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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督复活，显现四十天后升天 
第八日   这是复活节   四月八日 

（170）耶稣复活 太廿八 2~4 

（171）几个妇女带着香料来坟墓，看见坟墓是空的，抹大拉的马

利亚就去告诉彼得和约翰 太廿八 1；可十六 1~4；路廿四 1~3； 

约廿 1~2 

（172）其他的妇女留下看见两个天使，天使宣布主的复活 

太廿八 5~7；可十六 5~8；路廿四 4~8 

（173）抹大拉的马利亚回到坟墓，耶稣向她显现，她向门徒报告，

这是第一次显现 可十六 9~11；约廿 11~18 

（174）耶稣遇见几个妇女：马利亚、雅各的母亲、撒罗米（约亚

拿），她们从坟墓那里回城去的时候，这是第二次显现 太

廿八 8~10 

（175）彼得和约翰看见坟墓是空的 路廿四 12；约廿 3~10 

（176）看守的兵，报告给祭司长所经历的事，祭司长就贿赂他们 

太廿八 11~15 

（177）耶稣向彼得显现（彼得即矶法，林前十五 5），这是第三

次显现 路廿四 34 

（178）向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显现，这是第四次显现 

可十六 12~13；路廿四 13~35 

以后的显现 

（179）耶稣向十个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其中，这是第五次显现  

可十六 14；路廿四 36~49；约廿 19~23 

（180）过了八日，耶稣再向他们显现，多马也在其中，这是第六

次显现 约廿 24~29                     主后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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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十一个门徒到加利利，到了所指定的一个山上去，耶稣向

他们显现，命令他们传福音到普天下，这是第七次显现  

太廿八 16~20；可十六 14~15 

（182）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向他们显现，嘱咐西门牧养祂旳羊、

羊羔和羊群，这是第八次显现 约廿一 1~24 

（183）向五百人显现（林前十五 6），十一门徒也在内，这是第

九次显现 太廿八 16  

（184）向雅各显现，以后向各使徒显现（林前十五 7），这是第

十次显现。同时，最后显现与保罗（林前十五 8）太廿八 16 

（185）主复活后四十天，离世升天（徒一 9~11）可十六 19； 

路廿四 50~52 

（186）目的和结束 约廿 30~31，约廿一 25 

 

捌．四福音引用旧约的经文 
一．马太福音所引用者 

一 23 童女生子，名为以马内利 赛七 14 

二 6 有一君王，牧养以色列民 弥五 2 

二 15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何十一 1 

二 18 拉玛哭声，拉结哭她的儿女 耶卅一 15 

三 3  旷野人声，喊着预备主道 赛四十 3 

四 4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申八 3 

四 6 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 诗九一 11 

四 7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申六 16 

四 10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祂 申六 13 

四 15~16 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 赛九 1~2 

五 3 虚心的人（原文是心灵贫穷者） 赛六一 1 

五 4 哀恸的人 赛六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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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5 温柔的人 诗卅七 11 

五 8 清心的人 诗廿四 4 

五 21 不可杀人 出廿 13 申五 17 

五 27 不可奸淫 出廿 14 申五 18 

五 31 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 申廿四 1 

五 33 不可背誓，总要向主谨守 民卅 2 申廿三 21 

五 34 天是神的座位 赛六六 1 

五 35 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 诗四八 2 

五 38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出廿一 14利廿四 20 

五 43 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利十九 18 

五 48 你们要完全 申十八 13 

六 6 祷告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 赛廿六 20王下四 33 

七 22 奉你的名传道 耶廿七 15耶十四 14 

七 23 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诗六 8 

八 4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 利十三 49 

八 11 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 赛五九 19 玛一 11 

八 17 祂担当我们的疾病 赛五三 4 

九 13 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何六 6 

九 36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民廿七 17 结卅四 5 

十 35~36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弥七 6 

十一 5 瞎子看见 赛卅五 5 

十一 5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赛六一 1 

十一 10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豫

备道路 

玛三 1 

十一 14 这人就是那应来的以利亚 玛四 5 

十一 23 你已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 赛十四 13~15 

十一 29 你们心里柔和谦卑 就必享安息 耶六 16 

十二 4 大卫进殿，吃了陈设饼 撒上廿一 6 

十二 7 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 何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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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8~21 看哪！我的仆人 赛四一 9赛四二 1~4 

十二 40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 拿一 17 

十三 14~15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耶六 9~10 

十三 32 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 结十七 23 但四 12 

十三 35 我要开口说比喻 诗七八 2 

十三 41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挑出来 番一 3 

十三 43 义人要发出光来 但十二 3 

十五 4 当孝敬父母 出廿 12 申五 16 

十五 4 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 出廿一 17 

十五 8~9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赛廿九 13 

十六 27 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诗六二 12箴廿四 12 

十七 11 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 玛四 5 

十八 16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申十九 15 

十九 4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创一 27 

十九 5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 创二 24 

十九 7 给妻子休书 申廿四 1 

十九 18 不可杀人 出廿 13~16 申五 17 

十九 19 当孝敬父母 出廿 12 申五 16 

十九 19 当爱人如己 利十九 18 

十九 26 在神凡事都能 伯四二 2 创十八 14 

耶三十二 17 

廿一 5 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亚九 9  赛六二 11 

廿一 9 高高在上和散那 诗一四八 1 

廿一 13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赛五六 7 

廿一 13 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耶七 11 

廿一 15 小孩子大声喊着说，和散那归于

大卫的子孙 

诗一一八 26 

廿一 16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

美的话 

诗八 2 

廿一 33 我的葡萄园 赛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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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 42 匠人所弃的石头 诗一一八 22~23 

廿一 44 绊脚的石头 赛八 14~15 

廿二 24 兄弟为哥哥生子立后 申廿五 5 

廿二 32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活人的神 出三 6 

廿二 37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申六 5 

廿二 39 爱人如己 利十九 18 

廿二 44 主对我主说 诗一一零 1 

廿三 38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耶廿二 5 赛六四 10 

廿三 39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诗一一八 26 

廿四 6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但二 28 

廿四 7 国要攻打国 赛十九 2 

廿四 10 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但十一 41 

廿四 15 那行毁坏可憎的 但十二 11 

廿四 21 必有大灾难 但十二 1 

廿四 24 假先知显大神迹，大奇事 申十三 1 

廿四 29 月亮也不放光 赛十三 10 

廿四 29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赛十四 12 

廿四 30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亚十二 10~12 

廿四 30 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但七 13 

廿四 31 祂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 赛廿七 13 

廿四 31 将祂的选民从四方都招聚来 亚二 6 申卅 4 

廿四 38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创七 7 

廿五 31 当人子在祂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 亚十四 5 

廿五 46 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但十二 2 

廿六 15 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 亚十一 12 

廿六 28 这是我立约的血 出廿四 8 耶卅一 31 

廿六 31 我要击打牧人 亚十三 7 

廿六 38 我心里甚是忧伤 诗四二 4~5 

廿六 64 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 诗一一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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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七 9 他们用那三十块钱 亚十一 12~13 

廿七 34 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 诗六九 21 

廿七 35 他们就拈阄分祂的衣服 诗廿二 18 

廿七 39 他们讥诮祂，摇着头说 诗廿二 7 赛卅七 22 

廿七 43 祂倚靠神，神现在可以救祂 诗廿二 8 

廿七 46 我的神，我的神，为甚么离弃我 诗廿二 1 

廿七 48 内中有一个人，拿海绒醮满了醋 诗六九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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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问 神 
佚名 

 
一位衣衫不太整洁的人在礼拜日上午十一时路经一间礼拜

堂，当时正在举行主日祟拜。他在后面一排坐下来，怎知在他左

右两边的人立即走开坐在另外一处，好像看不惯这样的人。 
 

散会后，牧师和会友握手，他看见这陌生人，便叫他向神祷

告，下一次来的话应该穿什么衣服。 
 

这位仁兄下一个礼拜又回来了，牧师看见他衣着依旧，并没

有改变，于是问他有否问问神应该穿什么，他回答说：「问过了。」 
 

牧师：「神如何回答呢？」 

他说：「神说祂从未来过这间教会，所以也不知应该穿什么。」 

 

 

天人
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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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有一颇受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为「发掘才能」（xx Got Talent），

2003年由英国开始播映。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包括美国、菲律宾、

泰国、印度、韩国等。参赛者要在三四位评判前试镜或试音才可

参加初赛。数以万计发明星梦者都踊跃报名，希望表演自己的才

能，多以唱歌、舞蹈、杂技、魔术为主。可惜不少参加者五音不

全、声音沙哑如锯木般的，但仍有勇气尝试。他们花费不菲，要

由家乡到大城市参赛。很多人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生活平淡乏味，

所以寻求刺激，碰碰机会。果然有样貌普通的村姑一鸣惊人，得

奖后经过包装，摇身一变成为名人，更成立歌迷会。 

  可是身为信徒的却要反省一下，一个属神的儿女必定至少有

一他连得（才干）的恩赐，但很多时候却是献给社会。每天拚命

工作，希望赚取更多金钱，改善自己生活，有更多的物质享受。

看了这些「发掘才能」的节目后，能否激发我们将自己仅有的，

无论是才或财奉献给神，为祂而用呢？ 

  不少人梦想成为歌星或名人，频频参加各项比赛，但肯参加

教会诗班献上自己的歌声者寥寥可数，以致牧者不断呼吁会众献

上音乐的恩赐和时间事奉神。不论我们参予教会任何事奉，都是

将自己的他连得，无论是一个、两个、五个或十个，为神使用。

教会在音乐、安慰、代祷、事务、栽培、教导（主日学、团契）

都需要人手。我们不必参加什么比赛去挑选合适的人选，因为教

会总有一些事奉岗位是适合我们的。另一方面，有些会友在一些

数百甚至数千会友的教会，由于人材鼎盛，没有参与事奉的机会，

以致不少有志事奉的唯有转去其他小型教会，更可发挥自己的恩

赐。希望参予事奉的并非抱着表演自己才能的态度（特别是领诗、

司琴、司班），乃是以事奉主的心志，「将最好的献给主」，让一切

荣耀归给父神。 

故事

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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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安息日”一词的起源。 

#20阿皮安说，逃亡的人数共有十一万，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数字，

在这一点上，他与利西麦克斯1说的是一样的。接下来，他给出一

个惊人而又似是而非的解释，是有关“安息日”这个词的起源的！

#21“在六天的行军后，”阿皮安说，“他们的腹股沟上长出了肿瘤。

正因为如此，当他们安全到达现在称为犹大〔Judaea〕的那个国家

后，在第七天他们就休息了，并称那天为安息日〔sabbaton〕。这

是他们保留了埃及的术语，因为在埃及，腹股沟上的疾病被称为

萨波〔sabbo〕。” 

#22人们不知道对这样的胡言乱语是一笑了之呢，还是对这样轻率

的话语表示愤慨。很明显，所有这十一万人都得了肿瘤。#23 但是，

如果他们又瞎又瘸，又饱经各种疾病的折磨，就像阿皮安所说的

那样，他们不可能走完一天的路程。相反，如果他们不仅可以穿

越一大片广袤的沙漠，而且还全都参加战斗，并在战斗中打败他

们的敌人，他们就不会在六天后，为着身体的缘故而屈从于肿瘤。

#24因为被迫行军的人，通常是不会屈从于这种疾病的。人数众多

的军队，会一连好几天保持一个有规律的步调行军。也不能把这

样的事情归结为偶然发生的事件，那就荒谬至极了。#25这个令人

吃惊的阿皮安说，他们花了六天时间2到达犹大后，又在另一处告

诉我们，摩西登上一座叫西奈的山〔Sinai〕，这座山坐落在埃及和

阿拉伯半岛〔Arabia〕之间。他在那里隐蔽了四十天，随后下山，

给了犹太人他们的律法。但是，像他们这样一群人，在沙漠无水

                                                 
1

 上面提到的利西麥克斯所寫的內容中，並沒有給出這個數字〔《駁阿皮安》1.34〕。  
2

 阿皮安在上文中並沒有說到這點〔21 節〕，儘管他的詞句會讓人有這樣的解釋。  

约瑟夫 
作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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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呆了四十天后，还能在六天时间里走完整个路程，到达他们

的目的地吗？#26 这位文法学家曲解了“安息日”一词，这只能显

出他或者就是十分轻率，或者是令人吃惊的无知。#27萨波〔Sabbo〕

和安息日〔sabbaton〕之间有很大的区别。Sabbaton 在犹太人的语

言中，是指从所有的工作中停下来。而 sabbo 在埃及的语言中，正

如阿皮安所说的，表示腹股沟处的疾病。 

有关犹太民族起源于埃及的问题 

〔3〕#28这些都具有一些小说的特色，是埃及人阿皮安根据其他

的作者所写的，引入到摩西和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故事中。他在有

关我们祖先的事上撒谎，说他们属埃及人的种族，这是不足为奇

的。#29阿皮安说了一个谎言，是关于他自己的，但是和犹太人的

恰好相反。他出生在埃及的绿洲1，就像人们说的，是埃及人中的

埃及人。但是，他却否认他真实的国籍，谎称自己是亚历山太人，

就是承认以自己的民族为耻。#30因此，很自然，他会把那些他厌

恶和想要羞辱的人称为埃及人。阿皮安一定对埃及人怀有最卑劣

的看法，不然，他绝不会背叛他自己的民族。爱国的人对他们祖

国的名字很自豪，会斥责那些损害国民声誉的不公义的污蔑。#31

在与我们保持关系的过程中，埃及人在两种情感间摇摆：他们或

者伪装是我们的同族，为了得到声望；或者他们把我们拉到与他

们同一等级，为了沾染他们的坏名声。#32这位高贵的阿皮安对我

们的诽谤，显然是他谋划的一种回报亚历山太人的方式，因为他

们赐给他公民权。阿皮安知道亚历山太人憎恨他们的犹太人邻居，

他把诽谤后者作为他的目标，并把所有其他的犹太人都作为他的

诽谤对象。在这两种攻击中，都显示出阿皮安是一个厚颜无耻的

撒谎者。 

                                                 
1

 大綠洲〔 the Great Oasis〕，在上埃及〔參 41 節〕底比斯〔Thebes〕的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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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阿皮安对亚历山太的犹太人的指控。 

〔4〕#33让我们调查一下阿皮安严重而又骇人听闻的指控，他控

诉居住在亚历山太的犹太人。阿皮安说，“他们来自叙利亚，定居

在一个没有港口的海边，就在海边的地方，海浪撞击着沙滩。”#34

好，如果说那个居住的地方被认为有错的话，他就是诬蔑。我说

的不是他本来的出生地，而是他公开承认的他的出生地，就是亚

历山太。海床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它被普遍认为是最适合

居住的地区1。#35如果犹太人能够占有这片土地，而且之后对其

不受干扰的长期占有，都是归功于他们的武装力量的话，这恰好

证明了他们的英勇。尽管如此，实际上，是亚历山大〔Alexander〕

把这块地赐给他们居住的，他们获得了和那些马其顿人2同等的权

利。#36〔我不知道阿皮安会说什么，如果他知道犹太人不是住在

王宫旁边，而是在公墓旁边！〕3
#37直到今天，他们本地的部族厌

弃“马其顿”这个名字。如果阿皮安读过亚历山大大帝和拉古斯

〔Lagus〕的儿子托勒密〔Ptolemy〕的书信4，如果他关注过埃及

王位继承者的文件，或是立在亚历山太的石碑5，那上面记录了凯

撒大帝〔Caesar the Great〕赐给犹太人的权利。我说，如果他知道

这些文件，却仍厚颜无耻地在文章中写与之相对的话语，他就是

一个恶棍；如果他对此一无所知，那他就是一个无知的傻瓜。 

                                                 
1

 猶太人的居住地區是在亞歷山太的東北面，與大港口〔Great Harbour〕相隔，中間是羅

奇斯〔Lochias〕海角，那裏竪立著王室的宮殿〔Strabo，17.9.794；參 36 節及後面的內

容〕。公墓〔36 節〕在另一頭，城市的最西面。  
2

 從約瑟夫的其它章節中，我們看到，亞歷山太的猶太人獲得他們單獨的土地和他們的公

民權利，是歸托勒密·蘇特〔Ptolemy Soter〕所賜，而不是亞歷山大。參《猶太戰記》2.487

及後面的內容，《猶太古史》12.8。  
3

 這句話也許是作者後來誤插進來的。  
4

 或可能是“命令。” 
5

 希臘文“stele”；參《猶太古史》1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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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亚历山太人身份的主张 

#38阿皮安对犹太人被称为亚历山太人感到很吃惊，这同样显出他

的愚昧。犹太人就是现成的例子。#39定居在安提阿〔Antioch〕

的犹太人被称为安提阿人〔Antiochenes〕，安提阿的缔造者西流古

〔Seleucus〕1赐予他们公民的权利。同样，那些在以弗所和遍布

小亚细亚其它地方的犹太人，也和本土的居民一样，拥有同样的

名字。这是他们从亚历山大的继承者那里获得的一项权利2。#40

罗马人非常慷慨，他们不是把罗马人的称谓赐给几乎所有人，不

仅仅是个人，也赐给其他整个的民族吗？这样，那些曾经是伊比

利亚人3、特鲁里亚人〔Tyrrhenians〕和萨宾人〔Sabines〕的，现

在都称罗马人。#41如果阿皮安不承认这样的公民，那就让他不要

再称自己是亚历山太人吧。我已经说过4，阿皮安是地地道道的埃

及人，他怎么可能成为亚历山太人呢？如果照他在我们的例子中

所说，荣誉公民的权利会被取消。事实上，罗马人作为当今世界

的统治者，而埃及人是唯一被他们拒绝赐予任何公民权利的种族5。
5。#42然而，阿皮安宣称自己拥有某些权利时，他显得多么高贵

崇高，而他恰恰是被排除于这些权利之外的。与此同时，他却还

要诽谤那些通过正当途径获得这些权利的人。 

                                                 
1

 西流古一世尼卡特〔Seleucus I Nicator〕，西流古王朝的締造者。參《猶太古史》12.119。

在提多〔Titus〕訪問這座城市時，安提阿猶太人的權利被刻在青銅板上，《猶太戰記》

7.110。  
2

 更精確地說，按照《猶太古史》12.125 的記載，是安提阿古斯二世塞奧斯〔Antiochus II 

Theos〕〔公元前 262~246 年〕賜的權利。見 Schurer，G.J.V. (ed.3),3.81 注釋。  
3

 正如雷內克所指出的，這句話涉及到伊比利亞人〔Iberians〕，這顯然有誇大之處。在奧

古斯都〔August〕統治時期，有五十個西班牙的社區享有完全的羅馬公民的身份。維斯

帕先〔Vespasian〕把 ius Latii 這項次等的權利賜予整個半島：Mommsen，Provinces of Rom. 

Emp.1.68f。  
4

 29 節。  
5

 一個誇張的陳述，在下面 72 節重複。埃及當地人被托勒密和羅馬皇帝視爲比希臘人的等

等次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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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四1-10            美国 慎勇牧师 

教会中、肢体之间「彼此相爱」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因

为在主里彼此的相爱，带来彼此和睦；从而可以结出「和平的义

果」。这正是雅各书 3章 17-18节所说的「从上头来的智慧」。来十

二 14 也特别指出这一点：「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

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对于教会和基督徒而言，追求「圣洁」

固然是鼎鼎重要的事情，然而，不可忘记，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可惜从教会在地上被建立以来，有一个问题成为历代教会成长的

破口，就是雅各所指教会内部的一些纷争（雅三 1－四 12）：教会

内部的「争战斗殴」（争执和打斗）。倘若这不是一个真实而严重

的问题，为什么神会启示雅各写出这样一番话呢？雅各书的确给

我们许多这方面的教导和提醒，如之前的「一快二慢」（雅一 19-20）：

「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作为主耶稣的「朋友」，理当遵行祂的吩咐，不仅要「爱神」，

更要「爱人如己」。那么，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应当如何「以神为友」

呢？就是以下的「三心」。 
 

一、要「清心」1-3 节 
在这一段节经文里，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

是，从雅各的话语中看到，当时的基督徒很确实发生了「争战斗

殴」的事情，或许更多是「口角」之争。当时的基督徒，背景也

比较复杂——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传统、不同神学观

念、不同政治理念（奋锐党）、不同职业……。既然发生了这类「争

战斗殴」事情，就难免会出现尖刻的话语、批评、论断及毁谤。

雅各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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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教会领袖之一的雅各，自然对这些现象提出严厉的谴

责。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教会内部的「争战斗殴」，是源自人的私欲、

贪恋和嫉妒。 

1、私欲（好斗的私欲）——1节圣经指出：「私欲」是导致「争

战斗殴」、口角纷争的一个原因。「私欲」有许多，不仅仅是权利、

金钱、地位，也包括炫耀、尊荣、竞争……。 

2、贪恋（放纵的贪欲）——2 节上「贪恋」也可翻译成「放纵

的贪欲」。「放纵」就是没有约束、没有节制，使人任意妄为，像

失控的车子，撞来撞去，带来伤害与破坏。 

3、嫉妒——2节下「嫉妒」带来纷争、逼迫与伤害。可十五 10

告诉我们，当年大祭司决定将耶稣交于彼拉多定罪，就是出于对

耶稣的「嫉妒」。 

基督徒有些「争战」是必须的。例如：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

化而持守信仰的真理。然而，在据理力争的时候，也不应该牺牲

基督徒的原则及美德，「爱」与「恩慈」。雅各对「争战斗殴」中

私欲及苦毒的关注，远超过争论双方观点的对错。 

那些出于好斗的私欲、放纵的贪欲和嫉妒的言行，往往带来

的是「争战斗殴」、「怒骂纷争」，而所要达成的目的，无论从表面

上看是多么的合情合理，最终不会实现和达成的。而这些事情，

就算向主祷告祈求帮助，主也不会接纳。因为主知道他们的「动

机不良」，如此的祷告就是「妄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去除一

切好斗的私欲、放纵的贪欲和嫉妒，清洁我们的「心」，建造一个

美丽的「心」世界，以至我们能够「以 神为友」。 
 

二、要「忠心」4-6 节 
在接下来的经节中，雅各的话语更为利害。他甚至直呼说：「你

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倘若我们仔细观察，这里所指的不是道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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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活上的事情，乃是指信仰的层面。圣经是用人类婚姻关系中

不忠贞的例子，来比喻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在旧约有一些明显

的例子（何西阿书）。在信仰上、属灵上的不忠贞，就是「与神为

敌」，是与基督徒的身份不相称的。 

1、信仰的忠贞，基督徒要在信仰上忠贞。「一仆二主」是不许

可的。在登山宝训中，耶稣告诫门徒：「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 神，又

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太六 24）。人不能既效忠神，又

去效忠世界。凡违背信仰的事情，基督徒不要去做，宁可眼前吃

亏，然而，却能够得到主的喜悦和保守。 

2、要与世俗为敌，圣经告诫我们要「与世俗为敌」，在信仰和

生活上与世俗的价值和理学划清界线。因为，凡寻求与「世俗为

友」的，便是犯了「属灵（信仰）淫乱」的罪，就是把自己变成

神的敌人。既然成为耶稣的门徒，就不要再随从世俗。例如，基

督徒不要再去看黄历、星座运程、算命、风水、流年运程、本命

年、吉祥幸运数字……。基督徒不需要也不可行，因为耶稣基督

的宝血已经洁净我们，祂是至高至大的真神，我们的生命已经交

托给祂了。靠着耶稣的大能，我们能够砍断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一

切捆绑，包括传统文化习俗对我们的捆绑。所以，以神为友的，

要与世俗为敌！ 

3、要谦卑等候主「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

么」的意思是：「 神爱祂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

步」。神强调对我们的爱，达到一个程度，甚至不允许属祂的人有

一点的「不忠」，而必须是毫无保留地归属于神。如同耶稣爱我们

一样，毫无保留、无怨无悔。所以，无论我们经历和面对的是什

么事情，都要相信如此「爱」我们的主，必然会有足够的恩典赏

赐给我们，正如在第 6节祂自己所说的一样（箴三 34）。一个「骄

傲」的人，不会依靠和等候主，总想靠自己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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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或难处，反而会遭遇拦住；相反，一个在主面前谦卑的人，能

够得到主丰富的恩典。也正如第 10 节所说的：「务要在主面前谦

卑，祂就使你们高升」。 

 

三、要「真心」7-10 节 
在生活中结交朋友，尚且需要「真心」，肝胆相照。同样，「以 

神为友」更要「真心」。这种「真心」表现在三个方面。 

1、真心「顺服」——抵挡魔鬼。 首先，就是要「真心顺服」

主，是从心里发出的顺从。这种顺从可以帮助我们抵挡撒但的攻

击，并且使撒但望风而逃。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我们所顺服的

耶稣。当我们遵行祂的命令，并且向祂祷告的时候，祂会帮助我

们跨越一切的难关。因为当我们持守主的道，顺服主的带领，就

是站在真理的那边，我们的力量自然无穷。 

2、真心「亲近」——手洁、心清。其次，就是要「真心亲近」

主，因祂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透过祂的话语，和我们的祷告，

可以拉近我们与主之间的距离，使我们更认识祂。倘若我们每天

都读祂的话语，每天都向祂祷告，表示我们每天都亲近祂。 

3、真心「悔改」——最后，就是要「真心悔改」。第 9 节说：

「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这句话提醒门徒需要真心的「悔改」。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有一

个哀伤痛悔的心：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思想价值深恶

痛绝。由于我们的软弱，老我的品行还偶然会发作，因此，我们

应当是「天天背负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将我们的「罪」钉死，

常常来到主的面前鉴察自己，不断成长。这是不可少的。 

我们对耶稣必须要「真心」，真心顺服祂、真心亲近祂和真心

悔改，我们才能够「以神为友」。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

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我们要乐意「以神

为友」，要做到对神「清心」、「忠心」、「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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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神在伊甸园中特别创造了两棵树，即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

是园外所无者，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中之后，命令他不可吃「分

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创二 17)，但没有提及生命树，似乎生命树也

在「随意吃」的果子名单之中。等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才提

及生命树，为要避免他们在犯罪之后也吃生命树上果子，以致「长

生不死」，则更痛苦，所以把他们逐出乐园(创三 22-24)，似乎亚

当夏姓以前并未吃过生命树上的果子。 

    一、这两棵树是伊甸园当中长成的。占园中最重要的地位，

相信一定长的很高大、美丽、雄壮、悦目！其中的果子一定美丽非

常(创三 6，夏娃觉得该树果子能悦人眼目)。亚当夏娃亦可经常在

这两棵树下乘凉、静坐、与神交通、享受神恩、默想神旨。 

    二、这两棵树所结的是什么果子？欧美人士自古传说，亚当所

吃的禁果是「苹果」或「与苹果近似」的果子，亦有人相信是「海

枣」(DATE PALM)。有人相信这两棵树并非特别的树木，乃是普

通的树木，不过神把两棵树栽在伊甸园当中，作为「人有不死生

命及能知善恶」的象征，不过把它们分别出来，给以特别名称以

教训亚当。因此这两棵树上的果子并无特别之处，亦非特别的果

子，只是「分别」出来而已。 

     三、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有何异同？从圣经字面上看来，这

是两棵树，但有人相信不是两棵树，乃跟一树有两个不同的名称。

9节所说「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原文是先说「生命树在园

旧约 
原文解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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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后来说「分别善恶树」，其实照原文的口气，可如此解

释，「在园当中有生命树，即分别善恶树」。所以其实是一棵树

用两个不同名称，该树是「生命」与「分别善恶」的标帜。表示

神所造的人，有不死的生命和有分别善恶、知道是非的能力。 

    所以当神给予亚当一道禁令时，只称之为「分别善恶树上的

果子」(16节)，等到亚当犯罪后，神则称之为「生命树上的果子」

(三 22、24)，其实是一棵树在人犯罪前后的不同名称。 

    又当夏娃受蛇引诱时，夏娃称该树为「园中的那棵树」，并

不称之为「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也不称之为「生命树或分别

善恶树」，证明在夏娃眼中，只有一棵树(三 3、6)。又当神责问亚

当时，也是这样说「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三 11)，是

一棵树，并非两棵。 

    四、是真的树还是任何一树为生命与分别善恶的象征？有人

相信这两棵树(或一棵树)并非什么特别受造的树，否则全世界均应

有这些树生长起来，因为神创造植物绝对不会以造一棵或两棵栽

种于某一地区，而不让它们在世界别的地区生长。因此，神不过

指定两棵，用之为「不死的生命」和「分别善恶」的象征，同时

以其中一棵来警告亚当不可吃其上的果子而已。可能那是普通的

果树而已。 

 

生命树与分别善恶树是两棵树 

    上述有人相信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不过是一棵树有两个不同

名称。但多数解经家仍然相信这是两棵树，是两棵性质与意义不

同的树，象征被造的亚当「已有」不死的生命及分别善恶的能力，

并非在他吃了禁果之后才知道分别善恶；反之，在吃禁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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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死的生命」已消失，变成「必死的生命」，因为神曾这样

宣布的 (17节)。 

    亚当犯罪，不在乎他吃什么「果」，乃在乎「吃」了不应吃

的果，他的罪行是因为「不顺服」而吃，不是因为「吃」什么。

如果吩咐他不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如果吃了，也一样会

死。 

     证明这是两棵树的理由如下： 

    一、在这两棵树以前，原文均有「和」(AND)字，该句(创二

9)原文直译如下: 

「和那棵ְוֵעץ  那生命ַהַֽחיִּי   在那当中ְְֹוךְְב 那园ַהגָּן  

和那棵 ֵעץוְְ   那知识ַהַדַעת 善ֹוב和恶וָּרָּֽע。」 

 

这就表示在园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是两棵

树，不是一棵树，先说「生命树」，后说「和」那「分别善恶树」。

「园当中」一词把两棵树分隔为二。 

    二、神不准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指定不准吃分别

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把那树的名字宣布出来，而不提及生命树，

等到亚当与夏娃犯罪后，神要把他们二人赶出乐园，其理由是，

「恐怕他们伸手『也』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创三 22)。

这节圣经的原文是「也」字，不是「又」字，「也」字表示吃了

一样之后，也吃另外一样。但如果是「又」字，便表示吃了这一

样，再吃同样的东西。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会」

吃生命树上的果予，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他们便不可能「也吃」

生命树上果子了。这就证明，亚当夏娃只吃过一次分别善恶树上

的果子，并非「又」吃第二次，同时证明这两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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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夏娃所说「园中那棵树」是指分别善恶树而言。神既然

用那样严厉的口吻吩咐亚当，以后亚当转告夏娃，夏娃当然记得

是「那一棵树」，后来神质问他们的时候，所说的「那树」，也

当然是指那棵分别善恶树而言。 

     四、为何神不准亚当夏娃「也」吃生命树的果子呢？亚当夏

娃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是因不听命

而吃了，便成为犯罪的人。后来神向他们宣布他们的刑罚，他们

将「终身劳苦」才能糊口。如果他们「也吃」生命树上果子，而

「永远活着」，那么他们便「永远劳苦」，真是太可怜了。因此

神不让他们也吃生命树的果子，对他们是「恩典」，不是另外的

「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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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念六年级的小明上科学课听见老师说人是由其他动物进化而

来的。 

他回家后问爸爸：「人从那里来的？」 

爸爸回答说：「人的祖先是一些猿猴，后来经过数百万年变成

今天的人。」 

小明去问妈妈：「人从那里来的？」 

妈妈回答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祂也创造所有生物，当然也

创造人类，而我们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 

小明问：「那么为什么爸爸说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成的呢？」 

妈妈说：「他说是他那一方的祖先，我是说我这一方的祖先。」 

天人
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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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李金强 

  香港自 1841 年开埠以来，英美欧陆的差会及传教士，纷纷从

前此之南洋（马六甲、新加坡、曼谷、巴达维亚[耶迦达]）及澳门

等宣教据点，北上香港，以此为跳板，目标为中国大陆广大之宣

教工场，而香港亦由此得以沾蒙救恩之灵雨，香港教会于焉始建。

发展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香港基督教界，即形成以五大宗派及其

所成立之差会广传福音于本港，基督教会遂能遍布港岛、九龙及

新界各地。此即（一）浸信宗；（二）圣公宗；（三）公理宗，以

伦敦传道会首开其始（今之中华基督教会），尚有美部会续至；（四）

信义宗，包括巴色会（今之崇真会）、巴陵会（今之信义会）、巴

冕会（今之礼贤会）；（五）循道宗（今之循道卫理会），包括惠斯

礼会、美以美会。其中值得注意者，信义宗之巴陵会及循道宗之

美以美会两差会，稍后离港入华宣教。故成五大宗派七大公会（差

会）入港开基宣教之始，而香港基督教会史亦由此而起。与此同

时，香港开埠之初，首任抚华道（Chinese Secretary）郭士立（Karl 

F.A. Gützlaff, 1803-1851）于公余之际，成立福汉会（Chinese 

Union），招募客家及闽南语系的「福、潮弟兄」，进入内陆粤东宣

教，展开客、潮方言事工，为本港教会史上首建本色化之宣教团

体。中国沿海省份之内陆农村宣教事工，以此为滥觞。 

  随着香港教会之日见自立及本色化。至 1940 年，本港教会由

五大宗七大公会，逐渐增长至十四公会，此即中华基督教会、圣

公会、礼贤会、崇真会、浸信会、循道会（惠斯礼会）、五旬节会、

神召会、中国基督徒会、便以利会、海面传道会、基督会、圣洁

中国

教会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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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播道会等。期间于 1914年由于广东西江水灾及美国布道家艾

迪（George Sherwood Eddy, 1871-1963）来港召开布道大会，其时

香港基督教界咸认为宜设立联会办理，推动本港基督教之联合事

工，遂于同年成立「香港中华基督教联会」，以「联络本港华人基

督教会，办理教会之共同事业，增进教友之互助精神」为宗旨，

联会成立至今百年（1914-2014），对于本港教会联合事工之推动，

贡献良多，与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创于 1954 年）同为本港两大基

督教联合组织，堪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合一运动的范例。 

  1940 年香港基督教联会集会时，联会董事有感于「基督教在

香港既得天独厚，对于祖国、社会，以及侨胞，亦确有相当贡献」，

且「回顾香港基督教过去之悠久期间，竟乏具有历史性之专书以

纪其事，恒引以为憾！」遂决定以张祝龄、翁挺生、钟仁立、王爱

棠、何道修、黄仲凯及刘粤声七人组成的委办，负责汇编香港各

教会及相关事工之历史文稿，并由刘粤声牧师（1893-1960）担任

主编，出版《香港基督教史》一书。全书共分会宗史略，堂会史

略，联合事业、文化事业、慈善事业、社会事业、个人传记等七

章，计共 17万言。成书后刘牧声称此书为「香港基督徒合作之象

征，教会前途之光明，今已在望矣」！是书实为本港第一本较为完

整的香港基督教史，堪称为本港基督教史开山之作。1
 

  刘粤声牧师，时为香港坚道浸信会会牧，于 1937 年 12 月 30

日自广州南下香港，出任该会会牧。早年先后于广州、上海及美

国三藩市传道，并先后编着《美洲华侨教会》（1933）、《两广浸信

会史略》（1934），及《广州基督教概况》（1937），已具撰述教会

史的素养。故《香港基督教会史》一书由其主编，堪称得人。 

                                                 
1

  參劉粵聲主編：《香港基督教會史》（1941）（香港浸信教會，1996，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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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而论，《香港基督教会史》一书之出版，堪称承先启后。

此乃礼贤会早期传道王元深（1817-1914）于 1899年，首撰《圣道

东来考》（1906）一书，缕述伦敦会、浸信会、纲纪慎传道会（美

部会）、安立间会（圣公会）、惠师礼会（循道会）、福汉会、礼贤

会、巴色会等来华开教之历史，是为香港教会史之始见。然以札

记形式记述，且以基督教在港开教之“史记”为主，未见完整。

自刘牧主编及出版此书，实为香港基督教史较为完整体系之作，

遂下开本港学界对于香港基督教史此一专史之研究与著述之契

机，此后罗香林、Carl Smith、李志刚及邢福增相继发表有关香港

基督史的中英文著述。此即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

（1961）；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李志刚之《香港基督教会史研究》（1987）

及邢福增之《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导论》（2004），实为 1949 年后本

港基督教史学者对香港基督教史传承之作，然四书皆以专题形式

撰述，显然香港基督史之断代通史之作，仍有待来者之努力。以

下将以五大宗派来港传教由来，以及对本港华人之信仰及社会所

产生之影响，依次论述。(作者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 

*  *  *  *  *  *  *  *  *  *  *  * 
灵感

心声 

1．如果你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者获益， 

  你就应该把绊脚石当作踏脚石。 
 
2．发怒（ANGER）和危险（DANGER）只差一字母。 
 
3．历史（HISTORY）意即祂的故事（HIS STORY）； 

  基督是历史的中心，也是每一个人生活的中心。 
 
4．该隐打死亚伯，可能是用「石头」、「木头」或「拳头」，但

今天杀死弟兄的人，是用「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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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陈永康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创六 5，7)。 

学者一般相信火药的制造，大约在公元七世纪由中国发明，

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因它成份含有黑色的碳粉，故又称为黑

炸药(黑火药)。黑火药是用硫磺粉和木炭粉（供碳）以及硝酸钾（供

氧）按照以下的化学比例：硝酸钾 75%、硫磺 10%、木炭 15%混

合制成。黑火药燃点后会产生大量氮气和二氧化碳，氮气是以其

稳定的<三键>形式存在，故形成时有大量热能释出，又因生成气

体的体积于极短时间内急剧膨胀，可用作发射物体使用；这过程

的化学反应式是：2KNO3 (硝酸钾) + S (硫粉) + 3C (碳粉) → K2S 

(硫化钾)+ N2 (氮气) + 3CO2 (二氧化碳) 

黑火药在十三世纪已在中国制成火箭和大炮以供战争时使

用，后来这技术传到欧洲，配合冶金术的技术，发展了手持的火

药兵器；十七世纪后期，黑火药亦使用于采矿和筑路的工程中。

1847 年<都灵大学>的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洛(Ascanio Sobrero)以

3:1的浓度比例混合甘油经硝酸和硫酸，制成<硝酸甘油>。此实验

具有致命的危险性，硝酸甘油在室温下或由桌面高度掉落地面即

可引爆。这爆炸的化学反应式是：4C3H5N3O9 (硝酸甘油) → 6N2 

(氮气) + 12CO2 (二氧化碳) + 10H2O (水) + O2 (氧) 

相对于黑炸药的爆炸，是在千分之一秒内产生六千大气压；

而硝酸甘油的爆炸过程是在百万分之一秒产生了 270,000 个大气

压的气体，由此可见两者爆炸能力的差异；所以黑火药的工业应

用不久被这新一代的炸药所代替。由于其原初的制造过程极其危

奇妙的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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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后经瑞典化学家诺贝尔于 1866年将硝酸甘油发展高稳定性能

防误爆的<硅藻土炸药>。他因这发明，在全球各地设厂，制造他

的发明品，从而累积大量财富，他于 1896年逝世，他的财富设立

了五个奖项：化学、物理、医学、文学与和平，每年颁发一次，

鼓励科学研究和人类文化的发展。 

 

 
左图是三硝酸甘油酯分子结构图，右图是三硝基甲苯分 

子结构图; 

图解：红色是氧原子，蓝色是氮原子，黑色是碳原子，   

    白色是氢原子。 

人类踏入二十世纪，却进入自我毁灭的时代，各国为不同的

原因，地区性的战争频繁，如圣经预言，末世来得更近了！杀伤

力极大的三硝基甲苯(TNT)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德国首先使用，

使它在战争中取得先机。因它是淡黄色固体，熔点为 80度，TNT

爆炸反应式是：  2C7H5N3O6 (三硝基甲苯) → 

 6CO2 (二氧化碳) + 5H2 (氢气) + 3N2 (氮气) + 8C (碳) 

所以与硝化甘油不同，精制的三硝基甲苯十分穏定。并且它

对于摩擦、震动等都不敏感。即使是受到枪击，也不容易爆炸，

因此它需要雷管起动。杀人工具的发展，却没有因人类文明进步

而停顿，反而杀伤力愈来愈大。近数十年不少地区时有恐怖份子

运用橡胶炸药，滥杀无辜，甚至是利用自我毁灭的<人肉炸弹>，

来延续人间的仇恨，破坏神美好的创造，多么令人震惊和使造物

主痛心！(作者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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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苏美灵 
 

 圣经提到不少雀鸟，包括鸽子、乌鸦、鹰、鹌鹑、驼鸟、麻

雀、骜鸟、鸡等。但孔雀（PEACOCK）不单是这众多雀鸟中最美

丽的，它更是自然界的珍禽 (雌性孔雀 PEAHEN 是灰黑色、毫不

起眼及其貌不扬)。孔雀那特长和会开屏成扇状的尾部十分独特，

好像新娘婚纱那长长的拖尾（TRAIN），这并非尾部的羽毛，是

属于廓羽，因为尾部的较短羽毛在开屏之时才显露出来。其他鸟

只遇到敌人之时可摆动它的双翼或头部，以唬吓对方，但孔雀在

开屏时却可以使身躯面积增加数倍，加上它二百多个眼斑足以混

淆敌人的视觉，而它可以趁机逃之夭夭。 

 孔雀身高 90-130厘米，重 4-6公斤，寿命约廿年，拖尾约 1.5

米长，有约 200 根羽毛，共重半公斤，每年换毛一次。饲养者可

以「收割」羽毛出售而获利，羽毛多用于装饰物，包括扇子、面

具、帽、珠宝、花篮等。 

 它那七彩的羽毛主要的作用是保护身体。虽然它们可以飞，

但只可飞短距离，例如飞过河流，飞上屋顶和跳上树枝，但它们

非候鸟，所以不能作长途飞行。在中国南宋期间，有一首很著名

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叙述一个感人的爱情悲剧。这

或会使人误以为孔雀是候鸟，可以由东向南飞，但事实上它们多

栖息在地上、树枝上，并不擅于飞翔。这首诗其实是托物兴词，

东南方象征凄苦。 

雄性孔雀在求偶舞蹈开屏时会不停摆动尾部羽毛，去吸引异

性。它们的羽毛最特别的地方是每一片在顶部也有一个眼形状斑

（5-6 厘米宽 6-7 厘米宽）和金色外圈。由于羽毛长度不同，而眼

斑位于顶部，以致开屏之时整个「扇」都有排列整齐的眼斑。 

奇妙的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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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界有颜色的物体／生物主要是因它带有不同的色素，例

如花朵、树叶、石头、毛发，但亦有另一种称为结构色的因素。

这是科学家在十九世纪发现的，例如肥皂泡的彩色是因为它的薄

膜由于光学效应，例如干挠、衍射或散射等的缘故而产生的，这

现象也出现在蝴蝶的翅膀、甲虫的翼、贝壳和孔雀的羽毛，甚至

镭射碟面。而孔雀、天堂鸟、蜂鸟、蝴蝶更有光子晶体（photonic 

crystal）产生的结构色。因为每一片羽毛都有数以百计的枝条，在

其中有碗状的小镜子，由于光的干扰作用，这使它们产生绚丽多

彩的紫铜色，闪闪生光。正因如此，当我们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们时，我们也会看到不同的色彩。科学家现正研究如何应用这现

象的原理在军事服的布料上，使敌人看不见我方，使军服成为保

护色的衣物。而另一种应用是在光学仪器和晶体管上。 

 不少人会问：「为何孔雀的拖尾如此夸张」？它开屏时身体

似乎承受不住这么笨重的尾部，又例如在北极圈的赤鹿，雄性的

角如一棵树枝，看来重量几乎和身体相同（但其实只有身体 1/20

的重量）。孔雀的拖尾似乎是十分昂贵的投资，因为它们看来没

有任何的实际用处，它们除了可用作开屏吸引异性之外，其余时

间都好像是投闲置散的，其他动物也不会欣赏它的美态。为何孔

雀不将精力放在抚养下一代，或筑更坚固的鸟巢，这岂不更为有

效吗？这令我们产生一个疑问，就是不少动物，特别是一些罕有

品种生物，它们何需具有这么多看来是浪费的构造呢？ 

 在 1975年，有人提出障碍理论 HANDICAP THEORY 去解释

孔雀拖尾之谜。「不错，这条长拖尾是一个累赘，一种障碍，减

慢它逃走的速度，但『它』仍然生存，证明「它」是适者，可以

生存。即使这看似是有点夸张，但至少它可以吸引雌性孔雀。虽

然经历数千万年的时日，它们仍能代代相传至今，并没有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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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样的解释是互为因果的说法，正如「适者生存」也是

自圆其说的理论，因为可以生存，所以是「适者」，而「适者」，

即可以「生存」。按照生物进化理论，孔雀早应绝种，被淘汰了，

因为它既不能快速逃避捕猎者，如狗、蛇、猫科动物，也不如其

他雀鸟能向天上高飞，但它们竟然可以存留至今！ 

王上十 22：「因为王有他施船只与希兰的船只一同航海，三

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代上九 21)圣经只

有两处经文提及孔雀。所罗门王富甲天下，当然有不少国王向他

进贡，献上各种宝物、当地著名土产和珍内禽异兽，但同时他也

会派人往各地搜罗罕有动植物和拥有御用动物园和花园，所以艳

丽夺目的孔雀也是他所喜爱的。我们常在图片中看见古代的帝王

坐在金碧辉煌的宝座上，旁边有侍从手持由不同羽毛制的大型扇

子在他背后为他搧风，可见孔雀毛当然是不可少的。 

耶稣登山宝训教训百姓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为吃什么、

穿什么思量，祂以很幽默的语句提醒我们：「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

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

这花一朵呢。」（太六 28-29）「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可以想象所罗门王在极荣华的时候穿上龙袍（正如中国古代和今

天日本天皇有多层衣物的龙袍）的样子。但耶稣说「还不如这花

一朵呢！」此外，野地里的草，祂还给它装饰。那么孔雀的装饰

岂不更加显出神创造和设计的巧工么？创一 31说：「神看一切所

造的都甚好。」孔雀(封面图)身上由头到脚的装饰与今天一些富有

的贵妇盛装赴宴时所穿戴的比起来，岂不更「雍容华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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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歌已收录在新 2CD《苦海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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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短第 166首                                  苏佐扬和声 
                      诗篇一三三篇                中国民歌 

 所谓「弟兄」，圣经最早提到弟兄的是亚伯兰，当时罗得的牧

人和亚伯兰的牧人相争，当地的原居民侧目相看，于是亚伯兰对他

的侄儿罗得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创十三 8），

「骨肉」二字下面写明，原文是「弟兄」，古时所谓弟兄，并非指

哥哥与弟弟，乃是家中最亲的男人之意。后来罗得离开亚伯兰，走

入歧途。圣经最后提及弟兄相爱，是在希伯来书十三章 1节说：「你

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都是雅各的子孙，

因此，以色列人在每年三大节期中大家在耶路撒冷相遇时，大家都

称兄道弟，一见面就会问：「你是那一支派的阿？」对方的弟兄便

会说出是什么支派，二人便畅谈别后，千言万语，终夜说过不停。

因此，诗人说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今天每一个主日

在礼拜堂相见，有否过着弟兄相爱的美善生活呢？  

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当神拣选摩西，要他回埃及带领受苦的以

色列人离开埃及时告诉他，他的哥哥亚伦可以帮助他（出四

14~15），后来，摩西依照神的吩咐，按立亚伦和他的儿子为祭司

（出卅 30）。当摩西要依照神的吩咐用许多宝贵的材料制成膏油

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那些膏油便成为圣膏，诗人在此说是「贵

重的油」（出卅 22~30）。摩西将这些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之时，

那些膏油便流到亚伦的胡须，然后，又滑落到他长袍的衣襟上，再

滴到地上，才完成按立圣礼。不过，在出埃及记并没有提及膏油流

下亚伦的胡须和衣襟的事，相信是诗人从前人口传得知，故有此描

述。摩西为首，他是全以色列人的政治与军事领袖，亚伦为兄，却

专心代替以色列人敬拜服事神，兄弟二人在不同的工作上忠心，也

同心领导全民，正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是历史上一对好兄弟，

为后世作兄弟者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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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陈世义牧师 

 时序更新：千里马走完全程，咩咩羊接捧前行。羊性温驯，

象征和平，我们迎新，喜洋洋！ 

 若问何喜之有？回答：创造主是大牧人，世人是祂草场的羊。

跟从祂便无缺乏。（诗九十五 6，7；二十三 1）但世人愚昧，受魔

鬼引诱而入迷途，濒临灭亡，大牧人不惮艰辛，甚至牺牲性命，

将亡羊寻回，免死亡，得永生。（约三 16）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祂认识祂的羊，羊也听祂的声音。祂

是羊的门，凡从祂的门进出的，都得草吃，并得更丰盛。（约十

14，16，7，9）主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的罪

孽。（约一 29）。羔羊的牺牲流血付出赎价，拯救世上的亡羊。

天上人间喜洋洋！ 

 世人对山羊产生一种偏见，将它代表受咒诅的恶人，是误解

了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主耶稣讲历史的结局，有审判。万民（以

羊为喻）都要参予，凭人在世时的行动表现作判断，凡不自私愿

伸援手助人的称为义人，得赏赐、享永生。另一种人只顾自己，

不肯助人，称为恶人，将受罚永刑，主耶稣指两种人的区别，像

牧人分别绵羊一样，并非论绵羊山羊品格的优劣。笔者曾有当牧

（羊）人的经历，稍识羊性，牧人对绵羊山羊是「一视同仁」的，

不在乎两者外表的不同，性格的差异。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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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绵羊性温驯，胆小、听（牧人）话，是「乖乖牌」。

绵羊毛质优、价值高，可作较优纺织原料。母绵羊较小产奶，只

能供羊羔享受。绵羊肉不膻，尤以一岁羊羔肉烹调的佳肴最受欢 

迎。 

 山羊性格活泼、好动、却勇敢，能反击敌人（野狼）之侵犯。

尤以公山羊体格雄壮，是羊群的头羊，领羊群前进的。每群（绵）

羊的前头必定有一只公山羊领路的。由于山羊「顽皮」，能上树、

跳墙，吃草不挑剔，棘草、树皮都啃，较多破坏性，因此牧人对

山羊比较伤脑筋而已。母山羊每天可挤奶三次，是主人依靠的饮

料。营养专家报告，羊奶的营养价值胜过牛奶。 

 山羊毛较长，可制绳索，擀毡毯，是搭帐棚，蒙古包的主要

建材。山羊皮大衣，是高寒地区的居民必不可少的御寒装备。 

世人有种族，文化背景等等的外在差异，将来到审判台前受

审，不根据这些，而是根据道德品格，凡做善事在小之中的一位

身上的就是像做在主身上了，是义人，将受奖赏；反之，恶人将

受惩罚。所以，种族歧视和膨胀的“选民”意识都不可附和。 

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

十 16）我们要领会耶稣的「另外的羊」，是当时的「外邦人」（即

非犹太人），从此以后，便是指尚未接受福音的「未得之民」。

耶稣都爱他们，我们已信主的人，岂可拒绝他们？ 

在我们未接受救恩之前，也属于那「另外的羊」啊！ 

我们要爱主所爱的「羊」，不分「绵羊」、「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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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熊敬祥口述 

              頼朱惠芳笔录 

我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自小就跟随母亲去教会；上主

日学、参加团契、诗班，和夏令营，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

在十六岁那年的夏令营里，才明白要决志、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作

我个人的救主、要认罪、要悔改，才算是真正的信耶稣。于是，

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举手决志信主。在十八岁受浸加入教会。 

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内心有了一个确据！深深相信：

我的一生都在神的计划之中，生死存留，都在乎祂！因此，无论

我遭遇任何困难，若没有神的允许，是不会临到我身上的。概然

有事情发生了，就是要我学习的功课，祂也必定赐下足够的

恩典，让我可以得胜有余。祂果然是一位不误事的神!凭着信

心，可以面对各样考验，不害怕!不抗拒!每次都看见神的恩

典。 

 在过去的年日中，我经历过数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因为心中

有神的同在，每次都平平安安地渡过！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得着

了出人意外的平安，蒙主赐福! 

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已经知道自己的二尖心瓣有血液倒流 

(heart murmur) 的问题存在。据医生的推测，可能是幼年时因发高

烧所造成的。但无论如何，这个疾病对我的生活，没有造成太大

的影响，就一直置之不理。大约在十多年前，有一位家庭医生替

我做一个心电图检查，发觉情况严重，就立刻将我转送急症室，

交由心脏专科跟进!从此每年都要作检查。最近两，三年，医生改

用超声波来观察我的心脏机能，发现血液倒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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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我有心律不齐的状况 (中医称为早抟)，就建议我考虑做心

瓣的手术。 

原来 我的心瓣有一条腱索 (chordae tendineae) 松了，心瓣不

能在心房压缩时完全关闭，形成部分血液倒流返回心耳，严重时

血液可能倒流到肺部，而引发肺积血。其实，这倒流的状况已令

我的心耳涨大了。 

2013 年六月，医生看完我的验身报告后说：「你的心、肝，

和肺都非常健壮，康复比较容易，现在是适合接受修补心瓣手术

的时候了」。于是，我和太太向医生询问手术情况。他说我们会采

用“微创手术”。在我胸部的肋间肌开一个几寸大的切口，方

便手术仪器进出又在右腋下开一个切口，放入一条导管去将

胸腔内因手术而渗漏出的血水排放出体外。还安排一部心肺

机去取代心和肺的功能。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做起来却需要六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中，对我内子来说却不是一件容易承担的事!幸好

在等候室中有很多其他病人的家属，共同分享各人的病历，

减少了她心里的压力。 

接下来的整整三个月，我就变成一条大懒虫，每天只在

家中走来走去，增强体力。因内子悉心照顾，病情得以有改

善，身体康复，这是神的恩典。 

我要见证神在我身上的作为。除了要感谢内子对我的不

离不弃之外，我还要高声赞美称颂那位创始成终的神，我又

为我的家庭、工作、事业，和在香港教会的事奉感恩!神要我

们顺服祂的旨意，因为祂的儿子主耶稣也顺服天父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

在神面前得蒙悦纳。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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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二 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香港 林俊鸿牧师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四 23）我们如何保守我们的心？

保罗劝勉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正是最好的保守，好

让我们一生见证神的恩典。 

圣经有句话这样说：「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

六 21) 。一般而言，「财宝」是人所看重的，我们试想想每天所挂

心的是甚么，这就是我们心之所在了。「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有

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你的心以何物为重？你是否让耶稣在你心

中掌权？传福音四律中提到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时，就是将

心中的宝座让给祂，这个宝座本来是你坐着的，如今因接受基督

为主为救主，就将宝座让出来。我们作了基督徒，接受了主的救

恩，和让主在我们心中作主，行事为人能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如果我们让主作主，体会祂的心肠，那是看重主、愿意照祂的样

式而行。腓立比书这段经文描写了主耶稣生命的历程，以基督的

心为心就是体会主以父神为念的心。 

一、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要建立合一的群体：

就是主的教会，经文提到从灵里相通到进入基督的服事，这种相

通实在令人欣羡：「所以，在基督里若有甚么劝勉，爱心有甚么安

慰，圣灵有甚么交通，心中有甚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信息 



35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

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腓二

1-4) 。这种相通，是要满足主的心，以主的心为重，是要叫祂在

我们身上得满足，但说是容易，实在却不容易，如何能叫人如此

相交建立呢？我心中有感动、有劝勉，我想与人分享，人愿意听

吗？会不会以为我另有所图？现代人没有前人那么单纯了，听说

话常常会听多了，话中有话，或者人敏感了，总有一种「阴谋」

指向，可能我们会说那是不熟悉的人才这样，在教会里，应该没

有这样的问题吧！ 

保罗在这里正要提醒我们，要建立合一的教会，先要在主里

有好的生命质素，彼此能多分享的不是人的是非，而是劝勉，安

慰，灵里交通和慈悲怜悯，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需要学习

更多这样的沟通和分享，基础是我们都能以主的心为重，因为看

重主的心，知道主要我们作的正是如此，所以愿意这样分享。肢

体间多坦诚分享就不会有太多的猜疑，否则事情变得复杂，如果

我们能多分享沟通，互相建立，教会更为合一。教会是基督的身

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绝不是分开的，我们都是因基督的爱

与舍命而在一起，让我们以主的心同心建立合一的教会。 

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要谦卑顺服的服事：

箴言四章提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

由心发出。」主耶稣的生命服事是从心而出，以基督的心为心也是

发出从心而出的服事，主说祂心里柔和谦卑，要我们负祂的轭，

学祂的样式。「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

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

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 6-8)。这

谦卑顺服的服事，并非易事，但如果我们能建立相通的生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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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似乎不是太难的事。谦卑、顺服似是两件事，但又非常有关系，

谦卑不是假装出来的，而是生命中真正的状况。主耶稣让我们看

到祂没有强调自己的身份，祂的身份是何等尊贵，祂是那位说有

就有，命立就立的神，祂的能力与权位是何等的大，祂却没有运

用能力去彰显自己，祂所运用的只在救民扶民，更是全然放下自

己而成为奴仆的形像，甘心卑微。祂所强调的只是父神的使命，

祂要完成的是父所交付祂的，所以当面对十架苦难时，祂依然全

心顺服。谦卑顺服是不看自己，只看那交付祂使命的父神，以基

督耶稣的心为心是不看自己，不强调自己，在一个强调自我的年

代，我们所传的似是不合时宜，人人都在说「我怎样我怎样」，我

们要强调的却是「祂怎样祂怎样」，那么「我」在那里啊？保罗说：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

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徒廿 24）。我们

并非要去除「我」，而是让主来代替了「我」，以基督耶稣的心成

为我的心，保罗并不是没有自己，而是让自己全为主用。 

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要同心兴旺福音：

基督的心所挂念的是甚么呢？是祂要完成使命，「所以，神将祂升

为至高，又赐给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

荣耀归与父神。」祂挂念的是人人都能蒙恩得救，可以因祂的名而

屈膝，都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到今天，仍有无数人在救恩门

外。有一故事说主耶稣升天时，天使问祂是否已完成了使命，祂

说是，并由门徒继承祂的工作，天使继续说，那么如果门徒没有

照祂所说的往普天下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怎么办？主耶稣说，

那我也没有办法。今日福音的棒的确已交到我们手中，我们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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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都是「承传」的人，如果我们不承担所交与我们的，福音如何

传承下去？福音是每一基督徒要肩负的责任，要常放在心中，因

为主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么我们也当常以灵魂得救

为念，愿更多人可以蒙恩得救，只要大家同心努力，神必天天加

添得救的人在祂的教会里。传福音很多时不在技巧而在心志，只

要我们有这份心，神岂会轻看？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人人都应

该口称耶稣为主，但他们有这个机会吗？可知有人从来未听过耶

稣吗？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责无旁贷，我们不必要等到开布道会，

不必要等到教会推动福音运动，我们随时都应作好准备，随时可

带领他们到主的面前，除了你与他们分享之外，也可以请教会传

道人或其他弟兄姊妹与他们分享。 

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相聚一起成为神的教会，我们的心如何，

教会将会如何，保守好我们的心，教会必然得蒙保守，腓立比书

二章 1-11 这一段经文指出教会最重要的部分，是教会的心，也就

是众肢体的心，今日很多教会的情况大致都是一样，有各种不同

的聚会、事工、活动，但事奉的人员只集中于某一部分的弟兄姊

妹，他们自然都疲于奔命，而更大部分的肢体只是出席参与。美

国一间发展蓬勃的教会，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人人参与事奉！我们

既然都已蒙恩，成为神的儿女，岂不应有同一的心么？有人认为

教会这么多人，少自已一个算得甚么，如果我们明白主耶稣所提

有关失羊的比喻，就知道没有那一个在神的国里、在教会里是多

出来的，如果人人都能如此看重，主的心必然得着满足。我可曾

体会主耶稣的心肠？祂来到地上，为要使我们合而为一地一同建

立神的国度，叫人人都在基督的恩里有份，但愿我们都能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与信徒共建合一相通的肢体生活，放下自我，互

相体恤，在福音的路上一同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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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庄纯道 

三千五百年前，当以色列人在法老的统治下受苦，上帝吩咐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神向摩西显现

时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

神」（出三 6）。摩西问上帝，我怎样告诉以色列民众你是谁？神

教导摩西：「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

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也是世世代代我被记念的名字（15节）。」

神又吩咐摩西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

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

（16 节）。在短短的十多节经文里，上帝三次提到自己特别的称

号。 

神一连三次使用这个长长的称号，必定有特别的意思，祂说祂

是三个先贤的上帝，必定和这三个人的品德有关。让我们看看他

们的为人。 

 

亚伯拉罕—他有高尚的人格，宅心仁厚，仗义相助，同时他

满足不贪心，当四王打败五王时，四王把所多玛和蛾摩拉所有的

财物和一切粮食都掳掠去，连亚伯兰（亚伯拉罕改名前的名字）

的侄儿罗得和他的财物也带走了。有人告诉亚伯兰，他的侄儿被

掳去，他马上率领家里的精练壮丁 318 人，连夜分队攻击强敌，

把他们杀个落花流水，将一切财物夺回来，包括他侄儿罗得和他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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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物，以及妇女和族人。原来亚伯拉罕不单是大商家，长袖善

舞，还是一位侠士！ 

亚伯兰击败敌人之后，他把所得的十分之一（这是十一奉献

的开始），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其他的归还所多玛王，他

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他胸怀坦荡，品格高尚，所以神赐褔

他，应许他的后裔多如众星。 

亚伯兰和罗得的牧人相争，叔叔和颜悦色地对侄儿说：「你

和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

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便向左」(创十三 8-9) 。亚

伯兰与世无争。 

亚伯拉罕是一个高贵的人，他的神是一位高贵人的神。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从迦勒底的吾珥移居到迦南，在那里建立

一个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的民族。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去了，没有说半个不字。吾珥是当时文明和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而迦南是游牧民族的地方。相等于叫亚伯拉罕从美国移民，到非

洲内陆一个不知名的落后地方，事实上并非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

这种呼召。神知道亚伯拉罕会顺服，祂要拣选谁便拣选谁。祂是

一位拣选人的神。 

 

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他一生平淡，没有特别的事迹。他

含着银汤匙出世，父赚钱他享福。他的井是他父亲替他挖的，连

妻子也是父亲给他娶的。他乏善足陈，反而他的妻子利百加受人

欣赏，因她美貌如花，以礼待人，贤良淑德。以撒与世无争，是

一个平凡的人，他的神是一位平凡人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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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作永远的产业，我也要作他们的神。」又说：

「你的妻子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

与他坚立我的约，作他后裔的永约」(创十七 19) 。上帝使一个平

凡的以撒也能蒙福和保护。 

饥荒的时候，神吩咐以撒不要到埃及，要到神所指示的地方，

并要赐福他，因为祂要履行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神要赐福以撒，

使他的后代多如天上的星，万国必因他的后代得褔。他不是强人，

但敌人却因他的神怕他。神保护他、赏赐给他、施慈爱在他身上，

全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结果。神与人立约，祂必定守约到底。

所以以撒的神，神是信实、守约、赐褔的神。 

 

雅各—以撒有一对双生子以扫和雅各，雅各是抓住的意思，

另一个意思是攻于心计。他出生时抓住哥哥的脚。他为人安静，

相信他是思想古惑的事情。还有，他的母亲宠坏了他，造成他更

加放肆。当他的哥哥打猎回来，饥不摘食，雅各看中他的弱点，

用一碗红豆汤从他的哥哥的手中夺了长子的名份，以扫后来后悔

莫及。 

以撒年纪老迈，以为自己快要离世，所以要为以扫祝福，利

百加知道这事，就向雅各通风报讯。雅各听母亲的话，用山羊皮

包着自己的手和颈，假扮他的哥哥，骗了父亲的祝福。以扫知道

后要追杀他，雅各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从此过着浪迹天涯的逃亡

生活。他逃到舅父拉班那里，不久就堕入爱河，怎知，强中自有

强中手。一个以欺骗起家的浪子，偏偏遇着一个比他更狡猾的外

父，硬将雅各不喜欢的利亚送上门。雅各虽然一箭双雕，却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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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七年苦工，从此尝尽了齐人非福的家庭生活。他为舅父拉班畜

牧时，用诡计骗取舅父的产业而致富。 

雅各的前半生，奸诈狡猾，但胜在勤劳，赤手空拳竟然在二十

年间变为妻妾儿女仆婢满堂，牛羊骆驼成群。他在雅博渡口和神

的使者摔跤，从晚上到天明，神的使者胜不过他，临走时摸了他

的大腿窝一把，新译本圣经说雅各的大腿窝脱了节，他变成瘸腿，

然后使者顺应他的要求给他祝福。从此雅各改名为以色列，性格

大大改变，成了一个正义的人，灵性得到复兴，最后他给以色列

十二支派祝福。神把一个败坏的人改变成为王子。以色列是王子

的意思。所以雅各的神是改变人的神。 

从以上三个人物，我们看见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高贵人的神；

神是以撒的神，是平凡人的神；神是雅各的神，即是神是改变人

的神。无论我们是甚么性格，神都爱我们。约翰福音三 16说神爱

世上每一个人。神寻找人，若等到福音的门关了，那时才呼求神，

便太迟了！ 

我们又认识亚伯拉罕的神是拣选人的神，成为选民的祖先，你

愿不意愿被祂拣选呢？以撒的神是信实、守约、赐福的神，当我

们的信心陷入低潮，或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要坚信守约赐福的

神。雅各的神是改变人的神，有人说败坏的雅各尚且都能得救，

很多人更能得救。 

今天我们处在灾难的时代，有战争、空难、天灾、人祸、疫症。

我们要同心合意恳求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怜悯我

们，保守我们，赐平安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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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四章 16-21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18，20节)。 

   

以上是主耶稣「初试新声」在拿撒勒所读的经文，照犹太人

的规矩，任何人到了三十岁，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敬拜神时，便会

被管会堂的请他负责读经的节目。当时安息日的读经是从创世记

挨次读到玛拉基的，这时刚好读到以赛亚书。主耶稣念完这一段

经文之后，便「把书卷起来」。请问，书如何能卷起来呢？ 

    耶稣时代的旧约，是一卷一卷分开的，书卷是用皮制的，好

像我们卷图画似的能卷起来。看的时候，便把书卷摊开，书卷两

边均有书轴，所以卷起来时是两条书轴排在一起的。 

  「书」原文是  BIBLION (英文字 BIBLOGRAPHY，

字根源于这字)，与「圣经」一词原文  BÍBLOS 同一字源。

这个「书」字亦可译为「小圣经」，即圣经的各卷。「卷」字原又

是  PTÚ SSŌ，音译像「不读书」。新约只用过一次这个

字。是的，耶稣以后也不在拿撒勒会堂读圣经了。 

    耶稣六岁便开始跟拉比学背诵圣经，到三十岁时，当然圣经

是很熟的。祂在旷野受试探时，曾运用经训击退撒但。我们能背

诵多少经文呢？我们家中六岁的小孩是否也已开始学习背诵主日

学的金句呢？ 

原文 

解经 



43 
 

  

（路加福音四章 31-37，13节） 

 

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罢！「鬼」把那人

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 (35节) 「魔鬼」用

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13节)。 

 

圣经中常提到的「魔鬼」，原又是  DIÁ BOLOS，

是一个拼合字 (英文字 DIABOLIC 源于这字)，DIA  (透过) 和

BALLŌ (扔掉) 二字合成，意即「把对方透彻地扔掉」。这就是魔

鬼的作为。牠向人控告神，又向神控告人。它手下也有很多「鬼

魔」，就是圣经中常提的「鬼」、「污鬼」，原文是  DAÍMŌN

或  DAIMÓ NION，英文的 DEMON 和 DEMONIC 便

是源出于此。 

魔鬼不是「无所不能」的，因为它本来也是「被造」的一位

天使长，后来堕落而变成魔鬼。既是被造的，便有一定被造的限

制(体积及能力的大小)。主耶稣能战胜魔鬼，自是意中事，祂为我

们留下一个得胜的模范。 

可是魔鬼时常利用属于它的许多「鬼魔」，即跟从魔鬼叛变的

天使，来引诱人犯罪。在迷信鬼魔的国家与社会中，则进入人身

使人受苦。不过，基督徒是不怕鬼的，乃是鬼怕基督徒。我们可

以奉主耶稣的圣名，把任何污鬼赶走，这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

权利。但要赶鬼以前，必须自己手洁心清，鬼才怕我们。 

 

原文 
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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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二十 19-29) 

加拿大 叶贵延牧师 

我国一副春联："和顺一门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昔日，

上帝吩咐摩西叫亚伦为民祝福，末一句：愿耶和华向你仰面，赐你

们平安(民六 22-27)。 

耶稣复活后，向闭门聚会的门徒，先后一连三次问候说：愿你

们平安 (约二十 19-29) ，定心丸及时送上，何其急需，多么美好。

初期，耶稣出来传道，走遍城乡，眼见一批批人群，熙来攘往，

内中无分阶层、性别，在主看来都是 "困苦流离如羊无牧"的八字

真言。且看"苦 字，不是三个十字架(枷锁)压在一个(口)人身上吗？

"困"字里面的人，正吃力的撑着一个巨型十字架，又锁在密不通风

的框框内，多么渴望网开一面，绝处逢生？ 

时至今日，时代逆流，汹涌澎洋，冲激着人们的思想意识：

高举人权、独立、自由；强调包装，出位、消费；到处天灾、人祸、

暴力、争闹；离经叛道的伦常怪剧一同性恋、同性婚姻；加上全球

经济低迷，生活鞭子等等，重重压力，正排山倒海的打将过来，

怎样招架？确也戛乎其难！即使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也会一样的表

现得震荡、错愕、无奈。仰首问苍天：上帝啊！夜里如何？夜漫漫

何时旦？(赛二十一 11-12)  

回忆，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内心世界，她有名的：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岂只是"怎一个愁字了得"？她想去游船河解解闷，又"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呢！再看，南唐李后主，贵为一

国之君，但文工政弱，国事蜩螗，尽管眼前一片"春花秋月"，前途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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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堪回首"，他"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百结愁肠，难道不是"剪不

断，理还乱"吗？还有诗圣杜甫的兵车行：爷娘妻子，送别儿子(丈

夫)上阵打仗，牵衣顿足而哭，哭有何用？年年兵连祸结，水深火

热，生灵涂炭。他：一枝春秋妙笔，道尽人间血泪。俗云：人生不

如意之事，十常八九，真的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走笔至此，

一股突破樊笼的平反心态，使我想起白居易的一首唐诗："离离原

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第三句岂不回应

了摩西蒙神呼召时，眼看一丛荆棘被火烧着，而荆棘不毁？正因

为全能的神在荆棘里面 (出三 1-6)。 

又结三十七 1-10 的枯骨重生的异像，平原上一堆堆的枯骨，

经以西结先知奉命向枯骨发预言，圣灵的风随即一吹再吹，由骨

与骨互相联络，再长筋、生肉、皮，进而站立起来，成为极大的

军队。任何处境，只要有上帝同在，只要时常依靠圣灵的大能，

那么，我们便能够随时随地，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伯三十七 21：

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拨

开云雾见青天"的这些经文诗句，透过掌管明天的神的手，祂扶持、

保抱、怀搋(赛六十三 9)，祂使我们得心应手，笑逐颜开，这正是

父神赏赐给我们的人生艺术。哈利路亚！ 

    峰回路转，神恩不仅随风(灵)而来，也伴着生命的活水滋润我

们，宋朝理学大师朱熹，他埋首书堆，穷究学理，洞明世事万物，

心坎中恰似泉水之清澈涌流：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水)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笔者心有灵犀的套用在耶

稣基督，对当日犹太人在住棚节时的一篇宣告；祂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

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七 37-38)。祂也曾对撒玛利亚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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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

泉源，直涌到永生"(约四 14)。你干渴吗？你饥饿吗？复活的主是

活水，可以解渴；祂又是天粮，可以充饥 (约六 51)。祂叫我们不

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祂又叫我们放心，祂已经胜过了世界，祂

是和平之君，祂留下平安给我们(约十四 2；赛九 6)。赛三十六 15

说得好："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进一

步，当我们完全相信基督，饱饮活水天粮后，圣灵便会塑造我们

成为一条条流通的管道，把基督如活水江河的福音真理，带给千

千万万干渴饥饿的人，使他们可以一同享受上帝丰富的救恩和永

生的福乐，这使命何等神圣？ 

    在英国伦敦西敏寺教堂内的墙壁上，有一块木刻的宗教名画，

是合十祈祷的手，旁边有几行字："上帝啊！赐我们宁静，去接受

不能改变的事情；有勇气去改变能以改变的事情；并且有智慧，晓

得在这两者之间，知所分辨"。 

 

 "O God,  

give us the "SERENITY" to accept what cannot be changed; 

            "COURAGE" to change what should be changcd; 

         and "WISDOM" to distinguish one from to the other 

                                 (By Reinhold Niebuhr) 

 

复活的主在父神右边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 (来七 25) ；复活

的灵风，仍不住的向我们吹，深愿我们由基督复活而来的新生命，

活得更丰盛、更茁壮、更多姿多采；更让我们一生一世，立志活

着为主，为主而活的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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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样 祈 祷 ？ 
 

1．要在密室祷告。太六 6。 

    2．学习禁食祷告。太十七 21。 

    3．要凭信心祷告。太廿一 22。 

    4．要儆醒祷告。太廿六 41。 

    5．不要灰心祷告。路十八 1。 

    6．同心合意祷告。徒一 14。 

    7．随时多方祷告。弗六 18。 

    8．凡事借着祷告……告诉神。腓四 6。 

9．要恒切祷告。西四 2。 

10．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提前二 8。 

11．在圣灵里祷告。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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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前多跪下者，在人前必能站得稳。 
 

祈祷并非改变神的计画，乃是展开神的计划。 
 

但以理照旧每日三次祈祷，并非故意与世人作对，乃是保持

与神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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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奉献或购买书籍 
可以循下列方法汇款来本会 

 

一、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和欧洲各国读者寄款来，最好

在银行购买「港币」汇票，抬头请写「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Ltd.」；也可用私人或银行美金汇票。若将美金或外币

钞票封好挂号寄来，我们一样可以收到，不必浪费手续费。 
 

二、由于马来西亚有外汇管制，支票不能在香港兑现，读者可在

Public Bank 或其他银行购买港元汇票，抬头写「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Ltd.」。 
 
三、新加坡读者可通过锡安书房奉献给本会圣工，支票／汇票抬

头可写上：「XI-AN Bookstore」，寄往：Xian Bookstore, 

  Blk 2l2，HOUGANG ST. 2l，#01-339  SINGAPORE  530212 

（Tel：62834357，Fax：64874017） 

(如寄私人支票来本会，我们每张要缴付港币$120手续费) 
 

四、台湾读者可在恩膏书房购买本社出版的书籍及 CD。地址： 

新北市中和区安邦街 11号 23559  电话：02-8242-2081 
 
五、香港读者可用私人港币支票，抬头中文写「环球布道会有限 

公司」或英文「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Ltd.」；也可将

钞票封好寄来，亦可直接存入恒生银行（366-041127-001），

存款后将存根连同姓名地址寄回本会；亦可将通用邮票寄来。 
 

六、国内读者可在中国银行购买港元汇票，抬头写「环球布道会

有限公司」。 

欢迎弟兄姊妹为我们的需要代祷、奉献， 

支持我们继续出版天人之声、书籍和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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