象, 造

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破裂, 产生血压高、胃

溃疡等疾病, 而且常给魔鬼留下了地步而不自知. 

有鉴于此, 我们需要安静、等候、平衡, 以及更

多独处、默想神的时间.  

 

(B) 圣经的根据 

圣经中有许多圣徒都经历过默想的好处. 

以撒经常在田间默想(创 24:63); 诗人在床上默想

神, 心中感到无限的满足(诗 63:6; 119:148); 诗人

也强调有福的义人必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

思想(诗 1:2-3); 神在委任约书亚担任以色列人的

元帅时, 勉励他要昼夜思想神的话(书 1:8); 主耶

稣经常独自退到旷野去与神亲近, 安静自己, 重

新得力(可 1:35; 约 6:15).  

(C) 默想经文的好处 

默想神的话有什

么好处呢?  

1) 默想使人从忙乱生活

中安静下来, 调整自

己: 许多人借着忙碌

使自己麻木, 逃避现

实, 不愿意面对问题, 

久而久之会造成重大的属灵危机. 忙碌的人

心中没有平安. 真正的平安只有借着亲近神

才可获得. 默想经文不仅是从忙碌的工作中

将头脑意念转移到另一件事物身上, 它更促

使人的心灵与神交通契合, 从神那里支取属

灵的力量. 因此, 默想经文不是逃避问题, 乃

是切实地面对问题.  

   

2) 默想使人静听内心的声音, 也可聆听神微小

的声音: 道成肉身的人子主耶稣基督非常看

重与神之间契合的交通. 祂经常从繁嚣的场

所中退下来, 与神灵交. 一个喜欢沉思默想的

人, 不一定是书呆子. 他在宁静中看透万事、

看透自己, 甚至连神的心意也看透了. 这种透

视力 , 是那些在熙攘中生活的人无法体会

的.84 默想使人反省, 检讨生活的优先顺序. 它

净化灵魂, 帮助我们重新建立与神之间亲密

的关系.  

 

 

(D) 如何默想经文 

默想不是像瑜伽(yoga)通过静坐的冥想. 

默想不是空想、呆想、梦想或胡思乱想. 那么圣

经所谓的“默想”是什么, 信徒应该如何默想呢?  

以下的要点解答这两个问题. 

 

(D.1)  根据神的话去默想  

默想若流于空泛, 思

想不集中, 或心神不定, 都

不会带来收获. 人的思绪若

不加以训练或管制, 就如脱

了缰绳的野马 , 随意奔腾. 

一匹野马可以被训练成为

好马, 人的思绪也是一样.  

 

                                                           
84   “熙攘”(熙熙攘攘)意即因人多而喧闹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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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师牛顿 (Isaac Newton) 

 

最有意义的默想, 是以神的话为根据的默

想(诗 1:2-3; 119:11; 书 1:8). 这也是圣经所谓的默

想, 是合乎圣经的默想. 常用神的话语来亲近神, 

默想神, 思绪就会走上正轨, 而不是胡思乱想. 这

样的默想乃是有目标、有对象的. 人按着神的心

意去默想, 神也乐意将祂自己向我们显示.  

 

(D.2)  运用想象力去默想 

 将自己浸润在圣经的经文中, 再次进入圣

经作者的世界里, 设身处地去体会当时人的感受. 

(注: 这只是在感受上的认同, 并非如同“认同法”

那样照单全收地“应用”圣经) 

 

 司 布 真 (Charles H. 

Spurgeon)曾说: “默想圣经能

带领你与古圣(指古代圣徒)交

通. 在摩西身上学到谦逊; 在

约伯身上学到忍耐; 在亚伯拉

罕身上学到信心; 在但以理身

上学到勇敢; 在以赛亚身上学到向行恶的人发义

怒; 在保罗身上学到热诚; 在基督身上, 你学到也

感染到祂的爱.” (注: 这些都是从圣经人物身上找

出的圣经“原则”, 可供信徒生活的“应用”) 

 

(D.3)  存祈祷的心去默想 

 祈祷与默想可以融汇在一起. 科学大师牛

顿(Isaac Newton)曾说他可以拿着望远镜看天象, 

可以看见数亿哩远的宇宙, 不过他继续说: “但当

我放下望远镜, 进到我的内室, 跪在神的面前, 我

所看见的比地上所有的望远镜加起来所见的事

物更丰富.” 信徒可以培养跪下读经的习惯, 在心

受感动的时候, 随时可向神发出祈祷. 

 

 另外, 

在读到说明

文的经文时, 

可以将经文

的意义化作

祈祷 ; 例如

读到哥林多

前书 13 章

中“爱的真谛”时, 可以照着经文祈祷说: “主啊! 

我要更多学习爱 , 求祢使我更恒久忍耐、有恩

慈、不嫉妒、不自夸…等.”   

(D.4) 存应用的心去默想 

 在默想经文时, 可以立刻产生一些实际的

行动, 如感谢、赞美、认罪、悔改等. 将这些回

应放在祷告中, 并求主帮助你在实际生活中实行

出来. 如此默想能帮助我们“行道”, 成为一个更加

蒙福的人. 

 

(D.5)  牢记经文在心默想 

 诗人说: “我将祢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

罪祢”(诗 119:11). 如果要使默想经文产生最大的

功效, 最好能熟读它们, 并将它们牢记起来. 将圣

经的经文藏在心里, 可帮助你随时默想, 而且在

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些经文会再度浮现在脑海中, 

使信徒得着力量, 顺利渡过难关. 

 

 司蕴道(Charles Swindoll)对背诵经文有下

列的美言: “基督徒的生活中, 再没有比背诵经文

的操练所带来的收效更大的了. 你祷告的生活将

会被加强、见证将会更有效, 你的辅导将会被人

羡慕, 你的态度与外观开始会改变, 你的头脑会

比较灵明, 你的自信心将会增加, 你对神的信心

也会更加坚定.” 

 

  

(E) 结语 

《读者

文摘》记述曾

荣获“1958 年

柴可夫斯基钢

琴比赛 ”亚军

奖的中国钢琴

家刘诗昆 . 他

在 1967 年文

化大革命时被关了 6 年, 期间完全没有机会弹奏. 

但他获得释放后不久, 又再作巡回的演奏, 好些

乐评家都惊讶他的琴艺并不比以前差. 其中一人

问他: “你已 6 年没有练琴了, 怎么仍然能弹出这

么一手好琴呢?” 他回答: “我每天都在练琴, 我将

所弹奏过的乐章每天在脑海中练习一遍, 每一个

音节我都不放过.” 诚然, 经常默想经文, 在需要

及困难的时候将会带来莫大的效用.85  

                                                           
85   上文摘自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466-468 页. 但有稍加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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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解经                                 微光 
 

被杀的羔羊 

之特写镜头 
 

(A)  天上的景象 

启示录第4章是对天上“坐宝座者”(指父神

或圣父)和其周围景象的描述, 也记载了四活物和

二十四位长老对坐在宝座上的神的敬拜. 紧接第

4章, 第5章引入对被杀的羔羊(主耶稣基督)的敬

拜, 以及颂赞那位坐宝座的父神与被杀的羔羊. 

 

第 5 章借着

坐宝座者手中的小

书卷 , 开始引入羔

羊 . 这书卷用七印

封严了 , 其中记载

着神对宇宙、人类

的旨意和计划, 关乎建立神的天国和人类前途的

命运. 然而, 这书卷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

一者配展开和观看, 以致于无人得知神的旨意和

神的计划. 约翰看到这样的光景, 心里难过得大

哭. 一位长老安慰他, 告诉他好消息说: “不要哭! 

看哪,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祂已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启5:5). 接着, 焦点

转向天上的另一位主角, 那位被杀的羔羊主耶稣

基督. 约翰写道: 

 

 启 5: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 并长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

是神的七灵,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启 5:7: 这羔羊前来(came), 从坐宝座的右手里

拿了(took)书卷.  

 启 5:8: 祂既拿了(had taken)书卷, 四活物和二

十四位长老就俯伏(fell d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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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羚在《原文读经好处多》一书写道: “简

短地描述羔羊之后, 启示录5章7至8节连续出现四

个主要动词, 三个是羔羊的动作, 一个是二十四位

长老的动作. 羔羊‘前来’(启5:7)、‘拿了’(启5:7)、

‘既拿了’(启5:8), 长老

们就 ‘俯伏 ’(启5:8). 86 

这几个动词按着事件

发生的顺序出现, 一环

扣一环, 生动地记载了

羔羊拿书卷的过程. 按理说这些动词(verbs)应该

在时态(tenses)上一致. 英译本都把它们翻译成过
去式(另译: 过去时态, past tense).87 虽然未能在中

译本的翻译看到动词的时态, 但上下文告诉我们

约翰是在记载他过去看见的事, 所以应为过去式. 

然而这节经文的希腊文除了用过去式, 还用了一

个现在完成式(或译: 现在完成时态, perfect tense), 

就是第二个动词‘拿了’. 值得注意的是, 第二个动

词‘拿了’和第三个动词‘既拿了’原是同一个动词, 

只不过前者是现在完成式, 后者是过去式, 这不

寻常的时态变化有特别的意义吗? 

 

  “希腊文的记叙文一般都用动词的不定
过去式(另译: 过去不定时态, aorist)来记载事情

的发生及发展过程, 所以不定过去式可说是记叙

文的背景时态. 在这个不定过去式(过去不定时态)

的背景之中, 如果突然出现时态的变化, 我们就

要注意留神, 因为这改变有可能是作者想要读者

特别注意的地方.  

 

“根据希腊

文动词的观点理

论 (verbal aspect 

theory), 不定过去

式(过去不定时态)

强调从远处看动

作的整体, 而现在
完成式则是在近处看动作的细节.88 第7至8节从

不定过去式(过去不定时态)转成现在完成式, 又

从现在完成式转成不定过去式(过去不定时态), 

就好像摄影师开始从远处拍摄站在四活物和众
                                                           
86   按中文圣经, 启 5:8 还有一个动词, 即“各拿着…”, 

但这节的 “拿”不是主要动词 (main verbs), 乃是“分词” 

(participle), 是用来修饰主要动词“俯伏”. 
87   许多英译本(例如 KJV、NKJV、NIV、NASB)把

“既拿了”翻译成“过去完成式”(past perfect, 即“had taken”), 

因为发生在“俯伏”之前(注: 但 Darby 和 Young 译作“took”). 
88   现在完成式(或译: 现在完成时态, perfect tense)的

另一个显著特征是: 强调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action), 其

果效迄今(直到如今)仍然感受得到. 请参本文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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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之中的羔羊开始走到神宝座前的过程, 然后

将镜头聚焦于羔羊, 近镜拍下祂从坐宝座的神(父

神)手里拿书卷的动作, 在祂拿到书卷后, 又从远

镜拍下宝座周围的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的俯

伏敬拜. 这样, 就突出羔羊从坐宝座的神(父神)手

里拿书卷的动作, 成为这两节经文四个动作中的

特写镜头.”89 

 

事实上, 我们从上下文也能看出作者反复

强调“羔羊从坐宝座者手里拿书卷”这个动作. 在

启示录5章2至5节中, 约翰连续四次提到打开书

卷、揭开七印的事, 例如“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揭

开那七印呢?”(启5:2)、“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

书卷的”(启5:3)、“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

的”(启5:4)、“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祂已

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启5:5). 当然, 

要展开书卷、揭开七印, 首先要“拿”书卷.  

 

当羔羊完成“拿”的动作, 就证实了长老所

说的话  —  “祂已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

那七印!” 换言之, 祂是配得的, 从而引发四活物

和二十四位长老对羔羊的俯伏敬拜和歌颂, 还有

千万天使对羔羊的颂赞, 以及宇宙中一切被造之

物对坐宝座的神(圣父)和羔羊(圣子)的赞美. 四活

物和二十四位长

老所唱的新歌的

第一句歌词, 就是

“你配拿书卷 , 配

揭开七印”(启5: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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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230 页. 此题目是参考 

David L. Mathewson 的文章而来, 即 David L. Mathewson, 

“Focusing Attention on Christ”, in Devotions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第 145-147 页. 

诚然, 揭开七印是“拿”的目的, 而开印的动

作到第6和第8章才开始进行. 不过在第5章, 作者

借着时态的改变特别强调“拿了”这个动作, 使之

成为整个第5章异象的高潮. “拿了”说明被杀的羔

羊是“配拿”的. 祂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

民、各国中救赎人来归向神(启5:9), 因而成为神

救赎计划的中心; 祂也是神对宇宙计划的实施者, 

人类前途命运的掌管者. 诚愿所有被羔羊宝血救

赎的人, 都加入天上对坐宝座者和被杀的羔羊的

颂赞和敬拜, 因祂是配得的! 阿们!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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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现在完成时态的“果效”特征 

 

 著名希腊文学者孟恩思(William D. Mounce)

写道: “希腊文的‘现在完成式’(perfect tense, 现在完

成时态)是比较有趣的时态之一. 常常用来表达重

要的神学真理. 希腊文的现在完成式描写已经完成

的动作, 其果效迄今(直到如今)仍然感受得到.”91  

 

 举个例子, 耶稣基督在十架上说“成了”(希

腊文: tetelestai ; 约19:30). 孟恩思指出, 这个字的意

思是“使完整”、“使完全”. 主耶稣完全成就了父神

差遣祂来要作的工作. 但是, 这个动词的时态  —  

“现在完成式”时态, 更充分地表达了主耶稣所说的

话. 现在完成式形容一个动作, 是已经充分完成, 而

且其后果在说话的时候依然存在. 主耶稣可以使用

“不定过去式”(aorist tense, 或作: 过去不定时态)的

“成了”  —  希腊文 etelestê  —  只是表明“工作已

成”. 但主耶稣说: “tetelestai”(现在完成时态), 强调

不仅工作已成, 其果效迄今仍存(即对我们而言是

富有“现在”的意义). 孟恩思解释: “你我是有盼望的. 

因为耶稣完全完成了祂的工作, 持续的果效是你我

可以白白得着救恩的礼物, 还叫我们可以永远与祂

同在.赞美主, tetelestai .”92 

  

                                                           
90   上文改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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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231页. 
91   孟恩思提醒道: “要记得, 动词的时间是从讲话的人

/作者的观点说的, 而不是从读者的观点. 对于圣经作者而

言是‘现在’, 对我们(读者)而言可能是‘现在’, 也可能不是.”  
92   以上附录改编自 孟恩思著, 潘秋松译, 《圣经希腊

文基础: 课本》(美国: 美国麦种传道会, 2006 年), 第 256-

257 页; 也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新

约希腊文的现在完成时态/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新约希腊文的现在完成时态/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7/08/新约希腊文的现在完成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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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93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十八): 

召会的纪律管教(下) 
 
(A) 引言 

 圣经中有一些经文是

论到处理召会内部的纪律管

教 (internal discipline). 我们

尝试在本章讨论它们, 并描

述它们对召会的影响. 

 

(B)  内部的纪律管教 

(B.1)   挽回一个犯错者 (加 6:1) 

 加 6:1: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

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又

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这 节 的 “ 过 犯 ”( 希 腊 文 : paraptôma 

{G:3900})在新约圣经中是其中一个用来指“罪”

的字(常译作“过犯”, 弗 1:7; 2:1). 圣经没告诉我们

此人犯的是什么罪, 但它肯定不是 林前 5:11 的

罪, 因为那里清楚教导如何处理那种罪(即要把那

人赶出召会). 这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意思是不

小心犯错. 这显然不是故意犯的罪. 在这种情况

下, 我们要显出弟兄相爱与关怀的心. “你们各人

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 如此 , 就完全了基督的律

法”(加 6:2). 虽然帮助挽回的弟兄是“属灵的人”, 

但这样的人也必须谨慎, 应该自己小心, 免得自

己也受引诱而跌倒. 这点证明此罪(过犯)是任何

信徒都可能不小心犯上的. 

 

(B.2)   长老们的祷告 (雅 5:13-16) 

 雅各书第 5 章描述一个生病了的信徒. 这

里暗示此病出于神的手, 因为那人犯罪(雅 5:15: 

“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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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圣灵对此事的评语是: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

医治”(雅 5:16). 以此为指南, 我们可说信徒犯了

罪, 所以病倒了, 他意识到这是出于神审判的手, 

因此他请众长老来, 并承认自己的罪. 他们为他

祷告, 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而他得着医治. 雅各书

虽是一封很早期的书信, 但内中的教训却不过时. 

 

 此处的 “用油

膏抹”不是指施行医

病的恩赐, 虽说这恩

赐在初期召会的见证

中是存在的. 请注意, 

那人并非叫使徒或其

他有医治恩赐之人来为他祷告, 他乃是叫“召会

的众长老”来. 因此, 我不认为这油是神用来治病

的神奇之法.  

 

(B.3)   从火中抢救出来 (犹 17-23) 

 犹17: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记念我们主耶稣

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犹17: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末世必有好讥诮的

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犹19: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

有圣灵的人.  

 犹20: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

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犹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犹22:  有些人存疑心, 你们要怜悯他们;   

 犹 23:  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 搭救他

们; 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 连那

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这些经文描述

的案例与上述两个讨

论过的情况很相似 . 

不同的是 , 此处的离

经背道者之错误教导

已败坏那些听从的人, 

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 

并非每个人都受同样

程度的影响, 有些完全被压倒了(指全心跟随谬论, 

不再悔改了). 这也证明他们并未真正归主得救(犹

17-19; 注: 第 19 节声明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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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第 20 节说“亲爱的弟兄啊”, 表明之前被

压倒的人(全心跟随谬误者)与接下来要谈的得救

者(真信徒)是不同的一群人. 尽管如此, 信徒当中

有些人大受影响, 信心摇动; 他们对真道产生怀

疑,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要向他们显出怜悯之心

(第 22 节)  —  要用怜悯的态度教导他们真理. 另

有一些人被错误教导迷惑, 需要把他们从火中抢

救出来(第 23 节). 还有一组人, 就是被沾染的人. 

那些参与拯救他们的人必须怜悯他们, 但绝不能

容忍离经背道的教导, “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

也当厌恶”. 这里谈到的是有关邪恶的教义, 它破

坏了公义正直的生活, 引致犹大书所说的“不敬

虔”之生活. 邪恶的道理与邪恶的行为是双胞胎, 

有前者必有后者. 

 

(B.4)   远离不守规矩的人 (帖后 3:6-14) 

 这段经文是一个清楚的范例, 教导如何执行

内部的纪律管教. 召会采取了纪律行动, 但犯错者

仍然在召会里. 保罗以他本身的榜样来教导帖撒罗

尼迦的年轻召会. 他称这榜样为“从我们所受的教

训”(帖后 3:6). 这教训是关于亲手做工赚取自己的

食物. 虽然这并非给那些在主工上劳苦之人(包括

主仆保罗)的命令(提前 5:18), 但保罗靠着神赐他的

智慧, 把这美好榜样(保罗也亲手做工养活自己)给

了帖撒罗尼迦的信徒.  

 

 或许保罗早已预知帖撒罗尼迦召会所将面

对的问题, 那就是有些人会说主既然将要再临, 并

可随时再临, 所以不必做工了. 在等候主来的日子, 

这些人饿了, 就靠其他劳苦做工的信徒来养活他

们. 此乃这段经文的背景. 这些人不仅不亲手做

工养活自己 (帖后 3:6-10), 他们“反倒专管闲

事”(帖后 3:11), 在弟兄姐妹当中制造问题. 

 

 在这种情

况下, 保罗写道: 

“若有人不听从我

们这信上的话, 要

记下他, 不和他交

往 , 叫他自觉羞

愧”(帖后 3:14). 这并非断绝交通(赶出召会), 而是

召会对不守规矩的人采取内部的纪律行动. “不和

他交往”(KJV: no company with him)表示信徒不与

他同行那不守规矩的道路(不与他同流合污). 这

不表示不可与他握手, 或不可与他说话, 而是向

他清楚表明他的行为不被信徒赞同, 且不被同情. 

此举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会改掉本身的错误行为. 

 

(B.5)   公开责备犯罪的人 (提前 5:17-22) 

 提前 5:17: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

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更当如此.  

 提前 5:19:  控告长老的呈子, 非有两三个见证

就不要收.  

 提前 5:20:  犯罪的人, 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我们正要看

的这段经文有许多

教训, 虽不直接与纪

律管教有关. 我们很

想讨论有关这方面

的所有真理, 但在本

文不适合如此行, 只

好讨论一些重点. 提前 5:19 论到对长老的保护, 也

是我们题目的一部分. 长老必须按公正得着保护. 

召会信徒不可接受任何人对长老无凭无据的控诉. 

在接受控诉以前, 至少需要两个见证人. 我是指接

受控诉而进行调查.  

 

 有者教导说 提前 5:20 是接续前一节(第 19

节)论到的控告长老的呈子. 有人控诉长老但没两

三个见证人, 又或者这控诉经调查后被证实是虚构

的. 如果那人还是继续无凭无据地控诉长老, 那么

他就必须被公开谴责. 这个解释点出了那该被责备

的罪(即继续无凭无据地控诉长老). 这也可能是正

确的解释. 无论如何, 我觉得上述把第 19 和 20 节

连起来的解释有点牵强, 纯属人的猜测. 

 

 经过认真思考其上下文后, 我接受的看法是: 

若有控诉的呈子证明某个长老犯罪, 或召会中任何

的信徒犯罪, 那么他必须被责备, 且是公开(“在众人

面前”)责备他. 保罗在第 5 章的这一段经文里(特指

第 17 至 25 节中)给予一系列的指示. 我们不容易肯

定同一个题目是在哪一节结束, 另一题目在哪一节

开始. 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第 20 节“犯罪的人”并

不限于第 19 节那控告长老的人, 而是包括召会中

的任何人.  

 

 肯定的, 我们不可说对信徒的标准是这样, 

但对长老的标准可以放低, 事实上, 对长老的标准

应该更高. 因此, 当一个长老犯罪(指圣经明文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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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 而召会中其他(两位或更多)的长老知道后, 

却不采取行动, 别人肯定因此跌倒. 长老肩负着特

别的重任, 并要对神负责. 责备的目的并非为要消

灭他, 或心存消灭他的意念, 而是“叫其余的人也可

以惧怕”. 或许我们当中越来越少敬畏神, 对罪越来

越不敏感, 以致我们认为长老是不可被责备的, 让

犯罪的长老继续犯罪. 另一方面, 若大家知道某长

老犯了罪, 却不被对付, 那么召会其他信徒岂不也

在他的罪上有份(第 22 节)?  

 

 以上这个解释所面对的问题是: 什么是需要

在众人面前责备的罪? 我们知道一些有关这方面的

罪. 这不是属于断绝交通的罪, 不然保罗必然清楚

指示要把这人赶出召会. 这必然是被超过一个人, 

至少两个人, 所知道的罪, 所以必定是一个在众人

面前所犯的罪, 是有人可作证的罪. 这肯定比那些

不公开而只需私下向神承认的罪(约壹 1:9)或互相

承认的罪(雅 5:16)更为严重的罪. 这里所指当受责

备的罪是一个公开犯的罪, 它破坏了召会的见证, 

却没有严重到需要断绝交通的罪. 

 

(B.6)   使争辩的人静默不语 (多 1:9-11) 

 多 1:9:  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正的

教训劝化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  

 多 1:10: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 说虚空话欺

哄人; 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  

 多 1:11:  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 他们因贪不义

之财, 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 败坏人的全家.  

 多 1:12:  有革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 

“革哩底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兽, 又馋又懒.”  

 多 1:13:  这个见证是真的. 所以, 你要严严的

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  

 

这几节常被用来指内部的纪律管教, 既然

如此, 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它们. 保罗告诉提多他

将会面对一个难题: “有许多人不服约束, 说虚空

话欺哄人; 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多 1:10). 在革

哩底(Crete)的岛上有一些年轻的召会(刚设立不

久的召会), 但她们缺少领袖, 遇到很多问题, 加上

有许多不服约束和欺哄的人, 问题更大. 我不相

信第 10 节所描述的这些人是在召会里面, 因为

保罗在下一节说道: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 将不该

教导的教导人, 败坏人的全家”  —  为了卑鄙的

私人利益. 保罗把他们邪恶的“败坏”与“人的全

家”联系在一起, 表示他们的活动是在信徒的家

中, 以及任何愿意听他们说话之人的家中. 

 

 有革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 “革哩

底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兽, 又馋又懒”(多1:12). 虽

然说出这话的人不是信徒, 但保罗说: “这个见证

是真的. 所以, 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

道上纯全无疵”(多1:13). 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 

谁应该被严严的责备? 是那些不服约束和欺哄的

人, 还是召会中的革哩底人? “责备他们”的代名

词(指“他们”)不是指第10节, 而是第12节的人. 虽

然第10节的“不服约束”之人与第12节的“革哩底

人”都住在革哩底, 但他们是两组非常不同的人. 

 

 这意味着第11节

“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

不是指召会中的弟兄姐

妹(但第13节的懒惰可

指信徒). “把他们的口

堵住”并非一项纪律行

动, 而是指有能力活出

“所教真实的道理”, 并

且以教导“纯正的教训”来使违背真理的人看出自

己的错误, 便闭口静默不语, 仿佛“堵住了他们的

口”(多1:9-10; 第9节: “能把争辩的人驳倒”).  

  

   换言之, 若问第 11 节的经文是否指“使召

会中不服约束的人(信徒)静默不语”? 答案是“不”. 

那么有人就问: “若是如此, 召会岂不是无法停止

那些生活不服约束的信徒站起来教导或讲道?” 

其实不然, 圣经在别处有清楚的经文可用来控制

召会中一切恩赐(包括讲道或教导恩赐)的运用, 

例如在 林前 14:26-33. “至于作先知讲道的, 只好

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原文指同一类的其他

人, 即指其余的信徒)就当慎思明辨”(林前 14:29).  

 

此外, 帖前 5:12 也说: “弟兄们, 我们劝你

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

理你们、劝戒你们的”. “治理你们的”是指召会当

中的领袖(长老/监督们), 而这些领袖更有责任“慎

思明辨”(林前 14:29), 并作“治理”(包括采取适当

行动, 禁止不服约束的信徒起来教导). 我们不可

允许任何不合资格或不合适的人在召会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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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纪律管教, 也是用来控

制召会中的讲道. 

 

(B.7)   弃绝分门结党的人 (多 3:10-11) 

 多 3:10:  分门结党的人(KJV: an heretick), 警

戒过一两次, 就要弃绝他.   

 多 3:11:  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 犯了罪, 

自己明知不是, 还是去做. 

 

英文圣经 (KJV)译作“an heretick”(Darby: 

an heretical man)在原文的字面意义是“好搞派系

的”(factious, 中文圣经正确译作“分门结党的人”). 

这里所指的人是固

执己见 , 甚至在召

会中继续不断地强

施和推广自己特有

的看法 (导致分门

结党 , 破坏弟兄姐

妹的合一). 负责的弟兄们纠正和警戒两次过后, 

他若还继续他那“导致分门结党的教训”(factious 

teaching), 那么就要避开他, 不允许他的教训继续

影响信徒. 那人“已经背道, 犯了罪, 自己明知不

是, 还是去做”(多 3:11), 所有信徒都不该听他.  

 

这段经文(多 3:10-11)并非用来对付那些

教导异端谬论之人. 异端(heresy)是否认真道的教

训. 对付在召会中教导异端的人, 我们要引用 提

前 1:19-20 或 提后 2:14-19, 这两处经文指示我们

如何审判教义上的异端. 

 

  (B.8)   对付那制造分裂的人 (罗 16:17-20) 

 罗 16:17:  弟兄们, 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

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

避他们.   

 罗 16:18:  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事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事自己的肚腹, 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

实人的心.  

 罗 16:19: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

为你们欢喜; 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 在恶

上愚拙. 

 

这些经文是保罗所写的明确警告, 写在这

本教导福音教义之伟大书信的结尾, 要信徒留意

躲避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

道的人”. 这段经文与腓立比书 3:17-19 平行相应, 

应该互相对照比较. 解释这些经文所遇到最大的

难题是: 到底这些假师傅是身处于召会中, 还是

在召会以外但影响召会中的信徒? 我比较倾向后

者, 认为他们是在召会以外. 从保罗描述他们的

言词中, 我们得知他们教导一些关于犹太律法条

文主义(judaistic legalism), 同时含有享乐主义哲

学(Epicurean philosophy), 所事奉的对象是自己

的肚腹, 而非主耶稣基督. 有者相信他们是以遵

守犹太饮食条例来事奉自己的肚腹, 而非暴饮暴

食. 不过我怀疑这解释的正确性, 因为这类教导

的特征是: 教义和实践上可以出现双重标准. 

 

无论如何, 按罗 16:17 的上下文, 这节也可

以是保罗警告任何用错误教导来制造分裂的人. 

保罗说“要留意他们”(KJV: mark them), 正如保罗

在 腓 3:17 要信徒“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

人”(指活出敬虔生命的人). 在罗马书 16 章, 信徒

需要留意那些制造分裂的人(“那些离间你们…的

人”)的错误行为和教训, 好叫信徒免受他们不良

的影响. 这样的解法在保罗下一节的话中获得证

实: “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 , 在恶上愚拙”(罗

16:19). 我们需要熟悉错误的道理, 以便可以认出

它、弃绝它, 但我们不需要钻研各种形式的邪恶, 

因为这是危险的. 我们要“在恶上愚拙”, 不要钻研

沉浸在邪恶的事中, 例如招魂术(spiritism)、鬼怪

崇拜(demonism)或现代猥亵淫荡的性变态中. 它

们是危险的, 能污染和败坏人. 

 

 

(C)   结语 

我们经常失败, 

没有执行这些内部的

纪律管教 . 若我们在

这方面谨慎遵行神的

道, 我们可能就比较少有更严重的罪需要对付. 

在遵行神的话语方面, 我们虽有许多失败之处, 

但我们感谢神, 因为众召会仍然执行实际的纪律

管教, 一些独立教会也仍然如此行, 但这样的纪

律管教已几乎消失在很多宗派组织里了.94       

 

                                                           
94   上文编译自“Assembly Discipline (3)” (Chapter 20),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198-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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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读经解经                      微光 

 

  十步释经法简介(下)： 

应用(Application) 
  
编者注: 我们在上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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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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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两期《家信》已讨

论了“观察”和“解释”的部分. 

本期, 我们将探讨“应用”的部

分. 这部分涉及“十步释经法”的最后三大步骤, 即

“写下原则”、“列出细节”和“身体力行”.96 

 

 

(E)   应用 (APPLICATION) 

 

 圣经是神的启示, 显明神的心意, 是要指

引人到神面前, 并按神的旨意“活出”丰盛的生命. 

然而, 有人把圣经当作护身符摆放在家中, 甚至

藏在枕头之下, 据说要在鬼魔侵扰时, 把圣经当

作武器去驱逐他. 试想, 一个病人若高举医生的

手术刀, 或一个学生崇拜显微镜, 那是无知无用

的. 圣经的启示只是神使用的一项工具, 其重要

性在于人如何将它的信息应用在生活与事奉中, 

这样做才是主耶稣所说的“聪明人”(太 7:24). 

 

                                                           
95   这十大步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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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本文

附录一. 这十大步骤的第五步骤  —  逐题解答(解释的部分)  

—  采用十项主要释经学的原则,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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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切莫混淆“释经的十大步骤”与“释经学的十项原则”.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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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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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应用圣经信息的重要性 

 

1) 圣经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应用: 圣经中所记载

的“神的话”是活的, 能解决人心灵深处的问题, 

它是要人因认识真理后得到改变, 并且能“得

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帖后 3:16-17). 

雅各也指出信徒对神的话语应有三方面的态

度: 听道、存道和行道(雅 1:21-25), 缺一不可. 

听见神的话又去行的人, 是智慧的人(太 7:24), 

因为这正是神把祂的话记载于圣经的目的. 

 

2) “应用”是“真知”的不二法门: 宋朝诗人陆游写

道: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意谓

从书中得来的东西总觉得肤浅, 若要彻底了

解, 非得亲自实践不可). 医学生毕业后须有

“实习年”, 把所学的应用出来, 才算是“真知”. 

学游泳最好的地方不是在岸上, 必须进到水

里去“游”, 才学有所成.  

 

 

(二) 应用圣经信息的困难 

 

1) “解释”不能代替“应用”: 许多传道人、主日

学老师或查经班的带领人, 常误以为只要将

圣经的信息解明, 信徒就

会“接通天地线”, 自然晓

得如何应用信息. 

 其实“解释”与“应用”虽

彼此关系密切, 但两者之

间仍须建立适当的桥梁, 

才可将所解释的信息落

实在信徒的生活中. 

 

2) 解经书少谈“应用”的原理: 一直以来, 有关释

经学的书籍常用许多篇幅阐释“解经”的原则

与步骤, 却只简述“应用”的原则.  

 麦高根(J. Robertson McQuilkin)表示“在教会

的历史中, 释经学原理的学术著作出现了一

项严重的缺漏, 就是忽略了讨论圣经应用的

正确原则.”97 

                                                           
97   J. Robertson McQuilkin,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Bible (Chicago: Moody Press, 1983), 第 11 页. 

麦高根在上引书中说这话时, 是在 1983 年, 但过后的情况

有些改善, 因为已有一些专门研究“应用”的书籍陆续出现,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38 

   

《家信》: 第 125 期 (2020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3) 人的本性不容易接受新的改变: 要“应用”十

分困难, 因为人的惰性, 经常不愿意调整自己

的行为, 去实践所听到或学到的真理.  

 人常漠视圣经的“应用”, 以为这样就不须为自

己所知道的负任何责任了. 但问题是: 人若对

真理经常感而不动、听而不行, 久而久之, 他

的心地就会变得刚硬, 以后更难以回应.  

 

 

(三) “应用”的正名与定义 

 

(I)   应用的正名  —  其“重要性” 

1) 经文的“重要性”(significance)是读者对经文

“意义”(meaning)深切的体认, 愿意将信息与

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 (注: 此“重要性”强调

“圣经经文与信徒生活的相关性”) 

2) 若“意义”是作者借着文字所要传递的信息 , 

“重要性”就是将这意义与别的事物  —  诸如

别的时代、别的价值观等  —  扯上关系.  

3) 换言之, 它将经文的“意义”与 21 世纪的人、

观念、情况或事物连在一起. 圣经虽是千年

以前所写的历史记录, 但由于它是神所默示

的, 要叫人得益, 所以祂能透过历史的场景、

人物和事件等来表达超越时空的属灵信息. 

 

(II)   应用的定义 

1) 《韦氏大辞典》认为“应用”(Apply, 名词是

Application)是“将事物原理付诸实际的运用, 

带出行动, 或具备实用性” 

2) 苏克(Roy B. Zuck)指出“应用”是“将经文意义

的适用性传递给现代读者的一个过程, 它特

别注意这实用性如何能化作行动, 并且催促

听者(或读者)作出生活上的调整.” 

3) 简之, “应用”注重知识的实践, 要使圣经的信

息在信徒属灵生命中找到落脚之地. 这如同

飞机在空中飞行可让乘客欣赏优美的景色, 

但总要降落地上. 查经如何有趣, 总要实践. 

 

1) 应用(Application) = 知识的实践, 是基于对经

文的认识而愿意采取合适的行动. 

                                                                                                     
例如: Walter A. Henrichsen (Layman’s Guide to Applying 

the Bible, Zondervan, 1985)、Jack Kuhatschek (Applying the 

Bible, IVP, 1990)、Dave Veerman (How to Apply the Bible, 

Tyndale, 1993)等等. 

2) 重要性(Significance) = 读者对经文意义的体

认, 并愿意将信息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 

3) “观察”的步骤回答“我看见什么?”; “解释”的

步骤解答“它的意义是什么?”; “应用”的步骤

针对“这样的解释对我有何重要性?”   

 

 

(四) “应用”的原则 

 

1) “应用”必须基于正确的解释. 应用若离开了经

文的正意, 就失去圣经的权威与能力. 

2) 经文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有一种解释, 但应用

却可以是多方的. 

3) 应用必须基于圣经整体性的神学原则(注: 这

里的“神学原则”[也可称“圣经原则”]是指合

乎圣经的教义或真理之原则), 先从大处着眼, 

然后其他细节就可以配合这大前提来应用了. 

4) 应用的原则不该受历史或文化因素的规限或

限制. 遇有这些因素时, 必须先将它们化解, 

找出超越时空的应用原则, 才可应用. 

5) 应用必须注意因不同文体(如: 叙事文、说明

文、比喻、诗篇、预表和预言)而带来的差异: 

a) 书信的教导较为直接, 因为 21 世纪的信

徒与第 1 世纪的信徒同样活在新约时代

中. 然而, 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仍须按经文

的解释来细心处理. 

b) 叙事文(记叙文, Narrative, 指讲述一个故

事)的记述要特别留意, 必须先找出经文中

有关神的本性、神不变的心意, 或神学性

(指合乎圣经)的大原则, 经过多方的推敲

与试验后, 才可以应用. 

 

总而言之, “应用”是将解释过程中所得到

的中心主题, “搭桥”过来找出应用原则,98 将经文

的历史性“意义”, 转变成为与现今的现代人相关

的“重要性”. 应用的第一步是“写下原则”, 然后根

据这大原则引出应用的“细节”与“行动”.  

                                                           
98   用“搭桥”来形容从解释到应用的进路, 有两个重要

的意义: (1) 应用不像有些人所认为, 可以随手拈来, 这里一

点、那处一块来凑合而成. 应用如“搭桥”一般, 须运用心思, 

遵行特定的路轨才可以完成; (2) 搭桥必须在两端(过去的

历史性和如今的现代性)有坚固的基础(意即对这两方面都

有清楚的了解与正确的认识), 才可在上搭起桥来; 不然, 只

要有一方的根基不稳, 整座桥就会塌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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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第八步: 写下原则 
 

 信徒读经都会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不同的

方法来应用其中的信息, 有的十分可取, 有的根

本不足为训. 有些信徒看圣经如同求签问卜一样, 

每当遇到困难时, 就随便打开一段经文, 在未完

全明白经文的意义之前, 就随意应用. 有者则看

自己当时的心情与兴趣, 喜欢的经文就应用, 不

喜欢的就丢在一旁. 还有人采纳游击战术, 这里

一点、那里一点地应用, 全无章法可循.    

 

 事实上, 有几种方法可以用来帮助信徒对

圣经信息的“应用”, 赖若瀚在《十步释经法》中

有介绍几种, 并分析它们的优点与缺点, 我们请

读者仔细阅读本文附录二. 但现在我们要探讨的, 

是赖若瀚所提倡的“神学原则应用法”. 

 

神学原则应用法 

(Theological Principlizing) 

[也可称为“圣经原则应用法”] 
 

 

(一) “原则”的定义 

 

1) 根据《韦氏辞典》(Webster’s Dictionary), “原

则”(principle)一词可定义为一项普遍的事实

(a general truth)、一项综合性的法则或教义(a 

comprehensive law or doctrine), 从中可再延伸

到其他法则或教义.  

2) “原则”可以用下列多种形式出现: 

a) 它是一个主张, 或是一种正面的说明. 

b) 它是一个清楚或透彻的宣言(即以一个单

子或简要的句子去表达一个重要的思想). 

c) 它是一个经常有效的真理. 

d) 它是一项为生活与行为基础而设的条例. 

3) 兰姆(Bernard Ramm)论到“原则”时说: “在任

何叙事文中找出基本的属灵、道德或神学性

的原则. 这些原则已蕴藏在经文中, 必须…将

它们发掘出来, 并不是将经文没有的强加进

去. 借着‘原则应用法’, 我们可以从经文中得

着灵修性(devotional)与属灵(spiritual)的真理, 

而避免将先入为主的意义读进圣经中.” 

4) 苏克(R. B. Zuck)根据兰姆的论据, 认为“ ‘原

则’是解释与应用之间的桥梁.” 他用下列图表

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断定经文对原

有读者的意义 

 

写出原则 
决定用某种 

行动去回应 

  解释    意义 重要性    应用 !             

* 苏克指明“原则由经文的意义直接产生, 因

此蕴藏在意义之内; 原则也表达了意义的实

用性, 因此是应用的一部分.” 

 

 

(二) “原则”必须根据圣经整体 

            的“神学”(指合乎圣经的教义) 

 

1) 这“原则”必须基于圣经, 是超越时空, 具有恒

久性价值, 且包含着神不变的计划与真理. 

2) 赖若瀚在《十步释经法》(第442页)一书中写

道: “订定经文的‘原则’必须注意经文的‘神学’. 

这里所说的‘神学’是圣经的神学, 而非人的思

想结构(思想观念)… 这种‘从经文而出的神

学’(emerging theology)必须被强调, 其分量甚

至高于‘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所归纳

的结论.”99 

3) 赖若瀚所谓的“神学性的原则”与麦高根(J. 

Robertson McQuilkin)所谓的 “一般性的原

则”(generic principle)相类同. 它是“圣经核心

的教导与标准, 可用在多种不同的情况下”. 

掌握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共有四个途径: 

a) 圣经清楚陈述的原则; 例如“爱人如己”(利

19:18; 可12:31; 罗13:9; 加5:14; 雅2:8). 

b) 从直接宣言(通常指神的命令)而来的原则; 

例如: “不可奸淫”(出20:14; 太5:28). 

c) 由历史性叙事文(指圣经所记载的一切故

事或事迹; 它们对现今的读者而言是属于

已往的历史事件)引申出来的原则. 

d) 由一些不能直接应用的经文而来的原则. 

                                                           
99   “从经文而出的神学”(emerging theology)是引述自 

Walter Kaiser, Toward an Exeget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1), 第 161 页. 凯泽(Walter 

Kaiser)指出有两种可以探测经文神学的工具: 第一种是引

用圣经作者明确的教导、暗中的指引, 及所采用的名词等, 

看出它们在神递进的启示过程中所占的地位; 另一种是参

考好的圣经神学书籍(例如好的释经书, 或有关圣经教义的

属灵书籍), 指出神学(指某种圣经教义, 例如“时代论”、“基

督论”、“末世论”等)在历史中如何发展. 同上引, 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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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使历史性的事件具有教义性的价值, 必

须根据圣经作者写作的动机(赖若瀚称之为

“神学性的动机”);100 例如路加写作 徒2:37-42

的目的是要为设立召会开创先例, 那么这个

过程便是日后信徒所该跟随的规范或模式. 

 

(三) 方法与步骤 

 

1) “神学原则应用法”(也可称为“圣经原则应用

法”)主要是使经文的主题经过两项辨别的试

验, 让它一方面可以摆脱文化差距的规限(注: 

此“规限”是指某经文的教导只适合或限于当

时经文作者的时代所使用), 另一方面又可与

圣经整体的教导相符, 然后归纳出可应用的

“神学性原则”(或称“圣经教义性原则”).   

2) 以上第一方面(第一项试验)是要回答一个重

要问题, 正如兰姆(B. Ramm)所言: “究竟文化

的因素在什么情况下影响圣经的信息, 规限

它只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才能适用?” 

 例如: 要亲嘴问安(林前13:12)、彼此洗脚

(约13:14)等是有文化因素, 规限它们只适

用于作者的时代. 

 换言之, 要分辨哪些圣经教导是超时空的

真理, 哪些是受地域或文化因素的规限. 

我们该“应用”或实践的是前者, 而非后者. 

3) 关于第二方面(第二项试验), 若要定出合乎圣

经整体教训的应用原则, 采用此模式者必须

对整体圣经的真理相当熟悉. 

4) 以上“双重试验”的步骤可归纳如下: 

 

试验一: 

“它是否没有受到文化因素的规限?” 

1. 将由解释经文而得的主题进行第一重试验, 看

“它是否没有受到文化因素的规限?” 

2. 若有受到文化差距的规限或限制, 就不通过, 必

须先化解主题中所有的文化规限. 

                                                           
100   关于这点, 赖若瀚说: “神学性的原则必定与神学性
的动机相连.”(参《十步释经法》, 第 443 页). 此话的意思

是: 我们要从圣经的经文中找出的这个“神学性的原则”, 必

定与圣经作者写那段经文的目的(神学性的动机)有所关联; 

例如保罗说“不肯做工的不可吃饭”(帖后 3:10). 保罗写这话

的动机是要纠正那些有能力做工却不肯做工的人(帖后

3:11-12), 而非指残废人士不可吃饭. 换言之, 我们不能说这

经文的神学性原则是“凡不做工的人就不可吃饭”, 因它与

作者(保罗)说这话的目的(神学性的动机)并不相连或相符.   

3. 若没有受到文化差距的规限, 就通过了, 可以进

行第二重试验(试验二).  

4. 进行试验二之前, 先写出初步可应用的原则 

试验二: 

“它是否与圣经整体的教导相符?” 

1. 将这初步可应用的原则进行第二重的试验, 看

“它是否与圣经整体的教导相符?” 

2. 若是不符, 试找出不符的地方, 再次重新调整与

校正. 

3. 若是相符就通过, 成为了经文“神学性的原则”(指

合乎圣经教义的原则), 可以应用. 

4. 基于这项“神学性的原则”(或称“圣经教义性的原

则”, 可简称“圣经原则”), 列出一些生活上的细节

(参下文 E.2: 列出细节)及具体行动(参下文 E.3: 

身体力行), 应用在实际的需要上或生活中.  

 

 下图是“神学原则应用法”的模式: 
 

 
 

 

 (E.2) 第九步: 列出细节 
 

 应用必须仔细, 粗枝大叶的应用原则使人

难以掌握. 例如有个女儿参加朋友的生日会, 父

亲对女儿说: “今晚早一点回家.” 女儿12点回到

家被父亲大骂一顿, 但女儿委屈地说: “我是同学

当中最早回家的.” 早一点是几点? 父亲对“早”的

标准和女儿不一样. 原则必须细节化, 才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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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原则”到“细节” 

 

1) 原则适用于任何时代, 细节则适合于一个独

特的情况. 

 例证一: “亲嘴问安”(林后13:12)是细节性的应

用; 其原则是什么? 答案是: “信徒见面时要流

露出爱心与关心的行动”. 原则是不变的, 但

所列出的细节可以不同, 诸如: 见面时有言词

上的问候、握手的表示, 或其他充满爱心而

又得体的行动.  

 

2) 原则是普遍性的, 细节是具体性的. 在应用或

实践时, 人常需要一些一针见血的行动项目. 

有者用“SMART”五个英文字母来说明“细节

应用”的五个特征: 

S Specific  

(清晰具体)  

= 指出一些具体可应用的

行动 

M Measurable  

(可以量度)  

= 所列出的行动是可以用

一定的标准来衡量的 

A Acheivable  

(容易达成)  

= 所列出的行动是不会有

太高标准, 是可以达成的 

R Relevant  

(实际可用)  

= 所列出的行动是实际的, 

不是虚无缥缈的 

T Timing-related  

(时间规限)  

= 所列出的行动要在某一

段时间内完成 

 

 例证一: 徒1:8的“为主作见证直到地极”是大

原则, 采纳上述SMART, 细节的行动可包括: 

S 清晰具体 = 

向父母亲传

福音  

我立志要实践主的大使命, 从

我的“耶路撒冷”(家乡)开始 , 

向父母传福音, 领他们信主. 

M 可以量度 = 

向五个朋友

传福音  

我计划要向五个朋友传福音

(列出他们的名字), 带领他们

信主. 

A 容易达成 = 

参 加 一 次

“短宣”  

我今年之内要参加一次短宣

事奉(或参加“逐家分派福音单

张”之类的活动). 

R 实际可用 = 

写出三分钟

的见证  

我要写出一篇关于“我信主得

救的见证”之文章, 其长度在

分享时约三分钟. 

T 时间规限 = 

在三个月内 

(30天内) 

我要在这三个月内学会“属灵

四定律”的传福音方法.  

 

3) 综合来说, 先从圣经时代的细节(经文的记述), 

到找出超越时空的“神学性原则”(圣经教义性

原则), 然后再将此原则“细节化”以应用在21

世纪的今日情况中.  

 要明白以上过程, 关键在于一个问题: “若保

罗(或其他任何的圣经作者)活在21世纪的今

天, 他将会如何用现代生活上的例证来阐释

这项原则呢?” 试运用想象力, 就能掌握重点. 

 

(二) “细节”各种层面的应用 

 

1) 要应用细节, 可以直接问自己一个问题: “既

然我现在知道神的心意, 我该如何在生活上

实行出来?”  

2) “应用细节”可从以下不同层面来着手: 

 

A. 从对神、对己、对人三方面来回应 

1) 对神方面:  我对神该作出什么回应? 

a) 敬拜: 圣经充满着对神属性的介绍, 叫人向神

产生合宜的敬拜、称颂和赞美.【列出一项要

赞美神的属性, 并称颂祂】 

b) 信心: 神的话语使我认识祂, 并引导我对祂有

更深切的信靠.【列出一项要信靠神的项目】 

c) 顺服: 因顺从神话语的权威, 我决心要履行我

身为基督徒的责任.【列出一项要履行的责任】 

 

2) 对自己方面: 我对自己的生活该作出怎样的调整? 

a) 悔改: 神的话像一面镜子, 照明我内心深处的

光景, 我该怎样回应圣灵的感动, 对付自己的

软弱, 远离罪恶?【列出一项要对付的罪】 

b) 追求: 我知道自己缺少经文所教导的属灵品

德, 我要靠主竭力追求.【列出要追求的品德】 

 

3) 对人方面: 我该如何改善与别人之间的关系?  

a) 待人: 我对周围的人是否已尽上当尽的本分?

【列出当尽的一项本分】 

b) 见证: 我怎样才能将主的信息传扬, 使人同得

福音的好处?【列出一项传福音的行动】 

 

B. 从教育学的知识、态度、行动三方面来回应 

1) 知识方面: 经文如何帮助我对神、主耶稣、圣

灵、救恩、人性等等的圣经真理有进一步的认

识? 这些认识又如何解决我心中的疑问?  

 这个层面注重对真理的了解与分析.【列出一

项对真理的认识】 

 例如: 看见超速驾驶的人被警察开罚单, 因而

“了解”超速驾驶会有被罚的可能. 

 有关知识方面应用的字眼可包括: 晓得、指

出、阐释、描述、分辨、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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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态度方面: 因着对经文的了解, 我在感情(情绪)上

有什么反应? 在心态上如何认同? 

 这个层面对真理的感受与体认.【列出一项对

真理的感受或体认】 

 应用之道在于心. 心若受感动, 才会顺服真理; 

心态调整, 心意更新, 才会将这真理付诸行动. 

 有关态度方面应用的字眼可包括: 体会、欣

赏、喜欢、受感动、得鼓励、愿意顺从等. 

 

3) 行动方面: 如何能将所认识或所体认的真理付诸

行动(实践出来)?  

 这个层面注重习惯的培养、技能的操练或实

际行动的实践等. 【列出一项把所学到的真理

实践在生活中的行动】 

 例如: 知道超速驾驶会有被罚的可能后, 一看

见速度限制的交通标志, 就会踏煞车器使车子

慢下来, 遵照速度的限制来驾驶. 

 有关行动方面应用的字眼可包括: 传扬、见

证、实行、解决、悔改、认罪、追求、摆上等. 
 

 

 

 (E.3) 第十步: 身体力行 
 

 当信徒对圣经的真理有所认识, 而且能掌

握应用的过程(特指“写下原则”和“列出细节”), 

接下来正是“行动”的时候了.   

 

(一) 从“细节”到“行动” 

 

行动必须根据所列出的细节, 要简单而具

体, 以下是将真理付诸行动(实践)的几项建议: 

 

1) 行动必须要即时: 立刻采取行动. 

 雅各说: “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

的相貌如何”(雅1:23-24) 

 或许有人问: “世上怎会有这样善忘的人呢?”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但这是读经与听道的写

照. 读者若自我检视属灵的生命, 不难发现我

们都是“善忘”的人. 

 雅各继续指出: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 使人

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

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雅1:25).  

 即时行动是得福的途径, 特别是当圣灵感动

要我摆脱一项恶习的时候, 若没有第一时间

去实行, 久而久之, 不但感动会消失, 更容易

产生硬心的后遗症. 

 

2) 要经常自我提醒: 人是健忘的, 需要常被提醒. 

 信徒可用以下几项建议来提醒自己: 

a) 将经文和所要实行的事写在卡片或记事簿

上, 甚至贴在每天梳洗时面对着的镜子上, 

经常提醒自己, 不可疏懒(注: 今可存记在

手机的记事簿或主屏幕上, 开手机便记起).  

b) 经常自我反省、检讨和校正, 并为所作出

的决定经常在祈祷中求主加力. 

c) 将经文背诵, 牢记在心, 自然会达到提醒

的作用. 有关如何借着默想经文来应用信

息, 请参本期《家信》的“默想灵修”专栏. 

 

3) 请属灵伙伴相助: 请属灵伙伴给你督促提醒. 

 找一位知心的属灵好友, 告诉他有关的决定, 

请他代祷, 并且支持你、提醒你、鼓励你. 

 若你的决定是大家可以一同做的事(如读经、

祷告、传福音或学习某一项属灵美德), 便可

以一同学习、一同追求. 这样, 一方面增加情

趣, 另一方面使自己不易放弃. 

 

 

(二) 例证 (第八步骤至第十步骤) 

 

让我们以“博士朝拜主耶稣”的故事为例证, 

来看如何进行第八步骤至第十步骤的“应用”. 

 

例证: 博士朝拜主耶稣  

马太福音 2:1-12 

      未进行第八步骤前的一些评注: 

1) 这段经文的主题已被断定是: 东方的博士因着景星

的引导 , 千里迢迢来寻找并敬拜新生王耶稣基

督.101 

2) 这主题是历史性的主题, 是讲述东方博士的行动, 

                                                           
101   赖若瀚指出, 有者认为这段经文可以用“神的引导”

作为重点(主题), 说明神可以借着不同的方式, 如“星”、“圣

经”和“异梦”等来引导人的道路. 但那只属“支流”的应用, 

因为整段经文对耶稣基督的王者身份, 以及博士对祂的敬

拜都十分注重, 是不可忽略的主流意义, 当然, 研经者可以

偶尔采取“支流”的应用, 但必须认定那只是支流, 而且不能

常用; 否则, 研经者就只徘徊在圣经信息的边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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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我扯不上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将它转变

成一项超越时空的“原则”, 才可以应用(意即要问: 

“博士所做的, 对今日的信徒有什么重要性呢?”). 

 

第八步骤 : 写下原则 

 (注: 第八步骤属于“应用”方面) 
1) 将主题进行第一重的试验, 看“它是否没有受到文

化因素的规限?”, 若有, 就必须先化解. 
 

试验一: 

“它是否没有受到文化因素的规限?” 

1) 这项主题中有两项较主要的文化、地理或时

间因素的规限： 

a) 东方的博士是历史性的人物, 他们从“东

方”来, 是当时地理上的阻隔. 换句话说, 

拦阻博士前来朝拜的是地域上的距离, 所

以是地理因素. 

 今日信徒要敬拜主, 很少受到如此的地理

因素所规限(至少不必走三、四个月才可

以敬拜主). 当时对博士们所造成的困难, 

不一定是今日信徒所遇见的困难.  

 困难虽不一样, 今日信徒要敬拜主仍会遇

见困难  —  环境上的困难(如家人的反对)

或心理上的困难(如爱慕世界). 

b) “新生王”这一称呼是指耶稣基督乃是旧约

预言要来作“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 是指

着弥赛亚说的. 耶稣基督现今已在天上作

王, 坐在父神的右边, 长远活着, 将来也会

再来作“万王之王”(启19:16). 因此, 耶稣基

督仍然是王, 只要将“新生”两字拿走即可. 

2) 以上的两项文化、地理与时间的因素经过化

解调整之后, 就可以写下超越时空的原则来应

用. 这正是第一重试验的主要目的. 

3) 在通过第一重试验之后, 初步的原则可以归纳

为: “信徒必须排除万难, 来敬拜我们的主  —  

我们的王耶稣基督.” (注: 这原则放诸四海而

皆准, 是应用方面的“树干”原则) 

 

试验二: 

“它是否与圣经整体的教导相符?” 

1) 将初步的原则进行第二重试验, 看“它是否与圣经

整体的教导相符?” 

2) 新旧约圣经都教导信徒要敬拜神(特指父神), 但是

否也该敬拜圣子耶稣基督呢? 我们根据“以经解

经”的原则, 用别处经文来看这主题是否合乎圣经

整体的教导. 

3) 保罗在 腓2:9-11: “所以, 神将祂(耶稣基督)升为至

高, 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

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

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与父神.” 此外, 约

翰在启示录第5章看见天上二十四位长老、众天使

和万民都跪拜羔羊(耶稣基督). 因此, 主耶稣是应

该被敬拜的. 

4) 经过两重的辨别试验之后, 上列初步的原则可以成

立, 可以安心应用. 

 

第九步骤 : 列出细节 

第十步骤 : 身体力行 

(注: 以上两步骤属于“应用”方面) 

1) 太2:1-12的神学性原则(即圣经教义性原则)是: “信

徒必须排除万难, 来敬拜我们的主  —  我们的

王耶稣基督” 

2) 根据以上的神学性原则(即圣经原则), 我们将之细

节化, 从博士身上学习“敬拜主”的功课: 

 

列出细节 身体力行 

1. 真正的敬拜必须认识

敬拜的对象, 如同博士

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生下

来作王一般【对神方面

的认识】 

1. 细节上的回应: 我愿意

在本周内多读四福音(或

弥赛亚诗篇、预表基督

的五大祭物等), 更多认

识我所敬拜的耶稣基督. 

2. 真正的敬拜必须付上

代价, 排除众多的困难, 

用坚强不移的意志去完

成.【对神方面的行动, 

也是对自己方面的追

求】 

2. 细节上的回应: 我知道

我在主日早上经常不能

按时起床到聚会的地方

敬拜主 . 我要求主赐力

量, 胜过我的软弱; 我要

请好友(列出名字)在主日

早上按时给我拨个电话.  

3. 真正的敬拜必须服在

主的王权之下(表示向

主俯伏敬拜), 因祂配得

我们全人的敬拜 .【对

神在态度上的体认】 

3. 细节上的回应: 我要在

生命中的一个层面(请填

上那个层面 , 如学业上)

尊主为大, 将主放在最优

先的地位上. 

4. 真正的敬拜必须有所

献上, 如同博士献上珍

贵的礼物 .【对神方面

的行动】 

4. 细节上的回应: 我在金

钱奉献的事上素来不够

忠心, 我立志要开始每个

月奉献至少十分之一. 

 

3) 关于第十步骤“身体力行”方面, 有四件可行的事:  

a) 在立志之后, 请将经文及所要实行的事写下, 

经常提醒自己, 不可疏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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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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为所作出的决定经常祈祷, 求主加力. 

c) 背诵与它有关的经文, 用它作提醒. 

d) 若是可行, 将你的决定告诉一位知心的属灵伙

伴, 请他常为你祈祷, 并且支持你、提醒你. 

 

 

 读经的应用讲求“心”. 很多人虽然头脑灵

活, 对经文知道得很多, 了解也很透彻, 但“心”若

不动, 心态不改, 一切都是徒然, 不起什么作用. 

心意若能更新, 对圣灵的感动经常有敏锐的触觉, 

生命才会有所改变, 读经才会盛化生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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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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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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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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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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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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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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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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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圣经信息“应用法”简介 

 

 论到如何“应用”圣经信息方面, 赖若瀚在

《十步释经法》中另有介绍三种常见的模式, 并中

肯地分析它们的优点与缺点.  

 

(一) “认同法”或“投射法” 

(Identifying with Bible Characters) 

 

(A) 定义与方法 

这种应用法是从叙事文的经文中, 找出其中

的一个人物, 将自己置身于他的经历与情况中, 完

全与他认同, 将他的所作所为投射在自己的身上. 

例如效法希西家王在绝症中求寿(王下20:1-7; 赛

38:1-8; 代下32:24), 又如读到亚伯拉罕“离开本地、

本族、父家”的呼召(创12:1-2), 就认为自己必须移

居外地, 甚至移民国外.   

 

(B) 评估与回应 

我们必须承认, 若

要深入了解叙事文的信

息, 读者必须设身处地去

体会、去听、去看、去

触摸、去经历故事中各

人物的情感世界. 但若运

用“认同法”或“投射法”来

应用圣经, 就免不了会陷入危机中. 原因如下: 

 

1) 它将圣经人物与现代读者的情况匆促地连在一

起, 并未有仔细研究二者之间在历史、文化、

地理或神学(可指“时代的真理”方面)的情况中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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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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完全相同. 简言之, 它忽视了两者之间鸿沟

存在的事实, 将过去与现在的情况看为等同. 

2) 它也倾向于将叙事文中“相对性的事理”当作

“绝对性的真理”看待. 

3) 它同时将叙事文以神为中心的重点变成“将人

当作英雄来崇拜”, 高举了人的经历而忽视神的

作为(指神的工作). 

 

(C) 应该注意的原则 

1) 圣经中所记载的事迹, 并不是全部值得我们效

法的, 因为有些是反面教材, 不足为训. 例如: 撒

但的谎言、愚昧人的见解、外邦人的恶行, 甚

至有些属灵人所行的也不能一概而论地加以应

用(例如亚伯拉罕娶妾). 圣经中有记载关于说

谎、奸淫、乱伦、残暴、欺骗等事, 若不加思

索地去认同或应用, 将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2) 圣经写作有两个目的:  

a) 积极性、正面的教导: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

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

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15:4). 这些教训

是正面的, 可以效法. 

b) 消极性、反面的教导: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

监戒,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那样贪

恋的”(林前10:6). 这些教训是反面的, 必须

引以为戒. 

 读者必须辨认正反两面的教导, 才可适当的

应用. (至于如何分辨, 那是解释的部分) 

3) 读圣经叙事文的记载, 不论是个人或团体的事

例, 都不能按第一印象而立刻妄下定论, 必须审

慎研究, 细心推敲经文的意思才可应用. 

4) 特别注意每件事迹或那段经文记载的前后, 是

否已附加作者的评语; 例如: 代上10:13-14对扫

罗生平的评语; 代下32:31记载神要试验希西家

王; 代下16:12声明亚撒王没有求神.  

5) 注意神对该事迹的看法如何, 或它是否直接或

间接地违反神的命令; 例如: 伯42:7, 神向约伯

的朋友们说: “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也

参 伯38:1-5); 又见 撒下11:27说: “大卫所行的这

事, 耶和华甚不喜悦.” 

6) 有些事迹的评语, 是在别处的经文中才可以发

现的; 例如: 加2:11-14记载保罗当面斥责彼得在

安提阿的举动, 参 使徒行传第15章. 

7) 其他的事例必须从圣经的整体或一贯的看法, 

来断定它应用的可靠性(指是否适合应用).  

 

(D) 例证: 希西家王求长寿 

我们用“希西家王求长寿”的叙事文为例证. 

请参相关经文: 王下20:1-7; 赛38:1-8; 代下32:24. 

 

A. “认同法”或“投射法”的立论 

1) 犹大国的希西家王求神免死, 神后来应允给他加

增15年的寿数. 

2) 根据这段经文, 基督徒同样可以在急难(病危)中求

神添寿, 借着恳切的祈求去改变神的心意. 

 

B. 对“认同法”的评估与回应 

1) 这是一项祈祷蒙应允的记载. 但问题是: 信徒能否

普遍地或直接地应用这事迹的教训? 

2) 这件事迹完全出于神主权的干预. 本来神的旨意

已定, 借先知以赛亚吩咐希西家说: “你当留遗命

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 不能活了”(王下20:1). 不

过希西家向神痛哭祈求, 神就例外施行怜悯, 加增

他15年的寿数.【上文下理】  

3) 这件事迹本身没有加上作者的评语, 也没有记载

神对此事的看法.【上文下理】 

4) 从这事件的后果来看, 希西家在增寿的15年间, 并

没有什么独特的贡献. 反之, 他却有下列的恶果:

【逻辑推理】 

a) 他病愈后, 把财库中的金子银子并一切的财宝

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 这样高傲的炫耀财富导

致后来巴比伦兴兵攻占耶路撒冷, 把王宫一切

财宝和犹大百姓掳到巴比伦(王下20:12-19). 

b) 希西家离世后, 他儿子玛拿西接续他作王, 当

时年12岁(王下20:21-21:1), 可见玛拿西是在

希西家求寿蒙应允3年后出生的. 玛拿西是犹

大国中的坏王之一. 增寿15年, 生了一个这样

的儿子, 真是生不如死. 

5) 从圣经的一贯真理看这事:【以经解经】 

a) 人的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 乃是要配合祂

的旨意(约壹5:14-15; 雅4:3-4). 若勉强祈求, 神

或许借着祂“许可的旨意”(而非“完美的旨意”)

使事情如人所愿地成就, 但结果不一定是美好

的(参 诗106:15).104 

b) 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不是在人的手中(传3:1; 

诗139:16; 徒17:28; 太6:27). 希西家王既从先

知以赛亚口中得知神的心意, 本该顺服接受. 

6) 结语: 希西家王这事迹不能成为基督徒(信徒)普

遍的典范. 基督徒对神的心意的第一反应, 应该是

顺服(因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者得益处, 罗8:28).  

 

                                                           
104   另一例证是以色列百姓坚持要求立王(撒上 8:5-

22), 神最后答应他们, 但他们将承担恶果(撒上 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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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PECK 方法 

(罪恶-应许-榜样-命令-知识) 

 

(A) 定义与方法 

SPECK方法乃是采取五个应用项目中每个

字的头一个英文字母结合而成, 以便记忆. 它可采

用以下五个问题来表达: 

 

 Sin (罪恶): 是否有什么罪恶要我去避免或引为鉴戒? 

 Promise (应许): 是否有什么来自神的应许要我掌握? 

 Example (榜样): 是否有什么榜样让我效法? 

 Command (命令): 是否有什么命令要我遵行? 

 Knowledge (知识): 这段经文如何加深我对神、基

督、圣灵、人、魔鬼等的认识? 

 

(B) 评估与回应 

SPECK方法提供了一个模式, 让信徒可以实

际地应用经文的信息. 不过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是解经者不能忽视的: 

1) 此法用在新约书信中较为合适, 但若用在叙事

文体或旧约经文时, 则容易陷入上述“认同法”

的弊病中(参下文的例证). 

2) 这种应用法较为松散, 忽略以经文的中心信息

作为应用; 它从四面八方进行, 虽然有时会有点

滴的收获, 但经常会失去重心.105 

 

(C) 例证: 初期召会凡物公用 

我们用“初期召会(教会)凡物公用”的事迹作

例证. 请参经文: 徒4:32-5:11. 

 

A. SPECK方法的立论 

若根据SPECK的应用法, 可能会产生以下较为极

端的应用:  

1) 罪恶(S): 我不可以好像亚拿尼亚和妻子撒非喇那

样的自私自利, 将银钱留下来给自己用, 以致遭受

神的管教与刑罚(徒5:1-11). 

                                                           
105   例如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扩散的时期, 有些

教会的牧师或信徒引证 诗 91:6-7: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 万人仆倒在

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也参 第 3 节: “他必救你脱离

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 他们把这三节当作神给每个

基督徒的应许, 强调神必保守基督徒不会感染新冠肺炎, 所

以他们不肯“居家隔离”, 仍然到教堂群集, 结果他们当中有

不少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甚至有牧师和信徒染病而死. 这

是何等可悲, 因为错误的“解释和应用”圣经. 事实上, 这篇

诗篇是“弥赛亚诗篇”, 里面的应许主要是给弥赛亚主耶稣

基督(比较 诗 91:11-12 和 路 4:10-11), 而非每个基督徒.   

2) 应许(P): 当大家凡物公用后, 圣经说: “内中也没

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

卖的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给各人”(徒4:34-35). 凡物公用必会导致各人一

无所缺. 

3) 榜样(E): 初期召会的信徒与巴拿巴变卖田产奉献

的事(徒4:32, 34, 36-37), 是我们该效法的好榜样. 

4) 命令(C): 经文中似乎没有直接的命令要我们遵守. 

5) 知识(K):  

a) 召会凡物公用, 彼此相爱, 众人都没有欠缺. 

b) 神是公义的主, 祂是轻慢不得的. 

 

B. 对SPECK方法的评估与回应 

1) 上述的经文是叙事文, 它是初期召会生活的记录, 

但可否作为绝对性的准则仍是疑问. 

2) 亚拿尼亚和妻子撒非喇的罪是“欺哄圣灵”(徒5:3). 

彼得清楚地宣告他们受神刑罚并非因为没有把变

卖田产的价银全部拿出来, 乃是因为他们只拿出

“部分”却欺哄说是“全部”(徒5:4,8). 由此可见, 变

卖田产将价银全数拿到使徒面前, 并非当时硬性

的规定. 

3) 变卖田产、奉献价银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 是弟

兄姐妹受感动而自愿的摆上. 因此, 今日召会若有

信徒要如此奉献, 实在是美事. 但召会或信徒不能

硬性要求别人也要如此行, 因为所注重的是甘心

情愿的摆上(参捐献的原则: 甘心乐意, 林后9:7). 

4) 在保罗书信中, 可见后期的召会曾有收集捐项(捐

款), 在经济上帮助有需要的人, 保罗所提供的原

则是: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 你们受累, 乃要均

平, 就是要你们的富余,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余, 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 这就均

平了”(林后8:13-14). 这“均平”的原则是要“富余”

的补“不足”的, 并且有来有往, 互助互爱. 

5) 这种凡物公用的现象, 也许是由于当时一个特殊

的需要而起. 因五旬节的来临, 许多从外地来的人

到了耶路撒冷(参 徒2:5, 9-11), 而且一时有三千人

(徒2:41)和五千人(徒4:4)信主, 召会要在经济上照

顾这些人实在不易, 须有紧急的措施来应对. 后

来, 召会建立了规模, 就将这种需要列入经常性的

情况来处理了(即信徒做工自供自足, 也互相帮补). 

  

 

 

(三) TRUTH 方法 

(困扰-回应-潜在偶像-真理-心灵回应) 

 

除了以上两种方法, 弗尼克(Leslie Vernick)

采用“TRUTH”的方法来提倡一个实用、易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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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应用模式. (如同“SPECK”, 同样是以五个应用

项目中每个字的头一个英文字母组合而成) 

 

 Troubles (困扰): 从神允许你经历的困扰中, 学习

扩大视野. 

 Response (回应): 在面对困扰与试炼时, 如何作出

较理想的回应. 

 Underlying Idols (潜在偶像): 看生命中有哪些潜

在的偶像拦阻你作出适当的改变. 

 Truth (真理): 掌握神的话语中的真理信息. 

 Heart Response (心灵回应): 用心灵去回应, 并学

习亲近神. 

 

这模式注重即时的应用, 与 SPECK方法十

分相近. 可是它没有先找出经文深入的、超越时空

的大原则, 然后才应用, 所以有潜在的危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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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文化的差距与释经的应用 

 

 应用圣经信息的一大困难, 是读者或研经者

有时难以断定某段经文的教导是否只限于某时代

的特殊情况, 抑或是普遍适用于现今的信徒. 赖若

瀚所提倡的“神学原则应用法”模式中, 经文主题要

通过的第一重试验就是与此有关  —  “这主题是否

没有受到文化因素的规限或限制?” 

 

 针对这点, 麦高根(J. R. McQuilkin)指出: “现

代人不断地以相对的社会观念加诸圣经中, 使经文

的信息与原意互相违背. 我们必须订定严格的标准

来规范文化的解释, 不然, 解经者就变成了权威, 超

越了圣经本身的权威.” 根据赖若瀚, 以下所列的是

一些“严格的标准”, 用来规范圣经信息的应用. 

 

(一) 注意该项记载或教训是否 

具有道德方面或与神心意有关的真理 

 

例一: 妻子是否应当顺服丈夫? 

(西3:18; 弗5:22-23) 

 

1) “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教导乃基于神创造的次序  

—  神先造男, 后造女(编者注: 即所谓的“头权”  

—  作头带领的权责; “蒙头的真理”也基于创造的

                                                           
106   以上附录二改编自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

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437-441 页. 

次序, 林前11:8-9); 在家庭的制度中, 这次序明显

地反映出神的心意(参 提前2:11-14). 

2) 保罗用妻子与丈夫的关系, 比作召会(教会)与基督

的关系(弗5:22-33). 基督是召会的头, 同样, 丈夫

也是妻子的头(弗5:23; 参 林前11:3).107 因此, 妻子

顺服丈夫的教义与召会顺服基督的原则相同, 不

会因为时代或文化的差异而有所改变(这就是所

谓“与神心意有关的真理”). 

3) 无论如何, 在强调妻子要顺服丈夫的同时, 我们得

认定这种“顺服”只限于功能上(functional)的顺服, 

并不等于说女人是次一等的人(因在基督里, 男女

在地位上[positional]是平等的, 加3:28). 今日的女

权运动强调男女要完全平等, 其实是混淆了男女

之间在功能上与本质上的分别. 若是要男女完全

平等, 那么是否有一天要轮到男性怀孕生子呢? 

 

例二: 守主的晚餐(即所谓的“守圣餐”) 

是否一定要用饼和葡萄汁/葡萄酒? 

(林前11:23-26) 可用其他物品取代吗? 

 

1) 针对以上问题, 我们在此的重点不是谈要用有酵

或无酵的饼和葡萄产物,108 而是有人曾问: “守圣

餐是否有时可以改变一下作风, 换一下口味, 用别

的东西来代替呢?” 

2) 要回答这问题, 必须先清楚了解“饼”和“葡萄汁/葡

萄酒”在当时所要表达的意义. 这两项表征(symbol)

在本质上显示了神救赎事工中的两项要素: “饼”

代表主的身体, “葡萄汁/葡萄酒”代表主的血. 若换

了别的表征, 今日信徒在“守圣餐”(即守主的晚餐)

时, 就无法联想到它真正代表的意义了! 

                                                           
107   有者错误地认为哥林多前书 11 章是单单论到“丈

夫”与“妻子”的关系, 所以只有作“妻子”的姐妹才要蒙头, 

单身的姐妹不必蒙头. 针对这点, 我们承认哥林多前书 11

章的“女人”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gunê {G:1135}, 可指“女人”

或“妻子”. 但请注意, “每个谨慎的圣经读者不难发现 林前

11:2-16 并非指‘夫妻’关系, 不然第 8 节将变成‘丈夫不是由

妻子而出, 妻子乃是由丈夫而出’【注:《和合本》把此节

译作“男人”和“女人”, 即“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

由男人而出”】. 没有一个作‘妻子’的可宣称她是由丈夫而
出. 但我们知道‘女人’(指夏娃)却是由‘男人’(指亚当)而出

(创 2:22)【注: 夏娃最初的名字乃是“女人”, 创 2:23: “可以

称他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 

《和合本》将哥林多前书 11 章的 gunê 译成‘女人’(而不是

妻子)是正确及合理的.” 引自《家信》的文章“女人的职

事”, 请参网址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

会真理 4 女人的职事/ .  
108   若读者想了解关于“有酵”还是“无酵”这一课题, 请

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守主的晚餐该用

无酵饼还是有酵饼/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守主的晚餐该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守主的晚餐该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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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有人指“蒙头”只是哥林多人的传统或风

俗, 所以保罗在 林前11:1-16有关“蒙头”的教训只

限于第一世纪的哥林多召会的信徒, 不适合应用

在现今时代的信徒身上. 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 蒙头的教训或教义有两大方面: (1)男人

不该蒙头; (2)女人应该蒙头. 蒙与不蒙的原因不

是因为当地的风俗习惯, 而是因为创造的次序

和目的(林前11:8-9), 这与神“起初”在乐园里所

设立的“头权”(headship)有关, 是“与神心意有关

的真理”, 而非属于人的传统或风俗习惯.  

 女人蒙头是遵守“与神心意有关的真理”  —  顺

服神“起初”所设立的头权. 天使也在见证她们

是否“顺服头权”, 所以保罗指出“女人为天使的

缘故, 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林前11:10). 

 哥林多召会的信徒肯定有犹太人(徒18:1-3, 8-

11). 犹太男人按传统风俗敬拜神时必须蒙头, 但

保罗在 林前11:4,7强调男人不该蒙头, 可见“蒙

头的教义”与传统风俗无关(只与“头权”有关).  

 保罗在 林前11:16总结时强调, 若有人想辩驳

(反驳), 即不赞成“女人蒙头, 男人不蒙”, 保罗表

明“我们”(保罗及同工们)和“神的众召会”(包括

由犹太信徒组成的耶路撒冷召会)都没有这样的

规矩(即允许男人蒙头, 女人不蒙). 

 有关蒙头是否属于风俗习惯, 我们请读者阅

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

-可有可无的传统 .【请留意B项的理由(1): 蒙头

是第一世纪的哥林多人或希腊人的传统吗?】 

 

(二) 注意该项记载或教训是否 

只限于当时的风俗与习惯而已 

 

例一: 今日信徒见面是否仍须 

“亲嘴问安”? (林后13:12) 

 

1) 初期召会的信徒见面时常会彼此问安, 从热烈的

迎迓、言语的问候以至行动上的亲嘴, 这些都是

当时常见的表达方式. 

2) 犹太人的会堂是男女分坐的, 男与男的亲嘴, 女与

女的亲嘴, 彼此问安, 十分亲热. 

3) 从早期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的记述, 发现这“亲

嘴问安”的习惯早已变成极其随便, 甚至不合圣徒

体统的行动. 保罗说“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务要圣

洁”就是针对这样的背景而来的. 

4) 基督徒彼此之间在基督里具有生命的连结, 见面

表示问候关心是应该的. 但在21世纪的今天, 信徒

见面若以“亲嘴”来问安, 这行动与当时的意义似

乎不太相同. 现代人对“亲嘴”较为敏感(尤其比较

保守的东方人), 加上这行动与神的道德性之要求

或心意无关, 所以可以借着言词的问候、握手的

表示或其他爱心关怀的行动来代替, 促进彼此之

间的情谊. 

 

例二: 今日信徒可以(或应该)在 

敬拜时举手祷告吗? (提前2:8) 

 

1) 旧约圣经有多处记述圣徒在敬拜神时向天举手

(伯11:13; 诗28:2; 63:4; 88:9; 134:2; 141:2; 143:6; 

哀2:19), 而且保罗在 提前2:8也说: “我愿男人无忿

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这行动似

乎是圣经所赞成的.  

2) “举手祷告”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习惯, 是形式上的

举动. 今日的信徒若要效法, 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之

处. 然而, 若要在公众敬拜时实行, 必须先考虑下

列各项因素: 

a) 这是否只限于男人呢? 姐妹可举手祷告吗?  

b) 所举起的手是否圣洁? (注: “举起圣洁的手”) 

c) 举手祷告是自发性的呢? 还是为了标新立异? 

或为了引人注目? 

d) 众人是否以此为“美事”(参 罗12:17)? 因公开

或集体敬拜是众人的事, 不只限于个人. 若个

人的喜好影响到别人的清心敬拜, 或干扰到他

人的集中力, 那就得小心注意(甚至要为了众

人而不做此事). 

3) 上列的几项问题, 其实都比“举手祷告”的举动更

为重要, 须先处理. 

 

(三) 注意该项记载或教训是否 

有原则性的教导, 抑或只是 

解释某项原则的一些实例而已 

 

例一: 召会是否必须 

选立“七”位执事 (徒6:3) 

 

1) 按使徒行传第6章的记载, 初期召会选立这七位执

事, 是因为当时特别的需要.  

2) 从后来保罗的书信中, 可见这些人都是管理召会

的同工(腓1:1; 提前3:8), 必须具有一定的资格(提

前3:8-13).  

3) 至于是否一定要选立“七”位执事, 就应该因时制

宜(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而采取适当的办法), 因情

况而异, 不能硬性规定.  

 

例二: 姐妹是否不可以戴首饰,  

穿贵价的衣裳 (提前2:9)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8%92%99%E5%A4%B4-%E5%8F%AF%E6%9C%89%E5%8F%AF%E6%97%A0%E7%9A%84%E4%BC%A0%E7%BB%9F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E8%92%99%E5%A4%B4-%E5%8F%AF%E6%9C%89%E5%8F%AF%E6%97%A0%E7%9A%84%E4%BC%A0%E7%BB%9F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49 

   

《家信》: 第 125 期 (2020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1) 提前2:9全文如下: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 以正派

衣裳为妆饰, 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

裳为妆饰.” 从上下文可见, 编发、黄金、珍珠和

贵价的衣裳在当时并非“正派”的衣裳. 

2) “以正派衣裳为妆饰”是原则, 其他所列举的只是

这原则的实例而已. 实例可因时代不同而改变, 但

原则必须遵守. 

3) 保罗反对姐妹像异教徒那样的“穿金戴银”以致有

损廉耻自守的形像. 但若认为姐妹连戴结婚金戒

指都不应当, 则有点过分了(注: 这就犯了所谓的

“矫枉过正”  —  纠正错误或偏差而超过应有的限

度; 换言之, 纠正错误过度, 导致产生其他错误).  

 

(四) 注意该项记载或教训是否 

只针对当时生活上的某种流弊,  

为要强调效果而加重语气, 其实作者 

并不是要表达神的一项普遍性心意 

 

例一: 不做工的人 

就不可吃饭 (帖后3:10),  

那么残障人士又如何? 

 

1) 保罗说: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饭”(帖后3:10). 

2) 我们必须看上下文, 保罗在下一节说: “因我们听

说, 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 什么工都不做, 

反倒专管闲事.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这

样的人, 要安静做工, 吃自己的饭”(帖后3:11-12).  

3) 原来当时在帖撒罗尼迦的召会中, 有人认为耶稣

基督快要回来, 就找借口说因为要等候主再来, 就

不工作了, 闲坐家中(可能要求其他信徒给他们食

物, 养活他们), 甚至“专管闲事”. 因此, 保罗在书信

中义正词严地责备这些人, 强调他们在等候主再

临的同时, 必须勤奋作工. 

4)  由于这节经文有它特殊的背景, 所以不能拿来作

普遍性的应用. 例如一些因意外而残废的人、因

病痛而不能工作的人, 或因特别情况而无法从事

生产(指做工)的人, 都不能将他们视为同一类(因

他们不是“不肯”做工, 而是“不能”做工). 因此, 我

们不能因他们不做工而不供给他们所需的物质

(包括食物).  

 

(五) 注意该项记载或教训是否 

只适用于某时代, 而被后来的教训所替代了 

 

例一: 割礼是神选民的记号,  

所以信徒要守割礼(创17:9-14) 

 

1) 初期召会当中有人强调信徒要受割礼(徒15:5). 

2) 但新约信徒不需要借着受割礼作为得救的条件

(或属神选民的记号), 因耶稣基督已在十架上拆毁

了隔断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墙(弗2:14). 人不必先成

为犹太人, 然后才能成为神的选民.  

3) 简言之, 受割礼的礼仪已被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

赎所取代了(请参加拉太书的解释; 注: 加6:15: “受

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

人[指重生得救的人]”)  

4) 换言之, 神对人的要求在律法时代与在恩典时代

是有所不同. 因此, 信徒必须查考和正确掌握“时

代的真理”.109 

 

例二: 不向外邦人 

传福音(太10:5-6) 

 

1) 主耶稣曾吩咐门徒说: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

失的羊那里去”(太10:5-6). 

2) 相信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今日召会或基督徒要严格

遵守的教训, 因为它是主耶稣在完成十架救恩之

前, 差派门徒时所颁的一项特殊吩咐.  

3) 在主耶稣完成救恩、死里复活之后, 祂颁布了所

谓的“大使命”  —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

徒…”(太28:18-20; 可16:15: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

福音给万民听”). 

4) 这项大使命已取代了那项先前的吩咐(太10:5). 

 

总括而言, 圣经作者的时代与我们现今的时

代是有“文化的鸿沟”, 在应用经文以前, 我们必须

“搭桥”  —  在两个不同文化的鸿沟之间建立桥梁, 

找出同时“忠于圣经”又“适切时代需要”的真理. 赖

若瀚贴切表示: “解决文化与历史的差距, 是应用‘搭

桥’(指应用方面的‘搭桥’)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有人因为急不及待要将经文应用, 就将鸿沟当作平

地, 大步就走过去, 结果跌落万丈深谷里. 最可悲的

是, 不少研经者以为自己已掌握圣经正意的应用, 

殊不知却只是在绕圈子, 所得出来的结论并没有建

立在圣经的权威上.” 有鉴于此, 我们建议采纳赖若

瀚提倡的“神学原则应用法”(也可称: 圣经原则应用

法), 其模式与流程有助于确保经过“双重试验”出来

的应用原则, 是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圣经的根据, 而

非胡乱的应用.110 

 

                                                           
109   有关“时代的真理”, 请参《家信》的“基要教义”专栏. 
110    以上附录三改编自 赖若瀚著, 《十步释经法》(美

国加州: 圣言资源中心, 2008 年), 第 450-4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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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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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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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在前三期《家信》探

讨释经讲道的第一至第三步

骤(即选取经文、解释经文

和找出主题). 现在让我们来

讨论第四步骤  —  写下大纲. 

 

(文接上期) 

(C)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逐一分析 

 

步骤四:   写下大纲 
 

 不同的讲员引用同一段

经文来讲道, 我们听起来也会

有所不同. 原来他们除了有不

同的表达方式, 也有不同的重

点, 看到同一段经文中不同的

切入点, 也对讲章的结构大纲  

(特指讲道内容的安排顺序)有

不同的组织和安排. 赖若瀚贴切写道: “安排一篇

讲道, 就如同铺排一顿筵席, 必须预先计划好, 有

它的主题、一致性、先后次序等. 以讲章传达神

的话语, 就像主题一样, 次序与组织也是必须的.”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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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法的角度来看, 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句

子, 当中就有结构. 一篇讲章若没有严密的结构

与层次清晰的大纲(层次 = 文章或讲话中内容的

安排顺序), 就很容易像创世记 1:2 所谓的“空虚

混沌, 渊面黑暗”. 因此, 预备讲章时, 必须从经文

与主题进展到结构. 整篇讲章应该怎样开始(引

论), 内容是什么(本论), 怎样结束(结论), 中间的

部分又怎样安排, 这些都属于结构的范畴. “本论”

是讲章里最主要的部分, 而在其中, 需要借不同

的层次来铺陈讲章的内容.112 

 

 赖若瀚在《食经讲

道》一书中详细讨论释经

讲道十大步骤的第四步骤  

—  建立结构大纲. 我们在

下文将之内容简述介绍:113  

 

1. 结构大纲的目的 

2. 结构大纲的重要 

3. 从解经大纲到讲道大纲 

4. 结构大纲的种类 

5. 设计结构大纲的步骤 

6. 良好结构大纲的特征 

7. 善用段落之间的转接语 

 

 

(一) 结构大纲的目的 
 

讲章的“主题”如同人体的“脊椎骨”, 讲章

的“结构”则像人体全身的骨骼, 支撑着身体的四

肢等部分. 讲章主题又像“树干”, 而讲章结构与大

纲就像由树干延伸出来的树枝. 

 

(1)   支撑整篇讲章 

 

用人体的骨骼来比喻讲章的结构, 精妙之

处在于结构不单是一个框架, 它同时是具有生命

的. 人体的骨骼长出来之后, 其余的血管、神经

和肌肉也会逐渐成长, 连结在一起, 成为生命的

有机体(注: 用有生命的“树枝”作比喻也是如此).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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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页.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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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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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是将讲章各部分结连在一起的框架. 

简言之, 它是讲章的大纲. 人体没有骨架, 只有肌

肉, 是站不起来的, 就不能发挥功用. 讲道也一样, 

必须先有大纲, 然后再构思讲道的内容, 逐步将

之充实, 再加上题目、引论(引言)、结论(结语)等

吸引听众, 达到讲道的目的.    

 

(2)   连接各个要点 

 

结构是骨骼的大框架 , 

将讲章的各个主要部分安排

或连结在一起, 因此也可说是

讲章的大纲. 讲章的结构或大

纲, 就如同盖房子前预先搭起

的框架, 房子盖好以后, 也许

看不见这框架中的栋梁, 但没

有它, 整个房子就造不起来. 

 

 

(二) 结构大纲的重要 
 

人的头脑结构有它一定的思维方式, 比较

容易接收一些有层次、合逻辑的事物, 含混笼统

的事物无法在我们脑海中留下清晰深刻的印象. 

讲道的结构正是它的层次, 有下列几项重要功用. 

 

1) 讲章有整体方向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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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讲章具逻辑性与一致性: 有结构和大纲的讲

道, 可以加强讲道的逻辑性, 如同盖房子时, 

可以依照蓝图逐层建造, 既安全又牢靠. 

3) 讲道材料可有落脚之地: 讲章的结构似是一

个平台, 或是泊船的港湾, 让讲道的各项材料

有落脚生根之地. 讲道者要学习如何将信息

的不同材料, 适当地放置在完整的架构里.  

 将研经材料全部搬上讲台, 绝对不会是一篇

好的讲道, 因为讲员仍须按讲道学的原理与

技巧(注: 讲道学的原理包括倚靠圣灵的带领

和能力), 把选取裁剪的材料化为讲道的内容, 

并循序渐进地带到高潮, 将自己研经的体会

与会众(听众)的生活连结(有应用性), 才算得

上是一篇好的信息. 

4) 讲者可分配各段落时间: 好的结构或大纲, 可

以帮助讲道者知道如何把讲道的时间分配得

适切平衡, 避免头重脚轻, 顾此失彼. 

5) 讲者能容易记忆与发挥: 一篇三、四十分钟

讲道的讲稿, 并不容易记忆, 但有层次的讲道, 

借助清晰的结构和大纲, 化繁为简, 讲员不仅

容易记得, 也方便发挥, 甚至作弹性的变化. 

6) 听者在心理上知所适从: 好的结构或大纲, 因

着讲道循序渐进, 让会众有更好的心理准备, 

知道讲员讲到哪里, 甚至可以预期接下来的

发展. 结构或大纲又能帮助听者理解所讲的

信息, 引导听者的思想一步一步地跟随. 听者

有了更清晰深刻的印象, 易于记忆及受到感

动而起来行道.  

 

 

(三) 从解经大纲到讲道大纲 
 

完成研经的过程后, 经文的解经主题便会

清晰地展现, 进而发展成为神学主题, 以便写出

适合当下需要的讲道主题. 神学主题与讲道主题

经常可以合而为一. 如何把解经主题转化为讲道

主题, 并通过“神学原则应用法”的双重测试, 请参

上一期《家信》“讲道学堂”专栏的文章.114  

 

讲道主题出现之后, 接着要将“解经大纲”

变成“讲道大纲”. 

 

(1) 找出解经大纲 

1) 例证: 玛拉基书 2:10-16 

2) 解经主题: 先知劝以色列人对婚约不能用诡诈: 

不可娶异教女子为妻, 更不可对配偶不忠.  

3) 解经大纲: 

a) 总意: 以色列民用诡诈待弟兄, 是背弃在立约团

体中的约言(玛 2:10)115 

b) 以色列人所犯的第一项罪行: 娶异邦女子为妻, 

并敬拜事奉她们的神明(玛 2:11-12) 

c) 以色列人所犯的第二项罪行: 离弃自己的原配, 

废弃神原先所定的婚约(玛 2:13-14) 

                                                           
114    请参上一期《家信》的文章: “释经讲道: 烹调艺

术十步骤(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释

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三 (第 124期《家信》, 第 60-62页) 
115   此处的“立约团体”是指以色列人身为神的 “约

民”(covenant people), 有神与他们在西乃山所立的“约”(出

19:5-8), 故有义务“守约”  —  遵行律法上的一切诫命条规.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三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释经讲道-烹调艺术十步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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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先知重申神对婚约的旨意(玛 2:15-16) 

 

(2) 通过转化过程 

1) 第一重测试: 将解经大纲的几个观念交付第一重

测试: 看“它是否不受文化因素的规限(限制)?” 

a) “在立约团体中, 一人背弃约言, 会影响全群”(参 

玛 2:10). 神在旧约对以色列人的约言(立约之

言), 不一定适用于新约的召会(教会). 不过从下

文(玛 2:14)可见, 第 10 节的约言是指婚约而言, 

因此它仍适用于新约时代. 

b) “不可娶异教信仰的女子为妻”, 这与新约时代

给基督徒的教导“信与不信原不相配”(林后

6:14)的原则是相通的.  

c) “不可以对配偶不忠”这原则不受到文化因素的

规限, 因为婚约是永约, 对旧约和新约都一样. 

 

2) 第二重测试: 再将上列三个观念交付第二重测试: 

看“它是否与圣经整体教导相符?” 

a) “一人背弃约言(信约), 会影响全群”, 这观念不

单在旧约以色列人攻打艾城时出现(书 7:14), 在

新约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的召会中有

人娶了自己的继母, 犯了淫乱的罪. 保罗说: “一

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林前 5:6).  

b) “不可娶异教信仰的女子为妻”从 林后 6:14 的

“信与不信原不相配”得到支持, 可见这原则在

今日是可以应用的. 

c) “不可以对配偶不忠”在 太 19:3-12 可以找到印

证, 所以这原则今日仍然适用. 

 

(3) 建议讲道大纲 

1) 讲道主题: “信徒必须回归对婚约的忠诚: 信与不

信原不相配, 更不可以对配偶不忠.” 

2) 讲道大纲:  

A. 回归对婚约的忠诚  — 信与不信原不相配  (玛
2:10-12) 

a) 违背信约是对圣约团体的不忠 (玛 2:10) 

b) 持守信约须不娶异教女子为妻 (玛 2:11-12) 

B. 回归对婚约的忠诚  — 对配偶要绝对忠诚  (玛
2:13-16) 

a) 对配偶不忠, 敬拜不蒙悦纳 (玛 2:13-14) 

b) 对配偶不忠, 神旨不能完成 (玛 2:15-16) 

 

 

 

(四) 结构大纲

的种类 
 

释经讲道强调中心思想, 每篇讲道都有一

个主题. 预备讲章时, 要写出讲章的主题句子、

主语、补语, 再加上轮廓, 便能清晰. 讲道大纲是

必须拟定的, 可帮助讲道者避免在讲台上天马行

空, 扯得太远. 至于释经讲道的结构, 最好以经文

的文体与脉络来决定采用什么方式, 因为这样比

较自然. 以下介绍五种结构大纲的种类: 

 

(1)   平行型 / 目录型 
 

这种讲章有多个平行要点, 可以用目录或

清单一一列举, 而不论其先后次序. 例如: 敬虔者

的七个特质、不要忧虑的五个原因等. 平行的要

点如同一串葡萄, 只是拿着它的柄, 就可以全数

拿起来. 

 

例证一 : 提摩太后书 4:6-8 

 主语: “面对人生终局随时来临的态度…” 

 补语: “…要对现在无求、对过去无悔、对将

来无惧.”  

 问题句子: “人生终局随时会来临, 信徒当存什

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 

 连接句子:  “让我们从提摩太后书 4:6-8 看面

对人生终局随时来临的三种态度.” 

 讲章结构: 

1. 对现在无求 (提后 4:6) 

2. 对过去无悔 (提后 4:7) 

3. 对将来无惧 (提后 4:8) 

 

例证二 : 雅各书 5:13-18 

 主语: “祈祷蒙神应允的秘诀…” 

 补语: “…要信、要义、要切.” 

 问题句子: “什么样的祈祷才会蒙神应允?” 

 连接句子: “让我们从雅各书 5:13-18 看祈祷蒙

应允的三个秘诀.” 

 讲章结构: 

1. 要信 (雅 5:13-15a)116 

2. 要义 (雅 5:15b-16) 

3. 要切 (雅 5:17-18) 

 

                                                           
116   注: “15a”是指第 15 节的第一部分(即“出于信心的

祈祷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而“15b”则指第 15 节的

第二部分(即“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通常一句完整的

陈述或句子为一个部分; 若有四个部分, 就用 a,b,c,d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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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阶梯型 
 

 阶梯型与平行型不同之处, 在于阶梯型是

循序渐进地拾级而上(一步步往上登), 有动感地

达致高潮. 第一级(第一个段落)引致第二级(第二

个段落), 每一段(阶级)建立在之前一段的基础上, 

如此类推, 层层向上.  

 

 阶梯型可以用归纳法, 由已知的推论到未

知的; 也可以是因果型, 由原因推展到结果. 

 

例证一 : 改变生命的奇书 (提后 3:15-17) 

 主语: “圣经是一本改变生命的奇书…” 

 补语: “…它能助你得救、导你向义、使你完备.” 

 问题句子: “圣经在哪些方面可以改变人的生

命呢?” 

 连接句子: “从提摩太后书 3:15-17, 可见圣经

三项改变人生命的功能.” 

 讲章结构: 

1. 圣经可以助你得救 (提后 3:15) 

2. 圣经可以导你向义 (提后 3:16) 

3. 圣经可以使你完备 (提后 3:17) 

 

例证二 : 事奉的心态 (提前 4:13-16) 

 主语: “事奉主须具备的心态…” 

 补语: “…是要以圣言为念、不轻忽恩赐、殷

勤作工、谨慎自己及教训、坚持到底.” 

 问题句子: “信徒当存什么样的心态事奉主呢?” 

 连接句子: “从提摩太前书 4:13-16 可见事奉主

当存五种心态.” 

 讲章结构:(基于这段经文五个主要动词来分段) 

1. 以圣言为念(Attend) (提前 4:13) 

2. 不轻忽所得的恩赐(Do Not Neglect) (提前 4:14) 

3. 殷勤作工(Attend to) (提前 4:15) 

4. 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Take Heed) (提前 4:16a) 

5. 坚持到底不放弃(Continue) (提前 4:16b) 

 

 

(3)   波浪型 

 

 在主题的引导之下, 所有的段落大纲都围

绕着这主题而发展, 如同波浪一样, 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 彼此之间有紧密的关联性, 合乎逻辑地

环环相扣在一起. 若用话剧作比方, 就是用不同

的幕景来描述, 至终将高潮带出.  

例证一 : 谁主明天 (太 6:34; 雅 4:13-16) 

这篇讲章只有四句话(指可归纳为四句话), 

一句接着一句, 最后一点正是高潮的爆发. 在

讲章结束时, 主题(注: 此讲章的题目是“谁主

明天”, 指谁掌管明天)已被全面讲述(“谁主明

天”的答案是 = 主掌管明天), 圆满结束. 

 主语: “信徒面对无定的明天, 必须具备四种心

态…” 

 补语 : “…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自

夸、谦卑将明天交在主手中、靠主活好今天.” 

 问题句子: “信徒当存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无

定的明天呢?” 

 连接句子: “让我们从两段经文: 马太福音 6:34

和雅各书 4:13-16, 来看面对无定的明天的四

种心态.” 

 讲章结构: 

1. 不要为明天忧虑 (太 6:34a) 

2. 不要为明天自夸 (雅 4:13-14) 

3. 谦卑将明天交在主手中 (雅 4:15-16) 

4. 靠主活好今天 (太 6:34b) 

 

例证二 : 发挥并运用神的恩赐 (彼前 4:10) 

这篇讲章的题目正是它的主题: “每个信徒必

须学习发掘并运用神所赐的恩赐.” 然后用四

个句子来说明(指这一节中有以下四个要点). 

 讲章结构: 

1. 我们每个人都从神领受了属灵的恩赐 

2. 这些属灵恩赐是有各种型态(注: “百般恩

赐”表明有不同的属灵恩赐, 参 罗 12:6-8) 

3. 无论领受的恩赐是什么, 我们有责任作恩

赐忠心的管家  

4. 要辨明并使用你的恩赐 

 在波浪型的大纲里, 可能在表面看来, 层层的

堆叠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关系, 但其实仍须有

个主题, 而且更要注意将要点之间的转接表达

清晰.   

 

 

(4)   对比型 
 

将信息的结构, 按照经文当初写作的结构, 

用对比的方式来表达. 如义人与恶人、光明与黑

暗、属神的与属魔鬼的; 或用正反两面的比较, 

用来凸显真理, 校正错误或增强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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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讲章论到黑暗的一面, 就当以光明的

一面结束, 使听众有盼望、有把握. 或是提出两

方面的论证, 加以对比, 指出两方面论证的要点, 

并鼓励会众朝正面的方向努力. 

 

例证一 : 义人与恶人的对比 (诗篇第 1 篇) 

诗篇第 1 篇明显地将义人与恶人作出强烈对

比. 分析经文的重点后, 解经大纲可列举如下:  
 

A. 义人的特性: 生命经常领受神话语的滋润(1-2 节) 

   B. 义人的经历: 生命丰盛、发旺常青(3节) 

A. 恶人的特性: 生命毫无内涵与分量(4 节) 

   B. 恶人的经历: 最终没有立足之地(5 节) 

C.C. 终极的结局: 神按义人与恶人与祂的关系而施

行审判(6节) 
 

因为义人与恶人的观念, 可以延伸至新约, 他

们的特性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不变原则. 因

此, “解经大纲”可以直接转化为“讲道大纲”: 

 讲章结构: 

1. 认定义人的生命建基圣言, 发旺常青(1-3节) 

2. 认定恶人的生命毫无气息, 不得坚立(4-5节) 

3. 认定义人与恶人最终不一样的结局  —  并

要选择效学(仿效学习)义人被神认可的人

生(6 节) 

 

 

(5)   解难型 
 

解难型有如上述波浪型, 可以算是用先后

次序作结构的类型. 它开始于一个问题、一个挣

扎、一个有待解决的情况. 讲章的引言可以是一

个问题或个案, 带出不平衡的现象, 激发听众的

兴趣, 要听到问题如何可以得解决. 借着讲道的

内容, 讲员处理这问题或个案时, 持续积累张力, 

并以整篇讲章的大纲, 来说明解决这问题的过程. 

 

洛瑞 (Eugene Lowry)在《讲章的情节》

(Homiletical Plot)一书中提出“洛瑞环”(Lowry’s 

loop)的概念, 所采用的五个步骤是典型的解难型

的讲道大纲(注: 他用五种“声音”代表五个步骤). 

1) Oops: “扰乱平衡”(Upsetting the equilibrium) 

2) Ugh: “分析冲突”(Analyzing the discrepancy) 

3) Aha: “披露解决方案的线索”(Disclosing the 

clue to resolution) 

4) Whee: “经历福音 (指好消息 )”(Experiencing 

the gospel) 

5) Yeah: “ 期 待 将 临 的 后 果 ( 可 指 好 的 结

果)”(Anticipat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future) 

 

圣经中的神迹都有解难型的模式: 问题(指

困境或难题)、信心、解决. 诗篇中的哀歌也有共

同的大纲: 困苦、祈求、释放. 这些当然只是形

式上的大纲, 不是实际的讲道大纲. 

 

例证一 : 赦免之道 

罗宾森(H. W. Robinson)曾举一个例证, 可算是

“波浪型”, 但说是“解难型”更为贴切. 你若传讲

一篇赦罪的道(指基督徒赦免那冒犯他的人). 

在前言部分, 你介绍说为什么你要讲这个题目. 

1. 你讲的第一段说: “我们需要赦免别人” 

2. 第二段说: “虽然我们需要赦免别人, 但要做到

这点, 往往很困难.” 

3. 第三段说: “虽然要我们赦免别人是一件难事, 

但我有个好消息, 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可以胜

过这困难.”117  

 

 

(五) 设计结构大纲的步骤 
 

首先要找出主题. 主题与结构其实是互动

的. 在研经的时候, 决定主题之先, 也许先有结构

大纲; 或是在找到结构大纲之后 , 再来找主题.

【注: 赖若瀚的“十步释经法”是先“归纳总意”(这

第六步骤包括“组合整理”结论和找出“结构大

纲”), 然后才“找出主题”(第七步骤)】 

 

讲道者还要注意的是, 讲章要按照宣讲的

方式来写作, 不是用书写论文的方法. 因为人的

听觉不能掌握太复杂的观念, 讲出来的话必须简

单直接, 听众才容易吸收、了解和记忆. 

 

要设计结构大纲, 可以用下列的方法写出

讲章的重点, 这当然只是给讲道者自己参考之用. 

                                                           
117   赖若瀚接下来介绍关于“复数名词”(指把讲道主题

与讲道大纲串连在一起的关键名词). 若“补语”有多于一个

项目或层次, 就可以用“复数名词”去串连, 这样对讲章流程

的掌握十分有帮助. 基于篇幅有限, 我们不在上文讨论这点,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食经讲道》, 第 231-233,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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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纲的大、小点放在适当位置: 

a. 大点(大重点)囊括其他小点(小要点)在内: 每

个小要点必须是大重点的解释、演绎、印证

或应用. 

b. 点数不要太多: 要点的数目若是太多, 一方面

讲者难以掌握, 听众也无法跟进. 讲道与写作

不一样. 看书若不明白, 可以反复回头看, 但

是听道若听不到或记不得, 已无法回头再听. 

c. 层次不要太多: 这也是因为讲与写不一样. 若

是讲的时候说第一点之下有 ABC 点, 再之下

各有 abc 小点, 分得这么细微, 听众很容易迷

失难返. 因此, 绝对不要多于两个层次.  

 第二层若是有小要点, 就得清楚交待一切

的小要点. 不要像只讲了第一, 却找不到

第二第三, 徒增困惑. 

 

2) 采用一致的分段标记: 

若是大重点采用中文的数目字标记 (例如 : 

一、二、三...), 就全数用中文数目字. 然后小

要点一律可用英文的字母(例如: A、B、C 或 

a、b、c...)或阿拉伯数字(例如: 1、2、3...). 

 

3) 用简单句子表达: 

a. 大纲中的每个重点都代表着一个完整的概念, 

因此应当是以完整的句子表达, 而不是单字

或片语(短语, phrase), 这样才能让人一听就知

道要讲什么. 

b. 大纲里不要用高深的神学词汇, 而要用听众

(会众)容易理解的句子. 它必须是简单句, 不

是复合句, 更不要将两个不同的概念放在同

一句中. 

 

4) 要点都能独立存在:  

要点虽然互相关连, 却应该各具特色, 每一点

都必须独立存在. 如果要点的内容可以放在

另一要点之下, 那么这要点就失去它的重要

性, 最多只是位居下一层的小要点. 

 

5) 可采用演绎式或归纳式来表达: 

若是每一篇讲章都是一成不变地用同一种发

展方式, 就显得老旧沉闷, 因此最好有所变化. 

讲章的结构, 正好可以帮助讲章有不同的发

展途径: 或是演绎式, 或是归纳式, 也有结合

二者的交替式. (注: 讲道者也可以在讲章中用

括弧标明要采用的方法, 提醒自己) 

 

a. 演绎式: 演绎法是先说出大纲的要点, 然后再

详加说明. 它的表达法是在一开始的引言中

说出主题(先表明结论), 然后指出大纲里的分

段, 接着用演绎的方式去解释、辩证或应用. 

b. 归纳式: 归纳式的表达法是在引言结束之前, 

讲出讲道主题的部分, 然后渐进地用解释、

辩证或应用, 按部就班式地将要点说出, 带领

听众进入讲者预早设定的结论中. 这种方式

的好处是充满悬疑性, 让人慢慢被引导进入

讲道的高潮与结论. 

c. 交替式: 把以上两种方式交替使用, 可以让听

众有新鲜感, 满有创意的果效. 

 简之, 对于比较难懂的, 或不容易一下子

就可以看清楚其中道理的经文, 可以多用

归纳法. 而容易清楚看到其中要点的经文, 

可多采用演绎法. 

 

6) 转接语可放在括弧内:  

因为“转接语”是帮助讲者过渡的, 不是结构大

纲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放在括弧内, 方便讲道

者阅读和识别(注: 有关转接语, 参下文第七项). 

 

 

(六) 良好结构大纲的特征 
 

在组织讲章和设计大纲的过程中, 必须仔

细思考如何整理经文的材料, 好让听众有路可循, 

且能跟得上讲章的主题脉络与思路. 良好的讲章

结构有下列几项特征: 

 

1) 忠于经文:  

 讲道者若不注重神话语的权威, 会倾向于漠

视经文的意义. 多数只列出以人为本的要点, 

多半采用标题式(或作: 专题式, topical study), 

以零碎的经文加以衬托. 虽有些大纲似乎出

于经文, 却只是肤浅又华而不实的用词, 不合

逻辑, 也不能代表经文实际的意义. 

 传道者在建立整齐大纲的同时, 要留心有无

脱离了经文的原意. 不要只为了满足某个特

定模式  —  如三大段九小条, 而将经文的意

义勉强塞进这模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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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理想是顺着经文而出, 愈自然愈好. 并且要

养成一种习惯: 在大纲要点之后注明经文出

处, 甚至连经文如何切割都记下.118 这习惯可

以帮助你确定大纲实在是从经文而来, 并有

其章节为佐证.119  

 

2) 层次分明:  

 大纲应有次序、有组织、清晰、明朗, 且与

讲章的主题连在一起, 借着大纲把所要讲述

的一步一步地引出来. 在逻辑上要缜密有序, 

清楚地告诉听众讲章是如何发展的, 让他们

知道怎样跟从. 

 有些人讲道不习惯用分段大纲, 喜欢一大段

的把观念传送过来, 结果凌乱地缠绕在一起, 

让人找不到头绪; 因此, 对一般听众来说, 最

好还是有大纲, 好像把东西放在分门别类的

衣橱抽屉里, 让人容易找到. 

 虽说要有层次, 但不要在讲道时死板地重复

大小要点, 必须自然且有技巧地讲述. 因为讲

章最重要的是它的内涵, 不是它的骨干. 结构

大纲虽是不可或缺, 但不是表达与传递的内

容, 传道者所传递的应该是信息的概念. 

 

3) 段落连贯: 

 段落之间须连贯得合宜, 这比层次分明更进

一步. 如同剪裁衣服, 每个部分预先画了初稿, 

剪裁得妥贴, 才能连络成为一件合身的衣服, 

不致有上下不对称、不伦不类的感觉. 

 每个段落都能承上启下, 转接合适, 要有一致

性与均衡性, 如同接力赛中, 能顺畅地交棒. 

至于如何处理转接与设计转接句, 请参下文.  

                                                           
118   例如一节经文可切割成 1a, 1b, 1c… (指有多个部分). 
119  赖若瀚也在此鼓励读者采用不同译本, 从不同译

文来进一步了解经文的真义或原意 (参《食经讲道》, 第

237 页). 无可否认, 比较不同译本会有新的领悟和收获, 但

采用译本时也须谨慎, 因为一些译本所采用的翻译法是“意

译法”(paraphrasing method, 如 Living Bible、New Living 

Translation、The Message), 取圣经大意, 用现代读者的语

言表达, 虽然通俗易懂却难免失真, 加入太多译者本身的神

学观点而不忠于原文 . 较为可取的翻译法是 “直译法” 

(literal translation, 如《和合本》、KJV、NKJV、Darby、

NASB、RSV、ESV 等 )和“灵活等义翻译法” (Dynamic 

Equivalence method, 或称“动态均对翻译法”, 如《新译

本》、NIV、NEB 等). 除了注意译本的翻译法, 也要留意

译本是根据哪一个文本(Text)或抄本(Manuscript)来翻译.  

4) 质量均衡: 

 结构大纲要在质与量方面都有均衡的处理, 

否则让人产生不协调的感觉. 

 “质”的均衡是每个要点在实质上都保持平衡

一致, 分段大纲都采取一致性的名词、形容

词、动词、介词、分词等. 若是以“神”为主词

(主语), 那么全部都要以“神”为主词. 又若是

以片语(短语, phrase)表达, 就全部以片语表达, 

且其中有相似的部分. 

 “量”的均衡是每个段落都要给予相似的分量, 

虽然不是完全一样, 但不致相差太远. 有些讲

道头重脚轻, 引言太长, 过度强调第一点, 前

半部花太多时间, 以致后半部草草带过, 匆匆

收场. 又或者是第一点与第二点的范围重叠, 

或两点根本可以合为一点来讨论等, 都宜尽

量避免重叠. 

 

5) 用现在式: 

 大纲要采用现在式的句子, 尤其是一些放诸

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就不要用过去式的句子. 

 采用现在式才能让听众认同与己相关, 才会

产生力量. 因为用过去式谈及远古的事情, 与

今日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 谁会在意呢? 同样

的道理, 大纲中也最好不要用圣经人物的名

字(注: 不是不能用, 而是最好不要用). 例如: 

创 39:7-18 的大纲是“约瑟因敬畏神逃避淫

乱”, 但我们最好写成“因敬畏神逃避淫乱”.  

 

6) 循序渐进: 

 讲道的一项基本原则是: 自然. 因此结构是必

须的, 因它提供方向与进程, 让讲者与听众都

知所适从. 

 将每个要点结连在一处, 配合主题, 有计划

地、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进入特定的高潮 . 

过程是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简变繁、由

内而外. 总之, 听众知道讲章正在一层一层地

升级进深, 或是抽丝剥茧地显出信息的核心. 

 讲章不一定是条直路, 它可以有曲折、有起

伏, 甚至“有山有谷”. 若是要人“受感动”, 就必

须要“有动感”. 

 最后, 不要让结构成为讲道者的捆绑, 乃要让

它帮助信息在自由又安全的范围中被传达. 

讲者应灵活运用“张力”与“松弛”来处理大纲, 

不可让听众的神经一直紧绷, 也有放松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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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讲章的思路必须往上爬升, 一个教训成为

引进另一个教训的台阶, 一个思想的门导向

另一个思想, 直到将听众引入神话语的殿堂, 

在圣灵的亮光中看见真理. 

 

7) 有应用力: 

 撰写大纲的时候, 要注意这些要点是否合乎

圣经教训, 更要让听众一听就可以明白和认

同. 好的大纲同时要有应用力, 要配合主题, 

将真理融合勉励, 成为最后一个要点.  

 切忌完全借用解经大纲为讲道大纲, 这样必

定缺乏应用力. 

 最后的要点既是讲章的高潮, 又是引导听众

实践和回应之处. 在当中要带出感情的激发, 

而不单是头脑的认知. 若信息的最终目的是

应用, 那么“应用”就该成为信息最后的重点. 

 

8) 创意表达: 

 大纲中可以加入你的创意. 有时可以先告诉

听众讲道的思维方式, 但有时则等到最后才

说出来.  

 绝对不可将要点逐一读出, 因为那会让人感

到过分刻板矫情. 应该善用转接语, 来包装思

想的框架, 以避免生硬与冰冷的感觉. 

 

 

(七) 善用段落之间的转接语 
 

(1)   转接语的重要 

 

转接语的功能是将串连主题与大纲的要

点, 提供顺畅自然的感觉. 让听众不至感到信息

从一要点转到另一要点时生硬与不自然. 

 

1) 转接语是传送观念的工具: 使用转接词来连

贯不同主题的技巧, 在于传道者如何选用正

确的字句、片语、单句或数个句子, 以引领

听者从一个观念转到另一个观念.  

 转接词成为一座桥梁, 依次连接不同的观念. 

 转接句则是一

个陈述 , 同样

是用来结束一

个主题 , 以进

到新的主题. 

2) 讲章一气呵成: 段落之间若有好的连接, 整篇

讲章可以有一气呵成的合一性, 听众就能看

出每个部分之间的相关连接与前呼后应. 

 转接词好比连接火车车厢的钩子, 将不同的

车厢连成一组列车. 

 

3) 使人知所适从: 华人传道者不乏讲道内涵, 却

容易忽略怎样将要点连接起来.  

 有时讲完一个要点, 就突然急转弯到另一个

要点上, 中间没有连接的词句. 听众因转变太

快而无所适从, 感到困惑. 

 

 

(2)   转接语的功能 

 

转接语是将讲章各部分串连在一起的关

节. 在各分点的信息之间, 必须有一些片语或句

子, 甚至一小段话作转接. 这样, 从一个段落迈入

另一个段落, 从一个观念跨进另一个观念, 都能

流畅地完成. 转接语同时是一个指标, 指示着方

向, 让听众在心理上可随着讲道者的思路发展. 

 

 

(3)   转接语的类型 

 

转接语可以有很多变化, 不必一成不变. 

可考虑采用下列各种转接语, 例如: 

 第一点是…, 第二点是… 

 不但如此, 而且… 

 在讨论这课题之先, 让我们谈谈… 

 除此之外, 请特别注意…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单纯的转接词如 : 但是、此外、再者、另

外、比较之下、其次、另一方面、最后… 

 

1) 先后的转接词:  

 例证一: 用于 玛 2:10-16: “以色列百姓除了犯

第一种罪之外, 他们还犯了第二种罪, 就是...” 

 例证二: 用于 罗 1:19-20: “我们既然从万物的

创造知道有神的存在, 现在让我们探讨这位

创造主到底是谁?” 

 

2) 问答的转接词: 先提出问题, 让听众思考片刻, 

随即将转接语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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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证一: 哥林多后书第 5 章: “我们已经讨论

成圣的定义, 但这定义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

影响(或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呢?” 

 例证二: 罗马书 1:19-20: “我们从所创造的万

物知道神的存在, 但我们怎知道祂正是基督

徒所相信的神呢? 让我们在这要点上作进一

步的探讨.” 

 例证三: 启示录第 4 章: “你想知道天堂是什

么样子的吗? 让我从启示录第 4 章有关神的

宝座之记载告诉你.” 

 

3) 改变音调的速度与高低: 讲员可借着放慢讲

话速度或降低音调, 来暗示将要结束一个信

息重点或是一篇信息. “暂停”也是十分有效的

工具, 可助听众从一个要点转到另一个要点. 

 

4) 改变身体的姿势: 讲章信息的转接, 也可以借

着挪移身体站立的方向与位置, 向左或向右

走一两步来达到效果. 

 

 

(4)   转接语的运用 

 

1) 经过精心策划: 转接语必须经过事先的计划

(赖若瀚建议讲员需要把各主要转折点的连接

词事先写在讲稿上). 若没有精心策划, 有时候

会无法巧妙地转过来. 

2) 多方练习改良: 讲道时要将众多资料连贯得

合适, 实在需要仔细的计划, 加上适当的训练. 

  

 

结语 

 在 《 食 经 讲

道》的“烹调艺术十步

骤”中的第三步骤(找

出讲道主题)和第四步

骤(建立结构大纲), 主

要是回应优质讲道五

大特质中的第二点  —  

条理分明(Clear). 有了主题和结构大纲, 信息会比

较清晰, 听众的逻辑思维也比较容易跟从. 

 

赖若瀚总结道: “虽然讲道要有结构, 但讲

道时却不宜过分突出或高举这结构, 倒要不着痕

迹地将结构包装起来… 如建筑物, 不需要让人看

见栋梁或柱子. 然而, 结构的存在是必要的.”120 

诚如巴特里克(David Buttrick)所言: “头脑就像摄

录机, 可以拍照, 也可以摄影像与录声音. 讲道若

是有条理、有组织, 那么会众(听众)记录下来的

是一出电影; 若是条理不清, 那就只剩下一些没

有连贯性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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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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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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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244 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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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赖若瀚著, 《食经讲道》, 第 xvi 页.  
122    同上引, 第 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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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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背景; 又了解他们的需要、忧虑与灵命情

况等.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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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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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建立结构与大纲的三个例证 

 

 如何建立结构与大纲? 参以下三个例证:124 

 

例证一 : 耶利米书 1:4-10 

1) 题目: “召命不可辞” 

2) 主语: “神如何呼召祂的仆人…” 

3) 搭桥的问题句: “神如何呼召祂的仆人呢?” 或 “神

透过什么步骤来呼召人事奉祂呢?” 

4) 转接句: “让我们从耶利米的呼召, 来看神呼召人

事奉的三个步骤.” 或者说: “让我们从耶利米的呼

召, 看神如何解决事奉者心中的疑难.” 

5) 补语: “… (神呼召人的方法是)先源于祂主权的拣

选, 祂同时体恤人的软弱, 赐下信息装备人事奉.” 

6) 信息大纲:  

a. 神的拣选  —  神按祂的主权呼召人 (耶 1:4-5) 

b. 神的印证  —  神用祂的应许鼓励人 (耶 1:6-8) 

c. 神的托付  —  神赐祂的信息装备人 (耶 1:9-10) 

 

评估/提醒: 

1) 这段经文虽是说耶利米作“先知”, 但若用先知作

为主语的一部分, 不能立刻与现代人认同. 虽然可

以收窄为“先知的呼召”, 但因为“先知”的观念与

信徒当下的生活处境脱节, 也无补于事. 

2) 说“神呼召人作先知”, 不如说“神呼召人作祂的仆

人”, 因为“神的仆人”对今日信徒仍然适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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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附录二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732-736 页. 

例证二 : 列王纪上 17:8-16 

1) 题目: “信心观奇” 

2) 主语: “信心的操练…” 

3) 问题句: “我们的信心当如何被神操练呢?” 

4) 转接句: “让我们从列王纪上 17:8-16 看信心当如

何经过操练, 最终能经历神.” 

5) 补语: “… (信心的操练)包括三方面: 要认定神, 要

坚信神, 要经历神.” 

6) 信息大纲:  

a. 在平凡中认定神要显出不凡 (王上 17:8-9) 

b. 在无望中坚信神要带来盼望 (王上 17:10-14) 

c. 在绝境中经历神要开辟新境 (王上 17:15-16) 

  

评估/提醒 

1) 这样的分段比较有动力, 大纲的每一段都带出一种

张力  —  平凡与不凡、无望与盼望、绝望与新境.  

2) 从认定到经历, 从认知到行动, 最后到戏剧收场.  

3) 大纲的句子对称, 易于记忆. 

 

 

 

例证三 : 以弗所书 6:10-20 

1) 题目: “站稳奋力争战” 

2) 主语: “属灵争战的秘诀…” 

3) 问题句: “参与属灵争战时, 有什么秘诀可以让我

们稳操胜券?” 

4) 转接句: “从以弗所书 6:10-20, 可以让我们看见属

灵争战得胜的秘诀.” 

5) 补语: “… (属灵争战得胜的秘诀)包括: 支取能

源、认清敌人、扎稳马步、装备妥当、建立支

援、设定目标.” 

6) 信息大纲:  

a. 支取能源: 争战的能力是先要作刚强人 (6:10) 

b. 认清敌人: 争战的敌人是空中的恶魔 (6:11-12) 

c. 扎稳马步: 争战的基础是要站立得稳 (6:13) 

d. 装备妥当: 争战的配备要穿戴全副军装 (6:14-17) 

e. 建立支援: 争战的支援是找到代祷勇士 (6:18) 

f. 设定目标: 争战的目标是传福音拯救人 (6:19-20) 

 

评估/提醒 

1) 有者把大纲的(f)项写作: “设定目标: 战争的目标是

传福音, 将人从撒但的营垒中夺回”, 但这句子太长, 

与大纲的其他句子不相称, 故将之简化.  

2) 大纲采用“扎稳马步”比较贴切, 因中国功夫常强

调的基础功夫, 就是“扎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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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天地                 杯子 
       

神的十二个奥秘 (六) 
  
编者注: 圣经中至少有十二个奥秘(mysteries).125 我们

在前五期讨论过第一至第八个奥秘. 本期, 我们

将探讨关于第九个奥秘  —  大巴比伦的奥秘. 
 

(文接上期) 
 

(B.9)    大巴比伦的奥秘 (启 17-18 章; 19:1-6) 

 

 

经文: “…一个女人骑在朱红
色的兽上… 在她额上有名写
着说: ‘奥秘哉! 大巴比伦, 作
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
的母…’ ”(启 17:3,5). 

 

 

  “大巴比伦的奥秘”(KJV: Mystery, Babylon 

the Great)是圣经中十二个奥秘(mystery)之一.126 

侯司特(William Hoste)把这奥秘与上一期所讨论

的“不法的奥秘”统称为撒但的奥秘(Mysteries of 

Satan); 而威尔逊(T. Ernest Wilson)称之为魔鬼的

奥秘(Diabolical Mysteries). 这两大奥秘都是邪恶

与罪孽的满盈, 只不过“不法的奥秘”最后集中在

“不法之人”(敌基督)身上, 而“大巴比伦的奥秘”则

集中在“大淫妇”身上.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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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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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启示录中的四个女人 

 

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共记载了四个女人: 

1) 耶洗别(启 2:20); 

2) 披日踏月头戴十二星冠的女人(启 12:1);  

3) 骑朱红色兽的女人(启 17: 3); 

4) 身穿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女人 (启 19:8). 

 

 

(a.1)   先知耶洗别 
 

耶洗别(注: 耶洗别本是西顿国的公主, 嫁

给以色列王亚哈为妻, 并把拜偶像巴力的恶俗传

遍以色列国, 也奉养 450 名巴力的先知)出现在召

会的时代(启 2-3 章), 代表异端的教导, “那自称是

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仆人”(启 2:20). 很多人

把矛头直指罗马天主教, 在狭义上讲是成立的, 

在广义上却应该泛指不同时代的异端邪说.  

 

耶洗别的教训、 撒但深奥之理(启 2:24)

不单指向罗马天主教的异端邪说, 也指向基督教

中许多不同的异端教训, “各样的异端”(弗 4:14)

会在不同的时代出现, 我们需要时刻警醒. 

 

(a.2)   披日踏月头戴 12 星冠的女人 
 

启示录 12 章记载一个身披日头、脚踏月

亮、头戴十二星冠冕的女人 . 她究竟是谁呢?

日、月、星表达的含义

是什么? 创 1:16-18 和 

创 37:9 所说的日、月、

星都与管理和作王有关, 

这三者都是以色列预言

的象征(玛 4:2; 民 24:17; 

诗 89:36-37). 因此, 以色

列将来荣耀的身份, 就

反映在这位身披日头 ,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

冠冕的女人身上. 

 

另外 , 也有人说

这披日踏月的女人代表

召会, 但身穿光明洁白

细麻衣的女人才是代表

召会, 且听稍后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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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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骑朱红色兽的女人 
 

圣经明确指出: 骑朱红色兽的女人代表大

巴比伦(启 17: 5). 圣灵用了两章来记载这个题目, 

显示题目非常重要, 启 17 章论说到政治与宗教

的巴比伦, 第 18 章则论述经济与宗教的巴比伦, 

这大巴比伦是世上属于宗教、 政治、 经济的超

级混合体.127 

 

(a.4)   身穿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女人 

 

这位身穿光明

洁白细麻衣的女人就

是新妇(新娘), 就是羔

羊的妻 (启 21:9); 她

高贵美丽, 身上散发

出温柔典雅的气质 , 

比先前提到的三名女

子更雍容华贵, 因为

基督与召会的关系亲

密无间, “基督爱召会, 

为召会舍己”(弗 5:25), 

基督与新妇是永远荣

耀的主角.  

 

 

(b)   巴比伦的历史 

 

巴比伦的根源可追溯至创 10:10; 11:1-9, 

圣经称之为巴别(Babel), 是变乱(confusion)的意

思 , 在史书则称作巴比利 (Babili), 是通天之门

(The Gate of Heaven)之意.  

 

这城由宁錄(Nimrod)创建(创 10:8-12), 宁

錄就是叛逆(rebel)的意思, 他本来是认识神的, 后

来却背弃神. 圣经两次用大能(mighty)来形容宁

                                                           
127   许多圣经学者采纳较明确的窄义, 把 17 章的巴比

伦解为“宗教上的巴比伦”, 并把 18 章的巴比伦解为“经济/

政治上的巴比伦”(如 C. I. Scofield、J. D. Pentecost 等等). 

弗拉尼根(Jim. Flanigan)在上文中把 17 章宗教上的巴比伦

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可能是基于这大淫妇骑在“兽”上(启

17:3,7), 意即这宗教制度借助于政治力量来大展拳脚(注: 

此兽是政治强人, 即所谓的“政治的兽”, 启 13:1-10). 弗拉尼

根也把 18 章经济上的巴比伦联于“宗教”, 因它杀害“先知

和圣徒”(启 18:20,24), 这方面是与宗教信仰有关. 

錄(创 10:8,9), 也说到他建造大城(创 10:12). 从创

11:1-4 中, 我们可以见到将来大巴比伦的缩影, 言

语(第 1 节)、决议(第 3 节)、目标(第 4 节)都一体

化(指在叛逆神的旗帜下统一化了). 

 

 

(c)   大巴比伦的奥秘 

 

神的十二个奥秘之中, 只有两个称为伟大

或极大(great)的奥秘, 一个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奥

秘(提前 3: 16), 另一个是基督与新妇的奥秘(弗

5:32). 大巴比伦的“大”字(great, 启 17:5: “大巴比

伦”)不是形容奥秘本身的伟大,128 而是形容巴比

伦的体系之庞大, 不过巴比伦大城在神面前微不

足道, 祂一霎时就能将之完全摧毁(启 18:17). 

 

圣灵怎样描述大巴比伦? 答案是: 

1) 大淫妇 (启 17:1);  

2) 骑朱红色兽的女人 (启 17:3); 

3) 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启 17:5);  

                                                           
128   这“大巴比伦”(大淫妇)被冠以“奥秘”(mystery)一词, 

因为这体系(system, 或译: 体制、系统、制度)源自古代神

秘的异教. 艾伦(Jim Allen)指出, 这女人的名号上有“奥秘”

一词, 表明这巴比伦不是指实在的一座城, 而是指它蕴藏着

巴比伦的宗教特质. 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母子元素. 根据

考古学, 宁录(Nimrod, 注: 宁录是挪亚的曾孙, 是反叛神的

巴别国和尼尼微城的创立者, 创 10:10)的妻子塞米勒米斯

(Semiramis)设立了神秘的拜偶像制度. 挪亚灭世洪水后的

一百年内, 拜偶像的行为是违抗神的属天启示, 所以必须秘

密地私下进行. 当丈夫宁录死后, 塞米勒米斯宣称自己神迹

般地怀孕生下了儿子塔模斯(Tammuz). 塔模斯被赞扬为

“救世主”(saviour), 来实现“女人的后裔”之应许(创 3:15). 这

“母子”(mother and child)的传说是巴比伦奥秘的基本教义. 

其偶像和绘图把“母亲”描绘成“天后”(Queen of Heaven, 耶

7:18; 44:17,18,19,25). 这“母子”的中心思想在所有异教中是

普遍的, 表明巴比伦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洒圣水、吃祭牲、

烧着香列队行进等, 都是塞米勒米斯上述首创的宗教制度

之骨干. 她的儿子塔模斯按传说也在死后复生. 简之, 这古

老的巴比伦宗教制度和思想严重地渗入许多宗教, 特别是

罗马天主教(例如把马利亚称为“天后”, Queen of Heaven). 

引自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7), 第 416, 418 页. 值得注意的是, 塞米勒米

斯(Semiramis)在各地不同的宗教文化中被冠以不同名字, 

例如腓尼基人称之为“Ashtarte”; 巴比伦人称她为“Ishtar”; 

阿拉伯人则称作 “Athtar”. 她在旧约圣经中被称为

“Ashtaroth”(其他拼音或写法是 : Ashtoreth、Astoreth、

Astaroth、Astarot、Astarte、Asteroth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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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启 18:2);  

5) 坐了皇后的位 (启 18:7). 

 

(c.1)  大淫妇 

 

“淫妇”这个名词在圣经中

有两个用法: (1) 指道德败坏(与人

行淫)的女人(利 20:10); (2) 指灵性

叛变的女人(何 3:1;129 注: 正如淫

乱的女人是指对她的丈夫不忠, 与

别的男人有染, 照样, 灵性的淫乱

是指对真神不忠 , 追随和敬拜假

神). 用大淫妇来形容大巴比伦, 说

明大巴比伦原先是认识神的, 只是

后来因为名利权欲而弃绝了神, 虽

有宗教的外貌, 却没有敬虔的内心.  

 

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指出, 启 17:18

清楚表明那女人(大淫妇)是指在约翰时代存在的

一座城(启 17:18 的“管辖”一词原文是现在时态, 

present tense). 此城(即有“七山城”之称的罗马城, 

启 17:9)当时虽繁荣与强大,130 却是拜偶像和危险

的. 那女人的名字与奥秘的巴比伦有关(启 17:5), 

而巴比伦城是由宁录(Nimrod)所创建(创 10:8-11). 

著名的巴别塔是人企图以拜偶像来违抗神 (创

                                                           
129   耶和华对我说: “你再去爱一个淫妇(adulteress), 就

是他情人所爱的; 好像以色列人, 虽然偏向别神, 喜爱葡萄

饼, 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此节说明以色列人有如“淫妇”一

般, “偏向别神”, 对神不忠, 但神仍然爱他们. 
130   瓦沃德(John F. Walvoord)指出, 许多古代的作者, 

包括其中一个最早写启示录注释的维多利纳斯(Victorinus, 

约主后 250-303 年)把启 17:9 的“七座山”解释为罗马. 这看

法引致一个结论: 罗马会是那将要来临的世界帝国之首都. 

罗马原先包括了七座山 , 它们是 Palatine、Aventine、

Caelian、Equiline、Viminal、Quirimal 和 Capitoline. 过后

罗马城扩张, 范围包含了其他山如 Janiculum 和 Pincian. 罗

马虽被称为“七山城”, 但不同作者可能引证的山名会有所

不同. 无论如何, 仔细查考会发现这“七座山”是指七个王

(启 17:10). 引自 John F. Walvoord & Roy B. Zuck,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Edition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83), 第 971 页 . 马唐纳表示这七王

(kings)也可代表七个王国(kingdom, 帝国): 埃及、亚述、巴

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和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 换言

之, 这“七座山”所指的罗马与“七王”关系密切, 因此有者认

为“七王”所代表的整个“敌对神的帝国体制”在末世时将与

罗马有关, 即成为强大的“复兴的罗马帝国”, 也成为“大淫

妇”(指背叛神的宗教制度)所要“骑”(倚靠或控制)的对象. 

11:1-9). 那女人是“大淫妇”和“淫妇之母”, 而巴比

伦的(宗教)制度总是在某方面产生了所有假宗教. 

她诱惑人去敌对神, 并逼迫祂的仆人. 邪恶的淫

妇象征邪恶的城市或政治的制度.131  

 

范氏(W. E. Vine)也评论道: 

“那女人的名字指明她的根源和特

征(意即与拜偶像之源巴比伦有

关), 而那女人本身有两方面的象

征: (1) 在地理方面与罗马城有关

(启 17:9,18); (2) 在奥秘方面与教

会主义的混合体(指普世教会联合

体制或体系, amalgamated forms of 

ecclesiasticism)有关, 而这体制以

罗马为中心… 这就是所谓的基督

教世界(Christendom)的宗教制度

混合体.”132 科恩(Gary Cohen)认为大淫妇是“全

球性的假宗教制度(启 17:1,15), 这制度无疑包括

离经背道的更正教教会(Protestantism)与罗马天

主教组织(Roman Catholic organization)的合并 , 

再加上各种其他异教.”133 

 

主的民中有许多被蒙骗而跟随了她, 主呼

召祂的民从那城出来(启 18:4). 弟兄姐妹, 你今天

追求人为的宗教制度、宏伟的政商宗教混合体

                                                           
131    W.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vol. 2): Eph – Rev (Illinois: Victor Books, 1989), 第 612 页. 
132   W. E. Vine,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 E. Vine 

(vol.4)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5), 第 314 页. 
133   Cary G. Cohen, Understanding Revelation 

(Chattanooga, TN: AMG Publishers, 1992), 第 171 页. 许多

圣经学者或解经家把“大淫妇”解释为罗马天主教、天主教

教廷或教皇制度 , 持这看法的有 : John N. Darby、John 

Phillips、A. C. Gaebelein、吴华青、吴主光、黄丹尼等等. 

奉主名聚会(误称“弟兄会”)的历史家米勒(Andrew Miller)

在他三册著作 (Short Papers on Church History, 或称 : 

Miller’s Church History)表明大淫妇就是罗马天主教制度
(而不是某个罗马教皇). 此看法是重申奉主名聚会的一般

弟兄们(Darby、Kelly、Dennett、Baines 等)的观点, 即大淫

妇不是代表某个教皇, 而是“一个宗教群体, 自称是基督的

配偶”. 米勒指出这巴比伦(大淫妇)就是罗马天主教制度, 

但也有她的跟从者: “她是一个母亲, 淫妇之母(启 17:5), 她
有很多女儿. 在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每一个宗教制

度, 若倾向领人离开基督, 沉迷在那些介于人心与荣耀之人

(主耶稣)之间的事物, 那么就是与这个灵性罪恶之母(指大

淫妇)有关”, 引自 Babylon and the Brethren, 第 121-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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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还是你真诚渴慕“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

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提后 2:22) 

 

大淫妇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是来自 

“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启 17:15). 换句话说, 

大淫妇是列国推选出来的领袖(注: 许多圣经学者

将“大淫妇”解释为一个领导宗教世界的组织或制

度).【注: 有关此“大淫妇”, 请参本文附录一】 

 

有些人认为自己有智慧选出治世的明君, 

历史却证明他们是错的. 曾经以色列人以外貌才

华为由(撒上 16:7), 拣选扫罗为君, 终究他是名昏

君. 当彼拉多问众人要释放巴拉巴还是主耶稣, 

以色列人犯下致命的错误, 就是情愿释放杀人作

乱的犯人巴拉巴, 也不选择温柔良善的耶稣基督

(太 27: 21-22), 他们甚至高声呼喊: “钉祂十字架! 

钉祂十字架!” (路 23:21). 民众的选择经常出错. 

 

在启示录, 多国人民将会再次选择错误, 

他们仍只靠自己的聪明, 心中没有神. 他们推崇

的这位大淫妇不会为人民谋福祉, 只会为自己的

野心和私欲谋算.  

 

(c.2)  骑朱红色兽的女人 

 

朱红色的兽有七头十角, 那七头代表什么

呢? 七头代表七个王朝(kingdom, 王国或帝国), 

五个已过去, 一个处于现在, 一个还没有来(启

17:10);134 十角代表在不同地方掌权的十王, 他们

同心合意将权柄给那兽(启 17:10,12-13)【注: 这

兽就是“敌基督”, 或称“政治的兽”, 圣经给他的名

号是“大罪人”、“不法的人”, 帖后 2:3,8. 有关此

“兽”或敌基督, 请参前几期的《家信》文章】.135 

 

朱红色(scarlet)又名丹颜, 是一种染料, 染

在布上就不褪色. 圣经用“朱红”来形容罪污不能

除去(赛 1:18), 可见这兽充满了无法除去的罪恶. 

                                                           
134   在约翰写启示录时(第一世纪时), “五个已过去的”

是指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和希腊; “一个处于现在”

是指罗马; “一个还没有来”指未来“复兴的罗马帝国”. 
135   可查阅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

神的十二个奥秘五-不法的奥秘 (关于“不法的人”) ; 也参相

关文章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4/将来的事

十四-敌基督上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

来的事十五-敌基督下 ;   

此外, 这兽遍体有亵渎神的名号(启 17:3), 并来自

无底坑(启 17:8), 即是撒但的住处.  

 

有解经家说那女人(大淫妇)只是伏贴在朱

红色兽上, 而没有真正坐下来控制它. 那女人痴

心妄想要联合兽的能力, 借此发展成为超级的国

度, 现实是当兽得了全面的权柄, 就把那大淫妇

踏于脚下, 将之毁灭(启 17:16). 

 

(c.3)  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启 17:5 说到大巴比伦是一切道德和灵性

败坏的源头, 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因在宁錄和巴

别的记载中揭晓, 就是反叛悖逆(rebellion).  

 

反叛悖逆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光景(罗

10:21; 来 2:2), 也是所有罪恶的源头. 在伊甸园, 

撒但诱惑夏娃悖逆神, 违背神的吩咐(创 2:16-17). 

 

这大巴比伦因悖逆成为罪恶的源头, 具有

警惕作用.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无论在个人或在

召会中, 都要杜绝悖逆的灵(参 弗 2:2), 皆因一切

的罪恶由此而来. 

 

(c.4)  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大巴比伦成为“鬼魔的住处”(启 18:2), 鬼

魔是跟随撒但路西弗(另译: 路西法, Lucifer)悖逆

的天使(犹 6: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

天使”), 其中有些立刻被神捆绑等候审判, 有些跟

随撒但成了鬼魔, 大巴比伦是他们的安歇之处.  

 

灵界充满了各种污秽的邪灵(提前 4:1), 

“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表示大巴比伦成为众多污

秽之灵的聚集地. “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

与 太 13:31-32 的比喻相关, 当中芥菜种变成大树, 

飞鸟宿在枝上, 与大巴比伦的情况相同, 大巴比

伦长成参天大树, 所有邪恶可憎的假教师和假先

知都宿在它的枝上.  

 

这正是撒但的计划, 它要在地上设立全球

性的指挥总部, 动员鬼魔、邪灵、假教师和假先

知迷惑世人, 叫他们抵挡天上的神. 圣经早已预

言,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E7%A5%9E%E7%9A%84%E5%8D%81%E4%BA%8C%E4%B8%AA%E5%A5%A5%E7%A7%98%E4%BA%94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E7%A5%9E%E7%9A%84%E5%8D%81%E4%BA%8C%E4%B8%AA%E5%A5%A5%E7%A7%98%E4%BA%94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4/将来的事十四-敌基督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4/将来的事十四-敌基督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五-敌基督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五-敌基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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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一切君王一齐起来, 臣宰一同商议, 要抵

挡耶和华并祂的受膏者”(诗 2:1-2). 

 

(c.5)  坐了皇后的位 

 

大淫妇被财势冲昏了头脑, 以为自己当上

了皇后(启 18:7). 她在启示录 17 章借着勾结兽的

国(十国联盟)而得来权势, 在 18 章借着勾引地上

的客商而发了大财(启 18:3,11,17), 风头可谓一时

无两.136【注: 请参本文附录二】 然而, 大淫妇天

天奢华宴乐, 一眨眼, 神的审判临到, 把她如大磨

石猛力摔下(启 18:21), 大淫妇的权势和财富顷刻

化为乌有. 

 

“大巴比伦”的体制非常庞大, 是集合全球

性的宗教、政治、经济于一身的超级混合体,137 

比起梵蒂冈(Vatican)的体制更庞大, 在人类历史

上是前所未有的. 可惜很多属主的子民都被蒙骗, 

加入事奉那人为的制度(启 18:4). 

 

各位读者, 不要受大宗派、大财力、大名

声所吸引, 而离弃向神全然尽忠的位置或岗位, 

他们只是在建设大巴比伦的路上直奔, 终归一无

所有. 我们要离开这大巴比伦的阵营, 像 来 13:13 

所言, “出到营外就了祂去,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与清心的人一同追求主的荣耀.138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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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启示录第 17 章的巴比伦 

 

(A)  离经背道的宗教制度 

启示录第 17 章记述在灾难时期(指七年灾难

时期), 神对那“大淫妇”  —  即离经背道的宗教制度

                                                           
136   有圣经学者认为启示录 18 章的“巴比伦”与启示录

17 章的“巴比伦”(大淫妇)是同一者, 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们

是不同的个体. 请参本文附录二: 启示录第 18 章的巴比伦. 
137   正如沙特克(Grant D. Shattuck)所言: “…大巴比伦, 

在宗教、政治和商业方面属魔鬼的世界体制; 它起源于巴

别(Babel)这古代城市, 并在最后彰显于离经背道的普世教

会(Apostate World Church)和敌基督的世界帝国…” 引自
Cary G. Cohen, Understanding Revelation (Chattanooga, TN: 

AMG Publishers, 1992), 第 172 页.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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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期, 第 3-8 页(此

刊物由香港大埔福音堂于 2019 年出版), 另加修订和补充. 

(apostate religious system)  —  的审判. 那不信却口称

为教会的(即所谓“冒称的教会”, the professing church)

要进入灾难时期(启 2:22; 3:10); 那时, 在这大淫妇的

控制之下, 兴起一个势力庞大的宗教制度.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写道: “大淫妇是

一个庞大的宗教和商业组织, 以罗马为总部. 很多人

相信, 第 17 章所形容的是宗教上的巴比伦, 第 18 章

则形容商业方面(的巴比伦). 当然, 宗教方面的巴比伦

涉及离经背道的基督教世界(apostate Christendom), 

包括更正教(Protestant)与天主教(Catholic). 她也可能

代表普世教会(ecumenical church).”139 

 

 

(B)  对这大淫妇的描述 

使徒约翰对这大淫妇有很仔细的描述： 

1) 这制度有淫妇的特质(启 17:1-2, 15-16). 它自称是

基督的新妇, 但却从纯洁的地位堕落而成为淫妇. 

2) 这制度领导宗教事务(启 17:2,5). 在圣经中, 属灵

的淫乱往往涉及和依附在一种错误的制度上. 

3) 这制度在政治圈子中起领导作用. 它骑在“那兽”

上, 控制着他(启 17:3). 

4) 这制度变得极为富裕及具影响力(启 17:4). 

5) 这制度代表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一个发展

阶段, 是从前没有被指示出来的, 所以被称为“奥

秘”(启 17:5).  

6) 这制度极力逼迫圣徒(启 17:6). 

7) 这制度是一个全球性、有组织的制度(启 17:15).  

8) 罗马联盟(指“复兴的罗马帝国”或称“十国联盟”)

的领袖  —  那兽  —  最终会废除(消灭)这制度, 好

使他自己的专权独大不至受其威胁(启 17:16-17). 

 

 

(C)  大淫妇的身份 

苏格兰的希斯洛普(Alexander Hislop, 1807–

1865)在所著的《两个巴比伦》(The Two Babylons)一

书中, 谈到古巴比伦与那被称为“奥秘的大巴比伦”的

大淫妇制度之教义与实践时, 将二者的关系追溯和勾

划出来. 艾朗赛(H. A. Ironside)也将其发展描述出来: 

 

这妇人其实就是至少在一段时期操控国家

政府的宗教制度. 根据她额上的名号, 我们应

不难识别出她的身份. 为求达到这目的, 最好

                                                           
139   William MacDonald, The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on New Testament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0), 第 1190 页. 马唐纳认为第 18 章的巴比伦

也是指这个大淫妇教会(harlot church), 同上引, 第 1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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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翻开旧约圣经, 查考关于巴比伦的启示, 

这样肯定有助于我们明白大淫妇的身份… 

 

…巴别或巴比伦的创始人是宁录(Nimrod, 

创 10:10), 创世记第 10 章将他不虔的成就记

载下来. 他是在先祖族长时代悖逆神的主要人

物… 他唆使他的朋辈及跟随者合力“建造一

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创 11:4)… 成为违

背耶和华之人的神殿或集会中心… 他们称这

城及塔为巴-艾(Bab-El), 意即神的门(the gate 

of God); 但不久便遭天谴, 成为巴别(Babel), 

意即变乱(confusion).140 这城从建立时, 便带有

虚假不实的记号, 圣经记载他们“拿砖当石头, 

又拿石漆当灰泥”(创 11:3). 历代以来, 巴比伦

的特质就是对真实诚信的进行伪冒. 

 

宁录 (Nimrod)或宁录巴古实 (Nimroud-bar-

Cush)… 是挪亚的不肖子“含”(Ham)的孙子(创

10:6,8). 挪亚经历大洪水, 将真神的启示承传

下去… 然而, 含似乎早已受大洪水前的悖逆

思想影响… 他名字的意思是“黝黑的”、“变黑

了的”(darkened), 或按字面意义是“给太阳晒

黑的”(the sun-burnt). 这名字喻示这人属灵的

景况… 给天上的光弄昏了… 含生了一个儿子, 

名为古实, 即“黑色的那个”(the black one), 他

是宁录的父亲, 宁录是当代违背者的领袖. 

 

远古的传说给我们提供线索, 让我们知道宁

录巴古实的妻子, 就是声名狼藉的塞米勒米斯

一世(Semiramis the First). 相传她就是巴比伦

神秘宗教的女创始人, 是偶像敬拜的首位女大

祭司. 因此, 巴比伦成为偶像敬拜的源头, 是世

上一切不信及异教制度之母. 从该地发源的神

秘宗教, 以不同的形式在全地上发展… 今天

依然存在… 且当圣灵离去, 末世的巴比伦大

行其道时, 便发展至顶峰. 

 

 塞米勒米斯根据远古的应许, 即有一位女人

的后裔要来, 竟宣称自己神奇地生下了一个儿

子! 当她向众人展示这儿子时, 他就被奉为那

位应许要来的拯救者 . 141  他就是塔模斯

                                                           
140   Babel (巴别)一词与希伯来文的字根 balal (使混乱, 

to confound)有关, 它也成为示拿地(land of Shinar)的主要城

市(创 11:2). 示拿地较后在圣经被称为迦勒底人之地(land 

of the Chaldean, 即较后的巴比伦).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第 406 页. 
141   瓦沃德(John F. Walvoord)评论道, 按照传说, 塞米

勒米斯神奇地生下了塔模斯, 这其实是假冒应验了“女人的

(Tammuz), 以西结曾谴责被掳的犹太人竟然

敬拜他. 故此, 妇人与孩子之传说(母子元素)

的奥秘便出现, 也是人类最远古的偶像敬拜. 

这种膜拜的宗教仪式秘而不宣, 只有入教者才

可得知其奥秘. 这是撒但的伎俩, 以手段模仿

神的真实来迷惑人类, 以致当那位真正的女人

的后裔在日期满足来到时, 世人却不晓得… 

 

这神秘宗

教由巴比伦

开始 , 向周

围的国家传

开了… 各地

有相同的象

征物 , 普遍

信奉那妇人

及孩子 ; 他

们的敬拜仪

式绝对令人

作呕且不道德. 各地可见天后手抱婴孩的形像, 

唯因不同的语言制度而有不同的名号. 这成为

腓尼基(Phoenicia, 即圣经所谓的“迦南地”)的

神秘宗教, 并由腓尼基人(Phoenicians)传扬各

处.142 这些勇敢的冒险者称那妇人及儿子为亚

斯他录(Ashtaroth; 或称 Ashtoreth, 阿什脱雷思)

及塔模斯(Tammuz),143 埃及人称他们为伊希

斯(Isis)及荷鲁斯(Horus), 希腊人称他们为阿

佛洛狄特(Aphrodite)和厄洛斯(Eros), 意大利

人则称为维纳斯(Venus)和丘比特(Cupid); 在

                                                                                                     
后裔”之应许(创 3:15); 而塔模斯按传说死后复活, 这是撒

但预先假冒或伪造有关基督的复活. J. F. Walvoord & Roy 

B. Zuck,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Edition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83), 第 970 页. 
142   香港“活石福音书室”出版的《将来的事》在此把

原文版的 Phoenicia 误译为“非利士地”, 把 Phoenicians 误

译为“非利士人”, 但我们在上文《家信》中已修正. “腓尼

基”是希腊人对迦南的称呼, 迦南在希腊语中翻译为腓尼基

(Phoenicia), 这在闪米特语(或译: 闪族语, Semitic)中意为

“紫红”, 起源于当地出产的一种紫红色染料. 值得留意的是, 

启示录 17:4 的大淫妇正是“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 
143   “Ashtoreth”(此名有诸多拼音或写法 : Astoreth、

Ashtaroth 、Astaroth、Astarot、Astarte、Asteroth )是指古

代闪族的母亲女神(Semitic mother-goddess). 腓尼基人称之

为“Ashtarte”; 巴比伦人称她为“Ishtar”; 阿拉伯人则称作

“Athtar”. 她在圣经中被称为 “Ashtaroth”( 撒上 31:10).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2005-ashtoreth .

以下网址是有关“Ashtoreth / Ashtaroth”的历史背景和广泛

影 响 ： http://www.threeheartschurch.org/Sermons/2016-12-

04_MARK_of_the_BEAST-PartFive.pdf (其影响沿至现今).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2005-ashtoreth
http://www.threeheartschurch.org/Sermons/2016-12-04_MARK_of_the_BEAST-PartFive.pdf
http://www.threeheartschurch.org/Sermons/2016-12-04_MARK_of_the_BEAST-PartFiv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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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地方的人用其他名字称呼他们. 不出一千

年, 巴比伦主义成为普世的宗教, 使世人拒绝

神的启示.  

 

与这主要的神秘主义相连, 并有其他次神秘

之说… 其中包括死后在炼狱得炼净; 透过林

林总总的圣礼得救, 包括由神职人员予以赦罪; 

洒圣水; 耶利米书提到的向“天后”(Queen of 

Heaven)献圆饼(耶 7:18; 44:17,18,19,25); 将处

女献给诸神, 事实上即充当神妓(庙妓); 在伊

什塔尔(或译: 以斯他, Ishtar)大节前为塔模斯

哭泣 40 日(结 8:14), 相传伊什塔尔的儿子塔

模斯从死里复生; 据说塔模斯被一头野猪所杀, 

但后来却复生(模仿基督的复活?!).144 塔模斯

认为蛋是神圣的, 代表他神奇的复活. 他以常

绿树为他的标志, 记念他在冬至的生辰(诞辰); 

在这天, 他的信众为记念他经历的苦难, 会吃

野猪头, 并会进行神秘的仪式, 及焚烧一整块

原木(yule-log, 注: 罗马天主教的圣诞节有不

少活动取自这异教的做法)…  

 

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蒙神呼召, 脱离这神

秘的宗教. 他后裔所建立的国, 常受到这邪恶

异教的影响骚扰. 北国以色列在亚哈王统治的

时期, 腓尼基裔(Phoenician)王后耶洗别将这异

教植入以色列残余的宗教制度内, 最终导致北

国被掳. 犹大国也受其玷污, 因为巴力的膜拜

其实就是披上迦南地色彩的巴比伦神秘宗教, 

直到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后, 以色列民才脱离

膜拜偶像的倾向. 巴力就是太阳神, (被认为是)

赐予生命者, 等同塔模斯.   

 

虽然巴比伦城已成为历史陈迹, 但其神秘宗

教并没有消失. 当这城与其中的庙宇被毁时, 

                                                           
144  艾伦(Jim Allen)评述道: “塔模斯被野猪杀死不是

一个悲剧, 而是代表一个机会… 以西结提到 40 天为塔模

斯哭泣(结 8:14). 这大斋节期间的哭泣(lenten mourning)因

塔模斯在春天的死里复活而转悲为喜, 因此欢庆‘伊什塔尔

节’(Feast of Ishtar [Easter] ). 就在这巴比伦的神秘异教中, 

我们看到撒但最古老和最强大的欺骗迷惑. 撒但已在古时

设立一个宗教, 以此来挑战基督的每一项弥赛亚声称. 借此

异教, 撒但可挑战基督是由童女所生、祂作为祭牲的死亡

和祂荣耀的复活; 这一切都在这远古的欺诈迷惑中预示了

(注: 塔模斯被人当作是死而复活的神来膜拜). 这整个制度

成为传播偶像崇拜的基础, 将之传播到古代世界各国, 以不

同的神名来呈现. 正因这全球性的影响, 巴比伦的这个宗教

制度被称为‘大’(the great, 意指庞大, 启 17:5).” 参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第 416 页. 

大祭司与一群信众, 带同圣礼用的器皿和神像

往别迦摩(Pergamos)去; 在那里, 他们以蛇为

记号, 象征那隐藏的智慧. 他们其后由该地渡

海, 迁至意大利… 在这里, 这异教在伊特鲁里

亚神秘文化(Etruscan Mysteries)的名义下继续

发展, 最后使罗马成为巴比伦主义的大本营. 

祭司长戴在头上的冠冕, 形状如鱼的头, 是记

念大衮(Dagon)这位鱼神(fish-god), 即生命之

主 ; 这其实是由以色列的宿敌非利士人

(Philistines)发展出来, 是另一种塔模斯神秘宗

教模式 . 在罗马 , 祭司长的称号是“大祭司

长”(或译: 最高祭司, Pontifex Maximus), 这名

号也印刻在他的冠冕上.    

 

当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成为罗马国家元

首后(他和所有出生良好的青年罗马人一样 , 

都加入了这异教), 他被推选为“大祭司长”(或

译: 最高祭司, Pontifex Maximus). 由他开始, 所

有罗马皇帝都拥有这称号, 直到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后来君士坦丁更同时

成为教会之首(教会的元首, head of the church)

和异教的大祭司(high priest)! 过后, 罗马的众

主教(the bishops of Rome)被冠以这名号, 今日

的教宗(教皇, the pope)也是如此. 所以他不是

渔夫使徒彼得的继承人, 而是巴比伦神秘宗教

的直接继承人, 是鱼神大衮的仆人. 因为他与

那些拜偶像(特指大衮)的前辈一样, 配戴着渔

夫的指环.145 

                                                           
145   瓦沃德(John F. Walvoord)解释道: “波斯帝国于主

前 539 年占领并取代巴比伦帝国过后, 他们不允许巴比伦

神秘宗教的延续. 随后, 这巴比伦异教的跟随者搬迁到别迦

摩(Pergamum / Pergamos)… 这巴比伦异教的祭司长(chief 

priests)头戴鱼头形状的冠冕, 以此对鱼神(fish god)表示敬

意. 冠冕上有‘桥梁守护者’(Keeper of the Bridge)的字眼, 象

征人与撒但(指神灵)之间的‘桥梁’. 这头衔被罗马皇帝们所

采用, 使用拉丁文的称号 Pontifex Maximus , 即‘桥梁的主要

守护者’(Major Keeper of the Bridge). 这同一个称号过后被

罗马主教所使用 . 今日的教皇 (教宗 , pope)也常被称为

Pontiff , 这词来自(拉丁文) Pontifex … 巴比伦神秘宗教的

教师们从别迦摩迁移到罗马之后, 他们有很大影响力去‘异

教化’基督信仰(paganizing Christianity), 成为很多所谓基督

教仪式的来源… 因此, 巴比伦是离经背道的象征, 亵渎地

用偶像崇拜取代了在基督里对神的敬拜.” J. F. Walvoord & 

Roy B. Zuck,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Edition, 第 970-971 页.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资料

解释说 pontiff 一词并非源自异教, 而是取自拉丁文圣经

《武加大译本》(Vulgate)对“大祭司”(high priest, 利 21:10; 

来 5:1,10)或“祭司长”(chief priest, 可 15:11)的译法(拉丁文

译作 pontifex ). 但事实上, “大祭司”(high priest)在拉丁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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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最初的几个世纪, 这些邪恶的神秘

主义竟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 而宣称为属基

督的教会, 大量地吸收巴比伦主义的习俗和教

训, 以致圣经的真理在很多方面被完全遮盖; 

很多敬拜偶像的行为却偷偷地引进来, 以基督

教圣礼的名义介绍给信众, 又以不信的思想哲

理取代福音的教训. 这不可思议的制度就发展

起来, 雄踞欧洲达一千年之久, 在人的身体和

心灵上世代相传, 直到 16 世纪宗教改革的出

现, 形势才得以挽回. 

 

…不可思议的是, 他(启示录作者使徒约翰)

一生所参与或认同的荣耀运动(指基督信仰的

运动)将会如此败坏到成为“世上的淫妇和一

切可憎之物的母”(启 17:5), 甚至残杀圣徒和

为耶稣作见证的殉道者(启 17:6: “喝醉了圣徒

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 然而, 在逼

迫的黑暗日子, 她(罗马天主教)那血腥的历史

见证了所见之异象的真实性. 无论如何, 天使

指明将来要发生的事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因为在过去的罗马历史中, 没有一个时期可以

完全应验启示录 17 章其余部分所记述的.146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评述道: “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 Romanism)的谬误, 直接起源于君士坦

丁大帝宣布罗马帝国以基督信仰为国教, 使基督信仰

和异教混合; 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 所以可以作结论

说, 这大淫妇喻示将整个口称属基督的制度(另译“冒

称的基督教世界”, professing Christendom), 团结于一

个领袖的单一制度之下.147 

 

 

(D)  大淫妇所受的审判 

约翰清楚地描述这邪恶制度将要面对的审判: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 使她冷落赤身, 

又要吃她的肉, 用火将她烧尽.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

                                                                                                     
译作其他的字, 例如 亚 3:8 和 哈 2:4 将之译作 sacerdos 

magne . 最明显的例子, 王下 22:8 把“大祭司”希勒家译作

pontifex ; 但就在前 4 节(王下 22:4)却把同一个字(大祭司)

译作 sacerdotem magnum .  显然, 这第四世纪才译成的拉丁

文圣经有别的字可选用来翻译“大祭司”一词, 但当时的圣

职人员翻译者选择 pontifex , 因为他们已被“异教化”了.  
146   Henry A. Ironside, Lectures o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2nd. ed.)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30), 第 287-295 页. 
147   有关“大淫妇”的身份、普世教会和宗教大联合, 请

参“将来的事(十五): 敌基督(下)”的附录五: 启示录中的大

淫妇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

五-敌基督下 (此附录论到天主教所提倡的宗教大合一). 

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给那兽, 直等到神的话

都应验了”(启 17:16-17). 

 

 这段经文显示大淫妇与那兽的最终冲突. 纽威

尔(William R. Newell)分析时指出, 大淫妇代表自挪亚

洪水以来所有错误不正的假敬拜, 其教义自称是教导

人敬拜真神, 却把人领进拜偶像的污秽深坑. 大淫妇

是隐藏着不法, 但那兽是显露出不法. 大淫妇并没有

‘否定一切称为神的或被敬拜的’, 但那兽却要这样否

定(帖后 2:4; 也参 但 11:36-37). 大淫妇并没有承受神

倒在拜兽者的可怕忿怒(启 16:2,10). 因此, 我们必须

谨记这两个不法的原理是有区别的, 是互异的. 一切

错误的假敬拜会让其信徒相信他们是在事奉一位神

或多位神. 这个“不法”以罗马天主教主义(Romanism)

为首. 不过, 兽的可怕特征是把全世界的敬拜都引向

他自己, 叫他们意识到是在拜魔鬼(启 13:3-4).”148 

 

 潘德科总结说 : “那兽

(敌基督)本被这大淫妇控制或

牵制(启 17:3), 却起而反对她, 

将她和她的制度完全消灭. 无

疑, 这大淫妇的制度与那由假

先知提倡敬拜那兽的宗教互相

竞争, 结果招致失败和毁灭; 这样, 那‘自称是神’的兽

(帖后 2:4)便可以成为一切错误敬拜的唯一对象.”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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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启示录第 18 章的巴比伦 

 

(A) 两个不同实体的“巴比伦” 

潘德科(J. Dwight Pentecost)在《将来的事》

一书中指出, 北方联盟在七年灾难中期, 就在以色列

的山上被神审判 . 东方诸王和他的军队 , 以及“那

兽”(the Beast, 指敌基督)的军队却是在基督第二次降

临时才被消灭. 启示录第 18 章详尽地描述那兽和他

的大本营所受的审判.150 在这两章圣经中, 政治的帝

                                                           
148   William R. Newell, Romans: Verse by Verse (Grand 

Rapids: Kregel Classics, 1994), 第 268-269 页.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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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335 页, 并按其原本的英文

版(Things To Come)对中文译文稍加修订补充. 
150   有圣经学者认为第 18 章的巴比伦是同于第 17 章

的“大淫妇”, 都是指罗马天主教的体制(但强调它的政治或

经济方面). 持这看法的有: H. A. Ironside (参 Lectures on 

the Revelation, 第 305, 310, 315 页)、John N. Darby (参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5), 第 629 页)、

Thomas Newberry (参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1), 第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五-敌基督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五-敌基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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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假宗教的帝国息息相关, 二者虽是两个不同的实

体(entities), 却有相同的名字  —  巴比伦.  

 

司可福(Cyrus I. Scofield)简明地指出: “启示录

中有两个 ‘巴比伦 ’: 第一个是宗教上的巴比伦

(ecclesiastical Babylon), 即离经背道的基督教世界

(apostate Christendom), 以罗马教廷(Papacy)为首; 第

二个则是政治上的巴比伦(political Babylon), 即那兽

的联盟帝国(confederated empire),151 世上最后一个外

邦霸主(霸权). 宗教上的巴比伦是那‘大淫妇’(启 17:1), 

将被政治上的巴比伦消灭(启 17:15-18), 使那兽成为

独一的敬拜对象(帖后 2:3-4; 启 13:15). 政治上的巴比

伦势力于主在荣耀中再临时被摧毁… 根据 赛 13:19-

22 所说, 应该不会在古巴比伦的地方再兴起另一个巴

比伦. 启示录第 18 章中的措辞(例如 10,16,18 节)无疑

将繁华且是交通枢纽的巴比伦‘大城’, 等同于宗教上

的巴比伦的中心, 即罗马. 那些憎恨宗教上巴比伦的

诸王, 会因这商业上的巴比伦遭毁灭而大为悲痛.”152  

 

按照上下文, 我们可合理总结说, 第 17 章的

“巴比伦”显然与宗教有关(大淫妇), 而第 18 章的“巴

比伦”则与经济和政治相关. 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两者

的中心是否相同? 按司可福(C. I. Scofield)和一些解经

家的看法, 第 18 章的“巴比伦”与第 17 章的“巴比伦”

都是以罗马城为中心. 至于它们所遭受的审判, 有学

者如司各特(Walter Scott)也认为启示录 17 和 18两章

是在描述同一个发生在七年灾难尾声的审判(只是从

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同一个审判).153   

                                                                                                     
415-416 页)、T. Ernest Wilson (参 Mystery Doctrines of the 

New Testament, 第 116 页)等, 也包括很多其他不是奉主名

聚会的著名圣经学者如 17 世纪的 John Gill (参 John Gill’s 

Exposition of The Entire Bible). 此外, 也有学者认为第 18

章的巴比伦是那兽的国度体制(指敌基督的国度之中心), 

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 但这巴比伦城不按字面解释, 而

是象征或代表罗马. 持此看法的有: Warren Wiersbe (参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Eph-Rev, 第 614 页) 、Cyrus 

I. Scofield (参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第 1347 页)等等. 
151   有关那兽的罗马帝国(另称“复兴的罗马帝国”或

“十国联盟”),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8/

将来的事十二-外邦人的日期上 (关于但以理书第 2 章的巨

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10/将来的事十三-

外邦人的日期下  (关于但以理书第 7 章的四兽); 也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五-敌基

督下 (请参此文章的附录二: 十国联盟/敌基督的国).  
152   C. I. Scofield, The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第 1346-1347 页.  
153   有些学者持“一个审判但从两个角度(宗教和商业

角度)来看”的观点. 有关这观点最清楚和完整的论据, 可参

代尔(Charles H. Dyer)的文章, “The Identity of Babylon in 

(B) 两个不同时间的审判 

另一方面, 也有不少解经家认为这两章是在描

述两个不同的审判, 指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两件事. 艾

伦(Jim Allen)赞同此看法, 并列出以下论证: 

 

1) 第 18 章以“此后”(希腊文: meta tauta , 意即“这些

事以后”; KJV: after these things, 启 18:1)来开始, 

把所看到的两个异象分开来谈, 意味着它们是两

个不同事件(注: 启 4:1 也用这希腊字来作分隔). 

 

2) 先前两次在启示录提到的“巴比伦”(启 14:8; 16:19)

暗示在巴比伦倾覆方面也有两件不同的事. 

a) 在 启 14:8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叫万民

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 倾

倒了!”), 根据相关事件的时间次序, 那里的巴

比伦之倾覆是发生在七年灾难的正中点(即三

年半, 或作“一七之半”).【注: 那兽(敌基督)在

三年半时“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

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 自称是

神”(帖后 2:4). 他要全地的人拜他为神 (启

13:12,15), 所以他必须先消灭“大淫妇”这全球

性的宗教体制, 才能使他和赐他权柄的“龙”成

为世上唯一被敬拜的对象(启 13:3-4)】 

b) 在 启 16:19 (“那大城裂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

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盛自

己烈怒的酒杯递给她”), 这对巴比伦的审判发

生在其他城市被震动之时(启 16:19), 也即是

七碗的最后一碗(启 16:17). 这第七碗述说主

回到地上之前的最后审判. 

 换言之, 启示录 17 章是描述 启 14:8 的审判之

细节; 而 18 章则是描述 启 16:19的审判细节. 

 

3) 第 17 章的审判是由那兽和他所率领的十王来执

行(启 17:16). 虽说这也是神放在他们心中的意念

(启 17:17: “神使诸王同心合意”), 但他们这样做是

为求己利. 另一方面, 第 18 章表明审判是直接出

自神的手. 那些在 17 章乐于消灭大淫妇的众王

(启 17:12,16), 却在 18 章为巴比伦的毁灭而哭泣

哀号(启 18:9-10).  

 

 

(C) 18 章的巴比伦不是实在的巴比伦? 

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第 18 章的巴比伦是应该

按字面解释, 还是仅属象征性的词语? 艾伦指出, 约翰

在第一世纪的末了(约主后 95 或 96 年)领受启示而写

                                                                                                     
Revelation 17-18”, Bibliotheca Sacra (Vol. 145). 但艾伦(Jim 

Allen)中肯地分析和评论这些论据的不足之处 , 参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TBT (vol. 10), 第 434-436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8/将来的事十二-外邦人的日期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08/将来的事十二-外邦人的日期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10/将来的事十三-外邦人的日期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8/10/将来的事十三-外邦人的日期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五-敌基督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9/08/将来的事十五-敌基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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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启示录时, 在幼发拉底河的巴比伦拥有比耶路撒冷

更多的犹太人.《巴比伦塔木德经》(另译:《巴比伦

他勒目》, Babylonian Talmud)于大约主后 500 年写

成时, 巴比伦城仍然是极大的商业中心, 那里也有开

办拉比学校. 在过后的世纪里, 此城虽逐渐衰微到村

庄的状态, 却没有被毁灭, 或完全被遗弃成荒野. 

 

在启示录中, 按原文共有 6 次提到巴比伦(启

14:8; 16:19; 17:5; 18:2,10,21; 注: 启 18:14 在原文无

“巴比伦”一词). 对这 6 处经文, 艾伦评述道: “只有一

次‘巴比伦’一词需要以象征性来解释, 就是 启 17:5 

(“奥秘哉! 大巴比伦”), 因为这节的巴比伦是个‘奥秘’. 

显然, 这里的大淫妇是在描绘非字面意义的巴比伦

(意即此巴比伦仅属象征性, 不是实实在在的巴比伦

大城), 神也在此揭开这奥秘(启 17:7,15-18). 不过, 其

他经文论到巴比伦时, 却没有附上这种奥秘的含意.”   

 

为何人

不把 18 章的巴

比伦当作实实

在在的巴比伦

城呢? 艾伦道出

其 中 的 理 由 : 

“因为巴比伦现

今已不再是世

界国际事务的主要大城市. 多个世纪以来, 巴比伦已

逐渐衰微, 成为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几个村庄… 这令许

多解经家要在‘实义解释巴比伦’之外寻找其他解释, 

而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把第 17 章对巴比伦的象征性

解释延伸到第 18 章. 我们都同意第 17 章以大淫妇为

象征的巴比伦(启 17:5)并非实在的巴比伦, 而是代表

一个宗教制度 , 这制度含有那源自巴比伦的宁录

(Nimrod)和他妻子(Semiramis)的神秘宗教之特征. 对

于所有无偏见之人, 这制度今日反映在罗马天主教主

义(Roman Catholicism)之中. 它以罗马的梵蒂冈为基

地和管控中心, 这完全是事实. 正因此故, 很多解经家

便假定第 18 章是论到这宗教上的巴比伦的商业方面, 

所以必须把第 18 章的巴比伦城解释为罗马. 他们的

证据是: 罗马帝国统治世界时, 就是以罗马城为帝国

中心, 所以将来那兽的帝国也会如此. 

 

 “这论点确实有吸引力, 却是错误的. 旧约中提

到巴比伦多达 277 次, 新约也有 12 次. 除了 启 17:5, 

其他地方提到巴比伦时, 都难以证明是象征性的. 初

期教父认为巴比伦一词被用作罗马的代号, 特别是在

启示录中(注: 他们认为当时是罗马政府掌权, 基督徒

害怕罗马政府以此为把柄, 来控告和杀害基督徒[说

基督徒狂妄地教导说罗马将被神审判和倾覆], 所以

基督徒便用“巴比伦”当作“罗马”的代号). 但此看法是

把‘人对罗马政府的恐惧或担忧’强加在圣灵身上, 好

像赐下启示的圣灵也如此担忧恐惧. 因此, 按圣经所

说的来理解(指所说的“巴比伦”就是实在的巴比伦), 

这比较符合圣经的权威.” 以此为根据, 艾伦的结论是:  

 

1) 第 17 章的巴比伦象征性地代表一个宗教方面的

制度或体系, 此制度反映了古巴比伦神秘宗教. 希

斯洛普(Alexander Hislop)所著的《两个巴比伦》

(The Two Babylons)一书详述此神秘宗教重现在

罗马天主教主义里. 在七年灾难的正中(三年半时), 

神使用那兽(敌基督)和他的十王毁灭了这个制度. 

 

2) 第 18 章的巴比伦代表实实在在的商业帝国, 它以

一个城市为中心.154 在靠近七年灾难结束时, 神亲

自降下审判, 毁灭了这个帝国的中心或首都. 很多

解经家相信这城是个实实在在的城, 却不肯认为

它就是圣经所说的巴比伦城. 耶路撒冷城(曾被毁, 

并荒废多个世纪)都能按圣经预言而被恢复和重

建, 这个古老的巴比伦城市也能在撒但的影响下

被重建. 有者引证以赛亚书说巴比伦不再重建(赛

13:19-20),155 但细心查考那段经文, 我们会发现巴

比伦从未遭受像以赛亚和耶利米所说的那种彻底

毁灭(以赛亚书 13-14 章; 耶利米书 50-51 章; 换言

之, 这些经文所说的巴比伦被彻底毁灭、永远无

人居住等等还未发生, 它们是在将来才发生的事, 

就在启示录第 18 章).156 巴比伦在创世记是一座

塔(宗教方面)和一座城(政治和经济方面), 所以巴

                                                           
154   不少圣经学者认为 18 章的巴比伦是按字面意义解

释, 是一个实实在在位于巴比伦的城市(意即这巴比伦城将

会兴起, 成为兽[敌基督]的国度之中心). 支持这看法的有: 

奉主名聚会的 Jim Allen (参“Revelation”, in WTBT (vol. 10), 第

409 页)、John Philips (参 Exploring Revelation, 第 220 页)和

William R. Newell (参 Revelation: A Complete Commentary, 第

290页)等等; 还有不少其他宗派的著名圣经学者, 例如 John F. 

Walvoord (参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NT, 第 973页). 
155  例如侯司特(William Hoste)认为有关巴比伦荒凉

的预言已经在历史上应验了, 所以巴比伦不再重建, 参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illiam Hoste (vol.2), 第 115-116 页.  
156   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写道: “事实上, 很多关于巴

比伦的圣经预言还未应验, 一些只部分应验, 所以巴比伦一

定会再度兴起, 来成就它最终的毁灭; 例如圣经预言巴比伦

会永久荒凉, 再也无人居住等等(赛 13:9,12; 耶 50:40-46; 参 

赛 13:20: “其内必永无人烟, 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耶 50:39: 

“永无人烟, 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耶 51:26: “人必不从你那

里取石头为房角石, 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 你必永远荒凉”), 

这些事件都还未完全应验. 虽然巴比伦多个世纪以来逐渐

衰微, 却从未遭受如此般的毁灭.”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Revelation (Neptune: Loizeaux Brothers, 1991), 第 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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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伦在七年灾难期间将会是一个宗教制度和一个

作为商业帝国中心的城市.157  

 

纽威尔(William R. Newell)也提出强有力的论

证, 来证明“第 18 章的巴比伦是实实在在的巴比伦”. 

基于篇幅有限, 我们只举出其中两个证据. 第一, 纽威

尔指出, 神借着耶利米警告祂的子民从巴比伦逃出来: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 各救自己的性命! 不要陷在

她的罪孽中一同灭亡; 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 

祂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 我的民哪, 你们要从其中出

去! 各人拯救自己, 躲避耶和华的烈怒”(耶 51:6,45). 

 

当波斯王古列攻占巴比伦, 神的子民如但以理

和其他犹太人都没从巴比伦逃出来! 事实上, 当大利

乌王从古列王手中接任时, 但以理还担任总长高位

(但 6:2). 耶利米上述的预言与 启 18:4 的警告(“我的

民哪,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她一同有罪, 受她所

受的灾殃”)是相同的. 这些预言会应验, 就是当巴比伦

城在末世被重建和恢复, 成为敌基督的首都, 敬虔的

犹太人就会被警告, 逃离此城, 如 耶 51:45,46,50所言. 

 

 纽威尔提出的另一个论据是撒迦利亚书第 5

章的异象. 这异象的“量器”(KJV: ephah)确实证明了巴

比伦在商业方面的复

兴. 在异象中, 有个被

称为“罪恶”的女人“坐

在量器中”(亚 5:7). 这

个在原文和英文都被

称为“ephah”的量器对

犹太人而言, 是个十足

的商业标志或象征

(perfect symbol of commerce). 然后另两个有翅膀的女

人把这“量器”抬起来, “悬在天地中间”, 要带到哪里去

呢? 天使回答说: “要往示拿地去, 为她盖造房屋; 等房

屋齐备, 就把她安置在自己的地方”(亚 5:9-11). 这异

象所描写的, 就是“罪恶”最终会集中在一个中心地区

(center), 然后散播全球. 纽威尔一针见血地说: “以一

个全新、令人惊讶和有组织的方式, 对神直接的反叛

悖逆, 就是在示拿地开始的(创 11:2-3), 而它会完成它

的圈子, 转回同样的地方(示拿地)来接受审判!”158   

 

简而言之, 启示录 17 和 18 两章呈现巴比伦的

两大方面(宗教和经济), 并在灾难时期的两个不同时

间所受的两个不同审判. 另一方面, 启示录 17 章的巴

                                                           
157  参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第 406-409 页. 
158   William R. Newell, Romans: Verse by Verse (Grand 

Rapids: Kregel Classics, 1994), 第 268 页. 

比伦是在七年灾难的前半部分(前三年半)运作, 而启

示录 18 章的巴比伦则继续活跃于七年灾难的后半部

分(后三年半). 换言之, 启示录 17 和 18 这两章涵盖整

个七年灾难时期的“巴比伦”. 

  

最后, 我们以纽威尔的话作为总结: “为了让这

可怕的‘拜撒但计划’得以毫无拦阻的实现, 就必须把

三样东西从地上除去: 第一, 真正的召会, 即基督的新

娘(即羔羊的新妇  —  神属天的百姓); 第二, 以‘大淫

妇’为代表的背道之基督教世界(apostate Christendom). 

虽然她缺乏真诚忠实的心灵, 却保留了基督徒事物之

名; 第三, 以色列国民(神属地的百姓). 神提去第一个

(召会被提离开地上); 那兽和他的十王消灭第二个; 而

哈米吉多顿是撒但最重要的最终努力去把第三个  —  

以色列  —  从地上除去.”159 若合神的旨意, 我们将在

下期的《家信》中探讨哈米吉多顿大战, 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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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大淫妇与罗马天主教主义 

 

编者注: 我深信在罗马天主教徒当中, 肯定有真正重生得救

和敬虔的信徒(马丁路德本是天主教的圣职人员, 但借

着研读圣经而信主得救, 因信称义), 天主教徒当中也有

很多善行(如建立学校、医院、服务贫苦和弱势群体)是

值得我们敬重和效仿的. 尽管如此, 为何许多解经家认

定罗马天主教(或其制度)就是启示录 17 章的“大淫妇”, 

或说属于大淫妇这宗教制度的主要部分? 希望吴主光所

写的“谁是大淫妇?”一文可提供这方面的答案, 编者将

之编辑在此附录三中. 再次强调, 编者绝无毁谤之意, 只

求归回圣经真理, 揭开历史真相, 让读者自己作出评估.   

   

(A) 圣经对“大淫妇”的描述 

请看启示录怎样描述“大淫妇”(启示录 17 章): 

1) “大淫妇”以紫色、朱红色衣服为妆饰; “新妇”以

主用宝血洗净的光明洁白细麻衣为妆饰.  

2) “大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 “新妇”却与圣徒一同

进入荣耀中享福. 

3) “大淫妇”与列国君王行淫; “新妇”却只献给万王

之王基督. 

4) “大淫妇”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和焚烧; “新妇”的

结局是进入新天新地, 与基督同享荣耀. 

 

以上的对比很清楚地指出: 如果所有解经家都

同意, “新妇”是指着属神的教会而说; 这样, “淫妇”必

然是指着变了节(离经背道)的教会而说了. 她之所以

变节, 称为“淫妇”, 是因为她爱上了基督的仇敌, 与之

“合一”(行淫)! 也是爱上了列国君王 , 推行“政教合

                                                           
159   同上引, 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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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是淫行)! 也爱上了世俗, 圣经也称与世俗为友

的为“淫妇”(参 雅各书 4:4 的小字). 
 

 

(B) 天主教是“大淫妇”? 

或问, 谁是“大淫妇”呢? 历史上称为“宗教改革

之父”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早就指出天主教就

是“大淫妇”了. 时至今天, 当然有许多支持天主教的

学者不赞成这样解经, 因为解释末世预言的见解, 众

说纷纭. 其实, 只要我们按照圣经所形容大淫妇的特

征来寻找, 就不难知道她是谁, 因为可能性不会太多. 

 

“大淫妇”与罗马天主教有关. 很多

人说这是传统的看法, 已经过时了, 罗马

天主教已经愿意与更正教(Protestants)合

作等等. “罗马天主教已经改变了”是我们

常听到的理由. 然而, 著名的美国护道勇

士韩特(Dr. Dave Hunt, 1926-2013)著了一

本书 , 名叫《骑在兽上的女人》 (A 

Woman Rides the Beast,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Eugene, Oregon, 1994). 书中的

第 6 章题为“七山城”(Seven Hills City). 非常明确地指

出, 天主教就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大淫妇”(注: 由于篇

幅有限, 故吴主光将其要点辑录如下): 

 

 经文指出, 那“女人”骑在一只“七头十角的兽”

身上(启 17:3), 而“七头”也是指“七座山”(启 17:9), “那

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启 17:18). 意思是说, 

代表那“变节(离经背道)的教会”是坐落在“七座山”上

的. 在所有宗教大城之中, 没有一座像罗马一样, 即称

为“大巴比伦”(那女人被称为“大巴比伦”, 启 17:5), 又

是坐落在“七座山”上的. 

 

 天主教的百科全书也承认, “罗马城”就是“七

山城”, 因为“梵蒂冈”(罗马天主教总部)确实是建筑在

七座山上. “梵蒂冈”也一直断言, 自己是“全世界基督

教的总部”, 并且教皇宣称自己是“基督的代表”.  

 

 圣经指出, “大淫妇”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

服”(启 17:4). 天主教百科全书也说: “… 主教穿的必

须是紫色的羊毛; 红衣主教穿的必须是朱红色的丝… . 

主教和其他教会高级职员的衣服颜色, 必须是紫色; 

红衣主教(cardinal)的颜色, 则必须是朱红色.” 

 

 圣经说大淫妇“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

饰”(启 17:4). 我们看见天主教也十分注重用黄金和宝

石为妆饰. 天主教百科全书这样说: “挂在修道院、主

教、大主教、红衣主教, 和教皇胸前的十架, 该用黄

金制造并镶以宝石… .”   

 圣经又说大淫妇“手拿金杯”(启 17:4). 天主教

百科全书称这圣餐金杯为“最重要的神圣器皿”. 又说: 

“教会(指天主教会)在世上拥有成千上万的圣餐金杯

而著名于世.”【编者注: 今日许多天主教徒否认此事, 

因为现今圣餐杯主要是铜制的, 但历史记载和考古发

现证明天主教之前的圣餐杯(chalice)确实是用金或银

制成的】160 曾有新闻作出如下的报导: 

 

 “120 年来 , 天主教教会藏于法国 ‘卢尔

德’(另译: 卢得, Lourdes)的隐秘宝藏终于被发

现了. 这是数十年来一直谣传着的无价宝藏. 

其中有圣餐金杯、镶

有宝石的耶稣苦像、

银、宝石等. 新闻记者

前去访问, 教会只展览

其中部分珍藏, 就是… 

装满宝物的箱子. 有一

些打开的箱子, 展视出

59 只足金的圣餐金

杯、还有戒子、耶稣

苦像、雕像, 和一些很

有分量的金胸针, 其中许多以宝石镶嵌着. 还

有一件是 1876 年巴黎金匠用钻石镶制的

Tredame de Lourdes (卢尔德圣母)皇冠. … 在

对面街那边, 还有另外一座建筑物, 收藏着数

百件古物, 其中有一些圣职人员的圣服、圣

袍、主教帽、腰带…等. 很多都是用很厚的金

线织成.” 

 

 历史记载, 罗马天主教教会许多财物资源, 都

是从各地“异端裁判所”(另译: 宗教裁判所, Inquisition)

那里得来的. 那些被判罪的人, 除了要忍受残酷的死

刑之外, 他们的全部财产都要“充公”. 死去的人, 其尸

骸也要挖掘出来受审, 然后教会要没收(充公)其继承

人的财产. 一位历史家说: “这方法, 为教会提供无数

掠物.” 此外, 罗马天主教发财之道, 大部分是靠“出售

救恩”而得. 例如售卖“赎罪券”, 每年数以亿万钞票捐

给教会. 今天, 美国仍有不少富有的天主教徒, 在遗属

上注明, 留下大笔金钱为自己死后做“弥撒”.161  

                                                           
160   “直到第四世纪罗马帝国承认基督信仰后, 银和金

成为制造圣餐杯 (chalice)的主要材料 . 在中世纪 , ‘圣

杯’(Holy Grail)的传说就是围绕在神奇的圣餐杯之起源”, 

摘自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halice.  
161   前罗马《商业周刊》记者 Nino Lo Bello, 因为天

主教教会积聚无可估计的财富, 而称罗马天主教为“有才有

势的大亨”. 他甚至指出: “梵蒂冈与意大利黑手党有密切的

联系… .” 这些罪行都详细记录在许多警察局和法庭里. 吴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ha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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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淫妇”额上写着“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

物的母”(启 17:5). 天主教与这些形容非常吻合, 主要

原因是他强迫圣职人员必须守独身. 但“独身教条”被

数以千计的神父、修女、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 

甚至许多教皇所破坏. 例如: 教皇 Sergius III、John 

X、 John XII、Benedict V、 Innocent VIII、Urban 

VIII、Innocent X …等, 都是因为守不住独身而行淫

的. 圣职人员的淫行, 近数年来, 单单在美国, 天主教

教会就已经付上数 10 亿美元作为“庭外和解”的费用. 

难怪有者说罗马天主教配得上称为“世上淫妇之母”!  

 

 “大淫妇”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

人的血”(启 17:6). 这样的形容, 令人立刻想到罗马天

主教的“异端裁判所”. 数百年来, 天主教用那恐怖的

钳子辖制着整个欧洲. 1790-1792 年的 Canon Llorente

因为在“异端裁判所”任书记的缘故, 有机会查看其中

的案件. 他发现, 单单是西班牙一个国家, 便可计算出

有超过 300万名“异端裁判所”受害者, 其中 30 万名是

被绑在火柱上烧死的. 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这样写道: 
 

“1808 年, 当拿破仑在征服西班牙的时候, 他

的军队有一名荷兰籍的陆军上校 , 名叫

Colonel Lemanouski, 向上司报告说: Madrid 城

的 Dominican 修士, 将自己反锁在修道院内, 

不肯出来. 但 Lemanouski 的军队强行冲入院

内, 要调查里面有没有‘异端裁判所’拷问场. 

院里面的人坚决否认有这回事. 但士兵们却在

修道院的楼板底下, 发现一个很大的拷问场, 

里面塞满了全身赤裸的囚犯, 其中有很多已经

变成疯癫. 看到如此凄惨情景, 连那些残酷的

法国士兵也感到惨不忍睹…” 
 

直到今天, 欧洲还有不少这一类的恐怖刑场遗

址, 供游人参观. 古代“异教化的罗马”曾经屠杀无数

基督徒和犹太人, 但历史证明, 后来“基督教化的罗

马”屠杀基督徒和犹太人更多许多倍. 因为除了“异端

裁判所”杀人无数之外, 还有以数百万计的 Huguenots 

( 法国新教徒 ) 、 Albigenses ( 阿尔比派教徒 ) 、

Waldenses (瓦勒度派教徒)及其他宗派的基督徒被它

杀害. 19 世纪有一位著名的天主教教会历史教授说:  
 

“一直以来, 天主教教会的观点是… 任何人

离开了(天主教)教会的信仰… 必须处以极刑, 

就是处以最残忍的死刑, 用火烧死. 这样残忍

的死刑, 由提倡到执行, 全部都应该单单归咎

那些教皇… 因为是他们强迫那些主教和神父

                                                                                                     
主光著, 《教会大合一运动可以接纳吗?》(香港九龙: 种籽

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 年), 第 127 页. 

去执行刑罚、没收财物、囚禁、杀害、定所

有非天主教徒是‘犯了信奉异教的死罪’、又

强迫地方官员去执行这些残酷的刑罚.” 
  

1429年, 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 1369-1431)

命令波兰国王去灭尽那些胡斯教派分子, 因为他们对

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John Huss, 也作: Jan Hus)被天

主教烧死表示同情. 当时教皇写一封公函给波兰国王, 

说: “你知道了教皇的神圣见解, 和那些支持你作王的

百姓的意愿, 你就应该明白, 去消灭那些胡斯教派是

你的责任. 你要紧记, 这些人竟敢宣传(所谓平等原则), 

说: (1) 所有基督徒都是弟兄; (2) 神并没有赐与任何

人有特权去统治国家; (3) 基督到世上来, 是为要消除

奴隶制度; (4) 又鼓吹全民脱离捆绑去得自由… 所以

你当派军队去攻击波希米亚(Bohemia), 进行焚烧、屠

杀, 使之成为荒凉, 因为没有什么比灭绝那些胡斯教

派分子(Hussite)更能讨神的喜悦.” 

 

请再看教皇尼哥拉一世(Nicholas I, 主后858-

867年)写给刚刚归化(归信)天主教的保加利亚国王的

指示, 教皇要他强迫全体臣民接受罗马天主教 , 说: 

“我尊崇你, 因为你运用你的权力去将那些拒绝归回

的迷羊通通杀掉; … 恭喜你, 因为你为百姓打开了天

国之门. 作为一国之君, 是不应该害怕下屠杀令的. 因

为这样才能使你的臣民顺服你, 又顺服基督. 为这些

屠杀事件, 神必定会在今生和来生报答你.”162 

 

最后 , “大淫妇”是一座“管辖地上众王的大

城”(启17:18). 那是指“梵蒂冈”控制着中世纪时代的欧

洲列国. 一位18世纪的历史学家计算过, 有95位教皇

曾经宣称自己有无上神圣的权威. 凭这权威, 他们可

以废掉任何君主和皇帝. 历史家Walter James描述教

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的权威说: “他

可以将全欧洲放在他的掌握之中 .” 格列高利九世

(Gregory IX, 1227-1241)曾大声疾呼说: “教皇就是全

人类和所有事物的君王和主人. 教皇可以为皇帝加冕, 

又可以废除他们.”  

 

教皇尼哥拉一世(Nicholas I, 主后858-867年作

教皇)又这样夸耀说: “你们要惧怕我们(教皇)的烈怒, 

                                                           
162   此外, 教皇Pius XII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对“纳

粹党”屠杀犹太人一事, 事前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 历史这

样记着说: “1936年, Osnabruch的区主教Berning曾经和这位

德国纳粹党领袖(希特勒, Adolf Hitler)有超过一小时的会谈. 

希特勒对主教Berning保证说: ‘在“国家社会主义”和“天主

教教会”之间, 并无基本上的分歧.’ 主教回答表示: ‘天主教

教会岂不也是同样看犹太人为寄生虫吗?’…”, 引自吴主光

著, 《教会大合一运动可以接纳吗?》, 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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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的报复.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指派我们作全人类

的审判官, 有绝对权柄. 甚至君王们… 都要降服于我

们的权威之下.” 有一次, 教皇尼哥拉下令一位君王去

毁灭另一位君王. 在信中, 教皇这样说: “我们奉天主

教之名命令你, 去侵略他的国土, 焚烧他的城市, 屠杀

他的人民….” 

 

另一位卓越的天主教历史学家 Ignaz Von 

Dollinger 这样写道 : “1265 年 , 教皇革利免四世

(Clement IV)为(指为了获得)每年贡款800安士黄金, 

将南部百万计的意大利人卖给 Anjou的查理王

(Charles). 之后, 他对Charles宣告说: ‘假若首期付款延

迟的话, 他将会被逐出教会…’ ” 天主教教授Carrerio

大言不惭地说: “历代不少教皇曾经将许多君王, 甚至

是拥有更大权力的皇帝, 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下来, 另

立别人坐在他们的位上. 这些君王从来没有向任何王

进贡过, 却长期年年进贡教皇. 教皇又将他的财富分

配给… 是从来没有一位君王这样做过的.” 

 

许多教皇都自认拥有世上最高的权柄. 但是, 

约150年前的加拿大神父祈理魁 (Charles Chiniquy, 

1809-1899)也提出, 许多教

皇也是世上最淫乱的罪人

(参祈理魁所著的50 Years 

in the Church of Rome), 因

为历史记载得很清楚, 最少

有 50 多个教皇是犯了奸

淫、谋杀、乱伦和其他种

种极其可耻的罪行. 例如教

皇博尔贾 (或译 : 波之亚 , 

Borgia), 竟然公开与自己的

女儿同居, 甚至还生了一个儿子.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所犯的罪, 远远超过任何祭司的罪行.  

 

历史上最少有12个教皇是依赖罗马城中一些

富有而极具影响力的妓女, 得到她们的扶助才有机会

出任教皇的. 教皇约翰十一世(John XI), 是教皇梳基

亚斯(Sergius)的儿子, 他的母亲马露西亚(Marosia)是

一名妓女. 梳基亚斯教皇早逝, 于是这个有财有势的

妓女母亲就将只有12岁的小约翰提拔成为教皇, 称为

约翰十一世教皇. 后来因为他的生活实在太过放荡不

羁了, 所以罗马百姓和教士们将他废除. 
 

 

(C) 近代天主教的淫行 

 有者认为, 中世纪时代的天主教确实是有很多

丑闻, 但今天的天主教决不再是这样. 果真如此吗? 请

看近代一些保守的天主教出版社所出版的几本书籍, 

怎样揭发现代天主教的淫乱内幕. 

 有一个保守派的天主教组织 , 名叫“Roman 

Catholic Faithful”, 在所出版的杂志 Ad Majorem Dei 

Gloriam 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为: “The Bishop’s Fall 

from Grace”. 这篇文章揭发天主教过往10年来, 最少

有10多名主教级的圣职人员(神职人员), 犯了各种不

道德的丑闻如下: (注: 下文是根据事件年份顺序来排

列, 与吴主光书中的排列次序不同): 

 

1)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Santa Fe有一名大主教Robert 

Sanchez于1990年辞职, 因为他曾引诱最少5名妇

女做不道德的行为, 而且又被许多人控告, 指他为

许多犯了性丑闻的神父做遮掩工夫(指掩盖罪行). 

2) 美国加州的Santa Rosa有一名G. Patrick Ziemann

主教于1990年辞职, 因为他承认与一名来自Costa 

Rica的神父有同性恋的行为. 

3)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Palm Beach有一名Joseph Keith 

Symons主教于1998年辞职, 因为他在法庭里供认

曾经性侵犯5名10多岁的男童. 

4) 美国伊利诺州的Springfield, 有一名Daniel Ryan主

教, 于1999年10月被逼辞职, 因为他与一些神父进

行同性恋的丑行为, 又与一些男妓有联系. 

5) 美国Anthony O’ Connell主教于2002年辞职, 因为

他承认自己有5年同性恋的经验, 还有4个男人指

证O’ Connell曾经在他们年幼时, 性侵犯他们. 

6) 爱尔兰Wexford的主教Brendan Comiskey, 被逼于

2002年4月辞职, 因为他被控维护一名犯了不道德

行为的神父. 

7) 美国Wisconsin省Milwaukee城的大主教Rembert 

Weakland被逼于2002年5月辞职, 因为他为自己的

同性恋行为支付了45万美元作掩口费. 

8) 2002年6月, Kendrick Williams主教被逼辞职, 因为

他在法庭里被控犯了性虐待的罪行. 

9) 南非一位辅助主教Reginald Cawcutt于2002年7月

被逼辞职, 因为他竟然协助开办一个色情的电脑

网页, 为公众提供色情玩意. 

10) 2003年2月, 波士顿的Bernard Law红衣主教被逼

辞职, 因为他长期以来, 一直为许多犯了不道德行

为的神父做尽遮掩工作. 

 

以上这10项都是主教级的性丑闻. 文章又指出, 

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 “… 天主教圣职人员犯的性丑

闻, 有90%是属于娈童癖. 但是, 大部分大众传播媒介, 

和美国文化界, 都想尽办法, 要否认同性恋是一种丑

行为…” 这个天主教组织, 从1999年以来, 搜集了大约

100多个案件, 并且指出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冰山一

角”而已, 因为他们估计: “… 最少有2,500至6,500名神

父, 伤害过最少10万名受害人.” 事实上, 真正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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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知道, 因为一般来说,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

受害者, 事后都不愿站出来表露真相. 

 

此外, “Roman Catholic Faithful”这个天主教组

织, 又出版了以下几本书, 再揭露大量丑闻: 

 

1) 由Jason Berry书写, 第一版于1992年出版, 2000年

再版的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Catholic 

Priests and the Sexual Abuse of Children. 此书有

证有据地指出, 有400名神父被控性侵犯别人. 教

会为他们付出了4亿美元, 作为律师费和医药费. 

 

2) 由Frank Bruni和Elinor Brukett二人联合写作, 于

1993年出版 , 并于2002年再版的  A Gospel of 

Shame: Children Sexual Abuse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作者观察到: “进行性侵犯儿童的那些神

父, 利用人们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 以致被侵犯之

后也不作声, 他们就变本加厉地伤害无数儿童. … 

使天主教教会的文化染上这种长期不愈的顽疾.” 

在2002年版本的“后跋”(指文章后的短文)中, 他们

又加上一段报导, 说: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 因为

犯上性侵犯而被法庭或律师检控的神父, 人数高

达1400. 远在Bernard Law还未辞职之前, 有两点

已经非常明显的: 就是这一类危机比能见到的高

许多; 而且1985年Doyle神父预测, 到1996年为止, 

教会将要花费10亿美元来解决这些危机. 事实上, 

后来证实所公布的数字, 远远超过10亿美元. 而且

那些天主教领袖们所公布的数字, 只不过是一个

约数, 其中已经做足隐藏工夫, 尽量使危机表现得

最温和罢了.” 

 

3) 由 “波士顿全球调查中心 ”于 2002年写成的

Betrayal: The Crisi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书中

的序言指出: “这本书是大量天主教神父性侵犯儿

童的故事书(故事集). 他们侵犯那些相信他们, 受

托于他们的儿童. 这本书也关系到一些红衣主教

和主教们, 虽然看到无数证据, 证明他们所聘任、

抬举、保护, 并酬谢的神父, 犯了性侵犯儿童的罪

行, 他们仍然隐瞒着事实, 装作不知情.” 

 

4)  由 Paul Likoudis 所写 , 于 2002 年 5 月出版的

Amchurch Comes Out. 作者是天主教一个出版社

的 长 期 编 辑 , 所 出 版 的 书 , 包 括 Catholic 

Commentator of Baton Rouge, Louisiana, the 

Catholic Register of Canada 和 The Wanderer, 这

是一份全美国最古老的天主教报纸. 虽然作者并

不是反天主教的, 他却(为了正义)毫不保留地揭发

天主教的丑闻. 他在书中指出:  
 

“我相信, 由1957年至1966年这段时间内, 一些同

性恋者、娈童癖, 和其他怪异行为的神父, 在天主

教的神职人员当中冒起, 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 他

们很小心地计划要推行一个叫所有天主教徒都吃

一惊的性解放的大阴谋. 时至今日, 证据已经很清

楚, 不容抵赖, 显示天主教内部有一个很有势力和

影响力的小集团… 正在成功地推动一个性解放

的阴谋, 直到社会人士对任何怪癖性生活所产生

的罪恶感, 完全解除为止. 
 

“证据又明显地显示出 , 由

1989年至1993年间, 一小撮

同性恋分子、娈童癖分子、

鸡奸分子, 控制了天主教内

部神职人员的甄选程序, 使

神职人员中充塞着一大堆娈

童癖人士, 以至根深蒂固, 积

成今天‘多代性’一代传一代

的顽疾 . 天主教的 ‘ 全国主教会议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曾经设立一个庞大

的系统, 要为众多神父性侵犯儿童的行为做掩盖

工夫. 这些主教们, 甚至设立一个称为‘治疗中心’, 

让那些犯了性侵犯罪行的神父有一个‘安全的地

方’, 可以躲藏起来, 等候主教们给他们新的任命. 
 

“… 他(Joseph Bernardin大主教)创立了一个称为

‘美国教会’(American  Church), 而这教会却是一

群鼓吹‘性解放’者所组成的.163 … 作为‘全国主教

会议’和‘美国天主教会议’的创办人和主教委任人, 

Bernardin 大主教的角色竟然从来没有被人质疑

过. 其实他与前任大主教Jean Jadot同谋, 领导着美

国的主教团公然倾向同性恋. 他在美国卡罗来纳

州居住的时候, 结交了一位知心的朋友Monsignor 

Frederick Hopwood. 在1950年代, 这人被检控曾经

性侵犯过超过100多名儿童. 那时, 他已经与这位

朋友在圣施洗约翰大教堂里面居住, 而某些被检

控的罪行, 就是发生在这所大教堂里头.”164 

 

 有关上述资料, 读者可以自行查考和求证. 我

们也敬请读者阅读以下两本有关天主教的书, 其作者

都曾是虔诚的天主教圣职人员, 但因看清真相而离开

天主教. 恳求主也帮助我们看清真相, 走在真理当中. 

1) 麦卡棣所著的《罗马天主教的福音》(2001年).  

2) 祈理魁所著的《祈理魁神父传》(1998年). 

                                                           
163    有关 Bernardin 大主教的罪行, 请参天主教的网站: 

https://www.churchmilitant.com/news/article/bernardin-

homosexual-predator-satanist . 
164   以上附录摘自 吴主光著, 《教会大合一运动可以

接纳吗?》, 第 119-141 页.(编者注: 有稍微改编或修饰文句) 

https://www.churchmilitant.com/news/article/bernardin-homosexual-predator-satanist
https://www.churchmilitant.com/news/article/bernardin-homosexual-predator-sat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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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二十) 

人 子 的 降 临 和  

圣 徒 与 祂 同 来 
 

 

(A) 正确的焦点 

在使徒时代, “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帖后

2:7; 注: 这节译作“不法的隐意”原文是“不法的奥

秘”). 正如我们(在上一期《家信》的“查经天地”

专栏中)已经看到的, 这活动或工作会在“大罪人”

敌基督的身上达到顶峰. 但神不会容许这不法的

全面发展留在地上太久. 主耶稣会借着祂荣耀的

显现来突然地终止这一切不法的事. 现在我希望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人子”的显现.  

 

 

(B) 人子的显现 

(B.1)   “人子”与“神子”的区别 

请读 但 7:13-14: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

常在者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

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祂. 祂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祂的国必不败坏.”   

 

请留意, 当圣经论到“人子”的降临时, 往往

与审判和统治全地有关. 在马太福音第 24 章, 主

耶稣再次以“人子”(the Son of Man)这一称号自称, 

这点为马太福音 24 章的整段经文带来这方面的

特色(强调主再临统管全地的特色), 例如: “闪电

从东边发出 , 直照到西边 . 人子降临 , 也要这

样”(太 24:27); “那时, 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地

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

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太 24:30); “挪亚的

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太 24:37). 

 

与此映衬或对比的是 约 5:25: “我实实在

在的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

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你注意到

这里并非是“人子”而是“神子”(the Son of God). 

祂是以“神子”的身份使人复活. 这节并非指将来, 

而是现在  —  “现在就是了”. 那些“死在过犯罪恶

之中”的人, 祂叫他们活过来(弗 2:1), 就是借着听

到神子的声音, 信靠祂而得永生. “因为父怎样在

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祂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

命”(约 5:26).  

 

但就在下一节, 我们读到祂的另一个职分: 

“并且因为祂是人子, 就赐给祂行审判的权柄”(约

5:27). 祂不单是使人复活的神子  —  这是祂主权

的恩典之工, 祂也是人子  —  被父神立为审判官

(Judge)和审判执行者(Executor of Judgment). 

 

(B.2)   “人子”是审判的主 

现在让我们再看 徒 17:30: “世人蒙昧无知

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原文

是: 所有人、每个地方; KJV: all men everywhere)

都要悔改.” 这是何等美妙之言! “所有人、每个

地方”, 都被吩咐要悔改. 神若没有准备赦免, 祂

岂会吩咐任何人都要悔改? 这普世性的吩咐(指

吩咐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要悔改)述说神那丰盛

白白的大恩所预备的伟大赦免(即准备赦免每个

信靠主耶稣的人). 为何现今急于施恩赦罪? “因

为祂(父神)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祂所设立的人

(KJV: that Man, 指人子主耶稣)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祂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徒

17:31). 这不是恩典, 而是审判. 这正是先知所说

的时候: “我必以公平为准绳, 以公义为线铊”(赛
28:17). 

 

 我们留意到是“那人”(that Man)要施行审

判, 且是“审判天下”(徒 17:31), “因为祂是人子”. 

祂(主耶稣)就是那位曾脚踏在地上, 受尽人间苦

难的人子; 祂多次受魔鬼试探, 却每一次都胜过

他. 这位真正的人, 被神设立为活人与死人的审

判官. 我认为在主耶稣被称为“人子”的经文中, 都

有上述特征(特指祂是审判官).  

 

请再读 路 21:34-35: “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

贪食、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

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

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我曾指出在启示录

中常出现的这个短语“地上一切居住的人”(KJV: 

all that dwell upon the earth; 启 13:8; 也参 启 3:10;  

6:10;  11:10;  13:12,14;  14:6;  17:8). 它与 腓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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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相符. 路 21:36 继续提醒

道: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

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这经文

再次表明祂的再临是要审判.  

 

(B.3)   “人子”与召会的关系 

现在请读 启 1:12-15: “我转过身来, 要看

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

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the Son of Man), 身

穿长衣, 直垂到脚, 胸间束着金带. 祂的头与发皆

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

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 

 

我们可以清楚认出这里所谓的“人子”与刚

才我们在但以理书 7:13 所读到的“人子”是同一

人, 都是指主耶稣基督. 祂在启示录这里的称号

是“人子”, 不是驾着天云

而来审判世界, 而是站在

七个灯台(指七个召会)中

间, 进行批评审判  —  作

为祭司和审判官来评审祂

自己仆人所行的 . 因此 , 

“人子”的称号是恰当的 . 

祂给七个召会的信都以

“我知道你…”作为开始

(例如“我知道你的行为”, 启 2:2,19; 3:1,8,15; “我

知道你的患难”, 启 2:9; “我知道你的居所”, 启

2:13). 祂那如同火焰的眼目, 每时每刻都在鉴察

他们, 如今要表明祂公正无误的批评审判.  

 

当我们唱到“加冕的日子 (the Crowning 

Day)越来越近了”, 便要谨记与之相随的是“工作

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除非先有公义的审判

官, 否则就没有冠冕赐下. 所以保罗论到神为他

预备的“公义的冠冕”, 就说: “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原文作: 公义的审判官, KJV: the righteous judge)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提后 4:8). 这里不是“满有

慈爱怜悯的救主”(虽说祂确是如此), 而是祂另一

个特性  —  公义的审判官. 

 

哦, 诚愿在我们的召会中, 大家的灵眼都

打开, 看见那位“在我们中间”的人子主耶稣. 能一

瞥人子那如同火焰的眼目、如同炉中锻炼光明

之铜的双脚、束着金带的胸间、发出两刃利剑的

口, 那是何等的严肃, 叫我们谨慎克制自己的言

语行为, 免得发生属血气的事, 免得属肉体的思

想抬头, 使圣灵担忧, 遭致神的审判! 赞美神, 那

审判我们的工作和事奉的审判官, 也是那位“能

体恤我们软弱”的主(来 4:15). 

 

“凡我所疼爱的 , 我就责备管教他 ”(启

3:19). 这就是主耶稣那属祭司的审判所做的, 而

我们多人都可见证和赞美祂这方面的奇妙作为, 

感恩地说道: “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 现在却遵

守祢的话”(诗 119:67).  

 

我们是在一位真实公义的审判官手中受

审. 我们人都不是好的审判官, 经常误判别人(常

把他人批评得很糟), 更常误判自己(常把自己看

得很好). 我们有时审判得太严厉, 有时却太宽松. 

但那位我们要面对的审判官是判断无误的, 我们

都会心服口服, 完全赞同祂的判决. 

 

(B.4)   “人子”与万国万族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翻到 启 1:7: “看哪, 祂驾云降

临! 众目要看见祂, 连刺祂的人也要看见祂; 地上

的万族都要因祂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我

认为这节清楚指向 太 24:27 所说的: “闪电从东

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这是

“人子”(主耶稣)向世界公开显现, 祂曾被世人钉

在十架, 遭人弃绝, 但却荣耀的显现. 其结果令人

知罪, “万族都要因祂哀哭”. 我们不晓得这样的知

罪哀哭是否产生救恩的果效. 但世人将会从撒但

的迷惑谎言中清醒过来. 他们先前不愿相信这位

以恩惠谦卑降世的救主, 现在他们要目睹祂以王

者威荣和君主权能的显现.  

 

人子驾云降临, 与祂所有圣徒同来, 众目

都要看见祂. 这公开的显现与祂为你我和所有活

着及已死的圣徒而来, 是两件明显不同的事. 看

清两者的区别尤为重要. 后者(祂为圣徒而来)是

要把圣徒从地上提去, 与祂永远同在(指召会被提, 

帖前 4:14-17). 但我现在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前者, 

即人子降临来设立祂的国度. 

 

我们从 但 7:14 读到祂的国度是普世性, 

也是永恒性的. 我们的神和祂的基督所统管的国

度设立时, 世上的众国, 无论是君主政体或共和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77 

   

《家信》: 第 125 期 (2020 年 4-6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政体, 都要过去或终止. “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

头打在这像(尼布甲尼撒梦中所见的巨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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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34-35). 就这样, “万王之

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降临时, 世上众国都要

如此过去或终止.    

 

 有不少人认为世上众国众民会因福音广

传而逐渐归主, 正如酵使全团发起来、性质改变

一样, 直到所有人归顺主耶稣基督的权柄, 承认

祂为最高统治者. 然而, 我从圣经中找不到任何

经文支持这种看法. 圣经指明末世众国(指十国联

盟)如同狂野可怕的兽, 不会有任何性质上的改善. 

最终那兽会被丢到火里焚烧, 巨像也被打得粉碎. 

属天的国度将消灭和取代它们. 

 

(B.5)   “人子”与以色列国民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读撒迦利亚书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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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必被攻取, 

房屋被抢夺, 妇女被玷污, 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 

剩下的民仍在城中, 不至剪除. 那时, 耶和华必出

去与那些国争战, 好像从前争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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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

逃跑, 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 你们逃跑, 必如犹大

王乌西雅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 耶和华我的

神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或译“圣徒”, saints)同来.” 

 

 这段经文再次提到人子的降临, 不是到空

中迎接祂的圣徒(召会)回到自己身旁; 这段经文

是指祂和所有与祂同来的圣徒(召会)来到地上

(注: 这表示他们必须先去到祂那里, 才能与祂同

来). 祂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 祂以往道成肉身在

世上时, 经常脚踏橄榄山. 祂也曾在橄榄山上当

着众门徒的面升天, 直到有一朵云彩把祂接去, 

便不见了(徒 1:9,12). 这次, 祂将重临橄榄山. 

 

 主耶稣奇妙降临过后, 祂将改变全地的样

貌. 先是一阵大地震, 使橄榄山分裂, 形成极大的

谷, 伸展到地中海. 有水流入, 并且直达死海, 使

水平线升高, 医治那里的死水, 并且形成水道直

到红海 , 更好地取代现今的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于是耶路撒冷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大君

王的城, 成为大卫更伟大的子孙(主耶稣基督)之

国的重要中心. 
 

 人子的显现是发生在所有强大霸权政体

的大军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刻. 如上文所读到的, 

城被攻取. 蒙拣选的余民恳切等候所应许的救赎

主从天降临, 施行拯救. 当他们濒临死亡之际, 看

哪! 天开了, 万王之王显现, 天上众军也与祂同来

(启 19:11-14).165   

 

 

(C) 圣徒与主同来 

(C.1)   圣徒与基督一同显现 

 曾被拒绝和藐视的拿撒勒人耶稣, 将会再

次显现. 身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祂会以大能

确立祂统治世界的权利. 神已设立祂为审判活人

死人之主; 祂将为祂的百姓伸冤, 并恢复以色列. 

祂也要成为神所应许的“后裔”, 使万民得福(创

22:18: “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并要拯

救叹息的受造之物脱离败坏的辖制(罗 8:21-22).  

 

 祂先前已接回、与祂同在的圣徒(召会), 

在祂荣耀显现时, 也必与祂一同显现. 因此, 以诺

见证道: “看哪, 主带着祂的千万圣者(或译“圣徒”; 

KJV: saints)降临…”(犹 14). 亚 14:5 也宣告说: 

                                                           
165     上文(A 和 B 项)编译自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Man” (Chapter 15), 载  J.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147-157 页. 此部分文章取自考德威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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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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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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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 有一切圣者(或译“圣徒”; 

KJV: saints)同来…”. 再者, 西 3:4 说: “基督是我

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

现在荣耀里.”  

因此 , 约翰在 

启 19:14 看到的异象

是, 圣徒作为天上的众

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

麻衣, 又白又洁”, 列队

跟随着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降临, 施行审判.166 

(C.2)   圣徒与主同来审判 

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地上时, 祂不是来审判

世人, 而是拯救他们(约 3:17; 路 9:56); 而祂的子

民(属天的子民), 即祂身体的肢体, 领受圣灵的人, 

蒙神呼召去与祂同摆这恩惠的见证  —  像他们

的主一样, 拒绝接受这世上统治或审判的权位, 

专注在传扬长久忍耐之神的恩惠(恩惠的福音).  

不过, 当祂再次降临时, 就要以公义施行

审判(启 19:2), 而祂的子民(属天子民  —  召会)也

将与祂共同审判. 关于这点, 我们在 林前 6:2 读

到: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保罗又说: “岂

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林前 6:3). 哥林多的信

徒在世上寻求私利, 要为自己干一番大事. 他们

仿佛要提前统治世界, 像(一些强调政教合一的)

基督教宗派或宗教机构想要获得今世短暂的权

势那样. 使徒保罗责备他们: “你们已经饱足了! 

已经丰富了! 不用我们, 自己就作王了! 我愿意你

们果真作王, 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林前

4:8). 使徒保罗知道追求世上政权是属肉体的行

为而非真正的属灵能力, 所以他所指的, 是希望

他们在将来的时候与基督一同作王, 而他在那时

也与他们一同作王. 

(C.3)   圣徒与主同来作王 

在 启 2:26-27 中, 我们读到主耶稣应许祂

的得胜之民, 将得到父神在 诗 2:9 所应许给祂的: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

制伏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辖管原文作“牧”)他

们, 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

166 启 19:14: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 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洁, 跟随祂.” 

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主又在 启 3:21 应许道: “得

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

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祂同坐一般.” 再者, 但

以理书第 7 章论到“人子”领受了天下的国度之后, 

我们也读到“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

给至高者的圣民. 祂的国是永远的”(但 7:27).  

关于此事, 主耶稣自己说道: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

12:32). 对于使徒, 主明确的指出他们将在国度

(千禧年国度)里获得的地位: “我将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国里, 坐在我

的席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

个支派”(路 22:29-30). 诗篇 149:9 也述说圣徒会

有审判的权柄: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

判. 祂的圣民都有这荣耀.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神在那日要赐给信徒的荣耀和权能是现

今难以想象的.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原没有

交给天使管辖”(来 2:5), 因为这将来的世界(特指

千禧年国度)的管辖权是交给那得了尊贵荣耀为

冠冕的“人”(the Man, 主耶稣基督)和那些与祂同

为后嗣的信徒,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167 作祭司归

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10).  

主和祂众使徒曾在地上实施神迹性的权

能, 这是将来众圣徒也会获得神奇权能的实例.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祂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

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的那日子”(帖后

1:10). 基督的荣美在众圣徒身上从里面反映出来; 

是基督而非圣徒得着荣耀. 正如夏天的太阳照射

在海上, 海面所有波浪闪闪发光, 反映出太阳的

荣美, 赏心悦目, 令人陶醉; 照样, 基督的荣美也

从祂所救赎的子民身上反映出来, 令人心醉.  

(C.4)   圣徒拒绝属地虚荣 

深愿我们这些有这荣美盼望的信徒为此

拒绝撒但在今生所要提供的高位, 让我们耐心等

候神的时间, 即在那日将要赐给我们的尊荣. 士

167 启 5:10 的“成为国民”在一些英译本中是“成为君

王”(kings), 例如 KJV、NKJV 、Darby Bible、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等等, 另一些译本则将之译作“kingdom”, 

例如 NIV、NASB、RSV、TEV 等等. 无论如何, 这节最后

说“在地上执掌王权”, 清楚表明信徒有作王统治的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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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记里有个比喻, 某次林中树木献议给橄榄树、

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作王统治的机会, 但它们晓得

其代价是将失去它们对神对人的用处(失去多产

的机会), 所以它们都逐一拒绝了(士 9:8-13). 撒但

现今也把很多属世的尊荣献议给神的儿女; 他们

可能接受, 或许获得暂时的尊荣, 却因此得不偿

失, 他们失去了为神为人所产生的甘甜和喜乐.  

目前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 受到

败坏的辖制; 它们在等候神众子(sons, 指基督与

召会)的显现, 得以脱离败坏的辖制(罗 8:21-22). 

当主显现, 受造之物将得享荣耀的自由  —  有自

由脱离罪恶、撒但、败坏、死亡、痛苦和眼泪. 

受造之物得不到这样的释放, 直到神众子的显现  

—  直到那位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主(西 1:18)同祂

的众圣徒执行所记载的审判, 消灭那些败坏世界

的恶者. 

主在千年以前曾对门徒说: “无知的人哪,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路

24:25). 这话岂不也对今日的我们说吗? 这些关于

将来的世界(特指千禧年国度)之奇妙预言被很多

世人视为无聊的传说; 但信心只需抓住它们, 便

有能力把属地的事从我们心中断绝. 越不抓紧这

些预言, 就越少能力如此行. 诚愿信徒效法古时

的列祖们, “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

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来 11:13), 这样, 当

世界的黑暗越来越深, 盼望的星就越来越亮; 属

地之事将会过去, 但对举目仰望的灵眼而言, 未

见的属天之事就越显明(罗 13:12).168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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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人子耶稣基督 

在一切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称号中, 耶稣基督

自己最常采用的就是“人子”. 祂引用“人子”这称号

来述说祂的身份、祂的道路、祂的受苦和祂的首

位, 叫我们看到“人子”一词带出许多关于祂的宝贵

168 上文(C 项)编译自  “When Christ shall Appear, 

Then shall Ye Also Appear with Him” (Chapter 15), 载 J.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384-387 页. 此部分文章

取自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的“将来的事”(Things 

to Come)之系列. 

真理. 主耶稣虽是“神之子”, 却愿意降卑成为“人之

子”, 代表人成就神对人原本的期望(来 2:6-9), 也代

表人受尽罪人所当受的一切苦难刑罚 (来 2:9-

15,18). 人类在第一个人“首先的亚当”里彻底失

败, 但在“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里却全面得胜(参

林前 15:45). 诚然, 祂是真正的“人子”, 一位完全合

神心意的“人子”, 代表人类去取回神本要赐予人类

的尊贵荣耀(来 2:6-9).169 

沙 尔 (Erich Sauer)

在其著作《被钉十架者的

凯旋》(the Triumph of the 

Crucified)指出 : “这称号

(人子)在福音书中出现超

过 80 次之多, 其根源在于

但以理书. 在那里, 弥赛亚

的国度被形容为人子的国

度, 与兽性(狮子、熊、豹、可怕的兽等)的世界帝

国形成强烈对比. 以圣经的角度, 弥赛亚的国度乃

历史上首个也是唯一以真诚人性(true humanity)统

治全地的国度. ‘我(但以理)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

在者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

族的人都事奉祂. 祂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祂

的国必不败坏’(但 7:13-14). 此预言表明驾云降临

的人子, 以弥赛亚君(Messiah King, 受膏君)的身份

建立国度. 当基督在橄榄山上向门徒讲道(太 24:30: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

云降临”), 并在犹太公会前起誓时(太 26:64: “你们

要看见人子, 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

降临”), 祂正是引用这段预言来指向自己. … 故此, 

‘人子’这表达方式是神圣弥赛亚性和君尊的称号.” 

不但如此, 这位“人子”耶稣基督不久将从天

降临, 应验旧约的应许, 成为弥赛亚君. 感谢神! “人

子”这称号在新约首次被引用时, 乃是论到人子的

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 8:20), 但最后一次被引用

时(启 14:14), 却是提到“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 此

乃何等大的对比! 何其大的高升! 让我们为此俯伏

敬拜这位已荣耀了神、也被神荣耀的“人子”耶稣

基督(约 13:31-32).170 

169   留意与荣耀相关的经文: “人子”在荣耀里降临(太

16:27; 24:30; 25:31); “人子”坐在祂荣耀的宝座上(太 19:28). 
170   上文参考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基督的称号人子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称号人子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基督的称号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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