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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佐扬 

一一一一、、、、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是被称为亲爱的医生路加 LUKE（西四 14），意即发光，

是保罗旅行布道的良伴（门 24；提后四 11）。使徒行传也是他写

的，这两本书可说是路加作品的上下集。因为这两本书的读者，

都是提阿非罗，他是当时的一位地方军官。教父犹西笔说路加是

叙利亚的安提阿城人，根据他的名字，便知他是希拉人，不是犹

太人。 

圣经只有在保罗书信中三次题到路加的名字（见上文三节经

文），这三节圣经均将路加与马可并提（西四 10，14），可见他

们两人在某一时期内是很亲密的同工，他们一定时常谈及自己所

听到关于主耶稣的生平。圣经批评家谓，在路加和马太两福音中，

有许多材料是抄袭马可福音的（见马太福音大纲），实在是无稽之

谈。因为路加与马太一样，著书早于马可，而路加的记载又较马

可详尽，路加怎会向马可抄袭呢？ 

路加不但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文学造诣甚深的作家，他

的作品比其它三福音都美丽。传说他还是一位油画家，他曾绘画

一幅童女马利亚图，该图在古罗马地下坟被人发现，画上说明

几个字：「路加七大油画之一」。 

路加陪同保罗坐监（提后四 11），直到保罗为主殉道之后，

路加仍然忠心事主。据可靠传说，他在希拉国离世见主。 
 

二二二二、、、、时间与地点时间与地点时间与地点时间与地点 

一般解经家都承认路加福音着于纪元后六十年，即保罗在该

撒利亚被监禁时。两年之后保罗在罗马为主被囚禁，路加已完成了

使徒行传。当他在该撒利亚时，有不少机会与那些曾见过和听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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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人来往，获得不少资料。当时主的兄弟雅各在耶路撒冷为主

教，路加可能从他口中也获得不少珍贵而详尽的资料。作品完成的

地点，是在耶路撒冷或该撒利亚。 
 

三三三三、、、、读者读者读者读者 

看第一章 1节便知「提阿非罗大人」是本书的读者。再看使

徒行传一章 1节，也是「提阿非罗」，但是不再用「大人」称呼

他。一般解经家认为，路加写福音书时，提阿非罗还未信主，等到

他写完使徒行传时，提阿非罗已信主，成为弟兄之一了，所以，不

需要以大人称之。 

「大人」二字原文是「革拉提斯妥斯」，KRATISTOS。原是

罗马高级官员，与腓力斯大人相同（徒廿四 3）。当时有一种习惯，

如能获得当地高级官员的许可，作为某一种作品的领衔读者，该书

一定能被社会人士所欢迎。路加福音就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

提阿非罗可能是负责出版本书经济的后台老板，以便在本书着成

后，再复制多份，流传各教会。 

虽然提阿非罗是本书的领衔读者，但是在路加的心目中是以

希拉信徒为对象，故此这本书是为希拉信徒写的。 
 

四、主题主题主题主题 

「耶稣是人类的完全模范，是历史中唯一合乎神旨意的完全

人」是本书的主题。「人子」二字，在本书中用过廿七次，因此本

书亦可称为「人子的福音」。在本书中（正如下文第二种分段所分

析的）充份表现主耶稣的「人性」，和祂对于人类痛苦的同情与解

救。 

「犹太人」的文化是建立在旧约圣经上，马太福音常常引用

旧约经文，以引起犹太人对认识主耶稣发生兴趣。「罗马人」的

文化是以他们的政府与权力为荣，马可福音特别强调主耶稣服务世



3
 

人所行的神迹。「希拉人」的文化在世上的表现是文明、哲学、智

能、理论、美术和教育，路加福音特别在主耶稣详尽的生平历史中，

向希拉人介绍一位世上的完全人。这位完全人能满足希拉人天性的

各种要求。约翰是对全世界的人介绍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参阅

约翰福音大纲），我们必须认识祂是神，是人类的救主，才能得救，

我们对祂的认识才算完全。 
 

五、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本书被李南氏（怀疑论者）称本书为「世上最美丽的作品」。

熟读本书，便了解应该如何「做人」，因为本书的人情味甚浓厚。 

1．本书充满主耶稣对世人的同情。祂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帮助那些被欺压的人，解救那被遗弃的人，如撒玛利亚人、税吏、

妓女、浪子、穷人和十字架上将死的强盗等。 

2．本书记载基督教最早的圣诗如马利亚颂、尊主颂、撒迦

利亚颂（路一 28-38，46-55，68-79）；荣耀颂、西面颂（路二 14，

29-32）等，至今仍为人歌唱不已。 

3．本书是一本荣神的感恩集（路二 20；五 25；七 16；十三

13；十七 15；十八 43；廿三 47）。 

   4．本书是一本祷告手册。主耶稣是一个祷告的良模；在

受洗时（路三 21），洁净淋疯人之后（路五 16），拣选十二使

徒前（路六 12），行五饼二鱼神迹后（路九 18），登山显像时

（路九 29），彼得不认主前（路廿二 32），祂被钉十字架时为仇

敌代祷，并向神为自己呼吁（路廿三 34、46）。祂也教门徒祷告

（路十一 1-4），讲祷告的比方与教训（路六 28；十一 5-13；十

八 1-8，9-14；廿一 36）。 

  5．本书是一本「妇女必读」。其中多次题及主耶稣对妇女

的温柔态度与施恩的情形，在祂早期出外布道的时候，有一班尊

贵而谦卑的妇女作祂的良伴（路八 2-3）。并且题及妇女们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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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生活：如童女马利亚的圣洁（路一 34），老太太以利沙

伯生子（路一 57），女先知亚拿的虔诚（路二 37），寡妇丧失

独生子的哀怨（路七 11-17），有罪的女人的悔改（路七 37）；

抹大拉马利亚的蒙恩（路八 2）；马大、马利亚的不同性格（路

十 38-42）等。路加也数次记载主耶稣以「女儿」称呼蒙祂拯救的

妇女（路八 48）（英文圣经在路十三 16；廿三 28）。 

  路加福音对主耶稣有正确而详尽的家谱（路三 23-38）及其它

年代的记载；有重要的小引（路一）；更有美丽的希拉文笔法。 
 

六六六六、、、、分段分段分段分段 

分段一分段一分段一分段一 

1. 引言     （路一 1-4） 

2. 救主降生前的准备  （路一 5-80） 

3. 救主降生的情形  （路二 1-20） 

4. 救主的婴孩时期  （路二 21-38） 

5. 救主的童年时期  （路二 39-52） 

6. 救主工作前的准备  （路三 1 - 四 13） 

7. 救主初期在加利利的工作（路四 14 - 七 50） 

8. 救主中期在加利利的工作（路八章） 

9. 救主末期在加利利的工作（路九 1-50） 

10.救主在比利亚的工作 （路九 51 - 十九 27） 

11.救主受苦的一周  （路十九 28 - 廿三） 

12.救主复活与升天  （路廿四章） 

分段二分段二分段二分段二  （以人子二字冠首分段） 

1. 人子与祂的弟兄相同（来二 17；路一章 - 三章） 

2. 人子与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来四 15；路四 1-13） 

3. 人子是体恤我们软弱的主（来四 15-16；路四 14 - 十九 27）   

      1 祂是对人的生活甚感兴趣的人子（路五 10，31-32；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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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章；十九章） 

2 祂是在工作方面表示十分有能力的人子（路四 31-37；

五章；九 37-43） 

3 祂是在社交方面充满同情行动的人子 

i. 同情堕落与被鄙视的人（路五 27-39；七 36-50） 

ii. 同情伤心的人（路七 11-13；八 48；九 41） 

iii. 同情沮丧的人（路七 48） 

iv. 同情患病的人（路四 38-41；五 13；七 1-10） 

4 祂是善于祷告的人子 

（路三 21；五 16；六 12；九 18，29；十一 1-4） 

5 祂是善于社交的人子 

（路七 36；十一 37；十四 1；十九 7） 

6 祂是荣耀的人子（路九 28-36） 

  4. 人子是救赎人类的主（路十九章 - 廿三章）  

  5. 人子复活升天后仍然是人子 （路廿四）  

   分段三分段三分段三分段三 

        1、小引     （路一 1-4） 

  2、人子来世的前奏  （路一 5 - 三） 

  3、受训的人子   （路四 1-13） 

  4、在加利利的人子  （路四 14 - 九 50） 

  5、在耶路撒冷的人子  （路九 51 - 十九 44） 

  6、放弃的人子   （路十九 45 - 廿三 56） 

  7、胜利的人子   （路廿四章） 备注：1994年我曾到埃及向埃及人布道四十三日，发现有关马可的宝贵资料，就是马可自从彼得殉道后，全心全意在埃及各地布道，埃及人十分尊重他，后来称他为使徒（APOSTOLOS），并为他建筑一座马可堂纪念他。又听说马可曾在罗马附近的水乡威尼斯传道很久，当地人也为他建筑一座马可堂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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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外界的批评响应外界的批评响应外界的批评响应外界的批评 

 〔10〕53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卑鄙的小人写文章诬蔑我的

历史记录，好象学校里的学生为了得奖比赛写作文一样

1
。这完全

是莫名其妙的指控和毁谤！他们必须明白，如果有人向读者承诺

他所写的都是事实，那么他必须首先获得有关这些事情的准确信

息。他或者近距离地接触了这些事情，或者向知道这些事情的人

询问，这是写作者的责任所在。
54

我认为在我的两部作品中，我

完全尽到了这个责任。我前面说过，在我的《犹太古史》中，我

翻译了犹太人的圣书

2
。我的祖先都是祭司，我自己也是祭司，因

此我在圣书的学问

3
上颇有造诣。

55
我之所以有资格称自己是犹太

战争的历史学家，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其中很多事情，并且亲眼

看见其中绝大多数的场面。总之一句话，无论是谁说的话，还是

所做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
56
因此，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判定，

那些评论家试图说我的作品缺乏准确性，他们这样做简直就是厚

颜无耻。即使像他们所说，他们读过凯撒将领写的“战场笔记”

4
，

                                                 
1 參修西底斯《歷史》1.22，“我寫的歷史是永遠的作品，不是用來評獎的即興創作，聽過就忘了”，或可理解作：“好像在專門操練無理的指控和譭謗”。 
2 參《猶太古史》1.5，20.261。約瑟夫是指他在《猶太古史》（前半部）中自己翻譯了舊約。然而事實上，他的翻譯在很大程度上參考了早先的希臘文版本舊約，即七十士譯本。 
3 或譯爲“研究”，“專業解釋”。看得出約瑟夫擁有一些傳統釋經學的知識（哈拉庫特（Halakoth）及其他等）。 
4 參《生平》342，358。 

 

 

约瑟夫 作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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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他们无法直接了解作为战争另一方我们这些犹太人的

立场。 

这部作品的论题这部作品的论题这部作品的论题这部作品的论题 

 
〔11〕57

我一直很想揭露那些自称记录历史的人的轻率，这

强烈的欲望使我偏离了主题。
58

我想我已经充分地论证了有关记

录编年史的事情，希腊人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相反，很多非希

腊

5
民族很好地保留了这个传统。现在，我打算首先

6
响应那些评论

家，他们试图证明犹太民族的形成是较晚的事情，理由是许多希

腊历史学家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保持缄默。
59
然后

7
，我将从外国文

献中引用见证犹太民族古史的资料，最后

8
证明那些诽谤我们民族

的人，他们的指控完全是荒谬的。 

 
〔12〕60

我们的国家不靠近海边，虽然我们的国家和别国有

贸易和交往，但是我们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我们的城市都建在

内陆，远离大海。我们全心全意耕耘我们这块出产众多的土地，

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很多祝福。在所有事情中，我们最骄傲的

是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我们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恪守我

们继承的传统，遵守我们的律法，操练敬虔的行为。
61

如果有人

认为犹太人奇怪的生活方式是由于上述的原因，那我可以确定地

说，古代的犹太人和埃及人、腓尼基人都不一样。古代的埃及人

和希腊人有往来，因为他们和希腊有进出口贸易，古代的腓尼基

住在沿海城镇的人和希腊人也有往来，因为腓尼基人热爱财富，

                                                                                                                   

 
5 “野蠻的”。 
6 60-68。 
7 69-218。 
8 《駁阿皮安》1.219-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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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做生意，搞贸易。但古代的犹太人和希腊人肯定没有往来。

62
〔我再说一次，我们的祖先和其它民族都不一样，他们不喜欢

做海盗

9
，也不喜欢通过军事侵略扩张权势，虽然那时的犹大国有

很多勇敢的男人。〕
63
古代腓尼基人坐船和希腊人做买卖，所以他

们很早就得到了贪财的坏名声。通过腓尼基人，希腊人又认识了

埃及人和其它一些民族，因为腓尼基人把这些民族的货物运过大

海卖给希腊人。
64
后来，玛代人和波斯人在世界舞台上出现，因

为他们统治了亚洲，特别是波斯人，他们还侵略了别的大陆。
65

色雷斯人〔Thracians〕是希腊人的近邻，所以希腊人知道他们的

存在。至于西古提人〔Scythians〕，希腊人是通过黑海〔Euxine〕

上的航海家认识他们的。 

 一般而言，所有沿海的国家，无论是靠近希腊东边的大海，

还是靠近希腊西边的大海，相对于内陆国家来说，那些渴望撰写

历史的希腊作家更容易了解沿海国家的情况。而那些距离希腊比

较遥远，居住在内陆的民族则大多数保持默默无闻。
66
这个规律

也同样适合欧洲的民族和国家。例如，罗马这个城市在很久以前

已经非常强大，罗马人在战场上无往不利，但是希罗多德和修昔

底德都没有提到过罗马，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没有谁提起过罗马。

直到很久以后，希腊人才开始认识罗马人，当然这个过程相当艰

难

10
。

67
至于高卢人〔Gauls〕和伊比利亚人〔Iberians〕，希腊人

就更不熟悉了。埃佛罗斯〔Ephorus〕拥有很高的声誉，人们认为

他是最严谨的历史学家，但即便是埃佛罗斯也不了解高卢人和伊

                                                 
9 根據修西底斯《歷史》1.5的說法，在米諾斯（Minos）的時代之前，人們認爲海盜是光榮的職業；參荷馬的《奧德賽》3.71及後面內容。 
10 哈利卡納蘇斯的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西元前一世紀），《羅馬古史》1.4.2，“對幾乎所有希臘人來說，羅馬城市的古代歷史仍然屬於未知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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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亚人。他以为伊比利亚只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而实际上伊比

利亚人占领西方世界的很大一块领土。另外一些作家妄自形容高

卢人和伊比利亚人的习俗，但他们的描述缺乏任何事实和传统根

据。
68

我们可以理解，希腊人对这些民族历史的无知是因为他们

在过去与这些民族没有任何关系

11
。而希腊人对这些民族错误的描

述是因为希腊人很有野心，他们总想表现出自己是世界上知识最

丰富的民族。因此，希腊人不知道犹太民族完全不是什么奇怪的

事情，因为犹太人的国家距离大海很远，而且存心在自己土地上

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所以希腊人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民族，也没

有历史学家提到我们这个民族。 

 
〔13〕69

假设犹太人认为希腊人的古代历史是令人质疑的，

之所以得到这个论点，是因为犹太文学上没有提到希腊人的历史。

如果这样，希腊人肯定会嘲笑并鄙视犹太人，难道不是吗？我想，

希腊人也会提出我刚才列举的原因，解释为什么犹太人的文学没

有提到关于希腊人的事情，然后引用周边国家的历史记录，作为

希腊古代历史的见证。
70
这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将引用埃及

人和腓尼基人的历史记录作为主要的见证，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记

录是相当可靠的。埃及人整个民族和腓尼基人中的推罗人

〔Tyrians〕向来是犹太人的死对头。
71

至于迦勒底人，我不能这

样说，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最初的祖先。因为这样的血缘关系，在

迦勒底人的历史记录中，也提到了犹太人。
72
在列举了这些民族

提供的历史证据后，我将列举曾经提及犹太人的希腊史学家，从

而不让那些嫉妒犹太人的敌人拿这个问题做借口，大肆鼓吹。 

 

                                                 
11 或譯爲“是因爲[這些]民族和世界完全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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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 

十诫○7      

           

 

香港 熊明仁 

 

(出二十 13) 

第六、七和八诫在十诫中是最简短的三条诫命，中文以四个

字组成，希伯来文则以两个字组成，没有附带解释或原因。 

「不可杀人」，因为神是生命之主，祂创造生命。神创造万物

(创一 20，30)，最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名叫亚当（创二 7）

但可惜始祖不听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致死亡

从亚当开始临到世界上每一个人。这种死亡是人犯罪的结果。因

着亚当的罪，地也受到牵连被神咒诅 (创三 17)，然后神对亚当说：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三 19)。 
    

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    

「不可杀人」在圣经原文中没有「人」这个字，只是说「不

可杀」。希伯来文 ratsakh所指的是不合法的「杀」，主要是有「预

谋」的杀害(谋杀)，但亦可指「非预谋」的杀害(误杀)的涵意，不

适用于宰「杀」动物或在战场上的「杀」戮敌人。「不可杀」甚么

呢？和合本圣经说：「不可杀人」。英文圣经译为「DO NOT 

MURDER」。为甚么神禁止杀人呢？ 

在神所有的创造中，人的被造是很独特的。神按着祂的形像

和样式造人，其它的受造物就没有这样的优越地位。人是神在地

上的代表，盼望借着人将祂的荣美和权柄等的属性向世界彰显出

来。人的被造是要成为神的殿，神喜悦居住在人中间。神创造人

的理性，使人可以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并与神交通，与神有亲

密的关系。神把人提升到君王的地位，赋予人有管理其它受造物

的权柄。 

即使如此，人不是神，人没有权柄控制人的生与死。「凡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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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创

九 6)。因此，杀人者是表示不尊重神，毁灭神在人里面的形像。

人也不可咒诅其它人(雅三 9)。杀人和咒诅人的，以为其它人比自

己小，认为其它人的生命不值一文钱，只视人为机器，没有视人

为人，与自己平等，都有神的形像和样式。 

圣经中第一宗谋杀案记载在创世记四章 8-16 节。当该隐用凶

残的方法来杀他的弟弟亚伯时，亚伯的血在地里向神哀告，表示

亚伯所流的血请求神伸冤。神宣布给该隐的刑罚是很重的，他必

须过流离飘荡的生活，证明神重视人的生命。 

大卫坐上宝座后，他恃着自己是君王，有无上的权柄，以卑

劣的手段把他的勇士赫人乌利亚杀了，然后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

巴夺取过来，据为己有。神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审判大卫说：「你

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

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

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撒下十二 9-10)。 

亚哈王也犯了与大卫相同的罪行，他的妻子耶洗别杀了拿伯，

夺取了他的葡萄园，神差遣以利亚到亚哈王那里，审判亚哈王：「耶

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

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王上二十

一 19)。 

虽然大卫和亚哈是君王，仍然没有权柄随便夺取臣民的生命，

他们没有权柄随己意控制人的生与死。 

该隐、大卫及亚哈都是犯了不可杀人这诫命，他们不尊重神

在人里面的形像和样式。 
    

保护人的生命保护人的生命保护人的生命保护人的生命逃城逃城逃城逃城    

  可是也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误杀别人，因此神为误杀的人设了

逃城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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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若有人被判处杀人罪，被杀的人的家

属便要亲自执行处决该杀人犯的死刑(民三十五 19)。若该杀人犯逃

脱，那报血仇的家属火热追赶他，若追上，有权将该杀人的治死。 

如果那杀人的与被杀的人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他，神就不许

可人流无辜人的血，祂吩咐以色列人设定六座城，让误杀人的可

以逃到那里得以存活。申命记举了一个例子：「就如人与邻舍同

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

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致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

就可以存活」(申十九 5)。直到大祭司死了，才可回家。 

误杀人的虽然可以躲入逃城，免于一死，这里的大祭司是预表

主耶稣基督，只有祂的代死，罪人才可以得自由。这些误杀人的

走进逃城里，与被囚在监狱里没有太大的分别，某程度上也失去

了自由。他虽然没有被判处甚么罪名，但他已经犯了不小心，没

有施行足够保护他人生命的措施。神禁止杀人，同时也命令人要

保护其它人的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 
    

不可杀人的属灵教导不可杀人的属灵教导不可杀人的属灵教导不可杀人的属灵教导    

主耶稣对于第六诫的教导，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21-26节。

主除了禁止杀害人的身体外，他对这一诫的看法是这样的，凡是

向弟兄动怒和咒骂弟兄的人，其实是犯了第六诫命，也要受审判，

甚至地狱之火。 

由该隠杀亚伯开始，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杀人是始于人心里

所隠藏的动机，因为「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

你，你却要制伏他」(创四 7)。 

主耶稣对第六诫的解释，是比旧约的诫命要求更高。许多人

以为自己没有犯「不可杀人」的罪，但其实每一次，我们忿恨或

咒骂别人的时候，我们已犯了这诫命。 

利未记也同样题及人心里的动机：「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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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

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利十九 16-17)。杀

人起于憎恨或怒气：「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

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约壹三 15)；「因为人的怒气并不

成就神的义」(雅一 20)。约壹很清楚说明耶稣的立场，恨人的是等

于杀人。这罪是相当的严重。 

此刻主耶稣不但禁止我们心里恨弟兄，甚至连别人憎恨我们

的时候，我们也要主动的与对方和解、以致彼此之间的怒气平息。

这样才在神面前蒙悦纳。 

主耶稣把解决怒气的方法与弟兄和好，放在比献祭更崇高

的地位上：「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

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太五

23-24)。如果人不制服怒气或仇恨，让它在心里继续恶化，很容易

产生杀人的动机，最后便违反第六诫杀人。 

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们，并且使我们不得不处理，我们便要照

主的吩咐去做：「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

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

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太十八 15-17)。 

无论是想起弟兄向我们怀怒，或者有弟兄得罪我们，我们都

要照主的吩咐，尽快在当天亲自去见该弟兄，与他和好或解决问

题，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

留地步」(弗四 26-27)。「恨能挑启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

十 12)；「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

前四 8)。主耶稣给门徒一条新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约十三 34 

更进一步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五 44，所

以，不单我们要消极的不犯十诫，也要积极的去爱人，这才是遵

守神诫命的最终目的。(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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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慎勇牧师 

 

探求「真理」可能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许多哲学家都声称代

表真理，然而彼此之间往往是毫无共同之处，甚至针锋相对。若

按照汉语字典的简单定义，「真理」就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

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其本质的思想认识。」而对「真理」最通俗和传

统的描述是：「真理被认为是永恒的、不变的。」 

第一位对「真理」进行哲学思考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他在《形而上学》中的一句名言：「是什么说不是什么，不

是什么说是什么，这是假的；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则说不

是什么，这是真的。」这很像耶稣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的话，是、

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是

从恶里出来的〕」（太五37）。 

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如何？「真理」是相对的吗？俗话说：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同一件事物这么说对，那么说也

对；可以这么看，也可以那么看；这么做对，那么做也对。许多

基督徒也是在这种困惑中，逐渐地接受了「真理是相对的」观点，

进而导致传统道德、伦理、价值，甚至是信仰的混乱。 

耶稣形容自己是唯一的「真理」，并且人只能借着祂，才能通

到父那里去（约十四6）。那么，究竟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它

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一一一、、、、是是是是「「「「得以自由得以自由得以自由得以自由」」」」的唯一真理的唯一真理的唯一真理的唯一真理  

耶稣对那些信或自以为信祂的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

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八 32）。意思是说：耶稣就是「真理」，因

认识 

耶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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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若遵行祂的教导，就是他的真门徒，自然就在「真理」里

面了。那么，就可以从「罪」里得到自由。这包含了两个方面：

第一，罪蒙赦免，不再被定罪；第二，从黑暗、恶者的权势和死

亡的捆绑中得到释放，从罪的奴役中得到释放。「第一」是强调过

去的一切罪；「第二」是强调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捆绑。 

当年，大量的华人用尽各样的方法移民美国，因为觉得她很

「自由」。所谓「自由」，我们认为就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无拘无束。来了以后，有时发现还是有很多的不自由；有时发现

太自由了，没有人管，反而很不习惯；有的人却被自由所害：酗

酒、吸毒、赌博……。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

么，乃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这更不容易。保罗也曾

经感叹过：「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

七24）。然而，如果我们住在耶稣的「真理」里面成为一个真门徒，

心思意念必然会不断地改变和成长，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不被「罪

恶」辖制，有「不犯罪」的自由。例如：恶念、苟合、偷盗、凶

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讟、骄傲、狂妄

（参：可七21-22）。 

需要小心的是，基督徒不可以将这个「自由」当作是放纵自

己的机会（加五13），一切罪恶、不良习惯必须要寻求改变。主耶

稣许可我们有一个改变的过程，这乃是祂的恩典。但是，耶稣从

未让我们可以「自由地犯罪」。我们不会忘记那个行淫的妇人的故

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

当中……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

八3-11）。 

我们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便是极为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

有不犯罪的自由！ 

二二二二、、、、是是是是「「「「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唯一真理的唯一真理的唯一真理的唯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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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就是「真理」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成为圣洁，被分别为

圣。耶稣为门徒们向神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

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

理成圣」（约十七17，19）。 

耶稣很关心门徒的「成圣」，因此先希望我们成为圣洁，而且

指引出成圣的唯一途径，藉着「真理」。而这个「真理」，就是耶

稣的言谈举止，是祂口中的话语。从神来的「真理」，不仅仅是确

认为真实的，也指完全和完美。它的反面不仅是错谬，而是谎言

或欺骗。一个真实的语句不仅是准确的，具有崇高的地位，也是

可靠的，值得人信任。 

基督徒应该是在这个社会上与众不同的人。因为耶稣要将这

些门徒分别为圣，专门为神而用。这就要求门徒在生活中接受主

的道，从而与世界有别，包括价值观和言行举止。因着耶稣舍命

的爱，我们不仅从世界中被挑选出来，从罪恶中洗涤干净，并且

在世上为耶稣作见证。 

我们若在耶稣基督里，便是极为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被分

别为圣，并且领受主的恩典，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三三三三、、、、是是是是「「「「审判世人审判世人审判世人审判世人」」」」的唯一真理的唯一真理的唯一真理的唯一真理  

耶稣就是「真理」的第三个含义就是：末日审判的标准。耶

稣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

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十二 47-48）。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审判人，乃是为了成

就十字架的救赎计划。可是，当末日的时候，耶稣再次降临，祂

就会行使祂的「审判权」了。我们知道，但凡法官判案，总要有

所依据和标准，有刑法、民法、宪法……。那么，耶稣的审判会

用什么标准呢？就是用天国的法典，就是用祂所代表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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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耶稣的话语和教导。这个「天国的法典」，将成为那些信的人

被主评估，不信的人被主定罪的证据。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

柱石和根基，认识和相信真道，就能使人避免陷入错谬教义的网

罗。圣经就是真理的道（提后二 15），那些敌挡神，又无知听从别

人的，终久不能明白真道，而且，实际上正是敌挡真理（提后三

7-8）。「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罗二 2）。 

基督徒在实际生活上需要「实践」真理，以表现追随主的决

心和生命。因为，这个真理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理论，更是行为

的准则，审判的标准。约翰指出，那些自称与神相交，却仍在黑

暗里行的人，就不是按照真理而行（约壹一6）。信徒若认为自己

无罪，就是自欺，真理也不在他们里面（约壹一8）。信徒是属于

真理的，因此，也就是属于耶稣的，因祂就是真理（约壹三19）。 

不错，「真理」需要「实践」，但不是为了检验「真理」，乃是

遵行「真理」；同样，耶稣的话语和教导需要「实践」，但不是为

了检验真伪，乃是为了遵行。我常常在想：当我们面对主耶稣的

审判的时候，不是凭我们知道（背诵）了主的话语：「真理」有多

少，乃是凭我们遵行了主的话语：「真理」有多少。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耶稣就是「真理」的化身，是我们得以真正自由的唯一真理；

是使我们成为圣洁、被分别为圣的唯一真理；是我们接受审判时

的标准，唯一的真理。 

耶稣如今依然活着，陪伴我们、引领我们、保守我们行走在

信仰的道路上，是我们所依靠的。让我们爱主更深，住在耶稣基

督里面、住在祂的教导里面，从白天到黑夜，从主日到周六，从

岁首到年终。永活的主耶稣今日依然与你我同行，祂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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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 
佚名 

要听一篇精彩的演讲何不去听某国总统的一场公

开演讲？ 

要听有国际水准的诗班献诗何不去文化中心或大

会堂听艺术节的著名获奖诗班表演？ 

要学习领诗技巧何不去参加由音乐家主持的歌唱

大师班？ 

要身处在安静的环境欣赏教堂内的玻璃窗镶嵌图

画何不去艺术馆参观更多的展览？ 

要与好友见面，打听他们的近况何不用手机或面

书联络？ 

要看刚信主的影视红星或歌星的真面目，因她/他也

参加这间教会，她/他的见报率和知名度颇高何不去她/他的影

迷会？ 

要讲员对时事有独特的分析能力何不去听电台/

电视台的新闻透视或时事追击节目？ 

要讲员有好的口才，内容最好带点娱乐性何不

去听栋笃笑？ 

 

返教会是否敬拜我们的主，让祂享受我们的敬拜抑或

要表演自己的才华，发泄个人的情绪呢？还是参加一场

宗教活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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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苏美灵 

自从 08年底发生了自二次大战后影响最多人及最大的金融危

机之后，很多人如梦初醒，如被人当头棒喝，重新检视生命的意

义，在过去的日子营营役役，所谓何事，每天花上不少时间在金

牛旁边「吃喝玩乐」，在玛门的庙宇内诚心的奉献一切，可是一场

海啸来临，才惊觉个人拥有太多身外物，有无数可有可无的物品，

包括价值不菲的珍藏品、限量产品（例如珠宝、钱币、邮票、玩

具、海报、影碟等等），于是他们把这些东西赠送出去。不少信徒

认为这些物品是缠绕我们的负累，我们应该把它们放下，也应该

转向寻求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包括亲情、友情、热心于神国的

事工。从圣经中的几个人物，可以认识他们并非以世人所追求的

为乐，乃是以神为乐。 

 

A. A. A. A. 马利亚以神为乐马利亚以神为乐马利亚以神为乐马利亚以神为乐    

马利亚在圣经中是十分独特的，因为基督降世，道成肉身，

是透过她的腹，借着圣灵怀孕，生为人子。在人类历史中，只发

生过一次，犹太人根据旧约先知的预言，相信基督会来到世上，

拯救他们，不单脱离外邦人的捆绑，得蒙保守及重获自由，更要

审判万民。不少家庭都希望这位弥赛亚是从他们中出来，神没有

从宗教和政治的权力中心耶路撒冷拣选一个家庭，例如以虔

诚和遵守律法自称的法利赛人家中，反而从一座名不经传的小城，

在一个普通家庭，拣选了一个童女。路一 28，30两次提及马利亚

是蒙恩的，她不但蒙恩，更是蒙大恩的女子（28节）。马利亚当时

只不过是一位待嫁的少女，按照现在一般少女（约十四至十八九

岁）所爱好或追求的，不外是为自己悉心打扮，寻找适当的饰物

配带在身上，为出嫁时要以最美丽的形象献给丈夫，又或者好好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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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服事夫家之道等等。但从马利亚最著名的「尊主颂」，可以看

见她不单热心爱神，尊神为大，过虔诚的生活，更有不寻常的洞

察力和智能。她题到社会贫富不公，同胞受到欺压，神对人的怜

悯，特别是路一 52节说：「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这

一节经文曾引起中美洲某国掌权者的恐慌，禁止人民在教堂内颂

读，因为被认为太煽动了）。 

马利亚不但尊主为大，更以救主，我的神为乐（路一 47）。路

一 46节说「以救主为乐」的「乐」，和在路十 21「正当那时候，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所用的是同一个字，意即十分快乐，喜

形于色，高兴到要雀跃，兴奋。因为耶稣所差派出去传道的七十

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报告传道的果效。马利亚感受到神的伟大

和能力，知道旧约所应许的基督快要来临，她更加充满感恩的心

去称赞神。我们在少男少女的阶段，何曾以神为乐呢？特别是现

代的少年人，追求更高级的享受、名牌、仿效名人为偶像，或者

追求在考试中有更优良的成绩，以考入大学的第一志愿，在运动

场上以追求更多的奖牌，在音乐比赛中，获更多奖项为乐。  

 

B. B. B. B. 保罗以神为乐保罗以神为乐保罗以神为乐保罗以神为乐    

正如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不仅以遵守摩西的诫命为荣，更

自诩比一般人更热心，极力维护神的律法，在外表上似乎是无可

指摘的。法利赛人认为能够拥有财物是神赐福的明证，他们要的

是这些身外物，非厚赐百物的神。未信主的扫罗比其它法利赛人

更积极要排除一切与传统信仰有违背的言论。故此难怪他大发热

心，极力逼迫信耶稣的人，因为万一宣传复活的主的道理不断宣

扬，更多人信主，传统的犹太信仰岂不迟早被替代甚至没落？可

是当扫罗被神光照之后，生命岂只 180°转变，他经常述说自己以

前如何迫害教会，但悔改之后，他生命的目标不再是自己，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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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罗五 11：「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

着他，以神为乐。」道出他如何以神为乐，罗五 11 原文的意思是：

一提到神，便不断说个不停，津津乐道，永不生厌，好象我们经

常在朋友或家人面前题及一件永远难忘的事件。意思是为神夸口，

正如他在加六 14所说：「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腓三章更详

细解释为何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三８)，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

土，为要得着基督，以前以为有益的、是正确的、是人人所追求

的，不但都不重要，更视之为粪土。保罗身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

赛人，追求律法的义不遗余力，他遵守拉比的教导，以为如此便

是合神心意的和讨神的喜悦。现今得到基督的救赎，他获得真自

由，真的得了释放，心中充满喜乐，即使遭受种种逼迫与鞭打，

几经困难和危险，四面受敌，肉体受尽折磨，他仍以神为乐，因

为他知道所信是谁，也知道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他的人

生是「以神为乐」。  

 
CCCC大卫大卫大卫大卫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以神为乐     

自从大卫在少年被神拣选代替便雅悯支派的扫罗为王之后，

他便一心一意一生服事主。从他面对歌利亚对以色列人骂战的反

应，已知道大卫自幼便敬畏神，认识神为至高全能的真神，即使

他被膏为王，神并没有立刻将国位交给他，乃是要经历十多年的

流亡、痛苦、孤单、饱受敌人袭击的生涯。身为王的女婿竟然日

夜被扫罗王追杀，寻索他的性命，从诗篇的内容可以看见他在苦

难中如何依靠神，如何赞美祂，纵然他曾一度跌倒得罪了神，但

他一生所作的仍然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登基为王之后，虽

然有很多忠心的卫兵、勇士为他效力，他仍然将性命完全交付神

的手中，努力寻求祂的旨意，虽然未能为神建造圣殿，他仍为此

工程预备大量物料，他为神的热心，是后人的模范。诗卅七 4说：



22
 

「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正如耶稣在太

六 33所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

你们了。」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否以神的事为荣，以神为乐呢？ 

诗一二二 1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大卫爱慕神的心是何等可贵，连别人上耶和华的殿，他也为此高

兴，因为能够经常去圣殿、会堂或聚会的地方，自由的敬拜神并

非必然的，我们有否珍惜有自由敬拜神的机会呢？ 

 
DDDD. . . . 我们以何事为乐我们以何事为乐我们以何事为乐我们以何事为乐？？？？    

今天若有人问你想要什么？我们的回答是否：「我要搬进一间

有更多房间的大屋，设有计算机调教和全自动的新科技智能屋；

要有最新型的环保座驾，一座更大画面的高清电视、更多合潮流

的时装、最新型及多功能的 i phone，使我赚更多的钱、可以拥有

更多心中想要的东西，满足我的欲望。」抑或「求你使我摆脱我那

无止境的欲望。」 

不少基督徒是中产和专业人士，也是消费能力颇高的一群，

究竟我们以什么为乐？是否以拥有这许多身外物、物质享受、吃

喝玩乐、寻找更多渡假胜地，投资更多的回报、求有知名度、被

人称赞，求人的荣耀为乐呢？在教会聚会中，无论诗歌、讲道、

祷告，见证都在题醒我们要在灵命上更像我主基督，效法祂。我

们能否如马利亚、大卫、保罗及历代在神眼中被称为义人的，以

神为乐呢？他们都是神所拣选、为神所用的仆人，他们没有违背

神的旨意，一生跟从神，即使马利亚的心被利刀剌透，保罗饱受

痛苦，大卫贵为一国之君也没有很多年日享受太平，但他们对神

的忠心，是我们效法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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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苏美灵

虽说中国人最先发明造纸技术，可是在自然界，细小的纸黄

蜂早已晓得将树皮咬碎，加上唾液造出质地坚韧、厚度平均的纸

张，用它去制造六角形的蜂房以养育幼虫，然后在外面再包上外

层，造成可以防御风雨的圆形蜂巢。 

蜂巢的六角形蜂房在自然界已是一个奇景。因为那些六角形

的图案使科学家叹为观止，在力学上是最坚固的构造，况且容量

也是最多的。 

但蜜蜂的蜂巢大多是一个椭圆形的构造，好象不甚规则，而

且按照它在树上，石头上或它所在的地点而建造。 

可是纸黄蜂的巢却是十分容易辨认和富有特色的，因为它多

是吊在树枝上，呈椭圆形的，像一个陀螺。近年科学家对它的构

造有更详细的研究，将它的纸外层剖开，才发现里面的乾坤，原

来它不像蜜蜂的巢，乃是以螺旋形的围绕一个轴心，可以看见是

有数层的（见下图），一来可以更好善用空间，二来可以通风，

况且这个螺旋形也是根据斐波那契（FIBONACCI）数列设计的。 

不少科学家留意到，植物和动物按照最有效率的方法生长，

而它们的构造，包括花瓣、叶子、果实，生长的次序，发现它们

不单能善用空间，更依循斐波那契所发现的序列生长。意大利人

FIBONACCI 最先在十二世纪题出 1、2、3、5、8、13、21、34…（每

个数字等于前两个的总和）。当然动植物本身是不知道，它们并

非科学家，又非哲学家或数学家，但它们却可以「计算」出以最

少的物质制造和「设计」最美观和最实用的构造，例如棕树干上

的叶子、菠萝果、松果、向日葵的花，海边的贝壳动物例如蜗牛、

甚至星云，都可以看见斐波那契螺旋。 

奇妙 的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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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纸黄蜂蜂巢   
 

 

 

 

 

 

 

 

 

 

 

 

 

 

 

 

 

 

左图是多叶芦荟 Aloe polyphylla        右图是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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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陈永康 

「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

在帐棚里赤着身子」创九 20-21。 

酿酒的工艺，由来已久，酿酒的原料可以是多样化的，高梁，

玉米，小麦，加入发酵的酶，将淀粉分解成糖，再经过五至十五

天发酵，再经过滤，蒸馏，得到白酒和酒糟。相对于白酒，红酒

是采用红葡萄酿造，发酵全程是将葡萄皮，同葡萄汁一起浸泡发

酵，酿成的酒呈红色。无论白酒或红酒，其中大部份是乙醇和水，

还有含有占重量百分之二左右如酯类，醛类，酮类，芬芳类化合

物等物质。啤酒使用大麦和酵母菌制造，将发酵完成的麦汁倒入

生啤酒桶中，再加入发酵糖，密封后仍能发酵并产生二氧化碳，

饮用时就有含气的口感。 

乙醇的分子结构是 CH3CH2OH(见图一)，它是无色，略有芬芳

气味，挥发性强的液体，能完全与水互溶。不同种类的酒类产品

含乙醇的份量，有很大的差异，由百分之五的啤酒，到百份之十

五的红酒，烈酒(如茅台，拔兰地)乙醇的含量可达到百份之六十以

上。 

 

 

 
图一: 乙醇的 C2H5OH 分子结构 图二: 酒精呼气测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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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不是人身体所需的东西，所以进入人体以后，生理作用

会尽快将它分解或排出体外，当进入胃部以后，乙醇能透过微血

管进入人的血液系统中，其中有百份之二十的乙醇在胃部分解成

二氧化碳和水，其余的百份之八十的乙醇，透过肝酵素的催化，

会在肝脏中完全分解；所以长期酗酒的人，会严重影响肝功能之

运作。部份体内的乙醇会透过呼气和皮肤被排出体外；是故饮用

酒类产品以后，从他身体所发放的酒味，别人很容易会察觉出来

的。酒精能透过血液进入大脑，干扰神经细胞的正常运作，影响

视力和判断能力，所以香港法例禁止汽车驾驶者酒后驾驶，有明

确规定： 

� 在 100ml的血液中乙醇的含量不能超过 50毫克。 

� 在 100ml的呼气中乙醇的含量不能超过 67微克。 

为了减低交通意外，执法者会设置路障去使用<酒精呼气测试

器>(见图二)，抽查驾驶者是否有违法。一次饮用大量的酒类饮品

会对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的作用，严重情况可使呼吸，心

跳抑扬顿挫。 

据世卫估计，每年全球有 250 万人因饮酒而死。在美国酗酒

人数估计达到六百万，有 50%严重交通意外是与酒后驾驶有关，

暴力杀人事件的凶徒很多是受到酒精影响而犯案的。港人酗酒问

题比较于欧美，未算严重，据卫生署的调查显示，约有 12.8%男性

和 2.4%女性有暴饮的习惯 (即每次饮至少五罐啤酒或同等酒精饮

料)；过去三年，本港酒后驾驶被捕人数每年均超过一千人。 

在社会的消费文化鼓吹之下，「识饮识食」是进入潮流的象征，

在营商者的推动下，几年前政府豁免红酒的入口税项，餐前饮红

酒成了时尚。「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弗

五 18)。保罗二千多年的教训，今天仍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作者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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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RWö’          编辑部     

   「神说：要有光 r/a，就有了光」(创一 3)。 

第一个字母a①默音，没有元音。 

第二个字母/⑥音W，上面加一点为长元音 ö，读音Wö。 

第三个字母r⑳音 R，没有元音。整个字读 ’WöR，虽然有三个字

母，但只有一节音；阳性动词单数字。字根也是r/a。解作光、照

耀、清晰。 

   「光」是神在创造万物时头一件制品，可是这是什么光呢？神

学家与科学证道家对此作不同的见解如下：有人相信这是太阳光，

认为这是太阳光的解经家的理由是： 

一、如果我们相信一章１节神所创造的天与地之时，已创造

了太阳，则第 3节的光一定是太阳光，因为既然神创造了「地」，

一定已有了太阳，地球是太阳系中八大行星之一，根据科学家「星

云说」的解释：太阳在多少万万年以前用极急的速度旋转时把行

星逐个「摔」出去，脱离太阳后，围绕着太阳作公转。地球脱离

太阳之后，球体渐渐在自转中转成今日的形状，但地球表面情形

「混沌黑暗」，所以神吩咐太阳光照在地球上，使地球表面渐渐变

成明朗。所以这里的光，一定是太阳光。 

二、神吩咐了光之后，神就把光暗分开了，而且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既然有「昼夜」，有「晚

上与早上」，当然是太阳照在地球之后的情形，地球向太阳便是光

与昼，地球的背面背向太阳，便是暗与夜了。 

三、这太阳光照耀在混沌与黑暗的地球之后，包围地球上的

可怕黑暗及乌云与大水渐渐改变，直到第四日，神才使地球变成

今日的样子。于是日、月二大光便照耀在地上，「管理昼夜」。第

一日的太阳光是造成地球上的光与暗，第四日的日月则管理地球

旧约 原文解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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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昼夜，其任务是不同的。 

 

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光以外的光光以外的光光以外的光光以外的光    

但有许多人相信这光不是太阳光，乃是别的光。理由是宇宙

间除太阳光外，还有许多种光是与太阳光一样并存的，太阳光只

是宇宙中许多「光源」之一。 

比方，当大数的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向他显现时，

主耶稣所显出的光，竟使他眼睛瞎了三天(徒九 3；廿六 13)，那

光比日头还亮，表示那不是太阳的光。当摩西在埃及与法老斗争

时，神施用十大灾难，其中有一灾难是使埃及全地黑暗了三天，

那黑暗似乎摸得着，「惟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出十 23)。这

种在「几乎摸得着的大黑暗中，以色列人家的亮光」，当然不是太

阳光，是神特别预备的光。 

在约伯记九章 7节说：「神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

闭众星。」这节圣经是暗指在创世记一章 1节虽然已创造了太阳，

但因地球以后变成空虚混沌，地面黑暗，所以神就吩咐日头不把

它的光线射到地球上，直等到第四日。因此，这里的光不会是太

阳光，乃是神另外预备的光。 

约伯记三十六章 32节也说：「祂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

人」，证明神也可以用「电光」照耀地球，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可能是用这种「电光」；而「击中敌人」，这一句话可能暗指神用

此法攻击盘据在地球上的魔鬼而言。 

 

北极光北极光北极光北极光    

约伯说：「金光出于北方」(卅七 22)。多数解经家相信这里所

谓金光即「北极光」。约伯先说：「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指渊面

黑暗而言)，然后「但风吹过」，指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而言，「天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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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晴」，跟着是「金光出于北方」。很可能告诉我们，当圣灵运行                                                                                                                                                             

在水面上时，是光在地球「北极」用祂的热力改变该处的大水，

不久，「北极光」马上出现，照耀着北半球。 

这一说获得许多解经家所采用，但如何解答「光与暗」及「晚

上与早晨」，此说无一圆满答复。 

 
宇宙光宇宙光宇宙光宇宙光    
所谓宇宙光是 1900年之后一些天文学家所发现的，他们在广

大的天空中搜索时，发现有许多以前所不了解的「星云」，而每一

个星云其实都是一个宇宙，那些星云的光都是十分明亮的，用较

大口径的天文望远镜去窥察时，发觉各个星云的光是不同的。我

们太阳系所在的宇宙本身也有光辉。 

因此，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之时，表示我们太阳系的

宇宙开始发出光辉，这光辉出现的目的，是要照耀地球，使包围

地面的黑暗得以消除，于是昼夜有别，然后分化以后的万物。 

不少人采用此说，可是疑点甚多，何以宇宙光只照在地球上，

又宇宙光怎能造成地球本身的昼夜？ 

 

有人相信这光是圣子有人相信这光是圣子有人相信这光是圣子有人相信这光是圣子    

因为约翰福音一章 3节说：「万物是借着祂(圣子)造的」，然

后在 4节说：「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又说：「光照

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5节)。这些话都是与创世记一章 2，

3节相配合的。那光就是圣子，也就是「太初有道」的道，父神吩

咐祂照耀在地球上，驱散黑暗，圣子便发出祂的光，正如在马太

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在山上显出祂为神的光辉时一样。当时祂的

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2节)，那些光当然不是从太阳

来的，乃是从祂本身发出为神的光辉。约翰说耶稣是真光(约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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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自己也宣布是「世界的光」(约八 12，九 5)，可见耶稣是

光。祂既然曾如此宣布是世界之光，则在创造时，祂的光照耀地

球，使之分昼夜，定早晚，实在是轻而易举之事。 

 

最后一个说法是最后一个说法是最后一个说法是最后一个说法是「「「「神是光神是光神是光神是光」」」」    

约翰壹书一章 5节说：神是光。伯卅六 30也说：祂将亮光普

照在自己的四围，神吩咐光出来照耀被黑暗包围的地球，于是就

有了光，驱散黑暗，黑暗渐失，同时地球有明暗之分。神的光在

创造的第一日代替太阳的光，可能那时包围地球的黑暗太厚，太

阳无法射到地球上来，所以神用自己最强的光来照射。等到第四

日，太阳光能照到地球之后，神的光便不再使用。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 6节透露了有关「光」的秘密，他说：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可能暗示创世记一章 3节的话，

神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不是从黑暗外面「照进去」。如

果说、那光是太阳光或任何的光，都只能从外面「照进去」，可是

保罗明明说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其中显然有秘密。 

因此，神在此用奇妙的方法，在那甚厚的黑暗中用祂自己的

光由里面照出来，好象突破万军的重围而出，这样才将黑暗驱散，

使地球渐渐恢复初时被造的形状，于是有光之处为昼，反面为夜。 

 

光有多种，神为众光之父 
雅各书一章 17节说：神为众光之父，表示宇宙间一切的光，

不管是自然界的抑或人为的，只要是光，都由「光源」而来，神

便是这光源，雅各称之为「众光之父」，光是神所发出的，神自己

就是光。光不只是一种电波的震动，不只是一种电子连续不断的

前进，它本身仍有为人所未知的奥秘，即「光是神能力表现之一」，

正如「风是圣灵的能力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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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创世记一章 3节，并不是说「神创造光」，

乃是说神「吩咐有光」，就有了光。正如一个家主吩咐工人「要开

灯」，就开了灯一般。神不需要创造光，光是从神自己那里发出来

给予宇宙，也给予人类享用的。赛四十五章 7节原文说：「我构造

光，又制造黑暗」，并非说神创造光。 

诗篇一零四篇 2节说：「神披上亮光，如披外袍。」这是诗人

的诗句，但可能也是奥秘的事实。保罗说:「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

的光里」(提前六章 16节)，也是一件事实。「不能靠近」表示其

光的可怕，保罗在太马色路上亲尝其滋味，使之三日作了盲人。 

除日光、月光、星光、北极光、宇宙光外，天空中还有彗星

光，流星光。科学家还发现有肉眼所不看见的「化学光线」，可怕

的「死光」，和能作医疗之用的「放射光」等。在昆虫中，科学家

还发现萤火虫的「冷光」。原子学家发现肉眼所不能看见的原子中

的电子用十八万六千哩的速度围绕着原子核心旋转时，跳上跳下，

每一跳便发出闪光，称为「电子光」。玛拉基书四章 2节说：「必

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光线原文作翅膀，日头

的翅膀可能指红外光和紫外线而言，均可作科学及医疗用途。 

这一切的「光」均由神而来，各种不同的光的奥秘，也是神

创造中的奇妙表现。今日的太阳光虽然强烈，但太阳已日渐衰老，

因为太阳表面上已有许多「黑子」，每一黑子表示太阳表面该处已

不能再有光与热。黑子也已越来越多，终有一天，像启示录所说

的：「日头变黑像毛布」(六 12，毛布指灰色的布而言)。可是先知

也有乐观的预言，将来的太阳与现今的太阳不同，那时，「日光必

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赛三十 26)，这是预言主耶稣降临为

万王之王的时候。但是为何日光要有七倍的光，则无法了解，可

能在千禧年的时候另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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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试探   

(提摩太前书二提摩太前书二提摩太前书二提摩太前书二9)     香港  李文聪  

香港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大部份年青人都追捧衣着潮流，不

少是抱着盲从的羊群心态，为的是建立自信，融入同辈群体，而

不理会那些服饰是否称身，其用料及功能等等，只在乎是否紧贴

潮流尖端。因此，香港的时装店可算是星罗棋布，年青人大部份

的开支都用于购买季季不同的衣饰上。 

印象中，团契的导师们都教导我们，身为基督徒，在别人面

前是代表和见证神的，基督徒的衣着要以朴实为主，亦不应标奇

立异，只要是舒适而且整洁就可以。可是，听从的又有多少呢？

不少青少年团友于暑假及高中毕业后，都立即去染发，有金色的、

栗子色、紫红色、橙色等等，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也多姿多彩

吧！记得在农历新年期间，在教会附近，遇上了一个教友家庭，

看到他们的廿多岁幼女染了一头草绿色的头发，真的令人哗然。 

提摩太前书二章 9 节提出要以正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

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彼得前书三章 3-4节亦劝导：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只要以里

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

不单指女性，男性亦然。外表无论是怎样华丽，内里却没有爱神

爱人的心，或是装出来的，都瞒不过神，这些都是金玉其外。因

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

十六章 7节)。染发、潮服、珠宝金饰，在神的眼中也不及长存温

柔及安静的心为妆饰更为宝贵。 

近廿年来，大都市的女性多追求以有窈窕身形为目标，难怪

这么多以瘦身、纤体、美容为招徕的广告，吸引一众女士花上不

菲的金钱去购买各种服务，以求达到标准的身形和面庞。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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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的衣服、非常大胆的设计时装等，都不适宜基督徒女性穿著

的，因为可能使异性看见了想入非非。不知何故很多女性喜欢穿

小一两个码的衣服，以致看起来像柬埔寨庙宇外墙的浮雕，应该

穿中码的穿上细码的衣服，还以为自己没有过胖，是自欺欺人的

表现。故此希望教会的姊妹衣着要端庄，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自古时起，骷髅画(由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组成的图象)象征死

亡或危险，出现在古代的海盗旗上，也印在毒药的卷标上作警告

用途。及至八十年代，出现骷髅热潮，当时重金属摇滚乐在美国

极盛行，很多地下乐队都喜欢用骷髅头作为他们的标记，不少主

音更化妆为骷髅头作演出，令表演场地「死气沉沉」。充满死亡和

危险的意味的骷髅头地下乐队，以音乐传递反社会意识，甚至有

些歌曲出现存有反基督教的歌词，向乐迷洗脑及催眠。近年，骷

髅头又再成为时装及饰物的流行元素，被视为「潮人」的标志。

当反思基督徒可否穿著印有骷髅头的衣饰时，我们是否认同甚或

倾慕那种高举死亡、危险，追求剌激及反叛的意识呢？骷髅头的

图案，以及其意味着的死亡和危险会否使穿著者及身边人感觉不

安？基督徒是否应该追捧潮流呢？ 

圣经中，提摩太前书二章9节教导我们：「以正派衣裳为妆

饰，… 。」很明显，骷髅头一定是非正派吧！基督徒更不应盲目

的追随潮流文化，要了解所追随的是否与基督的信仰违背，也要

明白我们应该有合宜的衣饰。骷髅不等如「型」，它其实是等如「死

亡」，相信没有人喜欢看你穿著一件「死亡」衣服，叫人时常面对

死亡的不安吧！基督徒过份追随潮流，委实都不合乎基督的样式。

各位还是把心力放在追求灵命的上升，建立与神与人的关系吧！

我们追求的是永生的盼望，而不是死亡。 

    其实穿什么、吃什么并不重要，衣着只要是称身、整洁已足

够了，我们能否将预备购买昂贵衣物的钱为神的工作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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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徐匡谋 

「只 要 倚 靠 那 厚 赐 百 物 给 我 们 享 受 的 神 」

《提前六17下》。 

     感谢厚赐百物的上帝，祂赐我苦难，也赐我平安；祂赐我漫

天风雨，也赐我七色的彩虹。若不是神的拯救和怜悯，我今天不

可能写这份见证。我回顾自己一生，都在神的恩典中渡过。我出

生在山明水秀的江南名都──杭州市。早几年回杭州时见故居仍

在，且保存完好，只是人面全非。出生后不到两年，就是七七芦

沟桥事变，举家西迁，先暂居四川万县，不多久便再沿长江到重

庆市郊歌乐山，再后定居山洞（一个不大的乡镇）。到了山洞居

住不久，便听到万县受到轰炸，情况惨烈，如果我们仍在万县，

也会如其它居民一样，遭遇不测的了。在山洞居住时，经常有日

本轰炸机飞过，因离山洞不远有白市驿机场，那儿有美军驻守。

那时正值二次大战，世界各地烽烟四起，生命朝夕不保。我虽只

是几岁，也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2011年一月迄今，短短数月，好象已走了人生一大段的路程。

这几年来，见到相识数十载的好友，纷纷离世，自己的亲人又骤

然返天家，还有教会中一位年纪轻轻的姊妹，入了医院，就没有

出来了。深感人的生命实在脆弱，也同时体会到神恩典的可贵。  

  我的身体一向还算可以，以我的年纪，以平时饮食习惯，医生

常对内子说：「你照顾他算不错的了。」但今年一月突然接到检

验报告时，很多弟兄姊妹都当场愕然：「怎么会是肺癌末期？」

有些在电话中听到这消息已是泣不成声。我安慰他们说：「这几

年已是上帝给我的 Bonus了，因为摩西曾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

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何况我已过了七十岁有许多年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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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已是上帝格外的开恩。」是的，现在上帝又给回了我更多的

年岁，上帝要我为祂作甚么呢？  

  到知道可以在四月做手术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安慰我，问

我有没有担心，有甚么痛楚。当时我心中十分平静，当我想起主

耶稣被钉十字架，祂是肉身被钉，流血痛楚，我这一点点小手术

算得甚么。何况在十字架上，耶稣还求天父饶恕那些钉祂十字架

的人，想到这里，不禁泪下。  

   「一生都在恩典中」，这是我和内子心底的话。我们想藉此多

谢许多弟兄姊妹，恩友每日为我们一家祷告。特别是有一对年长

的伉俪，十分爱护我们。这次我病倒了，他们在见面时或在电话

中，总是说：「徐老师、徐师母，我们每晚都为你们祷告，从来

没有间断！」感谢神，愿 神赐福这些无名的行道者。  

    十月二日再往专科医生处覆诊，他告诉我左肺手术已完全康

复，不过他也指出，癌细胞不知会否再来。但我深信 神会牵我的

手，照亮我的前路。愿主赐你们平安！               * * * * * * * * * * * * * * * * * * * 分享     末日何时到？ 

 美国 朱信恩 

现在人常考虑，讨论末日的问题，甚至有人宣布何年、何日

末日就来临了，到时候，末日并未来到，影响极为不好。感谢主，

祂在圣经中早已清楚的告诉我们。「但那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知

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太廿四

36）。既然连主耶稣都不知道，我们为何胆敢向人宣布末日将于何

年何月何日临到？请问你如此宣称是因为无好好的读经，越是将

自己凌驾于救主，天使之上？无论何人宣称事件，如我们认真读

经，查考主的话，我们就不会上当，不会人云亦云。经上也向我

们指出，有人会说：基督来了，在这里，在那里，我们不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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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出外观看，因为基督来临像闪电剎那间的到了，所以提醒

我们要时刻儆醒，预备灯油，免得像愚笨的童女迎接新郎，却不

预备灯油，新郎来了，灯要灭了，再去买油，就来不及了，以致

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不得赴筵了。 

经上也向我们指出末世的预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

见证，其后末日才来到；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太廿四 7，4，21）。

还有假先知会显大神迹，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

天上堕落，天势都要震动。经上如此清楚的向我们指出末世预兆，

我们并不在黑暗里，主一切都预先向我们说明，若好好的读经，

就不会被人迷惑，主又清楚告诉我们：「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

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太廿四 27）。闪电从东到西，那是迅

雷不及掩耳之事，所以我们当时刻儆醒，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日子，

那时辰，剎那间，你正在犯罪，作不当之事，不是忠心善良的仆

人，不是聪明的童女，把才干埋在地下，不愿为主的事工努力，

那么你的结局，必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了。 

感谢主，祂就是公义的日头，祂的光照彻幽暗，我们当行在

光中，就不会堕入陷阱，迷路走错，所以我们当每天读经，凡事

寻求主的指示。 

末日的预示，主却告诉我们了，我们需求主赐我们智能，聪

明，能领会，明白祂的话，行在光中，作忠心善良的仆人，聪明

的童女，我们观察时代，就知道末日近了。「这样，你们见这一切

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太廿四 33）。如今灾难

频频，地震处处，水灾、火灾、瘟疫，到处发生，经济海啸及人

的罪恶也滔天了，求主使我们儆醒，时刻准备着，我们不知那日

子，那时辰，但知主正在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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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tional      Spiritually 20/20 

Esther So (USA) 

Pastor Grant Metcalf, a blind person, named his ministry as 

Bartimaeus Alliance of the Blind (Bartimaeus was a blind man whom 

Jesus healed, Mark 10:46). Pastor Grant held a yearly retreat at a camp 

ground in northern California for the last 20 years. About 17 people, 

not all Christians, attended the camp; they carried their canes and 

some had guide dogs. There were 12 of us who are sighted. Our job 

was to guide them to places, ensure their safety, offer necessary 

assistance and make their camp experience more meaningful. 

The blind were always on time coming to the meeting. When we 

gathered for worship and meeting, we always started with classic 

hymns and contemporary worship songs. I was so impressed with their 

singing. They sang from their hearts and with full voice and even to 

the point of shouting with joy. I found myself also singing loud as I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do so at church. They all had the thick Braille 

hymnals; all pages are white with raised dots. We noticed some 

touched the dots with both hands like playing the piano back and forth 

and some only used one hand. They could not bring their Braille Bible 

because they are as big as a set of encyclopedia! 

Blindness can be physical or spiritual. (Jesus referred to the     

Pharisees as spiritually blinded, therefore still living in sin, John 

9:40-41). Obviously the physically blind people in this camp are 

spiritually sighted. Instead of complain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 (blindness), they praised and worshipped God from their 

hearts, very often more dedicated and devoted than sighted people. We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them,  

During the sermons, they all had their eyes closed (what an 

unusual scene compared to the sighted churches) and some brought 

their recorders or talking laptop. They listened attentively, asking 

questions and giving comments, and some of them seem to know their 

Bible very well. An interesting scene I noticed; we heard some sn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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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rmons. I thought to myself: they all had the 

eyes closed, who knows if they were really listening or sleeping. Isn't 

it rude to fall aslee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rmons, but later I 

realized the snoring came from the guide dogs!  The dogs lay 

obediently at their masters’ feet and snored! 

While getting to know some of them, I asked how they live, and 

surprisingly most of them live alone,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cook 

and clean and go places by themselves walking, taking buses, trains 

and even went on a plane. And they are very independent and mostly 

cheerful; there is no sign of sorrow or depression as I originally 

thought they were. They also joked and made fun of each other and 

they are well aware of the current events. Excuse me for being naive, 

it's hard to believe they are blind. Many times I saw them bump into 

walls, doors and windows, but they just searched with their canes 

without showing frustration and being upset. There was no sign of 

self-pity at all. I was comforted that if someday I go blind, I know I 

probably could handle it with the grace and the help from the Lord 

A lot of them love the Lord and their faith is real and close to 

their hearts. Before the service someone would open the hymnal and 

started touching the Braille and read or sang by themselves (we don't 

see that at sighted churches). One of the ladies was even a missionary 

for many years to the blind and disabled. One person is currently 

doing a tape ministry for the blind. Another lady who has been blind 

since she was 4 or 5, said, one day when she can see again, the first 

person she would see is Jesus! Wow, what a statement of faith!   

Jesus is the Lord of resurrection and life. All Christians, blind or 

sick, can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they will receive sight, and 

made whole again. Here lies the hope of all Christians. Therefore, we 

should be patient when we suffer. We, who are well and sighted, 

should be thankful for the gift of our senses and limbs, and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our eyes to read the Bible diligently, and serve God 

to the fullest extent while we can speak, sing, listen, and walk.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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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6 首    主不愿有一人沉沦        曲苏佐扬 

 

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彼得后书三章 9节)。 

 

这是彼得的独有启示，预言将来属物质的世界将会被火焚化。

当时有人讥诮信徒宣传耶稣要再来之道 (3、4 节)，彼得认为这是

「第一要紧」的坏消息 (3节)，但他在一章 20节曾说过一次「第

一要紧的」乃是好消息，即旧约先知们可靠的预言。因此彼得以

主必再来及世界必将毁灭和新天新地将来临为劝勉之言。 

一一一一、、、、主未再来主未再来主未再来主未再来，，，，乃愿人人悔改乃愿人人悔改乃愿人人悔改乃愿人人悔改    (1-9节)。彼得写这一章经文的 

主要目的是要「题醒」信徒(1节)，所以他用「记念」(2节)，「故

意忘记」(5节)和「不可忘记」(8节)等字样来勉励信徒留心主再来

诗歌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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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他认定主必再来，但无人能预知祂何时再来 (太廿四 36)。

祂尚未再来的原因有三：1. 1. 1. 1. 要等到不敬虔之人受审遭刑的日子来

到 (7节)。在神的计划和时间表中，不敬虔的人有受审判的一日，

那时他们将要受刑罚，与主永远离开 (帖后一 9)。2. 2. 2. 2. 祂愿更多的

人悔改，所以延迟再来的时间 (9节)。正如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

「神愿万人得救」(提前二 4)，因祂是万人的救主 (提前四 10)。 3. 3. 3. 3. 

祂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种时间观念，来自诗篇九十篇 (4

节)，那是摩西祈祷时所获得的启示。对于时间的看法，神与人不

同，即使等了一千年，主还未再来，在神看来，不过廿四小时之

久，因此我们要谨记主的命令 (2节)。 

二二二二、、、、世界将灭世界将灭世界将灭世界将灭，，，，旧天地不可爱旧天地不可爱旧天地不可爱旧天地不可爱    (10-13节)。这个旧世界与旧宇

宙将要毁灭的情形有三：1. 1. 1. 1. 天必在大响声中废去。神将天地卷起

如外衣 (来一 12)。2. 2. 2. 2. 物质均将被火所销化(10节)。3. 3. 3. 3. 天地万物均

将在火中镕化 (12节)，正如原子弹轰炸日本时所造成的镕化情形。

然后神将一切基督徒「徙置」到新天新地，亦即在新宇宙中永久

安居。这是神永远计划之一，是祂的宝贵应许，而且一定要实现

的，我们只要等候与仰望。「新天新地」的思想来自以赛亚书 (六

十五、六十六章)。以赛亚认为这新天新地是在神前「长存」的 (六

十六 22)，不会再被毁灭。使徒约翰也获得有关新天新地的启示 (启

廿一章)，并且详细描写其中情形，彼得则加上一句重要的话说：

「有义居在其中」，亦即表示新天新地中再无罪恶了。 

三三三三、、、、盼望见主盼望见主盼望见主盼望见主，，，，要长久忍耐要长久忍耐要长久忍耐要长久忍耐    (14-18节)。我们既然盼望主再来

与新天地的实现，便要存四种应有的态度: 1. : 1. : 1. : 1. 当殷勤过圣洁生活

(11-14 节)。 2. 2. 2. 2. 要学习主的长久忍耐 (15 节)。3. 3. 3. 3. 当防备受人诱惑 

(17节)。4. 4. 4. 4. 要在主的恩典与知识上长进 (18节)。主来已近，应轻

看世物，热心爱主，忠心事主，使神得荣耀 (18节)，使人受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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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美国  庄纯道 

有一次到卫理公会参加主日崇拜，发现秩序单上有一环节是

「789 小组献唱」，心里觉得好奇，很想知道什么是 789 小组。好

不容易到了献唱的时候。三位耄耋男士走到台前，其中一个说︰

「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叫做 789 小组，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中

间的一位超过八十岁，还有一位刚好是九十岁，所以我们改了这

个名称。」说后他们唱了两首诗歌，声音洪亮，宝刀未老。肯定他

们年青时是受过声乐训练。唱完之后，会众报以掌声。 

我不单欣赏他们的歌声，更被他们的心志感动。我从来不为

献唱拍掌，因为它是敬拜的一部份，是献给上帝的，不是表演，

正如牧师证道后我们不拍掌。但这一次我破例拍掌，原因是我感

谢他们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事奉的好榜样。他们已届古稀之年，但

并没有用高龄作为借口，推却事奉，而是把他们最好的献给上帝。 

马可福音十二章记载一个寂寂无名的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

奉献的数目更是微不足道，但她竟然得到主耶稣特别称赞。主告

诉门徒说：「这寡妇投入库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43 节)。当时

圣殿的银库是用金属造的，形状像一个喇叭，当人们把铜钱投入

钱库，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财主把铜钱投入银库时，响亮的

声音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穷寡妇把两个小钱投入银库时，只发出

低沉的声音，没有人发觉，惟有耶稣留意到。祂称赞她的奉献比

众人更多。因为她奉献两个养生小钱。她连养生的都拿来给上帝，

这是她生命的奉献。如此无私的奉献为神所喜悦。 

她先想念上帝，然后才顾及自己，虽然自己不足，却把上帝

放在第一位。曾经有人这样说：「你奉献千千万万，并不代表你爱

神，但如果你爱神，就一定肯奉献。」〝将你最好的献与主〞

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很多团契喜欢把它作为团歌。下

一次唱的时候，不防改唱为〝将我最好的献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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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澳洲 罗安牧师    

神将独生子赐给人，是已成的事实，是人人承认的。否则

怎会有普天同庆的降生节呢？神将救恩赐给人，也是事实，这

二千年来，有无数的见证人，为所蒙的恩典作见证，我们也为

此作见证。 

神的施与盼望，是一个盼望，是一个奥秘，有些人会存

着疑问的，因为盼望是未来的应许，这应许是施与每一位蒙恩

得救的人，人若对应许有信心，定必在今生持定盼望，为主而

活，若对应许存疑，定必对主冷淡，不愿为主付出任何代价。

大家可以看得出谁是这种信徒，即使他口说相信，也口是心非。

那么我们又如何？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姊妹的女佣，生活清苦，每日勤劳

工作，总是笑口常开，人人都听见她常常欢呼哈利路亚，赞美

主，为什么？因为她心中有极大的盼望，深信终有一天她能见

到主的荣脸，得着主的奖赏。她听从圣经的教训，忠心服事主。

她一面工作，一面思想主给她的应许，便不由自主地发出欢呼

赞美主。 

一日东主的妹妹来探姊姊，看见这女佣那么快乐无忧的神

情，实在看不过她那么快乐，问她说：你怎能这么快乐，毫不

关心你的前途呢？假若你的东家不要你了。假如你的背痛不能

工作，假若你的儿子病倒了。假若你赚来的那一点工钱被偷了，

假若你发生了意外的不幸，假若……这位充满喜乐的姊妹不等

她再说出一个假若来，立刻回答说：太太，我看你什么都好，

只有一个「假若」的毛病，如果你没有这个「假若」的毛病，

你早就像我那么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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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使徒彼得所讲论的，我们这些已重生的基督徒，就有活泼

的盼望，盼望什么？天上的基业。这基业是神预备赏赐那些信奉

祂儿子的人。 

谁有资格将来可得此天上的基业？使徒彼得有清楚的说明。 

1．成圣成圣成圣成圣：2上。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的，是被主宝血洁净的人，

人非圣洁不能见神，又怎能承受天上的基业呢？（参来十二4） 

2．顺服顺服顺服顺服：2下。完全听从耶稣基督的话，照着去行的人。一

个只信主而不行主道的人，是不得进入神的国的，他又怎能承受

天上的基业？（参太七21-23） 

3．重生重生重生重生：3。在基督里重生，治死老我的人，人若不与主同

死，就不能与主同活，人若不死，就不会重生，主耶稣说：一粒

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

许多子粒来（参罗六3-6）是最好的解释。如果你已具备了这些条

件，那么恭喜你！你必能得此荣耀的「存留于天上的基业」的盼

望，你知道神要赐给我们的基业是什么吗？是基督的国（参西一

13）亦即天国（参太五3，10）。 

基督的国，即天国到底是怎么的呢？ 

    1．不能朽坏的不能朽坏的不能朽坏的不能朽坏的，世上有什么东西是不朽坏的呢？就算黄金、

白银、珍珠、宝石都会朽坏；但基督的国度永垂不朽。 

    2．不被玷污的不被玷污的不被玷污的不被玷污的，世上有什么东西不被玷污的？凡有防护膜保

护的就能不被玷污，若脱了这层保护膜，一样会被玷污。但天上

基业的本质是不被玷污的，永远保持圣洁光辉的。 

    3．不能衰残不能衰残不能衰残不能衰残的的的的，是历久常新，始终如一，任凭环境怎样改变，

气候怎样变，它都不会变。我们建筑一座最华贵的大厦，用最贵

重耐久的材料建造，起初金碧辉煌，但年代久了，便渐渐褪色，

衰残了。 

    主耶稣在世上时，亲口应许给我们的。祂说：虚心的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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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又说：你们当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

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又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

是他们的。又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

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

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现在在那里？天堂，若我们坚信不移，

将来也必能显现于天堂里，因为在那里，主已为你们存留了一分

基业。是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该这样行。 

第一，要让神保守要让神保守要让神保守要让神保守（一5）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

要显现的救恩。」我们必须信靠顺服神，让神在心灵中掌管。那么

我们就必得蒙保守，使我们的信心坚定不移，到那日便可得到全

备的救恩，就是灵魂身体都得救，承受神所应许赐予的基业。 

    第二，存喜乐的心存喜乐的心存喜乐的心存喜乐的心（一6上，8-9）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既有盼望，当存喜

乐的心去接受应许的兑现。 

第三，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6下-7上）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

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既有盼望，虽然

落在百般试炼中，仍坚信主的施与是不会改变的，主必带领经过

试炼，像过去带领凡信靠他的人如约伯、大卫，但以理和他三个

朋友，又如初期教会的众圣徒，主都使他们得胜。同样，永在的

主也必扶助我们，使我们能胜过一切的试炼，叫我们能承受祂所

应许施与的盼望，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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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李金强 

  
  圣公会（Anglican Church），或音译安立甘会。乃 16世纪欧洲

宗教改革运动影响下，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509-1547

在位）遂藉离婚事件，与罗马天主教教皇发生龃龉而告决裂，由

是宣布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行成立“国立”教会，此即英

国国教（The Church of England）一称之由来。圣公会随着英国国

势之发展，使其成员不断扩大。始有苏格兰圣公会（The Episcopal 

Church of Scotland）、爱尔兰教会（Church of Ireland），以至美国、

加拿大、澳洲、印度等地圣公会的相继建立。各地的圣公会，除

具有圣公会的共同传统、教义、仪式和制度外，彼此更具有交往

关系，其中每十年一次，各地主教在伦敦召开之兰佰会议（The 

Lambeth Conference），即为明证。 

  圣公会为基督新教宗派中，唯一被视为具有天主教体制的改

革教会。其改革之发展，起自亨利八世自行宣称为「英国教会及

教牧之最高元首」，奠基其政教合一之国教特质。历经爱德华六世

（Edward VI, 1547-1553）、伊利沙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1603），

以至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61-1685），逐渐建立一具有揉合天主

教及新教特色的独立教会。因而被视为一走中间路线，或中庸之

道的新教会。此点被论者认为乃反映出英国国民富有妥协性的特

质。因而圣公会所呈现之「安立甘主义」，一方面采用旧有天主教

的制度及仪式；而另一方面则在教义、崇拜及灵性取之于新教教

会。随着 17-18世纪褔音运动的展，英国圣公会或国教逐渐衍生出

三种传统。 

  其一为高派教会（High Church），强调安立甘传统中的天主教

中国教会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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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成份；其二为低派教会（Low Church），重视圣经，按公祷书

而行比较简单的崇拜仪式；其三为广派教会（Broad Church），强

调自由与调和，关心教会与文化生活。其神学思想及教会生活倾

向包容及人文主义的色彩。由此可见，圣公会随着脱离天主教及

处于近代西方福音运动的历程中，不断吸纳宗教改革的“新思想”，

从而形成为基督新教中自树一帜的独特教会。其特征正如该会圣

保罗座堂牧师丘哲（R.W. Church, 1815-1890）所概括，包括：（1）

行主教制度，（2）具公祷书，（3）自译英语圣经，（4）为一国立

教会。而该会随着 19世纪英国来华发展贸易，由于中英鸦片贸易

及通商制度的冲突，终于爆发著名的鸦片战争（1839-1842），英国

胜利而获得香港为殖民地，并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

海五口通商。圣公会之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遂乘时

派遣传教士进入香港及五口，建立其在华的传教事业，是为日后

中华圣公会诞生的由来。 

  英国圣公会之入华宣教──该会早已关注来华宣教，1837 年

曾差派传教士施爱华东来，至新加坡及澳门传教。并于鸦片战争

前后，派遣史丹顿牧师来港牧养英国信徒，同时创立圣保罗书院，

积极向华人宣教，继而兴建教堂，为香港圣约翰座堂筹建之始。

与此同时，由于母会获得一笔 6,000 英镑之捐献，作为来华宣教之

经费。差会遂于 1844 年差派四美 (施美夫 )（George Smith, 

1815-1871）来华发展宣教事业。四美于抵港后，随即北上游历广

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等五口。继而回国汇报，故于 1849

年被立为驻港首任主教。兼领日本、上海、福建等各地之教务。

四美在港期间，建立圣士提反堂及圣保罗书院，开设华人教会，

册封华人圣品。1863 年，立罗心源为首任华人会吏，负责圣士提

反堂事工。四美由是以香港为对华传教之基地，北上国内发展，

从而使圣公会在华中、福建、华南及广西、湖南等地建立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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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 

幽默    

佚名 

一名游客往巴勒斯坦旅行，途中觉得非常渴，走近一口井，

旁边有打水的工具，便打了一些水喝。不久一位贝都因牧人带着

他的羊群也来饮羊，不多时，又有另一位牧人也带着他的羊群来，

那么，这些羊都混杂在一群。不久有第三位牧人，带着他的羊群

来，这么一来，一百多只羊成了一大群，根本不能分办谁的羊属

那一位牧人，这游客觉得很奇怪，这三位牧人如何找回自己的羊

呢？ 

羊群都喝够了，第一位牧人大声叫「回来！回来！」立即有三

十多头跟着他离开，第二位牧人随即大叫「回来！回来！」又有另

外三十多头跟随他，这时游客一时好奇，问第三位牧人能否借他

的衣服穿上，加上挡太阳的卷头巾，还有牧人的仗，站在羊群面

前，模仿牧人叫着「回来！回来！」怎料完全没有任何动静，那些

羊好象聋了，没有反应。当第三位牧人喊叫：「回来！回来！」那

群羊乖乖的跟着他离开。  

那游客追问他为何他叫它们都不能凑效，他回答说：「属我的

羊只认得我的声音，不会听陌生人的话。」 

记得约翰福音十章耶稣说：「我们若是属于主的小羊，必定只

会听祂的话。」因为羊认得牧羊人的声音，也完全信赖他，知道牧

羊人也认得每一只羊，他会尽力保护他们，免得他们受到伤害。

身为牧者的应以主耶稣为榜样，视小羊为宝贝，尽一切力量供应

他们属灵上的需要，按时候以适当的灵粮养育他们，他们必定行

在真道上，不致迷途或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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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 

心声 
 

01．伤心不可灰心，失望未必绝望。 
 
02．神将你认为「好」的取去， 

把祂认为「更好的」赐给你。 
 

03．悲观的人，在机会中发现苦难； 

乐观的人，在苦难中发现机会。 
 
04．肉体的一根刺，是灵性进深时的一条「根须」； 

心灵的破碎，是灵命结果前的一朵香花。 
 
05．独居应心平气静，同群应了解别人； 

失意应细心反省，得意应荣神益人。 
 
06．给人安慰的微笑，留下甜蜜的回忆。 

* * * * * * * * * * *  
欢迎投稿欢迎投稿欢迎投稿欢迎投稿 

 

1 、天人之声七千余份，寄赠全球五十余国。读者除一般基

督徒外，也有许多牧师、传道人、神学教师、神学生、教会长老、

执事等圣工人员。可作传道参考者，造就信徒灵性，明白真理。 

２、本刊所需要的文稿，包括：①讲坛。②查经心得。③灵

修。④有力的见证。⑤寓道故事。⑥国人创作诗歌及幽默等。            

３、本社有权取舍投来文稿，取录与否，来稿均不发还，请

自留底稿。 

４、文稿请横写。请勿一纸书两面，勿潦草，勿用红笔。 

５、请勿一稿两投。 

文稿请寄香港尖沙咀邮箱九五四二一号文稿请寄香港尖沙咀邮箱九五四二一号文稿请寄香港尖沙咀邮箱九五四二一号文稿请寄香港尖沙咀邮箱九五四二一号环球布道会有限公司环球布道会有限公司环球布道会有限公司环球布道会有限公司。。。。     

亦可以电邮转给本社 (weml@weml.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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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1211211期期期期            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01010101四福音手册四福音手册四福音手册四福音手册////苏佐扬    

06060606驳阿皮安驳阿皮安驳阿皮安驳阿皮安    

10101010第六诫第六诫第六诫第六诫    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熊明仁    

14141414耶稣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就是「「「「真理真理真理真理」」」」////慎勇    

18181818返教会返教会返教会返教会////夫名夫名夫名夫名    

19191919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以神为乐////苏美灵    

23 Paper wasp 23 Paper wasp 23 Paper wasp 23 Paper wasp 纸黄蜂纸黄蜂纸黄蜂纸黄蜂((((伞蜂伞蜂伞蜂伞蜂)/)/)/)/苏美灵    

25252525认识酒精认识酒精认识酒精认识酒精////陈永康    

27272727神说神说神说神说：：：：要有光要有光要有光要有光r/a，，，，就有了光就有了光就有了光就有了光    

32323232正派正派正派正派衣裳衣裳衣裳衣裳 ////李文聪    

34343434一生一生一生一生都在恩典里都在恩典里都在恩典里都在恩典里////徐匡谋 
35353535末日何时到末日何时到末日何时到末日何时到？？？？////朱信恩 

37 Spiritually 20/20/37 Spiritually 20/20/37 Spiritually 20/20/37 Spiritually 20/20/Esther So    

39393939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主不愿有一人沉沦    

41414141穷寡妇的奉献穷寡妇的奉献穷寡妇的奉献穷寡妇的奉献////庄纯道    

42424242神的施与神的施与神的施与神的施与－－－－盼望盼望盼望盼望    

45454545广传时期的宣教事工广传时期的宣教事工广传时期的宣教事工广传时期的宣教事工    －－－－////李金强 
47 47 47 47 天人幽默天人幽默天人幽默天人幽默////佚名 封面图：纸黄蜂巢           

 天人社自从 1937 年在山东滕县创办以来，除了定期出版季刊《天人之声》之外，还出版了五十多种属灵书藉、天人短歌、天人圣歌、录音带，和激光唱片（请参阅信封底刊出的出版物）。 读者除了可以邮购各种书藉之外，亦可亲临本社选购。 奉献或购书: 支票抬头请写明「环球布道会有限公司」 或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LTD. 可直接存入香港恒生银行户口: 366-041127-001 地址：九龙红磡宝其利街 2G 黄埔唐楼A 座 1408 室（电梯按 13 字楼） 通讯地址：香港尖沙咀邮箱 95421 号     网址：www.weml.org.hk 

电话：23637013 (电话与传真同用一机，请耐心等候铃声)  

传真：23307379办公时间：礼拜一至六，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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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拥抱着我祂拥抱着我祂拥抱着我祂拥抱着我     

 

香港 廖爱英  

2011年 12月 23日晚上 7时下班，准备回家，并相约小儿到

附近商场购买圣诞礼物，岂料在公司楼下横过斑马线时，被一辆

电单车撞倒。顿时心中一阵惊吓，整个人跌倒在地上，右边下身

痲痹及疼痛，其后被送往医院，留院三天后出院。 

 整件事来的突然，但我却出奇在没有损伤，无骨折，只是软

组织及微丝血管撞伤。 

 虽然心灵上仍感害怕，现在每天上、下班仍然要经过那斑马

线，内心仍有阴影，但我深深感受到“天父”的看顾及保守，祂

仿佛在撞车时拥抱着我，使我安全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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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无限感恩，并要好好活下去，希望能不辜负天父保存

我的生命。 

 

 

 

 

 
    最近在美国有一个调查，问一些基督徒，为什么他们离开教

会，其中 70%的答案是：1）教会的讲道及节目内容太闷；2）教会

的讲道与日常生活没有关连。这究竟是教会的问题抑或是信徒的

问题？ 

    教会方面，由于现代的环境不断的改变，而在教会讲道并节

目要迎合各年龄各阶层是十分不容易的，会众当中有高级知识分

子，也有基层工作人员。年龄方面，有年长的、中年的、青年人，

要讲员的内容迎合这么参差不齐的听众谈何容易。在学校或主日

学，可以按年龄分班，但在主日的学习是不可能在主日的学习是不可能在主日的学习是不可能在主日的学习是不可能。另一方面，现

今在计算机、电视、商业都用缤纷百花入门的方法来吸引观众及

顾客，教会的各项活动，当然远不及这些近代社会所能供给以满

足会众的要求，因此有不少教会将崇拜的内容大改，有现代乐队、

有歌舞表演、有七八项节目来吸引会众。正如保罗说：「我要作不

同的人，以便  人相信主，（问什么人就作什么人     ）这些穷

生不尽的方法，如果适合程度，又不违犯圣经原则，及以遵重神

为主的未尝不可，但如果滥用一些不合圣经原则，或对神的名有

轻侮的态度，就不可接纳，恐怕得罪神。 

至于教会是否对信徒生活有关，这一方面，不论在讲台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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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外，教会与社会是分不开的，教会应注意社会的环境的改变，

例如：有一些教会对政治不闻不问，但一个国家地方的政府的政

制，会大大影响教会，我们不单要关心社会，信徒也学习可做一

个国民和市民应尽的责任。 

因神安排我们生长居住的地方，政治会影响我们的，也要为

国家领袖代祷(罗十三 1)。此外讲员也应注意社会发生的事，及现

代社会，家庭及个人面对的压力，重担，问题。圣经是一本超时

代的书，在讲坛上，要能将圣经真理讲解清楚，并且应用在日常

生活，在这方面也不能过份。有一些讲员为了使听众开心，引用

许多历史、现今潮流及新闻，只念几节金句，听众们都十分爱听，

但这却忽略了传神信息的意旨，我们不是要讨人欢喜，乃是要传

神的信息。 

信徒方面，他们应在态度上有所改变，他们参与教会崇拜，

并不是来到一个娱乐场所，他们的目的不是到教会去享受或欣赏

一个节目，他们是来敬拜神，让神享受我们的敬拜。他们不应只

问，我今天去教会得了什么？乃是我今天去教会是为了敬拜神，

事奉神。并且我们有这机会，有这自由来敬拜，要为此感恩，有

许多人在这信仰不自由的国家里，连敬拜神这机会也没有，我们

是否更加珍惜。此外，他们也不应该慕名而去，因为某传道讲道

好动听，就去参加，转入这教会里，如果我们本身的教会需要我

们留心，我们可以为教会祷告，协助教会增长，好让这教会复兴，

像那些吸引多人的教会一样，我们存一个谦卑学习神的心，并且

为我们的牧者、负责教会事工的传道、干事代祷，使他们更有效

地事奉神。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祂是用什么方法讲道，祂经常引用日常

生活的例子，世用时常，也讲真理，深入浅出，而耶稣讲道有些

很多小时，甚至三天，而百姓仍从各地奔来听他讲道，一方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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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讲道是真理，带着权柄，况且适合各人的需要，而听众也有一

种渴慕的心，我们是否从耶稣及当时的听众身上学到功课呢？ 

 

 

孟加拉的古达牧师（Rev. GUPTA）曾为苏牧师所着的＜默想

新约＞，其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及

＜约翰福音＞翻译为孟加拉文，印赠给该国的牧者和传道人，共

八千本早已赠送完毕。 

  现在古达牧师要求重印该四本书，送给当地教会的信徒，虽

然该国为回教国家，但基督徒仍可自由传福音。 

  本会除了资助出版孟加拉文＜天人之声＞之外，也资助两位

传道者，分别向回教徒及印度教徒传福音，请继续为该国的福音

事工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