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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神學 團契分享

主後 2022年

簡介聖經神學：

霍志恒《魏司堅》 Geerhardus Vos

Geerhardus Johannes Vos (March 14, 1862 – August 13, 1949) was a Dutch-American
Calvinist theologian and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rinceton
Theology. He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father of Reformed Biblical Theology.

1948出版的《聖經神學：舊約》

神學通常分為四大類：

釋經神學（Exegetical Theology）

歷史神學（Historical Theology）

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

實用神學（Practical Theology）

解釋聖經是一個「神說話、人敬聽」的過程。然而，釋經神學並不只限於解釋聖經。釋

經神學是一個大整體，而解釋聖經雖是其中重要的部份，但仍不外是其中一部份而已。

釋經神學廣義而言包括以下各方面：

1. 硏究聖經的內容；

2. 探討各卷聖經的寫作情形，包括作者、寫作的時間和背景、參考的資料等等。這方面

稱為「導論」（Introduction），是釋經所引帶出來進一步的硏究；

3. 硏究這些個別的著作怎樣集成一本完整的聖經。這部份過程有一個專門的名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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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形成」（Canonics）；

4. 硏究神在時空之內所作的自我啟示。神甚至在祂最初吩咐人寫聖經之前已經有啟示了，

但它長期以來又是一直不斷的與成文的啟示並進；這最末的一個硏究步驟就稱為「聖經神

學」。

這裏所列出來的四個步驟的次序，只是根據人進行硏究時的次序來排列。若是從神啟示的

角度來看，它們的次序便會是倒轉過來的：

（1）神自我啟示；

（2）神分別交託人寫下祂的啟示；

（3）這些作品聚集成一本完整的書卷；

（4）後人去硏究聖經的內容。

「聖經神學」的定義

「聖經神學」是釋經神學裡的一個分科。它要硏究聖經所記載神自我啟示的過程。

《聖經神學既是一門科學，也是神學科目——普林斯頓神學院聖經神學教席就職演說

聖經神學的正確定義就是：透過超自然啟示的歷史連續性和多樣性（continuity and

multiformity），來展示其有機的發展進程。》

在上述的定義中，「啟示」一詞是指一個行動。聖經神學是要硏究神啟示的行動，而不是

要硏究神啟示而寫成的啟示作品（聖經）。因此，聖經神學的本質和方法自然與神的啟示

行動本身的一些特性息息相關。神的啟示行動主要有下列的特性：

1. 神啟示的過程是隨著歷史而漸進的

神並沒有一次過用單獨一個行動來完成祂的啟示工夫，而是在連綿不斷的行動中去顯明。

或許我們會認為不必這樣罷，但事實上不能不如此，因為啟示並不是單獨存在的，它

（就「特別啟示」來說）與神的另一個行動是不可分離的，我們稱這另一個行動為「救

贖」。 「救贖」也是在歷史中不斷繼續的，因為它與歷史上的歷代人類有密切的關係。

啟示是要解釋救贖；因此，啟示必然正如救贖一樣，是分期展示出來的。然而，這兩方面

很明顯又不是完全並存的，因為到啟示終結之時，救贖仍然會繼續下去。若要明白這個，

我們要注意到救贖本身有一個重要的劃分：救贖有一部份是客觀而基要的，有一部份是

主觀而個別的。前者是指神為了人類、卻是在人類以外進行的救贖工作；後者則是指神進

入人類生活當中的救贖行動。我們稱神客觀的救贖行動為基要的行動，因為它在整個救贖

中處中心至要的地位。它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它是不必要、亦不可能重演的。這些客觀

而基要的救贖行動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代贖和復活。主觀方面的救贖行動是個別性的，

因為它會分別在個人身上重複發生。這些主觀而個別的救贖行動就是重生、稱義、歸正、

成聖、得榮耀。啟示只會隨著客觀基要的救贖而行，所以救贖的範圍遠遠超乎啟示。若有

人說啟示也與主觀個別方面的救贖並行，那不外是說它與個人私下的關係，而不是指它與

整體人類的關係。然而，我們並不是說信徒不能主觀地經歷到從聖經的啟示得著亮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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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記得，在客觀的救贖過程不斷進行的同時，主觀的救贖應用也相輔而行；這種情形在

聖經中也很常見）。主觀個別方面的救贖不是到客觀基要方面的救贖停止了才開始的，它

自始就與後者共存並進。

只有當基督再來的時候，那客觀而基要的救贖才會再次繼續。當那日，世界和所有屬神的

百姓都要同蒙救贖，並會加增我們現有的真理知識。

2. 啟示是包含在歷史之內的

神啟示的過程不單與歷史相伴而行，它更是彰顯在歷史之內。歷史事實本身就有啟示的作

用。基督的被釘十架和復活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們要將「行動啟示」（act-revelation）和

「語句啟示」（word-revelation）並列而看。其實對於所有偉大的救贖行動，我們都要這

樣來看。可見救贖與啟示是合一的。論到救贖與啟示這樣的結合，有兩點是我們必須記

著的：

第一、這些身兼兩種作用的事件主要不是為啟示而有的，它們的啟示作用只是次要的；

它們本來就有一個超乎啟示的目的，就是要引導人到神面前，唯有這樣，它們對人才會有

教導的作用。

第二、這些「行動啟示」不能完全自我解釋，在它們的事前事後都要「語句啟示」來闡

述明。通常的次序是：先是說話、後是事件，然後再是解釋的說話。舊約是一些事前的預

言；福音書記載「救贖性啟示」的事實；新約書信則提供最後的解釋。

3. 歷史過程的有機性，在啟示中也可以見到

每一個增長都是一個進步，但並不是每一個進步增長都是有機的（organic）。啟示的漸進

就有其有機性，而它的有機性解釋了幾方面的事情。有時某些人會爭論說，假若啟示是漸

進的，那麼它就不可能在任何時間裡都是絕對完全的。如果那個過程是無機性的，那就對

了。一個有機的過程就是說它由種子的形式開始，漸漸而完全的長成起來；但我們不會

說種子在本質上不及樹木那麼完全。同時，這又解釋了為甚麼當救恩一旦出現，它便已

經是滿有果效的：當它還在種子階段的時候，那最低限度卻又是人不可或缺的認識已經存

在了。再者，它又解釋了救贖在進行時怎樣緊密地左右了啟示的進展。救贖既然是有機

的，啟示也必然是有機的。當救贖行動暫緩下來或已消聲匿蹟的時候，啟示也會同一步伐。

但如所周知，救贖的過程是高度有機性的，它不是按一成不變的速度前進的。它是以「時

代」的闊步來前跨的。我們觀察到，當劃時代的救贖行動積聚湧現的時候，啟示的行動亦

相輔的進行和累積。更者，從啟示的有機性我們可以解釋它為甚麼越來越多樣化，那正

是所有有機生命在發展中的必然徵象。新約的啟示較之舊約的更多樣化；先知時代的啟示

較之摩西時代的亦更多樣化。

4. 啟示對聖經神學之所以重要的第四方面是它的應用性

神向我們啟示祂自己，基本上不是要我們單單在理智上認識祂。以真正敬虔的心運用理智

來默想神的完全，固然能夠榮耀神，正如在事奉神的時候全心全意一樣。但啟示並不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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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宗教能夠達到這個地步便夠了。不錯，福音書說「認識神就是永生」。但這裡的「認

識」一詞並不是希臘人所謂的認識，而是閃族人思想裡的認識。前者的「認識」是指用

個人的知覺反映出事物的實體；但閃族人與聖經的「認識」，卻須要將事物的實體與個人

生命的內在經驗交織為一。因此，「認識」可與聖經中的「愛」、「專一的愛」等詞為同義。

因為神願意按這個方式「被人認識」，祂就進入世人的歷史生活裡啟示祂自己。神的啟示

並不是某一個學派的理論，而是一個「約」（covenant）。若以為啟示是要「教育」人性，

那就是一個唯理和全然與聖經相反的說法。神在歷史裡啟示祂自己，正是要滿足祂的百姓

在宗教上的實際需要。

《註：思考：

節錄中最後這兩句話的陳述，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反思。

首先，第一句被否定的説法，或許可以這麽看，與其説，啟示是要“教育”人性，不如説，

啟示是要教育“兒子”，就是神按照自己形像及樣式所造的，並且，特別是那些祂預先定

下要效法祂兒子樣式的，以致他們可以長大成人。

再者，與其説，神在歷史中啟示自己，正是要滿足祂的百姓在宗教上實際的需要，不如説，

神在歷史中啟示自己，是要讓天上執政掌權的認識到神百般的智慧，並且要讓祂所造的全

地充滿認識祂的知識，以致使整個創造在對祂的認識中有完全的順服及蒙福。

無論如何，最終的景象，會是一幅完美，被神看為好的景象，並且，在其中，就是在新天

新地中，有神的榮耀的完全彰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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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格里·貝爾 Gregory K. Beale

Gregory K. Beale (born 1949 in Dallas, Texas; also known as G. K. Beale) is a biblical
scholar, currently a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and Biblical Theology at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Dallas, Texas. He is an ordained minister in the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Biblical Theology
Seminary level course on Biblical Theology

DR. GREG BEALE
WES TM IN STER THE O LO GIC AL S EM IN ARY

聖經神學

這堂課的‘主要目標(primary goals)’有四個：

（1）熟悉有關聖經神學的文獻；特別是關於新約神學。

（2）解釋聖經的釋經學方法與研究聖經神學的關係。

（3）舊約與新約之間的神學關係。這裏關注的比較不是舊約對新約‘在釋經上的關係

(exegetical relationship)’，而是舊約對新約‘在神學上的關係(theological relationship)’。

這裏關注的是那些從舊約及新約來的重要的‘主題(themes)’。

（4）聖經神學對國度的概念的整體關係，我們稱之為‘開始的末世論(Inaugurated

Eschatology)’，以及對‘新創造(new creation)’。

Recommended reading
建議閲讀

The Morality of God in the Old Testament, by Gregory K. Beale
The Bible and the Future, by Anthony A Hoekema
The Isarael of God in Prophecy, by Hans K. Larondelle
The Presence of the Future, by G. E. Ladd
The Right Doctrine From the Wrong Texts, by G. Beale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by William J. Dumbr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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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大綱：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the Substratum from which NT Theology Arises
開始的末世論：新約神學興起的底層《第 27頁》

I. Use of the Term “Latter Days” in the OT
“末後的日子”這個術語在舊約的使用《第 29頁》

A. Some references to the “latter days”
關於“末後的日子”的一些相關經文：

1. Genesis 49:1 – Jacob’s prophecy concerning the future
創世記49:1——雅各關於未來的預言

2. Numbers 24:14 – Balaam’s prophecy
民數記 24:14——巴蘭的預言
3. Isaiah 2:2 – Some Gentiles submit to God
以賽亞書 2:2——一些外邦人臣服於神
4. Ezekiel 38:16 – Israel oppressed; Spirit given
以西結書 38:16——以色列受壓迫；聖靈被賜予
5. Hosea 3:4-5 – Return from exile
何西阿書 3:4-5——從流放歸回
6. Daniel 2:28 – Empires crumble; Divine kingdom set up
但以理書 2:28——帝國粉碎；神的國度被設立
7. Daniel 10:14 – Coming of antichrist; persecution
但以理書 10:14——敵基督的到來；逼迫
8. Daniel 12:2 – Resurrection
但以理書 12:2 ——復活

B. In the OT “latter days” refer to the following:
在舊約中“末後的日子”是指下面的事情：

1. A messianic figure who will subdue Israel’s enemies
一個彌賽亞的人物將要征服以色列的仇敵
2. A time when some gentiles will submit to God
這是一個當一些外邦人將要臣服於神的時候
3. Future time of God’s reign on earth
神在地上統治的未來時候
4. Israel’s restoration from exile (Hosea 3; Ezekiel 38)
以色列從流放歸回的復興（何西阿書 3；以西結書 38）
5. Covenant community compromised/remnant faithful
聖約群體被妥協 / 餘數保持忠誠
6. Time of the Spirit/end-time Temple (Ezekiel 38)
聖靈 / 末時聖殿的時候（以西結書 38）
7. Resurrection and new creation (Daniel 12:2)
復活及新創造（但以理書 12:2）

II. Use of the Term “Latter Days” in the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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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約中“末後的日子”這個術語的使用《第 38頁》

A. Outside of Paul
在保羅書卷之外

1. Joel 2:28 and Acts 2:17
約珥書 2:28 以及使徒行傳 2:17
2. Hebrews 1:2
希伯來書 1:2
3. 1 Peter 1:20-21
彼得前書 1:20-21
4. 1 John 2:18
約翰壹書 2:18
5. Jude 17-23
猶大書 17-23
6. James 5:3
雅各書 5:3

III. Use of the Term “Latter Days” in the NT, Which Appear to Refer Exclusively to the Future

“末後的日子”這個術語在新約的使用，這些特別是指向未來的《第 45頁》

A. Outside of Paul
在保羅書卷之外

1. 2 Peter 3:2-3
彼得後書 3:2-3
2. John 6:39-40, 44, 54
約翰福音 6:39-40, 44, 54
3. John 11:24
約翰福音 11:24
4. John 12:48
約翰福音 12:48
5. 1 Peter 1:5, 20
彼得前書 1:5, 20

IV. Use of the Term “Latter Days” in Paul’s Letters

“末後的日子”這個術語在保羅的書信中的使用《第 50頁》

A. 1 Corinthians 10:11
哥林多前書 10:11
B. Galatians 4:4-7
加拉太書 4:4-7
C. Ephesians 1:9-10, 20
以弗所書 1:9-10, 20
D. 1 Timothy 4:1
提摩太前書 4:1

E. 2 Timothy 3:1
提摩太後書 3:1



8

V. Conclusion
結論《第 55頁》

A. The NT uses end time phraseology to connote the following:
新約使用末時的用語來意味下面的事情：

1. The promised Messiah has come at last.
應許的彌賽亞最後已經來到。
2. The promised reign of God, together with a Davidic king, has begun. The

Enemy has been defeated.
所應許的神的統治，以及一位大衛的君王，已經開始。仇敵已經被擊敗。
3. The time of tribulation with deception, false teaching, and persecution has

begun.
帶著欺騙、假教導、及逼迫的災難時期已經開始。
4. The time of Israel’s restoration has begun, evidenced by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and the pouring out of the Spirit.
以色列的復興的時期已經開始，是藉著耶穌的復活及聖靈的澆灌被顯示。
5. The end-time coming of the Spirit, the Temple, and the resurrection.
聖靈、聖殿、及復活的末時的到來。

B. NT theology is essentially end-time theology.
新約神學在本質上就是末時神學。

1. The better we understand that the end times have begun and that they’re going
on, the better we’re going to understand other doctrines.

我們越好地理解到末時已經開始並且正在持續，我們就會越好地理解到其他

的教義。
C. Most of the inaugurated references to the “latter days” are in the plural, while the
singular references tend to refer to the consummated form of the latter days.
大多數對於“末後的日子”已經開始的相關經文是複數的形式，而單數的形式傾向

於指向那些末後的日子被最終成就的形式。

The “Great Tribulation” and th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Suffering: the
Inaugurated End-Time Tribulation as an Ironic Aspect of the Beginning
Kingdom
“大災難”以及受苦的末世論的特質：開始的末時災難如同正在開始之國度

的一個諷刺的層面《第 60頁》

I. Daniel 2:28 and 10:14 Refer to the Latter Days

但以理書 2:28 及 10:14 指向末後的日子《第 60頁》

II. The Use of “Hour” in Daniel 8-12 and 1 John 2:18

在但以理書 8-12 章及約翰壹書 2:18 中“時刻”的使用《第 61頁》

A. See Jesus’ statements in Matthew 24, Mark 13, and Luke 21
在馬太福音 24 章，馬可福音 13 章，及路加福音 21 章中看耶穌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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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aniel 8-12 as background for “last hour” in 1 John
但以理書 8-12 章作為在約翰壹書中“末後的時刻”的背景

1. The time of the enemy’s deception
這是仇敵的欺騙的時刻
2. The time of the enemy’s persecution of the saints
這是仇敵逼迫聖徒的時刻
3. Opposition to God (covenantal disloyalty)
反抗神（對聖約的不忠誠）
4. Judgment of the enemy
對仇敵的審判
5. Resurrection of the saints
聖徒的復活

III. The Link between 2 Thessalonians and 1 John

介於帖撒羅尼迦後書及約翰壹書之間的環節《第 63頁》

A. Parallels between 2 Thessalonians 2 and 1 John 2-3
介於帖撒羅尼迦後書 2 章及約翰壹書 2-3 章之間的平行

1. Lawlessness refers to the end-time opponent of God.
不法指向神的末時的反對者。
2. Both are in an eschatological context.
兩者都是在一個末世論的處境。
3. There is deception going on.
有欺騙在進行。
4. God’s opponent will ultimately be judged.
神的反對者將至終被審判。
5. Both passages make reference to the book of Daniel.
兩段經文都有參考經文於但以理書。

B. A closer look at 2 Thessalonians 2
對帖撒羅尼迦後書 2 章的一個更仔細的觀察

1. False teachers said the resurrection has already come.
假教師說復活已經來到。
2. The antichrist will have enormous influence in the church.
敵基督將會在教會中有巨大的影響。
3. Before the very end of history, two signs must occur: a massive falling away in

the church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antichrist.
在歷史最後的終結，兩個記號必然發生：教會中一個巨大的墮落以及敵基督

的出現。
4. 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is already at work.
不法的隱秘現在已經在工作。

IV. Practical Implications

實際的含義《第 73頁》

A. Personal sin is more than a private battle.
個人的罪不只是一個私人的征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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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enemy is trying to dislodge our loyalty to God.
仇敵在試圖移除我們對神的忠誠。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Biblical Theology Viewed through a Redemptive-
Historical Framework
經由一個救贖歷史的框架所觀看的聖經神學的實際含義《第 75頁》

I. The Nature of the Eschatological Tribulation during the Christian Age

在基督教時代中末世論的災難的性質《第 75頁》

A. The specific trial and temptation of this age is that Christians are always undergoing
deceptive influence against them.

這個時代特別的試煉及試探就是基督徒總是遭受反對他們的欺騙性的影響。
B. The primary deceptive influence is the temptation to not believe in Christ and his

precepts.
主要的欺騙性的影響是那導致不相信基督及祂的教訓的試探。

II. The Deception of Satan, Which Characterized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With the First Adam,
is Reproduced Again So that Satan’s Deception Characterizes the End of History.
這個標誌隨著第一個亞當的歷史開始的撒但的欺騙再次重演，以致撒但的欺騙標也標誌歷

史的終結。《第 77頁》

A. The sin of lawlessness is being disloyal to God’s word.
不法的罪就是不忠誠於神的話語。
B. The genius of the antichrist (false teaching) is to bring the world’s ideas into the

church and coat them with biblical language and make them seem acceptable.
敵基督的才華（假教導）就是將世界的思想帶入教會並且用聖經的言語包裹以使之

看來可被接納。

III. The “Son of Man” in the Gospels as a Beginning Fulfillment of the Great Tribulation
Prophecy in Daniel 7

在福音書中“人子”作為在但以理書七章中的大災難預言的應驗的一個開始《第 82頁》

IV. Summary

結論《第 87頁》

A. The three OT signs of the coming Great Tribulation:
大災難到來的三個舊約的記號：

1. Cosmic upheaval
天體的巨變
2. Persecution
逼迫
3. Deceptive false teaching
欺騙性的假教導

B. The Great Tribulation is already/not yet in nature (see 1 Timothy 4:1-2; 2 Timothy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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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ter 3; Jude 18-19).
大災難在性質上是已然/未然（查看提摩太前書 4:1~2；提摩太後書 3:1; 2；彼得後

書 3 章；猶大書 18~19）
C. The armor passage from Ephesians 6 is an allusion to the great end-time battle from

Isaiah.
以弗所書六章的軍裝的經文是一個從以賽亞書對末時大爭戰的隱喻。
D. Personal sin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s it participates in the historical drama of

redemption.
個人的罪作為參與在救贖的歷史劇幕中具有實際的含義。
E. Tribulation escalates with coming of Jesus.
災難會隨著耶穌的到來升級。

Biblical Theology of Jesus in the Gospels
在福音書中耶穌的聖經神學《第 100頁》

Introduction: Overview of Biblical Theology Leading Up to Jesus
引言：導向耶穌的聖經神學概覽

A. The first creation
首先的創造
B. The fall of mankind into sin
人類墮入罪中
C. The separation of the seed of the woman and the seed of the serpent
女人的後裔與蛇的後裔的分開
D. Movement toward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recapitulation through redemptive

history
經由救贖歷史對朝向一個新天及一個新地的運動的扼要説明

I. New Creation as Found in the Genealogies of the Gospels

在福音書的家譜中找到的新創造《第 103頁》

A. The genealogy begins with biblos genessos.
由“biblos genessos”開始的家譜。
B. Matthew is narrating the record of the new age, the new creation, launched by the

coming,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馬太是在敘述藉著耶穌基督的來到、受死及復活所啓動的新時代，即新創造，的記

錄。
C. Jesus is called Messiah because he is fulfilling the great Messianic prophecies.
耶穌被稱為彌賽亞是因為祂是偉大的彌賽亞預言的應驗。
D. Mention of Abraham is crucial because of the gentile thread woven through the

genealogy.
由於外邦人的綫索被編織於這個家譜的原因，亞伯拉罕的提及是至關重要的。
E. The symbolic value of the “seven” pattern.
“七”的格式的象徵性價值。
F. The significance of Luke’s gene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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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的家譜的意義。
G. Mark 1:1 states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馬可福音 1:1 陳明“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
H. Note the new creation imagery in John 1.
注意在約翰福音一章中的新創造的影像。

II. Jesus Sums Up Israel in Himself

耶穌在自己身上總結以色列《第 115頁》

A. Jesus comes to do what Israel should have done.
耶穌來做以色列原來所當做的。
B. Jesus begins to reconstitute Israel.
耶穌開始重新組成以色列。
C. Jesus conducts warfare against Satan and his demons.
耶穌進行對撒但及它的鬼魔的戰爭。

III. The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John the Baptist and Jesus’ Baptism

施洗約翰及耶穌受浸的神學意義《第 119頁》

A. John the Baptist fulfills the first prophetic announcement of Israel’s restoration in
Isaiah 40-66

施洗約翰應驗了在以賽亞書 40~66 章中對以色列復興的第一個先知性的宣告。
B. Just as Israel had to go through the sea at the Exodus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and

just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had to do the same thing at the Jordan as a miniature
second Exodus, so again, now that Israel’s restoration is at hand through Jesus, true
Israelites must again identify with the water and the Jordan in order to begin to
experience true restoration.

正如同以色列需要在出埃及時經過紅海以進入應許之地，並且正如第二代必須一樣

經過約但河作為第二次出埃及的一個縮寫，所以再次地，由於以色列的復興經

由耶穌即將發生，真以色列人必須再次與水和約但河認同，以便開始經歷真正

的復興。

IV.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Jesus’ Temptation in the Wilderness.
耶穌在曠野受試探的救贖歷史意義《第 128頁》

A. The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echo Israel’s forty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四十晝夜”回應以色列在曠野的四十年。
B. Jesus succeeds in facing the same temptations to which Israel succumbed.
耶穌在面對以色列曾經屈服的試探時得勝。
C. The defeat of the devil in the wilderness was Jesus’ first act of conquering the

“Canaanites in the promised land” as true Israel, in this case the devil was the ultimate
satanic prince of the Canaanites and all wicked nations.

在曠野中擊敗魔鬼是耶穌征服“在應許之地的迦南人”的第一個舉動，在這個情況而

言，魔鬼是迦南人及所有邪惡國家的終極的惡魔之王。
D. After defeating the Devil in the Promised Land, Jesus again is seen as beginning to

further fulfill Isaiah’s promises of Israel’s restoration.
在應許之地擊敗魔鬼之後，耶穌再次被視為是開始進一步應驗以賽亞對以色列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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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許。

V. Jesus as a Latter-Day New Moses Who Leads Israel Back to God

耶穌如同一位末日新摩西引導以色列歸向神《第 131頁》

A. One of the first indications of this is the “Sermon of the Mount”
這件事首先指標中的一個就是“登山寳訓”
B. Matthew 7:24-27 may be referring to Jesus’ re-establishment of the temple in himself

as the “rock”.
馬太福音 7:24~27 或許是指向耶穌以自己作為“磐石”的重建聖殿。

VI. Jesus’ Healings Represent the Restoration of Israel and a Reversal of the Curses of the Fall.

耶穌的醫治代表以色列的復興以及對墮落的咒詛的一個反轉。《第 142頁》

VII. Jesus as the Son of Man (God’s Eschatological Adamic Vice-Regent)

耶穌是人子（神的末世論的亞當代理攝政者）《第 151頁》

A. The “Son of Man” is equal to the “Son of God.”
“人子”是等同於“神的兒子”。
B. With the phrase “Son of Man,” Jesus intended to reveal himself to be the divine figure

of Daniel 7 who was the inclusive representative and head of the plural sons of God,
that is, Israel, true humanity.

藉著“人子”這個短語，耶穌意圖顯示自己是但以理書七章中的那神聖的人物，祂

是神的複數的兒子的包括性的代表及頭，那就是，以色列，真正的人類。
C. Paul on the Damascus road sees the man Jesus as the exalted Son of Man and Paul

describes him as “Son of God” because that was part of the dual intention of Daniel
7:13.

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看耶穌這個人為被高舉的人子並且保羅描述他為“神的兒子”，

因為這是但以理書 7:13 的雙重意圖的部分。

VIII. Jesus’ Healings Continue to Indicate His Restoration of Creation and of Israel, the
Corporate Adam

耶穌的醫治繼續顯示祂復興創造以及以色列，即，團體的亞當《第 161頁》

A. Healings were acted out parables of Jesus’ mission to spiritually heal, i.e. to forgive.
醫治是耶穌對屬靈醫治，即赦罪，的動作比喻。
B. Jesus continues to re-establish the tribes of Israel.
耶穌繼續重建以色列的支派。
C. After re-establishing the tribes, Jesus begins to send them out to begin the missio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beginning with Israel first.
在重建支派之後，耶穌開始差遣他們開始傳向地極的使命，並由以色列開始。

IX. John the Baptist and His Relationship to the Redemptive-Historical Ministry of Jesus.
施洗約翰及他對耶穌救贖歷史的事工的關係。《第 171頁》

A. Jesus has come to begin to fulfill the great prophecies of Israel’s restoration from
Babylon.

耶穌已經來到開始應驗以色列從巴比倫復興的偉大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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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John the Baptist wa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phecy that Elijah would come again in
the end times.

施洗約翰是對以利亞將在末時來到的預言的應驗。

X. Jesus Begins to Announce Coming Judgment on Israel.

耶穌開始宣告要臨到以色列的審判。《第 175頁》

A. This is a development of John the Baptist’s earlier condemnatory statements about the
leaders of Israel in Matthew 3:7-12.

這是施洗約翰在馬太福音 3:7~12 中對以色列領袖早先責備的一個發展。
B. Nevertheless, Jesus offers the “rest” promised by the OT.
盡管如此，耶穌提供了藉著舊約所應許的“安息”。

XI. Jesus Redefines What a True Israelite Is.

耶穌重新定義什麽是一個真以色列人。《第 178頁》

A. Because Jesus is not only restoring Israel but also is restoring all of creation, including
gentiles, the true people of God cannot any longer be marked out by certain
nationalistic badges which sometimes distinguish nations from one another.

因為耶穌不僅是在復興以色列，並且也是在復興整個創造，包括外邦人，神真實的

子民不再能夠被某些區別國與國的國家的徽章所標誌。

XII. Jesus Continues to Heal in Fulfillment of Isaiah’s Prophecy of the One Who Would Restore
Israel.
耶穌繼續醫治來應驗以賽亞對那位將要復興以色列的預言。《第 184頁》

A. He has come of the heal the fragmented world, not merely of Israel, but also of the
Gentiles.

祂來是要醫治破碎了的世界，不僅僅是以色列的，而且是外邦人的。
B. Israel’s religious rulers reject Jesus as the one who is to restore Israel to her God.
以色列的宗教統治者拒絕耶穌為這位將要復興以色列使之歸向神的。

XIII. The Parables Indicate the Rejection of National Israel as the People of God and Indicate
How the Eschatological Kingdom Is Beginning in the Ministry of Jesus.
比喻顯示作為神子民的以色列國的拒絕，並且顯示末世的國度如何在耶穌的服事中開始。

《第 193頁》

XIV. Jesus is “Greater than John the Baptist.”

耶穌是“比施洗約翰更大”。《第 207頁》

XV. The Theology of the Bread Miracle

分餅的神蹟的神學《第 208頁》

XVI. After Crossing the Sea, Jesus’ Miraculous Healings Again Demonstrate That He Has Come
to Restore Creation from the Curse of the Fall and to Restore True Israel from the Covenant
Curses of the Exile.
在渡過海之後，耶穌的神奇醫治再次證明祂已經來到要使創造從墮落的咒詛中復興，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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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真以色列從流放的聖約咒詛中復興。《第 209頁》

XVII. Israel’s Idolatry with respect to the Law Will Bring a Curse on Them, Which Will Lead to
the Salvation of the Gentiles.
以色列關於律法的偶像崇拜將帶給他們一個咒詛，這個咒詛將會導致外邦人的救恩。《第

210頁》

A. Matthew 13 relates back to Isaiah 6.
馬太福音 13 章關聯於以賽亞書 6 章。
B. Israel of Jesus’ day was idolatrous because she had worshipped tradition in place of

God and his word.
耶穌日子的以色列是偶像崇拜的，因為以色列敬拜傳統而不是神及祂的話語。
C. Therefore, Matthew 15 and other related texts show that Jesus’ application of Isaiah

6:9-10 to his Israelite contemporaries indicated that what had happened in Isaiah’s day
was happening again; Israel was being judged for her idolatry, committing herself to
something else besides God.

因此，馬太福音 15 章及其他相關經文展示，耶穌將以賽亞書 6:9~10 應用於祂當代

的以色列人顯示在以賽亞的日子發生的事情又再次發生；以色列，由於將自己

委身於神以外的東西，正在為其偶像崇拜被審判。

XVIII. Jesus Warns the Disciples Not to Evaluate Him by the Worldly Standards of the Pharisees
but by a Christocentric Lens.
耶穌警告門徒不要以法利賽人的屬世界的標準來評估祂，而是要以一個基督中心的透鏡來

評估。《第 227頁》

XIX. Therefore, the Disciples Should Perceive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Man” and the “Son of
God”.
因此，門徒應該察覺耶穌就是“人子”以及“神的兒子”。《第 228頁》

XX. The Disciples Should Perceive How Jesus is Going to Accomplish Ironically His Mission as
“Son of Man” and as “Son of God”.
門徒應該察覺耶穌將如何諷刺地以“人子”以及“神的兒子”的身份完成祂的使命《第 231

頁》

XXI. John the Baptist as Fulfilling the Prophecy of Elijah’s Promised Coming to Restore “All
Things” and His Death As the Precursor to Jesus the Messiah’s Coming to do the Same and to
Die.
施洗約翰如同是先知以利亞應許要來復興萬事的應驗，並且他的死也如同先驅，顯示耶穌

作為彌賽亞要成就的並且也要受死。《第 232頁》

XXII. Jesus Continues to Conquer the Promised Land with His Newly Organized Israelite Army.
耶穌與祂新近組成的以色列軍隊繼續征服應許之地。《第 234頁》

XXIII. Entrance (and Status) into the Inaugura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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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這個開始的國度的進入（及狀態）《第 234頁》

XXIV. Two Chief Characteristics of True Membership in the Inaugurated Kingdom: Repentance
over Sin and Offering Forgiveness
在這個開始的國度的真正成員的兩個主要特徵：對罪的悔改以及提供饒恕《第 235頁》

XXV. The Pharisee’s Testing Question About Marriage and the Inbreaking New Creation
法利賽人關於婚姻的試探的問題以及闖入的新創造《第 236頁》

XXVI. The Rich Young Ruler and Entrance into Eternal Life and Kingdom of Heaven
富有的少年官以及進入永生及天國《第 239頁》

XXVII. Status in the Kingdom is Bestowed by Pure Divine Grace.
在國度中的地位是藉著純粹神的恩典被賦予的《第 240頁》

XXVIII. Jesus Continues to Heal in Continuing to Restore Israel.
耶穌在繼續恢復以色列中繼續醫治《第 240頁》

XXIX. Jesus Presents Himself as a Latter King David in Entering Jerusalem on a Donkey.
耶穌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呈現自己如同一位後來的大衛王《第 241頁》

XXX. Jesus Announces Formal Judgment on Israel.
耶穌對以色列宣告正式的審判《第 242頁》

XXXI. The Religious Leaders Demonstrate Their Unbelieving and Apostate Attitude, for which
They Deserve Judgment, by Trying to “Trap” Christ into Making a Heretical Statement by
Which they could Condemn Him as a False Teacher.
宗教領袖，藉著試圖“誘騙”基督發表一篇異端言論，以此來譴責祂為一個假教師，這就

證明他們的不信以及背道的態度，因此他們應該受到審判。《第 245頁》

XXXII. Jesus Pronounces on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Judgmental Woes for Their Unbelief and
Willful Disobedience; He Announces that the End of National Israel as God’s People has come.
耶穌宣告文士和法利賽人因他們的不信和故意不順服而受審判的禍患；祂宣布以色列民族

作為神的子民的終結已經到來。《第 246頁》

A Redemp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Temple
一個關於聖殿的救贖歷史的層面《第 248頁》

I. Reasons Why the Garden of Eden Was the First Temple

為什麽伊甸園是第一個聖殿的理由《第 250頁》

A. It was a unique place of God’s presence.
它是神的臨在的一個獨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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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enesis 2:15
創世記 2:15
C. The tree of life was probably the model for the lampstand placed directly outside the

holy of holies in Israel’s temple.
生命樹可能是在以色列聖殿中放在至聖所外面的金燈臺的模式。
D. Israel’s later temple had wood carvings in the form of floral arrangements.
以色列後來的聖殿有花朵安排的形式的木雕。
E. Not only was Adam to guard this sanctuary, but he was to subdue the earth according

to Genesis 1:28.
亞當不僅必須看守聖所，並且，根據創世記 1:28，他必須制服這地。

II. Noah’s Ark Was the Temple of God’s Presence in the Second Creation.

挪亞的方舟是神第二個創造中的神臨在的聖殿。《第 254頁》

A. The word for Noah’s ark, not in Hebrew but in Greek, is the word that’s used in the
Greek OT for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in Israel.

挪亞的方舟的這個字，其希臘文，不是希伯來文，是在希臘文的舊約聖經中被使用

於在以色列中的約櫃。
B. Noah’s ark had three levels, just as the later temple in Israel had three distinct parts.
挪亞的方舟有三層，如同後來的聖殿也有三個區別的部分。
C. Detailed architectural plans (Ezekiel 40-48; Revelation 21).
有詳細的建築計劃（以西結書第四十到四十八章；啟示錄第二十一章）。
D. The ark was where God’s unique presence was during the flood.
方舟是在洪水期間神獨特臨在的地方。
E. Noah was a priest.
挪亞是一個祭司。

III. The Features of Israel’s Temple Resemble God’s Temple in Heaven.

以色列的聖殿的特徵類似於在天上的神的聖殿。《第 258頁》

A. The statuette cherubim around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reflect the real cherubim who
stand guard around God’s throne.

在約櫃周圍的基路伯的小雕像反映了在神寶座四圍保護的真實的基路伯。
B. The curtains that separate the holy of holies from the holy place are woven with blue

thread.
分隔至聖所和聖所的幔子是用藍色線織成的。
C. The curtains separating the holy of holies had needlework on it of the stars

representing the heavens.
分隔至聖所的幔子有針織的星星代表諸天。
D. The temple wa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聖殿被分為三層。

IV. Christ and His Followers Are a Temple in the New Creation of the New Exodus Out of Sin.

基督和祂的跟隨者是在脫離罪的新出埃及的新創造中的一個聖殿。《第 266頁》

A. Christ is the temple toward which all earlier temples looked and which they
anticip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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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就是聖殿，是所有早先的聖殿所注視的，也是它們所預期的。
B. Not only is Christ the temple but the church is also the temple.
不僅基督是聖殿，而且教會也是聖殿。

Proposed Centers for Biblical Theology
為著聖經神學所提議的中心《第 283頁》

I.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Methods for Doing Biblical Theology
從事聖經神學不同的途徑及方法《第 283頁》

A. Some possible centers for the Old Testament:
對舊約（聖經神學）的一些可能的中心：

1. God
神
2. Israel
以色列
3. God and Israel
神和以色列
4. Election
揀選
5. Promise
應許
6. Covenant
聖約
7. Kingdom
國度
8. Creation
創造
9. Communion with God
與神的團契
10. Revelation
啟示

II. The OT is the Story of God who Progressively and Teleologically Reestablishes His New
Creational Rule over People by His Word and Spirit Through Promise, Covenant, and Judgment
unto God’s Glory.
舊約是神的故事，祂藉著祂的話語及聖靈，經由應許、聖約和審判，逐步地和目的論地重

新建立祂對人的新創造的統治以達到神的榮耀。《第 284頁》

A. Some possible centers for the New Testament:
對新約（聖經神學）的一些可能的中心：

1. Anthropology
人類學
2. Salvati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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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歷史
3. Covenant
約
4. Love
愛
5. Christology
基督論
6.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稱義

III. The NT is the Story of the Beginning End Time Rule in a New Creation over People by
God’s Word, Son, and Spirit through Already and Not Yet Fulfillment of Promise, Covenant, and
Judgment at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for God’s Glory.
新約是末世在一個新創造中對人統治開始的故事，這是藉著神的話語、兒子及聖靈，經由

在基督的死與復活上已然卻又未然成就的應許、聖約和審判，為達到神的榮耀。《第 287

頁》

IV. Biblical Theology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Exhibition of the Organic Progress of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Inbreaking New Creation] in Its Historic Continuity and Multiformity.
聖經神學無非就是超自然啟示【闖入的新創造】在其歷史的連續性和多樣性中有機發展進

程的展示。《第 288頁》

The Damascus Road Resurrection Christophany as an End Time Pauline
Framework of Thought
大馬士革路上復活基督的顯現作為一個保羅著作末世思想的框架《第 289頁》

I. Paul Experienced the New Creational Kingdom.
保羅經歷了新創造的國度。《第 289頁》

A. This is evident from the Christophany as a resurrection appearance,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days.

基督的顯現作為一個復活的顯現，標誌了末後日子的開始，這是很明顯的。
B. The presence of the idea of resurrection in Judaism.
在猶太教中復活的概念的出現。
C. NT evidence on resurrection as New Creation.
復活如同新創造在新約中的證據。

II. The Damascus Road Christophany Is the End Times Center of Paul’s Thought.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是保羅思想的末世思想中心《第 301頁》

III. The Use of the OT in Acts 26

在使徒行傳 26 章中舊約經文的使用《第 302頁》

A. Luke wants to portray Christ as speaking as the Lord of the OT who gave proph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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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vocations.
路加想要把基督的説話勾畫成給與先知使命的主耶和華。
B. Jesus is the divine commissioner of the OT.
耶穌是舊約的神聖的專員。
C. Paul’s prophetic function was to preach salvation and judgment.
保羅的先知功能是傳講救恩及審判。

IV. The Reflection of the OT Theophanic Visions in the Three Damascus Reports.

在三次大馬士革事件報告中舊約神顯現的異象的反思《第 310頁》

A. The use of the double vocative i.e. Moses Moses, Abraham Abraham etc.
使用雙重的呼格，例如，摩西，摩西，以及，亞伯拉罕，亞伯拉罕，等等。
B. The question or response of the man who says “here I am.”
這個說“我在這裏”的人的問題或回應。
C. The self-presentation of the one appearing, who was God.
這一位顯現的，就是神，祂的自我介紹。
D. The mission given to the person from God.
從神給與這個人的使命。
E. This pattern may be observed in Genesis 31, 46:2; Exodus 3; 1 Samuel 3.
這個格式可以在創世記 31 章，46:2，出埃及記 3 章，撒母耳記上 3 章觀察到。

V. The Significance of Heaven in the Damascus Narratives

在大馬士革事件敘述中的‘天’的意義。《第 313頁》

A. The “cloud of heaven” in Acts 1:9 is an allusion back to Daniel 7:13.
在使徒行傳 1:9 中的“天上的雲”是回到但以理書 7:13 的一個暗示。
B.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and pouring out of the Holy Spirit is an allusion back to Joel

2:28.
基督的復活及聖靈的澆灌是回到約珥書 2:28 的一個暗示。
C. The church is associated with Christ in his reign from Heaven.
教會在基督從天上作王中是與基督聯結的。

VI. Paul at the Damascus Road Was Made an End-Time Prophet.
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上被任命為一個末時的先知。《第 322頁》

A. Paul was an apocalyptist—one who has experienced the open heaven and is writing
about the unveiled heaven.

保羅是一個天啓者——一個經歷到開啓的天並且寫下關於被揭開的天的人。

The Damascus Road Christophany and Paul’s Conversion/Call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以及保羅的悔改歸正/蒙召《第 325頁》

I. The Vision of the Risen Christ as the Only Explanation for Paul’s Conversion

復活基督的異象是保羅悔改歸正的唯一解釋《第 325頁》

A. There is debate as to whether this is a “conversion” or a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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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是否這是一個“悔改歸正”或一個“蒙召”仍然有爭議。
B. Christ appeared to Paul and Paul saw him.
基督向保羅顯現以及保羅看到祂。
C. This has application to nominal Christians today. Paul thought that he was a true

believer, who was doing God’s work, when it fact he was not.
這在今天對名義上的基督徒也適用。保羅認為他當時是一個真信徒，他是在做神的

工作，但在實際上他卻不是。

II. The Damascus Christophany as Paul’s Apostolic Commission.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是保羅使徒的委任。《第 335頁》

A. Not only was Paul converted at this event, but he was also given a prophetic apostolic
commission.

不但保羅在這個事件中被歸正，而且他被賦予一個先知性使徒的委任。
B. The Damascus Christophany constituted both Paul’s regener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gospel and his apostolic commission.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構成了保羅對福音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使徒的委任。

III. The Damascus Road Christophany Influenced the Whole of Paul’s Theological Thinking.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影響了整個保羅的神學思想。《第 337頁》

A.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passages that reflect this experience: 1 Corinthians 9:1, 15:8-10;
Galatians 1:13-17; 1 Timothy 1.

至少有四段經文反映這個經歷：哥林多前書 9:1，15:8~10；加拉太書 1:13~17；提

摩太前書一章。
B. Another passage that alludes to Paul’s conversion is 2 Corinthians 4:6.
哥林多後書 4:6 是另外一段暗示保羅的悔改歸正的經文。
C. After the Damascus Road experience Paul no longer evaluated Christ “according to the

flesh”.
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之後保羅不再“根據肉體”評估基督。
D. Paul describes unbelieving Israel in Rom 10 in terms of the unbelief that he had prior

to the Damascus Road experience.
保羅在羅馬書十章以他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之前的不信來描述不信的以色列。

Th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Paul’s Anthropology
保羅的人論的末世論特質《第 342頁》

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 of God in Theology
在神學上神的形像的意義《第 342頁》

A. Genesis 1 and 2 provide a pattern of subduing and ruling.
創世記第一、二章提供了一個征服及治理的格式。
B. The same pattern may be observed in Hebrews 1.
同樣的格式可以在希伯來書一章被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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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Practical Exhortation from the Image of God
從神的形像而來的實際的勸誡《第 357頁》

A. Man is now able to fulfill the divine command of Genesis 1:28 by being in Christ.
藉著在基督裏人現在能夠完成創世記 1:28 的神的誡命。
B. The purpose of the Christian is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Christ (Rom 8:29; 1

Cor 15:49; 2 Cor 3:18, 4:4; Eph 4:24; Col 3:10).
基督徒的目的是要被模成基督的形像（羅 8:29；林前 15:49；林後 3:18，4:4；弗

4:24；西 3:10）。
C. Christians subdue and rule in Christ by believing and overcoming through suffering

(Rom 8; 2 Cor 10:3f. 13:4; Phil 3:10f.).
基督徒在基督裏征服及治理是藉著相信及勝過苦難（羅馬書八章；林後 10:3~5，

13:4；腓 3:10~14）。

III. The Image of God According to Seyoon Kim

根據金牧師的神的形像《第 368頁》

A. The eschatological hopes of the OT and Judaism
舊約及猶太教的末世論的盼望
B. The OT’s and Judaism’s tendency to narrate its history in terms of the actions of a few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s and the relation of this to Jewish eschatology.
舊約的及猶太教的傾向是以少數個人代表的行動以及這對猶太人的末世論的關係來

陳述它的歷史。
C. Important for the present purposes is that some Rabbis could say that Adam lost the

divine image through his fall.
這對現在的目的是重要的，就是有些拉比會說亞當經由他的墮落失去了神的形像。
D. Key corporate, federal representatives are seen as either losing or restoring the image

for man.
主要的團體的，聯邦的代表被視為或是為人類失去或是恢復這個形像。

IV.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tter Day New Cre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介於末日新創造以及復和之間的關係《第 378頁》

A. Texts which are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nciliation and
eschatology.

對理解介於復和以及末世論之間關係的重要經文。
1. Colossians 1:15-20
歌羅西書 1:15~20
2. Romans 5
羅馬書五章
3. Romans 11
羅馬書十一章
4. Galatians 6
加拉太書六章
5. Ephesians 2:13f.
以弗所書 2:13 及隨後經文
6. 2 Corinthians 5: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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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5:15~21

V.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nctification and New Creation

介於使成聖以及新創造之間的關係《第 403頁》

Sanc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Christ to the Law
使成聖，稱義，以及基督對律法的關係《第 412頁》

I. A Summary of Sanctification as it Relates to New Creation

使成聖就其關聯於新創造的一個總結《第 412頁》

A. Sanctifi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being set apart from the old creation to the new.
使成聖是從舊創造分別開來到新創造的過程。
B. The indicative for those who are in the new creation precedes the imperative of how

they are expected to live.
對那些在新創造中的人的‘直述式的’是先於他們被期待該如何生活的‘命令式

的’。
C. The “old man” and “new man” correspond to the old creation and the new creation.
“舊人”以及“新人”是相對於舊創造以及新創造。
D.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reasons why Christians sin.
基督徒犯罪至少有三個理由。

1.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il and his demons
魔鬼及它的鬼魔的影響
2. The influence of the fallen world
墮落世界的影響
3. The fallen bodies of believers
信徒墮落的身體

E. Although the good works of a Christian do not cause his or her salvation, they do
indeed validate the authenticity of that salvation.

雖然一個基督徒的善行並不促成他或她的救恩，這些善行的確證實救恩的真實性。
F. Although Christians are to be assured that the one in whom God works salvation will

ultimately be saved, it is appropriate for Christians, when they are in patterns of sin, to
question whether they are truly among God’s people.

儘管基督徒確信神運行救恩在他裏面的這個人在終極上將被拯救，但對基督徒而言

這也是合適的，就是當他們在罪的模式中的時候，要質疑是否他們真的是屬於

神的子民。
G. The imperative nature of God’s commands must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dicative.
神的誡命的‘命令式的’性質必須在‘敘述式的’背景中被理解。

II. The Law as an Eschatological Doctrine

律法作為一個末世論的教義《第 437頁》

A. There are some instances where Paul looks unfavorably upon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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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實例保羅以不利的角度看律法。
B. On other occasions the law is regarded as positive.
在另外一些情況律法被視為是正面的。
C.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 may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overlapping of the ages, the

old creation and the new creation.
這明顯的衝突可以被舊創造及新創造的世代的重叠來解釋。
D. While the law once centered on ethnic distinctions, the new covenant centers on Christ.

Thus, ethnic laws do not apply to the church.
雖然律法曾經以種族的區別為中心，新約則以基督為中心。這樣，種族的律法不適

用於教會。

III.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New Creation

因信稱義以及新創造《第 452頁》

A. Paul believed that he was guided by the law in persecuting Christians who appeared to
him to be apostate.

保羅曾經相信他是被律法引導來逼迫這些對他看起來是背道的基督徒。
B. Paul understood justification from the Damascus road revelation.
保羅從大馬士革路上的顯現明白了稱義。
C. Paul realized on the Damascus road that justification was by grace alone.
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瞭解到稱義是唯獨藉著恩典。
D. He also realized on the Damascus road that justification was through faith alone.
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也瞭解到稱義是唯獨經由信心。
E. A fourth distinction that Paul realized on the Damascus road was that justification was

not only for Jews, but also for gentiles.
第四個區別是，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瞭解到稱義不僅是為猶太人，也是為外邦人。

IV. The Relation of Eschatology to Justification

末世論對稱義的關係《第 455頁》

A. Justification is a declaration of righteousness applied by grace and accomplished
through redemption and propitiation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God’s righteousness.

稱義是公義的一個宣告，由於恩典而施加並且經由救贖及挽回祭被完成，為要證明

神的公義。
B. The end-time judgment has been pushed back to the cross in Christ.
末時的審判已經在基督裏被推回到十字架。
C. The end-time righteousness has been declared for us in Christ.
末時的公義已經在基督裏為我們被宣告。
D.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justification.
基督的復活對理解稱義是至關重要的。

V. Concluding Comments on Justification
對稱義的結論性的評論《第 468頁》

A. The sinless life of Christ worked out a perfect righteousness for his people.
基督無罪的生命為祂的子民作出一個完全的公義。
B. In some cases the term “sanctification” is used in a similar way as jus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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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情況中“使成聖”這個術語是以一個類似的方式被使用於稱義。
C. Because we are not a consummated new creation, but still in progress, no “good work”

can be considered perfect (free from sin).

因為我們還不是一個完成的新創造，但仍然在過程中，沒有任何“良善的工作”能夠

被視為是完全的（自由於罪）。
D. The battle is not between the “old man” and the “new man,” but between Satan, the

world, our physical bodies, and indwelling sin.
這個爭戰不是介於“舊人”及“新人”之間，而是介於撒但，這個世界，我們的身體，

以及内住的罪之間。

The Eschatological Conception of the Church
教會的末世論的概念《第 485頁》

I. The Community of the New Creation

新創造的群體《第 485頁》

A. Jesus and, consequently, the Church is true Israel.
耶穌並且，也因此，教會是真以色列。
B. The Church as the new Israel; a brief survey from the gospels.
教會如同是新以色列；從福音書中的一個簡短的縱覽。
C. The Church as new Israel; the view of Paul.
教會如同是新以色列；保羅的觀點。
D. The Church, as the new Israel, relates to eschatology.
教會，作為新以色列，關聯於末世論。

II. The Relationship of Eschatology to true Israel, the Church

末世論對真以色列，教會，的關係《第 515頁》

A. Gentiles may become true Israel by virtue of being united with Christ.
外邦人靠著聯結於基督可以成為真以色列。
B. The NT presents promises of the OT as being fulfilled unexpectedly.
新約呈現舊約的應許如同是被料想不到地應驗了。
C. Israelite prophecies of restoration are applied to the Church.
以色列人的復興的預言被應用於教會。
D. The concept of exile is applied to the Church.
流放的概念被應用於教會。

The Eschatological Role of the Spirit
聖靈的末世論的角色《第 539頁》

I. The Holy Spirit as the Equipper of the Messiah

聖靈如同是彌賽亞的裝備者《第 5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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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Spirit Was Also to Be the Eschatological Transformer of Israel
聖靈也要是以色列的末世論的轉變者《第 540頁》

III. The Spirit and the NT
聖靈與新約《第 542頁》

IV. The Use of Joel 2 in Acts
約珥書 2 章在使徒行傳中的使用《第 554頁》

A. When God executes judgment upon a nation, it is described in terms of cosmic
conflagration imagery.

當神施行審判於一個國家，是以天體災難的影像來描述的。
B. We get “little Pentecosts” that occur later.
我們看到在之後發生的“小五旬節”。

The Eschatological Dimension of Marriage
婚姻的末世論的維度《第 566頁》

I. Human Marriage as a Reflection of the Inaugurated New Creation Marriage of Christ and the
Church

人類的婚姻如同開始新創造基督與教會的婚姻的一個反射《第 566頁》

A. Christ as the new Adam of the new creation
基督如同新創造的新亞當

Concluding Comments
結束的評論《第 571頁》

I. Like Circumcision, Baptism is an Oath Sign Which Signifies Salvation as Through Water for
the One Who Believes and Death as in Drowning in the Case of One Who Does Not Believe.
如同割禮，浸禮是一個誓言的記號，這個記號意味著相信者如同經由水的救恩以及不信者

如同在溺水中的死亡。《第 571頁》

II. We Celebrate Our Sabbath Rest on Sunday, Not on Saturday, Because It was on Sunday that
Christ in His resurrection Began to Experience the New Creation and Eternal Sabbath Rest as the
Last Adam.
我們是在周日，而不是在周六，慶祝安息日的安息，因為是在周日基督在祂的復活中，如

同末後的亞當，開始經歷新創造及永恆的安息。《第 5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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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ugurated Eschatology: the Substratum from which NT Theology
Arises
開始的末世論：新約神學興起的底層

‘開始的末世論(Inaugurated Eschatology)’，即，‘已然並且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這

是新約神學的‘底層(Substratum)’；整個新約神學從這裏開興起。

Eschatology：末世論。

e;scatoj

《註﹕eschatos“最末後的”：

Strong 指出，形容詞 eschatos 這個字可能是源自動詞 echo“持有/有”（在連續不間斷的含

義上）的一個最高級形式，表達“最遠的，最終的(地點或時間)(farthest, final (of place or

time))”。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52 次。

Vine 指出，eschatos 這個字表達“最後的，終極的，極端的(last, utmost, extreme)”；在新

約使用於：

1）地方：

(a)最低的：[路 14:9：（你被人請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貴的客，

被他請來；）那請你們的人前來對你說：讓座給這一位罷；你就羞羞慚慚的退到末

(eschatos)位上去了《到於(他)那_到於(他)最末後的_到於(他)地點處所_現要去持續持

住》。]、[路 14:10：你被請的時候，就去坐在末(eschatos)位上，好叫那請你的人來，對你

說：朋友，請上坐；那時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b)最遠的：[徒 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

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eschatos)《一直直到_從屬(它)最末後的_從屬(她)那_從屬

(她)地土/地》，作我的見證。]；

2）階級：[可 9:35：耶穌坐下，叫十二個門徒來，說：若有人願意作首先的，他必作眾人

末後的(eschatos)，作眾人的用人《若是_(他)任何什麼_他/她/它現在持續定意_(他)首先的_

現要去持續是，_他/她/它將要(持續)是_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_(他)最末後的_並且_從

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_(他)僕工執事》。]；

3）時間，關係於人或事物：

(a)銅錢：[太 5:26：（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

審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監裏了。）我實在告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eschatos)

《一直直到_但凡_你那時(也是)應該從那裏給與_到於(他)那_到於(他)最末後的_到於(他)

銅錢》，你斷不能從那裏出來。]；

(b)人：[太 20:8：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

(eschatos)起，到先來的為止。]、[可 12:6：園主還有一位，是他的愛子；末後(eschatos)又

打發他去《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_到於(他)同一者_到於(他)最末後的_<在前面向著

>向著_到於(他們)同一者》，意思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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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使徒：[林前 4:9：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eschatos)，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到

於我們_到於(他們)那些_到於(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_到於(他們)最末後的_他/她/它那時

(也是)從那裏顯示展現_正如地_到於(他們)待死的》；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

觀看。]；

(d)末後的亞當：[林前 15:45：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

〔靈或作血氣〕末後的(eschatos)亞當《(他)那_(他)最末後的_(他)亞當》，成了叫人活的

靈。]；

(e)工作：[啟 2:19：（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

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eschatos)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並且_到於

(它們)那些_到於(它們)工作_從屬你_到於(它們)那些_到於(它們)最末後的_到於(它們)更多

的_從屬(它們)那些_從屬(它們)首先的》。]；

(f)人末後的景況（中性複數：那些事情）：[太 12:45：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

都進去住在那裏；那人末後的(eschatos)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

此。]、[彼後 2:20:倘若他們因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後來又在其中

被纏住制伏，他們末後的(eschatos)景況，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g)基督作為那永恆者：[啟 1:17：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按

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eschatos)，]；

4）在末世論的短句：

(a)那最末後的日子：[約 6:39~40：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

失落，在末(eschatos)日《在對(她)那_在對(她)最末後的_在對(她)日子/白日》卻叫他復活。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eschatos)日我要叫他復活。]、

[約 6:44：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到我這裏來的，在末

(eschatos)日我要叫他復活。]、[約 6:54：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eschatos)日我

要叫他復活。]、[約 11:24：馬大說：我知道在末(eschatos)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

以及未重生之人受審判的最後時刻，白色寶座的審判：[約 12:48：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

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eschatos)日要審判他。]；

(b)那些最末後的日子（複數）：[徒 2:17：『神說：在末後的(eschatos)日子《在對(她們)那

些_在對(她們)最末後的_在對(她們)日子/白日》，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

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相關於一個從聖靈在五旬

節的超自然彰顯，到這現今時代的末了，在引入彌賽亞國度的“主的大而可畏的日子”之

前，恢復神聖介入世界事務的時期；

(c)最末後的日子（複數）：[提後 3:1：你該知道，末(eschatos)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在

內_在對(她們)最末後的_在對(她們)日子/白日_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臨到_(他們)場

合時節_(他們)艱險兇猛的》。]，指世界狀況的這現今時代的的結束；

(d)最末後的日子（複數）：[雅 5:3：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鏽；那鏽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

喫你們的肉，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eschatos)世，只知積儹錢財《你們那時(也是)儲蓄積

存_在內_在對(她們)最末後的_在對(她們)日子/白日》。]，既指羅馬人於公元 70 年推翻該

城市和土地之前的時期，也指這個時代結束於外邦人終結的迫害行為，包括“雅各的苦

難”，的部分（參考第 7、8 節）；

(e)最末後的場合時節：[彼前 1:5：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

(eschatos)世《在內_在對(他)場合時節_在對(他)最末後的》要顯現的救恩。]，指主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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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臨的時間；

(f)最末後的（那）鐘點時刻：[約壹 2:18：小子們哪，如今是末(eschatos)時了《(她)最末

後的_(她)鐘點時刻_他/她/它現在持續是》；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

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猶 1:18：（親愛的弟兄阿，你

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他們曾對你們說過，末(eschatos)世《<

在上面>從上面_從屬(他)最末後的_從屬(他)那_從屬(他)時段期間》必有好譏誚的人，隨

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表示第二次再臨之前的這現今的時代；

5）那些日子的最末後的：[來 1:2：就在這末(eschatos)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在上面

>從上面_從屬(它)最末後的（[RT]版本為：從屬(她們)最末後的）_從屬(她們)那些_從屬

(她們)日子/白日_從屬(她們)那同一者_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_在對我們_在內_在對

(他)兒子》，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指的是先知在律法下

作見證期間的結束，以基督的出現和祂的救贖犧牲及其影響而終止，完成時態“已經說過”

（這是有些英文版本的翻譯，原文為非限定時態《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表明

復活的基督所體現的信息的持續影響；

6）那些時段期間的最末後的：[彼前 1:20：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這

末世，纔為你們顯現《從屬(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_然而也_<在上面>

從上面_從屬(他)最末後的（[RT]版本為：從屬(他們)最末後的）_從屬(他們)那些_從屬(他

們)時段期間_<徹底經過>為著緣故_到於你們》；]，Robertson 指出，複數的《時段期間》

是指人類歷史上一連串持續的時期，直到時間的滿足（預定的時間來到）；

7）最末後的那些日子（複數）：[彼後 3:3：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eschatos)世《<在上

面>從上面_從屬(她們)最末後的_從屬(她們)那些_從屬(她們)日子/白》必有好譏誚的人，

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

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

I. Use of the Term “Latter Days” in the OT
“末後的日子”這個術語在舊約的使用

A. Some references to the “latter days”
一些涉及“末後的日子”的經文

我們在這裏將要看幾乎是所有在舊約有關“末後的日子”的經文，但這不是說只有這些經

文具有末世論的預測或描述。我們也會看一些經文，雖然沒有這個短句，但卻具有末世論

的含義。

1. Genesis 49:1 – Jacob’s prophecy concerning the future
創世記49:1——雅各關於未來的預言

【創 49:1 雅各叫了他的兒子們來，說：你們都來聚集，我好把你們日後必遇的事告訴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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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希伯來文為：最後的日子：'achariyth e-imim （即，yowm）；七十士譯本為：

evpV evsca,twn tw/n hm̀erw/n：<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

日》

《Gen 49:1 And Jacob called unto his sons, and said, Gather yourselves together, that I

may tell you that which shall befall you in the last days. KJV》

這裏雅各的預言内容中，有一些明顯地是具有末世論的性質。

末世論的討論不是只是從新約才開始；而，事實上，是開始於舊約。

這裏雅各的預言是論到十二支派在無限的未來的‘命運(destiny)’，其中有關乎到末時的

未來的命運。

有關於到猶大支派的：

【創 49:9 猶大是個小獅子；我兒阿，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蹲如

母獅，誰敢惹你。】

新約啟示錄五章説到耶穌是“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就是這節經文的參考：

【啟 5: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

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

【創 49:10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就是賜平安者〕來到，

萬民都必歸順。

創 49:11 猶大把小驢拴在葡萄樹上，把驢駒拴在美好的葡萄樹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

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

《H7886 Shiyloh shee-lo' from H7951; tranquil; Shiloh, an epithet of the Messiah:--

Shiloh. // H7951 shalah shaw-law' or shalav (Job 3:26) {shaw-lav'}; a primitive root; to
be tranquil, i.e. secure or successful:--be happy, prosper, be in safety.》

《YLT Gn 49:10 The sceptre turneth not aside from Judah, And a lawgiver from

between his feet, Till his Seed come; And his is the obedience of peoples.》

猶太人在第一及第二世紀的亞蘭文聖經將這裏的“直等細羅來到”翻譯為“直等他的兒

子來到”。這裏是指向彌賽亞，並且說到“萬民都必歸順”。並且，在創世記49:11中的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這顯示是以一個軍隊的方式來到，用

象喻的方式表達戰爭中衣服的染血，擊敗了仇敵。

有關於到約瑟支派的：

【創 49:22 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的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

創 49:23 弓箭手將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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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49:24 但他的弓仍舊堅硬，他的手健壯敏捷；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

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創 49:25 你父親的神，必幫助你，那全能者，必將天上所有的福，地裏所藏的福，以

及生產乳養的福，都賜給你。

創 49:26 你父親所祝的福，勝過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嶺，至極的邊界，這些

福必降在約瑟的頭上，臨到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

這裏使用的語句，包括“多結果子”及各種的“福”，是指向以色列，甚至可能是指向將

要有的新創造。特別是在以賽亞書，當論到新創造的時候，都提到不再荒涼，而是有豐盛

的果子。

2. Numbers 24:14 – Balaam’s prophecy
民數記 24:14——巴蘭的預言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約但河東，對著耶利哥安營。那時西撥的兒子巴勒，作摩押王。他

差遣使者往大河邊的毗奪去，到比珥的兒子巴蘭本鄉那裏，召巴蘭來咒詛以色列民。

不料，巴蘭三次竟為他們祝福：

【民 24:10 巴勒向巴蘭生氣，就拍起手來，對巴蘭說：我召你來為我咒詛仇敵，不料，

你這三次竟為他們祝福。

民 24:11 如今你快回本地去罷；我想使你得大尊榮，耶和華卻阻止你不得尊榮。

民 24:12 巴蘭對巴勒說：我豈不是對你所差遣到我那裏的使者說：

民 24:13 巴勒就是將他滿屋的金銀給我，我也不得越過耶和華的命，憑自己的心意行

好，行歹，耶和華說甚麼。我就要說甚麼。

民 24:14 現在我要回本族去；你來，我告訴你這民日後要怎樣待你的民。】

《日後：希伯來文為：最後的日子；七十士譯本為：evpV evsca,tou tw/n hm̀erw/n：<在上面>從上

面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Num 24:14 And now, behold, I go unto my people: come therefore,

and I will advertise thee what this people shall do to thy people in the

latter days. KJV》

巴蘭之後提到：

【民 24:17 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望他卻不在近日；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

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毀壞擾亂之子。

民 24:18 他必得以東為基業，又得仇敵之地西珥為產業；以色列必行事勇敢。

民 24:19 有一位出於雅各的，必掌大權，他要除滅城中的餘民。】

猶太人在第一及第二世紀的亞蘭文聖經將這裏再次聯結於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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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中，也將“星”聯結於彌賽亞耶穌：

【太 2:1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

說：

太 2: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事實上，耶穌被稱為“星”：

【啟 2:18 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

說：

……

啟 2: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啟 2:27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轄管原文作牧〕將他們如同窰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

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

啟 2:28 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

以及：

【啟 22:16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眾教會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我是大衛的根，又是

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巴蘭之後又提到：

【民 24:24 必有人乘船從基提界而來，苦害亞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淪。】

民數記 24:24在這裏的用語很清楚地是關聯於末時。

關於“有人乘船從基提界而來”，可以參考：

【但 11:28 北方王〔原文作他〕必帶許多財寶回往本國，他的心反對聖約，任意而行，

回到本地。

但 11:29 到了定期，他必返回，來到南方，後一次，卻不如前一次，

但 11:30 因為基提戰船，必來攻擊他，他就喪膽而回，又要惱恨聖約，任意而行；他

必回來聯絡背棄聖約的人。

但 11:31 他必興兵，這兵必褻瀆聖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壞可

憎的。】

但以理書在這裏是關於歷史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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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蘭在之前曾經提到：

【民 24:9：他蹲如公獅，臥如母獅，誰敢惹他；凡給你祝福的，願他蒙福；凡咒詛你的，

願他受咒詛。】

摩西在這裏的 “他蹲如公獅，臥如母獅，誰敢惹他”，是在進一步解釋創世記49:9：

【創 49:9 猶大是個小獅子；我兒阿，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蹲如

母獅，誰敢惹你。

創 49:10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就是賜平安者〕來到，萬

民都必歸順。】

3. Isaiah 2:2 – Some Gentiles submit to God
以賽亞書 2:2——一些外邦人臣服於神

【賽 2:1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到猶大，和耶路撒冷。

賽 2:2末後的日子《七十士譯本為：evn tai/j evsca,taij hm̀e,raij：在内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

(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

民都要流歸這山。】

以賽亞之後提到：

【賽 2:3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

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

撒冷。

賽 2:4 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

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這裏是談到的不只是擊敗仇敵外邦人，不再有戰爭；這裏更是在説到外邦人在末時主動自

願地歸向神。

4. Ezekiel 38:16 – Israel oppressed; Spirit given
以西結書 38:16——以色列受壓迫；聖靈被賜予

以西結書在這裏是在講論，在末時，以色列的仇敵將壓迫以色列。

【結 38:16 歌革阿，你必上來攻擊我的民以色列，如密雲遮蓋地面；末後的日子《七

十士譯本為：evpV evsca,twn tw/n hm̀erw/n：<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我必帶你來攻擊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顯為聖的時候，

好叫他們認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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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之後提到，在以色列受壓迫之後，要賜下聖靈：

【結 39:28 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外邦人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本地，他們就知道我是耶

和華他們的神；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外邦；

結 39:29 我也不再掩面不顧他們，因我已將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這是主耶和華說

的。】

在以西結書三十九章的最後這裏，我們看到，聖靈要被賜予在末時的以色列。

之後的以西結書第 40~48章，論到建立聖殿；神要住在以色列中間：

【結 37:26 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我也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

們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

結 37:27 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結 37:28 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為聖

的耶和華。】

5. Hosea 3:4-5 – Return from exile
何西阿書 3:4-5——從流放歸回

【何 3:4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獨居，無君王，無首領，無祭祀，無柱像，無以弗得，無家

中的神像。

何 3:5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或作回心轉意〕尋求他們的神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衛；

在末後的日子《七十士譯本為：evpV evsca,twn tw/n hm̀erw/n：<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必以敬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他的恩惠。】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獨居，無君王，無首領”是談到以色列地要被毀滅，他們要被流放。

但在末後的日子，要從流放歸回。當他們從流放中歸回，大衛要成為他們的君王。這是哪

一個大衛呢？大衛要再復活嗎？

6. Daniel 2:28 – Empires crumble; Divine kingdom set up
但以理書 2:28——帝國粉碎；神的國度被設立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作了夢，夢見一個大像，心裏煩亂，不能睡覺。這像的頭是精

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有一塊非人手

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

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

山，充滿天下。

【但 2:28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顯明奧秘的事他已將日後《七十士譯本為：evpV

evsca,twn tw/n hm̀erw/n：<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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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夢，和你在床上腦中的異象是這樣。】

但以理在之後的解釋中提到四個國度：

【但 2:37 王阿，你是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將國度，權柄，能力，尊榮，都賜給你；

但 2:38 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獸，並天空的飛鳥，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這一切，你

就是那金頭；

但 2:39 在你以後必另興一國，不及於你；又有第三國，就是銅的，必掌管天下；

但 2:40 第四國，必堅壯如鐵，鐵能打碎剋制百物，又能壓碎一切，那國也必打碎壓制

列國。】

之後，但以理書七章指出：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夢，見到腦中的異象，

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之後，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得了權柄，榮耀，國度。

使者指示，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興起。

前面但以理書二章的像，是從尼布甲尼撒王的角度看四個帝國。前面但以理書七章的四個

大獸，則可能是從神的角度來看這是個帝國的王。

但以理書之後對但以理書 2:28中的“日後”作進一步解釋：

【但 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

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 2:45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那

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7. Daniel 10:14 – Coming of antichrist; persecution
但以理書 10:14——敵基督的到來；逼迫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顯給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這事是指著大爭戰；但以理悲傷了

三個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希底結大河邊，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法精金帶；

他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

音。

【但 10:11 他對我說：大蒙眷愛的但以理阿，要明白我與你所說的話，只管站起來，

因為我現在奉差遣來到你這裏；他對我說這話，我便戰戰兢兢的立起來。

但 10:12 他就說：但以理阿，不要懼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又在

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

但 10:13 但波斯國的魔君，攔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君〔就是天使長二十一節同〕

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裏。

但 10:14現在我來要使你明白本國之民日後《七十士譯本為：evpV evsca,tou tw/n hm̀erw/n：<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必遭遇的事，因為這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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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

但以理書第 10、11、12章是一個單元。之後有使者指示但以理：

【但 11:30 因為基提戰船，必來攻擊他，他就喪膽而回，又要惱恨聖約，任意而行；

他必回來聯絡背棄聖約的人。

但 11:31 他必興兵，這兵必褻瀆聖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壞可

憎的。

但 11:32 作惡違背聖約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

這裏提到他要“用巧言勾引”，也就是説，他是一個‘欺騙者(deceiver)’。或許就是打發那些

“作惡違背聖約的人”回到聖約的群體中，來傳遞違背聖約的靈，並且逼迫那些不願意妥協

的人。

【但 11:33 民間的智慧人，必訓誨多人，然而他們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燒，或被

擄掠搶奪。

但 11:34 他們仆倒的時候，稍得扶助，卻有許多人用諂媚的話親近他們。

但 11:35 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為要熬煉其餘的人，使他們清淨潔白，直到末了，因

為到了定期，事就了結《七十士譯本為：e[wj kairou/ suntelei,aj e;ti ga.r kairo.j eivj w[raj：
一直直到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成就結局， 依然仍舊地 因為 (他)場合時節 向內進入

到於(她)鐘點時刻》。

但 11:36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過所有的神，又用奇異的話攻擊萬神之神；他

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忿怒完畢，因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但 11:40 到末了《七十士譯本為：kaqV w[ran suntelei,aj：<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鐘點

時刻 從屬(她)成就結局》，南方王要與他交戰，北方王必用戰車，馬兵，和許多戰船，勢如

暴風來攻擊他，也必進入列國如洪水氾濫；

但 11:41 又必進入那榮美之地，有許多國就被傾覆，但以東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亞

捫人，必脫離他的手。】

【但 11:45：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中間，設立他如宮殿的帳幕；然而到了他的結局

《七十士譯本為：w[ra th/j suntelei,aj auvtou/：(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成就結局 從

屬(他)同一者》，必無人能幫助他。】

但以理書第 10、11 章所論及的是大災難，是欺騙，是妥協違背。但，最終這些會被擊敗。

8. Daniel 12:2 – Resurrection
但以理書 12:2 ——復活

【但 12:1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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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但 12:2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七十士譯本為：avnasth,sontai：他/她/它們將要(持續)

讓自己再站立起來》；其中有得永生的《七十士譯本為：oì me.n eivj zwh.n aivw,nion：(他們)那些

的確 向內進入 到於(她)生命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但 12: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

遠。】

這裏是第一次論到關於末後的日子的“復活”。

許多人説到末世的時候，想到的是天象，想到的是蜇人的蠍子；但是，在但以理書中提到

的末後的時刻，是一個有逼迫及迷惑人的時刻。

但以理書提到末後的時刻，是一個迷惑人的時刻：

【但 8:16 我又聽見烏萊河兩岸中有人聲呼叫說：加百列阿，要使此人明白這異象。

但 8:17 他便來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來，我就驚慌俯伏在地；他對我說：人子阿，你

要明白，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的異象《七十士譯本為：e;ti ga.r eivj w[ran kairou/ tou/to to.

o[rama：依然仍舊地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鐘點時刻 從屬(他)場合時節 (它)那同一者 (它)那

(它)景觀異象》。】

【但 8:19：說我要指示你惱怒臨完必有的事，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的定期《七十士譯本為：

e;ti ga.r eivj w[raj kairou/ suntelei,aj menei/：依然仍舊地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鐘點時刻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成就結局 他/她/它將要(持續)停留持守》。】

【但 8:23 這四國末時，犯法的人罪惡滿盈，必有一王興起，面貌兇惡，能用雙關的詐

語。

但 8:24 他的權柄必大，卻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毀滅，事情順利，任意而

行；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

但 8:25 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心裏自高自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

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至終卻非因人手而滅亡。】

B. In the OT “latter days” refer to the following:
在舊約中“末後的日子”是指下面的事情：

1. A messianic figure who will subdue Israel’s enemies
一個彌賽亞的人物將要征服以色列的仇敵

2. A time when some gentiles will submit to God
這是一個當一些外邦人將要臣服於神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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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uture time of God’s reign on earth
神在地上統治的未來時候

4. Israel’s restoration from exile (Hosea 3; Ezekiel 38)
以色列從流放歸回的復興（何西阿書 3；以西結書 38）

5. Covenant community compromised/remnant faithful
聖約群體被妥協 / 餘數保持忠誠

6. Time of the Spirit/end-time Temple (Ezekiel 38)
聖靈 / 末時聖殿的時候（以西結書 38）

7. Resurrection and new creation (Daniel 12:2)
復活及新創造（但以理書 12:2）

舊約中確實有直接提到新天新地：

【賽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賽 65:18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

為人所樂。

賽 65:19 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

號的聲音。】

【賽 65:20 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因為百歲死的仍算

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被咒詛。

賽 65:21 他們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種葡萄園，喫其中的果子；

賽 65:22他們建造的，別人不得住；他們栽種的，別人不得喫；因為我民的日子必像樹

木的日子《七十士譯本為：kata. ga.r ta.j hm̀e,raj tou/ xu,lou th/j zwh/j e;sontai ai` hm̀e,rai tou/

laou/ mou；直譯為：因為我的子民的那些日子將要是按照那生命樹的那些日子》，我選民

親手勞碌得來的必長久享用；】

【賽 66:22：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

名字，也必照樣長存。】

II. Use of the Term “Latter Days” in the NT
在新約中“末後的日子”這個術語的使用

A. Outside of Paul
在保羅書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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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el 2:28 and Acts 2:17
約珥書 2:28 以及使徒行傳 2:17

【珥 2:28 以後《七十士譯本為：kai. e;stai meta. tau/ta：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轉換其

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些》，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

老年人要作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珥 2: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珥 2:30 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

珥 2:31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徒 2: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說：猶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

這件事你們當知道，也當側耳聽我的話。

徒 2:15 你們想這些人是醉了，其實不是醉了，因為時候剛到巳初；

徒 2: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徒 2:17『神說：在末後的日子《kai. e;stai evn tai/j evsca,taij hm̀e,raij：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

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

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

徒 2: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徒 2: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徒 2:20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徒 2:21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在約珥書 2:28中只有“以後”；七十士譯本為：kai. e;stai meta. tau/ta。

彼得在這裏，在聖靈的啟示下，將“kai. e;stai evn tai/j evsca,taij hm̀e,raij”這個句子加在約

珥書引用的經文中。

彼得接著解釋：

【徒 2:22 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

神蹟，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徒 2:23 他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

架上殺了。

徒 2: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徒 2:25 大衛指著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搖動；

徒 2:26 所以我心裏歡喜，我的靈〔原文作舌〕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徒 2:27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徒 2:28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面前〕得著滿

足的快樂。』】

按照彼得的解釋，如同以西結書論到的枯骨復活，這裏就開始了那個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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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林前 15:20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末後的那些日子已經開始於基督的復活。
The latter days have begun at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對當時的猶太人而言，彌賽亞的來臨就已經開始了應驗對末世的預言；並且應該也就這一

次。或許這也是當時的使徒們認為末世很快就要到來的原因。

基督的再來就完成了祂的“到來”《parousia“為正持續在旁邊是(為正持續是在旁邊=臨

近)”》。Parousia 在字面直接的意思為“臨在(presence)”。

嚴格地説，基督的 parousia 不是指基督的再來。基督的第一次到來就開始了 parousia。

《註﹕parousia“為正持續在旁邊是(為正持續是在旁邊=臨近)”：

Strong 指出，名詞 parousia 這個字是由動詞 pareimi“在旁邊是(是在旁邊)”的現在時態分

詞衍生出來的，表達“一個靠近(a being near)”，也就是“來臨(通常指回來，特別是指基

督來刑罰耶路撒冷，或最終處罰那些作惡的)(advent (often, return; specifically, of Christ to

punish Jerusalem, or finally the wicked))”，可以引申表達“身體上的模樣(physically,

aspect)”。

Strong 所說表達“身體上的模樣”，可能是指在[林後 10:10：因為有人說：他的信，又沉

重，又利害；及至見面(parousia)，卻是氣貌不揚，言語粗俗的。]的用法。

Vine 指出，parousia 這個字直接的意思為“在場(presence)”，主要表達一個“抵達(arrival)”

以及一個接下來的“與之在場(presence with)”。

[Strong's NT:3952: parousia (par-oo-see'-ah); from the present participle of NT:3918; a being
near, i.e. advent (often, return; specifically, of Christ to punish Jerusalem, or finally the wicked);
(by implication) physically, aspect:]
[Strong's NT:3918: pareimi (par'-i-mee); from NT:3844 and NT:1510 (including its various
forms); to be near, i.e. at hand; neuter present participle (singular) time being, or (plural)
property:]
[Strong's NT:3844: para (par-ah'); a primary preposition; properly, near; i.e. (with genitive case)
from beside (literally or figuratively), (with dative case) at (or in) the vicinity of (objectively or
subjectively), (with accusative case) to the proximity with (local [especially beyond or opposed
to] or causal [on account of]:]
[Strong's NT:1510: eimi (i-mee'); the first person singular present indicative; a prolonged form of
a primary and defective verb; I exist (used only when emphatic):]
[Vine's: parousia NT:3952, lit., "a presence," para, "with," and ousia, "being" (from eimi, "to be"),
denotes both an "arrival" and a consequent "presence with." For instance, in a papyrus letter a
lady speaks of the necessity of her parousia in a place in order to attend to matters relating to her
property there. Paul speaks of his parousia in Philippi, Phil 2:12 (in contrast to his apousia, "his
absence"; see ABSENCE). Other words denote "the arrival" (see eisodos and eleusis, above).
Parousia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presence of Christ with His disciples on the Mount of
Transfiguration, 2 Peter 1:16. When used of the return of Christ, at the rapture of the churc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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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es, not merely His momentary "coming" for His saints, but His presence with them from
that moment until His revelation and manifestation to the world. In some passages the word
gives prominence to the beginning of that period, the course of the period being implied, 1 Cor
15:23; 1 Thess 4:15; 5:23; 2 Thess 2:1; James 5:7-8; 2 Peter 3:4. In some, the course is
prominent, Matt 24:3,37; 1 Thess 3:13; 1 John 2:28; in others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riod, Matt
24:27; 2 Thess 2:8. The word is also used of the Lawless One, the Man of Sin, his access to
power and his doings in the world during his parousia, 2 Thess 2:9. In addition to Phil 2:12
(above), it is used in the same way of the apostle, or his companions, in 1 Cor 16:17; 2 Cor 7:6-7;
10:10; Phil 1:26; of the Day of God, 2 Peter 3:12.]
》

【何 6:1 來罷，我們歸向耶和華；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必纏裹。

何 6:2 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七十士譯本為：evn th/| h`me,ra|

th/| tri,th| avnasthso,meqa；直譯：在第三天我們將要再站立起來（復活）》，我們就在他面前

得以存活。】

在這裏是論到以色列的復活；但基督就是那以色列。

在約珥書中的“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其中的“凡有血氣的”在舊約中總是指

以色列人中“凡有血氣的”，而不是指所有的人類。所以約珥書的這句話是指向以色列；

是指向‘末時(end time)’。

事實上，根據使徒行傳，基督復活以後，第一位領受聖靈的就是基督：

【徒 2: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或作他既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

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換言之，從約珥書的預言及徒 2:33中，基督被以色列化，即，祂代表以色列，代表真以

色列。

2. Hebrews 1:2
希伯來書 1:2

【來 1:1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

來 1:2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evpV evsca,tou tw/n h̀merw/n tou,twn evla,lhsen h̀mi/n

evn uiẁ/：<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她們)那同一

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在對我們 在內 在對(他)兒子》，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

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大約 97%的短句，“末後的日子(latter days)”或“末時(end times)”是指開始於過去的某件

事情，並且要繼續經過教會時期，最後終結於“末時(the end time)”。但大約 95%對末世

論的討論是指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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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兒子”，舊約詩篇指出，彌賽亞，即“受膏者”，就是神的兒子：

【詩 2: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詩 2: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來 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

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在來 1:3這裏明顯地是與復活有關。

注意這裏提到“他洗淨了人的罪”。在舊約中的什麽地方會有對罪的洗净？

答案是：是在聖殿。

查看：

【來 9:25 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牛羊的

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

來 9:26 如果這樣，他從創世以來，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這末世《evpi. suntelei,a|

tw/n aivw,nwn：<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成就結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顯現一次，

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

在來 9:26這裏的“在這末世”是説到衆世代的結局；但明顯地在這裏是指向基督的第一

次到來。

接著希伯來書指出：

【來 9: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來 9:28 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

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

在來 9:27~28這裏指向的是基督的再臨。

但“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是指向贖罪日，是在至聖所中的贖罪；被稱為

是“在這末世顯現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這是指向基督的第一次到來。

基督就是那真正的聖殿，包括了獻祭以及神臨在的地方。

基督就是神的臨在：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Kai. o` lo,goj sa.rx evge,neto kai. evskh,nwsen evn

hm̀i/n：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她)肉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搭帳棚居所 在內 在對我們》，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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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 2:18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

約 2: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約 2:20 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

約 2:21 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基督是舊約的以色列所指向的，也是舊約的聖殿所指向的。

基督就是預期中被重建的聖殿。

在新天新地中：

【啟 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啟 21:23 那城內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神的聖殿已經來到。我們不需要再尋找另外一座聖殿。舊約的聖殿本就只是暫時的，從來

沒有意圖是要成為永遠的；舊約的聖殿指向的是基督的身體為神的殿，就是那些與基督認

同的人。

參考：

【林前 3:16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

林前 3:17 若有人毀壞神的殿，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

【林後 6:16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

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以西結書第四十章以後談到在異象中的聖殿，就在基督的身上得到應驗。

3. 1 Peter 1:20-21
彼得前書 1:20-21

【彼前 1:18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

物；

彼前 1:19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彼前 1:20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纔為你們顯現

《fanerwqe,ntoj de. evpV evsca,tou tw/n cro,nwn diV um̀a/j：從屬(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然而也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最末後的（[RT]版本為：從屬(他們)最末後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

屬(他們)時段期間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你們》；

彼前 1:21 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又給他榮耀的神，叫你們的信心，和

盼望，都在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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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指向了基督的復活。

之後也指向了聖殿：

【彼前 2: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彼前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

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彼前 2:6 因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於羞愧。』

彼前 2:7 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

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4. 1 John 2:18
約翰壹書 2:18

【約壹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evsca,th w[ra evsti,n：(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

《kai. kaqw.j hvkou,sate o[ti avnti,cristoj e;rcetai( kai. nu/n avnti,cristoi polloi. gego,nasin：並且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他)敵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

且 現在此時地 (他們)敵基督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從此我們就知道如

今是末時了《o[qen ginw,skomen o[ti evsca,th w[ra evsti,n：從這裏地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

樣 (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查看：

【約壹 2:22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麼。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

基督的《ou-to,j evstin o` avnti,cristoj( o` avrnou,menoj to.n pate,ra kai. to.n uiò,n：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敵基督，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這就是敵基督的”，這裏是單數的，“那”敵基督。

敵基督在第一世紀就已經來到。是以什麽形式呢？

就是以那些假教師的形式。

如同基督的身體，被稱為教會，是基督徒的群體，被稱為基督的身體；同樣地，敵基督也

有他的‘身體’，一直延伸到我們今天的時期。

然而，許多人只有未來的末世論。

5. Jude 17-23
猶大書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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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1:17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

猶 1:18 他們曾對你們說過，末世《evpV evsca,tou Îtou/Ð cro,nou：<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最末

後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時段期間》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

猶 1:19 這就是那些引人結黨，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人。

猶 1:20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

猶 1: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猶 1:22 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們；

猶 1:23 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連

那被情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

基督的死，開始了最後的大災難。

6. James 5:3
雅各書 5:3

【雅 5:3 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鏽；那鏽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喫你們的肉，如同火燒。

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儹錢財《evqhsauri,sate evn evsca,taij hm̀e,raij：你們那時(也是)儲蓄積存

在內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神的設計，具有其模糊性，以致基督可以在任何時候再臨；甚至可以是在第一世紀。

【雅 5:7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Makroqumh,sate ou=n( avdelfoi,( e[wj th/j

parousi,aj tou/ kuri,ou：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成忍耐寬容 這樣， 阿,(他們)弟兄， 一直直到 從屬

(她)那 從屬(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

得了秋雨春雨。

雅 5:8 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o[ti h` parousi,a tou/ kuri,ou

h;ggiken：是這樣 (她)那 (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雅 5:9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審判的主站在門前了《ivdou. ò

krith.j pro. tw/n qurw/n e[sthken：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那 (他)審判官 在前面 從

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門戶 他/她/它現在已經立定站住》。】

基督的“臨近(parousia)”已經開始於第一世紀。在主再來的時候，會揭開這個真相。

《parousia“為正持續在旁邊是(為正持續是在旁邊=臨近)”》

III. Use of the Term “Latter Days” in the NT, Which Appear to Refer
Exclusively to the Future
“末後的日子”這個術語在新約的使用，這些特別是指向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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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討論的範例，絕大多數都是“已然及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就是開始於第一世

紀，但還沒有完全地應驗。

接下來的範例，似乎特別地指向將來。

A. Outside of Paul
在保羅書卷之外

1. 2 Peter 3:2-3
彼得後書 3:2-3

【彼後 3:1 親愛的弟兄阿，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這兩封都是提醒你們，激發

你們誠實的心；

彼後 3:2 叫你們記念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彼後 3:3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evpV evsca,twn tw/n hm̀erw/n：<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

們)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

誚說：

彼後 3:4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

一樣。】

但，彼得後書這裏的經文很可能與猶大書 1:18有關：

【猶 1:18 他們曾對你們說過，末世《evpV evsca,tou Îtou/Ð cro,nou：<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

最末後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時段期間》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

因此，也有可能是指向現在，而不是未來。

參考：

【彼後 3:5 他們故意忘記，從太古憑神的命有了天，並從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

彼後 3:6 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

彼後 3:7 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

用火焚燒。

彼後 3:8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彼後 3: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

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 3: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Hxei de. h̀me,ra kuri,ou wj̀ kle,pthj：他/她/它將要(持

續)到達來臨 然而也 (她)日子/白日 從屬(他)主人 正如地 (他)竊賊》；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

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彼後 3: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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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後 3:12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熔

化。】

彼得在這裏所描述的情況，已經在今天的教會發生。

2. John 6:39-40, 44, 54
約翰福音 6:39-40, 44, 54

【約 6:39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

活《avlla. avnasth,sw auvto. ÎevnÐ th/| evsca,th| hm̀e,ra|：但乃是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6:40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kai. avnasth,sw auvto.n evgw. ÎevnÐ th/| evsca,th| hm̀e,ra|：並且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這裏應該是指向未來。

【約 6: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到我這裏來的，在末日

我要叫他復活《kavgw. avnasth,sw auvto.n evn th/| evsca,th| hm̀e,ra|：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6:54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e;cei zwh.n aivw,nion：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

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kavgw. avnasth,sw auvto.n th/| evsca,th| hm̀e,ra|：
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

日》。】

在約翰福音 6:54這裏，“在末日”是指向未來，但，同時又提到永生，而永生是開始於

現在。

3. John 11:24
約翰福音 11:24

【約 11:21 馬大對耶穌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約 11:22 就是現在，我也知道，你無論向神求甚麼，神也必賜給你。

約 11:23 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約 11:24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avnasth,setai evn th/| avnasta,sei

evn th/| evsca,th| hm̀e,ra|：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11:25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evgw, eivmi h` avna,stasij kai. h` zwh：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再站立起來 並且 (她)那 (她)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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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

約 11:26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kai. pa/j o` zw/n kai. pisteu,wn eivj evme. ouv mh.

avpoqa,nh| eivj to.n aivw/na：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

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你信這話麼。

約 11:27 馬大說：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耶穌在這裏不是說：“我將要是復活”。耶穌是說：“我現在是復活”。

我建議大家在讀新約的時候，試著在每一次讀到“基督”的時候，都將之讀為“彌賽亞”。

這樣你會感受到耶穌與舊約的聯結。

4. John 12:48
約翰福音 12:48

【約 12:48 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

《o` lo,goj o]n evla,lhsa evkei/noj krinei/ auvto.n evn th/| evsca,th| hm̀e,ra|：(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這個 我那時(也是)發言講說， (他)在那裏的那個 他/她/它將要(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復活，不是只是屬於未來；復活包括了身體以及靈魂的復活。所以復活包括兩個部分。當

我們重生信主的時候，就有分於復活了；復活現在就已經發生了。

關於復活現在就已經發生了，可以查看：

【約 5: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e;cei zwh.n

aivw,nion：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

生了《avlla. metabe,bhken evk tou/ qana,tou eivj th.n zwh,n：但乃是 他/她/它現在已經更換地方 向外

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生命》。】

在約翰福音 5:24這裏的“就有永生” 《e;cei zwh.n aivw,nion：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她)

生命 到於(她)時世恆久的》，是表達“現在就有永生”，而不是“將來就會有永生”。這對

猶太人來説會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因為猶太人認為永生是在將來的。

耶穌接著說：

【約 5:25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o[ti e;rcetai w[ra kai. nu/n

evstin：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

在持續是》，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o[te oì nekroi. avkou,sousin th/j

fwnh/j tou/ uiòu/ tou/ qeou/ kai. oi` avkou,santej zh,sousin：當這時地 (他們)那些 (他們)死掉的 他

/她/它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聲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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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神；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了的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活》。

約 5: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約 5:27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耶穌接著說：

【約 5:28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e;rcetai w[ra：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

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avkou,sousin：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聲聞耳聽》

他的聲音，就出來《evkporeu,sontai：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讓自己向外行去》；

約 5:29 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耶穌在約 5:28談到的，是但以理書十二章所談到的復活在這個世代已經從屬靈的復活開

始：

【但 12:1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

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但 12:2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七十士譯本為：avnasth,sontai：他/她/它們將要(持續)

讓自己再站立起來》；其中有得永生的《七十士譯本為：oì me.n eivj zwh.n aivw,nion》，有受羞辱

永遠被憎惡的。】

說但以理書十二章所談到的復活在這個世代已經的開始，這是否是將之靈意化了呢？

屬靈的復活，不是靈意的復活。我們有字面上意思的靈魂。字面上意思的復活不是只是指

身體的復活。屬靈的復活就是字面上意思的復活。我們有屬靈的復活；就正如我們也有身

體的復活。

但以理書十二章所談到的復活的預言，及其他談到復活的預言，在屬靈的復活這方面，已

經在今天的世代開始了。當我們相信的時候，就‘開始’應驗但以理書十二章及舊約所説

到的聖徒的復活。

耶穌在約 5:25教導：“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

要活了”。這也是但以理書在這裏所提到的。

此外，但以理的預言是針對以色列的。舊約關於復活的預言都是針對以色列的。那麽，外

邦人如何可以參與在這個復活中呢？

這裏的答案是：基督就是真以色列。因此，在這裏的復活就包括了外邦人。

5. 1 Peter 1:5, 20
彼得前書 1:5, 20

【彼前 1:5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evn kairw/| evsca,tw|：

在內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最末後的》要顯現的救恩。】

【彼前 1:20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纔為你們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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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erwqe,ntoj de. evpV evsca,tou tw/n cro,nwn diV um̀a/j：從屬(他)那時(也是)被促使成促為照亮顯明了的

然而也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最末後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時段期間 <徹底經過>為著緣

故 到於你們》；】

彼前 1:5這裏清楚地是指向未來，但在彼前 1:20則又指向了第一世紀的基督的來到。

關於末世論的末世，我們必須了解，末世已經開始於過去，並且持續在現今。基督是一切

關於人所該是的。亞當本該“治理這地”（征服這地），但亞當沒有完成；挪亞應該要完成，

但他也沒有完成；以色列本應該要完成，但以色列也沒有完成；耶穌來到，成就了，並且，

我們在祂裏面也成就了。

基督就是真以色列。當我們與基督認同的時候，我們就成為真以色列人了。

當以色列人背離基督的時候，他們就與外邦人認同了。福音書中象徵性地記載到：

【約 19:15 他們喊著說：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我可以把你

們的王釘十字架麼。祭司長回答說：除了該撒，我們沒有王。】

IV. Use of the Term “Latter Days” in Paul’s Letters
“末後的日子”這個術語在保羅的書信中的使用

什麽是聖經中核心的教義，藉以可以瞭解其他的教義？

有的學者認為是國度，有的學者認為是聖約，有的學者認為是稱義；但我認為是末世論。

A. 1 Corinthians 10:11
哥林多前書 10:11

【林前 10: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林前 10:2 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

……

林前 10:11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

人《eivj ou]j ta. te,lh tw/n aivw,nwn kath,nthken：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這些個 (它們)那些 (它們)

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世紀時代 他/她/它現在已經行抵來到》。】

B. Galatians 4:4-7
加拉太書 4:4-7

【加 4:4 及至時候滿足《o[te de. h=lqen to. plh,rwma tou/ cro,nou：當這時地 然而也 他/她/

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那 從屬(他)時段期間》，

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加 4: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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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4:6 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原文作我們〕的心，呼叫阿爸，

父。

加 4:7 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神為後嗣。】

這裏的“時候滿足”是指向過去；其中的“tou/ cro,nou”《從屬(他)那 從屬(他)時段期間》是

單數形式。

這裏的“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及“從此以後，你不是奴

僕”及“既是兒子，就靠著神為後嗣”都是指向舊約的一個事件。

換言之，在這裏有一個更大的出埃及的圖畫。

彌賽亞已經來到，將祂的子民從屬靈的奴役解救出來，並使他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彌賽亞就是神的兒子；以色列被稱為神的兒子；亞當，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也被稱為神的

兒子。基督做成了以色列所該做的，也做成了亞當原本該做但卻失敗的。因此，基督也被

稱為末後的亞當。

“神就差他兒子的靈”，就是聖靈。

在舊約時期就有聖靈的存在；聖靈在舊約與新約的不同在哪裏？

這特別就是在約珥書中所表達，又被使徒彼得在五旬節那天所引用的：

【徒 2: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徒 2: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

徒 2: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C. Ephesians 1:9-10, 20
以弗所書 1:9-10, 20

【弗 1:9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

弗 1: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eivj oivkonomi,an tou/ plhrw,matoj tw/n kairw/n：
向內進入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場合時節》，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avnakefalaiw,sasqai

ta. pa,nta evn tw/| Cristw/：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

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這裏用字的格式與前面的加拉太書 4:4 非常接近；只是這裏是使用複數的“tw/n kairw/n”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場合時節》。

“在日期滿足的時候”在這裏應該完全是指向未來的。

這裏的“所安排的”《oivkonomi,an：到於(她)經營管理》是一個“經營管理”；應該是指向未

來的；是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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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oikonomia“為住處家室分發配置之人(為經理管家=經營管理)”：

Strong 指出，名詞 oikonomia 這個字是由名詞 oikonomos“住處家室分發配置之人(經理管

家)”衍生出來，表達“行政管理(一個家庭，即一個產業)(administration (of a household or

estate))”，也就可以特別地表達“一個(宗教的)體系安排(a (religious) "economy")”。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九次。

Vine 指出，oikonomia 這個字源自名詞 oikos“住處家室”以及名詞 nomos“分發配置之律

(法規慣律=律法)”，主要表達“一個家室或家庭事務的經營管理(the 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 or of household affairs)”，也就表達“一個管家職分(a stewardship)”，也就是“對

別人財產的經營或管理(the management 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operty of others)”。

註﹕oikonomos“住處家室分發配置之人(經理管家)”：

Strong 指出，名詞 oikonomos 這個字是由名詞 oikos“住處家室”以及名詞 nomos“分發

配置之律(法規慣律=律法)”的基礎字衍生出來的，表達“一個家室的分配者(即，經理)，

或監督者(a house-distributor (i.e. manager), or overseer)”，也就可以表達“一個在這種地位

的雇員(an employee in that capacity)”；也可以延伸地表達“一個財政的代理人(司庫)(a

fisclal agent (treasurer))”，也可以比喻性地表達“一個(福音的)傳講者(a preacher (of the

Gospel))”。

》

因此，這裏是一個‘家室(household)’的‘經營管理’。

神的家室被攪擾成為破碎混亂的，基督要使之重新歸回該有的次序。在這裏應該完全是指

向未來。

但，當我們仔細檢視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個工作是已經開始了。

意即，“在日期滿足的時候”這裏是指向未來，但這個安排，“oivkonomi,an”《到於(她)經營

管理》，應該是始於耶穌基督的復活，並且，神也已經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弗 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

在自己的右邊，

弗 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弗 1: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kai. pa,nta up̀e,taxen u`po. tou.j po,daj auvtou/：並且 到於(它

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

屬(他)同一者》，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kai. auvto.n e;dwken kefalh.n up̀e.r pa,nta th/| evkklhsi,a：
並且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頭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們)所有

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以弗所書 1:22 這裏的“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是過去時態，即非限定時態：《up̀e,taxen：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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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1:22 這裏的“首”《kefalh.n：到於(她)頭》，就是在以弗所書 1:10 中“同歸於一”

這個動詞“avnakefalaiw,sasqai”《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的一個部分。

《kefalh,：kephale“頭”》

《avnakefalaio,w：anakephalaioo “再向上促使有在頭之務(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我認為保羅在這裏勾畫出一個連結。基督從死裏復活，被高舉到天上，如同是這個工程的

破土典禮。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勝利的“D-Day”；是最終勝利的開始。

D. 1 Timothy 4:1
提摩太前書 4:1

【提前 4:1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evn us̀te,roij kairoi/j：在內 在對(他們)稍遲隨後的

在對(他們)場合時節》，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

《註﹕husteros“更在底下的(稍遲隨後的)”：

Strong 指出，形容詞 husteros 這個字是由介係詞 hupo“在底下”衍生出來的比較級形式

（在落後在後面的含義上），表達“更遲的(later)”。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一次。

》

保羅接著解釋：

【提前 4:2 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提前 4:3 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作又叫人戒葷〕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

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

【提前 6:3 若有人傳異教，不服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與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提前 6:4 他是自高自大，一無所知，專好問難，爭辯言詞，從此就生出嫉妒，分爭，毀

謗，妄疑，

提前 6:5 並那壞了心術，失喪真理之人的爭競。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提前 6:20 提摩太阿，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

的學問。

提前 6:21 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就偏離了真道。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事實上，保羅寫提摩太前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關於有人傳異教：

【提前 1: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

提前 1:4 也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生辯論，並不發明神在

信上所立的章程《oivkonomi,an qeou/ th.n evn pi,stei：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他)神 到於(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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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 在對(她)信》。

提前 1:5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

來的。

提前 1:6 有人偏離這些，反去講虛浮的話；

提前 1:7 想要作教法師，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所論定的。】

這就表示這一切已經開始了。

E. 2 Timothy 3:1
提摩太後書 3:1

【提後 3:1 你該知道，末世《evn evsca,taij hm̀e,raij：在內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

子/白日》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提後 3:2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

提後 3:3 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

提後 3:4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

這些“人”什麽時候會出現呢？

按照保羅後面所說的，應該已經出現了：

【提後 3:5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

提後 3:6 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

慾引誘；

提後 3:7 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

提後 3:8 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敵擋摩西，這等人也怎樣敵擋真道；他們的心地壞了，在

真道上是可廢棄的。】

“這等人”是誰？

保羅在這封書信的前面就已經提到：

【提後 2:16 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提後 2:17 他們的話如同毒瘡，越爛越大；其中有許米乃和腓理徒；

提後 2:18 他們偏離了真道，說復活的事已過，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

“說復活的事已過”，也發生在哥林多教會：

【林前 15:12 既傳基督是從死裏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

呢。

林前 15: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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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林前 15:15 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

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

林前 15:16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林前 15: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

林前 15:18 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林前 15: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V. Conclusion
結論

A. The NT uses end time phraseology to connote the following:
新約使用末時的用語來意味下面的事情：

1. The promised Messiah has come at last.
應許的彌賽亞最後已經來到。

【詩 2: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詩 2:5 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

詩 2:6 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詩 2: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的講道中指出：

【徒 13:33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2. The promised reign of God, together with a Davidic king, has begun. The Enemy has
been defeated.
所應許的神的統治，以及一位大衛的君王，已經開始。仇敵已經被擊敗。

【何 3:5 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或作回心轉意〕尋求他們的神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

衛；在末後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他的恩惠。】

所伴隨的是仇敵已經被擊敗了。

3. The time of tribulation with deception, false teaching, and persecution has begun.
帶著欺騙、假教導、及逼迫的災難時期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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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但以理書中所提及的。

提摩太前、後書的經文也已經暗示這個大災難的開始。

4. The time of Israel’s restoration has begun, evidenced by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and the
pouring out of the Spirit.
以色列的復興的時期已經開始，是藉著耶穌的復活及聖靈的澆灌被顯示。

【徒 1: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eiv evn

tw/| cro,nw| tou,tw| avpokaqista,neij th.n basilei,an tw/| VIsrah,l：若是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

時段期間 在對(他)那同一者 你現在持續復位還原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在對(他)那 在對

(他)以色列》。】

使徒行傳第二章似乎在回答這個問題。

“復興以色列國”，什麽時候開始？

開始於以色列的從死裏復活及聖靈的澆灌。

基督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被擄離開應許之地，象徵離開耶和華；以色列的歸回象徵著歸回神。

基督的復活是以色列從被擄之地的歸回；是新創造的開始。這不是比喻；而是預言的實際

開始應驗。

5. The end-time coming of the Spirit, the Temple, and the resurrection.
聖靈、聖殿、及復活的末時的到來。

【約 2:13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約 2:14 看見殿裏有賣牛羊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裏；

約 2:15 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

他們的桌子。

約 2:16 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

約 2:17 他的門徒就想起經上記著說：『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

約 2:18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

約 2: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約 2:20 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

約 2:21 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約 2:22 所以到他從死裏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B. NT theology is essentially end-time theology.
新約神學在本質上就是末時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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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better we understand that the end times have begun and that they’re going on, the
better we’re going to understand other doctrines.
我們越好地理解到末時已經開始並且正在持續，我們就會越好地理解到其他的教義。

當我們認識到基督的‘死裏復活’是如何與舊約關聯的時候，這就會展開一個全新的視野。

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上的經歷為保羅展開了整個新的視野；在保羅書信的論述中，經常看

到這個經歷對保羅的影響。這個經歷成為保羅神學的‘框架(framework)’。

C. Most of the inaugurated references to the “latter days” are in the plural, while the
singular references tend to refer to the consummated form of the latter days.
大多數對於“末後的日子”已經開始的相關經文是複數的形式，而單數的形式傾向於指

向那些末後的日子被最終成就的形式。

【可 10:30 沒有不在今世《nu/n evn tw/| kairw/| tou,tw|：現在此時地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

(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那同一者》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並

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kai. evn tw/| aivw/ni tw/| evrcome,nw| zwh.n aivw,nion：並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她)生命 到

於(她)時世恆久的》。】

【路 18:29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

母，兒女，

路 18:30沒有在今世《evn tw/| kairw/| tou,tw|：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場合時節 在對(他)那

同一者》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kai. evn tw/| aivw/ni tw/| evrcome,nw| zwh.n aivw,nion：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了的 到於(她)生命 到

於(她)時世恆久的》。】

【路 20:34 耶穌說：這世界的人《oì uìoi. tou/ aivw/noj tou,tou ：(他們)那些 (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同一者》，有娶有嫁；

路 20:35 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oì de. kataxiwqe,ntej tou/ aivw/noj evkei,nou：(他們)那些 然而

也 (他們)那時(也是)被斷定為相配值得了的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在那裏的那個》，

與從死裏復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

路 20:36 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神的兒子。】

舊約在基督來到之前的猶太人相信，關於末世的預言，所有預言的應驗都會是一次性地發

生；沒有階段的區分：

彌賽亞國度的世代

………………………………………………………。。。。。。。。。。。。。。。。。。。。。。。。。

現今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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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受死及復活將那將要來的世代帶入了現在；我們現在的教會時代，是一個重叠的世

代（是現今的世代與末世的世代的重叠）；就末世的那將要來的世代而言，是一個‘已然

卻又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的世代：

彌賽亞國度的世代

。。。。。。。。。。。。。。。。。。。。。。。。。。。。。。。。。。。。

。。。。。。

已然卻又未然的世代

…………………………………………………………………

現今的世代

關於‘已然卻又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的世代，最好的説明例子是在約翰福音 5:25及

5:28的對比：

【約 5:25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o[ti e;rcetai w[ra kai. nu/n

evstin：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 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現

在持續是》，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約 5:28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e;rcetai w[ra：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

來前往 (她)鐘點時刻》，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

約 5:29 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

在約翰福音五章這裏，耶穌所說的是指向但以理書十二章：

【但 12:2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七十士譯本為：avnasth,sontai：他/她/它們將要(持

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其中有得永生的《七十士譯本為：oì me.n eivj zwh.n aivw,nion》，有受羞

辱永遠被憎惡的。】

屬靈的復活是但以理書 12:2對復興的預言的真實的開始應驗，而不只是一個象徵性的。

屬靈的復活是一個實際的復活，之後再會有身體的復活。

關於復活，我們常説的“字面上的(literal)”含義不見得只是指身體的含義。

“字面上的(literal)”含義有時候，按照上下文，是指屬靈的復活。

就但以理書 12:2而言，屬靈的復活就是這裏預言的實際應驗的開始。

關於舊約對以色列‘復興(restoration)’的預言，有許多的不同的看法。但，我認為是在基

督的復活中開始被應驗；在之後的課程中會逐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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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以色列的復興的預言還沒有被應驗，但在末時會被應驗。而事實上，也有學

者認為，主後 1948年就開始應驗了以色列的復興。

有趣的是，如果小心地讀耶利米説到關於以色列的復興，我們會看到，在耶利米的時代的

假先知，或者說，以色列不會被擄，儘管當時以色列人仍在罪惡之中，或者在被擄之後的

假先知說，你們將要回歸到應許之地，儘管以色列人並沒有悔改。

不知道這個情況要如何應用於今天的以色列？

無論如何，有福音派學者認為 1948年開始應驗了以色列的復興。但是，以色列人今天仍

然並沒有悔改歸向基督。

我不認為在舊約的經文顯示，在從巴比倫歸回的‘復興(restoration)’之後有另外一個以色

列的‘復興(restoration)’。

我認為，在從巴比倫歸回的時候，所預言的“以色列的復興”開始被應驗。但開始時只有餘

數的應驗；之後當基督來到，不是一個新的復興，而是一個在逐步升級的層面上持續的復

興；並且在教會時期，當我們在基督裏與祂聯結時，持續有復興的應驗；直到最後的完全

成就，就是當我們完全被拯救脫離這個世界的捆綁。

這也就是為什麽在啟示錄中，這個世界被稱為是巴比倫。我們現在居住在這個世界的巴比

倫，直等到我們被解救脫離這個世界的巴比倫，這時候就是最後整個以色列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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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Tribulation” and th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Suffering: the Inaugurated End-Time Tribulation as an Ironic
Aspect of the Beginning Kingdom
“大災難”以及受苦的末世論的特質：開始的末時災難如同正在開

始之國度的一個諷刺的層面

絕大多數的基督徒認為末世“大災難”是在未來，是一個將要來到的事件。

若問，我們怎麽知道末世大災難的來到呢？多數基督徒認為，我們會看到，日頭要變黑，

月亮要變為紅色的，天上的星辰要墜落，會有大地震，並且到處有蜇人的蠍子…等等。

但，從末世論的角度，基督來到世上，特別是基督的受死應該可以視為是這個大災難的開

始。但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在神學的層面上，就概念而言，大災難不是只是一個在未來

的事件；或許它已經開始了，並且反映在耶穌基督的受死以及復活。把神的兒子，事實上

祂也就是神，釘在十字架上，絕不少於蠍子蜇人，或是太陽月亮改變顔色的可怕。

現在，我們要從釋經上用不同的經文來進一步探討，當耶穌基督來，特別是當祂受死，不

只是受苦，不只是一個災難的開始，而是‘大災難(Great Tribulation)’的開始。我們或許

可以說，這是一個“已然卻又未然的大災難(The Already and Not Yet Great Tribulation)”。

這種“已然卻又未然的大災難”特質的認識，對我們實際的屬靈生活會有深遠的影響。

關於末世的大災難舊約的經文，有些在以西結書，有些在但以理書，有些在撒加利亞書。

但，關於末世的大災難，舊約與新約的聯結主要是在但以理書。

I. Daniel 2:28 and 10:14 Refer to the Latter Days
但以理書 2:28 及 10:14 指向末後的日子

先簡單地復習一下：

但以理書 2:28及 10:14是指向末後的日子：

【但 2:28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顯明奧秘的事他已將能顯明奧秘的事他已將日後

《七十士譯本為：evpV evsca,twn tw/n h`merw/n：<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

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夢，和你在床上腦中的異象

是這樣。】

【但 10:14 現在我來要使你明白本國之民日後《七十士譯本為：evpV evsca,tou tw/n hm̀erw/n：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必遭遇的事，因為這異

象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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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Use of “Hour” in Daniel 8-12 and 1 John 2:18
在但以理書 8-12 章及約翰壹書 2:18 中“時刻”的使用

A. See Jesus’ statements in Matthew 24, Mark 13, and Luke 21
在馬太福音 24 章，馬可福音 13 章，及路加福音 21 章中看耶穌的陳述

這幾章經文中也有談到但以理書。例如：

【太 24:15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

要會意）

太 24:16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儘管有些研究但以理書的學者，試圖證明大部分的但以理書内容是在主前第二世紀寫的，

當然，這也就會證明但以理書的那些内容就不是預言了，但，耶穌自己稱但以理為“先

知但以理”。

【約壹 2:18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evsca,th w[ra evsti,n：(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

她/它現在持續是》；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並且 按照正如地 你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是這樣 （RT版本在這裏有：(他)那）(他)敵基督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現在已經有

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kai. nu/n avnti,cristoi polloi. gego,nasin：並且 現在此時地 (他們)敵基

督 (他們)許多的 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evsca,th w[ra

evsti,n： (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約壹 2:22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麼。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

基督的《ou-to,j evstin o` avnti,cristoj( o` avrnou,menoj to.n pate,ra kai. to.n uiò,n：(他)那同一者 他/

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敵基督，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 到於(他)那 到

於(他)父親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在約翰壹書 2:18及 2:22這裏指出：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

“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那”敵基督。

敵基督的靈已經在第一世紀就來到，並且影響人了；就是那些在聖約群體中的假教師，假

先知。

儘管末世的最後階段還沒有來到，但，那敵基督的靈已經來到，就是藉著假教師，假先知，

他們如同敵基督的‘具體化的身體(incarnated body)’。換言之，敵基督的應驗已經在

使徒約翰所處的教會中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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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約翰壹書 2:18中使用了“末時(lasst hour)”《evsca,th w[ra：(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B. Daniel 8-12 as background for “last hour” in 1 John
但以理書 8-12 章作為在約翰壹書中“末後的時刻”的背景

但以理書第八章到十二章是約翰壹書的“末時(lasst hour)”《evsca,th w[ra：(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的背景：

【但 8:17 他便來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來，我就驚慌俯伏在地；他對我說：人子阿，

你要明白，因為這是關乎末後《七十士譯本：eivj w[ran kairou：向内進入 到於(她)鐘點時刻

從屬(他)場合時節》的異象。

但 8:18 他與我說話的時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來，

但 8:19 說我要指示你惱怒臨完必有的事，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的定期《七十士譯本：eivj

w[raj kairou/ suntelei,aj：向内進入 到於(她)鐘點時刻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成就結局》。】

但以理書八章這裏非常接近約翰的使用：“evsca,th w[ra：(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或

許約翰的用詞是但以理書這裏的 ‘迂迴表達(paraphrase)’：

【約壹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evsca,th w[ra evsti,n：(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

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evsca,th w[ra evsti,n：(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

續是》。】

但以理書第八章到十二章的描述：

【但 8:23 這四國末時，犯法的人罪惡滿盈，必有一王興起，面貌兇惡，能用雙關的詐

語。

但 8:24 他的權柄必大，卻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毀滅，事情順利，任意而

行；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

但 8:25 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心裏自高自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

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至終卻非因人手而滅亡。】

【但 10:14 現在我來要使你明白本國之民日後《七十士譯本為：evpV evsca,tou tw/n hm̀erw/n：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必遭遇的事，因為這異

象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七十士譯本為：e;ti ga.r o[rasij eivj h̀me,raj：依然仍舊地 因為 (她)

看清洞察 向內進入 到於(她們)日子/白日》。】

《horasis“看見清楚(看清洞察)”，可以表達“一個景象(a vision)”》

【但 11:35 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為要熬煉其餘的人，使他們清淨潔白，直到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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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到了定期，事就了結《七十士譯本為：e[wj kairou/ suntelei,aj e;ti ga.r kairo.j eivj w[raj：
一直直到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屬(她)成就結局， 依然仍舊地 因為 向內進入 到於(她)鐘點時

刻》。】

【但 11:40 到末了《七十士譯本為：kaqV w[ran suntelei,aj：<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鐘點

時刻 從屬(她)成就結局》，南方王要與他交戰，北方王必用戰車，馬兵，和許多戰船，勢如

暴風來攻擊他，也必進入列國如洪水氾濫；】

【但 11:45 他必在海和榮美的聖山中間，設立他如宮殿的帳幕；然而到了他的結局

《七十士譯本為：w[ra th/j suntelei,aj auvtou/：(她)鐘點時刻 從屬(她)那 從屬(她)成就結局 從

屬(他)同一者》，必無人能幫助他。】

【但 12:1 那時《七十士譯本為：kai. kata. th.n w[ran：並且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鐘點時刻》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

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但 12:2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但以理書第八到十二章是約翰壹書的“末時(lasst hour)”《evsca,th w[ra》的背景。

可以總結為：

1. The time of the enemy’s deception
這是仇敵的欺騙的時刻

2. The time of the enemy’s persecution of the saints
這是仇敵逼迫聖徒的時刻

3. Opposition to God (covenantal disloyalty)
反抗神（對聖約的不忠誠）

4. Judgment of the enemy
對仇敵的審判

5. Resurrection of the saints
聖徒的復活

III. The Link between 2 Thessalonians and 1 John
介於帖撒羅尼迦後書及約翰壹書之間的環節

【約壹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evsca,th w[ra evsti,n：(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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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約壹 2:19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

在；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約壹 2:20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識〕

約壹 2:21 我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們知道，並且知道沒有虛

謊是從真理出來的。

約壹 2:22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麼。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

督的。

約壹 2:23 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約壹 2:24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裏；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

心裏，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也必住在父裏面。

約壹 2:25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約壹 2:26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引誘你們的人說的。

約壹 2: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

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

約壹 2:28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裏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

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

約壹 3:1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

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

約壹 3:2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

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約壹 3:3 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約壹 3:4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Pa/j o` poiw/n th.n àmarti,an kai.

th.n avnomi,an poiei/( kai. h` àmarti,a evsti.n h` avnomi,aÅ：(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

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她)那 (她)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不法》。

約壹 3:5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

約壹 3:6 凡住在他裏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

約壹 3:7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纔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

約壹 3:8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

的作為。

約壹 3: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犯罪，

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約壹 3:10 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

弟兄的也是如此。

約壹 3:11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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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 3:4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Pa/j ò poiw/n th.n àmarti,an kai.

th.n avnomi,an poiei/( kai. h` àmarti,a evsti.n h` avnomi,a：(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

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她)那 (她)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不法》。】

《註﹕anomia“為沒有分發配置之律(為沒有法規慣律=為沒有律法=不法)”：

Strong指出，名詞 anomia這個字是由形容詞 anomos“沒有分發配置之律的(沒有法規

慣律的=沒有律法的)”衍生出來的，表達“違犯律法(violation of law)”，或“邪惡

(wickedness)”。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15次。

註﹕anomos“沒有分發配置之律的(沒有法規慣律的=沒有律法的)”：

Strong指出，形容詞 anomos這個字是由一個否定的前綴“a”以及名詞 nomos“分發

配置之律(法規慣律=律法)”組成，表達“不守法的(lawless)”，消極地表達“不服從(猶

太的)律法(not subject to (the Jewish) law)”，可以延伸表達“一個外邦人(a

Gentile)”，或積極地表達“邪惡的(wicked)”。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九次。

》

許多學者認為，約壹 3:4這裏的“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avnomi,a)”是對罪的定義。

但，在約壹 3:4中使用的“avnomi,a”《anomia“為沒有分發配置之律(為沒有法規慣律=

為沒有律法=不法)”》（和合本翻譯為：違背律法），不只是一般的‘不法’，而是具有末

世意義的‘不法’。

這可以比較帖後 2:3：

【帖後 2:1 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裏聚集，

帖後 2:2 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現

在或作就〕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

帖後 2: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

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kai. avpokalufqh/| ò a;nqrwpoj th/j avnomi,aj( o`

uiò.j th/j avpwlei,aj：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啟示揭露 (他)那 (他)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

不法，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毀壞失喪》；

帖後 2:4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

的殿裏，自稱是神。

帖後 2:5 我還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麼。

帖後 2:6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甚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纔可以顯露；

帖後 2:7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to. musth,rion th/j avnomi,aj：(它)那 (它)奧祕 從屬(她)那 從



66

屬(她)不法》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

帖後 2:8 那時這不法的人《ò a;nomoj：(他)那 (他)沒有律法的》，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

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帖後 2:9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katV evne,rgeian tou/ satana/：<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帖後 2:10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

使他們得救。

帖後 2:11 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kai. dia. tou/to pe,mpei auvtoi/j o` qeo.j

evne,rgeian pla,nhj：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差送打發 在對

(他們)同一者 (他)那 (他)神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她)迷途錯謬》，叫他們信從虛謊；

帖後 2: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帖後 2: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

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帖後 2:14 神藉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帖後 2:15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信

上寫的，都要堅守。

帖後 2:16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

給我們的父神，

帖後 2:17 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A. Parallels between 2 Thessalonians 2 and 1 John 2-3
介於帖撒羅尼迦後書 2 章及約翰壹書 2-3 章之間的平行

1. Lawlessness refers to the end-time opponent of God.
不法指向神的末時的反對者。

【約壹 3:4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Pa/j ò poiw/n th.n àmarti,an kai.

th.n avnomi,an poiei/( kai. h` àmarti,a evsti.n h` avnomi,aÅ：(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

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她)那 (她)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不法》。】

《avnomi,a：anomia“為沒有分發配置之律(為沒有法規慣律=為沒有律法=不法)”》

【帖後 2: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

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kai. avpokalufqh/| o` a;nqrwpoj th/j

avnomi,aj( o` uiò.j th/j avpwlei,aj：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啟示揭露 (他)那 (他)人 從屬(她)

那 從屬(她)不法， (他)那 (他)兒子 從屬(她)那 從屬(她)毀壞失喪》；】

因此，保羅在這裏所談到的“不法”《avnomi,a》不是指我們每天經常犯的罪，而是關乎末時

的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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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th are in an eschatological context.
兩者都是在一個末世論的處境。

約翰將“不法”《avnomi,a》聯結於敵基督。保羅則將“不法”《avnomi,a》指向末時對神的反對者。

3. There is deception going on.
有欺騙在進行。

【約壹 2:21 我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們知道，並且知道沒有

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

約壹 2:22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麼。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

督的。

……

約壹 2:26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引誘你們的人說的。】

【帖後 2: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

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4. God’s opponent will ultimately be judged.
神的反對者將至終被審判。

【約壹 3:8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

鬼的作為。】

【帖後 2:8 那時這不法的人《o` a;nomoj：(他)那 (他)沒有律法的》，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

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5. Both passages make reference to the book of Daniel.
兩段經文都有參考經文於但以理書。

特別是在但以理書對“末時(the last hour)”的使用。

【帖後 2:4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

神的殿裏，自稱是神。】

帖後 2:4在用字上是指向：

【但 11:36 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過所有的神，又用奇異的話攻擊萬神之神；

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忿怒完畢，因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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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closer look at 2 Thessalonians 2
對帖撒羅尼迦後書 2 章的一個更仔細的觀察

1. False teachers said the resurrection has already come.
假教師說復活已經來到。

【帖後 2:1 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裏聚集，

帖後 2:2 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ẁj

o[ti evne,sthken h` h`me,ra tou/ kuri,ou：正如地 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臨到 (她)那 (她)日子/白

日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現在或作就〕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

帖後 2: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

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帖後 2:4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

的殿裏《eivj to.n nao.n tou/ qeou/ kaqi,sai：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自稱是神。】

我不認為這裏保羅是在說主後七十年聖殿被污穢的事情。

因為在這裏第 3節説到，“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

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這裏的主要關鍵是“神的殿”。

這裏的“神的殿”是指在字面上實際的意思呢？還是比喻性的意思呢？

“神的殿”（按照希臘文）這個完整的短句，在新約中使用過十次。保羅使用過七次，並

且其他六次沒有一次是字意性的使用。

“神的殿” 這個完整的短句唯一一次字意性的使用是在馬太福音，並且是控告耶穌的人

說這是耶穌說的：

【太 26:59 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假見證，控告耶穌，要治死他。

太 26:60 雖有好些人來作假見證，總得不著實據。末後有兩個人前來說：

太 26:61 這個人曾說：我能拆毀神的殿《to.n nao.n tou/ qeou/：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

屬(他)那 從屬(他)神》，三日內又建造起來。】

而耶穌實際說的是：

【約 2: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lu,sate to.n nao.n tou/ton：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鬆綁脫

解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到於(他)那同一者》，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神的殿”在保羅的使用總是在指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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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3:16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o[ti nao.j qeou/ evste：是這樣 (他)殿宇 從屬(他)神 你

們現在持續是》，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

林前 3:17 若有人毀壞神的殿《to.n nao.n tou/ qeou/：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神的殿《o` nao.j tou/ qeou/：(他)那 (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

【林後 6:16 神的殿《naw/| qeou/：在對(他)殿宇 從屬(他)神》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

們是永生神的殿《h̀mei/j ga.r nao.j qeou/ evsmen zw/ntoj：我們 因為 (他)殿宇 從屬(他)神 我

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現正持續活了的》；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弗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

弗 2: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弗 2: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eivj nao.n a[gion evn kuri,w|：

向內進入 到於(他)殿宇 到於(他)聖的 在內 在對(他)主人》；

弗 2: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帖後 2:4這裏的“神的殿”是指字意上實際的意思，還是比喻性的意思呢？

可能比較適合按照保羅在其他地方的使用來解釋，也就是説，“神的殿”是指向基督徒這

個聖約群體。

2. The antichrist will have enormous influence in the church.
敵基督將會在教會中有巨大的影響。

【帖後 2: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

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帖後 2:4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

的殿裏《eivj to.n nao.n tou/ qeou/ kaqi,sai：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殿宇 從屬(他)那 從屬

(他)神 那時(也是)要去就座》，自稱是神。】

這個敵基督必然在普世的聖約群體中有很大的影響力。

3. Before the very end of history, two signs must occur: a massive falling away in the
church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antichrist.
在歷史最後的終結，兩個記號必然發生：教會中一個巨大的墮落以及敵基督的出現。

【帖後 2: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

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avpostasi,a：apostasia“為具從那裏立定站住離開(為具從那裏站開=站開叛離)”》

在教會的歷史中，逼迫是選擇性地發生。但在最後，會是所有地方；包括迷惑和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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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後的最後的兩大記號：

（1）一個是全面性的“離道反教”。

（2）一個是“末世的敵對者(end time opponent)”的出現，也就是‘敵基督(antichrist)’。

我相信敵基督是‘以肉身的方式(in the flesh)’來到，就是‘具體化的敵基督(the

incarnated antichrist)’《註：就是經由假教師及假先知》。

與此平行的經文為：

【啟 20:7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裏被釋放，

啟 20:8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方原文作角〕就是歌革和瑪各，叫他們聚集爭

戰；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

啟 20:9 他們上來遍滿了全地，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就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

他們。】

啟示錄二十章這裏，可能是指普世的教會受迷惑及逼迫，並且會是很嚴重。

但，這些記號怎麽與‘基督要像賊一樣來到’相協調呢？

我想這裏的答案是：一旦當我們察覺到的時候，基督就來到了。

此外，還有在啟示錄十一章談到“兩個見證人”：

【啟 11: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 11: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我認為“兩個見證人”不是兩個單獨的個人，而是表達教會。

為什麽？

因為，首先，在啟示錄的七個教會中只有兩個忠心沒有受責備的教會；其次，‘兩個’是

見證人的數目，是在整個世代中作見證的。

《註：參考舊約律法的規定：

【申 19:15 人無論犯甚麼罪，作甚麼惡，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總要憑兩三個人

的口作見證，纔可定案。】

》

之後，這“兩個見證人”要被殺：

【啟 11:7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

把他們殺了。】

這裏的“獸”，應該是指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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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應該是指一個實際在字面意義上的殺戮，因此，會是全面性的大逼迫。但之後，會

有解救。就如同基督當祂在地上最後的時刻被殺：

【啟 11:8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上；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就是

他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4. 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is already at work.
不法的隱秘現在已經在工作。

【帖後 2:5 我還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麼。

帖後 2:6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to. kate,con：到於(它)那 到於(它)現正持續持住了的》

是甚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纔可以顯露；

帖後 2:7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to. ga.r musth,rion h;dh evnergei/tai th/j avnomi,aj：(它)

那 因為 (它)奧祕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法》；

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mo,non o` kate,cwn a;rti e[wj evk me,sou

ge,nhtai：僅有單獨地 (他)那 (他)現正持續持住了的 現今地 一直直到 向外出來 從屬(它)中間

當中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生發成為》；】

這裏的“那攔阻他的”不確定是指誰或什麽。

但，我傾向認為是指良善的天使。

因為，在啟示錄二十章中是一位天使捆綁：

【啟 20:1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

啟 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

啟 20:3 扔在無底坑裏，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

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

但在之後：

【啟 20:7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裏被釋放，

啟 20:8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方原文作角〕就是歌革和瑪各，叫他們聚集爭

戰；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

在啟示錄二十章這裏，我認為是關於保羅在前面的帖撒羅尼迦後書 2:3~4節所談到的：

【帖後 2:3 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

的事；並有那大罪人《o` a;nqrwpoj th/j avnomi,aj：(他)那 (他)人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法》，

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帖後 2:4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

的殿裏，自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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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後 2:5 我還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麼。】

在帖後 2:3這裏的“大罪人”按照直譯，就是“不法的人”，之後在帖後 2:7保羅就説到

那“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

【帖後 2:6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甚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纔可以顯露；

帖後 2:7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to. ga.r musth,rion h;dh evnergei/tai th/j avnomi,aj：(它)

那 因為 (它)奧祕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法》；

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

帖後 2:7這裏的“隱意”《to. musth,rion：(它)那 (它)奧祕》，在希臘文為“奧秘”。

《註﹕ musterion“具關緊閉住者之器(具傳授秘訣者之器=隱秘之事=奧祕)”：

Strong 指出，名詞 musterion 這個字是由動詞 muo(to shut the mouth“閉嘴”)的一個衍生字

衍生出來的，表達“秘密或‘奧秘’(經由在宗教儀式開始前施行的靜默的含義)(a secret

or "mystery" (through the idea of silence imposed by initiation into religious rites))”。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28 次。

Vine 指出，musterion 這個字源自動詞 mueo“開啓傳授進入奧秘(to initiate into mysteries)”），

主要是指一個 mustes“關緊閉住者(傳授秘訣者)”所知道的，表達“被開啓傳授的(the

initiated)”，在新約這個字不是如英文翻譯字“mysterious(奧祕的)”所表達的那種神秘不可

思議的概念，而是指一件在人未受幫助的天然領悟範圍之外，唯有經由神聖的啓示才被認

識，並且是在神所指定的方式與時間下，才可以被那些受聖靈開啓的人所認識的事物；在

一般的意思上，一個“奧祕”意味著一個被保留的知識，在聖經中這個字意味著一個被啓

示的真理，因此，特別與這個主題相關的術語是“使得被認識的”，“被彰顯的”，“被

啟示揭露的”，“熟悉的”，“被宣講的”，“理解的”，“分配”，這個定義最好的描

寫是[西 1:26：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musterion)，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

了；]。

》

帖後 2:7這裏的“不法的隱意”《to. musth,rion th/j avnomi,aj：(它)那 (它)奧祕 從屬(她)那

從屬(她)不法》與約翰壹書有關聯：

【約壹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

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為什麽保羅在帖後 2:7這裏稱之為“奧秘”呢？因為你必須有眼睛才能夠看見。

保羅説到，“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這也就意味著保羅在説：最後的兩個記號還沒有出

現，就是大背道還沒有發生，敵基督還沒有實際的出現，但是，不要認為你已經安全了，

不要以為你只是與自己的罪爭戰；你要為自己的靈魂儆醒，因為，“不法的隱意已經發

動”，敵基督的工作已經發動，必須要儆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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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Practical Implications
實際的含義

A. Personal sin is more than a private battle.
個人的罪不只是一個私人的征戰。

福音派的弟兄姐妹一般認為敵基督還沒有來到；我們與罪的爭戰只是一個私下個人的爭戰。

許多人認為這只是舊人和新人之間的爭戰。

但，保羅和約翰說，我們與罪的爭戰不是一個私人的爭戰；這是一個‘救贖歷史的爭戰

(redemptive historical battle)’。

大災難已經來到。敵基督雖然沒有具體地到來，但敵基督的靈卻已經藉著假先知及假教師

來瓦解我們對神的忠誠。

B. The enemy is trying to dislodge our loyalty to God.
仇敵在試圖移除我們對神的忠誠。

任何時候當我們對神的話語不忠誠的時候，這可能就是一個敵基督的影響的標記。

什麽時候我們讓神的話語不再是我們生活的重心的時候，事實上我們就在逐漸脫離對神的

忠誠，並且，敵基督的靈，那不法的隱意， 就已經在我們的外面和裏面暗暗地工作了。

任何文化的“當時代的靈(the spirit of the time)”，也就是那個時代屬世界的靈，都是在使

得“那時代的罪看起來是正常的，而公義卻是不正常的”。

什麽時候我們忽視神的話語，就像是在切斷自己的生命綫。

如果你真的認為與罪的爭戰只是一個舊人和新人之間的爭戰，你就是患了‘屬靈的及神

學的精神分裂症(spiritual and theological schizophrenia)’。這種情況就好像是有兩個‘人’

在你的生命中；但，我不認為這是真實的。關於這一點，我們之後會再談到。

信徒應當看自己是在一個‘救贖歷史的危機(redemptive historical crisis)’中。

當你失去讀經的渴望的時候，你可能就已經有‘不法的隱意’在你的靈魂裏面工作。

這不是一個私人的爭戰。這裏牽涉到的是你對神的‘在聖約上的忠誠(covenental

loyalty)’。也就是説是，你是否真正地屬於祂。

一個真信徒的標記就是：他裏面有對神的渴望，有對神的話語的渴望。

所以，保羅指出，不要認為全面的背道以及敵基督這兩個記號還沒有來到，就掉以輕心，

事實上， “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這比它實際明顯的到來更為陰險，因為你無法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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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它；這也就是為什麽被稱為是“隱意”，也就是“奧秘”的意思。

敵基督已經在這裏；這也是但以理書預言末世敵對者誘惑聖徒的開始應驗。現在雖然實體

的敵基督還沒有來到，但敵基督的靈已經在工作。

不要認為你還沒有在大災難中，還沒有需要在大災難中為自己的生命爭戰。事實上，你已

經在其中了。你現在就必須要為自己的生命爭戰。

我認為今天的一個迷惑就是認為：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括弧的時期’，還沒有到最後大災

難需要為生命爭戰的時候。以致於我們常常活在一種對罪妥協的生活方式中。這是一個真

正的危機。

“一次得救就永遠得救”和“得救的確信”之間始終有一種張力。我們現在不可能達到完

全。但，我們必須持續地殷勤努力，這正如彼得後書所說的：

【彼後 1: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

要加上知識；

彼後 1: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

敬；

彼後 1: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彼後 1:8 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

閒懶不結果子了。

彼後 1:9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彼後 1: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

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彼後 1:11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成聖的一個部分就是要確信我們是屬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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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Biblical Theology Viewed through a
Redemptive-Historical Framework
經由一個救贖歷史的框架所觀看的聖經神學的實際含義

I. The Nature of the Eschatological Tribulation during the Christian Age
在基督教時代中末世論的災難的性質

A. The specific trial and temptation of this age is that Christians are always undergoing
deceptive influence against them.
這個時代特別的試煉及試探就是基督徒總是遭受反對他們的欺騙性的影響。

【弗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kubeia)，和欺騙的法術(panourgia)，被

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methodeia) (plane)《evn th/| kubei,a| tw/n

avnqrw,pwn( evn panourgi,a| pro.j th.n meqodei,an th/j pla,nhj：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玩弄手法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在內 在對(她)機變取巧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

計策謀略 從屬(她)那 從屬(她)迷途錯謬》；】

《kubeia“為行方塊骰子(為玩骰子賭博=玩弄手法)”》

《panourgia“為作工於所有每一個(為機敏取巧=機變取巧)”》

《methodeia“為轉換行道路途徑(為轉換行路=為依計行事=計策謀略)”》

弗 4:14這裏的“欺騙的法術(panourgia)”直接指向創世記中魔鬼的欺騙夏娃：

【林後 11:3 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

詐(panourgia)誘惑了夏娃一樣《ẁj o` o;fij evxhpa,thsen Eu[an evn th/| panourgi,a| auvtou/：正如地

(他)那 (他)蛇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欺騙引誘出來 到於(她)夏娃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機變

取巧 從屬(他)同一者》。】

弗 4:14這裏的“各樣的異端(methodeia)”也就是在以弗所書六章提到的“魔鬼的詭計

(methodeia)”，並且保羅勸勉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弗 6: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methodeia)《pro.j to.

du,nasqai u`ma/j sth/nai pro.j ta.j meqodei,aj tou/ diabo,lou：<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

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到於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立定站住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

(她們)計策謀略 從屬(他)那 從屬(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弗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

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兩爭戰原文都作摔跤〕

弗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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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包括：

【弗 6:14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弗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弗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弗 6:17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弗 6:18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在以賽亞書論到末世彌賽亞的拯救，就提到這些軍裝：

【賽 59:16 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義

扶持自己。

賽 59:17 他以公義為鎧甲，〔或作護心鏡〕以拯救為頭盔，以報仇為衣服，以熱心為外

袍。】

為什麽保羅要求信徒，包括我們，現在需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呢？

因為我們已經在這末世的爭戰中。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中，唯一攻擊性的武器是“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如果我們不持

守神的話語，在這場戰爭中，我們不會站立得住。

B. The primary deceptive influence is the temptation to not believe in Christ and his
precepts.
主要的欺騙性的影響是那導致不相信基督及祂的教訓的試探。

聖約群體的背道(covenant community apostasy)：就是成為對神話語的不忠誠；神的話語

不再是中心，人不再順服神。

因著個人的罪而脫離聖約群體，離開基督並祂的誡命。

【太 24: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淡了《kai. dia. to. plhqunqh/nai

th.n avnomi,an yugh,setai h̀ avga,ph tw/n pollw/n：並且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

要去被增添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呼氣冷卻 (她)那 (她)愛 從屬(他們)

那些 從屬(他們)許多的》。】

根據 Dr. Beale，“不法”《avnomi,a：anomia“為沒有分發配置之律(為沒有法規慣律=為

沒有律法=不法)”》的罪就是不忠誠於神的話語。

許多人以為，這裏的“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淡了”是指人彼此相愛的心冷淡了，以

為是指基督徒也不再彼此相愛了。我自己以前也是這麽認為。

但我現在認為，這裏的“愛心”，更是指對神的愛；是對神的愛漸漸冷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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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he Deception of Satan, Which Characterized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With the First Adam, is Reproduced Again So that Satan’s Deception
Characterizes the End of History.
這個標誌隨著第一個亞當的歷史開始的撒但的欺騙再次重演，以致撒但的欺

騙標也標誌歷史的終結。

A. The sin of lawlessness is being disloyal to God’s word.
不法的罪就是不忠誠於神的話語。

不法的罪就是對神的話語的不忠誠。

【約壹 3:8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o[ti avpV avrch/j ò dia,boloj

àmarta,nei：是這樣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他)那 (他)詆辱中傷的[常指魔鬼] 他/她/它

現在持續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約壹 3: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裏《o[ti spe,rma auvtou/

evn auvtw/| me,nei：是這樣 (它)種裔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停留持

守》；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在約壹 3:8這裏的“魔鬼從起初就犯罪”應該是指引誘亞當及夏娃的犯罪。特別是這裏的

用字與創世記第一到三章有關聯：例如：“魔鬼從起初就犯罪”以及“神的道〔原文作

種〕”。

創世記三章中提到女人的‘後裔’及蛇的‘後裔’：

【創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七十士

譯本為：kai. avna. me,son tou/ spe,rmato,j sou kai. avna. me,son tou/ spe,rmatoj auvth/j》；女人的後

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創 3:15 這裏的“後裔”在原文就是‘種子(seed)’。《希伯來文為 zera：種子；七十士譯

本為：sperma“所散佈播撒(種裔)”》

《註﹕sperma“所散佈播撒(種裔)”：

Strong 指出，名詞 sperma 這個字是由動詞 speiro“散佈播撒”衍生出來的，表達“所播種

的東西(something sown)”，也就是“種子(包括男人的“精子”)(seed (including the male

"sperm"))”，可以表達“後裔(offspring)”，特別可以表達“一個殘餘(比喻性地，如同保留

來種的)(a remnant (figuratively, as if kept over for planting))”。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43 次。

Vine 指出，sperma 這個字與動詞 speiro“散佈播撒”有關，也就是英文的“精子(sp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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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約翰接著據説：

【約壹 3:10 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

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約壹 3:11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約壹 3:12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甚麼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

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是善的。

約壹 3:13 弟兄們，世人若恨你們，不要以為希奇。

約壹 3:14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約壹 3: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裏面。

約壹 3:16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聖經什麽地方第一次提到“神的兒女”及“魔鬼的兒女”？

就是在創 3:15中的“你（蛇）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

因此，我認為約翰是有意圖地要提醒我們關於伊甸園的事情。

我們越了解撒但如何在伊甸園誘惑亞當及夏娃，我們就越能夠了解撒但現在如何誘惑我們。

撒但如何在伊甸園誘惑亞當及夏娃，破環他們與神的聖約的關係呢？

就是藉著錯誤地引用神的話語，使夏娃違背神的吩咐。

創世記第三章記載了魔鬼與夏娃的對話：

【創 3:1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

不許你們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

創 3:2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喫；

創 3: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喫，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創 3: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創 3:5 因為神知道，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撒但迫使女人去回想神的話語。神原本的話語為：

【創 2:16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

創 2: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但在女人的回答中：

（1）限制了神的許可：將“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說成，“園中樹上

的果子我們可以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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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誇張了神的禁令：將“你不可喫”，說成，“神曾說：你們不可喫，也不可摸”。

（3）降低了神的審判：將“你喫的日子必定死”，說成，“免得你們死”。

《必定死：希伯來文字典字為： muwth muwth（原文英文直譯：to die you shall die）；

七十士譯本為：qana,tw| avpoqanei/sqe：在對(他)死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死去》

《免得你們死：希伯來文字典字為： pen muwth（原文英文直譯：lest youpl shall die）；

七十士譯本為：i[na mh. avpoqa,nhte：為要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或許是有意的違犯，或許是沒有熟記神的話語。

我認為是他們沒有熟記神的話語。而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委身於神的話語。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中，唯一攻擊性的武器是“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當我們沒有委

身於神的話語時，在爭戰中，不僅僅我們沒有能力攻擊，並且也降低了我們防衛的能力。

撒但的欺騙就是讓我們不覺得我們是在一個緊張的末世爭戰中，而以為我們是在末世大災

難之前的‘中間括弧時期’，以致我們鬆懈了我們的儆醒。

聖經正是在但以理書第八章提到這種情形：

【但 8:23 這四國末時，犯法的人罪惡滿盈，必有一王興起，面貌兇惡，能用雙關的詐

語。

但 8:24 他的權柄必大，卻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毀滅，事情順利，任意而

行；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

但 8:25 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心裏自高自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

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至終卻非因人手而滅亡。】

《註：“他的權柄必大，卻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七十士譯本為：kai. sterewqh,setai h̀

ivscu.j auvtou/ kai. ouvk evn th/| ivscu,i auvtou/：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為堅固穩定 (她)那 (她)

強壯大力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不是/不 在内 在對(她)那 在對(她)強壯大力 從屬(他)同一者》

》

【提後 3:1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提後 3:2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

提後 3:3 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

提後 3:4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

提後 3:5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e;contej mo,rfwsin euvsebei,aj th.n de. du,namin

auvth/j hvrnhme,noi：(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塑造成形 從屬(她)至誠敬虔， 到於(她)那 然

而也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她)同一者 (他們)現在已經讓自己/被否認拒絕了的》；這等人你要躲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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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genius of the antichrist (false teaching) is to bring the world’s ideas into the church
and coat them with biblical language and make them seem acceptable.
敵基督的才華（假教導）就是將世界的思想帶入教會並且用聖經的言語包裹以使之看來

可被接納。

【啟 2:18 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

說：

啟 2:19 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

初所行的更多。

啟 2: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

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喫祭偶像之物。】

當時的偶像崇拜很多時候都牽涉到行姦淫。為了要融入當地的文化及商業活動，人必須參

與在對當地的偶像崇拜。“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顯然為當時的信徒提供了一些妥

協的辦法：

【啟 2:24 至於你們推雅推喇其餘的人，就是一切不從那教訓，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撒

但深奧之理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將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

啟 2:25 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

例如，當時所有的人都必須敬拜羅馬皇帝該撒，包括猶太人。但，一些妥協的辦法被提出

來：你們到廟裏不需要敬拜，只需要為該撒祈禱就可以了。或許，這也是耶洗別提出的妥

協辦法：你們只要去為社會的繁榮禱告就可以了，等等。我們不知道當時的細節，但，顯

然耶洗別有她特別的一套道理。

啟示錄第十七章中談到‘大巴比倫’；大巴比倫是一個大的經濟體系，是一個異教徒的大的

經濟體系，使人信任這個‘地上的保障(earthly security)’，而不是‘神的保障(divine

security)’，就是真神所提供給我們的保障。

使徒約翰記載：

【啟 17:1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眾水上

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啟 17:2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

啟 17:3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

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啟 17:4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杯，杯中盛

滿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亂的污穢。

啟 17:5 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啟 17:6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他，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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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希奇。】

啟示錄第十七章的最後論到大巴比倫的受審判，所使用的語言是從舊約來的：

【啟 17:16 你所看見的那十角，與獸，必恨這淫婦，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喫他的肉，

用火將他燒盡。

啟 17:17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國給那獸，直等到神的話

都應驗了。

啟 17:18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

啟 18:1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啟 18:2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

靈的巢穴，〔或作牢獄下同〕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

啟示錄第十七章論到大巴比倫的受審判的語言就是舊約審判耶洗別的語言：

【王上 21:23 論到耶洗別，耶和華也說：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喫耶洗別的肉。】

啟示錄第十七章似乎打開了幔子，讓人看見，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應該也是這裏的大

巴比倫的婬婦的一個部分或寫照：大巴比倫是一個婬婦，坐在敵基督的身上。

這幅圖畫告訴我們，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那些假教導所帶來的結果就會

是：

【啟 2:21 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啟 2:22 看哪，我要叫他病臥在床《ba,llw auvth.n eivj kli,nhn：我現在持續投擲 到於(她)同一

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躺椅臥墊》，那些與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們同

受大患難《eivj qli/yin mega,lhn：向內進入 到於(她)壓迫患難 到於(她)極大的》。】

“大患難”這個短句在啟示錄中唯一另外一次的使用：

【啟 7:14 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evk th/j

qli,yewj th/j mega,lhj：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曾

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這些跟隨耶洗別的假教師將要在某種方式上遭遇已經開始的大災難中的‘屬靈的痛苦

(spiritual pain)’。

耶洗別的教導在第一世紀已經是“大患難”的開始。

我這麽提的原因是：敵基督的才華（假教導）就是將世界的思想帶入教會，並且用聖經的

言語包裹以使之看來是可以以被接納。

耶洗別可以說是大巴比倫的第五縱隊，將這個世界的思想，以僞裝為神話語的方式帶進入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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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教會從異教徒的系統中引進心理學、企業管理，來作為教會牧養咨詢及教會行政管

理的基礎，而以聖經為中心的教導卻被挪開。這是很大的問題。

III. The “Son of Man” in the Gospels as a Beginning Fulfillment of the Great
Tribulation Prophecy in Daniel 7
在福音書中“人子”作為在但以理書七章中的大災難預言的應驗的一個開始

【但 7:1 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夢，見了腦中的異象，就記錄這夢，述

說其中的大意；

但 7:2 但以理說：我夜裏見異象，看見天的四風陡起，颳在大海之上。

但 7:3 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

但 7:4 頭一個像獅子，有鷹的翅膀，我正觀看的時候，獸的翅膀被拔去，獸從地上得立

起來，用兩腳站立，像人一樣，又得了人心。

但 7:5 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旁跨而坐，口齒內啣著三根肋骨，有吩咐這獸的，

說：起來吞喫多肉，

但 7:6 此後，我觀看，又有一獸如豹，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這獸有四個頭，又得了權

柄。

但 7:7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

牙，吞喫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

但 7:8 我正觀看這些角，見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

被他拔出來；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

但 7:9 我觀看，見有寶座設立，上頭坐著亙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

的羊毛，寶座乃火焰，其輪乃烈火；

但 7:10 從他面前有火像河發出，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萬萬；他坐著要

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

但 7:11 那時我觀看，見那獸因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被殺，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焚燒。

但 7:12 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生命卻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日期。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

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但 7:15 至於我但以理，我的靈在我裏面愁煩，我腦中的異象使我驚惶。

但 7:16 我就近一位侍立者，問他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訴我，將那事的講解給我說明。

但 7:17 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興起；

但 7:18 然而至高者的聖民，必要得國享受，直到永永遠遠。

但 7:19 那時我願知道第四獸的真情，他為何與那三獸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

有鐵牙銅爪，吞喫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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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7:20 頭有十角，和那另長的一角，在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這角有眼，有說誇大

話的口，形狀強橫，過於他的同類。

但 7:21 我觀看，見這角與聖民爭戰，勝了他們，

但 7:22 直到亙古常在者來給至高者的聖民伸冤，聖民得國的時候就到了。

但 7:23 那侍立者這樣說：第四獸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國，與一切國大不相同，必吞喫

全地，並且踐踏嚼碎。

但 7:24 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十王，後來又興起一王，與先前的不同，

他必制伏三王。

但 7:25 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聖

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載。

但 7:26 然而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他的權柄必被奪去，毀壞，滅絕，一直到底。

但 7:27 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他的國是永遠的，一

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他。

但 7:28 那事至此完畢。至於我但以理，心中甚是驚惶，臉色也改變了，卻將那事存記

在心。】

我在這裏的解釋與目前比較廣泛接受的説法是不同的。

目前比較廣泛接受的説法是：這是在最後的時刻才會發生。

但我認為，這在第一世紀就已經開始，但到後來會達到高峰。

但以理書七章 1~12節談到四個獸從海中上來，並且“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興

起”；四個獸也代表四個國度：“第四獸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國”。這四個國度，第一

個獸是巴比倫，第二個獸是瑪代和波斯，第三個獸是希臘，第四個獸是羅馬。

之後，但以理說：

【但 7:11 那時我觀看，見那獸因小角說誇大話的聲音被殺，身體損壞，扔在火中焚燒。

但 7:12 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生命卻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時候和日期。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uiò.j avnqrw,pou：(他)兒子 從屬(他)人》

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人子”，在亞蘭文為“人子”，但在希伯來文而言，即“亞當之子”。

在但以理書中，君王被稱為“獸”，就是當他們不遵行神吩咐亞當的去做的時候，就被稱為

“獸”：

【詩 49:20 人在尊貴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類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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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亞當是神的第一個‘代理攝政者(vice regent)’，是第一個君王 。但以理書在這裏的

“人子”，即“亞當之子”，是末後的亞當，來取代那些“獸”。

但，前面但以理書 7:1~14提到的是異象。

因此，在但以理書 7:16，但以理就請求一個解釋：

【但 7:16 我就近一位侍立者，問他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訴我，將那事的講解給我說

明。】

在接下來的經文，使者為但以理解釋。

但，需要注意的是：

儘管在前面異象的總結中，但以理在異象中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

亙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但，在之後使者的解釋之中卻完全沒有再提到

“人子”。

在使者的解釋中，“人子”是指向誰呢？

這裏特別要注意：之後的但以理書 7:18第一次提到“聖民”：

【但 7:17 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興起；

但 7:18 然而至高者的聖民，必要得國享受，直到永永遠遠。】

這是在之前提到“人子”時所說的（但 7:13~14）；在那裏説到是“人子”得到國度，但在這裏

是“聖民”必要得國。

在但以理書 7:22第二次説到“聖民”得國：

【但 7:21 我觀看，見這角與聖民爭戰，勝了他們，

但 7:22直到亙古常在者來給至高者的聖民伸冤，聖民得國的時候就到了。】

在但以理書 7:27第三次説到“聖民”得國：

【但 7:26 然而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他的權柄必被奪去，毀壞，滅絕，一直到底。

但 7:27 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他的國是永遠的，一

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他。】

因此，關於這個問題：在使者的解釋中，“人子”是指向誰呢？

根據使者的解釋，我認為，在但以理書七章這裏的“人子”不是指一個人；這裏的“人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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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之後提到的“聖民”。這在上下文中是很清楚的。而這裏的“聖民”就是指以色列。

這也就是説，“人子”的得國掌權，就是以色列的得國掌權。

回到新約：

當基督來到地上的時候，祂稱自己為“人子”。

福音書中關於“人子”的提及有三類：

第一類的經文是説到“人子”已經來到：

【路 7:34人子來《evlh,luqen ò uiò.j tou/ avnqrw,pou：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

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也喫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

路 7:35 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為是。】

【太 8:20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第二類的經文是説到“人子”要受苦，被釘十字架而死：

【可 8:31 從此他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

被殺，過三天復活。】

第三類的經文是説到“人子”將要再來：

【太 16:27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

各人。】

根據第一類及第二類關於“人子”的使用，耶穌基督開始應驗在但以理書第七章中對“人子”

的提及。耶穌基督的服事就是要應驗舊約的預言，包括祂的死。

耶穌基督將自己與“人子”認同，就是根據但以理書。祂就是以色列。

在以色列得到國度之前發生什麽呢？

就是“大患難”。以色列正在經歷“大患難”。

這個“大患難”開始於基督的服事，之後選擇性地在教會時代，並且在最後的時候要達到

高潮。

在啟示錄十四章提到聖徒要跟隨羔羊：

【啟 14:4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隨他。

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

在啟示錄十一章提到“兩個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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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1: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 11: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啟 11:5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

這樣被殺。

啟 11:6 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為血；

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

啟 11:7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把

他們殺了。

啟 11:8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上；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就是他

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啟 11:9 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又不許把屍首放在墳墓

裏。

啟 11:10 住在地上的人，就為他們歡喜快樂，互相餽送禮物；因這兩位先知曾叫住在

地上的人受痛苦。

啟 11:11 過了這三天半，有生氣從神那裏進入他們裏面，他們就站起來，看見他們的

人甚是害怕。

啟 11:12 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對他們說：上到這裏來。他們就駕著雲上

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

在啟示錄十一章提到“那兩個見證人”，也就是教會，傳道的時期是三年半，如同基督

在地上的服事。

之後發生了什麽呢？

如同基督，他們被殺。這或是比喻性地，或是實際上地。

這就是説，最後對教會將會有普世性的逼迫，這是對基督的身體的逼迫。

耶穌就是但以理書中“人子”的寫照；祂不是在最後再來的時候才應驗但以理書的預言，

而是開始於祂在地上的服事並且在十字架上達到高潮。耶穌祂就是以色列。祂遭遇大患難，

並勝過它，並且建立了但以理書預言的國度；先是在祂的服事中，之後特別顯明在祂的復

活中。

在耶穌的復活中，祂擊敗了死亡及苦難。以致我們這些跟隨祂的，在整個教會時代中，也

必須回顧耶穌所經歷的爭戰，並且與祂認同，與祂一同受苦，一同忍耐，一同爭戰，一同

得勝。我們的爭戰，不是自己私人的爭戰。

當我們勝過罪的時候，無論大小，在我們的生命中，我們就與耶穌基督的‘宇宙性救贖

歷史上的復活(cosmic redemptive historical resurrection)’認同，並且在每一次的勝過罪，我

們實際上也就增加了參與在基督裏掌權的角色，我們在這彌賽亞的國度中與基督一同掌權

（作王）。

這不是一件私下個人的事情。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無論是關乎自己或是他人，都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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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歷史的戲劇(a redemptive historical drama)’的一部分。

這個也就是這堂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豐富我們屬靈的生命，要我們認識到我們是在聖經

的戲劇中的一個角色，而不只是我們個人在與罪惡爭戰。

《參考：

【林前 4:9 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

IV. Summary
結論

前面提到：

耶穌基督開始應驗在但以理書第七章中對“人子”的提及。

耶穌基督開始應驗在但以理書中對“大患難”的提及。

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服事也開始應驗“國度”的到來。

但以理書七章提到，“人子”是指向之後提到的“聖民”。並且，先要有試煉，在之後要

得國；這都在基督來到地上的時候開始應驗。

耶穌基督是“人子”，按照新約耶穌自己的提及，祂就是“人子”，祂已經來到，並且祂

來是要受苦。

【路 7:34人子來《evlh,luqen ò uiò.j tou/ avnqrw,pou：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他)那 (他)兒

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也喫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

友。】

路加福音 7:34這裏，耶穌所說的，就是暗指但以理書 7:13的“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

著天雲而來”：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uìo.j avnqrw,pou

h;rceto：(他)兒子 從屬(他)人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因此，路加福音這裏，藉著耶穌説説的，“人子來”，就表達但以理書的預言現在已經開

始應驗。

耶穌自己也提及祂要受苦：

【可 8:31 從此他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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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殺，過三天復活。】

但是，但以理書中的‘人子’是指向“聖民”；但以理書七章對聖民的預言在時間上的順

序，就是以色列要受逼迫，要受試煉，最後要得國。

這就讓我們看到，耶穌就是真以色列；耶穌是以一個身體來代表以色列，並且祂開始來應

驗他們的試煉，就是受苦以及釘十字架，最後要復活。這正如但以理書七章的預言的順序，

聖民要受逼迫，要受試煉，就是大災難的試煉，之後再得國。

耶穌在自己的服事中開始應驗但以理書的預言，之後是以色列的聖民。

耶穌説到‘人子’已經來到，也説到自己要受苦，並且耶穌自己藉著趕鬼等神蹟，也表達

國度已經來到：

【太 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耶穌勝過試探之後，就開始在這個國度中掌權。在祂所受的患難中，引進了國度。彌賽亞

這樣來到，這是猶太人所沒有預期到的。猶太人所預期的“人子”彌賽亞，祂一來，就要

成就一切，要擊敗羅馬人，並且開始榮耀的國度。

但，耶穌是以一個猶太人沒有預期到的方式來到，並且開始應驗但以理書第七章的預言。

這也是當時的猶太人短路，無法認識到祂就是這位“人子”彌賽亞。

在但以理書七章中，“人子”是指向個人的，也是指向以色列。當然，在但以理書中，想

到的應該主要是指以色列。

教會之後出現。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在基督之後繼續遭受基督在地上所遭受的苦難。

教會在教會時期遭受選擇性及不同時期性的逼迫，但在最後要遭受普世性的逼迫，正如同

基督在地上的服事，開始時是偶爾的逼迫，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可以參考啟示錄

11:7及之後的經文，以及啟示錄 20:7及之後的經文。

A. The three OT signs of the coming Great Tribulation:
大災難到來的三個舊約的記號：

舊約論到大患難來到的三個記號：

宇宙天體的大變動，大逼迫，假教師的迷惑性虛假的教導。

1. Cosmic upheaval
天體的巨變

【徒 2: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徒 2:20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不過在舊約的使用很多是比喻性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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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13:1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巴比倫。

……

賽 13:9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必有殘忍，忿恨，烈怒；使這地荒涼，從其中除滅罪人。

賽 13:10 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

2. Persecution
逼迫

但，天體的巨變並不是主要的記號。在但以理書七章到十二章，主要的兩個記號是逼迫及

欺騙性的假教導。

3. Deceptive false teaching
欺騙性的假教導

逼迫及欺騙的假教導在第一世紀就開始了。

B. The Great Tribulation is already/not yet in nature (see 1 Timothy 4:1-2; 2 Timothy 3:1; 2
Peter 3; Jude 18-19).
大災難在性質上是已然/未然（查看提摩太前書 4:1~2；提摩太後書 3:1; 2；彼得後書 3 章；

猶大書 18~19）

大災難在性質上是已然，又是未然。已然是指在教會時代中教會遭遇選擇性的逼迫試煉；

未然是指向最後普世性的逼迫試煉。

聖經有許多經文表達末世大災難已然來到；其中包括：

【提前 4:1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

的道理。

提前 4:2 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提前 4:3 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作又叫人戒葷〕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

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

提前 4:4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

提前 4:5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

提前 4:6 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在真道的話語，和你向來

所服從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提後 3:1：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提後 3:2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

提後 3:3 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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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 3:4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

提後 3:5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

提摩太前、後書這裏的“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及“這等人你要躲開”都表達現在已經發

生了。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

【彼後 3:1 親愛的弟兄阿，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這兩封都是提醒你們，激發

你們誠實的心；

彼後 3:2 叫你們記念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彼後 3:3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

彼後 3:4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

一樣。

彼後 3:5 他們故意忘記，從太古憑神的命有了天，並從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

彼後 3:6 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

彼後 3:7 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

用火焚燒。

彼後 3:8 親愛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彼後 3: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

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後 3: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

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彼後 3: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

彼後 3:12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熔

化。

彼後 3: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彼後 3:14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

安然見主。

彼後 3:15 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

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

彼後 3: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

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沉淪。

彼後 3:17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

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彼後 3:18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他，從

今直到永遠。阿們。】

【猶 1:17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

猶 1:18 他們曾對你們說過，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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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1:19 這就是那些引人結黨，屬乎血氣，沒有聖靈的人。】

但在猶大書開始就説到：

【猶 1:3 親愛的弟兄阿，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就不得不寫信

勸你們，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

猶 1:4 因為有些人偷著進來，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罰的，是不虔誠的，將我們神的恩變作

放縱情慾的機會，並且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我們或作和我們〕主耶穌基督。】

C. The armor passage from Ephesians 6 is an allusion to the great end-time battle from
Isaiah.
以弗所書六章的軍裝的經文是一個從以賽亞書對末時大爭戰的隱喻。

【弗 6:10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弗 6: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弗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

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兩爭戰原文都作摔跤〕

弗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

弗 6:14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弗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弗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弗 6:17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在英文聖經的邊注指出，這段經文是指向以賽亞書中彌賽亞擊敗仇敵所穿著的軍裝：

【賽 59:17 他以公義為鎧甲，〔或作護心鏡〕以拯救為頭盔，以報仇為衣服，以熱心為

外袍。】

在以賽亞書的軍裝是指彌賽亞所要穿戴來擊敗仇敵的。但，在以弗所書六章，這個軍裝不

是給彌賽亞的，而是聖徒要穿戴。為什麽呢？

因為，我們是在基督裏。事實上，以弗所書指出：

【弗 6:10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evndunamou/sqe evn kuri,w| kai. evn tw/| kra,tei th/j ivscu,oj auvtou/：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促使有能力權能

在內 在內 在對(他)主人， 並且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魄力權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

壯大力 從屬(他)同一者》。】

在以弗所書 6:10 中的“大能大力”，在其他地方只用過一次，就是指在以弗所書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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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的基督復活中所運行的“大能大力”：

【弗 1: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弗 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kata. th.n evne,rgeian tou/ kra,touj th/j

ivscu,oj auvtou/ h]n evnh,rghken evn tw/| Cristw/：<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那 到於(她)效力功能 從屬

(它)那 從屬(它)魄力權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強壯大力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這個 他/她/它

那時(也是)成有功效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

的右邊，

弗 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在以弗所書 6:10之後：

【弗 6: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methodeia)。】

在以弗所書 6:11中的“詭計” 《methodeia “為轉換行道路途徑(為轉換行路=為依計

行事=計策謀略)”》，就是在以弗所書 4:14中所指假教師的“各樣的異端”：

【弗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methodeia) (plane)；】

也就是説，魔鬼的“詭計”是經由假教師施行的，要使我們脫離對神的忠誠。

以賽亞書的背景就是彌賽亞要穿戴軍裝來勝過仇敵。

如果我們要勝過仇敵，也就必須在基督裏，講説祂的真理(speaking his truth)：

【弗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

督長成的身量；

弗 4:14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弗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avlhqeu,ontej de. evn avga,ph|

auvxh,swmen eivj auvto.n ta. pa,nta( o[j evstin h` kefalh,( Cristo,j： (他們)現正持續行誠正真實了的 然

而也 在內 在對(她)愛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成長變大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頭， (他)基督》；】

其他有關受苦的教導，例如：

【西 1:24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

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93

D. Personal sin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s it participates in the historical drama of
redemption.
個人的罪作為參與在救贖的歷史劇幕中具有實際的含義。

當我們在世界與罪爭戰的時候，這不是一個私人的爭戰，我們是在打一個救贖歷史上的戰

爭；這場戰爭開始於基督的第一次到來，將要結束於基督的再來。

當我們活在世上，在世界與罪爭戰的時候，我們是在與世界爭戰，是在與撒但的勢力爭戰。

我們是在參與在大患難中的某一部分。我們必須要注意到這點；如同啟示錄中向眾教會所

說的，“凡有耳的就應當聼”。

在這場末世災難的爭戰中，按照啟示錄所展示的，有些人會實際地被殺，有些人在經濟上

會很有成就，因為他們向這個世界的文化妥協。而向這個世界的文化妥協，在寫啟示錄的

那個時代，常常牽涉到偶像崇拜，並且藉此向羅馬人表達效忠。

我們之前提到在啟示錄二章的“耶洗別”及“大患難”：

【啟 2:18 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

說：

啟 2:19 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

初所行的更多。

啟 2: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

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喫祭偶像之物。

啟 2:21 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啟 2:22 看哪，我要叫他病臥在床，那些與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

們同受大患難《eivj qli/yin mega,lhn：向內進入 到於(她)壓迫患難 到於(她)極大的》。】

“大患難”在啟示錄中唯一另外一次的使用是在：

【啟 7:14 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evk th/j

qli,yewj th/j mega,lhj：向外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從屬(她)那 從屬(她)極大的》，曾

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耶洗別的教導在第一世紀已經是“大患難”的開始。耶洗別及其他的假教師，將這個世界

的思想，以僞裝為神話語的方式帶進入教會。

“大患難”這個詞事實上是在但以理書中出現的：

【但 12:1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

艱難《evkei,nh h` hm̀e,ra qli,yewj：(她)在那裏的那個 (她)那 (她)日子/白日 從屬(她)壓迫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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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E. Tribulation escalates with coming of Jesus.
災難會隨著耶穌的到來升級。

大患難開始於第一世紀，包括耶洗別和其他假教師的欺騙，並且要持續，並且隨著靠近基

督的再來而升級。

我想，這裏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對神及神的話語忠誠。

我以前試圖證明，在亞當及夏娃的墮落以前就開始了大災難；他們在魔鬼的欺騙下墮落。

亞當及夏娃的跌倒就在於他們沒有以神的話語為中心；夏娃就錯誤地引用神的話語。而神

的話語是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的一部分，為唯一攻擊的武器，也有重要自衛的功用。放下神

的話語，就是像是放下了自衛的武器，也就曝露在那惡者一切的攻擊之下了。

我們已經是在大患難中，雖然只是在選擇性的大患難中，但必須要儆醒。

在新約時代的大患難與舊約時代的大患難有什麽不同的地方呢？

首先，我們有舊約的預言告訴我們會有大患難；並且在新約也的確在開始應驗。

再者，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我們或許可以問：在新約時代的國度與舊約時代的國度有什

麽不同的地方呢？這麽問是因為，神在舊約時期中掌權，神也在新約時期掌權。那麽，舊

約時代的國度和新約時代的國度有什麽不同呢？

我們有舊約的預言，説到有神的兒子要來作為‘代理攝政者(vice regent)’。當耶穌基督

來到的時候，祂開始應驗舊約的預言。在新約時期，神在地上掌權；這是藉著祂的兒子掌

權的形式。這在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是不同的統治的形式。神仍然在統治，但不是如

同在舊約時期的統治。在舊約時期，神是藉著君王、祭司、先知來治理。

我們可以這麽說，在舊約時代的欺騙、假教導及逼迫試煉就已經存在，但在新約時期，因

為是神的兒子在掌權，這樣的攻擊是在各方面以更大的强度來施行。我稱之為“應驗的强

化(the intensity of fulfillment)”。

啟示錄十二章指出：

【啟 12: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

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

啟 12:11 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

性命。】

那控告的被摔下去，在某個方式上是與基督的復活及升天有關。

在基督來到以前，那控告的，在約伯記中，曾經在神的面前控告：

【伯 1:6 有一天，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但也來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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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1:7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從那裏來；撒但回答說：我從地上走來走去，往返而來。

伯 1:8 耶和華問撒但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有；地上再沒有人像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遠離惡事。

伯 1:9 撒但回答耶和華說：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

伯 1:10 你豈不是四面圈上籬笆圍護他和他的家，並他一切所有的麼；他手所作的，都

蒙你賜福；他的家產也在地上增多。

伯 1:11 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

同樣地，在撒加利亞書三章，也在控告大祭司約書亞：

【亞 3:1 天使〔原文作他〕又指給我看，大祭司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使者面前，撒但也

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作對。】

撒但在神的面前晝夜控告聖徒：這個人還是罪人，怎麽配得上來到神的面前，進入神的同

在中呢？

撒但不但控告聖徒，也在控告神，控告神不公正，控告神沒有懲罰罪；因為公正的神必定

會刑罰罪。

但，當耶穌基督來到，神懲罰了罪；所有的罪的代價，無論是過去的、現在的、或將來的，

都已經被代償了。因為基督是‘神人(God man)’，可以以結局的方式來代償罪，承擔了

一切罪的刑罰。藉此，如同羅馬書三章所顯示的，神的公義就被彰顯。這樣，撒但就再也

沒有任何地位可以再這樣控告；因此被“摔下去了”。

因此，啟示錄接著就說：

【啟 12:12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罷；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

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裏去了。】

這就顯示了撒但在舊約時代和新約時代的角色的不同。

並且，在舊約時代是對以色列這個國家的迷惑，在新約時代，由於外邦人加入聖約的群體，

撒但的迷惑則是對整個世界的迷惑。

有同學在課堂中問到：

什麽是那些“宇宙性的混亂(cosmic chaos)”的記號是什麽？

Dr. Beale的回答：最好的解釋是在使徒行傳第二章：

【徒 2: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徒 2: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

徒 2: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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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徒 2:20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徒 2:21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許多人都認為使徒行傳這裏的預言還沒有應驗。的確，我們並沒有看到在彼得説話的那個

時候有如同約珥所說的“日頭變為黑暗，月亮變為血”。因此，他們認為是要在基督再來

的時候才會發生。

事實上，如果使用匯編來查考‘日頭’、‘月亮’這些字使用於改變顔色等等，你會發現，

在舊約中，“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一類的語言，絕大多數都不是指按照字

面意思的含義，而是是比喻性的語言，使用於神對一些國家的毀滅；其中大約有百分之九

十八是比喻性的。

這一類的語言常被使用於表達地上國度的毀滅。

例如，使用於論到巴比倫的毀滅：

【賽 13:1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巴比倫。

賽 13:2 應當在淨光的山豎立大旗，向群眾揚聲招手，使他們進入貴冑的門。

賽 13:3 我吩咐我所挑出來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誇高傲之輩，為要成就我

怒中所定的。

賽 13:4 山間有多人的聲音，好像是大國人民。有許多國的民聚集鬨嚷的聲音；這是萬

軍之耶和華點齊軍隊，預備打仗。

賽 13:5 他們從遠方來，從天邊來，就是耶和華並他惱恨的兵器，要毀滅這全地。

賽 13:6 你們要哀號，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這日來到，好像毀滅從全能者來到。

賽 13:7 所以人手都必軟弱，人心都必消化。

賽 13:8 他們必驚惶悲痛；愁苦必將他們抓住；他們疼痛，好像產難的婦人一樣；彼此

驚奇相看，臉如火焰。

賽 13:9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必有殘忍，忿恨，烈怒；使這地荒涼，從其中除滅罪人。

賽 13:10 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

【結 32:1 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結 32:2 人子阿，你要為埃及王法老作哀歌，說：從前你在列國中，如同少壯獅子；現

在你卻像海中的大魚；你衝出江河，用爪攪動諸水，使江河渾濁。

結 32:3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用多國的人民，將我的網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來。

結 32:4 我必將你丟在地上，拋在田野，使空中的飛鳥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獸喫

你得飽。

結 32:5 我必將你的肉丟在山間，用你高大的屍首填滿山谷。

結 32:6 我又必用你的血澆灌你所游泳之地，漫過山頂，河道都必充滿。

結 32:7 我將你撲滅的時候，要把天遮蔽，使眾星昏暗，以密雲遮掩太陽，月亮也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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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結 32:8 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變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這是主耶和華說

的。】

就以巴比倫的毀滅而言，如果你是巴比倫人，或者你被殺死了，或是被流放到其他地方，

甚至就算你還留在巴比倫，你也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樣的方式看巴比倫的太陽和月亮了，因

為你已經不再是巴比倫人了。如果死了，就更不用說了。

事實上，在舊約中，這一類的語言也被使用於描述死亡。

例如：

【傳 12:1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

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

傳 12:2 不要等到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雨後雲彩反回，

傳 12:3 看守房屋的發顫，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

此外，這一類的語言還有神學上的含義。

聖經描述到對列國的審判，列國聚集如同密雲遮蔽：

【結 30:3 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就是密雲之日，列國受罰之期。】

【結 30:16 我必在埃及中使火著起，訓必大大痛苦；挪必被攻破；挪弗白日見仇敵。

〔白日或作終日〕

結 30:17 亞文和比伯實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這些城的人，必被擄掠。

結 30:18 我在答比匿折斷埃及的諸軛，使他因勢力而有的驕傲，在其中止息，那時，

日光必退去；至於這城，必有密雲遮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擄掠。

結 30:19 我必這樣向埃及施行審判；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 34:11 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他們尋見。

結 34:12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樣尋找他的羊，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這些羊在

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我必從那裏救回他們來。

結 34:13 我必從萬民中領出他們，從各國內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故土，也必在以

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邊，境內一切可居之處，牧養他們。】

【結 38:2 人子阿，你要面向瑪各地的歌革，就是羅施，米設，土巴的王，發預言攻擊

他，

結 38:3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羅施，米設，土巴的王歌革阿，我與你為敵；

結 38:4 我必用鉤子鉤住你的腮頰，調轉你，將你和你的軍兵，馬匹，馬兵，帶出來，

都披挂整齊，成了大隊，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劍；

結 38:5 波斯人，古實人，和弗人，〔又作呂彼亞人〕各拿盾牌，頭上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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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38:6 歌篾人，和他的軍隊，北方極處的陀迦瑪族，和他的軍隊；這許多國的民，都

同著你。

結 38:7 那聚集到你這裏的各隊，都當準備；你自己也要準備，作他們的大帥。

結 38:8 過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後之年，你必來到脫離刀劍從列國收回之地，到

以色列常久荒涼的山上；但那從列國中招聚出來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

結 38:9 你和你的軍隊，並同著你許多國的民，必如暴風上來，如密雲遮蓋地面。】

【結 38:14 人子阿，你要因此發預言，對歌革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到我民以色列安

然居住之日，你豈不知道麼；

結 38:15 你必從本地從北方的極處，率領許多國的民來，都騎著馬，乃一大隊極多的

軍兵。

結 38:16 歌革阿，你必上來攻擊我的民以色列，如密雲遮蓋地面；末後的日子，我必

帶你來攻擊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顯為聖的時候，好叫他們認識我。】

【番 1:14 耶和華的大日臨近，臨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華日子的風聲；勇士必痛痛地

哭號。

番 1:15 那日，是忿怒的日子，是急難困苦的日子，是荒廢淒涼的日子，是黑暗，幽冥，

密雲，烏黑的日子，

番 1:16 是吹角吶喊的日子，要攻擊堅固城，和高大的城樓。】

此外，神對地上國度的毀滅的審判，可能只是對全世界審判的一個縮寫。

那時候，可能會具有對“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樣的語言更字面含義的表達。

比較經文：

【出 19:9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在密雲中臨到你那裏，叫百姓在我與你說話的時候可

以聽見，也可以永遠信你了。於是摩西將百姓的話奏告耶和華。】

【申 4:11 那時你們近前來，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沖天，並有昏黑，密雲，幽暗。

申 4:12 耶和華從火焰中對你們說話，你們只聽見聲音，卻沒有看見形像。】

【來 12:18 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雲，黑暗，暴風，

來 12:19 角聲與說話的聲音；那些聽見這聲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詩 97:1 耶和華作王；願地快樂，願眾海島歡喜。

詩 97:2 密雲和幽暗，在他的四圍；公義和公平，是他寶座的根基。

詩 97:3 有烈火在他前頭行，燒滅他四圍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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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 22:10 他又使天下垂，親自降臨；有黑雲在他腳下。

撒下 22:11 他坐著基路伯飛行，在風的翅膀上顯現。

撒下 22:12 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雲，為他四圍的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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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cal Theology of Jesus in the Gospels
在福音書中耶穌的聖經神學

Introduction: Overview of Biblical Theology Leading Up to Jesus
引言：導向耶穌的聖經神學概覽

我們要透過聖經神學的‘透鏡’來看福音書中的耶穌。這些透鏡包括：

A. The first creation
首先的創造

B. The fall of mankind into sin
人類墮入罪中

C. The separation of the seed of the woman and the seed of the serpent
女人的後裔與蛇的後裔的分開

D. Movement toward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recapitulation through redemptive
history
經由救贖歷史對朝向一個新天及一個新地的運動的扼要説明

為了要有一個新的創造，就必須先毀掉舊的創造。

挪亞的洪水就是毀掉舊的，在洪水之後有新的地。

其中，挪亞必然就是第二個亞當的“身份(figure)”：例如，他也接受了類似給與亞當及

夏娃的委任。

起初神對亞當夏娃的‘委任(commission)’：

【創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創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

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神對亞當的委任不僅僅是管理這些生物，而且更是要擴展‘神的臨在(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伊甸園——直到地極。這也就是説，是要在每一個方面征服全地；是要將伊甸園的

範圍擴展到新天新地。

這也就是為什麽在啟示錄最後，新天新地被描繪如同一個花園一樣。新天新地也被描繪為

一個聖殿，是一個花園般的‘聖所(sanctuary)’，神的臨在將充滿全地。

挪亞在亞當之後，在洪水之後也接受神對亞當夏娃的‘委任(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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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9:1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

創 9:2 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

裏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

創 9:3 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

創 9:4 惟獨肉帶著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們不可喫。

創 9:5 流你們血害你們命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

如此。

創 9:6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創 9:7 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之後是對亞伯拉罕，可能可以視為是神對亞當夏娃的‘委任(commission)’的延展：

【創 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創 12: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創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

得福。】

創 12:2很可能是對亞當及夏娃的委任的進一步發展，來增加這裏的祝福。

之後這個對亞伯拉罕的‘委任(commission)’繼續：

【創 17:4 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

創 17:5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

創 17:6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

創 17:7 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

神。

創 17:8 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

必作他們的神。】

有意義的是：“迦南全地”在幾章之前被稱為“如同耶和華的園子”：

【創 13:10 羅得舉目看見約但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在耶和華未

滅所多瑪，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地。】

亞伯拉罕的後裔（以色列）可以說是‘團體的亞當(corporate Adam)’，迦南地可以說是

另外一個園子。如果他們忠於神，他們就可以跨越園子而為神征服全地。

在亞當的時候，他不需要征服仇敵，除了蛇以外。

在對列祖的吩咐中，不再使用‘征服’這個字，而是吩咐要擊敗仇敵。因此，擊敗仇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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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征服工作的一部分：

【創 22:16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

著自己起誓說：

創 22:17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

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創 22:18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之後：

【創 35:9 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神又向他顯現賜福與他；

創 35:10 且對他說：你的名原是雅各，從今以後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這樣，

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創 35:11 神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

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

創 35:12 我所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賜給你，與你的後裔。】

《註：Yisra'el “以色列”：

Strong 指出，這個字是源自動詞 sarah “勝過(to prevail)”以及名詞 el “力量(strength)”

《名詞 el 作為形容詞可以表達“有能力的(mighty)”，特別可以表達“大能的神(Almighty)”（也

使用於任何神祗）》，表達“他將要如神統治(he will rule as God)”

Strong’s OT:3478: Yisra'el (yis-raw-ale'); from OT:8280 and OT:410; he will rule as God;
Jisrael, a symbolical name of Jacob; also (typically) of his posterity: -Israel.

Strong’s OT:8280: sarah (saw-raw'); a primitive root; to prevail:

Strong's OT:410: el (ale); shortened from OT:352; strength; as adjective, mighty; especially the
Almighty (but used also of any deity):
》

這裏要注意的是，以色列也被賦予對亞當的委任。之前的委任是被賦予個人；但現在被賦

予一個國家。亞伯拉罕的後裔（以色列）可以說是‘團體的亞當(corporate Adam)’：

【出 4:22 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

【何 11:1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太 2:15 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

召出我的兒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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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為什麽被稱為神的兒子？

亞當也被稱為是神的兒子！

《註：參考：

亞當，即“人”，是整個人類的代表；雅各，即以色列，是整個以色列國的代表。

雅各，即以色列，進入埃及；之後死在埃及，又歸葬在迦南地。但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

候，則被稱為是“耶和華的軍隊”：

【出 12:40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出 12:41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pa/sa h̀

du,namij kuri,ou evk gh/j Aivgu,ptou》。】

“耶和華的軍隊”的希伯來文為：kl -tzbauth ieue (kol tsaba’ Yhovah)。

“耶和華的軍隊”七十士譯本為：pa/sa h` du,namij kuri,ou：(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那 (她)能

力權能 從屬(他)主。

》

I. New Creation as Found in the Genealogies of the Gospels
在福音書的家譜中找到的新創造

聖經記載：

【創 5:1 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當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著自己的樣式造的，

創 5:2 並且造男造女，在他們被造的日子，神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為人（或亞當）。

創 5:3 亞當活到一百三十歲，生了一個兒子《希伯來文及七十士譯本都沒有“兒子”一字》，

形像樣式和自己相似，就給他起名叫塞特。】

《七十士譯本：e;zhsen《他/她/它那時(也是)活》 de. Adam diako,sia kai. tria,konta e;th kai.

evge,nnhsen《他/她/它那時(也是)生發成為族類》 kata. th.n ivde,an《到於(她)景像容貌》 auvtou/ kai. kata.

th.n eivko,na《到於(她)表像》 auvtou/ kai. evpwno,masen to. o;noma auvtou/ Shq》

《LXE Genesis 5:3 And Adam lived two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and begot a son after his own

form, and after his own image, and he called his name Seth.》

亞當按照自己的形像和樣式生了“一個”；而神是按照自己的形像和樣式造了“亞當”：

【創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

創 2: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

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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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形像”以及“樣式”的希伯來文，“tselem”以及“demuwth”，這兩個字在舊

約一同使用只有兩次，就是前面提到的創世記 1:26以及創世記 5:3。

OT:6754: tselem (tseh'-lem); from an unused root meaning to shade; a phantom, i.e. (figuratively)
illusion, resemblance; hence,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especially an idol:

OT:1823: demuwth (dem-ooth'); from OT:1819; resemblance; concretely, model, shape;
adverbially, like:
》

《註：'Adam “亞當”：

Strong 指出，這個字是與名詞'adam“人”相同，表達“第一個人的名字亞當(Adam the

name of the first man)”，也表達“在巴勒斯坦的一個地方(a place in Palestine)”。

OT:121: 'Adam (aw-dawm'); the same as OT:120; Adam the name of the first man, also of a
place in Palestine:

OT:120: 'adam (aw-dawm'); from OT:119; ruddy i.e. a human being (an individual or the species,
mankind, etc.):

OT:119: 'adam (aw-dam'); to show blood (in the face), i.e. flush or turn rosy:
OT:119: 'adam (aw-dam')在舊約使用過十次：

【出 26:14 又要用染紅的公羊皮，作罩棚的蓋；再用海狗皮作一層罩棚上的頂蓋。】

（類似公羊皮的用法有六次，都在出埃及記中）

【箴 23:31 酒發紅，在杯中閃爍，你不可觀看，雖然下咽舒暢，終久是咬你如蛇，刺

你如毒蛇。】

【賽 1:18 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雖紅

如丹顏，必白如羊毛。】

【哀 4:7 錫安的貴冑，素來比雪純淨，比奶更白；他們的身體，比紅寶玉〔或作珊瑚〕

更紅，像光潤的藍寶石一樣。】

【鴻 2:1 尼尼微阿，那打碎邦國的上來攻擊你；你要看守保障，謹防道路，使腰強壯，

大大勉力。

鴻 2:2 耶和華復興雅各的榮華，好像以色列的榮華一樣；因為使地空虛的，已經使雅各

和以色列空虛，將他們的葡萄枝毀壞了。

鴻 2:3 他勇士的盾牌是紅的，精兵都穿朱紅衣服；在他預備爭戰的日子，戰車上的鋼鐵

閃爍如火，柏木把的槍，也掄起來了；

鴻 2:4 車輛在街上〔或作城外〕急行，在寬闊處奔來奔去，形狀如火把，飛跑如閃電。】

》

而在聖經中，亞當被稱為神的兒子：

【路 3:38 以挪士是塞特的兒子，塞特是亞當的兒子，亞當是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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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受造成為一個兒子，就是要成為一個順服的兒子。因此，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麽以色

列也被稱為‘神的兒子’。

以色列出埃及的時候，在埃及的災禍，牽涉到在創世記一章中正面的創造的元素。

為什麽神在埃及設計的災禍含有神在創造中同樣的元素？

可能的答案是：因為神在埃及所作的，是如同開始一個新的創造。

神開始於再次產生一個空虛混沌；再從空虛混沌產生一個正面的創造。

如同創世記一章。

也如同挪亞的洪水，造成毀壞，如同是一個‘去創造(decreation)’；之後再開始一個新的

創造。

埃及的災禍也造成混亂，就是在混亂之後開始新的創造。

埃及的毀滅象徵著一個迷你的天地的毀壞，以色列的出埃及象徵著一個迷你的創造，開始

於有一個新的以色列。這個以色列是一個團體的亞當，要開始遍滿全地。

“從水而出，有水分隔地”，意表為開始一個新的創造；在挪亞是如此，以色列人出埃及

也是如此。早期猶太教也是如此理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

應許之地被稱為“伊甸”；“伊甸”代表忠實於神的話語，擴展神的臨在，就是神的殿。

《註：`Eden “伊甸”：

Strong 指出，這個字是與名詞`eden “愉悅(pleasure)”相同，表達“伊甸，亞當的家的地

區(the region of Adam's home)”。

OT:5731:`Eden (ay'-den); the same as OT:5730 (masculine); Eden, the region of Adam's home:

OT:5730: `eden (ay'-den); or (feminine) `ednah (ed-naw'); from OT:5727; pleasure:

OT:5727: `adan (aw-dan'); a primitive root; to be soft or pleasant; figuratively and reflexively, to
live voluptuously:
》

但以色列作到了嗎？

沒有。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甚至遺失了他們的聖經，就是律法書，直到約西亞王的時候才找

到。

當人不以神的話語為中心，就轉變以偶像為中心。以色列人就被趕逐出來，被擄到巴比倫。

而有趣的是，巴比倫就是有許多空中花園的地方，有幼發拉低河流過其中，像是對伊甸園

的描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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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聖經的預言，七十年以後的歸回，如同是一個新的創造。但，這只是以色列人中的餘

數。當時大多數的以色列人留在巴比倫，逐漸被同化。歸回的以色列人也建立了一個小的

聖殿，當時的老人看到了就哭泣，因為他們想起以前的聖殿。

這就意味著，以色列復興的應許主要並不是在以色列被擄歸回這裏被應驗的。

以賽亞、耶利米及以西結的所應許復興的應驗還沒有真正完全成就。或許說，只有一小部

分被應驗。

因為：

首先，神的聖所應該在他們當中。但，有證據顯示，神不在至聖所中。或許這也是為什

麽他們中的長老哭泣。

其次，他們的罪必然全然赦免。但，他們的罪還沒有被全然赦免，他們還是需要獻祭。

第三，以色列的仇敵應該完全被毀滅。但，他們的仇敵仍然存在，有羅馬人，還有魔鬼。

第四，應該有所應許的聖靈。但，以色列中沒有先知預言四百年。

第五，應該有彌賽亞的來臨及新的創造。但，彌賽亞並沒有來臨，也沒有新創造。

以色列人雖然回到了應許之地，但他們仍然活在流放之中。

但，當耶穌基督來到，祂是代表真正地從流放歸回。

這堂課粗略的縱覽：

馬太福音指出，耶穌“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在末後的日子，當耶穌離開埃及進入應許之地，就開始一個新的創造。

同時，我們説到，當耶穌基督來到，祂是代表真正地從流放歸回。這必須被放在一個亞當

回到伊甸的‘模式(pattern)’中來看。

所以，以色列從流放歸回的預言，就是指向以色列要歸回，要重新經歷一個新的伊甸園，

要重新經歷一個新的創造。

這是這堂課的粗略的縱覽，之後我們會補充細節，先是從福音書，之後再從保羅的著作來

看。這會幫助我們認識到，末世論不是只是關於未來的，也是關於過去的，關於現在的。

所有新約主要的教義都是充滿這種末世論意義的教義。對我們而言，這也是具有非常急迫

並且具體的意義的。

現在，我們要從馬太福音開始一個‘概述(survey)’。

我們這裏要作的是：

我們如何從“起初的創造，挪亞洪水的再創造，出埃及的新創造，從流放歸回的復興如

同是新創造”這些‘透鏡(lens)’來理解馬太福音的每一段經文。

順帶一題，以賽亞書四十章到四十六章中，以賽亞預言以色列從流放歸回的主要方式，就

是從第二個摩西帶領的第二次的出埃及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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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3:1 雅各阿，創造你的耶和華，以色列阿，造成你的那位，現在如此說：你不要

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

賽 43:2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蹚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

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

賽 43:3 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是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我已經使埃及作你的贖價，

使古實和西巴代替你。

……

賽 43:18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

賽 43:19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道路，

在沙漠開江河。

賽 43:20 野地的走獸必尊重我，野狗和鴕鳥也必如此，因我使曠野有水，使沙漠有河，

好賜給我的百姓我的選民喝。

賽 43:21 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好述說我的美德。】

A. The genealogy begins with biblos genessos.
由“biblos genessos”開始的家譜。

【太 1: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Bi,bloj gene,sewj VIhsou/

Cristou/ uiòu/ Daui.d uiòu/ VAbraa,m：(她)書卷 從屬(她)生發成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亞伯拉罕》；】

翻譯為“家譜”的這個短語，“Bi,bloj gene,sewj”，也出現在舊約的七十士譯本中：

【創 2:4 創造天地的來歷，在耶和華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這樣《au[th h` bi,bloj

gene,sewj ouvranou/ kai. gh/j o[te evge,neto h-| hm̀e,ra| evpoi,hsen ò qeo.j to.n ouvrano.n kai. th.n gh/n：(她)

那同一者 (她)那 (她)書卷 從屬(她)生發成為 從屬(他)天空/天 並且 從屬(她)地土/地 當這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對(她)這個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這個短語，“bi,bloj gene,sewj”《(她)書卷 從屬(她)生發成為》，在七十士譯本中僅有出現過

兩次。在創世記 2:4這裏是第一次。

這裏的“biblos genessos”《bi,bloj gene,sewj》《(她)書卷 從屬(她)生發成為》或許可以直接按照

希臘文稱為“Book of Genesis”，即“Book of Creation”《創造之書》。

系統神學中的“Doctrine of Regeneration”，在末世論的意義上，就是關乎你我成為一個新

的創造。

學者 Davis 及 Alison（？）在他們的馬太福音注釋中認為，“biblos genessos”《(她)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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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她)生發成為》是舊約的創世記的一個隱喻。

事實上，耶穌就是一個新創造的開始；祂是末後的亞當。

“biblos genessos”《(她)書卷 從屬(她)生發成為》這個短語也出現在創世記 5:1的七十士譯

本中：

【創 5:1 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當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著自己的樣式造的《七十士譯

本為：au[th h` bi,bloj gene,sewj avnqrw,pwn h-| hm̀e,ra| evpoi,hsen o` qeo.j to.n Adam katV eivko,na qeou/

evpoi,hsen auvto,n：(她)那同一者 (她)那 (她)書卷 從屬(她)生發成為 從屬(他)人 在對(她)這個 在對

(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亞當， <向下>向下

按照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同一者》，

創 5:2 並且造男造女，在他們被造的日子，神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為人。

創 5:3 亞當活到一百三十歲，生了一個兒子，形像樣式和自己相似，就給他起名叫塞特。

創 5:4 亞當生塞特之後，又在世八百年；並且生兒養女。

創 5:5 亞當共活了九百三十歲就死了。

創 5:6 塞特活到一百零五歲，生了以挪士。】

創世記 5:1這裏就開始了亞當的家譜；如同在馬太福音開始耶穌基督的家譜。

B. Matthew is narrating the record of the new age, the new creation, launched by the
coming,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馬太是在敘述藉著耶穌基督的來到、受死及復活所啓動的新時代，即新創造，的記錄。

馬太在敘述新的時代的記錄，就是新的創造，是藉著耶穌基督的來到、受死及復活所啓動

的。

並且，馬太隨即提到聖靈：

【太 1: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Tou/ de. VIhsou/ Cristou/ h` ge,nesij ou[twj h=n：從

屬(他)那 然而也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她)那 (她)生發成為 那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當時

持續是》；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eùre,qh evn

gastri. e;cousa evk pneu,matoj àgi,ou：他/她/它那時(也是)被找到尋見 在內 在對(她)肚腹 (她)現正持

續持有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聖的》。】

在創世記第一章中，聖靈也被提及於創造：

【創 1: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這不是偶然的。

聖靈是新創造中的生命賜予者。在馬太福音 1:20這裏，聖靈為耶穌帶來生命。

聖經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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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63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o. pneu/ma, evstin to. zw|opoiou/n：(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

在持續是 (它)那 (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

是靈，就是生命。】

【林前 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靈或作血

氣〕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ò e;scatoj VAda.m eivj pneu/ma zw|opoiou/n：(他)那 (他)最

末後的 (他)亞當 向內進入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在以西結書中，是‘聖靈’使枯骨復活，是新創造中的生命賜予者：

【結 37:9 主對我說：人子阿，你要發預言，向風發預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

《ruwach》阿，要從四方〔原文作風〕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結 37:10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ruwach》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

成為極大的軍隊。

……

結 37: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 37:14 我必將我的靈《ruwach》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

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路加福音在耶穌的誕生的這件事中也提到‘聖靈’：

【路 1:34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

路 1:3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

必稱為神的兒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稱為聖稱為神的兒子〕】

在使徒行傳中，‘聖靈’也是教會的生命賜予者；並且啓動了教會。

C. Jesus is called Messiah because he is fulfilling the great Messianic prophecies.
耶穌被稱為彌賽亞是因為祂是偉大的彌賽亞預言的應驗。

【太 1: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

耶穌被稱為“基督”，意即彌賽亞，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這是因為祂應驗了偉大的彌賽

亞的預言：

【詩 2:1 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詩 2:2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kata. tou/

kuri,ou kai. kata. tou/ cristou/ auv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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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2: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uìo,j mou

ei= su, evgw. sh,meron gege,nnhka, se：(他)兒子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是 你 我 今日地 我現在已

經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你》。

詩 2: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在詩篇 2:7這裏的“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是指向基督，就是彌賽亞，的復活。

正如同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中指出：

【徒 13:33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uìo,j mou ei= su,( evgw. sh,meron gege,nnhka, se：(他)兒子 從屬我

你現在持續是 你， 我 今日地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族類 到於你》。』】

耶穌的復活是一個新創造的開始的形式。

詩篇 2:8中的“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就像是神當時給亞當的委

任，要征服全地。

D. Mention of Abraham is crucial because of the gentile thread woven through the
genealogy.
由於外邦人的綫索被編織於這個家譜的原因，亞伯拉罕的提及是至關重要的。

耶穌基督被稱為“亞伯拉罕的後裔”《uiòu/ VAbraa,m：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亞伯拉罕》：

【太 1:1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Bi,bloj gene,sewj VIhsou/

Cristou/ uiòu/ Daui.d uiòu/ VAbraa,m：(她)書卷 從屬(她)生發成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亞伯拉罕》；】

提到亞伯拉罕是至關重要的。

這是因為經由這個家譜，外邦人也被編織進入這個譜系，特別是外邦的女子：

【太 1:5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

太 1:6 耶西生大衛王。大衛從（赫人）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

神應許亞伯拉罕，“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

你得福。】

並且神應許雅各，“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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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28:14 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

你的後裔得福；】

外邦人的血脈已經被引進這個家譜。

此外，在這裏與馬太福音 28:19形成一個“包含模式(inclusio)”：

【太 28:19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

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

聖靈的名〕】

就是：從“亞伯拉罕的後裔”到“萬民作我的門徒”。

這不是偶然的。

《註﹕“包含模式(inclusio)”是一個段落或更長的文學部分以與它開始時類似的方式結束

的模式。這是一種古希臘和希伯來文學，例如聖經，沒有標點符號和分段符，因此作者不

得不使用其他方法告訴他們的讀者，當他們的書籍結構中發生了某些事情時。他們用來做

這件事的一種文學手段被稱為“inclusio”。

例如：

以賽亞書 1:21開始，“忠信的城如何變成妓女……”，以賽亞書 1:26的結尾，“……

以後，你將被稱為公義之城，一座忠信之城。”(【賽 1:21_可歎忠信的城，變為妓女；

從前充滿了公平，公義居在其中，現今卻有兇手居住。賽 1:22_你的銀子，變為渣滓，你

的酒，用水攙對。賽 1:23_你的官長居心悖逆，與盜賊作伴；各都喜愛賄賂，追求贓私；

他們不為孤兒伸冤，寡婦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們面前。賽 1:24_因此，主萬軍之耶和華

以色列的大能者說：哎，我要向我的對頭雪恨，向我的敵人報仇；賽 1:25我必反手加在

你身上，煉盡你的渣滓，除淨你的雜質；賽 1:26_我也必復還你的審判官，像起初一樣，

復還你的謀士，像起先一般；然後，你必稱為公義之城，忠信之邑。】)。

又例如：

雅各書二章有兩個“包含模式(inclusio)”。第一個從雅 1:25開始，提到全備使人自由之

律法，在雅 2:12~13結束，再次提到使人自由之律法（【雅 1:25：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

的事上必然得福。】、【雅 2:12~13：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

法說話行事。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然後

雅 2:14以“沒有行為的信心”開始，雅 2:26以“沒有行為的信心”結束（【雅 2:14：我

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

【雅 2:26：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

事實上，馬太福音最後，耶穌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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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這裏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也應驗了對亞當征服全地的使命《人子，從

一個意義上而言，就是亞當之子；事實上，耶穌基督也被稱為是末後的亞當。》。

並且馬太福音 28:18這裏也是對及但以理書 7:13~14的一個隱喻：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東方的博士呈送的禮物，也暗示著這個事實，就是外邦人也呈送禮物給這位君王：

【太 2:11 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

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

馬太福音 2:11在這裏也是應驗以賽亞書對彌賽亞的末世預言，就是萬國要來獻上禮物：

【賽 60:3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賽 60:4 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裏；你的眾子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

也被懷抱而來。

賽 60:5 那時你看見就有光榮，你心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來歸你，

列國的財寶，也必來歸你；

賽 60:6 成群的駱駝，並米甸和以法的獨峰駝，必遮滿你；示巴的眾人，都必來到；要

奉上黃金乳香，又要傳說耶和華的讚美；

賽 60:7 基達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這裏，尼拜約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壇上必蒙悅

納；我必榮耀我榮耀的殿。】

在聖經的最後的啟示錄中也提到“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啟 21:24 列國要在城的光裏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

啟 21:25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原沒有黑夜。

啟 21:26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這一切都在説明，基督開始了新的創造；基督是末後的亞當。

E. The symbolic value of the “seven” pattern.
“七”的格式的象徵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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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的家譜是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每一個十四代都是兩個七：

【太 1:17 這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十四代；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

十四代；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或許在這裏是如同有學者指出的，這裏是暗示基督的來到是要啓動第七個七，這是一個彌

賽亞新時代的開啓，就是新的創造的開啓，這就符合馬太福音 1:1所標記的與創世記的聯

結。我認為基督來是要開啓一個新創造的‘安息(rest)’，就是一個安息日的‘安息(rest)’

的發生。

我們在這裏是採用“創造，墮落，新創造”這些透鏡，開始來看馬太福音。

F. The significance of Luke’s genealogy.
路加的家譜的意義。

馬太的家譜開始於早期的亞伯拉罕，直到耶穌基督。

路加的家譜則開始於耶穌基督，追溯到亞當；並且亞當是神的兒子。暗示基督是亞當、是

神的兒子：

【路 3:23 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依人看來，他是約瑟的兒子，約瑟是希里

的兒子，
……

路 3:38 以挪士是塞特的兒子，塞特是亞當的兒子，亞當是神的兒子。】

路加這樣結尾這個家譜，是作為後面敘述耶穌受試探的準備，就是耶穌與亞當認同，而亞

當則是神的兒子：

【路 4:1 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但河回來，聖靈將他引到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路 4:2 那些日子沒有喫甚麼；日子滿了，他就餓了。

路 4:3 魔鬼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

G. Mark 1:1 states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馬可福音 1:1 陳明“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

【可 1: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VArch. tou/ euvaggeli,ou VIhsou/ Cristou/ Îuiòu/

qeou/Ð：(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神》，】

如同創世記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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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1:1 起初神創造天地《七十士譯本為：VEn avrch/| evpoi,hsen o` qeo.j to.n ouvrano.n kai.

th.n gh/n：在內 在對(她)為起始為首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 到於(他)天空/天 並

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也如同約翰福音的開始：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VEn avrch/| h=n o` lo,goj( kai. o` lo,goj h=n pro.j

to.n qeo,n( kai. qeo.j h=n o` lo,goj：在內 在對(她)為起始為首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

話語/盤點清冊，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並且 (他)神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H. Note the new creation imagery in John 1.
注意在約翰福音一章中的新創造的影像。

約翰福音 1:1~5具有整個創造的縮影：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約 1: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約 1: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約 1: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 1:5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約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約 1: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在這裏，“光照在黑暗裏”，耶穌來到一個黑暗的世界；而祂就是那光。

這裏暗示一個新的創造。

當以色列被趕出應許之地的時候，那時候的光景就如同‘空虛混沌’，那是一個審判之後

的光景：

【耶 4:22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愚頑，不認識我；他們是愚昧無知的兒女；有智慧行惡，

沒有知識行善。

耶 4:23 先知說：我觀看地，不料，地是空虛混沌，我觀看天，天也無光。】

正如同創世記中創造的開始：

【創 1: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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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色列從被擄之地歸回以後，雖然他們已經回到應許之地，但他們實際的情況卻還在被

擄掠之中，被外邦的君王統治。以色列的情況仍然是在空虛混沌之中，是在黑暗的情況裏，

一直到耶穌來到的時候。基督的到來，如同光照在黑暗裏。

II. Jesus Sums Up Israel in Himself
耶穌在自己身上總結以色列

A. Jesus comes to do what Israel should have done.
耶穌來做以色列原來所當做的。

馬太福音第二章記載到東方來的博士離開之後發生的事情：

【太 2:13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

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

太 2:14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

太 2:15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

我的兒子來。』】

【太 2:19 希律死了以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說：

太 2:20 起來，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

太 2:21 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去。】

這讓我們想起，以色列人本來是住在迦南地，之後離開迦南地，來到埃及。他們離開迦南

地的偶像，在埃及孕育成長。他們之後再從埃及地出來，回到迦南地，也就是應許之地。

耶穌似乎重新復述了以色列的歷史。

事實上，有學者（D. C. Alison）在他的書中（The New Moses in Matthews）稱耶穌為“在

馬太福音中的新摩西”。

“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這句話是引用出於何西阿書：

【何 11:1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在何西阿書 11:1中，先知何西阿不是在說預言，他是在説到以色列的過去歷史，作為對

他當時代的以色列人的勸勉。這裏的背景應該是指向：

【出 4:21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回到埃及的時候要留意，將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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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面前，但我要使〔或作任憑下同〕他的心剛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出 4:22 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

出 4:23 我對你說過，容我的兒子去好事奉我，你還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殺你的

長子。】

馬太如何能夠把何西阿書的經文作為預言，並且應用到耶穌身上呢？

這裏的答案是：因為，馬太是從救贖歷史的角度來看的。

就馬太而言，他看到耶穌基督來到，做了以色列本來應該做的。

耶穌追溯著以色列的歷史，從應許之地到了埃及，又再回到應許之地。因為祂來是要做以

色列本來應該做的。

馬太在這裏使用了“plhro,w”《pleroo“促使成充滿添足”》（和合本翻譯為：應驗）這

個字：

【太 2:15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i[na plhrwqh/| to.

rh̀qe.n up̀o. kuri,ou dia. tou/ profh,tou le,gontoj：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

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主人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

(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有人說，這證明了聖經的錯誤；因為這裏不是一個預言，馬太似乎引用錯了。

的確，這句話在何西阿書不是預言，但馬太在這裏則説這是一個預言的“應驗”。這是怎

麽回事呢？

答案是：在馬太福音這裏，歷史本身在發預言；意即，在舊約救贖歷史中的事件‘預示

(foreshadow)’在新時代中的救贖事件。

預言有時候是使用所說的話語，但有時候行動也成為預言。

以色列人的“離開迦南地到埃及”以及“再回到迦南地”，它事實上是一個‘模式

(pattern)’，它‘預示(foreshadow)’了在新的時代中的每一個以色列人。

這有時候稱為“間接預表性的預言(indirectly typological prophecy)”。

這就如同約翰福音十九章中的陳述：

【約 19:31 猶太人因這日是預備日，又因那安息日是個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斷他

們的腿，把他們拿去，免得屍首當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約 19:32 於是兵丁來，把頭一個人的腿，並與耶穌同釘第二個人的腿，都打斷了。

約 19:33 只是來到耶穌那裏，見他已經死了，就不打斷他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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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9:34 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

約 19:35 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他的見證也是真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

的，叫你們也可以信。

約 19:36 這些事成了，為要應驗經上的話說：『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註﹕約 19:36這裏的引用經文可能出自三處舊約經文：

（1）出埃及記 12:46：【出 12:46：應當在一個房子裏喫，不可把一點肉從房子裏帶到外

頭去；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或，

（2）民數記 9:12：【民 9:12：一點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他們要

照逾越節的一切律例而守。】，或，

（3）詩篇 34:20：【詩 34:20：（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又保全他

一身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折斷。】。

但，詩篇 34:20的引用或許不適合在約翰福音這裏的情境，因為在詩篇 34:20的前文説

到：“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之後隨即加上“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

連一根也不折斷”；但在約翰福音的情境裏，耶穌被釘十字架，也因此已經死了。

聯合聖經公會的注釋指出，在約翰福音的語境中，最好將這裏的引用主要指向逾越節的羔

羊。

Robertson指出，這是從出埃及記 12:46關於逾越節羔羊的隨意引用。

[Be broken suntribeesetai (NT:4937). Second future passive of suntriboo

(NT:4937), to crush together. A free quotation of Ex 12:46 about the

paschal lamb. (from Robertson's 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 /

[This was done refers to verse 33 (they did not break his legs). Not one

of his bones will be broken may be an allusion to the Passover lamb

(Ex 12:46; Num 9:12) or to the "good man" whom the Lord watches

over (Ps 34:20). In the context of John's Gospel, it is best to take the

reference as primarily to the Passover lamb. (from the UBS Handbook

Series)]

》

在出埃及記中，這句話原本只是“逾越節的條例”，不是一個“預言”：

【出 12:43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逾越節的例是這樣，外邦人都不可喫這羊羔。

出 12:44 但各人用銀子買的奴僕，既受了割禮，就可以喫。

出 12:45 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喫。

出 12:46 應當在一個房子裏喫，不可把一點肉從房子裏帶到外頭去；羊羔的骨頭，一

根也不可折斷。

出 12:47 以色列全會眾都要守這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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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說，舊約中“逾越節的羔羊”是指向預言中的“基督”；這是一個預言性的歷史

事件。

而新約也是這麽印證的：

【林前 5:7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

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這就讓我們看到：一個歷史事件中的羔羊指向一個更偉大的羔羊：

【約 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負〕

世人罪孽的。】

同樣地，以色列的出埃及也指向一個更偉大的以色列，就是耶穌基督自己。

馬太又接著指出：

【太 2:16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

孩，照著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裏的，都殺盡了。

太 2:17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

太 2:18 『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

在了。』】

這句話是出自耶利米書：

【耶 31:15 耶和華如此說：在拉瑪聽見號咷痛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兒女不肯受安慰，

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耶利米在這裏所說的是以色列人在被擄到巴比倫之時，巴比倫在攻打他們時候的光景。

在馬太福音這裏，則是“應驗”了耶利米的預言。

按照馬太的説法，這也就是暗示：在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以色列仍然還是在被流放之中，

儘管他們已經回到應許之地。

B. Jesus begins to reconstitute Israel.
耶穌開始重新組成以色列。

馬太福音第四章，耶穌開始呼召門徒；從一個意義上說，就是開始重建以色列。

耶穌如何開始重建以色列呢？

耶穌揀選了十二位門徒，象徵神召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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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耶穌基督如同是摩西，或更確切地說，是如同“耶和華”，建構以色列的十二支

派。

C. Jesus conducts warfare against Satan and his demons.
耶穌進行對撒但及它的鬼魔的戰爭。

之後，在馬太福音十二章，耶穌基督藉著趕除污鬼，開始了對撒但及鬼魔的屬靈的聖戰。

但，猶太人不明白，甚至毀謗耶穌：

【太 12:22 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人，帶到耶穌那裏；耶穌就醫治他，

甚至那啞吧又能說話，又能看見。

太 12:23 眾人都驚奇，說：這不是大衛的子孫麼。

太 12:24 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這個人趕鬼，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卜阿。

太 12:25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分爭，就成為荒場，一城一

家自相分爭，必站立不住。

太 12:26 若撒但趕逐撒但，就是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太 12:27 我若靠著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

你們的是非。

太 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太 12:29 人怎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纔可以搶奪他的

家財。】

耶穌基督從埃及上來，到了應許之地，耶穌集結了十二個支派，開始了聖潔的爭戰。

但，爭戰對象的迦南人在哪裏呢？耶穌的時代，不是以色列人已經住在那裏了麽？

答案是：以色列人雖然住在迦南地，但他們實際上仍然是活在流放之中。

舊約時代，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後，他們經歷了士師時代及其他時代；但由於他們的悖

逆，他們幾乎一直都是在撒但及鬼魔的捆鎖中。

因此，耶穌開始的聖戰，是針對撒但及屬於它的鬼魔。

III. The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John the Baptist and Jesus’ Baptism
施洗約翰及耶穌受浸的神學意義

A. John the Baptist fulfills the first prophetic announcement of Israel’s restoration in
Isaiah 40-66
施洗約翰應驗了在以賽亞書 40~66 章中對以色列復興的第一個先知性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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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在第三章開始記載‘施洗約翰’：

【太 3:1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太 3: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太 3: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

他的路。』

太 3:4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喫的是蝗蟲野蜜。

太 3:5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

太 3:6 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

太 3:7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指

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太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太 3:9 不要自己心裏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

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太 3:10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太 3: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

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太 3:12 他手裏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施洗約翰的到來，應驗了在以賽亞書 40~66章中對以色列復興的第一個先知性的宣告：

【賽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賽 40:2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宣告說：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

免了，他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賽 40: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或作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當預備

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馬太接著記載到耶穌來到約但河受浸：

【太 3:13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

太 3:14 約翰想要攔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裏來麼。

太 3:15 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或作禮〕於是約

翰許了他。

太 3: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

降下，落在他身上。

太 3: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什麽是“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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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禮，或洗禮，應該是‘水(water)’所代表的嚴酷的考驗，是一種“水的嚴酷考驗(water

ordeal)”；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中過紅海所經歷的，也如同人類在挪亞時代的洪水所經歷

的一樣，是代表嚴酷的考驗，並且，是經由嚴酷的考驗，如同挪亞一家，而被‘辯護證明

(vindicated)’，而其餘的人則被‘審判(judged)’：

【彼前 3: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

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彼前 3:21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乎

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這個嚴酷的考驗，一方面帶來拯救，另外一方面又帶來審判。

同樣地，以色列人過紅海，也被稱為是“受洗歸了摩西”；意即，一方面以色列人藉著水

蒙拯救，而另外一方面埃及軍兵則受到水的審判：

【林前 10: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林前 10:2 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

B. Just as Israel had to go through the sea at the Exodus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and
just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had to do the same thing at the Jordan as a miniature second
Exodus, so again, now that Israel’s restoration is at hand through Jesus, true Israelites
must again identify with the water and the Jordan in order to begin to experience true
restoration.
正如同以色列需要在出埃及時經過紅海以進入應許之地，並且正如第二代必須一樣經過

約但河作為第二次出埃及的一個縮寫，所以再次地，由於以色列的復興經由耶穌即將發

生，真以色列人必須再次與水和約但河認同，以便開始經歷真正的復興。

【林前 10: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林前 10:2 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

【詩 77:18 你的雷聲在旋風中；電光照亮世界；大地戰抖震動。

詩 77:19 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詩 77:20 你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的第一代經過紅海，脫離埃及的轄制，但他們絕大多數都死在曠野。

以色列人的第二代則經過約但河，他們踏著乾地，進入應許之地。這似乎是一個迷你的過

紅海：

【書 1:10 於是約書亞吩咐百姓的官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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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1:11 你們要走遍營中，吩咐百姓，說：當預備食物；因為三日之內，你們要過這約

但河，進去得耶和華你們神賜你們為業之地。】

【書 3:14 百姓離開帳棚，要過約但河的時候，抬約櫃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頭，

書 3:15 他們到了約但河，腳一入水，（原來約但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漲過兩岸）

書 3:16 那從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極遠之地，撒拉但旁的亞當城那裏停住，立起成壘；

那往亞拉巴的海，就是鹽海，下流的水，全然斷絕。於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對面過去了。

書 3:17 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但河中的乾地上站定；以色列眾人都從乾地上過去，

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但河。】

《參考：

【書 4:1 國民盡都過了約但河，耶和華就對約書亞說：

書 4:2 你從民中要揀選十二個人，每支派一人，

書 4:3 吩咐他們說：你們從這裏，從約但河中，祭司腳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塊石頭帶過

去，放在你們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書 4:4 於是約書亞將他從以色列人中所預備的那十二個人，每支派一人，都召了來；

書 4:5 對他們說：你們下約但河中，過到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前頭，按著以色列人十二

支派的數目，每人取一塊石頭扛在肩上。

書 4:6 這些石頭在你們中間可以作為證據；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你們說：這些石頭，是甚

麼意思；

書 4:7 你們就對他們說：這是因為約但河的水，在耶和華的約櫃前斷絕；約櫃過約但河

的時候，約但河的水就斷絕了；這些石頭要作以色列人永遠的紀念。

書 4:8 以色列人就照約書亞所吩咐的，按著以色列人支派的數目，從約但河中取了十二

塊石頭，都遵耶和華所吩咐約書亞的行了；他們把石頭帶過去，到他們所住宿的地方，就

放在那裏。

書 4:9 約書亞另把十二塊石頭立在約但河中，在抬約櫃的祭司腳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

那石頭還在那裏。】

》

當以色列人從巴比倫被擄歸回之後，還沒有經過水；換言之，他們還沒有從巴比倫這個埃

及出來，他們還在流放之中。他們如果要離開巴比倫這個埃及，進入應許之地，就必須再

次與水認同，需要在約但河受浸。

耶穌的接受浸禮就代表以色列經過水，並且代表經由嚴酷的考驗而被‘辯護證明

(vindicated)’；浸禮之後，耶穌開始祂的服事。

這也是馬太的記載所暗示的：

【太 3:1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太 3: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太 3: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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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路。』

太 3:4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喫的是蝗蟲野蜜。

太 3:5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

太 3:6 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

……

太 3:13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

太 3:14 約翰想要攔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裏來麼。

太 3:15 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或作禮〕於是約

翰許了他。】

施洗約翰的洗禮，被稱作“悔改的洗禮”：

【可 1:4 照這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對一般人而言，需要浸禮是由於他們是罪人。

但，耶穌基督受約翰的浸禮不是因為祂是罪人。

耶穌，如同挪亞一家，是代表是剩餘的餘數。耶穌與‘蒙拯救的餘數’認同，祂與‘以色

列’認同。

耶穌甘願接受約翰的浸禮，祂讓自己與罪人認同，如同是他們的代表。罪人要蒙拯救，也

必須與祂認同。

耶穌自己與罪人認同，要藉著浸禮來完成在末世論的層面上的公義。這裏不只是在表示祂

是以色列，要成為完全的順服；耶穌基督是末後的亞當，要來完成首先的亞當、第二個亞

當‘挪亞’、以及團體的亞當‘以色列’本來應該完成，卻沒有完成的使命，也就是要來

滿足‘所有的公義’，也就是要在每一個層面上滿足公義。

耶穌受過浸禮之後，隨即進入到曠野，經歷試煉，證實是否可以完成並滿足這樣的公義。

從前以色列人也曾經在曠野受試煉；但他們不順服，因此，他們失敗了。

施洗約翰在曠野傳道，馬太說是應驗了以賽亞書的預言：

【太 3: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

直他的路。』】

在傳統上，學者是將以賽亞書分成兩個部分，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是一個部分，第四十章到

六十六章是一個部分。

施洗約翰所應驗的經文，正是以賽亞書第二部分的開始：

【賽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賽 40:2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宣告說：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

免了，他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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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0: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或作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當預備耶

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賽 40: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

必成為平原。

賽 40:5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

的。】

以賽亞書這段經文是以賽亞書的第二大段重要部分的開始（第四十章到四十六章）；第二

大段特別是關於宣告以色列將要從流放中歸回。

而施洗約翰正是應驗這裏的預言；這就表達以色列將有一個前所未有的更大的歸回。

儘管在此之前以色列在身體的層面上是歸回了，但不是在屬靈的層面上。

事實上，施洗約翰稱當時在猶太地要來受浸的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毒蛇的種類”。

這個稱呼，“毒蛇的種類”，是具有救贖歷史意義的理由：

【太 3:7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

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太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太 3:9 不要自己心裏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

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太 3:10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以色列如同一棵樹，預備要被砍掉。他們要被拒絕為神的子民。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以及

聖殿被毀。在主後七十年以後，你甚至無法追溯以色列人的家譜；因為這些家譜是存放在

聖殿中的。

約翰在這裏的陳述，“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將外邦人帶進了舞

臺，並且是與耶穌的使命有關。

注意到：

【太 3: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

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太 3: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浸禮應該是‘水(water)’所代表的嚴酷的考驗，是一種“水的嚴酷

考驗(water ordeal)”。耶穌的浸禮可能與以色列人及挪亞時代的洪水有關係。

事實上，之前我們看到，彼得就提到這樣的關聯：

【彼前 3: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

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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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3:21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乎

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明顯地，在馬太 3:16這裏，“鴿子”是“聖靈”的象徵。

挪亞的洪水是描述一個新的創造；那裏的“鴿子”是反映如同創世記第一章中“聖靈”運

行在遮蓋深淵的衆水之上。

以賽亞書在六十三章預言以色列要從巴比倫的流放歸回；在那裏也論到“聖靈”：

【賽 63:10 他們竟悖逆，使主的聖靈擔憂；他就轉作他們的仇敵，親自攻擊他們；

賽 63:11 那時，他們〔原文作他〕想起古時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說：將百姓和牧養

他全群的人從海裏領上來的，在哪裏呢；將他的聖靈降在他們中間的，在哪裏呢；

賽 63:12 使他榮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邊行動，在他們前面將水分開，要建立自己永

遠的名，

賽 63:13 帶領他們經過深處，如馬行走曠野，使他們不至絆跌的，在哪裏呢。

賽 63:14 耶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彷彿牲畜下到山谷，照樣，你也引導你的百姓，

要建立自己榮耀的名。】

以賽亞書六十三章這裏，就某種意義而言，是在呼求：

現在神的靈在哪裏呢？哪裏是神的新的“出埃及(exodus)”的工作呢？

接著以賽亞在第六十四章的開始說：

【賽 64:1 願你裂天而降，願山在你面前震動，

賽 64:2 好像火燒乾柴，又像火將水燒開；使你敵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國在你面前發

顫。】

耶穌在約但河受在曠野中的施洗約翰的浸，這表達從巴比倫歸回的以色列，如同是當時出

埃及的以色列，還是在曠野。必須要等到過了約但河，才是真正地（從屬靈的角度而言）

回到應許之地。

耶穌在約但河受浸之後，所發生的，似乎就回應了在以賽亞書的呼求：“現在神的靈在哪

裏呢？”以及在以賽亞書 64:1的呼籲：“願你裂天而降”：

【太 3: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

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太 3: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並且，當時有聲音從天上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而在以賽亞書四十二章已經提到神的僕人，是神所喜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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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2: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賽 42:2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賽 42:3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以賽亞書四十到四十六章開始提到的神的僕人，這個僕人將要帶領以色列的復興，並且，

“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最後這句話，“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是馬太沒有提到的。

誰是這個“僕人”？

在以賽亞書四十到五十三章，有時候“僕人”可以是指犯罪的以色列；但在以賽亞書四十

二章這裏提到的“我的僕人”，不可能是指以色列，因為以色列自己仍然是在流放之中。

我認為，在賽 42:1這裏“我的僕人”的所指，最好的答案或許是在：

【賽 49:1 眾海島阿，當聽我言；遠方的眾民哪，留心而聽；自我出胎，耶和華就選召

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賽 49: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將我藏在他手蔭之下；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將我藏在他

箭袋之中。

賽 49:3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

賽 49:4 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空，然而我當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裏，

我的賞賜必在我神那裏。】

這裏的“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指向他所說的話帶來審判。

這裏的神的僕人以色列，“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似乎他的工作都是徒然的；同樣地，

耶穌基督也死在十字架上，如同祂的工作都是徒然的。

以賽亞隨即接著說：

【賽 49:5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歸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裏聚

集。（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也成為我的力量）

賽 49: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

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賽 49:7 救贖主以色列的聖者耶和華，對那被人所藐視，本國所憎惡，官長所虐待的，

如此說：君王要看見就站起，首領也要下拜，都因信實的耶和華，就是揀選你以色列的聖

者。】

神的僕人的使命：“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

這裏的用詞很奇怪，以色列要使以色列歸回麽？

是的。有一個人要總結整個以色列，並且要聚集所有的以色列人。不但如此，祂還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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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的光，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極”。而這是首先的亞當本來就應該做的。

注意，這裏不是說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被拯救，而是說“以色列中得保全的”，也就是剩

餘的餘數要被拯救，要歸回。

所以，在馬太福音三章這裏，基督是被神所膏抹的，作為神在末世的僕人，要恢復以色列。

先是那些剩餘的餘數；之後是整個以色列國。

在第一世紀的猶太人，沒有承接亞當的使命。他們認為律法就是他們蒙揀選的標記，聖殿

就是他們蒙揀選的標記。他們完全沒有使命的概念。作為一個國家，他們的標記是向内的，

非常以自己為中心的，他們非常自豪，並且看不起外邦人。

而真以色列人的標記，你我的標記，應該是向外的，是“出去(to go out)”。當然這不是

說所有人要成為宣教士；但，我們所有的言行都應該反映出耶穌基督及父神，以致當人看

見我們，就歸榮耀給神，而不是歸榮耀給我們。

按照聖經，我們應該是‘作見證人’：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e;sesqe, mou ma,rturej：你們將要(持續)是 從屬我 (他們)見

證人》。】

先是在以色列，之後直到地極。

這是真以色列人的標記。不僅是“出去(going out)”及“作見證(witnessing)”，並且是藉

著‘作一個見證人(being a witness)’，就是藉著話語及行為，在基督裏盡諸般的義。

聖經曾經用無花果樹預表以色列；但，耶穌也曾經咒詛無花果樹，並且這是一棵不結果子

的無花果樹。為什麽呢？

馬太記載：

【太 3:7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

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魔鬼一直在試圖阻止亞當原本應該要完成的事情。這些“毒蛇的種類”一直跟隨他們的父

親，魔鬼。

這正如同耶穌在約翰福音所指出的：

【約 8: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

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

父。】

所以施洗約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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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這是真以色列人的標記，這也是真亞當後裔的標記。這也就是説，

要在言語行為中顯出“果子”，並且要與末後的亞當認同，就是與耶穌基督認同。

耶穌的浸禮所指向的，如同馬太福音十二章指出的，就是“耶穌是神的真僕人”，是以賽

亞書 42:1的應驗：

【太 12:14 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太 12:15 耶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裏，有許多人跟著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太 12:16 又囑咐他們，不要給他傳名。

太 12:17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

太 12:18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裏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靈賜給

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太 12:19 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

太 12:20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

勝；

太 12:21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有學者將以賽亞書中的“神的僕人”稱為“新摩西”。在舊約，摩西經常被稱為‘神的僕

人’。

這也類似於耶穌基督如同一個“新摩西”，帶領一個新的“出埃及”，開始一個新的創造。

IV.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Jesus’ Temptation in the
Wilderness.
耶穌在曠野受試探的救贖歷史意義

耶穌在受浸之後，馬太記載，聖靈隨即引導祂到曠野經歷試探：

【太 3: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

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太 3: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太 4:1 當時《To,te：當那時地》，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這件事同樣地具有在救贖歷史上的意義。

但 ，在路加福音及馬太福音的記載，有不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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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記載到耶穌受浸之後，隨即記載了耶穌的家譜，之後才記載耶穌到曠野受試探：

【路 3:21 眾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

路 3:22 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彿鴿子，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悅你。

路 3:23 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依人看來，他是約瑟的兒子，約瑟是希里的

兒子，
……

路 3:38 以挪士是塞特的兒子，塞特是亞當的兒子，亞當是神的兒子。

路 4:1 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但河回來，聖靈將他引到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路加福音的家譜，從耶穌追溯到亞當；且亞當是神的兒子。耶穌也如同亞當受試探。耶穌

是末後的亞當；是真亞當，是真以色列。

從路加福音的角度，呈現耶穌是真亞當，如同亞當在伊甸受試探。

從馬太福音的角度，呈現耶穌是真以色列，如同以色列在曠野受試煉。

A. The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echo Israel’s forty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四十晝夜”回應以色列在曠野的四十年。

【太 4:2 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了。

太 4:3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太 4: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

切話。』】

為什麽是四十天呢？

這是提醒我們，耶穌在受過浸禮，從水裏上來之後，繼續跟隨在歷史中的以色列的模式。

並且，耶穌是以以色列原本應當有的回應來回應在曠野中的試探：

【申 8:2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

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

申 8:3 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喫，使你知道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B. Jesus succeeds in facing the same temptations to which Israel succumbed.
耶穌在面對以色列曾經屈服的試探時得勝。

有意義的是，在魔鬼三次的試探中，耶穌每次的回答都是出自申命記的經文，都是出自摩

西寫下的話語。耶穌每次都是以摩西寫下的話語來回應撒但的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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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耶穌經歷的三次試探，正也是約翰所提到的三種試探：

【約壹 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約壹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

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約壹 2: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耶穌也同樣受這三方面的試探。

第一個試探，對應於“肉體的情慾”：

【太 4:3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太 4: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

切話。』】

耶穌的回答是出自申命記 8:3：

【申 8:3 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喫，使你知道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耶穌是可以將石頭變成餅；但，現在不是祂的時刻。耶穌必須先經歷這些試驗。

同樣地，夏娃也受到食物的試探：

【創 3: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

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喫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喫了。】

第二個試探，對應於“眼目的情慾”：

【太 4:5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頂原文作翅〕

太 4:6 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

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太 4:7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耶穌的回答是出自申命記 6:16：

【申 6:16 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神，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

猶太人的傳統中提到，基督來到的時候要站在聖殿的殿頂上。

站在聖殿的殿頂上，這會是萬人矚目的榮耀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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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耶穌必須以父神的方式，在父神的時間被宣告為彌賽亞。現在不是祂的時間。

第三個試探，對應於“今生的驕傲”：

【太 4:8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

太 4:9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太 4:10 耶穌說：撒但退去罷。〔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因為經上記著說：

『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耶穌的回答是出自申命記 10:20：

【申 10:20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事奉他，專靠他，也要指著他的名起誓。】

基督若失敗了，就是敬拜偶像。

敬拜偶像也是以色列向神所犯最嚴重的罪。

在第二次的試探中，魔鬼的試探也是引用自聖經中的經文：

【詩 91:9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詩 91:10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詩 91:11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詩 91:12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詩 91:13 你要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

魔鬼引用詩篇九十一篇的經文到第 12節。

但，熟悉經文的都會知道下一節的經文是：“你要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

而按照聖經：魔鬼，就是“古蛇”：

【啟 20:1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

啟 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

或許魔鬼也會記得在創世記中，神曾經說過：

【創 3:14 耶和華神對蛇說：你既作了這事，就必受咒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

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喫土。

創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

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顯然，魔鬼引用詩篇九十一篇的經文來試探耶穌的時候，並不相信後面所說的：“你要踹

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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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馬太記載：

【太 4:11 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馬可福音完全沒有對耶穌受試探的詳細記錄；但卻記錄了：

【可 1:13 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且有天使來伺候他。】

馬可福音特別地提到“與野獸同在一處”。這提醒我們，亞當曾經也是與野獸同在一處。

馬可的這一點的筆觸或許顯示：耶穌來是要作成亞當所沒有作成的使命，是要做對亞當在

當時做錯的事情。

C. The defeat of the devil in the wilderness was Jesus’ first act of conquering the
“Canaanites in the promised land” as true Israel, in this case the devil was the ultimate
satanic prince of the Canaanites and all wicked nations.
在曠野中擊敗魔鬼是耶穌征服“在應許之地的迦南人”的第一個舉動，在這個情況而言，

魔鬼是迦南人及所有邪惡國家的終極的惡魔之王。

耶穌在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並且勝過魔鬼，這就宣告了基督的得勝。

在福音書中，基督的得勝是在一開始，而不是在最後。

耶穌在開始就勝過魔鬼，這是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是掃蕩，耶穌開始趕逐污鬼。

耶穌勝過魔鬼，這是祂戰勝“在應許之地的迦南人”的體現；如同“捆住那壯士”：

【太 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太 12:29 人怎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纔可以搶奪他的

家財。】

伊甸園如同第一個神的聖殿。祭司本不當讓不潔净的東西進入聖殿。

亞當本不應當讓蛇進入伊甸園。

亞當本應當來到“分別善惡樹”的前面（在舊約，‘分別善惡’是象徵審判），信靠神，奉

神的名向蛇宣告咒詛，將之驅逐出伊甸園。但亞當並沒有這麽做。

基督在曠野受試探得勝，就成就了亞當在伊甸原來所沒有完成的。同時，基督也成就了第

二棵樹的作用，就是在啟示錄二十二章提到的，這棵樹就是要“醫治萬民”：

【啟 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樣或作回〕每月都結果子；樹

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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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如何開始征服應許之地，基督是如何成為一個見證，就是要成為萬國的光，祂是如

何開始做的呢？

在耶穌受試探的時候是依靠神的話語。而聖經不斷地提醒，神的話語就是光，神的律法就

是光，並且，只有“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參考：

【箴 6:23 因為誡命是燈；法則〔或作指教〕是光，訓誨的責備是生命的道；】

【詩 119: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 119:130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

【詩 36:9 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

基督得勝之後，成為照亮萬民的光：

【賽 42:6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中保

原文作約〕作外邦人的光，】

耶穌勝過魔鬼的試探，耶穌始征服應許之地，祂是如何達成這些的那呢？

就是藉著忠於神的話語，以神的話語為中心。

沒有以神的話語為中心，這正是亞當、挪亞、以色列失敗的所在。

忠於神的話語，以神的話語為中心，這是我們勝過魔鬼試探的關鍵，也是我們顯明對神的

忠誠。

我想今天在講臺宣講的事奉中的問題之一，就是傳道人在服事中試圖做太多的事情，試圖

參與在事工中的每一層面，也就因此減低了對神話語的預備，而不能很好地喂養神的子民，

以致教會落在一個貧窮枯竭的光景中。

D. After defeating the Devil in the Promised Land, Jesus again is seen as beginning to
further fulfill Isaiah’s promises of Israel’s restoration.
在應許之地擊敗魔鬼之後，耶穌再次被視為是開始進一步應驗以賽亞對以色列復興的應

許。

耶穌勝過魔鬼，接下來馬太進一步闡釋耶穌應驗以賽亞對以色列復興的預言：

【太 4:12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

太 4:13 後又離開拿撒勒，往迦百農去，就住在那裏；那地方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

利的邊界上。

太 4:14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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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4:15 說：『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太 4:16 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

們。』】

誰是那“光”？

在創世記中，光照在黑暗中，就帶出了創造。

馬太福音 4:15~16的經文是引用自以賽亞書九章：

【賽 9:1 但那受過痛苦的，必不再見幽暗。從前神使西布倫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視；

末後卻使這沿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著榮耀。

賽 9:2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以賽亞書九章的背景是預言以色列的復興，甚至要延伸到“外邦人的地”。

以賽亞預先看到以色列人會在應許之地；但，他們仍然需要復興，並且會有“光”。

“在黑暗中的光”，這是什麽意思？

這提醒我們第一次的創造，也提醒我們以色列在埃及。

這“光”是誰？

以賽亞接著說：

【賽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 9: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

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這裏的那“光”，在上下文中，就是這一個“嬰孩”。

在馬太所引用的以賽亞書 9:2的經文之後，以賽亞接著說：

【賽 9:3 你使這國民繁多，加增他們的喜樂；他們在你面前歡喜，好像收割的歡喜，像

人分擄物那樣的快樂。

賽 9:4 因為他們所負的重軛，和肩頭上的杖，並欺壓他們人的棍，你都已經折斷，好像

在米甸的日子一樣。】

“你使這國民繁多”的意思就是增加以色列民，並且還要戰勝仇敵。要 mulitiply，要

increase，要 subdue《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征服）這地》。

基督是末後的亞當；而以色列是‘團體的亞當(corporate Adam)’。

耶穌就是這“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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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隨即呼召門徒，就是象徵性地開始聚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太 4:18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他兄弟

安得烈，在海裏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

太 4:19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太 4:20 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

關於門徒，主耶穌說：“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作門徒的主要意義就是見證人。得人的漁夫，就是‘捕捉失喪之人的漁夫(fishers for lost

humanity)’。

耶穌在這裏所做的就是開始召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召聚十二門徒是這個開始。

耶穌戰勝魔鬼之後，接下來作的是：

【太 4:23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

太 4:24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那裏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樣疾病，各樣疼

痛的，和被鬼附的，癲癇的，癱瘓的，都帶了來，耶穌就治好了他們。】

耶穌的“醫治”在‘耶穌要做亞當所有要做的事情’上，具有什麽相關的意義？

啟示錄告訴我們，在新創造的新天新地中：

【啟 21: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

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墮落帶來的咒詛就是死亡。復活是最後的醫治。

一切的疾病及其伴隨的痛苦，都是墮落的一部分。墮落使人類成為破碎，並且也包括身體

上的，最終以死亡終結。

耶穌的‘醫治’是這個咒詛的逆轉的開始，是墮落的逆轉的開始，要以最後，就是在這個

世代的結束，的‘復活’作為終結。‘復活’是完全的逆轉。

耶穌就是要來做成亞當所沒有做的，並且開始帶入行動中，醫治這個破碎的世界。人類所

有在身體上的問題也都源於墮落，並且墮落也使人與神分離。

耶穌的‘醫治’如同是一個‘行動’帶出的‘比喻’，是表達‘罪的赦免’。耶穌的對癱

子的‘醫治’特別表達耶穌基督有赦罪的權柄。

耶穌基督開始恢復原有的次序；在以弗所書一章中基督被稱為“家的經理(household

manager)”。為什麽呢？

因為整個家被竊賊攪得天翻地亂；而竊賊一開始就不應該讓他進門。這也是亞當一開始沒

有做到的。

耶穌所做的，一方面是醫治，指向最後身體的復活；而這一切身體的醫治都指向屬靈的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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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經由屬靈的復活與神和好，並且也與人和好。

我們現在活在一個破碎的世界，在信徒跟隨羔羊的脚蹤中，我們碰觸到的一切都應該為之

帶來平安，這也就在無形中擴展伊甸園的範疇。我們應該就是‘那使人和睦的’；這也是

真以色列人的標記之一，是真正亞當後裔的標記之一。

以賽亞接著又指出，在復興的時候，不僅整個國家要在屬靈上恢復與神的關係，有屬靈的

醫治，人也要得到身體上的醫治：

【賽 32:1 看哪，必有一王憑公義行政；必有首領藉公平掌權。

賽 32:2 必有一人像避風所，和避暴雨的隱密處，又像河流在乾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

子在疲乏之地。

賽 32:3 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聽的人，耳必得聽聞。

賽 32:4 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識，結吧人的舌，必說話通快。】

【賽 35:5 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

賽 35:6 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吧的舌頭必能歌唱；在曠野必有水發出，在沙漠必有

河湧流。】

事實上，這也是耶穌對施洗約翰所差派來詢問的門徒的回答：

【太 11:2 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作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

太 11:3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太 11: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

太 11:5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

音傳給他們。】

耶穌開始了一個新的創造。我們也都成為這個新的創造的一部分：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w[ste ei; tij evn Cristw/|( kainh. kti,sij\

ta. avrcai/a parh/lqen( ivdou. ge,gonen kaina,：以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在基督裏得到醫治。身體上的醫治是一個記號，雖然我們的身體不

見得每次在禱告中會得到醫治，但耶穌的醫治，它指向最後身體的復活。

我們都有我們的軟弱；就某種意義而言，我們也還在從流放中歸回的過程中。因此，這也

可以是從不同角度來看“使成聖”的方式：“成聖”就是從流放中的歸回。

為什麽許多人不從巴比倫的流放中歸回呢？

因為他們眷戀巴比倫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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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巴比倫的流放中歸回就是回轉來忠於神。

V. Jesus as a Latter-Day New Moses Who Leads Israel Back to God
耶穌如同一位末日新摩西引導以色列歸向神

A. One of the first indications of this is the “Sermon of the Mount”
這件事首先指標中的一個就是“登山寳訓”

在舊約時代中，以利亞是在山上説話；但在以利亞之前是摩西在山上説話。

耶穌就是在山上宣講“登山寶訓”的：

【太 5:1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太 5:2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太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

八福中重複的“Maka,rioi”《(他們)蒙至高褔的》《makarios“具至高褔的(蒙至高褔的)”》

的使用，應該會讓我們想起創世記第一章：

【創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創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

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耶穌接著教導：

【太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太 5: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太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

天上的父。】

在之前最後一次提到“光”是在馬太第四章引用的以賽亞書的經文：

【太 4:15 說：『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

地。

太 4:16 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

們。』】

在馬太福音 4:16這裏的“光”是指向耶穌基督。門徒與耶穌基督認同，也成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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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也談到“耶路撒冷要成為萬國的光”，或許耶穌心裏想到的也是這個：

【賽 60:1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賽 60:2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

在你身上；

賽 60:3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

賽 60:10 外邦人必建築你的城牆，他們的王必服事你；我曾發怒擊打你，現今卻施恩

憐恤你；

賽 60:11 你的城門必時常開放，晝夜不關，使人把列國的財物帶來歸你，並將他們的

君王牽引而來。】

馬太福音五到七章，耶穌特別論到“國度”：

【太 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國度”與舊約有什麽關係呢？

亞當原來是要代表神來管理世界，是神的‘代理攝政者(vice regent)’；他是按照神的形

像被造。亞當携帶神的形像，在地上代表神，來管理全地。但，亞當失敗了，挪亞也失敗

了，群體的亞當以色列也失敗了。

基督達成了這個目標。

我們在基督裏也與祂一同來做。

【太 5: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avlla. plhrw/sai：

但乃是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充滿添足》。】《pleroo“促使成充滿添足”》

《註﹕pleroo“促使成充滿添足”：

Strong 指出，動詞 pleroo 是由形容詞 pleres“充滿添足的”衍生出來的，表達“使得裝滿

( to make replete)”，也就可以字意性地表達“塞滿(一張網子)(to cram (a net))”，“填滿

(一個中空的東西)(level up (a hollow))”，或比喻性地表達“提供(或充滿浸透，散播彌漫，

影響感化)(to furnish (or imbue, diffuse, influence))”，“使得滿足滿意(satisfy)”，“執行

(一個職務)(execute (an office))”，“完成(一段時期或一件任務)(finish (a period or task))”，

“證實(或符合一個預測)(verify (or coincide with a prediction))”等等。

》

在馬太福音 5:17 中，“成全”這個字的希臘文為 plhro,w《pleroo“促使成充滿添足”》，

這個字在其他許多地方都表達對舊約預言的“應驗”：

【太 4:14 這是要應驗《plhrwqh/：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先知以賽亞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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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祂要“成全”律法。

如同登山寳訓所顯示，耶穌是律法的教師。耶穌不僅僅是在完全的含義上教導律法，並且

祂也成全律法。

耶穌藉著順服來成全律法，就是藉著教導來教導律法的完整含義，且藉著遵行來成全律法，

同時耶穌又“應驗”律法的預言，“應驗”舊約的預表的‘表號(types)’、“應驗”舊約

的歷史中的“模式(patterns)”，例如，逾越節的羊羔等等。

《註：參考：
耶穌作為“王”，就如同一位君王的言行本該就是國度律法的彰顯，耶穌來也是要在完全

的層面上彰顯這個律法。也因此，耶穌在教導登山寳訓之後，衆人看祂正像有權柄的人。

就新約的信徒而言，這律法是刻寫在心版上，也意味著要從内心活出這個律法。或許，這

也是馬太福音中，耶穌的門徒，即學習者，所要從耶穌學習的，學習主的樣式，並在最後，
在新天新地中，與基督一同作王。這是神的榮耀，也是神在基督裏所定的旨意。

》

在耶穌基督復活之後，只有透過基督，我們才可以理解基督如何與整個舊約產生關聯，我

們也才可以理解我們如何與基督產生關聯，如何與舊約產生關聯。

這正如同保羅所說的：

【林後 1:19 因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在你們中間所傳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總沒有是

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是。

林後 1:20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實

在原文作阿們〕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我認為，這裏的意思就是：在基督的第一次到來中，在‘末後的日子’的基督“應驗”了

舊約中每一個主要的預言；這是在第一世紀開始應驗，並且持續地繼續並指向未來。

我發現末世論中關注的，不是末世的一連串事件，末世論中關注的主要是‘新創造’。

我不認為‘新創造’是整個聖經的主要思想或是主要的要點。整個聖經主要的要點是‘神

的榮耀’：

【太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

在天上的父。】

這是從救贖歷史的方式來看的。

主禱文是在末世的人應該有的禱告：

【太 6: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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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 6: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太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kai. a;fej hm̀i/n ta. ovfeilh,mata hm̀w/n( wj̀ kai.

hm̀ei/j avfh,kamen toi/j ovfeile,taij h̀mw/n：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

那些 到於(它們)所積負之債務 從屬我們， 正如地 並且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積欠負債者 從屬我們》。

太 6: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

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有古卷無因為至阿們等字〕】《aphiemi“從那裏使促動挪

移離開(任憑釋放離開)”》

不懂得“饒恕”，就缺少了一個真亞當後裔的特質；“饒恕”是一個真以色列的特質，也

就是基督徒的特質。

缺少了這個特質，也使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變得艱難，無論是你的婚姻，無論是你的人際關

係。

“饒恕”不是人的本性；必須懇求神的恩典。

【太 6:14 《因為》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VEa.n ga.r

avfh/te toi/j avnqrw,poij ta. paraptw,mata auvtw/n( avfh,sei kai. um̀i/n o` path.r u`mw/n ò ouvra,nioj：但

凡若是 因為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

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並且 在對你們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他)在天的》。

太 6:15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從心裏的“饒恕”是“真信心/信仰的果實(the fruit of true faith)”。

如果你不能“饒恕”，就表示你沒有被真正地饒恕/赦免。

如果你真正經歷了“饒恕”，你必然會延伸到他人。這就是延伸平安的領域的一部分；這

個平安的領域也就是伊甸。

我有一次激動地說：“I am going to sue that person!”《我要告那個人！》

我的妻子回應：“That’s really godly!”《這真是敬虔啊！》。

B. Matthew 7:24-27 may be referring to Jesus’ re-establishment of the temple in himself as
the “rock”.
馬太福音 7:24~27 或許是指向耶穌以自己作為“磐石”的重建聖殿。

【太 7:24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太 7:25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太 7:26 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太 7:27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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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比喻中，透過‘新創造’的角度來看，可能是談到“以色列的家(the house of

Israel)”。

有學者認為耶穌可能是在講説聖殿。

我也認為耶穌可能是講到聖殿。作為一個聰明的人，耶穌自己的家就是教會，就是聖殿，

並且耶穌是以自己為立根基的“磐石”。

【太 16:15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太 16: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太 16:17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

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太 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

能勝過他。〔權柄原文作門〕】《oikodomeo“作住處家室修建營造之人(作住家營建之人=

營建修造)”》

《註﹕oivkodome,w：oikodomeo“作住處家室修建營造之人(作住家營建之人=營建修造)”：

Strong指出，動詞 oikodomeo這個字是由名詞 oikodome“為住處家室修建營造(為住

家營建=建築造就)”的來源字衍生出來的，表達“作一個房屋建造者(to be a house-

builder)”，也就可以 表達“建築(construct)”，或比喻性地表達“使鞏固(confirm)”。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40次。

Vine指出，oikodomeo這個字源自名詞 oikos“住處家室”以及動詞 domeo“修建營

造”，直接的意思為“修建營造一個住處家室(to build a house)”，因此應用於“對任

何事物的建造(to build anything)”在新約使用於：1）按照字意的建造；2）比喻性的

使用；特別是在“造就(edifying)”的意義上的使用，即，通過教學或榜樣促進信徒屬靈

的成長和品格的發展，暗示是由於耐心勞苦而產生的這種屬靈的進步。

》

我們可以透過救贖歷史的透鏡來看浪子的比喻。

浪子的離家，表達到了外邦人的地，並且喂豬。

浪子的歸回表達以色列的從流放中的歸回。

天父擁抱那真心歸回的以色列。

誰是大兒子呢？

這或許是很好的方式描述：壞以色列，就是當時猶太人的宗教領袖；他們雖然在家，但，

就屬靈的光景而言，他們仍然是在被擄之中。

猶太人以他們的聖殿為傲，以他們的律法為傲，以他們的割禮為傲，以他們的安息日為傲，

以他們的食物的律法為傲，並藉以與外邦人分別。但這些都是標記。猶太人以這些標記為

傲。但，這不是神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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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少年官以他的地土為傲；土地成為他的偶像。

而基督現在在去除這些標記。

耶穌是真的安息日；耶穌是真的聖殿。要潔净，就必須在基督裏面被潔净。要受割禮，就

必須在基督裏受割禮。耶穌要潔净聖殿，因為這已經是一個敗壞了的聖殿；耶穌潔净聖殿

以預備好聖殿來接受毀壞，象徵即將來到的毀壞，而基督自己要來取代這個聖殿，成為真

正的聖殿，是神真正的臨在。

馬太福音七章這裏是比喻性的，是暗示性的，預期那個聖殿，也就是將要被釘十字架的。

耶穌將自己的身體比喻為聖殿，這是猶太人所如法忍受的，因此，他們將耶穌釘十字架。

VI. Jesus’ Healings Represent the Restoration of Israel and a Reversal of the
Curses of the Fall.
耶穌的醫治代表以色列的復興以及對墮落的咒詛的一個反轉。

我們在嘗試從“透鏡(lens)”來看以馬太福音為主的聖經神學。

我們看到的第一個“透鏡”是創世記第一及第二章的第一個創造；

我們看到的第二個創造的“透鏡”是挪亞；

我們看到的第三個創造的“透鏡”是以色列人的出埃及；

我們看到的第四個復興的“透鏡”是另外一次“出埃及”，這次擄掠他們的不是埃及，而是

巴比倫。

這四個事件都是“新的創造”的事件。而我們一般都認為，創世記第一及第二章是第一個創

造，新天新地是第二個創造。

將挪亞的洪水事件視為是另外一次的創造，早在第一世紀猶太拉比的著作就有這樣的説法。

有學者指出，舊約的第一部注釋書是希臘文的舊約聖經《即，七十士譯本》，大約是在主

前第三世紀作的。

如果小心地讀聖經，挪亞的洪水從地裏出來等等，就會知道這裏是指向創世記第一、二章，

挪亞的洪水這裏是說到一個新的創造。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發生在埃及的災禍，一些‘要素(elements)’的被摧毀，就是在創造

中被創造的要素，因此所發生的是一個在埃及的“去創造(decreation)”。在埃及發生 的，

將要在這個世代最後的末了，以一個更大尺度的方式發生於這個世界。以色列人出埃及，

經過水，經過有水分隔所露出來的地。他們進入到迦南地，而迦南地很有意思地就被稱為

是伊甸。這是在創世記十三章中所指出的“如同耶和華的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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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13:10 羅得舉目看見約但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在耶和華未

滅所多瑪，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地。】

當以色列人被逐出應許之地，被擄掠到巴比倫。他們從巴比倫的回歸被稱為第二次的“出

埃及”，被視為另外一個創造。

當我們來到福音書的時候，在回歸的猶太人及其後裔中，只有極少數的餘數是真信徒。舊

約預言的應許只有在非常小的尺度是被應驗。就當時而言，這絕不是一個新的創造，並且

當時也沒有那偉大的聖殿（以西結異象中看到的聖殿）。至於他們歸回之後所建造的聖殿，

並沒有神的臨在於其中。聖靈也沒有如同預言中提到的被澆灌下來。預期的彌賽亞也沒有

來到。所預言的復興並沒有來到。他們事實上仍然是在被擄掠之中（先後有瑪代波斯人、

希臘人、羅馬人）。在以色列地，魔鬼及撒但還非常活躍地在活動。他們在羅馬人的統治

之下；但更多地是在控制羅馬帝國後面的那世界的統治者之下，也就是在魔鬼的統治之下。

我們用這四個“透鏡(lens)”來看馬太福音。

前面説到，基督如同“新摩西”引導以色列回歸神。

有學者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出埃及記七到十二章中列舉了十災；在馬太福音八到九章列舉

了基督的十個神蹟。

《註：馬太福音八到九章的十個神蹟：

大痲瘋病人、百夫長的僕人、彼得的岳母、平靜風和海、從墳塋裏出來兩個被鬼附的人、

一個癱子、管會堂的女兒、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女人、兩個瞎子、鬼所附的一個啞吧。

》

馬太福音 8:1~4中，耶穌醫治了大痲瘋病人。早期猶太傳統中提到摩西也醫治了大痲瘋

病人。耶穌的吩咐中也特別提到了摩西：

【太 8:4 耶穌對他說：你切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獻上摩西所吩咐的

禮物，對眾人作證據。】

在早期猶太傳統中也提到摩西叫死人復活。

此外，在福音書中耶穌顯示有在大水（海）之上的權柄。摩西也顯示如此（叫紅海分開）。

在以賽亞書，海中的獸象徵著魔鬼：

【賽 51:9 耶和華的膀臂阿，興起，興起，以能力為衣穿上，像古時的年日，上古的世

代興起一樣。從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魚的，不是你麼。

賽 51:10 使海與深淵的水乾涸，使海的深處變為贖民經過之路的，不是你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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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斥責” 風和海使之安靜：

【太 8:26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膽怯呢；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

海就大大的平靜了。】《evpitima,w：epitimao“在上面評具為估值評價(在上面評具珍貴價

值=在上面評價珍視=評斷申誡)”》

耶穌也用同樣的話“斥責”污鬼：

【太 17:18 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子就痊愈了。】

我們會看到，耶穌與海的關係具有‘宇宙性的暗示(cosmic implication)’，可以認識到海所

代表的含義，就是‘魔鬼的勢力(the forces of the evil)’。

登山寳訓中的一個强調就是“國度(kingdom)”。特別是在八福中，開始於國度，也結束

於國度：

【太 5: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

太 5: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此外，也在主禱文中：

【太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 6: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

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有古卷無因為至阿們等字〕】

“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暗示，耶穌所遭遇的（那惡者的試探）也會是我們會

遭遇的。

如同耶穌為門徒的禱告：

【約 17: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或作脫離罪惡〕】

並且，關於“不叫我們遇見試探”，聖經也指出：

【林前 10:1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

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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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的登山寳訓中繼續提到“國度(kingdom)”，例如：

【太 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 7:21 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

進去。】

許多福音派的學者認為，基督介紹了國度，但猶太人拒絕了，因此，國度從來沒有實際地

來到，而是延遲了；現今我們是在一個括弧的中介時期，稱為教會時期，要等到教會被提，

以色列人在大災難中接受主，直等到基督的再來，實現這個國度，進入千禧年。

就我而言，我不認為是這樣的。

我認為：基督引進了國度，國度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學者支持國度的延遲，沒有真正到來的根據是：

【太 3:1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太 3: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metanoei/te\ h;ggiken ga.r h` basilei,a tw/n ouvranw/n：你們

現在就要持續轉念悔悟；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因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

(他們)天空/天》。】《eggizo“使成彎曲緊壓(使成接近=靠近)”》

有人說，這裏是“h;ggiken”《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認為在表達：是靠近了，但還沒有到。

馬太記載，耶穌也有同樣的宣告：

【太 4: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metanoei/te\

h;ggiken ga.r h` basilei,a tw/n ouvranw/n：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轉念悔悟；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因為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但，這裏的《h;ggiken：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是表達某件事情剛剛開始，並且有更多的要到

來。

這裏的理由是：馬太在之前先指出耶穌應驗了以賽亞的預言：

【太 4:12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

太 4:13 後又離開拿撒勒，往迦百農去，就住在那裏；那地方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

利的邊界上。

太 4:14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

太 4:15 說：『西布倫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太 4:16 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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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意即，馬太首先宣告了以賽亞書對國度的預言，説明基督開始應驗這個預言，之後才説到：

【太 4: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h;ggiken：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你

們應當悔改。】

而在以賽亞的預言提到“末後”：

【賽 9:1 但那受過痛苦的，必不再見幽暗。從前神使西布倫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視；

末後卻使這沿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著榮耀。

賽 9:2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並且隨後，以賽亞立即説到他們要增多，要戰勝仇敵：

【賽 9:3 你使這國民繁多，加增他們的喜樂；他們在你面前歡喜，好像收割的歡喜，像

人分擄物那樣的快樂。

賽 9:4 因為他們所負的重軛，和肩頭上的杖，並欺壓他們人的棍，你都已經折斷，好像

在米甸的日子一樣。

賽 9:5 戰士在亂殺之間所穿戴的盔甲，並那滾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為可燒的，當作火

柴。】

並且，之後隨即説到：

【賽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 9:7 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

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這也是耶穌基督已經應驗的（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

頭上）；以致祂可以宣告，天國已經靠近了；即，已經開始了。

《註﹕eggizo“使成彎曲緊壓(使成接近=靠近)”：

Strong指出，動詞 eggizo這個字是由副詞 eggus“彎曲緊壓地(接近地)”衍生出來的，

表達“使成接近(to make near)”，也就可以表達“(反身地)靠近((reflexively)

approach)”。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42次。

Vine 指出，eggizo 這個字與副詞 eggus“彎曲緊壓地(接近地)”有關，表達“來到接近，



147

拉近(to come near, draw nigh)”，及物的用法表達“帶來接近(to bring near)”，

不及物的用法表達“接近(to draw near)”；在新約使用於：

1）及物的用法：表達“使靠近”，後面接直接受格，在新約沒有這種用法，只有在舊約

七十士譯本使用過：[賽 5:8：禍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連(eggizo)地，以致不留餘地的，

只顧自己獨居境內。]；

2）不及物的用法：表達“接近”，有時候後面接介係詞或接間接受格：

(a)獨立使用：[太 3:2：天國近了(eggizo)《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_因為_(她)那_(她)王權

國度_從屬(他們)那些_從屬(他們)天空/天》，你們應當悔改。]、[路 21:28：一有這些事，

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eggizo)《為是這樣之緣故_他/她/它現在持

續靠近_(她)那_(她)解脫得贖_從屬你們》。]、[羅 13:12：黑夜已深，白晝將近(eggizo)

《(她)那_(她)夜晚_他/她/它那時(也是)往前推進，_(她)那_然而也_(她)日子/白日_他/她/

它現在已經靠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雅 5:8：你們也當忍

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eggizo)《是這樣_(她)那_(她)臨近_從屬(他)那

_從屬(他)主人_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彼前 4:7：萬物的結局近了(eggizo)《從屬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_然而也_(它)那_(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_他/她/它現在已經靠

近》；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

(b)後面接介係詞：[太 21:1：耶穌和門徒將近(eggizo)耶路撒冷《並且_當這時地_他/她/

它們那時(也是)靠近_向內進入_到於(她)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欖山那裏；]、[路

10:9：（無論進那一城，人若接待你們，給你們擺上甚麼，你們就喫甚麼。）要醫治那城

裏的病人，對他們說：神的國臨近(eggizo)你們了《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_<在上面>到

上面_到於你們_(她)那_(她)王權國度_從屬(他)那_從屬(他)神》。]；

(c)後面接間接受格：[路 7:12：將近(eggizo)城門《正如地_然而也_他/她/它那時(也是)靠

近_在對(她)那_在對(她)大門_從屬(她)那_從屬(她)城邑》，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這人是

他母親獨生的兒子，他母親又是寡婦；有城裏的許多人同著寡婦送殯。]、[雅 4:8：你們

親近(eggizo)神，神就必親近(eggizo)你們《你們那時(也是)就要靠近_在對(他)那_在對

(他)神，_並且_他/她/它將要(持續)靠近_在對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

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

因此，《h;ggiken：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是表達，一件事情剛剛開始，將有更多的要來到。

甚至在以賽亞書五十七章繼續談到這個復興，也談到福音，並且是與國度有關：

【賽 52:7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

腳登山何等佳美。】

福音（佳音）就是好消息。“你的神作王了”，這是福音的宣講。

這也應該是與基督的宣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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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4:17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h;ggiken：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你

們應當悔改。】

【太 4:23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

症。】

就連施洗約翰的宣講也是與以賽亞書的預言有關：

【太 3:1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太 3: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太 3: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

他的路。』】

而這“先知以賽亞所說的”是宣告以色列的復興的應許的來到：

【賽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賽 40:2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宣告說：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

免了，他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賽 40: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或作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當預備耶

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賽 40: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

必成為平原。

賽 40:5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

的。】

並且也關係到“神要作王”：

【賽 40:9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阿，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阿，你要極力揚

聲；揚聲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

賽 40:10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在他那裏，他的

報應在他面前。

賽 40:11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小

羊的。】

《註：參考：

【太 2:2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pou/ evstin o` tecqei.j basileu.j tw/n VIoudai,wn：
從屬某個什麼地方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那時(也是)被生產帶出了的 (他)君王 從屬(他們)

那些 從屬(他們)猶太人的》。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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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6 『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

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

進一步地看“evggi,zw”《eggizo“使成彎曲緊壓(使成接近=靠近)”》這個字：

【哀 4:18 仇敵追趕我們的腳步像打獵的，以致我們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們的結

局臨近《h;ggiken ò kairo.j h̀mw/n：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他)那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屬我們》，

我們的日子滿足，我們的結局來到了。】

在這裏，耶利米不是說，“我們的結局還沒來到，只是靠近了”。

耶利米是說的是：“我們的結局臨近《h;ggiken o` kairo.j hm̀w/n：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他)那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屬我們》，我們的日子滿足《evplhrw,qhsan ai` hm̀e,rai hm̀w/n：他/她/它那時(也

是)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她們)那些 (她們)日子/白日 從屬我們》，我們的結局來到了《pa,restin o`

kairo.j hm̀w/n：他/她/它現在持續來到旁邊 (他)那 從屬(他)場合時節 從屬我們》”。

也就是說，我們的結局不是還沒來到，而是已經開始了。

我談到這個字的使用，是因為許多學者利用這個字，堅持國度沒有實際的到來，只是靠近

了，並且，現在是被延遲了。

類似的使用可以參考：

【太 26:44 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第三次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太 26:45 於是來到門徒那裏，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罷。〔罷或作麼〕時候

到了《h;ggiken h` w[ra：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鐘點時刻》，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

太 26:46 起來，我們走罷；看哪，賣我的人近了。

太 26:47 說話之間，那十二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並有許多人，帶著刀棒，從祭司長

和民間的長老那裏，與他同來。】

【路 21:8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

是基督；又說：時候近了《ò kairo.j h;ggiken：(他)那 (他)場合時節 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你們不要跟從他們。】

在這裏，特別要提到在馬可福音的一個平行的表達：

【可 1: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

可 1:15 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o[ti peplh,rwtai o` kairo.j kai. h;ggiken h̀ basilei,a

tou/ qeou/：是這樣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場合時節， 並且 他/她/它現在

已經靠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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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日期滿了《peplh,rwtai ò kairo.j：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他)那 (他)場合

時節》”以及“神的國近了《h;ggiken h` basilei,a tou/ qeou：他/她/它現在已經靠近 (她)那 (她)

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在彼此互相解釋。

這裏我們返回到今天的主題：

“VI. Jesus’ Healings Represent the Restoration of Israel and a Reversal of the Curses of

the Fall.” 耶穌的醫治代表以色列的復興以及對墮落的咒詛的一個反轉。

【太 8:1 耶穌下了山，有許多人跟著他。

太 8:2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太 8:3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他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了。

太 8:4 耶穌對他說：你切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

物，對眾人作證據。】

“耶穌下了山”，很像是摩西當日一樣。

馬太接著記載：

【太 8:5 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

太 8:6 主阿，我的僕人害癱瘓病，躺在家裏，甚是疼苦。

太 8:7 耶穌說：我去醫治他。

太 8:8 百夫長回答說：主阿，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

好了。

太 8:9 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

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作這事，他就去作。

太 8:10 耶穌聽見就希奇，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

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太 8:11 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裏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一同坐席；

太 8:12 惟有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裏去；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這裏提到“亞伯拉罕”，應該是與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有關；這個應許開始於：

【創 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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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12: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創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

得福。】

【創 13:14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

西南北觀看；

創 13:15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創 13: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纔能數

算你的後裔。】

【創 15:1 這事以後，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

盾牌，必大大的賞賜你。

創 15:2 亞伯蘭說：主耶和華阿，我既無子，你還賜我甚麼呢；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

是大馬色人以利以謝。

創 15:3 亞伯蘭又說：你沒有給我兒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後嗣。

創 15:4 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你本身所生的，纔成為你的後

嗣。

創 15:5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麼；又對他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這就讓我們想起：

【創 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

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女人的後裔”的概念延伸到亞伯拉罕。創世記 3:15所提到的後嗣，由亞伯拉罕承接關

於這個應許的後嗣。

我們之前談到，耶穌的醫治如何與過去的救贖的歷史發生關係。首先，亞當的墮落導致了

‘人類的破碎(fragmentation of humanity)’，就是‘人類與神之間的分隔(separation

between God and humanity)’，以及在‘人類之間的分隔(separation among humanity)’，

猶太人與外邦人的分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也就是保羅在書信中談到丈夫妻子的關係，

談到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主人與僕人的關係。

人類遭受了墮落所帶來的破碎；現在要藉著末後的亞當來恢復這一切因為首先的亞當的墮

落在人類中帶來的破碎。

這也是在以賽亞書中談到以色列的復興，包括了瞎子得醫治，癱子得醫治，啞巴得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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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Jesus as the Son of Man (God’s Eschatological Adamic Vice-Regent)
耶穌是人子（神的末世論的亞當代理攝政者）

基督來到要‘開始(inaugurate)’祂的國度。

耶穌的兩個通用的稱呼為“人子(the Son of Man)”，以及“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

在這裏，我給“人子(the Son of Man)”的定義為：“神的末世論的亞當代理攝政者(God’s

Eschatological Adamic Vice-Regent)”。

這個名稱是學者 McCartney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

亞當本來應該是神的代理攝政者；但現在由基督來應驗這個角色。

但，我們需要知道這兩個頭銜，“人子(the Son of Man)”與“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

彼此是如何關聯的，是如何與彌賽亞相關的。

A. The “Son of Man” is equal to the “Son of God.”
“人子”是等同於“神的兒子”。

耶穌從來沒有被稱呼為“人子(the Son of Man)”；“人子(the Son of Man)”是祂喜歡用的自

稱。

保羅從來沒有稱耶穌基督為“人子(the Son of Man)”，而總是稱耶穌基督為“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

有學者因此認為，保羅有自己的神學，與耶穌的神學完全不一樣。

但，我認為不是的。

正是因為保羅很清楚地認識基督，知道耶穌基督稱自己為“人子”的意圖及含義。

因此，我們來看一下：

“人子(the Son of Man)”與“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之間的關係。

首先，“人子(the Son of Man)” 是等同於“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

“人子(the Son of Man)” 與“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都是在説到耶穌是神的子民的

‘神聖代表(divine representative)’；這位神將祂的子民高舉到神兒子的地位。

“人子(the Son of Man)”作為彌賽亞的含義，來自：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uiò.j avnqrw,pou：(他)兒子 從屬(他)

人》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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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關於‘神子民的代表’來到神的面前的一個預言性的異象。

之前我們提到，但以理書這裏的“人子(the Son of Man)”不是代表單獨個人的彌賽亞，而

是代表後文中三次提到的“至高者的聖民”，就是以色列。

但，在但以理書這裏，“人子”也還是有單獨個人性的涵義。

換言之，“人子(the Son of Man)”有雙重性的代表，一方面是代表以色列這個聖民的群體，

另外一方面是代表以色列的王，而以色列的王也正是代表以色列這個聖民的群體。

這樣的表達是根據：

首先，但以理書 7:13中描述的“駕著天雲而來”，應該表示這裏是一個單獨的個人。

猶太人拉比談到“駕著天雲”的，基本上都是指耶和華。但以理書 7:13中的“人子(the

Son of Man)”是個例外，不是指父神，而是指帶有父神權柄的一位。

但，或許但以理書 7:13也已經暗示這是一位‘神聖的所是(divine being)’。這裏的“人

子” 中的“人”，或許按照希伯來文，本來應該是亞當。

但以理書前面提到“四個大獸”，四個野獸是四個國度的王，可以是表達這些王本來應該

是神的代理攝政者，但卻違背了神的旨意（違背神旨意的被稱為“獸”，例如伊甸中的蛇，

又如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被給與一個獸心及喫草如牛）。

在“四個大獸”被擊敗之後，提到這位“人子”。

“人子”意味著是一位真正的人，是一個可以被神信任的，具有真正的，也就是神所意圖

的人性，是要來做一個“人”所本應當做的。

“駕著天雲”暗示著神聖的性質。當然這就不會是指地上的以色列國，而是指向一個單獨

的個人。

其次，在但以理書 7:17中的“四個大獸”就是在世上興起的四個“王”。同時，在但以理

書 7:23中又表達這是四個“國”：

【但 7:17 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興起；】

【但 7:23 那侍立者這樣說：第四獸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國，與一切國大不相同，必吞

喫全地，並且踐踏嚼碎。】

而這裏的“人子”與這裏的“四個大獸”是個對比，又是指“王”，又是指“國”。

“四個大獸”，“四個王”是負面影像的對比，而“人子”則是正面影像的對比。

因此，根據在但以理書七章的使用，我們可以說，耶穌作為“人子”，又是一個單獨的

個人，又是可以代表一個國度，就是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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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蘭古卷中有但以理書七章這裏的注釋，“人子”被解釋為神的兒子。

“人子(the Son of Man)”的意思也就是“亞當的兒子”。並且，根據路加的家譜：亞當是

“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

【創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註：‘人’的希伯來文為：adam (/a:-da:m/)；‘亞當’的希伯來文為 Adam (/a:-

da:m/)，為專有名詞。

》

神按照自己的形像樣式造了亞當。但創世記又記載：

【創 5:1 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當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著自己的樣式造的，

創 5:2 並且造男造女，在他們被造的日子，神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為人《adam (/a:-

da:m/)》。

創 5:3 亞當活到一百三十歲，生了一個兒子，形像樣式和自己相似，就給他起名叫塞

特。】

《註：參考創世記 5:2：

BGT Genesis 5:2 a;rsen kai. qh/lu evpoi,hsen auvtou.j kai. euvlo,ghsen auvtou,j kai.
evpwno,masen to. o;noma auvtw/n Adam h-| h̀me,ra| evpoi,hsen auvtou,j
創 5:2 到於(它)男性的 並且 到於(它)女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祝福稱讚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上面題名稱呼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們)同一者 到於(他)亞當 在對(她)這個 在對(她)日子/白日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

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LXE Genesis 5:2 male and female he made them, and blessed them; and he called his name
Adam, in the day in which he made them.
KJV Genesis 5:2 Male and female created he them; and blessed them, and

called their name Adam, in the day when they were created.

NIV Genesis 5:2 He created them male and female and blessed them. And when they were created, he
called them "man."

》

亞當負有神的形像，被稱為神的兒子。

耶穌作為“人子(the Son of Man)”，表達：耶穌是“人類真正的代表(Jesus is the true

representative of humanity)”，祂也是那以色列。

此外，在福音書中也很清楚地表達“人子(the Son of Man)”就是“神的兒子(the S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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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例如：

【太 16:13 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說我人子是誰。〔有古卷

無我字〕

太 16:14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

先知裏的一位。

太 16:15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太 16: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太 16:17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

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此外，馬可也記載到：

【可 8:38 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

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

“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表達：人子的父就是神，意即，人子就是神的兒子。

之後，馬可又記載到：

【可 9:7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

他。可 9:8 門徒忽然周圍一看，不再見一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裏。

可 9:9 下山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

訴人；】

因此，耶穌作為“人子(the Son of Man)”，是人類真正的代表；代表人做神要求真亞當所

該做的，就是對神忠心並且順服，並且至終榮耀父神。

這也就是説，“人子(the Son of Man)”也就是“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

還有這個例子：

【可 14:61 耶穌卻不言語，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問他說：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

基督不是。

可 14:62 耶穌說：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

臨。】

耶穌在可 14:62這裏就引用了但以理書七章：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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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其他可以參考：

【約 1:49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約 1:50 耶穌對他說：因為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你就信麼；你將要看見比這更

大的事。

約 1:51 又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

子身上。】

【約 3: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約 3:15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裏面得永生〕

約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 3:17 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

世人因他得救。

約 3: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約 5:25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約 5: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約 5:27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啟 1: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啟 1: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啟 1: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啟 1:15 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

使徒約翰在這裏描述了所看見的“人子”，之後，耶穌説到自己：

【啟 2:18 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

說：】

【啟 2: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啟 2:27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轄管原文作牧〕將他們如同窰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

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

這裏是從詩篇第二篇引用的：



157

【詩 2: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詩 2: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詩 2: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窰匠的瓦器摔碎。】

B. With the phrase “Son of Man,” Jesus intended to reveal himself to be the divine figure of
Daniel 7 who was the inclusive representative and head of the plural sons of God, that is,
Israel, true humanity.
藉著“人子”這個短語，耶穌意圖顯示自己是但以理書七章中的那神聖的人物，祂是神

的複數的兒子的包括性的代表及頭，那就是，以色列，真正的人類。

上面這個標題是一個很好的總結。

耶穌作為人子，作為包括性的代表及頭，目的之一是要聚集他們成為許多的兒子，並且高

舉他們成為在榮耀中的衆子。

在新約，耶穌作為人子，代表整個以色列。

但，回轉過來看舊約，以色列在舊約中被稱為神的兒子：

【出 4:22 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

【何 11:1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太 2:14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

太 2:15 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

出我的兒子來。』】

此外，在第一世紀的亞蘭文中，不帶定冠詞的“人子(son of man)”可能是表達一個“可

憐的人”，也就是一個受苦的人。而耶穌帶定冠詞的自稱，或許暗示祂就是“那”“人子

(son of man)”，就是“那”一位要為人類承受苦難，至終得勝，救贖人類的。

但，為什麽用這種隱晦的言語呢？

或許正如同馬太福音十三章所表達的：

【太 13:10 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

太 13:11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太 13:12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耶穌使用“人子(the Son of Man)”的稱謂，可能有意圖地讓‘有耳朵可聼的人’知道祂就

是“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同時，讓‘沒有耳朵可聼的人’不認識祂就是“神的兒

子(the Son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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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aul on the Damascus road sees the man Jesus as the exalted Son of Man and Paul
describes him as “Son of God” because that was part of the dual intention of Daniel 7:13.
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看耶穌這個人為被高舉的人子並且保羅描述他為“神的兒子”，因

為這是但以理書 7:13 的雙重意圖的部分。

保羅從來沒有使用過“人子(the Son of Man)”來描述耶穌基督。

保羅認識到，耶穌使用“人子(the Son of Man)”的稱謂，這是在耶穌還在地上執行那隱藏

的、君王的服事的時候。

但以理也是使用“人子”描述他要被領到神的面前：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而耶穌在地上服事的時候，正是在開始這個過程，並且是以一個完全不同於猶太人所期待

彌賽亞要臨到的樣式。

耶穌自稱“人子(the Son of Man)”的時候，也還沒有受死復活，還沒有升到神的那裏。

耶穌作為“人子(the Son of Man)”來，是要開始、要預備得到“權柄，榮耀，國度”。

耶穌使用“人子(the Son of Man)”的稱謂，只有在救贖歷史中特別的一個時段，就是在祂

在地上‘隱藏的君王身份(veiled kingship)’的時期。

但，在復活之後，耶穌基督被公開地宣告為“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

【羅 1: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羅 1: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羅 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並且，就保羅而言，“人子(the Son of Man)”對外邦人而言可能會有模糊的誤解：

【加 1:15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

加 1:16 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

的人商量，】

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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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3:32 我們也報好信息給你們，就是那應許祖宗的話，

徒 13:33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耶穌的從死裏復活，正式地應驗了關於詩篇第二篇的預言。

而這正是一個公開的‘君王身份(kingship)’的宣告。

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為“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只是在表達基督的神性。

但，我認為：

耶穌作為 “神的兒子(the Son of God)”不僅僅是説到基督的神性，也就是説，這不僅僅是

一個“本體論的名字(ontological name)”，並且也是在一個“功能上的名字(functional

name)”，表達：耶穌基督作為父神完全忠心順服的兒子，要來成就父神所要成就的。

耶穌自己使用“人子(the Son of Man)”於三種情況：

首先，是關於人在地上的情況：

【太 8:20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太 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

贖價。】

【路 7:34 人子來，也喫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

【路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其次，是關於受苦及復活的情況：

【太 20:18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

太 20:19 又交給外邦人，將他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復活。】

最後，是關於最後再來的情況：

【太 25:31 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可 13:26 那時他們〔馬太二十四章三十節作地上的萬族〕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

榮耀，駕雲降臨。】

【可 14:61 耶穌卻不言語，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問他說：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

基督不是。

可 14:62 耶穌說：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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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4:63 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

耶穌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並且以其中的三年半的事奉，來成就在但以理書七章中提到的

“來到神的面前得權柄、榮耀、國度”：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耶穌在地上三年半的事奉，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生的軟弱及失敗，並且看起來是走向最終

的完全失敗。但，這卻是一個隱藏的君王身份；最後，這位可憐的“人子(the Son of Man)”

以祂的受死及復活作為高潮，在實際上顯明屬靈的大能，而被公開地宣告為“神的兒子

(the Son of God)”。

【羅 1: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羅 1: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羅 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耶穌在地上三年半的事奉，或許也反映了啟示錄十一章中的兩個見證人的三年半的傳道：

【啟 11: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 11: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兩個’是見證人的數目，是在整個世代中作見證的。

舊約律法的規定：

【申 19:15 人無論犯甚麼罪，作甚麼惡，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見證，總要憑兩三個人

的口作見證，纔可定案。】

在啟示錄二到三章中的七個教會只有兩個被稱為忠心的。相信這也是啟示錄十一章中的兩

個見證人，他們要如同耶穌在地上的服事一樣，要傳道三年半。

雖然有許多學者認為啟示錄十一章這裏是講到最後三年半的大災難，但我覺得這裏應該是

説到教會的時代。

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就比喻性地跟隨耶穌在地上三年半的服事。

他們就是那些跟隨羔羊的，他們也要經歷他們的主所經歷的：

【啟 14:1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

父的名，寫在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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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4:2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並且我所聽見的好像彈

琴的所彈的琴聲。

啟 14:3 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

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

啟 14:4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隨他。他

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

啟 14:5 在他們口中察不出謊言來；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並且，到最後，教會，基督的身體也要被殺：

【啟 11:7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必與他們交戰，並且得勝，

把他們殺了。

啟 11:8 他們的屍首就倒在大城裏的街上；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就是他

們的主釘十字架之處。】

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要經歷耶穌所經歷的。現在是選擇性的，但最後會是全面性的，

也要經歷耶穌受的審判，並且也要被殺。這也是神吸引我們就近祂的方式。所以試煉來到

的時候，不必感覺驚奇。

真亞當後裔的標記，就是一方面他們會作見證到地極，此外，在另外一方面而言，他們也

會受苦。這是真實的，尤其是當你不願意妥協，不願意採取低姿態的時候。

VIII. Jesus’ Healings Continue to Indicate His Restoration of Creation and of
Israel, the Corporate Adam
耶穌的醫治繼續顯示祂復興創造以及以色列，即，團體的亞當

馬太福音第八章是馬太第一次記載耶穌渡海的事件：

【太 8:18 耶穌見許多人圍著他，就吩咐渡到那邊去。

太 8:19 有一個文士來，對他說：夫子《Dida,skale：阿,(他)老師》，你無論往那裏去，我

要跟從你。

太 8:20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夫子”這個字的希臘文為“Dida,skale”《阿,(他)老師》《dida,skaloj：didaskalos“致使受

教之人(教導之人=老師)”》。這個字在福音書中的使用，基本上都是宗教領袖用來稱呼耶

穌，表達口頭上的尊敬，但卻是要抓耶穌的把柄。而他們本身並沒有真正委身的意願。

在此之前，耶穌醫治了彼得的岳母，並且醫治其他的人。這是要來應驗以賽亞的預言：



162

【太 8:14 耶穌到了彼得家裏，見彼得的岳母害熱病躺著。

太 8:15 耶穌把他的手一摸，熱就退了；他就起來服事耶穌。

太 8:16 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

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太 8:17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

之後，耶穌才吩咐渡海。

或許這個“文士”是被神蹟所吸引，以致要來跟從耶穌。但耶穌告訴他，跟隨耶穌可能不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神的國度已經靠近，但要進入神的國度，不是想象中那麽容易，那

麽榮耀；乃是有許多的艱難及挑戰。

耶穌以“人子”稱呼自己，應該在心裏有想到但以理書 7:13~14：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馬太在這裏的記載，在路加的平行經文中有兩次提到“神的國度”：

【路 9:57 他們走路的時候，有一人對耶穌說：你無論往那裏去，我要跟從你。

路 9:58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路 9:59 又對一個人說：跟從我來；那人說：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路 9:60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

路 9:61 又有一人說：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裏的人。

路 9:62 耶穌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

馬太之後也繼續說：

【太 8:21 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太 8:22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罷。】

耶穌的話聽起來很刺耳。因此，有學者認為，很可能耶穌是在表達，要以耶穌為優先，而

不是自己的家人。這有可能是真實的。但，我認為不只如此。

在這裏更可能是在暗示，真正的家人，是神家中的家人；不是血緣上的家人，而是那些真

以色列人。

當然，這個人可能是以此為藉口；他的父親也可能還沒有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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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接著記載：

【太 8:23 耶穌上了船，門徒跟著他。

太 8:24 海裏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了。

太 8:25 門徒來叫醒了他，說：主阿，救我們，我們喪命啦。

太 8:26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膽怯呢；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

就大大的平靜了。

太 8:27 眾人希奇說：這是怎樣的人，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顯然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這是怎樣的人？”。

但是，之後，有回答這個問題的：

【太 8:28 耶穌既渡到那邊去，來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兩個被鬼附的人，從墳塋裏

出來迎著他，極其兇猛，甚至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

太 8:29 他們喊著說：神的兒子，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時候還沒有到，你就上這裏來

叫我們受苦麼。】

“這是怎樣的人？”

在這裏有一個答案：“神的兒子”。

這裏的“海”可能是象徵著被攪亂的水。

記得在但以理書七章也提到“海”：

【但 7:2 但以理說：我夜裏見異象，看見天的四風陡起，颳在大海之上。

但 7:3 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

在舊約中，“海”是一個象徵，表達“魔鬼的勢力(power of the evil)”，也因此埃及王、

亞述王、巴比倫王被稱為“dragon that lie in the middle of the sea”（英文直譯為：在海中

躺臥的龍；和合本翻譯為：海中的大魚）：

【耶 51:34 以色列人說：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吞滅我，壓碎我，使我成為空虛的器皿；

他像大魚，將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滿他的肚腹，又將我趕出去。】

【結 29:3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埃及王法老阿，我與你這臥在自己河中的大魚為敵；

你曾說：這河是我的，是我為自己造的。】

【結 32:2 人子阿，你要為埃及王法老作哀歌，說：從前你在列國中，如同少壯獅子；

現在你卻像海中的大魚；你衝出江河，用爪攪動諸水，使江河渾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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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王都是代表“宇宙性的邪惡(cosmic evil)”，與那惡者認同，也被那惡者控制，因此

被稱為“dragon” （龍；和合本翻譯為：大魚）。

《註：“大魚”：

希伯來文為：tanniyn；

Strong's 8577: tanniyn (tan-neen'); or tanniym (Ezek 29:3) (tan-neem'); intensive from the same
as OT:8565; a marine or land monster, i.e. sea-serpent or jackal:《為一個海洋的或陸地的怪物，

意即，海蛇或豺狼》

舊約使用過 28 次；例如：

【創 1:21 神就造出大魚(tanniyn)，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

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

【出 7:9 法老若對你們說：你們行件奇事罷，你就吩咐亞倫說：把杖丟在法老面前，使

杖變作蛇(tanniyn)。】

【耶 51:37 巴比倫必成為亂堆，為野狗(tanniyn)的住處，令人驚駭，嗤笑，並且無人居

住。】

七十士譯本為：dra,kwn

註﹕drakon“睹目銳視之蛇(巨妖大蛇)”：

Strong 指出，名詞 drakon 這個字可能是由動詞 derkomai“注視(to look)”的一個替代字衍

生出來的，表達“一條神話般的巨蛇（或許是會讓人著迷）(a fabulous kind of serpent

(perhaps as supposed to fascinate))”。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13 次《都是在啟示錄》。

Vine 指出，drakon 這個字源自一個意思為“看(to see)”的字根 derk，表達“一隻在神話

中的怪物，一條龍(a mythical monster, a dragon)”，也表達“一條大的巨蛇(a large serpent)”，

之所以這麼稱呼是因為牠敏銳的視力，在啟示錄中有十二次是用於表達魔鬼。

》

在馬太福音這裏的記載，在“海”中的大浪，或許是代表邪惡的勢力，要吞滅耶穌和祂的

跟隨者。

關於説到耶穌的“睡覺”，詩篇第三及第四篇中提到大衛在仇敵的環繞中的睡覺，表達他

的信心：

【詩 3:5 我躺下睡覺；我醒著；耶和華都保佑我。

詩 3:6 雖有成萬的百姓來周圍攻擊我，我也不怕。】

【詩 4:8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因為獨有你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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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風浪”似乎在測驗耶穌的跟隨者的信心；甚至可能是耶穌造成這個風暴，測驗門

徒。並且，按照馬太的記載，顯示耶穌掌控這一切邪惡的勢力。

耶穌身為人子，具有隱藏的君王身份，但污鬼認識祂是神的兒子。耶穌是真創造主，是真

以色列，是真亞當。

同樣的風暴又出現在馬太福音十四章：

【太 14:22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等他叫眾人散開。

太 14:23 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裏。

太 14:24 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

太 14:25 夜裏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裏去。

太 14:26 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便害怕，喊叫起來。

太 14:27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太 14:28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裏去。

太 14:29 耶穌說：你來罷。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裏去；

太 14:30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阿，救我。

太 14:31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太 14:32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

太 14:33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但，這次門徒認識到耶穌是“神的兒子”了，並且也敬拜耶穌。

這裏顯示馬太福音有其漸進的發展。在前一次，門徒只是提出問題；但這一次，他們認出

耶穌是神的兒子，並且也敬拜祂。

在馬太福音八章中，在這裏可能也是詩篇的一個寫照：

【詩 107:23 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經理事務的；

詩 107:24 他們看見耶和華的作為，並他在深水中的奇事。

詩 107:25 因他一吩咐，狂風就起來，海中的波浪也揚起；

詩 107:26 他們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們的心因患難便消化。

詩 107:27 他們搖搖幌幌，東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們的智慧無法可施。

詩 107:28 於是他們在苦難中哀求耶和華，他從他們的禍患中領出他們來。

詩 107:29 他使狂風止息，波浪就平靜。

詩 107:30 風息浪靜；他們便歡喜；他就引他們到所願去的海口。】

耶穌可能如同這裏的耶和華，使風浪起來，也平息風浪。

我們之前説到，耶穌說比喻；但耶穌也行比喻，就是說，耶穌也藉著祂所行的來作為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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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舊約的一些先知所行的，例如以賽亞、耶利米、及以西結，藉著他們所做的一些事情

來成為比喻。

【結 12: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結 12:2 人子阿，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們有眼睛看不見，有耳朵聽不見，因為他們是

悖逆之家。

結 12:3 所以人子阿，你要預備擄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當他們眼前從你所住的地方移

到別處去；他們雖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結 12:4 你要在白日當他們眼前帶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預備擄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

你要在他們眼前親自出去，像被擄的人出去一樣。

結 12:5 你要在他們眼前挖通了牆，從其中將物件帶出去。

結 12:6 到天黑時，你要當他們眼前搭在肩頭上帶出去，並要蒙住臉看不見地，因為我

立你作以色列家的預兆。

結 12:7 我就照著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帶出我的物件，好像預備擄去使用的物件；到了

晚上，我用手挖通了牆；天黑的時候，就當他們眼前搭在肩頭上帶出去。

結 12:8 次日早晨，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結 12:9 人子阿，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豈不是問你說：你作什麼呢。

結 12:10 你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這是關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圍以色

列全家的預表。〔原文作擔子〕

結 12:11 你要說：我作你們的預兆，我怎樣行，他們所遭遇的也必怎樣，他們必被擄

去。】

耶穌也藉著醫治的行動作為比喻，繼續指示祂對創造及以色列——團體的亞當——的復興。

A. Healings were acted out parables of Jesus’ mission to spiritually heal, i.e. to forgive.
醫治是耶穌對屬靈醫治，即赦罪，的動作比喻。

在馬太第九章開始，耶穌醫治了一個癱子：

【太 9:1 耶穌上了船，渡過海，來到自己的城裏。

太 9:2 有人用褥子抬著一個癱子，到耶穌跟前來；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

子，放心罷；你的罪赦了。

太 9:3 有幾個文士心裏說：這個人說僭妄的話了。

太 9:4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就說：你們為甚麼心裏懷著惡念呢；

太 9:5 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那一樣容易呢。

太 9:6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

去罷。

太 9:7 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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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9:8 眾人看見都驚奇，就歸榮耀與神；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

這裏對癱子的醫治，表達耶穌是一個真正的“赦免者”。

但，我認為，這裏的顯示不只是宣告祂是神可以赦免罪。

在第一世紀以色列人的罪的赦免是經由獻祭，特別是在贖罪日的獻祭。

我想，在這裏耶穌是表達祂就是“聖殿的所在(the locus of the Temple)”，祂就是那至聖所，

也就是那最大的獻祭所給與的地方；祂是真聖殿的本質。

【太 9:6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來，拿你的褥子回

家去罷。

太 9:7 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

讓我們回想到：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並且，馬太接著說：

【太 9:8 眾人看見都驚奇，就歸榮耀與神；因為他將這樣的權柄賜給人。】

這裏與約翰福音第五章有平行的表達；參考：

【約 5:21 父怎樣叫死人起來，使他們活著，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

約 5:22 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約 5:23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

並且：

【約 5: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

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約 5:25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約 5: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約 5:27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這裏的“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中的“有生命”，不是說“子”曾經在一個



168

時期沒有生命，而應該是説到“子”對死人有救贖復興的能力。

之後，有説到：“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神賜給耶穌赦罪的權柄、審判的權柄、叫死人復活的權柄；這是因為：耶穌與父一樣

(Jesus is equal to the Father.)。

在馬太福音的記載，耶穌之後就“叫死人復活”：

【太 9:18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管會堂的來拜他說：我女兒剛纔死了，求你去按

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

太 9:19 耶穌便起來，跟著他去，門徒也跟了去。

太 9:20 有一個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來到耶穌背後，摸他的衣裳繸子；

太 9:21 因為他心裏說：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太 9:22 耶穌轉過來看見他，就說：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從那時候，女人就痊

愈了。

太 9:23 耶穌到了管會堂的家裏，看見有吹手，又有許多人亂嚷；

太 9:24 就說：退去罷；這閨女不是死了，是睡著了；他們就嗤笑他。

太 9:25 眾人既被攆出，耶穌就進去，拉著閨女的手，閨女便起來了。】

之後，又記載了耶穌“醫治瞎眼的人”：

【太 9:27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有兩個瞎子跟著他，喊叫說：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罷。

太 9:28 耶穌進了房子，瞎子就來到他跟前；耶穌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麼。他們說：

主阿，我們信。

太 9:29 耶穌就摸他們的眼睛，說：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罷。

太 9:30 他們的眼睛就開了。耶穌切切的囑咐他們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

太 9:31 他們出去，竟把他的名聲傳遍了那地方。】

B. Jesus continues to re-establish the tribes of Israel.
耶穌繼續重建以色列的支派。

【太 9:9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

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

之後指出：

【太 10:1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太 10:2 這十二使徒的名，頭一個叫西門，又稱彼得，還有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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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太 10:3 腓力，和巴多羅買，多馬，和稅吏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

太 10:4 奮銳黨的西門，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簡單地說，耶穌在這裏繼續重新建立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C. After re-establishing the tribes, Jesus begins to send them out to begin the missio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beginning with Israel first.
在重建支派之後，耶穌開始差遣他們開始傳向地極的使命，並由以色列開始。

【太 10:1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直到這個時候，以色列還是在污鬼的捆綁之下。耶穌開始要奪回應許之地。

耶穌首先要從以色列開始：

【太 10:5 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

的城，你們不要進；

太 10:6 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太 10:7 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

這裏耶穌的吩咐似乎有違於祂的使命。

但，這裏是在表達，耶穌是先要從以色列開始。

如同以賽亞書 49:6所說：

【賽 49: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

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這裏是先復興以色列的支派，再成為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極。

可以參考路加的經文，在這裏不再是差遣十二個人，而是七十個人，是一個更擴展的使命：

【路 10:1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Meta. de. tau/ta avne,deixen o` ku,rioj ète,rouj

eb̀domh,konta Îdu,oÐ：<轉換其中>隨到後 然而也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上顯示展現

(他)那 (他)主人 到於(他們)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們)七十個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差遣他們兩個

兩個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路 10:2 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

出去收他的莊稼。】

這裏是七十個人。有經文變異為七十二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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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路加的思想顯然不只是以色列。七十或七十二的這個數目，我認為是具有救贖歷史

的意義；就如同在創世記十到十一章中，七十多種語言被分開：

【創 11:1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

創 11:2 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裏。

創 11:3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罷，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

石漆當灰泥。

創 11:4 他們說：來罷，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

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創 11:5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創 11:6 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

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

創 11:7 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創 11:8 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創 11:9 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

別。〔就是變亂的意思〕】

在創世記第十章到第十一章，按照希伯來文的經文，是七十種語言，而按照希臘文的經文，

是七十二種語言。

在路加福音這裏，無論是七十或是七十二，都是與當時被分散的語言國家認同。

為什麽呢？

因為，耶穌是在聚集被分散的人類。

在咒詛中，人類被分散到地極；現在耶穌基督來聚集。

但，對這個使命的挑戰是很大的：

【路 10:3 你們去罷；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羊羔進入狼群。

路 10:4 不要帶錢囊，不要帶口袋，不要帶鞋；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安。

路 10:5 無論進那一家，先要說：願這一家平安。】

【路 10:10 無論進那一城，人若不接待你們，你們就到街上去，

路 10:11 說：就是你們城裏的塵土，粘在我們的腳上，我們也當著你們擦去；雖然如

此，你們該知道神的國臨近了。

路 10:12 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這會是很艱難的工作，面臨許多的挑戰。

這是耶穌開始所謂的大使命。路加在使徒行傳中記載了要將福音傳到地極。

在五旬節，許多不同地方的猶太人聚集到耶路撒冷，並且之後聖靈的工作持續，就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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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這裏開始的工作。

這些猶太人之後回到他們來的地方。之後，路加記載：

【路 10: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路 10:18 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路 10:19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

麼能害你們。

路 10:20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注意到他們擊敗了魔鬼的權勢，連鬼也服了他們；他們鬆綁了撒但對以色列的轄制。

路加也是使徒行傳的作者，談到要作見證直到地極。

路加在之前已經定調，要到處傳揚神國的福音：

【路 9:60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su. de. avpelqw.n

dia,ggelle th.n basilei,an tou/ qeou/：你 然而也 (他)那時(也是)從那裏離開到來前往了的 你現在就

要持續徹底地報信通告 到於(她)那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而傳揚福音是要付代價的；如同保羅在加拉太書所示：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加 6:16 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

加 6:17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受割禮不再是真的神子民的標記；基督的受苦是才真以色列人的標記。

IX. John the Baptist and His Relationship to the Redemptive-Historical
Ministry of Jesus.
施洗約翰及他對耶穌救贖歷史的事工的關係。

馬太接下來要説到，施洗約翰與他對耶穌救贖歷史的事工的關係：

【太 11:1 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就離開那裏，往各城去傳道教訓人。

太 11:2 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作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

太 11:3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太 11: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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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1:5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

音傳給他們。

太 11:6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太 11:7 他們走的時候，耶穌就對眾人講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甚麼呢，

要看風吹動的蘆葦麼。

太 11:8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甚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麼，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

在王宮裏。

太 11:9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甚麼，是要看先知麼；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

了；

太 11:10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太 11:11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

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

太 11:12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太 11:13 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為止。

太 11:14 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

太 11:15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A. Jesus has come to begin to fulfill the great prophecies of Israel’s restoration from
Babylon.
耶穌已經來到開始應驗以色列從巴比倫復興的偉大預言。

在馬太福音 11:10的引用經文，“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之前已經

使用過：

【太 3:1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太 3: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太 3: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

他的路。』】

這是出自以賽亞書四十章，表達以色列的復興將要發生；施洗約翰是在宣告這個偉大的復

興的時刻：

【賽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賽 40:2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宣告說：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

免了，他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賽 40: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或作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當預備耶

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賽 40: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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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成為平原。】

馬太福音在這裏的經文證明神的國度的臨在；神的國沒有被延遲，不是只是靠近，而是已

經來到。特別是在第 11節的經文：

【太 11:11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

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

約翰是在舊約時代最後一位代表；而在這個舊約時代中沒有一個人大過約翰。但，“然而

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這是為什麽呢？

雖然，施洗約翰是舊約最偉大的先知，但在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耶穌指出：

【太 13:16 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

了。

太 13:17 我實在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見；

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

舊約時代有 “許多先知和義人”，施洗約翰是其中一個。

我們所看見的是比施洗約翰所預言的還要偉大。因為，施洗約翰所預言的是應驗在耶穌身

上；而我們是在基督裏面；這位基督是神以道成肉身，有聖靈的澆灌等等。我們比舊約時

代有更大的啟示。《註：舊約的先知和義人遙遠地看見神的國度；而新約的信徒則是在基

督裏，已經在這個國度裏有分了。》

馬太福音 11:11顯明天國現在已經臨到了。

接下來的第 12節是最困難的經文：

【太 11:12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h̀

basilei,a tw/n ouvranw/n bia,zetai kai. biastai. àrpa,zousin auvth,n：(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

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施強勢猛力（或：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施強勢猛力），

並且 (他們)施強勢猛力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強取劫奪 到於(她)同一者》。】

其中，“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的解釋為何？

有學者認為，這是指奮銳黨試圖要把國度强勢地實現的努力。這在當時是可能的。

但，耶穌似乎沒有必要在這時候談到鋒銳黨的努力。

也有的學者將之解釋為是那惡者的國度與神的國度的爭戰；基督代表神的國度遭受暴力。

這也是有可能的。

但，我認為比較合適的解釋是：

大多數學者將動詞“bia,zetai”《他/她/它現在持續被施強勢猛力》視為被動語態；但我認為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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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視為是關身語態《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施強勢猛力》（關身語態及被動語態共用同一個字

形），表達天國讓自己施强勢猛力向前進展。

但這裏比較難處理的是最後一句：“努力的人就得著了”《kai. biastai. àrpa,zousin auvth,n：

並且 (他們)施強勢猛力者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強取劫奪 到於(她)同一者》。

名詞“努力的人”《biastai：(他們)施強勢猛力者》是前面的動詞“努力” 《bia,zetai：他/她/

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施強勢猛力》的名詞形式。

或許這是耶穌另外一次“誇張法 (hyperbole)”的使用，在表達：人對天國的回應，必須是

有激進的回應。

路加十六章的平行經文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路 16:14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一切話，就嗤笑耶穌。

路 16:15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心，神卻知道；因為人

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

路 16:16 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要進去《kai.

pa/j eivj auvth.n bia,zetai：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

自己施強勢猛力》。

路 16:17 天地廢去，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易。】

要跟隨基督，就必須努力激進。

《註﹕Robertson 指出，“bia,zetai”在此處（太 11:12）可以為被動語態《他/她/它現在持續

被施強勢猛力》，也可以為關身語態《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施強勢猛力》，但意思會有不同。

若為被動語態，則指天國被施強勢猛力；但可以指正面的意思，為人們努力要進入（但這

種解釋和這個動詞和後面的名詞在一般用法上的意思相違背，但意義接近路加福音 16:16

類似平行的經文），也可以指負面的意思，或指被地上擬人化的邪惡勢力攻擊，或指被奮

銳黨或類似的人施強勢猛力企圖進入。

若為關身語態，則指天國讓自己施強勢猛力向前推進，或天國讓自己經歷強勢猛力向前推

進。

在路加福音 16:16有類似平行的經文，但那裏是關身語態的用法，並且是以正面的角度

描述“每一個人讓自己施強勢猛力進入天國。”

》

此外，施洗約翰提出一個問題：

【太 11:3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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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施洗約翰的問題，耶穌的回答是：

【太 11: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

太 11:5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

音傳給他們。】

耶穌在這的回答是引用了以賽亞書：

【賽 35:3 你們要使軟弱的手堅壯，無力的膝穩固。

賽 35:4 對膽怯的人說：你們要剛強，不要懼怕；看哪，你們的神必來報仇，必來施行

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們。

賽 35:5 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

賽 35:6 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吧的舌頭必能歌唱；在曠野必有水發出，在沙漠必有

河湧流。

賽 35:7 發光的沙，〔或作蜃樓〕要變為水池，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在野狗躺臥之

處，必有青草，蘆葦，和蒲草。

賽 35:8 在那裏必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污穢人不得經過，必專為贖民行走，行路的

人雖愚昧，也不至失迷。】

耶穌的回答是在表達，現在就是復興的時刻，而祂就是這位復興者。

這個回答是激進的；因為，在以賽亞書是耶和華神為復興者。

B. John the Baptist wa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phecy that Elijah would come again in the
end times.
施洗約翰是對以利亞將在末時來到的預言的應驗。

許多人都認為，在末世彌賽亞來到之前，以利亞必先來到：

【瑪 4:5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

瑪 4:6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耶穌說到施洗約翰：

【太 11:14 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

太 11:15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X. Jesus Begins to Announce Coming Judgment on Israel.
耶穌開始宣告要臨到以色列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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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is is a development of John the Baptist’s earlier condemnatory statements about the
leaders of Israel in Matthew 3:7-12.
這是施洗約翰在馬太福音 3:7~12 中對以色列領袖早先責備的一個發展。

【太 11:20 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就在那時候責備他們

說：

太 11:21 哥拉汛哪，你有禍了，伯賽大阿，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

若行在推羅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太 11:22 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

這是施洗約翰在馬太福音第三章對以色列的領袖的譴責的一個發展：

【太 3:7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

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太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太 3:9 不要自己心裏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

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太 3:10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太 3: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

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太 3:12 他手裏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根據馬太 11:22中的“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有些學

者認為，耶穌確認，將來在地獄的審判中有程度的差別。

但，另外一方面而言，我不認為，將來在國度中會有程度的差別，因為這一切都是源自神

至高的恩典。但這個問題仍然這有許多的爭議。

B. Nevertheless, Jesus offers the “rest” promised by the OT.
盡管如此，耶穌提供了藉著舊約所應許的“安息”。

但如論如何，耶穌提供了藉著舊約所應許的“安息”：

【創 2:1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

創 2:2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創 2:3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應該可以合理的認為，這裏不僅僅是為神自己的緣故，也

是為亞當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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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十誡中也要求要“記念安息日”：

【出 20:8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出 20:9 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

出 20:10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

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作；

出 20:11 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

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第七日的安息，是指向永恆的安息。

但亞當在神的吩咐上失敗，而被逐出伊甸園；因此，沒有進入那個安息。

當耶穌來到，祂是末後的亞當；在復活之後，進入永恆的安息。

但在馬太福音十一章這裏，耶穌開始介紹這個安息：

【太 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 11:29 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

安息。

太 11: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這是來自耶利米書 31:25：

【耶 31:23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使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他們在猶大

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這樣說：公義的居所阿，聖山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

耶 31:24 猶大和屬猶大城邑的人，農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

耶 31:25 疲乏的人，我使他飽飫，愁煩的人，我使他知足。】

耶穌說：“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

息”也是來自耶利米書。耶利米說：

【耶 6:16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站在路上察看，訪問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間；

這樣，你們心裏必得安息；他們卻說：我們不行在其間。】

在耶利米書六章也提到平安：

【耶 6:13 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貪婪；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謊。

耶 6:14 他們輕輕忽忽的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耶利米說，他們沒有安息，他們沒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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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耶穌現在開始引進了安息與平安。

事實上，接下來耶穌就談到了“安息日”：

【太 12:1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來喫。

太 12:2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了。

太 12:3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作的事，你們沒有念

過麼。

太 12:4 他怎麼進了神的殿，喫了陳設餅，這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喫得，惟獨祭

司纔可以喫。

太 12:5 再者，律法上所記的，當安息日，祭司在殿裏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你們

沒有念過麼。

太 12:6 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裏有一人比殿更大。

太 12:7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

有罪的了；

太 12:8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為什麽耶穌在這裏提到這時候的大衛？

因為，這時候不是大衛順利的時候。大衛在這時候正在逃亡之中，在逃避掃羅王；雖然他

是真正的以色列王，這也是掃羅為什麽在追殺他。大衛正在成為王的艱難路途中。

基督開始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新的時代，基督被任命為王。

祂也如同大衛在成為王的過程中做了一些按照律法不該做的事情。

耶穌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只有在祂裏面可以找到真正的安息。

之後，馬太記載到法利賽人氣憤耶穌在安息日治病：

【太 12:9 耶穌離開那地方，進了一個會堂；

太 12:10 那裏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

思是要控告他。

太 12:11 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裏，不把他抓住拉上來呢。

太 12:12 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

太 12:13 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和那隻手一樣。

太 12:14 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耶穌所作的也是要使我們成為新的創造，得著屬靈的健全，得著身體的健全，使我們與神

在新的創造中一同安息。這一切都正在開始。

而這個時候，猶太人遵守安息日的方式已經完全走進岔路。安息日是以色列不同於其他列

國的標記。在出埃及記中，安息日不只是一個記念，安息日也是神與以色列之間的約，是

神使以色列為聖的記號，使以色列有別於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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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六守安息已經不再是真以色列人的標記，正如同肉體的割禮不是，如同吃潔净的食物

不是。

耶穌在逐漸拆毀這些老舊的分別標記。

XI. Jesus Redefines What a True Israelite Is.
耶穌重新定義什麽是一個真以色列人。

A. Because Jesus is not only restoring Israel but also is restoring all of creation, including
gentiles, the true people of God cannot any longer be marked out by certain nationalistic
badges which sometimes distinguish nations from one another.
因為耶穌不僅是在復興以色列，並且也是在復興整個創造，包括外邦人，神真實的子民

不再能夠被某些區別國與國的國家的徽章所標誌。

為什麽耶穌重新定義什麽是一個真以色列人呢？

因為耶穌不僅復興以色列，而且也是復興所有的創造，包括外邦人，因此，神的真實的子

民不能夠再藉著某些藉以區分不同國家的“國家民族的標記(nationalistic badges)”來被區

別，例如，安息日。

在馬太福音十二章，耶穌先是訴諸大衛，之後又訴諸祭司的例子；耶穌要重新定義真以色

列人的標記：

【太 12:3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作的事，你們沒有

念過麼。

太 12:4 他怎麼進了神的殿，喫了陳設餅，這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喫得，惟獨祭

司纔可以喫。

太 12:5 再者，律法上所記的，當安息日，祭司在殿裏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你們

沒有念過麼。

太 12:6 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裏有一人比殿更大。】

這裏的要點是，耶穌祂才是聖殿的所在，祂才是至聖所。

神打破了歷史的時間與空間的界限而臨在；在祂的裏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安息。

耶穌宣告：這裏有一人比聖殿更大。這裏有一人比安息日更大：

【太 12:7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e;leoj qe,lw kai. ouv qusi,an：到於(它)憐憫慈悲 我現

在持續定意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她)犧牲祭物》』。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

當作有罪的了；

太 12:8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ku,rioj ga,r evstin tou/ sabba,tou o` uiò.j tou/ avnqrw,pou：
(他)主人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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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他)人》。】

《註：“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e;leoj qe,lw kai. ouv qusi,an：到於(它)憐憫慈悲 我現在持

續定意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她)犧牲祭物》，這裏的“喜愛”，按照原文，所指向的是神的

旨意。

“憐恤”是神向人的意圖，也是安息日所暗示的。“祭祀”是人向神的回應，是在聖殿中，

是在神的面前，因此，應當以神向人的意圖為基礎。

在十誡的第四誡，就是關於安息日：

【出 20:8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七十士譯本：mnh,sqhti th.n hm̀e,ran tw/n sabba,twn

àgia,zein auvth,n：你那時(也是)就要被提醒記得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

(它們)安息 現要去持續使成聖 到於(她)同一者》。

出 20:9 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

出 20:10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

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作；

出 20:11 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

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申 5:12 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為聖日《七十士譯本：fu,laxai th.n

hm̀e,ran tw/n sabba,twn àgia,zein auvth,n：你那時(也是)就要看管守護 到於(她)那 到於(她)日子/白日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安息 現要去持續使成聖 到於(她)同一者》。

申 5:13 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

申 5:14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牛，

驢，牲畜，並在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作，使你的僕婢可以和你一樣安息。

申 5:15 你也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七十士譯本：kai. mnhsqh,sh| o[ti oivke,thj h=sqa

evn gh/| Aivgu,ptw|：並且 你將要(持續)被提醒記得 是這樣 (他)家僕 你當時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

地土/地 在對(她)埃及》；耶和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將你從那裏領出來，因

此，耶和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1）要“記念”（或：記得）安息日使之為聖，是這條誡命的核心意義：《mnh,sqhti：你

那時(也是)就要被提醒記得；為命令語氣》；

（2）安息日的核心對象是“耶和華”（七十士譯本翻譯為“主”《ku,rioj》）；

（3）“守”即，“看守”安息日使之為聖中特別要“記念”（或：記得）的是“你自己

曾經在埃及作過奴僕，耶和華神用大能的手，將你從那裏領出來，賜給你安息，因此，要

記得，你曾經蒙受神的憐卹，現在要把憐卹帶給你周圍的人”。

在神美善的心意中，在馬可福音的平行經文中，耶穌基督宣告：

【可 2:23 耶穌當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門徒行路的時候，掐了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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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2:24 法利賽人對耶穌說：看哪，他們在安息日為甚麼作不可作的事呢；

可 2:25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缺乏飢餓之時所作的事，你們沒

有念過麼。

可 2:26 他當亞比亞他作大祭司的時候，怎麼進了神的殿，喫了陳設餅，又給跟從他的

人喫；這餅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喫。

可 2:27 又對他們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to. sa,bbaton dia.

to.n a;nqrwpon evge,neto kai. ouvc o` a;nqrwpoj dia. to. sa,bbaton：(它)那 (它)安息 <徹底經過>為著

緣故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不是/不 (他)那 (他)人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它)安息》；

可 2:28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w[ste ku,rio,j evstin o` uiò.j tou/ avnqrw,pou kai. tou/

sabba,tou：以致 (他)主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並且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太 12:7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e;leoj qe,lw kai. ouv qusi,an：到於(它)憐憫慈悲 我

現在持續定意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她)犧牲祭物》』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

當作有罪的了；

太 12:8 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ku,rioj ga,r evstin tou/ sabba,tou o` uiò.j tou/ avnqrw,pou：
(他)主人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它)那 從屬(它)安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

屬(他)人》。】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馬太福音是作為‘原因’，在馬可福音是作為‘結果’。

》

安息日的遵守不再是神的約的標記。終極而言，耶穌才是這個標記；經由祂的受死和復活，

建立了新的約。所以，對真正的標記有一個重新的定義。

耶穌對真正標記的重新的定義在接下來的經文繼續：

【太 12:46 耶穌還對眾人說話的時候，不料，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他說話。

太 12:47 有人告訴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你說話。

太 12:48 他卻回答那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太 12:49 就伸手指著門徒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

太 12:50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o[stij ga.r a'n poih,sh| to. qe,lhma tou/ patro,j mou tou/ evn

ouvranoi/j：(他)這個任何什麼 因為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

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親了。】

耶穌重新定義神的家；不再是根據血緣，乃是根據“遵行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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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常常聽到人說：以色列是神眼中的瞳人，摸以色列的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人。如同

撒加利亞書所説的：

【亞 2:5 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

亞 2:6 耶和華說：我從前分散你們在天的四方；〔原文作猶如天的四風〕現在你們要從

北方之地逃回；這是耶和華說的。

亞 2:7 與巴比倫人同住的錫安民哪，應當逃脫。

亞 2:8 萬軍之耶和華說：在顯出榮耀之後，差遣我去懲罰那擄掠你們的列國；摸你們的，

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

但，我要聲稱說：

耶穌就是神眼中的瞳人。所有在基督裏的才是真以色列。

不再是根據血緣成為神眼中的瞳人，乃是根據“遵行神的旨意”。

按照血緣的猶太人可以成為神眼中的瞳人麽？

是的！當他們信靠耶穌基督，就成為真猶太人，成為真以色列人。

今天有許多人堅持地上的以色列國是神的真子民。對於這個問題的辯論，在我們這裏的校

園仍然有許多爭論。

但我確信：

在神救贖歷史運動不斷飛躍的進程中，神的子民的‘標簽(tag)’已經從那些外在的標簽

脫落，而是以耶穌為這個標簽，以對祂的信心為標簽，並且你願意背負你是屬於祂的證據，

如同保羅經由受苦所展現的，願意因信耶穌基督而忍受苦難。

實際上，耶穌也就是在說：作為屬於神的真猶太人的家人，不再是根據血緣，也不再是根

據外面的割禮，乃是根據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耶穌基督是真正的聖所，我們是在祂裏面受了割禮。如同保羅所說：

【西 2:11 你們在他裏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

的割禮；】

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安息；我們在祂裏面找到真正的安息。

耶穌基督是真以色列，祂是我們的‘標簽(tag)’。

亞伯拉罕是否也是如同我們這樣的方式在理解神的應許？

我的回答是，是的。

亞伯拉罕相信神的應許先是臨到他的後裔，之後藉著後裔的增加，擴展到萬邦。

如同加拉太書所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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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3:8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

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加 3:9 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加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加 3:26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加 3: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加 3:28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

裏都成為一了。

加 3: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在啟示的漸進中，是否亞伯拉罕完全了解一切的細節？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知道，當日耶穌對猶太人說：

【約 8:56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

在出埃及的時候，也有外邦人藉著歸化而成為以色列人，意即，他們接受割禮，儘管他們

在血緣上不是以色列人，但他們也成為以色列人，被視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在耶穌的家譜中有“喇合氏”及“路得氏”，就暗示亞伯拉罕的後裔將要擴展到外邦的應

許正在成就中：

【太 1:5 撒門從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從路得氏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

在新約，保羅也談到‘基督的奧秘’，就是外邦人也可以成為真以色列人，不再是經由割

禮等律法的規定；這些外在的標簽都已經無效，唯一真正的標簽乃是耶穌基督：

【弗 3:2 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弗 3:3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弗 3:4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

弗 3:5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

樣；

弗 3:6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

許。】

這些外在的標記都只是‘影子(shadows)’，都是指向唯一真正的標簽‘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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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2:16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西 2:17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羅 2:28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

羅 2:29 惟有裏面作的，纔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這人

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神來的。】

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標簽。祂是真以色列；我們在祂裏面成為真以色列。

在不斷地往前中，宣教是一個標記，受苦是第二個標記，但還有第三個標記。

這第三個標記是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當我們征服這地的時候，我們傳遞的福音信息要將人

帶回到一個與神和平以及與人和平的關係中，開始與神一同安息。我們的信息應該是在

傳遞平安。這就開始一個安息日的安息。

順帶而言，我想這也是為什麽我們在主日守安息。不僅主日是耶穌基督復活的日子；並且

在主日守安息也是指向預期永恆的安息。在主日守安息表達我們開始參與於基督偉大的復

活及安息。

主日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具有末世意義的日子。

教會是具有末世意義的。

在主日我們一同敬拜的人也是具有末世意義的；我們一同經歷基督的復活。

雖然現在只是在一個微小的層面上，如同一個頭期款，但在未來會有更多的來到；至終在

新天新地中要與耶穌基督一同享有永恆的及完全的安息。

任何我們所作的都要從創造的角度，就是在伊甸，隨同安息，來擴展這個疆界。任何我們

所作的都應該促使人得安息。而在關係中的安息，就終極而言就是平安。

XII. Jesus Continues to Heal in Fulfillment of Isaiah’s Prophecy of the One
Who Would Restore Israel.
耶穌繼續醫治來應驗以賽亞對那位將要復興以色列的預言。

耶穌的醫治，按照馬太，特別是要應驗以賽亞的話。馬太記載：

【太 12:9 耶穌離開那地方，進了一個會堂；

太 12:10 那裏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

思是要控告他。

太 12:11 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裏，不把他抓住拉上來呢。

太 12:12 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

太 12:13 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和那隻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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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2:14 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太 12:15 耶穌知道了，就離開那裏，有許多人跟著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太 12:16 又囑咐他們，不要給他傳名。】

為什麽耶穌囑咐他們“不要給他傳名”呢？

馬太接著解釋說：

【太 12:17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

太 12:18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裏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靈賜給

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太 12:19 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

太 12:20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

勝；

太 12:21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外邦人”這個綫索貫穿在馬太福音中。

馬太在這裏是引用以賽亞書四十二章的經文：

【賽 42: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賽 42:2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賽 42:3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賽 42:4 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

賽 42:5 創造諸天，鋪張穹蒼，將地和地所出的一併鋪開，賜氣息給地上的眾人，又賜

靈性給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華，他如此說：

賽 42:6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中保原

文作約〕作外邦人的光，

賽 42:7 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以賽亞在這裏論到的，不僅僅是復興以色列，並且也是復興‘外邦人’。

在舊約的以色列本來也應該有一個如同今天教會對‘外邦’的使命；如同摩西所說：

【申 4:5 我照著耶和華我神所吩咐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

為業的地上遵行。

申 4:6 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律

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

申 4:7 那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神，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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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呢。

申 4:8 又那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

呢。】

在神的心意中，藉著以色列順服神的旨意，可以使外邦列國認識到一個敬虔的國家是什麽

樣子的。

但，在舊約的歷史中，最後外邦列國所看到的是當以色列不順服神的結果。

以色列是神的兒子，是一個群體的亞當，是一個列國的模型，是整個人類的一個縮影。

列國所看到的是當以色列不順服神的後果，就是被擄流放，晝夜的懼怕，受到咒詛。而這

也是指向人類不順服神預期在永恆中的後果。

在舊約的以色列在終極救贖的歷史的意義上，以色列本來應該是一個正面的例子，卻成為

一個負面的例子。是的，以色列成為了另外一個例子，如同之前的亞當，但卻是在一個國

家的層面。他們在西乃山墮落，敬拜金牛犢，這是敬拜偶像的舉動；如同亞當夏娃吃分別

善惡的知識樹的果子的時候，也可以說為是一個敬拜偶像的舉動。

《註： “以色列是一個列國的模型，是整個人類的一個縮影”，可以參考：

【徒 17:26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本有古卷作血脈〕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

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申 32:8 至高者將地業賜給列邦，將世人分開，就照以色列人的數目，立定萬民的疆

界。】

》

有人問到，真以色列與亞伯拉罕的後裔有什麽關係？

這是特別關係到加拉太書三章。

耶穌基督是真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真以色列。從舊約的角度而言，在舊約總是説到以色列

的‘餘民/餘數(remnants)’，因為大多數以色列人都不相信。最後當基督來到，以色列的

餘民就‘縮小(narrow down)’到基督一個人。當然，第一世紀有許多的信徒。這些信徒與

基督聯合，與基督認同，成為餘民。基督就是‘餘民/餘數(remnants)’。

根據一些學者的辯證，出埃及記三十二章，顯示耶穌基督就是新摩西，以賽亞書五十三章

中，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僕人。

在出埃及記三十二章記載到以色列人為自己鑄了一隻牛犢，向他下拜獻祭：

【出 32:9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百姓真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出 32:10 你且由著我，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他們滅絕，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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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裏，餘民就縮小到摩西一個人，以色列的家系預備要轉移到摩西。

這是一個美好的（對亞伯拉罕的後裔）“轉移的模式”的預期，後來，這個“轉移”也

的確這麽發生了，耶穌基督承接了這個後裔的綫。意即，耶穌基督成為新摩西。

這也是保羅在加拉太書三章中説到的，亞伯拉罕的後裔是一個人，就是耶穌基督：

【加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假如在出埃及記三十二章，以色列的家系真的轉移到摩西，那也就會是轉移到‘一個人’。

但摩西的回應是什麽呢？

【出 32:11 摩西便懇求耶和華他的神說：耶和華阿，你為甚麼向你的百姓發烈怒呢，

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從埃及地領出來的；

出 32:12 為甚麼使埃及人議論說：他領他們出去，是要降禍與他們，把他們殺在山中，

將他們從地上除滅；求你轉意，不發你的烈怒，後悔，不降禍與你的百姓。

出 32:13 求你記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著自己起誓說：我必使

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並且我所應許的這全地，必給你們的後裔，他們要永遠承

受為業。】

【出 32:28 利未的子孫照摩西的話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殺的約有三千。

出 32:29 摩西說：今天你們要自潔，歸耶和華為聖，各人攻擊他的兒子，和弟兄，使

耶和華賜福與你們。

出 32:30 到了第二天，摩西對百姓說：你們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華那裏去，或

者可以為你們贖罪。

出 32:31 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裏，說：唉，這百姓犯了大罪，為自己作了金像。

出 32:32 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不然，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

出 32:33 耶和華對摩西說：誰得罪我，我就從我的冊上塗抹誰的名。

出 32:34 現在你去領這百姓，往我所告訴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

是到我追討的日子，我必追討他們的罪。

出 32:35 耶和華殺百姓的緣故，是因他們同亞倫作了牛犢。】

保羅也流露出同樣的回應：

【羅 9:1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

羅 9:2 我是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

羅 9:3 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



188

這是一個神的僕人真正的記號，就是願意為神的子民捨棄自己。

這也正是耶穌所作的。耶穌願意被從生命冊上被塗抹。但，神使末後的亞當從死人中復活。

耶穌代表了所有以色列人所原本該有的樣式。

《註：耶穌基督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展現了祂是猶太人的王：如同一個好牧人；一個願意，

也有權柄，為羊捨命的好牧人。在馬太福音，這部以耶穌為猶太人的王為背景的福音書，

耶穌呼召祂的門徒，也就是學習者，也要來從祂而學習；並且，在耶穌從死裏復活之後，

吩咐他們也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意即，也要去使萬民，也就是萬邦，也可以翻譯

為外邦人，來成為這樣的學習者，也來以這樣的方式與基督一同作王。或許，這也是所謂

‘大使命’真正的意義吧。畢竟，福音的核心是基督；福音被稱為是國度的福音；福音的

關注不僅僅是基督為我們做了什麽，似乎我們是福音的核心，福音更是關注藉著拯救我們，

基督到底要成就什麽；而這必然是關乎整個創造的：【羅 8: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

的眾子顯出來。】。

》

A. He has come of the heal the fragmented world, not merely of Israel, but also of the
Gentiles.
祂來是要醫治破碎了的世界，不僅僅是以色列的，而且是外邦人的。

耶穌來要醫治這破碎的世界，不僅僅是關於以色列，並且也是關於外邦人。

在馬太福音十二章，耶穌的醫治，應驗了以賽亞書的預言，耶穌不僅僅要復興以色列，並

且要將公理傳給外邦。

【太 12:17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

太 12:18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裏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靈賜給

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太 12:19 他不爭競，不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

太 12:20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

勝；

太 12:21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以及“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出現在一個對猶太人的福音書

裏。在這馬太福音中，我們看到許多關於外邦人的主題。

耶穌作為真以色列，但祂的信息要傳達到外邦。這也是基督的跟隨者所該作的。

B. Israel’s religious rulers reject Jesus as the one who is to restore Israel to her God.
以色列的宗教統治者拒絕耶穌為這位將要復興以色列使之歸向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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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宗教領袖拒絕耶穌為這一位要復興以色列來歸向神的。

有人或許要問，為什麽耶穌也需要被施浸？

這是因為，耶穌是作為一個新的創造，也必須經過水，如同在舊約的創造，挪亞之後形同

一個新創造，以色列出埃及形同一個新創造。甚至以色列的第二代也必須經由約但河的水

而進入迦南地。

這些歷史的“典範(paradigms)”幫助我們認識為什麽耶穌必須要經過水，切合過去舊約

“救贖歷史的模式(redemptive historical pattern)”。

我們讀新約不可能不讀舊約。我們必須藉著新約認識舊約；新約解釋舊約，舊約解釋新約。

在耶穌開始的一個新的創造中，猶太人的宗教領袖將耶穌接下來所行的歸因於撒但：

【太 12:22 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人，帶到耶穌那裏；耶穌就醫治他，

甚至那啞吧又能說話，又能看見。

太 12:23 眾人都驚奇，說：這不是大衛的子孫麼《mh,ti ou-to,j evstin o` uiò.j Daui,dÈ：豈會

是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

太 12:24 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這個人趕鬼，無非是靠著鬼王別西卜阿。】

基督用以代表復興以色列的‘醫治’，猶太人的宗教領袖將之歸因於魔鬼。別西卜是迦南

地的一個神。

《註：這裏不僅僅是猶太人的宗教領袖不相信，連“衆人”也應該是不相信或非常不確定

的。“這不是大衛的子孫麼？” 《mh,ti ou-to,j evstin o` uiò.j Daui,d：豈會是呢 (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大衛？》，其中的疑問詞“mh,ti”帶出的是一個修

辭學上的問題，一般預期的是一個否定的答案，例如，“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mh,ti

sulle,gousin avpo. avkanqw/n stafula.j》；因此，這裏的問題接近於：“這個人豈會是大衛的

子孫呢？”；在背後的意思是：大家應該都知道他不是啊。

》

但耶穌的回答是：

【太 12:25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分爭，就成為荒場，一城

一家自相分爭，必站立不住。

太 12:26 若撒但趕逐撒但，就是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太 12:27 我若靠著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

你們的是非。

太 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eiv de. evn pneu,mati qeou/ evgw.

evkba,llw ta. daimo,nia( a;ra e;fqasen evfV um̀a/j h` basilei,a tou/ qeou/：若是 然而也 在內 在對

(它)靈/風 從屬(他)神 我 我現在持續向外投擲出來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鬼魔， 果然如此

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那 從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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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馬太福音 12:28再次表達，神的國已經臨到，“e;fqasen”《他/她/它那時(也是)佔前先到》：

《phthano“佔前先到”》。

《註﹕fqa,nw：phthano“佔前先到”：

Strong 指出，動詞 phthano 這個字明顯地是一個字根字，表達“成為超前的(to be

beforehand)”，也就可以表達“佔先或領先在前(anticipate or precede)”，也可以延伸表達

“已經抵達(to have arrived at)”。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七次。

Vine 指出，phthano 這個字表達“佔先，比期待的更早到來(to anticipate, to come sooner

than expected)”，或“以與所預期的為不同的方式上‘到來’(to "come" in a different

manner from what was expected)”，也可以表達“達到，獲得一件事物(to reach, attain to a

thing)”。

》

如果人已經對國度有一個像對羅馬帝國那樣的概念，就不可能看見神的國；因為只想到物

質世界的國。

在這裏，神的國所相對的國是污鬼統治的國。

在這裏，污鬼的統治者已經被擊敗了。舊約預言的神的國度已經來到了。神的國並不是推

遲了，並不是要等到千禧年才開始。

耶穌接著說：

【太 12:29 人怎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纔可以搶奪他

的家財。】

在馬太福音十二章這裏，這只是一個趕出污鬼的比喻麽？這節經文，太 12:29，所表達的

最接近於耶穌服事中的哪一個事件呢？

應該就是耶穌勝過魔鬼的試探。耶穌捆住那壯士《即，勝過魔鬼的試探》，之後，耶穌就

名正言順地驅逐污鬼。

記得在路加福音：

【路 10:17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

路 10:18 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

路 10:19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

麼能害你們。

路 10:20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evqew,roun to.n satana/n wj̀ avstraph.n evk 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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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vranou/ peso,nta：我當時持續行定睛觀看 到於(他)那 到於(他)撒但 正如地 到於(她)閃電強光 向外出來 從

屬(他)那 從屬(他)天空/天 到於(他)那時(也是)落下墜落了的》，這裏為什麽是過去的時態呢？

有人說，這是表達預言的過去時態，表達將要在十字架上發生。

《註：表達過去的非限定時態作為預期或預言非限定的功用時，一般是在作為主要動詞
的時候；而這裏的主要動詞是不完成時態，非限定時態的動詞是分詞。》

但就像在馬太福音十二章這裏，或許耶穌也看到了撒但的墜落。撒但墜落了，就是當耶穌

擊敗它的時候。

在舊約中，當星辰墜落的時候，是表達被擊敗的君王。例如以賽亞論到巴比倫王，預言到

他的衰敗：

【賽 14:12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

在地上。】

以賽亞書這裏的論述可能可以延伸到撒但。而這已經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這裏發生了。

“鬼服了你們”是表達撒但不能再傷害你們了。

“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是一種‘隱喻(metaphor)’的表達，來表達你們已經受了我的印

記，意即，你們是屬於我的。

耶穌在馬太福音接著說：

【太 12:30 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太 12:31 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

總不得赦免。

太 12:32 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

免。】

關於“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這裏的鑰匙是：

【太 12:17 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

太 12:18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裏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靈賜給

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這是源自：

【賽 42: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的預言是指向耶穌受浸禮的時候，聖靈降在耶穌身上。聖靈膏抹

耶穌，聖靈膏抹耶穌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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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裏的干犯聖靈總不得赦免的罪，就是將耶穌的工作歸因於魔鬼，而沒有歸因於神。

那麽，今天的人是否可能犯這種“總不得赦免的罪”呢？

我想，這個罪是在救贖歷史中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們拒絕了那在他們當中的；他們拒絕

了聖靈藉著耶穌基督一個人所成就的工作。這是不得赦免的。

對今天的人來説，一個人如果拒絕耶穌基督，並且在其一生其餘的日子都無法被挽回，這

是不得赦免的罪。

但注意，馬太福音這裏，以色列人不僅僅是拒絕耶穌；這裏是褻瀆，說這是鬼魔的工作。

我們是否能將之延伸到個人呢？

有可能。但我們必須要將之區別於以色列在救贖歷史中的反應。以色列在救贖歷史中本來

應該認識到並接受彌賽亞的‘眷顧(visitation)’，但他們卻說成是魔鬼的眷顧。

這裏發生的，在本質上說，就是他們把耶穌當作如同是申命記所說的迷惑者：

【申 13:1 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作夢的起來，向你顯個神蹟奇事，

申 13:2 對你說：我們去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事奉他罷；他所顯的神蹟奇事，

雖有應驗，

申 13:3 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作夢之人的話，因為這是耶和華你們的神試驗你們，

要知道你們是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神不是。

申 13:4 你們要順從耶和華你們的神，敬畏他，謹守他的誡命，聽從他的話，事奉他，

專靠他。

申 13:5 那先知，或是那作夢的，既用言語叛逆那領你們出埃及地，救贖你脫離為奴之

家的耶和華你們的神，要勾引你離開耶和華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將他治死；這樣

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換言之，他們沒有否認耶穌的神蹟，但，他們將耶穌視為是一個迷惑者。或許，他們認為

耶穌就是一個假先知。

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在他的‘猶太古史(Antiquity)’（Book 18, Line 63 and following）中

記載到耶穌，提到耶穌說：

耶穌是一個做了許多奇怪作為的人，並且是一個對心思單純之人的迷惑者；祂誤導了許多

外邦人及猶太人 (Jesus is a doer of strange deeds and a deluder of the simple-minded. He led

astray many Jews and Greeks…)。

但，耶穌反過來指控猶太人：

【太 12:43 污鬼離了人身，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尋求安歇之處，卻尋不著。

太 12:44 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裏去；到了，就看見裏面空閒，打掃乾淨，

修飾好了。

太 12:45 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裏；那人末後的景況，比

先前更不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e;stai kai. th/| genea/| tau,th| th/| ponhra/：那同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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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惡的》。】

他們指控耶穌是靠著鬼王趕鬼。耶穌指出，他們才是受到鬼王的影響，以致污衊耶穌靠著

聖靈的工作，他們邪惡的心思會遭受更邪惡的污鬼的工作。

事實上，當時這些猶太人希望從耶穌看到一個神蹟：

【太 12:38 當時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對耶穌說：夫子，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蹟給我

們看。】

耶穌的回答是：

【太 12:39 耶穌回答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genea. ponhra. kai. moicali.j

shmei/on evpizhtei/：(她)族類之世代 (她)惡的 並且 (她)淫婦 到於(它)識別之表記徵兆 他/她/它

現在持續在上面探索尋求》；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

“先知約拿的神蹟”就是復活的神蹟。這也是當時猶太人沒有接受的。

耶穌接著說：

【太 12:40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

太 12:41 當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

傳的，就悔改了；看哪，在這裏有一人比約拿更大。

太 12:42 當審判的時候，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因為他從地極而來，要

聽所羅門的智慧話；看哪，在這裏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

這裏所顯示的，是這些猶太宗教領袖，神不是他們的統治者，他們是被別西卜統治。換言

之，他們不是真的以色列民。

因此，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二章最後指出，人如何可以成為真以色列的家人：

【太 12:46 耶穌還對眾人說話的時候，不料，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他說話。

太 12:47 有人告訴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你說話。

太 12:48 他卻回答那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

太 12:49 就伸手指著門徒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

太 12:50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o[stij ga.r a'n poih,sh| to.

qe,lhma tou/ patro,j mou tou/ evn ouvranoi/j auvto,j mou avdelfo.j kai. avdelfh. kai. mh,thr evsti,n：(他)這

個任何什麼 因為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 從屬(他)那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同一者 從屬我 (他)弟兄 並

且 (她)姊妹 並且 (她)母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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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The Parables Indicate the Rejection of National Israel as the People of
God and Indicate How the Eschatological Kingdom Is Beginning in the
Ministry of Jesus.
比喻顯示作為神子民的以色列國的拒絕，並且顯示末世的國度如何在耶穌的

服事中開始。

接下來，在馬太福音十三章，耶穌說了許多的比喻。

什麽是耶穌說這些比喻的目的呢？

這些比喻顯示以色列民族被拒絕為神的子民，並且顯示末世性的國度現在如何藉著耶穌的

事工開始。

在這裏有一個“附記(excursus)”，我稱之為：

與比喻有關之國度奧秘的層面(the mysterious aspect of the kingdom in relation to the
parobles)

猶太人相信，舊約應許的國度只會在歷史末後的日子來到，那時候，神會公開地摧毀邪惡

的國度。

這個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但以理書第二章，以及一些其他的經文。

【但 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

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 2:45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那

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但這些舊約的經文中，沒有一處經文指出，神要藉著彌賽亞的死來擊敗以色列的仇敵。

雖然，舊約有一些經文影射到彌賽亞的死，例如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此外，還有一些猶太

的文獻，例如，在主前一百年左右的“以斯拉四書”。

但，無論如何，猶太人沒有任何的預期，神竟然會要藉著彌賽亞的死來擊敗以色列的仇敵。

在馬太福音十三章，耶穌説到撒種的比喻，在比喻的最後說：

【太 13:9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同樣的一句話也出現在：

【太 13: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

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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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什麽要這麽說，並且為什麽要重複了兩次呢？

耶穌是在馬太 13:3~8中講完撒種的比喻之後，才在 13:9這麽宣告的。

馬太接著就記載，門徒進前來問耶穌一個問題：

【太 13:10 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

太 13:11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太 13:12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太 13:13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太 13:14 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

要看見，卻不曉得；

太 13:15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

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太 13:16 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了。

太 13:17 我實在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見；

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

太 13:18 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

這一段經文中在某種程度上也與但以理書有關，特別是但以理書第七章及第二章。

我們之前看到耶穌已經首先擊敗了那些屬靈的邪惡的能力，並且至終也要在世代的最末了

擊敗所有‘物理界的的能力(physical powers)’，意即，舊有的天地的毀滅。

現在，藉由這些比喻，耶穌在傳達祂的國度的性質，以及祂如何引進這個國度。

這也是這些比喻的目的之一。

例如，在馬太 13:3~8的撒種的比喻中，種子落在不同的地土。這是關於天國的奧秘；而

種子，根據耶穌的解釋，就是“天國的道理《to.n lo,gon th/j basilei,aj：到於(他)那 到於(他)

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但，這裏提出核心的問題是人的心。地土在表達人的心。

前三種土地是三種人心。這三種不是指基督徒；儘管有些人是這麽認為。前三種心最後是

拒絕了種子。例如，其中第二種，耶穌解釋：

【太 13:20 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

太 13:21 只因心裏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

就跌倒了。】

這是關於人的心；他們沒有真正領受。

在天國開始的階段，國度不會强迫人的心去接受。但在最後，每一個膝蓋都要跪拜，無論

是自願的或是不情願的；如同腓立比書第二章所說的。

國度的接受，在開始的這個時候，是在於人的心，更是一個裏面的事情。這個時候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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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被强加於人心；只要願意的人就可以接受。

這個比喻顯示，國度開始的形式是在於人的心。

《註：Dr. Beale 指出，“國度開始的形式是在於人的心”。

是的，不但如此，並且國度的養成（結果實），也是在人的心。在馬太福音的背景中，耶

穌就是那生下來的猶太人的王。他呼召一群“學習者”，就是“門徒”，來從祂學習，

學習王者之心，也就是“溫柔謙卑”。

【太 11:29 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

享安息。】

只有溫柔的心能夠領受那所栽種的道：

【雅 1:21 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盈餘的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

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

而溫柔，也正是王者的特性：

【太 21:5 『要對錫安的居民〔原文作女子〕說：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是溫柔的，

又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駒子。』】

並且，溫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太 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註﹕mathetes“學習者(學徒=門徒)”：

Strong指出，名詞mathetes這個字是由動詞manthano“學習”衍生出來的，表達“一

個學習者(a learner)”，也就可以表達“學生(pupil)”。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262次。

Vine指出，mathetes這個字源自動詞manthano“學習”（動詞是由一個表達伴隨著努

力的思維的字根“math”而來），直接的意思為“一個學習者(a learner)”，相對於名詞

didaskalos“致使受教之人(教導之人=老師)”，因此這個字表達“一個跟隨另一個人的教

導的人(one who follows one's teaching)”，英文一般翻譯為“門徒(disciples)”；一

個“門徒(disciples)”不僅僅是一個“學生(pupil)”，並且是一個“追隨者(adherent)”；

因此他們被稱為他們的老師的“效法者(imitators)”；在新約全部使用於四福音書及使徒

行傳。

註﹕manthano“學習”：

Strong指出，動詞manthano這個字是一個字根字的延長形式，另一交替字形matheo

也用在某些時態，表達“(任何形式的)學習(to learn (in any way))”。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25次。

Vine指出，manthano這個字與名詞mathetes“學習者(學徒=門徒)”有關，表達：

1）“學習(to learn)”，“增加一個人的知識(to increase one's knowledge)”，“在知識

中被增長(be increased in knowledge)”，經常表達“經由詢問調查或觀察而學習到

(to learn by inquiry, or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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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認查明(to ascertain)”；

3）“經由使用和實習而學習到，獲得一個習慣，習慣於(to learn by use and

practice, to acquire the habit of, be accustomed to)”。

動詞 manthano“學習”，在馬太福音僅有的三次使用：

太 9:13 poreuqe,ntej de. ma,qete ti, evstin\ e;leoj qe,lw kai. ouv qusi,an\ ouv ga.r h=lqon kale,sai
dikai,ouj avlla. àmartwlou,jÅ
But go ye and learn what that meaneth, I will have mercy, and not sacrifice: for I am not come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to repentance.

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他們)那時(也是)被行去了的 然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 (它)任何什麼呢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到於(它)憐憫慈悲 我現在持續定意， 並且 不是/不 到於(她)犧牲祭物； 不是/不 因為 我那

時(也是)到來前往 那時(也是)要去促請召喚 到於(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但乃是 到於(他們)犯罪的。

太 11:29 a;rate to.n zugo,n mou evfV um̀a/j kai. ma,qete avpV evmou/( o[ti prau<j eivmi kai. tapeino.j th/|
kardi,a|( kai. eùrh,sete avna,pausin tai/j yucai/j um̀w/n\
Take m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of me; for I am meek and lowly in heart: and ye shall find rest unto
your souls.
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提起 到於(他)那 到於(他)軛/天平 從屬我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 從那裏離開 從屬"我"； 是這樣 (他)溫柔謙和的 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低微降卑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內心；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找到尋見 到於(她)休息恢復 在

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生魂意念 從屬你們；

太 24:32 VApo. de. th/j sukh/j ma,qete th.n parabolh,n\ o[tan h;dh o` kla,doj auvth/j ge,nhtai àpalo.j
kai. ta. fu,lla evkfu,h|( ginw,skete o[ti evggu.j to. qe,roj\
Now learn a parable of the fig tree; When his branch is yet tender, and putteth forth leaves, ye know that
summer is nigh: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

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她)那 從屬(她)無花果樹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學習 到於(她)那 到於(她)

比喻： 但凡當這時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那 (他)分枝 從屬(她)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

自己生發成為 (他)柔嫩的 並且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苖芽葉子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向外發

芽生長出來， 你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是這樣 接近地 (它)那 (它)夏天；

太 24:33 So likewise ye, when ye shall see all these things, know that it is near, even at the doors.

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

》

國度開始在於人心；之後，接下來的進展，有時候也不是非常外顯的，不是人可以清楚看

見的。

之後，耶穌講説麥子和稗子的比喻。

隨後，有耶穌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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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3:36 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請把田間稗子的比喻，

講給我們聽。

太 13:37 他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太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

太 13:39 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

天使。

太 13:40 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太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裏挑出來，

太 13:42 丟在火爐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太 13: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當

聽。】

在這裏，“田地，就是世界”，我認為可能是説到遍佈在世界各地的教會群體；是神的國

度在全世界。神在其中撒種。但，仇敵也在其中撒種。

第 41節，“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pa,nta ta. ska,ndala kai.

tou.j poiou/ntaj th.n avnomi,an：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機關陷阱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從他國裏挑出來”，

這裏不是說從世界挑出來。這裏不是説在教會群體之外的不信者。這裏談到的不是最後的

全面審判，而是在“聖約群體(covenant community)”中的審判。

“叫人跌倒的”《ta. ska,ndala：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機關陷阱》是那些藉著虛假的教訓

叫人跌倒的；還有那些“作惡的《tou.j poiou/ntaj th.n avnomi,an：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

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就是破壞律法的；在此刻（耶穌説話的時候），

特別是指以色列人。

《註：事實上，這裏的“惡”，就是不法（avnomi,a）。之前説到過：在末世論的意義上，

不法的罪就是對神的話語的不忠誠。

》

這裏不是在說一般普遍的審判；這是特別是在説到聖約團體的審判。不是所有聲稱是在國

度中的就真的是在國度中；就如當時的以色列，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是這個國度中真實的成

員。

國度開始於一個沒有被期待的形式。甚至在舊約的預言也沒有完全理解到這個事實。

在猶太教的思想，在國度來到的時候，就要區分公義的和作惡的，公義的要被獎賞，作惡

的要被審判。

但，現在國度已經來到了，公義的和邪惡的卻一同生長；甚至是在聖約的群體中。所以，

在國度開始來到的時候並沒有審判。這是猶太人沒有預期到的。

其中一個理解的方式就是認識到，在舊約的先知沒有看到彌賽亞要來兩次。這也是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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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秘形式之一，彌賽亞要來兩次。

這或許也像是使徒們，他們當時也期待基督很快就要來到。但這是否表達他們錯了呢？

不是的。

其實，像使徒們一樣，我們也都總是有這樣的盼望。

但，要注意的是：一個教義上所命定的‘耶穌回來是什麽時候’，這與在盼望中期待祂的

到來是不同的。

所以，審判沒有來到，而國度卻已經來到，這是猶太人沒有預期到的。如同這個麥子稗

子的比喻所顯示的。

麥子和稗子的比喻之後，耶穌又説到芥菜種的比喻：

【太 13:31 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

太 13:32 這原是百種裏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

飛鳥來宿在他的枝上。】

舊約的猶太教認為，一旦國度來到，邪惡就被除掉，一切政治、社會、屬靈的次序就被建

立完備。

但，耶穌所說的是，國度的來到不是以人的眼睛所能看見的方式。

天國的來到好像一粒芥菜的種子；但，之後會要長大。

耶穌在這裏引用了但以理書第四章，論到巴比倫王：

【但 4:10 我在床上腦中的異象是這樣；我看見地當中有一棵樹，極其高大，

但 4:11 那樹漸長，而且堅固，高得頂天，從地極都能看見，

但 4:12 葉子華美，果子甚多，可作眾生的食物，田野的走獸，臥在蔭下，天空的飛鳥，

宿在枝上，凡有血氣的，都從這樹得食；】

耶穌又説到麵酵的比喻：

【太 13:33 他又對他們講個比喻說：天國好像麵酵，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麵裏，直

等全團都發起來。】

麵酵在麵糰裏，其生長是人的肉眼所不可見的。同樣地，國度的成長也是不可見的；雖然

眼睛不能看見，但卻不斷增長。

在馬太福音中關於國度的比喻，包括這裏的，包含有三種方式的“引進(introduction)”：

（1）使用非限定時態的：

【太 13:24 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裏《wm̀oiw,qh h̀ basil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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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n ouvranw/n avnqrw,pw| spei,ranti kalo.n spe,rma evn tw/| avgrw/| auvtou/：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促使為具

同樣相同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他)人 在對(他)那時(也是)

散佈播撒了的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到於(它)種裔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田野 從屬(他)同一

者》；】

（2）也有使用的現在時態的：

【太 13:33 他又對他們講個比喻說：天國好像麵酵《òmoi,a evsti.n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zu,mh|：(她)具同樣相同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

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她)酵素》，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麵裏，直等全團都發起來。】

（3）也有使用未來時態的：

【太 25:1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To,te om̀oiwqh,setai h̀ basilei,a tw/n ouvranw/n de,ka

parqe,noij：當那時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使為具同樣相同 (她)那 (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在對(她們)十個 在對(她們)童身處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

有學者 Dunn Carlson（?）寫了一篇詳細研究的文章發表在“新約研究(New Testament

Study)”這份雜誌的第三十一卷。他指出：

使用非限定時態，是表達國度在過去的開始；

使用未來時態，是表達國度終極的成就；

使用現在時態，是表達國度的過去、現在、未來的運行。

時代論及一些其他學者認為，“天國”只是指未來的，而“神的國”則是指過去及現在的；

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但，“天國”及“神的國”都使用於這三種引進形式。事實上，在馬太十三章這裏的“天

國”也有使用非限定時態，也有使用現在時態。

《Vine 指出，“神的國”這個詞在馬太福音只用過四次，其餘都是用“天國”，（其他的

三個福音書沒有使用“天國”一詞，都是用“神的國”）；福音書之外，“天國”一詞只

出現在：

[提後 4:18：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

遠遠。阿們。]。

這個國度又被稱為：

1）“父的國”：[太 26:29：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

父的國(basileia)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

2）“子的國”：[路 22:30：（我將國賜給你們，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叫你們在我國

(basileia)裏，坐在我的席上喫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這個國度雖然被稱為“父的國”和“子的國”，但只有一個國度：

1）“人子的國”：[太 13:41：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

(basileia)裏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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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耶穌的國”：[啟 1:9：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

(basileia)，忍耐裏一同有分；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

上。]；

3）“基督的國”：[提後 4:1：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

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basileia)囑咐你；（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

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4）“基督和神的國”：[弗 5:5：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

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國(basileia)裏，都是無分的；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5）“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啟 11:1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

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basileia)；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6）“神的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啟 12:10：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

能力，國度(basileia)，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

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

7）“愛子的國”：[西 1:13：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

(basileia)裏；（我們在愛子裏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The expression 'Kingdom of God' occurs four times in Matthew, 'Kingdom of the Heavens'
usually taking its place. The latter (cf. Dan 4:26) does not occur elsewhere in NT, but see 2 Tim
4:18, "His heavenly Kingdom."... This Kingdom is identical with the Kingdom of the Father (cf.
Matt 26:29 with Mark 14:25), and with the Kingdom of the Son (cf. Luke 22:30). Thus there is
but one Kingdom, variously described: of the Son of Man, Matt 13:41; of Jesus, Rev 1:9; of
Christ Jesus, 2 Tim 4:1; "of Christ and God," Eph 5:5; "of our Lord, and of His Christ," Rev
11:15; "of our God, and the authority of His Christ," 12:10; "of the Son of His love," Col 1:13.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Biblical Words）

》

在這裏這麽說，主要是要大家注意到國度的“已然和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的含義。

馬太提到這是國度的“奧秘”《musth,rion：musterion“具關緊閉住者之器(具傳授秘訣者

之器=隱秘之事=奧祕)”》。

這個希臘文字，musth,rion“奧秘”，在舊約主要出現在但以理書（七十士譯本），而其中

最主要出現在但以理書第二章。

我不認為是偶然的。

但以理書第二章中談到王有一個夢：

【但 2:27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說：王所問的那奧秘事，哲士，用法術的，術士，觀兆

的，都不能告訴王；

但 2:28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顯明奧秘的事，他已將日後《七十士譯本為：evpV

evsca,twn tw/n hm̀erw/n：<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們)最末後的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日子/白日》

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夢，和你在床上腦中的異象是這樣。

但 2:29 王阿，你在床上想到後來的事，那顯明奧秘事的主，把將來必有的事指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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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30 至於那奧秘的事顯明給我，並非因我的智慧勝過一切活人，乃為使王知道夢的

講解，和心裏的思念。】

但以理指出，這是關於“末後的日子”必有的事。但以理書二章是整本舊約中唯一將“奧

秘”這個字聯結於“末後的日子”的經文。

“奧秘”這個字被使用於對將要來到之國度的預言：

【但 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

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 2:45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那

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但 2:46 當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並且吩咐人給他奉上供物和香

品。

但 2:47 王對但以理說：你既能顯明這奧秘的事，你們的神，誠然是萬神之神，萬王之

主，又是顯明奧秘事的。】

在馬太十三章，耶穌說到：

【太 13:11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有學者認為耶穌在這裏是就是暗指但以理書第二章。但，耶穌是以一個人沒有預期到，一

個完全不同於但以理書的形式來開始這個國度。

換言之，耶穌在表達：

但以理書提到的國度開始被引進了，但這是以一個沒有被期待的形式來到了，這是由於在

人心的問題；最後的審判雖然還沒有到來，但國度已經開始了；是看不見的，但卻是已經

到來了。

這裏有幾點需要注意的：

（一）但以理書二章是在整個舊約中唯一將“奧秘”這個字使用於末世的關聯。在馬太

福音十三章這裏也是，“奧秘”這個字被使用於末世的關聯。

（二）但以理書二章中尼布甲尼撒不認識這個奧秘；馬太福音十三章中猶太宗教領袖也

沒有認識到這裏的意義。

記得哥林多前書所說的：

【林前 2:6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

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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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

得榮耀的；

林前 2:8 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

十字架上了；】

（三）在最末後神要擊敗那惡者的國度並且要建立永恆的國度，在但以理書二章是如此，

在馬太福音十三章也是如此。

（四）但以理書二章中，地上一切的國度要被一塊石頭擊碎；路加福音也指出耶穌就是

但以理書二章所説到的石頭，要擊碎猶太宗教的領袖：

【路 20:9 耶穌就設比喻，對百姓說：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住

了許久。

路 20:10 到了時候，打發一個僕人到園戶那裏去，叫他們把園中當納的果子交給他；

園戶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

路 20:11 又打發一個僕人去；他們也打了他，並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

路 20:12 又打發第三個僕人去；他們也打傷了他，把他推出去了。

路 20:13 園主說：我怎麼辦呢；我要打發我的愛子去；或者他們尊敬他。

路 20:14 不料，園戶看見他，就彼此商量說：這是承受產業的；我們殺他罷，使產業

歸於我們。

路 20:15 於是把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這樣，葡萄園的主人，要怎樣處治他們呢。

路 20:16 他要來除滅這些園戶，將葡萄園轉給別人；聽見的人說：這是萬不可的。

路 20:17 耶穌看著他們說：經上記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這是甚麼意思呢。

路 20:18 凡掉在那石頭上的，必要跌碎；那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路 20:19 文士和祭司長，看出這比喻是指著他們說的，當時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懼

怕百姓。】

按照這個比喻所表達的，猶太宗教的領袖被視為是邪惡國度的一部分，但他們要被擊碎，

如同不信的外邦人一樣。

因此，這裏關於天國的‘奧秘’：

（1）舊約國度的預言已經在開始被應驗；

（2）是以一個沒有被預期的方式開始被應驗。

這也是為什麽耶穌在馬太十三章中提到：

【太 13:9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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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句子也出現在：

【太 13: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

當聽。】

有學者認為這裏的‘國度’應該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應該是一個實質上的國度。

但，我要指出，這也正是第一世紀猶太人理解的方式；也正因此他們不能理解或看見這個

國度。

馬太指出：

【太 13:34 這都是耶穌用比喻對眾人說的話；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說甚麼。

太 13:35 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說：『我要開口用比喻，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

來。』】

這裏的引用是出自於詩篇七十八篇：

【詩 78:1 〔亞薩的訓誨詩。〕我的民哪，你們要留心聽我的訓誨，側耳聽我口中的話。

詩 78:2 我要開口說比喻；我要說出古時的謎語；

詩 78:3 是我們所聽見所知道的，也是我們的祖宗告訴我們的。

詩 78:4 我們不將這些事向他們的子孫隱瞞；要將耶和華的美德和他的能力，並他奇妙

的作為，述說給後代聽。

詩 78:5 因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設律法，是他吩咐我們祖宗，要傳給子孫

的；

詩 78:6 使將要生的後代子孫，可以曉得；他們也要起來告訴他們的子孫；

詩 78:7 好叫他們仰望神，不忘記神的作為；惟要守他的命令；

詩 78:8 不要像他們的祖宗，是頑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輩，向著神心不誠實。

詩 78:9 以法蓮的子孫，帶著兵器，拿著弓，臨陣之日，轉身退後。

詩 78:10 他們不遵守神的約，不肯照他的律法行；

詩 78:11 又忘記他所行的，和他顯給他們奇妙的作為。

……

詩 78:16 他使水從磐石湧出，叫水如江河下流。

詩 78:17 他們卻仍舊得罪他，在乾燥之地悖逆至高者。

詩 78:18 他們心中試探神，隨自己所欲的求食物；

……

詩 78:32 雖是這樣，他們仍舊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為。

……

詩 78:40 他們在曠野悖逆他，在荒地叫他擔憂，何其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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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78:41 他們再三試探神，惹動以色列的聖者。

……

詩 78:55 他在他們面前趕出外邦人，用繩子將外邦的地量給他們為業，叫以色列支派的

人住在他們的帳棚裏。

詩 78:56 他們仍舊試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

……

詩 78:59 神聽見，就發怒，極其憎惡以色列人；

詩 78:60 甚至他離棄示羅的帳幕，就是他在人間所搭的帳棚；

詩 78:61 又將他的約櫃〔原文作能力〕交與人擄去，將他的榮耀交在敵人手中。……

……

詩 78:67 並且他棄掉約瑟的帳棚，不揀選以法蓮支派，

詩 78:68 卻揀選猶大支派，他所喜愛的錫安山；

詩 78:69 蓋造他的聖所，好像高峰，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

詩 78:70 又揀選他的僕人大衛，從羊圈中將他召來；

詩 78:71 叫他不再跟從那些帶奶的母羊，為要牧養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產業以色

列。】

詩篇七十八篇是很長的一篇詩篇，其中指出以色列人不斷地背叛神、拒絕神的‘模式

(pattern)’。

耶穌開口用比喻，就是要應驗這篇詩篇的話；而這裏的目的是要表明，這些人就是拒絕神

的人。這個重複拒絕神的模式現在又再重演。

詩篇七十八篇原本只是一個敘述，不是一個預言。但，耶穌說：“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

說：『我要開口用比喻，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因此，這個記錄下來的

敘述，就某種意義而言，是指向一個更大的，趨向高潮的拒絕。

馬太之前記載，門徒當時問耶穌：“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

【太 13:10 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

太 13:11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太 13:12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太 13:13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太 13:14 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

要看見，卻不曉得；

……】

耶穌的回答如同在說：“因為這是在對拒絕的人在說。”。

“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這句話的希臘文為：“kai. avnaplhrou/tai auvtoi/j h`

profhtei,a VHsai<ou”《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補充到滿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那 (她)預示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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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他)以賽亞》。其中的“應了”這個字的希臘文為：anapleroo“向上促使成充滿添足(補

充到滿)”；是一般翻譯為“應驗”的希臘文，pleroo“促使成充滿添足”，的複合字。

也因此，如同一個結論，馬太 13:34~35記載：

【太 13:34 這都是耶穌用比喻對眾人說的話；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說甚麼。

太 13:35 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o[pwj plhrwqh/| to. rh̀qe.n dia. tou/ profh,tou：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

(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說：『我要開口用比喻，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

來。』】

這裏的“這是要應驗”在希臘文《o[pwj plhrwqh：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

成充滿添足》是表達一個目的的子句。

這裏的意思也就是：耶穌只用比喻來說的目的，是要應驗詩篇七十八篇中的那句話；而在

詩篇七十八篇中是指出以色列人在歷史中不斷地背叛神、拒絕神的模式；但，現在藉著耶

穌使用比喻而應驗，表達這種情況已經又再一次到達了頂點。

《註：
太 13:35 o[pwj plhrwqh/| to. rh̀qe.n dia. tou/ profh,tou le,gontoj\ avnoi,xw evn parabolai/j to. sto,ma
mou( evreu,xomai kekrumme,na avpo. katabolh/j Îko,smouÐÅ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the prophet, saying, I will open my mouth in parables; I will
utter things which have been kept secret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說：『我要開口用比喻，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

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它)那 (它)那時(也是)被發表言說了的 <徹底

經過>經由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從屬(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我將要(持續)向上開

啟打開 在內 在對(她們)比喻 到於(它)那 到於(它)口/嘴 從屬我； 我將要(持續)讓自己噴吐吐露

到於(它們)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了的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投置奠基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

總結而言，比喻以三種方式產生功用：

（一）比喻的確會使人“在認知上的不能理解(cognitive inability)”。

猶太人的腦部沒有問題，他們的理解力沒有問題；他們的問題是在於他們的 ‘預設

(presuppositions)’。猶太人對國度的觀念已經有了一個既定的框架；他們只能理解按照

字面意義的國度。耶穌談到的國度不符合他們觀念中國度的框架；他們不能理解。他們甚

至不曾試著去理解。這不是因為他們愚笨，這是因為這與他們所理解的國度是這麽不同。

（二）比喻也帶出“在道德上的無能為力(moral inability)”。

有時候聽到的人理解比喻的含義，卻無法在道德上來回應：

【可 12:1 耶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挖了一個壓

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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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12:12 他們看出這比喻是指著他們說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懼怕百姓；於是離開

他走了。

可 12:13 後來他們打發幾個法利賽人和幾個希律黨的人，到耶穌那裏，要就著他的話

陷害他。】

（三）比喻顯示審判必然臨到以色列。

使用比喻就如同舉起一面紅色的警告旗幟，警告審判現在要臨到以色列。

理由是：當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使用比喻的時候，暗指以色列人拒絕他們要求以色列

悔改的警告及預言；以色列達到一個不可挽回的地步，先知們就開始使用比喻。這些比喻

使相信的餘數震驚於以色列信仰的實況，另外一方面更對比出以色列大多數人的不信。比

喻向那些達到不可挽回地步的人隱藏真理。如同主耶穌所說：

【太 13:10 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

太 13:11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所以，比喻是一個審判的記號。對相信的餘數則是一個震驚。

特別是在馬可福音第八章：

【可 8:14 門徒忘了帶餅；在船上除了一個餅，沒有別的食物。

可 8:15 耶穌囑咐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可 8:16 他們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餅罷。

可 8:17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

白麼；你們的心還是愚頑麼。

可 8:18 你們有眼睛，看不見麼，有耳朵，聽不見麼；也不記得麼。】

馬可福音這裏耶穌也是這麽對門徒說的；但，不是因為他們不信而暗示審判，乃是要喚醒

他們，不要像其他大多數的人一樣不醒悟。

【太 13:51 耶穌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麼。他們說：我們明白了，

太 13:52 他說：凡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裏拿出新舊的東西

來。】

這裏的意思是，每一個文士及每一個聖經的學生，當成為天國的門徒，也就是當我們委身

於基督的時候，就會藉著新約來解釋舊約，也就是藉著耶穌的教導來解釋舊約，這也就會

帶出舊的啟示，也帶出新的啟示。

這也就是我們提到的“啟示的漸進性”：後面的啟示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先前的啟示。

馬太十三章的最後，也就表明了以色列人的拒絕：

【太 13:53 耶穌說完了這些比喻，就離開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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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3:54 來到自己的家鄉，在會堂裏教訓人，甚至他們都希奇，說：這人從那裏有這

等智慧，和異能呢。

太 13:55 這不是木匠的兒子麼；他母親不是叫馬利亞麼；他弟兄們不是叫雅各，約西，

〔有古卷作約瑟〕西門，猶大麼；

太 13:56 他妹妹們不是都在我們這裏麼；這人從那裏有這一切的事呢。

太 13:57 他們就厭棄他。〔厭棄他原文作因他跌倒〕耶穌對他們說：大凡先知，除了本

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太 13:58 耶穌因為他們不信，就在那裏不多行異能了。】

這是一個很合適的方式結束了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XIV. Jesus is “Greater than John the Baptist.”
耶穌是“比施洗約翰更大”。

耶穌是“比施洗約翰更大”。

【太 14:1 那時分封的王希律，聽見耶穌的名聲，

太 14:2 就對臣僕說：這是施洗的約翰從死裏復活，所以這些異能從他裏面發出來。】

耶穌曾經論到“施洗約翰”，說：

【太 11:9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甚麼，是要看先知麼；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

多了；

太 11:10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太 11:11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然而天

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

耶穌說施洗約翰“比先知大多了”；因為，施洗約翰看到了天國的開始。

【約 3:27 約翰說：若不是從天上賜的，人就不能得甚麼。

約 3:28 我曾說：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見證。

約 3:29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見新郎的聲音就甚喜樂；故此我這喜

樂滿足了。

約 3:30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但，在耶穌顯出之前，施洗約翰作為舊約最後的先知，僅僅是在舊約範疇的邊緣看到新的

時代的開始，但沒有看到完全的啟示，就是如同我們在福音中所看到的完全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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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The Theology of the Bread Miracle
分餅的神蹟的神學

馬太福音十四章接著記載了五餅二魚的神蹟。

在福音書中，神蹟總是一個比喻。

在約翰福音中提到生命的糧：

【約 6:47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約 6: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約 6: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還是死了。

約 6: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喫了就不死。

約 6: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

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嗎哪是一個預表，指向神在救贖歷史中終極所提供的，也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以五餅二魚喂飽五千人，在表明：

“我是那位在終極要喂飽你們的。你們相信這是一個從神來的神蹟；但更大的神蹟是相信

我。我會給你們真正需要的食物，但不是神蹟中的餅。”。

XVI. After Crossing the Sea, Jesus’ Miraculous Healings Again Demonstrate
That He Has Come to Restore Creation from the Curse of the Fall and to
Restore True Israel from the Covenant Curses of the Exile.
在渡過海之後，耶穌的神奇醫治再次證明祂已經來到要使創造從墮落的咒詛

中復興，並且要使真以色列從流放的聖約咒詛中復興。

耶穌以五餅二魚喂飽五千人之後：

【太 14:22 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等他叫眾人散開。

太 14:23 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裏。

太 14:24 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

太 14:25 夜裏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裏去。

太 14:26 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便害怕，喊叫起來。

太 14:27 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

太 14:28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裏去。

太 14:29 耶穌說：你來罷。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裏去；

太 14:30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阿，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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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4:31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太 14:32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

太 14:33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在前一次渡海的經歷中，門徒提出了問題：

【太 8:23 耶穌上了船，門徒跟著他。

太 8:24 海裏忽然起了暴風，甚至船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了。

太 8:25 門徒來叫醒了他，說：主阿，救我們，我們喪命啦。

太 8:26 耶穌說：你們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膽怯呢；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海

就大大的平靜了。

太 8:27 眾人希奇說：這是怎樣的人，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而在這一次渡海的經歷中，他們找到了答案：“你真是神的兒子了”。

接下來，馬太記載到：

【太 14:34 他們過了海，來到革尼撒勒地方。

太 14:35 那裏的人，一認出是耶穌，就打發人到周圍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帶到他

那裏；

太 14:36 只求耶穌准他們摸他的衣裳繸子，摸著的人，就都好了。】

如同這裏的標題：在渡過海之後，耶穌的神奇醫治再次證明祂已經來到要使創造從墮落的

咒詛中復興，並且要使真以色列從流放的聖約咒詛中復興。

XVII. Israel’s Idolatry with respect to the Law Will Bring a Curse on Them,
Which Will Lead to the Salvation of the Gentiles.
以色列關於律法的偶像崇拜將帶給他們一個咒詛，這個咒詛將會導致外邦人

的救恩。

這是一個關於偶像崇拜的聖經神學。

A. Matthew 13 relates back to Isaiah 6.
馬太福音 13 章關聯於以賽亞書 6 章。

【太 13:8 又有落在好土裏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太 13:9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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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3:10 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

太 13:11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太 13:12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

去。

太 13:13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太 13:14 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kai. avnaplhrou/tai auvtoi/j h̀ profhtei,a

VHsai<ou h̀ le,gousa：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補充到滿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那 (她)預示宣達

從屬(他)以賽亞》，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太 13:15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

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有學者指出，avnaplhro,w《anapleroo“向上促使成充滿添足(補充到滿)”》這個字在這裏

有“再次應驗”的意思。意即，再次應驗了在以賽亞時代的以色列人的光景。

《註：“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這句話的希臘文為：“kai. avnaplhrou/tai

auvtoi/j h` profhtei,a VHsai<ou”《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補充到滿 在對(他們)同一者 (她)那

(她)預示宣達 從屬(他)以賽亞》。其中的“應了”這個字的希臘文為：anapleroo“向上促使成

充滿添足(補充到滿)”；是一般翻譯為“應驗”的希臘文，pleroo“促使成充滿添足”，

的複合字。

就算 anapleroo 沒有“再次應驗”的意思，這裏的現在時態也具有特別的意義，表達以賽

亞對他當時以色列的責備，現在進一步持續到完全地應驗。

註﹕anapleroo“向上促使成充滿添足(補充到滿)”：

Strong指出，動詞 anapleroo這個字是由介係詞 ana“向上/再向上(向上到/各向上到)”

以及動詞 pleroo“促使成充滿添足”組成，表達“使完整(to complete)”，也就可以表

達“占有，供給(to occupy, supply)”，也可以比喻性地表達“(經由巧合或順從)完成

(to accomplish (by coincidence or obedience))”。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六次。

Vine指出，anapleroo這個字源自介係詞 ana“向上/再向上(向上到/各向上到)”以及動

詞 pleroo“促使成充滿添足”，表達“充分地，完全地填滿(to fill up adequately,

completely)”，“填滿，滿足(to fill up, fulfill)”。

》

B. Israel of Jesus’ day was idolatrous because she had worshipped tradition in place of God
and his word.
耶穌日子的以色列是偶像崇拜的，因為以色列敬拜傳統而不是神及祂的話語。

以賽亞時代以色列人的情況，如同是一個‘預表(foreshadowing)’，指向一個在將來更大

的事件。在耶穌的時代，又“再次應驗” 。



212

《註：或者按照學者給與的動詞 anapleroo的含義來說，以賽亞時代以色列人的情況如

同一個指向未來的預表，在耶穌的時代達到“完全的應驗”。》

所謂的‘預表(foreshadowing)’，這就如同出埃及記十二章：

【出 12:46 應當在一個房子裏喫，不可把一點肉從房子裏帶到外頭去；羊羔的骨頭，

一根也不可折斷。】

這個吩咐，就預表了基督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約 19:31 猶太人因這日是預備日，又因那安息日是個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斷他

們的腿，把他們拿去，免得屍首當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約 19:32 於是兵丁來，把頭一個人的腿，並與耶穌同釘第二個人的腿，都打斷了。

約 19:33 只是來到耶穌那裏，見他已經死了，就不打斷他的腿。

約 19:34 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

約 19:35 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他的見證也是真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

的，叫你們也可以信。

約 19:36 這些事成了，為要應驗經上的話說：『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註﹕約 19:36這裏的引用經文可能出自三處舊約經文：

（1）出埃及記 12:46：【出 12:46：應當在一個房子裏喫，不可把一點肉從房子裏帶到外

頭去；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或，

（2）民數記 9:12：【民 9:12：一點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他們要

照逾越節的一切律例而守。】，或，

（3）詩篇 34:20：【詩 34:20：（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又保全他

一身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折斷。】。

但，詩篇 34:20的引用或許不適合在約翰福音這裏的情境，因為在詩篇 34:20的前文説

到：“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之後隨即加上“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

連一根也不折斷”；但在約翰福音的情境裏，耶穌被釘十字架，也因此已經死了。

聯合聖經公會的注釋指出，在約翰福音的語境中，最好將這裏的引用主要指向逾越節的羔

羊。

Robertson指出，這是從出埃及記 12:46關於逾越節羔羊的隨意引用。

[Be broken suntribeesetai (NT:4937). Second future passive of suntriboo

(NT:4937), to crush together. A free quotation of Ex 12:46 about the

paschal lamb. (from Robertson's 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 /

[This was done refers to verse 33 (they did not break his legs). Not one

of his bones will be broken may be an allusion to the Passover lamb

(Ex 12:46; Num 9:12) or to the "good man" whom the Lord watches

over (Ps 34:20). In the context of John's Gospel, it is best to tak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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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s primarily to the Passover lamb. (from the UBS Handbook

Series)]

》

逾越節的羔羊是一個‘預表(foreshadowing)’，指向一個更偉大的羔羊。

這裏也是一樣。

以賽亞的日子，以色列人陷於偶像敬拜。

在馬太福音這裏也是一樣，是指向以色列人，在耶穌的時代，陷入一個更大的偶像敬拜；

他們敬拜‘傳統’，用‘傳統’取代了神以及神的話語。

C. Therefore, Matthew 15 and other related texts show that Jesus’ application of Isaiah 6:9-
10 to his Israelite contemporaries indicated that what had happened in Isaiah’s day was
happening again; Israel was being judged for her idolatry, committing herself to something
else besides God.
因此，馬太福音 15 章及其他相關經文展示，耶穌將以賽亞書 6:9~10 應用於祂當代的以色

列人顯示在以賽亞的日子發生的事情又再次發生；以色列，由於將自己委身於神以外的

東西，正在為其偶像崇拜被審判。

【太 15:1 那時有法利賽人和文士，從耶路撒冷來見耶穌說：

太 15:2 你的門徒為甚麼犯古人的遺傳呢；因為喫飯的時候，他們不洗手。

太 15:3 耶穌回答說：你們為甚麼因著你們的遺傳，犯神的誡命呢。

太 15:4神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

太 15:5 你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供獻；

太 15:6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這就是你們藉著遺傳，廢了神的誡命。

太 15:7 假冒為善的人哪，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預言，是不錯的；他說：

太 15:8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太 15:9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馬太福音十五章和其他相關的經文顯示，耶穌應用以賽亞書六章 9~10節於耶穌當時代的

以色列人，表達在以賽亞的日子發生的事情又再次發生了：

【太 13:13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太 13:14 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

要看見，卻不曉得；

太 13:15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

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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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的時候，以色列由於她的‘偶像崇拜 (idolatry)’，也就是將自己委身於神以外的

東西，現在又正在被審判。

【賽 6:8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

請差遣我。

賽 6:9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賽 6:10 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

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

以賽亞在這裏説到的是以色列的‘偶像崇拜 (idolatry)’：

【賽 2:6 耶和華，你離棄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們充滿了東方的風俗，作觀兆的，像

非利士人一樣，並與外邦人擊掌。

賽 2:7 他們的國滿了金銀，財寶也無窮；他們的地滿了馬匹，車輛也無數。

賽 2:8 他們的地滿了偶像；他們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頭所作的。】

論到這些偶像：

【詩 115:4 他們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所造的。

詩 115:5 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

詩 115:6 有耳卻不能聽；有鼻卻不能聞；

詩 115:7 有手卻不能摸；有腳卻不能走；有喉嚨也不能出聲。

詩 115:8 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詩 135:15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所造的。

詩 135:16 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

詩 135:17 有耳卻不能聽；口中也沒有氣息。

詩 135:18 造他的要和他一樣；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神說，你們敬拜偶像麽？

你們就要像偶像一樣！

如何地一樣呢：

【賽 6:9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

得。】

也就是説，以色列人對以賽亞的講説的回應要如同偶像一樣。

在耶穌的時代，以色列人對耶穌的講説的回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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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敬拜誰就會像誰(What you revere you resemble)。

或者是敬拜偶像而要被‘毀滅(ruin)’；或是敬拜真神而要被‘恢復(restoration)’。

以賽亞當時將自己類比於百姓：“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但，以賽

亞敬拜神，就被潔净：

【賽 6: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賽 6:2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

飛翔；

賽 6:3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賽 6:4 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

賽 6:5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賽 6:6 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裏拿著紅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

賽 6:7 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

了。】

但，以色列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悔改。

在舊約中，任何地方看到我稱之為“器官故障(organ malfunction)”的‘隱喻(metaphor)’

的地方，都不是在描寫一般的罪，例如謀殺犯、説謊者、淫亂者、或不孝順的人；在舊約

中，沒有例外的，從申命記到舊約完成，器官故障的隱喻都是在描寫一種罪，就是‘偶像

崇拜 (idolatry)’的罪。

為什麽呢？

這正是詩篇 115篇及 135篇所表明的：就偶像崇拜而言，“造他的要和他一樣”。

那些敬拜偶像的也要像他所敬拜的偶像一樣。

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結果就像偶像一樣：有耳卻不能聼，有眼卻不能看。

以賽亞一再地警告：

【賽 44:9 製造雕刻偶像的，盡都虛空；他們所喜悅的，都無益處；他們的見證，無所

看見，無所知曉，他們便覺羞愧。

賽 44:10 誰製造神像，鑄造無益的偶像。

賽 44:11 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過是人；任他們聚會，任他們站立，都

必懼怕，一同羞愧。

賽 44:12 鐵匠把鐵在火炭中燒熱，用鎚打鐵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錘成；他飢餓而無力，

不喝水而發倦。

賽 44:13 木匠拉線，用筆劃出樣子；用鉋子鉋成形狀，用圓尺劃了模樣，仿照人的體

態，作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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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4:14 他砍伐香柏樹，又取柞〔或作青桐〕樹和橡樹，在樹林中選定了一棵；他栽

種松樹得雨長養，

賽 44:15 這樹，人可用以燒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燒著烤餅；而且作神像跪拜，作

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

賽 44:16 他把一分燒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喫飽；自己烤火說：阿哈，我暖和了，我見

火了。

賽 44:17 他用剩下的作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這偶像俯伏叩拜，禱告他說：

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賽 44:18 他們不知道，也不思想，因為耶和華閉住他們的眼不能看見，塞住他們的心

不能明白。

賽 44:19 誰心裏也不醒悟，也沒有知識，沒有聰明，能說：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燒了，

在炭火上烤過餅，我也烤過肉喫，這剩下的，我豈要作可憎的物麼；我豈可向木墩子叩拜

呢。

賽 44:20 他以灰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說：我右手中豈不

是有虛謊麼。】

【賽 46:6 那從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銀子的人，雇銀匠製造神像，他們又俯伏，又叩

拜。

賽 46:7 他們將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處，他就站立，不離本位，人呼求他，

他不能答應，也不能救人脫離患難。】

之後，以賽亞詢問，“主阿，這到幾時為止呢？”：

【賽 6:11 我就說：主阿，這到幾時為止呢。他說：直到城邑荒涼，無人居住，房屋空

閒無人，地土極其荒涼；

賽 6:12 並且耶和華將人遷到遠方，在這境內撇下的地土很多。

賽 6:13 境內剩下的人，若還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滅；像栗樹，橡樹，雖被砍伐，樹

墩子卻仍存留；這聖潔的種類，在國中也是如此。】

在以賽亞書 6:13，事實上是在說，將有十分之一的餘數從流放返回。

“十分之一”是典型的表達餘數的字。

但在以賽亞書 6:13接著説：“境內剩下的人，若還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滅”。

許多人認為這裏的“聖潔的種類”是在審判之後剩餘的餘民。

是的，他們要從流放之地歸回，但仍然要被吞滅，被焚燒：“境內剩下的人，若還有十分

之一，也必被吞滅”。

參考“橡樹”在以賽亞的使用：

【賽 1:29 那等人必因你們所喜愛的橡樹抱愧，你們必因所選擇的園子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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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1:30 因為你們必如葉子枯乾的橡樹，好像無水澆灌的園子。

賽 1:31 有權勢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燬，無人撲滅。】

以賽亞說，他們要像栗樹、橡樹一樣被焚燒。

他們敬拜偶像，他們就要像偶像一樣；像（造偶像的樹）要被砍伐，要被焚燒。這是一個

隱喻的表達。

“樹墩子”這個字的希伯來文《matstsebeth》（及其同源字《matstsebah》）在舊約沒有任

何其他地方被翻譯為“樹墩子”；其他地方的主要翻譯都是指偶像（柱像）。

在這裏是一個預言：

就是當以色列從被擄歸回的時候，他們要繼續他們的罪惡，就是偶像崇拜；並且，一直到

耶穌的時候，以色列仍然在偶像崇拜的罪中。這也就是説，聖潔的種類仍然陷溺在偶像崇

拜的罪中。

以賽亞書在這個點上不是在説到應許的餘數。但從這裏開始，以賽亞開始預言到一個君王。

以色列這個國度要重新被建立，並且要被建立在一個不同的基礎上，就是神的僕人，就是

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就是新以色列。以色列人如果不要作為偶像崇拜者，就必須與祂認同。

《註：“樹墩子”這個字的希伯來文《matstsebeth》在舊約只有使用過五次於四節經文中；

其他三處經文為：

【創 35:14 雅各便在那裏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matstsebeth)上奠酒，澆油；】

【創 35:20 雅各在他的墳上立了一統碑，就是拉結的墓碑(matstsebeth)，到今日還

在。】

【撒下 18:18 押沙龍活著的時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matstsebeth)；因他說：我沒

有兒子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稱那石柱(matstsebeth)，叫押沙龍柱，直到今日。】。

《matstsebeth》的同源字《matstsebah》，在舊約使用過三十一次於三十節經文中，都被翻

譯為柱子或柱像。

》

耶穌在馬太十三章所表達的，以色列人不但是不信耶穌，而且是‘偶像崇拜者(idolater)’。

但，以色列人是如何成為‘偶像崇拜者(idolater)’的呢？

或許有人會說：以色列人並沒有敬拜偶像啊。事實上他們恨惡外邦人這麽做。

但耶穌這麽引用以賽亞書，顯然指控他們的偶像崇拜。

事實上，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五章這麽說：

【太 15:7 假冒為善的人哪，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預言，是不錯的；他說：

太 15:8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太 15:9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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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經文出自：

【賽 29:10 因為耶和華將沉睡的靈，澆灌你們，封閉你們的眼，蒙蓋你們的頭；你們

的眼，就是先知；你們的頭，就是先見。

賽 29:11 所有的默示你們看如封住的書卷；人將這書卷交給識字的，說：請念罷；他

說：我不能念，因為是封住了。

賽 29:12 又將這書卷交給不識字的人，說：請念罷；他說：我不識字。

賽 29:13 主說：因為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敬畏我，不過

是領受人的吩咐。

賽 29:14 所以我在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們智慧人的智慧，

必然消滅，聰明人的聰明，必然隱藏。】

馬可福音的平行經文：

【可 7:5 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甚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喫飯呢。

可 7:6 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這

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可 7:7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猶太人對傳統的看重超過了對神的話語的看重。耶穌接著說：

【可 7:8 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avfe,ntej th.n evntolh.n tou/ qeou/ kratei/te

th.n para,dosin tw/n avnqrw,pwn：(他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掌控抓住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

人》。

可 7:9 又說：你們誠然是廢棄神的誡命，要守自己的遺傳《kalw/j avqetei/te th.n evntolh.n

tou/ qeou/( i[na th.n para,dosin ùmw/n sth,shte：美好適當地 你們現在持續廢除棄絕 到於(她)那 到

於(她)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交付 從屬你們 你們那時(也

是)應該立定站住》。】

《註﹕paradosis“在旁邊給與(交付)”：

Strong指出，名詞 paradosis這個字是由動詞 paradidomi“在旁邊給與(交付)”衍生出

來的，表達“傳送(transmission)”，也就可以具體地表達“一個訓令(a precept)”，也

可以特別地表達“猶太傳統的律法(the Jewish traditionary law)”。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13次。

Vine指出，paradosis這個字與動詞 paradidomi“在旁邊給與(交付)”有關，表達“一

個交下或遞下(a handing down or on)”，也就表達“一個傳統(a tradition)”，因此

可以轉喻地表達：1）“拉比的教訓(the teachings of the rabbis)”，就是對摩西律法

的解釋；2）“使徒的教訓(apostolic teaching)”；在新約只有使用過 13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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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比的教訓，就是對摩西律法的解釋：[太 15:2~3：（那時有法利賽人和文士，從耶路

撒冷來見耶穌說：）你的門徒為甚麼犯古人的遺傳(paradosis)呢《<徹底經過>為著緣故_

到於(它)任何什麼呢_(他們)那些_(他們)門徒_從屬你_他/她/它們現在持續違犯_到於(她)

那_到於(她)交付_從屬(他們)那些_從屬(他們)更年長的》；因為喫飯的時候，他們不洗手。

耶穌回答說：你們為甚麼因著你們的遺傳(paradosis)，犯神的誡命呢。]、[太 15:6：（你

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供獻；）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這就是你們藉著遺傳(paradosis)，廢了神的誡命。]、[可 7:3：原來法利賽人和猶太人，

都拘守古人的遺傳(paradosis)，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喫飯；]、[可 7:5：法利賽人和文士

問他說：你的門徒為甚麼不照古人的遺傳(paradosis)，用俗手喫飯呢。]、[可 7:8~9：你

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paradosis)。又說：你們誠然是廢棄神的誡命，要守

自己的遺傳(paradosis)。]、[可 7:13：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paradosis)，廢了神的道；

你們還作許多這樣的事。]、[加 1:14：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

為我祖宗的遺傳(paradosis)更加熱心《更格外多地_(他)具火熱激昂之情者_(他)現正持續

源屬具有了的_從屬(她們)那些_從屬(她們)屬父親祖宗的_從屬我_從屬(她們)交付》。]、

[西 2:8：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

傳(paradidomi)《<向下>向下按照_到於(她)那_到於(她)交付_從屬(他們)那些_從屬(他們)

人》，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

2）使徒的教訓：

(a)關於信徒的聚集：[林前 11:2：（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我稱讚你們，

因你們凡事記念我，又堅守我所傳給(paradosis)你們的《並且_按照正如地_我那時(也是)

交付_在對你們，_到於(她們)那些_到於(她們)交付_你們現在持續持住》。]；

(b)基督教一般的教義：[帖後 2:15：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

(paradosis)，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信上寫的，都要堅守《並且_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掌控

抓住_到於(她們)那些_到於(她們)交付_到於(她們)這些個_你們那時(也是)被教導，_無論

若是_<徹底經過>經由_從屬(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_無論若是_<徹底經過>經由_從屬

(她)書信_從屬我們》。]，Vine指出，使徒對這個字的使用構成一個對說他是源於自己講

道的否認，並宣告其神聖的權威；

(c)有關日常行為的指示：[帖後 3:6：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凡有弟

兄不按規矩而行，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paradosis)，就當遠離他《現要去持續讓自

己安放立定_到於你們_從那裏離開_從屬(他)所有每一個的_從屬(他)弟兄_不按規矩地_從

屬(他)現正持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_並且_不會/不要_<向下>向下按照_到於(她)那_到於

(她)交付_到於(她)這個_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拿取在旁邊_<在旁邊>從旁邊_從屬我們》。]。

》

猶太人尊崇外在的傳統；卻忽略其實意：

【太 23:23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

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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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太 23:24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

這也就是為什麽耶穌在馬太福音五章說的：

【太 5: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在馬太福音十五章，耶穌接著教導：

【太 15:10 《並且》耶穌就叫了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要聽，也要明白。

太 15:11 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乃能污穢人。

太 15:12 當時，門徒進前來對他說：法利賽人聽見這話，不服，你知道麼。〔不服原文

作跌倒〕

太 15:13 耶穌回答說：凡栽種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必要拔出來。

太 15:14 任憑他們罷；他們是瞎眼領路的；若是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裏。】

【太 23:16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有禍了；你們說：凡指著殿起誓的，這算不得甚麼；只

是凡指著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該謹守。】

這裏就是“偶像崇拜神學(theology of idolatry)”：你與你所敬拜的會是一樣的。

不是偶像使一個人成為‘偶像崇拜者(idolater)’；是一個人的貪心及貪婪使他成為偶像

崇拜者。

保羅在以弗所書五章及歌羅西書指出：

【弗 5:5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

國裏，都是無分的；有貪心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h' pleone,kthj( o[ evstin eivdwlola,trhj：

甚或/或而 (他)貪婪者，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偶像之事奉者》。】

3

【西 3: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

就與拜偶像一樣《kai. th.n pleonexi,an( h[tij evsti.n eivdwlolatri,a：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貪

心， (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偶像之事奉敬奉》。】

非信徒將自己扎根在地上。

他們不像是真信徒。真信徒看自己在世上如同客旅和寄居的，他們的眼界超過這個世界，

看到他們的保障和盼望，如同亞伯拉罕看到一個更美的家鄉，是奠基於新天新地的新耶路

撒冷。

當我們過度看重傳統的時候，如同當時的以色列人一樣，就已經犯了偶像崇拜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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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更寬廣地說，當我們採用世俗的觀點來衡量事物的時候，就已經犯了偶像崇拜

的罪。

正如同有學者說：“世俗主義使罪看起來很正常，而使公義看起來很奇怪。”

【羅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kai. mh. suschmati,zesqe tw/| aivw/ni tou,tw|( avlla. metamorfou/sqe th/| avnakainw,sei

tou/ noo.j eivj to. dokima,zein um̀a/j ti, to. qe,lhma tou/ qeou/( to. avgaqo.n kai. euva,reston kai. te,leion：
並且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依照順應 在對(他)那 在對(他)世紀時代 在對(他)那同

一者； 但乃是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塑造成形轉換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促使成更新 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念知性，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查驗證實 到於你們 (它)任何什麼呢 (它)

那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它)那 (它)良善的 並且 (它)可喜悅的 並且 (它)完

滿成全的》。】

我們有多少程度向著這個世界，我們就有多少程度像這個世界。

以色列人將自己委身於空洞的事。如同耶穌責備法利賽人：

【太 23:27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

面好看，裏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

以色列人如同敬拜“傳統”為偶像，這是一個死的傳統。它的後面是空虛的(empty)，是

空洞的(void)。

敬拜偶像的人，要如同偶像一樣的死透；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聼；是如同屬靈上空虛

的，是如同屬靈上空洞的，是如同偶像一樣的；是死的。

但，這死的後面有活的東西，這個活的的東西是比死更為死的東西；那就是活的鬼魔的活

動。

意即，看起來是死的偶像，後面有鬼魔的活動。

這可以參考：

【申 32:15 但耶書崙漸漸肥胖，粗壯，光潤，踢跳奔跑；便離棄造他的神，輕看救他

的磐石。

申 32:16 敬拜別神，觸動神的憤恨，行可憎惡的事惹了他的怒氣。

申 32:17 所祭祀的鬼魔，並非真神，乃是素不認識的神，是近來新興的，是你列祖所

不畏懼的。

申 32:18 你輕忽生你的磐石，忘記產你的神。

申 32:19 耶和華看見他的兒女惹動他，就厭惡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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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32:20 說：我要向他們掩面，看他們的結局如何；他們本是極乖僻的族類，心中無

誠實的兒女。

申 32:21 他們以那不算為神的，觸動我的憤恨，以虛無的神，惹了我的怒氣，我也要

以那不成子民的，觸動他們的憤恨，以愚昧的國民，惹了他們的怒氣。】

【詩 96:5 外邦的神都屬虛無；惟獨耶和華創造諸天。】

還有七十士譯本的：

【賽 65:11 但你們這些離棄耶和華，忘記我的聖山，給時運《希伯來文為：gad

(ga:d)：好運；七十士譯本為：dai,mwn：daimon“鬼魅神祇”》擺筵席，〔原文作桌子〕

給天命盛滿調和酒的；】

《BGT Isaiah 65:11 u`mei/j de. oi` evgkatalipo,ntej me kai. evpilanqano,menoi to. o;roj to. a[gio,n

mou kai. et̀oima,zontej tw/| dai,moni tra,pezan kai. plhrou/ntej th/| tu,ch| ke,rasma》

《LXE Isaiah 65:11 But ye are they that have left me, and forget my holy mountain, and prepare

a table for the devil, and fill up the drink-offering to Fortune.》

偶像的背後有鬼魔的活動，比屬靈的死透更死。

保羅也說：

【林前 10:19 我是怎麼說呢；豈是說祭偶像之物算得甚麼呢；或說偶像算得甚麼呢。

林前 10:20 我乃是說：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

林前 10:21 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喫主的筵席，又喫鬼的筵席。】

假教師引誘人拜偶像的教導被稱為“撒但深奧之理”：

【啟 2:18 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

說：

啟 2:19 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

初所行的更多。

啟 2: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

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喫祭偶像之物。

啟 2:21 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行。

啟 2:22 看哪，我要叫他病臥在床，那些與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

們同受大患難。

啟 2:23 我又要殺死他的黨類，〔黨類原文作兒女〕叫眾教會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

心腸的；並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

啟 2:24 至於你們推雅推喇其餘的人，就是一切不從那教訓，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撒但

深奧之理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將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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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鬼魔藏在傳統的背後，甚至在會堂裏面。擊退魔鬼，不僅僅是一個屬靈的爭戰，

鬼魔的活動也表示整個以色列是陷在偶像崇拜的大罪中。

耶穌驅逐污鬼，將一些人從偶像崇拜中拯救出來，從他們被鬼魔的捆綁中釋放出來。

如同在以賽亞的時代，以色列陷在偶像崇拜中；在耶穌的時代，以色列也一樣地陷在偶像

的崇拜中，只不過現在是以‘死的傳統(dead traditions)’為偶像。

有趣的是，以賽亞書四十到六十六章預言到以色列要從被擄中釋放出來；神要擊敗偶像。

耶穌的驅逐污鬼也是救贖歷史中的作為的一部分。

要記得耶穌説到：

【太 12:43 污鬼離了人身，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尋求安歇之處，卻尋不著。

太 12:44 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裏去；到了，就看見裏面空閒，打掃乾淨，

修飾好了。

太 12:45 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裏；那人末後的景況，比

先前更不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ou[twj e;stai kai. th/| genea/| tau,th| th/| ponhra/|：那

同一樣式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並且 在對(她)那 在對(她)族類之世代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

(她)那 在對(她)惡的》。】

有學者認為“所出來的屋”是指聖殿。

但我不確定。應該可能是指以色列的整體。

《註：不過，耶穌已經説明是指“這邪惡的世代”，意即是耶穌所處的這個世代。》

保羅在腓立比書說到那些“假教師”：

【腓 3:2 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

之後説到：

【腓 3: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有人認為這裏是指那些貪食好酒的人。

但，我不認為這是保羅在這裏所說的。這裏是説到猶太人；他們持守那些有關飲食的條例。

因此，這裏可能也是談到“猶太的傳統”，如同在馬可福音七章提到的潔净的禮儀，古人

的遺傳：

【可 7:1 有法利賽人，和幾個文士，從耶路撒冷，來到耶穌那裏聚集。

可 7:2 他們曾看見他的門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沒有洗的手，喫飯。

可 7:3 （原來法利賽人和猶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遺傳，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喫飯；

可 7:4 從市上來，若不洗浴，也不喫飯，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歷代拘守，就是洗杯，

罐，銅器，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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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7:5 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甚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喫飯呢。

可 7:6 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這

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可 7:7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可 7:8 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

可 7:9 又說：你們誠然是廢棄神的誡命，要守自己的遺傳。

可 7:10 摩西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

可 7:11 你們倒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

供獻的意思）

可 7:12 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

可 7:13 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廢了神的道；你們還作許多這樣的事。

可 7:14 耶穌又叫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聽我的話，也要明白；

可 7:15 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污穢人，惟有從裏面出來的，乃能污穢人。〔有古卷在此

有〕

可 7:16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之後，馬可又記載耶穌的解釋：

【可 7:17 耶穌離開眾人，進了屋子，門徒就問他這比喻的意思。

可 7:18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麼；豈不曉得凡從外面進入的，不能污穢

人；

可 7:19 因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廁裏。這是說，各樣的食物，

都是潔淨的。

可 7:20 又說：從人裏面出來的，那纔能污穢人；

可 7:21 因為從裏面，就是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苟合，

可 7:22 偷盜，兇殺，姦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

可 7:23 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裏面出來，且能污穢人。】

因此，這裏的重點是人的内心，而不是外面的東西。

以色列人敬拜死的傳統。

保羅責備猶太人：

【羅 2:22 你說人不可姦淫，自己還姦淫麼；你厭惡偶像，自己還偷竊廟中之物麼；】

保羅在這裏可能是在說：你宣傳自己厭惡偶像，卻把傳統當作偶像，這就像外邦人敬拜偶

像一樣；這些外邦人，他們為偶像熱心，甚至將偶像從廟中搶出來，而你們也是一樣。

昆蘭古卷有記載，第一世紀的猶太人敬拜偶像，就是心中的偶像。

論到心中的偶像，以西結書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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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14:1 有幾個以色列長老到我這裏來，坐在我面前。

結 14:2 耶和華的話就臨到我說：

結 14:3 人子阿，這些人已將他們的假神接到心裏，把陷於罪的絆腳石放在面前，我豈

能絲毫被他們求問麼。

結 14:4 所以你要告訴他們，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將他的假神接到心

裏，把陷於罪的絆腳石放在面前，又就了先知來的，我耶和華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眾

多的假神回答他，〔或作必按他拜許多假神的罪報應他〕

結 14:5 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們，因為他們都藉著假神與我生疏。

結 14:6 所以你要告訴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回頭罷，離開你們的偶像，轉臉

莫從你們一切可憎的事；

結 14:7 因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與我隔絕，將他的假神接到

心裏，把陷於罪的絆腳石放在面前，又就了先知來要為自己的事求問我的，我耶和華必親

自回答他；

結 14:8 我必向那人變臉，使他作了警戒，笑談，令人驚駭，並且我要將他從我民中剪

除；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 14:9 先知若被迷惑說一句預言，是我耶和華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將

他從我民以色列中除滅。

結 14:10 他們必擔當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問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樣；

結 14:11 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離開我，不再因各樣的罪過玷污自己，只要作我的子

民，我作他們的神；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這樣，這就回復到這裏的主題：
C. Therefore, Matthew 15 and other related texts show that Jesus’ application of Isaiah 6:9-
10 to his Israelite contemporaries indicated that what had happened in Isaiah’s day was
happening again; Israel was being judged for her idolatry, committing herself to something
else besides God.
因此，馬太福音 15 章及其他相關經文展示，耶穌將以賽亞書 6:9~10 應用於祂當代的以色

列人顯示在以賽亞的日子發生的事情又再次發生；以色列，由於將自己委身於神以外的

東西，正在為其偶像崇拜被審判。

所以，在馬太福音十三章，耶穌表達，你們喜歡偶像，你們就會像偶像一樣，有眼不能看，

有耳不能聼。

從流放之地出來，就是使人從捆綁中出來，也就是從偶像崇拜中出來，就是從敬拜一個死

的傳統中釋放出來。這就是從流放之地出來的一部分；也是分別為聖的一部分。所以耶穌

說：

【太 13:9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這是在以賽亞書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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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話語也出現在：

【結 3:27 但我對你說話的時候，必使你開口，你就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聽

的可以聽，不聽的任他不聽；因為他們是悖逆之家。】

【結 12:2 人子阿，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們有眼睛看不見，有耳朵聽不見，因為他們

是悖逆之家。】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這句話也出現在啟示錄七教會的書信的每一封信的結尾。

在啟示錄也出現在：

【啟 13:6 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褻瀆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啟 13:7 又任憑他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他，制伏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啟 13:8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他。

啟 13:9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啟示錄十三章這裏是警告對偶像的崇拜。

《註：新約的福音書中耶穌說到“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的經文一共有七次（如果包含

馬可 7:16的經文變異，就有八次）。結合啟示錄中出現的八次，一共有十五次。

同時，耶穌也警告門徒：“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

【路 8:9 門徒問耶穌說：這比喻是甚麼意思呢。

路 8:10 他說：神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至於別人，就用比喻，叫他們看也看不見，

聽也聽不明。

路 8:11 這比喻乃是這樣；種子就是神的道。

路 8:12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後魔鬼來，從他們心裏；把道奪去，恐怕他

們信了得救。

路 8:13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相信，及

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路 8:14 那落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

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

路 8:15 那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裏，並且忍耐著結實。

路 8:16 《de.：然而也》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燈臺上，叫進

來的人看見亮光。

路 8:17 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

路 8:18 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

有的，也要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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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聖經公會的注釋指出，這裏動詞的主語或許是第 12節及第 13節的信心，或是第 15

節的結果實，兩者以前者為佳；被動語態動詞“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給與”的動作的執

行者是神。

[hos an gar echee, dotheesetai autoo 'for (he) who has, to him will be

given', referring either to faith (pisteusantes, v. 12; pisteuousin, v. 13), or,

to the bearing of fruit (karpophorousin, v. 15), preferably the former. The

agent of dotheesetai is God. (from the UBS Handbook Series)]

》

偶像崇拜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人並不知道他是在偶像崇拜。他們也正如同這些偶像，有

眼卻看不見；有耳卻聽不見。

XVIII. Jesus Warns the Disciples Not to Evaluate Him by the Worldly
Standards of the Pharisees but by a Christocentric Lens.
耶穌警告門徒不要以法利賽人的屬世界的標準來評估祂，而是要以一個基督

中心的透鏡來評估。

猶太人的傳統使他們無法真正評估耶穌到底是誰。他們如同偶像崇拜的‘傳統’使他們無

法在他們的框架中認識耶穌：

【太 16:1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請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

太 16:2 耶穌回答說：晚上天發紅，你們就說：天必要晴。

太 16:3 早晨天發紅，又發黑，你們就說：今日必有風雨。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

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

太 16:4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看；耶穌

就離開他們去了。】

馬太接著記載：

【太 16:5 門徒渡到那邊去，忘了帶餅。

太 16:6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

太 16:7 門徒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罷。

太 16:8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這小信的人，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彼此議論呢。

太 16:9 你們還不明白麼，不記得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籃子的零碎麼；

太 16:10 也不記得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麼。

太 16:11 我對你們說：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這話不是指著餅說的；你們

怎麼不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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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6:12 門徒這纔曉得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酵，乃是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

人的教訓。】

門徒是如此的遲鈍，不能理解耶穌向他們所説的話：“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

該人的酵”。

耶穌在警告門徒，要防備不要陷入法利賽人以傳統為偶像的崇拜中。

“小信的人”的意思是陷在以一個世界的價值體系來評估事物，而不是以神的角度來評估

事物；這就造成“小信的人”。

這也就是説，如果不常在主的話語裏，就很容易陷入這樣的光景中，以一個世界的價值體

系來評估事物，而因此是在不信中來回應。

在馬可福音有平行的經文：

【可 8:12 耶穌心裏深深的歎息說：這世代為甚麼求神蹟呢。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神

蹟給這世代看。

可 8:13 他就離開他們，又上船往海那邊去了。

可 8:14 門徒忘了帶餅；在船上除了一個餅，沒有別的食物。

可 8:15 耶穌囑咐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可 8:16 他們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餅罷。

可 8:17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

白麼；你們的心還是愚頑麼。

可 8:18 你們有眼睛，看不見麼，有耳朵，聽不見麼；也不記得麼。

可 8:19 我擘開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多少籃子呢；他們說：

十二個。

可 8:20 又擘開那七個餅分給四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多少筐子呢；他們說：

七個。

可 8:21 耶穌說：你們還是不明白麼。】

在馬可福音這裏，耶穌再次引用以賽亞書六章。耶穌責備他們：“你們的心還是愚頑麼”。

但耶穌也引導他們從其中出來。

XIX. Therefore, the Disciples Should Perceive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Man”
and the “Son of God”.
因此，門徒應該察覺耶穌就是“人子”以及“神的兒子”。

【太 16:15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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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6: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太 16:17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

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這樣的宣告，是由於天父的指示。

【太 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su. ei=

Pe,troj( kai. evpi. tau,th| th/| pe,tra| oivkodomh,sw mou th.n evkklhsi,an：你 你現在持續是 (他)彼得，

並且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同一者 在對(她)那 在對(她)磐石 我將要(持續)營建修造 從屬我

到於(她)那 到於(她)傳召》；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權柄原文作門〕

太 16:19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

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天主教認為這裏的磐石是指彼得。這裏有這個可能。

但，如果真是如此，耶穌所說的，也就只是正如保羅在以弗所書二章所說的：

【弗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

弗 2: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意即，這裏的磐石是指使徒和先知。

但，這裏有可能耶穌是指彼得所作的宣告就是這個磐石。

這裏有可能耶穌在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我自己上面，而我就是這個磐石。耶穌自

己就是這個磐石。

但無論是這三種解釋的哪一種，終極而言，基礎都是耶穌基督。

在以弗所書二章，岩石是與聖殿認同，而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弗 2: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弗 2: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詩 118:21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詩 118:22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詩 118:23 這是耶和華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詩 118:24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詩 118:25 耶和華阿，求你拯救；耶和華阿，求你使我們亨通。

詩 118:26 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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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匠人所棄的石頭”及“房角的頭塊石頭”是指向聖殿。

在耶穌的講述中，耶穌自己也與“房角石”認同：

【太 21:33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裏面挖

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

……

太 21:37 後來打發他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意思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

太 21:38 不料，園戶看見他兒子，就彼此說：這是承受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他，佔

他的產業。

太 21:39 他們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

太 21:40 園主來的時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戶呢。

太 21:41 他們說：要下毒手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著時候交果子的園戶。

太 21:42 耶穌說：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

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

太 21:43 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

太 21:44 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還有馬可福音的平行經文：

【可 12:1 耶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挖了一個壓

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

……

可 12:6 園主還有一位，是他的愛子；末後又打發他去，意思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

可 12:7 不料，那些園戶彼此說：這是承受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他，產業就歸我們了。

可 12:8 於是拿住他，殺了他，把他丟在園外。

可 12:9 這樣，葡萄園的主人要怎樣辦呢；他要來除滅那些園戶，將葡萄園轉給別人。

可 12:10 經上寫著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可 12:11 這是主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

在福音書中，耶穌也將自己與聖殿認同。祂是真聖殿：

【約 2:18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

約 2: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約 2:20 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

約 2:21 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律法和聖殿是猶太人與外邦人最主要的區別。耶穌將自己與聖殿認同，是非常激進的一個

表達。這也就成為猶太人要殺耶穌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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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6:60 雖有好些人來作假見證，總得不著實據。末後有兩個人前來說：

太 26:61 這個人曾說：我能拆毀神的殿，三日內又建造起來。】

彼得自己也將耶穌與聖殿認同：

【彼前 2: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彼前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kai. auvtoi.

ẁj li,qoi zw/ntej oivkodomei/sqe oi=koj pneumatiko.j eivj ièra,teuma a[gion：並且 (他們)同一者 正

如地 (他們)石頭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你們現在持續被營建修造 (他)住處家室 (他)屬靈的 向內

進入 到於(它)祭司之團會 到於(它)聖的》，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彼前 2:6 因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於羞愧。』

彼前 2:7 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

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彼前 2:8 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他們既不順從，就在道理上絆跌；

〔或作他們絆跌都因不順從道理〕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的。】

我之前説過，亞當的目的之一是要治服這地，直到地極。我認為聖殿也有相似的目的。這

可以參照：

【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basi,leion ièra,teuma：(它)具君王

的 (它)祭司之團會》，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

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在這裏的意思就是說，你們被建造成為聖殿，要在萬邦中宣揚。

保羅也談到這個建造的根基：

【林前 3:9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林前 3:10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林前 3:11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XX. The Disciples Should Perceive How Jesus is Going to Accomplish
Ironically His Mission as “Son of Man” and as “Son of God”.
門徒應該察覺耶穌將如何諷刺地以“人子”以及“神的兒子”的身份完成祂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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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門徒必須認識到耶穌就是“那人的那兒子（人子）”，也是“那神的那兒子”。

馬太福音十六章接下來，就在指明，耶穌要受苦。

耶穌是藉著受苦來完成使命：

【太 16:20 當下，耶穌囑咐門徒，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

太 16:21 從此耶穌纔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

太 16:22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阿，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

太 16:23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罷；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

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之前，耶穌説到：

【太 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

不能勝過他。〔權柄原文作門〕

太 16:19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

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太 16:19 dw,sw soi ta.j klei/daj th/j basilei,aj tw/n ouvranw/n( kai. o] eva.n dh,sh|j evpi. th/j gh/j
e;stai dedeme,non evn toi/j ouvranoi/j( kai. o] eva.n lu,sh|j evpi. th/j gh/j e;stai lelume,non evn toi/j
ouvranoi/jÅ
And I will give unto thee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and whatsoever thou shalt bind on earth shall
be bound in heaven: and whatsoever thou shalt loose on earth shall be loosed in heaven.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我將要(持續)給與 在對你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鑰匙 從屬(她)那 從屬(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

們)那些 從屬(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拴綁 <在上面>從上

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拴綁了的 在內 在對(他們)

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並且 到於(它)這個 但凡若是 你那時(也是)應該鬆綁脫解 <在上面>從

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它)現在已經被鬆綁脫解了的 在內 在

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天空/天。》

這裏是在宣告赦罪是如何達到的：無論什麽你們在地上宣告的赦免，在天上是已經被綁定

了的，在天上是已經被命定了的；你們只是在地上執行這個已經被命定了的。

耶穌宣告有赦罪的權柄，就進一步展示了祂現在開始取代聖殿了。

並且，耶穌在馬太福音 16:19這裏的陳述也是平行於：

【約 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約 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約 20: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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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是宣告赦罪的權柄。宣告赦罪的權柄，正也是聖殿的功能。這就顯示，耶穌基督是正

在取代聖殿的過程。

XXI. John the Baptist as Fulfilling the Prophecy of Elijah’s Promised Coming
to Restore “All Things” and His Death As the Precursor to Jesus the Messiah’s
Coming to do the Same and to Die.
施洗約翰如同是先知以利亞應許要來復興萬事的應驗，並且他的死也如同先

驅，顯示耶穌作為彌賽亞要成就的並且要受死。

【太 16:28 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

他的國裏。】

當時在那裏的人，的確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已經嘗了國度。就是在變相山上嘗了國度：

【太 17:1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

太 17: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

太 17:3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

太 17:4 彼得對耶穌說：主阿，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棚，一

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

太 17:5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

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太 17:6 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害怕。

太 17:7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

太 17:8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

我認為，在變相山上這裏是一個預期描寫的國度。

馬太接著記載：

【太 17:9 下山的時候，耶穌吩咐他們說：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你們不要將所看見

的告訴人。

太 17:10 門徒問耶穌說：文士為甚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

太 17:11 耶穌回答說：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復興萬事《VHli,aj me.n e;rcetai kai.

avpokatasth,sei pa,nta：(他)以利亞 的確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並且 他/她/它將要

(持續)復位還原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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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7:12 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竟任意待他《o[ti VHli,aj

h;dh h=lqen( kai. ouvk evpe,gnwsan auvto.n avlla. evpoi,hsan evn auvtw/| o[sa hvqe,lhsan：是這樣 (他)以利

亞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清楚認識知

道 到於(他)同一者， 但乃是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這

每一切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定意》；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害《ou[twj kai. ò uiò.j tou/

avnqrw,pou me,llei pa,scein up̀V auvtw/n：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那 (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

(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現要去持續經歷承受 <在底下>被從 從屬(他們)同一者》。

太 17:13 門徒這纔明白耶穌所說的，是指著施洗的約翰。】

我認為，耶穌持續將自己類比於施洗約翰；施洗約翰就是以利亞；耶穌也要像施洗約翰一

樣被對待。這也就是說，耶穌自己在終極而言也是具有以利亞的身份。

我深信，在沒嘗死味以前，門徒已經預嘗國度。無論如何，此時國度正是在破門而入

(breaking in)；門徒已經預嘗了國度的部分。

但，這裏或許主耶穌説到的也是指五旬節的經歷；或許是指耶穌基督的死裏復活。

但，無論如何，變相山上的經歷已經足夠解釋了。特別是由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

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這已經指出耶穌是詩篇第二篇所指出的，也是是神的

兒子，是這一位要來建立祂的國度，並且承受萬國。

XXII. Jesus Continues to Conquer the Promised Land with His Newly
Organized Israelite Army.
耶穌與祂新近組成的以色列軍隊繼續征服應許之地。

這是藉著驅除污鬼表達出來：

【太 17:14 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那裏，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跪下，說：

太 17:15 主阿，憐憫我的兒子；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裏，屢次跌在水裏。

太 17:16 我帶他到你門徒那裏，他們卻不能醫治他。

太 17:17 耶穌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

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裏來罷。

太 17:18 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子就痊愈了。】

XXIII. Entrance (and Status) into the Inaugurated Kingdom
向著這個開始的國度的進入（及狀態）

如何進入這個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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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轉變像小孩子：

【太 18:1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

太 18:2 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

太 18:3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太 18:4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

太 18:5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不要絆倒人：

【太 18:6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

海裏。

太 18:7 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絆倒；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

了。】

要尋找迷羊：

【太 18:11 〔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

太 18:12 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

九隻，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

太 18:13 若是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沒有迷路的九十

九隻歡喜還大呢。

太 18:14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失喪一個。】

或許耶穌想到的是稅吏和妓女，或是失落的文士及法利賽人；或許耶穌想到的是表達要復

興信心的群體。

XXIV. Two Chief Characteristics of True Membership in the Inaugurated
Kingdom: Repentance over Sin and Offering Forgiveness
在這個開始的國度的真正成員的兩個主要特徵：對罪的悔改以及提供饒恕

在這個開始的國度的真正成員的兩個主要特徵，就是對罪的悔改，以及提供饒恕。

這是非常重要的。查看：

【太 18:15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

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太 18:16 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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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準。

太 18:17 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這裏的“ekklesia”（教會）可能可以是指向猶太人的會堂。在舊約以色列人的聚集被稱

為“ekklesia”（大會）。

耶穌在馬太十六章就説到“ekklesia”（教會）。但在馬太 18:15這裏，此時應該是指向

“聖約群體(covenant community)”。當然，教會的含義也包含在裏面。

大多數人認為這裏是説到‘開除會籍(excommunication)’。但，這裏是關於信心群體的真

實成員。

一個被定罪的人，必須有一個悔改的靈。

這在今天的信心群體中有多經常出現呢？

恐怕和當時一樣，並沒經常出現。

我們現在一般也沒有這個概念；如果被開除會籍，那就換個教會而已。許多教會也歡迎這

些人來加入他們的教會。

應該饒恕幾次呢？

【太 18:21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

到七次可以麼。

太 18:22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我認為，這裏應該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而應該是一個比喻的形式。

耶穌隨即用一個比喻講解：

【太 18:23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

太 18:24 纔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

太 18:25 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

了償還。

太 18:26 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

太 18:27 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

太 18:28 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著他，掐住他的喉嚨，

說：你把所欠的還我。

太 18:29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必還清。

太 18:30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了所欠的債。

太 18:31 眾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

太 18:32 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

了；

太 18:33 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

太 18:34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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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18:35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信心群體的真實成員的標誌：

（一）像小孩子單純的信心(humbling faith like a child)

（二）悔改的靈(a repentant spirit)

（三）饒恕的靈(a forgiving spirit)

XXV. The Pharisee’s Testing Question About Marriage and the Inbreaking
New Creation
法利賽人關於婚姻的試探的問題以及闖入的新創造

接下來在馬太福音十九章，這裏有一段比較敏感的關於離婚的經文。

在這裏，我們要試著從新創造的透鏡來看這裏的經文，是否可以帶給我們對這個問題可以

有一個新的認識。

福音派中關於離婚有不同的觀點，或是認為無論如何不可以離婚，或是認為只有在有淫亂

的情況下才可以離婚。

之前在登山寳訓中，耶穌曾經論到離婚：

【太 5:31 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他休書。

太 5:32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porneia)的緣故，就是叫他作淫婦

了；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porneia“為行賣身行淫(為行賣淫=通奸淫行)”》

登山寳訓不是對律法的新的解釋；而是指向律法的核心。

耶穌是將對律法傳統的解釋對比於對律法真正該有的解釋。

現在我們從新創造的角度來看馬太福音十九章這段經文：

【太 19:1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離開加利利，來到猶太的境界，約但河外。

太 19:2 有許多人跟著他；他就在那裏把他們的病人治好了。

太 19:3 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人無論甚麼緣故，都可以休妻麼《eiv e;xestin

avnqrw,pw| avpolu/sai th.n gunai/ka auvtou/ kata. pa/san aivti,an：若是 他/她/它現在持續合乎法理[非人

稱用法] 在對(他)人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女人 從屬(他)同一者 <向下>向

下按照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索問要求之因由》。

太 19:4 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太 19:5 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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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念過麼。】

注意，在馬太 19:4~5這裏所說的，這是在起初的創造，是在人的墮落以前。

因此，耶穌接著說：

【太 19:6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w[ste ouvke,ti eivsi.n du,o avlla. sa.rx mi,aÅ o] ou=n o` qeo.j sune,zeuxen a;nqrwpoj mh. cwrize,tw：以

致 不再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二個/兩個， 但乃是 (她)肉體 (她)一個/第一。 到於

(它)這個 這樣 (他)那 (他)神 他/她/它那時(也是)套軛聯結在一起， (他)人 不會/不要 他/她/它

現在就要持續分離隔開》。】

之後，馬太記載法利賽人的回應問題及耶穌的回答：

【太 19:7 法利賽人說：這樣，摩西為甚麼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他呢。

太 19:8 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o[ti
Mwu?sh/j pro.j th.n sklhrokardi,an um̀w/n evpe,treyen ùmi/n avpolu/sai ta.j gunai/kaj um̀w/n( avpV

avrch/j de. ouv ge,gonen ou[twj：是這樣 (他)摩西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她)那 到於(她)硬心 從

屬你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准許 在對你們 那時(也是)要去打發離開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女人

從屬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起始為首 然而也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那同

一樣式地》。

太 19:9 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犯姦淫了，有人娶那

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在馬太五章，耶穌給與摩西律法的真實意義：

【太 5:31 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他休書。

太 5:32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他作淫婦了；人若

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那時摩西的律法還在完全有效施行的時期。這還是在一個已然卻又未然的重叠時期。舊的

摩西律法時期還沒有完全結束；要等到耶穌受死之後。當然，在耶穌復活以後，就世代而

言，我們仍然是在一個重叠的時期。但在耶穌在地上服事的時期，摩西的律法還在有效地

施行。

在馬太十九章，法利賽人說：“這樣，摩西為甚麼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他呢？”

耶穌回答：“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許你們休妻”。

耶穌的解釋顯明，摩西的律法是頒佈給心硬的人們，是墮落之後的人們。

耶穌接著說：“我告訴你們，…”；意即：“我告訴你們，就是那些已經在墮落中，是心

裏剛硬的人，…”。

然而，對於那些已經在新的時代的人而言，我們正在歸回到墮落前的光景，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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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弗 5: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弗 5: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弗 5: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在這個新創造的時期，我們行事為人，需要開始行事如同是在新創造的時期。

所以，當耶穌說：“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犯姦淫了”，

耶穌這是對法利賽人說的。但，我們已經是在新創造裏，就應當按照墮落前的律法行事為

人，也就是説：“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接下來是門徒的反應：

【太 19:10 門徒對耶穌說：人和妻子既是這樣，倒不如不娶。

太 19:11 耶穌說：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惟獨賜給誰，誰纔能領受《ouv pa,ntej

cwrou/sin to.n lo,gon Îtou/tonÐ avllV oi-j de,dotai：不是/不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

裝填容納 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到於(他)那同一者， 但乃是 在對(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給與》。】

在這裏耶穌的回應，不再是對法利賽人，而是對祂的門徒。

但，記得嗎？耶穌曾經對門徒説過：

【太 13:11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天國”的含義可以是有兩方面的含義，或是指“神的權能的運用(the exercise of God’s

power)”，或是指“國度的範圍(the sphere of the kingdom)”。神的國度和新創造在某種意

義上是重叠的。這裏的國度特別是指向闖入的新創造。

因此，耶穌現在接著說：

【太 19:12 因為有生來是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話誰能

領受，就可以領受《o` duna,menoj cwrei/n cwrei,tw：(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了的

現要去持續裝填容納， 他/她/它現在就要持續裝填容納》。】

這裏的意思不是要人不結婚。

這裏的意思是，為天國的緣故，能夠作任何犧牲。

因此，我的看法是：

新的創造已經闖入了；我們在其中有份的，就按照墮落前的婚姻律法運作。對於那些還是

在舊有的創造中受摩西律法管制的，就按照那頒佈給硬心之人的律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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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 The Rich Young Ruler and Entrance into Eternal Life and Kingdom of
Heaven
富有的少年官以及進入永生及天國

【太 19:16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有古卷作良善的夫子〕我該作甚麼善事，纔

能得永生。

太 19:17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作你為什麼

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

太 19:18 他說：甚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

見證，

太 19:19 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

太 19:20 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

太 19:21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

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太 19:22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這個少年人的問題是：他的財富是他的偶像；他無法放棄。他對財富的委身過於對耶穌的

委身。

XXVII. Status in the Kingdom is Bestowed by Pure Divine Grace.
在國度中的地位是藉著純粹神的恩典被賦予的

【太 20:1 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作工；

太 20:2 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

……

太 20:16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有古卷在此有因為被召的人

多選上的人少〕】

這裏的核心意義是“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有人認為，這裏是在說國度在有不同的‘階段(stages)’，不同的‘等級(levels)’；也就

是説，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在天國。

但，我認為，這裏的意思應該是，在天國我們有一樣的獎賞，無論是工作多久；就是我們

的救恩。而不是在說天國的等級。

以色列為神勞苦了很長的時間；之後外邦人來了，“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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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認為，這裏的比喻，或許是對以色列人警告。

XXVIII. Jesus Continues to Heal in Continuing to Restore Israel.
耶穌在繼續恢復以色列中繼續醫治

【太 20:20 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同他兩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求他一件事。

太 20:21 耶穌說：你要甚麼呢。他說：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裏，一個坐在你右

邊，一個坐在你左邊。

太 20:22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將要喝的杯，你們能喝麼。他們

說：我們能。

太 20:23 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

乃是我父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

太 20:24 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他們弟兄二人。

太 20:25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

束他們。

太 20: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太 20:27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

太 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

耶穌謙卑為人子，來服事人：人子來是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但要到耶穌復活之後，得到權柄，國度，被高舉，這才應驗但以理書對人子的預言：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作為耶穌的門徒，我們要先接受祂的服事，才將要能夠服事祂。

天國的建立是依照耶穌受苦的模式被建立。我們也是應該效法耶穌的脚蹤，就是耶穌服事

及受苦的模式。

XXIX. Jesus Presents Himself as a Latter King David in Entering Jerusalem
on a Donkey.
耶穌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呈現自己如同一位後來的大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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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1:1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欖山那裏；

太 21:2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必看見一匹驢拴在那

裏，還有驢駒同在一處；你們解開牽到我這裏來。

太 21:3 若有人對你們說甚麼，你們就說：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

太 21:4 這事成就，是要應驗先知的話，說：

太 21:5 『要對錫安的居民〔原文作女子〕說：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裏，是溫柔的，

又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駒子。』

太 21:6 門徒就照耶穌所吩咐的去行，

太 21:7 牽了驢和驢駒來，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

太 21:8 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路上。

太 21:9 前行後隨的眾人，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思

在此乃稱頌的話〕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在古代近東地區，一位君王騎著驢子。對比於歷史的背景，這是一個驚人的陳述。耶穌是

以色列的王進入以色列。

XXX. Jesus Announces Formal Judgment on Israel.
耶穌對以色列宣告正式的審判

耶穌在馬太福音 21:18~46中宣告對以色列的正式審判。

祂是藉著潔净聖殿來宣告的：

【太 21:12 耶穌進了神的殿，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

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

太 21:13 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太 21:14 在殿裏有瞎子瘸子，到耶穌跟前；他就治好了他們。】

耶穌潔净聖殿，來展示祂已經審判了聖殿。

在這個聖殿中，耶穌醫治了一些人。一般而言，如果你是殘缺的，本來是不許可進入聖殿

的。

現在殿裏有瞎子瘸子；他們本來不應該在那裏的。但，耶穌，根據以賽亞書五十六章，在

恢復以色列，在新創造中恢復以色列。而聖殿代表神的臨在。

當耶穌的陳述，“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以及推倒兌換銀錢之

人的桌子等等，都是在顯示現在的聖殿正在被審判，耶穌正在替換聖殿。

是的，耶穌在潔净聖殿。事實上，祂自己就是真正的聖殿。

“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經文引用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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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56:3 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不要說：耶和華必定將我從他民中分別出來；太監也

不要說：我是枯樹。

賽 56:4 因為耶和華如此說：那些謹守我的安息日，揀選我所喜悅的事，持守我約的太

監；

賽 56:5 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

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

賽 56:6 還有那些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要事奉他，要愛耶和華的名，要作他的僕人，

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原文作我〕約的人；

賽 56:7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

在我壇上必蒙悅納；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ò ga.r oi=ko,j mou oi=koj proseuch/j

klhqh,setai pa/sin toi/j e;qnesin：(他)那 因為 (他)住處家室 從屬我 (他)住處家室 從屬(她)求

告祈禱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族邦

國》。】

以賽亞書五十六章這裏是説到以色列的復興；外邦人和太監都要在神的聖殿中敬拜。

《註：在“因我的殿(bayith)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bayith)”這裏，“殿”的希伯來文為

bayith；

按照 Strong，bayith 這個字是源自為字根字的動詞 banah“建築”，表達“住處家室（在

一個最大的應用變化上使用，特別是指家庭，等等）”；在舊約的使用如：

【創 7:1：耶和華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全家(bayith)都要進入方舟，因為在這世代中，我見

你在我面前是義人。】。

參考：

【代下 6:1~2：那時所羅門說：耶和華曾說他必住在幽暗之處。但我已經建造殿宇(bayith)，

作你的居所，為你永遠的住處。】

【代下 6:18~20：果真與世人同住在地上麼；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

何況我所建(banah)的這殿(bayith)呢。惟求耶和華我的神，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俯聽僕

人在你面前的祈禱呼籲；願你晝夜看顧這殿(bayith)，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的居所；求你

垂聽僕人向此處禱告的話。】

【代下 6:32~33：論到不屬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並伸出來的

膀臂，從遠方而來，向這殿(bayith)禱告；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照著外邦人所祈求

的而行；使天下萬民都認識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樣；又使他們知道我建造

的這殿(bayith)，是稱為你名下的。】

【代下 6:40~41：我的神阿，現在求你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耶和華神阿，

求你起來，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耶和華神阿，願你的祭司披上救恩，願你

的聖民蒙福歡樂。】

》

之後，馬太記載到耶穌咒詛無花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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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1:18 早晨回城的時候，他餓了；

太 21:19 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走到跟前，在樹上找不著甚麼，不過有葉子；

就對樹說：從今以後，你永不結果子。那無花果樹就立刻枯乾了。

太 21:20 門徒看見了，便希奇說：無花果樹怎麼立刻枯乾了呢。

太 21:21 耶穌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無花果樹

上所行的事，就是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裏，也必成就。

太 21:22 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在舊約中，無花果樹是代表以色列：

【耶 8:7 空中的鸛鳥，知道來去的定期；斑鳩燕子與白鶴，也守候當來的時令；我的百

姓，卻不知道耶和華的法則。

耶 8:8 你們怎麼說：我們有智慧，耶和華的律法在我們這裏；看哪，文士的假筆舞弄虛

假。

耶 8:9 智慧人慚愧，驚惶，被擒拿；他們棄掉耶和華的話，心裏還有甚麼智慧呢。

……

耶 8:13 耶和華說：我必使他們全然滅絕；葡萄樹上必沒有葡萄，無花果樹上必沒有果

子，葉子也必枯乾；我所賜給他們的，必離開他們過去。】

以色列受咒詛的情況一直持續到被擄流放。

耶穌之後進入聖殿教訓人。有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在質問耶穌：

【太 21:23 耶穌進了殿，正教訓人的時候，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問他說：你仗著甚

麼權柄作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太 21:24 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若告訴我，我就告訴你們我仗著甚

麼權柄作這些事。

太 21:25 約翰的洗禮是從那裏來的；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呢。他們彼此商議

說：我們若說從天上來，他必對我們說：這樣，你們為甚麼不信他呢。

太 21:26 若說從人間來，我們又怕百姓；因為他們都以約翰為先知。

太 21:27 於是回答耶穌說：我們不知道。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作

這些事。

太 21:28 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來對大兒子說：我兒，你今天到葡萄園裏去作

工。

……

太 21:32 因為約翰遵著義路到你們這裏來，你們卻不信他；稅吏和娼妓倒信他。你們

看見了，後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

論到這些猶太人，耶穌又再用比喻講説：



245

【太 21:33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裏面挖

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

太 21:34 收果子的時候近了，就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裏去收果子。

……

太 21:37 後來打發他的兒子到他們那裏去，意思說：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

太 21:38 不料，園戶看見他兒子，就彼此說：這是承受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他，佔

他的產業。

太 21:39 他們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

太 21:40 園主來的時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戶呢。

太 21:41 他們說：要下毒手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著時候交果子的園戶。

太 21:42 耶穌說：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

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

太 21:43 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

太 21:44 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太 21:45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著他們說的。

太 21:46 他們想要捉拿他，只是怕眾人，因為眾人以他為先知。】

之後，耶穌又再用比喻講説：

【太 22:1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

太 22:2 天國好比一個王，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

……

太 22:6 其餘的拿住僕人，凌辱他們，把他們殺了。

太 22:7 王就大怒，發兵除滅那些兇手，燒燬他們的城。

太 22:8 於是對僕人說：喜筵已經齊備，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太 22:9 所以你們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

太 22:10 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見的，不論善惡都召聚了來；筵席上就坐滿

了客。

太 22:11 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裏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

太 22:12 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

太 22:13 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裏；在那裏必

要哀哭切齒了。

太 22:14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猶太人拒絕了邀請，因此，就邀請了他們看不起的外邦人。但，如果沒有穿禮服，仍然被

丟到外面的黑暗裏。

這裏的禮服就是如同啟示錄十九章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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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

備好了。

啟 19: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沒有穿禮服的，他們是假的宣信者；他們沒有果實來相應他們信仰的宣告。

XXXI. The Religious Leaders Demonstrate Their Unbelieving and Apostate
Attitude, for which They Deserve Judgment, by Trying to “Trap” Christ into
Making a Heretical Statement by Which they could Condemn Him as a False
Teacher.
宗教領袖，藉著試圖“誘騙”基督發表一杠異端言論，以此來譴責祂為一個

假教師，這就證明他們的不信以及背道的態度，因此他們應該受到審判。

猶太人聽到耶穌指著他們所說的比喻之後，馬太接著記載他們的反應：

【太 22:15 當時，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就著耶穌的話陷害他。

太 22:16 就打發他們的門徒，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

人，並且誠誠實實傳神的道，甚麼人你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

太 22:17 請告訴我們，你的意見如何；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

太 22:18 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冒為善的人哪，為甚麼試探我；

太 22:19 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他們就拿一個銀錢來給他。

太 22:20 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

太 22:21 他們說：是該撒的。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太 22:22 他們聽見就希奇，離開他走了。】

猶太人的宗教領袖，藉著試圖“誘騙”耶穌發表一篇異端言論，以此來譴責祂為一個假教

師，這就證明了他們的不信以及背道的態度，因此他們應該受到審判。

XXXII. Jesus Pronounces on the Scribes and Pharisees Judgmental Woes for
Their Unbelief and Willful Disobedience; He Announces that the End of
National Israel as God’s People has come.
耶穌宣告文士和法利賽人因他們的不信和故意不順服而受審判的禍患；祂宣

布以色列民族作為神的子民的終結已經到來。

馬太二十三章，耶穌對衆人及門徒講論，並責備文士和法利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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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3:1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

太 23:2 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太 23:3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

們能說不能行。

……

太 23:13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

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

……

太 23:29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修飾義

人的墓，說：

太 23:30 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

太 23:31 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

太 23:32 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罷《kai. ùmei/j plhrw,sate to. me,tron tw/n pate,rwn

um̀w/n：並且 你們 你們那時(也是)就要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量器量度 從屬(他們)

那些 從屬(他們)父親 從屬你們》。】

耶穌說，“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罷”，這是一個命令。耶穌在這裏的責備顯示，猶

太人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註：希臘文動詞“充滿”為命令語氣；這是一個表達許

可的命令語氣。》

換言之，耶穌是在審判他們。

耶穌宣布以色列民族作為神的子民的終結已經到來：

【太 23:33 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

太 23:34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裏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

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裏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

太 23:35 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

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

太 23:36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了。

太 23:37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

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

太 23:38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神要聚集祂的兒女，如同母鷄聚集小鷄，但，“只是你們不願意”：耶路撒冷的宗教領袖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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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demp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Temple
一個關於聖殿的救贖歷史的層面

舊約的聖殿對耶穌基督及新約有什麽關係？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啟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

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啟 21: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

前的事都過去了。】

使徒在啟示錄二十一章第一節之後就再也沒有提到“新天新地”。

在啟示錄二十一到二十二章中，約翰看到的是：聖城，之後像聖殿的建築，以及啟

22:1~3的花園。

首先看到的是“新天新地”，之後看到的就如同是三張“幻燈片(transparencies)”。

有學者認為，這裏的“聖城新耶路撒冷”是一個“城市聖殿的花園(city temple garden)”，

如同是一個被更新並被救贖了的從前墮落了的人類的城市。就如同巴比倫，是一個城市，

也是一個殿宇，也是一個花園。

或許這就説明，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新耶路撒冷”是一個在地上墮落了的世界

系統——即，大巴比倫——的一個對比。

啟示錄的經文也顯示這個對比：

【啟 21: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

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

路撒冷指示我。】

平行的類比結構也出現在：

【啟 17:1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眾水上

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啟 17:2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

啟 17:3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

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啟 17:4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杯，杯中盛

滿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亂的污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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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7:5 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

母。】

但在啟示錄二十一章有一個問題：為什麽約翰在一開始就看到新天新地，之後就再也沒有

提到新天新地，而只看到一個地方性的城市，一個被描述為像花園一樣的聖殿城市呢？

首先，或許我們可以説，約翰看到新天新地，之後只歸零聚焦到一個以聖殿為形式的花園

城市。

但，整體上看起來，約翰似乎也的確有意地把新天新地等同為一個地方性的以聖殿為形式

的花園般的城市。

再者，啟示錄 21:9及之後的經文，我們可以確實看到這裏是指一個聖殿，特別是約翰提

到有各樣的寶石：

【啟 21: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

是綠瑪瑙；第四是綠寶石；

啟 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紅璧

璽；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啟 21: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

玻璃。】

這些寶石很清楚地顯示這是以所羅門的聖殿為模式的建築。

此外，約翰特別提到，這個城市的“長寬高都是一樣”：

【啟 21:16 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kai. evme,trhsen

th.n po,lin tw/| kala,mw| evpi. stadi,wn dw,deka cilia,dwn：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用量器量度 到於

(她)那 到於(她)城邑 在對(他)那 在對(他)蘆葦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們)具 606.75英尺長的賽跑

道 從屬(她們)十二個 從屬(她們)一千之數》；長寬高都是一樣。

啟 21:17 又量了城牆，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kai.
evme,trhsen to. tei/coj auvth/j ek̀ato.n tessera,konta tessa,rwn phcw/n me,tron avnqrw,pou( o[ evstin

avgge,lou：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用量器量度 到於(它)那 到於(它)城牆 從屬(她)同一者 從屬(他們)

一百個 從屬(他們)四十個 從屬(他們)四個 從屬(他們)肘， 到於(它)量器量度 從屬(他)人， (它)

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使者》。】

這正如列王記上六章對“至聖所”的描述：長寬高都是一樣：

【王上 6:19 殿裏預備了內殿，好安放耶和華的約櫃。

王上 6:20 內殿長二十肘，寬二十肘，高二十肘，牆面都貼上精金；又用香柏木作壇，

包上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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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新耶路撒冷不僅僅有聖殿的形式，更具有立方體的‘至聖所’的形式。

為什麽約翰提到新天新地之後，我們只看到一座城市，並且是以聖殿為形式的一座像花園

的城市呢？約翰為什麽要這樣描述新天新地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我要爭辯伊甸園是神第一個創造中的神臨在的聖殿。

I. Reasons Why the Garden of Eden Was the First Temple
為什麽伊甸園是第一個聖殿的理由

這裏可以提出五方面的理由。

A. It was a unique place of God’s presence.
它是神的臨在的一個獨特的地方。

以色列的聖殿是神的臨在的一個獨特的地方。以色列人都必須到聖殿來敬拜神；特別是祭

司。摩西必須來到神的會幕與神説話；而就是指向後來的聖殿。

而在伊甸園，神在其中行走，並且亞當及夏娃也可以與神説話。伊甸是反映神的臨在的一

個局部的，也是獨特的地方。

光是根據這一點，可能有人會質疑這種説法。

但，這裏需要把接下來所有的理由綜合起來，才能看到伊甸是神的聖殿。

B. Genesis 2:15
創世記 2:15

【創 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abad)看守(shamar)。】

“修理”《abad; Strong OT:5647》以及“看守”《shamar; Strong OT:8104》這

兩個希伯來文字，特別是在摩西五經，當這兩個字一起使用的時候，經常被翻譯為‘服

事及順服/看守(serve and obey/guard)’。在之後的舊約，這兩個字或者表達以色列人的服

事並順服神，就是藉著順服並遵行十誡來服事神，或者，經常是表達祭司在聖殿中的服事

及看守殿宇。

例如：

【民 8:25 到了五十歲要停工退任，不再辦(abad)事。

民 8:26 只要在會幕裏，和他們的弟兄一同伺候謹守(shamar)所吩咐的，不再辦(abad)事

了；至於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這樣向他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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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 9:6 倘若你們和你們的子孫轉去不跟從我，不守(shamar)我指示你們的誡命律例，

去事奉(abad)敬拜別神，

王上 9:7 我就必將以色列人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剪除；並且我為己名所分別為聖的殿，

也必捨棄不顧；使以色列人在萬民中作笑談，被譏誚。】

或許，當摩西寫創世記的時候，有可能是將亞當呈現為第一個祭司。

事實上，第一世紀猶太人使用的亞蘭文聖經更是有更多的强調將亞當視為是一個祭司。

並且，亞當也有了第一個律法。

但當亞當犯罪，就失去祭司的角色，被逐出伊甸園，神安設基路伯把守伊甸園的入口，而

這個入口正是在伊甸園的東面。

這是偶然的麽？

【創 3:23 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創 3:24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

要把守(shamar)生命樹的道路。】

以色列人的聖殿的入口也是在東面。

基路伯把守生命樹的道路，“把守(shamar)”這個字，暗示基路伯取代了亞當的角色。

在至聖所的兩個基路伯，可能就是記念到伊甸園的這個情況。

《註：在至聖所前面的幔子上面，也繡上了基路伯：

【出 26:31 你要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織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繡上基路

伯。

出 26:32 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莢木柱子上，柱子上當有金鉤，柱子安在四個帶

卯的銀座上。

出 26:33 要使幔子垂在鉤子下，把法櫃抬進幔子內，這幔子要將聖所和至聖所隔開。】

》

C. The tree of life was probably the model for the lampstand placed directly outside the
holy of holies in Israel’s temple.
生命樹可能是在以色列聖殿中放在至聖所外面的金燈臺的模式。

有學者指出，在至聖所之外“金燈臺”的結構看起來像一棵樹。學者認為這可能是代表

“生命樹”。

當然，這是有些爭論的。

《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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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5:31 要用精金作一個燈臺；燈臺的座，和榦，與杯，球，花，都要接連一塊錘

出來。

出 25:32 燈臺兩旁要杈出六個枝子，這旁三個，那旁三個。

出 25:33 這旁每枝上有三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個杯，

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從燈臺杈出來的六個枝子，都是如此。

出 25:34 燈臺上有四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

出 25:35 燈臺每兩個枝子以下，有球，與枝子接連一塊；燈臺出的六個枝子，都是如

此。

出 25:36 球和枝子要接連一塊，都是一塊精金錘出來的。

出 25:37 要作燈臺的七個燈盞；祭司要點這燈，使燈光對照。

出 25:38 燈臺的蠟剪，和蠟花盤，也是要精金的。

出 25:39 作燈臺和這一切的器具，要用精金一他連得。】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約 1: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約 1: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約 1: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箴 3:13 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

箴 3:14 因為得智慧勝過得銀子，其利益強如精金；

箴 3:15 比珍珠〔或作紅寶石〕寶貴；你一切所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

箴 3:16 他右手有長壽；左手有富貴。

箴 3:17 他的道是安樂，他的路全是平安。

箴 3:18 他與持守他的作生命樹；持定他的俱各有福。

箴 3:19 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

箴 3:20 以知識使深淵裂開，使天空滴下甘露。

箴 3:21 我兒，要謹守真智慧和謀略；不可使他離開你的眼目；

箴 3:22 這樣，他必作你的生命，頸項的美飾。】

【亞 4:1 那與我說話的天使又來叫醒我，好像人睡覺被喚醒一樣。

亞 4:2 他問我說：你看見了甚麼。我說：我看見了一個純金的燈臺，頂上有燈盞；燈臺

上有七盞燈，每盞有七個管子。

亞 4:3 旁邊有兩棵橄欖樹，一棵在燈盞的右邊，一棵在燈盞的左邊。

亞 4:4 我問與我說話的天使說：主阿，這是甚麼意思。

亞 4:5 與我說話的天使回答我說：你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麼。我說：主阿，我不知道。

亞 4:6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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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

亞 4:11 我又問天使說：這燈臺左右的兩棵橄欖樹，是甚麼意思。

亞 4:12 我二次問他說：這兩根橄欖枝，在兩個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邊，是甚麼意思。

亞 4:13 他對我說：你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麼。我說：主阿，我不知道。

亞 4:14 他說：這是兩個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邊。】

【啟 11: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 11: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

D. Israel’s later temple had wood carvings in the form of floral arrangements.
以色列後來的聖殿有花朵安排的形式的木雕。

以色列後來的聖殿的建造，有許多樹木及花朵形式的雕刻；這些都讓我們想起伊甸園的情

況：

【王上 6:18 殿裏一點石頭都不顯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著野瓜和初開的花。】

【王上 6:29 內殿外殿周圍的牆上，都刻著基路伯，棕樹，和初開的花。

王上 6:30 內殿外殿的地板，都貼上金子。

王上 6:31 又用橄欖木製造內殿的門扇，門楣，門框，門口有牆的五分之一。

王上 6:32 在橄欖木作的兩門扇上，刻著基路伯，棕樹，和初開的花，都貼上金子。

王上 6:33 又用橄欖木，製造外殿的門框，門口有牆的四分之一。

王上 6:34 用松木作門兩扇，這扇分兩扇，是摺疊的，那扇分兩扇，也是摺疊的。

王上 6:35 上面刻著基路伯，棕樹，和初開的花；都用金子貼了。】

【王上 7:15 他製造兩根銅柱，每根高十八肘，圍十二肘。

王上 7:16 又用銅鑄了兩個柱頂安在柱上，各高五肘。

王上 7:17 柱頂上有裝修的網子，和擰成的鍊索，每頂七個。

王上 7:18 網子周圍有兩行石榴遮蓋柱頂；兩個柱頂都是如此。

王上 7:19 廊子的柱頂徑四肘，刻著百合花。

王上 7:20 兩柱頂的鼓肚上，挨著網子，各有兩行石榴環繞，兩行共有二百。

王上 7:21 他將兩根柱子立在殿廊前頭，右邊立一根，起名叫雅斤；左邊立一根，起名

叫波阿斯。

王上 7:22 在柱頂上刻著百合花；這樣，造柱子的工就完畢了。】

或許這些花香暗示著神的臨在的馨香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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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ot only was Adam to guard this sanctuary, but he was to subdue the earth according to
Genesis 1:28.
亞當不僅必須看守聖所，並且，根據創世記 1:28，他必須制服這地。

亞當不僅必須看守聖所，並且，他必須制服這地：

【創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創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kabash;

Strong OT:3533: subdue/制服》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

動的活物。】

可能這裏暗示要擴展伊甸園的邊界範疇，直到覆蓋全地；使神的臨在覆蓋全地。

根據上面的討論，綜合這五個要素，伊甸園可能是神第一個創造中的神臨在的聖殿：

A.伊甸園是神的臨在的一個獨特的地方。

B.創世記 2:15 中“修理《abad》”以及“看守《shamar》”這兩個字的使用。

C.生命樹可能是在以色列聖殿中放在至聖所外面的金燈臺的模式。

D.以色列後來的聖殿有花朵安排的形式的木雕。

E. 亞當不僅必須看守聖所，並且，根據創世記 1:28，他必須制服這地。

但，亞當失敗，未能看守好伊甸園，因此被逐出伊甸園。他失去了在伊甸作為神的聖殿中

的祭司的功能。

亞當在伊甸園所失去的角色，由基路伯取代，來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這也在以色列的聖殿的建造中反映出來。

II. Noah’s Ark Was the Temple of God’s Presence in the Second Creation.
挪亞的方舟是神第二個創造中的神臨在的聖殿。

墮落之後，人就變得越來越不敬虔，只剩餘一小部分的人還是敬虔的，就是挪亞和他的一

家。

之後有洪水的到來。在洪水之中，神建造了第二個聖殿，讓人住在其中，讓人經歷祂的臨

在。

挪亞的方舟可能可以視為是神第二個創造中的神臨在的聖殿。

我們看到鴿子在水上飛行，如同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也看到挪亞獻祭。從對洪水的敘述

中，我們看到混亂，也看到再造。就某個意義而言，在洪水中，地也再次成為空虛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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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第八章，神使祂的靈遍行全地：

【創 8:1 神記念挪亞，和挪亞方舟裏的一切走獸牲畜；神叫風《ruwach; Strong

OT:7307: spirit or wind / 靈或風》吹地，水勢漸落。

創 8:2 淵源和天上的窗戶，都閉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有趣的是，這裏的“靈”《ruwach》被翻譯為“風”：“神叫風吹地”；而且，水再次

與地分開，如同在創世記第一章的記載。

之後，方舟就停在亞拉臘山上：

【創 8:3 水從地上漸退；過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漸消。

創 8:4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

【創 8:5 水又漸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頂都現出來了。

創 8:6 過了四十天，挪亞開了方舟的窗戶，

創 8:7 放出一隻烏鴉去，那烏鴉飛來飛去，直到地上的水都乾了。

創 8:8 他又放出一隻鴿子去，要看看水從地上退了沒有。

創 8:9 但遍地上都是水，鴿子找不著落腳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亞那裏，挪亞伸手把鴿子

接進方舟來。

創 8:10 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鴿子從方舟放出去；

創 8:11 到了晚上，鴿子回到他那裏，嘴裏叼著一個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

地上的水退了。

創 8:12 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鴿子去，鴿子就不再回來了。

創 8:13 到挪亞六百零一歲，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乾了；挪亞撤去方舟的蓋觀看，

便見地面上乾了。】

之後，挪亞獻祭：

【創 8:20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

創 8:21 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裏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裏

懷著惡念）也不再按著我纔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

創 8:22 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

創 9:1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

創 9:2 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

裏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

儘管有些人或許會不同意，但，我認為，挪亞的方舟是一個聖殿，有神的臨在，洪水是如

同第二次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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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第一次創造的伊甸有神獨特的臨在，這裏的方舟也有神獨特的臨在。

A. The word for Noah’s ark, not in Hebrew but in Greek, is the word that’s used in the
Greek OT for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in Israel.
挪亞的方舟的這個字，其希臘文，不是希伯來文，是在希臘文的舊約聖經中被使用於在

以色列中的約櫃。

挪亞的“方舟”的這個字，其希臘文，kibotos，不是希伯來文，是在希臘文的舊約聖經中

被使用於在以色列中的約櫃。

《註﹕kibotos“木箱方櫃(方木櫃/方舟)”：

Strong 指出，名詞 kibotos 這個字的字源不詳，表達“一個箱子(a box)”，也就可以表達

“聖的約櫃和挪亞的方舟(the sacred ark and that of Noah)”。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六次。

Vine 指出，kibotos 這個字表達“一個木製箱子，一個櫃子(a wooden box, a chest)”；在新

約只有使用過六次於：

1）挪亞的方舟：[太 24:38：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喫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

(kibotos)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路

17:27：（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那時候的人又喫又喝，又娶又嫁，到

挪亞進方舟(kibotos)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來 11:7：挪亞因著信，既

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kibotos)，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

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彼前 3:20：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

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kibotos)，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

有八個人；（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乎

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2）在會幕中的約櫃：[來 9:4：（第二幔子後，又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有金香爐，

〔爐或作壇〕有包金的約櫃(kibotos)《到於(她)那_到於(她)方木櫃/方舟_從屬(她)那_從屬

(她)遺囑契約_到於(她)現在已經被四圍蓋住了的_從四面地_在對(它)金子》，櫃裏有盛嗎哪

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版；]；

3）在異象中被看見在天上的聖所的約櫃：[啟 11:19：（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

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當時神天上的殿

開了；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kibotos)《並且_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看見注目_(她)那_(她)

方木櫃/方舟_從屬(她)那_從屬(她)遺囑契約_從屬(他)同一者》；隨後有閃電，聲音，雷轟，

地震，大雹。]。

註﹕中文和合本在[啟 15:5：此後，我看見在天上那存法櫃的殿開了；]翻譯的“那存法櫃

的殿”，在原文為：(他)那_(他)殿宇_從屬(她)那_從屬(她)帳幕_從屬(它)那_從屬(它)見證；

其直譯為：那見證的帳幕的殿宇。

》

我認為，當時用希臘文翻譯希伯來舊約聖經的學者，意圖在約櫃及方舟之間構成一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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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oah’s ark had three levels, just as the later temple in Israel had three distinct parts.
挪亞的方舟有三層，如同後來的聖殿也有三個區別的部分。

如同後來的聖殿也有三個區別的部分，挪亞的方舟有三層：

【創 6:14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分一間一間的造，裏外抹上松香。

創 6:15 方舟的造法乃是這樣，要長三百肘，寬五十肘，高三十肘。

創 6:16 方舟上邊要留透光處，高一肘；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方舟要分上，中，下三

層。】

C. Detailed architectural plans (Ezekiel 40-48; Revelation 21).
有詳細的建築計劃（以西結書第四十到四十八章；啟示錄第二十一章）。

挪亞的方舟有詳細的建築計劃：

【創 6:15 方舟的造法乃是這樣，要長三百肘，寬五十肘，高三十肘。】

在舊約中有詳細建築計劃的建築：

（1）方舟（創世記）

（2）摩西的會幕（出埃及記）

（3）所羅門的聖殿（列王記上）

（4）以西結在異象中看見的聖殿（以西結書四十章到四十八章）

在新約中有詳細建築計劃的建築：

（1）聖城新耶路撒冷（啟示錄二十一章）

D. The ark was where God’s unique presence was during the flood.
方舟是在洪水期間神獨特臨在的地方。

【創 6:17 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

無一不死。

創 6:18 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

E. Noah was a priest.
挪亞是一個祭司。

首先，挪亞當時獻祭；或許可以稱為“安息的獻祭(sacrifice of the rest)”；就是當他出了方

舟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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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方舟這裏有區分潔净的牲畜和不潔净的牲畜。之後，是在摩西的律法及祭司的

律例中規定了潔净的牲畜和不潔净牲畜的區分。

雖然在洪水的時候，也就是“去創造(decreation)”的時候，潔净的牲畜和不潔净的牲畜都

進入了方舟，但在出來的時候，就作了區別，也就預示了後來的聖殿。

【創 7:2 凡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七公七母；不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一公一母；】

【創 8:20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

此外，挪亞也如同亞當一樣被賦予一個使命：

【創 9:1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

創 9:2 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

裏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

……

創 9:6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創 9:7 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再者，有趣的是，挪亞也被賦予了曾經給與亞當的命令。

雖然在創世記九章這裏沒有提到要制服這地，但應該也是有這個暗示的。無論如何，挪亞

也被賦予使命要擴展聖殿的地理範圍，直到全地。

但，之後挪亞酒醉，讓自己和他的兒子陷入罪中。神就揀選亞伯拉罕及他的後代建立另

外一個聖殿。

根據上面的討論，綜合這五個要素，方舟可能是神第二個創造中的神臨在的聖殿：

A. 挪亞的“方舟”的這個字，其希臘文（kibotos），不是希伯來文，是在希臘文的舊約聖

經中被使用於在以色列中的約櫃。

B. 挪亞的方舟有三層，如同後來的聖殿也有三個區別的部分。

C. 挪亞的方舟有詳細的建築計劃，如同後來的會幕及聖殿。

D. 方舟是在洪水期間神獨特臨在的地方。

E. 挪亞也獻祭，分別潔净與不潔净的牲畜，如同是一個祭司。

III. The Features of Israel’s Temple Resemble God’s Temple in Heaven.
以色列的聖殿的特徵類似於在天上的神的聖殿。

以色列的會幕及聖殿可以視為是另外一個新的創造的核心。其中有神的臨在。這也是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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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聖殿的。

有許多證據顯示，以色列的聖殿與伊甸的聖殿有緊密的關聯。

我認為，伊甸的聖殿及方舟的聖殿是用一個小的地上的模型來預表神在天上的聖殿，這個

天上的聖殿最終要使神的臨在‘覆蓋(encompass)’全地。

亞當受命要出去制服這地，如同天的臨在要越來越多地覆蓋這地。我們不是說，亞當真正

地要出去擴展神在伊甸園的臨在到全地；神在伊甸園的臨在不過是天上的一個寫照。

真正的聖殿是在天上；伊甸是天上聖殿的臨在在地上的一個參與者。亞當受命要出去制服

這地，如同天的臨在要越來越多地覆蓋這地。

這裏的描寫可以在詩篇的描述中看到：

【詩 78:67 並且他棄掉約瑟的帳棚，不揀選以法蓮支派，

詩 78:68 卻揀選猶大支派，他所喜愛的錫安山；

詩 78:69 蓋造他的聖所，好像高峰，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

詩 78:70 又揀選他的僕人大衛，從羊圈中將他召來；

詩 78:71 叫他不再跟從那些帶奶的母羊，為要牧養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產業以色

列。

詩 78:72 於是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

這裏是在說：神建造祂的聖殿好像天，並且，祂建造它好像建造地。

意即，這裏就某個方式而言，是在說，地上以色列的聖殿，是以神屬天的聖殿為模型，並

且以某個方式延伸到地上。

以色列的聖殿象徵神在天上的聖殿；並且在以色列的時期，天上的聖殿以某種方式延伸到

地上，展現神的臨在。

當然，事實上，神的臨在從第一天就已經存在，並且是在任何地方。但，我們是在説到神

獨特並且鮮明的臨在；在以色列的舊約時期，神的臨在就是在聖殿的至聖所中。

正如同神藉著以賽亞所說的：

【賽 66:1 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

那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這就是説，神的臨在是宇宙性的臨在，沒有任何局部地方性的建築物可以容納神的臨在。

但，神願意祂的臨在被特別地彰顯出來。

以色列的聖殿只是一個遠為更大的事物的一個小的模型。神普世的臨在絕不可能受限於一

個局部地方性的建築。

這個遠為更大的事物應該就是那不可見的天上的聖殿；以色列的聖殿不過是一個縮小的模

型而已。

實體的天是與實體的地分隔開來的；但，實體的天是指向不可見的天，是神不可見的臨在。

神不可見的臨在不僅僅是在天上，並且，以某種方式也在地上：“地是我的腳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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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聖殿是神不可見的聖殿的一個模型。聖殿也在某種方式上以地為模型。

《註：參考：

【代上 28:1 大衛招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和輪班服事王的軍長，與千夫長，百夫長，

掌管王和王子產業牲畜的，並太監，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來。

代上 28:2 大衛王就站起來，說：我的弟兄，我的百姓阿，你們當聽我言，我心裏本想

建造殿宇，安放耶和華的約櫃，作為我神的腳凳；我已經預備建造的材料。】

》

以下是以色列聖殿的一些特徵：

A. The statuette cherubim around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reflect the real cherubim who
stand guard around God’s throne.
在約櫃周圍的基路伯的小雕像反映了在神寶座四圍保護的真實的基路伯。

在至聖所是神不可見的臨在，是神真實不可見的臨在的縮影。在約櫃周圍的兩個“基路伯”

的小雕像反映了在神寶座四圍保護的真實的基路伯。

【出 25:17 要用精金作施恩座，〔施恩或作蔽罪下同〕長二肘半，寬一肘半。

出 25:18 要用金子錘出兩個基路伯來，安在施恩座的兩頭。

出 25:19 這頭作一個基路伯，那頭作一個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連一塊，在施恩座的

兩頭。

出 25:20 二基路伯要高張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臉對臉，朝著施恩座。】

【詩 80:1 〔亞薩的詩，交與伶長，調用為證的百合花。〕領約瑟如領羊群之以色列的

牧者阿，求你留心聽；坐在二基路伯上的阿，求你發出光來。】

【詩 99:1 耶和華作王，萬民當戰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當動搖。】

【賽 37:15 希西家向耶和華禱告說：

賽 37:16 坐在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阿，你，惟有你，是天下萬國的神；

你曾創造天地。】

B. The curtains that separate the holy of holies from the holy place are woven with blue
thread.
分隔至聖所和聖所的幔子是用藍色線織成的。

【代下 3:14 又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細麻織幔子，在其上繡出基路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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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幔子的藍色線代表天的顔色，是一種‘君尊的藍色(royal blue)’。

或許是如此。

C. The curtains separating the holy of holies had needlework on it of the stars representing
the heavens.
分隔至聖所的幔子有針織的星星代表諸天。

根據第一世紀的歷史學家約瑟夫，記載他確信看到分開至聖所的幔子上綉有代表天的星星，

表達“星空(starry heaven)”。

甚至大祭司的胸牌上的十二塊寶石，象徵預設了的十二支派，是反映約櫃，也是某種屬天

的預表：

【出 28:15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作一個決斷的胸牌；要和以弗得一樣的作法，用金線

和藍色紫色朱紅色線，並撚的細麻作成。

出 28:16 這胸牌要四方的，疊為兩層；長一虎口，寬一虎口。

出 28:17 要在上面鑲寶石四行；第一行是紅寶石，紅璧璽，紅玉。

出 28:18 第二行是綠寶石，藍寶石，金鋼石。

出 28:19 第三行是紫瑪瑙，白瑪瑙，紫晶。

出 28:20 第四行是水蒼玉，紅瑪瑙，碧玉；這都要鑲在金槽中。

出 28:21 這些寶石，都要按著以色列十二個兒子的名字，彷彿刻圖書，刻十二個支派

的名字。

出 28:22 要在胸牌上，用精金擰成如繩的鍊子。

出 28:23 在胸牌上也要作兩個金環，安在胸牌的兩頭。

出 28:24 要把那兩條擰成的金鍊子，穿過胸牌兩頭的環子。

出 28:25 又要把鍊子的那兩頭，接在兩槽上，安在以弗得前面肩帶上。

出 28:26 要作兩個金環，安在胸牌的兩頭，在以弗得裏面的邊上。

出 28:27 又要作兩個金環，安在以弗得前面兩條肩帶的下邊，挨近相接之處，在以弗

得巧工織的帶子以上。

出 28:28 要用藍細帶子，把胸牌的環子與以弗得的環子繫住，使胸牌貼在以弗得巧工

織的帶子上，不可與以弗得離縫。

出 28:29 亞倫進聖所的時候，要將決斷胸牌，就是刻著以色列兒子名字的，帶在胸前，

在耶和華面前常作紀念。

出 28:30 又要將烏陵，和土明，放在決斷的胸牌裏；亞倫進到耶和華面前的時候，要

帶在胸前，在耶和華面前常將以色列人的決斷牌帶在胸前。】

D. The temple wa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聖殿被分為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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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院子：這裏有銅壇及銅海。可能是代表可見的地及海。

【出 27:9 你要作帳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撚的細麻作帷子，長一百肘。

出 27:10 帷子的柱子要二十根；帶卯的銅座二十個；柱子上的鉤子，和杆子，都要用

銀子作。

出 27:11 北面也當有帷子，長一百肘，帷子的柱子二十根，帶卯的銅座二十個；柱子

上的鉤子，和杆子，都要用銀子作。

出 27:12 院子的西面當有帷子，寬五十肘；帷子的柱子十根，帶卯的座十個。

出 27:13 院子的東面要寬五十肘。

出 27:14 門這邊的帷子要十五肘；帷子的柱子三根，帶卯的座三個。

出 27:15 門那邊的帷子也要十五肘；帷子的柱子三根，帶卯的座三個。

出 27:16 院子的門當有簾子，長二十肘；要拿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用繡

花的手工織成；柱子四根，帶卯的座四個。

出 27:17 院子四圍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銀杆連絡；柱子上的鉤子要用銀作；帶卯的座

要用銅作。

出 27:18 院子要長一百肘，寬五十肘，高五肘，帷子要用撚的細麻作；帶卯的座要用

銅作。

出 27:19 帳幕各樣用處的器具，並帳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裏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銅

作。】

【代下 4:1 他又製造一座銅壇，長二十肘，寬二十肘，高十肘。

代下 4:2 又鑄一個銅海，樣式是圓的，高五肘，徑十肘，圍三十肘。】

第二層：聖所：這裏只有祭司可以到達。代表可見的天。幔子是藍色的。

【出 26:1 你要用十幅幔子作帳幕；這些幔子要用撚的細麻，和藍色紫色朱紅色線製造；

並用巧匠的手工繡上基路伯。

出 26:2 每幅幔子，要長二十八肘，寬四肘，幔子都要一樣的尺寸。

出 26:3 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連；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連。

出 26:4 在這相連的幔子末幅邊上，要作藍色的鈕扣；在那相連的幔子末幅邊上，也要

照樣作。

出 26:5 要在這相連的幔子上作五十個鈕扣，在那相連的幔子上也作五十個鈕扣，都要

兩兩相對。

出 26:6 又要作五十個金鉤，用鉤使幔子相連，這纔成了一個帳幕。

……

出 26:30 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立起帳幕。

出 26:31 你要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織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繡上基路伯。

出 26:32 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莢木柱子上，柱子上當有金鉤，柱子安在四個帶

卯的銀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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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6:33 要使幔子垂在鉤子下，把法櫃抬進幔子內，這幔子要將聖所和至聖所隔開。

出 26:34 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聖所內的法櫃上。

出 26:35 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帳幕的北面；把燈臺安在帳幕的南面，彼此相對。

出 26:36 你要拿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用繡花的手工織帳幕的門簾。】

【出 25:31 要用精金作一個燈臺；燈臺的座，和榦，與杯，球，花，都要接連一塊錘

出來。

出 25:32 燈臺兩旁要杈出六個枝子，這旁三個，那旁三個。

……

出 25:37 要作燈臺的七個燈盞；祭司要點這燈，使燈光對照。】

【民 8: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民 8:2 你告訴亞倫說：點燈的時候，七盞燈都要向燈臺前面發光。

民 8:3 亞倫便這樣行；他點燈臺上的燈，使燈向前發光，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這裏金燈臺有七個燈盞。約瑟夫及腓羅認為這是代表肉眼可見的七顆行星。這是有可能的。

第三層：至聖所：表達這個創造中不可見的維度。大祭司一年一次進入。

以色列的聖殿是在地上用以作為神在天上的聖殿的模型，這個天上的聖殿最終要覆蓋全地。

這裏所描述的，也就是詩篇的描述：

【詩78:69 蓋造他的聖所，好像高峰，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

《ASV Psalm 78:69 And he built his sanctuary like the heights, Like the earth which he hath

established for ever.》

美國標準版經文直譯：並且祂建造祂的聖殿如同高天，如同地，這地是祂永遠建立的。

【賽 66:1 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

那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神不可見的臨在的至聖所，可能意圖要擴展延伸到包含不可見的天和地。

按照整個以色列的聖殿的三個部分的結構——至聖所是神不可見的臨在，聖所是表達充滿

星星的天，院子是表達地及海——神在終極要祂的臨在支配這一切：有什麽東西可以限制

神的臨在呢：“哪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沒有一個地方！

之前我們説到，以色列可以說是一個‘團體的亞當(corporate Adam)’，他們被賦予一個

使命，要成為光，照亮到地極。在聖所的金燈臺，象徵著他們的職責，其上的光從至聖所

照出到聖所，要照亮全地，直到地極；這是經由以色列作為祭司的國度。

如同在出埃及記中神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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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9:5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

為全地都是我的；

出 19: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我們看到利未人的祭司，甚至整個國家為祭司。但這一切，包括以色列的聖殿，都是指向

未來更大的實際。

聖殿是在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是應許之地的中心。

應許之地曾經被稱為伊甸園；這裏是群體的亞當要擴展神的臨在的境界，從一個局部的地

方，擴展到整個宇宙的程度。

應許之地與伊甸園的關聯：

【創 13:10 羅得舉目看見約但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在耶和華未

滅所多瑪，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地。】

【賽 51:3 耶和華已經安慰錫安，和錫安一切的荒場，使曠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華

的園囿；在其中必有歡喜，快樂，感謝，和歌唱的聲音。】

【珥 2:3 牠們前面如火燒滅，後面如火焰燒盡；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園；過去以後，成

了荒涼的曠野；沒有一樣能躲避牠們的。】

【結 36:35 他們必說：這先前為荒廢之地，現在成如伊甸園；這荒廢淒涼毀壞的城邑，

現在堅固有人居住。】

這一切都指向：應許之地是如同伊甸。

以色列如同是‘團體的亞當(corporate Adam)’。亞當及挪亞所接受的使命也被給與了以

色列的先祖：

【創 22:16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

著自己起誓說：

創 22:17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

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他們原本應該擴展神的聖殿的臨在直到外邦，直到地極。

但，以色列沒有達成這個使命。

於是，神興起祂的單獨個人的僕人：

【賽 42: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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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賽 42:2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

賽 42:6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中保原

文作約〕作外邦人的光，】

【賽 49:1 眾海島阿，當聽我言；遠方的眾民哪，留心而聽；自我出胎，耶和華就選召

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賽 49: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將我藏在他手蔭之下；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將我藏在他

箭袋之中。

賽 49:3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

這裏的以色列不是指一個國家，也不是指以賽亞，也不是指以色列這個國家的餘數。而是

神的一個單獨個人的僕人：

【賽 49:3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

賽 49:4 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空，然而我當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裏，

我的賞賜必在我神那裏。

賽 49:5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歸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裏聚集。

（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也成為我的力量）

賽 49: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

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這裏將以色列總結於耶穌基督一個人身上，要完成這個使命，直到地極。

以色列作為一個群體，沒有完成神的使命，神原本要他們成為神與萬國之間的中介：

【出 19:5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

為全地都是我的；

出 19: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但以色列沒有完成這個使命；於是神將他們流放到外邦。

以賽亞書四十五章將之對比於第一次的創造以及其中的混亂，並且指出，神要擴展疆界，

直到全地：

【賽 45:7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賽 45:8 諸天哪，自上而滴；穹蒼降下公義，地面開裂，產出救恩，使公義一同發生，

這都是我耶和華所造的。

賽 45:9 禍哉，那與造他的主爭論的，他不過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塊瓦片；泥土豈可對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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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他的說：你作甚麼呢；所作的物豈可說：你沒有手呢。

賽 45:10 禍哉，那對父親說：你生的是甚麼呢；或對母親〔原文作婦人〕說：你產的

是甚麼呢。】

【賽 45:18 創造諸天的耶和華，製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創造堅定大地，並非使地荒涼，

是要給人居住；他如此說：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神。

賽 45:19 我沒有在隱密黑暗之地說話，我沒有對雅各的後裔說：你們尋求我是徒然的；

我耶和華所講的是公義，所說的是正直。

賽 45:20 你們從列國逃脫的人，要一同聚集前來；那些抬著雕刻木偶，禱告不能救人

之神的，毫無知識。

賽 45:21 你們要述說陳明你們的理，讓他們彼此商議；誰從古時指明，誰從上古述說：

不是我耶和華麼，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我是公義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沒

有別神。】

神如何作成這一切呢？

這就是接下來的……

IV. Christ and His Followers Are a Temple in the New Creation of the New
Exodus Out of Sin.
基督和祂的跟隨者是在脫離罪的新出埃及的新創造中的一個聖殿。

這次不再是離開埃及，不再是離開巴比倫，而是離開罪，就是離開罪和撒但的捆綁。

A. Christ is the temple toward which all earlier temples looked and which they anticipated.
基督就是聖殿，是所有早先的聖殿所注視的，也是它們所預期的。

基督就是一直以來的聖殿‘所預示的(foreshadowed)’。

事實上，基督多次在對觀福音書中將自己認同於聖殿的“房角石”：

【可 12:10 經上寫著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太 21:42 耶穌說：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

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

【路 20:17 耶穌看著他們說：經上記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這是甚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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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基督就是聖殿，彰顯神的榮耀，不再是被隱藏的，被限制在一個局部的地方。

約翰福音第一章就指出，耶穌是道成肉身，要搭帳篷居住在我們中間：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Kai. o` lo,goj sa.rx evge,neto kai. evskh,nwsen evn h`mi/n：
並且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她)肉體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 並且 他/她/

它那時(也是)搭帳棚居所 在內 在對我們》，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kai. evqeasa,meqa th.n do,xan auvtou/：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定睛觀看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

耀 從屬(他)同一者》，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並且，“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這正是在至聖所中神的榮光。基督現在就是神的臨在，

不再是受限於一個實體的聖殿。基督作為神的臨在，闖入了舊有的天地。

事實上，耶穌也以自己的身體為聖殿：

【約 2:18 因此猶太人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

約 2: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約 2:20 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纔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麼。

約 2:21 但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約 2:22 所以到他從死裏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

事實上，基督的復活就是這個所預期的真聖殿的真正的‘正式開始(inauguration)’。

基督在地上的服事中，就經常赦免罪。因為祂就是那聖殿所指向的，是赦罪的所在。

希伯來書更明確地指出，基督的獻祭除罪是一次性的：

【來 7:27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

一次將自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

在十字架上的赦罪顯示，耶穌開始取代地上的聖殿。

如同約翰 2:21所說：“耶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

在這裏，我們要再回到馬太福音。

馬太二十四章耶穌預言聖殿要被毀：

【太 24:2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麼；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沒

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太 24: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

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

參考馬可及路加的平行經文，這裏有兩方面的預兆：一方面是聖殿的被毀，另一方面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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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再來。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解釋非常困難。

一般而言，有四種解釋的方式：

（一）有學者認為，整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在講論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的毀滅。

（二）有學者認為，整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在講論基督的第二次再來之前的耶路撒冷

的毀滅。

（三）有學者認為，整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講論聖殿的毀滅，而聖殿的毀滅是預表這個

世界在基督再來的時候將如何結束，這個世界將要經過怎樣的‘考驗(trial)’。

（四）但有些學者認為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些經文不可能是在講論耶路撒冷的毀滅；

特別是：

【太 24:21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

來也必沒有。

太 24:22 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

減少了。】

我自己比較認同第三種解釋：整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要是在講論聖殿的毀滅，而聖殿的

毀滅是預表這個世界在基督再來的時候將如何結束，這個世界將要經過怎樣的考驗。

我的觀點是，馬太 24:1~34 是關於耶路撒冷的毀滅，因為有清楚的‘預兆/記號(signs)’，

並且使用‘那些日子(those days)’這個短語。

【太 24:19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

……

太 24:29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

天勢都要震動。】

之後耶穌突然說到“天地”，而不再是‘耶路撒冷’，並且，是“那日子，那時辰”，而

不再是‘那些日子’：

【太 24:35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太 24:36 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

獨父知道。】

我認為，從馬太 24:36開始，耶穌談論到的就超過了耶路撒冷；馬太 24:36開始直到這

章經文的結束，耶穌談到了世界的末了。耶穌突然不再談到‘預兆/記號(signs)’，而是

說祂的降臨，要像賊來到一樣，以致門徒必須要儆醒，要預備好：

【太 24:37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



269

太 24:38 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喫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太 24:39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

太 24:42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太 24:43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太 24:44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並且，馬太第二十五章也是在談論世界的末了及祂的再來。

此外，就算是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第一部分，雖然説到的是耶路撒冷，但也可能同時是

預表性的。

這是非常困難的一段經文。甚至有一些學者認為，我也認為是如此，就是啟示錄的結構是

根據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但，無論採取什麽觀點，根據馬太福音二十四章，聖殿要被摧毀。

為什麽呢？

因為，將會有一個更偉大的聖殿在以色列。而耶穌就是這個更偉大的聖殿。

耶穌是代表新聖殿的時代。祂處在舊聖殿的時代與新聖殿的時代重叠的時期。

根據所討論的，我認為，舊約如同是一張‘照片(picture)’，而新約是其‘實質

(substance)’。當基督再來的時候，會達到完全的成就。

對我們而言，現在基督已經來到，現在實質已經來到。

如果要問，是否將來要再重新建造一個物質的聖殿？

這就是會像是回到照片。

但，我們不應該再一直只看著照片，卻不去看其實質。

B. Not only is Christ the temple but the church is also the temple.
不僅基督是聖殿，而且教會也是聖殿。

不僅基督是聖殿，而且教會也是聖殿。

當我們成為基督的一部分，我們就成為聖殿的一部分：

【林前 3:16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

【林前 6:19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

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林後 6:16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

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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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

弗 2: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弗 2: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弗 2: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彼前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

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啟示錄中許多地方提到“殿宇(temple)”《naos“居住棲息之所(殿宇)”》；這個字也可以

翻譯為“聖所(sanctuary)”。這個字在啟示錄中是否也可以表達至聖所呢？

順帶一提，這個字在啟示錄所談到的，總是在天上的，而不是談到地上的。

此外，在啟示錄 11:1~3所談到的，是關於在屬天的聖殿中有份的信徒，而這個聖殿來到

地上：

【啟 11:1 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說：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

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

啟 11:2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城四

十二個月。

啟 11:3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 11:4 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在舊約時代，這個天上地上聖殿交曡的地方是在至聖所（神的臨在）。

那麽現在呢？

現在就是你和我這些信徒。我們就是聖靈的殿。神在我們中間的臨在不同於在世界及在非

信徒中間。

啟示錄在之前論到得勝者：

【啟 3:7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

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

……

啟 3: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啟 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

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

都寫在他上面。】

我們最終要成為聖殿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開始是聖殿的一部分，事實上，在第一世紀的時候，教會就被稱為是金燈臺，



271

而金燈臺就是聖殿中的一個家具。

燈臺象徵著以色列要擴展到地極。但當他們不能作見證的時候，就要挪去他們的燈臺。這

就是為什麽以色列會被挪開。

若問：什麽時候被挪開的呢？

就是當以色列聖殿被毀的時候。這就如同以弗所的教會，當不再發光的時候，他們的燈臺

就要被挪去。

啟示錄的一到三章，教會被稱作為燈臺，這就顯示已經開始是聖殿的一部分了。

基督完全順服神，並且將聖殿從自己擴展到其他人。我們也應當繼續這個工作，與其他人

分享神的臨在，直到世代的末了，並且在那時，神要完成祂一切的工作，神的臨在及統治

將充滿整個新的創造。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記載耶穌在受死之前與門徒共同吃逾越節的晚餐。

逾越節的晚餐象徵以色列的準備出埃及；準備要經過紅海，進入被稱為像是伊甸的應許之

地。

這就意味著耶穌要重新複製以色列所經歷的，因為祂就是“那偉大的以色列(the Grandeur

Israel)”。

耶穌的復活是福音的中心，是福音的高潮，並且，我也要宣稱，復活也是保羅整個基督論

的核心。

耶穌的復活，事實上，是以另外一個表達方式説到關於新的創造。而我們也只能經由新的

復活的身體才能實際居住在新創造中。

所以，我們可以説，福音書最主要的要點就是耶穌基督的復活；雖然有時候强調的要點會

稍微不同。在馬太福音中，或許復活不是最後的要點，但一定是其中的一部分。

耶穌之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太 27:50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

太 27:51 忽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

太 27:52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太 27:53 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裏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

太 27:54 百夫長和一同看守耶穌的人，看見地震，並所經歷的事，就極其害怕，說：

這真是神的兒子了。】

這裏描述的語言，“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墳墓也開了”，是末世性的語言。如果你那

時候正好身在那裏，就會感覺到，似乎末世已經到來，新天新地已經就在轉角處了。

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

【太 27:51 忽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

我以前只知道並且接受傳統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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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解釋是說：神的臨在，原本只是限制在至聖所内，因為我們是罪人，現在，因為基

督為我們死了，使我們脫離罪，我們就可以享受神的同在。

這都是真實的。

但，這裏除了傳統的解釋以外，還可以加上什麽麽？

記得嗎？分隔至聖所的幔子上綉有星空。

當殿裏的幔子裂為兩半，可以象徵性地表達舊有的天地開始被撕裂，也就是毀壞；不是終

極性的，而是開始被撕裂。可能象徵著舊有的天地被震動離開根基；這時候，新天新地準

備開始被建造，並且，這是藉由耶穌基督的復活。

耶穌基督的復活代表新的創造，在保羅而言是很清楚的，對第一世紀的猶太教而言，復活

代表新的創造也是毋庸置疑的。

學者 Sean McDonald 將耶穌基督的復活與以西結書三十七章論到枯骨復活相比較。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對比於以西結書三十七章所論到的枯骨。

【結 37:1 耶和華的靈，〔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耶和華藉他的靈帶我出去，將我放

在平原中；這平原遍滿骸骨。

結 37:2 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誰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

以西結書三十七章論到枯骨復活，象徵以色列從巴比倫的流放歸回就如同是一個復活。

原先是比喻性的，但在基督身上，這是如同一個戲劇的高潮點。

歷史呈現，在以色列從被擄流放歸回以後，並沒有復興，沒有彌賽亞，沒有赦罪，沒有外

邦人的加入，他們仍然在捆綁之下。

因此，基督的來到，才是所應許的以色列的復興的開始應驗。耶穌的復活，如同是以色列

偉大復興的引擎啓動。耶穌基督是以色列的預表。

當耶穌喊著說：

【太 27:46 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著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

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耶穌的呼喊象徵著以色列的被流放。

之後，耶穌的復活是表明以色列重新被復興歸回神。

當然，這不是由於耶穌自己的罪，而是由於祂所代表的以色列民的罪。

我們試著將馬太福音二十七章這裏的記載對比於以西結書的記載。

我釋經的方式，有的學者稱之為“最大釋經法(maximal hermeneutic)”，其他聖經神學的

教授採用的方式被稱為“最小釋經法(minimal hermeneutic)”。

這裏的差別或許可以稱之為“膽大的(daring)”及“非膽大的(non-daring)”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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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都只是在試圖找到什麽是作者真正的意圖。

我典型的方法是建構一系列的‘平行對比(parallel)’；其中可能沒有一個平行對比可以獨

立存在，但將這些平行對比都纍積起來，回過頭來解釋以達到一個正面確定的意義。

這是真的嗎——耶穌的死是生命，耶穌的失敗是得勝？

讓我們看一看耶穌基督的復活與以西結書三十七章的幾個平行對比：

（1）耶穌死時的‘大聲喊叫，氣就斷了’對比以西結書三十七章：

【太 27:50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ò de. VIhsou/j pa,lin kra,xaj fwnh/| mega,lh| avfh/ken

to. pneu/ma：(他)那 然而也 (他)耶穌 重新又再地 (他)那時(也是)嘶聲吶喊了的 在對(她)聲音 在

對(她)極大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是的！耶穌死亡之時釋放的“死亡的氣息(dying breath)”《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點燃並

引致在以西結書中以色列的復活。祂的生命是在祂最後呼出的“死亡的氣息(dying breath)”

中，成為“復活的氣息(breath of resurrection)”。

是的！馬太福音中耶穌最後呼出的“死亡的氣息(dying breath)”成為以西結書中以色列枯

骨 “復活的氣息(breath of resurrection)”：

【結 37:4 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

《avkou,sate lo,gon kuri,ou：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聲聞耳聽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主人》。

結 37:5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ruwach》《pneu/ma zwh/j：到於(它)靈/

風 從屬(她)生命》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結 37:6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ruwach》

《pneu/ma, mou：到於(它)靈/風 從屬我》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

華。

結 37:7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正說預言的時候，不料，有響聲，有地震；骨與骨互相聯

絡。】

（2）耶穌死時的‘地震’對比以西結書三十七章：

【太 27:51 忽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

【結 37:7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正說預言的時候，不料，有響聲，有地震；骨與骨互相

聯絡。】

（3）耶穌死時的‘墳墓打開，進入聖城’，對比以西結書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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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7:52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太 27:53 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裏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

【結 37:11 主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

了，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

結 37:12 所以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

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結 37: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 37: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

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4）耶穌死時人就‘認識耶穌是神的兒子’，對比以西結書三十七章的“你們就知道我

是耶和華”：

【太 27:54 百夫長和一同看守耶穌的人，看見地震，並所經歷的事，就極其害怕，說：

這真是神的兒子了。】

【結 37: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

華。】

這些平行對比叠加起來，馬太可能是從以西結書三十七章的角度在描繪耶穌。

如果真是如此，耶穌的死也就真實應驗以西結書三十七章的預言。

當時以色列的餘數從流放歸回，這只是如同開始應驗的星星之火；在耶穌的時候急劇升高，

並且要在耶穌基督的再來達到最後的成全。

注意，馬太福音最後的記載，這是最終的要點：

【太 28:11 他們去的時候，看守的兵，有幾個進城去，將所經歷的事，都報給祭司長。

太 28:12 祭司長和長老聚集商議，就拿許多銀錢給兵丁說：

太 28:13 你們要這樣說：夜間我們睡覺的時候，他的門徒來把他偷去了。

太 28:14 倘若這話被巡撫聽見，有我們勸他，保你們無事。

太 28:15 兵丁受了銀錢，就照所囑咐他們的去行；這話就傳說在猶太人中間，直到今

日。】

【太 28:16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太 28:17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太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

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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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8: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馬太二十八章這裏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特別是對但以理書七章關於人

子的回響：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耶穌基督差遣門徒去使萬民作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而當我們有父子聖靈的

名的時候，表示我們有神的特性。

啟示錄指出，神的名字在真信徒的額頭上，這意味著我們在神的臨在中：

【啟 14:1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

父的名，寫在額上。】

【啟 22: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

啟 22:4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啟 22: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

永永遠遠。】

“神的名字必寫在額上”表示你要完滿地反映神的特性。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表達我現在經歷神的臨在。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指明耶穌復活的臨在要延伸到地極。

因此，馬太福音的總結也適切於對神的聖殿的描述。

就我們所談到的，作一點總結：

最後是否會有一個聖殿要在耶路撒冷被重建？

是的。真耶路撒冷及真以色列就是耶穌基督；基督就是聖殿；教會就是聖殿。

最後是否會有一個地方性的聖殿建築要被重建？

我認為不會的。

啟示錄 21:3提出了聖殿最後的結果：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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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丈夫。

啟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

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啟示錄在這裏給與了聖殿的最後的目的。

但，啟示錄最後這裏的描述是否是來自以西結書 37:26~27呢？

【結 37:26 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我也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

們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

結 37:27 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結 37:28 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為聖

的耶和華。】

我不認為以西結書三十七章這裏是如此。

以西結書三十七章這裏及以西結書四十到四十八章在異象中看到的聖殿是比喻性地説到

神在地上臨到的持續的臨在。

約翰在啟示錄二十一章的異象中開始的時候，在第一節中，看到新天新地。但之後只有提

到像聖殿及花園的聖城。我認為，現在，新天新地被描寫為一個聖殿，終極而言，是神的

臨在遍及整個新的創造。

【啟 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這裏的聖殿不再有實體的構造，也不再區分為三個部分。為什麽呢？

因為至聖所在那時已經覆蓋整個宇宙，覆蓋整個新地。

這也是就是為什麽我描述過神的“約櫃(the ark of the covenant)”（在至聖所中，兩基路伯

要高張翅膀，遮掩約櫃上的施恩座）；記得我們曾經討論過，整個新耶路撒冷的長、寬、

高都是一樣，如同在列王記上對至聖所的描述一樣：

【王上 6:19 殿裏預備了內殿，好安放耶和華的約櫃。

王上 6:20 內殿長二十肘，寬二十肘，高二十肘，牆面都貼上精金；又用香柏木作壇，

包上精金。】

有趣的是，耶利米提到：

【耶 3:14 耶和華說：背道的兒女阿，回來罷；因為我作你們的丈夫；並且我必將你們

從一城取一人，從一族取兩人，帶到錫安。

耶 3:15 我也必將合我心的牧者，賜給你們；他們必以知識和智慧，牧養你們。

耶 3:16 耶和華說：你們在國中生養眾多，當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說：耶和華的約櫃；

不追想，不記念，不覺缺少，也不再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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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不再提説實體的‘約櫃’了呢？

因為已經有了這個‘約櫃’所指向的實際了。

有趣的是，以賽亞論到在復興時候的以色列，就是在以賽亞書 54:2~3：

【賽 54:1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聲歡

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 54:2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

的橛子。

賽 54:3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這正是如同我們前面所説到的。

之後：

【賽 54:8 我的怒氣漲溢，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

你的救贖主說的。

賽 54:9 這事在我好像挪亞的洪水；我怎樣起誓不再使挪亞的洪水漫過遍地，我也照樣

起誓不再向你發怒，也不斥責你。

賽 54:10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

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之後，論到耶路撒冷：

【賽 54:11 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頭，以藍寶

石立定你的根基；

賽 54:12 又以紅寶石造你的女牆，以紅玉造你的城門，以寶石造你四圍的邊界。〔或作

外郭〕】

這是説到新耶路撒冷，神的帳幕最後要擴張覆蓋整個天和整個地。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為什麽會從新天新地説到新耶路撒冷呢？

我認為，這個城市是居住之地，而居住之地現在是這個新天新地。

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

【賽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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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65:18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

為人所樂。

賽 65:19 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

號的聲音。】

我認為，在以賽亞書這裏，神所造的新天新地被等同於新耶路撒冷，表達神的居所涵蓋了

整個新天新地。

這是一個花園麽？

【啟 22:1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

寶座流出來。

啟 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樣或作回〕每月都結果子；樹上

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啟 22:3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

這裏無疑地指出伊甸園曾經是第一個聖殿，而現在在這裏達到完全的成就，就是在新天新

地中。

但，為什麽說這個城市是精金的呢？

【啟 21:18 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

並且，為什麽說街道也是精金的呢？

【啟 21: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

的玻璃。】

這裏正如同所羅門的聖殿，至聖所都是貼滿精金：

【王上 6:14 所羅門建造殿宇，

王上 6:15 殿裏面用香柏木板貼牆，從地到棚頂，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鋪地。

王上 6:16 內殿，就是至聖所，長二十肘，從地到棚頂，用香柏木板遮蔽。〔或作隔斷〕

王上 6:17 內殿前的外殿，長四十肘。

王上 6:18 殿裏一點石頭都不顯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著野瓜和初開的花。

王上 6:19 殿裏預備了內殿，好安放耶和華的約櫃。

王上 6:20 內殿長二十肘，寬二十肘，高二十肘，牆面都貼上精金；又用香柏木作壇，

包上精金。

王上 6:21 所羅門用精金貼了殿內的牆；又用金鍊子掛在內殿前門扇，用金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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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 6:22 全殿都貼上金子，直到貼完；內殿前的壇，也都用金包裹。】

【王上 6:29 內殿外殿周圍的牆上，都刻著基路伯，棕樹，和初開的花。

王上 6:30 內殿外殿的地板，都貼上金子。

王上 6:31 又用橄欖木製造內殿的門扇，門楣，門框，門口有牆的五分之一。

王上 6:32 在橄欖木作的兩門扇上，刻著基路伯，棕樹，和初開的花，都貼上金子。

王上 6:33 又用橄欖木，製造外殿的門框，門口有牆的四分之一。

王上 6:34 用松木作門兩扇，這扇分兩扇，是摺疊的，那扇分兩扇，也是摺疊的。

王上 6:35 上面刻著基路伯，棕樹，和初開的花；都用金子貼了。】

有學者認為以西結書四十章提到的聖殿，不是一個實際上會有意圖被建造的實際的聖殿。

因為這裏有比喻性的描述：

首先，以西結書第四十章開始的時候提到一座至高的山：

【結 40:1 我們被擄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後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

耶和華的靈〔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帶到以色列地。

結 40:2 在神的異象中帶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邊有彷彿一座

城建立。】

但，沒有實際上這樣的一座山存在。

此外，約翰在啟示錄二十一章也被帶到一座高大的山：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這裏的高山應該是靈意的含義。

其次，以西結書四十到四十八章的聖殿只有平面的尺度，沒有垂直的。

意即，這裏是比喻性的描述，不是實際意圖要建造的。

再者，以西結書四十七章談到從聖殿流出一條河：

【結 47:1 他帶我回到殿門，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原來殿面朝東）這水從檻

下，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

結 47:2 他帶我出北門，又領我從外邊轉到朝東的外門，見水從右邊流出。

結 47:3 他手拿準繩往東出去的時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到踝子骨。

結 47:4 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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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腰。

結 47:5 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蹚過；因為水勢漲起，成為可洑的水，

不可蹚的河。

結 47:6 他對我說：人子阿，你看見了甚麼；他就帶我回到河邊。

結 47:7 我回到河邊的時候，見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有極多的樹木。

結 47:8 他對我說：這水往東方流去，必下到亞拉巴，直到海；所發出來的水，必流入

鹽海，使水變甜。〔原文作得醫治下同〕

結 47:9 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活，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

魚，海水也變甜了；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結 47:10 必有漁夫站在河邊；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都作曬〔或作張〕網之處；那

魚各從其類，好像大海的魚甚多。

結 47:11 只是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不得治好，必為鹽地。

結 47:12 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各類的樹木；其果可作食物，葉子不枯乾，

果子不斷絕；每月必結新果子，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樹上的果子，必作食物，

葉子乃為治病。】

這條河，突然之間水流很快就變得很深。但實際的約但河並非如此。

此外，這條河的水很清純，甚至是死的死海也得到醫治；並且這裏也談到有許多的魚。

我認為，以西結書這裏的一切應該是談到新天新地；這裏的河水潔净了其餘的整個創造。

並且，這一切在啟示錄最後得到應驗。

結論：

我們是神的聖殿；在這裏神的臨在要顯明於這個世界；並且要擴展其疆界直到基督的再來；

那時候要擴展到整個世界。

你我是如何開始經歷神的臨在及祂的會幕的臨在？

就是在我們得救，相信基督的死及復活的時候，神的靈臨到我們，我們成為神的聖殿。

我們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及教會中增加這個臨在呢？亞當是如何做的呢？

我相信，當我們相信基督，就要在神的話語上成長，並且順服祂。記得亞當麽？夏娃誤用

神的話語，亞當與之一同墮落。

我認為，活在神話語的光照下，就是活在神的臨在中。如果我們不活在神話語的光照下，

我們就墮落，就不再能經歷神的臨在。

因此，要祈禱懇求神的話語來塑造我們的思想。

而不是以我們的思想塑造神的話語，如同當時法利賽人所做的：

【約 5:39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

的就是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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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5:40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鬼魔也知道神的話語，但卻不畏懼神，也不願意遵行神的話語。

夏娃可能就是把神的話語放在自己的模式中理解。夏娃或許是忘記了神的話語，也或許是

輕忽了神的話語：

【創 2:16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

創 2: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創 3:1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

不許你們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

創 3:2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喫；

創 3:3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喫，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創 3:4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創 3:5 因為神知道，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創 3: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

慧，就摘下果子來喫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喫了。】

神說：“必定死”。夏娃解説為：“免得你們死”。降低了神警告的嚴重性。

神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夏娃解説為：“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

以喫”。降低了神許可的特權。

神沒有說：“不可摸”。但，夏娃加上：“也不可摸”。或許是第一個法利賽人，第一個

律法主義者。

夏娃把神的話語放在自己的模式中去理解，如同當時的法利賽人。

我們不能把神放在我們的模式中，而應該是讓自己被神來模成。

希伯來書指出，基督是一次成就的獻祭；祂也是大祭司；是在屬天的不可見的神的真帳幕

中，換言之，不是在這個舊創造中的：

【來 9: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

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來 9:12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

事。

來 9:13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

潔淨；

來 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

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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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9:23 照著天上樣式作的物件，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

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來 9:24 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這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乃是進了天

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

來 9:25 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牛羊的血

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

換言之，地上實體的帳幕是天上不可見的帳幕的‘複製品(copy)’。天上的物件也必須要

被潔净。

我們看到：天，經由聖靈，慢慢地，也是必然地，正在來到地上。

而這也是主禱文的意義：

【太 6: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太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神在天上的臨在來到地上。

基督如同大祭司，在屬天不可見的真聖殿中作祭司，並且，祂也是所獻的祭。

一位舊約聖經神學的學者，尼浩博士，研究在古代近東帝國那些神祗及君王的平行類比，

例如埃及和巴比倫等等，並且這些如何與聖殿產生關聯。我認為這可能也有助於我們的理

解。

尼浩博士指出：在古代近東地區，神祗藉著所揀選的君王先知來與神祗在地上的仇敵爭戰，

這些仇敵代表地上邪惡的勢力；並且，一般在爭戰之後，或更多地是在爭戰之前，一個

‘約(covenant)’會被設立在神祗以及君王和他的子民之間，並且，有趣的是，多數都會在最

後導致建立一個‘城市聖殿(city temple)’。

這裏的意思是，神藉著支配在地上的代理攝政者，也就是君王，來維持創造的次序。就如

同亞當是神首先的代理攝政者，末後的亞當也是來維持創造的次序。

尼浩博士指出：這些近東的君尊的帝國的工作，就如埃及和巴比倫，可以被理解為是主動

神聖的創造及再創造的工作。並且在舊約中，也看到同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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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Centers for Biblical Theology
為著聖經神學所提議的中心

有許多不同的層面來研究聖經神學。

我一直以來的强調中心點是“新創造的闖入(inbreaking of New Creation)”。

I.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Methods for Doing Biblical Theology
從事聖經神學不同的途徑及方法

A. Some possible centers for the Old Testament:
對舊約（聖經神學）的一些可能的中心：

我的辯證是支持“新創造的闖入(inbreaking of New Creation)”；並且認為神救贖歷史

的至終目標為神的榮耀。如果最後您認為新創造不是這個中心，也沒有關係；但盼望這個

“新創造”的透鏡會有幫助。

這些中心就好像是啓動聖經這個引擎的神學“汽油”。

不過，這裏是針對舊約。

1. God
神

有些學者認為是“神”。

這是很好的提議。

2. Israel
以色列

有些學者認為是“以色列”。

我認為可能有一點離題。

3. God and Israel
神和以色列

有些學者認為是“神與以色列之間的關係”。

這稍微好一點。

4. Election
揀選

有些學者認為是“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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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mise
應許

有些學者認為是“應許”。

6. Covenant
聖約

有些學者認為是“約”。

7. Kingdom
國度

有些學者認為是“國度”。

8. Creation
創造

只有一位學者認為是“創造”。就是William Dunbrell（？）。

9. Communion with God
與神的團契

有些學者認為是“與神的團契”。這接近於“神與以色列之間的關係”。

强調與神的團契及對神的敬拜。

這比較靠近最主要的目標，就是神的榮耀。但，我認為還是差一點。

10. Revelation
啟示

有些學者認為是神的“啟示”。

我也會加上這一點。神啟示祂的救贖工作。

我認為所有這些的提議都有一些真實性。特別是如果只看舊約的話。

II. The OT is the Story of God who Progressively and Teleologically
Reestablishes His New Creational Rule over People by His Word and Spirit
Through Promise, Covenant, and Judgment unto God’s Glory.
舊約是神的故事，祂藉著祂的話語及聖靈，經由應許、聖約和審判，逐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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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的論地重新建立祂對人的新創造的統治以達到神的榮耀。

上面標題的這句話是一個針對舊約的總結性的陳述。

“Teleologically”《目的論地》的意思就是“with goals in mind”《在心裏帶有這些目標》。

《註﹕這個字可能是源自希臘文表達目標的名詞 telos“啟行出發之終(終結/貨物或旅行之

終結稅)”或動詞 teleo“有啟行出發之終(有終結=完成)”。》

“New Creational Rule”《新創造的統治》的意思結合含了“kingdom and creation”《國度

和創造》的含義。

國度的含義有兩方面：“統治的運作(the exercise of the rule)”以及“統治的範圍(the sphere

of the rule)”。

“統治的運作(the exercise of the rule)”成就新的創造；“統治的範圍(the sphere of the rule)”

可以重叠於，但不見得完全等同於“新的創造的範圍(the sphere of the new creation)”。

經由的方式：“藉著祂的話語及聖靈，經由應許、聖約和審判(by His Word and Spirit

Through Promise, Covenant, and Judgment)”。

最終的目標：“達到神的榮耀(unto God’s Glory)”。這是主要的目標。

在這堂課中，我的辯證就是：達到這個目標的主要踏脚石就是“朝向新創造的運動(the

movement toward new creation)”。

新創造的‘領域(realm)’，聖經也稱之為“神的國度”。

耶穌是“人子”，意即，是“亞當的兒子”。

祂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太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

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太 28: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賦予亞當的使命在耶穌，即“亞當的兒子”（人子），的復活中成就；並且祂的復活也表現

在祂的門徒身上。

A. Some possible centers for the New Testament:
對新約（聖經神學）的一些可能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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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thropology
人類學

有學者認為是“人類學”。

“人類學”在舊約而言就是等同於‘以色列’。

在新約提到“人類學”，可能是與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的學派（歷史學派）有關。

布特曼：

布特曼認為應該將新約“去神話化”，包括神蹟及耶穌的復活，使之與今天二十世紀的人

發生溝通。他認為沒有超自然的神蹟。但，儘管如此，聖經還是具有意義的。

他是採用“實存主義（或稱存在主義）的哲學思維(existential philosophy)”的一位哲學家，

他認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來到“作決定的時刻(the moment of decision)”：你必須決定；

你不能讓任何其他人為你作決定。

這是他們對末世論的看法，就是：基督在末世闖入了這個世界，你必須要相信祂，並且，

你必須作一個決定是否要有益於他人，如同基督當時作決定要有益於他人。

終極而言，基督的死最重要的就是祂為我們設立了一個道德的典範。

我認為：

基本上來説，這也的確是真的，人必須要作決定，並且這個決定也很不容易。但，我相信

聖經中記載的神蹟奇事，相信耶穌代償性的犧牲，就如同我相信耶穌是我們的道德典範一

樣。

基本上，布特曼“把神聖的屬天的範疇瓦解到只有人的範疇(collapsed the divine heavely

sphere into the only human sphere)”；所以在這個看法中只有“人類學”。對他而言，我們

的“作決定的時刻”就只是跟隨只是人的耶穌基督，只是以祂為一個“道德的典範”。

2. Salvation History
救恩歷史

有學者認為是“救恩歷史”。

這與我的看法接近，就是從救贖歷史的角度來看；從舊約到新約。

學者庫爾曼（Oscar Cullmann）應該是屬於這種看法的。

3. Covenant
約

有學者認為是“約”。

4. Love
愛

有學者認為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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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ristology
基督論

有學者認為是“基督論”。

有人認為基督是新約的中心。就如同神是舊約的中心。

6.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稱義

有學者認為是“因信稱義”。

III. The NT is the Story of the Beginning End Time Rule in a New Creation
over People by God’s Word, Son, and Spirit through Already and Not Yet
Fulfillment of Promise, Covenant, and Judgment at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for God’s Glory.
新約是末世在一個新創造中對人統治開始的故事，這是藉著神的話語、兒子

及聖靈，經由在基督的死與復活上已然卻又未然成就的應許、聖約和審判，

為達到神的榮耀。

這句話是一個針對新約的總結性的陳述。

《比較：

The OT is the Story of God who Progressively and Teleologically Reestablishes His New
Creational Rule over People by His Word and Spirit Through Promise, Covenant, and Judgment
unto God’s Glory.
舊約是神的故事，祂藉著祂的話語及聖靈，經由應許、聖約和審判，逐步地和目的論地重

新建立祂對人的新創造的統治以達到神的榮耀。

》

讓我簡化地重述：

“Christ’s Life and especially Death and Resurrection by the Spirit is the Already and Not

Yet New Creation of the latter days for God’s Glory.”

基督的生命以及特別是死亡及藉著聖靈的復活是那末後日子的已然卻又未然的新創造，為

達到神的榮耀。

或：

“Christ’s Life and especially Death and Resurrection by the Spirit is the Already an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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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New Creational Rule of the latter days for God’s Glory.”

基督的生命以及特別是死亡及藉著聖靈的復活是那末後日子的已然卻又未然的新創造的

統治，為達到神的榮耀。

IV. Biblical Theology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Exhibition of the Organic
Progress of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Inbreaking New Creation] in Its
Historic Continuity and Multiformity.
聖經神學無非就是超自然啟示【闖入的新創造】在其歷史的連續性和多樣性

中有機發展進程的展示。

這裏是一個簡短的對“聖經神學”的定義；可以說是一個摘要。這是源自學者魏司堅（又

翻譯為：霍志恆）（Geerhardus Vos）的文章，“The Idea of the Biblical Theology”。這

是根據他自己的講解。

我在其中加上了一個括號的注解：【闖入的新創造】（[Inbreaking New Creation]） 。

在處理一段特定的經文時，“聖經神學(Biblical Theology)”與其他神學的區別在於：當

邏輯地處理一段特定的經文時，你試著主要地從與救贖歷史的關係的角度來解釋這段經文

的本身及其上下文的敘述。

“釋經學(Exegesis)”的主要目的是要適當地解釋這段經文在全卷書中的含義。當一旦將

這段經文的研究擴展到超出這卷書的範圍的時候，就進入到“聖經神學”的範疇了。

“系統神學(Systemic Theology)”則試圖追溯一個主題於整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

而不特別去考慮救贖歷史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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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mascus Road Resurrection Christophany as an End Time
Pauline Framework of Thought
大馬士革路上復活基督的顯現作為一個保羅著作末世思想的框架

“Christophany”的意思為對保羅的“基督的顯現”。

在使徒行傳中有三次提及保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與復活的基督相遇：第九章，第二十二

章，及第二十六章。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第二十六章。

大馬士革的路上復活的基督的顯現建立了“保羅的末世論的思想框架(Pauline

Eschatological Framework of Thought)”。每當保羅寫一封書信的時候，所寫的都只是這個

潛在領域的思想的冰山一角。

保羅不斷地在舊約的基礎上反思他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並且藉著猶太人神學及基督教

初期使徒的傳統加以解釋並擴展，並從其中汲取成為對各個教會的教導。

我認為，保羅所有的教義都是從這個中心發展開來；大馬士革路上基督顯現的經歷對保羅

而言就如同是颶風的中心眼。

從另外一個角度描述，就如同有許多‘切割面(facets)’的鑽石。鑽石就是‘耶穌基督新創

造的復活(new creational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而這些切割面就是保羅在新約的主

要教義。

I. Paul Experienced the New Creational Kingdom.
保羅經歷了新創造的國度。

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對保羅的“基督的顯現”是一個末世事件，讓保羅經歷了一個新創造

的國度，就是那維持新創造的“神的治理”的範疇。

使徒行傳二十六章是保羅在亞基帕王面前的辯駁：

【徒 26:8 神叫死人復活，你們為甚麼看作不可信的呢。

徒 26:9 從前我自己以為應當多方攻擊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徒 26:10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這樣行了；既從祭司長得了權柄，我就把許多聖徒囚在監

裏；他們被殺，我也出名定案。

徒 26:11 在各會堂，我屢次用刑，強逼他們說褻瀆的話；又分外惱恨他們，甚至追逼

他們直到外邦的城邑。

徒 26:12 那時，我領了祭司長的權柄和命令，往大馬色去。

徒 26:13 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著我，

並與我同行的人。

徒 26:14 我們都仆倒在地，我就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向我說：掃羅，掃羅，為

甚麼逼迫我；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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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明明是在逼迫基督徒；但，為什麽耶穌會説：“為甚麼逼迫‘我’”呢？

為什麽只有保羅討論到基督的身體，而其他人沒有呢？

我認為這裏就是‘種子’。

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身體。這是耶穌基督自己這麽說的：

【徒 26:15 我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從此，保羅就再也沒有忘記耶穌所說的。

這也是在啟示錄後面的神學：

【啟 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為神

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當你在你的忍耐中，當你在忍受患難中，你實際上在同時也正是在國度中統治。

當然，在地上你是看不見的；但在基督裏這一切都是真實的。

基督祂現在就是這個國度，祂正在統治這個國度。

《註：參考：

【啟 1: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

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脫離有古卷作洗去〕

啟 1:6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神的祭司《kai. evpoi,hsen hm̀a/j basilei,an( ièrei/j tw/| qew/|

kai. patri. auvtou：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我們 到於(她)王權國度（[RT]版本為：到

於(他們)君王）， 到於(他們)祭司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

我們則跟隨羔羊的脚蹤，無論羔羊到哪裏：

【啟 14:3 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眾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

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

啟 14:4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隨他。他

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神和羔羊。】

我們在各方面都是與基督認同。我們就是基督的身體。

保羅也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被賦予使命：

【徒 26:16 你起來站著，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將你所看見的事，

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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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6:17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註：這一句話在原文是在第 17節的最後），…。】

保羅要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保羅對“使成聖(sanctification)”的認識，可能也是源於這個經歷：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

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參考：
徒 26:17 evxairou,meno,j se evk tou/ laou/ kai. evk tw/n evqnw/n eivj ou]j evgw. avposte,llw se
Delivering thee from the people, and from the Gentiles, unto whom now I send thee,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挪開了的 到於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這些個 我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到

於你
[經文變異 RT]

(他)現正持續讓自己挪開了的 到於你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它們)那

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這些個 現在此時地 到於你 我現在持續分派差遣

徒 26:18 avnoi/xai ovfqalmou.j auvtw/n( tou/ evpistre,yai avpo. sko,touj eivj fw/j kai. th/j evxousi,aj tou/
satana/ evpi. to.n qeo,n( tou/ labei/n auvtou.j a;fesin àmartiw/n kai. klh/ron evn toi/j hg̀iasme,noij
pi,stei th/| eivj evme,Å
To open their eyes, and to turn them from darkness to light, and from the power of Satan unto God, that
they may receive forgiveness of sins, and inheritance among them which are sanctified by faith that is in
me.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

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那時(也是)要去向上開啟打開 到於(他們)眼睛 從屬(他們)同一者，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在上面

轉動翻轉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黑暗 向內進入 到於(它)光明，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權柄

掌握 從屬(他)那 從屬(他)撒但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從屬(它)那 那時(也是)

要去拿取 到於(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赦免釋放 從屬(她們)罪 並且 到於(他)骰子籤份 在內 在

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對(她)信 在對(她)那 向內進入 到於"我"。

》

保羅在這裏所面對的，是一個新創造。

有人說，這裏是保羅的“回轉歸正(conversion)”，也有說是保羅的“委任(commission)”。

但，終極而言，應該兩者都是。

保羅現在是新創造的一部分，是從舊有的創造被分開了。

在這這個新的創造有不同的倫理，不同於舊有墮落的創造。

保羅談到“使成聖(sanctification)”就不是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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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5:8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h=te ga,r pote sko,toj( nu/n de.

fw/j evn kuri,w|：你們當時持續是 因為 在那個時候 (它)黑暗，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它)光明

在內 在對(他)主人》，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

弗 5:9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帖前 5:1 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

帖前 5:2 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

帖前 5:3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

他們絕不能逃脫。

帖前 5:4 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帖前 5: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pa,ntej ga.r um̀ei/j uiòi. fwto,j evste kai. uiòi.

hm̀e,raj：(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你們 (他們)兒子 從屬(它)光明 你們現在持續是 並且 (他

們)兒子 從屬(她)日子/白日》，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

事實上，保羅經常談到‘新創造’：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avlla. kainh. kti,sij：

但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w[ste ei; tij evn Cristw/|( kainh. kti,sij\

ta. avrcai/a parh/lqen( ivdou. ge,gonen kaina,：以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弗 4: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弗 4: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弗 4:24 並且穿上新人《to.n kaino.n a;nqrwpon：到於(他)那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這

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西 3: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西 3:10 穿上了新人《to.n ne,on：到於(他)那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

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為什麽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基督的顯現” 對保羅這麽重要？

我認為，在這裏，保羅看到基督就是那在最後被新創造的亞當。

保羅看到耶穌在新創造中作王，並且，保羅使用 parousia“為正持續在旁邊是(為正持續是

在旁邊=臨近)”這個字，表達耶穌基督也要以君王的身份再來。

【帖前 2:19 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甚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

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麼《h' ouvci. kai. um̀ei/j & e;mprosqen tou/ kuri,ou h̀mw/n VIhsou/ evn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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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vtou/ parousi,a|：甚或/或而 豈不是呢 並且 你們，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臨近》。】

保羅也從這個經歷中談到“重生(regeneration)”，就如同是受了光照：

【林後 4:3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神的像。

林後 4:5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就是發生在創造。

也是經由這個經歷，保羅得以與神和好，並且將要宇宙性地延伸到所有的人：

【西 1: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

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事實上，保羅的“基督論”，可以説都是源自這個經歷。

保羅看耶穌如同是末後的亞當，重新獲得神的形像，就是亞當所沒有獲得的。基督作為神

的真兒子獲得了神的形像，是真正的亞當。

所以，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對保羅的“基督的顯現”是一個末世事件，讓保羅經歷了一個

新創造的國度。

A. This is evident from the Christophany as a resurrection appearance,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days.
基督的顯現作為一個復活的顯現，標誌了末後日子的開始，這是很明顯的。

“基督的顯現”是一個復活的顯現，基督的復活開始了‘末後日子(latter days)’。

如果你研究猶太教，之後到新約，你會發現“復活”這個字與“末世論” 在本質上是同

義詞。在舊約的猶太教而言，“復活”是發生在“末後日子(latter days)”的事情。就如同

我們經常認為“國度”是發生在“末後日子(latter days)”的事情。

“復活”在本質上是等同於“末後日子的條件(the condition of the latter days)”。

事實上，我試圖對“末世論(Eschatology)”下的定義主要就是：“朝向新創造的運動(the

movement toward new creation)”。

“末世論(Eschatology)”不是只是大災難，不是只是統治，不是只是千禧年，而是“朝向

新創造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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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presence of the idea of resurrection in Judaism.
在猶太教中復活的概念的出現。

舊約談到復活：

【但 12:1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

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但 12:2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有學者認為，“復活”是在舊約後期產生出來的。

但我不認為是如此；當然，這必然是漸進的啟示。

以西結書三十七章的枯骨復活，雖然開始是説到以色列從被擄的歸回復興，但是透過馬太

福音二十七章與基督的比較，應該可以算作是舊約論到復活的經文之一。

此外，還有：

【賽 25:6 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用肥甘設擺筵席，用陳酒和滿髓的肥甘，

並澄清的陳酒，設擺筵席。

賽 25:7 他又必在這山上，除滅遮蓋萬民之物，和遮蔽萬國蒙臉的帕子。

賽 25:8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又除掉普天下他

百姓的羞辱；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 26:15 耶和華阿，你增添國民，你增添國民；你得了榮耀，又擴張地的四境。

賽 26:16 耶和華阿，他們在急難中尋求你；你的懲罰臨到他們身上，他們就傾心吐膽

禱告你。

賽 26:17 婦人懷孕，臨產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華阿，我們在你面前，也是如

此。

賽 26:18 我們也曾懷孕疼痛，所產的竟像風一樣；我們在地上未曾行甚麼拯救的事；

世上的居民，也未曾敗落。

賽 26:19 死人〔原文作你的死人〕要復活；屍首〔原文作我的屍首〕要興起。睡在塵

埃的阿，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來。】

以賽亞書這裏應該是與哥林多前書十五章有關：

【林前 15:54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

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應驗了以賽亞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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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25:8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擦去各人臉上的眼淚，又除掉普天下

他百姓的羞辱；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

此外，還有：

【詩 16: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原文作榮耀〕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詩 16:10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詩 16:11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

樂。】

詩篇在這裏是論到基督；在使徒行傳二章被引用：

【徒 2: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徒 2:25 大衛指著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搖動；

徒 2:26 所以我心裏歡喜，我的靈〔原文作舌〕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徒 2:27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徒 2:28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面前〕得著滿

足的快樂。』

徒 2:29 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對你們說：他死了，也葬埋了，並且他

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裏。

徒 2:30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

上；

徒 2:31 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

見朽壞。】

此外，還有：

【詩 49:12 但人居尊貴中不能長久，如同死亡的畜類一樣。

詩 49:13 他們行的這道，本為自己的愚昧；但他們以後的人，還佩服他們的話語。〔細

拉〕

詩 49:14 他們如同羊群派定下陰間；死亡必作他們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轄他

們；他們的美容，必被陰間所滅，以致無處可存。

詩 49:15 只是神必救贖我的靈魂，脫離陰間的權柄，因他必收納我。〔細拉〕】

此外，還有：

【何 13:14 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間，救贖他們脫離死亡；死亡阿，你的災害在哪裏呢；

陰間哪，你的毀滅在哪裏呢；在我眼前絕無後悔之事。】

在何西阿書 13:14這裏的經文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被引用：



296

【林前 15:55 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死阿，你的毒鉤在那裏；】

而在何西阿書前面第六章，以色列的復興被描寫為復活：

【何 6:1 來罷，我們歸向耶和華；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必纏裹。

何 6:2 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何西阿書這裏或許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所説到的：

【林前 15:3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

了；

林前 15: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這是有少數學者所支持的，並且我認為也是合理的。

並且何西阿之後立即説到近似新創造的描述：

【何 6:3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

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根據一些學者，在猶太教的説法中，不是不尋常地用這句話來描述歷史：“從亞當到復活

(from Adam to the resurrection)”。

C. NT evidence on resurrection as New Creation.
復活如同新創造在新約中的證據。

【約 6:39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

活《avlla. avnasth,sw auvto. ÎevnÐ th/| evsca,th| h`me,ra|：但乃是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它)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6:40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kai. avnasth,sw auvto.n evgw. ÎevnÐ th/| evsca,th| hm̀e,ra|：並且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注意在約翰福音中的“永生”，在新創造的闖入中，當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就開始擁

有。

不過，在約翰福音 6:39~40這裏的復活，是指身體的復活。

【約 6: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到我這裏來的，在末日

我要叫他復活《kavgw. avnasth,sw auvto.n evn th/| evsca,th| hm̀e,ra|：並且我 我將要(持續)再站立起來

到於(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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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22:28 這樣，當復活的時候，他是七個人中，那一個的妻子呢；因為他們都娶過

他。

太 22:29 耶穌回答說：你們錯了；因為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大能。

太 22:30 當復活的時候《evn ga.r th/| avnasta,sei：在內 因為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

來》，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

【路 14:13 你擺設筵席，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

路 14:14 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可報答你；到義人復活的時候《evn th/| avnasta,sei tw/n

dikai,wn：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具公平正義的》，你要

得著報答。】

【約 11:23 耶穌說：你兄弟必然復活。

約 11:24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復活《avnasth,setai evn th/| avnasta,sei

evn th/| evsca,th| h`me,ra|：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再站立起來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最末後的 在對(她)日子/白日》。

約 11:25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evgw, eivmi h̀ avna,stasij kai. h` zwh：我

我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再站立起來 並且 (她)那 (她)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

復活；

約 11:26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kai. pa/j o` zw/n kai. pisteu,wn eivj evme. ouv mh.

avpoqa,nh| eivj to.n aivw/na：並且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活了的 並且 (他)現正持

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我"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死去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你信這話麼。】

耶穌宣告：“我就是復活”。耶穌說，“我現在就是復活及生命”（和合本翻譯為：復

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新創造的復活現在闖入；“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意即，復活及生命現在已經

開始，並且要持續到永生。

在哥林多後書第五章保羅宣告：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w[ste ei; tij evn Cristw/|( kainh. kti,sij：

以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舊事已過，都

變成新的了。】

有人認為，哥林多後書 5:17這裏説到的“新創造”（和合本翻譯為：新造的人）只是一

個類比。

但，我認為不止如此。

我認為保羅想到的是自己的經驗。不過，在這之前的第四章他已經先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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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之後，在第五章，保羅說到“復活”：

【林後 5: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林後 5:15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

的主活。

林後 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原文作肉體本節同〕認人了《{Wste h̀mei/j

avpo. tou/ nu/n ouvde,na oi;damen kata. sa,rka：以致 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

到於(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雖然憑著外貌

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w[ste ei; tij evn Cristw/|( kainh. kti,sij：以

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ta. avrcai/a parh/lqen( ivdou. ge,gonen kaina,：(它們)那些 (它們)起初原始的 他/她/它那

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它們)嶄新的》。】

“所以《{Wste：以致：表達結果》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原文作肉體本節同〕認人

了”，這句話在表達：我們不再使用世界的標準來衡量人了。

為什麽呢？

因為：“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直譯：《以致》若是任何人在基督裏，新的

創造》”。

事實上，這就是引用自以賽亞書：

【賽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下面的經文也是以賽亞對新創造的預言：

【賽 43:18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

賽 43:19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道路，

在沙漠開江河。】

根據保羅，如果你與基督一同復活，你就是新創造。

這是保羅自己經驗到的。

復活不再只是末世論的問題，復活就是新創造。

加拉太書第六章有保羅另外一次論到新創造的經文：

【加 6:12 凡希圖外貌體面的人，都勉強你們受割禮；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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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

加 6:13 他們那些受割禮的，連自己也不守律法；他們願意你們受割禮，不過要藉著你

們的肉體誇口。

加 6:1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avlla. kainh. kti,sij：但

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加 6:16 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

《註：和合本翻譯的“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在原文直

譯為：因為既不是割禮它是什麽，也不是不受割禮，但乃是新創造。

》

如果你是新創造，就被賦予“平安”的使命。

此外，還有以弗所書：

【弗 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

在自己的右邊，
……

弗 2: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弗 2: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弗 2: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

代看；

弗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弗 2: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弗 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auvtou/ ga,r evsmen

poi,hma( ktisqe,ntej evn Cristw/| VIhsou/ evpi. e;rgoij avgaqoi/j：從屬(他)同一者 因為 我們現在持續是

(它)所行出作成， (他們)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了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上面>在上

面 在對(它們)工作 在對(它們)良善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以弗所書 2:10這裏“工作”使用的字是“poi,hma”《poiema“所行出作成”》，就是指向一

個“新創造”。

這裏保羅說到：“我們原是他的工作”，意即，我們是祂的“poi,hma”（poiema“所行出

作成”），也就是説，我們是祂的創造，是在基督裏被創造的。

《註：poiema“所行出作成”：

Strong指出，名詞 poiema這個字是由動詞 poieo “行出作成”衍生出來的，表達一個

“產品(product)”，也就可以字意或比喻性地表達“建築物(fabric)”。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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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e指出，poiema這個字源自動詞 poieo“行出作成”，表達“被作成的東西(that

which is made)”，“一個完成的工作(a work done)”；在新約只有使用於：

1）藉著所行出作成，神的永能和神性持續被看見清楚：[羅 1:20：自從造天地以來，神

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poiema：複數)，就可以曉

得，叫人無可推諉；]；

2）信徒是神的所行出作成：[弗 2:10：我們原是他的工作(poiema：單數)，在基督耶穌裏

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

》

《註：名詞 poiema“所行出作成”源自動詞 poieo“行出作成”；這個動詞在七十士譯本

中使用於神創造天地及神創造人。參考：

【創 1:1 起初神創造天地《evn avrch/| evpoi,hsen ò qeo.j to.n ouvrano.n kai. th.n gh/n：在内 在對

(她)為起始為首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些 到於(他)天空/天 並且

到於(她) 那 到於(她)地土/地》。】

【創 1: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poih,swmen a;nqrwpon：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行出作成 到於(他)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

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創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evpoi,hsen… to.n a;nqrwpon：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那 到於(他)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

之後，在以弗所書 2:15，保羅説到，我們是一個“新人”；並且保羅又再說：是在基督

自己裏創造的（和合本翻譯為：藉著自己造成）：

【弗 2: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

間隔斷的牆；

弗 2: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

自己造成一個新人《i[na tou.j du,o kti,sh| evn auvtw/| eivj e[na kaino.n a;nqrwpon：為要 到於(他們)

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創造建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

於(他)一個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弗 2: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

弗 2: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在以弗所書 2:15這裏也具有“新創造”的含義：“造成一個新人”。

其中，“一個新人” ，就是新的亞當，並且是在基督裏被創造的。

在保羅的寫作之外，還有一處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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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

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脫離有古卷作洗去〕
……

啟 3:14 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

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h` avrch. th/j kti,sewj tou/ qeou/：(她)那 (她)為起始為首 從屬(她)那 從

屬(她)創造建立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說：】

“從死裏首先復活”的耶穌，之後被描述為“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直譯：神

的創造的開始）。

我認為，在啟示錄 3:14這裏的“創造萬物”應該不是在説到舊有的創造；作為復活的基

督，這裏應該是指新的創造。

因為這裏很清楚地是與以賽亞書關聯：

【賽 65:16 這樣，在地上為自己求福的，必憑真實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

實的神起誓；因為從前的患難已經忘記，也從我眼前隱藏了。

賽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基督是新創造的開始。

第二世紀的教父，殉道者游斯丁，在他的護教學中說：

“Sunday is the day in which we all hold our common assembly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day in

which God made the world and Jesus Christ our Savior on the same day rose from the dead.”。

《主日是我們所有人舉行聚會的日子，因為它是第一日，在這個日子神創造了世界，並且

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也是在這同一個日子從死裏復活。》

II. The Damascus Road Christophany Is the End Times Center of Paul’s
Thought.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是保羅思想的末世思想中心

許多學者認為保羅的思想中心就是“復活”。

保羅對復活的經驗影響了保羅思想的每一方面。

在保羅的書信中，到處都是“復活”的影子。

在哥林多前書，保羅提到基督開始了新的創造，祂是“初熟的果子”：

【林前 15: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Nuni. de. Cristo.j

evgh,gertai evk nekrw/n avparch. tw/n kekoimhme,nwn：就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基督 他/她/它現在

已經被喚醒起來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她)初熟的果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現在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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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安置入睡了的》。】

基督為“初熟的果子”；表達之後有更多的來到，就是有更多的復活來到：

【林前 15:21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林前 15:22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

林前 15: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

是那些屬基督的。】

“初熟的果子”本身就是“新創造”的一個重要的表達。

我們在雅各書中也看到：

【雅 1:18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

果子《eivj to. ei=nai hm̀a/j avparch,n tina tw/n auvtou/ ktisma,twn：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

續是 到於我們 到於(她)初熟的果子 到於(她)任何什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他)同一者 從屬(它們)

所創造建立》。】

在雅各書 1:18，基督徒也與基督認同，為神所造的萬物中的初熟的果子。

這裏很清楚的是指向新的創造。

對保羅而言，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遇見復活的耶穌基督，這是一個末世的事件。

III. The Use of the OT in Acts 26
在使徒行傳 26 章中舊約經文的使用

【徒 26:13 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著我，

並與我同行的人。

徒 26:14 我們都仆倒在地，我就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向我說：掃羅，掃羅，為

甚麼逼迫我；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徒 26:15 我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徒 26:16 你起來站著《avlla. avna,sthqi：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再站立起來》，我特意向你

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

徒 26:17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

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這裏的“你起來站著”在希臘文中與以西結書中神呼召以西結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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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2:1 他對我說：人子阿，你站起來《sth/qi evpi. tou.j po,daj sou：你那時(也是)就要立定站

住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屬你》，我要和你說話。

結 2:2 他對我說話的時候，靈就進入我裏面，使我站起來，我便聽見那位對我說話的聲

音；

結 2:3 他對我說：人子阿，我差你往悖逆的國民以色列人那裏去；他們是悖逆我的，他

們和他們的列祖違背我，直到今日。】

使徒行傳 26:16中的“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與耶利米的委任也很接

近：

【耶 1:7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

耶 1:8 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 1: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

……

耶 1:18 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

司，並地上的眾民反對。

耶 1:19 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

特別是使徒行傳 26:18 中，耶穌賦予保羅一個使命，“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

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這與以賽亞書 42:6~7節很接近：

【賽 42:6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中保

原文作約〕作外邦人的光，

賽 42:7 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賽 42:8 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也不將我的稱讚歸給

雕刻的偶像。】

在以賽亞書四十二章這裏應該是指以色列國。

保羅在後面第 23節說到，是基督“要首先把光明的道，傳給百姓和外邦人”：

【徒 26:22 然而我蒙神的幫助，直到今日還站得住，對著尊貴卑賤老幼作見證；所講

的，並不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必成的事；

徒 26:23 就是基督必須受害，並且因從死裏復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傳給百姓和外

邦人。】

以賽亞書四十二章給與以色列國的使命，在以賽亞書四十九章被給與神的僕人，就是代表

以色列，作為神的僕人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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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9:5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歸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裏聚

集。（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也成為我的力量）

賽 49: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

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在使徒行傳 26:16 “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也與以賽亞書四十三章有關聯：

【賽 43:10 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僕人；既是這樣，便可以知道，

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華，在我以前沒有真神，〔真原文作造作的〕在我以後也必

沒有。】

以賽亞書四十三章在終極上是指以色列；這是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本來應該要做的。但在

以賽亞書四十九章這裏是指向所預言的僕人要來完成這個使命。

使徒行傳這裏有許多平行於舊約的‘暗示/隱喻(allusions)’。

A. Luke wants to portray Christ as speaking as the Lord of the OT who gave prophets their
vocations.
路加想要把基督的説話勾畫成給與先知使命的主耶和華。

或許有人會問：使徒行傳這些許多平行於舊約的‘暗示/隱喻(allusions)’的意義是什麽呢？

這些‘暗示/隱喻(allusions)’的目的是：

路加想要把基督的説話勾畫成給與先知使命的主耶和華。

路加為什麽要這麽做呢？

因為這正是耶穌向保羅顯現的本來目的。是基督給與保羅使命；祂是賦予使命的主；如同

是舊約中賦予使命的主耶和華。

B. Jesus is the divine commissioner of the OT.
耶穌是舊約的神聖的專員。

除了要表達耶穌是舊約的神聖的‘專員(commissioner)’，就是賦予他人使命的專員，路加

也要强調保羅的“先知的權柄(prophetic authority)”。

保羅是等同於舊約的先知；但舊約的先知是在舊的時代的先知。舊約的主要先知都是被神

直接經由異象中的“話語的傳達(verbal communication)”而被委任的。

C. Paul’s prophetic function was to preach salvation and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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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先知功能是傳講救恩及審判。

保羅的先知功能是傳講“救恩”，這是很清楚的：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

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保羅被賦予的使命有正面的部分，就是傳講“救恩”，但也有負面的部分，就是傳講“審

判”。

關於傳講“審判”的部分，使徒行傳記載，保羅在各地的會堂傳講，儘管有少數猶太人接受

耶穌，但大多數的猶太人都拒絕福音。因此，特別是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保羅在猶太會堂

傳講福音，而當時猶太人的反應是：

【徒 13:42 他們出會堂的時候，眾人請他們到下安息日，再講這話給他們聽。

徒 13:43 散會以後，猶太人和敬虔進猶太教的人，多有跟從保羅，巴拿巴的，二人對

他們講道，勸他們務要恆久在神的恩中。

徒 13:44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幾乎都來聚集，要聽神的道。

徒 13:45 但猶太人看見人這樣多，就滿心嫉妒，硬駁保羅所說的話，並且毀謗。】

因此，保羅放膽宣告：

【徒 13:46 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神的道先講給你們，原是應當的，只因你們棄絕這

道，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kai. ouvk avxi,ouj kri,nete èautou.j th/j aivwni,ou zwh/j：並且 不是/不

到於(他們)相配值得的 你們現在持續區別審斷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時世恆久的

從屬(她)生命》，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

徒 13:47 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

極。』】

這裏的“斷定”在原文就是經常翻譯為“審判”的希臘文：krino“區別審斷”。

當時，絕大多數的猶太人都拒絕福音，只有少數人願意接受，這就顯示他們落在神的審判

之下。這種情形在使徒行傳中常常見到。

在使徒行傳 13:47這裏的“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

施行救恩直到地極”在使徒行傳二十六章是應用在保羅身上的：

【徒 26:17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

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在使徒行傳十三章這裏，所强調的是在外邦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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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使徒行傳二十六章這裏，耶穌在這裏的吩咐是說，你先到猶太人那裏。如同我們在以

賽亞書 49:6所看到的：

【賽 49: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

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在使徒行傳 13:47中，猶太人的拒絕就是他們對自己的定罪。

再者，在舊約，以西結及耶利米，他們開始奉命傳講的是‘厄運(doom)’，是審判：

【結 2:3 他對我說：人子阿，我差你往悖逆的國民以色列人那裏去；他們是悖逆我的，

他們和他們的列祖違背我，直到今日。

結 2:4 這眾子，面無羞恥，心裏剛硬；我差你往他們那裏去，你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

如此說。

結 2:5 他們或聽，或不聽，（他們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們中間有了先知。】

【耶 1: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

耶 1:10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

建立栽植。

耶 1:1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甚麼；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

耶 1:12 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耶 1:13 耶和華的話第二次臨到我說：你看見甚麼；我說：我看見一個燒開的鍋，從北

而傾。

耶 1:14 耶和華對我說：必有災禍從北方發出，臨到這地的一切居民。

耶 1:15 耶和華說：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國的眾族；他們要來，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

城門口，周圍攻擊城牆，又要攻擊猶大的一切城邑。

耶 1:16 至於這民的一切惡，就是離棄我，向別神燒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發出

我的判語，攻擊他們。】

以西結及耶利米都傳講到審判及流放；但也都說到，有剩餘的餘數會在烈火的審判中被精

煉。

使徒行傳二十六章也可能暗指以賽亞書六十章：

【賽 60:1 興起發光（photizo“使有照亮顯明之光(使有光明=光照)”）；因為你的光（phos“照亮

顯明之光(光明)”)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doxa“榮耀”)發現照耀你；

賽 60:2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phaino“促為照亮

顯明”)，他的榮耀（doxa“榮耀”)要現在你身上；

賽 60:3 萬國（ethnos“種族邦國”）要來就你的光（phos“照亮顯明之光(光明)”)，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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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leus“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lamprotes“為發光照耀(光亮光耀)”)。】

當路加在使徒行傳中第一次提到這次事件時，也提到以賽亞書 60:3中的“萬國（ethnos

“種族邦國”）”及“君王（basileus“君王”）”：

【徒 9:15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ekloge“為向外鋪放擺出(為挑選=揀

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ethnos“種族邦國”）和君王（basileus“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

宣揚我的名。】

事實上，也提到“所揀選”，指明神的僕人是所揀選的：

【賽 42: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eklektos“乃向外鋪放擺出的(乃挑選的)”），

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根據這一切，我們或許可以說，最重要的，保羅認為以賽亞書中預言的神的僕人的工作，

這個工作的開始是由基督自己來執行的，而保羅則獨特地在基督的使徒的身份上來繼續執

行這個工作。

但，在其中，我們注意到：針對以色列的工作由基督自己開始執行，而保羅則繼續執行針

對外邦人的工作。特別是在保羅的敘述中可以看到：

【徒 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徒 26:20 先在大馬色，後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

向神，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

徒 26:21 因此，猶太人在殿裏拿住我，想要殺我。

徒 26:22 然而我蒙神的幫助，直到今日還站得住，對著尊貴卑賤老幼作見證；所講的，

並不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必成的事；

徒 26:23 就是基督必須受害，並且因從死裏復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傳給百姓和外

邦人。】

【徒 13:46 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神的道先講給你們，原是應當的，只因你們棄絕這

道，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

徒 13:47 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

極。』】

在這裏，“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以賽亞對彌賽亞的預言被正式地應用在保羅的身

上。

但，保羅如何能把以賽亞對彌賽亞的預言應用到自己的身上呢？

我們試著來看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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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在路加福音中首先將這個預言應用到耶穌身上：

【路 2:25 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

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

路 2:26 他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

路 2:27 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著孩子進來，要照律法的

規矩辦理。

路 2:28 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神說：

路 2:29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路 2:30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路 2:31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路 2:32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這句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來自以賽亞書 42:6以及 49:6：

【賽 42:6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中保

原文作約〕作外邦人的光，】

【賽 49: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

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而在之前，路加提到：

【路 1: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路 1: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這句話，“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是來自以賽亞書 9:1~2：

【賽 9:1 但那受過痛苦的，必不再見幽暗。從前神使西布倫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視；

末後卻使這沿海的路，約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著榮耀。

賽 9:2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但，如同是褻瀆，保羅如何能把以賽亞對彌賽亞的預言應用到自己的身上呢？

讓我們再仔細來看以賽亞書 49:6的經文其前後文的關係：

【賽 48:20 你們要從巴比倫出來，從迦勒底人中逃脫，以歡呼的聲音傳揚說：耶和華

救贖了他的僕人雅各，你們要將這事宣揚到地極。

賽 48:21 耶和華引導他們經過沙漠，他們並不乾渴，他為他們使水從磐石而流，分裂

磐石水就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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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8:22 耶和華說：惡人必不得平安。

賽 49:1 眾海島阿，當聽我言；遠方的眾民哪，留心而聽；自我出胎，耶和華就選召我，

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賽 49: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將我藏在他手蔭之下；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將我藏在他

箭袋之中。】

“惡人必不得平安”，按照上下文，是指以色列。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以及“ 又使我成為磨亮的箭”，其中的“刀”及“箭”很可能是

指向審判。例如，啟示錄中基督口中的“利劍”。

【賽 49:3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

賽 49:4 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空，然而我當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裏，

我的賞賜必在我神那裏。】

這裏的“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空”，從新約的角度而言，是指向基督

的十字架。但之後就説：“我的賞賜必在我神那裏”。

在之後以賽亞隨即又說：

【賽 49:5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歸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裏聚

集。（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也成為我的力量）

賽 49: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

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在這裏，“要使雅各歸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裏聚集”是委任的使命。但，不只如此，

“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以賽亞在這裏是指“以色列”，但這是總結在一個人身上，就是在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受

死的僕人。而保羅在被揀選的使徒之中，繼續那賦予耶穌基督的使命。這是比較正式的方

式上看保羅在使徒的職分。

但，我們看到，廣泛的角度而言，任何真以色列人都應當繼續那被賦予亞當的使命，將這

個使命延伸到地極。這個使命，亞當失敗了；作為‘團體的亞當(corporate Adam)’的以

色列也失敗了；現在是由基督執行，而我們則是在基督裏面執行。因此，保羅也是在團體

的角度上與基督認同，特別他是在被基督委任的使徒的身份上執行。

在新約中，“光”在整個“新創造”的視角中具有什麽關聯呢？

基督就是“光”。基督的復活就是“新創造”的開始。

正如以賽亞的描述：

【賽 60:1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賽 60:2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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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身上；

賽 60:3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我認為這裏所提到的關於“光”與“黑暗”的結合使用，極為不可能是以賽亞自己想出來

的，這裏的敘述在終極上應該是根植於第一個創造：

【創 1:1 起初神創造天地。

創 1: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創 1:3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而保羅的使命：

【徒 26:13 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著我，

並與我同行的人。

……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

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其中的“黑暗”與“光明”也應該是指向新的

創造。

事實上，保羅每一次提到“黑暗”與“光明”的時候，幾乎都與這個‘新創造’的概念有

關。

IV. The Reflection of the OT Theophanic Visions in the Three Damascus
Reports.
在三次大馬士革事件報告中舊約神顯現的異象的反思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作為聖子，也就是神，祂的顯現對保羅而言是具有重大末世意義的事

件。

然而，我們還是要從舊約來反思。我們不可能離開舊約而能合理的解釋新約。

“Theophanic Visions”，神顯現的異象，在舊約中都具有一個類似的‘格式(pattern)’。

A. The use of the double vocative i.e. Moses Moses, Abraham Abraham etc.
使用雙重的呼格，例如，摩西，摩西，以及，亞伯拉罕，亞伯拉罕，等等。

【出 3:4 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裏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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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22:11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

B. The question or response of the man who says “here I am.”
這個說“我在這裏”的人的問題或回應。

【出 3:4 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裏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裏。】

【創 22:11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

C. The self-presentation of the one appearing, who was God.
這一位顯現的，就是神，祂的自我介紹。

【創 46:2 夜間神在異象中對以色列說：雅各，雅各；他說：我在這裏。

創 46:3 神說：我是神，就是你父親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為我必使你在那裏

成為大族。

創 46:4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帶你上來；約瑟必給你送終。〔原文作將手按在

你的眼睛上〕】

【出 3:4 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裏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裏。

出 3:5 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

出 3:6 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臉，

因為怕看神。】

D. The mission given to the person from God.
從神給與這個人的使命。

【出 3:7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

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出 3:8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

出 3:9 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

出 3:10 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E. This pattern may be observed in Genesis 31, 46:2; Exodus 3; 1 Samuel 3.
這個格式可以在創世記 31 章，46:2，出埃及記 3 章，撒母耳記上 3 章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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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31:10 羊配合的時候，我夢中舉目一看，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紋的，有點的，

有花斑的。

創 31:11 神的使者在那夢中呼叫我說：雅各。我說：我在這裏。

創 31:12 他說：你舉目觀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紋的，有點的，有花斑的；凡拉班

向你所作的，我都看見了。

創 31:13 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裏用油澆過柱子，向我許過願；現今你起來離開這

地，回你本地去罷。】

【創 46:2 夜間神在異象中對以色列說：雅各，雅各；他說：我在這裏。

創 46:3 神說：我是神，就是你父親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為我必使你在那裏

成為大族。

創 46:4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帶你上來；約瑟必給你送終。〔原文作將手按在

你的眼睛上〕】

【出 3:2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

卻沒有燒燬。

出 3:3 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

出 3:4 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裏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裏。

出 3:5 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

出 3:6 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臉，

因為怕看神。

出 3:7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

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出 3:8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

出 3:9 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

出 3:10 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撒上 3:10 耶和華又來站著，像前三次呼喚說：撒母耳阿，撒母耳阿；撒母耳回答說：

請說：僕人敬聽。

撒上 3:11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聽見的人都必耳鳴。

撒上 3:12 我指著以利家所說的話，到了時候我必始終應驗在以利身上。

撒上 3:13 我曾告訴他必永遠降罰與他的家，因他知道兒子作孽，自招咒詛，卻不禁止

他們。

撒上 3:14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說：以利家的罪孽，雖獻祭奉禮物，永不能得贖去。】

耶穌可能是有意以神在舊約顯現的方式來向保羅顯現，就是神向先知顯現以賦予他們特別

使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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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中三次關於耶穌向保羅顯現的記載：

第一次：

【徒 9:3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

徒 9:4 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

徒 9:5 他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徒 9:6 起來，進城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第二次：

【徒 22:6 我將到大馬色，正走的時候，約在晌午，忽然從天上發大光，四面照著我。

徒 22:7 我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我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

徒 22:8 我回答說：主阿，你是誰。他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穌。

徒 22:9 與我同行的人，看見了那光，卻沒有聽明那位對我說話的聲音。

徒 22:10 我說：主阿，我當作甚麼。主說：起來，進大馬色去，在那裏要將所派你作

的一切事，告訴你。】

第三次：

【徒 26:13 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著我，

並與我同行的人。

徒 26:14 我們都仆倒在地，我就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向我說：掃羅，掃羅，為

甚麼逼迫我；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徒 26:15 我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徒 26:16 你起來站著，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將你所看見的事，和

我將要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

徒 26:17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

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耶穌就是賦予保羅使命的“神聖專員(Divine Commissioner)”。

V. The Significance of Heaven in the Damascus Narratives
在大馬士革事件敘述中的‘天’的意義。

為什麽我們要花這麽多時間來看大馬士革路上發生的事件？

因為這件事在保羅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影響保羅在各方面教義的認識。保羅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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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教義的認識主要都是從這個經歷的模式中鑄造出來的。

在以賽亞書六十章中多次提到‘光’：

【賽 60:1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賽 60:2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

在你身上；

賽 60:3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在大馬士革事件的敘述中也是如此；但不僅提到‘光’，也特別提到是從“天”來的‘光’：

【徒 9:3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

【徒 22:6 我將到大馬色，正走的時候，約在晌午，忽然從天上發大光，四面照著我。】

【徒 26:13 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著我，

並與我同行的人。】

讓我們在使徒行傳中來看“天”與耶穌基督的關係。

A. The “cloud of heaven” in Acts 1:9 is an allusion back to Daniel 7:13.
在使徒行傳 1:9 中的“天上的雲”是回到但以理書 7:13 的一個暗示。

在使徒行傳 1:9中説到“雲彩” 把耶穌接去：

【徒 1:9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

他了。

徒 1:10 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

徒 1:11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

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在使徒行傳 1:9中説到“雲彩”是回到但以理書 7:13的一個暗示：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這是耶穌復活的最後結果，就是耶穌升到天上，在神的右邊，承受統治的權柄；並且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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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降臨中完全實現：

【太 24:30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

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末世的重心，從地上的福音移動到天上；末世的重心，從地上的

耶穌基督移動到天上。

B.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and pouring out of the Holy Spirit is an allusion back to Joel
2:28.
基督的復活及聖靈的澆灌是回到約珥書 2:28 的一個暗示。

【徒 2: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

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

……

徒 2:30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

上；

徒 2:31 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

見朽壞。

徒 2:32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徒 2: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或作他既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徒 2:34 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徒 2:35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徒 2: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

為主為基督了。】

末世的重心，從地上的耶穌基督移動到天上。

耶穌基督就是真以色列；我們在祂裏面也是真以色列人。

約珥書預言，在末後神的靈要澆灌以色列：

【珥 2:27 你們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間，又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在我以外並無

別神，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至羞愧。

珥 2: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希伯來文：kol basar；英文翻譯：all

flesh》；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珥 2: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有學者認為約珥書這裏的“凡有血氣的(all flesh)”是指所有的人。

但，我必須説，“凡有血氣的(all flesh)”是可以指所有的人，這的確是真實的，甚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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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然而，在大先知書對以色列的預言中，“凡有血氣的(all flesh)”這個短句沒有例

外地都是指以色列：

【賽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賽 40:2 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宣告說：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

免了，他為自己的一切罪，從耶和華手中加倍受罰。

賽 40:3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或作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當預備耶

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

賽 40: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

必成為平原。

賽 40:5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

的。】

在約珥書 2:28中，“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這句話中

的“你們的”，按照珥約珥書 2:27的這句話“你們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間，又知道我

是耶和華你們的神”，這裏的“你們的”應該是指以色列。所以，在約珥書中，“凡有血

氣的” 應該是指以色列。

按照使徒行傳：

【徒 2: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或作他既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

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th/| dexia/| ou=n tou/ qeou/ ùywqei,j( th,n te
evpaggeli,an tou/ pneu,matoj tou/ àgi,ou labw.n para. tou/ patro,j( evxe,ceen tou/to o] um̀ei/j Îkai.Ð

ble,pete kai. avkou,ete：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這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時(也是)

被升高了的， 到於(她)那 並/又 到於(她)應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

的 (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

澆流 到於(它)那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

聲聞耳聽》。】

耶穌是第一位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註：在希臘文中，“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中的的動詞，“(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是主

動語態的分詞。意味著祂拿取之後將之澆灌下來。

》

我們可以說，或許耶穌受浸禮的時候開始領受聖靈，更可能是被高舉在神的右邊的時候，

這也是這裏的經文所示。

耶穌是第一位應驗約珥書的預言，就是神的靈澆灌以色列。

耶穌是第一位應驗約珥書的預言，這也就使耶穌成為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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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前説到，末世的重心，藉著耶穌的升天，從地上移動到天上。但，是否這個重心就

仍然停留在天上了麽？

不是的。耶穌把所應許的聖靈澆灌下來。

在舊約的時代，猶太人相信在末世，以色列的仇敵必被摧毀，以色列要從死亡中復興，彌

賽亞要來擊敗以色列的壓迫者，會有罪的赦免，會有新創造；而在這將要來的世代，其中

的一個祝福就是聖靈要被澆灌下來。

事實上，約珥書的預言也出現在以西結書及以賽亞書：

【結 39:26 他們在本地安然居住，無人驚嚇，是我將他們從萬民中領回，從仇敵之地

召來；我在許多國的民眼前，在他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他們要擔當自己的羞辱，和干犯

我的一切罪。

結 39:27 見上節

結 39:28 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外邦人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本地，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

華他們的神；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外邦；

結 39:29 我也不再掩面不顧他們，因我已將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這是主耶和華說

的。】

【賽 59:20 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的人那裏；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 59:21 耶和華說：至於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加給你的靈，傳給你的話，

必不離你的口，也不離你後裔與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這是耶和華說的。】

這裏發生的是：

那將要來的世代已經闖入了舊的世代。這裏現在有耶穌基督的死亡及復活。新的世代已經

正式開始。當然這正式的開始是在耶穌基督還在世上的時候，而復活是一個‘升級

(escalation)’；之後有聖靈的賜下，就是五旬節的事件。這裏是兩個世代的重叠。聖靈

正式進入這個舊的世代。儘管耶穌已經開始一個新的世代，但仍然有舊的世代存留。這仍

然是一個墮落的世界。這裏是重叠的兩個世代。就微觀的角度而言，我們信徒也像是一個

微觀的宇宙。當我們成為信徒的時候，我們獲得一個新心；然而，在我們信徒裏面仍然有

兩個世代的重叠，新的創造仍然在舊的身體裏面。

聖靈從那將要來的世代闖入了，並且是從新天新地闖入了原有的舊的世代。雖然，在事實

上，這時的新天新地還在天上；就是耶穌復活的身體也是在那個維度中，在天上那不可見

的維度中，那也是末時的重心所在。但，聖靈被差遣下來；我們經由聖靈參與在已經闖入

的那將要來的世代，並且，我們經由聖靈參與在這新的創造。

這聖靈在新約的主要功能就是：聖靈是生命的賜予者（和合本翻譯是：叫人活的靈）。

使徒行傳記載到司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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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7:55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徒 7:56 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就是末世重心的所在。他看見神的榮耀，也看見了

“人子”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真以色列人的標記不僅僅是將福音傳到地極，並且是“在受苦中”將福音傳到地極。

“人子”可以說是一個受苦的頭銜。並且，進一步而言，我曾經辯稱，“人子”也是代表

第一個以色列，是以色列的第一個。

司提反如同是真以色列人正在受苦，同時又充滿了新創造的靈；在受苦中，他見證曾經受

苦的“人子”耶穌現在站在神的右邊。

那將要來的世代的聖靈闖入了這個世界，也闖入我們裏面。

或許我們必須回顧在使徒行傳更先前的經文：

【徒 1: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徒 1:7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

瑪利亞，直到地極《e[wj evsca,tou th/j gh/j：一直直到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

土/地》，作我的見證。】

《註：“作我的見證”在原文的直譯為：你們將要是我們的見證人。

參考：
徒 1:8 avlla. lh,myesqe du,namin evpelqo,ntoj tou/ àgi,ou pneu,matoj evfV um̀a/j kai. e;sesqe, mou
ma,rturej e;n te VIerousalh.m kai. ÎevnÐ pa,sh| th/| VIoudai,a| kai. Samarei,a| kai. e[wj evsca,tou th/j gh/jÅ
But ye shall receive power, after that the Holy Ghost is come upon you: and ye shall be witnesses unto
me both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aea, and in Samaria, and unto the uttermost part of the earth.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

的見證。

但乃是 你們將要(持續)讓自己拿取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在上面了的 從屬

(它)那 從屬(它)聖的 從屬(它)靈/風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你們； 並且 你們將要(持續)是 從屬

我 (他們)見證人 在內 並/又 在對(她)耶陸撒冷 並且 在內 在對(她)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

那 在對(她)猶太地方 並且 在對(她)撒瑪利亞 並且 一直直到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註﹕martus“見證人”：

Strong 指出，名詞 martus 這個字的字源不詳，表達“一個見證人(字意性表達法庭上的或

比喻性的使用)(a witness (literally [judicially] or figuratively [genitive case]))”，也可以在類

比上表達一個“殉道者(mart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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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35 次。

Vine 指出，martus 或 martur 這個字（與英文字的“殉道者(martyr)”有關，就是一個用自

己的死亡來作見證的人），表達“一個能斷言確證他所看見或所聽見或所知道的人(one

who can or does aver what he has seen or heard or knows)”。

》

“直到地極”在使徒行傳中唯一另外一次的使用是在：

【徒 13:46 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神的道先講給你們，原是應當的，只因你們棄絕這

道，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

徒 13:47 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

極《e[wj evsca,tou th/j gh/j：一直直到 從屬(它)最末後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而使徒行傳 13:47是源自：

【賽 49: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

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但，根據使徒行傳 1:8，這使命不僅僅是保羅要做的，這個使命是被賦予所有使徒的。

其中的“作我的見證”《e;sesqe, mou ma,rturej：你們將要(持續)是 從屬我 (他們)見證人》這句

話也出現在以賽亞書：

【賽 43:10 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ge,nesqe, moi ma,rturej：你們那時就要(也是)讓自己生

發成為 在對我 (他們)見證人》，我所揀選的僕人；既是這樣，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

明白我就是耶和華《i[na gnw/te kai. pisteu,shte kai. sunh/te o[ti evgw, eivmi》，在我以前沒有真

神，〔真原文作造作的〕在我以後也必沒有。】

《sunh/te：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貫通理解：suniemi“共同使促動挪移(使促動挪移在一起=貫通理解)”》

【賽 44:8 你們不要恐懼，也不要害怕；我豈不是從上古就說明指示你們麼，並且你們

是我的見證《ma,rturej um̀ei/j evste：(他們)見證人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除我以外，豈有真

神麼，誠然沒有磐石，我不知道一個。】

使徒行傳 1:8是根植於以賽亞書，這是神的僕人所要做的。

真以色列是一個見證人。我們也是見證人。

C. The church is associated with Christ in his reign from Heaven.
教會在基督從天上作王中是與基督聯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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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保羅而言，不僅僅耶穌經由復活而成為屬天的，並且經由高舉，耶穌現在是在天上：

【西 3: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西 3: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西 3: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

【西 4:1 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弗 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

在自己的右邊，】

不僅僅是耶穌，並且我們在存在的角度也是與耶穌一同在天上：

【弗 2: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弗 2: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我們‘在位置上(positionally) ’是在基督裏，在‘存在上(existentially)’是藉著聖靈在那

個位置上與基督聯結，因此，聖靈就如同我們的生命綫。

用另外一個圖像說，就如同耶穌在水面下的船上，我們與耶穌一同在船上，船在水下面，

我們有空氣的生命綫，聖靈就像是我們的空氣的生命綫。

此外，聖經指出：

【腓 3: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h̀mw/n ga.r to. poli,teuma evn ouvranoi/j up̀a,rcei：從屬我們

因為 (它)那 (它)所行公民職權 在內 在對(他們)天空/天 他/她/它現在持續源屬具有》；並且等候

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腓 3:21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

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這裏的“國民”《politeuma“所作城邑者(所作城邑居民=所作公民=所行公民職權)”》這

個字的含義也可以指一個殖民地，雖然是異地的殖民地，卻按照與所離開的家鄉的憲法一

樣的方式運作。

這裏也就可以表達，我們的家鄉是在天上，但我們現在居住在異地的殖民地，擴展它的疆

界，直到神的臨在可以覆蓋全地。

《註﹕politeuma“所作城邑者(所作城邑居民=所作公民=所行公民職權)”：

Strong 指出，名詞 politeuma 這個字是由動詞 politeuomai“作城邑者(作城邑居民=作公民=

行公民職權)衍生出來的，表達“一個政治共同體(a community)”，也可以抽象地及比喻地

表達“公民身份(citizenship)”。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一次。

Vine 指出，politeuma 這個字表達“一個公民的地位，或生活，公民身份(the condi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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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of a citizen, citizenship)”，在新約使用於表達信徒的屬天的身份。

註﹕politeuomai“作城邑者(作城邑居民=作公民=行公民職權)”：

Strong 指出，動詞 politeuomai 這個字是由名詞 polites“城邑者(城邑居民=公民)”的一個

衍生字的關身語態形式，象徵性地表達“行為舉止如同一個公民(to behave as a citizen)”。

這個字在新約中只有用過兩次。

Vine 指出，politeuomai 這個字表達“成為一個 polites“城邑者(城邑居民=公民)”，生活如

同一個公民(to be a citizen (polites), to live as a citizen)”，比喻性地用來表達符合屬天群體

特徵的行為舉止。

註﹕polites“城邑者(城邑居民=公民)”：

Strong 指出，名詞 polites 這個字是由名詞 polis“城邑”衍生出來的，表達“一個城邑居

民(a townsman)”。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四次。

Vine 指出，polites 這個字表達“一個城市或邦城的一員(a member of a city or state)”，或

“一個國家或區域的居民(the inhabitant of a country or district)”。

》

《註﹕腓立比位於馬其頓省東部，在腓立比東南約八英里，就是愛琴海岸的港口尼亞波

利。從亞細亞通往西方城市的主要陸路幹綫，直接通過腓立比。因此，腓立比是在一個非

常重要的位置。

腓立比城是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腓立二世，建立於主前 360 年，為要控制腓立比西部的

帕加斯(Pangaeus)金礦。 主前 148 年，羅馬於派德那戰役擊敗馬其頓，把馬其頓分為四個

自治區；腓立比是頭一個，因為位於最東邊。

主前 42 年，在著名的腓立比戰役中，安東尼(Anthony)及奧他維安(Octavian)將行刺凱撒大

帝的布魯特斯(Brutus)及加斯烏士(Cassius)打敗，安東尼把一些羅馬士兵安置在腓立比，

改名為“朱利亞.腓立比撒斯殖民地(Colonia Julia Philippensis)”。

主前 31 年，奧他維安(Octavian)，即後來的該撒亞古士都，贏了亞提安(Actium)戰役，成

為帝國的唯一統治者，他把腓立比標明為殖民地，給戰敗的安東尼(Anthony)的支持者，

並改名為“亞古斯他.朱利亞.腓立比撒斯殖民地(Colonia Augusta Julia Philippensis)”。 腓立

比這個殖民地享受很多政治和經濟的特權，包括免付王稅；這些殖民地的居民都為他們的

特權感到自豪。

》

“國民”《politeuma“所作城邑者(所作城邑居民=所作公民=所行公民職權)”》這個字的

動詞《politeuomai “作城邑者(作城邑居民=作公民=行公民職權)”》也使用於腓立比書

中：

【腓 1: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腓 1:24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腓 1:25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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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腓 1:26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

腓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Mo,non avxi,wj tou/ euvaggeli,ou tou/ Cristou/

politeu,esqe：僅有單獨地 相配值得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公民職權》；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

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腓立比書 1:27中這裏的“行事為人”，在希臘文為 politeuomai “作城邑者(作城邑居民=

作公民=行公民職權)”，是動詞的形式《politeu,esqe：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行公民職權》。

意思就是，你們的行事為人要按照屬天新創造的殖民地的憲章；我們要按照神的話語的憲

章來行事為人。

我們在地上要擴展天上在地上的殖民地，這是藉著神的話語的憲章，經由聖靈的能力。而

我們在地上現在是在異地生活；在異地這裏，罪變成是正常的，公義變成是奇怪的。

保羅首先經歷到末世在“天”上基督的作王；這個經歷首先是發生在大馬士革路上。

我認為，或許這就是為什麽在保羅的書信中經常展開“天”的意義，特別是在以弗所書

中；因為“天”的概念已經深植於保羅的心思意念中。

VI. Paul at the Damascus Road Was Made an End-Time Prophet.
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上被任命為一個末時的先知。

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被指派為一個末時的先知。

這也就是使徒的含義；

這也是一個僕人，是根據以賽亞書中救贖歷史的含義，藉著復興以色列來服事神；

這也是一個見證人，就真以色列而言是與僕人的角色緊緊繫在一起的；

這也是一個基督徒；

這也是一個‘天啓者(apocalyptist)’，就是一個經歷過屬天的啟示而寫下來所看見的人。

A. Paul was an apocalyptist—one who has experienced the open heaven and is writing
about the unveiled heaven.
保羅是一個天啓者——一個經歷到開啓的天並且寫下關於被揭開的天的人。

【林後 12:1 我自誇固然無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

林後 12:2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我

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林後 12:3 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林後 12:4 他被提到樂園裏，聽見隱秘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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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樂園”？就是伊甸，就是新創造的重心所在。

《註﹕paradeisos“樂園”：

Strong 指出，名詞 paradeisos 這個字是由源自東方（比較希伯來文），表達“一個公園(a

park)”，也就可以特殊地表達“一個伊甸樂土(未來快樂的地方，‘樂園’)(an Eden (place

of future happiness, "paradise"))”。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三次。

Vine 指出，paradeisos 這個字是一個東方的字，最早是由歷史學家色諾芬(Xenophon)使用，

表示“波斯國王和貴族的公園；這是波斯來源（古老的波斯文 pairidaeza，關聯於希臘文

的介係詞 peri“在周圍”以及 teichos“牆壁(城牆)”），從這裏再轉為希臘文；在七十士

譯本中使用於伊甸園，[創 2:8：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

那裏。]，及在其他方面，如，[民 24:6：如接連的山谷，如河旁的園子，如耶和華所栽的

沉香樹，如水邊的香柏木。]、[賽 1:30：因為你們必如葉子枯乾的橡樹，好像無水澆灌的

園子。]、[結 31:8~9：神園中的香柏樹不能遮蔽他；松樹不及他的枝子，楓樹不及他的枝

條；神園中的樹，都沒有他榮美。我使他的枝條蕃多，成為榮美，以致神伊甸園中的樹都

嫉妒他。]。

》

“基督徒”這個字來自彌賽亞，我們都是“小彌賽亞”；而彌賽亞是末世的王。如同舊

約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代表子民；以色列的王犯罪，以色列的子民就受苦；以色列的

王做的好，以色列的子民就被祝福。

我們是真以色列的部分，是要成為忠實的“見證人”。甚至，耶穌也被稱為“那誠實作見

證的”：

【啟 1:4 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和他寶座前

的七靈；

啟 1: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ò ma,rtuj ò pisto,j：(他)那 (他)見證人 (他)那 (他)誠且信的》，

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

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脫離有古卷作洗去〕】

這裏很有趣的，先是被稱為“那誠實作見證的”，再被稱為“從死裏首先復活的”，再被

稱為“為世上君王元首”；這三者都是被結合在一起的。

“見證人”是來自：

【賽 43:10 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ge,nesqe, moi ma,rturej：你們那時就要(也是)讓自己生

發成為 在對我 (他們)見證人》，我所揀選的僕人；既是這樣，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

明白我就是耶和華，在我以前沒有真神，〔真原文作造作的〕在我以後也必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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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否，在釋經學的角度上，將使徒行傳 1:8應用於自己呢？

有學者認為不可以；因為，那是對使徒們說的。

我認為，從釋經學的角度而言，在使命的層面是可以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們必須知道，

我們不是使徒；使徒們如同是末世的先知。

我認為在使命的層面是可以的，原因是，直到地極作見證是使徒行傳主要的内容，也適用

於教會。這是“真人類(true humanity)”的定義，也就是亞當本該完成的使命，之後挪亞

也沒有完成，以色列也沒有完成，最後是耶穌基督來完成的。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將之應

用於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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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mascus Road Christophany and Paul’s Conversion/Call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以及保羅的悔改歸正/蒙召

I. The Vision of the Risen Christ as the Only Explanation for Paul’s
Conversion
復活基督的異象是保羅悔改歸正的唯一解釋

在福音派中，這仍然是一個爭議，就是保羅是否是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悔改歸正的。

A. There is debate as to whether this is a “conversion” or a “call.”
對於是否這是一個“悔改歸正”或一個“蒙召”仍然有爭議。

有學者認為保羅在去大馬士革之前已經是一個真信徒，但被誤導；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得

以被帶到主面前，被委任為一個先知。

採用以支持這個論點的經文之一是：

【腓 3:5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

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

腓 3:6 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同樣的短句，“無可指摘的”，也被使用於約伯。約伯就是一個無可指摘的人。

這裏顯示，保羅自視甚高，甚至在他經歷大馬士革路上的事件之前。

這些學者認為，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是，保羅從舊約的信徒轉變為新約的信徒。就

好像耶穌的門徒開始的時候一樣；他們被耶穌稱為是小信的，被質疑“你們的信心在哪裏

呢？”。

但，我認為在使徒行傳很清楚地表明這是一個“委任(commissioning)”。

至於悔改歸正這方面，我有幾點想法：

首先，我沒有被説服而認為每一個先知的委任都不是一個“悔改歸正 (Conversion)”。

如同以賽亞：

【賽 6:1 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賽 6:2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

飛翔；

賽 6:3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賽 6:4 因呼喊者的聲音，門檻的根基震動，殿充滿了煙雲。

賽 6:5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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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賽 6:6 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裏拿著紅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

賽 6:7 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

了。

賽 6:8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

差遣我。】

這裏的“將炭沾我的口”是表達赦罪。對我而言，以賽亞在這裏很清楚的是一個“悔改歸正/

呼召(Conversion/Call)”。

如同有學者認為，同樣的情形也很可能發生在摩西的身上。

我認為，我們不能就此假設當一個人被委任的時候已經就是一個信徒。

第二，保羅在其他地方關於“重生(regeneration)”的用語，暗示他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悔

改歸正。

例如，在哥林多後書 4:6，神的光照，就是一個新創造的表達：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我認為，表達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上成為基督徒，最清楚的經文是在：

【提前 1:12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提前 1: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

提前 1: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提前 1: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

我是個罪魁。

提前 1:16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

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

保羅回想到，“我從前是褻瀆神的”。保羅不可能是在說一個信徒。

之後，他接著說：“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提前

1:13）。

所以，我認為，非常可能保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所經歷的，按照使徒行傳，這應該是一

個“委任(commission)”，但考慮到其他地方的經文，特別是按照提摩太前書，應該也是

一個“悔改歸正(conversion)”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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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强調的是，絕大多數的基督徒都認為保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所經歷的只是一個“悔

改歸正(conversion)”的經歷；但，使徒行傳要所强調的則是：這是一個“委任

(commission)”。

B. Christ appeared to Paul and Paul saw him.
基督向保羅顯現以及保羅看到祂。

【林前 15:3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

了；

林前 15: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林前 15:5 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

林前 15:6 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

林前 15:7 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

林前 15:8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這裏的“如同未到產期而生”可能暗示是是一個“悔改歸正(conversion)”的經歷，同時

保羅當時所想到的，更應該也是一個“委任(commission)”。

當然，兩者可能都是真的，既是一個悔改歸正，也是一個呼召。

關於基督向保羅的顯現以及祂的“啟示”，保羅説到：

【加 1:11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

加 1:12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avlla.

diV avpokalu,yewj VIhsou/ Cristou/：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耶穌 從

屬(他)基督》。】

這裏的“耶穌基督啟示”中的“啟示”是名詞的形式“apokalupsis”，直接的意思為“耶

穌基督的啟示揭露”。

名詞“啟示揭露(apokalupsis)”的動詞的形式“apokalupto”出現在：

【加 1:15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

加 1:16 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avpokalu,yai to.n uiò.n auvtou/ evn evmoi,：那時(也是)

要去啟示揭露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我"》，我把他傳在外邦人

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

“耶穌基督啟示”，這個短句也出現並關聯於啟示錄 1:1：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VApoka,luyij VIhsou/ Cristou/：(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耶穌 從屬

(他)基督》，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



328

的僕人約翰；】

《註﹕apokalupsis“從那裏離開遮蓋隱藏(脫離遮蓋隱藏=啟示揭露)”：

Strong 指出，名詞 apokalupsis 這個字是由動詞 apokalupto“從那裏離開遮蓋隱藏(脫離遮

蓋隱藏=啟示揭露)”衍生出來的，表達“揭露(disclosure)”。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18 次。

Vine 指出，apokalupsis 這個字與動詞 apokalupto“從那裏離開遮蓋隱藏(脫離遮蓋隱藏=啟

示揭露)”有關，表達“一個揭開(an uncovering)”；

註﹕apokalupto“從那裏離開遮蓋隱藏(脫離遮蓋隱藏=啟示揭露)”：

Strong 指出，動詞 apokalupto 這個字是由介係詞 apo“從那裏離開”以及動詞 kalupto“遮

蓋隱藏”組成，表達“除掉遮蓋(to take off the cover)”，也就是“揭露(disclose)”。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26 次。

Vine 指出，apokalupto 這個字源自介係詞 apo“從那裏離開”以及動詞 kalupto“遮蓋隱

藏”，表達“揭露，揭開(to uncover, unveil)”。

》

“VApoka,luyij VIhsou/ Cristou”《耶穌基督的啟示揭露》這個短句除了在啟示錄 1:1及加

拉太書 1:12的使用以外，幾乎都是在説到耶穌基督的第二次最後的再來《註﹕

apokalupsis 經常被翻譯為啟示，或顯現》：

【林前 1:7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avpekdecome,nouj th.n avpoka,luyin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到於(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

從那裏期望等候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

耶穌 從屬(他)基督》；】

【帖後 1:7 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們同得平安；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

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evn th/| avpokalu,yei tou/ kuri,ou VIhsou/ avpV ouvranou/ metV avgge,lwn

duna,mewj auvtou/ evn puri. flogo,j：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天空/天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使者 從屬(她)能力權能

從屬(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它)火 從屬(她)火焰》，】

【彼前 1: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

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evn avpokalu,yei VIhsou/ Cristou/：在內 在對(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

耶穌 從屬(他)基督》，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彼前 1:13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原文作束上你們心中的腰〕謹慎自守，專心盼望

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evn avpokalu,yei VIhsou/ Cristou/：在內 在對(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至於剛剛提到的啟示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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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VApoka,luyij VIhsou/ Cristou/：(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耶穌 從屬

(他)基督》，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

的僕人約翰；】

啟示錄開始的這三個字，“VApoka,luyij VIhsou/ Cristou”《耶穌基督的啟示揭露》，是啟

示錄整卷書的題目，也是關於耶穌基督的再來。

這個短句在加拉太書 1:12的使用具有深刻的意義，它意味著：耶穌基督在大馬士革的路

上向保羅顯現並且保羅看到祂，這是帶有非常高能量的末世事件。因為，描述保羅看到耶

穌的這個短句也同樣地被使用在末後世代的最後的基督再來的事件。

大馬士革的路上保羅看到的是已經被高舉的復活的主，這位耶穌基督祂已經“將這個新創

造分別為聖 (consecrated the new creation)”；祂“開啓了這個新創造(inaugurated the new

creation)”，並且祂也繼續這個新創造的“開啓的過程(the process of the inauguration)”。

保羅從這個耶穌啟示揭露的經歷中受到聖靈内在的‘啓迪(inspiration)’，他在哥林多後書

指出：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

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哥林多後書 4:6這裏的用語是關聯到第一次的創造，但在這裏則是特別指向新的創造，這

也就是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參與在其中的部分；其中，我認為，不僅是關於保羅的“委任

(commission)”，也是關於保羅的“重生(regeneration)”，關聯於他的“悔改歸正

(conversion)”。

保羅在腓立比書描寫了自己在這個經歷之前的狀況：

【腓 3:4 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kai,per evgw. e;cwn pepoi,qhsin kai. evn sarki,：且甚至 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深信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肉體》；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我

更可以靠著了。

腓 3:5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

腓 3:6 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保羅深信他可以“靠肉體”，意即，靠著舊的世界。sarx“肉體”是表達舊的世界。

從 sarx“肉體”這個字的字義研究，在保羅的使用，這個字可以表達人試圖藉著在神以

外的去取悅神，就是依靠自己去取悅神，而不是從依靠神來取悅神；就是人在舊的世界靠

著肉體取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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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sarx“肉體”：

Strong 指出，名詞 sarx 這個字是可能是由動詞 saroo“促使有刷掉掃除之器(促使有掃帚=打

掃)”的基礎字衍生出來的，表達“肉體(如同剝下皮的)(flesh (as stripped of the skin))”，意

即，“一隻動物的肉(如同食物)(the meat of an animal (as food))”，或引申為“身體(與靈魂

或靈相對，或為外面什麽的象徵，或為親屬的方式)(the body (as opposed to the soul [or

spirit], or as the symbol of what is external, or as the means of kindred))”，或暗示表達“人的

天然本性(包含其身體或道德上的軟弱以及情欲)(human nature (with its frailties [physically

or morally] and passions))”，或特別表達“一個人(本身)(a human being (as such))”。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147 次。

Vine 指出，sarx 這個字在新約的用法比在舊約的用法更廣；在新約的使用分析如下：

1）身體的組成物質，可以是動物或人的：[林前 15:39：凡肉體(sarx)各有不同；人是一樣，

獸又是一樣，鳥又是一樣，魚又是一樣。]；

2）人的身體：[林後 10:3：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sarx)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sarx：非本

次用法)爭戰；]、[加 2:20：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sarx)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

捨己。]、[腓 1:22：但我在肉身(sarx)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

麼。]；

3）以提喻法(synecdoche：以部分代替整體)，表達整個人類：[太 24:22：若不減少那日子，

凡有血氣(sarx)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約 1:13：這

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sarx)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羅

3:20：所以凡有血氣(sarx)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

知罪。]；

4）以提喻法(synecdoche：以部分代替整體)，表達主耶穌的整個聖潔的人性，在所有人之

為人的各要素的整體中，即，靈、魂、體：[約 1:14：道成了肉身(sarx)，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提前 3:16：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sarx)顯現，被聖靈稱義，〔或作在靈性

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約壹 4:2：凡靈認耶

穌基督是成了肉身(sarx)來的，就是出於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 神的靈來。]、[約貳

1:7：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sarx)來的；這就是那

迷惑人，敵基督的。]、[來 5:7：基督在肉體(sarx)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

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

5）以提喻法(synecdoche：以部分代替整體)，表達整個人：[約 6:51：我是從天上降下來

生命的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sarx)，為世人之生

命所賜的。]、[約 6:55：我的肉(sarx)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林後 7:5：我

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sarx)也不得安寧，周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

怕；]、[雅 5:3：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鏽；那鏽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喫你們的肉(sarx)，

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儹錢財。]；

6）人天然本性中較弱的元素：[太 26:41：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

(pneuma)固然願意，肉體(sarx)卻軟弱了。]、[羅 6:19：我因你們肉體(sarx)的軟弱，就照

人的常話對你們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

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羅 8:3：律法既因肉體(sarx)軟弱，有所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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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sarx)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sarx)中定了罪

案；]；

7）人尚未再生的狀態：[羅 7:5：因為我們屬肉體(sarx)的時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就

在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羅 8:8~9：而且屬肉體(sarx)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歡。如果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sarx)，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

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8）罪在人裏面的所在：[彼後 2:18：他們說虛妄矜誇的大話，用肉身(sarx)的情慾，和邪

淫的事，引誘那些剛纔脫離妄行的人；]、[約壹 2:16：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sarx)

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9）較低且暫時的要素：

(a)在基督徒裏面：[加 3:3：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sarx)成全麼；你們是這樣

的無知麼。]、[加 6:8：順著情慾(sarx)撒種的，必從情慾(sarx)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

(b)在宗教條例上：[來 9:10：這些事連那飲食和諸般洗濯的規矩，都不過是屬肉體(sarx)的

條例，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

10）人天然的造詣：[林前 1:26：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sarx)有智慧的不

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林後 10:2~3：有人以為我是憑著血氣(sarx)行

事，我也以為必須用勇敢待這等人，求你們不要叫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有這樣的勇敢。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sarx：非本次用法)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sarx)爭戰；]；

11）(a)景況(circumstances)：[林前 7:28：你若娶妻，並不是犯罪；處女若出嫁，也不是犯

罪；然而這等人肉身(sarx)必受苦難；我卻願意你們免這苦難。]；

(b)生命的外在(the externals of life)：[林後 7:1：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

潔淨自己，除去身體(sarx)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來 9:13：若山羊和

公牛的血，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sarx)潔淨；]；

12）轉喻表達外面與看似的，以相對於靈，也就是内在並且真實的：[約 6:63：叫人活著

的乃是靈，肉體(sarx)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林後 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sarx)〔原文作肉體本節同〕認人了；雖然憑著外貌(sarx)

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13）天然的關係：

(a)血親：[林前 10:18：你們看屬肉體(sarx)的以色列人；那喫祭物的，豈不是在祭壇上有

分麼。]、[加 4:23：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著血氣(sarx)生的；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

是憑著應許生的。]；

(b)婚姻關係：[太 19:5：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sarx)。』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

14）在西 2:18，使用於短句中，表達屬肉體的心思意念，而心思意念本應該由聖靈支配：

[西 2:18：不可讓人因著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這等人拘泥在所見

過的，〔有古卷作這等人窺察所沒有見過的〕隨著自己的慾(sarx)心《從屬(他)那 從屬(他)悟

念知性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無故的自高自大，]。

》

《註﹕根據丁道爾的注釋，在舊約中，“肉體”是指人（與動物）生命的基本物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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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舊約背景之下，我們才能了解保羅對這個詞的用法（希臘文為 sarx）。

以下將特別以羅馬書為例來說明：

1）“肉體”在羅馬書二 28（參創十七 11）是指普通的身體，此處“外面肉體（身）的割

禮”，與心裏屬靈的“割禮”成為對比。

2）“肉體”是指人肉身的後裔或關係。因此羅一 3 說，基督“按肉體說”是大衛的後裔；

羅九 5 說，“按肉體說”，基督也屬於以色列國。在羅四 1，亞伯拉罕被稱為“我們按肉

體的祖宗（譯註，與和合本譯法不同）”，（意即我們生而為猶太人的祖宗），而在靈裏，

他是所有信徒之父（羅四 11～12、16）；他由肉身所生的後裔是“肉體的兒女（肉身所生

的兒女）”，與“應許的兒女”成為對比（羅九 8）。猶太人是保羅“按肉體的親屬（羅

九 8，骨肉之親）”，或簡稱他的“肉體”（羅十一 14，骨肉之親）。

3）“肉體”在羅馬書三 20 是指人類，“肉體（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

面前稱義”。這是希伯來文常用的意思；舊約的例子有：“肉體（凡有血氣的）都要來就

你”（詩六十五 2），以及“肉體（凡有血氣的）都不得平安”（耶十二 12）。主耶穌也曾

這麽說：“若不是主減少那日子，肉體（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可十三 20）。

保羅似乎很喜歡這樣用；在羅馬書三 20，他引用詩篇一四三 2，那兒舊約經文中並沒有

“肉體”一字，但他在此處的引文，及加拉太書二 16，都加上這個字（參林前一 29，

“使肉體﹝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有時“肉體與血氣”也同樣指

這個意思（如加一 16，“我就沒有與肉體與血氣（屬血氣的人）商量”，即未與任何人

商量）。

4）sarx“肉體”指人的本性，可有幾種含意：

(i)人本性的軟弱。在羅馬書六 19，保羅借助一個日常生活的比喻來解釋他的論證，“因

你們肉體的軟弱”；這裏的“肉體”乃是指他讀者的領悟力。在八 3，他說律法不能產生

公義，因為它“被肉體弄弱了（因肉體軟弱）”，意即它必須透過脆弱的人性行出來。

（耶穌在馬太福音廿六 41 所說：“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是“肉體”這種含

意很好的例子。）

(ii)基督的人性。基督的人性是祂與全人類共通之處。但我們的肉體是“有罪的肉體”，

因為罪已經在我們的生命中建立了橋頭堡，控制全局。基督來到世上，雖有真正的肉體，

卻不是“有罪的肉體”；罪在他的生命中絲毫不能立足。因此，他乃是以“酷似有罪肉體

的形像（成為罪身的形狀）”來到世間（羅八 3），並且在祂的人性中有效地對付罪，擊

敗罪企圖進入祂生命的一切攻勢；當祂死時，祂將自己無罪的生命作為贖罪祭，呈上給神，

神藉這個方法“在肉體中定了罪案”（羅八 3）──藉著耶穌基督一人道成肉身、犧牲、

並得勝，罪所統轄的領域被贖回了。

(iii)信徒裏面的“舊性情”。保羅提到“我的肉體”時，多半是指他從亞當承襲的犯罪傾

向。在它裏頭沒有良善（七 18）；他說，靠它“（我便）順服罪的律”（羅七 25）。它仍

然在他裏面，只不過愈來愈沒有能力──雖然它是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參加五 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這個

似非而是的真理反覆出現在保羅的書信中：信徒時常不能成為他們應有的樣式──基督真

正的肢體。因此，有些經文說他們“已經脫去舊人”，“穿上了新人”（西三 9～10），

有些經文則勸勉他們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弗四 22、24）。“舊人（舊性

情）”是從前他們“在亞當裏”的性情，“新人（新性情）”是他們現在“在基督裏”的

性情。因此，穿上新人就是穿上基督；而保羅一方面告訴加拉太人，“你們受洗歸入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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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加三 27），一方面卻吩咐羅馬人，“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羅

十三 14）。

(iv)未重生的人性。雖然“我的肉體”仍然在我裏面，但我卻不“在肉體裏”。所謂“在

肉體裏”就是沒有重生的意思，仍然“在亞當裏”，處於“不能得神的喜歡”的狀況（羅

八 8）。信徒從前是“在肉體裏”（羅七 5），但現在卻“不屬肉體”而“屬聖靈”了，只

要神的靈住在他們裏面──若神的靈沒有住在他們裏面，他們就不是屬基督的（羅八 9）。

5）因此，既然信徒不再“屬肉體”而是“屬靈的”，他們就不應該“隨從肉體”而活─

─即隨從未重生的舊生活模式──而應該“隨從聖靈”而活（參羅八 4～5、12～13）。他

們已經將未重生的觀點（“體貼肉體”）改換成神兒女應有的態度（“體貼聖靈”），所

以現在就不可“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八 5～7，十三 14）。

6）肉體必定順服“罪和死”的律（羅七 23，羅八 2），因此落在死的審判之下，因為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林前十五 22）。“體貼肉體的就是死”（羅八 6）；“你們若順

從肉體活著必要死”（羅八 13）。加拉太書六 8 則說：“順著肉體（情慾）撒種的，必從

肉體（情慾）收敗壞”，NEB 譯為：“若有人在他自己卑賤的性情內撒種，必從其中收

敗壞”。

》

【腓 3:4 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kai,per evgw. e;cwn pepoi,qhsin kai. evn sarki,：且甚至 我

(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深信 並且 在內 在對(她)肉體》；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我

更可以靠著了。

腓 3:5 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

腓 3:6 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有學者認為保羅在這裏的陳述，是一個正面的陳述，是按照字面的意思，保羅“是無可指

摘的”，是完全的。

但，我看不出這裏如何可以有正面的解釋。

保羅說自己“是無可指摘的”，應該是指依靠摩西律法的設置，而不是依靠基督。因此，這

裏應該是一個負面的陳述。

儘管說是“是無可指摘的”，但這是就“律法上的義”說的。

並且，保羅接著說：

【腓 3: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腓 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dia. to.

up̀ere,con th/j gnw,sewj Cristou/ VIhsou/ tou/ kuri,ou mou：<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那 到於

(它)現正持續優勝超越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腓 3: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

神而來的義；

腓 3: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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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3:11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換言之，保羅看之前所認為好的都是糞土，並且保羅說，“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

土，為要得著基督”。

關於“因律法而得的義”，在舊約的確有些人是被稱為“是無可指摘的”，但他們不是完全的；

例如，約伯、大衛等。保羅在這裏的表述，是表達他在神的面前，藉著他的遵行律法獲得

了一個高的標準，當然這是在某種外在的方式而言。但保羅現在說，那都是糞土。所以，

保羅被給與了真知識，知道基督就是主，這是當他從舊有的對基督的假知識被轉變為真知

識的時刻。如同在哥林多後書所表達的：

【林後 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原文作肉體本節同〕認人了；雖然憑著

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eiv kai. evgnw,kamen kata. sa,rka Cristo,n( avlla. nu/n

ouvke,ti ginw,skomen：若是 並且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知道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到於(他)

基督， 但乃是 現在此時地 不再地 我們現在持續認識知道》。】

雖然保羅自己也曾經向猶太人一樣評估並且拒絕過這位彌賽亞，因為這位彌賽亞沒有像一

個超級巨星來到。但，在大馬士革的路上的經歷，改變了保羅評估人的標準了。我們不再

按照世界的標準來評估基督了。

C. This has application to nominal Christians today. Paul thought that he was a true
believer, who was doing God’s work, when in fact he was not.
這在今天對名義上的基督徒也適用。保羅認為他當時是一個真信徒，他是在做神的工作，

但在實際上他卻不是。

今天有很多“名義上的基督徒(nominal Christians)”。

事實上，在任何的世代都有許多很真誠的信徒；他們很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得救的。

人可能不能比保羅更真誠。但，保羅是很真誠地錯了；他很真誠地是非信徒。

這正如同耶穌當日的警告：

【太 7:22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

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

太 7:23 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

罷。】

這裏的雙重的呼格，“主阿，主阿”，或許暗示主曾經主動地開始這個關係。

但，主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只有神知道誰是真信徒，誰不是真信徒。

有許多人，包括傳道人，真誠地相信自己是基督徒，但卻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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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的傾向，但，真基督徒都努力抵擋罪，努力將自己分別為聖歸

給神，而不是歸給世界。

II. The Damascus Christophany as Paul’s Apostolic Commission.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是保羅使徒的委任。

A. Not only was Paul converted at this event, but he was also given a prophetic apostolic
commission.
不但保羅在這個事件中被歸正，而且他被賦予一個先知性使徒的委任。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不僅是保羅的悔改歸正的經歷，並且也是保羅的“使徒的委任

(Apostolic Commission)”。

這裏非常類似在馬太福音最後，在耶穌復活以後對門徒顯現並給與“大使命”：

【太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

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太 28: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馬太福音在這裏所賦予的使命是“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這裏與賦予保羅的使命很類

似。馬太福音這裏也有復活之後的顯現。

讓我們再看看在約翰福音這裏，我認為這裏有另外一個委任。如果我們戴上新創造的“透

鏡(lens)”來看，就會看出其中的意義：

【約 20: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

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約 20:20 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

約 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約 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約 20: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在約翰福音這裏，耶穌兩次說到“願你們平安”，並且耶穌“向他們吹一口氣”。

約翰福音 20:22 中，“向他們吹一口氣”是關聯於創世記 2:7，並且在七十士譯本使用

了同一個希臘文的動詞，emphusao“在內鼓氣噴吹”：

【創 2: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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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亞當。】

之後，神給亞當使命。應該就是第一章中提到的使命，其中應該也帶有“平安”的含義：

【創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

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所以，在約翰福音這裏的“平安”，應該是創造的平安。

特別是如同以賽亞書所描述的：

【賽 11:6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牽引他們。

賽 11:7 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

賽 11:8 喫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賽 11: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

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這裏相對抗的動物都可以和平相處。

福音也帶來相對抗的猶太人及外邦人的和平相處。

耶穌基督的福音被稱為“平安的福音”。

B. The Damascus Christophany constituted both Paul’s regener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gospel and his apostolic commission.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構成了保羅對福音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使徒的委任。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使保羅對福音重新理解並且重新理解使徒的使命。

加拉太書很好地描寫了這一點：

【加 1:15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

加 1:16 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

的人商量，】

神把福音托付給保羅，要傳給沒有受割禮的“外邦人”。

保羅可能在這裏强調的是委任。

為了强調這裏的委任，保羅可能聯結了耶利米及以賽亞的經文：

【耶 1:4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耶 1:5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

列國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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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9:1 眾海島阿，當聽我言；遠方的眾民哪，留心而聽；自我出胎，耶和華就選召

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這就顯示，保羅如同是末後日子的耶利米，末後日子的以賽亞。

保羅可能有很長的時間在思考他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的神學含義：

【加 1:17 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獨往亞拉伯去；後又回到

大馬色。

加 1:18 過了三年，纔上耶路撒冷去見磯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

加 1:21 以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家境內。

……

加 2:1 過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並帶著提多同去。】

III. The Damascus Road Christophany Influenced the Whole of Paul’s
Theological Thinking.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的顯現影響了整個保羅的神學思想。

大馬士革路上基督顯現的經歷提供了新的透鏡，影響了整個保羅的神學思想。

事實上，這堂課的後面都是在探討，大馬士革路上基督顯現的經歷如何影響保羅整個的神

學思維。

就例如，“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因為保羅是在逼迫教會。

又例如，“神在救恩的主動啓動(divine initiative in salvation)”，這也是保羅自己的經歷。

又例如，“得悔改歸正之後造成的劇烈的轉變(radical change after conversion)”：

【林前 6: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

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又例如，“强調向外邦人傳福音”。

A.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passages that reflect this experience: 1 Corinthians 9:1, 15:8-10;
Galatians 1:13-17; 1 Timothy 1.
至少有四段經文反映這個經歷：哥林多前書 9:1，15:8~10；加拉太書 1:13~17；提摩太前

書一章。

【林前 9:1 我不是自由的麼；我不是使徒麼；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麼；你們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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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裏面所作之工麼。】

【林前 15:8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林前 15: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

林前 15: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纔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

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加 1:13 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

加 1:14 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為我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

加 1:15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

加 1:16 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

的人商量，

加 1:17 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獨往亞拉伯去；後又回到大

馬色。】

【提前 1: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

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

提前 1: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B. Another passage that alludes to Paul’s conversion is 2 Corinthians 4:6.
哥林多後書 4:6 是另外一段暗示保羅的悔改歸正的經文。

【林後 4:3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神的像《o[j evstin eivkw.n tou/ qeou/：(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基督是末後的亞當；而亞當是神的形像。

亞當扭曲了這個形像；基督恢復了神的形像。

基督是末後的亞當；基督就是神的形像。

【林後 4:5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注意在哥林多後書與使徒行傳二十六章的許多平行：

【林後 4:3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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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本是神的像。

林後 4:5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徒 26:13 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著我，

並與我同行的人。

……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

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在哥林多後書這裏，從與使徒行傳二十六章的平行來看，保羅很可能是回想到在大馬士革

路上的經歷。

當然，一般而言，這是所有人悔改歸正的經歷。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o]j e;lamyen evn tai/j kardi,aij hm̀w/n pro.j fwtismo.n th/j gnw,sewj th/j

do,xhj tou/ qeou/ evn prosw,pw| ÎvIhsou/Ð Cristou/：(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發光照耀 在內 在對

(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內心 從屬我們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光照 從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

認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前面的臉面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為什麽要“照在我們心裏”呢？

是“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光照 從

屬(她)那 從屬(她)知識認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它)前

面的臉面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我認為，這裏正是説到“委任(Commission)”。也就是説：

為什麽要“照在我們心裏”呢？

就是要委任我們，目的是去光照他人。有英文將這句話翻譯的很好：to give the light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face of Christ.（直譯：去給予那認識‘神的榮耀’的知

識之光在基督的面上）

我想，這裏的“pro.j fwtismo.n”《<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光照》不是神給與他們光照，

而是要他們給與其他人光照。

為什麽神要“照在我們心裏”？

就是：神的給與是要你來光照認識神榮耀的知識在基督的面上(To give with a view to you

enlighten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face of Christ.)。

這裏是神的委任。

C. After the Damascus Road experience Paul no longer evaluated Christ “accor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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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sh”.
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之後保羅不再“根據肉體”評估基督。

【林後 5: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林後 5:15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

的主活。

林後 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原文作肉體本節同〕認人了；雖然憑著外

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w[ste ei; tij evn Cristw/|( kainh. kti,sij：以

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

基督受苦，人卻按著肉體認耶穌，以致他們拒絕耶穌，而不認識祂就是彌賽亞。

保羅也受苦，哥林多人也拒絕他。保羅承認自己不是那些超級使徒之一；但他受苦，跟隨

基督的脚蹤。似乎保羅在說：你們如何評估基督，也要用同樣的標準評估我。

為什麽保羅教導，他們的評估應該與世界的標準不同呢？

因為：“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這小段經文，

我們之後會再細説。

但我要說，從第四章的敘述到這裏，就是從“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

們心裏”到這裏的“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保羅似乎想到的是他在大馬士

革路上的經歷，並且藉著這一切，認識到這是一個新的創造的開始。並且，一旦在基督裏，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任何的罪都要成為過去。

但，是否完全地過去了麽？

不是的。我們在天的這一側是不完全的。我們之後會再討論，我們如何是新創造，卻又並

不完全。

一切舊事都要過去：“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在我們的生命中應該有一個劇烈的轉變；我們不應該再和從前一樣；我們應該都能夠說：

我從前是怎樣的，但如今不再是了。

D. Paul describes unbelieving Israel in Rom 10 in terms of the unbelief that he had prior to
the Damascus Road experience.
保羅在羅馬書十章以他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之前的不信來描述不信的以色列。

【羅 10:1 弟兄們，我心裏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羅 10:2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羅 10:3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

羅 10:4 《因為》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te,loj ga.r no,mou Cristo.j

eivj dikaiosu,nhn panti. tw/| pisteu,onti：(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因為 從屬(他)律法 (他)基

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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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保羅在羅馬書十章這裏可能是從他自己的經驗來看以色列人。

保羅在腓立比書就用同樣的字在描述自己曾經向神有熱心，追求自己的義：

【腓 3:6 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以色列人他們是真誠的；但“他們是真誠地錯了(They are sincere; but they are sincerely

wrong.)”。因為他們不認識“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這可以參考：

【弗 3:2 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弗 3:3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弗 3:4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

弗 3:5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

樣；

弗 3:6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

許。】

這裏的“職分”就是 oikonomia“為住處家室分發配置之人(為經理管家=經營管理)”。

保羅被給與一個委任，是關於神如何經理這末後的世代。神要福音傳到地極。保羅是末世

福音的“經理”《oikonomos“住處家室分發配置之人(經理管家)”》。

很明顯地，這些經文都反映了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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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Paul’s Anthropology
保羅的人論的末世論特質

我們接下來要看看保羅的主要思想；這些思想是如何從他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發出的。

首先要看神的形像在神學上的意義。

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 of God in Theology
在神學上神的形像的意義

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中，他看到基督如同是末後的亞當，並且基督是神完全的形像；

並且我們重獲神的形像只有經由基督。

從這裏，保羅發展出關於“神的形像”的神學。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指出，“基督本是神的像”：

【林後 4:3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神的像《eivj to. mh. auvga,sai to.n fwtismo.n tou/ euvaggeli,ou th/j do,xhj tou/ Cristou/( o[j

evstin eivkw.n tou/ qeou/：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不會/不要 那時(也是)要去放光芒 到於(他)那 到

於(他)光照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從屬(她)那 從屬(她)榮耀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林後 4:5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人。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這裏，‘榮耀’及‘形像’基本上是同一個意思。亞當犯罪，扭曲了神的‘形像’，保羅

稱之為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反映神的‘形像’就是反映神的‘榮耀’。兩者是非常緊密關聯的。

不信的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而基督就是神的形

像；並且，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把這光給與其他人，

就是認識到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基督的面上是神完全的形像；就是保羅在

大馬士革路上所經歷到的。

保羅在這裏發展亞當的基督論，看見基督是神的形像，祂是末後的亞當，重新獲得這個形

像。在這個形像而言，基督是“真人類(true humanity)”，反映神榮耀的形像。我們在基

督裏也背負這個形像；並且我們在基督裏也是新的創造，因為我們是那新造亞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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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我們是在末後亞當裏面的新創造。

這裏的講課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這本書《The Gospel of Genesis: Studies in Protology and

Eschatology》（by Warren Gage）有關的。當然，我也加上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關於神的“形像”，許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但聖經沒有清楚的説明什麽是神的形像；必

須從經文中演繹出來。

根據改教的宣告，是：亞當在墮落以前所擁有的對聖潔及公義的認識(the knowledge of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which Adam had in the pre-fall state.)。

至於在墮落以後，關於神的形像，有的神學家認為是人如何與動物的不同，特別是：我們

裏面有靈，我們有智能，有道德；這三者是動物所沒有的。

關於神的形像，聖經沒有給我們特別的定義。但我們有一些好的經文的‘指示器

(pointer)’。

A. Genesis 1 and 2 provide a pattern of subduing and ruling.
創世記第一、二章提供了一個征服及治理的格式。

創世記中的第一天到第三天是神征服及治理混亂，將秩序帶進這個沒有秩序的世界。

在後面的三天則是創造天體充滿於天，創造生物充滿於地；之後神就安息：

意即，

在頭三天征服及治理，並且之後創造及充滿，並且之後安息。
Subduing and ruling in the first three days and then creating and filling and then resting.

這裏的描述是一種功能性的描述，描述神的活動。

至於亞當，關於神的形像：

（一）亞當征服及治理。

【創 2:15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亞當需要修理及看守伊甸園。意即，亞當需要治理。

並且亞當也要命名：

【創 2:19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

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在聖經中，命名表達權柄。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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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1:5 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亞當除了命名各樣的活物，他也命名女人：

【創 2:23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人身

上取出來的。】

對一個人、事、物命名，就表達在這個人、事、物之上的權柄。

所以，順帶一提，我相信在以弗所書五章中，丈夫是有權柄的。不過，丈夫表達權柄的方

式，應該是如同基督一樣，就是捨棄自己。這與世界表達權柄的方式很不一樣。

如同藉著命名表達神的征服及治理，同樣地，亞當也藉著命名表達對地的征服及治理。

再順帶一提，我們反映神的形像的方式之一是我們的‘講話(speech)’。我們藉著講話表

達對創造的統治。懇求神的恩典，讓我們曉得要小心如何使用我們的講話；特別是信徒彼

此之間。我們能夠藉著講話來拆毀對方。這也是箴言的一個主題。

講話是具有非常大的力量的，可以建造，也可以拆毀。

當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這展示了神的‘意志(will)’及‘智能(intellect)’。亞當也

是一樣，需要有意志及智能，才能夠有效地征服及治理。

因此，我們觸及到“形像”的‘本體論(ontology)’。亞當所擁有的“形像”是意志及智

能；也包括了道德要素。神學家認為這是亞當本體論上的“所是(being)”的部分。但，我

認為，這也是功能上的；表達一個人如何行動。

（二）亞當不僅僅征服及治理，而且亞當也創造並且以他的創造充滿這個地。如同神所

作的。

亞當要生養衆多，遍滿全地。

（三）亞當工作六日，在第七日安息。如同神在第七日安息。

【創 2:2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創 2:3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有學者認為，這裏的“定為聖日”，表達將第七日分別出來是為人類的緣故；暗示這是對

亞當的吩咐。這就會使得安息的吩咐是在十誡中的第四誡之前：

【出 20:8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出 20:9 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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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0:10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

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作；】

這些學者認為，“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中對安息日的要求是“記念”；這似乎是指

向創世記中的記載；暗示這是向亞當的誡命。神安息了，亞當也就安息了。

但，這不是明確的，這不是强調的。因為亞當還沒有進入他至終永恆的安息日的安息，這

是完全反映神的形像的安息日的安息。

神的形像包括了：征服及治理，創造及充滿，安息。這反映在：

【創 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創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kabash：征服》

這地；也要管理《radah：治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只是這裏沒有提到安息。但是我認為，這裏有暗示到安息。

我認為，創世記 1:28 這裏是進一步描述了神的形像的功能；創世記 1:27 先是提到形像，

再進一步提到功能。

征服及治理，創造及充滿，安息，這些表達神的活動。

在第 27節指出神照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類；在第 28節就進一步的描述在功能上的神

的形像。

有學者認為，這裏的神的形像的兩個主要層面基本上是雙面的：“君王的與君尊的層面

(kingly and royal aspect)”，以及“倫理的與司法的層面(ethic and judicial aspect)”。

君王的與君尊的是一體的兩面；倫理的與司法的也是一體的兩面。

關於倫理的層面，在創世記中提到“分別善惡樹”；直接的意思是：the tree of discerning

of the good and the evil（英文直譯：辨別善與惡的樹）。

《註：“分別善惡樹”在創世記中出現過兩次：

【創 2: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

希伯來文：u.otz e.doth tub u.ro： and.tree-of the.konwledge-of good and.evil

七十士譯本：kai. to. xu,lon tou/ eivde,nai gnwsto.n kalou/ kai. ponhrou/：並且 到於(它)那 到於

(它)木幹 從屬(它)那 現已經去看見察覺 到於(它)乃認識知道的 從屬(它)美好適當的 並且 從屬(它)

惡的

LXE：the tree of learning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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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2:17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

希伯來文：u.m.otz e.doth tub u.ro： and.from.tree-of the.konwledge-of good and.evil

七十士譯本：avpo. de. tou/ xu,lou tou/ ginw,skein kalo.n kai. ponhro,n：從那裏離開 然而也 從屬

(它)那 從屬(它)木幹 從屬(它)那 現要去持續認識知道 到於(它)美好適當的 並且 到於(它)惡的

LXE：but of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

匯編指出，“辨別善與惡(discerning of the good and the evil)”這個短句是被用於士師（審

判官），之後使用於君王；是表達審判的短句。

有學者從這裏演繹、猜測，或許亞當應該信靠神，如果有任何惡的事物來到伊甸園，亞當

應該把它帶到這棵樹前面，信靠神，宣告這個事物是惡的，並信靠神，將之逐出伊甸園。

當狡猾的蛇進來的時候，亞當沒有善用他的司法的功能。

事實上，創世記第九章特別顯示出神的形像在司法上的功能：

【創 9:5 流你們血害你們命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

是如此。

創 9:6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創 9:7 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在創世記九章這裏，沒有提到要征服，只有提到要生養衆多。我認為這裏的征服是表現在

司法的功能上，並且它的提及是與神的形像有緊密的關係。因此，我們可以說，這裏的司

法上的要素是征服及治理的一個部分。

有趣的是，古時候的君王為自己設立形像來表達他的統治。

神在這裏，在地上，設立祂的形像，就是亞當。這也是為什麽我們稱亞當為“代理攝政者

(Vice-Regent)”。之前我們討論過，伊甸如同是一個聖殿。在古代的殿宇中一般都有神的

形像。

亞當是按照神的形像被造，是三個層面的形像，既是功能上的，也是本體上的：他的道

德，意志，智能。經由亞當在本體上所組成的這三方面，亞當就能夠在功能上去征服/治

理，創造/繁衍，安息。

但，亞當在征服全地的努力成為無效：與其征服創造，亞當被創造所征服；與其創造，亞

當繁衍說謊言的後代；亞當繁衍後代成為死亡。女人繁衍後代充滿全地的生產成為苦楚；

人類現在無能再遵守神聖的命令。罪與死進入歷史，使得創造失去神起初及主要的目的。

人類起初的委任從來沒有能夠被完成。

我們發現，在事實上，首先的亞當從來沒有被創造為會在終極上去順服神的誡命。神的誡

命在終極上是要給與末後的亞當的。

我認為，墮落在終極上是在神預言性的目的中(The fall was ultimately within G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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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hetic purpose.)。不過在這裏要小心，我們可能會把神帶到靠近罪的問題的邊緣。

在羅馬書五章提到，亞當是基督的預表：

【羅 5:14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

下；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VAda.m o[j evstin tu,poj tou/ me,llontoj：(他)這個 他/她/

它現在持續是 (他)印模樣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羅 5:15 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何況神的恩典，與那因耶

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的臨到眾人麼。】

這裏的“預像”是名詞 tu,poj：tupos“連敲重擊之模(印模樣本)”。

《註﹕tupos“連敲重擊之模(印模樣本)”：

Strong 指出，名詞 tupos 這個字是由動詞 tupto“”連敲重擊”衍生出來的，表達“一個硬

模(如同被擊打)(a die (as struck))”，也就可以表達“一個戳記或疤痕(a stamp or scar)”；

可以類比地表達“一個形狀(a shape)”，也就表達“一個雕像，(比喻地)風格或類同(a

statue, (figuratively) style or resemblance)”；可以特別地表達“一個樣品("典型")(a sampler

("type"))”，也就表達“(供人模仿的)一個模型或(作為警告的)實例(a model (for imitation)

or instance (for warning))”。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15 次。

Vine 指出，tupos 這個字源自一個也出現在動詞 tupto“連敲重擊”的字根“tup”，主要表

達“一個重擊(a blow)”，因此表達：

1）“一個壓痕，一個‘重擊’的記號(an impression, the mark of a "blow")”；

2）“一個封印的‘壓痕’，硬模作出的壓印，一個外形，一個像(the "impress" of a seal, the

stamp made by a die, a figure, image)”；

3）“一個‘形式’或模子(a "form" or mold)”；

4）“一封信的大意或内容(the sense or substance of a letter)”；

5）“‘一個例子’，樣式("an ensample," pattem)”；在新約只有使用過 15 次於：

1）表達“一個壓痕，一個重擊的記號”：[約 20:25：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

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tupos)《到於(他)那_到於(他)印模樣本_從屬(他

們)那些_從屬(他們)釘子》，用指頭探入那釘痕(tupos)，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

信。]；

2）表達“一個封印的壓痕，硬模作出的壓印，一個外形，一個像”：[徒 7:43：你們抬著

摩洛的帳幕，和理番神的星；就是你們所造為要敬拜的像(tupos)《到於(他們)那些_到於

(他們)印模樣本_到於(他們)這些個_你們那時(也是)行出作成_現要去持續敬拜_在對(他們)

同一者》；因此，我要把你們遷到巴比倫外去。』]；

3）表達“一個形式或模子”：[羅 6:17：感謝神，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僕，現今卻

從心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的模範(tupos)《你們那時(也是)留心聽從_然而也_向外出來

_從屬(她)內心_向內進入_到於(他)這個_你們那時(也是)被交付_到於(他)印模樣本_從屬(她)

教授講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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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達“一封信的大意或内容”：[徒 23:26：（千夫長又寫了文書，）大略說(tupos)

《(他)那時(也是)刻寫記載了的_到於(她)書信_到於(她)現正持續持有了的_到於(他)那_到

於(他)印模樣本_到於(他)那同一者》：革老丟呂西亞，請巡撫腓力斯大人安。]；

5）表達“一個例子，樣式”：

a）實體的：[徒 7:44：我們的祖宗在曠野，有法櫃的帳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見的

樣式(tupos)作的《<向下>向下按照_到於(他)那_到於(他)印模樣本_到於(他)這個_他/她/它

當時已經看見清楚》。]、[來 8:5：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

要造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

的樣式(tupos)《<向下>向下按照_到於(他)那_到於(他)印模樣本_到於(他)那_到於(他)那時

(也是)被顯示展現了的_在對你_在內_在對(它)那_在對(它)高山》。』]；

b）道德的：[林前 10:6：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tupos)《(它們)那同一者_然而也_(他們)

印模樣本_從屬我們_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

樣貪戀的。]、[腓 3:17：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tupos)

行的人《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行眺望偵察_到於(他們)那些_那同一樣式地_到於(他們)現正持

續來往昂然踏行了的_按照正如地_你們現在持續持有_到於(他)印模樣本_到於我們》。]、

[帖前 1:7：甚至你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tupos)。]、[帖後 3:9：

（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矩而行；也未嘗白喫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作

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乃是要給你們作榜樣(tupos)《但

乃是_為要_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_到於(他)印模樣本_我們那時(也是)應該給與_在對你們》，

叫你們效法我們。]、[提前 4: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tupos)。]、[多 2:7：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tupos)《<在

周圍>在周圍_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_到於(他)你自己_(他)現正持續讓自己展示提供了

的_到於(他)印模樣本_從屬(它們)美好適當的_從屬(它們)工作》，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

（言語純全，無可指責，叫那反對的人，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便自覺羞愧。）]、[彼

前 5:3：（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

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

樣(tupos)《然而也不要_正如地_(他們)現正持續向下行主持支配了的_從屬(他們)那些_從

屬(他們)骰子籤份，_但乃是_(他們)印模樣本_(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了的_從

屬(它)那_從屬(它)小牧群》。]；

c）教義上的一個類型：[羅 5:14：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

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tupos)《...從屬(他)亞當，_(他)

這個_他/她/它現在持續是_(他)印模樣本_從屬(他)那_從屬(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

的》。]。》

有學者認為，“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只是表達亞當像基督。

你們知道“預兆/象徵(typology)”這個字，它不僅僅表達一樣舊的東西像另外一樣新的東

西，而是一樣舊的東西是這麽地像那新的東西，以致舊的東西成為新的東西的一個“預示

(foreshadowing)”。

“形式(type)”這個字可以指，或者是‘模子(mold)’，或者是‘模子的作用 (the effec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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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d)’。有時候可以表達這個模子的東西，而不只是模子這個工具。

‘模子(mold)’《tupos“連敲重擊之模(印模樣本)”》的目的不是在其本身，而是指向將來；

其模子的功能是指向將來。

最好的例子就如同在約翰福音十九章中：

【約 19:33 只是來到耶穌那裏，見他已經死了，就不打斷他的腿。

……

約 19:36 這些事成了，為要應驗經上的話說：『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這是源自：

【出 12:46 應當在一個房子裏喫，不可把一點肉從房子裏帶到外頭去；羊羔的骨頭，

一根也不可折斷。】

《註﹕約 19:36這裏的引用經文可能出自三處舊約經文：

（1）出埃及記 12:46：【出 12:46：應當在一個房子裏喫，不可把一點肉從房子裏帶到外

頭去；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或，

（2）民數記 9:12：【民 9:12：一點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他們要

照逾越節的一切律例而守。】，或，

（3）詩篇 34:20：【詩 34:20：（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又保全他

一身的骨頭，連一根也不折斷。】。

但，詩篇 34:20的引用或許不適合在約翰福音這裏的情境，因為在詩篇 34:20的前文説

到：“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之後隨即加上“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

連一根也不折斷”；但在約翰福音的情境裏，耶穌被釘十字架，也因此已經死了。

聯合聖經公會的注釋指出，在約翰福音的語境中，最好將這裏的引用主要指向逾越節的羔

羊。

Robertson指出，這是從出埃及記 12:46關於逾越節羔羊的隨意引用。

[Be broken suntribeesetai (NT:4937). Second future passive of suntriboo

(NT:4937), to crush together. A free quotation of Ex 12:46 about the

paschal lamb. (from Robertson's 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 /

[This was done refers to verse 33 (they did not break his legs). Not one

of his bones will be broken may be an allusion to the Passover lamb

(Ex 12:46; Num 9:12) or to the "good man" whom the Lord watches

over (Ps 34:20). In the context of John's Gospel, it is best to take the

reference as primarily to the Passover lamb. (from the UBS Handbook

Series)]

》

在出埃及記十二章這裏，並不是一個預言，而是一個事件，一個後來要遵守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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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的羔羊是指向預言中的基督。

約翰指出，基督符合逾越節羔羊的描述。約翰不是自己創造一個預言。不是的。

我認為，使徒約翰在這裏有一個歷史的哲學，就是在舊約中，歷史的本身就是一個預言。

就是在基督受死及復活之後，以一個聖靈的透鏡來看，以致，逾越節羔羊是指向一個更偉

大的逾越節羔羊，就是耶穌基督。

因此，亞當不是只是像基督。亞當自己是末後的亞當的“一個預示(a foreshadowing)”。

兩者都有其各自的特性：

【羅 5:19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

如果，事實上，首先的亞當不是末後的亞當的一個“類比(analogy)”，而是一種“預示的

預言(foreshadowing prophecy)”，那麽，亞當的墮落就是在神“預言性的手(prophetic

hand)”中。

這是很難理解的。因為，在終極上，墮落是在這位創造者的手底下，而不只是一個碰巧的

事件。

雖然許多人用自由意志解釋亞當的墮落。但，我認為，至終而言，神一點不奇怪亞當的墮

落；終極而言，都是在神“定旨的手(decreed hand)”中。

論到末後的亞當，基督，是神的形像：

【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神的像《o[j evstin eivkw.n tou/ qeou/：(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西 1: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o[j evstin eivkw.n tou/ qeou/ tou/ avora,tou：(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不能看見清楚的》，是首

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prwto,tokoj pa,shj kti,sewj：(他)頭生長子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創造建立》；】

我們在這裏是作一個救贖歷史的“神的形像”的縱覽。

有學者認為，歌羅西書 1:15這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是指第一次的創

造。

是的，或許是如此。但基督現在仍然是如此；只是現在要從復活的那一側來看。因為，就

保羅來看，基督祂“現在是(is)”“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也提到：

【林前 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靈或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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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ò e;scatoj VAda.m eivj pneu/ma zw|opoiou/n：(他)那 (他)最

末後的 (他)亞當 向內進入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現正持續行出作成活活生動了的》。】

基督被委任來成就起初創造的委任：征服/治理，創造/繁衍，安息。

關於基督的“征服”，就是原來亞當本來應該完成的：

【弗 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

在自己的右邊，

弗 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弗 1: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kai. pa,nta up̀e,taxen u`po. tou.j po,daj auvtou/：並且 到於(它

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使服膺服從 <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腳 從

屬(他)同一者》，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這裏的“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是應驗詩篇第八篇的預言：

【詩 8:3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詩 8:4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詩 8:5 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詩 8: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

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詩篇第八篇是論到人類是“亞當君王地位的詩篇(Adamic kingship psalm)”。

在希伯來書又被引用於耶穌基督：

【來 2:5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來 2:6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來 2:7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或作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

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來 2:8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只是如

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來 2:9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或作惟獨見耶穌暫時比天使小〕因為受死

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來 2:10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

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基督在終極上應驗了亞當在起初本來應該做的。在祂復活以後，治理萬有。

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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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1: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eivj oivkonomi,an tou/ plhrw,matoj tw/n

kairw/n：向內進入 到於(她)經營管理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

們)那些 從屬(他們)場合時節》，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avnakefalaiw,sasqai ta. pa,nta evn tw/| Cristw/：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到於

(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這裏表達，這個創造是已經被支離破碎了的。但是，現在基督來到。

這裏的“所安排的”，希臘文為 oikonomia“為住處家室分發配置之人(為經理管家=經營

管理)”，即‘一個行政管理(a administration)’，直接的意思為‘一個家室的經營管理

(a household management)’。而基督就是一個家的經理，在日期滿足的時候，要使

萬有都在自己裏面同歸於一。

這裏的“使…同歸於一”，希臘文為 anakephalaiomai“再向上促使有在頭之務(再向上促

使有總結首要)”，意思為“作頭/作為首腦(head up)”。

這裏的意思是：世界作為一個家室（順帶一提，神的殿也就是神的家室）由於賊的闖入而

成為混亂；亞當本來應該是守望者，但讓賊闖入，讓賊偷竊破壞。末後的亞當要使一切回

歸次序，要“作頭/作為首腦(head up)”於萬有。

以弗所書接下來指出，耶穌基督就是“頭”《 kephale“頭”》：

【弗 1: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kephale“頭”）；】

耶穌基督在復活的地位上要作為“頭”，治理萬有。這裏有對亞當的清楚的暗示及明確的

引用，在基督裏，在祂的復活裏，祂治理萬有。

我們是否在以弗所書一章這裏，說到祂的“治理”及“充滿”呢？

以弗所書接下來又指出：

【弗 1: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弗 1: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to. plh,rwma tou/ ta. pa,nta evn pa/sin

plhroume,nou：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

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促使成充滿添足了的》

這裏的“充滿”的含義在舊約是有關聯於亞當的委任。

這裏的意思是：基督現在要充滿教會，以祂的‘恩賜(gifts)’，以祂的臨在。

這裏是指向基督在“創造/繁衍(to create/to fill)”方面的委任；去充滿那屬靈的創造。

關於基督的‘恩賜(g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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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4:7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Eni. de. ek̀a,stw| hm̀w/n evdo,qh h`

ca,rij kata. to. me,tron th/j dwrea/j tou/ Cristou/：在對(他)一個 然而也 在對(他)各個的 從屬我

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給與 (她)那 (她)恩典惠意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那 到於(它)量器量

度 從屬(她)那 從屬(她)賞賜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弗 4: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弗 4:9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

弗 4: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i[na plhrw,sh| ta. pa,nta：為要 他/

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弗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再者，以弗所書在之前已經提到：

【弗 3: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弗 3: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弗 3:18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弗 3:19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i[na

plhrwqh/te eivj pa/n to. plh,rwma tou/ qeou/：為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向內進入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有學者認為這裏的“長闊高深”是描述整個創造。即，基督的愛是要充滿整個創造。

如同約翰福音開始的描述：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約 1: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約 1: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約 1: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 1:5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kai. h` skoti,a auvto. ouv kate,laben：並且 (她)那

(她)漆黑 到於(它)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拿取住》。】

這裏約翰福音也再一次的與創造有關聯，即，基督如同光來到世界；這裏是比喻性的表達。

其中，“黑暗卻不接受光”，有學者解釋為：黑暗沒有‘壓倒(overtake)’他，或，黑暗

沒有‘制服(overpower)’他；也有翻譯為：黑暗沒有‘領悟(comprehend)’他。

《註﹕katalambano“向下拿取(拿取住)”：

Strong 指出，動詞 katalambano 這個字是由介係詞 kata“向下”以及動詞 lambano“拿取”

組成，表達“急切地拿取(to take eagerly)”，也就可以字意或比喻性地表達表達“抓住，

佔有擁有，等等(seize, possess, etc.)”。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1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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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e 指出，katalambano 這個字主要表達“抓住控制(to lay hold of)”，也就表達“拿取以便

擁有如同是自己的，據為己有(to lay hold of so as to possess as one's own, to appropriate)”，

因此，這個字據有英文“領會抓住(to apprehend)”的雙重意思：

1）表達“抓住，占有”：

(a)具有一個有益的效果：[羅 9:30：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那本來不追求義的外邦人，

反得了(katalambano)義，就是因信而得的義；（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反得不著律法

的義。）]、[林前 9:24：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

跑，好叫你們得著(katalambano)獎賞。]、[腓 3:12~13：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

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這不是說：我已

經得著(katalambano)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

(katalambano)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

(katalambano)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b)具有一個有害的效果：[可 9:18：（眾人中間有一個人回答說：夫子，我帶了我的兒子

到你這裏來，他被啞巴鬼附著；無論在那裏，鬼捉弄(katalambano)他，把他摔倒，他就口

中流沫，咬牙切齒，身體枯乾，我請過你的門徒把鬼趕出去，他們卻是不能。]、[約

8:3~4：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katalambano)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

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katalambano)的。]、[約 12:35：耶穌對他們

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katalambano)你

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帖前 5:4：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

叫那日子臨到(katalambano)你們像賊一樣。]；

2）表達“心思意念的抓住，明白，察覺”：

(a)黑暗之對光明：[約 1:5：（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裏，黑暗

卻不接受(katalambano)光。]；

(b)人的心智的察覺：[徒 4:13：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katalambano)他們原是沒

有學問的小民，就希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徒 10:34：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

出(katalambano)神是不偏待人；（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徒 25:25：（非斯都說：亞基帕王，和在這裏的諸位阿，你們看這人，就是一切猶太人在

耶路撒冷，和這裏，曾向我懇求，呼叫說：不可容他再活著。）但我查明(katalambano)他

沒有犯甚麼該死的罪；並且他自己上告於皇帝，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弗 3:18：（使

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

(katalambano)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

這裏，基督來到，如同新創造中的光，黑暗不能壓倒他，或不能領悟他。

之後，約翰說：

【約 1: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這裏符合創造的模式，先是征服/治理，再是創造後代，充滿全地。當然，這裏是屬靈的

兒女。

這裏有前兩個要素，但沒有提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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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same pattern may be observed in Hebrews 1.
同樣的格式可以在希伯來書一章被觀察到。

整個創造的格式也是展現在希伯來書：

【來 1:2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

造諸世界；

來 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

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來 1:4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1）基督的“征服/治理”：

【來 1:8 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聖子是統治者。

希伯來書又引用了“亞當君王地位的詩篇”，就是詩篇第八篇：

【詩 8:3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詩 8:4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詩 8:5 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詩 8: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

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2）基督的“繁衍/充滿”：

【來 2:5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原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來 2:6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來 2:7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或作你叫他暫時比天使小〕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

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來 2:8 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只是如

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來 2:9 惟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或作惟獨見耶穌暫時比天使小〕因為受死

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

來 2:10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

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來 2:11 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所以他稱他們為弟兄，也

不以為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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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2:12 說：『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在會中我要頌揚你。』

來 2:13 又說：『我要倚賴他。』又說：『看哪，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

來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

權的就是魔鬼；

來 2: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這裏的“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也是“征服”的一部分。

（3）基督的“安息”：

【來 3:10 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為；

來 3:11 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來 3: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

了；

來 3: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

硬了。

來 3: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

之後：

【來 3:18 又向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麼。

來 3:19 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來 4:1 我們既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免得我們中間，〔我們原文作你

們〕或有人似乎是趕不上了。

來 4:2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道與他們無益，因為他們

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

來 4:3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說：『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

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

來 4:4 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

來 4:5 又有一處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來 4:1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來 4: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

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來 4:13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

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來 4:14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

承認的道。

來 4: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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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來 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

幫助。】

關於“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中的安息，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是

現在的，有人認為是將來的。當然很可能兩者都是。

《註﹕神的安息之所，也是我們的安息之所。

【代下 6:41 耶和華神阿，求你起來，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耶和華神阿，

願你的祭司披上救恩，願你的聖民蒙福歡樂。】

【詩 132:7 我們要進他的居所，在他腳凳前下拜。

詩 132:8 耶和華阿，求你興起，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

詩 132:9 願你的祭司披上公義；願你的聖民歡呼。】

【詩 132:12 你的眾子若守我的約，和我所教訓他們的法度，他們的子孫，必永遠坐在

你的寶座上。

詩 132:13 因為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

詩 132:14 說：這是我永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裏；因為是我所願意的。

詩 132:15 我要使其中的糧食豐滿，使其中的窮人飽足。

詩 132:16 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聖民大聲歡呼。】

【賽 11: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

耀。

賽 11:11 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餘剩的，就是在亞述，埃及，巴忒

羅，古實，以攔，示拿，哈馬，並眾海島所剩下的。】

》

因此，在希伯來書中，開始就論到基督是神的形像，接著在這裏對基督的敘述也與創世記

第一、二章所顯示的格式相同，就是在基督裏看到的：首先是‘征服(subduing)’及‘治理

(ruling)’，其次是‘次序(ordering)’及‘帶出生命(bring about lives)’並使之居住，第三

是‘安息(rest)’。

II. The Practical Exhortation from the Image of God
從神的形像而來的實際的勸誡

現在，我們如何反映神的榮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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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 is now able to fulfill the divine command of Genesis 1:28 by being in Christ.
藉著在基督裏人現在能夠完成創世記 1:28 的神的誡命。

藉著“在基督裏”，我們現在就能夠完成創世記 1:28的神的誡命：

【創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

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就是藉著“在基督裏”，我們在基督裏征服，我們在基督裏治理，我們在基督裏創造/產

生兒女。

但，要如何達成呢？

我們現在是神的工具來傳遞福音給他人，就是藉著我們使他們成為神的兒女。

B. The purpose of the Christian is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Christ (Rom 8:29; 1 Cor
15:49; 2 Cor 3:18, 4:4; Eph 4:24; Col 3:10).
基督徒的目的是要被模成基督的形像（羅 8:29；林前 15:49；林後 3:18，4:4；弗 4:24；

西 3:10）。

現在，我們如何“在基督裏”反映神的榮耀呢？

首先，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我們與祂認同；我們在地位上，在基督裏，是神完全的形像，

我們在存在上，慢慢地，但必然地，我們要被模成神兒子的樣式。

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要被模成基督的形像：

【羅 8: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kai. prow,risen

summo,rfouj th/j eivko,noj tou/ uiòu/ auvtou/：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界定 到於(他們)同樣形貌特

質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使他兒子在許多弟

兄中作長子；】

【林前 15:49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th.n eivko,na tou/

evpourani,ou：到於(她)那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在天上的》。】

【林後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

的形狀《th.n auvth.n eivko,na metamorfou,meqa：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表像 我們現在

持續被塑造成形轉換》，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這裏是說，我們現在如同是在基督的臨在中反映出神的形像。

而“基督本是神的形像”：



359

【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神的像《o[j evstin eivkw.n tou/ qeou/：(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而我們的“新人”也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弗 4: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kai.
evndu,sasqai to.n kaino.n a;nqrwpon to.n kata. qeo.n ktisqe,nta evn dikaiosu,nh| kai. os̀io,thti th/j
avlhqei,a：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那 <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了的 在內 在對(她)至義 並且 在對(她)

聖虔純正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西 3: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kai.

evndusa,menoi to.n ne,on to.n avnakainou,menon eivj evpi,gnwsin katV eivko,na tou/ kti,santoj auvto,n：並

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

促使成更新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

屬(他)那時(也是)創造建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上看到復活的耶穌基督；耶穌重新恢復了亞當失去的——或是我認為

是扭曲的——神的形像及榮耀。保羅認識到自己也要被模成基督的形像及榮耀，就是他所

看見的基督。就是他在哥林多後書 3:18中所說的，注意這裏形像及榮耀的一同使用：

【林後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

的形狀《th.n auvth.n eivko,na metamorfou,meqa：到於(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表像 我們現在

持續被塑造成形轉換》，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但， 聖經告訴我們：

【羅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那麽，在亞當的墮落之後，我們如何反映神的形像及榮耀呢？

一般我們會說：我們越知道神的話語，讓我們沉浸在神的話語中，我們就越能明白並順從

神的想法，並且去做神所喜悅我們做的事情，這樣就反映了神的思想，就會越多地做基督

所做的，也就因此反映了神的形像。

但，保羅在哥林多後書這裏顯然有更多的想法：

【林後 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avllV eiv kai. o` e;xw

hm̀w/n a;nqrwpoj diafqei,retai( avllV o` e;sw h̀mw/n avnakainou/tai hm̀e,ra| kai. hm̀e,ra|：但乃是 若是

並且 (他)那 在外面地 從屬我們 (他)人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徹底地腐朽敗壞， 但乃是 (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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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內裏面地 從屬我們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成更新 在對(她)日子/白日 並且 在對(她)日子/白

日》。】

《註：為什麽會“所以我們不喪膽”呢？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林後 4:7 《然而也》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

出於我們。

林後 4: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

林後 4:9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林後 4:10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pa,ntote th.n
ne,krwsin tou/ VIhsou/ evn tw/| sw,mati perife,rontej( i[na kai. h` zwh. tou/ VIhsou/ evn tw/| sw,mati

hm̀w/n fanerwqh/：總是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促使成死掉 從屬(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

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他們)現正持續四處負載攜帶了的， 為要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從屬

(他)那 從屬(他)耶穌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身體 從屬我們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

為照亮顯明。》。

林後 4: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

的身上顯明出來。

林後 4:12 這樣看來《以致》，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w[ste ò

qa,natoj evn hm̀i/n evnergei/tai( h̀ de. zwh. evn ùmi/n：以致 (他)那 (他)死 在內 在對我們 他/她/

它現在持續讓自己成有功效， (她)那 然而也 (她)生命 在內 在對你們。》。

林後 4:13 但我們既有信心，正如經上記著說：『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我們也信，

所以也說話；

林後 4:14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並且叫我們與

你們一同站在他面前。

林後 4:15 《因為》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

榮耀歸與神。

林後 4:16 所以《為這個緣故》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裏面的人”這是具有新創造含義的表達。

這裏有一個問題：我們“裏面的人”如何會一天新似《avnakainou/tai：他/她/它現在持續被促使

成更新》一天呢？

《註：這裏為被動語態：我們“裏面的人”持續被促使為更新》

是藉著每天讀經麽？

保羅接下來提出了解釋：

【林後 4:17 《因為》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林後 4: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

見的是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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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第 18節的“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這句話在原文為‘所

有格獨立句(Genitive Absolute)’，是聯結於第 17節，因此，這裏的意思就應該是：當我

們持續不顧念所見的，而是持續顧念所不見的，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它就要為我們

成就《katerga,zetai：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林後 4:17 to. ga.r parauti,ka evlafro.n th/j qli,yewj h̀mw/n kaqV up̀erbolh.n eivj up̀erbolh.n
aivw,nion ba,roj do,xhj katerga,zetai hm̀i/n(
For our light affliction, which is but for a moment, worketh for us a far more exceeding and eternal weight
of glory;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它)那 因為 即刻瞬時地 (它)輕便容易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從屬我們 <向下>向

下按照 到於(她)卓絕超凡 向內進入 到於(她)卓絕超凡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它)沉重重壓

從屬(她)榮耀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在對我們；

[經文變異WH]

(它)那 因為 即刻瞬時地 (它)輕便容易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壓迫患難 <向下>向下按照 到

於(她)卓絕超凡 向內進入 到於(她)卓絕超凡 到於(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它)沉重重壓 從屬(她)榮耀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作工作完成 在對我們；

林後 4:18 mh. skopou,ntwn h̀mw/n ta. blepo,mena avlla. ta. mh. blepo,mena\ ta. ga.r blepo,mena
pro,skaira( ta. de. mh. blepo,mena aivw,niaÅ
While we look not at the things which are seen, but at the things which are not seen: for the things which
are seen are temporal; but the things which are not seen are eternal.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不會/不要 從屬(他們)現正持續行眺望偵察了的 從屬我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著眼觀

看了的， 但乃是 到於(它們)那些 不會/不要 到於(它們)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它們)那些

因為 (它們)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它們)隨機暫時的， (它們)那些 然而也 不會/不要 (它們)

現正持續被著眼觀看了的 (它們)時世恆久的。

》

我們“裏面的人”如何會持續被促使為更新，一天新似一天呢？我們如何逐漸地建立這

個榮耀呢？

保羅提出了的答案是：就是忍受“這至暫至輕的苦楚”；就是忍受基督的苦難。

當我們去忍受這些苦難時，這就要為我們成就這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所以，我們如何被模成基督的形像呢？

就是在這個世代，在墮落之後，在最後成就之前，在最後的成全到來之前，我們必須經歷

各式各樣的苦難，包括外面的逼迫，身體的疾病，各樣的難處等等，我們必須對這一切忍

耐到底。

《註﹕參考相關經文：

【來 5:7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

虔誠，蒙了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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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5:8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來 5:9 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來 13:12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來 13:13 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來 13:14 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彼前 4: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

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彼前 4:2 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

下的光陰。】

》

C. Christians subdue and rule in Christ by believing and overcoming through suffering
(Rom 8; 2 Cor 10:3f. 13:4; Phil 3:10f.).
基督徒在基督裏征服及治理是藉著相信及勝過苦難（羅馬書八章；林後 10:3~5，13:4；腓

3:10~14）。

基督徒在基督裏是藉著相信及勝過苦難來征服及治理。

聖經指出，我們被預定要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羅 8: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o[ti ou]j

proe,gnw( kai. prow,risen summo,rfouj th/j eivko,noj tou/ uiòu/ auvtou/：是這樣 到於(他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認識知道，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界定 到於(他們)同樣形貌特質的 從

屬(她)那 從屬(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

長子；】

當我們忍受苦難之後，我們就像耶穌基督了。

因為，這正是耶穌基督自己所作的；祂順服神，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祂忍受苦難及逼迫。

當我們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願意順服神，就也必然會遭遇到苦難及逼迫，如同基督在世的

時候一樣。基督是受苦的基督。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中指出：

【林後 10:3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

林後 10:4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

營壘，

林後 10:5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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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林後 10:6 並且我已經預備好了，等你們十分順服的時候，要責罰那一切不順服的人。】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意思是說，不是靠著會講道、會講話等等。

保羅在這裏面對的是哥林多教會中的假教師，就是那些說；

【林後 10:10 因為有人說：他的信，又沉重，又利害；及至見面，卻是氣貌不揚，言

語粗俗的。】

而保羅自己則是以受苦作為基督的僕人的標記：

【林後 11:22 他們是希伯來人麼；我也是。他們是以色列人麼；我也是。他們是亞伯

拉罕的後裔麼；我也是。

林後 11:23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麼；（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

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

林後 11:24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

林後 11:25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裏。

林後 11:26 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

城裏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

林後 11:27 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

體。

林後 11:28 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

林後 11:29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

林後 11:30 我若必須自誇，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

保羅說：“他們是基督的僕人麼；（我說句狂話）我更是”。如何是呢？是保羅比他們更

會講道麽？比他們更有能力麽？

不是的。保羅說：“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

這就是保羅的履歷。

在哥林多教會中的假教師宣稱保羅不是基督的僕人，因為保羅遭遇太多的苦難。

但，保羅的辯證是：真正基督的僕人的標誌總是如同舊約先知們的標誌，就是忠心地忍受

一切的苦難到底。

因此，我們現在知道為什麽舊約先知，作為神的僕人，必要受苦：他們也是在忍耐等候並

盼望那位基督。

保羅的武器不是屬於肉體的，無論是很會説話，或看起來很特別。保羅說：

【林後 10:4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

的營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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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10:5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

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kai. aivcmalwti,zontej pa/n no,hma eivj th.n up̀akoh.n tou/

Cristou/：並且 (他們)現正持續使成俘擄了的 到於(它)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認知理念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聽從順服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什麽是“順服基督”？意即，什麽是“對基督的順服”？

我認為，就是“對受苦的順服 (obedience to suffering)”。

對受苦的順服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無論我們怎麽想，但，受苦的概念都在這裏的思想中。

我們這裏的討論是開始於第三章：我們背負有神的形像。

當我們説到神的形像，是的，我們就是説到神的榮耀，但，我們也是説到神的臨在。

在這個世代，神喜悅如何使祂的臨在被認識呢？

答案在第十二章：

【林後 12:5 為這人，我要誇口；但是為我自己，除了我的軟弱以外，我並不誇口。

林後 12:6 我就是願意誇口，也不算狂；因為我必說實話；只是我禁止不說：恐怕有人

把我看高了，過於他在我身上所看見所聽見的。

林後 12: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

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

林後 12:8 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

林後 12:9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林後 12:10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

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之後，保羅又説：

【林後 13:4 他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卻因神的大能，仍然活著；我們也是這樣同他

軟弱，但因神向你們所顯的大能，也必與他同活。

林後 13:5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

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麼。】

保羅如何證明基督在他裏面，他有基督的臨在呢？

就是藉著忍受苦難。

藉著這個方式，他被模成基督的樣式。

所以，當任何一種形式的苦難臨到，無論是疾病，無論是逼迫，我們要問，神願意我們

怎麽回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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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神願意我們以信心回應，並且信靠神：

【羅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神所帶給你我的，就終極的神聖地位而言，是要醫治我們——慢慢地，但必然地。以致祂

的臨在會更多地經由我們彰顯。祂願意我們在這些試煉中信靠祂。

當我們持續相信，就有祂的臨在，並且祂的臨在要經由我們彰顯。因為，“神的能力是在

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保羅在這裏所説的“神的能力”，就是基督的臨在；特別是在我們忍受苦難的時候基督所彰

顯的臨在。

基督大有能力的臨在是在我們在軟弱中忍受苦難的時候被彰顯。

神喜悅使用這種方式，經由我們的受苦，把人帶到神的面前。

因為，如果我們也是像這個世界一樣，我們不可能吸引這邪惡世界的人。我們必須與這個

世界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是什麽呢？

是的。必然是神的臨在。

但，是什麽使得我們可以這樣忍受苦難呢？

終極而言，是聖靈。

是什麽使我們有能力被“模成”基督的樣式呢？

神預定我們要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羅 8: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kai. prow,risen

summo,rfouj th/j eivko,noj tou/ uiòu/ auvtou/：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預先界定 到於(他們)同樣形貌特

質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使他兒子在許多弟

兄中作長子；】

保羅在腓立比書使用同源的動詞指出：

【腓 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

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腓 3: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

神而來的義；

腓 3: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tou/ gnw/nai auvto.n

kai. th.n du,namin th/j avnasta,sewj auvtou/ kai. Îth.nÐ koinwni,an Îtw/nÐ paqhma,twn auvtou/：從屬(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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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也是)要去認識知道 到於(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能力權能 從屬(她)那 從屬(她)

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共通合享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所經

歷承受 從屬(他)同一者》，效法他的死《summorfizo,menoj tw/| qana,tw| auvtou/：(他)現正持續被使成

同樣形貌特質了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死 從屬(他)同一者》；

腓 3:11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腓 3: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

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腓 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

腓 3: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是什麽使我們有能力被模成基督的樣式呢？

保羅談到要“認識基督”。

但在這裏，保羅首先説到“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之後才説到“曉得和他一同受苦”。

若問：為什麽保羅先説到復活，再説到受苦呢？

這麽問是因為，從救贖歷史的意義上，基督是先受苦，之後才復活的。

回答是：在十字架的這一側，基督首先被復活；並且由於復活，祂就差遣聖靈進入我們的

心中，而聖靈就是賜生命的靈；而我們，藉著相信，與基督同死，同復活，並且那賜生命

的靈來給我們能力，讓我們與基督團契，並有份於基督的受苦。

因此，我們要‘被模成(be conformed)’及‘被轉變(be transformed)’為基督的榮耀與形

像，就必須先被轉變模成基督的死及受苦的樣式。

這就是我們被模成基督的樣式主要的方式之一；在最終的成就以前，我們就是這樣反映神

的形像。這與首先的亞當本來會有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當神的臨在透過我們在軟弱中忍受苦難的時候被彰顯，神就藉以吸引人到祂的面前，成

為祂的兒女。

《Dr. Beale 在這裏講述到 1973 出版的一本書“The Persecutor”，是 Sergei Kourdakov 所寫

的，這是關於一個“打擊信徒小組(Beliver Hit Squad)”與一個十九歲的俄國年輕女孩，

Natasha，如何改變他的事件。Kourdakov 在大學時期進入俄國海軍學院，後來被吸收進入

俄國情報機構（KGB），並專門參與打擊信徒小組的任務。他們稱基督徒為“信徒”，因

為這些人是如此地固執於“相信(believing)”。這本書的最後説到他跳海逃出，成為基督

徒，並且在北美作見證。在這本書的最後面一頁，他說：最後對 Natasha，就是這位我曾

經這樣傷害，為了自己的信仰甘心被狠狠擊打三次的人，我要對你說：我現在也和你一樣

在基督裏是 “同為信徒”的人了。在我的面前有一個全新的生命。神已經饒恕了我；盼

望你也能夠饒恕我。謝謝你，Natasha！無論你在哪裏，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她就是被模成基督的樣式的。在受苦中的她，作為基督身體上的肢體，她不願失去與基督

的認同。她寧願付出生命的代價。神的臨在彰顯在她的身上。這些擊打她的人也看見在她

身上有一些他們所沒有的。神的臨在就這樣抓住了 Kourdakov。就這樣，藉著 Natasha，

一個神的孩子被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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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裏説到的關於神的形像，其中要强調的就是“神的臨在”。

我們需要持續成長靠近於並且是向著神的臨在。這對傳福音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如何征服？征服全地？

我們出去，願意受苦，神的臨在就帶領祂的兒女歸向祂。我們是藉著忍受苦難來征服。

聖經讓我們看到：神的形像的概念與受苦有緊密的關聯。

正如同羅馬書八章所顯示：

【羅 8: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

兄中作長子；

羅 8: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

叫他們得榮耀。】

【羅 8: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飢

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

羅 8:36 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羅 8:37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我們如何“得勝有餘”呢？

就是藉著忍受這裏所說的一切患難、困苦、逼迫、飢餓…等等。這也正是基督所忍受的。

保羅接著説：

【羅 8:38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

羅 8:39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基督必然是在祂的臨在中來愛我們的。

再者，關於：

【羅 8:36 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新約中最接近的經文是描述作為羔羊的‘基督’：

【啟 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接著第六章用同樣的話來勾畫‘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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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6:9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

的靈魂；】

這裏所指的，就是那些被模成祂的樣式的聖徒。

III. The Image of God According to Seyoon Kim
根據金牧師的神的形像

我們特別要看的是猶太教對神的形像的看法。

A. The eschatological hopes of the OT and Judaism
舊約及猶太教的末世論的盼望

猶太教相信，在末時，世界上的人會復興到墮落前的狀態，在彌賽亞的世代會有新的創造。

彌賽亞會是新的出埃及的新摩西。

甚至在死海的坤蘭社團認為，在末時會有“榮耀的亞當(kabowd Adam：the glorious Adam)”

被復興。並且相信末日會是從他們的社團開始。

B. The OT’s and Judaism’s tendency to narrate its history in terms of the actions of a few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s and the relation of this to Jewish eschatology.
舊約的及猶太教的傾向是以少數個人代表的行動以及這對猶太人的末世論的關係來陳述

它的歷史。

舊約的傾向以及猶太教的傾向，是以少數個人代表的行動以及這對猶太人的末世論的關係

來陳述它的歷史。

為什麽這麽做呢？

首先，根據歷史，在猶太教，有亞當與亞伯拉罕的對比，有亞當與摩西的對比，有亞當

與以利亞的對比。在晚期的猶太教，這些人被視為是為人類糾正了亞當所犯的錯誤。

我們現在用這堂課的‘新創造’的“透鏡(lens)”來看這個概念如何適切於創造的不同階

段的這個認識：

假如亞當在當時順服的話，首先的創造應當可以被完成並承受最後的榮耀。

有人會説，我以為神宣告一切都是好的。

是的，亞當的確是“好的”的一部分；但，亞當沒有在榮耀的身體上被完全。

假如亞當在當時順服的話，就應該會經歷一個身體的轉變，如同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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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並且，我設想(I assume)，整個創造都會如此。

亞伯拉罕及摩西被説到在糾正亞當所造成的錯誤；因為他們也是這個創造的一個部分。但

在歷史的回顧中，他們也失敗了。摩西甚至沒有進入應許之地，儘管摩西是一個公義的人。

但，根據聖經所呈現的模式，雖然亞伯拉罕及摩西沒有成功，但應許卻經由他們而被傳承

下來。

關於亞伯拉罕，聖經指出，經由亞伯拉罕一人，對神的子民的祝福將要來到：

【創 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創 12: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創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

得福。】

就某種神學的意義而言，亞伯拉罕代表剩餘的餘數；摩西也是一樣。

關於摩西，當摩西在神的山上，山下的以色列百姓鑄了一隻牛犢，開始敬拜偶像；神對

摩西說：

【出 32:9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百姓真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出 32:10 你且由著我，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他們滅絕，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這裏似乎以色列的子民要被減少到一個人的餘數。正是在這個模式中我們看到耶穌基督；

神的子民被減少到一個人的餘數。耶穌基督就是‘後來日子的摩西(latter days Moses)’。

當然，我不認為神原來真的會這麽做，就是使摩西的後裔成為大國。因為，神知道所有的

選項。就如耶穌也曾經説過，如果藉著神蹟，所多瑪及蛾摩拉都會悔改。但，神並沒有這

麽做。

如果神真的選擇了摩西，那麽要怎麽看創世記四十九章呢？因為，摩西不是出於猶大支派：

【創 49:10 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就是賜平安者〕來到，

萬民都必歸順。】

但，神知道一切。

之後，摩西向神的代禱提到了亞伯拉罕：

【出 32:11 摩西便懇求耶和華他的神說：耶和華阿，你為甚麼向你的百姓發烈怒呢，

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從埃及地領出來的；

出 32:12 為甚麼使埃及人議論說：他領他們出去，是要降禍與他們，把他們殺在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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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他們從地上除滅；求你轉意，不發你的烈怒，後悔，不降禍與你的百姓。

出 32:13 求你記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著自己起誓說：我必使

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並且我所應許的這全地，必給你們的後裔，他們要永遠承

受為業。】

這裏可以看到，一個人代表一個群體。就如羅馬書五章所提到的：

【羅 5:18 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

被稱義得生命了。

羅 5:19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

關於以利亞，在羅馬書十一章提到：

【羅 11:2 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你們豈不曉得經上論到以利亞是怎麼說

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樣控告以色列人，說：

羅 11:3 『主阿，他們殺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壇，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

我的命。』

羅 11:4 神的回話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我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

的。』

羅 11:5 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

或許可以説，以利亞如同是冰山的一角，代表在他那時候以色列中的餘數。

總之，我所要說的是，猶太教當時對我們所談到的這些，就是關於亞伯拉罕，關於摩西，

以及關於以利亞的這些，也有一些認識；只是他們有時候把所看見的絕對化了，認為亞伯

拉罕、摩西、以利亞會糾正亞當起初所犯的錯誤。

當然，最後是基督來應驗並且糾正了亞當所造成的錯誤。

其次，猶太教有亞當與彌賽亞的對比。彌賽亞會移除由於亞當帶來的咒詛，彌賽亞會恢

復墮落前的狀態。

其中，亞當應該是反映神的形像。彌賽亞將會重新獲得而反映神的形像，也就是神的榮耀。

此外，彌賽亞將會重新獲得所失去的‘不朽(immortality)’。

還有，就是地上的果實、樹木、光體；換言之，就是一個新的創造。

事實上，在啟示錄第十章中也這樣地描繪了基督：

【啟 10:1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

頭，兩腳像火柱；

啟 10:2 他手裏拿著小書卷是展開的；他右腳踏海，左腳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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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是在描繪基督；基督如同是一個巨人，如同是支配整個宇宙。基督掌管天地，祂手裏

所握著的小書卷，部分表達了給與亞當的繼承，現在基督獲得了。祂手裏所握著的小書卷

象徵著神的旨意。

猶太教或許有這樣的思想，就是亞當失去的形像，會由基督重新獲得。

C. Important for the present purposes is that some Rabbis could say that Adam lost the
divine image through his fall.
這對現在的目的是重要的，就是有些拉比會說亞當經由他的墮落失去了神的形像。

亞當失去了神的‘榮光(luster)’，摩西恢復了神的‘榮光(luster)’，以致必須戴一個帕子：

【出 34:34 但摩西進到耶和華面前與他說話，就揭去帕子，及至出來的時候，便將耶

和華所吩咐的告訴以色列人。

出 34:35 以色列人看見摩西的面皮發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臉，等到他進去與耶和華

說話就揭去帕子。】

摩西為什麽這麽作呢？

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整個國家當時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而摩西代表那個餘數。他靠近

神，就反映了神的榮耀。面對他們的不信，摩西戴上帕子，免得他們面對神的榮耀，神的

榮耀會摧毀他們。

但在西乃山恢復的榮耀，隨後因為金牛犢的事件而又失去了。

所以神的榮耀的終極的恢復只有期待在末日彌賽亞的國度。

猶太教視金牛犢的事件為第二次的墮落。

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曾經説到，以色列是‘團體的亞當’，而在金牛犢的事件中他們墮落了：

【出 32:1 百姓見摩西遲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亞倫那裏，對他說：起來，為我們作

神像，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甚麼事。

出 32:2 亞倫對他們說：你們去摘下你們妻子兒女耳上的金環，拿來給我。

出 32:3 百姓就都摘下他們耳上的金環，拿來給亞倫。

出 32:4 亞倫從他們手裏接過來，鑄了一隻牛犢，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們就說：以色

列阿，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出 32:5 亞倫看見，就在牛犢面前築壇，且宣告說：明日要向耶和華守節。

出 32:6 次日清早，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喫喝，起來玩耍。】

保羅以此為鑑戒，警告我們：

【林前 10:6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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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0:7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喫喝，起來玩

耍。』】

事實上，保羅在羅馬書一章也提到這個罪行：

【羅 1: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

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羅 1:22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

羅 1:23 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

羅 1:24 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

羅 1:25 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

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其實這也等於是在表達以色列人當時的偶像崇拜。只不過保羅在這裏是以一般性描述的方

式在描述人類，因為他們做了當時以色列人所特別做的事情。

以色列人在罪中，就像是在當時一般的列國一樣。

如果列國要看：當人看見神顯現自己的榮耀卻又拒絕，會有什麽結果？那就看以色列就可

以了。

這就是舊約的目的之一。甚至今天也是一樣。

當一個民族認識到神，卻又拒絕，會發生什麽呢？

答案就是：必然受到審判。

D. Key corporate, federal representatives are seen as either losing or restoring the image
for man.
主要的團體的，聯邦的代表被視為或是為人類失去或是恢復這個形像。

在大馬士革的路上，保羅看基督如同是神的形像，就是神的兒子，是完全地順服神的。

基督為我們恢復了神的形像和榮耀。

基督徒在基督裏被宣告為合法去背負神的形像和榮耀。

因此，我們被稱為神的兒子：

【羅 8: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羅 8: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羅 8: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

爸，父。

羅 8: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

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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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4:4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加 4: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加 4:6 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原文作我們〕的心，呼叫阿爸，

父。

加 4:7 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神為後嗣。】

並且，我們成為新的創造：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avlla. kainh. kti,sij：

但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我們成為一個“被聯合的人 (unified humanity)”了，並且從這裏去執行一個“普世性的使命

(universal mission)”，就是去做亞當本來應該要做的，去鋪開伸展神的臨在直到地極。

此外，就另外一方面而言，保羅為什麽稱基督為“智慧”呢？

這有時被稱為是“智慧基督論(Wisdom Christology)”。

特別是在歌羅西書：

【西 2: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們真知神的奧秘，就是基督；

西 2:3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裏面藏著《evn w-| eivsin pa,ntej oì qhsauroi. th/j

sofi,aj kai. gnw,sewj avpo,krufoi：在內 在對(他)這個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他們)寶藏財物 從屬(她)那 從屬(她)智慧 並且 從屬(她)知識認識 (他們)從那裏隱藏

遮掩離開的》。】

神的智慧在舊約是如何被定義的呢？

在舊約，摩西五經，即摩西律法，就是神的智慧。

《參考：

【申 4:5 我照著耶和華我神所吩咐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

為業的地上遵行。

申 4:6 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一切律

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

申 4:7 那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神，在我們求告他的時候與我們

相近呢。

申 4:8 又那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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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詩 19:7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詩 19:8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

【詩 111: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華是永遠當

讚美的。】

【詩 119:96 我看萬事盡都有限；惟有你的命令，極其寬廣。

詩 119: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詩 119:98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詩 119:99 我比我的師傅更通達；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箴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

論到律法，保羅在羅馬書十章指出：

【羅 10: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te,loj ga.r no,mou Cristo.j：(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因為 從屬(他)律法 (他)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這裏的“總結”，telos“啟行出發之終(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這個字可以是“完

成(completion)”的意思。基督是“律法的完成(completion of the law)”。

《註﹕telos“啟行出發之終(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Strong 指出，名詞 telos 這個字是由字根字動詞 tello“啟行出發到一個定點或目標(to set

out for a definite point or goal)”衍生出來的，嚴格來說，是表達“作為終結目標的點(the

point aimed at as a limit)”，也就可以表達“一個行為或狀態的總結(the conclusion of an act

or state)”，即“終止結束[字意的，比喻的，或非限定的](termination [literally, figuratively

or indefinitely])”，“結果[立即的，終極的，或預言的](result [immediate, ultimate or

prophetic])”，“目的(purpose)”；可以特別地表達“一個關稅或徵收(已給付的)(an impost or

levy (as paid))”。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40 次。

Strong 指出，phoros“負載攜帶之物(加載負擔=人頭稅或財產稅=貢稅)”，嚴格地說，是

指針對人或財產而評定的個人的稅額；而 telos“啟行出發之終(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則通常是針對貨物或旅行的一般性的徵稅。

Vine 指出，名詞 telos 這個字表達“一個終結，終止(an end, termination)”，或者是時間，

或者是目的，因此也就表達了一個次要的含義“在稅站所付的，一個徵稅，稅金，關稅

(what is paid for public ends, a toll, tax, custom)”；這個字在新約使用於表達：

1）關稅，稅收：[太 17:25：彼得說：納。他進了屋子，耶穌先向他說：西門，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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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誰徵收關稅(telos)丁稅；是向自己的兒子呢，是向外人呢。]、[羅

13:7：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telos)的，給他上稅(telos)；

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

2）一個極限，一個人或事物停止存在的終點，或一個之前的動作停止：[林後 3:13：不像

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將廢者的結局(telos)；]、[彼前 4:7：萬

物的結局(telos)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

3）一個狀態或過程的最後結果：[路 1:33：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

窮盡(telos)。]、[羅 10:4：律法的總結(telos)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太 26:58：

彼得遠遠的跟著耶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進到裏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這事到底怎樣

(telos)。]、[羅 6:21：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日有甚麼果子呢；那些事的結局(telos)

就是死。]、[腓 3:19：（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

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他們的結局(telos)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

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彼前 1:9：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telos)，

就是靈魂的救恩。]；

4）一個“實現(fulfillment)”：[路 22:37：我告訴你們，經上寫著說：『他被列在罪犯之

中。』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關係我的事，必然成就(telos)。]；

5）一個動作的最高程度：[約 13:1：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

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telos)。]；

6）一件事物的目標或目的：[提前 1:5：但命令的總歸(telos)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

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7）一個連續或系列的最終：[啟 21:6：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

我是初，我是終(telos)。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啟 22:13：我是阿

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telos)。]。

》

任何繼續應用在我們身上的律法只能經由基督被理解明白。而一些其他的律法不再適用在

我們身上，因為基督已經應驗了那些律法。對此我們必須謹慎。

在末世對律法的概念，從這裏討論的視角，我們可以知道律法中哪一部分還是適用的，哪

一部分不再適用。我們在之後會再討論到。

簡言之，任何造成民族分裂的律法都要放到一邊。例如割禮，食物的條例。因為墮落了的

世界才有分裂，人彼此分裂，彼此相對。如同巴別塔的結果造成語言的分別；你到不同的

國家，如果不能講他們的語言，就立刻會察覺到這種分別。

但，在新的人類中沒有分裂。

回到智慧基督論：基督是“律法的完成(completion of the law)”。

換言之，什麽現在是神的智慧最偉大的啟示？

不再是律法；而是基督。基督是智慧的最偉大的範例。

有趣的是，聖經中將“基督”與“光”聯結在一起，包括在大馬士革的路上，在約翰福音

基督自己稱自己為光，保羅稱信徒為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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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一方面是關聯於在新創造中光的闖入，而另外一方面，在舊約中摩西律法最有名

的形像是：“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詩 36:9 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摩西五經是神的啟示，被視為是“光”。在猶太教中，摩西五經被視為是神的智慧的化身。

摩西五經被擬人化為智慧，被視為存在於創造以先，並且參與創造。

所羅門在箴言八章這裏將摩西律法擬人化為“智慧”：

【箴 8:1 智慧豈不呼叫，聰明豈不發聲。

箴 8:2 他在道旁高處的頂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箴 8:3 在城門旁，在城門口，在城門洞，大聲說：

……

箴 8:22 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

箴 8:23 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箴 8:24 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

箴 8:25 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

箴 8:26 耶和華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並世上的土質，我已生出。

箴 8:27 他立高天，我在那裏；他在淵面的周圍，劃出圓圈，

箴 8:28 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

箴 8:29 為滄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過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

箴 8:30 那時，我在他那裏為工師，日日為他所喜愛，常常在他面前踴躍，

箴 8:31 踴躍在他為人預備可住之地，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

律法是神創造所憑藉的工具。神藉律法創造。我們可以說，神藉著智慧創造世界；是的，

神是藉著祂的話語創造世界。這也是為什麽我們看到它的擬人化。

之後，我們隨即在新約看見：

【西 2:3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裏面藏著。】

而在之前，保羅説到：

【西 1: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西 1:16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

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這裏説到“萬有都是靠他造的”。

並且，在約翰福音也説到一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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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約 1: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基督被認同為“神的話語”，並且約翰也這樣稱呼祂。

基督是創造者，也是那位神聖者。

有一份描述智慧的文獻，“所羅門的智慧(The Wisdom of Solomen)”，大約是在主前 150年

寫的；從第七章 24節一直到 30節：

“For wisdom is more moving than any motion. She passes and goes to all things by reasons of
purposes. For she is the breath of the power of God. She is also a pure influence flowing from
the glory of the Almighty. Therefore can no defiled thing fallen to her for she is the brightness of
the everlasting light and the unspotted mirror of the power of God. And she is the image of God’s
goodness. And being but one she can do all things and be remaining to be herself. And she makes
all things new and in the all ages enters into the holy souls. For God loves none but him that
dwells with wisdom. For she is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sun and above all the orders of the stars.
Being compared with the light she was found before it. For after this comes night. Wisdom
reaches from one end to the other mightly and swiftly does wisdom order all things.”。

《因為智慧比任何動作都更加具有動性。由於目的的原因她穿過並去到所有事物。因為她

是神能力的氣息。她也是一個從全能者榮耀流出來的一個純粹的影響力。因此，沒有污穢

的東西能落在她上面，因為她是永恆之光的光輝且是神能力沒有斑點的鏡子。並且她是神

的良善的形象。並且，獨自一個她能做所有的事情且仍然保持是她自己。並且她讓所有事

物都成為新的，且在所有的世代進入聖潔的靈魂。因為神只愛那與智慧同居的人。因為她

比太陽更美並且遠在衆星的次序以上。與光相比，她被發現在光之前。因為在這之後出現

了黑夜。智慧大能地從一端伸展到另一端，並且迅速地智慧使所有事物歸於次序。》

記得我們在以弗所書中談到基督是家室的經理，來重新使那些混亂破碎的事務歸回該有的

次序：

【弗 1: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

同歸於一。】《oikonomia“為住處家室分發配置之人(為經理管家=經營管理)”》

之後，在以弗所書五章談到丈夫與妻子的關係，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主人及奴隸的關係；

這些都是古代社會的家庭結構。

基督就是在將先前世界破壞的次序歸位；祂是神智慧的彰顯，正如前面讀到的部分：

“Wisdom is the breath of the power of God and is the unspotted mirror of the power of God.”

《智慧是神能力的氣息，並且是神能力沒用斑點的鏡子》。

如同希伯來書所示：

【來 1:3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

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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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就是神的智慧；祂是舊約所有事物所指向的，並且是更多。

Tom Wright 討論到，亞當被賦予了使命，之後給與挪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

列。有意義的是，在亞當是一個使命，但，在挪亞、列祖、以色列，這是一個應許，就是：

“我將要增添你的後裔，並且我要制服你的仇敵(I will multiply you and I will subdue your

enemies.)”。而這個應許至終將要在彌賽亞身上應驗。

從某一方面，保羅認為基督就是這位創造者；如同我們才討論的。

當我們想到神的形像，讓我們想想神的臨在並且那在基督裏反映的神的臨在。基督本身就

是完全反映神的臨在，並且我們也不斷更多地反映神的臨在。

保羅默想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這就如同一顆種子，而對舊約猶太教的認識如同澆灌的

水，就此萌芽出保羅對基督的認識：末後的亞當，神的榮耀，新的創造，末日的彌賽亞等

等；而這些就在保羅的心思意念中增長。他不斷地想到耶穌所說的，其他使徒所說的，舊

約所說的等等；當保羅寫信給不同教會的時候，就根據不同教會的情況從這不斷成長的對

基督的認識的泉源中汲取所需要的。

新約神學的“中央核心(the center core)”，連同舊約神學的核心，都是在朝向“重新建立

新創造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reation)”邁進。我認為是比“運用君王的權柄

(exercising the kingship)”的概念更為廣泛。因為，君王的權柄的運用導致安排一個新的創

造。當然，從舊約看新約，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新創造的國度(the kingdom of the new

creation)”，是“一個安排有序的新創造(an ordered new creation)”，是君王的權柄的運用

的結果。

我們討論過末後的亞當，神的榮耀的形像，‘兒子的地位(sonship)’，基督是真兒子，我

們在祂裏面也是兒子；

我們也討論過宣教和傳福音，律法，大患難，基督論，基督的身體，復活，也就是新創造，

也在開始的時候討論過末世論。

我們現在就要討論到復和。我們之後要討論稱義，聖靈，使成聖，審判，我們也要討論教

會，如同末世的以色列，…等等。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視基督的死與復活為一顆鑽石。這顆鑽石就是那復活的基督；

這顆鑽石的每一個切面都是一個教義，都是從‘新創造’被彈射出來。

IV.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tter Day New Cre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介於末日新創造以及復和之間的關係

保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基督的顯現，這是保羅神學的種子。這個概念緊緊地抓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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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但關於“復和(reconciliation)”呢？

保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保羅原本是基督的仇敵，要去逼迫基督徒，但基督抓住了他，

他被基督得著，因此他找到了赦免，得以與神建立了一個關係。

這正如保羅在腓立比書三章所說的：

【腓 3: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

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腓 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

腓 3: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不過，保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基督的顯現之後，有三日不能看見：

【徒 9:8 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

色；

徒 9:9 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喫，也不喝。】

之後，當亞拿尼亞為他禱告，就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

【徒 9:17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

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徒 9:18 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洗；】

這裏的意思，或許是表達保羅是如同盲目的以色列人，如同是瞎眼的以色列人的代表。

但保羅知道，以色列人的眼瞎是因為被魔鬼弄瞎了：

【林後 4:3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林後 4: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基督本是神的像。】

然而，神的光照入：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有人認為，保羅在三天之後有鱗立刻掉下來，就能夠看見，或許是表達主耶穌也在墳墓中

三日。

我自己不確定這種説法是否合適；畢竟是亞拿尼亞來向保羅解釋的。

但，我至少懷疑，可能保羅是如同代表硬心盲目的以色列人，因為他自己在使徒行傳最後

第二十八章引用以賽亞書六章來表達硬心以色列人的不信；並且，另外一個理由是在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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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第七章保羅自己也表達自己是如同不信的以色列人的光景，並且描述自己：

【羅 7:15 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

去作。】

保羅從自身的經歷證明以色列人：

【羅 10:1 弟兄們，我心裏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羅 10:2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羅 10:3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

這裏我們要看一些經文，保羅很清楚地說到，新創造與復和的關係。

A. Texts which are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nciliation and
eschatology.
對理解介於復和以及末世論之間關係的重要經文。

保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基督，他被赦免，也被復和，也因此能夠與神有一個復和的

關係。

在傳統教義上，關於“復和(reconciliation)”（和合本有時候翻譯為“和好”），是説到我們

原本與神隔離，但現在因為基督的死，我們的罪被挪去，神的忿怒被避免了，並且我們就

持有與神的平安。

是的，這一切都是對的。

而我現在所要試著做的，就是將這樣的理解，放置到末世新創造的框架中，這就會幫助我

們更豐富地理解這些經文。

1. Colossians 1:15-20
歌羅西書 1:15~20

【西 1: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prwto,tokoj

pa,shj kti,sewj：(他)頭生長子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創造建立》；

西 1:16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

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西 1:17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西 1:18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kai. auvto,j evstin h` kefalh. tou/ sw,matoj th/j evkklhsi,a：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頭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

傳召》；他是元始《o[j evstin avrch,：(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為起始為首》，是從死裏首

先復生的《prwto,tokoj evk tw/n nekrw/n：(他)頭生長子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

死掉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西 1:19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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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1: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

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平安與和好是一個銅板的兩面。與神和好，就是與神有平安的關係。

這裏提到，基督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也是“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

一般認為這裏是說到基督在創造中的角色及基督在教會中的角色。

但，我們要問，基督在創造中創造的角色與祂在教會中拯救的角色有什麽關聯？

為什麽保羅先要聚焦基督在第一個創造中的角色，之後再談到基督在教會中及救恩上的

角色？

我所要聲稱的是：保羅先談到基督在第一個創造中的角色的理由，是要作為一個‘背景

(backdrop)’來幫助我們認識基督在教會中及救恩上拯救角色。

我認為以教會作為對以色列以及救恩的解釋太狹隘，而基督的角色是要建立新創造；當然

這就包括了教會及救恩和其他的教義。

注意，保羅首先説到，基督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並且隨即説到基督開始了創造。

並且，之後，不只是在救贖中，而是在新創造的救贖中，說到“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

他裏面居住”。

請注意上面經文中，在前後文之間的平行關係。基督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並且祂充分

地反映了父神一切的豐盛，就是父神那豐富的‘神性(deity)’。

基督不僅是創造的開始；祂也是新創造的開始。

歌羅西書 1:15是一節困難的經文：

【西 1: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prwto,tokoj

pa,shj kti,sewj：(他)頭生長子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創造建立》；】

耶和華見證會的人很喜歡這節經文。.

但注意：

希臘文：prototokos“最在前面地生產帶出的(首先生產帶出的=頭生長子的)”這個字不是

那麽多地在表達生發成為的時間點，雖然有時候是有這個意思，不過有時候，如同在這裏，

是同時表達一個超越時間的優先性的含義，以及一個統治權柄的含義。例如：

【詩 89:20 我尋得我的僕人大衛，用我的聖膏膏他。

……

詩 89:27 我也要立他為長子《prwto,tokon：到於(他)頭生長子的》，為世上最高的君王。】

這裏的“長子”是與“世上最高的君王”互相呼應的。

“長子”有時候是表達首先出生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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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49:3 流便哪，你是我的長子，是我力量強壯的時候生的，本當大有尊榮，權力超

眾；】

當然，“長子”由於是首先出生的，也就是治理整個家族的，握有權柄。

但，有時候主要的含義不是首先出生的；例如，亞當就是頭生長子，之後有末後的亞當。

記得詩篇第二篇麽？

【詩 2:1 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詩 2:2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

詩 2:3 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

詩 2:4 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詩 2:5 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

詩 2:6 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詩 2:7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詩 2:8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詩 2:9 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窰匠的瓦器摔碎。】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被引用於：

【徒 13:32 我們也報好信息給你們，就是那應許祖宗的話，

徒 13:33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這裏不是說到基督的出生；這裏是説到，基督的復活；祂是新創造的開始。

此外在啟示錄 1:5也提到 prototokos“頭生長子的”：

【啟 1: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ò prwto,tokoj tw/n nekrw/n： (他)那 (他)

頭生長子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為世上君王元首《kai. o` a;rcwn tw/n basile,wn

th/j gh/j：並且 (他)那 (他)首領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脫離有古

卷作洗去〕

啟 1:6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

啟示錄 1:5在這裏的“首先復活”，就是 prototokos“頭生長子的”。耶穌基督是從死人

中的“首生的”；並且這位復活的基督是“為世上君王元首”（原文直譯：那地的那些君

王的首領），是一個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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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1:15這裏的“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prwto,tokoj pa,shj kti,sewj：(他)頭

生長子的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創造建立》”我認為是表達基督是第一個創造的“頭

(head)”；頭生長子暗示著一個統治：基督是整個創造的統治者。

在創世記四十九章也提到“長子”，而長子本當大有尊榮及權柄的：

【創 49:3 流便哪，你是我的長子《prwto,toko,j：(他)頭生長子的》，是我力量強壯的時候

生的，本當大有尊榮，權力超眾；】

歌羅西書 1:15之後接下來在 1:18這裏的“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o` prwto,tokoj tw/n

nekrw/n：(他)頭生長子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是表達基督是第二

個的新的創造的“頭(head)”；意即，是新創造的開始，是新創造的第一位，是整個新創

造的統治者。

注意這裏兩節經文的對比，彼此平行：

【西 1:16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西 1: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

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這兩處經文都提到“天上的，地上的”及“藉著他”，但，前者提到的是“創造”，後者

則是用“和好”來取代。

基督在第一個創造中：“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基督在新的創造中：“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

基督在第一個創造中：“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基督在新的創造中：“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當我們信徒成為新創造，其結果就是，我們就成為與神和好，我們成為復和的。

新創造與復和是非常緊密關聯的。

當我們説到復和的時候，我們就非常接近神的榮耀及形像。而新約神學及聖經神學所展現

的終極目標就是神的榮耀。

我們這堂課所討論的，所辯證的，是在聖經神學中有許多的中心。但，什麽是對神的榮耀

的主要踏脚石呢？是新創造、是神的國度、是聖約…麽？

神的榮耀是終極的目標。當我們說“神的榮耀”是目標的時候，我們想到的是神的“臨在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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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中，“神的榮耀”在聖經中有兩層意義，並且終極而言，也在新約中：

（1）它是神的“屬性(attribute)”。

在舊約希伯來文的“榮耀”《kabowd》的意思就是“沉重的(heavy)”；神的屬性是沉重的，

是宇宙中最沉重的。或説，神的屬性是沉重的，因為，在宇宙中，比起其他的，神有更多

的公義，神有更多的智慧。有時候人說“看見神的榮耀”，有時候人說“榮耀神”，表達

他們要看見神在祂的所是中，要看見神在祂“完滿的屬性(full attributes)”中，在祂完滿沉重

的屬性中；但，在最後，當我們看見的時候，我們有回應，就是我們要使祂更沉重，這可

以説，我們以我們的榮耀來榮耀祂。所以，在最後，當我們榮耀神的時候，不僅僅是我們

認識神的榮耀，而是，神在祂完全的榮耀中的臨在，這是我們之前所從沒有能夠看到的；

這也就是説，我們要面對面地看見；這是我們從來不能看見的。

（2）換一個方式說，它是神的神的“臨在(presence)”。

我們要看見神“榮耀的臨在(glorious presence)”。“與神復和(to be reconciled)”，就意味著在

神的“臨在(presence)”中。

“復和(reconciliation)”的意思非常接近於：它是一個“過程(process)”，是從與神的敵意及抗

拮，進入到神榮耀的臨在中。

“持續的與神和好的情況(enduring condition of reconciliation)”就是持續在神的臨在中。“復

和”就是“從敵意進入到平安(from enmity to peace)”，進入到新創造中神的臨在中。

以原有的創造為背景，我們在這裏所談到的，不是僅僅關於“救贖(redemption)”，並且

這是關於一個“新創造”。“復和(reconciliation)” 與“新創造”是在一個平行的含義上，

“復和”必須被理解為是一個新創造中的概念。

這個原有的創造已經支離破碎，基督來將之復興歸位。

當我們重獲神的形像的時候，我們就是被帶進與神和好的關係中。

如果我們真的與神和好了，這就會如同主禱文中的：

【太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如果我們不免人的債，我們怎能對神說：“免我們的債”。

如果我們的行事為人不像是一個與神和好的人，或者説，如果我們不彼此和好，那我們是

否真的是與神和好了嗎？

【註：學者指出，一般而言，希臘文表達復和的動詞主要有兩個：

1）一個是 diallasso“徹底經過使成另外不同(徹底地改換=改善調和)”：是由介係詞 dia

“徹底經過”以及動詞 allasso“使成另外不同(改換)”組成；這是表達一個經由雙方努力

而達到一種徹底的改變；例如，主耶穌教導：[太 5:23~24：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diallasso)，然後來獻禮物。]；

在這裏，“去同弟兄和好”，是經由雙方的努力而達到的轉變，以致彼此和好；

2）另外一個是 katallasso“向下使成另外不同(向下改換=改正復和)”：是由介係詞 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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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以及動詞 allasso“使成另外不同(改換)”組成；這個動詞所表達的和好，是經由

單方面發起的努力而達成的一種轉變；例如，保羅在歌林多後書說：[林後 5:18~19：一切

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katallasso)，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katallasso)，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

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Vincent 指出，katallasso“改正復和”這個動詞主要表達“調換(to exchange)”，也因此表

達改變敵對雙方的關係為一個和平的關係，“復和(to reconcile)”。它被使用於雙方的及單

方的敵意；在前者而言，上下文必須展示哪一方是主動的敵意。在基督教的意義，“神與

人的關係的改變是經由基督產生果效的”，其中牽涉到：

第一，神向人開始一個動作來拆毀人的敵對，一則以表明神對他的慈愛與聖潔，一則以讓

他認識罪的兇惡與後果；這是神在耶穌基督的位格及工作中啓動的動作。

第二，人向神產生一個回應的動作，降服於基督自我犧牲的愛，不再與神為敵，離棄罪惡，

並且在信心與順服中轉向神。

第三，一個隨後在人裏面性格特質的改變；罪得到遮蓋、赦免與潔淨，以致整個人的性格

及行事的原則都有一個徹底的轉變。

第四，一個在神那一方相應的關係的改變，既然移除了唯一使祂與人為敵的，以致神現在

可以接納他進入團契相交，並且釋放給他所有父親的愛及恩典（約翰壹書 1:3,7）。這樣就

有了完全的復和。

註﹕katallasso“向下使成另外不同(向下改換=改正復和)”的複合字，apokatallasso“從那

裏向下使成另外不同(從那裏向下改換=從那裏改正復和)”，在新約中只有使用過三次於：

[弗 2:16: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

(apokatallasso)了；]、

[西 1:20：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

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apokatallasso)了。]、

[西 1:22：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apokatallasso)，都成了聖潔，

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Robertson 認為，apokatallasso“從那裏向下使成另外不同(從那裏向下改換=從那裏改正復

和)”中，apo“從那裏離開”這個介係詞是表達一個“完全和好(complete_reconciliation)”

的意思。而 Vincent 認為，這個介係詞 apo“從那裏離開”是表達一個“返回”的意思，

暗示回復到一個起初的和諧(gives the force of back, hinting at restoration to a primal unity.)。

】

2. Romans 5
羅馬書五章

我們要從末世論的角度來更好地認識這裏所談到的“復和”：

【羅 5:1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eivrh,nhn e;comen

pro.j to.n qeo.n：到於(她)和平安寧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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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5:2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羅 5: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羅 5: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羅 5: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羅 5:6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羅 5:7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羅 5: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 5:9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

羅 5: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kathlla,ghmen tw/|

qew/|：我們那時(也是)被改正復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羅 5:11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diV ou- nu/n th.n katallagh.n

evla,bomen：<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現在此時地 到於(她)那 到於(她)復和改正 我們那時(也

是)拿取》，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羅馬書 5:10、11最後兩次提到“得與神和好”，來强調“復和(reconciliation)”的概念。

注意到，接下來是首先的亞當與末後的亞當的對比：

【羅 5:12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

人都犯了罪。

羅 5:13 沒有律法之先，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羅 5:14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

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o[j evstin tu,poj tou/ me,llontoj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

是 (他)印模樣本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正持續準備快要了的》。

羅 5:15 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何況神的恩典，與那因耶

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的臨到眾人麼。

羅 5:16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賜；原來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賜乃是由許多

過犯而稱義。

羅 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何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

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麼。

羅 5:18 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被

稱義得生命了。

羅 5:19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

羅 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那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羅 5:21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

生。】

這裏的問題是：為什麽保羅在這裏，特別是在第 10~11節之後（就是談到“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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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ciliation)”之後），要談到首先的亞當與末後的亞當的對比呢？

答案應該很明顯：“敵對(enmity)”是由首先的亞當造成的，末後的亞當帶來“復和

(reconciliation)”。

在羅馬書五章前半談到稱義帶來的復和之後，保羅又後退一步，在羅馬書五章的後半，就

再從救贖歷史的背景中談到這個復和。保羅要談到敵意及敵對開始是怎麽來的，並且這是

如何解決掉的。

我們必須從伊甸園的背景中來理解復和。如同亞當被逐出伊甸園，如同以色列也被逐出被

稱為伊甸的應許之地；並且以色列的在流放中，就表達了死亡以及與神的隔絕。

從這些模式中，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當以色列人從被擄歸回的時候，就被說成這是他

們要開始持有與神的平安的時候，並且在新創造中，他們的罪要被赦免。在舊約中，甚至

用到復和這個字表達“他們要被復和(They will be reconciled.)”。

3. Romans 11
羅馬書十一章

羅馬書十一章這裏談到，許多的外邦人相信了，但只有猶太人的餘數相信；神這麽做的目

的之一是要使猶太人嫉妒，以致要使他們相信：

【羅 11:1 我且說：神棄絕了他的百姓麼。斷乎沒有；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亞伯拉罕

的後裔，屬便雅憫支派的。

羅 11:2 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你們豈不曉得經上論到以利亞是怎麼說的

呢；他在神面前怎樣控告以色列人，說：

羅 11:3 『主阿，他們殺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壇，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

我的命。』

羅 11:4 神的回話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我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

的。』

羅 11:5 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

羅 11:6 既是出於恩典，就不在乎行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羅 11:7 這是怎麼樣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們沒有得著；惟有蒙揀選的人得著了，其

餘的就成了頑梗不化的；

羅 11:8 如經上所記，『神給他們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見，耳朵不能聽見，直到今

日。』

羅 11:9 大衛也說：『願他們的筵席變為網羅，變為機檻，變為絆腳石，作他們的報應；

羅 11:10 願他們的眼睛昏矇，不得看見；願你時常彎下他們的腰。』

羅 11:11 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麼。斷乎不是；反倒因他們的過失，救恩便

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

羅 11:12 若他們的過失，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缺乏，為外邦人的富足；何況他們的

豐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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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接著說到他的職分就是盼望藉著在外邦人中的工作可以激動猶太人來相信：

【羅 11:13 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分；〔敬重

原文作榮耀〕

羅 11:14 或者可以激動我骨肉之親發憤，好救他們一些人。

羅 11:15 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而復生麼《eiv ga.r

h` avpobolh. auvtw/n katallagh. ko,smou( ti,j h` pro,slhmyij eiv mh. zwh. evk nekrw/n：若是 因為

(她)那 (她)棄置丟棄 從屬(他們)同一者 (她)復和改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收納， 若是 不會/不要 (她)生命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以色列人的被丟棄，就是世界的“復和(reconcilliation)”；而以色列人的被接納，在這裏

被描寫為復活，就是“死而復生(life from the dead)”。

4. Galatians 6
加拉太書六章

在加拉太書六章這裏沒有使用‘復和’這個字，而是使用了“平安”作為同義詞：

【加 6:1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

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

加 6: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加 6:3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

加 6:4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

加 6:5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加 6:6 在道理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

加 6:7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加 6:8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加 6:9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加 6:10 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加 6:11 請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加 6:12 凡希圖外貌體面的人，都勉強你們受割禮；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

迫。

加 6:13 他們那些受割禮的，連自己也不守律法；他們願意你們受割禮，不過要藉著你

們的肉體誇口。

加 6:1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加 6:15 《因為》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avlla. kainh.

kti,sij：但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加 6:16 凡照此理而行的《kai. o[soi tw/| kano,ni tou,tw| stoich,sousin：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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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他)那 在對(他)界線領域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按次序行》，願平安憐憫加給

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

加 6:17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加 6:18 弟兄們，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裏。阿們。】

在加拉太書 6:16中，“凡照此理而行的《kai. o[soi tw/| kano,ni tou,tw| stoich,sousin：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界線領域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按次序行》”

這裏的動詞，動詞 stoicheo“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不是指一般的行走。這個動詞也

被使用於加拉太書 5:25：

【加 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Eiv zw/men pneu,mati( pneu,mati kai.

stoicw/men：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活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靈/風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按次序

行》。】

《註：比較：

【加 5: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pneu,mati peripatei/te：在對(它)靈/風 你們現在就要

持續來往昂然踏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註﹕peripateo“在周圍踩踹踐踏(來往昂然踏行)”：

Strong指出，動詞 peripateo這個字是由介係詞 peri“在周圍”以及動詞 pateo“踩踹踐

踏”組成，表達“在周圍踩踏(to tread all around)”，也就可以表達“昂然行走(特別

是如同有能力的證明)(walk at large (especially as proof of ability))”；可以比喻

性地表達“生活，按行為舉止表現自己，追隨(如同一個同伴或獻身者)(to live, deport

oneself, follow (as a companion or votary))”。

註﹕stoicheo“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

Strong指出，動詞 stoicheo這個字是由動詞 steicho“按規則綫排列(to range in

regular line)”的一個衍生字衍生出來的，表達“(齊步)按(軍事)階級行進(to march in

(military) rank (keep step))”，也就可以比喻性地表達“符合美德及虔誠(to conform

to virtue and piety)”。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五次。

Vine指出，動詞 stoicheo這個字是源自名詞 stoichos“一排(a row)”，表達“按排列而

行(to walk in line)”，用於比喻性地表達“按照與他人關係方式的行走("walking" in

relation to others)”。

註﹕stoicheion“具排列之序之件(具排列次序之件=基本之要素序列)”：

Strong指出，名詞 stoicheion這個字是動詞 stoicheo“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的基礎字

的一個推測的衍生字的中性形式，表達“按照次序安排的某種事物(something orderly

in arrangement)”，也就表達“一系列(基本的，基礎的，初始的)組成要素(字意地)，主

張命題(比喻地)(a serial (basal, fundamental, initial) constituent (literally),

proposition (figur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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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七次。

Vine指出，stoicheion這個字使用複形式數，源自名詞 stoichos“一排，階級，系列(a

row, rank, series)”，主要表達“任何首先的事物，從這裏其他的事物開始有一系列或

是一個合成的整體(any first things from which others in a series, or a

composite whole take their rise)”，因此這個字可以表達“一個要素(an element)”

或“第一原則(first principle)”；被用於字母組成的單字，這也就是語言的要素(it was

used of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as elements of speech.)；在新約中使用

於：

1）表達“物質世界的實質物質(the substance of the material world)”：[彼後 3: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stoicheion)都要被烈火

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彼後 3:12：（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

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

的(stoicheion)都要被烈火熔化。]；

2）表達“外邦異教及猶太理論之欺騙的猜測，被視為基本的原則，世上的小學(the

delusive speculations of gentile cults and of Jewish theories, treated as

elementary principles, "the rudiments of the world,")”：[西 2:8：你們要謹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

(stoicheion)，就把你們擄去；]；Vine指出，這些被稱為"理學和虛空的妄言"，被稱為優

於基督的信(faith in Christ)，在歌羅西，“敬拜天使”，也就是那個區域外邦人及猶太

人的臆斷，認為星座或者就是活生生的屬天的活物，或是被這些屬天的活物所管轄；

3）表達“猶太人或外邦人宗教的基本原則(the rudimentary principles of religion,

Jewish or Gentile)”：[西 2:20：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stoicheion)，

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加 4:3：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僕毫無分別；乃在師

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我們為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

(stoicheion)之下，也是如此。]、[加 4:9：（但從前你們不認識神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

不是神的作奴僕。）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

無用的小學(stoicheion)，情願再給他作奴僕呢。]；

4）表達“神所啓示舊約如同 ABC的基本原則(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 (the A.

B. C.) of the OT, as a revelation from God)”：[來 5:12：看你們學習的工夫，

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小學(stoicheion)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

必須喫奶，不能喫乾糧的人。]。

》

動詞 stoicheo“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的名詞為 stoicheion“具排列之序之件(具排列次序

之件=基本之要素序列)”，被使用於表達這個世界的‘基本要素(elements)’：

【加 4:1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僕毫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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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4:2 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

加 4:3 我們為孩童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up̀o. ta. stoicei/a tou/ ko,smou h;meqa

dedoulwme,noi：<在底下>在底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

容妝束/世界 我們當時持續是 (他們)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奴僕了的》，也是如此。】

【加 4:8 但從前你們不認識神的時候，是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作奴僕。

加 4:9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

《pw/j evpistre,fete pa,lin evpi. ta. avsqenh/ kai. ptwca. stoicei/a：怎樣如何地呢 你們現在持續在上面

轉動翻轉 重新又再地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軟弱無力的 並且 到於(它們)

貧苦窮困的 到於(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情願再給他作奴僕呢。】

保羅在前面加拉太書 6:15談到：“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avlla. kainh. kti,sij：但乃是 (她)

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因此，加拉太書 6:16這裏的“凡照此理而行的《kai. o[soi tw/|

kano,ni tou,tw| stoich,sousin：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界線領域 在對(他)那同

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按次序行》”這句話或許可以這樣表達：凡照著新創造的‘基本要

素(elements)’而行的，將會有平安及憐憫。意即，他們要“與神復和(be reconciled to

God)”。

在舊有的創造中，人與神疏離，以致人的行為也經常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但在新創

造中，你的行為就會是行出作成平安。如同這裏所説的：

【加 6:16凡照此理而行的《kai. o[soi tw/| kano,ni tou,tw| stoich,sousin：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界線領域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按次序行》，願平安憐憫加給

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

為什麽“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

因為他們已經與神復和了。

如同主禱文中：

【太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主禱文接著說：

【太 6: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

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有古卷無因為至阿們等字〕】

這裏所說的“試探”，是在“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之後；所以我認為這裏

的意思就是：不要把我們帶到試探中，就是那會促使我們的忠誠轉移到魔鬼的試探；但，

無論是什麽試探，讓我們忍耐到底，至終使我們仍然與你認同，而不是與魔鬼認同。

論到這種“試探”，在第一世紀的逼迫中，真基督徒的特徵，如同前面提到的 Nat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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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逼迫的時候，不是靠著反擊，而是靠著赦免來面對逼迫。

平安是新創造的特徵。假如我們沒有“行出作成平安”，我們就需要問問自己，我們是否

真的是這個新創造的開始中的一個成員。

《註：
太 6:11 to.n a;rton h`mw/n to.n evpiou,sion do.j hm̀i/n sh,mero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麵餅 從屬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明日生存的 你那時(也是)就要給與 在對我

們 今日地；

太 6:12 kai. a;fej h̀mi/n ta. ovfeilh,mata hm̀w/n( wj̀ kai. h̀mei/j avfh,kamen toi/j ovfeile,taij hm̀w/n\
And forgive us our debts,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積負之債務 從屬我們，

正如地 並且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積欠負債者 從屬我

們；
[經文變異 RT]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積負之債務 從屬我們，

正如地 並且 我們 我們現在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積欠負債者 從屬我們；

太 6:13 kai. mh. eivsene,gkh|j hm̀a/j eivj peirasmo,n( avlla. rù/sai hm̀a/j avpo. tou/ ponhrou/Å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 ever. Amen.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有古卷無因為至阿們等字〕

並且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註 1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搭救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註 2。

註 1：“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文法上亦可以為“你那時(也是)就要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註 2：“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文法上亦可以為“從屬(它)那 從屬(它)惡的”。

[經文變異 RT]

並且 不會/不要 你那時(也是)應該向內負載攜帶進入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試探試煉；

但乃是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搭救 到於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那 從屬(他)惡的； 是這樣

從屬你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王權國度 並且 (她)那 (她)能力權能 並且 (她)那

(她)榮耀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世紀時代。 阿們。

太 6:14 VEa.n ga.r avfh/te toi/j avnqrw,poij ta. paraptw,mata auvtw/n( avfh,sei kai. um̀i/n o` path.r
um̀w/n ò ouvra,nioj\
For if ye forgive men their trespasses, your heavenly Father will also forgive you: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但凡若是 因為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並且 在對你們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那 (他)在天的；

太 6:15 eva.n de. mh. avfh/te toi/j avnqrw,poij( ouvde. ò path.r um̀w/n avfh,sei ta. paraptw,mata um̀w/nÅ
But if ye forgive not men their trespasses, neither will your Father forgive your trespasses.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

但凡若是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任憑釋放離開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人，

然而也不是地 (他)那 (他)父親 從屬你們 他/她/它將要(持續)任憑釋放離開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

(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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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5:25中：

【加 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Eiv zw/men pneu,mati( pneu,mati kai.

stoicw/men：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活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靈/風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按次序

行》。】

“靠聖靈得生”，這是復活的生命，而聖靈是賜生命的靈；若是我們真的靠聖靈得生，那

麽，我們“就當靠聖靈行事”，就是按照著那叫我們得生的聖靈在新創造中所產生的‘基

本要素(elements)’而行。

【加 6:16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eivrh,nh evpV auvtou.j

kai. e;leoj kai. evpi. to.n VIsrah.l tou/ qeou/：(她)和平安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

且 (它)憐憫慈悲，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色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

神》。】

在這裏“平安”與“憐憫”的一同使用，在舊約只有三次，都是論到以色列在流放之中；

其中保羅可能想到的主要的一處經文是在：

【賽 54:2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

你的橛子。

賽 54:3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

賽 54:9 這事在我好像挪亞的洪水；我怎樣起誓不再使挪亞的洪水漫過遍地，我也照樣

起誓不再向你發怒，也不斥責你。

賽 54:10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e;leoj：(它)憐憫慈悲》必不離開你，

我平安《eivrh,nhj：從屬(她)和平安寧》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以色列在流放之中被比較為“挪亞的洪水”。

之後以賽亞接著説：

【賽 54:11 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頭，以藍寶

石立定你的根基；

賽 54:12 又以紅寶石造你的女牆，以紅玉造你的城門，以寶石造你四圍的邊界。〔或作

外廓〕

賽 54:13 你的兒女都要受耶和華的教訓；你的兒女必大享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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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這裏所描述的也是啟示錄二十一章中關於新創造中所描述的。

這也就是說，從流放中歸回的時候，就會是一個新的創造，會有慈愛及平安。

5. Ephesians 2:13f.
以弗所書 2:13 及隨後經文

【弗 2:13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弗 2:14 因他使我們和睦《Auvto.j ga,r evstin h̀ eivrh,nh h̀mw/n：(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

持續是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我們》，〔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

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弗 2: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

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poiw/n eivrh,nhn：(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和

平安寧》；

弗 2: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

弗 2: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弗 2: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弗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

弗 2: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弗 2: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弗 2: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猶太人與外邦人一同與神和好。拮抗的猶太人與外邦人首先被復和，之後一起再被與神復

和。如果他們彼此沒有復和，那麽他們就沒有與神復和。

如果你是新創造的一員，你的行動就會像是新創造的一員，就是會“與他人和好(have

peace with others)”。

再者：

【弗 2: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

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i[na tou.j du,o kti,sh| evn auvtw/| eivj e[na kaino.n a;nqrwpon：為要 到於(他

們)那些 到於(他們)二個/兩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創造建立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這裏的“造成”《kti,sh：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創造建立》，這裏是創造，是創造“一個新人”

《eivj e[na kaino.n a;nqrwpon：向內進入 到於(他)一個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

誰是“一個新人”？

就是末後的亞當，我們在祂裏面成為一個新人；就是被創造成為一個新人。在這個人裏面，

不可能有拮抗，不可能有分隔。在教會中，雖然我們都還不完全，但，我們都應該持續朝

著這個目標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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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在以弗所書後面所說：

【弗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eivj

a;ndra te,leion：向內進入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完滿成全的》，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這裏的“一個新人”，雖然焦點是猶太人及外邦人，但我認為，其背景為對耶穌基督的認

同，因此，就是耶穌基督。

我這麽認為的理由是由於：

【弗 1:20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

在自己的右邊，

弗 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弗 1: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之後，在第二章我們看到有平行的描述：

【弗 2: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弗 2: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對基督的描述，也描述在我們的身上。我們與基督認同。這是在基督裏群體的合一。

以弗所書 1:22 中，“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這句話，保羅是引用自詩篇：

【詩 8: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

裏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6. 2 Corinthians 5:15-21
哥林多後書 5:15~21

這段經文中“復和(reconciliation)”這個字的使用比任何其他經文要多（和合本經常翻譯

為“和好”）。

讓我們首先來看前一段的經文：

【林後 5: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林後 5:15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

的主活。

林後 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原文作肉體本節同〕認人了；雖然憑著外

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w[ste ei; tij evn Cristw/|( kainh. kti,sij：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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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

在第 15節，保羅指出，“基督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

們死而復活的主活”。這帶來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是在第 16節，“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原文作肉體本節同〕認人了”。

我們思想的方式不同了；我們不再根據這個舊的世界的標準思想，不再根據這個舊的世界

的標準評估了。

保羅也曾經以世界的標準在看耶穌，如同其他的猶太人一樣。因為，如同這個不敬虔的世

界認人一樣，這些猶太人沒有看到耶穌如同一個超級明星來到，耶穌沒有符合他們對彌賽

亞的期待，例如，耶穌沒有擊敗羅馬人，等等，因此，他們拒絕了耶穌。這是一個屬肉體

的評估。

保羅說，我們不再按照這種方式來評估了。

但，為什麽不再按照這種方式來評估了呢？

原因就是後面的第二個結果。

第二個結果，是在第 17節，“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的了”。

這也是我們會有不同思想方式的基礎。“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們有新的方式，

用新的標準來評估了。

哥林多人當時就是在以世界的標準來評估保羅；正如同保羅也曾經在以世界的標準來評估

耶穌。哥林多人當時就是在以世界的標準來評估保羅，因此也拒絕保羅。

按照這裏，保羅如同是在說：

我是真使徒。讓我告訴你們應該怎樣評估。你們的確相信耶穌復活了，對嗎！你們相信的

彌賽亞耶穌是受苦的，不是嗎！我，作為基督的使徒，也是受苦的，而你們卻因我的受苦

而拒絕我。如果你們是新造的，你們就不會按照世界的標準來評估我的使徒職分。如果你

們是新創造的，你們就會按照新創造的標準來衡量我的使徒職分。為什麽你們會按照世界

的標準來評估我呢？因為你們還沒有與我復和；也就因此顯出你們還沒有與基督復和。

保羅接下來就進一步解釋神要我們與祂復和，並且也懇求哥林多人要與神復和：

【林後 5:18 《然而也》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tou/

katalla,xantoj h̀ma/j eàutw/|/：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改正復和了的 到於我們 在對(他)同一者

自己》，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th.n diakoni,an th/j katallagh/j：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

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復和改正》賜給我們；

林後 5:19 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ko,smon katalla,sswn eàutw/|：到於(他)

美容妝束/世界 (他)現正持續改正復和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自己》，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

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to.n lo,gon th/j katallagh/j：到於(他)那 到於(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

(她)那 從屬(她)復和改正》託付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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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5:20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

神和好《katalla,ghte tw/| qew/|：你們那時(也是)就要被改正復和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這是新約中談到“復和(reconciliation)”（和合本翻譯為“和好”）最密集的一段經文。

保羅在這裏特別懇求哥林多信徒與神和好：“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保羅為什麽

這麽說呢？

根據這裏的經文，保羅不是求不信的人與神和好，而是懇求哥林多信徒與神和好，這也就

是說，保羅在表達：

保羅是基督的使者，如果哥林多人不能與保羅和好，他們也就沒有與基督和好。也就是説，

儘管他們認為自己已經與基督和好了，但，他們並沒有真正地與基督和好。

今天的教會，就如同初期的教會一樣，許多人認為自己是信徒，但實際上卻不是。

什麽是得救的確據？

這不只是教義的問題。如果不認識基督，如果不知道什麽是復和，他們還是在流放中，他

們在屬靈上還是在與神疏離。

保羅說，如果你是一個真信徒，“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但，什麽是“新的事情”呢？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w[ste ei; tij evn Cristw/|( kainh. kti,sij：

以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舊事已過，都

變成新的了《ta. avrcai/a parh/lqen( ivdou. ge,gonen kaina,：(它們)那些 (它們)起初原始的 他/她/它

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它們)嶄新的》。】

關於“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許多人認為，保羅是在說，若有人在基督裏，

他就“像”是一個新造的人。

但，保羅所說的，遠超過這個意思。

一些注釋家認為保羅在這裏只是根據猶太人一般的概念寫的；但，我曾經寫過一篇論文深

入地研究過，證明保羅在這裏特別是暗指以賽亞書的這些經文：

【賽 43:18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

賽 43:19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道路，

在沙漠開江河。】

【賽 65:16 這樣，在地上為自己求福的，必憑真實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

實的神起誓；因為從前的患難已經忘記，也從我眼前隱藏了。

賽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賽 66:22 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

的名字，也必照樣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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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把這些經文濃縮在哥林多後書 5:17。

哥林多後書 5:17這裏是特別在以賽亞所預測的新創造。

哥林多後書 5:17（新創造）與哥林多後書 5:18（和好）又怎麽聯結呢？

這就好像我在前面問到的：羅馬書 5:10~11（和好）與羅馬書 5:12~21（舊創造與新創

造的對比）是怎麽聯結的。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kainh. kti,sij：(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8 《然而也》一切都是出於神《ta. de. pa,nta evk tou/ qeou/：(它們)那些 然而也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

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林後 5:19 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

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林後 5:18這裏的“一切”《ta. pa,nta：(它們)那些…(它們)所有每一個的》是什麽呢？

“一切”就是新的創造。神使“一切”與自己和好，就是藉著基督與自己和好。

《註：“一切”《ta. pa,nta：(它們)那些…(它們)所有每一個的》在新約常被翻譯為“萬有”：

【西 1:16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o[ti evn auvtw/| evkti,sqh ta. pa,nta：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

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

又是為他造的《ta. pa,nta diV auvtou/ kai. eivj auvto.n e;ktistai：(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創造建立》；

西 1:17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kai. auvto,j evstin pro. pa,ntwn kai. ta. pa,nta evn

auvtw/| sune,sthken：並且 (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前面 從屬(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

且 (它們)那些 (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已經並立/並列表明》。】

》

我們離開流放，進入神的臨在。

保羅在說：你們如果是與神復和的話，你們就會是與我復和的；如果拒絕我，就表示你們

還沒有與神復和。

按照保羅的説法，以賽亞預言的新創造在實際上正在開始，並且就在哥林多信徒之間。當

他們來到基督面前，他們在屬靈上已經復活，雖然還沒有身體的復活，他們已經與基督的

死及復活認同，他們成為新創造的一部分，在實際上已經開始應驗以賽亞的預言。

他們不是像新創造，他們就是新創造的一部分。

我們要再看，在以賽亞書 43、65、66三章的預言到底是關於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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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從救贖歷史的角度來看：

【賽 43:18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

賽 43:19 看哪，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道路，

在沙漠開江河。】

以賽亞書 43:18~19這段經文就是在以賽亞書四十章開始被稱為“安慰的書卷(books of

consolation)”的一系列經文中的一段，在解釋以色列從流放中的復興就是一個新創造；或

是至少緊密地將復興及新創造這兩個概念聯結在一起。

以賽亞書 60、65、66章在繼續强調，神的新創造的舉動如同是復興，並且被描述為，在

以賽亞書 43章以外，神的新創造如同是以色列的救贖，如同是一個新的出埃及。

這裏所説的是：

新創造的預言是在以色列在流放中被給與的。當他們要離開巴比倫，並且要進入到一個如

同一個新創造的地方，在這個地方他們要蒙受救贖，如同是一個新的出埃及。

記得我們討論過，出埃及的本身就如同是一個新創造。

再者，以賽亞書四十到六十六章，描寫以色列的流放是神的忿怒、遺棄、拒絕的表達，以

及結果是神與以色列這個國家的疏離。這些經文指出，是以色列的罪孽造成的這種情況。

神將以色列從流放疏離的情況復興，不僅是在描寫一個救贖的新創造，而且是在表達這個

國家不再被遺棄，他們將要與神重新團聚，他們將要因著神在恩典中啓動對他們的聚集而

認識神。因此，在忿怒之後接續的是從流放的歸回的時期，平安要再被建立在這個國家與

賜平安的神之間。這個新創造的特點是以原始創造在伊甸的平行關係為模式。

以色列是神的僕人，被揀選要被復興，以致可以認識到“我就是那一位(I am he.)”。進一步

而言，以色列復興的應許是指向即將到來的救贖及新創造。在這段經文中，耶和華的角色

被描述並被强調為以色列的創造者，耶和華為自己的榮耀創造並塑造這個國家。這裏神被

强調為創造者的要點，不是在强調起初的創造，也不是主要在强調當這個國家起初被創造

時的第一個出埃及，而是在强調這個國家經由從流放歸回本地中復興的‘再創造

(recreation)’。

以賽亞書 65:17，【賽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

想。】，非常可能是在保羅的暗示中。如果真是如此，“復興(restoration)”如同就是新創

造的强調就會更强烈。

我們在說：

保羅對復和的概念，就是“復和(reconciliation)”的概念是等同於“復興(restoration)”的

概念。舊約中對以色列復興的預言是在基督裏的與神復和中得到應驗。以色列經歷的流放

在終極上是如同在屬靈上流放在地獄的圖畫，也就是基督是在十字架上經歷的。當基督從

死裏復活，祂，代表著以色列，“被復興/恢復(restored)”在神的臨在中。我在這裏不是

說基督“被復和(reconciled)”，因為基督不是在這個中心（祂沒有犯罪，祂不需要被復

和）；基督作為以色列的代表，是被恢復在神的臨在中；這也就是祂在十字架上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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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麽離棄我”。所以，我們與基督同死同復活，我們與基督認同。

對以色列復興及新創造的應許，在以色列七十年後從巴比倫的流放中的歸回中並沒有被實

際應驗；他們的聖殿變小了，他們的逼迫者仍然一個接著一個而來，波斯人、希臘人、羅

馬人，還沒有赦免賜下、彌賽亞也還沒有來到、聖靈的澆灌也還沒有發生。按照猶太人當

時的文獻，包括坤蘭古卷，他們認為自己還在流放之中。

這也就是為什麽耶穌和保羅開始不斷引用以賽亞的經文來印證以色列的復興。現在這些經

文都開始應驗在基督身上。以色列從巴比倫的流放中的歸回，本身只是一個（歷史事件的）

預言。這些預言開始在外邦人身上應驗，如同保羅對哥林多信徒所說的。

耶穌就是真以色列；祂是被流放的第一位，也是被復興的第一位。我們也與耶穌認同；祂

死了，我們也死了，祂復活了，我們也復活了。當我們這樣與耶穌認同的時候，我們在流

放上與祂認同，也在復興上與祂認同。在終極而言，祂就是以色列的流放與復興。而在保

羅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以色列人在屬靈上都還是在流放中。

我要說的是，我沒有看到聖經中有任何預言說到以色列要在 1948年被復興（復國）。所

有預言以色列的復興的預言都在基督身上應驗，並且也繼續在我們這些與基督認同的人身

上應驗，並且最後會在基督的第二次再來中得到完全的應驗。

我認為，聖經中對以色列復興的預言，從頭到尾沒有一個是越過基督而會被應驗的。如果

有人認為聖經中有説到以色列要在 1948年被復興（復國）的預言，如同一些學者所認為

的，需要證明的責任是在他們身上。

保羅在林後 5:17~20之後繼續說：

【林後 5:21 神使那無罪的，〔無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

成為神的義《i[na h`mei/j genw,meqa dikaiosu,nh qeou/ evn auvtw/：為要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

自己生發成為 (她)至義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這裏應該也是從以賽亞書 60~65章中的某段内容而來。在以賽亞書中，神的公義，是在

以色列的復興中，最後神將要為那些相信耶和華的，也就是餘數，辯解證明《dikaioo“促

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神說，“我將要稱為公義_到於你們(I will dikaioo you)”。

之後，保羅說到：

【林後 6:1 我們與神同工的，也勸你們，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林後 6:2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

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林後 6:3 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免得這職分被人毀謗；

林後 6:4 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許多的忍耐，患難，窮乏，

困苦，】

林後 6:2這裏是引用自以賽亞書復興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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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9:8：耶和華如此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濟助了你，我要

保護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約〕復興遍地，使人承受荒涼之地為業。】

林後 6:1這裏的“徒受《eivj keno.n：向內進入 到於(它)虛空無有的》”可能是來自以賽亞書

49:4的“徒然《kenw/j：虛空無有地》”：

【賽 49:3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

賽 49:4 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空，然而我當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裏，

我的賞賜必在我神那裏。】

之後，保羅說到：

【林後 6:11 哥林多人哪，我們向你們，口是張開的，心是寬宏的。】

這裏的隱喻，“心是寬宏的”，可能是來自：

【賽 60:5 那時你看見就有光榮，你心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來歸

你，列國的財寶，也必來歸你；】

之後保羅又使用了“狹窄”的隱喻：

【林後 6:12 你們狹窄，原不在乎我們，是在乎自己的心腸狹窄。】

這裏表達：我願意你們在我的心裏，但你們卻容不下我在你們的心裏。

保羅接著就説到“復和”的象喻：

【林後 6:13 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我這話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林後 6:14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Mh. gi,nesqe et̀erozugou/ntej avpi,stoij：
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他們)現正持續相異不同地負一軛了的 在對(他們)不誠不

信的》；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林後 6:15 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但的別名〕有甚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

麼相干呢《h' ti,j meri.j pistw/| meta. avpi,stou：甚或/或而 (她)任何什麼呢 (她)配份 在對(他)誠

且信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不誠不信的》；】

這裏的“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雖然有人將這裏的經文應用於婚姻，

而這麽應用可能也沒有什麽不對，但保羅應該是在講説不要和那些不接受保羅為使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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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在一起同負一軛，就是那些用舊的世界標準來衡量我的人。

之後又說，“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保羅甚至稱他們為不信的。

他們當中有許多不是真的信徒；如同在後面第十一章所說的：

【林後 11:12 我現在所作的，後來還要作，為要斷絕那些尋機會人的機會，使他們在

所誇的事上，也不過與我們一樣。

林後 11:13 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

林後 11:14 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這也就是説，你們不要與這些人同負一軛，如果是這樣，你們的救恩可能是有問題的。

這也是保羅在書信的最後提醒：

【林後 13:5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Eautou.j peira,zete eiv evste.

evn th/| pi,stei( eàutou.j dokima,zete：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麼。】

保羅指出，有些的確是信徒，而有些人，他懷疑。

當我們在研讀聖經的時候，不要假設每一個人都是信徒；也不要假設每個人都不是信徒。

保羅說：“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試驗”。

保羅接著說：

【林後 6:16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

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林後 6:17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

收納你們。

林後 6:18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這裏都是暗指以色列人從流放歸回。

但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令人不快的哥林多人就是神的聖殿。

為什麽呢？

因為是在基督裏。基督就是真聖殿。

林後 6:17 中，“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原來是指從巴比倫出來。在

這裏是指從那些假使徒及假信徒的評估看法中出來。

保羅接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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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7:1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

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什麽是“這等應許”？

“這等應許”就是指向我們要應驗對以色列復興的預言等等。

因為在書信的開始提到“神的應許”：

【林後 1:19 因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在你們中間所傳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總沒有是

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是。

林後 1:20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實

在原文作阿們〕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就保羅而言，“神的應許”就是指以色列的復興及聖殿。哥林多人是新以色列，是新創造

的一部分，是這個預言應驗的一部分；他們就是神的殿的一部分，他們是參與的以色列的

一部分，是從流放中歸回的。

我們可以描述“使成聖”是這個過程的繼續。我們是從流放中歸回，我們仍然要繼續從流

放中歸回；我們還沒有達到終極的成就。我們還留有巴比倫的殘餘部分；有時候我們沒有

按照應該有的方式來評估自己。我們要追求神，使神的形像真正地彰顯在我們的身上。

【賽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賽 65:18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

為人所樂。】

以色列將要成為“新創造中的榮冠(the crown of the new creation)”，這些預言都開始在教

會身上應驗。

而教會就是真以色列；我們正在離開流放而歸回。

並且，在這個點上，我們接下來要談到使成聖以及新創造之間的關係。

V.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nctification and New Creation
介於使成聖以及新創造之間的關係

“使成聖(sanctification)”如何與新創造發生關聯？

就是：成為我們所是的，及，我們是什麽(becoming what we are and what are we)。

這個世界對生命的看法是：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eds essence)。

但也有對生命不同的看法：本質先於存在(Essence preceeds existence)。

無神論者，例如存在主義者，說：我如何行動就是表達我是什麽(How I act is what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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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則說：你是什麽影響你如何行動(What you are influences how you act)。

如果你是舊創造的一部分，你就會按照舊創造的生活方式來行動。如果你是新創造的一部

分，你就會按照新創造的生活方式來行動。新創造先於我們的如何行動；即，本質先於我

們的如何行動(Essence preceeds how we act)。

傳統的存在主義者的名言：“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eds essence)”。

存在主義者宣稱，要完全獨立於任何權威的影響；如果你受到影響，你就是‘不真實的

(unauthentic)’，你必須只從自己開始行動(You must only act from yourself.)。

但，當然，這種説法在終極上總會不一致；因為你的行動必須不侵犯任何其他獨立的行動。

因此在終極而言，這是個‘矛盾的説法(oxymoron)’；並且，在這個點上是無可解決的矛

盾。

但我們基督徒是相反的；我們必須臣服於對的權威。“本質先於存在(Essence preceeds

existence)”；我認為這是一個簡單的説法。

有些新約語言學的學者存疑，就是：對於動詞 hagiazo“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及名

詞 hagiasmos“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這組字，一般認為含義是‘分別開來(to set

apart)’，但他們認為不是這個意思。

但，我認為這就是“使成聖(sanctification)”的意思。因為我最近研讀帖撒羅尼迦書信，

這是保羅定義的方式；並且舊約對“使成聖”的使用也是環繞在這個概念上。

研究動詞 hagiazo“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這組字的使用會幫助我們認識“使成聖

(sanctification)”的意思。

“使成聖(sanctification)”

動詞 hagiazo“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名詞 hagiasmos“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許多人這麽做了就以為對“使成聖”已經有了完整的教義；但是其他有許多相關的經文也

必須考慮。

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中，保羅談到“使成聖”：

【帖前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Tou/to ga,r evstin qe,lhma tou/ qeou/( o` ag̀iasmo.j

um̀w/n：(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使成聖 從屬你們》，遠避淫行《avpe,cesqai um̀a/j avpo. th/j pornei,aj：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帖前 4:4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帖前 4:5 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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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成聖(sanctification)”就是遠離不道德。

“使成聖(sanctification)”，根據我們所談到的，就是從舊世界分別開來，分別出來歸於

新世界，成為新創造的一部分。

記得我們討論過：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w[ste ei; tij evn Cristw/|( kainh. kti,sij：

以致 若是 (他)任何什麼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舊事已過，都

變成新的了《ta. avrcai/a parh/lqen( ivdou. ge,gonen kaina,：(它們)那些 (它們)起初原始的 他/她/它

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它們)嶄新的》。】

什麽是那些“舊事”？

就是巴比倫的從前的舊事物。在以賽亞書的背景是説到巴比倫。

絕大多數的以色列人都還沒有離開巴比倫歸回。為什麽呢？是因為太舒服了麽？

他們習慣於偶像崇拜的系統，從一個角度而言，也就是他們的經濟系統。就如同當時的以

色列人，他們想回到埃及，是因為那裏的食物。而以西結指出，以色列人在埃及真正的問

題就是偶像崇拜。而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巴比倫。

所以，“舊事”不僅僅是指舊的世界，也包括了舊的世界中評判事物的標準。而在這裏

牽涉到的，就是偶像崇拜。因此，這也是為什麽保羅會說：

【林後 6:16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

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為什麽保羅在這裏提到“偶像”呢？

因為在保羅心中有舊約時代的背景。在舊約時代，神的子民順應了他們所處的世界，按照

當時世界的標準來評估事物。在埃及是偶像崇拜，在巴比倫也是偶像崇拜。

那麽現在呢？

還是偶像崇拜！

什麽是偶像崇拜？

就是用虛假取代真實。也就像是跟從假教師。

這也就是為什麽約翰壹書中提到：“你們要遠避偶像”：

【約壹 5:21 小子們哪，你們要自守，遠避偶像。】

而約翰壹書的整卷書就是關於假基督論取代了真基督論。

所以保羅說到：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kainh. kti,sij：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

立》；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ta. avrcai/a parh/lqen( ivdou. ge,gonen kaina,：(它們)那些 (它們)

起初原始的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旁邊過去；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它們)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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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舊世界的評估標準已經過去了；你們若是根據評估基督的方式評估，就會接納我，

這就會顯示你們是真正接納了基督，也真正在基督裏與神復和了。

我們的神學指出，“本質先於存在(Essence preceeds existence)”。

但在教會中有另外一種的神學，說：你能夠有本質，但你不必有存在(You can have

essence, but you don’t have to have existence.)。

《註：‘存在’的意思或許可以說是‘實際的展現’》

我們在這裏說的“存在”，本來應該是一種從本質中流露出來的對的存在。他們卻説，只

要你真誠地將你的信靠放在基督身上，這就足夠了；不需要有存在。在今天這種説法被稱

為“主權救恩(Lordship salvation)”。

但，我認為，事實上，若有人在基督裏，舊的果子必然過去，並且，新的果子必會出現。

對我而言，這才是保羅的意思；這也是符合聖經的。必然有“闖入的新創造(breaking-in

new creation)”，如同哥林多後書 4:6所說的：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因此，必然有“新闖入的光(new break-in light)”，而這光產生“新創造的本質(new

creational essence)”，並且結出“存在的新創造的果實(new creational fruits of existence)”。

在新約中我們一再看到具有這整個概念的地方。

我們可以說：本質及存在，如果用另外一種説法，是：“直述式的及命令式的(indicative

and imperative)”。

‘直述式的(indicative)’，就是我們在基督裏是什麽。

‘命令式的(imperative)’，就是我們應該做什麽。

我們可以用哲學的術語說，“本質先於存在(Essence preceeds existence)”；或是用不同的術

語：是“直述式的及命令式的”。

關於這兩者之間如何關聯，在保羅著作的研究有很大的爭論。

有人説，神已經來在基督裏做了很多事情，剩下的就在於你的自由意志去相信並且去決

定要怎麽做。

也有人說，神已經在基督做了很多事情，藉著揀選把我們放在基督裏，如果我們真的在

基督裏，我們就必定會執行那些命令。

這是兩種不同的觀點。後者是少數。前者是大多數學者及大多數信徒所持的觀點。我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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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在少數的那邊。

讓我們從以弗所書來看看“直述式的及命令式的”：

【弗 4:21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

弗 4: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弗 4: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弗 4:24 並且穿上新人《kai. evndu,sasqai to.n kaino.n a;nqrwpon：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

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

和聖潔。】

“穿上新人”，這是新的創造。

注意，這裏是“穿上新人(put on new man)”，不是如同一些不好的翻譯：‘穿上新的自

己(put on new self)’。

這裏是‘新的人’《kaino.n a;nqrwpon：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這是相對於以前‘舊的

人’《palaio.n a;nqrwpon：到於(他)老舊的 到於(他)人》。

舊的人已經被脫去，新的人已經被穿上；並且因此，我們不再是在舊人的本質中，而是在

基督裏的新人中；因此我們必須有不同的行動；如同保羅接著說的：

【弗 4:25 所以《Dio.：為這個緣故》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avpoqe,menoi to.

yeu/doj lalei/te avlh,qeian：(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虛假欺謊 你們

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她)真情實理》；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弗 4: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弗 4: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弗 4:28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

人。】

保羅從來沒有說，“你們要穿上新人”（如同命令）；但他經常說“你們要穿上公義”，

意即，必須要有果子，因為我們‘已經’是在基督裏。

再看歌羅西書的平行經文：

【西 3: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西 3: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西 3: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avpeqa,nete ga.r kai. h`

zwh. um̀w/n ke,kruptai su.n tw/| Cristw/| evn tw/| qew/：你們那時(也是)死去 因為，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在內 在

對(他)那 在對(他)神》。

西 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西 3:5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Nekrw,sate ou=n ta. me,lh ta. evpi. th/j gh/j：你們那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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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要促使成死掉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

(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西 3:6 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西 3: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

這裏的“因為你們已經死了”，是‘直述式的(indicative)’。接下來就是‘命令式的

(imperative)’：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

【西 3:8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或作陰毒〕毀謗，

並口中污穢的言語。

西 3: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mh. yeu,desqe eivj

avllh,louj( avpekdusa,menoi to.n palaio.n a;nqrwpon su.n tai/j pra,xesin auvtou/：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

就要持續讓自己說謊作假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剝掉脫除了的 到於(他)

那 到於(他)老舊的 到於(他)人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實施行使 從屬(他)同一者》，

西 3: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kai. evndusa,menoi

to.n ne,on to.n avnakainou,menon eivj evpi,gnwsin katV eivko,na tou/ kti,santoj auvto,n：並且 (他們)那

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促使成更新了

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

是)創造建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西 3:11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這裏的“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是‘直述式的(indicative)’，

是已經成就的。接下來就是‘命令式的(imperative)’：

【西 3:12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憐憫，恩

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西 3: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饒恕人。

西 3:14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西 3: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

的心。】

有人認為，如同前面提到的，如果你是真實地並且真誠地相信耶穌基督，就不需要這些工

作。

但，這裏的經文在說：如果你是蘋果樹，你就會結出蘋果；如果你不是蘋果樹，你就不

會結出蘋果。

讓我回到以弗所書：

【弗 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auvtou/ 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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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smen poi,hma( ktisqe,ntej evn Cristw/| VIhsou/ evpi. e;rgoij avgaqoi/j：從屬(他)同一者 因為 我們現

在持續是 (它)所行出作成， (他們)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了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工作 在對(它們)良善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我在這裏定義“直述式的及命令式的(indicative and imperative)”：先是直述式的，再是

命令式的。

（1）‘直述式的(indicative)’就是那些基督已經作成的，以及神如何揀選了我們在基督

裏要成為什麽，意即，直述式的就是，祂為我們做了什麽，我們在祂裏面是什麽。

（2）‘命令式的(imperative)’就是我們應該做什麽。

我的論點是：我們不可能命令人去做一件他沒有能力去做的事。

神沒有向不信的人發命令要他們在整個家中要怎麽做，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去實行。神是向

祂的兒女發命令。

但，有人說：看這裏保羅說的，“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

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這樣，神已經預定了一切，我們還需要做什麽呢？既

然神已經做了一切，我們就什麽都不用做了。

這時候，事實上，我們在心理上也就不會有什麽動機要去做什麽了。

我的論點是，這種説法是一種誤解。

我認為保羅實在是個天才。直述式和命令式的關係就在這裏：神已經做了一切，並且我們

也將要做一切；因為，神已經做了一切，我們就有動機去做一切。事實上，既然神已經做

了一切，我們就應該有動機去做。

在這裏，Dr. Beale用自己的經歷作為比喻，說：

這就如同從前我的太太常常吩咐我去割草。當時我只有手推的割草機，需要在太陽底下工

作五天，又熱又累，因此，就常常懶得去做。後來買了一部可以坐在上面開的割草機，只

需要一天就可以輕鬆地完成任務了；因此，我就有動機去做，也不再需要太太經常的催促

了。

直述式和命令式的關係就是：神已經做了一切，你也就已經擁有一切需要有的，現在你就

有力量去做所有該做的事情了。

在直述式和命令式的關係上，奇妙之處就在於，如同保羅說的：你已經有了力量，因此，

就去做吧。

正如聖奧古斯丁所說：Lord! Command what you will! But give what you command!

《主啊！命令你所定意的！但，賜予你所命令的！》

這是根據腓立比書 2:12~13的教導：

【腓 2: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

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th.n e`aut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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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thri,an katerga,zesqe：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拯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

被作工作完成》；】

“恐懼戰兢(fear and trembling)”，這是“存在主義的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也正是現

代存在主義之父，齊克果，的書名。祈克果教導：因為恐懼戰兢，我們就必須在所有權威

之外去作出我們的決定。

《註：根據台灣大學哲學系苑舉正教授的投影片：

梭倫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祈克果是重要的哲學、存在主義的創始人；是第一位提出“存在先於本質”的觀念。對於

祈克果而言，存在的意義充分顯現在一個人面對與神關係的主觀抉擇。而日後的存在主義

者則將這一層的意義轉換成為“透過個人自由抉擇實現自我的歷程”。

祈克果對於當時家鄉丹麥流行的路德教派當中的膚淺與自滿感到極為厭惡。他對信仰提出

了新的界定，並認為信仰是一個完全主觀的事，並且與日常思維理性完全無關。

祈克果認為，信仰/信心的力量原本是為了要讓我們克服面對死亡的恐懼；結果不但沒有

達到這個目的，連信仰/信心都成了問題。我們對死亡所感到的恐懼及戰兢，其來源不是

痛苦，而是對不存在感到恐懼。

祈克果認為，真理是内在的，主觀的。反對客觀真理。信仰/信心無須論證的有效性，因

為它在意的不是真理，而是救贖。救贖是我們在人生中想要追求的終極目標。因此，達到

救贖的方式，就像是跳躍式的，而信仰/信心就是這種目標的達成。

祈克果强調一種跳躍式的信心，其中沒有理性的證成。“我可以沒有知識，但是我不能沒

有救主。我不需要蘇格拉底，但我需要耶穌。”。“我一生的準備就在於需要神時的一

躍”；這一躍的基礎不在論證或證明，或一步又一步的証成。這裏沒有部分的信心，只有

全心全意的投入。

》

這個教導與保羅在這裏所教導的完全不同。保羅在這裏用命令語氣說到：“就當恐懼戰兢，

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但，為什麽呢？

“因為…”:

【腓 2: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qeo.j ga,r

evstin o` evnergw/n evn u`mi/n kai. to. qe,lein kai. to. evnergei/n up̀e.r th/j euvdoki,aj：(他)神 因為 他/

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有功效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

續定意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成有功效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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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歡愉》。】

所以，神已經給我們力量去做這些事情，並且在這裏的關聯的環節是：因為是神在我們裏

面工作來使得我們可以立志並且可以工作，因此，我們就可以持續去作成得救的工夫，意

即，作成救恩在我們身上的果實。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們心理上有動機去做的原因，儘管我

們現在不是完全成聖的存有。事實上，我們只有在新天新地才會是完全成聖的。

這是很難理解的，因為舊約的猶太教期待，當新創造來到的時候就應該會是完全的。而現

在基督已經來到，新創造已經來到，但還沒有“完全(perfection)”。

那麽，我們要如何理解這些呢？

我們應該要看到：我們現在如同孩子一樣，而新創造是在孕育之中；聖靈已經在我們裏面，

並且開始了新創造，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重生的靈，但，我們還是如同孩子。孩子還不完全，

但仍然會繼續成長，並且會學習到更多在家中的規矩。我們在神的家中也是這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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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Christ to the
Law
使成聖，稱義，以及基督對律法的關係

律法與今天有多少關係，這個問題在福音派中是一個很大的爭論。

有人認為是整個律法。但，這顯然不是；我們今天已經沒有聖殿了，因此也就沒有獻祭了。

基督徒基本上都承認，基督已經成全應驗了律法。

有的人認為，‘民事律法(civil laws)’需要被應用於今天。

有的人認為，舊約律法的任何東西都不適用於今天的教會。

有的人認為，‘道德律法(moral laws)’適用於今天，但‘獻祭律法(sacrificial laws)’及

‘民事律法(civil laws)’則不適用。

I. A Summary of Sanctification as it Relates to New Creation
使成聖就其關聯於新創造的一個總結

“使成聖(sanctification)”

動詞 hagiazo“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名詞 hagiasmos“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A. Sanctifi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being set apart from the old creation to the new.
使成聖是從舊創造分別開來到新創造的過程。

前面說到，對於動詞 hagiazo“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及名詞 hagiasmos“使成具敬畏

聖別(使成聖)”這組字，一般認為的含義是‘分別開來(to set apart)’；而有些新約語言學

學者存疑，認為不是這個意思。

但，我認為這就是“使成聖(sanctification)”的意思。特別是在：

【帖前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Tou/to ga,r evstin qe,lhma tou/ qeou/( o` ag̀iasmo.j

um̀w/n：(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使成聖 從屬你們》，遠避淫行《avpe,cesqai um̀a/j avpo. th/j pornei,aj：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使成聖(sanctification)”一般的含義就是從舊的創造的罪分別開來，分別開來歸向新的

創造。因為我們是從舊的世代脫離出來，進入新的創造的新的世代。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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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1:20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o[sai ga.r evpaggeli,ai qeou/( evn

auvtw/| to. nai,：(她們)這每一切 因為 (她們)應許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它)那

誠然為是》；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實在原文作阿們〕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在保羅的思想中，“神的應許”應該都是指舊約的應許。包括從這裏的林後 1:21到第七

章：

【林後 7:1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tau,taj ou=n e;contej ta.j evpaggeli,aj：到於

(她們)那同一者 這樣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就當潔淨自己，

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evpitelou/ntej àgiwsu,nhn evn fo,bw| qeou/：(他

們)現正持續在上面完成了的 到於(她)全然為聖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神》。】

林後 7:1中，“我們既有這等應許”，這裏是什麽應許呢？

保羅前面哥林多後書六章最後幾節經文所提到的：“我們是永生神的殿”：

【林後 6:16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

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林後 6:17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

收納你們。

林後 6:18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我們是永生神的殿”，這是應許之一。

關於末世預言的應驗開始於基督，並且持續在應驗。基督的子民與基督認同。聖殿是新創

造的形像。為什麽呢？

因為聖殿就是神的“臨在(presence)”的所在。

“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因為，正如同耶穌所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

來”。耶穌基督的身體就是聖殿；這是指耶穌基督復活的身體。這是以一種得勝的方式來

說到新創造。整個宇宙將要被更新，開始於基督的復活，最終成就於歷史的終結。而其中

的要點就是神的“臨在”，在最終要成就：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啟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ivdou.

h` skhnh. tou/ qeou/ meta. tw/n avnqrw,pwn( kai. skhnw,sei metV auvtw/n：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她)那 (她)帳幕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 並

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搭帳棚居所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同一者》，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

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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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直接的意思是：“我將要搭帳篷居住在他們中間(I will be ‘tabernacling’ among them.)”。

或者説，“我要‘建聖殿居住’在他們中間(I will be ‘templing’ among them.)”。現在的人都

喜歡使用動詞形式。也就是説，這裏的意思是：我的“臨在”要在他們中間。

神本來就是充滿萬有的。但，這裏談到的是，在最後，有如同在舊約中神在至聖所中的

“臨在”。

有趣的是，在加拉太書中：那裏提到要離開舊的創造，就會結出新創造的果實。

我們注意到，在加拉太書這裏有一個“包含模式(inclusio)”。“包含模式(inclusio)”的意

思是，開始於一個方式，並且結束於同一個方式。

這個“包含模式(inclusio)”開始於：

【加 1:4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o[pwj

evxe,lhtai hm̀a/j evk tou/ aivw/noj tou/ evnestw/toj ponhrou/：這怎樣如何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

挪開 到於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現在已經臨到了的

從屬(他)惡的》；】

這個“包含模式(inclusio)”結束於：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avlla. kainh. kti,sij：

但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這個“包含模式(inclusio)”由否定的陳述開始：“罪惡的世代”，結束於正面的陳述：

“新的創造”。

《註﹕“包含模式(inclusio)”是一個段落或更長的文學部分以與它開始時類似的方式結束

的模式。這是一種古希臘和希伯來文學，例如聖經，沒有標點符號和分段符，因此作者不

得不使用其他方法告訴他們的讀者，當他們的書籍結構中發生了某些事情時。他們用來做

這件事的一種文學手段被稱為“inclusio”。

例如：以賽亞書 1:21 開始，“忠信的城如何變成妓女……”，以賽亞書 1:26 的結尾，

“……以後，你將被稱為公義之城，一座忠信之城。”(【賽 1:21_可歎忠信的城，變為妓

女；從前充滿了公平，公義居在其中，現今卻有兇手居住。賽 1:22_你的銀子，變為渣滓，

你的酒，用水攙對。賽 1:23_你的官長居心悖逆，與盜賊作伴；各都喜愛賄賂，追求贓私；

他們不為孤兒伸冤，寡婦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們面前。賽 1:24_因此，主萬軍之耶和華

以色列的大能者說：哎，我要向我的對頭雪恨，向我的敵人報仇；賽 1:25 我必反手加在

你身上，煉盡你的渣滓，除淨你的雜質；賽 1:26_我也必復還你的審判官，像起初一樣，

復還你的謀士，像起先一般；然後，你必稱為公義之城，忠信之邑。】)。

又例如：雅各書二章有兩個“包含模式(inclusio)”。第一個從雅 1:25 開始，提到全備使

人自由之律法，在雅 2:12~13 結束，再次提到使人自由之律法（【雅 1:25：惟有詳細察看

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

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 2:12~13：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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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律法說話行事。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

然後雅 2:14 以“沒有行為的信心”開始，雅 2:26 以“沒有行為的信心”結束（【雅 2:14：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麼。】、

【雅 2:26：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

B. The indicative for those who are in the new creation precedes the imperative of how they
are expected to live.
對那些在新創造中的人的‘直述式的’是先於他們被期待該如何生活的‘命令式的’。

“直述式的及命令式的(indicative amd imperative)”：先有直述式的，再有命令式的。

‘直述式的(indicative)’就是我們在基督裏是什麽。

‘命令式的(imperative)’就是我們應該做什麽。

【弗 4:21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

弗 4: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弗 4: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弗 4: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kai.
evndu,sasqai to.n kaino.n a;nqrwpon to.n kata. qeo.n ktisqe,nta evn dikaiosu,nh| kai. os̀io,thti th/j
avlhqei,a：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那 <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了的 在內 在對(她)至義 並且 在對(她)

聖虔純正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直述式的’就是我們在基督裏是什麽，‘命令式的’就是我們應該做什麽。

記得我們曾經提到的：“本質先於存在(Essence preceeds existence)”。

‘直述式的’就是：我們是穿上新人的。

接下來是‘命令式的’：

【弗 4: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Dio.
avpoqe,menoi to. yeu/doj lalei/te avlh,qeian e[kastoj meta. tou/ plhsi,on auvtou/( o[ti evsme.n avllh,lwn
me,lh：為這個緣故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置開移掉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虛假欺謊 你們現在就要

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她)真情實理， (他)各個的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

屬(他)同一者；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是 從屬(他們)彼此 (它們)肢體》。】

先是‘直述式的’，之後才是‘命令式的’。

為什麽呢？

因為‘是’新的創造，新的人，就有能力接受神的命令，並且有能力去順服祂。

因此，當我們‘是’新的人，並且有能力去順服，神才給我們‘命令式的’誡命。

這就給與我們一個遵行誡命的動機：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能力去遵從了；而以前我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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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現在已經是神的兒女，是在神的家中，因此，就要遵行在家裏的規條。

所以保羅在後面教導：

【弗 5:1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Gi,nesqe ou=n mimhtai. tou/ qeou/ wj̀

te,kna avgaphta.：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被生發成為 這樣 (他們)模仿效法者 從屬(他)那 從屬(他)

神， 正如地 (它們)孩子 (它們)蒙愛的》；

弗 5:2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

獻與神《kai. peripatei/te evn avga,ph|( kaqw.j kai. o` Cristo.j hvga,phsen hm̀a/j kai. pare,dwken
eàuto.n up̀e.r h`mw/n prosfora.n kai. qusi,an tw/| qew/| eivj ovsmh.n euvwdi,aj：並且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來

往昂然踏行 在內 在對(她)愛， 按照正如地 並且 (他)那 (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愛 到

於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交付 到於(他)同一者自己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我們

到於(她)供奉獻與 並且 到於(她)犧牲祭物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她)香氣 從

屬(她)馨香》。】

這裏的“該效法神”以及“要憑愛心行事”都是命令語氣的動詞。

我們已經從舊有的邪惡的世代被解救出來了；我們已經在新創造中，現在我們有意願可以

選擇去遵行誡命或選擇不遵行。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選擇不遵行；儘管已經是基督徒了。

但，我們是否會因為不遵行而失去救恩麽？或是，如同有些人認為的，我們大多數時候不

遵行，但仍然會持有救恩？

我們之後會再討論。但，我不認為保羅會這麽看。保羅的意思應該是：作為新創造，雖然

緩慢，但必然地，我們都會繼續成長而結出新創造的果實；以致有一天我們會說，“曾經

我是這樣，但現在我不再是(Once I was, but now I am not.)”。

或許有人要問，談這些東西‘實際(practical)’嗎？

我的回答是：任何真實的就是實際的。

當你講道或帶領查經的時候，要講論神，特別是經文提到神的時候，並且聖經的經文的確

也經常提到神。不要被迫只是講我們須要做什麽。要講論神。神才是實際的。

在歌羅西書我們也看到同樣的教導：

【西 3: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Eiv ou=n sunhge,rqhte tw/|

Cristw/|( ta. a;nw zhtei/te：若是 這樣 你們那時(也是)被一同喚醒起來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到於(它們)那些 上頭地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探索尋求》；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西 3: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西 3: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avpeqa,nete ga.r kai. h`

zwh. um̀w/n ke,kruptai su.n tw/| Cristw/| evn tw/| qew/：你們那時(也是)死去 因為， 並且 (她)那

(她)生命 從屬你們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隱藏遮掩 共同一起 在對(他)那 在對(他)基督 在內 在

對(他)那 在對(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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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西 3: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Nekrw,sate ou=n ta. me,lh ta. evpi. th/j gh/j：你們那時(也

是)就要促使成死掉 這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肢體 到於(它們)那些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

(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西 3:6 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西 3: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

或許有人要問，我們是否已經‘完全’了嗎？

保羅沒有這麽說。

儘管我們仍然不完全，不是一個長大成人的人，但如同是孩子，我們仍然在成長，要成為

一個長大成人的人。

當我們在屬靈上成為大人，就是在基督再來的時候，或是當我們過世的時候，我們進到神

的臨在中，我們所有人都會一起達到“基督長成的身量”：

【弗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弗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弗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me,cri katanth,swmen oi`

pa,ntej eivj th.n eǹo,thta th/j pi,stewj kai. th/j evpignw,sewj tou/ uiòu/ tou/ qeou/：一直達到 我們那

時(也是)應該行抵來到 (他們)那些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那 到於(她)為一 從屬

(她)那 從屬(她)信 並且 從屬(她)那 從屬(她)清楚認識知道 從屬(他)那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

那 從屬(他)神》，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eivj a;ndra te,leion( eivj me,tron

hl̀iki,aj tou/ plhrw,matoj tou/ Cristou/：向內進入 到於(他)男人/丈夫 到於(他)完滿成全的， 向

內進入 到於(它)量器量度 從屬(她)發育身量 從屬(它)那 從屬(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儘管我們仍然不完全，但我們是新創造。

儘管我們仍然不完全，但我們仍然在成長：

【西 3:8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或作陰毒〕毀謗，

並口中污穢的言語。

西 3: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mh. yeu,desqe eivj

avllh,louj( avpekdusa,menoi to.n palaio.n a;nqrwpon su.n tai/j pra,xesin auvtou/：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

就要持續讓自己說謊作假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剝掉脫除了的 到於(他)

那 到於(他)老舊的 到於(他)人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實施行使 從屬(他)同一者》，

西 3:10 《並且已經》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kai.

evndusa,menoi to.n ne,on to.n avnakainou,menon eivj evpi,gnwsin katV eivko,na tou/ kti,santoj auvto,n：並

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

促使成更新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

屬(他)那時(也是)創造建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西 3:11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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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這裏使用到關於亞當的語言麽：“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許多其他的經文都有同樣的格式，就是先是‘直述式的’，之後才是‘命令式的’。

例如：

【弗 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auvtou/ ga,r

evsmen poi,hma( ktisqe,ntej evn Cristw/| VIhsou/ evpi. e;rgoij avgaqoi/j：從屬(他)同一者 因為 我們現

在持續是 (它)所行出作成， (他們)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了的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它們)工作 在對(它們)良善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這裏的“工作”《poiema“所行出作成”》及“造成”《ktizo“創造建立”》都指出我們

是新創造。神的目的是“為要叫我們行善”。

你不可能是新創造而沒有善行。

為什麽呢？

因為這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神預備我們，使我們可以行善。

又例如：

【腓 2: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

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th.n e`autw/n

swthri,an katerga,zesqe：到於(她)那 從屬(他們)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拯救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

被作工作完成》；

腓 2: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qeo.j ga,r

evstin o` evnergw/n evn u`mi/n kai. to. qe,lein kai. to. evnergei/n up̀e.r th/j euvdoki,aj：(他)神 因為 他/

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那 (他)現正持續成有功效了的 在內 在對你們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

續定意 並且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成有功效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那 從屬(她)認

可歡愉》。】

又例如哥林多後書七章，根據七章之前所談到的，保羅說：

【林後 7:1 《這樣》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tau,taj ou=n e;contej ta.j

evpaggeli,aj：到於(她們)那同一者 這樣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kaqari,swmen eàutou.j avpo. panto.j molusmou/

sarko.j kai. pneu,matoj：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潔淨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所有每

一個的 從屬(他)促成髒損染污 從屬(她)肉體 並且 從屬(它)靈/風》，敬畏神，得以成聖

《evpitelou/ntej àgiwsu,nhn evn fo,bw| qeou/：(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完成了的 到於(她)全然為聖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神》《欽定本翻譯：perfecting holiness in the fear of God》。】

這裏的“ou=n”《oun“因此這般(這樣)”》，就是表達，這裏的勸勉就是根據前面所說的；

這裏的意思就是：



419

根據哥林多前書第一到第六章所討論到的，例如，我們是神的聖殿…等等，這樣，我們就

有能力，應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但這裏似乎有矛盾：你在“成為完全(perfecting)”的過程中，怎麽可能你同時是完全的，

又是不完全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已然及未然”的張力。“成為完全(perfecting)”是一個持續的過

程。

讓我們再看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前 3:11 願神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裏去；

帖前 3:12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

你們一樣；

帖前 3:13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裏堅固，

成為聖潔，無可責備《eivj to. sthri,xai ùmw/n ta.j kardi,aj avme,mptouj evn àgiwsu,nh| e;mprosqen
tou/ qeou/ kai. patro.j hm̀w/n evn th/| parous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meta. pa,ntwn tw/n àgi,wn
auvtou/：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堅定加固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到於(她們)無可指責歸咎的 在內 在對(她)全然為聖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

同一者》。】

是的，有一天我們都要成為聖潔，無可責備。雖然我們還沒有達到那裏，但，現在我們正

在這個過程中。

要知道：甚至在持續成為聖潔的過程中，也是在神的掌控之下。

保羅隨即接著説：

【帖前 4: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我們靠著主耶穌求你們，勸你們，你們既然受了我們

的教訓，知道該怎樣行，可以討神的喜悅，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更加勉勵。

帖前 4:2 你們原曉得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甚麼命令。

帖前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Tou/to ga,r evstin qe,lhma tou/ qeou/( o`

àgiasmo.j um̀w/n( avpe,cesqai ùma/j avpo. th/j pornei,aj：(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

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使成聖 從屬你們， 現要去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到於你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那 從屬(她)通奸淫行》；】

之後，保羅說：

【帖前 4:7 《因為》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ouv ga.r

evka,lesen h̀ma/j o` qeo.j evpi. avkaqarsi,a| avllV evn àgiasmw/：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請召

喚 到於我們 (他)那 (他)神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污穢不潔， 但乃是 在內 在對(他)使

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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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4:8 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賜聖靈給你們的神《avlla. to.n qeo.n

to.n Îkai.Ð dido,nta to. pneu/ma auvtou/ to. a[gion eivj um̀a/j：但乃是 到於(他)那 到於(他)神 到於(他)

那 並且 到於(他)現正持續給與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那 到於

(它)聖的 向內進入 到於你們》。】

這裏的“賜聖靈給你們”是關聯於舊約：

【結 36:24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

結 36:25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

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

結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

心，賜給你們肉心。

結 36: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保羅最後以此結尾：

【帖前 5:22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作《avpo. panto.j ei;douj ponhrou/ avpe,cesqe：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形像 從屬(它)惡的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讓自己遠離禁戒》。

帖前 5:23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Auvto.j de. o` qeo.j th/j eivrh,nhj àgia,sai

um̀a/j o`lotelei/j：(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那時

(也是)可以使成聖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成全完整的》；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kai. ol̀o,klhron u`mw/n to. pneu/ma kai. h` yuch.

kai. to. sw/ma avme,mptwj evn th/| parous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thrhqei,h：並且 (它)

整全完備的 從屬你們 (它)那 (它)靈/風 並且 (她)那 (她)生魂意念 並且 (它)那 (它)身體

無可指責歸咎地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

耶穌 從屬(他)基督 他/她/它那時(也是)可以被行看護守衛》。

帖前 5:24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

再次看到：“使成聖”是與“遠離禁戒”關聯。

並且，“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也就是説，“在使成聖這件事情上神有

至高的主權(God is sovereign over sanctification.)”。

再者，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中，保羅說到：

【帖後 2: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

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o[ti ei[lato um̀a/j o` qeo.j avparch.n eivj

swthri,an evn àgiasmw/| pneu,matoj kai. pi,stei avlhqei,aj：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選取 到

於你們 (他)那 (他)神 到於(她)初熟的果子（[RT] 及[WH]為：avpv arch/j：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

起始為首）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在內 在對(他)使成聖 從屬(它)靈/風 並且 在對(她)信

從屬(她)真情實理》。

帖後 2:14 神藉我們所傳的福音，召你們到這地步，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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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後 2:15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信

上寫的，都要堅守。

帖後 2:16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盼望，賜

給我們的父神，

帖後 2:17 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

帖後 3: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開，得著榮耀，

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

帖後 3:2 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帖後 3: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或作脫離兇惡〕。

帖後 3:4 我們靠主深信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的，後來也必要遵行。

帖後 3:5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

帖後 3:6 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不遵守從

我們所受的教訓，就當遠離他。】

神揀選我們，賜給我們聖靈，使我們可以按照神的‘法令(statutes)’而行。

在教會歷史中，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路德曾經和 Erasmus 爭論。

Erasmus 堅持，人有自由意志，並且，對任何事情，是在於我們決定是否要做；如果我們

做某件事情，是因為我們決定要做；這是“不受神的影響的自主 (autonomous apart from

God’s influence)”。在他所寫的“論自由意志(The Freedom of the Will)”，其中充滿了誡命、

誡命、誡命。他解釋說，神不會命令我們，除非預設我們有那種（不受神影響的）自由的

意志去遵從祂的那些誡命。

路德的回覆（被稱為：The Bondage of the will）是：所有的誡命都是在提供“訓令的標準

(standards of ordinances)”，不在於是否預設有遵行的自由意志。並且我們要在聖經的上下

文中查看，是我們獨立的自由意志使我們遵行神的誡命，或者，是藉著神的恩典我們能夠

遵行神的誡命。當然，路德繼續討論的立場是，我們是藉著神的能力才能夠去遵行神的誡

命。

《註：在神學上，這被稱為“本性-恩典的辯論(Nature-Grace debate)”。

Erasmus 為天主教著名的學者；為‘半伯拉糾主義者(Semi-Pelegian)’。

根據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 Ronald Nash教授在“哲學歷史及基督教思想”課程中的介

紹：

伯拉糾主義(Pelegianism)：

伯拉糾為與奧古斯丁（主後 354~430）大約同時期的一位不列顛（今英國）的修士。

伯拉糾主義主要的信念為：

（1）否認原罪(Denies Original Sin)（每一個人出生就帶有罪性）

（2）否認全然敗壞(Denies Total Depr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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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否認與亞當的因果關聯(Denies Causal Connection with Adam)

（4）有能力獲得道德的完全(Ability to Achieve Moral Perfection)

（5）藉著工作獲得救恩(Salvation by Works)

根據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 Bruce Ware教授在“系統神學”課程中的介紹：

‘伯拉糾主義(Pelegianism)’在主後 418年的大公會議(Council of Carthage)被定為

異端。

‘半伯拉糾主義(Semi-Pelegianism)’：

半伯拉糾主義試圖同時接受奧古斯丁及伯拉糾的看法；承認所有的人都在亞當裏受亞當的

罪的影響，並且承認伯拉糾在這一點上是錯誤的；但認為，罪的作用，不是導致我們全然

敗壞而完全不能做任何神所喜悅的事情，而只是阻擋或使我們人性中的意志軟弱，以致我

們比較不太能去順服並遵從神的旨意。沒有恩典，我們不是完全不能，只是比較不能去順

服並遵從神的旨意。恩典來到，就幫助我們能去做我們本性原來能做的事情。

在伯拉糾主義被定為異端後，半伯拉糾主義盛行了一個世紀；但之後在主後 529年的教

會會議中被拒絕。但，儘管如此，半伯拉糾主義卻成為羅馬天主教主要的神學觀點，認為

恩典加强了我們被軟化的意志，使我們能夠去順服並遵從神的旨意。

Erasmus 持有的就是半伯拉糾主義；認為罪影響了我們，但我們仍然是自由的，可以去自

由地選擇。

而路德的回應則是：罪捆綁了我們，我們不再是自由的；神是自由的，神自由於行善，但

神不能作惡。但，罪人不同，罪人沒有自由去行善，沒有自由去順服神，沒有自由去遵從

神的旨意；神的恩典釋放我們的意志，使我們開始能夠去做之前所不能做的，能夠去順服

神，去相信福音。

加爾文在自由意志的部分，與路德有稍微不同的看法；認為沒有重生的人不是完全沒有一

點自由，因為他們確實也做了他們自己選擇要去做的事情，包括選擇拒絕神，以致在道德

上必須承擔後果。兩百年之後的 Jonathan Edward才加以闡揚加爾文的觀點。

》

這也是我們之前討論過的動機，也就是說，神賦予我們能力，使我們能有力量去過每一天

的生活。

不像有些人説的，神已經預定我們去做一切了，我們就坐著等神成就一切。換言之，人就

沒有動機去做任何事情了。

“直述式的及命令式的”是基於新創造，並且，這是討論“使成聖”的另外一個方式。

這就如同我們之前在以西結書才看到的，是神賜給我們一個新心，新靈，使我們有力量遵

行神的誡命：

【結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

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結 36: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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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讓我們想到，我們之所以成為新創造，是因為：

【西 1:13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

在舊約，不是亞當請求神創造他，而是神自己用塵土創造了亞當。在新約，是神咐光從黑

暗裏照出來，照在我們心裏，而創造了我們，成為一個新創造。

所以，“使成聖”與“新創造”的關係，在於“使成聖”賦予我們一個地位（直述式），

並且賦予我們有能力，以致可以去過聖潔的生活（命令式），在“新創造”中結出新創造

的果實。

C. The “old man” and “new man” correspond to the old creation and the new creation.
“舊人”以及“新人”是相對於舊創造以及新創造。

【西 3: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mh. yeu,desqe eivj

avllh,louj( avpekdusa,menoi to.n palaio.n a;nqrwpon su.n tai/j pra,xesin auvtou/：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

就要持續讓自己說謊作假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彼此，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剝掉脫除了的 到於(他)

那 到於(他)老舊的 到於(他)人 共同一起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實施行使 從屬(他)同一者》，

西 3:10 《並且已經》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kai.

evndusa,menoi to.n ne,on to.n avnakainou,menon eivj evpi,gnwsin katV eivko,na tou/ kti,santoj auvto,n：並

且 (他們)那時(也是)讓自己穿著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新初年淺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

促使成更新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她)清楚認識知道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表像 從屬(他)那 從

屬(他)那時(也是)創造建立了的 到於(他)同一者》；】

【弗 4: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avpoqe,sqai ùma/j kata. th.n prote,ran avnastrofh.n to.n palaio.n a;nqrwpon to.n fqeiro,menon

kata. ta.j evpiqumi,aj th/j avpa,thj：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置開移掉 到於你們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

(她)那 到於(她)更先前的 到於(她)行止為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老舊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那

到於(他)現正持續被腐朽敗壞了的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渴想慕戀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欺矇誘騙》；

弗 4: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弗 4: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kai.
evndu,sasqai to.n kaino.n a;nqrwpon to.n kata. qeo.n ktisqe,nta evn dikaiosu,nh| kai. os̀io,thti th/j

avlhqei,a：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那 <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了的 在內 在對(她)至義 並且 在對(她)

聖虔純正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

這裏的‘舊人(old man)’和‘新人(new man)’是相對於舊的創造及新的創造。

這裏不是在說人裏面的‘老我(old self)’和‘新我(new self)’。

《註﹕neos“新初年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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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指出，形容詞 neos 這個字是一個字根字，包含其比較級形式 neoteros，表達“新的

(new)”，也就可以就人而言表達“年輕的(youthful)”，或就事物而言表達“新鮮的

(fresh)”，也就可以比喻性地表達“新生的(regenerate)”。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23 次。

Vine 指出，neos 這個字在時間上表達“新的(new)”，也就是最近的；可以使用於表達“年

輕的(youthful)”，特別是其比較級形式 neoteros 表達“更年輕的(younger)”；據此，可以表

達一個品質上或特性上是舊的事物的再現(reproduction)。

註﹕kainos“嶄新的”：

Strong 指出，形容詞 kainos 這個字的字源關係不詳，表達“嶄新的(new)”；kainos 這個字

特別是指“嶄新度(freshness)”上的“新(new)”，而 neos“新初年淺的”這個字則指時間

上的新。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42 次。

Vine 指出，kainos 這個字表達一種“不尋常(unaccustomed)的新(new)”或“未使用過

(unused)”的新，不是指時間或最近的新，而是指“形態(form)”或“品質(quality)”的新，

也就是指與舊的事務在比較上有不同的性質(nature)；在新約使用於：

1）新方言：[可 16:17：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kainos)方

言；]，這裏新的語言是如同徒 2:4[徒 2:4：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heteros)話來。]中的別國的話；這些語言是新的，也是不同的，但這不是它們

從來沒有被聽過，或是對聽的人來說是新的，乃是對那些說的人是新的，這是一個“不尋

常的(unaccustomed)”或沒有使用過的，不是時間的新，或最近的，乃是在形式和品質上，

具有不同性質，相對於舊有的“新”的語言；

2）新命令：[約 13:34：我賜給你們一條新(kainos)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3）新創造：[加 6:15：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kainos)造的人。]、

[林後 5:17：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kainos)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kainos)

了。]；

4）新事：[林後 5:17：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kainos)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的(kainos)了。]；

5）新人：[弗 4: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kainos)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

和聖潔。]，意即，一個新的“人的狀態”，包括屬靈的和道德的，是按照基督的樣式；

6）新人群：[弗 2:15：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

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kainos)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意即，一個新的人群，也

就是基督的身體，教會；

7）信徒的新名：[啟 2:17：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

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kainos)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

沒有人能認識。]；

8）主的新名：[啟 3:12：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

我又要將我 神的名，和我 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 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

撒冷）並我的新(kainos)名，都寫在他上面。]；

9）新歌：[啟 5:9：他們唱新(kainos)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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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

10）新天新地：[啟 21:1：我又看見一個新(kainos)天新(kainos)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

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11）新耶路撒冷：[啟 21:2：我又看見聖城新(kainos)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

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12）一切都更新：[啟 21:5：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行出作成）新(kainos)了。

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13）新約：[來 8:8：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或作所以主指前約的缺欠說〕『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kainos)約；]、[林前 11:25：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

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kainos)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

我。]；

14）新道：[徒 17:19：他們就把他帶到亞略巴古說：你所講的這新(kainos)道（教授講訓），

我們也可以知道麼。]。

Vine 指出，neos 這個字主要表達時間上是“新的(new)”，也就是最近的；neos“新初年

淺的”可以表達一個品質上或特性上是舊的事物的再現(reproduction)。

neos“新初年淺的”和 kainos“嶄新的”有時候用於描寫同一樣事物，但意義卻不一樣；

例如：

1）新人：在[弗 2:15：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

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kainos)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及 [弗 4:24：並且穿上新

(kainos)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的新人，是表達在特

性上的“新”；而在[西 3:10：穿上了新(neos)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

的形像；]的新人，是强調信徒“新”的經歷的事實，是最近開始的，並且仍然持續的；

而在他裏面的舊人，追溯到古老的時期的亞當。

2）新約：同樣地，在[來 12:24：並新(neos)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

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的新約，是比之前一千五百年前的摩西的律法更“新”的；在[來

8:8：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或作所以主指前約的缺欠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

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和[來 8:13：既說新(kainos)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

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及[來 9:15：為此他作了新(kainos)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

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的新約，是比較於在特點

上已經老舊並且無效的摩西律法。

3）新酒：在[太 9:17：也沒有人把新(neos)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

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neos)酒裝在新皮袋裏，兩樣就都保全了。]、[可 2:22：

也沒有人把新(neos)酒裝在舊皮袋裏；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惟把新

(neos)酒裝在新皮袋裏。]、[路 5:37~39：也沒有人把新(neos)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

新(neos)酒必將皮袋裂開，酒便漏出來，皮袋也就壞了。但新(neos)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裏。

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neos)的，他總說陳的好。]的新酒，是指最近生產的新酒；但在

[太 26:29：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

喝新的(kainos)那日子。]、[可 14:25：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

的國裏，喝新的(kainos)那日子。]的新酒，將要是與地上的酒具有不同的特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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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是在說‘舊人(old man)’和‘新人(new man)’；不是在說人裏面的‘老我(old self)’

和‘新我(new self)’。

有人說，我們不要翻譯為‘舊人(old man)’和‘新人(new man)’（因為在英文，man 是

男人的意思），我們需要對性別敏感，所以最好使用中性化的的字，意即，‘老我(old

self)’和‘新我(new self)’，這就可以包括男人及女人了。

但，我們絕不應該改變這裏的翻譯。

這是因為要對性別不敏感麽？

當然不是！我們是要對聖經敏感。

《註﹕anthropos“男人面貌之人(人)”：

Strong 指出，名詞 anthropos 這個字是由名詞 aner“男人/人/丈夫”以及名詞 ops“面貌

(countenance)”（ops 源自動詞 optanomai“看見注目”）衍生出來的，表達“男人面貌的

(man-faced)”，也就可以表達“一個人(a human being)”。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550 次。

註﹕aner“男人/人/丈夫”：

Strong 指出，名詞 aner 這個字是一個字根字，表達“一個人(嚴格地說是一個單獨的男

性)(a man (properly as an individual male))”。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216 次。

Vine 指出，aner 這個字一般表達“一個男人，一個成年的男性(a man, an adult male)”，從

來沒有被使用於女性，《相對於 anthropos“男人面貌之人(人)”，這個字表達“一個人，

男性或女性(a human being, male or female)”》，被使用於不同的關係，由上下文來決定其

意思。

》

在以弗所書 4:24這裏，‘老我(old self)’和‘新我(new self)’會是不合適的翻譯。

因為：

首先，如果翻譯為‘老我(old self)’和‘新我(new self)’，而不是‘舊人(old man)’和

‘新人(new man)’，就會錯失‘舊人亞當(old man Adam)’及‘新人基督(new man Christ)’

的含義。

保羅的意思是：舊人就是亞當；如果你是在舊人亞當底下，你就是舊人，是在定罪底下；

如果你在新人基督底下，就是新創造，就會越過審判，因為基督已經為我們承受了審判。

再者，如果把這裏翻譯為‘老我(old self)’和‘新我(new self)’，就會讓人想到在我們裏

面的掙扎及爭戰。這是真實的。但，這裏不是在說這個。

當我們是非信徒的時候，我們是舊人；當我們成為信徒的時候，我們是新人。

有人說，舊人和新人在彼此爭戰，如果是這樣，我相信這會是“救贖歷史中的精神分裂

(redemptive historical schizophrenia)”。

因為，如同在羅馬書五章所闡述的，之後又在以弗所書論到的，舊人是在舊的亞當裏面；

新人是在新的亞當裏面。新人是與復活的基督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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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同時存在有‘舊人(old man)’和‘新人(new man)’，那麽，我們是在審判之下

呢，還是不在審判之下呢，這個問題就會變得非常模糊了。

D.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reasons why Christians sin.
基督徒犯罪至少有三個理由。

儘管我們是‘新人(new man)’，但我們看到，我們還不完全。儘管我們現在是在新創造

中的新人，我們裏面仍然有‘内住的罪(indwelling sin)’。

為什麽我們仍然會犯罪呢？

至少有三個理由：

1.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il and his demons
魔鬼及它的鬼魔的影響

我們還沒有完全；魔鬼和它的鬼魔還在影響我們：

【弗 6: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弗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

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兩爭戰原文都作摔跤〕

弗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

我不是說，每一塊石頭後面都有鬼魔；但，我要說的是，無論如何我們仍然受到試探去犯

罪。而撒但和它的鬼魔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其中有分的。

2. The influence of the fallen world
墮落世界的影響

我們仍然會犯罪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世界的影響：

【約壹 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約壹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

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約壹 2: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註：參考：

【弗 2: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evn ai-j
pote periepath,sate kata. to.n aivw/na tou/ ko,smou tou,tou( kata. to.n a;rconta th/j evxousi,aj tou/
ave,roj：在內 在對(她們)這些個 在那個時候 你們那時(也是)來往昂然踏行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

(他)那 到於(他)世紀時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從屬(他)那同一者， <向下>向下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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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於(他)那 到於(他)首領 從屬(她)那 從屬(她)權柄掌握 從屬(他)那 從屬(他)空中》，就是現今在

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

這個世界文化的影響經常 “使得罪看起來是正常的，而公義看起來是奇怪的(make sins

seemed normal and righteousness seemed strange.)”。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但，如果舊事沒有過，新的沒有來，那就表示我們不在基督裏，並且，我們也就不是新的

創造了。

就如同哥林多的一些與保羅爭戰的信徒，當他們還在用舊的世界的標準來評估，就顯明他

們沒有新世界的果實，也就是説，他們還是在舊的世界，舊的事情還沒有過去。

3. The fallen bodies of believers
信徒墮落的身體

我們仍然會犯罪，也因為信徒墮落軟弱的身體。

【羅 7:21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

羅 7:22 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歡神的律；

羅 7:23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

罪的律。】

E. Although the good works of a Christian do not cause his or her salvation, they do indeed
validate the authenticity of that salvation.
雖然一個基督徒的善行並不促成他或她的救恩，這些善行的確證實救恩的真實性。

我堅持，基督徒必須會顯出善行來。

雖然一個基督徒的善行並不促成他或她的救恩，這些善行的確證實救恩的真實性。

我們在最後都要按著工作面對審判；就如同在哥林多後書所說：

【林後 5: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

或惡受報《i[na komi,shtai e[kastoj ta. dia. tou/ sw,matoj pro.j a] e;praxen( ei;te avgaqo.n ei;te

fau/lon：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提取照理 (他)各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實施行使， 無論

若是 到於(它)良善的， 無論若是 到於(它)低俗缺德的》。】

這裏談到的不是關於信徒的獎賞，或將來在天上的地位；而是關於你我將來是在天上或是

在地獄的審判。

這裏保羅談到的是實際的審判，並且是關乎“宣信的信徒(confessing believers)”，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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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真的宣信的信徒，還是假的宣信的信徒。這是很明顯的。特別是從哥林多後書的結

尾來看：

【林後 13:3 你們既然尋求基督在我裏面說話的憑據，我必不寬容；因為基督在你們身

上，不是軟弱的；在你們裏面，是有大能的。

林後 13:4 他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卻因神的大能，仍然活著；我們也是這樣同他軟

弱，但因神向你們所顯的大能，也必與他同活。

林後 13:5 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Eautou.j peira,zete eiv evste. evn th/| pi,stei：到於

(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使有探測試驗， 若是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那 在

對(她)信》；也要自己試驗《eàutou.j dokima,zete：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查驗證實》；

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麼《h' ouvk evpiginw,skete èautou.j o[ti

VIhsou/j Cristo.j evn u`mi/nÈ eiv mh,ti avdo,kimoi, evste：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持續清楚認識知道

到於(他們)同一者自己， 是這樣 (他)耶穌 (他)基督 在內 在對你們？ 若是 豈會是呢 (他

們)驗明不實的 你們現在持續是》。】

這也就是説，如果你們沒有通過這個試驗，基督就不在你們裏面。

有人說：只要信靠基督就可以進入天堂；因為基督死了，祂作成了一切善工，祂要引導你

進入天堂；你不是靠工作進入救恩的，你不需要善工。

回應：是的，你不是靠工作進入救恩的；但，你仍然需要善工；儘管你不是靠善工進入天

堂。

那麽，工作與救恩的關係是什麽呢？

我們或許可以這麽說：

基督的工作是“救恩的必須的促成因素的條件(the necessary causal condition for salvation)”；

基督徒的工作則是“救恩的必須的條件(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alvation)”。

基督的工作以及基督徒的工作都是救恩的“必須的(necessary)”條件。

這裏的差別是在於基督的工作是“促成因素的(causal)”：

這就如同你去看一場球賽，你必須要有‘入場券(ticket)’。如果你丟失了入場券，就不能

進入球場。

‘入場券(ticket)’是進入球場的“必須的(necessary)”條件，但不是“促成因素的(causal)”

條件。

你所付的‘錢’才是“促成因素的(causal)” 必須的條件，意即，所付的錢才是“必須的

(necessary)”，也是“促成因素的(causal)”。

‘入場券(ticket)’本身不是“促成因素的(causal)”，而是一個‘記號(sign)’或是一個‘徽

章(badge)’，表示你已經付過‘錢’了。

基督的工作已經使我們稱義了；但，被稱義的人必須要有這個‘工作的記號’，或者說，

是“工作的徽章(badge of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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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的工作對信徒而言是救恩的“驗證的徽章(proving badge)”。

“Do those works save him? Yes. Are they the causal, ultimate cause of their salvation? No.”

“這些工作會拯救他嗎？是的！但，這些工作是他們救恩的那促成因素的及終極上的‘促

成因素(cause)’嗎？不是的！”

就如同亞伯拉罕：

【羅 4:2 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就有可誇的；只是在神面前並無可誇《eiv ga.r

VAbraa.m evx e;rgwn evdikaiw,qh( e;cei kau,chma( avllV ouv pro.j qeo,n：若是 因為 (他)亞伯拉罕 向

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他/她/它現在持續持有 到於(它)所誇耀；

但乃是 不是/不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神》。

羅 4:3 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雅 2:21 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行為稱義麼

《VAbraa.m ò path.r hm̀w/n ouvk evx e;rgwn evdikaiw,qh avnene,gkaj VIsaa.k to.n uìo.n auvtou/ evpi. to.

qusiasth,rion：(他)亞伯拉罕 (他)那 (他)父親 從屬我們 豈非呢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他)那時(也是)向上負載攜帶了的 到於(他)以撒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

子 從屬(他)同一者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它)那 到於(它)祭壇》。】

基督的工作是稱義的“必須的促成因素的條件(the necessary causal condition)”；在雅各書

中，稱義，即，宣告為公義的，在最後是根據工作的結果；這個工作是“必須的條件(the

necessary condition)”。

亞伯拉罕獻上以撒，是他内在信心的工作果實，是一個外在的證明：

【創 22:12 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

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註﹕dikaioo“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

Strong 指出，動詞 dikaioo 這個字是由形容詞 dikaios“具公平正義的”衍生出來的，表達

“致使(展示或看待如同)為公正或無罪(to render (i.e. show or regard as) just or innocent)”。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39 次。

Vine 指出，dikaioo 這個字主要表達“斷定為對的(公正)(to deem to be right)”。

註﹕dikaios“具公平正義的”：

Strong 指出，形容詞 dikaios 這個字是由名詞 dike“公平正義(正義公斷)”衍生出來的，表

達“公平的(在特點或行動上)(equitable (in character or act))”，也就可以表達“無罪的

(innocent)”，“聖潔(絕對地或相對地)(holy (absolutely or relatively))”。

這個字在新約使用過 79 次。

Vine 指出，形容詞 dikaios 這個字早先是用在 dike“公平正義(正義公斷)”，也就是“習慣、

規條、公正(custom, rule, right)”，的奉行者，特別是在滿足了向神與人的責任，並且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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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符合公正的事務；英文的“righteous(具公平正義的)”這個字原來的形式是”rightwise“，

也就是在一個“正直的道路(straight way)”上。

Vine 指出，在新約中，dikaios 這個字表達“公義的(righteous)”，就是一種“是對的”的

狀態，或對的行止為人，無論是按照神聖的標準或人的標準來判斷什麽是對的。論到神，

dikaios 這個字表達了神的本性與神的行動的完美的和諧，而其中，祂是所有人類的標準。

註﹕dike“公平正義(正義公斷)”：

Strong 指出，名詞 dike 這個字可能是由動詞 deiknuo“顯示展現”衍生出來的，表達“對

(如同自顯為是的)(right (as self-evident))”《right 也可以翻譯為：正確、公正》，也就可以

表達“正義(原則，一個決定，或其執行)(the principle, a decision, or its execution)”。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三次。

Vine 指出，dike 這個字主要表達“習慣，用法(custom, usage)”，進而表達“什麽是對的

(what is right)”，也就表達“一個司法的聽證(a judicial hearing)”，因此表達“一個判決的

執行(the execution of a sentence)”，“刑罰(punishment)”；在新約只有使用過三次於：

1）保羅：[徒 28:4：土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上，就彼此說：這人必是個兇手，雖然從

海裏救上來，天理(dike)還不容他活著《到於(他)這個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徹底地拯救了的 向外

出來 從屬(她)那 從屬(她)海 (她)那 (她)正義公斷 現要去持續活 不是/不 他/她/它那時(也是)容

許任由》。]，Vine 指出，在使徒行傳 28:4（欽定版翻譯，“復仇(vengeance)”）中，它是

擬人化的，表示正義女神或復仇女神（拉丁文，Justitia），米利大島的人認為是她要通過

毒蛇對保羅實施死刑；

2）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帖後 1:9：（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不

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他們要受刑罰(dike)《(他們)這個任何什麼 到於(她)正義公斷 他/她/

它們將要(持續)支付償還》，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

3）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猶 1:7：又如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

也照他們一味的行淫，隨從逆性的情慾，就受永火的刑罰(dike)，作為鑑戒《他/她/它們現在

持續讓自己/被在前面安置 到於(它)範例表樣， 從屬(它)火 從屬(它)時世恆久的 到於(她)正義公斷

(她們)現正持續承當遭受了的的》。]；

4）在[RT]版本的經文變異中也使用過一次於保羅：[徒 25:15：我在耶路撒冷的時候，祭

司長和猶太的長老，將他的事稟報了我，求我定他的罪(katadike)（[RT]版本為：dike）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索問要求了的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她)判罪裁定（[RT]版本

為：到於(她)正義公斷）》。]。

註﹕dikaioo“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這個字在七十士譯本中的兩節經文的使用，

顯明這個字的含義為“（法庭上的宣告）使稱為義”，而不是“（實際上的轉變）使成為

義”：

[出 23:7：當遠離虛假的事；不可殺無辜和有義的人，因我必不以惡人為義(dikaioo)。]、

[箴 17:15：定惡人為義(dikaioo)的，定義人為惡的，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

Vine 指出，關於經由工作“稱義”，這被稱為雅各與使徒保羅的矛盾只是表面的，但在

這個主題的不同觀點中卻存在著和諧：

1）保羅所著重的是亞伯拉罕對神的態度，也就是他對神的話語的接受；這是一件只有神

知道的事情；羅馬書載滿了這種對神態度的結果，這不在乎亞伯拉罕的特性或行動，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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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信心與缺乏信心的對比，[羅 11:20：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

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懼怕。]；而雅各書二章 21~26 節載滿的是真信心和假信

心的對比；這種假信心是死的信心，它完全不是信心。

2）再者，這兩位作者處理了亞伯拉罕的生命中兩個不同的時期；保羅談到的事件是記載

在創世紀 15 章（生以撒），雅各談到的事件是記載在創世紀 22 章（獻以撒）；在創世紀

15 章[創 15:6：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强調的是“信”，而在創世紀

22 章[創 22:18：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强調的是

“聽從”。

3）進一步說，這兩位作者使用的“信心”及“工作（和合本常翻譯為“行為”）”有不

同的意思；對保羅而言，“信心”是對神的話語的接受；對雅各而言，“信心”是對於有

關神的特定陳述的真實性的接受，[雅 2:19：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

卻是戰驚。]，而這種“信心”可能不會改變一個人的行為。保羅所談到的“信心”，導

致神的接納，也就是“稱義(Justification)”，並且這種“信心”必然會彰顯自己；如果不

會，那就正如雅各所說，“這信心能救他麼？”。對保羅而言，“工作（和合本常翻譯為

“行為”）”是死的，對雅各而言，“工作”是活的；保羅所說的“工作”可能是完全獨

立於“信心”之外的；而雅各所說的“工作”是指只有當“信心”是真實的時候才能有的

工作，並且這些“工作”會證實“信心”的真實性。

4）所以，就“公義”或“稱義”而言，保羅指的是一個與神對的關係，雅各指的是對的

行為；保羅證明不敬虔的可以經由信而被“稱義”，雅各則證明只有行出對的行為的人是

被“稱義”的。

》

當我剛剛得救的時候，被告知對救恩需要有完全的確信；否則怎麽出去傳福音呢。

那麽，我們需要多少工作呢？

保羅給了我們一個公式：

【林前 6:9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H ouvk oi;date o[ti a;dikoi qeou/

basilei,an ouv klhronomh,sousin：甚或/或而 豈非呢 你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 是這樣 (他們)不義

的 從屬(他)神 到於(她)王權國度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不要自欺《mh.

plana/sqe：不會/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被有迷途錯謬》；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

孌童的，親男色的，

林前 6:10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為什麽說“不要自欺”呢？

這個警告對象就包括了那些認信的信徒。因為當時在教會中的確有些人是自欺的。我相信

在今天也是一樣。

保羅接著說：

【林前 6: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

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avlla. hg̀ia,sqhte( avlla. evdikaiw,qhte evn tw/| ovno,mati 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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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i,ou VIhsou/ Cristou/ kai. evn tw/| pneu,mati tou/ qeou/ hm̀w/n：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讓自己從那裏

洗滌淨身離開，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被使成聖， 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

對(它)那 在對(它)名字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在內 在對

(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從屬我們》。】

在保羅眼中，他們從前也是這樣，但，現在不一樣了。

保羅沒有給我們精細的公式；只給了我們一個粗略的公式。

這裏的關鍵是：“曾經我是這樣，但現在我不再是(Once I was, but now I am not.)”。

保羅所使用的語言的表達是：你必須如此才行。

希伯來書特別清楚地指出：

【來 12:14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Eivrh,nhn

diw,kete meta. pa,ntwn kai. to.n àgiasmo,n( ou- cwri.j ouvdei.j o;yetai to.n ku,rion：到於(她)和平安寧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追趕迫求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並且 到於(他)那 到於(他)

使成聖， 從屬(他)這個 脫離開地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讓自己看見注目 到於

(他)那 到於(他)主人》；】

之後，以掃被作為一個範例：

【來 12:15 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

人沾染污穢；

來 12:16 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以掃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

來 12:17 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號哭切求，卻得不著門路，使他

父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道的。】

我們必須用更强一點的語氣强調：我們工作的“證明的徽章(proof badge)”對救恩是必須的。

這的確是很强的語氣，說我們的工作是救恩的必須的條件，但，我也要同樣强調：基督

的工作在終極而言是我們的工作的‘促成因素(cause)’。

《註：這是很重要的認識：

基督的工作在終極而言，不僅僅是我們的救恩的促成因素，而且，也是我們的工作的促成

因素。我們之所以能行出作為救恩證明的工作，其終極的促成因素仍然是基督的工作。

》

這正如以弗所書指出的：

【弗 2:8 《因為》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弗 2:9 也不是出於行為《e;rgwn：從屬(它們)工作》，免得有人自誇。

弗 2:10 《因為》我們原是他的工作《poi,hma：(它)所行出作成》，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

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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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在得救的事情上沒有人能夠自誇？

“《因為》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哥林多前書也指出：

【林前 1:26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

尊貴的也不多；

林前 1:27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

的羞愧；

林前 1:28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

林前 1:29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林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evx auvtou/ de. um̀ei/j evste evn Cristw/| VIhsou/：

向外出來 從屬(他)同一者 然而也 你們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林前 1:31 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F. Although Christians are to be assured that the one in whom God works salvation will
ultimately be saved, it is appropriate for Christians, when they are in patterns of sin, to
question whether they are truly among God’s people.
儘管基督徒確信神運行救恩在他裏面的這個人在終極上將被拯救，但對基督徒而言這也

是合適的，就是當他們在罪的模式中的時候，要質疑是否他們真的是屬於神的子民。

我們確信，有神運行救恩在一個人裏面，這個人在終極上將會是被拯救的。但，儘管如此，

當信徒落在罪的模式中的時候，也合適要去質疑是否自己真的是屬於神的子民。

那麽，我們如何可以有得救的確信呢？

我不認為我們在天的這一邊會能夠在任何事情上完全。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完全的確信

(perfect assurance)”。

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經常質問自己的信心呢？

當然不是。

一般而言，我們越靠近主，就有越多的確信；我們離開祂越遠，就有越少的確信，或沒有

任何確信。

【約壹 5:10 信神兒子的，就有這見證在他心裏；不信神的，就是將神當作說謊的；因

不信神為他兒子作的見證。

約壹 5: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裏面。

約壹 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確信的鐵三角(triangle of the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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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神的話語的信心

工作果實的印證 聖靈的説服/定罪

“確信的鐵三角”的頂點是我們‘信任(trust)’：如果我們相信神的兒子，我們就是被拯

救的；這是基於神的話語。所以，我們的確信是放在神的手中。因為祂說：“人有了神的

兒子就有生命”。如果我們不信，“就是將神當作說謊的”。

“確信的鐵三角”的一方面，‘工作(works)’是一個證明；工作證明我們是在朝向目標

的途中。

“確信的鐵三角”的另外一方面是‘聖靈的説服/定罪 (conviction of the Holy Spirit)’；這

是聖靈工作的印證。一般而言，我們越靠近主，就有越多的確信；我們離開祂越遠，就有

越少的確信。我想，這也是神促成的，為的是要説服/定罪我們，使我們覺悟而回到正確

的軌道上。

正如羅馬書所說：

【羅 8: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羅 8: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

爸，父。

羅 8: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

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但，如果我們陷在罪中，會使神的靈擔憂，會有‘聖靈的責備’：

【弗 4:28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

的人。

弗 4:29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弗 4:30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kai. mh. lupei/te to. pneu/ma to. a[gion tou/ qeou/：並且 不會/

不要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致憂傷愁苦 到於(它)那 到於(它)靈/風 到於(它)那 到於(它)聖的 從屬(他)

那 從屬(他)神》；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弗 4:31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或作陰毒〕都當從你

們中間除掉；

弗 4:32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聖靈來到，具有祂的末世功能。“神的靈”的工作，至少一方面而言是叫死人復活，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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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使我們遵行於神的律例典章：

【結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

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結 36: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神的靈來到，持續使屬神的人得以完全，並在新創造中成為完全。

我們雖然還不完全，但我們正在過程中。

在我們不完全的時候，聖靈就説服/定罪我們。我們憂愁，就好像聖靈也為我們憂愁，來

推動我們向前。沒有人願意一直憂愁；我們只要悔改並轉向神，就會成為喜樂。

如果你沒有做的很好，以致被聖靈説服/定罪，但在‘確信的鐵三角’中，你至少仍然有

三分之二。

Dr. Beale自己見證說：多年前我的兒子在屬靈上經歷了一段沮喪的時期。他那時很年

輕，非常不滿自己信仰的光景，因而非常沮喪，無法喜樂。

我問他：“你為什麽這麽沮喪。”

他説：“我是這樣一個罪人。我感到很糟糕。”

我問他：“你是想要做得更好嗎？”。

他説：“是的。”

我就説：“那就喜樂吧！兒子啊，你是在‘確信的鐵三角’中。你有了聖靈的説服/定罪。

看啊，這就證明你身上有聖靈的工作。兒子啊，喜樂吧！”

“確信的鐵三角”不是一個科學的公式。這三者纍積性地工作。如果一個人沒有‘工作果

實的印’，也沒有‘聖靈的説服/定罪’，只是說，我有‘神信實的話語’作為確信，這

個人就有問題了。如果這個人是真信徒的話，他就不會有確信！

在教會的服事中，常有類似的經驗：

當一個人抱怨自己沒有讀經的動力，我就會坐下來和他檢討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經常就

會發現在某一方面犯罪。我就會警告他們，“你必須悔改！陷在這種罪中，難怪你會沒有

興趣讀經。在你沒有悔改以前，我不知道你是否是一個真信徒。但是神知道。”

或是有人會痛苦地為過去所犯的罪自責，懷疑自己這麽嚴重的罪是否有神的赦免，懷疑自

己是否真的是一個信徒。我問他，你喜愛讀聖經嗎？他說，我很喜歡讀聖經。我問他，你

喜歡禱告嗎？他説，我天天拼命禱告，但我沒有一點得救的確信。交通之後發現，或者他

曾經是一個同性戀，或者她曾經是一個妓女；他們完全沒有得救的確信。他們需要神的安

慰，他們需要確信。

“你相信神赦免罪嗎？”

“是的。”

“神只赦免輕微的罪呢，還是赦免所有的罪？”

“所有的罪。”

“神赦免殺祂兒子的猶太人嗎？那個罪比同性戀及妓女的罪又如何呢？”



437

教會服事的公式：Comfort the afflicted and afflict the comfortable.《安慰那受折磨的，並且

折磨那舒適的》

G. The imperative nature of God’s commands must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dicative.
神的誡命的‘命令式的’性質必須在‘敘述式的’背景中被理解。

（一）誡命是被給與於那些有能力去遵行的人；並且誡命保守那些遵行的神的子民不去犯

罪。

（二）誡命是被給與而使那些被新創造的人能夠學習去活在新的創造中。

（三）誡命是神的工具去釋放神重生的子民的能力，以致他們可以去過一個公義的生活。

換言之，誡命來到之前，我們不知道如何生活；但當誡命來到與重生之人相遇的時候，誡

命就像是鑰匙去打開一個重生的心，釋放神重生的子民的能力。

（四）誡命定罪沒有活到這個標準的重生的人，使他們悔改去活出那個標準——如果他們

真的是重生的人。

（五）誡命定罪那些認為自己已經重生卻沒有實際重生的人，使他們了解他們並沒有真正

的相信而重生，沒有真正降服。因為，如果真正降服，他們就會去做神所喜悅的。

（六）誡命對所有人展示‘責任的標準(the standard of accountability)’，就是神所預期的

標準，無論是對重生的及未重生的人。

II. The Law as an Eschatological Doctrine
律法作為一個末世論的教義

律法對今天教會的關係為何？

我們現在沒有聖殿；因為基督就是聖殿。我們不需要獻祭，因為沒有實際的聖殿，並且終

極而言，基督就是那祭物。我們不再有割禮，因為浸禮已經取代了割禮。

那麽，律法的哪一部分是與我們相關的呢？

有人認為整個律法仍然適用，除非新約指出已經不再適用。這種看法稱之為“神統治的

(theonomous)”。

相反的，也有人認為整個律法都已經不適用了；任何在新約中看起來像是律法的，被稱之

為基督的律法。例如時代論主義者。

也有人認為只有道德律法適用。例如改革宗的聖約神學。

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當保羅談到律法的時候，有時候是負面的，有時候又是正面的。

有的學者認為保羅是徹底的自相矛盾。

但，兩個世代的重叠應該可以解釋這個現象。

A. There are some instances where Paul looks unfavorably upon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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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實例保羅以不利的角度看律法。

現在是兩個世代的重叠時期；就像是新創造的氣泡出現在舊的世代；就像你、我在這個世

代。這就如同將油倒入水中，兩者並不能混合。

新的世代闖入舊的世代；當聖靈闖入舊的世代，就有了新、舊兩個世代的重叠。

在舊的世代中，律法來到。然而律法的到來發生了什麽呢？

我們可以從羅馬書來看：

【羅 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no,moj de. pareish/lqen( i[na pleona,sh| to.

para,ptwma：(他)律法 然而也 他/她/它那時(也是)在旁邊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

是)應該使成更許多 (它)那 (它)誤差過犯》；只是罪在那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保羅還有一些以不利的角度談到律法的經文：

【羅 6:14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àmarti,a ga.r u`mw/n ouv kurieu,sei：(她)罪 因為 從屬你們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行主持支配》；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羅 7:1 弟兄們，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麼。

羅 7:2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丈夫若死了，就脫離了丈夫的

律法。

羅 7:3 所以丈夫活著，他若歸於別人，便叫淫婦；丈夫若死了，他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

雖然歸於別人，也不是淫婦。

羅 7:4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

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裏復活的，叫我們結果子給神。】

【羅 7:11 因為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

這就像一個新房主看到許多孩子放學經過家門前，就在大玻璃窗前面插上一根牌子，“不

准丟石頭”。下一件事就是有孩子丟石頭了。

【羅 8: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

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羅 10:4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te,loj ga.r no,mou Cristo.j eivj

dikaiosu,nhn panti. tw/| pisteu,onti：(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因為 從屬(他)律法 (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B. On other occasions the law is regarded as positive.
在另外一些情況律法被視為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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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經文中，律法被視為是正面的：

【羅 8: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i[na to.

dikai,wma tou/ no,mou plhrwqh/| evn h̀mi/n toi/j mh. kata. sa,rka peripatou/sin avlla. kata. pneu/ma：
為要 (它)那 (它)義行義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內 在對我們， 在對(他們)那些 不會/不要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肉體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

來往昂然踏行了的， 但乃是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靈/風》。

羅 8:5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羅 8:6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羅 8:7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羅 8:8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

羅 8:9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隨從聖靈的人身上”在這裏的意思就是，當聖靈來到，就

幫助我們有力量去遵守律法。

《註：羅馬書 8:4這裏的“義”，原文不是 dikaiosune“為全然具公平正義(至義)”，而

是 dikaioma“所促使為具公平正義(所稱為公義=義行義禮)”。

註﹕dikaioma“所促使為具公平正義(所稱為公義=義行義禮)”：

Strong 指出，名詞 dikaioma 這個字是由動詞 dikaioo“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衍生

出來的，表達“一個公正的行為(an equitable deed)”，也就可以表達“一個法規或決定(a

statute or decision)”。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十次。

Vine 指出，dikaioma 這個字有三個不同的意思，但最好的包括性地解釋為“公義的一個

具體的發表(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righteousness)”，它是一個宣告，宣告一個人或事物

是公義的，並且，因此，廣義地說，它代表 dikaiosis“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的

發表和結果；表達：

1）“一個法令(an ordinance)”；

2）“一個宣告無罪的判決(a sentence of acquittal)”；

3）“一個公義的行動(a righteous act)”。

》

再者，加拉太書指出：

【加 5: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

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avlla. dia. th/j avga,phj douleu,ete avllh,loij：但乃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愛 你們現在就要持續作奴僕 在對(他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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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5: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ò ga.r pa/j no,moj evn eǹi. lo,gw|

peplh,rwtai( evn tw/|\ av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他)那 因為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律法 在內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

內 在對(他)那：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

己》。】

此外：

【林前 7:19 受割禮算不得甚麼，不受割禮也算不得甚麼，只要守神的誡命就是了。】

C.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 may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overlapping of the ages, the old
creation and the new creation.
這明顯的衝突可以被舊創造及新創造的世代的重叠來解釋。

從保羅在這正、負兩方面對律法的討論來看，顯然是有明顯的衝突。但，這明顯的衝突可

以被舊創造及新創造的兩個世代的重叠來解釋。

將這兩方面的經文放在一起，這裏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活在舊的世代，你沒有聖靈，律法就是一切，並且律法促使你犯罪。

但，如果你是在新的世代，你就有了聖靈；這時候律法對你就不再是一個會挑動犯罪的因

素，並且，你就有欲望去遵行律法。

是的，我們或許不能完全地遵行律法，但，我們開始有欲望去討神的喜悅。

如果你是在舊的世代，你的父親是亞當（人），你有欲望去討你舊的父親喜悅。但，一旦

成為天父的兒子，你就有欲望去討天父的喜悅。

在舊的世代中，是以工作為特徵；在其中，人是靠著肉體討神的喜悅。肉體是表達一切在

神以外的，是在人的能力範圍以内的。對保羅而言，舊的世代就是一個屬於肉體的範疇。

兩個不同的世代，對律法就有兩種不同的理解。

而現在是兩個世代的重叠。

我們接下來要用以弗所書二章以及加拉太書六章作為討論。

但，讓我們先以總結的方式說：

在新創造中，舊約的以賽亞書十一章及六十五和六十六章預言到將會有平安：

【賽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

賽 65:25 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的

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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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66:22 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

的名字，也必照樣長存。】

【賽 11:1 從耶西的本〔原文作墩〕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

賽 11:6 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牽引他們。

賽 11:7 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

賽 11:8 喫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賽 11:9 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

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

賽 11:10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

耀。】

特別是以賽亞書十一章這裏談到動物之間的平安，就是指向“人類之間的平安(peace

among humanity)”。就是在末日，在以色列得拯救的時候，外邦人將要湧流而入。無論

這裏是否是比喻性的，都是指向“在被疏離的人類之間的平安與合一(peace and unity

among alienated humanity)”；在那個時候，這特別會是在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也就是

説，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將會有平安與合一。

當基督來到，這是新創造的開始，並且藉著相信基督，‘人類(humanity)’在基督裏成為

一。這時候神的子民不再是以種族的區別為特徵。

舊約是以割禮作為猶太人與外邦人的區別記號；也以守安息日、食物、節期等等規條為區

分的記號；並且也以聖殿為區分的記號。

在舊約有某些種族的‘記號(signs)’來標誌人是否屬於神的子民。如果人要成為耶和華的

子民，就必須有這些‘徽章(badges)’。

當然我們也曉得，那時候神的子民中有許多人雖然有這些徽章，卻不是真正屬神的子民。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今天的教會。

但在新約，根據以賽亞書，猶太人和外邦人要成為一。而在新約的‘徽章(badge)’就是

基督。

我們不用再去聖殿敬拜了，因為基督就是聖殿。

我們不再需要在肉身受割禮了，因為我們是在基督裏受了割禮。如同歌羅西書所說：

【西 2:11 你們在他裏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

的割禮；】

再者，我們也不用再守潔净或不潔净的食物條例，因為基督使我們永遠潔净了。

我們不再需要這些標誌著種族國家的區別的記號了。

因為，在新創造中已經沒有容許‘區別’存在的空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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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創造中，因為平安，只有‘合一(unity)’。

在新創造中不再有種族的區別，並且只有一個語言。

是的，在新天新地只有一個語言。

在墮落之前，亞當夏娃只有一個語言。這是到巴別塔的時候才區分為不同的語言，造成種

族的區分。

當你住到一個你不懂他們語言的國家，你就會知道這種區分所帶來的難處。

在新創造中，只有一個神的子民，因為我們在基督裏成為一了。

基督就是那個‘標簽(tag)’；不再是種族國家的標簽。在基督裏沒有任何種族上的區別。

基督就如同一個過濾器，舊約律法中任何有關種族區別的東西都無法通過這個過濾器。而

在過濾器的另外一側是新創造；那裏只有合一。在這個過濾器中，一切有關種族區別的東

西都無法通過，一切食物的條例，禮儀的律法等等都無法通過。

但，‘道德律法(moral law)’可以通過。

在新約中許多地方可以看到十誡。而十誡就是道德律法。例如：

【加 5: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o` ga.r pa/j no,moj evn e`ni. lo,gw|

peplh,rwtai( evn tw/|\ av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他)那 因為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律法 在內 在對(他)一個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

內 在對(他)那註 1：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

己》。】

【羅 13: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

法《ò ga.r avgapw/n to.n e[teron no,mon peplh,rwken：(他)那 因為 (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相異不同的 到於(他)律法 他/她/它現在已經促使成充滿添足》。

羅 13:9 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

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evn tw/| lo,gw| tou,tw| avnakefalaiou/tai Îevn tw/|Ð\ avgaph,seij to.n plhsi,on

sou wj̀ seauto,n：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

被再向上促使有總結首要， 在內 在對(他)那： 你將要(持續)愛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

你 正如地 到於(他)你自己》。

羅 13:10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plh,rwma ou=n no,mou h` avga,ph：(它)所

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這樣 從屬(他)律法 (她)那 (她)愛》。】

【弗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avlhqeu,ontej de. evn avga,ph|

auvxh,swmen eivj auvto.n ta. pa,nta( o[j evstin h` kefalh,( Cristo,j： (他們)現正持續行誠正真實了的 然

而也 在內 在對(她)愛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成長變大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頭， (他)基督》；】

《註﹕aletheuo“行不遮隱暗藏(行誠正真實)”：

Strong 指出，動詞 aletheuo 這個字是由形容詞 alethes“不遮隱暗藏的(誠正真實的)”衍生

出來的，表達“行真實(在教條和告白上)(to be true (in doctrine and profession))”。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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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e 指出，aletheuo 這個字表達“忠誠或真實地面對任何人(to deal faithfully or truly with

anyone)”；在新約中只有使用過兩次於：

1）[加 4:16：如今我將真理告訴(aletheuo)你們，就成了你們的仇敵麼。《以致 (他)仇視敵對

的 從屬你們 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他)現正持續行誠正真實了的 在對你們？》]；

2）[弗 4:15：惟用愛心說誠實話(aletheuo)，凡事長進《(他們)現正持續行誠正真實了的 然而也

在內 在對(她)愛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成長變大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

們)所有每一個的》，連於元首基督；]。

Vine 指出，aletheuo 這個字在舊約七十士譯本中使用於：[創 42:16：須要打發你們中間一

個人去，把你們的兄弟帶來，至於你們，都要囚在這裏，好證驗你們的話真(aletheuo)不

真《若是_你們現在持續行誠正真實_甚或/或而_不是/不》，若不真，我指著法老的性命起

誓，你們一定是奸細。]。

》

其中，“惟用愛心說誠實話”是引用自撒加利亞書 8:16：

【亞 8:16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lalei/te avlh,qeian e[kastoj pro.j

to.n plhsi,on auvtou/：你們現在就要持續發言講說 到於(她)真情實理 (他)各個的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他)那 在鄰近之處地 從屬(他)同一者》，在城門口按至理判斷，使人和睦；】

此外，以弗所書六章有十誡中的第五誡：

【弗 6:2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論及舊約的律法，以基督為過濾器，簡而言之，在新創造中：

（1）‘民事律法(civil law)’無法通過。因為這部分是在以色列獨特的神權統治時期的律

法。

（2）‘禮儀的律法(ceremonial law)’無法通過。因為已經總結在基督裏了。

（3）‘道德律法(moral law)’或許可以稱為‘非種族標簽的律法(non-ethnical tag law)’。

這是可以通過基督這個過濾器的。

因此，在教會中，不分國籍，不分種族，我們只有“基督”作為我們的標簽，我們都是

“基督徒”，我們都因信基督彼此接納。

《註：或許應該還要加上不分年齡，不分工作，不分性別，不分貴賤…等等。

【加 3:26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加 3:27 《因為》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加 3:28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

裏都成為一了《ouvk e;ni VIoudai/oj ouvde. {Ellhn( ouvk e;ni dou/loj ouvde. evleu,qeroj( ouvk e;ni a;rsen

kai. qh/lu\ pa,ntej ga.r u`mei/j ei-j evste evn Cristw/| VIhsou/：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他)猶太人的， 然而也不是地 (他)希利尼人；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他)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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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不是地 (他)自由自主的；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是在其中 (它)男性的 並且 (它)女

性的；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你們 (他)一個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

(他)耶穌》。

加 3: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

“救贖歷史的運動(redemptive history movement)”不是在確認“多樣性(diversity)”，而是

在確認“合一性(unity)”。

讓我們先看以弗所書：

【弗 2:13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弗 2:14 因他使我們和睦《Auvto.j ga,r evstin h̀ eivrh,nh hm̀w/n：(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

持續是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我們》，〔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

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弗 2: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th.n e;cqran evn th/|

sarki. auvtou/( to.n no,mon tw/n evntolw/n evn do,gmasin katargh,saj：到於(她)那 到於(她)仇意敵視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她們)那些 從

屬(她們)誡律命令 在內 在對(它們)教條律例 (他)那時(也是)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為要將兩下，

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弗 2: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

弗 2: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弗 2: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弗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

並且：

【弗 2: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弗 2: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弗 2: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在以弗所書 2:15節中，“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這句話是否表達廢棄了一切的律法麽？

不是的。是廢棄了一切區分猶太人及外邦人的律法上的“規條”《dogma“所設想認為對

(教條律例)”》；而不是廢棄了整個律法。

在歌羅西書中可以看到這裏的注解：

【西 2:16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西 2:17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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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是一些種族的標簽。

保羅接著指出，所當持守的是“元首基督”：

【西 2:18 不可讓人因著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這等人拘泥在所

見過的，〔有古卷作這等人窺察所沒有見過的〕隨著自己的慾心，無故的自高自大，

西 2:19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著他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神大得長進。】

之後，保羅質問：

【西 2:20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服從

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ti, wj̀ zw/ntej evn ko,smw| dogmati,zesqe：到於(它)

任何什麼呢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你們現在持續被使有教條

律例》。】《dogmatizo“使有所設想認為對(使有教條律例)”》

這些的律法上的“規條”都是區別猶太人與外邦人的；在基督裏已經被廢棄。

注意：歌羅西書 2:20這裏的“服從…規條”《dogmati,zesqe：你們現在持續被使有教條律例》就

是以弗所書 2:15中的“規條”《do,gmasin：在對(它們)教條律例》的動詞形式：

【弗 2: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th.n e;cqran evn th/|

sarki. auvtou/( to.n no,mon tw/n evntolw/n evn do,gmasin katargh,saj：到於(她)那 到於(她)仇意敵視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她們)那些 從

屬(她們)誡律命令 在內 在對(它們)教條律例 (他)那時(也是)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為要將兩下，

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dogma“所設想認為對(教條律例)”》

因此，在以弗所書 2:15中保羅想到被基督廢掉的“規條”，應該就是這些關於種族區分

的規條。而今這些規條已經被廢除。

律法，特別是在保羅的書信中，不僅僅與新的世代有關，並且最好是在舊創造的開始毀壞

及兼倂於新創造的更新之中來理解。在這個層面而言，律法與‘復和(reconciliation)’是

被緊緊聯係在一起的。

最明顯的就是在以弗所書 2:13~18中，特別是第 14~15節：

【弗 2:14 因他使我們和睦《Auvto.j ga,r evstin h` eivrh,nh h̀mw/n：(他)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

在持續是 (她)那 (她)和平安寧 從屬我們》，〔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弗 2: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th.n e;cqran evn th/|

sarki. auvtou/( to.n no,mon tw/n evntolw/n evn do,gmasin katargh,saj：到於(她)那 到於(她)仇意敵視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肉體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他)那 到於(他)律法 從屬(她們)那些 從

屬(她們)誡律命令 在內 在對(它們)教條律例 (他)那時(也是)使完全閒散停頓了的》；為要將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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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換言之，“律法上的規條”就是分隔猶太人及外邦人的“中間隔斷的牆”。

但這不是說基督廢掉了整個律法；基督只廢除了部分的律法。

因為，在以弗所書後面，以及在其他的書卷中，保羅不斷地引用舊約的道德律法，特別是

關於十誡。

基督廢掉了那區分猶太人及外邦人的那部分的律法，以致他們可以成為一。

外邦人不需要再適應以色列的國家的記號或標誌來成為真以色列人。外邦人不需要在地理

上搬動去成為真以色列人；他們只需要移動到基督裏。他們不需要接受割禮，只需要在内

心接受在基督裏接受那脫去肉體情慾的割禮；這個割禮使他們從舊的世界分離，而歸入新

的創造。如同保羅在加拉太書六章所說：

【加 6:1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

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加 6:16 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

外邦人不再需要移動到地理上神的聖殿來朝聖去靠近神，而是只要靠近真正的聖殿，基督。

就如同以弗所書三章指出的：

【弗 3:6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

應許。】

再者，前面提到過，以弗所書 2:15中基督所廢棄的那在律法上的“規條”《dogma“所

設想認為對(教條律例)”》，按照歌羅西書 2:20的平行經文，就是律法中以色列國家的外

在的表徵，飲食、節期、新月、安息日：

【西 2:20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tw/n stoicei,wn tou/ ko,smou：從屬(它

們)那些 從屬(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

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ti, ẁj zw/ntej evn ko,smw|

dogmati,zesqe：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正如地 (他們)現正持續活了的 在內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你們現在持續被使有教條律例》。】

歌羅西書這裏的“服從…規條”就是名詞 dogma“所設想認為對(教條律例)”的動詞

dogmatizo“使有所設想認為對(使有教條律例)”。

我們與基督同死所脫離的，歌羅西書甚至稱之為“世上的小學”。

“世上的小學”中的小學，原文為 stoicheion“具排列之序之件(具排列次序之件=基本之

要素序列)”。

許多學者認為 stoicheion 這個字是表達屬靈的鬼魔。

這是可能的。但，這個字基本上是表達構成世界的四個‘基本要素(elements)’；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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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認為這個世界是由四個要素組成：空氣，地土，水，火。

在保羅的時代，“tw/n stoicei,wn tou/ ko,smou：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從屬

(他)那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和合本翻譯為：世上的小學）是表達組成這個世界的物質

的‘組成要素(constituent)’。

這與歌羅西書及以弗所書有什麽關聯呢？

舊的墮落的世界是奠基於‘世界的基本要素(cosmic elements)’；這些基本要素是造成人

與人分別的基本要素，並且它們被魔鬼及其勢力掌握。神賜律法給以色列，律法規定以色

列人的生活，但卻也造成以色列與外邦的分別。但同時，外邦人也有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

們與以色列人分別，諸如偶像崇拜、不道德等等，其中也包括了語言。這裏有許多的柱子

支撐著舊的世界。

但保羅不是在說到物質的世界；雖然他知道在最後這個物質的世界及其基本要素會被毀滅，

就如彼得所談到的：

【彼後 3: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

火銷化《stoicei/a de. kausou,mena luqh,setai：(它們)基本之要素序列 然而也 (它們)現正持續被促

使有點燃焚燒了的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鬆綁脫解》，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stoicheion“具排列之序之件(具排列次序之件=基本之要素序列)”》

但在這個舊的世界毀壞的開始階段，從屬靈的角度而言，世界的構成及支撐，這個舊的世

界基本上是一個分隔的世界，並且是從亞當開始。

猶太拉比有時候稱亞當為“分開之人(the man of seperation)”；亞當從神分開，他也與夏

娃分開。

許多的柱子支撐著這個舊的分裂的世界。舊的世界，即舊的創造，在本質上，是以“分裂

(divisiveness)”為特徵。許多的柱子支撐著分裂的人類。

我認為，這些柱子是被魔鬼及其勢力支撐著。這些支撐著舊的世界的柱子基本上是人類分

裂的基礎。

但，當基督來到，祂摧毀了舊的世界。我們就有了一個新的世界，就是基督。

這個新的世界只有一根柱子，就是基督自己。

基督就是這個新創造的開始，我們是在祂裏面。你在基督裏，就是在新創造中。在這裏沒

有‘分別(division)’存在的空間。

問題是，現在，許多人活在舊的世界，而許多人是在新的世界。兩者彼此重叠。

現在基督已經到來，並且啓動了新的世界。舊的世界正在開始被摧毀，並且新的世界已經

到位。並且新的世界的唯一“建築基礎的房角石(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就是基督。

由於只有一位基督，並且只有祂是這個新的世界被建造的基礎，因此，在這個更新的新世

界只可能有一種被創造的新人存在，就是在基督裏的新人。

舊有世界的一切基石，或一切柱子，或一切稱為‘基本要素’的，都被基督摧毀，並以基

督自己取代。這個新世界的唯一的基本要素，唯一的基石，唯一的柱子就是耶穌基督。

相信這也是加拉太書這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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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6:1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

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avlla. kainh. kti,sij：但

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加 6:16 凡照此理而行的《kai. o[soi tw/| kano,ni tou,tw| stoich,sousin：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界線領域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按次序行》，願平安憐憫加給

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stoicheo“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

這裏的“行”，就是動詞 stoicheo“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就是要按著新創造的基本

要素而行。

此外，“受割禮不受割禮”的一個平行經文顯示，‘基督’就是這個新創造：

【加 5:6 原來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

纔有功效。】

因為在這裏的對比是：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新創造”（和合本翻譯為：要緊的就是作

新造的人）

以及

“原來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

再者，“凡照此理而行的《kai. o[soi tw/| kano,ni tou,tw| stoich,sousin：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界線領域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按次序行》”的動詞 stoicheo

“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顯示，唯一的次序，意即‘基本要素(element)’（stoicheion

“具排列之序之件(具排列次序之件=基本之要素序列)”），就是基督。

支持新創造的唯一支撐柱子，唯一的基本要素，就是基督。基督是唯一的基本要素的柱子，

支撐著整個新創造。事實上，基督就是那新創造；是祂在支撐我們，支撐我們的平安與合

一。

我們不再按照舊的世界的那些基本要素而行；這些基本要素造成分裂。

按照加拉太書 6:16，“凡按照新的基礎、新的基本要素，基督，而行的”就被帶進到新

創造，他們將要經驗到將要來臨的新天新地中所應許的平安。

我們可以將基督視為是釋經學上的過濾器，律法必須通得過這個過濾器才能進入新創造。

那些以種族國家性質而造成區分的律法，或是那些造成猶太人及外邦人區分的標簽的體積

太大，以致無法通過這個過濾器上微小的屬靈的過濾孔道。那些道德性質的律法就可以通

過這個過濾器。

這也就是哥林多前書 7:19所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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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7:19 受割禮算不得甚麼，不受割禮也算不得甚麼，只要守神的誡命就是了

《avlla. th,rhsij evntolw/n qeou/：但乃是 (她)行看護守衛 從屬(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神》。】

我認為，在這裏的“神的誡命”就是指道德的誡命。而這是通得過基督這個過濾器的。

在新約中，“受割禮不受割禮”有三個平行經文：

（1）【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avlla. kainh.

kti,sij：但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2）【加 5:6 原來在基督耶穌裏，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

信心，纔有功效。】

（3）【林前 7:19 受割禮算不得甚麼，不受割禮也算不得甚麼，只要守神的誡命就是

了。】

從這三個平行經文的對比來看，先後是關聯於：新創造，在基督裏，守神的誡命。

將這三者整合起來，我們看見：

在新創造中，在基督裏，我們必須守神的誡命，就是總結於“愛你的鄰舍如同自己”的

律法。一切區分以色列人與他人的在種族上的區別的律法必須去除。這裏有一個更新的次

序，如同在以弗所書二章、加拉太書六章、及歌羅西書二章中指出的，猶太人與外邦人在

平安中成為彼此合一，這就反映了我們之前提到的以賽亞書十一章及六十六章的預言。

至於猶太人與外邦人如何在新的世界中可以在平安中彼此合一，我認為在舊約中並沒有很

清楚地表達，但在新約，在基督裏，就很清楚地表達了。

因此，舊約的預言已經開始在彌賽亞的身上應驗，這就不應該再有種族國家的‘分別

(distinction)’；唯一的分別的基本要素就是基督。

但，我們仍然身處舊的創造中，在與新的創造的重叠中，仍然會面對區分，仍然會面對區

分所帶來的衝突；這種衝突是介於闖入的新創造與原有的舊創造之間。正如基督所說：

【太 10:34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

動刀兵。】

當新創造的領域藉著福音逐漸擴展的時候，許多人會拒絕而產生衝突。換言之，基督的標

簽仍然會造成分別。

《註：基督的來到這個舊的世界，作為世界的光，所產生的這種分別，就本質而言，就

是一種“審判”《約翰福音 3:19的“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按照希臘文直接翻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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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節經文的開始：“這是審判，就是：那光已經來到進入世界，並且那些人那時更愛

黑暗勝於光，因為他們的工作當時是惡的。”》：

約 3:17 ouv ga.r avpe,steilen o` qeo.j to.n uiò.n eivj to.n ko,smon i[na kri,nh| to.n ko,smon( avllV i[na
swqh/| ò ko,smoj diV auvtou/Å
For God sent not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hat the world through him might be
saved.

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不是/不 因為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他)那 (他)神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為要 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註1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

妝束/世界； 但乃是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拯救 (他)那 (他)美容妝束/世界 <徹底經過>

經由 從屬(他)同一者。

註 1：“他/她/它現在應該持續區別審斷”文法上亦可以為“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區別審斷”。

約 3:18 o` pisteu,wn eivj auvto.n ouv kri,netai\ o` de. mh. pisteu,wn h;dh ke,kritai( o[ti mh.
pepi,steuken eivj to. o;noma tou/ monogenou/j uiòu/ tou/ qeou/Å
He that believeth on him is not condemned: but he that believeth not is condemned already, because he
hath not believed in the name of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他)那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向內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區別審斷；

(他)那 然而也 不會/不要 (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甚而已然如此地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區別審

斷， 是這樣 不會/不要 他/她/它現在已經置信信託 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

(他)那 從屬(他)獨生的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約 3:19 au[th de, evstin h` kri,sij o[ti to. fw/j evlh,luqen eivj to.n ko,smon kai. hvga,phsan oì
a;nqrwpoi ma/llon to. sko,toj h' to. fw/j\ h=n ga.r auvtw/n ponhra. ta. e;rgaÅ
And this is the condemnation, that light is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men loved darkness rather than light,
because their deeds were evil.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

(她)那同一者 然而也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區別審斷， 是這樣 (它)那 (它)光明

他/她/它現在已經到來前往 向內進入 到於(他)那 到於(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他/她/它們那時(也

是)愛 (他們)那些 (他們)人 更特別尤其地 到於(它)那 到於(它)黑暗 甚或/或而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他/她/它當時持續是 因為 從屬(他們)同一者 (它們)惡的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約 3:20 pa/j ga.r ò fau/la pra,sswn misei/ to. fw/j kai. ouvk e;rcetai pro.j to. fw/j( i[na mh.
evlegcqh/| ta. e;rga auvtou/\
For every one that doeth evil hateth the light, neither cometh to the light, lest his deeds should be
reproved.

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那 到於(它們)低俗缺德的 (他)現正持續實施行使了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

恨惡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

>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為要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指證駁斥 (它們)那

些 (它們)工作 從屬(他)同一者；

約 3:21 o` de. poiw/n th.n avlh,qeian e;rcetai pro.j to. fw/j( i[na fanerwqh/| auvtou/ ta. e;rga o[ti evn
qew/| evstin eivrgasme,naÅ
But he that doeth truth cometh to the light, that his deeds may be made manifest, that they are wrought in
God.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他)那 然而也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真情實理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

到來前往 <在前面向著>向著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光明， 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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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照亮顯明 從屬(他)同一者 (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是這樣 在內 在對(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

是 (它們)現在已經被作工作了的。

》

D. While the law once centered on ethnic distinctions, the new covenant centers on Christ.
Thus, ethnic laws do not apply to the church.
雖然律法曾經以種族的區別為中心，新約則以基督為中心。這樣，種族的律法不適用於

教會。

所以，雖然舊約的律法曾經以種族國家的區別為中心，但對保羅而言，那些表達種族國家

區別的律法不再有效。這就是為什麽保羅一般只引用道德律法。

當保羅引用其他的律法——例如民事律法——的時候，一般是以一種預表及非神權統治的

方式來引用於聖約教會這個群體。

因此，明白新創造的設立就幫助我們了解舊約律法的哪一部分是與新的世代有關，哪一部

分是與新的世代無關。

《註：廢棄這些律法上的規條的目的，或許可以這麽說，不僅僅是要廢除猶太人與外邦人

的區別，更是要教導新約的子民要學習到區別影兒及實體，並且學習到屬靈與屬肉體的區

別，也就是聖俗的區別以及潔净和不潔净的分別。

舊約祭司的職任是教導神的子民聖俗的區別以及分辨潔净和不潔净的分別：

【利 10:8 耶和華曉諭亞倫說：

利 10:9 你和你兒子進會幕的時候，清酒，濃酒，都不可喝，免得你們死亡；這要作你

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利 10:10 使你們可以將聖的，俗的，潔淨的，不潔淨的，分別出來。

利 10:11 又使你們可以將耶和華藉摩西曉諭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訓他們。】

【利 21:4 祭司既在民中為首，就不可從俗沾染自己。】

【結 44:23 他們（祭司）要使我的民知道聖俗的分別，又使他們分辨潔淨的和不潔淨

的。】

【結 22:26 其中的祭司強解我的律法，褻瀆我的聖物，不分別聖的和俗的，也不使人

分辨潔淨的和不潔淨的，又遮眼不顧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們中間被褻慢。】

在新約神也向教導祂的聖民分辨潔净和不潔净的實際意義：

【徒 10:15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

徒 10:28 就對他們說：你們知道猶太人，和別國的人親近來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

已經指示我，無論甚麼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潔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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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4:14 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惟獨人以為不潔淨的，

在他就不潔淨了。】

真正分隔猶太人及外邦人的不是律法中屬肉體的規條，而是人對神啟示的不認識；或更確

切地說，是人對神的不認識，不認識神生命的法則。

基督的來到確廢棄了這些屬肉體的規條。因為，這些規條所指向的實際已經顯明出來，作

為預表的規條也就失去意義了。

》

III.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New Creation
因信稱義以及新創造

A. Paul believed that he was guided by the law in persecuting Christians who appeared to
him to be apostate.
保羅曾經相信他是被律法引導來逼迫這些對他看起來是背道的基督徒。

保羅曾經相信他是被律法引導來逼迫這些看起來是背道的基督徒。因為申命記中説到：

【申 21:23 他的屍首不可留在木頭上過夜，必要當日將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為業之地；因為被掛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詛的。】

而這位基督徒所認為是猶太教期待的彌賽亞的耶穌就是被掛在木頭上，受到最大的咒詛。

這使得保羅非常憤怒；他認為：說耶穌，一位被咒詛的人，是彌賽亞，簡直就是褻瀆。

保羅當時以為逼迫這些褻瀆神的基督徒就是公義的行動，包括處死司提反。

使徒行傳記載：

【徒 7:55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徒 7:56 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徒 7:57 眾人大聲喊叫，摀著耳朵，齊心擁上前去；

徒 7:58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作見證的人，把衣裳放在一個少年人名叫掃羅的

腳前。

徒 7:59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

徒 7:60 又跪下大聲喊著說：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掃羅也

喜悅他被害。】

之後保羅在耶路撒冷向猶太人分訴的時候也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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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22:17 後來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裏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

徒 22:18 看見主向我說：你趕緊的離開耶路撒冷，不可遲延，因你為我作的見證，這

裏的人，必不領受。

徒 22:19 我就說：主阿，他們知道我從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監裏，又在各會堂裏鞭打

他們；

徒 22:20 並且你的見證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時候，我也站在旁邊歡喜；又看守害死

他之人的衣裳。】

保羅當時逼迫基督徒的時候，可能在心裏想到的是舊約詩篇論到非尼哈的經文：

【詩 106:28 他們又與巴力毗珥連合，且喫了祭死神〔或作人〕的物。

詩 106:29 他們這樣行，惹耶和華發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們中間。

詩 106:30 那時非尼哈站起，刑罰惡人；瘟疫這纔止息。

詩 106:31 那就算為他的義，世世代代直到永遠。】

當時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祭司亞倫的孫子非尼哈因為殺人使神

的怒氣止息，而被神宣告為公義的。

事實上，耶穌自己也曾經對門徒說到：

【約 16:1 我已將這些事告訴你們，使你們不至於跌倒。

約 16:2 人要把你們趕出會堂；並且時候將到，凡殺你們的，就以為是事奉神。】

B. Paul understood justification from the Damascus road revelation.
保羅從大馬士革路上的顯現明白了稱義。

保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的經歷改變了他的想法。

保羅對律法的熱心，卻造成他違犯了律法，違反了神的心意，而逼迫了被釘十字架而又復

活的耶穌。

他以為會引導他朝向公義行進的逼迫卻導致他犯罪並被定罪。

這可能反映在保羅在腓立比書所說的：

【腓 3:6 就熱心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腓 3: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腓 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

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腓 3: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

神而來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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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起來律法很不好！

是的。律法對非信徒而言，是很糟糕的。但，對信徒而言，當信徒在基督裏，聖靈來到，

就有力量遵行律法，討神喜悅。因此，稱義不是在乎律法，乃是唯獨在於基督。

保羅從大馬士革路上耶穌向他的顯現明白了稱義之道。

C. Paul realized on the Damascus road that justification was by grace alone.
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瞭解到稱義是唯獨藉著恩典。

保羅以為，流不敬虔之人的血就像是對神獻祭。事實上，舊約的傳統也相信，神必不會稱

不敬虔的人為義：

【出 23:7：當遠離虛假的事；不可殺無辜和有義的人，因我必不以惡人為義(dikaioo)。】

但，保羅在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現自己這樣一個罪魁，這樣一個逼迫耶穌的，這樣一個不敬

虔的人卻蒙受稱義。這必定是唯獨藉著恩典。

這個存在主義式的親身經歷可能就是保羅認識到這個教義的基礎。這個經歷可能反映在保

羅寫給提摩太的書信：

【提前 1: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

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

提前 1: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提前 1: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

我是個罪魁。】

D. He also realized on the Damascus road that justification was through faith alone.
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也瞭解到稱義是唯獨經由信心。

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也瞭解到稱義是唯獨經由信心：

【提前 1: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提前 1: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

我是個罪魁。

提前 1:16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

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

E. A fourth distinction that Paul realized on the Damascus road was that justification was
not only for Jews, but also for gentiles.
第四個區別是，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瞭解到稱義不僅是為猶太人，也是為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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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大馬士革路上認識到基督不僅僅只是猶太人的主，而且也是整個世界的主。他瞭解

到稱義不僅是為猶太人，也是為外邦人：

【羅 3:28 所以〔有古卷作因為〕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羅 3:29 難道神只作猶太人的神麼；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麼。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

羅 3:30 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稱那受割禮的為義，也要因信稱那未受割禮的為義。】

【羅 10:12 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

告他的人；

羅 10: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加 3:8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

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IV. The Relation of Eschatology to Justification
末世論對稱義的關係

A. Justification is a declaration of righteousness applied by grace and accomplished
through redemption and propitiation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God’s righteousness.
稱義是公義的一個宣告，由於恩典而施加並且經由救贖及挽回祭被完成，為要證明神的

公義。

這裏需要對“稱義(Justification)”下一個定義。羅馬書指出：

【羅 3:21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羅 3:22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dia. pi,stewj VIhsou/ Cristou/：<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

(她)信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羅 3:23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 3: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dikaiou,menoi dwrea.n：

(他們)現正持續被稱為公義了的 白白地》。

羅 3: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o]n proe,qeto o` qeo.j ìlasth,rion：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

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前面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具和解挽回之器》，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

的信《dia. Îth/jÐ pi,stewj evn tw/| auvtou/ ai[mati：<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血》，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

犯的罪；

羅 3:26 好在今時《evn tw/| nu/n kairw/|：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場合時節》顯

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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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義(Justification)”：是公義的一個宣告，這個公義是藉著信並憑藉恩典被施與，並且

經由救贖及挽回祭被完成，為的是要證明神的公義。

這裏的要點是：“稱義(Justification)”是在顯明“神”是公義的，不是“我們”。

因為撒但不斷在控告聖徒；如同當日控告約伯一樣。

B. The end-time judgment has been pushed back to the cross in Christ.
末時的審判已經在基督裏被推回到十字架。

【羅 3:26 好在今時《evn tw/| nu/n kairw/|：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場合時節》

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在今時”就是在現在的時刻，這是“世代的末世論的術語(eschatological term of the ages)”。

就如同：

【林後 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Wste h̀mei/j avpo. tou/ nu/n：以致 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

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不憑著外貌〔原文作肉體本節同〕認人了；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

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從今以後”，就是從“avpo. tou/ nu/n”《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現在此時地》，就是從新創造

的開始。

以色列在行事中褻瀆神，被神送到流放之中；以致外邦人褻瀆神，說以色列人敬拜的是假

神。這就是為什麽以賽亞書，特別是六十章到六十六章，多次提到公義《dikaiosune“為

全然具公平正義(至義)”》的概念，指出以色列要在末時“被辯護證明(vindicated)”。

《註：參考：

【賽 61:10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靠神快樂；因他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以公

義為袍給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華冠，又像新婦佩戴妝飾。

賽 61:11 田地怎樣使百穀發芽，園子怎樣使所種的發生，主耶和華必照樣使公義和讚

美在萬民中發出。

賽 62:1 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輝發出，他的救

恩如明燈發亮；

賽 62:2 列國必見你的公義，列王必見你的榮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耶和華親口所

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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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呢？

因為，以色列所敬拜的神要被證明為真神，他們的信仰要被證明不是虛空無效的。以色列

要“被辯護證明(vindicated)”，就終極而言，也就是神要“被辯護證明(vindicated)”。

這就是動詞 dikaioo“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這個字系帶有的含義，就是：“稱

義(justify)”，也就是“被辯護證明(vindicated)”的含義。這也就是為什麽在雅各書第二

章那裏的‘稱義’都應該被翻譯為“宣告為公義(declare to be righteous)”。因為在最後，

基督是我們的“稱義的促成因素的必須的條件(causal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justification)”。

這裏有一個最後稱義的概念；也就是，在最後，我們有工作的‘徽章(badges)’，最後神

將要宣告我們為公義的，意思就是我們是真的在基督裏為公義的。我們就會“被辯護證明

(vindicated)”，我們是真正地被基督所拯救。

C. The end-time righteousness has been declared for us in Christ.
末時的公義已經在基督裏為我們被宣告。

神的忿怒放在基督身上；這就是‘挽回祭(propitiation)’。

在神看來，基督在十字架上形同是為祂的子民經歷永恆的地獄。當神透過基督看基督徒的

時候，就宣告基督徒為公義的。由於基督承受的刑罰，基督徒被宣告為公義的，即，被宣

告是無罪的。這有時候被稱為“稱義的負面觀點(the negative view of justification)”。

此外，也有“稱義的正面觀點(the posetive view of justification)”，就是在稱義中，基督

徒被視為是完全的公義。

基督為我們的“救贖”《apolutrosis“從那裏促使有鬆綁脫解器離開(從那裏促使有贖價離

開=從那裏救贖離開=解脫得贖)”》：

【羅 3: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dikaiou,menoi dwrea.n

th/| auvtou/ ca,riti dia. th/j avpolutrw,sewj th/j evn Cristw/| VIhsou/：(他們)現正持續被稱為公義了的 白

白地 在對(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解脫得

贖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羅 3: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o]n proe,qeto o` qeo.j il̀asth,rion：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

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前面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具和解挽回之器》，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

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羅 3:26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在羅馬書這一段經文中展現了三個主要部分：

（1）救贖；apolutrosis“從那裏促使有鬆綁脫解器離開(從那裏促使有贖價離開=從那裏救

贖離開=解脫得贖)”

（2）挽回祭；hilasterion“具致使愉悅慈祥之器(具和解挽回之器)”

（3）稱義；dikaioo“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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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來看，這是末世的教義。

在這個世代的末了會發生什麽呢？

就是天地要被廢去，並且不信的將要受到審判。

我所認為的，就是那將要來的世代已經闖入這個原來的世代。最後的審判被推回到基督

的十字架。

在最後的審判中，如果我們是在基督裏，基督為我們承受了刑罰，就是永恆的地獄；但，

基督已經勝過，藉著復活勝過。

最後的審判被推回到基督，就是“在今時”《evn tw/| nu/n kairw/|：在內 在對(他)那 現在此

時地 在對(他)場合時節》。基督死了，基督也復活了。在基督裏，我們也死人，我們也復活

了。

這是非常末世論的。就是：最後的審判已經開始了；而我們也已經經歷了。

所以，我們不應該再疲累。這也是這堂課的内容：就是基督的死及復活，並且，基督的死

及復活開始了新創造。

進一步而言，最後的公義也在基督裏為我們被宣告；就是完全的順服及公義。我們在最後

會完全；是在基督裏開始的，包括了稱義的負面的及正面的作用，即，我們不再算為有罪，

我們被視為公義。

就‘存在 (existentially)’ 而言，稱義是一個宣告，宣告我們在基督裏為公義的。經由聖

靈開始帶領我們進入使成聖的過程；使成聖是實際的在路上。我們在最後會被成全；最後

的公義是在最後要被成就。

D.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justification.
基督的復活對理解稱義是至關重要的。

【羅 4:24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

復活的人。

羅 4: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o]j paredo,qh dia. ta.

paraptw,mata h`mw/n kai. hvge,rqh dia. th.n dikai,wsin hm̀w/n：(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付 <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

醒起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稱為公義 從屬我們》。〔或作耶穌是為我們的

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

《註：

【林前 15:16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林前 15: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

林前 15:18 就是在基督裏睡了的人也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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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

關於“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這句話，傳統的認識是：基督如果沒有復活，祂的死就沒

有功效。

換言之，基督的復活就是一個記號，一個印記，表明基督為我們替代性的受死是有效的。

因為，如果基督停留在死亡中，對我們有什麽益處呢？

我想，這是真實的。

但我也認為，這與我們在新天新地將要活的“公義的生命(the life of righteousness)”有關。

正如同保羅之後說的：

【羅 5:18 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

被稱義得生命了《ou[twj kai. diV èno.j dikaiw,matoj eivj pa,ntaj avnqrw,pouj eivj dikai,wsin zwh/j：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一個 從屬(它)義行義禮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

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稱為公義 從屬(她)生命》。】

必須要有復活，才有可能有“稱義得生命(justification of life)”《希臘文直譯：從屬生命

的稱義；這種所有格的結構，如果不論上下文，可以解釋為：屬於生命的稱義，或，以生

命為特點的稱義，或，從生命來的稱義，或，朝向生命的稱義》。

所以，基督的復活不僅僅保證了祂承擔了我們的罪，並且也保證了有一位復活的主，祂是

完全的，我們現在也就在祂的裏面在天上站在完全的地位，“這是祂主動公義的宣告的一

部分(that is part of the declaration of His active righteousness)”。

之所以有基督主動公義的宣告是因為祂是一位復活的主。

所以，我相信，這裏是一個法律上的公義的宣告，不僅是負面地宣告無罪，並且是正面地

宣告我們在這位復活的基督裏是完全的。

當然，在新天新地裏我們是完全的。就現在而言，儘管我們是不完全的，但當我們在基督

裏面的時候就被視為是完全的。

我必須承認，在基督裏的確是有某種意義的“完全主義(perfectionism)”，意即，我們在

基督裏‘就法律上 (legally)’而言是完全的，但‘就存在上 (existentially)’是不完全的。

不過，我們現在正在前往最後成就的路途上。

我們前面説到：

稱義是公義的一個宣告，由於恩典經由信而施加並且經由救贖及挽回祭被完成，為要證明

神的公義。

【羅 3: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dikaiou,menoi dwrea.n

th/| auvtou/ ca,riti dia. th/j avpolutrw,sewj th/j evn Cristw/| VIhsou/：(他們)現正持續被稱為公義了的 白

白地 在對(她)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她)恩典惠意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解脫得

贖 從屬(她)那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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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3:25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o]n proe,qeto o` qeo.j ìlasth,rion：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

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前面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具和解挽回之器》，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

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為什麽神“要顯明神的義”呢？

因為神在過去允許罪人進入祂的臨在中；雖然他們是信徒，但他們也是罪人。

從約伯記、撒加利亞書及啟示錄中，我們看到，魔鬼不斷地控告聖徒不配在神的臨在中，

而這同時也就形同在控告神不公義，因為神許可他們在祂的臨在中。這是雙重的控告。

所以保羅說：“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因此，神“要顯明神的義”，

以致最後魔鬼不能再控告。

神將忿怒傾倒在基督身上，顯出祂的公義，罪人的刑罰也已經代償，就是那些在舊約時期

進入神的臨在的罪人。這樣，神自己就被宣告為公義，儘管祂本來就一直是公義的，並且，

我們也被宣告為公義，儘管我們原來不是公義的。

再回到“挽回祭(propitiation)”的問題：什麽是“挽回祭”呢？

“挽回祭”的希臘文是 hilasterion“具致使愉悅慈祥之器(具和解挽回之器)”。這個字在舊

約的七十士譯本中則經常使用，特別是出埃及記，並且是使用於至聖所中的“施恩座(the

mercy seat)”，就是約櫃的蓋子。

這個字在新約也只有使用過另外一次，也是使用於表達施恩座：

【來 9:5 櫃上面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罩著施恩座(hilasterion)；〔施恩原文作蔽罪〕這幾件

我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在舊約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中使用 hilasterion 這個字表達“施恩座(mercy seat)”，而希伯

來文則為 kapporeth，《源自動詞 kaphar，遮蓋》表達一個遮蓋。

“施恩座(hilasterion)”是一年一次，在“贖罪日”《希伯來文：yowm kippur；kippur 也是源

自 kaphar，遮蓋》，大祭司將祭牲的血彈在其上為以色列贖罪的地方；如同是神將忿怒傾

倒在替代的祭牲身上，而不是傾倒在以色列身上。

希伯來書指出，基督則一次流血而永遠成就了贖罪：

【來 9:11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

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dia. th/j mei,zonoj kai. teleiote,raj skhnh/j ouv

ceiropoih,tou( tou/tV e;stin ouv tau,thj th/j kti,sewj：<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更大的

並且 從屬(她)更完滿成全的 從屬(她)帳幕， 不是/不 從屬(她)為手行出作成的， (它)那同一者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不是/不 從屬(她)那同一者 從屬(她)那 從屬(她)創造建立》；

來 9:12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

事《aivwni,an lu,trwsin eur̀a,menoj：到於(她)時世恆久的 到於(她)救贖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找到尋見

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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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asterion，“施恩座”，是神傾倒忿怒的地方，作為罪人的替代。

神設立基督，公開地，作為這個 hilasterion。這是公開的，不再只是私下的，不再是只有

大祭司可以看到的。

這裏的意思，明顯地，如同我們前面討論過的，就是聖殿成為公開的。

因此，在這裏，我的翻譯會是：神設立耶穌作“施恩座”。這樣可以保留這裏的圖畫；同

時也具有“挽回祭(propitiation)”的含義。

《註：嚴格地說，“挽回祭(propitiation)”，hilasterion“具致使愉悅慈祥之器(具和解挽回

之器)”，這個字沒有“祭”的意思；“祭”的意思是由於後面一句“憑著耶穌的血”而

衍生出來的。

》

《註﹕ hilasterion“具致使愉悅慈祥之器(具和解挽回之器)”：

Strong指出，名詞 hilasterion這個字是動詞 hilaskomai“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的

一個衍生字的中性詞，表達“一個代償的(地方或事物)(an expiatory (place or

thing))”，也就可以具體地表達“一個代贖的犧牲品(an atoning victim)”，或特別地

表達“(在聖殿中)約櫃的蓋子(the lid of the Ark (in the Temple))”。

這個字在新約中只有使用過兩次。

Vine指出，hilasterion這個字與動詞 hilaskomai“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有關，被

認為是一個表達“調解的(propitiatory)”的形容詞的中性詞；在七十士譯本這個形容詞被

連用於 epithema，一個“cover(蓋子)”，在[出 25:17：要用精金作施恩座，〔施恩或作

蔽罪下同〕長二肘半，寬一肘半。]及[出 37:6：用精金作施恩座，長二肘半，寬一肘半。]

中表達約櫃的蓋子；在[出 25:18：要用金子錘出兩個基路伯來，安在施恩座的兩頭。]等

等的經文中則當作名詞使用（沒有 epithema），表達位置(locality)；在新約中只有使用過

兩次於：

1）挽回祭：[羅 3:25：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hilasterion)，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

《到於(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置放擺設在前面 (他)那 (他)神 到於(它)具和解挽回之器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它)那 從屬(他)同一者 在對(它)血》，要顯明

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2）施恩座：[來 9:5：（第二幔子後，又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有金香爐，〔爐或作壇〕

有包金的約櫃，櫃裏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版；）櫃上面有榮耀

基路伯的影罩著施恩座(hilasterion)《(它們)基路伯 從屬(她)榮耀 (它們)現正持續向下使有蔭影了

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具和解挽回之器》；〔施恩原文作蔽罪〕這幾件我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Vine指出，在[羅 3:25：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hilasterion)，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

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中，“憑著耶穌的血”

這個短句必須緊緊聯結於“挽回祭(hilasterion)”。基督，經由祂的“代償的(expiatory)”

死，是一個以個人的方式，經由祂，神向相信的罪人展現祂稱義恩典的仁慈。祂的“血”

表達了祂自願捨棄祂的生命，在神聖公義審判之下，藉著“代償的(expiatory)”犧牲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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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信心是人的部分唯一的條件。

註﹕hilaskomai“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

Strong指出，動詞 hilaskomai這個字是由形容詞 hileos“愉悅慈祥的”的同源字的衍生

字的關身語態形式，表達“調和贏得(to conciliate)”，也就可以及物地表達“(為罪)代贖

(to atone for (sin))”，或不及物地表達“為慈悲的(be propitious)”。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兩次。

Vine 指出，hilaskomai 這個字在通俗的希臘文是表達“調和贏得，平息安撫，謀求好感，

促使與神祗和解(to conciliate, appease, propitiate, cause the gods to be

reconciled)”；神祗的“善意友好(goodwill)”不是他們天然的狀態，而是必須要去賺取

的。這些異教徒相信他們的神祗在天然本性上是與人的感情疏離的。

Vine指出，hilaskomai這個字在新約從來沒有表達要去調和贏得神，是被使用於表達：

1）“為慈悲的，仁慈的(to be propitious, merciful)”；2）“補償，造成和解(to

expiate, make propitiation for)”；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兩次於：

1）為慈悲的，仁慈的：[路 18:13：那稅吏遠遠的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

神阿，開恩可憐(hilaskomai)我這個罪人《(他)那 (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和解挽回 在對

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犯罪的》。]；

2）補償，造成和解：[來 2:17：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hilaskomai)《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

讓自己和解挽回（或：現要去持續被和解挽回）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罪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人

民百姓》。]，在這裏 hilaskomai被翻譯為“獻上挽回祭(make propitiation)”。

註﹕hileos“愉悅慈祥的”：

Strong指出，形容詞 hileos這個字或許是由動詞 haireomai“提起以分開(選取)”的另

一個字形衍生出來的，表達“愉悅的(如同吸引的)(cheerful (as attractive))”，也就可

以表達“慈悲的(propitious)”；也可以副詞性地（按照希伯來語的方式）表達“願神是

慈祥的(God be gracious!)”，意即，“(在避免某個災難上)絕不會如此((in averting

some calamity) far be it)”。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兩次。

Vine指出，hileos這個字與動詞 hilaskomai“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有關，表達

“慈悲的，仁慈的(propitious, merciful)”；在通俗的希臘文的使用是如同動詞所表達的

含義；動詞 hilaskomai這個字在通俗的希臘文表達“調和贏得，平息安撫，謀求好感，

促使與神祗和解”；因為神祗的“善意友好(goodwill)”不是他們天然的狀態，而是必須

要去賺取的；而在新約的使用卻沒有這種的含義；形容詞 hileos這個字所表達的特質主

要是屬於神的，而人卻是不配得的，在新約只有使用於神；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兩次於：

1）[太 16:22：（從此耶穌纔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

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阿，萬不可如此(hileos)《(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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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慈祥的 在對你， 阿,(他)主人》，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Vine指出，在這裏，彼得的

意思可能有如同修正版的邊注所表達的：“（神）以仁慈對你”；

2）[來 8:12：（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

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不用各人

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

識我。）我要寬恕(hileos)他們的不義《是這樣 (他)愉悅慈祥的 我將要(持續)是 在對(她們)那

些 在對(她們)不義 從屬(他們)同一者》，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 。

註﹕hilasmos“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

Strong指出，名詞 hilasmos這個字表達“代贖(atonement)”，也就可以具體地表達

“一個抵償者(an expiator)”。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兩次。

Vine指出，hilasmos這個字與形容詞 hileos“愉悅慈祥的”有關，表達一個“抵償，一

個罪可以被遮蓋及免除的方式(an expiation, a means whereby sin is covered

and remitted)；在新約使用於表達基督自己是那個“和解(propitiation)”，表達祂自己，

經由祂的死的抵償性犧牲(expiatory sacrifice)，是一個神向相信基督是這樣被獻上的罪

人展現憐憫的個人方式；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兩次於：

1）[約壹 2:2：（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hilasmos)

《並且 (他)同一者 (他)和解挽回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

罪 從屬我們》；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2）[約壹 4:10：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

(hilasmos)《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分派差遣 到於(他)那 到於(他)兒子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

(他)和解挽回 <在周圍>關於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這就是愛了。] 。

Vine指出，神不是自己與人疏離的，[約 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祂對罪人的態度不是經由罪人的努力來改變。

對於人的罪，由於神的聖潔及公義的緣故，一個“代償(expiation)”是必須的，而這個代

償是神的恩典及愛經由祂兒子代贖的犧牲所提供的；而人，由於自己是一個罪人，按照

[約 3:36：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原文作不得見永生〕神的震怒常

在他身上。]，是本當在神的忿怒之下，人絕不能自己找到一個代償。正如同 Lightfoot所

說：“當新約的作者深入講説神聖的忿怒的時候，所表達的“敵對(hostility)”都不是在神

的那部分，而是在人的那部分。”經由神在基督身上藉著祂的死所完成的，人得以經由重

生而逃避本來當得的神的忿怒。

Vine指出，經由基督“調解的(propitiatory)”犧牲，凡是相信祂的人經由神的作為而從本

當得的忿怒中被解救而進入神恩典的約中。神從來不需要“被和解(reconciled)”；這個事

實的本身説明“敵意(enmity)”是單獨的存在於人的方面，並且，是人需要向神“被和解

(reconciled)”，而不是神需要向人“被和解(reconciled)”。神總是一樣的，並且，因為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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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不改變的，祂相對的態度就對著那些改變的人而改變。祂能夠有不同的行動對待那

些經由信心而來到祂面前的人，並且僅僅是根據基督“調解的(propitiatory)”犧牲；這不

是因為祂改變了，而是因為祂總是根據祂不變的公義而行動。因此，十字架“代償的

(expiatory)”工作是罪所造成在神與人之間阻隔被拆毀的方式。基督藉由犧牲祂自己無罪

的生命而解除了阻隔神與信徒的罪的權勢。

》

《註﹕關於羅馬書 3:25，Vincent指出：

hilasterion“具致使愉悅慈祥之器(具和解挽回之器)”，這個字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是基

督贖罪工作概念的關鍵。

（一）在新約中，它只在這裏以及來 9:5出現；並且必須結合以下同類詞進行研究：

（1）動詞 hilaskomai“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兩次於：【路

18:13：那稅吏遠遠的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神阿，開恩可憐

(hilaskomai)我這個罪人《(他)那 (他)神， 你那時(也是)就要被和解挽回 在對我 在對(他)那

在對(他)犯罪的》。】、【來 2:17：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

悲忠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hilaskomai)《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現要去持續讓

自己和解挽回（或：現要去持續被和解挽回》。】。

（2）名詞 hilasmos“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兩次於：【約壹 2:2：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

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hilasmos)；不是單為我們

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壹 4:10：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

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hilasmos)，這就是愛了。】，這兩次都被翻譯為”挽回祭

(propitiation)“。

（3）複合字，動詞 exilaskomai“向外致使愉悅慈祥(向外和解挽回)”，在新約中沒有使用，

但在七十士譯本中很常見，並被翻譯為“淨化，潔净，調和，贖罪”。

（二）七十士譯本中的使用，這些字主要是代表希伯來文的動詞 kaphar（OT:3722）

“掩蓋或隱藏”及其衍生字。在舊約中，除了七個例外，大約六十或七十段經文中，其中

的希伯來文被翻譯為“贖罪(atone)或贖罪(atonement)”，在七十士譯本中則使用了動詞

hilaskomai“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或 exilaskomai“向外致使愉悅慈祥(向外和解挽

回)”的某些部分或衍生字。名詞 hilasmos“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或 exilasmos

“向外致使愉悅慈祥(向外和解挽回)”是希伯來文 kipuriym（OT:3725）常用的七十士譯

本翻譯字，“為罪的遮蓋”，欽定版翻譯為，“贖罪(atonement)”；因此也就被翻譯為，

“贖罪的罪的奉獻”，贖罪“日”，贖罪的“公山羊(ram)”，參見出 29:36，30:10，利

23:27，民數記 5:8，等等。這些字也使用於 chaTa'ah（OT:2401），“罪的奉獻”，以

西結書 44:27，45:19；又使用於 cªliychah（OT:5547），“寬恕”，詩 129:4，但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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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字總是被絕對地使用，沒有任何東西來標記罪行或被定罪的人。...名詞 hilasterion

“具致使愉悅慈祥之器(具和解挽回之器)”，欽定版翻譯為“propitiation”（和合本翻譯

為“挽回祭”），幾乎總是在舊約中使用於約櫃的“施恩座”或黃金的“蓋子”，這也是

在希伯來書 9:5中的含義，這是新約聖經中唯一另外一處的使用。在以西結書 43:14、17、

20中，這個字的意思是在大的祭壇周圍的“一個凸出部分(a_ledge)”（和合本翻譯為

“磴臺”）【結 43:14：從底座到下層磴臺，高二肘，邊寬一肘，從小磴臺到大磴臺，高

四肘，邊寬一肘。】。這個“萌芽(germ)”已經被過度地壓入了“代償性犧牲

(expiatory_sacrifice)”的意義上。就同類動詞而言，主要在舊約的意義不是“挽回祭

(propitiation)”，意即為安撫或安撫憤怒所獻上的某種東西，而是經由“掩蓋”的“贖罪

(atonement)或和解(reconciliation)”，且從而擺脫了站在神與人之間的罪。這個想法的

重點是在“罪或不潔”，而不是在“冒犯的一方”；因此，經常與 hagiazo“使成具敬畏

聖別(使成聖)”和 katharizo“使成乾淨純潔(潔淨)”互換使用；參見結 43:26【結 43:26：

七日祭司潔淨(exilaskomai)壇，壇就潔淨了；要這樣把壇分別為聖(katharizo)。】，其中

exilaskomai“向外致使愉悅慈祥(向外和解挽回)”和 katharizo“使成乾淨純潔(潔淨)”

被一起協調使用；也可以參見出 30:10【出 30:10：亞倫一年一次，要在壇的角上行贖罪

之禮(exilaskomai)；他一年一次要用贖罪(katharismos)祭牲的血，在壇上行贖罪之禮，

作為世世代代的定例；這壇在耶和華面前為至聖。】對香壇。...動詞及其衍生字出現在一

般“代償(expiation)”的概念被排除的地方；如同當應用於一個祭壇或一棟房屋的牆壁上

時（利 14:48~53），這種概念就沒有效力了，因為這些無生命的東西，儘管在禮儀上是

不潔净的，卻不可能有“罪”需要去被代償。當摩西上山去為西乃的偶像崇拜“贖罪”時，

他沒有獻出任何犧牲，而只是代禱；也可以參考：【民 16:46：摩西對亞倫說：拿你的香

爐，把壇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帶到會眾那裏，為他們贖罪，因為有忿怒從耶

和華那裏出來，瘟疫已經發作了。】。...在舊約中，獻祭本身就是一種挽回的這個概念在

獻祭背後的個人品格之前不斷地消退，並且只有個人品格給與了功效；查看：【撒上

15:22：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詩 40:6~10：祭物和禮物，你不喜悅；你已經開通我的耳朵；

燔祭和贖罪祭，非你所要。那時我說：看哪，我來了；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我的

神阿，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裏。我在大會中宣傳公義的佳音；我必不止

住我的嘴唇；耶和華阿，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義藏在心裏；我已陳明你的信

實，和你的救恩；我在大會中未曾隱瞞你的慈愛，和誠實。】...等等。這個概念在舊約中

的消退不是要在新約中重新被強調；相反的，新約聖經強調這個“消退”，並且將重點放

在基督獻祭的“潔净以及賦予生命”的效果上，參見：約 1:29，西 1:20~22，來 9:14

【來 9:14：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

的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麼。】，來 10:19~21，彼前

2:24【彼前 2:24：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

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約壹 1:7，約壹 4:10~13。因此，基督

的奉獻的真正含義不是集中在“神聖的公義”上，而是集中在“人的品格”上；不是集中

在考慮到刑罰的減免，而是集中在經由道德的轉變而從刑罰的解脫；不是集中在滿足神的



466

公義上，而是集中在使疏遠的人進入與神的和諧。正如Westcott所說：“聖經中

hilaskomai“致使愉悅慈祥(和解挽回)”的概念並不是要安撫一個在情緒上對冒犯者感到

的生氣的人，而是要改變冒犯者的性格，這種性格，從外面，會造成一個必然的疏遠，並

且會為團契設置了一個不可避免的障礙”（約翰書信注釋評論，第 85頁）。

根據這一概念，我們被帶回到名詞 hilasterion“具致使愉悅慈祥之器(具和解挽回之器)”

的那種翻譯：“施恩座”；這個翻譯在七十士譯本中占優勢，並且在新約聖經僅有的另一

處經文中（來 9：5）也是如此翻譯；這個翻譯被許多早期的注釋家所維護，並且也被一

些現代最好的注釋家所支持。從這個含義上說，這是這個字發生的唯一實例，這是一個事

實，這個事實有其平行的例子於應用在基督身上的術語，如“逾越（的羔羊），門，磐石，

阿門，清晨的日光”之類的術語。就保羅的其他比喻而言，說這個比喻笨拙是沒有一點意

義的。說約櫃的（在幔子後面）“隱蔽(concealment)”與“公開設立”的不一致，就引

出了支持這種翻譯的最強烈的論證；與“公開設立”的對比恰好與這個一般性的概念相吻

合。那個被遮蓋的，並且猶太人每年只能接近一次的，並且那時是經由大祭司的中介的施

恩座，現在被“帶出來”了，所有人都可以靠近並體驗其和解的力量（來 10:19、22；比

較來 9:8）。“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我們親手摸過的”

（約 1:14；約壹 1:1~3）。施恩座曾經是神與人相會的地方（出 25:17~22；利 16:2；民

7:89）；是調解及彰顯的地方。經由基督，這施恩座的象徵代表，這位中保，人可以來到

父的面前（弗 2:18）。正如同黃金的表面覆蓋了律法的石版，照樣基督站在律法之上，證

明了律法是聖潔的並公正的且良善的，並且從這裏也辯護了神對順服和聖潔的要求。正如

同大祭司每年都將血灑在黃金的蓋子上，照樣基督是“在祂的血中”被設立，流血不是要

安撫神的忿怒，滿足神的公義，也不是要為人的不順服來補償，而是如同神對人的愛的至

高的表達，藉著拿取了“人性/人類(humanity)”的共同部分，甚至直到死亡，以至於它

可以使“人性/人類(humanity)”經由信心和自我降服而與神和好。

[Propitiation hilasteerion (NT:2435). This word is most important, since it is the key to the

conception of Christ's atoning work. In the New Testament it occurs only here and Heb 9:5;
and must be studi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ollowing kindred words: hilaskomai (NT:2433)
which occurs in the New Testament only Luke 18:13, "God be merciful," and Heb 2:17, "to make
reconciliation." Hilasmos (NT:2434) twice, 1 John 2:2; 4:10; in both cases rendered
"propitiation." The compound exilaskomai, which is not found in the New Testament, but is
frequent in the Septuagint and is rendered "purge, cleanse, reconcile, make atonement."
Septuagint usage. These words mostly represent the Hebrew verb kaphar (OT:3722) "to cover or
conceal," and its derivatives. With only seven exceptions, out of about sixty or seventy passages
in the Old Testament, where the Hebrew is translated by "atone or atonement," the Septuagint
employs some part or derivative of hilaskomai (NT:2433) or exilaskomai. Hilasmos (NT:2434)
or exilasmos is the usual Septuagint translation for kipuriym (OT:3725), "covering for sin," King
James Version, "atonement." Thus "sin-offerings of atonement;" "day" of atonement; "ram" of
the atonement. See Ex 29:36; 30:10; Lev 23:27; Num 5:8, etc. They are also used for chaTa'ah
(OT:2401), "sin-offering," Ezek 44:27; 45:19; and for cªliychah (OT:5547), "forgiveness." Ps
129:4; Dan 9:9. These words are always used absolutely, without anything to mark the
offence or the person propitiated. ……Hilasteerion (NT:2435), the King James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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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itiation," is almost always used in the Old Testament of "the mercy-seat" or golden "cover"
of the ark, and this is its meaning in Heb 9:5, the only other passage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which it is found. In Ezek 43:14,17,20, it means "a ledge" round a large altar, and is rendered
"settle" in the King James Version; the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1885): "ledge," in the margin.
This germ has been unduly pressed into the sense of "expiatory sacrifice." In the case of the
kindred verbs, the dominant Old Testament sense is not "propitiation" in the sense of something
offered to placate or appease anger; but "atonement or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covering,"
and so getting rid of the sin which stands between God and man. The thrust of the idea is upon
"the sin or uncleanness," not upon "the offended party." Hence, the frequent interchange with
hagiazoo (NT:37) "to sanctify," and katharizoo (NT:2511) "to cleanse." See Ezek 43:26, where
exilasontai "shall purge," and kathariousin "shall purify," are used coordinately. See also Ex
30:10, of the altar of incense: "Aaron shall make an atonement exilasetai upon the horns of it-
with the blood of the sin-offering of atonement" katharismou (NT:2512) "purification"). ……The
verb and its derivatives occur where the ordinary idea of expiation is excluded. As applied to an
altar or to the walls of a house (Lev 14:48-53), this idea could have no force, because these
inanimate things, though ceremonially unclean, could have no "sin" to be expiated. Moses, when
he went up "to make atonement" for the idolatry at Sinai, offered no sacrifice, but only
intercession. See also the case of Korah, Num 16:46;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idea of
sacrifice as in itself a propitiation continually recedes before that of the personal character lying
back of sacrifice, and which alone gives virtue to it. See 1 Sam 15:22; Ps 40:6-10; 50:8-14,23;
51:16-17; Isa 1:11-18; Jer 7:21-23; Amos 5:21-24; Mic 6:6-8. This idea does not recede in the
Old Testament to be re-emphasized in the New. On the contrary, the New Testament emphasizes
"the recession," and lays the stress upon the "cleansing and life-giving" effect of the sacrifice of
Christ. See John 1:29; Col 1:20-22; Heb 9:14; 10:19-21; 1 Peter 2:24; 1 John 1:7; 4:10-13,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offering of Christ concentrates, therefore, not upon "divine justice," but
upon "human character;" not upon the remission of penalty for a consideration, but upon the
deliverance from penalty through moral transformation; not upon satisfying divine justice, but
upon bringing estranged man into harmony with God. As Dr. Westcott remarks: "The scripture
conception of hilaskesthai (NT:2433) is not that of appeasing one who is angry with a personal
feeling against the offender, but of altering the character of that which, from without, occasions a
necessary alienation, and interposes an inevitable obstacle to fellowship" (Commentary on John's
Epistles, p. 85). In the light of this conception we are brought back to that rendering of
hilasteerion (NT:2435) which prevails in the Septuagint, and which it has in the only other New-
Testament passage where it occurs (Heb 9:5)-"mercy-seat;" a rendering maintained by a large
number of the earlier expositors, and by some of the ablest of the moderns. That it is the sole
instance of its occurrence in this sense is a fact which has its parallel in the terms "Passover,
Door, Rock, Amen, Day-spring," and others, applied to Christ. To say that the metaphor is
awkward counts for nothing in the light of other metaphors of Paul. To say that the
"concealment" of the ark is inconsistent with "set forth" is to adduce the strongest argument in
favor of this rendering. The contrast with "set forth" falls in perfectly with the general conception.
That mercy-seat which was veiled, and which the Jew could approach only once a year, and then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High Priest, is now "brought out" where all can draw near and
experience its reconciling power (Heb 10:19,22; compare Heb 9:8).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We beheld His glory. We saw and handled" (John 1:14; 1 John 1:1-3). The
mercy-seat was the meeting-place of God and man (Ex 25:17-22; Lev 16:2; Num 7:89); the place
of mediation and manifestation. Through Christ, the antitype of the mercy-seat, the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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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has access to the Father (Eph 2:18). As the golden surface covered the tables of the law, so
Christ stands over the law, vindicating it as holy and just and good, and therewith vindicating the
divine claim to obedience and holiness. As the blood was annually sprinkled on the golden cover
by the High-Priest, so Christ is set forth "in His blood," not shed to appease God's wrath, to
satisfy God's justice, nor to compensate for man's disobedience, but as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divine love for man, taking common part with humanity even unto death, that it might reconcile
it through faith and self-surrender to God. (from Vincent's 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

V. Concluding Comments on Justification
對稱義的結論性的評論

A. The sinless life of Christ worked out a perfect righteousness for his people.
基督無罪的生命為祂的子民作出一個完全的公義。

談到稱義，我們一般談到負面的部分，就是基督為我們承擔了我們本該承受的刑罰，代償

了我們的罪；相信的罪人就因此免除了一切的罪責，因為他的罪被歸算給了那在十字架上

代償了的基督。在神學上，有時候這被稱為“被動順服(passive obedience)”；就是藉著

這個為我們的犧牲的死，基督除去了祂的子民所有的罪。因為祂承擔了一切的忿怒，承擔

了我們的刑罰，因此，我們被宣告不再需要接受刑罰，意即，我們被宣告無罪。這是

“稱義的負面觀點(the negative view of justification)”。這也是多數人只想到的稱義。

但，稱義也有其正面的要素。除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被動順服(passive obedience)”，在

祂的服事中也有所謂的“主動順服(active obedience)”，如果可以被這麽稱呼的話，就是

基督無罪的一生，完全順服律法的要求。藉著基督無罪的一生，並且藉著祂的服事，基督

為祂的子民獲得了‘完全的公義(perfect righteousness)’。從救贖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也

是先前的亞當所沒有做到的；現在基督完成了先前的亞當所沒有做到的，並且在十字架上

達到了高潮，成就了完全的公義，並且將這完全的公義歸算給祂的子民。這是“稱義的

正面觀點(the posetive view of justification)”。在這方面，一般認為，在釋經學上比較不

容易在聖經中找到支持的經文。但其實並不難。

《註：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ive” and the “Passive” Obedience of Christ?
基督的“主動”和“被動”順服有什麼區別？

JUSTIN TAYLOR | JUNE 19, 2012
賈斯汀·泰勒 | 2012 年 6 月 19 日

A common mistake is to gloss Jesus’ “active obedience” as his “sinless life,” and his “passive
obedience” as his “atoning death.” In other words, Jesus was active in his living and suffered in
his dying.
一個常見的錯誤是把耶穌的“主動順從”注解為祂“無罪的生命”，把祂的“被動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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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為祂“贖罪之死”。換言之，耶穌在祂的生活中是主動的並且在祂的受死中是受苦的。

But that’s not historically what the terms mean—though some popular defenders of the
Reformed view occasionally make this mistake, whether through ignorance or oversimplification.
但這並不是這些術語在歷史上的含義——儘管一些持改革宗觀點有名的捍衛者偶爾也會犯

這個錯誤，無論是由於無知或是過於簡單化。

Historically, the Reformed understanding is that Christ’s “passive obedience” and his “active
obedience” both refer to the whole of Christ’s work. The distinction highlights different aspects,
not periods, of Christ’s work in paying the penalty for sin (“passive obedience”) and fulfilling the
precepts of the law (“active obedience”).
從歷史上看，改革宗的理解是：基督的“被動順服”和祂的“主動順服”都是指基督工作

的全部。 這個區別在突顯基督為罪付出代價的工作（“被動順從”）以及基督成全律法

誡命的工作（“主動順從”）的不同‘層面’，而不是不同‘時期’。

Louis Berkhof puts it in his standard Systematic Theology:
伯克富在他標準的《系統神學》中提到：

The two accompany each other at every point in the Saviour’s life. There is a consta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 . .
這兩者在救主的生命的每一個點都相伴相隨。對兩者有一個恆常不變的解釋 . . .

Christ’s active and passive obedience should be regarded as complementary parts of an organic
whole. (pp. 379, 380)
基督的主動順服和被動順服應該被視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互補部分。（第 379、380 頁）

John Murray, in Redemption—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expresses it quite clearly and goes
into more detail:
約翰慕理在《救贖—成就及應用》中，非常清楚地表達了這點，並且更詳細地說明：

[We cannot] allocate certain phases or acts of our Lord’s life on earth to the active obedience
and certain other phases and acts to the passive obedienc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ctive
and passive obedience is not a distinction of periods. It is our Lord’s whole work of obedience in
every phase and period that is described as active and passive, and we must avoid the mistake
of thinking that the active obedience applies to the obedience of his life and the passive
obedience to the obedience of his final sufferings and death.
[我們不能]將我們的主在地上生活的某些階段或作為分配給主動順服，而將某些其他階段

及作為分配給被動順服。主動順服和被動順服的區別不是時期的一個區別。那所謂的主動

順服及被動順服，它就是我們的主在每一個階段及時期的順服的整個工作；並且我們要避

免錯誤地認為，主動順服就是指祂一生的順服，而被動順服則是祂對最後受苦及受死的順

服。

The real use and purpose of the formula is to emphasize the two distinct aspects of our Lord’s
vicarious obedience. The truth expressed rests upon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law of God has
both penal sanctions and positive demands. It demands not only the full discharge of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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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epts but also the infliction of penalty for all infractions and shortcomings. It is this twofold
demand of the law of God which is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we speak of the active and passive
obedience of Christ. Christ as the vicar of his people came under the curse and condemnation
due to sin and he also fulfilled the law of God in all its positive requirements. In other words, he
took care of the guilt of sin and perfectly fulfilled the demands of righteousness. He perfectly
met both the penal and the preceptive requirements of God’s law. The passive obedience refers
to the former and the active obedience to the latter. (pp. 20-22)
這個公式的真正用途和目的是要強調我們的主的代償性的順服的兩個不同層面。所表達的

真理是奠基於這個認識，就是神的律法既有刑罰性的制裁又有積極性的要求。神的律法不

僅要求完全履行它的誡命，而且也要求對所有違法和缺失施與刑罰。當我們談到基督的主

動順從和被動順從時，正是考慮到神的律法的這個雙重要求。基督作為祂子民的代表，祂

承受了由於罪的詛咒和定罪，並且祂也成全了神的律法所有正面的要求。換句話說，祂承

擔了罪的罪責，並且完全地成全了公義的要求。祂完全地滿足了神的律法的刑罰性的要求

以及誡命性的要求。被動順服是指前者，而主動順服是指後者。（第 20-22 頁）

Put another way, Jesus’ so-called “passive” and “active” obedience were lifelong endeavors as he
fulfilled the demands and suffered the penalties of God’s law, and both culminated in the cross. I
would argue that the New Testament clearly teaches the lifelong passive obedience of Christ (his
penalty-bearing work) and the lifelong active obedience of Christ (his will-of-God-obeying
work), culminating in the cross. We then receive the benefit of this through the imputation of the
obedience of Christ (the reckoning of Christ’s complete work to our account when we trust in
him for salvation and are united to him).
用另外的方式說，耶穌所謂的“被動”和“主動”順服是祂一生的努力，因為他成全了神

的律法的要求，也承受了律法的刑罰，並且這兩者在十字架上達到了頂峰。我會爭辯說，

新約清楚地教導了基督終生的被動順服（祂背負刑罰的工作）以及基督終生的主動順服

（祂順服神旨意的工作），達到頂峰於十字架上。我們隨後經由‘基督順服的歸算’而獲

得這個的益處（就是當我們為了救恩信靠祂並與祂聯合時，基督全部的工作被歸算計入我

們的賬戶）。

But it’s not uncommon to hear some people say, “Scripture only teaches the imputation of
Christ’s passive obedience, not his active obedience.” Another complaint goes like this: “Such
fine distinctions are owing more to systematic theology than to the authorial intent we’re after in
exegetical theology.”
但經常會聽到有人說：“聖經只有教導基督被動順服的歸算，而沒有教導基督主動順服的

歸算。” 另外一個抱怨是這樣的：“如此細微的區別更多地是歸功於系統神學，而不是

我們在解釋神學中所尋求的作者的意圖。”

But here’s the irony in it all. By arguing that it is only Christ’s passive obedience that is imputed
to our account, they are the ones making a distinction that can’t be found in the biblical text.
但這裏具有一個諷刺。那些爭辯說只有基督的被動順服被歸算計入我們的賬戶的人，他們

才是那些在製作一個在聖經文本中所找不到的區別的人。

The Reformed folks argue for both-and, not either-or. In the NT Christ’s righteous work is of one
cloth: it’s always “obedience unto death.” In other words, one cannot separate Ch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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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fillment of God’s precepts from Christ’s payment of the penalty for failing to obey God’s
precepts.
改革宗的人主張兩者兼而有之，而不是非此即彼。在新約中，基督公義的工作是一整塊布：

它總是“順服以至於死”。換句話說，一個人不能將基督對神的誡命的成全從基督為人不

遵守神的誡命而支付的刑罰分開。

What God has joined together, let no man separate!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

關於“稱義的正面觀點(the posetive view of justification)”，在聖經中，哪些經文顯示：“我

們被基督完全的公義所遮蓋(we are covered with the perfect righteousness of Christ)”呢？

可以查看：

【弗 4:24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kai.
evndu,sasqai to.n kaino.n a;nqrwpon to.n kata. qeo.n ktisqe,nta evn dikaiosu,nh| kai. os̀io,thti th/j
avlhqei,a：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穿著 到於(他)那 到於(他)嶄新的 到於(他)人 到於(他)那 <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他)神 到於(他)那時(也是)被創造建立了的 在內 在對(她)至義 並且 在對(她)

聖虔純正 從屬(她)那 從屬(她)真情實理》。】《hosiotes“為具純正聖善(聖虔純正)”》

或許可以包括：

【羅 4: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或作耶穌是為

我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

但，也有學者說，羅 4:25這裏的復活是要證明基督已經為我們的罪而死；這是證明稱義

負面的觀點。但，或許這裏也有稱義的正面觀點的含義。

關於稱義的正面觀點，這裏是很好的例子：

【林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潔，救贖《o]j evgenh,qh sofi,a hm̀i/n avpo. qeou/( dikaiosu,nh te kai. àgiasmo.j kai. avpolu,trwsij：
(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生發成為 (她)智慧 在對我們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神， (她)至義

並/又 並且 (他)使成聖 並且 (她)解脫得贖》；】《hagiasmos“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

聖)”》

這裏的“聖潔”，應該不是“存在性的使成聖(existential sanctification)”（意即，我們是

真正完全地成為聖潔了），而是表達我們是完全地分別為聖歸給基督。

這裏，關於稱義，應該同時是負面地及正面地，就是同時涵蓋稱義的正面觀點及負面觀點。

但這看起來裏更多的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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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我認為不是“存在性的使成聖(existential sanctification)”呢？

因為我們還沒有真正完全地成為聖潔，我們還沒有真正完全；我們的使成聖是在基督裏的

使成聖。

如同林前 1:2所説的：

【林前 1: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

《hg̀iasme,noij evn Cristw/| VIhsou/( klhtoi/j àgi,oij：在對(他們)現在已經被使成聖了的 在內 在對(他)

基督 在對(他)耶穌， 在對(他們)乃召請的 在對(他們)聖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

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hagiazo“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hagios“具敬畏聖別的(聖的)”》

換言之，這裏應該是“地位上的使成聖(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意即，我們在地位上

被分別為聖，成為聖潔）。我們在地位上是在基督裏被完全地使成聖。

B. In some cases the term “sanctification” is used in a similar way as justification.
在有些情況中“使成聖”這個術語是以一個類似的方式被使用於稱義。

動詞 hagiazo“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名詞 hagiasmos“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這組字通常被翻譯為“使成聖(sanctification)”，通常是關於一個過程，就是一個我們的

“成為公義(becoming righteouse)”的過程，是表達我們被分別為聖歸給基督；包含了我

們被從罪分別開來，被從舊世界分別開來，被分別開來歸入新創造。

這個字組表達的“使成聖(sanctification)”被使用於四種含義：

（1）在基督裏的地位上代表性的完全的公義(positional representative perfect righteousness

in Christ)。

當這麽使用的時候，在本質上可以視為是一個“正面的稱義(positive justification)”的含義

的同義詞。我們的被稱為公義，就是穿上基督的公義。如同前面提到的弗 4:24、林前 1:

30以及 1:2的使用：

【弗 4: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林前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潔，救贖；】

【林前 1: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

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



473

（2）使用於表達在我們最初相信時“執行揀選(carrying out election)”的含義。

【帖後 2: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

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o[ti ei[lato um̀a/j o` qeo.j avparch.n eivj

swthri,an evn àgiasmw/| pneu,matoj kai. pi,stei avlhqei,aj：是這樣 他/她/它那時(也是)讓自己選取 到

於你們 (他)那 (他)神 到於(她)初熟的果子（[RT] 及[WH]為：avpv arch/j：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為

起始為首） 向內進入 到於(她)拯救 在內 在對(他)使成聖 從屬(它)靈/風 並且 在對(她)信

從屬(她)真情實理》。】《hagiasmos“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當我們被分別開了，聖靈賜給我們一顆新的心。

實際上，這是“存在性的使成聖(existential sanctification)”的開始。

（3）使用於如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a progressive process)”。

【帖前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Tou/to ga,r evstin qe,lhma tou/ qeou/( o` ag̀iasmo.j

um̀w/n：(它)那同一者 因為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定意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

(他)使成聖 從屬你們》，遠避淫行；

帖前 4:4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ag̀iasmw/|：在對(他)使成聖》尊貴，守著自己的身

體；】《hagiasmos“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林後 7:1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

穢，敬畏神，得以成聖《evpitelou/ntej ag̀iwsu,nhn evn fo,bw| qeou/：(他們)現正持續在上面完成了的

到於(她)全然為聖 在內 在對(他)畏懼害怕 從屬(他)神》。】《hagiosune“為全然具敬畏聖別

(全然為聖)”》

（4）使用於在最後的末時的“實際的存在性的完全聖潔(actual existential perfect

holiness)”。

【帖前 3:11 願神我們的父，和我們的主耶穌，一直引領我們到你們那裏去；

帖前 3:12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如同我們愛

你們一樣；

帖前 3:13 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裏堅固，

成為聖潔，無可責備《eivj to. sthri,xai ùmw/n ta.j kardi,aj avme,mptouj evn ag̀iwsu,nh| e;mprosqen
tou/ qeou/ kai. patro.j hm̀w/n evn th/| parousi,a| tou/ kuri,ou hm̀w/n VIhsou/ meta. pa,ntwn tw/n àgi,wn

auvtou/：向內進入 到於(它)那 那時(也是)要去堅定加固 從屬你們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內心

到於(她們)無可指責歸咎的 在內 在對(她)全然為聖 從在其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父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臨近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主人 從屬我們

從屬(他)耶穌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從屬(他)

同一者》。】《hagiosune“為全然具敬畏聖別(全然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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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 5:22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作。

帖前 5:23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Auvto.j de. ò qeo.j th/j eivrh,nhj ag̀ia,sai

um̀a/j o`lotelei/j：(他)同一者 然而也 (他)那 (他)神 從屬(她)那 從屬(她)和平安寧 他/她/它那時

(也是)可以使成聖 到於你們 到於(他們)成全完整的》；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hagiazo“使成具敬畏聖別(使成聖)”》

這裏的“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

可指摘”是我們必須要努力作成的麽？

不是的！保羅接著說：

【帖前 5:24 那召你們的本是信實的，他必成就這事《pisto.j o` kalw/n u`ma/j( o]j kai.

poih,sei：(他)誠且信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促請召喚了的 到於你們，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

將要(持續)行出作成》。】

這是神自己要作成的：“他必成就這事”；也就是説，在終極上是神要來作成的。

這裏的表達，接近於 dikaioo“促使為具公平正義(稱為公義)”字組的含義。這裏是“公義

正面的宣告(positive declaration of righteousness)”。

關於“公義正面的宣告”，還可以參考：

【林後 5:21 神使那無罪的，〔無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

成為神的義《i[na h`mei/j genw,meqa dikaiosu,nh qeou/ evn auvtw/：為要 我們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讓

自己生發成為 (她)至義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他)同一者》。】

在這裏，前面一句，“神使那無罪的，〔無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們成為罪”，是負面的

稱義；但後面一句，“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可能包括了正面的稱義。

基督的復活是絕對必須的。

因為死掉而沒有復活的基督不可能被視為是公義的。是的，祂的工作是公義是，但基督必

須復活，才可能繼續成為“一個存在性的公義的神聖的人(a existential righteous divine

man)”，以致我們可以被視為是由祂代表我們在天上。

換言之，這裏需要的不僅是基督的死，也需要基督的復活。

這也就是說，如同羅馬書 10:4所說的：

【羅 10:4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te,loj ga.r no,mou Cristo.j：(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因為 從屬(他)律法 (他)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telos“啟行出發之終(終結/貨物

或旅行之終結稅)”》

【羅 8: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

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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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i[na to. dikai,wma tou/ no,mou plhrwqh/| evn hm̀i/n：為要

(它)那 (它)義行義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律法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被促使成充滿添足 在內 在

對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pleroo“促使成充滿添足”》

我認為在羅馬書 8:4這裏是存在性的。

此外：

【羅 5:18 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

被稱義得生命了《ou[twj kai. diV èno.j dikaiw,matoj eivj pa,ntaj avnqrw,pouj eivj dikai,wsin zwh/j：
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一個 從屬(它)義行義禮 向內進入 到於(他們)所有

每一個的 到於(他們)人 向內進入 到於(她)稱為公義 從屬(她)生命》。

羅 5:19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ou[twj

kai. dia. th/j ùpakoh/j tou/ eǹo.j di,kaioi katastaqh,sontai oì polloi,：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徹底

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聽從順服 從屬(他)那 從屬(他)一個 (他們)具公平正義的 他/她/它

們將要(持續)被設立派定 (他們)那些 (他們)許多的》。】《kathistemi“向下立定站住(設立派

定)”》

在羅馬書 5:18這裏的“一次的義行”是專指十字架嗎，或是基督整個的一生呢？

我認為在這裏沒有特別指明。

注意在羅馬書 5:18結尾提到“生命”；意即，這裏的“一次的義行”在這裏的使用是聯

結於“生命”的。

在在羅 5:19這裏的“被使為公義的(be made righteous)”（和合本翻譯為：成為義）是不

好的翻譯，因為這裏不是說在存在上成為公義的。這裏希臘文的動詞 kathistemi“向下立

定站住(設立派定)”是表達“被制定為(be constituted)”，意思接近於“在法律上的宣告

(legal declaration)”。並且，這裏不能排除正面的宣告為義。

同樣地，還有剛才説到的羅馬書 10:4：

【羅 10:4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te,loj ga.r no,mou Cristo.j eivj

dikaiosu,nhn panti. tw/| pisteu,onti：(它)終結/貨物或旅行之終結稅 因為 從屬(他)律法 (他)基督

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 在對(他)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置信信託了的》。

羅 10:5 《因為》摩西寫著說：『人若行那出於律法的義，就必因此活著。』】

羅馬書 10:4這裏的“向著/進入義”《eivj dikaiosu,nhn：向內進入 到於(她)至義》（和合本翻

譯為：得著義）應該可能是包含正面的含義。換言之，不僅僅是負面的稱義，即，基督為

我們償付了罪的代價，並且，基督，作為末後的亞當，祂完全順服而為我們獲得的公義也

被歸算在我們身上。

我建議大家在新約讀到‘基督’的時候，將基督讀成‘彌賽亞’。因為，這回提醒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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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救贖歷史的角度而言，耶穌‘基督’就是舊約的‘彌賽亞’。

關於正面的稱義，很好的例子在：

【腓 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彌賽亞）耶穌為至

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彌賽亞）；

腓 3: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彌賽亞）的義

《avlla. th.n dia. pi,stewj Cristou/：但乃是 到於(她)那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他)基

督》，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th.n evk qeou/ dikaiosu,nhn evpi. th/| pi,stei：到於(她)那 向外出來

從屬(他)神 到於(她)至義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她)那 在對(她)信》；】

腓立比書 3:8這裏很難只用狹義的負面角度來解釋稱義。

關聯於基督代表我們，基督應該不僅僅是外在地具有完全的公義，並且祂也是具有完全的

信，祂是完全的信實，以致祂代表我們。這完全決定於在新約希臘文中關於‘所有格

(Genitive Case)’的解釋。

《註：希臘文所有格（中文代表字亦為《從屬格》）的結構類似於英文的這個例子：

“photo of John”《照片 從屬(他)約翰》，其中的“of John”就是‘所有格’的格式，直接

的意思為“屬於約翰的”或“從約翰來的”（希臘文的‘所有格’也具有‘分格’表達來

源的功能）；可以簡稱為“約翰的”。

“photo of John”，即，“約翰的照片”可以有兩個意思：

（1）這是約翰的照片；即，約翰是照片的内容。換言之，這張照片是以約翰為對象。這

是以希臘文的“受詞性所有格”（或，方向意圖所有格）來解釋這裏的“of John”。換言

之，約翰是拍照這個動作的接受者/受詞。

（2）這是約翰拍攝的照片；即，約翰是作者。這是以希臘文的“主詞性所有格”來解釋

這裏的“of John”。換言之，約翰是拍照這個動作的執行者/主詞。

》

例如，在羅馬書三章指出：

【羅 3:21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羅 3:22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dia. pi,stewj VIhsou/ Cristou/：<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

(她)信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在羅馬書 3:22這裏，絕大多數的英文翻譯都是“經由信耶穌基督(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但按照字面的意思是“經由耶穌基督的信(through faith of Jesus Christ)”。

這個短句，“dia. pi,stewj VIhsou/ Cristou”《<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

基督》，在保羅的書寫中，常把所有格（從屬格）的“從屬(他)基督”作為“信心”的對象，

表達“經由對耶穌基督的信”。但，這個短句也可以被翻譯為是“經由耶穌基督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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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按照字面的意思是“耶穌基督的信”，就是耶穌基督所運用的信心。的確有學者這麽

認為是指耶穌基督的信心。而我在目前還不太能確定就是這樣。但，在這裏是作為一個提

醒，提醒是有這樣不同的解釋，就是“經由耶穌基督的信”。

關於這個問題有許多爭議。同樣的爭議也在加拉太書 2:16中同樣的短句：

【加 2:16 eivdo,tej Îde.Ð o[ti ouv dikaiou/tai a;nqrwpoj evx e;rgwn no,mou eva.n mh. dia. pi,stewj
VIhsou/ Cristou/( kai. hm̀ei/j eivj Cristo.n VIhsou/n evpisteu,samen( i[na dikaiwqw/men evk pi,stewj
Cristou/ kai. ouvk evx e;rgwn no,mou( o[ti evx e;rgwn no,mou ouv dikaiwqh,setai pa/sa sa,rxÅ
Knowing that a man is not justified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but by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even
we have believed in Jesus Christ, that we might be justified by the faith of Christ, and not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for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shall no flesh be justified.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

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他們)現在已經看見察覺了的 然而也 是這樣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被稱為公義 (他)人 向外

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但凡若是 不會/不要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信 從屬

(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並且 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耶穌 我們那時(也是)置

信信託， 為要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稱為公義 向外出來 從屬(她)信 從屬(他)基督， 並且

不是/不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律法；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它們)工作 從屬(他)

律法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稱為公義 (她)所有每一個的 (她)肉體。】

將稱義與復活聯結在一起的經文除了羅馬書 4:25：

【羅 4:25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o]j paredo,qh dia. ta.

paraptw,mata h`mw/n kai. hvge,rqh dia. th.n dikai,wsin hm̀w/n：(他)這個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交付 <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犯 從屬我們，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喚

醒起來 <徹底經過>為著緣故 到於(她)那 到於(她)稱為公義 從屬我們》。〔或作耶穌是為我們的

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

還有提摩太前書 3:16，並且這是關於基督的被稱義；當然，這裏稱義的含義應該仍然是

宣告為公義的意思，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提前 3:16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

《evdikaiw,qh evn pneu,mati：他/她/它那時(也是)被稱為公義 在內 在對(它)靈/風》，〔或作在靈性稱

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

“被聖靈稱義”，基督被聖靈宣告為公義的。

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

因為基督曾經被這個世界的法庭宣告有罪。然而基督是為我們成為罪，但，藉著復活，基

督的被定罪已經被推翻，以致基督被宣告為公義的。

這不是因為基督是罪人，而是這個世界是有罪的，並且是這個世界判定基督是有罪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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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藉著復活，被證明基督是公義的。在這裏如果將“稱義”翻譯為“被辯護證明

(vindicated)”會是很好的表達。

C. Because we are not a consummated new creation, but still in progress, no “good work”
can be considered perfect (free from sin).
因為我們還不是一個完成的新創造，但仍然在過程中，沒有任何“良善的工作”能夠被視為

是完全的（不再有罪）。

一般而言，就神學上而言，我不認為任何人在今生可以是完全的。因為我們還沒有到達那

裏，就是最後成就的創造，我們仍然是在進行中的創造。不僅如此，所謂的善工，也不是

完全的善工，事實上每一件善工可能都混合一些罪的成分。

“每一件善工可能都混合一些罪的成分”這種説法是否會太極端？

我認為不會。原因是：

【賽 64:5 你迎接那歡喜行義記念你道的人，你曾發怒，我們仍犯罪；這景況已久；我

們還能得救麼。

賽 64:6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我

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這裏上下文的關係顯示這種關係；就是神一方面而言喜悅人的善工，但，另外一方面而言，

人所有的善工都像污穢的衣服。當然，這裏也有可能是將‘餘數’的義行對比於‘不信之

人’所行的義。但，可能更多傾向於前者的含義。

此外，保羅自己也說：

【提前 1: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

中我是個罪魁《w-n prw/to,j eivmi evgw,：從屬(他們)這些個 (他)首先的 我現在持續是 我》。

提前 1:16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

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

保羅先是說，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一個，之後又說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羅在成聖的道路上

越久，就越是看見自己的罪。

此外，還有：

【約壹 1:8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eva.n ei;pwmen o[ti àmarti,an ouvk e;comen：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

(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她)罪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

們心裏了。】

根據約翰壹書 1:8，我認為，我們不能說，我們在某一個時刻是完全的。

或許有人會說，這只是一個一般性的説法，說自己是個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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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吧。但我認為，這裏也應該可以有絕對的含義；也就是說：有任何時候我們可以說自

己是無罪的麽？

相反地，我們又讀到：

【約壹 3: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Pa/j ò gegennhme,noj evk tou/ qeou/ àmarti,an ouv poiei/：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

於(她)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

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kai. ouv du,natai àmarta,nein( o[ti evk tou/ qeou/ gege,nnhtai：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犯罪，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

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約壹 3:10 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

弟兄的也是如此。】

上面這段經文，或許有人會用來辯證人可能可以是完全的。

但我們說過，我們不可能有任何時候可以說自己是完全的。

要解決這個難題，我認為，這段經文必須從末世論的角度來讀。因為前面說到：

【約壹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evsca,th w[ra evsti,n：(她)最末後的 (她)鐘點時刻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

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這些敵基督在做什麽呢？

這些敵基督的在教會中試圖要把人拉向自己。約翰寫信給他們，警告他們不要聽從這些敵

基督的。

但是，約翰又寫到：

【約壹 3:4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Pa/j o` poiw/n th.n àmarti,an kai.

th.n avnomi,an poiei/( kai. h` àmarti,a evsti.n h` avnomi,aÅ：(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

作成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罪，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不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

並且 (她)那 (她)罪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她)那 (她)不法》。】

有人說，這是系統神學中對罪的定義。是的，“違背律法就是罪”。但上下文中聯結到敵

基督，也提到末日，提到欺騙的靈，這個短句“到於(她)不法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和

合本翻譯為：違背律法）不是自約翰自己發明的，而是源自但以理書十一及十二章：

【但 11:32 作惡《有希臘文譯本為：oi` avnomou/ntej：(他們)那些 (他們)現正持續作不法了的》違

背聖約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

《avnome,w：這個動詞在新約沒有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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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E Daniel 11:32 And the transgressors shall bring about a covenant by deceitful ways: but a

people knowing their God shall prevail, and do valiantly.》

《KJV Daniel 11:32 And such as do wickedly against the covenant shall he corrupt by flatteries: but the

people that do know their God shall be strong, and do exploits.》

那些“違背聖約的人”，先知預言說，他們就是在 “實行不法(practice lawlessness)”（和合本

翻譯為：作惡）。

所以，在約翰壹書 3:9中：

【約壹 3: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Pa/j ò gegennhme,noj evk tou/ qeou/ àmarti,an ouv poiei/：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那 (他)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到

於(她)罪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因神的道〔原文作種〕存在他心裏；他也不能

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kai. ouv du,natai àmarta,nein( o[ti evk tou/ qeou/ gege,nnhtai：並且

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現要去持續犯罪， 是這樣 向外出來 從屬(他)那 從

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生發成為族類》。】

這裏“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以及“他也不能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所說的“犯

罪”，是一種特別的罪；是一種“在終極上背離聖約離開神(ultimate covenantal apostasy

from God)”的罪。

在約翰壹書的經文中，按照那個時候的背景，有兩個異端邪説：一個是說，基督只是神，

而另外一個是說，基督只是人。

約翰壹書這裏强調的是維持對基督的聖約的忠誠，不要跟從假教師而否認基督就是真神。

耶穌基督是真神；否則，若耶穌只是一個有限的人，祂就不能為我們承受永恆的刑罰。

耶穌基督也是真實的人；若耶穌不是一個真實的人，祂就不能真正地代表你、我。

因此，正如同我們在這門課程開始的時候所討論的，在約翰壹書 3:9這裏所說的罪應該特

別是指對神的聖約的不忠誠。所犯的罪是“末時的罪(end time sin)”，也就是“不法

(lawlessness)”。

所以，約翰壹書三章這裏應該不是在討論“存在性的完全主義”。

回到前面討論的議題：

【約壹 1:8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eva.n ei;pwmen o[ti àmarti,an ouvk e;comen：但凡若是 我們那時

(也是)應該發話言說 是這樣 到於(她)罪 不是/不 我們現在持續持有》，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

們心裏了。】

參考：

【箴 20:9 誰能說：我潔淨了我的心；我脫淨了我的罪。】

這裏是一般性的，還是指任何時候呢？

我們要問自己：是否有什麽一個時刻我們可以說我們沒有犯罪？是否有什麽一個時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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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我潔淨了我的心；我脫淨了我的罪”呢？

另外也可以參考：

【雅 3:2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

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此外：

【伯 15:1 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說：

……

伯 15:7 你豈是頭一個被生的人麼；你受造在諸山之先麼。

伯 15:8 你曾聽見神的密旨麼；你還將智慧獨自得盡麼。

伯 15:9 你知道甚麼，是我們不知道的呢；你明白甚麼，是我們不明白的呢。

……

伯 15:14 人是甚麼，竟算為潔淨呢；婦人所生的是甚麼，竟算為義呢。

伯 15:15 神不信靠他的眾聖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潔淨；

伯 15:16 何況那污穢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

這裏的對比是介於“眾聖者和天”以及“世人”：如果在神面前天也不潔净，祂也不信靠

衆聖者，何況是世人呢！

【伯 25:1 書亞人比勒達回答說：

……

伯 25:4 這樣在神面前，人怎能稱義；婦人所生的，怎能潔淨。

伯 25:5 在神眼前，月亮也無光亮，星宿也不清潔；

伯 25:6 何況如蟲的人，如蛆的世人呢《七十士譯本直譯版的反應為“人子”： LXE：

But alas! man is corruption, and the son of man a worm.》。】

有人認為這裏的“人子”是表達受苦。

但，我不認為這裏是關於彌賽亞的描述。

另外可以參考：

【王上 8:46 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們發怒，將他們交給仇

敵擄到仇敵之地，或遠或近，】

【傳 7:20 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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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143:2 求你不要審問僕人；因為在你面前凡活著的人，沒有一個是義的。】

這些經文或許可以證明，我們沒有一件工作會是完全的。

D. The battle is not between the “old man” and the “new man,” but between Satan, the
world, our physical bodies, and indwelling sin.
這個爭戰不是介於“舊人”及“新人”之間，而是介於撒但，這個世界，我們的身體，以及内

住的罪之間。

我們現在要從救贖歷史的角度而言來看屬靈的爭戰。

我不認為基督徒的生活應該被勾畫為“舊人和新人在彼此對抗”。

因為，舊人在終極上是指向舊的亞當，首先的亞當。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會是 “救贖歷

史中的精神分裂(redemptive historical schizophrenia”。在外表的裏面有一個不信的人，我

們就會在新亞當的稱義中站在舊的亞當的刑罰底下接受審判。

有人會說：既然這樣，基督徒的生活就沒有問題了麽？

不是的。

我希望在聖經的術語上盡可能在神學上準確地描述屬靈的生活。我認為這對我們了解基督

徒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如何會是這樣呢？

首先，如果真的是一個舊人在對抗新人，在這種實際，那麽這會是非常‘可推論的

(deducible)’，意即，人可以推論說：舊人可以經常得勝，也就可以沒有新人的果子了。

此外，也有人可以說：“噢，舊人總是在那裏！不過，他應該是得救的！”。

我想，這種想法會是非常致命的。

我認為，保羅的觀點是：只有新創造，並且，也一定會有果子。這是無可逃避的！雖然是

慢慢地，但是必然地，最後一定會結出果子的。並且，在基督徒生活的某一個點上，我們

會說：我曾經是這樣，但我現在不是了。

然而，我們不是完全的。是會有一個掙扎。

但，這個掙扎不是與舊人的掙扎。

這個掙扎是與“墮落的實際(the fallen reality)”在掙扎。就是我們之前討論過的。這其中

包括：撒但，這個世界，我們物質的身體，並且内住的罪，就是這個内住在我們“新創造

的存在(new creational being)”裏面的罪。

聽起來很矛盾，但這是真實的。

因為，當新創造來到，聖靈是要產生一個完全；我們是新創造的開始，而我們犯罪的時候，

就讓聖靈擔憂。是我們本來應該憂傷的，因為，我們是新創造，但卻表現的不像新創造。

這是真實的，我們應該能夠表現的像是新創造，但不會是完全的，要直等到最後。

雖然如此，聖靈的主要點之一，就救贖歷史的角度而言，是要帶給我們新的生命以及完全

的公義。聖靈在我們裏面，正在產生一個新創造。我們也正在漸漸地朝向那個方向成長。

當我們退後一步的時候，就會有憂傷；因為聖靈在我們裏面憂傷，並且我們應該可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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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個憂傷。

所以，作為新創造，我們是不完全的。這就如同是一個孩子，成長是一個過程，逐漸學習

家中的規矩，一直要到最後才達到長大成人。雖然到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不完全的。但保

羅使用了這個象徵性的比喻，在以弗所書四章提到：

【弗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弗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長成的身量；】

最後，我們的“存在性的公義(existential righteousness)”在最後必然會與對我們所宣告的

公義是和諧一致的。

這也是為什麽在過程中，儘管是開始了的新創造，在我們的不完全中，我們仍然會犯罪。

但這不是舊人對抗新人。

因為，保羅是說：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保羅沒有說：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但仍然有舊人存在，舊人還在與新人

爭戰。

作為新造的人，當我們犯罪的時候，我想，在某一個程度上，魔鬼與鬼魔也參與其中：

【弗 6: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弗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

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兩爭戰原文都作摔跤〕

弗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

彼得也說：

【彼前 5:8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

可吞喫的人；】

此外，世界也參與其中：

【約壹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

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這個世界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斷地影響我們，例如，新聞媒體、社交媒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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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我們物質的身體。

我不知道你們如何，我睡眠不足的時候就容易犯罪。

因為我的新創造還一步一步地在這個墮落的身體中向前行。

總結而言，對稱義的結論性的評論：

（1）基督無罪的生命為祂的子民作出一個完全的公義。

（2）在有些情況中“使成聖”這個術語是以一個類似的方式被使用於稱義。

（3）因為我們還不是一個完成的新創造，但仍然在過程中，沒有任何“良善的工作”能夠

被視為是完全的（自由於罪）。

（4）這個爭戰不是介於“舊人”及“新人”之間，而是介於撒但，這個世界，我們的身體，以

及内住的罪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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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chatological Conception of the Church
教會的末世論的概念

I. The Community of the New Creation
新創造的群體

A. Jesus and, consequently, the Church is true Israel.
耶穌並且，也因此，教會是真以色列。

根據保羅，教會就是新以色列，這是關聯於末世論的末後世代。

我要先說一下這裏課程的預設：真以色列；我們將要使真以色列關聯於‘教會論

(ecclesiology)’，也要關聯於‘兒子的地位(sonship)’，並且，作為末世的創造的開始，

也要關聯於基督。

我們現在要專注在這個課程的第三個“透鏡(lens)”。

這個課程的三個“透鏡(lens)”：

第一，基督。基督的生命，死，及復活；經由聖靈，開始了新創造；是已然，卻也是未然。

第二，舊約。每一個新約的教義都有在舊約的根。

第三，耶穌是真以色列，並且教會與耶穌認同；那些與基督認同的就是真以色列。

對一些福音派而言，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奧秘的世代。先前是舊約時代，之後有基督的

第一次到來，祂被以色列拒絕；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奧秘的時代，是一個括弧的時代，就是

是一個“教會的時代”；等到教會被提，以色列在基督再來的時候就要接受這個國度；之

後有千年國度；最後是天地的毀滅。這是被稱為“時代論(dispensationism)”，或，“發

展的時代論(progressive dispensationism)”。

但，我們實在不是在一個括弧的時代；教會正在應驗舊約中以色列得拯救的預言。甚至是

現在。

但時代論者不會這麽說。他們認為教會時代是一個在括弧中的時代，直等到教會被提。他

們認為教會不是真以色列。對我而言，這是很奇怪的。

我們之前在但以理書七章論到“至高者的聖民”：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

但 7:16 我就近一位侍立者，問他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訴我，將那事的講解給我說明。

但 7:17 這四個大獸就是四王將要在世上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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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7:18 然而至高者的聖民，必要得國享受，直到永永遠遠。

但 7:19 那時我願知道第四獸的真情，他為何與那三獸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

有鐵牙銅爪，吞喫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

但 7:20 頭有十角，和那另長的一角，在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這角有眼，有說誇大

話的口，形狀強橫，過於他的同類。

但 7:21 我觀看，見這角與聖民爭戰，勝了他們，

但 7:22 直到亙古常在者來給至高者的聖民伸冤，聖民得國的時候就到了。

但 7:23 那侍立者這樣說：第四獸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國，與一切國大不相同，必吞喫

全地，並且踐踏嚼碎。

但 7:24 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十王，後來又興起一王，與先前的不同，

他必制伏三王。

但 7:25 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聖

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載。

但 7:26 然而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他的權柄必被奪去，毀壞，滅絕，一直到底。

但 7:27 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他的國是永遠的，一

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他。】

但以理書 7:27這裏，“至高者的聖民”指的是前面但以理書 7:13~14提到的“人子”及

其得到權柄、國度。

根據這裏的上下文，這裏的“人子”，又是“以色列子民(people of Israel)”，又是一

個“個人(individual)”。他是一個君王，這個君王也是代表他的子民。

在但以理書 7:27中，雖然前面一句提到“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

者的聖民”，但隨即使用“他”來表達，“他的國是永遠的”。這裏的“他的”應該是

指君王個人身份的“人子”，如同但以理書 7:14所示：“（人子…）得了權柄，榮耀，

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因此，在但以理書七章，在最後是指向君王個人，但主要是指向以色列。

在加拉太書 3:16，耶穌是亞伯拉罕的種裔：

【加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子孫：sperma“所散佈播撒(種裔)”》

在舊約，這個“種裔(seed)”是指向誰？

舊約第一次提到亞伯拉罕的“種裔(seed)”：

【創 1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創 12:2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創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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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福《And in you all the families of the earth will be blessed.》。】

《參考：

【創 22:16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

著自己起誓說：

創 22:17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

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創 22:18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

創世記 12:3這裏的“在你裏面(in you)”（和合本翻譯為：因你）是指向誰呢？

這裏暗示的亞伯拉罕的“種裔(seed)”指向了以撒、雅各、及以色列。

亞伯拉罕的“種裔(seed)”是以色列。是的，是列祖，但以色列也是來自列祖。在作為

“種裔(seed)”的以色列以及列國要因這個“種裔(seed)”而得福之間有一個區別。

特別是在創世記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

在這裏的“你”是指向以色列，藉著“你”：“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在你裏面》得福

《And in you all the families of the earth will be blessed.》”；而這裏的“地上的萬族(all the

families of the earth)”是指向外邦人。

按照對亞伯拉罕的應許，有人認為外邦人是包含在這個“種裔(seed)”之中。

這是特別的。但我認為在這裏不是這個意思。在這一方面，就是以色列是這個種裔，萬國

要因之得福，在我所寫的啟示錄注釋中，在第七章九節的部分《啟 7:9 此後，我觀看，

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

穿白衣，手拿棕樹枝；》，那裏特別有系統性的討論；討論到亞伯拉罕的“種裔(seed)”

就是以色列。

在加拉太書 3:16 中，“那一個子孫”《tw/| spe,rmati,：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是指向基督：

【加 3:16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ouv le,gei\ kai. toi/j spe,rmasin( wj̀ evpi.

pollw/n avllV ẁj evfV èno,j\ kai. tw/| spe,rmati, sou( o[j evstin Cristo,j：不是/不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

說， 並且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種裔， 正如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們)許多的；

但乃是 正如地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它)一個， 並且 在對(它)那 在對(它)種裔 從屬你，

(他)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基督》。】《sperma“所散佈播撒(種裔)”》

“種裔(seed)”被縮減到一個。當然，“那一個子孫”是‘在許多中的一個(one in

many)’。

在舊約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在許多中的一個(one in many)’；就是‘團體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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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one)’。

就如同傳統觀念中的亞當，亞當就是‘在許多中的一個(one in many)’。一個人的不順服，

就代表了我們，以致我們被視為是不順服，而因此被定罪。亞當是那“一個”，我們是那

“許多”；亞當被定罪，我們就被定罪。

同樣地，基督也是真以色列，將一個國家總結在祂一個人身上。就如同亞當代表了人類；

基督也代表人類，代表以色列。

誰是在舊約時期，從西乃山到第一世紀，神在地上的“真人類(true humanity)”呢？為什

麽以色列是真人類？難道外邦人不是嗎？

神是在試圖藉著祂的子民以色列來恢復整個墮落了的人類。所以以色列是真人類的開始，

他們的目的本來應該是去幫助其他人成為真人類。

當以色列失敗的時候，基督來到；祂成為“真人類(true humanity)”，祂是亞伯拉罕的種

裔，祂是以色列。

如同在加拉太書三章後面所顯示：

【加 3:26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Pa,ntej ga.r uiòi. qeou/ evste dia. th/j

pi,stewj evn Cristw/| VIhsou/：(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們)兒子 從屬(他)神 你們現在持續是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信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加 3: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加 3:28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

裏都成為一了。

加 3: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eiv de. um̀ei/j Cristou/( a;ra tou/ VAbraa.m

spe,rma evste,：若是 然而也 你們 從屬(他)基督， 果然如此 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伯拉罕

(它)種裔 你們現在持續是》，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後裔：sperma“所散佈播撒(種

裔)”》

在加拉太書 3:29這裏，“um̀ei/j”《你們》是複數的；而和合本翻譯為“後裔”的

“spe,rma”《(它)種裔》是單數的。

這裏顯示，我們也是亞伯拉罕的“種裔(seed)”；我們是複數的，但只有當我們在單數的

耶穌基督裏才是。基督就是‘在許多中的一個(one in many)’；這是‘團體的代表

(corporate representation)’的概念。

現在，要談一下耶穌是“神的兒子”。

在路加的家譜提到：

【路 3:23 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依人看來，他是約瑟的兒子，約瑟是希里

的兒子《w'n uiò,j( wj̀ evnomi,zeto( VIwsh.f tou/ VHli.：(他)現正持續是了的 (他)兒子， 正如地 他/

她/它當時持續被視成慣例而認定， 從屬(他)約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希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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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3:38 以挪士是塞特的兒子，塞特是亞當的兒子，亞當是神的兒子《tou/ VAda.m tou/

qeou/：從屬(他)那 從屬(他)亞當，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這裏也説到：“亞當是神的兒子”。

不僅如此，在舊約中，以色列也被稱為神的兒子；進一步地將以色列與亞當認同。

這可以參考：

【出 4:22 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

【何 11:1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太 2:14 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

太 2:15 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

出我的兒子來。』】

在馬太福音 2:15這裏，引用經文何西阿書 11:1所說的以色列是兒子，被應用到耶穌身

上。何西阿書 11:1很可能是指向出埃及記 4:22。

耶穌被視為是進入埃及的以色列；之後從埃及出來，在應許之地向惡者開始屬靈的聖戰。

其他有許多經文説到“以色列”是神的兒子：

【耶 31:20 耶和華說：以法蓮是我的愛子麼，是可喜悅的孩子麼，我每逢責備他，仍

深顧念他，所以我的心腸戀慕他，我必要憐憫他。】

【賽 63:8 他說：他們誠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虛假的子民《希伯來文為 ben“兒子”；

七十士譯本為 teknon“生產帶出之子(孩子)”》；這樣，他就作了他們的救主；

……

賽 63:16 亞伯拉罕雖然不認識我們，以色列也不承認我們，你卻是我們的父；耶和華

阿，你是我們的父；從萬古以來，你名稱為我們的救贖主。】

【賽 1:2 天哪，要聽，地阿，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

們竟悖逆我。】

【詩 80:17 願你的手扶持你右邊的人，就是你為自己所堅固的人子。】

【申 32:6 愚昧無知的民哪，你們這樣報答耶和華麼；他豈不是你的父，將你買來的麼；

他是製造你，建立你的。】

【申 32:18 你輕忽生你的磐石，忘記產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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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3:4 從今以後，你豈不向我呼叫說：我父阿，你是我幼年的恩主。】

在兩約之間許多猶太的文獻也説到以色列是神的兒子。

為什麽要列舉這麽多聖經以外的文獻（兩約之間的文獻）呢？

因為在舊約與新約之間有一道橋梁。這些文獻如同舊約的注釋書。舊約顯示以色列為神的

兒子，這個概念一直是以公開的方式被帶進新約的時期。

甚至有一位 Boston Theological Institute 的學者的一篇文章指出，“人子”這個頭銜完全與

耶穌的‘神性(deity)’沒有關係，這是表達耶穌是真以色列。

但，我認為“人子”這個頭銜還是與耶穌的神性有關。

因為：

首先，耶穌是如此完全的順服，以致表達了祂的‘神性(deity)’。

其次，在其他地方，如同約翰福音，“子”，作為順服的兒子，是與在本體論上的地位

有關，而不是與在功能上的地位有關。所以有些經文顯示耶穌被視為“神的孩子(the

child of God)”，被稱為“神所生的(begotten of God)”。

這個認識會幫助我們認識羅馬書 1:3：

【羅 1: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羅 1: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羅 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tou/ or̀isqe,ntoj uiòu/

qeou/ evn duna,mei kata. pneu/ma àgiwsu,nhj evx avnasta,sewj nekrw/n：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

界定了的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靈/風 從

屬(她)全然為聖 向外出來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

耶穌被“僞以色列人(pseudo Israel)”判定為“假以色列(false Israel)”；但，藉著復活，就

顯明耶穌是“真以色列(true Israel)”，是神的真兒子。

不但如此，我們看到羅馬書 8:14及 8:16：

【羅 8:11 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

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羅 8:12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

羅 8: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羅 8: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o[soi ga.r pneu,mati qeou/ a;gontai( ou-toi

uiòi. qeou/ eivsin：(他們)這每一切 因為 在對(它)靈/風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被帶領，

(他們)那同一者 (他們)兒子 從屬(他)神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羅 8: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

爸，父。

羅 8: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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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

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此外：

【羅 8: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羅 8: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h̀ ga.r avpokaradoki,a th/j kti,sewj th.n

avpoka,luyin tw/n uiẁ/n tou/ qeou/ avpekde,cetai：(她)那 因為 (她)切切想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

創造建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

羅 8: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羅 8: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享原文作入〕】

我們在基督裏是“神的眾子”。亞當及以色列沒有成為原來他們所當是的，但，基督成為

了，並且我們在祂裏面也成為了。

之後，保羅繼續指出：

【羅 8: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羅 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

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uiòqesi,an avpekdeco,menoi( th.n avpolu,trwsin tou/ sw,matoj

hm̀w/n：到於(她)兒子之置放擺設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

解脫得贖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我們》。】

這裏的“兒子的名分”《huiothesia“為置放擺設兒子(兒子之置放擺設)”》就是“我們的

身體得贖”《註：在希臘文為直接受格（到於格）的同位語》。

這裏的“自己心裏歎息”表達我們還繼續在犯罪，我們還沒完全。這裏的“歎息”可能部

分不是由於逼迫，而是由於我們自己的罪。

稱我們是神的兒子，是指這個事實，就是我們被認同，被代表，被合併於耶穌，祂是神完

全的兒子，是真以色列，真亞當。

在舊約，當以色列來到，神試圖設立他們為“真人類(true humanity)”，這就是為什麽他

們承受亞當的委任，要進入伊甸園，也就是應許之地被稱呼的，如同是一個新創造。

我們再看看啟示錄七章。這裏是有關於以色列的復興：

【啟 7:3 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可傷害，等我們印了我們神眾僕人的額。

啟 7:4 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Kai. h;kousa to.n
avriqmo.n tw/n evsfragisme,nwn( ek̀ato.n tessera,konta te,ssarej cilia,dej( evsfragisme,noi evk pa,s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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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h/j uiẁ/n VIsrah,l：並且 我那時(也是)聲聞耳聽 到於(他)那 到於(他)數目 從屬(他們)那些 從

屬(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她們)一百個 (她們)四十個 (她們)四個 (她們)一千之數，

(他們)現在已經被蓋圖章封印了的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分支族派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以色列》。

……】

之後，我們看到整個場面改變了：

【啟 7:9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

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Meta. tau/ta ei=don( kai. ivdou. o;cloj
polu,j( o]n avriqmh/sai auvto.n ouvdei.j evdu,nato( evk panto.j e;qnouj kai. fulw/n kai. law/n kai.
glwssw/n es̀tw/tej evnw,pion tou/ qro,nou kai. evnw,pion tou/ avrni,ou peribeblhme,nouj stola.j leuka.j

kai. foi,nikej evn tai/j cersi.n auvtw/n：<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他)群眾 (他)許多的， 到於(他)這個 那時(也是)要去數算

到於(他)同一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向外出來 從屬(它)所

有每一個的 從屬(它)種族邦國 並且 從屬(她們)分支族派 並且 從屬(他們)人民百姓 並且 從

屬(她們)舌頭/語言， (他們)現在已經立定站住了的 在面前地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並且 在

面前地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到於(他們)現在已經被披蓋穿裹了的註 1 到於(她們)長外袍 到於

(她們)亮光潔白的， 並且 (他們)棕櫚樹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手 從屬(他們)同一者》；

啟 7:10 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

傳統的觀點認為：啟示錄 7:3~8中十四萬四千人的受印記是表達以色列將在大患難中被

復興；並且這裏是在字面意思上的以色列。有人認為這裏的數字是字面意思，也有人認為

是表達許多以色列人。而之後的啟示錄 7:9是指要被拯救的外邦人。

但，這裏有一個問題：

在啟示錄 7:9 説到：“此後，我觀看”《Meta. tau/ta ei=don( kai. ivdou.：<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我那時(也是)看見察覺， 並且 你那時(也是)就要讓自己看哪》。

在這裏所看到的是“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

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我要問：啟示錄 7:9這裏與前面提到的亞伯拉罕的種裔有什麽關聯？

這裏的“沒有人能數過來”這句話是舊約論到亞伯拉罕的後裔的標簽。這裏應該是指以色

列，而不是指外邦人。

“沒有人能數過來”這個短句，讓人想起神曾經對亞伯拉罕和雅各的應許，就是要使他的

後裔繁多：

【創 32:9 雅各說：耶和華我祖亞伯拉罕的神，我父親以撒的神阿，你曾對我說：回你

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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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32:12 你曾說：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後裔如同海邊的沙，多得不可勝數。】

【創 13: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纔能

數算你的後裔。】

【創 15:4 耶和華又有話對他說：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你本身所生的，纔成為你的

後嗣。

創 15:5 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麼；又對他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創 16:7 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書珥路上的水泉旁遇見他，

創 16:8 對他說：撒萊的使女夏甲，你從那裏來，要往那裏去；夏甲說：我從我的主母

撒萊面前逃出來。

創 16:9 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你回到你主母那裏，服在他手下。

創 16:10 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可勝數。

創 16:11 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因為耶和華聽

見了你的苦情。〔以實瑪利就是神聽見的意思〕】

【創 17:1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你當

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創 17:2 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創 17:3 亞伯蘭俯伏在地，神又對他說：

創 17:4 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

創 17:5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

創 17:6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

後代及種裔要成為極其繁多，不是指向原先所應許的萬國，而是特別指向以色列將要在埃

及以及之後的應許之地的增長。這個應許在以色列離開埃及的時候開始應驗。

所以，在啟示錄 7:9這裏的“沒有人能數過來”，我認為，應該是神對亞伯拉罕後裔的應

許的終極應驗，是以不同的方式，如同約翰所表達的，指向外邦人基督徒以及猶太人基督

徒，成為神真正的子民。

前面啟示錄 7:4談到的是受印記的，“有十四萬四千”，啟示錄 7:9這裏則是“沒有人能

數過來”。

這就表達，從神的角度而言，神知道誰是祂所揀選的；但，從我們的角度而言，他們的數

目是沒有人能數過來的。然而，事實上，這裏的兩組人是同一個。這個證明就是：約翰使

用“沒有人能數過來”這個短語來與亞伯拉罕的後裔認同。神知道誰是祂所揀選的；對我

們而言，他們的數目是無法數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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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是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而在啟示錄中，經常會看到，約翰先是聽到一些東西，

之後有接著的異象來解釋（根據 Dr. Beale在啟示錄的注釋，也有反過來的）。例如：

【啟 5: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

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

但“猶大支派中的獅子”會怎麽來呢？

約翰接著說：

【啟 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換句話説，“猶大支派中的獅子”是怎麽來的呢？

答案是：是藉著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這就讓我們看見，約翰所聽到的是藉著接下來他所看見的來解釋。

同樣地，啟示錄 7:3~8的受印記，也是由接下來的啟示錄 7:9的看見來解釋：

【啟 7:4 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

啟 7:5 猶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流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迦得支派中有一萬二

千；】

這裏，猶大支派被列在十二支派中的第一個，這是很不尋常的。這裏的十二支派的領頭者

是猶大支派。這也就聯結於啟示錄 5:5的“猶大支派中的獅子”。並且，之後約翰說：

【啟 5: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

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kai. hvgo,rasaj tw/| qew/| evn tw/| ai[mati, sou evk

pa,shj fulh/j kai. glw,sshj kai. laou/ kai. e;qnouj：並且 你那時(也是)購買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你 向外出來 從屬(她)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她)分支族派 並且

從屬(她)舌頭/語言 並且 從屬(他)人民百姓 並且 從屬(它)種族邦國》，

啟 5:10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猶大支派”是首先受印的支派。在舊約中猶大支派很少被列為第一個。這裏應該是關聯

於前面 5:5的“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就是耶穌基督；耶穌就是來自猶大支派的。在啟示

錄 5:9~10那裏接著説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

來，叫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這裏的“各族各方，各民

各國”包括了以色列以及其他的各族各國。買來的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他們是真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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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舊約中常見到各支派的列單，但很少有關於各支派的數點。

對於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數點，第一次是在民數記第一章。這是軍隊的數點，是要準備進入

迦南地的爭戰。

同樣地，在啟示錄這裏的數點，終極而言，他們的靈魂要受印記，要來參與屬靈的爭戰，

如同耶穌所作的。不是字面意義上的爭戰；而是經由作見證，並且為之被殺。他們要被逼

迫；這是屬靈的爭戰。他們要作見證被殺，使他人可以相信。這是真正的屬靈爭戰。

正如約翰之後所提到的：

【啟 7:13 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那裏來的。

啟 7:14 我對他說：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

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他們為羔羊的緣故受患難。

這裏的講説是來自但以理書 12:1：

【但 12:1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

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

救。】

但以理書 12:1是對真以色列的預測，就是大患難；現在也就是教會的大患難。

之後，約翰繼續説到：

【啟 7:15 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

《kai. latreu,ousin auvtw/| hm̀e,raj kai. nukto.j evn tw/| naw/| auvtou/( kai. o` kaqh,menoj evpi. tou/ qro,nou

skhnw,sei evpV auvtou,j：並且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行事奉 在對(他)同一者 從屬(她)日子/白日 並且

從屬(她)夜晚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殿宇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讓自

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他)那 從屬(他)寶座 他/她/它將要(持續)搭帳棚居所 <在上面>

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這裏所說的“殿”，就是以西結書三十七章提到的在以色列中的“聖所”：

【結 37:24 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眾民必歸一個牧人；他們必順從我的典章，

謹守遵行我的律例。

結 37:25 他們必住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們列祖所住之地；他們和他們

的子孫，並子孫的子孫，都永遠住在那裏；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直到永遠。

結 37:26 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我也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們

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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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37:27 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結 37:28 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為聖

的耶和華。】

這些預言都要在教會中應驗。因為他們在基督裏就是真以色列。

到此，在釋經上已經提出了聖經的證據，解釋了在新約使徒看到：耶穌自己被總結為真以

色列，在另外一方面而言，就是真亞當。

【啟 2:17 （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說：……）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

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

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這裏的獎賞是“新名”。這與真以色列有什麽關係呢？

論到這個“新名”：

【啟 3:12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

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

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我認為，基督所說的“我的新名”不外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信徒在啟示錄 2:17中

提到所要有的獎賞。

這也正是以賽亞書六十二章所預言的：

【賽 62:1 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輝發出，他的

救恩如明燈發亮；

賽 62:2 列國必見你的公義，列王必見你的榮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耶和華親口所

起的。】

以及：

【賽 65:15 你們必留下自己的名，為我選民指著賭咒；主耶和華必殺你們，另起別名

稱呼他的僕人《toi/j de. douleu,ousin auvtw/| klhqh,setai o;noma kaino,n：在對(他們)那些 然而也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作奴僕， 在對(他)同一者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促請召喚 (它)名字 (它)嶄新的》；】

以賽亞書 65:15 這裏的“別名”在七十士譯本中為“新名”《o;noma kaino,n：(它)名字

(它)嶄新的》。

啟示錄 2:17中，基督要將祂的“新名”與信徒分享。

真信徒必定與“新名”認同。這個“新名”就是耶穌基督，就是真以色列，真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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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名”在啟示錄 3:12 並且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聯結；而“我神的名”

就是神的臨在，就是在新耶路撒冷。

啟示錄十九章中，基督繼續與這個“新名”認同：

【啟 19: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

戰都按著公義。

啟 19: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

人知道《e;cwn o;noma gegramme,non o] ouvdei.j oi=den eiv mh. auvto,j：(他)現正持續持有了的 到於(它)名

字 到於(它)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到於(它)這個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已經看見察

覺，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同一者》。

啟 19:13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kai. ke,klhtai to. o;noma auvtou/ o`

lo,goj tou/ qeou/：並且 他/她/它現在已經被促請召喚 (它)那 (它)名字 從屬(他)同一者 (他)那

(他)道理話語/盤點清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這個被刻寫下來的“名字”就是真以色列，真耶路撒冷。在最末後的時候將會被所有人認

識。

是的，我們得到一個“新名”，我們必須與這個“新名”認同，就是以賽亞書 62:2及

65:15所說的，就是以色列在末時的新名。換言之，我們就是真以色列；我們在與神的關

係上也就有了一個新的地位。

基督是第一位得到這個“新名”的，也是第一位開始應驗對以色列的預言；這是藉著死從

流放中出來，藉著復活而復興真以色列。而我們也是在基督裏按照這個模式而來。

B. The Church as the new Israel; a brief survey from the gospels.
教會如同是新以色列；從福音書中的一個簡短的縱覽。

基督屢次警告，拒絕祂就會導致神拒絕他們為真以色列，為神的子民，並且警告即將到來

的毀滅。

特別是在馬太福音 23:29~39，這也是我們之前在福音書中談到過的：

【太 23:29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修飾

義人的墓，說：

太 23:30 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

太 23:31 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

太 23:32 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罷。

太 23:33 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

太 23:34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裏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

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裏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



498

太 23:35 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

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

太 23:36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了。

太 23:37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

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

太 23:38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太 23:39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

應當稱頌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耶穌及祂的跟隨者作為真以色列的另外一面：

【太 21:33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裏面挖

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

……

太 21:40 園主來的時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戶呢。

太 21:41 他們說：要下毒手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著時候交果子的園戶。

太 21:42 耶穌說：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

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

太 21:43 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

太 21:44 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太 21:45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著他們說的。】

在舊約中只有一處經文提到一塊“石頭”要砸在以色列的仇敵身上，並且分散他們：

【但 2:34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

碎，

但 2:35 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

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

但 2:43 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種人攙雜，卻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鐵與泥

不能相合一樣。

但 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

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 2:45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那

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耶穌將自己與但以理書中提到的“石頭”認同；這具有很好的意義，特別是就我們之前所

談到的但以理書七章而言，在那裏，“人子”取代了四獸，就是四個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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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二章這裏講到四個國；在但以理書七章也論到四個帝國，並且人子：

【但 7:2 但以理說：我夜裏見異象，看見天的四風陡起，颳在大海之上。

但 7:3 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

……

但 7:7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

牙，吞喫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

……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

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注意這裏：如果“人子”就是這塊石頭，這塊石頭，在但以理書二章，所砸碎的是邪惡的

外邦人的帝國。但，在馬太福音 21:45這裏，耶穌，這塊“匠人所棄的石頭”，所要砸

得稀爛的仇敵是以色列中的宗教領袖。

換言之，如果耶穌是真以色列，並且耶穌的跟隨者也是真以色列，那麽，這些敵對的宗教

領袖，就是“祭司長和法利賽人”，在本質上就是外邦人了。他們不是神的子民。他們是

那些該受審判的外邦人。

因此，在實際上，以色列中這些敵對的宗教領袖就是基督的仇敵。

事實上，他們曾經自己宣告：

【約 19:15 他們喊著說：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我可以把你

們的王釘十字架麼。祭司長回答說：除了該撒，我們沒有王。】

雖然這是為了某種目的特別對彼拉多說的。但在實際的層面上，這個宣告也是真實的。

當耶穌呼召十二個門徒，顯示耶穌是在重組以色列；這是由剩餘的餘數開始。耶穌如同耶

和華召聚他們。這是新以色列的開始。

C. The Church as new Israel; the view of Paul.
教會如同是新以色列；保羅的觀點。

何西阿書記載：

【何 2:23 我必將他種在這地，素不蒙憐憫的，我必憐憫，本非我民的，我必對他說：

你是我的民，他必說：你是我的神。】

【何 1:10 然而以色列的人數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數；從前在甚麼地方對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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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在那裏必對他們說：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

保羅將這兩節經文應用於教會及教會的救恩：

【羅 9:23 又要將他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

羅 9:24 這器皿就是我們被神所召的，不但是從猶太人中，也是從外邦人中，這有甚麼

不可呢。

羅 9:25 就像神在何西阿書上說：『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稱為我的子民；本來不

是蒙愛的，我要稱為蒙愛的。

羅 9:26 從前在甚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就在那裏稱他們為永生神

的兒子。』】

神在何西阿書中說，“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稱為我的子民”。何西阿的這個預言是

關於以色列，這裏是在說：在流放中的以色列不是我的子民；但我要再稱他們為我的子民，

就是在復興之後。

但，在羅馬書，保羅引用何西阿書的這段經文，也將之應用於外邦人，表明神也要呼召外

邦人。

因此，有學者利用保羅這裏的引用來批評保羅，說保羅帶出正確的教義，但是錯誤地引用

經文。

這種看法，甚至也在福音派中。

這是何西阿的預言；但它是在外邦人身上得到應驗。意即這是要應驗這句話：以色列要再

被稱為是我的子民。

但，把外邦人說為是以色列，這怎麽可能會是真的呢？

我認為這在羅馬書這裏的上下文中是可以看到的。因為之前保羅已經指出：

【羅 9:6 這不是說神的話落了空；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我認為，羅馬書 9:6在這裏是指出，只有餘數是真以色列，而其餘大多數的以色列人不是

真以色列人。

這特別是根據羅馬書二章：

【羅 2:26 所以那未受割禮的，若遵守律法的條例，他雖然未受割禮，豈不算是有割禮

麼。

羅 2:27 而且那本來未受割禮的，若能全守律法，豈不是要審判你這有儀文和割禮竟犯

律法的人麼。

羅 2:28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

羅 2:29 惟有裏面作的，纔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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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神來的。】

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理解保羅在腓立比書三章所說的：

【腓 3:2 應當防備犬類，防備作惡的，防備妄自行割的；

腓 3:3 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裏誇口，不靠著肉體

的；】

在腓立比書這裏，“真受割禮的”是指腓立比教會的外邦人信徒。

這就讓我們看到在啟示錄中耶穌所說的：

【啟 2:8 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說：

啟 2:9 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毀

謗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是撒但一會的人。】

【啟 3:9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

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

愛你了。】

所以，當肉身的以色列人不信靠基督的時候，就是假以色列人。

當外邦人及以色列的餘數信靠真彌賽亞基督的時候，就是真以色列人。

還記得嗎？

以色列的委任，是要作外邦人的光。

在舊約中，以色列本該是要繼續承接對亞當的委任；如同出埃及記十九章，神所說的：

【出 19:5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

為全地都是我的；

出 19: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這裏的“因為全地都是我的”具有重要的意義。神要藉著祂的‘代理攝政者(vice regent)’

來為自己申索這個主權。當然，全地本來就是屬神的；但，神要人類自己作這個申索。

這件事情，亞當沒有完成，挪亞也沒有完成；現在神說：你們“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

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並且要“為聖潔的國民”，意即，一個被分別開來的國

民。

但，“歸我作祭司的國度”，這是什麽意思呢？以色列中不是已經有祭司了麽？

但，這不是這裏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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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意思是：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要成為一個“群體的祭司(corporate priest)”，

在神與全地的萬民之間作‘調解(mediating)’（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但以色列人他們顯然沒有作成。

之後，以賽亞書四十九章預言，神要興起一個人來作成這事：

【賽 49:3 對我說：你是我的僕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榮耀。

賽 49:4 我卻說：我勞碌是徒然，我盡力是虛無虛空，然而我當得的理必在耶和華那裏，

我的賞賜必在我神那裏。

賽 49:5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歸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裏聚集。

（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也成為我的力量）

賽 49: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

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在啟示錄中，我們三次看到，以外邦人為主，再加上信主的猶太人，他們所組成的教會

要承接這個使命：

【啟 1: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

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脫離有古卷作洗去〕

啟 1:6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神的祭司《kai. evpoi,hsen hm̀a/j basilei,an( ièrei/j tw/| qew/|

kai. patri. auvtou/：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我們 到於(她)王權國度（[RT]版本為：到

於(他們)君王）， 到於(他們)祭司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

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啟 5: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

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

啟 5:10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kai. evpoi,hsaj auvtou.j tw/| qew/| hm̀w/n

basilei,an kai. ièrei/j：並且 你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他們)同一者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從

屬我們 到於(她)王權國度（[RT]版本為：到於(他們)君王） 並且 到於(他們)祭司》；在地上執掌王

權《kai. basileu,sousin evpi. th/j gh/j：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君王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

那 從屬(她)地土/地》。】

【啟 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

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avllV e;sontai ièrei/j tou/ qeou/ kai.

tou/ Cristou/ kai. basileu,sousin metV auvtou/ Îta.Ð ci,lia e;th：但乃是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是 (他

們)祭司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作

君王 <轉換其中>隨同著 從屬(他)同一者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一千個 到於(它們)年》。】

現在，是教會具有這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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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說，教會像是以色列，但不是以色列。

但，教會與基督認同，而基督就是真以色列，此外，教會也應驗對真以色列的預言，教會

必然是真以色列。

我認為，需要提出證明的是那些認為教會不是真以色列的人。

我們在聖經中看到：

教會被稱為是神所愛的，是神的兒女，是神的田地。而舊約的以色列也被賦予這些名稱。

此外，教會也被稱為是神的羊群，是神的家，是神的國度，是神的子民，是神的祭司，是

神的葡萄園，是亞伯拉罕的兒女，是亞伯拉罕的種裔，是被揀選的子民，是真受割禮的，

是神的以色列，是耶路撒冷，是猶太人，是新約，是橄欖樹。

在舊約中被給與以色列的使命，現在被給與教會。

從這一切，我們可以確信，教會就是真以色列。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的會堂，外邦人熱烈地回應保羅所傳講信息，路加接著記載：

【徒 13:45但猶太人看見人這樣多，就滿心嫉妒，硬駁保羅所說的話，並且毀謗。

徒 13:46 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神的道先講給你們，原是應當的，只因你們棄絕這道，

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

徒 13:47 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

極。』】

在使徒行傳 13:47這裏是引用自以賽亞書 49:6，是指神的僕人：

【賽 49:6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

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這個預言，在路加福音被應用於耶穌身上：

【路 2:28 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神說：

路 2:29 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路 2:30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

路 2:31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路 2:32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但，保羅竟然將之應用於自己和巴拿巴。

這是因為保羅是使徒；他在群體的關係上與基督認同。因此，基督所開始應驗的，保羅繼

續，如同是在基督裏被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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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關聯也出現在大馬士革的路上耶穌對保羅所說的話中：

【徒 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

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這是關聯於以賽亞書四十二章：

【賽 42:6 我耶和華憑公義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中保

原文作約〕作外邦人的光，

賽 42:7 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

我們雖然不是使徒，但，我們承接這個使命，我們繼續這個光的工作，要把光帶到地極。

《參考：

【太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太 5: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太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

天上的父。】

【腓 2: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

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腓 2:16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

事實上，加拉太外邦人的真信徒被與“在上的耶路撒冷”認同：

【加 4:26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們的母。

加 4:27 因為經上記著，『不懷孕不生養的，你要歡樂；未曾經過產難的，你要高聲歡

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加拉太書 4:27是引用自以賽亞書 54:1，表達以色列的復興：

【賽 54:1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聲歡

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

但，在加拉太書 4:27這裏，以賽亞書 54:1被應用於基督徒中的外邦人，他們被認同於

真耶路撒冷。

保羅接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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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4:28 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

加 4:29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現在也是這樣。

加 4:30 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是說：『把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因為使女的兒子，

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

加 4:31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不是使女的兒女，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

那些拒絕耶穌的，就不是真以色列，要被趕出去。

事實上，保羅在加拉太書最後說：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加 6:16凡照此理而行的《kai. o[soi tw/| kano,ni tou,tw| stoich,sousin：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界線領域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按次序行》，願平安憐憫加給

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eivrh,nh evpV auvtou.j kai. e;leoj kai. evpi. to.n VIsrah.l tou/ qeou/：(她)和平

安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且 (它)憐憫慈悲，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

(他)那 到於(他)以色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這裏的翻譯，可以是“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但，也可以是“願平安憐

憫加給他們，就是神的以色列”。

《註﹕Vincent指出，這裏的連接詞“並且”可以有兩種解釋：

1）將“並且”視為連接的功用：這時候“(他們)這每一切…”與“神的以色列”就是指

不同的兩個群體，“神的以色列”可以指真正悔改的猶太人；

2）將“並且”視為解釋的功用：這時候“神的以色列”就是進一步定義及强調“(他們)

這每一切…”，意思是指整個基督徒群體，包括猶太人及外邦人。

但，Vincent認為，將“並且”作為解釋的功用令人懷疑，並且牽强，雖然聖經中也確實

有這樣的例子；最好還是將“並且”視為連接的功用，這時候“(他們)這每一切…”（和合

本翻譯為：凡…）是指個人的基督徒，包括猶太人及外邦人，而“神的以色列”是指那

同一批基督徒，但視為是一個群體，來組成彌賽亞的團體。

英文的翻譯反映出兩種的看法。

聯合聖經公會的注釋指出，大多數的翻譯都將“神的以色列”視為基督教會的另一個名稱；

對保羅而言，教會就是新以色列，不是經由肉身的後代，乃是經由信心而與神發生關係的。

》

但，在整卷加拉太書，保羅的對比是猶太主義者（他們不是真信徒）及信徒，而整個加拉

太書的主題是“合一(unity)”，就是在基督裏的合一：

【加 3:26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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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3: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加 3:28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

裏都成為一了《pa,ntej ga.r ùmei/j ei-j evste evn Cristw/| VIhsou/：(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你們

(他)一個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加 3: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所以，在加拉太書的結尾，非常不可能又再談到在基督裏的兩組不同的人。這會造成新的

‘區分(division)’。假如用這種兩組不同的人的方式總結這卷書會是非常不尋常的。

所以，加拉太書加 6:16比較合適的翻譯為：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包括信主的猶太人

及外邦人），“甚至是/也就是”神的以色列。《註：將後面的 kai.“並且”視為是副詞性的

使用。》

換言之，“神的以色列”就是指真信徒，就是指整個教會。

再者，加拉太書在這裏的“平安憐憫”這兩個字一同使用，也出現在以賽亞書五十四章，

而其中的第一節就是加拉太書 4:27所引用的：

【賽 54:1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聲歡

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 54:2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

的橛子。

賽 54:3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

賽 54:9 這事在我好像挪亞的洪水；我怎樣起誓不再使挪亞的洪水漫過遍地，我也照樣

起誓不再向你發怒，也不斥責你。

賽 54:10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e;leoj：(它)憐憫慈悲》必不離開你，

我平安《eivrh,nhj：從屬(她)和平安寧》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這是論到以色列在流放之中被比較為“挪亞的洪水”。並且在以賽亞書 54:10也提到

“慈愛”及“平安”。

並且，緊接著在其後，以賽亞說到一個用寶石建造的城市：

【賽 54:11 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頭，以藍寶

石立定你的根基；

賽 54:12 又以紅寶石造你的女牆，以紅玉造你的城門，以寶石造你四圍的邊界。〔或作

外廓〕

賽 54:13 你的兒女都要受耶和華的教訓；你的兒女必大享平安。】

這段經文也是使徒約翰在啟示錄最後對“新耶路撒冷”的描述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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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我要提到這段經文呢？

因為，這裏是暗喻新耶路撒冷，也是一個新創造。正如同加拉太書 6:15中提到的“新創

造”（和合本翻譯為：作新造的人）：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avlla. kainh. kti,sij：

但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加 6:16 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

以色列是“新創造”；將要有“平安憐憫”。

在這裏的意思是，外邦人在應驗原本是對以色列預言的應驗。

怎麽會是這樣呢？

加拉太書三章指出這個理由：耶穌是真以色列，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在祂裏面，我們是亞

伯拉罕的後裔，是真以色列。我們是真耶路撒冷，是神的真以色列。

“憐憫，平安”一同使用也很有趣地出現在新約的：

【提前 1:2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

督耶穌，歸與你。】

【提後 1:2 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

歸與你。】

【約貳 1:3 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

們同在。】

【猶 1:2 願憐恤，平安，慈愛，多多的加給你們。】

由於加拉太書是“憐憫，平安”第一次的使用，所以我認為，其餘這幾處的使用可能都受

到在加拉太書中使用的影響。

“憐憫，平安”是一個對新創造的情況的關聯，根據以賽亞書五十四章，是原本以色列所

要經歷的，現在所有相信的人要開始應驗對新創造的預言。

而在加拉太書六章這裏對以色列的討論，開始於：

【加 4:26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們的母。

加 4:27 因為經上記著，『不懷孕不生養的，你要歡樂；未曾經過產難的，你要高聲歡

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並且結束於：



508

【加 6:16 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eivrh,nh evpV auvtou.j

kai. e;leoj kai. evpi. to.n VIsrah.l tou/ qeou/：(她)和平安寧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們)同一者， 並

且 (它)憐憫慈悲， 並且 <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他)那 到於(他)以色列 從屬(他)那 從屬(他)

神》。】

所以，加拉太書 6:16 這裏不是在說兩組人。“憐憫，平安” ，根據以賽亞書五十四章，

是歸於一組人，就是歸於真以色列。其中不再有區分：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

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加 3:28）

此外，教會是神的聖殿，這也是另外一種方式來説明教會就是真以色列。

為什麽呢？

因為基督就是那真聖殿。我們之前也討論過。

ekklesia“為乃向外促請召喚出來(為乃向外召請=傳召)”這個字在舊約七十士譯本被使用

於翻譯希伯來文的 qahal /kaw-hawl’/，集會/會衆，是指舊約的以色列人。在希臘文化的世

界，又被使用於表達‘城市的議會(city council)’。

在新約，當保羅使用這個字的時候，他一定沒有忘記，在舊約的時候，以色列人的大會被

稱為“ekklesia”，也就是被翻譯為教會的這個字。當然，保羅也必定知道這個字是表達

‘城市的議會(city council)’。

laos“人民百姓” 這個字在舊約七十士譯本主要被使用於翻譯希伯來文的 am，表達神的

子民/百姓；am“表達神的子民/百姓”這個字在舊約是相對於希伯來文 gowy /goi/，國家。

在新約中，laos“人民百姓”這個字被使用於教會，不是表達“像”以色列，而是表達就

“是”以色列。

這可以查看：

【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um̀ei/j de. ge,noj evklekto,n( basi,leion ièra,teuma( e;qnoj a[gion( lao.j eivj peripoi,hsin：你們 然

而也 (它)族類 (它)乃挑選的， (它)具君王的 (它)祭司之團會， (它)種族邦國 (它)聖的，

(他)人民百姓 向內進入 到於(她)獲取得到》，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

美德。

彼前 2: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oi[ pote ouv lao.j nu/n de. lao.j

qeou/：(他們)這些個 在那個時候 不是/不 (他)人民百姓， 現在此時地 然而也 (他)人民百姓

從屬(他)神》；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很有意義地，加拉太書與啟示錄有關聯。例如，我們談到的，相信的外邦人與“在上的耶

路撒冷”認同，也就是啟示錄二十一章的“新耶路撒冷”。

新創造是與新以色列以及新耶路撒冷認同的。

為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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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以賽亞書說到：

【賽 65:17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從前的事不再被記念，也不再追想。

賽 65:18 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

為人所樂。

賽 65:19 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

號的聲音。】

在以賽亞書這裏的“新天新地”與“ 耶路撒冷”彼此認同。

我認為，這裏的意思是：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

在這裏，我們不是在討論教會論，教會論討論的是教會内部的功能等議題，而我們是從聖

經神學的角度在討論教會的身份問題，這裏有新、舊創造的連續性。

以色列人是否曾經獲得了應許給他們的土地？

有人認為，約書亞已經帶領以色列人得了應許之地。

但也有人說，他們沒有真正得到整個應許之地的範圍。

這有許多爭議。

是否在某一個點上，應許之地必須給與以色列人作為一個國家？

讓我們看羅馬書八章：

【羅 8: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pneu/ma doulei,aj：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奴役為奴》，

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avlla. evla,bete pneu/ma uiòqesi,aj：但乃是 你們那時(也是)拿取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兒子之置放擺設》，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從哪一種救贖歷史的透鏡最適合看這節經文？

顯然這裏有舊約以色列的背景。

我們從埃及地出來，領受的不是“奴僕的靈”，而是“兒子的靈”，成為領養的兒子；我

們被賜予“聖靈”：

【羅 8: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auvto. to. pneu/ma summarturei/ tw/|

pneu,mati h̀mw/n o[ti evsme.n te,kna qeou/：(它)同一者 (它)那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共同作見證

人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我們， 是這樣 我們現在持續是 (它們)孩子 從屬(他)神》；

羅 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

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這就關聯於以賽亞書，“神的靈使他們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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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63:11 那時，他們〔原文作他〕想起古時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說：將百姓和牧

養他全群的人從海裏領上來的，在哪裏呢；將他的聖靈降在他們中間的，在哪裏呢；

賽 63:12 使他榮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邊行動，在他們前面將水分開，要建立自己永

遠的名，

賽 63:13 帶領他們經過深處，如馬行走曠野，使他們不至絆跌的，在哪裏呢。

賽 63:14 耶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彷彿牲畜下到山谷，照樣，你也引導你的百姓，

要建立自己榮耀的名。】

羅馬書 8:17這裏的“後嗣”，並且“和基督同作後嗣”，在舊約以色列的背景中是指承

受的什麽？

就是承受“應許之地”。在以色列的背景中，談到“後嗣”，就會聯繫到土地。

那麽，作為“後嗣”，我們所盼望的是什麽呢？

保羅接著寫到：

【羅 8: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羅 8: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h̀ ga.r avpokaradoki,a th/j kti,sewj th.n

avpoka,luyin tw/n uiẁ/n tou/ qeou/ avpekde,cetai：(她)那 因為 (她)切切想望 從屬(她)那 從屬(她)

創造建立 到於(她)那 到於(她)啟示揭露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兒子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

羅 8: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羅 8: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享原文作入〕

羅 8: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羅 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avlla. kai. auvtoi. th.n avparch.n tou/

pneu,matoj e;contej：但乃是 並且 (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初熟的果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他們)現正持續持有了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

的身體得贖《uìoqesi,an avpekdeco,menoi( th.n avpolu,trwsin tou/ sw,matoj hm̀w/n：到於(她)兒子之置

放擺設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從那裏期望等候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體 從屬我們》。】

“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我們已經以開始的方式擁有了兒子的名分；而“得著兒子的

名分”在終極的成就是“身體得贖”，並且這是在新創造中。

聖靈是新創造的定金。

特別是在羅馬書 8:23中，“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其中，“聖靈初結果子”是新創

造中的“初結果子”；而聖靈是賜生命的靈。

我認為，這裏的背景就是“以色列”被呼召離開埃及的奴役，成為領養的兒子，被賜予聖

靈，成為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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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後裔繼承(heirship)”最終極的成就，就是在新天新地的新創造中有復活的身體。

我們是經由聖靈成為“後嗣”。這一切都是在基督裏。我們是“和基督同作後嗣”。

我認為，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後的確有完全得到應許之地。

但，這是新天新地的‘預兆上的預表(typological foreshadowing)’。

從救贖歷史來看，以色列曾經是有使命要到地極，將一切聚集其中，最後就有新創造。甚

至當時進入“應許之地”的本身並不是這個使命的終結，而是指向前方。

我認為，“應許之地”只是一個物質的象徵，無論當時以色列是否真正完全得到應許之地，

都是將來的新天新地的象徵。

事實上，亞伯拉罕出去的時候，也不是要去尋找“一個根基在這個地上的城市(a city with

this earthly foundation)”：

【來 11: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

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kai. om̀ologh,santej o[ti xe,noi kai. parepi,dhmoi,

eivsin evpi. th/j gh/j：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同意承認了的 是這樣 (他們)陌生客旅的/陌生奇異的

並且 (他們)在民中作客在旁邊的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是 <在上面>從上面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

地》。

來 11:14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來 11: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來 11: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

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h̀toi,masen ga.r auvtoi/j po,lin：他/她/它那時(也是)使

成妥切齊備 因為 在對(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城邑》。】

“一座城”是指地上的城麽？

不是的。

那麽，“一座城”是指什麽呢？

這是一座已經開始的城：

【來 12: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avlla. proselhlu,qate Siw.n o;rei：但乃是 你們現在已經在

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她)錫安 在對(它)高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裏

有千萬的天使，

來 12: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evkklhsi,a| prwtoto,kwn：在對(她)傳召 從屬(他們)頭生長

子的》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來 12: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舊約的“耶路撒冷”是在哪裏？

是在應許之地。

但現在的應許之地是新天新地，是在基督那裏已經開始的新創造。在終極完成的時候，舊

有的天地要被毀滅，會有新天新地。這也是亞伯拉罕所尋找的。



512

創世記中，亞伯拉罕的確到應許之地要得到那地。是的！

但，希伯來書卻告訴我們，亞伯拉罕所盼望的是更前瞻的。他所盼望的是不再被震動的地

方，是一個屬天的城市，被稱作‘新耶路撒冷’。

我認為，以色列所盼望的‘應許之地’所指向的，不是別的，就是‘新創造’。

以弗所書一章也談到新創造的開始。

我之前辯證過，羅馬書八章談到，有聖靈初結的果子，就是後裔繼承的開始，是新創造的

開始。而以弗所書一章這裏，再次地，也有一個出埃及的背景：

【弗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

福氣；】

“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在這裏的背景就是對亞伯拉罕的祝福。這是一個背景。

接著保羅指出：

【弗 1: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

有瑕疵；】

這裏，“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讓我們想到神對以色列的“揀

選”。

接著談到“兒子的名分(sonship)”：

【弗 1:5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

分《proori,saj hm̀a/j eivj uiòqesi,an dia. VIhsou/ Cristou/ eivj auvto,n：(他)那時(也是)預先界定了的

到於我們 向內進入 到於(她)兒子之置放擺設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耶穌 從屬(他)基督 向內

進入 到於(他)同一者》，

弗 1:6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

弗 1: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

以色列有“兒子的名分(sonship)”。

以色列也有“救贖”；就是從埃及的救贖。

接著，在後面談到“得了基業”：

【弗 1:11 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VEn w-| kai. evklhrw,qhmen：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我們那時(也是)被抽籤分派》，〔得或作成〕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

的；】

接著，又談到“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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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1:13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evn w-| kai. pisteu,santej evsfragi,sqhte tw/| pneu,mati th/j

evpaggeli,aj tw/| àgi,w|：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被蓋

圖章封印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弗 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o[ evstin avrrabw.n th/j klhronomi,aj h̀mw/n：(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他)定金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產業繼承 從屬我們》，〔原文作質〕直等到神

之民〔民原文作產業〕被贖《eivj avpolu,trwsin th/j peripoih,sewj：向內進入 到於(她)解脫得贖

從屬(她)那 從屬(她)獲取得到》，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這裏有好幾個術語是以以色列首次的救贖為背景的描述。

這裏的“應許之地”是什麽呢？也就是説，這裏的“產業繼承”《klhronomi,aj：從屬(她)產

業繼承》（和合本翻譯為：得基業）是什麽呢？

在第 13節說：“在祂裏面”《evn w-|：在內 在對(他)這個》，就是，在基督裏；這是在第

3~14節中重複出現的《註：類似的介係詞短語，在 12節經文中共有十次》。

基督是新創造的開始。基督也是產業繼承的開始。當祂差遣聖靈來到，我們就得到另外一

次已經開始的產業繼承的‘付款(instalment)’。如同第 14 節所說：“這聖靈，是我們得

基業的憑據《avrrabw.n：(他)定金》”，即，聖靈是我們的‘定金/頭期款(down-payment)’。

這裏的希臘文，arrhabon“抵押擔保(定金)”，這個字在現代希臘文中，是表達‘結婚戒指

(wedding ring)’。在第一世紀是表達‘定金/頭期款(down-payment)’，表達後面會有更多的

來到。‘結婚戒指’也是某種誓言形式的‘定金/頭期款’，表達一個人承諾，並且之後

會有‘更多的’來到。

《註：Vine 指出，在現代希臘文中，名詞 arrhabona 這個字表達一個“訂婚戒指

(engagement ring)”

》

‘更多的’就是那‘應許之地’所指向的‘新天新地’；也就是應許將要來到的。

加拉太書指出：

【加 3:13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受原文作成〕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為

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

加 3:14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

聖靈《i[na th.n evpaggeli,an tou/ pneu,matoj la,bwmen dia. th/j pi,stewj：為要 到於(她)那 到於(她)

應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我們那時(也是)應該拿取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她)那 從屬(她)

信》。】

這裏的這個短語，“所應許的聖靈”《th.n evpaggeli,an tou/ pneu,matoj：到於(她)那 到於(她)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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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在原文也可以翻譯為“聖靈的應許”。

什麽是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呢？是一個偉大的國家麽？

對亞伯拉罕的應許是一塊地土，以及對外邦人的祝福。

接著保羅說到：

【加 3:18 因為承受產業，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應許；但神是憑著應許，把產業賜給

亞伯拉罕。】

在舊約，“承受產業”只有一個，就是應許之地。這是藉著應許賜給亞伯拉罕的。這個應許

在後面進一步被説明：

【加 3:26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加 3: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加 3:28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

裏都成為一了。

加 3:29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意即，如果你與基督認同，就開始承受新創造為產業。這個新創造已經在基督裏開始，並

且有聖靈作為定金；更多要來的是之後完滿的新天新地。

D. The Church, as the new Israel, relates to eschatology.
教會，作為新以色列，關聯於末世論。

以賽亞書提到，末後的日子，外邦人要流歸以色列：

【賽 2:2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

這山。

賽 2:3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他

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

冷。

賽 2:4 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

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同樣的經文出現在彌迦書：

【彌 4:1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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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山。

彌 4:2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他

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

冷。

彌 4:3 他必在多國的民中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

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萬民都要流歸這山”的經文似乎與“以色列要出去作見證直到地極”的説法相矛盾。

但，在實際上，神的臨在，在這個世代中，基督藉著聖靈的臨在是遍佈在全地（基督就是

聖殿，就是神的臨在）。任何時候當外邦人接受信仰，就在應驗這個預言，進入新以色列。

我們曾經討論過，真以色列已經不是地理上的位移；到聖殿不再是到地上的耶路撒冷。

同樣地，任何時候當一個人歸信基督，就是流歸真以色列。這個應許不是按照地理位置被

應驗的；而是當人歸向基督的時候，就是從世界各地歸向基督。

當外邦人歸信基督的時候，他們應驗了雙重的預言的應許：以色列蒙拯救，並且，外邦人

蒙拯救。

II. The Relationship of Eschatology to true Israel, the Church
末世論對真以色列，教會，的關係

A. Gentiles may become true Israel by virtue of being united with Christ.
外邦人靠著聯結於基督可以成為真以色列。

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三章談到他的僕人職分：

【弗 3:2 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

弗 3:3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

弗 3:4 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

有人認為這裏的“奧秘”只是談到舊約預言的應驗。

但，保羅接著説到：

【弗 3:5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o] et̀e,raij geneai/j ouvk evgnwri,sqh toi/j

uiòi/j tw/n avnqrw,pwn：(它)這個 在對(她們)相異不同的 在對(她們)族類之世代 不是/不 他/她/它那

時(也是)被使成認識知道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兒子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人》，像如今藉

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wj̀ nu/n avpekalu,fqh toi/j àgi,oij avposto,loij auvtou/ kai.

profh,taij evn pneu,mati：正如地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那時(也是)被啟示揭露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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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聖的 在對(他們)分派差遣之人/使徒 從屬(他)同一者 並且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在

內 在對(它)靈/風》；

弗 3:6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

許《ei=nai ta. e;qnh sugklhrono,ma kai. su,sswma kai. summe,toca th/j evpaggeli,aj evn Cristw/|

VIhsou/ dia. tou/ euvaggeli,ou：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共同承受

產業的 並且 到於(它們)共同身體的 並且 到於(它們)共同參與有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sugkleronomos“共同骰子籤份分發配置的(共同承受產業的)”》

大多數學者認為這裏的“奧秘”只是談到舊約預言的應驗；但，這裏顯然也包括了對這些舊

約預言的認識知道《evgnwri,sqh：他/她/它那時(也是)被使成認識知道》。

這個“奧秘”就是外邦人“同為後嗣”。

就是 sugkleronomos“共同骰子籤份分發配置的(共同承受產業的)”；意思就是共同承受

產業。

承受產業是否意味著以色列在最後要承受一個在字面意思上的應許的土地呢？

不是的。承受產業是在基督的復活裏開始一個新創造；這個承受產業是首先以聖靈的形式

賜給我們，就是基督差遣的聖靈，是如同以弗所書一章所説的，是一個定金；並且更多的

將會來到，就是完全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就是這個產業，開始於基督藉著聖靈的内住。

這個“奧秘”就是外邦人“同為一體”。

就是 sussomos“共同所使為安全保險的(共同所拯救的=共同身體的)”；意思就是聯合

於同一個身體的。

這個“奧秘”也是外邦人在基督裏“同蒙應許”。

就是 summetochos“共同轉換持有的(共同參與有分的)”；意思是與之共同參與的。

什麽是“奧秘”呢？

有人說，是外邦人現在被認為是真以色列了。

但這不是奧秘。雖然的確是外邦人現在被認為是真以色列，但不是這裏所說的奧秘。

這個“奧秘”就是，在基督裏，外邦人現在與以色列一同承受產業，一同成為基督的身體，

也一同有份於這個應許。

是什麽“應許”呢？

保羅在前面提到過：

【弗 2:12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弗 2:13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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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對外邦人而言，這些應許是為以色列的。但，現在外邦

人是“同蒙應許”；也就是説，他們成為以色列人了。

外邦人成為以色列人的本身不是奧秘。外邦人成為以色列人，在舊約就有；就是在以色列

出埃及的時候，有埃及人成為以色列人的。其他的有如喇合，路得，及其他人。只要搬到

以色列，受割禮，遵守以色列的律法，就被視為是以色列人了。

那麽，這裏的“奧秘”是什麽呢？

就是現在你要成為以色列人，你不需要搬到地理上的以色列，你只要搬到基督裏；你也不

需要受割禮，因為我們，如同歌羅西書二章所説，已經在基督裏 ‘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

割禮’了：

【西 2:11 你們在他裏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

的割禮《VEn w-| kai. perietmh,qhte peritomh/| avceiropoih,tw| evn th/| avpekdu,sei tou/ sw,matoj th/j

sarko,j( evn th/| peritomh/| tou/ Cristou/：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行割禮 在對

(她)割禮 在對(她)非為手行出作成的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剝掉脫除 從屬(它)那 從屬(它)身

體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體， 在內 在對(她)那 在對(她)割禮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我們如何在基督裏受割禮呢？

後面就直接地說：

【西 2:12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suntafe,ntej auvtw/| evn tw/|

baptismw/|( evn w-| kai. sunhge,rqhte：(他們)那時(也是)被共同殯殮埋葬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

對(他)那 在對(他)浸洗，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一同喚醒起來》；都因信那

叫他從死裏復活神的功用。

西 2: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或作我們〕一切

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sunezwopoi,hsen um̀a/j su.n auvtw/|( carisa,menoj h̀mi/n

pa,nta ta. paraptw,mata：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共同活 到於你們 共同一起 在對(他)同一者，

(他)那時(也是)讓自己恩待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誤差過

犯》；】

當你在過犯中的時候，就是死的，就是在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但神赦免《原文為恩待》

我們的罪，使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註：根據希臘文主要動詞及分詞在語法上的關聯暗示，“perietmh,qhte”《你們那時(也是)被

行割禮》的方式為：“suntafe,ntej auvtw/| evn tw/| baptismw/|/|( evn w-| kai. sunhge,rqhte”《(他們)那時

(也是)被共同殯殮埋葬了的 在對(他)同一者 在內 在對(他)那 在對(他)浸洗， 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你們那時(也是)被一同喚醒起來》（和合本翻譯為：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

與他一同復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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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邦人如何成為真以色列人呢？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不需要有地理上的位移去成為以色列人，不需要帶上與外邦人不

同的種族的標記、記號去成為以色列人，而是在基督裏，與基督聯合。

這“奧秘”的一部分就是，彌賽亞就是真以色列。彌賽亞不僅是以色列的王，祂就是以色

列。是的，這“奧秘”是在彌賽亞耶穌裏面發生的。

我們再看以弗所書第三章：

【弗 3:6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

應許《ei=nai ta. e;qnh sugklhrono,ma kai. su,sswma kai. summe,toca th/j evpaggeli,aj evn Cristw/|

VIhsou/ dia. tou/ euvaggeli,ou：現要去持續是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種族邦國 到於(它們)共同承受

產業的 並且 到於(它們)共同身體的 並且 到於(它們)共同參與有分的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福音佳訊》。】

這個“應許”是“在基督耶穌裏”的，是在彌賽亞耶穌裏面發生的。不在彌賽亞耶穌裏面就不

會發生。

彌賽亞耶穌代表以色列，如果你在彌賽亞耶穌裏面，就得到彌賽亞耶穌裏面的產業繼承。

祂就是以色列，人在祂裏面，就得到祂所得到的。

B. The NT presents promises of the OT as being fulfilled unexpectedly.
新約呈現舊約的應許如同是被料想不到地應驗了。

“奧秘”，musterion“具關緊閉住者之器(具傳授秘訣者之器=隱秘之事=奧祕)”，這個字

在舊約的使用主要是在但以理書。

《註：“奧秘”在舊約的亞蘭文為 raz /rawz/，在舊約只有使用過九次於八節經文中；其

中八次七節經文是在但以理書第二章。

》

Musterion“奧祕”這個字特別被使用於但以理書二章中尼布甲尼撒的夢中。這個夢是關

於一個“像(statue)”，其四個部分是代表四個帝國，會興起，之後墮落。在第四個帝國

的時期，會有一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打碎這個像，建立一個永恆的國度：

【但 2:16 但以理遂進去求王寬限，就可以將夢的講解告訴王。

但 2:17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將這事告訴他的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

但 2:18 要他們祈求天上的神施憐憫，將這奧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與

巴比倫其餘的哲士，一同滅亡。

但 2:19 這奧秘的事，就在夜間異象中，給但以理顯明。但以理便稱頌天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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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20 但以理說：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

但 2:21 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

但 2:22 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

……

但 2:27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說：王所問的那奧秘事，哲士，用法術的，術士，觀兆的，

都不能告訴王；

但 2:28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顯明奧秘的事，他已將日後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

王；你的夢，和你在床上腦中的異象是這樣。

但 2:29 王阿，你在床上想到後來的事，那顯明奧秘事的主，把將來必有的事指示你；

但 2:30 至於那奧秘的事顯明給我，並非因我的智慧勝過一切活人，乃為使王知道夢的

講解，和心裏的思念。

但 2:31 王阿，你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

……

但 2:34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

但 2:35 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

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但 2:36 這就是那夢，我們在王面前要講解那夢；

但 2:37 王阿，你是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將國度，權柄，能力，尊榮，都賜給你；

但 2:38 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獸，並天空的飛鳥，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這一切，你

就是那金頭；
……

但 2:43 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種人攙雜，卻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鐵與泥

不能相合一樣。

但 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

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 2:45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那

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但 2:46 當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並且吩咐人給他奉上供物和香

品。

但 2:47 王對但以理說：你既能顯明這奧秘的事，你們的神，誠然是萬神之神，萬王之

主，又是顯明奧秘事的。

但 2:48 於是王高抬但以理，賞賜他許多上等禮物，派他管理巴比倫全省，又立他為總

理，掌管巴比倫的一切哲士。】

這裏的“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應該是指但以理書七章中的“人子”；在第七章的

開始也是論到四個國度，之後“人子”要得到永恆的國度：

【但 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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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者面前，

但 7:14 得了權柄，榮耀，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必不敗壞。】

有學者認為，以弗所書三章是與但以理書二章有關聯，並且列舉了十二方面的平行關係。

在新約中，“奧秘”，musterion“具關緊閉住者之器(具傳授秘訣者之器=隱秘之事=奧

祕)”，這個字的使用，有趣的是，大多數與舊約的暗喻或引用有關。

這裏重要的意義是：“奧秘”表達舊約預言的開始應驗，並且是以一種沒有被預期的方式

來應驗舊約預言。

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耶穌給與了許多關於天國的比喻；這些比喻都表達了天國是以一種

人未預期的方式開始。

【太 13:10 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

太 13:11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

例如：

天國像是一粒芥菜種，表達天國是以一種很小的形式開始；而猶太人以為天國是以一種大

有能力的形式開始。

天國像是麵酵，表達天國是以一種不可見的形式開始；而猶太人以為天國的來到是由榮耀

彌賽亞的來到開始。

天國像是麥子和稗子的比喻，表達天國是以一種義人和不義的人在一起的形式開始；而猶

太人以為天國一到，就會有分開義人和不義的人的審判。

保羅也以這種含義使用“奧秘”這個字。

約翰在啟示錄中也是一樣地以這種含義使用“奧秘”這個字。

特別是保羅在以弗所書五章的使用：

【弗 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弗 5: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弗 5: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弗 5: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這是關於基督與教會的奧秘，並且是聯結於創世記二章的引用：

【創 2:23 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人身

上取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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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2: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我相信，除非你明白什麽是“開始的末世論(inaugurated eschatology)”，就不可能對婚姻

會有深層次的明白。我們之後會以簡單的討論結束來結束這次聖經神學的課程。

再者，回到羅馬書，在末後是否將會有一個實質的大多數以色列人的救恩呢？

這個爭辯是在於羅馬書十一章：

【羅 11:25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

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o[ti pw,rwsij avpo. me,rouj tw/| VIsrah.l

ge,gonen a;cri ou- to. plh,rwma tw/n evqnw/n eivse,lqh|：是這樣 (她)結趼硬化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

部分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

來前往進入》；

羅 11:26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kai. ou[twj pa/j VIsrah.l swqh,setai：並且 那同一樣式

地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以色列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

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這裏是說到，以色列人，包含這個國家的大部分人，在主要的教會時代，將要有“硬心”；

但在最後，這個“硬心”會被移除，並且大多數的以色列人將會被拯救。

許多人認為，就在“硬心”被移除之前，教會要被提。

也有人認為，大部分以色列人被拯救之後，教會才被提。

這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無論如何，共同的觀點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會得救。

在羅馬書 11:26中的副詞，“ou[twj”《那同一樣式地》（和合本翻譯為：於是），許多人都

解釋為“於是/那時(then)”，意思就是：於是，或，那時，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也有人使用啟示錄七章中的十四萬四千人作為這種解釋的根據。

但，我曾經辯證過，啟示錄七章這裏的十四萬四千人不是別的，而是從不同時代中各族、

各國來的人，就是從全地來的人，包括肉身的以色列人的餘數。至於是否真是如此，各人

可以自己查考。

我現在討論一下羅馬書十一章這段經文的一些要點：

這裏的“奧秘”是什麽呢？

這裏的奧秘是關於以色列救恩的末世論的應許及預言的應驗。

在説到這裏的“奧秘”之前，保羅就設定了經文的‘語調(tone)’；這個語調就是保羅在

羅馬書 11:5説到的“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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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1:1 我且《這樣》說：神棄絕了他的百姓麼。斷乎沒有；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

亞伯拉罕的後裔，屬便雅憫支派的。

羅 11:2 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你們豈不曉得經上論到以利亞是怎麼說的

呢；他在神面前怎樣控告以色列人，說：

羅 11:3 『主阿，他們殺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壇，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

我的命。』

羅 11:4 《但乃是》神的回話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我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

巴力屈膝的。』

羅 11:5 《這樣》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ou[twj ou=n kai. evn tw/|

nu/n kairw/| lei/mma katV evklogh.n ca,ritoj ge,gonen：那同一樣式地 這樣 並且 在內 在對(他)

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場合時節 (它)所遺留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揀選 從屬(她)恩典惠意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羅 11:6 《然而也》既是出於恩典，就不在乎行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羅 11:7 這是怎麼樣呢《Ti, ou=n：到於(它)任何什麼呢 這樣？》；以色列人所求的，他們沒

有得著；惟有蒙揀選的人得著了，其餘的就成了頑梗不化的；】《leimma“所遺下留後(所

遺留)”》

保羅在這裏提到的“所留的餘數(remnant)”《lei/mma：(它)所遺留》，就保羅現在所想到的，

是指‘以色列族類的餘數(Israelite ethnic remnant)’，而不是外邦人。

並且，這整段經文是在説到保羅顧慮到的是現在，不是只是在未來，對以色列人的拯救。

我們現在開始來看這一點：

【羅 11:11 《這樣》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麼。斷乎不是；反倒因他們的過

失，救恩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

羅 11:12 《然而也》若他們的過失，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缺乏，為外邦人的富足；

何況他們的豐滿呢《eiv de. to. para,ptwma auvtw/n plou/toj ko,smou kai. to. h[tthma auvtw/n plou/toj

evqnw/n( po,sw| ma/llon to. plh,rwma auvtw/n：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

者 (他)豐滿富足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它)那 (它)虧缺損失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

豐滿富足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

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們)同一者》。】《pleroma“所促使成充滿添足(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

添足)”》

這裏的問題是：

這裏的“滿足(fulfillment)”，這裏的“豐滿(fulness)”《欽定本翻譯為：fulness》，即，希

臘文“pleroma”《plh,rwma：(他)豐滿富足》，是什麽意思呢？

並且，這是在世代的最後終末之時發生呢？還是在終末之前發生呢？

有許人認為，在羅馬書 11:12這裏是與羅馬書 11:26平行，是表達：在最後終末之時，

是指以色列國中的大多數人會被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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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1:25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

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羅 11:26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

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但，我不認為是如此。

保羅在之前的羅馬書 11:5說到的是“在現今的餘數”：

【羅 11:5 《這樣》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ou[twj ou=n kai. evn

tw/| nu/n kairw/| lei/mma katV evklogh.n ca,ritoj ge,gonen：那同一樣式地 這樣 並且 在內 在對

(他)那 現在此時地 在對(他)場合時節 (它)所遺留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她)揀選 從屬(她)恩典

惠意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之後在羅馬書 11:13~14保羅是這麽說的：

【羅 11:13 《然而也》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

職分；〔敬重原文作榮耀〕

羅 11:14 或者可以激動我骨肉之親發憤，好救他們一些人《ei; pwj parazhlw,sw mou th.n

sa,rka kai. sw,sw tina.j evx auvtw/n：若是 某個方式地 我那時(也是)應該煽動激發 從屬我 到於(她)

那 到於(她)肉體， 並且 我那時(也是)應該拯救 到於(他們)任何什麼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同一

者》。】

這裏的“好救他們一些人”，我認為就是表達“所留的餘數(remnant)”。

保羅知道，在救贖歷史的這個時代，絕大多數的以色列人都不會相信。這裏所考慮到的是

餘數。

保羅接著說：

【羅 11:15 《因為》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而復

生麼《ti,j h` pro,slhmyij eiv mh. zwh. evk nekrw/n：(她)任何什麼呢 (她)那 (她)收納， 若是 不

會/不要 (她)生命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proslepsis“在前面向著拿取(收納)”》

什麽是“被收納(acceptance)”呢？

什麽是“死而復生(life from the dead)”呢？

什麽的“豐滿(fulfillment)”呢？

許多學者認為，這是在世代的最後終末之時。

但，我認為，這裏是指在這整個世代之中保羅盼望要拯救一些人；這個應驗要一直持續直

到最後。

之後保羅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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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1:16 《然而也》所獻的新麵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eiv de. h` avparch.

àgi,a( kai. to. fu,rama：若是 然而也 (她)那 (她)初熟的果子 (她)聖的， 並且 (它)那 (它)

團塊》；樹根若是聖潔，樹枝也就聖潔了《kai. eiv h` r̀i,za àgi,a( kai. oi` kla,doi：並且 若是

(她)那 (她)根 (她)聖的，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分枝》。】《aparche“為從那裏起始為首

離開(為起首獻上=初熟的果子)”》

這裏的“樹根”，我認為不是如同有些學者所認為的只是指父的應許，而是父在基督裏

已經應驗的應許。就如保羅之前説到的：

【羅 9:4 他們是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

們的；

羅 9:5 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他是在萬有之上，永

遠可稱頌的神。阿們。】

以及：

【羅 1: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羅 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羅 1:5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

羅 1:6 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

我認為保羅在這裏説到的是耶穌基督。

這裏的“新麵”，就是“初熟的果子”，aparche“為從那裏起始為首離開(為起首獻上=

初熟的果子)”，應該也指向同一個象喻。耶穌基督就是初熟的果子，是根，從祂發出枝

子。

之後，保羅説到“枝子被折下來”：

【羅 11:17 《然而也》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中，一同得著橄

欖根的肥汁；

羅 11:18 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

羅 11:19 《這樣》你若說：那枝子被折下來，是特為叫我接上。

羅 11:20 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

反要懼怕。

羅 11:21 《因為》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也必不愛惜你。

羅 11:22 《這樣》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

的；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裏；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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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1:23 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為神能夠把他們從新接上。】

這裏説到，猶太人會被折下來，你們外邦人也有可能被折下來，並且你們外邦人可以被接

上，猶太人也可以再被接上。

“枝子被折下來”是否表達失去救恩？

有人說是。

但，我們不認為這裏是表達失去救恩。

從上下文的思路，這裏不是表達失去救恩，而是要求必須悔改。如同在啟示錄中的以弗所

教會：

【啟 2:5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

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以色列原本應該是一個燈臺，在至聖所的外面，是一個光；但，聖殿被毀，這個燈臺就被

挪去了。

那麽，是否以色列就失去救恩了麽？

不是的。

這裏表達的是：神挪去了那個象徵，就是他們是神的子民的象徵。因為他們中間大多數人

都不相信。

如同耶穌在啟示錄二章這裏說，“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

去”。也就是說，你們以弗所教會中間大多數人的情況都不好，如果你繼續這個情況，不

悔改，就將不再被稱為我的子民。這裏的挪去燈臺應該是一個比喻性的描述。

我想，保羅在羅馬書這裏所說的也是這個意思。就是：你們外邦人不要驕傲；如果神想要，

神可以使大多數的信徒成為以色列人；如果神想要把猶太人接回去，神也能夠作成，無論

是集體的，或是餘數的。

所以保羅說：

【羅 11:17 《然而也》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中，一同得著橄

欖根的肥汁；

羅 11:18 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

羅 11:19 《這樣》你若說：那枝子被折下來，是特為叫我接上。】

這裏的“橄欖樹的根”，我相信，就是要應驗父神的應許的基督。

保羅在這裏是要處理在羅馬教會中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問題。

這裏的“乃是根托著你”中的“根”，在終極上就是神對以色列的應許，這應許是在基督

裏被應驗的。

之後，保羅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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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1:20 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

高，反要懼怕。

羅 11:21 《因為》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也必不愛惜你。

羅 11:22 《這樣》可見《i;de：你那時(也是)就要看見察覺》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

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裏；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

羅 11:23 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為神能夠把他們從新接上。

羅 11:24 《因為》你是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好橄欖上，

何況這本樹的枝子，要接在本樹上呢。】

這裏的“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是如同前面提到在啟示錄二章中的以弗所教會的燈臺

要被挪去一樣。

這裏的“仍要被接上”，是以色列整個國家在最後要被接上，還是在整個教會時代中以色

列中相信的餘數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我認為是在整個教會時代中以色列相信的餘數。

什麽時候“仍要被接上”呢？是在最後的時刻呢？還是在整個教會時代中？

我認為是在整個教會時代中。

接著我們讀到：

【羅 11:25 《因為》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

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o[ti pw,rwsij avpo. me,rouj tw/|

VIsrah.l ge,gonen a;cri ou- to. plh,rwma tw/n evqnw/n eivse,lqh|：是這樣 (她)結趼硬化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部分 在對(他)那 在對(他)以色列 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直至達到 從屬(它)這個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

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羅 11:26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kai. ou[twj pa/j VIsrah.l swqh,setai：並且 那同一樣式

地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以色列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

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於是(and then)”《kai. ou[twj：並且 那同一樣式地》，其中的“於是(then)”在希臘文

為 houtos“那同一者地(那同一樣式地)”，並且，“於是(then)”是一個很不好的翻譯。

這個希臘文，“ou[twj”《houtos“那同一者地(那同一樣式地)”》，直接的意思為“在這

個方式上(in this manner)”：‘在這個方式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註﹕houtos“那同一者地(那同一樣式地)”：

Strong指出，副詞 houtos這個字是形容詞 houtos“那同一者”衍生出來的副詞，表達

“以這個方式(可以是指之前的或指之後的)(in this way (referring to what

precedes or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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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在前文中找到，是以什麽樣的方式以色列將要被拯救。

答案是：這是以一個餘數的方式被拯救。

保羅在前面説到：

【羅 11:13 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分；〔敬重

原文作榮耀〕

羅 11:14 或者可以激動我骨肉之親發憤，好救他們一些人。】

這是藉著多數外邦人的被拯救來“激動”骨肉之親，好救他們“一些人”，而不是大多數

人。

並且，保羅是帶著一個“現在”的意義在說這件事：

【羅 11:30 《因為》你們從前不順服神，如今因他們的不順服，你們倒蒙了憐恤

《w[sper ga.r um̀ei/j pote hvpeiqh,sate tw/| qew/|( nu/n de. hvleh,qhte th/| tou,twn avpeiqei,a|：甚至正如地

因為 你們 在那個時候 你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 在對(他)那 在對(他)神， 現在此時地 然

而也 你們那時(也是)被發憐憫慈悲 在對(她)那 從屬(他們)那同一者 在對(她)頑梗不信》；

羅 11:31 這樣，他們也是不順服《ou[twj kai. ou-toi nu/n hvpei,qhsan：那同一樣式地 並且

(他們)那同一者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成頑固不信》，叫他們因著施給你們的憐恤，現

在也就蒙憐恤《tw/| ùmete,rw| evle,ei i[na kai. auvtoi. Înu/nÐ evlehqw/sin：在對(它)那 在對(它)你們之物

在對(它)憐憫慈悲 為要 並且 (他們)同一者 現在此時地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發憐憫慈

悲》。】

在羅馬書 11:31這裏的（第二個）“現在”，nun“現在此時地”，在有些手抄卷中沒有

這個字《欽定本所根據的[RT]版本沒有這個字》。

如果是真的有這個字的話，就是表示是現在蒙憐卹。

大多數的注釋家都接受這裏有這個字。但，有些人的解釋可能與我在這裏的解釋不一樣。

我認為這裏是一個“包含模式(inclusio)”：“如今因他們（以色列人）的不順服，你們

（外邦人）倒蒙了憐恤”以及“叫他們因著施給你們（外邦人）的憐恤，（以色列人）現

在也就蒙憐恤”。

保羅是在說，大多數的外邦人被拯救了，他希望能激發，就是“現在”能激發以色列人的

餘數被拯救。保羅不僅僅是在說未來，也是在說現在，並且要持續到未來。

這裏的“包含模式(inclusio)”顯示：因著以色列人的錯失，救恩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

發憤。並且，之後第 31 節：因著現在施給你們外邦人的憐卹，他們“現在”也就蒙憐卹。

從這個“包含模式(inclusio)”來看，當保羅說是“現在”的時候，就很清楚地是在表達以

色列中的餘數。而大多數的則不論是現在或任何時候都不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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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1:25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

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羅 11:26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kai. ou[twj pa/j VIsrah.l swqh,setai：並且 那同一樣式

地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以色列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

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因此，當保羅説到，“於是《以這樣的方式》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心中所想到的就是：

以色列中剩餘的餘數在教會時代的過程中要被拯救。

有些學者持有的觀點是，在教會時代的過程中，數目添滿的外邦人要被拯救，之後，所有

以色列人要被拯救。

這是我辯論反對的觀點。

這裏是說，數目添滿的外邦人，從基督的第一次來臨到第二次來臨，將要進來；並且，以

同樣的方式，所有以色列全家將要被拯救。

注意：

在羅馬書 11:26 中，“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以色列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

拯救》”這句話中的“得救(will be saved)”《swqh,setai：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也在前面

的經文出現過。

當這個字，swqh,setai《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出現的時候是否就在表達以色列最後將要

被拯救麽？

這個字在前面的經文出現在：

【羅 9:27 以賽亞指著以色列人喊著說：『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

餘數《to. up̀o,leimma swqh,setai：(它)那 (它)所遺留在底下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羅 9:28 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叫他的話都成全，速速的完結。』】

保羅指出，這個預言正在被應驗，這也是為什麽他引用這節經文。

但，這個預言正在被應驗於“剩下的餘數”。換言之，這是已然卻又未然。這不僅是在未

來，它已經開始。

在以賽亞書的引用經文中的動詞“swqh,setai”《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也是未來時態；但，

這是從以賽亞説話的角度來看的，表達：它已經開始了。

之後，保羅繼續說：

【羅 9:29 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eiv mh. ku,rioj

sabaw.q evgkate,lipen h̀mi/n spe,rma：若是 不會/不要 (他)主人 從屬(他們)眾軍 他/她/它那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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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遺留下 在對我們 到於(它)種裔》，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拉的樣子了。』】

保羅在辯證，以色列的“餘種”已經在相信，已經在開始了。

之後，保羅說：

【羅 10:12 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

告他的人；

羅 10: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pa/j ga.r o]j a'n evpikale,shtai to. o;noma kuri,ou

swqh,setai：(他)所有每一個的 因為， (他)這個 但凡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讓自己召告稱呼 到

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他)主人，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

這是源自約珥書中對以色列的預言：

【珥 2:32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

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而，按照保羅，現在已經開始了。

換言之，“swqh,setai”《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這個舊約預言應驗所用的字，在羅馬書九

章及十章，這些經文被引用，表達正在開始被應驗，就是那些以色列的餘數正在開始被拯

救。

在舊約的預言是指向猶太人以及外邦人，作為餘數，被拯救。但，在羅馬書 10:13 這裏，

我認為是針對種族上的以色列人說的，是指以色列的餘數；我不認為這裏是指教會。但這

裏有很大的辯論。

此外，根據：

【羅 11:25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

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羅 11:26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kai. ou[twj pa/j VIsrah.l swqh,setai：並且 那同一樣式

地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以色列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

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有人說，這裏“得救”的動詞，“swqh,setai”《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因為是未來時態，

保羅是在指在遙遠的未來，是在基督再來之前，以色列要被拯救。

但，不是的；保羅是從他的時間來談到未來。

至於這裏的“奧秘”，根據舊約預言，這裏的焦點是在救恩；這裏就是：以色列將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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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並且針對他們的救恩將激勵外邦人得救。雖然，我認為這裏是指以色列的餘數要被

拯救，這是根據舊約的預言。

這是以色列激勵了外邦人相信的預言。

而保羅在這裏說，他希望榮耀他對外邦人的職事，以致藉著外邦人的得救可以激勵一些以

色列人被拯救：

【羅 11:13 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分《th.n

diakoni,an mou doxa,zw：到於(她)那 到於(她)職務服事 從屬我 我現在持續歸榮耀》；〔敬重原文作

榮耀〕

羅 11:14 或者可以激動我骨肉之親發憤，好救他們一些人。】

從舊約預言的角度而言，在這一點上，這是多少沒有預期到的。

所以回到以色列對舊約的關係，舊約的預言是被應驗了，以色列是首先經由耶穌而蒙受拯

救的；先是一些以色列的餘數，之後再是外邦人。意即，先是一些餘數的猶太人，之後再

是外邦人。

但，從不同的觀點，就“奧秘”的角度而言，以賽亞書的預言原本是以色列要先相信，之

後會激勵外邦人的相信；但，就保羅而言，在應驗開始的時候，發生的正好是以相反的方

式。大多數的以色列人的心是剛硬的；但，仍然有少數的人相信了。這話也就是保羅為什

麽先是在羅馬書九章談到“餘數”，之後在十一章這裏又談到：

【羅 11:5 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

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這裏說的是，以色列人的剛硬，要一直持續到基督的再來；但餘數要

繼續進來。

再者，這裏提到的“外邦人的數目添滿”《to. plh,rwma tw/n evqnw/n：(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

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不是在說在世界上的外邦人的大多數

將要被拯救。這裏説到的是，比以色列人更多的外邦人將要被拯救。這裏不可能說是在世

界上的大多數的外邦人要被拯救。這就表示，就餘數而言，有比以色列人更多更多的外邦

人要得救。

保羅在羅馬書 11:12就使用過“plh,rwma”《(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這個字：

【羅 11:11 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麼。斷乎不是；反倒因他們的過失，救恩

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

羅 11:12 《然而也》若他們的過失，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缺乏，為外邦人的富足；

何況他們的豐滿呢《eiv de. to. para,ptwma auvtw/n plou/toj ko,smou kai. to. h[tthma auvtw/n plou/toj

evqnw/n( po,sw| ma/llon to. plh,rwma auvtw/n：若是 然而也 (它)那 (它)誤差過犯 從屬(他們)同一

者 (他)豐滿富足 從屬(他)美容妝束/世界， 並且 (它)那 (它)虧缺損失 從屬(他們)同一者 (他)

豐滿富足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在對(它)這多少呢 更特別尤其地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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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們)同一者》。】

這裏的“豐滿”是在說以色列人中的餘數，就是在教會時代中將要持續進來的。

並且，從基督的第一次來臨到第二次降臨中所有被拯救的以色列人的餘數的總和就是這個

“以色列全家《pa/j VIsrah.l：(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以色列》”。

附帶而言，有人說，“以色列全家(all Israel)”《pa/j VIsrah.l：(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以色列》

就應該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

但，你可以找到在舊約當中説到“所有人(all)”，但卻不代表“所有人(all)”的意思。

同樣地，當聖經說基督為“所有人(all)”而死，是否表達“所有人(all)”都要得救呢？或

是絕大多數都要得救呢？

所以，“以色列全家(all Israel)”不是代表所有以色列人。因為保羅之前也説到：

【羅 9:6 這不是說神的話落了空；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ouv ga.r pa,ntej

oì evx VIsrah.l ou-toi VIsrah,l：不是/不 因為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他們)那些 向外出來 從屬

(他)以色列， (他們)那同一者 (他)以色列》；】

【羅 11:26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kai. ou[twj pa/j VIsrah.l swqh,setai：並且 那同一樣

式地 (他)所有每一個的 (他)以色列 他/她/它將要(持續)被拯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

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ou[twj”《那同一樣式地》，就是以“所留的餘數”的方式。

直到基督的再臨，絕大多數的以色列人都是剛硬的；是以“所留的餘數”被拯救的方式，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意即，在整個教會時代中，種族上的以色列人將要陸續有人歸向基

督而得救。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但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這裏討論的是，教會是如何在應驗舊約的末世論的應許。在這裏的這個個案上，教會取代

了舊約的以色列；外邦人激勵以色列人去相信，而不是以色列人激勵外邦人信主。

C. Israelite prophecies of restoration are applied to the Church.
以色列人的復興的預言被應用於教會。

教會應驗舊約對以色列復興的預言。在這個含義上，我們不能說，教會像以色列；因為，

教會就是以色列。

反對的人必須證明，教會如何不是以色列。

我們不需要等到教會被提，等到大災難，舊約對以色列的應許才會開始應驗。舊約對以色

列的應許已經開始應驗於教會，並且要持續到世代最後的末了。

這就把教會帶到更靠近舊約的地位。事實上，教會整合了整個聖經(The church unifi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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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我們不是活在一個如同時代論所認為的括弧的時代。

我們可以在哥林多教會看見舊約對以色列復興的預言的應驗：

【林後 6:16 神的殿和偶像有甚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

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林後 6:17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

收納你們。

林後 6:18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首先，按照舊約，“神的殿”在以色列復興的時候要再被建立。但保羅在這裏指出：“因

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

再者，接下來一連串舊約經文的引用，都是關於‘以色列’復興的預言，而不是關於‘外

邦人’的救恩。

其中，第 16節的“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

我的子民”是來自：

【利 26:11 我要在你們中間立我的帳幕，我的心也不厭惡你們。

利 26:12 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出 29:44 我要使會幕和壇成聖，也要使亞倫和他的兒子成聖，給我供祭司的職分。

出 29:45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作他們的神。】

【結 37:25 他們必住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們列祖所住之地；他們和他

們的子孫，並子孫的子孫，都永遠住在那裏；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直到永遠。

結 37:26 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我也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們

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

結 37:27 我的居所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結 37:28 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為聖

的耶和華。】

其中，第 17節的“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

納你們。” 是來自以賽亞書，論到以色列需要離開巴比倫：

【賽 52:11 你們離開罷，離開罷，從巴比倫出來，不要沾不潔淨的物；要從其中出來；

你們扛抬耶和華器皿的人哪，務要自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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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18節的“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 是來自：

【何 1:10 然而以色列的人數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數；從前在甚麼地方對他們說：

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在那裏必對他們說：你們是永生神的兒子。】

【賽 43:6 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

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

賽 43:7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舊約對以色列復興的“應許”，都在教會開始應驗。這個“應許”是在哥林多後書一開始

就提到的：

【林後 1:20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實在原文作阿們〕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在林後 1:20這裏的“神的應許”就是神的‘對以色列的末世論的應許(eschatological

promises about Israel)’，一般而言，是在基督裏開始應驗。

若問，救恩開始於外邦人，但耶穌不是外邦人啊？

但，我們可以說，事實上，開始於外邦人的救恩，就是耶穌基督所啓動的。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如果你在基督裏，你就得到對以色

列的應許，你就是一個以色列人。

哥林多教會是以外邦人為主的教會。舊約的預言在他們身上開始應驗。這是第六章結尾所

表明的。

保羅接著說：

【林後 7:1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

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這等應許”，在保羅的思想中，就是林後 1:20所說的。按照前文，主要就是神的聖殿

及以色列的復興。此外，還有新創造；保羅在前面已經鋪設出來：

【林後 4:6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D. The concept of exile is applied to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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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的概念被應用於教會。

以色列的流放是地理上的流放。這是在比喻上預表基督的流放。

耶穌基督的流放是真的流放；以色列的流放只是一個實體的象徵，象徵‘地獄的屬靈的實

際(spiritual reality of hell)’。

耶穌基督經過流放，為我們經歷了地獄。藉著從死裏復活，耶穌基督勝過了它。所以，教

會就在耶穌基督裏開始應驗舊約對以色列復興的預言。

在羅馬書中從 9:25到 11:35的舊約預言的引用及暗喻，基本上大都是關於復興的預言。

舊約對以色列復興的預言 ‘已經開始(inaugurated)’。雖然有人認為這只是論到將來；但，

這樣說的人需要提出證明。

在舊約的以色列，有個人的敬拜者，呈獻個人的獻祭。也有贖罪日，為以色列全家贖罪。

在以賽亞書五十三章中，也有為以色列的流放的獻祭。

【賽 53:10 耶和華卻定意〔或作喜悅〕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

〔或作他獻本身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

中亨通。】

這裏有獻祭的三個層面：有為以色列的流放的獻祭；有為以色列全家贖罪的獻祭；有為個

人的獻祭。

就個人的層面而言：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流放，我們每一個人都像是從流放中歸回。

這是救恩及使成聖的一個“比喻説法(metaphor)”，是一個屬靈的旅程。

這是非常重要的。

許多人以為聖經神學都是一些抽象的東西。但我們需要認識到：我們要將歸回的經歷聯結

於救贖歷史：你是一個以色列人；從被擄的流放中歸回；你必須聼保羅的勸勉；不僅僅是

當你剛成為一個信徒的時候，你必須持續聆聽：

【林後 6:17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

就收納你們。】

保羅在這裏不是僅僅在說這個持續的救恩的‘開端(inception)’。

因為使徒約翰在啟示錄中也説到同樣的事情：

【啟 18:2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

之靈的巢穴，〔或作牢獄下同〕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

啟 18:3 因為列國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傾倒了；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

他奢華太過就發了財。

啟 18:4 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evxe,lqate o` lao,j mou

evx auvth/j：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向外出來 從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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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者》，，免得與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災殃；

啟 18:5 因他的罪惡滔天，他的不義神已經想起來了。】

“巴比倫大城”在本質上是一個‘帶有宗教内涵的不敬虔的文化 (ungodly culture that has a

religious connotation)’。

例如，“人道主義(humanism)”，人道主義在終極上是‘宗教性的(religious)’；因為是要

求一個人對某件事情的委身；但它所要求的不是對神的委身，而是對‘人性/人類

(humanity)’的委身。

約翰說：“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災殃”。

世界如同一個到處行走的妓女，一直試圖誘惑人。約翰說，萬國都被巴比倫誘惑了，並且

人都被醉倒了。

喝醉了就表達你無法正常的思想了。意思就是：你想的是巴比倫想的事情，而不是神要你

我想的事情。

《比較：

【太 16:22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阿，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i[lew,j

soi( ku,rie\ ouv mh. e;stai soi tou/to：(他)愉悅慈祥的 在對你， 阿,(他)主人； 不是/不 不會/不

要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對你 (它)那同一者》。

太 16:23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罷；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

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

約翰是否說，“你們要小心巴比倫”呢？

不是的。

約翰是怎麽說的呢？

約翰是說：‘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evxe,lqate o` lao,j

mou evx auvth/j：你們那時(也是)就要向外到來前往出來 (他)那 (他)人民百姓 從屬我 向外出來 從

屬(她)同一者》，免得與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災殃’。意即，巴比倫將要被審判了。

約翰不是說，在歷史的最後時刻再出來；而是現在就要持續地離開巴比倫。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終結及這個審判將會在什麽時候。

我們都在這個世界游蕩，我們都如同是客旅，是寄居的，直等到最終極復興的成就於新天

新地。我們在生活中每一個層面的決定，都會造成我們是否被模成這個巴比倫的樣式，或

是更靠近巴比倫了，或是更遠離巴比倫了。

這樣的聖經神學就會影響我們每一個個人的生命。

雅各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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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1:1 作神和主耶穌基督僕人的雅各，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

雅 1: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雅各是否是寫信給猶太人的教會麽，因為他說到的是“請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的安”？雅

各是否是寫信給在種族上是猶太人的教會呢？

可能是；但非常可能不是。

注意雅各在這卷書的最後寫到：

【雅 5: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為他禱告；

雅 5:15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從這裏看，無論是什麽支派，這裏也是講到“教會”。

同樣地，彼得寫信：

【彼前 1: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

庇推尼寄居的《evklektoi/j parepidh,moij diaspora/j Po,ntou( Galati,aj( Kappadoki,aj( VAsi,aj

kai. Biquni,aj：在對(他們)乃挑選的 在對(他們)在民中作客在旁邊的 從屬(她)四散分佈 從屬(他)本都，

從屬(她)加拉太， 從屬(她)多帕多家， 從屬(她)亞細亞 並且 從屬(她)庇推尼》；

彼前 1:2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

所灑的人；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

換句話說，根據彼得的用字，他們都是在流放之中。

我們雖然是聖徒，但，我們還沒有回到家。在“已然”的意義而言，我們是已經到家了；

但，在終極的意義上還是“未然”。《註：教會是神的家；不過，也還在建造中。》

希伯來書説到：

【來 12: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avlla. proselhlu,qate Siw.n o;rei：但乃是 你們現在已經在

前面向著到來前往 在對(她)錫安 在對(它)高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裏

有千萬的天使，

來 12: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

的靈魂，】

如何說我們是“乃是來到《proselhlu,qate：你們現在已經在前面向著到來前往》錫安山”呢？

這如何可能是‘在存在的意義上(existentially)’來說的呢？

因為，在某種屬靈的意義上，我們還是在流放中。並且因為我們還在流放中，我們也就還

沒有完全；我們還有外來的影響：首先是魔鬼的影響，再來是世界的影響，第三個影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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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陷在自己的身體中，第四個影響是，我們是還沒有被完全的新創造，罪還在我們的

存在中。

在天的這一邊，我無法認同（絕對的）“完全主義(perfectionism)”。因為，凡是良善的，

是從神而來；凡是惡的，是從我們而來。

所以，我們還正在從流放中出來。

彼得所說的“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居的”是誰呢？

讓我們來看第二章；在那裏，事實上，彼得說：

【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這是引用於以色列

的使命，現在應用到教會身上。

事實上，彼得在前面說到：

【彼前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

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所以，教會是在末世論意義上的以色列。

我們已經開始回歸基督；但，我們還沒有完全到達那裏。

這裏的證據是：基於我們還會犯罪的事實，也是基於我們還活在這個已經墮落的天地之中。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還是住在巴比倫中。

然而，正如同你不必實際到以色列去成為以色列人，你也不必實際地離開巴比倫來離開這

個流放。所以，你可以在基督裏為一個真以色列人，而同時又是在這個世界的流放中。

再者，外邦人的得救，不僅僅是為榮耀神，在保羅的觀點中，外邦人的得救也可以激勵以

色列人的得救。所以，從救贖歷史的角度而言，我們也應該要有心來為以色列人的得救禱

告。

按照以賽亞的預言，以色列人要先得救，再是外邦人。從從救贖歷史的模式而言，先是以

色列人，再是外邦人；如同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就提到的：

【羅 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

是希利尼人。】

但在保羅的討論中，特別是羅馬書第十一章，保羅把這個次序反過來了：

【羅 11:13 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分；〔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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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榮耀〕

羅 11:14 或者可以激動我骨肉之親發憤，好救他們一些人。】

就這個“奧秘”而言，保羅有他自己不同的‘視角(perspective)’。從一方面而言，在剛

剛開始的時候，大多數得救的是猶太人，之後才激動外邦人，如同舊約啟示的順序。但，

之後，眾多外邦人的得救要激動猶太人的得救，這個次序就被顛倒過來。這裏，保羅似乎

是在重新定義在這方面救恩的性質。這也就就讓我們認識到，當預言應驗的時候，我們就

更清楚完整地看見神在舊約一直以來祂真正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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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chatological Role of the Spirit
聖靈的末世論的角色

I. The Holy Spirit as the Equipper of the Messiah
聖靈如同是彌賽亞的裝備者

在羅馬書中的暗喻：

【羅 11:18 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

你。】

我辯證過，這裏的“乃是根托著你”中的“根”是耶穌基督。是基督托著枝子，托著以色

列人及外邦人。神對以色列的應許，是在基督裏被應驗的。

保羅之後在羅馬書十五章中特別指出耶穌基督就是這個“根”：

【羅 15:8 我說：基督是為神真理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le,gw
ga.r Cristo.n dia,konon gegenh/sqai peritomh/j u`pe.r avlhqei,aj qeou/( eivj to. bebaiw/sai ta.j

evpaggeli,aj tw/n pate,rwn：我現在持續道說 因為 到於(他)基督 到於(他)僕工執事 現已經去被生發

成為 從屬(她)割禮 <在之上高超>在之上為了 從屬(她)真情實理 從屬(他)神， 向內進入 到於(它)

那 那時(也是)要去促使成穩固踏實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應許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父

親》。】

這裏的“所應許列祖的話”之一是：

【賽 11:1 從耶西的本〔原文作墩〕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在這個“根”上，在終極上來説，外邦人及猶太人信徒‘得到供養/維持生存(subsist)’。

接下來以賽亞說到：

【賽 11: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

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換言之，“耶和華的靈”來到並裝備這位彌賽亞，使祂可以開始執行工作。

同樣地，我們也看到類似的經文：

【賽 42: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賽 42:2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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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59:20 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的人那裏；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 59:21 耶和華說：至於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加給你的靈，傳給你的話，

必不離你的口，也不離你後裔與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 61: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或作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賽 61:2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賽 61:3 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

靈；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

此外，我們在新約也看到以賽亞書這些經文的應驗：

【太 3: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

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II. The Spirit Was Also to Be the Eschatological Transformer of Israel
聖靈也要是以色列的末世論的轉變者

聖靈如同是裝備彌賽亞的的那一位，也是在末世論意義上轉變以色列的那一位。

這可以參考：

【賽 32:15 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

賽 32:16 那時，公平要居在曠野，公義要居在肥田。

賽 32:17 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公義的效驗，必是平穩，直到永遠。】

【賽 44:1 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以色列阿，現在你當聽。

賽 44:2 造作你，又從你出胎造就你，並要幫助你的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僕人雅各，我

所揀選的耶書崙哪，不要害怕；

賽 44:3 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

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

賽 44:4 他們要發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樹。】

聖靈來轉變以色列，使以色列携帶果實。

聖靈也轉變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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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36:24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

結 36:25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

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

結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

心，賜給你們肉心。

結 36: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以西結又進一步闡明於：

【結 37:1 耶和華的靈，〔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耶和華藉他的靈帶我出去，將我放

在平原中；這平原遍滿骸骨。

結 37:2 他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誰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

結 37:3 他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能復活麼；我說：主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

結 37:4 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

結 37:5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ruwach》《pneu/ma zwh/j：到於(它)靈/

風 從屬(她)生命》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結 37:6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ruwach》

《pneu/ma, mou：到於(它)靈/風 從屬我》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

華。

……

結 37:10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ruwach》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

成為極大的軍隊。

結 37:11 主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

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

結 37:12 所以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

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結 37:13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結 37:14 我必將我的靈《ruwach》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

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當他們被復興之後，這裏所説到的“安置在本地”，是在哪裏呢？

以西結在前面一章已經説到：

【結 36:32 主耶和華說：你們要知道我這樣行，不是為你們；以色列家阿，當為自己

的行為，抱愧蒙羞。

結 36:33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城邑有人

居住，荒場再被建造。

結 36:34 過路的人，雖看為荒廢之地，現今這荒廢之地，仍得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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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36:35 他們必說：這先前為荒廢之地，現在成如伊甸園；這荒廢淒涼毀壞的城邑，

現在堅固有人居住。

結 36:36 那時在你們四圍其餘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華修造那毀壞之處，培植那荒

廢之地；我耶和華說過，也必成就。】

當他們被復興之後，他們就會被安置在“伊甸園”，也就是新天新地。“伊甸園”將要

再次在地上。

在這段經文之後，在三十九章的最後兩節：

【結 39:28 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外邦人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本地，他們就知道我是耶

和華他們的神；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外邦；

結 39:29 我也不再掩面不顧他們，因我已將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這是主耶和華說

的。】

之後，以西結書四十到四十八章，這裏説到的是預言中的聖殿。

聖殿是神臨在的所在，是聖靈臨在的所在。

這預言中的聖殿，首先開始成就於基督，終極成就於新天新地。

III. The Spirit and the NT
聖靈與新約

我們特別來看保羅的書信：

【羅 1:1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羅 1: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羅 1:3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羅 1:4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tou/ or̀isqe,ntoj uiòu/
qeou/ evn duna,mei kata. pneu/ma àgiwsu,nhj evx avnasta,sewj nekrw/n( VIhsou/ Cristou/ tou/ kuri,ou

hm̀w/n：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被界定了的 從屬(他)兒子 從屬(他)神 在內 在對(她)能力權能

<向下>向下按照 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全然為聖 向外出來 從屬(她)再站立起來 從屬(他們)死掉

的》。】

我所要强調的是，聖靈是“末世的賜生命者(the end time life-giver)”，是那賜予復活的靈；

也是那賜恩賜的靈。

【羅 7:5 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

成死亡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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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7:6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

心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w[ste douleu,ein h̀ma/j evn kaino,thti pneu,matoj kai. ouv

palaio,thti gra,mmatoj：以致 現要去持續作奴僕 到於我們 在內 在對(她)全新 從屬(它)靈/風，

並且 不是/不 在對(她)老舊陳舊 從屬(它)所刻寫記載》。〔心靈或作聖靈〕】

這裏的“心靈的新樣”，在希臘文為：“kaino,thti pneu,matoj”《在對(她)全新 從屬(它)靈/

風》；直接的意思為：從聖靈來的全新；或，從聖靈產生的全新。這裏的 pneu,matoj《從屬

(它)靈/風》可能可以視為是來源所有格（從屬格）《註：即，來源分格》。

【羅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

羅 8: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o` ga.r
no,moj tou/ pneu,matoj th/j zwh/j evn Cristw/| VIhsou/ hvleuqe,rwse,n se avpo. tou/ no,mou th/j àmarti,aj
kai. tou/ qana,tou：(他)那 因為 (他)律法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在內 在對(他)基督 在對(他)耶穌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自由自主 到於你 從那裏離開 從屬

(他)那 從屬(他)律法 從屬(她)那 從屬(她)罪 並且 從屬(他)那 從屬(他)死》。】

這裏的“賜生命聖靈” ，在希臘文為：“tou/ pneu,matoj th/j zwh/j”《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

/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直接的意思可以為：導向生命的靈《註：即，將 zwh/j《從屬

(她)生命》視為方向意圖所有格》；或，就是生命的靈《註：即，將 zwh/j《從屬(她)生命》視

為同位語所有格；意即，所有格與其所修飾的詞彼此完全認同：靈就是生命，生命就是
靈》。

這一點被很美地被闡釋於羅馬書 8:11：

【羅 8:11 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to. pneu/ma tou/ evgei,rantoj to.n VIhsou/n evk

nekrw/n：(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那 從屬(他)那時(也是)喚醒起來了的 到於(他)那 到於(他)耶穌

向外出來 從屬(他們)死掉的》，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著住

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之後，保羅繼續說：

【羅 8:12 弟兄們，這樣看來《:Ara ou=n：果然如此 這樣》，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

去順從肉體活著。

羅 8:13 《因為》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羅 8: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並且：

【羅 8: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羅 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auvtoi. th.n avparch.n tou/ pneu,mat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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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tej：(他們)同一者 到於(她)那 到於(她)初熟的果子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他們)現正持續

持有了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這裏也就是表達：我們在聖靈裏已經被重生，但仍然在舊的身體的軀殼中；但聖靈如同是

一個定金，將來會有一個全然新的創造，並且會有一個全然新的身體。

加拉太書 6:8是關聯於那藉著聖靈發生的在最後終極上的復活：

【加 6:8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如果我們現在是藉著聖靈而活，加拉太書 5:25指出：

【加 5:25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Eiv zw/men pneu,mati( pneu,mati kai.

stoicw/men：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活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靈/風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按次序

行》。】《stoicheo“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

這裏的“行事”是 stoicheo“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這個動詞的名詞形式是 stoicheion

“具排列之序之件(具排列次序之件=基本之要素序列)”，就是支撐世界的‘基本要素

(element)’。

這裏的意思可能是：若是我們現在是藉著聖靈活在新創造中，就要藉著聖靈按照這個新創

造的基本要素來行事。

接著在加拉太書 6:16又使用了 stoicheo“有排列之序(按次序行)”這個動詞：

【加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avlla. kainh. kti,sij：

但乃是 (她)嶄新的 (她)創造建立》。

加 6:16 凡照此理而行的《kai. o[soi tw/| kano,ni tou,tw| stoich,sousin：並且 (他們)這每一切

在對(他)那 在對(他)界線領域 在對(他)那同一者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按次序行》，願平安憐憫加給

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

這裏的“照此理而行”，是按照什麽‘界尺/規矩(rules)’而行呢？

《註：這裏的“理”，欽定版翻譯為‘界尺/規矩(rules)’。希臘文為 kanon“葦桿量杖(界

尺準則=界線領域)”》

就是按照新創造的‘界尺/規矩(rules)’而行。其中，聖靈是那“賜生命者(life-giver)”。

《註﹕kanon“葦桿量杖(界尺準則=界線領域)”：

Strong 指出，名詞 kanon 這個字是由名詞 kane“一根直的蘆葦，即，桿子(a straight reed,

i.e. rod)”衍生出來的，表達“一個界尺/規則(與英文字的“法規聖典”有關)(a rule

("canon"))”，可以比喻性地表達“(信仰或實行的)一個標準(a standard (of faith and

practice))”；也就可以表達“一個界線(a boundary)”，意即，比喻性地表達“(活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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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範圍(a sphere (of activity))”。

這個字在新約只有使用過四次。

Vine 指出，kanon 這個字起初是表達“一根直的桿子(a straight rod)”，作為一根量尺或測

量的工具，或在稀少的情況表達“一個天平的橫梁(the beam of a balance)”，其次的概念可

以是（1）保持任何東西是直的，如同在編織使用的桿子，或是（2）測驗是否是直的，如

同木匠的直尺；因此這個字比喻性的使用是表達那用來“測量或確定 (to measure or

determine)”任何東西的事物；在這個字的意思有一個普遍的轉換，“這用來測量的(that

which measures)”被使用於表達“這被測量的(what was measured)”；因此，在奧林匹亞的

“一個特定的間隔距離(a certain space)”被稱為一個“a kanon”；同樣地，一個“kanon”

是一個樂曲作品，其中一個特定的旋律成為其他各部分形成的模範；因此，一般而言，這

個字就被用來表達任何規範人類行動的事務，如同一個標準或原則；在新約只有使用於表

達：

1）在福音的服事中神所測量並指定的責任的限度：[林後 10:13：（因為我們不敢將自己和

那自薦的人同列相比；他們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較自己，乃是不通達的。）我們不

願意分外誇口，只要照神所量給我們的界(kanon)限《但乃是_<向下>向下按照_到於(它)那

_到於(它)量器量度_從屬(他)那_從屬(他)界線領域_從屬(他)這個_他/她/它那時(也是)分開_

在對我們_(他)那_(他)神_從屬(它)量器量度》，搆到你們那裏。（《因為》我們並非過了自己

的界限，好像搆不到你們那裏；因為我們早到你們那裏，傳了基督的福音。）]、[林後

10:15~16：我們不仗著別人所勞碌的，分外誇口；但指望你們信心增長的時候，所量給我

們的界限(kanon)，就可以因著你們更加開展，得以將福音傳到你們以外的地方，並不是

在別人界限(kanon)之內，藉著他現成的事誇口。]；

2）關於救恩的指導原則：[加 6:16：（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

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凡照此理(kanon)而行的《並

且_(他們)這每一切_在對(他)那_在對(他)界線領域_在對(他)那同一者_他/她/它們將要(持

續)按次序行》，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Vine 指出，“凡照此理而行的”

是指那些以第 14~15 節的教導為他們在救恩上的導引綫的人，這救恩是唯獨經由在基督裏

面的信而得的救恩，不是由於工作，這包括無論是他們自己遵行這個原則，或是教導他人

遵行這個原則。

》

哥林多後書五章說到，相對於現在舊有的“帳棚”，我們將要有的那個“新房屋”：

【林後 5:4 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

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林後 5:5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o` dou.j h̀mi/n to.n avrrabw/na

tou/ pneu,matoj：(他)那 (他)那時(也是)給與了的 在對我們 到於(他)那 到於(他)定金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原文作質〕】《arrhabon“抵押擔保(定金)”》

哥林多後書五章這裏説到神賜給我們“聖靈”作為我們的‘保證(pledge)’《arrhabon

“抵押擔保(定金)”》（和合本翻譯為：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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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之前的哥林多後書三章，保羅説到聖靈是那“賜生命者(life-giver)”：

【林後 3:5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

林後 3:6 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乃是憑著精意；因為那字句是

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精意或作聖靈〕《o]j kai. ik̀a,nwsen h̀ma/j diako,nouj kainh/j

diaqh,khj( ouv gra,mmatoj avlla. pneu,matoj\ to. ga.r gra,mma avpokte,nnei( to. de. pneu/ma zw|opoiei/：
(他)這個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促使成達到足夠 到於我們 到於(他們)僕工執事 從屬(她)嶄新的

從屬(她)遺囑契約； 不是/不 從屬(它)所刻寫記載， 但乃是 從屬(它)靈/風； (它)那 因為 (它)

所刻寫記載 他/她/它現在持續殺害除掉， (它)那 然而也 (它)靈/風 他/她/它現在持續行出作成活活

生動》】《zoopoieo“行出作成活活生動”》

並且，之後又説到：

【林後 3:17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ò de. ku,rioj to. pneu/ma,

evstin\ ou- de. to. pneu/ma kuri,ou( evleuqeri,a：(他)那 然而也 (他)主人 (它)那 (它)靈/風 他/她/

它現在持續是； 在這裏地 然而也 (它)那 (它)靈/風 從屬(他)主人， (她)自主自由》。

林後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

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h̀mei/j de. pa,ntej avnakekalumme,nw| prosw,pw| th.n
do,xan kuri,ou katoptrizo,menoi th.n auvth.n eivko,na metamorfou,meqa avpo. do,xhj eivj do,xan kaqa,per
avpo. kuri,ou pneu,matoj：我們 然而也 (他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它)現在已經被揭開了的 在對(它)

前面的臉面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主人 (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從照鏡返照影像了的 到於

(她)那 到於(她)同一者 到於(她)表像 我們現在持續被塑造成形轉換 從那裏離開 從屬(她)榮耀 向

內進入 到於(她)榮耀， 甚至按照這些地 從那裏離開 從屬(他)主人 從屬(它)靈/風》。】

是“聖靈”在轉變我們。

我們之前説過，根據舊約（以西結書），聖靈是以色列的轉變者。這在新約也是真實的。

我深信，這也是這堂課一直强調的，這個“末世論的聖經概念(the biblical concept of

eschatology)”對理解新約本身以及理解我們作為現今基督徒的意義是至關重要的。因為，

末世論的聖經概念不是只是關於未來的東西。

我們是那些正活在這個為新約所展望的‘應驗的時代(age of fulfillment) ’中，並且，作為

福音派的信徒，我們正持續盼望著這個新約所展望的要在未來達到完全的應驗。

的確，末世論的末世是開始於兩千年前。當然，對許多基督徒而言，似乎這是很矛盾的；

也因此常常在這個點上發生短路。

現在讓我們再看加拉太書五章。我們都聽過關於“聖靈所結的果實”。

保羅首先談到“聖靈”與“肉體”（和合本翻譯為：情慾）的相對抗：

【加 5: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pneu,mati peripatei/te：在對(它)靈/風 你們現在就要

持續來往昂然踏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kai. evpiqumi,an sarko.j ouv mh. tele,shte：並且 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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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渴想慕戀 從屬(她)肉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你們那時(也是)應該完成》。

加 5: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h` ga.r sa.rx evpiqumei/ kata. tou/

pneu,matoj( to. de. pneu/ma kata. th/j sarko,j：(她)那 因為 (她)肉體 他/她/它現在持續熱戀愛慕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它)那 然而也 (它)靈/風 <向下>向下相對 從屬

(她)那 從屬(她)肉體》；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

這裏的“情慾”《sarx“肉體”》是舊的世界的一部分，是屬亞當的肉體；而聖靈是那賜

生命的靈。

【加 5: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eiv de. pneu,mati a;gesqe( ouvk evste. ùpo.

no,mon：若是 然而也 在對(它)靈/風 你們現在持續被帶領， 不是/不 你們現在持續是 <在底下>

在底下 到於(他)律法》。】

“在律法以下”就是在舊人亞當底下，人就會去滿足肉體的欲望。因此，保羅接下來就

指出“肉體的工作”（和合本翻譯為：情慾的事）：

【加 5:19 情慾的事《ta. e;rga th/j sarko,j：(它們)那些 (它們)工作 從屬(她)那 從屬(她)肉

體》，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

加 5: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

加 5:21 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兇殺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

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o[ti oì ta. toiau/ta pra,ssontej basilei,an

qeou/ ouv klhronomh,sousin：是這樣 (他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那種樣 (他們)現正持續

實施行使了的 到於(她)王權國度 從屬(他)神 不是/不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行承受產業》。】

“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也就是說，你持續實行這些肉體的事情，你就不

是真信徒。這些事情賦予你這個特徵。

但，另外一方面而言：

【加 5:22 聖靈所結的果子《o` de. karpo.j tou/ pneu,mato,j：(他)那 然而也 (他)果實 從屬

(它)那 從屬(它)靈/風》，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加 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註：注意這裏的對比是：“肉體的工作”對比於“聖靈的果實”。

聯合聖經公會的注釋指出，在這裏應該注意三件事：

1）首先，在談論人類天然本性（肉體）的時候，保羅使用“工作”這個詞；而在談論聖

靈時，保羅使用了“果實”這個詞。這很重要，因為保羅想要強調人類天然本性（肉體）

的表現是源於人類的努力；因此，“肉體的工作”整體的表達大致相當於“律法的工作”。

另一方面，聖靈的“果實”是基督徒在與聖靈的關係中的自然產物，因此它在基督徒的行

為中自發地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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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人們應該注意到“果實”是單數的；這表明對保羅而言，屬靈的生命應該是一

個整體性的，並且，只要一個人被聖靈引導，就會發現保羅在這裏所提到的所有的這些品

質。

3）最後，保羅在別處談到“聖靈的恩賜”【林前 12:1~11：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

賜，...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別，神卻

是一位，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這人蒙聖靈賜他

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

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

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

各人的。】，這些不應與聖靈的“果實”相混淆；“恩賜”是賦予不同的人的‘功能

(functions)’和‘能力(capacities)’，使他們能夠為基督徒團體來服務。顯然地，所有

的基督徒不會都分享同樣的恩賜；然而，保羅在這裏談到的“果實”則是完整的存在於每

一個生命被神的靈引導的信徒身上。

》

在談論完“肉體的工作”及“聖靈的果實”的對比之後，保羅接著說：

【加 5:24 《然而也》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

十字架上了。

加 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Eiv zw/men pneu,mati( pneu,mati kai.

stoicw/men：若是 我們現在持續活 在對(它)靈/風， 在對(它)靈/風 並且 我們現在應該持續按次序

行》。】

“聖靈所結的果實”的概念是我們從信主以來就很熟悉的。

瞭解聖靈的果實在末世論上的意義，或許不會改變我們已經學習到的東西，但會幫助我有

更豐富的認識。

“聖靈所結的果實”的説法不是保羅的新發明，而是出於以賽亞書。

以賽亞指出，在末後的時候將會有新創造；神的子民以色列將會藉著那賜生命的靈而被更

新及被轉變，並且在最後他們將會結出‘新創造的果實(fruits of new creation)’。

如果你是新創造，你不可能壓抑果實的生長。所以，你必然會結果實；或許會是緩慢的，

但必然會發生的，以致有一天你必然會察覺到：“曾經我是這樣，但現在我不再是(Once

I was, but now I am not.)”。

是的，“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kainh. kti,sij：新創造》；舊事已過，都變成

新的了。”（林後 5:17）。

在新創造中，什麽是那些“新事”呢？

舊約預言新創造會有豐富的果實。



549

加拉太書這裏聖靈果實的象喻被轉向新創造中的以色列人，並且應用在他們身上，就是會

結出屬靈的果實，就是仁愛、喜樂、和平、信實、恩慈…等等。

這不是保羅著作的語言，這是以賽亞著作的語言。

我們可以看一些在以賽亞書中論到可以應用在信徒身上的在末世有關‘結果實(fruitness)’

的經文，其中有些經文甚至是與‘靈’一起出現；這也是保羅在加拉太書論到聖靈果實的

背景，並且也是在加拉太書最後説到的新創造的背景。

事實上，以賽亞書從開始就談到這些：

【賽 4:2 到那日，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美尊榮，地的出產，必為以色列逃脫的人顯為

榮華茂盛。

賽 4:3 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耶路撒冷中殺人的血

除淨，那時，剩在錫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冊上記名的，必稱

為聖。】

“耶和華發生的苗”是彌賽亞的象徵。

“地的出產”是以色列中的倖存者，是餘數。

“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應該是指聖靈。彌賽亞隨同著聖靈來到。聖靈來到要審判，並

且聖靈來到要產生果實。

【賽 11:1 從耶西的本〔原文作墩〕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賽 11: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

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耶和華的靈”所結出的果實是智慧、聰明、謀略、能力、知識、敬畏耶和華。

彌賽亞（基督）是首先結出聖靈果實的那一位，我們也在祂裏面結果實。

保羅為以弗所的信徒禱告：

【弗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pneu/ma

sofi,aj kai. avpokalu,yewj：到於(它)靈/風 從屬(她)智慧 並且 從屬(她)啟示揭露》，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這裏的“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這個短句就是出於七十士譯本的以賽亞書 11:2。

《註：

賽 11: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

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BGT Isaiah 11:2 kai. avnapau,setai evpV auvto.n pneu/ma tou/ qeou/ pneu/ma sofi,aj kai. sune,sewj
pneu/ma boulh/j kai. ivscu,oj pneu/ma gnw,sewj kai. euvsebei,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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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E Isaiah 11:2 and the Spirit of God shall rest upon him,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counsel and strength, the spirit of knowledge and godliness
shall fill him;

弗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

你們真知道他；
BGT Ephesians 1:17 i[na o` qeo.j tou/ kuri,ou h̀mw/n VIhsou/ Cristou/( o` path.r th/j do,xhj( dw,h|
um̀i/n pneu/ma sofi,aj kai. avpokalu,yewj evn evpignw,sei auvtou/(
KJV Ephesians 1:17 That the G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Father of glory, may
give unto you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revelation in the knowledge of him:
》

這裏的“靈”都是指聖靈。

之後也成為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的一部分：

【弗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

切，還能站立得住。

弗 6:14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弗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弗 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弗 6:17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kai. th.n ma,cairan tou/

pneu,matoj( o[ evstin r̀h/ma qeou/：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兵刃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它)這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所發表言說 從屬(他)神》；】

這個“全副軍裝”也正是以賽亞所預言的彌賽亞所要穿戴的全副軍裝：

【賽 59:16 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義

扶持自己。

賽 59:17 他以公義為鎧甲，〔或作護心鏡〕以拯救為頭盔，以報仇為衣服，以熱心為外

袍。】

所以，這個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在終極而言，就是耶穌基督的全副軍裝，現在被給與我們。

關於結果實，以賽亞書也説到：

【賽 27:1 到那日，耶和華必用他剛硬有力的大刀，刑罰鱷魚，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罰

鱷魚就是那曲行的蛇；並殺海中的大魚。

賽 27:2 當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園；你們要指這園唱歌，說：

賽 27:3 我耶和華是看守葡萄園的，我必時刻澆灌，晝夜看守，免得有人損害。

賽 27:4 我心中不存忿怒；惟願荊棘蒺藜與我交戰，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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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27:5 不然，讓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與我和好；願他與我和好。

賽 27:6 將來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發芽開花；他們的果實，必充滿世界。】

這裏的“他們的果實”中的“果實”是什麽呢？

很可能就是前面一節所提到的“和好/平安(peace)”。

這裏可能是保羅特別想到的經文，説到末後當以色列要被祝福的時候：

【賽 32:15 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

賽 32:16 那時，公平要居在曠野，公義要居在肥田。

賽 32:17 公義的果效，必是平安；公義的效驗，必是平穩，直到永遠。

賽 32:18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穩的住處，平靜的安歇所。】

【加 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加 5:26 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這裏必然是有“平安”的含義。

【賽 44:1 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以色列阿，現在你當聽。

賽 44:2 造作你，又從你出胎造就你，並要幫助你的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僕人雅各，我

所揀選的耶書崙哪，不要害怕；

賽 44:3 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

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

賽 44:4 他們要發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樹。

賽 44:5 這個要說：我是屬耶和華的；那個要以雅各的名自稱；又一個要親手寫歸耶和

華的，〔或作在手上寫歸耶和華〕並自稱為以色列。】

這裏的“水”及“河”就是神的“靈”。

在復活中，我們要成為樹木，“像溪水旁的柳樹”，並且要結出果實。

這裏的果實就是“那些認識神的”所結出的果實；以致他們說：“我是屬耶和華的…”。

還有：

【賽 45:7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賽 45:8 諸天哪，自上而滴；穹蒼降下公義，地面開裂，產出救恩，使公義一同發生，

這都是我耶和華所造的。】

這裏沒有提到聖靈；但，注意這裏與四十四章的聯結。



552

《註：查看以賽亞書四十四章與四十五章的聯結：

【賽 44:1 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以色列阿，現在你當聽。

賽 44:2 造作你，又從你出胎造就你，並要幫助你的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僕人雅各，我

所揀選的耶書崙哪，不要害怕；

賽 44:3 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

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

……

賽 44:6 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是首先的，我是

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賽 44:7 自從我設立古時的民，誰能像我宣告，並且指明，又為自己陳說呢；讓他將未

來的事，和必成的事說明。

……

賽 44:28 論古列說：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

立穩聖殿的根基。

賽 45:1 我耶和華所膏的古列，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

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得關閉，我對他如此說：

賽 45:2 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

賽 45:3 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

華以色列的神。

賽 45:4 因我僕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我就提名召你；你雖不認識我，我也

加給你名號。

賽 45:5 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你雖不認識我，我

必給你束腰，

賽 45:6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神，我是耶和華，在

我以外並沒有別神。

賽 45:7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賽 45:8 諸天哪，自上而滴；穹蒼降下公義，地面開裂，產出救恩，使公義一同發生，

這都是我耶和華所造的。】

》

還有：

【賽 60:21 你的居民都成為義人，永遠得地為業，是我種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

得榮耀；

賽 60:22 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國必成為強盛；我耶和華要按定期速成這事。

賽 61: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或作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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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61:2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賽 61:3 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

靈；使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

這也是主耶穌所引用，應驗在自己身上的預言：

【路 4:16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

堂，站起來要念聖經。

路 4:17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

路 4:18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

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路 4:19 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路 4:20 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裏的人都定睛看他。

路 4:21 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接著以賽亞又提到：

【賽 61:11 田地怎樣使百穀發芽，園子怎樣使所種的發生，主耶和華必照樣使公義和

讚美在萬民中發出。】

這就很合適地帶出這個結論：

【賽 65:22 他們建造的，別人不得住；他們栽種的，別人不得喫；因為我民的日子必

像樹木的日子，我選民親手勞碌得來的必長久享用；】

在這裏七十士譯本的翻譯為：“因為我民的日子必像是生命樹的日子”。

七十士譯本就如同是舊約最早的注釋。在這裏，神的子民被認同於伊甸園中的生命樹。

《註：

七十士譯本為：kata. ga.r ta.j h`me,raj tou/ xu,lou th/j zwh/j e;sontai ai` h`me,rai tou/ laou/ mou；

直譯為：因為我的子民的那些日子將要是按照那生命樹的那些日子。

》

所以，就“聖靈的果實”而言，如果是真信徒，必然會以聖靈的果實為特徵，而不是舊世

界中肉體的工作。這裏的“肉體”是對抗“聖靈”的。

“肉體”是在舊世代的律法以下。

作為信徒，我們是否有時候還有做帶有肉體特徵的事情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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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現在還只不過是單純的人，並且，我們現在還沒有被完全治愈而徹底離開罪，

這要直等到我們脫離在這個世界的流放。但是，緩慢地，但必然地，聖靈的果實會發生。

【加 5: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oì de. tou/ Cristou/ ÎvIhsou/Ð th.n sa,rka evstau,rwsan su.n toi/j paqh,masin kai. tai/j evpiqumi,aij：
(他們)那些 然而也 從屬(他)那 從屬(他)基督 從屬(他)耶穌 到於(她)那 到於(她)肉體 他/她/它們

那時(也是)釘十字架 共同一起 在對(它們)那些 在對(它們)所經歷承受 並且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

(她們)渴想慕戀》。】

把“肉體…釘在十字架上”，這意味著你去除了在舊世界的地位。

記得保羅在加拉太書六章也説到：

【加 6:1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

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diV ou- evmoi. ko,smoj

evstau,rwtai kavgw. ko,smw|：<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他)這個 在對"我" (他)美容妝束/世界 他/她/它現

在已經被釘十字架， 並且我 在對(他)美容妝束/世界》。】

《註﹕“從屬(他)這個”：關係代名詞，引導一個關係子句。為陽性單數，按文法，其前置

詞可以為“從屬(他)基督”，亦可以為“在對(他)十字架”。

Vincent認為兩者皆可。

英文的欽定本是按照“基督”翻譯；美國標準版及新國際版則是按照“十字架”來翻譯。
》

非信徒受肉體的主宰，肉體就是這個舊的世界；終極而言，非信徒是在亞當底下。

至於信徒，終極而言，信徒現在是住在新創造中，但還沒有被完全。如果我們經常落在罪

中，就要反省是否真的已經向著世界被釘在十字架上了。

IV. The Use of Joel 2 in Acts
約珥書 2 章在使徒行傳中的使用

【徒 2: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說：猶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

這件事你們當知道，也當側耳聽我的話。

徒 2:15 你們想這些人是醉了，其實不是醉了，因為時候剛到巳初；

徒 2: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徒 2: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kai. e;stai evn tai/j

evsca,taij h̀me,raij( le,gei o` qeo,j( evkcew/ avpo. tou/ pneu,mato,j mou evpi. pa/san sa,rka：並且 他/她/它

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在持續道

說 (他)那 (他)神， 我將要(持續)向外傾注澆流 從那裏離開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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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到上面 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肉體》；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

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

徒 2: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徒 2: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徒 2:20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徒 2:21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關於“凡有血氣的(all flesh)”《pa/san sa,rka：到於(她)所有每一個的 到於(她)肉體》，有很多爭

辯，是否這裏也是指外邦人。

“凡有血氣的(all flesh)”《希伯來文：kol basar：所有的肉體》在大先知書中全部都是指所

有以色列人。但在創世記中，“凡有血氣的(all flesh)”所指的不僅是人類，也包括動物。

使徒彼得的講説是引用了約珥書二章的這一段經文：

【珥 2: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

要作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珥 2: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珥 2:30 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

珥 2:31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珥 2:32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路

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參考：

【箴 1:20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寬闊處發聲；

箴 1:21 在熱鬧街頭喊叫，在城門口，在城中發出言語；

箴 1:22 說：你們愚昧人喜愛愚昧，褻慢人喜歡褻慢，愚頑人恨惡知識，要到幾時呢。

箴 1:23 你們當因我的責備回轉；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們，將我的話指示你們。】

【賽 44:1 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以色列阿，現在你當聽。

賽 44:2 造作你，又從你出胎造就你，並要幫助你的耶和華如此說：我的僕人雅各，我

所揀選的耶書崙哪，不要害怕；

賽 44:3 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

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

》

約珥書二章是對以色列的預言，因此，在約珥書 2:28 中，“凡有血氣的(all flesh)”應該

是指所有以色列人，而不是指外邦人。因為，後面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中的“你們”

是來自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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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 2:17 事奉耶和華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壇中間哭泣，說：耶和華阿，求你顧惜你

的百姓，不要使你的產業受羞辱，列邦管轄他們；為何容列國的人說：他們的神在哪裏呢。

珥 2:18 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熱心，憐恤他的百姓；

珥 2:19 耶和華應允他的百姓，說：我必賜給你們五穀，新酒，和油，使你們飽足；我

也不再使你們受列國的羞辱；

珥 2:20 卻要使北方來的軍隊遠離你們，將他們趕到乾旱荒廢之地，前隊趕入東海，後

隊趕入西海；因為他們所行的大惡，〔原文是事〕臭氣上升，腥味騰空。

珥 2:21 地土阿，不要懼怕，要歡喜快樂；因為耶和華行了大事。

珥 2:22 田野的走獸阿，不要懼怕；因為曠野的草發生，樹木結果，無花果樹，葡萄樹

也都效力。

珥 2:23 錫安的民哪，你們要快樂，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歡喜；因他賜給你們合宜的秋雨，

為你們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

珥 2:24 禾場必滿了麥子；酒醡與油醡必有新酒和油盈溢。

珥 2:25 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蝗蟲，蝻子，螞蚱，剪蟲，那些年所喫的，

我要補還你們。

珥 2:26 你們必多喫而得飽足，就讚美為你們行奇妙事之耶和華你們神的名；我的百姓，

必永遠不至羞愧。

珥 2:27 你們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間，又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在我以外並無別

神，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至羞愧。】

所以，接下來的這一節經文，其中的“凡有血氣的；你們”是指以色列人；而不是萬國中

的所有人：

【珥 2:28以後《kai. e;stai meta. tau/ta：：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

(它們)那些》，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

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再者，在使徒行傳 2:17這裏的“在末後的日子”，在約珥書 2:28中只有“以後”《kai.

e;stai meta. tau/ta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些》。也就是説，

彼得將約珥書中的“以後”解釋為“在末後的日子《kai. e;stai evn tai/j evsca,taij hm̀e,raij：

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徒 2: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徒 2: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kai. e;stai evn tai/j evsca,taij hm̀e,raij( le,gei ò qeo,j：並且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內 在對(她們)那些 在對(她們)最末後的 在對(她們)日子/白日， 他/她/它現

在持續道說 (他)那 (他)神》，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

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

徒 2: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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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彼得在這裏引用約珥書的預言的應驗是首先在基督的身上；證明的經文是使徒行傳

2:33。這裏的整段經文是：

【徒 2:22 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

神蹟，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徒 2:23 他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

架上殺了。

徒 2: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徒 2:25 大衛指著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搖動；

徒 2:26 所以我心裏歡喜，我的靈〔原文作舌〕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徒 2:27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徒 2:28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面前〕得著滿

足的快樂。』

徒 2:29 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對你們說：他死了，也葬埋了，並且他

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裏。

徒 2:30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

上；

徒 2:31 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

見朽壞。

徒 2:32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徒 2: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或作他既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th/| dexia/| ou=n tou/ qeou/ uỳwqei,j( th,n te evpaggeli,an
tou/ pneu,matoj tou/ àgi,ou labw.n para. tou/ patro,j( evxe,ceen tou/to o] um̀ei/j Îkai.Ð ble,pete kai.

avkou,ete：在對(她)那 在對(她)右手邊的 這樣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他)那時(也是)被升高了的，

到於(她)那 並/又 到於(她)應許 從屬(它)那 從屬(它)靈/風 從屬(它)那 從屬(它)聖的 (他)那時(也

是)拿取了的 <在旁邊>從旁邊 從屬(他)那 從屬(他)父親， 他/她/它那時(也是)向外傾注澆流 到於(它)

那同一者 到於(它)這個 你們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著眼觀看 並且 你們現在持續聲聞耳聽》。

徒 2:34 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徒 2:35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徒 2: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

為主為基督了。】

耶穌實際上在受浸禮的時候就領受了聖靈。並且，在這裏耶穌有‘進一步的得著(further

instalment)’，並且將之澆灌下來。

《註：在希臘文中，“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中的的動詞，“(他)那時(也是)拿取了的”，是主

動語態的分詞。意味著祂拿取/領受之後將之澆灌下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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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果耶穌是首先得到聖靈，因此，根據約珥書，祂是以色列；祂是與以色列認同。

此外，使徒行傳二章彼得對約珥書 2:32所引用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徒 2: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徒 2:20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徒 2:21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注意到：這句話也被使用於羅馬書 10:13，並且在羅馬書這裏的應用，不只是應用在猶太

人，也包括了外邦人：

【羅 10:12 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

告他的人；

羅 10: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A. When God executes judgment upon a nation, it is described in terms of cosmic
conflagration imagery.
當神施行審判於一個國家，是以天體災難的影像來描述的。

有人說，使徒行傳 2:19~20還沒有應驗：

【徒 2: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徒 2:20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使徒行傳 2:19~20及類似的經文，這是我稱之為“宇宙性的大火圖像(cosmic

conflagration imagery)”的。

在舊約，絕大多數這一類“宇宙性的大火圖像”的使用，其意思都不是‘字面的(literal)’，而

是‘隱喻的(metaphorical)’。也就是説，在舊約，這一類語言的使用都不是在字面的意思上

説到天地的毀滅。

基本上，當神預備要審判埃及、預備要審判巴比倫、預備要審判亞述、預備要審判以色列，

就使用這一類的語言；例如，星辰要墜落，日頭要變黑，月亮要變為血，地要顫抖。並且，

在大多數情況都沒有真正按照字面的意思發生。當然，有時候會有實際的地震，或是日頭

變黑等等。

順便一提，在這些例子中，通常都是大多數人被審判，而少數的相信的餘數被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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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什麽使用世界末了的象徵於一個邪惡國度的毀滅呢？

當一個邪惡國度的毀滅，也就是神對這個國度的審判。例如，你是巴比倫人，巴比倫將要

被波斯毀滅，你將要被流放到波斯；在波斯的系統中，你將不再像是一個發達的巴比倫的

公民在看太陽，看星星；並且也有許多的巴比倫人要被殺害。

事實上，在傳道書十二章中，“宇宙性的大火圖像(cosmic conflagration imagery)”的語言

也被使用於一個人的死亡：

【傳 12:1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

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

傳 12:2 不要等到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雨後雲彩反回，】

為什麽這種“宇宙性的大火圖像”的語言會使用於邪惡國度的摧毀及少數忠心的餘數的拯

救呢？

將這種末世性的語言，儘管還不是世界的末了，使用於壓迫神的子民的主要邪惡國度，我

認為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方式，因為事實上這些國度已經要到終結了；並且，這裏的作用是，

這就好像在微觀的尺度上看，這個帝國的毀滅，就是在巨觀尺度上的整個天地的毀滅的縮

小的寫照。換言之，舊約的這些事件，是神對不同國度的審判，這些神的審判就好像一些

小雷電風暴，在聚集雲雨，它們將要在世界的末了聚集成為一個巨大的風暴，這個巨大風

暴在那時候是指向地上所有的國度。

舊約中最好的例子是在詩篇十八篇，但這篇詩篇實際上是根據撒母耳記下二十二章。

但，撒母耳記下二十二章中所談到的國度是誰的？

是掃羅的國度。是掃羅在審判之下。

可以看這裏的文字是使用巨觀尺度上的整個天地毀滅的語言：

【撒下 22:1 當耶和華救大衛脫離一切仇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華念這詩，

撒下 22:2 說：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

撒下 22:3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

臺，是我的避難所；我的救主阿，你是救我脫離強暴的。

撒下 22:4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撒下 22:5 曾有死亡的波浪環繞我；匪類的急流，使我驚懼；

撒下 22:6 陰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網羅臨到我。

撒下 22:7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向我的神呼求；他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的呼求

入了他的耳中。

撒下 22:8 那時因他發怒，地就搖撼戰抖，天的根基也震動搖撼。

撒下 22:9 從他鼻孔冒煙上騰，從他口中發火焚燒；連炭也著了。

撒下 22:10 他又使天下垂，親自降臨；有黑雲在他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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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 22:11 他坐著基路伯飛行，在風的翅膀上顯現。

撒下 22:12 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雲，為他四圍的行宮。

撒下 22:13 因他面前的光輝炭都著了。

撒下 22:14 耶和華從天上打雷；至高者發出聲音。

撒下 22:15 他射出箭來，使仇敵四散；發出閃電，使他們擾亂。

撒下 22:16 耶和華的斥責一發，鼻孔的氣一出，海底就出現，大地的根基也顯露。

……】

約珥書是談到將要臨到以色列的審判，也是隱喻性地使用這樣的話語：

【珥 2:1 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顫；因為耶和華

的日子將到，已經臨近。

珥 2:2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鋪滿山嶺；有一隊蝗蟲〔原文

作民〕又大又強；從來沒有這樣的，以後直到萬代也必沒有。

珥 2:3 牠們前面如火燒滅，後面如火焰燒盡；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園；過去以後，成了

荒涼的曠野；沒有一樣能躲避牠們的。

……

珥 2:10 他們一來，地震天動，日月昏暗，星宿無光。

珥 2:11 耶和華在他軍旅前發聲；他的隊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強盛者；因為耶和華

的日子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呢。】

這些都是隱喻的言語；是對以色列的審判。

舊約還有對巴比倫的審判：

【賽 13:1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巴比倫。

……

賽 13:9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必有殘忍，忿恨，烈怒；使這地荒涼，從其中除滅罪人。

賽 13:10 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

賽 13:11 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刑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止息，制伏強

暴人的狂傲。

賽 13:12 我必使人比精金還少，使人比俄斐純金更少。

賽 13:13 我萬軍之耶和華在忿恨中發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動，使地搖撼，離其本

位。】

回到約珥書：

【珥 2: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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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 2:30 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

珥 2:31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珥 2:32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路

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這些言語是普遍地被使用於邪惡帝國的毀滅和審判以及對敬虔的剩餘的餘數的解救；並且

也是指向那個最後的大審判。

我認為在約珥書這裏是論到以色列的審判。是的！以色列受到審判，並且，這個審判實際

上是在耶穌的服事上開始。

在舊約，“比喻”是作為不可逆轉的審判的記號，因此耶穌也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使用比喻，

因為在大先知書裏，比喻就是這樣被使用來顯示對以色列的審判：

【太 13:13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太 13:14 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

要看見，卻不曉得；

太 13:15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

裏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此外，在新約作者筆下，耶穌的受死也是以色列的審判。例如：

【太 23:29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修飾

義人的墓，說：

太 23:30 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

太 23:31 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

太 23:32 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罷。

太 23:33 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

太 23:34 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裏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

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裏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

太 23:35 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

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血為止。

太 23:36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了。

太 23:37 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裏

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

太 23:38 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

太 23:39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

應當稱頌的。】

“你們的家成為荒場”也的確發生了，就是耶路撒冷及聖殿的毀滅，在大約三十五年之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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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這是一個象徵性的宇宙性的毀滅。

這裏實在是一個新的子民的新創造。既是一個審判，也是一個新子民的新創造。

此外，約珥書二章的高潮是：將會有剩下的人，並且，他們將要認識知道神。就是在第

27節所說的：

【珥 2:27 你們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間，又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在我以外並無

別神，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至羞愧。】

這裏的要點就是他們要認識知道耶和華神。

至於之後説到的：

【珥 2: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

要作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在舊約中的先知都是與神有一個緊密的關係。這裏的用語也在表達，神所有的子民要與這

位耶和華神有一個緊密的關係。

B. We get “little Pentecosts” that occur later.
我們看到在之後發生的“小五旬節”。

當查看聖靈在整卷使徒行傳中的使用時，就會看到“小五旬節”在之後發生。

先是撒瑪利亞人：

【徒 8:14 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就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那

裏去。

徒 8:15 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

徒 8:16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

徒 8:17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

之後，在百夫長哥尼流家中：

【徒 10:44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徒 10:45 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徒 10:46 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

徒 10:47 於是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

徒 10:48 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洗。他們又請彼得住了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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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珥書的預言，先是應驗在耶穌身上，之後是以色列人中的少數的餘數（門徒在五旬節），

再之後是撒瑪利亞人，之後是羅馬人（哥尼流及家人），是比撒瑪利亞人更為正式的外邦

人。

之後，在以弗所：

【徒 19:1 亞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保羅經過了上邊一帶地方，就來到以弗所；在那裏

遇見幾個門徒；

徒 19:2 問他們說：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也未曾聽見有

聖靈賜下來。

徒 19:3 保羅說：這樣，你們受的是甚麼洗呢。他們說：是約翰的洗。

徒 19:4 保羅說：約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訴百姓，當信那在他以後要來的，就是耶

穌。

徒 19:5 他們聽見這話，就奉主耶穌的名受洗。

徒 19:6 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又說預言。〔或

作又講道〕

徒 19:7 一共約有十二個人。】

為什麽在百夫長哥尼流家中，“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看見聖靈的恩賜也澆灌在

外邦人身上會希奇呢？

因為他們也和我用一樣的方式在理解約珥書，認識到約珥書是對以色列的預言，以致他們

這些猶太人認為聖靈及聖靈的這些恩賜應該是屬於以色列人的。所以當他們看見聖靈的恩

賜也澆灌在外邦人身上的時候就大為驚訝。

但，事實上，那些與耶穌認同的就是真以色列人，也要接受一樣的祝福。

這裏所要表達的是：聖靈是“新創造的開始的標記(the marker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reation)”。這是藉著耶穌的復活及聖靈的澆灌開始的新創造。

什麽是“新創造的標記(the marker of the new creation)”呢？

我認為就是“平安及合一(peace and unity)”。

五旬節的時候，有各地不同地方的人聚集來慶祝《註：又稱為‘收割節’》。“五旬節”

的事件所强調的，我認為，就是“人類的合一(the unity of humanity)”。

有些人在這裏看見的是巴別塔事件的反轉。

巴別塔事件，就是在審判之中，人開始講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語言造成分裂，也進一步促

使人的墮落惡化。

但，現在看見一個反轉。

基督的復活，賜下聖靈，帶來人類的合一，造成對巴別塔分裂情況的反轉。原來使用不同

語言的人，現在說同一種方言。



564

這裏帶有“人類的合一”的含義。

這時候（五旬節）的聖靈的澆灌，不是為了重生，也不主要是為了賜予生命，而是為了使

猶太人及外邦人合一。

福音現在超越了猶太人的邊界；也就是說，福音不再有阻隔。以致在新創造中有平安及合

一。

這時候的聖靈的工作，不是為了重生。

我認為，聖靈在舊約就已經被賜予，在舊約就已經使人重生。

此外，在使徒行傳二章，或許還發生的是：

在舊約時期，屬靈的恩賜只是被給與先知、祭司、君王，就是那些在聖殿周圍的少數的人。

但現在，在新約中，所升級的是，所有的子民在基督裏都被提升到先知、祭司、君王的地

位；或者說，都與主有一個更密切的關係。並且，在新約中，有更强烈的啟示，聖靈更强

烈地臨到。在新約中，這是在末世論的意義上的‘升級(escalation)’。

在舊約中，聖靈使所有真信徒重生，但，沒有使所有人受裝備。

但在新約，聖靈使人重生，並且使人受裝備。

在五旬節聖靈降臨的當時，有些人已經是信徒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神的聖殿。如同以弗所書先是在第二章論到我們被建造成為主的聖殿；在

之後就論到恩賜的被給與。

在約珥書二章中，方言不是在預言；但，從哥林多前書十二章，我們曉得說方言就是在預

言，如果翻譯出來。

在約珥書二章有兩個段落。

約珥書 2:17~27論到各種豐富，但高潮是，“你們將要認識我”。

【珥 2:27 你們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間，又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在我以外並無

別神，我的百姓必永遠不至羞愧。】

約珥書 2:28~32中又重複，但這次的高潮則是將會有剩餘的餘數被解救。

【珥 2: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

要作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珥 2: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珥 2:30 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

珥 2:31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珥 2:32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路

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所以，這裏的含義是，在新約中，在基督裏，我們被高舉，是君王，是祭司，與神更為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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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在舊約與新約中聖靈的工作的不同，更多是在‘賜予恩賜(gifting)’的不同，多於是在

‘重生(regenerating)’的不同。

事實上，我認為，在以弗所書一章中：

【弗 1:13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evn w-| kai. pisteu,santej evsfragi,sqhte tw/| pneu,mati th/j

evpaggeli,aj tw/| àgi,w|：在內 在對(他)這個 並且 (他們)那時(也是)置信信託了的 你們那時(也是)被蓋

圖章封印 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

弗 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作質〕直等到神之民〔民原文作產業〕

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我認為在這裏主要不是在説到聖靈的重生的工作。雖然許多人是這麽認為。

“所應許的聖靈”《tw/| pneu,mati th/j evpaggeli,aj tw/| àgi,w|：在對(它)那 在對(它)靈/風 從屬(她)那

從屬(她)應許 在對(它)那 在對(它)聖的》這個短語出現在加拉太書二章，也出現在使徒行傳二

章。

我認為保羅在以弗所書一章這裏想到的是聖靈的‘賜予恩賜(gifting)’。至於外邦人，當

他們成為基督徒，則是重生與賜予恩賜於同一個時間。

我在以弗所書的開始的分析，就是當他們成為信徒的時候，重生與賜予恩賜於同一個時間。

我認為保羅在以弗所書這裏想到的，更多的是聖靈給予恩賜，主要是因為在第四章提到的

恩賜，以及在第二章提到的聖殿。

當在救贖歷史中到一個階段的時候，就開始預言。例如，民數記十一章中七十個長老說預

言：

【民 11:24 摩西出去將耶和華的話告訴百姓，又招聚百姓的長老中七十個人來，使他

們站在會幕的四圍。

民 11:25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對摩西說話，把降與他身上的靈分賜那七十個長老；靈

停在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就受感說話，以後卻沒有再說。】

掃羅也預言：

【撒上 10:10 掃羅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見他，神的靈大大感動他，他就在先知中

受感說話。

撒上 10:11 素來認識掃羅的，看見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說話，就彼此說：基士的兒子遇

見甚麼了，掃羅也列在先知中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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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 10:12 那地方有一個人說：這些人的父親是誰呢，此後有句俗語說：掃羅也列在

先知中麼。

撒上 10:13 掃羅受感說話已畢，就上丘壇去了。】

在使徒行傳中，也看到撒瑪利亞人說方言，以至外邦人世界也說方言。我想這裏主要的救

贖歷史性的‘升級(escalation)’，主要就是要顯示在新創造中人類的合一。

這是一個聖靈在使徒行傳中的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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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chatological Dimension of Marriage
婚姻的末世論的維度

I. Human Marriage as a Reflection of the Inaugurated New Creation
Marriage of Christ and the Church
人類的婚姻如同開始新創造基督與教會的婚姻的一個反射

所有的婚姻輔導都應該有末世論的部分在内。

【弗 5:22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

弗 5: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弗 5: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弗 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弗 5: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弗 5:27 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

的。

弗 5:28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弗 5:29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

《kephale“頭”》

我認為，這裏是與耶穌的評論，‘最大的誡命就是愛你的鄰舍如同自己’，有關。而我們

最近的鄰舍就是配偶。

我們要記得，我們與配偶原為一。當我們行事自私的時候，就是在傷害配偶，就是在傷害

自己。

為什麽要“保養顧惜”？

保羅接著說：

【弗 5:30 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弗 5: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弗 5: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這裏的指示是這樣：丈夫是妻子的頭，kephale“頭”。就保羅而言，kephale“頭”這

個字有三層意義，這是釋經學上的三合一，三種意義於一詞：

“頭”是表達主權，領導者。

“頭”是表達啓動合一的。

“頭”是表達來源；是供應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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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是一個保護的，也是提供的(Husband is one who is to protect and to provide.)。

妻子是一個回應的，以及敬重及信任的(Wife is one who is to respond and to respect and

trust.)。

丈夫如何保護及提供？

【弗 5:25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

丈夫的作頭的地位，不是藉著要求順服，而是藉著從配偶‘引出(eliciting)’愛，而這是藉

著捨己。

有人認為這裏是要求‘彼此順服(mutual submission)’。但我不認為這裏是說到彼此順服。

“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但，基督沒有因為為了教會“存心順服以至於死”而失去祂

對教會的權柄，或失去祂在教會作頭的地位。

【弗 5: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丈夫彰顯他的“頭”的地位是以一個非世界的方式達成，如同基督藉著犧牲達成的一樣。

當丈夫以這種犧牲性的方式表達“頭”的地位，我想沒有妻子會反對這種“頭”的地位的

‘犧牲性的表達’。

妻子則應該回應以，主要是“尊敬及信任(respect and trust)”。

這樣，藉著丈夫妻子，父母兒女，主人僕人關係的改善，使得整個破碎的家庭恢復和諧。

這也就顯出保羅在這裏引用墮落前的婚姻經文的適切性：

【弗 5:31 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弗 5: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這裏的“奧秘”是與救贖歷史有關的。

在耶穌基督的死及復活以後，每一次人的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都是一個重複的比喻，比

喻基督為教會所作的：祂離開父神，啓動作為教會的救贖者，保守者，領導者，啓動合一

者；而教會則以信任來回應。

同樣的，在新約時代的信徒，丈夫應該做妻子想要做的，只要是無關乎罪的；而妻子應該

信任她的丈夫。

這對墮落了的世界會是很奇怪的，無論是第一世紀或是這個世紀。因為你、我是福音的活

的見證。丈夫藉著生活的方式來向不信者作見證，見證基督來為教會做的；妻子藉著信心

的回應，見證教會應該怎樣回應。這就是“奧秘”。

正如同以賽亞書的預言，及其他地方，耶路撒冷要成為新婦，要被給予一個新名，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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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她的丈夫。現在則特別清晰地表明出來了。

在十字架的這一邊，當我們按照聖經而行，我們是新創造中福音的模範，可以擴展新創造

的不可見的疆界。

因此，當丈夫及妻子如此行的時候，這就呈現出一個‘福音的模式(model of gospel)’。

A. Christ as the new Adam of the new creation
基督如同新創造的新亞當

【弗 1: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弗 1: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h[tij evsti.n to. sw/ma auvtou/( to.

plh,rwma tou/ ta. pa,nta evn pa/sin plhroume,nou：(她)這個任何什麼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 (它)那

(它)身體 從屬(他)同一者， (它)那 (它)所用以充滿添足/所被充滿添足 從屬(他)那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內 在對(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從屬(他)現正持續讓自己促使成充滿添足了

的》。】

基督是第一位在終極上以“充滿萬有”來完成亞當使命的，並且是藉著祂的身體。耶穌是

在天上，是藉著祂的身體來完成這個使命。

此外：

【弗 4:10 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i[na plhrw,sh| ta. pa,nta：為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促使成充滿添足 到於(它們)那些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這裏開始説到祂對教會的恩賜，使我們，當我們在合一中發揮功能的時候，可以繼續征服。

記得在以弗所書前面提到的奧秘，是展示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

在我們所有的關係中，我們都應當展示這種在新創造中關係上的合一。就如丈夫與妻子的

合一就是其中主要的部分之一。

【弗 1:22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kai. auvto.n e;dwken kefalh.n

up̀e.r pa,nta th/| evkklhsi,a|：並且 到於(他)同一者 他/她/它那時(也是)給與 到於(她)頭 <在之上高超>

在之上高超 到於(它們)所有每一個的 在對(她)那 在對(她)傳召》；】

基督的“頭”的地位的角色是末世及新創造的亞當，施行再創造的神聖作為，被稱為

“頭”。

【弗 1: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基督充滿祂的教會，是要引導教會的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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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創世記 2:24應用於基督與教會，這就是進一步的綫索，基督和教會就是被視為是新創

造中的新亞當及新夏娃。

【創 2: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在創世記 2:24這裏，亞當是末後亞當耶穌基督的一個‘預像(type)’，我們被視為是在基督

裏的新人，因此，我們也是末後亞當的一部分。也因此，根據以弗所書的上下文來説，教

會在某種預表上也可以說就是夏娃。

基督是末後的亞當來啓動祂的教會，這教會就是新創造中的新夏娃。

這也就像是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十一章所表達的：

【林後 11:2 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

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

林後 11:3 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就像蛇用詭詐

誘惑了夏娃一樣。】

《註：參考：

【羅 5:14 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

下；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

【林前 15:22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

【林前 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靈或作血

氣〕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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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ding Comments
結束的評論

由於時間的關係，這裏給予一些關於浸禮及安息日的總結。

I. Like Circumcision, Baptism is an Oath Sign Which Signifies Salvation as
Through Water for the One Who Believes and Death as in Drowning in the
Case of One Who Does Not Believe.
如同割禮，浸禮是一個誓言的記號，這個記號意味著相信者如同經由水的救

恩以及不信者如同在溺水中的死亡。

【羅 6: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

浸禮，藉著進入水中，並從水裏出來，就聯結了‘舊人的死亡’及‘新人的出現

(emerging of the new man)’。

浸禮的‘水’，透過我們的‘新創造的透鏡(lens of new creation)’，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時

候提供了對以色列的解救；也在之前的挪亞時代也藉著水提供了解救：

【林前 10: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林前 10:2 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

【彼前 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受苦有古卷作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按著肉體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

彼前 3:19 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

彼前 3: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

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彼前 3:21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乎

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這裏的含義表達，浸禮是“一個誓約的記號(an oath sign)”，就如同舊約的割禮的記號。

雖然也有人不這麽等同這兩者。

割禮是一個雙重的記號：是一個約的記號。孩子長大了，如果相信了，就如同心受割禮，

取掉肉體的情欲；如果不信，就如同把肉體切除，而被從約的關係中切除。

同樣地，浸禮也是如此：無論是小孩或是成人，受了浸禮之後，如果不持守信仰，並有意

識地或藉著生活方式拒絕，浸禮就召來浸禮的咒詛一面的記號，就是一個‘淹沒溺死

(drowning)’；如果相信，就得到祝福的部分的記號，就是如同挪亞和以色列經由水被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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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一樣。

很有意義的，這兩個事件是舊約中兩個最主要的拯救事件。而保羅把這兩件事情在羅馬書

六章這裏放在一起，表達舊創造的人被作廢，帶出被新創造的人。

II. We Celebrate Our Sabbath Rest on Sunday, Not on Saturday, Because It
was on Sunday that Christ in His resurrection Began to Experience the New
Creation and Eternal Sabbath Rest as the Last Adam.
我們是在周日，而不是在周六，慶祝安息日的安息，因為是在周日基督在祂

的復活中，如同末後的亞當，開始經歷新創造及永恆的安息。

教會慶祝安息日的安息，從第七日安息日到第一日主日的轉變，是因為基督的復活開始了

新創造中的安息。而每個星期主日‘安息日(rest day)’的繼續是一個 ‘末世論的終極成

就(eschatological consummation)’的記號，表達基督最後的再來，以及基督徒開始經歷屬

靈的安息。

這種第七日安息日到第一日主日的轉變有聖經神學的理由，就是基督的復活。

基督的復活是早期教會的‘先決條件(presupposition)’。這也是為什麽今天教會要這麽轉變。

因為基督的復活開始了新創造，也開始了新創造的安息。我們在這一天要做的，也正是亞

當原來應該做的，也是原來以色列應該要做的；就是工作六天，並在第七天安息。

亞當和以色列人守第七日的安息，為什麽呢？

這是要提醒他們與神的關係，並且提醒最終結將有的整個七日的安息，並且這是永恆的安

息。

我們之所以在主日守安息，是因為新創造已經開始於基督的復活。我們就不再在周六（第

七日）守安息，而是在主日（第一日），因為基督開始進入新創造以及永恆的安息，正如

同末後的亞當。

我們，作為基督徒，只是以‘開始的形式(inaugurated way)’開始經歷，而不是以‘終極

的形式(consummated way)’來經歷。所以我們在第一日的主日的聚集，來提醒我們所開

始經歷的安息會引導我們進入在終極將成就的安息。

我們在主日所該做的，就是在天上所該做的。做什麽呢？

請看啟示錄所展現的：

【啟 4: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啟 4:10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們

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啟 4: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

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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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5:7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了書卷。

啟 5:8 他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

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啟 5: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

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於神，

啟 5:10 又叫他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在地上執掌王權。

啟 5:11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

目有千千萬萬；

啟 5:12 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

的。

啟 5: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

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啟 5:14 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主日，我們聚集學習主的話語，我們讚美羔羊，我們禱告，我們團契，我們榮耀神，我們

唱詩讚美主。基本上，守安息就是到教會。

基督徒在主日敬拜，最早的證據是在主後 95年，在‘巴拿巴書信(The Epistle of Barnaba)’

中。

第二世紀的教父，殉道者游斯丁，在他的護教學中說：

“Sunday is the day in which we all hold our common assembly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day in

which God made the world and Jesus Christ our Savior on the same day rose from the dead.”。

《主日是我們所有人舉行聚會的日子，因為它是第一日，在這個日子神創造了世界，並且

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也是在這同一個日子從死裏復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