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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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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 9 

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那裡？」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

10 耶和華說：「你做了什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 11 地開了口，從

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血。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 12 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力；你必流離

飄蕩在地上。」 13 該隱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的。 14 你如今趕逐

我離開這地，以致不見你面；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 15 耶和華對他

說：「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 

16 於是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去住在伊甸東邊挪得之地】(4：8-16):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4：

8): 

      

     1、該隱不接受神的警告  

 

     我們不知道該隱向亞伯說些什麽話
1
，但是很有可能該隱以説話挑起事端。殺亞伯這事

件不是該隱一時情緒激動失手而造成的。該隱不顧神的警告，不採納神向他所提供的避罪途

徑，反而甘願陷於罪孽之中，他有預謀地殺了亞伯。 

     (
1 

有些聖經版本<譬如新國際版>的創世記 4：8說：“該隱對他的兄弟亞伯說：‘讓我

們到田間去’”<Now Cain said to his brother Abel, “Let’s go out to the field.”>。但是聖經馬所拉

原文<Masoretic Text>沒有“讓我們到田間去”這句話) 

 

     ２殺動物的提示 

 

     該隱殺亞伯是人類歷史上第一起殺人案件，在這之前人類沒有殺人的經驗。但是該隱從

祭牲被殺（爲了獻祭），或動物被殺（用動物的皮製衣，或製作其他物品）得到提示：生命

是可以被殺害的。 

 

     【耶和華對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那裡？」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

的嗎？】(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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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神願意人認罪、悔改 

 

     顯然神並不是不知道亞伯在哪裏，可是他仍然問該隱說：“你兄弟亞伯在那裡？”這

是爲了讓該隱承認自己的過失（兄弟被他殺了）。這就好像亞當、夏娃犯罪之後躲在樹林

中，神呼喚亞當說：“你在哪裏？”顯然神並不是不知道亞當在哪裏。但是神所說的“你在

哪裏”這話可清楚提醒亞當：你是因爲犯罪才躲起來的。這是在提醒、督促亞當認罪、悔

改。 

     雖然從神無所不知的屬性來講，他知道該隱是一個惡人，也知道該隱的結局，但是神對

他還是有寬容之心。（１）首先神警告該隱：“你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

（創４：６）？神警告該隱這發怒、變臉色的情形的危險性。（２）接著神為該隱指出避罪

的途徑。“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創 4：7上）？神又指出：“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

在門前” （創 4：7下）。（3）神願意該隱有認罪、悔改之心。前面我們已經提到，神的問

話“你兄弟亞伯在那裡”是爲了讓該隱承認自己犯了殺兄弟的大罪，可是該隱拒不認罪，

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                                                                    

 

     2、不可含怒到日落        

 

     以弗所書4：26-27說：“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

步。 ” 

 

     （1）“生氣卻不要犯罪”（In your anger do not sin. NIV） 

     生氣卻不犯罪是可以的，這裡的“生氣”是指怒氣。聖經多次講到神的怒氣向以色列人

發作（參民 25：3，王下 13：3等），但是神所發的是義怒、聖怒、忌邪的怒。 

     主耶穌潔淨聖殿時（參約２：13-22,太 21:10-19）也發怒氣，但是顯然他不犯罪。他

把繩子當作鞭子，把牲畜趕出聖殿，又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聖經

還講到耶穌怒目看他周圍的人（參可３：1-６）。 

     在哥林多後書11：2中，保羅說：“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 

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可見保羅也會有像“神那樣的

憤恨” 。 

 

     (2) “含怒” 

     雖然生氣卻不犯罪是可以的，可是我們常常會因生氣而犯罪。顯然我們不會像神那樣聖 

潔、公義，我們的生命光景也無法與保羅相比，因爲保羅爲了神的國度，已經把生命置之度

外了。神發的是公義的怒氣，可是人發的常常是不義的怒氣；神發的是聖潔的怒氣，可是人

發的常常是不聖潔的怒氣；神發的是忌邪的怒氣，可是人發的常常是邪惡的怒氣。 

     有時候我們會發覺自己“很有理由”發怒，自己發的是“義怒”，但是很可能這怒氣也 

是帶著人的偏見或成見。弟兄姐妹，讓我們盡可能不要發怒。 

  

     (３) “日落” 

     猶太人以太陽落山為一天結束和新的一天的開始。我們現在有精確的鍾、表和計時儀 

器，23點59分還算是今天，但是24點就被算為新的一天淩晨0點（雖然23點59分和新的一天0

點沒有什麽大的差別，那時地球上大部分地區都是漆黑一片的）。猶太人以太陽落山為一天

結束是很直觀的，也是很實用的。 

     “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把今天的怒氣帶到明天，這懷怒的時間就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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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了。但是從更積極的意義講，人雖一時發怒，但是應該趕快消除怒氣。也许有人思忖既然

“不可含怒到日落”，那麽我就早上發怒，我可以發整整一天的脾氣；因爲如果我傍晚發脾

氣，才發了幾十分鐘，太陽就落山了。以此推論，住在近北極的愛斯基摩人可以含怒很久，

因爲他們的夏天總是白天。“不可含怒到日落”是要我們盡快消除怒氣。 

 

     (４)“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人懷怒久了，可能會給魔鬼留地步，因而做出出格的事情。該隱對他的兄弟亞伯從嫉妒 

開始，然後發怒，最終把他的兄弟殺了。    

     毫無疑問該隱是一個帶有罪性的人，也是一個心地剛硬、心胸狹窄的人，但是他的發 

怒、變臉色給魔鬼留了地步，以致他在罪中越陷越深，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殺人犯。 

     馬太福音5:21-22上,“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

的難免受審判。』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 

     約翰一書3:15,“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裡 

面。 ” 

     我們不僅要愛弟兄，甚至要愛仇敵。馬太福音5:43-44,“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 

鄰舍，恨你的仇敵。』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３、罪的問題                                      

 

     (１)人格變壞 

     人被造的時候，人心是善良的；但是罪入人身之後，人的性格就變壞了。神造了女人夏

娃之後，把她領到亞當面前，亞當稱她是他自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創2：23）。但是

吃禁果之後，亞當卻把責任往夏娃身上推，對神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他把

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創3：12）。可見罪使亞當的人格變壞了。毫無疑問，亞

當受了夏娃影響才吃禁果的，但是亞當自己本身也要為吃禁果，違背神命令負責。 

     該隱親手殺了亞伯，但是當神說“你兄弟亞伯在那裏”的時候，該隱卻回答說：“我不

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從該隱身上我們看見急劇變壞的人格：嫉妒、驕傲、仇

恨、心地剛硬、不悔罪、無親情…… 

 

     (2) 罪惡加劇 

     （一）在個人身上 

     亞當吃了夏娃給他的禁果，違背了神的命令，犯了大罪。但是一旦罪入人身，罪在人身

上有極大的破壞力。到了該隱時代，該隱居然執意不聼從神的警告，不採納神給他提供的避

罪途徑。神要他制伏罪，但是他卻願意被罪制伏，被罪吞吃。 

     如果亞當犯罪可算為“偶爾”失誤（似乎“偶爾”，但也是他自己的過失），該隱犯罪

卻是故意的：他故意不聽從神的話，故意殺人。亞當、夏娃犯罪後，懼怕神；但是該隱犯罪

後還抗拒神。可見世人被魔鬼弄瞎了心眼，犯罪的行爲在不斷地加劇。 

     （二）在社會中 

     夏威夷羣島是太平洋中美麗的島嶼，但是當外界的各種害蟲一旦被人帶往那裏，這些害

蟲就在夏威夷迅速繁殖，一發不可收。罪就像在夏威夷繁殖的害蟲一樣，在整個世界中汎

濫。 

     從亞當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園，到該隱時代，人類社會的罪孽在步步加深。到了挪亞時

代，整個世界滿了強暴（除挪亞一家之外）。創世記6：12-13，“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

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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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洪水之後，整個世界從新開始。我們不僅是亞當的後代，也是挪亞的後代。可是好景不 

長，挪亞之後，人類開始建造巴別塔，為要傳揚他們自己的名（參創11：1-4）。現代的社會

雖然沒有有形的巴別塔，但是卻有很多無形的巴別塔。人常常以自己為本，高擡自己，否定

上帝。在啓示錄所描寫的今後的世代中，不敬畏神，褻瀆神之名的也大有人在。啓示錄9：

20-21，“其餘未曾被這些災所殺的人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

看，不能聽，不能走，金、銀、銅、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們那些兇殺、邪術、姦淫、

偷竊的事。”  

 

     【耶和華說：「你做了什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4：10): 

 

     1、無辜者的血 

 

     亞伯是因爲敬畏神而被殺害的，他的血被神看為寶貴（參詩

116：15）。 

 

     2、靈魂的哀告 

 

     有人認爲血説話，人的耳朵不能聽見，但是神能聽見。筆者對這種説法持懷疑態度。物

質的血是不會説話的，但是聖經告訴我們，血代表生命（參創 9：3-5）。亞伯的血被無辜地

流在地裏，他的血向神哀告表明他的靈魂在向神哀告。靈魂是可以向神哀告的。啓示錄 6：

9-11說：“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

魂，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

幾時呢？」” 

 

     3、耶穌的血所說的更美 

 

     亞伯的血所說的是求神施行公義的審判，但是耶穌的血所說的是恩典和憐憫（耶穌擔當 

了我們應該受的審判）。希伯來書12：22-24，“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裡有千萬的天使，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

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

伯的血所說的更美。”（筆者將希伯來書12：22-24的 NIV 版的英文摘錄於此，以供參攷：
22

But you have come to Mount Zion, to the heavenly Jerusalem, the city of the living God. You have 

come to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angels in joyful assembly, 
23

to the church of the firstborn, 

whose names are written in heaven. You have come to God, the judge of all men, to the spirits of 

righteous men made perfect, 
24

to Jesus the mediator of a new covenant, and to the sprinkled blood 

that speaks a better word than the blood of Abel. ） 

 

     【11 地開了口，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血。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 12 你種地，地

不再給你效力；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4：11-12): 

 

     1、該隱“從這地受咒詛” 

 

     該隱使他兄弟無辜的血流入地裏，所以神對該隱說：“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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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受咒詛”似乎可有兩種解釋：一，該

隱必須從這地離開，過漂流生活；二，地

不再效力，不再出產。也許後者較貼近經

文的原意。 

 

     2、神的報應 

 

     （1）懲罰之前神提醒人悔改 

     我們的神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他

必報應。但是神在懲罰之前常常提醒人悔

改。神明知亞當犯罪後躲起來了，但是他

卻問“你在那裏”（創 3：9）；神明知

該隱殺了亞伯，但是他卻問“你兄弟亞伯

在那裏”。神的這些問話是要他們正視他們自己所犯的罪，承認所犯的罪，並且悔改。 

     在列王時代，北國以色列均由惡王帶領，南國猶大也時常出現惡王，這使南、北兩國的

百姓陷於深沉的罪孽當中，但是神一次又一次地興起先知來，藉先知指出他們的罪惡，督促

他們悔改（聖經中這麽多卷的先知書的信息是很好的明證），可是他們卻不願悔改，離神越

來越遠，神的懲罰最終臨到他們，南北兩國相繼滅亡。 

     彼得後書 2：5，“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

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這節經文指出挪亞是傳義道的。神是無所不知的，他知道當時

的人都會存著剛硬的心，被洪水所滅，但是他還是差遣挪亞去傳神的道。 

     主耶穌早就預言了，進寬門，走大路，受永死的人數衆多（參太 7：13），但是他還是

要我們向萬民傳福音（參可 16：15）。 

     彼得後書 3：9，“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

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2）懲罰加劇 

     如果我們把該隱和亞當相比較，該隱所犯的罪比亞當更重，所以該隱所受的懲罰也比亞 

當重。亞當還可以從地裏得吃的。神對亞當說：“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

能從地裡得吃的。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

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創3：17下-19上）。可是神對該隱說：“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

力。”亞當只是被逐出伊甸園，但是該隱要“流離飄蕩在地上”。 

 

     【該隱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的】(4：13): 

 

     該隱不承認自己的罪，不悔改，反而抱怨“刑罰太重”，這實在是他悖逆之心的又一寫

照。 

     爲什麽神沒有判該隱死罪？有人認爲當時地上人數不夠衆多，所以神存留該隱的性命。

但是這種説法似乎不太合理。如果神要使地上人數多起來，神可以使其他人多生兒女，多有

後代。即使該隱死了，神也可使地上的人持續增加。在挪亞時代，整個世界都毀滅了，只剩

挪亞一家八口人，神照樣使世人繁衍不斷。 

     也有人認爲，神存留該隱性命，就像耶穌所講的“麥子和稗子”的比喻那樣（參太

13：24-30），敬虔之人和惡人並存，以便在挪亞時代有一個了結。這種説法似乎有些牽強。

難道神存留該隱性命，就是爲了在挪亞時代讓更多惡人滅亡？況且耶穌所講的“麥子和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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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比喻是指真敬畏神與假敬畏神之人（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在世界的末了有一個區

分，真基督徒得永生，沒有屬神生命的假基督徒卻要受永刑。 

     神沒有滅掉該隱性命，只能說這是神的忍耐和寬容。我們的神雖是一位忌邪的神，會發

公義烈怒的神，但也是一位滿有慈愛憐憫的神。 

 

 

     【你如今趕逐我離開這地】(4：14上): 

 

     “這地”是指伊甸。伊甸是一個地方（參 16 節），伊

甸園是神在伊甸這個區域的東部所設立的園子（參創 2：

8）。 

 

     【以致不見你面】(4：14中): 

 

     人犯罪被逐出伊甸園後，神“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

火焰的劍”（創 3：24），擋住人通往生命樹的道路。“發火焰的劍”顯示神公義的一面，

但是基路伯的出現表示神願意與人同在，他願意人悔改歸向他。 

     無罪的人在伊甸園時可面對面見神。人犯罪被逐之後，在伊甸之地與神交往的情形一定

不如在伊甸園的光景。該隱說“以致不見你面”，不是指人與神面對面的情形，但是很明顯

神仍然與伊甸之地的人同在。 

 

     【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4：14下): 

 

     以命抵命是人的共識，該隱流了無故之人的血，當然害怕同族的人（亞當的後代）向他

報仇。 

     説法一，該隱怕被當時的亞當其他子孫所殺。 

     説法二，當時世上人不多，但是該隱怕被以後漸漸多起來的亞當後代所殺。 

     亞當的許多兒女沒有被一一記錄在聖經裏（參創 5：4）。我們很難確定該隱殺亞伯的

時候，世上的人寥寥無幾，還是有較大的數目，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該隱怕被人所殺。 

 

     【耶和華對他說：「凡殺該隱的，必遭報

七倍。」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免得人遇

見他就殺他】(4：15): 

 

     1、遭報七倍 

 

     如果有人膽敢殺該隱，他要遭報七倍。神

自己懲罰該隱，他阻止人施行報復。 

 

     2、一個記號 

 

     説法一，這是一個在身體上的標記。 

     説法二，這記號不一定是在他身體上的，

但是這明確的記號可以保護他免受別人向他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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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們現在無法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記號，但是這記號對當時代的人來説一定是相當

明確的。 

 

     【於是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去住在伊甸東邊挪得之地】(4：16): 

 

     該隱離開伊甸（耶和華神同在的地方），去了挪得。挪得意為飄泊、流亡，而伊甸意為

歡樂、喜樂。根據本節經文，挪得在伊甸的東面，但是確切位置不詳。 

 

                                                                                 
 

               
 

                                   善 與 惡 
 

     1、善、惡的代表 

 

     人類歷史告訴我們，無論什麽時代總有一批蒙神保守，敬畏神的人，也有一批抗拒神，

走向滅亡的人。該隱本身是惡的，也成了惡人的代表，他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不願悔改而走

向滅亡者；亞伯是敬畏神的義者，也成了義者的代表。在新約教會歷史中，司提反是第一個

殉道者；在舊約中，甚至在整個人類歷史中，亞伯是第一個為義受害的殉道者。 

     約翰一書3：11-12，“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不可像該 

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什麼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是

善的。” 

     猶大書1：11，“他們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又為利往巴蘭的錯謬裡直奔，並 

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了。” 

 

     2、善、惡同時存在 

 

     在《創世記》中，善者（亞伯）和惡者（該隱）同時存在，亞伯死後塞特接替他的位置

（參創 4：25）。當整個世界陷於深沉罪孽中的時候，神總是興起、保守一批屬於他自己的

人。當世界敗壞，洪水滅世的時代，神揀選了義者挪亞一家；當整個世界離神越來越遠的時

候，神把亞伯拉罕從迦勒底的吾珥（拜偶像之地）召出來，歸屬他自己；現今又把我們基督

徒從世界中召出來，我們雖然生活在世界中，但是世上的鹽，世上的光（參太 5：13-14）。 

 

     3、善、惡不同比例 

 

     在各世代中，敬畏神的義者總是佔少數：挪亞時代義者只有八口人；亞伯拉罕之後，只

有以色列人屬於神的子民；新約時代，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總是世界人口的一小部

分。 

     馬太福音7：13-14，“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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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4、善、惡不同的結局  

 

     啓示錄21：6下-8，“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得勝的，必承受這些 

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

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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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河(美國  弗傑尼亞州)      賀倍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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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第一章(續) 
 

                                              ◆金春葉◆ 

 

            第一章      緒論和對訪問哥林多教會計劃改變的解釋 

 

1、 問安（1：1-2）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並亞

該亞遍處的眾聖徒】(1：1): 

     “和兄弟提摩太”——這不僅指他們當時在一起，也表明他們互相在信仰上的認同。 

     “亞該亞”——當時羅馬的一個省，首府哥林多城，現為希臘南部地區。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1：2): 

     “恩惠”——是當時希臘人最常用的問候語之一，表示‘寵愛’、‘好感’等。保羅用

這詞指出基督徒蒙受耶穌基督十架救恩，因而得神的‘寵愛’。 

     “平安”——這是當時猶太人最常用的問候語。保羅用這詞來指得救的百姓在基督裡得

到的平安。保羅強調，真正的恩惠和平安都來源於上帝。耶穌基督把上帝的恩惠與平安帶給

人。 

 

2、 感恩與苦難中的安慰（1：3-11） 

 

     【願頌贊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神】(1：3):  

     “願頌贊”——在希臘語中，這是顯明的感恩和贊美用詞；在新約中，這詞都用於對上

帝的感恩與贊美（參可 14：61，路 1：68，羅 9：5，林后 11：31，弗 1：3，彼前 1：3）。 

     “慈悲的父”—— ‘慈悲’是我們天父上帝的屬性之一。 

     “安慰的神”——在患難或失落中從神那裏得到力量、幫助、拯救。‘安慰’一詞在 3

至 7節中共出現 10次，因為保羅自己切身體會到從上帝而來的安慰（參使 14：19，16：19-

26，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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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

的人】(1：4): 

     “安慰”——強調因為患難而得到的安慰。這是一種繼續不斷的安慰。雖然基督徒會經

受各樣的患難，但是他們在患難中不斷得到主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這也是上帝安慰基督徒的原因。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1：5): 

     “基督的苦楚”——人們對此有些不同的看法：一，這是指基督本身所受的苦楚﹔二，

這是基督信徒所受的苦楚。也許前者更符合語法結構。信徒越是承受基督所受的苦楚，就越

顯明他們與主聯合的見証（西 1：24）。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有份於基督苦難的必然結果。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

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1：6): 

     “我們受患難呢，是為叫你們得安慰得拯救”——這並不是說保羅受的患難成了哥林多

教會信徒的安慰。這是讓哥林多教會的信徒也在患難中得到保羅曾經得到的安慰。 

     “我們得安慰呢，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這裡包含著他們必需勝過患難才能得到像

保羅所得到的安慰。 

     “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安慰不是忍受患難的獎賞，但是安

慰持續不斷地伴隨著患難中的信徒。 

     “能叫”——這裡主要指上帝賜給信徒勝過苦難的安慰的力量。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1：

7): 

     “盼望是確定的”——這裡的‘盼望’是指期待與忍耐中的等候。 

     “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這不是指哥林多信徒與保羅同時受苦，而且受同樣的

苦。這‘同’字在希臘原文中有‘分享者’、‘有份’的意思。 既然哥林多信徒與保羅站在

同一基督立場上，他們也就一起分享了‘受苦’與‘得安慰’。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1：8): 

     “亞西亞遭遇苦難”——我們無法確定這是什麼苦難，但是可以肯定保羅遇到過極大的

危險，因為他‘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隻靠叫死人復活的神】(1：9): 

     上帝所允許的苦難是要讓保羅不依靠自己，而是放下自己，隻依靠‘叫死人復活的

神’。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

(1：10): 

     “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將來……”——無論‘過去’、‘現在’，

還是‘將來’他都幫助我們。這表示能夠拯救我們脫離苦難的上帝必要一直看顧我們。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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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幫助我們”——祈禱是指代禱。‘幫助我們’這是保羅的邀請。這表現了保羅

謙卑的生命。 

     “許多人”——這‘人’字，在原文中是‘面孔’。可能保羅寫信的時候想起自己所熟

悉的許多面孔。 

 

3、 保羅強調真實性（1：12-14） 

 

     林後 1：12-7：16是哥林多後書主題內容的開始。 

 

     【我們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見証我們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在世為人，不靠人的聰

明，乃靠神的恩惠，向你們更是這樣】(1：12): 

     “所夸”——這不是保羅為了炫耀自己，而是為了向哥林多教會基督徒扭曲的炫耀習慣

示范，什麽是我們真正應該有的態度（林后 10：17）。 

     “良心”—— 

     1) 良心的定義： 

     良心是指人性心靈裡面觀察自己行為，分辨善與惡的內在道德規范。 

     2) 良心的功能： 

     希臘人認為‘良心’是深居在人類內心深處本性的一部分，是對善惡

審判的居所：人對邪惡擁有強烈的反應，而導致心靈的痛苦。 

     聖經告訴我們人類墮落以後良心被玷污了（耶 17：9），無法實行正常的功能。人隻有

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罪，並且對惡行感到心靈的疼痛，靠著神所賜的力量克制邪念。 

     聖靈住在我們基督徒裏面，幫助我們恢復良心的功能，讓我們對真理有所追求（來 9：

14，10：22），並且生命得到成長，於是良心的功能就更加旺盛起來（林前 8：1-13，10：

25）。 

     如同這段經文所提示的，如果律法是對外在行為規范的話，‘良心’是深藏在內心的行

為規范。  

     “憑著神的聖潔和誠實”—— 保羅不是為了炫耀自己。因為有人在毀謗保羅，所以保

羅開始了對自己真實性的辯護。‘聖潔’在希臘語中有‘單純’、‘純潔’的意思。‘單

純’強調的是‘不懷二意’；‘誠實’強調的是‘透明性’，心靈不含渣滓。上述這兩個方

面都與道德有關。 

     “不靠人的聰明，乃靠神的恩惠”——前面強調了道德，這裡強調神學性的內容。 

‘靠人’指靠肉體。我們需要注意，這不是指身體的肉體，而是指人把心思放在上帝以外的

另一事物上（羅 8：5）。 

     ‘恩惠’是相對於‘靠人’所講的用詞。保羅在他的福音事工經歴中，深深地體驗到他

只有仰賴神的恩惠，不能靠人的所謂的“能力”、“本事”。 

 

     【我們現在寫給你們的話，並不外乎你們所念的，所認識的，我也盼望你們到底還是要

認識】(1：13): 

     “並不外乎你們所念的，所認識的”----不是你們不能讀和不能明白的（請參考英文：

We do not write you anything you cannot read or understand.  NIV） 

     “到底還是要認識”——保羅希望哥林多信徒能夠真正明白他所寫的。 

 

     【正如你們已經有幾分認識我們。以我們夸口，好像我們在我們主耶穌的日子，以你們

夸口一樣】(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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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分認識”——部分認識。 

     “認識我們”——指對保羅的了解。 

     “以我們夸口”----在哥林多教會中，一部分人把保羅當作炫耀的對象。 

     “主耶穌的日子”——指主耶穌再來的日子。在主再來的日子，保羅和哥林多信徒互相

成爲對方炫耀的對象。 

     “以你們夸口”——在主的審判台前的炫耀，因為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是保羅福音的果

子。     

     我們必須注意,在哥林多教會雖然有些人炫耀保羅,但是也有些人否認保羅的使徒身份。 

 

4、 說明爲什麽改變訪問哥林多教會的計劃（1：15-24） 

 

     從 1：15開始到 2：13，保羅解釋自己為什麼更改前往哥林

多的原因。未能守約前往哥林多的理由： 

     1）不為私人感情所左右，而為了順服神的旨意（17-22）。 

     2）爲了哥林多教會的益處（23-24）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早有意到你們那裡去，叫你們再得益處】(1：15): 

     “再得益處”——人們對於‘再’有不同看法，這引出對經文的不同解釋： 

     1）把“再”解釋為‘雙重’：保羅去馬其頓之前先到哥林多，然后到了馬其

頓之后再一次去哥林多。 

     2）把“再”解釋為‘第二次’：保羅第二次帶去恩典。 

     從整個語句分析，第一個解釋更合理一些。 

 

     【也要從你們那裡經過，往馬其頓去，再從馬其頓回到

你們那裡，叫你們給我送行往猶太去】(1：16): 

     “送行”——給旅行帶來幫助。保羅希望哥林多教會能

夠提供給自己旅行上的幫助。保羅曾經對羅馬教會提出過同樣的要求

（羅 15：24）。後來保羅確實得到了哥林多教會的幫助。 

 

     【我有此意，豈是反復不定嗎？我所起的意，豈是從情欲起的，叫

我忽是忽非嗎？】(1：17): 

     “豈是反復不定嗎”——不是保羅不願意，而是為了讓哥林多教會

得到益處（林前 16：6-7）。 

 

     【我指著信實的神說，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並沒有是而又非的】(1：18): 

     “指著信實的神說”——這是強調可靠性的一種表達方式，因爲保羅所傳揚的是‘信

實’上帝的信息。雖然保羅自己被人誹謗，但是他所信靠，所傳講的上帝是信實的（申 7：9,

賽 49：7,瑪 3：6,來 13：8）,所以保羅不可能傳‘是而又非’的道。 

     “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人們對於這話有兩種解釋： 

     1）對於我們的計劃，我們所講的話。 

     2）我們所講的道。 

     如果我們把本節和十七節聯系起來，應該理解為‘計劃’較合適；

但是把它與十九節聯系起來，應該理解為‘道’。也許這兩者都兼而有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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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在你們中間所傳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總沒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隻有一是】(1：19): 

     “我和西拉，並提摩太”——這裡沒有提到提多。可能保羅、西拉並提摩太三人，從哥

林多教會受的誹謗遠超過提多。這也是西拉最后一次出現在聖經中。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這是保羅和他的同工在哥林多教會傳講的核心內容。耶穌基

督是真實永恆不變的，當然傳揚真實永恆不變之主的仆人也應該是真實可靠的，因為上帝不

可能把真實的福音交給不真實可靠的人去傳揚。這也是這段經文證明的要點。 

     “沒有是而又非的”——表示沒有矛盾，沒有荒謬，而隻有真實。 

     “在他隻有一是”——這‘是’的內容在二十節中出現。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著他也都是實在的，（實在原文作

阿們）叫神因我們得榮耀】(1：20): 

     “神的應許”——在舊約裏，所有應許中指向救贖的信息。 

     “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 都已經在耶穌基督裡應驗了，所以耶穌成了上

帝立約的‘是’和‘阿門’。 

     耶穌是被應許的大衛家后裔（羅 1：3）。 

     耶穌是來自錫安的救贖主（羅 11：26）。 

     耶穌是亞當所預像的主（羅 5：14，林前 15：22）。 

     耶穌是亞伯拉罕得到應許的子孫（加 3：16）。 

     耶穌是律法的終結（羅 10：4）。 

     耶穌是上帝義的禮物（加 3：21） 

     上帝救贖人類計劃中的應許沒有一樣未能實現。 

     “所以借著他也都是實在的，（實在原文作阿們）叫神因我

們得榮耀”——耶穌成就了神所立的約，成了神的‘阿門’。 

     “阿門”（Amen）： 

     1）‘阿門’在原文中的意義： 

     在希伯來語中，‘阿門’ 的意思是‘確實的’（confirm）, ‘支持的’

（support），‘信任的’（trust, believe）。這裡它表示‘真實’（truly）,‘沒有錯’

(verily)的意思。‘阿門’常成爲對他人所講之話表示同意，或者對一個人表示信任的使用

的詞。  

     2）‘阿門’使用范例： 

     一般在祈禱、唱詩或法令宣告的結尾中，‘阿門’成爲表示‘確實如此’，‘真誠希望

如此’的結束語（代上 16：36，尼 8：6，詩 41：13，72：19）。 

     聽眾對領袖以‘阿門’來回答有以下含義： 

     （1）對領袖的宣告、祈禱等表示支持、確認，或信任（民 5：13，申 27：15-26）； 

     （2）表示內在心裡的順服，和願意在現實生活中體現出來的決心（王上 1：36，耶

11：5）。 

     另一方面，‘阿門’在新約中的用法與以上介紹的舊約中的用法相同（林前 14：16，

林后 1：20）。它表示頌詠（羅 11：36）、祝賀（（羅 15：33），常用在書信的結束（來

13：21，彼後 3：18）。 

     3）意義： 

     無論聖經還是教會（從初期教會直到如今），都把‘阿門’作為對祈禱、唱詩和宣告信

息的贊同來使用。所以，我們也當根據教會的傳承來繼續認真地使用。 

     在個人祈禱的時候，‘阿門’表示他自己的祈禱能夠得著上帝的喜悅和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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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會中代禱的時候，‘阿門’表示對代禱者祈禱的認同。 

     在唱詩的時候，‘阿門’表示這首詩歌表達了自己的信仰告白。 

 

     【那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1：21): 

     “堅固”——上帝把保羅、西拉、提摩太，以及哥林多教會的會友，都一同帶到基督裡

面來得著堅固。隻有在信心堅固的時候，信徒與基督，信徒與信徒之間才能成為‘一個身

體’。並且上帝能夠用這‘一個身體’繼續顯明他的工作。 

     “膏”——在舊約中，祭祀、先知、君王蒙召時需要膏立。耶穌基督同時擁有這三個職

分（路 4：18，約 10：36，行 4：27）。基督徒在耶穌基督裡受膏於聖靈。雖然有人認為這

裡的‘膏’是對使徒職分的分別為聖而言的，但其實我們應該確切地理解為：‘所有聖徒都

得到聖靈’。 

 

     【他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原文作質）】(1：22): 

     “用印印”——‘印’表示物品的真實可靠性和對物品的擁有。上帝賜下聖靈，用聖靈

‘印了’ 我們，使我們屬於上帝（提后 2：19﹔啟 7：2）。所以聖靈是我們基督徒身份永遠

不會改變的保障。  

     “印了”——可指洗禮。這是因為洗禮成了接受聖靈的外在表現（使 10:47,19:6）。 

     “憑據”——‘保證’，這是商業用詞，指合約生效時内全部費用的一部分：保證金。

聖靈是永生的‘保證金’。信徒可以借著上帝所賜的聖靈，預先體會永生的喜樂。聖靈是生

命的源頭（羅 8：11）。 

 

     【我呼吁神給我的心作見證，我沒有往哥林多去，是為要寬容你們】(1：23): 

     在 15至 22節中，保羅都從消極的層面做解釋；但是從 23至 24 節，他開始積極地解釋

自己未能按著計劃去哥林多教會的原因。 

     “我呼吁神給我的心作見證”——讓神作見證 。 

     “是為要寬容你們”——提示保羅改變去哥林多教會的理由。如果保羅當時真的去哥林

多教會，將會帶著‘刑杖’去（林前 4：21）。爲著‘必須大家沒有憂愁’（林后 2：1），

保羅不願帶著‘刑杖’出現在有‘憂愁’的哥林多教會弟兄姊妹面前。這是牧者忍耐的智

慧，但是他這一智慧的舉動反而受到哥林多教會信徒的誹謗。    

 

     【我們並不是轄管你們的信心，乃是幫助你們的快樂。因為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1：

24): 

     “信心”——有人認爲這是指‘信的人’，也有人認爲這是指‘信仰生活’。但實際上

我們應該把它理解為‘信心’本身。保羅對他們的‘信心’並沒有用使徒的權柄去左右，這

是因為能夠左右‘信心’的權柄在上帝手中。 

     “乃是幫助你們的快樂”——保羅的托付和權柄。保羅關注信徒屬靈生命的成長和喜

樂，所以上一節中‘寬容’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信徒能夠喜樂。 

     “站立得住”——信徒不是因著人能夠站立得住，而是因著神才能站立得住。任何人無

法左右別人的信心。保羅表白了自己的心態，告訴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他從來沒有企圖左右

哥林多信徒的信心，因為那是上帝主權的管區。但是這並不是說，哥林多教會的會友在教義

上沒有什麼問題，保羅只是承認他們也是因著信在主裏面的肢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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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3:34-35，路 10:25-37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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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35）。 

 

  舊約聖經雖有這樣的命令，如:  

 

     1.利 19:17-18，"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

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2.申 10:17-19，"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他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至大的神……他

為孤兒寡婦伸冤、又憐愛寄居的、賜給他衣食。所以你們要憐愛寄居的……" 

 

     猶大律法師也知道"你要盡心、盡性、儘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路 10:27）。 

 

     可是今天主說的一條新命令與舊約的不一樣: 

 

     第一、這是主賜下的新命令----不是發佈或宣告的命令，這是一個賞賜，一種恩

賜，我們不但必須遵守，而且應該存感謝的心遵行，這是接受主的賞賜。 

 

     第二、這是主所賜的新命令----不是會議決定，或大家討論的結果，不受客觀歷史

影響，也不是為了適應環境所需，而是出於主自己的愛的命令。 

 

     第三、這是主賜給門徒的命令----不是給一般人的。當時在場的門徒共有十一

位，猶大已經出去賣主了。約 13:31 說："他既出去。" 猶大不會領受這個命令，也不能明白

彼此相愛，在他只有猜忌、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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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這條命令的標準、意義都是新的，它的根據是"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

愛"這句話。這是新命令的標準，是以主對我們的愛來彼此相愛。也許有人認爲，如果我們相

處之間沒有爭吵，彼此客氣相待，互相點頭微笑，這似乎就是彼此相愛了。但是如果我們把

這種情況與主的話相比較，就知道它們之間有很大的差距。我們是否能像主那樣愛弟兄呢？

主愛我們，捨去性命，我們為弟兄捨去多少呢？我們能向弟兄認個錯，道個歉，這就算很不

錯了。可是主要我們更進一步，像主愛我們那樣去愛弟兄。 

   

   現在我就以"主怎樣愛我們"和"我們也要怎樣相愛"這兩個方面和大家分享: 

 

     1."主怎樣愛我們" 

 

     在路 10:25-37中，主親自講了一個故事，這故事有四個主要人物: 

 

     (1) 極其可憐的人。"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

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這是我們沒有得救時的光景：被撒但傷害，灰心

絶望，心靈痛苦，沒有平安，人生黑暗，無人救助，只等死去。這就是我們死在罪惡過犯之

中的情況。 

 

     (2) 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為什麼？因為律法規定:碰

着死人的人，會持續七天不潔淨。這樣祭司會失去在聖殿裏的事奉機會，所以他就不敢冒險

去救被打得半死的人了。 

 

     (3) 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為什麼？可能他自

己在聖殿裏的工作很忙，不能耽延時間；也可能責怪那人咎由自取，他怎麼可以一個人走這

條危險的路呢；也可能想到這人或許是強盜的誘餌，吸引人去同情他，救他，隨後一大批盜

賊出來搶劫財物。也許考慮了這些因素，想到"安全第一"，他就過去了。 

 

     (4)一個撒瑪利亞人：與猶太人沒有來往，被猶太人輕視、拒絶，看為不配蒙恩的

外邦人。他看見這樣一個可憐的，被打得半死的人，就不顧國藉、民族的界限，以實際行動

來救援他。聖經告訴我們，他為這可憐的人做了七件極其重要的事情:  

     動慈心 

     倒油酒 

     包傷口 

     騎牲口 

     帶店裡 

     出銀子 

     囑照應。 

 

     從以上這些行動，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他愛的四個方面: 

 

     無偽無私的愛 

     犧牲一切的愛 

     體諒寬容的愛 

     負責到底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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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主愛我們的實例。我們周圍有不少極其可憐的人，我們是否能愛他們? 

 

     2."我們也要怎樣相愛" 

 

     這不是一句空話。新約聖經至少有十四種怎樣彼此相愛的具體指示: 

     (1)彼此饒恕 

     弗 4:32，"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

樣。" 

     (2)彼此順服 

     彼前 5:5，"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

順服。" 

     (3)彼此擔當 

     加 6:2，"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4)彼此相助 

     弗 4:16，"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

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5)彼此同心 

     羅 12:16，"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6)彼此親熱 

     羅 12:10，"愛弟兄、要彼此親熱。" 

     (7)彼此推讓 

     羅 12:10，"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8)彼此相勸 

     來 3:13，"總要趁着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

剛硬了。" 

     (9)彼此包容 

     西 3:13，"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10)彼此認罪 

     雅 5:16，"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

量、是大有功效的。" 

      (11)彼此對說 

     弗 5:19，"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12)彼此服事 

     彼前 4:10，"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13)彼此體恤 

     彼前 3:8，"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14)彼此相顧 

     林前 12:25，"……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願我們彼此之間都能這樣生活，把主的條新命令----"彼此相愛"具體活出來了。教

會充滿了主愛，眾人就因此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了。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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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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萱東● 

                       羅馬書 7：7—20 
 

羅馬書 7：7 這樣，我們可說什麼呢？律法是罪嗎？斷乎不是！隻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

為罪。非律法說：“不可起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心。8 然而罪趁著機會，就借著誡命叫

諸般的貪心在我裡頭發動﹔因為沒有律法罪是死的。9 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

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10 那本來叫人活的誡命﹔反倒叫我死﹔11 因為罪趁著機會，

就借著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12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

善的。13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嗎？斷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著那

良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叫罪因著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14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

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15 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

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16 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

是善的。17 既是這樣，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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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是行出來由不得我。19 故此，我所

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20 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

作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 

 

提示 
 

1.“7 這樣，我們可說什麼呢？律法是罪嗎？斷乎不是！隻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為罪。

非律法說：‘不可起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心。”  

     律法像一面鏡子，當人站在這鏡子前，人的污穢骯髒之處就顯示出來。就以“貪心”來

講，信了耶穌之後，我們知道這是得罪神的，難道還能繼續活在“貪心”的罪中嗎？信徒可

以把當歸給耶和華上帝時間、精力、金錢竊取為己用嗎？更具體地說，當你信了耶穌之後，

可以不用作“十一”奉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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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然而罪趁著機會，就借著誡命叫諸般的貪心在我裡頭發動﹔因為沒有律法罪是死

的。” 

     神的誡命告訴我們不可貪心，貪心是罪，但是罪卻趁機讓我們裏面多多地發動貪心，想

殺死我們。人所犯的罪一定是罪，但是沒有律法的時候，人不感覺到自己有罪，所以經文

說：“沒有律法罪是死的。”        

 

3.“9 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10 那本來叫人活的

誡命﹔反倒叫我死﹔11 因為罪趁著機會，就借著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 

     沒有律法的時候，罪人不感覺自己有罪，覺得自己活得很自在；“但是誡命來到”，罪

顯示出來，人被判罪（死罪）。不是誡命、律法要致我們於死地，而是罪利用機會要引誘、

殺害我們。 

     記得文革前電影《怒潮》是一部很普通的影片，票價很低，很少人問津。到了文革的時

候，這影片被指控為彭德懷翻案的毒草，限制在中學生年齡以上的人才能看，結果一票難求

的狀況出現了。這就是人的罪性：原先人並不知道好壞對錯，之後明知不好，但越禁止的東

西，就越想嘗試，這豈不是非常可憐嗎？信耶穌的人當察看自己的言行，不難發現處處都應

驗了保羅的教訓。我們需要聖靈來幫助，過聖潔的，蒙主喜悅的生活？ 

 

4.“12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13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

是叫我死嗎？斷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著那良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

叫罪因著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 

     使徒保羅的話，要求我們天天在神話語的光照下，看清自己的本性，知道心裡的污穢，

追求在基督裡的聖潔生活。 

 

5.“14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      

     使徒保羅提醒信徒，律法是出於神的，是神的話語﹔人肉體的本性則屬於魔鬼。人犯罪

之後要認罪，不要推卸責任，像亞當和夏娃一樣總是責怪別人。你能常在主面前認罪，求主

赦免自己的過犯嗎？  

 

6. 15 因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 

     這節經文提醒信徒，信耶穌的人，心裡既有屬於肉體的惡，也有屬於基督的善，兩者會

爭戰，而且常常自己所做的不是心裡願意的，符合聖經教訓的事，而是體貼肉體私欲的事。

你生命中有這樣的爭戰嗎？ 

 

7.“16 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17 既是這樣，就不是我作

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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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是行出來由不得我。19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

的惡，我倒去作。20 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

的。” 

     教會裡，許多信主的人都喜歡引用羅 7：18-20節，而且很有意思地自從 18節后半部分

提起，不願承認自己肉體中沒有良善。其實在潛意識裡，人們還是不願意承擔犯罪的責任，

把所行的過犯推給魔鬼，這就與保羅的教訓有天壤之別了。你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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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7：21—8：8 
 

羅馬書 7：21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22因為按著我裡

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歡  神的律﹔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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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

呢？25感謝 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 神的

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8：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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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律法既因肉體軟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

案，4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隻隨從﹝聖﹞靈的人身上。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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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

﹝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7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為仇﹔因為不服 神的律

法，也是不能服。8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歡。 

 

提示 
 

1.“21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22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

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歡  神的律﹔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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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保羅用第一人稱來描述信耶穌的人心中的兩律爭戰，說明了心裡沒有爭戰是不正常

的。你認同嗎？      

 

2.“24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25 感謝 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 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使徒保羅提醒信耶穌的人，人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戰勝內心屬肉體的惡，人不能靠自己來

嚴格遵守摩西的律法並得以完全，成為聖潔無瑕疵。但是主耶穌借著保羅提醒我們，靠著主

耶穌就能得勝，並且 脫離罪惡和肉體的捆綁。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真正信靠耶穌，讓聖靈

在自己身上工作。 

 

3.“8：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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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保羅不是在說教，他是在與羅馬教會的信徒和所有信耶穌的人分享自己生命的經

歷。過去保羅是個非常標准的法利賽人，靠自己的努力遵守摩西律法，卻沒有脫離罪惡的感

受。然而，從他被主耶穌呼召之后，保羅在基督裡得釋放，得自由，有平安喜樂。信耶穌的

人當問自己，“我真的在耶穌基督裡了嗎？” 

 

4.“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

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這裡讓信耶穌的人明白，十字架救恩的奧秘在於，任何人都不能靠遵守律法在主面前成

為義人；而是，主耶穌成為贖罪祭為罪人獻上。對於非猶太人來說，理解“贖罪祭”會有困

難，但是我們可用現實生活中能夠理解的例子來説明：犯人被捕入獄候審的時候，若有人付

上保釋金，他就能被保釋出獄。這能幫助你理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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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隻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保羅在這節經文中提醒信徒，所謂的信心（信仰），是要叫我們像他那樣，察看自己是

否隨從聖靈。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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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體貼肉體

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使徒保羅的話是主耶穌所說之話的注釋:“23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后

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 神的意思，隻體貼人的意思”（馬太福音 16：

23）。信耶穌的人必須明白，既然我們是基督徒，我們要一輩子追求、體貼主的意思，杜絕

體貼自己肉體的意思。你有這樣的信心（信仰）嗎？ 

 

7.“7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為仇﹔因為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8而且屬肉

體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歡。” 

     這兩節經文提醒信徒，我們不能繼續生活在與主為敵的，體貼肉體的光景之中，而要願

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思想、意念都蒙主的喜悅。對此，你又有何體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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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走人生的道路 
 

 我們神的兒女在人生道路上，常有四種不同的走法 

● 我行我素，靠己努力 

○ 有些基督徒，雖然他們已經成為神的兒女，他們的人生還是沒有什麼目標、方向， 

自己想要往那裡走，就往那裡去。 

○ 他們雖然相信有神，但神與他們每天的生活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 這些弟兄姊妹，是“嬰兒期”的基督徒。 

● 隨波逐流、聽天由命 

○ 另外有些基督徒，他們的人生還是沒有什麼目標、方向，他們發現靠自己，似乎也 

做不了什麼。他們在生活當中，也就不再努力，發生了什麼事，就說是“神的旨意”吧！ 

○ 這些弟兄姊妹，是“孩童期”的基督徒。 

● 自定目標，求神同行  

○ 但是有些基督徒，他們漸漸開始會想到人生中自己想要的目標、方向。 

○ 他們自己定了心意想要往那裡去，就求神來幫助他們，來達成他們心中所想得到的。 

○ 這些弟兄姊妹，是“青少年期”的基督徒。 

● 按神心意，與神同行 

○ 神真的心意是什麼？神真正想要的是，我們能按神心意，與神同行。 

○ 願意按神心意，與神同行的弟兄姊妹，才是真正“長大成熟”的基督徒。 

○ 我們今天是如何來走我們人生道路的呢？  

 

2 . 人生的地圖 
 

 我們行走人生道路，常會思考那些問題？ 

● Where: 我現在要去什麼地方？ 

● Why: 我為什麼要去？ 

● When: 我什麼時候去？ 

● How: 我用什麼方式去？ 

● Which: 我走那一條路去？ 

● Who: 我要跟誰去？ 

● What: 我去那裡需要付什麼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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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我去到那裡會得著什麼？有什麼益處？ 

 

 我們常常會希望神在這些問題上，給我們什麼樣的幫助呢？ 

● 我們平時尋求神的心意，總是希望從神那裡得到所有答案之後，才去採取行動。 

● 我們所期盼的方式是，神給我們一張人生的地圖，上面已經標好所有路線與目的地，讓 

我們可以照著走。 

● 但即使我們得到這樣一張人生的地圖，上了路，我們仍可能需要加油，可能需要用餐， 

可能會走錯路，可能遇見施工需要繞道，可能遇見風暴看不到路標、路牌，甚至道路。 

● 這時我們會希望畫路線圖的人在車上就好了，可以在任何情況，指引我們該走的路。 

● 其實神真正的旨意，是要我們在人生的每一步路上，與神同行。 

 

 為什麼我們要步步與神同行？ 

● 神很少給人看到祂在我們身上長遠的旨意，因為看到了，我們也不一定明白。 

● 神在我們身上特殊性旨意的帶領，常常是階段性的。 

○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一百十九105） 

○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 

候，還不知往那裡去（希伯來書：十一8） 

○ 起來，進城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你（使徒行傳：九6） 

● 神的旨意是，現在我們的每一步，我們是否願意步步與祂同行？ 

 

3 . 神步步的引領 
 

 在神步步引領的人生中，祂曾經讓我們學過什麼樣的功課？請分享。 

● 我們是否認識神，認識耶穌？我們是否認識耶穌的救恩，與祂豐盛的恩典？ 

● 當我們得到與我們所求的相反結果的時候，我們是否認知重要的不是神聽誰的，而是誰聽

神的。 

● 當我們祈求明白神旨意的時候,祂不一定回應我們所求問的,卻是告訴我們現在所當作的。 

● 神不一定會挪去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但祂要我們確定，神在我們生命中居首位。 

● 神有時不一定會親自啟示祂的旨意，但卻藉著我們周圍愛神的敬虔人，給我們建議。 

● 我們順服神的旨意，不一定就會凡事順利；但在逆境中，祂必有美意。 

● 我們常自己大發熱心要服事神，但是我們是否願意改變心態，讓神藉著我們來做工。 

● 我們不僅有願意尋求神旨意的心，是否也願意長期等候神旨意的顯明？ 

● 我們有時是否會把自己的意思，當作神的旨意來執行，跑在神的前面？ 

● 我們遇人生重大事情，決定尋求神旨意時，是否願意用各樣不同屬靈原則來印證神的旨

意？ 

 

4 . 我們的回應 
 

 從今天的專題，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回應？ 

● 我們是否願意不僅尋求、等候、知道、相信、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在我們人生路上的每一 

步，與神同行？ 

● 不管我們過去走過的路如何，我們是否願意現在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專注現在路上的每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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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

竿直跑（腓立比書：三13-14） 

✍ 背誦經文： 

●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 

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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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 之 媛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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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旭初★ 

讀經 
     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借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加 15：6） 

     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隻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 2：

2）  

     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

落了空。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上帝的大能。就如

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智慧人在哪裡？文士在哪裡？這世

上的辯士在哪裡？上帝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嗎？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上

帝，上帝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猶太人是

要神跡，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

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基督總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上帝

的愚拙總比人智慧。上帝的軟弱總比人強壯。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

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上帝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

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

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夸。（林前 1：17 - 29）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

著站立得住。（林前 15：1）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

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Resist him, standing firm in the faith）......（彼

前 5：8 - 9 ）  

                                      前言 

  

     英國首相卡梅倫在他 2014年的復活節講話中聲稱英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以牛津

作家 Phillip Pullman為首的 55名無神論者聯名向首相提出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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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讓我們看到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一個世俗人文主義，敵擋神的無神主義時代。We 

don’t do God（我們不談上帝）成了政壇上的潛規則。公眾場合談論上帝成了文化禁忌，被認

為很 embarrassing。你可以有 F word，但不能有 G Word﹔不然你就是 a bit of a nutter（瘋

子、怪人）。信仰越來越被看成是老古董，跟現代世界格格不入。為什麼呢？因為人都信進

化論嘛，你還信上帝創造？ 

     這讓我想起我在無神的中國曾被灌輸說：基督教是沒文化的老頭老太信的玩意。年輕人

嘛，應當有“革命朝氣”，積極要求上進。你還信什麼上帝，太落伍了吧？ 

     從媒體上人们可得知，英國有不少基督徒提出投訴，稱他們遭受無神論者的歧視和迫

害。這可不是危言聳聽，是確有這些情况！ 

  

講題要點 

  

     認清了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來思想：我們當如何靠

著神堅定我們對基督的信仰？當如何在信仰上站立得住？ 

  

我們的信仰 

 

     首先，我們要清楚我們的信仰。 

     保羅說：“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隻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 2：2）簡言

之，他隻知道“釘十字架的基督”。（林前 1：23）這“十

字架的道理”（1：18）對猶太人是“絆腳石”（1：

23）：上帝（Elohim）怎麼可能會成為人 （Immanuel），並在十字架上受羞辱而死呢？對希

臘人來說，這是“愚拙” 的（1：23），是傻瓜和野蠻人信的東西：一個從巴勒斯坦出來的

木匠，死在十字架上，哈哈，後來成了什麼世人的救主。那不是很荒唐嗎？但這對我們正是

好消息，所以主被釘十字架的那個星期五被稱為 Good Friday。保羅說﹕對“蒙召的，無論是

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1：24）這十字架似乎軟弱，卻是

神的能力﹔似乎愚蠢，卻是神的智慧。這就是“十字架的悖論”（The Paradox of the 

Cross）。因為正是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使我們與上帝和好。猶太人的律法，希臘人的哲

學，現代人的科學，都不能使人神和好，但在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裡，人神和好了。 

     這就是我們基督徒所信的，它不是律法、哲學、科學，因为這些從靈性上講都是空的。

律法隻能叫我們知罪，並不能赦罪，反而定我們的罪。古今中外有許多哲學家：西方有柏拉

圖和馬克思，中國也有老子和孔子。他們給了我們偉大的教訓，設計了人類社會最美好的藍

圖，但結果這些都被証明是根本無法實現的“烏有之鄉”（Utopia）。還有，現代科學可以

將人送上月球，但卻無法改變人心。當然我們為科學的進步感謝上帝，但我們清楚地知道：

當我們面對人的生與死，人的平安喜樂等這些真正問題時，科學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保羅傳給我們的就是耶穌並他釘十字架的福音，不是律法，也不是哲學。這不是出於他

自己的意思，而是神托付他傳的。因此他不能為討猶太人的喜歡而在這福音外再加上律法

（“別的福音”），也不能為討希臘人的喜歡而在這福音外再加上些哲學。他說：他是基督

所“差遣”的，是基督的“使者。”（林前 1：17﹔林后 5：20）使者做什麼事呢？是照自己

的意思去做事嗎？如果是的話，那他必定是一個不好的使者。一個好的使者應該是一個能將

自己國家交待的意見轉達清楚的人。所以保羅說：“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

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們，我告訴

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加 1：10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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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保羅從神那裡帶給我們的信仰，也就是我們今天基督徒所接受並  

            持守終生的信仰。這信仰就是今天世人最需要的，也就是我們所要傳揚的 

            福音信仰,因为世界最大的需要不是人說什麼,而是上帝對我們說了什麼。這信 

            仰對“那滅亡的人”來說，是“愚拙的道理”（林前 1：18, 21），但對“我 

            們得救的人卻為上帝的大能。”（林前 1：19）所以我們“不以福音為恥，這   

            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

生。”（羅 1：16 – 17）十字架的福音不是一種知識，用做學問的方法來得到的，也不是

一種邏輯，單憑理性可以領悟的。這福音隻能用信心來領會和接受，使它在你身上發生果

效，這就是上帝改變人的大能。 

     總之，在滅亡的人眼中，我們所信的是愚拙的，而我們這群跟隨拿撒勒人耶穌的人是軟

弱的。但我們卻以我們的愚拙和軟弱為可夸耀的，因為我們隻有變成“愚拙”，才能“成為

有智慧”（林前 3：18），我們隻有成為軟弱，才能讓“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們]。”（林后

12：9） 

  

今天的“別的福音” 

  

     今天正在佔據西方主要信仰陣地的“另一個福音”是什麼？它不是我們傳統上所理解的

基督教內的各種“異端”，而是正在西方世界流行的“新無神論”。 

     有人說新無神論不是宗教啊。錯了，它正在變成一種 cult，一種無神的 cult，不像那

些有神的 cults，如耶和華見証人、摩門教、全能神等等。但以科學為名的無神論的殺傷力

遠超過那些基督教異端的殺傷力。新無神論慢慢開始有了具 cult 因素的心態、教義、組織、

儀式、偶像崇拜。 

  

新無神論有什麼“好消息”？ 

  

     這要從尼采說起。尼采宣告說：上帝死了。既然上帝死了，人就自由了，就無須再受超

自然道德的約束。既然沒有超自然的道德，人也就無需向上帝負責。  

     那麼，什麼是道德呢？尼采說：強者統治弱者就是道德（按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社會

達爾文主義）。這一觀點影響了後來許多的獨裁者。他們認為自己就是神，他们是把弱者踩

在他們腳下的強人。他們才不管什麼是民主，因為民主隻是弱者才需要的。  

     我们看一看新無神論的代表人物之一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他說：基因的特性

是自我復制（meme）和自私，而自私的行為才是進化的原動力。英國《每日電訊報》評論員

Matthew Norman俏皮地說：這就是道金斯從 Selfish Gene（自私的基因）到 Genius Self

（天才的自我）的進化過程。要高人一等，成為 genius self，就必須自私，因為基因

（gene）的特性就是自私（selfish）。道金斯說：“既然上帝不存在，這世界就沒有設計，

沒有目的，也沒有所謂的善與惡，什麼都沒有，隻有無情的冷漠（if God does not exist 

[no designer], then at bottom, [there is] no design, no purpose, no evil, no good, 

nothing but pitiless indifference.）。”不過，他不敢說不要道德，他還不得不羞羞答

答地用進化論的原理來解釋客觀道德。 

     這就是新無神論的福音，是當今最時髦的“另一個福音”。上帝死了，人自由了。過去

講人要榮耀上帝，現在講人要榮耀自己！既然沒有神，人不榮耀自己，還榮耀誰？I am 

Genius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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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無神論的發展 

  

     西方無神論有兩派：溫和的和狂熱的。新無神論屬於后者，有點像塔利班。他們是原教

旨主義的，激進的，行動的，戰斗的無神論者（ANTI-theist）。他們的目的是要徹底消滅宗

教。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以知識上的優勢，對和平的，並非恐怖分子的基督徒進行調

侃、嘲諷和情感上的欺凌，並認為這樣做完全是正當的（言論自由嘛！）。 

  

新無神論在英美一夜間成了一種時髦的信仰，可謂一夜竄紅。從前英國人羞於跟無神論者羅

素為伍，但現在有一些英國人卻以信無神論為榮。（遺憾的是，新無神論也傳到了中國，贏

得了一個狂熱反基督教的信徒，他就是以打假著稱的方舟子，基督教也成了他的打假范圍。

他成了我們“中國的道金斯”。） 

     新無神論運動的領袖人物（Trendsetters）被稱為“新無神論的四騎士”（The Four 

Horsemen of New Atheists），其中最著名的：英國有道金斯，他在 2006年寫了《上帝錯

覺》﹔美國有賀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他於 2007年寫了《上帝並不偉大：宗教如

何毒害一切》。“四騎士”的稱謂出自啟示錄：白馬帶來瘟疫（征服）﹔紅馬帶來屠殺（迫

害）﹔黑馬帶來飢荒（貧困）﹔灰馬帶來死亡。可見他們對教會的破壞力。 

  

新無神論的具體信仰 

  

     新無神論者信什麼呢？他們似乎奉道金斯的《上帝錯覺》為“福音書”，以科學和理性

為崇拜對象，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基本信仰。 

     他們認為：你信上帝，是因為你不懂科學。道金斯講得很白：基督徒應當讀他的《錯

覺》﹔讀完后，你就懂科學了，不再信上帝了。他向基督徒挑戰，要他们有讀這本書並在讀

完之後做出回應的勇氣，他聲稱這本書是對無神論最好的“科學論証”。 

     他們有“敵基督”，即我們基督徒所持守的基督信仰。他們反對一切宗教（認為宗教是

“萬惡之根”），尤其是基督教。這是因爲一方面基督教軟弱好欺（不像兇神惡煞的回教，

你碰不得），基督徒被罵不還口，被打不還手﹔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人類歷史上影響最大，所

以要消滅宗教，必須先消滅基督教。他們對上帝、教會、基督徒恨之入骨！  

     他們有他們的“末世論”。第一，他們相信人只有肉體的存在，並無靈魂，“人死如燈

滅”，肉體在火爐中化為灰燼，人的一生就此終結。第二，他們要向上帝宣戰，然后打倒上

帝，審判上帝（God in the dock，而不是像聖經所講的上帝審判世人），最后實現一個無神

的“地上天國”。 

     他們也講“信心”。他們認為不可知論者的信心太小，對於無神這一“真理”還在搖擺

不定。但他們卻對無神論具有“移山的信心”。 

  

舉個例子: 

     道金斯擔心將來某些基督徒傳說他在病重期間或臨死前因膽怯而回歸上帝，因此定意要

人將來在他臨死前，在床頭架上攝像機，拍下他去世前的整個過程，同時，還要有一些見証

人在場，從而見證他是憑“信心”“英勇就義”，沒有向上帝投降。 

     當我讀了上述報道之后 ，很詫異，心想：這道金斯竟有這麼大的信心，即使在最講辯

証唯物主義的，也產生最多徹底無神論者的中國，我也沒有遇見過！對於我來説，我哪敢拿

自己的永生問題開這樣大的玩笑？要是真有地獄那可怎麼辦？ 

     為什麼道金斯能有這麼大的“信心”去面對死亡呢？對道金斯來說，精神世界根本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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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如英國披頭士歌手列儂（John  Lennon）的 Imagine 這首歌所唱的：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上無天堂，隻有天空）/ No hell below us（下無地獄）/ Above us only sky /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我們隻為今天而活）。 

     他深信他已知道了宇宙的一切。但事實上，他本人也承認，他並不清楚第一個生命細胞

的起源，也不知道從無到有的宇宙大爆炸之前的情况是什麼。因此，至少在第一個生命細胞

的源頭和宇宙的來源上，他靠的並不是理性和科學，而是一種極大的信心。 

     美國哲學家 Norman Geisler 出版了一本題為《我沒有足夠的信心做一位無神論者》（I 

Don’t Have Enough Faith to Be an Atheist）。他在書中說：最簡單的生命細胞含有 1000部百科

全書的信息。有神論者相信隻有一位智慧者才能創造出這樣的細胞，但無神論者相信沒有智

慧的自然也可以創造出這樣的細胞。既然無神論者不能拿出自然創造的証據，無神論者的觀

點當然需要更大的信心。 

  

新無神論者的傳“福音”熱忱 

  

     新無神論者有勾引人入教的熱忱。他們要不惜一切代價，讓全世界信宗教的人聽到這一

“好消息”，從而改信無神教，為開創未來無神的人類社會開辟道路。社會學家 William 

Stahl 稱他們有類似宗教上的原教旨主義者的狂熱（mirror images of religious fundamen-

talists）。 

     他們通常以熱狂的，侵略性很強的（very cultic, very aggressive）方式“宣教”。 

     首先，他們以科學的名義，用狡猾的，貌似聰明的論証，來操縱人的思想，讓你最后得

出無神的結論。他們會說：科學是精致的，宗教是粗糙的，愚昧的。敬畏上帝是愚昧的開

端。基督教這一愚昧的信仰，應該為所有聰明人所輕看。對你的信仰，他們會進行嘲弄，讓

你感到你信教是很愚蠢的。 

     道金斯在他的《上帝錯覺》中直言不諱地說：“You and I … are much too intelligent and 

well educated to need religion.  But ordinary people … semi-morons, need religion.”（你和

我 ...... 都太聰明了，又受過良好的教育，故不需要宗教了。但普通人 ...... 半白痴，

則需要宗教。）凡按他的思路對宗教進行反思的，就是有頭腦的，有理性的自由思想家﹔不

然你就是傻傻的腦殘者（moron）。這就是他的“傳教”策略。他像狡猾的生意人，用狡猾

的手段騙你買他的東西。我兒子曾在牛津莫德林學院附中讀書，我在那里聽過他對中學生的

“傳教”：他專挑聖經中似乎有矛盾的經文來問難並啟發學生，以此達到“傳教”效果。他

講的英語是那種英國紳士們講的英語。因此，此君從表面上看，是個儒雅的學者，但不難感

覺到他沒那麼儒雅，而是個好欺負人的 bully。道金斯們不但在學校裡傳“福音”，還通過網

絡傳“福音”（所謂“網絡事工”）。他們在網上勾引基督徒離開教會，說：Don’t believe in 

God?  You are not alone.（你不再信神嗎？嘿，像你這樣的人多得很呢！你並不孤單啊！）  

     其次，他們以法西斯的方式壓制基督信仰。道金斯在《錯覺》一書中稱：“在一切領域

中言論都可以自由，但是父母不能有教導孩子信聖經的自由（So we should no more allow 

parents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to believe … in … the Bible）。孩子隻有信無神論的權利，沒有信

有神論的權利，因为信上帝是無稽之談。社會必須保護下一代免受宗教的毒害，因为宗教摧

殘孩子的身心健康，這比對孩子進行性虐待更可怕（Raising a child as Christian worse than sex 

abuse）。” 道金斯們想說服政府通過法律來禁止任何宗教，把宗教從學校，從公共平台

（the public square）徹底清除出去。這使我想起，在蘇聯信上帝的人被送進精神病院。信上

帝就是精神病，就是腦殘。這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 

     他們也鼓勵“信徒”作見証。鼓勵他們敢於做背叛基督的叛教徒（Dare  to  b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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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state!），敢於公開信無神論（在美國信無神論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美國人最害怕的就

是無神論者！），並讓他們周圍的人知道他們 “信仰的緣由”，從而為自己的無神信仰作

“美好的見証”。 

     他們在“宣教”上，可謂有計劃，有步驟，有綱領。從他們的網頁上人们可以查到：A 
Ten Point Vision of a Secular America.  Director of Strategy & Policy for the Richard Dawkins 

Foundation for Reason & Science US（美國道金斯理性和科學基金會：美國世俗化的十大遠

象）。他们先在英國、美國（西方基督教的最后陣地）搞無神區，進而向全世界推廣無神的

“普世價值”，最后把整個世界變成一個無神世界。 

  

新無神論者的“教會”     

  

     他們漸漸有了自己的“教會”。英國有影響力很大的人文主義和世俗主義協會，這樣的

協會遍佈全國。去年年初，北倫敦建立了第一所“教會”。根據 BBC 記者布萊恩•韋勒 2013

年 2月 4日的報道：他們有三百會眾，有自己的“牧師”﹔星期日“崇拜”時，他們“唱

詩”、“讀經”、“講道”。他們也有自己的“十條誡命”。北美則有無神論的聚會（meet-

up groups）。在知識界最有影響的哈佛大學有人文主義社團（“教會”），人文主義“校

牧”，也有星期日“崇拜”，崇拜中有“唱詩”，有“奉獻”，也有“講道”，講憐憫，講

慈善（表明無神也能行善），講社團（“教會”）的重要性。“校牧”主持嬰孩命名禮（沒

有洗禮）、婚禮、葬禮。“主日學”，專門給孩子們講進化論、DNA 和細胞。 

     他們的“教友”可不是什麼無知無識的“小民”，而是個個都有來頭的。在英國他們都

是些重量級人物，有爵士、教授、媒體工作者、作家、哲學家、人權活動家等等（當然全都

是左派）。  

  

新無神論的影響 

  

     在新無神論的頻頻進攻下，過去十年中，英國進一步世俗化，而且宗教情結濃厚的美國

也開始世俗化。在美國世俗化的進程中，無神論者從 1%上升到 5%。無信仰者（Nones）也發

展很快，上升到 15%至 20%。 

     不少基督徒因有信仰上的疑惑，就從新無神論中得到解答，最后離棄基督信仰。在英

國，最有名的是獲 2000年悉尼奧運會男子三級跳遠冠軍的前田徑運動員 Jonathan 

Edwards。他曾經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在 1991 年因信仰緣故，拒絕參加星期天舉行的世界錦

標賽預選賽。他曾對記者說：“與耶穌和上帝的關系是我所做一切的基礎。我已作出承諾並

獻身，要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個領域裡事奉神。” 他有時也任英國 Songs of Praise（贊美之

歌）的節目主持人。但是到了 2007年，他突然失去信仰（是否受道金斯的影響我不清楚）。

今年 2月 27日他接受記者採訪時說：”I am happy and ... I don’t miss my faith. … I feel more 

settled and happier in myself without it.  I don’t know if that is related to losing my faith ...   （我很

幸福，沒有信仰，我也照樣活得很好。）” 我為他“這麼快離開那借著基督之恩召 [他] 

的，去從別的福音”而感到非常遺憾；但再想想，這也不奇怪，耶穌十二個門徒中的一個後

來也不信了。 

  

基督徒當堅守福音信仰 

  

     今天我們基督徒是少數派，是軟弱的一小群。在這樣一個與神為敵的時代裡，我們當如

何堅守我們的福音信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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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新無神論者所傳的所謂根據科學的“福音”是很時髦的。但是時髦的東西不一定

是真理，基督徒沒有必要為了追隨時髦，而對創世記進行迎合進化論的解釋：什麼人是進化

過來的，但進化的原動力是上帝，等等。我很贊賞胡適當年所感叹的話：“中國有古訓：

‘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我们應該再加上一條：‘時髦不能跟！’”如

果說基督徒在福音以外不要再加上律法以迎合猶太人，同樣在福音以外也不要再加上哲學和

科學以迎合希臘人。  

     第二，我們承認我們所信的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但卻是拯救人的。我們承認我

們基督徒似乎是“愚拙”的，但卻是有智慧的，更是蒙神揀選的。“因這世界的智慧，在上

帝看是愚拙。如經上記著說，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聰明反被聰明誤）（林前

3：19）。聖經又說：“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羅 1：22）詩人大衛說：“愚頑人心

裡說，沒有神。”（詩 14：1）由此可見，新無神論者，似乎很聰明，卻是些愚拙人，是些

clever  fools（聰明的愚蠢人）。有一個基督徒開玩笑說，應當把四月一日愚人節（April Fools’ 

Day）定為無神論節（Atheist Day）。 

     第三，我們“不以福音為恥。” 幾年前，英國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喬治-凱瑞面對新無神

論對基督徒的攻擊，發起了一場“不以福音為恥日”（The Not Ashamed Day）運動。一位參

與這一運動的基督徒說：I am not ashamed of my  faith and I passionately believe in Jesus（我不

以我的信仰為恥，我堅信耶穌）。還有一個說：It’s really important to stand up for what you  

believe in（堅守你所信的，這實在很重要）。我希望他們所說的，應該   成為我們每一位基

督徒的心聲。 

     第四，無神論者宣告說上帝死了，但我們基督徒所信的基督是復活的基督。他沒有死，

他仍活著！為此我建議大家應當看這樣一部基督教電影 God’s Not Dead（上帝沒有死）。這

部電影講述一個基督徒大學生如何在無神論教授面前捍衛自己的信仰。此片在美國票房排名

名列前茅。 

  

最后，我用幾段經文作為勉勵 

  

     “… 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人的詭計（by the sleight of men），和欺騙（whereby they lie in wait to deceive）的法術

（cunning craftiness），被一切異教之風（with every wind of doctrine）搖動（carried 

about），飄來飄去（tossed to and fro），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弗 4：13 - 14）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上帝離棄了。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我們若

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提前 3：12 - 14） 

  

                      徐旭初在牛津校園基督徒團契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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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雄雄◆ 

                              經文：何 14：4-5 

 

     何西阿書 14：4-5告訴我們，耶和華神應許賜以色列新生命。 

 

一. 何西阿是理解神愛的先知（何 11：9﹔ 何 2：19-20﹔ 何 1：2 ） 

 

     何西阿書是小先知書中的第一卷。作者是“備利的兒子何西阿”。（何 1:1）何西阿的

意思是“救恩”。他在北國耶羅波安二世作王的后期（約在主前 753 年間）開始作先知，北

國亡國後，他轉入南國繼續侍奉神。 

     何西阿書寫作的時間恰值以色列由盛轉衰，宗教道德極其混亂之時，當時社會貧富顯著

兩極分化，倫理道德敗壞失喪﹔宗教徒具外表形式和注重禮儀，在迦南人的風俗影響下，以

色列人敬拜巴力而忘記耶和華（拜假神等同於對真神的背叛和不貞潔）。巴力是生殖和豐收

之神，迦南地的淫亂風氣大行其道。何西阿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來傳講上帝信息的。

他以自己家庭的破裂和復合作比喻，來描繪上帝和以色列之間的關系。先知對以色列百姓發

出一連串的預言，時而責備他們的罪，時而用慈愛的聲音招呼他們悔改，何西阿先知的中心

信息是宣講上帝的愛。  

     有人認爲：他愛的信息是舊約中最有深度的。也有人說：他落筆之處，句句如斷腸痛

泣。何西阿先知被稱為“愛的先知”。 

     何西阿先知用了 aheb (    )和 checed (     )來表示愛。aheb 這詞在舊約中出現了 200

多次，在英王欽定本和希伯來文參照聖經中，該字在何西阿書中共出現了 13次（何 2：

5,7,10, 12,13, 3:1, 4:18, 9:1,10,  10:11,  11:1,  12:7,  14:4）。它表明三方面的

愛：1、上帝對人的愛，2、人對上帝的愛，3、人與人之間的愛。checed在舊約聖經中也出

現了 200多次, 在英王欽定本和希伯來文參照聖經中，該字在何西阿書中共出現了 6次（何

2:19，4:1，6:4,6，10:12，12:6）。它可翻譯為“良善” 、“憐憫”、“仁愛”。 

     從上面的兩個詞的詞義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何西阿先知對上帝愛的實質有很深的理

解。何西阿書，處處充滿了對上帝慈愛本性的描述，其目的是顯明神對那犯罪與悖逆之百姓

的愛。上帝在怒氣中還保留對悖逆的以色列民的憐憫,他說：“我必不發猛烈的怒氣,也不再

毀滅以法蓮。因我是神,並非世人,是你們中間的聖者;我必不在怒中臨到你們。”(何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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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籍著先知娶淫婦，愛那一次次離他而去另尋新歡的妻子的婚姻狀況，勸誡以色列

人。上帝說：“我必追討他素日給諸巴力燒香的罪﹔那時他佩帶耳環和別樣妝飾，隨從他所

愛的，卻忘記我。這是耶和華說的。後來我必勸導他，領他到曠野，對他說安慰的話。”

（何 2:13-14） 可見，上帝不僅能與人建立愛的關系，並且還能維持和修復這種關系。 

     耶和華與以色列有契約關係。以色列就象那不貞的妻子，可是耶和華最終還是愛以色

列，他說：“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也以誠實聘你

歸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何 2:19- 20） 

     耶和華對何西阿說：“你去娶淫婦為妻，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因為這地大行淫

亂，離棄耶和華。”（何 1:2）何西阿與行淫的妻子歌篾的關系表示上帝與以色列人的關

系。神與亞伯拉罕立約，揀選以色列民成為神的選民。所以以色列被形象地比喻為耶和華神

所聘的妻子。以色列民背約，但神不會背約，他是守約施慈愛的神，他是信實公義的神。人

們翻開舊約聖經，常看見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遭受神刑罰，認為上帝過於嚴厲。但何西阿書

所描寫的上帝，一方面管教以色列民，一方面施行拯救。他救恩的大門敞開，他慈愛的雙手

永遠張開，他等待、盼望以色列民回歸！其實，管教和刑罰也是神的憐憫和慈愛，這可讓以

色列民回到上帝身邊，免得被世界吞沒。       

     神就是愛。神的愛也是永恆、不變的愛，超過世界上任何一種愛。如婚姻之約是永恆的

一樣，上帝對以色列人的愛的約定也是永恆的。神說：“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

們﹔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利巴嫩的樹木

扎根。” （何 14:4-5）神要人看到，雖然人的罪惡深重，神的刑罰嚴厲，但是神的愛超過

一切，最終神要使背道的子民歸回，投入他慈愛的懷抱。這是神的揀選觀。 

     使徒保羅在論述上帝對蒙揀選的以色列的信實時，說：“就著福音說，他們為你們的緣

故是仇敵﹔就著揀選說，他們為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

的。” （羅 11:28—29）這裡兩個“他們”就是指猶太人。他們中有許多人抵擋主耶穌福

音，是仇敵﹔另一方面，他們又是被揀選的亞伯拉罕子孫，與神有約，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

有後悔的。 

     神藉著何西阿不幸的婚姻來教導選民，也在教導歷代的信徒。他們之所以蒙上帝的愛，

被神揀選，並非由於他們本身有什麼特別長處，他們的身世也如同歌蔑那樣卑賤，可是上帝

在主耶穌裡揀選了我們，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洗淨了我們的罪，讓我們因信稱義，成

為上帝的兒女。主耶穌愛教會就像丈夫愛妻子一樣，他舍命也出於甘心，但願我們不再離開

愛我們的主耶穌，去走世界道路，讓主的心傷痛。 

     如果我們與世界聯合，我們也會成為歌篾。我們要與基督聯合，做新造的人。我們生活

在世界上，但是心要歸向神，不能被世界擄去。就我而言，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

而言，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兩者不能調和。 

 

二. 何西阿是順服神旨意的先知（何 1：3） 

 

     聖經中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是人性順服上帝主權的典范，在幾千年的歷史中，這已

成為美談，在教會講台上被反復傳講，不斷挖掘其新意，來激勵、引導、督責信徒要把生命

主權交給神，要對上帝完全順服……先祖亞伯拉罕當然不愧為信心偉人，這是不容置疑的。

他與上帝的親密關系，簡直讓人羨慕。然而聖經也告訴我們許多其他信心偉人，和神所重用

的僕人，何西阿先知就是其中一個。  

     如果十二卷小先知書是十二顆珍珠，那麼《何西阿書》一定是其中又大又明亮的一顆，

因為它把神的舍身大愛，描寫得淋漓盡致、生動感人。神不但透過“異象”，賜給何西阿該

傳講的信息﹔神也藉著先知接納淫婦為妻的親身“經歷”，來傳達神要他對以色列民傳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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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這使接受信息的人對信息有感性認識，有更加深刻的印象。神之所以這樣使用何西

阿，與何西阿所表現出來的對上帝的全然順服是離不開的。其實何西阿對上帝的順服和亞伯

拉罕對上帝的順服一樣感人。  

     “耶和華初次與何西阿說話，對他說：‘你去娶淫婦為妻，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

因為這地大行淫亂，離棄耶和華。’”(何 1：2)  

     當我初次讀到這節經文時，確實感到深深的困惑：舊約時代的先知與祭司有同等地位，

他們都必須聖潔。上帝不是規定祭司必須娶處女為妻嗎？利未記 21：13說：“他要娶處女為

妻。”怎麼在這裡，上帝竟然命令何西阿去娶淫婦為妻呢？當然隨著我對上帝認識的加深，

以及對他的主權有更多了解，這困惑就基本解開了。上帝之所以要求祭司娶處女為妻，因為

在以色列舊約時代，祭司是特別分別為聖歸給上帝的，要為選民獻祭，因此上帝對他們的各

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些事情普通百姓可以做，祭司卻不能做。所以上帝要求祭司必須

娶女子中最單純的為妻，為了盡可能減少妻子讓祭司丈夫蒙羞的機率，保証上帝的名能夠得

榮耀。  

     其實娶處女本身並不說明什麼，它隻是實現上帝旨意的一個途徑或方式。同樣道理，上

帝為了他旨意的達成，他可以命令與祭司有同等地位的先知娶淫婦。何西阿娶歌篾的疑問隻

能從對上帝的信心上來解決。這信心就是認識到聖潔、公義、權能、良善等諸多美好品性，

在上帝身上渾然一體。他的確不能背乎他自己的特性，上帝受制於他自己的本性，但上帝不

受制任何除他本性以外的東西，包括他自己所制定的律法，因為律法並不能代表上帝自己，

隻是反應他的旨意，彰顯他的榮耀。這也就是說，上帝可以命令何西阿娶淫婦，這個命令沒

有任何可以指責的地方，因為他是創造人類的上帝。在賽 55：9中，上帝說“天怎樣高過

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對上帝的順服只是在口頭上，有意無意地我們總會竭力保留一些領

地不交給上帝。出於對人性的憐憫，上帝通常允許人保留一些自己的領地，但他依然掌握著

最高的權柄。一旦因著他永恆旨意的需要，上帝就會動用主權讓人交出這些領地，而這時人

性就面臨著進退維谷的挑戰；特別是神的忠心仆人，他們被神大大使用，責任大，犧牲大，

恩典也大。他們有時要放棄自己的一切，才能滿足神的心意，才能得著信徒的心，才能得著

豐碩的作工果效。 

     作為先知的何西阿，在他初次聽到至高上帝竟然跟自己說話的聲音時，應該激動得熱血

沸騰；然而當“你去娶淫婦為妻”這條命令進入他的耳朵時，他的熱血可能驟然冷凍，似乎

感受到當頭一棒！他從小被反復教導過祭司要娶處女為妻的原則。雖然先知沒有得到明文規

定必須娶處女為妻，但是他們同樣被神特別呼召並分別為聖歸給神，與祭司有著同等地位。

在大部分情形之下，先知似乎也應該娶處女為妻，可是現在神卻要他去娶淫婦為妻！如果說

“娶處女為妻”的命令是守護了男人的尊嚴、庄重（現代人看來又有些自私）﹔那麼“娶淫

婦”則幾乎顛覆了男人整個愛情審美的根基。 

     先知“娶淫婦”，他還有臉面嗎？誰能理解這事？誰能相信這是上帝所吩咐的？在家庭

生活中兩人能相處得好嗎……聖經沒有講述何西阿在上帝面前有半點的猶豫與掙扎，在我們

面前所呈現的是他對上帝話語的順服。何西阿不是一時順服，咬咬牙挺過去的，他是時時刻

刻的順服， 一生一世的順服；何西阿不是部分順服，而是全面順服；他不是在歡樂中順服，

他是在痛苦中順服。 

     何西阿後來果真娶了淫婦歌篾為妻
1
，跟她生活在一起。一個大度的人，可以不計較過

去，但成家之后，一定會要求對方告別過去。但是歌篾沒做到，她離家出走，何西阿再一次

把她贖回來。一個奴婢的贖價是 30舍客勒銀子，歌篾的贖價是“銀子十五舍客勒，大麥一賀

梅珥半”
 2
（何 3：2）。這是一個墮落人的身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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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有人認爲先知何西阿娶滴拉音的女兒歌篾時，她是一個少女，但是在先知著書時，

歌篾已成為淫婦。神吩咐何西阿把已淪為淫婦的歌篾再娶回來。另一說法認為，當先知何西

阿娶歌篾時，歌篾已是當時的名妓。 

       
2
“大麥一賀梅珥半”大約也值十五舍客勒銀子<參王下 7:1>。三十舍客勒的銀子大約

為一個奴隸的身價<參出 21:32>） 

     有人原先是墮落的，因信耶和華真神，生命發生改變和升華。比方說耶利歌城裡的妓女

喇合，她信以色列的神是真神，冒死救了二位以色列的探子，也保全了她的全家，同時告別

以前的生活，迎來聖潔的生活。可惜歌篾是自甘墮落的人，但先知何西阿聼神的話還是救

她﹔被她刺傷，但還是關心她。先知的這種順服必然伴隨著撕心裂肺的痛苦。但是他對上帝

的愛與這種痛苦相抗衡。痛有多深，愛就更深。上帝對以色列民的愛也是如此。更進一步

說，上帝對我們的愛也是如此。我們雖然蒙召成爲神的兒女，但我們時常犯罪，上帝爲此心

痛，但是他始終沒有放棄我們。 

     先知何西阿愛主越深，神給他的恩典也越多，托付也越重，神讓他在以色列人面前代表

上帝說話和行事。基督徒也是基督的代表，應該代表基督說話和行事，在這個世代傳福音和

為主發光。 

     有人失去愛情，退一步想保守親情﹔有人失去愛情、親情，想保守友情。但是上帝不僅

對何西阿在愛情審美的領地進行了征服，也對他的親情領地進行了征服。“這婦人懷孕，給

他生了一個兒子。耶和華對何西阿說：‘給他起名叫耶斯列：因為再過片時，我必討耶戶家

在耶斯列殺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國滅絕……歌蔑又懷孕生了一個女兒，耶和華對

何西阿說：‘給他起名叫羅路哈瑪（就是不蒙憐憫的意思）……歌蔑斷奶以后，又懷孕生了 

一個兒子。耶和華說：‘給他起名叫羅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何 1：2-8） 

     上帝之所以命令何西阿按照他的要求給孩子們起名，目的就像他讓何西阿娶淫婦一樣，

是要借著他的親身事件向以色列民族作出訓誨，這些名字的含義顯示出上帝對以色列人的警

戒。三個孩子的名字，沒有一個是祝福的名字。我們相信上帝不會按照這些名字，來對待這

些孩子，我們也不認為孩子們的內在生命和靈性是被上帝拋棄的。 

     一個父親對於他膝下長大的孩子，不管是親生的或領養的，都懷有強烈的愛和期待。也

許在歌篾背叛他的情況下，他會把更多的愛傾注在孩子身上。但是每天在他面前出現的孩子

的名字是令他傷痛的。 何西阿沒有像亞伯拉罕獻以撒那樣來得悲壯，但卻忍著隱痛完全地順

服神，不但他自己完全成為上帝手中的工具，連孩子也擺上成為了神手中的工具。 

 

三. 何西阿先知的經歷對我們的啟示（何 14：9） 

 

     何西阿是一位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他不單口裡宣講上帝的公義和慈愛，更在他現實生活

中實踐神的愛。他經歷著被上帝使用時的肉身苦痛掙扎和家庭不穩定，以及他靈裡的超然的

平穩、安靜、喜樂。這二種狀態同時存在，交相輝映。為順服而苦痛掙扎不是靈性的低潮，

而是在天路歷程中被神熬練、破碎的經歷。他沒有在信仰中獨善其身，追求一種世外的桃

源，而是以上帝超越的愛去面對生活，面對陷在罪孽之中需要拯救的同胞。他的心態是：我

寧願受苦和被人嘲笑，以神給我的獨特經歷，提醒以色列人回歸上帝。 

     藉著何西阿先知的經歷，我們想到主耶穌捨命的愛。在新約中，上帝的愛通過在十字架

上流血舍命的主耶穌更加表現出來。舊約的何西阿代表了上帝（何西阿和歌篾關係代表了神

和以色列民的關係），也預表新約的耶穌（何西阿把罪孽深重的妻子贖回，主耶穌把我們從

死亡之地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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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西阿的經歷讓我們懂得：基督徒並不是要與病態的社會和病態的社群相隔絕，而是在

生活中，去經歷主耶穌的十字架，成為社會的良心。願我們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回應神的愛，

去更好地愛神，愛人。 

     你要為神做工，神要先在你身上作工，神要破碎你的舊生命，讓你完全順服他。人如果

沒有奉獻的心志，一遇到患難就退后了，那就不能被神使用，夠不上神的要求。何西阿已經

把自己全然獻上了。 

     何西阿先知百分之百地盡本分，盡忠心。聖經記載，那有 5000 兩銀子又賺了 5000 兩銀

子的仆人，也是全然忠心，百分之百地盡力。有 2000 兩銀子又賺了 2000兩銀子的仆人，同

樣是百分之百的忠心、盡力。兩者能力有大小，但對神的愛心、忠心是一樣的，都付上百分

之百的努力，有百分之百的作工果效。如果有 1000 兩銀子的僕人又賺了 1000 兩銀子，當他

向主人交帳時候，主人也知道他盡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他也可以享受主人的獎賞。可惜他把

自己銀子藏起來，把恩典藏起來，把時間消耗掉，不作任何工作。這樣的人能向主人交什麽

帳？連良心帳也交不上。 

     神的仆人被造就時有痛苦，但被使用時也有榮耀。你在為神做事，神也在為你做事，而

且要為你成就大事。摩西、以利亞在世時對神忠心，在耶穌登山變像時他們也榮耀地顯現，

與主一起談論天國大事。使徒們在逼迫中傳福音為主殉道，啟示錄 21：14記載，在聖城耶路

撒冷城牆十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何西阿順服神，神也籍聖經為何西阿作見証。

神不會忘記任何他忠心的僕人。 

     我們看到，何西阿的獨特經歷是神命定的。對於他的經歷我們要從屬

靈方面去理解，不能從表面上去模仿。弟兄姊妹，我們的婚姻觀要遵從聖

經教導，我們不能對此有疏忽。我們用聖經上《何西阿書》最后一節經文

作為結束語。何 14：9，“誰是智慧人，可以明白這些事﹔誰是通達人，

可以知道這一切。因為耶和華的道是正直的，義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卻

在其上跌倒。”  

     願我們因信稱義的人都在耶和華神正直的道上行走。 

     願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                   

                               本文作者 賀雄雄 弟兄，帶職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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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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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