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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7:17-20       凡好樹都結好果子,

唯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

樹不能結好果子……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

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既然你是一個基督徒， 

你就必須努力研讀聖經——神的話語。 
 
     祂的話是你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祂的話使你得著餵養。 
 

     祂的話使你得著力量。 
 

     祂的話使你得著裝備。 

 

     祂的話使你得著啓示。 
 

     祂的話激勵你去傳福音。 
 

祂的話告訴你：你一生要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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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創世記》札記  
 

                                   賀倍恩  
 

 

     【
1
挪亞的兒子閃、含、雅弗的後代記在下面。洪

水以後，他們都生了兒子。2 雅弗的兒子是歌篾、瑪

各、瑪代、雅完、土巴、米設、提拉。 
3 
歌篾的兒子

是亞實基拿、利法、陀迦瑪。 4 雅完的兒子是以利

沙、他施、基提、多單。 
5 
這些人的後裔，將各國的

地土、海島分開居住，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

國】（創10：1-5）： 

 

     【1挪亞的兒子閃、含、雅弗的後代記在下面。洪水以後，他們都生了兒子】（10：

1）： 

 

     1、 人名、地名、國名  

 

     毫無疑問，挪亞是洪水之後新世界的人類祖先，他的三個兒子也成了世界不同民族的祖

先。他們的後代不斷繁衍、擴展，成了民族或國家，他們後代中的人名，有些也就成了國

家、民族或城市的名字（可能他們創始人以自己的名字來命名這些國家、民族或城市，也有

可能他們的後代爲了尊敬他們的祖先，而以祖先的名字來命名）。 

 

     以下這一段話摘自網頁：    

     http://www.edzx.net/chajing/Old%20Testament/01Gen/01CT10.htm 

     有聖經學者認為，當聖經述說『某某人的兒子』時，是在強調『某某人』；而述說『某

某人生誰』時，則在強調『誰』。例如「含的兒子是古實...」(6節)，重點是『含』；「古

實又生寧錄」(8節)，重點是『寧錄』。 

 

     2、雅弗、含、閃的子孫 

 

     聖經講到挪亞兒子的時候，常稱“閃、含、雅弗”（參創 5：32；6：12；9：18；10：

1），但是在講述他們子孫的時候，從雅弗的子孫講起，直講到閃的子孫。也許這是要特別強

調閃的子孫，因爲亞伯蘭（神後來為他改名為亞伯拉罕）是閃的子孫。   

     創世記整整第十章講了雅弗、含、閃的後裔；緊接著，第十一章從閃的後代講到亞伯

蘭。 

 

     3、人類的祖先 

 

     人類肉身的祖先已經從亞當推倒挪亞，但是人類屬靈的祖先（因信稱義的祖先）卻從亞

伯拉罕開始。 

                                       1 



     【2 雅弗的兒子是歌篾、瑪各、瑪代、雅完、土巴、米設、提拉】（10：2）： 

 

     1、我們無法掌握充分的人類早期的生活資料 

 

     聖經學者對挪亞兒子閃、含、雅弗後裔的認識（他們的人種、歷史、居住地方等）基本

上有一致的觀點，但是對某些枝節方面，卻也有不同的看法。顯然這是因爲我們無法掌握充

分的人類早期生活資料而引起的。 

 

     2、雅弗的兒子 

 

     本節講述雅弗的兒子。雅弗是印歐語系人的祖先，他們的地域範圍從印度到西歐各沿海

地區。 

     歌篾產生了西歐民族。 

     瑪各形成了北歐和俄羅斯民族。 

     瑪代形成古代米底人，他們成爲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人。 

     雅完產生南歐和希臘民族（參但8：21，10：20）。      

     土巴：提巴利尼族（Tibareni），黑海東南部，今土耳其境内。 

     米設:莫司科伊人（Moschi），現南俄以及南俄周圍等地的民族。 

     提拉：東南歐民族的祖先。 

 

     【3 歌篾的兒子是亞實基拿、利法、陀迦瑪】（10：3）： 

 

     本節經文講述歌蔑的兒子。 

     亞實基拿：德國人的祖先。 

     利法：古凱爾特人，今為愛爾蘭人、高地蘇格蘭人、威爾斯人，康沃爾人（英國），馬

恩島人（馬恩島是位於英格蘭和愛爾蘭之間的海上島嶼，是英國皇家屬地）。 

     陀迦瑪：亞美尼亞人祖先。 

 

     【4 雅完的兒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單。 5 這些人的後裔，將各國的地土、海

島分開居住，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10：）： 

 

     1、雅完的兒子 

 

     以利沙（參結27：7）：意大利人的祖先。 

     他施：西班牙人的祖先。 

     基提：塞浦路斯人的祖先。 

     多單（又名羅單，參代上1：7）：希臘人的祖先。 

 

     2、他們分散居住 

 

     他們分居各地，亦佔領海島，這是神的心意，因爲神

造人之初（並在洪水之後，新世界之初），就吩咐人說，

要生養衆多，遍滿地面（參創1：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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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隨各的方言”（10：5） 

      

     事實上“這些人……分開居住，各隨各的方言”是巴別塔以後的事了。洪水之前人們都

說同一种語言，直到造巴別塔之前人們都說同一种語言。 

     有些聖經學者認爲人類當時說的統一語言是希伯來文。他們的理由是從亞當到挪亞，以

及挪亞的兒子所使用的都是希伯來名字（有希伯來名字的意義）。比如瑪土撒拉名字的意思

是“他的死會帶來”（果然他死的那年洪水汎濫）。但是挪亞的後代寧錄（參創10：8）卻不

是希伯來名字，而是巴比倫名字。 

     但是也有聖經學者反對上述觀點，他們也有反對的理由。比如，亞伯拉罕家鄉不是講希

伯來話的，而是講亞蘭語的（參創31：47）。希伯來話是迦南地的語言（雖然希伯來語也是

一種閃族的語言）。 

 

     【
6 
含的兒子是古實、麥西、弗、迦南。 

7 
古實的兒子是西巴、哈腓拉、撒弗他、拉

瑪、撒弗提迦。拉瑪的兒子是示巴、底但。 
8 
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 

9 
他在

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 
10 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甲、甲尼，都在示拿地。 11 他從那地出來往亞述去，建造

尼尼微、利河伯、迦拉， 12 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就是那大城】（10：6-12）： 

 

     【6 含的兒子是古實、麥西、弗、迦南。】（10：6）： 

 

     含是非洲人和中東地區居民的祖先。本節經文講述了含的兒子。 

     古實這家族分爲兩支。古實的兒子寧錄（10：8）建巴比倫，另一支建立古實（古代北

非區域，大致位于今天的蘇丹）。 

     （注：其實古實人不僅住非洲，也移居阿拉伯半島和南亞。） 

     麥西是埃及人的祖先。 

     弗是北非利比亞人的祖先。 

     迦南是迦南人的祖先。 

 

     【7 古實的兒子是西巴、哈腓拉、撒弗他、拉瑪、撒弗提迦。拉瑪的兒子是示巴、底

但】（10：7）： 

 

     1、古實的兒子 

 

     西巴成爲古代阿拉伯一部落，後移居非洲。 

     哈腓拉：這裡的哈腓拉是含的後代，他的最初領土可能在今天的也門境内。 

     撒弗他的最初領土無法確定。 

     拉瑪的最初領土不詳，可能在阿拉伯半島東南角（也有人認爲在半島的西南）。 

     撒弗提迦的最初領土在非洲，但是確切位置不詳（聖經學者對其位置沒有統一的看

法）。 

 

     2、拉瑪的兒子 

 

     示巴最初領土大約在阿拉伯半島西南角，他的子孫向西北擴展，與希伯（創10：25）後

代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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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但的最初領土可能在今阿拉伯半島的西北部。 

 

     【
8 
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 

9 
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

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10：8-9）： 

 

     1、“世上英雄之首”（8節） 

 

     寧錄名字的意思是“有膽量”、“反叛”。 

     寧錄是一個強壯，很有力量的人，但是這個“世上英雄之首”，是一個帶領人反叛神的

首領。他建立世上第一個帝國，巴別（巴比倫的前身）。他所統治的巴別，是人類第一次組

織起來反叛神的地方。 

 

     2、“英勇的獵戶”（9節） 

 

     寧錄不是一個獲取野味的獵戶，而是取人性命的獵戶；他殺的是人而不是動物。他憑藉

勇力成爲一個暴君，一個專制統治者；憑藉武力建國，鞏固他的王國。 

 

     【10 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甲、甲尼，都在示拿地。 11 他從那地出來往亞述

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 12 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就是那大城】（10：

10-12）： 

 

     1、建國在示拿地 

 

     寧錄的國如下： 

     巴別：巴別城後發展成巴比倫城（今已成爲廢

墟），位于兩河流域南部，在示拿地(或稱迦勒底地)，

今位於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南約80公里處。 

     以力：位於巴格達東南約250公里處，曾是巴比倫

重鎮，今已成爲一群土丘。 

     亞甲：示拿地古城。 

     甲尼：示拿地古城。 

     以上這些國都在示拿地，即巴比倫平原。 

 

     2、建國在亞述 

 

     亞述的疆域在今巴格達城以北，底格里斯河兩岸。 

     尼尼微：考古資料證明，這是一個6000多年前的古

城，當然它早已成爲廢墟。 

     利河伯：位置不詳，應該在尼尼微大城附近。 

     迦拉：今伊拉克境内，尼尼微古城遺址南面約40公

里處，已成廢墟。 

     利鮮：經文說，在尼尼微和迦拉中間，但對其確切

位置人們還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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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麥西生路低人、亞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希人、 14 帕斯魯細人、迦斯路希

人、迦斐托人，從迦斐托出來的有非利士人。】（10：13-14）： 

 

     1、麥西的兒子（13、14兩節經文中的麥西後代的名

字也成了地名） 

 

     路低：地中海南岸，今利比亞東北部。 

     亞拿米：位于北非，今埃及西部。 

     利哈比：地中海南岸，今利比亞西北部。 

     拿弗土希：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地區（南自開羅，北

至地中海）。 

     帕斯魯細：今埃及境内，開羅市以南的河谷和兩側

地區。 

     迦斯路希：位置不詳，可能在埃及南部。 

     迦斐托：地中海中央的革哩底島（Crete）。 

 

     2、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原來是住迦斐托一帶的海上民族，他們移

居到地中海東南岸，在迦南地曾為以色列人的勁敵。 

      

     【15 迦南生長子西頓，又生赫， 16 和耶布斯人、亞摩利人、革迦撒人、 17 希未人、

亞基人、西尼人、 18 亞瓦底人、洗瑪利人、哈馬人。後來迦南的諸族分散了。 19 迦南的境

界是從西頓向基拉耳的路上，直到加薩；又向所多瑪、蛾摩拉、押瑪、洗扁的路上，直到拉

沙。 20 這就是含的後裔，各隨他們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國】（10：15-20）： 

 

     1、從迦南的長子西頓（人名成了地名）到哈馬人（15-18節） 

 

     西頓是迦南的長子，他佔據地中海東岸地區，今黎巴嫩境内。 

     赫是迦南的次子，他佔據，並發源於亞蘭北部一小地方，亞伯拉罕時期，赫人也有撒居

迦南地的（參創15:20;23:3）。 

     耶布斯：以耶布斯城為中心的地區。耶布斯城為今耶路撒冷城中的一區。 

     亞摩利：亞摩利人的最初發源地不祥，他們散居各地（也曾佔領過米所波大米南部兩個

大城）。亞摩利人是迦南地的主要民族。在以色列人未進迦南時，聖經有將亞摩利人代表迦

南地人（參創15:16）。 

     革迦撒：發源地不祥。革迦撒人散居迦南各地。 

     希未：希未人居住迦南各地。按照聖經記載，他們曾住示劍城（參創34:2），以及住 

基遍、基非拉、比錄、基列耶琳四城（參書9:6）。以色列人進迦南後，黎巴嫩山腳下的一支

希未人與以色列人講和（參書11:19,士3:3）。   

     亞基：它的最初領地位于西頓北面約130公里之處。 

     西尼：今敍利亞境内。 

     亞瓦底：它最初佔領今日名叫盧沃德（Ruwad）的地中海小島。該島今屬敍利亞。 

     洗瑪利：今敍利亞境内。 

     哈馬：今敍利亞北部哈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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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從西頓向基拉耳的路上，直到加薩”的境界（19節上） 

 

     迦南：神對亞伯拉罕所應許的迦南地，可參創15：18。 

     基拉耳：加薩東南約18公里，別是巴西北約27公里之處。 

     加薩：希伯倫西面約61公里，別是巴西北約45公里之處，今迦薩走廊的首府。 

     “從西頓……直到加薩”(19節):西頓、加薩均在地中海東岸，但西頓在北面，加薩在

南面。本節經文把迦南地的南北定為：從西頓到南地。 

 

     3、“向所多瑪……的路上，直到拉沙”的境界（19節下） 

 

     所多瑪、蛾摩拉、押瑪、洗扁：它們的確切位置不詳，大約都在死海東南角，灕三半島

南面的海底某處。 

     拉沙：確切位置不詳，大約在死海東岸，拿哈列河口以南約2公里處。 

     本節經文把迦南的東西方向定為：從地中海東岸至拉沙。 

     （注：不同的經文，不同的時期，對迦南地境界範圍的描述有所不同。） 

 

     4、含的子孫、土地、邦國 

 

     創世記10章6至20節，充分詳細地描述了含的後代，以及他們當時所佔領的土地，他們

也形成他們各自的宗族和方言。 

 

     【21 雅弗的哥哥閃，是希伯子孫之祖，他也生了兒子。 22 閃的兒子是以攔、亞述、亞

法撒、路德、亞蘭。 23 亞蘭的兒子是烏斯、戶勒、基帖、瑪施。 24 亞法撒生沙拉，沙拉生

希伯。 25 希伯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名叫法勒，因為那時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約

坍】（10：21-25）： 

 

     1、閃的兒子(21-22節) 

 

     閃是東方民族的祖先。 

     以攔是閃的長子，他佔領的土地大約相當於今天伊朗

西邊的庫茲斯坦省。 

     亞述是閃的次子，他最初在亞述帝國的發源地。 

     亞法撒最初的疆界位於今天的伊朗西部。  

     路德最初的土地在小亞細亞西部。 

     亞蘭最初佔領區域大約在今日敍利亞的東北部。 

 

     2、亞蘭的兒子(23節) 

 

     烏斯所佔據的土地位置不詳，七十士譯本附錄說它在以東和亞拉伯的邊界（現代聖經學

者認爲它在阿拉伯半島中部）。 

     這可能就是約伯所住的烏斯地。 

     戶勒的土地確切位置不詳，可能在烏斯地以南，今敍利亞南部。 

     基帖疆土的確切位置不詳，可能在今阿富汗東北部。 

     瑪施所佔土地可能位於今幼發拉底河口，靠近查拉克斯（Cha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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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亞法撒生沙拉(24節上) 

 

     沙拉所佔疆域已無法查考。 

     路加福音3：36記載：“ 沙拉是該南的兒子，該南是亞法撒的兒子，亞法撒是閃的兒

子，閃是挪亞的兒子，挪亞是拉麥的兒子。” 

    （注：不少聖經學者認爲“該南”不應該在家譜中出現，因爲本節經文<創10：24>、創

11：12 、代上1：24都沒有提到“該南”。但是聖經七十士譯本卻在本節經文中有“該

南”，所以也有些聖經學者認爲，“該南”只不過在別處經文中被略去了而已。） 

     在聖經中，如果甲生乙，這並不是說甲一定是父親，乙一定是兒子（可能其中有略去的

人）；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甲是先輩，乙是後代。聖經中的“兒子”有時指後代。

而且，如果乙是甲的兒子，這並不表明乙就一定是甲所生的。路加福音3：23就是這樣的例

子：“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依人看來，他是約瑟的兒子，約瑟是希里的兒子” 

 

     參網頁：http://www.edzx.net/chajing/New%20Testament/42Luke/42CT03.htm 

          『某某是某某的兒子』，以表明前者不一定是後者所親生，例如：主耶穌並非 

     約瑟所生，約瑟也非希里所生（筆者注：解經家一般認爲，約瑟是希里的女婿）。 

 

     4、沙拉生希伯(24節下) 

 

     希伯所佔土地無法詳細考察，但是希伯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所以希伯所佔之地很可能是

迦勒底，或巴旦（巴旦是亞蘭地簡稱，參創25:20,28:2,31:18等）。巴旦是以哈蘭城為中心

的一個平原，聖經又稱之爲米所波大米（參創24:10）和“兩河間的亞蘭”（參詩60篇）。 

    

     5、希伯的兒子(25節) 

 

     法勒最初疆界不詳，可能是今天法爾格（Phalga）的城市，位於哈博河和幼發拉底河交

匯處。  

     約坍的最初疆域大約在阿拉伯半島的中部。有些聖經學者認爲他是阿拉伯國家的始祖。 

      

     【26 約坍生亞摩答、沙列、哈薩瑪非、耶拉、 27 哈多蘭、烏薩、德拉、 28 俄巴路、

亞比瑪利、示巴、 29 阿斐、哈腓拉、約巴，這都是約坍的兒子。 30 他們所住的地方，是從

米沙直到西發東邊的山。 31 這就是閃的子孫，各隨他們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

國】（10：26-31）： 

      

     1、約坍的兒子 

 

     亞摩答的最初領土大約在沙特阿拉伯的東北角。 

     沙列的最初疆界可能在今日也門的領土内。 

     哈薩瑪非的最初疆域在今日也門領土内。 

     耶拉的最初疆界可能是今天阿拉伯沙漠中北部以推瑪城(Tayma)為中心的一個大綠洲。 

     哈多蘭最初領土的確切位置不詳，可能在阿拉伯半島中部。 

     烏薩的最初疆界可能在今天的也門領土内。 

     德拉最初佔領土地可能在今日麥加城以南。 

     俄巴路最初領土可能在今日也門西海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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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比瑪利的領土不詳，可能在阿拉伯半島内。 

     示巴：這裡經文（創10:27）所講的士巴是希伯的後代。參創10:7，含和古實的後裔中

也有一位示巴。他的子孫向西北擴展，與希伯的後代混合。約伯記1:15也說到示巴人（可能

是亞拉伯沙漠中某地遊牧民族）。 

     一般聖經學者認爲上述三種示巴人混合成一個大族，建立了示巴王國，在今日的也門領

土内。 

     阿斐的領土位置不詳，可能為非洲某地（也有人認爲在印度）。  

     哈腓拉：這裡的哈腓拉是閃的後裔。按照創2:11所述，比遜河環繞哈腓拉，可見哈腓拉

坐落在波斯灣。 

     約巴的最初領土不詳，可能在今天阿曼的西南部。   

      

     2、約坍後裔所居住的地方 

 

     米沙的位置不詳，可能在今天的伊朗境内。 

     西發的位置不詳，有人認爲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島南部。 

     總之，約坍後裔所居之地基本上是從兩河流域至阿拉伯半島。 

 

     【32 這些都是挪亞三個兒子的宗族，各隨他們的支派立國。洪水以後，他們在地上分

為邦國。】（10：32）： 

     至此雅弗、含、閃的子孫已經被描述得很清晰了。這對聖經以後論到人類發展有相當重

要的意義。雖然這是整個人類的族譜，但是按著神的美意，閃的族譜在以後講述亞伯拉罕的

出生時佔有重要的地位，它使我們知道亞伯拉罕出生於哪一宗，哪一族；在講述耶穌基督出

生時，又在耶穌基督的家譜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待續） 

                                     

                                 本文作者 賀倍恩  基督教懷恩堂主任牧師                             

                                 該教會網頁    http://gccc52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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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註釋 
 

                                          ◆金春葉◆ 
 

            《哥林多後書》第九章 (續) 
 

序言 
 

     繼八章之後，保羅在本章進一步討論聖徒捐獻的事情，出於甘心樂意的多多的捐獻，是

蒙神喜悅的。 

 

     【論到供給聖徒的事，我不必寫信給你們】（9：1）： 

     “供給聖徒的事”----繼續講論捐獻給耶路撒冷貧窮信徒的事工。 

     “不必寫信給你們”----哥林多教會信徒應該知道，也已經知道這事工的美善，應當盡

自己力量去做。 

 

     【因為我知道你們樂意的心，常對馬其頓人誇獎你們，說亞該亞人預備好了，已經有一

年了，並且你們的熱心激動了許多人】（9：2）： 

     “常對馬其頓人誇獎你們，說亞該亞人預備好了”----亞該亞是羅馬帝國的一個省，哥

林多是它的省會，在這裡保羅用“亞該亞人”來代替哥林多教會的人。 

    “馬其頓”當時也是羅馬帝國的一個省，但在亞該亞的北面，大約是今日希臘

的北半部，和阿爾巴尼亞、前南斯拉夫的南部地區。 

     保羅知道哥林多教會有樂意捐獻的心，所以他在馬其頓人面前已經誇獎了哥

林多信徒。 

     “已經有一年了”----哥林多信徒有這捐獻的心已有一年了，大約在哥林多人有這心意

的時候，保羅就在馬其頓人面前誇獎他們。 

    “激動了許多人”----保羅對他們的誇獎成了別人的激勵。     

 

     【但我打發那幾位弟兄去，要叫你們照我的話預備妥當，免得我們在這事上誇獎你們的

話落了空】（9：3）： 

     “幾位弟兄”----提多和另外兩位弟兄（參林後 8：16-22）。 

     “免得……誇獎你們的話落了空”----這是保羅出於真誠的提醒，他願意哥林多信徒能

夠按照他們所許諾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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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一有馬其頓人與我同去，見你們沒有

預備，就叫我們所確信的反成了羞愧，你們羞

愧更不用說了】（9：4）： 

     哥林多教會最終沒有使保羅的誇獎落空

（參羅 15：25-26）。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幾位弟兄先到你

們那裡去，把從前所應許的捐資預備妥當，就

顯出你們所捐的是出於樂意，不是出於勉強】

（9：5）： 

     保羅恐怕哥林多信徒拖延時間，到時無法

一下子抽出所許諾的捐獻數目，所以讓那“幾

位弟兄”先去敦促辦成此事。可見保羅做事極

具周密思考和計劃性。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

的】（9：6）：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保羅把

捐獻比喻成種地。甘心樂意的自發性的樂捐，

捐獻比喻成如同農夫種地一樣：發芽、扎根、結果，這會使農夫的生活得到滋潤。同樣，樂

捐也會成為上帝的祝福，這使樂捐者的生活得到滋潤。如同農夫並不吝嗇撒種一樣，人歡喜

樂捐的時候，上帝的福份會臨到他。顯然，這是對捐獻態度是否‘大度’或‘吝嗇’的提

示。所以基督教的奉獻是以徹底的‘無我性’為原則的；另一方面，這也有從神得賞賜的應

許（路 6：38）。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9：7）： 

     “作難”——人勉強奉獻以後，覺得自己受到經濟上的虧損而憂傷的狀態。奉獻後憂愁

的原因： 

     1、奉獻的動機有問題。 

     2、不是因為愛主而奉獻。 

     3、過於顧及他人的視覺而做的奉獻。 

     “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參箴言 22：9。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夠行各樣的善事】

（9：8）： 

     “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神將各樣的恩惠（物質上

的和屬靈上的各種恩典，包括屬靈恩賜）多多地加給我們，達到充足的地步，這使我們能夠

行各樣美善的事情。 

 

     【如經上所記：‘他施舍錢財，赒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9：9）： 

     “如經上所記”——詩篇 112：9。 

     “他施舍錢財……仁義存到永遠”----敬虔信徒的善行必要得到紀念。 

     1)錢財本是物質的，對我們來説是暫時性的東西，我們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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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捐獻出去，用在屬神的事工上，果效會存到永遠。 

     2)錢財本是物質的，但是我們把它用在屬神的事工上，神也會按照他的美意，在屬靈上

賜給我們福份。 

     3)錢財本是物質的，屬地的東西，但是我們把它用在神的事工上，我們會積財寶在天

上。如果我們盡忠服事主，將來我們要得榮耀的冠冕。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

子】（9：10）： 

     “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這裡的“種子”可指物質上的東西，我們的財物被

神所用，神不僅在屬靈上恩待我們，在物質上也可以賜福給我們，使我們有更多的施捨、行

善、捐獻的機會和能力。於是，我們“仁義的果子”就多而又多。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9：11）： 

     如果哥林多教會能夠甘心樂意地奉獻，上帝必要更加豐豐富富地賜福給他們。這是美好

的，屬靈的循環：施捨----用於神的事工，榮耀神名----神使他們富足----更可為神的事工

付出，更榮耀神的名。    

 

     【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

乏，而且叫許多人越發感謝神】（9：12）： 

     這是自發性的，沒有任何強制性要求下

的被迫供給。保羅也藉此強調自己的募捐行

為沒有帶任何強制性的要求。這種自發行為

不是看得見的簡單救濟行為，而是在上帝面

前的獻身行為（參腓 2：30）。 

 

     【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

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福音，多多地捐錢

給他們和眾人，便將榮耀歸與神】（9：

13）： 

     “他們”——耶路撒冷教會的貧窮信徒。 

     “憑據”——1）由外邦人組成的哥林多教會確實接受了福音。2）教會與教會之間確實

建立了屬靈的交通。 

     “順服他的福音”——實踐了自己所信福音的結果，必然導致上帝得榮耀。 

     “他們和眾人”——‘他們’指耶路撒冷信徒，‘眾人’可以包括耶路撒冷教會在內的

所有基督徒團契。 

 

     【他們也因神極大的恩賜顯在你們心裡，就切切地想念你們，為你們祈禱】（9：

14）： 

     “為你們祈禱”——作為蒙恩的耶路撒冷教會，自然要為施恩的哥林多教會獻上祈禱。

這是超越種族、歷史、文化、時間、空間、身份、地位、背景的屬靈交通。這也是哥林多教

會的‘屬靈果子’。 

     “想念”——渴望見面。這不是因為得到物質幫助而留下的感激，而是認同彼此都是依

靠上帝的恩惠而生活在人間世界，只有教會之間的親密關系才能見證各自肢體是同屬於基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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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9：15）： 

     “恩賜”——人們對這裡‘恩賜’的不同看法： 

     1）按著本章經文結構順序解釋：因著哥林多教會的奉獻，結出屬靈‘果子’。 

     2）按上帝的恩賜是廣闊無邊的解釋：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很難確定哪一個觀點是准確的，因為第一個觀點是建立在整章語法的基礎上，第二個觀

點是建立在保羅整個書信的信息上。 

     九章結束的時候，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當時保羅寫信的時候，9章後半部分（從 12 節

開始）的內容還是屬於未來，當時並沒有真正得到實現。保羅憑著對哥林多教會的信任而做

出稱贊（2節），而且也是確信耶路撒冷教會的反應，所以用肯定的語氣做出了說明（13-14

節）。 

               （待續） 

 
                                         本文作者 金春葉  北維州華人浸信會牧師       

                                         該教會網頁 http://www.nv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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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嘉禾 ■ 

讀經：詩篇 65：9 

     關於神的河滿了水這個信息，上一次是從舊約的歷史和先知書來領受的，現在要從新約

來理解。新約裡也有兩條神的河。一條被描述為：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

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參約 7：37-38)。另一條描述在啟示錄 22 

章裡，在聖城新耶路撒冷當中，有一條生命水的河在涌流，河兩邊的生命樹，按月結果子。 

 

     我們看新約，滿了水與滿船，滿網有關係。路加福音 5章和約翰福音 21章都講到彼得

打魚，兩次都打不好，失敗了。路加福音告訴我們，他們打了一夜，船是空的，沒有打著什

麼。約翰福音 21章也告訴我們，那一夜他們沒有打著什麼，網是空的，到了早晨，沒有什麼

吃的東西，他們極其疲倦、困乏、灰心、失望，在他們面前擺著的是空船，空網，他們毫無

所獲。可是主耶穌發命令，要把船開到水深之處，指出他們所以失敗，是船的位置錯了，在

水淺之處（參路 5章），他們怎麼能夠得到滿足的收獲呢? 很明顯，水淺之處，水量不夠；

水深之處，才滿有水。 

     水深之處帶出的狀況是： 

     1）離岸較遠， 

     2）會遇風浪。 

     船離岸越遠，危險越大。船開到水深之處，風浪越大。敢冒風險，敢遇風浪，把船開到

水深之處，才會有收穫。要滿船，就要敢歷風險。為了福音，為了見證，我們要把船開到水

深之處。 

 

     以禱告的例子來說，我們的禱告常常太膚淺了，只停留在求平安上面。讓我們來看看約

書亞和以利亞的禱告，他們的禱告是滿有信心的禱告。 

     1）約書亞的禱告：“日頭阿，你要停在基遍。月亮阿，你要止在亞雅侖谷。”（書

10：12） 

     2）以利亞的禱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禱告，天

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雅各書 5：17-18)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西門彼得他們聽從主，把船開到水深之處，結果打

到的魚很多，裝滿了兩只船。本來是一只船，而且是空的，現在是兩只船都滿了，不但自己

滿了神的祝福，連同伴的船也滿了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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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二十一章記載，彼得和他的同伴，整夜勞碌，一無所獲，他們的網是空的，可

是主耶穌一來，叫他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結果網裡滿了魚，竟拉不上來了。右邊是代表神

的權能，主耶穌升天后，坐在神的右邊，在神的權能裡下網，網就滿了。有人靠車，有人靠

馬，我們要靠萬軍之耶和華的名。神使彼得的空船變成了滿船，空網變成了滿網。弟兄姐

妹，神實在要使他的教會，得到滿足的恩惠和祝福。比如在和合本聖經以弗所書裡的五個

“滿”字，就是明證。 

     1）弗 1：23，“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生命的充滿。 

     2）弗 3：18—19，“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

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大愛的充滿。 

     3）弗 4：9—10，“(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

要充滿萬有的)”——恩賜的充滿。 

     4）弗 4：13，“……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身量的充滿。 

     5） 弗 5：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聖靈的充滿。 

 

     神要使他的教會，充滿主的生命和慈愛，主的恩賜和身量，還要被聖靈充滿。願我們向

他大大張口，他就給我們充滿。 (詩 81：10) 

 

                       本文作者  程嘉禾（已故）   曾為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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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3：1-14 
 

羅馬書 13：1 在上有

權柄的，人人當順服

他，因為沒有權柄不

是出於 神的。凡掌

權的都是 神所命

的。2所以抗拒掌權

的就是抗拒 神的

命；抗拒的必自取刑

罰。3作官的原不是

叫行善的懼怕，乃是

叫作惡的懼怕。你願

意不懼怕掌權的嗎？

你隻要行善，就可得

他的稱贊；4 因為他

是 神的用人，是與

你有益的。你若作

惡，卻當懼怕，因為

他不是空空地佩劍，

他是 神的用人，是

伸冤的，刑罰那作惡

的。5所以你們必須

順服，不但是因為刑

罰，也是因為良心。6 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 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7

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

當恭敬的，恭敬他。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

完全了律法。9象那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

人如已這一句話之內了。10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11 再者，你們曉得

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12 黑夜已

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13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象行

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14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

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 

 

提示 
 

1.“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 神的。凡掌權的都是 神所命

的。2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 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在主耶穌道成肉身在世的時代和使徒保羅在世的時代，社會、國家的掌權者都是敵基督

的，可是耶穌和保羅都是守法的國民，沒有與當權者對抗。使徒保羅的話非常清晰地闡明了

他的信仰立場，這也是合天父上帝心意的。你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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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隻要行

善，就可得他的稱贊；4 因為他是 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

他不是空空地佩劍，他是 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 

     任何國家的法律基本上都是叫人行善的，他們的權柄都是主所許可的。你願意遵守國家

的法律嗎? 信徒必須檢查自己的言行，看看哪些是不符合國家法律的。你願意不做違法的事

情嗎？ 

 

3.“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人與動物不同之處， 在於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人有道德、天良。這就是保羅要

信徒遵守法律的又一個原因。你認同嗎？ 

 

4.“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 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7 凡人所當得的，就

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

他。” 

     在海內外的華人中，存在著一個普遍的問題，就是偷稅漏稅。你願意從自己做起，讓主

滿意，體貼祂的心意嗎？ 

  

5.“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9象

那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如已這一句話之

內了。10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使徒保羅讓信徒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律法與愛的關系。使徒約翰說，上帝就是愛，這說

明了上帝與律法的關系。對照這節經文，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嗎？ 

 

6.“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

近了。” 

     從我們信主，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們救主的那一刻起，我們的靈魂就得救了。這節經文講

的是全人得救（救恩的全部實現）----魂的得救，以及基督再來時，我們身體得贖。你認同

嗎？ 

 

7.“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13 行事為人要端

正，好象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 

     黑夜是指魔鬼掌權的日子，白晝是耶穌來臨的日子。信徒當如何裝備自己，讓聖靈來改

變自己，成為有見證，能榮耀主名的人呢？ 

 

8.“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  

     這節經文旨在幫助信徒理解如何體貼神的意思。你知道當怎樣行嗎？ 

 

 

            本文作者 朱萱東   加拿大多伦多自由傳道   

            網頁：http://info.51.ca/community/event/assn/2011/12/22/2430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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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恩 

 

●什麼是彼此感恩 (Appreciation)？ 

○我們平常會感謝神的恩典，但是我們也要學習感謝別人在我們身上的恩惠。 

○彼此感恩也是指我們能欣賞或感受別人恩賜的好處，用感謝的心來彼此鼓勵、建造。 

 

●什麼是恩賜？我們常有哪些不同的恩賜（從狹義到廣義）？ 

○恩賜 (Gifts) 的英文，與禮物是同一個字，是指我們與生俱來所擁有的特性、特質。 

- 天賦才能：數理、領悟、推理、組織、靈敏、記憶、言語、音樂、藝術、想像、體能…… 

- 性格態度：樂觀、積極、冒險、謹慎、熟思、穩重、果斷、細心、體貼、關懷、慷慨…… 

- 成長背景：語言、文化、環境、教育、經歷、見識、機會、身份、家業…… 
 

 
 

●什麼原因常使我們無法彼此感恩？ 

○我們常常因自我中心，把別人的恩惠、優點視為理所當然 (Take for granted) 。 

○我們常常看自己比別人強，因而不尊重別人，輕視別人。（請參考腓立比書：二3） 

○我們或許也因著受到文化背景影響，不太會用言語表達我們內心的感恩。 

 

●我們若能常常彼此感恩，這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常常彼此感恩，能讓我們記得神藉著我們周圍的人在我們身上的恩惠。 

○常常彼此感恩，能幫助我們多看到別人的優點。 

○常常彼此感恩，會給我們彼此更多的激勵。 

 

2. 神的心意 

 

●從忠心僕人的比喻，我們對恩賜應有什麼樣的心態？（請參考馬太福音：二十五14-30） 

○我們的恩賜是從神來的：讓我們不要將恩賜視為己有。 

-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雅

各書：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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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以弗所書：四7） 

○我們的恩賜是每個人不同的：讓我們不要與別人比較彼此的恩賜。 

- 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羅馬書：十二6） 

- 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樣。（哥林多前

書：七7） 

○我們的恩賜是需要去認識 (Identify) 的：讓我們不要忽視、輕看、埋沒自己的恩賜。 

- 真正的恩賜是，自己做的很喜樂 (會辛苦但不痛苦) ，別人也能很喜樂 (Enjoy)。 

-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提摩太前書：四14） 

- 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馬太福音：二十五18） 

○我們的恩賜是可以繼續增長的：讓我們不斷去操練 (Exercise) 、發展 (Develop)。 

- 那領五千的……另外賺了五千，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馬太福音：二十五16-

17） 

-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提摩太前書︰四15） 

○我們的恩賜是為神的工作,神的榮耀：讓我們不是為了自我實現或展現自己。 

-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哥林多後

書：四7） 

○神在意的是我們是否忠心：讓我們重視品格、心態，而非只專注做事的成果。 

-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馬太福音：二十五21, 23） 

○我們不要嫉妒或羨慕別人的恩賜，而要彼此欣賞、感恩 (Appreciate) ，讓我們鼓勵周圍

的人,使他們能繼續建立、發揮他們的恩賜。 

-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腓立比書：一3） 

- 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以弗所書：四16） 

 

●我們的恩賜是否單靠神的給予？它們還要經過那些過程？ 

○我們先要發掘、確認我們的恩賜。 

○我們還要操練、發展我們的恩賜。 

○我們更要應用、配搭我們的恩賜。 

 

●若我們的恩賜彼此不同，不能從事所有的工作，我們對有其他恩賜的人應有什麼樣的態

度？ 

○我們需要互相配搭、彼此建立，彼此存感恩的心。 

 

3. 聖經中的榜樣 

 

●亞居拉、百基拉與保羅有什麼樣的關係？ 

○保羅在哥林多傳道一年半，一直與他們同住、同業、同工，當保羅被逼迫離開哥林多時 

，他們也與他一同離開，一起到以弗所。（請參考使徒行傳︰十八1-23） 

○保羅後來獨自回耶路撒冷，但又回到以弗所，繼續與他們同工，直到兩年後，保羅再度 

受逼迫離開以弗所。（請參考使徒行傳︰十九） 

○後來他們回羅馬，在他們家成立家庭教會，繼續廣傳福音。（請參考羅馬書︰十六3） 
 

●保羅曾如何對他們表達心中的感恩？（請參考羅馬書︰十六3-4） 

○保羅對他們表達感恩之心，因他們不只與他同工，甚至為保羅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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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不只感謝他們，也代表在外邦的眾教會向他們表達感謝之意，因為不單單保羅，甚 

至在外邦的眾教會，也都同受他們的恩惠。 

 

●保羅除了在羅馬書對百基拉、亞居拉表達感恩之外，還曾經寫信向誰表達感恩之意？ 

○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的恩惠。（哥林多前書：一4） 

○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神。（以弗所書：一15-16） 

○我禱告的時候題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腓利門書：4）  

●耶穌在受難前在伯大尼坐席的時候，有一女人用至貴真哪噠香膏來膏耶穌，耶穌如何回

應？ 

○耶穌的門徒，看到她這麼做，就責怪她這麼做很浪費。（請參考馬可福音：十四3-9） 

○耶穌卻為她說話，不只鼓勵她所作的，更說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一件有價值的事， 

更是一件體貼神心意的事。 

○耶穌不只表達祂的感恩、鼓勵，更要我們所有神的兒女來向她來學習。 

 

4.  我們的回應： 

 

●從今天的分享，我們

可以有什麼樣的回應？ 

○讓我們思想曾經對我

們有恩惠的人，並用各

樣方式，對他們表達我

們心裡的感恩。 

○讓我們思想在團契或

教會中的人，他們有什

麼樣的恩賜，並表達我

們對他們的感恩。 

○讓我們仔細思想、評

估，神所給我們的恩賜

是什麼？我們應當如何

去操練、發展、使用 

神所給我們的恩賜？ 

 

 

 

 

 

✍ 背誦經文：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五 18） 

 

                   本文作者廖忠信弟兄曾為 IBM 的設計師， 

                   蒙神呼召後，放棄該工作，成爲全時間的傳道人。 

                   他的網頁： http://www.si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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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守主聖餐 
                                                                       

       ★徐旭初★ 
 

我現今吩咐你們的話，不是稱贊你們。因為你們

聚會不是受益，乃是招損。第一，我聽說你們聚

會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的信這話。

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

驗的人，顯明出來。你們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吃

主的晚餐。因為吃的時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飯，

甚至這個飢餓，那個酒醉。你們要吃喝，難道沒

有家嗎？還是藐視上帝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

呢？我向你們可怎麼說呢？可因此稱贊你們嗎？

我不稱贊。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

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掰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舍

的（舍有古卷作掰開）。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后，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

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吃這

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

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后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

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死原文作睡）。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我們受審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

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聚會吃的時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飢餓，

可以在家裡先吃。免得你們聚會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來的時候再安排。（林前十一

17 – 34） 

  

問題：領聖餐，不就是吃一點點餅嗎？怎麼保羅說有人貪吃，在別人未到之先，已把飯給吃

完了呢？不就是呷一點點酒嗎？怎麼保羅說有人喝得爛醉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歷史背景。 

 

歷史背景：初期教會的聖餐（愛筵的最后部分） 

 
初期教會的基督徒如何崇拜？今天基督徒鮮有知道的是：崇拜是在餐桌上進行的。                                                                                                                           

 

聖餐始自逾越節的晚餐，即聖周四晚上（Maundy Thursday）的最后晚餐（聖筵）。耶穌在七

日的第一日復活後，在以馬忤斯跟兩名門徒共進晚餐。「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

祝謝了，掰開，遞給他們。」（路二四 30）五旬節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每天上聖殿禱告。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徒二 46a  NLT: They worshiped together at 

the Temple each day. ）他們繼承猶太教的傳統，每當安息日，或上聖殿，或上會堂，但又

給崇拜加上新內容，就是主所設立的紀念主的聖餐。但在猶太會堂他們無法這樣做，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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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他們就只好在安息日，上會堂禮拜；過了安息日，也就是星期六日落後（第一日，即星

期天開始），聚集守聖餐，慶祝主復活（基督徒的崇拜）。他們「 彼此交接、掰餅、祈

禱…… 且在家中掰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徒二 42, 46b NLT: All the 

believers devoted themselves … to fellowship, and to sharing in meals (including 

the Lord’s Supper), and to prayer  …  They … met in homes for the Lord’s 

Supper, and shared their meals with great joy and generosity.） 

 

當初的新信仰還談不上是基督教，只能說是猶太教裡的新運動，即「耶穌運動」。後來猶太

教害怕這一「異端 」在猶太教內蔓延，便開始對信拿撒勒人耶穌的猶太信徒進行迫害（那時

還沒有外邦信徒）。（徒八 1）他們被趕出會堂，在聖殿中也不受歡迎。（徒二一）猶太人

的迫害迫使他們不得不另起爐灶，與猶太教分道揚鑣。他們被稱為「基督徒」。（徒十一

26）會堂的崇拜部分沒有了，現在只剩聖餐部分了。新約首次記載七日的第一日的禮拜是在

徒二十 7：「七日的第一日，我們聚會掰餅（守聖餐）的時候，保羅因為要次日起行，就與

他們講論，直講到半夜。」（按新約學者 F F Bruce，這可能指星期天晚上［路加的羅馬計

時法］，因外邦基督徒奴隸白天要工作，只能晚上來聚會。） 

 

所謂做禮拜，就是信徒聚集一起，在家裡（那時沒有教堂，故一般在有錢信徒家舉行），以

用飯的方式，彼此交通，最后集體守聖餐（先用飯，後聖餐），聖餐是愛筵的高潮部分。一

般情況是，大家各帶一些食物來，放在餐桌上，用餐時，跟大家一起分享（有點像今天的

potluck）。「掰餅」（聚會處用詞）是「主的晚餐」（浸會、低派用詞）的另個名稱。使徒

時期產生的《十二使徒遺訓》（最早期的教會規章）稱聖餐為 eucharistia（感恩祭）（遺

訓 9:1）。英文的 Eucharist 源自此字，為天主教、東正教、安立甘宗、信義宗等教會所

用。《遺訓》規定：每個主日你們應當聚集，掰餅感謝。（遺訓 14:1） 

 

初期教會中的聖餐顯然與一種特為窮人設的「愛筵」（agape）混而不分。猶大書（66–90

年）首次提到愛筵：「這樣的人，在你們的愛席（en tais agapais = in the love 

feasts）上，與你們同吃（syneuōchoumenoi = feasting together [with you]）的時候，

正是玷污。他們作牧人，只知喂養自己，無所懼怕。 」（猶一 12）彼得後書也提到類似愛

筵的聚會：「這些人喜愛白晝宴樂，他們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與你們一同坐席（syneuō

choumenoi hymin = feasting with you.  ERV: revelling in their love-feasts while 

they feast with you），就以自己的詭詐為快樂。」（彼後二 13）《安提阿的聖依格納修

致士每拿人書信》（約主后 110年）提到愛筵：「沒有主教的同意，不可擅自舉行愛筵。」

（致士每拿人書信 8：2） 
 

到了第二世紀，聖餐開始慢慢跟愛筵分開。根據小普利尼致圖拉真的書信（約主后 112

年）：基督徒常在特定的某一日（一般指星期日）清晨聚會，向基督唱詩，彼此立約，然后

「吃一種平常和無害的食物。」殉道者游斯丁在《第一護教辭》（約主后 156年）記述了主

日聚會：讀先知書，使徒回憶錄，禱告、勸勉，然後領受聖餐。他未提愛筵。到了第三世紀

居普良時，聖餐終於在西方教會從愛筵中分離出來（東方教會照舊）。聖餐早上舉行，愛筵

晚上舉行。教會史家 Philip Schaff 稱：哥林多教會以來的很多大吃大喝的弊端玷污了愛

筵，以至禁食代替了聖餐前的愛筵。迦太基會議（397 年）正式禁止愛筵。聖餐脫胎於初期

教會的愛筵。愛筵來自最后的晚餐，而最后的晚餐又是在猶太人逾越節筵席（Passover 

seder）的基礎上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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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背景之后，我們回頭來看開頭所讀的經文。我分三個大段跟大家分享：1）愛筵的誤用

（十一 17 – 22）；2）聖餐訓詞（十一 23 – 26）；3）按理領聖餐（十一 27 – 34 ）。 

 

愛筵的誤用（17 – 22） 

 

17 我現今吩咐你們的話，不是稱贊你們，因為你們聚會不是受益，乃是招損。18 第一，我聽

說你們聚會（NIV: you come together as a church）的時候彼此分門別類，我也稍微地信

這話。19 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 

 

這裡保羅不是指現在意義上的來教會做禮拜，他指的是大家一起來分享愛筵（agape = love 

feast = fellowship meal）。這愛筵，許多新約學者認為，是在晚上舉行的。如我前面講

的，很多奴隸無法在白天來，而只能在晚上完工後，來禮拜。愛筵本來是很好的。通過愛

筵，教會信徒（作為一個教會）可以在主裡彼此交通，彼此相愛；但很遺憾，哥林多教會的

愛筵卻被信徒間「分門別類」（schismata）的事給砸了。保羅在前面一 10講到「分黨」

（schismata）的事，講到它如何破壞教會的合一。但這裡的 schismata，不是指一 10-12所

講的分為不同的派別（神學上的分派），而是富人和窮人的分派（社會經濟上的分派）。這

樣有 schismata的聚會，保羅說，「不是受益，乃是招損」，所以他不能「稱贊」他們，因

它破壞了愛筵中的愛的氣氛，扭曲了作為愛筵之最核心部分的聖餐中的合一意義。不過，保

羅說他只是聽說，他自己也「稍微地信這話」。意思是：不全信，但也不能不信。那還是一

種比較委婉的說法。 

 

講起 schismata，保羅還是想順便補充一下他先前在第一章中所說的神學上的「分門結黨

（haireseis異端）的事」。他說教會裡有異端，那是神許可的，免不了的事，因此不一定

是壞事。為什麼？神許可異端的出現，是要「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RSV: in 

order that those who are genuine among you may be recognized.  思高譯本：好叫那些

［在真理上］經得起考驗的人，在你們中顯出來。）保羅講的有一定道理，對後來講宗教寬

容的現代人帶來一定的啟發。我們知道，真理正是通過謬誤的出現得以彰顯（因有了比

較）。真理和謬誤相伴而行，它們之間存在著對立統一關系。對立是肯定的，那統一呢？這

統一表現為：真理同謬誤是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為了判明真理，人必須拿謬誤

作比較，有比較才有鑒別。然后在反對謬誤中發展真理。通過對謬誤的反對，人們不但可以

增加「免疫力」，還可以使真理內容更加豐富起來。正統基督教信仰，就是在同異端的爭論

中發展起來的。如道成肉身和三位一體的基本信仰是在反諾斯替異端和阿裡烏斯異端的斗爭

中發展起來的。哥林多教會需要有像後來聖亞大那修斯那類的「有經驗的人」。異端的事給

哥林多教會帶來混亂，上帝容許它出現，其中也有上帝的美意。 

 

保羅接著回歸正題，描寫愛筵中的混亂現象。 

 

20 你們聚會的時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21 因為吃的時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飯（現代中譯

本：因為你們各人都急著吃自己帶來的東西，以致 ），甚至這個飢餓，那個酒醉。22 你們

要吃喝，難道沒有家嗎？還是藐視上帝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愧呢？我向你們可怎麼說呢？

可因此稱贊你們嗎？我不稱贊！ 

 
在思想本段經文前，我們先了解一下哥林多人的住和吃的文化。從考古中得知，哥林多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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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住宅叫 villa，內有餐廳

（triclinium），餐廳內有三個床榻

呈 U型，圍繞著餐桌。一般床榻不會

超過九個。中庭或天井（atrium），

無床榻。院子，緊挨著花園。吃是按

級別的。達官貴人們（上流階層）在

餐廳用飯，他們吃的好，喝的好，並

受一流的服務，還有奏樂的替他們奏

樂。一般人都在外面中庭用飯，那裡

沒有床榻。下層人則在院子吃飯，吃

的是粗糧淡飯。保羅講的愛筵應該是

在有錢信徒家舉行的。 

 

愛筵的目的就是讓信徒一起分享在基督裡的愛，而愛筵中聖餐的目的是要維護教會的合一。

（主的晚餐所要表達的，就是這一主題。）但他們中間有些有錢人所行的與此相悖。他們各

自帶來很多食物（也許有魚、雞、肉、奶酪、奶、蜂蜜、水果、酒、面包等等），卻不顧那

些因白天要做工而無法早到的奴隸們，只顧自己一家人跟他們一個圈子裡的幾家有錢人（包

括主人）先在餐廳（可以說是 VIP room）裡吃起來再說，並且吃得爛醉！等到那些貧窮人和

奴隸來到時，他們發現已沒什麼東西可吃，最后只好餓著肚子離開。即使有東西吃，他們也

只能在院子的走廊裡吃富人們所吃剩下的飯菜。  

 

所以保羅說：你們不是在吃「主的晚餐」（kyriakon deipnon），而是各人吃「自己的飯」

（to idion deipnon）。前者要你轉私為公，跟窮人分享，因這是主的晚餐。後者是不肯分

享，自吃自的，實際上是在否認這是主的晚餐，而看這是自己的晚餐。這裡哪有基督的愛

呢？他們還效法這世界的樣子（羅馬人的文化），把房間分等級，彼此分開。有社會地位的

信徒在餐廳享受美饌佳肴，沒有社會地位的奴隸卻在院子吃殘羹冷炙！信徒來教會，好像是

來顯示社會地位，如同現代人坐飛機，有頭等艙（內有最上乘的食物，最優質的服務），商

務艙和經濟艙。保羅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

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十二 13）「並

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

（加三 28）「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 為奴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西三 11）「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

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弗二 14）保羅說基督是拆牆者。這說法在當時羅馬的階

級社會裡無疑是非常具革命性的。 

 
保羅接著說：「你們要吃喝，難道沒有家嗎？」如果你們來教會僅僅是為了吃喝，不是為了

看顧那些貧窮的，你難道不可以在自己家裡吃喝嗎？「還是藐視上帝的教會，叫那沒有的羞

愧（AMP: humiliate those who are poor [have no homes and have brought no food]）

呢？」基督的血把眾人買來，不分猶太人、外邦人、自由人、奴隸、富人、窮人。基督使他

們在新約的祝福中都成為一了。但你們卻藐視窮人。你們這樣做，豈不是在藐視上帝的教

會，羞辱基督的身體嗎？你們豈不知貧窮人是上帝所看顧的嗎？我要告訴你們：「上帝卻揀

選了世上愚拙的 …… 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 …… 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

以及那無有的 …… 。」（林前一 27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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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筵沒有愛，聖餐也就無法進行。所以保羅氣憤地說：「我向你們可怎麼說呢？可因此稱贊

你們嗎？我不稱贊！」 

 
接著保羅告訴他們愛筵中聖餐的意義。 

 

聖餐訓詞（23 – 26） 

 

保羅提醒他們說：你們來，不是來貪吃醉酒、歧視窮人的；你們是來紀念主，宣告他在十字

架上之死的。哥林多教會晚餐中表現出的冷漠與聖餐中顯示的主舍己之愛完全相抵觸。聖餐

中紀念主就是紀念他如何舍己，他的救世之身如何為世人擘開。我們應學像耶穌，愛眾人，

包括愛窮人。為了糾正哥林多教會中的吃主晚餐時的混亂現象，保羅回憶了使徒傳統。 

 

為什麼我們不應該藐視窮人呢？ 

 

23［因為 （gar）］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

餅來，24祝謝了（eucharistesas = having given thanks），就掰開，說：「這是我的身

體，為你們舍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25 飯后，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

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26 你們每逢吃

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首先，保羅說：「我當日傳給你們的」有關基督的聖餐訓詞，「原是從主領受的。」是耶穌

自己（不是他門徒中的哪一個）直接告訴他當日在晚餐時所說的。他從未讀過馬可、馬太、

路加這些福音書。這些福音書分別是 10年、20年、30年後寫成的。保羅在後面用同樣的語

言：「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林前十五 3）他又在加拉太書說：「我不是從人領

受的，也不是人（主的門徒）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加一 12） 

 

現在我們看基督的「聖餐訓詞」（The Words of Institution or Verba Christi）。 

 

在逾越節的晚餐后，耶穌拿起餅來。 「祝謝了，就掰開，說：“這是我的身體 ……” 」他

的意思是：這代表（represent）我的身體（基督教多數宗派，尤其是改革宗），不是重現

（re-present）我的身體（天主教和路德宗），以重演他被釘十字架。「為你們舍的」（to 

hyper hymon = “which [is] for you” in NIV），不是“broken for you” in KJV）。

這象征耶穌是我們「生命的糧」（約六 51），也提醒我們：耶穌是我們的生命，我們是靠他

而活，因耶穌說：「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約六 57） 

 

「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參路二二 20）這杯裡的酒象

征著「立約的血」。（太二六 28）保羅和福音書的作者都講基督用血所立的新約，意思是它

代替用牛血所立的舊約。（參出二四 8）按耶三一 33 – 34，「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

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

做他們的上帝，他們要做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

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

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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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兩次講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就如以色列人過逾越節，是要記住上帝過去怎樣

救贖他們。（參出十二 14；十三 8 – 9）我們基督徒領聖餐，是要記住基督如何在各各他山

上為我們所做的救贖。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katangellete = 宣告）主的死，直等到他來。」在聖

餐中，我們是宣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掰開的餅表明耶穌為我們受苦，杯中的血表明耶穌

為我們死，使我們可以得活（參約六 53 – 57），得到新約的祝福。教會必須一直這樣宣

告，直到主再來。 

 

因這個緣故，聖餐（Eucharist）一直是古代教會的崇拜中心，因它聯系基督過去、現在和未

來的工作，如西方教會聖餐禮儀中三歡呼（memorial acclamation）所顯示的：基督死了，

基督復活了，基督還要再來。我們吃餅喝杯，不光感恩紀念他的受難，也感恩紀念他的復

活，以及未來羔羊婚姻的筵席。這三樣全然融為一體。 

 

關於聖餐，各宗派各有各的神學。按傳統教會，聖餐是基督設立的聖禮（Sacrament），因它

是傳遞恩典的渠道。按浸信會，是基督設立的禮儀（Ordinance），它只是我們對基督信心的

外在表達，也即：我們憑信心領受主在靈裡臨在的身體，從而得到恩典。（參約六 63）牛津

基督徒團契的章程用 Ordinance，那是因為韋牧師是浸信會的。 

 

按理領聖餐（27 – 34 ） 

 

27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要是不用敬虔的心 RSV: in an unworthy manner）吃主的

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RSV: profaning）主的身、主的血了。28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后

吃這餅、喝這杯。 

   
哥林多人是這樣地對窮人缺乏愛，以致他們來到主的餐桌前，僅僅是來作些空洞的禮儀，而

主的死和復活卻沒有在他們身上反映出來。如此他們等於是在「踐踏上帝的兒子，將那使他

成聖之約的血當作平常。」（來十 29）我們必須用敬虔的心來到主餐桌前，省察自己，看自

己配不配。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完全無罪，而是說，我們必須先認自己的罪，有悔改的

心。餅和杯表明基督對教會舍己的愛。那麽，我的態度和行為與基督對世人的愛（特別是對

窮人的愛）相符合嗎？我們有沒有愛主用他寶血買來的他的子民呢？ 

 

29 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分辨」是要你明白身體所象征的雙重意義。我們不光要看到聖餐中的餅是代表基督為我們

舍的那個身體，也要看到它是代表基督屬靈的身體，就是教會。基督是為我們在十字架上死

的；這意味著我們要為同一身體的基督肢體著想，要想到我們是互為肢體的。聖餐象征基督

身體的合一。保羅說：「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koinonia = participation）領基督

的血嗎？我們所掰開的餅，豈不是同（koinonia）領基督的身體嗎？我們雖多，仍是一個

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林前十 16 – 17）聖餐英文又叫 Holy 

Communion，來源於希臘文 koinonia，意思是分享基督的血和體。但我們怎樣呢？我們分門

別類，不是成為一體。我們若不作為一體領聖餐，我們就是不按理領聖餐。聖經學者巴克萊

說：基督徒是主的身體。如果他們不能分辨這身體是一個，我們就不配領受聖餐。有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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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領聖餐前，要彼此洗腳，稱之為「謙卑禮」。有些教會在聖餐禮中，要彼此握手，互道平

安。這些都是表明聖餐有合一的意義。   

 

30 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 的也不少。（AMP: That [careless and 

unworthy participation] is the reason many of you are weak and sickly, and quite 

enough of you have fallen into the sleep of death.）31 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

於受審。（AMP: For if we searchingly examined ourselves [detecting our 

shortcomings and recognizing our own condition], we should not be judged and 

penalty decreed [by the divine judgment].）32 我們受審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免得

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AMP: But when we [fall short and] are judged by the Lord, 

we are disciplined and chastened, so that we may not [finally] be condemned [to 

eternal punishment along] with the world.） 

 

保羅說上帝讓我們有些人患病、死亡，那是因為我們不分辨主的身體，不按理吃餅喝杯的後

果。上帝這樣管教我們，是出於他的恩典。當然生病並不一定是因上帝的管教，但有時上帝

讓我們生病，是要讓我們停下來思考：我們是否在慢慢偏離上帝？我們是否得罪了別人？上

帝管教我們，也是為讓我們不至於跟世人同被定罪。 

 

33 所以我弟兄們，你們聚會吃的時候，要彼此等待。34 若有人飢餓，可以在家裡先吃，免得

你們聚會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來的時候再安排。（參林前十六 5 – 8） 

 
保羅要他們多想想別人的需要。 

 
總之，我們在聖餐中要有愛和合一的精神。我們用這樣的精神守聖餐，才是真正按理守主的

聖餐。 

 

願上帝祝福他的話語。阿門。 
 

 

                                   徐旭初弟兄住英國牛津，帶職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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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雄雄◆ 
 

經文：約 13: 34-35;約壹 3：11，23;4：7，11-12 

 

     愛是聖經中永恆的主題，神就是愛。“彼此相愛”一詞在聖經中雖然只出現了十五次，

但是它的真理卻遍及整本聖經，因為愛的主線條從創世紀開始一直延伸到啟示錄，神的愛從

創造世界和造亞當夏娃開始一直持續到世界末了。 

 

下面我們分五個方面來分享神的話語。 

 

一、彼此相愛是主耶穌給我們的命令 

 

     彼前 4:7-10,“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

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

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並不是說愛可以包庇罪，並不是說愛可以掩蓋以前所犯的罪或

者逃避對罪的審判；要除去罪孽，需要靠耶穌基督的重價寶血來洗淨。這裡的“遮掩”主要

是指當人有了愛神愛人的心，他是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喜愛聖潔、公義，行事為人與蒙召

的恩相稱，可以避免犯許多的罪，愛能除去犯罪的意念，那麼罪也無法產生了。這就是“愛

能遮掩許多的罪”的意思。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提后 2:21） 

     我們在愛神和愛人這兩個方面，需要不斷地增長(參太 2:37-40);重要的是警醒、恆切

禱告，還要切實地幫助有需要的人。 

 

二、彼此相愛是愛神愛人的表現 

 

     當我們在彼此相愛中生活的時候，這就是愛神愛人的具體表現。凡是我們作在弟兄身上

的善事、美事，其實就是作在主的身上，所以主耶穌說：“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太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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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審判的時候，人們會問主說：“我們什

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什麼時

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

又什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

主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

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太 25：37—40) 

     以前，有一個羅馬士兵，叫馬丁，是個基督

徒。有一天他在大街上巡邏，遇到一個乞丐向他討

錢，馬丁身上沒有帶錢，他看到乞丐在凌冽的寒風

中凍得瑟瑟發抖，就脫下舊的軍裝外袍給乞丐穿

上。當天夜裡，馬丁做了一個夢，看見主耶穌，身

上穿著舊的軍裝外袍，旁邊一個天使說，主啊，你

有萬王之王的榮耀，為何要穿上一件舊衣服呢？耶

穌溫柔地回答說，這是我的仆人馬丁在寒風中給我的。馬丁醒過來，明白了，他送給乞丐穿

的舊軍裝外袍等於送給主耶穌，主已經收到他的一顆愛心了。因為主說：“我實在告訴你

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 25：37—40) 

萬王之王並沒有輕看這一件舊軍裝，馬丁已經把最好的獻上了，主耶穌紀念並且看重馬丁那

顆愛神愛人的心，主最需要我們有憐憫人的心。我們所做的每一件微小的善事，在耶穌看

來，都是極其寶貴的。 

     古時候有一所基督教修道院，它曾經輝煌一時，但好景不再，門可羅雀，眼看就要關門

了。為什麼呢？裡面的人驕傲、冷漠、猜疑、自以為是的風氣在增長，各人看自己比別人

強。修道者竟然不明真道。弟兄之間沒有和睦同居、彼此相愛，行事為人沒有與基督的福音

相稱，沒有與蒙召的恩相稱。 

     老院長長途跋涉，去請教一位智慧人，問他有什麼辦法可以振興修道院? 智慧人回答

說：“我沒有什麼好辦法，但我可以提醒你，你知不知道，你們修士當中有一個人是主耶穌

喬裝打扮來參加的?” 

     回到修道院，老院長把這事告訴大家，人人都大吃一驚，心中猜想，到底哪一個最有可

能是耶穌裝扮的呢? 由於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耶穌，而且任何人都有可能直接面對耶穌，那麼

自己的舊習慣，舊生命需要改變了。不久這所修院風氣明顯改變，出現一團祥和之氣，修士

們彼此之間都十分友愛，大家互相敬重，各人都看別人比自己強，大家都想，萬一對方就是

耶穌，難道耶穌還不比我強嗎？我能不尊重他嗎？大家謙卑順服、同心合意，遵行主的命

令。沒有多久，這所沒落的修道院又再次恢復了往日的興盛，慕道者又絡繹不絕，參加靈修

的人越來越多。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以對待耶穌來對待我們所遇到的人，那必然會有奇妙的功

效。 

     那位出主意拯救修道院的智慧人，他清楚知道耶穌並不會以人的樣式喬裝打扮來參加修

道院學習。但是他看出修道院的最主要毛病是他們離棄了主耶穌，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是需

要請主耶穌回來，需要主耶穌的同在。他是用你們要面對耶穌這個說法，引起整個修道院裡

人的心靈震動，從而他們的生命發生改變。人人都學像耶穌，人人都有了耶穌的生命，這就

等於請耶穌回來掌管修道院，和掌管每個人的心思意念了，所以，修道院重新興旺起來。教

會中有主耶穌同在，就有生命力。 

   聖經告訴我們說：“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

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神既是這樣

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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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

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

令。”(約壹 4:7-8，11-12，20-21) 

     主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三次問彼得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你愛我嗎?……你愛

我嗎?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

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喂養我的羊’。”(約 21:15-17)彼得的回答表明他實在

是愛主的。主耶穌三次問彼得，並非他不知道彼得有愛主的心，他之所以問彼得，正是要彼

得知道什麼叫作愛主，當彼得表示他是愛主的，主立刻指示他愛主的具體表現就是喂養主的

羊，牧養主的羊，換句話說，就是愛主內的弟兄姊妹，供應他們靈裡的需要，像主耶穌一

樣，成為好牧人。我們愛主常常表現在愛我們的弟兄方面。 

     主耶穌復活後升上高天，但他並沒有離開我們，他藉著聖靈與我們同住。他托付有忠心

有良善的仆人來牧養羊群，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愛護保守羊群。服侍我們的眾弟兄姊妹，就

是服侍了我們的主耶穌。 

 

三、彼此相愛是純正信仰的見証 

 

     主耶穌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13: 

35)      

     惟有在愛中生活，我們才能真正表達出信仰的現實意義，才能榮耀基督，“因為愛是從 

神來的。”(約壹 4:7) 

     太 5:14-16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

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

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是世上的光，要照亮一家的人，要照亮周圍的人，要成為眾人的祝福，要以主耶穌

的愛，愛弟兄，愛眾人。失去愛心，就如一盞燈，裡面沒有油，盡管想努力發光也發不出光

來。 

     神不願一人沉淪，但願人人都得救。我們要把主耶穌的福音傳揚出去，把主耶穌的愛傳

揚出去，把主耶穌的生命傳揚出去；參與拯救在生死線上掙扎的靈魂，把迷失的羊帶回神的

家；使我們的同胞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旦權勢下歸向我們永生的神，得著永恆的生命，

成為上帝的兒女。 

     太 28:18-20記載：“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注：或作“給他們施

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是主所托付的大使命，我們把它放在心中，擔在肩上，竭力多作主工。愛神和愛人，

就是要使人相信耶穌，救恩臨到他們的家，讓他們領受上好的福分。  

   一位傳道人問信徒說：“你們如何知道黑夜將要過去，黎明將要來到?”其中一人說：

“當我能夠比較清楚地看見遠處的一棟房子輪廓（而不是一堆土堆）時，我就知道天快亮

了。”另一位說：“當我們看到一只動物，分得清它是一條狗而不是一只貓的時候，這就是

黎明了。”傳道人說：“你們回答得都不對!”接著傳道人說：“當我們看見一個人，就知道

他是我們的弟兄或姐妹時，這就是黎明了。不然的話，我們都還是在黑暗中。”當我們在人

群中能清楚認識我們的弟兄姐妹時，當我們的心在第一時間內就接納我們的弟兄姊妹時，我

們就在光明中。因為我們已經用愛心來彼此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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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教會裡的每一個人，不論他持哪一種觀點，他的觀點與我個人的看法是如何不同，

只要他承認基督是他的救主，我們應當記得他畢竟是弟兄。如果我們心中已是黎明的話，裡

面自然會有親切感。 

     主耶穌在地上時，常對人說：來跟從我。他升天之前最後的囑咐就是“但聖靈降臨在你

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徒 1：8)。我們不僅要用口來傳揚福音，來見證主，我們自己本身要成爲主的見證。    

以生命來傳遞生命的道。 

 

四、彼此相愛是教會復興和信徒靈性復興的基礎 

 

     帖撒羅尼迦教會是一個有愛心，有美好見證的教會。 

     帖撒羅尼迦前書 4:9，“論到弟兄們相愛，不用人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蒙了神的

教訓，叫你們彼此相愛。” 

     又見帖撒羅尼迦後書 1：3，“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

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 

     教會的復興是建立在彼此相愛基礎上的。詩篇 133 篇說：“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

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胡須，又流到他的衣襟。又

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活水需要流動，生命在於運動，愛心在於行動。 

     雅 2:26 說：“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弟兄和睦同居、彼此切實相愛，需要有好的行為將它表現出來。 

     啟 3:7-8 記載：“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

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

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非拉鐵非意思是“弟兄相愛”。因著非拉鐵非教會愛神愛人，神的靈運行在教會裡，充滿在

眾聖徒裡面，因著“弟兄相愛”，主耶穌給他們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傳道大門。從

此，幾百年來，神的道興旺，福音廣傳，神將得救的人數加給教會；把恩賜、能力大大地賜

給他們，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那些“弟兄相愛”的人因著愛主耶穌的緣故，飄洋渡海來

到中國，也愛素不相識的中國人，有多少傳道人的鮮血洒在中國，有多少傳道人和他們家人

的生命留在中華大地上。早期中國福音種子的成長確確實實是用傳道人的鮮血來澆灌的。 

     詩 33：12說：“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

的！” 

     愛神的國度和神愛的百姓都是有福的。

我們需要持之以恆地為我們的同胞代禱。神

啊，若是你看我們教會也略有一點彼此相愛的

力量，懇求你給我們一個敞開的門，無人能關

的門。 

 

五、我們要過彼此相愛的生活 

 

(一)除去私欲 

 

     以弗所書 4：31，“一切苦毒、惱恨、

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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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犯罪不僅外面有魔鬼的試探引誘，也有内心的私欲在發動。私欲常常在呼喊說，

“要得，要得，越多越好；”但是愛心卻説“要給，要給，‘施比受更爲有福。’”私欲和

彼此相愛是水火不相容的，私欲是彼此相愛的大敵。 

 

(二)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在基督裏有新生命的人，就是重生得救的人。約翰福音 3：3-5，“耶穌回答說：「我

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

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

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約翰一書 5：1，“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

生的。”這句話的意思是：信耶穌的人，都是神的兒女；愛神的，也要愛神的兒女。我們有

了基督的新生命，就是神家裡的一員，我們要愛其他的弟兄姐妹。我們也只有有了從神而來

的新生命，才會產生屬天的愛去愛他人。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4）耶穌是我們愛的榜樣，他的付出，他的犧牲之愛，

使我們得新生命，我們要效法基督，愛弟兄，愛衆人。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約壹

3:14)   

 

(三)我們心裡要常有回報主恩的感覺 

 

     羅馬書 13：8，“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

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

全了律法。” 

     我們的愛無法與主耶穌的愛相比，我們無

法用主耶穌那樣的大愛去愛別人，我們都欠了彼

此相愛的債。這是我們一生無法還清的債。所以

保羅說：“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當然，我們也不必為以前虧欠的事天天憂

心忡忡。主耶穌既然甘心為我們舍命，他也等候

我們改變，他等我們自願去作。他知道我們的本

相只不過是塵土，人不信主的時候是罪人，剛信主的人靈命還幼小，還在成長階段，神會引

導我們走義路。只要我們從現在起，有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並且愛人如己的心

志，天天發出我們的一份愛，神就悅納了。 

 

(四)對人要有憐憫的心 

 

     我們愛，是因為主先愛了我們。有耶穌生命的人，會發出主的愛，存憐憫的心善待人。    

約翰一書 3:17-18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

他裡面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希伯來書 13：1-2，“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

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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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書 2:14-17 “我的弟兄們，若有

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

呢?這信心能救他嗎?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

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

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吧!願你們穿得

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

這有什麼益處呢?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

是死的。” 

     我們並不是有什麽好行爲而得了救

恩，這救恩神自己為我們預備的，但是我們

得了救恩之後，神的聖靈住在我們裏面，給

我們能力----包括行善的能力。 

 

（五）愛主就要順服主 

 

     在提比哩亞海邊，彼得第三次表示願

意愛主之後，耶穌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你喂養我的羊。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

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約 21：17-18）年

輕時的彼得很有個性，容易意氣用事。耶穌在這裡向他指出，擔起牧養羊群的重任之後，他

不能繼續張揚個性，乃要學會凡事順服。“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

去的地方”。這是彼得後半生將要面對的生活狀態。怎麼解釋“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這

句話呢？《約翰福音》的作者補充說：“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上帝”。

（約 21：19）十字架從此要成為他人生的准則。 

     論到好牧人時，耶穌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

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約 10：11－12）

每一位負責任的牧人，都應有“為羊舍命”的犧牲精神。然而，“為羊舍命”決不是一個空

洞的口號。甘願“為羊舍命”的“好牧人”，有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順服主，擁有這種品

質時，他就可以像耶穌那樣。腓 2：8說：耶穌基督“存心順服，以至於死”。彼得面對這個

必須做出重大犧牲的問題，本能地想到了他的同伴約翰以後的命運和結局，於是轉身指著他

對耶穌說：“這人將來如何？”他可能在想：他是不是也要像我這樣，要為信仰付出如此重

大的代價？ 

     【約 21：21】“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說：‘主阿，這人將來如何？’” 

     1、按著我們天然的本性，我們都很喜歡問別人的事。 

     2、人最容易忘卻自己的本分，，去干預別人的事。 

     【約 21：22】“耶穌回答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

吧！” 

     “等到我來”這話，清楚地表明祂要再來。 

     “與你何干？你跟從我罷”，意思是無論其它門徒的遭遇是順或逆，彼得的責任是專心

一意跟從主。 

     1、信徒一面在生活中享受主的同在（無論是明顯的同在或隱藏的同在），一面也要等

候祂的再來。 

     2、跟從主與服事主，是我們個人與主之間的事，別人的情況如何，跟我們無干；主對

各人有不同的帶領和托付，所以我們不要受別人光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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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同工之間，千萬不要計較我與別人的恩典和前途有什麽不同。我們一跟別人作比

較，就容易失去向著主的純一清潔的心，因而跟不上主的帶領。 

     【約廿一 23】“於是這話傳在弟兄中間，說那門徒不死；其實耶穌不是說他不死；乃

是說：‘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 

     這經文告訴我們，主再來以前，我們信徒面臨生活和事奉兩大問題——生活上必須仰賴

主的供應，事奉上必須跟從主的帶領。我們要憑信心而活，直到祂來。 

     他要藉此提醒彼得：別人如何，與你沒有直接的關系；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緊跟基督的

腳蹤，並無條件地順服他。事實上，使徒約翰的確沒有像彼得那樣殉道，約翰接耶穌肉身母

親瑪利亞到他家中養老。約翰曾被流放到拔摩海島，看見異象寫下啟示錄，約翰有主安排的

侍奉內容。“你跟從我吧！”這是耶穌對彼得的一個無比嚴肅的要求，他必須做到完全的順

服，順服到甘願為主舍命的程度。 

     此後的彼得，被聖靈充滿，大有能力，他的布道，他的牧養，影響了大批大批的信徒，

使得耶路撒冷教會無比復興。隨著教會的不斷擴展，引來羅馬政府的迫害，彼得因此被倒釘

十字架，做到了“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一切愛主之人，都需要對耶穌有絕對的順服，沒有順服就沒有服侍，沒有順服就不是愛

主的。聖經學者巴克萊說：“愛帶給彼得任務，也帶給他十字架。愛總是附帶著責任，也包

含著犧牲。除非我們准備接受這項任務和十字架，否則我們並非真心愛基督。”這句話入木

三分地講出了愛與順服之間的聯系。 

     掃羅是一個很有能力，很有威望的國王，但他的服侍中缺少了順服。在一次違背上帝命

令私自獻祭之後，撒母耳對他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

像的罪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撒上 15：22－23） 

     我們無論擁有多少愛主的熱情，無論擁有多少服侍的技巧，假若缺少順服，一切都是空

談。只要認識基督，我們就或多或少都有愛主之心。但這種愛往往不夠完全，所以耶穌要像

詢問彼得那樣詢問我們：“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讓我們常常捫心自問：主啊，我愛你比

愛任何其他東西更深嗎？我願意常在主裡面，求主也常在我裡面。 

     愛主就要有舍棄，愛主就要服侍，愛主就要順服。我們是否已經做到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愛主，並且愛人如己？但願每位跟隨基督的人，都能成為真正愛主的聖徒，過彼此

相愛的生活。願主親自引導並幫助我們，從今直到永遠！ 

 

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求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賀雄雄弟兄，带職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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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45 思考問答 
         （個人靈修分享，並非標準答案) 
                                                                 

                                    ◆米迦勒◆       

1. 問：聖經裡的詩篇，基督徒讀得最多的是哪一篇？ 

答： 我太太回答說是 23、103 和 139。詩篇 23 是國內教會

人人都會唱，且是經常被唱的詩歌；而 103 和 139 篇，是她

以前所在的教會常常用來作宣召，並以啟應的方式在主日誦

讀的詩篇。我自己的猜測是詩篇 23篇。 

 

2. 問：聖經裡的詩篇編者，傳說是猶太人大衛，那麼現在猶太人讀的最多的是哪一篇？ 

答： 這裡是猶太人禱告書裡的詩篇誦讀統計： 詩篇 23，每天將近 0.3 次（每週 2 次，安息

日讀）；詩篇 92，每天將近 0.3 次（每週 2 次，安息日讀）；詩篇 100，每天將近 1 次；詩

篇 150，每天 1 次……詩篇 145，每天 3 次。很多人想不到， 猶太人最常讀的，是詩篇

145，這是很多基督徒不熟悉的一篇！猶太人傳說， 每天三次讀詩篇 145， 就會在來世的國

度有份。那麼，他們這麼說的根據是什麼？為什麼他們對詩篇 145 那麼重視？我們先看看以

下的問題。 

 

3. 問：詩篇 145的希伯來文每句的頭一個字母有什麼講究？ 

答：詩篇 145 有極高的藝術水平。它的格式是希伯來文的離合詩，意即採用希伯來文的二十

二個字母，按其順序寫成的。因為中文沒有字母表，所以這種詩歌中很多美妙的地方沒法翻

譯出來。離合體有助於記憶。詩篇 145 篇，雖然長，但用希伯來文就不難背下來，因為有起

頭的字母和單詞作提醒。我曾在 2011 年 6 月的《懷恩季刊》寫下這樣的感受：“下午，當我

站在有陽光穿過的玻璃窗旁邊，念起頭一個字母開始的詩句時，突然，感覺超出了自我，融

合在了宇宙當中，而我作為所有受造物的一部分，是同整個宇宙，和所有的時代，一起讚美

極其偉大的造物主……（他）是超越一切人類語言可以讚美的。以離合體的詩句排列，從 A 

到 Z 也表示“全部”。這表示有一天“全部”受造的都要讚美他，也表示詩人自己願意“全

部”身心地讚美他。而我，只要我還活著，只要他賜給我的靈魂和意識還存在， 我願時時讚

美他，用生活和工作的“全部”，全方位來讚美他；在困境中讚美他，在順境中讚美他，在

“全部”的境遇中讚美他；我們今生來世，“全部”的生命，都願讚美造物主，直到永永遠

遠。 

 

4. 問：希伯來文有二十二個字母， 為什麼詩篇 145 只有 21句？ 

答：詩篇 145 少了以 N 開始的一句。據我的猶太同事說，死海古卷裡的詩篇 145 被發現居然

有完整的 22節，以 N 開始的那句並不缺少。不過我看了網上的來源，覺得 N 開始的那句所用

之詞語與後面的詩句有相當的重疊，所以懷疑那句是當地人後來加上的。傳統上，詩篇 145

只有 21 句，偏偏缺少 N 開始的一句。這被認為是詩人大衛故意略去的。大衛的文學水平在詩

篇 119 篇等更宏大的離合結構中早已得到證明，這裡應該不會是因水平不夠而想不出 N 字的

一句。 

 

5. 問：為什麼大衛在詩篇 145裡偏偏略去 N字開始的一句？ 

答：N 象徵希伯來語的 Nafal（跌倒），N也是人名拿單 Nathan 的第一個字母。 （拿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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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指出大衛跌倒的先知。) 跌倒，是詩人大衛不願再發生的事情。本來的 N 和“跌倒” 一

詞，被巧妙地包裹在下一句的位置： 

V14 "凡跌倒的，主將他們扶持。凡被壓下的，將他們扶起。” 

這證明，人雖有跌倒，但主必得勝，他的拯救來臨，那時才真是主的國度降臨。 

 

6. 問：猶太人為什麼對詩篇 145那麼重視，每天三次誦讀？ 

答：首先，我猜想這和紀念造物主一日三餐的飯食供應有關。據說詩篇 145 裡最關鍵的一節 

(如果讀的時候心不在焉就要重讀)，是有關主的供應的一節: 

V16 "你張手，使有生氣的都隨願飽足。" 

猶太人早晨禱告時手上額上戴著經文，讀到這節要格外專心，讀到“你張手”時要用右手觸

摸左臂的經文，讀到“使有生氣的都隨願飽足”時要用右手觸摸頭上的經文。 

另外，我猜想猶太人對詩篇 145 那麼重視， 每天三

次誦讀，也是因為詩篇 145 與來世的國度有關，與

永恒有關（與國度、永恒有關的各有三句）。 

 

7. 問：詩篇 145 在哪裡表現出與永恒有關？ 

答： 有三句提到永永遠遠（從開篇貫穿到結束）： 

V1 ……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V2 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V21惟願凡有血氣的，都永永遠遠稱頌他的聖名。 

 

8. 問：詩篇 145在哪裡表現出與來世的國度有關？ 

答：在中間的三句： 

V11傳說你國的榮耀，談論你的大能， 

V12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為，並你國度威嚴的榮

耀。 

V13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 

國度，是詩篇 145 的中心信息。 

參見：mcafee-tableaux.blogspot.com/2012/01/book-of-psalms-reading-backwards-

from.html 

 

9. 問：詩篇 145這中間提到有關國度之三句的頭一個字母表示什麼？ 

答： K，L，M， 組成"王(MLK)"這個字。見希伯來文字母表： 

 סעפצקרשתאבגדהוזחטיכלמנ
L=中間唯一高出一頭的字母ל。參見： 

www.hebrew4christians.com/Grammar/Unit_One/Aleph-Bet/Lamed/lamed.html 

所以王(MLK)， 是希伯來文字母表的中心，也是詩篇 145 的中心；王(MLK)在詩篇 145 居首位

（是大衛在首句讚美的對象：我的王阿，我要尊崇你），也在國度(MLKUT)一詞中居首位。 

 

10. 問：在中文裡“王"字 與“國”字有關係嗎？ 

答：有。國字有一種寫法，是王居四圍之中心。這種寫法古代就有，在太平天國時被重新使

用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化漢字時也曾被考慮過重新使用，但是後來被郭沫若否決了，因

為他說裡面包含的“王”字有封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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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問：詩篇 145 中間 KLM 句為什麼說到主國度威嚴的榮耀（“你大能的作為，並你國度威

嚴的榮耀”）？ 

答：不用說將來完美的國度了，就說現今的宇宙，也很能彰顯造物主大能的作為和威嚴的榮

耀。我們的地球，和太陽相比只是彈丸之地。而天上的繁星個個都是太陽。據說宇宙中的星

星數目是３ｘ１０
２３

，這數目等同於：五十萬億細胞×６０億地球上的人 = 所有人類的細

胞總數 。見   
 

www.huffingtonpost.com/2010/12/01/number-of-stars-in-universe_n_790563.html 

被造的宇宙已經如此之大，這是否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將來那完美國度之威嚴的榮耀？ 

 

12. 問：詩篇 145 在首末都提到永恆，有什麼區別？有什麼講究？ 

答：開篇貫穿到結束，提到永永遠遠，表示完全的永恆： 

V1……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 

V21.惟願凡有血氣的，都永永遠遠稱頌他的聖名。 

開始只是提到我，從我自己做起，將來則是凡有血氣的，所有受造的都要讚美造物主。這就

是國度。 

 

13. 問：詩篇 145 第二句說的永永遠遠，和首末兩節的說法有何不同？ 

V2 我要天天稱頌你，也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答：大衛在世的時候，不是時斷時續地稱頌神，而是天天稱頌神；他也要在永恒中讚美神，

他要永遠讚美神。雖然我們不能掌管別人的自由意志，不知他人要作怎樣的選擇，但我們自

己，要用神賜給我們的自由意志，選擇讓主的國度‘已經開始'——就從我自己做起，就從現

在開始。 

 

14. 問：國度，是詩篇 145 的中心信息。猶太人對本詩極為重視。為什麼很多華人基督徒對

國度的信息，對國度的詩篇缺乏重視？ 

答：給大家留作思考吧。提示：可思考世間政權對潛在威脅的敏感；太平天國國度實踐的失

敗，等等。國度 MLKUT的中心是王 MLK，誰才是大衛在本詩首句稱頌的真正的王？ 

 

                                                  米迦勒，基督教懷恩堂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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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以聖經註釋爲主,幫助基督徒正確理解聖經,從神的話語中得著生命的供應。 

 

● 本刊也刊登一些見證分享、靈修短文、講章等，以達到基督徒在主裏彼此交通、

互相勉勵的目的。 

 

● 本刊免費提供一些牧師的講道錄音（CD碟片），讀者可通過電子郵件來索取，但

是索取者必須自己出郵資。 

 

● 本刊文章均有作者署名。文章代表作者的立場，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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