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的话 
 

红海原则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 全球

累积确诊病例超过 3 千 3 百万例, 死亡总数突破 100

万例(摘自《星洲日报》). 专家预测今年结束前, 全球

确诊病例将突破 7 千万例! 因着疫情, 许多国家经济

衰退, 中小企业逐一倒闭, 失业人数大幅上升, 多人陷

入困境, 仿佛来到红海绝路!  

 

昔日以色列人来到红海面前, 也陷入极大困境  

—  前无出路, 两旁有山, 后有追兵. 他们“就甚惧怕, 

向耶和华哀求”(出 14:10).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

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出

14:13). 原来神把以色列人“领入困境”是有美好计划, 

因为祂要用红海来覆盖和消灭埃及人, 以此一劳永逸

地解决那追杀以色列的敌人. 全能全智的神总是可以

用人意想不到的独特方式, 拯救人超越各种困境!  

 

 神把祂百姓过红海的经历记载于出埃及记, 为

要教导我们“红海原则”, 即超越生活困境的七大原则:  

1)  了解神对你的困境是有美好计划 (出 14:1-2, 30) 

2)  看重神的荣耀过于脱离你的困境 (出 14:3-4, 18) 

3)  定睛神而非困境中的敌人或危险 (出 14:5-9, 13) 

4)  祷告神赐智慧恩惠面对你的困境 (出 14:10, 15) 

5)  等候神按祂的时间救你超越困境 (出 14:13-14) 

6)  信靠神以独特方式救你超越困境 (出 14:15-30) 

7)  赞美神带领你经历和超越了困境 (出 14:31; 15:1-2)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年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发现, 

他们身陷“红海困境”  —  前有红海无出路, 后有追兵

无退路; 今日的我们也常会陷入那种进退两难、束手

无策、不知所措的“红海困境”. 然而, 困境都是经过

神的允许才会临到, 有神美好的计划, 有神带领的恩

典, 有神拯救的应许, 所以我们能高唱道: “救主领我, 

何等福乐! 深得安慰, 心觉稳妥.”【本期《家信》的

“圣诗歌颂”专栏就刊登一篇有关这首诗歌的文章】.   

 

 那位昔日大开红海、拯救祂百姓的耶和华神, 

也是今日与我们同在的神, 就如约翰所说的, 祂是那

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启 1:4)【请阅读本

期《家信》“原文解经”专栏所刊登一篇以此为题的

文章】. 无论处在什么光景, 神都与我们同在, 会按祂

最美好的时间和方法, 来拯救我们超越困境. 故此, 让

我们如诗歌所说: “愿随主行, 紧握主手, 甘心跟随, 永

无怨尤; 任逢何事, 一意靠托, 因知救主 亲手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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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作者: 星火)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赎罪祭和赎愆祭 
(利 4:1-12; 5:1-6:7) 

 
(A) 序言 

利未记五大祭物的首三个被称为“馨香祭” 

(sweet savour offerings), 本期将探讨五大祭物的

最后两个 , 就是被称为 “非馨香祭”(non-sweet 

savour offerings)的赎罪祭(sin offering)和赎愆祭

(trespass offering). 北爱尔兰的弟兄格里夫(Paul 

Grieve)写道: “朱克斯(Andrew Jukes)指出, 馨香祭

是关于神对祂百姓的接纳(acceptance), 而非馨香

祭则是关于祂百姓的赎罪(expiation). 对于前者, 

神的百姓是以敬拜者的身份亲近神; 对于后者, 

则是以罪人的身份.”1  

 

格里夫继

续写道: “博纳尔

(Andrew Bonar)把

利未记前三章与

约翰一书第 1 和

第 2 章作一比较; 

‘我们将这些话写

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

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约壹 1:4; 2:1a). 与神相交

(fellowship)是基要问题, 并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

位格与工作的基础上. 博纳尔过后再拿利未记第

4 和第 5 章与约翰一书第 2 章作比较: ‘若有人犯

罪, 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

基督’(约壹 2:1b). 由于人的罪恶本性与对罪的偏

爱, 人实在需要为此有个解决之道, 而这方面的

供应也是集中在基督的荣耀位格(和工作)上.”2 

 

简之, 在赎罪祭和赎愆祭里, 我们不难看

到这预表的真体  —  主耶稣基督. 现在就让我们

                                                           
1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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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chie Ltd., 2012), 第 55 页. 
2   同上引, 第 55 页. 

从预表(type)3的观点, 来思考基督代死赎罪的工

作如何满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 并给罪人带来何

等的平安与喜乐. 

 

(B) 赎罪祭所预表的基督 

 (利 4:1-12; 6:24-30; 来 13:11-1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若有人在耶和华所

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利 4:2). 

经文告诉我们有四组人可能因疏忽不慎而误犯

了罪: (1) 祭司(利 4:3); 以色列全会众(利 4:13); (3) 

官长(利 4:22); (4) 任何住在那地的人(利 4:27). 一

时不慎会犯了在神面前视为罪的行为.4 我们每一

个人都能够与这些组别的人认同, 在神面前深感

自己的罪疚和羞耻. 只有当我们承认这点, 我们

才能欣赏基督的受苦, 因它提供了我们所需(指解

决我们罪的问题之需要).  

 

神的第一个要求就是

把一个祭物带到会幕门口 . 

基督就是那位丰足与愿意代

死的祭物, 使我们的罪按圣

洁之神的明确要求而获得解

决, 满足了神圣洁的要求. 正

如祭物必须被杀, 偿还最终的代价, 照样, 基督也

舍下祂的生命, 无人能献比这更大的祭物了. 

                                                           
3  预表(types)可指神在旧约的人物、事件、物件或

制度中, 预先指定要在新约实现的意义. 换言之, 这些旧约

时代所记载的预表, 是指向将来在新约的另一个人物、事

件、物件或制度(俗称“本体”, antitypes). “预表”与“本体”的

关系也可喻为“影像/影儿”(shadows)与“实体”(fulfillments, 

或作“真体”, substance)之间的关系(参 来 10:1; 西 2:17). 预

表犹如神的教具(实物教材), 让人更容易明白它所预表的

“本体”所要传达的真理. 有关圣经的预表, 请参 2004 年 3/4

月份, 第 51 期《家信》的“预表教具: 圣经预表简介(一)”. 
4   利 4:13-14: “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

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了罪, 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 

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 牵到会

幕前.”(也参 利 4:22-23, 27-28). 人可能误犯了某种“隐而未
现、会众看不出来的”罪, 但诚如达秘(John N. Darby)所言, 

神不会放过任何一丝的罪! 在隐秘中犯罪的亚干就是最佳

例子(参 书 7:10-26)! “赎罪祭的详细记载证实神不会放过

任何一丝的罪; 祂可以赦免和洗净一切的罪, 但不会放过任

何的罪. 罪可以隐藏起来, 叫人看不见, 却逃不过神的眼目

(来 4:13). 为何人看不见或察不到某种罪呢? 因为罪的果子  

—  ‘疏忽’(negligence)  —  蒙蔽了人灵性上的理解力与注

意力 .” J. N. Darby,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vol. 1) (Ontario: Believers Bookshelf Inc, 1992), 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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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最引人注目的真理, 就是血的应用  

—  在主面前洒血七次(注: “七”是完美数目), 涂

在香坛的四角上, 和倒在燔祭坛的脚那里(利 4:6-

7). 这预表基督的宝血是我们罪蒙赦免的基础, 血

的“倒出”(pouring)提醒我们它

的丰足 —  足以满足神的要求, 

并对一切接受它的人都有功效. 

洒血“七次”提醒我们有关基督

在每一方面都是完美的, 洒血

“在耶和华面前”提醒我们首要

的要求是满足神的圣洁. 

 

祭物所剩余的部分, 是完全用火焚烧, 且

烧在营外洁净之处, 直到烧成灰烬. 神圣洁的审

判临到基督身上(仿佛将祂焚烧), 而基督以祂圣

洁人格的完美承受了这一切审判. 

 

公牛预表基督最高、最丰富的形式,5 而山

羊则代表基督代死的部分. 那些接受基督为救主

之人, 可以宣称“祂(耶稣基督)站在我的位置上, 

代我受尽刑罚.6 当神的一切要求得到满足, 一切

                                                           
5   公牛犊是赎罪祭中最丰富和昂贵的祭物. 值得注

意的是, “以色列全会众”犯罪要献一只公牛犊(利 4:13-14), 

而“祭司”一人犯罪也需要献一只公牛犊(利 4:3). 这点教导

我们, 如达秘所指出的, 神按照人所领受的责任或特权来审

判他的罪. 人的责任越高, 特权越大, 所受的审判就越重. 属

灵方面的领袖或教师(祭司)比民间的“官长”要付更重的代

价(利 4:22-23; 官长需献一只公山羊). 这对所有召会的领袖

而言是何等严肃的教训! 对有教导恩赐的信徒也是如此, 必

须负起“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重任, 不可胡乱曲解圣经(参 

雅 3:1: “不要多人作师傅, 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6   值得一提的是, 利 4:3 中的“赎罪祭”(sin offering)一

词在希伯来原文是 Chaţţâ’th {H:2403}; 这词在这节出现

都按照祂话语所吩咐的去献祭时, 利未记第 4 章

用以下美丽的话作为总结 : “他必蒙赦免”(利

4:35). 深愿我们今日享受罪蒙赦免的喜乐!  

 

 

(C) 赎愆祭所预表的基督  

(利 5:1-6:7; 7:1-10; 赛 53:10) 

 利未记第 5 章是接续前一章(利未记第 4

章)论到罪的问题. 第 5 章有一个宝贵的真理深深

印在我们心中, 那就是罪  —  无论它以什么形式

出现, 或在什么情况下犯上的罪  —  都必须在神

面前处理. 第 1 节的罪是关于人所听到的, 第 2 节

(以及第 3 节)关于人所触摸的, 而第 4 节关于人

所说出的.   

 

 这一章的首个祭物是母羊, 或是羊羔(利

5:6)  —  美丽地预表救主(耶稣基督)的谦卑柔和. 

但这位何等可爱可敬的造物主, 竟被祂的受造物

如此粗暴对待, 百般羞辱! 祂也竟然因着忠于神

和深爱人而忍耐到底, 默默承受! 这一切叫人何

等惊讶、何等感动!  
 

 第二样祭物比第

一样祭物更小, 就是两只

斑鸠或是两只雏鸽 (利

5:7), 这可能意味着对所

犯的罪有较小的体认; 无

论如何, 它们都必须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第三, 就

是献(细面)伊法十分之一(tenth part of an ephah), 

这个分量(measure)是以色列民所共知, 且对他们

而言是重要的, 因为这正是在旷野时每日收取吗

                                                                                                     
两次, 另一次就是“他所犯的罪”的“罪”一词. 换言之, “赎罪

祭”也可被译作“罪”(希伯来文: Chaţţâ’th  ; 注: 这词首次出

现在创 4:7). 格里夫(Paul Grieve)贴切评述道: “ ‘罪’与‘赎罪

祭’两者如此密切相关, 甚至两者都采用同一个希伯来字. 

事实上, 赎罪祭的牛‘成为那罪’(became the sin). 宰杀这牲

畜是一个活生生的图像, 代表应该如何对待或处置罪  —  

无情地宰杀它! 这幅图像也出现在 林后 5:21: ‘神使那无罪

(无罪: 原文作‘不知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

面成为神的义.’ … 正如公牛犊被当作‘罪’一般地对待(被无

情地宰杀); 照样, 基督也被神当作‘罪’一般地对待(在十架

上被无情地宰杀). 同样道理, 信徒也被神当作‘基督’一般地

看待, 成为神的义. 这并非因为信徒本身有什么好处, 而是

全因他‘在基督里’的地位(参 彼前 3:18; 约 1:12).”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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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的分量(出 16:32-36).7 这点(与吗哪相关这一方

面)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谦虚(如天上的吗哪一般

卑微地降到地上), 祂进入有限的时空, 取了卑微

的人性, 使祂能把自己当作祭牲献给神, 以解决

罪的问题. 不管所献的祭牲何等的小, 只要符合

神公义的要求, 就能蒙神悦纳. 

 这把我们带到 利 6:1-7 所说的赎愆祭. 这

里为我们介绍“公义的原则”. 当人犯错得罪人时, 

单在神面前处理此事还不够, 也要对人公平, 待

人公正(特指赔偿人的损失). 献祭者把公绵羊

(ram)带来作赎愆祭(利 6:6),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利 5:16; 6:5, 加多 20% ). 这表示人要对自己所得

罪的人负起更大责任, 不单要赔偿那人的损失, 

还要加上五分之一.8 很多人因得罪他人而在神面

前认罪, 过后觉得蒙神赦免就够了, 不去与人和

解, 修正错误, 恢复关系. 这显然违反圣经的教导. 

                                                           
7   出 16:16: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要按着各

人的饭量, 为帐棚里的人, 按着人数收起来, 各拿一俄梅珥.” 
8   美国的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k W. Grant)贴

切指出, 赎愆祭所强调的是“它表明罪所带来的损伤(损失

或伤害, injury), 而非注视或思量那罪本身, 所以补偿(弥补

或赔偿 compensation)的观念是赎愆祭所突出和着重的: 祭

司要估计补偿数目, 另加五分之一, 然后交给遭受损伤之人, 

使他获得比赔偿更多… 基督不仅归还祂本身没有抢夺的

(因祂没犯罪 , 使人遭损 ), 并且祂还过量地赔偿 (over-

compensated)  —  加上更多的五分之一… 神不满足于单单

修补或归还被抢夺之物; 祂不满足于单单修复罪所造成的

损伤  —  引致混乱! 不, 神所要求的, 是为祂的子民带来更

大的福气, 为祂带来更大的荣耀.【注: 基督为人类带来天
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弗 1:3) 比亚当因犯罪所失去的属地福
气更大更多(比较 林前 15:45-49). 此外, 格兰特也指出, 埃

及人曾纳粮给法老‘五分之一’(创 41:34), 这不仅见证约瑟

拯救了他们的生命(免饥荒时饿死), 也见证他们拥有的一

切粮食都是法老慷慨赠予. 这“五分之一”是救恩与恩惠的

见证】.” F. W. Grant, The Numerical Bible (vol.1) (Neptune: 

Loizeaux Brothers, 1890), 第 298-299 页. 

 利 5:17-18 说: “若有人犯罪, 行了耶和华

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他虽然不知道, 还是有

了罪, 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价, 

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 给祭司作

赎愆祭. 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 祭司要为他赎罪, 

他必蒙赦免.” 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要在神面前处

理不慎犯下的罪, 也要谨慎自己所没有察觉的罪. 

基督借着祂的牺牲已满足这方面的要求, 我们需

要常想念各各他(基督在十架)所成就的工作, 好

叫我们可以经常欣赏或体认基督为我们的罪所

付上的代价, 并努力把罪从我们生活中除去.9 

 

 

(D) 结语 

论到赎罪祭, 格里夫(Paul Grieve)指出, 主

耶稣基督的牺牲足以解决罪在每一个人身上的

影响. 赎罪祭主要处理罪人的罪性  —  这方面的

罪是人眼看不见, 却清楚被圣洁之神的眼目所见. 

因着基督的死(还清罪债), 神的儿女们就不被定

罪. 这是何等大的安慰; 赎罪祭处理了罪的根本

原因(root cause).  

 

此外, 主耶稣

接收与承受了圣洁

之神对人所犯之罪

的一切公义忿怒和

严厉审判. 正如赎愆

祭所预表的, 主耶稣

基督已满足这祭的

一切公义要求. 祂为

罪人的错误向神负

责. 祂把亚当因犯罪

而失去的一切归还给神(诗 69:4), 还加上五分之

一的补偿(利 5:16; 6:5). 换言之, 祂带给犯罪堕落

者的, 比亚当因犯罪所失去的更多. 祂已预备好

完美永恒的赦免 (徒 2:38; 3:19; 罗 3:25; 来

8:12).10 感谢神,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

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弗 1:7). 

                                                           
9   除了序言和结语之外 , 上文编译自 Ivan Steeds 

(ed.), Day by Day Christ Foreshadowed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2002), 第 106, 107 页; 另在

文中附加别的注解和脚注为参考. 
10   Paul Grieve, “Leviticus”,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第 73,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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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敬道弟兄 

C. H. Mackintosh 

附录一:   赎罪祭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我们看过“馨香”的祭 , 

再来看“赎罪”. 赎罪分为两类, 

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 前者分为

三等, 第一是为“受膏的祭司”和

“全会众”献祭, 二者的礼仪相同

(比较 利 4:3-12, 及 4:13-21). 无

其教训是: 论是召会的代表, 或

召会本身, 罪的结果都一样, 二

者都牵涉三件事: 神在召会中的

住处、召会的敬拜、个人的良心.  

 

这三件事都倚靠血, 故此, 在第一等的赎罪祭

中, 有三样东西要用血的. (1) “在耶和华面前, 对着圣

所的慢子, 弹血七次”(利 4:6). 这要保障耶和华与百姓

的关系, 因耶和华住在百姓中间. (2) “又要把些血抹

在会幕内, 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利 4:7a). 这要

保障召会的敬拜. 血涂在“金坛”上, 要保存敬拜的真

基础, 火焰和馨香之气可以不断的上升. (3) “再把公

牛所有的血 , 例在会幕门口 , 燔祭坛的脚那里”(利

4:7b). 我们看见个人良心的要求, 得到圆满的答案, 因

为铜坛是个人近前来、神与罪人相会的地方. 其余的

两等, 是为“官长”和“庶民”的, 要解决个人良心的问题. 

所有的血倒在“燔祭坛的脚那里”. 

 

基督的牺牲实在有不可言喻的价值. 十字架已

经充充足足的供应一切所需的. 依照神的意念, 罪若

不按理处置, 神与人的相交是完全不可能的(参 约壹

1:5-7). 虽然人的良心会满意, 但是问题仍在. 神已经

满意了吗? 这问题若得不着肯定的答案, 相交是永不

能存在的. 我们会“误犯”错事, 但这事会常在神面前, 

因祂知道一切. 故此, 人不断有恐惧、疑惑、焦虑. 这

一切都由神解决, 因为罪已经赎了; 赎罪不是根据我

们的“误犯”, 乃是根据神的知识. 这确据叫人心和良

心大得安息, 神一切的要求, 已经全由祂的作为(基督

的工作)满足了. 

 

人“误犯”罪的事实, 有力的证明人对罪无能为

力. 人怎能对付人所无知的(人自己不知的罪)呢? 人

怎能处置他良心从不晓得的呢? 不可能! “误犯”的罪, 

清楚表明人对必须解决的每样罪, 是没有确实的概念. 

人在这等基础上, 不能有平安. 人常有痛苦忧虑, 恐怕

事情背后有错失. 那么, 这些不安的情绪, 会阻碍他的

敬拜、交通、见证. 我若对解决罪的事心感不安, 就

不能敬拜, 无论与神或与人, 也不能享受交通. 在我们

能“用心灵和诚实拜祂”之前, 我们的心必须在神面前

安息, 有完全赦罪的确据. 惟有基督的血能叫人心充

满甘甜和圣洁的安息, 而从这样的心, 真正和可悦纳

的敬拜才能达到父神面前.  

 

我们要来看一个作代表的动作  —  “按手”. 这

动作在燔祭和赎罪祭也有. 于前者, 按手表明献祭者

和无瑕疵的供物联合; 于后者, 按手表明献祭者的罪

归到供物的头上. 这是预表, 我们看见真体, 就能学到

一个安慰人心和叫人得造就的真理. 按手的动作, 其

教训是: 基督“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

神的义”(林后 5:21). 基督代替我们的地位, 并承受一

切的后果, 好叫我们可以得着祂的地位并其一切美果. 

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治罪, 好叫我们在无限圣洁前得称

为义. 基督被逐离神面前, 因为罪全归到祂头上; 我们

蒙悦纳进入神的家和神的怀里, 因为有完全的义归给

了我们. 基督喝了忿怒的杯  —  震颤的杯, 好叫我们

喝救恩的杯  —  无限福分的杯. 基督按我们应得的惩

罚被治, 好叫我们按祂应得的赏赐得福. 

 

 我们首先看过“这血”完成了什么, 现在来看

“肉”要完成什么. 利 4:11-12: “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 

就是全公牛, 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 倒灰之所, 用火烧

在柴上.” 这动作是赎罪祭主要的特色  —  与燔祭和

平安祭不同. 公牛的肉不像燔祭, 要烧在坛上; 也不像

平安祭, 要给祭司和敬拜者吃. 公牛要全烧在营外. 

“凡赎罪祭, 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 那肉都不可

吃, 必用火焚烧”(利 6:30) “原来牲畜的血, 被大祭司

带入圣所作赎罪祭, 牲畜的身子, 被烧在营外. 所以耶

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来
13:11-12). 

 

我们把“这血”与祭牲的“肉”和“身子”相比, 就

看见真理的两大分支  —  敬拜(worship)和作门徒

(discipleship). 这血带进圣所, 是敬拜的基础; 身子在

营外焚烧, 是作门徒的根据. 我们在和平的良心和自

由的心里敬拜之前, 必须知道, 按照圣经的权威和圣

灵的大能, 罪的整个问题已经借着神圣赎罪的血永远

解决了  —  基督的血已经完全洒在耶和华面前  —  

神一切的要求(对刑罚一切犯罪者的罪)已经永远满足

了. 这是完全的平安, 我们边享受这平安边敬拜神.  

 

当古时的以色列人献了他的赎罪祭, 他的良心

就能得着安息, 因为那祭能给人安息. 是的, 那只是暂

时的安息, 因为只有暂时的祭牲之成果. 犹太人没有

永蒙洁净的良心, 因为他们没有永远有效的祭牲. 他

们会借一些途径叫良心得洁净, 或一日, 或一个月, 甚

至一年, 但是他们不能永得洁净.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

到, 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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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

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

永远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并母牛犊的灰, 洒

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见叫人成圣, 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

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暇无疵献给神, 祂的血岂不

更能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行, 使你们事奉那

永生神吗?”(来 9:11-14) 

 

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看见一个清楚明确的教训. 

山羊和牛犊的血只促成暂时的救赎, 但基督的血取得

永远的救赎. 前者洁净外在的, 后者洁净内在的. 前者

暂时洁净肉体, 后者永远洁净良心. 整个问题不在乎

献祭者的本性和情况, 乃在乎献祭的价值. 无论如何, 

问题不是基督徒是否比犹太人更好, 乃是基督的血是

否比公牛的血更美! 基督的血肯定更美! 到底有多更

美呢? 无限的更美! 神的儿子献上自己为祭, 是充满祂

神圣位格的尊责. 公牛的血若能洁净肉体一年, 神儿

子的血“岂不更能”永远洁净人的良心? 前者若能除去

一些罪, 后者岂不更能除去“一切”罪?  
 

当犹太人献上赎罪祭 , 他

的心怎会暂得安息呢? 他怎知道他

特别为己罪献祭, 那罪就得了赦免

呢? 因为神说: “他必蒙赦免!”(利

4:26,31,35) 对于那罪, 他已蒙赦免, 

他心中的平安是根据以色列神的

见证和祭牲的血. 反观, 今天信徒

凭着以色列神的见证和“基督的宝

血”, 得着平安, 脱离“一切的罪”. 

犹太人若犯了罪, 又忘记带赎罪祭来, 这人“要从民中

剪除”. 当这人按手在赎罪祭牲头上, 祭牲就代替了他, 

被“剪除”了, 而他因此得自由. 祭牲按献祭者应得的

刑罚代受了. 故此, 他若仍认为己罪末蒙赦免, 就是看

神为说谎的, 或是看神圣的赎罪祭为无物了. 

 

牛羊的血若能有效(能暂时洁净人), “何况”那

些倚靠基督宝血的人, 岂不更能得洁净? 在咒诅的木

头上, 神圣的公义者和无瑕疵的祭性已经解决一切问

题. 今天信徒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 而基督在木头

上已经与他同处一位了. 公义不能控告信徒, 因为公

义没有可以控告基督的把柄, 这是永不改变的事实. 

若有控告来到信徒面前, 基督在十字架上与他同处一

位的事实, 并基督代替他所作的完美工作,  就要进前

来作证. 倘若一位古时的敬拜者献了赎罪祭, 正上路

回家, 有人控告他的罪(他为了那罪已经献上祭牲, 血

也已经洒了), 他要怎样回答呢? 答案就是: “借着祭性

的血, 罪已经涂抹, 而且耶和华已经宣布: 他必蒙赦

免.” 祭牲已经为他死了, 他因祭牲而活着. 

这是预表, 真体是基督. 信心仰望基督作赎罪

祭, 注视祂就是那位显出完美生命, 又把这生命舍在

十字架上的, 因为罪从今以后都留在那里. 此外, 信心

又注视祂就是那位有神圣、永远生命大能的. 祂从坟

墓里复活过来, 今天赐给一切相信祂名的人祂那复

活、属神、永远的生命. 罪已成过去, 因为那被定罪

的生命已成过去了. 今天取而代之的是, 所有真信徒

拥有称义的生命. 在基督复活、得胜生命面前, 罪的

问题永不会再被提出来. 这就是信徒所拥有的生命, 

没有别的生命了.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约壹

5:12), 并且人有了这生命就有了义.  

 

生命与义是不能分割的, 因为基督是义, 也是

生命.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审和死亡既是事实, 信徒

的义和生命也就是事实. 罪归于基督既是事实, 义归

于信徒也是事实. 二者皆真确, 如果不是, 基督就徒然

死了. 耶稣基督的死已经满足一切  —  永远得到满足. 

有什么能证明这事, 叫醒悟的良心满足呢? 答案就是

“复活”这伟大的事实! 复活的基督宣布信徒完全得赎  

—  已从一切要求中被释放出来. “耶稣被交给人, 是

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 4:25). 基督

徒若不知道自己的罪已经永远成了过去, 那便是侮辱

了神圣赎罪祭的血, 也否定已经完全献上的事  —  在

耶和华面前弹血七次. 

 

在转离上述重点题目之前, 我想诚恳、严肃的

呼吁读者, 提醒您的心和良心. 朋友, 您已蒙引导, 安

息在这圣洁、愉快的根基上了吗? 您知道自己罪的问

题已经永远除去了吗? 您有否凭信心“按手在赎罪祭

的头上”吗? 您看见了耶稣救赎的血已把您的罪洗净, 

冲进神赦免的大能江河里吗? 您从有罪的良心之恐惧

中得自由了吗? 盼望您在这些问题上有可喜的答案后, 

才心感满意. 每位在基督里的信徒, 就算是最弱小的

重生婴孩, 都有愉快的特权, 可在这已成就的救赎根

基上, 享受圆满、永远的赦罪. 故此, 若有人教导别的

道理, 就是贬低基督的牺牲. 

 

惟有这才是敬拜的根基. “我罪已除”已经完全

确定了, 事奉就不是靠自信心, 乃是靠一个赞美、感

谢、敬拜的心. 这根基不会叫人产生一个自满的心, 

只会叫人产生一个以基督为满足的心. 感谢神, 这个

心一直在被赎的人身上, 永远长存. 这个心不会引导

人想起罪来, 只会常想起那完全赦罪的恩, 并那完全

除罪的血. 人不能一面注视十字架, 看见基督所处的

地位, 默想祂忍受痛苦的光景  —  察看那三小时可怕

的黑暗, 同时又稍想起自己的罪来. 当人在圣灵的大

能引导下看见这些情景, 必产生两个结果, 就是憎恶

一切罪和真心爱基督、祂的百姓、并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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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转过来看看祭牲的“肉”和“身子”如何

处置. 一如前述, 它是关乎作门徒真正的基础. “就是

全公牛, 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 倒灰之所, 用火烧在柴

上””(利 4:12). 这行动可从两方面看: 首先, 表明耶稣

基督取代了我们的地位, 就是背罪; 其次, 表明世人拒

绝祂、弃绝祂的地方. 我愿意读者留心第二点. 

使徒在希伯来书第 13 章说明基督“在城门外

受苦”. 这样的论述十分实在. “这样, 我们也当出到营

外就了祂去,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来 13:13). 基督的受

苦既为我们打开进天堂的路, 那么, 祂受苦的地方也

表明我们在地上要被拒绝. 基督“在(耶路撒冷)城门外

受苦”, 祂如此行, 为要废止耶路撒冷, 不再成为今日

属神工作的中心. 地上已没有所谓的“圣地”了. 基督

取了受苦者的地位, 脱离世上的宗教  —  它的政治, 

并一切与它相关的. 世界恨恶祂, 赶祂出自己的地方. 

 

 来 13:13 的“出到营外”(go forth… outside the 

camp)一词有什么意思? 这是格言, 说明人在地上建立

宗教. 无论形式怎样, 那是“营”的一种. 人若建立“圣

城”, 你必须寻求那位“在城门外”被拒绝的基督. 人若

建立宗教的营, 无论是什么名称, 你也必须“出到营

外”, 才能寻到被拒绝的基督. 盲目的迷信在耶路撒冷

的废墟中寻见所谓“基督的遗物”. 人会注重尊祟基督

十字架的遗址和祂的坟墓等等… 但我们看启示录属

天灯台的亮光, 就足叫我们知道, 人必须离开这些宗

教事情, “出到营外”, 才能与被拒绝的基督享受交通. 

 

然而, 读者要牢记, “出到”营外的呼召, 除了叫

人逃避荒谬无知的迷信和狡黠的贪婪外, 仍在多方面

激发人心的学习. 当人建立了“营”, 追随一个标准, 就

是把一些以重要真理为装饰的教条, 或是着重一些有

价值的礼仪  —  他们称之为“正统教条”, 而庄严的礼

仪, 能满足人本性虔诚的感觉  —  这一切都摆在我们

面前时, 人就真需要有属灵的力量和决心, 叫他能分

辨真理, 行在其中.  

 

但人的心多倾于冷然陈旧的形式. 这种情况在

挂名的教会中, 十分普遍. 这些形式初时会源自真正

的能力, 乃神的灵工作的结果，但那原本的精神和能

力失去了, 陈旧形式(形式主义)的试探便趁虚而入. 循

此理, 宗教的“营”就竖立了. 犹太教常夸耀其神圣来

源. 犹太人会得意洋洋的指着圣殿、敬拜华丽的制

度、祭司的职事、各种献祭、圣殿内一切的圣物, 并

且陈述这一切都是从以色列的神传承下来的. 他可以

指出旧约圣经的章节, 说明他所依附的制度.  

 

此事十分严肃. 它是对我们说的, 因为我们很

容易失去与永生基督的交通, 跌进死寂的条文惯例. 

圣经说“也当出到营外, 就了祂去(直译: 往祂那里去)”, 

并不是说要从一个制度走到另一制度  —  从一系统

的见解转到另一系统  —  从一群人来到另一群人. 不

是! 乃是脱离一切“营”的称谓, 来“就了祂”(即往祂那

里去, 聚集在祂那里, 而非聚集在一个制度或组织里). 

 

主耶稣今天完全在营外, 正如一千九百多年前

一样. 是什么催促了主耶稣出到营外? 是当日的宗教

世界! 在原则和精神上, 当日的宗教世界与今日的宗

教, 乃同出一辙. 基督与世界不能合一. 世界利用“基

督教的外衣”遮掩己身, 好让它恨恶基督的意念, 在死

寂形式的下面得逞. 但愿我们不自欺. 我们若与被拒

绝的基督同行, 就必然是被世界拒绝的一群. 我们的

主既“在城门外受苦”, 我们就不能期望可坐在城门内. 

我们既跟随祂的脚踪行, 就任祂领往何方, 必不留念

这没有基督的世界之高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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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赎愆祭 

(麦敬道, C. H. Mackintosh) 

 

这段经文包含赎愆祭两方面的道理, 就是人对 

神的罪愆和人对别人的罪愆. “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

上误犯了罪, 有了过犯, 就要照你所估的, 按圣所的舍

客勒拿银子, 将赎愆祭牲, 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

的公绵羊, 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利 5:15). 这个

例子是人在归给耶和华的圣物上实在犯了错. 虽然是

“误犯”, 但不能置之不理. 神能够赦免一切罪愆, 但不

能忽视一点一滴罪. 祂的恩典是完全的, 所以祂能够

赦免一切. 但祂的圣洁也是完全的, 所以祂不能忽视

任何罪恶. 祂不能认可不义, 但祂能够按祂完全的恩

典和完全圣洁的要求, 涂抹不义. 

                                                           
11   以上附录改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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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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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为只要能把持良心, 就安然无事. 这是十

分错误的. 当审判座的光照在良心上, 那以此为根据

的平安, 就荡然无存. 神永不能降低祂的要求. 圣所的

天平用其特定的准绳, 有别于人良心最高的标准. 在

诠释赎罪祭时, 我们也看过这个要点. 要注意以下两

方面. 第一, 对神的圣洁要有合宜的概念; 第二, 清楚

的认识信徒在神面前得平安的根据. 

 

人“在耶和华的圣物上”犯了错, 但他的良心并

未察觉. 怎么办? 就此了事吗? 神的要求可否就此轻

轻的算数呢? 肯定不可以, 因为轻忽会败坏一切属神

的关系. 义人要称谢祂可记念的圣洁(诗 97:12). 他们

怎会这样行呢? 因为他们的平安是根据神的圣洁. 故

此, 他们愈感觉那圣洁的高尚能力, 他们的平安就必

更深刻坚定. 这方面的真理十分宝贵. 末重生的人永

不能在属神的圣洁中享受喜乐. 纵使人不至全然忽视

神的圣洁, 但人的目的会降低这圣洁的标准. 这样的

人会自作安慰, 想象神是良善的, 满有恩惠和怜悯, 但

他总不会因想到神的圣洁而喜乐. 对于神的良善、恩

惠、怜悯, 他只有不圣洁的想法. 他只会以这些可称

颂的属性为藉口, 让自己继续活在罪中. 

 

反观重生的人在神的圣洁中得着大喜乐, 看见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表明的圣洁. 这份圣洁立下他

平安的根基. 不但如此, 他于这圣洁有份, 喜悦于其中; 

同时, 他完全厌弃罪. 属神的本性离开罪, 追求圣洁. 

人若不知道关乎“耶和华的圣物”一切的要求, 已经由

我们神圣的“赎愆祭”(即主耶稣基督)完全承担了, 人

就不能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心中的自由. 我们诸般的软

弱和缺点, 常叫我们的心涌现痛苦, 因为我们曾经忽

略那些圣洁的要求. 最美善的事奉、圣洁的日子、神

圣的操练, 会因为犯了“耶和华的圣物”  —  作了一些

不当作的事情, 而失去. 多少日子我们公开和私下的

敬拜, 为无效果的心意和分心的事所打断破坏呢! 故

此, 我们要确定, 我们的罪愆一概已由基督的血神圣

地承担了. 这样, 我们在永远可称颂的主耶稣身上, 寻

见祂就是那位来到此地上, 量度了属血气罪人和有罪

愆之人一切的需要. 对于我们一切的罪孽和罪愆, 祂

是每个良心所要求的圆满答案. 因此, 信徒有不定罪

的良心和得自由的心, 能够在圣洁完全的亮光中站立; 

当中看不见不义, 也没有罪咎. 

 

利 5:16: “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 另

外加五分之一, 都给祭司. 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 

为他赎罪, 他必蒙赦免.” 这里所提及另加“五分之一”

的事, 是真“赎愆祭”的特色, 要带着敬畏的心察看. 可

惜人很少如此的领会. 当我们想到自己曾干犯耶和华, 

所行的一切错误和罪愆, 并且想到这邪恶世界如何混

淆神的是非黑白, 这时, 我们应当怎样默想十字架的

工作. 神借着十字架不但取回一切所失的, 而且祂实

在是胜利者. 神在(基督的)救赎里所得回的, 远胜于神

在人堕落时所失去的. 神在救赎的禾场上收取更丰盛

的荣耀、尊贵、赞美, 远胜于创造时所得的.  

 

“神的众子”(指众天使)在耶稣基督空置的墓

前共唱更高贵的赞美歌, 远胜于看见创造主在成就大

工时所唱的. 这是一项极其伟大的真理. 神借着各各

他的工作成了胜利者. 当我们看见人类、并人所管理

的万物在仇敌的脚下败坏了, 我们怎想到神能够在一

切的败坏中, 得回更丰盛、更尊荣的战胜品, 远胜于

末堕落的创造呢? 我们为这一切称谢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为这一切感激祂.  

 

惟有借着祂宝贵的十字架, 这奇异、神圣的真

理才得以宣布. 十字架确确实实的说出奥秘的智慧,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

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订在十字

架上了”(林前 2:8). 所以不要惊

奇, 那围绕着十字架并钉在其上

的基督 , 正是先祖、先知、使

徒、殉道者、圣徒的爱心. 不要

惊奇圣灵曾向信徒颁布那又严肃

又公正的宣言: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诅可咒. 主必要来”(林前

16:22). 对这可诅可咒的事, 天地

必有永远的大声回响, 说“阿们”. 

 

在对别人的罪愆上, “五分之一”的条例也有效. 

请看: “若有人犯罪, 干犯耶和华, 在邻舍交付他的物

上, 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 或是抢夺人的财物, 或是

欺压邻台, 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

誓, 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 他既犯了罪, 有了过

犯, 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 或是因欺压所得的, 或是人

交付他的, 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 或是他因什么物

起了假誓, 就要如数归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在查出

他有罪的日子, 要交还本主”(利 6:2-5). 

 

正如神的胜利, 人借着十字架也成了胜利者. 

信徒可以凝望着十字架, 说: “无论人如何亏待我、干

犯我、欺骗我、恶意伤害我, 我借着十字架, 成了胜

利者. 我不但得回所失的, 而且绰绰有余.” 故此, 无论

是在那受伤的、或是那伤害别人的人身上, 我们也同

样看到救赎的荣耀得胜, 并福音的大能叫人得着愉快

的确据. “一切过犯”都蒙“赦免”, 过犯的根源已经审判

了. 惟有“可称颂之神荣耀福音”能够差派人到那些曾

有罪恶、过犯、害人之计的人那里. 另一方面, 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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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也差派人到那些因他恶行而受苦的人那里, 不但带

着恩典去补偿错失, 而且过后在他一切的道路上流露

良善, 爱他的仇敌, 向恨恶他的人行善, 为那些卑鄙地

利用他、迫害他的人祷告. 这就是神宝贵的恩典, 是

按着我们伟大的赎愆祭而作成的. 这就是赎愆祭的丰

富、珍贵、畅快人心的美果! 

 

那些吹毛求疵的人说: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 叫

恩典显多吗?” 这时, 赎愆祭是个得胜的答案. 恩典不

但剪除罪的根源, 而且改变罪人的地位, 叫他从咒诅

进到祝福; 从道德困境进到属神怜悯的管道; 从撒但

的差役进而成为神的使者; 从黑暗之子进而成为光明

之子; 从自我放纵、寻求享乐进而成为否定自己、爱

神的人; 从卑贱的奴仆、自私的私欲进而成为乐意事

奉基督的仆人; 从冷酷、心胸狭窄的守财奴进而成为

良善的执事, 乐意照顾弟兄的需要.  

 

有人嘲笑说: “得救

真是希奇容易的事!” “依此

福音, 我们可按自己所定的

条件而活了.” 那些说这样话

的人要看见那些从前偷窃

的, 已成为亲手作正经事的

了; 愿那些说这样话的人永

远闭口无言(参看: 弗 4:28). 

他们不知道何谓恩典, 也从

未感受恩典圣洁、高尚的

影响. 他们忘记赎愆祭之血

洁净人良心的时候, 那祭的

条例要求犯错的人, 回到那

位他得罪了的人面前去, 手里拿着“如数”和另外“五

分之一”. 这是以色列神的恩典和公义之高贵见证! 救

赎计划奇妙伟大的效果, 就是那伤害人的人本身蒙赦

免, 而那受伤的人成了真正的得益者!  

 

人若有纯净福音在心里作管治, 就必不把圣洁

的连合分割. 可惜! 人很容易说自己倚靠赎愆祭的血, 

但同时却没有带来“如数归还”和“五分之一”(利 6:5). 

假定一个人属于神, 但他同时却没有表现出实在圣洁

的品行和性情, 这是一件极其羞辱福音纯净恩典的事. 

无疑, 神在自己圣洁的话中给了我们证据, 叫我们能

分辨那属乎祂的人.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这

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祂的人. 又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义”(提后 2:19). 我们无权认可一个行恶的

人, 是属乎神的.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

鬼的儿女. 凡不行义的, 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

此”(约壹 3:10). 我们要牢记这话, 尤其在这松懈放纵

的世代. 

我们来比较两类赎愆祭, 就是: (1) 为“在耶和

华的圣物上”的过犯献祭; 以及(2) 为人在生活上的过

犯献祭. 在观察比较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两个要

点. 首先, “误犯了罪”这词在第一类献祭出现, 而在第

二类就没有出现. 原因显而易见. 耶和华的圣物有特

别超凡的要求, 远超过人的知觉. 那些极高的要求会

不断受滋扰  —  不断有人犯上, 但犯此过失之人却不

察觉此事. 人的良心永不能达到神圣洁的标准.  

 

另一方面, 人的良心能随时察觉人的要求, 也

知觉这些要求受到什么滋扰. 我们曾多少次在神的圣

物上得罪神, 而良心上仍是懵然不知  —  对! 无能力

察觉过犯(请参看 玛 3:8). 但当人的权利有要求, 情形

却不一样. 人不能“误”说谎话、发假誓、行暴力、诈

邻舍、捡失物而不知觉. 这些是明明可知的行为, 就

是最鲁钝的头脑也能察觉. 我们要何等的称颂基督的

宝血, 因这宝血解决了我们与神、并我们与别人一切

的问题, 包括我们无知误犯

的罪和已知犯上的罪; 这就

是信徒得平安深切、稳固的

基础. 十字架已神圣地满足

一切! 

 

再者，当人“在耶和

华的圣物上”有过犯, 要先预

备没有残疾的祭牲, 然后才

是“如数归还”和“五分之一”. 

当关乎日常生活的事情, 次

序就倒转了(比较: 利 5:15-

16 及 利 6:4-7). 原因显而易

见. 当属神的权柄受到侵犯, 赎罪的血就十分显要了. 

而当人的权利受到干扰, 偿还损失自然是重要的. 但

是, 后者的问题如同前者, 是关乎人与神的关系, 故此, 

还是需要有祭牲, 纵使排在末次. 我若冒犯了我的同

工, 这过犯必干扰我与神的交通, 而这交通只能在赎

罪的基础上恢复, 只向人偿还是不足够的. 偿还只叫

受损的人满意, 但这并不能成为与神恢复交通的基础.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来 9:22). 无论如何, 问

题若是叫邻舍受损, 就必要先偿还, “所以你在祭坛上

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把礼物留在

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太 5:23-24).  

 

愿主耶稣对我们的心而言日见宝贵! 我们从

此看重每一样论及祂的事, 每一句述说祂的话, 并看

重每一样带来祂独特威荣和无比荣美的见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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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第 119-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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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亮光                                灯台 

 

 

末 世 预 言: 

6 6 6 
用数目控制买卖 

的新经济模式 
 

 

(A)   引言 

 曾任联合国大会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的秘书长斯

巴克(Paul-Henri Spaak)13曾表示: “我们所要的是

一个坚强有力的人物, 能折服

人, 又能把我们从经济的沼泽

中拉出来. 事实很清楚, 国际

会议这一套, 已经解决不了问

题, 我们需要人类经验中的最

高秩序, 只有世界(全球性)的

统治者才能管理这个世界. 给

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吧, 不管他

是个神明, 或是个鬼, 我们都

会欢迎他. 就让他来吧! 让他快快地到来吧! 让他

激起所有政府的活力. 让他征服世界, 把无政府

主义从地上挪去.”14   

 

 正当全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

的冲击, 全球经济面临衰退, 各国首领被经济搞

得焦头烂额, 人心惶惶, 不知所措之际, 人们都期

待有位“救星”出现, 拯救人类脱离可怕的经济危

机. 只要能解决全球经济危机, 如斯巴克所说的, 

“能把我们从经济的沼泽中拉出来… 不管他是个

神明, 或是个鬼, 我们都会欢迎他.”  

                                                           
13   出生于比利时的政治人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 

1899-1972)是欧盟的创始人之一 , 曾任比利时首相(1938-

1939 年、1946 年、1947-1949 年)、联合国大会主席(1946-

1947 年)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1957-1961 年).  
14   陈福中著, 《敌基督 666》(香港九龙: 基督徒出版

社, 2006 年), 第 6-7 页. 

   这种心态正应验圣经所预言有关末世的

光景. 那位无所不知的真神, 早在两千年前在圣

经中发出预言, 将来必有一位才智超凡的重量级

领袖, 以和平及建设性的姿态踏入世界舞台. 在

短期内, 他将解决全球金融上、经济上、政局上

诸多危机, 深得人心, 成为举世瞩目的“救星”.  

 

圣经称此人为

“兽”(The Beast, 启示

录 13:1-10), 因为这位

“人面兽心”的政治强

人过后会露出他的真

面目, 要世人都拜他. 

为了达到此目的 , 除了动用军事武力“制伏各

族、各民、各方、各国”(启 13:7), 他还实行全球

金融货币统一政策, 推行用数字控制买卖的新经

济模式, 使人没有他的印记或数目, 就不得做买

卖, 无法交易, 因而无法生存而必须听命于他(注: 

此人也被称为“敌基督”). 请留意第一世纪的使徒

约翰把他从真神所领受的异象 , 明确地记载在

《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  启示录: 
 

 启示录  13:16: 他又叫众人 , 无论大小、贫

富、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

上受一个印记.  

 启示录 13:17: 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

兽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启示录 13:18: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

以算计兽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

目是六百六十六. 

 

用一个“具有数目(数字或号码)的印记”就

能控制全球人类的经济贸易? 这对第一世纪的人

而言, 是何等荒唐的事! 然而, 对于活在 21 世纪

的我们, 这种“用数字控制买卖的新经济模式”绝

非天方夜谭! 洪鼎翀在其所著的《末日浩劫: 从

圣经看群魔的迭起》一书中, 帮助我们看到现今

时代的时势演变, 已非常靠近“兽印 666”的预言

之应验了. 让我们先看以下几件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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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条码 (Barcode)与二维码 (QR Code) 

 (B.1)   条码 (Barcode) 

1970 年代后期, 条码大行其道. 几乎各式

各样的商品上可以找到条码. 这条码标明了商品

的产地、制造商和名称代号. 条码的注册专利是

在 1952 年发出的, 只是其运用准则, 却是在专利

注册后 20 年才获得批准. 最早使用条码的厂家

是一家美国的口香糖公司 (Wrigley Chewing 

Gum). 在 1974 年 6 月, 他们的口香糖产品包装, 

全印有条码. 到了 1980 年, 只有 15,000 家供应商

肯使用条码系统. 

 

 然而,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情况改变

了. 1987 年, 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 

Inc.)开始全面使用条码, 那些跟沃尔玛有生意来

往的供应商, 不得不跟随加入. 条码的运用从此

越来越广, 深入各行各业. 到底使用条码有什么

好处? 

 

比方在一家超市, 他们售卖的, 有上万种

的产品. 在没有条码以前, 超市若要向数百家的

批发商、制造商订货来销售, 其流程十分复杂. 

从进货到日后的销售、点存货、重复再订货等

等, 每个步骤都需要靠大量的人手和时间. 无论

在计算、统计、核对、点货, 样样工作都是很琐

碎的. 但条码系统改变了这一切! 自从有了条码

系统, 运作就变得简单多了. 每卖出一件货品, 电

脑就自动扣除一件, 管理层就知道存货量还有多

少, 什么时候该订货了.  

 

此外, 在遇到货品涨价或在搞促销大减价

时, 根本就不再需要把产品从货架上一一搬下来, 

重新在旧标签上补贴新标签. 所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仅需在电脑上改一改价格, 工作程序变得简

单且利落, 轻松多了. 采用条码系统, 公司的运作

可以减省许多人力、物力、时间和人为上的错

误. 到了年终存点的时候, 员工不再像往常那样

忙得不可开交, 连连加班赶工了.  

 

由于种种摆在眼前的优势和利益, 只需少

少的投资, 却能带来诸多的便利和商机, 条码系

统立刻深受各企业家的青睐, 大家争先使用, 唯

恐来不及调整呢! 可是, 或许很多人没有留意, 所

有的商品条码在左、右和中间三处, 都有较长的

“双线”. 事实上, 每一双线代表一个数值  —  6 , 

而三处双线就代表三个 6, 即 666 ! 换言之, 每样

商品上的条码, 都有 666 的数值.  

 

请别误会, 

笔者不是说条码

就是“兽印 666”, 

必须弃之不用 . 

启示录所论到的

“兽印 666”, 是

“在右手上或是

在额上”, 而不是

在商品上, 所以商品条码并非启示录所谓的“兽

印”. 无论如何, 条码系统的面世使商品的买卖交

易进入电脑化时代, 只要扫描一下, 就能用电脑

获取资料, 进行快速交易, 这点为将来那“用数字

控制买卖的新经济模式”铺路.15  

 

 (B.2)   二维码 (Two Dimentional Barcode) 

如洪鼎翀所言: “条码只不过是 666 的先

驱! 条码是一维进制的, 到了 1994 年, 条码已经

发展到‘二维码’(即 QR Code).”16 “二维码”是指在

一维码的基础上, 扩展出另一维度, 以黑白矩形

                                                           
15   以上资料取自 洪鼎翀著, 《末日浩劫: 从圣经看群

魔的迭起》(香港: 星光国际团队, 2015 年), 第 29-30 页. 
16   同上引,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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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 用二进制数据表现出来, 经扫描后, 获取其

中所含的资讯. 由于能“急速回应”, 二维码也称

OR 码(Quick Response Code, 意即“急速回应码”).  

 

二维码编码范围广, 信息容量比普通一维

码信息容量足足大了数十倍, 误码率却少于千万

分之一. 众所周知, 二维码可以把图片、文字、

声音、指纹等数据编码化, 且有制作简易、成本

低、持久耐用等好处, 所以大受欢迎, 广被使用. 

单在中国, 在 2015 年, 加入使用二维码交易的公

司就有数万家以上. 总营业额超过 1 千亿人民币. 

在日本和韩国, 使用二维码的普及率高达 96%以

上. 在非洲许多国家, 利用智能手机办理银行业

务的人比比皆是, 因而让加入使用二维码的非洲

公司之数量也直线上升.17  

二维码发展神速, 应用层面更加广泛. 首

先 , 用二维码付款 , 简单便捷 . 自从国际宝贝

(Paypal) 推出二维码服务后 , 中国的支付宝

(Alipay)也宣布推出二维码收款业务. 所有支付宝

用户均可免费领取“向我付款”的二维码. 消费者

只需打开手机扫描二维码后, 即可转到付款页. 

只要付款成功后, 收款人就会收到短讯及客户端

的通知. 例如中国的星巴克(Starbuck), 只要把预

付卡和手机绑定, 通过扫描二维码, 即刻可以快

捷缴款, 不用排队, 节省时间. 在中国许多地方, 

用手机对着计程车内的二维码车贴扫描一下, 手

机自动跳到支付页. 顾客输入车费金额, 整个付

款过程在短短 20 多秒就完成了, 即简单又快速! 

 

论到支付宝(Alipay), 它最初是淘宝网公司. 

但 2004 年 12 月起, 支付宝成为阿里巴巴(Alibaba)

集团合作支付的平台. 2013 年, 用户使用支付宝

                                                           
17   同上引, 第 60-61,63 页. 

付款不用再绑信用卡(Credit Card)和银行储蓄卡

(Debit Card, 或简称 ATM Card), 反而可以直接透

支消费, 最高限额为 5,000 元人民币. 支付宝稳健

的发展和先进的技术赢得金融界广泛认同, 并与

国内外超过 180 家银行和 VISA、MasterCard 国

际组织等机构建立了深入的战略合作关系, 也在

全球带动了电子支付的经济模式. 由于中国游客

不仅数量庞大, 且购买力强, 所以为了赚取中国

游客的钱, 越来越多国家的商场已开始采用支付

宝付款.  

 

另一方面, 二维码也带动“网购”(网络购物)

的热潮. 在中国许多大城市地铁站内已有琳琅满

目的二维码广告. 消费者可以趁在等地铁时的空

档, 边等边逛, 看中哪家的商品, 就把它扫描下来, 

然后通过手机支付, 直接下单. 此外, 若家里的任

何东西用完了, 只要拿起包装袋, 对着商品的二

维码扫描一下, 马上就可以查到哪里有促销、价

格多少、哪一家商店较合算, 资料一目了然. 而

且, 通过二维码购物, 商品的二维码已直接标示

了商品的身份证, 还可以查出商品的真实效用, 

直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此外, 中国也实施二维码电子票务, 实现

买票、验票、调控一体化 . 不仅火车票、飞机

票、船票加入二维码, 旅游景点门票、展销会门

票、演出门票、电影票等等, 都可以通过二维码

实现电子化管理. 例如, 用户通过网络购票完成

网上支付, 手机即收到二维码电子票. 验票者通

过设备识读二维码, 即可快速验票, 省时省力.18 

简而言之, 这种采用二维码“网上购物, 一扫即成”

的方式是越来越受欢迎, 更是朝向“无现金社会”

迈进一大步.19 让我们再看下一个惊人的发展. 

 

 

(C) 微芯片/微晶片 (Microchip) 

 (C.1)   微芯片的发明 

微芯片是由杰克 ·基尔比 (Jack Kilby)在

1958 年 9 月 12 日发明的. 这个装置揭开了人类

                                                           
18   同上引, 第 63-66 页.  
19   二维码还有其他诸多功用. 在医疗方面, 扫描二维

码入院、挂号、导诊、就医全程服务, 减少排队挂号和候

诊时间. 证照应用二维码, 有利于防伪防盗版. 执法部门采

用二维码, 有利于迅速采取行动. 同上引, 第 6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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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曼 (Daniel Mann) 
 

二十世纪电子革命的序幕, 同时宣告了“数字时

代”的来临. 微芯片是采用微电子技术制成的集

成电路芯片, 它已发展到进入千兆(芯片 GSI)时

代,20 而“射频识别微芯片”(RFID Microchip)的使

用更是掀起了医疗领域的一大革命!  

 

 (C.2)   微芯片的追踪用途 

 微芯片能发挥追踪的功用, 最初是应用在

宠物身上, 过后竟发展成应用在人身上. 今日, 所

谓的“芯片宠物”(Cyberpet)已在世界各地流行. 早

在 1988 年, 美国已有公司将微芯片植入宠物的

皮层. 透过扫描的鉴定, 就可以准确地辨认和读

取那植在宠物身上的资料, 这有助于寻获丢失的

宠物归还原主. 自 1996 年. 香港规定凡是领有牌

照的狗, 都必须植入微芯片. 透过手提扫描仪, 就

能解读微芯片上的资料, 辨认狗只和狗主的身份. 
 

 许多公司已都拥有这样的许可证, 可以生

产这类的微芯片. 事实上, 有大量牲畜体内已植

入这类微芯片了. 微芯片玻璃外壳的一端, 有一

层称为“聚丙烯”(polyprophylene, 简称: PP)的聚

                                                           
20  引自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42080458.html . 

合物, 在植入体内 24 小时后, 动物皮层内的组织

就自动会与聚丙烯连结, 固定微芯片的位置. 因

此, 微芯片一植入体内, 就很难再取出来. 

 

 微芯片的应用为何从宠物或动物身上, 转

移到人身上? 这就要回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 那时, 

由于绑架事件相当猖狂 , 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Florida)的整形外科医生

丹尼曼(Dr. Daniel Mann)

便从事研究微芯片植入

人体皮肤下层的可能性. 

他渴望为每一个以色列

人植入微芯片, 以杜绝绑

架和恐怖活动. 1987 年, 

他成功研发出一种位置

追踪器 (location tracking 

device), 并为此申请了专

利权.21 利用透过人造卫星、手机发射塔(cellular 

phone towers), 微芯片植入者可以轻易地实时定

位, 在第一时间内, 把无辜的受害者, 得以在绑架

的过程中被揭露. 这确实是打击罪案的好帮手!  

 

  1999 年 12 月, 美国一家电讯公司实用数

码系统(Applied Digital Solution), 成功为植入人

体的“微型数码监察仪”申请为专利, 且命名为“数

码天使”(Digital Angel). 它能够发出和接收数据, 

将植入者定位, 让“全球定位系统”(GPS, 也称“全

球导航系统”)准确侦察他的位置, 有助于寻觅失

踪的攀山者、孩童或政界的重要人物. 在西方国

家, 很多富裕的家族, 为了防止孩子被人绑票, 早

就为孩子植入巧小的微芯片. 接下来, 我们要简

略提到那在医疗方面有重大用途的微芯片, 即

“射频识别微芯片”(RFID Microchip). 
 

(C.3)   微芯片的医疗用途 

 论到 “射频识别技术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英文简称为 RFID), 它是 20 世纪

80 年代正式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自动识别技术. 

此技术利用射频信号, 通过空间“耦合”(交变磁场

或电磁场), 实现无接触信息传递, 并通过所传递

                                                           
21   参此报告 “The Legal Ramifications of Microchipping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a State Legislative 

Comparison”https://ro.uow.edu.a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408

0&context=commpapers .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42080458.html
https://ro.uow.edu.a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4080&context=commpapers
https://ro.uow.edu.a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4080&context=comm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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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达到识别目的. RFID 技术具有商品“条

码”(条形码, Barcode)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 例如

它可防水、防磁、耐高温、使用寿命长、读取

距离大、标签上数据可以加密、存储数据容量

更大、存储信息更改自如.22  

 

现今很多医疗活动手

术比以往更加繁琐复杂, 出

错率也随之增加. 事实上, 对

于医疗差错引发的医疗不良

事件, 大部分是可通过流程

“确认”而得以避免的. 为了

保障手术患者安全、改善手术患者“确认”流程, 

RFID 技术已被导入手术患者安全管理系统中. 

该系统核心是依靠微芯片(microchip, 注: RFID 腕

带是配戴在患者手腕), 传送无线电波到无线射频

识别器(RFID readers), 以达到自动辨识, 包括自

动身份验证、自动程序启动、自动更正请求、

自动追踪记录、自动数据封存等. 无可否认, 这

种“射频识别微芯片”(RFID Microchip)确实是医

学界的一大突破!23  

不少人认为“射频识别微芯片”的最初发明

者可追溯到卡尔 · 桑德斯博士 (Dr. Carl W. 

Sanders).24 无论如何, 也有资料显示桑德斯有欺

                                                           
22  参 https://baike.baidu.com/item/射频技术/2386440 . 
23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90625/content-

520685.html . 
24   根据一些资料, 桑德斯是一位电子工程师兼发明

家, 也是美国多个政府重要部门、美国的国际商业机器股

骗之嫌, 即冒称自己有博士学位, 同时是射频识

别微芯片的发明者.25 本文无意在此讨论此事. 无

论如何, 美国的底特律医学中心(Detroit Medical 

Center)的科学家们过后研制出一种可以植入手

臂的射频识别微芯片(RFID Microchip).26 如今, 

根据微芯片的数据, 医生已经为许多发生意外的

病患者, 采取了相对性的治疗. 这项科技的大突

破 , 可说是病患者的救星 ! 为此 , VeriChip、

DigitalAngel 和 Receptors LLC, 宣布联手开发这

一种射频识别(RFID)感应的微芯片, 用来监控糖

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C.4)   微芯片将取代一切证件 

据说有者过后又参与以微芯片识别身分

的研究 , 将个人资料储存在微芯片中 , 包括名

字、样貌、指纹、身体特征、家族历史、住

址、职业、收入和犯罪记录等等. 其中不可少的, 

就是要给每枚微芯片的拥有人一个国际性的 18

个数字身份号码.  

 

值得留意的是, 这 18 个数字分为三组, 每

组 6 个数字, 即 6 + 6 + 6 . 洪鼎翀指出, 这由 18

个数字组成的号码, 就是新一代的“智能身份证”, 

且附加有血型、履历、财产、宗教等等的资料. 

这智能身份证将

要取代现有的护

照、通行证、驾

驶执照、银行户

口、社会劳工保

险、公积金等证

件, 集于一身.27 

 

 

                                                                                                     
份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简

称: IBM)、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简称: GE)、霍尼韦

尔公司 (Honeywell)和特利丹公司 (Teledyne)的顾问 . 由

1968 年开始, 他就参与研发微芯片作为脊髓绕道(spinal 

bypass)连接运动神经线(motor nerves)的计划, 但此计划过

后被迫暂时搁置. 摘自 洪鼎翀, 《末日浩劫》, 第 31 页. 
25  请参 John S. Torell 所写的文章 : “Carl Sanders 

Update: This is not Hearsay, These are Facts”, 请参网上资料: 

https://www.eaec.org/expose/carls2.htm . 
26  洪鼎翀在其著作《末日浩劫: 从圣经看群魔的迭

起》一书中(第 35-36 页)称 RFID Microchip 为“远红外线微

芯片”, 但它正确的标准译法应该是“射频识别微芯片”. 
27   洪鼎翀, 《末日浩劫》, 第 31 页. 

https://baike.baidu.com/item/射频技术/2386440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90625/content-520685.html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90625/content-520685.html
https://www.eaec.org/expose/carls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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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微芯片的用途非常广泛, 许多学者与

科学家已预测有朝一日, 微芯片将全然取代现有

的信用卡、身份证、驾驶执照、护照、银行户

口等的种种证件. 总之, 我们所有携带在身上的

证件, 都可以集中贮存在一粒小小的微芯片里! 

这是因为科技一日千里, 越来越发达, 就如微芯

片所能贮存的量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以前需

要庞大众多的硬盘才能贮存的资料, 如今仅需米

粒一般大小的微芯片, 就能承担庞大的贮存, 更

兼具发射的作用.  

 

借着纳米科技

(nano technology) 和

打预防针(vaccination)

的方法, 就可以把微

芯片植入人体内 . 有

了这微芯片, 就不怕

身份被人盗取 , 毕竟

现今的身份证 , 不管

它如何先进, 用怎样高的科技来防范, 歹徒还是

有办法篡改、模仿、复制的. 对于容易遗忘、随

处乱放东西的人 , 一

个不小心 , 智能身份

证还是容易丢失或弄

坏 , 但若把微芯片植

入体内 , 就可以一劳

永逸, 不怕丢失, 不怕弄坏, 也不怕被歹徒拿去作

非法用途了 .28  然而 , 

这植入人体、看似好

处连连的微芯片背后

却隐藏了可怕的危险, 

因它很可能在不久的

将来, 会演变成掌控世界经济和人类存亡的“兽

印 666”!  

 

 

(D) 微芯片的作用令人惊讶 

微芯片是一种收发机(transponder), 可以自

动储存、读取、核对, 也能发出微芯片内所储存

的一切资讯. 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 Inc.)

曾为英国“蒙德克斯智能卡公司”(或译: 孟德智能

卡公司, Mondex Smartcard)制作了大量的生物微

                                                           
28   洪鼎翀, 《末日浩劫》, 第 37 页. 

芯片(Biochips). 真正微芯片一旦植入人类或宠物

体内, 就能靠它定位, 找出人或宠物的位置所在. 
 

这种生物微芯片仅长 7 mm, 宽 0.075 mm, 

约一粒白米般的大小, 可以借着自身的体温, 通

过 “电容器 ”(capacitor) 内的 “电板电路 ”发热

(thermocouple circuit), 为微芯片里的锂制电池循

环充电, 以达到跟踪、遥控的效果. 换言之, 微芯

片除了贮存你一切的资料以外, 它还是一个定位

的导航仪.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微芯片是不用电池

的, 其能量来自所接收的音讯. 一接收音讯, 微芯

片就立刻启动. 许多车子就附有这种装置, 一经

过收费站时, 就能自动收费, 通行无阻, 根本不需

要驾驶员停车付费. 

 

今天的沃尔玛, 要求其供应商用微芯片来

作存货追踪. 微芯片解读器能在还没有开封的货

柜箱, 即在货柜箱外面, 轻易盘点货品. 他们每年

收到几十亿的货柜箱, 不必开箱, 也不需做任何

繁杂的处理或检查, 也不需要条码扫描仪了.29 看

到微芯片这样神奇的功能, 已有越来越多的大公

司、大超市、大企业争着采用.  

 

 

(E) 微芯片与“兽印 666” 

 上文提到研发生物微芯片的公司是蒙德

克斯智能卡公司(Mondex Smartcard). 这家公司曾

耗资超过 150 万美元(USD 1.5 million), 来研究到

底人体的哪个部位, 最适合永久来植入微芯片. 

研究的结果是: (1) 手臂上  —  特别是在“右手”的

皮肤下层; (2) “额上的头皮下层”. 

                                                           
29   洪鼎翀, 《末日浩劫》,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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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两个部位是最佳且是最适合植

入微芯片的位置呢? 摩托罗拉公司经过各种的试

验后发现, 这两处的体温可以有急速转换的功能, 

微芯片植入人额上的头皮下层, 或是右手臂的皮

肤下层, 最不容易被人篡改或弄坏! 请再看回启

示录 13 章 16 节说什么: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

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

额上受一个印记.”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那要摩托罗拉公司

制作大量生物微芯片的, 是蒙德克斯智能卡公司

(Mondex Smartcard). 你知道 Mondex 是什么意思

吗? 洪鼎翀指出, MONDEX 意即“钱置于右手上” 

(Money on your right hand). MON 是 (拉丁文 ) 

MONetary的前三个字母, 就是“钱”或“款项”的意

思, 而 DEX 是(拉丁文) DEXter 的前三个字母, 就

是“右手”的意思. 借着微芯片把“钱置于右手”, 进

行买卖交易 , 这种技术的趋势岂不是朝向  启

13:16 所预言将来的情况吗?30 

 

 请注意, 笔者不愿武断地说现今把“射频

识别微芯片植入人体”一事, 就等同于接受启示

录 13 章的“兽印 666”. 笔者所要强调的重点是, 

按现今的科技发展, 要在技术上实现启示录所谓

“在额上或手上受兽印 666”已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事! 由于微芯片具有惊人的功能与广泛的用途, 

装置“兽印”在人体上的日子也近在眉睫了. 简之, 

我们现今的世界已走向上述预言的最终实现! 

  

 

(F) 朝向“无现金社会”的趋势 

论到 MONDEX,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 英国

的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简称 NatWest)早在 1990 年发明了“蒙德克

斯卡”(Mondex Card), 并于 1993 年 12 月发行此

卡, 过后称之为“智能卡”(smartcard),31 此卡的面

世旨在推行“无现金社会”(cashless society). 

 

近代中国强大快速的崛起, 已把“网购”(网

络购物)潮流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自 1996 年 11

月, 第一宗网购在中国开始之后, 中国网购的用

                                                           
30   同上引, 第 39-40 页. 
31   引自: https://chyp.com/2015/07/07/it-was-twenty-

years-ago-today/ . 

户规模每年不断上升. 到了 2010 年  —  不到 15

年的时间  —  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已接

近 5000 亿(达 4980 亿元), 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 3.2%; 同时, 网购用户规模达到 1.48 亿, 

在网民中的渗透率高达 30.8%.32  

 

无可否认, 透过支付宝和微信, 快速简易

的“电子支付”方式已广泛地被中国人民采用. 数

据显示, 2017 年, 

超过四分之三的

中国人更愿意采

用“数字支付”(电

子支付)而非现金, 

而这方面的人数

还在继续上升 . 

这导致 那朝向

“无现金社会”的

网上消费急速增

长. 根据测算, 网

络购物在 去年

2019 年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达 8.5 万亿元, 比 2014 年有统计以来

增加 2 倍以上, 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

献率超过 45%.33  

 

到了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以

“数字支付”的网络购物新型消费更是达到另一个

巅峰. 以此趋势来看, 中国朝向“无现金社会”是指

日可待的! 而中国 14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之消费

方式肯定影响世界许多国家, 甚至成为“无现金

社会”的火车头 ! 

事实上, 由于担心

现金或钞票会成

为新冠病毒的传

播媒介, 越来越多

国家更重视和提

倡“无现金交易”, 

并加快改革步伐, 

力图早日成为“无

现金社会”.  

                                                           
32   参网上资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网上购物

/214710?fromtitle=网络购物&fromid=1521810 . 
33   参网上资料 :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0-

04/11/c_1125840968.htm . 

https://chyp.com/2015/07/07/it-was-twenty-years-ago-today/
https://chyp.com/2015/07/07/it-was-twenty-years-ago-today/
https://baike.baidu.com/item/网上购物/214710?fromtitle=网络购物&fromid=15218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网上购物/214710?fromtitle=网络购物&fromid=1521810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0-04/11/c_1125840968.htm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0-04/11/c_11258409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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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用数字控制买卖的新经济模式 

无现金社会是把“钞票”(现金)的购买能力

换成“数字”. 若出现一个全球性“无现金社会”系

统, 就能掌控所有买卖交易, 更能控制所有人的

买卖能力. 圣经早在两千多年前, 就预言这种用

数字控制买卖的新经济模式或系统: “除了那受

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 , 都不得作买

卖”(启示录 13:17).  

 

圣经一早就预言, 将来有位人面兽心的政

治领袖要出现在世界舞台. 当“那兽”掌权的时候, 

他会吩咐所有人  —  不论富贫、

男女、老幼, 都领受这最新款的

兽印装置和经济系统, 不仅其余

所有的证件将变得无效, 连一切

的货币和任何现金都已作废, 不

能再使用了. 那时, 没有这种装置

的人, 无论有多少产业、地位如

何崇高、银行的现金多么丰厚 , 

都要直接作废. 一夜之间, 他们所有的财物将全

然化为乌有, 直接变成黑户! 洪鼎翀评述道:  

 

当大崩盘临到, 现行所有的货币(现金)

将要作废, 买卖都必须透过新引介的体系

(系统), 就是注入人体内的微芯片作实时转

账. 到那时, 举凡不肯植入微芯片、加入

666 兽印体系的, 再也不能在生意上或买卖

上有任何的自主权了! 在一个无现金的新

秩序里, 所有的证件包括银行户口(或银行

卡号), 全都要合并在微芯片里. 因此, 无论

人愿意与否, 都会被逼屈服接受这个 666

兽印的体系! 没有的, 就等同没了工作、买

不到食物, 更不用说什么医疗服务了!34  

 

为了生存, 世人只好在额上或手上接受这

“666 的兽印”, 臣服在“这兽”的管控之下. 那时, 

不仅每个人的行踪将被监控, 失去个人的隐私权, 

更可怕的是, 如圣经所预言的, 全球将面临各种

恐怖的天灾人祸, 诸如战争、饥荒、瘟疫、地震

等等. 世人将进入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这

是末世的灾难时期(马太福音 24:6-8), 也是圣经

所说神施行审判的“忿怒”日子(启示录 6:16-17).    
 

                                                           
34   洪鼎翀, 《末日浩劫》, 第 33 页. 

(H) 如何逃避将来可怕的灾难? 

亲爱的朋友, 我们应当如何行, 才能逃避

这一切可怕的灾难呢? 上述的灾难和审判, 乃是

因为公义圣洁的神, 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和人

类的主宰, 要审判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和住在其

上的罪人. 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3:23), 

本该受到神的公义审判和刑罚. 然而, 这里有个

好消息, 就是“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主耶

稣基督)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灭亡, 反得

永生”(约翰福音 3:16).  

 

主耶稣是神特备给人类的

“代罪羔羊”. 祂在两千年前来到人

间, 成为“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

的”(约翰福音 1:29). 祂在十架上

流血舍命, 代替一切信祂的人承

受神对罪所施行的公义刑罚, 如

圣经所言: “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祂受的刑

罚, 我们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

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

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以赛亚书 53:5-6).  

 

亲爱的朋友, 只要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

人, 并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 你

就必得救(罗马书 10:9-10). 不仅你的灵魂得救, 

免受地狱火湖之永刑, 你还得着一个荣耀的盼望  

—  “等候祂儿子(神的儿子主耶稣)从天降临, 就

是祂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

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 1:10). 这“将来的忿怒”指

的就是将要临到全球的末世灾难. 

 

为何两千年前, 渔夫出生的使徒约翰会知

道超过两千年后的未来, 会出现那不用金钱货币, 

只用数目(数字)进行贸易的“无现金社会”? 这绝

非人所能预测到的事, 除非那无所不知的真神赐

下启示给他. 神吩咐约翰将这启示用文字记载下

来, 并收录在圣经中, 让人晓得

圣经乃是神的启示, 绝对可信可

靠. 亲爱的朋友, 你为何不信靠

圣经的话语, 接受主耶稣基督作

你个人的救主呢? 为何不现在

就接受神的拯救, 脱离末世的可

怕灾难和地狱永远不灭的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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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吉尔摩  
(Joseph H. Gilmore) 

 

  圣诗歌颂            百合 
 

 圣歌简介(13) : 

救主领我, 何等福乐! 
 
 旅游往往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现今很

多人选择“自由行”, 因为有自由选择自己喜

欢的旅游景点、预定自己喜欢的旅馆、根据

自己的口味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时间全按自

己的喜欢, 感觉轻松自在. 然而, 若前往的旅

游地点有相当程度

的危险, 又容易迷路, 

例如攀登马来西亚

的沙巴神山 (或称 : 

京那巴鲁山, Gunung 

Kinabalu), 那么就需

要一个向导(导游), 为我们安排和领路. 好的

向导熟悉山上的情况, 知道沿途哪里有美景

值得观赏, 哪里有陷阱必须避开, 能够按游客

的需要而量身定做适合他们的行程表.  

 

同样道理, 攀登人生旅程的高山需要一

个好的向导, 而主耶稣就是最好的向导! 有了

祂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指引方向, 带领和看顾, 

我们就安稳无忧. 这令我想到一首著名诗歌  

—  “救主领我, 何等福乐! 深得安慰, 心觉稳

妥; 任在何方, 动静起坐, 常蒙救主亲手领我”.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吉尔摩博士(另译

“纪慕尔”, Dr. Joseph H. Gilmore, 1834-1918). 

吉尔摩于 1834 年 4 月 29 日, 出生在美国波

士顿 (Boston). 父亲是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的州长. 吉尔摩于 1858 年毕业于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之后, 便进入牛

顿神学院(New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修读, 

并于 1861 年毕业. 他过后牧养了几个浸信

会 , 35  也 是 罗 切 斯 特 神 学 院 (Roche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希伯来文教授, 后来

更成了大学的英文文学教授, 可说是一位典

型的牧者兼学者.36  

 

 当时许多知名

的传道人 , 都常有机

会一边旅行一边讲道, 

吉 尔 摩 也 不 例 外 . 

1862 年, 他在旅行的

途中 , 顺道应邀在一

个周三的晚间 , 到费

城 (Philadelphia) 的第

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担任讲员, 讲

题是诗篇 23 篇.  

 

讲完道以后, 他的心灵不断有灵感涌出, 

便随手提笔, 写下了几句诗句, 写完后便与妻

子分享. 过后, 他也没有多想, 便把此事淡忘

了. 他的妻子却瞒着他, 将他所写下的诗句寄

给一家名为“守望者与反省者”(Watchman & 

Reflector)的杂志社, 没想到后来竟被刊登, 且

大受欢迎, 过后被改编成我们今日所熟悉的

圣诗  —  “救主领我” (He Leadeth Me). 这首

诗歌的歌词如下:    

 

                                                           
35    吉尔摩于 1862 年被按立为浸信会牧师, 并牧养在

新罕布什尔州 (New Hampshire, 1862-1864)以及纽约州

(New York, 1865-1867)的浸信会. 1868-1908 年, 他出任纽

约罗切斯特大学(Rochester University, New York)的逻辑学

(Logic)、修辞学 (Rhetoric)及英文 (英文文学 )教授 . 参
https://rbscp.lib.rochester.edu/finding-aids/AG48 . 
36          https://hymnology.hymnsam.co.uk/j/joseph-h-gilmore . 

https://rbscp.lib.rochester.edu/finding-aids/AG48
https://hymnology.hymnsam.co.uk/j/joseph-h-gil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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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救主领我, 何等福乐! 

深得安慰, 心觉稳妥;  

任在何方, 动静起坐, 

常蒙救主  亲手领我. 

 

副歌:  救主领我, 日日领我, 

慈爱恩主  亲手领我; 

愿乐跟从, 忠心靠托,  

因知救主  亲手领我.  

 

2. 有时遭遇  无边幽暗, 

有时如在  逍遥乐园, 

或历坦途, 或经风波, 

常蒙救主  亲手领我.  

 

3. 愿随主行, 紧握主手, 

甘心跟随, 永无怨尤; 

任逢何事, 一意靠托, 

因知救主  亲手领我. 

 

4. 当我行完  今世路程, 

凭主恩典, 战争全胜, 

更何畏惧  死亡寒波? 

知有救主  亲手领我.37 

 

吉尔摩的这首诗歌“救主领我”的创作

灵感来自诗篇 23 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

必不至缺乏…”. 论到这点, 现任台湾辅仁大

学医学院教授的施以诺博士写道: “我特别喜

欢第二句话  —  我‘必’不至缺乏! 作者没有说: 

我‘应该’不至缺乏、我‘希望’不至缺乏、我

                                                           
37  摘自诗歌集《万民颂扬》第 479 首. 

‘也许’不至缺乏; 而是说: 我‘必’不至缺乏! 这

是何等强大的信心! 

 

 “这让我想到

台湾曾有媒体引述

一份学术报告, 提及

台湾的失眠人口高

达该调查样本数的

百分之二十八! 意即

可能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台湾人有失眠的困扰, 

这比率仅次于美国, 高居全球第二. 人, 为什

么会‘失眠’? 原因固然很多; 然而, 心中常为

未来的事而愁烦, 是许多人失眠的主因之一. 

甚至许多人明明眼皮已经非常沉重, 但当躺

在床上一想起那些琐事, 却又总是辗转难眠, 

无法安然入睡. 明明生理上已经疲累得‘想睡

觉’了, 但在心理上却无法‘享睡觉’.”   

 

 在台湾辅仁大学医学院教授“心理疾病

职能治疗学”的施以诺博士继续指出, 如果我

们能像吉尔摩一样, 把信仰融入生活, 就如同

他所写的歌词 “救主领我, 日日领我… 因知

救主亲手领我”, 学习把一切琐事、愁烦交托

给上帝, 必能使我们的日子过得更高枕无忧. 

“想一想, 若有全能的造物主带领着您我的一

生, 那是何等幸福的画面. 期盼您我的人生, 

都能有主的带领, 都能得以享受那出人意外

的平安与喜乐”.38 

 

“如果我们相信神, 却不相信 

祂能引导我们度过今天迫在眉睫的磨难, 

这是最可悲、愚不可及的了.” 

~ 司布真(C. H. Spurgeo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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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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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页 ; 以及有关吉尔摩的网上资料如 :  

https://dmorinsite.wordpress.com/joseph-henry-gil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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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adeth-me-o-blessed-thought . 

https://dmorinsite.wordpress.com/joseph-henry-gilmore/
https://www.umcdiscipleship.org/resources/history-of-hymns-he-leadeth-me-o-blessed-thought
https://www.umcdiscipleship.org/resources/history-of-hymns-he-leadeth-me-o-blessed-thought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19 

   

《家信》: 第 127 期 (2020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原文解经                                 微光 
 

   昔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神 
 
 启1:4-5: “…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和…七灵, 并…耶稣基督, 有恩惠、平安归与你们! 
  

 
(A) 希腊文字词顺序的重要性 

在小亚细亚半岛(今日的土耳其)海岸西南

面约 55 公里, 有个小岛名为“拔摩岛”. 这个约 12

公里长、7 公里宽的小岛, 是罗马政府惩治和放

逐犯人之处 , 而

主 的 使 徒 约 翰

“为神的道, 并为

给 耶 稣 作 的 见

证”(启 1:9), 被流

放在这岛上 . 罗

马当局把约翰囚

于此岛 , 本为防

止约翰勇敢证道, 也免得其影响扩大, 结果弄巧

反拙, 因为流放的生活让他有更多时间祷告反思, 

并且领受了从天而来的惊世异象  —  启示录! 透

过启示录, 约翰把神的道传得更广.  

 

按文体来看, 启示录不仅是“启示”(启 1:1), 

是“预言”(启 1:3; 22:7,10,18,19), 也是“书信”(启

1:4-5,11; 2:1-3:22; 22:21). 像其他使徒书信一样, 

约翰在信的开头列出写信人(约翰)、收信人(小

亚细亚的七个召会)和问安祝祷语. 在问安语中, 

恩惠和平安是从三一神而来.39 约翰对神的描述

在中文译本中有些出入, 请比较下列经文:  
 

1. 《和合本》: “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2. 《新译本》: “那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  

3. 《环球圣经译本》: “今在、昔在、即将要来的神” 

4. 《新汉语译本》: “今在、昔在、来临中的那一位” 

                                                           
39   “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可指圣父; “祂宝

座前的七灵”指圣灵; 而“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

首的耶稣基督”是圣子. 但“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也

用来指圣子耶稣基督(启 1:8; 注: 这节的“我是阿拉法, 我是

俄梅戛”显然是主耶稣的称号, 参 启 22:12-13). 

5. 《精读圣经原文直译》: “那位今是 和那位昔是与

那位要来的” 
 

1. KJV: “from him which is, and which was, and 

which is to come…” 

2. NKJV: “from Him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40  

3. NIV: “from him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4. Darby (Darby Bible): “from him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5. YLT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from Him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coming…”  

6. Amplified Bible: “from Him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从以上不同译本的比较, 可以看见以下两

处主要的差异.   

a. 《和合本》是按时间顺序排列, 就是“过去、

现在、将来”, 而其他译本是先讲“现在”, 然后

才是“过去”和“将来”. 哪一个次序才是对的? 

才是合乎经文原意的? 

b. 《和合本》的用词方面是“以后永在”, 而其他

译本是“即将要来/将要来临/要来的”. 哪个翻

译更贴切呢? 

 

若我们参考上述英文译本和版本较新的

中文译本, 我们看见它们都一致地先提到“现在”, 

然后才是“过去”和“将来”. 虽获得大多数译本所

支持, 但这点并不保证它一定正确. 最可靠的方

式, 就是查考 启 1:4 这段经文的希腊原文.  

  

                                                           
40   英文圣经 NASB 也如此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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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查考希腊原文时, 就清楚看到上述

所列的中英文译本, 除了《和合本》, 其余的中

英文译本的翻译与原文是一致的. 无论是时间顺

序方面(上述 a 项), 还是用词方面(上述 b 项), 都

忠实地译出原文的意思. 或者有些读者在想, 时

间顺序有什么要紧呢? 涵盖范围不都是从永远到

永远吗? 不需要如此小题大做, 吹毛求疵吧! 

 

 罗羚在《原文读经好处多》一书中评述

道: “这样想的读者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因为时间

顺序在中文也许真的不那么重要, 但在希腊文却

不然. 在希腊文中, 前置的词常有强调的作用. 约

翰没有按自然的时间顺序来表达, 而是将‘现在’

抽出来, 放在前面, 使‘现在’更为突出. 换句话说, 

约翰在启示录 1 章 4 节, 这从永远到永远的时间

段里, 强调的是‘现在’, 也就是神‘现在’仍是神, 神

‘现在’仍与祂的子民同在. 我们不禁会问, 为什么

这‘现在’对约翰和他当时的读者那么重要? 

 

 “当我们仔细查考启示录的经文时, 就不

难发现, ‘现在’, 即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之

时, 是信徒受逼迫的时候(启 1:9; 2:8-11,13). 而作

者自己也‘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 正受

罗马政府的逼迫, 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启 1:9). 无

论是局部还是大规模的患难逼迫, 无论是现在的, 

还是将来的患难逼迫(启 6:9-10; 7:14; 11:7; 12:11; 

13:7; 17:6; 18:24; 20:4), 对受逼迫和遭遇患难的

人来说都很艰难. 在患难中, 许多人也会怀疑, 神

还仍掌管这一切吗? 神还在我们中间吗? 在这种

情况下, 约翰强调‘现在’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对读

者说, 就是现在, 神仍然是神, 神仍然掌管, 神仍

与我们同在. 这给患难中的信徒会带来何等的安

慰与鼓励呢!” 

 

  罗羚继续指出, 对启示录第 2 至 3 章那五

个未曾提到有患难和逼迫的教会而言,41 约翰对

“现在”的强调也很有意义. 对他们而言, 审判的主

“现在”知道他们每一个优点, 并要他们继续持守. 

这对他们是鼓励, 因他们为主付出的劳苦不是徒

然, 每一样都蒙主记念. 主“现在”也知道他们的各

种问题, 有人对主冷谈, 甚至将主关在门外; 有人

                                                           
41   约翰写给启示录七个召会(教会)的书信中表明, 有

两个召会清楚遇到患难(就是士每拿和别迦摩的召会 , 启

2:9-10; 13); 给其余五个召会的书信中没直接提及患难. 

在教会中包容、接纳错误的教导, 也有一些有名

无实的基督徒. 主耶稣吩咐这些人“现在”就悔改, 

以免神的审判临到他们.42  

 

 在各样的患难、逼迫或各样问题中, 神不

仅仍在掌权, 仍与祂儿女同在, 祂还要再回来, 祂

是“以后要来”、“将要来临”的神. 祂来的时候会

带着祂的审判(奖赏或刑罚)而来. 主的再来对忠

于祂话语、持守祂见证的信徒来说, 是福音和奖

赏; 对那些加患难给神儿女的人, 对不悔改的人

来说却是刑罚. 何去何从, 每个人“现在”就要做出

决定. 这决定将影响人永远的归宿. 《和合本》

将“以后要来”或“将要来临”的神翻译成“以后永

在的神”, 虽表达了神亘古永存, 却失去上述的动

态成分. 由此可见, 回到原文寻求正意是重要的.   

 

 

(B) 希腊文介词“不合语法”现象的作用 

除了以上讨论“时间顺序”的问题和对“神

再来”的强调之外, 启 1:4 中还有一个连中英文都

无法表达的语法现象. 为了方便解说, 以下要用

到希腊文. 读者不懂希腊文也没关系, 只要明白

以下解说就行. 请留意以下“从祂那今在”(from 

the One being / He who is)这一短语, 希腊文写法

是 ἀπὸ  ὁ  ὢν (读作: apo ho ôn). 

 

启示录 1:4 

的希腊原文 

注:  以下英文翻译若有两行, 第 1 行

是它的原意, 第 2 行是另一种译法 

             
  apo            ho        ôn         kai           ho       ên  
 from     the One    being      and    the One   He was    

                    He      who is                    He   who was 

    从           祂那    今在       和          祂那    昔在 
 

       

   kai       ho          erchomenos  
   and   the One       is coming      

               He         who is coming 

和     祂那       将要来的 / 以后要来的那位 
 

 

                                                           
42   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处多》(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2017 年), 第 219-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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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文 ἀπὸ (读作: apo , 意即“从”, from )

是个“介词”(或称: 介系词, preposition). 按照希腊

文法 , 跟在这个介词后面的字词 (称为“受词”, 

object of the preposition)必须是“所有格”(或称: 属

格, genitive)的名词或代名词(或是“作名词用的分

词”, 或“作名词用的形容词”). 然而, 启 1:4 这处

“作名词用的分词”(participle used as a noun)  —  

ὁ  ὢν (读作: ho ôn , 意即“今在”)  —  却不是“所

有格”, 而是“主格”(nominative). 新约圣经教授兼

希腊文学者孟恩思(William D. Mounce)指出, 介

词的受词绝对不会是主格.43【有关希腊文法中

的“格”(case), 请参本文附录】  

 

 罗羚写道: “介系词(介词) ἀπὸ (读作: apo )

后面带‘主格形式、作名词用的分词’并不符合希

腊文语法. 这种违反语法的现象就是所谓的‘不合

语法’(solecism)现象. 这有什么重要呢? 有人可能

会想, 约翰是个渔夫, 曾被官府认为是‘没有学问

的小民’(徒 4:13), 语法上有小小的错误有什么大

不了呢? 对理解圣经有什么帮助或妨碍呢? 

 

“ ‘不合语法’现象在别的经卷不一定有助

理解圣经, 在启示录中却不然. 因为‘不合语法’现

象几乎全都出现在约翰间接引用旧约的地方.44 

而在没有引用旧约的地方, 约翰在介系词 ἀπὸ (读

作: apo )后面全都是使用合乎语法的‘所有格’. 也

就是说, 约翰很可能是有意用‘不合语法’现象来

引起读者的注意, 让他们知道内容来自旧约.45  

 

“那么约翰引述了哪部分旧约圣经呢? 从

中、英文都看不到出处 , 但从《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 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就清楚看见, ὁ 

ὢν (读作: ho ôn , 意即“今在”)是出埃及记 3 章 14

节耶和华神的自称. 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并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好叫他们在西

奈山(西乃山)敬拜神. 摩西问神的名字, 神回答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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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页. 
44   G. K. Beal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第 188-189 页; 引自罗羚、罗达理著, 《原文读经好

处多》, 第 224 页.  
45   启示录“引用旧约圣经”的次数在新约书卷中堪称

为首(最多引用旧约). 但启示录的引用较为间接, 不像其他

经卷, 如马太福音或罗马书那样直接引用旧约经文. 

西说: ‘我是自有永有的.’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

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出 3:14) 

 

“英文圣经 NASB 和 NIV 将‘自有永有’译

成“I AM who I AM”, 在《七十士译本》是 Ἐγώ 

εἰμι ὁ ὤν (读作: Egô eimi ho ôn ). Ἐγώ εἰμι (读作: 

Egô eimi )是‘我是’, ὁ ὤν (读作: ho ôn )就是我们

已经熟悉的‘今在’. 也就是说, 约翰将‘今在’放在

前面, 不仅有强调‘现在’的意思, 也借着‘不合语

法’现象提醒他的读者, 这位神就是旧约中, 那位

眷顾铁炉中受埃及法老奴役的以色列人, 用大能

的手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这位神曾用大能的膀

臂惩罚奴役

以色列民的

法老, 也带领

他们过红海, 

经旷野, 过约

旦河, 进迦南

地. 现在就是

这同一位有

大能的神借约翰向众教会说话, 向他们赐恩惠、

平安. 就这样, 这‘不合语法’现象保留神在出埃及

记的名字的作用, 提醒读者神的伟大及权能. 约

翰在启示录 1 章 4 节将这名字扩展, 加上‘昔在、

还要再来’, 更强调了神的永恒.”46  
 

 最后, 让我们引述罗羚的话作为这篇文章

的总结: “约翰将‘今在’前置(放在“昔在”之前), 强

调神现在仍在掌权, 仍与祂的儿女同在. 约翰也

利用不规则语法的使用, 引领读者回到出埃及记, 

提醒他们那位用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的神, 借着耶稣基督现在也向他们施恩, 赐平安. 

祂知道他们的服侍, 他们的苦境与问题. 这位神

还会再来, 带着奖赏与刑罚而来. 由此可见, 懂得

原文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经文的丰富内容. 

 

 “值得提出的是, 这不仅是学术或理论上

的理解而已. 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对神这样的称呼

其实对现今的信徒也是莫大的鼓励, 因为约翰和

他当时读者的神也是我们的神. 我们面对患难时

                                                           
46   J. Scott Duvall and Verlyn Verbrugge, Devotions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52 Reflections to Inspire and 

Instruc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2), 第 141 页; 引自

《原文读经好处多》, 第 225-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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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会问: ‘神还在这里吗?’ 这节经文(启 1:4)告

诉我们, 神在! 祂仍然在掌权. 即使我们面临‘前

无去路, 后无退路’的绝境, 祂大能的膀臂仍然可

以为我们开路. 让我们存感恩的心, 凭信放心大

胆地依靠主吧, 信靠祂的人必不至于羞愧.”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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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希腊文语法中的“格”(case) 

与 启 1:4 的‘不合语法’(solecism)现象 

 

希腊文的名词(包括“用作名词的分词”)都含

有“格”(或称“语法格”, case). 某名词的“格”显示这

名词与句子中其他字的关系. 希腊文名词中的“格”

主要可分为五种(各用字尾的词形变化来表达):48  

 

1) 主格(nominative): 当某个名词是主格时, 就表示

它是主词(subject), 是某个动词的行动者(doer), 

或所述之事的施行者. 例如在“神爱世人”这句子

中, “神”这一名词是用主格, 是动词(爱)的施行者. 

2) 直接受格(accusative): 或译“宾格”, 表明某个动

词的直接受词(direct object). 例如“神爱世人”, 

“世人”就用“直接受格”, 因它是动词(爱)的直接

受词. 【注: 但有一小部分动词的直接受词是用

“所有格”或“间接受格”】49 

3) 所有格(genitive): 或称“属格”, 因它表达“属于”

的关系, 英文常译作“of”或“from”. 例如“神的

道”(the Word of God), “神的”(of God)就用“所有

格”, 表明这道是“属于神的”(belong to God). 

4) 间接受格(dative): 这格的主要角色是表达某个

动词的间接受词 (indirect object), 英文常译作

“to”(给予)或“for”(为了). 例如“神赐下儿子给世

人”这句子中, “给世人”(to the world)就用间接受

格【注: 神 = 主格; 儿子 = 直接受格】   

5) 呼格(vocative): 呼格是用来呼叫某人(addressing 

a person / someone), 或呼叫某物. 例如: “神啊, 救

我!”这句子中, “神啊”是用呼格.   

                                                           
47  同上引, 第 226 页. 
48   有圣经学者(如 Archibald T. Robertson)坚持希腊文

有 8 种格, 除了以上 5 种, 还有“夺格”(ablative)、“方位

格”(locative)和“工具格”(instrumental). 参黄锡木著, 《新约

希腊文研究系列(1): 新约词形变化指南》(香港新界沙田: 

基道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4 年), 第 113 页. 
49    George Aristotle Hadjantoniou, A Basic Grammar of 

New Testament Greek (Chattanooga, TN: AMG Publishers, 

1985), 第 27 页.  

一个名词(包括代名词、冠词等)可以借着它

的“格变式”(declension)来表达它是上述哪一种“格”, 

让我们在下列图表 1 用三个词为例【注: 第三个词

(C 项)是定冠词, Definite Article, 即英文的 The (定

冠词视情况翻译, 有时可译成: 这个、那个) 】: 
 

 

语法格 (Case) 
A. Theos 

(神, God)  

B. logos 

(道, Word) 

C. ho 

(这/那, The) 

主格 (主, N) Theos logos ho 

所有格 (所, G) Theou logou tou 

间接受格(间, D) Theô logô tô 

直接受格 (直, A) Theon logon ton 

呼格 (呼, V) Thee loge 冠词没有呼格 

注: 以上三个词的“格变式”是以单数和阳性为准, 若是复

数、阴性或中性(neuter)的话, 其字尾的词形变化又不同. 
 

 

 为何“格”(语法格)是重要的呢? 因为希腊文

不像英文或中文, 不是根据一个字在句子中的字序

(word order)来决定它是主词或受词. 决定希腊文句

子中的主词或受词 , 唯一的方法是看词的“格字

尾”(case ending). 参以下图表 2:  
 

中文 神爱世人 在动词(爱/loves)前面的字是

主词(神/God), 动词后面的字

(世人/the world)是直接受词 

英 

文 

 

God loves the world 

希 

腊 

文 

a. Theos agapa ton kosmon 注:  Theos = 神  

agapa = 爱 

ton kosmon = 世人 
b. agapa Theos ton kosmon 

c. ton kosmon agapa Theos 

注: 虽然以上 a, b 和 c 的字序不同, 但这三个句子都意思相

同, 即“神爱世人”(不能说句子 c = 世人爱神), 因 Theos 的

“格字尾”是主格, 表明这词是主词, 纵然它处在动词后面.50 
 

 

 至于 启 1:4 的 apo ho ôn (from the One 

being / He who is ; 中译: “从那位今在”)这一短语, 

apo (from, 从)是介词(preposition), 而 ho ôn (意即

“今在”)则是“作名词用的分词”(participle used as a 

noun). 按希腊文法, 介词 apo 后面的受词  —  无论

是名词、代名词或“作名词用的分词”  —  都必须

只是“所有格”(genitive), 并且所有介词(包括意如

in、into、through、under 等等的希腊文介词)的受

词绝对不会是“主格”(nominative).51 不过, 分词 ho 

ôn 却是“主格”(注: 参图表 1 的 C 项 = 定冠词 ho 是

主格), 这种违反语法的情况就是所谓的‘不合语

法’(solecism)现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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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页 (也参 44-46页). 
51   同上引, 第 74页. 也参 Hadjantoniou (第 5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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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 (Josephus) 

 
 

撒迦利亚和妻子以利

沙伯是敬畏神的夫妇 

圣经人物                      弗拉尼根(Jim Flanigan) 

 

施洗约翰的父亲 

祭司撒迦利亚 
 

(A) 公义与无可指责的撒迦利亚  

(路加福音 1:5-17) 

 我们所知道关于

撒迦利亚的一切, 都记

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 

路加福音是一本“祭司

福音书”(priestly gospel), 

以圣殿作为开始, 也以

圣殿结束(参 路 1:5-9; 

24:),52 就在开始的这几

节, 我们读到撒迦利亚在圣殿里的金香坛面

前烧香. 他在引入那弥漫整本路加福音书的

香气. 人常说撒迦利亚在道德上和职份上都

是称职的祭司. 他是个“义人”(路 1:6), 行事顺

服神, 经常祷告, 忠心事奉; 他在殿里是这样, 

在家中也是这样. 

 

 以色列庞大的祭司团分为二十四班次. 

每一班次一年事奉两次.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

夫 (Josephus), 53  当时在

以色列共有 2 万名供职

的祭司. 由于人数众多, 

一个祭司可能一生中只

有一次机会进到圣所的

金香坛面前烧香事奉. 

 

 因此, 进到圣殿烧香对撒迦利亚来说, 

绝对是难得可贵的特权, 但还有更加难得的

                                                           
52  路 1:5-9: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亚比雅班里有一

个祭司, 名叫撒迦利亚… 照祭司的规矩掣签, 得进主殿烧

香”; 而路加福音最后一节是: “常在殿里称颂神”(路 24:53).  
53   约瑟夫(Josephus, 约主后 37-95 年)是犹太史学家, 

耶路撒冷反罗马人起义的军事指挥官, 后投降变节, 著有

《犹太战争史》、《上古犹太史》等. 

事, 就是这位义人

将要听到神自先知

玛拉基时代沉默四

百年之后 , 首次从

天上赐下的圣言 . 

主的使者将此天启

圣言传达给他 . 这

是何等可畏的经历! 

难怪年老的撒迦利

亚 惊 慌 害 怕 ( 路

1:12), 但此圣言是

以“不要害怕”作为

开始(路 1:13), 而“不要害怕”(fear not)一词常

出现在路加福音中,54 这里是它首次出现!  

 

  撒迦利亚与他敬虔的妻子多年来一直

祷告, 求主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我们不怀疑他

的祷告并非出于

私心 , 只为己利 . 

他们如此祷告可

能出于关心以色

列国民的情况 ; 

他们可能与以色

列国中许多敬虔

者一样, 切切等候

神所应许的弥赛

亚; 也有可能他们渴望得着一个儿子, 以接续

他作祭司的工作. 无论原因何在, 他们俩人的

祷告蒙神垂听和应允. 以利沙伯将生一个儿

子(即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  施洗约翰), 

他在神面前为大(路 1:15), 蒙神重用. 施洗约

翰将给这位老祭司和他的妻子带来欢喜快乐, 

多人也将因他的事奉蒙神赐福.  

 

                                                           
54   “不要害怕”或“不要怕”(KJV: fear not)在路加福音

中出现至少 6 次【即 路 1:13,30;  5:10;  8:50;  12:7,32;  也

参 路 18:2,4 (KJV: fear[ed] not God); 23:40 (KJV: not even 

fear God)】 , 是整本新约圣经中最多次出现“不要 (害 )

怕”(fear not)这一短语的书卷【注: 其他出现此短语的经文

有: 太 1:20;  10:26,28,31;  28:5,10;  可 5:36;  约 12:15;  27:24; 

启 1:17;  2:10; 共计 11 次】. 加上路加福音, 此短语在整本

新约圣经中至少出现 17 次, 每一次都富有启发性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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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亚为此祷告多久,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 圣经记载这段故事, 为要鼓励我们继续

不断地等候耶和华. 值得留意的是, 当撒迦利

亚在坛前烧香, 芬芳香气升到神面前的时候, 

百姓在圣殿外面祷告(路 1:10: “烧香的时候, 

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圣徒同心祷告是何等美

好的事! 对于此事, 神会在祂所选择的最美时

间应允他们的祷告. 

 

 

(B) 无法说话的祭司撒迦利亚  

(路加福音  1:18-23,  57-80) 

 唉, 可怜的撒迦利亚, 他很像我们本身

的情况 . 他的信心

达不到他祷告的水

准. 他已祷告多年, 

而现在神答应他的

祷告, 他却不信! 他

向报信的天使加百

列说 : “我已经老

了”(路 1:18). 这是

何等可悲的不信 ! 

天使回答: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 然后

指责他的不信(路 1:19-20). 圣洁天使从神面

前领受圣言, 告诉他的祷告蒙神应允, 他竟然

不信. 我们多数人也可在撒迦利亚身上看到

自己的影子(因我们也常不信神的话语).  

 

 撒迦利亚的

问题不仅是怀疑

神 , 而是不信神 ! 

神希望祂百姓信

靠祂, 所以神的百

姓不信祂, 这是冒

犯了神. 撒迦利亚

被神管教, 成了不

能说话的哑巴, 第

62 节暗示他也成了聋子(注: 人必须打手势来

与他沟通). 他在圣殿里迟迟不出, 百姓在外

等候. 最后, 他出现在他们面前, 竟然不能说

话了, 所以百姓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 他不

能说话, 无法沟通, 只好卸下祭司职任, 返回

家乡. 他如今有长达九个月的时间, 处在静默

中, 不断提醒关于他拒绝相信神一事.  

 

 出于神的良善和恩典, 我们的不信并没

有改变神给我们的美好计划和目的. 在神的

恩典中, 以利沙伯怀孕, 也生了所应许的儿子. 

她的亲友邻舍与她同欢共庆, 要给孩子取名

“撒迦利亚”(此名意谓“耶和华记念”), 像他父

亲一样. “不可!” 他母亲答道, “要叫他约翰.” 

看来这对年老夫妻在这些日子已经商量好孩

子的名字, 而以利沙伯知道他们的孩子要叫

“约翰”. “约翰”一名意思是“神的恩典”(the 

grace of God). 诚然, 耶和华对他们施恩典, 纵

然撒迦利亚不信. 

 

 亲友向撒迦利亚打手势, 问他该取何名. 

这个老人坐下, 写下简短清楚的信息: “他的

名字是约翰.” 如今他有信心了, 并且顺服神

的话语(注: 神之前借着天使吩咐他说: “你要

给他起名叫约翰”, 路 1:13). 他的舌头立刻舒

展,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称颂神.  

 

 在圣灵充满之下, 这个哑巴祭司说出那

令人喜悦无比的歌颂(注: 此歌也是预言, 路

1:67-79). 他歌颂神的救赎和救恩, 神怜悯的

心肠与赦罪的恩典, 在黑暗中的光照, 把人领

到平安的路上. 他的祷告蒙神应允, “清晨的

日光从高天”临到他们了(路 1:7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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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Characters (West Glamorgan, UK: Precious Seed 

Publications, 1999), 第 259 和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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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简介 (一)    杯子 
 

加拉太书 
 
(A)   书信的背景: 福音的仇敌对保罗尾随不捨, 定意

破坏任何他为神所做的工. 这些敌人主要是犹太教人

士, 要给恩典的福音加添律法(即有了信心还要靠律

法才得救). 加拉太的召会正是他们集中火力的对象.  

 

“读加拉太书不能不感受到书信的严词厉色”. 明显地, 

保罗所处理的, 是福音的基要和重要事情. 书信道出

卫道之人的热情, 也说明祝福他人的基要道理. 书信

的引言与别的书信不同, 篇章既少, 又近乎唐突. 保罗

必须一开始就给收信者当头棒喝(给人严厉的警告). 

书信没有半句称赞, 只有责备; 保罗稀奇他们这么快

就变质了(1:6). 

 

书信的教训主要环绕三件事: 生命、爱心和律法. 福

音给他们带来生命, 是律法不能做到的(3:21). 在享受

从圣灵所得的生命时(3:2), 他们能彰显圣灵的果子, 

而爱心是主要的特征(5:22). 然而, 假教师却声称非守

律法不可. 这与信心形成水火不容的敌对, 因为遵守

律法不是彰显爱心, 而是产生情欲的工作, 其中一项

便是仇恨(5:20). 

 

(B)   收信人: 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在加拉太各召会的

书信, 关于这些召会的准确位置, 圣经学者曾经为此

进行争论, 在加拉太省(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可以找到

的城市有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和特比, 保罗在他

的第一次传道旅程曾到访过这些地区(徒 13:14 至

14:23). 第一次的传道是在会堂, 当时听众深感兴趣, 

那些归顺犹太教的外邦人还邀请保罗和巴拿巴在下

一个星期六再来讲道. 这省份的人口包括犹太人和外

邦人, 这两名传道人劳苦的结果, 带来了福音的敌对

(13:44, 50). 尽管如此, 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相信了, 

保罗“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徒 13:43). 

 

(C)   书信背后的问题: 书信着手所对付的, 是仇敌首

次对神的道正面攻击失败后所产生的结果. 这次失败

后, 攻击的矛头直指福音的性质, 要把它完全改变. 倘

若没有制止, 福音将被更改成为不再是神的福音. 倘

若此举不成, 仇敌将使用另一策略, 在圣徒心中制造

对福音的冷漠. 

 

这股摧毁福音的动力, 来自那些相信和教导这信息的

人. 他们强调说, 摩西律法是神所赐的, 而福音则在过

后才来到, 因此福音必定与律法同样地被接受. 对于

未受教导的人来说, 这是个具说服性的理据, 却不知

道这是直中福音心藏的毒箭. 这是靠工作得救的步向, 

是引进僧侣制度和肉体仪文的起点. 环观今天的基督

教界, 我们可以看见这条攻击路线的成功之处. 它已

把口称的“众召会”的生命挤出去, 以礼拜仪式、传统

和组织取而代之, 虽是属血气的, 却是人所深爱的.  

 

这书信撕开了假教训的真面目, 保罗指出这些假道理

所教导的正与律法所教导的互相违背. 为了破坏保罗

所传的信息之可信性, 敌人必须先败坏保罗的名声. 

面对如此猛烈攻势, 保罗发现他需要为自己辩护. 在

这自辩的过程中, 他透露了一些没有记载在使徒行传

中的生平细节(参 加 1:16-2:19). 

 

这异端扩散奇速, 令保罗感到惊奇. 他谈到加拉太人

“这样快离开”他们曾经承认和拥戴的真理(1:6). 这对

我们的警告清晰无疑, 当错误道理偷进召会, 它带着

十足的冲力, 速度令人难以呼吸, 直穿众召会的所在. 

 

(D)   书信的大纲 

(1)   逃离律法主义(第 1 和 2 章): 在这书信的首段, 我

们看见使徒保罗所处理的, 是犹太人和归化犹太籍的

人信主之后所享受的自由. 保罗提醒他们关于福音的

目标, 然后叫他们醒觉偏离了福音的情况, 再把他们

的注意力转移到纯正的福音上. 保罗提到假福音的三

个特征. 这另类福音是个假冒, 是严重和罪恶的(1:7-9), 

对提出这说法的人, 保罗写道: “他应当被诅咒.”(1:8) 

 

从 1 章 13 节而来的个人记载, 我们晓得保罗的福音

是直接从主而来. 他重生归正时, 并非从人得到福音, 

他早期的基督徒生活也是在阿拉伯度过, 没受到别人

的影响. 保罗后来到访耶路撒冷, 是三年之后的事, 也

只不过为期 15 天而已. 当时, 众召会因着大数的扫罗

和他的讲道而归荣耀于神. 14 年后的今天, 他为福音

争辩, 抵抗犹太教人士的偷袭. 保罗所采取的立场, 使

徒们也一致赞同. 保罗蒙福音所拯救, 并毫无保留地

把福音传扬, 他在耶路撒冷为福音争辩, 没有偏离使

徒们所持守的. 后来, 当彼得的行动表现与福音真理

相违时, 保罗当面敌挡他. 这一切背景, 证实书信中所

声明的, 保罗所传的福音也一直如此  —  是主耶稣差

遣祂仆人所传扬的信息.  

 

(2)   得着尊贵提升(第 3 和 4 章): 所以, 福音不单使人

逃离他们没有能力遵守的律法要求, 还提升信徒去到

他们未曾知道的尊贵地位. 加 3:1-18 谈到律法地位的

考核, 然后 加 3:19 至 4:8 谈到律法的目标和解释, 在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分别. 服从律法是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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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未长大)的表现 . 首先 , 他是在训蒙的师傅之下

(3:24); 第二, 他的地位卑微, 犹如奴仆. “训蒙的师傅”

并不是教师, 而是一名负责照顾幼子的奴隶, 直至幼

子长大成人. 那些在律法以下的人就像受管于教师和

监护人之下的儿童, 直到他们被赎, 接受儿子的名分, 

借着后嗣成为神的儿子, 被提升至尊贵的地位. 

 

尽管福音真理是伟大的, 但不信的人仍然大有人在. 

现在保罗执笔勉励那些被律法困扰和被引诱的人

(4:8-31). 保罗义正词严地强调他们已失去了在恩惠福

音里所享受的自由、福气和交通团契. 作者在第 4 章

末了最后一击, 是从以撒和以实玛利的身上带出教训. 

 

 

 

 

 

 

 

 

 

 

 

 

 

 

 

 

 

 

 

 

 

 

 

 

 

 

 

 

 

 

 

 

 

 

 

 

 

 

 

 

(3)   享受福音自由(第 5 和 6 章): 这两章的教训相当

实际, 给那些在福音中认识神恩典的人, 晓得怎样行

事为人. 这自由万不可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5:13), 

保罗警告他们不可彼此相咬相吞, 像犹太教道理所造

成的情况; 他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当, 以成全基督的律

法. 他们既羡慕律法, 这里就有一条律法, 就是按基督

所行的去行(6:2); 如此, 他们行善就不会丧志, 到了时

候, 就要收成.  

 

 

 

注 : 上文改编自“加拉太书简介” (译自  Believer’s 

Magazine). 载《恩言》2001 年 11 月刊, 第 1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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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简介 (二)    杯子 
 

腓立比书 
 
(A)   书信的背景 : 腓立比的位置处于尼亚波利

(Neapolis)海湾内陆 10 里之地, 是一个充满历史色彩

的城市, 因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的父亲“马其

顿的腓力”(Philip II of Macedon)而得名. 此地曾一度

是黄金出产中心, 后来成为罗马的殖民地, 又是马其

顿省的主要城市. 即是罗马的殖民地, 腓立比的居民

可以享受罗马人的特权. 许多罗马人携同退休金和财

产来到此殖民地享受. 加上腓立比处于大道连接的要

塞, 可直通往罗马都城, 腓立比便得天独厚, 成为贸易

和政治的都会.  

 

保罗、提摩太、西拉和路加当时是追随保罗的马其

顿异象而来, 从亚细亚经水路进入这城市. 保罗在异

象中看见有人呼喊: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徒

16:9). 到了腓立比不久, 因他们的见证, 一名卖紫色布

匹的妇人吕底亚(Lydia)信了福音. 她既是富户之家, 

房子相当宽大, 于是邀请保罗和他的同工住下. 我们

可以从使徒行传 16 章读到相关记载. 

 

腓立比的召会多年来与保罗保持联络, 过后当保罗在

罗马坐牢(注: 我们可从 徒 28:30读到这次的监禁), 他

们打发以巴弗提带着他们给保罗的奉献(捐献)而来. 

如果从陆路, 路程是 800哩, 需时约一个月. 以巴弗提

曾患重病, 但现在他已痊愈, 准备回家. 于是, 保罗利

用这个机会写信, 让他把这书信带回腓立比. 

 

(B)   写信的原因: (1) 保罗希望给腓立比的信徒解释

他坐牢的原因. 无疑, 他们无法明白, 为什么这位带好

信息(福音)给予全世界的人, 竟然会滞留在罗马.  

 

(2) 使徒保罗想称赞腓立比信徒在福音工作上的忠心, 

因为从头一天起, 直至他写信那一天, 他们都是同心

努力兴旺福音. 在信中, 保罗多谢他们送来的馈送(捐

献). 我们在信中看见保罗需要教导他们关于谦卑的

功课. 缺乏谦卑, 纷争将伺机危害召会信徒的见证. 

  

(3) 保罗承认假教师影响圣徒的危险. 犹太教人士(他

们教导人必须遵守犹太的律法和规条), 和那些提倡

自由的人(他们鼓吹放纵肉体的情欲), 都试图进攻召

会, 破坏见证, 所以他们都必须受到制止.  

 

(4) 腓立比信徒一直关心以巴弗提的健康, 保罗打发

他带着信(腓立比书)回去, 好使他们的焦虑得着释放. 

(C)   书信的内容:   第一章:   解释 

本章以问安开始, 同时说明保罗赏识腓立比信徒的忠

心和活力(1:1-11). 保罗称赞和鼓励圣徒的服事态度积

极, 提醒他们在祷告上的关切. 我们应该注意, 保罗对

他们每一个的记念都是好的(1:3). 我们应该问自己, 

究竟别人所记得关于我们的事, 是好是坏? 

 

可是, 保罗所面对的问题是要说明他在罗马被囚的原

因. 如此明显的悲剧, 能说有什么好处吗? 保罗告诉他

们, 他被监禁给福音带来传播的机会, 而他被释放带

给他们属灵生命更大的进步.  

 

(1)   福音的广传(1:12-21): 福音广传的三个途径: 

a. 基督得着彰显(1:12-13). 在罗马有许多囚犯, 他们都

是因犯罪入狱. 可是, 那里有一名被囚的人, 他坐牢却

因为是基督的仆人. 在监内和其他地方, 人人都知道, 

他是因耶稣基督带上锁链. 当我们经历如此困难时, 

我们也表现出同样的特性吗? 借着保罗的见证, 福音

进到不可能进到之处. 他把监牢变成一所福音中心.  

 

b. 基督得到服事(1:14-18). 别人曾以为, 保罗入狱必导

致他人作见证时要小心翼翼, 更可能迫使传福音的工

作转到“地下”进行; 可是, 事实刚好相反! 福音反而被

人更热心地传扬. 在某些情况, 有些人传福音出于不

洁的动机. 那些憎恨保罗的人趁着保罗坐牢, 他们利

用传福音来增加他捆绑的痛苦; 又有些人传福音却是

出于纯洁的动机. 但保罗因着福音的传开就欢喜, 对

他来说, 基督得以传扬, 便已足够.  

 

c. 基督被显为大(1:19-21). 在这一切苦难中, 保罗的祷

告是: 基督得以在他身上照常显大. 虽然身经百难, 如

果人能在保罗身上看见基督, 那就是胜利了. 

 

(2)   他们信心的增长(1:22-30): 保罗所关心的第二件

事, 是圣徒的属灵长进. 他当时常处于两难之间, 他宁

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但在另一方面, 他深信自己仍需

留在世上, 地上的工作仍须完成, 所以他会继续与他

们同在, 使他们在真道上长进. 我们要紧记, 圣徒的长

进与罪人得救同样重要. 保罗与腓立比圣徒在属灵争

战上共同作战, 但他们不必恐惧仇敌. 福音必然得胜. 

 

第二章:   榜样 

保罗觉得有需要说明“谦卑”与“合一”. 为此, 保罗把三

个值得学习的好榜样带到他们面前.  

 

(1) 主耶稣的榜样(2:1-18): 主伟大降卑的榜样, 必须常

摆在我们面前. 祂虽有神的形像, 却反倒“虚己”, 存心

顺服, 以致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有一个关心别

人的最佳榜样. 他们应该不只在外表上追随这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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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从这种“谦卑的心思”得着行动上的指引. 这万不

能基于感情, 乃是基于理性的思考. 保罗劝勉信徒必

须把这真理应用在他们的生命上. 他们要“作成他们

得救的功夫”, 而不是垂手可得, 因为他们已经得救, 

就必须在外表上彰显主, 让人在他们身上看见主. 
 

(2) 提摩太的榜样(2:19-24): 提摩太很快会到他们那里, 

他也是个谦卑的榜样. 他与使徒保罗“同心”, 这事的

证据是: 他一直与保罗保持儿子与父亲那般亲密的关

系, 在福音上一同服事主.  
 

(3) 以巴弗提的榜样(2:25-30): 另一个榜样就是以巴

弗提. 因着腓立比人的缘故, 他曾经患病, 并且病得几

乎要死. 虽处于病患当中, 他仍然关心别人. 他为着主

的事奉, 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第三章:   劝勉 

(1) 保罗亲笔的警告(3:1-3): 现在我们读到保罗的警告

和提示. 仇敌马不停蹄, 信徒必须面对危机, 有些人试

图把腓立比人带进律法的捆绑, 这些人不会轻易罢休. 
 

(2) 保罗得着亮光的转变之见证(3:4-14): 保罗曾以自

己为犹太人的身份地位引以为荣, 可是当他得救以后, 

这一切都为基督当作有损. 他学会了要得着的是基督, 

任何以自己为本、为满足的, 就是与“信主耶稣的心”

相违. 保罗的义毫无价值, 但基督的公义却是一切. 

 

 

 

 

 

 

 

 

 

 

 

 

 

 

 

 

 

 

 

 

 

 

 

 

 

 

(3) 跟从保罗的榜样(3:15-21): 还有其他教师也危害腓

立比的信徒, 因为他们教导人放纵肉体的生活. 腓立

比信徒要跟从保罗, 不要跟随那些假教师. 我们要注

意, 敬虔的圣徒是值得跟随的, 因为他们跟从基督。 
 

第四章:   鼓励 

在这里, 保罗鼓励我们彼此和好, 继续与他人在福音

上有交通(同心协力地传扬福音). 

 

(1) 保罗关心他们(4:1-9): 保罗关心他们每一个人, 尤

其是他提到的那两个姐妹; 他们曾经一同在福音上事

奉, 现在却发生分歧. 若她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这种令

人难过的情况可以获得补救. 腓立比的信徒有责任彼

此同心, 也有能力做到大家同心合意. 他们可以借着

祷告, 把生命的困难带到神面前, 因而经历神的平安

与神的同在. 我们要知道祷告的重要性, 并认识如果

我们不祷告, 就无法得着平安. 

 

(2) 他们对保罗的关心(4:10-20): 腓立比信徒给保罗

的馈送, 不单帮助保罗, 也能在天上生出果效. 这是馨

香之气. 我们的生活行动, 也带给天上同样的效应吗? 

 

 

注 : 上文改编自“腓立比书简介” (译自  Believer’s 

Magazine). 载《恩言》2000 年 11 月刊, 第 1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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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简介 (三)    杯子 
 

歌罗西书 
 
 (A)   书信的背景: 歌罗西城位于以弗所东面的一百

里, 在里古斯河(Lycus)的老底嘉附近, 该地区当时称

为亚细亚, 今日叫土耳其. 保罗似乎与歌罗西圣徒从

未谋面, 这却拦阻不了他对他们的关心和祷告. 福音

到达歌罗西城, 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传道所致

(徒 19 章), 因此歌罗西召会可以说是保罗间接栽植的. 

多年后, 在保罗给腓利门的书信中, 曾提及探望歌罗

西信徒的心意(门 22).  

 

歌罗西的信徒中, 除了富有的信徒腓利门之外, 我们

也认识他的妻子和儿子亚基布(门 1), 并“出走但后来

得救”的奴仆阿尼西母. 以巴弗也是来自歌罗西城(西

1:7; 4:12; 门 23), 是保罗在罗马写歌罗西书时的同工, 

是个祷告之人, 又是基督的仆人.  

 

(B)   写书的原因:  

(1) 道理上的问题: 假教师装作敬虔, 引进严重的错谬, 

攻击歌罗西的圣徒. 基于他们的假意谦卑, 就是“苦待

己身”(2:23), 以及外在的假虔诚, 他们自称可以达到

比保罗的福音所能达到的更高属灵程度. 他们引进一

个以“基督徒”为名的教宗, 实质上却是属世的、属情

欲并羞辱主耶稣的(因它贬低主耶稣的救赎工作). 

 

(2) 家事与工作上的问题: 福音的信息进入生活的每

一个环节, 论及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儿女(3:18-21)的

义务, 谈到主人和奴仆的责任(3:22-4:1). 书信鼓励凡

事必须从心里做, 这是每个圣徒必须用心紧记的. 在

服事上若不甘心和散漫懒惰, 都是信徒见证上的羞辱.  

 

(3) 个人的问题: 亚基布的生命显然出现难处(保罗在 

西 4:17 对他说: “务要谨慎, 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他在召会中的参与似乎并不如前. 试想, 这书信曾在

歌罗西召会公开宣读, 也曾在老底嘉的召会宣读, 倘

若亚基布在场, 听见提及自己的名字, 他会有什么感

想? (注: 他是否感到羞愧, 或因此被唤醒, 尽心事主?) 

 

(C)   书信的中心主题: 针对上述错谬的答案, 往往集

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祂是答案, 这是恒常不变的. 

在一切事上, 基督应处于中心地位, 在凡事上居首位. 

基督是这本书信的中心主题, 祂的至尊地位可以从环

绕中心的三个声明看见: “一切的丰盛在祂里面居

住”(1:19); ”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祂里面藏着”(2:3): “一

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2:9). 从这

“中心”(指基督)放射出圣徒所需的答案. 今天仍然如

此, 如果我们在有关“主的地位之教义”方面出错, 我

们就在每一件事上出错. 

 

(D)   其他题目: 

(1) 福音的能力(1:1-29): 第一章强调福音的能力, 是歌

罗西圣徒所相信的. 他们有一个不可忘怀的过去(1:3-

8), 他们显出信心、爱心和盼望的特征, 因为他们已

经相信福音真理的道. 自从他们相信以来, 福音已在

他们里面结出果子. 他们的经历证明了那在他们中间

最初所传的真理. 可是, 书信也提醒他们, 保罗为他们

祷告(1:10-13). 属灵的长进不会来自假教师, 乃来自保

罗的教导. 除此之外, 基督居首的地位也必须被保护

(1:14-23). 任何有关基督地位的纷争和意图, 或甚至接

近主居首的地位, 还有任何教训倡导别的而不是基督, 

这一切都是向主直接攻击. 因此, 传扬基督的工作必

须继续(1:24-29). 保罗就是这样借着主所赐他的力量

去传福音, 并发出警告(有关错谬道理)和教导真理.  

 

(2) 歪曲的福音(2:1-23): 保罗如何形容所引进的罪恶? 

它的进入是借着花言巧语(2:4), 相当具说服力, 又似

是而非的敬虔. 我们要提高警觉, 不要注重教师的态

度, 应该考虑他的教导. 重要的不是教师怎样传, 而是

他传的是什么. 歌罗西的圣徒就是被这些诱惑人心的

道理带上歧途. 错谬是基于理学(2:8), 或基于属世原

则、讨悦人心的智慧. 它高举不合乎圣经的宗教行为

(2:16), 因为人喜欢给福音加添他物. 它牵涉神秘主义

(2:18)、对天使的敬拜(2:18), 并与世界打交道(走得太

近). 我们要留心, 这是与神的启示相违. 这些人自称

获得属灵的经历和异象等. 愿今天所有这样寻求, 并

自称在事奉上得着更大力量的人都要小心, 有些极端

的“五旬节主义者”(灵恩派)恐已走在这“下坡路”上了. 

. 

这些都是在福音上所加添的事. 歌罗西的错谬昭彰, 

也在今天以许许多多不同的形式, 出现在人为的机构

和“敬拜”的形式中. 他们四周的架构、礼拜仪式和组

织制度, 他们的“圣日”和周年的节目, 都与这些错谬

人士迎头意合, 其意图乃要败坏神的召会. 宗教世界

数百年来一直在这些制度上琢磨, 在这道路上的虚饰

只增加了肉体的诉求. 信徒必须受到警告, 远离这一

切, 继续享受圣经的单纯、新约圣经的信仰和实践. 

 

(3) 福音的实践(3:1-4, 6): 这段信息是有关生活的各种

方面: 包括家中的义务、工作活动和传福音的责任. 

这是在实际生活上的“福音实践”! 一个不能产生改变

的福音并非福音. 在家中, 丈夫要爱他的妻子, 不可苦

待她, 或因家庭生活困难带来的限制而埋怨她. 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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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服从父母, 但作父亲的必须谨慎, 不可惹儿女的

气, 因过分要求和找错缝儿而使他们气馁.  

 

仆人要服从他们主人, 不可只在主人面前服从(背地

里却不服从),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识自己的工

作乃是为主而做, 不只是为人而作. 主人对待雇员也

必须公义和诚实.  

 

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是最快乐的, 他们应该是最好的雇

员, 也是公平与关怀的雇主. 在一个福音难传的时代, 

我们的生活为人应该是传福音的最好机会. 世人可能

不听我们所传的信息, 可是他们避不了“活生生的讲

章”(指信徒的生活就是活的讲章). 

 

(4) 活出福音的人(4:7-18): 榜样可有多方面的用处, 首

先它可以鼓励那些胆怯的人. 亚基布(4:17)、推基古

(4:17)、出走的奴仆阿尼西母和以巴弗(4:12), 在书信

中各有特征. 这事岂不使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将来在 

 

 

 

 

 

 

 

 

 

 

 

 

 

 

 

 

 

 

 

 

 

 

 

 

 

 

 

 

 

 

 

 

 

 

天上的圣徒评估中, 我在地方召会的属灵光景和工作

将得着什么样的评价. 亚基布所接受的工作不是从弟

兄而来, 乃是从主而来(4:17), 这样的工作不能忽略. 

我们要谨记, 这是继续前进的鼓励, 而不是批评(尽管

有人认为在宣读书信时, 亚基布不该在场, 而我们该

在其他时间给他勉励, 这样才能挑旺他心中的火焰). 

 

再者, 别人的榜样可以确定他们所传的. 试比较“花言

巧语”、“虚空的妄言”和“人间的遗传”, 与推基古忠心

的敬虔、阿尼西母改变的生命和亲爱医生路加的生

命见证, 我们就能明白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单是他一人

持守的真理, 而是多人证实的真理. 那些相信真理之

人的生命所结的果子, 确定了福音的真理(即使人得

着丰盛的生命). 愿这美好的事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 

 

 

 

注 : 上文改编自“歌罗西书简介” (译自  Believer’s 

Magazine). 载《恩言》2004 年 11/12 月刊, 第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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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简介 (四)    杯子 
 

腓利门书 
 
 (A)   书信的背景: 这封短信在保罗的著作中独树一

格, 是保罗私人书函的仅有例子. 读这书信立即发现

它不属公开性质, 然而作者所显露的基督徒恩惠却洋

溢在篇幅之上. 虽是私人的信件, 保罗却不妨公开, 让

我们学到, 我们的私人生活不应该隐藏某些不愿人知

的因素, 不妨让别人检视. 

 

阿尼西母曾是歌罗西城腓利门家中的奴仆. 从前, 他

可能犯了偷窃的罪(18 节). 他逃离歌罗西, 逃到罗马, 

在那里, 他遇上保罗. 他从保罗那里听到福音(10 节), 

蒙神拯救(指信主得救). 自此, 他就成了使徒的“亲爱

弟兄”(16 节), 他的生活更证明了他的认信是真实的.  

 

事出非偶然, 原来保罗曾在罗马, 并认识阿尼西母的

主人腓利门. 腓利门也是保罗在祷告中常记念的人. 

神的道路实在出人意料, 在各人的生命中也是如此.  

 

从这些事件中, 我们又学到另一个重要的教训: 只承

认得救是不足够的. 我们的认信必须有行为上的改变

作为支柱(喻指得着支持或证实). 常听人说, 有些人承

认得救, 事隔数年他们身上却看不见任何的属灵痕迹. 

在这重要的事上, 神的话有清晰的教导. 天然的成长, 

速度各有不同, 但生命必须有成长的证据. 人若得救

而生命毫无改变, 这是不可能的. 原因是: 不是认信的

人自我改变, 而是神改变了他们. 各人必须在这改变

上建造. 当人听信福音而得救时, 我们必须说明这事.  

 

发这信的时间正是保罗写信给歌罗西召会的时候, 委

托推基古亲手送去(4:7). 这正是把阿尼西母送返歌罗

西的机会(4:9), 目的是平息或化解阿尼西母与腓利门

之间的恩怨. 救恩没有免去我们犯错所带来的责任. 

阿尼西母愿意回去承当, 这是他值得称许的地方. 

 

(B)   书信的大纲 

(1) 引言(1-3 节): 圣经没有记载保罗到过歌罗西, 但保

罗可能在以弗所劳苦的时候到过当地(徒 19:19). 他对

这家人感情之深, 可从他的言谈看出, 亚腓亚无疑是

腓利门的妻子, 而亚基布极可能是他们的儿子. 保罗

在 西 4:17 提及亚基布, 当时他似乎在事奉主的工作

上需要鼓励. 

 

(2) 保罗的欣赏(4-7 节): 开始时, 保罗把他所收到的消

息, 向腓利门表达他的喜悦和欣赏. 我们留心保罗虽

仍在拘留捆锁之中, 但他关心圣徒好处的心丝毫不减. 

他对其他信徒的关心和爱心, 正表达了他的爱心和信

心. 在这里, 我们看见一位以实际行动显示对主耶稣

有信心之人, 腓利门确实是个榜样. 他的认信是真实

的, 这点我们并不缺乏证据. 留意这信心的表现是向

所有圣徒, 并没有偏心. 这种态度令人不禁要向人分

享腓利门里面的”各样善事”(6 节). 

 

其结果是“众圣徒的心”因这事得了畅快(7节), 他鼓励

了众圣徒. 我们今天在圣徒当中何等需要这种激励士

气的人. 多少人正感受生活困难的重担, 对他们来说, 

鼓励是绝对欢迎的. 可是, 无论他们的属灵光景如何, 

腓利门在他生命的敬虔中正鼓励着圣徒前进. 保罗在

完结这段话时, 用的是“弟兄”这称谓. 当我们往前读

的时候, 我们将看见保罗正在替自己的请求建立基础. 

 

(3) 保罗的请求(8-19 节): 现在我们看见这封信的目的. 

在这里, 保罗教导信徒如何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 首

先, 保罗表明自己在这请求上的权利. 他是神年老的

仆人, 也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人. 他自己的见证说明

了他的分量, 拒绝他的请求, 事态非同小可. 我们所学

的教训是: 我们向别人所作出的请求或要求, 必须有

个人的见证作后盾, 使听的人感到我们说话的分量. 

 

第二, 阿尼西母已借着使徒在罗马传福音时得蒙拯救. 

第三, 虽然从前阿你西母不是一个令腓利门得益处的

仆人, 但福音却将他彻底改变, 使他成为一个对保罗

有益处的同工. 阿尼西母本身愿意返回歌罗西(对自

己所行的负责)正显明这一事实.  

 

随后, 保罗改变了他请求的方向. 保罗本来可以把阿

尼西母留在罗马, 可是得不到腓利门的同意, 他绝对

不会这样做. 遣送阿尼西母回去是公义的行为. 倘若

保罗只写信给腓利门, 告诉他关于他的逃仆已经信主

得救, 这样做只会勉强腓利门赞同保罗的意向. 这样

一来, 那宽恕(饶恕)的善行, 甚至释放他免为奴仆  —  

好让他能继续在福音上劳苦  —  就不会是腓利门的

意愿了. 这样做会对他产生负面的影响. 

 

当保罗请求腓利门接纳送信的人如同接纳保罗时, 请

求到达高潮! 腓利门会怎样欢迎主的老仆(使徒保罗)! 

这就是保罗希望看见阿尼西母所得到的欢迎. 这将会

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一个蒙上污点的奴仆, 现在会不

会获得一个“尊贵嘉宾”一般的欢迎呢? 

 

可是, 还有一事必须获得解决. 阿尼西母过去所犯的

错, 无疑留下一笔尚未偿还的债务(注: 有者认为阿尼

西母逃走时, 可能从腓利门家中偷了一些东西). 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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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可以吩咐腓利门把它一笔勾销, 可是他没有这样

做. 倘若腓利门觉得阿尼西母仍然欠他, 保罗会代他

偿还. 这位重生的奴仆没有能力支付, 但使徒愿意为

他解囊. 问题是: “究竟腓利门会坚持欠债还钱吗?” 保

罗提醒腓利门, 他欠保罗的比阿尼西母欠他的更多. 

这样的请求似乎叫人无可继续执着. 对这样的一个请

求, 除了免债, 还可有别的回应吗? 留心保罗处理事情

的方法是如何富有智慧, 又是带着何等的属灵参透力. 

 
(4) 保罗的期望(20-22 节): 保罗希望他的请求不会被

充耳不闻, 又希望他在腓利门身上的喜乐将会加增. 

他期盼腓利门所做的过于他所求的. 然而, 他加上最

后的一句, 他将快来到歌罗西, 保罗正等待从罗马的

囚室中释放出来, 并计划到访歌罗西, 享受腓利门的

款待. 他到达时会发现什么? 腓利门将要面对保罗! 

 

 

 

 

 

 

 

 

 

 

 

 

 

 

 

 

 

 

 

 

 

 

 

 

 

 

 

 

 

 

 

 

 

 

 

 

 

这书信的“玉石”令我们获益良多. 我们的行为必须带

着宽恕的特征  —  对于一个刚刚得救的人, 我们不可

指控他们的过去. 要求偿还是合情合理, 也是公义的, 

可是我们可以达致一个更高的标准, 不追索前嫌. “苛

刻的行为”绝不是基督的模样, 也是基督徒不该有的. 

此外, 敬虔的榜样给人属灵的分量, 能要求别人以属

灵的态度行事. 身为得救的罪人, 我们的罪债已在十

架被主偿还, 此罪债远比任何别人所欠我们的还多. 

正如腓利门期待与保罗见面, 我们也期待与主相见. 

到了那日, 祂将发现什么? 我们站在祂面前时会有什

么感受? 这一切值得我们深思. 

 

 

 

 

 

 

 
 

 

 

 

 

注 : 上文改编自“腓利门书简介” (译自  Believer’s 

Magazine). 载《恩言》2006 年 9/10 月刊, 第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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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斯 (A. P. Gibbs) 
 

 
 

叨雷 (Reuben A. Torrey) 

 

宣道禾场        瓦器 
 

个人布道 (二): 

个人布道的 

 障碍和对象 

(罪人的类型) 
 
(文接上期)  

(F)  个人布道的障碍 

既然通过个人布道

来赢取灵魂是重要的, 并且

蒙神悦纳赐福, 为何大部分

的基督徒不参与个人布道

呢? 以下这一部分将尝试解

答上述问题.56  

 

(F.1)   惧怕人 (箴 29:25) 

(The Fear of  Man) 

 许多基督徒容许自己静默不语, 不在私下

为主作见证, 因为他们惧怕人的责备和嘲笑. 他

们不想看到自己被不虔诚之人, 甚至是属肉体的

基督徒当作“怪人”看待, 所以他们失去了为主作

见证的勇气. 这是何等可悲的事啊! 

 

 神给祂子民(特指基督徒)的道路不是受人

欢迎之路. 神的儿子本身清楚表明这一事实(约

15:18-21; 太 5:11-12). 此事也在使徒行传中获得

证实, 因为它记载了初期召会不断受到逼迫的历

史. 保罗所写的书信中也清楚声明世人对十字架

(指基督信仰)的“讨厌”并没停息(加 5:11). “十字

架的道理”(指基督信仰)受到以下的厌恶:  

 

1) 道德主义(morality)讨厌它, 因为它强调人不

能靠自己的善行和品德来到神面前(讨神喜悦) 

(加 2:16); 

                                                           
56   下文 F.1 到 F.6 的部分 , 主要是参考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Dubuque, IA: Emmaus 

Correspondence School Ministries, 2004), 第 35-38 页.  

2) 哲学理论(philosophy)讨厌它, 因为它诉诸与

强调信心 , 而非人的理性或世俗学理(林前
1:19-31); 

3) 文化学识(culture)讨厌它, 因为它的真理是显

示给那些像婴孩一般心灵单纯的人(太 11:25); 

4) 等级制度(caste)讨厌它, 因为它表明神拣选那

些贫穷和卑微的人(雅 2:1-6); 

5) 人的意愿(will)讨厌它, 因为它要求人无条件

地顺服神(罗 8:7-8).  

 

我们生活的世界整

体而言是轻视、拒绝甚至

钉死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世人至今对主耶稣的态度

普遍上没有改变. 因此, 若

要为主作见证, 要为主的荣

耀而活, 我们基督徒就必须

准备好勇敢面对世人的反

对或敌视. 假冒基督徒的异

端教徒在宣扬他们错谬的道理时, 看来很少或完

全没有退缩胆怯. 推销员在推销他们的产品时, 

看来也没有感到自卑; 保险代理员看来也面无惧

色地指出购买人寿保险的好处. 作为“基督的大

使”(林后 5:20 译作“基督的使者”), 我们应该在祂

的吩咐下, 勇敢前去为祂作见证, 配得代表那位

以恩典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徒 4:13). 美国著名布

道家叨雷(Reuben Archer Torrey, 1856-1928)曾被

人问及赢取灵魂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 

“去做它!”(Go and do it). 实习可以加添胆量.  

 

 

(F.2)   缺乏祷告 (Prayerlessness) 

 主耶稣为我们留下榜样, 好叫我们“跟随

祂的脚踪行”(彼前 2:21). 这也应用在祷告方面, 

如应用在基督徒生活的每一部分. 圣经多次记载

主耶稣祷告, 甚至有时整夜祷告(路 6:12). 如果身

为神子的主耶稣需要祷告, 我们岂不更加需要吗? 

 

 当 铁 达 尼 号

(Titanic)撞到冰山, 开始

下沉, 并发出求救讯号

的时候, 另一艘船加利

福尼亚号 (Californian)

就在附近. 但它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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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正在沉睡, 没有察觉逐渐下沉的铁达尼号

所发出的求救讯号, 就这样白白失去一生难得的

及时拯救良机.  

 

 事实上, 祷告是预备主的仆人之心, 去知

道和执行主的旨意. 忽略祷告使我们失去对圣灵

带领的敏感(赛 11:2-3). 基督徒有时为主太过忙

碌, 以致没有时间祷告. 我们要努力找时间来到

神施恩的宝座前为人代

祷, 只有这样, 我们的事

奉才能有果效(路 18:1; 

6:12;  太 9:37-38;  雅

5:17-18; 撒上 12:23).  

    

 

(F.3)   隐秘的罪 (Secret Sin) 

 任何有害的习惯, 只要是会玷污我们的良

心、蒙蔽我们的属灵知觉、弱化我们对圣灵带

领的敏感度, 甚至夺去我们与神的交通和事奉神

的喜乐, 我们都要视之为罪, 并要坚决地承认和

弃绝这罪(诗 51:12-13). 使徒约翰结束他的书信

时, 说道: “小子们哪, 你们要自守, 远避偶像”(约

壹 5:21). 任何事物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最高地

位, 它便是偶像. 它或许本身是一件合法的事物, 

但它若是抢夺了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 或模

糊了我们的属灵视线, 我们就要放下它. “放下各

样的重担”(来 12:1). 我们若因这“偶像”而在审判

台面前损失(指失去奖赏), 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损失(林前 3:11-15; 9:27).  

 

 

(F.4)   对神的话语无知  

(Ignorance of God’s Word) 

 许多基督徒不为主说话, 是因为他们没有

话可说. 他们无话可说, 是因为他们没有聆听神

的话. 孩童会说话, 是因为他们学习听人说话, 再

开口说话; 我们也必须这样(赛 50:4-5). 我们若要

有“张开的嘴唇”(为主说话作见证), 就需要有“开

通的耳朵”(诗 51:15).  

 

 正如医生需要查考和“研读”(read up, 指通

过阅读以增长知识)病症或病例, 我们也必须查考

和研读圣经. 我们必须从圣经中学习有关神对罪

人的“病症”有何话说, 也知晓神所开的解药是什

么. 没有神的启示, 人就会因放纵而灭亡(参 箴

29:18: “没有异象[或作: 默示], 民就放肆”). 是否

人因为你的无知而灭亡呢? (何 4:6: “我的子民因

无知识而灭亡”). 

 

 在福音布道会中, 我常请求那些信主多年

的基督徒, 向那些心灵不安的人说话, 带领他们

归信基督. 但他们却说: “抱歉, 我对这类的事没

有经验!” 你可以想象吗? 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

竟然不知如何带领人归信基督! 其实有很多这样

的人. 故此, 每个基督徒都该恳切寻求这样的知

识(箴 2:1-6; 3:13-18; 多 1:9; 提后 2:15).    

 

 

(F.5)   自私自利 (Selfishness) 

赢取灵魂绝非易事, 因为它需要积极的勤

奋努力, 和坚定的舍己精神! 它不仅需要消耗体

力, 还要花费时间与金钱. 很多人会努力发展自

己的事业, 却不关心“父神的事业” (参主耶稣所

肃立的榜样: “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路 2:49). 很多所谓的“成功事业家或企业家”已

“失了神的恩”, 亏欠了神的恩典(来 12:15). 

 

“ 自 我 保 护 ”(self-

preservation)或许是生存的

自然法则, 但它决不是神恩

典的法则(林后 5:14-15; 路

14:26-27;  罗 12:11). 威廉·克

理(William Carey)是把福音

带到印度的宣道士. 有人曾

问他: “你的事业是什么?” 他

答道: “我的事业是传福音 , 

并以补鞋来谋生.” 很多年轻

基督徒本没有意愿遵照主的吩咐去传福音, 过后

却被国家征兵选派下, 被逼接受前往异乡作战. 

不管他是愿意或出于勉强, 他都必须放弃祖国的

文明舒适, 去到困苦可怕的战场. 无疑的, 主的呼

召比国家的征召更重要! 人若预备为祖国捐躯牺

牲, 为何不为主舍己牺牲呢? 让我们也回应主的

呼召: “来, 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F.6)   麻木不仁 (Callousness) 

 请留意主耶稣基督对失丧者的怜悯和关

怀. 祂像牧人一样地怜悯迷路的羊(可 6:34); 像医

生一样地怜悯病痛中的病人(太 14:14); 像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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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斯 (John Knox) 
 

一样地怜悯饥饿的人(太 15:32); 像安慰者一样地

怜悯丧失亲人的人(路 7:13); 像拯救者一样地怜

悯受欺压之人(可 5:19). 我们若不关心失丧者, 就

是出了问题, 且是我们必须认真关注的问题. 诺

克斯(John Knox, 1514-1572)曾向神呼求道: “给我

苏格兰, 不然就让我死!” 请留意保罗的关注(指对

不信主的犹太人之关注, 罗 9:1-3); 再看看耶利米

的呼求(耶 9:1). 主耶稣基督也曾为那将毁灭的耶

路撒冷哀哭(路 19:41).  

 

 如果我们能诚恳

地在神面前面对以下四

件事实, 我们麻木无情的

不仁就会消失: 

1) 思想神的声明   —  

对失丧者清楚的声

明(罗 3:10-19;  6:23;  

林前 1:18); 

2) 记念神的大爱  —  赐下爱子拯救世人(约壹

4:9; 约 3:16); 

3) 思想基督的大爱  —  牺牲自己拯救罪人(约

壹 3:16); 

4) 思念罪人的结局  —  拒绝基督者的可怕灭亡

(启 20:11-15;  可 9:43-48;  太 25:30-46) 

 

有个故事说到一个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的淘金者乘船回家. 他把金子藏在一个绑在身上

的皮带 . 船离岸不远

时突然失火 . 他是一

个游泳能手 , 所以认

为即使身上带着沉重

金子, 仍能够游上岸. 

正当他要跳入海时 , 

有个小女孩来到他的

身旁, 可怜地哀求他, 

说: “请你救救我, 好

吗?” 那人内心开始挣扎, 他知道自己无能力同时

救那女孩又保住金子, 他必须放弃其中一样. 最

终, 他解开皮带抛下金子, 带着女孩跳入海中, 游

向陆地, 结果成功把她救了上岸.  

 

世上千千万万没有基督的失丧灵魂岂不

也是向我们哀求道: “请你救救我, 好吗?” 让我们

抛下一切拦阻我们拯救灵魂的自私自利, 包括合

法的娱乐和休闲活动, 好叫我们能把自己献上, 

委身于拯救宝贵灵魂的事工.       

 

 

(G)  个人布道的对象 (罪人的类型) 

个人布道的对象包含所有未信主得救之

人, 但为了方便讨论, 我们将他们分成几种不同

的类型. 本期《家信》只是分类介绍, 我们将在

下期才讨论如何面对这些不同的类型.57  

 

(G.1)   粗心的人 (The Careless) 

 这类的人是最普遍的类型, 可能也是最难

应付的. 一般的人看来对永恒的事实完全漠不关

心. 他们沉迷在各自的事业、家庭生活、娱乐消

遣等等. 这是他们眼界所能及之处, 他们也不想

看得更远. 论到有关神、罪、死亡和永恒的事会

令他的良心感到挣扎, 所以便尽快将这些意念从

思想中除去. 他没有向神挥拳抗议, 也没有否认

神的存在; 可是他生活的态度是仿佛没有神的存

在, 也对罪、救恩、死亡和永恒等等事实闭眼

不见. 他的生活座右铭是: “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

快乐吧!”(路 12:19); 诚然, “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

没有神”(诗 10:4). 

 

 对于这类型的问题, 我们要唤醒他, 使他

察觉到他自己的需要和所处的危险; 我们要向他

说道: “你这沉睡的人哪, 为何这样呢? 起来, 求告

你的神”(拿 1:6).  

 

 

(G.2)   蒙骗的人 (The Deceived) 

 这类型也是常见的. 他们已听信错误的教

导, 结果他们的心思偏离了真理. 那些捆绑他们

的谬误往往看似以神的话语为基础, 但其实是强

解圣经, 或曲解神的道(错误解经), 或在圣经的经

文上断章取义(彼后 3:16).  

 

 “末世”的其中一个记号, 就是假师傅和错

误教义的增加(提前 4:1-3; 提后 3:1-7; 4:3-4; 太

7:15-16; 徒 20:29). 不管这些教义或理论何等可

笑、何等不合逻辑, 或何等不合圣经, 总是会有

一些人愿意听信它, 并狂热地传播这谬论. 比起

                                                           
57   下文 G.1 到 G.9 的部分, 主要是参考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第 4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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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传讲神的真理, 谬误的异端跟随者往往更

热心地宣传他们的谬误! 这些蒙骗者(指被异端

谬误蒙骗之人)包括安息日会教徒(Seventh Day 

Adventists) 、 耶 和 华 见 证 会 教 徒 (Jehovah’s 

Witnesses)、摩门教徒(Mormons)、基督徒科学

会教徒 (Christian Scientists) 、神体一位论者

(Unitarians, 注: 他们反对三一神的真理)、普救论

者 (Universalists, 注 : 他们认为所有人终必得

救 )、神智学教徒 (Theosophists) 、招魂术者

(Spiritists)等等.【请参本文附录】 

 

 对于这类型的问

题, 就是要智慧地使用

神的话, 来拯救他们脱

离他们的谬论邪说. 这

绝非易事, 因为这些异

端似乎把他们催眠了 , 

夺去他们清晰思考和逻

辑推论的能力, 使他们无法明辨是非, 识别真伪.  
  

 

(G.3)   反对的人 (The Objector) 

这类型的人提出各种反对基督信仰的理

由, 而他自认为这些理由是无可反驳的, 纵然它

们往往是第二手的资料. 这类型的人质疑和挑战

圣经的权威, 宣称圣经充满矛盾与冲突. 他反对

基督徒把他归类为失丧的罪人, 并反对基督徒说

他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或善行来拯救自己. 他特别

反对他所谓“假冒为善的人”, 并把所有私下与他

谈道的基督徒归纳为“假冒为善的人”. 他强调若

有公义慈爱的神存在, 为何祂允许世上充满罪恶

不公的事. 当他的反对理由都被成功解答, 他就

假装关心海外宣道, 质问道: “那些没有听过福音

的异教徒又如何呢?”   

 

对于这类型的

问题 , 我们要冷静有

礼地面对他们的反对, 

并忠心地使用神的道

来解答. 这并不太难, 

因为他们所提出的常

是老套的反对理由 . 

当然, 这些反对理由说穿了不过是一个借口, 可

让他继续活在罪中, 不必面对神和罪的问题. 
 

(G.4)   不可知论者、怀疑者和无神论者  

(The Agnostic, Skeptic and Atheist) 

不可知论者(Agnostic)宣称无人可知是否

有神; 无人可知圣经是否是神的话; 无人可知救

恩是否是真实的, 还是虚构的; 无人可知是否有

天堂和地狱等等. 不可知论者否定人“确实知道”

的可能性, 并否定基督信仰的基要教义. 

 

 怀疑者(Skeptic)坦白承认他不信神的存

在, 也不信整本圣经是神的启示. 他是不信者, 也

毫不迟疑地表达他对基督信仰和圣经的蔑视. 

 

无神论者(Atheist)完全否认有神的存在. 

他只寻求或诉诸“自然的起因”(natural causes)来

解释创造的种种现象.  

 

对于这类型的

问题, 我们要向他们各

人指明神已在圣经中

全面与终极地启示有

关祂自己, 特别是透过

祂的爱子兼世人的救

主(主耶稣)显明祂自己(来 1:1-2). 

 

 

(G.5)   找借口者 (The Excuser) 

 这类型的人总是有数不尽的借口, 来掩盖

他不信基督、不成为基督徒的真正原因. 有者说: 

借口是一个掩盖自己过失的陈述, 即没做自己知

道该做的事时所搬出来的挡箭牌(以此推托自己

的责任, 或掩饰本身的过失). 早在乐园里, 人类犯

罪时就开始找借口推卸责任(创 3:10,12,13; 路

14:18), 从那时起直到如今, 人类还是一样.   

 

 对于这类型的问题, 与反对者的问题一样, 

是要用合乎圣经和逻辑的答案, 来回答他所用的

每一个借口. 要用圣经与常识的亮光, 来照明其

借口的荒唐无理.  

 

 

(G.6)   无知的人 (The Ignorant) 

这类型的人是从未听过福音, 也没读过任

何有关真神、基督和救恩的书籍. 这类型的人比

我们预期的还多, 因为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与非洲

未开化的土著一样, 都对基督信仰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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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

型的问题, 我们要

宣讲有关神和祂

的启示之事实. 去

到未开荒之地的

宣道士往往就遇

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那里的人从未听闻福音.  

 

 

(G.7)   渴望的人 (The Anxious) 

 这类型的人已知道自己有罪, 需要救恩, 

但还未得救. 他愿意得救, 却不知如何? 有很多这

样的人, 比我们想象得更多. 他们渴望有人告诉

他们福音, 而当这些渴望得救的人遇上了一个渴

望赢取灵魂的个人布道者, 便是蒙福的一日!  

 

对于这类型的问题, 所需要的就是带领这

个渴望得救的灵魂, 清楚明白基督已完成的救赎

工作, 带领他接受祂作为救主, 并承认祂为生命

的主宰.  

 

 

(G.8)   困惑的人 (The Confused) 

 这类型的人已确

知自己作为失丧罪人的

需要. 他已听过福音, 可

能也已跟一个不够才智

的福音工作者谈过救恩

的问题, 但没解决关键问

题, 导致他如今充满困惑

与惧怕. 他主要是被自己

的感受、想法和困难所

占据而困惑. 他想象自己

“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或已“失去最后的恩典”, 或

痛苦地说“我已尝试过 , 终究失败”. 他就像约

翰·班扬(另译“本仁约翰”, John Bunyan)在《天路

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中所描述的那位  

—  困在笼牢的绝望者! 他需要人把他从自己的

疑惑和绝望中释放出来 .  

 

对于这类型的问题, 我们要把他的思想和

感受导向神的话语, 不被自己负面的思想和感受

所捆绑. 我们要帮助他把信心建立在圣经中永不

动摇的应许上.  

 

(G.9)   倒退的人 (The Backslider) 

 他们曾是喜乐的

基督徒, 但现今却失去

这救恩的喜乐, 有时甚

至失去救恩的把握. 他

们像拿俄米所说: “不要

叫我拿俄米 (“拿俄米”

就是“甜”的意思), 要叫

我玛拉(“玛拉”就是“苦”

的意思)”(得 1:20). 他们

仿佛把“琴挂在柳树上”, 

无歌可唱, 无曲可弹(比

较 诗 137:1-4)  

 

对于这类型的问

题, 那人所需要的是灵

性上的复苏. 他只有承

认和弃绝自己的罪, 才

能得到灵命的恢复, 方能重得救恩的喜乐.58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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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了解异端 

 

上文(G.2 项)提到被异端谬论所蒙骗的人. 

若要与这类的人分享福音, 我们必须先对这些异

端有些认识. 读者可上《家信文库》的“揭开真

相”专栏, 参阅有关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和安

息日会的资料. 以下两篇文章建议如何帮助他们. 
 

1.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耶和华

见证人五/ (如何帮助耶和华见证人);  

2.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摩门教

末世圣徒教会七/ (如何帮助摩门教徒). 

 

                                                           
58   以上(G)部分主要参考 Alfred P. Gibbs, Personal 

Evangelism, 第 41-44 页. 注: 吉布斯(Alfred Gibbs)在(G)这

部分 (罪人的类型 )还有加上第 10 项 , 即“沮丧的基督

徒”(The Discouraged Christian). 这沮丧可能源自工作(生意)

上的失败、健康或亲人的失去, 或者生活上的困境等等. 对

于这类型的人, 我们要帮他找到问题的根源, 对症下药, 用

神的话语安慰和扶持他 , “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撒上

23:16; 也参 林后 1:3-4; 帖前 5:14; 约叁 8). 由于本文的个人

布道主要是针对未信主的人, 所以本文不谈这第 10 项(属

于已信主得救的基督徒).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耶和华见证人五/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耶和华见证人五/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摩门教末世圣徒教会七/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摩门教末世圣徒教会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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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 (James G Deck) 
 

          

         奉主名聚会之属灵伟人系列 (28)     星火 
 

詹姆斯·德克 
James George Deck 

(1807-1884) 

 
(A) 虔诚母亲的孩子 

詹姆斯 ·德克 (James George Deck, 1807-

1884)于 1807 年 11 月 1 日,59 生于英格兰东部的

萨福克郡(Bury St. Edmunds, Suffolk). 他与提摩

太一样的蒙福, 有个经常祷告的敬虔母亲. 她每

个傍晚都进入自己的房间祷告灵修, 与神独处, 

更特别为自己的儿孙们代祷. 她在处罚犯错的孩

子之前, 都会先与他们一同向神祷告. 在这样敬

虔的环境和神的恩典下, 她的孩子们都很早归信

基督, 并分别为圣归给神; 这样的福气也临到第

三代的孙子们 . 她的其中一个女儿 , 沃克夫人

(Mrs. M. J. Walker)是闻名诗歌“漂流的人不再漂

流”(The Wanderer No More Will Roam)的作者,60 

也编写了其他著名的诗歌.    

 

(B) 远赴印度的军官 

 年轻的德克在巴

黎的军校修读, 并在 1824

年去到印度, 出任东印度

公司的官员 , 加入第 14

马德拉斯步兵师(the 14th 

Madras Native Infantry), 

成了一名军官(右图是他

身穿军官服的照片). 即使

在那个时期, 他深知自己

有罪, 甚至有一次他决志改过自新, 写下了行善

的志愿, 并用自己的血来签名为证. 可惜不久, 他

发现自己根本无力遵守所立下的志愿, 如保罗所

言: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

                                                           
59   虽然按 Hy. Pickering 所编著的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和 Knapp 所著的 Who wrote our Hymns, 德克

出生于 1807 年, 但 Julian 的资料显示他生于 1802 年,  参 

https://www.stempublishing.com/hymns/biographies/deck.ht

ml (理由是德克于 1824 年去印度当军官, 那时他应该是 22

岁而不是 17 岁; 注: 他若生于 1807 年, 那时便仅有 17 岁). 
60   这首诗歌收集在英国奉主名聚会常用的《信徒诗

歌》(Believers Hymn Book), 第 286 首. 

7:18). 无论如何, 年轻的他壮志凌云, 力图在工作

上表现杰出, 步步高升, 最终进入国会为国服务.  

 

(C) 得救归主的喜乐 

 然而, 神在德克身上有更美更好的计划. 

他于 1826 年回英格兰之后, 某次, 他姐姐(Clara)

带他去听一个圣公会的圣职人员 (Church of 

England clergyman)传道,61 并在福音的大能感召

下归信了基督. 信主得救后, 对他来说, 一切都成

为新的了! 他生命的热诚不再是追求世上的名利

高位, 而是跟从耶稣基督, 为主赢取宝贵灵魂. 大

约在这时候, 他认识并娶了传

道人(Samuel Feild)的女儿, 两

人同心爱主, 一同事主.    

 

 他过后回到印度, 在官

兵当中勇敢为主作见证. 一些人透过他的见证和

带领, 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且信靠祂为救主. 作为

军中的基督徒, 他深感自己肩负着为主传道的责

任. 1835 年, 他辞去军官一职之后, 就带着妻子和

两个孩子回到英格兰, 一心想当一名圣职人员.   

 

(D) 顺从圣经的浸礼 

 德克到德文郡(Devonshire)探访他的岳父

费尔德 (Mr. Feild)时 , 德克的第二个儿子费尔

德·德克(Dr. J. Feild Deck)出世了, 并要进行洗礼

仪式(指婴孩洗礼). 他的岳父思考后认为, 婴孩洗

礼的仪式与一些前来他教区的浸信会教徒所教

导的有所抵触, 这也令德克开始质疑圣公会《公

祷书》(Prayer Book)中所陈述有关婴儿的“洗礼

重生”(baptismal regeneration of infants)是否合乎

圣经. 他为此开始认真查考神的道, 发现“婴儿洗

礼重生”的教义并没有圣经的支持, 这也使他对

本身将被按立为圣公会的圣职人员一事深感不

安, 因为被按立为圣公会的圣职人员必须宣告本

身是“从心里”(ex animo, 注: 此拉丁文按英文字面

意思是  from the heart , 意即 “真心诚意地 ”, 

sincerely)“赞成或同意《公祷书》中所包含的一

切和每一件事.”62 

                                                           
61   “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是英国的国立教会, 

中文也译作“英国国教会”, 或称“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或“主教制教会”(Episcopal Church).  
62   这句话英文是: “assented and consented to all and 

everything contained in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https://www.stempublishing.com/hymns/biographies/deck.html
https://www.stempublishing.com/hymns/biographies/de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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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克心中深感不安, 便向他的爱妻说: “我

已离开军队, 要成为一名圣职人员, 但如今看到

圣公会(特指它所教导的婴儿洗礼)是违反神的话

语; 我们该做什么?” 她睿智地答道: “不管是什么

事, 只要你相信是神的旨意, 就该不惜一切代价

去执行它.” 德克知道他必须放弃圣公会和它所

承诺的“生计”. 不过, 放弃这一切, 他们该何去何

从? 他发现基督徒必须以圣经作为测验一切事物
的准则 ! 他们决心寻求神的记载之道 (Written 

Word, 圣经), 完全让神的道来指引方向. 过后, 他

们接触到其他许多与他们同有如此心志的基督

徒, 这些基督徒被称为“弟兄们”(brethren). 德克也

因看清圣经教导有关受浸的真理, 与妻子一同领

受信徒的浸礼(immersion as believers), 从此以后, 

德克家中再也没有婴儿洗礼了. 

 

(E) 遵守圣经的样式 

德克夫妇离开了圣

公会, 放弃了人的传统, 只

单单仰望主来供应他们的

物质需用; 而主也供应他

们生活所需, 没有令他们失望. 德克开始在德文

郡(Colaton Raleigh, Devon)的村庄里传福音, 为主

作见证. 他像以斯拉一样, 不仅在神的话语上是

“敏捷的文士”(拉 7:6), 也像他那样遵行和教导神

宝贵的真理(拉 7:10). 那地方本是高教会派(High 

Church, 指英国国教一派, 要求维持大部分天主

教的传统)的教区, 也有许多人不信真神. 可是不

久, 借着德克所传的福音, 很多宝贵灵魂信主得

救, 并在信后受浸, 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指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按照使徒行传 2:42 的样式, 

彼此交通, 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帖前 1:10).  

 

(F) 创作敬拜的诗歌 

德克给予神的召会最大的事奉与贡献, 就

是在 1838 年至 1844 年这段时期, 写了他大部分

的诗歌, 例如: “阿爸天父我等同心” (Abba! Father! 

We approach Thee; 《万民颂扬》第 110 首); “神

之羔羊我众前来” (Lamb of God! Our souls adore 

Thee; 《万民颂扬》第 125 首); “再过不久我主就

来” (A Little while! Our Lord shall come); “耶稣我

们记念祢” (Jesus, We remember Thee)等等, 都是

在 1838 年写的. 德克的诗歌不是福音性质的, 而

是属于基督徒敬拜和分别为圣的诗歌.  

(G) 主有更美的道路 

德克事奉的地区主要是在英格兰西部的

几个郡 (western counties); 他离开 金斯敦郡

(Kingston)后去到锡德茅斯(Sidmouth)、惠灵顿

(Wellington, 英格兰西部的城镇 ) 和韦茅斯

(Weymouth, 英格兰南部的城镇)事奉. 他也到访

奥特顿(Otterton, 英格兰的村庄)和东科克尔(East 

Coker). 神在上述这些地方不仅大大使用德克来

拯救灵魂, 更使用他来教导和坚固那些信靠属神

真理和原则的信徒. 他在惠灵顿(Wellington)的时

候, 亨利·代尔(Henry Dyer)曾在学校协助他, 也证

实他在神的话语上是个珍贵难得的同工.  

 

由于德克为主四处传道, 日夜劳苦事奉, 

以致身体逐渐不支. 1852 年, 他病倒了, 病情严重

到必须放下事奉, 好好休息. 医生建议他到海外

休养. 经过祷告寻求主的旨意, 他决定带着家人

移民到纽西兰(另译: 新西兰, New Zealand).   

 

1853 年 , 德克抵达纽西兰 , 并在奥克兰

(Auckland)北部的怀韦拉小镇 (Waiwera, 或称 : 

Waiwerro), 靠近莫图依卡村庄(village of Motueka)

安顿他的家人. 过了三个月, 她那爱主的妻子因

病离世 , 身体被安葬在莫图依卡坟场(Motueka 

Cemetery). 虽然德克经历爱妻离别的不舍, 但神

赐下更大恩典, 使他的健康奇妙地得着康复. 痊

愈之后, 德克重新得力, 满有喜乐与属天能力地

重返事奉岗位, 要在纽西兰为他所爱的主继续作

见证, 广传福音.  

 

(H) 重新得力的事奉 

1865 年, 他与家人搬迁到纽西兰首都惠灵

顿(Wellington, 注: 此乃纽西兰的第二大城市, 与

英格兰西部的城镇惠灵顿同名). 在那里, 主为他

开了“宽大又有功效”的事奉之门, 借着传扬福音

和教导召会真理, 一个人数众多的聚会在惠灵顿

建立起来, 也在那地区建立起其他数个召会. 在

这段时期, 德克又写出更多的诗歌, 如“生命之主

耶稣已复活” (Jesus, our Life, is Risen)、“生命之

主, 凡认识祢者今日喜乐” (Lord of Life, this day 

Rejoices all who Know Thee)等等. 他也写了其他

诗歌如下: 
 

1) “我众在此同聚集” (Around Thy Grave, Lord Jesus; 

《万民颂扬》第 669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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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 (James G Deck) 
 

2) “仰慕天父慈颜” (Father, To Seek Thy Face; 《万民颂

扬》第 465 首); 

3) “恩主我爱祢名” (Jesus, Thy Name I Love; 《万民颂

扬》第 87 首); 

4) “幔子裂开分为两半” (The Veil is Rent; 《万民颂扬》

第 109 首); 

5)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爱中分开” (In Love We Part 

as Brethren); 

6) “伟大的救恩元帅” (Great Captain of Salvation); 

7) “主耶稣, 我们与祢合一”(Lord Jesus, Are We One with Thee) 

8) “主, 我们属祢” (Lord We are Thine); 

9) “快乐佳日, 初次感受” (O Happy Day, When First We Felt); 

10) “我们有时忘记这爱” (Oft We, Alas, Forget the Love). 

 

德克也探访因弗卡吉尔(Invercargill), 这里

是纽西兰最南部的沿海城市, 他的儿子费尔德·德

克医生(Dr. J. Feild Deck)在那里行医. 在神的带

领下, 一群基督徒已在德克医生家中开始了掰饼

记念主的聚会. 到访的德克透过分享神的话语, 

坚固了那里的信徒. 事实上, 德克对纽西兰的宣

道事工影响深远, 其事奉也硕果累累. 根据 1900

年的人口普查, 纽西兰人口中将近 2％是奉主名

聚会(误称“弟兄会”, Brethren)的信徒.63 透过德克

的传道和教导, 许多人不仅信主得救, 更看清召

会真理, 聚集归入主的名(即奉主名聚会).    

 

(I) 卸下劳苦归天家 

由于年纪已经老迈, 他知道自己无法在惠

灵顿继续他的事工 , 便与家人搬回莫图依卡

(Motueka). 他病弱在床

两年之久, 并于 1884 年

8 月 14 日被主召回天家, 

享年 76 岁. 三天后, 即 8

月 17 日(星期日), 德克

的遗体被葬于莫图依卡

坟场, 与爱妻相伴. 很多

人出席当天的葬礼 , 当

中许多是他“信心所生

的儿女”(指他传福音或带领信主的基督徒). 就在

坟墓旁, 出席者深感主的同在, 并高唱他所著的

诗歌  —  “主耶稣啊, 祢在这里” (Thou hast Stood 

here, Lord Jesus), 而德克早已安息在主的怀中.  

 

詹姆斯·德克(James George Deck)  —  这

一个经常出现在敬拜诗歌集作者名单中的姓名, 

                                                           
6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George_Deck . 

对许多圣徒而言是芬芳的. 透过他百多年前所写

的诗歌, 今日的圣徒能更适切地表达心中对父神

的敬拜, 对圣子的记念, 也在敬拜和记念中更深

地体认恩主耶稣. 诚然, 透过诗歌的词句, 德克今

日仍旧述说主的荣美与恩慈, 如亚伯一般, “他虽

然死了… 仍旧说话”(来 11:4).64 

 
阿爸天父, 我等同心 

《万民颂扬》第 110 首 

1. 阿爸天父! 我等同心 奉救主名来亲近; 

祢众儿女  座前欢聚, 端靠圣子救赎恩; 

基督流血, 我罪洗清, 我灵得见父慈容; 

圣灵感证, 我心响应, 阿爸天父乃乐称. 
 

2. 我众曾如  浪子漂泊, 陷溺罪中违祢面;  

我罪虽多, 恩更广阔, 救我脱离众苦难; 

昔我游荡, 蒙祢赦免, 归来家中享平安; 

祢心欢悦, 以爱迎接, 留我同住到永远. 

 

神之羔羊 我众前来 

《万民颂扬》第 125 首 

1. 神之羔羊! 我众前来, 瞻望圣荣 同颂扬; 

天父各样  荣耀慈爱  从祢面上 放光芒; 

凡祢无穷智慧、权能, 万物众生具宣明; 

诸天、大地合当共尊  祢是自有永有神. 
 

2. 当我望祢  受苦形像, 惨然高挂十架上, 

为我罪孽  甘被压伤, 我众刑罚具承担, 

圣善救主, 我心称谢, 知祢爱我竟舍生; 

无穷荣耀, 无穷荣耀, 归神羔羊到永恒.  

                   

恩主, 想祢往昔曾奔 

《万民颂扬》第 135 首 

1. 恩主, 想祢 往昔曾奔  世上艰苦路程; 

向人显明   奇妙恩爱,  对神忠心不改. 
 

2. 祢爱虽经  世人熬炼, 终显胜死贞坚; 

虽遭长枪  肋旁刺裂, 反流救世宝血! 
 

3. 如此谦卑  令我希奇; 我愿完全像祢; 

甘负祢轭, 学祢样式, 满得快乐安息. 

 

                                                           
64   上文参考  Hy. Pickering, Chief Men Among the 

Brethren (Neptune: Loizeaux Brothers, 1986), 第 36-39 页; 

www.stempublishing.com/hymns/biographies/deck.html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George_Deck
http://www.stempublishing.com/hymns/biographies/de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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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真理            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e) 
 

地方召会的 

独立自治与 

三重权柄(上) 
 
(A)    引言 

 在新约中, 地方召会(“召会”或作“教会”)65

是唯一的团体, 蒙主赐下权柄治理、指导及教训

神的子民. 地方召会的地位, 就如上诉庭, 有权判

决弟兄当中的事. 在新约圣经的记载中, 神只借

地方召会委派工人传道, 教导祂的子民. 在神所

启示的新约经文中, 除了地方召会之外, 就绝对

没有提及其他团体了(注: 这“团体”是指主基督

[借祂使徒]所设立和授权治理神子民的团体). 

 

 

(B)    使徒行传的模式 

(B.1)   使徒传道时的设立 

 五旬节的那一天, 借着圣灵的能力从天赐

下, 使徒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设立了首个地方召会(指耶路撒冷的地方召会, 徒

2:41-42). 此后, 使徒追随圣灵的呼召, 从一个地

方召会出发, 而召会又乐意推荐他们, 把他们交

托在神的恩典中, 去做神呼召他们“所做的工”(参 

徒 13:1-4; 14:26).   

 

 那“所做的工”(参 徒 13:2: “圣灵说: …去

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是指建立别的地方召会时, 

在设立条件及本质上, 要如同先前推荐他们的召

会一样(徒 14:23). 在新约圣经中, 使徒在召会组

织和权柄上的做法, 都没有越过地方召会的原则

(意指使徒们按照每个地方召会独立自治的原则, 

所以没有设立任何权威组织来管理数个地方召

会). 使徒时代的一切属灵工作, 都有权威意义(指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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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教导性的权威, 是信徒所该遵从或效法的), 

可作后世召会时代的模式(pattern), 借以实行地

方召会的原则, 目的是建立其他同样持守这些原

则的召会. 

 

 我们重申, 新约圣经中只承认召会, 其他

组织不受承认, 不能控制或支配神的工人和神给

他的托付, 没有对神的工人和事工的认可权及拒

绝权. 而那已长久建立的召会与那新近建立的召

会之间, 也不能受其他组织所控制或支配, 除了

有蒙神呼召、被神重用的福音传道者(evangelist)

来到当中(指那开始建立某地方召会的传福音者

有责任按圣经教导来带领和设立那召会的治理) 

 

 

(B.2)   安提阿的地方召会 

值得留意的是, 那次保罗和巴拿巴从安提

阿出发到外邦传道的艰苦旅程和宣道事工 (徒

13:1-3), 那最早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召会(指耶路撒

冷召会)是没有参与的. 安提阿没有询问耶路撒冷

召会的意见, 也没有他们的使徒在当中(做策划管

理的工作). 这完完全

全是全能主借着圣

灵的工作, 只有在安

提阿那个独立自治

的召会(俗称“安提阿

召会”)参与此事工.  

 

范氏(W. E. Vine)评论此要点时, 说道: “那

伟大的传道事业(宣道事工)是从安提阿开始. 这

事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权柄下出现, 而是蒙圣灵交

托委派, 完全与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使徒无关, 他

们也没有代表在中间代理(徒 13:1-3). 换句话说, 

耶路撒冷没有构成一个为众召会而设的管治核

心. 那些想要建立这样一个核心组织的人, 若从

使徒行传或使徒所写的书信中寻找这方面的暗

示(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那么, 他们必枉费工夫.” 

 

因此, 我们(可以安全合理地)断定, 主耶稣

基督既不看重耶路撒冷这个重要核心, 而开始另

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借着一个独立的地方召会, 

进到外邦人中间, 在外邦之地建立其他召会, 可

见主基督已定立以这模式(pattern)作为整个召会

时代属神工作的原则. 基督没有借着一个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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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召会核心(或其他中心组织)来工作, 或一个团

体来统管多个召会(纵然那核心的耶路撒冷召会

有主原先选召的使徒在内); 而是按照祂的权能直

接地借独立自治的地方召会来工作. 简之, 众召

会各别地倚靠祂, 只向祂负责! 

 

由此可见, 事实再次告诉我们, 新约圣经

中唯一团体(指神所认可与授权的唯一团体或组

织)就是地方召会. 任何外添的权威性组织都不合

乎圣经, 换言之, 是不能受承认的(意指其管治权

是主所不承认的, 也是基督徒所不该承认的). 

 

 

(C)    召会(Ekklêsia)一词的两种用法 

 我们必须分辨“召会”这

词在新约圣经中的两种用法, 才

能圆满地明白召会的本质. “召

会”或“教会”一词译自希腊文

(新约圣经原文)中的  ekklêsia 

{G:1577} (直译是“召出来的”, 

新约出现至少 110 次). 除了三

次个别的情况下(译作: assembly, 

参脚注)以及 徒 7:38,66 这一词

在新约圣经中全是指着这时代

(即召会时代或恩典时代)在基督里的信徒; 他们

是那些被“召出来”归神、蒙福音拯救的人. 

 

(C.1)   作“身体”的召会 

首先, ekklêsia 是指在整个召会时代蒙救

赎的人, 就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了召会)开

始, 直到基督为祂召会再临的这段时期(已有大约

                                                           
66   这三次经文是 徒 19:32, 39, 41, 在英文圣经《钦定

本》(King James Version)中皆译为“assembly”(中文圣经

《和合本》将这三处的 ekklêsia 分别译作“聚集的人、聚

集、众人”). 其实应该将这三处译作 “secular assembly”(世

俗的集会或议会), 这样才符合它们上下文的本意. 除了这

三处, 《钦定本》(KJV)一致地把 ekklêsia 译作“church”(教

会/召会). 必须注意的是, 虽有一处经文将之译作“church”, 

但所指的并非新约的召会, 即 徒 7:38 【注: 这节“旷野会”

的“会”一词在《钦定本》是 church, 在新约希腊文圣经是

ekklêsia , 原文直译为“在旷野的召会(教会)”】 . 此处的 

ekklêsia 一词是指以色列会众(新约也仅有这一处有如此用

法), 因为以色列也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会众(何 11:1: “从

埃及召出”), 他们有一个聚集的中心, 是为神作见证的赎民

(这方面与新约召会相同); 只不过以色列会众与新约召会

在性质和福分上仍有明显的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  

两千年了). Ekklêsia 一词最先在主给彼得的启示

中看到: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太 16:18). 

过后圣经比喻说: “召会是祂的身体”(弗 1:22-23). 

这就是 ekklêsia (召会)一词的两种用法之一: 第

一种是用来表明召会作为“身体”的一面(注: “身

体只有一个”, 所以召会作“身体”是指一个宇宙性

或普世性的召会), 包括了所有在我们主耶稣基督

里的真信徒, 就是在世界各地, 无论是谁, 无论住

在哪里. 他们信靠基督, 有份于基督的生命里, 是

“受洗(受圣灵的浸)成了一个身体”(林前 12:13), 

与祂有不可分割的连合. 

 

因此, 所有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 

与身体的头(指基督)有根本的连合. 戴维斯 (另译

“狄伟斯”, J.  M.  Davis)在

《主与众召会》一书中论到

召会时, 说: “那么, 召会是基

督身体上所有组成肢体的总

和, 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

里的真信徒, 不分种族、国

籍、宗派关系, 或属灵成长

和启迪. 这顺理成章地除去

所谓 “把召会和基督教界

(Christendom)看为等同”的见

解. 后者包括所有徒然宣称基督之名的大众(指冒

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假信徒), 纵使那宣称的内容全

不像真正的基督信仰和基督徒经历.” 

 

(C.2)   “地方”性的召会 

第二种用法是, ekklêsia (召会)一词指一群

信徒(基督徒), 在他们的地方聚集敬拜神和见证

基督, 并且共同表现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超自然

生命. 整部新约圣经清楚指明众召会有聚集的地

方, 所以我们读到“在哥林多神的召会”(林前 1:2); 

或是“凡住腓立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腓

1:1); 再者, 保罗提到百基拉和亚居拉时说: “在他

们家中的召会”(罗 16:5). 在新约圣经中, 我们读

不到众召会有以团体(或组织)名义划分的联合组

织(例如我们只读到复数的“马其顿众召会”[KJV: 

the churches of Macedonia], 从没读到单数的“马

其顿召会”[the church of Macedonia], 注: 单数指

马其顿省内不同的地方召会联合组成单一召会). 

她们是各别“地方”的召会, 自己个别的存在, 正如

上述的例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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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众召会不会被称为地区、省份、国

家或国际召会(注: 加拉太 1:22 提及“犹太信基督

的各召会”, 明显指所有在犹太省份的个别召会, 

并不是一个众召会联盟), 新约圣经所表明的, 只

是在一个地方的众召会(指一个地区可能有几个

召会存在). 这些召会从来没有被一个核心权威

(指一个中央集权的权威团体或组织)来管治她们. 

她们是独立自治的, 只服在基督的主权下, 不受

外来的干涉, 以致受制于人的管治.  

 

召会历史学者博饶本 (E. H. 

Broadbent)在《走天路的教会》(The 

Pilgrim Church)一书中, 辨明神的召

会之两个重点 : 就是召会作 “身

体”(指宇宙性的召会)以及“地方”性

的两面. 他评论说: “新约圣经把基督

的召会启示出来, 这包括所有因信神

儿子而重生的人; 他们已在神的性情

有分, 已得着永生(约 3:16).  

 

我们不能看到基督的整个召会, 她也不能

只在一个地方做工, 因为她很多的肢体已经与基

督同在, 其他则散居世界各地. 神的计划是要在

不同时代及地方, 叫她们成为神的众召会, 实实

在在地为主作见证, 被世人所认识. 每一个地方

召会都是由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组成, 在他们居

住的地方奉主的名聚会. 他们聚会时, 有主同在

的应许, 并且由圣灵显明在各人身上(太 18:20; 林

前 12:7). 每个召会与主有直接关系, 从祂得取权

柄, 且单独向祂负责(启示录第 2 至第 3 章). 

 

圣经没有提到一个召会应管治另一个召

会, 也没有众召会的“联合组织”存在, 只有众召会

个别、甜蜜交通所产生的合一(徒 15:36; 11:27-

30 等等). 【按圣经教导, 召众会虽没有“联合组

织”的合作, 却有借彼此间的交通来保守的合一, 

请参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9/ 奉

主名聚会十九-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团契/ 】 

 

 

(D)    基督作头(基督为“元首”)  

 (D.1)   基督作为“元首” 

 基督是召会的主, 也是她唯一的头(或译

“元首”, head). 无论是议长、主席或教皇, 都不能

篡夺基督“作头”的地位和权力, 也不能以合法的

理由, 侵犯基督对祂众召会的主权. 基督的主权

遍及祂整个召会, 按“身体”的一方面来看, 基督是

“头”(作头带领, 弗 1:22-23), 而基督在 太 16:18 强

调“我的召会”, 意即召会是特别属于祂的.  

 

至于“地方”性这一方面, 我们可在约翰的

异象中看到这方面的真理(启 1:12-13). 在这个异

象中, 每个召会都是个别自立其位的灯台(注: 这

七个召会都立于各自的灯座上, 意味

着七个召会都是独立自治的), 只向那

位在她们中间的主直接负责. 在个别

的召会与主之间, 没有一个中间代表

介入. 没有核心召会的代表委员、没

有选举议会、没有大主教教区、没

有大主教 (archbishop) 或枢机主教

(cardinal), 只有主对祂每个召会的亲

自、直接及权威管治.  

 

这异象和致七召会的信, 是整个基督徒时

代, 神给祂子民的信息. 它们是指着从使徒的日

子, 直到我们今天的末后“日子”, 基督在地上的见

证. 这异象明明是显给我们、也显给今日众召会

看的! 它极力申明在整个召会时代里, “核心权柄

之说”(此说表明众召会由一个团体或组织实行中

央集权的管治)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对基督的众召

会而言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这异象的七灯台真理

也教导我们, 基督的金灯台(指地方性召会)要从

宗教的虚假和奴役束缚中释放出来. 

 

戴维斯(J. M. Davis)进一步评论道: “启示

录第 1 至 3 章提到亚细亚的七个召会, 每个都是

独立的灯台, 不受‘核心权柄’或‘中央集权’所管治; 

只有主在她们中间, 直接管治她们. 然而, 这些信

不仅写给七个召会, 也给‘众召会’, 是圣灵给众召

会的信息(参 启 2:7,11,17,29; 3:6,13,22, “圣灵向

众召会所说

的话…”). 这

点与哥林多

前书的教导

相 符 一 致 . 

这封书信不

仅写给 “ 在

哥林多神的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9/奉主名聚会十九-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团契/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9/奉主名聚会十九-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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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 使徒保罗又加上一句重要的话: “以及所
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林前 1:2). 

这些召会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种管治上的关系, 

或由于她们蒙接纳在一个交通圈子里, 而是建立

在一个必要、本有的合一上. 她们必须在一些共

同性情中有份, 因为使徒“在各处各召会”的教训

都是相符一致的(林前 4:17; 7:17).67 主不但在个

别灯台中间行走(启 1:13; 2:1), 而且祂右手拿着

七星, 表明(众召会的使者)都直接在祂的管治下. 

新约从没吩咐神的众仆人要组成一个联会, 其中

有董事会和主席之类的组织或职位.”  

 

基督的众仆人在祂手中, 蒙祂引导, 在祂

钉痕手的引领下工作; 祂在召会当中(保守信徒), 

也借着召会事奉祂. 他们不是人的仆人, 按人意

受雇或开除. 他们拥有神真仆人可敬的尊严, 述

说基督的心肠, 教导祂真理的话语. 

 

 (D.2)   召会持定“元首” 

基督作“头”是真实的, 但

实际上, 人常不顺服祂. 人在宗

教条文理论上承认基督作“头”, 

但在实行时常以人的制度和传

统取而代之. 保罗在歌罗西书第

2 章指出这真理, 警告假先知不

“持定元首”(不持守基督的头权)的危险, 他们影

响召会跟随他们(西 2:19). 这是向“基督作头”之

真理所发出的挑战! 保罗指出歌罗西的信徒已接

受基督为主、遵主命而行、在主里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就能借祂脱离人间的遗传(传统)和世

上的小学. 除了基督, 他们没有别的主, 也没有别

的元首(头); 祂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西

2:10), 他们在祂里面得以完全, 没有别的需要了. 

有基督作神圣的元首, 他们就能享受一切的丰盛, 

叫他们得到完全的满足(西 2:6-10). 

 

他们既拥有荣耀的“元首”基督, 就当“持定

元首”(西 2:19), 借着身体上各肢体的事奉, 从“元

首”基督得着一切属灵的需要和供应, 在神的计

划中大得长进. 保罗的主要提醒, 是召会不须“中

                                                           
67   林前 4:17: “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

去. … 他必提醒你们, 记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 在各处各
召会(教会)中怎样教导人.”; 林前 7:17: “只要照主所分给各

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 我吩咐各召会(教会)都是这样.” 

间人”作元首干涉. 无论是属血气的、属地的, 或

是超自然的、天上的, 都不能介入召会的福分和

成长. 他们有这位全足的属天元首, 就该“持定”祂

和祂的主权, 拒绝其他一切权柄.  

 

在这教导的亮光下, 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 

要干涉属天元首基督和祂在地上众肢体(指召会

信徒)的关系, 都实在是严重的事. 此外, 我们要察

看保罗的教导和提醒, 是给歌罗西的地方召会; 

换言之, 它仍可应用在现今全球的地方召会中. 

唯有基督是地方召会的元首, 所有外来声称自己

有权管治召会的人, 都是僭越的侵扰者, 圣徒必

须坚决地拒绝他们, 并要紧握“持定元首”的权利.  

 

 

(E) 自立与神的拥有权  

 新约召会的独立自治(Autonomy)之特性

乃是由于她们是属于神的(徒 20:28). 她们属于神, 

而不属人. 这是按着父神旨意

在亘古所立定的(弗 1:3-6), 借

着爱子的牺牲工作完成救赎

(弗 1:7-12), 又借圣灵的内住

和能力与祂联合(弗 1:13-14); 

所以, 她们是完全属神, 为神

的旨意而存留. 这些旨意是: (1) 

我们要敬拜神(约 4:21-24); (2) 在人面前作主的

见证人(徒 1:8); (3) 等候“神的荣耀”之高峰的出

现(罗 5:1-2; 腓 3:20-21), 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完成

的时候(弗 3:20-21).  

 

 只有真正新约召会中的肢体, 才是当中的

一分子. 他们是属灵、属天的子民, 是“在基督耶

稣里的众圣徒”(腓 1:1), “是客旅、是寄居的”(彼

前 2:11), 有神的灵内住, 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

来“天上的国民”(腓 3:20). 

 

 这完全属神拥有的召会 , 被名为“神的

家”(提前 3:15). 她的主要本质是属灵的, 因为有

神的灵内住(林前 3:16); 并且她的目的是传扬神

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一切表明神对召会管治

和主权的绝对事实, 而召会的名、本质和目的反

映出奇妙三一神的荣耀工作. 这工作的核心是神

的永远旨意(eternal counsel), 要借着召会的特权, 

在这时代实行出来(弗 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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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既是属神, 又有份于神荣耀、永远的

旨意, 就不能让这圣洁的召会, 落在任何人的僭

越掌控之下. 基督说召会是“我的召会”, 就必须在

祂的权柄下, 因祂是买赎者、是主. 祂绝对有权

进行自己的做法, 管治信徒的生命, 照顾他们的

幸福, 为要成全祂救赎的旨意. 太 20:15 的原则要

在当中完全实践: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

思用吗?” 神对召会有独特的拥有权, 说明祂对蒙

救赎之民有管治权, 不能容让人的手从中干预, 

除了那些祂任命作管治的人(特指使徒和长老们). 

对于神召会的规定, 唯一蒙神批准的是她的“地

方模式”(local pattern), 以及借着众长老的领导

(注: 我们较后会谈长老的职分). 

 

任何人进到别人的家, 命令家里的仆人, 

改变家中的秩序, 又任意责罚别人的儿女, 这实

在是傲慢无礼, 而主人必定生气! 神的家也是这

样! 我们无权引进任何与祂主权和已显明的旨意

相违的事.  

 

 

(F) 召会的独立自治 

(F.1)   自治的三个成分 

 地方召会独立自治的基本概念是“独立”和

“地方管治”. 这独立自治包括三个主要成分, 就是

独立管治、独自维持、独立传道作见证的地方

模式. 因此, 新约召会不倚靠外来的权柄和供应, 

也不向他们负责, 单单仰望永活的主, 完全因主

和为主而存在. 

 

 地方召会的独

立本质是: 召会能维

持本身的存在 , 在世

人面前作见证 , 站立

在本身的属灵地位上. 

这是使徒时代的模式. 

使徒传扬福音、结出

他们工作的果实后, 就坚固门徒的心, 在每个召

会中选立长老, “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徒 14:21-

23), 随即继续他们的行程. 使徒没有把召会组成

国家、省份或地区性的联合召会, 也没有建立核

心管治制度(中央集权制度), 或建立召会总部, 或

同用一个名称(如在马其顿的众多地方召会都采

用同一个名称  —  马其顿召会[单数的名词] ). 反

之, 使徒吩咐每个召会自负其责, 在基督作头带

领之下, 独立发展, 维持本身的管治和生命. 

 

(F.2)   独立召会的定义 

 依照新约圣经的模式, 召会是真正独立的. 

这样的召会是有以下特征:  

1) 召会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在我们中间

有主恩典的同在, 一个属天、纯洁、分别为

圣的召会(太 18:20; 林后 6:16-17); 

2) 召会事奉的唯一权威基础, 是传讲神全部的

话语 (完整的真理 ), 包括福音和教义 (徒

20:24,27); 在圣灵的引导和权能下, 操练(运用)

所有属灵的恩赐(弗 4:11-12); 

3) 召会正确地执行召会的圣礼 (或译“规条”, 

ordinances), 就是受浸和守主的晚餐. 

4) 召会按照主道忠诚地执行管教, 以维持属灵

秩序、教义和德行方面的纯洁.  

5) 召会当中必须借着圣灵所选立的长老们, 实

行正确、合乎圣经的领导. 他们负责照顾、

保护神的群羊. 
 

因此, 我们可以确定, 独立自治的召会(聚

会)不是受命于主教、教廷、议会, 而是独立的管

治. 唯有全能的主在召会中掌握全面的管治和权

柄, 借着祂的灵, 引导长老们实施管治. 可见. 当

中没有民主投票, 举手示意的做法; 这些做法明

明是否认主的权能和圣灵的引导. 

 

(F.3)   模范召会以弗所 

 以弗所召会特别显出召会的特征, 因此, 

在新约圣经的启示中, 成为召会时代的“模范地

方召会”. 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向以弗所众长老临

别赠言说: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

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召会, 就是

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徒 20:28).  
 

从这段描述, 我们明白以弗所的召会是: 

1) 那里是圣灵作主, 因祂独自从召会中提拔长

老, 完全没有议会、公会、神学机构或地方

选举; 并且圣灵赐他们能力和渴慕之心, 来牧

养和带领神的群羊. 

2) 那里是实行独立自治(自立管治), 由几位长老

作领袖 , 因为保罗称呼他们为 “教会的长

老”(徒 20:17); 他们蒙选立作“监督”(徒 20:28), 

没有一个人有权控管其他长老和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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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那里的成员是由主的宝血买赎回来的, “神的

召会, 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徒 20:28), 

表明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蒙血救赎的信徒 , 

才有权成为这圣洁召会的成员. 

4) 那里的信徒是真正属灵的群羊, 是属于那位

真牧人的(指耶稣基督), 祂称呼他们为“我的

羊”(约 10:27); 祂的羊围着“群羊的大牧人”(来

13:20, 也是“好牧人”[约 10:10] )来聚集. 

 

 

(G) 三重的权柄 

 召会之中有三种权柄 , 

是众人都要服从的: 

 

(G.1)   圣经 (神的话语) 

 圣经是神的话, 是所有

召会的唯一权柄和正确指导, 

也是判定争议之事的唯一标

准(提后 3:16-17;  提前 3:14-15;  提后 1:13-14). 任

何召会忽略了这至高与最终的权柄, 圣经的地位

就成了疑问(徒 2:42). 再者, 召会不可拒绝圣经, 

也不可质疑圣经的权威. 哥林多的召会犯了过错, 

在公开聚会时, 姐妹没有守着安静和顺服的态度. 

保罗劝勉众人时, 指责他们: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

们出来吗? 岂是单临到你们吗?”(林前 14:36). 

 

 以上这句话教导我们两个重要的真理, 是

关于圣经权柄的:  

1) 真理不是源于召会, 而是召会要顺服真理. 

2) 一个召会所接受的真道(神的话语), 是与其他

召会相符一致的. 一个召会不会领受特别的

真理过于其他召会(因众召会都要遵守同样的

真理), 而众召会也不会因地方或地区上的差

异而领受不同的真理.  

 

简而言之, 神是平等地向召会启示真理 , 

无分地方或环境、语言或种族, 真理都是来自神

唯一的权威源头(指圣经)! (林前 14:37). 召会是

在神话语的权威下站立和运作.  

 

(G.2)   长老 (引导和牧养) 

 地方召会内部和职分上的权柄, 是由圣灵

借着长老们执行(徒 20:28), 他们被誉为“那些引

导你们的”(来 13:17). “引导”这词表明引领和指

导之意, 指出召会中的长老是属灵领袖, 在圣徒

面前是牧人, 是借圣洁谦卑的榜样领导群羊(彼前

5:3). 他们对召会的地位, 不像君王对待臣仆, 或

主人对待下属, 这是外邦人领袖的做法. 事实上, 

他们的权柄是属灵的、道德性的, 借着谦卑的心

显明出来, 谦卑事奉神的群羊(路 22:25-26). 

 

(G.3)   基督 (召会元首) 

 基督本身拥有无上权威, 是在召会之上唯

一的元首(“头”, head, 弗 1:22), 并且处在召会的

“中间”(中心地位), 借着长老

执行惩治 (指纪律管教 , 太

18:20). 按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基督要在“两三个人”中间, 与

他们同在; 他们可代表整个召

会, 在他们的权柄本分上, 借

着“捆绑”或“释放”来惩治犯罪

的人(太 18:15-17). 若是他们

中间有纳闷不解之事(太 18:19), 基督的“同在”就

会引导他们的判断, 成全他们的祷告(太 18:20). 

 

 太 18:20 是整段经文的主句, 清楚的教导

信徒在地上的至高至尊审判院或上诉庭, 就是地

方召会, 那里有基督“在他们中间”. 没有别的人或

团体, 拥有这圣经授予的权柄和应许, 而信徒也

不须服在任何的权柄之下! 因此, 人暗暗地把权

柄核心, 从地方召会移植到一些人身上或宗教团

体之中(这点违反基督设立地方召会独立自治的

模式), 这对基督的权柄和元首地位是何等大的否

定, 对祂的同在和祂的话语是何等大的藐视! 

 

 在基督里的信徒, 既是地方召会的肢体, 

就要服在上述三重权柄之下. 这三重权柄是: 神

的话语、召会中的众长老、主的同在及祂的元

首地位. 信徒不须顺从别的属灵权柄, 也不必惧

怕他们. 信徒已脱离撒但的权势、不法的恐吓和

人的宗教奴役, 所以要留心听从保罗的劝告: “基

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

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 5:1).68 

 (文接下期)  

                                                           
68   上文改编自 班明道著, 吴志权译, 《自立与权柄》

(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 1991 年), 第 1-13页. 也参此书英

文版 Autonomy And Authority, by Michael Browne (Gospel 

Tracts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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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学堂                      微光 

 

释经讲道: 
烹调艺术十步骤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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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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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在前五期《家信》

探讨释经讲道的第一至第

五步骤(即选取经文、解

释经文、找出主题、写下

大纲和加插例证). 现在让

我们进一步讨论第六步骤  

—  遣词用字. 

 

(文接上期) 

(C) 预备讲章的十步骤: 逐一分析 

 

步骤六:   遣词用字 
 

 遣词用字是讲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赖若

瀚贴切指出, 若用烧菜来比喻讲道, 遣词用字就

像主菜中的调味品. 主菜和配料都预备好了, 还

要加上适量的调味品, 这道菜才有美味可口的味

道 . 昔日没有现成的酱料 , 烧菜只有靠自己以

盐、糖、酱油、酒、醋等配合来做调味料, 是十

分考验厨师的功夫.7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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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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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页. 

 保罗说我们的话要用盐调和(西 4:6),71 做

饭烧菜时下多少盐是一种艺术, 多了会太咸, 少

了又无味, 讲究的人总会注意撒盐的时候要恰到

好处. 盐的本质只有咸味, 但把它加在食物中, 会

发挥食物的鲜美, 十分微妙. 遣词用字犹如“调味

点缀”, 也有如此的功效. 

 

 论到遣词用字方面 , 美国的罗宾森 (Dr. 

Haddon Robinson)写道: “闪亮的字词, 如同热带

阳光般灿烂; 苦涩的字词, 平凡如乡村的公车站

无人在意. 强烈的字词能打倒人, 像常胜的拳击

手; 虚弱的字词, 好像茶包轻沾热水就拿起来, 淡

而无味. 有些字词像个软枕, 能安慰人, 也有些像

冷酷钢铁, 令人生畏. 有些字词把听众暂时提升

到神的院宇, 但另一些字词却把人埋入阴沟. 我

们靠语言存活, 用语言相爱, 借语言祈祷, 用语言

咒骂, 最终为语言死亡.”72  

 

腓力斯(J. B. Phillips)说: “若要借言词在人

们心中结出果实, 必须用最适当的词汇, 灵巧地

突破人们的心防, 悄悄地在他们脑中产生爆破的

影响.” 铿锵有力的话与软弱乏力的话, 其间有着

天渊之别. 若是讲员懂得在遣词用字方面下多一

点功夫, 讲章的功效将会大大地增加. 赖若瀚在

《食经讲道》一书中, 详细讨论了释经讲道十步

骤的第六步骤  —  注意遣词用字, 我们在下文将

之内容简述介绍:73  

 

1. 用简短的用语 

2. 用精确的用语 

3. 用分量较重的用语 

4. 用重叠或同义的用语 

5. 用具体的用语 

6. 用描述性用语 

7. 用触及五官的用语 

8. 用带画像的用语 

9. 自制合适的画像 

10. 如何操练“遣词用字”的功夫 

 

                                                           
71   西 4:6: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著和气, 好像用盐调

和,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72   引自赖若瀚所著的, 《食经讲道》, 第 301 页.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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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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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伦茨 (Frank Luntz) 
 

(一) 用简短的用语 
 

越简洁的话越有

力量, 像太阳光线一样, 

集成一束就有热力, 甚

至可以把火点燃. 具备

复杂思维的科学大师爱

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竟然说出 : 

“若不能用简单的言词

解释一个课题, 你对它就仍未能明白透彻.” 

 

赖若瀚指出, 不要用冗长复杂的句子. 美

国一项测试证明, 若是句子长于 20 个字(指英文

字), 阅读的难度会大增. 《读者文摘》的句子平

均为 16 至 17 个字, 而普通的商业文件通常超过

25 个字. 若按听讲的标准, 句子则需要更短.  

 

哲学家与神学家倾向于将简单的道理变

成艰涩难明, 但讲道者必须将深奥的道理化为简

单. 正如美国的政治与沟通顾问伦茨(Frank Luntz)

所说的: “要有效地沟通传达意思, 秘诀是小胜于

大, 短胜于长, 简洁胜于繁复, 若是能够图像化, 

则是最优越的方式.”74 

 

 我们常以为要用高言大智来使人折服, 其

实刚好是相反的. 赖若瀚写道: “我的经验是: 预

备讲章时写了很长的句子, 或是一大串引用语, 

但在讲台上却无法照读. 后来将一个句子拆成两

句, 甚至缩短全段, 发现在简化之后, 台下的会众

听得十分开心, 因为他们很容易就明白了我讲的

是什么.” 

 

                                                           
74   Frank Luntz, Words that Work  —  It’s Not What 

You Say, It’s What People Hear (NewYork: Hyperion Books, 

2007), 第 8 页. 此书曾获《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奖, 是为政

界人士学习遣词用字而写的. 在第一章, 作者指出演讲修辞

的十大原则: (1) 要简洁  —  字词要短小精悍; (2) 要精炼  

—  用简短的句子; (3) 建立诚信  —  让你讲的话代表你自

己, 而你自己也代表所讲的话; (4) 要贯彻始终; (5) 运用创

意; (6) 将声音相近的字词放在一起, 加深记忆; (7) 讲话要

能启发思考; (8) 运用图像; (9) 发问题  —  用设问句, 让你

的讲述给人“个别的感受”, 这是最佳的传讲; (10) 说明上文

下理, 并解释它的实用性  —  在告诉人“如何”之前(其方法

或步骤), 先说明“为何”(其重要性). 引自赖若瀚所著的《食

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手册》, 第 331 页. 

近年流行用一些短语, 如“林总”(林总经

理)、“家叙”(家庭小叙)等, 证明人们在忙碌的时

代更加喜欢简洁的言词. 后现代的青年人喜欢用

简化词, 有时还会自创新的词汇, 用在给朋友的

电邮或短讯中, 甚至在同辈中广为流传. 讲道者

也可考虑采用一些这类的短语新词, 以增加亲切

感, 只要它们不粗俗或失礼. 

 

 除了选用简单句子之外, 切忌采用“专门

术语”或艰涩句子. “专门术语是帮助专业人士在

他们个别的学术领域中使用. 然而, 在不需要的

情况下, 或是对程度不足的人来说, 根本无济于

事. 我们花了三年或更长的时间苦读神学, 可能

要花上十年来胜过这恶习.” 

 

 不要让会众拿着字

典听道! 伦茨(Frank Luntz)

提醒道: “讲道者要避免使

用艰深的字词, 免得听道

者急着翻查字典. 当然, 他

们不会真的这样做, 他们

只会让这些字词从脑海中

溜过或消失, 以致曲解了

你真正的意思.”  

  

最佳的策略是深入浅出, 以适合召会(教会)

不同阶层的需要. 主耶稣的讲道属于这一类, 祂

“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

道”(可 4:33). 祂讲的道, 上至宫廷贵族, 下至贩夫

走卒, 都听得明白. 然而, “浅显不等于肤浅, 正如

世人白居易的诗, 老者与小孩都能了解, 诗句却

是意义深远, 生动感人. 

 

在预备好一篇讲章之后, 要再三拿起来读, 

看如何能更顺畅, 让别人一听就懂. 若有需要, 删

减多余的字眼, 重写句子, 务求用字简洁, 清楚易

懂. 若能用 10 个字讲完一句话, 就不用 11 个字.   

 

简短用语的例证 

 

 例证一: (原句): “罗马书 8 章 28 节的地方告

诉我们说…” 

 (简化句): “罗马书 8 章 28 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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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 (Mark Twain) 
 

 例证二: (原句): 在一些电话留言中, 经常听到: 

“我是(说出自己的名字), 我现在不在办公室

或正在开会, 所以暂时不能接听你的电话, 请

你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号码及简单的口信, 

我会尽快回复你.” 

 (简化句): “我是(说出自己的名字), 请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你.” 
 

 例证三: (原句): “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免受

迎面而来的恶兽袭击, 不惜只身一人犯险, 让

儿女可以化险为夷.” 

 (简化句): “他为了保护儿女, 不惜只身犯

险, 迎向恶兽.” 
 

 例证四: (原句): “在一些公众提款机, 有些骗

徒会设下陷阱, 用欺诈的手段骗取你的密码, 

所以要特别小心.” 

 (简化句): “当心在提款机前被骗徒窃取密码.” 
 

再举一例, 若有人拿起一块肉嗅了一下 , 

并且做出噁心的样子, 他的儿子问道: “爸爸, 怎

么了?” 如果他说(原句): “这块肉正在经过分解的

过程而形成一种新的化学混合物.” 孩子根本听

不懂. 但若父亲说(简化句): “它坏了!” 孩子马上

明白. “坏了”这个片语或短语, 你不必查字典就能

知道它的意思.  

 

 

(二) 用精确的用语 
 

这方面是指用最贴

切的文字, 精确地表达意思. 

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说: 

“精确的用词与‘几乎精确’

的用词之间, 其差别之大就

像闪电与萤火虫的光 .” 有

时听讲道, 会发现某些讲员

的用语十分中肯, 贴切而有

力量, 没有多余的虚字. 这

样的表现不一定是天赋, 往往是久经锻炼而来的. 

  

比方我们要说“我看见一些事情”, 中文世

界里, 有不少字汇可以用来表达“看见”, 例如: “看

见”、“察看”、“注视”、“瞥见”、“看清”、“看

透”、“看上”等. 它们的意义多少都有同义的一面, 

但细分起来是有差别的. 用字精确, 就是选用最

符合你想表达的意思的字. 

 

在沟通的过程中, 经常有“想一、讲二、

听三、答四”的情况; 就是有时候人想要讲些什

么, 却是词不达意, 无法充分表达, 嘴里讲的与心

中想的有一段距离 . 

而听的人因为先入为

主的观念 , 在接收的

过程中 , 可能将信息

扭曲了 , 造成另一个

改变(指信息方面的改

变). 等到他回答的时

候, 接受信息错误在先, 理解谬误在后, 回答的表

达又可能偏差, 结果真是“答非所问”. 由此可见, 

沟通实在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因此, 讲道者要有多重考量. 先思考想要

讲些什么, 再思考听众(会众)将如何接收. 再根据

你所领会的听众(会众)思考, 重新思量你要讲的. 

最后, 用最合适的词汇将整理与润饰后的讲章与

会众分享. 若是词汇不足, 可以借用同义词词典

的帮助. 遇到不大熟悉的字, 必须详细查考, 找出

它的意义, 并存记下来, 以便日后正确使用.  

 

精确用语的例证 

 

 例证一: (原句): “从以斯帖记第 1与第 2章, 可

见以斯帖是一个十分温驯和顺服的女子, 她在

第 4 章对末底改要求见王的犹豫, 将这种内

向、柔弱、不敢承担大任的性格表现无遗.”  

 (修改句): “以斯帖在第 4 章的犹豫, 与她

在第 1 和第 2 章的温顺性格十分吻合.”

【注: 温顺的性格不一定是柔弱与不敢承

担大任, 因为从她视死如归地去朝见王(第

4 章), 面对恶人哈曼时的机智与勇敢(第 6

至 7 章), 其勇敢承担的能力可见一斑】. 

 

 例证二: (原句): “我今天分享的心得, 是我参

考过许多注释书, 从没有人这样说过的.” 

 (修改句): “我参看了 5

本注释书, 总结了几点

心得 . 我今天分享的 , 

之前似乎没有人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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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二提醒我们, 话不要说满, 好让自己

能有转圜的余地. 凡事走极端, 或是讲得太决断

的, 会带来反效果. 绝对不要说“绝对”的话, 或者

说自己已做过“全面研究”, 或“独家专有”等话.  

 

 

(三) 用分量较重的用语 
 

这里所谓“分量较重的用语”是指强而有力

的用语, 以及开门见山的直接用语. 

 

(a)   强而有力的用语 

 

有些字词比较强而有力, 在采用之先必须

权衡轻重. 若是要加强语气, 可以考虑使用分量

较重的字词.  

 

 例证一: 有关喜乐的用词 

较为强而有力的用词, 可考

虑用: 兴奋、雀跃、狂喜, 或快

乐得跳起来 . 至于欣喜、欣

慰、愉快等词在写作时还可以, 

但在口传的时候会缺乏力量.  

 

 例证二: 有关愤怒的用词 

可考虑用: 悲愤、激愤、火爆、暴跳如雷、

火冒三丈、怒发冲冠、气得满脸通红、气得一

阵青一阵白等, 都具有力量. 不高兴、生气、发

怒等词比较稀松平常. 

 

 例证三: 有关形容恶人的用词 

可考虑用: 凶徒、歹毒之辈、无恶不作之徒

等词语, 都十分有力. 不好的人、罪人、坏人等

因为常见, 较难产生很大的力量. 

 

(b)   直接的用语 

 

有些字词十分直接, 且具动感的. 主动式

的句子开门见山, 有话直说, 让人感到说话之人

的真诚与积极进取, 爽快而非吞吞吐吐, 因而留

下正面的印象, 增加信任度.  
 

 例证一: 有主词的主动句子 

很多人写信时喜欢用“不便之处, 敬祈原谅”, 

这句话十分客套而官腔, 由于没有主词, 有敷衍

了事之嫌. 即使这是你的原意, 那份诚意毕竟感

受不到. 在讲道时要尽量避免这种语调, 要说主

动的句子. 若是改为“这次给大家带来不便, 我深

感抱歉”, 效果会好得多. 因为看得见是谁出来负

责, 可以增加信任度. 
 

 例证二: 简短直接的用词 

对于不需要表明谁负责的句子, 简短为佳. 例

如: “我们要讲得精确”比“我们期望讲道能尽量达

到精确的地步”更佳. 
 

 

(四) 用重叠或同义的用语 
 

重叠的用语(叠字)或使用类同的字词, 可

以增加表达的力量. “叠字”是指以两个相同单字

重叠复合而成的词. 中国语言(中文)常用“叠字”, 

如朱自清“匆匆”一文中, 有“渐渐空虚”、“默默地

算”、“怎样地匆匆”、“斜斜的太阳”、“轻轻悄悄

的挪移”、“茫茫然跟着”和“白白走这一趟”等. 

 

(a)   用形容的叠词 
  

以下的例证里, 都是由一单字连合叠字而

成的, 用作形容词. 
 

 例证一: (书面语叠词): 雄纠纠、慢吞吞、胖

嘟嘟、傻乎乎、香喷喷、热乎乎、甜蜜蜜、

气冲冲、懒洋洋、凶巴巴、脏兮兮、暖烘

烘、冷清清、绿油油、水汪汪等. 

 

(b)   用前后同义的词 

 

中国语文中有一些四字成语, 后面两个字

正是前面两字的同义词, 两者堆叠起来以加强语

气, 正如希伯来诗歌中的同义对句一样.  

 

 例证一: 刻骨铭心、失

魂落魄、张牙舞爪、得

心应手、怨天尤人、心

灰意冷、心平气和、心

甘情愿、千锤百炼、千

娇百媚、千疮百孔、千

方百计、千头万绪、千

真万确、千秋万世、万

紫千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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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益师 (C. S. Lewis) 
 

 
 

早川一会 (Hayakawa) 

另外, 有些四字成语, 前后两者是因果关

系, 可算是加强语气的另一种排句. 例如: 一呼百

应、春暖花开、瓜熟蒂落. 

 

(c)   用三连的片语 

 

这里所说的“三连”, 是指用三个同义片语

来表达(当中常含三个相同的单字, 分布在三个片

语内), 将最有力的放在最后, 这有重申与变换说

法的功能. 通常有类似的结构, 都是用简单的话

来表达, 但意义不断地往上推展.  

 

 例证一: 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无限宽广, 更是

永远长存. 

 例证二: 属灵人可以气而不愤、痛而不苦、

残而不废. 

 例证三: 路虽走不通, 不要想不通, 有神万事

通. 

 例证四: 他的讲道真挚感人、充满能力, 又能

振奋人心. 

 例证五: 这种论证根本毫无意义、使人迷惘, 

更不可置信.  

 例证六: 初爱的特质(启 2:5):  

初爱, 是热切的、激荡的、震人心弦的爱;  

是单纯的、没有杂念的、专注的爱; 

又是无私的、摆上的、牺牲的爱. 

 

(d)   用三连的分句 

 

这里所说的“三连”是指用三个分句来表达

(当中常含三个相同的字或词, 分布在三个分句

内). 用三连句不单增加力量, 更增添节奏感. 试将

下列例证中最后一句拿走, 你会发现整句的力道

会大大削弱.  

 

 例证一: “我们河流的污染实在太严重了, 鱼

虾不能存活, 孩子不能游水, 更不必考虑给人

饮用了.” 

 例证二: 这个故事让小孩拍手, 成人欢笑, 连

老人也点头称许. 

 例证三: 现代人真不知道吃什么才好, 肉中有

荷尔蒙, 蔬菜中有农药, 鱼肚里也带有水银. 

 例证四: 林弟兄为人太老实了, 被责怪不解释, 

被恶骂不还口, 甚至被陷害也不撇清还击. 

 例证五: 对于神的恩典, 要多看一眼, 多想一

下, 多回味一阵. 

 

 

(五) 用具体的用语 
 

讲道者用词要尽量具体, 让人一听就懂. 

除非有特别需要, 否则不要用太含蓄或太笼统的

话. 会众在听道时不会太多思考, 他们没有时间

去猜测你话语背后隐藏的意思.  

 

鲁益师 (Clive S. 

Lewis)曾写信给美国的

小孩, 讨论清晰写作的五

个原则, 其中三项对讲道

同样适用. 这三项是:  

1) 用清晰的言词来表达

你的意思, 并要确定

这句话再也没有别的

意思; 

2) 用简单直接的词句 , 

避免冗长含糊;  

3) 尽量用具体的词句来表达, 不要用抽象的话. 

 

基督信仰中难免有抽象的神学用语, 是神

学性的层面. 耶稣说“活水”的时候(约 4:10), 撒玛

利亚的妇人还以为所指的是井里的水. 但祂说祂

是生命的粮, 叫别人可以“吃”或“喝”祂的时候, 许

多听见的人说“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约 6:60), 

就多有退去的(约 6:66). 

 

然而, 主耶稣最能将抽象事物变为具体的, 

祂常用简单的比喻解释深奥难明的真理; 例如祂

引用空中飞鸟、野地百合花说明神的照顾; 用众

多日常的比喻阐释人生大道理. 因此, 讲道是要

将抽象的信息具体化 , 不

要只在云层之上悠游徘徊, 

要下到地面来亲近人群. 

 

日裔美国语言学家

早川(S. I. Hayakawa, 1906-

1992)倡议语言表达上要注

意“抽象的阶梯”. 他在《思

考与行动中的语言》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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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克 (M. J. Quicke) 
 

中, 举出母牛“阿花”的典型例证. 提到母牛“阿花”, 

许多人接触过它, 即或不然, 也可以想象它以实

体出现在眼前; 接下来便以“家畜”形容它, 再来

改称“农场资产”, 最后是“财富”, 拾级而上, 从具

体到抽象.75 

 

当介绍某个神学观念时, 它位于“抽象的

阶梯”的上层, 一般大众不一定知道讲者在说什

么. 因此, 要先举出具体的说明. 听众大部分听到

具体的描绘后, 才能明白抽象的观念, 才不致空

口说白话. 先言之有物, 才能言之有理. 神学家或

哲学家试图爬上把事物化为抽象理论的阶梯, 但

传道者则宁可走下来, 力求表达越接近具体越好.  

 

具体用语的例证 

 

 例证一: “好!” 不够具体 

别人若称赞我们, 说: “你今天的讲道讲得好!” 

我们应该问他: “请问好在什么地方?” 因为“好”

这形容词虽然“甚好”, 但太笼统, 不知道对方实在

想说什么. 

 

“这次的圣经营真好!” 这句话可以改为: “在

这次圣经营中, 弟兄姐妹灵性得到造就. 在最后

一晚, 有百分之八十的营员愿意奉献自己, 更多

地服事主, 另外有四位慕道朋友接受耶稣基督作

他们的救主, 证明慈爱大能的主与我们同在, 这

是好得无比的事!” 

 

若是说“这次旅行真好”, 倒不如具体一点说: 

“这次旅行, 我们一同游山玩水、吃美食, 度过无

数欢乐时光, 并且无所不谈, 彼此相知更深, 十分

畅快.”  

 

 例证二: “事情”、“事物”不够具体 

有个讲员用英语来讲道时 , 太多使用 “事

物”(things)一词来表达. “事物”一词太笼统, 意思

不确定, 且缺乏力量, 所以建议你找较具体的字

词代替, 例如: “人生有许多事情是我们猜不透

                                                           
75   S. I. Hayakawa & Alan R. Hayakawa,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91), 第 83-86 页. 在原著者的“抽象的阶梯”中, 对于“母牛

阿花”(Bessie, the cow)的八个层次, 赖若瀚将它简化为四层, 

让读者更容易明白这理念 . 引自赖若瀚所著的《食经讲

道  —  当代释经讲道手册》, 第 332 页. 

的”, 这句话中的“事情”可以改为“遭遇”、“经历”

或“际遇”等. 

 

 例证三: “这种…”、“那些…”等句子太笼统. 

如果可以, 要具体说明, 才不致含糊了事. 例

如: “要防止陷入这种情况的第二个方法是…”, 

倒不如用“要防止被忧虑所困的第二个方法

是…” 

 

 例证四: “末世严重的后果”不够具体 

“你若不相信耶稣基督, 将会面对末日严重的

后果.” “末日严重的后果”可加上具体说明, 例如

说: “面对地狱火湖的审判”、“神的震怒”或“永远

的刑罚”等. 

 

 

(六) 用描述性用语 
 

后现代是一个影视的时代, 电视是将我们

平常讲论的事物, 加上画像送到我们面前. 不少

杂志在讨论某个议题时, 经常采用一个真实故事

来作开场白. 

 

奎克 (Michael J. 

Quicke)指出: “在电子时

代, 电视… 最主要的成

就在于创造出一种新的

听众来. 它传送的是画

面, 不是观念; 它把语言

和非语言两种表达结合

起来; 它以字节或印象

把资讯传出去, 却没有

依照次序(尤以广告片为例, 30 秒内就可能有 50

个不同影像); 我们的专注力减低了(每次只有 10

至 12 分钟), 聆听也变得被动.” 

 

 上文所述, 鲁益师的写作五大原则, 最后

两项是: 运用形容词和不要用太广泛的字词. 不

要单单告诉人你希望他们有怎么样的感受, 而要

让人真的有这样的感受. 说一件事“可怕”, 要描述

到一个地步, 让大家都感到“可怕”. 不要只说“太

高兴了”, 而要讲一些话让人感到高兴, 直到他们

自己说出“太高兴了”. 最后, 不要用太广泛的字词. 

若你的意思只是“十分好”, 不要说“无限好”.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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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 (Jay Adams) 
 

遇到“真正的无限”时, 你的言词就感到“真正的有

限”了.  

 

 为什么要多用“描述性用语”呢? 因为在人

脑里有两种机器: (a) 测动器; (b) 遥控器. 

 

1) 测动器: 当人在听道时, 遇到有动作的部分, 

内心的测动器会立刻启动, 录影机同时开始

工作, 留下感人的影像. 因此, 讲道要让人受

“感动”, 就要有“动感”. 纯理论是很难叫人感

动的. 描述性的用语激起人心的反应, 带动测

动器与录影机. 

 

2) 遥控器: 若听到的信息不能引发听众的兴趣, 

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按下脑中的遥控器, 转台

到别处, 看看有什么其他更吸引他的节目. 因

此, 在讲道时宜多采用描述性的用语, 使讲道

更有声有色、有活力、有动感.  

 

描述性用语的例证 

 

 例证一: 在路上遇到一头“恶”狗, 要形容一下

“恶狗”如何的“恶”. 例如: “它凶巴巴地向我大

声吠叫, 张牙舞爪地扑过来. 我赶紧跑开, 它

又在我后面穷追不舍.” 

  

 例证二: “它好像老虎一样冲过来, 来势汹汹, 

好像想吃人似的.” 

 

 例证三: “他病得有气无力、两眼无神、双颊

深陷, 鼻涕不断地流着.” 

 

 

(七) 用触及五官的用语 
 

若能将听众的全人都参与在信息中, 便是

更有效的讲道. 讲道者先对准他们的耳朵讲道, 

让他们听到真理; 然后进入脑袋, 开启心窍; 再对

他们的眼睛讲道, 让他们看见画像; 最后进入他

们的心中, 让每颗心都受感动. 

 

伦茨(Frank Lunts)多次强调: “重要的不是

你说了什么, 而是听众听了什么.” 听众可能会忘

记你说的一切, 不过他们不会忘记你留给他们的

感觉与印象. 圣经辅导学者亚当斯(Jay Adams)曾

专门研究上一代英国“讲

道王子”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的讲道如何触

及人的五官感应  —  “听

觉、视觉、触觉、嗅觉

与味觉”, 让人可听、可

见、可摸、可嗅、可尝 . 

司布真常邀请人一同碰

触 , 一同感受神的救恩 , 

好像使徒约翰在他的书

信中说的: “这一切都是真的!”76 以下例证一至例

证四都是司布真传道时所采用的例证. 

 

触及五官用语的例证 

 

 例证一: “地狱这里没有一支箭不被派上用场, 

全数都射向主耶稣身上.” 

 

 例证二: “死亡正临近, 它正策马临近, 我听见

响声隆隆, 它的热气逼人, 好像在说: ‘你死亡

的结局临近了.’ ” 

 

 例证三: “当你凝视十字架, 你看见悬挂在其

上的那人吗? 你看见祂那垂下来的头, 痛苦地

紧贴着胸膛吗? 你看见祂头上的荆棘冠冕, 血

水一滴一滴流下, 直到祂的脸庞吗? 你看见祂

被刺穿的手, 被残酷钉子穿透的脚, 正承担着

整个人的重量吗? 你可听见祂在呼叫说: ‘以

利, 以利, 拉玛撒巴各大尼’, 并喊着说: ‘成了’

吗? 噢, 罪人啊, … 请来吧!” 

 

 例证四: 会幕的情景: “请想象一下旧约会幕

的情景. 但你还没靠近会幕的时候, 远远就可

以看见香坛的烟, 听见羊的鸣叫, 嗅到祭牲被

烧的味道等.” 

 

 例证五: 腓立比监狱的情况: 在罗马统治下的

牢狱, 自然没有现代监狱的设施. 试想象一下, 

                                                           
76   Jay E. Adams, Sense Appeal in the Sermons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第 9-11 页. 此书是由亚当斯

1958 年所写的神学硕士论文整理出版. 亚当斯指出, 司布

真的讲道在同世代的人中如此大受欢迎, 甚至今日仍有人

喜欢阅读他的讲章, 主要原因是那些讲章能触动人的五官

感受. 引自赖若瀚所著的《食经讲道  —  当代释经讲道手

册》, 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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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是处身于当时的监狱, 你可以看见什么? 

相信只是点着光线微弱的油灯. 你可以听到

什么? 相信只有囚犯的哀号(注: 保罗与西拉

曾在狱中被棍打伤[徒 16:22-23]; 换言之, 囚

犯被棍打伤是平常的事). 你可以嗅到什么? 

相信到处都是发霉的气味. 然而, 保罗与西拉

在这种情况下, 仍能半夜唱诗赞美神, 导致地

大震动, 牢门全开(徒 16:25).  

 

 例证六: 扫罗到耶路撒冷召会: 圣经说, 扫罗

(即保罗)悔改后, 去到耶路撒冷(徒 9:26). 试想

象你是第一世纪耶路撒冷召会的接待员, 在

一个主日的早上, 你看见恶名昭彰的扫罗从

大门走进来, 你会上前欢迎他吗? 你会与他握

手吗? 聚会后, 你会招待他一同吃饭吗? 我相

信你必定有所顾忌, 恐怕他是前来卧底的奸

细吧! 

 

 例证七: 挪亚在方舟内度过一年的时间, 每天

做的都是列行公事, 如处理动物的秽物等. 他

听到的除了动物的啼叫, 就是外面澎湃汹涌

的洪水, 除了透过方舟窗口能看到的有限情

景, 挪亚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什

么样子. 

 

 例证八: 在出埃及记开始时, 当时以色列人在

新法老的手下受尽各样的煎熬. 若是听见一

些母亲的悲鸣, 你就知道又有希伯来的孩子

被杀了. 

 

 

(八) 用带画像的用语 
 

后现代世界的一项特征, 是充斥图像的世

界. 随伴着小孩子成长的除了电视之外, 还有电

影、漫画、动画等, 都是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

的学习工具. 随着年龄的增长, 孩童学习必须面

对抽象文字的挑战. 进入中学后, 要吸收的文字

倍增, 教科书大概只剩下少许的插图. 无可否认, 

抽象的文字给予学习者宽阔的想象空间, 而学习

如何使用文字, 是成长后必备的技能. 

 

然而, 在听道时, 听众没有时间吸收与思

考太多抽象的语言. 在传播学上, 最有效的是在

人心中描绘图像. 正是所谓“一画抵千言”, 又如保

罗所说, 能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道理“活画”在

听众眼前(加 3:1)!77 “活画”是指保罗的福音宣讲

好像画在一幅大型的广告板上, 一目了然. 

 

对讲道者来说, 用言词绘制生动的图像, 

借此表达真理, 可使抽象变成具体、深奥变得浅

显、枯燥变为生动, 让听众有亲历其境的感觉. 

平铺直述的讲道令人觉得淡而无味, 还在其次; 

无法完全发挥讲道的功效, 才是更大的损失. 耶

稣基督最喜欢采用这种利用图像的表达方式: 飞

鸟、花草、树木, 无一不是祂讲道的素材. 

 

一个事物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有几方面

的因素, 包括“颜色”、“声音”与“动作”. 熊熊烈火

何以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因它有红色的“火焰”、

噼叭燃烧的“声响”, 以及跳跃或上升的外在动作; 

当然, 它燃烧起来的力量, 能为生活带来动力或

破坏力, 这也是受人注意的原因.  

 

美国多产作家魏

斯比(Warren Wiersbe)说: 

“当你面对隐喻时, 你会

回想起早已遗忘的经验, 

发掘起深埋在心底的情

感, 然后在二者交流中得

着新的启发. 你的思想说: 

‘我看到了!’ 你的心说 : 

‘我感觉到了!’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想象力把这二

者结合, 然后你可以说: ‘我开始明白了!’ ” 罗宾

森(Haddon W. Robinson)说: “若我脑海中有一个

意念, 却缺乏特定的图像, 这意念仍不会有什么

吸引我的地方; 直到有一些影像出现, 我的脑袋

便会开始转动了.” 

 

 

(a)   用象喻描绘出画像 

  

 例证一: “人生没有彩排, 每次都是现场直播.” 

 

 例证二: “撒但可以筑上篱笆四面围着我们, 

却不能把我们盖住, 不让我们望上看.” 

                                                           
77   加 3:1: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已经活画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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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证三: “紧握拳头, 好像抓住些什么, 却是连

空气都没有抓到; 但张开双臂, 即使两手空空, 

却能抓住人心.” 

 

 例证四: “基督徒好像一个茶包, 若不是在热

水泡过, 味道就不出来.” 

 

 例证五: 司布真曾说: “人心的败坏如同一座

火山, 虽然它平静, 没有喷出熔岩, 但仍是一

座不知有多可怕的火山.” 

 

 例证六: “属灵的权柄不是靠权杖, 乃是用手

巾得到.”(注: 此“手巾”喻指谦卑地服事人, 因

主耶稣用手巾束腰, 并为门徒洗脚, 再用这束

腰的手巾擦干门徒的脚, 参 约 13:4-5) 

 

 例证七: 在“得救是本乎恩”之后, 太多人会猜

到下一句是: “不在乎人的行为.” 可以换一个

表达方式, 说: “自义在这里插不上一脚!” 

 

 

(b)   用造字背景作画像 

 

 例证一: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提后 3:1) 

在新约圣经中 , “危险 ”一词的希腊原文 

chalepos {G:5467}只出现两次; 除了在这里出现

之外, 另一次是在 太 8:28, 用来形容加大拉那位

被鬼附的人极其“凶猛”(希腊文: chalepos). 不单

“凶猛”, 而且有“危险”与“失控”的情况. 末世的危

险是万事失控, 落入难以收拾的局面. 加大拉那

位被鬼附的人, 性格变异、与常人不一样、孤立

自己、孔武有力, 别人都怕他.  

 

末日的危险又是如何呢? 大家对下列情况都

耳熟能详: 环境污染的失控、地球暖化的失控、

人口膨胀的失控、军备扩张的失控等, 这些都是

生态与环境的剧变. 其实, 保罗在 提后 3:1-5 还指

出两项更严重的失控: 道德败落的失控与离经背

道的失控.  

 

 例证二: 拆屋顶  —  “包容”的意义 

让我以耶稣基督一件生平事迹作开始. 有一

次, 主耶稣在迦百农一所房子里讲道, 众人蜂拥

而来, 不但房里挤满了人, 甚至连门前都挤得水

泄不通. 这时, 有四个人抬着一个瘫子前来, 看见

门前人山人海, 无法靠近, 就想出一个满有创意

的方法. 他们搭梯爬上屋顶, 将房顶拆了(参 可

2:4), 把瘫子连同他躺卧的褥子都缒下去, 放在

主耶稣面前. 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与决心, 先

赦免瘫子的罪, 然后医好他的瘫病. 

 

请问: 这事迹与“爱是凡事包容”的主题有何

关系? 原来那四个人带着瘫子朋友来“拆屋顶”

的“拆”字, 与保罗所用的“包容”, 在原文是同一

字根, 即希腊文的 stêgê {G:4721}一词(意指“屋

顶”, roof); 换言之, “包容”即“有屋顶遮盖”. 有者

因此指出, “凡事包容”原意是“不要拆别人的屋

顶”. 总括来说: “真爱是不愿意拆毁别人的屋顶, 

不会揭露别人难堪的秘密; 反之, 真爱会为对方

预备一个避风港, 以躲避人生的风浪.”  

 

 

(c)   用动作本身作画像 

  

 例证一: 拍两下手说明事情办妥当. 
 

 例证二: 先将手打开, 再变成手

握拳, 表示事情在神的掌握之中.  
 

 例证三: 伸长脖子表明要等待. 
 

 例证四: 拍拍胸膛表示有信心. 

 

 

(d)   用中国成语作画像 

  

中国成语背后大多数都有典故, 或有一些

画像在其中. 例如: 井底之蛙、望梅止渴、落井

下石、过河拆桥、闭门造车、虎头蛇尾、狐假

虎威、画蛇添足、漏网之鱼、螳螂捕蝉、临渴

掘井、掩耳盗铃等. 

 

 

(e)   用中国俗语作画像 

  

中国各地方言都有俗语, 若用得恰当, 会

十分生动传神, 而且十分适合当地人的口味. 当

然, 引用俗语要特别小心, 因为有些十分粗俗, 不

适合在讲台上使用, 若是有怀疑, 最好先请教当

地人士. 若是当地人士各有不同看法, 还是不用

为妙, 免得弄巧反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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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证一: 普通话俗语 

牛头不对马嘴、被骂得狗血淋头、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虎父无犬子、自打嘴巴、火上加

油、雪上加霜、拨云见日等. 

 

 例证二: 粤语的俗语 

口水多过茶(会说不会做)、热锅上的蚂蚁(焦

急得不知所措)、老鼠拉龟(不知从何下手)、阻

住个地球转(阻碍别人前进)等. 

 

 例证三: 普通话的歇后语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用来形容

人生下来就有罪性); 哑子吃黄莲(有苦說不出);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牛皮灯笼(指人“不透光, 点不明”, 即不明事理, 不

会开窍; 注: 有者认为“牛皮灯笼”其实是粤语的

歇后语)等. 

 

 

(f)   用画像贯串整篇讲章 

  

 例证一: 出埃及记 2:1-10 

要讲述 出 2:1-10, 可以用“舞台剧”的画像来

贯串整篇讲章: 神是最终的导演, 作导演的不

必出场, 却是整个剧成功演出的灵魂人物. 

 

引言: 你们是否喜欢看舞台剧? 在欣赏的时候, 

我们都会被演员的现场表演和故事情节所吸引. 

然而, 我们却经常忽略幕后有一位导演, 在他的

领导和指挥之下, 整出剧才得以串连起来. 演员

们很不简单, 他们要接受导演的启发和调教, 才

知道自己的角色、对白、情绪、出场的时间与

位置等, 然后努力作完美的演出. 至于灯光、音

乐、布景、特效等, 也都由导演指挥处理. 每个

人, 不论剧组人员或演员, 都要凭信心, 相信导演, 

整个舞台剧才能作有意义的精彩演出.  

 

人生好像一台戏, 这台戏的大导演是神. 回顾

旧约选民的历史, 可以看见这位大导演在背后掌

管一切. 今天, 让我们来看其中一幕: 摩西的诞生

(出 2:1-10). 这出戏的主角是摩西, 另外有三个配

角: 约基别(摩西的母亲)、米利暗(摩西的姐姐)和

法老的女儿. 从经文可以看见这三人的特征: 约

基别的信靠、米利暗的顺服与法老女儿的怜悯. 

  

(g)   使用画像要贴切 

  

 在一本读经日程中, 曾看见这段话: “若你

不曾在雨中散步, 就无法体会那种被雨浸透的清

凉和舒适. 沐浴在圣灵爱中的滋味, 想必也是如

此.” 但问题是: 你有这样的同感吗? 我自己并不

感到雨中散步有什么乐趣, 也不会有清凉和舒适

的滋味, 除非是与爱人或配偶一起, 不然, 年纪越

大, 越怕会着凉. 

 

 这段话可以改写为: “在炎热天气下, 满身

大汗地回到家中, 若能洗个澡, 那是何等清新与

舒适的感受呢!” 浸沉在圣灵中的那种清新与污

秽尽除的感觉, 想必也是如此满足人心吧!” 这样

可能会得到较多人的共鸣. 

 

 

(九) 自制合适的画像 
 

既然画像能有效地传达信息, 所以传道者

必须学习自制合适的画像. 先谈步骤, 后举例证. 

 

(a)   步骤 

  

 自制画像可以分成六大步骤: 

1) 先决定要用画像表达的主题或观念, 例如说

“与神灵交”(或译: 与神交通、与神相交). 

2) 将这主题交付以经解

经的测试 , 看是否合

乎圣经整体的教导 . 

例如“与神灵交”这个

观念 , 是圣经中对灵

命追求常提及的观念, 

认证之后才可以进一

步图像化 . 若是主题

观念不合乎圣经教导, 根本就无须进一步说

明. 当然, 若是限于时间, 有些合乎圣经教导

的主题观念可以不须图像化. 然而, 经过图像

化的主题观念会比较容易吸收.  

3) 将这主题“生活化”, 找出其中的主要重点. 例

如“与神灵交”的一个重点是与神在“同一个频

率上”, 另一个重点是“支取能源”. 

4) 用现实生活的形像来描述观念. 因为一些抽

象的观念或真理, 不容易让人一听就明白.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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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予以描绘对照, 听

众就比较容易理解. 

5) 看主题观念与画像两者相同之处, 也就是要

用这画像来刻画的真理. 

6) 看主题观念与画像两者相异之处. 为什么要

说明相异之处? 因为每个画像都有它与之俱

来的限制.  

 

譬如说, 用电池的三种状态来形容婚姻的

关系. 第一种电池充沛有力: 夫妇二人主动去爱

对方, 是热力万钧的. 第二种电池不太有力: 夫妻

关系时好时坏, 甚至不能发动, 需要充电. 第三种

电池完全失效: 夫妻关系间全无动力, 如同失效

的电池. 

 

在现实的生活中, 电池若是坏了, 可以更

换, 然而基督徒的婚姻关系则是终生厮守的, 不

可随便更换配偶. 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没

有救了, 但若全心倚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就

仍有起死回生的机会. 显然地, 这是上述比喻受

限制的地方, 在讲述的时候必须强调, 不然会被

人误解. 

 

(b)   例证 

 

 例证一: 与神灵交(之一)  

1) 找出主题: 与神灵交. 

2) 看是否合乎圣经整体教

导: 合乎经训. 

3) 将这主题“生活化”, 得出

重点: 要与神保持相交, 

就像要跟神调到“同一个

频道”. 

4) 用现实生活的画像来形容: 例如在车上用收

音机听节目. 

 要找某个电台节目, 可以拨转它的频道, 

调整接通而收听. 老旧车子的音响器材, 

要用手去转动, 现今很多车子都已电子化, 

可以跳台式的按法, 更可以保存所喜爱的

电台, 不必每次花时间精力去找. 但无论

如何, 要接收某个电台的讯息或信息, 都

必须调到正确的相应频道. 

5) 相同之处: 若是对准频率, 就可以收听你喜爱

的电台节目. 

6) 相异之处: 接收电台广播, 调校到同一个频道

上, 但若有地理限制, 听到的只是杂讯. 若是

电台结束播放, 什么节目也没有. 然而, 与神

交往的“频道”, 则不会受时间或地域的限制. 

 

 例证二: 与神灵交(之二) 

1) 找出主题: 与神灵交. 

2) 看是否合乎圣经整体教导: 合乎经训. 

3) 将这主题“生活化”, 得出重点: 支取能源. 

4) 用现实生活的画像来形容: 像手机需要充电. 

5) 相同之处: 手机必须经常充电, 不然就没有能

源, 完全不能发挥作用. 

6) 相异之处: 地上事物与天上事物的分别. 

 

 例证三: 与神灵交(之三) 

1) 找出主题: 与神灵交. 

2) 看是否合乎圣经整体教导: 合乎经训. 

3) 将这主题“生活化”, 得出重点: 让神的形像印

在我们心中. 

4) 用现实生活的画像来形容: 像旧式照相机快

门的关闭. 

5) 相同之处: 当把照相机的快门打开, 景物或人

的样子便可以留在胶卷上. 

6) 相异之处: 照相机的形像留在胶卷上, 是固定

不变的影像, 一次曝光就不再改变. 但我们让

神的形像不断深印心灵, 则是活的、生命的

交流. 越与神相交, 就越有更深刻的崭新影像. 

 

 例证四: 与神灵交(之四) 

1) 找出主题: 与神灵交. 

2) 看是否合乎圣经整体教导: 合乎经训. 

3) 将这主题“生活化”, 得出重点: 关系的建立. 

4) 用现实生活的画像来形容: 正常父与子的相

处, 儿子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才亲近父亲, 而父

亲也不是要利用儿子. 

5) 相同之处: 地上的儿子可亲近地上的父亲, 信

徒也可常常亲近天上的父亲. 

6) 相异之处: 地上的关系有地域与时间的限制, 

属天的关系则没有. 

 

 例证五: 效法耶稣基督(之一) 

1) 找出主题: 效法耶稣基督. 

2) 看是否合乎圣经整体教导: 合乎经训. 

3) 将这主题“生活化”, 得出重点: 模仿,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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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现实生活的画像来形容: 用毛笔临摹字帖. 

 可有两个阶段: 最初是字帖放在纸下描写, 

有进步之后便可将字帖放在一旁临摹. 当

然, 到了更高的境界, 则是以自己的风格

挥洒. 

5) 相同之处: 同样是模仿与学习的过程. 

6) 相异之处: 临摹字帖是学习一种技能, 而且所

要效法的, 只是一些外表的形似与笔触, 是艺

术风格的表达与提升, 与内在属灵生命的长

进没有太大关系. 

 

 例证六: 效法耶稣基督(之二) 

1) 找出主题: 效法耶稣基督. 

2) 看是否合乎圣经整体教导: 合乎经训. 

3) 将这主题“生活化”, 得出重点: 学习, 模仿. 

4) 用现实生活的画像来形容: 徒弟跟从师傅, 先

要观察师傅的做法与步骤, 然后照着去做. 师

傅会在旁指点, 直到徒弟学成为止. 

5) 相同之处: 过程同样是模仿与效法, 目标是学

习技能, 并吸收对方的经验. 

6) 相异之处: 在地上跟随一位师傅, 无论是技能

或属灵方面的, 都有一个具体存在的、日常

生活中可见的、可以触摸到的人去学习和效

法. 而效法耶稣基督, 则只能倚靠研读圣经, 

明白其中的教训, 还要寻求圣灵的引领, 并非

肉眼可以见到, 而是须要从心灵出发. 

 

 例证七: 效法耶稣基督(之三) 

1) 找出主题: 效法耶稣基督. 

2) 看是否合乎圣经整体教导: 合乎经训. 

3) 将这主题“生活化”, 得出重点: 效法, 学习, 模

仿. 

4) 用现实生活的画像来形容: 小孩子酷似父亲. 

小孩的一举手、一投足, 都好像他的父亲, 有

时甚至连声音与笑容也像. 

5) 相同之处: 儿子跟父亲的相似和效法, 是从生

命的本质而来的, 再加上耳濡目染及后天的

模仿与效法, 自然会流露出十分相像的表现. 

6) 相异之处: 有的孩子在个性言谈中, 表现得一

点也不像他的父亲. 

 

 

(十) 如何操练遣词用字的功夫 
 

遣词用字并非简易的事, 但勤于操练与实

践肯定会有帮助. 操练时需注意以下几件事.  

 

(a)   阅读开阔视野 

  

讲道者如何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以便在讲

道时使用的字词和象喻更加贴切和丰富呢? 人掌

握语言的能力, 其实跟阅读习惯很有关系. 口才

好的人也许比较敢于讲话, 滔滔不绝, 不会怯场, 

但讲话的内容是否有信息、有内涵, 就跟他的阅

读习惯、思维方向和见识及视野有关. 因此, 要

在讲台上言之有物, 不让人感到重复和空洞, 除

了深入研究圣经, 也要经常透过阅读不同书刊来

开阔视野, 提升内涵.  

 

至于提高遣词用字的能力, 则有赖研读一

些介绍词义的书籍. 不论同义词的讲解或对不同

语汇的分析, 坊间都有不少书籍可供参考, 互联

网上也有许多网站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如《百度

知道》、《汉语词典》等等). 林语堂先生说: “智

者阅读群书, 亦阅历人生.” 在阅览群书之时, 也

当想到如何应用到芸芸众生之中; 而静观周围的

世界, 一样可以启迪我们人生的课题与意义, 从

而丰富我们的讲道.  

 

(b)   聆听学习表达 

  

在听著名人士讲道时, 除了要发现其中的

信息如何打动人心, 更可以多注意他们如何遣词

用字、运用象喻等. 此外, 我们也可透过阅读著

名讲道者的讲章, 作更多观察和分析.  

 

(c)   避免宗教术语 

  

在论及一些特别术语时, 要加以解释, 因

为听众们的信主年日长短不同, 灵命和对圣经认

识的程度不一, 不要以为全部听众一下子都可以

明白你所讲的一切.  

 

召会中一些常用的词语, 

依然会对一些人造成误解与疑

惑. 例如“信徒在一起, 就是神的

家、神的殿”这句话, 当中“神的

殿”的用法, 是圣经中对“召会”的

比喻或画像(figures), 信主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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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若 瀚 

(Johann Y.H.Lai) 

较久、参加召会聚会的日子稍长的弟兄姐妹自

然明白以上这句话. 但对于慕道者或刚接触福音

的朋友, 便听得一头雾水. 有者初到召会的聚会, 

听到讲员说“神的殿”, 误以为是“神的店”, 感到十

分奇怪, 为何天上的神也“开店”作起生意来呢?  

 

(d)   配合圣灵工作 

  

这点虽放在最后, 却是最重要的. 讲道最

能感动人的, 是带着圣灵大能的信息, 否则, 只是

鸣的锣, 响的钹一般. 是的, 讲道真正的感动力不

在乎美妙的修辞、生动的演说技巧, 而是圣灵感

动人心的工作. 就如美国的大布道家慕迪(D. L. 

Moody), 他的言词简洁朴

实, 没有太多修饰, 却有深

刻的灵力. 马有藻也见证

说, 他曾听过“一位严重口

吃的传道者讲道 , 屡次都

受感动, 因为是神的灵在

其中做感动的工作 , 人不

过是说话的器皿.” 

 

结语 

 赖若瀚指出, 对讲道中的象喻及遣词用字

加以用心琢磨及揣摩, 目的是帮助讲员表达出种

种属灵的真理, 帮助会众从已知的领略到那些未

知的. 同时, 也可以运用实际生活的经历来比喻

抽象的、属灵的真理, 借此寻找二者之间共通的

地方, 让人们听道时, 更容易掌握和吸收. 这些象

喻用得好, 会令人印象深刻, 长久不忘, 增加讲道

的力度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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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以下是赖若瀚的预备讲章十步骤:79 

                                                           
78   参 Haddon W.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2nd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2000). 罗宾森的十步骤

分别是: (1) 选取经节; (2) 研究经文; (3) 发现解经概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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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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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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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同上引, 第 439 页.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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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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问答                                  棱镜 
 

难题解答 
  

问题:   圣经中论到几种复活? 这些复活在何时发
生? 启 20:4-6 是否证明所有得救者只有一
个普遍的复活?     

 

解答: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 我们将之分成几部分. 

(A) 复活的种类; (B) 复活的时间. 为了更清楚解

释神对旧约圣徒和新约召会的复活计划, 并以色

列与召会在复活上的区别, 我们也将分开讨论另

外两方面: (C) 复活的计划; (D) 以色列的复活. 最

后, 为了进一步解答 启 20:4-6 是否证明所有得救

者只有一个普遍的复活, 我们加入了(E)项  —  启

20:5 是“第一次的复活”还是“第一类的复活”? 

 

 

(A) 复活的种类 

“死人复活”不

仅是旧约所教导的真

理(但 12:2; 诗 16:10), 

也是新约圣经所强调

的教义(约 5:28-29; 徒
2:24,31-32; 3:15; 4:10; 

23:6), 更是新约信徒

重要的盼望 (林前 15:13-19). 根据圣经明确的教

导, 在神的计划里, 复活有两大种类: (一) 复活得

生命; (二) 复活被定罪. 

 

(一)   复活得生命 

 

 有不少经文教导这一类的复活: 

1) 路 14:13-14: “你摆设筵席, 倒要请那贫穷的、

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 你就有福了! 因为

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 到义人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2) 来 11:35: “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

忍受严刑, 不肯苟且得释放(原文作“赎”), 为

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3) 约 5:28-29: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 时候

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祂的声音, 就

出来. 行善的, 复活得生; 作恶的, 复活定罪.” 

4) 启 20:6: “在头一次 (注 : 更正确译作“头一

类”)81复活有分的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

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作神和基督

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5) 腓 3:10-11: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祂复活的大

能, 并且晓得和祂一同受苦, 效法祂的死, 或

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直译: “… 我得以进

入那从死人当中出来的复活”). 

 

上述的经文显示, 在神的复活计划中, 这

方面的复活被称为“义人的复活”、“更美的复

活”、“复活得生”、“头一次复活”(更正确译作

“第一类复活”)和“从死人当中出来的复活”(out-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这些短语(phrase)说明

义人复活时会发生分隔(separation)  —  与其余的

死人隔开: 有一部分死了的人复活时, 其他的死

人仍旧没有改变, 但这些从死人当中复活的人却

经历彻底的更新或改变(transformation). 布莱克

斯通(另译: 白立同, W. E. Blackstone)解释道: 

 

如果基督要来, 使义人(信主得救的人)比

不信的人早一千年复活, 那么自然而又必

然地, 前者的复活应是从死人当中出来的

复活, 离开其他还在死里的人. … 圣经很

谨慎地说明这一点… 希腊原文的用词也

显示这个意思(希腊文: ek nekrôn )… 这用

词表明的是“从死人中”(from the dead)或

从死人当中出来(out of the dead),82 暗示有

其他死人留下(留在死亡当中, 还没复活). 

 

两类人会复活…, 第一类是死了的人(希

腊文: nekrôn ), 第二类是从死人当中出来

的人(希腊文: ek nekrôn ), 因为所有人都

要复活(注: 不同的是他是属于哪一类的复

活). 然而, 这里的复活…( ek nekrôn , 从死

人当中出来, 指义人或圣徒的复活)从不用

来指不敬虔的罪人(不信者)的复活.  

                                                           
81   有圣经学者指出这节的“头一次”(或“第一次”, first)

应译作“头一类”或“第一类”. 请参本文(E)项的解释. 
82   《纽贝里圣经》(Newberry Reference Bible)常在

出现 ek nekrôn 这一短语的经文(特指有关复活的经文)旁

注中注明其原意是“from among”(从…当中出来), 暗指这群

死人(义人)复活时, 还有另一群死人(恶人)仍保留在死亡中, 

还没有复活. 这也表示这两类的复活不会发生在同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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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短语(即 ek nekrôn )共出现 49 次: (a) 

34 次用来形容基督的复活: 我们晓得祂是

从死人当中(out of the dead)复活; (b) 3 次

用来形容所假设的施洗约翰的复活: 希律

以为他已从死人当中(out of the dead)复活; 

(c) 3 次用来形容拉撒路的复活: 他也是从

死人当中出来的(out of the dead); (d) 3 次

象征性地表示属灵生命从“处于罪的死亡

当中”(out of the deadness of sin)复活过来

(罗 6:13; 11:15; 弗 5:14); (d) 一次出现在 

路 16:31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直译: 

从死人当中复活的] ); (e) 另一次出现于 

来 11:19: 形容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以撒

从死里复活(直译: 从死人当中复活).  

 

其余的 4 次是用来表达将来那从死人当

中出来的 (out of the dead)复活 : (1) 可

12:25: “人从死里(from the dead)复活…”; 

(2) 路 20:35: “从死里(原文: from among 

the dead)复活的人”; (3) 徒 4:1: “死人(原文: 

from among the dead)复活”; (4) 腓 3:11 … 

按字义来说, 应译作“从死人当中复活出

来”(the out resurrection from among the 

dead), 因其独特的语言结构, 凸显其含意

是指从死人当中出来(out from among the 

dead)的复活. 

 

这些经文清楚显示, 将来会发生从死人

当中出来(out of the dead / from among the 

dead)的复活; 即在所有人得着复活之前, 

一部分的死人要先复活. 奥尔斯豪森(或译: 

欧秀生, Olshausen)说: “如果不是在众多死

人当中有一部分先复活, 这短语就难以解

释了.”83    

  

潘德科(J. D. Pentecost)评述道: “上述

这复活一般称为头一次复活. 但称其为‘得生

命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unto life, 约 5:29 译

作“复活得生”)则意思更为清晰; 复活是由几

个部分所组成(注: 主要分成两大部分, 即两大

类  —  义人的复活与恶人的复活), 而这部分

的复活(义人的复活)是在整个复活计划中, 使

                                                           
83   W. E. Blackstone, Jesus is Coming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32), 第 59-61 页. 

人复活起来进入永生. 这复活(义人的复活)包

括那些在任何时候复活进入永生的人. 因此, 

要断定某个复活事件与哪一部分(哪一类)的复

活计划有关, 全在于那复活后的遭遇(得生命

或被定罪), 而不是那复活事件发生的时间.” 

 

(二)   复活被定罪 

 

 圣经预示, 那

些不得救的人是归

于另一部分的复活

计划. 这类的复活被

称为 “被定罪的复

活”(复活定罪).  
 

1) 约 5:29: “…作恶的, 复活定罪.” 

2) 启 20:5: “这是头一次(可译作: 第一类)的

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直等到那一

千年完了.” 

3) 启 20:11-13: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 从祂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

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

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

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

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

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

其中的死人…” 

 

头一次复活(应译作: 第一类复活)在基督

作王一千年开始之前已完成(启 20:5), 因此 启

20:11-12 的“死人”就只能指那些不同于 “从死人

当中复活出来的人(即义人)”, 所以这些“死人”就

是复活后要被定罪的人. 换言之, 这些人要等到

此刻才复活, 关键不在于要有次序安排, 而在于

此时才复活的人将另有结局  —  复活被定罪. 
 

 

(B) 复活的时间 

(B.1)   旧约没提到复活的时间 

当主指出神复活计划的不同部分, 会在不

同的时候发生时, 门徒大感惊讶. 圣经如此记载

主登山变像后的情况: “下山的时候, 耶稣嘱咐他

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

见的告诉人.’ 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 彼此议论‘从

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可 9:9-10). 



                      《家信》季刊宗旨:  宣扬主恩、坚守主道、高举主名                  62 

   

《家信》: 第 127 期 (2020 年 10-12 月份)     马六甲福音堂出版 

 

布莱克斯通有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这三

个入室门徒‘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都接受死人复活的教训(来 6:2), 所以他们

当然完全明白死人复活的意思. 然而, 从死人当
中出来的复活却是一个新的启示.” 

 

旧约圣经很清楚地说明有关复活的事(来

11:17-18;  伯 14:1-13;  19:25-26;  诗 16:10;  49:15;  

何 5:15-6:2;  13:14;  赛 25:8;  26:19;  但 12:2;  约

5:28-29;  11:24), 但对于复活的时间方面却没有

任何启示. 事实上, 若不是有新约的启示, 大家会

认为将有一次性的全人类复活, 信与不信的人同

一时间复活过来, 然后分开进入不同的最后结局; 

这正是“无千禧年派”(amillennialist)的教训. 然而, 

新约圣经却清楚地表明相反的启示. 

 

(B.2)   圣经证实全人类一同复活? 

有些经文常被用来证实“一个普遍的复

活”(a general resurrection, 指全人类一同复活)的

教训 . 最主要的有三段经文 , 即  但 12:2-3; 约

5:28-29; 和 启 20:4-6. 

 

(一)   但以理书 12:2-3 
 

经文: “睡在尘埃中的, 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

永生的, 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智慧人必

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归义的, 必发

光如星, 直到永永远远.” (但 12:2-3) 

 

 这段经文似乎没有指出两者在复活时间

上有所区别, 所以就被用来证实全人类一同复活

(一个普遍复活)的教训. 英国的文本评鉴学家特

里格勒斯(S. P. Tregelles)对这段经文有很精辟的

见解:   

 

毫无疑问, 经节的正确翻译应是… “必有

多人从睡在尘埃的一群(死人)中复醒; 他

们要进入永生去; 但其余的(指其余没有在

这时候苏醒, 还睡在尘埃里的人)要受羞辱, 

永远被藐视.” 英文圣经《英皇钦定本》两

次译出“some”的字(中文版作“有…的”), 

在原文圣经的其他篇章中, 从没有重复使

用来表达某个共同的对象(意即这段经文

其实表达不同的对象), 被分配到不同的范

畴去. 我相信这足以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即

将“多人复醒”解作第一次(第一类)复活, 

而其他仍睡在尘埃中不在此时复醒的(指

恶人), 在第二次(第二类)时才复活. 明显地, 

这次复活不是涉及全人类; 只涉及“一群中

的多人”; 只有这样地理解这些话, 才知晓

那些继续睡在尘埃当中的人最终如何. 

 

犹太解经家解释这段经文的立场, 与我

上述的立场相符一致. 当然, 这些人(犹太

解经家)的心给幔子覆盖着, 在领受旧约圣

经真理时得不到指引; 然而, 在文法及词

典编纂上, 他们却能帮助我们细味圣经的

句子和用词. 诠释这卷先知书的其中两位

拉比, 是撒迪亚赫哥昂(Saadiah Haggaon, 

生于 10 世纪)和亚班以斯拉(Aben Ezra, 生

于 12 世纪); 后者尤精于写作, 思考精确. 

他这样解释这节经文: “… 其翻译是: 那些

复醒的, 要进入永生去; 而那些没有复醒

的, 要受羞辱, 永远被藐视…” 

 

 可以总结说, 先知但以理确定有复活发生, 

而全人类都要复活, 却没有说明复活的不同部分

将在什么时候发生. 

 

(二)   约翰福音 5:28-29 
 

经文: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 时候要到, 凡

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祂的声音, 就出来: 

行善的, 复活得生; 作恶的, 复活定罪.” (约
5:28-29) 

 

 这是另一段常被用来证实“一个普遍复

活”(全人类同时复活)的经文. 支持此看法的人常

说, 主用了“时候”(KJV: hour)一词, 所以我们可以

肯定得救的人与未得救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复活. 

不过, 这词其实并没暗示这样一个普遍复活的计

划. 哈里森(Everett F. Harrison)写道:   

 

然而, 我们要承认这里的用词并不意味

着复活的各部分都要在同一时间发生. 约

翰… 在约翰福音 5:25 的用词(希腊文 : 

hôra {G:5610})可以指一段延展长久的时
期. 约 4:21 及 23 节的情况也是这样. 耶稣

在这里用了旧约先知的说话风格, 他们在

展望人类的历史进程时, 往往将一些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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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起, 不以时分(不以时间区分). 耶稣在

对观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中, 也用了

同样的风格叙述末世的情况; 当祂提到耶

路撒冷即将沦陷(指主后 70 年耶路撒冷城

被毁), 其中的居民要面临灾劫时, 自然难

以不提及那些在很久的未来将要发生在大

灾难时期的事件(注: 这是公元两千年后才

要发生的事, 但主耶稣将两者连在同一段

经文中讲述, 参 路 21:6-24).  

 

 主耶稣在 约 5:28-29 说明全人类都要复活, 

且有不同的复活安排; 然而, 祂在此并没说明复

活的不同部分要在什么时候发生. 如果坚决认为

这段经文说明复活在同一时间发生, 就是将其原

意歪曲了.  

 

(三)   启示录 20:4-6 
 

 启示录第 20 章很清楚地指出, 按照神的

安排, 在这两部分的复活之间, 有一段一千年的

间隔期. 约翰这样说: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

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

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 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

灵魂, 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 也没有在额上和

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

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

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

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

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至于第 5 节下半部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

复活, 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明显是一段加插部

分, 要解释当头一次(应译“第一类”)84复活在基督

第二次降临时完成之后, 那些还留在死亡中的人

将有什么遭遇. 这段经文明说, 头一次(第一类)复

活, 即进入永生的复活, 与其余死人的复活(即启

20:11-13 所说进入审判定罪的复活), 两者之间相

距一千年之久. 唯一可以抹杀这清楚说明的方法, 

是将这段经文的解释给灵意化, 说成不是肉身的

复活, 而是因有主同在而灵魂得享的福乐. 有关

这样的解释, 阿尔福德(Henry Alford)写道: 

                                                           
84   启 20:5 的“头一次复活”(或译作: “第一次复活”, 

first resurrection)应该译作“第一类复活”, 请参本文(E)项. 

…有些人由于遇上困难, 或恐怕千禧年

(Millennium)的教义遭受攻击, 便加以歪曲

强解经文中清晰直接的意思, 以及它在预

言中的次序位置. 对于这种做法, 我不能赞

同. 那与使徒同时代的信徒及其后 300 年

的教会, 都按字义理解这段经文, 但如今却

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那些绝对尊重

古人法道的解经家, 竟轻易地将古人毫无

疑问的一致看法和立场弃置一旁.  

 

至于经文本身, 如果处理得适宜, 根本不

可能引申出时下流行的所谓‘灵意解经法’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这段经文既说明

有两次(其实是两类的)复活: 部分灵魂在

第一次 (第一类 )首先复生 , 

其余的死人要在这次(这类)

复活一段明确的时期之后才

会复活. 如果还要将经文所

说的头一次复活解为在属灵
方面与基督一同复活(spiritual rising with 

Christ), 而第二次复活才是真正按字义指

从坟墓里复活(literal rising from the grave); 

这样, 语言就变得毫无意义作用, 圣经也不

能为任何事情提供确定的见证宣言了.  

 

如果头一次复活是灵意的, 第二次也就

是灵意的了; 但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坚持. 

但如果第二次复活是按字义实实在在地成

就(指身体的复活), 那么头一次也是按字

义实实在在地成就了(指身体的复活); 这

与初期教会并很多近代最优秀的解经家的

立场相符一致. 我将它视为信心与盼望的

一个重点. 
 

 总而言之, 虽然旧约圣经并没有清楚的启

示说明, 复活计划中两个不同部分在时间上的关

系; 但新约圣经却指出, 在进入永生的复活, 及进

入审判定罪的复活之间, 相距是有一千年的时间. 
 

 

(C) 复活的计划 

神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论到复

活的题目时, 把神设定的复活计划(program)勾划

出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 在基督里众

人也都要复活.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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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 在祂来的时候, 是那些

属基督的. 再后, 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

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与

父神”(林前 15:22-24).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 在基督里众

人也都要复活”(第22节). 必须注意的是, 这一节

出现两次“众人”, 而第二句的“众人”不是指全人

类. 范氏(W. E. Vine)解释道: “… 亚当是人类肉身

的代表, 因着与他有这种天然本性的关系(natural 

relation), 所有人就在他的死上有份; 同样地, 基

督既是人类属灵的代表, 所有与祂在灵命上有关

系的人(特指死了的义人), 也就得以复活. 第二个

句子与第一句的分别, 在于第二句没有包括全人

类. 如果说非信徒是‘在基督里的’, 这就完全违背

圣经的教训… 因此, 只有那些拥有属灵生命的新

人, 他们在今生已经历‘在基督里’滋味的, 才包括

在第二个句子的‘众人’之中, 他们‘都要复活’.”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23节)一

语, 似乎说明复活计划是有不同部分的. 根据罗

伯逊及普兰默 (Archibald Robertson & Alfred 

Plummer), 这个“次序”(希腊文: tagma {G:5001})

一词“是军事上的比方, 有‘兵连’(company)、‘部

队’(troop)、‘军旅’(band), 或‘纵队排列’(rank)之

意. 可以想象, 情况就像军旅或部队按位置或次

序逐一登场…” 复活的不同部分(parts), 就像在组

织分明的阅兵仪式中, 踏步向前的各支部队.85   

 

 在复活的行列里(parade), 基督是部队的先

锋(指“义人复活”的部队先锋), 或是那“初熟的果

子”(指第一个出现的), 遥指到了所指定的收成时

候将结出丰硕、同类的果子. 这阶段的复活计划, 

在基督死后第三日复活时成就了, 并标志着这阶

段的复活计划之展开. 

 

 第二组的复活者由“以后”(23节)一词介绍

出来. 这一词(希腊文: epeita {G:1899})指明时间

                                                           
85   哈里森(Everett F. Harrison)评论道: “在这方面, 大

概不应过分强调军事上的含意, 因为经文以‘初熟的果子’

为比喻, 随之而来是与‘初熟的果子’性质相同的收成. 比喻

带出的含意应比 tagma 更具引申作用. 毫无疑问, 保罗用 

tagma 的目的, 是要表达次序的含意.” 引自潘德科所著的

《将来的事》, 第 370 页. 

上的间隔, 而这间隔没有时限. 爱德华兹(T. C. 

Edwards)评述道: “他(保罗)不是说另一件事紧接

着前一件事发生, 也没有说明多久以后会发生下

一件事.” 在基督的复活与“在祂来的时候、那些

属基督的”人的复活之间, 其时间距离有很大弹

性(至今已将近两千年了). 

 

 “在祂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 谁会包

括在“那些属基督的”, 圣经学者主要有两种看法: 

1) 只是指新约时代的召会圣徒: 有者认为“那些

属基督的”是指22节里的“在基督里的”. 他们

认为这是有意用文字上的技巧, 来说明现今

时代中的圣徒与基督的关系(即表明“在基督

里”的基督徒或召会圣徒是“属基督的”).  

 持此看法的人以“来”(希腊文: parousia )一词

作为支持, 说这词常用于召会被提之时(帖前

4:15), 所以那“属基督的”是指召会圣徒的复

活, 不包括旧约的圣徒和灾难时期的圣徒. 

2) 包括所有得救赎之人(包括旧约与灾难圣徒): 

潘德科评述道: “保罗既在这里将复活的计划

勾划出来, 断不会将这重要的组别(指灾难圣

徒和旧约圣徒)遗漏. 所以, 更适当的观点, 是

将‘那些属基督的’(they that are Christ’s)86这一

词句看成普通的表达手法, 泛指所有得救赎

之人, 包括召会、旧约圣徒和灾难圣徒; 他们

全都在基督‘来’的时候复活.” 

 

按照圣经的教导, 基督再来(第二次降临)

有两个阶段(stages, 或作两个步骤): (a) 阶段一: 

基督为召会圣徒而来(Coming FOR the Saints), 特

指召会被提, 而基督只来到空中, 没有来到地上

(帖前4:17); (b) 阶段二 : 基督与召会圣徒同来

(Coming WITH the Saints), 指七年灾难后, 基督

与召会一同来到地上, 那时基督会脚踏橄榄山(亚

14:4; 也参 徒1:11-12), 拯救以色列余民, 并审判

以色列人和外邦列国, 然后设立天国.  

 

事实上, “parousia” (意即“来到”, 新约常

译作“降临”)一词可指基督降临的第一阶段(例如: 

帖前4:15;  5:23;  2:19;  帖后2:1), 也可指基督降临

的第二阶段(帖后2:9; 太24:27). 因此, 笔者赞同潘

                                                           
86   这短语在中文版《将来的事》(第 371 页)中译作

“在基督里的”, 但其英文版(原著)是“they that are Christ’s”, 

应译作 “那些属基督的”, 参 Things to Come, 第 4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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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科的结论: “ ‘来’一字的意思, 是广泛地指基督

第二次降临及相关的计划, 而不是单指召会被提. 

所以, 保罗(在 林前15:23)说的第二组别, 是指历

世历代的圣徒. 他们复活, 因为他们是属基督的; 

他们的复活会借着基督第二次降临来成就.”87 

 

因此, 保罗所说的是第一次(应译作: 第一

类)复活计划的两个重要阶段: (a) 基督的复活; 以

及(b) 所有属基督之人的复活, 包括召会时代的

圣徒、旧约时代的圣徒和灾难时期的圣徒. 他们

借着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复活. 有者认为随着

他们的复活, 即“义人的复活计划”完成后, 这时代

也就终止或结束了. 这或许是第24节所谓的“再

后, 末期到了…”的意思. “末期”(希腊文: telos 

{G:5056})一词是终止或结束之意.  

 

 但有学者认为第24节是

指“再后, 复活的末期到了”, 即

保罗指的是: 当一千年结束后, 

不信的死人将要复活, 这样一来, 

复活的计划便完结了 . 费恩伯

(Charles Feinberg)写道: “经文谈

到复活的事. 不少解经家认为这

里提到的是末期的复活. 我们同意这观点. 使徒

保罗指出, 死人的复活分开几个清楚的阶段. 首

先, 基督是初熟的果子; 然后, 那些属基督的在祂

再来时复活; 最后, 所有非信徒在末期复活.”  

 

罗伯逊及普兰默也说: “或许保罗正想着

第三个… (复活的次序), 就是那些不属于基督的, 

在末期来到前的某个时间复活. 无论如何, 综观

整段经文, 如果保罗真的想到这些非信徒和恶人

的话, 他们也是处于极不显眼的背景之中(因那段

经文主要论述“那些属基督的”[义人]之复活).”   

 

普里汉姆(另译: 培德咸, Arthur Pridham)

将复活的次序列出如下 : “… 使徒将神施行大

能、完成复活计划的过程分为三个明确而分隔

的阶段: (1) 主耶稣的复活; (2) 祂再来时, 属祂的

                                                           
87   这句话在中文版《将来的事》(第 371 页)中译作

“他们的复活会在基督降临前发生”, 但其英文版(原著)是

“this will have been accomplished by the second advent”, 应

译作 “他们的复活会借着基督第二次降临来成就 ”, 参 

Things to Come, 第 404 页. 

人复活; (3) 当圣子(主耶稣)的国度完成时, 所有

无份于第一次(应译作: 第一类)复活的死人都要

从坟墓出来, 不论大小, 都要站在神面前受审判.” 

 

潘德科指出, 关于“末期”(telos)一词, 基本

意思是指一个行动或状况的终止或结束, 与一项

计划的终止有关; 故此, 保罗似乎在这里将最后

或末了的复活组别也描绘出来. 虽然如此, 必须

重申, 保罗预言属基督之人的复活, 与末期的复

活(无论是指时代的末了, 或是复活计划的末了), 

两者之间是有一段时间上的间隔(interval). 正如

范氏所言: “那译作‘再后’(KJV: Then)的字词, 不

是希腊文 tote , 意即紧随后, 而是希腊文 eita , 表

示时间上的先后次序, 一段时间‘之后’; 例如: 可

4:17, 28 和 林前15:5, 7. 在第24节说的间隔期间, 

主将要在祂公义和平的千年国度中作王掌权.” 
 

 

(D) 以色列 (旧约圣徒) 的复活 

若要将复活计划中各个复活事件的次序

妥当地排列出来, 我们必须确定以色列的复活时

间. 一些时代论者认为, 帖前4:16所提到的复活不

仅是召会时代的圣徒, 也包括了旧约时代的圣徒. 

他们如此认为的理由是:  
 

1) 召会圣徒能得救, 是因基督完成的工作, 以色

列人(包括旧约圣徒如摩西、大卫等)也是一

样, 因此他们都是“在基督里”的, 且一同复活; 

2) 帖前4:16提到“天使长的声音”, 这对以色列有

独特的意义, 正如“神的号”对召会有独特的意

义一样; 因此两者都包括在被提前的复活; 

3) 启示录第4章的二十四位长老是包括新约和

旧约的圣徒; 因此, 两者应(在启示录第4章以

前)已复活了; 

4) 但12:2-3所说的并非真实的复活, 而是复国, 

因此这段经文说的不是以色列人复活的时间, 

而是以色列复国的时间(支持此看法的有盖伯

林, Arno C. Gaebelein).  
 

同是时代论者的潘德科回答上述问题时

指出, 关于第(1)点, 虽然以色列人(包括旧约圣徒)

是由基督流血所救赎, 但他们从未经历“圣灵的

洗”, 而这是“在基督里”的条件(参 罗8:9-11), 因此

“在基督里”这一短语只能用来描述现今召会时代

的圣徒, 只有他们循此途径与基督建立生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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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点, 有者认为经文既然提到“天使长”, 

所以被提的事情必然牵涉到以色列, 因为天使特

别要伺候以色列这个国民(但12:1). 但要留意, 这

种见解忽略了一个事实, 就是启示录中天使的工

作与基督第二次降临并降临前的审判都有关系, 

所涉及的事并非单与以色列有关, 也与其他人有

关(启14:6; 故不能说有天使就必关系到以色列).  

 

至于第(3)点,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二

十四位长老”只代表召会, 并不包括以色列(或旧

约圣徒). 有关二十四位长老的身份, 请参2020年

7-9月份, 第126期《家信》的文章: “神的十二个

奥秘(七)”之附录二: 二十四位长老是谁?, 请阅览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9/神的十二

个奥秘七-基督新妇的奥秘/ . 最后第(4)点, 若按

寓意(灵意)诠释但以理书12:2-3, 就必须摒弃全面

按字义解经的原则.   

 

简言之, 有者认为以色列人(包括旧约圣徒)

会与新约召会的圣徒一同复活和被提, 但这样的

看法似乎忽略了神对这两类人有基本不同的计

划. 潘德科评述道: “可以总结说, 以色列(旧约圣

徒)的复活不是在被提时发生, 因为那时的复活只

包括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帖前4:16), 而以色列并

不是这个身份. 另一可作支持的要点是, 召会是

神的奥秘, 神要先完成祂对召会的计划, 然后才

恢复祂对以色列的计划. 复活是一桩到结局才发

生的事(例如召会时代结束时、七年灾难结束

时、千禧年结束时), 所以如果神对以色列的计划

(特指在七年灾难的试炼)尚未来到结局之时, 以

色列的复活是不会发生的.” 

 

潘德科进一步解释以上论点. 但12:1-2说

复活会在“那时”发生, 这必定是前文提到的时间, 

或说是“第七十个七”终结事件发生时, 就是那兽

的结局来到的时候. “那时”有拯救(但12:1)和复活

(但12:2)的事发生. 经文看来指出, 复活的事与基

督第二次降临和拯救以色列脱离那兽一事有关. 

同样地, 赛26:19也显示,88 那应许的复活之拯救, 

要“等到忿怒过去”(赛26:20)时才发生. 这“忿怒”

就是指灾难时期, 而以色列的复活就是在这时期

                                                           
88  赛 26:19: “死人(原文作: 你的死人)要复活, 尸首

(原文作: 我的尸首)要兴起. 睡在尘埃的啊, 要醒起歌唱! 因

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 地也要交出死人来.” 

结束时发生. 故此, 认为召会和以色列“同时在被

提时复活”的见解, 看来是错误的. 圣经指出, 以

色列的复活要到灾难结束时才发生, 召会圣徒则

在这以前的时候就已复活.   

   

 总括而言, 复活计划的事件发生次序如下: 

1) 主耶稣基督首先复活, 作为复活计划的开端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林前15:23);  

2) 已死的召会圣徒在被提时复活(帖前4:16); 

3) 在基督第二次降临地上时, 灾难时期的圣徒

复活(启20:3-5), 与此同时; 

4)  旧约时代的圣徒也要复活(但12:2; 赛26:19); 

5) 最后, 在千禧年结束时, 所有已死的不信者(非

信徒)也要复活(启20:5, 11-14). 

 

以上首四项的复活属于第一类复活的范

围, 即“复活得生命”, 因为所有复活的人都要得着

永远的生命. 最后一项(第5项)的复活, 就是第二

类的复活, 即“复活被定罪”, 因为所有在这阶段复

活的人都要受永远的审判.89 

 

 

(E) 启示录 20:5 应译作“第一次的复活” 

还是 “第一类的复活”? 

 论到启 20:4-6, 艾伦 (Jim Allen)评述道 : 

“那些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灵魂, 启

20:5 只用一个简短的声明来解释  —  ‘这是头一

次的复活’(或译: 第一次的复活, This is the first 

resurrection). 这复活被称为‘第一’(the first)意味

着将有另外的复活会来. ‘第一次的复活’这一用

词必然暗示有时间的顺序(time sequence), 但它不

仅是有时间顺序的复活 , 更是不同种类的复活

(different kind of resurrection, 所以译成“第一类的

复活”更为贴切). 这复活是按照基督复活的模式

(林前 15:20).90 其次序(order)是: 基督是第一个复

                                                           
89   此篇文章主要参考/改编自 潘德科著, 《将来的

事》(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363-377 页, 并

按其原本的英文版(Things To Come, 1958 年版)对中文译

文稍加修订补充. 
90   “基督的复活”之模式有以下特征: (1) 复活后不再

经历死亡(启 1:18; 不像拉撒路的复活, 即复活后还会经历

肉身的死亡); (2) 复活后得到不朽的身体, 但此身体可以有

骨有肉, 并可以吃喝(路 24:39: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

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

的”; 路 24:43: “祂接过来, 在他们面前吃了[指吃烧鱼]”); (3)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9/神的十二个奥秘七-基督新妇的奥秘/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9/神的十二个奥秘七-基督新妇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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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成了已死的圣徒“初熟的果子”, 林前 15:20). 

跟着是召会时代的圣徒(帖前 4:16), 也按照基督

复活的模式. 最后是旧约圣徒和七年灾难时期殉

道的圣徒, 将在基督千年统治之前复活(启 20:4-5; 

但 12:1-2),91 这就完满地结束了这类‘有福’的复

活(启 20:6: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 这

(类)复活是在基督千年统治之前就圆满结束; 其

余死人的身体仍留在坟墓中, 这些已死的恶人要

等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召唤时才复活.”92 

 

 无论如何, 不少神学家支持“普遍复活论”. 

他们认为所有得救者都在同一个时候复活, 即在

七年灾难后和千禧年国之前的这段时间同时复

活. 值得留意的是, 启 20:5-6 提到“头一次的复

活 ”(the first resurrection), 按原文直译是 “The 

resurrection, the first” (第 5 节原文是: η αναστασις 

η πρωτη; 第 6 节是: τη αναστασει τη πρωτη , 两者

的文法结构都是同样的 = 冠词+名词+冠词+名

词 ). 支持上述普遍复活论的人当中, 有者主张上

述这样的文法结构表明这短语只能译作“第一次

的复活”. 果真如此吗? 其实不然! 我们必须留意

下列几个重点: 

 

1) 启 20:5,6 的“第一”(the first, 原文: prôtos)未必

是指时间上的第一(first in the sense of time), 

因为这字在其他经文中可有别的译法, 例如

prôtos 在启示录中出现 16 次, 译作: “第一个”

活物 (4:7); “第一位”天使 (8:7); “头一个”兽

(13:12); “第一位”天使(16:2); “头一次”复活

(20:5,6); “第一”根基(21:19)等. 因此, prôtos 在

启 20:5-6 可正确译为“第一类”(参下文理由).  

 

此外, The resurrection, the first ( = 冠词+名词+

冠词+名词)这文法结构的意思并不一定是指

the first time of resurrection (第一次的复活), 不

然那有同样文法结构的 启 4:7 ( το ζωον το 

πρωτον = the  living-creature,  the first , 即 the 

                                                                                                     
这复活的身体不受物质所限制(例如主耶稣的身体可以穿

透墙壁, 进入房门紧关的房子(约 20:19). 
91   但 12:1-2 表明旧约圣徒将在七年灾难之后复活. 

换言之, 他们将在灾难之后与千禧年国之前这段时间复活. 
92   引自  Jim Allen, “Revelation”, in 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 10), edited by T. Wilson and K. Stapley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 1997), 第 486 页. 

first beast)就必须译作 the first time of beast (第

一次的兽)! 当然, 我们承认这是错误的译法. 

 

启
4

章
7

节 

το  ζωον  το  πρωτον 

The 

(那) 

living creature 

(活物) 

The  

(那) 

First  

(第一) 

Article 

(冠词) 

Noun  

(名词) 

Article 

(冠词) 

Adjective 

(形容词) 

注: 中文圣经《和合本》及《新译本》 

都译作 “第一个活物”; 而不是“第一次活物” 

 

换言之, “第一”(first)后面的词(如“次”、“个”

或其他词)必须按那段经文的上下文来决定.  

 

2) 退一步来说, 即使我们把 启 20:5,6 译成“第一

次复活”(虽然原文语法并不要求必须如此翻

译), 并强调在 启 20:5,6 之前没有其他的复活

(例如在 启 20:5,6 之前没有已死的基督徒在被

提时复活), 但按圣经记载, 到底是谁经历了第

一次的复活?【注: 本文所谓的“复活”是指复

活后不会再死】  

 圣经明说: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睡了
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 15:20); 初熟的果子

(first-fruit)是指在时间上最先熟的果子; 而在

死人复活方面特指基督在时间上是最先从死

里复活的人. “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林前 15:22). 换言之, 虽然

圣经表明会有不同组的人复活(各按各的次序

复活), 但最先的肯定是基督(初熟的果子是基

督), 所以那在时间上经历“第一次的复活”的人, 

肯定是基督! 这是不用质疑的.  

 这正是 西 1:18 论到基督时, 给于我们清楚的

教导: “祂(基督)是元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基督是第一个从

死里复活的人(再次强调, 本文所谓的“复活”是

指复活后不会再死, 故不包括拉撒路、拿因城

寡妇之子等等的复活), 所以基督肯定是那经

历“第一次的复活”之人. 

 此外, 徒 26:23 按原文直译是: “就是那基督怎

样受害, 怎样首先从死复活, 祂要把光传给(那)

百姓连同那些外邦人”【引自《精读圣经》的

原文直译】; 以下英文圣经也如此翻译【注: 

这些经节的 first 一字在希腊原文的原型是 

πρωτος ; 读成: prôtos , 与 启 20:5-6 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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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V : Acts 26:23: “that the Christ would 

suffer and, as the first to rise from the dead, 

would proclaim light to his own people and to 

the Gentiles.” 

 NKJV : Acts 26:23: “that the Christ would 

suffer, that He would be the first to rise from 

the dead, and would proclaim light to the 

Jewish people and to the Gentiles.” 

 ESV : Act 26:23: “that the Christ must suffer 

and that, by being the first to rise from the 

dead, he would proclaim light both to our 

people and to the Gentiles.”  

 RSV : Acts 26:23: “that the Christ must 

suffer, and that, by being the first to rise from 

the dead, he would proclaim light both to the 

people and to the Gentiles.” 

 NRSV : Acts 26:23: “that the Messiah must 

suffer, and that, by being the first to rise from 

the dead, he would proclaim light both to our 

people and to the Gentiles.” 

 简而言之, 我们确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其中

的经文肯定不会互相冲突; 若是有所冲突, 问

题肯定是出在我们错误的译法或解经. 若要硬

把 启 20:5 译作“第一次复活”, 就是把“那些经

历灾难后死而复活的圣徒”说成是经历了“第

一次的复活”, 这就违反了圣经在其他经文(如 

林前 15:20,22; 西 1:18; 徒 26:23 等)的明确教

导(即第一次的复活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 

而非其他人). 

 

3) 或许有者会说, 启示录所谓的“第一次的复活”

是不包括耶稣基督的复活, 不过这看法是“演

绎法的推论”而不是“归纳法的结论”, 因为 启

20:4-5 并没有明文记载说: “在基督的复活之
后, 这是第一次的复活.” 仔细阅读启示录第 20

章, 整章经文也都没有这样的记载或暗示. 

 

4) 曾有者表示, 启示录 20 章论到第二次的复活

(即不信神的死人复活, 或所谓“恶人的复活”), 

所以 启 20:5,6 的“第一复活”(the resurrection, 

the first)必须是指时间方面(即第一“次”的复

活), 而非种类方面(即第一“类”的复活). 然而, 

我们即使再把启示录 20 章读多几遍, 也不会

读到所谓的“第二次的复活”(只有读到“第二次

的死”). 事实上, 整本圣经从没提到有“第二次

的复活”.    

 

5) 另有许多人引证或辩驳说, 某某圣经译本、圣

经注解, 甚至圣经词典, 把 启20:5-6的短语“the 

resurrection, the first”译成或解释成“第一次的

复活”,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第一次的复活”为

正确的译法或解释.  

 让我们谨记: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是绝对无误

的; 但圣经译本的译法或神学家的注解(包括

神学词典里的解释)却不是神所默示的.  

 一切的译法和解释必须按照归纳法(取自经文), 

并符合整体圣经的教导(经文对照、以经解经).  

 事实上, 希腊文 πρωτος 一词的意思是 First, 不

过它可以是指   First : (a) of time; (b) of 

sequence or order; (c) of rank, degree or dignity; 

(d)  of place 等等. 翻译这字时必须参照那段经

文的上下文(context)来决定其意; 若上下文无

法提供明确答案(或答案具争议性), 我们就要

选择那与其他经文没有冲突、或符合整体圣

经教导的译法或解释. 此乃关系到解经重要原

则之一: 用清楚的经文解释较不清楚的经文.  

 

6) 有者指责我们把“头一次复活”(第一次复活)译

成“第一类复活”是加添了神的话语.  

 但此看法忽略了 启20:5,6的“the first”在希腊

原文(原型 = πρωτος ; 读成: prôtos )是可以指

时间方面的最先次序、地位方面的重要首

位、性质方面的优质或尊贵等(例如 路15:22

将  πρωτος 译成“上好的”[the best], 指优质
的、上好品质的袍子) 

 因此 , “the resurrection, the first”并非没有选

择、只能译作“第一次的复活”(指时间方面的

第一, 但这译法违反了圣经其他经文如 林前

15:20; 西1:18; 徒26:23等的清楚教导), 它也可

指“上好品质的复活”(品质上的第一), 是约翰

福音5:28-29所谓“复活得生命”, 也是启示录

20:6所谓“有福的”复活, 是属上好或最好(the 

best)的种类, 所以译作“第一类的复活”是合适

的, 且合乎圣经整体的教导; 这是在翻译上所

必须作出的正确选择, 而非加添神的话语.  

 

7) 最后一点, 有者认为已死的基督徒之复活(帖

前4:13-18)是发生在 启20:5的“第一次复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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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第一类的复活”(义人的复活)至少有三

个时间点, 为何神把这一类的复活留到 启 20:5-

6 才提及? 那里不是最后一次“义人的复活”吗? 

   

答案: 启 20:5-6 确实是最后一次“义人的复活”, 

是这类复活(义人得生命的复活)的最后一次! 但

神在圣经中把它留到 启 20:5-6 才提及, 因为这

些圣徒(旧约圣徒和灾难圣徒)的复活使这义人

的复活“圆满地结束”! 此乃重点所在, 启示录是

圣经最后一本书, 神要在此强调这最终的圆满!   

因为“20:5-6 中的‘复活’一词都用单数名词写

成”, 所以对于所有得救的圣徒(包括新约基督

徒和旧约圣徒), 只有一个普遍的复活【换言

之, 他们认为 林前15:51-57 和 帖前4:13-18 记

载的已死之基督徒的复活, 就是发生在 启20:5

所指的“首次复活”】 

 

对于上述看法, 我们要强调的是, 正如我

们在上文已解释的, 启20:5-6的“第一次复活”应

该被译成“第一类的复活”, 而这第一类的复活只
有一类 (是单数的), 就是义人的复活(复活得生命, 

是有福的复活), 所

以 启20: 5-6的“复

活”一词没有采用

复数(多数)的名词.  

 

虽然旧约圣

徒、灾难时期的圣

徒与新约圣徒(基督徒)都属于这一类的复活  —  

义人的复活, 但它们却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 新

约圣徒(基督徒)的复活是发生在七年灾难之前, 

召会被提的时候(帖前 4:13-18). 如果已死的基督

徒之复活(指 帖前 4:13-18 所描述的事件)是发生

在 启 20:5 的“第一次复活”(与旧约和灾难时期死

去的圣徒一同复活), 那么, 这样的看法便会违反

圣经别处经文明确的教导, 例如: 

 

a) 启19:11-21记载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 来到地

上毁灭敌基督(那兽)和假先知的军团. 但圣经

也清楚记载, 主降临地上以前, 天上(比较 启

19:1)已进行了羔羊的婚娶(启19:7: “我们要欢

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祂.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

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问题来了: 

 这位在天上“预备好了”的“新妇”是谁? 她

肯定是由基督徒所组成的召会(教会, 参 

弗5:24-27; 启19:8). 因此, 我们可以得到合

乎圣经的结论: 主基督在 启19:11-21降临

地上以前, 那组成召会的圣徒(基督徒)已

被提到天上去, 并且“蒙恩得穿光明洁白

的细麻衣 .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

义”(启19:8).  

 换言之, 帖前4:16-17的召会被提和已死的

基督徒之复活是发生在 启19:7 (羔羊的婚

娶)之前, 而非在 启20:5的“第一次复活”. 

b) 反过来说, 帖前4:16有关已死基督徒的复活若

是发生在 启20:5-6的时间点, 那么在这之前天

上的羔羊婚娶时 , 新妇岂不是还未预备好? 

(不过启19:7清楚表明“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c) 有者辩驳说, 是有一部分的基督徒(活着的基

督徒)在 启20:5之前先被提, 在天上进行了羔

羊的婚娶, 死了的基督徒则需等到 启20:5-6的

复活. 然而, 圣经表明这两组人都是同时在空

中朝见主. 使徒保罗在 帖前4:15说: “我们现

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

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

人之先.” 换言之, 已死的基督徒必须先复活, 

得着不朽坏的身体, 然后活着的基督徒也要

改变, 得着不死的身体(比较 林前15:51-53), 

过后两组人“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

遇”(帖前4:17). 简言之, 帖前4:16的复活必须

发生在 启20:5的复活之前.  

 

总括而言, 笔者坚持的立场和信念是: 我

们的解经必须先以“归纳法”为根基(读出经文的

原意), 然后再看我们的解释是否与“整体圣经的

教导”有所冲突(故要以经解经), 并应用“解经螺

旋”(Hermeneutic Spiral)来验证我们的解释是否

合乎圣经. 此乃赖若瀚所推荐的“实用释经法”(或

称“十步释经法”). 关于此法和“解经螺旋”, 可参

阅 :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十步

释经法简介上-观察和解释 . 简而言之, 我们不该

受困于任何神学(包括“时代论神学”、“改革宗神

学”或“归正神学”等等), 任何神学或解经都必须

通过圣经的验证, 因为唯独圣经才是神的话语, 

是真理的最高权威.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十步释经法简介上-观察和解释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20/04/十步释经法简介上-观察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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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望楼                   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 

 

将来的事 (二十二) 

人子的降临和审判 (下) 

报仇的日子和 

赎民的恩年 
 

 

(A) 神报仇的日子 

在撒迦利亚书 14:1-5, 我们留意到当主耶

稣回到地上时, 祂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 “一切圣

徒”(KJV: saints, 或译“圣者”)要与祂同来(亚 14:5: 

“有一切圣者同来”). 显然, 这一切圣者(圣徒)还未

与祂同来以前, 他们必须先被带到祂那里. 犹大

书 14 节也教导同样的真理: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 

曾预言这些人说 : 看哪 , 主带着祂的千万圣者

(KJV: saints, 圣徒)降临.” 

 

在洪水以前, 当全球充满罪恶的时候, 以

诺的安慰是想到主耶和华会在将来的一日, 亲自

审判罪恶, 公义最终会得到伸张. 对于不敬不虔

的世界, 他的见证是“他与神同行”. 正如亚伯拉罕

在他的年日盼望一座有根基的城(来 11:9-10), 以

诺肯定也在他的年日盼望有一日公义获得伸张, 

就是主亲自降临, 替千万被害的圣徒伸冤报复.  

 

基督已叫那些受

苦、被践踏和受逼迫的召

会圣徒从死里复活. 他们

已被提到空中, 与主基督

相遇, 并与基督同得荣耀. 

这同一群圣徒过后(七年

灾难后)也将与基督一同

显现在荣耀里(西 3:4: “祂

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

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在启示录第 19 章, 这同一幕被描述得更

加生动. 那里把圣徒描绘成“天军”, 穿着“细麻

衣”(喻指“圣徒所行的义”, 启 19:8), 骑着白马, 跟

随着主耶稣基督一同凯旋地降临, 基督“穿着溅

了血的衣服. 祂的名称为神之道”(启 19:19). 无论

我们怎么看, 这一幕都是审判的情景; 每一细节

和环境都在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已经结束, 而“神

报仇的日子”已经开始(赛 61:2; 比较 路 4:19). 

 

这世界最需要的是一个公正无私、绝对

无误、全能威严的审判官. 诗篇多处述说基督降

临审判世界; 例如: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 林中

的树木,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因为祂来了. 祂

来要审判全地. 祂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祂的信

实审判万民”(诗 96:11-13). 

 

 诗篇 97:1 说: “耶和华作王. 愿地快乐、愿

众海岛欢喜”; 然后就描述祂的降临, 有烈火和闪

电, 大地震动, 诸山熔化(第 3-5 节). 诗篇 99:1 也

说: “耶和华作王, 万民当战抖.” 以赛亚书 32 章亦

描绘同样的事: “看哪, 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 必

有首领(princes)借公平掌权”(第 1 节). 参照其他

经文, 我们晓得谁是那些首领(比较 路 22:29-30; 

林前 6:2; 启 2:26-27; 注: 这里所谓的“首领”可指

蒙神授权治理的圣徒; 而“一王”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样公义的君王和国度不会给那些拒绝

神恩惠福音的人带来心中的喜乐. 他们的感受是

“战抖”(惧怕的发抖)而非“欢喜”或“快乐”. 一切

“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的人(帖后

2:10), 将与那兽和假先知一同被丢到硫磺火湖里, 

永远灭亡(启 19:20; 20:12-15; 注: 先是“那兽”和

“假先知”被扔在硫磺火湖里, 过了一千年后, 才是

魔鬼和一切拒绝基督的人被扔在硫磺火湖里). 

 

 以赛亚书 11:4 证实这点: “(基督)却要以公

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

中的杖击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第 5 节

进一步论到基督: “公义必当祂的腰带, 信实必当

祂胁下的带子.” 诚然, 离了公义就没有福气与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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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重要的真理: 首先要有公义, 然后才

有平安. 希伯来书论到麦基洗德时, 也表达同样

的真理: “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注: “麦

基洗德”一名意即“公义王”), 他又名撒冷王, 就是

平安王的意思”(来 7:2; 他是在撒冷城作王).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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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以赛亚书 11:4 的公义审判后, 随之而来的就

是平安,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 豹子与山羊羔同

卧, 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

他们. 牛必与熊同食, 牛犊必与小熊同卧, 狮子必

吃草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 

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圣山的遍

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赛 11:6-9). 

 

 主耶稣基督和祂的圣徒显现, 降临地上审

判恶者, 这将给世界带来福气. 在福气方面, 先是

犹太人蒙福  —  他们得蒙拯救, 得着复兴(或译

“复苏”, restoration), 得享福气. 神在古时与亚伯

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并所应许的福, 必

须优先得着实现. 以色列先要得着国民性的复兴, 

耶路撒冷成为全球敬拜和属神治理的中心. 这是

神赐福外邦列国的第一步. 故此, 我们在以赛亚

书 30:26 读到: “当耶和华缠裹祂百姓的损处、医

治祂民鞭伤的日子, 月光必像日光, 日光必加七

倍, 像七日的光一样.”   

   

 总而言之, 虽说耶稣基督的降临是对恶者

的审判, 并向欺压祂百姓的犯罪者进行报复, 但

公义日头(指主耶稣基督)的升起也带来医治之能

(玛 4:2: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

能 [‘光线’原文作‘翅膀’] ” ). “耶和华的恩年”已

经结束, 神的宽容也到达终点, 现在是如祂在以

赛亚书 63:4 所说的: “报仇之日在我心中, 救赎我

民之年已经来到”(比较 赛 61:2: “神报仇的日子”). 

 

 

(B) 神赎民的恩年 

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日子(指道成

肉身、降世为人的年日), 祂心中所充满的是丰满

的恩典. 祂所要执行的工作是全面彰显神的恩典. 

当祂受邀去为两个因家产而纷争的兄弟作判断

时, 祂拒绝了. 祂不愿作他们的审判官, 回答道: 

“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路

12:14). 神在那时没给祂作“审判官”的职任. 祂的

所有工作皆与恩典有关  —  是属救恩的工作.   

 

不过, 主基督第二次来到地上时, 祂将拥

有身为审判官与君王的一切权柄  —  这将成为

神报仇的日子和祂赎民的恩年. 祂在恩典时代的

赎民(指召会)将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而祂的

以色列赎民将在耶路撒冷等候祂的降临, 来拯救

他们脱离即将来临的毁灭(指敌基督率领大军围

攻耶路撒冷, 要毁灭以色列的国与民). 

 

对于信靠基督的以色列国民而言, 主耶稣

基督的显现不仅拯救他们脱离毁灭  —  纵然此

拯救是伟大与荣耀的  —  但更重要的, 它将开创

“千禧年”(千年乐国)的福气. 这将是毫无乌云的

清晨, 公义的日头将它那富有医治之能的光线, 

照射到神的约民以色列人身上. “在那日子犹大

必得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她(指耶路撒冷)的

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 33:16).  

 

这属地福气的根基与我们属天福气所依

据的根基相同. 它们都建基于“基督”身上, 正如经

上所说: “神又使祂(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

义、圣洁、救赎”(林前 1:30). 治理以色列国民的

大君王是“那凭永约之血”, 从死里复活的“群羊大

牧人我主耶稣”(来 13:20). 那时, 他们将知道耶和

华不是根据他们的罪恶道路和他们的败坏行为

来对待他们, 而是根据祂在基督耶稣里的永恒旨

意来恩待他们.    

  

 这属灵的复兴与他们国民性的复兴同步

发生, 以西结书 20:37 记载: “我必使你们从杖下
经过, 使你们被约(指神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永

约”,  covenant)拘束.” 此事暗指牧人手握着杖, 在

羊圈的入口点算每一只进入羊圈的羊. 出埃及记

30:14 也有相同概念: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 

(注: 这节的“过去”[pass]与结 20:37 的“经过”[pass]

有相同意义, 即经过点算后, 归入属神的羊圈, 得

着神的保守和福气). 

 

 在那日, 除了蒙神拣选的余民, 无人被允

许进入圣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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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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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唐纳 (W. MacDonald) 
 

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结 20:38). 

 

 以西结书 20:40 又记载: “主耶和华说: 在

我的圣山, 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 所有以色列的

全家都要事奉我, 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 向你们

要供物和初熟的土产, 并一切的圣物.” 神在以西

结书 36:24-28 进一步启示说: “我必从各国收取

你们, 从列邦聚集你们, 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我必

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

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 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

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

祖之地. 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们的神.”     

 

 对于多个世纪以来散居各地、饱受欺

压、成为笑柄的以色列民而言, 这是何等蒙福、

何其荣耀的前景. 神以恩典立下根基, 也将以恩

典完成祂给以色列人的计划. 召会那属天或天上

的荣耀, 以及以色列那属地或地上的荣耀, 两者

各在自己的道路和程度上, 展现神恩典的荣耀.93 

   

(文接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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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   圣经中 

的七大审判 

 

美 国 的 马 唐 纳

(William MacDonald) 在

《分别在此》(Here’s the 

Difference)一书中指出, 研

读圣经的人必须明白 , 圣

经中论到许多不同的审判, 

                                                           
93    上文编译自“The Year of My Redeemed” (Chapter 

16), 载 John R. Caldwell,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 9) 

(Glasgow: Gospel Tract Publications, 1983), 第 158-165 页. 

此篇文章取自考德威尔(John R. Caldwell)所著的“神拣选的

百姓 ”(God’s Chosen People), 而非他所著的 “将来的

事”(Things to Come), 但这两系列的文章皆被收录在上述同

一本书中(指 Assembly Writers Library, vol.9 ). 为了使读者

对考德威尔所写的一切预言课题有更全面和仔细的认识, 

我们将考德威尔上述两系列有关预言的所有文章都一同编

译在《家信》的“将来的事”之系列中. 

这方面十分重要. 这些审判必须以相关的人物、时

间和地方来分辨, 也须以审判的基础和结果来区别. 

例如, 许多人以为神对“万民”的审判(太 25:31-46)

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 20:11-15)是同一个审判. 

细心的查究, 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十分不同的. 

 

马唐纳强调说: “有分辨能力的学生肯定可

以看得出没有所谓的一个‘普遍的审判, 就是当信

徒和不信的人站在神面前, 聆听各人的判决.’ ” 接

着, 马唐纳提出七个在神话语中较重要的审判. 

 
 

(一)   罪的审判 

 

 在各各他, 主耶稣在十

架上亲身担当罪的刑罚时, 神

已将“罪”审判了. 救主为世人

所犯的罪而死:  

1)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林后 5:14) 

2) “并且祂替众人死, 是叫那

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

活”(林后 5:15) 

3) “祂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壹 2:2) 

 

当主耶稣在十架上赎罪代死的时候, 祂有效

地承受罪的刑罚, 并付清罪的代价. 祂所流的宝血

满足了神对罪的公义要求. 祂提供一条道路, 让神

能拯救不虔不义的罪人, 同时没有姑息罪, 也没有

妥协祂的圣洁. 祂救赎的工作能力无穷, 足以除罪. 

 

可是, 祂在十架上的工作并不自动拯救每一

个罪人. 祂代罪的工作足以遮盖所有世人的罪, 但

只有那些愿意悔改和信靠主耶稣的人, 才可以成为

受惠者, 得着罪的赦免.  

 

当一个人一接受基督为祂的主和救主, 他就

永远脱离罪疚和刑罚, 不必再为自己的罪受审判. 

神不会两次追讨我们的罪. 信徒因着信, 接受了一

劳永逸(once and for all, 指一次且是永远性)的法理

方面之赦免(judicial forgiveness).94   

                                                           
94   有关法理方面的赦免(judicial forgiveness)与亲情

方面的赦免(parental forgiveness), 请参 2014 年 4-6 月份,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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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徒的自我审判 

 

 当一个人得救, 神要求他在生命上进行一种

自我的审判. 意思是, 当他一察觉自己犯罪, 他必须

立刻承认和离弃这罪. 这正是保罗在 林前 11:27-32

所指的: “所以, 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

杯, 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後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

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 在你们中间有

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原文作: 睡)的也不少. 我

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於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

候, 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当我们在生命中承认罪的存在, 然后认罪, 

并把它除去, 我们就是审判自己的罪. 这种自我审

判应该在我们一生中不断进行. 否则, 我们将招致

父神的管教, 如希伯来书 12:3-15 所描述的. 

 

 

(三)   基督的审判台 (基督徒工作的审判) 

 

 想到基督的审判台, 我们不应该以为是个刑

事审讯, 而该看为是一个运动赛事. 在那里, 主不是

宣判罪案, 而是颁发奖项! 它不是一个法庭的景象, 

而是一个回顾和奖赏的时刻. 

 

 所有基督徒将出现在这审判台前, 论功行赏, 

使徒保罗在 罗 14:10 说: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

前”(注: “神的台前”按众多新约手抄卷是“基督的台

前”; KJV: judgment seat of Christ). 希腊文称这“审

判台”为 bêma {G:968} (注: 希腊文 bêma 一词常用

来指运动员的领奖台).95 

                                                                                                     
101 期《家信》的“圣经问答: (问题 60) 为何太 6:15 说我们

若不饶恕人的过犯, 神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 参网址: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8/法理上的赦免和亲

情上的赦免 . 
95   论到 bêma {G:968}一词, 塞耶(Joseph H. Thayer)将

之解释为“梯阶登上的高处; 讲台、讲坛; 指正规的判官座

位, 如 徒 18:12,16… ; 或指基督的审判台, 如 罗 14:10… ; 

或指一个类似王座的建筑物, 乃希律在该撒利亚所建, 用以 

观赏竞技, 及向百姓演说.” 然而, 沙尔-哈里森(或译“沙尔-

夏 里 逊 ”, Sale-Harrison) 说 : “在雅典的希腊运动会, 古老

的竞技场里有一个高台, 竞技场的主席或裁判坐在其上, 并

在此处颁奖给所有选手和优胜者. 这高台称为 bêma 或“颁

奖台”(reward seat), 从不被用来指审判席(judicial bench). 简

之, 这字具有杰出、尊贵、荣誉和奖赏之意, 却不含审判罪

恶之意. 保罗选用此字, 为要显出审判台的性质. 

 基督徒何时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呢? 显然, 

此重大事件将发生在基督再来(接召会)和圣徒(已

死的基督徒)复活之后. 到那时, 基督徒将带着他们

荣耀的身体站在基督的面前论功行赏. 

 

 所有基督徒的事奉将获得评估: “因为我们

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各人按着本身所

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林后 5:10). 那时, 有人得奖赏, 

有人受损失: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

将他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

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 他就

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林前 3:13-15).   

 

 值得留意的是, 林前 3:15

最后部分清楚说明, 这在基督审

判台前“工作的审判”不会影响基督徒的救恩, “人

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

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林前 3:15).  

 

 

(四)   以色列的审判 

 

 以色列人所忍受的憎恨、虐待、逼迫和屠

杀, 没有一个国家比她更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纳粹大屠杀只不过是令人心碎的悲惨、受苦和死

亡记录的一个小插曲. 

 

 然而, 说来令人难过, 因为更悲惨的末期还

未来到. 在召会被提后, 以色列和世上列国将经历

一个为期七年的灾难, 而后半期(后三年半)的灾难

更是空前绝后的 , 耶利米称之为“雅各遭难的时

候”(耶 30:7), 而主耶稣实在用上“大灾难”的字眼,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

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太 24:21).     

 

 在这灾难时期的末了, 弥赛亚(主耶稣)将会

显现, 回到地上. 以色列将重归本土, 并将聚集到主

耶稣那里, 主将在一处称为“外邦人的旷野”的地方

与以色列百姓会面, 进行审判的工作(结 20:33-44). 

 

 主所处理的其中一宗主要罪案, 将是与在灾

难时期拜“兽”(敌基督)有关. 许多人将堕入这最可

怕的拜偶像事件, 以色列人也不例外, 正如主耶稣

所预言的: “我奉我父的名来, 你们(指犹太人)并不

接待我; 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 你们倒要接待他” 

(约 5:43).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8/法理上的赦免和亲情上的赦免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8/法理上的赦免和亲情上的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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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不接受弥赛亚君王(主耶稣基督)的以色

列人, 明显在主耶稣设立国度(指天国或千禧年国)

之前已被剪除, 然后所有接受和顺服祂王权的以色

列人, 将进入祂荣耀的国度, 并享受祂作王所带来

一千年的和平与昌盛. 这就应验了 罗 11:26-27 的预

言: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

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

的约.”  

 
 

(五)   列国万民的审判 (外邦列国的审判) 

 

 外邦列国受审的主要经文记载于马太福音

25:31-46. 审讯在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召开. 法官是

人子, 即主耶稣基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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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约珥明说, 外邦人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将

是这审判的决定性因素(珥 3:2).96 那些在大灾难中

保护信基督的犹太人, 并与他们友好的外邦人, 在

马太福音 25 章被称为“绵羊”. 那些拒绝给信基督

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食物吃、水喝、衣服穿, 并拒

绝善待他们的, 甚至在他们疾病和监禁时拒绝与他

们交往的, 就是“山羊”.   

 

 绵羊将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

(太 25:34); 山羊将听见王宣判他们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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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5:41). 审判的结果是: “这些

人要往永刑里去 ;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太
25:4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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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天使(堕落天使)的审判 

 

 圣经没有完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但它告诉

我们, 有些堕落的天使已被监禁, 等候最后的审判; 

例如 彼后 2:4 说: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犹

大书 6 节也说: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

天使, 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

日的审判.” 

 

 主耶稣在地上掌权的时候, 林前 15:24-25 说: 

“再后, 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

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与父神. 因为基

督必要作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祂的脚下.” 这

无疑包括征服一切掌权的、执政的和在空中属灵

气的恶魔(弗 6:12). 基督徒既与主耶稣一同作王, 他

们也将与祂一同审判天使. 这或许解释了保罗所说

的: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呢?” 

(林前 6:3). 

 

 启 20:10 说: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

磺的火湖里, 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

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按圣经的记载, 魔鬼

(又名撒但)最后的审判发生在千禧年结束之后, 同

时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前(启 20:7-11). 既然堕落

的众天使承认撒但为他们的首领,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们将因参与撒但发动的叛逆而被审判定罪(赛

14:12-17; 结 28:12-19). 他们也将会在火湖中同受

撒但的结局. 

 
 

(七)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使徒约翰记载: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

座与坐在上面的; 从祂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

之处了”(启 20:11). 这宝座之所以为“大”, 因为坐在

上面的审判官(主耶稣基督)是“伟大的”, 又因为与

宝座相关的这个审判是“重大的”事件. 宝座的颜色

是“白”的, 表明主的审判是公义圣洁的. 这审判发生

在千禧年结束, 撒但受审之后, 是世界被烈火焚烧

之后的永恒(彼后 3:10).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

前…”(启 20:12). 这些历世历代已死的恶人, 他们之

所以站在这里, 是因为他们没有相信主, 不接受神

为他们预备的救主和救恩. 这样的不信不仅是无法

解决自己的罪, 且是犯了非常严重的罪. 因此,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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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说: “信祂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

了, 因为祂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约 3:36 说: “信子的

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

祂身上.” 

 

 在白色大

宝座的审判中 , 

决定刑罚的程度

有两本书: “案卷

展开了 , 并且另

有一卷展开 , 就

是生命册 . 死了

的人都凭着这些

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 20:12). 他

们印上沉沦的记号, 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没有被记在

生命册上, 意思是他们从来没有悔改和相信基督作

他们的救主. 不过, 在地狱有不同程度的刑罚, 正如

在天上有不同程度的奖赏. 他们的所作所为决定他

们罪的深浅. 例如: 比起一个生活正派的人(可惜, 

令人难过的是, 他没信靠主来解决自己的罪), 一个

连环强奸犯所受的刑罚和痛苦必定更重更深.  

 

 必须注意的是, 信徒不会出现在白色大宝座

面前, 因这宝座的审判只是给那些蔑视神怜悯和恩

典的人. 这样的人, 他们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羔羊的

生命册上.97  

 
七种审判 时间 地点 结果 经文 

1. 信徒的

罪之审判 

主后

29/30 年 

各各他

的十架 

基督代死,信

徒因信称义 

彼前 3:18;  

林后 5:21 

2. 信徒得

救后犯罪

之审判 

活在世

上的任

何时间 

活在世

上的任

何地方 

信徒若不自

我审判,必被

主所管教 

林前 11:31-

32; 来 12:7; 

林前 5:5 

3. 信徒工

作的审判 

主来接

召会后 

基督审

判台前 

得奖赏或失

奖赏(受亏损) 

林前 3:14-15; 

来 9:28 

4. 对以色

列的审判 

历代和

七年灾

难时期 

 

不详 

有些得救进

天国,有些失

去天国(失丧) 

罗 11:26  

(罗 9:6-8);  

结 20:33-38;  

5. 对外邦

人的审判 

七年灾

难后(主

降临后) 

约沙法

谷 

有些进天国,

有些失去天

国(面对永刑) 

珥 3:1-2, 12-

14; 太 25:31-

46  

6. 对魔鬼

和堕落天

使的审判 

千禧年

(天国)

结束后 

 

不详 

被丢到硫磺

火湖里(承受

永火/永刑) 

太 25:41;  

启 20:10;  

犹 6; 林前 6:3 

7. 白色 

大宝座的

审判 

千禧年 

(天国)

结束后 

白色大

宝座前 

全被扔在硫

磺火湖里(承

受永刑) 

徒 17:31;  

启 20:11-15 

                                                           
97   此篇附录主要改编自 马唐纳著, 姚光贤译, 《分别

在此》(香港九龙: 基督福音书局, 2011 年), 第 133-140 页. 

附录二:   与主第二次降临有关的审判 

 

(A) 引言 

潘德科(J. D. Pentecost)指出, 圣经预言神要

向所有人施行审判. 诗篇的作者正在期待这审判: 

“因为祂来了, 祂来要审判全地. 祂要按公义审判世

界, 按祂的信实审判万民”(诗 96:13). 保罗也证实这

项真理: “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祂所设立的

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祂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

作可信的凭据”(约 17:31).  

 

 审判是圣经的主要课题, 

所论到的审判包括: 

1) 十字架的审判(约 5:24; 罗 5:9; 

8:1; 林后 5:21; 加 3:13; 来
9:26-28; 10:10,14-17); 

2) 信徒在受管教时(因犯罪而受神管教)的审判(林

前 11:31-32; 来 12:5-11); 

3) 信徒的自我审判(约壹 1:9; 林前 11:31; 诗 32 篇: 

51 篇); [注: 不少圣经学者视第 2 和第 3 项为

“信徒得救后犯的罪之审判”] 

4) 信徒在基督台前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罗 14:10; 

林前 3:11-15; 4:5; 林后 5:10). 
 

除了上述最后(第 4 项)的审判之外, 以上所

有的审判都与神的末世计划无关. 另外有四个审判

是与末世论意义相关的, 即: (1) 对以色列国的审判

(结 20:37-38; 亚 13:8-9); (2) 对外邦列国的审判(太

25:31-46; 赛 34:1-2; 珥 3:11-16); (3) 对堕落天使的

审判(犹 6); (4)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 20:11-16). 上

述第 1 和第 2 项正是本附录所要讨论的审判. 
 

 

(B) 对以色列国的审判 
 

圣经教导将来的审判计划(指主第二次降临

后的审判计划), 会以主对以色列国的审判作为开

始. 神在旧约中与以色列人立了诸约, 应许要赐给

他们一个国度(kingdom), 由大卫的后裔弥赛亚(主

耶稣基督)进行统治. 然而, 在基督亲自降临地上建

立这国度之前, 以色列人必要先受审判, 断定谁可

以进入这国度, 因为圣经清楚地说明: “因为从以色

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罗 9:6).   
 

(a)   审判的时间 
 

 关于以色列受审判的时间, 最清楚的指示是

主自己在马太福音第 24 和 25 章对将来的事之次

序的陈述. 事件的发生顺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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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灾难时期(太 24:4-26); 

2) 弥赛亚第二次降临地上(太 24:27-30); 

3) 以色列被招聚归回(太 24:31); 

4) 审判以色列(太 25:1-30); 

5) 审判外邦人(25:31-46); 

6) 国度(指天国/千禧年国)降临.  

 

在如此详尽的次序里, 主对以色列的审判发

生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地上, 将以色列招聚归

回之后. 
 

(b)   审判的地点 
 

  以色列人是在地上生活的民族, 这次审判必

定在主亲自再临地上后进行(亚 14:4). 我们不能将

事情“灵意化”, 认为是指死后灵魂受审, 或类似的事. 

主自己竟然已在地上, 审判自然在祂身处之地进行. 

以西结说: “我必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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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段经文来看, 审判在以色列地的边界进

行, 正如当年神在加低斯巴尼亚(Kadesh-barnea)审

判以色列人, 不准叛逆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请参 

民 32:8-13; 申 9:23). 所以, 这次审判也要将叛逆的

百姓拒绝于圣地之外.  

 

(c)   受审判的人 
 

  根据上述节录的以西结书, 以及大量论到以

色列复国的经文, 显然这次审判是针对所有存活的

以色列人 , 他们要被招聚并接受基督的审判 . 太

25:1-30 预言审判临到整个民族. 另一方面, 复活的

以色列人(指复活的以色列义人)要受审得奖赏, 这

无疑是与以色列在主再来时的复活有关. 然而, 太

25:1-30 的审判看来并不牵涉这群死后复活的以色

列人(而是涉及当时在地上仍然存活的以色列人). 

 

(d)   审判的根据 
 

  上文已指出, 根据 太 25:1-30, 神要施行审判, 

在活着的以色列人当中将得救与不得救的分开. 各

人按自己的行事为人受审判. 先知以西结清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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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20:37-38) 

 

先知玛拉基进一步说: “祂来的日子, 谁能当

得起呢? 祂显现的时候, 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祂如炼

金之人的火, 如漂布之人的硷. 祂必坐下如炼净银

子的, 必洁净利未人, 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他们就

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 …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必

临近你们, 施行审判. 我必速速作见证, 警戒行邪术

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

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 .’ ”(玛

3:2-3,5). 在这次审判中, 个人行为清楚揭露内心的

属灵状况, 将得救的以色列人与未得救的以色列人

分开(两者结局截然不同). 
 

(e)   审判的结果 

 

 这次的审判有两方面的结果: (1) 首先, 要从

圣地上将不信的人剪除. “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 

(节 20:38); 比较 太 25:30: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

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故此, 不信的人

是在千禧年开始前就被除去. (2) 另外, 得救的人进

入千禧年得享福乐. 结 20:37 说: “使你们被约拘

束.” 罗 11:26-27 也表明: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

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 ‘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 这就是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 

 

 换言之, 神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招聚

以色列人, 并将得救的以色列人与不得救的以色列

人分开. 不得救的被除去, 得救存活的以色列人被

带进千禧年里. 神建立千年国度, 以实现祂给以色

列人的诸约. 

 

 

(C) 对外邦列国的审判 
 

(a)   审判的时间 
 

 根据马太福音第 24 和 25 章所说的次序, 外

邦人的审判(太 25:31-46)是在以色列人被审判后才

进行的. 这审判在基督第二次降临地上后发生. 先

知约珥说: “到那日, 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

归回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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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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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朗赛 (H.A.Ironside) 
 

 先知揭示, 外邦人的审判是在主使以色列人

归回故土的同时, 即在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因此, 

这审判是在主第二次降临时, 以色列被招聚和受审

判过后; 并且, 这是在千禧年开始之前, 因为那些经

过审判而蒙神接纳的人, 将要进入千禧年国度(即 

太 25:34 所谓的: “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b)   审判的地点 
 

这审判的时间既在主第二次降临之后, 地点

就必定是在地上. 这不可能是在永恒里. 彼得斯(G. 

N. H. Peters)说: “既然没有任何声明提到列国的民

会从死里复活, 因此他们中间也没有人从天上下来

受审判; 这里的用语, 在没有既定理论的影响下, 直

截了当地描述地上列国的民, 他们在主第二次降临

时被招聚.” 

 

 珥 3:2 指出, 这审判在“约沙法谷”进行. 要断

定这地点并不容易. 有者认为这是“比拉迦谷”(代下

20:26), 约沙法曾在这里击败摩押人和亚扪人, 此山

谷因这次胜利而如此命名 . 不过 , 贝维尔 (J. A. 

Bewer)说: “可以肯定, 约珥所指的并不是比拉迦谷. 

代下 20:20-28 记载, 约沙法在这里击败摩押人、亚

扪人及西珥山人. 不单这谷的名字, 连其距离也与

所说的不符. 可能古时在近耶路撒冷有一个山谷与

约沙法王同一命名也未可知.” 

 

 另有学者认为这是

指耶路撒冷城外的汲沦谷 . 

但是艾朗赛(H. A. Ironside)

表示: “众所周知, 今日在耶

路撒冷城外有一个以此为名

的沟壑, 将圣城与橄榄山分

开. 不过, 很可能这沟壑是为

配合预言才以此命名  —  约

珥说预言时, 不是以此为名, 

直到四世纪时, 才立此名.” 

 

 或许 亚 14:4 提供这地点(指约沙法谷)的答

案, 经文指出当主再次降临在橄榄山时, 那里会出

现一个大山谷. “那日, 祂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

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成

为极大的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亚

14:4). 主第二次降临时, 会出现一个今天还未有的

山谷. “约沙法”这一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施行审

判”, 故此, 这个将在耶路撒冷城外出现的山谷, 可

能是因为那将在该地发生的重大审判事件而得名. 

(c)   审判的对象 
 

 审判的对象是存活在地的人(指外邦人), 而

不是从死里复活的人. 彼得斯说: “问题在: 所说的

‘万民’是否包括‘死人’, 抑或单指存活的万民? 其决

定因素在于下列几方面: (1) 经文完全没有提及‘死

人’. 如果说经文暗示‘死人’也包括在内, 那纯粹是

误认经文所指与 启 20:11-15 的事在同一时间发生. 

(2) 批判家和学者一致认为, ‘万民’一词从没有用来

包括‘死人’, 否则这里的用法就是唯一的例外… (3) 

这词用以指活生生、仍然存活的万民, 且大多是单

指‘外邦’万民. (4) 圣灵给我们很多见证, 说明这次

招聚存活在世上的万民, 会在千禧年开始前发生, 

即是基督第二次降临时, 同时施行审判… (5) 列国

的审判, 只针对存活的万民, 而不是针对死人, 因为

他们根本不属于任何类似国家的组织… (6) 由于没

有经文说在万民中有人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们中间

不会有人从天降下受审…” 

 

 根据《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 太 25:32 的

“万民”一词在希腊文是 pas {G:3956}(意即“所有、

一切”) + ethnos {G:1484}, 而 ethnos 一词在新约圣

经中最常被译作“外邦人”(85 次); 其次是“国”(18或

19 次), 接着是“外邦”(12次), 然后是“列国”(8 次)和

“民”(8 次), 还有“百姓”(4 次), “子民”(1 次), “邦

国”(1 次)等等.98 换言之, 希腊文 ethnos 一词在新约

圣经中最常被译作“外邦人”,99 我们也有很好理由

相信它在 太 25:32 是指“外邦人”. 简言之, 这次审

判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发生, 对象是存活的外邦人.   
 

(d)   审判的根据 
 

 这次审判的根据是这些受审判的对象(当时

还存活的外邦人)如何对待一群被王称为“我这弟

兄”的人.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

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

身上了’…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

做在我身上了.’ ”(太 25:40,45) 

                                                           
98   潘秋松编著, 《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美国加利

福尼亚: 美国麦种传道会, 2002 年), 第 971 页. 
99   根 据 《 司 特 隆 经 文 汇 编 》 (Strong’s Bible 

Concordance, 或译:《史特朗经文汇编》), “万民”(希腊文: 

ethnos {G:1484})一词在新约中有两次译作“people”(百姓), 

5 次译作 “heathen”(外邦 /外邦人 ), 64 次译作 “nation / 

nations”(万民/列国/国), 及 93 次译作“gentiles”(外邦人)【

注: 这是以英文圣经《钦定本》(KJV)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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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伯林  
(A. C. Gaebelein) 

 

 我们从约珥书 3:2 得知, 以色列

是整个审判计划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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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将以色列界定

为信主的见证人, 并独特地提到这一群人的使命. 

他说: “我要显神迹(或作: 记号)在他们中间. 逃脱的, 

我要差到列国去, 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弓的路德

和土巴、雅完, 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

我荣耀辽远的海岛; 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

中. 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 使他们或

骑马, 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峰驼, 到我的

圣山耶路撒冷, 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好像以色列

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 这是耶

和华说的”(赛 66:19-20).  

 

 根据启示录, 神在七年灾难时期开始时, 为

14 万 4 千个信主的余民(以色列/犹太余民)印上印

记. 他们在整个灾难时期为主作见证, 而 启 7:9-17

记录他们工作的成果, 即有一大群人因此得蒙救赎. 

显然地, “我这弟兄”就是这一群在七年灾难时期为

主作见证的信徒.  

 

 这次审判是要对受审者的属灵状况作出裁

决, 要判断受审者是得救的人, 还是未得救的人. 潘

德科强调, 表面看来, 这次审判是根据受审者的行

为来裁决, 受审者按自己的行为承受不同的结果. 

不过, 若看得仔细一点, 会发现这不是应有的结论.  

 

1) 首先, 根据圣经的原则, 人从来不是靠行为得救, 

因为救恩不是根据人的行为(弗 2:8-9). 太 25:46

说: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

里去.” 这些来到审判台前的人, 他们永远的结

局被判定了. 但这审判不是根据行为, 因为人永

远的结局从来不是根据行为, 而是视乎人接受

还是拒绝基督为罪人所成就的救赎工作.   

2) 再者, 这些给“弟兄”食物吃, 给他们水喝, 给他

们衣服穿, 并到监牢探访他们的人, 圣经称之为

“义人”(太 25:37,46). 如果这审判是针对行为, 

这些人必然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得称为义. 然而, 

这样的看法与圣经的教训相违. 

 

潘德科指出, 在这群“弟兄”

事奉的期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

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後末期才来到” 

(太 24:14). 传扬“天国的福音”包括传扬

借基督的代死和祂宝血所成就的救恩. 

这群“弟兄”所宣扬的就是这福音. 在这次

审判中, 被王审判的外邦人被接纳或弃

绝, 全根据他们是否接受或拒绝这群“弟

兄”所传扬的福音. 接受他们所传的福音, 

就是接受神的使者; 拒绝他们所传的福音, 就是拒

绝神的使者. 主耶稣曾说: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

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太 18:3). 这天国的福

音要求个人信心的投靠(指信靠耶稣基督)及重生, 

而所产生的行为表现, 是这信心及重生的最佳证明.   

 

彼得斯说: “救主根据圣经在这主题上一贯

的类推手法, 宣告当祂与千万圣徒(圣者)在荣耀中

降临、建立祂的国度时, 万民中那些因有真实的信

心, 以致实际地施以怜悯和扶助的人, 将与那些比

他们先走一步的人一起承受国度(即在千禧年国度

里作王治理).” 

 

 盖伯林(Arno C. Gaebelein)也有类似的评论: 

“万民(外邦人)中有人接受他们(指 14 万 4 千名犹

太余民)的见证. 他们相信天国的福音, 相信这最后

的见证. 他们的行为, 证明他们的信心是无伪的. 当

这群周游四处传福音的人遭

到逼害、被人憎恨、受苦、

挨饿, 有些被下到监里. 这些

外邦人相信这群人的见证, 于

是供应食物给他们, 给他们衣

服穿, 往监狱里去探望他们, 

以爱心对待他们; 这些行为证

实他们的信心. 喇合的行为是

典型的先例. 她相信那时审判

快要临到耶利哥(注: 耶利哥

乃是“世界”的预表). 因此, ‘妓女喇合因着信, 曾和

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

亡’(来 11:31). 另外, 圣经又说: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

吗?’(雅 2:25) 她有信心, 并以行为来证明. 同样道理, 

有外邦人相信这些使者的信息, 并以恩慈对待他们. 

正因他们相信, 所以恩典便临到他们.” 

 

因此, 结论就是: 神根据这些外邦人的行为

(作为他们信心的表现和明证), 以他们是接受还是

拒绝在七年灾难时期以色列余民所宣讲的福音, 来

判断他们是得救还是失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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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与整个课题相关的问题, 就是当神审

判“万民”的时候, 是审判“国家”(national)还是审判

“个人”(individual)? 在这个问题上, 

意见分歧甚大. 然而, 在考虑过几

方面之后 , 似乎受审判的是“个

人”而不是“国家”. 其中理由如下: 

 

1) 神审判万民时, 是以万民接受还是拒绝天国的

福音为根据. 天国的福音传开了, 要求每个人自

己作出反应(这不是由国家来决定的). 由于这福

音的信息要凭信心领受, 随后有重生的经历, 所

以要判断万民对这福音的回应, 自然是要判断

每个人自己的回应了. 启 7:9-17 指出, 在“大灾

难”中有一大群人出来,100 他们“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这些人只可能是以个人的身

分得救.    

2) 如果这是国家受审判, 那么列国也可以用“国家

的身分”进入千禧年; 这样一来, 问题便产生了, 

因为一个国家当中不是所有的子民全都接受天

国福音而得救! 若以国家身分为标准, 就必定会

有不得救的国民进入千禧年. 然而, 根据圣经的

教训, 没有一个不得救的人可以进入千禧年(约

3:3;  太 18:3;  耶 31:33-34;  结 20:37-38;  亚 13:9;  

太 25:30,46). 因此, 这审判必定是针对个人的, 

以决定个人是否得救. 

3) 由于国家不是个人, 没有能力去相信, 所以若 

太 25:31-46 的审判是针对国家方面, 这审判就

必然是根据行为了(指根据国民的行为表现). 若

是这样, 就会出现一个圣经从没提及的得救途

径. 由于没有任何经文明示, 人可以因行为得救

(得永生), 因此这审判必定是针对个人的审判.   

4) 在神的审判计划中, 所有其他的审判都是针对

个人的审判. 在这计划中, 没有任何部分可以解

释为不是针对个人的; 所以这次的审判也应与

其他的审判一致.  

5) 其他提到在末世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审判经文中, 

看来都指着这次审判是针对个人的. 例如:  

a) “容这两样一齐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稗子薅出来, 捆成

捆, 留着烧; 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太 13:30) 

                                                           
100   启7:9, 13-14: “此后, 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

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

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

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我主, 你知道.’ 他向

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

洗白净了.’ ” 

b) “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 拢各样水族, 网既

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拣好的收在器具

里, 将不好的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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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7-50) 

c) “亚当的七世孙以诺, 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

哪, 主带着祂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

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 所妄行

一切不敬虔的事, 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

顶撞祂的刚愎话.”(犹 14-15) 
 

上述经文都描述相同的审判过程, 即在千禧

年开始前, 将不得救的人与得救的人分开; 这是针

对个人的审判. 没有人将这些经文解释成是针对国

家的审判. 同样地, 马太福音第 25 章也描述这次针

对个人方面的审判.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 “万民”一词的“民”(希腊

文: ethnos )是否可以用来指个人. 事实上, 在 太

6:31-32;  12:21;  20:19;  28:19;  徒 11:18;  15:3;  

26:20 的经文中, ethnos 一词与个人有关. 换句话说, 

这词既然在其他经文中用来指个人, 在 太 25:31 也

可如此.  
 

(e)   审判的结果 
 

 这次对那些存

活的外邦人之审判带

来两方面的结果:  
 

1) 那些被安置在王右边的人, 得着邀请进入天国: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

你们所预备的国”(太 25:34).  

2) 那些被带到王左边的人, 要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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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5:) 
 

第一组人被领进神的国(天国)里去, 成为王

的子民; 而另一组则被摈弃于天国以外, 被判到火

湖里去. 有圣经预言(但 7:14; 赛 55:5; 弥 4:2)指出, 

虽然王的国度是以色列的国度, 却将有一大群外邦

人接受王的统治; 上述被领进神的天国里去的外邦

人, 正应验这些预言.101 感谢神, 因祂并不偏待人.  

                                                           
101   此篇附录改编自 潘德科著, 《将来的事》(香港九

龙: 活石福音书室, 2001 年), 第 37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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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