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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一位出人意料之外的神”
因為祂的意念高於人的意念!
我們在這裏要談“神的呼召” - 是指上帝特別挑選一些重生得救
的基督徒，要他們出來專心的、全時間的服侍祂。神對各人的呼召
並沒有特定的模式，卻又有一些共同點：首先,呼召是通過神的話
臨到被召的人，然後被召的人對神的話 都會有回應，神都有使命
交付 讓他們去完成，神都會給他們 各樣不同的恩賜使他們有才能
去事奉。多少時候我們會聽見人家說：對於神的呼召不能夠太肯
定。今天就讓我們從聖經中看看過去蒙召的一些工人，去明白蒙神
呼召者所具有的特性和蒙召的原因，從中更了解神的心意。
1.未出母胎被召的耶利米
他不靠自己，有神的同在：在耶利米書 1:5-7 記載了耶和華的話
臨到耶利米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耶 1:5）耶利米回
答耶和華說：「我不知道怎樣說，因我是年幼的。」耶和華卻對他
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
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耶 1:7）
上帝這樣的呼召叫耶利米明白，自己自出生以來一切的才幹、性
格、學問、健康、聰明、智慧…等等，全部都是神所賜的，為要叫
自己長大成為神的先知。既然自己的一切都是神所賜的，自己一無
所有，也就無所誇口，也不能推辭。「年幼」不能成為推辭的理
由，只能成為不敢自誇的基礎。而最重要的乃是有神同在，這樣，
面對任何人、物、事都不必懼怕了。（耶 1:18）
2.絕對順服的童子撒母耳
我們都聽過孩童時期撒母耳的故事。他從小被送到聖殿跟隨年紀老
邁的祭司以利，午夜中，三次都以為是他的師父叫他，每一次毫無
怨言的跑到老人家的跟前，問他有什麼吩咐。他從小的順服，成為
後來了祝福，我們看見上帝一次又一次地重用他。聖經怎麼講？
撒上 3:19-20 指出：「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所說
的話，一句都不落空。從但到別是巴(從南到北)，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知道，耶和華立撒母耳為先知。」撒母耳對神的順服能夠讓他活
出了神的呼召，成為了我們所有服事神的人永遠的楷模。
3.羨慕先知、謙卑、後來被神點名的以利沙
神在何烈山向以利亞顯現，曾經吩咐以利亞要膏以利沙先知（王
上 19:16），而當時的以利沙是完全不知情的。到了後來以利亞遇
見以利沙在趕牛，以利亞上前將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並沒有
說甚麼。但是以利沙立刻就明白神要召他，並且將牛宰了，又用套
牛的器具煮牛，分給民吃，然後就跟隨以利亞。（王上 19:19-21)
4. 被主耶穌徹底破碎的保羅
一個不認識耶穌，要抓基督徒又是正宗的法利賽人，完全是一個對
立的人，但是主耶穌基督光照他，直接的呼召他。三天之後，一個
曾經受教於著名的猶太學者迦瑪列門下，熟讀摩西律法的人，就開
始被重用。誰敢說這不是神的預備，很早之前就揀選了保羅，讓他
一轉念就得使用。
今天我們若是願意，有感動接受裝備，在工餘時先修一些部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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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謙卑順服準備好隨時隨地都可以服事主。因為你並不
知道您的得救，不是神早已經揀選了你，要你將來成為傳道
人，成為多人的祝福。
5. 八十歲的老人家 -摩西
與童子撒母耳相比，摩西是另一個極端，當他在四十四歲之前
接受了最好的宮廷教育，享受了王子的待遇，也是他人生中最
有活力，最具聰明智慧，最有權力，最有社會地位的時候．他
滿有抱負的要去拯救以色列人，但是我們看見神沒有用他。反
過來到了摩西晚年，八十歲的時候，已經快到人生的盡頭了，
上帝在火中荊棘向他顯現，呼召他。神用人的目的是要彰顯神
的榮耀，不是要彰顯人的本事。摩西雖然年老才蒙召，他卻活
到一百二十歲，不論精力、健康、眼目、智力……，全部都是
在最好的狀態中，證明靠神同在的人，其能力是來自神，並不
是來自人。
6.看見異象，自動請命的以賽亞
以賽亞在異象中看見耶和華高高坐在寶座上，有天使們侍立，
而且不斷地喊叫說：聖哉、聖哉、聖哉！以賽亞看見就說：
「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咀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咀唇不潔
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於是神就吩咐撒
拉弗用火炭潔淨他的咀唇。之後，他又聽見耶和華說：「我可
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以賽亞聽了，就說：「我在
這裡，請差遣我。」（賽 6:8）「神的呼召」也可以出於「人
自發地請命」。 這不是出於人意，原來是神用異象呼召來誘
發人的心甘情愿地請命而去。以賽亞先知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今天，你是否看世界這大的禾場，到處都是福音的需要，你會
自動請命嗎？你有這種負擔嗎？」神對以賽亞又說：「你去告
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
不曉得……。」原來在賽 6:9-10 神所發出的使命，是一個
「沒有成功感」的使命。真正蒙召的神僕，就要承擔「沒有成
功感」的事奉，這才顯出「忠心」。做傳道人並不一定做「大
牧」，如果這樣，請問你願意不願意去做這種「沒有成功感的
使命」事奉呢？
神呼召人的方式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為祂的意念高於人
的意念 !我們看主耶穌所揀選的十二個門徒，不在乎他們智慧
有多大！使徒保羅在林前 1:26-29 卻講的很清楚說：「弟兄
們，可見你們蒙召，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貴的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你是以上這些例子的人物其中之一嗎？
如果你承認自己的聰明才幹、健康智慧、學問成就…等等都是
神所賜的，為了要叫自己長大去服事主。如果你也愛弟兄姐
妹、關心人的靈魂、關心神的家…你有聽見神的呼召放下一切
全時間服事；或者願意謙卑，先裝備好自己，等候主使用。
我們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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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的挑戰-看重永恆
經文：啟廿二 6-9
引言
啟示錄廿二章是整本聖經的最後一段，也是整卷啟示錄的結
尾。最奇妙的，啟示錄一開始的幾句話（啟 一 1-3）和結尾
（廿二 6-9），竟然幾乎完全相同，可見這幾句話的重要。
思想這段經節，首先，要思想這話是對誰說的。啟示錄二～三
章中給七個教會的書信中，最後都說「凡有耳的，都應當
聽」。可見啟示錄既是對教會，也是對門徒來講，因為我們都
是有耳的人。此外，我們每一位信徒，既是門徒，又是主的僕
人；我們都在跟隨主和事奉主。所以，這段寶貴的話語，應該
成為我們重要的提醒。「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
（啟廿二 6）「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
語的人，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這神。」（啟廿二 9）
或許我可以這麼說，這四節經文的中心在第七節， 「凡遵守這
書上預言的有福了」。在啟示錄中共有七處提到「有福」；第
二十二章七節是第六次提到。有什麼福？是升官發財嗎？是生
胖兒子嗎？是得博士學位嗎？是掌聲喝彩嗎？以上所述皆非錯
事，甚至可能是好事，但都不是真正「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乃是「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
（啟廿一 7）是進去那裡？啟示錄廿二章 1-5 節對「新天新
地，新耶路撒冷城」有很好的描述，那裡有永遠的生命，沒有
咒詛和病痛；可以見主的面、 可以事奉祂；不再有黑夜，不用
燈光、日光；我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對我們每一位跟隨
主、事奉主的人來說，面對今生的挑戰，我們需要把握以下個
原則：
一、要堅定信心
使徒約翰在寫啟示錄的時代是一個受到極度逼迫和苦難的時
代。同時，在啟示錄二及三章的七封書信裡，也見到當時教會
及信徒的光景：(1)富足以後，變得不冷不熱；(2)在世俗的試
探中軟弱；(3)在異端的影響下跌倒。藉著第二十二章六節看見
兩個重要關鍵：
1.相信主的快來
「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祂
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祂僕人。」（啟廿二 6）「必要
快成的事」在啟示錄一章一節是「what must soon take
place」，而在廿二章六節則是寫：「what will happen
soon」。「soon」 乃指短期內，很快就會發生；「時間」在神
與人的尺度相當不同。人常會覺得「怎麼這麼久，還未發
生」？在逼迫中，在苦難裡，像楊腓力 Philip Yancey 問的
「Are you hiding ?」「Why you are silent ?」在 2000 年
前，基督徒在苦難中會這樣問，今天我們也可能這樣問。跟隨
主的人，不會完全沒有難處，在社會的環境裡，有時滿是險惡
和不公，又有各樣的試探和重擔，你想要潔身自好，卻無法抗
拒那文化和風氣； 你想秉持公義和順服聖經的教導，卻發現個
人的吶喊和力量又何其薄弱。在家庭的關係裡，也有許多無
奈， 婆媳問題、親人相處、長輩問題、親子關係，各樣困難比
比皆是；即或都是基督徒，仍可能有很大的難處；如果親人間
不全是基督徒，那麼因著價值觀的不同，習俗的差異，難處就
更加大了。另外，我們每一個人終必都會碰到健康的退化以及
病痛的威脅。萬一，再加上一些身心的折磨，我們怎能不在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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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中哀號？
2013 年底全民選出「假」字代表了對整個一年的回顧。如關說
案 、洪仲丘案、司法公義、食品安全、環境污染、核電議題、薪
資倒退等。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人與人競爭，團體
與團體競爭，國家與國家競爭。為了生存，為了更大的益處，很
多競爭極其殘酷，甚至血淋淋的，我們處身其中，該怎麼面對？
感謝主！當我們確信「主必快來」這一個真理時， 我們不必學習
「半澤直樹的加倍奉還」。我們應回到聖經的價值觀，我們知
道：(1)上帝必會為我們伸冤，討回公道。「不要自己伸冤，寧可
讓步，聽憑主怒」，又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十二
19）;(2) 我們雖然眼前吃虧，但不見得是真吃虧；俗語說：「謀
事在人，成事在天」，「千算萬算，不如老天一算」。真的，神
如多憐憫我們一點點，或多祝福我們一點點，我們就受用不盡，
那麼，眼前的一點虧就算不上什麼；(3)吃虧其實不是真吃虧，
而是預備要領受另一種恩典。「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益處。」（羅八 28） 信徒彼此的關係有時也不容易，誤會和傷
害常常是教會中最難解決的問題。使徒保羅提醒我們：「既然蒙
召，行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
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聯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
心。」（弗四 1-3）當然，這幾句話說來容易，做起來卻很不容
易；靠的是「復活的能力」（弗一 19、20）、「聖靈的能力」
（弗一 13）。
在苦難逼迫裡，人們看不見希望；在混沌未明，看不清未來時，
人們不安疑慮；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裡，人們滿是挫折和失
望。「主必快來」是一個應許， 更是一個必要成就的事。「眾位
可以放心，我信神祂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徒廿
七 25） 「你們是客旅，是寄居的。」（彼前二 11）在人生旅途
中，今生不過是永遠生命中的一小段。我們從那裡來，往那裡
去；何時來，何時去，我們自己無法掌握。但是，「神從創立世
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弗一 4）；「要照所安排
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
面同歸於一。」（弗一 10）從這些話語裡，我們可以確信， 萬
事萬物從永遠到永遠，都完全在神的旨意之中。當我們認清這些
的時候，「榮辱得失」自然就看得淡， 「患得患失」之心也就減
輕了。換言之，許多壓力重擔就能變得輕省，因為我們可以把結
果交給上帝。
2.相信神的全能
神是全能的主，祂創造，祂護理，在祂無所不能， 我們生命氣
息，一切際遇都在祂權能之下。「要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
人。」（啟廿二 6）神決定「成就的時間」，決定「什麼樣的
事」，也決定「怎麼樣成就」。換句話說，祂的「全能」是無庸
置疑的。 在第一世紀裡，確信我們的主是「全能的神」，對當時
的教會及信徒非常重要。在血淋淋的十字架前， 在餓狠狠的獅子
嘴邊，若不能確信我們的主是全能的神，在祂那裡有永遠的福
樂，沒有人有足夠的勇氣來面對那樣的苦難。確信神的全能，就
是相信「十字架的能力」， 代表著「死裡復活」，能改變萬事；
也就是相信今生短暫的生命，遠遠比不上永恆裡尊榮與福樂的可
貴。
（1）神能改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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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啟廿二 6-9
當時異端橫行，世俗掛帥，人們相信「神的全能」就能定睛在真
神身上，而不會因為苦難或是追求世界而離開真神。 其實，今天
的時代也是如此，在台灣，幾乎每天都有人自殺，從八、九十歲
的長者到小學的孩童，從單身到整個家庭，從演藝人員到醫生、
教授、軍警、企業主管和知識份子 ; 有因感情，財物，病痛，有
的則是對時局灰心，對人失望。但無論為何，我們每次看到聽到
這樣的消息，實在覺得心痛。一個信靠真神、 真心相信神能改變
環境的人，就不會放棄希望，更不需要放棄自己的生命。 教會裡
頭，因著個性及異象的不同，有時也會有難處。我們這些事奉的
人身在其中，有時也有過不去的時候，這個時候怎麼辦？我們若
真正相信神能改變環境，我們就可以在禱告和盼望中，等候神的
作為。
（2）神能改變人心：
在生命中，有時會有挫折，有時需要等待，有時需要轉彎。但很
多時候，常常因為不能等待，不能忍耐，不能轉彎，而造成對
人、對己很大的傷害。如果我們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祂能改變人
心，對己對人，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神是全能的主，在祂沒有難成的事。如果一個內向、害羞、不夠
主動的個性，神竟然沒有能力改變， 那我們信靠的這位神，究竟
值不值得我們去跟隨呢？ 其實，關鍵在於我們有沒有看見自己的
「需要」和 「盲點」？有沒有「願意求神改變的心」？
二、要真正敬拜
先知書中對當時的猶太社會有很多責備。有的人弄錯對象，去敬
拜假神，但更多的猶太百姓（神的選民），包括君王及祭司，卻
常常陷在錯誤的敬拜裡， 他們以為華麗的聖殿，嚴肅的儀式，貴
重的祭品就能討神的喜悅；這是極大的錯誤。
1.認清敬拜本質：前面曾提到述啟示錄的七個教會： 不冷不熱的
敬拜；依靠地勢、財富、人才，而不依靠主。今天這兩點在我們
周遭的環境中，仍常常看到。
「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啟廿二 7）、「守著書上言語」
（啟廿二 9），申命記中也一再說「謹守遵行就必蒙福，否則，
就必招禍。」神要的是什麼？
主耶穌說：「真正的敬拜，不在那山，也不在那城，乃是出於心
靈和誠實的敬拜。」在至高神面前， 「心靈和誠實的敬拜」代表
「真正的謙卑」，也就是 「完全的捨己。」
曾有一位在文學、哲學都很有素養的弟兄告訴別人說，每個講員
的每一篇講道，他都能找出缺點。曾有神學生對別人說他每天有
兩小時以上的禱告，那才叫禱告，別人每天花二、三十分鐘在禱
告上，根本不能算禱告，連「敲門」都談不上。還有位精明能
幹、才華橫溢的執事說，神把他放在那個教會，就是要他來 「糾
正」傳道人做不對的地方。
來教會敬拜，有人是為了持守宗教習慣，有的是為了彌補虧欠，
也有人為了調劑精神，為了社交應酬，或者為了尋找對象，還有
的人是為了升官發財。有人參加教會活動是「不得不來」；也有
的是「半推半就」。 唯有智慧人來到教會是為了「敬拜上帝」。
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反省的是：你用什麼態度來敬拜神呢？
約翰福音廿一章記載，耶穌復活後回到世上，祂第三次對門徒顯
現，是當連彼得共七個門徒在船上打魚，整夜打不著什麼的時
候，耶穌叫他們把網撒在船右邊，就立即捕獲了 153 條大魚。

-王貴恆老師

隨後，早飯吃完後，耶穌三次對彼得說：「你餵養我的羊。
之前， 祂各問了三次的問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約
廿一 15）「這些」是什麼？我們是不是都常常愛「主的恩
典」，大過於愛「主自己」？！
2.認清敬拜對象
「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我既聽見、 看見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俯伏要拜他。他對我說：『千萬不可！
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
僕人的。你要敬拜神。」 （啟廿二 8-9）
老約翰，這位神的忠心僕人，是十二使徒中最得主喜愛的，近
距離受教於主，長達三年半之久，竟然也會拜錯了對象 —敬拜
天使。其實仔細想想，天使是主的使者，帶給老約翰「啟示
錄」的信息，而天使是事奉主的，跟隨主有一定的時間，「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必帶有一點主的榮美，所以老約翰見
到天使， 一定會覺得「可敬又可愛」，難怪他要俯伏下拜。
我們也有可能會拜錯對象：華麗的建築、美好的音樂、方便的
交通、舒適的「開放家庭」等等。信徒對傳道人或領袖的愛及
跟隨，有沒有變成「個人崇拜」？我們愛主、奉獻及服事，是
否為了「人的肯定」、「人的權柄」、或是「個人的成就感」?
人們選擇對象，換工作，買房子，選教會，為孩子選學校時，
有多少人先禱告，再決定？領大筆的年終獎金，有多少人會為
奉獻的事而禱告上帝？又有多少人為孩子的生命而禱告主？我
們讀經是為了「知識」，還是要「更認識神」?
所以，要認清敬拜的對象何其重要。當年先知以賽亞站在殿
中，看見上帝的威嚴和榮耀，反過來看自己，就知道是個罪
人；當天使用火炭沾他的口，代表主的寶血洗淨他的罪，因
此，當他聽見上帝在呼喚：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去
呢？」他便放膽回答：「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結語
1881 年，羅富慈（Z.S. Loftis）生於美國田納西州，20 歲
時，從 Vanderbilt 大學藥學系畢業，1908 年，他 27 歲又從
Medical School 畢業，1909 年 6 月到達了西藏。 1909 年 6
月 11 日，他和一行人在「裡塘」（海拔 5200 公尺），外面有
座孤零零的一座墳立在高原寒風之中，是一位宣教士 William
Soutter 之墓，死於 1898 年 11 月。
羅富慈這位年輕的醫生，沒有在美國行過一天醫， 當天在日記
中寫下了幾句話：「萬能的主啊！如果您希望我成為填充這片
地上的一座孤墳，一座里程埤，和對他人的激勵，我也甘心情
願，只要是您的意思」。
十四個月後，羅富慈醫師在一面行醫，一面傳教的時候，從一
個藏族孩子的身上，感染到天花，再加上風寒，不幸去世，年
僅 28 歲。他的墓被放在通往「拉薩」的大路邊，在那孤零零的
墓埤上，上面用英文、漢文和藏文三種文字，寫著「人為朋友
捨命，愛人的事莫有比這更大的」。
人的存在價值，不在壽命的長短、財富的多寡，也不在掌聲的
大小，而是在永恆裡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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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的結局
彼得前後書的末世論(一）
審判的日子、萬物的結局
在彼得前書四 1-18 當中，使徒暗示了基督在末日的時候要
再來，審判活人死人。根據馬太與路加的記載，耶穌曾數次
提到「審判的日子」（例：太十 15）。約翰提及審判日時
告訴我們：「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
日子坦然無懼」（約壹四 17）。羅馬書二 5 也提到上帝
「公義審判的日子」。彼得自己在後書二 9 說：「主知道
搭救敬虔的人脫離試探，把不義的人留在刑罰之下，等候審
判的日子。」審判之日是新約末世論的重要主題：有一日
基督將要再來，審判活人死人。而彼得前書四 19 告訴我
們，審判日乃是「萬物的結局」。
此處中文翻譯成「結局」，讓人聯想到「末日」：我們可能
以為，在這一天之後，一切都結束、消失、毀滅，不復存在
了。但原文的「結局」並不是這樣的意思。彼得在這裡用的
詞是 telos，乃「目的」、「目標」的意思。這種結局並不
是單純的「結束」，而是「完成目的」，如同馬拉松選手跑
完整個賽程，到達終點。
保羅曾說自己「當跑的路已經跑盡了 …。從此以後，有公
義的冠冕為我存留，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
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後四 7
-8）。
這裡讓我們看見，保羅在地上跑天路，不是漫無目的到處亂
跑，而是像賽跑選手一樣，「朝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
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 14）。這獎賞就是
在審判之日得著那為他存留的公義冠冕。 我們看見，保羅
在地上已經打了美好的仗，跑盡當跑的路。這是保羅殉道前
寫給提摩太的遺言，而他並沒有說自己死後馬上就會得著公
義的冠冕。那公義的冠冕為他存留，直到審判之日才賜給
他,也賜給我們以及歷世歷代的眾聖徒。
彼得前書四 19 告訴我們，這審判之日就是「萬物的終點」
「標竿」、「目的」。因此，這結局並非萬物的結束，而是
新的開始。彼得後書三章說「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
地，有義居在其中」，這就是萬物的新開始。啟示錄也以
「新天新地」作為歷史的大結局，而這結局乃是新的開始
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天地得更新
但這新的開始，難道不是上帝毀滅舊有的萬物，終結歷史，
再創造出新天新地嗎？彼得與約翰宣告「新天新地」的盼望
時，他們選擇的詞彙非常精準。希臘文有兩個字可以翻譯成
「新」： neos 及 kainos。Neos 是指本來不存在的東西被
造出來，像一棟新房子從平地蓋起。但彼得與約翰講到「新
天新地」的時候，用的是 kainos，是「煥然一新」的意思,
如同日本電視節目「全能改造王」當中那些破舊不堪的老宅
在設計師、建築師的精心規劃下被翻新。在這節目裡，老
4

經文：彼前 4/7-19
-曾劭愷老師

宅並不會遭到拆毀。設計師、建築師總是盡量保持房子原
有的結構與特色，同時又將舊宅徹底刷新。他們會將屋主
對老房子的一些美好記憶放回改造後的房子，讓屋主在其
中既感到截然不同、煥然一新，卻又覺得回到了自己所熟
悉的家，而不是進入陌生的屋子。墮落的人類用他們無法
徹底發揮的造物主形象創造房屋、改造房屋時，尚且能夠
彰顯如此奇妙的能力，被譽為「全能改造王」，更何況是
我們的上帝呢？我們的造物主才是名符其實的「全能改造
王」。
假如上帝創造了天地，看見天地墮落敗壞,就毀滅祂所造
的天地，重新造出另一個天地，這樣的上帝算什麼？這種
無能的假神不是在聖經的救恩歷史中向我們自我啟示的全
能上帝。
彼得與約翰向我們宣告「新天新地」的盼望時，用了
kainos 這個字告訴我們，起初神所造的天地與將來的新
天新地乃是同一個天地，徹底改造翻新。上帝的創造之工
並不是在六日之後就停止了；祂不斷地繼續創造（即創造
論當中的 creatio continua），將天地造成新天新地，才
達到創造之工的結局，也就是彼得所說的「萬物的結局」
所以聖經以「起初神創造天地」為始，並於終末之處對我
們宣告「新天新地」的盼望。
或許有人會問：「但耶穌不是說『天地都要廢去』嗎？為
什麼又說神不會毀掉祂原來所造的天地？」原來，「廢
去」的原文是 parerchomai，翻譯成「廢去」並不恰當
的，因為這個字的意思其實是「過度」（to pass over、
to pass away）。英文說一個人「過世」的時候，會用
「passed away」來表達，意思是說此人已經離開這地方,
過度到另一個地方，而不是說這個人不復存在了。所以這
段經文應該翻譯成「天地都要過去」，而這種「過去」的
原文沒有「消失」、「毀滅」的意思。「過去」或「廢
去」，就好比毛毛蟲變成蝴蝶。醜陋的毛毛蟲過去了，不
再有了，改變了，一切都成了新的了。但牠沒有消失、毀
滅；牠乃是蛻變成了美麗的蝴蝶。哥林多前書十五 5152 ：「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
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 死人要
復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或許又有人會問：「彼得自己在彼得後書三章那裡不是說
在『主的日子』來到的時候，『天必有大響聲廢去，有形
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質都燒盡了』嗎？怎
麼又說上帝不會毀滅原來的天地呢？」本系列第三篇文章
會解釋這段經文。簡言之，彼得後書第三章是以煉金的火
窯比喻「主的日子」。 金礦在火窯中並不會被毀滅，只
會被煉淨。其實關於彼得後書所提到的烈火，在彼得前書
四 12 已經提到了：「親愛的弟兄啊，有火煉的試驗臨到

萬物的結局
彼得前後書的末世論(一）
你們，不要以為奇怪。」這裡提到「火煉的試驗」，原文
只有一個字， purosis 原本是指金屬的煉淨。彼得後書所
提到的烈火，其實也是以煉金的過程作為喻意。烈火的目
的不在於毀滅，而在於煉淨。
今世光陰的意義
假如「萬物的結局」乃是天地萬物的毀滅消失，那麼就像
保羅所講的，「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
（林前十五 32）。但保羅說這種想法乃是「自欺」。「萬
物的結局」乃是天地藉由上帝末後的審判所得到的煉淨與
更新，而這就代表，現有的天地當中，一切都是有意義、
有目的的。整個歷史都朝著那一日在前進，有一部份走向
滅亡，而存留下來的就是最純粹的精金。因此，我們在地
上作客寄居的日子如何度過，乃是至關重要的。清教徒牧
師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曾說：「我在永恆中的光
景， 取決於今世的光陰」（‘This is the time on
which my endless life dependeth’）。 因此，彼得沒
有說「萬物的結局近了，我們就吃吃喝喝吧」。彼得說：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最後四個字
「謹慎自守」乃是彼得前書核心立論（propositio）當中
的關鍵：「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
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將要帶給你們的恩」（一 13）。到了第
四章，彼得就用 「萬物的結局」來解釋何為「將要帶給我
們的恩」， 又用這真理來證明我們的確應該「謹慎自
守」。
彼得前書四 7 原文的意思是：「萬物的結局近了。 所以要
謹慎自守，並且帶著清醒的理智進入禱告當中」，或是
「謹慎自守，並且帶著清醒的理智，以致你們可以禱告」.
禱告是基督徒的特權，在基督裡靠著聖靈稱主耶穌的父神
為我們在天上的父。廣義而言，禱告就是聖徒在基督裡靠
著聖靈與三位一體上帝的聯合與互通；禱告乃是一種行
動，活出聖徒與上帝的關係。如果我們不謹慎自守，帶著
清醒的理智，追求聖潔，經常認罪悔改；如果我們放縱肉
體的情慾，那麼我們就無法禱告。我們與神的關係會受到
阻礙。這種阻礙的來源之一，彼得稍早也有提到，即丈夫
夫不按情理（原文意思是不按屬靈的『知識』）與妻子同
住。就算是為了傳福音，若不按神的旨意與妻子同住,禱告
就會有阻礙。這是彼得前書三 7 明明告訴我們的。如果我
們盼望將來在天上的羔羊婚宴，我們就必須按著神的旨意
愛我們在地上的妻子、丈夫、家人、朋友、鄰舍。
因此彼得接著說：「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
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然後彼得
告訴我們：「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
賜的好管家。」這裡彼得與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的教
導相互印證，告訴我們，上帝在祂家中賜下百般恩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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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恩賜就是愛。 一切的恩賜都是為了愛而賜下的,叫我
們在愛中用這些恩賜彼此服事。
若要作好神的管家，不只需要把我們各人所得的恩賜盡一
切努力發揮到極致。若我們發揮恩賜，不是為了服事弟兄
姊妹，就不能被神稱為忠心良善的僕人。 保羅說：「我若
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
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
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
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上帝賜下百般恩賜，是要我
們用恩賜彼此服事。 有名的牧師可以開大佈道會，上電視
講道，但如果是為了自己，那麼他就不是上帝恩賜的好管
家。但我們如果有服事人的恩賜，不論是準備教會愛宴、
探訪教會長者、洗碗、掃地，或者一些別人看不見的事奉,
或者用自己的職業服事社會上的臨社，而且我們作這些是
出於愛鄰舍、愛弟兄，那麼我們就能得到父神的尊重。主
耶穌說：「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祂又說，當
我們顧念弟兄中最小的一位時，就是在服事祂。得到父神
的尊重──何等尊榮！我們是否得著神的稱讚，首先取決
於我們的動機是否出於愛神愛人。但單有良善的動機也不
夠.我們發揮恩賜時，若歸榮耀於神，就必須照著神所喜悅
的旨意來發揮恩賜。因此彼得接著就說：「若有講道的，
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量
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權能
都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苦難與榮耀：與主聯合
接著彼得又回到「萬物的結局」以及「審判」的主題：
「親愛的弟兄啊，有火煉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
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
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樂」（四 12）。我們若與基督
一同受苦，就證明我們已經與基督聯合，而祂復活所得的
榮耀也必要顯在我們身上。所以彼得說，我們在火煉的試
驗中要喜樂：不是以試煉本身為樂，而是因這試煉證明我
們在苦難的形狀上與主聯合。因此雅各說：「你們就是落
在百般試煉中，都要以為大喜樂。」保羅說：「如果我們
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我想，現在的苦
楚若比起將來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因此彼得接著
說：「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便是有福的；因為神榮
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這裡講到聖靈「常住」在我們
身上，原文 anapau 的意思是「停留、安息」，也就是聖靈
不會一下進來、一 下離去。這是一種恆常的居住。羅馬書
第八章提到聖靈，稱祂為「神的靈」，又稱祂為「基督的
靈」，彼得前一 11 也稱聖靈為「基督的靈」。基督住在我
們裡面，我們也常在基督裡，我們與基督如此的聯合，乃
是因有基督的靈在我們裡面，使我們聯於基督。而加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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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的結局 經文：彼前 4/7-19
彼得前後書的末世論(一）-曾劭愷老師
書五章告訴我們，我們既然藉著聖靈得以有基督在我們裡
面活著，使活著的不再是我，那麼基督的靈在我們裡面就
必與情慾相爭，使我們成為聖潔。所以彼得提到聖靈的內
住之後，立刻接著教導：「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殺人,
偷竊、作惡、好管閒事而受苦。」基督徒犯法犯罪而受到
制裁，乃是「活該」，不是為主受苦。彼得說，我們中間
不可有任何人這樣子。然而，如果真的是為了作基督徒、
跟隨基督而受苦，那麼就「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基督
徒的名份）歸榮耀給神」。為什麼呢？「因為時候到了，
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四 17）。神的家就是教會。上帝
的審判乃是煉淨世界的火，這烈火要先來煉淨神的教會，
因為教會裡面有麥子，也有稗子。教會當中一切不純淨的
雜質到了那天都要被神的審判銷燬。那些混進教會的今世
之子、教會中那些沒有因信與基督聯合而成為聖潔的人、
那些自以為義而不信靠基督的義的人、那些活得好像上帝
不存在的人、那些作惡以成善的人，到審判的日子都將遭
到驅逐。上帝用烈火來煉淨、更新天地的過程，乃是從教
會開始的。彼得接著說：「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
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萬物的結局」對神的
兒女來說，是在審判的日子得著公義的冠冕；但對「那不
信從神福音的人」來說，同樣的審判卻是截然不同的結局.
接下來彼得引用箴言十一 31 ：「若是義人僅僅得救，那不
虔敬和犯罪的人將有何地可站呢？」原文的意思是：「若
義人得救尚且如此困難，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將有何地可
站呢？」彼得的意思是，就連義人（因信稱義的人）要在
「萬物的結局」當中得救都必須通過「火煉的試驗」，那
麼不信從神福音的人的結局實在不堪設想。
最後，彼得就在此處為他這書信的主文作了一段簡潔有力
的總結：「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
靈魂交與他們那信實的造物主。」這裡提到神的旨意。聖
經提及神「旨意」可以分為「隱藏的旨意」及「顯明的旨
意」（見申廿九 29）。神在創世以先就計劃好歷史上的每
件事，也掌管著歷史上的每一天，正如「我知誰掌管明
天」這首詩歌所言。然而，這詩歌開宗明義坦承：「我不
知明日將如何」.我們不知明日將如何，因為神將祂關乎明
天、關乎未來的旨意向我隱藏起來。我們不需要知道，也
不應該探究關於明天的事，因為基督徒的信心就是雖不知
明天將如何，卻知道誰掌管明天，於是如彼得所言，「將
自己靈魂交與他們那信實的造物主」，知道自己乃是照著
神在基督裡所顯明的旨意在地上受苦，並且知道神顯明的
旨意是要我們行善。
我們不知明天將如何。或許審判之日就在明天。主再來的
日子沒人知道，但我們知道主必快來，我們的心也深願祂
來。我們曉得萬物的結局近了。我們是否如待嫁的童女，
預備好自己，等候新郎到來呢？或者我們吃喝玩樂，以為
自己若得著永生，就可在今生虛度光陰？
6

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王宏斌同學課程心得
对“心灵和诚实”的误解
主耶稣指出：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拜他'（约 4:24）我们常用这段经文来谈敬拜的问题，通
常的解释是，“我们要用自己最发自内心的方式来敬拜上
帝。”我们以为真心就是‘心灵和诚实’的意思，就是找
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去敬拜。 我们现在是个不喜欢形式的
时代，我们强调内容。有人认为洗礼只是个形式，上帝不
看重形式，而是看重内容，所以洗礼不重要。年轻人对婚
姻的观念也在改变，如果一个男孩子说，只要真心相爱，
结婚的形式不需要。二十年前，问女孩子是否可以接受？
很少女孩子愿意接受。但今天，超过一半的女孩子都说可
以接受。今天的时代越来越排斥形式，这种趋势也体现在
我们的敬拜之中，一些人认为敬拜不必受到教会礼仪的规
范，或诗歌形式的规范，只要发挥出人内心真实的情感，
上帝就会悦纳我这样的敬拜。从历史上来看，今天排斥形
式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多元文化运动,
其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解构主义”，要破除一切形式，
认为内容才是真实的，重要的。从音乐的解构到今天婚姻
的解构，形式的瓦解今天已经越来普遍了.
在圣灵和真理中
可是“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只有使用恰当的形式才能将
内容表达出来，“真自由”是在真理的规范（形式）下活
出来。 '心灵和诚实' 中的心灵意思就是“灵”的意思,
“诚实”的原文意思是“真理”。主耶稣在这里是讲，
“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上帝。我们的敬拜要受到“真理”
的规范，是圣灵引导和感动所发出的敬拜。圣灵是赐真理
的圣灵，而“真理”使我们得真自由。 以色列人随着他们
的肉体是不知道怎样敬拜的，所以上帝要赐下“形式
律”，上帝透过摩西赐下律法，造会幕，设立献祭制度，
为让他们学习敬拜上帝。当以色列的百姓等不到摩西领受
律法下山，就造金牛犊，将耶和华的样式变成偶像的形式.
他们也是发自内心的敬拜，但却是使用过去埃及的文化的
形式，就落入得罪上帝而被上帝责罚的地步。所以按照我
们个人的喜好的敬拜不会讨上帝的喜悦，敬拜必须要受到
“圣灵与真理”的规范，而“真理”就是基督耶稣。
对 神当有的情感
我们应该对上帝有怎样的情感？如果我们正确地认识祂，
我们就应该对祂有正确的情感。可是，我们将韩剧中男女
之間 的情感用在我们与上帝的情感上，严重的讲，也是一
种“乱伦”，打破了造物主与受造者之间的关系与秩序，
而得罪上帝。 在旧约中，上帝就用外在的形式要求教导以
色列人如何正确地去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情感。我们可以看
到，旧约的敬拜一定有这样几个要素：献祭者，祭物，祭
司，圣殿，圣殿里面有至圣所，有幔子隔开。至圣所告诉
我们的是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人不能直接面见上帝。人来
面见上帝，一定要带着祭物。与异教贿赂神明的祭物不
同，基督教的祭物是预表基督耶稣，所献上的赎罪祭，赎
愆祭，素祭，平安祭等，象征着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
和好，罪得赦免。耶稣基督作了我们的挽回祭，唯有借着
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献上的敬拜才
会被上帝悦纳。而基督就是那位献祭者，是祭司，也是祭
物。所以我们当心存敬畏，借着圣灵，在基督里敬拜上帝.

2018 年學院課外活動，專題，
2018 財務預算

輔導系列
时间

地点

标题

内容

17/02/2018

學院

迎新活动

新學年介紹，認識輔導老師等

专题讲座

【以色列“尋根之旅”】

07/04/2018

學院
一

-馮平弟兄

专题讲座

【聖公會的敬拜禮儀】

二

-謝子樂牧師

19/05/2018

1.

學院
輔導：如何寫作業；如何規劃並

02/06/2018

學院

課外輔導
實施教會/機構的實習

23/06/2018

户外

04/08/2018

學院

$ 24,000.00

【專題分享】

3.
三

- 韓志雄&于颖涛

专题讲座

【如何向佛教徒傳福音】

四

- Sandy 姊妹

償還院址私人貸款
（2017 到期改 2018）

$ 70,000.00

學院

14/10/2018

外场

10/11/2018

學院

02/12/2018

院址分期
($2,000.00 /月)

$302,720.00

walkathon
专题讲座

22/09/2018

2.

課程支出及其他費用(包括
水、電、天然氣、院址及設
備維修、 同工薪酬、税項、
管理費 、文具、印刷、銀行
利息、接待..互聯網.. 等 )

2018 年度異象分享會
专题讲座

【專題分享】

五

- 講員待定

外场

4.

增聘兼/全職同工
(拓展/ I T )

全年總支出 (預算)

$ 60,000.00

$456,720.00

2018 毕业典礼

聚會活動日期，只供參考，以教務部最後通知作準。

支持神學教育，
不單個人蒙福、教會受益，
更惠及子孫 …

參與奉獻
請到學校網站下載奉獻單 ：
http://www.cesca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
E5%A5%89%E7%8D%BB%E5%96%AE1.pdf

聯繫我們
Tel.

2018 步行籌款
集合時間: 6 月 23 日早上 9:45 ~
集合地點: Evergreen Brick Works 停車場，
- 550 Bayview Ave. Toronto ON M4W 3X8

(416) 490-6262
(613) 399-3952
(514) 800-7615
Email:
infocescan@gmail.com
Address: 1029 McNicoll Ave.
Scarborough,
ON ， M1W 3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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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華神 校舍 1029 McNicoll Avenue, Scarborough, ON M1W 3W6 (East of Victoria Park Ave.)

新約神學： T2/M3(國)/3 月 03 日-09 日

3
月

清教徒與當代華人社會： T2/M3(國)/3 月 13 日-19 日
清教徒與當代華人社會： T2/M3(國)/3 月 20 日-26 日

4 箴言/詩歌智慧書： T2/M3(國)/4 月 13 日-19 日
月  公開講座：走出愚昧，邁向智慧 4/14(六) 7:30pm

授課老師

上課地點

陸尊恩
Ph.D

加拿大華神
滿地可宣道會

曾劭愷
Ph.D

加拿大華神
渥太華
國語宣道會

劉少平
Ph.D

輔導諮商倫理： T2/M3(國)/5 月 01 日-08 日

5
月



公開講座：教牧及輔導員的 界線處理與多重關係 5/05(六) 7:30pm

輔導與關懷事工： T2/M3(國)/5 月 21 日-27 日


加拿大華神
麥耀光
Ph.D

公開講座：教會的關顧和輔導事工 5/26(六) 7:30pm

釋經學： T2/M3(國)/6 月 04 日-11 日
6



月

釋經學： T2/M3(國)/6 月 12 日-19 日


7
月

公開講座：啟示錄釋經簡介 6/09(六) 7:30pm

滿地可宣道會恩雨
堂/城西華人浸信會
加京華人聯合教會

蔡金玲
Ph.D
加拿大華神

公開講座：啟示錄釋經簡介 6/16(六) 7:30pm

釋經講道學： T2/M3(國)/7 月 09 日-15 日
 公開講座：按照上帝的設計生活 7/14(六) 7:30pm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T2/M3(國)/7 月 16 日-22 日

加拿大華神
陳志宏
D.Min/Th.M

滿地可宣道會
恩典堂

公開講座：從聖經人物看基督徒的政治參與 7/21(六) 7:30pm
從宣教歷史看當代宣教： T2/M3(國)/8 月 07 日-13 日

8
月



公開講座：二十一世紀的宣教大趨勢 8/11(六) 7:30pm

一般書信： T2/M3(國)/8 月 17 日-23 日


公開講座：一書在手，愛讀背行，塑造生命 8/18(六) 7:30pm

屬靈傳承的理念與實踐： T2/M3(國)/9 月 11 日-16 日

9
月



公開講座：天路你我同行—邁向成熟 9 月 15 日（六）7:30pm

一般書信： T2/M3(國)/9 月 24 日-30 日


公開講座：生命泉源 9 月 29 日（六）7:30pm

莊祖鯤
Ph.D

加拿大華神

胡翼權
D.Min(Cand.)
Th.M

渥太華華人真道堂

佘亞弘
Ph.D

加拿大華神

劉加恩
Ph.D
(in progress)

滿地可宣道會
恩雨堂

衛道學： T2/M3(國)/10 月 15 日-21 日

10
月



系統神學（三）-聖靈/救恩： T2/M3(國)/10 月 22 日-28 日


11
月
8

公開講座：待定
公開講座：待定

保羅書信： T2/M3(國)/11 月 16 日-22 日


加拿大華神
周功和
Ph.D

公開講座：待定

馬志星
Ph.D

註：上列課程、聚會等日期，只供參考，並將酌情調整，資料以教務部最後公佈作準

渥太華
主恩宣道會
加拿大華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