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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4:10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 
 

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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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和華  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  耶和華  神使

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

別善惡的樹。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裡分為四道：  第一道名叫比遜，就

是環繞哈腓拉全地的。在那裡有金子， 並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裡又有珍珠和紅瑪

瑙。 第二道河名叫基訓，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結，流在亞述的東邊。

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 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華  神吩

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2:8-17): 

 

     【耶和華  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  耶和華  神使

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

別善惡的樹。】(2:8-9): 

     “伊甸”意為“歡樂”、“喜樂”、“樂園”。關於伊甸的位置現今很難確定。不少人

認爲它在米所波大米，即今天的美索不達米亞。持這觀點之人的主要依據是，聖經在講述伊

甸時所提及的四條河中的兩條----伯拉河（今幼發拉底河）和希底結河（今底格裏斯河）都

在美索不達米亞。但是有人認爲，凴這兩條河流現今的位置也不能確定伊甸的地理位置。他

們的觀點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是兩條著名的河流，在神創造之初就被提及。因此洪

水之後，挪亞和挪亞的後代可能把水路改道後的河流重新命名為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 

 

     【耶和華  神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8節上）： 

     請參考英文聖經，“Now the Lord God had planted a garden in the east, in 

Eden”(NIV);“The Lord God planted a garden eastward in Eden”(NKJV)。“東方的伊

甸”是指“伊甸的東部”。伊甸好像是一個區域的名字。神在伊甸的東部栽了一個園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8節下）。神讓人在那裏看守、管理、栽種，神賦予人應有的責

任。由此我們可以想象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中，在永恒裏，我們不會無所事事，我們 

可以相信神要賦予我們更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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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伊甸中的園子，也被稱爲伊甸園（參創2：15；3：23-24；珥2：3），或稱伊甸（參 

賽51：3；結28：13）。 

 

     【耶和華  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9

節上）： 

     “悅人的眼目”：伊甸園的景色相當美麗。 

1、 人是神所創造的，我們可以相信，人對美的追求的特性也是神放入人裏面的。美麗 

的景色可使人心情特別舒暢。我們也可以相信，在無罪時代，神所設立的伊甸園的美景遠勝

過桂林山水、杭州西湖，以及當今世界最美麗的地方。 

     2、人對美的不適當的追求常會使人偏離正道。我們作爲亞當的後代都是有罪性的，當

人的私欲發動的時候，貪美就好像貪財一般，會使人深深地陷入罪孽之中。即使在無罪時

代，夏娃被引誘犯罪之時，吸引她對禁果動心的各種因素中也有一條：美色。聖經說，夏娃

見分別善惡樹的果子“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創3：6）。 

     3、在神所創造的世界中，美景比比皆是。林前15：40-41，“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 

地上形體的榮光又是一樣。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 

光也有分別。”人會嚮往自然的美景：花、草、樹木、江、河、湖、海，蔚藍的天空，磅礴

的山川„„ 

     人也會被別人的美貌所吸引。這就是爲甚麽波提乏的妻子想方設法要勾引英俊少年----

約瑟（參創39：6-18）；這也就是爲甚麽大衛會犯姦淫罪，又借以色列的敵人之手殺了拔士

巴的丈夫----烏利亞（參撒下11：1-25）。但是上述這種貪色已經超出了人對美的嚮往與追

求的正常範圍。   

     1) 人不是動物，人對別人，對自己的配偶，對自己的家庭以及社會都負有一定的責

任，人必須受道德的約束。如果一個人用卑鄙無恥的手段去追求美的享受，這種享受是骯髒

的，這種享受甚至是建築在別人的不幸與痛苦之上的。這種行徑遲早也會受到公平、公正、

公義之神審判與報應的（參羅 2：6-11）。 

     如果在整個世界裏，人人都可以不顧別人，隨意用卑劣手段獲得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

這個世界就崩潰了。整個人類世

界受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因法律

和道德而穩固。但是我們知道，

合情合理的法律條款和道德標準

的根源都是出自於神的。 

     2）人的内在美，心靈美，

遠比外表美重要。對於一對夫婦

來説，如果丈夫很英俊，妻子也

很漂亮，但是兩個人都很要強、

好勝，常常吵架，他們的日子就

很難熬了。 

 

     箴 11：22，“婦女美貌而

無見識，如同金環帶在豬鼻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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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31：10，“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他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 

     得4：14-15，“婦人們對拿俄米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今日沒有撇下你，使

你無至近的親屬。願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聲。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養你的老，因為是愛

慕你的那兒婦所生的。有這兒婦比有七個兒子還好！」” 

     以上幾段經文都提到婦人美德的重要性，其實這對男人來說也是一樣。 

     4、從人的心靈美遠比外表美重要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想到，追求屬靈光景的

美，遠超過追求世上的美。人們常常會不辭辛勞地跋山涉水，去旅遊景點觀賞美景，為飽眼

福。年輕人在談戀愛時，也常會被對方的外貌所吸引，會為之傾心。人們常會非常努力地去

追求世上的美，我們基督徒豈不更應當去追求屬靈上的美善嗎？這世上的美是暫時的，但是

屬靈美善所帶出的果效會存到永遠。詩 34：8，“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

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我們靠著聖靈引導進入救恩之門的人，必須追求生活上的成聖，追求屬靈的美好光景。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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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

5：22-23）。在世人看來，這“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

制”屬很高的道德境界，但是我們基督徒知道，聖靈所結的果子遠超過世界上的道德標準，

所以保羅說：“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讚美詩《世上景色我已一閱》的作者是一位曾經雙目失明的姐妹，當另一位姐妹為她按

手禱告之後，她的眼睛得了醫治。但是她所寫的這首讚美詩體現了她複雜的心情：眼睛明亮

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是她怕自己被世界的美（世俗的美）所吸引，因而失去美好的靈性

光景。她深有感觸地寫到： 

      

                     世上景色我已一閱，求你使我目復盲； 

                     不然，我怕祂的喜悅，不如從前的顯彰。 

 

                     晨曦、晚霞、星光、雲錦，一切都留等樂園； 

                     今天在此有祂憐憫，我甘盲目無所戀。 

 

                     我今不望離開苦刺，接受軟弱仰望恩； 

                     座上榮耀，幔内啓示，依然照亮無眼人。 

 

                     黑夜沉沉何等美麗，摸索用信不用眼； 

                     祂受人的譏諷厭棄，我見祂的發光臉。 

 

                     超過月亮，超過日頭，超過星河並雲霄， 

                     乃是那戴荊冕聖首所顯無比的榮耀。 

 

           副歌：    世上景色我已一閱，求你使我目復盲； 

                     不然，我怕祂的喜悅，不如從前的顯彰。 

 

         （注：第一節和副歌中的“你”，指那位為讚美詩作者按手禱告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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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肉眼雖然可以看見許許多多的東西，但願我們向世界的眼睛是瞎的，在屬靈方面

眼睛卻是明亮的。 

     5、這世界上的美景、美色最終都會過去，它們都要被永世中的一切所更新。 

     在永世裏： 

1）環境更美。 

     啓21：1-3，“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我

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

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2）人的外表更美。 

     我們現在血肉之體，要被榮耀的身體所取代。林前15：42-44，“死人復活也是這樣： 

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

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若有血氣的身體，也

必有靈性的身體。” 

     3）人的心境更美。 

     啓21：4，“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

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4）屬靈境界更美。 

     林前 13：12，“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謎）；到那時

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啓 21：5，“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

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我們信靠主耶穌基督的人有一個更美的家鄉。希伯來書在論到舊約時代信心偉人的時候

說：“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

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若想念所

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

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11：13-16）。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9節上）： 

     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是完

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作爲人

來説，他也有飢餓的時候（參太

4：2）。但是他復活以後，他的

身體是一種榮耀的身體。其一，

這種身體有改變。這就是爲甚麽

抹大拉的馬利亞錯把復活的主當

作是看園子的（參約20：11-

15），以及去以馬忤斯的門徒沒

有及時地認出他（參路24：13-

27）。其二，這種身體也保留著 

原來的一些特徵。這就是爲甚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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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去以馬忤斯的門徒最終認出了他。這也就是爲甚麽多馬可以摸到耶穌手上

的釘痕，以及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參約20：24-29）。路24：38-40，“耶穌說：「你們為什

麼愁煩？為什麼心裡起疑念呢？ 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

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 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腳給他們看。”我們知道，我們今後

在永世裏的身體也是這樣一種像主耶穌復活後的榮耀的身體。 

     太22：30，“當復活的時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 

     林前15：50-53，“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 

承受不朽壞的。 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

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

要改變。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變成：原文作穿；下同）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

的。” 

     主耶穌復活的身體可容納物質性的食物（參路24：41-43），但似乎也可不喫。他甚至

可以實實在在地突然出現在門被關閉的屋子裏（參約20：26），也可以突然從屋子裏消失

（參路24：31）。 

     我們將來榮耀的身體應該可喫東西（參啓22：2上），也可不喫，我們的身體會像天上

的使者一樣，不娶也不嫁（參太22：30）。亞當、夏娃以及他們的後代有娶有嫁，神吩咐他

們“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創1：28）。亞當、夏娃在伊甸園裏的身體是有血，有肉的身

體，而不是像主耶穌復活之後的那種榮耀的身體。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他們的身體需要食

物。這就是爲甚麽在伊甸園裏“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

好作食物”（9節）。夏娃被引誘犯罪的時候，聖經說，“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

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創3：6）。 

 

     【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9節下）： 

1、 對於這經文，請先參考英文聖經： 

     In the middle of the garden were the tree of life and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NIV）. 

     The tree of life was also in the midst of the garden, and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NKJV）. 

     園子裏有各種樹，但是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在園子的中部，生命樹的果子是可喫的，

分別善惡樹的果子神吩咐不可喫。這是一種考驗。神所造的不是機器人：給它一個指令，它

就按指令行動。機器人看似會動作，其實卻是死的。神所造的是活人：有自由意志，有感

情，有理性，有是非道德觀念的活人。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不可喫是一種禁令，有了禁令纔有

選擇，神願意我們選擇祂的愛，和對祂的順服。但是很可惜，人類的祖先選擇了背叛神的意

願，他們在是與非的考驗面前失敗了（參創3：6-7）。 

2、 我們在世上每天，甚至幾乎時刻都在經歷著這樣的考驗----順服還是違背祂的心 

意。在人類祖先面前只有一棵分別善惡的樹，只有一條途徑會使他們犯罪，但是我們要面對

許多的誘惑，許多途徑都會使我們栽跟頭，因此我們只有仰望聖靈的大能，才能得勝。 

     3、主耶穌作爲末後的亞當，道成肉身來到世上，他也受到許多考驗。希伯來書4：15 

說，“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太4：1-11，“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

餓了。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魔

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頂原文作翅）上， 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

下去，因為經上記著：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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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

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耶穌說：「撒但（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

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於是，魔鬼離了耶穌，有天使來伺候他。” 

 

     4、在伊甸園中，人類祖先是可以

不犯罪的。 

     那時人處在無罪時代，但是人誤用

了自由意志，作了錯誤的選擇。 

 

     在現今的世界中，人不可能不犯

罪。 

     人在伊甸園中，只有外界的引誘；

我們現在不僅有外界的引誘，而且有内

在的罪性，我們的私欲常常會發動。 羅

7：18-19，“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

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

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

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雖然從一個人的整個人生來説，他不可能不犯罪，但是對於某個具體事件來説，他可以

不犯罪。當他順從肉體的律，他會陷於罪中；但是如果他順服生命聖靈的律，他就得勝，不

犯罪。羅7：22-25，“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歡神的律； 但我覺得肢

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誰

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羅8：2，“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 

     羅8：5-6，“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體貼肉

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在永世裏，人不會再犯罪。 

     在伊甸園中，有生命樹，也有分別善惡的樹；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中，只有生命

樹，而沒有分別善惡的樹。在伊甸園中，人沒有喫到生命樹上的果子；永世裏，生命樹上的

果子人可以隨意喫。啓22：1-2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

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或作：回）果子，

每月都結果子。” 

     當人經過世上艱難的路程，經過種種考驗（也許我們可以說，這是種種變相的分別善惡

樹的考驗），再次回到全能者----父神懷抱的時候，神不再設立一棵分別善惡的樹來考驗我

們。到那時，人與罪惡完全隔絕。神人同住，永遠在一起（參啓21：3）。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裡分為四道： 第一道名叫比遜，就是環繞哈

腓拉全地的。在那裡有金子，並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裡又有珍珠和紅瑪瑙。 第二道

河名叫基訓，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結，流在亞述的東邊。第四道河就

是伯拉河。 】（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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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裡分為四道 】（2：10）： 

     關於這節經文，請先參考英文聖經： 

     A stream flowed in Eden and watered the garden, beyond Eden it divided into 

four rivers (TEV). 

     A river rises in Eden to water the garden; beyond there it divides and 

becomes four branches (NAB). 

     And a river went out of Eden to water the garden, and from thence it was 

parted, and became into four heads (KJV). 

     這條河發源於伊甸，流經伊甸東部的園子，灌溉園子中的植物，在離開這園子的時候，

分開成爲四道河（即成了四條河的起源）。 

     從創 2：5我們知道，神還沒有降雨在地上，所以這條伊甸的河流可能發源於地下水

源，或噴泉。 

                                                     

     【第一道名叫比遜，就是環繞哈腓拉全地的。在那裡有金子】（2：11）： 

     “第一道名叫比遜”：“比遜”意為“滿溢”、“充

盈”、“暢流”、“加增”。 

     比遜河的確切位置今天尚無定論。有人認爲，從瑪代山流

入波斯灣的卡侖河是比遜河；也有人把其他一些河流當作比遜

河；但是，最終人們都無確鑿的證據可認定比遜河的地理位

置。 

     “哈腓拉”：“哈腓拉”意為“環行”、“多沙的”、

“苦痛”。 

     哈腓拉的地理位置與比遜河是緊密相關的，因爲比遜河的

位置不能確定，所以人們也無法確定哈腓拉的位置。 

     1、請參看創10：29-30，“阿斐、哈腓拉、約巴，這都是

約坍的兒子。 他們所住的地方是從米沙直到西發東邊的山。”

再參看代上1：23，“阿斐、哈腓拉、約巴。這都是約坍的兒

子。”有人根據上述兩段經文認爲，這哈腓拉（地名）與閃的

後裔哈腓拉（人名）有相同性質。即閃的後裔哈腓拉住在哈腓

拉之地。根據這樣的推斷，這哈腓拉應該在波斯灣的西北岸，

即今科威特和它的南部地區，或可能在黑海或里海海岸的某一

處。 

     2、有人根據創 25：18推斷，哈腓拉是亞拉伯中部，並向

東西延伸較爲遙遠的遼闊地區，其西面近迦南地，東面靠近現

今的卡侖河。 

     總之，上述這些説法只屬於推測而已。 

 

     【並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裡又有珍珠和紅瑪瑙】（2：12）： 

     在人看來，金子、珍珠、瑪瑙都是很貴重的東西。但是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將來在神

所造的聖城新耶路撒冷中，精金就像我們現在的柏油一樣被廣泛用來鋪路（參啓 21：21），

碧玉就像現在的磚塊一樣普通用來造城牆（參啓 21：18），瑪瑙、寶石、碧璽、翡翠等就像

現在的水泥一樣用來造城牆的根基（參啓 21：19-20），珍珠就像今天的木頭或鉄一樣用來

造成門（參啓 21：21）。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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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河名叫基訓，就是環繞古實全地的】（2：13）： 

     “第二道河名叫基訓”：“基訓”意為“突 然發出”、“飛濺”、“河

流”。 

       基訓的地理位置今已很難查考，可能為今 天的美索不達米亞區域的一

條河流。 

     “古實”：“古實”意為“黑”。 

     1、古實是含的長子，即挪亞的孫子（參創 10：6）。他的土地在非

洲，相當於今天埃及南方的蘇丹。古實是希伯來 文，按新約時代希臘文，它

叫埃提阿伯（參徒 8：27）。 

     2、當今的聖經學者多認爲這裡的“古實” 不是非洲的古實，而可能是

在兩河流域。從主前 1800 年至主前 1300年（摩 西五經寫於主前 1400 多

年），統治大部分示拿地的卡斯族人有古實之 稱。 

     3、聖經說古實的兒子寧錄在示拿地建國（參創 10：8-12）。從廣義上講，兩河流域示

拿地的國也可稱爲古實國。 

 

     【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結，流在亞述的東邊。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2：14）： 

     “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結”：“希底結”意為“急流”、“激蕩”、“快速”、“箭”、

“光隙”。 

     按傳統説法，“希底結河”就是“底格裏斯河”。它發源於今土耳其境内東部的山脈

（每年春天，大量高山積雪融化成爲水源）。希底結河大約流經１７００公里之後，與伯拉

河匯合成阿拉伯河，阿拉伯河流經６０公里注入波斯灣。希底結河的上游為海拔１８００－

３０００米的高原，近波斯灣時海拔為５０米。所以它的水從高到底，急速而流，它的名字

希底結（“急流”、“快速”、“箭”等）由此而來。 

     今天人們很難確定，這底格裏斯河就是伊甸園的希底結河，還是大洪水之後被冠以此名

的新河流。 

 

     “亞述”： “亞述”意為“成功”、“步驟”、“平地”。 

     亞述是閃的次 子（參創 10：22），他最初的領土在兩河流域的

北部。亞述曾有一度 非常強盛，在主前 8世紀中至 7世紀末，把波斯

灣地區、埃及、迦南 統一起來；但是在主前 612 年，亞述帝國的首都

尼尼微被巴比倫和瑪 代聯軍攻破，之後亞述殘兵也被逐步消滅。 

 

     “第四道河就 是伯拉河”：“伯拉”意為“多結果子”、“富

饒”。 

     傳統上人們認 爲這伯拉河就是幼發拉底河。它是西亞最長的河

流，約 2850 公里。 幼發拉底河發源於今土耳其東北部的山脈，流經

敍利亞、伊拉克，後 與底格裏斯河匯合，之後流入波斯灣。 

     古時，底格裏 斯和幼發拉底這兩條河並不合併，但由於河裏的

淤泥長期積存，河水改道，這兩條河合併成今天的阿拉伯河，然後流入波斯灣。 

     亞伯拉罕從他的家鄉----迦勒底的吾珥出發，先到哈蘭（參創 12：4-5）。哈蘭在兩河

（上游）中間靠東面的地方。然後，亞伯拉罕渡過伯拉河進入迦南（今巴勒斯坦）。所以亞

伯拉罕被稱爲希伯來人（參創 14：13），即從大河那邊渡河而來的人。 

     就像人們不能確定底格裏斯河一樣，迄今人們無法確定這幼發拉底河就是伊甸園的伯拉

河，還是洪水之後被冠以此名的新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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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園中

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2：15-17）： 

 

     【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2：15）： 

     伊甸園是一個給人享受的園子，也是讓人負起工作責任的園子。伊甸園的美景和出產讓

人有美好的享受，但是神也讓“那人”（亞當）在其中“修理，看守”。 

     人在伊甸園的情況和將來我們在永世裏的情況有許多不同之處。伊甸園曾建立在我們現

在這個地球上，在永世中我們要居住在神重新所造的天地裏。在伊甸園裏，人的身體是有

血，有肉的身體，在永世中我們有像主耶穌那樣復活的身體。在伊甸園時代，動物伴隨著

人，但是啓示錄最後兩章所描述的新天、新地和聖城中，並沒有動物與人相隨。在伊甸園

裏，有白天、黑夜，人需要日、月光照；在永世裏，“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

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啓 22：5）„„也許伊甸園的情

況會和將來主耶穌基督在地上的千年國度有許多相似之處（當然伊甸園時代是無罪時代，人

也不受死亡的轄制）。 

 
 

     但是在伊甸園和永世中，人們所處的狀況也會有相似之處：在伊甸園中人有享受，也有

工作的責任；將來在永世裏，人有享受，也會有責任。我們相信，就像在伊甸園時代，神給

人有“修理、看守”的責任一樣，在永世裏，神也一定給我們有其他的工作責任。神自己是

一位作工的神。在約翰福音 5：17中，主耶穌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

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2：16-17）： 

 

     “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16 節）：這“隨意吃”當然也包括可吃生

命樹的果子，但是人卻作了錯誤的選擇，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17節）： 

     1、人吃了禁果，違背神的心意，成了有罪的人。有罪的人在靈性上與神隔絕。所以人

一吃禁果，立刻在靈性上死亡。 

     2、無罪的人，身體不受死亡的轄制；人一吃禁果，立刻成了必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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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吃禁果這一幕，不是事後神才知道的，神是無所不知的，即使在人吃禁果之前神就

知道這事會發生。但是對人的考驗不可因此挪去。神知道人會在是否吃禁果的選擇上失敗，

神也要讓人知道人自己的軟弱與不足。也許這就像神頒佈律法，在律法面前，神讓人知道人

自己的軟弱、過失、罪孽、悖逆„„ 

     但是，神的救恩早在創造人和世界以前就預備好了。弗1：4-11，“神從創立世界以

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

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我們也在他裡面得（得：或作成）

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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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s.google.com/site/cccc22911/Home    

                          http://www.ccccvil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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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第八章(續) 
 

                          ◆金春葉◆ 
 
引言 

 
      從廣義上講，在 7：1-16：4中，保羅用神學性原則和實踐回答有關哥林多教會存在的

諸多問題。從狹義上講，8：1-11：1是有關偶像崇拜的開場白。 

 

經文學習 

     有關拜偶像的食物（1-13節） 

  

     【論到祭偶像之物，我們曉得我們都有知識。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

人】（8：1）： 

     [論到祭偶像之物]——在當時羅馬社會的風俗中，人們把拜過偶像的祭物留下一部分自

己使用，其餘的拿到市場上與普通肉食一同出售。這樣，問題就出現了：信徒是否可買那些

祭拜過的東西作食物呢？不承認偶像作用的今日基督徒對此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對於初期教

會，對於還沒有神學性常識的基督徒這顯然是一個嚴峻的課題。擁有猶太教背景的基督徒認

為，拜偶像的祭物是污穢不潔淨的食物，應當嚴禁食用。但是，受諾斯底派影響的另一些基

督徒過分強調基督裡的自由，兩派嚴重對立最終導致讓保羅出面來裁決這一問題。 

     [都有知識] ——指哥林多教會信徒的教育水准。這裡特別指有關偶像的知識（4-6

節）。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 —— 指缺乏愛的知識，即忽視他人立場和處境的知識。 

     [造就人] ——原文是指‘蓋房子’。是‘破壞’的反義詞。但不是指建立個人的德

行，而是指建立神的國和教會。如果說，建立‘神國’的材料是‘教義’（知識）的話，那

麼運用材料（教義）蓋房子（神國）的技術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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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8：2）： 

      [以為自己知道] ——不過是停留在有關‘偶像’的教義性知識的層面上。                    

      [所當知道] —— 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的信徒，真正應當知道的是有關上帝的知識，

這是超越人性認識范圍的真知識。只有當人領悟到自己的無知和有限的時候，人纔有得這真

知識的可能。                  

 

     【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8：3）： 

     [若有人愛神] —— 雖然這裡沒有提到‘愛人’，但顯然這並不排除愛人。                   

     [神所知道的] ——1）被神揀選的﹔2）因信靠神，被神定為特別的人﹔3）成為神所認

識的對象。 

     對於這節經文，我們也可理解為：‘如果有人愛神，他因著神被引向真知識’，成為真

知識的擁有者。 

 

     【論到吃祭偶像之物，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也知道神隻有一位，再沒有別

的神】（8：4）：                    

      [算不得什麼] ——其實，偶像是根本不存在的虛像。當時羅馬的偶像，不過是人們想

象的產物，是人類對恐懼和希望的外在流露而已。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偶像背后有撒旦的操

縱，但是在現實中供在神廟裡的不過是人手雕刻出來的產物。所以，基督徒可以不把拜過偶

像的食物當作一回事，而把它們當作一般的食物來食用。 

 

      
 

     【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許多的神，許多的主】（8：5）： 

     [神] 和 [主] ——其實，‘神’和‘主’在意義上並沒有很嚴格的區分。當時的羅馬

和希臘文化是多神論文化。人們相信眾多的神按著自己的職分管理人間不同的問題。但是保

羅要強調的是神是獨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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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們隻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

穌基督，萬物都是借著他有的，我們也是借著他有的】（8：6）： 

     [隻有一位神„„ 一位主] ——強調神的獨一性。                    

     [就是父] —— 至高‘三位一體’的神，同時這也說明神和人類的關系。                   

     [萬物都本於他] —— 雖然是祭物，其實原來也是神造的。所以，信徒吃祭物也不是什

麼問題。 

     [一位主] ——當時羅馬社會稱皇帝凱撒是‘主’。這裡保羅不是單純地強掉耶穌的支

配權，而是強調耶穌君王性的神權。雖然世上有很多的權利，但是真正的統治權隻屬耶穌。

保羅強調，聖子耶穌基督和父神擁有同等的權炳，他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保（提前 2：5）。 

 

     【但人不都有這等知識。有人到如今因拜慣了偶像，就以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們

的良心既然軟弱，也就污穢了】（8：7）： 

     [這等知識 ] —— 4-6節中談論的‘偶像沒有什麼，神隻有一位’的知識。因為他們

還保留著在世上敬拜偶像的意識，還不能完全接受隻有一位上帝的現實，所以他們還是覺得

‘祭物’是屬偶像的，而不是屬於造物主上帝的。                   

     [良心軟弱] —— 雖然還不是事實但誤以為是事實的想法；或者，指對於還沒有明確判

斷或結論之事情的個人猜疑。 

     如果有人心裏充滿了憂慮：不認爲即使祭拜過偶像的食物也是屬於神的，而仍然認爲是

吃了污穢的偶像祭物，那麽這種憂慮是不好的。聖經把這樣的疑慮都稱為罪（羅 14：23），

即‘污穢了’。 

     【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益】（8：8）： 

     [其實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 ——可譯成‘食物不能成為使我們更能接近神的條

件’。這也就是說，吃喝不能成為判斷與神關系的尺度（羅 14：17）。所以我們不要強求食

物應當怎樣。 

 

     【隻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8：9）： 

     [你們] —— 認為自己

是剛強的信徒，即已經從食

物的‘軟弱’中得到自由的

信徒。              

     [絆腳石]——比喻道德

性意義上的犯罪，給他人提

供犯罪理由或墮落的原因。                           

 

     【若有人見你這有知識

的，在偶像的廟裡坐席，這

人的良心若是軟弱，豈不放

膽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嗎？】

（8：10）： 

     [若有人] —— 在當

時，一些已經屬基督的信

徒，仍然習慣性地參加偶像

崇拜地的寺廟活動。因為當時的神廟活動是唯一的社會性活動，不參加神廟活動的人就被社

會所離棄，這會直接影響到人們商業性的生計。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擁有關於偶像知識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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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覺得沒有必要受約束，所以他們仍然繼續參加寺廟活動。雖然當時多數信徒已經把祭物

拿到家裡吃（覺得這不是什麼問題），但是信主的人公然在寺廟中吃祭物仍然足以令信徒不

快。但是真正的問題是，若有疑惑的人，雖然心裡仍然疑惑，但是因為自由人的‘坐席’而

一同‘坐席’，他就要受被定罪（參考本章第七節注釋）！  

     另外，在寺廟中吃祭物與拜偶像同罪！其根據在《哥林多前書》第十章十四節至二十二

節。 

 

     【11 因此，基督為他死的那軟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識沉淪了。12 你們這樣得罪弟兄

們，傷了他們軟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8：11-12）： 

     [因此] ——‘得自由知識’走在‘愛’之前的必然結果。 這也就是，不被‘愛’所引

領，反而讓所謂的‘屬靈知識’去引領時所產生的‘罪’的結果。 

     [沉淪了] ——在終結性層面上，這指完全的破滅；但在現時性層面上，指信心和良心

更加趨向軟弱，其生活更加脫離聖潔，處於更加混亂和污穢的狀態。 

     [基督為他死] ——耶穌擁有絕對的自由，但是為了救贖‘那軟弱弟兄’ 不僅放棄了自

由，而且被釘在十字架上為他死。但是我們隻擁有那所謂的“自由知識”，竟然自私地運用

這 “自由知識”而絆倒‘那軟弱弟兄’。 

 

     【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8：13）：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 這是保羅所宣告的原則。雖然當時有很多吃素的基督徒，

保羅的原則並不是認同素食主義的基督徒，而是為了不絆倒他人而放棄他自己所擁有的自

由，這也是今日基督徒應當持守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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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第九章 

 
引言 

 
      在第九章中，保羅以他自己為自由的活樣本，希望哥林多教會能夠從他的景況中得到

啓發。 

 

1、有關節制使徒自由權（1-14 節） 
 

     【我不是自由的嗎？我不是使徒嗎？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嗎？你們不是我在主裡面

所作之工嗎？】（9：1）： 

     [自由的]—— 這個自由不是相對於奴隸的自由，而是指基督裡的自由（林前 8：9），

從律法中得自由，從偶像崇拜的祭物中得自由，從屬靈的無知中得自由。保羅的反問是為了

說明自己並沒有使用所擁有的自由。  

     [使徒„„見過耶穌„„所作之工”] —— 強調他自己所擁有的屬靈的權炳（林后十一

章）。 

     1）從主觀上講，他見過主耶穌﹔ 

     2）從客觀上講，哥林多教會是保羅所作的工----福音的果子。 

 

     【假若在別人我不是使徒，在你們我總是使徒。因為你們在主裡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証】

（9：2）： 

[印証] ——這是在討論所有權，或分辨真假時的用詞。哥林多教會信徒的悔改、得救正

是保羅使徒的印記。對哥林多教會來說，否認保羅所傳的福音等於是否認哥林多教會自己所

擁有的信仰。因為保羅是第一個把福音帶到哥林多的使徒。在派別分爭中，攻擊保羅派的理

由之一就是否認保羅的使徒權炳。 

 

     【我對那盤問我的人，就是這樣分訴】（9：3）： 

     [盤問我]——這是保羅申辯使徒身份的原因。哥林多教會內存在的幾個派別，都有攻擊

對方所崇拜的領袖的特征。特別是，有人毫不掩飾地對保羅的身份表示懷疑。但是保羅說，

他自己不僅有使徒的資格，更有使徒的權炳（1、2 節的內容）。 

     [就是這樣分訴] —— 有兩種解釋： 

     1）指 1-2節﹔ 

     2）指 3節以后的內容。 

     第一個觀點更為妥當。因為，3節以后的內容，不是為証明使徒權柄所說的話，而是在

已經確認是使徒的前提下，行作使徒的權柄。所以這句話應該是‘你們正是我使徒的証明，

還需要什麼解釋嗎   ’？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福音吃喝嗎？】（9：4）： 

     [我們]——指巴拿巴（六節），而不是指哥林多教會所有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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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福音吃喝] —— 指蒙召的神的仆人，為了牧養教會，有權利從會眾中得到生活所 

需。但是保羅為了不絆倒信徒,在哥林多教會初信者面前放棄了‘靠福音吃喝’的‘權柄’

（林前 4：12），結果這反而成了保羅不是真使徒的‘証明’，有人認為這是保羅對自己身

分有‘自知自明’的表現。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娶信主的姊妹為妻，帶著一同往來，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

兄，並磯法一樣嗎？】（9：5）：  

     [難道]—— 表明保羅自己所擁有的婚姻權力。但是真正要說明的是他自己甘心放棄對

自由婚姻的權利和要求教會撫養家庭的權利。 

     [姊妹為妻]——基督徒妻子。  

     [磯法] —— 指彼得（西門）已經結婚的實事（可 1：30）。 

 

     【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不作工嗎？】（9：6）： 

     [沒有權柄不作工] —— 指巴拿巴和保羅隻是為了減輕教會的財政負擔而放棄的供養要

求。這不是因為沒有得到供養生活的權利，而是為了更好地活出事奉生活的品德。 

     [巴拿巴]—— 保羅在這裡提起巴拿巴，是因為哥林多教會承認巴拿巴的使徒地位，並

且知道巴拿巴也是邊做工邊事奉的。 

 

     【有誰當兵，自備糧餉呢？有誰栽葡萄園，不吃園裡的果子呢？有誰牧養牛羊，不吃牛

羊的奶呢？】（9：7）： 

      [有誰]—— 舉例陳述使徒在教會中的權利： 

           當  兵 - 需要從隸屬的政府得到所需的一切（提后 2：3-4）。 

           葡萄園 - 應當得到為之付出辛勞的果實（林前 3：6）。 

           牧  養 - 牧養者得供養是合情合理的（約 21：15-18）。 

 

 
 

 

     【我說這話，豈是照人的意見。律法不也是這樣說嗎？】（9：8）： 

     [豈是照人的意見]—— 進一步解釋第七節中有關使徒得報酬的合理性，這不是屬世性

的常識，而是來自聖經的命令。 

     [律法]—— 《申命記》二十五章四節。 

 

     【就如摩西的律法記著說，牛在場上踹谷的時候，不可籠住它的嘴。難道神所挂念的是

牛嗎？】（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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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籠住它的嘴] —— 牲畜也有勞動的報酬，人就更應當得酬勞。 

     [神所挂念]——不僅是為了讓牲畜有吃的，更進一步是表達了對勞苦的報酬。  

 

     【不全是為我們說的嗎？分明是為我們說的。因為耕種的當存著指望去耕種。打場的也

當存得糧的指望去打場】（9：10）： 

     [全是]——原義是，‘確實是’，‘分明是’。  

     [當存著指望去耕種]——不是強調勞苦以后的目的，而是強調勞苦應有的報酬。強調教

會工人擁有得工價的權力。 

                           

     【我們若把屬靈的種

子撒在你們中間，就是從你

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這還

算大事嗎？】（9：11）： 

     [屬靈的]——有關無

限高貴而永遠的，‘屬天

的’。 

     [種子] ——福音的真

理。 

     [撒在你們中間]——

把基督福音真道傳給哥林多

人。 

     [肉身之物] —— 與

‘屬天的’相比較，“肉身之物”不可比擬地弱小。 

 

     【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何況我們呢？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柄，倒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9：12）： 

     [別人]—— 雖然沒有人名，但這主要是指當時保羅離開哥林多以后，繼續牧羊教會的

專職傳道人。 

     [權柄]——從教會中得到物資上幫助的權柄。  

     [阻隔]——有軟弱者誤以為傳福音是謀生手段的。  

 

     【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嗎？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上的物嗎？】

（9：13）： 

     [豈不知]——再次列舉更具體的實列，強調使徒在教會中得供養的權力。 

     [聖事勞碌的]—— 指利未人。他們主要依賴以色列各支派所奉獻的十分之一來維持生

活。 

     [伺候祭壇的] ——指大祭司。 他主要依賴獻在祭壇上的食物而生活（民 18：8-

20）。 

  

     【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9：14）： 

     [主也是這樣命定] —— 保羅第二次使用耶穌的教導（太 10：10，路 10：7）。這也是

保羅証明使徒可從教會中得工價的原因。他從一般性環境條件（7節），到律法証明（9

節），再到宗教性驗証（13節），直至最后以耶穌的教導為根據，總結出：使徒在教會中擁

有得生活供養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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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節制是使用使徒自由權的目的（15-23） 
 

     【但這權柄我全沒有用過。我寫這話，並非要你們這樣待我。因為我寧可死，也不叫人

使我所夸的落了空】（9：15）： 

     [所夸的]——放棄使徒生活需要的自由和權炳。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夸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9：

16）： 

     [沒有可夸的]—— 因為是使命，是本分。 

     [不得已的] ——被福音所擄。但是，因為甘心和順服的緣故，在事奉中，保羅心裏充

滿了感激，而不是被迫的情緒或痛苦。 

     [有禍了]—— 逃兵逃離戰場時難免的懲罰。但這並不是說保羅的順服是被迫的，他隻

是感受到不可拒絕主的福音。雖然保羅自豪於自己是福音的使者，但是他並沒有夸耀他傳福

音的本身，他隻是感激和順服。 

 

     【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

任卻已經托付我了】（9：17）： 

     [我若甘心„„有賞賜]——這是有爭議的經

文。 

     觀點一：我和其他的傳道人一樣，如果我任意

傳福音的話，我會不得賞賜，但事實上我沒有任意

傳福音。 

     觀點二：我已經把被迫承擔的傳福音使命甘心

地承擔起來了，因此我會得賞賜。 

     也許觀點一更貼切這經文的原意。 

     [責任] ——當時指‘天職’。在當時，這主

要是指奴隸當盡的義務。保羅表示，他之所以努力

傳福音，因爲他隻不過是不可任意行事的耶穌的奴

隸。正因為他是奴隸，所以他沒有向教會要求報酬

（路 17：9-10）。 

 

     【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什麼呢？就是我傳福

音的時候，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

的權柄】（9：18）： 

     [賞賜]——保羅認為自己傳福音最大的報酬是

能夠‘叫人不花錢得福音’。雖然保羅在物質上做

出了犧牲，但是他得到了在基督裡寶貴的自由。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仆人，為要多得人】（9：19）： 

     [自由的]—— 保羅是猶太人中的法利賽人（使 22：3），也是羅馬帝國的公民（使

16：37）。 

     [仆人] —— 指放棄了已經所擁有的自由，即降卑自己的生活。 

     [多得人]—— 指靈魂得救。這也是保羅放棄自己自由的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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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

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9：20）：  

     [作猶太人]—— 在適當的場合遵行猶太人的習俗（使 16：3，21：17-29）。 

     [作律法以下的人] —— 雖然基督徒是在恩典下的百姓，但是在猶太人當中仍然遵守律

法。保羅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懼怕猶太人，更不是有雙重性人格，而是為了拯救猶太同胞，

活出自由的真正意義。 

 

     【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

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9：21）： 

     [沒有律法的人]—— 指猶太人以外的外邦人。 

     [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指基督徒從‘罪’和‘死亡’中得釋放以后，被聖

靈引導的新生活。 

 

     【22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

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

好處】（9：22-23）： 

     [軟弱的人]—— 指第八章中懼怕吃‘祭物’的軟弱者。在猶太教或外幫文化中沒有真

正自由的人。 

     [作軟弱的人] —— 雖然保羅是剛強的（羅 14：1），但是保羅還是沒有吃祭偶像的食

物（林前 8：13）。 

     [作什麼樣的人]—— 對於不同的對象，採取不同的傳福音方法。 

     [總要救些人] —— 這是保羅多種生活模式的原因。對真理，保羅沒有絲毫的讓步；但

是為了多得人，他卻擁有多樣的生活方式。 

    
  

     3、節制成了最終必然得勝的肯定（24-27 節）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隻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

賞】（9：24）： 

     [場上賽跑 ]—— 當時人們非常熟悉的用詞。在當時的哥林多每三年就有一次大型的競

賽，主要是騎馬，賽跑和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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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賞的隻有一人] —— 不是指得救的人隻有一位，而是指信仰也如同在競技場上，

需要人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能得到最后的勝利。 

 

     【25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

壞的冠冕。26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氣的】（9：25-26）：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 用來比喻基督徒需要付出的：節制，以及在必要

時候要拋棄一些權利。 

     [不像無定向的„„不像打空氣的 ] —— 強調明確的目標意識。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9：27）： 

     [攻克]—— 在原文中，這字是‘下面’和‘眼睛’的組合。在當時的拳擊賽中，擊中

對方的眼睛，常是擊垮對方的致命一擊。但是在這裡保羅所攻擊的對象不是他人而是自己。   

他的意思是，走屬靈的道路，要如同拳擊賽中擊中對方的眼睛一樣----全力制服自己，持續

不斷地徹底勝過自己。 

     [叫身服我] —— 指戰場上被征服的戰俘奴隸，指無條件的服從。保羅用這來比喻肉體

的欲望，以及罪惡的欲望必須完全屈服於屬靈需要。 

     [反被棄絕了]—— 原來的意思是指‘不合格的劣質品’。這裡是指，雖然口稱信仰耶

穌，但是實際行動不是按著福音去生活的人，其實不是真信徒----當然是沒有得救的人。但

是這裡並不是強調因著行為才能得救，而是強調真實福音使者是生命因著福音得到改變，並

且成為眾信徒模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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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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以斯拉記 3：1-13 

 

以斯拉記 3：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2 約薩

達的兒子耶書亞和他的弟兄眾祭司，並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與他的弟兄，都起來建筑以色

列 神的壇，要照神人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在壇上獻燔祭。3 他們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壇，

因懼怕鄰國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華早晚獻燔祭。4 又照律法書上所寫的，守住棚節，按數

照例、﹝獻﹞每日所當獻的燔祭。5 其后獻常獻的燔祭，並在月朔與耶和華的一切聖節獻

祭，又向耶和華獻各人的甘心祭。6 從七月初一日起，他們就向耶和華獻燔祭。但耶和華殿

的根基，尚未立定。7 他們又將銀子給石匠、木匠，把糧食、酒、油，給西頓人、推羅人，

使他們將香柏樹從利巴嫩運到海裡，浮海運到約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8 百姓到了

耶路撒冷 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薩達的兒子耶書亞和其余

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並一切被擄歸回耶路撒冷的人，都興工建造。又派利未人，從二

十歲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華殿的工作。9 於是猶大（在 2 章 40 節作“何達威雅”）的后

裔，就是耶書亞和他的子孫與弟兄﹔甲蔑和他的子孫﹔利未人希拿達的子孫與弟兄﹔都一同

起來，督理那在 神殿作工的人。10 匠人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祭司皆穿禮服吹號，亞薩

的子孫利未人敲鈸，照以色列王大衛所定的例，都站著贊美耶和華。11 他們彼此唱和，贊美

稱謝耶和華﹝說﹞：“他本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發慈愛。”他們贊美耶和華的時候，眾民

大聲呼喊，因耶和華殿的根基已經立定。12 然而有許多祭司、利未人、族長，就是見過舊殿

的老年人，現在親眼看見立這殿的根基，便大聲哭號，也有許多人大聲歡呼，13 甚至百姓不

能分辨歡呼的聲音和哭號的聲音，因為眾人大聲呼喊，聲音聽到遠處。 
 

提示 

 
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2約薩達的

兒子耶書亞和他的弟兄眾祭司，並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與他的弟兄，都起來建筑以色列 

神的壇，要照神人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在壇上獻燔祭。3他們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壇，因懼

怕鄰國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華早晚獻燔祭。4 又照律法書上所寫的，守住棚節，按數照

例、﹝獻﹞每日所當獻的燔祭。5其后獻常獻的燔祭，並在月朔與耶和華的一切聖節獻祭，

又向耶和華獻各人的甘心祭。6從七月初一日起，他們就向耶和華獻燔祭。但耶和華殿的根

基，尚未立定。” 

    這段經文讓信徒看見在重建聖殿之前，耶書亞、所羅巴伯和眾祭司們帶領回歸者一起守

摩西律法所定的節期，並獻燔祭，這說明他們願意悔改，回到主面前，遵守祂的話。信徒在

生活中，是否在凡事上都先求告主耶穌，尋求明白祂的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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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 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鐵的兒子所羅巴伯、約薩達的

兒子耶書亞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並一切被擄歸回耶路撒冷的人，都興工建造。

又派利未人，從二十歲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華殿的工作。9於是猶大（在 2 章 40 節作

‘何達威雅’）的后裔，就是耶書亞和他的子孫與弟兄﹔甲蔑和他的子孫﹔利未人希拿達的

子孫與弟兄﹔都一同起來，督理那在 神殿作工的人。” 

        這段經文提醒信徒，教會的工作是聖工，需要在牧師、傳道、長老和執事們帶領下

進行，不應該讓外人插手。你認同嗎？ 

 

3. “匠人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時候，祭司皆穿禮服吹號，亞薩的子孫利未人敲鈸，照以色

列王大衛所定的例，都站著贊美耶和華。11他們彼此唱和，贊美稱謝耶和華﹝說﹞：‘他本

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發慈愛。’他們贊美耶和華的時候，眾民大聲呼喊，因耶和華殿的根

基已經立定。” 

     這段經文讓信徒明白，建造聖殿不是普通的造房子，有人在建造聖殿，其他人在贊美

主。今天的教會也是同樣的，有人為主做具體工作，后面一定要有人在那裡敬拜、贊美和禱

告，同心合意地為主工作。你認同嗎？ 

 

4. “然而有許多祭司、利未人、族長，就是見過舊殿的老年人，現在親眼看見立這殿的

根基，便大聲哭號，也有許多人大聲歡呼，13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歡呼的聲音和哭號的聲音，

因為眾人大聲呼喊，聲音聽到遠處。”  

     這些見過舊殿的老人們的感恩淚水，晚輩是無法體會的。經歷過文革的大陸信徒，看見

禮拜堂恢復重建，特別會珍惜主所賜給他們的新的開始。在海外信主的弟兄姐妹，也許覺得

主日去禮拜堂敬拜主，過復活節、聖誕節，並不是很值得在意的事；可是那些曾經歷過死陰

幽谷的人，他們對於這些節日，就一定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你能理解嗎？你願意更加珍惜

主恩嗎？ 

 

 

 

    
 

 

 

 

 

                                        22 



               讀經:    使徒行傳 27:39-28:6 
 

使徒行傳 27：39 到了天亮，他們不認識那地方，但見一個海灣，有岸可登，就商議能把船

攏進去不能。40 於是砍斷纜索，棄錨在海裡﹔同時也鬆開舵繩，拉起頭篷，順著風向岸行

去。41 但遇著兩水夾流的地方，就把船擱了淺﹔船頭膠住不動，船尾被浪的猛力沖壞。42 

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殺了，恐怕有伏水脫逃的。43 但百夫長要救保羅，不准他們任意而

行，就吩咐會伏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44 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東西上

岸。這樣，眾人都得了救，上了岸。使徒行傳 28：1我們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島名叫米利

大。2土人看待我們，有非常的情分﹔因為當時下雨，天氣又冷，就生火接待我們眾人。3

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條毒蛇，因為熱了出來，咬住他的手。4土人看見

那毒蛇懸在他手上，就彼此說：“這人必是個凶手，雖然從海裡救上來，天理還不容他活

著。”5保羅竟把那毒蛇甩在火裡，並沒有受傷。6 土人想他必要腫起來，或是忽然仆倒死

了﹔看了多時，見他無害，就轉念說：“他是個神。” 

 
 

提示 
 

1. “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殺了，恐怕有伏水脫逃的。43 但百夫長要救保羅，不

准他們任意而行，就吩咐會伏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44 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

船上的零碎東西上岸。這樣，眾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經文讓信徒明白，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之下，主耶穌應許的事，聖靈必能成就，魔鬼

根本無法攔阻。你從中學習到了什麼功課呢？ 
                                     

2. “我們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島名叫米利大。2 土人看待我們，有非常的情分﹔

因為當時下雨，天氣又冷，就生火接待我們眾人。3 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

上，有一條毒蛇，因為熱了出來，咬住他的手。4 土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上，就彼

此說：‘這人必是個凶手，雖然從海裡救上來，天理還不容他活著。’5 保羅竟把那

毒蛇甩在火裡，並沒有受傷。6 土人想他必要腫起來，或是忽然仆倒死了﹔看了多

時，見他無害，就轉念說：‘他是個神。’”  

        使徒保羅的經歷提醒信徒記住主耶穌的應許，祂吩咐說：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

福音給萬民（原文作“凡受造的”）聽。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

罪。17 信的人必有 神跡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18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19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

了話，后來被接到天上，坐在 神的右邊。20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

他們同工，用 神跡隨著，証實所傳的道。阿們。”（馬可福音 16：15-20） 你在傳

福音的時候，是否經歷過神跡奇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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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神的疑問 
 

耶和華說、我所要作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 

（創世記：十八 17）  

 

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

義麼⋯。 

（創世記：十八 25）  

 

亞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豫備作燔祭的羊羔⋯。 

（創世記：二十二 8）  

 

在我們的信仰道路中，我們有時會對神產生一些疑問。有一些人或許會說，基督徒應該要有

全備的信心、基督徒不應該對神有任何疑問。但有些時候，藉著對神的疑問，我們會得到解

答，這何嘗不是我們信心增長的一種方式？即使在我們與人相處的過程中，我們也並不是一

開始就對別人有完全的信心，乃是要經過認識、了解的過程，漸漸建立、增長對一個人的信

心。 

 

當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大，到神不得不採取行動的時候，神儘可自己就去處理了，但祂卻

說：「我所要作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神早已知道，當亞伯拉罕知道這事以後，他

不能完全了解，甚至會對神產生疑問，所以神並沒有瞞著亞伯拉罕，而事先讓他知道。即使

亞伯拉罕會有疑問，我們相信神要藉著亞伯拉罕對神的疑問，讓他能更認識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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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讓亞伯拉罕知道這事以後，亞伯拉罕心中果然產生了疑問，但他沒有將這些疑問單單深藏

在心中，而是將這些疑問帶到神面前。有些人或許會覺得，亞伯拉罕在這裡好像是對神得寸

進尺地求，但我相信他真是想要追根究底地找到自己心中問題的答案：「這位公義又慈愛的

神，難道會將義人（即使只有十個）與惡人同殺麼？」我們看到，亞伯拉罕不僅得到神的回

答，他也看到神鑒察了這兩個城市的惡，並領出羅得一家之後，才施行公義的審判。藉著這

件事，他對神有了更多的認識、了解，與更大的信心。我相信亞伯拉罕後來在獻以撒這件事

上所展現的信心，並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對神信心累積而來的。 

 

是的，有時我們在信仰過程中對神會有一些疑問，讓我們誠懇地將這些疑問都帶到神的面

前。有時，神馬上讓我們得到答案；有時，就像耶穌在約翰福音十六章所說：「我還有好些

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或作不能領會〕，」神會讓我們有更多的經歷之後，

才讓我們得到答案；對於有些事，我們可能要等到與神面對面時才能得到答案。但不管如

何，讓我們藉著這些對神的疑問，使我們的信心得以不斷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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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历史上有一个“水门事件”。那是上世纪 70 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一起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圣

经尼希米记第八章里也有一个“水门事件”，但那不是丑闻，而是主前五世纪中叶由尼希米

和以斯拉在耶路撒冷水门前的广场上发起的灵性大复兴事件。就像后来教会历史上每一次的

大复兴一樣，这次大复兴是因为神的道被宣讲而产生的。神藉着他的仆人以斯拉，点燃他话

语之火，复兴了属他的以色列民的灵性状况。神用他的话语，让以色列人因自己的败坏而自

责，又让他们因神的拯救之恩而喜乐。如果你了解圣经中的复兴和教会历史上的复兴，你总

会从中看到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传道者以圣灵的大能宣讲神纯正的道。第二个特点是神

子民对神话语的积极响应。换句话说，当他们听到神的话以后，就遵行神的话，并有大喜乐

（一个不断延续的满溢的祝福），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这两大特点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中充

分显示出来：1）传道者传讲神的话；2）会众听后在顺服中回应神的话，并在生活中产生出

极大的喜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从尼希米记第八章看以色列民对神话语的反应和回应。 

 

背景和原因 

 

在讲今天的题目之前，我們必须先看一下圣经中“水门事件”的背景和原因。从背景看，被

掳犹太人的回归潮一共有三波。第一波：所罗巴伯带领 5 万人从巴比伦回归（主前 538

年），重建圣殿（主前 516 年）。（拉 一至六；尼 七 7-67）第二波：以斯拉带领 5 千人回

归（主前 458 年）（拉 八），重建信仰。第三波：尼希米带领一批犹太人回归（主前 445

年）（尼 二），重建城墙。建墙期间，以色列人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保卫圣城，防止外邦

人（撒玛利亚人、亚扪人、阿拉伯人、亚实突人）的袭击。（尼 四 17）城墙于“以禄月

（六月，共 29 天）二十五日”修完，“共修了五十二天”。（尼 六 15）从原因看，尼希米

计划让散居犹大和便雅悯各城的以色列人口的十分之一移住耶路撒冷。（尼 七 4-5，十一）

对那些即将移住圣城的以色列民来说，他們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们看到有舒服的房屋供他

们居住，有新建的城墙围绕着保护他们，更有像尼希米那样的能干领袖（波斯王委派的犹大

省省长）治理他们，因此有很大的安全感。（尼 七 1-4）但尼希米却看到，如果以色列民要

安居圣城，他们不仅需要重建的城墙，更需要对神话语的遵守，因爲这是他们灵命的城墙。

重建起来的城墙，只能保护他们身体的安全，却不能保护他们灵命的安全。要保护他们灵命

的安全，就必须在他们中间重建真理的城墙。要在他们中间重建真理的城墙，就必须让以斯

拉出来（身为省长的尼希米谦卑地让以斯拉扮演主角），带领他们回到神话语中去。因此，

重建城墙不是最終目的，重建神的子民，即使他们成为顺从神的子民，才是真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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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第八章实际教训我们说：如果我们光有外在的东西，我们等于什么都没有。如果没

有神的话，以及神的话所带来的能力，我们有再大、再宏伟的教堂，有再好、再美的礼仪，

也没有用。在整个神子民的历史中，常会有一段时间，神的话被遗忘或被忽视。因此，教会

需要不断地回到神话语中，得到复兴。教会复兴的起点是，神的话一经解开，“就发出亮

光”（诗 一一九 130）。这就要求解开神话的传道者，除了自己精通圣经外，还必须自己有

生命，并被神的灵所感动（神的话和神的灵是没有矛盾的），而听众也必须对神的话有真正

的渴慕。这两方面配合，便产生出复兴。所以在看以色列人如何对神的道作出反应和回应的

同时，我們不可忽略看传道人如何传神的道。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以斯拉如何向以色列民传讲

神的话，然后再看以色列民如何对神的话作出反应和回应。 

                                                               

以斯拉让以色列民明白神的道（八 1-4, 7-8） 

 

我们先读经文：1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

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

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2 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

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3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

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 ...... 4 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

特备的木台上。玛他提雅、示玛、亚奈雅、乌利亚、希勒家和玛西雅

站在他的右边；毗大雅、米沙利、玛基雅、哈顺、哈拔大拿、撒迦利

亚和米书兰站在他的左边。„„ 7 耶书亚、巴尼、示利比、雅悯、亚

谷、沙比太、荷第雅、玛西雅、基利他、亚撒利雅、约撒拔、哈难、

毗莱雅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8 他们清清

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这段经文先交待了时间：“七月初一日”。这七月，被掳前称“以他念月”（代上 八 2），

被掳后称“提斯利月”（巴比伦文“始”之意），是犹太俗历正月，圣历七月（圣历以尼散

月为正月）。这七月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月份。按律法书，该月有三大节期：吹角节

（Yom Teru’ah，见民 二十九 1）（犹太人被掳后以吹角节为新年，称 Rosh Hashana）、赎

罪日（Yom Kippur）和住棚节（Sukkot）（利 二十三 24-43）。这里所记的“七月初一日”

就是俗历正月初一日，即主前 445 年 9 至 10 月间。我在犹太人创世纪元 5761 年年初，即基

督纪元 2000 年 9 月 30 日，在以色列海法参加过弥赛亚犹太人（Messianic Jews）的新年崇

拜，发现他们必须在新年吹公羊角制成的号（shofar），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律法书所记的吹

角节，就是他们现在的新年。这“七月初一日”发生了什么事呢？以色列民，在圣城城墙修

完后的第五天（尼 六 15），从犹大各城来到耶路撒冷聚集过节。這段經文也交代了地点：

他们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广场）集会，等候神。水门是什么地方？水门是接近主要水源

基训泉（Spring of Gihon）的城门。因此这靠近基训泉的水门，在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神

的话和神的灵。（约 四 14，七 37-39）以色列人聚集水门，是要得着神所赐的生命的活水。

他们在追求真满足的态度上，竟“如同一人”。正如诗人大卫描写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

等地善，何等地美！”（诗 一三三 1）  

 

这次大会应该是尼希米召集的。尼希米并没有强迫他们来，但他们来了，他们就是“听了能

明白的”众男女，即所有达到能明白律法年纪的成年人。（按今天犹太人的传统，男孩到了

13 岁，女孩到了 12 岁，就是“听了能明白的”成年人，称 Bar Mitzvah 和 Bat Mtzvah。）

以斯拉也没有强迫他们听道，是他们自己自动要求，请以斯拉把神的道传给他们听。他们好 

                                       27 



像这样要求说：“以斯拉，把圣经带来，我们要复兴，我们要想认识上帝，我们要扔掉我们

在被掳期间所学的一切垃圾！”我们今天在英国，在整个西方，还能听到这类声音吗？（但

是感谢主，我们在中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今天的时代基本上是一个不爱听上帝话的

时代。但这些以色列人似乎在说：“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

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诗 四十二 1-2）如果神的子民，一心一意，寻求他

的旨意，他们一定能得到复兴。 

 

教会要复兴，必须有一位被神大大重用的，像怀

特菲那样的奋兴布道家。以斯拉便是这样一位奋

兴布道家 – 我們可以说，他是“以色列的怀特

菲”。这以斯拉既是文士，又是祭司。（尼 八

9）作为文士，他“精通”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

他“专心致志研究”上帝的律法，并“心体力

行”，且在以色列人中教授律法和诫命。（参天主教思高译本圣经 拉 七 6, 10）这是怎样

的一位布道家呢？他用心研读神的话，并心体力行，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人。以斯拉花了整

整一个早上（6 个小时）教导圣经。他站在一个为他特別安排的讲台上，面对那么多参加奋

兴会的男男女女，他不可能让他的声音被全会众听到（那时没有扩音设备），故只能让分列

他左右的 13 位利未人辅助他，下去分组“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

所念的。”这里的意思是：他们宣读神的律法，把意思翻译并解释出来，使众民能明白所宣

读的。（参新美国标准本圣经 NASB：They read from the book, from the law of God, 

translating to give the sense so that they understood the reading.）为什么要翻

译？因为他们是在巴比伦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也因为他们只讲亚兰语（当时的亚兰文已取

代希伯来文），故无法明白希伯来圣经的语言。为什么要解释？因为以斯拉看出人清楚明白

真理的重要性，因为圣经说：“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何 四 6）对圣经进行解释性的宣

道也为后世释经证道（expository preaching）开了先河。 

 

      

以色列会众对神道的反应和回应（八 3, 5-6, 9-18） 

 

我们再读经文：3...... 从清早到晌午 ...... 众民侧耳而听。...... 5 以斯拉站在众民以

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6 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

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 9 省长尼希

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

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10 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

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11 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

要作声，也不要忧愁。”12 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

的话。 

 

以色列民对神的话怎样反应呢？我们来看第 3 节：“从清早到晌午„„众民侧耳而听。”这

里让你看到他们听道时的那种专心致志，那种聚精会神，让你想象到他们的表情：一脸肃穆

敬虔，又满眼神采。他们真的是把神的话当回事。那天相当于我们英国的 Bank Holiday，但

他们愿意放下 holiday 的一切娱乐活动，来水门前听神的话，因爲听神的话比一切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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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

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 十 41-42）这里也让你看到他们听道时

的那种恒心：众民从清晨到中午，听而不倦，一点都不感到时间太长，因他们的心深深地被

神的话所吸引。那种热诚，加上那种专注，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远远不及的。在今天的英

国，一般讲道都不能超过半小时；如果超过了，会众就会抱怨说，Oh, it’s such a drag!  

但想想过去的英国（尤其是 16-17 世纪时的英国），人们听道，一听就好几个小时。英国这

一小小的岛国，之所以成为“日不落帝国”，就是因为这本圣经。难怪法国大文豪雨果说：

“英格兰有两本书，圣经和莎士比亚。英格兰造就了莎士比亚，但圣经造就了英格兰。” 

（L’Angleterre a deux livres, la Bible et Shakespeare.  L’Angleterre a fait 

Shakespeare, mais la Bible a fait l’Angleterre.） 

 

现在看第 5 节：“以斯拉 ...... 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

民就都站起来。”以色列人不只渴慕神的道理，更难得的是，以斯拉在

他们眼前，一展开律法书卷，他们就都怀着虔诚敬畏的心站起来。他们

坚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有权威的，理当受这般礼遇。我在苏格兰念书

时，参加过苏格兰长老会的主日崇拜，发现他们加尔文式的崇拜（“神

的道”占主导地位的崇拜），就基于此。他们的崇拜开始时，就有一位

身穿苏格兰裙的平信徒助理（苏格兰人称 beadle）手捧展开的神圣经书

（Holy Writ），在管风琴庄严的圣乐中，迈步走上讲台；这时全体会众

起立。当助理毕恭毕敬地把圣经置放在讲台上时，会众齐声说：“阿

门！阿门！”请别误解，这不是崇拜圣经，而是崇拜圣经的作者，上

帝。他们是对神的道毕恭毕敬，因爲神的旨意在圣经中。当我们唱国歌《上帝保佑女王》

时，我们怎样？我們必须站着唱。可是很遗憾，现代的基督徒（尤其是年轻基督徒）对待圣

经，如同对待一般的书，往往随随便便把它往地上一扔。难怪现代人的道德一落千丈。 

 

我们接下来看第 6 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

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这里我們看到以斯拉颂赞上帝。可见读神的

话，而无赞美，就变成干瘪、枯燥的讲座，而非崇拜。当以斯拉一称颂“至大的神”，以色

列民“就低头，面伏于地。”如此虔诚敬畏的态度，就是在今天尝到主恩滋味的新约时代的

教会，也很罕见。他们都向天举手，说“阿们！阿们！” 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他们承认，

他们所听之道是真真实实的。我们要像他们，成为对神话坚信不疑的“阿门人”（Amen 

people）。不信者不会如此承认，因为他对神的话心存怀疑。 

  

再接下来看第 9 节：“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这里众民在神话语的光照下，看见

自己没有遵行神的律法，因而被掳巴比伦，不禁悲哀哭泣，为自己的罪过和失败深深自责。

真正的复兴，即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是因神的工作，即神藉他话语传扬所带来的恩典和人对

他话语的接受。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 十 17）又

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

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 四 12） 

 

但“哀恸有时，跳舞有时。”（传 三 4）省长尼希米和文士以斯拉认为赦免的时候到了，喜

乐的时候到了，因此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你们去吃

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9-10 节）他们要众民喜乐（吃喝快

乐），并顾念需要的人（把部分饮食分给没有能力预备的人），因为这新年是庆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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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领受主恩，彼此分享喜乐的日子。在这新年，人不是要流泪，而是要一同欢欣。（在以色

列人的节期中，他們只有一个节日是要哀恸和禁食的，那就是赎罪日。）以色列人听了，就

照着去行；他们是听道者（hearers of the Word），也是行道者（doers of the Word）。

第 12 节说：“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 NASB: to celebrate a great 

festival）„„”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关爱穷人）和“喜乐”（在神面前快乐）。

（加 五 22）有真悔改，真顺服和真仁爱，就有真喜乐！所以尼希米和以斯拉要以色利民在

悔改、顺服和仁爱中，经历到喜乐！这喜乐不是因环境而来的一时的喜乐，而是对神有深沉

认识而来的喜乐。这不是因拥有属世财富而有的喜乐，不是因我们有很多钱，有很大的房

子，有好的汽车而有的喜乐，而是因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就是罪得赦免，并有得救的

确据。總之，这喜乐是在主里面的喜乐。这主里面的喜乐，成爲我们基督徒的力量。如第 10

节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参思高译本：因在主里的喜乐，就是你

们的力量。又参 God’s Word Translation: because the joy you have in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以色列民对神的道有以上如此美好的回应，全归功于 “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NASB: 

they understood the words which had been made known to them. 明白传道者跟他们解开

的经文）。”（12 节）由此可见，讲道事工是多么重要！钟马田（D M Lloyd-Jones）说：

“讲道的复兴常常带来教会史上的伟大运动。”（A revival of true preaching has 

always heralded the great mov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在教会历史上，

有怀特菲、卫斯理、司布真所带来的教会复兴。由于他们所传的神的道，数以万计的人认罪

悔改，渴慕认识耶穌，积极过圣洁生活；而这些又刺激了许多道德及社会慈善运动。所有这

些伟大的布道家都坚信圣经是神的话。有意思的是，教会复兴从来不会来自自由派的教会，

因为自由派稀释神的话。 

 

我们看最后一段。13 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

律法上的话（NASB: that they might gain insight into the words of the law）。14 他

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15 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

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

照着所写的搭棚。16 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各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

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17 从掳到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

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18

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 

 

这是复兴后教会的又一个特点：他们带着饥渴的心，殷勤查考圣经，从中得到新的看见。以

上 13 - 14 节中，我们看到年初二那天（7 月 2 日），以斯拉给首领、祭司和利未人开了一

个特别查经班。他们从律法书中，发现关于住棚节的律例，这是在那个月要守的。于是居住

在犹大、便雅悯各地的以色列人照着律法书，于 7 月 15 日至 22 日，以树枝搭成帐棚，在里

面生活，以记念蒙神拯救离开埃及，在旷野居住的日子。在为期七日的住棚节期间，他们回

想当年漂流的岁月，神怎样保护和带领他们，也看到如今只要顺从神，神必不离弃他们。住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更是“大大喜乐”，（17 节）因为神的话，通过以斯拉，天天都供应

着他们饥渴的心灵。（18 节）节期的最后一天，有“严肃会”，（18 节，参利 二十三 36）

如同我们基督教培灵会最后一天举行圣餐礼，并有特别的感恩奉献。“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

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17 节）從约书亚時期以来，犹太人偶尔守过住棚

节，（参代下 七 8-10；拉 三 4）但从没有这般规模和这般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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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以色列会众对神道的反应和回应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既哭又笑；这表明他们有感

情，有生命，而非麻木不仁，毫无生气。請想一想，現今有多少信徒和教会，像撒狄教会

（启 三 1-2）一样，虽生犹死，没有活泼的生命，散发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片死寂！ 

 

结语 

 

尼希米记第八章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重要性。如果说天主教的“恩具”（means of grace）

是“圣体”（Corpus Christi），那麽我们基督教的“恩具”就是“圣言”（Verbum 

Domini）。圣言，神的话，或圣经，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恩典管道”。牛津圣公会神学家奇

林沃斯（William Chillingworth 1602-1644）有句名言：“圣经，容我再说，唯有圣经才是

基督新教徒的信仰。”（ The Bible, I say, the Bible only, is the religion of 

Protestants.）因爲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有关得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并告诉我们在世应如

何行事为人。使徒保罗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

的善事。”（提后 三 15-17）聖經是神的“真理”，帮助我们走出黑暗，“得以自由”。

（约 八 32） 

 

尼希米记第八章也让我们看到传讲和聆听神话语的重要性。作为传道人，他必须像以斯拉那

样，用心和灵，研读圣经，明白圣经，然后“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 二 15）作

为我们信徒，我们必须怎样呢？我们必须像水门广场上的那些以色列人：1）渴慕神的话；

2）尊重神的话；3）相信神的话都是“阿们、阿门”；4）多听神道，多吃灵粮（不会得属灵

肥胖症），从而知道神如何从他的角度看我们；5）明白神的道，并顺服、遵行他的道；6）

在顺服、遵行中得到真正的喜乐。如果教会没有神话语的传扬，她就會名存实亡；信徒没有

神话语的喂养，灵命就會枯干。没有神的话，我们便没有灵命的城墙，我们便被罪恶所胜。

没有神的话，我们便没有智慧（得救的智慧）；没有训诲，我们便最终因愚昧而灭亡！ 

 

我们有无渴慕神的话？有无尊重神的话？有无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有无专心听和读神的话？

有无追求明白神的话？有无顺服并遵行神的话？有无在顺服并遵行中，充滿屬天的喜乐？ 

 

       以上為徐旭初弟兄在英國考文垂卫理公会中文堂的主日講道。考文垂

（Coventry）卫理公会教堂的照片在封底。 

                                 本文作者：徐旭初， 住英國牛津城，帶職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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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雄雄◆ 

 

一. 主耶穌在客西馬尼三次禱告。（太 26：36-44） 

 

     主耶穌時常向天父禱告，順服天父旨意。 

     主耶穌在被捉拿的那一夜，帶領十一個門徒來到名叫客西馬尼的地方，讓八個門徒坐下

等待,帶彼得、雅各、約翰再走一小段路，讓這三位門徒一同儆醒禱告，並等候主。耶穌獨自

稍微往前走，在與三位門徒彼此能望見，能聽見的地方停下，三次俯伏在地，向天父禱告。 

     第一次禱告時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隻要照你的意思。”（太 26：39） 

     第二次又去禱告說：“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太

26：42） 

     第三次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太 26：43） 

     可 14：32-42和 路 22：39-46也記載耶穌在客西馬尼的禱告。路 22：43-44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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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西馬尼”是壓榨出油的意思，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心靈受到了重壓。如果人的心靈有

重擔，有憂傷，最好的解脫方法之一就是禱告。禱告是與神相交，使人與神的生命有份。 

主耶穌在教導門徒禱告的時候，說，不要用重復的話語，可是主自己為什麼用同樣的話語禱

告三次呢？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時刻，遇到非常重要的事，需要十分清楚神的旨意。所以主

三次向父神禱告。主為我們留下一個非常重要的榜樣。                     1. 

     主三次求告父神，叫這杯離開他。那麽，這杯是指什麼說的呢？我們曉得這杯是苦杯，

裡面有死的味道。主耶穌要擔當人的罪去上十字架，他要喝這杯，嘗死的味道，因著他付上

最高代價----舍命流血，使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人得永生。這是父的安排，也是子的意

願。他說：“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約 10：18）主道成肉身來到世上，就

是為了要上十字架，按著神的旨意，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做贖罪的羔羊。 

     舊約中許多先知蒙神啟示，預言這一救贖時刻到來。 

     聖經《以賽亞書》九章六節說：“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

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先知預言主耶穌道成肉身，降世為人。他是神子，是彌賽亞。 

     聖經《以賽亞書》四十九章六節說：“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尚

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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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預言主耶穌不但要拯救以色列人，更要拯救這世上的人。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四至六節說：“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

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

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

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先知預言主耶穌受盡痛苦，背負和擔當世人的罪，他是贖罪羔羊。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八至九節說：“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和他同世的

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

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先知預言主耶穌受死、埋葬。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十一至十二節說：“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

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仆得稱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

份，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至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

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藉著神的啟示，先知以賽亞已經提前將主耶穌降生、傳福音、受死、埋葬、復活的過

程寫出來。 

     既然如此，主為什麼又在求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 這是

我們要思考的第一個問題。 

    我們要思考的第二個問題：主還禱告說，“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隻要照你的意

思。”   

     從主禱告的話語中看，似乎父子之間的意思有所不同，子的意思要求拿掉這杯，父的意

思是叫他喝下這杯，父與子原為一，怎麼會有不同的意思呢？ 

     在客西馬尼，主還提醒門徒說：“你們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

意，肉體卻軟弱了。”（太 26：40-41） 
 

     主在客西馬尼的經歷，特別地

告訴門徒，也告訴我們，凡是人都

有肉體。主道成肉身，他並不是想

體貼肉體，也不是不願喝這杯，不

願承擔痛苦，不願上十字架。他是

自動甘願來到世上，如果他不願

意，誰也不能勉強他來到人間。主

耶穌在世上，他是完全的神，也是

完全的人。他既然為人，就有人的

需要，有人的感情。他餓了，到無

花果樹下找果子吃（可 11：12-

13）；他疲倦了，在船尾上，枕著

枕頭睡覺（可 4 ：38）； 他也歡

樂﹔他也唱詩﹔他也哀哭﹔他也動

怒，斥責在聖殿中做生意的商人。

他與每個人一樣，所不同的是他沒

有罪。從他的人性來説，他願意

“這杯離開”他（這是人性的正常

反應。追求生命，追求永恒，是人的特性之一，這是神在造人的時候放入人裏面的。動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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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求生的欲望，沒有追求永恒的概念 ）；但是從他的神性來説，他願意“不要照我的意思，

隻要照你的意思。”這並不是說主耶穌的禱告是自相矛盾的，其實主耶穌禱告的重點還是在

於“不要照我的意思，隻要照你的意思。”他願父神的旨意成就，他的禱告也蒙父神應允。 

     除此之外，主耶穌在喝苦杯擔當眾人罪的時候，黑暗要臨到他。神是公義聖潔的，父子

之間的靈性生命要分開。子要獨自承擔罪的審判，下到陰間。他第三天從死裡復活，並且奪

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從創造天地以來，三位一體真神從來沒有分開，一直在一起，共同創

造萬物，共同施行救贖人類的計劃。父與子原為一，子不願離開父，所以禱告時說：“我父

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隻要照你的意思。” 

     肉體生命被釘在十字架上是痛苦的，靈性生命與父神分離更痛苦。 

     主耶穌愛我們罪人，願意為我們舍命﹔主耶穌順服父神的意思，願意承受雙重的痛苦。 

父神在天上以他的大能托住萬有，引導救贖工作。為了拯救罪人，父神舍去他的獨生兒子。 

     主在客西馬尼禱告，一方面是聖子與聖父之間的真情流露；另一方面，他特意給門徒留

下一個榜樣，也讓我們明白，連人子在地上也要儆醒禱告。 

     主在十字架上，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著說：“我的

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太 27：45-46）（可 15：33-34） 

     斷氣之前，耶穌大聲喊著說：“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路 23：4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二.  門徒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太 26：40-41） 

 

     門徒沒有像主耶穌那樣儆醒禱告，沒有得著力量。遇到主耶穌被捉拿的突發事件，人人

手忙腳亂，驚慌失措。先是有一人拔出刀來砍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但是主醫好了那仆人的耳

朵。一位跟從耶穌的少年人把披在身上的一塊麻布扔掉，赤身逃走了。當下，門徒都離開他

逃走了。（太 26：56）此時此刻，他們沒有成為基督的精兵，反而成為逃兵。 

     彼得原先憑著肉體夸口說：“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跌倒，”“我就是必

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太 26：33-35）眾門徒都是這樣說。結果雞叫兩遍以

前，彼得三次不認主，雞叫以后，彼得想起主耶穌所說的話，他就出去痛哭。（太 26：75）  

     他們心靈固然願意認主，跟從主，肉體卻軟弱了，不由自主地否認主，離棄主。光憑血

肉之勇無法承受打擊，不能抵擋黑暗勢力。人的血氣不能成就神的義。 

 

三. 禱告主耶穌才能得勝   

 

     主耶穌復活升天后，主的門徒和主耶穌的母親、兄弟在馬可樓同心合意地有整整十日的

恆切禱告，求神的國和他的義，求為主作見証，傳揚天國福音給萬民聽。禱告使他們得著聖

靈恩賜，使他們有忠心，有智慧，有能力，有膽量，有屬靈權柄。（徒 1：13-14） 

     1．五旬節的聖靈降臨時，一百二十人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

來。他們放膽傳揚主耶穌基督的福音，給各國各地前來守節的猶太人聽，這一天約有三千人

相信。（徒 2：2-4，41） 

     2. 第二次在聖殿美門口，當瘸腿的人得醫治后，使徒放膽傳揚主的福音，約有五千人

相信。雖然他們受到猶太公會恐嚇和禁止，他們仍然同心合意禱告，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

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徒 4：4，31） 

     3. 主耶穌的兄弟雅各，在主傳道時諷刺主，在主復活后信主，傳揚主耶穌福音。他經

常在不平整的地上懇切禱告，膝蓋上長出厚厚的老繭，后來成了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后為

主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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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除約翰和賣耶穌的猶大外，主的門徒和許多跟隨主耶穌的人為主殉道。主耶穌釘十

字架時，隻有主的門徒約翰在十字架下面抬起頭仰望主。其他的門徒因膽怯不知道到哪裡去

了。五旬節，他們被聖靈充滿后，傳揚主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的福音，他們一生跟隨主，

不再遠離和逃避十字架，最后許多人走上十字架。主所喝的杯，他們也要喝。主在《啟示

錄》中說：“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 2：10下） 

 

     下面我做三個與禱告有關的見証： 

     1. 一個老牧師在獄中，用飯前閉上眼睛默默

禱告神，禱告完畢，睜眼一看，一頓飯中唯一的一

個饅頭不見了。他隻好餓著肚子去勞動。下一頓

飯，他仍然閉上眼睛默默禱告，禱告完畢，睜眼一

看，饅頭還在，周圍的人都看著他。神感動眾人的

心，攔阻作惡人的手。有人願意聽他講福音，許多

人相信主耶穌。 

     2. 有一位姊妹，讀初中時，她的同學向她傳

揚主耶穌的福音，她不肯相信。她說，我以后要為

國家做大事，不信教﹔再說，你的耶穌在哪裡，我

又看不到，如果我看到耶穌，我就相信。兩個人，

誰也說服不了誰。有一次，同學把她領到一個信主

家庭，正好有幾個人在一起禱告，他們也讓她跪

下，大家一起為她禱告，她不信，出於禮貌，她隻

好勉強地跪下。過一會兒，人們聽到她在輕輕地

哭，哭了很長時間，站起來后還在流淚。她對同學

說，雖然你沒能把關於耶穌的道理講得很清楚，我

也不太明白，但是我已經知道，你的神是存在的。

禱告中她感到有神的感動，她願意相信耶穌。在禱

告中主耶穌呼召、引領了這位姊妹。 

     后來她為主耶穌所用，牧養一個教會，主的道

日見興旺，福音廣傳，得救的人數增加。一個原來

說沒有神的人，現在要領人歸向真神。而且她全家

事奉主。 

     向她傳福音的同學以后到澳洲讀神學，在教會做全時間的傳道人。一個青少年時代道理

講得不太清楚的人，現在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傳揚主的福音，很多從大陸到澳洲去的人

原先不肯相信主，但是在她的教會聽道、相信、受洗。 

     3. 2004 年我和兒子一起參加受洗前的慕道班。我從小信主，但是受洗卻很晚。兒子長

大了，我意識到對於他，慕道、受洗很重要。我們一起走天路，信心根基打在基督盤石上。 

     剛報名參加慕道班，單位馬上給我一個又大又難，耗時間費精力，卻又不知道能否成功

的工作。我是註冊會計師，單位讓我按政策向稅務局申請退稅 244.56 萬元。稅務局專門收企

業稅金，現在要從稅務局口袋中挖出 244.56 萬元，這實在太難了。我尋找稅務政策，計算退

稅金額，配齊相關資料，報送、審核、查賬、挑刺、爭議、說明、聯系等等一連串的事情接

踵而來，我經常跑稅務局並在公司加班。 

     退稅與慕道班學習時間上有沖突。我常常禱告神來安排。 

第一. 靈性生命與世界工作相比，哪一個更重要？是靈性生命更重要。先要保証慕道 

班學習，不讓屬世的沖掉屬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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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退稅工作也要面對，無法回避。我天天禱告，求神開出路。 

     稅務專管員、副所長、所長的關口都通過了，但卻被稅政科長卡住了，他堅決不讓退

稅。如果拖延一年，以前的申報要作廢，我還需要重新申報。投資方不看過程，隻看結果。 

這事辦不好，可能還會影響到我的工作。對於這件事，沒有人能幫助我，隻有我的神能幫助

我。我懇求主，求他在曠野中開道路，在沙漠中開江河。主啊，我在急難中求告你，你必應

允我，我也要榮耀你。 

     神感動稅務局辦公室主任，他代表局長否決了稅政科長的意見，認為我們符合政策，批

准退稅。退稅工作長達大半年，主為我劃上句話。 

     稅務局同意退稅的批文下達了，簽署日期是 2004年 12月 31 日。 

     主啊，你是守約施慈愛的神。我在 2004 年受洗公開歸入主的名下，立志跟隨主。你就

在 2004年的最后一天讓我越過難關，按你旨意命定，在 2004 年成全，一天也不遲延。 

     在申請退稅的一批企業中，我公司比其他單位晚申報上去，卻早批准下來。 

     感謝神的恩典，禱告不落空。隻要你抓住神的應許，憑著信心求，神必垂聽，而且他為

我們所成就的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稅務局最終將 244.56 萬元的資金劃到我公司銀行賬戶上。 

     我公司領導也特別高興。有信主的人為他們工作，公司也蒙神祝福。 

     我們要學習主耶穌在客西馬尼的禱告，順服神的旨意。為自己靈性，為教會聖工，為主

內弟兄姊妹，為罪人悔改相信主，為福音傳給萬民聼而恆切禱告。 

     禱告使我們與神的生命有份，在禱告中我們會蒙聖靈光照，明白神的心意，領受屬天力

量。 

     讓我們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願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阿們！                 

 

                                       本文作者 賀雄雄 弟兄，帶職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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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旭初攝於英國考文垂（Coventry）衛理公會 

                                              （主後2013年6月）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節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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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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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