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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问题
导言 第一课

「盼望」影片以这些话做开场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思索着我们所安居的世界自然界的繁复及美丽 生与死

的奥秘 人心深处的喜乐与苦痛 他们很惊奇：
「这一切到底是怎样来的？」这世界是偶然形成的呢？还是出自
精心的设计？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否有某种因素或是有某一位？如果有这么一位，他又是如何的一位？他对这世
界是否有一个目的？他对我在世上的角色是否有一个计划？他对我是否有一个超越这世界的计划？
──「盼望」影片，导言

观察与思考
「盼望」影片开场白中说的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人
们早已思考过他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也质疑有没有
一位造物主的存在。对许多人来说，关于目的和神的
存在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即使是二十世纪赫赫有名
的无神论者罗素也曾说过：「除非你先假设有一位
神，否则与人生目的相关的问题毫无意义。」

我们在圣经里找到一节经节，它告诉我们神很久以前
就在说话，可是人却没在聆听他，或接受他的信息。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
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当作神荣耀
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
昏暗了。
〈罗马书一章20 ─ 21节〉

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
话呢？因为目的暗示有意图，而意图又暗示有个设
计。如果这世界有个设计，就必须有个设计者。也许
还有一个比人生目的更基本的问题呢！

神并不是沉默不语，自从有时间以来，神一直通过他
的创造大工在说话。而且一直以来，人们不仅不接受
这启示去荣耀神，反而决定要自己认为他是怎样的
神。一如在罗马书一章这些经节所说，这种臆测的结
果是虚妄无用。如果继续看罗马书一章，就会看到这
种臆测至终会带来灾害。

宇宙是否有位设计者？而且人可以认识这位设计者吗？
请理解「盼望」影片并不是要证明有神，而是要把他
显示出来。一如解说者在影片开头时说，「凡是寻求
答案的人，凡是愿聆听的人，有个声音在回答他。」

为了这次研读的课程，你愿照神所启示的他自己来思
考他〈或决定来更多认识他〉吗？你愿聆听，而不是
紧紧抓住你自己的想法或对神的臆测吗？如果愿意，
这本研读指南将成为信心的探险旅程。

你呢？在聆听吗？或许你已决定没有神，或许你相信
有一位神，可是不确定他是怎样的神。为了这次研读
的目的，查考下去之前，也许你该问自己：「我真在
聆听吗？关于神的某些事，我是否可能尚未听过，或
尚未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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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 有些人只愿听他们想〈或需要〉听的……有些
人根本不想听任何话。让我们思考一下会让人
不愿听，真正听，从神来的话的一些东西：

圣经里另一本书耶利米书中，有一节经节这么说：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13节〉

骄傲 ── 需要掌控事情
生活方式 ── 我们直觉上晓得那是神无法接

在与神同行的旅程上，无论你在哪里，这节经节都是
写给你的。你也许在问关于神存在与否的问题，或者
已经认为自己相信有神，可是想更多认识神。神许诺
我们，当我们专心寻求他，就能找到他。

受的行为，可是不愿改变
受伤 ── 过去伤痛的经历使我们不再相信任
何人
• 还有什么会拦阻人聆听，真正聆听，从神来的
真理呢？

当你开始看这研读指南时，请准备好心让神向你显示
他是谁，然后会发现关于神和你自己的新事。请下决
心你会「专心寻求他」，然后写下带有那目的的话语：

• 你如何回答「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问题？
或更确切一点，「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
问题？

当我开始学习有关「盼望」影片时，我会…

Dr. Hugh Moorhead, The Meaning of Life (Chicago Review Press, December 1988). Dr. Moorhead, a philosophy professor at
North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once wrote to 250 of the best–known philosophers, scientists,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world,
asking them,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Their responses are published in this b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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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参考点
导言 第二课

观察与思考

问题与反思

在第一课我们已思考有关人生意义和目的的问题，也
想过「盼望」影片导言中的话：「凡是寻求答案的
人，凡是愿聆听的人，有个声音在回答他。」最后我
们以「我在聆听吗？」这问题做结束。

请想像你眼睛蒙着布，站在足球场一边的球门线上。
现在想像有一个人来告诉你可如何走到球场的另一
边，他会给你指示，让你以直线方式走到另一边的球
门。这种情况下，人在走到中场线之前，总会向某一
边偏去。

也许你正在聆听有关人生和意义这问题的答案，问题
是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声音，除了世界主要宗教〈例
如：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
之外，还有几百种宗教和世界观。这些全都鼓吹它们
对人生抱持特殊态度。许多宗教都宣称它们才是能找
到神的那条路，可是它们之间不能完全同意〈大多数
根本相互冲突〉，神的本性是什么，以及如何可找到
神。有这么多相互冲突的教导，人怎能知道哪一条路
才是对的呢？如果有个参考点，就能有所助益。

会发生这种事，是因每个人的双脚不一样长，较长的
脚跨出的步子会大一点，使他偏向那一边 。换句话
说，我们每人在身体上都会「偏向」我们较强的那一
边〈这也是在沙漠中迷失方向的人，通常都会一直绕
圈圈走的缘故〉。
这例子的基本原则也可应用到灵魂上，当谈到我们如
何看待我们四周的世界时，都会受我们自己独特的感
情，思想，和属灵趣向的影响，而偏向某一边。许多
人走完一生都没觉察到，他们的偏见有多影响他们的
人生旅程。

每个要去陌生地方旅行的人，都需要得到帮助才能找
对路，有些人可能靠一个可信任的向导，那向导已成
功地走完那旅程，而且能帮助别人同样完成。有些人
则用一张地图，或用晓得路的人的指示。另有些人则
靠一个地标或一颗星做为固定的参考点，通过它来认
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衡量他们的进展。

雪上加霜的是，想像一下当你蒙着眼睛走过足球场
时，球场四周还传来各种声音，呼唤你去这边去那
边。现今的许多宗教和世界观就像球场边的那些声
音，呼唤你去跟从。不只是你个人的偏见，你周围那
些有偏差的声音，也会影响你如何走完那球场。

一如在异地旅行的人，在所谓的人生旅程中，我们也
需要得到帮助才能找对路。我们需要得到被别人测试
过而且证明是可靠的帮助，我们需要一个参考点 ──
──是固定不变而且真实的点，让我们可以开始我们
的旅程。没有这样的参考点，我们就像一艘小船上的
人，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在浓雾中，迷失方向，随
波逐流...没有方向。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把蒙住你眼睛的东西拿掉，让你能
清楚看到球场另一边的球门，那会变成怎么样呢？另
一边的球门会成为一个参考点，让你能决定你的路
线。你可以走一条直线，不被四周的声音误导。许多
人开始朝他们人生的一个目标出发，可是始终都没达
到那目标，或者达到目标之后，发现并不是他们心中
想像的那样。一如在异地旅行的人，人生旅途上我们
需要一个被许多人测试过，而且可靠的参考点，一个
不会让人失望的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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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生中，你的灵魂有一个可靠的参考点吗？
你能用它做为开始你的旅程，而且必要时能修
正你方向的参考点吗？

决心与行动
在圣经的箴言书里，我们找到一节经节，它说：「有
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十四
章12节〉

• 如果有，那参考点是什么？
• 哪些主要影响力〈声音〉，塑造了你对神的观
点？比如：儿时经历、家庭、老师、教授、朋
友、钦佩之人、或英雄？

在这周中请对那些呼唤你去走它们那条路的声音，做
个清查。它们可靠，可信赖，而且让你安全地跟随
吗？如果不是，你为何跟随呢？花点时间思考一下，
你对神的观点在哪里被塑造，而且被谁塑造。
今天这关于需要参考点的课程，不只是抽象的练习，
因为你的想法决定你的道路，你的道路决定你的命
运，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必须谨慎选择你要走的
路，你的抉择将会带来重大，永远的后果。
还有一节圣经节说，神的话〈圣经〉是：「是我脚前
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一一九篇1○5节〉本周
其余的课程将提供一些理由，让你晓得当你行走人生
道路时，圣经是你的参考点。请下决心不要匆忙读过
这些课程，拨出一些时间谨慎思考将读的课程，你会
很高兴你这么做了。

Robert Schleip, The Dominant Leg (http://www.somatics.de/DominantLeg.htm). Retrieved October 2, 2006. Robert Schleip summarizes
an article by Simone Kosog from the science section of the ‘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 19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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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独一性 ── 第一部分
导言 第三课

观察与思考
圣经是人类历史上引用最多，翻译最多，和出版最
多的书籍，它的创作、内容、和准确性都是独一无
二。虽然不能用圣经的独一性，作为驳不倒的证据
来证明它是神的启示，可是当我们真心思考这本书
的本质时，就需要比相信它是神的杰作，还要更多
的信心去相信它只是人的作品和编辑。让我们来思

圣经的经文可靠性是独一无二的

考下列事项。

包括：

由于世上最重要的古老文献，它们的原稿几乎都不复
存在，所以对任何一本古书必须问一个问题：「现存
的最古老手抄本，正确地传递原稿的内容吗？」在决
定所谓的经文可靠性时，学者会考虑几个因素，它们

• 手抄本是如何写成的

圣经的各式各样性与和谐一致性是独一无二的

• 最早的手抄本与原稿，时间相隔多远

圣经是在四十个世代，大约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里，由
来自不同行业的四十多位作者，在三大洲〈亚洲，非
洲和欧洲〉，以三种语言〈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
文〉写成，这使圣经与世上其他所有书籍迥然不同。
它的內容包括历史，诗词，预言，律法，寓言，和教
导，涵盖广泛的主题〈包括好几百个引起争议的题
目〉，从神的本性一直谈到人类的起源 。

• 现今存有多少本早期手抄本
• 最早手抄本之间的相对一致性
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时，新约圣经的经文可靠性，使世
上每本书都相形失色。请注意下列表格，显示新约圣
经现存最早的手抄本，要么与原作者是同一时代，要
么只隔两三个世代。也请注意到同一时期存留了多少
本手抄本。在新约圣经和其他古老作品之间存在的差
异，真令人瞠目结舌。

思考到这各式各样性时，人们自然会期望在圣经的
内容和主题上，至少有些相互冲突或不一致之处，
然而……

与新约圣经不同的是，旧约圣经没留下很多早期手抄
本，因此当我们考虑旧约圣经的经文可靠性时，最要
紧的是了解旧约圣经的手抄本是如何写出的。

• 圣经专注在一个完整的叙事诗故事上，情节主
要集中在一位不同凡响的主角身上。
• 整本圣经以不可思义的和谐一致和决心，谈到
许多题目和主题。〈例如：在圣经头一本书中
失去的乐园，结果成为圣经最后一本书中重得
的乐园。在圣经头一本书中去到生命树的路被
封锁，然后在圣经最后一本书中，那条路永远
被打开。〉

这抄写过程，只能由犹太社区中的文士担任，文士是
专业抄写人员，他们遵守非常严格的系统抄写过程，
以求达到最高准确度。例如：
• 文士绝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抄写，而是一
个字母一个字母抄写。

一如一个交响乐团中有各式各样的乐器，圣经的作者
们也各不相同。当你听到一个交响乐团演奏出毫无瑕
疵的和谐旋律时，自然会认为有一位造诣高深的指挥
在指挥。谈到圣经时，我们为何该有别的想法呢？因
为在内容和范围上，圣经远比任何交响乐的乐谱更加
错综复杂。

• 文士必须完全按照原版本抄写，抄写本与原版
本每页的字数必须一致。如果原版本那页有
296个字，手抄本也必须有同样的296个字。
• 新抄本每一行必须与原版本每一行，有一模一
样的长度，如果原版本第一行有九个字，新抄
本的第一行也必须有九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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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每一页都抄完了，而且被另一人检查过后，
还要由第三个人检查每页中间的那个字母，是
否与原版本中间那个字母一样。

问题与反思
• 今天查考的资讯，改变了你对圣经的看法吗？

• 如果发现任何一个错误，那个手抄本就需毁掉。

• 如果是，如何改变？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
• 要怎样才能让你从另一个方式来看圣经，或
者看到你从未看过的东西呢？〈这问题是对
已熟悉圣经的人，也对尚不熟悉圣经的人发
出的〉
。

这些步骤确保旧约圣经的手抄本，正确无误地传递原
稿的内容。一如新约圣经，世上没有任何古老手抄
本，能超越旧约圣经的经文可靠性。

决心与行动
今天的课程比这本研读指南的每一课都要长些，如果
你觉得不能把这所有资讯一次完全消化，请另拨出些
时间，回头再来看。

参考文献
• Josh McDowell,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Thomas Nelson, HERE’S LIFE
PUBLISHERS, San Bernardino, Ca,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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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 圣经的唯一性
作者

写作时间

Caesar (Gallic Wars)

西元前 100-44

西元后 900

1,000 年

10

柏拉图

西元前 427-347

西元后 900

1,200 年

7

Tacitus (Annals)

西元后 100

西元后1100

1,000 年

20

Pliny the Younger (History)

西元后 61-113

西元后 850

750 年

7

Thucydides (History)

西元前
460-400

西元后 900

1,300 年

8

Suetonius (De Vita Caesarum)

西元后 75-160

西元后 950

800 年

8

西元后 900

1,390 年

8

西元后 1000

1,400 年

193

西元后 1550

1,600 年

3

西元后 1100

1,500 年

9

西元后 1100

1,300 年

200

西元后 1100

1,400 年

49

西元后 900

1,200 年

10

西元前 400

500 年

643

Herodotus (History)
Sophocles
Catullus
Euripides
Demosthenes
亚理斯多德
Aristophanes

西元前
480-425
西元前
496-406
西元前 54
西元前
480-406
西元前
383-322
西元前
384-322
西元前
450-385

荷马 (Iliad)

西元前 900

新约圣经

西元后
40 ── 100  

最早手抄本 相隔时间

西元后 125  

25 年

存留多少本

24,000多本 (5,300古希腊
文本, 10,000拉丁文圣经,
其他语文9,300多本)

All–Time Best Selling Books and Authors. (Internet Public Library, © 1995–2006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ttp://www.ipl.org/div/farq/bestsellerFARQ.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06.
2
Josh McDowell,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Historical Evidences for the Christian Faith, Revised Edition.
(©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1972, 1979. Published by Here’s Life Publishers, San Bernardino, CA, 1972, Chapter 1, pp. 15–24).
3
Ibid, pp.39–65.
4
Ibid, pp. 42.
5
Ibid, pp.53–5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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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独一性 ── 第二部分
导言 第四课

观察与思考
我们在第三课已思考过圣经的各式各样性与和谐一致
性，以及它的经文可靠性，这两特性让圣经在世上所
有书籍中犹如鹤立鸡群。今天我们要思考另外两个特
性，因而把圣经和其他所有书籍完全分开，让它成为
人生路上能有的最可靠参考点。

现出来的动机！
令人惊奇的是，圣经里有一千八百多个预言，其中
许多在说预言的先知有生之年已被应验，在圣经写
完后，又有许多也已应验。虽说还有许多预言至今
尚未应验，但是圣经中的预言，没有任何一个被证
实是错的！

圣经的历史准确性是独一无二的
在决定一个古老文献的可靠性时，历史准确性是另一
个需要考量的因素。换句话说，「考古学上的发现，
能证实文献上记载的事吗？」对于圣经，答案是斩钉
截铁的。

旧约圣经中有三百多个预言，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一一得到应验，这些都记载在新约圣经里。数学
家彼得‧史东讷在《科学在说话》一书中计算了一
下，在三百多个预言中，要让八个应验的机率是
100,000,000,000,000,000 分之一。

• 「……可以明确地说，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能
推翻圣经的记载。已发掘出的几十个考古地
点，不论在清晰轮廓或细节上，都肯定了圣经
记载的历史是事实。此外，对圣经里的记述做
出适当评价之后，常带领考古队得到令人惊奇
的发现。」

史东讷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到底是多大的机率，他
说：「我们把 100,000,000,000,000,000 个银币铺在德州
土地上，它们会盖住整个德州两尺之高。现在把其中
一枚银币做个记号，然后放进这些银币中完全搅和均
匀。把一个眼睛蒙起来的人带来，告诉他可以尽快行
走，可是必须把那枚画有记号的银币找出来，然后说
就是这枚。他会有多大机率找到那枚正确的银币呢？
先知说的三百多个预言中，若要其中八个全应验在任
何一个人身上，就是这么大的机率。」

- Dr. Nelson Glueck
(Rivers in th Desert, p. 31)
• 「……圣经中被批判者定为不符合历史或与已
知事实相反的无数经文，却被考古学证明是
正确的……许多考古发现显示这些批判性指
控……是错误的，而那些被认为不可靠的圣经
经文，反被考古发现证明是可靠的……就我们
所知，尚未碰到任何案例，证明圣经是错的。

当史东讷计算把其中四十八个预言应验在同一个人身
上时，结果机率是十后面加上一百五十六个零分之
一！试想三百多个预言全应验在主耶稣身上，那是多
么不可能的事！本研读指南的全部纸张都不够写下所
有的零。事实上，若没有神的介入，根据机率，根本
不可能有任何人能应验这所有的预言。

– Dr. Joseph P. Free (Archaeology and Bible
History, pp. 1, 2, 134)
圣经的预言记录是独一无二的
在思考圣经的预言记录之前，必须先了解圣经里的先
知与别的所谓先知有何不同。根据圣经申命记所说，
从神来的真先知他所说的话，必须百分之百应验，才
能证明他是真先知。若有人自称是先知，但通不过这
项测试，当受的处罚是死刑。这就是要把神准确地呈
17

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 前面说过，当一个人真心思考圣经的本质时，
就需要比相信它是神的杰作，还要更多的信心
去相信它只是人的作品和编辑。

回想第二课里的这句话，「你的想法决定你的道路，
你的道路决定你的命运」。你选择什么做为你人生的
参考点而且信任它，是至关重要的事。

你同意这句话吗？如果不同意，为什么？
如果不同意，你如何解释圣经里的预言得
到应验呢？
• 我们在第一课谈到人生的目的这问题，第二
课谈到在人生旅途上，我们需要有参考点才
能找对路。第三和第四课我们思考了，使圣
经是可靠参考点的几个理由，它与其他东西
迥然不同。

诗篇一一九篇1○5节说：神的话〈圣经〉是 「我脚
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你还不确定是否能信任圣
经做你人生的参考点〈它是你路上的光，能引导你的
路〉，今天请你决定，必须还要有什么才能解决你正
面对的一些问题。写出这些问题，然后去请教牧师或
圣经老师，让他带领你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如果你的人生参考点不是圣经，它与圣经相较
之下如何？

• Josh McDowell,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Historical Evidences for the Christian
Faith, Revised Edition. (©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c. HERE’S LIFE PUBLISHERS,
INC, San Bernardino, Ca, 1972).
• Ron Ritchie, The Messianic Prophecies
(Discovery Publishing Company, Palo Alto,
CA, 1993). (http://www.pbc.org/library/
series/8205). Retrieved October 5, 2006.

Deut. 18:20.
J. Barton Payne’s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lists 1,239 prophecies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578 prophec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for a total of 1,817. These encompass 8,352 verses.
3
Josh McDowell,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Historical Evidences for the Christian Faith, Revised Edition. (©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c. HERE’S LIFE PUBLISHERS, INC, San Bernardino, Ca, 1972, p. 144.
4
Peter Stoner in Science Speaks (Chicago: Moody Press, 1963). [This title is currently out of print.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
ASIN/0802476309/abundanlifeher0c)]. Referenced in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by Josh McDowell, 1979 edition, pages 166,167.
5
Ibid.
6
Ibid.
1
2

18

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故事
导言 第五课

观察与思考
内心深处，我们都喜欢讲故事。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
历，有人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另一人会讲与那相关的他
自己的故事，这样会引起一连串的人做出相同的回应。
我们都被伟大故事的力量吸引着，更有甚者，都渴望与
那故事认同，而且进入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故事。其
实有些社会学家说，人类的主要追求，可以理解为在追
寻一个「故事之母」或「最伟大的故事」。这英文字
是指一个非常伟大的故事，或一个原型记述，或意识
形态，它可让其他故事找到它们的意义。无论人的文
化，阶级，职位，或职业是什么，都很自然地要追寻
一个，能让别的所有故事找到意义的故事..是一个能
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意义的故事。

而且在生活的这些层面该如何活出来。由于我们世界
里，有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就有各式各样较小的故
事。这个无止境的各自独立性，就造成了我们所谓的
「相对主义」，这概念是说真理其实就是，对你来说
是真的的东西而已。
许多人认为圣经只是由六十六本不同的书籍组成，包
括智慧着作和好的故事〈充其量也只不过相互有一点
点关联而已〉，它们也许启示了一点关于神的事和他
如何参与人间事务，但或许也没启示什么。可是圣经
绝对不只这么多，其实它就是那个最伟大的故事，让
其他每个故事得到定义。它不仅是让人类找到他意义
和目的的故事，也是你和我能找到我们自己的意义和
目的的故事。

历世历代以来，人们从他们的文化或宗教流传下来的
故事，找到意义和目的。可是十九世纪末叶，一个称
为现代主义 的世界观出现了，它宣称那些传统的「最
伟大故事」，已不再适合我们现今世界的形势。现代
主义试图用理性的辩论或科学发明，取代「旧的」宗
教价值观和故事。现代主义者说，这些理性和科学能
为我们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做出定义，因而创造一个
新的「最伟大故事」。然而现代主义没能从科学或理
性提供一个伟大的故事，所以我们现今的世界常被称
为「后现代 世界」，它完全否认有任何最伟大故事的
存在！

问题与反思
想想你的故事 ── 你为你自己想像出来的故事。
• 主角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故事的重点是什
么？
• 不管我们有没有察觉，心中都存有一个故事，
这是我们每天为什么会起床，去做我们所做的
事的缘故。你也许想像一个演出你一生的长篇
故事，或者只能想像今天会如何的故事。

然而即使在我们的后现代世界，人们仍然被那些能赋
于生命意义的故事吸引。许多人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谎
言，认为没有一个最伟大的故事，就退而求其次，接
受较小的故事。这些较小，个人化的故事，就像「根
据我而有的世界」或「我需要什么才能永远快乐地生
活」这类故事，它们着重在一个个人的家庭或事业，

• 你为自己想像一个什么故事，好让它能在一生
中实现出来呢？你的故事是一个更大故事中的
一部分吗？
• 你如何描写那更大的故事？你对你故事的结局
能有多大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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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Art Lindsley, C. S. Lewis on Postmodernism.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Spring 2002 issue of Knowing & Doing,
© The C. S. Lewis Institute, 2002. (http://
www.cslewisinstitute.org/pages/resources/
publications/knowingDoing/2002/
LewisPostmodernism.pdf). Retrieved on
November 14, 2006.

假如有两个人在艺术博物馆观赏同一座美丽的雕
像，各自从不同角度观赏。如果他们要描述所看到
的，虽然看到的是同一座雕像，可是描述出来的自
然会不一样。
过去几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圣经，看到它在组成和
对大众的影响上，都与世上其他所有作品截然不同。
我们也看到，无庸置疑，圣经绝对可让人信任为我们
人生的参考点。另外还考量到圣经就是那个最伟大的
故事，在它里面你和我可以找到我们的意义和目的。

• Stan Wallace, The Real Issue: Discerning and
Defining the Essentials of Postmodernism.
(© Leadership U, 1995–2006). (http://www.
leaderu.com/real/ri9802/wallace.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06.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essential properties of the
postmodern way of thinking.

然而我们还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圣经。

• Bob Hostetler, Who Changed the Cultural
Channel? (© The Navigators, Discipleship
Journal, 2006). (http://www.navpress.
com/EPubs/DisplayArticle/1/1.129.3.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06.

圣经里的提摩太后书说，整本圣经「都是 神所默示
的」〈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默示」这字是从最
早的手抄本中「theopneustos」 这希腊字翻译过来 ，
直译是「神从口中呼出」的意思。根据这节经节，圣
经不仅是有关神的一本书，也正是神亲口说出的话。
它宣称是神亲自对你和我说的话。

• Donald Macloud, The Inspiration of Scripture.
(http://www.ouruf.org/d/cvt_inspiration.pdf).
Retrieved from the Reformed University
Fellowship website on November 14, 2006.

从这宣称和目前为止我们对圣经思考过的事来看，请
你扪心自问：「如果今晚神向我显现而且对我说话，
我会怎么办？他真会花时间这么做吗？我该如何回
应？我会受到激励去做什么，或成为怎样的人呢？」
神正在通过圣经对你说话，你要如何回应呢？

Wikipedia®, Metanarrative.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tanarrative).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06.
Todd Kappelman, The Breakdown of Religious Knowledge. (© Probe Ministries, 1996–2006). (http://www.leaderu.com/orgs/probe/docs/
breakdwn.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06. “What constitutes truth? The way we answer that question has greatly changed since the
Middle Ages. This essay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ree areas in philosophical thought, with their impact on Western culture: premodernism
(the belief that truth corresponds to reality), modernism (the belief that human reason is the only way to obtain truth), and postmodernism
(the belief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objective truth).”
3
Wikipedia®, Postmodern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stmodernism).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06.
4
Wikipedia®, Relativ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lativism).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06.
5
Strong’s Greek Dictionary, Theopneustos. (http://strongsnumbers.com/greek/2315.htm).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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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属性
第一章  第六课

在万物 - 时间，空间，物质被造之先，就有上帝，一位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或描述的神。根据圣经的记载，
我们得知上帝是自有永有的灵，他成全完备，毫无缺乏。他全知全能，他全善全美。他不被任何事物所局限。
──「盼望」影片，第一章

观察与思考
「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
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 神，直到永永远
远。阿们。」
〈提摩太前书一章17节〉

圣经以两种方式把有关神的真理启示出来，一种是显
示：把神的行动和他与世界和人类的互动记录下来。
另一种是直接说出或宣称有关神的本性和性格的话。
请思考下列圣经经节，它们都支持上面从「盼望」影
片摘录出来的话。

• 神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
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像缺少甚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
赐给万人。」
〈使徒行传十七章24 ─ 25节〉

• 万物存在之前，就有了上帝。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
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
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
他而立。」
〈歌罗西书一章16 ─ 17节〉

• 神是全知全智。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诗篇一四七篇5节〉

• 神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或描述。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
测度。」〈诗篇一四五篇3节〉

「.......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
意念。」〈历代志上二十八章9节〉

「深哉！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
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你岂不曾知道么？你岂不曾听见么？永在的
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
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罗马书十一章33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28节〉
• 神是灵。
• 神是完美无缺 ── 他是圣洁的。

「神是个灵......」
〈约翰福音四章24节〉

马太福音五章48节描述神是「完全」的，神的
这个属性和神的另一个属性密切相关，就是神
是圣洁的。「盼望」影片的制作人选用完美无
缺这字，而不用圣洁这字，是因一般人比较了
解完美无缺这字。然而若能了解圣洁这字，就
能了解神有多完美无缺。
圣洁这字直译是指分别出来，或与其他的不同。

• 神是自有永有的 ──无始无终。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
古到永远，你是 神。」
〈诗篇九十篇2节〉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诗篇一○二篇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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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仅完美无缺，他的完美无缺也无与伦比。

的实体，可是神就是这样。时间和空间都是
受造之物，但神在同一时间可在每个地方，
而且永远如此。

「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
圣至荣？」
〈出埃及记十五章11节〉

「耶和华说：
『人岂能在隐密处藏身，使我看不
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么？』」

「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23 ─ 24节〉

〈撒母耳记上二章2节〉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
榻，你也在那里。」
〈诗篇一三九篇8节〉

「......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 神。」
〈
撒母耳记下七章22节〉

「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耶和华啊！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
无 神。」〈历代志上十七章20节〉

〈彼得后书三章8节〉
他掌管一切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启示录十五章4节〉

「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
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

• 神不受任何东西的局限。

〈诗篇一三五篇6节〉

他比任何东西都有能力。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
意被创造而有的。」
〈启示录四章11节〉

「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
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耶利米书三十二章17节〉

「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旨行事。」
〈诗篇一一五篇3节〉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
〈约伯记四十二章2节〉

「......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
所预定的。」
〈以弗所书一章11节〉

「在 神凡事都能。」
〈马太福音十九章26节〉

「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
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
『你作甚么呢？』」

神不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
有时候有人问：「神是怎么来的？或神是何
时开始的？」很难想像有个超越时间和空间

〈但以理书四章35节〉

22

问题与反思

参考文献
• John Piper,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of
Hosts. (© Desiring God Ministries, 2006; from
a sermon dated January 1, 1984). (http://
www.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
Sermons/ByDate/1984/419_Holy_Holy_Holy_
Is_the_Lord_of_Hosts/).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06.

• 当我们想认识神的一些性格时，这些经节只是
触到皮毛而已。按照上述经节来思考神的属
性，哪些肯定了你对神已有的认知？哪些让你
发现是新东西？
• 当我们开车进入一个大城市时，通常最先看到
的是最高的大楼。从远处看，它们看起来很
小，可是在那些大楼前开过时，它们就像巨无
霸那么大。这是观点的问题，越靠近某个东
西，那东西看起来就越庞大。你有多靠近神？
他对你来说有多大？

决心与行动
圣经里的雅各书说：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
们」〈雅各书四章8节〉。亲近神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个
选择，如果这是你心中渴望的，你将如何下决心如此
做呢？〈请参考本指南最后面的「认识神」部分。〉

Holy. Dictionary.com.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urth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4.
(http://dictionary.reference.com/browse/holy).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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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世界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第七课

观察与思考
的推论，我们认为那表肯定有个造表的人......

神有许多属性，我们在第六课查考了几个，对每个
属性至少提供了一节圣经节做为参考。现在当我们
继续查考时，会思考圣经对神和他的创造大工说了
什么。可是在那之前，让我们先简短地来看历史上
的一页。一七九四年，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威廉‧
派立，出版了一本名为 《基督 教的证据观点》的
书，这本书成为剑桥大学一百多年必读的书籍。可
是在一八○二年，派立出版了另一本让他更是远近
驰名的书，书名是 《自然神学：或 是 从自然界现
象中收集的，证明神的存在和属性的证据》。派立
在这本书中据理力争道，最能从查考自然界的一些
证据，来认识一位超自然的神。他所提的钟表匠比
喻，成为科学哲学中最负盛名的比喻。那本书虽然
写于两百多年前，可是值得在此重述一下〈你也许
会觉得用词有点拘谨，可是请继续看下去〉。

派立支持宇宙万物有个造物主这概念，他是回响下
面这节圣经节：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
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
得。」〈罗马书一章20节〉
请记好派立所说的钟表匠比喻和罗马书的这节经
节，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从「盼望」影片摘录出来的
话，它们简短地描述我们所住的世界：

每一个星系包括了百万个，甚至亿万个星球。其中
有个炽热的星球，就是我们所说的「太阳」。有九
个非常独特的行星，环绕着太阳运行，其中包括我
们所居住的地球。地球展现出令人称奇的美丽与
多样性，它是个适合千百万种不同动植物生存的理
想世界。

当我走过一块田野时，脚踢到一块石头，如果有人
问我那块石头怎么会在那里，我也许回答说，就我
所知，它一直在那里......可是如果我在地上看到一只
表......就不会用刚才的回答说，就我所知，那表一直
在那里。为何不能把用在石头上的答案，也用在那
表上呢？......因此，当我们检验那表时，晓得它的各
个部分都经过精密制造，而且是为同一个目的而组
装在一起〈我们无法在石头里看到这点〉。也就是
说，它们被安装 在一起，被调整，是为了要产生动
作，而那动作被规定到一个程度后，可以指出是几
点几分......观察了这结构后......会得到一个不可避免

从微生物到庞然巨物，各有不同的颜色，声音，气味
与构造。每一个受造之物，在微妙的生态平衡中，
都有其独特的定位。
我们根本无法想像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何等的精细
和浩瀚；又想到居然有一位把这一切都创造了出
来，就更叫我们赞叹不已。
──「盼望」影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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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 你相信派立所说关于钟表和钟表匠的比喻，可
以应用在宇宙万物和造物主上面吗？为什么可
以，或为什么不可以？

许多人曾说，当他们在自然界、在高山、或海边时，
觉得最靠近神。可惜的是，这是有些人对神仅有的经
历。另一些人看不到神，是因他们开始敬拜受造之物
〈高山、大海、天空〉，而不敬拜造物主！通过受造
界能看到一点神，虽然那经验令人肃然起敬，可是比
起能个人认识神的喜乐和满足，那短暂的经验就黯然
失色。

• 从上述罗马书一章20节的经节来看，自然界中
有哪些例子，似乎对你启示出神的属性，能力
和本性呢？

请下决心，绝不满足于只从自然界略窥一点神的影
子，绝不满足低于能亲密认识那位造物主的认知。一
如派克所说：「亲密认识一点点神，比肤浅地晓得很
多关于他的事，要宝贵得多。」

1

J. I. Packer, Knowing God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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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世界 ── 第二部分
第一章  第八课

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藉着他的话语，他从无变有创造了一切。根据圣经记载，上帝在
六天之内，创造了天，地和一切的生物。
──「盼望」影片，第一章

观察与思考
即使在相信世界是由神造的人当中，对圣经记载的宇
宙万物的受造，也持有不同的解说。然而在各个主流
圣经观点之间，对许多关键概念仍然持有共同看法。
看了上面从「盼望」影片摘录出来的话语后，让我们
思考这些概念中的几个。

进化论者不同意这说法，辩驳说世界不是由一位设计
者造成，而是由简单的有机物开始，进化成现今所知
的复杂生物系统。可是这概念违反了一个基本物理定
律：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它说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所
有东西都会倾向混乱〈腐败〉。这个响亮的技术性宣
告基本上是说，若没有外界的影响或力量介入，自然
界中每个东西，不会因时间推移而有所改进──至终
它会分解腐烂！

首先，由于神是无所不能，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所
以他能选用他喜欢的任何方式来创造东西，即使只是
单凭说一句话也行。这概念清楚呈现在圣经里：

为了让这点更加清晰，让我们回去看第七课中，派立
所说的钟表匠比喻。

「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创世记一章3节〉
「......凭 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
地。」
〈彼得后书三章5节〉

假如你走在田野里，看到一堆表的组成零件。进化论
者会建议，有一天这些乱七八糟的零件，会自己组合
在一起，成为一个精确的表，或者变成一辆汽车。至
于钟表匠比喻则会建议，若没有一位设计师介入，那
些零件永远不会自己碰在一起，成为一个精确的表。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会认为这些表的零件，至
终会烂掉化为尘土！

其次，神从无造出万有。想想这事吧！当人制造东西
时，必须使用已存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才行，当我们「
创造」时，其实是「再创造」。可是当神从无造出万
有时，那才是创造的终极意义：

「......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 神。」		

简单地说，认为这世界是由自然进化过程而产生的结
果，是要我们相信，只要过了一段时间，简单的东西
就可进化成复杂得多的东西。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告
诉我们的正好相反！

〈罗马书四章17节〉
第三，神在六天之内造出整个世界。我们发现这概念
清清楚楚出现在圣经里：

再者，圣经告诉我们，现在神正在维护世界的运作。我
们在新译本歌罗西书一章17节发现这点：「他在万有
之先，万有也一同靠著他而存在。」核子科学已决定，
组成原子的最小粒子，以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旋转，
可是它还需要找到，能解释这些粒子不会到处四散的原
因。圣经在歌罗西书一章17节宣称，是神在维护所有东
西持续的运作，即使是最小的原子粒子也罢。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
物......」
〈出埃及记二十章11节〉
虽然长久以来，圣经学者为「六天」的意义一直争论
不休，可是他们都确定是神造了天地万物，这与单纯
地由自然进化过程而得的结果，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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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与行动

• 请思考这星期我们查考的神的属性，你觉得很
难相信圣经描述的，神以此法创造整个世界
吗？为什么相信？为什么不相信？

有些人很难接受圣经记载的世界被造的事，因为它毕
竟似乎与自然定律相违背，而且需要人相信有一位拥
有创造能力的实体，人可看到他的杰作，但看不到他
的脸。这种相信需要有信心，可是不是盲目的信心。
当我们一步步查考这研读指南，并且思考和查考圣经
之后，就会学到合乎圣经的信心不是无理性的，而且
绝不是盲目的。

• 曾有人说，我们如何看待圣经记载的世界的受
造，就会决定我们如何看待圣经其余部分。这
话有多真呢？如果圣经对世界受造所做的记载
不属实，那么这对关于神的事说了什么呢？

我们在本研读指南已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了解圣经是
可靠的。建立了这根基之后，会让圣经所说的有关神
的属性具有分量。我们知道神的属性后，能更明白圣
经所说的，这样的神为何能创造世界和其中万物。对
神的性格和本性有了这种了解，并没免去我们需要有
信心，可是免去了需要有盲目的信心。
许多人排斥圣经中的宣告，因为他们以断章取义的方
式来看它们，没先铺垫好信心的根基。这本研读指南
的目的，是提供能让人理解圣经中宣告的来龙去脉，
为信心建立根基，一步一步弄清楚。在这本研读指南
中，你若遇到很难理解或相信的事，不要立刻排斥
它，而是祷告求神加强你信心的根基，并且尽力去认
识他的话中对他所做的启示。

Wikipedia®,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law_of_thermodynamics).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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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亚当和夏娃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第九课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
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 创世记一章26 ─ 27节

到了第六天，在他完成其他一切创造之后，神用尘土造了第一个人，接着他向那人吹了一口生命之气，那人就成
了「有灵的活人」。上帝给他取名叫「亚当」。之后，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条肋骨，造了第一个女人，亚当称她为
「夏娃」。亚当和夏娃有别于万物，因为他们是按上帝自己的形像而造。
──「盼望」影片，第一章

观察与思考
请注意上面从「盼望」影片摘录的话和圣经经节，它
们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是什么意思呢？为了回答这问题，就常有人说人类的
一些特性，和神的属性相似，它们也许包括创造力、
理解力、选择力、沟通力、和经历复杂的感情。有些
人可能反驳说，有些动物也能表现出〈某程度或别
的〉这些像神的特性，他们或许说〈也许对也许错〉，
人和动物之间最主要的差别，不是本质，而是程度的问
题，人类只是比动物发展〈或进化〉得高一点而已。
可是圣经却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这十
分特别的话没用在别的任何受造物身上。在这件事
上，创世记二章7节提供了重要见解：

活人」。翻译成「活人」的希伯来原文是nephesh，它
也可翻译成「灵魂」，灵魂是指人的非身体或非物质
部分。有人相信动物也有「灵魂」，这到底对不对，
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人得到灵魂的方式，是只有人才有的独一无二方式，
他直接从神那里得来！

神用他的话创造世界，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世上第一个
人的物质部分，可是人的灵魂却不是那样创造的，而
是从神那里分给他的。神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亚当的物
质身体，可是他的灵魂却是由神口中吹出来的。从神
那里分给或倾注给他的东西，是使人能够像神的形象
那样，有创造、思考、沟通、做选择的能力、以及经
历复杂感情的来源。当神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人的
鼻孔里，他就把他变成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神的
这口气使人类与世上其他万物都不同──而这就让每
个男女具有不可思议的价值。

「耶和华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气息吹在
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请注意这节说，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的身体之
后，神「将生命气息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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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与行动

一张纸币本身并没什么价值，它的价值是从它代表某
个有价值的东西而来，那东西通常是安全储存在国家
金库里的金条或银条。所以从一方面来说，纸币是那
金条或银条印出来的「形象」。同样道理，人，所有
的人，有价值，是因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而
神的宝贵价值是无法衡量的。许多人相信他们的价值
来自他们的表现，财富，名声，长相，等等，可是根
据圣经，我们全都非常有价值，因为都是按照神的形
象造的。

请读下面从诗篇一三九篇13到17节摘录出来的话。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或作我被造的肢体尚
未有其一〕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 除了神之外，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自己有价值
呢？如果那东西从你身上拿走，你的自我价值
感会变得怎样？
•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人对别人做出无人道的行
为，例如：战争屠杀，种族歼灭，恐怖主义，
等等。如果世上每个人，都相信世上每个人都
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都有无法衡量的价值，
会产生什么不同的结果吗？

虽说「自我形象」这字从没出现在圣经，可是一个人
若对神有更真实的形象感〈或更真实的了解〉，就会
对自己有更好或更真的形象感。当我们真正明白是神
造了我们〈一如我们在诗篇一三九篇读到的〉，而且
神做的每件事都完美无缺〈申命记三十二章4节〉，
我们就绝对能对自己有个正面的自我形象。若想有个
好的自我形象，首先需要有好的神的形象。请下决心
要加深你对那位造你的神的了解，如此去做，就能更
加了解自己！

• 如果一个人真相信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
的自我形象会受到影响吗？
• 当你晓得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对你有何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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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亚当和夏娃 ── 第二部分
第一章  第十课

上帝没有把他们造成神。 正如月亮反映太阳的光芒一样，上帝造人是为叫他们反映自己的荣光
──「盼望」影片，第一章

人生最高的目的，是永远荣耀神而且享受神。
── 西敏寺教义问答，缩简版， 写于一六四○年代

观察与思考
第九课我们思考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真理，
本课要思考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把圣经中所
有相关经节都拿来查考，对了解神造人的目的将大有
助益。可是不能只用一节经节把这题目做个总结，至
少那不能让大多数圣经学者心服口服。

界来认识他。上面从「盼望」影片摘录出来的话，就
是采取这个圣经原则，把太阳和月亮的关系，比做神
和人的关系。「盼望」影片说神没把男人和女人造成
「神」，而是一如月亮映照出太阳的光芒，人也要映
照出神的荣光。当人真正思考月亮发射出来的光时，
至终必须想到它的光来自太阳。以此方式，月亮就让
人注意到太阳。当我们在生活中映照出神的荣光时，
就会让别人想到神的荣光。换句话说，我们就荣耀了
神，这把我们带回西敏寺教义问答中所说的人的目的
〈马太福音五章16节〉。

然而有一个文献包含了一句话，试着总结圣经认为
的，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那文献是众所周知的西
敏寺教义问答，我们所指的那句话就出现在本课最
前面。大多数圣经学者接受这句话是正确的，它也
对「盼望」影片所说的，关于神造人的目的提供了
参考点。

把这思维再向前推一步，思考到月亮之所以能做它所
「做的」，不是因为它的努力，而是因为它与太阳之
间有独特的关系。如果月亮能造出自己的亮光，就会
夺去太阳的荣耀。可是因为月亮无法制造出自己的亮
光，太阳才真正得到所有的荣耀。

毫无疑问，我们世界最明亮的可见物是太阳，它的亮
度大到人若直视，就会对眼睛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
可是神的明亮度比太阳要大得无法测量，在约翰壹
书一章5节，我们学到神是纯洁，没有任何稀释的明
光。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20节，圣经告诉我们，神的
荣光大到没有任何人能直接注视神而活下来！那么如
果神是如此强烈的明光，没有人可直接看着他而活下
来，又有谁能看到神的荣光呢？

有些人努力为神造出光芒〈荣耀〉，可是像月亮一
样，我们不是光源。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在约翰福音十
五章5节读到：「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然
而也像月亮一样，我们能映照出神的荣光，完全是因
我们与神有个人的关系。荣耀神，不是指我们为他做
什么，而是当我们与他有亲密关系后，他做出什么。

还记得罗马书一章20节教导我们说，可从神所造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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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John Piper, God Created Us for His Glory.
(© Desiring God Ministries, 2006; from a
sermon dated July 27, 1980). (http://www.
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Sermons/
ByDate/1980/238_God_Created_Us_for_His_
Glory/).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06.

• 你与神有那种能使你映照出他的荣光而且荣耀
他的关系吗？
• 你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以致能对你周遭
的世界，更有效地显出〈更映照出〉他的荣
耀吗？

决心与行动
如果你无法正面回答第一个问题，请去看本研读指南
最后面的「认识神」部分。
请带着祷告的心阅读和思考那部分所解释的步骤，然
后立即照办。如果你还没准备好改进你与神的关系，
那么祷告求主使你准备好。
有位现代圣经学者把上述西敏寺教义问答的句子改了
一点，他说人生的目的是经由〈不是而且〉永远享受
神而荣耀神 。你今天享受神了吗？如果不享受，你应
该享受。或许你该停伫下来，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
要的事上。

John Piper, Worship: The Feast of Christian Hedonism. (© Desiring God. From a sermon delivered September 25, 1983). (http://www.
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Sermons/ByTopic/85/406_Worship_The_Feast_of_Christian_Hedonism/).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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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棵树 ── 两种方式
第二章  第十一课

耶和华 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
善恶的树......耶和华 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
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 创世记二章9，16 ─ 17节
在园子中央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另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上帝告诉亚当，他可以吃园中任何树上所结的果
子，惟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绝不能吃，因为他一旦吃了，就必定死。
							──「盼望」影片，第二章

观察与思考
目前为止，我们亲眼看到神故事中的许多情节，可是
还没看到有任何冲突情节。神造了亚当和夏娃，把他
们放在一个极美的园子里，他们应有尽有。可是园子
当中有两棵树，一棵结出生命，另一棵则结出死亡，
先是属灵的死，最后才是身体的死亡。

生命本质并不是好的， 它是从神而来」。生命树代
表从神散发出来的赐生命的恩惠，我们不配得到那恩
惠，也无法赚取那恩惠，只能以谦卑和感恩的心接受
那恩惠。
在第十课我们思考到，人生的目的是永远荣耀而且享
受神，得到的结论是并非靠我们为神做什么来达到那
目的，而是靠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以致神做出什
么。如果你认为本课的主题和这类似，你就想对了。
靠自己和靠神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是神的整个故事
中，常常出现的主题。

历世历代的圣经学者都思考这两棵树的意义，大部分
人同意这两棵树代表亲近神的两种完全不同方式 。认
为分别善恶树代表人想用自己的努力──常用得到知
识，或努力做对的事──来亲近神或讨神喜悦。圣经
说这种方式最终的结局是死亡 。
按照神学家加尔文的说法，生命树是提醒人记得，
「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而是靠神的慈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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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与行动

在生活中和与神的关系中，人为什么一直在拼命挣扎
呢？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分别善恶树，而不是生命树
呢？这常常是因他们从未听过你现在听到的，神把生
命白白赐给人的好消息。或者他们听过，可是不愿意
或无法从神接受。即使那些真正渴望认识神和跟随神
的人，也能落在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陷阱中。

若想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要从与神建立个人关系开
始。如果你和神还没有这种亲密，个人的关系，让你
有把握相信，在今生和永生神都对你怀着善意，现在
请花点时间去看本指南最后面的「认识神」部分。神
要你认识他，而且已铺好路让你能认识他。
如果你和神已建立了个人关系，可是你掉进靠自己的
力量去生活的陷阱中，现在请花点时间，找出哪些东
西让你无法信任神，哪些地方你在靠自己的力量挣
扎。请去到本指南最后面的「在神里成长」部分，可
得到更多帮助。

当你从今天这课思考这两棵树时，请扪心自问：「我
吃了哪棵树上的果子？」

Watchman Nee, “The Choice That Confronted Adam” from his book 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Copyright Angus Kinnear 1961,
Kingsway Publications, Eastbourne, England. (http://www.ccel.org/ccel/nee/normal.xi.iii.html). Retrieved October 4, 2006.
2
Romans 8:5–13
3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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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被变成愿意
第二章  第十二课

亚当拥有了上帝赋于的自由选择权，这个自由上帝极为看重。因为上帝造人乃是要人爱上帝，且为上帝所爱。而凡
不经自由意志去选择的爱，就不是真爱。所以亚当可选择吃，或选择不吃这果子。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
							

──「盼望」影片，第二章

观察与思考

问题与反思

从神告诉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那一刻起，

如果你去问一百个人，要他们解释他们怎么来认识神

亚当就面对一个选择。许多人写书，讨论在神对这世
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人有责任〈或自由〉做选
择，两者之间似乎存有极大的张力 。

的，也许找不到很多人说，他们很聪明，所以能找到
神，反而会说是神找到他们。还有，这些人当中有些
人也许还会告诉你戏剧性的故事，他们原来如何排斥
神，可是最后却来认识他！

有人说是神决定每个人的命运，别的人又说，人拥有道
德自由，他自己的选择会决定他的命运。其实圣经似乎
教导了这两种概念，比如：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15节，
约书亚劝勉希伯来人说：「......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

你可以去问很多人关于他们的属灵旅程，但可能并不
能帮你解决在神的掌管和人的选择之间的张力，这古
老的神学问题，然而它也许会带你得到一个类似这样
的结论：我们全都排斥神，除非神介入我们的生活，
否则没有人真能找到神。

奉的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五章16节，主耶稣对他最亲近的朋
友和跟随者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

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本研读指南无意深入查考和解决存在神的至高无上权
柄和人的选择之间张力的问题，那个神学辩论超出我
们讨论的范围。然而若对本研读资料的作者提出的下
列想法做些思考，将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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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与行动
或许你已感受到一个渴望或牵引，开始想与神建立个
人关系，可是目前为止，你一直犹豫不决。或者你已
认识神，但为某件事在挣扎，正处在一个情况，要么
选择相信他，要么不相信。切记，拒绝做选择，并不
是你真能做的选择，因为如果你不选择信靠神，就是
反对他。
无论你的处境如何，即使如果你觉得你无法选择相信
神，至少可以祷告求神帮助你做选择。
你愿意让神使你愿意吗？如果不愿意，祷告求神让你
愿意，好吗？

John Piper, A Response to J. I. Packer on the So–Called Antinomy Between the Sovereignty of God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 (This
article is dated March 1, 1976. © Desiring God, 2006). (http://www.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ByDate/1976/1581_A_
Response_to_JI_Packer_on_the_SoCalled_Antinomy_Between_the_Sovereignty_of_God_and_Human_Responsibility/). Retrieved
November 10. 2006. Piper addresses this issue as follow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ee how God’s sovereignty and man’s responsibility
perfectly cohere, one need only realize that the way God works in the world is not by imposing natural necessity on men and then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for what they can’t do even though they will to do it. But rather God so disposes all things (Eph. 1:11) so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moral necessity all men make only those choices ordained by God from all eternity.
1

One last guideline for thinking about God’s action in view of all this: Always keep in mind that everything God does toward men – his
commanding, his calling, his warning, his promising, his weeping over Jerusalem, – everything is his means of creating situations which
function as motives to elicit the acts of will which he has ordained to come to pass. In this way He ultimately determines all acts of
volition (though not all in the same way) and yet holds man accountable only for those acts which they want most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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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造要爱神和被神爱
第二章  第十三课

因为上帝造人乃是要人爱上帝，且为上帝所爱。
──「盼望」影片，第二章

观察与思考
我们如何看待一个人，免不了会影响我们如何对待
他。比如：如果你从同事口中听说你的上司很不喜欢

话是真的，只用区区几节圣经节办不到。这是我们为
什么制作「盼望」影片，也为什么写出这研读指南的

你，当那位上司突然出现在你办公室门口时，你对他
有何感觉？

缘故。惟有当一个人真心思考圣经记载的神的整个故
事之后，才能开始明白约翰壹书四章8节这类经节蕴
涵的真理。它简单地说：「神是爱。」

或者你正一边开车一边听你最喜欢的歌曲，突然看到
一辆警车闪着红灯朝你开来，你会不会马上去看你的
时速表，确保没违反交通规则？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
样，就会这么做。

请思考一下这节经节，它不是说神爱人，而是说神就
是爱。神会爱人是因他是爱，神绝不会不带着爱心做
任何事，因为爱是他的本性。

同样道理，你如何看待神，会决定你对他立即做出什
么反应。上一课我们已看到从「盼望」影片摘录出来
的上面这句话，可是并没深入思考它。由于这句简单
的话非常重要，所以让我们再来看看它，更深地查考
它对我们所含的意义。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它就会成
为我们通过「盼望」影片，研读神的故事时，去思考
每一个别的真理的基准。如果它不是真的，现在你放
弃这努力，也无可指責。

深入查考神的故事，当然会帮助人头脑上更加认识他
的爱，可是惟有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经历到神的
爱，它才能真正地对我们成为实际。我们每个人都需
要让这真理深深铭刻在我们灵里，才能除去我们对神
所怀的任何扭曲图像，然后用正确和真实的图像取代
它。除非我们照他的真面目来认识他，否则不会正确
地回应他。

要想有效地证明从「盼望」影片摘录出来的上面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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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如何看待或感觉神？你把他看成本课
开头提到的生气的上司，还是警察？你把他
看成慈爱的父亲或好朋友吗？此时此刻你怎
么看神？请先想好才回答。

上面这些问题，值得多花点时间思考，也许你该拨
出必要的时间来思考它们，而且整理好你的回应。
或许你还想把你的思绪写下来。

• 你对神的这想法从哪里来的？它如何影响你
今天对神的回应？

祷告求神向你显示，你对他的看法中哪些是扭曲
的。祷告求他向你画出一幅他真正正确的画像。请
记住，这幅杰作要花一生的时间才能画成──它将
是最智慧地使用时间！

• 你能说你现在在生活中经历神的爱吗？为什
么是，或为什么不是？你过去的哪些经历，
影响到你现在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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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不满足的敌人
第二章  第十四课

早在亚当有生命气息之前，上帝已创造了一群称为「天使」的属灵活物。 天使被赋于极大的力量和智慧，在地
上和被称为天堂的圣所来服事上帝。其中，最有能力的一个天使，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撒旦」。这个天使不以
完成它被造的目的为满足。它想取代上帝。因此撒旦成为上帝的仇敌，它带领一大群堕落的天使背叛上帝。从
此，撒旦便从在上帝面前特殊的地位中堕落了。
──「盼望」影片，第二章

观察与思考

问题与反思

圣经和「盼望」影片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有个敌
人，就是现今所知的撒旦。圣经虽没多说撒旦是如何
被造和如何堕落的，可是已有足够的经文可拼联起
来，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对这位向神挑战的堕落天使
知道些什么。

你明白你受造的目的吗？如果明白，你满足于去实现
那目的吗？许多人并不满足。请思考下列有关你受造
的目的的经节：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
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
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
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
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作我被
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许多圣经学者引用以赛亚书十四章12到14节和以西结
书二十八章12到18节，得知撒旦是如何堕落的。这两
段经文虽然通常都被认为是指巴比伦和推罗的国王，
可是许多人相信它们含有双重意义，它们也指撒旦，
就是在那两位国王背后操纵一切的属灵权势 。

〈诗篇一三九篇13 ─ 17节〉
这些经文显示，神赐给撒旦相当多的好东西，可是它
并不满足去实现它被造的目的。由于这不满足，它就
反叛神──而当它如此做时，就失去了一切。实际
上，撒旦成了受造界最受鄙视的东西，我们很快就会
看到，它的下场多么悲惨和确定。它选择对抗神！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
叫我们行善，就是 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以弗所书二章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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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圣经经文，我们看到神创造了我们──而且是
为一个目的而造。

决心与行动
如果你一直与神为你一生所定的计划搏斗着 ，你也许
需要和造你的主做些开诚布公的讨论。他为你所定的
计划，永远比任何其他计划都来得好。耶利米书中的
这节经节就肯定这点：

• 你能想出有什么比实现你受造的那个目的，更
令人满足的事吗？
• 我们从撒旦的坏例子能学些什么？神也是为了
一个目的而造它，但它却反叛神，去追求自己
的计划。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
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有未來、有指
望。』」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11节〉

• 一个人为什么会对神说：「我不要成为你把我
造成的那个样子」呢？

如果你一点都不晓得神为你的人生所定的计划是什
么，请用这问题做开始：「我有多认识他？」你晓得
吗？若想知道你人生的目的，就要从认识那位赐给你
目的的神开始。如果你从未开始去亲自认识他，现在
花点时间，去读或再去读本指南最后面的「认识神」
部分。
或许你已相当晓得神为你人生所定的目的是什么，可
是并没在那目的中得到充实感或满足，或者甚至因为
害怕或骄傲而逃避那目的。不要重蹈撒旦的覆辙，神
有功课要你学。请追求与神有更深的关系，当你在他
里面得到喜乐时，「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诗篇三十七篇4 ─ 5节〉

1

Charles C. Ryrie, Basic Theology (Victor Books, A Division of Scripture Press, Wheaton, Illinois, 1988, pp. 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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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必然的结局
第二章  第十五课

我们的敌人撒旦，极力想夺取神的权势，挫败神在我们生活中定下的目的。可是圣经说得很清楚，撒旦不会得
胜。做最后定夺的是神，也只有神而已。「盼望」影片这么说：

撒旦无法击败上帝，因为上帝是全能的。将来有一天，撒旦和所有的鬼魔将被丢进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永刑
里，那里就是「火湖」。但在那日之前，撒旦将无所不用其极地毁坏上帝所爱的人类。
──「盼望」影片，第二章

观察与思考
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告诉我们，有一天撒旦会被永远

美丽的图像或风景。一块刺绣的正面十分美丽，可是

丢在火湖里。在同一本书中我们学到，撒旦被除掉之

如果翻过来，看起来会很杂乱，甚至难看。

后，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

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我们所住的世界，有时很像一块刺绣的背面，常常看

〈启示录二十一章4节〉

起来很混乱──当眼前都是痛苦和苦难时，这世界就
很丑陋与黑暗。可是如果你能从神的设计那一面，看

那将是何等美好的一天啊！你翘首等待那天的来临

到绣完的作品，就会领悟到造物主有个计划，而那完

吗？没有苦难或死亡的未来世界，对你来说可能吗？

成的计划美好无比。

照神的说法，不仅可能，更是确定无疑。从我们的
观点看世界，很难想像有一天会没有死亡、哀痛、哭

神的计划不是隐藏不露的，他把他的计划放在圣经

泣、或痛苦，可是还可从另一观点来思考。

里，那是个美好完全的计划，这点我们可以确定。

刺绣通常是在一块布上，准确地下针，它常描绘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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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本圣经里，神都提醒我们，他不仅为全世界拟定

你从「刺绣的背面」看人生吗？去读神的话，圣经，

了一个计划，对世界里的每个人也定好了计划。你生

就会开始发现神要在你人生中创造的美丽图片。

活中的某些情况，看起来是否像一块刺绣的背面呢？
无论从「背面」，情势看起来有多糟，神对你一生都

从罗马书八章28节，我们看到 「神使万事都互相效

有一个计划 ，而从他的观点来看，那计划看起来就迥

力，叫爱 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然不同。当我们看圣经时，就会看到神的那观点。
你与神之间的爱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爱神，这节经
圣经应许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

神的人
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八章28节〉

节就是写给你的。向神祷告，求他向你显示，有没有

。神为你定了一个计划 ，就连撒旦都无法改变神的那

挡在你和神之间，就祷告求他帮助你除去。

任何东西拦阻你与他的关系。如果他显示有某个东西

计划。虽然攻击和反对几乎肯定会来到，可是对跟随
神的人，圣经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

大。」
〈约翰壹书四章4节〉

1
2

Revelation 19:20
Ephesians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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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美丽面
第三章  第十六课

耶和华 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
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
『你们
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
亮了，你们便如 神能知道善恶。」
── 创世记三章1 ─ 5节

所以有一天，当夏娃在园子里的分别善恶树的附近散步时，撒旦便对她说话。夏娃并不害怕，因为那时恐惧
尚未进入世界。撒旦询问夏娃关于禁果的事。撒旦质疑上帝的警告和动机夏娃听了，也开始对上帝感到怀
疑。她考虑片刻，就把果子吃了。接着，夏娃把果子拿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他们立刻察觉到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感到羞耻。
──「盼望」影片，第三章

观察与思考
我们现在思考的「盼望」影片中的这部分，在创世记
第三章有更详细的描述。从上面这段经文我们注意
到，撒旦是以蛇的模样出现在夏娃面前，而且还对她
说话。然而夏娃和你我不一样，她并不怕那条蛇。让
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八章12到18节描述撒旦极其美丽，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14节说：「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从这些经节我
们知道，邪恶显然并不总以邪恶的面貌出现。
我们通常都把邪恶和恶毒，黑暗以及威胁连在一起，
可是实际上邪恶常以美丽的外表出现。撒旦也许让夏
娃觉得它很美丽，听一位美丽之物说关于神的事，有
什么错吗？而且得到知识毕竟不也是件好事吗？

首先，在神的故事中，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到有任
何迹象显示，神造的世界中有惧怕存在。第一次记
录有惧怕出现，是在创世记三章10节，是在亚当不听
从神的话之后。从创世记九章2节我们可下结论说，
在那之前动物并不怕人〈或至少它们不太怕人〉。
能想像夏娃当时的感觉吗？她从未碰到过让她害怕
的任何东西！

有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我们和周遭的人都认为很好
的方法，可是事实上那看起来很好的方法，也许并不
是神的方法。圣经常用到不法这字，不法这字的字根
定义，是「曲解好的事」。不法是撒旦所用的主要伎
俩，它用不着发动全面正面的攻击，使我们离开神，
有时候它只是狡猾地改变或扭曲一下真理而已。

其次，让我们思考撒旦以什么方式呈现它自
己。创世记这段经文中的「蛇」，希伯来原文是
「nachash」，直译是「光明之物」。以西结书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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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想起你生活中的某些人，东西或情况，第
一次见到它们时是一个样子，可是当你比较认
识它们后，却是另一幅脸孔吗？这能帮助你了
解今天所谈的问题吗？

也许你还记得第十四课说过：「若想知道你人生的目
的，就要从认识那位赐给你目的的神开始。」我们若
以个人和亲密的方式认识神，就能认识神的道路。

• 在第二课我们看到一节圣经节说：「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箴言十四章
12节〉。当你必须选择一条路时，怎么知道它
是神的路，还是「美丽的」死亡之路呢？

当美国财政部训练钞票检验人员时，并不是让他们研
究假钞，而是花极长时间仔细认识真钞。他们仔细观
看、触摸和查看真钞，以致看到假钞时，立刻就能辨
识出来。
你真正看完过整本圣经吗？就某方面来说，圣经是神
的自传，难道我们不该像财政部验钞人员研究真钞一
样，或花比他们更多的精力，来查考他的故事吗？请
下决心经常查考圣经，而且通过神的话来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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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想法
第三章  第十七课

耶和华 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
果子么？」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
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
神能知道善恶。」
── 创世记三章1 ─ 5节

所以有一天，当夏娃在园子里的分别善恶树的附近散步时，撒旦便对她说话。夏娃并不害怕，因为那时恐惧
尚未进入世界。撒旦询问夏娃关于禁果的事。撒旦质疑上帝的警告和动机夏娃听了，也开始对上帝感到怀
疑。她考虑片刻，就把果子吃了。接着，夏娃把果子拿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他们立刻察觉到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感到羞耻。
──「盼望」影片，第三章

观察与思考
那样对你们......会吗？」撒旦正在诱导夏娃怀疑神对她
的用心，然后再向前推一把说道：「因为 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 神能知道善
恶。」这听起来像是撒旦在暗示，也许神不真要夏娃

本课继续探讨撒旦和夏娃在分别善恶树这事上的互
动，让我们思考上述圣经经文记载的，撒旦对夏娃所
施的伎俩。夏娃对撒旦说，神说那棵不可吃的树：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撒旦反驳
道： 「你们不一定死〈绝不会死，新译本〉，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
能知道善恶。」

成为她能成的完人，这会使她起疑心，认为「神真的
要把最好的给我吗？」

神

这种想法的核心，潜伏着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神
真是好神吗？」历世历代以来，许多人都被这问题绊
倒。当夏娃开始问这问题时，砰！陷阱的盖子就盖上
了。当她怀疑神是否为她好时，就会开始为自己谋求
福利。

乍看之下，撒旦只是反驳神的话，或至少是试图重新
解释神说了什么，似乎要夏娃怀疑她是否真的听到她
以为听到的话。使人产生怀疑和困惑，确实是撒旦使
用的一个主要伎俩。可是当你深一步挖掘，就会看到
撒旦还有比这更深的策略。当撒旦说：「你们绝不会
死！」你几乎可听到它对夏娃说： 「别这样，神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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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生活中，有没有任何地方，你不知该不该信
靠神？

从圣经的这个故事，我们能得出两个非常实际的
应用。

任何时候当神要求你信任他时，你可以确信他已把你
需要知道关于他的事，全都启示给你了，使你可以信
任他。他也许没启示你想知道的所有事，可是已把你
需要知道的全都启示了。

• 不要与邪恶对话或接待它 ，你赢不了的。夏
娃与撒旦进行对话，就落入它的圈套。撒旦太
狡猾，夏娃绝对应付不了它，我们也应付不了
它的狡猾。
• 问问你自己：「我是否等着神向我多启示一点
他自己，然后才愿在某方面信靠他呢？」若是
如此，你也许该踏出信心的一步。「人非有

夏娃遇到撒旦之前，她接受神对她说的有关分别善恶
树的事。为什么不该这么做呢？因为她有个单纯又深
奥的信心，相信因为神是神，所以无论他说什么，都
该照单全收。请注意撒旦并没引诱夏娃去怀疑神到底
是不是真神，而是怀疑神是不是真是好神。当我们以

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悦，因为到 神面前
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人。」
〈希伯来书十一章6节〉

信靠和顺服，来承认和回应神是神时，就会发现他是
良善的。如果我们只是观望，想等到不需要用信心和
信靠时才顺服，也许永远也不会顺服。

参考文献
• Bob Deffinbaugh, Th.M., “Satan’s Part in
God’s Perfect Plan.” (© bible.org, 2006).
(http://www.bible.org/page.php?page_
id=186)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06. More
on Satan: his fall, his character and conduct,
Eve’s adversary in the Garden.

1
2

Genesis 3:1–4
Matthew 9:4; 2 Timothy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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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 它到底是什么？
第三章  第十八课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五章12节

接着，夏娃把果子拿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他们立刻察觉到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感到羞耻。可怕的事发生了。事
情起了变化。撒旦的邪恶就如传染病一样。通过亚当的悖逆，这邪恶的病进入了这个世界。这就是罪。罪是
一种怂恿人心的力量，为要破坏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凡罪所经之处，至终带来死亡。亚当和夏娃被造，原
本是要永远活在与上帝美好的和谐之中。但他们吃了那果子，使他们独立于神之外行事，而那正是撒旦曾经
做的。现在，他们先经历灵里的死亡，接着是肉体的死亡。从亚当开始，罪就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来，影响全
人类，直到如今。
──「盼望」影片，第三章

观察与思考

问题与反思

罪这个字出现在圣经三百五十多次，最常用来指一个
对抗神的行为〈圣经常是指「过犯」〉。其实罪的一
个定义是「没打中红心」，记住这点，我们就可说「
红心」是指神的道路和方式，当我们没达到那标准
时，就是犯罪。

许多人认为，只要做个好人，就能与神和好。一个流
行的看法是，只要一生做好事多过坏事，就能进天
堂。问题是即使一个人一生过着完美的生活〈但我们
当中没有人能做到──罗马书三章23节〉，那人仍然
罹患了罪这疾病，这就足以拦阻我们与神建立正确的
关系。你知道吗？不仅是我们的「罪行」使我们和神
的关系决裂，我们的「罪性」也阻挡我们。一如在第
十七课看到的，我们靠自己绝不是撒旦的对手，若没
有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作，我们也无法胜过罪。

在圣经里，罪也被用来描述影响人去对抗神的权威的
那个权势，它不只是对抗神的一个行为或行动，也是
影响我们做出反抗神的行为的拟人化权势〈参考：创
世记四章7节和罗马书六章12 ─ 13节〉。通过亚当，
这致命的权势就扩散到整个人类。

• 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是你一直挣扎的，或许是
习惯性的呢？

现在你能明白「盼望」影片为什么把罪描述为像传染
病一样的实体了。无法用医学技术诊断出它，因为它
不是身体的疾病。它是个灵性的疾病，而且永远带来
死亡。惟有神能医治它。

• 你生活中有没有哪些冲动和情欲，无论你多努
力，都无法除掉的呢？
• 当你诚实回答这些问题后，还发现很难相信在
你里面有个称为罪的权势在运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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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让神来做，他会把你从罪的权势中释放出
来，而且有一天会让你再也看不到罪。可是这是你的
选择，你必须接受神对罪这问题所用的解决办法，承
认靠你自己的力量无法制伏罪。除了神的解决办法之
外，没有别的办法。他把这办法以礼物的形式提供给
每个人，你收到神的礼物了吗？

若想深入查考罪是个怎样的属灵疾病，请考虑阅读下
列文献：

请弄清楚一点，除非你接受那礼物，否则那礼物就不
是礼物。神的礼物是什么，以及如何能接受那礼物，
都详细记录在本研读指南最后面「认识神」的部分。

•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http://research.yale.edu:8084/divdl/
adhoc/text.jsp?objectid=3154&page=31)
Retrieved October 6, 2006. “Declaring that
all of us died in Adam, Paul at the same time
plainly testifies that we are infected with the
disease of sin.”

• Dr. Bill Gillham, “The Power of Sin” from
the November 1988 issue of Discipleship
Journal. (http://www.lifetime.org/get/
equipped/dj–read/not–the–sin–nature/)
Retrieved October 6, 2006.

• William Perkins, The Art of Prophesying
(1592, repr.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96, 54–
55). As quoted by R. Scott Clark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Theology, 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
Classical Covenant Theology – Part 1: On
Law and Gospel. (http://public.csusm.edu/
guests/rsclark/LawGospel.html) Retrieved
October 6, 2006. “The law exposes the
disease of sin, and as a side–effect,
stimulates and stirs it up. But it provides no
remedy for it. However the gospel not only
teaches us what is to be done; it also has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joined to it.”
• John Wesley,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14
Volumes, 5:449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ing House, 1986).
As quoted by Earl Robinson, Wesleyan
Distinctives in Salvation Army Theology.
(http://www.salvationist.org/extranet_main.
nsf/vw_sublinks/8E93913570C2699B80256
F16006D3C6F?openDocument). Retrieved
October 5, 2006.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offer of
a physician for the disease of sin. Wesley
said: ‘It is absurd ...to offer a physician to
those that are whole, or that at least imagine
themselves to be. You are first to convince
them that they are sick; otherwise they will
not thank you for your labor.’ ”

Charles C. Ryrie, Basic Theology (© Victor Books, a Division of Scripture Press Publications, Inc., Wheaton, Illinois, 1988, p. 212).
“Indeed, it might be a good idea to define it [sin] thus: sin is missing the mark, badness, rebellion, iniquity, going astray, wickedness,
wandering, ungodliness, crime, lawlessness, transgression, ignorance, and a falling away.”
2
Billy Graham, “When Having It All Isn’t Enough” from the June 2004 issue of Decision magazine. (http://www.bgea.org/DMag_Article.
asp?ArticleID=1). Retrieved October 5,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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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愧和怪罪别人 ── 罪的果子
第三章  第十九课

亚当和夏娃吃禁果之前──当时夫妻二人〈亚当和他妻子〉，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 创世记二章25节

之后──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
风，耶和华 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 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 神的面。耶和
华 神呼唤那人，对他说：
「你在哪里？」他说：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
了。」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么？」那人说：
「你所赐给
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 神对女人说：
「你作的是甚么事呢？」女人
说：
「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 创世记三章7 ─ 13节

接着，夏娃把果子拿给亚当，亚当也吃了。他们立刻察觉到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感到羞耻。可怕的事发生了。事情
起了变化...亚当和夏娃试着要躲避上帝，并用树叶来遮蔽身体以除却羞愧。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问题不
在于外表，乃在于内心。羞耻是罪的后果，而罪就像毒药一样，在他们心中发动。
──「盼望」影片，第三章

观察与思考				

问题与反思

亚当和夏娃在吃被神禁止的果子之前，圣经没任何地
方显示，他们晓得有羞愧这种事 〈创世记二章25节〉
。当他们违背神之后，就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第一
次觉得没东西遮盖身体而且很脆弱。因此试着遮盖自
己，而且还试图躲避神。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也
许害怕神会有什么反应。其实他们正在躲避惟一能真
正帮助他们的神，也是他们最需要的神。

一如亚当和夏娃，羞愧会使我们无法坦诚处理一个问
题，也无法得到能解决那问题所需的帮助。羞愧会让
人退缩或甚至躲起来，但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接
着常会去怪罪别人：「都是他的错才让我陷在这处境
里。」这是众所周知的受害者心态，这想法的危险之
处，就是它是个藉口，使人逃避让自己陷入那状况，
或能逃脱那状况，的个人责任，「受害者」常相信那
状况无法改变。

有意思的是，神居然会问亚当：「你在哪里？」神是
无所不知的，他清楚晓得亚当和夏娃躲在哪里。他的
问话不只是反问句，也要亚当和夏娃面对他们犯罪的
后果。如果把「你在哪里？」这问题不只应用在他们
身体所在的地方，它就会有更重大的意义。他们处在
一个非常窘困的处境，而神的问话好像举起一面镜
子，他们需认清自己的处境到底有多严重。

未被遏止的羞愧和怪罪别人，可以演变成恶性循环，
这循环可以被家中或办公室小小的事端引发，也可被
生活中重大的事情引爆。比如：一种上瘾或破裂的关
系。无论怎么引发的，这恶性循环通常会一直持续下
去，直到某人或某事带领我们对实际状况做个核查，
让我们面对「你在哪里？」这问题，才能停止。我们
会觉悟到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那状况，并不是因为我
们是受害者，而是因为我们选择那么做。

当他们「被神找出」后，请注意发生了何事。亚当怪
夏娃，夏娃又怪撒旦。羞愧是罪的第一个果子之一，
而怪罪别人则是一个直接的后果。

或许你该拨出一些时间，问你自己下列的问题。或更
好的是，让神问你在这些问题中，「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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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羞愧吗？原因是什么？〈即使很轻微，
大部分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经历过羞愧。如
果羞愧感继续存在，就表示潜在的原因并没解
决。像未兑现的承诺或小白谎，这类小事都会
产生羞愧感。〉

参考文献

• 我是否因为羞愧而不愿见到或躲避什么事或什
么人呢？
• 在生活中当我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时，却去怪
罪别人或别的事吗？有时候人居然会为困境而
去责怪神〈比如：「这就是我的命。」〉，其
实神正要带领他去到更好的地方。

决心与行动
今天所谈的题目也许很棘手，可是请理解，若不是本
研读指南的作者们坚信神对这问题有完全，绝对的解
决办法，是不会去碰羞愧这主题的。事实上，对亚当
和夏娃是真的问题，对我们也同样是真的。惟有神才
能解决羞愧的问题，如果你已看过本指南最后部分，
就晓得神已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完全解决了导致羞
愧的原因，那原因就是罪。羞愧可以是跟随神的人的
问题，也可以是还不认识神的人的问题。无论你处在
何景况，如果正面对羞愧这问题，不要再推迟处理你
和神的关系。请去到本指南最后面的部分，让神来碰
见你。

•

Shame from a Biblical Perspective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USA, 2006).
(http://www.intervarsity.org/ism/article/503)
Retrieved October 5, 2006.

•

Life Recovery Bibl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the Amazon.com blurb,
“Designed for both the Christian who is
seeking God’s view on recovery and the
non–Christian who is seeking God and
answers to recovery, the Life Recovery
Bible will lead readers to the source of
true healing–God himself. The features
of this best–selling Bible were brought
together by two of today’s leading recovery
experts, David Stoop, Ph.D., and Stephen
Arterburn, M.Ed.” (http://www.amazon.
ca/Life–Recovery–Bible–Nlt–David–Stoop/
dp/084233341X). Retrieved October 5, 2006.

• Bruce Thomas, The Gospel for Shame
Cultures: A Paradigm Shift. For further
reading in more depth on this area of shame
and the gospel,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July 1994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http://guide.gospelcom.net/resources/
shame.php). Retrieved October 5, 2006.

Shame [Definition]. (©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2006). (http://www.m–w.com/dictionary/shame). Retrieved October 19,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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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前，神已有了解决办法
第三章  第二十课

耶和华 神对蛇说：
「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
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创世记三章13 ─ 14节

耶和华 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
──创世记三章21节

耶和华 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
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创世记三章23 ─ 24节

因此，上帝用动物的皮子为他们做衣服。这是个可接受的遮盖，但也只是一个局部奏效的补偿，因为皮子做
的衣服不能除去罪。也许当时亚当和夏娃未必理解，然而这幅景象是上帝要将人从罪中释放出来所要付出
代价的预表。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免得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而永远活着，而对当初生命被造的
意义浑然不知。上帝也对撒旦宣告审判。在审判中，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第一个许诺，终有一天，上帝要从夏娃
的后裔中，差遣一位救主，永远击败撒旦。
──「盼望」影片，第三章

观察与思考
望」影片称为救主的人，有一天会把世界从撒旦、罪恶

生活中我们必须先听到坏消息，好消息才会对我们产
生意义。第三章的头四课都讨论了一些丑恶的东西
──撒旦和罪，可是在本课，第三章的最后一课，我
们要换个角度。本课〈以及这整本指南〉向我们显
示，神预备了一个无法挫败的计划。

和死亡之下拯救出来。圣经也称他为基督和弥赛亚，
在启示录二十章10节〈以及其他经节〉，我们读到最
终神会对撒旦做出最后的惩罚。
创世记三章21节──说道即使神已许诺会有终极的胜
利，可是亚当和夏娃仍需解决他们的羞愧。由于他们
自己制作的遮身物不合适，所以神为他们另外做了一
个，而他们也接受了。神提出的这个供应，立即解决
他们羞愧的问题，但也预先表示了一个对人类的罪能
有完全和最终遮盖的东西：最后神会通过他许诺的那
位救赎主来提供......那个遮身物必须要有个生命牺牲
掉才行。

继续看下去之前，务必请先看过上面引用的「盼望」
影片的句子和圣经节。现在让我们思考这些经节每段
的重点。
创世记三章14到15节──这里我们看到神宣布他对撒
旦所做的判决，在这判决的最后部分，神说了一件目
前你还不太明白的事，可是当我们继续查看他的故事
时，它的含意会变得越来越清楚。神是说有一位从女
人生下的人，会被撒旦打伤，但不是致命伤，可是撒
旦却会被神所许诺的这位伤得更严重，是头受重创。
当神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时，我们会看到这位被「盼

创世记三章23到24节──最后我们看到神把亚当和夏
娃赶出伊甸园，远离生命树，他还安置天使在园子入
口处把守着，不让他们再回去。这看起来像是对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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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十分美好的故事，给了个悲惨的结局。可是试想
如果亚当和夏娃回到伊甸园，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
们就会永远活在被罪感染的困绑中，神为人类制定的
计划也会被挫败，这是神绝不容许的事！即使神在惩
罚人时，也仍然怀着怜悯心。

问题与反思
• 本课思考的圣经节，教导我们关于神的什么事？
• 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事看起来很没希望呢？你
认为神对你的状况觉得很惊讶吗？还是他已预
备了一个能救你的计划？

我们今天思考的功课，是预先看到一点神为了把人类
从撒旦和罪的咒诅之下，永远拯救出来所做的计划。
当我们看到神的故事的最后一页时，就会明白在创造
世界以先，神已预备了这计划。换句话说，有问题以
前，神已有了解决办法。

决心与行动
当我们继续看神的故事时，本课中已看到的许多东
西，会变得更有意义。有些人太早放弃神，以及神为
他们人生所定的计划。请紧紧抓住目前为止你学到的
有关神的东西，不要只因看不到神能如何解决你的处
境，就放弃他。要确信神已有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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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扩散得多快
第四章  第二十一课

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 创世记四章8节

世界在 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 创世记六章11节

随着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不断增加，罪恶也持续加增。
──「盼望」影片，第四章

观察与思考
科幻影片「外星人」是说到在太空旅行的一群人的故
事。它们来到一个邪恶外星人居住的星球，与那些
「外星人」打了一场凶险的恶仗之后，这艘太空舱里
的人似乎逃过一劫，毫发无伤地继续他们的旅程。
表面上事情看起来一如寻常，可是实际上那些外星
人已侵入这太空舱里一个人的身体。有一天当太空
舱里的人一起用餐时，谁都没想到，在被感染的人
身体里滋生的外星人，突然从他胸口爆发出来，四
射到银幕之外。

当我们思考罪在世界如何能如此迅速地扩散时，让我
们来看一个简单例子。大多数人都熟悉叫「骨牌」的
东西，是上面有不同点子的长方形小牌子。如果你对
骨牌熟悉，也许看过有人把这些骨牌一个个竖立起来
排列着。如果把第一个骨牌推倒，就会产生一个连锁
效应，把第二个推倒，第三个，第四个，一直下去。
世上最大的骨牌效应表演，用了三百八十万个骨
牌，一百个人每天八小时，费时三个月才准备好这
表演。这个表演用了五十一个不同的，相互连接的
计划，每个都很复杂且有精细的平衡。一旦第一个
骨牌推倒后，这连锁效应就很快地向每个可能的方
向散播出去。在很短的时间，全都成了一大堆横七
竖八的骨牌！

这部影片描绘的虽然恐怖万分，可是比起称为罪这
「外星人」感染人类的力量，真是小巫见大巫！亚当
和夏娃离开了伊甸园，再次试着完成原先神给他们的
命令： 「要生养众多」
〈创世记一章28节〉。可是他
们已被罪感染，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如寻常」，可
是他们已不一样了。他们之后的每个世代，没有任何
世代能逃脱罪爆发出来的丑恶。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个
儿子，该隐，残暴地杀死了他弟弟亚伯。

起初神创造世界时，比骨牌表演要复杂得多，更相互
倚靠，更精细平衡。可是像那骨牌效应一样，即使最
小的错误行为，都可能对整个受造界产生涟漪般的后
果，而且持续到永远。有人曾说，对一位无限的神，
即使犯下最小的罪，都会带来永无止境的后果 。

才过了十一个世代〈一如创世记五章所记〉，地球
「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创世记六章11
节〉，而且神「心中忧伤」〈创世记六章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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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思考的两个例子虽然不够真实，可是能帮助我们
了解罪是如何繁衍的。即使表面上所有东西看起来一
如寻常，可是如果没被遏止，最小的罪也会以可怕的
速度繁殖和扩散，把毁坏带给它碰到的每个东西。我
们也从今天所读的圣经节看到这点，而这和所提的两
个例子不同，它可是完全真实的。

如果你还没完全觉悟到你有犯罪的倾向，以及无法阻
止自己不去犯罪，现在请思考这事。罪是「全球性」
的问题，在每个人身上显现出来。有一次有人问英国
作家切斯特顿：「这世界怎么了？」他回答说：「就
是因为有我在。」
请读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15到25节所写，他对这同
一概念的想法，然后发现他相信什么是解决他罪孽的
办法。

我们今天思考的，影响你对罪的严重性的认知吗？如
果是，如何影响？
现在想像你是掌管启动那骨牌效应的人，正当你推倒
第一块骨牌时，管理整个表演的人却喊道：「等一
下，还没开始！」那时你能做什么呢？如果有个解
决办法，它必须是能：1〉拿走这正在急速扩散的问
题，和2〉逆转已造成的伤害。这种解决办法人是无
法做到的。
世上罪的问题，比描述在这骨牌表演例子中的难题，
要更复杂和绝望，可是我们需要一个能拿走罪和逆转
它造成的影响的解决办法。感谢神！他已预备好了这
解决办法。

Alien, Directed by Ridley Scott, Produced by 20th Century Fox and Brandywine Productions Ltd., 1979.
Edward Payson, Our Sins, Infinite in Number and Enormity (Sermon No.7). (http://www.pbministries.org/articles/payson/the_works_
vol_2/sermon_07.htm) Retrieved October 6, 2006.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our wickedness is great, and our iniquities infinite,
–absolutely numberless. It is further necessary to show, that our sins are infinite, not only in number, but in criminality; that every sin is, in
fact, infinitely evil, and deserving of infinite punishment. It is so, because it is committed against an infinite being, against God, a being
infinitely powerful, wise, holy, just and good.” Payson uses Job 22:5 as the basis for this sermon: “Is not your wickedness great, And
your iniquities without end?”
3
Scott Phillips, Front Page Reflection. (Reformed University Fellowship of Tennessee Tech University, 2006). (http://orgs.tntech.edu.ruf/
pages).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0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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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愿意」伤心
第四章  第二十二课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 创世记六章5 ─ 6节

这世界充满了罪恶，上帝极其忧伤。
──「盼望」影片，第四章

观察与思考
上一课我们讨论到罪如何迅速地在亚当和夏娃后裔
的每个世代扩散，今天将思考记录在创世记六章6节
的，神如何回应此事。可是在试着去发现神要通过这
节经节对我们说什么之前，让我们先决定一下这节不
是说什么。

三章10节〉、喜乐〈西番雅书三章17节〉和有怜悯心
〈士师记二章18节〉。可是有谁能真正了解这位无限
之神的感情呢？
「神心中忧伤」这句话，在希伯来原文直译是「神忧
伤到心」 。换句话说，当神看到世上的邪恶时，忧伤
「到心底」。英文NIV版圣经把这节翻译为：「他心
中痛苦无比」。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这句话可用许多方
式理解，比如：有人说：「我后悔把自己弄得这么
糟。」他也许是指：「我真希望没做让我陷在这种狼
狈景况的事。」或者「如果能重新来过，我就不会这
么做。」若把这思绪应用在创世记六章6节，能否合
理地下结论说，神后悔他所做的事，好像他做了一个
不好的决定呢？

现在把神有感情这观点，和神是完全的以及无所不知
的连在一起。神早就晓得他造人之后，会受到极大的
痛苦，可是他还是造了人。不仅如此，他完全照着他
要的方式去做。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不能这么下结论！理由在下面。圣经绝不会与自己相
互冲突，每一节圣经节都要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思
考，当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圣经说：

在第十三课我们查考了神的爱，下结论说神从不会不
带着爱心做事。在第十五课我们看到，神有个完美的
计划，是最终会有个没有邪恶的世界的计划。我们也
许无法完全回答「神为什么愿意受这痛苦呢？」这问
题，可是我们能知道，那答案与他奇妙的爱和他完美
的计划有关。

• 神的作为永远是完美的〈申命记三十二章4
节〉。创造人不可能是错的，因为神不会犯
错。
• 神知道所有的事〈诗篇一三九篇16节〉。在造
亚当和夏娃之前，神就知道他会因人类的罪而
伤心难过。
那么这节在对我们说什么呢？它说神后悔而且心中忧
伤，这向我们表示神有感情。其实圣经常常说到神有
感情，在不同的时候，神心中会忧伤〈诗篇七十八篇
40节〉、忿怒〈申命记一章37节〉、高兴〈列王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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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如此伟大，如此超出我们的理解，因此很难想
像，我们能做出让他像当他看到世上的邪恶时，心中
忧伤万分那样的伤心。可是请回想第二十一课里的一
句话，「对一位无限的神，即使犯下最小的罪，也会
带来永无止境的后果。」难道我们不能也下结论说，
即使对神犯下最小的罪，也会让神伤心到我们无法思
议的地步吗？

有些人一生都完全不理会神，有些人只是努力活出他
们认为神要求他们做的事。可是另有一些人想得到更
多，他们想认识神的心，也想祝福神的心。你越认识
某人，就越能晓得什么会让他心中快乐。你有多认识
神的心呢？你很认识他，以致晓得什么让他快乐吗？
如果不晓得，请对神说你渴望更加认识他，而且让他
喜乐。

• 当你想到神有感情，这会改变你对神的认知
吗？如果会，怎么改变？

参考文献
• William A. Simmons, Grief, Grieving. (From
Baker’s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1996 by Walter A. Elwell).
(http://bible.crosswalk.com/Dictionaries/
BakersEvangelicalDictionary/bed.
cgi?number=T313). Retrieved October 6,
2006.

• 纵使神晓得他造人类，会带给他痛苦，但他还
是造了，这对你有何意义？

Lexicon and Strong’s Concordance Results for ‘el (Strong’s 0413), from The Blueletter Bible, 1996–2002. (http://www.blueletterbible.
org/cgi–bin/strongs.pl?book=&chapter=&verse=&language=H&strongs=0413). Retrieved on October 6,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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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安然逃过惩罚
第四章  第二十三课

但是，有一位敬畏上帝的人，名叫挪亚。上帝详细地指示挪亚造一艘称为「方舟」的大船。接着，上帝指示挪亚
在每样动物之中，选了雌雄各一带进了方舟。在挪亚和他的家人进了方舟之后，上帝封住了方舟的门。上帝使天
降豪雨四十昼夜，洪水淹没了全地，毁了地上一切的生物。洪水淹没大地长达一百五十天之久。但在方舟里的
挪亚和家人以及所有动物均安然无恙。当洪水消退的时候，方舟停留在一个山顶上，所有动物都出了方舟。挪
亚和他家人便避过了上帝对罪恶世界的审判，幷非因爲他们没有犯罪，乃是因爲他们信靠上帝。
──「盼望」影片，第四章

观察与思考
挪亚的故事真是奇妙无比，怀疑论者说它是寓言，可
是世界每个地区的文明古国，都有关于全球发生洪水
的故事。贝蓝米在他写的《月亮，神话和人》这本书
中，估计全球有五百多个有关洪水的传说 。

的这性格，比他的圣洁不会多一分或少一分。
神是圣洁，公义和公平的，他无法犯罪，也绝
对容不下罪。如果神容许罪，他就不再圣洁。
神要么必须审判，要么违反自己的性格。

在圣经里这故事出现在创世记第六到九章，许多人对
这几章经文撰写了许多书籍，为了我们今天学习的目
的，只专注在三点上。

2. 挪亚的信心──这是让他与众不同的惟一原因
我们查考第十八课时看到，罪通过亚当进入这
世界，然后扩散到每个活过的人身上，这也包
括挪亚。因此，如果挪亚同时代的人因为自身
的罪受到审判，挪亚又怎能逃脱呢〈他也受到
罪的感染〉？

1. 神的审判──是他圣洁性格产生的结果
上一课我们从创世记六章6节看到，神因为人
类的罪，极其伤心。在创世记六章7节我们读
到，神要把人类从地球上「除灭」。乍看之
下，也许认为，是因神在第6节的伤心，才在
第7节要把人类除灭。好像因为神对人失望透
顶，就失去了耐性。可是真是这样吗？

在第二十课学到，神许诺有一天会差一位救赎
主来，把人类从撒旦，罪恶和死亡中救出来。
无论挪亚懂不懂这许诺的含意，可是有一件事
在挪亚身上是真的，就是他把神当神。从他的
行为我们晓得，挪亚相信神是他的拯救者，他
的信任是从他的服从中显出来。正是挪亚对神
的信心，使他从同时代的人中分别出来〈希伯
来书十一章7节〉。

当别人辜负我们的期望时，我们常会失望。可
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晓得未来会如何
〈参考：第六课的经节〉，他期望的必会发
生，发生的事也都是他所期望的，所以他怎么
会失望呢？

3. 神的供应──惟一得救之路
神失去耐性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我们读圣经
时，会发现神有不可思议的耐心，以致实际上
他还会推迟审判〈彼得后书三章9节〉。但当
神指定何时要降下审判时，则会分秒不差〈使
徒行传十七章31节〉。神的审判绝不是因为忧
伤，失望或失去耐性而有，神要求必须有审判

还记得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神为他们提供了
遮身物，同样道理，神也为挪亚提供得救之
法。他告诉挪亚如何造一艘方舟，当毁掉全世
界的洪水泛滥时，那方舟就能遮盖〈保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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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当时世上其他人没有一个在洪水中存活
下来，惟有神的供应能让挪亚和他全家得救，
此外没有其他得救的方法。

决心与行动
如果神要求你去做一件事，请效法挪亚，信靠而且顺服
神！如果他要求你对生活中某个部分「重新思考」，千
万不要拖延。

圣经里的彼得后书，把我们现今世界的罪孽，
比做挪亚时代的罪。彼得后书三章9节告诉我
们，神为什么推迟审判世界的时间，是因他

「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
都悔改」。「悔改」这字直译是重新想过，或
改变想法。神还没审判我们的世界，是因他要
给人机会，重新思考自己的所做所为，回转来
信靠他。
神满有耐心，可是我们绝不可把他的耐心当做
理所当然。神对罪所做的审判也许不是立即
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的圣洁性格要
求必须如此，「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
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加拉太
书六章7节〉

问题与反思
如果我们查考详细记录挪亚家谱的经文，就能推断
说，挪亚至少花了七十年的时间造方舟！现在也来思
考一下，圣经没任何记录显示，在洪水之前世界下过
雨。根据神的故事，那时「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
地」〈创世记二章6节〉。想想吧！挪亚花了至少七十
年造一艘船，等待有一天洪水会来到，而洪水是当时
的人从未见过的东西！
• 你能想像与挪亚同时代的人，如何看待他费时
七十年的「方舟计划」吗？
• 当你没能如期达成你的目标时，曾在敌对者面
前觉得泄气吗？
• 如果你处在挪亚的景况，自认会怎么做？
• 你对彼得后书三章9节有什么回应？

H. S. Bellamy cited in the article Flood Legen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Northwest Creation Network. (http://www.nwcreation.net/
noahlegends.html). Retrieved October 6, 2006.
2
Blue Letter Bible.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for Repent, Repentance.’ 1996–2002. (http://www.
blueletterbible.org/cgi–bin/new_choice.pl?string=Repent%2C+Repentance&live_word=Repent%2C+Repentance&choice=VT0002364&
Entry.x=51&Entry.y=13). Retrieved November 9, 2006.
3
How Long Did It Take Noah to Build the Ark? (© Copyright 2002–2006 Got Questions Ministries). (http://www.gotquestions.org/Noahs–
ark–questions.html). Retrieved October 6,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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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养众多和布满全地......
还是不要
第四章  第二十四课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 创世记九章1节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说：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 创世记十一章1，2和4节

当洪水消退的时候，方舟停留在一个山顶上，所有动物都出了方舟。挪亚和他家人便避过了上帝对罪恶世界的
审判，幷非因爲他们没有犯罪，乃是因爲他们信靠上帝。上帝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幷晓喻他们要生养衆
多，遍满地面。挪亚的后裔大大的增加，而他们仍然维持同文同种。他们幷未照着上帝所吩咐的遍满全地。反
倒是筑了一座城。然后造了一座通天的高塔。上帝并不喜悦。
──「盼望」影片，第四章

观察与思考
你曾渴望有个新的开始吗？洪水之后，挪亚和他的全家
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可观的新开始。他们可在一块白板
上，为他们的一生有个完全崭新的开始。此外，神还祝
福他们多子多孙〈创世记九章1和7节〉，也承诺绝不会
再用洪水毁掉这世界......并且用世上第一道彩虹为他所
做的承诺盖上印章〈创世记九章13 ─ 15节〉！

当他们终于走出方舟时，有什么感觉？当世上所有人
和东西在水里面泡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他们看到的
是什么？是奇怪，可怕，甚或超现实的景象吗？

这是一个多好的重新开始的机会啊！可惜的是，它没
能实现！

• 洪水泛滥时，全世界惟有他们被神救出。

无论挪亚和他家人看到什么，在所有人中，他们总该
准备好跟随神了吧！

• 他们亲自听到和看到神做奇妙无比的事。
• 神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

神告诉挪亚和他的家人，要布满全球，但他们反而聚
在一处，还建了城市。他们要留在一个地方，成为一
个民族，可是这不是神要的。下一课我们将看到，神
对他们的不顺服有怎样的回应。可是今天让我们思考
一下，他们怎么可能错过这个可以走在蒙福之路的大
好机会！

然而，经过这样义无反顾地信靠和经历神的信实后，
挪亚全家居然没照神吩咐的去做。要么他们没留心
听，要么听了，但不服从。你也许听过有句话说，人
多就安全。他们聚在一起，是因害怕。无论理由是什
么，他们没顺服神，没想要布满全球。

根据神的故事，挪亚和他全家在二月第二周进入方舟
〈创世记七章11 ─ 13节〉，然后在第二年的二月二十
七日出方舟〈创世记八章14 ─ 15节〉。假如农历年一
年是三百六十天，挪亚全家就在方舟度过了整整一年
的时间！在继续看下去之前，请多思考这一点。

从今天的课程，请思考：
• 神要挪亚全家昌盛，而且「布满」全球〈创世
记九章1节〉，这是能发现神的祝福的方法。
可是这条蒙福的路，在他们眼中看起来不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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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路。那些人害怕会被「分散」在各地〈创
世记十一章4节〉。其实「布满」全球〈照神
所吩咐的〉和「分散」各地，两者之间的差
别，主要只是观点的问题：一个是自己选择
的，一个则是被迫的。

决心与行动
上一课鼓励你要像挪亚造方舟时那样信靠顺服神，可
是当我们思考挪亚后来的生活，就看到一个清楚的警
告：不要停止信靠和顺服神。如果你在属灵上松懈下
来，千万别拖延去处理这问题。

• 他们要为自己争取名声〈创世记十一章4节〉，
那个傲慢的动机，听起来很像导致撒旦堕落的
态度〈第十四课〉。

住在巴别的人建了一座通天高塔，历世历代的人也同
样自己建造想去天堂的方法或宗教。惟有一条路能去
天堂，就是神的路。

• 他们虽然不愿跟随神，可是仍想去天堂。但他
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建立一座通天高塔 〈
创世记十一章4节〉。

参考文献
问题与反思

• Jimmy Williams, Why a Moral Life W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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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的起源
第四章  第二十五课

他们说：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 创世记十一章4节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 创世记十一章9节

挪亚的后裔大大的增加，而他们仍然维持同文同种。他们幷未照着上帝所吩咐的遍满全地。反倒是筑了一座
城。然后造了一座通天的高塔。上帝并不喜悦。所以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言语。他们立刻成了至少七十个以上彼
此语言不通的人群。上帝驱散了所有人群到世界各地。这就是不同语言及民族的起源。
──「盼望」影片，第四章

观察与思考
还记得上一课说道，当挪亚和他的全家走出方舟时，
神祝福他们，也要他们布满全球〈创世记九章1，7
节〉。然而挪亚全家没有布满全球，反而聚在一起并
且建造了一座城市，然后还要造一座通天高塔〈创世
记十一章4节〉。他们的动机是要为自己建立名声，
而且不要大家分散在全球各地。

故事中已看过无数次，神有个计划！看起来在那计划
中向后退了一步，可是如果从神的观点来看，却常是
真正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神混乱人的语言之前，全世界说同一种语言，而且
用同样的字〈创世记十一章1节〉。神把许多不同的
语言带入世界，而且把人们分散到各地之后，就开始
了我们今日所知的世界各国。顺便提一下，圣经所说
的国家，不是指一个地理上的国家，而是指与其他种
族有不同语言、文化、族裔关系、等等的国家 。今
天全世界有几千个国家 ，如果我们翻到圣经最后一本
书，就可看到神的故事的最高潮与最终结局：世界各
国都会有人来，聚集在天堂一同敬拜与享受神〈启示
录七章9节〉！

我们在创世记十一章5到9节，看到神对他们的不顺服
所做的回应。神搅乱了他们的语言，以致彼此不明白
对方说什么。圣经学者们对挪亚洪水和建造巴别塔，
两者之间相隔的确切时间，众说纷纭。可是从创世记
十章的记录，可以下结论说，巴别塔时代已有七十个
家族 。于是当神搅乱他们的语言时，圣经学者估计，
该有七十个不同的语言。当时肯定乱到不行！
造塔的工程嘎然而止，人们也分散到世界各地〈创世
记十一章9节〉。

在今天查考的故事之前，没有任何国家存在。可是
有一天世上每个国家都会有人来聚集，同心合一地
敬拜神！

可还记得我们在上一课把神要人布满全球的命令〈创
世记九章1节〉，拿来和人们害怕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做个对比。可是当人不顺服神时，他们在创世记十一
章4节极力避免的事〈被分散〉，在创世记十一章9节
就发生了〈他们被分散〉。

同心合一！是世界极度渴望的事，奥林匹克大会璀璨
绚丽的开幕仪式，让我们窥见一点这件事。世界各种
「宗教」，常提倡此事。联合国也朝那方向努力，可
是这世界无法达到它。惟有神才能把同心合一带给被
罪感染，错综复杂，多元化的世界！当神大工告成
时，会显出他有多伟大！

这一切也许看来像极大的混乱，可是一如我们在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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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巴别塔的人最不想要的，是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可是
为要达成神的目的，神必须重新彻底安排他们的生
活。一如所见，神终极的目的，是要赐福所有跟随他
的人，而且使神自己得到荣耀与尊崇。

神也许会做些惊人的举动，要重新引导你人生的道
路，可是至终他绝不会硬性强迫你选择与他的计划合
作。神不要你成为机器人，机械化、不用大脑地照他
的计划行事。但也不要你成为超人，一直靠你自己做
出正确的选择──就是神要的选择。

• 神也许正在重新安排你生活中的某些部分吗？
与神同行的人生像是跳舞，神渴望通过你来表达他自
己，但不是不顾你的感受。当你跟随他的引导时，就
能经历美丽策划的人生，能帮助别人看到他是怎样的
神。今天请祷告求问神，你在跟随他的引导上做得如
何？然后祈求他帮助你能与他的每个动作密切配合。

• 你以信靠和跟随神，来与他合作吗？
• 还是〈像在巴别塔造通天高塔的人一样〉，你
尽量想以自己的方式得到祝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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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 ── 凭信心生活的人
第五章  第二十六课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
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
要因你得福。」
── 创世记十二章1 ─ 3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那里去。
── 希伯来来书十一章8节

上帝从万国之中，唿召一位叫亚伯拉罕的人。上帝晓谕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前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人和家産，照着上帝的吩咐而行。上帝应许要赐土地给亚伯拉罕，并且他要成为万国之
父。通过他，地上的万国都要得福。这是个特别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并没有自己的儿女。但
亚伯拉罕依旧顺服上帝，并且领着他的族人前往迦南地。
──「盼望」影片，第五章

观察与思考
上一课我们看到，神如何造出世界各国，也学到神
的计划至终会给万国带来同心合一与福祉，神也会
得到荣耀。本课会思考朝那目的迈进的一个重大无
比事件。

亚伯拉罕根本没有做这行动的任何根据......没有别
的，只有对神的信心。可是他照着神的命令行动，今
天世人都晓得亚伯拉罕是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始祖。无庸置疑，他是人类历
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出现在圣经两百六
十多次，常常做为信心伟人的榜样。

神从万国中呼召了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我们只能
想像当亚伯拉罕把神说的话告诉他妻子撒拉时，是什
么情形。

从这故事，可观察到有关亚伯拉罕信心的两件事。

亚伯拉罕──我们要收拾行李，离开这里。
撒拉──为什么要这么做？
亚伯拉罕──因为神这么说。
撒拉──神为什么要这么做？
亚伯拉罕──因为神要让我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祖
先，而且还要通过我赐福万国。
撒拉──可是我们连一个孩子都没有。
亚伯拉罕──我知道。
撒拉──我们两个也老了。
亚伯拉罕──我知道。
撒拉──我们要去哪里？
亚伯拉罕──不知道。

1. 神是亚伯拉罕信心旅程的启动者。神要亚伯拉
罕离开家乡，他会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祖
先，而且成为万国的祝福。这并不是亚伯拉罕
自己构想出来的梦想，然后说：「如果我够相
信〈或够努力〉，梦想就能实现。」希伯来书
十一章1节告诉我们，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
据」。亚伯拉罕对神说的，他看不见的未来，
心中有把握，这就是合乎圣经的信心。他从神
那里得了一个许诺，他相信那许诺，而且照着
去做。
2. 亚伯拉罕一步一步地回应神。哥林多后书五章
7节说，凡是信靠神的人，「是凭着信心，不
是凭着眼见」。走路是一次踏出一步，亚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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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虽然从神那里得到把握，他信心的旅程最后
会去到那个目的地〈为万国带来福祉〉，可是
一点也不晓得事情会如何发展。亚伯拉罕只
晓得，神呼召他下一步该怎么走，就是离开家
乡，去另一个地方。

决心与行动
以弗所书二章10节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
行善，就是 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请注意这节在
说，是神预先准备好要人行善，是从神开始。我们像
亚伯拉罕一样，不是自己梦想我们的目的，也绝不是
靠我们自己把它实现出来。我们的角色是走在那条路
上，一如亚伯拉罕，一次走一步。

问题与反思
• 在挪亚的信心〈第二十三课〉和亚伯拉罕的信
心之间，你看到什么类似处？

亚伯拉罕若想听到神的呼召，就必须好好聆听。而你
若不认识他，就无法认出他的声音。若想认识神，请
去看本研读指南最后面「认识神」的部分。

• 如果你处在亚伯拉罕的地位，你认为你会如何
回应神的呼召？为什么？
• 人怎么才能像亚伯拉罕那样回应神？

如果你相信神呼召你去做某件事〈例如：从事何职
业，找新工作，等等〉，不要担心最终的目标。祷告
求神向你显示第一步是什么，然后凭信心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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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认为谁是义人？
第五章  第二十七课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
「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么？」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
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 创世记十五章5 ─ 6节

亚伯拉罕和撒拉在迦南地居住了很长的一段日子，仍是没有生养儿女。上帝再次地晓喻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
如天上的星一般，不可胜数。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盼望」影片，第五章

观察与思考
上一课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信心回应神的呼召与许
诺，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家乡，去一个他不知道的地
方，并且许诺会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祖
先。今天这课要看亚伯拉罕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后，许
多年之后的事，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仍然没
有孩子！然后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话，许诺他的子孙会
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数都数不过来〈创世记十五
章5节〉。当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亚伯拉罕会有一
个儿子，更别说无数子孙了。可是亚伯拉罕相信神，
神就以此〈他的信心〉把他算为义人〈创世记十五章
6节〉。这是圣经里最重要的一节经节，因为它总结
了人能靠什么与神和好，而且与神有正确关系。

「以此为」〈或「算为」〉这字 ，可以看成会计或数
学术语。如果神照亚伯拉罕的功德，查核他的公义，
他肯定不及格。可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把亚
伯拉罕不配得的公义赏给了他。
若想更了解「以此为义」的概念，请思考美国经济大
萧条时期一位法官的故事 。有天晚上，有个人被带到
他的法庭，这个走头无路的人被抓起来，是因偷别人
的面包给饿肚子的家人吃。当这位犯人诉说他的故事
时，法官深受感动。可是法律无情，法官别无选择，
他必须处罚这犯人。法律之前没有人能例外，他需罚
款十块钱，或坐牢十天。这位法官动了恻隐之心，就
从自己口袋拿出十块钱，付了这罚款。

「义」这字 ，与法律，道德，和公义有关。按照圣
经，义人是没有罪的人，他在法律面前是完全或「无
罪」。然而如果你翻到圣经的罗马书三章10节，就会
看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亚伯拉罕和亚当
的每个后裔一样，都感染了罪〈第十八课〉。如果我
们更仔细地查考亚伯拉罕的一生，就会清楚看到他绝
不完美。

那位偷面包的人可以拒绝法官的好心，去坐牢。可是
他没有，他仰仗法官为他做自己做不到的事。而如此
做时，这个人在法律面前就被认为〈或被算为〉「无
罪」。同样道理，在神面前，亚伯拉罕〈和所有人一
样〉是罪人〈有罪〉，可是亚伯拉罕相信神，相信神
能为他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就因这相信，在神的律
法上，他就被算为义人。

惟独神是完美无缺的！惟有他是圣洁与公义的！
由于神是圣洁和公义的，所以他容不下罪，而且不
能忽视罪。罪违反神的性格，所以至终他必须审判
罪。简单地说，罪使神〈全然无罪〉和人〈有罪〉
之间产生隔阂。

回想第二十课，我们查考亚当和夏娃的事，神许诺有
一天会派一位救赎主来，他会永远胜过撒旦，罪恶和
死亡。亚伯拉罕用不着知道，至终神如何救他脱离罪
的后果，可是他清楚晓得，惟有神才能把他从罪的后
果中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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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里的以弗所书有一节经节说： 「你们得救是

• 如果那位偷面包的人，不让法官为他做他自己
做不到的事，他就是个大傻瓜。可是许多人却
拼命在做惟有神才能为他们做的事，就是想靠
自己的功德而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为什么这样
呢？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靠自己能与神建立正
确的关系呢？

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
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以弗所书二章
8 ─ 9节〉。这节所说的「得救」，是指从罪的后果中
被救出。这救恩是个礼物，绝不是我们能希望赚取或
靠功德得到的。一如亚伯拉罕，我们只能靠相信让神
赐下这救恩的礼物。与亚伯拉罕不同的是，我们能知
道神如何做到这点。如果你还没看过本研读指南最后
面的「认识神」部分，请立即去看。

• 从今天思考的经文，能看到神不仅要赐福亚伯
拉罕，也想提供能让亚伯拉罕走在那福祉里的
一切所需。这对我们说了什么关于神的事？

以弗所书二章8到9节特别谈到从罪中得救的问题，其
实有许多事情只有神才能替我们做，是我们无法为自
己做的事。请读诗篇一二七篇1到2节，然后祷告求神
向你显示，有没有什么事你在靠自己做，而实际上只
有神才能做到。请效法亚伯拉罕或在法官面前的那个
人──接受神要赐给你的礼物。

Definition of the Word “Righteous” from the Merriam 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http://www.m–w.com/dictionary/righteousness).
Retrieved October 10, 2006.
2
Definition of the Word “Reckon” from Answers.com. (http://www.answers.com/topic/reckon ). Retrieved October 10, 2006.
3
Brennan Manning, The Ragamuffin Gospel. (© Multnomah, 1990, pp 91–2; online at SermonIllustrations.com). (http://www.
sermonillustrations.com/a–z/g/grace.htm). Retrieved November 10,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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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不靠神去追求神的旨意
第五章  第二十八课

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使我不能
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
── 创世记十六章1 ─ 2节

但是，上帝的应许如何在亚伯拉罕身上实现呢？因为撒拉显然不能生育。撒拉没有等待上帝和上帝的时间，便
自行将自己的女僕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作妾。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实玛利。结果，正如上帝所应许，撒拉终于
也爲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以撒。然而撒拉苦待夏甲和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忧愁不已。
──「盼望」影片，第五章

观察与思考
上一课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神也许诺会让
他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祖先，并且通过他会赐福所有
国家。今天要看在神第一次给了这许诺〈创世记十二
章1 ─ 3节〉后，过了十年的亚伯拉罕。那时亚伯拉
罕的妻子撒拉大约七十五岁，从未替亚伯拉罕生过孩
子！于是撒拉放弃做为妻子最珍贵的特权，就是得到
丈夫完全的爱。她让她的婢女夏甲与亚伯拉罕同房，
让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个儿子，以此来实现神的旨意。
亚伯拉罕当然可以拒绝，可惜他没有。

今天思考的事件已演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冲
突，要看你的背景是什么，这个冲突很容易被看成
是在对的一方和错的一方之间的争斗，在「好人」
和「坏人」之间的争斗。其实比这可深奥得多，下
一课我们将看到，神仍然一直在掌控一切，他会使
用这情形荣耀他自己！当我们继续看下去时，请记
住两个伟大的真理：1〉神会从每个国家把有些人带
入天堂，2〉每个冲突后面真正的敌人是撒旦 。

撒拉的愚蠢行为不仅让她婚姻产生混乱，撒拉的这愚
蠢行为带来的后果，至今仍让人们从民族间的冲突和
人类悲剧上感受得到。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成为现
今世界阿拉伯国家的祖先，而撒拉后来生的儿子却成
了以色列国的祖先。新闻媒体几乎没有一天不报导以
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事件，以及这两民族为了
神许诺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土地而争执不休 。
继续看下去之前，请回想在所读的神的故事中，我们
一直观察到一个重覆出现的主题：在我们眼中看起来
像是悲伤的事件，却常是神要达成他永恒目的的更高
计划中必要的部分。例如，为了回应巴别塔人的傲
慢，神就把他们的语言搅乱。结果是一团混乱，神把
那些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可是那却是我们现今所知世
界各国的起源，而且至终神会做出惟有他才能做到的
事，就是把各国带到一起，与神和彼此之间和平同心
共处，而这会把荣耀带给神，也把福祉带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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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问道：「撒拉怎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
呢？」可是撒拉完全不晓得她的行为会产生那么深
远的影响。为了不让我们太为难撒拉，就该思考促
使撒拉采取那种行动的想法，因为我们每人在某个
时刻也可能有类似的想法。

要紧的是注意到，在神的故事中直到目前为止，撒拉
的名字其实是撒莱，亚伯拉罕的名字是亚伯兰。由于
时间的限制，「盼望」影片并没强调这点。可是按照
圣经的记载，以实玛利出生之后，神把他们的名字改
了〈创世记十七章5，15节〉。撒莱的意思是「争吵
的妇人」，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亲」，可是在
适当的时候，神把他们的名字改了，撒拉意思是「公
主」，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结果子的父亲」或「许
多人的父亲」。

撒拉晓得神已经给了许诺，但是或许不晓得神的许诺
中哪个部分要靠她来完成。你也许听过这句话：「天
助自助者。」这听起来也许像个正直，负责任的态
度，可是其实这种观点刚好是自我意志的滋生地，与
神的旨意相敌对。而且一旦开始了这自我决定，就不
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且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

一个「争吵的妇人」会操纵和暗中图谋事情，可是「
公主」会让她的父亲，国王，来为她做事。有些人似
乎靠自己做事，可是惟有神才能让一个人「多结果

你几乎可想像有些人会认为撒拉的举动十分高尚，是
自我牺牲。此外，她提议的事在撒拉和亚伯拉罕当时
居住的多妻制文化中，并非罕见。当时神也只是说，
那位应许之子会从亚伯拉罕而生〈创世记十五章4节〉
，要到后来神才说，他给亚伯拉罕的许诺，是要通过
撒拉亲生的儿子来实现〈创世记十七章15 ─ 19节〉。

子」〈诗篇一二七篇1 ─ 3节〉。
亚伯拉罕〈亚伯兰〉和撒拉〈撒莱〉晓得神的旨意，
可是除了神在他们里面做的超自然工作之外，他们并
不晓得神做事的方式。如果你正在寻求神的做事方
式，请祷告求他向你显示，然后等候他。不要用自己
的方法解决，千万不要不靠神去追求神的旨意。

• 你能看到你自己做撒拉和亚伯拉罕做的事吗？
为什么会？为什么不会？

参考文献

• 你对「天助自助者」这句话有何看法？同意还
是不同意？

• Dr. Charles Stanley, Discovering God’s Will.
(© In Touch Ministries, 2006). (http://www.
intouch.org/myintouch/exploring/bible_says/
God_Will/index_129456.html). Retrieved
October 10, 2006.

• 你能想起一个情况，晓得必须做某件事，可是
却在你该做的部分和神该做的部分，两者之间
心中交战吗？

Timeline: A History of the Land. (From the April 15, 2002 Issue of The Baptist Standard; © 2006 by Baptist Standard Publishing Co).
(http://www.baptiststandard.com/2002/4_15/pages/mideast_timeline.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6, 2006. Although this timeline does
not extend past the year 1993, it nonetheless overviews the centuries of unrest in the Middle East.
2
Revelation 7:9.
3
Ephesians 6:12. Revisit Lessons 14–17 of this Study Gu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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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遗弃的民族
第五章  第二十九课

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
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
── 创世记十七章20 ─ 21节

但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不要忧愁，因为以实玛利将成为大国之父。而上帝要藉着以撒来实现赐福万国的应许。
──「盼望」影片，第五章

观察与思考
上一课我们看到撒拉想通过把她的婢女夏甲给亚伯拉
罕做妾，来实现神说要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的许诺。后
来以实玛利和以撒分别成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祖
先，我们也注意到那举动带来的悲惨结果一直延续到
现今。这故事虽然常被缩减到只是教导一个道德问题
的功课──不要走在神前面，否则会有悲惨的后果
──可是如果只从这单一层面去看这故事，就会把夏
甲和以实玛利看成「被遗弃的」人物，只是用来做陪
衬好让我们学到一个道德功课。

「El Roi」，「看顾人的神」。夏甲是圣经里第一个给
神起名字的人，她也以顺服来尊重神。
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时，当然会发现撒拉在九十高龄生
下以撒。从创世记十七章19节，我们看到以撒的确是
神用来实现他要赐福世上每个国家这荣耀许诺的那一
位。至终我们会发现，神应许的那位救赎主，是以撒
的后裔，他成为那福祉的管道。
以撒奇迹般的出生和通过他要赐福万国的许诺，是
神的故事中最常提到，也是最合适的主题，可是我
们也不该错过今天这个次情节，因为它与我们许多
人有着不可思议的切身关系。在神眼中，没有任何
人被遗弃！虽然撒拉最后要求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
出家门，可是我们仍然看到在神的许诺中，世上许
多夏甲能有未来。当神的故事继续展开，当那位救
赎主照神的许诺来到世上时，就是来拯救被欺压和
困苦的人...那些似乎在次情节中消失的人...那些是这
世界的夏甲们。

可是从上一课我们也观察到，并不是这么简单。满有
恩典的神总会做出超出我们理解的事，根据圣经的记
载〈创世记十六章4 ─ 8节〉，夏甲怀上以实玛利之
后不久，撒拉开始鄙视她而且虐待她。因此，夏甲从
撒拉家中逃到旷野，在那里，「耶和华的使者」
〈被
公认是神自己向她显现〉遇到她，叫出她的名字而且
对她说话。在圣经里夏甲是第一个遇到「耶和华的使
者」的人，而且在神的故事中，夏甲也在这里第一次
被人用她的名字来称呼她。目前为止，从未记载过亚
伯拉罕或撒拉用夏甲的名字称呼她，只是叫她「你的
使女」或「我的使女」。然而对神来说，夏甲是个有
真价值的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
随后耶和华的这位使者告诉夏甲要回到撒拉那里，而
且要服从她的命令。可是他也对夏甲和她的儿子给了
个伟大的许诺，以实玛利的后代会成为一个无以计数
的大国 。这位使者并没告诉她将来会一帆风顺，可
是确实告诉她神会看顾她的苦痛。掌管全宇宙的神晓
得她的价值，也同情她的处境，于是夏甲称这位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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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关心夏甲，你对此有何感想？在这故事中你
对谁最感同身受？为什么？

当我们遇到像阿拉伯和以色列那样激烈和两极化的情
况时 ，很容易在人身上贴标签，而且偏袒某方。可是
请务必排拒这试探，神对每个人都个别看待。从我们
目前在这研读指南中学到的，就是每个人都必须以同
样的基准点来到神面前──谦卑地相信神为罪所提出
的解决办法。

• 如果这出戏在你社区发生，你认为人们会如
何看待亚伯拉罕，撒拉，夏甲，以实玛利和
以撒？会认为谁是受害者？会认为谁最值得
敬重？

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错综复杂和根深柢固的仇恨，看
起来好像毫无希望，可是将来有一天，通过那位应许
的救赎主，神会把一切都改正过来。根据神的故事，
他会把人做不到的永久和平带来，而且当他如此做
时，他会得到荣耀与尊崇！
如果你现在的处境使你觉得自己是别人故事中「被遗
弃的」人物，请默想这点：一如夏甲，你也许被别人
虐待，可是没有人能夺去你与神的个人关系，那是你
的，只属你一人！

参考文献
•

El Roi – God Who Sees. Precept–Austin
Website. (http://www.preceptaustin.org/
el_roi_–_god_who_sees.htm). Retrieved
October 10, 2006. Studies on the names of
God can be accessed on this site.

Genesis 16: 2,5, 6
Genesis 16:10
3
Genesis 16:13
4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Israeli–Arab conflict, the following link may prove to be helpful: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ab–Israeli_
conflict. Retrieved October 10, 200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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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会供应
第五章  第三十课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他说：
「我在这里。」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
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 创世记二十二章1 ─ 2节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
「我
在这里。」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 神的了，因为你没有
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
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
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 创世记二十二章10 ─ 14节

他们便一同前往指定的地方。他们準备祭坛，摆放木柴，而上帝并未供应别的祭物。于是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
綑绑，放在祭坛上，依然没有其他的祭物出现。于是亚伯拉侃举起刀来，準备要杀以撒。这时有声音从天而降
说：
「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就在此时，出现一隻公羊，两角扣在树丛里。那就是上帝所预备，要取代亚伯拉
罕的儿子的祭物。这幅景象象徵有朝一日，上帝将为人的罪恶，预备代罪羔羊。
──「盼望」影片，第五章

观察与思考
本课会谈到圣经中一个最戏剧化和深奥的故事。亚伯
拉罕以义无反顾的信心爱神以及跟随了神几十年，可
是这位爱生命和爱人类的神，却要求他做令人不可思
议的事：把他心爱的儿子杀死献为祭品。如果这还嫌
不够戏剧化，请回想以撒是神许诺要通过他赐福全人
类的人！现在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希望，连全世界的希
望，都被绑在那祭坛上。我们要拿这故事怎么办？我
们能怎么理解它？

从两种方式来看试验，我们大部分人对学校里的考试
都很熟悉，这种考试为的是考核我们对所学的课程学
到多少。大多数人都晓得，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高分
是什么滋味。然而另外还有一种试验，是衡量本质，
不是衡量表现。比如：金属常受到测试，来决定它的
纯度。金属无法做任何事来影响它是否通过那测验，
那金属若不是纯的，就是不纯，这种试验只是测量被
测试的东西的本质。

表面上，这故事似乎和圣经告诉我们有关神的事相冲
突，可是一如在前面几课看到的，圣经也许是要扩张
和挑战我们的理解力，但是重要的是读圣经时，不要
只凭「似乎」或看起来像是相互冲突，就断下结论。
从目前为止我们查考的神的故事中，晓得神有完美的
慈爱与智慧，因此，把这理解做为我们的根基，让我
们来思考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

请以此法来思考亚伯拉罕的情形，测试他的那位，也
是装备他参加测试的那位，也就是神。一如珍贵金属
受到烈火的熬炼，去除渣滓成为纯洁，亚伯拉罕也在
他多年的信心生涯中受到神的火的炼净。亚伯拉罕在
测试中会有何表现，在神看来一点都不是问题。这不
是冒险的试验，神清楚晓得亚伯拉罕已成了把神放
在首位的人，放在所有东西之前，甚至包括他亲生儿
子。神晓得亚伯拉罕的本质，这测试只是把那本质显
示出来而已！亚伯拉罕的一生，是为神在一个愿意完

创世记二十二章1节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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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跟随神的引导的人身上，能够成就何事做见证。这
故事戏剧化地向世人显示亚伯拉罕有怎样的信心......而
结果让神得到荣耀。

决心与行动
当以撒和亚伯拉罕走向献祭的地方时，他问他父亲：
「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说：「神必
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可是当他们走到祭坛时，
还没看到羊羔。当亚伯拉罕把儿子绑在祭坛上时，还
是没看到羊羔。甚至当亚伯拉罕举起刀时，也没看
到羊羔！然后，就在亚伯拉罕正要杀死儿子的那一刹
那，神拦阻了他，然后指出他在树丛中已预备的羊。

一如圣经里的任何一个故事，在这故事中当然能找到
许多宝贵见解和主要功课。一如在我们查考神的故事
时，至终会看到，神亲自预备了一只羊来替代以撒做
祭品，这是深奥地预表神所应许的那位救赎主会亲自
把世人从罪中释放出来 。一如神为亚当和夏娃提供的
遮身物，以及为挪亚预备的方舟，此次神为以撒提供
的羔羊更是提醒我们晓得，我们无法救自己。「惟独
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诗篇六十二篇2节〉

亚伯拉罕怎能那么有把握地说：「神必自己预备作燔
祭的羊羔」呢？亚伯拉罕在凭信心生活的年日中，学
到一个重要无比的原则：神永远会预备我们蒙召去做
的事所需的必需品，无论那事看起来有多难。而且在
那过程中，神绝不会对他自己的品格妥协，也不会要

问题与反思
• 当你在「盼望」影片和圣经里第一次看到这故
事时，有何感想？

求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品格妥协。

• 你认为神要求亚伯拉罕做这事，很奇怪吗？为
什么？或为什么不？

现在神是否要求你去做一件看起来非常艰难的事呢？
如果是，他肯定会提供你做那事所需的一切必需品。
请继续凭信心与神同行，让他使你变成能认出他的声
音，而且对他有信心和有把握去服从他的人。

• 如果你处在亚伯拉罕的地位，会怎么做？为
什么？
• 一如亚伯拉罕 ，神永远会装备我们来接受他
带入我们生活中的测试，你正面对一个测试
吗？你能看到神已如何装备了你吗？神会如何
使用这测试，来显示他在你生命中已建造的东
西呢？

参考文献
• BibleGateway.com, a ministry of Gospel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provides
online commentaries for many passages of
scripture. Read their commentaries on the
testing of Abraham as follows:
1. God commands Abraham to offer up
Isaac – (http://www.biblegateway.com/
resources/commentaries/?action=getC
ommentaryText&cid=18&source=2&seq
=i.1.22.1)
2. Abraham’s faith and obedience
to the Divine command – (http://
www.biblegateway.com/resources/
commentaries/index.php?action=getCo
mmentaryText&cid=18&source=2&seq
=i.1.22.2).
3. Another sacrifice is provided instead of
Isaac – (http://www.biblegateway.com/
resources/commentaries/index.php?acti
on=getCommentaryText&cid=18&source
=2&seq=i.1.22.3).

John 1:29
Hebrews 11:17
3
Genesis 22:6–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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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 ──
开始前就知道结局
第六章  第三十一课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
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事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
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
── 创世记十五章13 ─ 15节

上帝应许要祝福亚伯拉罕，万国也要因他而蒙福。上帝对以撒及以撒的儿子雅各，许下同样的承诺。
──「盼望」影片，第六章

观察与思考
从第二十六到三十课我们查考了亚伯拉罕和他人生中
发生的一些事件，可还记得神呼召亚伯拉罕，并且许
诺要赐福他，使他成为万国蒙福的管道。查考下去之
前，让我们思考下列这些关于神许诺的福祉：

一个异象，详细说明将来会发生何事，不只是他的余
生，还包括接下来好几百年的事！
这异象记录在上面的经文里，请注意它有多详细。

1. 这福祉虽然是通过亚伯拉罕而来，可是却是给
每位愿意凭信心接受它的人。

• 亚伯拉罕的后代会在别国寄居。

2. 圣经称这赐福的许诺为诏约 ，当神立定一个
诏约时，就是无法变更的承诺，他绝对会说
到做到，神绝对会做出必要的措施使那许诺实
现。

• 最终神会惩罚奴役他们的国家。

• 他们会被奴役与欺压四百年。

• 神惩罚完后，亚伯拉罕的后代会带着财富离开
那国。
• 亚伯拉罕自己的一生会在高龄寿终正寝。

3. 神是永恒，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神 ，绝
不是努力想办法使许诺实现，因为他早已计划
好每一细节。当我们继续查考下面几课时，这
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请记住这异象是在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之前，生以撒
之前，以及在神提供一个替代以撒的祭牲之前，看到
的。神的计划比任何一人都来得大，读到这里，也许
能帮助你了解，当亚伯拉罕对以撒说：「神必自己预
备作燔祭的羊羔」时，他为什么能那么有把握了。从
一开始，亚伯拉罕就看到了结局，他晓得在实现神的
许诺上，让以撒活下来，是不可或缺的。从一方面来
说，他的余生只是意识到神已启示的事情而已。

当我们继续看「盼望」影片时，就会晓得神对亚伯拉
罕的儿子以撒和以撒的儿子雅各给了同「样」的应
许。「盼望」影片使用同「样」这字，是指虽然神也
许用了不同字眼，可是基本上是同样的许诺，从亚伯
拉罕的后代一直传承下去。以某种意义来说，亚伯拉
罕的后代进入了神给亚伯拉罕的许诺。

在本章其余部分，我们将看到神把亚伯拉罕看到的异
象细节如何实现出来。你也许听人说过：「神在细节
里面。」当我们看那些细节时，希望在本章结束前，
能看到显示神的同在和能力的伟大证据！

一如我们注意到的，神早已精密计划该如何实现这许
诺。为了能更了解这事，让我们回到创世记十五章。
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读到神宣布亚伯拉罕是义人〈第二
十七课〉，也读到神使亚伯拉罕沉睡之后，让他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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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 若知道神为这世界和世上所有民族有个详细计
划，会产生什么差别吗？

当神许下一个承诺后，他会做所有必须的事，使那承
诺兑现。如果必要，他还会把个人，甚至国家迁移到
别处。晓得这真理之后，请下决心去发现圣经里神所
给的数以百计的许诺，那些都是为信靠他的人，和学
习去信靠和安息在他许诺里的人写的，因为他们晓得
他永远遵守诺言。

• 请回想当神让亚伯拉罕看到有关未来的异象
时，亚伯拉罕一开始，就看到了结局。通过圣
经里神给的许诺，神会向每位信靠他的人，显
示他一生故事的结局。我们晓得信靠神的人一
生的结局，是和神一起在天堂里，这种认知该
怎么影响我们？

参考文献

• 尽管神给了这些许诺，你仍然为未来担忧吗？
为什么？

• Dr. Charles Stanley, God’s Promises.
InTouch Ministries. (http://ww2.intouch.org/
site/c.7nKFISNvEqG/b.1034467/k.9C8E/
Gods_Promises.htm). Retrieved October 11,
2006.

Matthew Slick, Covenant, Christian Apologetics and Research Ministry. (http://www.carm.org/doctrine/covenant.htm). Retrieved on
October 11, 2006.
2
Review Lesson 6 of this study gu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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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 ── 顺服在神的目的下
第六章  第三十二课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 创世记五十章20节

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其中名叫「约瑟」的儿子，雅各最爲宠爱。这引起了约瑟的哥哥们的嫉妒。于是哥哥们将约
瑟抓了起来，丢进了一个坑里。然后将约瑟卖给一群前往埃及的商人。哥哥们把约瑟的衣服沾了血，幷且谎告
他们的父亲说约瑟被恶兽吞吃了。
约瑟以奴隶的身分进入了埃及地。但上帝使约瑟在埃及地服事有权势的人。当时候满足，约瑟被召唤到统治埃
及全地的法老面前。约瑟被要求为他解梦。上帝赐与约瑟智慧，叫他準确地阐明世上将有大飢荒，法老十分高
兴，于是授权约瑟统管埃及全地。当飢荒临到时，约瑟住在迦南地的家人饱受其苦。
但约瑟却使埃及仓储满盈。虽然约瑟曾经被哥哥们出卖，他心里依旧深爱着他的家人。因上帝赐给约瑟宰相的职
位，他的家族便得以移居埃及逃避飢荒。就这样，这群神应许要带给万民祝福的人在别人的土地上居住下来。
──「盼望」影片，第六章

观察与思考
许多查考圣经的人相信，约瑟的生平是预表神所应许
的那位救赎主，在「盼望」影片接下来的几章中，我
们很快就会查考到这点。其实在约瑟与那位应许的救
赎主之间，的确有令人讶异的类似处。

• 都受过试探〈参考：创世记三十九章7 ─ 10
节；马太福音四章1 ─ 11节〉。
• 都被诬告〈参考：创世记三十九章16 ─ 17节；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59节〉。
• 都被放在两位囚犯中间，一位囚犯得救，另一
位则灭亡〈参考：创世记四十章2 ─ 22节；路
加福音二十三章32 ─ 43节〉。

请思考约瑟与那位应许的救赎主两人的生平 ...
• 都是被父亲差到自己的兄弟当中去──约瑟的
哥哥们恨他入骨，以致要杀了他，那位救赎主
自己的亲人也排斥他，也要致他于死地〈参
考：创世记三十七章13节以后；约翰福音七章
3节；路加福音二十章47节〉。

• 都是三十岁开始他们的事业〈参考：创世记四
十一章46节；路加福音三章23节〉。
• 都在受过一段苦难之后，被神提升到崇高地位
〈参考：创世记四十一章41 ─ 43节；腓立比
书二章9 ─ 11节〉。

• 他们的外袍都被夺走〈创世记三十七章23 ─
24节；约翰福音十九章24节〉。

• 都原谅伤害他们的人〈参考：创世记四十五章
1 ─ 15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34节〉。

• 都在埃及待过〈创世记三十七章25 ─ 28节；
马太福音二章14 ─ 15节〉。
• 都以奴隶的价格被卖〈参考：创世记三十七章
28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15节〉。

• 都被神差派来拯救许多人〈参考：创世记四十
五章7节；马太福音一章21节；马可福音十章
45节〉。

• 都戴过脚镣手铐〈参考：诗篇一○五篇18节；
创世记三十九章20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2节〉。

• 都了解神把邪恶变为美好〈参考：创世记五十
章20节；罗马书八章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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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查考约瑟和那位应许的救赎主的生平时，还看
到另一个类似处，那类似处让上述所列的所有类似处
更加凸显出来，就是约瑟和那位应许的救赎主，两人
都顺服在不是他们自己所定的目的上。他们了解自己
的人生是一个更大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就与那计划
合作。约翰福音六章38节记录这位应许的救赎主所说
的话：「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决心与行动
你也许并不晓得你人生的目的，或发生在你生活中的
事件的目的，可是你可以认识那位让你生活有目的的
神。一如约瑟，在每个处境你都可以顺服神在你生活
中放出的流水走向。
你像约瑟那样认识神吗？你对神的引导有把握吗？若
没把握，请立即去到本研读指南最后面的「认识神」
部分。

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在约瑟身上我们清楚看到一位抱着目的的神对他产生
了什么影响，是神在引导他人生中经历的事件。像一
片树叶掉入一条大河，约瑟的人生就被神河强大的水
流带动着。每当一个事件发生在约瑟生活中〈即使是
艰难的事〉，他也会顺服那水流，而不是反抗它。神
使用约瑟的人生，来成就神早已计划好的事，把益处
带给约瑟和别人，也让神自己得荣耀。

神把一个艰难的处境带入你生活中吗？若是这样，请
效法约瑟的榜样，把它看成神要在你里面和通过你工
作的机会，使你和别人得益处，并且荣耀神。因为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 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罗马书八章28节〉

参考文献

问题与反思

• Barbara Rainey, No Cinderella Story.
(FamilyLife.com Articles, 2006). (http://
www.familylife.com/articles/article_detail.
asp?id=1126) Retrieved October 12, 2006.
“I acknowledg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my
submission to God’s will for my life...In the
aftermath of these two unexpected parts of
God’s plan for my life...”

• 从约瑟的生平，我们可学到什么关于神的事，
以及我们与神的关系？
• 你认为神为什么要这样主导约瑟的人生，使他
和那位应许的救赎主有这么多类似处？
• 神抱着目的创造每个人〈以弗所书二章10节〉
，当我们事后看约瑟的故事时，不难看出约瑟
一生的目的，可是约瑟他自己呢？你认为约瑟
一直了解他人生的目的，或他遭遇的事件的理
由吗？

Some of this listing was suggested by “Parallels between Joseph and Jesus,” Life Application Stud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9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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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 ── 神绝不会嫌人老
第六章  第三十三课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一日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
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耶和华 就从荆棘里呼叫说：
「摩西，摩西。」他说：
「我在这里。」神说：
「不
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
「我是你父亲的 神，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 神。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
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
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 出埃及记三章1 ─ 8节

摩西逃到沙漠，成了牧羊人，在那里住了四十年。有一天，上帝在燃烧却未焚毁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上帝从荆
棘中向摩西说话。上帝晓喻摩西回到自己的同胞当中，幷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上帝应允与摩西同在。
──「盼望」影片，第六章

观察与思考
在第六章第一课我们学到神给亚伯拉罕一个非常明确
的异象，神告诉亚伯拉罕：

撒和雅各的神。
试想埃及王子摩西，得到了财富和权力能提供的所有
东西，然而他仍然注意到他同胞所处的困境〈出埃及
记二章11节〉。他原本可以像约瑟一样，用他的影响
力帮助他的同胞，可是当摩西杀了一个埃及人后，每
个人都反对他，包括他自己的同胞。他本来可以做的
事，似乎都化为泡影，于是摩西逃到旷野去躲起来。

• 他的后代会在别国寄居。
• 他们会被奴役和欺压四百年。
然后在第三十二课我们看到神使用约瑟拯救他的家人
〈亚伯拉罕的后代〉，使他们能住在埃及〈不是自己
的国家〉，逃过家乡的饥荒。约瑟的家族在埃及人数
增加，后来被埃及统治者奴役与虐待，就在那段期间
他们被称为希伯来人。有一段时期，埃及统治者命令
凡出生在希伯来家庭的男婴，都要被弄死。然而一个
希伯来男婴存活了下来，他的母亲把他放在篮子里，
然后放在流过公主皇宫旁的河里。埃及公主发现了那
男婴，还收养为自己的孩子，为他取名摩西 。他以埃
及王子的身分被抚养长大...可是他生来是希伯来人，
他也从未忘记此事。

许多人在摩西生平中看到自己的属灵旅程，头四十
年，摩西在世俗世界受到最好的栽培，可是当他不靠
神而靠自己去做事时，就失败得很惨。当摩西在旷野
时，无论神在他身上建造〈或拿去〉什么，有几件事
似乎很显然：在旷野待了四十年之后，摩西失去了追
求财富，权力，名声，甚至需要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比如：救同胞脱离奴隶生活〉的自私野心。他不再渴
望拥有或去做他原来世界看重的东西，在旷野里，摩
西已与他以前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

摩西四十岁时，有一天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希
伯来人，摩西就杀了那埃及人。为了活命，摩西逃
到旷野，在那里和一个牧羊人的女儿结婚，而且一
住就是四十年 。我们今天这课就是从这时开始，亚
伯拉罕的子孙正如神所说，在异国受奴役，八十高
龄的摩西现在正要遇见立定诏约的，亚伯拉罕、以

遇到燃烧的荆棘这经历前，摩西也许有这样的心态：
他会一辈子在旷野默默无闻地终老去世。在那里过了
四十年后，摩西也许认为自己的生命已被撂在一旁。
他一点都不晓得，一生最好的日子才刚要开始呢！在
燃烧的荆棘前，神为摩西举行了一个与埃及最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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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毕业典礼。就某种意义来说，神是说摩西
终于装备好，能做神造他时要他做的事了。现在摩西
准备好要照神的方式做事，而不是人的方式。他一直
是大有能力的人，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在埃及成长
期间培养的，可是摩西现在准备好把他的能力顺服在
神之下，而不是不靠神来使用它们。

决心与行动
I如果你能认同摩西的故事，如果你觉得已搞砸了神要
你成为的那样的人的机会，如果你觉得你「被撂在一
旁」，请让摩西的生平鼓励你。完全让神来决定我们
什么时候预备好，做他呼召我们去做的事，而且是他
来装备我们，有时候需要带我们去到旷野才行。

不久我们将看到，摩西会把希伯来民族从奴役之下救
出来，而且领导他们长达四十年之久，至终成为人类
历史上一位最重要的人物。

神绝不会嫌你老而不用你！当他说时候到了时，你千
万要准备好啊！

问题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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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摩西来说，旷野不只是个居住的地方，也是
灵魂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无法〈也不需
要〉倚靠在埃及表示他身分的东西。在旷野
里，他可以逃避真正的挑战、和失败。旷野以
一个奇怪的方式显示，那是不舒服的地方，但
同时也是舒服的地方。若不是神插手进来，他
可能永远卡在那里。你曾经处在类似的境况中
吗？若是，请说明。

• Sandy Sheppard, “Wilderness Survival:
Rich Lessons from a Season of
Suffering.” (Discipleship Journal, The
Navigators, NavPress, July/August
1998). (http://www.navpress.com/EPubs/
DisplayArticle/1/1.106.10.html). Retrieved
October 13, 2006.
•

• 人的弱点常能促使他倚靠神，可是人的强项常
会让他认为，不需要倚靠神。当此事发生时，
我们最大的优点可以变成我们灵命上最大的致
命伤。你能想到你生命中一个强项，而且认为
它容易使你不靠神做事吗？
• 你认为神要你从摩西生平中学习什么？

1
2

Exodus 2:1–10.
Exodus 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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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s for the Desert, a sidebar to the
article above. (http://www.navpress.com/
EPubs/DisplayArticle/1/1.106.10.1.html).
Retrieved October 13, 2006.

逾越节 ──
神应许的救赎主的形象
第六章  第三十四课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
「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
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 出埃及记十二章3，5，6节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
们身上灭你们
── 出埃及记十二章13节

摩西回到埃及。摩西偕同哥哥亚伦来到法老面前。但是法老的心刚硬，拒绝让希伯来人离开埃及。于是上帝在
埃及全地降下一连串可怕的灾害。但希伯来人却能免于其害, 在一次又一次的灾害之后，法老仍是拒绝让他们离
开埃及。于是上帝命令每一户希伯来人的家庭杀一隻羔羊，幷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之上。除了门楣上涂有羔羊
血的家庭以外，上帝击杀了埃及全地的长子。一如伊甸园裡的亚当和夏娃，以及山顶上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
这一幕再次显明终有一天，有一被杀的代罪羔羊会将人类从撒旦，罪及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
──「盼望」影片，第六章

观察与思考
我们从上面「盼望」影片摘录出来的话和圣经节看
到，摩西回到埃及去拯救同胞。可是即使神降下一
系列的灾祸，足以让埃及统治者明白在摩西的要求
背后，有神亲自在撑腰之后，埃及统治者也依然拒
绝放他们走。神先降下九种灾害，把瘟疫、虫害、
两栖类、和各种自然灾害降到埃及〈但没影响希伯
来人〉，然后神告诉摩西要设立一个节日，是直到
如今希伯来人仍然庆祝的节日，就是逾越节。

虽说可从这故事学到许多功课，可是最重要的也许
是，神保守以及拯救信靠顺服他的人。希伯来民族无
法救自己脱离奴役生活，也无法救自己逃过发生在四
周的惩罚，可是神再一次提供拯救之法。一如神为亚
当和夏娃提供遮身物，为挪亚提供方舟，为亚伯拉罕
的儿子提供替代物，神也同样提供逾越节羔羊，使希
伯来人得拯救。
神所提供的这些「供应物」，每项都显示一些关于神
应许的那位救赎主的事。对所有信靠神的人，那位应
许的救赎主会像遮身物一样，保护他们脱离罪的后
果。他会像方舟一样，让他们在惩罚时安然度过。他
会像神赐给以撒的在树丛中的羊一样，代替他们死。
也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他的宝血能遮盖他们，把他
们从永远的死亡中救出来。

神通过摩西指示希伯来家庭，要把一只无瑕疵的羔羊
带到家中，饲养四天。那只可爱无辜的羔羊，肯定成
了家中一员！过了四天要杀掉那只羊，做成一道菜。
神清楚指示他们该如何烹煮羊，该配什么菜一起吃。
逾越节大餐的每一道菜都含有特别意义，许多人以此
为主题撰写了书籍〈参考：参考文献〉。
神也指示希伯来人要把羔羊的血，涂在自家大门的门
楣上，神说他会差派死亡进入埃及，每家的长子都会
死去，可是会越过大门门楣上涂着血的人家。事情全
都照神说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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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思考上述神的「供应物」时，似乎神花
了不少功夫，要帮助我们了解，对信靠神的人
来说，那位应许的救赎主是谁以及要做什么
事。这些例子对神应许的救赎主显示了什么？

摩西指示希伯来人去做的事，当时听起来也许很奇
怪，就跟神指示挪亚建造方舟好躲避叫什么洪水的东
西一样，由于在那之前地球上从未下过雨，就很容易
明白当时的人为什么会讥笑挪亚。然而从后来发生的
惩罚来看，那些指示并不是那么荒唐无稽。

• 下一课我们将看到，有些人会称呼那位应许的
救赎主为「神的羔羊」。神指示希伯来人要把
一只无瑕疵的羔羊带到家中，和它住上几天，
产生感情，然后杀掉，好用它的血来保护他们
不死。你对此有何感想？

神是否在要求你做照周围世界的标准来看很奇怪的事
呢？如果是，请效法挪亚、摩西和希伯来民，信靠顺
服神，他必会保护和祝福你。

• 一个东西的价值，是靠有人愿付多少钱来衡
量，而问题的严重性通常是以人愿花多少心血
来解决它来做衡量。试想当父亲把逾越节羔羊
杀死时，那家孩子心中在想什么？他们肯定认
为是件可怕无比的举动。但或许也意识到这举
动的严重性，与它必须满足某个需要的严重性
成直接的正比。这与那位应许的救赎主要永远

参考文献
•

Passover. (Jews for Jesus, 2006). (http://
www.jewsforjesus.org/judaica/passover).
Retrieved October 13, 2006.

• Moishe Rosen and Ceil Rosen. Christ in the
Passover, (Moody Bible Institute, 1978).
(http://www.amazon.com/Christ–Passover–
Moishe–Rosen/dp/0802413897/sr=8–32/
qid=1158163699/ref=sr_1_32/102–1316407–
0306557?ie=UTF8&s=books). Retrieved
October 17, 2006. Book Description from
Amazon.com: A best–selling title from the
ministry of Jews for Jesus, Christ in the
Passover is now revised with an updated
appendix. It is written for Jews, messianic
believers, and Gentiles curious ab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holy day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Jesus Christ, and for
missionaries evangelizing to Jewish people.
A comprehensive and convincing look at how
the Passover is fulfilled in Christ.

击败撒旦，罪恶与死亡的使命有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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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越大，神的荣耀越大
第六章 第三十五课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
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
── 出埃及记十四章21 ─ 23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
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 出埃及记十四章26 ─ 27节

以色列人﹝希伯來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那时摩西和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 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 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
名是耶和华。
── 出埃及记十四章31节 ─ 十五章3节

法老终于释放了希伯来人，于是他们便离开了埃及。可是，法老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他带着军队追杀希伯来人直
到海边。上帝便分开红海，使希伯来人过红海如行乾地。当埃及人追到海里的时候，上帝又使红海復合，以致
于埃及人全军覆没。
──「盼望」影片，第六章

观察与思考
可用两种方式从照相机的镜头看出去，让我们也同样
从两个观点来看今天的功课。首先看近镜头，然后再
看广角镜。

拉罕奇妙地预先看到未来的事：
• 亚伯拉罕的后代会在别国寄居。
• 他们会受到奴役与欺压四百年。

从近镜头看，当埃及军兵从后面追上来时，你几乎可
感觉到眼前的海中散发出咸味。你一辈子都在埃及做
奴隶，然后经过一连串高度戏剧性的曲折事件，埃及
统治者不仅决定放你们走，还奉送许多昂贵物品。但
你们还没来得及离开埃及边境，挤在你和家人身旁的
几百万人，每人都变得一脸惊慌相。然后正当你以为
得自由的希望要破灭时，摩西向天高举他的手杖，你
面前的海水居然向两边分开了！当无路可走时，神开
了一条路......不仅是让你同胞逃生的路，也是解除强
大埃及军队威胁的路。

• 至终神会惩罚奴役他们的国家。
• 神惩罚完后，亚伯拉罕的子孙会带着财富离开
那国。
• 亚伯拉罕自己会在高龄寿终正寝。
从今天查考的故事，看到神告诉亚伯拉罕的每件事都
应验了。凡是听到〈和相信〉这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亚
伯拉罕的故事的人，肯定会翘首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当神把红海分开时，他们的惊讶并没减少，可是他们
的忧虑会少些，因为晓得神已承诺会搭救他们，而到
那时为止，神许诺的每一件别的事，都实现了。

现在让我们用广角镜以较广的范畴，再来查考同一个
事件，还记得在本章的第一课，我们思考了神让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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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神既然让希伯来人从埃及释放出来，为
什么还要被埃及军队追赶呢？〈提示：请阅读
本课开始时引用的出埃及记十四章31节 ─ 十
五章3节〉

详细记载这故事的圣经章节里〈出埃及记十四和十五
章〉，有许多功课要我们学习。请拨出一些时间阅读
这几章，而且思考你所读的。
我们在出埃及记十四章14节读到： 「耶和华必为你
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当然有要打仗
和说话的时候，可是对希伯来人来说，现在不是那种
时候。神把情况设计成这样，为的是要说明一件事。
如果当时希伯来人能做任何事来救自己〈事实上无法
做任何事〉，后世的人就会说，那些希伯来人真了不
起。可是神设计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惟有他才能
解决那难题，而且惟有他才配得赞美。

• 当希伯来民无路可走时，神为他们开了一条出
路。你曾经在无路可走时，神为你开了一条出
路吗？如果是，请加以说明。当时你有什么
反应？和出埃及记十四章31节到十五章3节所
说，希伯来人的反应类似吗？
• 如果希伯来人真的用心留意神给亚伯拉罕的
每个许诺，你能看到他们该对神会拯救他们
脱离埃及人的手有把握吗？你能看到查考神
在圣经里给你的许诺，会如何帮助你对他更
有信心吗？

如果你要神在你生活中得荣耀，就请准备好接受试
炼。他很可能让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而且那是只有
他才能克服的困难。其实困难越大，当他战胜那困难
时，他就得到更大的荣耀。如果他要你不出声，就让
他为你争战吧！一如希伯来人，你会发现「耶和华是
战士」〈出埃及记十五章3节〉，当无路可走时，他
能开出一条出路！

参考文献
• Adrian Rogers, Promises of God. (Love
Worth Finding Ministries, 2006). (http://www.
lwf.org/site/PageServer?pagename=dis_
PromisesOfGod). Retrieved October 1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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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 ──
神圣的信托，圣洁的呼召
第七章  第三十六课
摩西到 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
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
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
以色列人。
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
「凡耶和华所说
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 出埃及记十九章3 ─ 8节8

上帝带领希伯来人从埃及到了沙漠裡的西奈山。就在这里，上帝晓喻希伯来人，如果他们顺服上帝，上帝要视
他们爲自己宝贵的産业，赐福他们，并在万国中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众民说，他们愿意遵行一切上帝所要求的。
于是，在闪电、雷轰、浓烟和烈火中，上帝亲临西乃山。摩西便上山顶朝见上帝。在石版上上帝写下诫命与蒙福
的律法。他把石版赐给摩西交付希伯来人遵行。那是一个神圣的託付，一个圣洁的唿召。因为这些律法是上帝
的道。
──「盼望」影片，第七章

观察与思考
这是多大的荣耀！多大的责任啊！希伯来人经过许多
困难与奇妙的胜利后，现在从世上其他国家分别出
来，与神立下诏约。这诏约主要以神在西乃山上通过
摩西，颁布给希伯来人的律法为中心，是有名的十
诫，它记录在出埃及记二十章1到17节和申命记五章6
到21节。在这诏约中神许诺，如果希伯来民遵守他的
律法，他们就会成为他的子民，他也会赐福他们。可
是如果他们不遵行他的律法，他就会惩罚他们。与这
诏约相关的福祉和咒诅，都详细记载在申命记二十八
章。

希伯来民遵行律法，就向四周的世界展示神的旨意与
做法。当他们以遵行律法忠心地代表神时，神承诺一
定会赐福他们，好让世人知道神是怎样的神！简单地
说，神的诏约不仅关系到希伯来民会蒙福，也关系到
通过神子民的忠心，这世界能看到神。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三十一课查考的，神与亚伯拉
罕立定的诏约，你也许会纳闷，我们今天查考的居然
也会是个诏约。在亚伯拉罕那课中，我们把诏约定义
为从神来的无条件，永不变更的许诺。可是我们今天
思考的诏约，却是「如果」希伯来民顺服神，就能蒙
福。他们的福祉不是无条件的，而要看他们听不听
话。然而这仍然是个诏约，因为无论希伯来民多少次
没遵守神的律法，只要他们悔改而且再顺服，就能蒙
福。神从不会走到「丢弃」他们的地步，就这意义来
看，我们能说这诏约是无条件和不可变更的：如果希
伯来民顺服，神肯定赐福他们，如果不顺服，神就会
惩罚他们──可是绝不会不要或丢弃他们！

虽说这诏约主要是针对希伯来民和他们与神的关系而
写，可是这诏约的终极意义却延伸到全世界。在上面
引述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经文中，神许诺说，如果希伯
来民顺服他，他们就成为他的「祭司国度」。
基本上，祭司是在神与人之间做中间人，祭司把人民
带到神面前，也在人民面前代表神。
律法代表神行事的方式，以及神对人所怀的旨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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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留心阅读圣经的记录，就会看到在希伯来
人接受律法〈出埃及记二十章1 ─ 17节和申命
记五章6 ─ 21节〉之前，已同意与神立下诏约
〈出埃及记十九章8节〉。换句话说，在他们
晓得神将要求他们做什么之前，已承诺要照神
的话去做。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Covenant in the Bible. (Preceptaustin, 2006).
(http://www.preceptaustin.org/covenant_in_
the_bible.htm). Retrieved October 18, 2006.
This site provides in Table form a summary
of the foundational biblical truths of various
Biblical Covenants.

• John Piper, Why the Law Was Given,
A Sermon Given November 15, 1981.
(© Desiring God, 2006). (http://www.
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Sermons/
ByTopic/11/320_Why_the_Law_Was_Given/).
Retrieved October 18, 2006.

• 在晓得神将要求你做什么之前，你愿意承诺
什么都愿去做吗？为什么愿意，或为什么不
愿意？
• 新约圣经教导说，凡是信靠圣经里的神而且
跟随他的人，都是神的祭司〈彼得前书二章9
节〉和大使〈以弗所书六章20节〉。一如赐给

• Philip Yancey and Brenda Quinn, Meet the
Bible: A Panorama of God’s Word in 366
Daily Readings and Reflections (Zondervan,
2000).

希伯来民的律法，这呼召是神圣的信托。你准
备好接受这信托了吗？请说明。

•

决心与行动
希伯来人能那么快接受神的提议，与他立定诏约，是
因他们对神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们不仅经历到神奇
妙地救他们出埃及，出来之后在陌生的旷野，也看到
其他的神迹：
• 出埃及记十三章21节──神夜晚用火柱，白天
用云柱引导他们。
• 出埃及记十六章13到15节──神每天供应他们
像面包一样称为玛哪的食物。
• 出埃及记十七章6节──神从岩石供应水给他
们喝。
• 出埃及记十七章9到13节节──神施恩给他们
能打败敌人。
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希伯来民证明他自己，证明他是
神，而且证明是好神！结果他们就准备好无论神要求
什么，都愿意接受。
我们也可通过查考神的话，圣经，来认识神所行的奇
迹，而且熟悉他的供应和许诺。圣经是神要我们看到
的，他的真实画像！它记录了希伯来人经历的每件
事，此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如果你想看神如何行动，
就来查考他的话吧！

84

The Bible Gateway, A Searchable
Online Bible. (http://www.biblegateway.
com). Retrieved October 17, 2006. The
Bible Gateway is a tool for reading and
researching scripture online –– all in the
language or translation of your choice! It
provides advanced searching capabilities,
which allow readers to find and compare
particular passages in scripture based on
keywords, phrases, or scripture reference.

遮盖罪的东西
第七章  第三十七课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9节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
──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36节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
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神。
──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43 ─ 45节

上帝明白人们之所以无法遵守律法，是因爲罪污染了人心。因此上帝晓喻摩西建造一座圣所，在那裡，上帝与人
同住，在那裡，人们献上牲畜为赎罪祭。这些牲畜的血被当作罪的一种遮蔽物，因而上帝暂不定罪。但是，祭物
可以遮盖罪过，却无法将罪性挪去。
──「盼望」影片，第七章

观察与思考
当神把律法颁布给希伯来民时，他已晓得因为人类已
感染了罪〈第十八课〉，就无法遵行律法。神把希伯
来民达不到的标准颁布给他们，这看起来像是很残酷
的事，可是让我们深一层地来看。人最大的需要，是
与神有健康的关系。由于律法表明神的性格，所以人
无法绕过律法而与神有正确关系。律法表明神是怎样
的神，一如神是圣洁，公义和慈爱的，所以律法也是
如此〈罗马书七章16节〉。如果人要与神有正确的关
系，就必须与律法有正确的关系。

五到二十七章，神对如何建造会幕给了详细指示，在
出埃及记二十九到三十章，神对如何献上祭牲也给了
详细指示。
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36节，我们读到这种献祭是为了
「赎罪」。「赎罪」这字源自希伯来字「kaphar」 ，
直译是「遮盖」〈当神指示挪亚要用松香把方舟里外
「抹上」时，用的也是同一个字〉。当圣经说祭牲可
赎罪时，在某种意义上，表示它们能够「遮盖」罪。
可是如果认为那位能看到和知道万事的神，会被蒙蔽
而看不到罪，好像他无法通过祭牲看到东西似的，将
是愚蠢的事。比较正确的该说，神选择不看罪或审判
罪，以此来尊重献上的祭牲......至少有一段时间不看。

虽然希伯来民免不了会触犯律法，可是因为神满有恩
典，怜悯与智慧，所以他仍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能使他
们继续与他维持正确关系的方法。一如「盼望」影片
所说，因此上帝晓喻摩西建造一座圣所，在那里，上

帝与人同住，在那里，人们献上牲畜为赎罪祭。

如果我们往前跳过去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章4节〉
，就会看到，这些祭牲虽然能「遮盖」罪，但无法除
去罪。更要紧的是，我们也看到将来有一天，凡是被
掩盖的事都会被揭露出来〈哥林多前书四章5节和三章
13节〉。换句话说，凡是被遮盖的都会被揭发出来，
每个人的行为，无论好坏，都会被揭露出来〈哥林多

这些牲畜的血被当作一种遮盖罪的东西，因而上帝暂
不定罪。
献上这些祭牲的神圣地方叫做会幕，在出埃及记二十
85

后书五章10节；启示录二十章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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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人献上的赎罪祭牲，可比做一张期票。当一个
人借了一大笔钱，借钱给他的人会要求他签一张协议
〈期票〉 ，注明何时要还钱。那张期票并不能免去债
款，可是能让那人在付出最后一笔债款的日期之前，
过正常的生活。同样道理，这些祭牲可让希伯来人与
神继续有正确的关系，它们虽没把罪除去，可是为罪
的问题暂时提供了解决办法，直到神应许的那位救赎
主，来把罪永远解决为止〈约翰福音一章29节〉。这
些祭牲指出将来有一个时候，一个完全的献祭会成为
债款的最后一笔付款，能把罪债完全还清！

请读出埃及记二十九到三十章，思考希伯来人为了能
与神保持正确关系，一直不断地需要为赎罪而献上祭
牲这件事。可是凡是信靠那位救赎主所完成的圣工的
人，罪的问题已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如果你从未相
信那位救赎主，请去看本研读指南最后面的「认识
神」部分。如果你已相信那位救赎主解决了你的罪，
请读出埃及记二十九到三十章，为神和他已为你做的
事祷告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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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说神的律法是良善的〈罗马书七章12节；
提摩太前书一章8节〉，当你想到神的律法〈
或一般法律〉时，你会产生好的还是不好的感
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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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接受化疗，心脏受损的病人，必须接受
心脏绕道手术。除非人罹患这种病，否则不会
接受这种治疗。
犯罪的行为，不只是个错误而已，而是触犯了神的律
法，也就是冒犯了神。住在每人心里的罪的权势，不
只是个坏态度，而是会带来死亡的黑暗权势，若不解
决，必死无疑。杀死一头动物对有些人说也许太偏
激，可是罪的问题比这更偏激。你对神指示希伯来人
把动物献为赎罪的祭品有何感想？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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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 ── 神的镜子
第七章  第三十八课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 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罗马书三章20节

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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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课我们思考了神颁布给希伯来人的律法，神许诺
说如果希伯来人遵守律法，就会蒙福，可是若触犯律

• 你曾听过有人使用「教条主义」 这字吗？教
条主义相信人能通过遵守律法而得救〈就是与

法，就会受到惩罚。我们也看到神晓得希伯来人无法
一直完全遵守律法，就提供了一个可以遮盖他们罪的
方法，那就是通过献上祭牲。

神有正确关系〉。可是如果律法像一面镜子，
而不是清洁剂，教条主义能让人成为义人，这
说得过去吗？你认为为什么会有人紧抓住它不
放呢？

然而我们必须思考律法的另一个重要层面，许多人认为
神颁布律法，是做为让人与神有正确关系的一个管道，
可是圣经清楚说明〈罗马书三章20节〉，没有人可以靠
遵守律法而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成为义人〉。试想即使
如果我们能完全遵守律法〈事实上不可能〉，仍然受
到罪的感染，而且从亚当一代一代地传给每个人〈参
考：第十八课〉。即使你从未犯过罪，但在你里面的
罪性仍然使你与神隔绝。

• 人对律法也许会采取两种极端立场，一种是
上面所说的教条主义，另一种则是「放纵主
义」，认为在神的恩典里，律法没什么实质
意义。教条主义和放纵主义，是大多数人看待
律法的，整个光谱中的两个极端。你把自己放
在这光谱的哪里？靠近教条主义，还是放纵主
义？为什么？

当我们查考圣经时，会学到律法是一面镜子──对神
和对人都是。我们从律法看到神性格的真影像，那影
像显示神是圣洁与公义的。可是在律法里也看到我们
自己的真面目，我们无法遵守律法，它显出我们的不
足，因为律法清楚显示我们达不到神圣洁与公义的标
准。我们里面有个东西拦阻我们达到那标准，根据罗
马书三章20节，那东西就是罪。
镜子可以帮助你晓得该不该洗脸，可是它并不能用来
洗脸。凡是脑筋清醒的人，都不会用镜子擦脸去除污
垢，而是必须使用像肥皂这类洗洁精才行。律法就是
这样，律法显示出罪，但不是洗脸肥皂。然而它虽然
无法把我们从罪中洗乾净，可是能告诉我们需要洗
脸。它能让我们产生需要那位应许的救赎主的感觉，
惟有那位才能除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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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是，人能在教条主义和放纵主义这两极端
之间，找到最平衡的位置。那最中间的平衡，或许
可以定义为自由 。在神面前有真自由的人，是有自
由尊重律法，认为它是由圣洁和公义的神所定的标
准，但同时也有自由，不受律法是用来与神和好的
渠道的困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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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福到困绑
第七章  第三十九课

一千多年来，希伯来人曾试着遵照上帝的诫命而行。但他们却时常远离上帝，有时甚至随从假神。当他们不回
转归向上帝时，上帝会管教他们，很多时候，是以差派外邦人侵略统治希伯来人的方式。然后希伯来人会承认
他们的背叛，继而唿求上帝拯救他们。上帝就会兴起一位领袖将希伯来人从压迫者的手中拯救出来。然后，
希伯来人会重新立志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从祝福成爲奴僕，再回到祝福，又成爲奴僕，周而復始，一再重复，
上帝唿召希伯来人向世界展现上帝的属性。但是，正因爲污染人心的罪，希伯来人无法持守在神的道路上而
一再跌倒。
──「盼望」影片，第七章

观察与思考
当我们查考这课时，要紧的是，记住「盼望」影片只
是对圣经做个总结式综览，在八十分钟的影片中，不
可能涵盖整本圣经。上面从「盼望」影片摘录出来的
话语，描述发生在一千多年里的事，在这段期间，许
多君王和先知在希伯来历史上留下痕迹，他们的故事
记录在圣经的许多本书籍中。然而如果必须用一段话
把这整段时期描述出来，上面摘录的话就正确无误。
有一位作者曾如此描述这个循环：

希伯来人在出埃及这过程中，看到神行的许多奇迹，
于是有信心顺服神，立即立志照神的吩咐去做。神许
诺他们若顺服，就会祝福他们，他也真正说到做到。
其实他们蒙福到一个丰盛无比的程度，于是这个循环
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几百年。

从信心到顺服
从顺服到蒙福
从蒙福到丰盛
从丰盛到自私
从自私到审判
从审判到困绑
从困绑到破碎
从破碎到信心......

请注意在蒙福与丰盛之间有个差别，丰盛通常是指比
我们所需的要多出许多。从神的观点来看，若拥有超
过我们所需的东西，就有责任把超出的部分拿去祝福
别人，让神以此得到荣耀。若做少过这事，就是自
私。在希伯来人的情形，审判紧随着自私而来。新约
圣经有一节经节〈希伯来书十二章6节〉，说神管教
他所爱的人。神对希伯来人所施的审判，是出于对他
们的爱。他的审判常会把别国的困绑带来，亡国会使
他们心灵破碎，而且觉悟到他们需要神！

这个因果效应不仅是希伯来人的写照，也可应用在每
个国家或个人与神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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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些国家，民族或个人，你能想到任何特
殊情况，发生了上述的循环吗？请说明。
• 在这循环中关键的转折点是从丰盛到自私，你
在自己生活中看过这转折吗？你认为原本该如
何避免呢？请说明。
• 你把你自己放在这循环的哪里？请说明。

决心与行动
请思考我们已思考的这循环中顺服的那一步，信心是
神赐下的礼物〈以弗所书二章8节〉，我们可以求神
赐下信心，因为我们自己无法产生信心。破碎的心灵
是深切觉悟到，离了神我们完全不足。我们可以抗拒
神在我们生命中，要破碎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无法
破碎自己。在这循环的每一步中，除了顺服之外，每
一项都是神为我们做的，但顺服是人的责任。
请思考顺服的真正意义，撒母耳记上十五章22节说：
「听命胜于献祭」，在献祭与顺服之间有个差异。献
祭可以是顺服的一个举动，但也可以是别的意思，一
个人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献祭──他选择什么时候，什
么地点和什么方式献祭，人很可能献上神从没叫他献
的祭品。
顺服则是另一回事，顺服永远是人对神能做的，惟一
合适的回应，真正的顺服是从内心开始。顺服会带来
福祉，顺服是惟一能防止丰盛变成自私的东西。
请思考在描绘希伯来人许多年的循环中，你所在的位
置。无论你在哪里，请用从心底的顺服来回应神。

1

Fred Carpenter, GENERATION, Personal Study Guide. (© Mars Hill Productions, 1997, pa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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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动摇的盼望的来源
第七章  第四十课

在伊甸园上帝已应允要差遣一位救主。上帝透过先知赐下了数百个有关这位救主的应许，终有一天，他将永远
征服撒旦，罪恶及死亡。在圣殿裡，焚烧祭物上腾的烟雾，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世代交替，不断地提醒希伯来
人：人们需要救主。但是，他何时才降临？他将如何降临？甚至，有人一定在怀疑：他是否真的会降临？
──「盼望」影片，第七章

观察与思考
今天这课刚好来到「盼望」影片这故事一半的地方，
目前为止我们已思考了许多圣经真理和事件，一如神
想要的，这为将来要来的事铺设好了舞台。回过头复
习时，我们已谈过下列事宜：

这所有的事件与真理都记载在圣经的头五本书中，
这五本书〈希伯来人称为Torah［犹太律法，摩西五
经］〉写作的日期，是在本课所涵盖的时期〈公元前
四○○年到公元后一年〉之前，它们经过小心谨慎
地撰写、编辑、煞费苦心地保存了下来。请温习第三
课，看维护圣经手抄本准确性的希伯来方法。

• 为什么可以相信圣经是神给人的启示〈第三和
四课〉

摩西五经中有一个重覆出现的中心主题，就是关于神
应许的那位救赎主的使命与圣工，希伯来人称他为弥
赛亚。这中心主题被圣经里几百个预言和数不清的故
事预表出来，当我们研读「盼望」影片时思考了其中
几个：

• 圣经说了什么关于神的事──他是谁和他是怎
样的神〈第六课〉
• 圣经说了什么关于人的事──是按照神的形象
造的，但罪使人与神隔离〈第九和十课〉
• 神为人所定的目的──爱神与被神爱〈第十
三课〉

• 神为了替亚当和夏娃遮盖身体所用的动物的皮
〈第二十课〉

• 罪的本质与它如何影响人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
系〈第十八和十九课〉

• 神惩罚世界时，挪亚在方舟里得以安然渡过〈
第二十三课〉

• 圣经说了什么关于撒旦和它与神和人之间的战
争〈第十四课〉

• 神为亚伯拉罕的儿子预备一头羊替代他成为祭
牲〈第三十课〉

• 神许诺会差派一位救赎主，他会永远击败撒
旦，罪和死亡〈第二十课〉
• 世上的许多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第二十五课〉

• 涂在门楣上逾越节羔羊的血，使希伯来家庭的
长子免于死亡〈第三十四课〉

• 神如何呼召亚伯拉罕，他许诺通过他会赐福所
有国家〈第二十六课〉

• 神指示希伯来人如何献祭而得以赎〈遮盖〉罪
〈第三十七课〉

• 神的许诺如何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而继续有效
〈第三十一课〉

这每个故事都深刻说明，有一天神会如何为人去做人
自己做不到的事：就是永远从罪中得释放，并且与神
有正确关系。人们也许认为，希伯来人得了这么多启
示，就该翘首等待那位应许的救赎主，可是事实并非
如此。

• 神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如何形成希伯来民族，他
如何通过这民族来差派那位救赎主，以便实现
他要赐福万国的许诺〈第三十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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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本课涵盖的时期中，希伯来的官
方正式宗教到达巅峰，但灵性却落在最低谷 。虽然有
些人真正在寻找神在圣经里许诺的那一位，可是大多
数人只在寻找能使他们脱离异国统治而且改进生活的
政治救星。他们的焦点怎么会从圣经预言的，对那位
救赎主充满希望的期待移开呢？
大部分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认为，这种转移一部分是
因受到希伯来宗教领袖的影响，他们把神颁发的「律
法」，另外再添加了几百条规条。在申命记十二章
32节，神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不难看到，经过时间的推
移，这种影响使希伯来人改变他们的焦点，失去他们
的异象。我们都该把他们的例子引以为戒。

决心与行动
我们应该从希伯来人这段历史中学习的功课，其实
很简单明了，就是不要忽略神的话，也不要另外加
上别的东西！罗马书十五章4节说得再好不过了：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
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如果你想
在相对主义的世界，有个无法动摇的盼望，就请常
常查考神的话，让他的话塑造你对周遭世界和你在
其中的目的的观点。

问题与反思
• 温习一下你在我们前半段查考中学到什么，问
你自己这如何影响你对神的认知，和你与他的
关系。
• 一如我们在第五课思考的，现今的「后现代」
世界不接受有个能解释这世界和我们在世目的
的最伟大故事这概念。这后现代看法导致相对
主义 ，就是认为我们都需要自己找出解释这
世界和我们如何能融入它的我们的故事，而且
每个人的故事同样有效和真实。后现代主义者
说根本没有一个可以解释我们所住的世界以及
我们在其中的目的的最伟大故事，你会对他怎
么说？

Ernest R. Martin PhD., The Intertestamental Period.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in 1986; Transcribed and Edited by David Sielaff, June
2002; © Associates for Scriptural Knowledge, 1976–2006). (http://askelm.com/doctrine/d020601.htm). Retrieved October 19, 2006.
2
Postmodernism [A Definition].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1995–2206). (http://www.pbs.org/faithandreason/gengloss/postm–body.
html). Retrieved October 19, 2006.
3
Relativism [Definition, etc.]. (Answers Corporation, 2006). (http://www.answers.com/topic/relativism). Retrieved October 19, 2006. For
insights into how relativism can be refuted: Matthew J. Slick, Relativism. (Christian Apologetics and Research Ministry, 2003). (http://
www.carm.org/cut/relativism.htm). Retrieved October 27, 2006.
1

92

出人意料的神
第八章  第四十一课

天使对他说：
「马利亚，不要怕。你在 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 路加福音一章30 ─ 31节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 路加福音二章7节

经历了几千年的盼望和等待，要来的，终于来了。一个晚上，在拿撒勒城，一位名叫马利亚的女子，见到了一位
意外的访客。上帝的使者告 诉马利亚，她将怀孕生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意思是「上帝是我们的拯救」
。
但是那时候伯利恒拥挤不堪，没有空房可供给马利亚留宿。因此，他们在马槽找到栖身之所。那位应许中的救
赎主，上帝的儿子，就这样降临人间，以婴儿的样式，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
──「盼望」影片，第八章			

观察与思考
神常用和我们截然不同的方法做事，事实上他常做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8节写道：

许多宗教认为物质世界的本质是邪恶的，对这些宗
教来说，神圣的造物主神竟穿上人的肉身，而且来
到一个充满罪恶的堕落世界，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想
法〈我们将在下一课对此事做更详细的查考〉。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
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节经节蕴涵的真理，在
神应许的救赎主来到世界的事上，不可思议地表明
出来，现在让我们思考关于他的降生的两件事。

即使那些能接受神以奇妙方式降生的人，对他降生的
事仍然觉得有些奇怪。他静悄悄，无人知晓地来到，
而世上任何一位决定要参选的政治候选人，通常都会
雇用公共关系公司来「代表」他，目的是制造最大的
可见度和公众兴趣，为竞选造势。电影明星为了即将
上映的电影，在巡回站台之前，也会做同样的事：媒
体大肆报导，宣传广告也到处张贴。

首先，神不是期待人造出一条路通到他那里，而是他
来到人这里！这简单但深奥的真理，使圣经的主要信
息与世上每种其他宗教系统迥然不同。别的宗教教导
人必须做什么才能去到神那里，可是这些教导：1〉
没能认清罪在神与人之间造成多大的鸿沟，2〉夸大
了人能跨越那鸿沟的能力，3〉居然暗示这种事是可
能的，因而贬低了神的神圣。圣经教导说，人绝对无
法自己造出一条路去到神那里，可是因为神太爱人，
因此他亲自来找人！

神应许的救赎主却在没有大吹大檑和媒体报导的情
况下降生，以世俗观点来看，当时观看这事件的人
非常稀少──只有一些牧羊人和马厩中的几头动物
而已。西方文明后来用这事件来划分纪元〈公元前
和公元后〉，可是当时它却在大部分人不知晓的情
况下发生。然而在属灵层面，当永恒的神进入时间
与空间时，天上的一群天使都以欢呼声相迎〈路加
福音二章13节〉！

其次，思考神以何种方式来到人这里。他竟以如此亲
自与谦卑的方式来，几乎令人不可想像。他在最平凡
的环境，普通马厩中，经由一位年轻童女，以婴孩的
形式出生。这不是人的头脑可想出的方法，而是神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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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 曾经有人要你为一位「大人物」的驾临做安排
吗？如果有，你为迎接那人所做的计划，与神
为他独生子降世所做的计划，有何不同？

千万当心！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神会如何做
某事或他会如何在你生活中出现。切记他的方式不是
我们的方式，

• 你认为当时神把他应许的救赎主带入世界时，
为什么没用可让全世界都知晓的方式呢？

约瑟和马利亚在旅店中找不到床位，因为已经客满
了。那天晚上伯利恒非常拥挤而且车水马龙，许多人
错过在他们当中发生，具有永恒意义的事件。他们不
是因为做坏事而错过，而是因为做自己的事而错过
──不晓得神在他们当中。
一如那位救赎主的来临，神也许想在你生活中做某件
重要的事，但也许选择以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方式去
做。如果你没注意，就可能看不到。请准备好让神在
你生活中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参考文献
• John Piper, The Word Became Flesh.
(A Sermon Given December 24, 1989,
© Desiring God, 2006). (http://www.
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Sermons/
ByDate/1989/703_The_Word_Became_
Flesh/). Retrieved October 25, 2006.

The Big Religion Chart. (© ReligionFacts Website, 2004–2006). Comparison of 25+ world religions. (http://www.religionfacts.com/
big_religion_chart.htm). Retrieved October 26, 2006.
2
Marshall Brain, How Time Works. (How Stuff Works Inc., 1998–2006). (http://people.howstuffworks.com/time7.htm), Retrieved October
2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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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怎能生来无罪？
第八章  第四十二课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五章12节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创世记三章15节

上帝的计划就这样展开了。可是谁能料想得到竟是以如此的方式出现？从上帝远古的应许中，人们可能认爲唯
有出现一位像上帝那样圣洁毫无玷污的救赎主，才能战胜罪恶。但是，谁会料想到上帝所应许的救主，竟然是
上帝自己成为一个人？
──「盼望」影片，第八章

从亚当开始，罪就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来，影响全人类，直到如今。
──「盼望」影片，第三章

观察与思考
上一课我们重新说到圣洁的神穿戴上人的肉身这议
题，无罪的神怎能以人的形式进入感染了罪的世界，
而且还保持无罪呢？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下这事为何重
要，然后再谈这怎么可能。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神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主耶
稣在马利亚腹中时，神就当然能奇妙地保护主耶稣不
受罪的污染 。
其次，我们必须仔细思考罗马书五章12节，请注意这
节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死亡就临到「
众人〈所有人〉」。这节并不是说：罪是「从一个
男人和一个女人」入了世界，而是罪是从亚当进入世
界，不是从夏娃。是亚当，不是夏娃，把罪遗传给了
他们的后代 。也许这是神为什么在创世记三章15节许
诺说，打伤〈直译是「压碎」〉撒旦头颅的那位，是
女人的后裔，而不是男人的后裔。

我们从上面「盼望」影片第八章摘录出来的话，看到
为了能让救赎主把人类从罪中救出，他自己必须无
罪。「盼望」影片这句话把一个重要的神学基要真理
总结出来：那位救赎主若想在神与人中间做中保和调
解人，他必须满足律法的要求，而若要满足律法的要
求，他必须无罪。
圣经里许多经节说明那位救赎主没有罪〈希伯来书四
章15节；哥林多后书五章21节；彼得前书二章22节；
约翰壹书三章5节〉，可是这怎么可能？当我们查考
「盼望」影片时，不断地读到所有人类都被罪感染了
〈参考：第三章第十八课〉。从上面的罗马书五章
12节，我们读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

众所周知，有些特性，不正常和疾病，只从父亲遗传
下去，或只从母亲遗传下去 。同样道理，很可能罪
〈罪的权势，不是罪行〉是从父亲一代一代遗传下
去，而不是从母亲。主耶稣的情况，是通过圣灵的能
力，让马利亚奇妙地怀孕，所以神就成了他的父亲，
因而主耶稣没有罪。虽然有些宗教教导说，马利亚无
罪，其实马利亚并不需要无罪，仍能生出无罪的主耶
稣，因为马利亚身为女人，她的罪不会遗传下去。圣

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
罪。」那么那位救赎主怎能生为人而不被罪感染呢？
让我们思考两个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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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说每个活过的人都有罪〈罗马书三章23节和10节〉，
可是主耶稣却是惟一的例外〈哥林多后书五章21节；
约翰壹书三章5节；希伯来书四章15节〉！

决心与行动
当人们无法了解神为什么会做某些事时，通常会以对
真理做出妥协，来解决他们脑中想不通的事。有些宗
教说，神绝不可能成为人而不被罪污染，认为我们说
的这概念可恶之至，他们把主耶稣贬低到先知的地
位。还有人说，若要主耶稣无罪，马利亚也必须无罪
才行。可是我们从圣经知道，1〉是神在主耶稣的身
体里，取了人的形象〈歌罗西书二章9节〉，2〉马利
亚并不是无罪〈罗马书三章23节〉。一如我们在本课
也看到，仔细查考圣经之后，用不着对真理妥协，就
可有方法解释主耶稣是无罪的。

问题与反思
• 那位救赎主为什么必须无罪？逾越节的羔羊必
须毫无瑕疵〈出埃及记十二章5节〉，这事实
就预表了那位救赎主是没被罪污染的〈彼得前
书一章19节〉。
• 你曾否想过，主耶稣怎能异于所有活过的人，
生来无罪呢？你能理解这对有些人为什么是很
难接受的概念吗？

这功课很简单，千万不要为了解决一个在圣经里，
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问题，而对圣经里的真理妥协。
而是要深一步挖掘神的话，并且祷告求神赐给你正
确的了解。

What Is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Got Questions Ministries, © 2002–2006). (http://www.gotquestions.org/immaculate–conception.
html). Retrieved October 27, 2006.
2
Matthew J. Slick, If Jesus is God in the flesh, why did He not inherit original sin? (© Christian Apologetics and Research Ministry,
1996–2006). (http://www.carm.org/questions/Jesus_sin.htm). Retrieved October 27, 2006.
3
Genetic Counseling. (Medindia Health Network Pvt Ltd , 2006). (http://www.medindia.net/patients/patientinfo/geneticcounselling–
print.htm). An additional reference is Richard M. Lebovitz, Natural Selection in Family Law: Legal Cases and Materials; 3.7. Maternal
transmission of citizenship. (Biojuris, 2005). (http://www.biojuris.com/natural/3–7–0.html). All retrieved October 2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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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主耶稣 ──
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
第八章  第四十三课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 神的恩在他身上。
──路加福音二章40节

凡听见他的，都希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路加福音二章47节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彷彿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
悦你。」
──马可福音一章10 ─ 11节

孩童时期的耶稣在身量和智慧上与日增长。即使是希伯来人教师也惊奇他对神的事情知道得那么多。当耶稣
谈及上帝时，他称上帝爲「父亲」。上帝的恩典在耶稣的身上，凡认识耶稣的人，都喜悦他。
──「盼望」影片，第八章

当耶稣从水里上来时，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盼望」影片，第八章

观察与思考
关于主耶稣的幼年和青年期，我们知道得不多。从他
生下来到开始做公开的圣工，中间相隔三十年的时
光，圣经对这些年日说得很少。身为神的独生子，他
与别人不同，可是身为马利亚的儿子，他与常人也没
什么两样，所以神以人的形象成长，会是什么样子
呢？这留给我们许多疑问。

地经历。从上述圣经节，我们可以晓得神的独生子在
成长时期和成为成人时发生的一些特殊事情。
我们晓得即使主耶稣在年少时，就已渴望做他天上的
父亲的事。上面路加福音二章47节这段经文，发生在
圣殿里。约瑟和马利亚带着主耶稣去耶路撒冷过逾越
节，这节日预表主耶稣将来要做的献祭，它至终会战
胜罪恶与死亡。不知怎的，主耶稣跟父母走散了，三
天之后他父母终于在圣殿里找到他，那时他正和当代
宗教领袖对话。圣经说：在场的人「都希奇他的聪明
和他的应对。」当他母亲责备他使父母着急时，主耶
稣回答说：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
〈
路加福音二章49节〉

身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却要像其他需要吃奶的婴孩
一样，要倚靠受造之物，这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最早
说出的是哪些字呢？是否曾经有过孩子们在分两边玩
游戏时，他没被选上呢？他有何感觉？到了长青春痘
的时期，他觉得很尴尬吗？是否曾有个少女觉得他很
可爱呢？他如何处理那事？是否曾有个霸凌想威胁他
呢？他如何处理那事？

从主耶稣在圣殿的那件事，到他在上述马可福音一章
记录的受洗的事之间，十八年默默无闻的日子过去
了。下一课我们将花较多的时间思考主耶稣受洗的
事，可是现在要特别注意，当主耶稣从水里起来时，

要是我们，好像比较容易把那些年日免去，跳过它
们，可是主耶稣却不跳过。他经历它们，而且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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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天父说的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我们绝不可错过，这句话是在主耶稣开始做他永远改
变历史，三年的公开圣工之前说的。这句话是在他讲
过任何一篇道之前；在他行任何神迹之前；在他完成
他战胜罪恶与死亡，而且让人与神和好，这最重大
的圣工之前，说的。然而他的天父居然说他非常喜
欢他！

决心与行动

父神高兴，主要并不是因为主耶稣做的所有事情，而
是因为他是谁，或也许更确切地说，他属于谁！凡是
觉得神是看他们的表现才爱和接受他们的人，这应当
是个强有力的反证。

在这故事里，这仆人的表现很重要，因为是让主人回
来时赞许仆人的原因。一如这寓言里的主人，神对我
们说：「好！」是看我们已经做的事，或更确切地
说，是当我们忠心顺服他，让他通过我们做出的事之
后的事。

后来在主耶稣的成年期，他说了一个故事。有个主人
需要离开家一段长时间，就把一些资产交给一位忠心
的仆人，他拿去投资，赚了许多倍。主人回来时对仆
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

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问题与反思

即便如此，从今天的课程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
• 想到主耶稣是个正在变声和长青春痘的青少
年，你会不会觉得不自在？为什么会，或为什
么不会？请说明你的感觉。

不是因为我们为他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是谁，或更
确切地说，我们属于谁。如果你属于神，就能安心相
信，「神喜悦你，是因你属于他」这真理。如果你不
确定你是否属于神，请立即去到本研读指南最后面的
「认识神」部分，并且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事！

• 在主耶稣做出圣经记载的任何奇妙或重大圣工
之前，父神已喜悦他，这对你是个新想法吗？
你认为神是看你的表现才喜欢你吗？为什么是
或为什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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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受洗
第八章  第四十四课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但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
「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
这里来么。」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或作礼〕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
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 神的灵，彷彿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马太福音三章13 ─ 17节

约翰宣告：
「天国近了」，幷呼召人们按照上帝的法则而活。当人们接受了约翰「为上帝而活」的挑战时，他们会
参加一种被称之为「洗礼」的仪式。他们如此行是表示罪已得洁净，幷且委身遵照上帝的律法而行。因此有一
天，耶稣来找约翰，约翰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便要求耶稣为他施洗。但因为奉耶稣之名受洗的时候未
到，因此约翰反倒为耶稣施洗。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
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盼望」影片，第八章

观察与思考
稣为什么会对施洗约翰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
义。』
〈马太福音三章15节〉他以自己愿来偿还人类所
有的罪债，宣布他会达到神要求的公义标准 。」

本课观察的洗礼 ，源自神指示希伯来人为了洁净的目
的而做的事〈利未记十六章26，28节，二十二章6节；
民数记十九章7，19节〉。然而主耶稣并不需要被洁
净，这也许是从小就认识主耶稣的约翰不同意主耶稣
受洗的缘故，他对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
我这里来么？」
〈马太福音三章14节〉

受洗时，主耶稣不仅认同神要求的公义，也认同我和
你需要公义这件事。主耶稣来献上自己做为我们的替
代品，使我们可以达到神对公义的要求。这替代从他
的受洗开始，然后在十字架上完成。

那么既然主耶稣不需要受洗，主耶稣这次受洗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这事件中的膏抹，是当圣灵以鸽子的形式，降在主耶
稣身上时发生的〈马太福音三章16节〉。膏抹是从神
那里来的能力，能让受膏者完成一件特殊任务。主耶
稣正要迈入为期三年的公开圣工，最后是为了战胜撒
旦、罪恶和死亡而有的受难与受死，这无与伦比的举
动。主耶稣受膏抹正是为这目的。

大部分神学家同意，这个事件至少成就三件事：认
同，膏抹和确认。认同的部分，由于主耶稣不是来废
除律法，而是成全律法〈马太福音五章17节〉，许多
人就相信，主耶稣是认同约翰呼召人要有公义──要
按神的方式行事为人，这件事。然而有些人却看到在
这洗礼事件中，另外还有一个身分认同的事发生。

主耶稣得到确认，这事是从有天父的声音从天上发出
而显示出来：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马太
福音三章17节〉。上一课看到，这个确认不是因为主
耶稣在此之前已行了所有奇迹，因为那时他还没做任
何一个。这确认是因他是谁〈或他属于谁〉以及他愿
意走在那关系中。

爱恩赛这位圣经老师这么认为：「我们像欠了很多债
的穷人，无法还债，这些就是我们的罪。一大笔债追
着我们，我们却无力偿还。可是当主耶稣来到之后，
他把我们无法偿还的债，像贷款，支票和合同，全部
签上他自己的名字来保证，以此说明他会付清，他会
完全付清这债。这就是他的受洗代表的事，也是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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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 你对洗礼熟悉吗？如果熟悉，怎么熟悉的？若
不熟悉，你对它有何感想？

你在本课看到主耶稣以受洗来与你认同，你曾与他认
同吗？你不该把这问题的诠释，只局限在洗礼上，洗
礼是一个重要的公开表示，你个人与主耶稣认同。可
是你个人曾与主耶稣认同吗？认同他为你人生和你四
周的世界所定的目的吗？如果不是，你就需要从这里
开始。

• 你曾经受过洗吗？当时它对你有何意义？
• 你对主耶稣以受洗来与你认同有何感想？他居
然会如此做，对你个人有何意义？

当你以把你的生命交托而且委身给主耶稣而与他认同
时，天父就会赐你力量，能毫无偏差地去做他造你而
且呼召你去做的事。而当他赐你力量时，也会向你确
认他很高兴你与他有正确关系。神对你的确认也许不
是有大声音从天上来，而是在你心中有坚定，微小的
声音，但是肯定会有的。
切记，跟随主耶稣是从与他认同开始。你曾与他认同
吗？如果还没有，千万别拖延，立即去到本研读指南
最后面的「认识神」部分，而且好好思考来自天父邀
请你做他儿女的这伟大邀请。

What is baptism? The process of baptism is very simple. The one to be baptized begins by standing, sitting, or kneeling in some
water. Another Christian then lowers him/her under the water and then brings him/her back up out of the water. Some literally call this
“immersion.” Some faiths sprinkle water on people instead of immersing them.
2
Ray C. Stedman, The Servant Who Rules. Exploring the Gospel of Mark. Volume One: Mark 1–8. (Discovery House Publishers, © 2002
by Elaine Stedman). (http://www.raystedman.org/mark/mark1.html). Retrieved October 27, 2006.
3
Dr. H.A. Ironside, as quoted by Ray C. Stedman in his book, The Servant Who Rules. Exploring the Gospel of Mark. Volume One: Mark
1–8. (Discovery House Publishers, © 2002 by Elaine Stedman). (http://www.raystedman.org/mark/mark1.html). Retrieved October 27,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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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受试探
第八章  第四十五课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 马太福音四章1节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 路加福音四章13节

然后，耶稣前往旷野，在那里接受撒旦的试探。但是耶稣抵挡撒旦，撒旦便转身而离去。这次旷野中的遭遇，
是一种试探，正如精金面临火炼，以证明它的本质一样，这个试探更加证明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他来世上乃
是为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抵挡撒旦的试探之后，耶稣出了旷野，满有圣灵的能力。
──「盼望」影片，第八章

观察与思考
主耶稣受完洗后，被神的圣灵领到旷野去受试探。这
试探记录在马太福音四章1到11节，马可福音一章12到
13节和路加福音四章1到2节。请注意马太福音四章1节
那段经文说，圣灵把主耶稣带到旷野去受试探，并没
说圣灵试探主耶稣。这是很重要的区别，因为圣经在
雅各书一章13节说：「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
人。」而是撒旦〈就是马太福音四章3节和帖撒罗尼迦
前书三章5节所说的那位试探人的〉在试探。

方法，要让被告的说词站不住脚，同样道理，撒旦
最终想要证明，主耶稣不够格做使人类从撒旦，罪
恶和死亡里释放出来的救赎主。
有意思的是，「peirazo」这同一个希腊字，在圣经
里也可翻译为「试验，试炼」或「受试验，试炼」
。神虽然不试探人，但他试验人。我们在希伯来书
十一章17节读到：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
候，就把以撒献上...」之前在本研读指南我们已思
考过这故事，我们晓得亚伯拉罕通过了这试验，而
且在那之前神已知道他会通过。那试验不是决定亚
伯拉罕会不会通过，而是证明亚伯拉罕的本质是什
么，那试验是让亚伯拉罕证明他信靠神的舞台。或
像同一章经文中前一点的经节〈希伯来书十一章2
节〉教导我们的，这试验是让「古人在这信心上得
了美好的证据」的管道。

根据雅各书一章13节，也请注意撒旦试探主耶稣将是
徒劳无功，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至终主耶稣
的受试探反而会用来达成神的目的，这一切都是神
的计划，稍后当我们思考「试探」这字时，这点会
更清楚。
「试探」〈或受试探〉来自「peirazo」这希腊原
文，是个法律用词，意思是「用来证明」 。由这字
根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撒旦试探主耶稣，为的是要
证明他与其他任何活过的人没有两样；他只不过和
亚当一样，在压力下会崩溃。通常检察官一直寻找

简单地说，撒旦「试探」我们，是要证明我们不像神
说的我们是什么样子，而神「试验，试炼」我们，是
要证明我们正像神所说的那样。「试验，试炼」和「
试探」之间的主要差别，是由谁来做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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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谈到一个对你来说也许是新的概念，你同
意还是不同意？为什么？

在高等教育界，有些博士后的研究企划非常难进入，
可是一旦候选人被接受后，整个企划都会配合那位候
选人，确保他能成功地完成那研究。

• 一般来说，你如何看待试炼？当你在生活中
遇到试炼时，以担心来看它，或害怕自己会
失败吗？还是你认为它是证明你是谁的机
会？请说明。

虽说想进入上述博士后研究企划的审核资格极为严
格，可是想要与神有正确关系的资格比那更为严格，
它需要有完美无缺的生命才行，而这对人来说当然不
可能！这正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来替我们做我们自己绝
对做不到的事的缘故。可是一旦你相信神为你预备了
这一切，与他建立亲密，永远的关系后，神会竭尽心
力把你改变为他所要的你。这真理在腓立比书一章6
节得到证实：「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

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如果你没把握这是真的，请思考你生活中也许有两件
事中的一件在运作着：1〉也许你从未真正信靠神所
应许的那位救赎主，或者2〉你也许已信靠，但还不
了解该如何稳固你与神的关系。
如果你觉得第一项描述的是你，请立即去到本研读指
南最后面「认识神」的部分，再阅读神已为你做了什
么。如果你觉得第二项描述的是你，请带着祷告的心
阅读和思考下列经节，并且求神向你显示，如何稳固
你与他的关系！约翰福音六章47节，约翰福音六章40
节，约翰福音十章28 ─ 29节；罗马书八章1节，罗马
书八章29节，罗马书八章39节；哥林多前书一章8节；
约翰壹书三章14节。

Does God Tempt Us to Sin? (© Got Questions Ministries, 2002–2006). (http://www.gotquestions.org/God–tempt–us–to–sin.html).
Retrieved October 27, 2006.
2
Ib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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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召跟随主耶稣
第九章  第四十六课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
鱼的。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
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补网，耶稣就招呼
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 马太福音四章18 ─ 22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
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得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
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马太福音十章1 ─ 4节

抵挡撒旦的试探之后，耶稣出了旷野，满有圣灵的能力。不久，人们开始跟随耶稣。大部分的追随者，都是平凡
的普通百姓但是，他们在耶稣身上却看到了那超凡与卓越的素质。有些人舍弃身家一切所有来跟随耶稣。这些
人当中有些是渔夫，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从許多的追随者中，耶稣挑选
了十二人成为核心小组。这些人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们随着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跟他学习真理，约三年之久。
他们开始以耶稣的角度来观看世界。就像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这些门徒受到造就，以备他们将来应对那些
超乎他们想像的事情。
──「盼望」影片，第九章

观察与思考
现今如果你想招聚一群人，开始一个改变世界的类似
运动，想必会寻找出类拔粹以及极有成就的人。可是
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常以与我们人 迥然不同的方式行
事，被主耶稣呼召来做他心腹的人，不是他能找到的
学历最高和具影响力的人。从外表来看，他们都是平
凡，普通的人，有几个是渔夫，一个是收税员，一个
是革命党。可是主耶稣却看到他们每个里面的潜力，
至终神使用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团体〈教
会〉，今天那团体仍然十分活跃，而且会存到永远。

主耶稣抵挡了撒旦的试探后，满带着圣灵的能力走
出旷野，他已准备好开始从事世上的圣工。不久之
后人们开始跟随他，最终他从这些跟随他的人当
中，选出少数几位，后来被称为他的门徒 。主耶稣
与他们一同生活，每天以言教和身教教导他们。他
把他的生命倾注在他们生命中，塑造他们的心灵，
而且通过这些最亲近的人，神开始了一个圣工与运
动〈就是教会〉，没有任何历史可与它相比拟。

105

问题与反思

参考文献
• John MacArthur, Twelve Ordinary Men. (W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Thomas
Nelson, Inc., Nashville, Tennessee, 2002).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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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es. You’ll understand their doub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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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lish his purposes through men like
these, imagine what He has in store for you!”
(http://www.amazon.com/Twelve–Ord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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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ieved October 9, 2006.

• 当你想到主耶稣的门徒，你认为他们是普通人
还是伟大的人？请说明。
• 许多描绘使徒的古典画像，几乎都把他们描绘
为超人 ，你认为为什么会如此？
• 在门徒这事上，神使用普通人去做非凡的事，
你认为神能用你去做非凡的事吗？为什么能，
或为什么不能？

决心与行动
从人的条件来看〈教育、财富、势力，等等〉，这些
门徒也许不是超群绝伦的人，可是有一件事使他们与
众不同，就是他们愿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耶稣让他使
用，选择一生与主耶稣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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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 Mars Hill Productions, 1995). This
video tells the story of Sherri Howard, who in
1985 was the first student to start a student–
led Bible study in her high school in Wichita,
Kansas. By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there
was a student–led Bible study on every
campus in Wichita!

•

Who Were the Chosen Twelve? (© BibleNet.
Net, 1996–2001. (http://www.biblenet.net/
library/study/12disciples.html). Retrieved
November 1, 2006. A brief overview of
Jesus’ twelve disciples.

如果你愿意被神使用，就要从门徒身上学一个功课，
把自己交给神任他使用。神看重随时待命胜过能力，
如果你能随时待命，神就能用你。就这么简单。

Bible Encyclopedia, Disciple. (ChristianAnswers.net, a Ministry of Films for Christ/Eden Communications, 2006).
(http://christiananswers.net/dictionary/disciple.html). Retrieved October 31, 2006.
2
Compare these earlier paintings of Christ and His disciples that were downloaded fro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website
(http://www.metmuseum.org/Works_of_Art/gallery.asp) with these more recent renderings: (http://christcenteredmall.com/stores/art/
disciples_of_jesus.htm). (Christ–Centered Art, 2006. Web pages copyright © 1998–2006 by Christ–Centered Mall, Inc.). Retrieved
October 3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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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圣工
第九章  第四十七课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25节

就是我所作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
──约翰福音五章36节

当耶稣和门徒走遍各地，人群总是围绕着他。耶稣善于传达信息。藉着奇妙的故事和比喻，耶稣将上帝的道教
训許多人，幷呼召他们活出上帝的真理。耶稣对流离失所和心灵忧伤的人满怀同情，他定那些内心骄傲的人为
有罪。他以上帝所赐的权柄来训诫人，但耶稣不是一个只会说教的人。
耶稣流露怜悯心肠，而且以神迹来印证他的权柄。圣经记载他曾经止息风浪，而且在海面上行走。有两次，他
只用几个饼，几条鱼，就喂饱了几千人。耶稣使瞎眼的得看见，瘸子能行走，患可怕疾病的人得医治。他从人身
上赶出污鬼，甚至叫死人复活。三十年来，耶稣一直默默无闻。但是如今，他证明了他有莫大的能力，超越物质
及属灵世界，也超越了生与死。
──「盼望」影片，第九章

观察与思考
在耶稣受洗到他受难和复活之间，相隔了三年的时
间，这期间他走遍希伯来人的土地，服事人。主耶稣
的公开圣工有两个主要层面，第一个是他的教导。

个希腊字〉被翻译为「奇迹」，在每个事态，这些字
都描述神伸手干预，把自然界的普通运作推翻、暂停
或改变 。所以圣经所说的「奇迹」，比拉丁文字根所
说的要多得多。

当我们读到圣经里有关主耶稣的教导时，它的特征是
满有权柄〈马太福音七章29节；马可福音一章22节；路
加福音四章32节〉和智慧〈马太福音十三章54节；马可
福音六章2节〉。最常用来描述听到主耶稣教导的人的
反应，是希奇〈马太福音七章28节，十三章54节，二十
二章33节；马可福音一章22节，十一章18节〉和甚希奇
〈马可福音六章2节；路加福音四章32节〉。即使在怀
疑主耶稣是那位应许的救赎主的人当中，也有人认为
他的教导相当了不起。他的「登山宝训」与无数的比
喻 ，被视为世上最伟大的智慧作品之一。

请注意圣经使用这字时，不仅指神伸手干预人的事，
也指鲁易师所说的「神以超自然的力量伸手干预自然
界」 。神每天为我们做出数不清的事，可是不见得非
得把自然定律暂停了才能做那些事。然而，如果有一
天你得了末期癌症，而第二天却痊愈了，这可与自然
定律完全相反。奇迹向自然解释发出反抗，因为它反
抗自然定律。
圣经记录主耶稣在他三年公开圣工期间，行了三十五
个神迹，从在海上行走到让死人复活。若想看这三十
五个神迹，请去本研读指南最后面的「主耶稣的神
迹」部分。可是请记住这些只是记录下来的神迹而
已，圣经也说主耶稣还行了许多其他神迹，多到如果
全都详细记录下来，连整个世界都容纳不了！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25节〉

主耶稣圣工的第二层面，与他所行的神迹有关。今天
这课大部分将讨论主耶稣的奇迹，可是在查下去之
前，让我们先为这些名词下些定义。「miracle」〈奇
迹〉这现代英文字源自拉丁文miraculum，意思是「奇
妙的事」 。在圣经里，有四个字〈两个希伯来字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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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记载神迹的一个主要目的〈如果不是最主要的目
的〉，是要确认有神的启示存在。旧约圣经记录的神
迹具有这目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也有这目的。出埃
及记七到十一章中发生的神迹，确认了摩西与神说
话。在新约圣经里，主耶稣说他所行的神迹，也证明
他是被父神差派而来〈约翰福音五章36节〉。主耶稣
行神迹的目的，是让人相信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位，当
你思考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时，你相信吗？

决心与行动
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要让人相信他，可是在某些
情况下，主耶稣并没行神迹，这是因为他晓得他们不
会相信。即使看到神迹，他们的心也不接受。「耶稣
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马太福音
十三章58节〉
人们有时这么争辩说，只要神在他们生活中行什么神
迹，他们就会信他。可是神已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他
的独生子差遣下来，他独生子来行了许多神迹，因而
我们能信他。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九章23节说：「在信
的人，凡事都能。」我们也许想让神证明他自己，可
是根据这些经节，必须先要有一颗相信的心才行。

问题与反思
• 你同意上面圣经对神迹所下的定义吗？为什么
同意或为什么不同意？
• 当你晓得主耶稣做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教导和神
迹后，让你对主耶稣产生不同的看法吗？请说
明你为什么回答「是」或「不是」。

请花点时间读完在本研读指南最后面的「主耶稣的
神迹」部分。当你阅读时，祷告求神教导你有关他
的事。

参考文献
• Ken Palmer,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 Life of Christ, Ken Palmer, 1998–2006).
(http://www.lifeofchrist.com/teachings/
sermons/mount/default.asp). Retrieved
November 1, 2006. “This is the greatest
sermon Jesus ever preached. The Lord’s
prayer, the beatitudes, and the golden rule
are in this sermon.”
• John Piper, Jesus Is Precious Because His
Biblical Portrait Is True, Part 2. (© John
Piper, Desiring God , 2006). (http://www.
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Sermons/
ByDate/1982/333_Jesus_Is_Precious_
Because_His_Biblical_Portrait_Is_True_
Part_2/). Retrieved November 1, 2006. A
sermon delivered by John Piper on February
14,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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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福祉而不是赐福者
第九章  第四十八课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
──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5 ─ 6节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作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
买、约但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
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
──马可福音三章7 ─ 10 节

有关耶稣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地。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一位希伯来先知论到当上帝所应许的救赎主来
到的时候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必有好信
息被传扬。
那些盼望上帝所应许的救赎主的人们在问：
「耶稣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吗？」许多人关心的是耶稣能为他们
做些什么，而非耶稣是谁。
──「盼望」影片，第九章

观察与思考
当主耶稣云游四海做教导和行神迹后，关于他的事迹
很快传遍各乡各镇。我们在马可福音三章7到10节读
到，四面八方的许多人听到主耶稣的事后，都跑来找
他。可是对这节经节做些思考之后，会注意到群众的
动机。

道时，他就会退到船上。在马太福音十三章1到5节和
马可福音四章1节和路加福音五章3节，我们读到主耶
稣确实在船上教导众人。
请注意此事确实在这故事中发生，人们想从主耶稣得
到东西：他们身体的医治。寻求身体的医治并没什么
错，可是他们把它放在事情的首位，对主耶稣一拥而
上，以致最后反而没能得到他们追求的。他们寻求福
祉，而不是赐福者。

他们想要从他得到东西，他们要得医治，可是主耶稣
却要教导他们晓得他是谁。一如经节所说，主耶稣的
确医治了许多人，可是他主要重视的不是身体疾病得
医治。根据圣经老师雷‧史德曼所说：「他有个更大
的使命──把神的话教导和传讲给他们，使他们心灵
的伤痛得到医治」。群众使这事变得很困难，因为他
们只注重身体。这事今天仍然发生，因为群众只想得
到主耶稣的能力，而不是他本人。
主耶稣早晓得这事会发生，就吩咐他的门徒为他预备
逃脱之路。当群众一拥而上要摸他，让他不能继续讲

109

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 你能想像自己与那些求主耶稣医治身体疾病
的人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一样，或为什么
不一样？

求神赐下帮助，医治或福祉，并没什么错。在马太福
音七章9到11节我们读到：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

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
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

• 在人们来寻找主耶稣的事上，你看到这故事和
现今时代有什么相似之处吗？请说明。
• 请阅读和默想下列经文。它们对寻求神和寻求
他赐的礼物这事说些什么？

我们的天父极爱赐福，其实当他为我们做了我们自己
无法做的事时，他就得到荣耀。查考今天这课之后，
我们该问的主要问题，不是求神赐福是件好事还是不
好的事，我们该问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寻求福祉
过于赐福者？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
给你们了。」
─马太福音六章33节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诗篇三十七篇4节

Ray Stedman, The Dimming of the Light, from his sermon series The Servant Who Rules. (© Discovery Publishing, a Ministry of
Peninsula Bible Church, 1974). (http://www.pbc.org/library/files/html/3307.html). Retrieved October 18,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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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伟大的奇迹
第九章  第四十九课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甚么这
样说呢？他说僭妄的话了，除了 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
「你们心里
为甚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 马可福音二章5 ─ 11节

其中最令那些宗教领袖们忿怒的是，耶稣竟然告诉跟随他的众人，他们的罪被赦免了。因为唯有上帝才有赦罪的
权柄。
藉着宣称能做唯有上帝才能做的事，耶稣实际上是在宣告他自己就是上帝，然而根据希伯来的律法，这样做
是足以被处死的。
──「盼望」影片，第九章

观察与思考
说到奇迹这题目时，记录主耶稣所行奇迹的文件本身
自成一格。然而，历史上还有别人也行过〈或别人说
他行过〉奇迹，这不仅包括圣经里其他的人物，也包
括其他宗教创始者。

他是神〈马可福音二章10节〉，可是主耶稣赦免罪恶
是因他是神。请思考这个伟大奇迹与其他所有奇迹有
何不同，赦罪的奇迹是这样的奇迹：
• 它满足最大的需要──因为罪和与神隔绝是
人的最大问题，复原和与神和好就是人最大
的需要。

然而有一件奇迹，是圣经里别的人和世界主要宗教创
建者无法宣称能做的：赦免罪孽。主耶稣确实告诉人
们，他们的罪得到赦免〈马太福音九章2节；马可福
音二章5节；路加福音五章20节，七章47节〉，他之所
以能提供这赦罪，是因主耶稣会以他最后的受死和奇
妙的复活来达成这事。

• 它具有最大的影响力──身体的医治是暂时
的，但罪得赦免却带来永恒的生命。它是持续
到永远的奇迹！
• 它实现最大的目的──主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寻
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十九章10节〉，
当这目的实现时，就完成神最高的慈爱，也带
给他最大的荣耀。

当主耶稣说： 「你的罪赦了。」时，可把大部分希伯
来宗教领袖惹火了，因为惟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当
主耶稣宣称他有权柄赦罪时，其实就在宣称他是神，
他自己晓得这宣称的意思，宗教领袖也晓得。由于这
些宗教领袖不相信主耶稣是神，就认为他说了亵渎的
话：就是对神说毁谤或反对的话，或自称是神 。亵渎
罪当受的处分是死罪〈利未记二十四章16节〉。

• 它需付出最大的代价──它必须让神的独生子
牺牲生命。
• 它能让最多的人受惠──「凡求告主名的，就
必得救。」〈罗马书十章13节〉

一如在第四十七课所见，主耶稣行神迹为的是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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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Oswald Chambers, The Forgiveness
of God. (©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Daily Devotional, RBC Ministries, 2006).
(http://www.rbc.org/utmost/index.
php?day=20&month=11). Retrieved
November 1, 2006.

• 你认为与主耶稣同时代的宗教领袖，为什么会
跟他有这么大的纠纷？你认为只是因为在他们
心目中他犯了亵渎罪，还是有比这更多的事？
• 你认为看得见的奇迹比赦罪的奇迹，更让主耶
稣同时代的人刮目相看吗？今天呢？为什么？

• John F. MacArthur, The Freedom and Power
of Forgiveness. (© John F. MacArthur,
Crossway Boos, A Division of Good
News Publishers, Wheaton, Illinois, 1998).
From an excerpt on p. 18: “... then, are
the basic truths underlying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forgiveness: God is the one
who must accomplish forgiveness of sins;
it is not possible for the sinner to earn
his ...” Also includes contributions from
Charles H. Spurgeon, and Alexander
MacLaren. (http://www.amazon.com/
Freedom–Power–Forgiveness–John–
MacArthur/dp/0891079793/sr=1–33/
qid=1162420339/ref=sr_1_33/102–6866998–
7379368?ie=UTF8&s=books).

决心与行动
神通过他独生子耶稣而赦免人的罪，是每个人都能得
到的奇迹，只要接受它而且告诉别人就行了。如果你
从未接受神的赦罪，如果你对你的罪已得赦免这事不
确定，请立即去到本研读指南最后面的「认识神」部
分，而且诚心思考你读到的东西。人可以认识神，而
且他极愿人来认识他！
如果你心中毫无疑问地晓得你已得到神的赦免，就会
知道什么是真自由。绝不可忘记你周围还有人从未经
历此事，世上的每个人不论他晓不晓得，都需要神的
赦免。
从某方面来说，我们都像饥饿的乞丐，需要得到赦罪
的面包。如果你已得到神的赦免，就已找到和尝到这
面包的滋味。难道你不该告诉别人，让他们也可找到
吗？主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
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六
章35节〉

Merrill Unger, R.K. Harrison, Howard Vos, Cyril Barber. Blasphemy [A Definition]. (Unger’s New Bible Dictionary, 2006). “BLASPHEMY
(Gk. ... Sometimes, perhaps, “blasphemy” has been retained by translators when the general meaning “evil–speaking” or “slander”
might have been better (Psalm 74:18; Col. 3:8). ... There are two general forms of blasphemy: (1) Attributing some evil to God, or
denying Him some good that we should attribute to Him (Leviticus 24:11; Romans 2:24). ... (2) Giving the attributes of God to a
creature–which form of blasphemy the Jews charged Jesus with (Matthew 26:65; Luke 5:21; John 10: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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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疯子，神 ──
「你们说我是谁？」
第九章  第五十课
他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儿子。」耶稣对
他说：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马太福音十六章13 ─ 17节

观察与思考
与主耶稣同时代的人对他到底是谁众说纷纭，现今也

2. 主耶稣晓得自己不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愿为此

没多大区别。如果你问街上行人：「耶稣是谁？」也
许会得到各种不同的答案。有人可能像彼得在上面那
节所说，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可是别人也许
只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或先知，或只是会行神迹
的人而已。

而死。这不仅使他成为说谎者，还让他成为邪
恶无比的人，因为他蓄意误导别人，许多人会
因为相信他而受苦以及失去生命。
3. 主耶稣真是他所宣称的：是永生神的儿子。
主耶稣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别的选择，我们不能只说他
是个好人，因为好人不会乱说他是谁而误导别人。我
们不能只说他是个好老师，因为好老师不会教不真实
的东西。如果主耶稣在骗人，不管是蓄意或因为自己
被蒙骗，我们都不能下结论说，他行神迹的能力来自
神，反而更该把那能力归给撒旦。

主耶稣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每个人都
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前几课已考虑过主耶稣的圣工
与他的宣称，现在该面对而且处理这问题。
有些人也许各执一词，可是主耶稣没给我们选择的余
地，不能说他只是个伟大的老师或先知，或只是个会
行神迹的人。我们不能这么说，是因有一个论点，最
先是由鲁易师提出 ，后来又由嘉许.麦克道提出 。这
论点坚持认为，对「耶稣是谁？」这问题只有三个可
能的答案。

鲁易师为他的论点亲自下了这样的结论：「于是我们
面对一个可怕的选择，我们谈论的这个人，要么如他
所说真是神的儿子，要么是个疯子，或更糟的东西。
我清楚认为他既不是疯子也不是恶魔，因此，无论看
起来有多奇怪，或多可怕或多不可能，我必须接受他
是神这观点。神以人的形象降生在这被敌人占据的地
球上 。」

主耶稣自称是神，有些人否认他真的如此宣称，可
是这正是那些宗教领袖要除掉他的原因。主耶稣清
楚说出这宣称，而这宣称只能带来三个可能性中的
一个而已：

你说主耶稣是骗子，疯子，还是神呢？这是你一生必
须回答的最重要问题。

1. 主耶稣诚心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子，可是这是自
欺欺人，甚至到愿意为此而死的地步。这会把
主耶稣放在疯子的类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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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与行动

• 你对鲁易师提出的这论点有何看法？你同意他
的逻辑还是不同意？为什么或为什么不？
• 你认为有些人为什么认为主耶稣只不过是个伟
大的人，仅此而已呢？

如果你从未回答过主耶稣问的： 「你说我是谁？」这
问题，千万不要等到太迟才回答。一如本课所显示，
主耶稣并没留给我们许多选择馀地，不决定也是个决
定。请去到本指南最后面的「认识神」部分，一劳永
逸地解决这事。至终我们必须相信他是他所宣称的
神的儿子，要不然就必须拒绝它。如果我们相信，就
必须跪下敬拜他。请去看本指南最后面的「在神里成
长」部分，以便增进你与神的同行。

C. 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New York, NY, 1952, pp.55–56).
Josh McDowell, More Than a Carpenter. (© Tyndale House, 1977). This classic by a Master Apologist is still consistently one of the
top titles in apologetics! McDowell gives readers insights into the events surrounding Christ’s life, asking whether they could all be
explained by coincidence. He asks the hard questions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biblical records, psychological profiles of disciples and
apostles (would they die for a lie if the stories are not true?), and whether or not Jesus can be considered simply a good man who
spoke some wise words.
McDowell is also well–known for another quote from this book, one that is applicable to this lesson: “Why don’t the names of Buddha,
Mohammed, Confucius offend people? The reason is that these others didn’t claim to be God, and Jesus did.”
3
C.S. Lewis, Mere Christianity. (©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Collier, 1952, p.55 ff.).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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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事，还是神的事？
第十章  第五十一课

于是教训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
话，又不敢问他。
─马可福音九章31 ─ 32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
着他，劝他说：
「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
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 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
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马太福音十六章21 ─ 25节

耶稣开始对门徒解释他真正的使命。他告诉门徒不久之后，他将要被交给宗教领袖，并且被杀。但三天后，他
会从死里复活。门徒听了这番话，但幷不了解耶稣话里真正的意思。
──「盼望」影片，第十章

观察与思考
当主耶稣快结束他在世上的圣工时，就开始告诉门
徒，不久之后他会受苦和死去，但三天之后会从死里
复活。上面摘录的马可福音九章这节经节说道：「门
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显然他的门徒心中
无法接受这话，再者他的话也让他们不知所措，以致
不敢向他要个解释。

这与我们自然的想法，是多大的冲突啊！如果你要救
自己的命，就必须为他放弃你的生命。这句话向所有
听到的人发出挑战，绝不能只是承认主耶稣是基督
〈那位救赎主〉，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十六章16
节〉而已！此处的挑战是义无反顾地完全顺服在他的
旨意之下。

上面摘录的马太福音经节，显示彼得的回应更是戏剧
化。彼得不仅没了解，还大胆地拒绝主耶稣说的话，
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彼得是在对身为神的主耶稣说： 「万不可如此！」主
耶稣对彼得所做的回应强烈到几乎让人瞠目结舌：「

在希伯来历史上，神一直重覆宣告，他许诺有一天会
差派一位救赎主来，会把人类从撒旦，罪和死亡中释
放出来；有一天他会实现要赐给所有国家福祉的承
诺。现在主耶稣是说，去到福祉的那条道路，是要经
过令人不可思议的受苦与损失才能达成。我们自然想
得到福祉，可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信靠他带领我
们，去到我们本性不愿去的地方去得到它呢？

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 神的意思，只
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主要是说，彼得反对神的旨
意这行为，背后有撒旦在操纵。
然后主耶稣说了不仅对彼得，也对每位要跟随主耶稣
的人说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

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
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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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雅各书一章2到4节读到：「我的弟兄们，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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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
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
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 你认为门徒为什么那么难接受主耶稣对他们说
的话：不久之后他会受苦而且死去，然后三天
之后会从死里复活？如果你是门徒当中的一
位，你认为你会如何回应？

决心与行动

当我们刚开始遇到困难时，常不晓得那困难的目的是
什么。可是我们能够肯定，如果神允许它进入我们的
生活，肯定就有个目的。由于神掌控一切，至终的目
的必定是为我们好，而且让他得荣耀！如果神赐给你
信心，相信他能除去或解决那困难，请务必那么做。
只是你必须确定你不是在和自己玩游戏，自己挤出信
心，而不是从神而来的信心。

我们绝不可把生活中非常艰难的事，看成好像出了什
么差错似的。没错！我们人生中也许有些困难神并不

如果神呼召你在一个困境中跟随他，请放心，他一定
会赐下恩典让你能承受它，最终的目的将使你得益处

要我们经历，所以主耶稣告诉跟随他的人说，信心可
以移动高山〈马太福音十七章20节，二十一章21节；
马可福音十一章23节〉。然而有些时候，神要我们锻
炼信心，相信他能除去或解决我们面临的难处。若原
本是神要我们凭着对他的信心可以挪去的难处，你却
一直忍受着，那将是愚蠢的事。

而且神得荣耀！

• 当你遇到一个艰难的困境，你的第一个反应是
什么？你会像彼得那样回应主耶稣〈「千万不
可如此！」〉吗？还是会有不同的回应？

参考文献
• Rick James, Unmasking Life’s Trials.
(©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c., 2004–
2005). (http://grow.campuscrusadeforchrist.
com/library/journey/trials.html). Retrieved
November 2, 2006.

反过来说，我们生活中有些困难是神允许的，并不要
除去。彼得的情形就是如此〈马太福音十六章21 ─ 25
节〉，不管有多大的信心，都无法除去主耶稣即将经
历的苦难，或门徒以后要面对的苦难。虽然彼得当时
不明白，可是这全都是神目的中的一部分。彼得要的
是他认为好的事，可是主耶稣要的是「神的事」。如
果彼得当时能晓得而且了解，即将发生在主耶稣身上
的事，具有荣耀，永恒的目的，他就会接受它，甚或
欢迎它。

• Walter Chantry, Take Up Your Cross.
(© The Reformed Reader, 1999–2006).
(http://www.reformedreader.org/rbb/chantry/
takeyourcrossenglish.htm). Retrieved
November 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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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羔羊庆祝逾越节
第十章  第五十二课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
「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
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 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
「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
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 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
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14 ─ 20 节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
谢了，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26 ─ 28节

现在又到了这个节日，这位耶稣，就是约翰所称的「上帝的羔羊」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耶稣正和他的门徒
聚集，庆祝逾越节。耶稣拿起逾越节的饼，就擘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他拿起酒，这酒是象
徵当年涂在门楣上逾越节羔羊的血，说：
「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免。」
──「盼望」影片，第十章

观察与思考
回想在第三十四课时，神指示希伯来人要设立每年
一次的逾越节，好让他们谨记他从埃及为奴之地如
何把他们救出来。当埃及的统治者不肯放他们走
时，神就把死亡降到埃及全地，夺去每家长子的性
命，可是却「越过」门楣上涂了羔羊血的家庭的长
子，他们是「被羔羊的血遮盖了」。许多希伯来人
每年穿山越岭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最主要的城市，
来守逾越节。当主耶稣在世的圣工快结束时，他也
把门徒们带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

开埃及〈申命记十六章3节〉。其次，在圣经里酵象
征罪与败坏，所以这饼提醒他们生活不可受到罪的
挟制。在这丰富的历史和形象背景之下，主耶稣把
门徒聚集起来吃逾越节晚餐，然后把一个崭新的属
灵意义加在这神圣的传统节日上。
一如要救希伯来人的被杀羔羊必须毫无瑕疵，所以被
施洗约翰称为「神的羔羊」的那位也必须如此，他会
献上无罪的身体，把人类救出。当主耶稣说了这话之
后，就举起饼来祝谢。一如逾越节羔羊遮盖了希伯来
家庭，所以主耶稣的宝血也能遮盖所有来到他那里，
寻求从罪的惩罚中得到庇护的人。当主耶稣说了这话
后，就举起酒杯来。一如神在旧约圣经指示希伯来
人，永远要守住这逾越节传统，主耶稣也告诉门徒：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那晚主耶稣
制定的礼制现今称为「圣餐」或「擘饼聚会」。在哥
林多前书十一章23到26节，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指示
跟随他的人经常要做的事，直到他再来。

根据圣经的记载〈出埃及记十二章5 ─ 8节；民数记九
章11 ─ 12节〉，逾越节晚餐主要包括三样食物：烤羔
羊，无酵饼和苦菜。每样菜都用来提醒后代子孙，要切
记神把他们祖先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的伟大事迹 。
羔羊提醒他们记得，被杀的羔羊必须毫无瑕疵，而
且它的血必须涂在门楣上，这样死亡才会「越过」
门里的人。苦菜提醒他们记得当时是在埃及做奴
隶。无酵饼则有两个意义，首先，由于这种饼不需
花时间发酵，就提醒希伯来人记得他们是匆忙地离

我们在本课思考的这些东西，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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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真令人不可思议。我们再次看到圣经不仅奇妙地
收集了许多智慧箴言和属灵真理，也是有史以来最杰
出的故事。试想，写这故事的作者把自己写成主角，
然后让自己顺服在情节中，甚至到死的地步！这故事
的结局虽然已写好，可是它的情节至今仍在展开中。
就在你读这些话的时候，神正向你提供可在这伟大，
永恒故事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机会。

参考文献
• Arthur L. Farstad, The Lord’s Supper. (©
Journal of the Grace Evangelical Society,
Spring 1991– Vol.4:1, 2005). (http://www.
faithalone.org/journal/1991i/Farstad.html).
Retrieved November 2, 2006.
• John Piper, Why and How We Celebrate
the Lord’s Supper. (A sermon delivered
by John Piper on August 13, 2006.
© Desiring God, 2006). (http://www.
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Sermons/
ByDate/2006/1774_Why_and_How_We_
Celebrate_the_Lords_Supper/). Retrieved
November 9, 2006.

问题与反思
• 当主耶稣把无酵饼当做他的身体，把酒当做他
的血，举起来时，试着把你自己放在门徒的位
置。他们可能在想什么和有何感觉？你觉得主
耶稣所给的形象奇怪吗？
• 如果你守圣餐，它对你有何意义？那是个神圣
的时刻，还是例行仪式？请说明。

• Preston Gillham, A Celebration Unlike Any
Other. (© Lifetime Guarantee Ministries,
1997–2006). (http://www.lifetime.org/get/
equipped/dj–read/celebration/). Retrieved
December 1, 2006.

• 如果圣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而且如果
这故事今天仍在展开中，你能看到自己在这故
事中扮演一个角色吗？为什么或为什么不？

决心与行动
圣经没有任何一处经节指示人要庆祝圣诞节，可是圣
诞节却是世上最盛大庆祝的节日，大多数人都翘首等
待圣诞节的来临。我们今天查考的节日，记录在四福
音中的三本福音书中〈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以
及新约圣经别的经节中。这神圣的节日是主耶稣亲自
设立的，要做为一个丰富和万代适用的戏剧，惟有跟
随主耶稣的人才有特权参加。当你守圣餐时，愿你让
这节日的重大意义和象征，在你心中激起敬畏，尊敬
和企盼之情。

Margot R. Hodson, Passover – Sacrificed for Us. (©A Feast of Seasons, Kregel Publications, 2001 in the USA). (http://www.hodsons.
org/Afeastofseasons/id18.htm). Retrieved November 2,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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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什么？
第十章  第五十三课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么？」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
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彼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
你是王么？」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甚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
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么？」他们又喊着说：
「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
个强盗。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 约翰福音十八章33 ─ 十九章1节

因为耶稣经常谈论上帝的国，所以巡抚问他：
「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他的国度并非属于这个世界。巡抚对
宗教领袖们说：
「这人并未犯该死的罪。」但宗教领袖们依旧要求处死耶稣，并说耶稣对人民和巡抚已经造
成威胁。耶稣没有为自己辩护，这令巡抚感到惊讶。
──「盼望」影片，第十章

观察与思考
无数本书写了关于主耶稣在世圣工最后一星期里发
生的事，由于「盼望」影片是对圣经做个总结式综
览，所以无法讨论圣经里的每个事件，更无法详细
讨论每个事件。本课主要只着重在这些事件中一件
的细节里。

奇」。彼拉多也许并不了解主耶稣到底是谁，可是晓得
主耶稣是个非同凡响的人物。然后省长问主耶稣：		

「真理是什么呢？」
这句问话是发自他的内心，还是只不过是个反问句而
已呢？我们只能猜测，可是想到这位省长没等主耶稣回
答，就转身走了，可以下结论说，他的问句只不过是个
障眼法，是声东击西的一句搪塞话。或许主耶稣正想让
省长明白这事，可是身为圆滑的政治家，彼拉多决定不
要和主耶稣深谈，就问个他认为无法回答的问题。

主耶稣和门徒庆祝完逾越节晚餐后，去到一个花园，在
那里主耶稣被逮捕，然后送到希伯来宗教领袖面前。他
们审问他，而且因他自称是神的儿子而判他有罪。然
后他被送到当时统治希伯来地的外国省长〈彼拉多〉那
里，因为希伯来宗教领袖心想，如果主耶稣在彼拉多面
前自称是王〈或另一种「统治者」〉，这位省长就会被
迫要严厉处分主耶稣，甚至把他处死。本课就以此情节
掀开序幕。

许多面对主耶稣这宣称的人，也做一模一样的事！他
们也许觉得主耶稣很了不起，可是不愿真正了解他是
谁，以及他们有责任要诚实面对他与他深谈。于是他
们用「如果神是良善的，为什么......」或「这么说如

彼拉多问主耶稣他是不是王？主耶稣回答说他的国度
不属于这世界，然后接着说：他「来到世间，特为给真
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们只能猜
想彼拉多当时在想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七章14节和马可
福音十五章5节告诉我们，这位省长对主耶稣「甚觉希

果不这么相信，每个人都会下地狱吗？......」这类问
题来回应。我们也许并不能真正晓得，某人在真诚地
提问这问题，或只是障眼法，可是更常见的是，手上
的问题和那位省长面对的一样：你要如何对待主耶稣
和他的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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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把真理想成是个事实和正确的事，在现今相对
主义世界，有人会说真理是凡是你认为真的的东西〈
参考第四十课〉。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6节读到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耶稣在这节是说，真理不
是包裹在一个原则，概念或事实里的东西；真理是从
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而他就是那个人。真够讽刺！
那位省长在问：「真理是什么呢？」而那真理一直就
站在他面前。

决心与行动
至终每个人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要如何对待主耶
稣？」〈使徒行传四章12节〉如果你已回答这问题，
已信靠主耶稣，那么当你和别人谈到主耶稣时，请注
意障眼法。如果主耶稣真如他所说的是神的儿子，对
那些「障眼法问题」给出答案虽然重要，可是不该改
变那人对主耶稣的回应。
如果你从未决定要如何对待主耶稣，千万注意你无法
像那位省长试着去做的一样，永远避开这问题，每个
人都必须回答。如果你现在准备好了，请立即去到本
指南最后的「认识神」部分。

最后彼拉多对希伯来宗教领袖的要求让步，因而决定
了主耶稣的命运，或至少他们这么认为，其实主耶稣
一直完全掌控着他自己的命运〈参考：约翰福音十章
17 ─ 18节〉。当省长判決主耶稣要处以死刑之后，他
象征性地洗自己的手，表示与此事无关〈马太福音二
十七章24节〉。可是一旦你遇到主耶稣之后，真能洗
手，说与他无关吗？

参考文献
• Matthew J. Slick, What Is the Truth? (©
Christian Apologetics and Research Ministry,
2003). (http://www.carm.org/cults/truth.htm).
Retrieved November 2, 2006.

问题与反思
• 你能想起一个情形，某人想逃避手上的问题，
而试着转移话题吗？你认为那位省长的问题〈
「真理是什么呢？」〉，是真心的吗？为什么
是或为什么不是？

• Daniel W. Jarvis, Proof for Absolute Truth. (©
Absolute Truth Ministries, 2003). (http://www.
absolutetruth.net/truth/). Retrieved November
2, 2006.

• 本课证明一个主张，真理不在一个概念或事实
中体现，而在主耶稣身上体现。这影响你对主
耶稣的看法吗？如果是，如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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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爱和神的公义兼顾
第十章  第五十四课

他们将耶稣钉上十架后，便将他高高地竖起来。在耶稣的头上，兵丁们钉了一个牌子，告诉人们这十字架上挂
着的是希伯来人的王。宗教领袖们反对挂这牌，但兵丁们按着巡抚的命令执行，那牌子就留在十字架上了。有
人悲泣。然而从开始到末了，耶稣没有说任何严厉的话。他反而向天父说：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
不晓得。」黑暗笼罩全地长达三小时之久。这一切似乎难以理解。然而，一切又都顺理成章。
上帝是公义、正直、圣洁的神。上帝不能接受罪恶藉着撒旦进入世界。
上帝也不能接受罪恶藉着亚当而进入人心。因为认同了罪，便是违背了上帝自己的本性，也玷污了他的圣洁。但
上帝也是慈爱的。他创造人类是为了爱人类，也被人类所爱。而神如果要审判人心中的罪恶，他就会毁灭他所
爱的对象。
这是神圣计划中的两难之处。然而，按着圣经的记载，这一刻早在创世之初，已在上帝的计划里，而且历世历
代的先知也如此预言。
十字架上的耶稣亲自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一切的刑罚。他成了我们的代罪羔羊。十字架成就了上
帝的公义，也使他的爱得以落实。
──「盼望」影片，第十章

观察与思考
如果你还没仔细阅读上面从「盼望」影片摘录出来的
话，现在请去看。请思考「神圣计划中的两难之处」
这句话，字典对「两难之处」的定义，是处在一个看
起来是两个相互冲突的情况中必须做出选择，似乎是
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能把看似在掌管我们世界的
可见势力〈就是人的权力和自然界力量〉这假象揭
开，就能在它们背后找到两种看不见的势力，其实是
它们在塑造我们观察的历史长河。第一种势力是神对
人类的爱，第二种势力是他有公义的责任去审判人
类。这两种势力似乎无法共同存在──这是「神那么
大的两难之处」，可是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这两个
伟大的势力永远和平共处了！

世上有几百万人把十字架当做珠宝戴在身上，可是实
际上十字架原本是一种死刑刑具，不是装饰品 。主耶
稣被希伯来宗教领袖，省长和名为希律的希伯来王「
审讯」完后...被打得半死...被一群疯狂的群众遗弃...之
后主耶稣被送到名为各各他〈髑髅地〉的地方去钉死
在十字架上。
虽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后事件，在马太，马
可，路加，约翰福音的最后几章都有描述，可是即
使用尽全世界的笔墨，都难以完全描述或捕捉那十
字架和主耶稣在它上面成就的大工的意义。他做的
是件极恐怖却美丽，赤裸却神圣，普通却伟大，简
单却优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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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参考文献
• John Piper, Christ Died for our Sins That
We Might Die to Sin. (A sermon delivered
by John Piper on June 26, 1994. © Desiring
God, 2006). (http://www.desiringgod.org/
ResourceLibrary/Sermons/ByDate/1994/878_
Christ_Died_for_Our_Sins_That_We_Might_
Die_to_Sin/), Retrieved November 9, 2006.

• 虽然笔墨无法完全描述或捕捉主耶稣的十字架
的意义，可是十字架对你具有何意义？若把
我们的想法写下来，有时会帮助我们更加深
了解。
• 在加拉太书六章14节，使徒保罗写到，惟一让
他夸口的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你认为他为什
么这么写？你认为他是什么意思？

• John Piper, The Hour Has Come for the Son
of Man to be Glorified. (A sermon delivered
by John Piper on March 31, 1985. © Desiring
God, 2006). (http://www.desiringgod.org/
ResourceLibrary/Sermons/ByDate/1985/484_
The_Hour_Has_Come_for_the_Son_of_Man_
to_be_Glorified/). Retrieved November 9,
2006.

决心与行动
读完本课与开头的摘录后，我们可以认为「神圣计
划中的两难之处」是神的两难命题。可是因为神是
神，就绝不会与自己相互冲突，在他没有两难之
处。这两难之处是我们的问题，而且是神那么大的
问题，意思是只有神才能解决，而那就是他在十字
架上解决的事。

• John Piper, I Thirst. (A sermon delivered
by John Piper on April 5, 1985. © Desiring
God, 2006). (http://www.desiringgod.
org/ResourceLibrary/Sermons/
ByDate/1985/485_I_Thirst/). Retrieved
November 9, 2006.

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神的两大势力，神的爱和公
义，永远地和平共处了。可是我们每个人必须亲自凭
着信心，去到十字架那里支取那和平共处，才能在生
活中享受它。凡是拒绝接受十字架的人，这两大势力
永远不得和解。你去到十字架了吗？如果还没有，请
立即去到本指南最后的「认识神」部分，而且好好阅
读它。

A. W. Tozer, Gems from Tozer: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 W. Tozer. (Christian Publications, June, 1969, Chapter 7). “The old
cross slew men; the new cross entertains them. The old cross condemned; the new cross amuses. The old cross destroyed confidence
in the flesh; the new cross encourages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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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你，
神把他的忿怒倾倒在主耶稣身上
第十章  第五十五课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
的罪。
── 罗马书三章25节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 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 希伯来书二章17节

.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 约翰壹书二章2节

不是我们爱 神，乃是 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 约翰壹书四章10节

十字架上的耶稣亲自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一切的刑罚。他成了我们的代罪羔羊。十字架成就了上
帝的公义，也使他的爱得以落实。耶稣说：
「成了。」他便低下头，将自己的灵魂交给天父。
──「盼望」影片，第十章

观察与思考
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
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
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
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上一课我们思考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大工，解
决了神那么大的一个两难问题：使神对人的爱得以落
实，也满足了他对罪的公义要求。可是主耶稣在十字
架上还成就了另一件事──平息了神对罪以及罪对这
世界产生毁灭性影响而有的忿怒。

从这节我们看到有一天这世界会发生什么事，以及它
的结果──全都会烧光。至终神并不是要保存或拯救
这被罪感染的世界，而是要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启示
录二十一章1节〉。可是虽说神因这世界的罪而大发
雷霆，而且这节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并不是耽延，不
实现他的承诺〈他会再来并且惩罚这世界〉，可是他
满有耐心，因为他不愿有任何一人灭亡。换句话说，
他对罪所怀的忿怒虽然强烈无比，可是对人所怀的爱
更加强烈。

你曾经听过或读过这么邪恶以致想呕吐的事吗？许多
人对这种故事回应说：「如果神是那么好，他怎能容
许这种事发生呢？」当人这么问时，表示有些真理他
们还没领悟到。
神对罪和它在世上产生的影响，所生的忿怒远超出我
们的理解。可是有一个理由不让神立即把他的忿怒倾
泻下来，惩罚这罪恶的世界。我们可在彼得后书三章
9到10节找到这理由：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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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这世界要降下的惩罚虽然不是迫在眉睫，可是却
一天天逼近，而且绝对避免不了，而且恐怖无比。这
把我们带回到今天功课的重点。

问题与反思
• 你曾对某人生气吗？曾经说过或想过：「我不
能相信他会那么对我！」吗？你认为神〈在事
情发生前就知道所有的事〉曾经有过这样的想
法吗？

在本课开头引用的每一节经节，都会看到「挽回祭」
这字。简单地说，这字的意思是，神把因这世界的罪
而有的所有忿怒，全都倾倒在主耶稣身上，在十字架
上那忿怒得以平息 。神学家派克说挽回祭是「福音的
核心」，而且是了解整本圣经的关键。

• 人的忿怒通常是因受到别人的气而引起，常常
是没预料到的。神的忿怒比这可强烈得多，他
不仅晓得我们已做的每件恶事，还晓得将来我
们会犯的每个罪 。晓得此事后，你相信神曾
想过：「我不能相信他做了那事！」吗？

凡是已信靠主耶稣的人，挽回祭的含意完全令人不可
思议，它是指虽然有一天神的忿怒会倾泻在拒绝他的
人身上，可是他绝不会对信靠主耶稣的人发怒。如果
你已信靠主耶稣，他也许会管教你，这是因为他爱你
〈希伯来书十二章6，10节〉，可是他绝不会再对你动
怒，因为主耶稣已把神的怒气带到十字架上去了。

•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大工，连神因你
以后会犯的罪而有的忿怒，也已被挽回了〈满
足了，平息了〉。你很难相信吗？为什么相信
或为什么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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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John Piper, Jesus Christ Is an Advocate
for Sinners. (From a sermon delivered
on February 10, 1985; © 2006, Desiring
God). (http://www.desiringgod.org/
ResourceLibrary/Sermons/ByDate/1985/477_
Jesus_Christ_is_an_Advocate_for_Sinners/).
Retrieved November 8, 2006.

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1节〉是个无价的宝贵礼物，
可是一如我们在前几课思考的，除非你接受那礼物，
否则那礼物不是你的。你因真正相信主耶稣已替你付
上罪的代价，而相信你会去天堂，可是与那同时，你
仍然觉得神对你做的某件事很生气，这完全是可能
的。有些礼物比别的礼物难接受，不是因为送礼物的
人让这件事变得很难，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让它变得很
难。虽说感觉不会很快或很容易改变，可是随着时间
的流逝，我们知道的事能改变我们的感觉。如果你还
无法经历与神和好的事，如果你很难相信神绝不再对
你生气，请背诵和默想本课开头的那些经节。请把它
们与它们所在的前后经文一并查考，祷告求神让他的
真理在你生活里面活出来。他会这么做，因为他忠于
他说的话。

2 Peter 3:7 – “But by His word the present heavens and earth are being reserved for fire, kept for the day of judgment and destruction of
ungodly men.”
2
J.I. Packer, Knowing God. (InterVarsity Press, 1973, p.167). Packer quotes John Murray’s definition of propitiation (from his book The
Atonement) as follows: “The doctrine of propitiation is precisely this: that God loved the objects of His wrath so much that He gave His own
Son to the end that He by His blood should make provision for the removal of this wrath. It was Christ’s so to deal with the wrath that the loved
would no longer be objects of wrath, and love would achieve its aim of making the children of wrath the children of God’s good pleasure.”
3
Ibid. p. 172. Packer writes: “A further point must now be made. Not only does the truth of propitiation lead us to the heart of the New
Testament gospel; it also leads us to a vantage–point from which we can see to the heart of many other things, too. When you stand on top
of Snowdon, you see the whole of Snowdonia spread out round you, and you have a wider view than you can get from any other point in
the area. Similarly, when you are on top of the truth of propitiation, you can see the entire Bible in perspective, and you are in a position to
take the measure of vital matters which cannot be properly grasped on any other terms. In what follows, five of these will be touched on: the
driving force in the life of Jesus; the destiny of those who reject God; God’s gift of peace; the dimensions of God’s love; and the meaning
of God’s glory. That these matters are vital to Christianity will not be disputed. That they can only be understood in the light of the truth of
propitiation cannot, we think, be denied.”
4
Merrill F. Unger, The New Unger’s Bible Dictionary. (Edited by R.K. Harrison, Howard Vos, and Cyril Barb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Moody
Press, 1988). “OMNISCIENCE. The divine attribute of perfect knowledge. This is declared in Psalm 33:13–15; Psalm 139:11–12; Psalm 147:5;
Proverbs 15:3; Isaiah 40:14; Isaiah 46:10; Acts 15:18; 1 John 3:20; Hebrews 4:13, and in many other places. The perfect knowledge of God
is exclusively His attribute. It relates to Himself and to all beyond Himself. It includes all things that are actual and all things that are possible.
Its possession is incomprehensible to us, and yet it is necessary to our faith in the perfection of God’s sovereignty. The revelation of this divine
property like that of others is well calculated to fill us with profound reverence. It should alarm sinners and beget confidence in the hearts
of God’s children and deepen their consolation (see Job 23:10; Psalm 34:15–16; Psalm 90:8; Jeremiah 17:10; Hosea 7:2; 1 Peter 3:12–14).
The Scriptures unequivocally declare the divine presci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 their appeal to man as a free and consequently
responsible be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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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 事实还是虚构？
第十一章  第五十六课

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
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像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甚
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
「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
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1 ─ 6节

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的早晨，一群妇人前去探墓。然而她们并非最先抵达的。清早时分，上帝的使者已从天而
降。看守坟墓的兵丁们惧怕不已，天使移开了封住墓口的巨石。坟墓是空的！正如耶稣所应许的一样，他已从死
里复活。
这以后，耶稣活活地向众人显现超过四十天之久。耶稣和他们同行，谈话，跟一些人一起吃饭。有一次，他甚
至在五百多人面前显现
──「盼望」影片，第十一章

观察与思考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到底有多重要？使徒保
罗说，如果主耶稣没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心就没有
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7节〉接下来的几课，我们
会思考复活的重要性，这能让我们更珍惜保罗所说的
强有力的话。可是现在先来查证表示主耶稣确实复活
的令人震撼的证据，它不是像某些怀疑者所说，只是
杜撰出来或是神话而已。

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八章9 ─ 10，16 ─ 20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12 ─ 18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13 ─ 43节；约翰福音二十章14 ─ 18，26 ─ 29
节，二十一章15 ─ 23节〉。有一次主耶稣还同
时向五百人显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6节〉。
• 门徒的回应──即使有了空坟墓和目击证人，
仍然有人争辩说，主耶稣复活的事是经过精心
策划的阴谋。可是当你思考主耶稣复活以后，
他的门徒义无反顾地为福音而活，这种争辩就
失去它的力量。许多跟随主耶稣的人，包括十
二个门徒中的十一个，都因为忠诚不变地相信
他而殉道。如果复活是个骗局，这些门徒应该
比谁都更清楚。可是他们却被丢在油锅中炸
死，被锯成两半，倒钉在十字架上，被丢给狮
子吃，被矛刺死。有些人愿为他们相信是真的
事情殉道，可是只有疯子或愚蠢的人才会为他
明知是谎言的事而失去生命。

许多人针对此题目撰写了书籍，为了本次查考的目
的，我们只思考四方面的证据：
• 空坟墓──主耶稣去世前已公开说过他会从
死里复活，希伯来宗教领袖也晓得此事，他
们怕有人想偷走他的尸体，然后放话说他
已复活，就说服省长派士兵在坟墓前严加把
守，还贴上封条〈马太福音二十七章62 ─ 66
节〉。省长派出的士兵极愿看守好那坟墓，
因为晓得若没服从命令，就会被处死。撕开
政府贴上的封条，也同样会被处死──可是
那坟墓仍然空了！

• 专家的证词──在法庭上，专家常被传唤来查
明证据。历世历代以来，无数学者衡量了复活
的证据，而且下结论说复活是个历史事实。一
如前面所说，许多人针对这题目撰写了书籍，
现在举个实例。请思考从牛津大学现代历史皇

• 目击证人──圣经记录许多不同的人〈包括最
认识主耶稣的他的心腹门徒〉，都遇见复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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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授汤玛斯.阿诺所写的《罗马历史》中引用
的话：「我花了多年时间研究别的时代的历
史，查考而且衡量写历史的人提供的证据。我
晓得对一个公正的寻求者能了解的来说，在人
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事实能比神给我们的伟大
奇迹，就是基督死而复活的奇迹，有更好，更
完备的证据。」

他甚至到了中国，人们也相信汤玛斯在印度带领许多
人信耶稣，后来因此而殉道 。
汤玛斯是个曾经怀疑的人，可是当他心服口服后，就
完全献身在传讲主耶稣的事上。你相信主耶稣从死里
复活了吗？如果是，如何回应他呢？
许多人曾经〈或依旧〉怀疑主耶稣没有复活，有些人
像汤玛斯一样，是真心的人，无法相信心里排拒的
事。然而另外有些人，只是躲在他们所谓的怀疑后
面，为的是避免去处理他们知道是真的的事情。如果
你是这两种人中的一种，请明白一件事，所有怀疑者
的起点都一样，请诚实面对神！汤玛斯诚实对待他的
怀疑，神就在他需要遇到的地方遇到他。

问题与反思
• 你认为上面提出的证据足以证明复活是个历史
事实吗？为什么能或为什么不能？如果你认为
不能，你相信什么才能证明它是事实呢？
• 神还能做什么来给我们足够的证据，相信主耶
稣从死里复活呢？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13节〉

• 现今你有没有什么接受为事实的事，可是它的
确凿证据却比已知的证明主耶稣复活的证据要
少呢？你为什么会选择相信那些事呢？

参考文献
• Josh McDowell, Evidence for the
Resurrection. (© Josh McDowell Ministries,
1992; © online Leadership U, 1995–2006).
(http://www.leaderu.com/everystudent/easter/
articles/josh2.html). Retrieved November 27,
2006.

决心与行动
主耶稣的门徒里有一位名叫汤玛斯〈多马〉，他无法
相信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就对别的门徒说，除非他
真的触摸到主耶稣的伤痕，否则不会相信。后来主耶
稣再度显现，给汤玛斯机会触摸伤痕，汤玛斯就以「
我的主！我的神！」来回应。

• Matthew J. Slick, Resurrection Chronology.
(© Matthew J. Slick, 1996–2003). (http://
www.carm.org/diff/table_resurrection.htm).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06.

大部分圣经学者相信，汤玛斯后来去了波斯，又去印
度传讲神应许要来的救赎主，就是耶稣。有些人相信

William McBirnie, “Thomas” from his book The Search for The Twelve Apostles. (© 2006 BiblePath.Com, 2006). (http://216.239.51.104/
search?q=cache:jL_9hwOWlv8J:www.biblepath.com/thomas.html). Retrieved November 27,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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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重要性 ── 第一部分
第十一章  第五十七课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 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
见证 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
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
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4 ─ 19节

观察与思考
保罗在上面这段圣经经文中，对复活的重要性做了非
常强烈的声明。当我们仔细分析这段经文时发现，保
罗在说如果主耶稣没从死里复活，那么至少有六件事
是真的：

件事都可疑，更糟的是，他不可能是神，因为神不
可能说谎。
接下去，如果我们把信心放在一个谎言上，不仅我们
的信心无效而且没用，我们还会因做这绝望的事而成
为极可怜的人。历世历代以来，许多人因为信主耶
稣，做出极大牺牲，经受可怕的困苦，而且遭遇残酷
的死亡 。如果主耶稣没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白忙活
一场！更糟的是，相信这样的谎言，不仅把人变成可
怜的受害者，还变成恶棍。

1. 我们传讲主耶稣和主耶稣的信息都没有用处。
〈14节〉
2. 我们对主耶稣和他的信息的信心都无凭无据，
因此没有用。〈14，16节〉
3. 那些传讲主耶稣的人都是骗子，也对神做反见
证──基本上是亵渎者。〈15节〉

如果主耶稣不是他自称的那位，那么传讲他的人就犯
下两项罪行。一如前面所说，他们使人误入歧途，还
有他们得罪神。还记得在第四十九课，主耶稣宣称他
能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就是赦免人的罪时，希伯来
宗教领袖就控告他犯下亵渎罪。亵渎罪基本上就是毁
谤神或反对神，或自称是神。如果主耶稣没从死里复
活，传讲他的人基本上就参与在亵渎罪里。

4. 我们仍绝望地被捆在罪的权势里。〈16节〉
5. 我们注定都会死，而且死亡会把我们和亲爱的
人永远隔离。〈18节〉
6. 如果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谎言上，而且照那
谎言生活，我们就是可怜人。〈19节〉
保罗之后的圣经学者都强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
的大工，能有意义，完全是因在那之后他复活了！在
本课和下一课，我们会通过更仔细查考保罗说的这段
话语，来思考复活的重要性。

在这全部里面，还没提到另一个，但是重要无比的含
意，就是如果主耶稣受到怀疑，撒旦就胜利了，而且
它在世上的权势仍然固若金汤。
万一这种想法让你觉得太晦暗，请意识到这正是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4到19节想达到的效果。如果主
耶稣没战胜死亡，那么所有希望都幻灭了！可是赞美
全能的神，掌管天地的主宰，主耶稣已复活！如果能
对你有所帮助，请复习上一课有关复活的证据，而且
深刻了解你所读的。

保罗所传的福音全都根据主耶稣宣称的他是谁而来，
这是照主耶稣向他和别的使徒〈主耶稣的心腹〉所启
示的。
主耶稣说过无数次，他被钉十字架后第三天会从死
里复活。如果主耶稣在这事上造假，那么他说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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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彼得前书三章15节说，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
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我
们心中的盼望当然是主耶稣，可是一如所见，这盼望
全靠他的复活而来。如果你信靠主耶稣，请准备好解
释，你相信他的复活是个事实，这为什么是合情合理
的。

• 你认为保罗对主耶稣复活的重要性，说得太过
火了吗？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
• 除了主耶稣之外，任何其他宗教创始人都没从
死里复活。在你的经验中，人们在讨论世界宗
教时，这真理通常会被讨论吗？为什么会或为
什么不会？
• 本课影响了你对复活的任何看法吗？如果是，
请说明如何影响。

如果你仍然怀疑主耶稣复活的真实性，请回到上一
课，而且思考下列参考文献中提供的资讯。这是你该
给自己的恩惠。

参考文献
• Bob Deffinbaug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urrection. (© bible.org, 2006). (http://
www.bible.org/page.php?page_id=547).
Retrieved November 28, 2006.
•

The Resurrection. (©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Canada, 1997–2002). (http://www.
face.org/jesus/muscle.html). Retrieved
November 28, 2006.

•

What Does Paul Say About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 AllAboutJesusChrist.org,
2002–2006). (http://www.allaboutjesuschrist.
org/what–does–paul–say–about–the–
resurrection–of–jesus–faq.htm). Retrieved
November 29, 2006.

•

Jesus’ Resurrection. (© AllAboutJesusChrist.
org, 2002–2006). (http://www.
allaboutjesuschrist.org/jesus–resurrection.
htm). Retrieved November 29, 2006.

• Andrew Knight, Unforgiven: An Easterless
World. (© Lifetime Guarantee Ministries,
1997–2006). (http://www.lifetime.org/get/
equipped/egrace–read/138/). Retrieved
December 1, 2006.

Matthew 16:21; Mark 8:31; Luke 9:22; Matthew 17:22–23; Mark 9:31; Matthew 20:17–19; Mark 10:32–34; Luke 18:31–34; John 2:19–21;
John 16:16–23; Matthew 12:40
2
John Fox (1516–1587) and William Byron Forbush, Editor. Fox’s Book of Martyrs, A history of the lives, sufferings and triumphant deaths
of the early Christian and the Protestant martyrs. (©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http://www.ccel.org/f/foxe/martyrs/home.html).
Retrieved November 29, 2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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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重要性 ── 第二部分
第十一章  第五十八课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
──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7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
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
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 罗马书六章4 ─ 7节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功用。
── 歌罗西书二章12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 哥林多后书五章17节

观察与思考
上一课我们思考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4到
19节所写关于主耶稣复活的事 ，本课将继续查考有
关复活的事，要从那段经文里的一节开始。从上面
的十五章第17节，我们读到如果基督没从死里复活，
我们就仍然活在自己的罪里，让我们在这里做深一
层的挖掘。

此外重要的是注意到，当圣经使用老我这字时，是指
在相信主耶稣替你付上罪的代价和使你与神和好之前
的你。换句话说，「老我」是指活在罪的惩罚和权
势之下的你。于是当我们仔细阅读第6和7节时，看到
你的老我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因而「使罪身灭
绝」了，因而叫你「不再作罪的奴仆」，而是应该「
脱离了罪」。神是通过把你〈你的老我〉带到坟墓去
而解决了罪。接着在第7节， 「已死的人，是脱离了
罪」，从罪的权势下释放出来是件好事，可是如果我
们一直死在坟墓里，就不是件好事，这是复活为什么
那么重要的缘故！

还记得第十八课说到，亚当之后的每个人都感染了
罪，现今有些人认为他们能靠好行为，或靠成为越来
越好的人而除去罪。可是圣经并不这么教导，照圣经
所说，惟一一个解决罪的方法，是审判它而且处死它
〈罗马书八章13节〉，而这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
死所成就的事。

请从罗马书六章5节和歌罗西书二章12节注意到，我们
不仅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也与他一同复活──复活
起来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
〈罗马书六章4节〉
！而且从哥林多后书五章17节，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在
基督里〈在他里面找到避难所〉，我们就是新造的
人，旧事都过去了！如果你已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你
的老我就仍埋在坟墓里，而你已变成新的人，在基督
里有新的身分！

现在从上面罗马书六章5到6节注意到，以某种意义来
说，当主耶稣被钉死时，你〈你的「老我」﹝过去的
你﹞〉也与他一同钉死了。当你想到这概念时，如果
谨记一件事，将对你有所助益，就是由于神不受时间
与空间的限制，他在一个时间与空间里做的事，不受
到时间与空间一般的限制。因此，你现在也许还无法
完全理解，虽然那时你尚未出生，可是主耶稣以某个
方式，已把你一起带上了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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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也许在想：「等等！我现在仍然与罪挣扎着，
如果我已经对罪死了，怎能这样呢？」使徒保罗在罗
马书七到八章谈论了这问题，基本上保罗解释说，虽
然罪仍存在你肉体里〈罗马书七章18 ─ 23节〉，可
是你已不是绝望地被它的影响辖制着〈罗马书八章12
节〉。现在靠着在你里面的神的力量，你有自由可以
在生活中胜过罪，而这是因为复活而使它变得可能！

问题与反思
• 本课帮助你更了解今天开头的经节，哥林多前
书十五章17节，所含的意义吗？如果是，请说
明如何帮助。如果不是，请试着说明哪里还不
明白。
• 经过前面这几课之后，改变了你对复活的重要
性的看法吗？请说明。

我们在罗马书六章4到6节查考的复活，基本上是属灵
的复活，神使我们对罪死了，然后使我们对神活着〈
罗马书六章11节〉。圣经也教导说，有一天所有信靠
主耶稣的人都会有身体的复活，会有个像他一样崭
新，没被罪腐化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0 ─ 53
节〉。这复活的身体会在天堂永远活着〈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40 ─ 44节。而再一次，这完全是靠在我们之前
主耶稣的复活，此事才变得可能！

决心与行动
本课包含了许多属灵「深奥部分」，如果你还没能消
化好，请继续咀嚼！带着祷告的心反覆地看。拨出一
些时间看完罗马书五，六，七和八章。查考下列参考
文献，摆在你面前的真理有能力使你得到前所未知，
可能的自由！

那么复活到底有多重要？总结来说，十字架使我们
脱离罪的惩罚，可是我们与主耶稣的属灵一同复
活，才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而且因为主耶稣，我
们将有身体的复活，至终这会使我们永远再也看不
到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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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复活的激励
第十一章  第五十九课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
泼的盼望。
── 彼得前书一章3节

......在 神凡事都能。
── 马太福音十九章26节

兵丁确定耶稣已经死亡之后，便将他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入夜之前，耶稣的身体被放进坟墓，墓口用一
块大石头封住。在宗教领袖们的坚持下，巡抚派了一队官兵把守坟墓。对那些爱耶稣的人而言，这是极为困惑
和失落的时刻。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的早晨，一群妇人前去探墓。然而她们并非最先抵达的。
清早时分，上帝的使者已从天而降。看守坟墓的兵丁们惧怕不已，天使移开了封住墓口的巨石。
坟墓是空的！正如耶稣所应许的一样，他已从死里复活。
──「盼望」影片，第十一章

观察与思考
过去这几课讨论了有关主耶稣复活的「深奥」教
导，现在让我们把那几课所思考的加以个人化。读
了上面从「盼望」影片摘录出来的话，也思考了你
已学到的，现在试着把你自己放在爱主耶稣的人的
位置上。 对那些爱耶稣的人而言，这是极为困惑和

你曾经经历一个激励你和给你生活意义的梦想的幻灭
吗？或许有人告诉你，你的梦想不可能成真，或因为
你的处境改变了或变得那么艰难，以致你无法看到有
任何方法能继续追随你的梦想。无论什么改变了，当
它发生时，你梦想的所有希望似乎都幻灭了。

失落的时刻。
当然，当我们读到有关复活的记录，就晓得主耶稣已
从死里复活，那些爱他的人的盼望也随之复活了！可
是除了所有的神学，除了所有对它真实性的历史证
明，有关主耶稣的复活，还有一个深刻的个人层面。
由于那复活，我们能晓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无论人
说什么，无论你的处境有多艰难，甚至你的梦想似乎
已幻灭......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把希望注入了泄气的心中！

主耶稣已把许多盼望和梦想充满在跟随他的人的心中
和脑中，他不仅是个人气很高的宗教领袖，也是让他
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变得有意义和目的的老师。可是现
在他却埋在坟墓里！当主耶稣死后，门徒心中的某个
东西也随着死了。他们活着的理由，被埋在那块封死
他坟墓进口的大石头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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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 你曾经历过珍贵梦想的幻灭吗？那梦想对你有
何意义？它为什么会破灭？当它破灭时，你有
何感受？今天你对它有何感受？

读完本课后，你也许需要拨出一些时间安静，而且祷
告求神对你的心说话。也许神放在你心中的梦想被深
埋在心中，以致你再也看不到它们。你也许已放弃或
忘了，可是千万记住：没有任何坟墓强大到能抵挡神
的复活大能！让那能力把你深深的怀疑或惧怕移开，
而且使神给你的梦想重新活过来。祷告求神的实际成
为你的实际。

• 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你放弃希
望的事呢？虽然我们梦想的梦想，或渴望的盼
望，不见得每个都来自神，可是这世界对即使
是神放在你心中的梦想与渴望也不友善。有时
候梦想必须幻灭，然后当它复活时，我们才知
道那是来自神，而且他会在其中得到荣耀。你
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复活的呢？它可能
是什么？

若能对你有所助益，请把下面的祷告化为你的祷告：
全能的父神！我已在你惟一的独生子耶稣的复活上，
看到你展现出的大能。你真是无所不能的神，死亡与
损失虽然令人心碎，可是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十二章24
节〉。对我看似绝望而且已结束的事，你却有不同的
看法。我失去了___________________，可是因为你是复活
的神，我就没对你失去盼望。因为你有伟大的爱，我
才在这里这样祷告。你的怜悯永无止境，每早晨都是
新的〈耶利米哀歌三章22 ─ 23节〉，求你把我生活中
会荣耀你的那些东西，重新复活起来！我把主耶稣的
空坟墓，看为有盼望的原因，我生活的每一天都会继
续信靠你

参考文献
• Ray C. Stedman, The Living Hope. (©
Discovery Publishing, a ministry of Peninsula
Bible Church, 1995). (http://www.raystedman.
org/misc/3565.html). Retrieved December 1,
2006.
• Max Lucado, He Still Moves Stones. W
Publishing Group, 199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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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留言
第十一章  第六十课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
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
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
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44 ─ 49节

耶稣向他们阐明，为要赦免人的罪，他必须受死，并从死里复活。论到上帝的国度，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已赐给他了。耶稣要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刻来临了，他去是要为所有爱他的人，在天堂预备住处。耶稣应许他
的跟随者说，不久之后，上帝的灵将要来临，幷要赐他们能力，使他们能向整个世界传扬耶稣的真理，慈爱和
赦罪之恩。说了这些话之后，耶稣离开他的门徒，升上云端而去。
──「盼望」影片，第十一章

观察与思考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剩时间不多时，常会更谨慎地选
用话语。因此，最后遗言通常更为重要，它们是改变
生命的话语。当主耶稣复活后，在他升上天堂之前的
短时间里，花了宝贵的时间和门徒在一起。那段时间
他解释了：

在本指南的下一章也是最后一章，我们将更仔细地查
看主耶稣说的，要差派圣灵来，以及他吩咐门徒要把
他的真理和全世界分享的事。可是本课应当以在神的
伟大计划中查考他的死和复活，来结束我们的探讨。
首先，注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４４和４５节说，主
耶稣所说的和做的一切，都是应验摩西五经、先知书
和诗篇中所写关于他的事。有些怀疑论者说，因为主
耶稣晓得古书上写了什么，他只是主导自己的生活，
让它们应验那些话而已。一个人也许能主导一两件
事，甚至包括他的死，可是请记住主耶稣应验了好几
百个预言〈请复习第四课〉。不仅如此，一个必死的
人是无法主导自己的复活的！当主耶稣「开他们的心
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时，毫无疑问地，他就是那
位主角！

• 他身上发生了何事──主耶稣解释说，他的死
和复活都是神在他话语〈圣经〉中预先说明的
计划里的一部分，为了让罪得到赦免，他必须
死去。
• 接着在他们身上会发生何事──主耶稣被钉十
字架的前一晚，他告诉门徒，他将去父神那
里，为他们在天堂预备住处〈约翰福音十四章
２ ─ ３节〉。可是他也许诺会从父神那里另
外派一位他称为保惠师的来〈约翰福音十四章
１６ ─ ２０节〉。当主耶稣该离开的时刻快
到时，他又重覆申明他已给门徒的许诺：就是
差遣神的灵，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灵来〈使徒
行传二章１７，３３节，四章３１节，五章３

此外，思考到这些事中没有一件只是「碰巧发生」在
主耶稣身上。主耶稣的死法虽然惨不忍睹，可是他绝
不是受害者。不能把主耶稣的死怪罪在希伯来宗教领
袖或外国省长身上，因为主耶稣亲自肯定地宣告，没
有人能夺去他的性命，而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
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约翰福音十章１８节〉。如
果能怪谁使主耶稣失去性命的话，就是你和我，以及
每位生下来就有罪而且需要一位救赎主的人！

２节〉。
• 门徒与他在天堂团聚之前，门徒应该继续做什
么──主耶稣告诉跟随他的人，在他再来之
前，他们要把所见证的真实事情与全世界分
享，和每个国家的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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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与行动

• 查考了「盼望」影片之后，你以新的观点来看
圣经和主耶稣的故事吗？如果是，能说明你的
观点如何被影响吗？

我们快来到本指南的结尾部分了，你很可能不会把这
些资讯重看一遍〈至少不是这研读指南的内容〉。如
果有任何部分你想再做些思考，请尽快拨出时间来
做。如果你从本指南学习到的，你与神还有些事没办
妥，千万不要再耽延。下决心一定要和他弄清楚，而
且寻求能让你需要那么做的帮助和指引。

• 请想到如果你是这世上惟一一位有罪的人，你
的罪也足以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而且他也会
乐意去做。你看到自己是神伟大故事中的一个
角色吗？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

参考文献
• John Piper, Irrevocable Joy. (© Desiring
God Ministries, 2006 –– From a sermon
delivered March 26, 1989). (http://www.
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Sermons/
ByDate/1989/671_Irrevocable_Joy/).
Retrieved December 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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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降临
第十二章  第六十一课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或作训慰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
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
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
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 约翰福音十四章１６ ─ ２０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
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
谈说话，就甚纳闷。
── 使徒行传二章１ ─ ６节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 神的大作为。
── 使徒行传二章１１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或作训慰师下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
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
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
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 约翰福音十四章１６ ─ ２０节

观察与思考
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在马太福
音二十八章１９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
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他许诺门徒不会撇下
他们成为孤儿。他告诉他们父神会派保惠师，就是
圣灵，来〈约翰福音十四章１６节〉，圣灵会与他
们永远同在。主耶稣复活后第五十天〈五旬节〉，
主耶稣的许诺兑现了。圣灵降临而且充满了主耶稣
的跟随者。

这些经节〈还有许多别的 〉 ，说到圣经虽没必要解
释，但清楚教导的一个真理，就是耶和华神是独一的
主〈申命记六章４节〉，但也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
有三个位格的同一种神，不是三种不同的神住在同一
社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这真理是众所周知的三位

在创世记一章２６节神以复数说到他自己，「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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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基要真理，虽然有圣经节支持这真理，可是对人
的脑筋来说仍是个奥秘的谜。一如圣经说到圣父和圣
子都是神，它也说到圣灵具有神的属性：
• 永恒性──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希伯来书九章１４节〉
• 无所不能──拥有一切权力			
〈路加福音一章３５节〉
• 无所不在──同一时间可在每个地方		
〈诗篇一三九篇７节〉
• 无所不知──知道所有事情 		
〈哥林多前书二章１０，１１节〉
圣灵虽然是神，显示神的所有属性，可是他从不引人
注意。大部分神学家说，圣灵的圣工，是在父神里把
主耶稣基督的本身与同在，带出和彰显出来。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９节说： 「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
了父。」圣灵把主耶稣彰显出来〈约翰福音十五章２６
节〉，而主耶稣又把父神彰显出来。
基督在约翰壹书四章１６节说，神是爱。试想如果要
把爱表达出来，必须要有个对象才行。有些人辩称，
神造人是要人做为他爱的对象，这并不见得正确。因
为在过去的永恒里，三位一体的神在他自己里面就有
爱的对象！其实曾经有一位神学家把三位一体描述
为，爱和生命从一位到另一位无止境地射发出来 ！ 想
想看...是永恒地射发出来。

问题与反思
许多卫道学家试着解释有关三位一体的基要真理，大
约二十年前，一位神学院教授给学生说了个比方，把
三位一体比做一本书有长，宽和厚三个层面。书的长
度不是书的宽度，宽度也不是书的厚度。这三个层面
可以分开来描述，然而却结合在一起。如果把长度拿
掉，你就不再是描述一本书 。同样道理，三位一体的
神由三位个别，但结合在一起的成员组成，如果你把
其中一位拿走，就不再有这位神。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比方能让我们完全理解有关三位一
体这不可思议的奥秘，可是比方还是有用的。这个比
方帮助你了解三位一体的真理吗？为什么可以或为什
么不可以？你如何帮助别人理解三位一体的奥秘呢？

决心与行动
一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结尾部分开始时〈罗马书十
五章13节〉所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

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
的能力，大有盼望。」显然神并没期望我们靠自己的力
量活出荣耀他的生活，他要我们倚靠圣灵。你与神同
行的生活进行得如何？你疲倦了吗？主耶稣说： 「凡

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
息」
〈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每时每刻要凭信心，信
靠父神会藉着圣灵的能力，把主耶稣的同在在你里面
而且通过你彰显出来。让圣灵一直充满你吧！

圣灵降临来充满主耶稣的跟随者，装备他们进入而且
参与在一个亲密，永恒的团契〈交流〉中，那是存在
在父神，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团契。这就是主耶稣在上
述约翰福音十四章那段经文最后一节描绘的，他说：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
也在你们里面。」
当他的跟随者被圣灵充满后，就带着能力以天堂的舌
头传讲神的奇妙大作为，每位听众都听到他们用自己
的家乡话说话，所以能明白所传的道。那是圣灵使主
耶稣彰显出来，现今圣灵仍然把主耶稣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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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奥秘
第十二课  第六十二课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
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
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 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
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 使徒行传二章41 ─ 47节

从那天起，耶稣的门徒便走出去向世人分享上帝的真理，慈爱和赦罪之恩。靠着圣灵，他们从事医病、赶鬼、
领人归主，行了耶稣与他们同在时，所行的一切。得救的人数每天不断的增加。
──「盼望」影片，第十二章

观察与思考
在圣灵充满主耶稣门徒的那天，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发
生了。大多数人所知的教会，圣经称为奥秘。保罗在
以弗所书三章9到10节写道：「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

这些比喻中的每一个虽然都含有丰富的描述形象，可
是也许没有一个能比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看到的更
丰富，这段经文描述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而主耶
稣是那身体的头〈一如我们在以弗所书五章23节读到
的〉。现在我们晓得主耶稣与父神一起在天堂，为相
信他的人预备住处〈约翰福音十四章2节〉，而且为
他们祷告〈罗马书八章34节〉。现在圣灵通过主耶稣
的身体，就是教会，在世上把他彰显出来。从这方面
来看，教会的成员就是他在世上的膀臂、手、脚、眼
睛、和嘴唇。主耶稣身为他身体的头，就通过圣灵指
示教会在世上的活动。

造万物之 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
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百般的
智慧。」
圣经用好几个比喻描述主耶稣和他的教会的关系，其
中包括：
• 教会是活的圣殿，主耶稣是那主要的房角石。
〈彼得前书二章4 ─ 8节〉

当我们把主耶稣和他的教会之间的关系，比做肉体的
身体时，请思考这两个真理：

• 教会是君尊祭司的国度，主耶稣是那位大祭
司。〈彼得前书二章9节；希伯来书十章19 ─
21节〉

1. 身体的每一部分，在形成一个完全运作良好的
个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身体上任何肢
体软弱或缺少了，整个身体就会受亏损。

• 教会是神的羊群，主耶稣是大牧者。〈约见福
音十章11节；希伯来书十三章20节〉
• 主耶稣是葡萄树，教会的成员都是属于主耶稣
这葡萄树上的枝子。〈约翰福音十五章5节〉

2. 惟有在一个运作良好的身体里，每个肢体才能
找到自己的身分。一如手指头离开了手就无法
发挥功能，跟随主耶稣的人若没和主耶稣的身
体建立正确关系，它就绝不会知道〈和活出〉

• 教会是新娘，主耶稣是新郎。〈以弗所书五章
31 ─ 32节；启示录十九章7节〉

他在耶稣里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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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决心与行动

• 上面对主耶稣和他的教会之间的关系所用的
五个比喻，哪一个对你最有意义？为什么？

全球教会是由世界各地各地区的当地教会显现出来，
本研读指南并不是要宣传某个特别宗派，而是要强调
圣经指示的，跟随主耶稣的人都该忠心地参与在一个
当地教会中〈希伯来书十章25节〉。

• 你觉得你是他身体上的一个重要部分吗？为
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
• 你能做什么好让你与他的身体有更亲密的关
系呢？

每位跟随主耶稣的人都有责任要：
• ]找一个教会是清楚教导 1〉信靠耶稣基督是认
识神而且得到永生的惟一方法，2〉圣经是神
的话。
• ]找出你如何能服事主耶稣的身体的方式，以
致神能使用你而且使你成长。
• ]忠心委身于一个当地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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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 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第十二章  第六十三课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
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 以弗所书五章25 ─ 27节

观察与思考

				

问题与反思

你曾遇见有人因为「教会充满了假冒为善的人」，而
不愿接受主耶稣的吗？这是很普遍的感觉。当你想到

• 你曾听到有人说教会充满了伪君子吗？你对那
句话有何感受？

现今教会里有些奇怪的事发生，或想到有些教会领袖
没给跟随主耶稣的人好榜样，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有些
人会排斥教会。可是这是不接受主耶稣的好理由吗？

• 你个人对教会的经历是什么？通常是好还是不
好？请说明你为什么会那么回答。

在音乐界，像莫札特，巴哈和贝多芬这些古典乐曲作
家，都被公认为音乐大师。当一个世界级乐团演奏他
们的作品时，那是如入人间仙境的经历。可是当五流
交响乐团演奏同一只曲子时，结果却是天壤之别。当
五流交响乐团演奏不完美时，没有人会批评巴哈的才
能，这几乎是可想而知的事。然而当教会不完美时，
许多人就质疑跟随主耶稣的价值。
当人因为教会而不接受主耶稣时，他需要领悟两件
事。第一，无论教会如何彰显出主耶稣，主耶稣都是
完美的。第二，只因主耶稣还没把教会，或组成教会
的成员，变得「完美」，并不表示主耶稣无法那么做
或不会那么做。教会是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主耶稣会确保至终教会会成为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
病」，她会「圣洁没有瑕疵」。教会就像小孩进入青少
年时期，看起来相当粗糙与不完美。可是每位如花似
玉的新娘，曾经一度都是尴尬的青少年。有一天教会
会准备好成为基督耶稣的新娘〈启示录十九章7节〉，
一如圣经教导的，她会与基督永远一同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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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我们已查考的，凡是信靠主耶稣的人，都「在他
里面」被称为义人。可是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教导说，
在他里面被称为义人的人，能一直不断地活出完全公
义的生活。每位跟随主耶稣的人都是正在进行中的工
作，学习把主耶稣在他里面完成的工作，在外面表现
出来，而没有任何地方比教会是让人成长的更好的地
方。神就是这样设计的。

•

如果你因不满教会的状况，而还没决定跟随主耶
稣，请把你关注的焦点，从教会移开，去专注在主
耶稣身上。根据主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性格，来衡量
他宣称的话！
如果你已是跟随主耶稣的人，但因为教会而失望或甚
至受伤，千万别放弃教会。神从不放弃你是他爱的对
象！教会需要你，一如我们上一课学习的，如果你与
主耶稣的身体没有正确的关系，就绝对无法晓得〈而
且活出〉你在主耶稣里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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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Answers to Tough Questions:
What about all the hypocrites I see who call
themselves Christians? (© Global Media
Outreach and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c., 1993–2006). (http://www.greatc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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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故事的终极目标
第十二章  第六十四课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41节

如经上所记：
『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 哥林多前书二章9节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 彼得后书三章13节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
他们归于 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 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 启示录五章9 ─ 10节

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
为已经显出来了。
── 启示录十五章4节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当人凭着信心相信耶稣是上帝被杀的羔羊和复活的主，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圣灵就进
入他们的内心，带给他们永恒的生命。
决定跟随主耶稣的人数已增长至亿万人。圣经告诉我们，终有一天，他的跟随者将包括地上每一个部落和民
族的人们。那时耶稣将要再来，正如他所应许的一样。
历世历代拒绝耶稣的人，将永远与神隔绝，要到那为撒旦和它的随从者所预备的地方。而信靠耶稣的人将会
明白起初生命被造的意义，那就是与上帝同在，直到永远。
──「盼望」影片，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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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任何题目比谈到地狱更让人不高兴了，可是如果
地狱是真的，就没什么比避免谈到这事实更没爱心
了。圣经里有几百处经文谈到地狱这题目，主耶稣
也比圣经里别的作者，更常谈到地狱。地狱确实存
在，主耶稣清楚警告人，为的是让他们避免以后永
远留在那里。

有些人想去天堂，是因他们以为他们最深的渴望终
于能在那里得到满足，他们想像能永远快乐。可是
如果派柏正确地总结了神对这世界定下的目标，天
堂就有个永恒的目的，但不是为了提供我们在世上
没能得到的东西。没错！在天堂我们最深的渴望会
得到满足，我们也会快乐，可是不见得是照我们认
为这世上使我们快乐的方式。当天堂的每位公民把
自己完全献身给永远荣耀神这目的后，他们都会得
到满足！请扪心自问：

关于这题目我们该注意：1〉地狱不是为人造的，是
为撒旦和跟随牠的天使造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41
节〉；2〉不是主耶稣把人送去地狱，而是人因不接
受神通过主耶稣准备的救恩，而自己选择去地狱〈约
翰福音十二章48节〉。事实上，如果主耶稣没替人类
付上罪的代价，而且他们不接受神邀请他们接受主耶

• 我渴望的是让神得荣耀吗？
• 我渴望的是神吗？
• 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是？如果不是渴望他，那
我渴望什么呢？如果不是他，我渴望的对象是
谁呢？

稣为他们做的事，那么每个生下来的人都必须去地
狱。或换个角度来看，天堂全都是关于主耶稣的事，
所以如果谁排斥主耶稣，其实就在排斥天堂。

决心与行动

有主耶稣同在的永恒和没有主耶稣同在的永恒，两者
之间的距离与反差，不可能更大了，没有任何东西能
与它相比。从哥林多前书二章9节，我们知道神为爱
他的人预备的，是我们绝对无法想像的。可是从上面
其他的经节〈以及许多圣经经节〉，我们知道爱他的
人会准备好住在新天新地，在那里永远与他一同掌权
〈启示录二十二章5节〉，而且荣耀他〈诗篇八十六
篇12节〉！

我们很快会一同来到本次研讨的结尾，如果你对你永
恒的目的地还不确定，但是你想要确定，请立即去到
本指南最后的「认识神」部分，而且仔细阅读和思考
它。千万别拖延，永恒也许比你想的要近得多。
如果你已认识主耶稣，可是想多知道有关天堂的事，
请考虑研读下列文献中的一个，用不着等到以后才学
习永恒的事。

在本次研讨开头时，我们学到圣经是最伟大的叙事
文，是解释所有其他故事的最伟大故事 ，圣经把人类
的所有历史放在正确的前后关系中。当我们快来到本
次研讨的结尾时，看到它的最终目的，是要祝福人，
好叫神被永远称颂而且得到荣耀。这最伟大故事的目
标，是神的荣耀，一如神学家约翰‧派柏所说：「万
事万物的终极目标，是世上每族、每种语言、各民各
国都有无数蒙拯救的人，以挚热爱心来崇拜神。」这
是你的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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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最伟大故事中的角色
第十二章  第六十五课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19节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 马可福音十六章15节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47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14节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 马可福音十三章10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 彼得后书三章9节

观察与思考
上一课我们思考了神的最伟大故事的终极目标，它已
显示给人看：「万事万物的终极目标，是世上每族、
每种语言、各民各国都有无数蒙拯救的人，以挚热爱
心来崇拜神。」 〈启示录五章9节，七章9节〉从哥林
多前书二章9节，我们看到神为爱他的人准备的事，
奇妙无比，超出我们的想像。我们也看到爱神的人将
会住在新天新地，永远与神一同掌权与荣耀他！〈启
示录二十二章5节；诗篇八十六篇12节〉

还记得在第二十五课学到，圣经对国家这字的解释，
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国家，而是凡是有同样语言、文
化、血缘宗族关系，等等的族群。当神在巴别审判了
那些人之后，立即就产生了七十个国家。现今世界有
好几千个国家，其中有许多还没听过主耶稣的福音。
除非他们听过，否则末期〈或初期，看你怎么看〉不
会来到。
现在来思考彼得后书三章9节〈列在上面〉，这节里
的 「应许」，是指主耶稣说他会再来到世界的事，
那时会把他为跟随他的人计划好的一切都带进来。
从这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并不是怠慢不实现他的许
诺，而是不愿任何一人灭亡。这世界虽然坏透了，
苦难也多得不能再多了，可是主耶稣非常爱人，宁
愿推迟末期的到来，好让人来信靠他，因为当他再
来时，就来不及了。

可是这些事什么时候发生呢？如果你回想第六十
课，我们读到主耶稣在升天回天堂之前，给了跟随
他的人一些最后的指示，这些指示通常被称为大使
命，可以在马太，马可和路加三本福音书中找到〈
它们列在本课的开头〉。请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14节
注意到，要等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
国万民作见证」， 「末期」〈就是神的最伟大故事的
最终目标〉才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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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二十四章14节和彼得后书三章9节，为这大使
命的宽度和深度下了定义，充分显示主耶稣对每个国
家和每个人民都有深厚的感情。那么他什么时候再来
呢？主耶稣说： 「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
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
〈马可福音十三章32
节〉。那天对我们是隐藏不露的，可是我们晓得，除
非：1〉每个国家都听过福音，2〉最后一位该信主耶
稣的人已信了他，否则那天绝不会来。

决心与行动
让我们重新阅读约翰‧派柏针对大使命，或用他的词
藻，宣道事工，这题目所说的话。他说：
「宣道事工并不是教会的终极目标，教会的终极目标
是神的荣耀，因为这是神终极的目标。万事万物的终
极目标，是世上每族、每种语言、各民各国都有无数
蒙拯救的人，以挚热爱心来崇拜神。宣道事工之所以
存在，是因崇拜还未存在。当神的国度终于荣耀地降
临时，宣道事工就会终止。宣道事工是第二重要，崇
拜则是第一重要。如果我们忘记这点，把它们的角色
颠倒了，对这两者的热忱与能力都会消失。」

过去十年中，教会在把福音带到世上尚未听过福音的
国家这事上，做了史无前例的进展，可是还有些国家
没听过。神极度渴望把他的福祉浇灌在渴想他的人
身上〈以赛亚书三十章18节〉，可是除非大使命完成
了，否则那天不会来到。

因此，崇拜是宣道事工的推动力，而除非大使命成功

问题与反思

地完成，否则神要的崇拜就不完全。每位跟随主耶稣
的人都蒙召要协助完成大使命这任务，不仅仅是牧师
或宣道士那些「专职人员」而已。神也许没呼召你去
向尚未传到的国家传福音，可是你能够而且应该支持
那些蒙召去做的人，并且为他们祷告。还有你肯定能
向你能影响的人传讲主耶稣。我们不晓得在主耶稣再
来之前，最后一个听到福音的是哪个国家，也不知道
谁是最后听到福音的人。那人可以住在遥远的国家，
也可能住在你的社区。

• 你翘首盼望主耶稣来实现他向爱他的人所给的
许诺那一天吗？你渴望他来吗？
• 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以便帮助大使命早日完
成呢？

去找找看在你的影响范围内和在全世界，你能做什么
以便帮助大使命大工告成。祷告求神打开你的眼睛，
看到哪些事工正在向世界各国传福音。最后想一想，
把在你的影响范围内，需要认识主耶稣的十个名字写
成一张名单。开始经常为名单上每个人的得救祷告，
也求神安排时间和地点，让你能分别与每个人分享你
对主耶稣的信心。
当你参与神在世上的圣工时，你与神的关系就会增
进。如果你选择不参与，他仍然会兴起别人去完成那
事工。一如我们已在查考「盼望」影片时看到的，神
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计划绝不会挫败。可是又如我们
在查考中看到的，愿意答应神的人，真是有福的。切
记当你与神同行时，你会在神里成长。愿神赐福你，
好叫你成为他的福气，也成为你四周世界的福气！

152

参考文献
•

Joshua Project. (© Joshua Project, A Ministry
of the U. 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s, 2006).
(http://www.joshuaproject.net/). Retrieved
December 11, 2006. The mission and
passion of Joshua Project is to identify and
highlight the people groups of the world that
have the least exposure to the Gospel and
the least Christian presence in their midst.

• The Traveling Team at http://www.
thetravelingteam.org/. This website, although
targeting college students, is a great place
to check out the Biblical basis of missions,
as well as to walk one through God’s heart
for the world from Genesis to Revelation
– a wealth of mission related resources.
Retrieved December 11, 2006.
•

Finish the Job (VHS). © Mars Hill
Productions, 1998. “A missionary doctor’s
passionate plea to trust God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taking the
gospel to every tongue, tribe and nation.”

•

The Great Commission – The Great
Adventure. (© AllAboutJesusChrist.org,
2002–2006). (http://www.allaboutjesuschrist.
org/the–great–commission.htm). Retrieved
December 11, 2006.

• John Piper, Tell How Much the Lord Has
Done for You! (© Desiring God Ministries,
2006). (http://www.desiringgod.org/
ResourceLibrary/TopicIndex/4/422_Tell_
How_Much_the_Lord_Has_Done_for_You/).
Retrieved December 11, 2006.

153

认识神
如何与神开始个人关系

如何与神开始个人关系
试想…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个个人关系！这是多令人兴奋的机会啊！当你读完下列资讯，就能了解一些关于
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基本议题。请不疾不徐地读，并且祷告求神让你对每个议题有正确了解。

思考这些真理

查考经节

1. 关于神
a. 他是圣洁的。他比你知的任何 东西或任何人都令人肃然起敬！他绝对公义。

以赛亚书二章2节
诗篇九十九篇3节
启示录十五章4节

b. 他是慈爱的。他的爱是完全的。 他爱你，要把最好的给你。

约翰壹书四章16节
约翰福音十章10节

c. 他是造物主。神创造了一切，包括你，因此他晓得什么对你最好 。 他也为你
的好处和他的荣耀制定了律法 。

歌罗西书一章16节
诗篇一三九篇13节
约书亚记一章8节
诗篇一章1 ─ 3节

2. 关于你和我
a. 我们都犯了罪。神造的第一个人， 亚当，不顺服神，而因为亚当的不顺 服，
一个名为罪的致命疾病就进入了 世界。身为亚当的属灵后裔，我们都被罪感染
了。而且一如亚当，我们都因违反神的律法而得罪神。

罗马书五章12节
罗马书三章23节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6节

b. 罪必须得到惩罚。因为神是圣洁与 公义的，他无法接受或忽视罪，因为如此
做会违反他的性格而且败坏他的 本性。对罪所做的惩罚，是与神隔绝和死亡。

罗马书二章5 ─ 6节
罗马书六章23节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2节

c. 我们无法用做个更好的人或做好事 来「抵消」我们的罪。任何得罪无限 之神
的罪，都带来无限的后果。人无法「想出」一个解决办法，甩掉罪的问题。惟有
神才能做到。如果必要，请复习第二十课。人最大的需要，不是变得更好，而且
换成新的〈第五十八课〉。

罗马书八章3 ─ 4节
彼得前书一章18 ─ 19节

3. 神的供应
a. 因为神爱你极深，就把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差派来为你的罪付上代价。主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把你 从罪和它的后果中救出来。可是死亡胜不过主耶
稣，他被埋在坟墓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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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五章8节
以弗所书二章4 ─ 6节

b. 通过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神把下列 东西提供给你：

哥林多后书五章15节

• 罪得赦免─你与神之间再也没有任 何阻隔。

使徒行传十三章38节
以弗所书一章17节

• 新生命与新的开始─他通过圣灵， 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你。圣灵会带领
你明白真理而且赐你力量胜过罪。

约翰福音三章3 ─ 8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17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3节
加拉太书五章16节

• 目的─神为你一生预备了一个计划，而且渴望你会发现你的命运。

以弗所书二章10节

• 永生─你将永远与神住在一起。

约翰福音三章16节

• 还有更多超出你想像的东西！

哥林多前书二章9节

4. 你的决定
a. 救恩是个礼物。神通过主耶稣提供 给你的是个礼物，虽说接受它不用花 钱，
但要能有这礼物却需付上昂贵的 代价。它使神付出的代价超乎我们的理解：要
神交出他的独生子。

以弗所书二章8节
罗马书六章23节
哥林多后书九章15节

b. 除非你接受那礼物，否则那礼物不 是你的。你无法赚取礼物，也不能硬 塞给
你礼物，而是非等到你选择接受 它，它才是你的。你是靠着信心，信 靠主耶
稣，来接受神的礼物。你若照下面这简单的祷告祷告，就能与神开始个人关系。

约翰福音一章12节
约翰福音五章24节
罗马书十章8 ─ 9节

「神啊！我的罪让我与祢一直隔离，感谢主耶稣，代替我死，把我从罪的惩罚和权势下救出来。
我现在已准备好让祢掌管我的一生。请赦免我的罪，用祢的圣灵充满我，使我成为祢要我成为的样式。
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如果你求神赦免你的罪，而且信靠了他的独生子耶稣，要紧的是要让别人知道。
你可以拨电话1-800-633-3446号，与「盼望」影片接待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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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你需要知道的，关于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重要讯息！
1.因为你已相信而且口里承认了主耶稣，你就得救了！〈罗马书十章9 ─ 10节〉
2.下面这些奇妙的事已发生在你身上：
• 你已重生，这是指你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彼得前书一章23节；哥林多后书五章17节〉
• 现在神的圣灵永远住在你里面，所以你能与神有个人关系，他也会赐你力量跟随他做你的主宰！		
〈哥林多前书三章16节；罗马书八章10 ─ 11节；哥林多前书六章17节〉
3.天上的天使为你决定信耶稣而高声欢唱，我们也与他们一同高兴。〈路加福音十五章10节〉
4.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赚得你的救恩〈是神赐下的礼物〉，所以现在你做的任何事也不能使你失去
那救恩。〈以弗所书二章8 ─ 10节；约翰福音十章28节〉
• 你已被神的圣灵盖上印记，而且保证你有永远的救恩。〈以弗所书一章13 ─ 14节；以弗所书四章30节；
哥林多后书一章21节〉
• 神的圣灵现在会对你的灵作见证，说你是神的儿女，而且你会永远与他同在。〈罗马书八章16 ─ 17节〉
5.非常要紧的是，你要在你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新关系中成长。这关系的成长来自跟神不断地说话和每天阅
读他的话，圣经。也来自与别的基督徒一同团契，敬拜，鼓励，有责任感，查经和服事。与别的基督徒一同
如此做，就称为教会。你需要找一个相信圣经而且教导圣经的教会，而且经常去聚会。
6.现在重要的是，高兴地把你做的这个决定，去告诉别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尽
量把你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至少告诉五个人。
最后，在你与神的成长关系中，有些基本事情你该去做。请去看本网站接下来的「在神里成长」部分，以便
有更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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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里成长
在你与神的关系中成长的基本要素

通过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而与神建立关系，是件美好无比的开始，可是那只不过是个起点而已。它也许是所谓
的「来信耶稣」这旅程的终点，可却也是另一个所谓「在神里成长」的旅程的起点。使徒保罗说道，「认识」
主耶稣基督是他一生最高的目标。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
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腓立比书三章10 ─ 11节〉。保罗把在神里成长视为他穷一生之力要努力
的工作，直到死亡把他直接带到神面前为止！
那么我们如何来认识我们伟大拯救的神，而且在他里面成长呢？有许多方式，可是时间长河向我们显示，有几
样是关键点。当我们读神的话，向神祷告沟通，与基督徒一同生活，告诉别人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以及凭信心
与顺服每天跟随他时，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由自主地增长。我们将简短地来查考每一项。

1. 查考神的话
小孩子若没得到适当的营养，绝不能成长为健康的成人，小孩子要吃饭才能长大。同样道理，神的话是属
灵粮食，能让每个成长中的基督徒得到滋养。使徒彼得鼓励主耶稣的跟随者，要像新生婴儿一样，「要爱

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
此」
〈彼得前书二章2 ─ 3节〉。一如吃的方式有许多种，也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汲取」神赐生命的话
语。请考虑这些做为开始：
• 每天读圣经。许多人已写好计划，每天读圣经的一部分。如果你是新基督徒，可以从约翰福音开始，
每天读几节，直到读完它，然后去读别的福音书〈马太，马可或路加福音〉或保罗写的「宣教士」书
信，比如：以弗所书或腓立比书。你也可去找一本「灵修」圣经，它会帮你每天选读一些圣经经文，
而且给你一些对那段经文该思考的事。
• 读完整本圣经。有些圣经版本也包括以系统方式读完整本圣经的指南在内，如果你的圣经没这种指
南，可以很容易去找到。有些可从网上下载： 						
http://www.navpress.com/Magazines/DiscipleshipJournal/BibleReadingPlans/
• 圣经里充满了神给你的许诺，请把他的许诺背下来而且常常默想。有些圣经版本在后面列出了神的一
些许诺，有些则可免费获得，把神许诺中的关键字打入搜寻处，就可得到：				
http://ww2.intouch.org/sit/c.7nKFISNvEqG/b.1034467/k.9C8E/Gods_Promises.htm
• 小组查经。与别的基督徒一同查考神的话，是能在见解与团体中成长的极好方法。在你的社区找一个
相信圣经的教会领袖，询问有没有你可以参加的小组查经。
无论哪种方式，查经的重点不是只是学术上或只为查经而查经，不是要得到「头脑的知识」，而是要更深更
完全地认识神，因为他的救恩计划中包括了你在内。现在你是他故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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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神交流沟通
祷告就是跟神说话，而且重要无比。有时候它也许看起来像单向沟通，可是不是。祷告包括对神说话以及聆
听他要说什么──他会通过他的话〈圣经〉、他的仆人、和他的圣灵的坚定、微小的声音说话。我们通过祷
告感谢他赐下的慈爱，承认我们的罪，为他是怎样的神而赞美他，向他发出祈求。在经常的祷告中，我们与
神的关系就会成长，我们的信心也会成熟。圣经说我们该为每件事祷告，而且该「不住地」祷告。的确，没
有任何事因为太小而不用带到神面前祷告，因为他是整个生活的主宰。
• 养成每天花一点时间与神在一起的习惯，学习对神说话，也聆听他的回答。有些人称这时间为「安静时
间」或「灵修时间」，可是它不见得是安静时间，在这段时间你可以大声祷告、唱赞美诗、或大声念出
圣经里的祷告词。要紧的是，一定要分出一段时间给神，而且不可为任何事而妥协，即使是每天早晨或
晚上心无旁骛的几分钟也行。
• 写下你的祷告。写下你的祷告能帮助你看到神怎么引导你，而且为神不仅信实地垂听你向他祈求的，而
且是你真正需要的，而赞美他。也请务必与别人分享神垂听的祷告，神对你的信实，也可用来建立别人
的信心！
• 请去到最后面「模范祷文」部分，查考主耶稣对祷告所做的教导。当主耶稣的门徒要求他教他们祷告
时，这是主耶稣的回答。许多人只以背诵或流于形式地说出这祷告，没怎么思考这些字的意思。当你查
考这祷告时，请思考每一部分，它对神不断地看顾和关心你说了些什么。
• 训练你自己保持整天与神有对话，有些人称这为「操练神的同在」。单纯地提醒你自己，神每天整天都
与你同在，而你有自由任何时候都能和他谈任何事。

3. 与别的基督徒有团契
一如已查考过的，当一个人来信基督以后，他就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一部分。一如一个物质身体，这
属灵身体的每一肢体都有特定目的，特定身分。一如手指头离开了手就无法完成他的功能，所以一个基督徒
若与当地教会没有关系，他就无法完全晓得和经历他的身分。团契对基督徒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圣经也警
告我们不可没有团契〈希伯来书十章24 ─ 25节〉。当我们与别的基督徒在团契中交流时，可以学到别的方
式无法学到的，关于神和我们自己的事。
• 当你开始信心的旅程时，找个离家不远，清楚教导 a〉信靠基督是惟一能认识神和得到永生的方式，
b〉圣经是神的话，的教会。
• 去发现如何在那教会服事基督的身体，好叫神能使用你而且使你长进。
• 忠心参加一个当地的教会，不仅你需要教会，你的教会也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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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别人分享你的信心
当一棵该结果子的树不再结果子时，就清楚显示它不是健康的树。一如健康的树会结果子，所以健全的基
督徒也会结果子，就是把主耶稣赐生命的真理与别人分享。如果你把神赐给你的生命据为己有，从不与别
人分享，至终那生命就会变得像一潭死水。当你把神赐给你的分享出去，他会将新的东西充满进来。把你
的信心与人分享，对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出于罪恶感，而是出于因神赐给你的慈爱而有的
喜乐与兴奋。
• 祷告求神帮助你写下一个他要你分享你信心的名单，现在开始祷告，求主让你知道何时该对不同
的人分享。
• 每天寻找机会与人分享，问神说：「你已预备好这人来听我必须分享的吗？」要愿意冒险，结果会比你
晓得的更令人兴奋。
• 你要熟悉本指南的「认识神」部分，好叫你能随时准备好回答别人在你身上清楚看到的盼望			
〈彼得前书三章15节〉。
• 练习以简单，对话方式来分享你信主的过程，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神会给你说你故事的机会！

５. 以倚靠神来学习信靠与顺服神
有人曾说，所有真知识都是顺服得来的结果；其他的只是资讯而已。如果你真想认识而且经历神，就必须
信靠而且顺服他──倚靠你从神得来的圣灵。顺服对基督徒不是可有可无，虽说我们的罪已得赦免，可是我
们不可能继续故意犯罪而平安无事，不可把神的恩典当做理所当然。我们可以确定，除非我们忠于神已赐下
的启示，否则他不会赐下更多的启示与了解。
当我们信靠和顺服神时，就会被改变得更像他，这称为「成圣」，是每位得救的基督徒该有的结果。神的
目标是「基督」在神的每个儿女心中「成形」〈加拉太书四章19节〉──而这过程不是自动发生，而是如一
位作者所说的「朝同一方向长久的顺服」所得的结果。

我们如何参与在这成圣的过程中呢？
• 通过学习神的话语。圣经是基督徒学习如何顺服神的最主要方法，我们读圣经不仅能从它学习东西，还
会因它而被超自然地改变──因为它是充满生命的书，带着能改变我们的能力！				
〈提摩太前书三章16 ─ 17节〉
• 当你与神独处时，求他向你显示，你生命中有哪些地方不顺服他的话。如果有地方你一直在挣扎，似
乎胜不过，就去请教信主久些，更有智慧的基督徒，他也许能帮助你一同走过那挣扎，而且让你对他
做交代。
• 时时刻刻学习聆听与回应神的圣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操练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可是你现在能够而且
必须开始去认识和回应主耶稣所说的「那位保惠师」，主耶稣派他来与我们同走人生的道路。
• 你如何因信主耶稣得到救恩，也请同样地学习时时刻刻信靠圣灵，得到顺服神的力量。义人不仅凭信心
得救，也要靠着使他们得救的信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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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神迹
记载在圣经里的主耶稣的神迹如下：

• 水变成酒〈约翰福音二章1 ─ 11节〉
• 治好一位大臣的儿子〈约翰福音四章46 ─ 54节〉
• 在犹太会堂，把鬼从一位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去〈马可福音一章21 ─ 28节；路加福音四章31 ─ 37节〉
• 医好彼得的岳母〈马可福音一章29 ─ 31节；路加福音四章38 ─ 39节；马太福音八章14 ─ 15节〉
• 第一次捕获一满网的鱼，而且呼召第一批门徒〈路加福音五章1 ─ 11节〉
• 医好麻疯病人〈马可福音一章40 ─ 45节；马太福音八章1 ─ 4节〉
• 医好瘫子〈马可福音二章1 ─ 12节；马太福音九章2 ─ 8节；路加福音五章17 ─ 26节〉
• 在毕士大池医治一个人〈约翰福音五章1 ─ 15节〉
• 医治手枯干的人〈路加福音六章6 ─ 11节；马太福音十二章9 ─ 13节；马可福音三章1 ─ 5节〉
• 医好罗马百夫长的仆人〈路加福音七章1 ─ 10节；马太福音八章5 ─ 13节〉
• 把一位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七章11 ─ 16节〉
• 把哑巴和瞎眼的邪灵赶出去									
〈路加福音十一章14 ─ 26节；马太福音十二章22 ─ 32节；马可福音三章22 ─ 30节〉
• 平静一场暴风雨〈马可福音四章35 ─ 41节；马太福音八章18 ─ 27节；路加福音八章22 ─ 25节〉
• 在加大拉〈格拉森〉医好被鬼附的人									
〈马可福音五章1 ─ 20节；马太福音八章28 ─ 33节；路加福音八章26 ─ 36节〉
• 医治血漏的妇人〈马可福音五章25 ─ 34节；马太福音九章18 ─ 26节；路加福音八章40 ─ 56节〉
• 使睚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马可福音五章21 ─ 43节〉
• 医好两个瞎子〈马太福音九章27 ─ 31节〉
• 赶出邪灵〈马太福音九章32 ─ 34节〉
• 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多人〈约翰福音六章1 ─ 14节；马太福音十四章13 ─ 21节；马可福音六章32 ─ 44节；
路加福音九章10 ─ 17节〉
• 在海上行走〈马太福音十四章22 ─ 33节；约翰福音六章15 ─ 21节；马可福音六章45 ─ 52节〉
• 把附在叙利非尼基族妇人女儿身上的鬼赶出去〈马太福音十五章21 ─ 28节；马可福音七章24 ─ 30节〉
• 医好一个聋哑的人〈马可福音七章31 ─ 37节〉
• 再喂饱四千多人〈马可福音八章1 ─ 10节；马太福音十五章32 ─ 39节〉
• 在伯赛大医好一个瞎子〈马可福音八章22 ─ 26节〉
• 从被鬼附的男孩身上赶出邪灵										
〈马可福音九章14 ─ 29节；马太福音十七章14 ─ 21节；路加福音九章37 ─ 42节〉
• 从钓上来的鱼口中拿出一个钱币〈马太福音十七章24 ─ 27节〉
• 医好生来瞎眼的人〈约翰福音九章1 ─ 41节〉
• 医好患十八年病痛的妇人〈路加福音十三章10 ─ 17节〉
• 医好患水臌病的人〈路加福音十四章1 ─ 6节〉
• 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1 ─ 46节〉
• 医好十个麻疯病人〈路加福音十七章11 ─ 19节〉
• 医好巴底买的眼睛〈马可福音十章46 ─ 52节〉
• 使无花果树枯死〈马可福音十一章12 ─ 26节〉
• 医好马勒古的耳朵〈路加福音二十二章49 ─ 51节；约翰福音十八章10节〉
• 第二次捕获一满网的鱼〈约翰福音二十一章1 ─ 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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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祷文
主耶稣教导的祷告文

如果你想学习该怎样祷告，会选择谁做你的老师呢？在马太福音六章9到13节，你能找到主耶稣亲自给你的模范
祷告文。他不是要你只背下它，而是教你该如何祷告，它被称为「所有祷告的真范本」。这个祷告文中的每一
节都指出祷告的一个重要层面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9节
祷告该开始的地方是神自己，祷告开始时要把你的心和思想放在神是怎样的神上面，不是在你自己和你的处境
上，这样会影响接着而来的每件事。主耶稣开始说他的模范祷文时，把两个似乎相反的真理放在一起，让人几
乎无法理解，这祷文能在同一口气中说神是你的父亲。神以热烈、完美、温柔、无条件的爱爱你，但他也是圣
洁的。他的荣耀与威严是那么强烈，以致他宝座周围的天使都必须遮住眼睛和脚，才不会因见到他而无地自容
〈以赛亚书六章2节〉。祷告涉及十分的亲密和敬畏。
一位五星上将，是军中最高阶层的将领，也许有许多人晓得他，当他走过时，大部分人都会起立向他致敬。
可是他最爱的人〈他的妻子、孩子，等等〉亲密地认识他，可以随时去见他。世上许多人晓得神，可是身为
他的儿女，我们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父亲面前。通过祷告我们可以随时进到他的宝座前......我们也知道他渴望我
们来见他！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希伯来书四章16节〉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15节〉
神造我们时使我们极度需要父亲，许多人在这需要上从未得到满足。父亲是保护和供给孩子需要的人，以智慧
和慈爱指导和装备孩子过有蓬勃发展的人生。神渴望成为你的父亲，在看下去之前，想一想有这位圣洁，全
能，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做你的父亲，这具有何等意义！要尊敬他而且接受他的爱。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10节
由于他是神，你天上的父亲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在你说出之前，他已知道你要说什么。那么为什么还要祷告
呢？祷告〈以及所有受造之物〉的终极目的，是要荣耀神。通过祷告你享有不可思议的特权，来参与在神伟大
无比的永恒计划中。祷告不是要让神做他不想做的事，祷告是让我们能支取神的旨意的渠道。祷告是让神把他
的旨意带入这世界的渠道。
主耶稣说：离了他，我们就无法做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5节〉。如果你把主耶稣的话当话，那么离开他，我们
连祷告都不能。还记得神是用他的话，造出世界〈诗篇三十三篇6，9节〉。当你与神越来越亲近，查考他的话
语，顺服地与他同行，祷告时聆听他的回答，圣灵就会使用你在祷告的时候，让他的旨意进入这世界，「愿你
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领悟到神的旨意是完善和美好的〈罗马书十二章2节〉，
而且他能做出远超过你能祈求或想像的事〈以弗所书三章20节〉。就某种意义来说，你通过祷告能得到的，就
像一个没有金额限制的特别支出账户。支出账户是所有支出都是为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在这情况下，就是神
国度的事工。我们当中许多人从未从那账户支取任何东西，即使支取，也比为我们准备的，少得可怜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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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提出支取的要求，却遭到否决，那是因他的要求与那账户该有的目的不一致。请来发现如何通过祷告支
取神为你预备的一切！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雅各书四章2 ─ 3节〉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11节
当你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时，你已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神，而且你的福利变成了他的责任。他是你父亲，而
且承诺会提供他呼召你去过的生活的一切所需〈诗篇三十七篇25节；腓立比书四章19节〉。有人说过，以神的
方式做神的工作，就绝不会缺乏神的供应。这句话最常用在主的圣工上，可是也可同样应用在人身上。
可是为什么要说「日用〈每天〉」呢？首先，倚靠神供给你每天的需要，会让你和神的关系一直保持现在式与
新鲜。其次，也可帮助你看清在你的需要和神的供应之间的关系。切记祷告的终极目的，不是得到东西或做成
某事，而是荣耀神。然而，当你以特殊的方式为特殊的需要祷告，也以特殊的方式获得垂听时，神就会对你更
加真实，也会对你周遭晓得他做了什么的人更真实。他会得到荣耀，你也会更了解他的性格，他的本性，和他
做事的方式。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腓立比书四章6节〉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12节
有位作者曾观察到：「一如饭和面食是身体的第一个需要，赦罪也是灵魂的第一个需要......它是进入父神所有
的慈爱与神儿女所有特权的入口。」本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大工，神就为你曾经犯下和以后会犯的每一个
罪，提供赦罪这礼物。可是要让礼物成为你的，你必须接受它才行。当你信靠基督做你的救主时，你就进入神
的赦免。当你承认你的罪，而且原谅得罪你的人，就能走在神的赦罪带来的自由与福祉中。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壹书一章9节〉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六章15节〉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13节
第11节带领你为身体的需要祷告，第12节带领你为灵魂的需要祷告，第13节则带领你为属灵的需要祷告。彼得
前书五章8节提醒你「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可是你不用害怕，因为约翰壹书四章4节提醒你，「那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比那在世界上的〈撒旦〉更大」
〈括号是加上去的〉。
神提供你能打败那位敌人所需的每个属灵资源，一如你能支取神供应的身体和灵魂的需要，你也能通过祷告支
取这些属灵资源。请注意到在第10到13节里所有的代名词都是复数，所以不仅要为你自己的需要祷告，也要为
别人的需要祷告，为别人祷告称为代祷。试想你的朋友中许多位现在正被我们的那位敌人悄悄跟踪，有些甚至
被邪恶的属灵势力捕获。通过祷告你有特权参与在他们的拯救当中！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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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圣经翻译版本都有第13节的这部分，可是为了本研读指南的目的，请思考这节强有力地宣告，它赞
美神，而赞美确实是已得到与神有亲密团契这福祉的人该有的回应。
我们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读到，当以色列民不可思议地亵渎神之后，摩西与神所做的对话。摩西有许多话要对
神说，在他们对话快结束时，摩西告诉神，如果神不与他同去，他就不愿向前走。当你要结束对神的祷告时，
也不会想要没有他的同在同去的感觉，对吧？
圣经教导说，神住在他子民的赞美中〈诗篇二十二篇3节〉。当你赞美神时，就在邀请他在你生活中彰显他的同
在，而黑暗的势力就会逃跑，因为它们无法站立在神面前。

「阿们。」
「阿们。」这字直译是「诚心希望如此」，有位作者这么说：「在我们祷告后面加上『阿门』，就像法官在判
决后用木槌往桌上用力一敲，宣告：『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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