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3 

PDF 电子版 

讲解救道．造就灵命．探讨圣工．实用研经 
 

 
 
 

将水变酒的神迹  陈终道 

神学与圣经  于中旻 

摆脱那恶者的控告  戴永富 

你还不知道吗？  黄志伦 

创世记（二十五）不朽的爱，天作之合  锺庆义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陈梓宜 

查经讲章大纲：喝主所喝的杯  黄彼得 

福音活页：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杜嘉 

福音活页：人生真正的盼望  郑盛光 

 

第224期 



 

 

《金灯台》活页刊第 224期 PDF 电子版 

免费索取‧奉献支持 

 

 

出版：金灯台出版社有限公司 

   Golden Lampstand Publishing Society (H.K.) Ltd. 

网站：https://goldenlampstand.org 

电邮：info@goldenlampstand.org 

社址：香港新界火炭坳背湾街 34-36 号 B 座 1313 室 

 

 

March 2023 © Golden Lampstand Publishing Society (H.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金灯台》活页刊是一份双月刊，由陈终道牧师创办于 1986 年，以“讲解

救道，造就灵命，探讨圣工，实用研经”为宗旨，主要服事在生命上追求长

进的基督徒、事奉人员、长执、神学生、教牧同工等。 

 

欢迎订阅，费用全免。请到《金灯台》网站了解更多：

https://goldenlampstand.org/ 

 

本电子版由金灯台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和发布，目的是为

《金灯台》活页刊提供一个离线电子版本。全文同载于

《金灯台》活页刊印刷版和网站 https://goldenlampstand.org 

欢迎个人读者传阅或分享本刊。文章作者和金灯台出版社

有限公司保留所有出版权利。 

https://goldenlampstand.org/
https://goldenlampstand.org/


第 224 期（2023.3） 
 

https://chs.goldenlampstand.org/glb/read.php?GLID=22401 

将水变酒的神迹 

陈终道 

  

经文：约翰福音二章 1 至 11 节 

  这段经文记载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将水变酒，是在

一个婚筵之中发生的。当时主耶稣像一个普通人与人交往，参

加婚筵，但就善用这机会作了很有意义的事，这证明神的事常

在祂心中：“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 2:49）

主耶稣所有的行动都以使父得荣耀、使属神的人得益为念。让

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思想主耶稣。 

一． 祂喜欢人明白神的旨意 

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祂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

亲对祂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

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

到。”（约 2:1-4）  

  婚筵的酒用尽了，为什么耶稣的母亲要跟祂说呢？马利亚

这样做显明她对耶稣有特别的认识。在天使向她报告她要从圣

灵怀孕的时候，马利亚已知道耶稣是谁，她或许期望耶稣在这

公开的场合表现祂不寻常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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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回应：“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耶稣要显明

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事上绝不体贴祂与马利亚的母子关

系：马利亚正如普通信徒一样，绝 对没有特殊的权利使耶稣顺

从她的意思而行；而主说“时候还未到”也可能是指祂应在什

么时候表现祂的身分并不是马利亚能够干预的。主耶稣的行事

和工作是按照神的旨意和时间，不是由人吩咐祂。今日我们祷

告不是吩咐神，乃是等候神的吩咐。主耶稣喜欢人明白神的旨

意，并按照神的时候，等候神成就祂的旨意。 

二． 祂喜欢人信赖祂 

祂母亲对用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

么。”（约 2:5）  

  这是马利亚信心的一个表现。她不单没有因主的话受伤，

反而深信主必有适当的处理。她的信心也是谦卑的信心，真正

的谦卑是没有将身分带出来；如果她当时觉得丢脸，她就真正

受伤了。但她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不以为意。  

  马利亚知道酒用尽了，她把这事告诉耶稣，相信祂会处

理，完全交托祂去安排。这种完全的信赖是主所喜欢的，使祂

愿意向人施恩。  

三． 祂喜欢使用人成就祂的工作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

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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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

了那水变的酒…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

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

如今！”（约 2:6-10）  

  这神迹是谁行的？神迹是耶稣行的，但借着人成就。这些

用人是普通人，但有一个特点：他们是听命的人，完全照着主

的吩咐做。主使用那些完全听从祂的人，为祂成就奇妙的事。

神吩咐挪亚造方舟，吩咐摩西造会幕，就是这样。主愿意使用

世上任何一个人：我们学识程度不同，信主的年日也不同，但

我们都可以被主使用；不在乎本身的才干，只在于是否信而顺

服。  

四． 祂补足人的缺乏 

  筵席的主人家最蒙福的地方是有耶稣在婚筵上。一般婚筵

都有很好的准备，但这件事证明他们筹备得不够周到，以至酒

用尽了。人的筹画失算怎么办？马利亚把这事交给耶稣，使主

人家在尴尬的处境中得到解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

至缺乏”（诗 23:1），有了主我什么都不需要了！纵偶有失

算，尽力准备了仍出现缺欠，也不要紧，因为有主同在就不缺

乏。  

五． 祂所行都为我们的益处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

的，显出祂的荣耀来。祂的门徒就信祂了。（约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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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门徒当时已经信祂，并且跟随祂（约 1:35-51）；耶稣

行神迹显出祂的荣耀，使门徒更加相信。还有那些用人：他们

亲自把水倒满，又亲自舀出来，水变成酒这件事再没有谁比他

们更清楚了，他们的信心也得到坚固，因着被主使用而得益。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祂善用机会作事，让神得荣耀，使人

得益处。我们今日是否充分利用每一个放在我们面前的机会，

让神得荣耀，使人更认识主耶稣呢？   

  

作者陈终道牧师［1924-2010］为《金灯台》活页刊创办人。 

本文为陈牧师的遗稿，由其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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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与圣经 

于中旻 

  

  自从教会开始，就有神学（Theo＋logia），意为“关于神

的学问”。中世纪以来，亚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

的《神学总论》（Summa Theologica），影响甚大。但倾向亚里

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自然哲学，引起不少争议，不

可忽视。不过，他的名言：“神学为神的教导；教导有关神的

事；把我们领到神那里。”应是检验纯正神学的理想。 

  保罗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

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

了。”（林前 1:21）这是说，圣经记载最 为信确，显明是出于

启示。非启示的神学，必须根据启示的圣经。 

神学是什么 

  基督教神学，所以有别于一般哲学，是仰赖神启示。 

  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巴文克教授（Herman Bavinck, 1854-

1921）说：“神学就是从神的启示而得来，有关祂知识的一门

科学。这门科学即在圣灵指引之下学习并思考，然后为了神荣

耀试图予以描述。真正的神学家，就是一个借着神学来宣扬

神、宣论神的人，并且总以神的尊荣为目的。”（Our 

Reasonable Faith《基督教神学》，赵中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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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学既然是有关神的科学，基本是神特殊启示，自应以圣

经神学为基本。其他的学科，都是为辅助达此目的。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于他的杂

文集写道：“在这书中，我采摘别人的一簇花朵，不过用自己

的绳绦束在一起。”可以类似地说：神学是把圣 经中的珍珠，

以一条红线串在一起；诚实地说，珍珠不是自己磨练出来的，

红线更不是出于自己—那红线是基督的救恩。因此，神学的中

心，必须“惟独基督”和 “惟独圣经”。 

神学为什么 

  人类社会是由农牧文化演进到今天的地步。在从前，牧者

常代表领袖，百姓如同羊群。不仅是圣经地区有此观念，中国

也是如此。管子的“牧民篇”所说就是领 袖的治术。 

  以色列古时的领袖们，如摩西，就作过牧人。在将离世

时，他向神祈求赐适当的继任人选：“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

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免得…如同没有牧人 的羊群一般。”

（民 27:16-17） 

  大卫是以色列人最钦仰的牧人王，耶和华呼召他作以色列

民的牧者；他遵行神的旨意，服事完那一代的人，就睡了。

“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 坐在他的宝座

上。”（徒 2:30） 

  基督耶稣到世上来，祂自己宣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

为羊舍命。”（约 10:11）但耶稣也说到有不顾念羊的雇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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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3）。恶牧从古至 今不乏其人（结 34:2-5）；耶稣在世

上，尽管有不少宗教人，但人民仍然“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

牧人一般。”（太 9:36；可 6:34） 

  作牧人的，必须有圣经的话，才可供应人的需要。 

  在基督门下受教的课程，就是圣经。复活以后，主耶稣给

两名门徒的第一课，仍然是讲解圣经，“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 白了”（路 24:25-

27）。后来再向门徒集体显现多次，也是“开他们的心窍，使

他们能明白圣经”（路 24:45）；是从那里进深，“讲说神国的

事” （徒 1:3）。 

神学作什么 

  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彼得作教会开幕讲道，是本着圣

经，讲明耶稣是基督（徒 2:14-35）。彼得善体会主的心意，在

圣徒中事奉，并嘱咐同作牧者的 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

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彼前 5:2）。“神旨意”就是

圣经。 

  使徒保罗在所到教会中，服事时间最长的，是以弗所教

会，达三年之久。他于将往耶路撒冷的时候，途中对那里的长

老说： 

“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

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

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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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

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

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徒

20:18-21）  

  保罗为何辛苦传道？是叫人明白神的旨意。他说：“因为

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 20:27）保

罗也是传圣经。保罗向帖撒罗尼迦 教会见证，他如何在大争战

中，把福音传给他们： 

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

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

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

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作见证的。我们

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

向别人求荣耀…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

公义，无可指  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

（帖前 2:4-6,10）  

  基督的使命，岂不就是如此吗？—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教

训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就是福音，就是基督教神学。 

  使徒们“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徒 26:19），忠心

遵行给他们的使命，把福音传给万民，把神和基督见证出来。

这就是基督教神学的彰显，到神的国荣耀降临。  

作者于中旻博士为文宣士，圣经网 AboutBible.net 著者。 

https://aboutbibl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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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那恶者的控告 

戴永富 

  

神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涂抹了那写在规条上反对

我们，与我们为敌的字句，并且把这字句从我们中间

拿去，钉在十字架上。（西 2:13-14）   

   撒但（此名意即“控告者”）最大的摧毁工作之一，就是

在神面前和在人心内控告人。它在拉人下水后，继续下石，用

叫人绝望的控告来使人远离神。撒但的控告与良心的指控有所

不同，虽前者常利用后者。神在世上通过福音与良心的指控，

呼召人知罪而寻求神的恩典。撒但的控告却教人只关注自己而

不寻求神，让人要么在绝望中被罪咎感活埋，要么寻求其他偶

像或安全感来逃避控告所带来的苦恼。事实上，人人都有或深

或浅的罪咎感，而罪咎感与羞耻感形影不离。人心底上总感到

不 足，或常担心在他人面前出丑，不时觉得有一双眼睛老端详

着自己。人人难免拥有这种与自卑感密不可分的羞愧感，因人

有一个基本的需要还没得到满足，那就是享 受到无条件之爱。

世人缺乏爱，因人还没有与神和好。  

   这样，人在世上感到孤独且惧怕，总处于被指控的状态

中。内心的控告本有它的公正性，因人的良心告诉人，他的人

生有很多污点而自己必向上苍负责。但由于没有圣灵的罪人无

法觉悟到自己的罪的严重性，所以他们心中的控告主要还是关

系到他们的形象或面子的不足。人的面子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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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真实的问题（即人还没有认识神的大爱而总感到现实的威

胁）。总之，人老觉得他受一定的指控和控制，因有一种力量

既超越他又与他过不去。然而，若没有认识主耶稣，人会被这

种指控 误导；因为他不能觉悟到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他的形象或

世上的幸福，而是他与神的关系。  

   无论如何，只要人还没听福音，心里上的控告或不满都不

能带领人亲近神，反倒使人不断启动并听从他的偶像崇拜机

制：人不理性地用那些能帮他暂时逃避心里上的不安的偶像来

蒙骗自己。简言之，人想靠自身的努力来证明自己不是“受诅

咒”的，现实的主宰（神、命运等等）是站在他那一边的。所

以，人生没有任何领域是没 有宗教色彩的，但这种宗教特征本

来也是人逃避控告的方式。连信徒也难免重蹈覆辙：当信徒经

历苦难时，自己也开始担心是否自己不配蒙神赐福？该怎样做

来使神 成为咱家的后台？其结果可想而知：表面上是殷勤事

奉，骨子里是想证明自己配得蒙福。  

   在十字架上，神凭着祂的爱通过基督为我们还清罪债，故

撒但用以指控我们的借据已被撕毁了。这罪债不仅涉及到我们

过去和现在的，也包括未来的罪。由此，神已在基督里饶恕并

接纳信徒，故信徒不必担心自己是否配得蒙神赐福。信徒的资

格来自基督，也是靠基督的救赎，非自己的功德。这样我们不

必依凭偶像崇拜所提供的 虚假安全感活着。信徒的善行不是出

于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或向神还债这动机，乃是出于对神的无比

感恩和爱心。若我们仍然想用善行或成功来争取且证明神对自

己的 恩典，我们仍然以自我中心主义原则生活。这就是歌罗西

和加拉太等陷入律法主义圈套的教会的失足。再者，基督为我

们还清罪债的方式是在祂被钉于十字架上的身 上承担或吸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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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该受的诅咒（加 3:13），故我们不必胡思乱想，以为生活的

各样不顺必定表示神怒气未消或还要讨我们的债。实际上，不

健康且不真实的控告 都是来自那恶者。圣经说：“谁能控告神

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

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罗 8:33-34）。  

   这当然不是说神不会再指责信徒或不使用逆境来管教我

们。正如约伯的故事所证明，逆境未必表示神对我们的愤怒。

再者，神对信徒的指责是造就性的，而神对拒绝 悔改接受福音

之人的指责才是带来灭亡的。此外，我们该受的罪刑，即与神

隔绝或地狱这最可怕的遭遇，已被基督承担了，故没有任何力

量能使我们与基督隔绝（罗 8:31）。既然已经与日光之上的主

宰和好，并成为了祂的儿女，信徒就应深信，连日光之下的虚

空都会成全其救恩或幸福。所以，在基督里之人不必怕命运，

也 不担心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  

   信徒的罪债已由基督还清，这事实并非表示人信主以后则

不必为过去的罪行负责或不须给自己所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

反之，信徒会比一般人更热心弥补自己所造成 的损失；但这是

出于对神和他人的大爱，而非恐惧。此外，信徒需要为自己的

罪过负责甚至要受纪律上的处理或惩罚，但这与耶稣所承受的

惩罚不同；后者才是最终 极的惩罚或者地狱本身。这也不是说

信徒不会有罪咎感，但在基督里的罪咎感让人接受恩典，而非

叫人绝望。 

   爱也与信靠分不开：我们爱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也倚靠我

们所爱之神。信靠的反义词是疑惧，而被疑惧捆绑的人觉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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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坑人的，因此他要么觉得只能靠自己生 存，要么寻求他可

以依赖的偶像。其实，自我倚靠不能不带来偶像崇拜，所以不

管人怎样应对自己的疑惧，只要他不信真神，就会被假神奴役

而变为畸形之人（只知 保护自己，只知索取）。这是因为假神

靠不住；所以当人在花费精力来维持假神的地位时，就变成充

满恐惧而自闭之人，没有工夫去寻求真神或关心他人。反之，

人 若信靠真神，有了爱，就会学好顺服，而顺服是等于把自己

献给神和他人，甚至到为神和他人受死的地步。  

   圣经说：“孩子们既然同有血肉之体，祂自己也照样成为

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并且要释放

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作奴仆的人”（来 2: 14-15）。怕死不仅是

怕人生的终结，也是怕在自己愿望落空的情况下丧失人生的意

义和自我（这种人即使温饱已解决，还会故意挨冻挨饿）。人

如此理解死 亡，反映出：怕死和怕痛苦其实密切相关，因痛苦

总是威胁人生的意义和自我认同。奴役人的偶像崇拜正是出自

这种惧怕，并给人虚假的应许。然而，当信徒遇到那位为他们

死的基督，他们那如同高度膨胀却空荡荡的气球之自爱被十字

架的大爱戳穿了，自我的防卫机制也随之倾塌。耶稣也通过那

不怕死也不会死的大爱释放被 “怕死”奴役的人。这种为他人

承担罪刑之爱开始“传染”我们，使我们不再觉得有必要不惜

一切代价争取安全感或维护自尊心，因为神已经这么爱我们

了。我们就 因此更愿意为神和他人牺牲自己。  

   总言之，人有深刻的惧怕，所以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生哲学

是出于幸存者的心态，总感到自己处于威胁之中，故总要肯定

自己。自私的幸存者心态一般会诱惑人以牺牲他者给自己带来

保护和益处。耶稣没有幸存者心态，因为祂在天父的爱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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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同样，在基督里的信徒被天父接受了，要自由自在地爱神

爱人，莫忘：“爱里没有惧 怕，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因

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完全”（约壹

4:18）。  

  

作者戴永富博士目前任教于新加坡神学院。本文的经文录自《圣经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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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不知道吗？ 

黄志伦 

  

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 28 至 44 节 

耶稣讲完这些话，就往前走，上耶路撒冷去。将到伯

法其和伯大尼，就在橄榄山那里，祂差派两个门徒，

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走进去的时候，就会

看见一  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拴在那里，把它

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解开它，你们要这样

说：‘主需要牠。’”被差的人去了，发现和主所说

的一样。…  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

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上去。（路 19:28-35）  

   这段经文记载主耶稣在世最后一周的开始；教会传统普遍

称这最后一周为受难周，又或者是圣周。这是耶稣最后一次上

耶路撒冷，当时祂骑着小驴进城。在耶稣生平 的记载里，我们

看到祂走遍各城各乡，行路，坐船，没有记载祂是骑驴的，而

这次是祂指明需要使用一只小驴，在众目睽睽之下骑驴进入耶

路撒冷。主耶稣这次如此 进入耶路撒冷是有深层意义的。撒迦

利亚书记载： 

锡安的居民哪！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哪，应

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

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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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从  以法莲除掉战车，从耶路撒冷除掉战马。争

战的弓必被除掉，他要向列国宣讲和平。（亚 9:9-

10）  

   耶稣这时骑着小驴进入耶路撒冷，显明祂就是先知所预言

的那位带着公义、温柔，来宣讲和平的王。祂是弥赛亚，是我

们的救主，我们的王！所以众门徒就欢呼赞美。 

   如果这时你在现场，你会加入这个欢呼的行列吗？经文描

述全体门徒都这样做，相信如果你我在场，肯定也会加入这个

欢呼拥戴耶稣为王的行列。但当时的人们为甚 么欢呼？而耶稣

又有什么回应？ 

一． 世人为得利欢呼 

耶稣前行的时候，众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祂走

近耶路撒冷，快要下橄榄山的时候，全体门徒因为所

看见的一切神迹，就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

“奉主名  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耀！”（路 19:36-38）  

   全体门徒为什么会在那里欢乐拥戴耶稣为王呢？路加特地

告诉我们，是因为“所看见的一切神迹”。这真是极大的讽

刺。他们欢乐，原来不是因为认识到上文所说 “今天救恩到了

这家，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 19:9-10），也

不是因为明白了耶稣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

房子、妻子、弟 兄、父母或儿女的，没有不在今生得许多倍，

来世得永生的”（路 18:29）。他们不是因为认识到耶稣是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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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的主而赞美，也不是因为明白了跟从主的真理 而拥戴祂，

而是因为所看见的神迹而欢乐！过去三年来，主耶稣已经告诉

他们，祂是来拯救失丧的人、恢复人与神的和好关系的拯救

者；但他们要的始终就只有神 迹！我饿了，主耶稣给我吃；我

病了，主耶稣医治我；因此我欢乐，拥戴主耶稣为王。世人是

为得利而欢呼。 

   今天你我也在敬拜主耶稣、拥戴祂为王的行列之中。请问

我们会是为了要得神迹而来的吗？这三年的瘟疫大流行，是一

个让我们好好审查自己信仰的难得机会。我们 到底知不知道自

己是为什么跟随主？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有很多人染病，甚至

好些感染群是来自教会，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为什么上帝不

保护教会让教会不受感染 呢？神哪，现在天下大乱，有人饿

了，病了，忧郁了，死了，你怎么不管了呢？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上

帝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恶人（太 5:45）。若是这样，那为什么

面对病毒的出现，面对世界性的大流行疾 病，我们就质问上帝

不特别让信主的人有免疫力呢？难道我们也是因为要神迹才来

跟随主的吗？难道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敬拜主到底是为了什么

吗？我们敬拜主，不是 为了神迹，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因为祂

就是那位为我们进耶路撒冷，为我们受苦受难、钉十架的救赎

主。 世人是为得利而欢呼拥戴主，这是路加在这段记载里面给

我们的提醒。接下来路加就记载，当主耶稣看见这种为得利而

欢呼的群众，祂的回应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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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救主为世人的无知哀哭 

耶稣走近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了城，就为城哀哭，

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但

现在这事在你眼前是隐藏的。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

筑垒攻  击你，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要摧毁你

和你里面的儿女，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面，因为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时期。”（路 19:41-

44）  

   耶稣“为城哀哭”，这城所指的当然不是那外在的建筑

物；建筑物是不会知道平安或不平安的，只有住在那城里面的

人才会知道。主耶稣是在为城里的人哀哭，包括 那群围绕在祂

身边欢呼拥戴祂的人，同时也包括这些年来在这城里与祂接触

过的那群律法师、经学家和宗教领袖。 

   主耶稣这时为耶路撒冷城里的人，流下了哀哭的泪水。圣

经记载耶稣三次流泪：一次是因为祂见到众人为拉撒路的死哀

伤（约 11:35），一次是在客西马尼园挣 扎的祷告（来 5:7），

再一次就是在耶路撒冷，为着这群硬着颈项，只知道求利益而

不知道需要悔改的人。主指出他们“你不知道那眷顾你的时

期”（路 19: 44），这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你还认

不出上帝拯救的时机”：你们怎么还不知道，还认不出来呢？ 

   预知明天的主耶稣，知道耶路撒冷城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毁

灭：“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垒攻击你，周围环绕你，四面

困住你，要摧毁你和你里面的儿女，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

石头上面。”（路 19:43）在主后 70 年，也就是主耶稣说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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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约四十年后，罗马提多将军率领大军攻下耶路撒冷城，甚

至把耶路撒冷的圣殿，那象征着上帝的平安同在的圣殿完全毁

灭，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当主耶稣想到耶路撒冷不久后的遭遇，又看着这群在祂身

边的人还不知道祂就是那位即将要上十字架受难来赐下真平安

的主，祂哭了！而且经文记载祂是“哀哭”，更是要表达祂心

中的痛，过于祂脸上的泪水。世人为得利欢呼，我们的主却为

着人的无知而哀哭。你还认不出上帝拯救的时机？你还不知道

那眷顾你的时期吗？ 

   过去三年我们一直接收各种与疫情有关的消息，当中有不

少是让人心碎的数字，也有不少是触动人心的照片。当确诊的

数字和死亡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上升的时候， 我们看见的是什

么呢？听到令人震惊的数字，看到一张一张恐慌绝望的脸孔，

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看着这些脆弱的生命，我们有仿佛看见

主耶稣在为这群的灵魂哀 伤流泪吗？这是路加在这里的信息。 

   路加在之前的第十五章叙述了三个比喻：牧人失去了羊、

主人失去了钱、父亲失去了孩子；失羊，失钱和浪子的比喻。

这些记载都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所 关心的是什么。

祂说：“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

欢乐，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乐更大！”（路 15:7）

我们还不知道吗？主 耶稣为世人的无知哀哭。在数字和恐慌的

背后，主耶稣珍惜的是那一个一个活在迷失中没有牧人的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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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幸也好，不幸也好，上帝让我们亲身经历了这场被形容

为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危机，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在这震惊的

数字和恐慌绝望的脸孔面前，我们不单要战胜瘟疫病症，更要

赢得在这场瘟疫那些没有平安、仍未得救的灵魂！ 

   改革家马丁路德一生经历了三场瘟疫。他说：“瘟疫可以

成为一股洁净人心的力量。我们确信神让我们遭受这样的刑

罚，不光是为着对付我们的罪，同时也是为着实验我们的信心

和爱心。好让我们知道自己对神到底是存怎样的意念，知道自

己对邻舍是否有真实的关怀。”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为着好多

还没有得救的灵魂哀哭吗？让我们多给身边的人关心和问候，

将耶稣的救恩告诉他们，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平安。 

结语 

   2019 冠状病毒病的零号病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侵

蚀着我们生命心灵的零号病毒是我们对救恩的无知！让我们透

过这场瘟疫带来的各种现象来看清我们自己跟随主的心和体会

主的心，再次思想主进入耶路撒冷预备为世人受难的情景。世

人是为得利而欢呼，但我们能否单单因为主耶稣是我的救赎主

而欢呼？主耶稣为着广大群众的无知而哀哭，让我们体会主耶

稣爱灵魂的心，去爱我们周边每一个还没有得着真平安的灵

魂，把基督救恩的福音传给他们。   

作者黄志伦牧师为新加坡长老会恩泽堂主理牧师。 

本文是作者的讲章摘录。本文的经文录自《圣经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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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二十五） 

不朽的爱，天作之合 

锺庆义 

  

经文：创世记二十九章 1 至 30 节 

  创世记二十九至三十一章记载了雅各为逃避他哥哥以扫，

出走大约二十年的生活。第二十九章描述他开始在舅父拉班家

中生活，而在三十一章，雅各告别巴旦．亚兰返回“应许之

地”。期间，上帝赐福给雅各，让他成家立室、并拥有牲口和

财富。 

  让我们从这故事中，学习有关“神施报应”（神的管教）

的原则：若我们惯常地在生活中得罪神、得罪人，有一天我们

必要偿还。没有神的怜悯，我们的 罪终会反过来攻击我们。 

   创世记第二十九章这一幕展示上帝对雅各一生的计画（所

谓“天意”）。拉班和雅各可谓旗鼓相当，雅各将从惨痛经历

中得到被欺骗的教训。然而，雅各比他兄长优 胜之处是他的韧

力，尽管他在这二十年中遭到上帝的管教，他在生活中仍流露

出坚毅刚强的精神和力量，继承上帝对他和未来的以色列国的

赐福。而雅各最后还是得 偿所愿，娶得心爱的拉结；为了她，

他献上自己的黄金岁月，替拉班工作了共十四年。雅各向拉结

表现的可谓“不朽的爱”，他们这一对可谓“天作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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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我给文章起了这样的题目，然而，这却不是圣经叙事者的

重点。这故事的要点是上帝如何塑造祂所拣选、信心软弱的雅

各。上帝借着管教改变雅各，使他不再倚靠自己的小聪明或狡

猾的技俩，反而在生命中谦卑地仰赖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 

雅各在井旁邂逅拉结（创 29:1-14） 

   创世记二十九章记载雅各在井旁邂逅拉结的一幕，与二十

四章所记亚伯拉罕的仆人在井旁遇见利百加的一幕十分相似。

这两段经文同样展示了何谓“天意”：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和

祷告，上帝引领仆人到井旁，遇上为以撒预备的利百加。同样

地，上帝引带雅各来到同一处，遇见他深爱的（未来的妻子）

拉结。这些“巧合”其实 是上帝的心意，祂使人们在特定的时

间和地点相遇。 

天理循环（创 29:15-30） 

   雅各曾在伯特利遇见上帝，知道上帝会赐福和保守他。然

后，他遇见拉结和拉班（雅各的舅父），若这一切都是天意，

那么他为舅父和所爱之人付出劳力工作，是顺 理成章的。但雅

各并不知道到他舅父的为人，直到婚后他惊觉娶的那个不是他

爱的拉结，而是她姊姊利亚，才知道被欺骗了。雅各忽然醒

悟，这是因果报应：当拉班 解释说小女儿拉结不能在长女利亚

之前出嫁，雅各一定甚为扎心，因为这事令他想起自己如何得

罪了他的兄弟以扫。圣经叙述者强调上帝不喜悦雅各和利百加

（拉班 的妹妹）的小聪明，现在要追讨偿还了：雅各最终付出

欺骗人的代价，被利亚和拉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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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神施报应，乃是神对那些明目张胆得罪神、得罪人的

信徒的管教，是出于爱。信徒不会视这种事态为纯粹巧合，反

之，他们意识到上帝安排这一切发生是为了提 醒他们面对过去

所犯之罪并加以纠正。细看叙述者如何以对比手法描绘这些人

物，尤其是雅各因得罪他的兄弟以扫而面临的报应： 

1. 雅各假扮他的哥哥以扫来欺骗以撒；利亚假扮妹妹拉结

来欺骗雅各。  

2. 拉班（父亲）和利亚（大女儿）欺骗了雅各，就像雅各

（小儿子）和利百加（母亲）欺骗了以撒（父亲）一

样。  

3. 雅各利用了以撒视力不佳而欺骗他，正如拉班利用晚上

在帐棚里看不清的情况欺骗雅各。  

4. 拉班和利亚一起策画这个骗局，就像利百加和雅各一起

策画欺骗以撒一样。 

  创世记第二十九章带出的神学原则是，信徒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

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 收取永生”（加 6:7-8）。请

大家一起反思，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提醒？ 

   有人提倡所谓“廉价的恩典”，是指人可以持续犯罪而不

需面对上帝的责罚，因为上帝总会饶恕人！但这恐怕不是完整

的圣经真理。无疑，仁慈的上帝愿意宽恕人， 但人要明白认罪

和悔改的重要，才能领悟和领受圣经中所谈的恩典。当人怀着

真正悔过的心谦卑地来到祂面前，完全转离罪恶，便能活出被

圣道深化、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生命。“我们若承认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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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

一切不义”（约翰壹书 1:5-10）。 

  上帝的管教让我们彻底改变一些“旧我”处事的方法，然

后在主里面重新学习、装备和更新自己。希伯来书写道：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

心；因为主所爱的，祂必管教…神管教我们，是为着

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祂的圣洁上有分。但是一  切

管教，在  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

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

是义。（来 12:5-6、10-11）  

   上帝的管教是我们的“隔离阶段”—使我们远离熟悉的

人，而在主面前反思和更新自己的心。在这孤立的处境，上帝

将我们的焦点从“我”转向“祂”：当我们靠近主，与主偕行

时，便可去掉自己的傲慢以及错误的生活方式。上帝报应，施

加管教，是在磨炼我们的生命，为要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

  

  

本文由陈友维弟兄翻译自作者的英文讲章。 

作者锺庆义牧师目前任教于新加坡浸信会神学院。 

本文的经文录自《圣经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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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陈梓宜 

  

经文：约翰福音二十章 19 至 31 节 

  门徒如何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我们

如何相信耶稣已经复活？我们就是主耶稣所说那些没有看见就

相信的人。使徒们将目击的事实记录下来，使今日的我们能够

读到这些事，叫我们相信耶稣而得生命（约 20:31）。 

一． 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真实的事（约 20:19-23） 

   在复活那天的黄昏，耶稣向门徒显现。经文记载耶稣“把

手和肋旁给他们看…”（约 20:20）门徒之前看着士兵将耶稣的

手钉在十字架上，又看着士兵在耶稣断 气之后用枪扎穿耶稣肋

旁。那些将耶稣的身体包好放入坟墓的人，都亲眼看到当时已

经死去的耶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伤痕。如今耶稣复活，身上

还带着这些伤痕， 就是要让门徒清楚看见，真的是他们那位被

钉死的主已经复活了。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 20:20）。主耶稣死而复

活，我们很自然会想到门徒经历失而复得的喜乐。但约翰在这

里记载门徒喜乐还有一重意思，要叫我们 想起上文所记的一个

预言。在最后晚餐的那个晚上，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

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却要高兴；…但我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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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你们，你们的心就会喜乐，你们的喜乐没有人能够夺

去。”（约 16:20-22）主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不足一天，门徒

看着耶稣死去，痛哭哀号。然后主真的又再与他们见面！由此

可见，主耶稣是绝对信实可靠的，祂的预言必定成就，祂的应

许必定实现。不论是祂的受死和复活，还是祂与门徒再见面，

使门徒由哀哭变为喜乐，事情一一如祂所说的发生。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份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因为复

活所带来的喜乐，是连死亡都不能夺去的。主耶稣向门徒显

现，不是单单叫门徒看见祂而喜乐，更是要叫世 人得着复活的

喜乐。耶稣死而复活，证明了祂能够按照祂所说的将永生赐给

世人，而祂应许凡信祂的人就可以得到永生（约 6:40）。所

以，当门徒由哀痛变为喜 乐之后，主耶稣就差遣他们，吩咐他

们领受圣灵（约 20:20-21）。门徒亲眼看见耶稣死亡，又亲眼看

到耶稣已经复活，他们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的见证 人。主

差遣他们向世人宣讲祂死而复活的事实，讲解这件事的真相和

意义，要叫世人相信祂而得到生命。 

  今日，我们得知耶稣受死和复活，是因为有当时的目击证

人作证。圣灵降临之后，使徒就在耶路撒冷开始作见证，不但

在各处向人宣讲耶稣的事迹，还用 文字记录下来，使后来的世

代可以借着圣经知道这些事情，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世人

的救主。 

  不过，不是人人都相信门徒所作的见证；当时就有个人矢

言要亲眼看到主耶稣才肯相信。而主就藉此告诉我们：没有看

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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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约 20:24-31） 

  当耶稣在复活那天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并不在场。

门徒告诉多马，他们已经见过主，多马就回应：“除非我看见

他手上的钉痕，又用我的指头探入 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

的肋旁，否则我决不相信。”（约 20:25） 

   多马那么决绝地不相信，这说明了耶稣的复活真是令人难

以置信，即使那是事实，即使有目击证人作证！当时多马只相

信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死了， 所以他才怀疑其

他门徒所看见的：你们有没有看错啊，是不是幻觉啊？除非我

可以用手指探入主的钉痕，探入主的肋旁，否则我绝对不会相

信。 

   于是，过了八日，当门徒聚在一起而多马又在场的时候，

主耶稣就再次显现，并把祂的手和祂的肋旁给多马看，说：

“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 的手来，探探

我的肋旁！”（约 20:27）正是多马之前提出的条件。主耶稣清

楚知道多马内心的困惑和渴求，特地向他显现，祂也藉此宣讲

一个重要的真理。祂 对多马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些

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约 20:29） 

   “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特别是指我们而言。耶

稣的救恩是给历世历代的全人类，但只有少数人见过在第一世

纪降世为人的耶稣，更多的人是在耶稣升天后 才听到福音，

“虽然没有见过祂，却爱祂”（彼前 1:8）。我们不是看见而相

信，而是用信心来相信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耶稣已经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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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受死和复活；用信心 的眼睛来看现在的事实：耶稣正在天上

掌权；用信心来相信主的话语必定成就：耶稣必定再来。 

   其实，就算是使徒，当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们也不再看见

主像从前一样在地上工作，而是用信心仰望那位在天上掌权的

主。“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句话 就进一步引导我

们不要只留意地上看得到的事物，更加要相信主耶稣所讲有关

天国的事实。信徒活在这世上是很艰难的，多马的经历有时可

能也是我们的写照。多马 当时是在惧怕和忧愁之中，无法相信

主耶稣复活的事实。同样地，我们面对罪恶的世界，看见敌对

神的势力猖獗，或许有人怀疑神真的存在吗？祂正在掌权吗？

祂看 顾我们吗？而真实的情况是，复活的主在天上掌权，祂对

我们的处境了如指掌（启 2:1—3:22）。 

   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是历史事实，耶稣的再来是将来必要成

就的事。但愿我们用信心仰望这位复活和在天上掌权的主，看

见祂正在看顾我们，相信祂向我们所说的应许 必定实现。因为

主耶稣是绝对信实可靠的，祂已经按祂所说的受死和复活，其

他事情也必会按照祂所说的成就。   

  

作者陈梓宜传道为金灯台出版社总编辑。本文的经文录自《环球圣经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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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讲章大纲 

喝主所喝的杯 

黄彼得 

  

经文：马太福音二十章 20 至 28 节 

引言： 

  这段经文记载西庇太的一家在跟从主三年后，想要从主得

些权利和享受。这也是某些跟从主的人的意念：在跟从主之

后，想从主得些权利或享受。可 是耶稣告诉他们不是权利和享

受，乃是义务和责任，是喝苦杯，是服事人。 

一．这杯是什么？ 

1. 是完全顺服神而否定自己。这对于一个有思想、意志、

立场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否定自己即舍己的意思，耶

稣的一生正是舍己的一 生。这是杯，也就是路加福音

9:23 和马太福音 16:24 所说的真理，凡跟随主的人要喝这

杯。 

2. 是无故受人咒诅（诗 69:7-9; 75:7-8）。咒诅是恶人应该领

受的，但这咒诅是无故地临到我们身上：为了传讲真理

福音，为了别人的灵魂，我们被咒诅、误会、攻击。耶

稣自来到世上直至 十架都是这样，人咒诅祂，将苦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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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祂身上，最后天父也离弃祂，祂成为众人的咒诅（加

3:13）。 

3. 是经历人生的苦味，即凡事受试探（来 2:17-18；4:15）。

受过试探，才显出人性的本质如何，才能了解我们到底

如何，然后去同情别人，神许可我们受 试探就是这个目

的。耶稣自己凡事受试探，祂完全了解人性的软弱，所

以祂完全体恤人的苦楚。人在试探中是痛苦的，但这杯

是应该喝的。 

4. 是尽力服事众人（太 20:28）。服事人是一件难事。服事

人一天容易，但服事人一个月、一年就难了；服事一人

已难，服事多人就更难。一个传道人如牧养一百 人的教

会，就是要服事一百个不同的人，绝不容易应付。服事

人，会被人埋怨，会有人讨厌、反对、批评；服事人越

多，被批评也越多。但这杯是要喝的，也是耶稣 喝过

的。 

二．如何喝这杯 

1. 明白必须要喝这杯，甘心领受。无论怎样苦，怎样难，

总是勇敢喝下去，不逃避也不推却责任。耶稣就是这态

度：我父所赐给我的杯， 我岂能不喝呢？（约 18:11） 

2. 从中体会滋味。当我们领受这杯的时候，知道其中的滋

味，那么我们也要去体会别人领受那杯的滋味，我们自

己就不要随便把苦杯给别人了。如果你在 苦难中能体会 

那苦难的滋味或教训，那么你就能与诗人一样说：受苦

与我有益（诗 119:71）。 

3. 共同分享苦难。在苦难中我们特别能够与那些受同样苦

难的人分享，当我们共同分享苦难，我们的苦难反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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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而别人的苦难也减轻了。生病的时 候，当我们见到 

别的病人，就知道不是只有自己一人生病受苦。这是共

同分享苦难，也是喝杯的态度。 

4. 将我们受苦得益的见证告诉人，使他们从我们的见证中

得益，得造就与安慰。使徒把主耶稣十架的苦难写下

来，也将他们受的苦写出来，使我们读 后得到帮助。但

要注意不是消极的诉苦，乃是积极的见证主恩。 

结论： 

  我们既已决定跟从主，就要跟从祂喝苦杯。让我们每逢守

主餐时，记念祂的苦难，并分享这苦难。   

  

作者黄彼得牧师为东南亚圣道神学院荣誉院长。本文选自《基督教简明查经讲章大

纲》，全部大纲共约二千三百篇，已在金灯台网站 goldenlampstand.org 发布。欢迎浏

览或下载，费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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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活页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 

  

  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个叫拉撒

路的人，他患了重病。他和他的两个姐姐都是耶稣的好朋友。

当拉撒路病了之后，他的姐姐们就 打发人 去找耶稣，见面第

一句话就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句话何等情真意

切！从这句话里，我们看到非常丰富的内涵。“主啊！”清楚

地承认耶稣是主，是有能力医治疾病的神，即使拉撒路患的是

极其严重的疾病，耶稣既然是主，是神，祂一定有办法。“主

啊！”也表现了来求耶稣的人心情是何等的迫切，这是一个认

真 的请求；“你所爱的人”，强调了病人与耶稣的关系非同一

般，是耶稣所爱的人！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他们与耶稣之前就认识，而且很熟悉，他们 也深知耶稣很爱他

们，从故事后面的记载来看，他们也很爱耶稣，这种双向的情

感交融，让前来请求的人十分有信心；“你所爱的人病了！”

这句话真是说到重点上。人有病，最关切的是家里的人，最担

心的是爱他的人，只要有爱，病人的一切事情都与爱他的人有

关。耶稣爱拉撒路，所以，拉撒路的病就与耶稣有关，耶稣你 

一定要关心这件事啊！这个请求，真是在情在理，大有智慧。 

  当我们生病了，也能这样向耶稣祈求吗？当然能！首先，

我们得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自己也是神，祂是神，祂

也是人类的救主，把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只要我们愿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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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祂的面前，承认自己曾经因为不认识神而得罪了神，也曾经

做了很多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恳请耶稣的原谅，并且愿意接

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那么，耶稣立时就成为你的救主，你也可

以称呼祂：“主啊！”耶稣既然是你的救主，祂必然是爱你

的。祂曾说过，祂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

你 是耶稣爱到底的人，你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主耶稣说：“你所

爱的我病了！”耶稣必定会听你的祷告并且回答你。 

  听听耶稣是怎样回答为拉撒路请求的人：“这病不至于

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原来，在人

看来那么不愿意接受的疾病中，竟然藏着一个极大的、极美的

目的，就是能够荣耀神的名，荣耀耶稣的名。若我们确定，在

我们的疾病上面也有神的美善心意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安心地

把自己交托给神，专心看神如何在这件事上做奇妙的工作。耶

稣说话斩钉截铁，说拉撒路的病不会死，但后来拉撒路在耶稣

还没来到之前就死了。此话怎讲？拉撒路的姐姐也似乎有点怨 

言，说耶稣如果早一点来的话，拉撒路就不会死了。拉撒路的

姐姐看见的是肉身死亡的事实，但耶稣说的是祂有能够使死人

复活的能力！祷告后病情更严重了吗？不 怕，耶稣的时间不会

延迟，祂在自己预备的时间出手医治。耶稣对着拉撒路的坟墓

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浑身还绑着裹尸布就立即蹦出

来了！耶稣是神，是行神迹的神，你觉得你的病又大又重吗？

放心交给耶稣吧，祂一定有办法，也许不会重复拉撒路的故

事，但一定会如关心拉撒路一样关心你。 

  在拉撒路的故事里，有一个非常闪光的亮点，就是当耶稣

看见村里的人因为拉撒路死了而伤心痛哭的时候，耶稣也哭

了！是不是很诧异：神的儿子居然也 哭了？ 是的，在我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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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时候，在我们的信心还不能达到完全相信神的能力的时

候，耶稣并不会责备我们，而是体谅我们，与我们一起哭！这

样的救主，这样的医治者，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信靠祂，不把

自己交托给祂呢？ 

  你生病了吗？你伤心了吗？不用怕，你是耶稣基督所爱的

人，完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面前，对祂说：“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

铺床。我曾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

因为我得罪了你。”（诗篇 41:3-4）  

  愿你信靠主耶稣，向祂祷告，看看在你的故事里，耶稣会

怎样做？会以何种的方式来医治你，以荣耀神的名？（杜嘉）

  

 

欢迎活用“福音活页”：转贴、转寄、打印等，以广传福音。注明出处和作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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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活页 

人生真正的盼望 

  

  美国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卸任以后，有一天清早在

街上散步，遇到几个邻居。他们热情问候亚当斯：“阁下！您

生活过得好吗？”亚当斯回答说：“我很好，只是我的房子很

不象样。我家的柱子摇晃，屋顶上的瓦片掉落，墙面也开始剥

落。 

  邻居们听后感到担心，打算为亚当斯募款，把房子重新盖

好。亚当斯却对他们说：“各位且慢。我家的两根柱子摇晃，

所指的就是我的两腿抖震；屋顶上的瓦片 掉落，所指的是我的

头顶上无毛；墙面剥落，你们看看我的身体，全身无肉，只剩

下皮包骨。各位不妨说说看，你们要如何为我盖房子呢？”邻

居们哄堂大笑，觉得 亚当斯形容得相当贴切。 

  亚当斯继续说：“人生在世只走一遭，死后就离开世界，

即使拥有稳固的房子（健康的身体），仍然不能存到永远。我

以前也跟各位一样，两腿强健、头发浓 密、身强体壮，但如今

成了疲惫摇晃、不靠拐杖就不能好好走路的老头子。虽然你们

不能帮我重盖房子，但是天父曾应许要为我们预备天上永恒的

家乡，那是稳固居 所。” 

  人生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

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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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马书 8:24-25）这句

话道出人生两个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盼望所见的，这是一般人所追求的梦想，希望找

到好的工作，拥有更多的财富，有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可以好

好的享受人生。然而人的一生不管能活多 久，终归会有两目紧

闭、手脚伸直、气绝身亡、归于黄土的一天。活在短暂有限的

时空中，面对变幻无常的世事，人的心灵深处永远得不到满

足。 

  第二种是盼望所不见的，这是基督徒最终极的愿望，远超

过人世间所求所想的，那就是永恒的国度。基督徒明白自己在

世上是寄居者，世界再好，都不是久留之地；他们向往的是天

上更美的家乡。主耶稣对门徒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

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

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

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 14:2-3）  

  人生真正的盼望不在于今生所追求的，因为今生所拥有的

一切转瞬即逝。高尚顶级的豪宅不能成为生命的保障，香甜多

汁的果实不能纾解生命的干渴，缤纷璀灿的生活不能填补生命

的虚空，只有基督丰盛的恩典才能满足生命的需求。有了神所

赐的永恒生命，胜过拥有世上一切。 

  葛培理牧师说得好：“成为基督徒最大的利益是人生有了

永恒的盼望，这盼望能越过坟墓，直到进入神的荣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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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的圣徒如此祷告和赞美： 

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

时候，  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

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

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诗篇

39:4-7）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

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

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

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 1:3-4）   

  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才是人生惟一的盼望！不要把人生

的盼望错摆方向，以致错失良机。愿你信靠永恒的救主耶稣基

督，获得祂所应许的宝贵福分。（郑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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