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尽心尽意 爱主你的神 
 

有一位文士问主耶稣: “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

的呢?” 主耶稣回复道: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

啊, 你要听,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可 12:28-30). 这段经文就

是取自敬虔犹太人每天至少两次背诵的“示玛祷

文”(申 6:4-9), 简称“Shema”(示玛). Shema 这一希伯来

字意即“你要听”, 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是 申 6:4 经文中

的第一个字: “你要听! (Shema) 以色列啊！耶和华我

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

的神”(原文直译, 申 6:4-5). 主耶稣称 申 6:5 为诫命中

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太 22:38). 比较新旧约对“示玛

祷文”的记载, 主耶稣似乎加了一项“尽意”, 为何如此? 
  

申 6:5 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

你的神.” “心”常指人内在情感的部分, 如心情、情

绪、情感皆出于心. 事实上, 以上的“心”在希伯来文

是 lêbâb {H:3824}, 其意包含“内在的人(inner man)、
心意(heart)、思想(mind)、意志(will)”, 可译作“心思”. 
这就是为何希伯来文 lêbâb 在英文圣经《钦定本》

(KJV)中译作 mind 多达 4次: 申 30:1 (“必心 [mind]里
追念”); 代上 22:7 (“我心 [mind]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

的名建造殿宇”); 耶 51:50 (“心 [mind]中追想耶路撒

冷”); 结 38:10 (“你心 [mind]必起意念, 图谋恶计”). 简
之, lêbâb 一词在中文可正确表达为“心思”.  

 
这就解释了为何主耶稣在引述“示玛祷文”时, 

特别加了一项“尽意”(mind). 太 22:37、可 12:30、路

10:27 中“尽意”的“意”(mind)在希腊原文是 dianoia 
{G:1271}, 意即“思想、理解力、聪智、头脑、意念.” 
希腊文 dianoia 强调头脑的思考、分析理解、理智判

断. 事实上, 这理智思想的含义早已包含在希伯来文 
lêbâb (心)一词里, 所以主耶稣并非加添神的话, 而是

正确解释神的话, 即阐明“心”一词所包含的丰富意义, 
特意强调爱神时经常被人忽略的理智层面. 
 
 爱神不仅要“尽心”(热心), 也要“尽意”(理智)  
—  要冷静思考和清楚明白主的旨意. 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 一些教会领袖宣称神在诗篇 91:3,6 已应许基

督徒不会感染瘟疫(包括新冠肺炎), 所以基督徒应该

继续实体地聚会, 不必遵守行动管制令! 结果发生悲

剧: 不仅有基督徒受到感染, 也传染给他们所接触的

非信徒, 破坏了主的见证. 这事说明许多信徒有热心

爱主, 却没有尽意爱主(不明白主的旨意)! 为此, 我们

在本期《家信》“圣经问答”专栏里特别讨论此事. 惟
愿我们不仅“尽心”爱主, 也“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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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作者: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平 安 祭 
(利 3:1-17; 7:11-38) 

 
(A) 序言 

利未记五大祭物的首三个被称为“馨香祭” 
(sweet savour offerings), 我们在上期讨论了首两

个, 本期将探讨第三个馨香祭  —  平安祭(peace 
offering). 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简介道: “平安祭述说与神相和; 在人这方

面, 人得着和好, 获得救恩... 燔祭是把祭牲全献

给神; 素祭除了给神, 也给祭司享用; 平安祭则是

给神、祭司连同献祭者共同相聚和享用; 因为若

我们与神相和, 所得的不仅是平安而已(也得享与

神与人的交通情谊)… 因此, 平安祭也是赞美祭

(praise-offering, 充满感恩赞美), 比其他祭物更显

明献祭者出于自由意愿去如此献祭.”1  
 
诚然, 人借着基督的牺牲得与神相和, 与

人和睦, 得享真正的平安与福乐, 此乃平安祭所

预表的宝贵真理. 现在让我们从预表(type)2的观

点, 进一步来学习有关基督的位格与工作所成就

的和平, 并给人带来的福气. 
 

 
(B) “平安祭”一词的意义 
 平安祭的“平安”(peace)一词在希伯来原文

是 shelem {H:8002}.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词乃源自

                                                           
1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84-285 页. 
2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人物、事件、物件或

制度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旧约

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个人物、事

件、物件或制度(俗称“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
关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与“实体”(fulfillments, 
或作“真体”, substance)之间的关系(参 来 10:1; 西 2:17). 预
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预表的

“本体”所要传达的真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简介(一)”. 

字根 shâlam {H:7999}, 与我们所熟悉的希伯来

问候语 shalom (意即“平安”, peace)一样. 但希伯

来字 shâlam 有更深广的意义, 除了表示和睦, 它
也可以意谓 “完整或完成 ”(to be complete or 
finished), 此乃凯利(William Kelly)所强调的含意.  
 

贝林格(W. H. Bellinger)补充说 shâlam 这
词有健全或健康之意(注: 希伯来问候语 shalom 
主要传达此意), 他也指出这词在希伯来文是复数  
—  这在希伯来文法上通常用来表明 “ 强
调”(emphasis)或“完整”(completeness)之意. 换言

之 , 这里所谓的“平安”是完全的平安(complete 
peace). 再者 , 这词也延伸出“亲切友好”(to be 
friendly)的概念. 也可能正因此故, 英文圣经《新

国际译本》(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和
《新世纪译本》(New Century Version, NCV)把
平安祭译成“Fellowship Offering”(友谊祭). 赛斯

(Dr. J. A. Seiss)亦指出这词不仅表明停止敌意, 更
带有兴盛、福利、喜乐和高兴之意. 

 
摩 5:22 把

三个馨香祭连在

一起 : “你们虽然

向我献燔祭和素

祭 , 我却不悦纳 , 
也不顾你们用肥

畜献的平安祭 ”, 
这三个祭显然是

属于一起的: 第一个祭(燔祭)强调此祭是全然献

给神; 第二个祭(素祭)强调把生命献给神; 第三个

祭(平安祭)强调这两个祭所带来的结果  —  交通

情谊(fellowship).3 
 
北爱尔兰的格里夫(Paul Grieve)写道: “平

安祭也如其他祭物, 是指向主耶稣基督. 祂被称

为和平之君(赛 9:6), 而那将临的属地国度(指在

                                                           
3   达秘(J. N. Darby)论到平安祭时评述道: “此祭预表

圣徒基于所献之祭牲的功效而与神有交通… 也与作为祭

司的整体圣徒有交通. 主耶稣全然献上祂自己以至于死(燔
祭所预表的), 以及祂生命经过火的试炼而显忠诚(素祭所

预表的)之后, 才有上述美好的交通(平安祭所预表的). 这使

我们明白一切交通情谊都建基于祭牲(主耶稣)的馨香与蒙

神悦纳 .”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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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由天统治的“天国”, 或称“千禧年国”)也标志

着和平(赛 9:7: “祂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对现今召会时代的信徒而言, 祂更适切地被承认

与尊为‘使人和睦者’  —  ‘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

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西 1:20). 这奇妙的事实就是

平安祭的焦点.”4  
 
 
(C) 平安祭所预表的基督  

(利 3:1-17; 7:11-38; 弗 2:14-16) 
广义而言, 燔祭表明基督工作中属于神的

那一方面, 因为燔祭是完全献给神的, 唯独神得

着它的一切, 而平安祭却是注重此祭给人带来的

效果. 平安祭的献上是出于一颗享受与神相和的

心灵, 这是心灵信靠神而享有的一种蒙福状况.   
 

平安祭有一件极富意义的事, 就是这祭可

以是公的或母的(利 3:1). 这幅画像表明基督的顺

服是有两大方面  —  积极与消极的两面. 在祂实

际行动上的顺服(积极方面)和祂默然接受神的旨

意而顺服(消极方面), 都完全讨神喜悦(也使信徒

因此蒙悦纳). 神在这两方面的悦纳是何等美好啊!  

 
那献平安祭的人要把手按在他的祭牲头

上(利 3:8: “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 这动作意味

着信心的理解(apprehension of faith, 注: 这“理解”
表示他领悟到献祭者与祭牲认同  —  献祭者的

罪归到祭牲身上, 而祭牲蒙神悦纳的福气也归到

                                                           
4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2), 第 50 页. 

献祭者身上). 我们的头脑不仅从理论上知道神赐

下平安, 我们的心灵更能在每日生活中经历这平

安, 这是何其佳美的福气啊! 
 
平安祭在 利 3:10 强调要把“脂油”(KJV: 

the fat)献给神. 一些学者认为“脂油”应该译为“至
好的”(KJV: the best; 参 民 18:29,30,32).5 我们在

此联想到基督的内在完美和宝贵, 这是永远不停

地“焚烧”在神面

前 , 神也在此获

得持续不断的欣

喜悦纳 . 基督的

生命每日都温柔

地顺从神的旨意, 
祂的精力也经常

不断地花费在讨

祂父神喜悦的事

上 . 祭牲的 “ 脂
油 ”和 “宝血 ”只
归给神(利 3:16-17), 专属神所享用. 这点提醒我

们关于基督生命中有些部分是完全保留给神的, 
专属于神(因只有神配得拥有, 或唯独祂能真正领

悟), 人无份参与. 
 
然而, 平安祭不仅有专属于神的部分, 也

有分给众人同享的部分. 平安祭提供每一者各有

享用的部分  —  神、祭司和献祭者都从平安祭

中领受各自的部分来享用【注: 平安祭是神的食

物 (利 3:11), 但祭司 (利 7:31-34)和献祭者 (利
7:15-16)都可吃平安祭, 因而得着喂养】.  

 
关于吃平安祭方面, 有个严肃的警告, 就

是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内吃平安祭(利 7:15-16: “为
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 要在献的日子吃, 一点不

                                                           
5   利 3:3, 4, 9, 10, 14, 16, 17 的“脂油”(fat)一词在希伯

来原文是 chêlebh {H:2459}, 与 民 18:12, 29, 30, 32 的“至
好的”(the best)是相同的希伯来字; 请参 民 18:29: “奉给你

们的一切礼物 , 要从其中将至好的 ( chêlebh , KJV: the 
best), 就是分别为圣的, 献给耶和华为举祭”; 民 18:30: “所
以你要对利未人说: 你们从其中将至好的 ( chêlebh, KJV: 
the best)举起, 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 民 18:32: “你们

从其中将至好的 ( chêlebh, KJV: the best)举起, 就不至因这

物担罪.” 由此可见, “脂油”一词也可译作“至好的”或“上好

的”, 例如在 申 32:14 中, chêlebh {H:2459}一词就分别译作

“脂油”(羊羔的脂油)和“上好的”(上好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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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信》: 第 126 期 (2020 年 7-9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麦敬道弟兄 

C. H. Mackintosh 

可留到早晨. 若所献的是为还愿, 或是甘心献的, 
必在献祭的日子吃, 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不然, 就被视为不洁(利 7:17: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

祭的肉, 这祭必不蒙悦纳, 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 
反为可憎嫌的, 吃这祭肉的, 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以上这点教导我们: 我们对基督的欣赏需

要保持新鲜, 我们必须每日献上此祭, 并每日享

用此祭; 不然, 本是为“领我们更亲近祂”的这个

祭物, 可能在我们心里无法达到此目的了. 只有

当我们的心灵每日在神面前灵修和默想基督, 我
们才能完全享受神的事. 愿我们得到鼓励, 像基

督一样, 为着神的荣耀, 去追求每日灵修的生命.6 
 
 
(D) 结语 

论到平安祭, 史密斯(Arthur E. Smith)贴切

指出, 当基督被钉十架, 公义得着满足, 罪恶得以

消除, 真神得着荣耀, 罪人得以称义, 圣徒得以成

圣. 借着基督在十架所流的宝血, 平安得以确立
(西 1:20). 这平安之永不动摇的根基不是敬拜者

的价值, 而是基督无价的宝血.7 感谢神, 借着基督

流血所成就的和平, 是永远坚定的安稳和平. 
 
结束前, 让我们

强调一个实际的功课. 
格里夫(Paul Grieve)总
结平安祭时 , 评述道 : 
“关于平安祭的吩咐 , 
包括它的每一个细节, 
主要是确保耶和华神

得着祂应得的部分. 我
们留意到‘献在耶和华

面前 ’(KJV: before the 
Lord)一语出现 3 次(利 3:1, 7, 12; 注: 中文或译作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而‘献给耶和华’(KJV: unto 
the Lord)出现 6 次(利 3:3, 5, 6, 9, 11. 14; 注: 这两

个短语加起来总共 9 次, 皆强调神应得的部分). 

                                                           
6   除了 A 项(序言)、B 项和 D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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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页; 另在文中附加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7  Arthur E. Smith, Leviticus for Lambs (Hong Kong: 
Christian Book Room, 1998), 第 29页. 

我们不该忽略它给现今召会时代神儿女们的宝

贵教训: 神必须首先得着祂的份! 这在信徒个人

的生活中极其重要. 世人总是先想到自己的利益, 
以自己为重为先. 但若要讨神喜悦, 就必须学习

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 都把最好的给祂, 并
在未照顾本身利益之前, 以祂为重为先.”8 
 
 
***************************************** 

附录:   平安祭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我们愈仔细的默想献祭

的事, 就愈全面的看到单靠一种

祭物 , 是不足以叫人看见完全

(完整)的基督. 惟有把各种祭物

齐集一起, 才能形成一个确实的

概念. 每样祭都有其本身的特色. 
平安祭和燔祭, 有多处不同的地

方. 我们清楚认识各不同之处, 
会有助于体会每样祭的含意.  

 
   我们把平安祭和燔祭作比较, 看见燔祭三方面

的动作  —  “剥”、“切成块子”、“脏腑与腿要用水

洗”(利 1:6,9)  —  完全在平安祭的记载中省略去. 我
们在燔祭中看见基督亲自献给神, 蒙神悦纳, 故此, 这
是预表祂亲自作完全的牺牲, 和祂彻底顺服的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 即上述三方面的动作, 都要被强调, 
编译者按). 但平安祭的中心思想是敬拜者的交通(所
强调的是与神与人的交通, 故不强调上述三方面的动

作). 基督(在燔祭中)不但独一为神所欣赏, 而且(在平

安祭中)也是敬拜者与神交通时所欣赏的.  
 
 再者, 我们在燔祭中看到, “祭司就要把一切全

烧”; 而在平安祭中, 只有一部分被烧, 就是“脂油、肝

子和腰子”. 平安祭是十分简单的, 祭牲最好的部分放

在神的坛上. 脏腑  —  内藏的力量  —  可称颂之耶稣

温柔的情感  —  献给神, 就是献给那位能完全欣赏祂

一切所献上的. 亚伦和他的子孙靠“摇的胸”和“举的

腿”得喂养(细心参看: 利 7:28-36).9 所有祭司家族的

成员都与他们的首领相交, 于平安祭有份(利 7:35-36). 
 

今日, 所有真信徒借着神的恩典, 都成为神的

祭司(彼前 2:5,9), 靠真平安祭(指主耶稣)的力量和情

                                                           
8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53-54 页. 
9   “胸”和“腿”是爱和能力的象徵  —  情感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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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得着喂养, 因祂仁爱的心享受快乐的确据, 在祂能

力的膀臂下不停地得着安慰和坚固.10 
 
这些都是燔祭和平安祭重要的区别. 当这二祭

放在一起看, 人就能清楚看出二者的区别. 平安祭含

有比基督奉献给神的旨意更深的意义. 敬拜者出现了, 
他不但是旁观者, 又是参与者; 不但观看, 而且饱尝. 
这是平安祭显著的特色. 我在燔祭中看主耶稣, 祂是

那位专心献上, 为要荣耀神、完成神旨意的. 我在平

安祭看主耶稣, 祂是那位为无用、无助罪人藏贮仁爱, 
预备大能膀臂的. 在燔祭中, 胸、腿、脏腑、头、脂

油, 全烧在坛上  —  一切献与神为馨香的火祭. 但在

平安祭中, 那合宜的份是留给我的. 我不是孤单的得

着个人所需的份, 完全不是. 我在交通中得喂养  —  
与神相交, 也与同我一起作祭司的相交. 我在那完备

可喜的智慧中得喂养. 这供应我心灵的同一祭牲, 也
叫神的心得了舒畅, 并且那供应我的份儿, 也供应那

些与我一同敬拜的人. 相交的秩序是  —  与神相交, 
也与圣徒相交. 在平安祭中, 神有祂的份, 祭司家也有. 

 
平安祭的真体

也如此. 耶稣是属天喜

悦的对象, 祂也是每位

信徒享喜乐、得力量、

蒙安慰的泉源; 不单个

别地赐给每个信徒, 而
且在交通中给神整个召

会. 神在祂无穷恩典中

赐给百姓自己所拥有的. 
“我们乃是与父并祂儿

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
壹 1:3). 是的, 我们对耶

稣所存的意念永不能凌

驾神的意念. 我们的判断常有很大亏缺, 故此, 在预表

中, 亚伦家不能得到脂油这部分. 我们永不能达到属

神判断的准则, 永不能完全参透基督的位格和牺牲. 
所以, 亚伦家只可享“摇的胸和举的腿”.  

 
今天, 主耶稣是神的意念和眼前独一无二的对

象; 而且祂在完全恩典中赐给我们祂位格的恩福、荣

耀之福分. 基督也是我们的对象  —  我们心中的目

标、我们的诗题. 基督“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西 1:20), 就升入天堂, 差下“另外一位保

                                                           
10    利未记 7:31 更佳美有力: “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

孙.” 所有真信徒都拥有“靠基督的爱(注: 胸可象征爱)得喂

养”的特权  —  祂的心自愿为他们流露那不死、不变的爱. 

惠师”圣灵; 我们借着圣灵大能的事奉, 靠我们神圣的

“平安祭”之“胸和腿”得喂养.  
 
主耶稣实在是我们的平安. 我们平安祭的香气

已经舒畅了神的心. 我们这样认识, 实在是我们莫大

的喜乐. 这预表的独特吸引力正是在此. 基督是燔祭, 
叫人心发出感赞; 基督是平安祭, 建立人良心的平安, 
满足心灵的深切和多方需要. 亚伦的子孙站在燔祭坛

前, 看着祭火上腾到以色列神面前, 看见祭牲烧成灰

烬. 他们看见这一切, 便俯伏敬拜, 但不能从中为自己

拿走什么. 在平安祭中却不是如此. 他们不但看见当

中散发馨香的气味归给神, 而且他们可得当中的一大

份儿(利 7:34), 叫他们在快乐、圣洁的交通中得喂养. 
 

  每位真祭司得胸和腿之前, 神已经得了祂的份. 
祭司能这样认识, 必叫他的喜乐倍增. 这样的思想叫

我们的敬拜和交通富有活力、满有火热, 揭示神奇异

的恩典; 祂赐我们与祂有同一对象、同一主题、同一

喜乐. 父亲给浪子供应肥牛犊, 与他相交(路 15:23). 父
赐给浪子同桌共餐的特权, 
把他所吃的供应给浪子 . 
父神也如此恩待我们. 平
安祭的意思是: “我们理当

欢喜快乐”和“我们可以吃

喝快乐”(路 15:23,32). 无
疑, 我们在这恩典上有份, 
理当欢喜. 当我们听见可

称颂的神说: “我们可以吃

喝快乐”, 我们的心理当不

断涌流出赞美和称谢. 神
在罪人的救恩和圣徒的相

交中得喜乐, 要引发人和

天使的赞美, 直到永远. 
 
   我们已比较过了平安祭和燔祭, 现在可来看平

安祭和素祭的异同. 主要区别是平安祭必须流血, 而
素祭不用流血. 二者皆是“馨香”的祭, 我们认利末记

7:12 知道此二祭有紧密关系. 但平安祭与素祭的异同, 
都满有意义和教训. 惟有在与神相交中, 人心灵才因

默想主耶稣基督的完美人性而喜悦. 圣灵必须借着圣

经, 指引我们, 使我们能注视“基督耶稣降世”的人性. 
圣灵启示基督曾在地上生活劳苦, 照亮这黑暗的世界, 
显出祂位格属天的光辉和荣美. 祂象明亮的星宿, 在
天边迅速流走, 直至远离罪人的视线. 

 
世人不能享受这一切的默想, 和在相交中的喜

乐, 因为没有这相交的基础. 平安祭圆满清楚说明相

交的基础. 第 2 节: “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 宰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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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门口,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 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敬拜者与基督相交的稳固基础, 是素祭所无的. 基督

借着圣灵恩惠的力量, 进到我们的相交之中. 我们站

在“基督的宝血”所预备的台上, 带着平静的心, 敬拜

的灵, 去参透主耶稣基督人性一切的奇妙表现. 若没

有流血 , 罪人就没有名分和立足之地了 . 但利末记

7:12 把素祭和平安祭联在一起, 要教导我们, 当我们

的心灵找到了平安, 我们就能在主里喜乐, 因祂“成就

了和平”, 也是“我们的和睦”.  
 
我们要清楚明白, 在平安祭中, 有流血和洒血, 

但没有背罪(背负罪孽, sin-bearing)的概念. 我们在平

安祭中看基督, 祂乃是我们与神和睦、快乐相交的基

础, 而不是站在我们面前如同赎罪祭和赎愆祭一样, 
作背负我们罪孽的背罪者 . 
如果是论及背罪的问题, 就
不会有这样的记载: “是献与

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 5
节 ; 比较  利 4:10-12). 虽然

“背罪”并不是平安祭当中的

思想, 但是人可从各方面认

识自己是罪人; 如果不是, 人
就不能享受当中的福分. 我
们要与神相交, 就必须“在光

明中”. 我们怎能在光明中呢? 
这句宝贵的话是唯一根据 : 
“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

的罪”(约壹 1:7). 我们常住在光明中, 就能看出一切与

光明背道而驰的, 另一方面, 也深感这血的价值, 并这

血赐我们权柄走在光明中. 
 

 我们在神面前, 是因为我们有份于属神的生命, 
和站立在属神的公义上. 我们要握紧这真理. 父亲要

浪子坐在他的桌子前, 穿上“上好的袍子”; 照样, 神看

父子关系无缺. 浪子若仍旧穿着破烂衣服, 或在家中

作雇工, 我们就听不到那荣美的话: “我们可以吃喝快

乐 ,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 失而又得的”(路
15:23-24). 所有真信徒也是这样, 旧性情不再存于神

面前. 神算旧性情死了, 它们就是死了. 旧性情向神是

死的. 改良旧性情不能使我们进入属神的同在, 惟有

一个拥有新性情的人才能. 浪子不是借着修补他先前

的破衣, 而换来父亲桌子的席位, 乃是穿上一件他从

未看过、从未想过的袍子. 浪子没有从“远方”带着袍

子回来, 也没有在途中自备, 乃是父亲在家中为他准

备的. 他们坐下, 相交快乐, 同享“那肥牛犊”. 
 

我要引述一大段关乎“平安祭的条例”的记载, 
当中有些要点独特有趣, 值得思考【请读 利 7:11-

21】. 最重要的, 是叫我们能准确的分辨肉体中(指人

在本性上)的罪和良心上的罪. 若对二者混淆不清, 我
们心灵必然忧乱, 敬拜也受亏损. 我们细心查考 约壹

1:8-10, 就看到关乎这题目的亮光, 清楚体会平安祭的

整个教训和当前所论及的重点. 除了那些行在光明中

的人, 没有能这样认识藏在人里面的罪的了. “我们若

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壹

1:8). 在这节经文前, 我们读到: “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

净我们一切的罪”(约壹 1:7). 这就是我们肉体中的罪, 
和良心上的罪之区别, 清楚明确. 有人说信徒在神面

前, 良心上是有罪的. 这说法导致人怀疑耶稣之血的

洁净功效, 并且否认圣经所记载的真理. 耶稣的血若

能完全涤罪 , 信徒的良心就完全洁净了 (来 9:14; 
10:22). 神的话已指出这个事实, 我们必须谨记, 我们

从神自己得知信徒在神眼

中真正的光景.  
 
这就是神启示的本

质和特性, 信心要牢牢的紧

握此真理, 这样, 心灵就充

满完全的平安. 圣经告诉我

们, 在良心上, 我们是无罪, 
另一方, 圣经也清楚有力的

告诉我们, 在肉体中, 我们

是有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

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

们心里了.” 每位有“真理”
在心中的人, 都知道有“罪”在他肉体中, 因为真理向

他启示一切事物的本相.  
 
但“若有人犯罪”, 当怎样行呢? 使徒约翰给我

们圆满有福的答案: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

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

不义”(约壹 1:9). 认罪是叫良心得自由的途径. 使徒没

有说: “我们若祈求赦免, 祂是有恩典、怜悯, 会赦免

我们的.” 无疑, 孩童向父亲说出他的需要, 是最快乐

不过的  —  告诉父亲关于他自己的软弱, 承认自己的

愚昧、缺点、失败. 而我们的父神是满有恩惠、怜悯, 
在祂儿女一切的软弱无知中, 扶持他们. “我们若认”
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 借着 约
壹 1:9, 信徒得着赦免的确据了. 他在神面前真心悔罪

时, 凭简单的信心确知自己完全蒙赦免, 完全得洁净. 
 
对于所有信徒的罪, 神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完全

解决了. 借着十字架, 信徒本性和良心上一点一滴的

罪都全然得赎. 故此, 神不须要另一种与世人和解之

法. 我们的罪永不能介入神的同在, 因为基督已背负

了一切罪, 除掉了一切罪. 但我们若犯罪, 良心必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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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而圣灵也感动我们知罪. 祂不能容让一些思想不

受审判. 怎么样呢? 我们的罪介入了神的同在吗? 断
乎不可. 因为那里有一位“中保”  —  “那义者耶稣基

督”  —  维持我们所站的地位, 使它完整无缺.  
 
罪虽不能介入神的同在, 但罪能以极悲痛可耻

的形式进入我们心中. 罪不能遮掩中保, 使祂离开神

的视线, 但罪能挡着我们, 使我们看不见神. 罪如又厚

又黑的云层, 遮盖我们的属灵视野, 使我们的心灵支

取不到父神脸上的荣光. 罪不能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 
但罪能严重的影响我们享受神的同在. 如此, 我们要

作什么呢? 圣经回答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

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

的不义”(约壹 1:9). 我们借着认罪, 良心得洁净, 恢复

甜蜜的相交关系. 乌云消散, 那使人沮丧、衰退的影

响除去了, 我们对神的意念修直了. 这就是属神的方

法. 我们可确实的说, 人心真知道认罪的重要, 就能感

受使徒说话的神圣能力: “我小子们哪, 我将这些话写

结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约壹 2:1). 
 
上面所思想的话, 都

与“平安祭的条例”的两点主

要原则有紧密关系, 并且证

实了这关系. 利末记 7:13 说: 
“要用有酵的饼.” 同一章 20
节又说: “只是献与耶和华

平安祭的肉, 人若不洁净而

吃了, 这人必从民中剪除.” 
这两段经文向我们清楚陈

明两件事, 就是我们肉体中

的罪和我们良心上的罪. 容
许有“酵”, 因为敬拜者的本性有罪; 禁止“不洁净”, 因
为敬拜者的良心不能有罪. 罪若成了问题, 交通就失

去了. 神知道我们肉体中有罪, 就借着赎罪的血, 为人

的罪满足一切义的要求, 并供应一切需要.  
 
换言之, 敬拜者本性中的“酵”, 借着祭性的

“血”得着解决. 神已经将我们的罪, 从祂面前永远除

去. 虽然我们的肉体中有罪, 但这些罪不是祂眼中注

视的对象. 祂只看见这血, 所以, 祂能与我们同行, 让
我们与祂同享无间断的交通. 但我们若容让“罪”在肉

体中滋长, 成为“罪愆”, 那我们再吃平安祭肉之前, 必
须要有认罪、赦免、洁净. 敬拜者要从民中剪除, 因
为在礼上不洁净. 这要回答暂止信徒交通的原因: 有
未认的罪! 我们试图在罪中与神相交, 就是陷于亵读

中, 暗示神会与罪为友同行.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约壹 1:6). 

 

在完结这部分的解说前, 我要谈论主的晚餐. 
主的晚餐是教会主要的交通, 只要看得合宜, 可与平

安祭的教训放在一起. 主的晚餐是特别的感恩筵席  
—  为已成就的救赎而感恩.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

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掰开的饼, 岂不是同领基

督的身体吗?”(林前 10:16). 主的晚餐表明借着基督的

死完全除掉罪.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表明主

的死, 直等到祂来”(林前 11:26). 在基督的死中, 信心

看见一切属乎“旧的创造”都完结了, 并且看主的晚餐

“表明”主的死  —  信徒的罪担由主承担, 永远除去了. 
这是荣耀的记念. 那曾束缚我们的罪链, 已被基督的

死永远折断, 不能再捆绑我们了. 我们围绕主的桌子, 
享受征服者的喜乐. 我们回顾十字架, 那里的仗已打

胜了; 我们前瞻将来的荣耀, 将得永远、完全的胜果. 
 
是的, 我们肉体中(本性上)有“酵”, 但我们的

良心上并没有“不洁净”. 我们不是注视我们的罪, 乃
是注视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 并且永远把

罪除去. 我们不是自欺, 说我们的肉体中无罪. 但我们

不能否认神真理的话和基督之血的功效, 因为“祂儿

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

切的罪”, 所以我们良心上

得着洁净了. 我们实在知道, 
主的晚餐若不根据神的救

恩和赦免、良心已得洁净, 
人就会忧心仲仲, 乌云盖面. 
本是记念基督的聚会, 反而

排挤了祂; 本是庆祝已成的

救赎, 反成了绊脚石, 使人

跌倒后退.  
 

在平安祭预表的含意中, 我们看见洒血之时, 
神与敬拜者能感受快乐、平安的相交. 血建立了平安, 
人与神在这基础上相交. 我们若妄自努力, 要达至与

神相和, 这是徒然的, 表示我们还不认识与神相交和

真正敬拜的基础. 平安祭的血若不流出, 我们就没有

“摇的胸”和“举的腿”作供应了. 另一方面, 血既流出, 
平安便成就了. 神亲自成就平安, 信心看到这点就已

足够, 所以, 我们借着信与神相交, 因已成就的救赎得

喜乐, 靠基督得喂养. 
 
我们再看“平安祭的规例”另藏的真理, 正与上

述的论点有关. “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 要在献的日

子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利 7:15). 换言之, 敬拜者的

交通永不和祭牲分隔(祭牲是交通的基础). 人若有属

灵力量维持关系, 也能维持敬拜和交通, 满有生气, 常
蒙悦纳. 可惜, 人不能持久. 我们必须靠近祭牲, 无论

在心灵、情感、经历上也要如此. 这样, 我们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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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力量, 能持久. 不然, 我们起初会有敬拜的表现, 
心中充满基督; 但结束时, 我们的心会被自己所作所

说的占据, 或是充塞了人的思念. 这样, 我们就跌进所

谓“圣物中的罪孽”之情况. 我们起初会在圣灵里敬拜, 
但最后落在肉体中. 我们要常留心, 不容许自己片刻

离开圣灵的力量, 因为圣灵要使我们常常充满基督. 
圣灵若有五句敬拜或感谢的话, 我们就说这五句话便

是了. 我们若多说, 就有如过时吃祭肉了. 不是蒙神

“悦纳的”而是“可憎嫌的”了. 但我们也不必恐慌, 神必

借着圣灵引导我们, 并在一切敬拜中叫我们充满基督.  
 
“若所献的, 是为还愿, 或是甘心献的, 必在献

祭的日子吃, 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利 7:16). 人
到神面前, 甘心敬拜, 这种敬拜有更大属灵的力量, 不
只是一时感到大蒙怜悯. 人若从主手中得到特别的眷

顾, 他的心就立刻涌现感谢. 这种敬拜是因神的眷顾

而生的. 圣灵引领人甘心献上赞美的祭, 这祭就能持

久. 属灵的敬拜常与基督宝贵的牺牲相连. 
 
“但所剩下

的祭肉, 到第三天

要用火焚烧. 第三

天若吃了平安祭

的肉, 这祭必不蒙

悦纳, 人所献的也

不算为祭, 反为可

憎嫌的, 吃这祭肉

的, 就必担当他的

罪孽”(利 7:17-18). 
一切与基督没有直接关系的, 神都看为没有价值. 有
许多看起来是敬拜的, 最后只发觉是血气兴奋的感受; 
这种表面的献上, 只是属肉体的敬虔. 血气可借各种

事物 , 表现它的宗教虔诚 , 例如壮丽堂皇、礼仪行

列、礼服袍子、动人的礼拜仪式和一切吸引人的盛

壮仪文等等. 可惜, 当中并没有属灵的敬拜. 今天, 戏
剧院和演奏厅常有同类庄严的聚集, 为要唤起和满足

那所谓“宗教仪式的敬拜”. 
 
我们必须防范这一切, 要儆醒和牢记“神是灵, 

所以拜祂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约 4:24). 当今

的宗教装饰得十分漂亮, 甚具吸引力. 大约自中世纪

开始, 宗教便借助高尚的情趣和文化启蒙时代的力量. 
因此, 雕刻、音乐、绘画的艺术全数注入宗教里, 以
加强宗教的麻醉力, 令无知大众沉醉入睡. 宗教此时

仍旧强调说: “平安祭在我这里, 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

愿… 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 铺了我

的床. 我又用没药、沉香、桂皮，薰了我的榻”(箴

7:14-17). 败坏的宗教有很大势力(以及吸引力), 引诱

那些不听从智慧之言的人. 
 
读者要小心这一切, 要看见你的敬拜是与十字

架的工作不能分割的; 看见基督是敬拜的根据和内容, 
圣灵是敬拜的能力. 要小心你只有外表的敬拜. 要常

防范这种罪恶, 其初段影响是最难发觉和防备的. 开
始时, 我们在敬拜的真义中唱一首诗歌; 但结束前, 我
们可能会因缺乏属灵能力而落在罪恶的光景中, 就如

在第三日吃平安祭的肉一样. 我们唯一的保障就是靠

近主耶稣. 我们若因为神特别怜悯施恩给我们而甘心

献上“感谢”, 就让我们在基督的牺牲和祂的名里献上

感谢. 我们的心若要前来“甘心”敬拜, 就让我们在圣

灵的能力里敬拜. 父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圣子是敬

拜的内容, 圣灵是敬拜的能力. 我们这样学习敬拜, 必
有美好的表现.11  

 
主啊, 愿一切敬拜祢的子民之灵、魂与身子都

在祢永远同在的保障下, 不受虚假敬拜和败坏宗教的

污秽影响, 也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和有罪之躯的阻碍!  
 

后记: 虽然平安祭按次序而言, 是排在第三位的

(利未记第 3 章), 但是在祭的“条例”中(利未记

6-7 章), 却是排在最后的位置(利 7:11-27; 注: 
“平安祭的条例”若依照献祭的次序, 就该尾随

素祭的条例. 但取而代之的是, “赎罪祭的条例”
和“赎愆祭的条例”排在先, 然后以“平安祭的条

例”作完结). 这样的安排有其含意. 除了在平安

祭之外, 其他献祭都没有全面揭示敬拜者的交

通. 在燔祭中, 基督把自己献给神; 在素祭中, 我
们看见基督的完美人性; 在赎罪祭中, 我们知道

罪已经连根拔除; 在赎愆祭中, 信徒生活上的罪

愆已得解决. 但这四种祭并没揭示关于敬拜者

交通的教训; 这方面是属于平安祭的教训. 它的

条例放在最后, 为要叫我们知道, 当人要靠基督

得喂养, 必须是那位完全的基督(此乃燔祭所预

表的); 人要注视祂的生命、性情、位格、作

为、职事(此乃素祭所预表的). 再者, 我们的罪

和罪愆永远除掉, 我们在基督里得喜悦, 靠祂得

喂养, 直到永远(此乃赎罪祭和赎愆祭所预表

的). 我们查考献祭时若忽略上述次序, 就是一

大错失了.12 
 

                                                           
11   有关神所要的真敬拜, 请参本期《家信》的“默想

灵修”专栏之文章  —  “返朴归真: 在疫情中对敬拜的反思”.  
12   以上附录改编自 麦敬道著, 吴志权译, 《出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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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 世 预 言: 
 

出 现 许 多 
冒 耶 稣 基 督 

之 名 的 人 
 
 
(A)   引言 
 根据《中国报》于 2020 年 5 月 17 日的报

导: “印度一名 14 岁印度少年阿比亚(Abhigya 
Anand)在 2019 年 8 月时, 预言 2020 年将有灾难

(新冠肺炎)爆发, 且灾难将于今年 5 月 29 日结

束.”13 由于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在
今年一月底开始肆虐全球, 许多人对此印度少年

的预言表

示赞叹和

称奇 . 然
而 , 他预

言此灾难

将于 5 月

29 日结束, 
而事实并

非如此. 单是今年 7 月 12 日疫情, 全球日增确诊

病例超过 20 万, 美国新增超过 5.8 万. 全球确诊

人数从 5 月 30 日的 6 百万人到 7 月 12 日的 1 千

3 百万人, 单在 1 个多月就增加了一倍以上.14 换
言之, 疫情的确诊和死亡人数在 5 月 29 日之后不

仅没有结束, 反倒继续攀升.  
 
                                                           
13    摘自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200517/◤
全球大流行◢-新冠肺炎预言成真-印度神童：12 月/ .  
14  截至 5 月 30 日, 全球确诊人数是 6,052,421 人(超
过 6 百万人), 死亡人数是 367,288 人(超过 36 万人). 根据

CCTV 的报导, 截至北京时间 7 月 13 日, 全球单日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202,486 例, 累计确诊 13,020,257 例(超过

1 千 3 百万人),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 4,261 例, 累计死亡病例

570,971 例(超过 57 万人), 71 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万例. 
http://news.cctv.com/2020/07/13/ARTI0dEZXMWRy6Zxhnz
2qQZd200713.shtml . 

 若以新冠肺炎为准, 阿比亚不过是预言短

期内将发生的事件, 且有欠准之处. 但圣经预言

的准确性却令很多客观诚实之人赞叹不已, 因为

它能预言数百甚至数千年以后将发生的许多事

件, 并且准确无误; 例如圣经在 2 千多年前就预

言当时早已灭国无望的以色列将要复国(以西结

书 37 章), 结果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 此预言竟然

破天荒地应验了, 被黄丹尼教授称之为“二十世

纪世界大奇迹”. 
 
 圣经也论到末世的许多预言. 大约 2 千年

前, 主耶稣的门徒曾在橄榄山上, 私下问祂: “祢
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主耶稣回答

门徒的问题时, 预言到“世界的末了”(末世)所将

发生的重大事件: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
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

灾难的起头 ”( 马太 福音

24:7-8). 路加福音记载主耶

稣所预言的另一件事: “多处

必有饥荒、瘟疫”(路加福音

21:11). “瘟疫”是指流行性急

性传染病, 意指大型、具有传染力、可导致死亡

的流行病. 主耶稣在大约两千年前预言“多处必

有地震和瘟疫”, 而这 100 年来的多处地震, 以及

近 20 年来的各种瘟疫, 包括今年的新冠肺炎疫

病, 都证实了主耶稣所言不虚. 
 
 事实上, 在回答有关末世的预兆, 主耶稣

首先提到的是: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

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

末期还没有到”(马太福音 24:4-6). 末世的预兆之

一, 就是必有好些冒耶稣基督之名而来的人.  
 
 
(B)   假冒基督之名的人 

从第四至十六世纪以来, 这预言看似难以

应验, 因为这段时期在天主教执掌政教大权之下, 
任何冒称耶稣基督之人都会遭受严刑, 所以无人

胆敢如此妄行. 但自上个世纪以来, 我们看见越

来越多人假冒基督之名而来, 并且诚如主耶稣所

预言的, 他们成功“迷惑许多人”(马太福音 24:5). 
基于篇幅有限, 我们只列举以下三个例证. 

https://www.chinapress.com.my/20200517/%E2%97%A4%E5%85%A8%E7%90%83%E5%A4%A7%E6%B5%81%E8%A1%8C%E2%97%A2-%E6%96%B0%E5%86%A0%E8%82%BA%E7%82%8E%E9%A2%84%E8%A8%80%E6%88%90%E7%9C%9F-%E5%8D%B0%E5%BA%A6%E7%A5%9E%E7%AB%A5%EF%BC%9A12%E6%9C%88/
http://news.cctv.com/2020/07/13/ARTI0dEZXMWRy6Zxhnz2qQZd200713.shtml
http://news.cctv.com/2020/07/13/ARTI0dEZXMWRy6Zxhnz2qQZd2007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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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 (Jim Jones) 

 

 (B.1)   琼斯 (Jim Jones) 
美国加州奥克兰市(Oakland, California)的

长青墓园(Evergreen Cemetery)中, 有一块小山坡, 
上面立着一块三英尺平方的墓碑, 像哨兵站岗一

样, 俯瞰一片大草地. 墓碑赫然刻着: “悼念琼斯

镇惨剧(Jonestown Tragedy)死难者.” 墓碑下面, 
埋葬了 400 个加州人的骸骨. 
他们被一名自称“救世主”的
琼斯 (Jim Jones, 1931-1978)
妖言所惑, 追随他到南美州

森林去建立一个所谓“没有

种族歧视、和谐平等的乐

园”. 琼斯所创立的新组织被

称为“人民圣殿教”(Peoples 
Temple), 其信条是彼此相

爱、人人平等. 他的魅力与口才骗得追随者的心, 
如痴如醉地与他一起去寻梦. 
 

史特博(Lee Stroble)写道: “琼斯最大胆的

宣告: 他是基督在世, 是‘真耶稣’. 琼斯的信徒一

心要实现这和睦共处、彼此包容的信仰. 他们移

居到偏僻的奎亚

那 (Guyana, 南美

洲北部国家)雨林. 
隔了一段日子, 才
发现琼斯所建造

的, 原来是以暴力

压制人的邪恶国

度. 其后一位到访

的美国国会议员

(Leo Ryan)与随行

记者威胁要把琼斯的罪行公之于世, 琼斯先下手

为强, 派人在他们登上飞机前伏击他们, 把他们

都杀死.” 此事发生在 1978 年.   
 
“(1978 年 11 月) 琼斯又下达了现在仍然

叫人毛骨悚然的

命令 : 人人都要

饮掺了剧毒的果

汁 , 婴儿则用针

筒把毒汁喷进嘴

里 . 抗命的全遭

射杀. 不消片刻, 
逾 900 人 (正确

人数是 909 人), 不分男女老少, 全都在烈日下抽

搐痛苦而死. 最后, 琼斯也向自己头上开枪自尽. 
用简陋棺木运返加州的共有 409 具尸体, 其中一

半是婴儿, 都下葬在长青墓园.”15 琼斯不是第一

个冒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人士, 他也不是最后

一个.  

 
 

(B.2)   豪威尔 (Vernon W. Howell) 
 1993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 美国德州

(Texas)韦科市(Waco)东北 11 哩的卡梅尔山庄(另
译“迦密庄园”, Mount Carmel), 突然枪声大作, 原
来是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出动坦克和飞机, 对持有

大量军火的“大卫教派”设在韦科的总部进行围攻. 
当天在冲突中有 6 名大卫教徒和 4 名联邦执法人

员丧生. 此后, 双方进行了长达 51 天的武装对峙. 
政府屡次要以谈判手段来解决危机, 恳求教主率

众投降, 但都遭到拒绝. 最后, 教主把教徒集合在

山庄东北的一栋建筑物, 然后使用助燃剂放火, 
连同教主在内, 一共有 86 人全部葬身火海. 这就

是震惊全世界的“韦科惨案”(Waco seige). 
 
 黄丹尼在其所著的《给时代扫描》一书

中指出, “大卫教派”(The Branch Davidians)的教

主豪威尔(Vernon W. Howell, 1959-1993)在 18 岁

那年加入德州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过后加入

“大卫教派”. “大卫教派”是豪托夫(Victor Hoytoff)
于 1934 年创立的教派. 豪托夫因对圣经启示录

的解释与其所属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发生分歧, 
所以离开母会, 另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大卫信

徒派”, 意即他们这一小群才是真正大卫的后裔, 
标榜自己才是王族的后裔.  
                                                           
15   史特博著 , 陈恩明译 , 《认识基督 : 如何辨别真

伪》(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 2008 年), 第 9-10 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F%A6%E7%A7%91/872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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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威尔 (V. W. Howell) 

 

1955 年, 豪托夫离世, 他的妻子弗罗伦丝

(Florence)接任. 她预言基督将在 1959 年 4 月 22
日  —  犹太人逾越节当天降临. 许多美国人因此

变卖财产, 辞掉工作, 直奔德州韦科市, 等待这个

大日子的到来, 结果扑了个空, 成为笑柄, 身败名

裂. 黄丹尼评述道: “她的失败在于她自以为是, 
违背了经上天规: ‘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惟独父知

道’(太 24:36). 神不叫人知道的事, 她却要自作聪

明, 冒充先知. 本来, 一个基督徒应尊神为大, 发
言不得超越(圣经的)经文之外. … 弗罗伦丝的谬

论, 就是典型的异端邪说.”16    
 
 以 1959 年 4 月 22
日为起点, “大卫教派”外
受评击, 内遭分裂, 发生

激烈的权力斗争 , 罗登

(Ben Roden)和她的妻子

洛伊丝(Lois Roden)先后

成为该教派领袖. 1981 年, 
豪威尔加入“大卫教派”, 
私下组织自己的势力, 并
于 1987 年, 成功以武力

攻下卡梅尔山庄, 成为大卫教派的教主. 他一方

面派人到英国和澳洲发展组织, 另一方面大兴土

木, 购买军火, 把卡梅尔庄园修筑成军事综合体  
—  有围墙、战壕、地道、军火库、瞭望台等等  
—  企图经营一个独立王国.17 
 
 豪威尔生活极度荒淫、放荡. 他在庄园里

实行一套荒唐的制度. 1989 年, 他对教徒宣称上

帝告诉他, 他是教派内唯一可拥有妻子的人, 其

                                                           
16   黄丹尼著 , 《给时代扫描》(台北 : 导向杂志社 , 
1994 年), 第 74-76 页. 
17   豪威尔在卡梅尔庄园以军事方式统治大卫教派 . 
教徒必须每天清晨 5 点半出操, 然后苦读圣经数小时. 平时, 
豪威尔利用一切机会宣扬暴力, 要求教徒们做好心理和生

理上的准备, 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为了应付所谓的战时需

要, 豪威尔在庄园里修筑了地下掩体, 非法购买了价值 20
万美元包括先进的 AK47 步枪、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

和大批能组装成爆炸装置的零部件之军械, 一遍又一遍地

让教徒们观看《野战排》(Platoon)等描写越南战争的电影, 
以加深对战争的印象. 此外, 庄园内还囤积了大量的粮食, 
还有一座岗楼般的瞭望塔, 每当夜晚来临, 瞭望台上面就有

哨兵持枪巡逻, 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韦科惨案 . 

他人没有这个资格, 已
婚教徒的婚姻无效, 教
派内的男女教徒被强制

地分开居住, 并被要求

发誓一世独身. 而豪威

尔却可拥有许多妻妾 , 
他和庄园内的 19 个女教徒结婚并生了一大群孩

子, 被他蹂躏过的女性不计其数. 只要他需要, 上
至 50 多岁的老妇人, 下至十几岁的女童, 都成为

他的掌中玩物, 连他的妻妹也没能逃脱他的魔掌. 
他欺骗女教徒说, 世界末日时, 他要把所有不信

教的人杀死, 而他和他的孩子则是未来世界的统

治者. 许多女教徒被他的谎言所打动, 纷纷主动

上门, 和他上床并以此为荣.18  
 

1990 年 , 豪威尔改名为“大卫 ·柯列希” 
(David Koresh). 他为自己取名为“大卫”, 意即他

是大卫的后裔, 有帝王之尊; “柯列希”则是曾经

释放犹太人自巴比伦返国的波斯王之名(另译“古
列”或“居鲁士”, Cyrus). 黄丹尼指出, 豪威尔用此

名“以帝王之尊君临卡梅尔山庄, 统治着 150 名追

随者. 其中包括他的 19 个妻妾和 21 个儿女. … 
他自称是‘救世主’、‘弥赛亚’(基督)、‘第七位天

使’… 他宣布庄园之内的女人都是他的… 更令人

闻之发指的是, 11-12 岁的少女, 也要归他‘分别为

圣’(指被他性侵).”19  
 
美国政府发现了豪威尔淫乱无度的恶行, 

以及私藏军火企图抢杀他人的危险, 便于 1993
年 2 月 28 日出动军队围攻卡梅尔庄园. 经过了

51 天的对峙, 军方屡次劝降失败后, 只好于 1993
年 4 月 19 日强行

攻入, 结果 80 多

名教徒连同教主

在枪战和大火中

丧生, 实为误入邪

教的悲剧.   

                                                           
18   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韦科惨案 ; 不仅如

此, 豪威尔还对教徒异常残暴. 教徒必须遵守豪威尔制定的

一切规章制度, 若稍有违背, 豪威尔就会横严加惩罚. 他经

常打骂他认为不听话的教徒, 甚至连儿童也不放过. 据传媒

披露, 豪威尔经常施暴于儿童, 常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 鲜
血直流. 同上引. 
19   黄丹尼著, 《给时代扫描》, 第 78 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韦科惨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韦科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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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熙 (Lee Man-Hee) 

 

(B.3)   李万熙 (Lee Man-Hee) 
 2020 年 2 月 18 日是韩国人难忘的一日! 
原本在韩国平稳的新冠肺炎疫情, 是从 2 月 18 日

起, 加速滑向失控的境地, 因为在那一天, 可怕的

“超级传播者”出现了. 这位 61 岁的韩国大妈, 在
2 月 16 日, 带着发烧多日的身躯, 走进了韩国大

邱的“新天地教会”的礼堂做礼拜, 与其他 460 多

名教徒有近距离的接触. 两天后, 即 2 月 18 日, 她
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 成为韩国境内第 31
位感染者.20 因着这位“超级传播者”, 多名教徒确

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导致疫情严重扩散, 也使大

邱这个韩国第四大城市成为国内最大疫区. 

 
 从 2 月 19 日至 22 日, 韩国报告的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总数已连续三天翻倍, 从 51 人激增

到 433 人, 是原来的 8 倍. 2 月 23 日, 韩国再新增

169 宗病例, 累积确诊达 602 例, 死亡增至 5 例. 
“在这之中, 有多达 329 人与大邱的新天地教会有

关, 比例高达 54.7%. 在第一名被发现感染的信徒

曾前往的庆尚北道… 名为大南的医院也有至少

111 人感染, 不仅包括多名医护人员, 甚至还涉及

3 例死亡. 更令人担忧的是, 从 20 日开始, 以新天

地教会为原点, 韩国的疫情正朝着失控的方向发

展… 与该教会有关的病例现已覆盖韩国过半行

政区, 就连军队也未能幸免.”21  
  

                                                           
20    资料摘自“金钱与权色: 揭发疫情下的韩国邪教”: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b699ee534
43787862bfa14ed&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
=pcBottom 
21   摘自“ 让韩国疫情亮起红灯的, 为何是新天地教会? ” :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043d1618c
3d77842b6b8ab13&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
e=pcBottom 

 这次韩国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使全世界

认识了“新天地教会”. 这个在全球拥有 20 多万教

徒的教会, 全名是“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

教会”(Shincheonji Church of Jesus, SCJ), 由教主

李万熙(Lee Man-hee)于 1984 年创立. 根据《星

洲日报》的报导, 李万熙被称为“上帝指派的牧

师”. 他更自称“耶稣转世再临之主”. 该教会也声

称李万熙继承耶稣衣钵, 将在审判日带领 14 万 4
千人去天堂, 实现“灵肉一体, 神人合一”的永生状

态. 不过, 随着教徒人数超过“天国”可容纳的 14
万 4 千人, 新天地教会海外事务负责人金新昌(音
译)解释称: “谁能上天国由上帝决定”.22  
 
 事实上, 新天地教

会是李万熙用来满足自

己情色、钱财和权力欲

望的场所. 他的妻子金南

熙本是一位拥有两个儿

子的家庭主妇. 她加入新

天地教会一段时间后, 李
万熙看上了她, 向她求婚. 
金南熙过后透露说, 她当时因着家中的丈夫和孩

子本想拒绝, 可是“他(李万熙)跟我说, 我是上帝

指派给他的伴侣, 如果我不离婚和他在一起, 不
仅我的丈夫和孩子会死, 全家也会跟着我一起下

地狱.” 在这样的恐吓言论下, 金南熙与丈夫离婚, 
与被称为“太阳”的李万熙在一起. 金南熙被称为

“月亮王后”, 是新天地教会公认的第二号人物. 
 
 与 李 万

熙朝夕相处后 , 
金南熙逐渐发

现自己心目中

至高无上的“神
主 ”, 其实是一

名骗子. 他虽然

嘴上一直劝教

徒要舍弃身外之物, 自己却迷恋钱财房产, 拿着

从教徒和金南熙那里筹来的各项“捐款”, 为自己

购买了多间别墅和休养所. 此外, 金南熙发现李

万熙有不少的“风流债”. 她发现李万熙和新天地

                                                           
22   参 2020 年 3 月 3 日的《星洲日报》, 第 20 页 (注: 
“只有 14 万 4 千人可进天国”这一教义并非圣经的教导).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b699ee53443787862bfa14ed&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pcBottom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b699ee53443787862bfa14ed&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pcBottom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b699ee53443787862bfa14ed&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pcBottom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043d1618c3d77842b6b8ab13&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pcBottom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043d1618c3d77842b6b8ab13&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pcBottom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043d1618c3d77842b6b8ab13&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pc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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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其他高层人员“不仅利用职位对女信徒动手

动脚, 有时还会假借神明之意, 直接要求对方与

自己发生关系.” 
 
 经历这一切之后, 金南熙终于意识到自己

其实一直生活在李万熙的谎言之中. 为了解脱, 
她甚至想要自杀, 但都没有成功. 2017 年 11 月, 
金南熙终于和李万熙公开决裂. 面对大众及接受

采访时, 她坦然说出自己多年的遭遇和李万熙的

诸多恶行, 并且诉讼法庭. 金南熙.23希望以此提

醒众多“新天地”教徒走出邪教阴影, 但令人难过

的是, 醒悟的人仍只在少数 
 
 其实早在 2014 年 10 月, “韩国基督教监理

会第 31 次大会”认定 9 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邪教, 
新天地教会便是其中一个. 2016 年 4 月 19 日, 
“韩国基督教联合会协会”也发布公告: “新天地教

会”自 1990 年开始创立之初就被认定为邪教异端. 
韩国基督教电视台(CBS)也播放了关于新天地教

会的警示纪录片, 片中揭露了“新天地”邪教不良

内容, 例如: 破坏家庭、暴力等违背伦理的社会

性问题.24 可惜还是有许多人漠视一切警告, 盲目

地加入和跟随李万熙(注: 据说新天地教会单在韩

国就有超过 20 万名教徒), 甘为他所利用, 这正好

应验主耶稣所说的“迷惑许多人”! 
 
 由于李万熙和新天地教会的领袖们吩咐

信徒聚会礼拜时不可戴口罩(注: 他们强调礼拜时

戴口罩是对神不敬), 聚会时又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加上出现“超级传播者”后, 该教会领袖故意漏报

及隐瞒教徒名单,25 妨碍防疫工作, 导致疫情严重

扩散, 所以该教会被韩国上下人民所抨击. 首尔

市政府以涉嫌谋杀、伤害及违反防疫法规罪名, 
要指控李万熙及 12 名教会领袖. 一些新天地教

会前会员也群起要告李万熙妨碍防疫及提供假

                                                           
23    资料摘自“金钱与权色: 揭发疫情下的韩国邪教”: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b699ee534
43787862bfa14ed&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
=pcBottom ; 也参“韩国邪教‘新天地’二号人物曝光教主李

万熙丑闻”,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7706357 . 
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新天地教会/20867178 . 
25   韩国大邱市长表示, 政府发现新天地教会妨碍防

疫工作, 因为它在交出来的名单中删除掉 1,762 名成员(新
天地教徒)的资料, 而被删除的人有部分已感染新冠病毒.  

文件. 在韩国社会普遍指责和讨伐下, 李万熙于 3
月 2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两度下跪向韩民道歉. 
 

经过数个月的调查, 根据《韩联社》的报

导, 李万熙因涉嫌妨碍政府防疫调查而在 8 月 1
日遭逮捕. 南韩水原地方法院对 89 岁的李万熙

发出逮捕令, 因为他涉嫌在疫情初期对南韩卫生

当局瞒报参与新天地教会的人数及这教会于 2
月集会的地点, 导致疫情防疫工作受阻, 引发更

多的感染群. 根据南韩疾病管理本部 7 月 31 日的

数据, 南韩新冠肺炎确诊案例累积 1 万 4 千 305
宗, 超过 5 千宗病例是与新天地教会有关. 此外, 
报导指出, 李万熙同时涉嫌贪污 56 亿韩元的教

会资金, 并
于 2015 年

至 2019 年

举 办 未 经

核 准 的 宗

教活动.26 
 

 
(C)   如何分辨真假基督 
 除了上文所讨论的三个人, 还有其他许多

人也冒称自己是“基督”或“弥赛亚”, 例如韩国统

一教创办人文鲜明(Sun Myung Moon)就曾公开

宣称自己为“基督” (注: 所有统一教的教徒都称

他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此乃基督的称号);27 
韩国的安商洪(Ahn Sahng Hong)被称为“再临基
督安商洪上帝”; 东方闪电教(或称: 全能神教会)
的杨向彬也被称为“女基督”等等.28 既然会有多

人冒称自己是基督, 我们如何分辨真假基督呢?  
 
 感谢神, 因为祂已赐下祂的话语  —  圣经  
—  作为指南, 帮助我们辨别真伪. 圣经教导说主

耶稣基督肯定会再来, 而主的再来有两个阶段:  
a) 首先是主为基督徒而来(或称: 为圣徒而来), 

就是祂将来到空中, 拯救那些真正信祂的基

督徒离开世界(即所谓的“召会[教会]被提”), 
因为世界在基督徒被提后, 将进入可怕的七

年灾难.【请参 帖撒罗尼迦前书 1:9-10; 4:13-
18; 哥林多前书 15:51-54; 启示录 3:10-13】 

                                                           
26   摘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747158 . 
27  http://cclw.net/gospel/asking/yiduanbianhuo/htm/05.htm . 
28   请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杨向彬 .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b699ee53443787862bfa14ed&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pcBottom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b699ee53443787862bfa14ed&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pcBottom
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b699ee53443787862bfa14ed&lemmaId=20867178&fromLemmaModule=pcBottom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77063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新天地教会/20867178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747158
http://cclw.net/gospel/asking/yiduanbianhuo/htm/05.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杨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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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接着是在七年灾难结束时, 主将同基督徒再

临(或称: 同圣徒而来), 就是祂会来到地上, 拯
救信靠祂的属地子民以色列人, 并且祂将审

判万民, 然后在地上设立一千年“由天统治”的
天国(或称: 千禧年国).【请参 撒迦利亚书

14:1-5; 马太福音 24:15-31; 25:31-46】 
 

此外, 论到基督再临到地上, 主耶稣基督

早已预言有许多假基督会出现, 所以祂在圣经中

提醒我们: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奇事,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看哪, 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若
有人对你们说: ‘看哪, 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

出去! 或说: ‘看哪, 基督在内屋

中’, 你们不要信!” (马太福音
24:23-26)  

 
换言之, 如果我们听到

人说, 基督已经降临地上, 在这

里, 或在那里, 我们都不要信! 
因为主耶稣基督早已预言说 , 
基督是用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
降临到地上.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
子(注: “人子”是耶稣基督的称号之一)降临也要

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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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24:27-30). 上文提

到的这些自称为“基督”的人, 没有一人是“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云降临”, 且像“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
照到西边”那样被地上万族亲眼“看见”. 由此可见

他们不过是“假冒的基督”!  
 
主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肉

身显现”(降世成人), 所以祂早就知道将来会有多

人冒祂的名前来迷惑人. 为了提防假冒, 主已清

楚预告祂会以上述最独特、人无可模仿的方式

降临. 这样就能揭开一切冒充基督者的假面具. 
黄丹尼教授说得好: “马太福音是末世学的顶峰. 
所记录的, 是神自己道成肉身、以圣子的位格(指
主耶稣), 亲自在橄榄山上所预言. 这预言, 祂特别

申明其权威性: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

去’(马太福音 24:35). 神既然自己已亲口预言祂

再临时一切有关的情景, 信徒们就当以此为独一

无二的真理凭据, 确信无疑, 不得更改.”29 简而言

之, 圣经是一块“试金石”  —  准确可靠的检验方

法和依据! 以此为准侧  —  以基督在圣经中所预

言的话为试金石  —  便能验出或识别真伪基督. 
 
 
(D)   灭世大火和地狱永火 

亲爱的朋友, 整本圣经在大约两千年前已

经写成, 其中许多预言已逐一应验成真【请参脚

注的网址】.30 圣经还预言未来会有一场灭世大

火: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祂是耽延, 
其实不是耽延,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 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

销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 你们

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 
天被火烧就销化了, 有形质的都

要被烈火熔化. 但我们照祂的应

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义居在其

中”(彼得后书 3:9-13).  
 

神将要用烈火审判和烧灭充满罪恶的世

界, 而世人都是罪人(罗马书 3:23), 死后就要面临

永火的审判(启示录 20:11-15; 21:8); 但神爱世人, 
“不愿有一人沉沦”, 所以曾差遣祂的独生爱子耶

稣基督降世, 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下赎罪

的宝血 , “叫一切信祂的人 , 不至灭亡 , 反得永

生”(约翰福音 3:16); 因为祂已成为一切信靠祂之

人的“代罪羔羊”(约翰福音 1:29), “义的代替不义

的”(彼得前书 3:18), 为要把他们领到神面前, 以
免除未来一场大火的灾祸, 并逃离地狱的永火.  

 
亲爱的朋友, 神已为你预备好极大完美的

救恩, 只要你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就必

得救(罗马书 10:9). 你为何不接受呢? “我们若忽

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希伯来书 2:3)   

                                                           
29   黄丹尼著, 《给时代扫描》, 第 82 页. 
30   有关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和种种例证, 请读者参阅

以下网址的资料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
圣 经 的 超 自 然 元 素 七 - 圣 经 的 预 言 准 确 性 上 / 和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

七-圣经的预言准确性下/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七-圣经的预言准确性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七-圣经的预言准确性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七-圣经的预言准确性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七-圣经的预言准确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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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1) 有人引证诗篇 91:3,6说圣经应许基督徒肯
定蒙神保守而不会感染瘟疫(包括新冠肺炎), 
但我们也听到一些基督徒感染了新冠肺炎, 甚
至有因此离世的, 到底应作何解呢? (2) 我们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 是否应该不理政府
的行动管制令, 靠信心继续实体地集体聚会? 

 
解答:   上述两个问题彼此息息相关. 若圣经真的

应许基督徒不会感染瘟疫, 那么基督徒就不该在

疫情时期停止群聚, 反而应该继续每个主日到聚

会处或教堂聚会, 以此见证神的大能. “神是否应

许基督徒不会感染瘟疫?” 这是我们首先要解答

的问题. 
 

未继续以前, 让我们

先为“瘟疫”下定义. “瘟疫”
是恶性传染病. 从古至今, 
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 其
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 对人

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 非
典、鼠疫、天花、流感、

霍乱、疟疾(包括新冠肺炎)等. 简之, 瘟疫是由于

一些强烈致病性物质, 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

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 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31 
 
(A) 神是否有在圣经中应许基督徒不会感染

瘟疫(包括新冠肺炎, COVID-19)? 
 

在查考上述诗篇经文之前, 我们必须明白

一些重要的解经原则. 我们在美国的弟兄伊根司

(Sandy Higgins)常提醒道: “神一切的话语都是为

了我们, 但神一切的话语不都是关于我们”(All 
the Word of God is for us, but not all the Word of 
God is about us), 意思是神一切的话语(指圣经所

记载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包括新约的基督徒)
写的, 使我们学习神的真理和实践所教训的, 好

                                                           
31   此定义和解释是摘自《百度百科》 , 请参阅 
https://baike.baidu.com/item/ 瘟 疫 /949211?fromtitle= 疫 疠
&fromid=9340986 . 

叫我们从中得益, 正如 罗 15:4 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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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 提后 3:16-17
所言: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

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然而, 我们必须谨记: “神一切的话语不都

是关于我们.”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 
1) 申 16:16: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

节、住棚节, 一年三次, 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

的地方朝见祂, 却不可空手朝见.”(注: 神所拣

选的地方是指会幕或圣殿所在之地, 代下 6:6)  
 新约的基督徒不需要在“除酵节、七七节、

住棚节, 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拜, 因为

这节经文的对象不是关于我们基督徒(神属

天的子民), 而是关于以色列(神属地的百姓). 
 尽管如此, 这节经文是为了教训我们(新约

的基督徒)一些宝贵的圣经原则: (1) 信徒要

在神所立拣选、所立名的地方(即地方召会

的聚会中, 参 太 18:20)朝见神、敬拜神; (2) 
在主日朝见和敬拜神时不可空手, “要带着

祭物”, 例如“颂赞的祭”、“捐输(捐献)的
祭”(来 13:15-16)等等. 

2) 申 14:8: “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 就与你们

不洁净. 这些兽的肉, 你们不可吃.”  
 申 14:8 是关于神给祂属地百姓(以色列人)

的禁令, 所以他们是禁止吃猪肉的.  
 但以上禁令与新约的基督徒(神属天的子民)

无关, 反而神借着保罗写道: “他们(指教导

谬误者)禁止嫁娶, 又禁戒食物, 就是神所

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 就
没有一样可弃的”(提前 4:3-4). 对于新约基

督徒, 所有食物只要存着感谢就可领受, 所
以基督徒是可以吃猪肉.  

 
简言之, 神的话虽然是为了神所有的百姓  

—  新旧约的圣徒  —  写的, 但我们必须分辨某

段经文(特指旧约的经文)所说的是关于我们这些

新约的基督徒(神属天的子民), 还是关于旧约的

以色列民(神属地的百姓). 现在, 让我们查考所引

述的经文(诗篇 91:3,6), 为了连贯性, 我们阅读诗

篇 91: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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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 (John Phillips) 

 

 诗 91:2: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祂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诗 91:3: 祂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

瘟疫(KJV: pestilence). 
 诗 91:4: 祂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

祂的翅膀底下; 祂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诗 91:5: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箭,  
 诗 91:6: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KJV: pestilence), 

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诗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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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 91:8: 你惟亲眼观看, 见恶人遭报. 
 

首先, 我们要明白这篇诗的背景和对象, 
主要是关乎弥赛亚(耶稣基督)和以色列民的. 达
秘(John N. Darby)正确指出, 在诗篇 91 篇中, 弥
赛亚(耶稣基督)与以色列民取了“信靠耶和华”的
位置, 以致能成为神完全赐福百姓(以色列民)的
管道. 第 3 至 8 节中论到神的保护, 是给每一个敬

虔的以色列民, 包括那位完美的忠心者(perfect 
faithful One, 指主耶稣基督).32 

 
我 们 的 弟 兄 约

翰 · 菲 利 普 斯 (John 
Phillips)提醒道: “当解释

这些美妙的诗篇时, 我们

需要时常谨记, 这些诗篇

是希伯来诗歌集(Hebrew 
hymnbook)的一部分. 它
们不是福音诗歌(gospel 
songs), 福音诗歌是为那些从各各他(指基督在十

架舍命救赎)起信靠基督的人而写的, 但希伯来诗

歌集并非如此. 这些诗篇是古时的希伯来诗歌, 
主要和本来是属于以色列国民(nation of Israel). 
我们需要运用属灵的识别力(洞察力), 而非宣称

这些应许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保证, 是给于全体

信徒的福利, 包括今日的信徒. 
 
“神在旧约给以色列国民的福气包括国民

性的昌盛 (national prosperity) 和属神的保护

(divine protection). 只要以色列民走在神所喜悦

和命定的道路上, 就没有任何国民可以在战场上

                                                           
32    John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2)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224页. 

打败她, 或成功占领她的土地. 敬虔的犹太人在

危难中可以合法地索取诗篇 91 篇的应许,33 并期

盼即使有千人仆倒在他周围, 阴险的飞箭和毒害

的瘟疫也不得临近他.”34 
 
 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也强调这篇诗

本是关系到以色列国民. 他写道: “诗篇 91:7-8 读

起来像是战场上的情况, 可能直接关系到神给以

色列的圣约应许(covenant promises, 利 26:8; 申
32:30). 在逾越节当晚, 以色列人亲眼看见埃及人

为丧失家中长子而悲痛(出 12:29-30), 他们也目

睹埃及大军死在红海(出 14:26-31), 但以色列人

却没遭到任何灾害.”35 此外, 神曾降十灾于埃及

地, 第五灾就是瘟疫. 摩西对法老说: “耶和华的

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 就是在马、驴、骆驼、

牛群、羊群上, 必有重重的瘟疫. 耶和华要分别

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 凡属以色列人的, 
一样都不死”(出 9:3-4). 结果, “埃及的牲畜几乎

都死了, 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 一个都没有死”(出
9:3-4,6). 
 

“然而, 我们不是旧约的希伯来人(或以色

列民),” 菲利普斯评论道, “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 
神给我们的福气主要是属灵方面的, 而非国民性

或暂时性的. 神没有无条件地保证我们只要敬虔

度日, 就能逃避生活中的惊骇.” 接着, 菲利普斯

讲述他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中的经历; 他与其他孩

子一样, 需要四处躲藏, 避开猛烈炮火. 作为基督

徒并不表示可以免除战争的危害, 在弹雨枪林下, 
许多基督徒丧命了. 菲利普斯失去了所亲爱的人

和基督徒朋友. 
 

                                                           
33   诗 91:3-7 的应许是给敬虔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 
就是那些诚心以耶和华为神、真诚以耶和华为倚靠的人

(诗 91:2). 这点极为重要, 因为圣经清楚记载瘟疫曾多次临

到那些悖逆或不敬虔的以色列百姓, 例如 民 14:37 (“这些

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 民 16:49 (“除了

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 遭瘟疫死的, 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
等等. 对于持续犯罪的以色列国民, 神借着摩西警告他们说: 
“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 直到祂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

的地上灭绝”(申 28:21). 
34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Psalms (vol. 2)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8), 第 32-33 页. 
35   Warren W. Wiersbe, The Bible Exposition 
Commentary: Wisdom and Poetry (Colorado: Cook 
Communications Ministries, 2003), 第 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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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可颂 (A. F. Jackson) 

 

“这一切发生时, 我们如何解释诗篇 91 篇

呢?” 菲利普斯总结道, “按正意解释, 这篇诗是属

于旧约时代以敬虔度日的旧约子民. 神没有应许

我们(指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免除逼迫灾害, 但祂

应许与我们同行, 经过(苦难的)水火和惧怕: ‘看
哪, 我常与你们同在’(参 太 28:20) … 神并没有确

保我们脱离可怕的事; 却应许我们处在可怕的事

当中得着保守.”36  
 
 说到这里, 我们必须讲清楚一件事, 免得

有人误解上述意思: 我们不是说只要是旧约神给

以色列人(神的属地百姓)的话语或应许, 就必然

完全与新约的基督徒(神的属天子民)无关. 事实

上, 神在旧约给祂百姓(以色列人)的应许, 有不少

也同样是给祂在新约的子民(基督徒), 只要这应

许有新约圣经的记载为证; 例如神应许帮助旧约

的以色列人(诗 46:1), 垂听他们的祷告(耶 29:12; 
参 王上 8:33-53), 祂也同样应许帮助新约的基督

(来 13:6), 垂听他们的祷告(约 16:23-24; 腓 4:6-7). 
所以重点是: 新约圣经是否有同样的应许或教训. 
 
 根据这一原则, 我们必须问道: 新约圣经

有记载瘟疫不会临到神新约的子民(基督徒)吗? 
首先, “瘟疫”一词在旧约中出现多达 68 次, 但在

新约圣经只出现 3 次, 就是在 路 21:11; 徒 24:5; 
启 6:8. 在这 3 处经文中, 没有一处是神应许瘟疫

不会临到新约的信徒(基督徒). 事实上, 新约圣经

多处论到基督徒会遭遇很多苦难(约 16:33), 包括

身体上的病痛(腓 2:26-27). 因此, 新约圣经从没

应许瘟疫不会临到基督徒. 若说神应许新约的基

督徒不会感染瘟疫, 这说法是毫无圣经根据的.     
 

另一方面, 我们也必须承认, 历史告诉我

们, 瘟疫曾临到许多基督徒, 包括敬虔的基督徒, 
有者甚至因感染瘟疫而离世. 例如单在 1918 年

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散到

世界各地, 1 年内造成 5 亿人感染, 超过 4,000 万

人死亡, 其中有很多是虔诚的基督徒.  
 
或许有者反驳说这些感染瘟疫而死的, 都

是挂名的基督徒, 虔诚的基督徒是不会感染瘟疫

的 . 但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 , 有许多虔诚爱

                                                           
36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Psalms (vol. 2), 第 33 页. 

主、完全献身的宣道士也感染瘟疫, 甚至因此离

世.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只在此举两个例子. 首先

是英国医疗宣道士嘉可颂
(Arthur Frame Jackson, 
1884-1911). 他于 1910 年

被苏格兰联合教会所差派, 
到中国沈阳从事医疗宣道. 
当时鼠疫爆发,37 为抢救感

染瘟疫的贫苦病人, 他最后

也感染瘟疫, 过了一天就病

逝.38 关于此事, 陈爽写道: 
 

嘉可颂深知这场瘟疫的严重性, 也十分

的注意自己的安全, 工作时穿戴全副的防

疫装备, 随时保持警觉. 同时他也十分照顾

和他一同工作的同工们. 他的父亲已经去

世,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他在家书中完全没

有讲起这件事, 只是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提

起. 但不幸的是, 在连续工作了十天之后, 
1911 年 1 月 24 日清晨, 嘉可颂身体感到

不适, 无法起床, 然后出现瘟疫的症状. 虽
经其他的医生全力抢救, 但也无济于事, 在
次日晚上 8 点 50 分, 嘉可颂溘然长逝, 安
息主怀. 他在沈阳的医疗宣教工作仅仅 10
个星期, 计划中的医学院还没有开学, 他就

已经为了主耶稣基督, 为拯救中国人的生

命, 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年仅 26 岁, 不禁令

人唏嘘.39  
 
 我们也可列举不少奉主名聚会的宣道士, 
他们因爱主而放弃舒适的生活, 去到落后国家为

                                                           
37   1910-1911 年, 东北地区爆发了一场瘟疫, 也就是

俗称的“黑死病”或鼠疫, 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夺走了五万多

条人命. 这场瘟疫发源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一带, 沿着铁

路干线一直向南迅速蔓延. 10 月 12 日瘟疫在满洲里肆虐; 
11 月 7 日蔓延到哈尔滨; 12 月 14 日到长春; 1911 年 1 月

到了沈阳. 由于华人新年将近, 许多人回家过年, 病情难以

控制; 再加上气候酷寒, 人们大都留在室内, 室内环境卫生

较差, 便成了病菌的温床. 更可怕的是瘟疫不仅经由老鼠

传染, 也可由人直接传染给人, 只要呼吸到病人的咳嗽, 就
有可能遭受感染. 感染的症状是发烧、咳嗽、吐血, 不久

就会死亡. 
38   美国医疗宣道士郁约翰医生 (Dr. John Abraham 
Otte, 1861-1910)也于 1910 年在中国厦门染上鼠疫而离世, 
有关他的事迹, 请参 https://kknews.cc/world/y3v3y6j.html . 
39   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jia-kesong . 

https://kknews.cc/world/y3v3y6j.html
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jia-ke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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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殉道时, 也曾感染瘟疫. 例如到非洲西南部国

家安哥拉(Angola)宣道将近半个世纪的威尔逊(T. 
E. Wilson, 1902-1996). 这位在北爱尔兰港市贝尔

法斯特(Belfast)的福音堂聚会的弟兄, 在 1923 年

(21 岁时)离开英国, 到非洲宣道, 建立和帮助那里

的众召会. 他在所著的《亲爱的安哥拉》(Angola 
Beloved)一书中, 提到他多次感染瘟疫.40 根据一

些记载, 威尔逊至少 9 次患上疟疾(malaria, 注: 疟
疾是一种瘟疫 ); 还有一次患上黑尿热病

(blackwater fever), 几乎丧命.   
 
 历史告诉我们, 有许许多多专心靠主、虔

诚爱主的基督徒和宣道士感染了瘟疫, 嘉可颂和

威尔逊只不过是其中两个例证, 嘉可颂甚至因此

丧命. 无论如何,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为何神允许

基督徒感染瘟疫呢? 事实上, 每一位基督徒都会

患上病痛, 连“主所爱的拉撒路”也不例外(约 11:3: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然而, 神在祂所做的每

一件事上都有慈爱(诗 145:17), 好叫人得益(罗
8:28), 叫神得荣(参 约 11:4). 我们可举嘉可颂为

例子. 在嘉可颂的追思礼拜上, 东北三省总督锡

良在奉送抚恤金一万元给他的母亲. 嘉可颂的母

亲将这笔抚恤金全数捐给兴建中的医学院, 用来

栽培中国未来的医生. 锡良总督知道这件事后, 
深受感动, 又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捐献两千元, 用
来为医学院购置更为完善的设备. 后来建成的这

所教会医学院  —  奉天医科大学, 就是现今沈阳

的中国医科大学之前身.  
 
 陈爽写道: “这场瘟疫直到 1911 年 3 月初

才平息, 同年 4 月中国政府召开了一次国际性的

防疫大会, 对这次瘟疫留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

讨. 由于这次的防疫经验, 再加上奉天医科大学

所培养出来的医学人才, 使得在十年后东北再次

爆发瘟疫时(1920-1921), 很快就得到有效的控

制.” 由此可见, 神透过祂仆人染病离世, 成立更

好的医科大学, 培训更多医学人才, 在过后瘟疫

爆发时, 拯救了更多宝贵的生命.41 诚然, 神的道

路高过人的道路(赛 55:9), 远比人的道路更好. 现
在让我们思考以下另一个问题. 
 
                                                           
40   T. Ernest Wilson, Angola Beloved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67), 第 100, 109, 111, 123, 149 页. 
41   参考 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jia-kesong . 

(B)  我们是否应该不理政府的行动管制令而

继续实体地集体聚会? 
 
 在疫情爆发期间, 一些神的仆人和教会领

袖宣称基督徒应该继续实体地集体聚会, 不该理

会政府的行动管制令. 他们当中一些人引证圣经

来支持他们的论点, 例如 来 10:25 说: “你们不可

停止聚会”; 还有彼得所说的: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徒 5:29). 对于持这样看法的人, 我们

承认有不少是热心爱主的圣徒, 我们为着他们爱

神之心、爱主之情而感谢神. 然而, 单凭热心来

爱神是不够的 , 因主耶稣强调爱神不仅要“尽
心、尽性、尽力”(申 6:5); 更要“尽意”(可 12:30: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另
外两本福音书记载相关经文时 , 主耶稣都提到

“要尽意爱主你的神”(参 太 22:37; 路 10:27). 由此

可见 , 在爱神这件事上 , 主耶稣非常重视“尽
意”(with all your mind)这一部分, 为何如此呢?  
 
 原来在爱主爱神方面, 神要我们“心意两

全”  —  不要我们把“心”(情感)和“意”(理智)分开. 
因为只有热心爱神却不理智思考和明白神的旨

意, 便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  会害人害己! 例如

彼得就因热心而拦阻主耶稣上十架(太 16:22-23), 
但此举却是破坏神的计划. 再举一例, 保罗归主

前就因热心爱耶和华神和坚守犹太教而逼害主

耶稣的门徒(加 1:14; 徒 9:1-2). 简之, 真正爱主的

人是“心”(heart, 情感)要对主火热(罗 12:11), 可是

“意”(mind, 理智)要冷静地思考和明白主旨意, 正
如某位苏格兰传道人(即 John Blackadder)墓碑上

所刻着的那句名言: “热心使他心胸火热; 理智使

他头脑冷静”(zeal warmed his breast, and reason 
cooled his head). 这样才能“心意两全”的爱主, 也
是 申 6:5 所谓“尽心爱主”的真正意思.42   
                                                           
42   申 6:5 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神.” 这节的“心”常指人内在情感的部分, 如心情、情绪、

情感皆出于心. 值得注意的是, 以上的“心”在希伯来文是 
lêbâb {H:3824}, 其意也包含了“心意(heart)、思想(mind)、
意志(will)”, 可译作“心思”. 正因此故, 主耶稣在新约圣经论

及这段经文时(太 22:37; 可 12:30; 也参 路 10:27-28), 都加

入“尽意”(mind)一词(希腊文: dianoia {G:1271} ). 希腊文 
dianoia 一词意即“思想、理解力、聪智、意念”, 它强调头

脑的思考、分析理解和理智判断, 但这些意思其实早已包

含在 lêbâb 一词的丰富含意中. 因此, 主耶稣引述 申 6:5 时

“看似加添”了一项“尽意”, 但祂并非加添神的话(申 4:2), 而

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jia-ke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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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悲的是, 我们看见有些神的仆人或教会

领袖因“热心”而要求信徒继续实体地到教堂群聚, 
结果有些信徒, 包括一些教会领袖本身, 都感染

了瘟疫(新冠肺炎), 更糟的是, 他们把病毒传给别

人, 包括非信徒的家人、亲友和他们所接触的其

他人, 甚至有不少严重扩散、危害整个社区的例

子. 这使不了解基督信仰的社会人士把许多正统

信仰的教会等同于韩国大邱的异端教会  —  “新
天地教会”,43 严重破坏信仰纯正的教会在日后的

福音事工. 这就是“尽心”却不“尽意”爱主的结果, 
像彼得一般中了撒但的诡计, 破坏神的计划. 
 
 在“尽心尽意爱神”方面, 主耶稣肯定是我

们完美的榜样. 在拉撒路复活的事上, 主耶稣吩

咐人挪开大石, 解开包裹的布, 因为那两件事是

人能做到的事. 主耶稣在此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

处事原则: 在人做得到的事上, 人就该尽自己的

责任做好. 在人做不到的部分(叫拉撒路复活), 那
就是神的主权, 所以只好交托给神, 让神按祂的

主权亲自工作, 照祂的美意行事.  
 

圣经记载魔鬼曾三次试探主耶稣. 事实上, 
主耶稣受魔鬼试探不止这三次(可 1:12: “四十天

受撒但的试探”), 但圣经特别记载魔鬼引证诗篇

91 篇来试探主, 而这篇所谓的“弥赛亚诗篇”的第

3 和第 6 节就论到神会保守以色列的忠信者脱离

“瘟疫”之灾! 我相信这

关联不是偶然, 而是神

要借此教导我们基督徒

在疫情中学习“弥赛亚”
主耶稣的美好榜样.  

 
我们读到魔鬼引证诗篇 91 篇, 叫主耶稣

从殿顶跳下去, 并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

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
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路 4:10-11). 神的应许其

实是: “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
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诗 91:11-12). 神所应许的保护是在

主所“行的一切道路上”, 而不是主“从殿顶跳下

去”时会保护祂. 主耶稣按着这方面的正意来解

                                                                                                     
是正确解释神的话  —  阐明“尽心”( lêbâb )在希伯来原文

所蕴含的意义  —  “尽心”(情感方面)又“尽意”(理智方面). 
43   有关“新天地教会”, 请参本期的“福音亮光”专栏. 

释诗篇 91:11-12, 清楚明白神上述的心意, 所以祂

没有跳下去, 并回答魔鬼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

主你的神”(路 4:7). 主耶稣在此教导我们: 在神没

有应许的事上, 神要我们用理智去尽人该尽的本

分, 这是“尽意爱神”的表现, 不然就是试探神了. 
 
换句话说, 神既然没有应许保守新约的基

督徒不感染瘟疫, 而新冠肺炎能感染基督徒, 也
能经由他们传给别人, 甚至散播病毒, 危害社区, 
所以按照“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原则, 基督徒就该

用理智去尽人该尽的本分, 遵从政府的行动管制

令, 作适当的社交隔离  —  这一切是人所能做的, 
也是该做的. 若基督徒在神没有应许的事上仍然

罔顾安全, 任意行事, 就是试探神了! 就如我们晚

上能够锁门却故意不锁, 反倒打开家中所有的门, 
然后宣称主会保守信靠祂的人, 这样做其实是试

探主, 而非信靠主.44 试探神是严重的罪! 
 

总而言之, 我们要尽心也要尽意爱神, 而
“尽意爱神”的表现是: 先要明白主的旨意  —   按
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按着正意, 诗篇 91 篇是给

以色列忠信者的应许; 神从没应许基督徒不会感

染瘟疫. 既然基督徒可能会感染新冠肺炎, 然后

再传染给别人, 那么基督徒漠视管制令而鲁莽群

聚, 就是把自己暴露在感染瘟疫的风险中, 也可

能本身感染后再传给非信徒, 这是违反“爱神爱

人”的原则. 有鉴于此, 基督徒应该遵守行动管制

令, 因为这才是“爱神爱人”的正确表现, 也是主的

心意.   
 
后记: 对于打压基督信仰的犹太当权者, 使徒彼

得说: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 5:29). 值
得留意的是, 马来西亚和许多国家的政府所宣

布的行动管制令不是为要打压基督信仰, 因为

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士也不能群聚, 而且行动管

制令不是为要阻止福音传扬, 而是避免疫情恶

化, 是“爱邻舍”的表现, 所以我们不能引用“顺
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为论据 . 此外 , 来
10:25 论到“不可停止聚会”是指在“平常情况

下”故意停止聚会, 因下一句说“好像那些停止

惯了的人”. 换言之, 这节经文不适用于疫情爆

发的“非常时期”(非正常或平常的情况下).  
 

                                                           
44   真正的信心是抓紧神的应许(来 11:8: “因着信… 
就遵命[指遵照神话语的应许或吩咐]出去”), 而非凭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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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马丁  
(Walter S. Martin) 

 

 
 

茜维丽雅·马丁  
(Civilia D. Martin) 

 

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12) : 

祂既看顾小麻雀 
 
 1904 年 , 一位美国纽约的牧师马丁

(Walter Stillman Martin, 1862-1935)45和他的

妻子来到纽约州居住. 他们的邻居杜利德(另
译“杜立德”, Mr. & Mrs Doolittle)是一对非常

特别的夫妻, 先生严重跛脚, 以致需要坐轮椅. 
至于他的太太, 已卧床近 20 年了! 论到他们

这对人们眼中可怜的

病夫病妻, 现任台湾辅

仁大学医学院教授的

施以诺博士写道: “然
而, 他们并没有成为一

对怨偶, 笃信基督的他

们却依旧非常喜乐, 甚
至常鼓励旁人要乐

观、要正向思想(指思

想要正面积极).” 
 
施以诺指出, 有

一天, 当马丁夫妇拜访

这对令人钦佩的夫妻

时, 马丁先生终于忍不

住问道: “到底是什么

原因, 让您们每天都能

保持这么喜乐?” 杜利

德太太笑了笑, 用一段

圣经上的话回答: “祂
既看顾麻雀, 也必同样

看顾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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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利德太太讲的这句话出自马太福音

第 10 章: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 若是

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

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 不要惧怕, 你
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太 10:29-31) 

虽然这是一句令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话, 
但由身患重病的杜利德太太口里说出, 让马

丁的妻子茜维丽雅(Civilia D. Martin, 1869-
1948)46听了大受感动! 于是回家后, 便引用圣

经的这段经文, 再加上自己的诗句, 写下了这

首“祂既看顾小麻雀”(英文歌名: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歌词如下:    
 

1. 为何幽思满心头? 为何抑郁苦愁? 
为何眼前黑茫茫, 远路寂寞悠悠? 
已有良友主耶稣, 蒙主应许万福; 
祂既看顾小麻雀, 深知我必蒙看顾; 
祂既看顾小麻雀, 深知我必蒙看顾; 
 
副歌:  我唱因我得自由, 

我唱因我欢乐; 
主既看顾小麻雀,  
深知祂更看顾我.  

 
                                                           
46   茜维丽雅(Civilia D. Martin)于 1869 年 8 月 21 日生

于加拿大东部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 在她嫁给马丁

(Walter Stillman Martin)之前, 是一名教员并研习音乐. 婚后

协助丈夫的牧养和布道事工, 两人合作写了不少圣诗, 其中

最知名的就是“天父必看顾你”, 而上期《家信》的“圣诗歌

颂”专栏就介绍了这一首歌, 以及它的写作背景, 请读者参

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6/圣歌简介 11-天
父必看顾你 . 

http://www.nethymnal.org/bio/m/a/r/martin_ws.htm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6/圣歌简介11-天父必看顾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6/圣歌简介11-天父必看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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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闻救主相叮咛: “你心不要忧愁!” 
心中忧疑顿澄清, 安然靠主护佑; 
虽我循主手指引, 仅见脚前一步, 
祂既看顾小麻雀, 深知我必蒙看顾; 
祂既看顾小麻雀, 深知我必蒙看顾. 
 

3. 无论何时遇试探, 阴云重重遮掩, 
正当歌唱成哀叹, 盼望转成虚幻, 
我就靠近主耶稣; 唯主除我忧苦; 
祂既看顾小麻雀, 深知我必蒙看顾; 
祂既看顾小麻雀, 深知我必蒙看顾.47 
 
黄瑞西写道 : 

“神的儿女最大的福

气, 就是拥有一位在

天上的父. 这位天父

与地上的父截然迴异, 
祂不但赐给我们生命, 
也眷佑我们. 地上的

父会软弱, 天上的父

永不疲倦. 祂就是‘看顾人的神’(创 16:13).” 
 
黄瑞西解释说, 神的看顾有两大特点, 

其一是“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

而战兢的人”(赛 66:2), 谦卑悔罪的心, 神必不

轻看, 高傲的人, 神必不眷佑. “耶和华虽高, 
仍看顾低微的人 ; 祂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

人”(诗 138:6); 其二, 祂的看顾是超越时空的

限制,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箴 13:5), 祂
的膀臂并非缩短, 不用担心祂会疏忽. 祂知道

你一切光景, 祂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 46:1). 
主耶稣用麻雀的比喻, 说明天父看顾的真理, 
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 祂既看顾微弱的

麻雀, 岂不看顾按祂形像造的人?”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也有论到麻雀, 说: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

子吗? 但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

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

                                                           
47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第 360 首. 

多麻雀还贵重!” (路
12:6-7). 有者说圣经

有矛盾! 太 10:29 说

两个麻雀卖一分银

子 , 那么五个麻雀

岂不是卖二分半银

子, 为何 路 12:6 说五个麻雀卖二分银子呢? 
其实不是矛盾, 而是“买四个麻雀就免费多送

一个”. 然而, 就是这一个没有商业价值的麻

雀, 主耶稣强调说: “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忘

记.” 若神连这一个麻雀都看顾, 祂岂不更看

顾每一个属于祂、信靠祂的人吗?   
 
施以诺指出, 如果您在街上看到一个小

孩子被母亲牵着或抱着 , 您跑去问其母亲: 
“给你多少钱, 会愿意把孩子卖给我?” 她一定

瞪大眼, 抱起自己的小孩回呛: “再多的钱我

都不买!” 可不是吗? 两只麻雀才卖一分银子, 
这种在人眼中廉价的动物, 天父尚且养活它

们, 更何况是无价的人? 就是这样的信念, 让
杜利德夫妇不但喜乐地面对自己的病情, 甚
至还能安慰、鼓励旁人. “天父尚且看顾麻雀, 
你不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吗?” 愿这句话能成为

您我忧愁、患难时的激励.48 
 

 

“真信心以主的话为知足, 

一得主的话就满足了, 

不要再求什么.” 

—  许志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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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9 页. 也参 
黄瑞西著, 《岁首到年终》(加利福尼亚: 美国荣主出版社, 
2000 年再版), 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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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人物              科林·哈戚森(Colin Hutchison) 

 

先知哈该 

与撒迦利亚 
 
(A) 先知哈该 (哈该书 1:1-2, 23) 
 对于哈该的背景, 我们所知不多, 只知道

他是神在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余民从巴比伦归

回之后所兴起的一个先知. 此事也记载于以斯拉

记. 哈该显然是一个与神亲近相交之人, 所以得

着神的托付, 去把神的启示传给祂的百姓. 哈该

的事奉满有力量, 感化他那世代的人, 看见他们

的心被激动, 去在生活中作出调整. 
 
 神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土, 他们期盼

过更好的日子. 一些工商活动运作后, 百姓开始

追求财富. 为赚钱而忙碌的生活占据了百姓的时

间, 消耗他们的精力, 但结果不如人意(哈 1:5-
6).49 虽在物质上感到失望, 百姓却不省察自己, 
找出他们不成功的原因.  
 

就在这关键

时刻, 神兴起哈该, 
带着终极的神圣权

柄: “现在万军之耶

和华如此说: 你们

要省察自己的行

为”(哈 1:5). 他们劳

苦缺乏成效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冒犯了神, 把一

切时间精力投资在物质的利益, 却让神的殿荒凉.  
 
哈该毫不妥协

的作先知传讲预言; 他
不理百姓所用的借口 , 
只忠心地传讲神的话 . 
他攻击百姓自满的情

绪, 命令他们建造神的

家(注: 哈 1:2,4,8,14 译

                                                           
49   哈 1:5-6: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省察

自己的行为. 你们撒的种多, 收的却少; 你们吃, 却不得饱; 
喝, 却不得足; 穿衣服, 却不得暖; 得工钱的, 将工钱装在破

漏的囊中.” 

为神的“殿”在原文是神的“家”, KJV: house). 耶和

华的话语最终激动众领袖、众祭司和众百姓, 这
点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 在建造神的家

方面, 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 这运动的成果

逆转了神对待祂百姓的行为. 本是没有出产的地

已经有所生产, 百姓经历到复苏(哈 1:6-9,13). 圣
殿(神的家)在第一章的遗弃与荒凉景况, 到了第

2 章已变成荣耀与和平之处, 并且“这殿后来的荣

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哈 2:9). 这点可能是指将

来荣耀的基督本身要亲自在圣殿范围内行走. 
 
哈该是一个目标简明和信息简洁之人, 但

他明确击中要点. 他把耶和华的信息给与耶和华

的百姓, 结果耶和华的圣殿被建起来, 使耶和华

得着喜乐和荣耀(哈 1:8). 愿我们也得着鼓励, 去
执行这尊贵的操练  —  建造神的家, 并在我们自

己的日子和世代看到相同的结果. 就在这操练上, 
我们拥有神的应许 : “耶和华说 : 我与你们同

在”(哈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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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先知撒迦利亚 (亚 1:1-6; 14:1-21) 
 撒迦利亚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亚
1:1)开始领受神的预言, 这让我们可以把他作先

知讲道的事奉放在上述哈该讲道事奉的两个月

后. 撒迦利亚深知他那时代的迫切需要, 所以他

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

引述悲惨的历史事实

来与百姓辩论.  
 
 撒迦利亚引述

主耶和华的话: “你们

要转向我 ”(亚 1:3). 
他以此提醒有关他们的上一代也同样面对主这

样的吩咐, 却不听从主的话(亚 1:4: “不要效法你

们列祖. 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 万军之耶和华

如此说: ‘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他们

却不听, 也不顺从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主的话

不会落空, 明显可见的证据, 就是神的审判临到, 
他们的地变为荒凉, 而这些列祖也死在叛逆中.  

 
撒迦利亚重视这段历史, 他领受耶和华的

话后, 便恳求百姓不要重犯上一代的同样错误, 
重蹈覆辙, 反倒应该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使到这

一代的百姓能蒙神赐福, 被神使用.  
 
神用异象和异梦向撒迦利亚说话, 就是在

他清醒和睡觉, 白天和晚上的时候向他说话.50 撒
迦利亚是一个经常不断与神亲密相交之人. 他事

                                                           
50   先知撒迦利亚从神领受和写下了八个异象: (1) 番
石榴树中骑红马之异象(1:7-17); (2) 四角和四匠人之异象

(1:18-21); (3) 准绳量圣城之异象(2:1-13); (4) 大祭司约书亚

脱去污秽衣服之异象(3:1-10); (5) 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之

异象; (6) 咒诅的飞卷之异象(5:1-4); (7) 量器中的罪恶妇人

之异象(5:5-11); (8) 四马车之异象(6:1-8). 

奉的时间似乎比哈该更长; 他不仅看到他那时代

的情况和需要, 他也领悟到神对祂的以色列百姓

所安排的绝对计划. 他的先知事奉与以赛亚相似, 
意思是他们蒙神带领, 去了解基督在千禧年荣耀

之日所将得的至高地位.  
 
在这方面, 我们读到撒迦利亚把基督描写

成一位高升者, 从地上非常卑微环境的婴孩, 高
升到那位承受荣耀者. 撒迦利亚本是祭司, 过后

被呼召作先知, 但他像以西结一样, 从不忘记这

些与地上圣所有关的事.  
 
或许在他的预言中, 一个最为熟悉的引言

是: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

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6). 这个信

息是为要鼓励(而非责备)撒迦利亚. 那些为神建

造之人有时会疲乏困倦, 甚至感到失望沮丧. 但
这句话是个保证, 并且随之附上一个命令, 就是

所开始的这工作肯定会完成(参 亚 4:9: “所罗巴

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 
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所罗巴伯所建好的圣殿比先前所罗门的

圣殿较小. 有些人因此倾向悲观, 并藐视这重建

的较小圣殿. 神警告这些人: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

小呢?”(亚 4:10). 神让撒迦利亚这个有异象之人

看见两棵橄榄树和两根橄榄枝, 象征着圣灵的运

动(指圣灵所将进行的工作). 这个启示鼓舞了撒

迦利亚, 给他带来盼望.51 
 
 
 

                                                           
51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with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57 和 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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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灵修        枝子 
 

返朴归真 
在疫情中 

对敬拜的反思 
 
 
(A) 引言 

新冠肺炎病毒(或称: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席卷全球, 至今(6 月 11 日)全球累积

死亡人数已超过 41 万人, 确诊病例高达 7 百 48
万宗.52 为了对抗疫情, 许多国家采取不同程度的

隔离措施和行动管制, 包括软硬封城, 甚至锁国. 
马来西亚政府也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开始实施行

动管制令. 在各国政府的行管令下, 许多国家的

宗教场所(包括教堂)不允许聚会, 许多教堂也停

止主日的敬拜聚会(或称“崇拜聚会”).53  
 
在这段期间, 主日早晨的教堂是空荡荡的, 

因为信徒不能去教堂实体聚会, 只能在家敬拜. 
但严重的问题来了! 不少宗派的牧师或圣职人员

异口同声地表示, 他们所牧养的很多信徒无法在

家中进行敬拜, 因为这些信徒在没有唱诗班的歌

声、没有音乐的伴奏、没有牧师的主持、没有

                                                           
52   根据《星洲日报》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所报导的

冠病疫情数据, 截至 6 月 11 日, 全球死亡人数是 419,560
人, 确诊病例高达 7,487,297 宗. 美国在这两方面的人数高

居首榜, 共 2,066,860 人确诊, 115,157 人死亡.   
53   圣经对此聚会的称呼是“主的晚餐”(林前 11:20). 
此聚会主要目的是借着擘饼饮杯来记念主耶稣, 所以另一

个合乎圣经的名称是“擘饼聚会”或作“擘饼记念主聚会”. 
由于在此聚会中, 信徒对主真诚的记念会产生最多与最高

的敬拜, 故也称为“敬拜聚会”(worship meeting). 大部分宗

派将英文的“worship”一词译作“崇拜”, 故把这主日早晨的

聚会称为“主日崇拜”. 笔者记得年少时, 承蒙召会的长老们

所提醒, “敬拜”是一个专属“拜神”的名词, 但“崇拜”一词可

包含对人的崇拜, 例如“英雄崇拜”或“崇拜某某人”(adore 
someone), 所以为了更正确地表达圣经的概念, 我们应该采

用中文圣经的词语  —  “敬拜”, 而不是“崇拜”. 夏忠坚在其

所著的《敬拜人生: 我活着是为敬拜》(道声出版社, 2004
年, 第 3 页)也赞同上述看法, 认为“崇拜”应正名为“敬拜”.   

教堂的敬拜气氛之下, 他们无法享受敬拜, 甚至

根本无法敬拜神. 面对上述问题的不只是初信徒, 
连那些聚会多年的信徒, 也有如此感受.       

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 为什么没有唱诗

班的歌声, 没有音乐的伴奏, 就不能敬拜? 圣经第

一次出现“敬拜”(worship)一词是在 创 22:5 (亚伯

拉罕要献以撒时, 带着以撒去敬拜神),54 那里根

本没有唱诗班, 也没有音乐伴奏, 没有牧师主持, 
更没有所谓“教堂的敬拜气氛”, 但是亚伯拉罕却

可以敬拜神. 新约第一次提到“敬拜”时也没有这

些, 却可以敬拜(太 2:11; 注: 东方博士们找到孩

童主耶稣, 在祂面前俯伏和敬拜).  
 

回到上述种种问题: “没有唱诗班的歌声, 
没有音乐的伴奏, 我很难敬拜神”、“没有牧师或

专人主持和带领, 我难以敬拜神”、“没有教堂那

种敬拜的气氛, 我很难进入敬拜神的状况”等等, 
看来不少信徒对敬拜有很大误解, 又或者说, 现
今许多宗派或教会的敬拜已注入太多附加元素, 
导致敬拜失真(失去了它的纯真), 甚至变质了. 是
时候我们“返朴归真”, 归回那合乎圣经、属于新

约时代信徒纯朴真实的敬拜了! 
 
 
(B)  对于敬拜的误解 

什么是“返朴归真”呢? “返
朴归真”意即去掉外在的装饰, 恢
复原来的纯朴状态. 它比喻恢复

原来的简朴纯真状态(simplicity, 
纯朴性质).55 要返朴归真, 就要认

                                                           
54   创 22:5: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

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 
55   “返朴归真”的近义词是“返璞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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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P. Gibbs 

清什么是纯朴真实的敬拜.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

必须先认清什么不是纯朴真实的敬拜. 
 

对许多人而言, 敬拜等同于音乐. 有乐器

弹奏, 或唱诗班的歌声, 才是敬拜. 这是极大的误

解. 事实上, 未有音乐以前已有敬拜. 音乐是在犹

八出生后才被发明的(创 4:21), 但在犹八之前, 人
类(例如亚当、亚伯等)已开始敬拜神. 倘若敬拜

只限于音乐, 那些不懂音乐的人就不能敬拜了. 
更糟的是, “敬拜”常被误用来形容某种格调的音

乐. 有人说: “我喜欢节奏快的赞美诗歌, 但最欣

赏慢板的敬拜诗歌.” 这种将节奏快、音量大或

用铜管乐器奏出的称为“赞美”, 而缓慢、优静或

用琴伴奏的称作“敬拜”, 都是误用了“敬拜”一词. 
 

另一个对敬拜

的误解是在于敬拜的

动机或目的. 常听人

说: “我很喜欢今早的

敬拜, 我从中获益不

浅.” 又或者说: “在今

天的敬拜中, 我毫无

得着.” 但事实上, 我
们敬拜不是为求自己得益. 我们敬拜神时, 目的

是要讨神喜悦, 而非让自己开心; 是要叫神得着

荣耀, 而非使自己得着益处. 有时, 我们在教堂外

读到一些告示, 邀请人参加聚会: “请来与我们一

同敬拜”, 可是参加聚会时, 却发现只是一堂讲道. 
就算那堂讲道确实造就了信徒, 叫人获益, 但它

却不是敬拜. 
 

也有人认为事奉神就是敬拜神, 其实不然. 
主耶稣在 太 4:10 说: “撒但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

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事奉祂.” 这节教导两

个重要真理: (1) 真正的敬

拜必然产生专一的事奉 ; 
(2) 真正的事奉必须由敬

拜获取动力. 由此可见, 敬
拜与事奉两者息息相关 , 
但 我 们 的 弟 兄 吉 布 斯

(Alfred P. Gibbs)贴切指出

它们的差别: 事奉(Ministry)
是“由上而下” —  由父神借着神子, 靠着圣灵的

能力, 通过神所赐予恩赐的人  —  来表现出来; 

而敬拜则是“由下而上”  —  由信徒靠着圣灵的能

力, 借着神子, 上达父神面前  —  来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误解, 华理克(Rick Warren)认为

祷告和赞美都是“敬拜的行动”.56 事实上, 它们虽

说是敬拜中常有的表现, 可是并不同等于敬拜. 
有关这三者的区别, 吉布斯(Alfred P. Gibbs)贴切

指出, 按广义而言, 祷告祈求(prayer)时, 心灵注重

的是人的需要; 赞美称颂(praise)时, 心灵注重的

是神的赐福; 敬拜(worship)时, 心灵注重的是神

本身. 一般的看法是, 祷告祈求和赞美称颂可以

调和在敬拜之中; 但严格来说, 两者都分别没有

敬拜的成分. “主啊, 救我的灵魂”是祷告祈求; “感
谢主拯救我的灵魂”是赞美称颂; “主啊, 因祢的

缘故我感谢祢”是敬拜.57 换言之, 一个人就算没

有看到神回答他的祷告祈求, 没有领受神赐给他

的福气, 他也可以(更正确地说“也应该”)敬拜神, 
因为“神本身”原本就是唯一配得敬拜的.  
 

吉布斯举个比喻帮

助我们清楚分辨三者微妙

的差别. 有个人失足掉入

河里, 这个不懂得游水的

人大声呼喊: “救命! 救命! 
救救我啊!” 这犹如祷告祈

求. 刚好一位绅士听见求

救声, 便冒险跳入河中把

他救起. 获救者满怀感激

称谢道: “阁下英勇过人, 救我一命, 在下感谢不

尽.” 这是赞美称颂; 当罪人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

督为拯救他的灵魂而死在十架上, 因而接受祂为

救主时, 便满心感激, 赞美称颂神的救赎.  
 
过后, 那位绅士邀请获救者明晚到他家中

吃顿便饭. 获救者按时到达, 令他诧异的是, 他的

救命恩人住的是城中最豪华的房子. 仆人开门领

他进了客厅, 主人即出相迎, 仪表大方, 招待殷勤. 
                                                           
56   华理克(Rick Warren)认为祷告、读经、歌颂、认

罪、静默、听道、笔记、奉献、洗礼、圣餐、签委身卡、

向其他人问安, 都包括在敬拜内; 他甚至认为日常生活中的

每一项活动都可成为敬拜【参  华理克著 , 杨高俐理译 , 
《标竿人生》(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 2004 年二版), 第 73 和

75 页】, 但这是把敬拜的定义过于笼统化. 
57   Alfred P. Gibbs, Worship: The Christian’s Highest 
Occupation (Kansas: Walterick Publishers), 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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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开始, 餐桌上菜式款款佳美, 主人灵巧引导

话题. 膳后, 客人被主人的高贵情操深深吸引. 主
人的仁慈、学问、智慧、风度、谦和, 给客人留

下深刻印象. 换言之, 他现在所欣赏的, 是主人品

格的内在价值和道德美, 完全与他的救命之恩无

关. 当然, 他没有一刻忘怀主人的救命大恩, 可是

他现在更欣悦他的为人. 当他与主人来往愈多, 
欣赏的心便愈深切. 
 

这比喻说明“祷告祈求神”和“赞美称颂神”
与“敬拜神”三者之间的微妙区别. 信徒忘不了基

督流血代死的救赎大恩, 可是当他更亲密地认识

主时, 圣灵透过神的道将主全然美丽和无比尊荣

的性情显明. 信徒感激救主的心情, 愈来愈被那

欣赏主荣美位格(person)的心情所掩盖. 信徒与主

深切交往, 亲身体验, 惊讶道: “我的良人… 超乎

万人之上… 他全然可爱”(歌 5:10,16).58 
 
 
(C)  认清敬拜的定义 

“敬拜”一词就像圣经

中许多其他伟大词汇, 如“恩
典”、“怜悯”和“爱”等等, 很
难写出淋漓尽致的定义. 这
些词汇的意思宛如玫瑰的

香气、蜂蜜的甜美, 亲身经

历总比文笔描述来得容易 . 
无论如何, 为了帮助大家明

白什么是敬拜, 以下列举一

些对敬拜的定义:  
 
1) “敬拜是心中被神所占据或充满; 不注视人的

需要或神的福气, 乃注重神自己.” 这定义显

明敬拜与祷告祈求和赞美称颂的分别; 例如

大卫所说: “主耶和华啊, 祢本为大, 照我们耳

中听见没有可比祢的, 除祢以外再无神”(撒下
7:18-22). 

2) “敬拜是心灵在神面前安息的流露.” 这定义表

示敬拜者有意识地在神的面前默静安息, 心
灵被神的荣美所吸引和感动而流露仰慕尊崇

之情(注: 此定义表明人能在无声中敬拜神). 
3) “敬拜是心灵向上涌出(upspring), 因已明白圣

父的赐予, 圣子的救赎和圣灵的内住.” 这定
                                                           
58   同上引, 第 26-28 页. 

义对新约基督徒最具意义, 但这定义不适用

于旧约的信徒, 因他们未能清楚认识三一神

的真理和救赎. 
 

简而言之, 敬拜是“心向着神、心充满神”. 
有者表示 , 敬拜 (Worship)一词在英文可读作

“Worthship”(意即“配得”), 因为敬拜是归给那位

配得敬拜之神. 启示录第 4 章描述天上二十四位

长老俯伏敬拜那坐

宝座的真神, 说: “我
们的主 , 我们的神 , 
祢是配得荣耀、尊

贵、权柄的, 因为祢

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

物是因祢的旨意被

创造而有的”(启 4:11). 启示录第 5 章有成千上万

的天使环绕羔羊, 大声说道: “曾被杀的羔羊, 是
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

颂赞的”(启 5:12). 在这两次的记载中  —  前者强

调神的创造, 后者强调神的救赎  —  两者都没有

半点的祈求, 这是敬拜最纯朴真实的情景, 因敬

拜者的心灵向着神、充满神, 只把尊崇归给那唯

一的配得者. 59 
 
 
(D)  纯真敬拜的要素 

“纯真”(纯朴真实)的敬拜应该具有什么要

素(element)呢?60 人常注重的是外表的礼仪或外

在的因素, 正如撒玛利亚妇人提到敬拜的课题时, 
她所注重的是敬拜的地点  —  到底应该在耶路

撒冷的锡安山, 还是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61 但
主耶稣纠正她说: “神是个(原文无“个”字)灵, 所
以拜祂的, 必须用心灵(in spirit)和诚实(in truth)拜
祂”(约 4:24). 值得注

意的是, “诚实”一词

的希腊原文在新约

中常译作“真理”, 所
以这句话可直译为: 
“必须在灵里面和在

真理里面敬拜祂”.  
                                                           
59  同上引, 第 15-18 页. 
60   要素(element)是指事物必须具有的实质或本质. 
61   神曾在基利心山(Gerizim)陈明“祝福的话语”(申
11:29), 所以此山被撒玛利亚人视为福地, 作为敬拜神之处.  

 

“父神是敬拜的对象, 
基督是敬拜的内容, 
圣灵是敬拜的力量.” 

—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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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这句话道出当时敬拜的两大问题, 也
是我们今日面对的挑战. 我们在美国的弟兄菲利

普斯(John Phillips)适切指出, 真正的敬拜必须“用
心灵”(in spirit, 原文直译为“在灵里”). 犹太教主

义(Judaism)主要是关乎礼仪条文的敬拜, 而非用

心灵敬拜. 它所关注的是各种条例、礼仪、仪式

或典礼, 诸如献祭的种种条例、节期的各种仪

式、守割礼和安息日等等. 但神所要的不是这一

切外表的礼拜, 而是心灵的敬拜.  
 
此外, 真正的敬拜也必须“用真理”(in truth, 

原文直译为 “ 在真 理内 ”). 撒玛利亚 主义

(Samaritanism)主要是在虚假中敬拜, 而非在真理

内敬拜, 因为撒玛利亚人在敬拜上混杂了许多不

同宗教的想法和做法,62 不照旧约圣经所记载的

去行, 而圣经乃是神的道, 神的道就是真理(约
17:17). 

 
主耶稣把撒玛利亚妇人的思想提升到父

神所要求的真敬拜  —  在灵里面和真理里面的

敬拜. 要做到这点, 她需要被圣灵重生, 使她能够

靠着圣灵在灵里敬拜; 她也需要得着有关神儿子

主耶稣的完备启示, 使她能够在真理里面敬拜. 
事实上, “在真理里面敬拜”与主耶稣紧密相关, 卡
森(D. A. Carson)将它解释为“对主耶稣有个人方

面的认识, 并遵照那位‘道成肉身’的神的道(主耶

稣); 祂就是神的真理, 忠诚地阐解神本身, 并忠实

地实现神救恩的旨意.”63 
 
在疫情中的反思是: 我们现今的敬拜是否

像犹太教主义, 把重点放在外表的礼仪或外在的

因素? 我们是否要靠音乐的伴奏来刺激感官, 鼓
动情绪, 像
在音乐演

奏会或歌

星演唱会

上所看到

的 情 形 ? 

                                                           
62   John Phillips, Exploring the Gospels: John 
(Neptune,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89), 第 90-91 页. 
撒玛利亚人虽有旧约圣经的摩西五经译本, 却不完全遵照

摩西五经的教导去行, 并且拒绝其他旧约圣经的书卷. 
63   D. 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第 225 页. 

不信主的世人会在美妙音乐下感动流泪, 或在强

劲音乐下激动欢呼, 但这仅属血气或肉体的反应, 
与圣灵在灵里的感动无关. 父神所要的, 是敬拜

者靠着圣灵在他们心灵里面动工, 赐他们力量去

敬拜神.  
 
另一方面, 主耶稣曾说: “我就是真理”(约

14:6). 诚然, 主耶稣是真理的化身, 是敬拜中不可

缺少的要素. 新约圣经第一次提到敬拜时, 记载

东方博士们献上的三种礼物: 黄金、乳香和没药

(太 2:11).64 众博士所献的礼物可能不止这三件, 
但圣灵特别记载这三件礼物, 因为它们适切地述

说有关主耶稣的三大真理:  
 
1) 黄金述说主耶稣尊贵荣耀的神性: 圣所中的

圣器都是金制或镀金的, 因金象征神荣耀光

辉的神性. 主耶稣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像”(来 1:3), 是“神在肉身显

现”(提前 3:16; 也参 罗 9:5; 约 1:1; 腓 2:6).  
2) 乳香述说主耶稣圣洁无罪的人性: 乳香的颜

色越白, 它的价值越高. 乳香经过火的焚烧, 
就发出浓厚香气的烟雾. 耶稣基督在世为人

时, 其人性经过各种火炼的试探, 却没有犯罪

(来 4:15; 也参 来 7:26; 林后 5:21; 彼前 2:22; 
约壹 3:5). 这点仿佛乳香被火焚烧, 发出浓厚

香气, 达到神的面前, 讨神喜悦. 
3) 没药述说主耶稣十架受苦的代死: 没药的味

道特别苦, 古时用于尸体的防腐(参 约 19:39-
40), 与死亡有关. 因此, 没药可象征耶稣基督

在十架上为我们的罪受尽痛苦, 成为神的代

罪羔羊(约 1:29), 为我们代死. “祂被欺压, 在
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祂像羊羔被牵到宰杀

之地…”(赛 53:7).     
 
我们现今在信徒集体或个人私下的敬拜

时, 是否有以主耶稣基督为敬拜的要素和中心呢? 
若我们的思想只集中在神赐给我们的健康、生

活需用、物质财富、属灵恩赐, 甚至救恩和永生, 
却没有向神述说祂的爱子主耶稣的“所是”(who 
He is)和“所为”(What He has done)  —  祂荣耀的

神性、无罪的人性和受苦的代死等等, 这就不是

                                                           
64   太 2:11: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 
就俯伏拜(worship)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乳香、没
药为礼物献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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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神所要的敬拜, 因它不是 约 4:24 所谓的“在真

理里面”(用真理)敬拜神, 不是“用主耶稣这位活

着的真理”来敬拜神.   
 
简而言之, 若要敬拜神, 心中必须充满神, 

特别是充满有关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所是所为”, 
这样才能向神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太 2:11). 
因此, 在敬拜神以前, 我们必须抽出时间认真阅

读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的经文或文章, 并对基督加

以默想, 仔细揣摩祂的“所是所为”. 若弟兄姐妹缺

乏这方面的资料, 可上马六甲福音堂的《家信文

库》网站, 点击“本期主题”,65 阅读里面的文章(注: 
此专栏有上百篇关于耶稣基督的文章, 特别强调

基督的“所是所为”, 有助于我们的敬拜). 我们若

心中默想基督, 心灵被基督的完美位格和救赎工

作所充满, 就能献上神所要的敬拜.   
 
 
(E)  献上凡火的敬拜 
 利未记第 9 章最后两节记载最荣美的一

件事: “摩西、亚伦进入会幕, 又出来为百姓祝福, 
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

出来, 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 众民一见, 就都欢

呼, 俯伏在地”(利 9:23-24). 此乃神悦纳, 人欢庆

的荣耀时刻. 然而, 就在下一章(利未记第 10 章)
一开始的首两节, 记载了最可悲的事: “亚伦的儿

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 盛上火, 加上

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

上凡火, 是耶和华没

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

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

死在耶和华面前”(利
10:1-2). 
 
 针对此事, 多年在南非全时间事奉神的格

里夫弟兄(Paul Grieve)正确写道: “译成‘凡火’的
‘凡 ’(strange) 字显然指 ‘异质的、不相符的 ’ 
(foreign). 对于这字, 有些圣经注释者将之译作‘未
经授权的’(或译: 未经批准的, unauthorised), 这一

词看来更为合适, 强调他们所做的是主耶和华所

不想要的. 它可能表示这火并非取自铜祭坛的火, 
                                                           
65  请点击: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家
信文库/02-每期主题/02-02-本期主题/ . 

而是来自别处. 由此可见, 问题并非在于亚伦这

两个儿子不是祭司, 而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

做主的工作. 神的儿女们单是敬拜主还不够, 还
要按照祂的心意和遵从祂所指示的方法去行(参 
约 4:24). 马唐纳(William MacDonald)表明铜祭坛

述说各各他(指主耶稣在十架的代死救赎之工), 
所以亚伦的儿子们不从铜祭坛取火, 其意义就是

要在基督救赎工作以外寻找亲近神的其他途径. 
虽然他们两人当时不晓得这真理, 但对于召会时

代的信徒, 回顾各各他, 他们两人的行动就有这

样的意义.”66  
 

“烧香 ”可象征对

神献上敬拜. 我们的弟兄

麦敬道(C. H. Mackintosh)
解释说 “除了纯净的火和

带来的‘捣细的香料’在神

的坛(指金香坛)燃起, 就
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是圣

徒真正敬拜美好的预表: 
父神是敬拜的对象, 基督

是敬拜的内容, 圣灵是敬拜的力量. 人绝对不能

在神的敬拜中引进人的发明. 人一切的努力只能

献上‘凡火’  —  不洁的香  —  假敬拜.”67 
 
论到拿答和亚比户的罪行, 麦敬道评述道: 

“他们的敬拜离开耶和华话语明显的吩咐; ... 我
们已经陈述了耶和华话语的神圣完备和足够(丰
足性), 包含了祭司事奉的每方面, 并没有地步留

给人去按他自己喜好和权宜之计而行. … 人方面

不需别的, 只要心里顺从属神的命令. 但他们在

这事上失败了. 人类常证明自己不能忠于神明确

的话语, 行在窄路上.”68  
 
用“凡火”来点圣香, 意味着人弃绝神的指

示, 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 结果不仅无法讨神喜

悦, 更要遭受神的严厉审判 . 麦敬道提醒我们: 
“天上会立刻拒绝一切假敬拜, 因为在他们中间, 

                                                           
66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dited by W. S. Stevely and D. E. West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2012), 第 119 页.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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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页. 
68   同上引, 第 152-153 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家信文库/02-每期主题/02-02-本期主题/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category/家信文库/02-每期主题/02-02-本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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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ston Churchill 

父神不是敬拜的对象, 基督不是敬拜的内容, 圣
灵不是敬拜的能力. 神的圣洁立刻拒绝一切的‘凡
火’… 祂必向假敬拜倾出公义的审判. … 当我们

想起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奉上冒出凡火之香

的时候, 上述的论证是何等叫人畏惧.”69  
 
简之, 圣经记载拿答和亚

比户遭神严厉审判, 是要提醒所

有作祭司的, 包括新约时代的所

有信徒(注: 所有信徒皆祭司, 彼
前 2:5,9), 来到神面前敬拜神虽是

祭司的特权, 却不是儿戏, 绝不可轻率, 更不可擅

自行事. 麦敬道总结说: “人们对神的敬拜, 多是

‘凡火’而已. 因为没有纯净的火和香, 所以天上不

能悦纳. 今天我们看不见神的审判临到那些如此

敬拜的人身上, 如同临到古时的拿答和亚比户身

上, … 并不是因为神悦纳这些敬拜,乃是神有恩

慈.” 尽管如此, “审判至终必临到; 审判会延迟. 
但必来临.”70 有鉴于此,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

神面前诚实自

省 , 省察我们

的敬拜是否属

于纯真的敬拜, 
还是参杂了凡

火的敬拜. 
 
 
(F)  总结 

无可否认,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进入

空前的危机! 然而, 著名的英国首相兼诺贝尔得

奖人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71

说过一句名言: “我们千万

不要浪费了一场危机!” 每
一场重大危机都提供我们

人类难得的机会去学习一

些宝贵的功课, 若我们加以

善用, 必能获益, 正如我们

常听到的: 危机就是转机!  

                                                           
69   同上引, 第 155 页.  
70   同上引, 第 155-156 页. 
71   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是英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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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对德国作战. 他也是一名著作家, 著有《第二次世界大

战》、《世界危机》等, 并荣获 1953 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许多信徒因行动管

制令而不能在主日去教堂聚会, 无法实体群聚敬

拜神, 只能私下在家中敬拜. 在没有唱诗班的歌

声、没有音乐的伴奏、没有牧师的主持和带

领、没有所谓“教堂的敬拜气氛”之下, 信徒要学

习“返朴归真”, 去掉上述种种外在的装饰, 恢复

敬拜原本的纯朴状态  —  靠着圣灵的带领, 在我

们心灵里面敬拜神, 并且向神献上“黄金、乳香

和没药”, 即向神述说有关基督的“所是所为”, 在
真理里面敬拜神. 这就是恢复敬拜原来的纯朴状

态(simplicity, 纯朴性质), 是父神所要的真敬拜, 
也是我们奉主名聚会的早期弟兄们所常强调和

实行的敬拜.72 若在敬拜上能如此“返朴归真”, 我
们就没有浪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场危机, 且能将

危机化为转机, 献上父神所要的真正敬拜, 讨神

喜悦, 荣耀主名.    
 
 
 

                                                           
72  我们早期的弟兄麦敬道(Charles H. Mackintosh)常
强调“基督是敬拜的内容”. 达秘(John N. Darby)也强调基督

在敬拜中的重要性: “当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实属灵的敬拜, 
祂带领我们进到神面前, 与神交通(相交); 基督献祭蒙神无

限的悦纳, 这一切的悦纳也必然呈现在我们的心灵里. 这方

面的悦纳与我们有所关联, 成为我们相交与敬拜时不可缺

少的必要部分.” 达秘指出, 若缺少了基督, 我们的敬拜就堕

落到属肉体的层面, 我们的祷告无论多动听、唱诗无论多

悦耳, 都是属肉体的, 不是在圣灵里的相交. 这一切是罪恶

的; 不是属于圣灵的, 这不是在灵里和在真理内的敬拜. 最
后, 达秘总结道: “让我们记得, 我们对神一切的敬拜是基督

在我们里面的美德之表现(所以我们要更深地认识基督, 向神

述说基督的荣美)… 基督在父神里面, 我们在祂里面, 祂在我

们里面, 这是合一的奇妙联合, 我们的敬拜是建立在这基础

上, 心灵喜乐, 靠着基督, 向神敞开, 向神献上敬拜”. 引自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92-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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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73                  克劳福德(N. Crawford) 
 

奉主名聚会(十九): 

众 召 会 之 间 

的 交 通 团 契 
 
(A)    引言 
 在 还 未 讨 论 众 召 会 之 间 的 交 通 团 契

(fellowship between assemblies)以前, 我们必须回答

一个出现在每一个会思考的基督徒脑海中的问

题: 圣经中的“样式”(或译: 模式, pattern)有多重要? 
或说圣经中的“训令”(另译: 训诫, precept)74比“样
式”有更高的权威吗? 在我们最初的介绍中(指作

者所著的《聚集归入祂的名》一书的导论中), 我
们探讨了解经的原则, 并且看见神在圣经中给予

我们“确实样式”(positive pattern),75 使我们在召

会事务的做法方面得着指引.  
 
 当我们宣称某个样式是确实的, 我们的意

思是说它给予我们确实的指导(positive guidance), 
虽说它不一定禁止他人尝试实行的许许多多其

他事物 . 让我们以蓝

图作为类比(analogy): 
一座建筑物的蓝图在

建筑材料、尺寸和规

格方面 , 给予明确实

际的指示 ; 蓝图告诉

建筑工人他应该做什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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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训令”(另译: 训诫, precept)是指教训式的命令, 例
如 林前 11:24,26: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我… 你们

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直等到祂来.” 
75   “确实样式法则”(the law of positive pattern)表明在

解经时, 我们不该以圣经中缄默(静默不语, silence)的事作

为辩论的根据. 有关召会的做法, 神在新约中给我们确实的

样式(意即有“明确实在”的模式, pattern), 是一个完整的蓝

图. 若有人以缄默的事来辩论, 便是否认圣经的丰足性. 

么, 而没有告诉他不可以做什么. 无论如何, 若建

筑工人要符合绘图建筑师和投资建造者的意思, 
要讨他们欢喜的话, 他就不会做那些没有在蓝图

里的事物(特指那些违反蓝图设计意图的事物). 
在新约的召会方面, 我们就有这类的样式蓝图(以
作为我们遵守或效法的“榜样”或“典范”, 故本文

也将之译作“样式典范”).76   
 
 所有蒙圣灵教导的圣经学生都会察觉到, 
圣经不单给予我们明确清楚的“训令”(precept), 
也给予我们作为典范的“样式”(pattern)来引导我

们. 例如, 圣经不单在教义上教导我们在神救恩

的工作方面,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

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

行的”(弗 2:10); 圣经也给予我们训令  —  “…行

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

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弗 5:8-9). 然而, 神赐下

祂的真理时, 不仅是列出条规(regulations), 更是

给予我们活的榜样, 知道如何实践它, 所以我们

读到: “也要凭爱心行事 , 正如基督爱我们”(弗
5:2).  
 

唯恐有人质疑, 所以彼得说: “你们蒙召原

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

样, 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彼前 2:21). 因此, 在
启示真理方面, 神给予我们教义、训令和样式, 
而三者之间都相符一致(没有彼此冲突). 这就是

确实样式的原则, 而且神用祂自己的爱子作为样

式(模式), 也用一切在较低程度上效法基督的人

作为样式, 所以保罗说: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

去行, 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腓 4:9). 
 
对于许多读者, 上述所言看似初级的, 但

我们倾向于忽略它的价值与重要性. 我们以为许

多信徒知道上述这原则, 但我们有需要重述这些

解经的基要原则, 使我们正确明白圣经. 神透过

新约中的敬虔样式把很多关于召会的实践

(practice)赐给我们. 当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应

当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我”(林前 11:24). 这是主耶

稣赐给我们的训令, 而“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

                                                           
76   “样式 ”(徒 7:44; 来 8:5)的希腊原文是  tupos 
{G:5179}, 在新约中也译作“榜样”(提前 4:12; 多 2:7; 彼前

5:3)和“模范”(罗 6:17; 此处的“模范”意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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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饼的时候”(徒 20:7), 这是新约圣经的样式. 我
们不难看到训令与样式是相符一致的, 当两者有

明显的相符一致时, “样式”就与“训令”有同样重

要的地位了.  
 
在有关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团契, 我们拥有

新约圣经的“训令”和“样式”作为我们的指南. 最
初只有一个召会  —  在耶路撒冷属神的召会. 这
耶路撒冷召会在地方性召会的秩序和运作方面

是一个样式或典范(pattern, 参 徒 2:41-42). 不过, 
只有一个召会时, 就没有众召会彼此交通的典范, 
所以需要等到其他召会陆续出现.  

 
大概在大数的扫罗(保罗)归信主的时候, 

召会开始增加 , 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性召会 (徒
9:31).77 我们要强调的是: 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找不

到任何有关众召会的联盟或组织. 地方性的众召

会从没联合起来组成“犹太地的全国性召会”(The 
national church of Judea)、“罗马国家召会”(The 
state church of Rome)或“马其顿的联合召会”(The 
united church of Macedonia)之类的联盟组织.  

 
若我们相

信神给了我们“确
实样式的原则”作
为我们的指南, 以
下的考虑就有分

量了. 我们在圣经

中从没看到有任

何召会组织起来 , 且被称为 “某某召会 ”(The 
church of anything; 指复数的众召会组织起来成

为单数的召会). 我们再次强调, 一个召会(地方性

召会)并不是某个召会组织的一员, 或某个团契

(团体)的一部分, 或某个联盟(联会)的一部分. 个
别的召会是神在某个地方设立的独特见证, 所以

称为“地方性召会”(the local church). 这样的称呼

是完全符合新约的样式. 
   
另一方面, 众地方召会确实彼此之间有交

通团契(彼此相交), 只不过这个真理鲜少被人教

导.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学习这方面的真理. 
                                                           
77     徒 9:31: “那时, 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

会(原文作: 众召会, churches)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事敬畏

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B)    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团契之基础 (Basis) 
 主耶稣已预告福音传播的次序(徒 1:8: “并
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先是从耶路撒冷, 福音传到犹太全

地, 然后超越犹太主义的疆界, 去到撒玛利亚, 再
传到地极. 保罗是在靠近大马色(另译: 大马士革, 
徒 9:3)的地方信主得救的, 却是被耶路撒冷的召

会接纳(徒 9:26-28). 当犹太人企图杀害他时, 弟
兄们护送他到“该撒利亚, 打发他往大数去”(徒
9:30). 徒 11:25 提到保罗的故事, 即巴拿巴去到大

数, 把保罗带到安提阿, 在那里足有一年时间与

那地方的召会一同聚集 , “教训了许多人” (徒
11:26). 
 
 安提阿的信徒与耶路撒冷的信徒关系很

亲. 当耶路撒冷信徒遭受逼迫, 司提反为主殉道

后, 很多基督徒逃离耶路撒冷, 来到安提阿. 起初, 
福音只是传给犹太人, 不过“但内中有居比路和

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

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徒
11:20-21). 这些传道者本是来自耶路撒冷, 所以

有人因福音得救的上述好消息“传到耶路撒冷召

会(教会)人的耳中”(徒 11:22). 他们很关心此事, 
立刻打发巴拿巴到安提阿, “他到了那里, 看见神

所赐的恩就欢喜”(徒 11:23). 
 
 当安提阿的召会听到大饥荒临到犹太地

的信徒时, “门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

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项托巴

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徒 11:29-30). 这就

是交通团契的表现. 不是出于命令, 也不需要某

个组织或团体来办理. 安提阿的信徒如此行, 是
因为感激耶路撒冷的召会曾把福音传给他们, 又
差派亲爱的弟兄们到他们中间, 把神的真理教导

他们. 这两个召会有这样的情谊联系, 是因为他

们都忠于同一位主, 赏识与实践同样的真理. 在
这首次提到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团契, 我相信是一

个清楚的样式典范.  
  

从安提阿的召会, 保罗和巴拿巴被举荐去

执行主呼召他们做的宣道事工(徒 13:2). 这第一

次布道旅程把他们带往远方北部“彼西底的安提

阿”(徒 13:14)、以哥念、路司得和特庇. 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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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得救, 越来越多的召会被建立, 也得着真理

的教导(徒 14:21-23).  
 

从这富有成效的布道旅程, 他们归回安提

阿, “到了那里, 聚集了会众, 就述说神借他们所

行的一切事 , 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

门”(徒 14:27). 这些传福音者(指保罗和巴拿巴)从
安提阿被差派出去, 然后又回到原地, 并带回他

们事工的消息, 述说神如何赐福他们的事工. 这
样就在举荐他们的召会与他们新成立的召会之

间, 建立了情谊联系. 

 
在下一章(使徒行传 15 章), 我们读到安提

阿的召会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到耶路撒冷(徒 15:3). 
他们被耶路撒冷的召会接纳, “到了耶路撒冷, 召
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 他们就述说神同他

们所行的一切事”(徒 15:4). 但他们这次到耶路撒

冷, 主要是处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此问题威

胁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使命和事工. 一些犹太

教主义者(Judaizers)曾经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 
教导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 不能得

救”(徒 15:1), 而在耶路撒冷也有信徒如此认为, 
强调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 吩咐他们遵守摩

西的律法”(徒 15:5). 如果这些人的劝说成功, 基
督徒所传的福音就被沦为把外邦人变成犹太人

的方法 . 基督信仰就仅仅成为犹太教主义

(Judaism)的其中一个教派.  
 
让我们看看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如何运作. 

在耶路撒冷召会的长老们对耶路撒冷的召会有

责任, 而不是对叙利亚(Syria)、彼西底(Pisidia)或
吕高尼(Lycaonia)的召会有责任. 为什么要在耶路

撒冷(而不是别处)召开会议? 许多人指出, 这乃因

为众使徒是在耶路撒冷的召会中(徒 8:1), 这是真

实的, 但即便如此, 这仍然是个我们今日遵循的

样式典范, 纵然现今已没有使徒了.  
 
为何是耶路撒冷的召会要处理这件事呢? 

因为正如他们信中所言: “我们听说, 有几个人从
我们这里出去, 用言语搅扰你们, 惑乱你们的心. 
(古卷加: 你们必须受割礼, 守摩西的律法.) 其实

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徒 15:24). 这些搅扰其他

召会的人, 是从耶路撒冷出去的, 所以他们要为

自己的行为向耶路撒冷的长老们负责交待. 再说, 
巴拿巴也是从耶路撒冷的召会被差派去到安提

阿 , 而保罗开始时也与那里的召会有交通 (徒
9:26-28; 原则是: “问题出在哪里, 就回到那里处

理”, 所以回到耶路撒冷来处理搅扰之事, 是理所

当然, 也是圣经的样式典范).  
 
重点在此: 这里并非所谓成立一个“众召

会的会议”(council of churches), 而是一个召会的

长老们以负责任的方式, 去处理从他们中间出去

之人所引起的搅扰. 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上所作出

的决定肯定影响外邦人的众召会, 但这完全因为

这些主的工人(保罗和巴拿巴, 还有引致困扰的犹

太教主义者)都是出自耶路撒冷的召会, 而那召会

的责任并没有因工人差派到远方事奉而终止. 我
们要谨记这点, 因为我们曾听一些人宣称他们是

在事奉主, 不需要向任何召会的长老们负责【注: 
我们要在这事上保持平衡: 一方面是主的工人应

完全有自由受神自己所差遣, 而不受任何召会所

管制(徒 13:2-4; 注: 他们是“被圣灵差遣”), 另一

方面, 主的工人也该对支持差遣他的召会有所交

代, 例如保罗对支持他被差遣的安提阿召会有交

代的责任, 所以他出外宣道后, 就回到安提阿, 向
那里的召会做工作报告(徒 14:26-27)】 

 
我们现今的做法还是如此. 蒙主呼召(全时

间事奉)的主仆或工人被差派到远方传福音. 差派

他们出去的家乡召会(home assembly)要与他们保

持交通, 就是在代祷和物质需要方面持续不断地

支持他. 当他在远方建立新的召会, 这两个召会

就该有交通联系, 彼此相顾. 人若晓得我们的召

会(指奉主名聚会的召会, 或误称“弟兄会”)历史, 
即北爱尔兰、北美洲和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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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建立的历史, 就知道以上方式正是众召会建

立交通联系的方式. 家乡召会认识这些主仆, 并
热切关注他们的工作进展, 新建的召会也领受同

样真理的教导, 并实践这些真理, 双方以彼此相

爱相顾, 维持美好的交通团契. 追溯历史, 是从苏

格兰的弟兄们来到美国, 透过传福音、为信徒施

浸和教导他们奉主名聚会的原则, 使他们从圣经

受教受益, 得着莫大的福气.  
 
众召会之间的交通联系首先是基于福音

事工的延伸扩展. 这是与主耶稣在 徒 1:8 的话相

符一致. 交通联系也基于彼此之间的爱与关怀, 
而它最后是基于众召会相信同样的真理, 并按新

约圣经的样式典范来聚集, 以实践其敬虔的简纯

性(指简单纯朴之性质, godly simplicity). 
 
 
(C)    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团契之范围 (Extent) 
 “… 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

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林前 1:2). 
这句话是保罗用来描述众召会之间的交通联系

之范围(extent). 哥林多前书这封召会书信特别强

调主权(Lordship, 参 林前 1:2,10,31; 4:4-5; 5:4-5; 
10:21-22,26; 11:11; 14:37; 16:22-23 等等, 请留意

上述经文中的“主”字), 而主权是与召会原则联系

在一起的.  
 

保罗和他的同工

们把福音带到远方时, 那
与原先耶路撒冷召会的

联系并没有被忽略. 过后, 
极大的苦难临到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们大遭饥荒), 
在保罗的鼓励下, 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众召会甘心

乐意地负起帮助他们的责任(捐款资助他们). 一
些弟兄们受托把捐赀带去给耶路撒冷的圣徒, 保
罗是其中一人(徒 20:22; 林后 8:19),78 而耶路撒

冷召会也欢喜接待他们(徒 21:17). 这样的相爱和

彼此关怀, 彰显了属灵方面的真正交通. 
 
  那些传福音的信徒(林后 8:18)和那些特有

恩赐教导圣徒的人, 如亚基拉和亚波罗(徒 18:26-

                                                           
78   林后 8:19: “不但这样, 他也被众召会(教会)挑选, 
和我们同行, 把所托与我们的这捐赀送到了, 可以荣耀主, 
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 

27), 都能促进众召会之间的交通. 此外, 到外地旅

行的信徒带着举荐信(letter of commendation)也
可促进众召会之间的交通. 这些举荐信携带着众

召会之间的问安, 向所有圣徒表达彼此关怀与相

爱之情(参 徒 18:27; 罗 16:1-3). 这样的信不仅是

需要的, 也成为巩固交通的方式之一. 感谢神, 我
们至今仍然实行这简单的做法.  
 
 离耶路撒冷很远的众召会遵循这原本召

会(指在耶路撒冷的召会)的样式典范. 很多“保罗

书信”都表明共同样式(common pattern)的观念, 
并有很强渴望去效仿原本样式(original pattern). 
例如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徒说:  
 
1) “在各处各召会(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林前

4:17; 这表示保罗在各处召会都教导相同的真

理, 意味着一个共同的样式); 
2) “我吩咐各召会(教会)都是这样”(林前 7:17); 
3)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召会(教会)也是没有的”(林前 11:16); 
4)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乃是叫人安静. 妇女

在会中(召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众召

会(教会)一样”(林前 14:33-34); 
5) “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召会(教会), 你

们也当怎样行”(林前 16:1). 
 

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这年轻的召会时, 
说: “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 , 也效法了主”(帖前

1:6). 这秩序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他们最先是在主

耶稣的仆人身上看到主, 然后在保罗的带领下, 
得以亲自认识和信靠主. 重点是: 上下文表明这

不是给个人效法的样式典范, 而是给整个召会的, 
而帖撒罗尼迦的召会也“作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

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帖前 1:7; 注: 这“榜样”是指

效法的样式典范, 因为这节的“榜样”一词和“样
式”在原文是同一个字).79 
                                                           
79   “样式”(pattern)在希腊原文是 tupos {G:5179}, 参 
来 8:5: “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

将要造帐幕的时候, 蒙神警戒他, 说: 你要谨慎, 作各样的物

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pattern, 希腊文: tupos , 
也参 徒 7:44).” 而 帖前 1:7 的“榜样”在原文也是 tupos , 指
遵循的典范【注: tupos 一词在新约中出现至少 15 次, 最多

译作“榜样”(6 次; 腓 3:17; 帖前 1:7; 帖后 3:9; 提前 4:12; 多
2:7; 彼前 5:3), 其次是“样式”(2 次; 徒 7:44; 来 8:5)和“鉴
戒”(2 次; 林前 10:6,11), 也译作“模范”(1 次; 罗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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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2 章, 保罗再次赞扬

那里的信徒说: “弟兄们, 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

督耶稣里神的各召会(教会); 因为你们也受了本

地人的苦害, 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帖
前 2:14). 保罗不仅表示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受苦, 
像在犹太的圣徒受苦一样; 重点是帖撒罗尼迦的

圣徒效法他们受苦, 及在受苦中依然忠诚, 忠于

他们所领受的教导. 保罗写道: “你们若靠主站立

得稳, 我们就活了”(帖前 3:8).  
 
 因此, 我们看见圣徒们遵守或效法一个样

式典范, 表明众召会之间的交通是基于共同的做

法或实践(common practice), 不受地理、种族或

社会的范围所局限, 而是伸展到任何如此聚会(指
遵照圣经的样式典范来聚会)的召会.   
 
 保罗从未面对面地见到歌罗西召会的信

徒(西 2:1), 但他对他们写道: “我身子虽与你们相

离, 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循规蹈矩, 信基督的

心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西 2:5). 保罗采用了两个

军用措辞. 首先是“循规蹈矩”(KJV: order), 意思

是军队排成整齐有序的行列(orderly rank); 其次

是“坚固”(KJV: steadfastness)是指在争战时紧密

靠在一起的密集队(phalanx), 即把所有盾牌紧靠

一起, 长矛重叠, 形成一道坚固的墙, 以进行防卫

或攻击. 保罗没有见过歌罗西的信徒, 他怎么知

道此事? 简单的答案是: 他们跟从某一样式的教

导, 而这也是所有圣徒的召会所实践的.  
 
 这类蒙福的效法或模仿至今仍然存在, 我
们为此谦卑地感谢神. 在这地球上, 甚至到最北

和最南端的地方, 都有信徒聚集在地方性的召会

中, 实践那共同属于所有奉主耶稣之名聚会的教

导. 这是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团契之范围. 这种交

通联系并非靠任何组织来维续, 也不靠人所设立

的机构或立法来控制. 它是心灵和思想上的交通

团契, 寻求按自己的领悟和能力所及, 去单靠神

的道来引领. 
 
 事实上, 众召会有很多非正式的联系. 现
今信徒的旅游比上一代更多, 加上通讯发达使今

日的家乡召会更清楚远方众召会的主工进展. 不
仅是众召会之间有电邮书信来往, 也有一些召会

出版刊物或杂志, 帮助信徒晓得世界各地的众召

会, 了解他们的福音工作和主的赐福. 这些杂志

也提供有关各地查经大会和特别聚会的资讯, 并
教导有关新约初期众召会所共同分享与持守的

真理(包括召会真理, 而今日的互联网使信徒更容

易分享与获取上述资讯和宝贵真理, 编译者按). 
 
  
(D)    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团契之限度 (Limits) 
 敬虔的长老们会尽量促进各自召会信徒之

间的交通团契, 并努力与众召会保持美好交通, 彼
此关怀相助. 但在召会的行政上, 长老只是向神负

责, 不向其他召会负责, 或向一组召会(所组成的团

体或组织)负责. 
 
 当众长老相聚在耶路撒冷(即所谓的“耶路

撒冷会议”, 徒 15:6: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 
我们要强调, 这些长老是要为他们自己召会的弟

兄负责(意即所争论的问题是源自耶路撒冷召会

的弟兄, 所以耶路撒冷召会的长老有责任处理此

事), 而非为远处的外邦众召会负责(因众召会是

独立自治的).  
 

从启示录 1 至 3 章所描绘的图景, 我们看

到众召会的独立自治(independence of assemblies)
和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e). 约翰听到主向他说

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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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1:12). 约翰学到这七个灯台是小

亚细亚的七个召会(启 1:20), 就是主在启示录 2
和 3 章所述说的. 每一个灯台都有同样高贵的结

构, 都是纯金, 而非合金(alloy). 每一个灯台都有

各自金制的基座(base), 不像旧约会幕里的金灯

台  —  一个基座, 其上有一个主干, 从它伸出六

个分支(左三个, 右三个). 
 
主耶稣自己在七个

灯台“中间”(in the midst)
行走, 所以从人的角度观

看, 每一个灯台都向祂放

光(象征为主发光作见证), 
虽说祂也以自己的神圣光

芒照射每一灯台 . 每一灯台都有共同的中心

(common center), 每一个与那位在“中间”的主有

相同的关联(注: 每个灯台与在“中间”的主的距离

是一样的). 通过在“中间”的主, 七个灯台也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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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 有个好的类比可说明上述关联, 那就是辐

条轮(spoked wheel). 车轮的每一支辐条(spoke)都
是独立的枝条, 却因它们都联于车轮的中心(hub, 
轮抽)而彼此有所关联. 同样道理, 灯台彼此之间

没有连接(指独立自治), 却通过在灯台“中间”的
主耶稣而有所联系(指有交通联系). 主耶稣给这

七召会中的每一个召会锐利的评语, 却没有任何

召会因着另一个召会的犯罪或失败而受主责备. 
每一个召会都单单向主负责. 这仍然是今日众召

会应有的立场.      
  
 每一个召会

都是单独个别的见

证 , 都像七灯台那

样各自立于自己的

金 制 基 座 (base),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

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林前 3:11). 任何地方召会都

不为另一个召会的表现负责, 同时也不该干涉另

一个召会的行政治理. 没有任何一个召会比其他

召会拥有更大的权柄, 因为每一个召会与主的联

系是相同的(这好比七个金灯台与那位处于它们

“中间”的主, 都有相同的距离).    
 
 或许这幅图景最生动地描绘了新约召会

独立自治的真理, 表达众灯台之间的联系. 然而, 
人总是试图把一个轮胎装在福条轮的外圈上, 使
它看来连接在一起, 形成看似更大、更好、更联

合! 人常标榜的理由是: “这样, 世人就知道我们

并不小”. 人总是试图把众召会组成一个团体组

织(注: 这就形成了各种宗派或公会), 但这纯粹属

人或人为的企图是偏离圣经的, 只会使我们成为

另一个教派组织, 有自己独特的组织形式. 人总

是想要采用一个共同的名字, 而不用主耶稣基督

的圣名, 或总想要联合在某一种共同的宗派团体

下. 我们要谨慎这一切的试图或努力, 因它会产

生另一个宗派, 而众召会的存在正是反对这一类

的体制, 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出现.  
 
    年轻的信徒可能会问: “我如何认出哪一

个召会是符合圣经的召会?” 多年前, 我听过一位

基督徒朋友用过以下的说明. 他被邀请去某个基

督徒家中吃晚餐, 家主给他指示如何找到他的家. 
他家没有号码, 但有青色的屋瓦、白色的墙板、

褐色的前门和黑色的百叶窗. 到了约定那一天, 
我那位基督徒朋友来到对的街道, 看见几间屋子

有白色墙板, 其中一间有青色屋瓦, 却没有褐色

前门或黑色百叶窗. 他慢慢地走下去, 终于看见

一间青色屋瓦、白色墙板、褐色前门和黑色百

叶窗的屋子, 所以确定自己已找对屋子了. 这是

简单的说明, 却足以解释如何认出真正的召会(换
言之, 真正合神心意的地方召会是具有合乎圣经

样式的种种特征).80  
 
 
(E)    最后的提醒 
 众召会在遵守神话语方面有不同的程度. 
我们又如何决定必须遵守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如

何知道哪一个是神承认在某地方发光的灯台(指
神所承认的召会)呢? 奇妙的是, 主从未要求我们

在上述方面作出判断. 感谢神, 祂从不要求我们

判断哪些是神所承认的召会, 否则我们会犯上一

些可怕的大错. 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是先恳切要求

自己遵守神的话, 然后, 若是可行, 就尽量找一个

愿意遵循神赐下的样式典范之召会(加入他们的

交通团契里). 
 
 仍然存在的问题是: 有些召会不愿遵守神

所教导的样式, 又如何呢? 很少有机会再清楚教

导他们, 因为在很多案例中, 问题不是这些召会

从未受过正确教导, 而是他们已经弃绝那曾一度

遵守的真理. 甚至有者偏离得更远, 声称这样的

“偏离”其实是在“进步”中. 他们认同许多不合圣

经的事, 却口称自己所行的是出于爱. 有一个严

重偏离召会样式的事, 就是有者提倡宗派之间(超
宗派)的联合(interdenominational affiliations), 甚
至把宗派的牧师制度带入所谓的召会. 多谈他们

的偏离和失败对我们灵命没有滋养. 我们应该把

他们交给主, 让主来处理, 同时要确保自己不参

与他们的偏离. 特别是在召会的交通团契方面, 
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提前
5:22).81 

         (全文完)  

                                                           
80   有关合乎圣经样式的特征, 请参“地方召会的样式”,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样式/ . 
81   上文编译自“Fellowship Between Assemblies” (Chapter 
13), 载  Norman W. Crawford, Gathering Unto His Name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6), 第 129-140页.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地方召会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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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斯 (A. P. Gibbs) 

 

 
 

慕迪 (D. L. Moody) 

宣道禾场        瓦器 
 

个人布道 (一): 

个人布道的 

 定义、福乐、 

重要与条件 
 
(A)  导论 

每一次我们读到新约的安得烈, 我们都看

见他把人引向基督. 第一次我们看见他私下进行

“个人布道事工”, 带领自己的兄弟西门彼得去见

救主耶稣基督(约 1:40-41). 第二次, 我们看见他

在做“儿童福音事工”(children’s evangelism), 带领

一个男孩去见耶稣基督(约 6:8-9). 第三次我们看

见他从事 “海外宣道事工 ”(foreign missionary 
work), 把一些希腊人介绍给耶稣基督(约 12:20-
23). 每一次都叫我们看见安得烈参与个人布道的

事工(personal evangelism), 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

应该学习的好榜样.    
 
 余俊铨见证道:  “每
当向人分享福音时, 其实正

是再一次自我提醒所领受

的恩是何等的大, 叫我们不

敢忘记. 有人说得好: ‘传福

音就好比一个乞丐告诉另

外一个乞丐何处有食物吃.’ 
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 只是

比人先走一步而已; 因此不

应自私, 不要忘记别人的苦情和需要. 一直以来, 
时常有一句话在笔者心中: ‘你们白白得来的, 也
要白白的舍去.’ 恩典既是白白的, 应当怎样回报?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我
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扬耶和华的名’(诗 116:12-
13).”82 借着“个人布道”与人分享福音, 可说是举

起“救恩的杯, 称扬耶和华的名”的表现之一.  

                                                           
82   余俊铨著, 《实用个人布道手册》(香港九龙: 香港

三元福音倍进布道有限公司, 1996 年二版), 第 15页. 

(B)  个人布道的定义 
美国的吉普斯(Alfred P. Gibbs, 1890-1967)

解释说, “个人布道”(personal evangelism)的意思

是基督徒力图从神的话语中, 把以下几件事指明

给另一个人: 
1) 作为失丧和犯罪的罪人, 他需要一位救主和

神的救恩; 
2)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他所需要的救主; 
3) 要如何让耶稣基督成为

他个人的救主; 
4) 承认基督为他生命的主

之后所包含的事物; 
5) 帮助他看到神的话语如

何解答他的疑问、困难

和反对. 
 

你身为基督徒, 必须

在神面前严肃与诚恳地问自己以下五件事: 
1) 我是否真诚相信神要拯救人? (提前 2:3-4) 
2) 我是否相信神可以透过人作为器皿, 去即时

与全面地拯救人? (徒 15:7; 彼前 1:23-25; 徒
8:35-37)  

3) 我是否相信神可以使用我? 我是否真的已经

得救, 并确信自己已得救恩? 
4) 我是否相信神愿意使用我? 
5) 我是否愿意被神使用?  
 

多年前 , 美国的慕

迪 (Dwight L. Moody, 
1837-1899) 听 到 瓦 利
(Henry Varley, 1835-1912)
说: “世界在等着看: 神在

一个完全绝对奉献给祂的

人里面, 能做什么, 要做什

么, 并要借着这个人作出什么.” 慕迪因此下定决

心, 要靠神的恩典成为这个完全绝对奉献给神的

人, 而他对主忠诚的一生所带来的果效, 强有力

地证实了瓦利所言果然真确(罗 12:1-2; 6:13; 林
前 6:19-20; 徒 20:24; 腓 1:20-21), 因为慕迪在英

美两地被神大大使用, 成千上万的人因他的传道

而得救, 而他生命的影响借着他创办的慕迪圣经

学院仍然存留至今.83   
                                                           
83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Dubuque, IA: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Ministries, 2004),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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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雷 (Reuben A. Torrey) 

 

(C)  个人布道的福乐 
 许多伟大的属灵基

督徒都强调个人布道的重

要与需要. 《荣美的主耶稣

基督》之作者贝勒特(John 
G. Bellett, 1795-1864)在接

近生命终点时, 坦然说道: 
“若我有机会再活多一次 , 
我会把它花在叙加事工

(Sychar ministry)上.” 我们

的救主耶稣基督曾在叙加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

私下谈道, 领她归信基督(约 4:4-40). 因此, 叙加

事工可指个人布道的事工.  
 
 试想想成千上万的

宝贵灵魂归信基督, 不是因

为他们听信神所重用的传

福音者所传的福音, 而是那

些卑微、敬虔和忠心的赢

取灵魂者(soul winners), 他
们不引人注目、灵巧地以

爱心领人归向基督. 或许读

到这篇文章的你, 正是其中

一人, 若不然, 也希望你愿意成为其中一人, 因这

样的人是何等喜乐、何等有福.   
 

有“讲道王子”美誉的英国布道家司布真(C. 
H. Spurgeon, 1834-1892)曾说: “即使我完全自私, 
不管其他人, 只管我自己的福乐, 我也愿意选择

靠着神成为赢取灵魂者; 因为我从没体验到那完

美、满溢、无法形容、最真纯高尚的喜乐, 直到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借着我找到了救主(得蒙拯救); 
像一个年轻母亲因生了首生孩子而喜乐满溢; 像
一名战士因胜了艰辛万

苦的争战而欢跃鼓舞.”  
 
美国著名布道家

叨雷 (Dr. Reuben Archer 
Torrey, 1856-1928)也见证

同样的经历, 宣称他对救

恩的喜乐知道得很少, 直
到他带领第一个人归信

基督, 才明白救恩喜乐的

美妙. 赢取灵魂后所获的

喜乐真是难以相比!84  
 
 
(D)  个人布道的重要 

为何“个人布道”的
事工非常重要呢? 吉普斯

列出以下七大理由:85  
 

(D.1)   圣经多方认可其重要性 
个人布道强调神要拯救罪人. 此事获得圣

经多次多方的认可, 例如: 
1) 神本身宣告救恩: 神的名表明祂的特性. 神启

示有关祂的圣名时, 就宣告祂的救恩, 例如神

在旧约七次称自己为“救主”(Savior; 诗 106:21; 
赛 43:3; 45:15,21; 49:26; 60:16; 63:8). 新约也

多次称神为“救主”(路 1:47; 提前 1:1; 4:10; 多
1:3; 2:10; 犹 24).   

2) 耶稣基督显示它: 主耶稣知道自己只有三年

半的公开事奉, 却不忽略私下进行个人布道

的事工. 例如祂私下接触和拣选祂的门徒, 吸
引他们归向自己(可 3:14; 约 1:43; 太 4:21-22; 
9:9). 主耶稣亲自这样做, 以身作则, 鼓励祂的

门徒也如此行. 
 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显明祂愿意拯救罪人

(可 16:15; 太 28:19-20. 请留意 太 28:19 的

“万民”指所有人  —  神愿意拯救所有人) 
 思考 路 8:39 (比较 可 5:19).86 基督吩咐祂

的门徒要用他的生命(life)和他的唇舌(lips)
来显明基督为他所做的. 有者说得好: “若
基督徒要说服世人和挫败鬼魔, 就要有唇

舌与生命的双重见证.” 
3) 初期召会实践它: 自五旬节开始, 门徒常做个

人布道的工作 , 私下为主作见证 (徒 3:1-9; 
3:12; 8:1-4; 8:26-35; 9:1-22). 门徒以“闲谈方

式传讲福音”(gossiping the gospel); 神也赐福

这古老方式, 因为我们读到“主的道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徒 19:20). 值得一提的是, 新约有

112 次采用“preach”(传道或讲道)一词, 只有 6

                                                           
84   同上引, 第 1-2 页. 
85   以下七项理由摘自上引书, 第 9-16 页. 
86   路 8:39: “ ‘你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作了何等大的

事.’ 他就去, 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 可
5:19: “耶稣…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
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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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指公开正式的讲道(formal discourse; 其
余的是一般的谈话或论述). 

4) 今日召会没有它就不能生存: 召会若不传讲

福音就会消失. 那些失去传讲福音的热诚、

只满足于自认是“真理总部”的众召会, 不久就

不存在了. 耶路撒冷的召会被打碎(shattered), 
为要使她的信徒被分散(scattered), 好叫每个

信徒都成为个人布道者(personal evangelists).  
 

(D.2)   个人布道是信徒的责任 
 请你找个时间跪在神面前, 与神独处, 阅
读以下经文 结 33:1-6; 箴 24:11-12; 雅 5:19-20; 
林前 9:16-27.87 若信徒读了这些严肃的真理, 就
该明白赢取灵魂的重要和责任了.  
 
 请思考霍尔顿(C. T. Horton)笔下的重要之

言: “赢取灵魂(领人归主)是神圣的艺术. 人不是

生下来就是赢取灵魂者(soul winners), 而是需要

成为赢取灵魂者. 一些基督徒认为只有一些信徒

蒙神呼召执行此事, 所以这方面的责任并非普遍

性的, 我们可以随意选择做或不做. 然而, 这是违

反圣经和极不合理的错误看法. 神把赢取灵魂的

责任交付给每个信徒. 只要愿意献上自己, 所有

信徒都能成为赢取灵魂者.” 
 
 内特尔顿(Dr. Nettleton)是一位伟大的传

福音者和赢取灵魂的佼佼者. 他曾自问: “一千年

以后再回顾今生 , 我希望我会如何使用我的一

生?” 他以行动回答这问题  —  他献上自己的一

生, 为基督赢取灵魂. 
 
 明金斯法官(Judge George Mingins)年轻时

住在美国的费城(Philadelphia). 他过后离开费城, 
也归信基督. 某次, 他回到费城, 住在一个不信主

的老朋友家中. 三天后, 他的老朋友问他: “乔治, 
我听说你成为基督徒了.” “是的”, 他回答道. 老朋

友又问道: “你相信神吗?” “是的, 我相信”. 老朋

                                                           
87   结 33:6: “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 不吹角, 以致

民不受警戒, 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 他虽然死在罪

孽之中, 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 箴 24:11: “人被

拉到死地, 你要解救; 人将被杀, 你须拦阻”; 雅 5:20: “这人

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
且遮盖许多的罪”; 林前 9:16: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
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有祸了.” 

友再问道: “你相信所有不悔改信主之人会到地

狱, 永远受苦吗?” “是的, 我相信”. 老朋友语气不

悦地说: “你住我家已三天了, 你知道和相信以上

的事, 但你没有关心过我的灵魂, 或说一句话来

拯救我!” 我们所认识的好朋友会否在将来也这

样论说我们呢? 求主怜悯, 帮助我们负起责任.  
 

(D.3)   得人者乃是智慧之人 
 箴言 11:30 说: “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

树; 有智慧的, 必能得人(KJV: winneth souls, 赢取

灵魂 ).” 赢取灵魂是什么意思呢? 约瑟 ·肯普

(Joseph Kemp, 1872-1933)指出“赢取”(win)一词

是个军事(military)用词. 赢取一城需要围城攻打

才能取下, 绝非易事. 它需要技巧、耐心、勇气

和坚持. 要赢取人灵魂之

城实在是军事壮举. 每个

基督徒都该阅读本仁约

翰 (John Bunyan)所著的

《圣战》 (Holy War)来
明白这一事实. 
  

此外, 赢取灵魂也

是职场 (occupational) 用
词. 赢取一个灵魂可指渔

夫在面对各种天气和风

险的情况下, 全身投入, 善用各种技巧来捕鱼. 再
者, 赢取灵魂也是婚姻(matrimonial)用词. 要赢取

新娘的方法, 就是要赢得她的芳心. 我们可从创

世记 24 章看到亚伯拉罕的忠仆如何为以撒赢取

新娘(利百加). 再看看一个人如何向女人求爱, 为
要赢取她为新娘. 他联络她, 关心她, 与她谈心, 
与她同行. 他送她礼物, 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喜好, 
为要赢得她的芳心. 最后, 他要向她求婚, 当她说

道“我愿意”时, 他就成功赢取了她. 
 
我们也当这样努力, 

为主赢取灵魂. 在这方面, 
我们看到主为我们树立美

好榜样, 祂已为赢取人的

灵魂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 
祂是真智慧, 所以在多个

世纪以来, 已赢取万人归

向祂, 我们也该效法祂的

付出, 为祂赢取灵魂. 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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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 (C. G. Finney) 

 

威克(Samuel Chadwick, 1860-1932)说得好: “这是

高尚的工作, 没有比这更高尚的了, 连天使都羡

慕. 这是永存的工作, 因为它的效果留存永恒. 这
是有益心灵的工作, 因它带来属灵方面的成功、

喜乐与清新”.  
 

(D.4)   人类灵魂的无比价值 
 论到人的灵魂(soul), 我们是指人灵性的部

分, 与身体有别(参 可 8:36-37; 诗 49:8; 太 10:28). 
我们可从几方面看出灵魂的无比价值. 
 
1) 灵魂的本质与来源: 人是神所造的, 是有灵、

魂、体三方面(创 2:7; 帖前 5:23). 透过身体, 
人对世界有意识(world conscious); 通过魂, 他
对自己有意识(self conscious); 通过灵, 他对神

有意识(God conscious). 因着人有灵, 这使他

不同于畜生动物(动物只有魂和体, 没有灵). 
2) 灵魂的功能与能力: 人因着有灵而能够对灵

界的神或魔鬼有意识; 能够与神有交通, 或选

择事奉魔鬼; 也能因此成为他人的福气或咒

诅. 因有灵魂, 每个人对善或恶都有极大潜能!  
3) 基督对灵魂的估价: 各各他的十字架显示神

对灵魂的估价. 神需要用基督无价的宝血, 来
救赎人的灵魂(彼前 1:18-19), 可见灵魂的价

值是无比珍贵的 . 也参基督本身的说明(太
16:26: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原
文: 灵魂],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

命[原文: 灵魂]呢?”; 比较 加 2:20 的“舍己”). 
4) 灵魂的永存与不灭: 灵魂是永存不灭的; 它在

永恒中不是永远在天堂的福乐里, 就是永远

在地狱的火湖里(可 9:43-48). 基督也清楚教

导这一事实(路 16:19-31; 太 10:28). 
5) 为赢取灵魂而争战: 人的灵魂是神与魔鬼交

锋的战场(路 11:21-23). 基督说“要努力进窄

门”(路 13:24-30), 而“努力”(KJV: strive)一词

意思是“苦斗、痛苦挣扎”(agonize). 赢取灵魂

者是要与魔鬼和他的群魔交战(弗 6:11-12). 
 

汉密尔顿(Sir William Hamilton)说: “地球

上没有比人更重要的事物; 但对于人. 没有比人

的灵魂更重要的事物.” 个人布道的工人必须正

确地看待人: 不是人的身体有个内在灵魂, 而是

灵魂有个外在身体. 他必须竭尽全力为基督赢取

灵魂. 人的灵魂若失丧了, 整个世界都换不回. 为

了寻获一颗价值连城的钻石, 挖掘钻石者甘愿忍

受千辛万苦, 认为一切辛劳都是值得的. 谁晓得

我们为主赢取的灵魂, 可能就是像慕迪或司布真

那样蒙主重用之人!    
 

(D.5)   有关永恒的不变事实 
 请细心阅读 太 13:41-43, 49-51; 25:30-46 
(这些经文表明不信者将在“永恒”中, 永永远远地

在火湖里受苦, 哀哭切齿).88 “永恒”(eternity)一词

是人类言语无法彻底描述的, 也是人类思想无法

完全领悟的. 有人用以下比喻描述“永恒”: 
 

宇宙中有一个比太阳大一万倍的星球 . 
每隔一万年, 就有一只宇宙小鸟飞到这星

球表面上, 取去一粒小石头. 就这样万年复

万年, 这个星球逐渐变小, 直到有一天, 组
成这个巨大星球的所有石头终于被取光了, 
星球也因此消失了. 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 
“永恒”才刚刚开始… 

 
 美国著名的布道家

芬尼 (Charles G. Finney, 
1792-1875)劝告基督徒要

远望, 仿佛透过望远镜, 远
远望见失丧者在地狱的痛

苦, 听见他们的哀哭; 然
后再远望天堂, 看见蒙救

赎之人的喜乐, 听见他们

的歌声. 过后, 每个信徒都

该自问: “我是否应该竭尽全力求神使用我成为

器皿, 去帮助失丧罪人提升到荣耀美地?”89  
 
 有个不信者曾表示, 如果今生接受和实践

基督信仰会影响来生的命运(指人死后, 其灵魂的

结局), 那么他就会以此宗教信仰为一切, 并会把

                                                           
88   太 13:49-50: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

齿了.” 太 25: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89   救世军的创办人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常建议

每个基督徒都该被送往地狱一周之久, 这样才能深刻体会

永恒失丧的痛苦, 使他改变态度, 善用世上的光阴, 去努力

拯救灵魂脱离永远的刑罚. 虽此建议受到非议, 但其用意显

而易见, 即要信徒更深领悟失丧者在永恒中的痛苦, 以此激

发信徒“拯救宝贵灵魂”之情, 为主赢取宝贵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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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 (A.  Marshall) 

 

属世享乐当作废物, 将之废弃, 把属世的种种思

虑当作蠢事, 看为虚空; 也会让这宗教信仰成为

他睡觉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 和入眠以前思想的

最后一件事. 就是这些话语深深地感动了英国著

名“剑桥七杰”之一的施达德(Charles T. Studd, 
1860-1931), 激励他献身成为宣道士, 先是到中国, 
后到非洲为主宣道.  
 
 马 歇 尔 (Alexander 
Marshall)是一本蒙神重用的

福音册子《神拯救之道》

(God’s Way of Salvation)的作

者. 他说道: “对于一个蒙拯救

的灵魂而言, 他蒙拯救所脱离

的痛苦, 远比从时间的开始直

到结束、全世界一切人类所

受的痛苦更大, 因为那个灵

魂是脱离永远的刑罚. 同样

道理, 他蒙拯救所进入的平

安福乐, 远比从时间的开始

直到结束、全世界一切人类

所享的福乐更大 , 因为那个

灵魂是得享永远的福乐.” 
 
 难怪有位热心的赢取

灵魂者如此祷告: “主啊, 求
祢把‘永恒’(Eternity)一词贴在我的眼球上, 使我

能以永恒亮光(眼光)来看一切事物!”   
  

(D.6)   拯救灵魂的时机减少了 
 请阅读 约 9:4; 弗 5:14-16; 林后 6:1-2; 提
后 4:2-3; 罗 13:11-12. 我们生命的短暂时日不久

将要结束, 我们在地上事奉的时间和机会也将永

远过去, 不再复返. 
 
 一名法国哲学家说

道: “人若珍惜自己的生命, 
就必谨慎善用自己的时间; 
因为时间是组成我们生命

的原料 .” 布雷纳德 (David 
Brainerd, 1718-1747)是到美

国印第安人当中事奉的宣

道士, 带领了许多印第安人

归主. 年仅 29 岁就离世的布雷纳德曾在日记上

写道: “为着基督的荣耀, 我要在祂的事奉上全力

以赴, 直到精疲力倦. 只要我能为基督赢取灵魂, 
就不在乎自己是住在哪里, 如何生活, 或经历任

何困难!” 
 
 有者表示保罗对失丧者的热切关怀, 是出

于三重的信念(conviction). 首先是他确信每个人

必须面对一个重大事实: 神的审判(罗 14:10); 其
次是他确信每个人必须经过一个重大经历: 复活, 
即复活得生或复活定罪(约 5:29); 第三是他确信

每个人必须朝向一个重大命运: 永恒(指永生或永

刑, 参 太 25:46).  
 
 如果农夫在春天时不去耕种和撒种, 他就

必定在秋天时面对空空如也的谷仓 (请读  传
11:1-6; 传 11:6 提醒我们: “早晨要撒你的种, 晚上

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 或
是早撒的, 或是晚撒的, 或是两样都好”). 
 
 我们如何才会热切关心人的灵魂, 并正确

地评估和认真地珍惜我们手中的机会? 只有当我

们来到神面前, 认真地面对神的话语时才能如此. 
让我们带着祷告的灵, 认真思考圣经中严肃的词

句: “罪已经定了”、“没有生命”、“失丧的”、“灭
亡”等等(约 3:18; 约壹 5:12; 林前 1:18).  
 

(D.7)   神尊荣个人布道的事工 
 安德烈是个人布道工作者(personal worker)
的写照. 新约圣经三次提到他时, 都描述他在引

领某些人去到基督面前(约 1:40-42; 6:8-9; 12:22). 
我们现今看见多人强调“专业的”群众布道(mass 
evangelism). 它的高压手段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假

冒归信(false conversions). 因此, 我们目前迫切需

要的, 是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愿意委身于个人布道

的任务. 有一个真正得救的灵魂比一万个假冒得

救的人更好. 我们要重“质”不重“量”. 
 
 作为“福音派”(evangelical)和“福音传播

者”(evangelistic)是有很大差别. 前者(福音派)可
能在教义上纯正却同时在福音事工上沉睡(注: 后
者却是狂热于传播福音). 福音派可能把福音真理

放在冰上(对传福音事工冷漠如冰), 但福音传播

者把福音真理放在火上(对传福音事工热切如火). 
有些基督徒临终前躺在床上, 承认道: “我已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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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将到天堂, 但我两手空空的去, 没有为基督我

的救主赢取一个灵魂!” 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可

悲的基督徒. 
 
 有人统计过, 若 100 个基督徒, 每人每年

带领一人信主(即头一年就有多了 100 人信主), 
而每一个被带领信主的基督徒, 也都每年带领一

人信主; 那么在 25 年内, 就有超过 10 亿(a billion)
人信主得救了! 但现今数据显示, 信主得救的人

平均是每 100 个基督徒当中, 每年只有 4 人信主. 
这是何其可悲的情景!  
 

因此, 让我们再次强调个人布道的重要性. 
我们没否认公开讲道的重要性, 但台上公开讲道

与私下个人布道的差别是: 前者有如一种“治百

病”的专利药物(a patent medicine “cure all”), 后者

犹如私下探病的医

生. 医生会检查病

人, 诊断个别病情, 
并依照病情需要来

开药方. 让我们每

个人都学习和提升这种“对症下药”的能力, 并努

力透过个人布道来为主拯救宝贵灵魂.      
 
 
(E)  个人布道者的条件 

若要打一场胜战, 所派出的军队必须具备

一些条件. “个人布道、拯救灵魂”是一场属灵的

争战, 所以赴此战场的人必须具备一些条件, 方
能为主打胜仗, 赢取宝贵的灵魂. 吉普斯列出以

下重要条件.90 
 
(E.1)   与神有正确关系 

 我们若爱主耶稣基督, 就必遵守祂的命令

(约 14:15,23; 15:10; 林前 13:4-7; 林后 5:14). 事实

上, 神的爱已浇灌在我们心,里 为要从我们心里

流露给周围的人(罗 5:5). 只有当神的爱激励我们, 
成为我们事奉的动力, 那样的事奉才有真正价值. 
若缺乏对基督的爱, 事奉基督就成了冷冰冰和机

械性的工作. 
  
 正如基督的爱是借着祂为我们牺牲而显

明出来, 照样, 我们对基督的爱也是透过我们为

                                                           
90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第 27-31 页. 

祂所做的牺牲显明出来. 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

己(加 2:20). 我们所能做的, 是把自己献给基督, 
委身于祂所看重的工作  —  失丧罪人的救恩. 为
主所付出的一切, 不管是在时间、精力、金钱、

代祷、读经, 或其他方面的舍己, 都是值得的, 因
为主再临和赏赐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提后 4:4-8). 
 

(E.2)   正确认识神的道 
 对个人布道而言, 认识神的话语是重要的. 
你必须掌握普遍和基本够用的圣经知识. 少了这

点, 你难以被神重用. 你要确信圣经的权威, 或它

完整的启示. 你必须

以坚定不移的决心

去查考神的道, 以诚

恳认真的信念去引

述它, 并灵巧熟练地

使用它. 为何如此呢? 
有以下四大理由: 
 
1) 神的道使人知罪. 神的道被圣灵应用在人的

良知上, 会叫人知罪(徒 2:37). 神的道如同一

把利剑(弗 6:17), 我们只需使用它、引述它, 
然后让它执行它的工作(徒 7:54). 它犹如一个

耕地的犁, 能掘入和破开人心的田地, 把埋藏

在表面以下的都显露出来. 神的道能“刺入、

剖开”人的心灵深处, 显露和辨明人心的意念

和动机(来 4:12). 它能辨别魂与灵、属血气与

属灵的、得救与失丧的. 简之, 神的道显露人

心深处的秘密、隐藏的野心、自我的意愿、

肉体的情欲和秘密隐藏的罪恶. 
2) 神的道启示救恩的道路(提后 3:14-15). 当你

与人谈论时, 要使用神的道, 因为它指明他们

的灵魂需要救恩(罗 3:23; 6:23), 也指出他们

如何得着所需的救恩(罗 10:9-10; 约 3:16; 徒
4:12; 罗 3:24-28). 

3) 神的道能产生与维持属灵生命 . 神的道是

“活”的道(来 4:12; “活泼的”一词意即“有生命

的” [alive], 请比较 提后 4:1 的“活人”; 两者在

原文是同一个

字 ). 神的道犹

如种子, 里面蕴

藏着生命的本

源(life principle, 
彼前 1:23).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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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有力量, 大有功效的. 许多人虽未听到福

音的传讲 , 却靠着阅读圣经而信主得救(罗
1:16; 试比较 帖前 2:13).  

4) 神的道给人得救的保证(约壹 5:13).91 我们只

需有“耶和华如此说”(意即神如此说), 就可叫

灵魂得着保证而安心. 神的道向信徒确保他

们因信称义而灵魂得救(罗 10:9-10; 约 5:24; 
约壹 5:13), 享有永远的稳妥或保障(约 10:27-
30; 罗 8:35-39), 未来必定蒙福(约 14:1-3). 因
此, 每个心灵必须把信心和盼望的锚抛在神

的话语上, 靠它得以稳固.  
 

不仅如此 , 神
的道也给予人生的指

引(诗 119:105,130; 箴
6:20-24; 彼后 1:3-4). 
对于人生所面对的各

种问题 , 神的道都能

给予亮光和指引.  
 

(E.3)   活出敬虔的生活 
 在赢取灵魂方面, 信徒需要活出一个被圣

灵充满和蒙圣灵带领的生命(弗 5:18; 约 16:13-14; 
亚 4:6). 灵命健壮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1) 献上自己的身体: 信徒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体

献上, 为神所用(罗 6:13; 12:1-3). 我们必须心

甘情愿地把我们的一切放在祂脚前, 由祂作

主, 让祂安排. 我们必须愿意成为祂要我们成

为的人, 做祂要我们做的事, 去祂要我们去的

地方.  
2) 以祷告来倚靠神: 赢取灵魂是一场属灵争战, 

血气之勇无法战胜(亚 4:6). 我们需要祷告, 因
为祷告是向神承认自己的不足, 且深信神有

能力供应一切所需. 我们应该祷告, 求神赐下

个人布道的机会, 并引导和赐智慧去证道(雅
1:5-6; 耶 33:3; 约 14:12-15; 太 17:21).  

3) 活出纯洁的生命: 在生活上自洁是蒙神重用

(事奉主)的必要条件(提后 2:21). 我们必须在: 
(1) 思想上清洁(腓 4:8); (2) 言语上清洁  —  
“说实话”(弗 4:25); (3) 行为上清洁  —  “禁戒

                                                           
91   约壹 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

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肉体的私欲”(彼前 2:11-12)、“诚实无伪”(腓
2:12-16)、“圣洁敬虔”(彼后 3:11)、“圣洁公

义”(帖前 2:10)等等.   
4) 立志与人谈福音: 立志顺从神的话和祂的带

领是非常重要的. 《赢取活人》(Taking Men 
Alive)一书的作者特朗布尔(Clay Trumbull), 
表明他曾如此立志: “无论何时我与某人建立

了密切关系, 并有机会选择我想要的话题时, 
我就选择谈论这最重要的话题(指福音或灵魂

得救的话题)…” 他坚持这决心长达 50 年之

久, 被神大大使用, 赢取很多灵魂归向主. 
5) 存着谦卑的心灵 : “祂必按公平引领谦卑

人”(诗 25:9). 谦卑不是软弱, 而是完美的控制

能力. 基督是谦卑的完美榜样(太 11:28-30). 
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并完全依赖祂

的大能(林后 3:5-6; 12:7-10; 约 15:5). 这样, 我
们才能谦卑, 却不卑屈; 有信心和把握, 却不

固执己见. 
 

(E.4)   勇敢证道的心灵 
 我们每个人都有胆怯的时候, 这是自然的. 
即使是在赢取灵魂方面成功多年的特朗布尔

(Trumbull), 也必须承认他接触人(作个人布道)时, 
仍会感到胆怯, 像 50 年前一样.  
 

一些基督徒

比别人更容易胆怯, 
但我们惧怕的时候, 
可以倚靠神(参  耶
1:8-10; 赛 12:2-3; 
书 1:9; 诗 34:4). 神
知道你的性格与性

情, 祂既然吩咐你去行, 就必赐你力量去行. 真正

的勇敢包含在害怕时仍然勇往向前. 记得, 你所

接触的人也害怕你, 像你害怕他一样, 所以别怕!  
 
在进行个人布道时, 你感到害怕吗? 如果

害怕, 请读 诗 27:1,14; 56:3; 赛 12:2. 你感到软弱

吗? 请读 赛 40:29-31; 弗 1:19; 6:10-11; 罗 14:4. 
主的恩典够我们每日享用, 所以不要期望在今日

得到明日的恩典.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

如何”(申 33:25; 可意指你的日子困难越多, 你的

力量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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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威克 
(Samuel Chadwick) 

 

(E.5)   一些实际的指引 
 这方面包括接触人的手法或技巧. 所谓的

“机智手法”(Tact, 另译“技巧”)被描述为: “设身处

地的艺术(注: “设身处地”的意思是设想自己处在

别人的那种境地, 即所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

心也”), 使我们得知他们的需要, 并供应所需; 意
识到他们的偏见, 并调解它们. 它(机智手法)是一

种直觉性的洞察力(intuitive perception), 晓得什

么是适合与恰当的, 并在正确时间说正确的话和

做正确的事, 以避免不需要的冒犯, 或使人发怒.”  
 
 “机智手法”(tact)与“接触”(touch)紧密相关. 
因此, 我们要在正确的地方, 于正确的时间, 采用

正确的方法来接触人. 理想的基督徒工人应有的

正确组合是: 一个冷静的头脑(cool head)和一个

火热的心灵(warm heart). 若是冷静的头脑配上冰

冷的心灵, 结果是死气沉沉、令人心寒的拘谨形

式. 不过, 若是狂热的头脑配上火热的心灵, 结果

是狂热入迷, 失衡失常. 
 
 我们可从约翰

福音第 4 章寻获“机智

手法”的最佳榜样. 请
仔细查考此章 , 看看

主耶稣基督如何机智

地接触撒玛利亚妇人. 
机智手法是在每一种

环境下都采取适当的

做法(约 4:7). 机智手

法是设身处地(设想自己处在别人的那种境地), 
为要发现那人的需要而供应所需; 并要打破偏见

以说服那人(约 4:9-10, 13-15). “机智手法”是知道

如何对待男人与女人, 先是赢取他们的心去信任

自己, 然后再把他们引向基督. 机智手法也小心

翼翼地展开计划, 使那人无法避开神对他的要求

(约 4:16-19).  
 
 机智手法不一定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而是

靠不断练习而获得的技巧. 此外, 我们也要祷告, 
求神赐下特别的指引和智慧, 晓得要向谁说话(指
分享福音). 我们不可能向每一个人说话, 却可求

主指示祂要我们接触的人(徒 8:29). 这点包含了

属灵的警觉性, 并对神的指引立刻顺从. 叨雷(Dr. 
R. A. Torrey)上火车时, 经常祷告, 求主带领那些

主想要他分享福音的人, 坐在自己旁边的座位, 
使他有机会在路途中与他谈道. 苏格兰有位弟兄

每个傍晚在公园散步时, 若碰到有人向他问时间, 
他就当作是主赐他的机会, 去与那人谈论救恩. 
简之, 机会无处不在, 只要我们愿意抓住它.  
 
 要祷告求主赐下智

慧, 指引我们该说什么, 并
怎样说. 你如何接近和接

触人呢? 对于此事, 查德威

克 (Samuel Chadwick) 说 : 
“要赢取灵魂, 我们需要那

超过自己的智慧(即从神

而来的智慧). … 没有工作

像赢取灵魂的工作那样有

用、那样传奇、那样耐

久、那样荣耀!”  
  
 我们可如此总结道: “要赢取灵魂, 就必须

有祷告的心灵, 完全倚靠主; 也要有谦卑的心灵, 
像我们的主那样柔和谦卑; 又要有真诚的恳切, 
并要对我们所代表的主和所传的福音有十足的

信心与把握.” 
 

结束此篇文章以前, 让我们再次强调: 个
人布道是极其重要的, 也是极其缺乏的. 今日最

大的需要之一, 就是所有年龄阶层的基督徒男男

女女心中“有神感动”(撒上 10:26), 让神把“为主

赢取灵魂的负担”放在他们心上, 并激励他们献

上自己的时间、金钱、才干等, 去执行个人布道

的任务. 诚如吉普斯所指出, 比起公开讲道的传

道人(public preachers), 我们更需要私下进行个人

布道的工作者(personal workers).92 愿主的大爱感

动和激励我们, 求主的大能装备和兴起我们, 成
为个人布道的勇士, 勇敢前往属灵战场, 为主赢

取宝贵灵魂!                  (文接下期) 
 
 
 
 
 
  
 

                                                           
92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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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I saw John and spoke to him. 
译文: 我看见约翰, 并向他说话. 

例(2):  I hear that he is ill and it worries me 
 译文: 我听说他生病了, 它使我担心. 
 

“志强和他的妹妹丽萱带着他们的小

狗来到我家. 我的姐姐喜欢她.” 

原文解经                                 微光 
 

得救的信心 
是神所赐的? 

 
(A) 引言 

弗2:8-9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

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这节所谓“神所赐的”(KJV: 
the gift of God)是指什么? 基本上有两个答案: 许
多人教导说在这节中, “神所赐的”是指信心(faith). 
另有人教导说“神所赐的”在此是指得救方面或简

称“救恩”(salvation).  
 
 弗2:8-9所说的“神所赐的”是指信心还是

救恩呢? 要获得此问题的正确答案, 其关键在于

正确明白 弗2:8的代名词  —  “这”字是指什么. 
我们从中文的“这”一词或英文的“that”一字都无

法断定, 但“这”字的希腊原文( touto )却提供我们

一些线索, 去找出答案. 还未继续以前, 我们需要

先明白一些希腊文法中的字词. 
 
 
(B) 代名词和先行词 

(B.1)   代名词和先行词的意思 
代名词(pronoun)是代替名词的字. 例如英

文“It is red”(它是红色的). “It”(它)是代名词, 回头

指向某物. 希腊文的代名词基本上有六种,93 但本

文只把焦点放在 “指示代名词 ”(demonstrative 
pronoun). 指示代名词可指单数的“这”和“那”, 以
及它们的复数  —  “这些”和“那些”.  

 
现在让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先行词”:  

                                                           
93   这主要的六种代名词是: (1) 人称代名词 (Personal 
Pronoun); (2) 指示代名词 (Demonstrative Pronoun); (3) 反身

代名词  (Reflexive Pronoun); (4) 关系代名词  (Relative 
Pronoun); (5) 不定代名词 (Indefinite Pronoun); (6) 疑问代名

词 (Interrogative Pronoun). 还有其他几种代名词如: (1) 相
互代名词  (Reciprocal Pronoun); (2) 加强语气代名词

(Intensive Pronoun)和所有格代名词 (Possessive Pronoun). 

这句子中的“他”一词是代名词, 更准确的

说法是“人称代名词”(personal pronoun), 指的是

“志强”, 而代名词回头指向的那个字  —  志强  —  
是“先行词”(antecedent, 或译: 前在词、前述词; 
也可译作“先行句”, 若所指的是一个句子).  

 
让我们以英文为例:  

 
 
 
 
 
 
 

在例(1)中, 代名词“him”(他)回头指向的那

个字  —  John(约翰)  —  是先行词, 或换句话说, 
“John”是代名词“him”的先行词. 在例(2)中, 代名

词“it”回头指向的  —  “that he is ill”(他生病了)  
—  是先行词, 换言之, “that he is ill”是代名词“it”
的先行词. 

 
(B.2)   代名词和先行词的关系 
代名词能够提供一些重要资料, 例如: 
 
 
 
 
以上句子的代名词“她”是指志强、丽萱还

是他们的小狗呢? 答案是“丽萱”, 因为代名词的

性别(gender)是由它的先行词决定【注: gender也
可译作“语法性”, 希腊文共有三种性别  —  阳性

(masculine)、阴性(feminine)和中性(neuter)】.  
 若喜欢的对象是丽萱(阴性), 代名词就要用阴

性的“她”; 句子 = “我的姐姐喜欢她”. 
 若所喜欢的对象是指志强(阳性), 代名词就要

用阳性的“他”; 句子 = “我的姐姐喜欢他”. 
 若是喜欢他们的小狗(中性), 代名词就该用中

性的“它”; 句子 = “我的姐姐喜欢它”. 
 

一般而言, 代名词的性别(gender)必须与它

的先行词的性别相符一致. 希腊文法也是如此: 
代名词的性别必须与它先行词的性别相符一致. 
因此, 只要知道这代名词的性别, 再找出句子中

有哪一个词与它的性别相同, 就容易认出它的先

行词是指谁, 或指何物?  

“志强喜欢打排球. 他在学习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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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勒 (George Zeller) 

 

(C) 再思 弗2:8的指示代名词 — “这”( touto )  
(C.1)   以弗所书2:8的分析 
回到我们所讨论的经文  —  以弗所书2:8-

9. 让我们再仔细读一次:  
 
弗2:8: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希腊文: 

touto )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英文 (KJV) : For by grace are ye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at (Greek: touto ) not of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  

弗2:9: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英文 (KJV) : Not of works, lest any man should 
boast.  
 

以下图表是 弗2:8-9在“希腊文-英文-中
文”的逐字翻译, 每个希腊字也附上其“音译”、
“词类及语法功能之缩写语”, 并这字在《司特隆

圣经汇编》[Strong’s Concordance]的原文编号: 

 查考希腊文新约圣经, 我们发现这节有个

指示代名词(demonstrative pronoun), 即“这”(希腊

文: touto ). 在性别方面, 这字不是阳性(masculine)
也非阴性(feminine), 而是中性(neuter), 可翻译成

“这件事”(this things). 它在数式(number)方面则

是单数. 它是指某一件事, 而非几件事. 在格(case)
方面, 它是主格(nominative, 指某动词的主词). 换
言之, 这节意即“这件事并不是出于自己, (它是)
神所赐的礼物.”  
 
 整句话是: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faith); 这 (希腊文 touto )并不是出于自己.” 有者

辩论说, “信”(信心, faith)一词是“这”( touto )最接

近的先行词(antecedent), 所以“这”一词便是指着

“信心”. 然而, 美国的乔

治·泽勒(George Zeller)提
醒我们说: “对! ‘信心’确
实是最接近‘这’一字的先

行词, 但既然在新约圣经

中有大量例子表明最接

近的先行词并非是正确

的 (并非是 ‘这 ’字所指 ), 
我们在未确认之前必须

谨慎. 还有其他远比这更重要的考量.” 
 

(C.2)   希腊文法的法则 
 按照正确的希腊文法之法则(rule)所要求

的: 代名词的性(gender)和数(number)必须与先行

词的性和数相符一致. 这些代名词的格(case)是由 
它们在自己的子句(clause)中的功用来决定. 【引

自 : H. E. Dana and Julius Mantey, A  Manual 
Grammar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第125页 
(Section 135) 】94 
 
 泽勒表示, 这条希腊文法则强有力地反驳

把“信心”当作先行词, 因为“信心”在性别上与指

示代名词 ( touto )并不相符 . 第8节的代名词

( touto )是中性(neuter), 但“信心”这名词却是阴

性(feminine). 如果保罗要他的读者明白他所谓的

指示代名词  —  “这”( touto )  —  是指“信心”的
话, 那么他应该用阴性的指示代名词, 即希腊文 
autê , 而非 touto. 这样便解决所有猜疑. 这节经

文就成为: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faith); 
这 (希腊文: autê, 属于阴性, 指信心)并不是出于

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若保罗选用阴性的代名词

( autê ), 那么神所赐的礼物显然就是指“信心”了, 
而这样的解法既清楚明确又无可反驳. 但事实是: 
保罗没有选用阴性的代名词( autê ), 而是中性的

代名词( touto ). 
 
                                                           
94   孟恩思(William D. Mounce)指出, 希腊文的指示词

是 outos (单数的“这个”或“那个”)与 ekeinos (复数的“这
个”或“那些”). 它们的功用就跟英文相同, 作为代名词与形

容词. 英文与希腊文的指示词差别在于: 希腊文指示词也有

格(case)与性(gender). 当指示词做代名词用(即成为“指示代

名词”)时, 它的格(case)是由它在句子中的功用决定的. 它
的性(gender)与数(number)则由它的先行词决定, 就像任何

代名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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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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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保罗采用中性的代名词? 哪一个才

是它的先行词? 泽勒解释说 , 如果保罗的“这” 
( touto )是要指这节主要动词的概念(即得救的概

念), 那么他用中性的代名词, 就完全正常与适当

了. 保罗所要表达的意思即是: “你们得救 (主要

动词)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我所说的这件事 (希腊

文: touto , 中性, 意指某事件), 即得救方面, 并不

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如果保罗要这指示

代名词指着动词(得救)所包含的观念(idea)或概

念(concept), 那他就会采用中性的代名词; 而中性

的代名词  —  “这”( touto )  —  普遍上是接取“概
念性的先行词”(conceptual antecedent; 注: 即表达

某种概念之意的先行词 ). 【请参  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第
335页】 
 
 换句话说, 若要正确认出哪一个才是这代

名词( touto )的先行词, 我们必须仔细思考 弗2:8-
9的重点何在. 我们必须问: “保罗在 弗2:8-9中所

说的重点是什么?” 很明显的, 他的重点是人如何

得救. 整句话的主要概念是在动词“你们得救”. 一
个人怎样得救呢? 弗2:8-9解答这重要问题. 人得

救是本乎恩, 人得救是因着信, 人得救不是出于

自己, 人得救是神所赐的, 人得救不是出于行为. 
显然, 保罗并非在讲论信心, 而是在讲论人得救. 
他的主题是人得救(或说“救恩”, salvation). 他在

此提到信心, 因为你若不提到信心, 就无法解答

上述问题: “一个人怎样得救呢?” 一个人是靠相

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徒16:31). 神所赐的救恩

必须是人亲自接受, 且是靠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

得救. 故此, 这两节(弗2:8-9)所讲论的是人得救

(救恩, salvation), 而非信心. 
 

(C.3)   希腊学者的分析 
 杰出的新约希腊文教授华莱士博士(Dr. 
Daniel B. Wallace)在其著作《超越基础的希腊语

法》(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另译

《中级希腊文文法》)一书中, 以文法的角度, 客
观地分析这备受争议的经文. 他指出: 
 

关于指示代名词(demonstrative pronoun, 即
希腊文 touto )的“先行词”(antecedent)方面, 弗
2:8是最受争议的经文. 标准的解释包括: (1) 
以“恩”作为先行词; (2) 以“信”作为先行词; (3) 

以 “ 本乎恩因着信的救恩 ”(grace-by-faith 
salvation)作为先行词; (4) kai touto 拥有副词

性的影响力而无先行词(意即“并且特别是”, 
and especially). 

 
第(1)和(2)的看法遇到困难, 因为 touto 在文

法上是中性(neuter), 但 chariti (恩)和 pisteôs 
(信)这两个字都是阴

性(feminine). 有者辩

驳说在性别方面的

变换(gender shift)不
是问题, 因为: (a) 在
希腊文学中有其他

例子显示中性指示

代名词(neuter demonstrative)指向一个不同性

别的名词 ; 95  (b) touto 这个指示代名词被 
dôron (所赐的礼物)这个述词主格(predicate 
nominative)的性别所牵引 (attracted). 96  然而 , 
我们必须把这两个论点放在一起来查考. 

 
虽说在罕见(少见)的情况下, 先行词和代名

词之间会发生性别方面的变换(例如本该阴性

的代名词变成中性的代名词), 但那代名词几

乎总是被夹在两个不同性别的名词中间. 这两

个名词一个是先行词; 另一个是述词主格. 例
如在 徒8:10, 其代名词是阳性(masculine), 因
为它的先行词是阳性, 虽说其述词主格是阴性

【请参脚注】.97 

                                                           
95   针对此事, 华莱士在脚注中评述道: “特别是 R. H. 
Countess 所写的: ‘Thank God for the Genitive!’ JETS 12 
(1969): 117-22. 他从雅典希腊文(Attic Greek)中举出三个例

子, 以此辩驳说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在希腊文学里(第 120
页). 然而, 他采纳的方法有弱点, 因为他不仅没有从新约圣

经里举出任何例子, 他所举出的两个古典例证更正确的说

是指向一个概念(concept), 而非一个名词(包括代名词). 此
外, 他(R. H. Countess)以上所指的用法根本不是经常出现

在希腊文学里, 而且每一次都需要解释.” 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6), 第 334 页. 
96   注 : 希腊字  touto (中性 )的原型本是 houtos 
{G:3778}(意即“这、这个”), 但 houtos 这个指示代名词是

被中性的 dôron 所牵引, 成为中性的 touto . 有关指示代名

词 houtos 的词形变化, 请参本文附录一. 
97   徒 8:10: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希腊文: hô, 阳性), 说: 
‘这人(希腊文: houtos, 阳性)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希腊

文: hê megalê, 阴性).’ ” 在这经节中, 指示代名词 hou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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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太13:38发生了逆向的牵引 (inverse 
attraction, 即代名词性质的主词 [pronominal 
subject]被述词主格的性别所牵引)【请参脚

注】.98 无论如何, 弗2:8的句型结构并不相同, 
因为 dôron (中性, 意即“[神所]赐的”)并不是 
touto (中性)的述词主格, 而是属于接下去还

需要加上“乃是”(it is)的另一个子句(clause).99 
因此, 在文法的层面上, 以“信”或“恩”作为先

行词的看法是不明确的, 其正确性仍然值得怀

疑【注: 这排除了以上(1)和(2)的看法】. 
 
比较合理可靠的解释是第(3)的看法, 意即 

touto 是指一个概念(concept), 即“本乎恩因着

信的救恩”(grace-by-faith salvation). 正如我们

已经说过的, touto 经常惯性地接纳概念性的

先行词(conceptual antecedent, 即以某种概念

作为它的先行词). 这方面并没处理关于“信
心”是否在此或在新约别处经文中被视为一种

礼物(神所赐的礼物)之问题. 
 
第(4)的看法认为 kai touto 是副词性作用

(adverbial, 即将之当作副词来使用, 意即“并且

特别是” = and especially ), 尽管此看法出人意

外地对解经文学(exegetical literature)影响不

大(不太被重视). 若是副词性作用, kai touto 
就是用作增强语气(intensive), 意即“尤其、特

别地、格外地”(and especially), 并没有任何先

行词. 它的焦点是在动词, 而非任何名词. 我们

在 约叁5 看见这种用法: “凡你向弟兄们所行

的, 特别 (kai touto, and especially)是向作客旅

的弟兄(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原文直译).100 

                                                                                                     
(“这人”, 阳性)的先行词是“他”(阳性), 其述词主格是“大能

者”(阴性).  
98   太 13:38: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稗
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 其希腊原文是 “…好种 (希腊文 : 
sperma, 中性), 这(希腊文: houtoi, 这代名词是阳性)就是天

国之子(the sons of the kingdom)”. 这句话中的述词主格  —  
“子”(sons, 希腊文: huios )  —  是阳性, 可见代名词 houtoi 
(阳性)是被其述词主格(“子”)的性别(阳性)所牵引成为阳性. 
99  注: 英文圣经需要在希腊原文 Theou (of God)一字

前, 加上“it is”, 以便译作“it is… of God”, 使其意更为清楚. 
100   其英文是: “you do a faithful [deed] whenever you 
render service for the brothers, and especially [when you do it] 
for strangers.” 注:《和合本》在 约叁 5 译作: “亲爱的兄弟

啊, 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英文钦定

若这是 弗2:8的意思, 其经文意即“你们得救是

本乎恩也因着信, 并且(你得救)不是特别地出

于自己的行为 ; 这是神所赐的礼物”(for by 
grace you are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you are 
saved] especially not by your own doing; it is 
the gift of God).    

 
总之, 此处的问题是复杂的, 不能单靠文法

解决. 尽管如此, 依照句法的考量(syntactical 
considerations), 答案是倾向最后两个看法的

其中一个(指第3或第4个看法).101  
 

(C.4)   再思 弗2:8的主要两种看法 
 对于 弗2:8 中所谓“神所赐的”, 主要有两

种看法或解法: (1) “神所赐的”是指信心; (2) “神
所赐的”是指救恩(人得救一事). 哪一个才是正

确的解法? 让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与分析. 
 

看法一:   神所赐的是指信心 
(即信心是神的恩赐或礼物) 

 
 这看法把 弗2:8-9 读成: “你们得救是本

乎恩典, 也因着信心; 这信心不是出于自己, 这
信心乃是神所赐的, 这信心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

有人自夸” (英文 : For by grace are ye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faith is not of yourselves, 
this faith is the gift of God, this faith is not of 
works, lest any man should boast). 这看法是把

“信心”当作这代名词(希腊文 touto )的先行词. 
 
 乔治·泽勒(George Zeller)指出, 大部分改

革宗(归正宗)人士明白 弗2:8-9所谓的“神所赐

的”(或译: 神的恩赐或礼物, the gift of God)是指

“信心”. 不过, 这解法却引起一些值得关注的问

题. 如果使人得救的信心(saving faith)是神所赐

的礼物, 那么罪人如何领受这份礼物呢? 他是否

需要祷告, 求神赐他这种信心? 还是他只要希望

神会以主权赐下这种信心给他, 使他能够得救? 
他到底应该怎样做, 才能拥有这种信心呢? 
 

                                                                                                     
本》(KJV)译作: “Beloved, thou doest faithfully whatsoever 
thou doest to the brethren, and to strangers” 
101   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6), 
第 334-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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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正神学(Reformed theology)教导说, 一
个人若要得救, 神就必须先要赐给他“得救的信

心”为礼物. 他领受这份礼物之前, 他必须先重

生, 因为归正神学教导说, 一个还未重生的罪人

是死在罪中而没有能力去相信神(注: 他们强调

“死人是没有能力去反应的”). 
 
 “罪人若要有能力去相信(如死人若要有

能力回应), 他必须先重生!” 对坚持这种看法的

人, 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在他的讲道中(题
为“The Warrant of Faith”)给予他们很好的答案: 
 

有些传道人向我们坚持说, 我们要求某

人信主耶稣以前, 那人必须先重生; … 这
是错误的. 它拿掉了神给罪人的福音, 取而

代之的是给圣徒的福音. … 如果我向一个

已经重生的人传讲要信基督, 那么此人既

已重生, 就已得救了, 所以我传基督给他, 
请求他相信基督以便得救, 那便是一件多

余可笑的事, 因为他已经重生, 已经得救了. 
我要向那些已有信心的人传讲信心吗? 这
真是荒唐可笑! 这岂不是要等一个人病好

后, 才给他吃药吗? 这是向义人(已重生得

救的人)传福音, 而非向罪人传福音.  
 
 一些归正宗人士把“重生在信心之前”(另
译“先重生, 后相信”, regeneration precedes faith)
的观念推到荒唐的极端地步. 例如, 斯普劳尔(R. 
C. Sproul)和一些人教导说, 有一个可能, 就是某

个婴孩已经重生, 却不信靠基督, 直到多年以后

才信【对于这方面的全文 , 请参乔治 ·泽勒

(George Zeller)的文章, 题为“Does Regeneration 
Precede Faith?”】102 
 
 强调“先重生, 后相信”这一看法是不符

合圣经清楚明确的教导. 举个例子, 约1:12并没

有说: “凡已重生的, 祂就赐他们力量去信祂名

的, 这样的人, 祂就赐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103 
反之, 约1:12教导说, 凡靠信心去接待基督的人, 

                                                           
102  参 George Zeller, Does Regeneration Precede Faith?,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regenera.ht
m . 
103   约 1:12: “凡接待祂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赐他

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 

祂就赐他们权柄, 作神的儿女(意即他们被神所

生, 或重生). 同样的, 约20:31说: “叫你们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104 这节并没有说: “叫
你们有了生命, 就可以信祂”(这是“先重生, 后相

信”所该说的话). 约翰福音里有许多经文教导

我们 , 生命 ( 永生 ) 是信靠基督的结果 ( 约
3:15,16,36; 5:24; 6:47等等). 归正宗人士教导说

有了生命, 结果才会产生信心. 但圣经教导说有

了信心, 结果才会产生生命. 圣经的立场是罪人

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 他就重生了. 这方面有

在上文所说的文章 (题为 “Does Regeneration 
Precede Faith?”)中更详细地讨论, 我们鼓励看得

懂英文的读者上网阅读. 
 
 著名的归正宗学者贺智(Charles Hodge)
也持上述第一种看法(指“信心是神所赐的”), 不
过稍有不同. 请参阅本文附录五对此事的讨论. 
 

看法二:   神所赐的是指救恩(人得救一事) 
(即救恩是神的恩赐或礼物) 

 
圣经能以经解经. 我们不需只靠 弗2:8来

找出什么是神所赐的恩赐(the gift of God, 或译

“神的礼物”), 因为新约圣经中还有许多经文清

楚告诉我们神的恩赐(礼物)是什么. 保罗和其他

圣经作者在新约圣经中使用“神的恩赐”(the gift 
of God)一词时, 是指什么呢? 让我们逐一分析

(特指新约中英文的“gift”这一字):  
 
1) dôron {G:1435}: 这词是中性(neuter)的名词, 

意即恩赐(gift)或礼物(present); 只有一次用

来指“神所赐的”, 就是在 弗2:8.  
2) dôrea {G:1431}: 这词是阴性的名词.  

a) 约4:10: 神的恩赐是永生(比较第14节); 
b) 徒2:38; 8:20; 10:45; 11:17: 神的恩赐是圣

灵; 
c) 罗5:15,17: 这些经文表明神的恩赐是义

(指因信称义)和生命(比较第18, 21节); 
d) 林后9:15: 这节所谓“说不尽的恩赐”是指

主耶稣基督. 
注: 我们留意到 dôrea 一词在新约中从来没

有用来指信心. 
                                                           
104   约 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
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祂, 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regenera.htm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regener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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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ôrêma {G:1434}: 这词是中性的名词, 在新

约圣经中只出现1次, 即 罗5:16, 指神所赐的

救恩或因信称义, 从没用来指信心. 
4) charisma {G:5486}: 这词是中性的名词, 意

思是: 一个白白与恩惠地赐下之恩赐(礼物). 
罗6:23说神的恩赐是永生(比较 罗5:15-16). 
这词从没用来指信心(除了在 林前12:9是指

用来行神迹的信心, 是属暂时性的属灵恩赐, 
而非指信主得救的信心, saving faith). 

 
因此, 我们可以合理的总结说, 在新约圣

经中从来没有一处使用“gift”(恩赐, 赏赐)一词

来指信主得救的信心. 尽管如此, 我们承认除非

神怜悯和施恩光照, 信主得救的信心就无法运

作 (约 6:44,65; 罗 9:16; 太 11:27; 16:16-17; 徒
16:14等等).  
 
 
(D) 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新约圣经中很多经文论到

人得救(或因信称义, 或得永生)是神所赐的, 特
别在保罗的书信中能看到这点. 按此亮光, 把 弗
2:8所谓“神所赐的恩赐”视为赐下救恩(使人得

救)是更安全、更合理的解释, 除非我们有非常

明显的理由证明它是指信心. 若有人硬要把 弗
2:8所谓“神所赐的”说成是信心的话, 那么就必

须承认这是保罗在新约中唯一如此使用的经文.  
 
 总括而言, 既然这节的代名词是中性的

(与“信心”一词的阴性不符), 既然保罗在这节中

是讲论人如何得救, 又既然新约圣经其他地方

指人得救是神的恩赐, 所以我们有很好理由如

此总结: 弗2:8所谓“神所赐的”是指人得救一事, 
而非指“信心”.105  
 
 

***************************************** 
附录一: 指示代名词 
Houtos 的词形变化 

 
 希腊文是一种强调精确的语言. 希腊文的每

一 个 名 词 (noun) 、 形 容 词 (adjective) 、 副 词

(adverb)、代名词(pronoun)和冠词(article)都精确地

                                                           
105  上文(C.4)主要是参考泽勒(George Zeller)的文章,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htm . 

表达其数式(number, 单数或双数)、语法性(gender, 
阳性、阳性或中性 )及语法格(case, 主格、所有

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呼格), 所以几乎每一

个 词 都 会 有 不 同 的 词 形 变 化 (morphological 
variations).  
 
 下表是希腊文指示代名词 houtos (其意为

“这”[this]或“这个”[these] )的词形变化:   
 
数

式 
语法性  
语法格 

阳性 
masc. 

阴性 
fem. 

中性 
neut. 

单
数

 (s
in

gu
la

r)
 

主格 
Nominative 

houtos 
 

hautê touto 

所有格 
Genitive 

toutou tautês toutou 

间接受格 
Dative 

toutô tautê toutô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touton tautên touto 

     

复
数

 (p
lu

ra
l) 

主格 
Nominative 

houtoi hautai tauta 

所有格 
Genitive 

toutôn toutôn toutôn 

间接受格 
Dative 

toutois tautais toutois 

直接受格 
Accusative 

toutous tautas tauta 

  
 中文的两个字“这”和“这个”, 在希腊文却可

变化成以上大约20个字, 以清楚明确地表达这指示

代名词所指的是什么. 由此可见, 神选择希腊文来

写新约圣经并非偶然的, 因为透过精确性极高的希

腊文, 神能精确地表达祂的意思, 让人清楚知道祂

的心意, 好叫人能“尽意爱主”  —  明白主的心意, 
走在主的道路上. 
 
 
***************************************** 

附录二: 新约希腊文圣经 
的 kai touto 之分析 

 
著名的希腊文文法与新约

文本评鉴学(textual criticism)专家

华 莱 士 教 授 (Prof. Daniel B. 
Wallace)指出, 除了 弗2:8之外, kai 
touto 在新约圣经中共出现22次. 
华莱士仔细查考后列出以下分析: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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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里克森 

a) 共有 14或 15次  kai touto 是指着某个概念

(conceptual referent), 例如: 
1) 路3:20: “又( kai )另外添了一件( touto )，就

是把约翰收在监里”  
2) 路5:6: “( kai )他们下了网( touto )，就圈住

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3) 约11:28:  “( kai )马大说了这话 ( touto / 

tauta ), 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马利亚…” 
4) 约18:38: “彼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 kai )

说了这话( touto )，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 

5) 约20:20: “( kai )说了这( touto )话, 就把手和

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 
6) 徒7:60: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

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 kai touto ), 就睡

了.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7) 林前7:37: “倘若人心里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

事, 并且由得自己作主, 心里又( kai )决定了

( touto )留下女儿不出嫁…” 
8) 腓1:9: “( kai touto )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

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9) 来6:3: “神若许我们, 我们必如此( kai touto )

行.” 
10) 腓1:28(有可能):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

是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都是( kai touto )
出于神.” 

b) 共有4次 kai touto 是副词性作用(adverbial, 即
将之当作副词来使用, 意即“并且特别是”, and 
especially) 
1) 罗13:11: “再者( kai touto ), 你们晓得现今

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 现
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2) 林前6:6: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 
( kai touto )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3) 林前6:8: “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 况且

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 kai touto / tauta )弟
兄.” 

4) 约叁5: “亲爱的兄弟啊, 凡你向( kai touto )
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BAGD把 来11:12列为“副词性作用”, 但

它是复数 ( kai tauta ), 是比较根据(Attic 
idiom). 

c) 有3次涉及相同的性别(same gender). 它们是: 
1) 路2:12: “( kai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

布, 卧在马槽里, 那( touto )就是记号了.” 

2) 路13:8: “管园的说: ‘主啊, 今( touto )年且

( kai )留着, 等我周围掘开土, 加上粪” 
3) 约壹4:3: “凡灵不认耶稣 , 就不是出于神; 

( kai )这( touto )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你们从

前听见他要来, 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d) 没有明确的例子涉及不同的性别 (different 

genders), 虽然有者认为 腓1:28是有可能.106 
 
 
**************************************** 

附录三: 什么是得救的信心? 
 
 徒16:31的教导是清楚明确的. 神必须做拯

救的部分, 人必须做相信的部分. 拯救罪人是只有

神能够做到的事, 但相信却是只有罪人必须做到

的事. 神不为罪人做相信的部分. 连持归正神学立

场的亨德里克森(William Hendriksen, 注: 他相信

以弗所书2:8所谓“神所赐的”是指信心)也说: “相
信和信心的行动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神不替我们

相信.” 另一个例证是在民数记

21章, 以色列人在旷野被火蛇

咬的事迹. 我们岂可说以色列

人被火蛇咬后蒙拯救脱离死亡, 
完全没有任何该尽的责任吗? 
当然有! 他们的责任就是“望”; 
神的工作就是“医治”. 他们因信

神的话而仰望(指望向神所指示

的铜蛇), 神就医治和拯救他们.   
 
 信心是罪人谦卑承认自己迫切的需要(需
要蒙神拯救), 并承认只有神能拯救. 救恩是完完

全全属于神的工作; 而信心则是完完全全属于人

的责任. 人对自己得蒙拯救是无功可言, 因这全是

神的工作. 那些得救的人只能感谢神, 那些失丧的

人只能责怪自己. 人得救全归功于神, 但失丧的人

必须为自己永被定罪而负起全部责任. 得救的人

感恩地说: “我能上天堂全因为神!” 失丧的人必须

坦诚地说: “我下地狱全因为我自己!” 他被定罪和

灭亡不是因为神拒绝他, 而是因为他拒绝神(可
16:16; 帖后2:10,12; 约5:40). 
 
 无人可站在神面前, 说: “我被定罪灭亡是

因为神没有赐给我信心.” 没有这样的借口. 每个

                                                           
106   Daniel B. Wallace, 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6), 
第 335 页 (参此页脚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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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责任去相信(信靠基督). 神吩咐所有的人

都要相信和悔改(约壹3:23; 徒17:30). 神说: “地极

的人都当仰望我 (这就是信心 ), 就必得救”(赛
45:22). 提前2:4表明神“愿意万人(所有人)得救”. 
人有责任相信神, 来到祂面前悔改. 人被永远的定

罪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这点(约8:24; 3:18). 
 
 慕迪(D. L. Moody)曾说: “有人说信心是神

所赐的. 就如空气是神所赐的, 但你必须吸它; 就
如食物, 但你必须吃它; 就如水, 但你必须喝它. 有
人要求某种神迹般的感觉, 但这不是信心. ‘可见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
10:17). 我不该坐着等候信心临到我, 充满我… 我
该做的, 是紧握和信靠神的话语.” 
 
 根据使徒保罗, 信心是“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

许的必能做成”(罗4:20-21). 神已应许拯救所有靠

着基督来到祂面前的人(来7:25), 有信心的人就满

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请留意, 罗4:5论到

的是“他的信”(指亚伯拉罕的信心), 而非神的信, 
或神赐他的信心. 若查考新约圣经中“信”或“相
信”(believe)这一动词, 就会发现“相信”的主词是

人(总是指某人或某些人相信), 而此动词最常用

在主动语态上(active voice), 意即那人或那些人必

须执行“相信”的行动. 人必须执行“相信”这一行

动, 神要他们为他们的相信或是不信负起负责.107 
 
 
**************************************** 
附录四: “不是出于行为”是指什么? (弗2:9) 

 
 保罗在 弗2:9说: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

人自夸.” 问题是: “什么不是出于行为?” 保罗是说

“信心不是出于行为”, 还是“救恩不是出于行为”? 
在这方面, 查考保罗在新约圣经中使用“不是出于

行为”的经文会有帮助.  
 
1) 罗3:20: 保罗说人不是“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

义, 即称义不是出于行为. 
2) 罗3:27: 保罗说人称义不是用“立功之法”, 即

称义不是出于行为. 
3) 罗3:28: 保罗说人称义不在乎“遵行律法”, 即

称义不是出于行为. 
                                                           
107  附录三主要是参考泽勒(George Zeller)的文章 ,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htm . 

4) 罗4:2,6: 保罗说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称义”, 
即称义不是出于行为. 

5) 加2:16: 保罗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 即称

义不是出于行为. 
6) 提后1:9: 保罗说人得救不是“按行为”, 即得救

(救恩)不是出于行为. 
7) 多3:5: 保罗说人得救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 

即得救(救恩)不是出于行为. 
 

若以弗所书2:9的意思是救恩不是出于行

为, 这样的解释就与上述所有经文相符一致. “救
恩不是出于行为”, 此乃保罗不断重复的教导, 不
过在新约圣经中, 从无一处记载保罗教导说“信心

不是出于行为”. 一次又一次保罗表明“救恩(包含

在“称义”内)不是出于行为”, 但他从没说过“信心

不是出于行为”. 显然, 说这样的话是愚蠢的, 因为

“信心不是出于行为”真是太明显了, 不必讲都知

道. 正如伊迪(John Eadie)所说: “你可以宣告说救

恩不是出于行为, 但你不能正当地说信心不是出

于行为.” 这就是为何霍智(Charles Hodge)被逼在

这段经文中加上插句(parenthesis): “你们是借着

信得救(而这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神所赐的), 不是

出于行为 .” 霍智要使那经文说“信心是神所赐

的”(因这与他所持的归正神学观点相吻合). 尽管

如此, 霍智晓得保罗不会说“信心不是出于行为”
【参本文附录五】. 
 
 圣经重复不断地表明我们不是靠行为得
救(参上文列举的经文). 此外, 圣经也重复不断地

表明我们是靠信心得救或称义(参 罗5:1). 如果人

不是靠行为得救, 而是靠信心得救, 那么信心显然

不是一种行为: “惟有不做工的(或译: 不靠行为; 
KJV: worketh not),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

就算为义”(罗4:5). 信心不是工作或行为(work). 工
作(或译“行为”, work)是可以被奖赏的, 是值得嘉

奖或有功绩的(meritorious), 也是我们可以夸口的.  
 

然而 , 信心无功绩可言 (non-meritorious). 
信心(指信主得救)是将一切功劳、赞美和尊荣都

归给基督, 因为是基督成就了这一切, 人本身无善

可陈, 不能自夸. 信心(指信主得救的信心)并非人

所行的善事; 它只是人这一方面承认“我无法行任

何善事, 所以我需要救主.” 这样的信主行动是无

功可陈(不是可以自夸的功绩). 只有那些对福音

和“信心”的意思无知的人, 才会认为信心是一种

功绩, 可以邀功或夸口.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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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智 (Charles Hodge) 

 

 把信心说成一种行为(或译“工作”, work)
是完全违反新约圣经对救恩的教导. 救恩“不是出

于行为”, 而是完全在“行为以外”(罗3:28; 4:6). 信
主得救的人是那些“不做工”的人(罗4:5). 那么, 他
们做了什么呢? 他们只是信靠和安息在基督已经

做完的工作, 祂完成了一切, 偿还了一切. 
 
 我们必须承认: 如果以弗所书2:9是在说

“信心不是出于行为”, 那么这就是新约圣经中唯

一一处记载保罗如此的宣告. 另一方面, 如果这节

是指“救恩不是出于行为”, 那么这就与保罗在其

他经文经常教导的调和了(相符一致), 这节也成

为新约圣经教导这方面真理的众多经文之一.  
 
 以实际例子来说, 想想我们如何传福音给

那些失丧的人. 我们经常告诉他们人无法靠行为

得救, 因救恩不是出于行为. 除了基督信仰之外, 
世上一切宗教都教导得救是要靠某种体系的行为

(或称“善行、德行”). 我们传福音时会清楚说明

“救恩不是出于行为”, 因为人无法做什么“好行

为”来换取救恩, 或赚取救恩. 另一方面, 我们不会

告诉罪人说: “我的朋友, ‘信心不是出于行为’, 因
为人无法做什么来相信.” 不, 我们不会这样讲, 因
为罪人有责任去相信(指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 
罪人有责任相信神的话语所说关于救主耶稣所完

成的工作(因信而称义或得救).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信心不是一种有功绩

的工作(meritorious work), 但它是罪人所该做的一

种工作, 即所该行的. “众人问祂说: ‘我们当行什

么, 才算做神的工呢?’ 耶稣回答说: ‘信神所差来

的, 这就是做神的工’ ”(约16:28-29). 有一件事是

人有责任做的, 就是“信”(相信主耶稣基督为神所

差来的救主), 人若不这样做, 就被定罪了(约8:2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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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五: 贺智(Charles Hodge) 
对以弗所书2:8-9的看法 

 
 我们在上文提到, 对于 弗2:8-9的解释主要

有以下两种看法:  
1) “神所赐的”(KJV: the gift of God)是指信心(即

人信主得救的信心是神所赐下的恩赐或礼物); 
2) “神所赐的”(KJV: the gift of God)是指救恩(即

人信主得救这件事是神所赐下的恩赐或礼物). 

第一种看法把 弗2:8-9读成: “你们得救是

本乎恩典, 也因着信心; 这信心不是出于自己, 这
信心乃是神所赐的, 这信心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

有人自夸” 【For by grace are ye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faith is not of yourselves, this 
faith is the gift of God, this faith is not of works, 
lest any man should boast】. 这看法是把“信心”当
作代名词“这”(希腊文 touto )的先行词. 

 
以上看法一表明

“神所赐的”和“不是出

于行为 ”都是指着 “信
心”而言. 不过, 另有一

个看法与这第一种看法

很接近, 却有不同之处. 
首先, 这看法认为“神所

赐的”是指信心 , 但“不
是出于行为”则指救恩. 
这一看法是霍智(Charles Hodge)和一些学者的看

法【参霍智在《以弗所书》 (即  弗2:8-9)的注

释】. 这些圣经学者察觉到保罗不可能会说“信
心不是出于行为”(参附录四所提出的理由), 所以

他们被逼把一个既别扭又不自然的插入语

(parenthesis)加插在这节经文中, 读成: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 也因着信心 (这信
心不是出于自己, 这信心乃是神所赐的), 不是出

于行为[意即: 这救恩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

夸 ” 【For by grace are ye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faith is not of yourselves, this faith is the 
gift of God), not of works [that is, this salvation is 
not of work], lest any man should boast】. 
 
 霍智是归正神学家, 所以根据此神学观点

而认为信心是神所赐的. 但若要他说“信心不是

出于行为”, 他就感到不自在了(因为这样的说法

是不正确的). 霍智和一些学者加插了以上的插入

语, 因为他们察觉到“信心不是出于行为”(faith is 
not of works)是不妥当的说法. 霍智说“救恩不是

出于行为”, 这点是正确的; 但他说这段经文是教

导“信心是神所赐的”, 这点就犯错了.108 
 

                                                           
108  附录四和五是参考泽勒(George Zeller)的文章,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htm . 

http://www.middletownbiblechurch.org/reformed/godgif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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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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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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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在前四期《家

信》探讨释经讲道的第一

至第四步骤(即选取经文、

解释经文、找出主题和写

下大纲). 现在让我们来讨

论第五步骤  —  加插例证. 
 
(文接上期) 
(C)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逐一分析 
 

步骤五:   加插例证 
 
 讲道中加插例证犹如“善用配料”. 有经验

的厨师烹调菜肴, 必须善用配料. 配料若用得好, 
会将主菜的味道引发出来, 更为出色可口. 有鲜

味的会显得更鲜美; 有辣味的也辣得更香. 因此, 
厨师必须知道什么菜色要配什么样的配料. 
 

配料可作装饰, 使食物赏心悦目. 比如炸

子鸡的旁边会放些炸虾片作装饰, 但奇怪的是这

些炸虾片却甚受欢迎. 同样地, 在讲章中加插小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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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释经讲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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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或小例证, 有助于将信息的主题发挥得更好, 
甚至在多年后仍被听众牢记. 

 
赖若瀚贴切写道: “建立了良好大纲之后, 

不要皮包骨, 要注意在大纲之外加些肌肉. 有些

讲道如数家珍地将要点一一道出, 却没有好好发

挥要点的内容, 这就像瘦骨嶙峋的身躯, 没有肌

肉, 只有硬绷绷的骨架. (另一方面) 讲章当然不

能只要肉团, 没有骨架. 讲道的故事例证太多, 给
人臃肿累赘的感觉, 因为无法理出这篇讲章的思

路.”110 因此, 这方面要如何掌握是讲道者必须认

真学习的. 
 
 在加强讲道内容方面 , 罗宾森 (Haddon 
Robinson)认为: “没有人会因为读完罗马书的大

纲而受感动, 就要相信. 倘若大纲未曾加以发挥, 
听众可能掌握不到其意义而无

法被说服. 讲道时, 听众心中会

提出几个问题 : ‘他在说什么

呢?’ ‘他这样说有根据吗?’ ‘听
起来很吸引人, 但如何在生活

上实践呢?’ ‘我仍然掌握不到

其中的意思. 你可以再说一遍

吗?’ 为了扩展、解释、证明或

应用讲章中的概念, 并使它们易于了解且引人注

意, 你可以使用各类不同的辅助材料.”  
 
 这解释了为什么讲章的内容, 在主题与大

纲都就绪之后, 必须按听众的需要添加辅助材料

(指加插例证), 生动地阐明并发挥此信息. 赖若瀚

在《食经讲道》一书中, 详细讨论了释经讲道十

步骤的第五步骤  —  加插内容例证, 我们在下文

将之内容简述介绍:111  
 

1. 采用解释与辩证加强讲道的内容 
2. 采用故事与例证加强讲道的内容 
3. 采用幽默与谐趣加强讲道的内容 
4. 讲道辅助材料的来源 
5. 如何建立资料储存库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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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52 页.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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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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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 辅助材料有解释性、辩证

性与应用性三种. 赖若瀚在本章先行讨论前两项

(解释性与辩证性的例证), 至于应用性的例证, 将
留到第八步骤的“列出应用”才讨论.  
 
 

(一) 采用解释与辩证加强讲道内容 
 

讲道者要经常问自己: “要
怎样才可以将这概念解释得清

楚?” 一般而言, 讲道者最好不用艰

涩难明的词句, 而在不可避免的情

况, 必须加以解释. 
 

(1)   解释 
 

解释是把讲章内容的意义和概念讲得清

楚明白, 免得听众(会众)困惑. 它基本上是围绕着

一个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 这部分的基础, 其实

在“解释经文”时已经预备好了; 经文中的难解字

词和语句, 都已经有了答案, 可按需要直接变成

讲章的内容. 
 
赖若瀚说道: “一个重要守则是不要卖弄

学问, 尽量减少讲原文, 因为这样会使讲道者与

会众(听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距离. 会众只想看

刚出生的可爱宝宝, 没有兴趣听讲员长篇大论地

缕述十几个小时的生产历程.” (编者注: 尽管如此, 
我们也不可进入另一个极端, 就是禁止用原文解

经! 因为有些经文确实只有借助原文方能清楚解

明,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提出原文的字义

或文法以阐明经文, 或为听众解开疑惑). 
 
1) 指出事实: 首先要交代从观察经文而得的事

实. 因为没有掌握基本的事实, 其后的推论无

论如何漂亮, 也不能有令人信服的效果.  
 交代时, 要从一般(普遍)的事实导入具体(特

殊)的事实, 以概括的说明建立初步的、全面

的印象, 再作详细说明. 
 例证一: 亚伯拉罕为献以撒所做的预备 
 解释: 亚伯拉罕为这次旅程预备了儿子、

仆人、驴子、火、柴、刀、绳子等, 一切

都齐备, 这表明了亚伯拉罕对献以撒的要

求作出彻底的顺服.   

 例证二: 玛拉基书 2:10-16 : 
 解释: 在这 7 节经文中, “诡诈”重复出现 5

次之多, 可见它是经文所强调的. 
 

2) 讲明定义: 下定义是明白词句最基本的步骤. 
“定义”是一个句子, 简洁地讲述阐明某个字词

的基本意义, 或揭示事物特有的属性, 多半是

在讲道一开始时就说明的. 
 要养成一个习惯, 即常问自己经文中重要的

字词是什么意思. 若无法用一句话明确地解

释, 可以找词典或百科全书中的定义来说明. 
 经文中哪些字词需要下定义呢? 这要按听众

的程度来判断. 因不同听众对真理的掌握程

度不同, 听道时需要清晰定义的字词也不同. 
 例证一: “信心”的定义 
 解释: 要理解信心, 可从三方面切入. 先采

用圣经定义,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
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 意思是“信心

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 对没有看见的事

能肯定”. 若是用人熟悉的讲法, 信心就是

类似中国人说的“人言为信”; 但对于基督

徒来说, 应说成“神言为信”. “信心就是在

圣经的话语上找着神.” 
 例证二: “忧虑”的定义 
 解释: “忧虑”是“意识到一些尚未存在或即

将来临的危机, 而不知所措地想去减低它

发生的可能性.” 
 
3) 引用名言: 在解释时可以采用嘉言隽语, 因为

名家精炼过的句子, 不乏言简意赅一语道破

之效, 我们不必再用冗长的话来试图表达.  
 名言也带着较强的说服力, 因为专家广受尊

重, 他们说出来的话语更具权威. 
 例证一: 作牧师的杨牧谷说: “信仰不是用来

解释人生的, 而是要来承载人生的.” 
 例证二: 洛克耶(Herbert Lockyer)说: “祷告不

只是逃避灾难的出路, 更是使我们活命的呼

吸.” 
 引用名言的要领(要点)是: 简洁和一针见血, 

不要引用太长的句子, 也不要交代太多细节. 
[注: 讲道与写作不同, 写作可写多一点, 因读

者可以反复地阅读思索, 但讲道则必须切中

要点, 不拖泥带水, 模糊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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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换句话说: 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重述一个概

念, 可称之为“重申”, 如用“换句话说”带出同

义句来解说. 
 这样可以给概念的意义赋予新鲜感, 不仅有

助于理解, 还可加深印象, 提高可信性. 
 例证一: 上文讨论希伯来书 11:1 的“信心”定

义时, 已列出“换句话说”的变化处理(参上文). 
 例证二: “真确的信仰是人活在世上的盼望.” 

换句话说, “人若是什么都不信, 在人生道路

上会没有出路. 在这个充满黑暗、恐惧、混

乱、愁烦的世界, 只有借着信心倚靠神, 才能

给我们真正的解救.” 
 例证三: “啰嗦”的意思是“说话重复, 拖泥带水, 

意思表达不清楚”. 换句话说, 是“说来说去都

说不到重点, 不得要领, 尤有甚者, 让听的人

感到厌烦.”  
 
5) 映衬比较: 寻找相似或相通的事物来作出对

比, 揭示其中的联系或异

同. 
 在同义或相类的比较中 , 

可以看“异中之同”或“同
中之异”.  

 我们也可以用相反词, 以
不同角度加以比较和解释. 

 例证一: “信心不是…, 乃是…” 
 信心不是紧张, 而是交托. 信心不是“理所

当然”(另译: “想当然”, take it for granted), 
不是“一厢情愿”, 也不是不管证据如何而

盲目接受. 信心乃是认定神, 排除一切拦

阻, 作神要我们作的事. 
 例证二: 忧虑与计划 
 主耶稣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但中国俗

语说: “人无远虑, 必有近虑”112 到底谁对

谁错? 其实, 二者没有冲突. 主耶稣说的是

消极的、没有成效的忧虑, 对解决问题一

点用处都没有. 而中国俗语所说的, 是指

对未来的事情要有计划(或打算), 积极地

谋求解决的方案. 计划是可以的, 但忧虑

却要避免. 

                                                           
112   “人无远虑, 必有近虑”指的是人若没有长远的打算, 
那么近期的事情就会多有忧虑, 可理解为, 人如果一直没有

长远的考虑, 那忧患一定近在眼前. 

 也可以先说明一般人对祈祷的种种误解或误

用, 逐一解说驳斥, 然后指出真实而又正面的

祷告作用. 
 
6) 举例说明: 以具体、典型的事例解说事物, 能

把抽象深奥的事理说得具体明白, 或把复杂

繁琐的事物说得简单易懂.  
 我们在下文的“故事例证”将作出详细讨论. 

 
 

(2)   辩证 
 

辩证的步骤是要解答一个基本问题: “这
概念真确吗?” 要用不同的方法证实或确认它的

可信性. 虽然我们是活在后现代的世界里(注: 后
现代注重主观感受, 而非客观事实), 但仍须建立

道理的真确性. 讲员不仅要列出证据, 更要借着

推理与辩证使听众信服讲员所讲的道. 讲者当然

不能在短时间内讲完长篇大论, 但至少要提供基

本的论证与可以信服的答案. 
 
论证可分正反两种方式: (1) 正面陈辞  —  

顺其意而证其实, 以显其是(显明它的真确); (2) 
反面陈辞  —  反其意而揭其害, 以显其非(显明它

的不对). 辩证时要得体大方, 对事不对人, 为主不

为己. 只要真理被传扬, 个人得失应该置之度外.  
 
1) 基本逻辑的推论: 逻辑推理是一种普遍行为, 

是人类思维的基础. 但我们提出一项原则或

道理时, 应该预期听众心中会问: “为什么?” 
所以在讲道中, 须要给予解答. 

 例证: 彼得要求行走在海面上(太 14:22-33), 
是正面例证还是负面教材? 

 从经文可见, 彼得这次行动是合乎主的指令, 
因为: 
a) 彼得在行动之前, 问主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b) 主回答他说: “你来吧.” 他得到主的批准. 
c) 当彼得要沉下去, 主把他拉起来, 对他说: 

“小信的人哪, 为什么疑惑呢?” , 
 言外之意是: “你若有足够的信心, 就可以行

完全程. 为什么你小信和疑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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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归纳法的推论: 归纳法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

法, 借着观察、解释、假设与求证, 从众多个

案中, 找出当中普遍的原则.  
 归纳法的推论对任何背景的听众都适用. 可

以从一个例证、问题或事实开始, 引出类似

的事例或情况, 然后将它们归纳, 得到结论. 
 运用归纳法时需要小心, 因为灵性的经验与

科学的分析不大相同. 属灵经验的范围广大, 
不是归纳法可以完全把握的. 

 另一方面, 有些真理如“圣经无误”、“挪亚洪

水是全球或普世性的洪水”等, 是圣经中启示

的真理, 不能单靠客观论据归纳出这些结论. 
 在讲道时常见两种错误, 一是没有足够的观

察, 二是没有经过足够的解释, 两者都会归纳

出错误的结论, 讲道者要小心避免. 
 

3) 演绎法的推论: 演绎法是从一项普遍的真理, 
来推论个别事物的含义, 三段论证法是这种

方法的最好例证.  
 先将结论讲出, 然后再说明过程; 或先说明主

题意思, 然后才读出经文. 
 有些议题的一部分是听众已经接受的公认结

论, 不须多费唇舌. 这样, 透过演绎法, 先陈明

圣经中那些清晰的真理或论述, 让听众明白

自己所信的立场, 再倾听议题其余部分的解

说, 终至完全领受. 
 另一方面, 有些题目可以让听众随着你一起

剖析经文而层层深入, 大家一同发掘真理的

信息. 
 不过, 演绎法只是一种惯性的思维与表达方

式而已, 并不代表它更权威或更属灵. 演绎法

和归纳法两种方式, 可以在同一篇讲章中交

替互用, 增加兴趣和变化. 
 
4) 从小到大的推论: 将听众相信的概念, 推向更

高层次, 可以达到另一个正确的概念. 
 它的公式是: “既然第一点正确, 那么第二点

岂不是同样正确吗?” 或是: “若甲能存在, 乙
岂不更能存在吗?” 

 这是主耶稣常用的论证方式: “你们看那天上

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
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

多吗?”(太 6:26). 

 这也是保罗常用的论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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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统计数字的推论: 现代常用统计数字来证明

要点或趋势. 统计数字是针对一个主题搜集

数据, 加上分类、计算、分析、统计之后得

到的结果. 
 因为统计数字来自一大堆客观抽样的资料 , 

因此是支持辩证的好材料.  
 统计数字可包括下列两种: 简单的和复杂的 

 
例证一 : 简单的 

主耶稣医治人的统计 
 圣经学者查普曼(J. Wilbur Chapman)作了统计: 

“新约圣经中记载有 40 个病人得着主耶稣的医治, 
其中 6 人是亲自来到主面前, 20 人被带到主面前, 
另外 14 人是主被带到他们面前的.” 

 按数据分析所得的结论:  
 能自己找到主耶稣的人只属少数. 
 多数人都需要别人带领, 不是将他们带到主面

前, 就是将主带到他们面前. 
 由此可见, 我们应该认真学习“个人布道”, 努力接

触和带领人认识基督, 并且归向基督. 
 
 

例证二 : 复杂的 
基督徒比较像主耶稣, 还是像法利赛人? 

 2013 年 4 月 30 日, 巴纳研究小组(Barna Research 
Group)在网上发表由金纳曼(David Kinnaman)与
伯克(John Burke)主导的统计调查报告. 

 调查的题目是: “现今的基督徒比较像耶稣, 还是

像法利赛人?” 
 2012 年 11 月, 他们用电话向全美国 50 个州, 

1,008 位 18 岁以上, 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进行调查. 
目的是要看他们的行动与态度是像主耶稣或法利

赛人. 
 调查者预备了 20 条问题, 有关像主耶稣的行动、

像主耶稣的态度、像法利赛人的行动、像法利赛

人的态度各占 5 题. 受访者回答同意或不同意. 
 根据受访者的回应, 归纳为下列四类人: 

a) 有像基督(主耶稣)的行动与态度. 
b) 有像基督的行动, 没有像基督的态度. 
c) 有像基督的态度, 没有像基督的行动. 
d) 两项都没有. 

 统计显示, 这群自称基督徒的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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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1% 的人没有像基督的行动 
2. 14% 的人同时具有像基督的行动与态度 
3. 21% 的人有像基督的态度, 却有像法利赛人

的行动 
4. 14% 的人有像基督的行动, 却同时有像法利

赛人的自义态度 
 虽然这项研究统计有它的限制, 但可以发现福音

派信徒最具有像基督的行动与态度, 他们仅占总

受访的基督徒人数的 23%, 不到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 今日的基督徒, 甚至是纯正福音派信仰

的人, 在活出像基督的生活上, 仍有一大段距离. 
 
 

 在使用统计数字时, 因数字精密又繁多, 不妨

可以用“大约…”、“超过…”、“占…%”等用

语将它简化. 
 另外, 使用统计数字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事

情, 就如要看统计的假设、抽样及分析方法

是否有代表性、设计的问题是否适切等.  
 值得一提的是, 数字不一定表示真相. 例如在

前例中, 计分表是怎样设计的? 为什么只问这

20 个问题? 这些问题真能断定一个人像主耶

稣或法利赛人吗? 美国幽默大师兼作家马克

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曾说: “世上有

三种谎言: 谎言、荒谬谎言和统计数字.” 因
为统计数字也会误导人, 所以使用时也必须

留意.113 
 
 

(二) 采用故事与例证加强讲道的内容 
 

(a)   例证的种类 
 

(1) 嘉言隽语类 
 

1) 格言金句: 一般而言, 格言金句都有言简意

赅、发人深省的特性.  
 例证一: “做神的工作有三个步骤: 第一是‘不

可能’, 第二是‘很困难’, 第三是‘做成了’.” (戴
德生, 英国宣道士兼中国内地会创办人) 

 例证二: “那些使人伤心难过的事, 也是使人

有良多长进的事.” (富兰克林) 
 例证三: “生气是拿别人做错的事来惩罚自

己.” 或 “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来伤自己的心.” 
                                                           
113   上文(一)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252-261 页. 

 

2) 押韵词句: 
 例证一: “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例证二: “隔离, 人权没了; 不隔离, 人全没了.” 
 例证三: “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有事斩然、

无事澄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114 
 

3) 诗词歌赋: 有些诗歌的歌词感情充沛, 特别容

易感动人心. 
 例证: “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 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2) 见证故事类 
 
1) 圣经事例: 引用圣经的事例, 不能只将熟悉的

故事或例证照抄不误, 必要经常思考, 或者在

切入点上下点功夫. 
 例证: 读了 约 11:5-6, 我们看见主耶稣既然爱

他们姐弟三人, 听见拉撒路病了, 理当赶快前

去帮助才对, 却在原地仍住两天, 怎么会这样

呢? 我们不明白, 是因为我们采取世人的逻辑

和表达爱意的方法去处理问题. 但主耶稣自

有祂属灵的一套逻辑, 以及更高的心意与更

美的计划. 身陷困境时, 我们只须相信一件事: 
“只要祂知道我的困境, 那就足够安慰我了!” 
我要耐心等候祂施行奇妙作为的时间. 
 

2) 感人事迹: 感人事迹可包括个人见证、真实

故事与名人轶事.  
 用个人生活体验为例证, 或以实际经历来说

明真理, 都是最有力的. 这些例证可从传记、

自传或历史的记述中找到.  
 见证法是说出自己或别人的经历. 有时读了

一段感人的事例见证, 但要复述让人感动是

另一回事. “写与读”跟“讲与听”是有不同的. 
 “心灵鸡汤”的故事一般上十分感人, 但它们多

半从平面的角度(人的角度)讲述人心, 缺少神

与人垂直的关系, 引用时要多加注意. 
 

3) 神话寓言故事 : 如中国古代神话、希腊神

话、伊索寓言等, 若用得恰当, 有助于加强讲

道的内容. 
 

                                                           
114   此乃明朝学士崔铣的“六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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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伟人祷文类 
 
1) 例证一: “我将众多的‘为什么’陈献在祢上架

前, 双膝跪下, 俯伏敬拜. … 在敬拜中, 我体会: 
只要认识祢, 我再不须问: ‘为什么’!” 

2) 例证二: 麦奎尔金(或译“麦奎克”, Robertson 
McQuilkin)的祷文“让我在昏暗前回家吧!”很
有意义, 提醒我们要小心保住晚节, 免得在人

生最后路程上, 因犯错而一世英名尽丧.  
 

祷文: “让我在昏暗前回家吧!” 
“主啊, 日头快要下山了. 
   我生命的影子, 一直延伸至过去暗淡无光的岁月. 

我不惧怕死亡, 因这柔弱的敌人终有一天会被倾覆. 
 它将催促我进入永恒的生命中,  
   那将会是  —  与祢同在, 没有世事缠绊,  
    何等自由奔放的生命啊! 
      但我却惧怕  —  我怕死亡的王来得太快, 
        或该说来得太迟吧? 
         我怕在工尚未成之前, 我人已不在, 
           又或是作成了, 却是马虎了事. 
我怕我会玷污祢的尊荣, 羞辱祢的美名, 伤透祢的

慈心, 听说少有人能功成身退的; 主啊, 让我在昏

暗前回家吧!” 
 

 
(4) 比喻画像类 

 
有关“比喻画像类”这一部分, 我们留到下

一期的“遣词用字”才讨论【注: “遣词用字”是释

经讲道十步骤的第六步骤】 
 
 

(b)   采用故事例证的原因 
 
1) 帮助解释: 例证的功能是辅助解释一些论述

或概念, 使抽象的道理变成平实的叙述, 使遥

远的变成可亲近的, 使模糊的变成清晰的, 使
陌生的变成熟悉的. 它的功能就是那么神奇.   

 魏斯比(Warren Wiersbe)指
出: “用讲故事的方式作比

喻 , 这比喻最初是一幅图

画(picture), 接着是一面镜

子(mirror), 然后变成一扇

窗(window).”  
 故事例证犹如窗户, 本身不是光, 却能引进光 

 讲道不应该像没有窗户的房间; 要尽量打开

窗户, 让空气流通. 不然, 沉闷的空气会令人

昏睡或窒息. 
 司布真(C. H. Spurgeon)在《我对学生的讲

道》(Lectures to My Students)一书中, 用了七

章(约 150 页的篇幅)来说明讲道要使用例证. 
他说: “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是‘监牢’, 而非住

宅… 同样地, 没有引述比喻的讲道沉闷乏味, 
使人肉身困倦.”  
 

2) 加深印象: 听众聚会完回家后, 许多时候记得

的, 往往只是一些例证、故事或见证. 
 若能借着例证让他们记得讲章中的真理, 也

是十分可取的. 
 “谦虚”的例证: “谦虚如同滑溜的泥鳅. 当你以

为已经掌握住它的时候, 它就从你的手指缝

间滑出去.” 
 

3) 引发兴趣: 人都喜欢听实际的例子或感人的

故事, 这说明了为何“心灵鸡汤”丛书那么畅销. 
 例证是提神剂, 使听众心灵可得松弛休息. 人

的头脑不可以持续绷紧, 要让它适时地轻松

片刻. 讲述真理的同时, 也要让人的思维有一

些空间; 吸收“硬道理”之余, 也要用一些故

事、生活趣闻, 或社会中的事例、数字调剂

一下心情, 听众就能吸收更多听到的信息. 
 韦列(John W. Reed)见证道: “我曾听某位牧者

的讲道至欲罢不能! 我… 会把心思放在讲道

之外. 然而, 这位牧者总会夺回我的心思… 即
或我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别处, 他仍能将我拉

回来. 我分析他吸引我的关键在于他精心选

取的例证. 这些例证强力地支持他讲道的主

题信息.” 
  

4) 鼓励实践: 应用性的例证基本上是解答一个

问题: “我可以用哪些例证使听众愿意将信息

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与事奉中?”  
 例证将抽象的道理变成具体, 所以也能鼓励

听众去实践. 有些例证本身已有应用的力量. 
听众知道别人可以这样, 就会激励自己去行.  

 引用例证或见证时, 就让听众知道实践神的

话是有路可循的. 例证像是桥梁, 可以连接两

地, 从已知的引进未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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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搭桥的时候, 必须注意适切的配合. 须
注意不要离题万丈, 就如某配料只适合与某

种主菜配搭, 炸虾片配炸子鸡正好, 不能放在

鸡丝拉皮上. 例证必须精挑细选, 配合主题.  
 

5) 触动感情: 在讲道中, 讲述真实的经历与事迹, 
最能触动内心深处的感情. 

 例证: 提摩太后书 4:6-8 (画下生命完美句点) 
 

例证: 画下生命完美句点 (提后 4:6-8) 
 我曾在 2008 年到意大利教学, 教学完毕, 有一位

教会的弟兄愿意带我去参观使徒保罗为主殉道的

地方. 
 我们开车到郊区一个被称为“三水泉教堂”的小礼

拜堂. 相传保罗在这里被斩首后, 头颅在地上撞击

了三下, 从三个撞击点涌出泉水, 因此得名(注: 保
罗是伟大的使徒, 若有神迹伴随他的殉道, 并不为

奇). 教堂里面有三个圆拱门, 标志三个水泉的所

在. 门口右边的角落有一根柱子, 据说是当时捆绑

保罗用的. 
 这地方少有游客, 十分安静. 带我来的弟兄说, 他

每次到访都不免潸然泪下. 我不以为意, 心想真的

那么神奇? 到达后, 才感受到他所言不虚! 
 教堂前有一小段路, 相传是从第一世纪保存下来

的. 相信这段路, 就是保罗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之
后他就被带去行刑. 我站在小路之前, 想到提摩太

后书4:7保罗一生的宣告: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

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

住了.” 当时我的脸庞已被眼泪所湿润了. 
 我流的眼泪不是悲伤的泪, 不是同情的泪, 也不是

无奈的泪, 乃是感激的泪、激动的泪. 感谢神赐给

我们一个属灵伟人生命的榜样, 他无愧无悔的人

生, 带给历世历代无数信徒极大的福气!  
 
 

 
(c)   使用故事例证的守则 

 
1) 认定配角地位: 例证只是配料, 不是主菜, 是

配角不是主角! 牡丹与绿叶, 要配得巧, 才能

相得益彰.  
 例证不能太喧宾夺主, 使人忘掉传讲(讲道时

要带出)的真理, 仅仅记得例证. 有些讲道充满

见证、故事与笑话, 唯独“道”的部分不够充实.  
 真正能使感动化为力量, 并且有持久价值的, 

是神的话语, 不是故事或例证. 

 烹调时加配料, 目的是将主食的味道引发出

来, 使人在吃主菜的时候感到津津有味.  
 烹调大师都会告诫我们配料不仅要用得对 , 

分量与时间也要恰到好处. 因此, 例证的数量

要适中, 不宜太多, 穿插的时间点和长短也要

讲究, 务使信息本身不被例证遮盖, 失去光彩. 
 

2) 贴切阐明真理: 用例证的时候必须要切合主

题, 否则宁可不用.  
 不要只因为某个例证有趣味性就选它, 或是

你刚好读到某个例证而希望在这个主日与会

众分享, 就硬要把它套进讲道中. 
 有些例证要转几个弯才可以清楚表达, 有些

甚至要转个大弯, 那样只会使人头昏脑胀, 不
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早期有一套“喻道故事集”名为《箭上羽》, 此
名甚为贴切. 喻道例证是箭尾的羽毛, 让箭可

以射得远、飞得平稳, 但谨记  —  它不是箭! 
因此, 不要为了添加例证而讲“极其有趣但与

所讲的‘道’无关”的故事. 
 例证只是阐明真理, 本身不是真理, 因此不能

拿例证当作真理去讲解. 比如说, 信徒要在末

世如同明光照耀… , 不能把“光的不同意义”
作为主要大纲. 否则, 就是用真理去支持例证, 
本末倒置了.  

 此外, 不能以例证中的个人经历作为绝对的真

理或行事的标准, 因为个人的经历是主观的, 
必须与圣经真理配合才能发挥见证的作用.     
 

3) 注意听众背景: 许多在西方修读或留学的传

道者读的多半是英文书, 以致采用的例证、

故事或嘉言大部分是西方的东西(指以西方文

化为背景的人、事、物). 
 英语世界的资料确实比较丰富, 但要特别注

意是否适合华人的口味与文化.  
 这不是“营养价值”的问题, 而是“胃口”的问题. 

许多食物本身具有营养价值, 但因为煮得不

合胃口, 就不想多吃. 若是给华人家乡风味的

食物, 当然比较合胃口. 
 我们建议多与信徒贴近, 多阅读中文报章、

杂志和书刊, 多搜集本色化的见证, 讲道听起

来会更有亲切感.  
 除了注意中国人与外国人的语言和文化差别

之外, 还须注意知识分子与蓝领人士、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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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长者等等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 简之, 要
从听众(会众)而不是讲员的世界去思想. 

 
例证 : 一语双关 

 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是美国第 38 任总统, 喜
欢用双关语. 他某次对记者说: “我是福特, 不是林

肯.” 林肯(Lincoln)一字可指美国伟大总统林肯 , 
也可指高级名车的品牌; 福特汽车则是普通、廉

价、大众化的车款. 福特以上这句话, 一方面谦虚

地表示自己不如林肯总统的伟大, 另一方面也表

示自己是大众化的平民总统. 
 评语: 以上这个例证对多数中国人或华人来说, 不

能一下子领会其中奥妙. 
 例证若是需要很多解释, 对讲章(讲道)的助力会大

大削弱, 不如不用. 
 
 

4) 多用真人真事: 最好的例证是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 不仅有真实感, 又增加讲员的可信度. 
 引用见证的好处是不会使人在听道时有虚无

缥缈、脱离实际的感觉. 其次, 它添加了人情

味, 使人产生共鸣. 第三, 举出有权威者的见

证, 更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马克吐温曾说: “听沙场老将讲战争, 总是精

彩有趣; 但是听从未登过月的诗人讲月亮, 就
不免黯然失色.” 

 罗宾森认为, “讲员实际的经验”与“听众实际

的经验”契合下(即讲员与听众对所举的例证

都有共同经验下), 便是最有力的例证, 因它充

满人情味(容易引起共鸣).  
 不过, 引用真人真事的见证, 不能将它视为绝

对的标准, 它只是主观经历, 会因人而异: 即
使某人有, 但别人未必有. 而且, 它们往往只

注重某一特定方面, 不能表达真理的多面性. 
 讲道者可以分享自己成功与长进的见证吗? 

当然可以! 保罗曾叫哥林多人效法他: “你们

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 11:1; 参 
腓 3:17). 但分享成功经历的次数不宜过多, 并
要先确定动机, 不要在有意或无意间高抬自

己. 在分享自己经历时的态度

与语气务必要谦卑真诚. 我们

不过是神的器皿, 见证的目的

是要荣耀神, 而非自己. 
 另一个问题: 可否将自己真实

的例证改用第三者来讲述呢? 

是可以的. 譬如说: “我认识一个信徒, 他在多

年前…” 有时这是十分需要的, 为要避免听众

以为讲员在高抬自己(保罗也用过此法, 参 林
后 12:2-7), 或指桑骂槐(比喻表面上是骂这个

人, 实际上是骂另一个人). 
 此外, 有强烈假设性的例证会引起对神和圣

经教义上的误解, 那就千万不要用. 例如, 网
上很多有关彼得把守天堂大门的笑话, 因为

用使徒彼得的真名, 让听众对此事误以为真, 
以为这真是基督信仰的一部分.  

 
5) 运用创意使用: 见证不要老是从同一个来源

取得, 也不要固定采用同一个种类. 要多有变

化, 要新鲜, 不要陈腔滥调. 
 食物若是新鲜, 必定美味; 菜色若是新颖, 必

定吸引食客. 同样地, 可以运用一点想象力创

造或改编例证. 想象力是讲道者最佳的资源, 
若运用得宜, 见证必定独一无二, 新鲜有趣. 
 
例证 : 按才干得银子的比喻 (太 25:14-30) 

 相信大家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 我现在讲述

的是“龟兔赛跑”现代版. 
 有一只乌龟在悠然地爬行, 忽然有一只兔子从它

左边飞奔而过; 不久, 另一只兔子从它右边跑过

去. 几只白兔过去之后, 乌龟忽然有所领悟, 停下

脚步. 它把自己的四只脚缩进壳里, 再将自己的头

也缩进壳里, 然后在壳里大声宣告: “从现在开始, 
我不爬了!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白兔一样跑得那

么快呢? 没有可能!” 停了几秒, 乌龟又大叫: “我 
— 罢 — 爬!”  

 教训: 我们常会与一些才干比我们高、恩赐比我

们多的人比较. 相形见绌之下, 感到大不如人, 因
此灰心丧志, 便坚定地“罢爬”! 其实, 我们不必跟

别的弟兄姐妹相比, 因为各人所领受的恩赐不同, 
重要的是我们按照所得的恩赐, 忠心事奉主. 
 

 
 将熟悉的例证转变一下, 加插另外的例证在

其中, 会给人带来新鲜的感受. 而且, 在例证

中再加插其他类别的例证, 以不同方式合并

来表达, 可收更大的果效. 
 
6) 力求准确精辟: 例证要力求准确. 涉及时间或

地点的例证或真人真事, 便必须小心, 要查考

验证才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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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道听途说的或依稀记得(指模糊不清)的, 
又或是涉及较专门学问的例证, 可以在网上

求证.  
 最好是记录下来, 不要在不同地方讲道时使

用不同版本, 影响听众对讲道内容的信心. 
 传道者若引用的资料错误或不全, 信徒可能

会知道, 因他们的接触面广, 心里有数.  
 信徒尊重传道者, 可以原谅他们偶尔引错资

料, 但若传道者刻意欺骗或屡错不改, 信徒就

会对他们的诚信度与责任心有所怀疑, 信任

也大打折扣. 
 
7) 慎防不良意识: 讲道要浅显通俗, 但不是庸俗. 

有些例证隐含不雅或低俗的意味, 最好不用. 
 若是对某个例证有怀疑, 可以请教有学问与

教养的弟兄姐妹, 他们之中若有人感到不妥, 
就最好不用. 

 以下是一些有不良意识的例证: 
 

例证一 : 不文雅的例证  
“预备讲道好像便秘一样!” 

 有讲道者在台上描述预备讲道的辛苦时, 说: “预
备讲道好像便秘一样, 就是出不来.” 

 评语: 这例子让听众觉得不文雅, 倒不如说: “预备

讲道好像生金蛋一样, 但一直都生不出来.” 
 

 
例证二 : 取笑别人的例证 

“不会拿筷子就不配称为中国人或华人!” 
 一位讲员讲道时, 开玩笑地说: “拿筷子吃饭是中

国人或华人优良的传统. 很多人自认是中国人或

华人, 但拿筷子的方法大错特错, 有些更糟, 连拿

筷子都不会! 真不明白为何他们还敢自称是中国

人或华人.” 
 评语: 听众当中若有不会拿筷子的中国人或华人, 

他是不是会有反感? 会拿筷子的听众也不一定认

同这位讲员的论点(不会拿筷子就不配称为中国

人或华人). 这类有意或无意伤人感情的话, 最好

不要说, 否则会“触电”, 伤的是自己.  
 若是故意的批评涉及别人的文化或兴趣(爱好), 那

就更当小心避免了, 例如对喜欢足球的年轻听众

说: “我不喜欢足球, 因为足球是一群傻瓜在狂追

一粒球.” 这样的话无疑使听众反感, 对讲员的讲

道失去兴趣. 
 

 

例证三 : 有点不雅的例证 
“放下一堆不干净的东西”(drop a plop) 

 美国著名的领袖学牧者麦克斯韦(或译“麦斯威

尔”, John Maxwell)曾经讲述一个故事: “一只小鸟

要到南极过冬. 但因太晚出发, 天气已经十分寒

冷, 小鸟飞到一半就因双翼僵硬而不能再飞. 小鸟

落在农场的一块空地上, 心想, 这次注定要冻死

了. 当它正感到无望的时候, 一头牛朝着它走来, 
停在小鸟附近, 随即一堆牛粪落在小鸟身上. 小鸟

感到十分无奈, 但也只能自认倒霉, 连死都死得不

干不净. 正当它在埋怨的时候, 它的身体忽然感到

一股热流, 不久双翼竟可以摆动了, 小鸟就兴奋地

唱起歌来. 一只猫听见小鸟的歌声, 很快就发现粪

堆里的小鸟, 把它叼出来不久, 小鸟就成了那只猫

的晚餐.” 
 麦克斯韦接着说, 这故事教我们三个道理: 

a) 不是每个往你身上放脏东西的都是你的敌人; 
b) 不是每个把你从脏东西里拉出来的都是朋友; 
c) 当别人将不干净的东西放在你身上, 或当你躺

在粪堆时, 最佳策略是“闭上嘴巴少讲话”.  
 评语: 这故事引人发笑, 其信息也十分贴切, 但似

乎有点不雅的感觉. 不过, 讲者不是经常这样做, 
而且在讲述之前, 他也曾提醒这故事将会让人产

生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赖若瀚写道: “我以为, 这故

事如果用在某个专题讲座中, 也许能吸引人, 加深

印象; 但若是用在教会或主日讲道中, 则不大合

适. 另一方面, 年轻会众对于幽默故事的接受程度

比较高, 讲道者可以因此按对象作出斟酌(即反复

思考来决定取舍).  
 
 

8) 尊重别人隐私: 讲道时不要随意揭发别人的

隐私, 让人感到难堪.  
 牧者辅导信徒所交谈的内容, 不可以当作例

子搬上讲台, 这是专业的操守.  
 自己家人的事情最好不要多讲, 若要讲, 也要

事先征求他们的同意. 
 基本的原则是: 不要在有意或无意中揭露或

张扬别人私密的事情, 即使隐去其名, 也一样

令人难堪.  
 
9) 小心反面例证: 有些例证若带来负面作用, 最

好不要用. 
 某次, 有个讲员要讲述一个例证, 但担心会令

一些姐妹听了不安, 便先征询召会中两位姐

妹的意见, 她们都建议不要用, 他便打消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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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Shaw 

 此外, 有一些故事的意思并不明确, 说出来不

一定能造就人, 不讲也罢. 
 

例证一 : 失灵的兑银机 
(指以纸币兑换硬币的机器) 

 有个传道者要说明信徒若奉献给神, 神必用厚厚

的恩典来回报他们. 他用以下例证, 说: “有一位当

夜班的护士, 听见病房外的兑银机前不时传来欢

呼声. 稍后, 她看见修理员在修理兑银机, 才明白

这部兑银机坏了, 放 1 元纸币进去, 会吐出 6 个 25
分的硬币, 比正常情况多出 2 个硬币.”  

 评语: 以上“类比”让人联想到“神就好像一部出错

的兑银机吗? 我们岂不是变成贪图蝇头小利的伪

君子?” 但神哪会出错! 祂的恩典岂是一种谬误? 
 

 
例证二 : 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 

 有个讲员讲“个人布道”的主题时, 说了以下的故

事: “某位牧师受邀主领特别聚会. 他第一晚开始

讲道时说: ‘在未讲道之先, 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要

问你们, 知道我今晚要讲的是什么吗?’ 大家摇头

说: ‘不知道.’ 牧师就说: ‘你们还未预备好, 回去好

好预备, 明天再来.’ 第一晚的聚会就此结束. 第二

天聚会前, 会众都商议好, 大家都要点头, 回答说

知道. 果然牧师又问同样问题, 大家异口同声地

说: ‘知道!’ 牧师说: ‘那么既然都知道了, 我就不必

讲了, 大家回去吧!’ 第二晚的聚会又不了了之. 第
三天聚会前, 大家商议好, 要一半说知道, 一半说

不知道. 听到这样的答案, 牧师就说: ‘那么请这一

半知道的告诉另一边不知道的就好了. 再见!’ 第
三天的聚会就这样结束了.  

 讲完故事后, 讲员便作出结论: “作个人布道的也

该这样做: 那些知道的, 要去告诉那些不知道的.” 
 评语: 上述比喻有几处令人费解的地方. 首先, 谁

见过这样的牧师? 其次, 为什么教会竟容许这位

牧师连续三天那样讲下去? 最后, 牧师的重点是: 
“那些知道的要告诉那些不知道的”, 但按照这个

故事, 那些说自己知道的, 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可
见这例证不足为训.115 
 

 
 
(三) 采用幽默与谐趣加

强讲道的内容 
 

                                                           
115   上文(二)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261-277 页. 

“幽默”常与“风趣”、“诙谐”、“机智”、
“豁达”、“嘲讽”等元素拉上一点关系. 笑话与幽

默有何分别? 其实区别不大, 只是幽默在令人会

心微笑之余, 往往不失高雅, 因为隐含更深刻的

人生道理.  
 
赖若瀚写道: “有一次, 我问两个儿子喜欢

哪些讲员. 他们分析说, 年轻的一代不喜欢被人

教训; 他们喜欢信息是在轻松的讲论中传递出来. 
由此可见, 后现代会众特别看重‘幽默’.”  

 
当然, 讲道不是为要娱乐观众, 有些信息

是严肃的就当严肃.  然而, 若某个幽默的例证能

更有效地将信息深印在听众心中, 讲员为何完全

弃之不用? 简之, 讲员要保持平衡, 避免以下两种

极端的情况: 
  
(a) 讲道时只为了讨听众欢喜, 

不断讲笑话 , 引人发笑 , 
听众只记得笑话而忽略

或忘记讲道的内容. 那么, 
这位讲员不过是扮演“小
丑”的角色 , 不是主忠心

的仆人;  
(b) 讲道时总是太过严肃, 从

头到尾不断教训谴责, 让听众一直神经紧绷, 
感觉讲员自命清高(看不起别人), 因而不愿听

取其讲道内容.  
 
 事实上, 讲员可以在讲道时有严肃的时刻  
—  传达敬畏神的真理; 同时也用幽默的例证  —  
强化讲道的内容, 让听众容易接受和记得所学的

真理. 在这方面, 要恳求主赐下智慧去保持平衡.  
 

(a)   幽默的功能 
 
 有人说: “幽默可以调剂精神, 平息愤怒, 
增进友谊, 消散愁虑, 辅助消化, 延年益寿.” “幽
默”使我们的人生闪烁着智慧

和喜悦的光芒, 它带有亲和力, 
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萧
伯纳(Bernard Shaw)曾说: “幽
默就是用最轻松的语调, 说出

最深切的道理.” 幽默有以下

几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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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述严肃的道理, 也让人有轻松的感觉: 幽默

是“指言语或文字表面轻松而实际含有深刻

的讽刺”.116  
 皮普尔(另译“皮柏尔”, John Piper)提醒传道人

运用幽默的一些界限. 他说: “如今不少传道

者讲道时, 似乎是用笑话取代了带领人悔改

的目标. 你若能引人发笑, 使人们感觉十分畅

快, 使听众喜欢你, 证明你也可以感动他们, 
在某程度上你有能力, 而且你表达的功夫相

当不错. 但若在讲道中对罪恶的深重、神的

圣洁、地狱的怒火、悔改的迫切等都避而不

谈, 感动他们和表达得好又如何呢?” 
 因此, 在传福音时, 不可忘记我们所传的, 其

实是严肃的、生死攸关的信息. 有者说得好: 
“在传道者的生命与讲道事奉中, 欢乐与深沉

必须结合在一起, 这样才能让粗心的灵魂得

以醒悟, 也能让肩负重担的圣徒得到滋润.”  
 
2) 在人欢笑时, 会比较容易吸收真理: 人在欢笑

时, 往往心灵也敞开了, 真理的信息便易于进

到他的心里(注: 因为幽默撤除了人的防线, 那
时我们的心门大开, 神的话便能轻而易举地

进入我们的心) 
 不过, 通俗的笑话、低级趣味的戏谑、带酸

辣味的嘲讽, 都不能纳入幽默的范围内. 
 幽默必须具有深远的心境, 用亲切同情的说

话或文字, 去迎接一些小问题或是意外的场

面, 是智慧的表现, 是温厚而体贴人心的, 能
使人愉悦地发笑. 

 幽默没有特定的方式, 你可以充分运用创意, 
只要自然, 不生硬便可以.   

 讲道者若能培养出一定程度的幽默感, 对于

帮助人打开心门将大有助益. 不过, 运用幽默

之余, 切记传讲神的话语才是最终的目的. 
 

赖若瀚指出, 根据多方面的观察, 今日华

人教会的讲台采用例证的情况大概如下:  
 
极少被采用 有时被采用 经常被采用 

幽默 
画像 

历史事件 
定义 

统计数字 
科学资料 

                                                           
116   用诙谐与隽永(即含意深长)的说话去描写人物和

世态的近代幽默大师有英国的萧伯纳、美国的马克吐温和

中国的林语堂等. 

感人故事 
个人例证 

嘉言隽语 
新闻故事 

耳熟能详的故事 
名人轶事 

 
上表显示“幽默”是极少被采用的例证. 讲

员若能在左栏(极少被采用的)的例证种类下功夫, 
多多善用, 相信对讲道会有很大的帮助. 
 

(b)   幽默的种类 
 

有者将幽默区分为五大类: 
1) 诙谐类: 轻松滑稽、使人发笑的幽默故事. 
2) 机智类: 以才智化解困境的幽默故事. 
3) 嘲讽类: 嘲弄自己与讽刺别人的幽默故事. 
4) 风趣类: 意趣风雅、耐人寻味的幽默故事. 
5) 豁达类: 气度宽宏、率真超脱的幽默故事.  
 

幽默可以经由发展下面三种技巧来培养, 
这也可说是幽默的另一种分类法. 
 
1) “自嘲”: 幽默的第一个技巧就是“自嘲”. “自

嘲”意即嘲笑自己, 开自己的玩笑, 敢于揭露

自己的弱点或尴尬的情况.  
 讲道者若能开自己的玩笑, 让人发出会心微

笑或捧腹大笑, 表示他们具有一种亲和力, 能
让人感到其心胸的宽大. 因为这代表讲者的

心灵有足够宽大的空间, 不会掩饰自己, 不介

意让人知道自己的弱点或缺失. 
 自嘲是可以的, 但得小心不可用同样的技巧

去嘲弄别人. 
 例证: 胡适之(或称“胡适”, 1891-1962)先生是

中华民国著名哲学家兼教育家. 他在北京大

学任教时, 把孔子学说称作“孔说”, 孟子学说

称作“孟说”, 他自己的学说称作“胡说”. 
 

2) “串连”: 幽默的第二个技巧就是“串连”. 用“串
连”来制造幽默, 是将两种不协调的观念或事

物放在一起, 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它可以训练创造力, 加上机智与随机应变. 
 例证: 有一位讲员上台时, 不慎摔倒在地, 若

无其事地站起来, 走到讲台前说: “这就是人

生, 在什么地方跌倒, 就要在什么地方爬起

来.” 在十分尴尬的情况下, 以“串连”化被动为

主动, 表现了机智与适切的幽默, 使紧张的气

氛变得轻松, 使敌对的情绪化为欢笑, 更赢得

听众的心(使他们愿意敞开心灵接受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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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逆转”: 幽默的第三个技巧就是“逆转”. “逆
转”就是讲道者表达出来的意思, 与听众预期

的完全相反, 让人觉得滑稽又好笑, 因为它具

有相当程度的“夸张”与“荒谬”, 让人始料未及, 
惊讶之余带来欢笑. 

 例证: 某城每年受难节都有人按传统在街上

重演主耶稣受难的情景. 某年, 有一人被请扮

演主耶稣, 背起十架在街上走, 路旁挤满群众. 
为了营造气氛, 路旁的人向扮演主耶稣的那

人讥笑辱骂, 甚至丢石头. 那人被弄得忍无可

忍, 大声回应他们说: “太过分了! 等我复活后

再跟你们算账!”  
 

从上述幽默的三大特质, 可见幽默并无一

定准则或制造公式. 你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

达, 条件是要自然而不要僵硬做作. 在讲道中, 幽
默可有立足之地吗? 罗宾森接受访问时这样回应: 
“因为讲道要讲触及生命的事情, 所以必须加入

幽默的元素, 让人看到生命的真相, 包括其中荒

谬的情况” 有了幽默的元素, 信息可以更凸显真

相, 贴近生活.117  
 
 

(四) 讲道辅助材料的来源 
 

正如一些人喜欢收集邮票, 讲道者应该喜

欢收集各方面的例证. 好的例证其实得来不易, 
故要专心搜寻, 时刻留意. 哪里可找到例证? 电
视、电影、新闻、杂志、电脑网页与生活观察

等, 都有丰富的资料. 与别人交谈, 或听别的讲员

讲道, 也可以挑动我们搜集例证的神经. 正如德

国的蒂力克(Helmut Thielicke)说的: “整个世界是

神的画册.” 
 
1) 听道: 无论是在现场、电台或网上听别人讲

道, 可以特别注意其中的例证, 及他们如何使

用. 随身常带着小记事簿或小卡片, 方便随时

拿出来记录. 
 然而, 听道中得来的例证, 必须作出查证, 不

能照抄, 因为许多时候, 讲员在传道时会省略

了细节, 不经查证, 很容易有遗漏与错误.  
 运用互联网、维基百科等是好的查证方法.  

                                                           
117   上文(三)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277-282 页. 

2) 阅读: 要养成阅读的习惯, 这不单是为了搜集

资料, 更重要的是扩展我们思想和心灵的境界.  
 阅读范围不妨广博, 即要涉猎不同领域的书

刊, 以开阔自己的眼界. 
 可以阅读报章、杂志或网上的新闻. 讲道者

必须注意时事, 以致所讲的道不会跟信徒的

真实生活脱节. 
 至于喻道故事集这一类的书, 在预备讲章时

偶尔会用到. 不过, 用时须留意, 当中一些例

证是否太过陈旧? 是否多次被人引用以致缺

乏新鲜感? 赖若瀚指出, 这些喻道材料可以参

考, 借此启发思考, 但不要过分倚赖它们. 
 阅读不同材料后, 要懂得消化并使用, 所以必

须做笔记. 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有手机, 可以先

把例证材料拍下来, 存记在手机内, 或上载到

云端存储, 过后才将之分类记载. 
 
3) 音像: 现今各式各样的音像媒体十分蓬勃普

遍, 可善用电影、短片与网上录像所带来的

启发.  
 例证: 2012 年上映的《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

(Life of Pi)述说男主角一家在海上遇难, 最后

只有他与一只孟加拉虎共处在一艘救生艇上. 
故事讲述人虎如何同舟, 在太平洋上漂流, 度
过了 227 天. 看完后的一个启发是: 主角若不

是与这只老虎在一起, 激起他的求生意愿, 他
可能无法在大海中存活得那么久. 神让我们

遇见逆境与困境, 也是同样道理. 
 

4) 经历: 真人真事是最有力的例证, 其中也包括

别人的见证.  
 要常常张开耳朵和眼睛, 接收从生活而来的

好例证, 多听、多看别人的经历, 或留意信徒

经历神的美好见证. 
 个人的经历也是例证的丰富资源. 若能加以

引述, 能与听众建立温馨的亲和力. 
 我们容易忘记生活中的片段和例子. 为了捕

捉这些片段, 可用小笔记簿或小卡片, 或随身

的手提电话、平板电脑的笔记簿功能记下来. 
若有写日记或札记的习惯, 可先记在其中, 以
供日后参考使用.  

 例证: 2012 年, 赖若瀚一团人到圣地的马撒大

(Masada)观光(注: 此处是希律所盖的行宫, 后
来犹太民族在此起义失败). 从马撒大回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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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罕有风沙, 电动缆车因此停驶. 全团 48
人从高处走下来. 当时另有一韩国团在山上

大声祷告, 求神使风沙停止. 后来, 风沙不止, 
他们只好走路下山. 由于赖若瀚走得慢, 全团

人都越过他而去, 最后是两位开缆车的犹太

人. 他们过来, 用英语半取笑地对赖若瀚说: 
“韩国团的团友祈祷, 但结果更糟.” 赖若瀚回

应说: “我们祈祷, 不单让外在的风暴止息, 更
要先让我们里面的风暴止息.” 
 

5) 观察: 观察周围的人事物, 也是寻找讲道例证

的很好来源. 
 人的一举一动、具有人情味的事情、生活上

的不协调和人们艰困的遭遇, 这些都足以让

人深思, 领会当中关乎生命的实况. 
 日常生活例证俯拾皆是, 我们要尝试学习以

散文家的笔触, 及诗人的眼睛来看世界. 揣摩

诗人大卫如何看见“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
如勇士欢然奔路”(诗 19:5), 并以此来比喻神

话语的渗透力, 便可以知道大卫对生活中的

不同场景, 都能联系到所信的真道. 
 事实上,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一些可以借镜

的功课, 或可以领会的真理. 若有一些事情让

你受感动或有启发, 必须立刻记下来.  
 例证: 有一个富翁, 为了健康便常常步行到离

家不远的超市买东西. 某日, 当他买完就提着

两袋食物走回家时, 突然一辆车在他身旁停

下, 司机说: “看你一定是没有车代步的新移

民, 买完菜只得走路, 真可怜. 来! 请上车, 我
送你一程吧!” 从这件事我们察觉到很多时候, 
人总是用自己的标准硬加诸别人身上, 但实

际情况可能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呢. 
 

传道者各有不同方式

去寻找讲道例证, 有些喜欢

透过个人默想, 有些喜欢阅

读, 有些喜欢静观世界, 有些

喜欢与人交接. 无论是哪一

种方式, 只要按着适当的原

则去搜集与运用, 这些例证

都能大大有助于在讲道中把

信息作深入的演绎与发挥.118 

                                                           
118   上文(四)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282-286 页. 

(五) 如何建立资料储存库 
 

智慧者曾说: “懒惰人哪, 你去察看蚂蚁的

动作就可得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

君王 ,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 在收割时聚敛粮

食”(箴 6:6-8; 也参 箴 30:25). 很多出色的传道者

都会善用例证, 而这些例证都是透过殷勤收集而

得的. 但如何善加储存各样的例证呢? 
 
有位作家突然得到很好的灵感, 便跪下来

感谢神. 不过当他起来时, 却忘了那个灵感是什

么!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生活中遇到有任何灵感

或可以作为例证的材料, 首先之事就是把它们记

下来. 因此, 无论在床上、车上或其他地方, 身边

都要常带着笔记簿或一些小卡片. 但现今的人身

上常带着手机, 也可马上记录在手机内的记事本
(notepad). 
 
 

(a)   建立资料储存库的重要 
 
1) 知识爆炸: 在这知识爆炸的年代, 日常生活中

接触到的资讯如同漫无边际的海洋, 因此关

键不是能否接触到资讯, 而是要用什么方法

来储存资讯, 并加以分类、整理和备用. 
 

2) 记忆有限: 有没有试过回想一个例证, 一时之

间却无法记得它的出处, 不知要去哪里才可

找到它. 我们总以为自己的记忆力不错, 看过

的资料在要用时唾手可得. 但人的记忆力实

在有限, 若不加以收集和分类整理, 要重新找

回并不容易. 因此, 我们不能忽略收集、整理

与储存的功夫, 以补记忆力的不足. 
 

(b)   否定资料储存库的借口 
 
1) 只是埋藏, 不是收藏: 有些人虽然收集不同的

书刊资料, 但只是收藏, 却没有加以分类或整

理, 要用的时候往往仍是遍寻不着, 那只是埋

藏. 若要日后能找得到, 需要有效的储存系统. 
 
2) 没有系统, 就是系统: 有些人声称“没有系统

也是一种系统”, 全凭个人的记忆力处理收集

的资料. 我们不否定有些人有过目不忘的本

领,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的人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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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资料, 便不能再仔细记忆和掌握. 
因此, 要建立储存的系统, 才能应付长期需要. 

 
3) 费时费力, 不太值得: 建立资料储存的系统, 

在开始时要花费不少时间, 因此有人认为不

值得投资这样的时间. 但在熟能生巧之后, 常
加运用, 便能够享受劳苦所得的果效. 

 
4) 现成例证, 到处皆是: 现成的例证材料实在很

多(例如喻道故事集、例证集等等). 但有时候

因为背景不同, 品味不同, 以致在众多的例证

中, 只有很少部分是合用的. 就像快餐店提供

的食物, 偶尔可用来填饱肚子, 但真正有营养

又合口味, 能满足全家人需要的, 还是父母到

市场买材料回来, 用心去为家人烹煮的菜肴. 
 

(c)   选择资料储存库的方式 
 
 收集到的例证和喻道材料, 
若不加以分类和储存, 就只有堆积, 
到后来就很难找到了, 因此有系统

地整理它们是至为重要的.  
 
1) 用文件夹储存: 可以先买 50 至

100 个文件夹或公文袋, 将不同的项目写在其

上, 将收集的资料存放在其中, 并继续发展下

去. 
 这方法比较简单, 不必用太多时间做预备功

夫, 而且可将不同大小的资料, 如笔记、剪报

等全放在其中。 
 但这方法不能作详细的分类, 在电脑与互联

网发达的时代, 这种方法显然有点过时. 
 
2) 用小卡片储存: 可以用 3 吋乘 5 吋的卡片, 或

更大的(4 吋乘 6 吋), 将资料用手抄上、复印

贴上或打字在其上, 然后按照预先拟订的系

统储存起来.  
 这方法比较精密, 而且有互相参照的作用. 但

系统的设计较为复杂, 不容易开始. 
 
3) 用电脑储存: 在电脑中设定不同的档案(files), 

按照分类存入资料.  
 优点是比较方便, 而且因为网上的资料繁多, 

从网上下载, 可以直接储存到电脑中.  

 应善用现有的“云端存储”(cloud storage)科技, 
可储存大量资讯, 包括各种题目的视频短片. 

 
(d)   开设资料储存库的守则 

 
1) 不要求完美: 资料系统好不好, 是看系统是否

适合使用者的需要. 各人的喜好与需要有所

不同, 因为不必羡慕其他人拥有的系统及资

料, 只要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便可. 也不必太在

意没有完美的系统而不去开始做, 毕竟我们

是资料系统的主人, 如何使用是我们的决定. 
 
2) 能持续发展: 采用的系统必须能持续发展. 有

些系统开始时似乎很好用, 日后却不适用于

持续发展, 所以不要选择这样的系统. 
 
3) 要贯彻始终: 不要经常更换系统. 更换系统就

像搬家一样, 每搬一次就劳民

伤财. 因此, 选择系统时要想清

楚才决定, 决定了就不要随便

更换. 
 

(e)   当如何进行 
 
1) 参考别人: 可以先参考别人的

资料储存库与索引, 再按自己的需要加以调

整, 然后才开始. 
 
2) 简单开始: 要从小(从少)开始, 不要贪心, 先建

立简单却具有发展潜质的资料储存系统. 不
要一下子就想收纳极多的资料. 

 
3) 按部就班: 将手上已有的资料先分类储存, 然

后恒心地持续增加.  
 

4) 交换分享: 可以与同路人组成小组, 定期运用

脑力激荡(或译: 集思广益, brainstorming), 分
享搜集到的例证与心得.  

 
有些在主日要讲道的传道者或牧者在周

六晚上才草草预备讲章, 想要添加故事或例证,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就随便找一个凑数, 当然达

不到预期的果效. 因此, 不要临渴掘井, 必须在平

日就时常留意所阅读的刊物和新闻, 或听到的故

事和经历, 加以收集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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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长期收集得来的例证, 在有系统地分

类储存后, 就如同中药店的小抽屉, 可以随时打

开取用配合成有效的良方. 这样, 要使用时自然

左右逢源, 手到擒来.119 
 
 

结语 
 在前几期的

《家信》中, 我们论

到“优质讲道的基本

特质”, 并提及好的

讲道必定 “引发兴

趣 ”(Interesting). 若

要讲道能接近“博大

精深”的境界 , 运用

辅助材料是必须的, 而例证便是重要的辅助材料, 
所以收集例证是讲道者不容轻忽的事. 
 

魏斯比(Warren Wiersbe)贴切描述道: “有
些人不爱阅读, 好像蜘蛛用自己里面吐出来的东

西结网, 这些网虽美丽, 却不能长久. 有些人则像

蚂蚁, 攫取一切它们能找到的, 储存起来供日后

之用. 然而, 最佳的榜样是蜜蜂, 它们从多种花卉

采摘花粉, 制造自己的蜂蜜.” 愿神帮助我们学作

蜜蜂, 殷勤地收集和自制“例证的蜂蜜”. 
 
诚如赖若瀚所提醒的, 传道者的讲道不可

能一步登天, 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建立

讲道的资料库(包括收集各种例证)是这样, 学习

讲道也是这样. 讲道是一生的呼召, 因此要看得

远, 作长线的投资, 要持之以恒, 努力不懈, 锲而

不舍, 用勤学不倦的精神去进行.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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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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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121 
                                                           
119   上文(五)改编自《食经讲道》, 第 286-290 页. 
120   参 Haddon W.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2nd ed.) 

 
  

      预备讲章十大步骤 
 

1 
选取

经文 

选择一段完整单元的经文, 然后用默读、诵

读、读重点、读译本、默想、祷读和背诵

来初步处理经文. 
2 

解释

经文 

先观察经文, 再勤发问题, 然后采用一些久

经试验的解经原则去解释, 务求按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 
3 

找出

主题 

找出经文的主题, 并将经文主题经过处理, 
先看它是否有受到文化因素所规限, 确定没

有了, 再找出神学主题, 并看它是否与圣经

的教导相符, 然后可以作为讲道主题, 预备

讲章. 
4 

写下

大纲 

根据主题, 写出忠于经文的讲道大纲. (注: 
良好大纲的特征是: 忠于经文、层次分明、

段落连贯、质量均衡、有应用力) 
5 

加插

例证 

可以采用辅助材料, 如解释与辩证、故事与

例证、幽默与谐趣来丰富讲章的内容. 

6 
遣词

用字 

在遣词用字上要下一点功夫. 多用简单的、

精确的、分量较重的、重叠或同义的、具

体的描述, 最好用一些能触及五官, 以及带

画像等的用语. 
7 

会众

情况 

在预备讲章时, 要特别注意会众的情况. 认
识他们的性别、年龄、语言、文化、职业

与背景; 又了解他们的需要、忧虑与灵命情

况等.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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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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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同上引, 第 439 页.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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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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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天地             杯子 
       

神的十二个奥秘 (七) 
  
编者注: 圣经中至少有十二个奥秘(mysteries).123 我们

在前六期讨论过第一至第九个奥秘. 本期, 我们

将探讨第十个奥秘  —  “基督新妇的奥秘”. 
 

(文接上期) 
 

(B.10)   基督新妇的奥秘 (弗 5:26-32; 启 19:7) 
 
 

 

经文: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
荣耀归给他. 因为, 羔羊婚
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
预备好了”(启 19:7). 

 
 
 
  保罗论到夫妻关系时, 教导说: “为这个缘

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
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召会(教会)说
的”(弗 5:31-32). 这“基督新妇的奥秘”(Mystery of 
the Bride of Christ)是圣经中十二个奥秘(mystery)
之一,124 也被称为“羔羊新妇的奥秘”(Mystery of 
the Bride of the Lamb, 注: 启 19:7 称“羔羊新妇”的
婚礼为“羔羊婚娶的时候”).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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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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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须留意的是, 若要明白基督新妇的奥秘, 
必先分辨“耶和华属地的新妇”(赛 54:5-6)以及“基
督属天的新妇”(弗 5:25). 以色列是耶和华属地的

新妇, 有地上的荣耀(耶 3:17); 新约的召会为基督

属天的新妇, 有属天的荣耀(弗 2:6-7). 以色列不是

召会, 召会也没有取代以色列的位置. 让我们以创

世记所记载的三位妻子来说明基督新妇的奥秘.  
 
 

(a)   基督新妇的预表 
 
创世记中三个有关基督新妇的预表分别是： 
1) 亚当的妻子夏娃 (创 2:20-24); 
2) 以撒的妻子利百加 (创 24 章); 
3) 约瑟的妻子亚纳西 (创 41:45) 
 

(a.1)  亚当的妻子夏娃 (Eve) 
 

有些信徒认为, 夏娃犯罪离开神, 预表基

督新妇是不恰当的. 然而, 圣灵选用了未失落的

夏娃作为正面的例子 , 如婚姻关系的典范 (太
19:4-6), 以及基督与新妇亲密无间的关系 (弗
5:30), 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从夏娃被造, 可见父神的

工作. 父神使亚当沉睡, 从他的身

体取出一条肋骨, 造成一个配偶

帮助他, 这预表父神借着儿子基

督的死(沉睡), 为祂造了新妇(注: 
召会是借着基督的死而成的). 
 

这位新妇(召会)由基督而出, 是祂骨中的

骨, 肉中的肉(弗 5:30), 这预表让我们看见基督与

新妇在本质上关系密切 , 基督在我们里面 (约
17:23), 我们也在祂里面(西 2:11). 
 

(a.2)  以撒的妻子利百加 (Rebekah) 
 

以撒的妻子利百加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工

作. 以撒寻找新妇时, 有亚伯拉罕的仆人帮助他. 
这位仆人为亚伯拉罕管理全业, 是仆人中最老的. 
老仆人满有圣灵的特点, 他在 创 24 提到“我主

人”达 20 次之多, 这好比圣灵的事奉, “祂(圣灵)
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约 15:26), 圣灵不荣耀自

己, 乃荣耀基督(约 16:14), 像老仆人总把主人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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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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嘴边. 今时今日的灵恩运动却把圣灵推至首位, 
这显然不是圣灵在地上所取的位置(地位). 
 

无名的老仆人带着以撒的财物出去 (创
24:10), 当他看见利百加, 知道她就是神拣选给以

撒为妻的, 就把主人的财物给了她. 老仆人向利

百加所展示的, 只是以撒丁点的丰富, 要等到利

百加进了以撒的家, 才可全知他的丰盛. 我们(指
基督徒或召会)的经历也是这样, 现在圣灵把基督

的丰盛展示在我们心里(约 16:13), 直到将来在天

上, 我们才能全然认识基督的丰富全足.  
 

老仆人引领利百加来

到以撒的家 , 最后答了一句

“是我的主人”(创 24:65), 就把

利百加带到以撒的身旁, 完成

了任务. 当圣灵引领我们到基

督身边, 那一刻祂的任务才正式完结. 
 
值得一提的是, 创 22:2 是圣经第一次提到

“爱”, 是父对子的爱; 第二次是 创 24:67, 论到丈

夫对妻子的爱, 当然是预表基督对新妇(召会)的
爱. 在整体方面, 我们说“基督爱召会”(弗 5:25), 
在个人方面, 我们说“祂是爱我”(加 2:20); 在福音

方面, 我们宣告“神爱世人”(约 3:16), 在荣耀里, 
众圣徒称颂, “祂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

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祂父神的祭司, 但
愿荣耀, 权能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启 1:5-6). 
 

(a.3)  约瑟的妻子亚西纳 (Asenath) 
 

约瑟经历了兄弟们的出卖, 又被埃及护卫

长的妻子诬告, 因而含冤入狱. 他在狱中帮助别

人, 仍遭受遗忘, 多年后终于晋升为埃及的宰相, 
满有尊荣(创 41:42-43), 并得着亚西纳为妻. 
 

这也是基督与召会荣耀的

写照. 基督经历极深的痛苦, 现在

进入祂的荣耀(路 24:26), 祂得着

新妇作为劳苦的赏赐, 弗 5:27 说

“可以献给自己 , 作个荣耀的召

会”, 赛 5311 说“祂必看见自己劳

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基督与新妇在永远将是

荣耀的主角(启 19:7), 超凡脱俗的新妇要艳惊全

场, 万国都要看见她的雍容华贵. 弟兄姐妹, 这正

是我们的位置, 哈利路亚!  
 

亚当与夏娃、以撒与利百加、约瑟与亚

西纳这三对夫妇, 预表父、子、圣灵与新妇的关

系, 既体现了父神的工作, 儿子的舍命, 圣灵的带

领, 也显示出召会的位置, 以及她被爱的荣耀. 
 

 
(b)   基督向新妇所做的七件事 

 
弗 5:25-27启示了基督向新妇所作的七件事:  

1) 基督爱召会: 基督以独特的爱来爱新妇, 只有

站在新妇的位置, 人才能称颂“祂爱我们”(启
1:5), 比较福音书, 约 3:16 所说的是“神爱世

人”, 比较 加 2:20,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显
示的是个人方面的感谢.  

2) 为召会舍己: 对外我们宣传基督“捨自己作万

人的赎价”(提前 2:6), 对内我们作为基督的新

妇, 深深认识到主付上自己的生命, 为要得着

那重价的珠子, 就是召会(太 13:46). 
3) 把召会洗净: 基督用宝血买赎召会(弗 1:7; 林

前 6:20), 然后用水借着道

把召会洗净.  
4) 成为圣洁: 成圣是“分别为

圣归主”之意, 召会因主的

救赎和洁净分别为圣归主, 
永属基督.  

5) 献给自己, 作个荣耀的召

会: 基督不但买赎和洁净

召会, 使召会成圣, 更使召

会成为荣耀的新妇.  
6) 毫无玷污、皱纹: 玷污是道德上的缺点, 皱纹

是衰老的特征, 基督新妇却永远美丽, 毫无这

方面的缺点.  
7)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 我们的头基督既是如此

(参 彼前 1:18), 我们作为祂的新妇也是如此. 
 

这七件基督向召会所作的事, 使我们在永

远里献给基督, 作荣耀的新妇. 
 

 

(c)   基督新妇的荣美 
 

现在我们要思考基督新妇的荣美, 按启示

录所记载, 在她之前有三位女士出场, 第一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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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妆艳抹的耶洗别, 她用异端引诱人(启 2:20), 第
二位妇女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冠冕, 
形象威武(启 12:1), 第三位是满身珠宝, 自称皇后

的大淫妇(启 18:3-5). 
 

基督新妇当然不像耶洗别那般的妖艳, 也
不像大淫妇那般的财大气粗, 也没有身披日、脚

踏月妇女的威武形象, 但新妇有的是恩惠的高雅

和美丽(启 19:8). 羔羊是永远荣耀的抠纽, 新妇作

为羔羊的妻(启 21:9), 也将成为荣耀的光辉, 基督

与新妇的荣美和光彩必叫万众叹为观止.  
 

新妇不看己美衣, 但看新郎之荣面;  
我不愿注视荣耀, 只愿看荣耀之主;  
彼方如海洋满溢, 祂怜悯远超凡人;  

那荣耀, 荣耀充满 以马内利之福地.” 125 
 

(文接下期) 
 

***************************************** 
附录一:   羔羊的新妇 (新娘) 

 
编者注: 在上两个世纪, 奉主名聚会的早期弟兄们对

圣经预言已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早就明白神在圣

经中启示有关末世的计划, 知道召会被提和基督新

妇的奥秘. 本篇附录是编辑自非洲事奉多年的英国

弟兄威尔逊(T. Ernest Wilson)所写的文章. 
 
(A) 圣经中的婚礼 

按圣经的记载, 人类的历史是以创世记第 2 章

的婚礼为开始, 也以启示录第 19 章的婚礼为结束. 在
这两者期间, 我们看见神执行祂的伟大计划  —  为祂

爱子耶稣基督预备一位新妇(新娘).  
 
这位“新妇”的身份备受争议. 在这重要课题上, 

我们必须查考整本圣经对这方面的教导, 特别是神给

以色列和召会的呼召, 以及这两者在神计划中的地位, 
免得我们混淆这两者, 导致在解经上失衡引致谬误. 

 
在旧约中, 以色列被视为耶和华的新妇和妻子

(赛 50:1; 耶 3:1,14,20; 结 16:32; 何 2:19 等等), 但因着

以色列人对神不忠, 犯了灵性上的淫乱, 玷污和破坏

了这美好的关系. 她如今被当作是与丈夫离婚和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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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十二个奥秘”  —  真理篇: 基督新妇的奥秘, 载《灵食

蜜语》, 第 10 期, 第 3-6 页 (此刊物由香港大埔福音堂于

2019 年出版), 另稍加修订补充. 

了(赛 50:1). 尽管如此, 她有一个荣耀的未来, 她将归

向她的丈夫(何 2:14-20). 诗篇 45 篇也论到基督在千

禧年荣耀里作为新郎, 身旁有位王后(诗 45:9: “王后…
站在你右边”). 无论如何, 我们不用延伸想象力也知道, 
一位犯了淫乱和被休(离婚)的妇女, 纵然已蒙赦免与

和解 , 都不可能被称为童贞的新妇或新娘(a virgin 
bride)! 因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 献给基督”(林后 11:2). 他
在 弗 5:25-27 也说: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
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作
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这样的言词不能用来形容以色列. 虽然

她将被神所赦免, 恢复关系, 成为耶和华的悔改之妻, 
但不是成为羔羊的贞洁新妇.   
 
(B) 旧约预表中的新妇 

虽然我们常被提醒“不可从旧约的预表中推论

出某项毫无其他经文支持的教义”, 但我们却可适度

与正确的使用旧约预表, 来富化新约已有的教训. 我
们的主和保罗都曾引用旧约预表来说明他们的教训, 
例如我们的主耶稣就用亚当和夏娃的预表, 来教导关

于婚姻和离婚的事(太 19:3-6); 而保罗也用相同的预

表, 来教导关于基督和召会的夫妻关系(弗 5:23-33). 
虽说许多类似的经文没有被称为“预表”, 但使用它们

来说明新约的教义, 却是正当或合理的. 
 
创世记中有三个关于新妇的美丽解说: 

1) 创世记第 2 章的夏娃: 亚当是基督的预表(罗 5:14; 
林前 14:45). 他的妻子夏娃是靠他的沉睡而产生

的(预表召会从基督的死和复活而来). 夏娃被称为

他丈夫的“配偶”, 所以丈夫少了她便是不全. 耶和

华神称他们两人为“Adam”(单数的亚当 ), 而非

“Adamses”(复数的亚当), 因为在神眼中, 他们在

名字和本质上都是合而为一的. 
2) 创世记第 24 章的利百加: 以撒无疑是主耶稣的预

表. 那位被父亲亚伯拉罕差遣, 为儿子以撒寻妻的

老仆人, 是预表圣灵在现今恩典时代的工作(为父

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预备新妇  —  召会). 老仆人

做了四件事: (1) 他找到了新妇利百加; (2) 他向新

妇利百加展现那属于以撒的财宝; (3) 他带领和护

送新妇经过旷野; (4) 他把新妇呈现给那在田野间

的新郎以撒. 若说这四件事不是预表, 但它们至少

美好地说明圣灵在今日召会时代的工作. 
3) 创世记第 41 章的亚西纳: 约瑟在他的降卑与升高

方面, 也肯定是主耶稣基督的完美写照, 试比较基

督七方面的降卑和七方面的升高(参 腓 2:5-11). 
约瑟从监狱释放并获得升高时, 也得着七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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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赏(创 41:42-45): (1) 一枚戒子; (2) 一件细麻衣; 
(3) 一条金链; (4) 一辆马车; (5) 一个宣告; (6) 一
个新名; (7) 一位新妇. 第七样是高潮  —  得着一

位外邦新娘来分享他的荣耀(预表基督得着“外邦

人占大部分的召会”为新娘).   
 

我们不难在这三个新妇身上看见三一神(Holy 
Trinity)的工作. 圣父在创世记第 2 章(夏娃身上)的工

作; 圣灵在创世记第 24 章(利百加身上)的工作; 以及

圣子在创世记第 41 章(亚西纳身上)的工作. 
 
(C) 启示录中的新妇 

“召会”(教会)一词在启示录首三章共出现了

19 次, 过后就不再出现, 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才出现

最后一次(启 22:16). 这点非常重要, 给了我们解释整

本启示录的重要线索.  
 
召会在地上的历史(或称“召会时代”)在启示

录第三章结束时就终止了. 从那时起(第 4 章起), 我们

就看到召会在天上了, 即以二十四位长老的身份, 头
戴得胜者的冠冕, 坐在天上宝座周围的二十四个座位

上(启 4:4).    
 
值得一提的是, 启示录中有四个女人, 每一个

都有预表性的意义:  
1) 耶洗别(启 2:20): 她把拜偶像和淫乱的罪引进推

雅推喇的召会. 
2) 披日踏月头戴十二星冠的女人(启 12:1): 男孩(指

主耶稣)从她而生(注: 这女人是指以色列). 
3) 骑朱红色兽的女人(启 17:3): 不忠的大淫妇(指对

神不忠的宗教联合组织). 
4) 身穿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女人(启 19:8): 羔羊的新

妇(即召会).  
 

上述最后两个女人

有明显的对比: 
1) 大淫妇是极其放荡、

极不道德的女人; 新妇

却是一个童贞、纯洁

的羔羊之妻. 
2) 她们两人都与一座城

有关. 淫妇的住处是巴

比伦, 一座大城, 也是

“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启 18:2). 淫
妇和此城都被称为“大巴比伦” (Babylon the Great, 
启 17:5; 18:2), 两者都被神所审判. 相比之下, 新妇

的住处是新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的城市. 新妇和此

城都被称为“新妇”(启 21:9; 22:17), 两者紧密相关.  

她在启示录 21 章被称为“羔羊的妻”(启 21:9), 
表明婚礼已完满结束. 启 19:7-9 描述羔羊的婚礼, 那
是在天上的情景, 因为基督再临(回到地上)是在第 11
节才开始, 之前的都是天上的情景.126  

 
启示录第 19 章开始时四次提到“哈利路亚” 

(启 19:1,3,4,6), 仿佛婚礼上的进行曲. 中东的婚礼基

本上有三大阶段:  
1) 立订婚约(结婚契约, contract): 这与我们今日所谓

的“订婚”相同. 订婚的人往往比较年轻, 若是这样, 
距离结婚就有一段相当长的等候时期. 男方给了

嫁妆, 两人在法律上就被当作已经结婚, 所以新妇

可以被称为妻子. 
2) 迎娶新娘: 正式婚礼之日来到时, 新郎要在他朋友

的陪伴下, 到新娘的家, 并陪她一同去到新郎的家. 
这正是马太福音 25 章十个童女的比喻之背景. 

3) 婚礼和婚筵: 婚礼进行后, 就是邀请亲友共同享用

婚筵(结婚的筵席). 我们的主在加利利的迦拿所参

加的, 就是婚筵(约 2:1-11).  
 
上述这一切说明基督与召会的关系. 当人愿意

诚心接受基督为救主时, 就是立订婚约. 主耶稣基督

在十架上所流的宝血, 就是付了救赎的代价. 第二阶

段是当主再来迎接祂的新妇  —  召会被提. 当召会完

整时, 婚礼就在天上举行了, 基督也与祂的新妇结合

(结婚)了. 第三阶段是结婚的筵席, 宾客受邀赴席享用, 
同欢共乐. 施洗约翰称自己为“新郎的朋友”, 这或许

表明他与得着荣耀的旧约圣徒(称为“被成全之义人的

灵魂”, 来 12:23), 或许再加上七年灾难时殉道的圣徒, 
都是被邀请赴羔羊婚筵的宾客(启 19:9). 
 
 按人的观点, 新娘(新妇)往往都是婚礼上的焦

点. 但我们绝不可忽略, 这日子其实是基督的日子, 是
羔羊的婚礼, 是祂喜乐满溢的日子(来 12:2). 祂必“心
满意足”(赛 53:11), 被“喜乐油”所膏(诗 45:7; 来 1:8-9).  
 
1) 祂是新郎(Bridegroom), 祂也是羔羊, 表明祂代罪

牺牲的工作; 
2) 祂是君王(King), 表明祂荣耀的治理; 
3) 祂是至亲救赎主(Kinsman-Redeemer), 像波阿斯已

赎回产业. 
 

回到我们的题目  —  新妇. “新妇也自己预备

好了”(启 19:7). 她何时预备? 如何预备? 借着诚心敬

                                                           
126    圣经表明“羔羊的婚娶或婚礼”(marriage / wedding)
是在天上进行 (启 19:7-8), 但对于羔羊的筵席 (marriage 
supper)却有两种看法: (1) 在天上进行; (2) 在地上进行. 威
尔逊(T. E. Wilson)认为羔羊的筵席是在地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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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和忠心事奉的生命, 透过神的话语来思想基督得以

成圣. 然后又在基督审判台面前领受赏赐. 新妇的结

婚礼服是细麻衣, 干净洁白, 圣经说是“圣徒的义”. 这
一切纯粹是恩惠般的赏赐给她. 

 
救恩的衣裳(或译: 救恩的外袍 , garment of 

salvation)与结婚礼服(wedding gown)是不同的. 当我

们信主成为基督徒时, 我们身上“自义的污秽衣服”(赛
64:6)被换上“救恩的衣裳”. 这救恩的衣裳被称为“神
的义”(罗 3:22).127  然而 , 启 19:8 的字是  dikaiôma 
{G:1345}, 是一个复数词, 意即公义的善行(righteous 
acts). 它不是上述(如 罗 3:22)的 dikaiosunê {G:1343}  
—  “义”或“公义”. 新妇与圣洁无瑕疵的“公义衣

裳”(指“救恩衣裳”)完全无关, 毫无贡献. 但她对纯洁

与洁白的“结婚礼服”就有密切关系, 那就是她必须对

它有所贡献. 
 
在启示录 21 至 22 章, “新妇”一词被选用了 7

次. 首两次是指圣城  —  新耶路撒冷  —  从神那里由

天而降. 在 启 21:2, 她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妆饰整齐, 
等候丈夫”. 在 启 21:9, 约翰被告知: “你到这里来, 我
要将新妇, 就是羔羊的妻, 指给你看.” 在描述这新耶

路撒冷城的细节上, 我们读到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写

在城墙的十二根基上(启 21:14),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

名字写在城墙的十二个门上(启 21:12). 有者以此作为

证据, 来证明新妇一定是由每个时代的得赎者  —  包
括以色列和召会信徒  —  所组成. 

 
无论如何, 以色列和召会是有明确的不同: 以

色列的呼召是属地的, 他们是神属地的百姓; 但召会

的呼召是属天的, 他们是神属天的子民. 况且以色列

是先前被休、过后恢复的耶和华之妻; 但召会却是童

贞的新娘, 是羔羊的妻子. 然而, 我们以上的论点若是

正确的, 为何两者都在这属天城市中被提及, 而此城

又被称为“新妇, 就是羔羊的妻子”呢(启 21:9)?      
 
以下的考量值得我们留意:  

1) 每一个门都是一颗珍珠(启 21:21). 珍珠并非旧约

的画像(figure, 指用来象征某人、事、物的表征), 
在旧约中从未被提及(注: 伯 28:18 的“珍珠”应该

被译作“红宝石”).128 在 太 13:45, 那位寻找好珍珠

的商人是象征我们的主耶稣. 极其宝贵的好珍珠

是从列国的大海中出来的, 代表召会. 以色列被称

                                                           
127   罗 3:22: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

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128   伯 28:18: “珊瑚、水晶都不足论; 智慧的价值胜过

珍珠(或作: 红宝石).” 

为神的“宝贝”(KJV: peculiar treasure, 出 19:5; 诗
135:4),129 但召会是珍珠  —  纯洁、完美和珍贵. 
 

2) 我们要记得, 福音里的福气是透过犹太人传给外

邦人, 这就是为何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会写在城

墙的十二个门上. 无论我们把新耶路撒冷城解释

为千禧年的情况或永恒的状况, 属地的城与属天

的城显然有互相紧密的联系. 天会开启, 雅各异梦

中所见的梯子 (顶天立地的梯子 )将会实现 (创
28:12; 约 1:51; 注: 这梯子是顶着“天”立于“地”, 表
明基督把属天与属地的联系起来). 
 

3) 启 22:16-17 记载: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

(众召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注: 这句话应译作: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这些事在众教会中向你

们见证”, 摘自《精读圣经》的原文直译).130 我是

大卫的根, 又是祂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晨星. 圣灵
和新妇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

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圣经最后一次提到“新妇”是在 启 22:17. 多年前, 
有人在某基督徒杂志中提出这样的问题: “请从圣

经中指明新妇是召会 , 而非以色列或以色列余

民?” 结果答案是: “在启示录 22:17, 新妇在圣灵的

带领下, 对所说的见证给于回应时说话了, 那时新

妇不是在会堂中, 而是在众召会中. 新妇的声音是

在众召会中发出的(这间接表明新妇就是召会).131 
还有其他证据, 但此证据还不够吗?132 

                                                           
129   出 19:5: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

约,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注: “属我的子民”原文直

译为“属我的产业”, 参《精读圣经》原文直译), 因为全地

都是我的”; 此外, 诗 135:4 也说: “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 
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注: “特作自己的子民”原文直

译为“作祂的产业”, 参《精读圣经》原文直译).” 这两节直

译为“产业”(KJV: peculiar treasure)的希伯来字是 şegullâh 
{H:5459}, 其基本意思是“私人的财产”(personal property), 
这希伯来字在《和合本》的 玛 3:17 中被译作“属我, 特特

归我”, 可直译为“我的产业”, 英文《钦定本》译作“my 
jewels”(我的宝石), 就像 太 13:44 那藏在地里的“宝贝”(可
象征以色列). 
130   中文圣经《和合本》与《新译本》将之译作“为众

教会”(注: 英文译本 NIV、NASB、NRSV 也是如此, 译为

“for the churches”), 但也有译本译作“在众教会中”, 例如

KJV、NKJV: “in the churches”; Darby: “in the assemblies”. 
131   在约翰写下启示录的时代(指第一世纪), 犹太人

(以色列人)是在会堂中聚会敬拜神. 若新妇是“在会堂中”发
言说话, 或许这点可以暗示新妇与以色列有关, 但她是“在
众召会中”, 表明新妇是与众召会有关. 
132   T. Ernest Wilson, Mystery Doctrines of the New 
Testament: God’s Sacred Secrets (New Jersey: Loizeaux 
Brothers, 1975), 第 3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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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录二:   “二十四位长老”是谁? 

 
 
 
 
 
 
 
 
(A) 引言 
 神借着约翰指出, 启示录可分三部分(启 1:19): 
“你要把所看见的”是第一部分, 主要是第 1 章有关基

督的异象; “现在的事”是第二部分, 包括第 2 至 3 章, 
主要是给七个召会的信, 将现今整个召会时代勾划出

来; 而“将来必成的事”是第三部分, 包括由第 4 至 22
章一切的启示. 
 
 当约翰开始谈到“将来必成的事”时, 他在 启
4:1 用“此后”(希腊文: meta tauta )来开始, 表示这是

第三部分的开端. 当约翰被领到天上去时, 他看见一

个宝座, 和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 然后, 他又看见“宝
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启 4:4). 他们是谁呢?  
 
(B) “长老”的职事 

关于“长老”一词, 奥特曼(Ford C. Ottman)这样

说: “对以色列人来说, 长老不但是百姓的代表, 也是

他们的士师(审判官, judge). 因此他们是神的代表, 在
百姓中间负责审判(判断). 在执行审判时, 他们会被视

为与神同坐. 我们所看的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与神的

宝座相关, 他们各有座位, 被认为与神同坐, 向世界施

行审判.” 
 
在新约圣经中, 长老是百姓的代表, 也代表神

管治或审判神的子民(徒 15:2; 20:17). 论到这群在启

示录中的代表, 司各特(或译: 史葛, Walter Scott)说:  
 

“长老”一词共出现 12 次. 他们参与性质各

异的行动及事奉, 清楚显示他们是蒙救赎及复

活的圣徒之代表. 他们获赐座位(希腊原文是 
thronos, 意即“宝座”)和冠冕(启 4:4), 也俯伏

下来敬拜(启 4:10; 5:14; 11:16; 19:4); 他们其

中一位安慰那哭泣的见证者(指约翰. 启 5:5), 
将天上的事情加以解释. 他们拿着琴(启 5:8)
和香炉(启 5:8); 他们唱新歌(启 5:9); 他们与宝

座和羔羊最为接近(启 5:6,8,11; 7:11); 有技巧

地解释那在地上得赎之人的身份(启 7:13-17); 

颂赞千禧年的降临及神永远得胜; 并在那淫妇  
—  世界的污秽  —  受审判时, 他们说“阿们”
和“哈利路亚”(启 19:4).133 

 
为什么是“二十四”呢? 要了解这个数目的重

要意义, 请翻开历代志上第 24 及 25 章. 大卫

将祭司分为二十四班 , 每班轮流事奉 (路
1:5,8,9). 这些班次的长老或领袖, 代表整个利

未祭司体系(体制). 因此, 总共有二十四位主

要的祭司及一位大祭司. 他们多种性质的事奉, 
与天上长老的事奉相符, 因为地上的圣殿(会
幕也是如此), 无论在其结构、用具器皿, 以及

内里的事奉, 都是仿效天上的(参 来 8:5). 神的

子民被称为“圣洁”的祭司(彼前 2:5)及“君尊”
的祭司(彼前 2:9), 而启示录这里也具有这两

种性质.  
 
 因此, 他们是整个属天祭司体系的代表, 与那

位大祭司主耶稣携手, 揭示这时代的结局. 
 
(C) “二十四位长老”的身份 

二十四位长老是谁? 基本上有三类看法： 
 

(a)   他们是天使 
  

第一类意见认为这二十四位长老是天使. 李尔

斯(Alexander Reese)这样解释: 
1) 他们是属天荣耀的受造物, 带领一切赞美和敬拜

神. 
2) 每当一个转机出现, 而神国度的实现又迈进一步

时, 他们便欢欣庆贺. 
3) 他们似乎从未尝过挣扎、罪恶、赦罪及得胜的滋

味; 但他们却因尝试过这些滋味的人蒙福而欢欣, 
并因神施恩使信徒得胜而将荣耀归给祂. 

4) 他们明显地有别于历代以来的先知、圣徒和敬畏

神的人. 这些人在号筒最后一次吹响时复活, 并得

奖赏. 经文指出, 当主耶稣再来, 新的审判者  —  
在天上得赎的一大群  —  坐在宝座上与主一同执

行审判时, 他们就不再出现了.(启 20:4; 林前 6:2; 
太 19:28)  

 
对于上述第一和第二点, 我们并无异议, 但这

两方面不一定是天使才可以做. 事实上, 那些在今世

蒙救赎而被提升天之人更适合做这些事. 至于第三点, 
这些长老所戴的冠冕在原文是 stephanos , 即得胜者

                                                           
133   我们发现每当神建立祂的国度和摧毁地上邪恶势

力的计划进一步揭示出来时, 天上的二十四位长老便敬拜

神, 并将荣耀归给祂(参 启 11:16;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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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冠冕. 可见他们一定尝过挣扎、罪恶、赦罪及得胜. 
而第 4 点, 如果这些长老是召会(教会)的圣徒, 他们自

然是有别于灾难时期的圣徒. 这些灾难时期的圣徒就

是在 启 11:16-18 中复活并得奖赏之人. 此外, 长老们

无须在 启 20:4 时腾出他们的宝座, 让给那些复活、

灾难时期的圣徒; 这一点是李尔斯所强调的. 然而, 根
本没有根据证明, 这些复活圣徒的座位, 就是长老们

的座位. 太 19:28 指出, 基督应许门徒(他们是属于召

会的信徒)要设立宝座, 以便在千禧年时掌权统治. 启
20:4 将灾难圣徒与这千禧年的权柄拉上关系, 但并不

表示长老们就必须从宝座上退下来.  
  
 司各特(Walter Scott)评述这二十四位长老不

可能是天使: “这些长老有别于活物及天使. 在启示录

第 5 章, 长老的行动与天使的行动有别, 所以他们不

可能是相同的(比较 启 5:11-12,14); 第 11节以三种不

同的称呼和组合(活物、长老和天使)来把他们分开. 
此外, 长老唱新歌(9 节), 而天使则是说话(12 节). 天使

的数目不胜枚举(来 12:22), 但长老的数目却清清楚楚, 
经文共 6 次说明他们的数目是‘二十四位’. 圣经没有

说过天使是戴冠冕的, 这些长老却都头戴冠冕. 而在

天上的歌唱颂赞  —  包括弹琴(注: 启 5:8 记载他们

“各拿着琴”, 但没记载他们“弹琴”)和唱歌  —  似乎是

长老的独有任务. 至于属天的智慧和知识, 特别与救

赎有关, 是赐给长老而不是天使. 因为这些长老, 我们

对那些不可胜数的得赎之圣徒有所认识… 他们(二十

四位长老)的宝座与冠冕标志着王者的身份; 他们的

琴与歌抒发他们在敬拜中的喜乐; 他们身穿的袍子及

手中的香炉, 说明他们祭司的特质和职事.” 
  

(b)   他们是旧约和新约时代的圣徒 
  

第二类意见认为, 这二十四位长老代表旧约和

新约时代的圣徒 . 持这意见的代表有艾朗赛(H. A. 
Ironside). 他说: “在天上的长老代表整个属天的祭司

体系  —   即所有已离世, 或活着直到主再来的蒙救赎

之人… 现今时代的召会与旧约时代的信徒都包括在

内. 他们全部都是祭司. 以色列有 12 个支派族长, 而
12 使徒则代表新约时代. 两者加起来就是完整的二十

四.” 这见解将以色列和召会合起来, 两者在被提时并

没有分别. 
 
 虽然这见解比第一个较易接受, 但我们仍有理

由否定以色列包括在二十四位长老之内. 
1) 这见解基于一个假设(假定), 即以色列和召会将在

同一时间被提, 并改变成为属天的. 下述经文显示, 
以色列(指七年灾难中死去的以色列信徒)的复活

要在弥赛亚(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发生(指发生在七

年灾难结束后, 要设立天国之前; 但 12:1-2; 赛
26:19; 约 11:24), 因为以色列不会被提.  

2) 被提是神对召会的安排, 将召会领进永恒的福乐

中. 神对以色列的安排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是在另

一时间发生在另一群对象身上. 以色列要等到她

的时候满足时, 才复活得奖赏.   
3)  由于这二十四位长老已经复活、得奖赏并得荣

耀, 而在神的计划中, 召会是唯一经验过这一切的

群体, 所以旧约时代的圣徒不会包括在内. 
 

(c)   他们是现今时代的圣徒 
  

第三类意见认为, 他们是代表已经复活并被提

到天上去的现今时代之信徒, 即召会(教会). 根据如下: 
1) “二十四”这数字代表整个祭司体系(代上 24:1-

4,19), 是大卫所定, 分班次的目的是具有代表性, 
表示这是指教会. 虽然神命定以色列国民(nation, 
指全体国民)担任祭司的角色(出 19:6), 但这国民

因犯罪的缘故, 所以从来没有担任过这职任. 神应

许七年灾难时期的圣徒, 要在千禧年时作祭司(启
20:6). 不过, 在七年灾难时期开始时, 以色列仍未

恢复祭司国度的身份, 因为他们要等到千禧年时, 
才可以实现这权利. 同样地, 七年灾难时期的圣徒

也要等到千禧年时, 才可以实现这权利. 只有召会

才是那唯一有祭司身份, 能在那大祭司(主耶稣)之
下完成祭司职任的群体(彼前 2:5,9). 
 

2) 他们的位置表示他们代表召会. 在启示录第 4 章, 
二十四位长老是坐在宝座上, 围绕着神的宝座, 与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有密切联系. 主耶稣曾应许召

会将享有这个位置(启 3:21; 太 19:28). 这位置并

不属于天使, 天使只围绕宝座, 但并不占有宝座

(指不坐在宝座上); 这位置也不属于以色列, 因为

以色列将要受那位坐宝座者的审判. 威廉·林肯

(William Lincoln)恰当地评论说:  
 
“他们坐在神的面前  —  在神面前得穿白衣, 头戴

冠冕. 诚然, 从未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得这样的尊荣, 
可以在神的面前坐下! 根据约伯记第 1 章的记载, 
似乎天使们并不是经常在神面前侍立的, 只间中

(如此行)而已. 另外, 在天上的(天使)等次中, 加百

列显然是地位较高的; 但… 他这样介绍自己: ‘我
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路 1:19). 此外, 在列王纪

上第 22 章, 米该雅说他看见耶和华坐在天上的宝

座上, 而天上的众军(众天使)侍立在祂左右(王上

22:19). 然而, (启示录)这里出现的却是崭新的局

面, 就是现今时代得蒙救赎的圣徒(即召会), 竟能

在天家里, 以代表性的方式在神面前坐下, 而且身

穿白袍, 头戴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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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们身穿的白袍说明他们代表召会. 赛 61:10 说, 
白袍代表加给信徒(圣徒)的义. 主耶稣应许撒狄召

会的忠信圣徒, 他们要穿白衣(启 3:4-5; 注: 主这

方面的应许也是给众召会的, 参 启 3:5: “凡得胜

的, 必这样穿白衣…”). 这白衣在主耶稣登山变像

时首次出现(可 9:3), 那原本属于基督的已加给这

些长老, 成为他们所拥有的福气. 
 

4) 他们的冠冕显示他们代表召会. 这二十四位长老

所戴的不是君王的冠冕(希腊文: diadêma ), 而是

胜利者的冠冕(希腊文: stephanos ), 是在争战中赢

取的. 因此, 一方面他们复活了, 因为灵体不会戴

冠冕; 另一方面, 他们经过了审判, 因为只有受过

审判的, 才可得冠冕作为奖赏. 再者, 这审判必定

刚进行了不久, 因为他们将这些冠冕放在基督的

脚前(启 4:10; 意指他们有冠冕可献, 是因为他们

已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工作的审判, 获得了“冠
冕”为奖赏, 参 林前 3:14; 林后 5:10; 彼前 5:1-4).  
 

5) 他们的敬拜说明他们代表召会. 长老因为神的创

造(启 4:11)、救赎(启 5:9)、审判(启 19:2)及作王

(启 11:17)而敬拜祂. 有者企图将长老与他们所歌

颂的救赎工作(启 5:9)分开, 方法是将歌颂的内容

删去“我们”的字眼(注: 启 5:9 在《和合本》的译

文与英文圣经《钦定本》不同, 请参脚注),134 并
以此为论据, 声称他们不是代表召会. 关于这点, 
我们要留意几方面:  
a. 有可靠的抄本证据, 证明“我们”这词包括在内. 

从文本的角度看, “我们”一词不须删除.  
b. 就算删除“我们”一词, 也不表示长老们不是在

颂赞他们所领受的救赎. 将主观经历(自己的经

历)描写成客观事实(用第三人称代名词“他们”), 
在圣经中已有先例. 例如在 出 15:13,17,135 当
摩西和以色列人在颂赞神的救恩和带领时, 虽
然是他们亲身经历了这救恩和带领, 但他们却

使用第三人称代名词  —  “他们”, 而非“我们”). 
c. 就算删除“我们”一词, 而长老们所颂赞的救赎

与他们无关, 这也不足以证明这些长老不是召

                                                           
134   按照《和合本》, 启 5:9 是“他们唱新歌, 说: 你配

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

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这节在英

文圣经《钦定本》(KJV)则是: “And they sung a new song, 
saying, Thou art worthy to take the book, and to open the 
seals thereof: for thou wast slain, and hast redeemed us to 
God (买赎我们归于神) by thy blood out of every kindred, 
and tongue, and people, and nation.”  

135  出 15:13: “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 你凭能力

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 出 15:17: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栽于

你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啊, 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  

会; 因为 启 5:9 所说“从各族、各方、各民、

各国中”所买赎的人可以指七年灾难时期所救

赎的人, 他们也将“作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

掌王权”(比较 启 5:10 和 20:6), 所以长老们(召
会)是在歌颂神在灾难期间所完成的救赎.  

 
6) 长老对神的安排有深入的认识, 表示他们代表召

会. 经文如 启 5:5;  7:13-14 记载, 当神要揭示祂的

计划时, 他们明白神的奥秘. 这说明主在 约 15:15
给新约门徒(可指召会信徒)的应许得到最终的实

现. “长老”这名称也说明他们的属灵知识已经成

熟, 因为在圣经里, 长老是指在年纪或经验上成熟

的人(注: 有者认为这也使 林前 13:12所应许的成

熟成为事实, 但有者认为那节经文不是指主再来

时信徒得以成熟).  
 

7) 他们在执行祭司职任时与基督的密切关系, 表示

他们代表召会. 启 5:8 记载他们“各拿着琴和盛满

了香的金炉”. 关于这职任, 司各特(Walter Scott)写
道: “… 长老既非中间人也非代求者. 他们既没有

将这些祷告呈上给神, 又没有加上代求以增加祷

告的价值. 在天上的长老其实是在地上受苦(指七

年灾难之苦)的圣徒的弟兄. 因此, 他们对在地上

的困苦与争战不表关注才怪; 他们以前也曾这样

受过苦! 然而, 他们虽然深表同情, 但他们的态度

是被动的. 那位将香加在圣徒祷告中的天使兼祭

司(启 8:3-4)其实不是受造物(而是大祭司主耶稣

基督), 因为只有基督自己才能这样做.     
 
 
(D) 结论 

有关这二

十四位长老的研

究 , 阿米鼎 (Carl 
Armerding) 的 结

论最恰当. 他写道: “… 他们最后一次在圣经中出现时, 
是俯伏下来, 与四活物一同敬拜那坐在宝座上的神说: 
‘阿们! 哈利路亚!’(启 19:4). 他们这最后的行动, 与他

们的身份相称. 事实上, 他们一直显示出三方面的特

质: (1) 他们对基督有亲密深入的认识; (2) 他们与祂

十分接近; 及 (3) 他们向祂敬拜. 我们的主在为那些属

祂自己的人祷告时, 正是求父神(天父)使他们认识祂, 
与祂在一起, 并能看见祂的荣耀(约 17:3,25). 他们不

是别人, 正是父神从世上选召出来赐给基督的人.”136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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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43 页, 并按其原本的英文

版(Things To Come)对中文译文稍加修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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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二十一) 

人子的降临 

和审判 (上) 
 
 
(A) 人子的降临 

七年灾难时期, 在以色列地和其他地方有

一群忠信的以色列余民. 他们受到敌基督的践踏

和迫害. 就在关键时刻, 主将与祂的圣徒一同显

现, 来拯救以色列余民, 并摧毁他们的压迫者. 
 
 “… 有大艰难, 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 没有

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中, 凡名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

救”(但 12:1). 那时, 蒙神拣选、有神印记和保守

的这群人(指敬畏神的以色列余民, remnant), 将
会蒙神带领经过这可怕的灾难和审判, 从这黑暗

败坏的世界, 进入“如无云的清晨”(撒下 23:4)之
光明与平安. 
 
 至于那些压迫者, 
“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

丢弃; 人不敢用手拿他; 
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

杆 , 终久他必被火焚

烧”(撒下 23:6-7). 主以

祂权能的荣耀降临 , 刑
罚这些人永远灭亡 , 因
为他们“不信真理、倒

喜爱不义”(帖后 2:12).  
 
 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 执行此报应的时间, 
是在主同祂的圣徒降临之时, 如同闪电瞬间的一

击. 旧约有一些事例预示这类的事, 例如逾越节

那晚, 在夜间有哭声遍布埃及全地(因有一个灭命

者前来, 击杀了全埃及的长子, 出 12:23); 亚述王

西拿基立的 18 万 5 千大军一夜间被一个天使剿

灭了(王下 19:35; 赛 37:36)等等. 
 
 回到之前所说的, 基督再临剿灭压迫者. 
那时, 多国集成一个看来势不可挡的庞大军团, 

同来攻击耶路撒冷(此乃所谓的“哈米吉多顿大

战”, 请参附录). 基督一举消灭他们, 虽然此事的

发生属于地方性的, 但其影响扩散到“那兽”(敌基

督)庞大的联盟帝国每一角落.  
 
(B) 人子的审判 

(B.1)   对列国万民(外邦人)的审判 
主不仅剿灭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大军, 祂

还要执行审判. 许多忠信的余民散住各国各地, 
他们周围的人如何对待他们呢? 这是神给周围人

们的一个测验, 看他们是信靠神或反对神(注: 信
靠神的人会帮助这些忠信的余民, 反对者则不理

他们的受苦和死活).  

 
这就是主所说的测验: “当人子在祂荣耀

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祂荣耀的宝

座上. 万民(all nation, 所有国民)都要聚集在祂面

前. 祂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

山羊一般”(太 25:31-32).    
 
 这一段经文被普遍认为是在教导说, 在每

一个时代的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

人, 会同时从死里复活, 同被主所审判; 就在那时, 
也只有在那时, 人才可以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属于

主的. 人称那个时候为“决定性的时刻”(decisive 
hour), 那时将决定所有人的永恒命运.137 

                                                           
137  有者把这次“分别绵羊与山羊的审判”看为与启示

录 20:11-15 的白色大宝座之审判是属同一回事. 威明顿(H. 
L. Willmington)评论道: “实际上, 它们并不相同, 因为一个

(指前者)是在大灾难之后发生, 而另一个(指后者)则在千禧

年之末才应验. 在绵羊与山羊的审判中, 神只是审判全地的

列国. 有人以为各族的人, 都要排列在神的面前. 照着神的

命令, 苏联(俄罗斯)要来到祂前面受审, 接着是美国, 然后

是古巴, 以及其他的国家, 如此类推.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太
25:32 里的‘列国’(nations, 中文译作“万民”)应当译成‘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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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奇怪的是, 这一章里丝毫没有提到“复
活”的事; 而是论到活着的万民(living nations; 希
腊文: ethnos {G:1484}, 或译作“外邦人”, Gentiles)
聚集在人子面前(太 25:32). 那时, 祂已在荣耀中

降临, “众圣徒”(the saints)也随祂同来(亚 14:5), 
在审判中作为陪审法官(co-assessors), 而不是站

在祂“法庭的栏杆”受审.  
 
 看来那些得救蒙恩的以色列余民可能也

聚集在主的面前, 主就按照外邦万民如何对待这

些在灾难时期受苦的犹太余民(以色列余民), 即
主所谓“祂的弟兄们”(太 25:40,45), 来决定这些外

邦万民是公义的或作恶的.138  
 

身为外邦人, 他们不受律法的审判: 若他

们灭亡, 不是因为不守律法, 而是他们心灵的真

实状况(指愿不愿意接受真神). 他们将接受或拒

                                                                                                     
人’(Gentile).”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1002 页. 
138   威明顿指出, 这里是审判的依据(basis). 在这审判

中的试验, 就是那些于大灾难后仍然存留(仍然活着)的外

邦人, 如何对待忠信的以色列人(主基督称他们为“我的弟

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纳粹德国境内, 有许多逃亡

的犹太人, 他们当中有些受到一些德国家庭的善待, 并且得

到各种的保护; 虽然他们(保护者)是德国人, 却不肯依从希

特勒(Aldolf Hitler, 1889-1945, 纳粹德国元首)的酷令. 在大

灾难时期, 也必定有相同的事发生. 世上各族的外邦人当中, 
会有人接受忠信的以色列人所传的信息, 因而相信主, 并且

还冒着生命的危险, 保护这群传扬信息的人”. 同上引, 第
1002-1003 页.  

绝那些“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可指上述的以

色列余民, 启 14:12); 他们这方面的态度(接受或

拒绝)将完全显露他们心灵的真实状况.    
 
其实现今也是这样的原则. “我们因为爱

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入生”是指得

救或得永生, 约壹 3:14),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
是从神而生 , 凡爱生祂之神的 , 也必爱从神生

的”(约壹 5:1). 唉, 有些人自称(指冒称)是基督徒, 
不过他们的心并不关心那些“守神诫命和耶稣真

道的”. 人可能看不出他们的假冒, 但在神审判的

“法庭栏杆”中, 他们必站立不住, 瞒不过神. “不敬

虔的人虽然得利, 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

望呢?”(伯 27:8) 
 
从 这 审 判

的裁决 , “那些义

人 要 往 永 生 里

去”(太 25:46). 我
们没有读到他们

像召会一样, 身体改变或被提到空中(这也证明这

些得救的外邦人不属于召会信徒); 一个可能是, 
即使他们来到这审判宝座时已是缺一只手, 或缺

一只脚, 他们离开后, 将得着永生, 进入永生的福

乐. 这对主耶稣而言是轻而易举的, 因祂曾医治

跛脚和残废者, 使他们完全康复. 这让我们想起

主耶稣的话, “你缺一只手, 或是一只脚, 进入永

生, 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太 18:8). 
 
 恶人“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

永火里去”(太 25:41). 对于这些恶人, 没有怜悯, 
没有悔改的机会(因在七年灾难时期, 神已给了他

们很多悔改的机会). 时间到了, 是时候把“把一切

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 从祂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

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太 13:42).  
 

(B.2)   对以色列民(犹太人)的审判 
 在很久以前, 在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以色

列王)统治的时期, 以色列王国分裂成二: (1) 犹大

和便雅悯联合成为一国(这南国称为“犹大国”); 
(2) 另十个支派在耶罗波安的带领下, 成立另一

国(这北国称为“以色列国”), 并设立一个独立和

背道的敬拜体系(apostate order of worship), 来模

仿神在耶路撒冷所指定的敬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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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如今, 这两个王国还没有联合为一,139 
但圣经有几处经文清楚预言他们将在自己的国

土上(指以色列国土上)联合为一. 单看 结 37:15-
22 那一段经文, 两根木杖在先知以西结手中接连

成为一根(表明南北两国成为一国), 清楚显示那

就是神对以色列的旨意.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

将以色列人从他

们所到的各国收

取 , 又从四围聚

集他们 , 引导他

们归回本地 . 我
要使他们在那地, 
在以色列山上成

为一国 , 有一王

作他们众民的王. 
他们不再为二国, 
决 不 再 分 为 二

国”(结 37:21-22).  
 
 有诸多猜测性的理论, 要尝试揭开“遗失

的十支派”(the lost ten tribes)之谜, 这些理论在某

程度上都看似有理, 一些还有不少独创性; 但仍

然留下很多未解之谜, 我们可总结为: 它仍是个

谜, 直到主再来; 神将从各国中聚集这些失散的

支派, 而这些余民, 将犹如丧子和被掳的伤心母

亲, 找到她失散多年的孩子. 我们可从 赛 49:21
看到这种情况: “我既丧子独居, 是被掳的, 漂流

在外. 谁给我生这些? 谁将这些养大呢? 撇下我一

人独居的时候, 这些在哪里呢?” 
 
 因 此 , 
他们的归回犹

如死里复活 ; 
只有主知道他

们是谁 , 他们

在哪里 , 而祂

分散他们, 也必聚集他们. 不过, 在全面聚合他们

重归自己的土地(以色列地)之前, 也必须先有个

审判, 来对这些失散者进行洁净与清除: “我必用

                                                           
139   值得留意的是, 以色列在 1948 年 5 月 14 日复国, 
初步应验了这项应许 . 但在本文作者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写本文时(注: 作者于 1917 年 1 月 14 日离世, 故
本文是在 1917 年之前写成的), 以色列还没有联合地复国, 
所以他写“直到如今, 这两个王国还没有联合为一”. 

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 并倾出来的忿怒, 将
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 在那里当面刑罚你

们. 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 也
必照样刑罚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

们从杖下经过, 使你们被约拘束. 我必从你们中

间除净叛逆和得罪我的人, 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

方领出来, 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结 20:34-38). 
 
 
(C) 审判的结果 

正如 “先将稗子薅出来 , 捆成捆 , 留着

烧”(太 13:30), 照样, 恶人将一群又一群地, 不管

他们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 都会被聚集受审判, 
后果悲惨. 但义人结局却全然不同, “公义的果效

必是平安; 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 直到永远”(赛
32:17).140   

(文接下期) 
 

***************************************** 
附录:   哈米吉多顿大战 

 
(A) 引言 

圣灵已拣选了五位圣经作者, 用清楚明确和

令人战栗的文笔, 给我们描述这场最著名的战争  
—  哈米吉多顿大战(Armageddon). 这些作者包括

大卫、以赛亚、约珥、撒迦利亚和约翰 (参  赛
34:1-6; 63:3,4,6; 珥 3:2, 9-16; 亚 12:2-9; 14:2,3,12; 
启 16:16; 19:11-21). 

 
诺士顿博士(Dr. S. Franklin Logsdon)在他所

写的小册(Profiles of Prophecy)里这样描述道: “挪
威科学馆前任的主席(指馆长), 得到英国、德国、

埃及和印度各地的历史学家帮助, 用一副电脑计算

出来, 由主前(公元前) 3,600 年直到现在, 全世界只

有 292 年是和平而没有争战的. 而在这段超过 55
个世纪的岁月中(即超过 5,500 年的时间), 其中大

小的战争合共 14,531 次, 并有 36 亿人(3.6 billion)
死于战祸. 自从主前 650年起, 就有 1,656 次军备竞

                                                           
140    上文编译自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的“将
来的事 ”(Things to Come)之系列文章 , “The Tares are 
Gathered and Burned in the Fire” (Chapter 16),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388-3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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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其中只有 16 次能免于战祸, 余下的皆以干戈相

向为终结, 但这唯一的 16 次的和平, 也给竞赛的国

家带来了经济崩溃的命运.” 
 
 尽管如此, 末日要发生的哈米吉多顿大战, 
必然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凶猛、最

血腥, 以及最缭乱, 也是最具毁灭性的一场战争.  
 
(B) 哈米吉多顿不是什么? 

让我们先来看看哈米吉多顿不是什么(反面): 
1) 哈米吉多顿并不是以西结书 38 章所描述的俄

罗斯入侵以色列, 请留意两者的差别:141 
 

以西结书 38 章 
俄罗斯入侵以色列 

启示录 16 和 19 章 
哈米吉多顿大战 

俄罗斯的侵略是由北

面而来(结 38:2,6,15) 
哈米吉多顿大战的列国

是从四面八方而来 
俄罗斯的侵略是为抢

掠以色列的财富 (结
38:12) 

哈米吉多顿大战是为要

毁灭基督和祂的百姓 

这次入侵以色列的俄

罗斯北方大军是由歌

革所率领(结 38:3,7) 

哈米吉多顿大战主要由

敌基督(第一头兽)所率

领(启 19:19; 16:12-16) 
 

2) 哈米吉多顿并不是圣经所记载的最后一场战争, 
因为最后一场战争乃是在千禧年以后的战争

(启 20:7-9). 哈米吉多顿大战会在大灾难终结

(千禧年国设立前)的时候发生. 
 
(C) 哈米吉多顿是什么? 
 

(a)   战争的地点 
 
 霍伊特博士(或译“何艾特博士”, Dr. Herman 
A. Hoyt)对这地点有适当的描述: “这场战争所涉及

范围之大, 几乎是人类的脑袋所不能想象的. 这场

战争由北方的米吉多 (Megiddo)起 (亚 12:11; 启
16:11), 向南伸展至以东(赛 34:5-6; 63:1), 全长约

1,600 化朗(每化朗长 220 码)  —  约等于 200 哩之

远. 它自地中海岸边起由西向东, 伸展至摩押山地, 

                                                           
141   苏联在 1991 年 12 月 26 日宣布正式解体, 不复存

在. 苏联解体后分成 15 个国家, 其中最大的国家, 就是继承

了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 威明顿在 1980 年代写《威明顿

圣经辅读》时, 苏联还未解体, 所以他在其书中采用“苏联”
一词来代表这北方大国联军.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 第 999 页. 然而, 既然现今苏联已不存在, 取而代之

的北方大国是俄罗斯, 所以上文将之改为“俄罗斯”一词. 

几乎有 100 哩之阔. 这个战场包括约沙法谷(Valley 
of Jehoshaphat, 珥 3:2,12)以及巴勒斯坦中部的以斯

德伦平原(Plains of Esdraelon). 而整个战地的中心

点, 就是耶路撒冷城(亚 14:1-2). 卷入这场战争旋涡

的, 有千百万的兵员. 接近 4 亿军队云集一起, 准备

作人类有史以来最后的大厮杀. 列王率领他们的军

队, 从南、从北、从西、从东而来… 而这场战争当

中最戏剧化的一幕, 就是神给人类作‘断定谷’(珥
3:14), 以及从大酒榨里倾倒出全能神的烈怒 (启
19:15)的一幕.” (引自 The End Time, 第 163 页) 
 
 因此, 这场哈米吉多顿大战里面, 它至少包

含了四个重要的名字: 
1) 约沙法谷(Valley of Jehoshaphat): 位于耶路撒冷

东面的一个山谷, 在圣城与橄榄山之间(参看 珥
3:2,12). 

2) 以斯德伦谷(Valley of Esdraelon): 20 哩长、14
哩阔的一座山谷, 位于耶路撒冷西北, 在圣城与

地中海之间. 
3) 米吉多(Megiddo): 位于以斯德伦山谷的一块平

原(亚 12:11). 
4) 波斯拉(Bozrah): 以东地(Edom)的一个城市, 位

于约但河东边, 靠近以东的首都彼得拉(Petra). 
这两个城市在主基督再来的时候, 要扮演重要

的角色. 参 赛 34:6与 63:1.  

文森特(另译“云生马文”, Marvin Vincent)对
哈米吉多顿和它的所在地, 有以下的描述: “米吉多

位于以斯德伦平原之中, 它自古以来就被选为安营

的地方, 那是为夺取巴勒斯坦地的进军行动而准备

作战用的, 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亚述

王起, 直到拿破仑从埃及往叙利亚的死亡进军中, 
它都被用作扎营之处. 犹太人、外邦人、萨拉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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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cens)、基督教组成的十字军(Crusaders)、反

对基督徒的法国军队、埃及人、波斯人、德鲁兹

人(Druses)、土耳其人、阿拉伯人, 以及天下各族

的战士, 都曾在以斯德伦平原扎营. 他们的国旗, 也
沾上了他泊山(Mt. Tabor)和黑门山(Mt. Hermon)的
甘露.” (引自 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第
542-543 页).  

 
除了教会历史外, 旧约里面也记载了这个地

区, 曾发生过许多次的战争: 
1) 底波拉(Deborah)与巴拉(Barak)在这里打败迦南

人(士 4 至 5 章); 
2) 士师基甸在这里打败米甸人(士 7 章); 
3) 非利士人在这里打败了以色列人, 并杀了他们

的王扫罗(撒上 31 章) 
4) 大卫在这里打败歌利亚(撒上 17 章) 
5) 埃及军队在这里杀了约西亚王(王下 23 章). 
 

(b)   作战的目的 
 
 是什么原因吸引世界各国的王, 来到哈米吉

多顿这个地区呢? 他们自行聚集到那里, 可能为着

许多的原因. 以下所列举的似乎是比较重要的三个

原因: 
1) 因为神的主权. 圣经里最少有五处经文, 清楚告

诉我们, 神要亲自把列国(nations)招聚到这里: 
a. 赛 34:2: “…耶和华向万国发忿恨, 向他们的

全军发烈怒, 将他们灭尽, 交出他们受杀戮” 
b. 珥 3:2: “我要聚集万民, 带他们下到约沙法

谷, 在那里施行审判; 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 
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 分散在列国中, 又分

取我的地土” 
c. 亚 14:2: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

战, 城必被攻取.” 
2) 因为受撒但的欺骗(启 16:13-14). 这段经文也告

诉我们, 有三个特别污秽的灵, 叫天下众王都聚

集在哈米吉多顿,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

一处, 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启 16:16): 
3) 由于列国都恨恶主耶稣基督. 有许多经文告诉

我们关于这种魔鬼性的仇恨(诗 2:1-3; 启 11:18). 
在敌基督引导下的列国, 肯定知道主基督即将

再临(启 11:15; 12:12), 而且他们也肯定知道主

基督再来时, 必然会脚踏橄榄山上(亚 14:4; 徒
1:9-12). 因此, 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聚集在那里

(部署好大军和各种武器), 乃是等待主基督再来

时要消灭祂.  

(c)   这次战争的过程 
 
 有两件值得留意的事: 
1) 幼发拉底河(或称: 伯拉大河)的河水干了(启

16:12): 邦侯斯博士(Dr. Donald Barnhouse)引述

赛斯(Joseph A. Seiss, 1823-1904)的话如下: “幼
发拉底河这条大河从远古时代起, 携同它的许

多支流, 就成了它东西两岸许多民族宏大而不

可更改的分界线. 它全长 1,800 哩; 整条河流的

每一处,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不能涉水而过. 它
河面的阔度从 300 码到 1,200 码, 深度由 10 呎

至 30 呎; 很多时候, 河面会更阔, 河床也更深. 
这条河在所罗门作王时, 便成为以色列的国界, 
一直被称为神向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东北极限. 
历史常称幼发拉底河为军事行动的阻碍; 所以, 
它成为居于其东西两边民族的一条界线.” (引
自 Revelation, 第 301 页) 
 
这样一来, 这水上的天堑一旦挪移之后,142 成千

上万的大军就从中国、印度, 以及亚洲其他列

强国家, 朝向哈米吉多顿前进, 准备进行毁灭.  
 

2) 耶 路 撒 冷 城 被 毁 ( 亚
14:2): 在大灾难当中最

悲惨的事件, 可能就是圣

城耶路撒冷被围困, 惨遭

毁灭. 它将成为这蒙爱的大卫城(指耶路撒冷城)
第 47 次, 也是最后一次被占领, 参以下经文:   
a. 亚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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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路 21:20: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
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 

 
当这两件事发生的时候, 乐园里的众天使和

地狱里的众鬼魔, 必然屏息惊骇. 因为有一件惊天

动地的大事即将发生  —  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主耶

稣基督要荣耀降临, 消灭一切迫害祂属地百姓(以
色列余民)的仇敌军团! 这位全能者要审判一切以

色列人和外邦人, 然后设立神所应许、众所期待的

千禧年国!143   
                                                           
142   “天堑”是指天然形成、十分险要的“隔断交通之壕

沟”; 多指大江大河. 幼发拉底河就是这样的天堑. 
143   以上附录摘自 威明顿著, 《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
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 1986 年), 第 998-10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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