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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15:19-22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但基督

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

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

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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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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倍恩★ 
      

     【17 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生了以諾。該隱建造了一座城，就按著他兒子

的名將那城叫做以諾。18 以諾生以拿；以拿生米戶雅利；米戶雅利生瑪土撒利；瑪土撒利

生拉麥。19 拉麥娶了兩個妻：一個名叫亞大，一個名叫洗拉。20 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

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21 雅八的兄弟名叫猶八；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22)  

洗拉又生了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或作：是銅匠鐵匠的祖師）。土八該隱的

妹子是拿瑪。23 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大、洗拉，聽我的聲音；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

話語：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殺壯士卻傷自己，我

害幼童卻損本身）。24 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麥，必遭報七十七倍】(4：17-24): 

 

     【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生了以諾。該隱建造了一座城，就按著他兒子的

名將那城叫做以諾】(4：17): 

     創 5：4說亞當“生兒養女”，顯然該隱和自己的同胞姐妹結婚。人類的早期人們必然

是近親結婚的。那時人的遺傳基因一定相當好，近親結婚所生的孩子不會產生身體上的不良

因素（神所創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罪入世界之后，各樣事情都在變壞。）當人的基因

壞到一定程度，神不再允許人近親結婚（參利 18：9，11；20：17；申 27：22）。 

     該隱所建的城以他的兒子命名，可見該隱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神為中心的。 

     這裡的“城”可能是規模很小的地方，不太可能像現代人所理解的城市。    

 

     【以諾生以拿；以拿生米戶雅利；米戶雅利生瑪土撒利；瑪土撒利生拉麥】(4：18): 

     這是人類迅速發展的一個畫面。 

     拉麥在該隱方面是亞當的第七世孫；猶大書 14節所說的與神同行三百年的以諾是塞特

方面的亞當第七世孫（參創 5：23-24）。不敬畏神的世俗強權政治在拉麥時代得到迅速發

展，但是我們看見另一支敬畏神的塞特的后代，蒙神保守，繼續走敬虔的道路。 

     “拉麥”的原意不詳，但參考阿拉伯詞源，“拉麥”意為“強壯、 粗野的年輕人”，

這與該隱后代中拉麥的性格相符（參網頁：http://www.abarim-

publications.com/Meaning/Lamech.html#.VUgtcZPoagc）。“以諾”意為“供獻”或“初

始”。但是“拉麥”和“以諾”這兩個名字在該隱和塞特的家譜中都有（參創 4：17，18；

5：22，26），這就失去了其名字的意義。這隻能說明這兩個家族是從相同的祖先傳下來的，

因此這兩族中的人有相似，甚至相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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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麥娶了兩個妻：一個名叫亞大，一個名叫洗拉】(4：19): 

     拉麥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娶雙妻者，開了一夫多妻的先例。神造人的時候隻造一男一

女，並且讓男女二人成為一體。 

     創世記 2：24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拉麥破壞了神所設定的婚姻制度，把婚姻的道德轉變成眼目的情欲和肉體的情欲。 

 

     【亞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帳棚、牧養牲畜之人的祖師】(4：20): 

     雅八住帳棚，以畜牧業為生，成了游牧民族的祖先。人不僅可以靠畜牧生存，也可通過

畜牧致富。住帳棚必然會使制造帳棚的手工業發展，制造帳棚的手工業又會引起其他手工業

（如木工、紡織等）發展。 

 

     【雅八的兄弟名叫猶八；他是一切彈琴吹簫之人的祖師】(4：21): 

     “彈琴”：弦樂。“吹簫”：管樂。猶八是娛樂大師，是制造樂器之人的祖先。 

 

     【洗拉又生了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或作：是銅匠鐵匠的祖師）。土

八該隱的妹子是拿瑪】(4：22): 

     土八該隱是打造銅鐵器具的，他成了金屬工匠的祖先。 

     “拿瑪”意為“快樂的”，“甜蜜的”，“愉悅的”，“美麗的”。這反映了該隱后代

追求世俗的思想。 

 

                                                   
 

 

     拉麥的三個兒子成了各種技術和藝術的祖先，他們中沒有一個成為敬畏神家族的祖先。

他們所從事的工作，表明了他們在努力尋求世界上的享受生活。 

     雖然該隱后代為了享受世上生活發明了各種東西，但是這些東西本身不一定是受咒詛

的。這些東西本身可以是中性的。人通過冶金、鍛煉技術可以制造出帶有利刃的殺人武器，

也可制造出日常生活用具。樂器可以成為享受罪中之樂的工具，也可成為贊美神的工具。 

     今天很多科學技術，如電視衛星轉播，電腦網路系統等，在發明創造的時候，人們並沒

有考慮到要把它們用於傳福音，但是我們屬神的子民，卻可以把它們用於傳播神的信息。   

         

     【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大、洗拉，聽我的聲音；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話語：壯

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殺壯士卻傷自己，我害幼童卻

損本身）。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殺拉麥，必遭報七十七倍】(4：23-24): 

     拉麥殺人、害人，十分凶惡。他揚言：殺該隱者隻遭報七倍；但是如果有人敢殺他，那

人要遭報七十七倍。殺該隱者要遭報七倍是神的懲罰。拉麥的懲罰遠超過神的懲罰，可見人

心已變得越來越殘忍、凶惡，人世間罪孽越來越泛濫，越來越深重。  

     拉麥所出的狂言，証明他是一個惡人，惡人的言語是他罪惡心聲的流露。再者，他可能

憑借兒子土八該隱所造的金屬利刃，有恃無恐。 

     “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也許拉麥認為這是他正當的

防衛，所有敢於侵犯他的人都必須加倍遭報，但是主耶穌說要饒恕人七十個七次（參太 18：

21-22）----完全的饒恕，要為逼迫我們的人禱告（參太 5：43-44）。 

     （另一說法：拉麥並不已經真正殺人，而他確信他能這樣做。他的意思是，無論壯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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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少年人，隻要傷害到他，他都要把他們殺了。）   

     拉麥的惡言、惡行充分體現了該隱后代背逆，離神越來越遠；拉麥的惡言、惡行也說明

了人世間為何暴力、凶殺、戰爭不斷。 

 

     【25 亞當又與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說：「神另給我立了

一個兒子代替亞伯，因為該隱殺了他。」26 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時

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4：25-26): 

 

     【亞當又與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說：「神另給我

立了一個兒子代替亞伯，因為該隱殺了他。」】(4：25):  

     “塞特”意為“委派的”，“指定的”（appointed），即神特意把塞特給了夏娃（神

又賜她一個兒子）。      

     該隱家族到拉麥和他兒子這一代，在不敬畏神方面已經發展得淋漓盡致。正當該隱家族

建城，發展藝術、 手工業等，建立世俗王國基礎的時候，塞特這個敬畏神的家族也在發展。 

     亞當、夏娃的許多兒女沒有被一一提名（參創 5：3-4），但是這裡唯獨提到塞特，因

為塞特代替義人亞伯。塞特的出生表明神沒有忘記他的許諾，神允許亞當后代中有一位“女

人的后裔”要出現，他要傷魔鬼的頭，拯救世人（參創 3：15）。 

 

     【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4：26):  

     有人稱“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是人類歷史中的第一次靈性大復興。在罪孽泛濫的世代

中，神興起一批屬於他自己的子民。在當今的世代中，情況也是如此。 

     神興起約翰衛斯理掀起了世界性的靈性大復興，神興起宋尚節博士在中國本土以及東南

亞一帶華人集居的地方掀起了中國人、華人基督徒的靈性大復興，以及傳福音運動。今天你

和我，是否可以在自己所處的環境裡引出一波又一波的靈性大復興？ 

     當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們還年幼的時候，我的父親每個星期都召集我們舉行家庭禮拜（有

時每星期一次，有時兩次），我們一起唱詩、禱告，父親總是在聚會中講道，這事實上引起

了一波又一波的家庭中的靈性復興，這使我們弟兄姐妹從小就有了一定的靈性根基。父親已

經去世很久了，但是神藉著他帶出的家庭靈性復興卻有著深遠的意義。事實上這對我和哥哥

完全奉獻做神的仆人有著直接的影響，對我們弟兄姐妹的孩子們繼續事奉神帶來了間接的影

響。    

             （待續） 

                            本文作者 賀倍恩   夏市華人基督教會牧師                             

                            該教會網頁  http://www.ccccville.com 

                                                                                        http://sites.google.com/site/cccc22911/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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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春葉◆ 
 

 

     《哥林多後書》第二章 (續)     
 

 

     在哥林多後書第二章，保羅做了對改變訪問計劃原因的總結，勸勉對悔改者的饒恕，講

述了對使徒職分應有的認識和態度。 

 

一、 解釋對訪問哥林多教會計劃改變的原因（1-4節） 

 

     【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們那裡去，必須大家沒有憂愁】(2：1): 

     “再”——對於‘再’有兩種解釋： 

     1、我的第二次訪問不能再次成為憂愁的訪問。  

     2、再也不會讓我的訪問成為你們的憂愁。 

     前者建立在保羅隻訪問過哥林多教會一次的基礎上。後者建立在保羅有了‘憂愁’的訪

問（第二次）之後。因為以下的理由，後者的可能性更高。 

     1）從語法角度看，後者可能性更高。 

     2）林後12：14及13：1已經記載保羅訪問了哥林多教會兩次。 

     所以，這段經文也是保羅兩次訪問哥林多教會的根據之一。我們承認保羅有訪問哥林多

教會的經歷，隻是他的訪問沒有達成原來期待的功效，所以保羅和哥林多教會之間彼此留下

了遺憾和憂愁。因此保羅決心不再為了懲戒或處理所發生的問題而訪問哥林多教會。   

 

     【倘若我叫你們憂愁，除了我叫那憂愁的人以外，誰能叫我快樂呢？】(2：2): 

     本節中保羅再次強調第一節為什麼不帶去憂愁的原因（林後1：24）。保羅認爲，他和

哥林多教會弟兄姊妹之間的關系隻有建立在分享喜樂的基礎上。所以發生痛苦和憂愁的訪問

自然不是保羅所希望見到的。 

                                        4 



     “憂愁的人”——希臘原文中‘憂愁的人’和‘叫我快樂’的人都爲單數。其實這不是

指某一個特别的什麼人，而是用單數指特定的團體（哥林多信徒）。 

 

     “除了我叫那憂愁的人以外，誰能叫我快樂呢”---- 除了那因我而憂傷的人之外，誰

能叫我快樂呢？因為保羅指責哥林多信徒的過錯，這使他們感到憂傷。但是他們從罪中出

來，卻使保羅快樂。 

                                                                                                                     Grace He 畫          11 嵗 

     【我曾把這事寫給你們，恐怕我到的時

候，應該叫我快樂的那些人，反倒叫我憂愁。我

也深信，你們眾人都以我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

(2：3): 

     “寫給你們”——我們無法考證這是指哪

一封信。保羅寫信的目的隻是希望自己出現在哥

林多教會之前那裡的狀況已有改善。 

     “這事”——書信的內容。對於這封信，

人們有以下幾個觀點： 

     1、指《哥林多後書》。這雖然與第一、第

二節內容相符。但是與第三、第四節的內容相矛

盾。 

     2、指《哥林多前書》。這個說法的前提隻

是因為這裡使用的是過去式。 

     3、指‘流淚的信’，參本章第4節。 

     4、指本章第十至十三節的內容。 

     雖然有人支持第二種觀點，但是在解經中

最為自然的是第三種解釋法。 

     “反倒叫我憂愁”----如果哥林多信徒對保羅仍舊心存誤解，保羅的到訪恐怕對他們沒

有幫助，反而他們的情況會令保羅感到憂傷。 

     “我也深信”——對這封信的期待。保羅希望這封信能夠驅散哥林多教會的所有問題。

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僅是保羅的喜樂，他相信也是哥林多教會眾弟兄姊妹的喜樂。因為問題的

解決不是為了保羅自己，而是意味著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姊妹與神的關系恢復正常。所以這就

成了大家的喜樂。 

 

     【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多多地流淚，寫信給你們。不是叫你們憂愁，乃是叫你們知道

我格外的疼愛你們】(2：4): 

     “寫信給你們”——指那封已經丟失的‘流淚寫的信’。 

     “我先前心裡難過痛苦”——寫‘流淚信的動機’（寫此信的第一個原因）。保羅聽到

在哥林多教會所發生的事情，為了解決問題他寫了《哥林多前書》。但是前書不僅沒有解決

他們的問題，反而有些抵擋者趁機在會友中煽動反保羅情緒。   

     “多多地流淚，寫信給你們”—— 該信的書寫自始至終都是在流淚中進行的。這是保

羅如同父母為孩子擔憂而流的眼淚（使20：19，31；3：18）。 

     “叫你們知道”——這是保羅寫信的第二個原因。他不是以埋怨、譴責為目的，而是为

了把愛傳達給他們。但這封信還是讓哥林多教會弟兄姊妹感受到某種程度的憂愁。因此保羅

解釋了他的譴責不是為了譴責而譴責，而是出於父愛的譴責。 

     “格外”——指特別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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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犯罪、悔改者的饒恕（5-11節） 

 

     要求哥林多教會能夠饒恕那些誹謗保羅的人。 

 

     【若有叫人憂愁的，他不但叫我憂愁，也是叫你們眾人有幾分憂愁，我說幾分，恐怕說

得太重】(2：5): 

      “若有叫人憂愁的”——單數式，指引起糾紛的領頭人隻有一個。 

 

     【這樣的人，受了眾人的責罰，也就夠了】(2：6): 

     “眾人”——除了反對保羅的少數者以外的大多數會眾。 

     “罰”——含有‘譴責’、‘非難’、‘處罰’等意。 

 

     【倒不如赦免他，安慰

他，免得他憂愁太過，甚至沉淪

了】(2：7): 

     “赦免”—— 保羅要求哥

林多教會，如同上帝用耶穌基督

作為禮物和恩典把我們的罪污完

全洗淨一樣，對於已經犯過罪惡

的人也要完全地給予遮蓋，恢復

過去的正常交通關系。 

     “免得他憂愁太過”——

‘罰’的尺度，是為了讓一個人悔改，而不是讓犯罪的人離開教會（賽42：3）。   

 

     【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2：8): 

     “勸”----恳求。 

     “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 愛心的原則始終不可丟棄。 

 

     【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不順從】(2：9): 

     這是保羅寫‘流淚信’的第三個目的。保羅關心眾多的會眾是否有順服的心。 

     “試驗你們”——指心靈的狀態。 

     “順從”——指基督徒的品性。 

     “信”——‘流淚’的信。 

 

     【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的】(2：10): 

     “你們赦免的”——保羅的赦免不是出於自己個人性方面的憐憫，也不是為了消除敵對

勢力的存在來方便自己的活動；而是為了建立哥林多教會的善良和德行。 

 

     【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2：11): 

     處罰過分的結果，反而會使撒但的計謀得逞。所以教會必須要譴責罪惡，在認罪悔改的

時候，要有饒恕、安慰、接納。 

     “詭計”—— 屬心靈的‘思想’、‘意念’等方面的技能。該詞的復數式旨在強調撒

但的表現是多面性的。撒但雖然是有限的存在，但是它也有足夠的能力影響人的活動。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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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真神的人會處在撒但的詭計、威脅之下（羅16：17-20，弗6：10-20）。 

 

三、 解釋事工的背景（12-13節）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主也給我開了門】(2：12): 

 

     “特羅亞”—— 港口城市。這是保羅第二次傳福音旅行中見到馬其頓異象的地方（使

16：8-9）。在第三次旅行中，保羅因為沒有見到預約的提多，離開特裡亞前往馬其頓，並在

馬其頓見到提多。  

     “主也給我開了門”——表示主給傳福音開的一條很好的出路。 

 

     【那時因為沒有遇見兄弟提多，我心裡不安，便辭別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2：13): 

     “提多”——不是猶太人背景的基督徒。他是保羅信任的同工（林后7：6，8：6，12：

18），並在哥林多教會侍奉的時候分享了真誠的愛心（林后7：15，8：16）。保羅稱他為屬

靈的兒子（多1：4）。 

     “我心裡不安”——保羅約好在特羅亞與提多相會，但是因為在特羅亞沒有見到提多，

保羅因此沒有得到有關哥林多教會的現狀報告。所以保羅擔心哥林多教會的狀況是否已經更

加惡化。 

     “往馬其頓去了”——雖然在特羅亞傳福音的門是開著的，但是保羅因為聽不到哥林多

教會的消息而感到焦慮，因此他竟然放棄了在特羅亞傳福音的機會，前往馬其頓等候提多的

來到，因為馬其頓是提多回來的必經之地。 

 

四、 保羅對於使徒職分的認識和態度（14-17節）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借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

氣】(2：14): 

     “誇勝”----描述羅馬將軍們押著俘虜凱旋而歸的場面。 

     對於“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人們有三種解釋： 

     1）“感謝常勝過我們的神”。但是這與整個句子主題不太符合。 

     2）“感謝帶領我們常得勝的神”。雖然這與句子的主題沒有衝突，但是這個句子強調

‘贏’，而不是最後的得勝。 

     3）“感謝凡事在基督裡讓我們得勝的神”（林前15：10）。顯然第三種解釋比較合

理。 

     “香氣”——形容當年羅馬軍隊凱旋歸來時，先到capitolinus山的神廟獻犧牲，點燃

香火的場景，這香火的香氣會充滿整個大街。保羅以此比喻福音如同當年充滿整個城市的香

氣一樣，要充滿整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

(2：15): 

     “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有的人聽到福音以後接受福音，並得救

了。但是也有些人聽到福音之後，並沒有接受而走向滅亡。這樣的結果都不是傳福音的人所

能決定的。但是這並不影響上帝喜悅福音和傳福音的人（帖后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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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馨香之氣”——‘馨香’是指很能散發香氣的，來源於犧牲的祭物（利1：17）。保羅

把自己比喻成認識基督的‘馨香之氣’（可參弗5：2，腓4：18）。這表明保羅等傳福音之人

的生活，如同獻給神的馨香燔祭----在各樣的逼迫和死亡的威脅中彰顯耶穌基督。 

 

     【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這事誰能當

得起呢？】(2：16): 

     這表明福音的兩面性。傳福音的結果對於有些人意味著死亡的宣告，對接受者來說是生

命的馨香之氣。 

     “這事誰能當得起呢”——傳福音的事工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完成的。保羅和他的同工是

靠著神的帶領、扶持、恩典來進行這一事工的。這也不是哥林多教會假教師所能承擔得起

的。 

 

     【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道。乃是由於誠實，由於神，在神面前憑著基督講

道】(2：17): 

     “那許多人”——混亂上帝福音的哥林多教會的假教師。 

     “混亂神的道”——保羅沒有為了個人利益而更改福音的內容，他隻是單純地傳揚福音

的信息。 

     “誠實”——表示‘清淨’、‘單純’之意，這與‘混亂神的道’ 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表明保羅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地傳揚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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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約 20:1-18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裡，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

了， 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

我們不知道放在那裡。」 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裡去。兩個人同跑，那門徒比彼

得跑的更快，先到了墳墓，低頭往裡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只是沒有進去。西門彼得

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裡去，就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

在一處，是另在一處捲著。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

經的意思，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馬利亞卻站在墳

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裡看，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

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腳。天使對他說：「婦人，你為什麼哭？」他說：「因為有人把我

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裡。」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裡，卻不知道是

耶穌。耶穌問他說：「婦人，為什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

「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那裡，我便去取他。」耶穌說：「馬利

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

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裡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

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

說：「我已經看見了主。」他又將主對他說的這話告訴他們。 

 

一、前言 

 

  1.主復活後有四十天之久向門徒顯現，講說天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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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復活升天前向門徒顯現，聖經記載了以下十二項: 

 

    （1）向抹大拉的馬利亞.約 20:11-18 

    （2）向眾婦女。太 28:1-8 

    （3）向彼得。路 24:12，34 

       （4）向其他婦女顯現。太 28:9-10 

       （5）兵丁報告耶稣復活。太 28:11-15 

    （6）去以馬忤斯的二門徒。路 24:13-35 

    （7）向眾使徒。路 24:36-49，約 20:19-23 

    （8）再向眾使徒，為了多馬。約 20:24-29 

    （9）向提比哩亞海的七個使徒。約 21:1-24 

    （10）向五百人。林前 15:6 

    （11）向眾門徒。太 28:16-20 

    （12）向橄欖山眾門徒。徒 1:1-14，路

24:44-53 

 

  3.四福音和徒 1:1-14記載主復活顯現的經文共有

一百六十三節，其中記著 

    向抹大拉馬利亞顯現的經文共四十五節，這幾乎占全部復活、顯現經 

    文的四分之一，這也表明這次顯現的重要性。 

 

二、抹大拉馬利亞是誰?    

 

  1.她是一個蒙福的人 

    主母馬利亞是萬代稱她有福的女子，是新約第一個有福的人。抹大拉的馬 

    利亞是主復活後第一次向她單獨顯現的女子，因此她是主復活後第一個有 

    福的人。 

 

  2.她是一個重要的人 

    四福音共提到她名字有十五次，其中六次是單獨提到的，九次是和其他婦女 

    同時提到的，但都以她為首，她在新約聖經婦女中的地位，顯然十分重要。 

 

  3.她是一位感恩愛主的人 

    她曾經被七個鬼所附，十分痛苦，主耶穌將七鬼趕出，使她得到釋放、平 

    安，她便永記不忘，深感主恩，火熱愛主。有人曾解這七個鬼，是人人心 

    中有的鬼:謊言、詭詐、不義、驕傲、嫉妒、貪心、污穢思想等罪惡捆綁。 

    當這些罪一旦得主赦免，蒙主洗淨成聖，我們理應多多感恩，更加愛主。 

 

三、抹大拉馬利亞見復活主的經過: 

 

  1.迫切尋找:主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她就來到墳墓，心裡迫切，急於見主。 

 

  2.只見空墓:大大驚訝，急忙告訴彼得、約翰，他們證實主的身體已經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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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墓外哀哭:她仍站墓外，傷心痛哭，天使問她為什麼哭，她告之原委，因不見 

    主身體。這表明她雖然熱愛耶穌，卻不信主已復活，只知往墳墓裡去找釘十 

       字架的耶穌，所以陷入極度悲痛之中，今日多少時候，我們也是這樣。 

 

  4.視而不見:她轉過身來，主已站在她身旁，她仍不能辨認，傷心流淚，主要原 

       因有二: 

(1)淚眼迷糊，視覺迷網，不認識主。 

 

    (2)主復活形體與前不

同，單憑肉眼，無法辨認。 

 

  5.誤認園丁:主問她，為什

麼哭，找誰，她把他當作管園

子的，並問他把主身體移放何

處，她要去取，可笑可憐，不

信之故。 

 

  6.牧人呼喚:主不責她，也

不怒她，用愛的柔聲，呼其名

字，她即認出原來拉波尼就在

面前，約 10:27"我的羊聽我

的聲音……"她的喜樂之情，

可以想像。哀慟的人有福了，

他們必得安慰，尋找的必尋見，主言應驗。 

 

四、主向她顯現目的（約 20:17） 

 

  1.復活主向她宣告三種新關係: 

 

(1)永遠同在，隨處同在，不再分離的關係 

       "不要摸我"，可譯爲不要拉住或抱住我，這說明主復活的形體，再不受 

       時間、空間的限制，隨時隨地永遠在你身邊，活在你心中，良人屬我， 

       我屬良人，新的關係開始了。 

 

(2)主與我們稱為弟兄，親如手足，這是骨肉相連的關係 

    你往我弟兄那裡去，主不稱門徒為僕人，或朋友，或我所愛的人，而 

       稱弟兄，這表明復活主與屬他的人更親切相連了。 

 

(3)升天代求，差遣聖靈，預備再來的關係 

       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這表 

       明他復活後的工作是在天上，他差遣聖靈，爲我們代求，預備地方，再 

      來接我們，這帶給我們活潑盼望，這也是一種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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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項大使命 

 

把復活的主和他帶給我們的新關係告訴人，傳福音給萬民聽。 

 

五，最後的話 

 

     抹大拉馬利亞為什麼哭? 因爲她開始沒有見到復活主的顯現。現在我們可以隨時 

      隨事隨地看見復活的主，所以不必再哭了。伯 19:25 

 

 

                     本文作者  程嘉禾  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會退休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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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8：9-19 
 

羅馬書 8：9 如果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

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10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11

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借著住

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12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

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13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

惡行，必要活著。14因為凡被 神的靈引導的，都是 神的兒子。15你們所受的，不是奴

仆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16聖靈與我們

的心同証我們是 神的兒女；17既是兒女，便是后嗣，就是 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18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

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 神的眾子顯出來。 

 

提示 
 

1.“9 如果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

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保羅非常精辟地幫助信徒理解主耶穌的話。明白體貼神的意思與體貼肉體是本質上不同

的，這在於人是否願意順服聖靈的引導，還是仍然活在原來的生命狀態之中。一個人知道、

相信耶穌是基督，與真正有了基督的信仰，真正屬於基督是不同的。真正有信仰的人，不僅

僅在於參加主日的崇拜，持守平日的禱告、讀經（這樣他還有可能成為新的律法主義者）；

信耶穌的人，如果心裡像使徒保羅那樣，有兩律的爭戰，就能知道自己究竟是歸屬了基督

了，還是依然歸屬於那老舊的肉體。你明白嗎？你有經歷嗎？ 

 

2.“10 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11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

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借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

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這兩節經文幫助屬基督，有聖靈在心裡的人，來察看自己的狀況。信徒應當明白，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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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基督的，那麼就依舊在肉體---罪---死的鏈條上；而那真正屬基督的就能夠經歷耶穌基督 

的靈---死裡復活---老我必死---新我活了---為主而活---走“義”路的過程。你能明白这些

嗎？  

 

3.“12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 

     使徒保羅讓信耶穌的人明白，他們過去活在肉體之中，一味順從自己私欲的人，都虧欠

了天父上帝造物主的恩典；唯有主耶穌十字架上的死，才為一切信祂的人還清了罪債。因

此，你應該更加明白感恩的真正涵義了！ 

 

4.“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保羅告訴信徒，我們信了耶穌基督以后，更應當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再繼續體貼肉體，

若依舊那樣，怎麼能夠感覺主的同在呢？若感覺不到主的同在，我們就必須來到主面前祈

求，讓聖靈在我們心裡的工作。你是否願意嘗試，看看自己的生命會有怎樣的變化嗎？ 

 

5.“14 因為凡被 神的靈引導的，都是 神的兒子。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舊

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使徒保羅幫助信耶穌的人明白，每次他們誦讀主禱文，說“我們在天上的父”的時候，

不能僅是說說而已，而當從心裡感受到自己在主面前是個孩子。你若感受仍然還不真切，可

以試著把“我”、“我們”改換成“孩子”，這樣你心裡的領受肯定就會不同，你願意嘗試

一下嗎？同時你也要省察自己,你是否會有主耶穌說的“浪子”比喻中那個大兒子的心態----

在主的家中，把自己當作雇工，而不是兒子，這豈不是非常可憐的嗎？ 

 

6.“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証我們是 神的兒女；17既是兒女，便是后嗣，就是 神的后

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信耶穌的人若感受到我們已經擁有兒子的地位，就會像主那樣有預備受苦的心志，並曉

得苦難帶給天父兒女的隻能是榮耀。你有這樣的經歷嗎？ 

 

7.“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19受造之物切望

等候 神的眾子顯出來。” 

     這節經文提醒信徒，我們在苦難中會真正明白基督信仰帶給自己不是暫時的，地上看得

見的好處，而是將來在天上要得的榮耀。你有如此的經歷嗎？ 

 

                          羅馬書 8：20-33 
 

羅馬書 8：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1 但受

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享”原文作“入”）。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

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24 我們得

救是在乎盼望；隻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有古卷作“人所看見的何

必再盼望呢？”）？25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26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

［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隻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

告。27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 神的［旨意］替聖徒祈

求。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29 因為

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30 預 

                                       14 



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

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

得榮耀。31 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

呢？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呢？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

們眾人舍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

白地賜給我們嗎？33 誰能控告 神所

揀選的人呢？有 神稱他們為義了（或

作“是稱他們為義的 神嗎？”）。 

 

提示 
 

1.“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

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享”原文作

“入”）。” 

     使徒保羅提醒信徒兩點：第一，作為受造之物的人，必須重新認知真實與虛空的概念，

人看得見的常常是虛空的，我們要追求屬靈裏面的真實。第二，受造之物的人，在虛空的世

界中不應該追求敗壞自己的虛空的東西，理當追求真實。如此你能體會到真自由。你認同

嗎？ 

 

2.“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

［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使徒保羅提醒信耶穌的人，信主的人與不信主的人生活都在虛空環境之下，隻是他們追

求的東西不同，等候、盼望的東西不同。不信的人認為“兒子名分”、“身體得贖”是虛無

飄渺的，信徒卻知道那是最真實，最寶貴的身份與生命。你查覺自己與不信耶穌的人的差別

嗎？  

 

3.“24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隻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有古卷作

“人所看見的何必再盼望呢？”）？25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使徒保羅幫助我們認識,真正有基督信仰的人所追求的應該是什麼？我們等待、盼望的

又是什麼？ 

 

4.“26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隻是［聖］靈親自用說

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27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 神

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這裡的軟弱，指的是信徒在信仰層面上的不堅定，還會有疑惑，甚至不信的惡性依然不

時地困惑著他們的頭腦與心靈。但是，保羅讓信徒不用害怕，因為有聖靈在我們的心中幫助

我們，最奇妙的工作就是聖靈的代禱。當信徒在信仰上軟弱時，甚至不想禱告與主交談時，

卻能感受到聖靈的工作。你有這樣的經歷嗎？ 

 

5.“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這節經文常常被信徒引用在教會的生活上，卻也常常被“斷章取義”。有的信徒單單記

住三分之一，“萬事都互相效力”；有的人多一點，是三分之二，加上“叫愛神的人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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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如果我們完整地來學習這節經文，就會有更深刻的理解。若将這節經文從後面往前

推：信耶穌的人都是主按照自己的計劃，把他們從萬人中揀選出來的（他們有感恩之心，應

該是愛主的人）。然后，這種信徒會發現生活中經歷的一切事情都是必然的，就會有信心仰

賴主。你認同嗎？ 

 

6.“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

子。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

榮耀。” 

     使徒保羅繼續幫助信徒，不要聽所謂神學上關於“預定論”的爭論，而要自己在心靈裡

體會上帝做事情是完全有計劃的。聖經帶給我們的信息是：在老亞當裏，我們都死了；但在  

末後的亞當----拿撒勒人耶穌裏面，主不算我們爲不義的，有罪的人，而算我們爲因信稱義

的人，我們因此得著榮耀的名：“基督徒”。你不覺得自己受洗能成為基督徒是莫大的榮耀

嗎？  

 

7.“31 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呢？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32 神既不愛惜自

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舍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使徒保羅告訴信徒，不要害怕魔鬼撒但的攻擊、誘惑、欺騙，因為我們有造物主的幫

助，有祂愛子的幫助，有保惠師聖靈的幫助。住在天父家裡的人一定會深切地體會到主賜給

我們的，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你難道不感恩嗎？你難道不應該把當歸於主的歸給祂嗎？ 

 

8.“33 誰能控告 神所揀選的人呢？有 神稱他們為義了（或作“是稱他們為義的 神

嗎？”）。” 

     使徒保羅提醒信徒，不要害怕魔鬼的控告，我們是被主揀選的，祂不定我們的罪，並用

愛子的血來遮蓋我們的罪，赦免我們的罪。這豈不是非常奇妙的恩典嗎？但我們也要切記，

在基督耶穌裏的人不要再犯罪了。你願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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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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忠信☆ 
 

1.忙著建造什麼？ 

 

●今天如果我們去面試----要我們嘗試設計一樣東西，我們會如何設計？ 

○我們會按照自己所想，所要的去設計，還是會按照雇主或是顧客的需求(Function) 

、代價(Cost)、時間表(Time)去設計？ 

 

●我們每天都非常的忙碌，到底我們每天忙著在建造的是什麼呢？ 

○有很多人，他們非常努力的在建造：成功的學業、專業、事業(Our Success)。 

○有很多人，他們非常努力的在建造：豐富的生活、產業、將來(Our Prosperity)。 

○有很多人，他們非常努力的在建造：快樂的時光、關係、人生(Our Happiness)。 

 

●今天我們成為基督徒，成為神的兒女之後，我們在建造的又是什麼？ 

○我們今天在生命中所建造的，是按我們自己所想所要地去建造，還是按神的心意去建造？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十二 2） 

○今天我們非常努力的建造我們的『成功』(Success)、『豐富』(Prosperity)、『快樂』 

(Happiness) 。但是我們需要停下來想一想：這些，真的是神要我們建造的嗎？ 

-耶穌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請參考路加福音：十二 15-2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

醒。（詩篇：一百二十七 1） 

 

2.生命的建造 

 

●在哥林多前書第三章 9-15 節裏，保羅與我們分享神在我們生命中建造的特質是什麼。 

○按神心意的建造：神要建造的是我們。 

-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哥林多前書：三 9） 

-窯匠用泥作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壞了，他又用這泥另作別的器皿，窯匠看怎樣好，就向泥怎

樣作。耶和華的話就臨到我說…泥在窯匠的手中怎樣,你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耶利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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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4-6）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

（以弗所書：二 10）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

的教訓。（歌羅西書：二 6-7） 

○以基督為根基的建造：我們的建造，是以主耶穌基督為根基的。 

-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哥林多前書：三 11）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作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詩篇：十六 4）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以弗所書︰四 1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

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實、溫柔、節制。（加拉太書：五

22-23）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

靈居住的所在。（以弗所書：二

22） 

 

●經得起試驗的建造：我們的建

造，是要經過試驗的。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

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

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哥林多

前書：三 13）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

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

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

就把你們擄去。（歌羅西書：二 8） 

-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

漸的多知道神。（歌羅西書：一 9-10）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

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

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馬太福音：七 24-27） 

-不是要討人的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帖撒羅尼迦前書︰二 4）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

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馬書：五 

3-5） 

 

●與神同工的建造：我們的建造，其實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我們與神同工建造。 

-我們是與神同工的。（哥林多前書：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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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的心意 

 

●神在我們身上，有什麼樣的心意？ 

○救贖：神的救恩，讓我們因信稱義。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羅馬書：五 1） 

○建造：神的工作，讓我們得造就，得以改變。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以弗所書：二 10） 

 

●要成就神的這兩個心意（救贖、建造），我們應當如何？ 

○神救贖之工，已經藉著耶穌完成，而且神的救恩是白白的，耶穌已經在十字架上爲我們付 

出贖價，我們只要相信，就可得著。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五 17） 

○神建造之工，卻是現在正在進行中，而且我們靈裡的建造工作，是需要我們努力，需要 

我們付出代價的，不是我們等在那裡，就會自然發生的。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 

，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哥林多前書：三 14-15） 

 

4.我們的回應 

●從今天的分享，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回應？ 

○靈裡的生命，不只是『得救』，更是要『建造』。 

○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的救恩，得著新的生命。我們是否願意繼續與神同工，在我們的靈裡，

繼續建造的工作？ 

 

●背誦經文：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立比書︰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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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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旭初★ 
 

哥林多後書的寫作時間和地點：寫於使徒保羅第三次出門布道，離開以弗所來到馬其頓的時

候（徒20：1–2），時約主後57年。   

  

背景：保羅曾從以弗所到特羅亞（即荷馬史詩中的特洛伊），看見主在該城開了福音的門，

但因沒見到提多，就心裡不安，從而改變計劃，離開那裡，前往馬其頓去，希望在那裡遇見

提多，聽他回來報告有關哥林多教會的好消息（他前一封書信對他們產生的影響）。正如他

說：“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主也給我開了門。那時因為沒有遇見兄弟提多，我

心裡不安，便辭別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林後2：12–13）後來提多來了，給他帶來好

的消息（他們對他的前一封書信有積極的反應），這讓他很得安慰。但他也聽到哥林多教會

還是有些人否認他是基督的使徒，這又讓他很傷心。可能有些出門都帶著耶路撒冷母會給他

們推薦信的假使徒來到哥林多教會（林後11：3–6，12–15，21–23；12：11–12），對他

們說：這保羅算什麽？他能拿出耶路撒冷有名望使徒的推薦信嗎？他會不會是個自封傳道

人？保羅就是在這種喜憂交加的心情下和提摩太聯名寫下此信，讓提多送去給哥林多教會。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林後2：14–4：6。保羅在其中強調說：律法的職事跟福音的職事完

全不同。律法的職事講推薦信，講人用墨寫在紙上的字句（律法）；但福音的職事講另一種

推薦信，就是被聖靈大能改變了的基督徒，神將聖靈寫在他們心裡，如保羅所說：“他又用

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NIV: [it is God who] set his seal of 

ownership on us, and put his Spirit in our hearts a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what 

is to come.）（林後1：22）律法的職事是寫在石板上的，但福音的職事是寫在心板上的。

新約的職事遠比舊約的職事更有尊榮！ 

  

保羅分三部分講這福音職事的尊榮： 

1）新約的職事：基督得勝的慶典； 

2）新約的職事：上帝自己的工作； 

3）新約的職事：福音真理的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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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的職事：基督得勝的慶典（林後2：14–17） 

  

講到新約的事工，保羅先振作那些為福音勞苦的宣教士們（包括憂傷中的自己）的士氣，讓

他們（包括他自己）看到勝利凱旋中的基督。他說：“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

勝。”（who always leads us as captives in Christ’s triumphal procession.  他常

常率領我們，使我們這些作基督俘虜的人得以參加基督凱旋的行列。）（14a） 

  

這裡保羅用了一個希臘字：thriambeuo。Thriambeuo意為在凱旋隊伍中作領隊（和合本譯

為：帥領……誇勝；NIV譯為：to lead in triumphal procession）。其詞根是thriambos，

拉丁字triumpus（triumphal procession慶祝勝利的凱旋儀式）即由此而來。這是一個希臘

羅馬世界裡大家都熟悉的字。保羅用這個字讓哥林多人聯想起兩百年前羅馬人征服哥林多後

舉行的一次凱旋儀式，也讓其他外邦基督徒想起羅馬皇帝革老丟不久前平定不列顛克爾特人

叛亂后舉行的一次更隆重的凱旋儀式（主後44年）。他要通過這一大家都熟悉的生動比喻讓

哥林多人明白他所要講的真理，這就是他後來在羅1：16所說的：“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

救一切相信的 ……” 

  

要明白保羅的意思，我們先要了解一下羅馬人的triumpus。  

  

當羅馬將軍取得一次輝煌的軍事勝利後，羅馬元老院就要給他搞一次進羅馬城的凱旋儀式。

凱旋儀式的游行隊伍的順序是：前面是四處撒香的祭司，跟在他們后面的有獻祭用的牛，車

載的戰利品，被鐵鏈捆鎖的被俘首領及其家屬和部下，然後是頭帶凱旋冠（corona 

triumphalis），手拿權杖，站在輝煌戰車上的征服者（triumphator）自己，最後是他率領

的，得勝的羅馬軍隊。凱旋隊伍在擁擠的街頭游行，穿過凱旋門（porta triumphalis），經

過大競技場（Circus Maximus），鬥獸場（Amphitheatrum Flavium），沿神聖大道（Via 

Sacra），進入廣場（Forum Romanum），最后到達卡匹托爾山（Mons Capitolinus）。在那

裡，他們要向朱庇特神獻祭。至於戰俘，他們在示眾後或被囚禁或被勒死。 

  

在這比喻中，保羅沒有說自己是神凱旋隊伍裡得勝的凱旋者，卻將榮耀都歸於神。他看神是

這場凱旋式的主導，看基督是那凱旋歸來的英雄（vir triumphalis），而看他自己和他的同

工，以及所有他們為基督贏回的人都是基督的囚犯，被沿途觀看凱旋式的人群所吐棄。正如

他在前書中說：“我們……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林

前4：9） 

  

作為凱旋行列中的囚犯，依人看是可悲的，但依神看是可慶的，因爲被基督征服就是最大的

征服；被基督得勝就是最大的得勝。（參林後10：5）這裡保羅告訴我們：我們原是基督的敵

人，現在被列在基督的凱旋的行列中，成了被神所征服，所俘虜的囚犯。從屬靈上看，我們

的結局就是走向死亡，被處死，也就是向罪死，向世界死，好使我們成為他的奴隸，這就是

完全順服他，使我們得著義，得著生命。保羅說：“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

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4：10）他又說：“豈不曉得你們……順從誰，就作誰的奴仆嗎？

或作罪的奴仆，以至於死。或作順命的奴仆，以至成義。”（羅6：16）這就是保羅的辯証

法：“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至喪命的。”（林後6：9） 

  

基督如何征服我們？是像穆罕默德那樣，一手拿經，一手拿劍，用所謂jihad來征服我們嗎？

不，那是強奸，那是用武力來強佔我們。基督是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之愛來贏得我們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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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那是愛情。他使我們成為他的奴仆，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現在我們來看2：14b：“並借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and uses 

us to spread the aroma of the knowledge of him everywhere.  他又使用我們到處播散

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這裡保羅用了另一個希臘字：osme，意為氣味，即拉丁文的odor。我們在前面說過：羅馬人

凱旋游行隊伍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四處撒香的祭司們。這就是說：基督用他的犧牲之愛征服了

保羅，使他做他的奴隸（參NIV Col 2:15: And having disarmed the powers and 

authorities, he made a public spectacle of them, triumphing over them by the 

cross. 基督藉著十字架解除了那些靈界執政和掌權者們的武裝，把他們當作凱旋行列中的俘

虜，公開示眾。），然后讓他出去，到羅馬帝國的各城各市，四處傳福音，去征服那些不認

識主的罪人，使他們悔改，成為基督的奴隸。所用的刀劍就是神的話（是神的話擄掠他

們），不是回教徒用的那種歪歪的刀。在這裡保羅改換了他和他的同工在行伍中的角色，不

再是囚犯，而是持香的祭司。作為持香者，他們沿途一路播散認識基督的香氣，使所發的香

氣裊裊上升，隨風飄蕩。而車載的囚犯則是基督藉保羅和他的同工用神的話擄掠來的新基督

徒。 

  

總之，2：14讓 我們看到這樣一幅景象：我們平時珍愛的罪現在都成了基督凱旋隊伍中的戰

利品，放在車上，被眾人觀看。讓他們看到我們從前所犯的罪是何等嚴重，也讓他們看到我

們現在被基督俘虜後的改變：我們成了何等樣的人！竟成了被基督慈繩愛索捆綁的義的奴

僕！竟成了基督之國度、權柄、榮耀的活見証！神藉著我們的生活，顯揚基督的義。 

 
  

我們繼續往下看，看2：15–16a：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Christou 

euodia）。For we are to God the pleasing aroma of Christ among those who are 

being saved and those who are perishing.  我們好比獻給神的基督馨香之氣，播散在那

些得救和失喪的人身上。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osme ek thanatou eis 

thanaton 從死到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osme ek zoes eis zoen從生到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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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活。NLT: To those who are perishing, we are a dreadful smell of death and doom.  

But to those who are being saved, we are a life-giving perfume.  對於那些失喪的

人，這氣味成為致死的臭氣；對於那些得救的人，這氣味卻成為得生命的香氣。 

  

去年夏天，我在溫莎堡加入游客人群，等著觀看皇家衛隊交接儀式前的列隊游行，等了好

久，不見衛隊行列出現。突然，我聽到奏樂聲，由遠而近，我就知道，隊伍快要來了，相信

當時的羅馬人也是一樣。他們加入歡迎凱旋隊伍的人群，在街上等著看游行，等了好久，不

見隊伍出現；但突然，聞到從遠處飄來的香味，就知道游行隊伍快要到了。我相信，這香氣

聞起來一定很強烈，很刺鼻。作為觀看者，我們對這種香的味道，肯定會有不同的反應。我

前年去上海，參觀城隍廟，聞到從廟裡飄出的一陣陣濃濃的odor（拉丁文的odor是味道，本

無香臭之分，其香與臭完全取決於聞者的主觀感受）。我聞了就頭暈，覺得那odor是從地獄

裡飄出來的a dreadful smell of death and doom。但對於那些燒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們，那

odor簡直就是perfume！這就是保羅在以上兩節經文中所說的。 

  

保羅和他的同工們作為游行隊伍中帶著基督馨香之氣（eu-odia）的持香者，沿途一路向得救

和失喪的人群散發認識基督的香氣（osme或odor）。但沿途的觀眾對這osme（福音）的反應

是不同的。對於靈性上的囚犯（罪的奴隸）、滅亡者來説，這osme跟死有關，是可怕的臭氣

（dys-odia）,他們拒絕福音,認為那是愚昧人的“迷信”。但對於靈性上的得勝者（義的奴

隸）,即神所揀選的得救者,這osme是勝利的香氣（eu-odia）,他們因此擁抱這寶貴的福音。 

  

基督的福音是兩刃的劍，既是福，又是禍。西面曾“對孩子的母親馬利亞說，這孩子被立，

是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路2：34）保羅說：基督是“一塊絆腳的石

頭，跌人的磐石。”（羅9：33）彼得說：“他們既不順從，就在道理上絆跌。他們這樣絆跌

也是預定的。”（彼前2：8）耶穌說：“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

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太21：44）對不信的道金斯們，耶穌是死的，關於他的信息也

是死的，所以他們的終局就是死亡。福音對於他們，如同從死到死的臭氣（osme ek 

thanatou eis thanaton）。但是對我們得救者，耶穌是復活的主，關於他的信息是活的，所

以我們的終局就是永生。福音對於我們，如同從生命到生命的香氣（osme ek zoes eis 

zoen）。 

  

然後保羅問：“這事誰能當得起呢？”（NIV: And who is equal to such a task?  ISV: 

Who is qualified for this?）（16b）保羅的意思是：這傳福音的任務是這樣重要，誰有資

格去承擔呢？保羅要回答哥林多人認為他不夠資格的指控，但他暫時擱下這問題，而把話題

轉到使徒和傳道人的工作。 

  

保羅的工作是艱辛的（其間可能常有灰心、挫折、失望），但卻是成功的。他在前面曾發出

勝利的呼喊，說：“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 如果傳道人不信他會勝利，那他

就干脆辭職，別做傳道人了。 

  

保羅的秘訣在哪兒呢？他說：“我們不像那許多人，為利混亂神的道（we do not peddle 

the word of God for profit.  我們不把神的道當商品叫賣），乃是由於誠實，由於神，在

神面前憑著基督講道。（On the contrary, in Christ we speak before God with 

sincerity, as those sent from God.  神差遣我們，要我們在他面前按著基督誠誠懇懇地

宣揚信息。）”（17）他說他不像那些小商販，拿神的道當小玩意，以吸引好奇的路人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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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他好從中賺錢得利。靠傳福音賺錢得利的人，今天有沒有？有。有人美其名曰：“成功

福音”（The Prosperity Gospel）。但保羅強調：能擔當傳福音重任的人，是那些不以傳道

為得利門路，而心存誠實，在差遣他的神面前按著基督傳神信息的人。他知道他是神所差派

的，因此是有使命的。他知道神不是差他來世上享受的，而是差他代表基督，傳基督要他傳

的，信基督要他說的。 

   

保羅在另一處說：“我們傳揚他，是……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為

此勞苦（NASB: for this purpose … I labor），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

力。”（西1：28–29）可見保羅從不忘記他使命的目的。他又說他和他的同工是“憑著基督

講道”的：“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Christ’s ambassadors），就好像神借我們勸你們一

般。我們替基督（on Christ’s behalf）求你們與神和好。”（林後5：20）保羅清楚地知道

他和他的同工們是神的代表。難怪他問：“這事誰能當得起呢？” 如果神委任你，你確實會

發出這樣的疑問？我行嗎？（保羅將在第三章回答那個問題。）耶穌也曾問過門徒這個問

題：“我將要喝的杯，你們能喝嗎？他們（糊裡糊涂、不假思索地）說，我們能。耶穌（很

嚴肅地）說，我所喝的杯，你們必要喝……”（太20：22–23）耶穌的意思是說：做神的工

作會有很多灰心、喪志、疑惑、恐懼、孤單、挫折，甚至死亡。但你們盡可放心，因神在你

們裡面工作。你們會在恐懼、挫折、失敗中得勝，你們有“基督馨香之氣”。 

  

我們禱告： 

主，我們感謝你借使徒的口對我們所說的話，讓我們相信你拯救的大能，也謝謝你今天仍使

用一些你所揀選的人來作這傳福音的偉大事工。求你讓他們看到，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力

量、資源、金錢等，而隻能依靠你作這工作。 

奉耶穌的名，阿門。 

                           （待續） 
  

              徐旭初講於牛津聖克萊門基督徒國語團契，2015年3月29日，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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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雄雄◆ 

經文：（約 15:1-8）  

1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2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3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4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

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

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6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7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8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一、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約 15:1） 

 

為什麼耶穌選葡萄樹來表現他自己呢？聖經裡面有黎巴嫩的香柏樹，有橄欖樹，有無花果

樹。但是耶穌完全不用這些又高又大的樹來表明他自己，他用了幾乎不成樹的葡萄樹來表示

他自己，葡萄樹是樹嗎？如果葡萄樹是樹，有誰可以畫葡萄樹的形象呢？我們要畫椰子樹很

簡單，畫鬆柏樹也很簡單，但是最難畫的就是葡萄樹，因為葡萄樹根本沒有自己的形像樣

式，所以你不能夠憑空想出葡萄樹應當怎樣的。那麼畫葡萄樹的人，一定要連棚的形象也畫

進去：如果這個棚是高的，這個葡萄樹就是高的葡萄樹；如果這個架子是矮的，它就是一棵

又矮又長的葡萄樹。所以葡萄樹是沒有自己形像樣式的樹，它向哪裡長，都是根據栽培的人

意念來設計的。 

 

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因為我的父栽培，我的父計劃，我的父搭棚，我的

父澆灌，使我能夠成為今天的形式，按照父的旨意，遵守他的計劃，成全了父在我身上所定

的旨意，成就了他要我成就的。因為耶穌是最順從天父旨意的。耶穌基督選擇了溫柔順從的

葡萄樹爲例子，來做我們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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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樹是最軟弱，但卻是多結果子的樹，一棵很高大的椰子樹最多結十粒果子，很大的芒果

樹可能結幾百粒的果子，但是葡萄樹單單一個枝子，就可以結幾百粒的果子，豐富的時候，

一棵葡萄樹可以結幾千粒果子。如果我們學習主耶穌柔順，讓我們的父來定我們的形像，就

能像耶穌基督那樣，結出豐盛的果子。  

 

今天許多地方教會發生的問題，最大的原因是我們為自己定了計劃，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遵行

上帝的計劃，我們的事奉都是照著自己的意念，所以沒有辦法成全天父的意念，我們自己剛

硬著心堅持自己的意見，所以聖靈沒有辦法透過我們結出他自己的果子來。但是主耶穌對父

上帝的絕對順服，使他可以結出很多的果子。主耶穌結果子的時候，是通過他的門徒結出來

的。所以我們看起來葡萄樹干上連一個果子都沒有，千千萬萬的葡萄樹的果子都在樹枝上，

這是與主同工帶來的果效。 

 

 二、生命的本質和結果子的數量（約 15:1,8） 

 

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在第一節經文中，耶穌提到真葡萄樹生命本質的重

要性；第八節說：“你們多結果子”，耶穌提到果

子數量的重要性。 

 

主先告訴我們他是真葡萄樹，他本身是生命的源頭，然後他要我們多結果子，一個好的教會

是信仰純潔，又廣傳福音多結果子的教會。但是今天有的教會人數很多，傳的不是真道，參

雜了社會福音、成功神學；還有一些教會誇自己守真道，但是結不出果子。 

 

主要我們持守生命真道本質的時候，也要有多結果子的數量，但是我們絕不可以放棄傳主耶

穌並他釘十字架的道，不講將來的審判，去片面地追求數量。要求質與量的並進，是我們事

奉中一個最困難的地方。我們要背的十字架比別人更重，我們遇到的仇敵比別人更多。  

 

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所以從本質方面講，基督這一方面是完全沒有問

題的。因為主耶穌是絕對順服天父的，完全順從他旨意行事的，正像在第八章中耶穌所說

的：“我常作我父所喜悅的事”。但是從數量方面，門徒這一方面是大有問題的，為什麼

呢？因為不肯被修理，堅持自己的成見，不肯謙卑順從，不倚靠聖靈引導，所以不能結果

子，或者結不出大量的果子。  

 

所以耶穌說，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教外的人不能被稱為是枝子。耶穌說，我

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這應當是指所有枝子本來就是屬耶穌基督的。有沒有表面上看來是

屬耶穌基督的，但卻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有！猶大就是這一類的人，猶大是不是耶穌的門

徒？從表面上看他是的！但猶大是不是真正屬於主的？不是的。所以他就被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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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 之 媛 畫                  三、聖誕裝飾樹 

 

我們還看見，聖誕樹沒有接在樹干上也會

有果子，因為這是人綁上去的。裝飾用的

聖誕樹的樹枝與樹干完全沒有生命的關

系，它只是一棵美麗的裝飾樹。全世界最

好看的樹就是聖誕樹，全世界最沒有用的

樹也許就是聖誕樹，因為它的漂亮不是真

漂亮，它的生命不是真生命，它的果子不

是真果子。但是很奇怪，當聖誕樹出現的

時候，一些基督徒也都出現了；聖誕樹一

旦被丢掉，那些基督徒也不見了；明年聖

誕樹出現的时候，他們又跑出來，湊湊熱

鬧，年年穿著漂亮的衣服在漂亮的聖誕樹

旁邊拍照留念。慶祝聖誕當然是很高興的

事，但最重要的是你跟主的生命有沒有發

生關聯。 

 

聖經沒有記載耶穌在幾月幾日降生，12月 25 日過聖誕節是假定的日子。不過聖誕節也不是

犯罪。如果你迎接主耶穌降臨在你心靈的馬槽裡，你心靈天天有空處讓他居住，這比歡慶一

年一度的聖誕節更好。但是我們抓住普世歡慶的日子，向前來參加聚會但是還沒有相信的

人，傳揚主耶穌的福音，使他們決志相信、悔改，得著永生。這豈不是一件神所喜悅的事

嗎？神不願一人沉淪滅亡，但願人人都悔改。因為他們的靈魂是寶貴的。主耶穌降生到世上

來，為的是尋找、拯救喪失的人。 

 

四、生命果樹的四種記號和特征 （約 15:2 上） 

 

1.耶穌這裡所說的“凡屬我”，指每一個屬主不結果子的人，就被剪去，這

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都要挪去。一

棵樹會結果子，這是生命的特征記號 ，表明這棵樹是活的。 

 

2.葡萄樹結出葡萄，是品種的特征記號。 

 

3.樹能結出多少果子，是否碩果累累，是數量程度的特征記號。 

 

4.樹是否結出豐滿甜美的果子，是樹枝與樹干有機聯合的特征記號。你作工

有果效的時候，你要明白這是神的恩典，他讓你成為這樣的人；我們也常會

因為悖逆，而作工沒有果效。所以神不能通過我們來行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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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與基督生命的連接（約 15:4） 

 

耶穌所説的“凡屬我不結果子的”，也就是外表是在樹上的枝子，但實質上却是不讓生命樹

汁流到他自己裡面去的，要被剪去。今天教會裡有些人，看起來像基督徒，但是從來不讓聖

靈自由運行在他們的心中，他們裡面的生命很小，能結果子嗎？ 

 

耶穌基督是樹干，我們是樹枝，樹汁是代表什麼呢？這就是基督的靈運行在我們的心中。一

個人有主的靈在他生命中間運行，他就產生出果子來，如果我們與主沒有聯合，隻靠自己的

力量，沒有辦法把果子生出來。所以耶穌基督說，你們若結果子，他就修理干淨，使果子結

得更多。而我們有時候不求神的光照，不遵守神的命令和約束，不要神的修理；我們隻要神

的恩典，要神的照顧，給我發財，給我事業發達。但是聖經告訴我們，我父是栽培你的，我

父也是修理你的，修理是很痛苦的，當一棵樹充滿葉子的時候，多麼茂盛，多麼美廲。但是

到了時候，栽培葡萄樹的人一定拿著剪刀把多餘的葉子剪斷，讓你不會再把營養白白地消耗

掉。當把許多漂亮的葉子都剪下來的時候，葡萄樹似乎變得難看了。人看見你光禿禿的，你

沒有什麼可以得榮耀的，沒有什麼可誇口的，但此時已經儲蓄的力量營養會供應出來，變成

結出來的果子。到時候你會明白究竟是果子重要還是多餘的葉子重要？是被神信任重要還是

自我欣賞重要？我們寧可低著頭碩果累累，也不要昂起頭作大王。 

 

六、天父的修剪和修理（ 約 15:2） 

 

你要結果子，你的神學驕傲必須被剪掉，你的誇口必須被剪

掉。剪掉的有兩種情況：不結果子的枝子被剪掉，結果子的

枝子不被剪掉；但是枝上多余的葉子必須被剪掉。如果不讓

葉子被剪掉，你就不能結果子，你不能結果子，主就把你也

剪掉，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人說，我讀聖經為什麼沒有讀

出這些來呢？因為你的葉子很多，把屬靈的眼光遮住了，所

以你看不見。人稱贊你，你又愛面子、威風、尊嚴和過去的成就，帶著功利心在侍奉，這哪

裡還有力量去吸收營養，去結出更多的果子呢？ 

 

我們可以看見兩種修剪：第一就是要剪去，第二就是要修理干淨。前面一種是整個事奉的地

位被剪掉，第二種是事奉中的的渣滓被剪除。所以一種是修剪，一種是修理。修剪是什麼意

思呢？修剪是鍼對不結果子的枝子而言的。修理什麼意思呢？修理是爲了可結更多的果子。

這就應驗了耶穌所講的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太 13：12）。如果有人要事奉主，主要更潔淨我們，主要用聖靈恩膏膏抹我們，使我們更

甘心樂意地事奉。如果我們只知道榮耀自己，誇贊自己，那麼神名就得不到榮耀。凡屬我被

剪去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就變成不得救的人？不一定。也許這樣的解釋比較恰當：他結果

子的地位被挪去，雖然他不一定是滅亡不得救的人；神不再讓他有足夠的資格成為他的見証

人。大衛說：“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詩 51：11）。保羅說：“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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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 9：27）。這是指在事奉上不

再被使用了,在事奉結果上,不再受上帝信任了。這樣的

人是很可憐的，有基督徒的地位，但結不出果子。所以

耶穌說,凡屬我不結果子的,他就剪去,這不一定指不得

救,但是至少是失去見證的地位,失去結果子的權柄。  

 

接著，這裡說：“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今天事奉主的人，有的有智慧，有精力，有時間，有機會，也知道怎樣

結果子，但是結不出更多的果子。為什麼呢？他們不願意被修理，還是

鋒芒畢露，到處彰顯自己，一面事奉，一面誇耀自己，把他結的果子遮蓋耶穌的面，人看見

他結果子，沒有看見耶穌基督通過他結果子。所以神要修理我們。  

 

聖殿燈裡面的燈蕊，每過一段時間就要修剪一下（爲了讓燈更好地發光）。過去的成績留在

你的意識中，就影響你用單純的心去事奉上帝。很多人最初事奉的時候，都是很純潔的，事

奉多了，辦事有經驗了，就不再純潔了；從前事奉怕上帝不要他，剛開始事奉的時候怕做错

事情，但是三、五年以后，他變得怕人家不知道他有功勞，常常考慮他的面子和身份。  

 

許多見證人會變成舊燈蕊，燈蕊髒了，發光的同時也發煙。清潔的火是很綠的，藍光會出現

了，且產生白光的線條；還有一些燈，發出紅色、黃色的光，火焰比較大，但是剛燒兩秒

鐘，一大堆烏煙就冒上來了。所以耶和華說：“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為點燈搗成的清橄

欖油拿來給你，使燈常常點著”（出 27：20）。橄欖油是最少冒煙的，橄欖油是最干淨的，

在以色列有很多橄欖樹，莫非這是神的特別預備，叫他的百姓要用橄欖油的純潔來發光為主

作見證的嗎？所以在聖殿裡面，點燈一定要用橄欖油，用橄欖油所點的燈光是很亮的，适合

用在上帝殿裡，以純潔的光來榮耀上帝。用過的燈蕊，如果沒有剪掉，發光就不再明亮，光

變成黃色，又變成黑色了。所以燈蕊一定要修剪。 神修剪你，是為了讓你繼續侍奉他，讓你

發大光，榮耀神的名。 

 

七、離開主耶穌，我們就不能作什麼（約 15：5）  

 

當主耶穌的能力復庇我們，聖靈的恩膏膏抹我們的時候，我們才有

多結果子的生命。 

 

當樹汁流到我們身上的時候，我們豐豐富富地領受，然后果子就通

過我們生出來了。果子結在哪裡？是結在你葡萄樹枝子上面，但這

屬於聖靈給你能力結果子。果子是屬於誰的？是屬於主耶穌的。主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

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感謝

上帝的揀選和栽培，感謝主耶穌給我們豐盛的生命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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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有生命的侍奉，謙卑在神面前，懇切禱告，求主使用我們。我們不可張揚自己，遮住

神的榮耀，恐怕會被神剪去，丟在路旁。但願神常常修理我們，讓我們在痛苦、試練、信靠

中成長，以至於多結果子。   

 

  羅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 

求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本文作者 賀雄雄 弟兄，帶職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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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 

     以下的信息《基督徒的使命》摘自（編者略有改動）趙多加的福音小冊子《好消

息》 。趙多加為趙一荻成為基督徒之後的名字。趙一荻一生陪伴張學良數十年之久。最終張

學良、趙一荻雙雙成為基督徒。   

 

周序： 

     趙姊妹取名多加，這當然是紀念她得救後，有新生命的意思。 

     多加姊妹信主後，不但有規律地禮拜上帝，讀經、祈禱，她更積極地參加了國外神學院

的延伸制，經過數年後，也畢業，獲得了証書。但是，她進修不隻是為了自己的需求，也為

了要為主所用。 

     多加姊妹一有機會就向人做見証，她也在家中開始了家庭禮拜。許多聽道者也因著她深

入淺出的証道受到感動。於是，她計劃把証道的稿子匯集起來，出這一小冊子，名為《好消

息》，因為這真的是古今中外最好的好消息。這樣，她對親友見証以後也可以留一本《好消

息》給他們，使他們也能獲得這大好的信息。 

     多加姊妹的信心、努力，和為主傳道的心都是值得推薦的。 

                                                       

 
 

                     基督徒的使命 

                                                            ◆趙一荻◆ 

 

     耶穌升天以前給他的門徒的使命是：教訓人，醫治人的病症，和傳福音給萬民聽。教訓

人是要按照耶穌基督所吩咐的去教訓。醫治人的病症是要按照祂的意思去醫治。那麼我們才

能從祂那兒得到力量，因為我們相信，在人所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傳福音給萬民聽是每

一個基督徒的責任。福音就是好消息。這好消息就是上帝愛世人，差遣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

到世上來，為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使我們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因為耶穌為我們死在十

字架上，贖了我們的罪，我們才能再到上帝的面前來祈求。我們要傳的就是這個福音。 

     傳福音的人，常常會送人一本聖經。但是這麼大而厚的一本書，使人不知從何看起，亦

不知道書的內容是什麼。書裡有許多的詞匯對非基督徒是不容易了解的，因為他們不常聽

見。有的基督徒亦都不太明白聖經講的是什麼。所以現在我把聖經簡單地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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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這本書是上帝親自啟示的。祂啟示先知和那些祂要他們替祂說話的人，並讓他們

寫下啟示的話語。所以聖經的作者就是上帝。祂把祂自己啟示給人。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應該

看聖經，因為聖經就是上帝的話。 

     聖經分為舊約和新約兩部書。舊約是從上帝創造天地、宇宙萬物和人開始到瑪拉基先知

書。舊約有律法、歷史、智慧書、先知書。歷史是述說耶和華怎樣把希伯來人建立成一國，

並給他們律法和誡命，希伯來人怎麼屢次背叛耶和華去敬拜別神，惹祂發怒，而致於亡國。

但是耶和華神還是愛祂的百姓，把他們從痛苦中拯救出來。智慧書中的詩篇是以色列的國家

聖歌、贊美詩，亦是他們黃金時代的文學。先知書是上帝藉著先知預言基督降臨和警告祂的

百姓，要他們悔改，離棄偶像，敬拜耶和華。 

     新約是從耶穌基督降生開始到啟示錄。新約有四福音書、使徒行傳、書信和啟示錄。四

福音述說了一部分耶穌在地上所講的話和所做的事。使徒行傳是講教會的形成，書信是保羅

和其他使徒們所寫的書信。啟示錄預言基督再臨和基督最後的勝利。 

     以上，我隻是簡單的講一講聖經的內容，希望對看聖經的人能夠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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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會後悔,也不會改變祂的旨意 
 

 

 

                                                                       ★賀倍恩★ 

 

     後悔和改變是兩個不同的詞，它們各有確切的含義。“後悔”指某人做了本來不應當做

的事情，因此他事後自責、自恨不該這樣做。“改變”指事物發展過程中，發生顯著差別。

但是這兩者也可以有關聯，因為後悔常帶出改變。譬如有人去服裝店買了一件衣服，雖然當

時試穿過，但是回到家中穿上這衣服，對著鏡子左看右看，覺得不怎麼合適，後悔當初不該

買，於是就把這件衣服退還給服裝店。這就是後悔帶出改變的一個例子。雖然有人後悔之

後，也不願有改變，但是不少人（在不少事上）後悔之後，會有改變。 

     我們的神是從亙古到永遠不改變的神，所以祂不後悔，也不改變祂的旨意。 

     但是聖經常說神會後悔（我們現在以中文和合本聖經為例）。 

     創世記6：5-8說：“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

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

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這裡的“後悔”隻是表達了神傷痛的心，這是用人的有限的語言來描述全能者的心情。 

     這裡的“後悔”不是指神看見人的罪惡極大，就覺得當初不該造人在地上。 

     神是無所不知的，這無所不知不僅指已經發生過的事情祂都知道（人是健忘的，神不會

健忘）；任何還沒有發生的事情祂也知道；現在宇宙間任何事情祂都知道（宇宙外的事情祂

也知道）；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思想意念祂都知道。 

     約翰一書3：20，“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神比我們的心大，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 

     以賽亞書48：3-5，“主說：早先的事，我從古時說明，已經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

示的；我忽然行做，事便成就……所以，我從古時將這事給你說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

得你說：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鑄造的偶像所命定的。” 

     申命記31：21下，“我未領他們到我所起誓應許之地以先，他們所懷的意念我都知道

了。” 

     歷代志上28：9中，“他鑒察眾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 

     希伯來書4：13，“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

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以賽亞書49：15，“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 

的，我卻不忘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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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神是無所不知的，在創造人類之先，神就知道人會犯罪、墮落，所以在創世以前神

就設定好了耶穌基督的救恩。“叫一切信他（耶穌基督）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3：

16）。因此這就根本不存在人犯罪之后，神就後悔造人。我們還是再次強調，這“後悔”隻

是對神傷痛之心的描述。 

 

                                                                                     
 

     約拿書 3：4-10，“約拿進城走了一日，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或作：披上麻布）。這信息傳

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寶座，脫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

通城，說：「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嘗什麼，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與牲畜

都當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或者神轉意

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至滅亡，也未可知。」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

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 

     以上這段經文不但講神“後悔”了，而且祂“改變”了。祂本來要發烈怒，降災禍；並

滅掉尼尼微，但是當尼尼微人悔改之后，神改變了，不降災禍了。事實上這些都是人的理

解。從人的角度看，神好像改變了，其實神一點都沒有改變（神的旨意是不會改變的）。既

然神是無所不知的，尼尼微人聽了約拿的信息之後會悔改是神預先知道的。藉著他們的悔

改，神不降災與尼尼微也是神預先知道的。因此這就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神改變了祂的旨意，

即本來要降災，最終決定不降災了。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掌管、掌控之中，這就根本不存在神

臨時改變了祂的做法。 

                                                                                     
 

     有人認為，一般情況下神不會改變祂的旨意，隻有在極少數特別情況下，禱告可改變神

的旨意。其實即使在那些極少數的特別情況下，禱告也不能改變神的旨意。 

     雅各書5：17-18說：“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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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雅各書所講的以利亞禱告事件，我們還是要從神的無所不知的角度去理解。以利亞

“懇切禱告，求不要下雨”之后，神就不降雨在地上。但這是神預先知道的，也是神預先這

樣安排好的（不是以利亞操縱神，而是神掌管以利亞）。以利亞“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

也是神預先知道的，預先這樣安排的。所有在人看來是復雜、起伏、多變的事情，在神那裡

都是赤露敞開的，這些事情還沒有發生，神就知道它們會發生，怎樣發生，並有怎樣的結

果。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6下）。這是因為義人的禱告順應了神

的旨意，而不是改變了神的旨意。我們不可能藉著禱告改變神的旨意，我們的禱告要順應神

的旨意。 

 

                                                                                     
 

     也許有人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我們禱告不能改變神的旨意，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

懇切禱告，向神求這，求那？其實我們禱告不僅僅是向神求這，求那（雖然我們可以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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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忘了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參太 6：33>），我們禱告時可向這位全能、偉大的神感

謝、贊美，禱告時我們可向祂認罪，也可為別人代求。 

     我們舉幾個聖經中的禱告例子。 

     但以理書 9：1-5，“瑪代族亞哈隨魯的兒子大利烏立為迦勒底國的王元年，就是他在

位第一年，我但以理從書上得知耶和華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論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

年為滿。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禱懇求。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祈禱、認罪，說：

「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愛主、守主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我們犯罪作孽，行惡叛逆，偏

離你的誡命典章……” 

     也許有人認為，既然神規定了耶路撒冷荒涼七十年之後以色列民會回歸，那麼即使但以

理不為以色列民禱告，以色列民也會回歸。但是但以理的禱告是順應神旨意的禱告。他知道

“七十年為滿”，就“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禱懇求”。  

 

     路加福音 22：39-44，“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隨他。到了那地方，就

對他們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

告，說：「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隻要成就你的意

思。」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他的力量。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

點滴在地上。”   

     主耶穌的禱告是順應神旨意的禱告。祂是完完全全的人，也是完完全全的神。按照祂的

人的意思最好“把這杯撤去”，但是祂願意按照神的意思成就。父神聽了祂的禱告。主耶穌

喝了這苦杯。 

 

     哥林多後書 12：7-10，“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

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

離開我。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

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

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 

     有人認為，這“刺”喻指一種疾病，更可能指眼疾。保羅本來的意思是要求神挪去這

刺，但是他在多次禱告中明白了神的心意。這刺雖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他，但是神卻允

許這事發生，讓他明白他自己的軟弱與神的大能和恩典。因此保羅更願意誇他自己的軟弱，

願神使他剛強。 

                            本文作者 賀倍恩   夏市華人基督教會牧師                             

                            該教會網頁  http://www.ccccville.com 

                                                                                        http://sites.google.com/site/cccc22911/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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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後書 3:16-17 
       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 

   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 

   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17 叫 

   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 

 
 

 

 

 

                           彼得後書 1:20-21 
                                            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 

                     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 

                      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 

                          神的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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