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

www.churchunity.net



耶稣 为所有信祂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借着真理（分别）成圣。

起初，耶稣的门徒彼此相爱，遵照祂的榜样: 施行一洗、纪念祂的死、和洗脚礼、并且同领一个灵，即真理的
圣灵、神的灵。

耶稣指示祂的门徒「要使万族的人都做我的门徒…教导他们遵守所有我吩咐你们要做的事。」但不到 150

年，教会公布了新的教训、包括守复活节作为“教义”呈给罗马皇帝，从此教会就不再借着耶稣的榜样和教
训合而为一了。

行毁坏可憎之物
主后 193 年，罗马主教写信将亚细亚地区的教会除名，因为他们不同意守复活节。而圣灵的凭据、即真理的
圣灵，就离开了教会。

然后，圣民被交付在兽之手三年半、即 1278 天、或作为年，从主后 193 年到 1471 年第一个新教从教皇的统治
中脱离出来。

你知道今天那些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才领受圣灵的安慰、也就是以舌头发出声音（laleo glossa）作为凭据的真
理的圣灵吗？

借着祂的灵，神正为我们揭示合一的方法，「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我来。」

https://churchunity.net/tw/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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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
的。」1

─ 使徒保罗，主后 60 年

每个人，当他想到创造的美丽和伟大，甚至是他自己的身、心、灵， 便知道生命并非偶然，在 我们所看
到一切的背后有一个造物主。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
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
就昏暗了。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彷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2

圣经是一部神与人的历史，它所说明的历史追溯至人类的存在是有科学证明的，我们发现所有信奉一
神、即那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神的宗教都起源自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从第一个人类亚当开始，罪就进入世界，人与神的关系断絶了。圣经也告诉我们，那时世
界和现在很不一样，地上充满了雾气，没有雨水，且将近两千年来，神的灵和人打交道，然而，最终，
没有人寻求神，世上充满了罪恶，神就后悔造人在世上，用洪水毁灭了世界，只保全一个在祂眼中的义
人─ 挪亚和他一家，挪亚按照神的指示造方舟，便保全了性命。

后来神与挪亚立约， 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成为我们现在所知人类各种族的祖先。而出自闪的后裔
的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心，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所以神也与亚伯拉罕立约，万国都因他的后裔得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艾萨
克，以实玛利成为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们后来用 剑来使他们的信仰回归到一神；而艾萨克的后裔被埃
及人苦待了四百年，直到摩西领他们出埃及。

从犹太人中，神兴起众先知说有一个王要从戴维的子孙出来，「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且透过先知以赛
亚，神说有一位要为许多人的罪成为赎罪祭。

「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祂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
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
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主却定意《或作喜悦》将他
压伤，使他受痛苦。主以他为赎罪祭《或作他献本身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
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
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3

─ 以赛亚先知，主前 700 年

那位以赛亚所说的仆人，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祂来作王，祂的国没有穷尽，祂让自己躺卧在全人类
的罪中。以赛亚写着：

1 徒 24:14.

2 羅 1:20–23.

3 賽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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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4

这个仆人，不是由任何人所生的，乃是道成肉身，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祂来显示“道路”到父那里
去，即为全人类的救恩之道，甚至如祂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所有的人都因他的后裔得福，实现了，然不
只是这个应许，还有其他如在律法和先知书所记载的三百多个的预言亦实现了。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5

─耶稣基督，主后 29 年

4 賽 9:6, 7.

5 約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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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耶稣会怎么做？」

真基督徒的信仰是效法基督。事实上，基督徒这个字的原始意思是“小基
督”，跟从基督的真正路径只是效法祂、变得更像祂、改变自己使有祂的形
像，正如我们起初被造的那样。

我们效法基督的渴望，是完成神起初创造时所表达的期许，「我们要照着我们的

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6
, 神豫定我们「效法祂儿子的模样，使祂儿子在许多

弟兄中作长子。」7

耶稣祂自己变成了道路，这道路就是祂为祂的门徒所立下的信仰的榜样，如
使徒保罗写的：「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8

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只跟随祂的榜样，不是任何教会或个人的教训，我们只有一位师尊，9 就是耶稣基
督。

“道路”初步的教训就是救恩的道理；到父那里去的道路，以及我们在希伯来书第 6 章第 1 和 2 节所见列出
的项目。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
神、各样洗礼(洗10

)、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我们将从这些道理的开端开始，而在最后的单元讨论在基督里的完全。

从引入死亡的罪中悔改 (懊悔死行)

耶稣成为我们在义中的榜样。虽然祂的一生都没有罪，但祂在受洗以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拒絶所有罪恶的道路。当祂受了洗后，很快地就被圣灵引到旷
野，受魔鬼的试探，然而祂用神的话语驳斥了魔鬼的试探。

同理，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絶一切罪恶的道路，特别是那些会导致
我们灵魂灭亡之路。

使徒保罗写着：「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
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
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11

6 創 1:26.

7 羅 8:29.

8 林前 11:1; 弗 5:1.

9 太 23:10.

10 或作“洗”(washings), 如路 11:38 所記的洗(手)的洗.

11 林前 6:9-11; 弗 5:5.

「子凭着自己不能作

什么，惟有看见父所

作的，子才能作。父

所作的事，子也照样

作。…父怎样叫死人

起来，使他们活着，

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

思使人活着。」

约 5:19, 21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

吸引人，就没有能到

我这里来的。」

约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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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神

耶稣最重要的是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祂花大部分传道的时间来证明对神有
信心的能力。我们可以信靠神，祂是美善的，祂对我们的意念是爱，耶稣
说：「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12

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13

我们进入耶稣的教训，因为这是道路和圣灵救赎的能力，但使我们得救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如果我们信靠神，将会从罪中得救，这罪使我们与神期望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隔绝。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14

正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按照神的指示，离开家乡到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我们也必须跟随耶稣
到祂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而救恩的道路和丰盛的生命始于受洗。

各样洗礼 (洗)的教训 – 浸礼

实际上，洗礼一词描述了三种“洗＂─两种水洗和圣灵之洗。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15时，他谈到了这三种“洗礼＂。这点保罗说

得很清楚：「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

义了。」16

首先，我们将关注在最常被称作“洗(浸)礼＂的洗礼。

洗礼的重要性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遇见几个门徒的时候，他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当他们回答说
“没有＂时，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甚么洗呢？」17

12 約 16:24.

13 來 11:6.

14 約 10:10.

15 太 28:19

16 林前 6:11

17 徒 19:2-3

「若不看见神迹奇事，

你们总是不信。」

约 4:48

｢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

的，就不能进神的

国。」

约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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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受圣灵，因为他们只有受约翰所行的悔改的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
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祂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18

我们需要接受完整的水和灵的“洗礼＂。圣灵是我们作为神儿子得基业的“凭据”(印记)。

神的灵是真理的灵，因此，领受圣灵取决于几项条件，这些包括遵守基督的命令、神的诫命，并听从使
徒的指示，正如约翰在约翰壹书第 4 章 6 节告诉我们的。

使徒的指示

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各样洗礼的教训＂。公元 1873 年，发现了一个被认为是早期匿名的著作，名为
《十二使徒遗训》(the Didache)，其正确的标题是《主通过十二门徒对万民的教导》。我们所拥有的版本
是否被修改过，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另一个问题是，它是谁写的？这写于 1056 年的手抄本提出了一个对
洗礼非常自由的观点，说“活水”是首选，但用温水泼在头上三次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宽松的洗礼观
点与最早和最可靠的基督教著作并不一致，也不符合使徒的作法。

有关早期的基督徒仿效耶稣到河里洗礼的样式，在 1881 年，天主教的专家朱尔斯．考白特(Jules Corbert)

在他的《历史教条主义》(Histoire Dogmatique)中就有据可证了。他告诉我们，早期教会的教父们像游斯丁
(Justin)、革利免(Clement)、维笃一世(Victor I)以及特土良(Tertullian)都评论说，海、湖和泉水同样是合宜的
洗礼场地。19

所有使徒的著作都告诉我们，只有一种洗礼的方法，耶稣自己告诉使徒们：「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
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20

一洗

(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人施洗的画像，其他人在河岸边等着，路加福音)

“一洗”的信息是合一的信息。神渴望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信徒都能按照基督的榜样：“也照样作”，合一

在一种福音和一种洗礼里，这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 4 章 4-6 节所见七个“一＂的一项；「一主、一信、一

洗…」。这七个一代表完全的合一，即主耶稣祷告的祈愿─「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我们走信仰之路，效法基督，始终如一，在受洗、洗脚和纪念祂的死上，以“照样作”来效法祂的榜
样，就像使徒们一样。

正如耶稣所说：「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 (约 5:19)

耶稣给跟从祂的人立下受洗的榜样只有一种方法，这是为圣灵所见证的。一个人按照耶稣受洗的方法接
受洗礼，那经验和喜乐是难以言喻的。借着祂的洗，我们就像祂一样，成了神真正的儿子。

18 太 3:11

19 Histoire Dogmatique, Liturgique et Archeologique du Sacrament de Bapteme, Vol 2

20 可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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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方式为众所遵循

使徒们擘无酵饼，照耶稣的样式来纪念祂的死，也照祂受洗的样式在活水中洗礼。由耶稣所设立的受洗
方式带着若干属灵的意义，是福音信息的基础。

公元 150 年，游斯丁在他写给罗马皇帝的《第一护教辞》中说，受洗者在活水中“也照样作” (以相同的
方式)受洗，所有人都遵循同样的方式：

然后我们带领他们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他们以我们自己被重生相同的方式来重生，奉神、即父和万有的
主、以及救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名，然后用水来洗净自己。21

在祂死的形状上

借着洗礼，我们与基督同死，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罪和会死的肉体生命，所以我们进入水里，正如保罗写的：

「在祂死的形状上」(罗 6:5)。因为当耶稣咽了最后一口气，祂低下头(约 19:30)，我们进入水里仿照祂的洗礼

时，也是低下头来，那么当耶稣再临时，我们也要复活「…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罗 6:5)

低头(面下)是在活水中最安全的洗礼方式，尤其在水流强劲的情况下。在马可福音第 1 章 10 节，我们读到：

「他从水里一上来」，意味着是耶稣使自己从水里上来的，这只有在面朝下的洗礼中才做得到。著名的神学家

约翰一世(John Chrysostom)(公元 347 – 407 年)，在描述洗礼时说：「因为当我们把头浸在水里时，老我就像埋

在下面的坟墓，永远沉没了：然后我们再次抬起头来…。」22 这里，他解释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祂一同

埋葬。」(罗 6:4)

宗教改革以后，一些教派开始以向后倒、然后把人从水里拉上来的方式给人们施洗，他们解释这是象征
我们“死了又复活＂，但在水里受浸只象征我们与基督同死。向后倒施洗的传统，很可能是因为洗礼池
的水浅，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才能面向下施洗，所以我们读到：「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为那
里水多。」(约 3:23)

把我们的罪洗净了

当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的罪就被洗去了(徒 2:38; 22:16)，正如先前所读的：「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
的名，…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林前 6:11; 徒 2:38; 8:12; 8:16; 10:48; 19:15)

洗去罪的权柄，来自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以及祂的灵，使徒约翰写着：「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
灵、水、与血。」(约壹 5:8)

施洗者必须有属灵的权柄也是重要的，正如施洗约翰从基督的灵那里得着属灵的权柄一样，耶稣的门徒
也领受基督的灵的权柄来为人除罪，耶稣向祂的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约 20:22–23)

21 《第一護教辭》第 61 章，由 Thomas Fall D.D.翻譯, “教會的神父們” 第 6 卷,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46 年

22 St. John Chrysostom, 聖約翰的講道，第 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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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在某人「得知真道」(来 9:21-22；10:26)之前来洗去他的罪吗？信徒的儿女是「被召、成了圣
洁」的(徒 2:39; 罗 8:30; 林前 7:14)，这意思是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但那些被分别的人，只有经由罪
的赦免，才能在神面前完全(来 10:14)。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徒们「甚至为婴孩」23施洗，「所召来的
人，又称他们为义。」(罗 8:30) 约翰的门徒底坡拉，是一位见证他受洗在公元 70 年他出生的时候24之著
名的基督徒。在宗教改革之前，唯一反对婴孩受洗的声音是来自公元 190 年的特土良，25他警告受洗后犯
罪的危险，但其实一个人只有在他「于圣灵有分，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来 6:4-5)还故
意犯罪，才会失去所有得救的盼望。

在活水中

游斯丁说受洗者是在活水中受洗，「然后我们带领他们到一个有水的地方。」

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借着洗礼)，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西 2:20: 3:3)所以，我们选在哪一条河(或海等)和日子受洗，都不重要。

基督福音的复兴，以及基督在活水里的洗礼，是由启示录第 14 章 6-7 节中的“众水泉源＂一词所预言的。

谈到活水洗礼与它和圣灵的关连，要回到先知杰里迈亚所写的：「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
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 2:18)这儿，神把自然存在的水、
以及由人所凿出的水区别开来，属灵上的意思是我们不去人的水源、而去神的水源。弥迦先知预言神要
借着在自然水中的洗礼来洗去我们的罪：「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弥 7:19) 经由洗礼，我们不进
入一个人造的、而是到神造的信仰去，所以到河、湖、海或泉水去受洗，因为我们寻求「一个生命水的
河。」(启 21:6; 22:1; 结 47:1) ，那就是圣灵的能力。唯有活水才产生生命；我们的洗礼是重生，是带来生
命的。耶稣来是叫人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祂应许信祂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
7:38)

奉耶稣的名

游斯丁说「我们重生是奉神、即父和万有的主、以及救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名」以符合马太福音第 28

章 19-20 节基督的命令。

虽然如游斯丁在《与特来弗的对话录》中所说的，他知道神的名字是耶稣，可他并不了解(在马太福音第
28 章 19-20 节中)耶稣所说的圣灵是基督的灵，他不明白基督的灵只有“肉身显现＂在“子＂身上。在《第
一护教辞》中，他告诉罗马皇帝，圣灵是第三人(位格)，即在创世记第 1 章 2 节“生于水面＂的。由于这
种新的神学，造成了信徒停止奉耶稣的名施洗。

在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书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使徒们是奉耶稣的名来施洗的。(见徒 2:38; 8:12; 8:16;

10:48; 19:5; 22:16; 林前 1:13; 6:11)

23 俄利根(Origen), 《Commentaries on Romans》 5:9, 西元 248 年

24 “我服事了祂 86 年。＂(底坡拉[Polycarp], Martyrdom of Polycarp 9 c. , 西元 156 年)

25 《早期教會的洗禮》，Everett Ferguson 著，2009 年，第 6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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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告诉我们，当耶稣忍受十字架的苦刑之后，祂得到“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
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腓2:8-10)

使徒们「奉耶稣的名」施洗，因为他们明白「父、子、圣灵」的名是耶稣的名，正如以赛亚书第 9 章 6

节所预言的。

我们必须从水和灵生

耶稣告诉尼哥底母我们必须“重生＂，「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 3:5)

关此有两个步骤。首先，我们必须死，经由洗礼，我们受洗进入祂的死；然后我们必须「与基督一同活
过来」(弗 2:5) 。

正如「在肉身里，他被处死了，但在灵里，他却得以存活。」26当我们借着信，领受基督的灵时，我们就
在灵里活了。保罗说：「你们受了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加 3:2)基督的灵是我们
属祂的证据，(罗 8:9)因为「神就差祂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原文作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加 4:6;罗 8:15)经由我们死于大水洗礼，和经由“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灵＂(罗 8:2)我们“重生＂了。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 3 章 8 节解释了“从灵生＂的意思：「你听见风的响声，…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
这描述的是灵降在信徒身上的果效、不是水！舌头发出声音是最明显证明一个人已经“从灵生＂的证据。
原先，凡领受基督的灵的，也都领受了神的灵。(罗 8:9)公元 180 年，爱任纽(Irenaeus)在他的书《驳异
端》中告诉我们，一个人必须得到以舌头发出声音为凭据的圣灵，来使他的救恩“完美”或“完全” 。
27他说，在他那个时代，有很多人的确说起别国的话来(其他的方言)。

但是舌头发出声音的证据并不是使徒所引用的基督的灵的证据。在使徒行传，使徒视舌头发出声音为神
的灵的证据；但基督的灵是由灵的果子所证明的，也就是保罗所形容的「仁爱、喜乐、和平…」(加
5:22)。彼得提到这些特质，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
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后 1:9-10)具备这些(果子)

的人，就知道基督的灵在他里面，他真是神的儿子。

从公元 193 年神的灵离开的时候，到公元 1471 年摩拉维亚教会从罗马的势力中脱离出来，基督的灵膏在
两位见证人身上，使他们穿着麻衣(毛衣)“一千二百六十天＂。(启 11:3)基督的灵是宗教改革的两个灯台
(启 11:4;亚 4:14) (教会)中的“油＂，它是「打碎这像(兽)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但 2:35)

新神学“从灵生”的迷惑

在第二世纪末，因为神的灵开始停降，对「从水和灵生」(约 3:5)作了一个新的诠释，说，当圣灵使洗礼
的水成圣的时候，一个人就从灵生了。到这时，外邦人不再明白神的灵和基督的灵的区别。爱任纽写
着：「祂[耶稣]通过自己来拯救所有人；我说，所有人，是那些藉由祂在神里重生之人：婴孩、儿童、年

26 彼前 3:18；參照呂振中譯本。中文和合本聖經譯作「按著肉體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

27 愛任紐, 《駁異端》 第 5 冊, 第 6 章, 第 1 段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Phil%202.8-10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John%203.5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John%203.5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Eph%202.5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Eph%202.5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Gal%203.2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Gal%203.2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om%208.9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om%208.9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Gal%204.6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Gal%204.6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om%208.15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om%208.15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om%208.9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om%208.9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om%208.9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om%208.9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Gal%205.22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Gal%205.22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Gal%205.22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2%20Pet%201.9-10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2%20Pet%201.9-10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ev%2011.3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ev%2011.3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ev%2011.4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Rev%2011.4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Zech%204.14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Zech%204.14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Dan%202.35
https://biblia.com/bible/nasb95/Dan%2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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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和老年人。」这当然是早期教会为婴孩施洗的另一个见证，爱任纽描述婴孩是透过水洗(浸礼)而“重
生＂的。

假先知

律师特土良，是“新预言”运动的倡导者，“新预言”运动也被称作孟他努主义。

他用这个新的“从灵生”的神学来强辩说任何水都可以用来洗礼。他写着：

「一个人受洗是到海里或池子、小溪或泉水、湖里或水盆都无所谓：那些被约翰在约旦河施洗的、和被
彼得在台伯河(Tiber)施洗的， 也没有什么差别，若非被腓利施洗的太监，在他的旅程中刚好遇到有水的
地方，从此导出他比其他人多还是少的救恩？因而所有的水凭着它们源头原始的特权，的确，都在向神
祝祈之后，达到了成圣的圣礼的力量。」28

在最后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土良论点的说服力是圣灵使水成圣，而不是信徒在受正确的洗礼之
后、因得到圣灵而成圣(徒 19:2-4)的信念。

如前所述，特土良不仅对在活水洗礼的必需性发出反对的声音，他还说，没有必要洗去婴孩的罪。但这
个想法被主流教会给拒绝了。

主流教会视这种“新预言运动”被邪灵附身。特土良是“拉丁基督教之父” ，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神学
的人。二十年前，爱任纽就已经辨识出“Latienos” (拉丁人)很可能就是 666 的答案(启 13:18)。

特土良不只是第一个反对活水洗礼的重要性，同时也是第一个提出三位一体 (兽的形象)、和在星期日休
息(兽的记号)的人。

各样洗礼 (洗)的教训 -- 洗脚礼

今天，有许多人拒絶洗脚礼为一种诫命和得救的要道。

但在最初的四个世纪里，没有人会对于洗脚礼是“主的命令＂29这个事实提出
异议。在第四世纪出现的争论是，洗脚礼是否必要在洗礼之后举行，在那之
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洗脚礼作为“一种洗礼＂，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 13 章
中叙述、以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各样洗礼的教训＂中提及。

28 特土良, 論洗禮, 第 4 章。由 S. Thelwall 翻譯, 從《前尼西亞教父文獻集》, 第 3 卷 , 由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和 A. Cleveland Coxe.

編輯(Buffalo, NY: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5.) 由 Kevin Knight 為 New Advent 改編

29 亞他那修、 安波羅修、俄利根和游斯丁全都把它形容作一種誡命。

「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

无分了。」

约 13:8



13

最后晚餐的对话

耶稣在最后晚餐中的对话以这句话为高潮：「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
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真理的圣灵。」(约 14:15-17)

祂在约翰福音第 13 章中对洗脚的解释分为两部分。

在第 3- 11 节里，祂洗门徒的脚。除了三句话介绍了这条命令对我们得救的意义外，所讲的内容几乎没什
么记录。

第 7 节，你…后来(μετὰ ταυ ͂τα)必明白

接下来两次约翰使用“后来/此后＂(在这些事情之后/μετὰ ταῦτα)
30的说法，是在启示录第 1 章 19 节和

第 4 章 1 节，表示我们进入了天国以后。从约翰福音第 13 章至 16 章，耶稣的对话充满了门徒无法理解
的话语，要等到神的国、即教会建立后才能明白。

其他三本福音书是根据目击者的见证汇编而成的，如路加福音第 1 章 2 节所述；但约翰福音是得自圣灵
的启示，正如约翰福音第 14 章 26 节所提的。这在约翰福音第 17 章耶稣的祷告中最为明显，因为除非是
圣灵的启示，否则这是不可能记得的。神把福音深层的启示给了「耶稣所爱的门徒」。31

第 8 节，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

成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不让基督的身体来洗我们的脚，就是在拒绝基督自己。

「我若不洗你」这句话，是耶稣所说十二句“若不”的陈述句之一，每个“若不”的陈述句都带着一个
救恩的结果。其中三句：「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32、「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
33「我若不洗你」解释了基督为祂的教会所设立三项圣礼的必要性。

第 10 节，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

要与基督有分，我们必须完全干净。洗礼后，一个人除了脚还是脏的外，全身是干净的；被基督(基督的
身体)洗了脚，便完成了整个洗礼(洗)。

第 15 节，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在耶稣第二部分的解释(第 13-17 节)中，祂回答了彼得在第 6 节的问题，「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
解释说，他们也要作仆人，并且效法祂洗脚的榜样。这是唯一一次祂直接指示要照着祂所做的去做。启
示录阐明真教会将会遵循基督的榜样：「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他们都跟随祂。」34

30 希臘原文 μετὰ ταῦτα，意思是“在這些事情之後＂並未明顯在中文聖經中翻譯出來。

31 約 21:20,24

32 約 3:5

33 約 6:53

34 啟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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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第 6 章 1-2 节之基础救恩的道理

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是保罗)列出基督道理的开端为「懊悔致死的行为、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礼、死
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35

洗礼在本文中是复数型，因为洗礼可以指任何仪式上的洗。路加福音第 11 章 38 节也用相同的字来描述
洗手。作为救恩的道理，除了洗脚以外，没有其他的洗可以被作者提及，至于圣灵之洗是在下一句的
“按手之礼”中提的。

洗脚礼作为一种基本得救的道理是来自耶稣所说的：「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36以及「凡洗过
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37

“洗礼＂和“洗＂之使徒的意义

我们很幸运，希伯来书第 6 章 2 节包含了复数词的“洗礼＂。有些人认为没有行洗礼后的洗脚礼，是因为
他们看不到“洗脚＂一词；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 13 章 10 节的“洗澡＂等同于洗礼。其实在新
约中，这个专有名词并无分别。

有三种洗礼是新约时代的教会所实行的：水洗、洗脚和圣灵之洗，这些全都以“洗礼＂这一词来形容。

耶稣吩咐门徒给万民施洗的时候，祂心中所想的就是这些洗礼。彼得说那些“受洗＂之人必“领受圣灵的
恩赐＂，38 这圣灵实际上是涵盖在三种洗礼之一的“洗礼＂；在保罗的话语中，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但
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神的灵(在神的灵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39 ─ 从语法上讲，
这些都是“但你们已经被洗净了＂的果效，─ 注意，按原文里读作「在(ἐν)

40神的灵里…被洗净」，保罗
把圣灵之洗描述为一种洗。

所有教会原先都实行洗礼后的洗脚礼

米兰大主教安波罗修(Ambrose)(公元 340 – 397 年 )告诉我们，过去所有的教会原本都在洗礼后施行洗脚
礼。

安波罗修在他的文章《论圣礼和奥秘》中讉责罗马的教会停止这个惯例，到了他那个年代，只有西方非
罗马的教会(都灵、米兰、高卢、西班牙、北非和爱尔兰)还继续行洗脚礼。41

35 來 6:1-2

36 約 13:8

37 約 13:10

38 徒 2:38

39 林前 6:11

40 「並藉著神的靈」，“藉著＂在希臘原文裡用的是 ἐν 一字，即“在… 裡面＂。

41 安波羅修，《論聖禮和奧祕》(Treatise on the Sacraments and the Mysteries)由湯姆生(Thompson)牧師翻譯， 西元 1919 年，第 24 頁，注 7，亦見

Olof Brandt, “Structure del IV secolo per lavanda dei piedi in due battiesteri romani,” AM 2 (2003), 1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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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教会在什么时候停止呢？安波罗修说：「也许她(教会)鉴于人数的关系而停办。」编辑史佐理(J.H.

Srawley)解释了这句话，说：「如果要受洗的人数非常庞大，那洗脚礼将会十分费时和费力。」公元 312

年，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受洗的人数大幅增加，安波罗修大概是想到最近这段时间的情形。

公元 150 年，游斯丁在来自罗马教会写给罗马皇帝的《第一护教辞》第 61 章里描述洗礼，说：「他们按
照我们重生相同的方式(也照样作)重生。」在第 62 章，他叙述魔鬼模仿基督教洗礼和洗脚礼的做法…

「且魔鬼(假先知)确实听到了这个…使那些人(进入他们假教会之人)… 完全洗净自己… 并且(遵守)命令…

脱下鞋子(为了洗脚)。」

洗礼后的洗脚礼在第四世纪停办

停止洗礼后的洗脚礼与三位一体教义的建立、和把安息日改成星期日，是同时发生在第四世纪的。

安波罗修在他文章中继续写着：「最后，要知道这奥秘也是为了成圣：『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
了』，所以，我这样说，不是要责备别人，而是我会推荐我自己的仪式。」42

他认为那些没有受洗脚礼的人是不圣洁的，这引起了罗马教会相当大的愤怒。

到了公元 400 年，敌意变得很大。阿尔及利亚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公元 354 – 430 年)写着：「…然
而，很多人还没有接受这个(洗脚礼)作为一种习俗(惯例)，免得它必须被认为属于洗礼的圣礼之一；有些
人毫不迟疑地否定它是我们仪式中的一部分。」43。公元 400 年的西乃抄本甚至把“ει μη τους πο
δας＂(除非洗了脚)从约翰福音第 13 章 10 节中移除，拒絶耶稣的话：「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最终，罗马天主教会声称其权威，并讉责任何洗脚礼和洗礼的关连。44

洗脚礼是给成圣教会的一个命令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约壹 2:20

救恩不单靠信心；它还须要悔改和顺服。

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遵守祂的命令才能领受真理的灵，45那是选民的印记。46

42 《教會的神父們》, 新翻譯版, 第 44 卷, 聖安波羅修神學及教義作品, Roy J. Deferrari 翻譯, 1963 年。

43 奧古斯丁的信 LV 33

44 《活水的形象、早期基督徒洗禮的象徵與設立》(Living Water Images, Symbols and Settings of Early Christian Baptism), Robin Jensen, 2011 年, 第 80

頁

45 約 14:15-17

46 弗 1:13; 啟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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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只有遵守神的命令和基督的命令、以及听从使徒教训47的教会才能领受圣灵(即真理的灵)的安慰，
这可从舌头发出声音─ laleo glossa 为证。

如果我们想要与基督、即基督的身体有分，就必须让成圣的教会来洗脚。

按手之禮

当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且圣灵降在祂身上，祂便成为许多弟兄中的长子，祂以此而行，立下“道路”的
榜样。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48

我们必须了解，圣经中描述了两个圣灵─基督的灵和神的灵。当我们遵守基督的命令时，这两个灵就到
我们这里来，与我们同住。

五旬节过后，神的灵被称作“圣灵”，因为它使基督的身体、即成圣的教会成为圣洁；基督的灵就称作
“灵”。神的灵是真理的灵，只有遵守基督耶稣的福音和神的诫命的教会才能领受。正如使徒行传第 2 章
1-4 节和启示录第 8 章 4-5 节所记载的，圣徒的祷告可以使这个灵浇灌下来；但神的灵通常是透过“按手在
头上”来给予的，如使徒行传第 8 章 14–17 节、9 章 17 节和 19 章 6 节所述。

死人復活

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徒的信仰最意义深远的事之一。

今天，大部分西方人传统上相信死人复活是很正常的，但在基督复活以前，这种死人复活甚至是不被许
多犹太人所相信的，49 所以，事实上，基督徒起初只是很单纯地传扬一个死已经被基督所战胜的“永生”的
讯息。

对于那些相信耶稣的人，死人复活是盼望的理由，但也是惧怕的理由，因为若没有复活，我们没有一人
要面对审判。

使徒保罗以这些话来捍卫复活：

「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
呢？」50

保罗的意思是教会当然相信有死人复活之事，如果有人因故无法受洗，那么他们就非常害怕那人的灵魂
不能复活。相当有可能的是，一个人已经得到圣灵了，但因为不预期的死亡、甚至是殉道，没有机会受

47 約壹 4:6

48 徒 2:38.

49 徒 23:8.

50 林前 15: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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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来洗去他们的罪，教会显然代表他们来施洗，期望神能够认可罪被洗去，那么这人的灵魂在末日或可
复活。早期教会最大的害怕显示他们不相信单单信心足以保证得救，他们承认为了除罪，受洗是必要
的。

永遠的審判

我们知道死人将会复活，且每个人都要面对审判，但那些保守在基督里直到最后的人将不至于被定罪。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
了。…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51

当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自己对永生的把握。我们相信耶稣，是表现在遵守祂的诫命和行于祂救恩的道
路上。

一旦与圣灵有分，若又回到罪恶的道路，那么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52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在基督里达到成
熟的地步，以及学习避免使自己跌倒的能力，关此，我们将在最后的单元“我是生命”中来查考。

51 約 5:24, 28, 29.

52 來 6:4–6, 來 10:26–31; 太 7:21–23; 24:44–51; 25:1–13; 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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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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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宗教

这世上所有有名的宗教对耶稣基督都有一种看法，有些称祂是先知、有些说
祂是个好人。但耶稣祂自己不只是个好人或先知而已，耶稣告诉我们：「若
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53

所以我们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基督真的是祂自己所说的那样吗？

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祂最好的证明之一。

圣经纪录耶稣复活以后有九次显现。保罗写着：

「显给矶法(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
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布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
般。」54

如保罗陈述的，他写出基督复活当前的见证人。我们从历史中得知，使徒们见证耶稣复活这事受到逼迫
的考验，除了约翰以外，所有的人都为此丧失了性命。

我们在心里所知的真理，借着耶稣和祂的跟随者所留下来的爱与真理的言语和榜样就是最大的证明，所
以我们对耶稣基督就是祂所自称的，可以很有信心，且当我们对祂有信心时，我们的罪将会被赦免。

耶稣为完全合一祷告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祂举目望天祷告说：

「父阿！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然后祂为祂的门徒和跟随者祷告：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55

53 約 14:6.

54 林前 15:5–8.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

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

国。」

太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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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耶稣的教会合一于一个灵里，且遵行祂的命令、按照祂立下的榜样来行洗礼、洗脚礼和圣餐
礼。

但后来教会开始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传统，而最终这些传统变成了教义，教会便因人的教训而分裂了。

近年来，全世界的信徒都一直在为合一而祈祷。但是耶稣为完全合一的祷告尚未来到。

启示录预言这个合一将在第四个号角和第五个大怒的碗后来到。

第一个号角和大怒的碗反对那些拜兽像(三位一体)和领受它印记(改变安息日神的诫命)之人。在第二个号
角，末时成圣教会出现─「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56。在以西结书第 47 章 8 节中，教会被解释为“入
海＂的灵。在启示录第 19 章，它被描述为骑在白马上的(骑士)，捕捉兽和假先知。

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 “一个新人”

耶稣为信徒完全合一的祷告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但是当我们在读新约简短的历史时，很难看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

耶稣复活以后，犹太的基督徒仍然继续守着摩西的律法，而外邦基督徒只守耶稣的教训。

很多犹太的基督徒认为外邦人也应遵守摩西的律法。

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 15 章中读到，使徒们在耶路撒冷聚会商议这件事。耶路撒冷的会议在圣灵感动
下，达成以下的结论：「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
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淫乱)。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
平安！」57

当我们在读保罗写给外邦城市的教会时，可以看到他一再地告诉外邦的基督徒不必遵守摩西的律法，但
我们必须知道保罗哲理性的论证是给所有的信徒的。

保罗努力使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基督徒合一，在他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中最引人注目：

「所以你们应当记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
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
﹝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
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
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
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58

55 約 17:1, 17, 20, 21.

56 Revelation 8:8

57 徒 15:28-29

58 弗 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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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告诉我们，外邦人或犹太人不再需要摩西的律法了，因基督将“两者造成一个新人”了。

因此确定的是，耶稣的祷告是给所有的信徒！

真理的灵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约 3:8).

在末后的日子里，神将以(圣)灵来带领祂的百姓，回到真理，这真理可以使所有的信徒合一，以预备主的
再临。

主耶稣应许：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59

你们若爱我遵守我的命令

真理的圣灵是给那些顺从基督和神命令的人。(徒 5:32；太 7:21；林前 7:19；约壹 5:2；启 12:17；14:12)

在耶稣指示祂的门徒洗脚和纪念祂的死之后，就对他们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
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灵，…。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
去，与他同住。」60

我们也必须遵守使徒们的教训。

使徒约翰写着：「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
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61

为要领受真理的(圣) 灵，我们必须遵守神的诫命、基督的命令以及使徒们的教训。

圣灵的能力

「妳若知道神的恩赐(dorea)，和对妳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妳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给了妳活水。」62

使徒行传说神用圣灵和能力膏耶稣，63这能力是耶稣对门徒的应许，「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
着能力。」64能力δύναμις 这个希腊字的意思，不是权力、而是能力或力量。但以理预言这个“力量的圣
所＂将会被敌基督的工作“亵渎＂，65「祂圣所的地方也被拆毁了。」66

59 約 16:13.

60 約 14:15-17, 23.

61 約壹 4:6.

62 約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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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圣灵的证据

教会领受圣灵第一个外在的证据，当然是所传的真理，正如耶稣所说，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
真理。但圣经确实给出了由使徒们所观察到的另一个迹象，那就是舌头发出声音。

使徒行传第 2、10 和 19 章是圣经里描述信徒领受圣灵情形的三段记载；而第 8 章的故事，则没有讨论任
何的证据。

在使徒行传第 2 章 4 节，我们读到他们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 (用别种语言说出话来) λαλεῖν ἑτέραι
ς γλώσσαις, heteros glossa。这儿，他们说起别种语言是其他人可以明白的，如在第 8 节所确认的，「怎样
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事实上，有可能门徒并不是同时在说这些语言，而是“每个人都能
用自己的语言来听”。

在使徒行传第 10 章 46 节，我们读到圣灵浇在外邦人身上，他们“说方言＂λαλούντων γλ
ώσσαις，laleo glossa。

“laleo glossa” 是两个字的组合： “glossa”— 舌头、和“laleo”—发出声音，好比在闪电、回音所产生
的声音、或从嘴巴发出来的声音。67 这在希腊文文学里是找不到的。它不是希腊语表达“用语言说话”的方
式，理论上可以指“一种方言＂发出的声音、形成“一种语言＂，也可以单纯指从舌头发出的声音。

让我们仔细来读这段经文：

「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laleo

glossa)，称赞神为大。」

47 节，彼得回答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这里没有迹象显示外邦人在说“其他语言” ，heteros glossa。这些都是门徒从未见过的外国人，他们若说“其
他语言”对犹太人来说不是什么征兆，所以是外邦人得到了圣灵。他们所听到的是“从舌头发出的声音(说
方言)＂、即 laleo glossa，关此，保罗将会描述。

在使徒行传第 19 章 6 节，我们发现那些受了圣灵的人“说方言，又说预言＂(ἐλάλουντεγλώσσαις
καὶ ἐπροφήτευον)。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laleo glossa＂一词，且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人用已知的外
国语言在说话。

63 徒 10:38

64 徒 1:8

65 但 11:31, 中文和合本聖經譯為「必褻瀆聖地，就是保障」

66 但 8:11, 中文和合本聖經譯為「毀壞君的聖所」

67 Thayer’s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愛丁堡, 1896 年, 第 4 版, 第 3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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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对 laleo glossa 的解释

这个 “laleo glossa” 希腊字的组合不只纪录在使徒行传，同时也在哥林多前书第 12 章出现了一次，在哥
林多前书第 14 章至少八次。

哥林多前书第 14 章，我们得到最佳的理解，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许多哥林多人舌头发出他们所不明白的
声音。

在第 9 节，保罗说：「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甚么呢？」

在哥林多前书第 12 章 30 节，保罗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并不是所有人都说方言，这要回到第 10 节，
也就是一种“不同种类方言＂的恩赐。虽然所有的信徒在领受圣灵时都体验到“舌头发出声音”，但不是所
有人都能说不同的方言。在哥林多前书第 14 章 14-15 节，保罗形容 laleo glossa 为「用灵祷告」，这是他
们所有人都能做的，正如我们在犹大书第 20 节所见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 14 章 28 节，保罗指示他们“闭口”，除非有人可以翻方言。他告诉他们，只对自己和神说
(祷告)就是了(林前 14:28, 34)。“闭口”的意思并不是他们不可以用方言来祷告，而是他们不应以方言来指
导会众；另见于第 34 节，其中他禁止妇女发言，当然，妇女可以说话，只是不应该在会众中发言。

在第 7-9 节，保罗把说方言比作琴所发出来的声音；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 14 章 2 节和 15 章 2 节中，同样
把说方言比喻成竖琴、琴声，那里他描述了末日成圣的教会，「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但是那些在
兽国的人，「咬自己的舌头」(启 16:10)。

二十世纪圣灵的浇灌

启示录第 8 章 4-5 节预言，由于圣徒的祈祷，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开始了第七枝号角。

以西结预言，当圣殿按照神的尺寸来建造时，「主的荣光充满了殿。」68

这些尺寸是在 1917 年以最后的训示「你必须要以耶稣的洗来受洗」完成的，那就是面向下。

圣灵浇灌下来使人感到极大的安慰，它使舌头发出声音来，就像它表现在使徒行传中的那样。今日，这
个相同的灵和将近二百万的信徒同在，其中绝大部分在中国，但也遍及在全世界 58 个国家的信徒中。69

在 100 年的历史里，圣灵的见证于今是非凡、持续不断且被证实的。在这 100 年期间，始终我们发现，
譬如，那些开始忽略这个真正的洗礼的信徒失去了圣灵的安慰，这是在美国、印度和中国有文献明白记
载的，仅在中国，就有五万多个信徒被迫让国家来控制教会，而现在借着重新洗礼，正重获圣灵安慰的
力量。

这些信徒相信他们所得到的灵是真的，如使徒约翰写着：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
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70

68 結 l 43:5

69 結 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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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受一个的灵

几乎在每一个教派里，都有很多信徒用嘴巴运动产生一种祷告的语言来“说方言”，这与用“舌头发出声音
来”有很大的不同。

运动一个人的嘴巴为一种祷告语言的类型，并不是基督教派独特的经验。

在 1830 年代开始，有一个教派的信徒就是这样祷告的，由于撒旦利用信徒寻求真理在教会中间制造混
乱，这些信徒遵循一个“天上来的使者”71的教义。就像这间教会的信徒，很多人后来便停止用嘴巴来做“方
言”祷告，因为他们看不出有任何意义来。

有一些人仅运动嘴巴来做“方言祷告”，而身体也没有振动的安慰，他们相信他们已经领受了一种属灵的
语言，并且见证当他们祷告时也有活水的感觉。

但是，大部分过去用嘴巴来做“方言”祷告、后来领受了以舌头发出声音为证的真理的圣灵者，总是见证
神的安慰现在是更大了，说“这才是真实的”，当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和安慰，便知道现在所遵行的才是
真正的福音。

使徒保罗写着：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
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72

用聖靈和真理來拜神

基督带给我们的讯息不只是祂为我们的罪付出；祂也建立了神所想要和我们建立的关系，而这个关系，
如我们所述的，就是在圣灵里的关系。

在耶稣来到世上之前，在旧约神和祂的百姓的关系是一种守节期和规条的关系，祭司代表百姓去向神祷
告，可甚至于祭司和神的关系也都很遥远，一年一次，大祭司要进入一个特别的房间去见神，而这个会
面是令人非常惧怕的，因为如果祭司进去见神，却不能赎去自己的罪的话，他可能会死掉。

但是耶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让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来 9:8)，即在灵里与祂的关系，这是借着祂
的血而得来的。

这个“新约”是在灵里与神直接相交之一。耶稣的福音除去了守节期和规条。耶稣教我们经由祂的灵的洗
以及纪念祂为我们的罪所付出的牺牲，用圣灵和真理(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透过何西阿先知，圣灵说出这个新的关系：

70 約壹 2:27.

71 加 1:8

72 林後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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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必使她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她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后来我必劝导她，领她到
旷野，对她说安慰的话。…主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施《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力《就是我
主的意思》。」73

使人与神保持距离的守节期, 将被新约真正的亲密关系、真正的崇拜所取代, 这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和血─
以饼、酒和油作象征,「地必应允五榖、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
思》。」74

耶稣在井边向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个新约：

「妇人，妳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
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圣灵和真理)拜祂，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或无个
字》，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圣灵和真理)拜祂。」75

何西阿预言外邦人将得享神的新约：

「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何 2:18; 徒 10:12)

「…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罗 9:25; 何 2:23)

然而，悲哀的是，外邦的基督徒很快就离开了在灵里与神的关系，从守宗教的节日“复活节”和 “主日”开
始恢复旧约时与神保持距离的关系。不久，复活节的庆祝变得愈来愈长，直到 40 天之久；增添了新的宗
教的节日外，最后甚至连祭司也被复位了！人们不再与神合一，联合在灵里，倒是再一次完全远离神；
一切都从复活节开始。

「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76

这是如何发生的？

许多早期的外邦基督徒都习惯于他们异教的方式，像喜欢“利用”他们的神祗来使生活更好。譬如，当白
天渐渐短少时，异教的信徒喜欢以节庆来作为鼓舞自己的方式，我们知道今天的“圣诞节”就是起源于这
些异教崇拜的节日，早自公元 279 年，教会创立了圣诞节来庆祝基督诞生于 12 月 25 日，即“无敌的太阳
的生日”(the birth of the unconquered sun)。

庆祝基督复活的复活节是来自于庆祝坦木兹— 生育女神之子的复活。生育女神沙米拉姆也是众所周知的
“伊什塔尔(Easter)”(复活节)。这是一个春天的节庆。

使徒保罗请求加拉太的外邦信徒不要离开在灵里敬拜神、不要离开神的爱：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
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作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分、节期、年分。
我为你们害怕，惟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工夫。」77

73 何 2: 11, 14, 16.

74 何 2: 22.

75 約 4:21–24.

76 加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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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阳光减少、白天变短时，人们想要用节庆来欢愉，并没有什么不对，但神差遣祂的儿子来，是
因为祂不再希望关系是建立在日子、节期和场所之上—“拜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神希望在
“灵里”、“圣灵和真理”里受到敬拜，正如使徒保罗所写的：「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
学…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
面。」78按着世上的小学，保罗是指这世上按着时间和空间的基本原则。

何西阿先知把自己第一个儿子命名为耶斯列，意为“播散”，正如属灵的淫乱也已经把神的教会分散成许
多的教派了(结 34:7–12; 约 10:11–16)。

他给最后一个儿子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正如神的教会靠圣灵入门(加 3:3)，却离弃了他
们起初的爱(启 2:4–5)。神是灵，拜祂的人必须在灵里来拜祂，当他们离开了与神的这种灵交，便不再是
祂的子民了。

何西阿先知以一个神的淫妇的预言来结束了他的预言：「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她情人所爱的，好像
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主还是爱他们。」79

在下一个单元里，我们将来看神对一个和地上的君王行淫的淫妇的回应。

他们拜我也是枉然

「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80

教会对复活节的看法，最初是由米兰的撒狄主教(Melito of Sardis)和希拉波立的亚波利纳(Apollinarius of

Hierapolis) 正式写成信函致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留斯(Marcus Aurelius) (公元 161–180 年)，因着这些支持
的理由是写给皇帝的、而不是给神的教会，教会于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教会不再借着基督的命令而联合，而是靠着人的权威和传统。

公元 177 年，罗马的主教写信将亚洲地区的教会除名，原因就是他们不同意这些新的“教义”。

教会历史纪录着，在皇帝马库斯.奥里留斯统治期间，所有属灵的恩赐都停降了，圣灵、即真理的灵的证
据离开了教会。

很多人相信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拜神。很多人相信只要他们热心“爱”神，祂就会喜悦他们的崇
拜，当然，我们知道很多其他宗教的人也这么以为。

在马太福音第 15 章，耶稣说到在祂那个时代的宗教人士，他们想要按照自己的传统来拜神：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甚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
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甚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

77 加 4:8–11.

78 西 2:20; 3:2–3.

79 何 3: 1.

80 申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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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供献。他就
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81

很多人都非常热心地在敬拜耶稣，他们奉献很多钱给教会，也许还申称他们所为的是被“一种灵”引导，
甚至还以耶稣的名来行神迹，但事实上，他们只是按自己的心意在拜耶稣，而神视他们的崇拜为“不
法”。82

圣灵不再，教会的领导者继续犯福音的淫乱。公元 321 年，君士坦丁大帝订下了星期日、即“献给可敬的
太阳的日子” (the venerable day of the sun) 作为罗马帝国的休息日。仅管如此，除了罗马和亚历山大地区，
所有的教会还是继续他们在安息日(星期六)休息的惯例，但很快地，教会开始禁止在这个神所特别分别出
来的安息圣日休息。公元 364 年，老底嘉会议发出了以下的命令：“基督徒不应该犹太化，在星期六闲
置，应该在那日工作；但主日他们应当特别尊崇，且作为基督徒，可能的话，那天不要工作。然而，假
如他们被发现是犹太化的话，将会被排除于基督之外。” 83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84 ，不是单为犹太人而已，这是为所有人分享休息所设的日子。神是爱，祂的
诫命是关于对所有人爱的分享，安息日诫命的要求是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城里寄居的客旅”也要休
息。85

然而教会否定神的诫命，使人无法遵行神的诫命和借着基督的福音来领受神的救恩。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86

今天，神正在唤醒我们悔改。

但是在恢复安息日的真理上，我们必须注意是否真的了解神的旨意。起初，早在有律法以前，神便祝福
这一天并使它成圣：意思是祂把这一天与其它六日分别出来，作为为人设立的一天，目的是让人休息
的，这天本身是被“分别出来”的。并不是人在安息日就变得圣洁，但绝大肯定的是，从谁顺服神的旨
意，87神便知道谁是祂的子民，因此，是你的顺服让你成圣，并不是日子本身使你成圣。

我喜爱怜恤, 不喜爱祭祀

神真正的旨意和神的诫命，是主耶稣最长且最有名的讲道─登山宝训的主
题。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
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88

81 太 15: 1–6.

82 太 7:21–23.

83 Charles J. Hefele, 教會會議的歷史 (A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 由 Henry N. Oxenham 翻譯(愛丁堡, 1896) 第 2 卷, 316 頁.

84 可 2:27.

85 出 20:10.

86 太 15:9; 賽 29:13.

87 啟 12:17; 14:12; 太 7:21.

88 太 5:27–28.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

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

能进天国。」

太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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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神真正的旨意是每位信徒的义务，有时候，宗教人士太过于埋头于文字或宗教的形式，就忘了信仰
主要的目的是：认识神。

当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就质问耶稣说：「看哪，祢的门徒作安息日
不可作的事了！」

安息日原是作为休息之日，但耶稣的门徒因为饿了，需要采食物来吃。

耶稣回答：「戴维和跟从他的人肌饿之时所作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
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惟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
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怜
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89

法利赛人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他们把宗教视为一种服事神的行为，当作一个主人的奴仆。

法利赛人不能看出神给他们律法是因为祂爱他们、因为祂想要帮助他们、也因为祂想要教他们要彼此相
爱。法利赛人有信仰，却不真的认识或了解神。神透过何西阿先知告诉我们：「我喜爱良善《或作怜
恤》，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90，神的百姓已经忘了从心而出的真正信仰，也就是爱和
公义的信仰。

所以，神寻求一次结束在祂和所有人之间宗教上的仇恨，祂用祂自己儿子的血为所有人类的罪作最后的
救赎。91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
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92「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
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93

这个新约并不是因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而从神那儿赢得好处，而是因我们被立为子嗣，所以便得到所有基
督的产业。

保罗写着：「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或作我们》一切过犯，便叫
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据，把他撤去，钉在十字架
上。」94

新约对义的标准比律法上的还要高，这是神真正的爱， 要每个人都从心发出，95不是当作一种宗教的行
为，而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96

89 太 12:1–7.

90 何 6:6.

91 徒 20:28.

92 來 10:19, 22.

93 羅 8:15.

94 西 2:13–14.

95 太 5: 17–48.

96 林後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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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还想放弃一些东西来更加亲近神，如放弃电视、钱财、或甚至食物等，但神并不希望我们是在
一种宗教的行为里垂头(像苇子)。透过先知以赛亚，神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信仰的本质：

「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

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

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97

进入窄门

或许读到这里，你现在会怀疑：我真的需要受洗和得圣灵吗？我真的需要
做所有这些耶稣所说的、和遵行祂的榜样吗？

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
去，却是不能。」98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
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99

窄门就是耶稣教训的路径— 道路。

道路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以圣灵来敬拜神，让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那能力改变我们使有基督的
形像。

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
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100

而他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
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
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101

97 賽 58:5–10.

98 路 13:24.

99 太 7:13, 14.

100 加 1:8.

101 帖前 1:6-8.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

里死了，仍旧是一

粒。…爱惜自己生命

的，就失丧生命；在这

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

生。」

约 1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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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遵行耶稣的教训时，就证明了我们相信耶稣；正如亚伯拉罕「把他儿子艾萨克献在坛上」102时，
证明了他对神的信心。

在使徒时代有一些信徒不明白保罗所写的，开始以为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了，他们认为任何不是
单靠“信心”的就是的靠“行为” 得救、而不是“本乎恩因着信”了 103；他们相信不须要为主再临而准备，104恩
典将可以遮盖他们一切的罪。

然而使徒彼得对这些人说：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
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
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
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沈沦。」105

神把圣灵赐给“顺从之人”。106

只有顺从基督之人才领受基督的灵，且「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107

还是我们可以单靠信心而得救吗？感谢神，不是的！是基督的爱让我们的心回转悔改，使我们顺从于
义。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108

下一个单元，我们将谈更多有关神所赐奇妙的圣灵，就是耶稣给所有爱祂和遵守祂命令的人的应许。

102 雅 2:21.

103 弗 2:8, 9.

104 太 24:36–51; 25:1–29.

105 彼後 3:13–16.

106 徒 5:32; 約 14: 15–16, 23.

107 羅 8:9.

108 約壹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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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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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来 6:1

每一位信徒在他迈向信仰成熟的路上，在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上，109必须要很努力地学习基督的话
语、和在祂的教会领受教导和造就。

当我们谈到竭力进到基督里的完全，可以谈很多事，但在这儿我们只想讨论基督给我们的三大福气：圣
灵、纪念祂的死、和祂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经由日常致力于这些事，我们得到力量、得到行走天路
需要的神的爱，神的爱是改变我们使有基督形像的力量。

在靈裡的生命

耶稣应许如果我们遵守祂的命令，祂和父将要来，并且与我们同住。

当耶稣被卖的那晚，祂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
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
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
住。」110

基督的灵与所有遵行祂旨意的人同住

耶稣所说的住处是神的房子，即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保留在基督的身体里才有与基督一同
的生命。

在我里面；离开我，你们不能做什么

我们必须在基督里结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加 5:22, 23)

只有保守在灵里，才可以结果子，否则不能讨神喜悦。

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 6:63) 保守自己在
基督的话语里，是被基督的灵带领的另一个方法。

109 彼後 1:3

110 約 14:2, 18–20, 23.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

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

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

是这样。…人若不常在

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

外面枯干，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约 15: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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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念我的死

犹如在圣灵里祷告，使我们保守在神的爱中；纪念基督的死，也使我们保守
在神的爱中。经由纪念祂的死，我们不断提醒自己祂对我们的爱，因此，无
论是被提醒基督为我们犠牲或者是被圣灵充满，我们都持续被基督的爱所激
励。111

领圣餐(拨饼)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看到在使徒时代、112甚至今日，因
为没有分辨基督的身体，很多人死掉《死原文作睡》。耶稣告诉我们：「这
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擘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113

这并不是一种象征，而是当我们祝谢后，饼就灵化成为基督的身体，这就为
什么它含有生命。当我们领受基督的身体时，遵照基督和使徒的榜样，只领
一块无酵饼，正如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只分受一个“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114，这无酵饼是我们诚意的象征，以及承诺要保守在基督托付给我们纯正信仰里的象征。

我们必须尽可能经常以这种方式来纪念基督的牺牲直到祂再临。靠着基督的能力，我们变得为了救赎人
类而舍弃自己生命的基督。

彼此相爱

在耶稣被卖的那晚，他指示门徒洗脚、吃主的晚餐、和要领受应许的圣灵，最后，祂给门徒更多一个命
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付的，就是我的朋友了。」115

耶稣给祂的教会最后的命令是“彼此相爱”。作为一个人，耶稣人生最后的行动是为了祂的朋友舍命，所
以祂给教会和每个人都设了爱的榜样。犹如基督为祂的教会舍命，这正是祂的门徒对于彼此所应有的一
种爱。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116

正是借着圣灵，我们学习了彼此相爱，从神的爱，我们爱人，保罗写着：「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
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117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118

111 林後 5:14.

112 林前 11:29, 30.

113 林前 11:24.

114 林前 5:8, 10:16–17.

115 約 15:12–14.

116 約壹 4:16.

117 帖前 4:9.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

肉，不喝人子的血，就

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

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

他复活。」

约 6: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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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只喜欢真理”，119没有爱和圣灵的引导，耶稣为合一的祈祷将永远不会发生。

等到我们都相信以后，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人以遵守他对神的良心为信仰的元素这样的信心和良知，「有
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
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120

我们絶不要让自己属灵上的了解变成自夸的原因，神给我们理解力只是让我们可以得救和更深入地去认
识祂，保罗写着：「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
自己知道甚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121

为了行善而被造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
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122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开始努力要达到完全、行善事、存爱心、结圣灵的果子；为了羔羊的婚宴而预备自
己，即我们和基督永恒生命的开始！

即使我们有全备的道理，但若没有行为，信心也是没有意义的。123

使徒保罗写着：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豫备叫我们行的。」124

耶稣告诉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光照在人前，那么所有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125基督周流四方行
善事，126把荣耀归与祂天上的父，127这就是我们如何行完效法基督的路程。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
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
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
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128

我们奔跑是为了得奬赏。

118 弗 4:3, 4.

119 林前 13:6.

120 羅 14:2-4.

121 林前 8:1, 2.

122 啟 19:7, 8.

123 雅 2:19–26.

124 弗 2:10.

125 太 5: 13–16; 彼前 2:12.

126 徒 10:38.

127 太 9:8; 15:31; 可 2:12.

128 林前 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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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
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129

129 啟 22:12, 20,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