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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可以说，耶稣关于神的国的教导代表了他的整个教

导。它是他所有讲话的最重要的决定性主题。他的道德准

则是神的国的道德准则；他的神学是神的国的神学；缺少

了他对神的国的解释，他关于他自己的教导就不可能被理

解。 

“也可以说，不但他所有的教导都与神的国相关，而

且他的行动，他受洗之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如此……

在他最后的高潮事件即被钉十字架之前，他生命中的一切

事件，都涉及神的国的到来。从他受洗起，他的整个生命

都奉献给了这个使命：宣告神的国的到来，呼召人们按照

他凭神的权柄所宣告的条件，为进入神的国而做准备”

〔F.C.格兰特（F.C. Grant），“神国的福音”（The Gos-

pel of the Kingdom），《圣经世界》（ The Biblical 

World）〕。 

 

“基督教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将来的问题”〔沃

尔夫哈特·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盼望的

神学》（Theology of Hope）〕。 

 

“我们发现耶稣的许多重要教诲都躺在角落里，就像

炸弹一样，但火药都被拿走了……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话语

与我们的宗教世界经验体系相矛盾，就把他话语中所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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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宗教能力抽走，一丁点儿都不可以。我们已经让耶

稣讲了一套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可这套语言与他真正所

讲的并不相同”〔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探求历史上的耶稣》（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

sus）〕。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赞同许多人都持有的

想法，即人死亡时灵魂立即获得荣耀，与基督同在，然而

‘这种观点根本没有圣经基础’”〔丹尼尔·泰勒

（Daniel Taylor），《基督在地上的统治》（The Reign of 

Christ on Earth）〕。 

 

“恶人的杖不常停留在分给义人的地业上”（诗 

125:3，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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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圣经，我以前的态度完全是英国公立学校许多男

孩子的典型态度。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将“R.E.”（宗教教

育）与我们“真正的”学术学习相提并论。每个周日，我

们都必须在寄宿学校的小教堂听道，到了节假日，回到老

家，在当地村子的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教堂中，

我们也要听道。然而，对于那成百上千的讲道主题，我们

却没几个人记得。〔但是我记得一位名叫奥赫克（O’Hec）

的美国牧师来访时的情形。虽然我已经忘记了他讲道的主

旨，但我记得他讲的是参孙和一台配有一套复杂齿轮和轮

子的冰激凌机器。〕 

在上大学期间，我第一次认真地阅读圣经，然而这一

读却让我震惊不已，也正是这份震惊促使我写下这本书。

因为我在新约书页中发现的耶稣，似乎在很多地方都与教

会中所展示的基督相去甚远。福音书中所描述的崇高形象

与教会的彩色玻璃人物[1]完全无关。当时我20几岁，正处

于易受影响的年纪，所以我完全被一个问题吸引住了，那

就是：圣经的耶稣和教会的耶稣怎么会如此不同呢？我们

常常去教会，我们都说我们信圣经，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

                                                        
[1]
 译者注：彩色玻璃人物，指以彩色玻璃为材料的艺术作品中

的人物形象。在教堂中，彩色玻璃人物往往是耶稣、马利亚、圣经

人物以及殉道的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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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圣经的内容有多么深入的了解。我们从不引用它，也不

讨论它。 

之后的40年中，我有机会广泛探寻，以求答案，而且

对于宗教，我不单单从普通信徒的角度去看待它，我也从

“专业”的角度去看待它。所以，现在我确信，拥有更多

支持者的流行信仰中的弥赛亚和历史上的弥赛亚

（historical Messiah）迥然不同，其原因是清清楚楚的。 

被我们称为“圣经”的这套文献魅力无穷。仔细地研

究它们，我们就能看出，它们浑然一体，妙不可言，而且

只有在神的引导下，这种浑然一体才能得到合理的诠释，

因为是神的手创作了圣经所展开的、让人不可思议的剧目。

然而，如果我们不牢记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的整个

使命都必须在原来的希伯来语境中去理解，那么这本“好

书”就是一部天书。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将弥赛亚从一层层

相互缠结的传统中抽离出来，因为教会常常通过这些传统，

把他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与我们志趣相投的人，最重要

的是，把他变得没有任何政治威慑力。教会为自己建造起

一套庞大的传统，然后借着它，它又创造出一个基本上不

是弥赛亚的弥赛亚。但是，与政治无关，这个特征绝对不

符合以色列的弥赛亚，因为他被钉十字架，主要就是因为

他自称为弥赛亚，而这对罗马政府来说是一个威胁。当然，

这么说并非是要忽略耶稣早早死亡的其他因素：他挑战了

犹太的宗教当权者，而他们悲哀地错解了自己的圣经，以

致于在弥赛亚出现时没能认出他来。 

在我看来，传统神学尽管在其学术上勤勤恳恳，精益

求精，但它的很多内容却让公众极难产生耶稣所教导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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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信心。耶稣明显地将希伯来圣经看作从创造主而来的神

圣启示，可教会的许多学者却以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它。

耶稣自称为以色列的弥赛亚，并宣告他的福音是与即将到

来的神的国相关的好消息，可神学却承认，在大部分教会

历史中，它对神的国都没什么兴趣——或者说，至少它给

这个国度所加的含义，是不可能被耶稣加在他最喜欢的用

词即“神的国”上的。 

事实上，要用文献证明教会不确定耶稣所说的国度是

什么，并非难事。这就相当于承认教会不知道福音是什么。

然而一年又一年，教会仍然在运转。至于他们教给公众的

基督教可能已经把历史上的耶稣所教导信仰的关键成分给

摒弃了，他们则并不关心。 

我觉得这一切很有问题。在学校时所受的谆谆教诲让

我逐渐养成“公平办事”的本能，它让我很抗拒这种观念：

即使基督教不以基督的教导为源头，它也能称得上真基督

教。这个问题也促使耶鲁大学的一位学者写下一本书，名

为《耶稣与未来：理解“信”的未解之题》（Jesus and the 

Future: Unresolved Ques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Faith）。

他在书中写道：“历史传统中所描述的持末世观的耶稣

［即盼望神的国在末日骤然降临的耶稣］，并非任何现代

教会或神学流派所讲的耶稣。”[2]剑桥大学一位教授的一

番话让这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他承认，讲道台上讲出的

耶稣不是圣经的耶稣：“大部分传道人在讲道时似乎都以

为，他们所传的基督与历史上的耶稣一模一样。但神学家

                                                        
[2] 

理查德·埃尔斯（Richard Hiers），《耶稣与未来》（Jesus 

and the Future），Atlanta：John Knox Press，1981，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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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那些由人设计出来，想要将现

代的基督与原本的耶稣连在一起的理论，已经变得牵强附

会，晦涩难懂。”[3] 

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解决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犹太人耶

稣与广泛流行的宗教信仰中的耶稣并不相同。这个世界似

乎非常喜欢调查性报道，那么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家也许

会预想，诚实展示耶稣的问题应该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但我认为大部分教堂信众甚至还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有差

别。对批判性思维的压制，真是令人心忧啊。 

犹太人耶稣所传递的福音信息（Message）[4]关乎末世，

关乎弥赛亚，关乎政治，关乎世界的未来，他的信息是盼

望的信息。他不断向我们展现，只有他才能满足我们内心

最深处的属灵需要以及我们对永生的渴望。弥赛亚信息关

乎历史上的基督的生涯与教导，而但以理书、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则给出了弥赛亚信息的内核。所以说，

如果教堂信众潜心研究圣经，并将他们的基础建立在这四

卷书之上，那么耶稣就可能“回归本位”（甚至是在他所

应许的在能力与荣耀中归来之前）。 

圣经的耶稣既魅力无穷，又令人不安，而且他能把他

门徒身上的无畏气概给激发出来，可教会的耶稣与这位耶

稣之间却反差鲜明，至于为何如此，我现在已经了然。我

                                                        
[3] 

唐·库比特（Don Cupitt），《关于基督的辩论》（The De-

bate about Christ），London：SCM Press，1979，p.133。 
[4]
 译者注：本书中，该词特指耶稣所传的福音信息（the Gos-

pel Message of Jesus，24页），亦即神的福音信息（the divine 

Message，12页），圣经的福音信息（the Bible’s Message，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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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无法在圣经文献中找到乐趣，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读

它时是透过模模糊糊的眼镜读的，而让眼镜模糊的，正是

将耶稣鲜明的弥赛亚色彩淡化了的、传统的理解方式。只

有当一个人抱着“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的态度来接受

他的教导时，他才能达到他对他的跟随者提出的要求。然

而教会却一直在用巧妙的手法将那位犹太人耶稣隐藏起来。 

教会一直努力地把耶稣塞进一个传统的、受希腊哲学

影响的紧身衣中，而且应许耶稣的跟从者，他们会作为脱

离身体的灵魂去“天堂”（heaven）[5]。倘若教会不再这

么做，而是把他呈现为犹太人弥赛亚和世界的救主，并将

真正的应许讲给他的跟随者，那么教会该是多么不同的一

番景象！ 

这本书是我自己的探索之旅。这一路走来，我其实受

过无数圣经专家的帮助，但因为不想让书太臃肿，就只好

让他们很多人都屈居幕后。在下面的研究中，我将圣经神

学与思想史糅合在一起，目的是展示这样一个核心信念：

当我们按照弥赛亚文献来阅读圣经时，它就讲述了一个激

动人心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便是恩慈的创造主拯救我们的

地球，并为万国恢复永久和平与安定的心意。 

                                                        
[5]
译者注：“heaven”一词，既可指“天”，也可指“天堂”。

圣经中的“天国”的英文为“the Kingdom of Heaven”，而中国人常

说的“去天堂”的英文就是“go to heaven”。和合本在两处经文中

使用了“天堂”：希伯来书9章24节和彼得前书3章22节。而这两处

经文的原文即为“天”（heaven）。其他几个常见的中文译本（如

新译本、吕振中译本、现代中文译本、思高本）都没有使用过“天

堂”一词。本书中，译者必须根据上下文将“heaven”译为“天”、

“天堂”或“天/天堂”。请读者牢记这一点，因为许多基督徒正是

在这个词上混淆了圣经的应许和哲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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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我们的现代教会中，耶稣会认出他在近两千年前费心

费力所传讲、所教导的那种信心吗？在当代会众中，耶稣

基督所委任的使者保罗会受到欢迎吗？ 

对于只是偶尔去教堂的人来说（在我的祖国即英国，

这种情形尤为真实），基督教差不多已经成了认识一下基

督在伯利恒诞生的模型以及马槽中的婴儿而已，而那个无

助婴儿的诞生故事，也不过是在圣诞节时才会让人的情绪

动上一动。对于其他人来说，重要的则是忠诚于官方的基

督教，哪怕它几乎没有什么严肃的圣经研究的成分。对于

很多人来说，耶稣成年后的传道使命基本上与当前的问题

无关。我们能看到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名义上的基督教，但

我们很难看出它们与那位要求其门徒毫不妥协，那位为了

自己的信仰而死、为了世界没能认识真神而死的基督有何

种深切关系。 

全世界有上亿的人宣称，他们在跟随圣经中所显示的

耶稣。但是，教会已分裂成无数各持己见的团体，并且它

们全都声称自己坚持耶稣与众使徒的信仰，这样的一个教

会，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在我们面前的教会是一团混乱，

让人不知所措，这种情形明显地偏离了新约所描述的基督

身体的理想状态，而我们以为很多人都已开始警觉。然而

教会似乎运转如常，几乎没有意识到那些撕裂教会的宗派

所暗示出的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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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五裂的教会仍然是有效传播福音的最大障碍，而

新约中所定义的传福音，就是传播神国的福音和耶稣的名

（徒 8:12）。一位卓越的新约学者有力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他说道： 

不和就是对爱的诫命的不顺服，就是不信（约一 

5:1-3）。教会合一不是教会生活的“理想状态”，

它是教会存在的条件，是检验教会是否是教会的

标准。分裂的教会违背了它自身的本性，它也正

是谎言的证据。它的传道工作不可能有果效。耶

稣曾祈求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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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7:21；比较

17:23）。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新约观点，我们应

该就会发现，将福音传向世界的最大障碍，就是

“众教会”的不和。[1] 

我们假设基督徒确实想严肃地对待新约。那么教会长

久分裂这一丢脸的事，就的确应该引起他们的高度注意。

当一个信仰明显地不是一个信仰时，它又怎么能够被宣告

为一个信仰呢？更说不过去的是，各团体之间的分歧仅涉

及神学定义上的细微之处而已。应该还有根本的、存在已

久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一点，我们从各个派别一直无法解

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就能看出来。所以说，我们若硬要认定

所有这些分离的基督教团体其实在灵与真理里是合一的，

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错觉罢了。 

                                                        
[1] 

艾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新约神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London：SCM 

Press，1958，p.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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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超市为例。假设一个超市向其400个分店发行

了一份工作程序手册，但是分店在执行这份手册的说明时

却出现了上百种方法。这一情况必然会让超市大吃一惊。

这个问题表明，要么是手册的表述不够清晰，要么是那些

努力按手册操作的人没能理解它。那么这时，超市就会派

出一位排错员去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排错员会仔

细地比对一下手册与员工的实际操作，这样，他就能看出

这么多不同的操作是如何从一份蓝图里产生出来的。 

基督徒拥有一份记载着使徒信仰的记录，而这份记录

又是那些亲眼见证了耶稣的传道工作与复活的见证人所传

递的。那么，给信徒一份关于记载在这些独特文献中的信

息的仔细研究，应该就会让他们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医生

路加的著作、耶稣特别喜爱的门徒约翰的著作，还有无所

畏惧的归信者保罗的著作，就是那位宣讲复活的、必定统

治世界的救主，并以其宣讲撼动罗马世界的保罗的著作，

都为我们一丝不苟地把原始信仰的细节汇集起来。那些智

慧的见证人竭尽全力地将他们主的教导传给我们，难道他

们的努力真的要在这千百个版本的信仰的混乱中付诸东流

吗？ 

当哥林多教会中出现3个互相抵触的派别时，保罗惊

骇万分。从他的惊骇中，我们就能够看出他对当时的信仰

状况的看法。他无法容忍不和，而且他丝毫都没有想要去

掩饰这一点，因为那种不和可能会摧毁基督徒的见证： 

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

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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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

人的父。（林前 1:10；弗 4:4，5，6） 

他的话将简单的理想状态摆在我们面前，但教会却没

有达到这种理想。难道基督教已经失败了吗？它原本的纯

正已经丢失了吗？在带着基督之名的教会中，真正的、历

史上的耶稣以及他的福音信息，有多少是为人所知的呢？ 

无可否认，从那一个“从前一次就全交给了圣徒的信

仰”（犹 3，新译）中，已经生长出很多“信仰”。我们

不可能认为是基督教的圣经造成了四分五裂的教会。问题

肯定出在别的地方。要查出它，我们就必须仔细地查看原

始的基督教文献。我们必须拿起当下各种版本的信仰，把

它们迎着使徒教导的亮光来查看。读圣经时，我们必须努

力地撇弃派别偏见以及传统的假设。最重要的是，我们必

须把文献放在它们的历史背景中去阅读，去“聆听”，就

像它们在其本身独特的犹太背景中被听到的情形。我们必

须时时保持对传统的警惕，因为人们往往未经查验、未经

辨认就接受了它，以为它是忠实于圣经的。 

我们必须言明，各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模糊了我们

的视线，让我们看不清原本的信仰，而且分裂的教会在接

踵而至的混乱中已经看不到核心的基督教福音信息，然而，

将整个圣经启示粘得浑然一体的“胶水”，正是这个信息，

并且这个信息还非常明确地指出历史的引导者。我们不相

信这个信息已经丢失得无影无踪；它只不过是被埋葬在一

堆传统的错误概念之下，等待着被那些渴望寻求并找到真

理的人再次发现。也正是为了这一任务，我们才写下这本

书，诚请读者审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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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福音信息概述 

背景：我们人类的困境 

毫无疑问，神对旧约即希伯来圣经的作者们讲话。他

不但借着他神圣的命令，也就是他大能的话语创造天地，

而且不断地通过他所拣选的代表讲话。那些代表就是先知。

通过这种方式，独自创造万物的神（赛 44:24；伯 9:8）

让他的子民清楚地知道他为其创造之物的益处而施行的计

划和目标。万物之神的性情就显明在他的圣名之中，他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

和诚实”。[1] 

先知是神的代表，其角色是讲清人们要走的方向，好

让他们与神的计划步调一致。他们顺服神的教导，这对他

们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抵挡神，从长远来说就是自招灾难。

从表面看来，一个人也许会暂时“逃脱罪责”，但最终的

惩罚定会速速来到，并且确定无疑，可畏可惧。正如新约

的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

的！”（来 10:31）。以色列独一之神的怜悯与他不喜悦

恶事之间绝无矛盾之处。做恶之人会招致审判，这是圣经

福音信息的一个不变的特征。 

                                                        
[1] 

出 34:6；民 14:18；申 4:31；尼 9:17；诗 86:15；103:8；

108:4；145:8；珥 2:13；罗 2:4。后半句经文是在呼唤神恩慈的性

情。正因为神恩慈的性情，我们才能在悔改中求得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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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信仰最早的文献已经宣明，人类处在败坏之中，

而且在每个世代中，这种败坏都处处可见。有一个神秘的

受造之物，名为“蛇”（the Serpent，这个词前面的定冠

词表明，他是个众所周知的形象，创 3:1），他质疑了创

造主的话语的真实性，并用狡猾、精妙的手段唤起第一个

女人对智慧的渴望，引诱她悖逆了神（创 3:1-6）。与最

新式的操纵事实的手法相比，蛇的宣传手法可谓毫不逊色。

神的话先是被质疑，然后再被否定。就这样，尽管第一对

夫妇已经完全明了创造主的旨意，但是他们还是受了骗，

悖逆了神，接着他们受到惩罚，被赶出伊甸乐园，至此，

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的错误的严重性（创 3:23，24）。最

大的悲剧是，他们的不朽生命的潜质丢失了（创 3:19），

而这种潜质，正是神创造他们的最初缘由。因为神不会将

无尽的生命赐给任何一个不全心顺服他、不单单服侍他的

人。亚当和夏娃显然没有通过测试。人类先祖被置于地上，

是要治理它（创 1:28），但他们降服于魔鬼的外来权柄。

人类失去了他作为王，亦即作为神在地上的副摄政王的权

利。他选择了魔鬼的谎言，从而让他成为“这世界的神”

（林后 4:4）。 

要不是还有一丝得救的可能，整个形势看起来真是糟

糕透顶了。创造主宣告了一个应许：在后来的世代中（只

不过在计划的这个阶段，神没有显明具体为多久以后），

女人夏娃的一个后裔将会兴起，以消除蛇所引发的灾难，

让人类的无尽生命的潜质有可能得以恢复（创 3:15）。然

而，除了那位所应许的拯救者会出现之外，人类还必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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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他受制于无可避免的死亡，即有意识的生命会结束[2]—

—这是因不顺服其创造主而来的应有惩罚。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伯来圣经〔很遗憾的是，我们称

之为旧约——“原约”（Original Testament）应该是个更

好的表述〕中浮现出这个根本性的重要概念：道/话（the 

Word），或福音信息。[3]这是神所启示的一套信息，它表

达了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即拯救人类脱离悖逆的后果，脱

离随之而来的被邪恶力量奴役的状态。在亚当和夏娃里，

人类陷入最严重的罪。他们臣服于蛇的指示，因为它狡猾

的谎言[4]比创造主的真理更有吸引力。他们的行为表现出

他们对神的旨意的不以为然。不能辨别真理与谎言，可不

是有望得着不朽坏生命的候选人的优秀品质。如果宇宙中

满是无法辨认对与错、无法辨认真理与错谬的永生者，那

真是太可怕了。 

如何让犯罪的人类走出现在所跌入的困境，又如何让

他们回到生命树，这是神的福音信息（the divine Message）

的主题，而且神将这个信息在圣经中一步一步地显示出来。

它是整个圣经的头等大事。这个信息显示出人类现在所面

临的可怕困境的解决之道。它就像黑暗世界中的一个灯塔，

高高亮起希望之光：得拯救脱离死亡，得不朽坏的生命，

                                                        
[2] 

传 9:5；诗 6:5；104:29；146:4；约 11:11，14。 
[3] 

比较：艾伦·理查森的论述，“整个圣经神学都是关于道/

话（word）的神学：神讲出他的话，人必须听并顺服”（《新约神

学导论》，p. 29）。 
[4] 

比较耶稣的话：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

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

人的父”（约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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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地上的乐园，为所有人恢复公义，在全宇宙恢复和谐。

这个总计划让每一个意识到自身生命有限，意识到我们的

世界已无可救药的人类有了乐观的理由。这个计划是神自

己的故事——一部充满悬念的剧目，一部讲述“失王权与

永获王权”的史诗。 

 

人继续犯罪 

亚当和夏娃的几代直系后裔都证明，他们没有能力躲

开其始祖所跌入的陷阱。由于切断了他们创造主所提供的

保护，他们成了那些努力摧毁他们的邪恶力量的牺牲品。

根据创世记6章所记，当邪恶的天使与地上的女子交合，

从而影响了人类的生物链时，人类事务陷入可怕的混乱之

中（创 6:4）。结果是，一族可怕的巨人产生（创 6:5），

他们主宰着世界，并且成为希腊神话中所记的传奇英雄。 

神对他所造之人的肆意妄为深感不悦，他决定以洪水

来惩罚这个世界，作为他对猖獗的、遍布全地的邪恶的回

应（创  6:7）。事实上，神因为他造了人而忧伤（创 

6:6）。他的孩子们依旧听从撒但的甜言蜜语，并将其忠诚

的对象从创造主转向受造之物。地上满了强暴（创 6:11-

13）。全能者终于下定决心，要清除所有活物，人类、动

物，都在其中，惟独免了一家人：挪亚和他的妻子、他的

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为了让仅有的这几个蒙神喜悦

的人在大范围毁灭的洪水之日有避难之所，一艘大船被建

了起来。根据记载，只有八个人躲过了那场大审判（创 

7:13，22，23；彼前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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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人类依然没有达到神准其存在的目标。[5]建

立塔顶通天的巴别塔，就代表了人类建立世界一体性政权

的第一次尝试。此举显然没能赢得神的赞赏，因为创世记

的作者提醒我们，神不得不从天上降临，以查看那个正在

巴比伦地建造的不堪一击的工程（创 11:1-9）。 

 

新开始：亚伯拉罕，信心之父 

自亚当和夏娃致命的悖逆之举算起，几千年过去了。

他们拒绝创造主而选择他的敌人魔鬼，这种做法无异于将

统治权移交到蛇的手中。恢复神在人类之上的至高权柄的

故事，就是整个圣经的故事。这部剧还在进行之中，因为

人类基本上仍然在撒但的掌控下，[6]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神

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7]要明白神现在为何要做这些事，

我们就要仔细地查看神与亚伯拉罕的交往，因为基督教的

福音已预先传给了他（加 3:8，新译）。 

到了大洪水之后的第十代时，主神从巴比伦地的迦勒

底的吾珥拣选了一家人，从而为新的创造立下根基。创世

记12章1-4节记录了神呼召亚伯兰的情形；他被呼召离开他

最心爱的东西——他的故土和他的亲人——并且出发，到

神将要展示给他的新土地去。神给亚伯拉罕的宣告包含基

督教福音的要素，因而也包含整个圣经剧目的要素： 

                                                        
[5] 

据LXX的创世记10章8节、9节所说，宁录是一个“巨人”

（giant），在主面前是一个“巨人猎户”（giant hunter）。他的国

是悖逆神的人类政权的初始形态。 
[6] 

约 16:11；林后 4:4；约一 5:19；启 12:9。 
[7] 

哥林多前书2章8节：倘若统治者们明白，他们就不会杀害荣

耀的（即神国的）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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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伟[8]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

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

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

兰就照着雅伟的吩咐去了。（创 12:1-4） 

亚伯拉罕信并顺服神的话，从而在亚当和夏娃没能通

过的同一测试面前，给出了正确的回答，这给他、他的后

裔，以及所有效法他与神的关系的人都带来极大的祝福。

用创世记的话说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亚伯兰］

得福”（创 12:3）。给亚伯兰（后称亚伯拉罕）的应许，

为神之后对待人类的方式奠定了根本基础。亚伯拉罕完全

配得“信心之父”这个称号（罗 4:1，11，12，16），而

神起誓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神与亚伯拉罕的“约”

（covenant）或“契约”（contract）的基础；倘若基督徒

的信心脱离了这个誓约，那么他们的信心就让人难以理解

了。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基督救赎的好消息（或福音）

                                                        
[8]
 译者注：希伯来文圣经中，神的名字是יהוה，拼写为YHWH

或YHVH，它原本的读法可能是Yahweh或Yahveh，可音译为汉语的

“雅伟”、“雅威”以及“雅巍”。犹太人认为“不可妄称神的

名”，就禁止把神的名字读出来，所以在诵读圣经时用Adonai（我

主）代替YHWH。中世纪基督教学者为了诵读方便，把Adonai的元

音a，o，a错误地插入YHWH中，至1520年，出现了Jehovah〔参

《BDB希伯来语词典》（BDB Hebrew Lexicon），יהוה词条〕，汉语

音译为“耶和华”。对于神的名字，英文圣经现在有六种译法

（LORD，Lord，the Lord God，Jehovah，Yahweh，ADONAI）；中

文和合本译为“耶和华”；思高本将绝大部分译为“上主”，另有

40几处译为“雅威”。另外，本书作者也使用了Yahweh。因此，本

书中神的名字统一译为“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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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预先传给了亚伯拉罕（加 3:8，新译）。神对待亚伯

拉罕的方式是一个纽带，将众先祖与耶稣所传的基督教信

仰连接起来，同时让圣经故事浑然一体。[9] 

 

神给亚伯拉罕的信息 

恢复与复原的伟大过程起始于神把福音信息传给亚伯

拉罕。他的名字本身就将他定为奠基之人。甚至他的名字

起首的两个字母都暗示出重要性与基础性，就像字母表的

开头一样。“Ab”是希伯来语的“父亲”，而亚伯拉罕

（Abraham）的意思是“多国的父”（创 17:4，5）。亚

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贻范古今，因为那是绝对的顺服：他回

应了神的呼召，离开他的本地，去到神指示给他的一个他

不曾听闻的地方。24年之后，神郑重立约，应许将迦南地

赐给他和他的后裔，而且特别地赐给他那一个后裔，因为

这个词用的是单数：“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

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10]，永远为业”（创 17:8）。保

罗的话阐明了这个应许：“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

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

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 3:16） 

神与亚伯拉罕的这个约的内容需要精查细看，因为它

们是整个圣经救赎故事的基础，而且对世界的未来有着重

大意义。亚伯拉罕之约是理解新约基督教意义的必不可少

的钥匙，是神正在进行着的计划的蓝图，而且耶稣来要证

                                                        
[9] 

诗篇105篇8-15节歌颂了神与众先祖的约，并称他们为弥赛

亚和先知（15节）。 
[10]

 译者注：“后裔”一词的希伯来原文为单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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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就是这个约（罗 15:8）。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

信众没能抓住神与亚伯拉罕的盟约的内容，他们现在才对

基督教信仰的整个目标都大惑不解。神给亚伯拉罕的庄严

宣告在好几处经文中反复出现。这个应许就像一条金线贯

穿整卷创世记：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创 

13:14-17） 

就在那时候，雅伟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把

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了。”（创 15:18，新译）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

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

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创 17:7，8） 

认识到神的这些应许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实现，这

不仅是圣经研读的一个基本功课，而且它可能还是理解圣

经的关键所在。的确，在过去，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它们

已经部分地实现了。然而作为尚未到来之物的应许，它们

是基督徒的盼望的基础，而且是早期基督徒热切期盼的缘

由——他们宁愿殉道，也不愿意放弃永远幸福地承受产业

的未来，因为这产业有在基督里所证实的、给亚伯拉罕的

应许为依据。 

早期基督徒敏锐地指出，亚伯拉罕从未承受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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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亚伯拉罕］产业，连

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

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徒 7:5） 

这些人［信心英雄，包括亚伯拉罕］都是存着信

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

的……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

得着所应许的。（来 11:13，39） 

耶稣坚定不移地相信，忠信之人必定承受原本应许给

亚伯拉罕的地土：“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

土”（太 5:5）。 

希伯来书的作者赞扬了亚伯拉罕对神的计划的信心，

同时阐明了神正在地上进展的剧目的精髓：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

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

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

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

各一样。（来 11:8，9） 

神的这个应许尚未实现，这一局面形成一种强烈的紧

张感，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紧张感，新约才呈现出它富有感

染力的活力，因为它竭力寻求的就是神的计划那恢宏的大

结局。亚伯拉罕居住在应许之地，但他从未拥有它。圣经

的魅力以及对信心的挑战正在于此。那些信心英雄（以及

所有后来的信徒）会再次显现，通过从死里复活而获得他们

的赏赐（来 11:35），而我们每度过一天，就距离那日更

近一步，在这样的过程中，那种活力就不会减退。正如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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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来书作者所看到的，先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

着所应许的”（来 11:13，39）。新约教导，我们的盼望就

是他们的盼望，而他们的地土也是我们的地土。那地土属

于耶稣，而且他将会同他的跟随者们分享它，因为他们是

同蒙地土应许的人（加 3:19；罗 8:17；提后 2:12）。 

创世记中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后裔”（创 

13:15；15:18；17:8），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让我们想到应

许给夏娃的“后裔”（创 3:15）。在他里面，蛇所引起的

灾难将会被消除。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保罗认出那位伟

大的后裔不是别人，正是弥赛亚本人（“你那一个子

孙……就是基督”，加 3:16），即那位人们期盼已久的、

以色列以及全世界的救赎者（约 1:49；4:42）。消除撒但

所造成的混乱的任务就交在耶稣手中。通过耶稣，人类作

为神在地上的代表的圣职才能得以恢复。借着他，邪恶力

量才能被永远地打败（西 2:15）。使徒约翰简洁地描述出

弥赛亚的职责：“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

为”（约一 3:8）。至于那项工作如何完成，耶稣在申明

他的使命的目标时明确地说了出来：“我也必须在别城传

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 4:43）。在基督回来

接管世界政权之前，这将一直都是教会的目标（太 

24:14）。 

给亚伯拉罕的福音信息包含神的计划的所有基本要素，

因而也包含整个圣经的基本要素。给“信心之父”的应许

是正确理解使徒基督教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它们也是耶稣

所有思想的根本。他深思细想希伯来圣经，渐渐地，他清

楚了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应许给夏娃的一个后裔会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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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罕的家中兴起，这个后裔后来被任命为弥赛亚或受膏

的王（基督），而且他会永远获得巴勒斯坦之地以及全世

界为业。亚伯拉罕是信徒的榜样，尽管他在有生之年什么

也没有得到，但他将来也会乐享这应许之地。亚伯拉罕必

定会承受的神的祝福是永恒的，但这种永恒立刻就会让人

想到不朽生命的问题。因为，如果亚伯拉罕的生命有限，

无法享受它的话，那么给亚伯拉罕的永远的产业有什么意

义呢？亚伯拉罕死了，与他的列祖同睡了。所以，只有亚

伯拉罕能再次活过来的时候，永远的产业才有意义。由此

我们看到，在神的计划中，从死里复活绝对必不可少。 

一代代人过去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逐渐

壮大，成为以色列民族（出 1:1-7）。这些子民脱离在埃

及的可怕奴役（出 14；15），在摩西的带领下，在旷野

漂流（出 16-40），然后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应许之地

（书 1-24）。这是否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终得以实现

了呢？是实现了，但显然不是它的最终形式，因为被赐予

地土之礼物的人即亚伯拉罕早已被埋葬，而所应许的那位

后裔，那位伟大的救赎者还没有出现。在后面一个又一个

的世纪中，这个信息一直都是以色列国的指路明灯。随着

时间一点点地推移，信息非但没有模糊起来，反而在受人

爱戴的以色列王，即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生命中，变得格外

清晰。随着神在这位著名的诗篇作者、先知以及君王的生

涯中作工，这个信息不仅获得了新的冲力，而且将忠信之

人的盼望转向弥赛亚耶稣的出生，以及更远的、所应许的

平安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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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未来弥赛亚的“速写” 

大卫，牧羊人那个不起眼的第八个儿子，那个双目清

秀的牧童（撒上 16:12），不但是（继亚伯拉罕和摩西之

后）以色列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神的计划的发展过

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尽管他犯的错误有目共睹，但是他仍

然因为他对神全心全意的爱而卓然独立，并且他得了圣灵，

能以胜任高位，成为神所膏立的王（即弥赛亚）（撒上 

16:1-3，12，13）。他的确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敏锐地认

识到神正在展开的计划（撒上 13:14；16:7；徒 13:22）。

神借着先知拿单向大卫证实古老的福音信息。他再一次许

下显要后裔的应许，而且这个后裔终有一天会建立那个永

恒的、赐给大卫作产业的国度（撒下 7:12-17）。这个应

许显然与早先神对亚伯拉罕起誓而立的应许关联在一起。

赐下地土，自然就需要有一个政权与之相配。因此神立约

将一个永久的王朝与国度赐给大卫。大卫就从这个有关国

度的福音信息里看出“一系列指示，一个引导人类命运的神

谕”[11]，而这个信息，正是后来耶稣所传的神国福音的种

子（太 13:19）。从范围来讲，这个信息已经成了全世界

的了。全人类的未来都与大卫这个更伟大的子孙所受的应

许息息相关，这个子孙就是那位弥赛亚，而他的国度，也

就是应许之地，会为世界的所有病症提供医治之道，为

“犹太问题”提供最终答案。给大卫的应许建立在先前给

                                                        
[11] 

W.J.邓布雷尔（W.J. Dumbrell），“大卫之约”（The 

Davidic Covenant），《改革宗神学评论》（The Reformed Theologi-

cal Review）（39），5-8月刊，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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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地土之约上，因此，这些应许包含神的保证：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

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撒下 7:10）。 

圣经故事的整个结构都以永久的安定、国度以及领土

这几个伟大的主题为基础。读者应该谨记，福音信息从来

都不仅仅是“宗教的”。它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而且它关乎世界的未来。 

 

流放与归回应许之地 

在大卫那位名气极大但也会犯错的继承人所罗门去世

之后，大卫的王国很快就分裂为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

犹大国。除了犹大家几位突出的王之外，大卫那些统治以

色列和犹大的后裔都没有活出大卫的典范生命。愈演愈烈

的恶不可避免地让神的审判临到。到了公元前第8世纪晚

期，北方的以色列遭亚述帝国侵略，被征服，人民被流放

至异国他乡（王下 17）。十个支派消失于历史之中。南

方的犹大国存活到第6世纪末期。犹大各王的邪恶招致神

的惩罚，他通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西底家和许

多犹太人都掳到巴比伦（王下 24；25）。以色列的王位

就此断绝。波斯王居鲁士准许犹太人在以斯拉和尼希米时

期回归故土（代下 36:20-23；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但

是所应许的、地上的神的国还没有出现。救赎主弥赛亚还

没有出生。从旧约正典结束到耶稣出生间隔400年，在这

段“寂静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在希腊塞琉古

（Seleucid）王国的统治下挣扎。尽管有各种失望，但是

忠信之人从未摒弃神与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立之约里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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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两个约保证，在所应许的王弥赛亚的统治下，以色

列最终会得恢复，得释放。 

 

救赎主的出生 

古老的应许会在两个孩子身上得以实现，而被拣选生

下那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们的感受，语言无以形容。这两

个孩子，一个是行在弥赛亚之前的施洗约翰，另一个是远

大过于他、继他之后而来的耶稣。路加讲述了他们两人的

出生，他的讲述充满着等待弥赛亚盼望实现时的兴奋。因

为自历史之初起，忠信之人就在等待着那一位的到来：他

会获得权柄，逆转那临到亚当、夏娃以及全人类的悲剧。

他就是君王弥赛亚，神的合法代理人，充满圣灵。他会战

胜幽暗世界各种属灵气的力量，这些力量奴役了人类的始

祖，自此以后，还奴役了他们的后裔。蛇的毁灭工作在受

苦的人类中处处可见，[12]但是在耶稣里面的神的灵要强大

得多。新约关于他传道使命的记载，描述的是一场征服邪

恶的辉煌胜利，而成就那场胜利的，正是神赐给他的、非

同一般的灵。神用第二个亚当耶稣作为他的人类代理人，

开始再次树立他的权柄，并将悖逆的行省地球从魔鬼的掌

控中解救出来。用亲爱的使徒的话来说，耶稣受差遣“为

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一 3:8）。彼得也抓住了弥赛亚

耶稣所做之工的本质，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

                                                        
[12] 

一位著名的营养学家说，美国“得了流行病”〔露丝·斯

沃普（Ruth Swope），《大麦的绿叶》（Green Leaves of Barley），

国家预防保健服务（National Preventive Health Services），1987，

p. 13〕。身体健康和属灵健康之间（以及医学实践和神学实践之间）

有着很强的相似性，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也许在属灵上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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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徒 10:38） 

后面我们会看到，耶稣的传道使命包括宣告神的国即

将到来这一好消息，因为神的国到来，是世界历史的转折

点，也是每一个虔诚的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刻。耶稣的

福音信息（the Gospel Message of Jesus）重新点燃人们的盼

望：众先知——他们都是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的支持

者——所预见的所有事情都要实现了。但耶稣所传信息的

内容既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警告：神的国到了；悔改转

向神。信福音吧。为神所定的那个大日子做准备吧。为大

筛选，即把人类分为善与恶、信与不信、麦子与糠秕的大

筛选做准备吧（太 3:12）。而且，在我们所祷告的国度到

来之前，耶稣宣告的福音信息一直都要是教会的福音信息

（太 24:14；28:19，20）。 

尽管耶稣在巴勒斯坦的生涯让人瞩目，但还是只有极

少的人回应了耶稣的福音信息。约翰描述他被人拒绝的话

让人难以忘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

他。”（约 1:11）[13]那些拥护传统宗教的人被自己的人造

神学蒙蔽了眼睛，却自称是和他一样，忠诚于圣经（太 

23:13以下；15:7-9；22:29），他们与罗马当权者一起，将

他按罪犯之名钉到十字架上，让他羞辱地死去。若不是有

复活的超凡神迹，整个故事就到此为止了。然而事实上，

                                                        
[13] 

比较E.C.霍斯金斯（E.C. Hoskyns）〔《第四福音书》

（The Fourth Gospel），London：Faber and Faber，1947，p. 146〕：

“他来到他自己的产业或家中。”巴勒斯坦地属于弥赛亚，是他的

产业。虽然他第一次来时遭拒绝，但这并不会取消神在他再次降临

时把那地赐给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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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才刚刚开始。耶稣复活得生（徒 1:3；10:41），这标

志着神拯救人类的宏伟计划进入关键阶段。它是不死的人

类这一新创造的开始，是神从起初就已计划好的那个理想

状态的恢复。人类在耶稣里面重新开始。因着耶稣一个人

复活得永生，同样的未来就向所有跟随耶稣脚踪的人敞开。 

教会分裂，其问题在于它不再坚持把救赎的福音信息

传下去，直到它最终实现的时候。教会不清楚它要走向哪

里，也就无法坚定地向世界讲话。在通向目标的道路上，

一道烟雾屏障笼罩了下来。教会全然看不到去路，其症候

就是四分五裂。庆幸的是，我们不必继续困在疑惑和黑暗

之中。早期基督徒已经提前给我们发出了警告，告诉我们

盲目的危险所在。困难在于21世纪的人凭着自己的聪明，

对那些警告嗤之以鼻，并竭尽所能地将它们解释为迷信。

“科学”其实只是发现神的宇宙是如何运转的，然而那些

惊人的“科学”进展已经引诱很多人陷入错觉，误以为我

们应该只相信能在试管中测量的东西，或者是能用肉眼看

见的东西。这种思想观念立即给圣经中的神的计划的真实

性蒙上一层阴影。蛇再次出现，质疑神的话（林后 11:3，

4）。魔鬼的谣言坚称，圣经的神迹不符合现代的科学世

界观。科学没有观察到耶稣的复活。因此，神在历史中的

作用被拒绝了，而且他的目标也遭到鄙弃。神主动地设计

了一个计划，要拯救我们脱离愈发艰难的困境，包括脱离

死亡的奴役。而对于那些承认神是总设计师的人，神就把

不朽坏的生命赐给他们，这就是神的目标。人类的拒绝和

鄙弃是人类的大悲剧。尽管我们向人展示信仰，但很多人

基本上对神为地球所定的目标视而不见。要是让信众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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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以及它们对于基督教福音

的重要性的话，许多人都会手足无措。当被要求给耶稣教

导中的神的国下个定义时，大部分人也都茫无头绪。著名

翻译家J.B.菲利普斯（J.B. Phillips）的评论指出，在复杂的

西方世界中，人们对基督教信仰是无知的，而且这种无知

让人不安。在与最高水平的知识分子进行过几百场对话之

后，他震惊不已： 

他们显然不知道基督教在讲什么。我完全无意于

抓他们的把柄；我只是想看看他们对新约都了解

些什么。我的结论是，他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很可悲，甚至有些可怕。这意味着历史

中最重要的事件被委婉地、静悄悄地绕过去了。

因为情况似乎是，证据并非经检验后被发现缺乏

说服力，而是它根本不曾被检验过。[14] 

现在这时代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个

人若完全不懂基督教信仰的话，那根本算不上什

么丢面子的事。例如，当人们被曝对诗歌、音乐、

芭蕾或者绘画一窍不通时，他们会深感惭愧，但

是，当有人发现他们对新约一窍不通时，他们则

毫无不安……极少有人对新约著作进行过诚恳、

深刻、成熟的思考，然后决定耶稣只不过是个误

入歧途的人……事实明摆着，人们并非在严肃地

                                                        
[14] 

《似是真理》（The Ring of Truth），Hodder and Stoughton，

1967，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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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过新约后发现它是错谬的，而是他们根本没

有严肃地思考过。[15] 

人类存在于宇宙之中，但只有神的信息才赋予宇宙意

义，而守护神的信息就是合一教会的职责。引导人类命运

的福音信息，亦即大计划，被托付给教会。教会传达神的

心声。这些不是空洞的神学陈词滥调。它们表达出圣经遗

产的核心，而教会又必须建立在圣经遗产之上——如果教

会真的是教会的话。众多相互矛盾的教会的存在只能表明，

我们亟需清楚地恢复福音信息，亟需将四分五裂的教会重

新聚集在它周围，并为了整个世界的安慰和盼望去传播它。 

                                                        
[15] 

《年轻的教会在行动》（The Young Church in Action），

London: Geoffrey Bles，1955，pp. i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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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反派的真面目 

在那些自称跟随基督教启示的人中，有一大部分在很

久以前都已放松警惕，不把圣经记载里一个真实存在的主

要人物当回事。他的名字是撒但，即仇敌（ the Adver-

sary）。新约和最早的使徒后时期著作认为，他就是破坏

伊甸园之宁静的蛇。[1]在希伯来圣经（即我们所称的旧约）

之中，他的希伯来名称与单词撒拉弗（seraph）相关，[2]这

一点暗示出，他与天使世界有关联，而且在约伯记中，他

出现在天使的行列里（伯 1:6；2:1）。新约基督徒非常清

楚他的存在。他被容许向人类事务施展广泛影响力（约一 

5:19；启 12:9），而且他有资格被称为“这世代的神”

（林后 4:4，新译），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

他都如此，一直到基督回来，在全地开创神国新时代的时

候。[3] 

撒但也是最初的撒谎者（约 8:44）。他是头号诱骗犯

（林后 11:3，4，13-15）。他下定决心毁坏人类，能毁多

少就毁多少，所以他力求阻断神的福音信息的真理，使其

                                                        
[1] 

在哥林多后书11章3节、14节中，蛇与魔鬼是平行的。启示

录12章9节和20章2节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2] 

在民数记21章6节和8节中，nachash（蛇，创 3:1）和saraph

（火蛇）密切相关。而seraphim（saraph的复数形式）在以赛亚书6

章2节和6节中则以天上的生命形式出现。 
[3] 

保罗把神的国在未来建立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时期都称为

“这罪恶的世代”（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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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不清，因为它照亮了通往不朽坏生命的道路。[4]他的

手段既狡猾又奸诈，可以说是当代任何一个骗子都羡慕的

招数。作为神和人类的仇敌，撒但更愿意将自己隐藏起来。

当人类坚信他不存在的时候，他的工作就会更容易做成！ 

新约教会——包括耶稣——普遍相信，撒但是一个堕

落的天使。保罗说他戴着光明天使的面具，就是说，他其

实是带着伪装的黑暗天使（林后 11:14）。他有能力把人

吸引住，因为他装扮成光明的使者。保罗揭露出，他的人

类差役将他们的真实身份掩藏在良善的表象之后（林后 

11:13，15）。显然，撒但的队伍是一支劲敌，值得所有想

要避免掉入其诡计的基督徒审慎对待。使徒约翰声明，撒

但将全世界都牢笼在他的欺骗之中（约一  5:19；启 

12:9）。他的反圣经宣传计划一刻不停，其目标是让人类

相信他的谎言。他的手法是讲半真半假的话，这可是最精

明的谎言。保罗看出，对于基督徒来说，他是一个极活跃

的，并且一直都存在的威胁，但是这位使徒也劝告基督徒，

要他们晓得他的诡计（林后 2:11）。保罗坦言，假基督教

的传道人就是魔鬼的仆役（林后 11:13，15）。要避免受

骗，惟一的方法就是完全认识真理，并渴望真理（帖后 

2:10-13）。 

                                                        
[4]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8节中，保罗的传道工作遭到魔鬼的

阻挡。当神国的福音被传开时，魔鬼就会出现，为的是在信息扎根

于人心之前就把它吞掉（太 13:19；路 8:12）。他的目的是毁坏神

国的子民。因此，希律试图除掉弥赛亚（太 2:3-18），魔鬼威胁耶

稣所领导的弥赛亚团契（启 12:4，13-18）。彼得说撒但是“你们

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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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非常清楚地表明，撒但广泛地活跃在宗教领域。

在耶稣时代，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宗教权威的代表，但是他

们却被耶稣视为撒但的主要拥护者（太 23:33）。[5]他们

已经成了魔鬼的奴仆，而且耶稣对他们的责备也是毫不留

情。他的义愤对准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宗教传统不但与神

的福音信息背道而驰，而且将子民们牢牢地困在黑暗之中。

尽管这些假宗教领袖热切地让人归信，但他们却将他们的

门徒变成“地狱之子”（太 23:15）。 

倘若我们以为只有在第1世纪的巴勒斯坦时，根深蒂

固的宗教才是真理的仇敌的话，那我们就太天真了。耶稣

和众使徒都将腐化的宗教看作人类不认识神的一个不变的

——即便不是越发普遍的——特征（太 24:4，5，24；提

前 4:1-3；提后 3:13）。教会的分裂让我们当代的教会苦

不堪言，然而，在探寻造成这些分裂的原因的时候，我们

必须充分考虑到传统的作用，即不经批判就一代代流传下

来的传统会让人几乎无法毫无偏见地阅读新约文献。英国

一位著名的福音派发言人向我们发出这个警告： 

那些坚守（他们所信的）“惟独圣经”（Sola 

Scriptura）［“我们只跟从圣经”］的人，事实

上坚守的往往是对‘惟独圣经’的传统学派解释

而已。福音派新教徒也能和罗马天主教徒或希腊

正教徒一样，是传统的奴仆，只不过他们没有认

识到那是“传统”罢了。[6] 

                                                        
[5] 

他警告他们，他们可能会被毁灭在地狱（Gehenna）里，那

可是为魔鬼和他的天使同伙所预备的结局（太 25:41）。 
[6] 

F.F.布鲁斯（F.F. Bruce），书信，1981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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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一个愿意把他的信仰和他说他所遵循的蓝图比

照着进行检验的人，实在是很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教

会信众学习圣经，其实是为了核对他们的教会教给他们的

东西。[7]大部分人只简单地认定，他们的信条是以耶稣和

众使徒的教导为基础的。 

在传统与基督教文献的对抗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个实

例，出现在一小群名为基督弟兄会（Christadelphians）的

信徒之中。他们的创始人[8]曾在一次海难中差点丢掉性命，

当时他发誓，如果他能安全抵达陆地，他就彻底研究基督

教信仰。后来他就开始潜心研读圣经，力图恢复耶稣的原

教导。他逐渐坚信，以基督教名义所讲的很多内容都以传

统为基础，而那些传统在耶稣死后100年左右就开始渗入

教会。当时，有一种错误观念广为流行，它将撒但描述为

一个长着角的、烧地狱之火的魔鬼。由于他一心想要驳倒

这一错误，他就坚称，圣经中的撒但一词指的不过是人性

里固有的恶而已。[9]尽管许多信徒确实不像早期基督徒那

样，把撒但看作独立的个体，但是基督弟兄会又往前跨出

一步——虽然他们全心致力于按原意理解圣经——认为耶

稣在旷野与魔鬼的对弈是耶稣在与他自己，其实就是与他

自己的恶性对话，这就太令人震惊了！（太 4:1-11；可 

1:12，13；路 4:1-13） 

                                                        
[7] 

使徒行传17章11节记录了一个人们亲自研究圣经并从中获益

的经典榜样。庇哩亚人天天研究圣经以查看保罗所说的是否为真。

结果是很多人成了信徒。 
[8] 

约翰·托马斯（1805-1871）。 
[9] 

至于他的论证，请详阅《以色列的盼望》（Elpis Israel），

pp. 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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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是外在于人类的一个独立个体，这是圣经最清楚

的教导之一。在希伯来圣经中，“撒但”从来都不是一个

描述人心的内在邪恶的词。耶稣是读着圣经长大的，而在

圣经中，“撒但”一直都指一个外在于人类的仇敌，有时

指人类，有时指非人类。[10]因此，当“撒但”这个词出现

在新约时，把“人性”这个含义强加给它，是个重大的错

误。新约作者们用了大量篇幅来表明，有一个看不见的邪

灵世界真实地存在着，正如圣天使是真实存在的（弗 

6:10-17）。耶稣战胜这些邪恶的力量，他的胜利向众门徒

证明，宇宙的各种势力，就是那些隐藏在地上可见邪恶背

后的势力，正在走向溃败（路 10:17-20）。四部福音书讲

述了耶稣的传道使命，它们全都记载到，耶稣行了赶鬼、

医治的非凡神迹（徒 10:38），但让他能够行这些神迹的，

是神赋予他的圣灵的更强大的能力。尽管新约作者们竭力

证明撒但和恶魔是存在的，但还是有人否认这一事实，这

种做法所证明的其实是传统老虎钳般的控制力，而且这种

控制力甚至能够施加在那些以身作则，为信仰尽心竭力的

人身上。否认超自然邪恶世界的存在，是“科学”理性主

义的基本特征，可一些相信神的启示的人竟然也受这一主

义的影响。 

当撒但成功地让人相信，对他的存在的信属于先前的

“非科学”时代时，他算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尤其是因

                                                        
[10] 

请参阅王上 11:14；撒上 29:4；伯 1:6；2:1；亚 3:1，

在这些经文中，“撒但”是外在的敌对者。关于魔鬼是独立个体的

讨论，请参阅作者的文章“撒但：作为个体而存在的魔鬼”（Satan, 

the Personal Devil），恢复团契（Restoration Fellowship），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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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样一来，耶稣和众使徒就被显得远远不如见多识广的

现代人明智。当路加写下（我们所说的）他的基督教论文

第四章时，他描述了魔鬼和耶稣对弈的情形。这段叙述毫

不含糊地被置于历史之中。地点在犹大的旷野，事件持续

了大约6周。当撒但结束诱惑弥赛亚背离神时，就离开了

他（路 4:13），于是天使前来服侍他（太 4:11）——差

一点就迟了，因为耶稣已经有40天没吃东西了。撒但来到

耶稣的跟前：他进前来，对他说（太 4:3）。这是个确确

实实的历史事实，就和门徒或法利赛人到他跟前来一样

（太 24:1；19:3）。如果我们认为它们不是事实的话，那

么我们就严重地错解了经文。而且我们还忽略了创世记和

福音书中关于试探的两份记录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前者

中，外在的试探者“蛇”来到第一个女人跟前（创 3:1）。

后者中，外在的仇敌撒但出现在新人类的元首面前试探他。

创世记中，叙述的结尾是天使前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创 

3:24）。福音书中，天使也来了，但是是服侍得胜的第二

个亚当，弥赛亚耶稣（太 4:11），而他自己就是通往生命

的道路（约 14:6）。马可还让我们知道，耶稣与野兽在一

起，[11]这象征着将来弥赛亚回来统治他的国度的时候，就

连大自然也会回到乐园的和谐状态（何  2:18；赛 11:6-

9）。 

在圣经中，一个角色是否真实存在，不是由他是否能

被看见来判定的。当代神学中有一个流行的学派，它想让

                                                        
[11] 

可 1:13。作为人子，“真正的人类”，耶稣就是将要战胜

但以理书7章的“兽”的那一位，因此他会实现给人类亚当所计划的、

要主宰大自然的职能（创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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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新约中的超自然领域应该被“重新解释”（事

实上是从记载中被删除），这样，对于21世纪的世俗人士

来说，基督教就可以下咽了。然而这个可怕的理论会让世

俗之人仍然是世俗之人。它无法将他带入真正的属灵世界，

而只有在那里，他的所有弊病才能得以解决。 

多亏圣经作者们谨慎仔细的工作，我们才没有对撒但

的手段一无所知。他清楚人性。他也懂圣经。只要能达到

目的，他还会引用圣经，而且他善于把圣经的话这儿修修

那儿改改，好吸引人的眼球（太 4:6）。身为创世记中的

蛇，他巧言令色，只用了短短两句，共26个词，就引诱夏

娃做出致命的悖逆之事（创 3:1，4，5）。他的手段是：

质疑神所说的话，错误引用，妄断真假，然后得出完全对

立的结论。这套把戏足以混淆视听，使夏娃无法清晰地思

考（创 3:6）。长久以来，撒但已经证明，他是编造半真

半假之话的“大师”。不明白圣经，就会让他的工作顺利

进行（何 4:6）。 

人类历史，尤其是宗教史，充满着撒但不断破坏的痕

迹——然而，他的破坏从未超出那位满怀好意而创造万物

的神给他划定的界限。除了父神的子民和他的儿子弥赛亚

耶稣之外，撒但是新约所描述的属灵剧目中最重要的角色。

他被看作一个持续的威胁，尤其是对于好消息/福音的传播

进程来说，因为神的福音信息包含着不朽坏生命的奥秘

（太 13:19；路 8:12；帖前 2:18）。他的目的是阻止基督

徒达到目标，即获得永生这个礼物（罗 2:7）。然而，对

于受到正确引导的信徒来说，撒但的存在不会吓倒他们。

倘若信徒竭力寻求真理而非撒但的谎言，并反反复复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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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学的与圣经所讲的神的真理标准进行对照，那么，借

着神那无限强大的能力，他就会大获全胜，因为有神托着

他。撒但的活动着重于拦阻基督徒前进的脚步，其手段主

要是扰乱那些显明永生道路的神的教导（帖前 2:18；林后 

11:3，4，13-15）。 

撒但机敏地发现，圣经包含着神所启示的信息，靠着

这信息，基督徒就可能成功地走完他们的旅程。所以他的

目标就是让那些“奥秘”变得不可理解。就这一方面而言，

他有各种手段供他使用。其中一个就是布下疑云，让人不

相信那些记载着神所授权的原信仰的文献是可靠的。基督

教世界中有一大部分人都不再完全确信，耶稣真正教导的

东西还有可能得以恢复。一大群学者忙着相互辩论圣经中

耶稣的话是否真的出自他口。[12]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接触

到耶稣的话语，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称自己为基督徒。当

代教会中的一件奇事就是，教会保持着基督的名字，但却

随意而行，几乎是自己觉得什么东西适合给现代人做宗教，

就教导什么。[13]信仰中的“基督”与历史上的耶稣常常只

有若有若无的联系。人类丰富的宗教思想能将耶稣想象成

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形象，但它们却与历史人物耶稣的关

系很远，或是没有任何关系。 

                                                        
[12] 

近些年里，耶稣研究会（the Jesus Seminar）让公众大跌眼

镜，因为它凭主观臆断就决定出，在被认为是耶稣所说的话语中，

到底有多少是耶稣本人说出的。他们得出结论说，耶稣只说了其中

的约20%。 
[13] 

赞成圣经所谴责的性行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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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的另一个伎俩是指控原作者们被耶稣生命的真实

情况给蒙骗了。他坚称，他们对复活的信念可以解释为臆

想，或者可能是幻觉。这些手段卓有成效，信徒中广泛存

在的怀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他们的怀疑则源自于传道

者和大学神学家们的怀疑：他们怀疑耶稣的复活并非历史

事实。按照新约的标准，这种门徒可以归为不信的人。他

们的境况其实是可悲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基督复活

的话，那么他就不大可能盼望他自己的复活！若一个“基

督教”不相信复活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不管是过去

耶稣的复活，还是将来信徒的复活——那么它就与圣经的

信仰并非同一个信仰。保罗将此表达得简洁明了：“如果

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传的，你们

也没有什么可信的”（林前 15:14，GNB）。 

然而，不是所有人对基督教文献的信心都能够被轻易

地动摇。对于那些坚定地相信圣经可信可靠的人，就需要

更巧妙的欺骗手法。得让他们相信，他们抓住了耶稣所教

导的东西，但其实，他们所接受的不过是一个被扭曲、被

缩减的福音信息。长此以往，这会有效地使他们产生一种

虚假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则是他们极不愿意离开的。 

重点，我们一定要强调。未经查验的传统是撒但的重

磅武器。他知道，如果人们从小到大都接受某一特定信条，

也就是被假定以使徒原教导为基础的，或是受教会历史

“伟人”所支持的信仰声明，那么他们就很少有人会去费

心劳力地把它与新约标准做对比，以查证它的正确性。他

们会把这件事留给他们的领导，让他们替自己做，而当他

们面对事实时，即当他们面对各个团体相互矛盾，其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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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自称为基督徒，且读着同一本圣经，可关于信仰，他

们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时，他们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之处。

就这样，他们会把自己包裹起来，不理会令人不舒服的、

基督教世界已四分五裂的事实。借着被人死抓不放的传统，

基督教可能会永远地分裂下去。 

如果基督教没有深刻认识到撒但的真实性，也没有深

刻认识到基督徒日日都要与他进行属灵的争战，那么它就

已经与创立它的先辈们断了关联，而且也已经输掉了与魔

鬼的战斗。那么对于被当作真理来教导的东西，它必然会

不加批判地接受，安安心心地相信，各版基督教从各自的

角度讲都有效，因为它们都有信徒一秉虔诚地相信。下一

步，他们就会相信，世界上的宗教全都会引导人得救，因

为它们都敬拜同一位神。那些对四分五裂的教会持“包容”

态度的人，可能不会想到去问一问：某版或某些版的“基

督教”将神拯救计划的一些基本要素隐藏了起来，而使尽

浑身解数去传这些“基督教”的，会不会就是魔鬼呢？ 

在呼吁基督徒回归基督教的蓝图，也就是从前一次交

付圣徒的使徒信仰（犹 3）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基

督徒要跟从耶稣，就要再次相信撒但和众鬼魔的真实性，

并相信他们的欺骗活动一直都在进行。他们一定不可小觑

这支队伍，因为精心策划，让这么多基督教团体出现，造

成神学大混乱的，正是这支队伍。这样做，信徒就能够进

入早期教会的世界，而不是科学人文主义给我们呈现的世

界。保罗有几句经典的话。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

与“属血气的”战斗，而是与看不见的“管辖这幽暗世界

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战斗（弗 6:12），而领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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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弗 2:2），“这世界

的神”（林后 4:4）。基督教很多内容远离这些话，原因

就在于它没能弄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所以，如果信徒能

够再次将保罗的见证铭记于心，那么这对他们来说大有裨

益 。 保 罗 视 基 督 徒 的 争 战 为 与 “ 管 辖 世 界 的 ”

（ cosmocrats，直译为“世界统治者”）的战斗（弗 

6:12），[14]这些“管辖世界的”就是天空中拥有巨大力量

的诸神。对于保罗来说，有一个属灵气的超级罪犯头目还

在四处逍遥，不眠不休地做工，尽其所能地毁掉人类，而

他的主要手段就是欺骗（启 12:9）。[15] 

认出圣经的敌人，并非意味着我们就不用为自身的错

误担责。我们有责任抵挡魔鬼（雅 4:7）。神将启示留给

我们，就是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诗 1:1-2；119；书 1:8）。

正如保罗所说，神的启示是泉源，让人“有得救的智慧”

（提后 3:15），而得救，就是通过耶稣来胜过撒但。不管

是哪个领域里的欺骗，破除之法都是正确的教导。如果教

会不与基督和众使徒“一起学习”（徒 2:42）的话，那么

它就已经输掉了对抗魔鬼的“假信息”的战斗。胜过撒但

之力量的武器就在手边儿，我们要做的只是伸出手，抓紧

它们，并把我们自己沉浸在耶稣和众使徒的话语中——概

括地说，即神国的福音中。 

                                                        
[14] 

保罗用的词是kosmokratores（κοσμοκράτορας）。 
[15] 

要做到“借着灵按真理”敬拜神（约 4:24，新译），正确

的教导极为重要。何西阿哀叹人们缺少正确的教导：“我的子民因

无知识而灭亡”（何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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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君王弥赛亚已经打败了撒但，尽管他得胜

的果效还没有完全显明（约 16:11；西 3:15）。圣经并不

盼望在耶稣再临之前就彻底扭转人类的悲剧。[16]用保罗的

话来说就是，在那之前，“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

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后 3:13）。最后的胜利

必须等到将来弥赛亚耶稣——圣经剧目的主角，神所委任

的以色列和世界的统治者——登基为王的时候，等到他

“在大卫［被恢复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从今直到永

远”的时候（赛 9:7）。 

                                                        
[16] 

只有到基督回来统治的时候，撒但才会被捆绑，“使它不

得再迷惑列国”（启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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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弥赛亚王、他的国度以及

人们对他的福音信息的忽视 

宗教人士在读圣经的时候，总觉得其信息一定包裹在

层层迷雾之下。他们的这种“非凡才能”让上世纪美国一

位博学的神学家倍感惊奇。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引起误解

的话语，到了圣经中，似乎就会引起复杂的解释问题： 

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些人读圣经的

方式。他们几乎是将它上下颠倒过来并且倒着读

的。“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他们赞美它，

手捧着它，尊它为圣物，并坚持要求每个人都应

该拥有它；然而他们只把它当作某种深奥玄妙的

书卷来看；对于传道人来说，它是本好教材，但

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很多人似乎将

它看作一本高深的谜语书，充满着神秘的诗歌和

深不可测的智慧，而不是将它看作平直的信息和

建议——一位父亲给他不谙世事、脆弱无助的孩

子的信息和建议。许多坐下来为它写注释的人似

乎总是摆脱不了一种想法，即：每个单词里都藏

着深奥的东西，或者圣灵的真正意图在字符的表

面含义中是找不到的，要找，就要在某种奥妙的

或神秘的比喻中去找，而挖掘比喻正是他们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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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圣经是为每一个人写的，神在其中讲

话，为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它；它的语言遵

循语言的普通用法；对它的解释应该使用相同的、

符合常理的方式，就如同我们解释已故父亲的遗

愿，或弄清商务信件的含义一样。它意在教导，

因而它以最熟悉的方式向人们表达神的心意和旨

意。当基督讲到人子时，他的意思就是人子，而

不是罗马军队。当他讲到他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的意思就是他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而不是在地

中海驾着军舰航行，也不是在地上领着士兵行

进……基督知道他想说什么，也知道如何去说他

想说的；而我则感到我有责任按照他所说的去理

解他。[1] 

这位博士研读圣经的方式很有智慧。尽管圣经故事的

文化背景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它之所以被写成，为的就是

传递一个简明的信息：神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圣经的语言

本来就是为了让人能够理解才写下的，如果人们能按照这

一点来对待圣经的宣告，那么关于基督教意义的各种流行

的观念就会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倘若有人说英国王子有

一天会继承他母亲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并以英国国王的

身份来统治，那么没有人会误解。可是，当神的使者向马

利亚宣告，他的儿子耶稣会继承他先祖大卫的王位并统治

以色列民的时候（路 1:32，33），那句宣告显然就难得不

                                                        
[1] 

J.A.塞思（J.A. Seiss），《末期与大使命》（The Last 

Times and the Great Commission），Philadelphia：Smith, English and 

Co.，1863，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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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并且需要一大群博学的释经者来为解释工作添砖加

瓦。 

 

关于耶稣作王的语言：说的什么，意思就是什么 

如果基督徒将神的使者的话语理解为对事实的简单声

明，并接受它们为真实的，那么他们在一夜之间，在很大

程度上就能够达成统一。这种做法就是亚伯拉罕之信的本

质——信神所说的会发生，完全相信他的话。然后，基督

徒就会明白两点：首先，耶稣生来就是王；其次，大卫的

王位必然会在某个时刻得以恢复，耶稣会继承它，并成为

以色列的王。第二项他显然还没有做。接下来，如果基督

徒研究关于耶稣在巴勒斯坦的生活的记录，他们就会发现，

他非但没有成为王，相反地，他以一个普通罪犯的身份死

在罗马人和他自己的子民犹太人的手中（徒 2:23）。 

这一切路加全都知道，因为在他写下天使给马利亚的

信息的时候（他很可能是通过与马利亚本人交谈来收集他

的信息），这都已经成了历史。然而，路加根本没有觉得

耶稣还没有成为王就死去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对他来说，

很清楚，加百列在耶稣被怀上之前就给出的信息的第一部

分，在救主降生于伯利恒的时候就已经完完全全地实现了。

因此，他没有丝毫理由去怀疑耶稣将会成为以色列的王。

声明的这一部分只不过还没有发生。但是它一定会发生，

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新约与旧约观点相同，所以它应

许说，耶稣会在他将来回到地上时，登上所恢复的、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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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的宝座。[2]这样，他也会承受地土之约，因为

根据神给亚伯拉罕的誓言，他本来就是它的合法继承人

（加 3:19）。 

有些人面对耶稣将会统治以色列家这个说法的时候，

就开始坠入云雾之中。若讲到耶稣在希律王时期出生于伯

利恒的历史事实，普通信众没有任何困难（太 2:1），但

是一讲到耶稣会在将来统治以色列，他们似乎就困惑起来。

不接受清楚明确的声明，就相当于不信。这是不是表明，

基督徒还没有完全相信福音所包含的所有祝福呢？接受路

加关于耶稣未来生涯的简明信息，立刻就能将信徒高度统

一起来，聚集在全新的信条之下——或者更确切地说，聚

集在被遗忘多年后又被重新发现的信条之下。它会赐予他

们一个明确的盼望，并使他们把极好的消息传给迷茫的世

界。他们就能够带着十足的把握宣讲对人类的未来意义非

凡的东西。他们会再次拥有耶稣本人的福音信息——关于

即将到来的神的国的信息，而他就是这个国度候任的统治

者（可 1:14，15）。 

与耶稣将来在大卫的宝座上统治这件事所包含的巨大

意义相比，关于主教制、教派、女祭司、洗礼模式的争论

立刻就算不得什么了。派别的障碍会轰然倒塌。这一巨变

事实上意味着教会开始接受耶稣为弥赛亚，接受他为必定

会从耶路撒冷统治世界的那一位。他们似乎没怎么认识到，

                                                        
[2] 

徒 1:6；3:21；徒 26:6，7；启 11:15-17。请注意，弥赛

亚会在他回来，在死人复活时（启 11:18），“开始作王”（启 

11:17）。同样地，马太福音25章31节也将基督开始作王的时间置于

他“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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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传统信条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空间，好让人真正地相

信他是弥赛亚。教会传统已经剥夺了他的王位和他的土地。

耶稣是弥赛亚，因而土地是属于他的，但他自己的子民却

不想让他待在那里，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3]可是，

难道21世纪的基督徒就想要看到他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吗？

要知道，根据神给亚伯拉罕和他“那一个子孙”的土地之

约，拥有那土地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关于耶稣的、最简单的信

息变得模糊不清？他将来作以色列的王这个应许是如何从

信条中渐渐消失的？为什么传统信条只字不提耶稣必定在

耶路撒冷作世界的统治者？[4]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有一大

部分信众都不相信关于耶稣的基本事实，即天使加百列告

知马利亚的事实，亦即整个新约都高举为信仰的核心信条

的事实——耶稣必定会以大卫王位继承人的身份作王（路 

1:32，33）。既然圣经对耶稣的描述遭到如此广泛的拒绝，

那么流行于大众的耶稣真的能是圣经的耶稣吗？相信一位

无望成为英国国王的王子，与相信一位明显为储君的王子，

能是同一种信吗？ 

无疑，有些人会争辩说，耶稣已经在升天时，在天上

登上了大卫的王位，作了王。然而这种说法是不会为新约

                                                        
[3] 

约翰福音1章11节说，耶稣来到他自己的领地（domain，

NASV），可他自己的子民却不接受他。 
[4] 

事实上，除了提及耶稣的诞生之外，众信条几乎没怎么讲耶

稣在历史上的生命。它们只是模模糊糊地讲到他在未来要做的事。

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的话最接近圣经的语言，它讲到“死人

复活和未来世界的生命”。不过后一个表述应该表达为“未来时代

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age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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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所接受的。原因是，尽管他们承认耶稣已经在复活后

被高举到天上，到他父的宝座上（徒 2:33），但是，说大

卫的王位已经永远地被重新安置在天空以外的一个领域里，

会引发重重问题。大卫的王位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在耶

路撒冷以外的其他地方。无数的预言已经教导他们，所要

盼望的是，以色列在弥赛亚的统治下复兴，并且在他的治

理下，世界更新，世界重组（耶 3:17；23:5，6；33:15

等）。 

毫无疑问，即使是在复活之后，耶稣和众门徒仍然全

心盼望以色列国在以色列重新建立。这只能说明，众门徒

相信希伯来圣经，而关于这圣经，他们的老师曾说过，他

来并不是要废掉它（太 5:17）。众使徒与他们复活的主在

一起待了六周，讨论神的国，结束时他们特别想知道，时

机是否已经成熟，他们的民族盼望，即弥赛亚的王位在以

色列恢复是否就要实现了。于是他们问道：“主啊，你复

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圣经没有暗示，

所有先知的福音信息以及世世代代虔诚以色列人的盼望已

经无法实现。耶稣没有做任何事去毁灭他们的希望或纠正

他们的弥赛亚思想。他只是声明，未来以色列国复兴的时

间是不为人所知的（徒 1:7）。[5]正如路加后来所澄清的，

已受委任的弥赛亚耶稣必定要暂时留在天上，直到以色列

民族和全世界的复兴：此次复兴是整个圣经思想的基础。

使徒斩钉截铁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因为彼得在阐明神的计

                                                        
[5]
 耶稣的升天保证了他未来在地上的统治。“不多几日”圣灵

的降临绝对不是神的国的降临，那个时间尚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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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说道：“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

创世以来，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徒 3:21）。在这句

话里，彼得概括了神为世界预备的全盘计划，并将它投向

耶稣回来时所开创的弥赛亚时代。彼得的听众立刻就会从

众多其他经文中想到先知以赛亚那激动人心的话语：“我

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

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邑”（赛 1:26；

比较结 39:25，26）。 

使徒行传3章21节是新约启示最明确的声明之一——

大家觉得约翰福音3章16节需要多少时间去研究，这节经

文就需要多少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如果大卫

的王位不在弥赛亚身上重新建立的话，那么旧约和新约所

有的预言家和先知都会变成骗子，而他们的信息也都会变

成空想。众使徒会成为天真的梦想家，利用着宗教幻想。

耶稣本人也会变成一个冒名者。基督教必然面对两个结局：

要么在更新了的地球上得胜，归来的弥赛亚作全世界的王；

要么完全失败。没有第三种可能。 

 

福音信息遭忽略 

“神的国”是个彻彻底底的希伯来弥赛亚概念，它也

是耶稣最喜欢的用词，但是，要给这个词赋予什么含义的

问题，教会似乎总是在逃避，神学家也已将其掩盖起来。

一个人若想透彻清晰地解释某一文献，他就必须进入他试

图理解之文献的思想世界。要是他在关键的用词和表达上

犯了大错，那么最终就会出现谬之千里的误解。这一问题

正好出现在原始信仰的传递过程中，其原因就在于圣经读

者没有考虑耶稣和他的神国福音的犹太特性。英国国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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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敏锐的学者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批判教会第2-4世

纪的发展趋势时写道：“总体来说，教会没有理解旧约，

而希腊思想和罗马思想反过来开始主宰教会的观念。从那

场灾难中，教会从未恢复过来，无论是在教义方面，还是

在实践方面。”[6] 

一位支持基督教的犹太历史学家、新约翻译家也判断

出了问题的根源： 

如果基督徒觉得犹太人会大范围地支持基督教的

信条，那么他们就太自欺欺人了，因为基督教的

很多信条都源于多神主义思想。由于基督徒没有

成为以色列人，而是保持了外邦人的本质，所以

他们在属灵上就倾向于那些符合他们之前所接受

的异教思想的信条。[7] 

英国国教一位大主教同样指出了教会远离圣经福音信

息的悲剧。神的国是耶稣的福音信息的核心概念，根本概

念，但是在大部分教会历史里，这个概念都被忽略了。对

此，他倍感惊讶： 

每一代人都会在福音中发现某些东西，这些东西

对福音本身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而且似乎是之

前时代的教会，或者（有时）是之前所有时代的

教会所忽略的东西。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重

                                                        
[6] 

卡农·H.高治（Canon H. Goudge），“犹太人的圣召”

（The Calling of the Jews），《犹太教与基督教论文集》（Essays 

o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由H.J.斯肯菲尔德（H.J. Schonfield）

引述，《神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God），Hutchinson，1970，p. 

98。 
[7] 

H.J.斯肯菲尔德，《神的政治》，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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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现就是，在福音中，神的国被赋予极其重要

的地位。可是，对我们来说，很不寻常的是，纵观几乎

整个基督教历史，在其神学理论以及宗教著作中，它出

现的频率却如此之少。然而，毫无疑问，在对观福

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

它处于非常突出的位置，且突出到几乎不能再突

出的地步。[8] 

大主教这段话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几乎都不为过。读

者看一看福音书对耶稣的传道工作的记载，就会发现一个

简单的事实：基督教福音最早的传道人耶稣是一个传讲神

的国的人。下面这段话是F.C.格兰特对耶稣的目标的评论。

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质疑它： 

可以说，耶稣关于神的国的教导代表了他的整个

教导。它是他所有讲话的最重要的决定性主题。

他的道德准则是神的国的道德准则；他的神学是

神的国的神学；缺少了他对神的国的解释，他关

于他自己的教导就不可能被理解。[9] 

同样清楚的是，耶稣想让他自己的神国信息——福音

或好消息——在他所应许的归来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内，

都成为那些宣称代表他的人的头等大事。耶稣向教会发出

他的开拔令，命令他的跟从者把他所教导的一切教导给那些

借着洗礼成为他门徒并进入信仰的人（太 28:19，20）。

                                                        
[8] 

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个人宗教与团契生活》

（Personal Religion and the Life of Fellowship），Longmans，Green 

and Co. Ltd.，1926，p. 69，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9] 

“神国的福音”，《圣经世界》50（1917），pp. 12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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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耶稣所看到的，忠信之人的任务是，将“这天国的福音

传遍天下”（太 24:14）。 

若教会像耶稣那样，清楚响亮地宣讲神的国，那么教

会的行动就是一个明确的标记，表明活着的基督一直在他

的教会里。论到神的国，就如大主教坦普尔所说的，“纵

观几乎整个基督教历史，在其神学理论以及宗教著作中，

它出现的频率却如此之少”。说出这话就是承认，教会没

有做耶稣要求它做的事。教会一直在挂着伪旗航行。它一

方面宣认基督的名，另一方面却没有全心投入地把他的神

国救赎福音信息忠实地传给世界。倒也是，既然它承认自

己并不确定神的国是什么意思，那么它又如何能够做到这

一点呢？[10]看来重新评定教会的任务——包括坦白承认它

的福音已经缺失了核心的弥赛亚要素——似乎是势在必行

了。 

要用证据证明神国的福音不在教会的传道内容里，是

件非常简单的事。例如，大家请听一听今日的传道人对慕

道者的呼召。在请求人成为基督徒的呼吁中，“神国的福

音”是首要主题吗？对于耶稣所说的神的国，各处的讲道

台上回荡着清楚的解释吗？ 

事情显然并非如此。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

是美国著名的教会植堂者（church planter），在他的《教

会成长与整个福音》（Church Growth and the Whole Gospel）

                                                        
[10] 

例如，罗伯特·摩根（Robert Morgan）写道：“有些人认

为，他们完全知道耶稣说的神的国是什么意思，那么现在，我们实

在应该看看，他们到底知不知道。”〔《神学》（Theology），

1979年11月刊，p.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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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表示，他同意G.E.兰德（G.E. Ladd）的意见：“现

代学术非常一致地认为，神的国是耶稣的中心信息。”然

后瓦格纳说： 

如果这是真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来辩驳

它，我禁不住大声说出我的疑惑，为什么在我30

年的基督徒生活里，我却从来没有听过更多内容

是在讲它？关于它，我当然已经在圣经里读得够

多的了。马太福音52次提到神的国，马可福音19

次，路加福音44次，约翰福音4次。但是，坦白

说，我不记得哪位带领过我的牧师在讲道时专门

讲神的国。当我翻找我自己的讲道记录时，我这

才意识到，我自己从来没有一篇讲道是关于它的。

神的国哪里去了？[11] 

在一篇名为“传讲神的国”（Preaching the Kingdom 

of God）的文章中，英国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

deen）的释经家I.霍华德·马歇尔（I. Howard Marshall）博

士说： 

在过去16年里，我只记得有两次，我听到专门以

神的国为主题的讲道……我发现这种沉默相当令

人惊讶，因为新约学者普遍同意，耶稣之教导的

中心主题是神的国……那么很清楚，人们可以想

到，如果哪个现代传道人想要向他的会众带来耶

稣的信息，那他在这个主题上肯定有许多话要说。

                                                        
[11] 

《教会成长与整个福音：圣经命令》（Church Growth and 

the Whole Gospel: A Biblical Mandate），San Francisco：Harper & 

Row，1981，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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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我所经历的恰恰相反，我几乎没有听

到关于它的内容。[12] 

罗马天主教一位作家不同寻常地承认，他在神学院所

学的内容中没有对耶稣的神国福音信息的解释： 

作为一名新约文献教师……有件事在我眼中渐渐

明朗起来：历史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宣教的中心主

题是，神的国临近了。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在

神学院我所学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中，神的国几乎没占什么地位。进一步研究之后，

我认识到，在过去两千年里，在教会神学、教会

神职人员以及教会礼拜中，这个主题在很多方面，

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置之不理，即便有被提到

的时候，那也常常被扭曲得认不出来了。事情怎

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13]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也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它就是：

对于耶稣和整个新约教会来说，神国福音的意义非同小可，

但对于现代传道人来说，完全不是这样。耶稣一心一意宣

扬神国的福音，可现代传道人却似乎在躲避“神国的福音”

这个表述。在期刊《宣教学》（Missiology）的一篇社论

中，亚瑟·F.格雷瑟（Arthur F. Glasser）写道： 

我想问一问：你最后一次听关于神的国的讲道是

什么时候？坦白说，我很难记起，曾听人扎扎实

                                                        
[12] 

《解经时代》（The Expository Times）（89），1977年10月

刊，p. 13。 
[13] 

B.T.维维亚诺（B.T. Viviano），《历史上的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 In History），Wilmington: Michael Glazier，

1988，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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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讲解神的国。神的国在我们主的思想和传道

工作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已被广泛承认的事实。

可是我们对此却闭口不言，我们的沉默怎么与这

一事实相配？我的经历不是特例。我已经问过我

的同事。当然，他们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他们

常常听到这样那样关于耶稣的比喻的讲道，但是，

说到他所教导的神的国，关于它的本质的、扎扎

实实的讲道——思量之后——他们也开始感到惊

讶：几乎没有牧师着手这个主题。[14] 

既然我们这个时代的著名释经者都承认，耶稣的福音

信息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那么大家不需要特别的神学训

练就能看出，事情明显地不对劲儿。就流行于大众的传道

工作来说，我们一眼便看得出，救赎的福音信息被呈现时，

神的国这一关键成分已不在其中。葛培理（Billy Graham）

定义福音时将福音分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耶

稣的死亡，这是一半福音。而另一半——他说——是耶稣

的复活。[15]但是这个定义忽略了福音信息的基本内容。耶

稣在提到他的死亡与复活很久之前，就将神的国宣告为福

音的核心。路加记载，众门徒甚至在还不知道耶稣会死亡与复

活的时候，就出去宣讲福音了（路 18:31-34）。由此可以看

出，尽管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极其重要，但福音却并非只包含它们。 

我们所说的传道工作与耶稣给它的定义之间明显地存

在差异，这一点必然让人心生疑问。在传道工作上颇有建

                                                        
[14] 

1980年4月刊，第13页。 
[15] 

罗伊·古斯塔夫森（Roy Gustafson），“福音是什么？”

（What is the Gospel?），葛培理福音布道协会（the Billy Graham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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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专家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就提出了这个问

题。在1974年洛桑世界福音会议（ the Lausanne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上，他问道：

“在这里，关于神的国，你听到过多少？没多少。我们的

语言里没有神的国，但它是耶稣最关心的事。”[16]作为20

世纪的基督徒，我们的语言与耶稣本人的语言并不一致，

这怎么可能呢？这必须得有个解释。它应该让我们警觉到，

我们的这一版基督教信仰是有问题的。只要我们忽略不提

耶稣的整个福音信息的本质，即神的国的福音，那么我们

就没有传耶稣和他的众使徒所传的那个福音。 

其他学者警告我们，“神的国”这个表达囊括了一切，

它是耶稣所教导的所有内容的轴心，但是它对于信众来说

却是陌生的。休·安德森（Hugh Anderson）注意到，耶稣

传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公众，神的国就要到来了，

但他对这个国度的含义并没有做出解释。对此，他论述道： 

对于耶稣的首批听众来说——估计同样对于马可的

读者来说——［神的国］并不像现今的情形，是个

空洞的或模糊不清的用词。这个概念有着悠久的历

史，而且它在旧约中，在两约之间的正典外著作中，

以及在拉比文献中，有着广阔的背景。[17] 

                                                        
[16] 

汤姆·塞恩（Tom Sine）引述，《芥菜种之密约》（The 

Mustard Seed Conspiracy），Waco：Word Books，1981，pp. 102，

103。 
[17] 

《新世纪圣经注释·马可福音》（The 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 Gospel of Mark），Eerdmans，1984，p. 84。安德森评

论道：“毫无疑问，神的国是耶稣的历史信息的核心”（同上，第

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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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听众知道他所说的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原因很

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希伯来圣经，而那里面全是全地

平安福乐的极大应许，而且那些应许是那些值得在弥赛亚

的国度中拥有一席之地的人所享有的。对于耶稣的同时代

人来说，神的国的名气就如同自由女神像、自由宣言或伦

敦塔的名气。大家能够想象，如果今日的美国人和英国人

不能清楚地定义这些词是什么意思的话，那情形得多么令

人困惑！还有，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历史学家的头脑中

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或者白金汉宫对于伦敦人来说是个

陌生的词语，那又会是什么情景？当一个概念已深深根植

于一个民族的民族身份之中时，就没必要在每次提到它时

都给它下个定义。神的国正是这种情况。神的国指地上的

一个新时代，一个世界政权，而且它必定会在所应许的王，

也就是大卫的一个后裔，即弥赛亚，或独一之神所膏立的

代理人在大能中到来的时候出现。 

一位观察敏锐的神学家意识到，我们给基督教的基本

概念下定义的时候，需要在其原始背景所形成的框架内进

行。关于耶稣的教导中的神的国，他这样说： 

神的国基本上是个政治性的概念——但它是古代

宗教意义上的政治性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政

治”是宗教的一部分，而且它实际上表达的是神

在世界上统治这一教义……它指的是神的世界性

帝国……耶稣正是以这个概念为他自己的概念，

并且以它为媒介来表达他所有的教导……他确定

它就是神在他那个时代的旨意，并将它作为理解

他自己的先知使命或弥赛亚使命的线索：他是—

—或者说他将是——神的代表，要让神在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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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统治最终得以建立（或重新建立）……在新

约时代，神的国仍然是旧约所预言的梦想，即独

一之神在地上的独一主权完完全全地实现。[18] 

 

神的国：打开圣经的钥匙 

解释基督教信仰时不讲明“神的国”的意思，那是不

可能的。耶稣正是以这个概念来开启他的传道工作，而且

他以它为他所有教导的基础。神的国浓缩了以色列民所有

的渴望，它是总概念。它包含以色列先知传统的两个主要

成分：热切盼望居住在给亚伯拉罕和其子孙的应许之地；

期待神所委任的统治者会登上大卫被恢复的王位。 

在路加的信仰记录中，他所说的关于耶稣的第一件事

就与神的国有关。神将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

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路 1:32，33）。一个人若要成

为明智的门徒，就需要抓住这一基本事实。它也意味着我

们认识到耶稣是个犹太人，他的整个教导都深深植根于希

伯来圣经之中，而且这圣经总是被他当作存储着神的真理

的宝典来引用。如果我们希望理解耶稣的福音，我们就必

须将我们自己沉浸在犹太环境中，因为它是我们的新约文

献的背景。不然的话，我们就极有可能创造出“另一个耶

稣”，并把我们自己的概念和理想投射于其上。 

耶稣本人一开始就呼召人们悔改并信神国的福音（可 

1:14，15；太 4:23）。在最后的晚餐上，他表达了他真诚

的渴望，渴望在未来的国度中与众使徒再次相聚（太 

                                                        
[18] 

F.C.格兰特，《古犹太教与新约》（Ancient Judaism and the 

New Testament），New York：Macmillan，1959，pp. 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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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9；可 14:25；路 22:16，18）。复活之后，耶稣立即

继续他的教导，而且他花了大约六周的时间来讲神的国

（徒 1:3）。他升天之前，众门徒向他提出的最后一个问

题也聚焦于以色列国的恢复（徒 1:6）。保罗是弥赛亚的

真门徒，他同样不遗余力地宣讲神的国。我们发现他一直

在作工，“放胆宣讲，辩论神的国的事，劝导人”（徒 

19:8，新译）。耶稣宣告过，传讲神的国是他被差的缘由

（路 4:43），正如耶稣所做，保罗也把他对犹太人和外邦

人的整个传道使命都概括为“宣扬神的国”（徒 20:25，

新译）。使徒行传中，路加以神的国开始他的记载，又以

神的国结束他的记载。最后，他还让我们一瞥保罗——罗

马的一个囚徒——的生活：他“传讲神的国，教导有关主

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什么禁止”，他这样做了两年

（徒 28:30，31，新译）。神的国的福音其实是基督教信

仰的同义词。显然，保罗和耶稣一样，是个传讲神的国的

传道人。事实是，“传讲神的国，概括了耶稣、众使徒、

众门徒以及保罗的传道使命”。[19]但这话能用在当代门徒

身上吗？ 

 

耶稣：大卫王位的继承人 

耶稣从小时候起就一直受训学习希伯来圣经，并且他

的传道使命处处都透着希伯来圣经的思想。他信以色列的

神以及神通过众先知给出的启示，所以他与犹太人一样，

                                                        
[19] 

罗伯特·奥图尔（Robert O’Toole），选自《20世纪解释

中的神的国》（The Kingdom of God in 20th-Century Interpretation），

温德尔·威利斯（Wendell Willis）编，Hendrickson，1987，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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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脱离外族势力得自由的那个大日子，渴望以色列民回

到应许之地。因此，将新约的“神的国”一词与它的旧约

之根以及以色列历史分割开来，是个致命的错误。大卫与

所罗门的统治的荣光，是未来那个伟大得多的以色列帝国

的缩影。下面的旧约经文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大卫的王位。

既然耶稣被认定为大卫那个王位的与众不同的继承人（路 

1:32，33），那么这些经文就是一个桥梁，将耶稣的王室

遗产与基督徒的盼望联系起来： 

惟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雅伟

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王上 2:33） 

雅伟起誓应许大卫……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

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

（撒下 3:9，10） 

所罗门坐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

（王上 2:12） 

大卫的王位必在永恒主面前得坚立到永远……这

样、国权就在所罗门手中得坚立了。（王上 2:45，

46，吕译） 

雅伟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王上 

2:24） 

大卫的王位自然是指大卫王朝在耶路撒冷的统治之位。

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王位也可以被称作主的国的王位，而

主的国就等于神的国。这就意味着在耶路撒冷统治的以色

列的王是神所拣选的驻地大使。他在巴勒斯坦管理大卫王

国的同时，也掌管着神的国。因此，以色列盼望着从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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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的那位理想的王，即人人期盼的、完完全全代表独一

之神的弥赛亚。大卫的国，也是神的国，它就在地上，而且

它最终会由神所委任的代理人，大卫王室的最高元首，从

耶路撒冷来管理。神的国这个词根源于神与大卫所立的约。

以色列国与神的国的重要关联，在很多关键的旧约经文中

都找得到： 

于是所罗门坐在雅伟所赐的位（the throne of the Lord）[20]

上，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

人也都听从他。（代上 29:23） 

他拣选了我的儿子所罗门坐永恒主之国（the kingdom 

of the Lord）的王位来管理以色列。（代上 28:5，

吕译） 

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雅伟的国（the 

kingdom of the Lord）。（代下 13:8） 

我［神］却要将他［所罗门］永远坚立在我家里

和我国（My kingdom）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

到永远。（代上 17:14） 

以色列的王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身份是神的统治者。

在列王纪上2章24节，所罗门明白，他的统治是由神命定

的：“雅伟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 

当示巴女王拜访所罗门的兴盛大国时，她也明白“神

的国”这个词的含义。在她看到在神的计划中，所罗门王

地位尊贵，以色列国势昌盛后，她激动地宣告：“雅伟你

                                                        
[20]

 译者注：希伯来文原文为ָ֧ה א ְיהו  ס ֵּ֙ ，”直译为“雅伟的位，כִּ

和合本中的“所赐”为增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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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他的国位（His throne），

为雅伟你的神作王（king for the Lord your God），因为你的神爱

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作他们的王，使你

秉公行义”（代下 9:8）。 

同样的话，也就是列王纪中的平行经文（王上 10:9），

讲的是以色列的国位（throne of Israel），这再次证实，以色列

的国也是神的国。同一节经文还讲出了王的理想职能。那

就是“秉公行义”——它正是摆在基督所有跟从者面前的

理想，而基督的目标就是在亚当失败的地方成功，并重新

获得被他失落的王权。 

因此，神的国是由一位在耶路撒冷登基的以色列王所

统治的帝国。这个定义一下子就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耶

稣所说的“神的国的福音”。“主的国”这个希伯来用词

在启示录11章15节再次出现，在那里，当第七号吹响时，

现有各国的权势都会被转交给“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研究一下以色列众先知的著作，我们就能看出，他们

坚定不移地相信，整个人类的公义与和平的时代即将到来。

先知以赛亚表达了神为以色列和世界准备的设想与计划，

因为他讲到了传福音之人所传的福音信息：“那报佳音、

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耶路撒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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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神作王了！’”（赛 52:7）。[21]神的国会在灾难与

审判中降临，主的统治会由未来的以色列王弥赛亚来建立。

这就是以色列众先知的最高盼望，而耶稣在呼召他的同胞

为了那个大日子悔改的时候，他正是以众先知的福音信息

为他自己的福音信息。耶稣的福音的主旨就是，那个伟大

的未来已经曙光在望。神给以色列众先祖的应许最终必定

实现。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对神的安排了然于胸——以色

列称这些安排为她独特的遗产，而且耶稣关于神的国的救

赎福音信息也是以它们为根基的。如果我们不将基督的福

音牢牢地固定在希伯来圣经之中，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它

（参加 3:8；罗 1:1，2；15:8；16:25，26）。 

                                                        
[21] 

犹太教将它意译为“神的国会被显现”。以赛亚书40章10

节将那件事描述为神在大能中临到，他的膀臂要为他掌权，并且他

还带着赏赐。新约把这一神国行动解释为独一之神的最高代表，即

弥赛亚耶稣的任务。许多关键经文都预言了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即：

出 15:18；赛 24:23；31:4；40:9；52:7；结 7:7，10；俄 21；弥 

4:7，8。在犹太教《塔古姆》的意译文中，每一处经文都被说成

“神的国会被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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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督徒的盼望：在神给亚

伯拉罕的应许之地上的生命 

在有史以来最庄严的一个宣告中，全能的神应许亚伯

拉罕说，他会将整片土地赐给他。在迦南，在伯特利与艾

之间的某一处的山顶上，神命令“信心之父”（罗 4:16），

“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

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 

13:14，15）。后来，神再次承诺，他会将礼物赐给亚伯拉

罕，他指示他，“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

地赐给你”（创 13:17）。 

亚伯拉罕对因信而得的最终赏赐的理解，牢牢地与土

地相连。当他向北观看，他看到的应该是围着撒玛利亚的

群山。向南，是绵延至希伯仑的景色——两位先祖后来就

被葬在希伯仑，而他们所葬之地是亚伯拉罕拥有的惟一一

片土地（创 23:17-20）。向东，是摩押的群山；向西，是

地中海。神的誓言保证亚伯拉罕会永久地拥有一大份土地。

之后，这个应许被重申，并被定为誓约的根本内容，要为

以色列的后人所珍爱，被他们视为以色列和人类的盼望的

基础。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

远的约……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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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创 17:7，

8） 

神的应许所用的措辞似乎是不可能被误解的。然而，

经过奇异的错解谬释，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已经操纵这些无

辜的片段，使得亚伯拉罕丧失他的产业，使得神成为不可

靠的见证人。多少世纪以来，基督教传道人对应许给亚伯

拉罕和忠信之人的土地产业几乎没什么兴趣。这一点，我

们查一查权威系统神学的索引，查一查圣经词典，圣经注

释，甚或听一听讲道，就能够弄清楚。在那些讲道中，很

奇怪地，有很多内容讲“天堂”，但几乎没什么内容讲亚

伯拉罕盼望永久居住的土地。 

正如格哈德·冯·拉德（Gerhard von Rad）所说，在

圣经的前六卷书中，“可能没有哪个概念比土地所表达的

概念更为重要了，因为那土地是雅伟所应许，后来又赐下

的土地”。[1]那个应许是独一无二的。“在世上的所有传

统中，这是惟一一个讲到要把土地应许给一个民族的传

统。”[2]因为那片土地是以誓言应许的，所以另一位学者

提出，把它称为“誓约之地”（the sworn Land）或许更合

适。[3]要把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非常吸引人，所以它成

                                                        
[1] 

《六经和其他论文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Hexateuch 

and Other Essays），1966，p. 79，由W.D.戴维斯（W.D. Davies）

引述，《福音与地土》（The Gospel and the 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p. 19。 
[2] 

M.布伯（M. Buber），《以色列与巴勒斯坦》（Israel and 

Palestine），London，East and West Library，1952，p. 19。 
[3] 

《福音与地土》，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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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色列生命中源源不竭的力量”。[4]“给亚伯拉罕的

应许成为终极盼望的基础……在亚伯拉罕之约里，有给以

色列人的福音。”[5]保罗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因为他讲到

（基督教的）福音曾“预先传给亚伯拉罕”（加 3:8，参

新译）。使徒的这句声明让人对新约福音的内容豁然开朗，

而且它表明，圣经的基督教深深嵌在希伯来圣经之中。 

W.D.戴维斯指出，旧约的一大部分内容都认为，“神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块基石，后来的全部历史都建立在

它之上”。[6]冯·拉德认为，“整个六经［从创世记到约

书亚记］虽然错综复杂，但支配它的主题就是神实现他对

亚伯拉罕的应许，让以色列人定居迦南”。[7]不过我们这

本书的论点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贯穿整个圣经。倘若教

会在早期几百年间没有丢弃信仰的希伯来圣经之根，也没

有将自身附着在希腊世界的外邦思想模式上，那么这一论

点对于所有圣经读者来说，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先祖们显然期待承受这个地球的一片土地，这一点不

但能够从神给他们的应许看出来，也能够从他们渴望被埋

葬在以色列之地看出来（创 50:5）。他们知道神已经应许

他们永久地居住在那片土地，所以他们也明白，借着从死

里复活，他们就会再次站在圣地之上。 

                                                        
[4] 

同上，p. 18。 
[5] 

同上，p. 21。 
[6] 

同上。 
[7] 

同上，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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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土地应许就像一根金线，贯

穿创世记。下面这些经文里的关键词会帮助我们抓住圣经

的主要主题的基调：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 12:1）。凡你所看见

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创  13:15）。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创 15:4）。我是雅伟，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

珥，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创 15:7）。就在那时

候，雅伟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把这地赐给

你的后裔了”（创 15:18，新译）。国度从你而

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

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我要将你现在寄

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

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创 17:6-8）。亚伯

拉罕必要成为强大兴盛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

因他得福。我拣选了他（“拣选”直译是“认

识”）（创 18:18，19，新译）。你子孙必得着

仇敌的城门（创 22:17）。雅伟……对我说话向

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创 

24:7）。［亚伯拉罕］是先知。（创 20:7） 

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

我要与他（以撒）坚定所立的约（创  17:19，

21）。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创 

21:12）。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

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创 26:3） 

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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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神）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

罕的地（创 28:4）。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

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领你归回这地（创 

28:13，15）。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

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创 35:12） 

十二支派 

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

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创 

50:24） 

在约书亚的领导下，给以色列民族的应许得到了初步

实现（书 21:45）。很多注释家可能会让我们相信，一旦

以色列的子孙征服了巴勒斯坦地，给以色列的土地应许就

再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律法和众先知的著作都表达了

一个信念：以色列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定居应许之地，只是

圣约的部分实现。人人都知道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从来

都没能够称那地为他们自己的地。他们一直都是暂居的外

族人。因此，很明显，进一步的也是最终的居住仍需等待，

等到那时，先祖们才能真真正正地接管他们的产业。 

对于将自己看作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与耶稣一起

继承产业的新约基督徒来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而且它

具有重大意义。冯·拉德指出，“因此，已经在历史中实

现的应许并没有穷尽其义，而是成为另一个层面上的应

许”。[8]戴维斯与他意见一致：“无论传统怎么变，它依

然包含对应许之地上的生命的盼望。申命记清楚地表明，前方

                                                        
[8] 

《六经的问题》，p. 9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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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有值得盼望的未来：那地必然得享安息与平安……那

地盼望着未来的福分。”[9] 

所以说，在旧约中，对最终永久地居住在那地，而且

是平安地住在那地的盼望，自然还存在人们心中。 

到这里，我们应该将一些经文放在一起来证明，对于

应许之地以及那些被认为值得承受它的人来说，光明的未

来仍然意义重大。这些经文主要来自先知书与诗篇：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

的安歇所。（赛 32:18）[10] 

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

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那地］，我的仆人要在

那里居住。（赛 65:9） 

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赛 

60:21） 

以色列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与

你们（原文作“他们”）。（赛 61:7） 

所以他们必再次（a second time）承受那地，永远之

乐必归到他们头上。（赛 61:7，LXX） 

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

（赛 57:13） 

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箴 10:30） 

                                                        
[9] 

《福音与地土》，p. 36，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10] 

比较来 4:1，那节经文讲到忠信之人的目标——未来的

“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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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谦卑人必承受地

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他们（完全人）的产

业要存到永远……蒙雅伟赐福的，必承受地

土……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义人必

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他（神）就抬举你，使

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

和平人有好结局。（诗 37:3-37） 

雅伟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

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

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耶 30:3） 

就应许之地的未来而言，神的启示的完整性已经岌岌

可危。拯救人类的整个计划都依赖于神通过立约而给亚伯

拉罕许下的土地应许，而这个应许要在耶稣身上完成，因

为他来是“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罗 15:8）。亚伯拉

罕无疑没有获得应许给他的土地。摩西没有获准进入应许

之地，以色列最终被逐出她的家乡。那些应许的承受者耶

稣在属于他的国土上也遭拒绝：“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

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 1:11）。 

尽管失望连绵了多少世纪，但是以色列的忠信之人仍

然坚定不移地盼望着，以色列之地真的会成为终极拯救的

实现之地。那个盼望对于众先知来说是座灯塔，对于耶稣

和众使徒所传讲的原基督教信仰来说，也是如此。但是，

一个与土地无关的“你死时会进入天堂”的盼望闯了进来，

将它熄灭了。众先祖已经“去了天堂”的概念与圣经是矛

盾的，而且它毁掉了圣经的热切渴望：人类历史的结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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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地上得胜，到时候各个世代的忠信之人都会复活，

再次显现，进入地上全新弥赛亚时代的荣光之中。 

脱离土地与地球的非圣经未来观是外邦人推出的，他

们控制着圣经后时期的教会，但他们不理解以色列的传统

思想——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最深的渴望就是“明年，

在耶路撒冷”。然而，遗失基督教土地应许的影响是毁灭

性的。亚伯拉罕之约保证了伊甸园的恢复，而基督教信仰

又根源于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当信仰被切断其根时，它

就遭受了重创。忘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此举直击圣经

信仰和神的计划的核心。这样做就如同取消美国宪法或废

除英国君主制一样。 

外邦化了的基督教断然违背耶稣，时至今日，它已经

用“临死之人的灵魂会去‘天堂’”，代替了圣经的应许，

即在更新了的地球上，拥有应许之地的生命。耶稣著名的

八福信息，也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

土［或土地］”（太 5:5），常常在讲道与葬礼上遭遇反

对，因为讲道与葬礼都宣告，死人已经“去了天堂”。外

邦人反感独一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种态度已经让

圣经的大部分内容对信众来说都毫无意义。耶稣的教导的

整个框架都被拆散了，因为它的基本讨论范围就是由神给

以色列众先祖的应许来确立的。信仰的所有重大教义都受

到这种大规模脱离基督教之根的行为的恶劣影响，而基督

教是耶稣——他既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的宗教信仰，

而且按照圣经经文的定义，他还是弥赛亚的合法担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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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学术研究“谋杀［旧约圣经］经文”，[11]所以

它同样有份于压制“应许之地的生命”这个圣约-盼望。

“那几卷书［圣经］是由［神的］心意和旨意所感而成

的。”[12]詹姆斯·邓恩（James Dunn）认为，就圣经的权

柄而言，这句话表达了保罗心中默认的前提。但是为了满

足写作理论，学术研究就将希伯来圣经打成碎片，最终就

忘记了这一点。外邦人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反对态度已经

持续了近两千年，所以，神要将后裔、祝福、尊位以及土

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必须恢复到教会的教导里，再

次成为对神和基督的圣经信仰的连贯统一的主题，以及基

督教神国福音必不可少的内核。它最能把四分五裂的基督

教世界号召起来。因为这个主题将神的所有启示都捆在一

起，除它之外，再没有别的主题能给教会提供一个他们迫

切需要的、统一的福音信息。 

耶稣与众使徒所宣讲的福音以神起誓而立的亚伯拉罕

之约为基础，那约就是，各国所有与基督联合的忠信之人

会在复活的时候聚在一起，永远地拥有那地。用耶稣的话

说就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许多人来，与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在神的国里坐席”（太 

8:11；路 13:28，29）。作为从各肤色、各民族招聚而来

的弥赛亚团契的成员，他们会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

（启 5:10），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承受地土”。耶稣这么

                                                        
[11] 

《福音与地土》，p. 48。比较耶稣的评论：背弃信仰的以

色列谋杀了先知（太 23:31）。 
[12] 

《真道圣经注释·罗马书》（Romans, Word Biblical Com-

mentary），Dallas：Word Books，1988，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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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时候，他只是在重申给忠信之人的古老的应许——神

会“抬举他们，使他们承受地土”（诗 37:34）。耶稣显

然是一位预言万物复兴的先知，他视自己为神的代理人，

受委派来领导神拯救人类脱离魔鬼的暴政与欺骗的事工。 

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获得“将来的世界”（来 2:5）。

摆在基督徒面前的这一目标表明救恩的“伟大”或“重

要”，所以，这救恩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忽略：“我们若

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我们所说将来的世

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而是给了人子（the Son of 

Man）”（来 2:3，5）。[13]人子这个头衔不仅仅是给耶稣

的，它也是给全体圣徒的（但 7:14；比较18，22，27节）。

因此，新约盼望但以理的预言成为现实。那一时刻会在

“圣民得国”，“诸国都侍奉他们，顺从他们”（但 7:22，

27）的时候到来。这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合理结局，

也是一把打开神在人类历史中所行之事的奥秘的钥匙。 

 

抗拒圣约 

传统神学试图躲避救恩中令人不舒服的政治成分，这

一做法的后果能够从《讲坛注释》（Pulpit Commentary）

给创世记13章14-17节的评论中显示出来。注释者认为土地

的应许对基督徒来说没有意义。他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即

如何把神的宣告与司提反的话协调起来，因为神宣告过，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但司提反却说，神 

                                                        
[13] 

很遗憾的是，很多圣经把4节和5节断开，放在两个段落中，

结果破坏了救恩和管辖未来世界秩序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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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勒斯坦之地］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

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

裔为业［kataschesis；比较LXX 创 17:8，“永

远的产业”］（徒 7:5）。 

这个明显的矛盾要如何解决呢？《讲坛注释》用了两

个办法。首先，换一种翻译，那么创世记13章15节中的应

许就变成这样：“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也就是说，给你的

后裔。”这么一做，亚伯拉罕从来没能亲自得到那地就会

被解释成：神只是将它应许给了他的后裔以色列，而他们

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得到了它。但这并不是问题的答案。在

神与亚伯拉罕打交道的过程中，神反反复复地给先祖本人

许下土地之诺。创世记13章17节说：“你起来，纵横走遍

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倘若这话的意思是亚伯

拉罕本人不应该期待承受应许之地，那么亚伯拉罕是完全

有理由申诉的！ 

该注释还提供了这个难题的第二种解决方法。它声称，

那地事实上在亚伯拉罕的有生之年确实成了他的产业。

“亚伯兰平安地生活了许多年，逐渐老去，并在它的疆域

内去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作为一个游牧族长，那地的

确给了他。”然而这与圣经斩钉截铁的声明是矛盾的。圣

经声明，亚伯拉罕肯定没有永远拥有那地：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

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

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创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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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是圣经的前提：亚伯拉罕将会永远拥有那

地。他作为寄居者在那里度过一生，除了他从赫人那里买

来的用来埋葬撒拉的一小片地方之外，他再没有拥有任何

土地（创 3:3-20）。亚伯拉罕本人向住在迦南的赫人说：

“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创 23:4）。司提反

的论述是正确的：“在这地方［在巴勒斯坦］，神并没有

给他［亚伯拉罕］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

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徒 7:5）。 

那么，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土地之约要如何实

现呢？问题的答案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把钥匙。神立约

而许的诺言要成为历史事实，途径只有一个——将来亚伯

拉罕和忠信之人从死里复活，再次拥有生命。众先祖的复

活会让他们实现夙愿，并获得赏赐，他们会在更新了的巴

勒斯坦之地加入弥赛亚和他的跟从者的队伍中，从而与耶

稣一起，成为神的国的管理者。这一切都蕴含在耶稣的福

音宣言中。 

 

借复活到达应许之地 

复活在神的计划中绝对不可缺少，这是耶稣与当时宗

教教师的重要谈话的主旨。（大家可以想到，就同一主题，

他对21世纪的神学家们应该有很多话要说。）撒都该人不

相信任何复活，因而就否认了忠信之人在应许之地的生命

这个圣约盼望。他们对神的计划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而耶

稣对他们的理解回以严厉的批评，批评他们背离神的启示： 

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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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

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太 22:29-32） 

耶稣的逻辑就是，既然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去世已

久，那么就必定有将来的复活，以使他们再活过来，这样，

他们与永活神的关系就能得以继续，并且他们能够获得圣

约向他们所保证的一切。无论如何，耶稣的答案都无法被

当作一个理由去相信先祖们已经是活着的。耶稣与其反对

者所谈的问题是是否有将来的复活。耶稣辩论到，如果先

祖们被留在坟墓里，那么圣约就不会实现。因为神是活人

的神，所以先祖们就必定会在将来的复活中再次活过来

（但 12:2）。 

希伯来书在详细阐述亚伯拉罕对神的大应许的信心时，

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思路。亚伯拉罕没有永远获得他在应许

之地的地方，这一谜题的解决之道只有一种，那就是神在

将来决定性地介入，然后亚伯拉罕被复活。在作者的讨论

过程中，他发出的声明与死后在“天堂”的传统概念完全

相反。“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

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来 11:8）故事就这样开始

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产业应该就是他受邀要去的地

方，即地理上的迦南地。这正是创世记所描写的。根据新

约基督教作者所说，亚伯拉罕“以后”（later）必定会得

到那片土地，但是，是多久以后，我们还没有被告知。作

者继续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

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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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其他的信心英雄“都是

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

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那地（in the land）[14]是客旅，是寄

居的”（来 11:13）。我们的众译本将“在那地”译为

“在世上”（on the earth），这给我们留下一个错误的印

象。[15]这可能会暗示，众先祖认同传统的“天堂”观念，

以它为他们的归宿。然而经文的主旨是，那些说他们在那

地是寄居者的人是在“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来 

11:14），即在所应许的弥赛亚政权——神的国——的统治

之下，更新了的同一片土地。 

乔治·卫斯理·布坎南（George Wesley Buchanan）挽

救了给基督徒的这个备受忽视的土地应许： 

这份以应许为基础的产业与迦南地紧密相连，而

迦南地就是众先祖作为寄居者而四处飘荡的地方

（11:13）。它被称为应许之地（11:9）和天上的

家乡（11:16）……但这并不是说它不在地上，正

如那些尝过天恩滋味（6:4）、同蒙天召的人

（3:1）并非意味着他们不住在地上一样。事实上，

它正是众先祖作为“客旅，寄居者”（11:13）而

居住的那地。［“天上的”（heavenly）］的意

思是，它是神自己所应许的、属于神的土地。[16] 

 

                                                        
[14]

 译者注：和合本、新译本译为“在世上”，吕振中译本译

为“在地上”。 
[15] 

参G.W.布坎南的评论，《安克圣经·希伯来书》（Anchor 

Bible, To the Hebrews），Doubleday and Co.，1972，pp. 193，194。 
[16] 

同上，pp. 19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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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将会在地上 

对这些经文的传统解释试图躲避希伯来书11章8节、9

节的含义。“天堂”是忠信之人的赏赐，这不符合圣经的

简单声明：亚伯拉罕盼望着承受他所居住的那片土地。亚

伯拉罕显然居住在地上的一个地理位置，而且他预见他会

回到那片土地并拥有它。“在所应许之地寄居”（来 11:9，

新译）。给忠信之人的应许之地会在这个星球上——我们

自己的、更新了的、恢复了的地球。有人辩称迦南是天堂

的“一种形式”，是人死亡时离去的灵魂所待之地，这种

说法无法令人信服。这种概念是从希腊哲学世界侵入基督

教的，而且它阻碍人们相信圣经的应许，也就是承受生命

之地，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就是将来弥赛亚世界性政权

的中心。众先祖要实现他们的目标，拥有他们从未拥有过

的土地，就只有一个途径：将来耶稣回来时复活。确实，

正如希伯来书所强调的，杰出的忠信之人中没有一个曾

“得着所应许的”，即应许之地的产业（来 11:13，39）。

他们带着信——一个与盼望紧密相连的美德——死去，死

时完全相信，复活会让他们与弥赛亚一起拥有那地。这与

众先祖和随后的信徒已经得到天上的赏赐相去太远了，而

且这种概念是在圣经后时代外邦传统的压力下才为众人所

接受的。 

 

保罗与亚伯拉罕 

保罗视亚伯拉罕的故事为基督徒信心的模范，而且他

并没有暗示，亚伯拉罕的产业与每一个基督教信徒的产业

是不同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亚伯拉罕是“所有信的人

的父”（罗 4:11）。亚伯拉罕愿意相信神要永远赐给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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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后裔以及祝福的计划，从而展示出基督徒的信心的本

质。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信心就是热切回应神用话语表达

出来的计划。耶稣呼召人“悔改，信福音”（可 1:14，15）

时所要求的，正是那种信心。因此，耶稣是亚伯拉罕之信

最优秀的代表。为了成就神拯救堕落人类的伟大计划，他

舍弃了一切，包括他的生命，而且他呼召他的支持者们也

那样做。为了神的事情，亚伯拉罕甚至愿意舍弃他的家人

（创 12:1），亚伯拉罕的这个榜样耶稣也在仿效，并且他

引导他的跟从者们认识到，信仰里的家人有优先权。他真

正的亲人不是血脉上的弟兄姐妹，而是“听了神的话［神

国的福音，太 13:19］而去行的人”（太 12:46-50）。对

耶稣和福音的忠诚超越家人和国家的要求（路 14:26，27，

33；比较创 12:1）。 

称义——与神建立合宜的关系——包括明了神的计划，

以及像亚伯拉罕那样，信神所应许要做的事（罗  4:3，

13）。福音信息的范围不仅仅是接受基督的死亡与复活。

使徒信仰邀请我们参与神正在历史中进行着的计划，这计

划我们或许可以称为“神国行动”（Operation Kingdom）。

它需要我们抓住神所启示的未来，并以它为基督徒之旅的

目标。抓住神在世界历史中正在做的事情，能够让一个人

在耶稣这位先知兼神国之君的教导中调整自己的生命，使

其面向神。根据保罗所说，基督徒就是一个“按我们的祖

宗亚伯拉罕……信之踪迹去行的人”（罗 4:12）。这与先

祖的约的关联再清楚不过了。亚伯拉罕的信“以盼望为其

特征（或基础），而决定这份盼望的，单单是神的应

许……亚伯拉罕的信就是对神的坚定信心，信他就是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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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应许的来决定未来的那一位”。[17]因此，耶稣和众使

徒都借着神国的福音信息[18]邀请我们，为那个大事件做好

准备，而那个大事件不是别的，正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

（属灵的）后裔所立之约的最终结局。保罗定义了那个应

许，并且明确了基督徒的目标。他提醒我们，亚伯拉罕必

“承受世界”（罗 4:13），他这话其实是在重申耶稣的应

许，“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土地］”（太 5:5）。 

如詹姆斯·邓恩所说：  

“产业”这个概念是犹太人对他们与神的圣约关

系的理解的基本组成部分，它首先与土地有关—

—其实几乎是惟独与土地相关。那土地就是迦南

地，是按继承权属于他们的土地，因为那是神应

许给亚伯拉罕的……［这］是犹太民族的自我认

知（self-identity）中最能牵动人情感的主题之

一……犹太人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

的核心就是，坚信以色列是主的产业……坚信神

已经将巴勒斯坦即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为业，这

是民族信仰必不可缺的部分。保罗唤起的正是这

个公理，并且他所讲的新基督教运动——外邦人与犹太

人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运动——也是它。他们是神

的后嗣。以色列与神的特殊关系已经延伸到所有

在基督里的人。而土地的应许也已经转变为神国

的应许……那份神国的产业，也就是完完全全地

                                                        
[17] 

《罗马书注释》（Commentary on Romans），p. 219。 
[18] 

可 1:14，15；徒 8:12；19:8；28: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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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惟独受神统治的子民，是信徒仍需等待的事

物。[19]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切断基督与亚伯拉罕之约之间

的关系会对新约基督教产生多大的破坏。尽管耶稣与众使

徒都努力地宣讲，神国的福音是正在展开的圣约的精髓—

—那圣约先给了以色列，现在又延伸给所有信徒——但是

传统基督教却已擅自改动了这个最基本的圣经论点。它提

倡了一个在“天堂”的目标，而这个目标让耶稣所确认的

土地应许的实现变得不可能，或是没有意义（太 5:5；启 

5:10）。我们的众先祖不在天堂，而且他们从来不曾期待

过去那里。他们和新约基督徒一样，盼望着通过复活进入

并承受应许之地，也就是地上的神的国。再次进入更新了

的迦南地，将意味着神在地上的统治被恢复了，那个从一

开始就胜过人类的灾难也被扭转了。为了这个“摆在前面

的喜乐”，弥赛亚死在他自己不信的人手中（来 12:2）。

为了这份产业，即被授权在神的国里进行统治，早期基督

徒受苦，为他们作王做准备。他们欣然接受神国的福音信

息，然后他们竭力“行事对得起那召我们进他国、得他荣

耀的神”（帖前 2:12）。得荣耀的道路不好走。在新的政

权下与耶稣一同作王，即“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

难”（徒 14:22）。 

我们必须再一次申明早期基督教与亚伯拉罕之约之间

的直接关联。如邓恩所说： 

                                                        
[19] 

《真道圣经评注·罗马书》，pp. 213，463，强调部分为本

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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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谨慎的措辞显示出，他自己同胞当时的自我

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论证，而且他的措

辞还抓取了那种自我理解的四个要素：神通过立

约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许下了应许，应许的核心

成分为承受那地……圣约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会

承受地土，这几乎已成为犹太教导中一个司空见

惯的主题……以色列自认为是神立约的子民，而

如此解释的应许则是以色列这种自我意识（self-

consciousness）的基础：它是神从一开始就将他

们从地上万国中拣选出来的原因，是他们视自己

与别国不同的理由，是让他们忍受当下民族耻辱

的安慰人心的盼望…… 

保罗的论据显示出，他看到，他的信和他同胞的

圣经里的基本应许之间有着强烈的连续性……保

罗毫不怀疑地相信，他所宣讲的福音是神给亚伯

拉罕的应许的延续与实现。但他同样清楚，亚伯

拉罕之应许的后嗣不再依照律法来确定。因为创

世记15章6节足够清楚地表明，那应许是因着信

心而授受的，完全在律法之外，不管是整个律法

还是部分律法。[20] 

我们要抓住的要旨是，保罗没有质疑应许的内容。他

怎么可能呢？他又没有推翻圣经所给的整个启示。创世记

清清楚楚地、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土地的应许，而且这个应

许是他的同胞们最珍爱的民族瑰宝。在以亚伯拉罕为其首

位代表的忠信的以色列民看来，神已经保证，他们会承受

那地作为被恢复的乐园。保罗的传道使命的荣光在于，他

                                                        
[20] 

同上，pp.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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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宣讲一个革命性的新事实：这一宏图远景向所有相信弥

赛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相信他就是那位领导神国新

政权之人的人，开放了。显然，应许是给弥赛亚的，因为

他就是亚伯拉罕那个独特的后裔。而外邦基督徒则会因为

接受耶稣自称为以色列的基督的宣告，也会完全获得所应

许的同一产业的一份。保罗最后来到他的论证的胜利时刻，

他向他的外邦读者宣告，“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

罕的后裔，是照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承受产业［世界，

罗 4:13］的了”（加 3:29）。 

然而，如保罗所说，应许只是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

信的”（罗 4:16），即那些和亚伯拉罕拥有同一种信心，

将信心建立在神的同一种安排之上的人。因此，保罗讲到，

基督徒需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加 3:7），“亚伯

拉罕的后裔”（加 3:2；罗 4:16），视亚伯拉罕为他们的

属灵父亲（罗 4:11），按他的踪迹去行（罗 4:12），以

他为基督徒信心的榜样（加 3:9），因为福音预先传给了

他（加 3:8）。但是今日，把神立约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作

为基础的基督教福音，我们能听到多少呢？保罗对加拉太

教会讲到，所有在基督里的人现在都可以得到“亚伯拉罕

的福”。这个词组引自创世记28章4节，它的定义就在那

里。它的意思就是，“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希伯来圣经与新约基督教再一次

被关联在一起，让人豁然开朗，并且这种关联提供了一个

让现今四分五裂的教会能以圣经为基础进行重组的坚实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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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一刻都不曾丢弃过神与亚伯拉罕打交道的过程中

所启示出来的信心之本。既然应许之地迦南有一天会是弥

赛亚政权的中心，那么显然，承受那地就意味着承受世界。

那应许依然是地理和土地的应许，它与未来时代的地球相

关，而且与耶稣的话完全一致——他确认了他的犹太传统

信念，因为他应许温柔的人（他再次引用希伯来圣经）必

承受地土/土地（太 5:5；引自诗 37:11）。耶稣相信，耶

路撒冷终究会配得大君王的京城的称号（太 5:35），而且

信徒会与他一起管理一个新世界秩序。[21]简而言之，土地

的应许在新约里被重申为神的国的应许，而神的国的应许

则是基督教福音的基础。神的国是给予信徒的归宿。它是

更新了的“将来的世界”（来 2:5），这个世界没有给天

使，而是给了弥赛亚和圣徒，即“神的以色列民”（加 

6:16），“真受割礼的”（腓 3:3）。在很大程度上，令

新约基督徒激动的地方就在于，荣耀的特权已经延伸给了

他们，因为他们是在基督里的神的子民。他们的盼望与以

色列众先知的盼望完全一致。J.斯金纳（J. Skinner）评论

道：“［耶利米对未来的盼望的］主旨是，在某种意义上，

以色列国的恢复是他所想的神的国的形式。”[22]将自己也

看作先知的耶稣（路 13:33），应该会同意这种说法的。 

保罗虽然把亚伯拉罕之约应用在基督徒身上——包括

犹太人和外邦人，但这并没有让他认为，未归信的以色列

会永远处于神在基督里的祝福之外。在罗马书11章25节、

                                                        
[21] 

太 19:28；路 22:28-30；启 2:26；3:21；5:10；20:1-6。 
[22] 

《预言与宗教》（Prophecy and Religion），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1922，p.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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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节，他盼望着余下的以色列民在耶稣再来时全体归信—

—这也是神国未来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元素。[23]然而，在

保罗的思想中，犹太/外邦教会会成为弥赛亚国度的领袖

（林前 6:2；提后 2:12；林前 4:8）。这样，亚伯拉罕之

约保证，所有现在信福音的人在弥赛亚的统治中都有一席

之地，它还向我们保证，在此之外，将来还有另一场归信

大潮，即以色列国最终接受她的弥赛亚。正是出于对那件

大事的正确盼望，众使徒才在耶稣临走前的最后一次对话

中问道：“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加尔文主义的熏陶的人来说，这

个问题是不会造成任何问题的。请想一想，如果耶稣告知

你，你会治理十二支派（路 22:28-30）的话，那么你肯定

会怀着迫切的心情去期待那些支派在神的国里得到恢复。

赐圣灵即是赐王权与祭司之位，而提到它（徒 1:5），就

自然而然地激起众使徒对拯救计划的最终结局的高度关注。

但是请谨记：圣灵的到来并不是神的国的到来（徒  1:5-

7）。 

 

全世界范围的产业 

犹太思想、保罗和整个新约都认为，整个世界会从神

给亚伯拉罕的弥赛亚应许受益，而那应许就是，他会借着

承受应许之地而“承受世界”（罗 4:13）。这一事实，我

们从圣经和圣经外文本中都能看出来。耶稣在他的启示录

中提到一篇著名的弥赛亚诗篇，他将其解释为给他自己和

                                                        
[23] 

弥迦书2章12节预见，复兴“雅各家的所有人”就是复兴

“以色列的余民”（参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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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基督教预言（启 1:1），这篇诗篇无疑是一篇概括

弥赛亚的事业的政治性诗篇。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你求我

［神］，我就将列国赐你［弥赛亚］为基业，将

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

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24] 

愿［神］坚固你，愿你承受全地为业。〔禧年记

（The Book of Jubilees） 22:14）〕 

君王将从你［雅各］而出。他们必在人所到之处

作王。我必将天下的全地都赐给你的后裔［比较

但 7:27：“天下诸国”］，他们必照他们的意愿

治理万国。（禧年记 32:18-19） 

但对于神所拣选的民，必有光，有喜乐，有平安，

他们必承受地土。〔以诺一书（I Enoch） 5:7〕 

义人……相信你应许给他们世界，并欢喜盼望。

〔巴录二书（II Baruch） 14:12，13〕 

义人必承受应许给他们的世界。（巴录二书 51:3） 

若世界确实是为我们而造，为何我们仍未得我们

的世界为业？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以斯拉四

书（IV Ezra） 6:59〕 

对于这个犹太问题，令人伤心的新约答案是，神立约

的子民整体上还没有接受那位自称为他们的弥赛亚的人。

                                                        
[24] 

诗 2:6，在启示录12章5节被应用于耶稣，在2章26节、27

节被应用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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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传统外邦基督教为此要负多大的责任，这是个需

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保罗希望他很多的同胞最终都能认

出再来的耶稣。与此同时，他继续宣扬弥赛亚的福音信息，

借着这福音信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都受邀进入

弥赛亚团契，为在神的国中作王做准备。保罗的神学源自

于一个信念，即亚伯拉罕被指定为“世界的承受者”（罗 

4:13），而这个概念与刚刚引用的经文则自然地融为一体。

亨利·阿尔福德（Henry Alford）评论了保罗的渴望与犹太

人的盼望两者之间的联系： 

拉比们已经看出，“地上万国都必因你和你的后

裔得福”这句话的含义远远不止拥有迦南这么简

单，而保罗受他们的学问熏陶长大，并且他也坚

守这个真理。他们清楚地将世界这个礼物追溯到

这个应许上［创 12:3］。承受世界……是对整个

世界的终极主权，而这是所有人的信心之父亚伯

拉罕以及所应许的后裔基督将会拥有的……[25] 

一位杰出的德国注释家指出，根据创世记22章17节的

经文，即“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即城］”，一个人

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意味着他必定会“统治全

世界”。[26]考虑到这个应许，耶稣展望了忠信之人获得治

城权柄的情形：“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

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路 19:17）。 

                                                        
[25] 

《希腊语新约》（Greek New Testament），London：Riving-

tons and Deighton，Bell & Co.，1861，Vol. II，p. 350。 
[ 26 ] 

H.A.W.迈耶（H.A.W. Meyer），《约翰福音注释》

（Commentary on John），Funk and Wagnalls，1884，p.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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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批判性注释》（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

tary）对罗马书4章13节的注释抓住了旧约对弥赛亚国度的

盼望的特色。它讲到亚伯拉罕（在基督里）的后裔会“享

有世界性领土”、会“有权拥有属于弥赛亚和其子民的世

界性领土”的应许，以及“给亚伯拉罕和其后裔的、拥有

世界性弥赛亚统治的应许”。[27]下面这段话是第14-18世纪

犹太会堂中被人反复吟诵的祝祷，从公元70年起它就开始

了。在这段祝祷中，我们可以一瞥以色列对土地的那份热

情： 

主我们的神，求你照你对你民以色列的大怜悯，

照你对耶路撒冷的大怜悯，照你对你荣耀的住所

锡安的大怜悯，照你对你圣殿、你居所的大怜悯，

怜悯我们。大卫家是建造耶路撒冷你城的，求你

照你对大卫之国的大怜悯，怜悯我们。求你赐平

安给以色列你的子民，给你的城，给你的产业，

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所有人。主啊，你是施

行和平的，是应当称颂的！ 

虽然土地没有被直接提到，但它在城和圣殿中被暗示

了，而城和圣殿则代表了得救的盼望。新约反映了完全相

同的盼望，这一点将早期基督教与其希伯来圣经的亚伯拉

罕/大卫之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7] 

W.桑戴（W. Sanday）和A.C.海德拉姆（A.C. Headlam），

《罗马书》（Epistle to the Romans），T & T Clark，1905，pp. 10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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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耶稣］。他要作雅

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路 

1:32，33） 

［神］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记念亚伯拉

罕和他的后裔……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路 1:54，55） 

［神］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

角［政治性统治］……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念

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路 1:69，72，73） 

［西面］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来到。（路 2:25） 

［亚拿］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

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路 2:38） 

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可 

11:10） 

亚利马太的约瑟［耶稣的一个门徒，即基督徒，

太 27:57］前来，他是尊贵的议士，也是等候神

国的。（可 15:43） 

我们［耶稣的门徒，即基督徒］素来所盼望要赎

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耶稣］。（路 24:21） 

众使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

这时候吗？”（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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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

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

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徒 26:6，7） 

新约基督教没有摒弃众先知的土地盼望，证明这一点

的证据是难以辩驳的。众门徒关于复兴以色列的问题是在

他们受了40天关于神的国的教导之后提出的（徒 1:3，6）。

保罗因其信仰受审时，公开地将基督教定义为“盼望神给

先祖的应许得以实现”。这个基督徒目标被他明确地确定

为“十二支派都指望得着的”应许（徒 26:7）。第3世纪

的一句拉比教导定义出这个盼望的本质，同时它还反映出

古人对应许之地的生命的展望：“为什么先祖们渴望被埋

葬在以色列地？因为在以色列地的死人将会在弥赛亚的日

子里首先被复活，并享受弥赛亚的岁月”。[28] 

 

天：未来赏赐的存储之地 

新约中讲到“天”的经文都受其上下文制约，而在那

些上下文中，信徒将来的赏赐据说现在都作为财宝存在神

那里，在天上（太 5:12）。[29]然而，圣经从未说“天”是

一个远离地球的地方，是信徒的目的地——既不在死亡时，

也不在复活时。基督徒现在必须弄清楚应许给他们的是什

么。他们必须将财宝存在神那里，然后盼望着在耶稣再次

降临，把赏赐带到地上的时候获得它。这就如同一个人会

                                                        
[28] 

《大创世记》（Gen. Rabbah），96:5。 
[29] 

经文是“你们的赏赐是大的，在天上”。基督徒的赏赐被

存在天上，它会在耶稣回来的时候，同耶稣一起，从天而来。“在

天上”就等于“在神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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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的钱存在银行以备退休之后所用，但是他并非退休到

银行里。 

当保罗讲到“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

（加 4:26）时，他不是说基督徒在死亡时会去“天堂”。

他是在引用一篇弥赛亚诗篇，那篇诗篇将锡安（耶路撒冷）

描述为“我们所有人的母亲”（诗 87:5，LXX）。正如我

们在犹太思想中常常见到的，将来的美好事物据说现在都

存在神那里，预备着在弥赛亚在大能与荣耀中显现的那一

天显露出来。基督徒正是那些名字被登记在“耶路撒冷活

人名册”（赛 4:3，新译）上的人。 

保罗讲到“信心，以及……爱心，都因那给你们保留在

天上的盼望而生的。这盼望、你们先前在福音真理之道上

曾听见过”（西 1:4-5，吕译）。彼得在福音所产生的重

生中看到一个“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有的）活

泼的盼望，［使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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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的］基业。你们这因

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

救恩”（彼前 1:3-5）。神的国是“应许给那些爱神之人”

（雅 2:5）的，神国的福音是新约的根本主题，而新约与

这个根本主题始终一致。在使徒时代，信福音不只限于信

耶稣的死亡与复活，它还包括接受邀请，做好准备，以获

得弥赛亚返回地球时而开创的世界性统治里的一席之位。

这种情形与当代的讲道迥然不同，因为当代讲道很少或根

本不讲与耶稣一同承受地土。教会迫切需要留心保罗的警

告：不要“被引动失去（原文作“离开”）福音的盼望”

（西 1:23）。遗失新约的盼望，究其根本，是因为神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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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遗失，而神国福音的遗失，又是基督教遗失其希伯来

圣经之根的表现。 

 

信神的“世界计划” 

当人们提出，基督徒会在一个远离地球的地方享受其

美好归宿时，新约方案以及神对世界历史所做的、正在展

开的计划就完全失去了意义。这种做法一下子就摧毁了神

给亚伯拉罕以及忠信之人的应许——他们将承受地土和世

界。事实上，如果世界不经历神的统治的恢复过程，那么

人最初未能执行神所赐世界统治权的失败，就没有解决之

道了。只要全地恢复和平的盼望被拒绝着，基督教信仰就

一直被阻挠着。用人死亡时去“天堂”替换承受地土之赏

赐的做法，对神为人类所预备的计划是一种侵蚀。流行于

大众的讲道反复向人讲述“天堂”，它所固化的观念不但

让圣经读者迷失方向，而且让众先知（以圣约为基础的）

整个盼望都变得毫无意义。而众先知的盼望就是，在弥赛

亚和复活的忠信之人公义的统治下，世界会乐享一个前所

未有的、充满祝福与国际和平的时代。至于复活的忠信之

人，他们就是那些信“神的国和耶稣的名［即弥赛亚身份

以及它所包含的所有含义］”，并受洗以回应使徒行传8

章12节的人。使徒行传8章12节是一条早期信条：“及至

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

就受了洗”。 

这节经文仍然是传道工作的范本，而且它呼吁当代教

会回到其根源即应许之约上，那约是神与“信心之父”立

下的，并且只有在弥赛亚耶稣里才能享受。为了实现神的

拯救计划，我们应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并竭力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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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行事“对得起那召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帖

前 2:12）。当我们回到圣经语言上，即回到“进入神的

国”、“承受神的国”、“承受地土”（太 5:5）、“在

地上执掌王权”（启 5:10）、“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启 20:1-6）时，关于我们基督徒归宿的真理就会回归原

位。外邦思想对弥赛亚的事情总表现出一种反犹太式的厌

恶，而且它盛行已久，因此，要打破我们的坏习惯，就只

有彻底回归圣经经文。摒弃有关“天堂”的语言不但会让

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而且还会教导我们去爱耶稣的话语。

道路会为我们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教是神对人类

起初在亚当里所犯错误的解答，福音是邀人作王的呼召，

圣徒是受委任在将要到来的国度中与弥赛亚在地上一起统

治的人（但 7:18，22，27）。人类的悲剧是失去王权。而

人类的目标就是与大君王弥赛亚联合，再得王权，因为弥

赛亚是我们的先锋，他已经为我们开辟出一条胜过世界的

道路。亨利·阿尔福德的话呼吁我们回到圣经的希伯来基

督教，帮助我们纠正错误，我们非常需要它：“预言的基

本要旨和关于神的行事的比喻毫无疑问地指向这个被洁净

了的、更新了的地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为受祝福

之人永久居所的天堂。”[30] 

阿尔福德的真知灼见恢复了圣经对人类未来的盼望，

即赐予亚伯拉罕的福分会在神的国中完全实现。雅各和保

罗都抱着这样一个乐观的看法：“（愿神）将应许亚伯拉

                                                        
[30] 

《希腊语新约》，Vol. I，pp. 35，36，强调部分为本书作

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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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我父）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

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创 28:4）“叫亚伯

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加 3:14） 

人类的盼望以神给亚伯拉罕恩慈的应许为基础，而以

色列所有先知一心想着的也是这个盼望。所以，我们现在

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众先知的预见，好让我们能跟从

耶稣，就是所有先知中最大的那一位（申 18:15，18；徒 

3:22；7:37），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以及我们信仰的使

徒（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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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先知书中的神国的福音：

尚未实现的弥赛亚政权梦想 

先知书信息的一大部分都是在描述即将到来的神的国。

至于这些描述未来弥赛亚世界性帝国的、热情洋溢的文字

是什么含义，我们一点儿都不需要怀疑：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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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

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

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赛 9:6，7） 

他［弥赛亚］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

海管到那海，从大河［幼发拉底河］管到地极。

（亚 9:10） 

所委任的统治者的特点是，“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雅伟的灵。他必以敬畏雅伟

为乐”（赛 11:2，3，RSV）。同他一起的，“必有首领

按公平统治”（赛 32:1，RSV），这是个预言，它为“基

督徒是正在接受训练的王”的整个新约概念提供了一个框

架。[1]弥赛亚完美的政权会带来一个新时代，在那个时代

中，人类将不再受身体疾病之苦。人类受祝福，一片祥和，

那些福分甚至延伸到无生命的受造之物。 

                                                        
[1] 

提后 2:12；林前 6:2；启 1:6；5:10。比较出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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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并且

开花，它必像番红花一般繁盛地开花，大大地快

乐，而且歌唱。黎巴嫩的荣耀，并迦密与沙仑的

华美，都必赐给它。人必看见雅伟的荣耀，我们

神的华美……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

开通；那时瘸子必像鹿一样跳跃，哑巴的舌头必

能欢乐地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

河涌流。灼热的沙地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

为泉源……并且雅伟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

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

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赛 35:1，2，5-7，

10，RSV） 

以赛亚书40章10节预见将来的时刻，那时“主永恒主

带着大能力（传统：作为大能的）来临，他的膀臂为他掌

权”（吕译）。而执行这一伟大恢复工作的，将是一位从

大卫而出的人类君王。他非凡的才能能够让他以完全的公

义来统治： 

从耶西的树干必长出一条嫩枝，一条新的嫩枝必

从他的根长出来。雅伟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就

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

畏雅伟的灵。他必以敬畏雅伟为乐。他不凭外貌

施行审判，也不凭耳闻断定是非。他必以公义审

判卑微人，以公正判断地上的谦卑人。他必以口

中的杖击打大地，以嘴里的气杀死恶人。[2]公义

                                                        
[2] 

以赛亚书11章4节（LXX）写的是“那个恶者”，保罗将它

应用在一个特定的敌基督身上（帖后 2:8，比较约一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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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当他的腰带，忠诚必当他胁下的佩带。（赛 

11:1-5，NJB） 

在将来那位君王公义的统治下，甚至动物的本性也会

发生转变：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住，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幼狮、

牛犊与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牛必与熊

为友，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像牛一般吃草。

吃奶的孩子必在虺蛇的洞口玩耍，断奶的婴儿必

把他的手放在毒蛇的穴上。在我的整个圣山上，

它们都不行伤害或毁灭的事，因为认识雅伟的知

识要充满大地，好像海水覆盖海洋一般。（赛 

11:6-9，JB） 

和平的国度将建立在先前邪恶政权的残骸之上： 

一旦压迫终止，毁灭者停止，蹂躏大地的人消失，

就必有宝座在慈爱中坚立，而且必有一位凭忠诚

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必有一位审判者，他

寻求公平，速行公义。（赛 16:4，5，JB） 

神的国的得胜将意味着所有敌对势力被逐出，“到那

一日，雅伟必在高处惩罚天上的众军，在低处惩罚地上的

列王；他们必被聚集起来，被关在地牢中，被囚在监牢里，

并且许多时日之后，他们必被惩罚”（赛 24:21，22，

JB）。紧接着，荣耀的国度就会显现：“那时，月亮要掩

面，日头要羞惭，因为万军之雅伟［Yahweh Sabaoth］必

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赛 24:23，JB）。 

时候将到，神会借着他所拣选的王再次确立他在地上

的统治权：“看哪，必有一王公义地统治，必有首领公平

地掌权。人人都必像避风所和避暴雨处，又像干旱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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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像焦干之地的大磐石的阴影”〔赛  32:1-2，

NASV〕。 

旧约（我们将它称为“希伯来圣经”会更合适）常常

讲到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大灾难。创造万物的神会磅礴介入，

骤然结束现在这个人类暴政的时代，并在地上开启一个新

政权。一些重要经文概括出了以色列众先知在指明一个全

新时代时所展现的盼望：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被毁……它要打碎消

灭先前那一切国，但它必存到永远。（但 2:44，

JB） 

必有宝座在慈爱中被建立，必有一位审判者凭信

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他［弥赛亚］寻求

公平，速行公义。（赛 16:5，NASV） 

那时，他们必称耶路撒冷为“雅伟的宝座”，万

国必因雅伟之名的缘故，聚集到它那里，到耶路

撒冷；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耶 3:17，NASV） 

国度、权柄和普天之下万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

者的圣民。他们的国是永远的国，一切掌权的都

必侍奉他们、顺从他们。（但 7:27，RSV）[3] 

                                                        
[3] 

这节经文中的国度属于众圣徒，即在基督里的基督徒团契。

RSV、GNB、犹太教出版协会（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以及

《国际批判性注释》所给的翻译都是“他们的国……”。 



我们不在天堂的先祖们 

96 

 

耶稣强化了弥赛亚盼望 

神的国“近了”（可 1:14，15；太 3:2；4:17等），

人们应该做出回应，信神国的福音（可 1:15），这个宣告

向耶稣的听众发出强烈要求，要他们明白，他们的民族盼

望就要实现了。耶稣没有说神的国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宣

告说的是它“近了”，这与几个世纪前众先知所用的词一

模一样，意思也一样，[4]是要人们以最迫切的心态为它的

到来做准备。耶稣的神国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源

自被记载下来的以色列众先知的信息，而且耶稣明确地说，

他来不是要废掉他们的话（太 5:17）。他关于神的国的宣

告会让人注意到，那些预言在将来必定实现：大卫政权必

在地上建立，并由理想的以色列王弥赛亚来掌管。 

以色列在盼望一个弥赛亚治理下的世界和平时代，这

一点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一事实被记载在几百个关于

圣经和犹太宗教史的权威著作中。关于先知作品的一个权

威著作表达出任何读过先知作品的人都清楚的一件事： 

很多世纪以来，犹太人都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的

某一天，他们的神，宇宙的创造者，会显明他自

                                                        
[4] 

众先知已经宣告了“主/雅伟的日子”（珥 2:11；赛 13:6，

9；番 1:14），并常常用“那日子”来指代它。那是神的争战之日，

就在那时，他要开始建立他的国度。新约把耶稣将来的再临称为主

的日子（帖后 2:2；比较1:10）。众先知将主的日子描述为“临近，

临近而且甚快”（番 1:14），尽管它还没有来到。那个预言被投向

未来，而且它视末期为“临近”。新旧两约都视那日为神惩罚世界

的邪恶的时候。“雅伟兴起使地大震动”（参赛 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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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会在全人类的眼前荣耀他的名和他的子民以

色列。这是弥赛亚盼望的精髓。[5] 

鉴于这个盼望，早期基督徒的态度可以表述如下： 

他们心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期待，他们感到一个意

义重大的变化即将临到，在那个大变化中，耶稣

将以弥赛亚的身份身居核心、显要之位，而作为

他所拣选的门徒的他们，将同享他的荣耀。[6] 

另一位旧约学者指出，先知但以理“视即将到来的国

度为黄金时代，并预见它被建立在这里，在地上，并且是

历史的最后阶段”。[7]那个国度将意味着在神的政权下人

类社会的重建，而且那个政权，是运行在更新了的地球上

的政权。 

 

好时光就要到来 

我们只要看一下耶路撒冷圣经的翻译家们给出的主题

标题，就能体味到耶稣宣告神的国的旧约背景。在伟大先

知以赛亚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时代：“永恒的

和平”（赛 2:1-5）；“未来的恢复”（赛 4:4-6）；“美

善的王到来”（赛  11:1-9）；“以色列得解脱”（赛 

43:1-7）；“耶路撒冷荣耀的复兴”（赛 60）。在耶利米

书，我们读到：“弥赛亚时代的锡安”（耶 3:14-18）；

                                                        
[5] 

H.D.汉米尔顿（H.D. Hamilton），《神的子民》（The 

People of Go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2，Vol. II，p. 19。 
[6] 

同上，p. 20。 
[7] 

D.S.拉塞尔（D.S. Russell），《末世、古代与现代》

（Apocalyptic, Ancient and Modern），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

1988，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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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归信”（耶 16:19-21）；“未来的王”（耶 23:1-

8）；“恢复以色列北国的应许”（耶 30）；“恢复犹大

的应许”（耶 31:23-26）；“耶路撒冷宏伟的重建”（耶 

31:38-40）；“未来的任命”（耶 33:14-26）。 

以西结为我们描述了“犹大和以色列合为一国”（结 

37:15-28）；何西阿讲到“以色列悔改并与神和好：未来

幸福生活的应许”〔何 14:2-10（和合本为14:2-9）〕；约

珥预言了“以色列荣耀的未来”〔珥 4:18-21（和合本为

3:18-21）〕；阿摩司温馨地写出“复兴的景象和田园的繁

荣”（摩 9:11-15）；俄巴底亚描绘了神的国国势上的得

胜（俄 21；比较弥 4:1-5）；最后，撒迦利亚给出了一幅

生动的图画，描绘了“弥赛亚的救赎”（亚 8:1-17）、

“弥赛亚”（亚 9:9-10）、“以色列的复兴”（亚 9:11-

17）。在结束时他描写了“耶路撒冷的荣光”（亚 14:1-

21）。 

每一个认真思考过这幅激动人心的未来异象的人，都

不可能抓不到它的要领。以色列的众先知异口同声地宣告，

在神所拣选的代理人即所应许的大卫子孙的管理下，全地

会迎来一个列国和平相处并永久安居的时代。欧文·柴特

林（Irving Zeitlin）所写的关于以赛亚书的话，概括了犹太

人对地上的神的国的盼望： 

先知期盼着这个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在新时

代中，傲慢、压迫、战争和偶像崇拜统统都消失

殆尽。只有当以色列的傲慢不逊被洁净之后，她

才能真正成为神的子民，才能把神的话带给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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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因为律法自锡安而出，雅伟的言语必出

于耶路撒冷。”[8] 

有非同寻常的观念认为，关于未来的这个异象在耶稣

的历史传道工作时期或是此后的某一时期已经实现了。在

此，我们必须对它表示抗议。所有人都清楚，列国还没有

将他们的刀剑打成农具（甚至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会在国

际战争中自相残杀），身为君王弥赛亚的耶稣也还没有在

被恢复的大卫之位上就任列国统治者之职。[9] 

 

但以理关于神的国的异象 

我们需要特别强调但以理书对耶稣的思想的重要性： 

耶稣基督是从哪里得来并丰富他的神国教义的？

我想，答案清楚无疑。他从但以理书得来，尤其

是但以理书第7章。有很多证据证明，但以理书

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书卷之一，是在他风云迭起

的、公开的传道生涯开始之前，在拿撒勒那段平

静的、默默无闻的岁月里，他深入刻苦钻研的书

卷之一。他几次提到但以理书的内容，因此，一

旦但以理书被读懂，它一下子就能阐明许多我们

主描述神的国时的比喻……他一次次声明，神的

国是他的生命所要建立的首要目标，而且，他坚

称，它应该也是我们的生命所要促成的首要目标。

                                                        
[8] 

《古犹太教》（Ancient Judaism），Cambridge：Polity Press，

1988，p. 228。 
[9] 

路 1:32，33；路 24:21；徒 1:6；3:21；路 22:28-30；太 

19:28；启 11:15-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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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条令人难以忘记的

命令中，他归纳了我们所有的职责（太 6:33）。[10] 

从但以理书的提示中，我们很容易就能证实，神的国

（或者天国）是一个真实的、外在的帝国。不仅如此，它

还会是一个在突然之间激烈夺取权力的政权。它将由“人

子”（the Son of Man）（但 7:13，14）和“圣民”（the 

saints）（但 7:27）来管理。从但以理书的证据来看，它

决不可能是个仅仅建立在信徒心中的、看不见的政权。它

的政治疆域以及位置都在地上，这一点清楚无误。同样清

楚的是，但以理书所描写的神的国，还未出现。 

那些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建立一国［在新

约里，被称为神的国或天国］，它必永远不被毁

灭，国权也不归给别族的人。它必把这些国全部

打碎消灭，但它必存到永远。（但 2:44，NASV） 

在后面一节，神的国的影响力被比作一块石头，打碎

之前世界各个帝国的“铁、铜、泥、银和金”。根据先知

所说——圣经强烈要求我们信先知的信息——“伟大的神

已把将来［用希伯来语表示，是“be acharit hayamim”，

即在将来的弥赛亚时代］要发生的事都告诉王［尼布甲尼

撒］了。因此，这梦是真实的，它的解释是可信的”（但 

2:45，NASV）。人子将是神的国受委任的君王，与圣徒

一起统治： 

他［人子——耶稣最喜欢的自我称呼］得了权柄、

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

                                                        
[10] 

H.P.休斯（H.P. Hughes），《基本基督教》（Essential 

Christianity），Isbister and Co.，1894，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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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

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那时，国度、权柄和

普天之下万国的大权，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

他们的国是永远的国；所有掌权的都必侍奉他们，

顺从他们。（但 7:14，27，RSV） 

很明显，神的国是一个帝国，并向万国施行统治。它

会在地上（“在整个天下”，但 7:27）当权，而且它的建

立，要通过一场大灾难，一个国际性的突变，最终带来彻

底的政权重组。在它无可抗拒的权力面前，世界上的万国

都将俯首。新约中反复出现（但很少被传讲的）一个主题

就是，耶稣和跟从他的人会成为行政长官，管理新的世界

性政权——神的国。[11]在新约里，成为圣徒，就是成为未

来神国里被委任与弥赛亚一起统治的人。正如艾伦·理查

森所说： 

进入神的国，绝不仅仅是成为神的国的一个臣民而已，

它意味着分享神的王权，意味着成为那些受委任进行统

治的人的一员。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即基督教

的“hasidim”［圣徒］，是那些拥有天上的王权

的人；他们是温柔的人——根据诗篇37篇11节的

预言，他们将承受地土（太 5:5）。正如旧以色

列民获得应许之地为产业，新以色列民必定获得

全地为产业……在但以理书7章，在敌基督死后，

                                                        
[11] 

太 19:28；路 22:28-30；林前 6:2；提后 2:12；启 2:26；

3:21；5: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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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权就赐给至高者的圣民，到那时，圣民拥

有神的国（malchut）”。[12] 

神的国必定会取代但以理书2章的大像所描述的、敌

对的世界列国。但以理书第7章为后来耶稣的使命提供了

一幅必不可少的蓝图；就在赐给先知的大异象中，耶稣看

到了他自己以及教会的命运；而先知本人的经历也预示着

信徒的生涯：先在巴比伦人手中受苦，然后获得政权中的

高位。 

 

以赛亚对世界和平的盼望 

再没有哪一处的经文比先知以赛亚的话语更鲜明地描

绘出那个光明的未来。他的异象是： 

末后的日子将到，［那时］雅伟殿的山必高耸于

群山之上，必被高举，超过万岭。万民都要向它

涌去，无数的民都要前去，他们会说：“来吧，

我们攀登雅伟的山，奔向雅各神的殿；他必把他

的道路指教我们，我们也必行在他的路径上；因

为律法必出自锡安，雅伟的圣谕必出自耶路撒

冷。”他要在列国施行统治，为多国的人断定是

非。他们必把刀剑打成犁头，把矛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雅

各家啊，来吧！让我们在雅伟的光中行走。（赛 

2:1-5，JB） 

                                                        
[12] 

艾伦·理查森，《新约神学导论》，pp. 86-87，强调部分

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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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时代开始时，“那些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

就是那些留在耶路撒冷，被登记在活人名册上的，必称为

圣”（赛 4:3，JB）。圣殿地区被洁净后， 

上主已经……把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把耶路

撒冷中间的血洗净。然后，雅伟必降临、停留在

锡安全山之上，并在那些聚集的人之上，白日有

云和烟，夜间有火焰的光亮。因为在一切之上，

雅伟的荣耀就是天篷和帐棚，在日间给人阴凉，

让人避炎热，又是避难所和庇护所，让人躲避狂

风暴雨。（赛 4:4-6，JB） 

所预言国度的非凡性质与弥赛亚超自然地成胎是一致

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赛 

7:14）。在马太看来，耶稣奇迹地成胎，是最终成就了700

年之前以赛亚所传的圣谕。谈到马利亚奇迹地怀孕，他只

是简单地写到，“这一切的事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

所说的话”（太 1:22，JB）。 

与未来国度的辉煌不可分割的，是应许之王的威仪：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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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

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根据希伯来语词典，

其含义为“神圣的英雄 /神威的勇士”（Divine 

Hero）[13]］，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父［希伯来经文

的希腊语译本也是这样表达的］，和平的君。他

的政权宏大，他的泰平无穷，他在大卫的宝座上

                                                        
[13] 

《BDB旧约希伯来语英语词典》（Hebrew and English Lexi-

con of the Old Testament），布朗（Brown），德赖弗（Driver），布

里格斯（Brigg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1，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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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

在直到永远。万军之雅伟［天上万军之主］的热

心必成就这事。（赛 9:6，7） 

先知后来讲到“报好信息给锡安，报好信息给耶路撒

冷”（赛 40:9）。“好信息”[14]和“神掌权”[15]这两个概

念关联在一起，这种关联自然地指向新约“神的国的好信

息”这个概念。每当圣经经文讲到“神作王”时，犹太注

释家们都会用一个名词来翻译希伯来动词“统治/掌权”

（rule）：“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将会显现”

〔犹太教的《塔古姆》（Targum），即以赛亚书40章10节

意译文〕。因此，在出埃及记15章18节中，“雅伟必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的意思就是“雅伟的国存到永永远远”。 

“好信息”与“神的国”之间的同一关联也出现在以

赛亚书52章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

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

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讲的是雅伟公开显现：“雅伟在

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

（赛 52:10）。 

这些极为重要的经文，连同但以理书2章44节对神的

国要取代世上帝国的描述，展示了一幅清晰的、关于神的

国的图画：它是即将到来的、神在地上的统治，经过神超

自然的介入而建立。当耶稣呼召我们“悔改，信［神国的］

                                                        
［14］

 译者注：“好信息”即“好消息”，“佳音”，“福音”。 
［15］ 

赛 40:10；以赛亚书40章5节讲到神的荣耀，52章7节讲到

神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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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时（可 1:14，15），他要求我们相信的，正是新历

史时代已经近在眉睫。 

以赛亚对光明未来的异象代表着对神的国的盼望：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

不再涌入心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

因为，看哪，我创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其中的

居民也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

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

声音。其中必再没有活了数日就夭折的婴孩，也

没有不满寿数的老人，因为一百岁而死的人仍然

算孩童，一百岁而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的。他们

必建造房屋，并居住其中；他们必栽种葡萄园，

并吃其中的果子。并不是他们建造而别人来居住，

他们栽种而别人来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

的日子，我的选民必长久享用亲手劳碌得来的。

他们必不徒然劳碌，他们生的孩子也不遭灾害，

因为他们都是蒙雅伟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

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他们还在说

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一起吃东西，

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尘土必为蛇的食物。在我

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雅

伟说的。（赛 65:17-25，RSV） 

 

小先知关于以色列的荣耀未来的异象 

我们所称的小先知们重申了神的保证：当神的子民全

心归向他时，应许之地必得着丰盛的未来。因背约而加上

的古老咒诅将被移除；神复兴的应许成就之时，“奶与蜜”

的情形将充满遍地： 



我们不在天堂的先祖们 

106 

以色列啊，你要归向雅伟你的神，你是因为自己

的罪孽跌倒的。你们预备好要说的话，归向雅伟，

对他说：“除去我们一切罪孽，这样，我们才可

再得喜乐，并把赞美的话献上。亚述不能救我们，

我们也必不再骑马，不再对我们亲手所造的说

‘我们的神’，因为在你那里，孤儿才得着怜

悯。” 

我必医治他们的不忠，甘心乐意爱他们，因为我

的怒气已经远离他们了。我对以色列必如甘露。

他必开花像百合，扎根像杨树；他的嫩枝必伸展；

他的荣美要像橄榄树，而他的香气像黎巴嫩。他

们必再住在我的荫下，必种丰收的五谷，栽种葡

萄树，其名声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与偶像还有

什么关系呢？垂听他祷告的是我，看顾他的也是

我。我如同时常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是从我而

得。谁是智慧人，让他明白这些话吧！谁是明达

人，让他领会它们的含义吧！因为雅伟的道路是

正直的，义人要行在其中，但罪人却必在其上跌

倒。〔何 14:1-10，JB（和合本为14:1-9）〕 

先知约珥说，“到那日，”： 

大山都必滴下新酒，小山都必流出奶，犹大的一

切溪流，都必有水流着。必有泉源从雅伟的殿里

流出来，灌溉什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必变

成凄凉的旷野，都因为他们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

又因为在他们的国中流了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

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雅伟］必

报复他们流人血的罪，必不让他们免受处罚，因

为雅伟在锡安山居住。（珥 3:18-21，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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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节经文所描述的雅伟的大日子（珥 3:15-17）

之后，这些应许就会实现。阿摩司以相同的措辞描述了未

来。在以色列复兴之外，还会有一场大清除： 

然而，我必不把雅各家［以色列］完全毁灭——

这是雅伟说的。我必下令，我必在列国中筛以色

列家，好像人用筛子筛谷，但谷粒不会落在地上。

我民中所有犯罪的人，就是那些说“灾祸必不临

到我们、必不靠近我们”的人，他们必死在刀下。

到那日［雅伟的日子之后］，我必重新竖立大卫

倒塌的帐棚，修补其中的破口，我必重建它的废

墟，使它像往日一样建立起来，好使他们征服以

东所余剩的民，以及所有属于我的国。这是雅伟

说的，并且他要成就这事。雅伟说：“日子将到，

耕地的必紧接着收割的，踹葡萄的必紧接着撒种

的；大山要滴下新酒，小山必融化。我必恢复我

民以色列的故业，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并居

住其中；栽种葡萄园，并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

果园，并吃其中的果子。我必把他们栽于他们自

己的土地，他们再不会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被

拔除。”这是雅伟你的神说的。（摩 9:8-15，JB） 

 

信希伯来预言的挑战 

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国，或称弥赛亚的国，将要

覆盖部分人类帝国，到最后遍布全世界，这是希

伯来预言美好的梦想……预言不厌其烦地讲述它所

看到的遥远未来的黄金时代，那时，阴暗将消散，

新纪元的曙光将渐渐弥漫整个世界……神的国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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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的一个通用表达，一个装着恢复希伯来文化

之梦想的金盒子，这一点并非不可能。[16] 

众先知对未来黄金时代的预言是我们理解基督教福音

的一个关键因素。当耶稣命令人们悔改，信神国的福音时

（可 1:14，15），他的福音信息所包含的远不止赦罪这个

应许。他要求人们信掌管历史的神，要求他们懂得并信神

的计划，信它最终的大结局必定是神的国在地上建立。我

们被要求“悔改”，即改变我们的整个观念，并“信神国

的好消息”——信神为了世界的好处，借着耶稣正在实施

的计划。我们委身于这个计划，会促使我们竭尽全力地去

获得神国里的一席之地。我们顺服神为拯救人类而做的计

划，能够让我们处于神的保护之下。我们接受福音，会让

我们脱离神将来的忿怒。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免

去神的忿怒”（罗 5:9）。新约里的救恩常常被认为是将

来的事：“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罗 

13:11）。 

顺服地回应关于神的国的好消息，显然需要懂得“神

的国”这个词的含义。一个人不可能相信一个他不知所云

的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耶稣使用“神的国”

一词，背后有很多来自希伯来圣经的基础经文。神的国的

盼望正是建立在这些经文之上。我们必须坚持，好消息所

包含的信息关乎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性政权，耶稣为其总

统，它还关乎我们必须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以预备好我们

自己，迎接这个政权的到来。尽管对于我们这些见过权柄

                                                        
[16] 

亨利·伯顿（Henry Burton），《释经者的圣经·圣徒路加》

（Expositor's Bible，St. Luke），A.C. Armstrong，1896，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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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的人来说，“政权”、“总统”这一类词会有负面含

义，但是圣经的应许是，在弥赛亚仁慈的统治下，地上有

公义，有和平。有谁不渴望人类事务中的和平与公义呢？ 

 

所罗门诗篇 

很清楚，耶稣开始传道时，地上新政治秩序的盼望依

然活跃在人们心中。第1世纪的犹太人切切地盼望着他们

民族得荣耀的时代会在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的国度中到来。

若我们考虑到希伯来圣经中其他大量的弥赛亚资料的话，

这一点就根本没有什么可令人惊讶的了。以下内容节选自

“所罗门诗篇”（Psalms of Solomon），它们写于耶稣出

生前50年左右，描绘的是未来的弥赛亚之国。这些诗篇本

身不是正式的圣经正典的一部分，然而，它们的灵感直接

来源于无数旧约诗篇和先知书关于弥赛亚的经文，尤其是

撒母耳记下7章，诗篇72篇、89篇和132篇： 

雅伟啊，你拣选大卫作以色列的王，并且对他立

下永远的誓言说，他后裔的国必不在你面前灭

亡……雅伟啊，神啊，求你观看，求你在你所定

的时间，为你的仆人以色列民兴起大卫之子，作

他们的王，统治他们。求你赐能力给他，使他摧

毁不义的统治者，使他洁净耶路撒冷，清除践踏

耶路撒冷、令她毁坏的外邦人；使他以智慧和公

义从以色列的产业上赶出罪人；使他击碎罪人的

狂傲，如同击碎陶工的罐子；使他如铁棒捣碎他

们的财物；使他用口里的话毁灭不法之国；使他

一发警告，列国就从他面前逃跑；让他按罪人心

中所思所想来定他们的罪。他必招聚圣民，引导

他们进入公义，他必审判各支派的民，这些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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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雅伟曾使他们圣洁。他不会容许不义在他们中

间停留，任何诡诈的人不能与神的子民同住，因

为他知道他们全是神的儿女。他必按宗族把他们

分派各地……必有外邦人服侍他，他必在全地上

引人瞩目的地方荣耀雅伟。他要洁净耶路撒冷，

使她圣洁，如她刚开始时那样圣洁，因为万国要

从地极前来观看他的荣耀，带来耶路撒冷曾被掳

去的儿女，前来观看雅伟的荣耀，神已经以此荣

耀来荣耀耶路撒冷。 

在他［弥赛亚］的日子，他们中间没有不义，因

为他们全都是圣洁的，他们的王就是主弥赛亚。

他不靠马匹、骑士和弓箭，他也不为战争搜罗金

银。他不寄希望于众民，不靠他们去打仗。雅伟

就是他的王，是所有坚定仰望神之人的盼望…… 

雅伟啊，你永远怜悯你手所做的工。你赐以色列

厚恩以彰显你的美善。你的眼目看顾他们，他们

当中没有穷困缺乏之人。你的耳垂听贫穷人满怀

盼望的祷告，你公义的审判临到全地，你的慈爱

留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的子孙。你视我们

为头生的儿子，为独生子，管教我们，使敏锐的

人避开无心之失。愿神在赐福施怜悯之日，也就

是在他的弥赛亚掌权之日，洁净以色列。在那日

子出生的人是有福的，因他们将看见雅伟为将来

一代所做的美事；他们必在主弥赛亚管教的杖下，

敬畏他的神，他要以圣灵的智慧，以公义，以力

量引导人们行公义，敬畏神，在神施怜悯的日子，

使得他们全都敬畏雅伟，成为神的好子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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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神。（所罗门诗篇  17:4，21-28，31-34；

18:1-9） 

这些诗篇捕捉到了旧约所呈现的弥赛亚盼望的本质，

也道出了耶稣开始宣告神的国时的思想潮流。它们也与路

加福音（1:32，33；2:11）、启示录（11:15-18；19:15-

16），以及其他许多新约经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

认同以赛亚的异象，为将来一个脱离了暴政的世界而欢喜： 

一旦压迫终止，毁灭者停止，蹂躏大地的人消失，

就必有宝座在慈爱中坚立，而且必有一位凭忠诚

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必有一位审判者，他

寻求公平，速行公义。（赛 16:4，5，JB） 

 

亚伯拉罕、土地以及神的国 

当我们再次回想那些滋养以色列人的基本主题时，我

们就能感受到圣经故事的连贯性。很多关键经文都证实，

土地应许是亚伯拉罕的神给出的、绝不更改的应许：他会

在应许之地建立永久的和平，而那地将由那些被拣选作神

的儿子的人来管理： 

神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

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

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起来，纵横走遍

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创 13:14-17） 

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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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创 17:3-8）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

得福。”（加 3:8，RSV） 

你们［以色列］若听从我的声音，坚守我的约，

你们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

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出 19:5，6，JB） 

王权与巴勒斯坦地的拥有权是神自己与其选民所立之

约的基本内容，而亚伯拉罕是这些选民的代表，也是最初

被拣选的。然而，以色列是否拥有王权，则依赖于他们是

否顺服。至于他们距离那个要求他们达到的高标准有多远，

那都记录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那常常是个没有达到

神的标准的历史，但大卫是个特例，他与神配合，施展王

权。[17] 

我们已经看过，先知书生动地描述了世界和平的黄金

时代，而以色列的民族盼望就是那位最理想的王弥赛亚最

终会带来那个时代，所以，即使是在被敌人压迫的年代，

那个盼望仍然熊熊燃烧。那个伟大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

的国也就临到了。我们知道，当耶稣开始传道时，愿神的

                                                        
[17] 

亚撒、约沙法、希西家和约西亚也是杰出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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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降临的祷告在会堂里就没有停止过。我们不可能注意不

到，会堂里的祷告和“主的祷文”极为相似： 

愿他的名在这世上被尊为大，被尊为圣，因世界

是遵他的旨意被造。愿他在你在世的时候，在你

的日子里，在所有以色列家在世的时候建立他的

国，愿他速速建立，愿那时间快快到来！[18] 

正如德国一位杰出神学家所指出的，[19]“耶稣的教导

的真正背景是……犹太思想，在这个思想中，神是统治者，

他作为王的行事作为，就显现于他的国之上。” 

韦斯（Weiss）称，旧约重点强调的就是这个，

他还表明，这种强调含带着对世界的或人类的王

权的对抗思想。这种概念是，神会通过审判世界

的王权来展示他的王权。在这个背景的映衬下，

我们能够看出，很自然地……当先知们宣告大灾

难就要到了的时候，他们是在宣告神要以王的身

份施展他大能的作为。［先知书］表达的盼望是，

神施展大能的、王的作为，通过他的作为，他的

子民得到救赎，他的仇敌和他子民的仇敌被毁灭，

现在这邪恶的世态［比较加 1:4，“这罪恶的世

代”］彻底地、永远地被扭转过来……耶稣使用

“神的国”一词，背后放着的就是这个盼望。[20] 

                                                        
[18] 

会堂里吟诵的圣颂（Kaddish）祷文。 
[19] 

约翰尼斯·韦斯（Johannes Weiss），《耶稣宣讲神的国》

（Jesus' Proclam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埃尔斯（Hiers）和霍

兰德（Holland）编辑并翻译，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71。 
[20] 

诺曼·佩林（Norman Perrin），《耶稣之教导中的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Teaching of Jesus），SCM Press，1963，

p. 19，在讨论约翰尼斯·韦斯的著作，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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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神的世界和平计划的英雄 

我们的基本论点只不过是在复述很多圣经专家的话：

我们读到耶稣的福音信息里的“神的国”时，一定要将它

的旧约根源考虑在内。若将这个国度从其希伯来背景中拔

出，那么它在许多圣经读者的头脑中就确实是一个模糊不

清的概念。读者就极有可能将耶稣和众使徒都不会使用的

含义强加到耶稣的核心福音用词上。这种做法不可避免的

后果就是，重要的、救赎的信息丢失，而“另一个耶稣”

出现——他与那位其教导具有永恒意义的犹太人耶稣几乎

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我们不用读太多的新约就会遇到一个明确的声明，这

个声明不但说出了神在耶稣身上的旨意，而且还重现了有

关大卫王位的话。“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统

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路 1:32，

33，NASV）这立刻提醒我们一个事实，我们现在要盼望

大卫的王国再次出现。正如所罗门曾“坐他父亲大卫的

位”，耶稣也将拥有相同的王位。一切都已经就绪，就等

着弥赛亚实现摆在他面前的伟大目标。如每一个犹太人都

知道的，自从以色列王被囚巴比伦以来，大卫的王位已经

停止了，所以加比列的预言需要大卫王国的恢复。显然，

神与大卫家的约所给出的大应许最终要在耶稣身上实现。 

虽然路加的重要开场声明讲的是马利亚的儿子的生涯，

但在这份声明中，我们得到的其实是基督教之宗旨的定义。

耶稣的角色被做了精确的描述。他绝不是模糊的宗教形象。

他被明确地与以色列的民族盼望联系起来，而且他的职能

是作他们的王，在神的国里为神统治。路加通过加百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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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向我们传递的，是纯粹的弥赛亚概念，而这个概念，只

有在其本身的犹太环境中才能够被理解。天使对耶稣在神

的计划中的角色的明确描述，会让熟悉圣经的读者想到关

于神的国的一个重要预言，该预言在小先知书俄巴底亚书

中。以色列所盼望的，先知在给他的启示的结尾处宣告了

出来。时候会到，“雅伟……的日子临近万国”，雅各家

“必得原有的产业”，并且“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

判以扫山；国度就归雅伟了”（俄 15，17，21）。 

这就是人们经过数百年深思希伯来先知书而酝酿的、

对自由的炽热盼望，而先知们所渴望的，就是大卫的后裔

作王的时候，以色列恢复其荣耀。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权

力去假设，大卫的王位不是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王位，

而是别的事物。我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突然改变“大卫的

王位”的含义，然后用它来描述一个在天堂的、看不见的

统治。所应许的王弥赛亚必定会在神的国里统治，而这个

国度，是恢复了的大卫王国。加百列传给马利亚的启示，

也就是路加所讲述的、作为基督教基本信条的启示，将要

在耶稣在地上再次显现（这仍然是未来的事）的时候才能

实现，那时，他就会登上他出生时神的宣告向他保证的王

位。正如《讲坛注释》在关于路加福音1章32节的几句吸

引人的简短评论中所指出的：“迄今为止，天使的话还没

有实现。很清楚，它们讲的是以色列的恢复，而且据我们

所见，那仍然是非常遥远的事……那个重大时刻尚需等

待。”[21] 

                                                        
[21] 

《路加福音注释》（Commentary on Luke），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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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的注释家本来可以再补充一点：耶稣会作王的应

许是神国福音即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整个新约所盼望的，

正是那件大事。这其实没有什么可令人惊讶的，因为当希

伯来众先知预言到，大卫家一位永恒的统治者将出现在耶

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同一盼望注入人心了。就这一

点来说，以赛亚书9章7节是一节关键的弥赛亚经文。犹太

教的《塔古姆》和基督教的释经家们都承认它指弥赛亚。

正如《塔古姆》所讲，“在他的日子里，我们必有大平

安”。“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

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

远。” 

当这个宏大的弥赛亚预言（它肯定没有在公元前8世

纪希西家王统治时实现）在圣诞节期间被朗读，或是在亨

德尔（Handel）的《弥赛亚》（Messiah）[22]的表演中被演

唱时，人们会因为缺乏清楚的信息而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

以为这个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然而在圣经背景

中，它指未来的事，并且它应该与主祷文中“愿你的国降

临”的呼求放在一起。它与耶利米书的预言是姊妹篇： 

雅伟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

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

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

也安然居住。”（耶 23:5，6） 

只要还没有大卫家的王在耶路撒冷统治，弥赛亚预言

的主要内容就尚待实现——用“具象的”（concrete）的

                                                        
[22]

 译者注：亨德尔，生于德国后定居英国的作曲家，《弥赛

亚》是他所作的一部著名清唱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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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来说，它预言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且这件

大事会开创第一个属神的世界性政权。这才是圣经基督教

给出的惊人的计划，然而教会却奇怪地对此默不作声。 

 

对神的国的非圣经定义 

神的国是一个内在的、“在心中的国度”，这是为很

多人所钟爱的一种“宗教性”解释，但先知书的清楚语言

是不会给它让步的。神的国的异象指的不是对现有政权的

逐渐改良。但以理书2章中先前的几个国被定义为真实的

政治性帝国，其中巴比伦是第一个。弥赛亚的国度正是被

建立在这些先前的世界性帝国的废墟之上。此事发生时，

神会突然介入，致所有的敌对国毁灭。圣经中的“神的国”

的含义源于但以理书的这些经典经文，以及我们从历代志

中引用的那些经文。神的国（或其近义词“天国”）的基

本定义是——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

——一个世界性帝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由弥赛亚和众

圣徒管理。它是神的整个计划的目标，也是摆在每一个基

督徒面前的目标。历史的大结局是在新的属神的统治下，

伊甸园得以恢复。神的国与现今旨在改革社会的各种运动

毫无关系，不管它们的本意有多好。它更不是一个在天堂

的国度，且为人死亡时灵魂的所去之处。神的国也不应该

被降低成“教会”的同义词。[23]把神的国与教会等同起来

的做法，已经引发了不可估量的混乱。 

                                                        
[23] 

新约确实期望教会会成为神的国，但那只有在它结束现在

的受苦时期之后才会实现。因此，可以说，基督徒“被形成国度”

（启 1:6，参新译）。他们正在为执掌王权做准备（启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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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神的国的负责人 

新约的整个要旨是，表明耶稣是所应许的以色列的王、

弥赛亚以及神的国的王。“基督”（Christ）一词是希伯

来单词“弥赛亚”（Messiah）的希腊语对应词，它是一个

称号，用于神特别的人类代表——先知，祭司，尤其是王。

“耶稣基督”这个词并非主日学小孩所想的，给我们展现

的是“马利亚和约瑟·基督”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

人名的一部分。“耶稣基督”指身为基督的耶稣，即以色

列的王耶稣。他的称号的完整形式是“主耶稣基督”，

“主”是君王弥赛亚的称号，它可用于以色列的王，也可

用于其他人类位分较高者。因此，如路加告诉我们的，耶

稣是“主弥赛亚”或“王弥赛亚”（路 2:11），[24]其依据

是主神他的父在诗篇110篇1节极其重要的预言性圣谕中所

加给他的称号。路加还称耶稣为“主的受膏者”（或基督）

（路 2:26），[25]再一次将他与以色列的王联系起来。还有

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保罗后来的书信更频繁地将救主

称为基督耶稣，他使用这种词序，为的就是防止任何稀释

                                                        
[24] 

“主基督”是一个公认的、犹太教的弥赛亚表达式；比较

哀 4:20；所罗门诗篇 17:32；18（标题）；18:7。“主基督”与

“主神”绝对不能被混为一谈。诗篇110篇1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

源，可用以区分两位主，一位是雅伟，另一位是主弥赛亚。这篇诗

篇的“我主”的原文是adoni，这个表达出现了195次，没有一次指

神，而对神的表达是与此区别开来的，为adonai，出现449次。希伯

来语刻意在元音上做了区分，这一点对于保存独一之神的独一性对

于表明他不同于弥赛亚，至关重要。 
[25] 

在希伯来圣经中，这一称号指以色列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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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这一君王词汇所含丰富内涵的事情出现。或许保

罗意识到了，弥赛亚概念在不懂以色列传统思想的外邦人

手中会有多么脆弱。因此，他坚持称耶稣是弥赛亚。而耶

稣也把他的整个事工都建立在同一信念之上：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

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肉与血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在这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太 16:16-18，RSV） 

语词是意义和理解的传递媒介。因此，对一个文献中

的关键词的含义做出任何改变，都会导致作者与读者之间

的交流中断。如果我们要与新约作者们达到有效交流，那

么“耶稣基督”正是一个我们扭曲不起的名字。对基督教

本质的把握，就依赖于对基督教核心人物的正确理解。我

们的信心英雄是个犹太人，以前是，现在也是，但被记载

下来的他向我们所讲的话，跨越了2000年之久。所以，我

们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就能看出，在那么长的时间中，思想

的传递过程充满着错解的危险。这一点在宗教领域尤其真

实，因为这个领域探讨的总是有争议的、抽象的概念。人

类思想太倾向于为了符合它自己的理想与计划，而构建出

一个自创的“耶稣”来。 

例如，请想想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在谈话时可能

产生的误解。他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或者说他们以为

是这样。当美国人那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同事说，他

“mad about his flat”，或“Tom and Jane have just broken 

up”，或他打算“open the bonnet and adjust the engin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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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spanner”的时候，这位美国人会如何理解这些话？[26]

在一个美国商店里要买“plasters”和“rawl plugs”的英国

人或许需要一个对两种英语都熟悉的人来当翻译。要不然

的话，他可能就买不到他想要的创可贴和螺钉栓。[27] 

在圣经的阅读问题上，显然会出现相似的情形。每个

人都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自己研读新约，并特别留意主要

用词在第1世纪背景下的含义；要么假设他所在教派的传

统准确地反映出圣经含义，然后依赖教会来告诉他新约是

什么意思。第二条道路需要相当大的信心——对教会的信

心。很多新教徒都乐意信赖他们所选择的教派。然而不合

逻辑的是，新教徒却宣称，依赖教会的人是罗马天主教徒，

而他们自己的信仰之源是圣经——惟独圣经，并且这是他

们引以为荣的事。可是，大部分新教信众真的研读圣经了

吗？ 

                                                        
[26]

 译者注：（1）mad about his flat：英式英语意为“非常喜

欢他的公寓”，美式英语意为“对他的公寓感到非常气愤”。（2）

Tom and Jane have just broken up：英式英语可表示“汤姆和琼刚

刚放假”，美式英语则可表示“汤姆和琼都笑破肚皮啦”。（3）

open the bonnet and adjust the engine with his spanner：英式英语

意为“打开引擎盖，用扳手调节引擎”，但是在美式英语中，表示

“引擎盖”的词不是“bonnet”，而是“hood”（n. 风帽，兜帽），

而表示“扳手”的词不是“spanner”，而是“wrench”（n. v. 猛

拧，猛扭）。因此，首次听到这句话的美国人可能会不明白它的含

义。 
[27]

 译者注：（1）plaster：英式英语用它来表示“创可贴”，

而美式英语的“创可贴”是“Band-Aid”。（2）rawl plug：汉语译

为“罗威套管”，它是一种嵌在砖石墙孔内的螺钉栓，而美式英语

用“wall anchor”（直译为“墙锚”）来表示这种螺钉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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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有用的自我测试，每位寻求认识并理解圣经的

耶稣的人都可以考虑一下。它就是：“基督”是什么意思？

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这个词等于以色列的王，而在耶稣

身上，它则指最终的那位王，即几千年前就应许给亚伯拉

罕和大卫的那位后裔。这正是马太所想的，因为他以这个

明确的声明来开始他的书卷：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子孙”（太 1:1，NASV）。读者一读到它就

知道，耶稣的祖先可追溯至以色列历史中的关键人物，还

可追溯至它的圣约，尤其是神给大卫王族的约。马太然后

讲到“那称为基督［弥赛亚］的耶稣，是从马利亚生的”

（太 1:16，NASV），借此强调“基督”的君王含义。在

接下来的片段中，马太又进一步将耶稣定义为“生在伯利

恒”，“作犹太人之王的”那一位（太 2:1，2，NASV）。

再接下来，是祭司长和神学家们（文士）就“基督当生在

何处？”（太 2:4）而做的查询。权威答案是神启示给公

元前8世纪的先知弥迦的声明，“将来必有一位统治者从

［伯利恒］那里出来，牧养［即作王］我民以色列”（太 

2:6，NASV；比较弥 5:2）。 

基督的诞生明显地含有政治意味，这给当时的犹太王

希律造成直接的威胁，因为基督也是统治者，这就使他成

了希律的对手。希律不知道弥赛亚的父母已经带着他们的

婴儿逃往埃及，所以下令杀死伯利恒两岁以内的所有婴孩。

希律死后，耶稣安全返回以色列地，应验了旧约的另一句

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何  11:1；比较太 

2:15）。被称为基督、犹太人之王、以色列的统治者的同

一人物，现在被称为神的儿子。马太引用的经文出自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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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何西阿书的一节，在那里，以色列民族被称为“神的儿

子”。将这个称号用在耶稣身上，是恰到好处。耶稣是神

的儿子，他的地位就像以色列的地位，是所拣选的民族。

耶稣是所拣选的这个民族的王，是每一个渴望配得“神的

儿子”之名的虔诚以色列人的榜样。 

从头到尾，新约剧目的这位主要角色都被赋予专门的

律法称号，而该称号是给大卫家那位伟大的后裔量身定做

的。路加将耶稣介绍为以色列王位的继承人，后来又将他

与罗马帝国的领袖凯撒大帝相比。群众的神学思想常常领

先于宗教当权派，他们大声呼喊，称耶稣为“大卫的子

孙”，这是最纯正的弥赛亚称号，并且它将他与“那将要

来的我祖大卫之国”联系起来。约翰记载到，心里没有诡

诈的以色列人拿但业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

王”（约 1:49）。腓力给这幅耶稣画像再添上一笔，他进

一步将耶稣描述为“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

那一位”。讲到摩西，让人想起记载在申命记18章15节、

18节中的名言：“雅伟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

一位先知像我［摩西］，你们要听从他……我要将当说的

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在耶稣

洗礼时，他被神膏立为“神的儿子”，以表明他是神所拣

选的器皿，借着神的灵，行神的事。另外，“神的儿子”

在新约是弥赛亚的同义词，并且他的受膏，还让人想起大

卫王受膏为王的过程。安得烈也激动地说，他们已经找到

“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约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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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弥赛亚宣告 

在一些场合中，耶稣刻意地像王一样行事，不过他并

没有想取得以色列的统治权。在马太福音21章4节，耶稣

以得胜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至少以一个潜在的政治人

物形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再一次地，一个预言得以实

现。马太指出撒迦利亚的话，它呼吁以色列：“锡安的女

子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女子哪，应当欢呼！看

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是谦和

的，他骑着驴”（亚 9:9，JB；比较太 21:5）。 

耶稣在此是在刻意宣告，他就是所盼望的弥赛亚，拥

有王权。他接受人们热情的赞扬，这一举动是向那些有眼

可看的人证明，他认为自己是大卫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意思群众理解了，但那些总是

想着需要保持现状，想着需要与凯撒保持友好关系的权威

宗教要员却对此不以为然。然而，对于耶稣来说，这一幕

洋溢着弥赛亚的欢腾。倘若众门徒不出声，就连无生命的

石头都会因欢喜而赞美、呼叫呢（路 19:40）。人们再想

象不出还有什么情景能比“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

（可 11:10）的到来更令人高兴的了。耶稣没有做任何事

以浇灭人们对弥赛亚的这种炽烈之情。[28] 

                                                        
[28] 

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那些认出神所拣选之君王的

人都被特别提及，作信心的典范。在撒母耳记上25章，亚比该承认

大卫的“弥赛亚身份”（Messiahship）（即他是受膏者），并且还

成为他的妻子（特别参看23节，27-33节，42节）。这是教会与基督

的“一种”（a type）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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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审时，当权派与耶稣之间的争论的要点就是耶稣

的弥赛亚身份问题。大祭司用了熟悉的等式“基督”与

“神的儿子”来开始他的盘问。耶稣肯定地表示，他的确

是弥赛亚，而且他们会“看见人子”——耶稣将这个词用

作弥赛亚的同等称号——“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

上的云降临”（太 26:64）。这是一个明确的宣告，宣告

他就是但以理所描述的作王统治神的国的那一位，他是得

胜的王，并且神的国即天国必定会在它“打碎灭绝其他

［帝国］”的时候 ，取代世界诸国。 

新约所提供的图画完美地描绘出希伯来圣经中神所应

许的那位弥赛亚：他是大卫王室的后裔；借着神的灵，他

被赋予超凡的能力；他受委任最终打碎在以色列身上的外

族统治的轭，并实现给大卫和忠信之以色列的永约，即恢

复以色列国。信耶稣为基督的信徒会是弥赛亚的随从，外

邦人也会被纳入其中，因为他们会成为真正的“神的以色

列民”，从而完全成为弥赛亚团契的成员。 

如果说现代信众对耶稣的宣告还将信将疑，那是因为

传统给那些宣告加上了一个耶稣在很多内容上都不会赞同

的弥赛亚概念。教会总体上最不愿意接受的，是耶稣的弥

赛亚宣告中所含的政治含义。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

些含义，因为他们从教会那里所得的印象是，耶稣感兴趣

的是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国度。当代人使用别称“属灵

的”，为祸不浅。它不但语义模糊，无法传达任何明确的

含义，而且它还在“属灵的”和“政治的”这两个概念之

间硬生生竖起一道障碍，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互不相容的。

然而事实是，在圣经的语言与思想里，一个属灵的国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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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能够是一个以“实实在在的”统治为基础的国度，它

由一个人统治，且坐落于地上一个特别的地理位置。 

对耶稣的政治性宣告提出质疑，就相当于不接受他是

弥赛亚。传统已经将许多本意良好的圣经学生带入这个陷

阱，结果他们就乐意接受一个“属灵的”弥赛亚，但对于

受委任在耶路撒冷作王的弥赛亚却远没有那么热情。然而，

一个永不继承他祖大卫的王位的耶稣，决不是我们新约的

拿撒勒人耶稣。拒绝耶稣的教导中的政治成分，就是不顾

新约的第1世纪犹太背景而读新约。这是在冒险：闭眼不

看历史事实，并按照个人理想中的形象重新创造耶稣。正

如《弥赛亚遗产》（The Messianic Legacy）的作者所指出

的： 

接受耶稣为弥赛亚，但同时又否认他的帝王角色

和政治角色，就是不顾事实——不顾历史背景，

不顾“弥赛亚”一词明确的以及暗含的意思。基

督徒已经视弥赛亚为一个非政治性的、完全属灵

的人物，他对现时的政权没有挑战，他自己没有

世俗的或政治的抱负……然而，过去两个世纪的

圣经学术研究已经使得这种解释越来越站不住

脚……［弥赛亚的］政治职能包括将他的子民从

捆绑中释放出来，就这一范畴而言，他的属灵角

色也是政治性的。[29] 

                                                        
[29] 

迈克尔·贝金特（Michael Baigent），理查德·利（Richard 

Leigh），亨利·林肯（Henry Lincoln），《弥赛亚遗产》，Jona-

than Cape，1986，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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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与神的国：让新约福音浑然一体的核心 

基督徒必须意识到，在耶稣的身份与福音信息上有分

歧，就意味着在基督教的福音上有分歧。如果我们希望与

基督有相同的心思意念，那么神的国就不能仍旧是一个

“模糊不清的词语”。若要清楚地解释圣经，成功地传扬

福音，我们就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 

对改革的呼吁并非新鲜事物。19世纪的神学家理查

德·罗特（Richard Rothe）申诉到，被普遍接受的释经方

法是不够的： 

我们的钥匙打不开——正确的那把已经遗失了，

而且只有我们重新拥有它的时候，我们的解经才

会成功。圣经的思想体系并不是我们学校的那一

套，所以，只要我们还脱离圣经体系去尝试解经，

那么圣经就会一直是一部我们半懂不懂的书。除

了那些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作是仅有的、可能的

概念以外，我们必须使用别的概念开始解经。[30] 

在解释耶稣的基督教时，我们若脱离了它在亚伯拉罕

之约、大卫之约以及先知书里的根源，就如同我们讲美国

历史时不讲独立战争。神与亚伯拉罕、与大卫所立的约是

以色列历史的里程碑。它们是圣经故事里的决定性时刻，

因为它们启示出神的计划的各个阶段，并指向世界历史的

惊人结局。基督和新约的基督教源自于以色列生命中的那

                                                        
[30] 

理查德·罗特，由G.N.H.彼得斯（G.N.H. Peters）引述，

《神权国度》（The Theocratic Kingdom），Grand Rapids，Kregel重

印，1952，Vol. I，p. 21。彼得斯关于神的国的三卷本著作是讨论

这一重要圣经主题的最出色的释经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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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重大事件。它们都为耶稣宣告神国的到来奠定了最根

本的基础，而宣告神国的到来，又是他的神国弥赛亚使命

的基本任务。当耶稣——后来还有众使徒——传道时，他

们假设听众已经明白，耶稣的生涯（至今为止指他的出生、

传道使命、死亡、复活以及升天）就是要把那两个约推向

它们尚在未来的、最终实现的时刻。新约作者们理所当然

地认为，神给先祖们（真正的教父）的应许的内容是一个

常识，即：神已经保证，亚伯拉罕和那些有亚伯拉罕之信

的人将永远拥有那土地为业，他还保证，当耶稣在耶路撒

冷为王的时候，大卫的王室将无止无尽。只要这些应许还

没有实现——它们显然如此——它们就仍然高高直立，是

基督徒信心与盼望的伟大目标。基督徒渴望它们在地上成

为现实，这与主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是一致的，而

且这份渴望应该成为激励每个基督徒前进的东西，也应该

成为所有传道工作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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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给人类的宪章 

为了能理解耶稣的使命以及他不变的福音信息，我们

必须进入第1世纪的犹太教思想世界，并熟悉以色列的圣

经，也就是耶稣深爱的希伯来圣经。因为在这些宝贵的文

献中，我们会找到那些塑造了耶稣之思想的重要概念。当

耶稣知道他自己是大卫王位的继承人之后，他应该会受引

导而去查看相应的希伯来圣经，即包含以色列民族盼望之

内核的那部分圣经。那个盼望是通过先知拿单传达给以色

列所亲爱的大卫王的——神将非凡的启示给拿单，拿单再

传给大卫王（见撒母耳记下7章，其平行经文为历代志上

17章）。这些圣经经文将神与大卫王室所立之约记载下来，

以备后世查看。在很多历史学家以及神学家看来，犹大国

只不过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中东帝国。然而在圣经中，它

对世界历史以及人类命运的意义绝对不容小看。 

大家可能会想到，在西方的基督教中，所有学习历史

的学生都需要读一读神与大卫家所立之约的内容。圣经文

献比《大宪章》（Magna Carta）和《独立宣言》（Decla-

ration of Independence）要重要得多，因为它们阐释了神对

这个世界的心意，而这些心意则通过代表着犹大家的大卫

王室血脉而实现。创造主与大卫和他后裔所立的约，正是

由创造主自己的大能在背后支持着。神以诺言承保那约，

因此它保证，在更伟大的大卫之子——我们相信此人就是

拿撒勒的耶稣——所掌控的良善的政权下，人类将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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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终局。作为大卫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他现在暂时被

带离地球。他会有一段时间不在这里，但是，根据借先知

拿单启示给大卫，后来又在基督教福音中被耶稣重申的计

划，等他再次到来，取得万国的统治权，亦即世界历史进

入一个大转折点的时候，他就会再次与我们同在。 

大卫之约完全是政治性的。可以说，它所涉及的是神

的政治。它表达了创造主想让错乱无序的地球恢复和谐的

心意，这地球现在的政治状况，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没有

实现人类被造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神在人类身上的本意

是，他应该在地上反映出神性。这正是作“神的儿子”的

含义，即反映出父的性情。亚当受任管理世界，并受教导

统治它。第一对夫妇的创造主一直陪伴着他们，给他们支

持，他们应该能实施授予他们的“治理全地”的统治权。

但是，事与愿违。神的计划遭受了致命的破坏，因为亚当

和夏娃听从了敌对势力的花言巧语。他们被撒但的谎言征

服了。受魔鬼的反宣传所骗，他们撇弃了神的话，而那话

表达的是神对全地事务管理方式的旨意。 

在很大程度上，最初那对夫妇所表现出的无视神话语

的行为模式，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特征。以色列

是神的启示的守护人，她万分谨慎地保存着神的启示，但

是她却没能认出她自己的弥赛亚，而弥赛亚正是神的话语

的最高传达者。尽管出现过一些特例——挪亚一家、亚伯

拉罕、摩西、大卫、众先知，还有来自每个时代、每个国

家的杰出信心英雄，但强暴与不和谐仍然是历史进程的特

征，不管是在家庭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神的旨意没有

被遵行，他的律法也没有被遵守。耶稣最亲近的使徒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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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情形描述为“卧在那恶者手下”（约一 5:19）。耶稣

相信，他的国度的源头与当下社会的源头完全不同，而撒

但现在是“世界的王”（约 14:30）。圣经视这个世界为

一个目前拒绝其创造者的叛省。大家只要打开每晚的新闻，

听它又报道一起谋杀案，就能够明白，神为我们人类所预

备的计划仍然备受阻挠。 

在面对如此明显的不幸与不公，以及常常貌似无意义

的苦难时，很多人都感到绝望，找不到生存的意义。然而，

就在人们放弃希望的同时，圣经却向我们保证，世界其实

在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它在朝着它受造的目标前进，而

且势不可挡。不过，请大家不要以为人类的进展会温柔地

领我们进入一个和平繁荣的安全庇护所。因为圣经的福音

信息（the Bible’s Message）的核心是，只有现在的潮流经

历一个急剧的逆转后，我们从理论上所说的我们渴望的世

界才能出现。 

圣经预测，人类未来的景况是暗淡的。但是，在隧道

的尽头，有光。以色列的先知们说了两件事。第一，事情

是糟糕的，而且它们不会变好——至少在地上出现真正的、

持久的和平之前，都是如此。第二，当神介入人类事务，

去除邪恶，代之以公义时，事情就会出现转机。只有更换

了政治体系，持久的进步才会来到。说得更确切些，只有

当神所拣选的、受过训练的众代理人接过政权的控制权时，

全世界的秩序才会得以恢复。这就是“神的福音”——宣

告神的国——的本质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对问题的这种分析还没有普遍为人们

所接受，而且很多人立即就拒绝了圣经的解决方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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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干预，我们是“做不成”的，这种概念对我们的独立

自主感是个打击。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只从圣经中挑取

安慰人的话，但对于圣经中大量讲论未来审判的内容，他

们都拒绝了，而将来的审判，就是被新旧约都描述为“雅

伟的日子/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的大事件[1]。

主的日子就是将来神决定介入，永远地，激烈地，经过大

灾难而改变世界事务发展方向的历史时刻。希伯来圣经中

的主的日子，就等于新约中耶稣将来到来，在他国度中统

治的日子。这再一次证明，新约基督徒没有丢弃旧约。他

们假设，他们的读者会懂得旧约在讲什么。他们不觉得有

必要重申众先知已经宣告了的东西。他们期望我们明白，

随着神在基督里的不断启示，旧约所启示的、关于神的计

划的东西都会被理解。 

最不公平的就是，有人宣称忠诚于基督，却决定稀释

或以别的方式消除不想要的教导，就是那些讲论即将到来

的“主的日子”的教导，而“主的日子”，就是神的国到

来的日子。耶稣绝不是一个宽厚的加利利农民，安慰一下

世界，说一切都挺好的。他首先是一位先知，是神的发言

人，一方面，他表达出他对人类苦难的温柔的怜悯，另一

方面，他也表达出他对世界做法的愚蠢和邪恶的强烈谴责。

最重要的，耶稣是传好消息的人，而这好消息就是，当弥

赛亚前来统治时，整个世界将有光明的未来。 

                                                        
[1]
 译者注：在旧约中，它被称为“雅伟的日子”，在新约中，

它被称为“主的日子”，因为犹太人在读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出于

对神的敬畏，他们会将它读作“主”。为统一起见，下文都译作

“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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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一心渴望执行他的父，即以色列的独一之神的旨

意，正是这种渴望推动着他的使命。耶稣将他的传道使命

的缘由概括为“传神的国”。那正是“［他］奉差的缘故”

（路 4:43，参新译）。所以说，理解神的国，就是理解耶

稣的思想的钥匙。 

 

神与大卫的约 

耶稣视大卫之约为一份蓝图，展现出神为世界所做的、

正在展开的计划，因此，在我们寻求理解耶稣所行之事的

过程中，如果我们对大卫之约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加以仔细

研究，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众所周知，耶稣相

信，他自己是世界历史的核心人物，是受委任的独一之神

的合法代理人，是大卫王位的继承人，并受任命在神的国

里作王。 

神与以色列著名君王大卫王所立之约的具体内容，出

现在撒母耳记下7章以及历代志上17章。以色列对光明未

来的永不熄灭的盼望，正来自于这段关于神的目标的核心

宣言。撒母耳记的经文是这样子的： 

那时，王住在他的宫殿中，雅伟使他安享太平，

不受周围仇敌的侵扰。王对先知拿单说：“你看！

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而神的约柜却停在帐幕

内。”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着你心里所想的

一切去做，因为雅伟与你同在。”但是就在那天

夜晚，雅伟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

人大卫说，雅伟如此说：‘你要建造殿宇给我居

住吗？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

曾住过殿宇，而是常在帐篷会幕中行走。凡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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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同行时，我何曾向以色列的某个士师，

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士师说：你们为何

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这是你要向我的

仆人大卫所说的话。‘万军之雅伟如此说：我从

牧场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

民以色列的领袖。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

在，我已为你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成名，

名气如同世上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一样。我必为我

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他们必居住

在那里，不再受骚扰，他们也不再受恶人欺压，

像我立了士师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以来那样。我

要使你安享太平，不受你所有的仇敌侵扰。雅伟

也告诉你：他必为你建立一个王朝。当你寿数满

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立你的后裔，即

你自己的儿子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

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

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

的扫罗一样。你的王朝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

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

单就将这一切话，将这整个默示都告诉大卫。

（撒下 7:1-17，NJB） 

神为大卫和以色列所做计划的具体内容一目了然。大

卫不会是建造圣殿的人。相反，神会为大卫建立一个王朝。

而且此计划里还有给民族的祝福。以色列将会得到一个永

久安定的地方。与那个应许相连的，是必有君王出现的保

证，他是大卫的一个继承人，且永远统治。历代志上17章

的平行经文没有提到对大卫下一代即所罗门的惩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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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更大的力度强调了应许的终极目标——弥赛亚。论到

他，经文说：“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殿里和我国里；他

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代上 17:14，NJB）。新

约引用了撒母耳记下7章的经文，并视耶稣和基督徒都为神

的弥赛亚儿女，而约的应许就应用在他们身上：“你们务

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

就收纳你们。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女。这是

全能的主说的”（林后 6:17，18，引自撒下 7:14）。[2] 

这个约最后的保证——永远的王位——概括了以色列

的民族盼望，并且为耶稣所宣告的关于神的国的基督教福

音提供了基础。“弥赛亚”或“受膏的王”这个称号，最

合适用在那位在神的殿和神的国中做领袖的王，也就是人

们所盼望的大卫家族的那位王身上。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即，

相信出生在伯利恒的、历史上的耶稣就是神所默示之圣经

所讲的那一位。 

我们一定不能漏掉圣经本身对神的国的定义，这很重

要。它的意思是那位终极统治者在永久安定的王位上的统

治，而那位统治者是在大卫的国度里代表着神，并且是地

上神的国的君王。“弥赛亚”，或称“神的儿子”，将是

“我的”，即“神的”国度里的统治者（代上 17:14）。

我们必须强调，神的计划讲的是“给以色列的一个地方”

（撒下 7:10）、一个王位，以及一个国度。我们千万不可

让这些措辞当中的任何一个从我们手中溜走。这些词的含

                                                        
[ 2 ] 

在哥林多后书1章21节，基督徒被说成是“受膏的”

（anointed），即弥赛亚团契的成员。作为圣徒，基督徒就是那些受

委任进行统治的人（但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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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都是常态的、自然的含义。它们讲的是在地上的一个帝

国，以及一位在耶路撒冷统治的王。它们正是加百列在路

加福音1章32节、33节中所选用的词，它们抓取了神的计

划的主线：它们一方面指回大卫之约，另一方面又指向大

卫帝国的到来——一个永远取代现在世界体系的、全新的

世界秩序。 

耶稣是神的计划的关键人物，他的出生确实地证明，

神，即他的父，正按照他与他所拣选子民所立的应许，在

世界中做工。加百列对马利亚以及世界所讲的话让人不得

不想起撒母耳记下7章： 

 

撒母耳记下 7:12-14 路加福音 1:32，33 

“我必兴起你亲生的

［大卫的］后裔接替

你……我要永远坚固他

的国位。我要作他的父

亲 ， 他 要 作 我 的 儿

子。”（新译） 

“他［耶稣］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

他。他要作雅各家的

王，直到永远，他的国

也没有穷尽。” 

 

历代志这卷书认识到，君王之约是神与其子民的关系

的实质。一位犹大王向分离的以色列北国呼吁：“雅伟以

色列的神曾立盐约（“盐”即“不废坏”的意思），将以

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现

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雅伟的国”（代下 13:5，

8）。我们在此请读者谨记，大卫对以色列的统治被称为

神的国。大家应该留意，这个国度不是大卫子孙心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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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度。它在他们手中，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因为他们是

作为雅伟的副摄政王进行治理。当大卫回顾他借着拿单而

得的启示时，他以这番话来表达他对神的约的理解： 

雅伟……拣选所罗门坐雅伟的国位，治理以色列

人。雅伟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

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作我的子；我也必作他的

父”。（代上 28:5，6） 

所罗门的成功依赖于他的忠心顺服。但众所周知，他

没有通过考验，正如他的王室家族的众多后裔一样。然而，

神向大卫所发的誓言保证，王位最终会永远长存： 

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 

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 

雅伟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 

必不反复， 

说：“我要使你所生的［一个后裔］坐在你的宝

座上。 

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 

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 

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 

因为雅伟拣选了锡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 

使其中的穷人饱足。 

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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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民大声欢呼。 

我要叫大卫的角在那里［锡安］发生； 

我为我的受膏者［弥赛亚］预备明灯。 

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 

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诗 132:10-18） 

神为大卫王室所预备的未来，以及神的预备为世界所

提供的盼望，让大卫王震撼不已，所以他的临终之语都是

在颂扬弥赛亚和他的世界性统治。我们引用一下凯尔

（Keil）和德里茨希（Delitzsch）所提议的这段默示的译

文，它出自他们给撒母耳记下23章1-6节的注释： 

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神谕，被高举之人的神谕。他

是雅各的神所膏立之人，也是以色列美妙的诗人。

雅伟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的舌头上。以

色列的神说，以色列的磐石对我说：“有一位统

治者将兴起，一位公义的统治者，他必以敬畏神

的心施行统治。在这位弥赛亚之日，一切必像日

出的晨光，像无云的早晨。在雨后的晴光中，地

长出绿草。”我家与神的关系不是如此吗？所以

有公义的统治者从我家而出。因为他与我立了永

远的约，坚稳地立约。神所喜悦的一切事，我的

一切救恩，都从此约而出。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

丢弃……[3] 

耶稣正是以这些主题为基础来建立他的弥赛亚国度概

念。 

                                                        
[3] 

凯尔与德里茨希，《旧约注释》（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Hendrickson，1989，Vol. II，pp. 48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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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以色列先知也预见了大卫之国最终的胜利。以

赛亚在公元前第8世纪就写到“和平之君”，以及他“和

平的政权，他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赛 9:6，7）。

圣约所给的应许指向它最终的实现。预言宣告，将要来的

弥赛亚会“以公平公义使［国度］坚定稳固，从那时［即

弥赛亚的未来］直到永远”（赛 9:7）。整个计划必定会

成功实现。因为支持它的是主神自己，他的热心必成就它。 

圣约所阐述的、神给以色列的计划讲的是“至于久远”

的事（撒下 7:19）。因此，这个计划不可能在所罗门的统

治时期完全实现。大卫回应了神通过拿单而给他的信息，

在他的回应中，有一个用词不大为人注意，但是它值得做

一番注释。下面这段重要的文字节选自一位澳大利亚神学

家关于大卫之约的著述： 

大卫在撒母耳记下7章18-29节的祷告的主旨表明，

大卫非常清楚，就神的应许的最广范围来说，它

们含有重大的圣约意义，他也非常清楚这些应许

对整个人类的影响……19节中，令人费解的是希

伯来词组wezot torat ha’adam〔直译为“这是人

的律法”——我们需要明白，“torah”（汉语音

译为“托拉”）是一个含义宽泛的词，其基本意

思为“引导”（ guidance），“指导 /指示”

（ direction），它并不像我们的词“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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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充满法律意味〕[4]……W.C.凯泽（W.C. 

Kaiser）已经清楚地证明，19b应该被理解为一个

声明，而且所涉及的希伯来词组的作用是，引入

或概括（如此处）神的一套教导。“这”指本章

前半部分的应许，而“人的律法”，就大卫所理

解的，包含着应许对未来的意义。“人的律法”

这个不寻常的希伯来语表述已被证明，与相似的

阿卡德语词组terit nishe的意思相近，而terit nishe

的意思是“给人类的、有重大影响的神谕”。阿

卡德语词组所含的是“所说之话”（utterance）

这一概念，人类的命运都被此话掌控，或者说被

它规定。这个概念极好地契合撒母耳记的上下文，

而且凯泽的建议极有可能是正确的。他建议，撒

母耳记下7章19b的意思应该为“这是引导人类的

宪章”。这就是说，大卫正确地看到，传给他的

神谕涉及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在给大卫的应许背

后，是广阔的圣约概念的历史背景，因为从创世

记起，那些概念就讲出了神在人类发展上的意图，

                                                        
[4]
 译者注：19节经文的后半句比较难解，此处所讨论的希伯来

文是 את ת ְוז ֹ֛ ַ֥ ם ּתֹור  ָ֖ ד  א  直译即为“这是人，（文中斜体部分为其音译） ה 

的律法”（and this is the law of man）。各英语译本之间，各中文

译本之间尚无统一译法，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ת ַ֥ 一词的（torah）ּתֹור 

理解。英语译本对此词的理解大约有以下几种：律法（law）；指导

（ instruction ）；教导（ teaching ）；方式（ manner ）；惯例

（custom）；通常做法（usual way）等；或者参照历代志上17章17

节做修正，进行意译。新教和合本、新译本、吕振中译本以及现代

中文译本仅措辞略微不同，但意思相同：“人所常遇的事。”天主

教思高本做了修正，意译为“并将此事显示给我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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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卫已经看出拿单的神谕所包含的全部圣约

关联。[5] 

神给大卫的这个非凡信息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们展现

了人类历史终局的美景。人类的未来与大卫王室的未来息

息相关。从那个家族中将会出现一位政治家，他就是那位

有能力解决难以解决的世界问题的弥赛亚。给大卫的约可

以说是神的一个特许令，授权弥赛亚和其同伴统治世界。

历史正在向着那个无可避免的目标迈进。这个宝贵的信息

被历史学家、哲学家，还有人类学家置若罔闻，又被神学

家视而不见，但它却阐明了后来耶稣以及早期基督徒的故

事。它帮助我们解释了他们传播福音的满腔热忱。他们认

为自己在参与人类所想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神所想

出的——最伟大的冒险事业。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宣告，借

此，他们与弥赛亚和他的福音信息并肩而立。因为他们知

道，耶稣是受神委任要统治世界的那一位，而且他正邀请他

们与他共享那份权柄，所以他们视自己为深入敌对世界体系

的“第五纵队”[6]。他们真正的身份不被人承认，因为他

们所服侍的王不在眼前，而在他们服侍的同时，他们盼望

着现在的政权在弥赛亚再次出现时被推翻。 

                                                        
[5] 

W.J.邓布雷尔，“大卫之约”，《改革宗神学评论》（39），

5-8月刊，1980，p. 46。 
[6]
 译者注：第五纵队，该词始于西班牙内战（1936-39）。当

时，埃米利奥·莫拉·维德尔（Emilio Mola Vidal）将军告诉记者，

当他的四个纵队进攻马德里时，他还有第五个纵队早已潜伏在马德

里城内做内应。第五纵队即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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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有一点儿像现今的地下秘密运动——据传它们的

目标是掌控世界。当然，我们得赶紧补充一点，耶稣不是

一个有着不可告人之目的的秘密运动推动者。他的方法完

全是和平的，他的福音信息是公开的。最重要的，他是被

拣选的渠道，为所有相信他的人都送去祝福。然而，听过

他的计划的人当中，大部分都不接受他的宣告。因此，不

可避免地，耶稣招聚了一小撮亲密的门徒在他周围，他们

逐渐熟悉了那个为世界预备的、正通过神所拣选的仆人而

展开的弥赛亚计划。根据圣约所给的以色列国必复兴的盼

望，神的国终有一天会在耶路撒冷显现，而这群骨干信徒

就成了神的国的先遣部队。因为接受耶稣和他的弥赛亚计

划的人太少了（“引到永生［在神的国中］……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太 7:14），所以新约说到，那些相信的

人是拥有了神宝贵的奥秘，一个无价之宝，而且为了它，

再大的牺牲都值得（太 13:44-46）。那奥秘就是，他们懂

得了神国计划，而且他们的目标就是有资格获得那将要来

的神国时代里的生命，有资格受委任与弥赛亚共同统治。

即使这个敌对的世界要治死他们，他们也将在复活时得不

朽坏的生命，并再次显现。地狱之门也无法胜过他们。 

罗马当权者视耶稣为潜在的政治威胁。他们并非不懂

弥赛亚思想的含意。然而他们最大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耶稣没有组织革命，也没有发起政治运动。当他那些不明

所以的跟随者当场就试图让他作王时，他立即独自退到山

里（约 6:15）。他登上王位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然而，他

是神所立的储君。耶稣以及他的支持者们都知道，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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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是要救以色列脱离外族的欺压（路 24:21）。[7]他

也知道，通往胜利的道路是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然

后在父右边待一段时间。公开执掌世界权柄的时机还未成

熟。 

 

尚未实现的约 

作为弥赛亚，耶稣非但没有引发世界革命，甚至在他

自己的国家中都没有引发政权变动，这件事给圣经读者摆

出一个难题。它就是：如果耶稣从未在耶路撒冷继承大卫

的王位，那么从哪个意义上来讲，他能是弥赛亚呢？既然

弥赛亚没有拥有犹大王室的王位，那么大卫之约又怎么可

能已经实现了呢？教会所拥护的传统解答是，耶稣已经被

带到父的右边，因此，他事实上已经被升高至应许给他的

地位。他现在的位置满足了古老应许所列的条件。这个理

论是最有问题的。这种解释需要给弥赛亚概念赋予一个全

新的含义，而新含义——正如我们所认为的——脱离了历

史背景中那些围绕在弥赛亚盼望周围的概念。但新约从未

丢弃过这些概念。另一方面，面对同样的事实，犹太注释

家认为，既然耶稣没有实现弥赛亚注定要做的事，即在以

色列作王统治，那么这就只能证明，耶稣不是弥赛亚。他

显然从未成为先知书和圣约所要求之意义上的弥赛亚。 

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之间的许多分歧，以及基督徒

与犹太人之间的许多分歧，都根源于这个谜题所引发的矛

                                                        
[7] 

约瑟夫斯（Josephus）讲到第1世纪犹太人的共同信仰：“从

他们国家而出的一个人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犹太战记》

（Jewish War），6.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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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我们这几章的目的就是想证明，犹太人和传统基督徒

所持的观点都不符合神的启示。犹太人认为，如果一个人

自称为弥赛亚，但从不登上大卫被恢复的王位，那么此人

就是个骗子。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犹太人的看法。此人

若不被高升为王，不承受地土，同时他的子民也不因此得

自由，他也不拥有世界的统治权，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圣经

的弥赛亚。就这一点而言，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整个启示

的真实性都会受人质疑。我们也同意历史上的教会的看法，

即拿撒勒的耶稣的确就是弥赛亚，他借着复活从死里活过

来，但是我们强烈反对教会给弥赛亚身份所附加的各种扭

曲的概念。很多圣经读者都有一个“已有的”观念，那就

是，耶稣不需要在以色列登上大卫的王位来证明他自称为

弥赛亚的宣告是真的，但这种观念在我们看来明显是错误

的。它让整个弥赛亚剧目没有了结局。它让人怀疑神的约。

神为弥赛亚所定的角色明显地具有重要意义，但教会却耗

费大量的精力去淡化这一点。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

们一方面想证实耶稣就是弥赛亚，另一方面又想否认他会

再次出现在地上，以统治世界的大能重新建立一个大卫帝

国。传统基督教与新约信徒的信仰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对

未来的看法。在我们看来，教会在解释基督教文献的时候，

似乎常常不考虑圣经处处都盼望着的伟大高潮。他们试图

把圣经故事的最后一章从整本书上撕下来，然后只阅读其

余部分，可最后一章正是整个故事所盼望的结局，而且这

个故事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活泼的弥赛亚盼望。

这种反弥赛亚倾向让圣经读者备受困扰，在专业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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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里如此，在那些寻求与神建立更“虔诚”关系的人群

里，也是如此。 

这个讨论对教会的未来至关重要。它讨论的是“神的

国”这个用词的含义，而神的国是耶稣传道和教导时的头

等大事。因此，我们所讲论的，是关乎基督教信仰之本质

以及基督教福音之本质的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就变

成这样：如果我们承认，神与亚伯拉罕和大卫的约表达了

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下面这两者之间

选择其一——要么我们不再相信耶稣就是应许的对象，因

为他没有实现它们；要么我们坚信，在弥赛亚故事达到其

目标前，还有很多事情势必会发生。我们选择后者，相信

这就是众使徒和教导他们的耶稣的观点。“将来耶稣会到

来，与他的跟从者们一起统治世界”，这个信息，不管是

在希伯来先知书中，还是在新约中，始终都被赋予极重要

的地位，因此，只有当这个信息重获其重要地位时，计划

尚未实现（世界显然还没有回到由恢复的弥赛亚国度所治

理的乐园状态）所摆出的难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诗篇2篇与72篇中的大卫之约 

保存在圣经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作品都聚焦于人们所盼

望的光明未来，到时候，随着神的世界救赎主的出现，大

卫之约就有了果子。当弥赛亚作王，统治地上新的、和平

的秩序时，一个全新的政权就会崛起。 

在写诗篇的时候，“以色列的美歌者”（撒下 23:1）

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日常的感恩与赞美——尽管这些主题也

是重要的——他还有其他的目的。大卫和其他的诗篇作者

都是先知，受圣灵的催逼，预见并预示未来。当代圣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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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很多内容都严重贬低圣经的预言内容的重要性，这一

点很是令人惊讶。然而新约视诗篇和先知书里的弥赛亚经

文为对事件的直接预言。这些预言中，有些已经在耶稣的

受苦中实现，其他的则在他的出生、复活以及升天中实现。

预言的大量内容讲的都是将来弥赛亚在地上的统治得以建

立。 

在我们的希伯来圣经中，诗篇2篇居五卷诗篇集第一

卷之首（诗篇1篇被认为是导论）。它的主题是世界性政

权以及促使它成为现实的那场革命。大家或许能想到，它

应该成为很多国际讨论的焦点，因为它讲的是一个必定会

影响历史进程、影响中东的重大政治事件。诗篇2篇表述

的是纯粹的弥赛亚思想，它证实弥赛亚在耶路撒冷的统治

会得胜，列邦会臣服于他的统治。大卫清楚神与他家所立

的约，所以他调好他的琴，为神的国将来在地上得胜而发

出赞美。那些后来听到耶稣宣告神的国即将到来的人，应

该会将耶稣的福音信息理解为这些经文，因为它们代表了

以色列的盼望，而这盼望又等于基督徒的盼望。用保罗的

话来说，就是： 

我……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

书上一切所记载的……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

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

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

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徒 

24:14；26:6，7） 

诗篇2篇支撑着犹太人和基督徒共有的弥赛亚盼望，

所以，用该诗篇的语言来描述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王或任何

一个王国，都是很不合适的。它所呈现的画面是一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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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在耶路撒冷就任，作雅伟

的副摄政王，替他掌管世界。它讲到将来的一个时刻，那

时，弥赛亚将作为万国的统治者承受他的产业。这个国度

的范围既是本国的，也是国际的。它的中心肯定是在犹太

人那里，但是它的能力却延伸至“地极”（诗 2:8）。诗

篇2篇讲到一个反对弥赛亚政权的世界性叛乱行动。用现

代的话来说，就是列国召开了一个峰会，目的是讨论一下

如何能够抵抗新世界政权的管束。但神对人类愚蠢的表现

不以为然。因为到那时，雅伟已经在锡安立了弥赛亚/神的

儿子（两个称号是相等的，这一点对于新约基督论来说至

关重要）为王，为他的代表，正式赐他权柄，让他成为整

个世界受祝福的管道。而列国所受的建议就是：接受他。

显然，从一个世界体系转变到新体系不会一帆风顺。这是

神介入，要以弥赛亚和众圣徒取代当下世界领袖时人类疏

离神的体现。敌对世界的气氛所表现出来的，将是犹太人

反对耶稣时的那种情绪：“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

（路 19:14）。 

一个著名的权威资料就希伯来弥赛亚盼望做了评论，

该评论证实了我们对诗篇2篇的信息的看法： 

诗篇2篇所讲的王将对世界施展绝对无限的影响

力……最简单的看法将仍然是，诗人［先知！］

在灵里被带到弥赛亚时代初现时的阵痛之境，并

且从这个视角来描写事情的进程。[8] 

                                                        
[8]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Hasting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Extra Vol.，p. 727。 



第六章 给人类的宪章 

147 

诗篇72篇的经文也形象地描绘出基督统治下的新世界

秩序。这篇诗篇讲的是最初的抵抗已经被战胜，神的统治

的好处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世界不大可能去期待或盼望一

个犹太教徒-基督徒的神权统治。正如我们已经从诗篇2篇

中看到的，现在的世界体系不会不经战斗就向新政权俯首

称臣。我们应该牢记，神的国将不会由不接受耶稣为弥赛

亚的犹太人来治理，而是由来自各国的人，就是那些改变

信仰，然后被嫁接到弥赛亚所领导的、神的真以色列上的

人来治理。弥赛亚团契里的这些成员，这些同为一个身体

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被使徒保罗视为“真受割礼的”（腓 

3:3），也就是说，他们因为受了基督的灵，所以是真正的

承受弥赛亚应许的人。在新约，大卫的王室不限于犹太本

族人。它包括所有受了耶稣的灵，并因此有权成为弥赛亚

神权统治之一分子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这就是

耶稣的应许——信的人会被称为神的弥赛亚儿子（约 1:12）

——的含意。在他们与耶稣的仁慈统治下，诗篇72篇所勾

勒的祝福会遍及世界。 

这篇诗篇可能是所罗门的作品，他已经从他父亲大卫

那里得知了弥赛亚的理想形象。它的开头就是神将通过他

所拣选的王在全地施行和平的祷告：“神啊，求你将判断

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诗 72:1）。神的

审判权柄将要赐给神的国的统治者。而耶稣视自己为接受

那个职位的人：“父就赐给他［人子］行审判的权柄”

（约 5:27）。犹太传统认为，理想的王将是弥赛亚。因此，

《塔古姆》写道：“神啊，求你将判断的知识赐给王弥赛

亚，将你的公义赐给大卫王之子。”《诗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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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rash Tehillim）讲到这里所称呼的君王：“这是王弥

赛亚。”以赛亚书11章1-5节对弥赛亚王也做了描绘，他是

神在地上恢复和平的器皿： 

从耶西［大卫的父亲］的树干必长出一条嫩枝，

一条新的嫩枝必从他的根长出来。雅伟的灵必停

留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

的灵、知识和敬畏雅伟的灵。他必以敬畏雅伟为

乐。他不凭外貌施行审判，也不凭耳闻断定是非。

他必以公义审判卑微人，以公正判断地上的谦卑

人。他必以口中的杖击打大地，以嘴里的气杀死

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忠诚必当他胁下的佩

带。（NJB） 

在保罗受神启示的领导下，基督徒认识到，这段经文

是对弥赛亚耶稣的描绘。保罗相信，弥赛亚会打败以赛亚

所预见的“那恶人”，然后建立他的国度。他用古代先知

的话预言到，“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敌基督］，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帖后 2:8，引自赛 11:4）。[9]希

伯来圣经提供了大量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都关乎将来的

事件：耶稣到来，履行他的弥赛亚职责，即为世界除掉邪

恶的统治。随着以最后的敌基督为代表的撒但政权被猛烈

推翻，一个全新的、和谐的世界将会出现。 

                                                        
[9] 

保罗所关注的是以赛亚看到的神惩罚以色列的最后工具——

亚述人（比较诗 83；弥 5:5）。 



第六章 给人类的宪章 

149 

 

诗篇89篇 

大卫之约宣告了大卫的后裔将来必为大，这个应许在

民族最黑暗的时期支撑着所有忠信之人。诗篇89篇就表现

出诗人对神的计划的毫不动摇的信心：神的和平会在弥赛

亚的统治下到来，而且这个目标正指引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因此，诗人重述了全能者的应许： 

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

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

宝座，直到万代……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

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

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

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立他为弥赛亚］。我的

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

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

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

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角必被高

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

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

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

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

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

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我必不背弃我的约，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

起誓，我决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

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

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诗 8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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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仍然有使徒的论证支持我们将这些话应

用在耶稣身上。为了实现弥赛亚理想，父神已经开始将信

徒从魔鬼的高压统治下拯救出来：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

的国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

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是［通过复活］

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西 1:13，15，18） 

以色列崇高的民族盼望所盼望的，是这篇诗篇中神所

授权的世界政治家的出现，以及诗篇72篇扼要描述的世界

和平的出现；这个盼望，既是犹太人耶稣所怀的盼望，也

是作为使徒基督教之榜样的保罗特别说明他所支持的盼望。

新约虽然没有直接引用诗篇72篇，但这篇诗篇里所描述的

王的职能正是耶稣所宣告的职能。那幅和谐世界的恬静图

画远远超出了所罗门统治下所实现的任何景象。那个国度

的疆域延伸至全世界，它的期限没有穷尽。它只可能适用

于历史转折点之后的那个时期，用新约启示录的话说就是，

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神和他的基督的国”（启 11:15）

的时候。理想统治者的王位将被建立在公义的属灵原则上，

而这些原则——正如很多人都会同意的——是政权的惟一

稳妥基础。当所有的压迫结束，并且当全地面貌在弥赛亚

所建立的新文化的影响下焕然一新的时候，公义的种子就

结出了果实。最终，万国都会看到神通过他儿子进行的统

治所带来的好处。[10] 

                                                        
[10] 

例如，请参看赛 19:16-25。 



第六章 给人类的宪章 

151 

正是为了地上这种福乐的状态，耶稣才敦促我们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太 6:10）；因为他处处所

见的都是苦难，他的心为之伤痛。参与那个国度，应该是

信徒的最大心愿：“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 

6:33）。许多鼓舞人心的圣经经文都向世界保证，在审判

的日子之后，当弥赛亚选取忠信之人协助他管理新世界的

时候，世界的结局将美不可言。这些被称为弥赛亚诗篇的

诗篇只是这些经文的其中一些而已。当然，审判与悲剧的

成分一定不能被忽略。那些敌对基督的人将被拒绝进入神

的国。那些希望在神的国到来时进入它的人，则需要达到

一定的行为标准：“我告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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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教会

成员也可能因为某些不悔改的、不道德的行事而被取消进

入神国的资格。保罗和耶稣一样，也坚决申明基督徒得救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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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6:9，

10）。 

 

诗篇110篇 

在所有的旧约经文中，这篇诗篇是新约作者们最喜欢

引用的——这不足为奇，因为它非常美妙地概括出弥赛亚

取得世界统治权的过程。在新约中，诗篇110篇1节被引用

或间接提到了大约25次。它被宣告为神的神谕，“雅伟对

我主［adoni，即指王］说”，并且它与大卫之约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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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们和耶稣都看出，大卫的“主”指的是所应许的弥赛

亚-王（可 12:35-37）。这篇诗篇包含了新约启示的所有

要素。有些人还提出，新约其实是在讨论、扩展这篇诗篇。

希伯来书几乎是对其第1节的注释。 

神的剧目的两个主要角色是雅伟和他的弥赛亚，弥赛

亚是主，但矛盾地是，他也是大卫的子孙。这篇诗篇的这

一部分在耶稣被升到父右边时得以实现。彼得在给那些因

为刚刚将其弥赛亚钉了十字架而感到扎心的犹太人讲道时，

将这一点作为他那篇革命性讲道的结语（徒 2:34-36）。

为了阐明复杂情况，彼得用诗篇110篇的预言性神谕作为

证据。依照计划，耶稣从死里复活，开启弥赛亚待在神右

边荣耀之位的时期。然而耶稣就任主与基督之职，只有等

到神以后“使他仇敌作他的脚凳”的时候。根据诗篇所提

供的信息，紧跟着，雅伟就会“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

来”，使弥赛亚“在［他的］仇敌中掌权”（诗 110:2）。

显然，所描述的人物是一位勇士，一位军事指挥官，并被

授予祭司以及君王之职。有神（adonai）的大能相助，他

必定会“当［神］发怒的日子，打伤列王”（诗 110:5）。

随同得胜之弥赛亚的，是一群全力支持他的人民，他们身

着光耀的外衣，在那新日子的晨曦之时出现（诗 110:3，

参新译）。不难看出，这个诗歌画面描述的是复活了的信

徒，他们在弥赛亚到来时，辅佐他（在此阶段，以武力）

建立他的国度。这篇诗篇与诗篇2篇相辅相成，完整地描

绘出神为大卫王所做的计划——接管世界。 

即使是最别出心裁的解经理论也不可能丢弃这段材料，

因为圣经明确的弥赛亚思想就以它为基础。没有丝毫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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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证明，耶稣或新约基督徒因为给弥赛亚勾画出的军事

角色而感到窘迫。诗篇2篇所描述的不是马加比家族某位

领袖的行事。为神行动，恢复神在地上之政权的人物是弥

赛亚本人，然而这位弥赛亚与教会信仰所展示出来的那位

弥赛亚并不相同。那么这立刻就会让我们产生疑问：圣经

的弥赛亚耶稣到底有多准确地被描绘给了那些坐在教堂长

椅上的人呢？剑桥一位神学家认为我们是有理由担忧的，

因为他赞同他一位同仁的论述： 

大部分传道人讲话时都表现得好像他们所传的耶

稣与历史上的耶稣是完全相同的。但神学家们都

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地，那些为了将现代

基督与原基督连起来而构思出来的理论已经非常

牵强，并且晦涩难懂，所以只有很小一撮人才相

信它们。[11] 

这位教授指出，“不同时期的基督教之间，差异可真

是太大了！”。[12]而紧迫的问题是：福音书里的君王基督

真的是20世纪里向慕道者展现的耶稣吗？库比特教授的这

番评论为我们拉响了警钟： 

发展起来的这种外邦基督教在接近第1世纪末时

就开始成形，但它与耶稣或第一代信仰没有什么

关系。它是发展出来取代原信仰的一个新宗教。[13] 

用一个信仰代替另一个信仰的那个早期做法，需要我

们赶紧进行研究，因为其中必然存在对耶稣和他的教导的

                                                        
[11] 

唐·库比特，《关于基督的辩论》，p. 133。 
[12] 

同上，p. 43。 
[13] 

同上，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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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之处，而对于这一点，大部分教会信众都没怎么意识

到。这个问题总是被静悄悄地摆在一旁，无人理会。 

希伯来众先知被认作创造主自己的发言人，他们遗赠

给耶稣的是一种弥赛亚氛围，所以，当圣经读者开始吸纳

耶稣行事时所在的弥赛亚氛围时，历史上的和信仰中的耶

稣就有可能会回归。在我们的讨论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是耶稣前来宣告之国度的本质。因此，认识到大卫之约的

至高权威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绝对堪称

“人类的宪章”，“联合国宪章”。 

当弥赛亚终于出现在历史舞台时，他向人们发出一个

口号，这个口号描述了基督教信仰的精髓，神的计划的精

神也浓缩于它。它是为犹太人所熟悉的一个表达。它唤起

人们对以色列以及世界的未来的盼望，因为它应许到，神

必定胜利，他必定取得属灵上、物质上、社会上以及政治

上的全面胜利。它还是一个完全关乎世界之末了的概念，

它宣告，审判将临到所有不敬虔之事，而且神会突如其来

地介入，设立一个新政权来管理人类事务。我们的新约被

写下，为的就是预备那些寻求在地上神国新时代里获得一

席之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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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耶稣的信 

每一个知识体系中都有一个需要掌握的根本概念，一

个其他所有信息都围绕它而组织起来的核心概念。这个核

心的、支配性的概念会决定整个主题的特征，并赋予其每

一部分意义。该核心概念，即基本主题，是所有次级概念

被衡量的标准。基督教信仰正是以一套要求我们做出回应

与行动的信息而出现在圣经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追根

究底，那信息的源头是神自己，他通过先知、教师，以及

他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代表弥赛亚耶稣来传递他的福音

信息。 

那么，耶稣的教导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是什么构成了

他的福音信息的内核？是哪一个概念支撑着他所有的讲道

和教导？每一个想要跟从耶稣的人都必须抓紧、必须相信

的首要概念是什么？ 

任何一个拥有普通阅读能力、拥有任何版本圣经，并

真诚渴望找出耶稣教导了什么的人，都能够发现这个问题

的答案。新约作者们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基督教的关

键概念，亦即福音的核心，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深知那个概

念的重要性。 

在20世纪末期的传道中，耶稣的核心概念即使被展示

给公众，那也是极少见的，这一现象证明，基本概念可能

以某种不寻常的方式遗失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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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完善的组织形式，但基督教的领导们承认，他们没

有宣告耶稣所宣告为福音的福音。 

从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道到保罗去世期间的很多重要

经文，都展示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简单概念：圣经知道

的，只有一个福音，而且对犹太人，对外邦人，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关于神的国的福音：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好消息］，说：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可 1:14，15） 

及至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

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徒 8:12） 

保罗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为神的国竭力作见证，

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劝他们信耶稣。他所

说的话，有人信服，也有人不信。（徒 28:23，

24，新译）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

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

道……（提后 4:1，2） 

 

基督教的核心概念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对耶稣传道使命的

三份主要见证，它们异口同声地宣告，耶稣是一个传道人，

传信人，传的是神的福音，是神关于神的国的福音。我们

能够信心满满地说——不怕被人反驳——耶稣所有教导所

围绕的中轴是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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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为我们概括了耶稣的整个生涯。他以宣告神国的

福音来开启他公开的传道使命。他来到加利利，呼唤他的

同胞彻底转变心思意念——悔改，呼唤他们信好消息或神

国的福音，并委身于它（可 1:14，15）。他们这么做，就

会与神为拯救人类而预备的伟大计划步调一致。 

路加强调了神国福音的至关重要性。他给我们的关于

耶稣的第一条信息就关乎神的国，这信息是天使宣告弥赛

亚要出生时说的：“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

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路 1:32，33）。 

如每一个犹太人所深知的，这是一个宣告，宣告耶稣

会在即将到来的神的国里拥有王权。耶稣本人也清楚地阐

述了他的传道使命的根本目的，他这么说：“我也必须在

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 4:43）。这

节经文为我们揭开了耶稣的心思意念，并提供了打开整个

基督教信仰的钥匙，而整个基督教信仰又必须以耶稣的教

导为基础。 

紧接着，路加就告诉我们，耶稣在传“福音信息”，

或“道/话”（the Word）（路 5:1）。这是路加（以及新

约）给基督教福音信息或救赎福音的简称。关于这个信息

的内容，马太给了一个定义。他说，耶稣是传“天国的道”

的传道人（太 13:19，新译）。另外，路加称它为“神的

道”（路 8:11），马可则简单地称为“道”（可 4:14）。 

在著名的撒种比喻中，耶稣将撒种人比作会遭遇各种

反应的传道人，而将福音描述为需要深深扎根于人心的至

关重要的信息。归信者抓住了这个信息，就踏上了通往神

的国的基督徒之旅。对于我们的属灵福祉来说，理解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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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是最为关键的。它就一个信息，且只一个信息，即关

于神的国的好消息。路加福音4章43节和5章1节给“神国

的信息”和“神的信息”划上了等号。“信息”（ the 

Message），“道/话”（the Word），“福音”（the Gos-

pel）以及“见证”（the testimony），是可以互换的用词。

整个新约中，随后所有提及“道/话”和“福音”的地方，

都应该追溯至综合性更强的“总经文”，即“神国的福音”，

并且这些词的含义也应该用它来澄清。这么做，不但会让

整个新约和谐一致，前后连贯，而且还会将它与希伯来圣

经中先前的启示联系起来。如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

所写的： 

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讲，神的国的概念涉及圣经的

全部信息。它不仅在耶稣的教导中占据了非同小

可的一部分，而且在圣经的各个地方都有它的身

影，只不过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抓住了神

的国的含义，就非常接近圣经的救赎福音的核心

了。[1] 

对于耶稣以及他拣选出来辅佐他的门徒来说，传播福

音是极为重要的事：“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

人，传天国的福音……”（太 4:23；9:35）。“差遣他们

去宣讲神的国”（路 9:2，新译）。他将传播神国消息的

责任交付于跟从他的人：“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

应该去传扬神的国”（路 9:60，新译）。 

                                                        
[1] 

《神的国》（Kingdom of God），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53，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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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为其跟从者明确了生命的终极目标。它就是追求

神的国：“先求神的国……”（太 6:33）。神的国应该是

最大的宝藏，为了它，多大的牺牲都不算大（太  13:44-

46）。神的国也是他们热切盼望的对象：“愿你的国降临”

（太 6:10）。那些全心全意遵从耶稣和他的教导的人会得

到启示，借以明白神国计划，但那些肤浅的门徒则得不到

（太 13:13-16）。 

耶稣死亡并复活以后，神的国仍然是他与众门徒的对

话的主要话题。当主向他所拣选的代表再次显现的时候，

他用了差不多6周的时间，“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

（徒 1:3）。就在他离开地球之前，众门徒与他进行了最

后一次谈话，谈话中，门徒的问题就是，复兴那个国度的

时刻是否到来（徒 1:6）。 

 

给慕道者的重要信息 

路加把慕道者在受洗进入基督教信仰之前应该知晓的

事实告诉了我们。他的陈述读起来像一条早期信条，言简

意赅，寥寥几笔就概括出传道工作的精髓：“及至他们信了

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徒 

8:12）。 

腓利忠诚地仿效耶稣本人的传道榜样。耶稣之前就曾

表明，信神的国是得救的基础：“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

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恐怕他们

信了得救。”[2]救恩涉及弥赛亚给其门徒的最高赏赐。他

                                                        
[2]
 译者注：请参看太 13:19；可 4:15；路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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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在将要到来之国度的新世界或新时代中成为王的左膀

右臂：“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你们

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参太 19:28；路 

22:28-30）。早先耶稣曾应许：“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 12:32）。显然，

邀请听众在神的国里作王，是耶稣向他们所发呼吁的基本

内容。 

因此，忠诚仿效耶稣的保罗将他的整个传道使命概括

为宣扬神的国的福音（徒 20:25，参新译），就不足为奇了。

路加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众使徒一直宣告为福音的福音。

他接下来还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一连三个月宣讲神的

国（徒 19:8）。为了不留任何怀疑或误解的余地，他在他

的第2卷专著即使徒行传的结尾中，这样描述保罗在罗马

的活动：有足足两年的时间，他传讲“神国的好消息，将

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徒 28:31）。这就是他所传的

救赎福音信息——给犹太人的和给外邦人的，都一样（徒 

28:23，28，31）。 

关于神的国的同一个福音应该被传遍整个世界，为神

的国最终在主的日子里到来而做好必要的准备，而那个日

子，就是耶稣在大能中归来，在地上统治的时候。用耶稣

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

后末期才来到”（太 24:14）。 

有这证据摆在我们面前——其实还有更多——我们可

以说，任何一个真诚寻找圣经真理的人都不可能看不出基

督教救赎信息背后的首要概念。毫无疑问，神的国是耶稣



第七章 耶稣的信 

161 

和众使徒福音传讲工作的核心，是真基督教所围绕的基本

概念。 

 

学术界对耶稣的使命的一致看法 

神的国是耶稣整个福音信息和使命的主题，在这一点

上，绝对没有分歧的余地。“各方就一个中心点已达成非

常一致的看法……这个一致看法可以概括如下：耶稣的传

道工作和生命的中心主题是，神的国。”[3]然而，这位作

者还指出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那就是，自使徒时代以来，

在教会所传的信息中，“神的国并没有占据中心地位”。[4] 

其他著名的学者会证实，关于神的国的福音信息在耶

稣的教导中居绝对核心的位置：“这个用词［神的国］是

他的宣告的核心。”[5]乔恩·索布里诺（Jon Sobrino）写

道： 

关于耶稣的生命，最确定的历史资料是：支配他

的传道工作的概念，以及给他的所有行动赋予意

义的事物，是“神的国”。这一事实以及它的含

意是极其重要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两把必不可少

的理解耶稣的钥匙。第一，耶稣不是他自己的教

导的焦点；这个事实已被广泛承认。如卡尔·拉

                                                        
[3] 

托马斯·格鲁姆（Thomas Groome），《基督教的宗教教育》

（Christian Religious Education），San Francisco：Harper and Row，

1980，p. 39。 
[4] 

同上，p. 42。 
[5] 

汉斯·昆（Hans Küng），《论作基督徒》（On Being a 

Christian），New York：Doubleday，1976，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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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Karl Rahner）所说的，“耶稣传讲的是神的

国，不是他自己”。[6] 

的确，耶稣也特别宣告了关于他自己的事，但他的福

音信息却以神的国为中心。其他支持我们的观点的著名见

证有：“耶稣的整个信息聚焦于神的国。”[7]“人们普遍

承认，耶稣的信息的焦点是，神的国会突然闯入。”[8] 

在世纪之交时，英国学者阿奇博尔德·罗伯逊

（Archibald Robertson）在班普顿讲座（Bampton Lectures）

上发表了关于神的国的演讲，他坚定地说：“毫无疑问，

在我们主的教导中，神的国代表并概括了他独特的使

命……从头到尾，他的信息都是关于神的国的好消息。”[9] 

研究圣经的诸位著名作家异口同声地宣告，基督教以

神的国为其首要概念： 

神的国是耶稣的教导的中心主题，而且它包含他

对他本人以及他的事工的整个理解。[10] 

                                                        
[6] 

《十字路口的基督论》（Christology at the Crossroads），

Orbis Books，1978，p. 41。 
[7] 

诺曼·佩林，《神的国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Kingdom），

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76，p. 1。 
[8] 

雷金纳德·富勒（Reginald Fuller），“爱的双重诫命”

（The Double Commandment of Love），选自《爱的诫命论文集》

（Essays on the Love Commandment），斯考特罗夫（Schottroff）编，

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78，p. 51。 
[9] 

《神的国》，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01，pp. 

8，9。 
[10] 

艾伦·理查森，《圣经神学词典》（A Theological Word 

Book of the Bible），London：SCM Press，1957，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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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是整个圣经宏大的核心主题，这一点既确

定无疑，又意义重大……神之所以统治，是因为

他本来就是王；神的这个统治从他将“统治权”

赐予第一个亚当反映出来，可它很快就因为人类

的罪而被收回，但在末后的亚当中，它又被神公

正地恢复，并且将会在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在地

上实现，它的期限无穷无尽，超越历史，在它的

时代下，我们将看见一个宝座，而且如约翰所解

释的，那个宝座是“神和羔羊的宝座”（启 

22:3）……在圣经的神国信条里，我们看到基督

教的历史观。[11] 

从神权政体上讲，支撑新约的是神的国；从末世

思想上讲，新约面向的也是神的国；并且在这两

点上，新约并不弱于旧约。[12] 

耶稣的传道使命是围绕着一个吸引人的词语——

“神的国”——来进行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与它

相关，并且从它散发出来。[13] 

                                                        
[11] 

A.J.麦克莱恩（A.J. McClain），《神国的伟大》（The 

Greatness of the Kingdom），Chicago：Moody Press，1968，pp. 4-

5。 
[12] 

T.C.夫里曾（T.C. Vriezen），“神权统治与救恩论”

（Theocracy and Soteriology），选自《旧约释经学论文集》（Es-

says on Old Testament Hermeneutics），C.韦斯特曼（C. Westermann）

编，Atlanta：John Knox，1979，pp. 217-218。 
[13] 

L.高佩尔特（L. Goppelt），《新约神学》（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Grand Rapids：Eerdmans，1981，Vol. 1，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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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是基督的教导的中心点……耶稣的基本教

导自然而然地聚集在这个中心主题周围。[14] 

神的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心点，它将圣经的各个部

分组合到一起，让它们浑然一体。约翰·罗伊曼（John 

Reumann）这么说： 

在全世界随便找一百位新约学者，不管是新教的，

天主教的，还是非基督教的，问问他们，拿撒勒

的耶稣的核心福音信息是什么，他们绝大部分人

——或许是每一位专家——都会同意，他的信息

以神的国为中心……现代研究者们同意：耶稣宣

告的“好消息”讲的是神和他的国度……但是今

天，当我们听到耶稣关于神的国的福音信息时，

我们感到陌生，而且心底冒出很多疑问……关于

耶稣的教导和福音信息，现代的人只是周日在教

会中听到些只言片语，或者个人私下里零敲碎打

地浏览一番，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它们似乎是

互相分离、互不相干的。这非常危险。这里一个

教导，那里一丝亮光，别处一条真理，但极少有

东西将耶稣的所有教导融合成一个具有总体意义

的整体……这就是为什么看出耶稣有一个核心福

音信息，且该信息讲的是神的国如此重要。因为

将耶稣所有的话语和行动融为一体的，正是这个

神国主题……神的国是将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一

切都统一起来的重点。马可福音在简短的开场白

                                                        
[14] 

《基督与使徒词典》（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Apostles），

Vol. 1，p.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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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就简洁地宣告好消息，这一做法的目的就

在于为整卷书设定基调。[15] 

一位澳大利亚神学家注意到，神的国是传道工作的中

心： 

如果我们跟随圣经的指导，那么将福音与神的国

分离的幼稚观点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新约中

（尤其是在福音书作者当中），福音一直都是

“神国的福音”……神的国的本质是至为重要的，

因为它决定了耶稣所带来的救恩的本质，也决定

了我们因而被呼召要传讲的福音的本质……我们

的问题是：假如在末日凌晨前两分钟时，我们会

传什么福音？……就我们所要传的福音的本质来

说，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看法，或者说我们不

确定它是什么，那该怎么办？[16] 

鉴于这些事实，我们很难看出，如果基督的神国的福

音没有传达给慕道者的话，基督如何能够被传开。不确定

福音是什么，似乎就是在承认教会中存在混乱。正如保罗

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弥赛亚的话来的”

（罗 10:17）。“然而，”保罗问道，“他们没有听见他

                                                        
[15] 

《教会的福音书里的耶稣》（Jesus in the Church’s Gos-

pels），Fortress Press，1968，p. 142ff。 
[16] 

R.A.科尔（R.A. Cole），“福音与神的国：它们是什么？”

（The Gospel and the Kingdom: What Are They?），《给圣经的

教会的计划》（Agenda for a Biblical Church），Sydney，Australia：

Anglican Information Office，1981，pp.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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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怎能信他呢？”（罗 10:14，NASV）。[17]他的

主旨是，代表弥赛亚的传道人必须将真正的、耶稣所传的

福音传递下去。在保罗的思想中，耶稣所传的福音信息必

须到达慕道者那里。他对以弗所人写道：“耶稣来传和平

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弗 2:17）。

“学基督”，就是“听了他”，并“领了他的教，学了他

的真理”（弗 4:20，21）。“历史上的耶稣所传的道只是

给犹太人的，而复活的基督给外邦人的是另一个福音信

息”，这是现代理论，众使徒从未听过！我们再一次看到，

信历史上的耶稣并将我们的信心牢牢固定在他所传的福音

里，是多么地重要！ 

在这一点上，新约表现出惊人的统一性。根据希伯来

书作者所说，基督教的福音首先是耶稣本人传的，然后再

由见证同一神国福音信息的忠实见证人传给后面的人（来 

2:3）。约翰警告我们，要小心那些不“传基督的教训”的

人（约二 7-9）。保罗坚决要求我们坚守“主耶稣基督纯

正的话”（提前 6:3）。各方各派的人都同意，耶稣的终

极目标关乎神的国。然而，与此同时，今日那些宣称自己

是宣讲耶稣所传福音的人，却几乎不说任何关于神的国的

话！这显然讲不通。一个不讲基督的教导，即神国福音信

息的人，明显地不可能师承基督。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

及路加福音不断地宣告一个客观事实，它就是，“耶稣的

福音信息”与“他自己就是他父神的福音”是两回事：

                                                        
[17] 

这一译法见W.桑戴和A.C.海德拉姆，《国际批判性注

释·罗马书》（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Romans），T 

& T Clark，1905，p.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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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可 8:35）。

所以，除非我们完全地以这几卷福音书为基础，不然的话，

说“福音就是基督”，就会非常令人困惑。 

圣经对基督有清楚的描述。他不是一位死在十字架上

的沉默的救主（尽管他的死亡至关重要）。他传讲神的国

的福音。而缺了其教导的耶稣，根本就不是耶稣！一个与

其希伯来传统思想和希伯来先知书背景相分离的耶稣，是

脱离历史的耶稣。若是没有充分的教导，慕道者们会想象

出一千个不同的耶稣来。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扎根于

圣经，扎根于耶稣本人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 

伊丽莎白·阿赫特迈耶（Elizabeth Achtemeier）敏感

到当代基督教福音信息展示中所缺失的成分： 

新约中有一个中心信息，就是宣告神的国就要到

来了，这乃是耶稣基督本人宣告的，如今普通信徒

却很少听到。在旧约中，每一处重大的神学综合材

料都有此应许……流放审判的另一端是神的国的

新时代，先知书应许了这个新时代，伴随着它的，

是再次离开为奴之地（赛 52:11-12），旷野漂流

（赛  48:20-21），去到更新后的应许之地（结 

34:25-31），在那里，以色列将忠实地、安然地

居住，与她的神建立新约（耶 31:31-34），并以

她的光吸引万国同为神的子民（赛 60:1-3；56:6-

8）。以色列期望那个将要到来的国度，在敬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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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知道这个预兆（诗 47，96-99）。在大部分

旧约篇章中，她都竭力迎向神的国的到来。[18] 

请读者注意，耶稣的福音“如今普通信徒却很少听

到”。 

 

新约事实概述 

耶稣在很多经文中都讲到神的国，我们引用其中一些，

好从中感受神的国在圣经基督教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天

国”这个词只有马太使用，它等于“神的国”。两个词可

以互换。马太遵循犹太人的习惯，避免使用“神”这个词，

所以用“天”来代替。）：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

福音。（太 4:23）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

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

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

哀哭切齿了。（太 8:11，12）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

的福音。（太 9:35） 

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门徒］知道，不叫他们

知道。（太 13:11） 

                                                        
[18] 

《传教，是神学也是艺术》（Preaching as Theology and 

Art），Nashville：Abingdon Press，1984，pp. 41，42，强调部分为

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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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

在他心里的夺了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太 

13:19）[19] 

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太 6:33） 

人子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

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丢进火炉。（太 

13:41-42，新译）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

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太 13:43）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愿你的国降

临。”（太 6:9，10）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太 19:24） 

她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

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太 20:21）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太 

26:29）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

末期才来到。（太 24:14）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

此。（路 4:43）。 

                                                        
[19]

 译者注：另请参看路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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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

国的福音。（路 8:1） 

他差遣他们去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路 9:2，

新译） 

他接待他们，向他们讲论神的国。（路 9:11，新

译） 

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应该去

传扬神的国。”（路 9:60，新译）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

赐给你们。（路 12:32）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与耶稣回到地上密切相

关的事情］渐渐地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路 21:31） 

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

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

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路 22:28-30）[20] 

这些经文足以突显一个事实：神的国确实是耶稣的传

道工作与使命的焦点。这个国度的重要性无可比拟，并且

它对基督教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打开新约教导的钥匙。 

                                                        
[20] 

出现在很多译本中的单词“审判”（judge）都被恰当地翻

译为“治理”（govern），“管理”（administer）或“统治”（rule）

〔比较身为统治者的旧约“审判官/审判者/士师”（judge），以及

诗 2:10；马加比一书 9:7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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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利利，耶稣呼召群众，“你们当悔改，信神的国

的福音”（可 1:14，15），他就用这句话开启了他的传道

使命。复活后的耶稣继续带着这个响亮的命令到处向人们

讲论。时至今日，这个挑战依然紧迫，一如耶稣第一次发

出它时的情形。圣经的挑战就是：“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以

及生命，信救赎的福音信息，即耶稣与众使徒一直都宣告

的关于神的国的信息。”我们再用英国国教杰出演讲家罗

伯逊博士的话来说，就是：“对于人类必须解决的最重要

的问题，即人类存在之意义的问题，基督教的答案就是神

的国。”[21] 

 

耶稣同时代人所期盼的国度 

耶稣的同胞们热切盼望的神的国，无疑是一个新世界

秩序，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一小撮门徒，而是整个地球。

将它带来的那个“主的日子”，将是如大洪水般的剧变，

因为它带着毁灭性的能力（太 24:37-39）。然而，在可怕

的审判之后，一个更新了的、重生了的地球会出现，健全

的、和平的政权将为所有被允许活下来进入新国度的人保

证一个黄金时代。与许多现代听众不同，那些听到耶稣宣

告神的国的人，完全明白众先知所说关于那将要来的伟大

历史转折点的话语： 

人人屈膝，人人下跪……当雅伟起来震撼大地的

时候，你要潜入岩穴，藏在土中，以躲避雅伟的

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骄傲的眼目必

降低，人的狂傲必被屈服，惟独雅伟被尊崇。是

                                                        
[21] 

A.罗伯逊，《神的国》，班普顿讲座，1901，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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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日必为［天上的］万军之雅伟的日子，

他要攻击一切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自大的，他

要降低他们……人的高傲必变为谦卑，人的狂妄

都必降为卑微，在那日，惟独雅伟被尊崇。偶像

必被全然丢弃。当雅伟起来震撼大地的时候，你

要进入石洞，进入土穴，以躲避雅伟的惊吓和他

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把那些自己所做、供

自己敬拜的金偶像和银偶像，都拋给田鼠和蝙蝠。

（赛 2:9-20，JB） 

在可畏的“主的日子”之后，是全地和平的新时代，

这个盼望是希伯来先知书一个不变的主题。当耶稣发起他

唤人悔改并信福音的运动时，对神国的盼望是当时的思想

潮流，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学家和神学家都清楚地记载下来。

他们所展现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引导，引

导我们理解耶稣最喜爱的表达，“神的国”。除非那个表

达被牢牢地扎根于第1世纪的希伯来背景之中，否则，要

明白耶稣呼召我们“悔改，信神国的福音”时要我们做些

什么，是不大可能的。神的国已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重

新定义，以使它为我们自己的宗教思想和理想所接受。这

些定义既脱离了其上下文，又几乎完全不顾其圣经含义。

然而，将这些定义归到耶稣头上，或称它们为他的福音，

是完全错误的。定义基督教神国福音时丢掉应有的历史感，

是我们所有的神学混乱与分歧的核心原因所在。 

要理解耶稣和施洗约翰关于神的国的宣告所产生的影

响力，历史背景是必不可少的。一位杰出的基督教历史学

家对此历史背景做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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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伟大救赎的盼望……对公义的、和平的、

兴旺的黄金时代的盼望，因圣经的教导而保持着，

因为在会堂里，人们朗读圣经，解释圣经……，

这盼望还时而不时地催生出一位位先知，他们宣

告那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22] 

耶稣和约翰都是在用他们的宣告呼吁人们为了神那即

将到来的介入，即“主的日子”而做好准备，而在新约，

那个日子就等于人们所盼望的神国的到来。对即将到来的

审判以及随后的新世界秩序的期盼，从头到尾都支配着耶

稣和众使徒的教导。他们所劝诫的每一个词都是为了引导

我们为那个伟大的事件做好准备。整个新约就是一本指导

手册，用来指导那些预备着在那即将到来的国度中与耶稣

共同统治的人。 

众使徒传讲神国的福音即基督教的福音时，他们的前

提是听众懂得这种希伯来历史观。而我们的问题是，听众

现在总是被要求接受“福音”，但他们却不知道耶稣的教

导所在的希伯来思想体系。这种情形所引发的后果就是错

解，而且纠正它的途径只有一种，那就是向慕道者教导新

约的基本“词汇”。将福音简化得只剩耶稣的死亡与复活，

这决不是解决之道。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两件事确保了

将来神的国的建立；但是那个国度仍然是众先知所预见的

国度。我们仍然要为它的到来而祷告（太 6:10）。而且它

是救赎福音的核心（徒 8:12；28:23，31；太 13:19；路 

8:12）。 

                                                        
[ 22 ] 

G.F.摩尔（G.F. Moore），《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6，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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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定作王 

基督教福音的主题即神的国深深植根于希伯来圣经

（颇为不幸的是，它被我们称为“旧约”，因为许多自称

是基督徒的人认为“旧”实际上就相当于“废弃”）。我

们最好记得，保罗说旧约是“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基督

徒］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后 3:15）。因此，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必须学到蕴藏在我们希伯来圣经神

圣启示里的智慧与知识。 

给人类的第一个命令是“管理……全地”（创 1:26）。

在此，我们看到了神的国这条金线的起头，这条线贯穿整

个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亚当被委以神的副摄政王之

职。人是按照神的形像（image）和样式（likeness）被造

的（创 1:26），因此，人是神的“摹本”，是与模型相一

致的描摹。“形像”（image）一词，指劈砍或雕刻出的

雕像，比如神像 /偶像（ idol），雕塑（ sculpture）。

“‘形像’和‘样式’都是一种表达式，表达……从人指

回神……而神把他自己展示为人的‘原型’（prototype）

和‘原形’（original）。”[23] 

诗篇作者歌颂了神赐给人的崇高地位：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

他？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点，并

                                                        
[ 23 ] 

弗里德里希·霍斯特（Friedrich Horst），“面对面”

（Face to Face），《解释》（Interpretation），1950年7月刊，p.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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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诗 8:4-6） 

尊荣和威严是归给王的（“带着尊荣和威严，神要统

治全地”，诗 96:6，10，13）。因此，人被造，就是要代

表神在地上作王。问题是，“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来 2:8）。[24] 

 

对应许之地的王权 

应许之地（创 13:14，15等）作为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条件是他要放弃一切，顺服神（创 12:1-4）。“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展现出了他对那位看不见的神的信心，是一位

“模范基督徒”。尽管看似没有希望（罗 4:18），但是他

仍然相信，他确实是所应许之弥赛亚的“父”，而且正因

为他的这份信心，他受到赞扬。他的产业包括神的国，而

神的国不是别的，正是延伸至巴勒斯坦边界之外，远至地

极的应许之地。“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罗 4:13），保罗这番

话的依据就是应许之地会延伸至全世界。 

《国际批判性注释》在其罗马书的释义中准确地给出

了经文的含义：“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世界性弥赛亚统

治的应许，既不依赖于割礼，也不依赖于律法，而是依赖

于从信心而出的果子，即义。如果这个世界性产业真的依

赖于任何律法体系，如果它仅限于那些在此类体系之下的

人，那么信心和应许就全无用武之地了。”[25]“世界性弥

                                                        
[24] 

这里指耶稣，他是代表人。 
[25] 

《国际批判性注释》，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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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统治”是“神的国”的同义词，而这个国度是基督教

福音的首要主题。因此，耶稣和众使徒在宣讲福音的时候，

他们是在宣告“世界性弥赛亚统治”。它是一个要等到基

督再临时才公开显现的统治。（由于耶稣现在坐在父的右

边，所以关于未来神国的福音信息现在已经在起作用，并

且这个国度的能力也在预先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

国度是现在的。除此之外）所有强制将它放入现在的做法，

都是在扰乱圣经计划，并且在神国主题上（从而在有关信

仰本身的主题上）所存在的混乱，也是它们导致的。我们

仍要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度还没有

降临！ 

全部圣经的宏大核心主题就是神的应许：当亚伯拉罕

和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耶稣（太 1:1）回来统治时，会为世

界带来理想的政权。圣经读者既然自称为“亚伯拉罕的子

孙”、弥赛亚的“共同继承人”以及未来的“共同统治

者”，那么他们就应该积极、谦卑地弄懂他们所用的这些

名称的含义：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5）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

掌王权。（启 5:10） 

他们都［在大复活中］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启 20:4）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提后 2:12） 

万有全是你们的。（林前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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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而是交给了耶稣和跟从他的人］。（来 2:5） 

天，是雅伟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诗 

115:16） 

那得胜的，要统治列国（启 2:26，参新译）。有

权柄管十座城（路 19:17）。我要把许多事派你

管理（太 25:23）。 

敬畏雅伟……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

盛……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

给他们为业……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

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

的王子同坐。（诗 112:1-2；111:6；113:7-8）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

的神。（帖前 2:12） 

我们需要再次留意诸位杰出注释家的声音，因为他们

指出，常去教堂的圣经读者严重缺乏理解： 

大部分基督教人士都已习惯性地认为，“天堂”

是神的儿女要去的目的地，但耶稣令人惊异地宣

告，温柔的人将承受地土。这几乎完全与先知传

统和末世传统相吻合……神的国从天降临到地，

而地会被改变，成为这种统治的所在地。[26] 

                                                        
[26]

 G.R.比斯利-默里（G.R. Beasley-Murray），《耶稣与神

的国》（Jesus and the Kingdom of God），Grand Rapids：Eerdmans，

1986，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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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就摊开在人们眼前，可他们严重搞错的却不

是福音的某些细节，而是整件事，以及福音的本

质，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人们对真理的某

些点、某些面不清楚，或是对它们产生意见分歧，

这一情况我们非常理解。这个福音是多面的，它

包括很多方面，因此，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我

所说的是，在20世纪末，人们仍然将福音是什么，

将福音的基础，将福音的核心信息，将福音的目

标，以及将如何与福音建立关系完全弄错，这就

着实非常令人惊讶了。然而，这正是我们此时面

对的处境。[27] 

大部分人对神的国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不

会在云端飘来飘去。神的国将是一个政权，它会

在完全的公义之中运行。会有人执掌权柄，他们

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忠信仆人。正如好工人得

到晋升，基督忠信的管家也会在神的国中被升高。

有些会管理十座城。[28] 

福音书里的一切都指向一个概念：在将要来的时

代中，在神的国里，生命将是在地上的生命——

是当神的子民进入他们完全的福乐时被神的国改

变了的生命（太 19:28）。[29] 

                                                        
[27]

 钟马田（Martin Lloyd-Jones），第5356号磁带，“神国的

预兆”（The Signs of the Kingdom）。 
[28]

 托尼·埃文斯（Tony Evans），《多美的生活方式！》

（What a Way to Live!），Nashville：Word，1997，p. 171。 
[29]

 乔治·兰德（George Ladd），《新约神学》（A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Eerdmans，1974，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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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在得了荣耀的地上，住在得了荣耀的身内。

这是已经被几乎完全遗忘并忽视的伟大基督教信条之

一。遗憾的是，基督教教会——我是说总体而言

——并不相信这一点，因而也就不教导它。它已经

丢失了它的盼望，这就解释了它为什么会花大部

分时间去努力改善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去宣扬政

治……但是，根据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3

节的话，真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非同凡响

的：“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

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

要审判世界吗？”……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新约教

会赖以生存的真理。正因为此，他们不惧怕逼迫他

们的人……这就是他们坚持，他们忍耐，他们胜

过一切敌挡他们之事的秘诀所在。[30] 

 

对地上公义政权的盼望是耶稣的福音的基础 

“现在这邪恶的世态”（加 1:4）与未来神国的盼望

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给整个圣经带来一种紧张激

烈的、戏剧性的感觉。一种连贯的“剧情”贯穿圣经。亚

当被造时给他了一个圣职，可他被撒但（剧中的头号反面

角色）狡猾的伎俩所骗，把它“卖给”了撒但。结果第一

对夫妇“投票”给邪恶的王，而这种屈服于撒但的倾向一

直在后来的各代人身上延续。这种反叛日积月累，终于在

创世记第6章达到顶点，在那里，恶的天使（堕落的“神

                                                        
[30]

 钟马田，《罗马书注释》（Commentary on Romans），

Grand Rapids：Zondervan，1976，pp. 72，75，76，强调部分为本

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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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众子”[31]）涉入人类基因体系，生出一族巨人。地上这

种可怕的情况招致大洪水的世界灾难，在这场洪水中，只

有八个人从该审判中存活。挪亚的后代也不比他们的祖先

好。另一族巨人由于天使与人类“联姻”也出生了（创 

6:4；民 13:33；另请参看犹 6）。 

要把人类从他显然已是积习难改的恶中拯救出来，神

的方法就在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加 3:16）的应

许。只有等到“女人的后裔”（创 3:15）终结我们现在这

（邪恶的）世界政体的时候，最终从撒但的政权下（林后 

4:4）被解救的盼望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件事就发生在世界

的所有权交在它合法的继承人，即基督和他忠信的跟从者

手里的时候。创世记中，统治这世界的权力本来就是要交

给人的。当第二个亚当——人类本应成为的样子——接管

“世上的国”（启 11:15）并“在他的仇敌中掌权”（诗 

110:2）的时候，这种统治就会成为现实。当新的世界性政

权开始时，与弥赛亚并肩战斗的人，将是“那些在［弥赛

亚］掌权的日子甘心牺牲自己的人”（诗 110:3）。耶稣

那些生机勃勃、享受复活后新生命的子民，那些有不朽坏

生命的子民，会辅佐他在地上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基督徒

有这一事业摆在他们前面，他们就是真正的、为耶稣再来

做好预备的新时代人。 

我们应该强调，只有“温柔的人”才必定拥有这个光

明的未来。那些仍然以核武器威胁另一片土地上的敌人和

拥有同一信仰之人的人，应该问一问，他们是否属于耶稣

所说的这一类人。 

                                                        
[31] 

诗 29:1；89:6；但 3:5；伯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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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希望承受神的国的人，登山宝训阐明了他们

的性情和行为应有的品质。耶稣要求的是，借着圣灵顺服：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

磐石上”（太 7:24）。 

耶稣的福音信息的主旨对于20世纪的我们来说意义重

大，而且其重大程度并不比他在大约2000年前，在加利利

首次讲出它时有所减弱。神的国还没有到来，而且在它到

来之前，必须先做的，是在全世界宣告它（太 24:14）。

在基督徒等候主人回来之际，他们要打磨出相应的品质，

以配得将来弥赛亚政权的王室职位。耶稣所有的神国比喻

都是在教导人们，人类的第一要务是把神的国定为生存的

目标。 

 

耶稣的信 

在很多神学体系中，对耶稣的信已经被简化为信他的

死亡与复活。然而众使徒力劝我们仿效耶稣。我们应该有

“耶稣的信”。我们不仅要信他，还要信他所信的。历史

上的耶稣的信，是基督徒的榜样，并且它不应该被贬为古

物或“原始基督教”，让人以为现在所有重要的事就是信

复活了的基督而已，而那位真正活过、教导过的耶稣与他

并无关联。 

我们简单地将“对基督的信”（faith in Christ）重新

翻译成“基督的信”（the faith of Christ），就能帮助我们

把自身与耶稣所践行的信重新联系起来。正如许多注释家

所评论的，保罗在罗马书3章26节中说的是，有“耶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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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信心”（faith like Jesus）。[32]然后，他用同一个表述

来讲“亚伯拉罕的信”（ the faith of Abraham）（罗 

4:16）。这两处经文的希腊语结构相同，我们没有理由将

其中一个翻译为“亚伯拉罕的信”，而将另一个翻译为

“对耶稣的信”（faith in Jesus）。启示录将基督徒定义为

那些拥有“耶稣的信”的人（启 14:12）。[33] 

耶稣的信也包括“耶稣的忠信”（faithfulness of Je-

sus），意即他相信、顺服圣约，并且他全心全意地宣告神

的国。当我们也思想他所示范的信时，我们对他的信丝毫

不会减弱。耶稣的福音不应该被理解为只是一个关于他的

福音，而应该被理解为他所传讲的福音。这会让我们融入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中备受忽略的见证，因

为那见证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它会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

集中在弥赛亚的福音信息上——这信息总是被吞没在模糊

的字眼“传基督”里，似乎他“就是”福音一样。我们有

充足的理由认为，耶稣说为了“他和福音”受苦，意思就

是为了“我和我的道/话”受苦（可 8:35，38）。约翰的福

                                                        
[32] 

如G.霍华德（G. Howard）所提出的，该属格（genitive）

应该被理解为主格（subjective），“基督的信”（The Faith of 

Christ），《解经时代》（Expository Times）（85），1974年4月刊，

pp. 212-215。另请参看路德维希·阿尔布雷希特（Ludwig Al-

brecht），《新约》（Das Neue Testament），Brunnen-Verlag，1957，

pp. 399，400，他的罗马书3章26节的译文的注释。 
[33]

 译者注：“耶稣的信”，原文为“τὴν πίστιν Ἰησου”
（the faith of Jesus），和合本译为“耶稣真道”，新译本译为“耶

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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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一直都强调，要信“耶稣的话”，[34]这一事实应该提醒

我们，约翰同马太、马可、路加一样，也坚定地相信，耶

稣的神国福音是真信仰的核心。 

 

耶稣预言现今政权的大结局 

耶稣讲述了他在神国大能里到来之前，必然会发生在

中东的事情，他的这部分讲述是耶稣的福音的一个重要成

分。但是，被怀有敌意的批判损伤得最严重的，就是那些

预言未来事件的经文。在学术界，最不受欢迎的似乎就是

这个概念：耶稣是传信人，神通过他讲出将要发生的事。 

耶稣其实直截了当地概括过他回来之前会发生什么。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一段长篇讲话

（太 24；可 13；路 21），那段话是耶稣最亲密的门徒

问耶稣问题时耶稣所给的回答。他们问：“什么时候有这

些事［圣殿被拆毁，太 24:2］？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

什么预兆呢？”（太 24:3） 

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耶稣讲到将出现在圣地的“那

行毁坏可憎的”，当时他明确地向我们指出，但以理书是

他的思想的背景。[35]因为注释家们倾向于忽视这个背景，

所以他们许多人在解释橄榄山讲论（Olivet Discourse）的

时候都脱离了但以理书已经提供的事件梗概。众门徒显然

                                                        
[34] 

约 4:41，50；5:24，34，38，47；6:63，68；7:16；8:31，

37，38，43，47，52；12:46-50；14:23，24；15:7；17:8，14，17。

在现代传道工作中，很多教导说的都是“接受基督”，而很少有教

导说“领受他的话”（约 17:8，参吕译）。 
[35] 

但以理书8章13节、9章27节、11章31节以及12章11节都提

到了“那行毁坏可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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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但以理关于神的国开始之前的未来之事的异象。如马

可所记载的（可 13:4），他们关于末期的问题，事实上是

借用但以理书12章7节中的话来表达的，那节经文讲的是

神的国建立之前，也就是当“这一切事就都应验”的时候，

大灾难事件的高潮。[36] 

在但以理书2章、7章、8章、9章、11章和12章那一系

列统一的预言中，但以理讲到一个最终的邪恶的暴君，即

最后的“北方的王”（但 11:21-45），他会在一段极其艰

难的时期中逼迫忠信之人，但是，就在圣徒被复活参与神

的国之前，他会被毁灭（但 9:27；11:31-45；12:1-3；比

较太 13:38-43）。但以理书所给的图画描述了一个恶王加

给忠信之人的最后一段短期大艰难，这王必扰乱圣殿，终

止献祭，那段时期不长，就是但以理书9章27节第七十个

“七”（heptad）的后一半。耶稣给出神所启示的末期事

件的异象时，他所指的就是“但以理描述的那行毁坏可憎的”

（太 24:15）。 

但以理书里的“那可憎的”的背景环境有一个明确的

“轮廓”。“那可憎的”是由北方的王设立的，就在大复

活之前，会持续1290日。这些事实不符合公元70年的历史

事件。提图斯（Titus）的生平与但以理对最后的王的描述

很不相像，尼禄（Nero）的也谈不上应验了但以理的预言。

耶稣宣称，他是依据希伯来圣经中已有的资料来讲预言的，

                                                        
[36] 

请参看但以理书12章7节，LXX。关于但以理书与橄榄山讲

论之对比的完整内容，请参看拉斯·哈特曼（Lars Hartman），

《已解释的预言》（Prophecy Interpreted），Coniectania Biblica，

NT Series 1，Sweden：Gleerup L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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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注释家们对此不予理会。而这一点又是他们从总体上摒

弃旧约的典型表现。 

安提阿哥·伊皮法尼斯四世（Antiochus Epiphanes IV）

在公元前2世纪时残酷迫害犹太人，但但以理所讲的肯定

没有在他身上完全实现。耶稣显然认为但以理是在预言临

近末期时邪恶暴君的出现，然后，“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但 12:3；太 13:43）。 

只要但以理所给的框架没有被丢弃，就没有人会错误

地假设公元70年的事件以及当时圣殿被毁符合耶稣的预言。

很清楚，罗马人侵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七年之期，期

间，献祭止息也没有出现在但以理的七十个“七”的最后

一“七”的后一半时间里。但以理描述的是一段空前绝后

的大艰难时期，它持续1290日，以死人复活为结束。[37]被

但以理描绘为“北方的王”的恶王不可能是提图斯，因为

他并没有在巴勒斯坦与“南方的王”战斗之后（但 11:40-

45），“到了他的结局”（但 9:26；11:45）。[38]再怎么

说，但以理预言的事实都不可能被硬生生套在公元70年的

事情上。公元70年不是“末期”，即耶稣所说的救恩到了，

义人受荣耀的时候（太 13:39，43），而且“末期”是一

个表达神的国在耶路撒冷显现之时的专用语（它也出自但

以理书）。 

当耶稣被问到圣殿的命运时，他的回应是，他不知道

在他回来之前会有多少时间。他明确地否认他知道他来的

                                                        
[37] 

但 12:2，7，11，它们指回11章31节，到那时，“那行毁

坏可憎的”被设立，献祭被停止。 
[38] 

尼禄不符合预言。他在公元68年6月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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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可 13:32），而且后来他又告诉门徒，“父凭着自

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徒 1:7），不是他们可以

知道的。这些清楚声明他“不知晓”的话语，不但证明耶

稣不是全知的，而且证明他所说的“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并非指他在大能中到来会发生在40年

之内。耶稣不可能既对众门徒说，“那时候、那日期，不

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同时又早先向他们预言，末期会在

40年内发生！ 

当耶稣和众门徒望向圣殿的宏伟建筑时，他们都知道

但以理书里的预言的梗概。临近神的国到来时（路 

21:31），圣殿会遭遇困境，圣地会有“大灾难”（但 

12:1；太 24:21）。众门徒提出的问题以但以理所给的这

个框架为前提。他们自然而然地询问圣殿被毁以及耶稣再

来，因为他们认为它们是紧密相连的事件。耶稣的回答也

以此关联为前提，因为但以理已经描述过，就在死人复活

（它标志着神的国的到来）之前，圣殿会遭受可怕的入侵。 

耶稣不知道他们所看的圣殿是否就是最后的敌基督入

侵时的圣殿。但他确实知道的是，任何在他再来之前所建

造的圣殿都会被摧毁，为的是到了弥赛亚在地上的统治时

代中，一个被洁净了的圣殿能被建立（该 2:9）。正如我

们已经注意到的，希伯来思想“抓的是整体”。在不同时

期建立在圣殿山的任何圣殿，都可以被描述为“这殿”。

清楚证明这种“综合性”思考方式的证据在先知哈该的话

中；他讲到“这殿”，而“这殿”指在时间上相差很远的、

不同的建筑物。哈该的读者在公元前520年所见的圣殿，

正是早先由所罗门所建的“同一”圣殿，尽管是不同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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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

（该 2:3）。所以，在展望未来时，哈该能这样记录主的

话：“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主的日子”的预言（来 

12:26）］……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该 2:6，7）。“这

殿”现在就指未来的一个殿，它远远高于所罗门的圣殿或

公元前6世纪时的圣殿。“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

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该 2:9）。在同样地点建立

的任何圣殿，都能被称为“这殿”。 

这是一种完全非西方的思维方式，而注释家们正因为

误解了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他们奋力挣扎，想要确定出耶

稣的橄榄山讲论的哪一部分是在预言提图斯于公元70年入

侵圣殿，哪一部分是在描述他再来的情形。然而，一旦他

们认识到，耶稣只是在详述但以理已经给出的预言框架，

那么他们就没必要去争辩说，他预言了两个相距至少1900

年的事件。[39]正如许多注释家所说的，要将耶稣讲预言的

那段话分开，分成讲述公元70年之事的内容和他回来的内

容（路 21:25-31），实在是不可能的。耶稣关注的是这个

世代的高潮，而不是预言大约2000年（或者不管最终是多

                                                        
[39] 

马太描述到，大灾难（同但以理的模式）发生在“临近”

基督回来的时候（太 24:29）。马可所给的关联同样清楚（可 

13:24）。同样地，路加也认为，末了入侵耶路撒冷的事情在“日月

星辰显出异兆”的紧前面（路 21:23-25）。路加福音中的末期事件

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路 21:22）。这远在公元

70年的事件之后，而且它所引发的困苦会波及“地上的邦国”（路 

21:25）以及“世界”上的人（路 21:26），而不仅仅是以色列。认

为公元70年是耶稣再次降临之时的现代理论没能看出，耶稣关于末

期的陈述所涉及的，远远不止第1世纪以色列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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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世界历史。他所预见的是犹太地的大灾难时期，那

是由敌基督出现在圣殿而引发的。[40]紧随其后的就是，天势

震动，那是在宣告人子即将在荣耀中降临，然后接过世界

政权的统治权（太 24:29-31）。 

 

福音的重要成分被遗失 

耶稣以但以理书的预言为基础的详尽阐述在教会中一

直都不受欢迎，而这一点是外邦人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弥赛

亚观念的基本特征。结果，耶稣所教导的福音常常被简化，

留下的那些成分——如宽恕与爱——被认为是弥赛亚的教

导的“内核”，永远弥足珍贵，而且与那些可以被丢弃的

犹太末世糟糠迥然不同。在我们看来，这是最有问题的处

理信息的方式。为什么对弥赛亚的话“挑挑拣拣”是对的？

对于极其错综复杂的理论，就是那些将不想要的耶稣的教

导置之一旁的理论，教堂信众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耶稣与众使徒以神的国为他们所有教导的首要主题。

救赎的福音信息包含与神的国相关的信息，以及为了获得

其中一席之地而做的必要预备——包括推动未来神国事业

的耶稣的死亡与复活。总体来说，自称为基督教的教会承

认，他们从来没有就神的国讲论多少。现代传道人不传它。

当代布道者也承认神的国不是他们布道事项的一部分。这

一点，我们通过“神的国”一词不在那些推广福音的宣传

册上，也可以轻松地证明。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在耶稣

                                                        
[40] 

马可使用了一个阳性分词（13:14），这种用法表明所讲的

是一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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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众使徒的基督教与被称了大约1900年的基督教之间，存

在惊人的差异，而且它所影响的还是信仰的核心。 

纵览圣经对耶稣和众使徒的传道工作的记录，我们发

现，它明明白白地记载，神的国是基督教的首要概念，而

且那个国度将由它的王耶稣来开创。但是在整个教会历史

中，耶稣的核心福音信息基本上都被湮没了。我们认为，

由此可见，耶稣和众使徒的基督教与传统基督教之间存在

着本质差异。 

在下面几章里，我们就致力于解释这种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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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福音信息与仇敌 

拯救人类的应许已经流传了成千上万年，传了一代又

一代。随着时间的流逝，神传递给亚当和夏娃的信息已经

被扩展，不但包括了个人的、民族的应许，也包括了世界

得救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和特别后裔之约；给大卫

的永久王权之约。这两个约合在一起，给未来填满盼望： 

众先知的想象里充满重生的国度……尽管受祝福

的未来会实现于以色列，也为了以色列而实现，

但整个世界都会有份于它。重生的国度会是整个

人类蒙福的管道；甚至叙利亚和埃及这两个敌对

世界帝国的重要代表都会同以色列一起，被算为

神的子民以及他手的工作（赛 33）。[1] 

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包括万族（创 12:3）。然而它

们以所应许的后裔即基督为中心（加 3:16），而且所有选

择回应神国福音之呼召的人都会同他一起，享受祝福。根

据古老的预言，基督会出自犹大支派[2]［单词“犹太人”

（Jew）就由此而来］，他会出生于伯利恒，即大卫的城

（弥 5:2；太 2:6）。所应许的王室人物会是“升起的星”

（民 24:17），是列国的光（赛 9:2；太 4:16）。摩西所

组建的政治体系以及他关于以色列神圣使命——“祭司与

君王”——的宣告，给我们提供了弥赛亚预言的另外一部

                                                        
[1] 

A.罗伯逊，《神的国》，第21页。 
[2] 

创 49:10；太 2:6；启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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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先前给亚伯拉罕的约为基础，神说：“如今你们若

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

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

洁的国民”（出 19:5，6）。很清楚，国民的职能与君王

弥赛亚的职能紧密相连，而弥赛亚也将独一无二地担任祭

司与君王之职（诗 110:2-4）。 

新约将这种王室地位移交给了一个“跨国团体”，即

教会，他们与基督一起承受应许，而且作为神的以色列民

（加 6:16），他们承担起委派给古代以色列人的角色（出 

19:5，6；比较彼前 2:9；多 2:14）。因此，尽管教会里既

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但是他们适合被称为“真受割礼

的”（腓 3:3，即真犹太人）。虽然神的古代子民总是

“瞎眼的”，并且大部分人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但对他

们来说，也是有盼望的。然而，说教会已经永远地超过了

以色列，这是不符合新约的。教会会成为以色列本应成为

的理想的样子，以及她最终会再次成为的样子，但那只有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之后（罗 11:25）才会实现。

如保罗所解释的，预言所说的以色列余民的集体归信，民

族归信，[3]是随着将来一段大艰难时期而来的（耶 30:7-

9），那段艰难会再次唤起他们对弥赛亚的救赎的渴望，

它是解决他们的困难的最后一招。然而，与此同时，王室

之位与祭司之职给了“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而来

的人”（彼前 2:9；启 5:10），他们因为持守原本给以色

                                                        
[3] 

罗 11:26，这节经文预见了以色列的得救。这显然不是现今

教会的“以色列”，因为就在前一节中，保罗说，以色列暂时是瞎

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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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但现已扩展了的呼召，而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

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10）。[4]这句话极其简约地概

括了基督教信仰的目标，我们应该期盼它源源不断地从讲

道台上响亮地发出来。 

圣经中的弥赛亚材料丰富多样，但它们的目标只有一

个。福音信息的核心是解决人类的终极问题：生命有限，

即由不顺服而来的咒诅。按照新约作者的理解，当脆弱的

人类从他的创造者那里得到一个不会毁坏的身体，就是一

个由神的灵赋予生命并驾驭的身体时，他们就获得了不朽

坏的生命（林前 15:44）。基督徒有了不朽坏的身体，就

能够在神的国里，与基督一起，担负起管理之职（启 

20:6）。这个信息当然没有被昭告所有以色列人。神的奥

秘只交托给了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及所有先知，而他

们则努力地将他们的洞见分享给任何愿意接受他们的人。 

圣经对人类问题的分析是非常实际的。它认识到，死

亡是全人类的敌人，而我们全然没有力量拯救我们自己脱

离死亡。神照着他的怜悯提供了一个计划，以解决避无可

避的死亡问题。拯救计划对人类没有任何无理的要求。它

呼吁人类，首先信神是万物的创造者，其次信他的代理人

弥赛亚耶稣，因为他是被神拣选开拓逃离死亡之路的先驱

（来 2:10）。由于他自己已经获得了不朽坏的生命（西 

1:18），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助其他奋力达到同一目标的

人（来 2:17，18）。作为神的计划的关键人物，他已被拣

选来负责神的整个行动（弗 1:10），而且这不但包括他现

                                                        
[4] 

另请参看启 1:6；2:26；3:2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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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教会的大祭司，也包括他将来被委任为以色列的王，

以及他将来同他的跟随者们一起统治整个世界。那将是一

个没有穷尽的统治（路 1:32，33）。它是基督教福音或神

国福音的主要内容。 

基督教的记载一刻都不曾暗示，耶稣在巴勒斯坦的传

道使命中真正地成了以色列的王以及神的国的王，尽管他

的确尽力俘获其他人，使他们认识到他就是弥赛亚，是必

定会作王的那一位。有一次，人们强逼耶稣作王（约 

6:15），但他坚定地拒绝了。还有一次，群众相信弥赛亚

的统治就要开始了。当时人们已经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所以，在这种氛围下，一点点的暗示都会被看成他马上就

要登基作王的预兆。就在此前，耶稣刚刚说过，悔改了的

撒该在“今天”就已经明白救恩了（路 19:9）。由于救恩

总是被与神的国的建立联系在一起，而且提到它时，总是

会激起一股弥赛亚热情，而耶稣又已经接近耶路撒冷（路 

19:11），所以，这件事几乎让人们肯定，大卫的王位在圣

城重建的伟大时刻到了。因为这正是大卫之约里所给的伟

大民族宪章保证过的。 

路加记载到，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来应对这个危机。他

将自己比作一个要去远方得他的国，然后再回来进行统治

的贵胄（路 19:11-27）——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故事，如

果教会信它的话，它很快就能将教会团结起来。因为它以

最简单的措辞证实，所应许的弥赛亚的统治，即神的国，

不会在耶路撒冷开始，而是要等到耶稣离开一段不确定的时

期之后，再回到地上的时候，才开始。当众门徒看到耶稣

在复活后离开，他们很快就明白，他们必须将他们的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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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盼望转向未来的一个未知时刻——他在荣耀中回来。整

个早期教会所盼望的，自然而然地就是这个伟大的事件。

保罗让他的归信者深深认识到，他们需要有一个向前看的

弥赛亚观念。他一边概括基督教的本质，一边提醒有信心

之人，他们已经“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

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

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帖前 1:9-10）。保罗的讲

道从来都没有少过审判的色彩，而且其目标一直都是耶稣

从（from）天上回来（林前 15:47；腓 3:20），从不是圣徒

去（to）天上。新约基督徒从来不曾假设，弥赛亚计划已经

被永久地迁移到一个远离地球的地方。若是想象大卫的王

位已经被永久地从耶路撒冷挪到天上，那可是非同一般的

创新，需要进行大量的解释。[5]然而，人们广泛地强调耶

稣现在的“统治”，这已经扭曲了他的弥赛亚形象——他

是新世界秩序候任的王，而新秩序必定会出现在地上。 

每个信徒要获得神的计划的好处，条件只有一个：展

现出他们对神正在施行的旨意的信心。很清楚，人类已经

落入悖逆其创造主的灾祸之中。因此，神的拯救计划的一

个必不可缺的要素就是，神的儿子弥赛亚为世界的罪牺牲。

在神的旨意中，在创世之前，耶稣就要作为被杀的献祭羔

羊被钉十字架（彼前 1:20）；而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门

徒发觉他们无法理解计划的这一部分（路 18）。他们无

法将一个将要死亡的救主与所期待的那位得胜的、作王的

弥赛亚联系起来。然而当代信徒的问题恰恰相反。在面对

                                                        
[5] 

新约的确偶尔将神的国与升天的基督联系在一起，但它从来

没有排除弥赛亚将来在地上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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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死亡这个历史事实时，他们不难看出，它是他们的信

仰的核心。但对于耶稣必定从耶路撒冷征服并统治世界的

概念，他们却不甚了了。可圣经处处都在声明，基督将在

大能中前来统治世界。我们常常受劝诫，要为人类历史最

伟大的那个事件做好准备，而且在主祷文中，我们还要为

它的到来祷告。 

有时候，历史学家被证明是客观的新约读者，但他们

却不会全力以赴去相信他们所读到的东西。因为不得不相

信神会执行他所应许之事的压力似乎太大了。我们引用一

个例子来证明我们的观点。当然，我们这么做并非想贬低

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博学的前教会历史

教授的优秀学术成就。麦金农（Mackinnon）教授代表了

一派神学思想，同时也表现出当代人对圣经的典型态度。

这一流派首先对耶稣出生的叙述表示质疑： 

［降生叙述（the birth narratives）］的犹太-基督

教资料不能保证神迹受孕的历史事实。叙述本身

所包含的一些特征容易让人对这一点心生疑窦。

两位作者［马太和路加］对它的信都基于天使的

传话……事实上，故事之所以有魅力，原因在很

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天真的天使思想。[6] 

童女怀上耶稣的信条，不过如此！显然，对于它，现

代思想者们不必认真对待。但是，耶稣将在大卫的王位上

统治雅各家的应许要作何解释呢？ 

                                                        
[6] 

《历史的耶稣》（The Historic Jesus），London，New York：

Longmans，Green and Co.，1931，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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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加的版本中，弥赛亚，就是天使宣告其降生

的弥赛亚，被描述为一位王，他将重新坐上并永

远拥有他父（祖先）大卫的王位。一个犹太王国

被预言要恢复，但是这个预言最终被证明不但是

个幻想，而且与耶稣所宣讲并努力建立的属灵国

度相矛盾。在此，我们又看到，受当时信念的影

响，天使的信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错误概念上。

一个宣称来自天上的启示，不但错误地解释了一

个预言，而且还预言了一个要恢复的，却没有成

为现实的大卫王国，发现这一点，至少可以说，

相当地令人不安。[7] 

我们必须声明，这些话显示出现代人拒绝耶稣以及他

的弥赛亚福音信息的整个问题。显然，即使天使真的存在，

他们也是不可靠的传信者。神为以色列民恢复大卫王国的

应许是以旧约的权威为基础的，但这种权威性也被置之不

理。这个国度被替换了，换成注释家们所称的“属灵的”

国度，这个表述是有吸引力，但它旨在将人的注意力转离

历史的或地理的概念，然后只宣扬一个抽象的、内在的国

度。最后，天使加百列，还有路加，就是将天使的信息记

载为基督教盼望之基础的路加，也错了。加百列为耶稣宣

告的那种国度从未出现，因此，它显然永远不会出现——

哪怕加百列的宣告有以色列众先知所讲的、持续了几千年

的弥赛亚预言为依据！结果，路加宝贵的信仰引言成了弥

天大错。它依赖了一个伪称为神的启示的宣告，而且结果

                                                        
[7] 

同上，pp. 5，6，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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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它不是真的。在这套解释之下，基督教一下子就垮塌

了，那么我们就只好善加利用残骸罢了。 

难怪讲道台上没有回荡着激昂的宣告，宣告影响我们

的世界的最了不起的政治事件——一个新大卫帝国出现在

世界上，弥赛亚耶稣受委任作它的王，掌管一个仁慈的政

权，统治所有人，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与兴旺的时代。 

若没有了历史所见证的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样一

个政权临到世界的前景当然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的整

个故事不为很多人所接受，所以这件事就成了怀疑论者的

目标，而且在这些怀疑论者中，有些还宣称是基督教教师。

借着神的再创造，耶稣被复活，既然他已被复活，那么他

现在就是活着的，但这一点在本世纪中，甚至对教堂信众

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8]其实有很多人——包括专业的神

学家——都认为，作为历史事实的耶稣的复活根本不可信。

他们视世界为一个“封闭式连续体”（closed continuum）

的观念不允许他们相信它。然而他们看不到，他们对耶稣

复活的这种不可知论与宣告信基督教信仰之间是有冲突的。

在基督教教会的院墙内，日常事务可能还在继续，但人们

没有警觉到，圣经信仰的基本信条已经被丢弃了。 

为了澄清新约信仰，我们必须明言，早期教会认为不

相信复活就等同于不信。准备受洗的人要坚信，耶稣已经

真的从死里复活，拥有了不朽坏的生命，而且还会再来，

在地上进行统治。若非如此，他们就不可受洗。因为这是

神的信息——福音——的核心。没有它，人类被拯救的盼

                                                        
[8] 

1979年12月的《现在杂志》（NOW Magazine）报道，在英

国国教中，有50%的自称经常去教堂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死后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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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就会变成一场空梦。事实上，也就根本没有好消息可讲

了。众所周知，保罗已经准备好，如果基督能被证明没有

从死里复活，他就会放弃他的整个使命。正如保罗对他在

哥林多的信徒所说的，“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传的，你们也没有什么可信的”（林前 

15:14，GNB）。 

撒但深知，对救主和他救赎福音信息的信，为信徒创

造了获得不朽坏生命之祝福的机会。他明白，要进入神拯

救人类脱离死亡的计划，前提是理解并接受该计划本身。

而要理解它，途径是接触关于神的国的好消息里所含的信

息，这好消息就是耶稣与众使徒尽力宣告的福音，而且为

了它，为了基督的事业，他们做了殉道者。因此，阻挠拯

救过程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篡改基本信息。一套新的自称

为福音的资料必须被引进以取代真正的资料，而对它们的

信则必须用诱导的方法。[9]这样的话，信徒跟之前一样，

仍会看到得救的盼望。但是，由于福音信息已经遭到了巧

妙的扭曲，所以摆在慕道者面前的说法与神圣设计师所给

的条件，再也不一致了。撒但的计划的本质就是让寻求不

朽坏生命的人相信，他已经遵从了神的指示，但事实上，

这些指示已经被藏起来了。给他的会是一个扭曲了的福音，

它会阻碍他得救的进程。耶稣在他著名的撒种比喻中精彩

地分析了魔鬼的手段（太 13:18-23；可 4:13-20；路 8:11-

15）。魔鬼认识到，神国福音信息是神用来施救的必不可

少的工具。因此，他必须想办法掩盖它，或者阻止它传给

人类：“凡听见天国道理的，随后魔鬼来，把所撒在他心

                                                        
[9] 

保罗在哥林多人当中遇到了这一基本策略（参林后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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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道夺了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太  13:19以及路 

8:12）。我们若是不理会这些经文，那么风险就得我们自

己来担。教会最好确保，无论他们做其他什么事，传救赎

的神国福音都要一直摆在他们的活动的最前列。 

神国好消息的核心真理就是，所应许的救主弥赛亚会

最终获得世界性政权的统治权，并开创一个无穷无尽的神

权统治。作为弥赛亚的共同管理者而有份于那个政权，是

给所有选择参与耶稣的使命的人的丰厚赏赐。只要语言不

被添枝加叶地阅读，只要语词保持着它们的词典定义，那

么人们就会发现，这些事实是所有新约作者以最直白的语

言，全体一致地表述出来的。亚伯拉罕要承受世界（罗 

4:13），忠信之人要承受地土（太 5:5），要作为统治者

管理世界（启 2:26；3:21；20:6；林前 6:2），要与基督

共同统治，要和他一同在世界上作王（启 5:10）。这些语

言已经以最清楚的方式表达了教会的未来。圣经的话已经

再明确不过：基督徒受呼召，是要作世界将来的统治者。 

 

弥赛亚异象的碎裂 

为什么教会又分裂又缺乏动力？究其原因，最主要的

是那个至关重要的、核心的福音信息丢失了，而那个信息

对我们这脱了轨的星球来说，意义又是如此重大。那种丢

失，不但是不息的信心的丢失，而且是盼望的丢失。它还

是对教会所受的崇高呼召的背叛——那呼召就是，成为现

在就接受训练的弥赛亚团契，盼望着在那将要降临之国度

的时代中，更完全地为人类服务。这并不是说信心与盼望

没有被表达出来，而是它们被抑制了，因为一个大相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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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信徒不曾听闻的目标被引了进来。神的福音信息

所给的盼望被替换了，换成一个在耶稣和众使徒看来毫无

意义的盼望，一个与希伯来传统完全不相容的盼望。蛇的

手段导致教会整体背离福音所含的圣经盼望，而且这事在

众使徒去世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基督教的盼望是基督徒在

耶稣回来时被复活，在地上的神国里拥有不朽坏的生命；

而外来的概念是人死后会作为一个脱离身体的灵魂而待在

天堂；这两种概念被混为一谈，此时，福音信息就遭受了

重重的一击。蛇再次运用了它最初的，也是最喜欢的谎言，

并且使尽浑身解数用它来毒害教会。他的宣传活动的胜果

在当代教会中处处可见，尤其是在葬礼上的讲道中。 

撒但是半真半假之谎言的大师，正是他，在众使徒去

世后不久就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使教会的注意

力转离神国福音、亚伯拉罕之约以及大卫之约所含的盼望，

然后转向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竟然几乎被所有人都接

受为基督教信仰的首要原则之一。大批希腊信徒涌入教会，

致使那些渴望与基督之名联合的人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结果就是一场大规模的神学思想的“篡位夺权”。

基督之名被挪用了，挪到另一个信仰体系上，但按新约标

准来说，该体系很难被称作基督教。圣经的希伯来神学建

立在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之上，可希腊与罗马哲学世界成

功入侵教会，把该思想体系逼了出去。就在纯正的神国与

弥赛亚福音信息——圣经的弥赛亚思想——被遮蔽的同时，

教会却依旧假称为众使徒的合法继任者。但是，教会体系

已经被转变了，而这样一个体系中的基督，真的是神的国

的传信人，拿撒勒的耶稣吗？如果如坦普尔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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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bishop Temple）所说，神的国的福音信息在教会历

史上没占什么重要地位，那么请大家思量一番，耶稣真正

的声音已经被压制到什么程度了。或许大家应该多多注意

那些努力敲响警钟的学者。唐·库比特从剑桥大学发出的

评论引人深思：在第2世纪时，“一个新宗教发展出来，

取代了原信仰”。[10] 

库比特教授接下来指出，耶稣和他的早期跟随者们强

调未来的国度，这一点“向正统信徒提出了一些非常棘手

的问题”，但它们“往往都被置若罔闻”。[11]另外，人们

还常常支持各种理论，为的是为耶稣“免责”，因为他们

认为他错误地盼望那个从未到来的国度。不管什么情况，

我们见到的都是对弥赛亚应许的不信，而弥赛亚应许是亚

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所保证的，也是耶稣所证实的。按

照新约，如果一个人不坚信耶稣将来再次从天上降临，在

地上开启一个和平的弥赛亚时代，那么他就不可能相信耶

稣到底为何被委任为弥赛亚。所以，这种坚定信念所彰显

的，是对那位与亚伯拉罕和大卫立约的神的信心，也是对

耶稣的神的信心。 

如果弥赛亚思想已经不再为现代学者和教堂信众所接

受，而是仅仅属于被某新约学者所称的“非主流教派”，[12]

如果“没有人严肃认真地寻求弥赛亚——不论是属灵上，

                                                        
[10] 

《关于基督的辩论》，p. 69。 
[11] 

同上。 
[12] 

J.A.T.罗宾森（J.A.T. Robinson），《神的人类面孔》

（The Human Face of God），SCM Press，1973，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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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政治上，他都是世界所有问题的惟一解决之道”，[13]

那么错就不在新约文献上。问题在别处，即就是，教会丢

弃了乐园被恢复于地上的希伯来异象，而且此事发生在耶

稣回来作王之后。至于教会转离耶稣以及他的弥赛亚福音

信息的原因，是不难查明的。我们有必要再听一遍卡

农·高治的评论：“当希腊思想和罗马思想开始主宰教会

时，一场灾难就发生了，而且我们从未从其中恢复过来，

无论是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14]事实上，视弥

赛亚思想为不必再信之事物的罗宾森博士描述了新约未来

观的死亡。他讲道： 

这个转变，几乎在新约的墨汁刚刚干透的时候就

发生在基督教末世论上。而且它影响了兴趣的中

心，或者说是整个主题的支点……因为在新约中，

盼望与兴趣所围绕的中心点根本不是死亡的那一

刻，而是基督复临的那一天，或者说是基督在他

的国度的荣耀中显现的时候……在整个新约时期，

兴趣与期望的中心点一直都集中在人子降临，然

后他的国度在更新了的世界上得胜的那一天。基

督徒的思想与祷告所关注的，是主耶稣与他所有

的圣徒一起统治……这个盼望是社会性的，也是

历史性的。但是，早在第2世纪时，重心就开始

偏移，到中世纪时，它已经被引到一个完全不同的

                                                        
[13] 

同上。 
[14] 

H.L.高治（H.L. Goudge），《犹太教与基督教论文集》，

由H.J.斯肯菲尔德引述，《神的政治》，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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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在后来的思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成了

死亡的时刻。[15] 

 

问题的根源：属灵的vs.物质的 

教会离开圣经蓝图，这一点在今日四分五裂的教会上，

尤其是在它各式各样的、互相排斥的、关于未来的教导上，

表现得太显而易见了。要拨乱反正，神的国就必须按照耶

稣所理解的来定义。土地应许（因为在众多宣称解释新约

基督教的书籍中不见它的身影，它现在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必须被恢复到它原有的地位，即福音信息的核心，因为耶

稣表明，土地应许就等于神的国的应许。长期以来，人们

一直努力地把耶稣与他的犹太民族传统思想分割开来，所

以，将土地与神的国联系在一起，就会把希伯来圣经与基

督教再度结合起来。主没有摒弃旧约启示。他的盼望牢牢

地扎根于巴勒斯坦地得更新的应许之中。因为“天国”与

“地土”意思相同，所以他既能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

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 5:3，新译），也能说“温

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或土地］”（太 

5:5）。他在此引用了诗篇37篇，该诗篇5次向忠信之人保

证，他们将永远拥有土地：“他就抬举你，使你拥有地土”

（诗 37:34，NEB）。耶稣复述了希伯来圣经，那么根据

他所说的，基督徒所有的努力都要集中在给亚伯拉罕的古

老的土地应许上，而亚伯拉罕会被复活，然后享受他曾经

只是用信心之眼看到的一切。如希伯来众先知所预见的

                                                        
[15] 

《末了，神》（In the End, God），Fontana Books，pp. 42，

43，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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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30:3等），十二支派会被再次招聚到应许之地，[16]然

后耶稣和他的跟从者们会统管一个更新了的社会，建立并

维持一个公义的秩序（赛 32:1）。那个使命是神授权的，

并且它代表了新约的核心。摩西宣告了第一个约的话语，

然后他以动物的血使约生效（出 19:5，6；24:7，8）。因

此，耶稣和摩西一样，也分两步去做。他首先在他的教导

中宣告新约的话语。马太用他的方法来提醒我们这一点。

他将他的书分为五部分（让我们想到摩西五经），每部分

的结尾都是“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在最后的晚餐上，

耶稣以极大的应许来概括他的福音的内容：“我将国赐给

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

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路 22:28-30）。然后，这位王就为了世界的罪赴死，撒

上他自己的血使约生效——这约，就是任命众门徒为即将

到来之国度的领袖的约。约的条款就是我们必须相信并遵

行的、耶稣的话语。他的血让这个约永远有效。 

比斯利-默里说： 

用耶稣的身体和血所生效的末世之约（路 22:19，

20），与29节中将神的国赐给门徒的约（29节），

两者之间的关联特别引人注目。尽管“约”一词

没有在29节中出现，但动词diatithemai［通过约

赐给］与它紧密关联。[17] 

                                                        
[16] 

路 22:28-30；太 19:28，比较诗 122:5，这节经文讲到

“在耶路撒冷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17]

 《耶稣与神的国》，p.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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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耶稣是说：“我立约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

赐给我一样。”神的国这个未来盼望其实就是应许给亚伯

拉罕、他的后裔以及忠信之人的，作永久产业的土地（加 

3:29）。 

神学中存在着一种外族的，且显然反对犹太人的影响

力，这种影响力已经使得关于世界之未来的“犹太”弥赛

亚盼望，在外邦基督徒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

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受圣经后希腊思维方式影响。原本的

信仰被希腊化了，而且这种希腊化给圣经读者制造出巨大

困难。在人类及其命运的本质、神的本质以及信仰的本质

上，他们倾向于带着某些根深蒂固的前设去阅读，结果他

们让他们所读到的内容在相当大程度上都变得毫无意义。

神学必须“反此道而行”，也就是说，它要从耶稣和他的

早期跟从者所持的前设入手；要知道，他们对后来的希腊

信条是一无所知的。如果教会要统一，它就必须先同意摒

弃存在已久的、容许宗派神学支配释经工作的传统，因为

它有力地阻碍了真正的圣经福音信息传到信徒耳中。 

具体来说，对于很多人得出来的“属灵”国度与政治

国度之间的差异，早期信徒根本就不知道。当耶稣复活后

再次显现时，他拥有了属灵的身体。尽管那身体与我们现

在的、属于第一次创造的人类肉体属于不同的物质，但它

是可触摸的，是有实体的。耶稣仍被认作死前的那个耶稣。

他不是鬼魂。他吃，喝，交谈（徒 10:41）。他是受荣耀

之人的范例，是那些盼望像他那样被复活，获得不朽坏生

命的人的模型。然而，复活的人不会消失在天空。就像耶

稣所有的教导一样，耶稣对未来的理解也是弥赛亚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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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与土地相关：“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神国

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国的子民，

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太 

8:11，12）。神的国有地理位置。它将坐落于耶路撒冷，

而耶稣称耶路撒冷为“大君的京城”（太 5:35）。它不在

时空以外。它属于那将要来的时代，而且那个时代的生命

就是摆在信徒面前的目标。它是忠信之人要到的地方，而

且当它到来时，它会带来“将来的全球性社会”（来 

2:5）。 

一种根深蒂固的圣经后属灵思想，但也是错误的属灵

思想，已经在释经家当中引发了一种奇异的倾向。他们倾

向于严斥耶稣的跟随者，因为他们明显地支持犹太的、旧

约的弥赛亚盼望。这些注释家似乎没有想到，耶稣教导众

使徒尊崇希伯来圣经，并且向他们灌输大卫王位被恢复的

盼望。因此，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众门徒悲愁地说，

“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以此表达

他们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信念破碎了（路 24:21）。他

们展现出来的对耶稣的目的的理解，完全没有问题。他们

尚需学习的只是“这罪恶的世代”（加 1:3）还会发展一

段时间，即就是说，邪恶满了，随着神国降临而来的审判

才会临到。既然弥赛亚不在了，他们也就看不出神的国如

何还能到来。由于他们还不相信耶稣会复活，并且将来会

再回到地上，他们就以为神的计划已经失败了。但当复活

的耶稣向他们显现时，他们破灭的希望立即复燃。接下来，

耶稣用了6周时间进一步教导他们神的国的事，结束时，

他们自然而然地问道：“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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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吗？”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个问题是正确的，而且它得

到了他们老师的完全肯定。他们只是在那件大事的时间上

受到告诫，而那个时间，耶稣也不知道，并且这话他之前

就曾说过（可 13:32）。 

一旦人们认识到圣经是一部弥赛亚文献，而且耶稣就

是希伯来预言中的弥赛亚，那么这就根本不难理解。那是

解开新约之谜的钥匙，但是当人们带着外邦的、非弥赛亚

的成见去阅读新约时，新约就成了最晦涩的文献了。教会

只将耶稣呈现为一位“属灵的”弥赛亚，且他从未真正地

从耶路撒冷统治世界，这种传统在我们与众使徒之间树立

起一道结结实实的障碍。 

只有当卡农·高治指出的大规模灾难[18]为人们所完全

认识的时候，损毁之处的修复工作才会起步。恢复的第一

步在于丢弃那种受人珍爱的观念，即：认为“属灵的”不

可能是社会的、政治的或与地球相关的。事实是，耶稣所

讲的神的国是属灵的，同时也是可见的，实实在在的。它

的范围既是特别的、犹太的，也是全世界的。得恢复的大

卫之国意味着世界的一个新政治结构，其总部在耶路撒冷，

其影响力延至全球。耶稣头脑里的耶路撒冷不是给离去之

灵魂预备的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地上更新

了的社会的首都。一旦神的国的概念被重新植根于它原先

所在的土壤，事实就会清晰起来：“神的国”不是一个在

人们心中的抽象的统治。它也不是指临死之人要去的缥缈

的“天堂”——脱离身体之灵魂所待的地方。神的国会是

                                                        
[18] 

H.J.斯肯菲尔德引述，《神的政治》，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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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国度，它坐落在地上，神会为它委任一位王，

坐在王位上。按照希伯来思想，它在“大卫子孙手下”

（代下 13:8），并且当弥赛亚登上它的王位，它的未来必

然一片光明。这是耶稣和其使命的整个主旨所在，而耶稣

正是神的国的传令官。事实上，他来是要招募那些相信神

的弥赛亚计划，而且相信他本人是神的执行人，并跟从他

的人。因此，当耶稣开始他的传道使命时，他打响的第一

炮就是：“［如你们所熟知的，永远应许给以色列的］神

的国到了。信它！信神国的福音或好消息。向以色列的盼

望看齐；既然弥赛亚出现了，它就必然会实现。受洗，使

你们的罪得赦免。”这就是马可福音1章14节、15节的含

义，它概括了耶稣的基督计划。他传的是最大的好消息，

假如以色列民在灵里听了神通过耶稣而传出的声音，那么

他们应该会欢喜快乐地接受这信息的。当以色列没有听从

福音信息时，邀请人进入神的国的同一信息就向外传去，

传给万国。这并不是说神的国被推迟了。它的意思是，虽

然神计划延长现在这个世代，但这种延长能够让同一神国

邀请继续传播，一代又一代，一国又一国。它劝人悔改的

呼召，今与昔同。它从未被超越，哪怕有各种各样流行的

神学体系试图告诉我们别的东西。 

耶稣的信息中让人不悦的部分是，神的国的到来会耽

延。自称为弥赛亚的人死了，这给许多听到耶稣讲道的人

的信心带来很大挫伤。当他宣告他必须先去耶路撒冷，然

后死亡时，他们的信心一下子崩溃了——就连耶稣最亲近

的跟从者都错愕不已。多可笑的矛盾，弥赛亚不是应该要

征服世界吗？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去实现诺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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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安慰他们对临死之弥赛亚的失望之心，一个关于未来国

度的超自然异象给了几个忠实的门徒（太 17:1-9；可 9:2-

9；路 9:28-36）。耶稣宣告，站在他面前的一些人会在有

生之年看到神的国（太 16:28）。六天之后（太 17:1），

他们就有幸看到了未来，在神的国显现之前得以一瞥。他

们看见耶稣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还有摩西与以利亚同他在

一起（太 17:2）。这正是那些“在世界的末了……在他们

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太 13:40，43）

的人的情形。当彼得回忆这次“耶稣改变形像”时（彼后 

1:16-18），他说那是他预先看到将来耶稣到来，建立他的

国度（基督复临）。众门徒所看见的，是摩西与以利亚以

得了荣耀的身体，即复活了的身体显现，并与得了荣耀的

耶稣交谈的一幕。这一幕发生在地上，不是虚幻的“天堂”

——脱离身体之灵魂所待之地。这种概念，即便它现在那

么受人珍爱，又不停地被葬礼上的讲话以及大众的虔诚所

强化，它也绝对与众门徒对人与死亡的本质的理解格格不

入。 

只要我们还坚持向丧失亲友之人承诺，他们的亲友还

活着，是没有身体的灵魂，好以此来安慰他们，那么耶稣

和众使徒向早期基督徒所灌输的、关于未来国度的强烈异

象，就不可能复苏。这么做，就是在驳斥圣经的复活盼望。

它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离弥赛亚国度，也就是耶稣回来，复

活死人并登上大卫恢复了的王位时所开启的国度。而圣经

读者恰好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指向后者。这就需要他们甩

掉大量的传统包袱，最重要的是，甩掉对耶稣的教导中的

“属灵”国度与政治国度之间的错误区分。P.E.摩尔（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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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在他1924年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著作中，有力地表

达了我们的观点。他讨论了耶稣因为即将到来的国度而让

人悔改的呼召： 

对基督的末世论［与未来国度相关的思想］的直

截了当的理解，没有且仍然不为脆弱的正统观念

所接受，因为它自以为理由很充分，即：所应许

的事情没有发生。因此，我们的注释中充满各种

试图淡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声明的解释，它

们称这些声明是关于教会的预言，象征着教会逐

渐延伸至全世界……[19] 

说得直白些，教会因为神的国没有到来而感到尴尬，

所以就决定宣称，教会事实上就是一个会逐渐征服世界的

国度。这个理论会让我们不需要耶稣的归来，也不需要大

卫神权统治的恢复。更进一步说，用我们自己的理论代替

基督的福音，这种做法“没用。任何读过护教作品的人都

必然会说，现代评论［分析与解释圣经］手法常常让人摸

不着头脑”。[20] 

作者接下来进一步沿着一条连续的线索追溯了弥赛亚

国度的概念，从众先知到耶稣与保罗： 

从一开始到圣徒保罗，也就是从阿摩司说出他的

警告“以色列啊，你要归向你的神！”，到圣徒

保罗安慰那些因有人在主显现之前就去世而悲伤

的基督徒，紧迫的语气都是相同的。最后的审判

                                                        
[19] 

《新约的基督》（The Christ of the New Testament），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1924，pp. 67，68。 
[20] 

同上，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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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很近，然而它也总是会出乎意料地到来：

“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

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保罗只是在

重复众先知的末世论［对未来国度的期待］，而且在他

与他们之间，基督也说了完全相同的警告：神的国的到

来如盗贼的隐秘行动；我们此时此地要盼望它，

但雅伟（Jehovah）的确切日期没人知道，天上的

天使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种

连续性有多么重要，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21] 

摩尔坚决主张，耶稣与他所继承的传统思想必须连在

一起：“耶稣的末世论就是他的人民和他的时代的末世

论。”但那种连接已经被教会砍断了，而耶稣则被迫游离

于以色列众先知的异象之外。有的作家把耶稣从以色列的

土壤中拔了出来，原因是他们特别强调一种假定的 

对立，即大众对政治性国度的盼望，与基督坚持

主张一个在人心中的、神的属灵统治之间的对立。

神学思想喜欢划分这种对立，但它并不存在。耶

稣所传的国度既是政治的，也是属灵的；而且那

无疑就是预言塑造出来并传给他的形式。[22] 

摩尔教授还做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评论。耶稣所宣告

的国度既是属灵的，也是政治的；既是民族的，也是全世

界的。这正是圣经的异象。神的国的管理机构在耶路撒冷，

而且它敬虔的影响力将延伸至地极。这正是以赛亚和所有

先知所说的神的国的含义： 

                                                        
[21] 

同上，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22] 

同上，pp.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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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后的日子里，雅伟殿的山必升起，高过群山，

必高耸于万岳之上。万民都要向它涌去，许多的

民都要前去，说：“来吧，我们攀登雅伟的山，

奔向雅各神的殿；他必把他的道路指教我们，我

们也必行在他的路径上；因为律法必出自锡安，

雅伟的话必出自耶路撒冷。”他要在列国施行审

判，为多国的人断定是非。他们必把他们的刀剑

打成犁头，把他们的矛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

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赛 2:1-5，

NJB） 

这才是给世界的真正的好消息。各国真诚地、永久地

解除武装，这件事只有在神的国里，也就是在去而复返，

并受各世代忠信之人辅佐的弥赛亚的统治下，才可能实现。

这就是圣经的美好盼望，而且耶稣敦促他的跟从者们为了

那一天而不停地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从

这个角度阅读新约，新约就是一部完全浑然一体的文献，

结构严谨，连贯统一。它的福音信息从头到尾都是：“神

的国就要到了。现在就做准备。如果你们信任基督，顺服

基督，他回来时就会赐给你们不朽坏的生命，并赐给你们

权柄，按照敬虔的方法重组世界。”新约就是在解释这一

根本的弥赛亚主题，并劝诫信徒，为的就是将他们带向他

们的目标。 

对于神国的这一图画以及弥赛亚的工作，我们不仅有

大量的圣经经文来证明，我们还有杰出的研究犹太教的专

家，他们也证实了这一点： 

犹太人的弥赛亚是一位救赎者，有强大的能力，

有刚强的灵，在末后的日子，他会为犹太人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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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救恩，这救恩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属灵上的—

—而且与此相随的，是永久的和平、物质的繁荣，

以及整个人类道德上的完全……他不但救赎以色

列脱离流放与奴役，而且他救赎整个世界脱离压

迫、苦难、战争，最重要的，是脱离异教以及与

异教有关的一切。[23] 

按照新约背景来阅读的话，耶稣的福音宣告是很容易

理解的。耶稣在福音中发出了神的国就要临到的“最后通

牒”，这一点显而易见。显而易见的还有，他所说的神的

国不是一个内在的“在心里的国度”： 

耶稣传道与教导的中心是神的国马上就到来了。

神会在他命定的一个时间亲自建立他的统治，并

且他会结束世界上的列国。神的国的到来不需要

人的协助。它不是人的努力与进取的结果。它会

突然到来，“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

那边”（路 17:24）。同时，会有一些预兆表明

神的国近了，而且人们应当留意这些预兆。他们

应该从这些预兆看出，“夏天近了”（可 13:28

以下）。[24] 

新约在一页又一页的文字里所盼望的，正是那位救赎

者就任第一位成功的世界管理者之职的时候。路加是一位

                                                        
[23] 

J.克劳斯纳（J. Klausner），《以色列的弥赛亚概念》

（The Messianic Idea in Israel），George Allen and Unwin，Ltd.，

1956，p. 521。 
[24]

 约翰尼斯·施奈德（Johannes Schneider），“耶稣基督：

他的一生与传道使命”（Jesus Christ: His Life and Ministry），选

自《信仰的根本》（Fundamentals of the Faith），C.F.H.亨利

（C.F.H. Henry）编，Baker Book House，1975，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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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历史学家，他懂得如何以简洁的语言进行教导。他

睿智的一举，就把神的国突显为众门徒与复活的耶稣道别

时急切的询问的主题。他在单单一节经文中就为我们证实

了圣经的弥赛亚思想，这节经文能够纠正多少世纪以来的

错解。但是直到最近，教会仍然不愿意向它的宝贵证据低

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注意力转向神的计划的那一部

分，并看一看它是如何被误入歧途的外邦注释所拦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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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使徒行传1章6节与圣经所

讲国度的湮没 

教会为什么不确定耶稣的核心福音信息？其原因不难

查明。我们的注释就是证据，它们能证明，耶稣所倡导的

基督教弥赛亚思想受到了抵制。当教会落入陷阱，认为耶

稣没有政治抱负，认为他只对一个“属灵的”国度感兴趣

的时候，它就将自己推到了希伯来圣经的对立面。不仅如

此，它还不得不对抗一个清楚的事实：甚至在耶稣复活之

后，受耶稣精心训练的众使徒仍然热诚地拥护政治上的复

兴。他们显然没有丢弃以色列的盼望。许多注释似乎都极

不喜悦这一事实。它们不但没有顺服于圣经的“棘手”见

证并接受它的纠正，反而建立起一套对抗圣经的传统，并

且暗示众使徒错误地理解了耶稣的本意。神学因此就建造

出它自己的、反对耶稣与众使徒的理论。它竖起一道有力

的路障，拦阻它理解历史上的耶稣在神的国这个重要主题

上的思想。 

路加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耶稣与他众使徒的临别对话，

但是他这段话在敌对的释经家手中受到的损害差不多最重。

这段话其实就像“名人临终遗言”一样，传递着某种最为

重要的东西。众使徒的询问关乎耶稣和路加最喜欢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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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他们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

吗？”（徒 1:6）。[1] 

处理这段经文的常见手法是：视众使徒的问题与他们

主的教导完全不合拍；他们的询问表明他们可悲地没能完

全理解基督教的核心主题。论证过程分两步。首先，提出

一个问题。一个神权统治得以复兴，即大卫帝国在地上得

以恢复，这个盼望已被断言为典型的犹太教错误盼望，是

不成熟的概念，可耶稣的这些同伴怎么会仍然如此固执地

守着它不放呢？然后——论证令人遗憾地继续着——五旬

节时圣灵的降下拯救了众使徒，使他们脱离了他们对神的

国的粗浅的字面理解，并永远地驱走了他们所怀的犹太民

族盼望。 

神学对使徒行传1章6节的处理反映出传统基督教没有

公正地对待神的国这个主题。它显示出，它严重地缺乏对

耶稣的教导所在的犹太氛围的理解。威廉·巴克利

（William Barclay）对使徒行传1章6节中众门徒的临别问

题的反应就属于典型反应。他对门徒感到失望，因为他觉

得耶稣的神国信息是他的福音的核心，但他们却没能抓住

神国信息的含义： 

问题在于，说到神的国，［耶稣］是这种意思，

而听他说话的人想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

众使徒盼望着有一天，借着神的介入，他们所梦

                                                        
[1] 

这一章的内容最初发表于《福音季刊》（Evangelical Quar-

terly）（3），1994，经许可在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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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世界统治权会是他们的。他们在按照政治含

义理解神的国。[2] 

巴克利然后给了我们他所认为的、神的国的真正定义。

它是“一个在地上的社会，神的旨意会完全行在其上，如

同行在天上”，[3]就如主祷文的平行语句所展现的：“愿

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他坚称，这样

一个国度是永远不会以权力为基础而建立的。[4] 

注释家对众门徒的以色列复兴问题持贬低态度，背后

的原因是许多根深蒂固的神学错误观念。不赞成众使徒在

使徒行传1章6节的问题，此举揭示出来的，更多的是释经

家的偏见，而不是圣经的真理，此外，它还压制了圣经关

于神的国的本质以及未来的至关重要的信息。攻击使徒行

传1章6节中的众使徒，就意味着攻击教导他们的耶稣。直

到最近，各注释才开始足够客观地看到，经文中没有任何

东西暗示，路加想让我们看出众使徒没理解耶稣的目的。

常识告诉我们，众门徒应该受到夸奖，因为他们问的不是

错误的问题，而是正确的问题。他们毕竟从一开始就与耶

稣在一起。他们日复一日地听耶稣讲道，听他教导神的国

的好消息。他们自己曾被派出去公开宣讲同一个神国福音

（路 9:2，6等）。他们受过耶稣的表扬，因为他们对神的

神国计划有一种特别的洞察力：“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

知道……”（太 13:11）。耶稣还曾探查他们对神国比喻

                                                        
[2] 

《使徒行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s），Edinburgh：The 

Saint Andrews Press，1955，p. 3。 
[3] 

同上，p. 4。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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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以确保他们理解了它们的含义：“‘这一切的话

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太 

13:51）。为了完成众门徒在神的国这个关键主题上的训练，

复活的耶稣还在地上指导他们进行了40天的强化“研习会”

（徒 1:3），为的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路 24:32，45）。面对这些证据，我们很难相信他们在

受了耶稣这样的教导之后，还是完全错误地理解了神的国

的含义！圣经说得很清楚，在有些情况下，众门徒确实不

明白。例如，讲到耶稣第一次宣告他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

时候，路加这样写：“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

叫他们不能明白”（路 9:45）。然而在神的国的问题上，

情况恰恰相反。神国的救赎知识给了他们，而且他们传讲

神国的福音。 

注释家不认同神的国指以色列主权的恢复，他们的这

种态度表明，在对耶稣所说之神国的含义的理解上，神学

传统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既然耶稣对众使徒的回答只是

就所盼望之复兴的时间发出告诫，那么注释家将众门徒作

为他们的愤慨的对象，并给经文添加上他们自己的一系列

论证以支持一种关于神的国的“高级观点”，还自以为所

做的是正当的，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他们不变的口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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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教的国度是“属灵的”，不是政治的，[5]而众门

徒却死死抓住“愚钝的犹太教”未来观念不放。我们对一

系列注释做个总体研究，就能揭示出那些针对耶稣早期跟

从者的批评有多么严厉。 

 

历史性研究 

杰米森（ Jamieson）、福塞特（Faussett）和布朗

（Brown）的注释是它所在时代中[6]没有跟从常见谴责模

式的极少数注释之一： 

他们的问题无疑暗示出他们在寻求以色列国的恢

复，所以他们既没有因此受责备，也没有因此受

反驳。那么，说我们主的回答有这种意图——如

许多释经家所做的——就是根本没有听他说了什

么，而是强行给他的话加上人们以为它们应该有

的意思。[7] 

H.A.W.迈耶对此很不赞同，他在1884年的著作中谴责

众使徒缺乏理解：“他们说‘复兴以色列’，这表明他们

                                                        
[5] 

比较《释经者的圣经注释》（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弗兰克·盖伯林（Frank Gaebelein）编，Zondervan，1981，Vol. 9，

p. 256：“众门徒问的问题反映出一个曾经热烈的盼望的余烬，那

盼望就是，一个政治性神权统治会出现，而且在那个统治中，他们

将是领袖……但是，尽管［耶稣］关于圣灵降临的话重新燃起众门

徒心中那个古老的民族主义盼望，但是耶稣心里想的却是别的东

西。”该注释将这个问题描述为“受误导的”（misguided）。 
[6] 

Philadelphia：Lippincott & Co.，1868。 
[7] 

《使徒行传注释》（Commentary on Acts），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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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陷在犹太的弥赛亚盼望之中，因为根据这些盼望，弥赛

亚必定要救心怀这些盼望的以色列民；比较路 24:21。”[8] 

《讲坛注释》[9]的反应与此相似： 

甚至在主被钉十字架并复活之后，他们还是问：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只有

到五旬节圣灵倾泻以后，他们不完善的观念才被

纠正过来，他们才明白基督所说的“我的国不属

这世界”是什么意思……弥赛亚在地上所要做的

一系列事情是犹太人最热切的期盼，也是犹太民

族的渴望所在。[10] 

后来的注释对我们这段经文是毫不留情。给使徒行传

书写评论的作家们保持着一股稳稳的否定潮流，他们不认

为神的国与以色列国的恢复可以在某种方式上相容。这股

潮流是由加尔文引发的，他根本不支持弥赛亚思想，并认

为使徒行传1章6节是个证据，证明耶稣所拣选的代表们完

全理解错了，因而对它不予理会： 

这个问题［徒 1:6］中的错误之处比问题所用的

词语都多……他们的盲目无知很是引人注目，因

为当他们已经受过三年如此全面、如此细致的教

                                                        
[8] 

《使徒行传评注与释经手册》（Critical and Exegetical Hand-

book to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Winona Lake：Alpha Publications，

1979，pp. 27-28。 
[ 9 ] 

《使徒行传》（Acts），斯彭斯（Spence）与埃克赛尔

（Exell）编，A.C.赫维（A.C. Hervey）释经，Chicago：Wilcox & 

Follett，1880-1897。该注释对路加福音1章32节、33节的注释

（1889）认为，耶稣没有按照加百列所预言的方式继承大卫的王位。 
[10] 

Eerdmans再版，1950，马太福音19章27节注释，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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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之后，他们表现出的愚昧不明，差不多跟他们

一个字都没听过一样……”[11] 

加尔文惊人的批评之语暗示出一系列错误。除了说众

使徒将基督的国度与以色列的国度混为一谈之外，他再没

有详述他反对的理由。加尔文显然因为众使徒还没有放弃

他们的犹太思想，还没有用更“基督教的”态度代替它而

感到气愤。然而加尔文的反对暴露出外邦人没能阐明新约

核心主题的整个问题。 

上世纪后半期的注释依然坚持攻击，指控众使徒愚钝。

在1863年，阿尔伯特·巴恩斯（Albert Barnes）就逮着机会

纠正了一下众使徒，还思考偏见的危险： 

众使徒抱着犹太人的普遍观念，即弥赛亚会拥有

世俗统治。他们期待他会作为君主和征服者进行

统治，并使他们脱离罗马人的奴役。尽管主耶稣

竭力向他们解释他的国度的真正本质，但是在福

音书中，这种期盼还是出现了许多次。耶稣的死

亡抑制且几乎摧毁了这种期盼（路 24:21）……

虽然他的死亡抑制了他们的期盼，并且似乎阻挠

了他们的计划，但他的复活又让他们激动起

来……既然他们现在毫不怀疑他会恢复以色列国，

那么他们就问他是否在此时就会这么做。他们没

有问他到底是否会做此事，也没有问他他们对他

的国度的观点是否正确，而是想当然地就问，是

不是到了他做此事的时间。他们的问题的重点是

                                                        
[11] 

《加尔文注释·使徒行传》（Calvin's Commentaries, Acts of 

the Apostles），D.W.托兰斯（D.W. Torrance）与T.F.托兰斯

（T.F. Torrance）编，Grand Rapids：Eerdmans，1965，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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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候”，因此救主的回答也只谈及他们所

问问题的这一点，而没有谈及他们的观念正确与

否。从众使徒的这些期盼我们可以学到：1.没有

什么事比从人心中除去偏爱错误观点的一偏之见更

加困难。2.即使面对最明显的反面证据，这种偏

见依然会存在。3.甚至在遏制它的各种合理措施

都用过之后，它还是会常常显露出来。因此，错

误的观点会在人心中悄悄地占据主宰地位，甚至

在我们以为它们已被克服很久之后，而且甚至在

最明显的理性证据或圣经证据面前，一点点的环

境也会让它们再活过来。[12] 

在本世纪，众门徒的问题所含的明显的犹太性质被注

意到了，但是又被置之不理——如哈纳克（Harnack）的

思想方式——因为它被认为是无用的谷壳，真正的“属灵”

国度要在它里面去寻找。他的论证是这样的：尽管早期基

督教是用犹太教弥赛亚思想的语言写成的，但是信仰的精

髓在别处。《克拉伦登注释》（The Clarendon Commentary）

对使徒行传1章6节的解释如下： 

这个问题是用旧式犹太弥赛亚盼望的语言表达出

来的。复兴以色列国是一个通用表达式，表达了

神权统治最终的建立以及人类的属灵更新，而它

们在犹太人心中，是预言和末世期盼的最高点。

这个盼望被有些人从物质的和民族的角度来理解

（即它应许了物质繁荣和犹太世界性帝国），但

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理解。很清楚，众门徒觉得神

                                                        
[ 12 ] 

《使徒行传注释》（Commentary on Acts），London：

Routledge，Warne and Routledge，1863，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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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划时代的作为即将到来，但同样清楚的是，他

们不明白它的本质会是什么。[13] 

在一个关于弥赛亚盼望的注释中，我们看到了试图将

基督教传道工作与其犹太外衣区分开来的典型做法： 

使徒行传中的基督教传道工作是以犹太弥赛亚思

想的语言来表述的，这种表述之多，甚至需要一

篇犹太弥赛亚盼望的附记才能让人抓住其意

义……最终，神的统治会被建立，而且这个复苏

的神权统治意味着以色列的革新，并且通过以色

列，属灵上仰赖锡安山的列国也会革新。[14] 

这段评论的价值在于，它简洁地描述出众使徒所问问

题显露出来的盼望的内容。他们在期盼所应许之大卫神权

统治的重建。使徒行传1章3节中对神的国的讨论激发出众

门徒的热切回应。下文中又提到圣灵（徒 1:5），这自然

而然地让他们假设，旧约预言所描述的弥赛亚国度终于要

显现了。因此，我们这段经文不但没有表现出众使徒的无

知，反而具有最高的意义，因为它展现了众使徒对末世论

（关于未来事件的信条）以及神国之本质的思想。然而，

注释似乎已拒绝考虑路加和众使徒对早期基督徒的未来观

的见证。 

约翰·布莱特对神的国这个圣经主题的广泛研究是另

一个例子，他的话也表达出注释对众门徒就神的国而发的

最后言论所包含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震惊： 

                                                        
[13]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3，p. 132。 
[14] 

同上，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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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色列的弥赛亚盼望与大卫家族，与耶路

撒冷和圣殿牢牢地绑在一起……它意味着只要这

个国家还在继续，大众心中的每一位王都可能是

弥赛亚。它促使国民产生一个幻想，即：虽然犹

大可能会受到大破坏，但是耶路撒冷和大卫之国

永远不会被摧毁……它意味着，当满足那种渴望

的人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向他要求他本性中不

会给出的东西：“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

时候吗？”（徒 1:6）。[15] 

后来他补充道：“犹太教的狂热问题会是：‘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16] 

众所周知，乔治·兰德支持前千禧年主义（信基督与

众圣徒将来在地上统治），但令人惊讶的是，就连他也没

能摆脱释经传统，即强烈反对那些被认为属于犹太教的事

物，并因而反对神国概念的释经传统，因为按定义，神国

概念不属于基督教。兰德指出，“‘赎以色列民’［路 

24:21］……指的不是救赎人们脱离他们的罪。在其上下文

中，这个表述的意思是救以色列脱离她所受外邦权力的奴

役”。[17] 

他评论道： 

使徒行传1章6节表达的是同一种思想，在那节经

文中，路加用一个问题总结了众门徒的态度：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众门

                                                        
[15] 

《神的国》（The Kingdom of God），p. 93。 
[16] 

同上，p. 168。 
[17] 

《我信复活》（I Believe in the Resurrecti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5，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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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仍然在盼望一位从民族层面、从政治层面拯救

以色列民的救主，这个盼望我们已经在末世文学

中看到了。[18] 

他补充说（尽管路加没有这么说）：“耶稣斥责他们

没有明白先知书。”[19] 

 

态度的转变 

我们发现，就在同一年代中，注释家对待使徒行传1章

6节之疑难证据的心态有了明显的变化。对经文的客观研究

显示，对于复兴以色列国这个前景，路加以及他所讲述的

耶稣都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不自在或惊讶。他们没有指责

众使徒是盲目无知的。上下文中的任何内容都显示出，使

徒们问了一个完全正确的问题。在其他场合，路加坦然地

说出众使徒没能明白真理的愚钝，因为那么说并无不妥。

例如，早些时候，他们不能接受弥赛亚必须死亡：“这些

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路 18:34）。然而在使徒行传1章

6节，他们的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期盼，正是他们从耶稣那里

受过详尽的神国教导之后产生的自然结果。恢复大卫之国

这个盼望显然是犹太教和耶稣共持的未来观的一部分。事

实上，在路加的末世论和神国神学受到仔细研究之后，它

的犹太性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然而这个研究的结果还没有

流传到讲道台上，更别说传到坐在长椅上的听众那里了。

但它们应该促使我们对耶稣以及其福音的理解产生革命性

巨变。 

                                                        
[18] 

同上。 
[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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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兹曼（Conzelmann）评论到，耶稣丝毫没有纠正复

兴以色列国的盼望：“使徒行传1章6节讲到复兴以色列国。

遭拒绝的，不是这个盼望，而是试图估算出它什么时候发

生。”[20] 

汉臣（Haenchen）也加入了声援的行列，为众门徒正

名，清除他们长期以来所受的属灵无知的指控： 

那些聚在一起的人——路加暗示，在场的不仅仅

是众使徒——问耶稣是否现在就要恢复以色列国。

这个问题并非意在显露众门徒的无知，而是要提

供一个机会，去澄清一个具有最高意义的问题。

最早的基督徒视圣灵的浇灌为世界末期近了的标

志〔从玛拉基书3章23节（LXX）（英译本为4章

6节）起，apokathistimi就是末世论的一个术语，

表示神在时间之末（at the end of time）［原文如此］

建立正确秩序[21]（比较 Th Wb, I, 386ff）〕。[22] 

 

路加福音中的神的国 

在路加讲述基督教的文字中有一些关键用词，至于它

们的含义，许多关于路加神学的重要研究都不断地给出清

                                                        
[20] 

《圣徒路加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St. Luk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0，p. 163。 
[21] 

“时间之末”的说法并不准确。圣经说，在下一个时代即

神国时代中，时间会继续，而“末时”（end-time）还在该时代之

前。 
[22] 

《使徒行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s），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1971，p.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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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释义。[23]在这些用词中，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国”。对

恢复以色列国的兴趣，并非众门徒可悲的失败之处。它是

耶稣和路加所说的神的国的基本要素。 

以使徒行传1章6节为线索，我们能够看出，路加对未

来的盼望与希伯来预言所展示的大卫式弥赛亚思想是完全

一致的。这一点在新约中从未被质疑过，而且在路加著作

的别处还得到了证实。虽然人人都渴望以色列的恢复，但

是，当耶稣宣告他自己的死亡与复活时，当他本时代的以

色列人没有认出他们的弥赛亚时，恢复的方法显然出现了

新转折。然而路加的主旨在于，神救赎以色列和耶路撒冷

的应许，只有等到弥赛亚经历死亡，复活，并被高举在父

的右边一段时期之后，才会发生。在此之后，他会回来，

执行众先知所预见的整个恢复计划（徒 3:21）。 

 

耶稣与弥赛亚计划 

众门徒在使徒行传1章6节的问题代表着新约盼望，而

这个盼望的基础就是，耶稣来是要证实应许给众先祖的应

许（罗 15:8）。关于耶稣，圣经所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必定会登上他祖大卫的王位，并永远统治雅各家（路 

1:32，33）。这个声明准确地概括了遍布先知书和诗篇的弥

                                                        
[23] 

例如：G.A.克罗德尔（G.A. Krodel），《奥格斯堡新约

注释·使徒行传》（Acts, Augsburg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

ment），Minneapolis：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1986；罗伯

特·坦尼希尔（Robert Tannehill），《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的叙事

的统一性——文学上的解读》（The Narrative Unity of Luke-Acts, A 

Literary Interpretation），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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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盼望。它是普遍存在于耶稣同时代人心中的期盼。[24]

路加没有说耶稣已经坐在大卫的王位上。他结束描述弥赛

亚在地上的传道使命时，又回到了加百列在耶稣成孕前所

宣告的大卫主题上。他记载到，耶稣支持以色列被恢复的

盼望，他同时指出，此事发生在未来。他记下众门徒询问

恢复之事何时发生的问题，借此让我们知道，耶稣把圣灵即

将在五旬节降下——“不多几日”（徒 1:5）——与在未知时刻才

会发生的以色列国的恢复（徒 1:7）做了区分。在五旬节不久之

后彼得所给的讲道中，我们能进一步了解人们所期待的旧

约预言的实现时间。耶稣消失到天上，此事似乎并没有推

进地上的弥赛亚计划，这种反驳非常在理，但彼得在回答

这种反驳时解释到，“天必留他［弥赛亚］，等到万物复

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徒 3:21）。以色列所盼望的时期，也是由弥赛亚的到来

而开启的安舒的日子（anapsuxsis，徒 3:19）。我们不应

该忽略一个重要的关联：所应许的将来基督复临时的复兴

（apokatastasis），[25]和众门徒先前问题中的相关动词复兴

（apokathistaneis），即“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

                                                        
[24] 

例如：所罗门诗篇17篇、18篇所展示的。 
[25] 

斐罗（Philo）用这个词来描述脱离埃及得自由〔《谁是神

选立的后嗣？》（293）（Rer Div. Her 293）〕，约瑟夫斯用它来讲

巴比伦之囚（the Babylonian captivity）之后圣殿的恢复〔《犹太古

史》（11:63）（Ant.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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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吗？”。[26]如果我们将这节经文考虑在内，那么说路加

想说耶稣在父右边的这段时间标志着大卫的王位重建，就

是极不可能的。路加之前已经仔细地区分过弥赛亚升天之

后圣灵的到来（徒 1:5）与尚在未来的大卫之国的到来（徒 

1:6，7）。 

路加想让我们懂得，天使早先所宣告的以及马利亚、

撒迦利亚和西门所预言的伟大大卫主题，仍然在等待着耶

稣到来时才成就（路 1:46-55，68-79；2:25-32）。所应许

的复兴是神随着耶稣的出生而给出的宣告的主题。接受这

些预言的异象的人是弥赛亚团契的忠信之人。他们不是不

懂基督教盼望的犹太人。就在耶稣升天之前，重建大卫王

位的同一盼望还仍然是耶稣的众使徒热烈谈论的主题。圣

经基督教的盼望是大卫之国的弥赛亚再次显现时的更新，

那样，以色列才会“终身”侍奉主（路 1:74，75），并被

领入她从未经历过的和平之中（路 1:79）。圣母颂（Mag-

nificat）和撒迦利亚颂（Benedictus）具有最高意义，因为

它们阐明了基督教关于未来的教导。那个未来是用预言式

过去时态[27]表达的。很清楚，在耶稣出生前，以色列还没

有“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路 1:74）。义人也没有被升

                                                        
[26] 译者注：apokatastasis是名词ἀποκατάστασις，意为“恢复，

复 兴 ” ， 英 语 为 “ restoration” ， 而 apokathistaneis 是 动 词

ἀποκαθιστάνω/ἀποκαθίστημι的陈述语气-现在时态-主动语态-第二人

称单数形式，意为“恢复，复兴”，英语为“ restore ”。

ἀποκατάστασις和ἀποκαθιστάνω/ἀποκαθίστημι分别是从同一词干派生

出来的名词和动词。3章21节用的是名词，1章6节用的是动词。 
[27]

 译者注：预言式过去式，即用过去时态表示预言。这是圣

经中表达预言的语言的常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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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代替那些失位的有权柄之人进行统治（路 1:52）。新

约期待这些弥赛亚事件在弥赛亚回来时实现（太 19:28；

徒 3:21；启 11:15-18）。 

 

路加的弥赛亚观 

马利亚和撒迦利亚的颂歌是神所启示的话，它们不是

在讲紧随其后的耶稣的生涯，也不是在讲他的死亡与复活，

而是在展望耶稣再次降临，而此事对于路加来说，就是以

色列得救的时刻。在马利亚和撒迦利亚看来，耶稣的诞生

保证了人们等候已久的、所有预言的目标在将来得以实现。

那个目标就是，在所应许的大卫王位的继承人即弥赛亚的

统治下，建立起世界和平。 

当我们把路加的许多关键用词放在一起时，我们就会

得出一幅连贯的、关于弥赛亚式未来的图画，图画还证实

了旧约预言所给的异象。[28]义人正热切盼望（prosdecho-

mai）以色列受安慰（paraklesis）（路 2:25），但这件事

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还没有发生，因为亚利马太的约瑟仍然

在盼望（prosdechomai）神的国（路 23:51）。[29]这两处平

行的语言表明，路加期待神国的到来会带来以色列的恢复。

拥有“圣灵”之启示的余剩义人都心怀这个盼望。撒迦利

亚等待着以色列得救赎（lutrosis，路 1:68），而以色列得

                                                        
[28] 

特别是以赛亚书40-60章所宣告的主题。 
[29]

 译者注：路加福音2章25节和23章51节中的“prosdechomai”

（προσδέχομαι），含“带着期盼之心等候”之意（参Friberg Greek 

Lexicon，προσδέχομαι词条），因此，该词在中译本中被译作“等

候”、“盼望”、“期待”、“期盼”、“期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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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在女先知亚拿看来，就是耶路撒冷得救赎（lutrosis，

路 2:38）。这个盼望无疑与土地相关，并且与所期待之神

国的中心耶路撒冷相连。 

圣灵通过代言人马利亚和撒迦利亚表达出来的盼望没

有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实现，因为众门徒仍然盼望耶稣来

救赎（lutrosthai）以色列（路 24:21）。他们对民族得救

的渴望没有受到耶稣的斥责，而且在众门徒从复活的弥赛

亚那里接受了关于神的国的进一步教导之后，它在使徒行

传1章6节中再一次出现。以色列最终肯定会恢复，但它与五

旬节圣灵的降下完全是两码事。决定它什么时候发生，是父的

特权，因为没有人知道人子在他国度的大能中降临的日子。

耶稣没有否认他会恢复以色列，他只是指出，那件事发生

的时间不是他的众门徒可以知道的（徒 1:7），正如他自

己也不知道他将来降临的日子（可 13:32）。 

路加在他对耶稣的末世讲话的记录中提供了进一步的

信息。耶路撒冷要被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 

21:24）。它暗含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作为弥赛亚国度的

都城，不会无限期地受外邦人掌控。当外邦人的统治——

这段时期与但以理关于异教徒践踏圣地的异象相关联（但 

8:13）——走到其尽头，耶路撒冷得救赎的时候就到了。

路加在讲一位先去远方，然后又得国回来，在国中进行统

治的贵胄时，描述了完全相同的框架（路 19:11-27）。在

那里，他将神的国在耶路撒冷显现推后至贵胄回来统治的

时候。 

这一整套末世观的旧约基础是清楚易见的。以赛亚书1

章26节应许恢复以色列的管理者“像起初一样”；在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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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书63章17节、18节中，作者求神“为你仆人、为你产业

支派的缘故转回来。[30]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

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31]以赛亚书65章9节以及其后

经文，还有其他大量希伯来预言都应许，以色列地会恢宏

恢复，并且会有新耶路撒冷。 

耶稣和路加的末世论用词还根源于其他一些旧约经文。

以赛亚书52章9-10节讲到，当神露出他的圣臂，地极的人

都看见神的救恩时，以色列会受安慰，得救赎。以赛亚书

49章6节描述了以色列流散之人的归回。要点是，路加期盼

着恢复之事将于耶稣在大能中回来时完全实现。使徒行传3

章21节中的“复兴”（apokatastasis），亦即为以色列带来

复兴的那个“复兴”（徒 1:6），会发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而且在那时，众门徒也会“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

（apolutrosis）的日子近了”（路 21:28）；还有，“得赎

的日子近了”，也只是“神的国近了”（路 21:31）的另

外一种表达方式。就在那时——不是之前——主祈祷神国

到来的祷文就实现了。 

下面总结出来的是路加可以互换的用词： 

                                                        
[30] 

比较诗 122:3-5。耶路撒冷受安慰的主题反映出这些章节

里的应许：赛 40:1；49:13；51:3；52:9；57:18；66:11，13。这

些经文预见了耶路撒冷得救赎：赛 43:1；44:23；51:11；52:3；

63:4（lutrosis，LXX）。这些经文期盼复兴：赛 1:26；49:6，8；

52:8；58:12。比较耶 27:22；3:17-19。神的国的到来显然是同一

事件，而且以赛亚书52章7节盼望此事，“你的神作王了！”，而

《塔古姆》将此句译为“神的国显现了！”。 
[31] 

比较亚 12:3（LXX）：“凡践踏耶路撒冷的必嘲笑它。”

启示录11章2节重复了这一预言：“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第九章 使徒行传1章6节与圣经所讲国度的湮没 

233 

末世神的国到来（21:31）=众门徒得赎（21:28）=耶

路撒冷得救赎（2:38）=以色列得赎（24:21） 

所盼望的未来的国度（23:51）=所盼望的以色列受安

慰（2:25） 

复兴以色列国（徒 1:6）=神借众先知之口所应许的万

物复兴的时候（徒 3:21）=神借众先知之口所应许的大卫

家复起（路 1:70）=耶稣作为大卫王位的继承人而登上王

位（路 1:32，33） 

 

关于使徒行传1章6节的当代注释 

让人高兴的是，近期的注释已卸下防御，开始承认路

加的基督教含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并使得从耶稣之口所出

的福音有可能得到完全的理解。R.坦尼希尔（R. Tannehill）

说：“约翰和耶稣被呈现为实现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得救赎

这个盼望的人。耶稣是大卫家的弥赛亚（路 1:32，33，68，

69），他会为犹太人民带来政治上的自由（1:71，74）。”[32]

他指出，“叙述者认为圣经为以色列应许了一个弥赛亚国

度，它将是一个和平时代，一个脱离压迫者的自由时代。

这个应许被看作是有效的——惟愿以色列会接受它的弥赛

亚”。[33]坦尼希尔解释到，甚至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以色列得救赎的主题仍然以未来盼望的形态出现。圣经基

督教关于未来的教导一点都没有失去其犹太的、旧约的观

点。它仍然与以色列的恢复和它在应许之地的定居相连： 

                                                        
[32] 

《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的叙事的统一性》，p. 19。 
[33] 

同上，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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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这还是一个有关以色列得救赎的问题。耶稣的复

活令这个盼望重新燃起，众门徒也因此问道：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在这里，降生叙述里强烈表达的盼望，即以

色列的弥赛亚国度的盼望，再次出现。这个问题

并非只是要展现尚未接受圣灵的跟从者们的盲目

无知。耶稣纠正了他们对时间的好奇，但他并没

有否定以色列国恢复的可能性，而且彼得在接受

圣灵之后，仍然心怀“……神从创世以来，藉着圣

先知的口所说的万物复兴”的盼望（徒 3:21）。[34] 

特别有趣的是，路加福音1章70节和使徒行传3章21节

都包含了一个高度概括的表述：“神从创世以来，藉着圣

先知的口所说的。”一句简洁的话，就将整个希伯来预言

推到我们面前。有一位君王弥赛亚将登上大卫王位，并为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带来自由，这些应许仍然等待着基督复

临时得以实现。耶稣的话是同一个意思。众门徒还需期盼

他们自己得赎，以及弥赛亚回来时神的国降临（路 21:28，

31）。当圣灵降临时，那些标志着大卫之国重建的大事件

并没有实现，因此，在基督回来之前，它们也都不适用于

教会。弥赛亚待在天上是暂时的，这种状态会延伸到这个

时代的末期。然后，那个盼望，那个像一条金线贯穿希伯

来圣经，接着又继续穿入福音书的盼望，实现的时候就到

了。只要基督复临还在耽延，路加所讲的马利亚、撒迦利

亚和西面的预言就仍然是基督徒的盼望的宝贵基础。加百

                                                        
[34] 

同上，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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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关于恢复大卫王位的开场宣告，和众门徒关于恢复以色

列的结尾问题，像个括号一样，将路加关于基督教信仰的

整个记述归为一体。 

亚瑟·温莱特（Arthur Wainwright）证实，这就是路

加和耶稣的一致信息，因为他观察到，路加拥有丰富的犹

太传统知识。那位真正的信徒，亲爱的医生， 

保留着犹太教的影响……路加深切关心以色列的

未来……路加看起来在盼望以色列被恢复的那一

刻。他讲到以色列的恢复与救赎，这是一条线索，

能表明他的神学前设……这份救赎会随着人子返

回而到来。[35] 

现代圣经读者常常发现他们无法理解路加的观点，因

此他们就抓不住弥赛亚盼望的丰富内涵，而弥赛亚盼望又

是圣经基督教的基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当教会称路加

福音的前几章为“基督教之前的”（pre-Christian）时候，

它是不是已经丢掉了新约的一个核心成分？注释大声谴责

使徒，说他们可悲地难以甩掉他们关于神的国的“犹太”

政治性观点，这一点只会显露出我们偏离新约对神的国的

理解有多远。路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教导我们基督教的

末世论。然而我们已经将它的很多内容都拒绝了，并且宣

告了一个“更高级的”理解，还给它贴上“属灵的”标签。

但我们的理解与路加的未来观大相径庭，而且我们这么做，

                                                        
[35] 

“路加与以色列国的复兴”（Luk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Kingdom to Israel），《解经时代》（89），1977-78，pp. 76-

79。 



我们不在天堂的先祖们 

236 

是因为我们觉得路加以希伯来圣经为基础的未来观犹太味

太浓，我们实在忍受不了。 

那些在神国定义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挑众使徒刺儿

的释经文字，应该促使我们思量一下，神学家们已经到了

什么地步。格雷沙姆·梅钦（Gresham Machen）在他对路

加福音前几章的讨论中讲到，“圣母颂和撒迦利亚颂缺少了

基督教特有的概念，它们没有讲耶稣生命中的事件”。[36]

他解释到，路加之所以收录这些弥赛亚颂歌，是因为它们

出现时，“弥赛亚盼望仍然是以旧约预言的语言来表述的。

［马利亚和撒迦利亚的颂歌］被创作的时候，旧约预言还

没有实现，还没有得到解释。”[37] 

但路加想的完全不同。那些早期基督教歌曲宣告了将

来的弥赛亚事件，而且只要耶稣还待在天上，那些事件就

尚待实现。但是，以信心的眼光来看，那些大事件甚至在

耶稣在巴勒斯坦的传道使命开始之前，似乎就已经实现了，

因为有此眼光的人确信神的计划。然而，一个灾难性的理

论给耶稣和新约最基本的概念——神的国——带来一团混

乱，因为这个理论把神的国等同于耶稣复活之后立即就开

始的时期。可耶稣仍然在盼望他回来时以色列和世界得到

恢复，得到政治上的终极自由。他没有丢弃对先知书的正

常理解。但是他的许多跟从者不但改变了众先知明摆着的、

                                                        
[36] 

《基督为童女所生》（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Harper 

and Row，1930，p. 97。 
[37] 

同上，pp.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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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色列在应许之地得以恢复的盼望，还将它应用于现在

的教会。我们需要重新发现救恩里的地土成分。[38] 

雷蒙德·布朗（Raymond Brown）也认为，“在路加

福音1章32-33节加百列的话中，除了大卫家族的弥赛亚被认

定为耶稣之外，再没有任何特别属于基督教的东西”。[39]

恰恰相反，路加是在记载基督教信仰，是在展现一个需要

被恢复的未来观——如果我们所说的“我们相信圣经是标

准”的宣告是发自真心的。使徒时期的基督徒坚持认为，

一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新世界性帝国会实现全地和平的

犹太旧约盼望。路加正是如此理解神的国的未来。他描述

的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信仰，但是，尽管如此，它依然聚

焦于以色列的盼望、耶路撒冷的命运，以及大卫王位最终

的重建。 

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讲了一系列连贯的关于未来神国的

教导，而众门徒在使徒行传1章6节的问题是这些教导的高

潮。从福音书的一开始，路加就将神的国展现为弥赛亚的、

大卫的。正如马利亚和撒迦利亚所欢唱的，神国概念的根

源在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路 1:55，72，73），而大

卫之约是此约的延续。基督复临时以色列国的恢复就是那

个基督教盼望的最终景象。如果俄利根（Origen）所产生

                                                        
[38] 

关于从希伯来背景看新约末世论的深知灼见，请参阅G.W.

布坎南（G.W. Buchanan），《约的果子》（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ovenant），Leiden：Brill，1970，以及《耶稣：王和他的国》

（Jesus：the King and His Kingdom），Macon：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84。 
[39] 

《弥赛亚为童女所生》（The Virgin Birth of the Messiah），

London：Geoffrey Chapman，1977，p.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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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深入基督教传统的属灵化和神秘主义影响被抛开，如

果原信仰能够被按照其希伯来弥赛亚前设来阅读，那么人

们就不难看出，路加期盼以色列和应许之地是被恢复了的

大卫神权统治的舞台（比较太 5:5；启 5:10）。这正是我

们期望一个投身于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并投身于众

先知之福音信息的团体所持的信念——亚伯拉罕之约和大

卫之约是犹太信仰的支柱，而对于众先知来说，弥赛亚和

神的国是有着强烈政治意味的概念，但并非就因此不属灵。 

当神的国被重新定义为离去之灵魂的“天堂”——教

会或社会计划的同义词，或是被定义为基督复临之前的犹

太复国主义盼望时，圣经的神国福音就不可能被按照其自

身的犹太上下文所给的含义来理解。[40]基督教的福音为个

人提供了赦罪的救恩，但救恩与将来的世界更新连在一起，

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国度连在一起。耶稣的福音信息的

核心是：神的国近了，人们要为了这个国度而加紧准备，

而且他就是这个国度受委任的统治者。可是这个福音有多

忠实地传给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大可能是肯定的。

神国信条的近期历史[41]表明，神的国受到的关注，与它在

新约中所享受的耶稣之救赎福音的核心地位相比，已经根

本不可同日而语。更有甚者，它还被人大刀阔斧地重新阐

释，从而被迫去支持各种各样与弥赛亚国度无关的人类自

编计划，或被降低为在人心中的内在的国度。 

                                                        
[40] 

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捕捉到了路加政治自由之异

象的精神，但是它努力地将圣经所期望的发生于基督复临之后的事

情强行推入现在。 
[41] 

B.T.维维亚诺，《历史上的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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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17章21节（“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是一

节被错误使用的经文。圣经以非常大的力度强调神的国的

未来性，但这节经文被用来遮掩这一侧重点。论到这一点，

B.T.维维亚诺说： 

不幸的是，这节经文在整个历史中都被滥用了，并

且导致一种过度属灵的、去除神国政治意味，从而

使其无足轻重的神国解释出现。以这节经文为起始

点来理解耶稣所宣告的国度，是个错误。[42] 

这话同样适用于耶稣所说的他的国“不属这世界”

（约 18:36）。人们不加思索地认为，神的国永远不会在

地上。然而耶稣的意思是，他的国度的根源不在现在这个

被撒但主宰的邪恶的体系中。当耶稣讲到“在我父的家里”

（约 14:2）为门徒预备地方时，他想的是将来在地上的神

的国。他立即补充到，他会回到地上（约 14:3），这样，

他和众门徒就能够在父所预备的地方重聚，也就是在“那

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度里，在耶稣回来时众门徒要

进入的国度里重聚（太 25:34）。 

 

末世论与恢复圣经盼望 

使徒行传1章6节是一节宝贵的经文，恢复新约神国神

学的起点就在于它。但是直到最近，这节经文仍然会被人

立即推至一旁，因为它似乎与我们所想的神的国应有的样

子不一致。在1924年，A.F.马西尼斯（A.F. Macinnes）研

                                                        
[42] 

同上，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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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使徒著作中所描述的神的国。[43]在一段简短的、对使

徒行传1章6节的评论中，他就否定了众使徒，说他们是不

可靠的关于神国本质的见证人： 

在使徒行传的开头，我们看到，众使徒仍然抱着

他们对神的国的错误观念。他们在耶稣复活后问

他，他什么时候恢复以色列国（徒 1:6）；他们

想的是一个世俗的国度。[44] 

G.T.斯托克斯（G.T. Stokes）的话反映出一种对耶稣

的犹太特性的灾难性错解，他讲到众门徒就神的国所问的

问题，说那是“蒙昧之语，出自属肉体的、缺乏洞见的、

正在摸索真理的头脑”。这种注释是个标示，标示出教会

在什么地方“越轨”，并转入他们自己的非圣经神国观念。

问题是，到底是谁的头脑需要启迪呢，是那些基督教传统

的缔造者，还是耶稣亲自训练的众门徒？ 

拉姆齐·迈克尔斯（Ramsay Michaels）明确指出注释

家们敌对态度中反映出来的长期存在的问题，并准备重新

思考哈纳克所看到的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那一个：“我

的神学和你的神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福音的正确教导。”

迈克尔斯写道： 

很多基督教学术研究都倾向于将耶稣的神国思想

的犹太性和民族性降到最低，因为它们认为，耶

稣对政治性国度，或者是对通过军事力量或反叛

罗马而建立的国度不感兴趣。这种思想暗含着一

                                                        
[43] 

《使徒著作中的神的国》（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Apos-

tolic Writings），London：James Clark，1924。 
[44] 

同上，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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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假设，即：非政治性的就意味着非国家主义的，

而非国家主义的又意味着非民族性的、非犹太性

的，就是“属灵的”，“普世的”。事实上，犹

太盼望中的神的国既是属灵的，也是国家的，既

是普世的，也是民族的……根据使徒行传所讲，

耶稣复活之后，他的众门徒问他（甚至在他已经

教导他们神的国的事四十天之后）：“主啊，你

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耶

稣的回答一点儿都没有暗示，这种国家主义的盼

望有任何错误之处或被误导之处，他只是说，恢

复的时间惟独由神来定。[45] 

我们建议注释家们以众使徒的思维模式思考片刻，并

留出空间，假设耶稣的这些门徒事实上完全知道他们在谈

论什么。这种实验会革新我们对整个新约主旨的理解。一

个“属灵的”国度就是指基督复临时出现的国度，它坐落

于耶路撒冷，有新大卫为其君王，复活的众圣徒[46]为王的

左右手，它还会为整个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兴旺与安定之

福。为什么这种事就应该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众先知和

诗篇作者都盼望着众支派在应许之地重聚，而且他们歌颂

弥赛亚在地上那将要来的荣耀统治。当混淆神国概念的阴

云散去，当注释家们相信新约所说的未来之事，事情就会

水落石出：使徒行传1章6节是一块试金石，它表明我们不

相信众先知，而且我们不愿意接受，众使徒比我们更加懂

得耶稣所说神的国的意思。 

                                                        
[45] 

《20世纪解释中的神的国》，温德尔·威利斯编，p. 114。 
[46] 

比较但 7:14，18，22，27；路 22:28-30；林前 6:2；提

后 2:12；启 2:26；3:21；5: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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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读者已习惯于听那些符合先入之见的经文。福音

信息的其他成分可能已经被无意识地拒绝了，因为它们是

陌生的。基督徒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当下的救恩与死亡时

的救恩上，此举严重干扰了新约对神的国的大力强调，而

那个国度是耶稣作为得胜的弥赛亚返回时才开始的。由于

耶稣迟迟不归，所以当教会面对福音中那些应许了美好事

物的成分时，它似乎失去了勇气。然而，这恰恰应该是它

的福音信息的核心。 

在面对圣母颂和使徒行传1章6节中明显的社会与政治

含义时，释经家们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绕过经文。其

中一个手法是，给出一个属灵化的解释。第二种是，认为

经文批准了基督复临之前的政治与社会行动。第三种是，

坚称耶稣后期的教导修正或纠正了先前的革命心态。然而，

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尤其还有使徒行传1章6节和3章21节

的证据面前，这第三种绕过难题的手法是行不通的。尽管

历史上的耶稣显然没有在政界发起任何革命行动，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将来的政治革命没有在展望之中。主的日子尚

未到来。路加福音24章21节、使徒行传1章6节和3章21节清

清楚楚所指的，正是这件事。对于神的国应有的样子，众

门徒与我们的想法不同，可如果因为这种不同，我们就摒

弃使徒行传1章6节的证据，那么这就是我们理解神的国时

犯下的致命错误。一旦使徒行传1章6节和其他满有政治意

味的经文被容许作为证据，证明未来的国度是一个委托给

返回的耶稣和众圣徒的世界性政权，圣经的福音信息一下

子就会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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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神的国涉及

以色列在应许之地的恢复，且这样的国度既不属地，也不

世俗，因为这个国将是为弥赛亚所拥有的国度。虽然有人

提出，耶稣作为非暴力的传道者和医治者的行事，比他在

大卫王位上启动一个世界性国度更加“属灵”，但这种提

议设定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dichotomy）。总体来说，路

加和新约为我们展示的耶稣既是受苦的弥赛亚，又是得胜

的弥赛亚，他会在他回来时以大能创立神的国。我们的问

题在于，我们读新约时一直觉得它并非使徒行传1章6节所

讲意义上的弥赛亚文献（比较启 11:15-18；路 19:11-27）。

传统已经教会我们（常常非常模糊地）相信个体灵魂的未

来。路加旨在让我们盼望大卫的王位以及以色列在应许之

地得以恢复。我们需要定位圣经解释的新方向。 

耶稣在他的传道使命中展现了未来神国的能力。然而，

有权势者还没有从他们的宝座上跌下，谦卑之人还没有取

代他们，而耶稣也没有登上大卫的王位。神的国也没有在

以色列重新建立。路加谨慎地告诉我们，耶稣升天时圣灵

的浇灌虽然推进了弥赛亚计划，但它并非实现了所应许的

以色列的复兴。在那时刻之前，圣灵都是“所应许的圣灵”

（弗 1:13），它是作为一个凭据而赐下的，用以证明我们

将来会得更大的事物，即神国的基业。 

认为耶稣的福音信息的内容仅限于发生在加利利的事

情，是对他的福音的误解。耶稣的死亡与复活也不是完整

的福音。福音涵盖广阔的拯救历史，包括尚待建立的至为

重要的神的国。为那件事确定日期是不可能的。让人们知

晓关于未来的那一事实，是忠实传递福音的任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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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圣经的未来观——包括使徒行传1章6节所给的信息—

—会澄清盼望的含义，而且这盼望在保罗看来，是生发信

心与爱心的坚固根本（西 1:5；弗 1:18）。使徒行传1章6

节不但没有展现出耶稣的属灵思想的衰落，它反而是整个

属灵神国盼望的重要部分，而且路加和新约书卷所指向的，

正是这一国度。使徒行传1章6节反映的是众门徒的成熟理

解，因为他们是一直都与耶稣同在的人。 

我们重新思考加尔文和整个释经传统处理使徒行传1章

6节的方式，是有价值的。[47]加尔文对众使徒的负面反应让

本书的整个主题意义重大，因为教会给其成员展现了一个

去弥赛亚性质的福音，以及一个去弥赛亚性质的耶稣，这

种情形持续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既然新约的整个主旨是表

明耶稣是弥赛亚，那么当一个自相矛盾的、非弥赛亚的基

督代替了圣经的耶稣时，一大堆棘手的问题必然会冒出来。

我们从使徒行传1章6节所学的功课是，众使徒关于神的国

的证词是要让我们纠正错误。神的国的概念对于我们的思

想来说是外来物，但是对众使徒的思想来说并非如此，而

且关于信耶稣为弥赛亚是什么意思，他们比我们看得更清

楚。可是教会拒绝神的国的概念已经太久了。路加的福音

                                                        
[47] 

比较《黑斯廷斯圣经词典》的轻慢态度。它对使徒行传1章

6节不屑一顾，认为它的价值只体现在一个方面：它是“一点儿真正

的……，一份真实的回忆录，从中我们所能确定的或许就是他们当

时的真实态度，虽然他们很快就不再抱有那种态度。当他们问，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仍

然拘泥于古老的犹太教盼望。在这里，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表现

出这种天真的想法”〔第Ⅱ卷，“耶稣基督”〕。恰恰相反，使徒

行传3章21节证实了同一个末世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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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所描述的耶稣，是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位的继承人，

是以色列国的恢复者，是地上世界性和平的担保人，而且

他在巴勒斯坦的属灵行事已经预兆了这一前景。要是我们

聚集在圣经的耶稣的周围，那么教会现在所缺乏的那种统

一性就有可能被重新找回，而圣经的耶稣，就是身为弥赛

亚，身为犹太人的王的耶稣，是传达神国救赎福音并必定

在耶路撒冷统治世界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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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读过保罗书信的人都不可能感受不到他里面的那

种紧迫感。他显然在为一项他认为无比重要的事业发起一

场运动。他讲到他被托付了一份事工——四处传扬救赎的

福音。它是一份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履行的神圣职责

（徒 20:24）。他一生的任务就是宣扬关于神的国的好消

息（徒 19:8；20:25；28:23，31）——这信息在他看来，

是惟一具有绝对价值的信息。没有它，人类就在走向毁灭。

有了它，他就踏上了通往他的人生目的的道路——获得即

将到来之国度里的不朽坏生命，与弥赛亚耶稣共同管理那

国。在罗马书的开头和结尾，保罗都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使

命的本质：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

福音。[1]这福音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

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

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

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

道……惟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

                                                        
[1] 

同一表述也描述了耶稣所传的福音（可 1:14），以及彼得

所传的福音（彼前 4:17）。保罗常常使用这个表述（罗 1:1；

15:16；林后 11:7；帖前 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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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藉众先

知的书……（罗 1:1-5；16:25，26） 

任何一个寻找保罗传道使命的推动力的人都会发现，

使徒行传也清楚地讲明了它。在保罗给以弗所众长老的临

别赠言中，他总结了他的传道工作，他的这些话揭示出许

多信息。他“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

主耶稣基督”（徒 20:21）。[2]这一直是他的使命的核心。

它就等于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徒 20:24）。然后，他

立即给他所传的内容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它就是“宣扬

神的国”（徒 20:25，新译），这相当于“传神的全部计

划”（徒 20:27，新译）。保罗警告他们，在他走后，会

有“凶暴的豺狼”攻击羊群，并“说悖谬的话”（徒 

20:29，30），这些豺狼会给他纯全的信息加入杂质。这番

警告之后，保罗再次把他们交托福音，因为福音“能建立

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徒 20:32）。

当然，这基业指的就是神国的基业。 

我们非常需要保罗给传道工作所下的定义来纠正现代

福音展示工作。他本人的福音信息与历史上的耶稣的福音

信息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之上，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耶

稣“宣传神的神国福音”（可 1:14，15），保罗“宣扬神

的国”为“神的全部计划”。使徒保罗没有丢弃从耶稣口

中所出的福音，然后去支持一个只讲基督的死亡与复活的

福音——就像当今几乎所有的传道工作告诉我们的。有件

                                                        
[2] 

路加记载了耶稣对教会的传道使命的期望，那段记载与保罗

给自己的任务的定义完全一致：“并且人要奉他（耶稣）的名传悔

改、赦罪的道”（路 24:47）。这包括传神的国（徒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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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被路加说得清清楚楚，它就是，耶稣是所有真正的传福

音者的榜样。我们看到，保罗的做法就和耶稣的做法一模

一样：耶稣的习惯是“接待他们，向他们讲论神的国”

（路 9:11，新译）；而保罗在罗马，在接近他生涯的尾声

时，他也是“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并且放胆地传讲

神的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什么禁止”

（徒 28:30，31，新译）。 

耶稣的福音和保罗的福音明显地是一个连续体，而且

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在路加关于早期教会的记载中看出来：

众使徒的行事是一致的，他们都宣扬关于神的国的福音信

息。[3]不但耶稣在他死后再次显现时立即继续集中讨论神

的国，而且腓利也传同一福音内容。路加所提供的，大家

可以将其看作随后所有传道工作的口号。在一句相当于早

期信条的语句中，[4]他描述了腓利的工作，他说他“传神国

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只有当人们“信腓利所传关于[5]

神的国的福音”时，他们才成为要受洗的人，而且是“连

                                                        
[3] 

这并不是说传福音的方式只有一种，而是说主旨不变。 
[4] 

F.J.巴德科克（F.J. Badcock）在《信条史》（The History 

of the Creeds）（New York：Macmillan，1938，p. 15）中将使徒行

传8章12节看作一个早期信条。倘若这个宝贵的、简单的洗礼程式被

保持下来，那么现代基督教该有多么不同啊！使徒行传8章12节表明

一个人在进入教会之前应该说出什么样的信仰宣言。显然，对神的

国的理解是圣经基督教的基础。 
[5] 

“Gospel of the Kingdom”（关于神的国的福音）中的“of”

是宾格，意思是“about”（关于）。奈杰尔·特纳（Nigel Turner）

在《新约希腊语语法》〔A Grammar of New Testament Greek，J.H.

莫尔顿（J.H. Moulton）编，Vol. 3，Syntax（句法），T & T Clark，

1963，p. 211〕中指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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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带女”（徒 8:12）。懂得神国福音信息并接受它，是成

为基督徒的必要条件。这正如耶稣所宣告的，“天国道理”

（太 13:19）是传道人必须传给归信者的重要信息——而

且撒但也认识到，这信息是救恩的关键，需要用尽一切办

法去抑制（路 8:12）。 

神的国显然是基督徒所有努力的目标：“我们进入神

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徒 14:22）。神的国是保罗

在以弗所“讲道、辩论、劝化”的首要话题（徒 19:8）。

神的国是最能描述他的整个传道使命的概念。我们重申，

“向他们讲解，为神的国竭力作见证，劝他们信耶稣”

（徒 28:23，31，新译），这句话概括了保罗的传道事工

——他先是对犹太听众讲，然后他带着“这救恩”（徒 

28:28），亦即带着同一个神国福音信息，又对外邦人讲，

因为他预见他们会“听”。路加最后讲到，他在罗马“放

胆地传讲神的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徒 28:31，

新译）。使徒行传的证据证实了保罗对罗马人所说的话：

他自己的福音就是宣讲耶稣基督（罗 16:25），这既包括

耶稣所宣讲的，也包括耶稣死亡与复活的信息。对于保罗

来说，福音就是“弥赛亚的信息”，[6]这信息会产生使人

得救的信心。同耶稣一样，保罗视神国福音信息（包括十

字架和复活的信息）为传道工作的必要工具。能够产生不

朽坏之新生命的，正是神那具有创造能力的道/话（Word）

（帖前 2:13），因为它成为人心中的驱动力。 

                                                        
[6] 

罗 10:17，我们理解这节经文时应该将它与使徒行传一致起

来，将它理解为耶稣也传讲的那个神国福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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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罗来说，当代宗教景况可以说是可悲的。他受

神启示，预言过教会在他去世后会走向何方，而如今，基

督的名字被附加在成千上万不同的团体上，它们各有组织，

互不相干，这一切从各个方面证实了他的预言有多么准确。

他再三警告，“凶暴的豺狼”（徒 20:29）会在他离开后

进入教会，打散羊群，他还警告，会有大批人背弃众使徒

的教导。他预见教会成员会扭曲福音信息，并引诱门徒跟

从他们（徒 20:30）。这种前景让他忧虑不已。他“流泪”

（徒 20:31）劝诫教会，要他们认识到，他们只有与各种

反对的、歪曲的信仰做艰苦斗争，使徒信仰才能保存下去。

毫无疑问，保罗预料到他竭力传讲的信仰会受到抑制。 

耶稣的兄弟犹大写了一封书信，力劝他当时的（接近

第1世纪末）基督徒竭力为神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仰争

战（犹 3）。如果那时已经需要信徒竭尽全力去保持信仰，

那么两千年之后，岂不更是如此呢！使徒约翰曾写信给一

个名叫丢特腓的人，他不但拒绝接受信中所含的告诫，事

实上，他还将真基督徒赶出教会（约三 9，10）。那时，

神学夺权行动已在进行之中。众使徒的真理在第1世纪结

束之前就已经开始受压制了。敌基督者的恶灵已经出场了

（约一 2:18；4:1；帖后 2:7）。 

不难看出，新约基督教不断受到错谬宗教的攻击。有

人伪装成基督的使者（林后 11:3，4，13-15）。有人提出

完全不同的教导以遮蔽真正的信仰，借此扰乱那些经验不

足的信徒的信仰。在保罗的时期，大部分人已经在篡改福

音信息了（林后 2:17），[7]他们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些人的

                                                        
[7] 

他们就是“为利混乱神的道的那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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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那些人不能忍受健康纯全的教导，而是选择“趋向

无稽之谈”（提后 4:4，新译）。保罗本人就像在他之前

的耶稣，被反对他的宗教人士看作宗教骗子。他受假弟兄

反对（林后  11:26；提后  4:14），遭好友离弃（提后 

4:10）。他被看为“骗人的”（林后 6:8，新译）。面对

这些，他宣布，敌基督者的恶毒的灵已经在活动了（帖后 

2:7）。保罗确信，已经在进行的骗局是最后且大范围混乱

局面的前奏，而那种局面，就意味着那些“不领受爱真理

的心”的人（帖后 2:8-10）最终的毁灭。 

耶稣同样记挂着错谬教导的危险。他怀疑，到他回来

时，地上还有没有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路 18:8）。他还预

见，在他回来建立神的国时，很多人都会失望不已。会有

很多人争辩说，他们完全委身于他们所认为的基督教教会，

但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传道工作，甚至他们以基督的名义

所行的神迹、赶鬼，从来都不曾被耶稣认可（太 7:21-23；

路 13:23-30）。的确，下面这些话肯定是一个宗教教师所

能说出的最有挑战力的警告了：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

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

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

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太 7:21-23） 

基督的教导的这一面应该会让人感到深深不安。它毫

不含糊地告诉我们，神想让我们认真对待他。他不会容忍

那些声称跟随他的人在思想上或道德上漫不经心。他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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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的使者、先知和使徒宣告了他的信仰，并期待每一

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仔细留意他所说的。显然，顺服耶稣

的话就是成功的标准（太 7:24-27）。基督徒将自己的生

命建立在弥赛亚的教导之上，这是他们面临那些反对的风

暴时所拥有的惟一的保险单。建基于人类传统的敬拜已经

被宣告无用（太 15:7-9）。因此，所有人都不应该冒险，

贸贸然就相信自己从恰巧所在之教派得来的信仰，而不仔

细查看其来源和教导。 

新约不断地发出警告，基督徒的四周满是陷阱。世界

充满着披着羊皮实则为狼的传道人（太 7:15；徒 20:29），

也充满着伪装成光明天使、仁义差役的撒但的使者（林后 

11:13-15），这幅图画在20世纪中似乎让人眼花缭乱。但

是，不可否认的是，那正是新约所说基督徒必须在其内生

存的环境。若我们看不到这些圣经警告的要点所在，那么

这或许正体现出我们对危险的无知。 

我们不应该忽视新约所给的清清楚楚的信息，这个信

息就是：众使徒和耶稣本人都预见，在他们之后的各代人

中，会有大批人离开原本的信仰。[8]他们根本没有承诺说，

信仰会安然扎根。相反，他们预见背道的势头不会减弱。

众使徒的未来观是“叠缩式的”，意思就是，它突出所盼

望的最重要的事件，但是没有说明它们实现之前所需的时

间跨度（耶稣和众使徒都不知道，可 13:32；徒 1:7）。

弥赛亚到来，与教会共同统治，这当然是早期教会的首要

盼望（提后 4:8；路 21:31等），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圣

                                                        
[8] 

约一 2:18，19。约翰写这话的时候，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

29节、30节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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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未来情形的预测——很多人会离开神的福音信息的真

理，并且一个集各种错谬宗教特征于一身的人物会出现在

世界舞台。他被描绘成一个模仿弥赛亚本人的可怕形象。

他僭用神的名号，矗立于神的殿中，并自称为神。他会冒

充弥赛亚，模仿耶稣再次降临，光华夺目地突然出现，同

时还伴有骗人的神迹和超自然的奇事，为的就是蒙骗那些

还不懂得撒但能够模仿神的大能的人。他的欺骗行动的成

功，就是神对那些之前不爱真理或不爱神的福音信息的人

的审判。他们从而会被引诱，相信谎言。那是伊甸园悲剧

的重演！（林后 11:3）虽然还有时间，但是论到抓紧真理，

保罗给我们的这个理由已经是最充分的了。在帖撒罗尼迦

后书2章1-14节，这位使徒描述了他所预见的神国到来前的

黑暗时期： 

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和我们被

聚集起来与他相见的事情，有谣言说，主的这一

日已经来到了。你们不要因这谣言而烦乱或激动。

若你们听到有人说，关于此事，他们有从神而来

的异象或特殊信息，或者有假冒我名的书信，你

们不要相信他们。无论他们说什么，你们都不要

被牵走，不要受欺骗。因为在那日到来之前，必

有两件事发生：首先，必有一段对神的大悖逆时

期，然后，悖逆之人——毁灭之子——会到来。

他必藐视一切神，并拆毁其他一切人所崇拜、所

敬拜的对象。他要走进神的殿，并坐在其中，自

称为神。我还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把这些事

告诉你们了，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知道，是

谁在钳制着他，不让他现在就来到这里，因为只

有他的时候到了，他才能够到来。至于这悖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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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之人到来时所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在暗中进

行了，但是，他亲自到来，却要等到钳制他的那

一位松开钳制的时候。那时，这邪恶之人就会显

露出来。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将他烧尽，用他

的显现将他毁灭。这罪人必作为撒但的工具而到

来，他充满撒但的能力，因而他会以各种异能奇

事欺骗人，会假装行各种大奇迹。他会完全愚弄

那些正走在毁灭之路上的人，因为他们向真理说

“不”，他们拒绝信它、爱它，拒绝让它拯救他

们。因此，神容许他们全然相信那些谎言，而且

他们所有人都必受到应有的审判，因为他们相信

错谬，拒绝真理，乐于犯罪。主所爱的弟兄们，

我们必须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拣

选了你们，将救恩赐给你们，并借着圣灵之工以

及你们对真理的信洁净你们。神通过我们将福音

告诉你们，通过我们呼召你们，使你们可以分享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9] 

散播谎言是撒但的主要目标。在历史上，教会的教导

严重偏离基督教奠基人的教导，这种情形证明，撒但的误

导行动取得了胜利。我们已经提过，当众使徒所教导的信

条被混合了希腊概念时，一场灾难就发生在基督教教会身

上。这件事各方都已承认。教会历史的事实错不了。但是，

外来概念对福音信息传播的影响却很少为人所注意。我们

想要找出教会分裂的深层原因，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去看。 

                                                        
[9] 

帖前 2:1-14，选自《永不磨灭的书信：使徒书信意译本》

（The Living Letters: The Paraphrased Epistles），K.N.泰勒（K.N. 

Taylor），Tyndale House Pub.，1962。我用“毁灭”（destruction）

一词代替了“地狱”（hell），因为它更接近希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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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罗的著作中我们能确定一件事，那就是救赎的福

音信息的内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扰乱它的事情都不

被容许。不可给它添加什么，也不可从它拿去什么。谁要

是胆敢传“另一个福音”或传“另一个耶稣”，那么他就

会招来神的咒诅（林后 11:4）。保罗对加拉太人把这话说

了两次（加 1:6-9），显然，这咒诅不是空话。对于保罗

来说，扭曲神圣的福音信息，是极其令人惊恐之事。他对

福音信息的关切毫无疑问地证明，福音信息有非常确切的

形态与内容。就信条所产生的这一切模糊不清，似乎会让

20世纪的我们颇感奇怪，但这也许恰恰体现出我们自己的

不确定和漠不关心。 

保罗将没能抓住真理等同于不义。真理也包含非常需

要脑力的内容。我们不能不理会它与正确理解的联系。

“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因此，神就

使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相信虚谎，叫所有

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帖后 2:10-12，新

译）。对于保罗来说，真理是要信，要懂，要爱的。[10]他

说，他教导他人，就是在传授信仰和真理（提前 2:7）。

                                                        
[10] 

帖后 2:12，13；提前 2:4；4:3；提后 2:25；多 1:1；帖

后 2:10；林后 4:2；13:8。在提摩太前书2章7节，比较大卫在诗篇

119篇97节、142节的话：“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torah］……你的

律法尽都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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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是洞察和动脑的结果。[11]真理是学到的，是在基督

所教导的知识中找到的（弗 4:21）。保罗用“充分认识真

理”来描述一个人的归信（提前 2:4，新译）。福音是要

学习的东西（西 1:7）。然而，这种语言在现代用法中令

人惊讶地不见了，这一点表明，对于当代基督徒来说，真

理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他们的这种观点还认为：归根究底，

教义上的分歧正是由于坚持真理才产生的。但是，如果如

保罗所明确相信的，丢失真理才会导致信仰的毁灭，那又

该如何是好呢？ 

 

基督徒的目标 

要测出这一切与我们当代宗教情形的关联，我们可以

邀请一位普通的教堂信徒，让他说一说，他如何理解基督

徒生命的目标。我们提这个问题并非是要抓他的把柄，我

们只是用它测一测当代人的理解。如果他的答案没有提到

“死亡时去天堂”，那可是极不寻常的。现在我们假设他

在第2世纪中叶，也就是耶稣去世后100年多一点的时候，

给出了“死亡时去天堂”这样的回答。然后我们看看殉道

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对此答案会作何反应。他是当时

基督教信仰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而且我们有一份很好的

证据来证明他的态度。他在一篇论信仰的文章里写道：

                                                        
[11] 

奈杰尔·特纳正是如此翻译歌罗西书2章2节的（《新约希

腊语语法》，Vol. 3，p. 211）。圣经强调，理解力和领悟力是坚

实信仰的基础，但在当代福音主义思想中，这一重点已经在很大程

度上丢失了。约翰讲了很多关于真理的内容。据他所言，耶稣来是

要赐给我们“悟性（understanding），使我们能认识神”（约一 5:20，

参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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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已经结识了一些人，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

们不承认复活，并且说他们的灵魂在他们死的时候被带到

天堂，你不要认为他们是基督徒。”[12] 

这种论述或许会令人困惑，但它证明，早期基督教拒

绝接受信徒死亡时其灵魂会去天堂的概念，认为它是异教。

然而在20世纪，这一说法是亿万基督教拥护者的共同信条，

而且它已持续了许多代人。这些事实极不寻常，我们需要

对它们做一番研究。 

关于基督徒的命运的思想明显地产生了根本性转变，

这一点，追本溯源，是因希腊哲学与圣经信仰相融合而起。

这个过程是不易觉察的，而它背后的意图就是推广撒但的

谎言，而且他欺骗不警觉的夏娃时用的就是它。蛇断然对

抗神的警告：不顺服会导致死亡（创 3:4）。现在，他则

以“基督教”传道者的身份宣告，人天生不会死亡，他是

不可能死的！根据这个精巧的理论，人死亡时必定会作为

脱离身体的灵魂在天堂或地狱里继续存活。不难看出，这

个概念破坏了神的福音信息，即：人已经落入死亡的刑罚

之中，而且除非他借着基督进入神的计划中，否则他绝对

没有获得不朽坏生命的机会。“脱离身体的灵魂”是每个

人的一部分，它会在人死后继续存活，这是希腊概念，而

它的引入立即给死亡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含义。死亡不再意

                                                        
[ 12 ] 

殉道者游斯丁，《与特来弗对话录》（Dialogue with 

Trypho），第80章，写于约公元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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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整个有意识的个体停止生命。[13]它现在意味着此人作

为一个脱离身体的灵魂在另一个领域里继续活着。一个拥

有不死之灵魂的人“必然不可能死亡”！ 

人不会真正死亡的“异常”概念的引入引发了一场基

督教死亡观的变革。英国一位著名神学家指出，“我们的

整个西方传统设法夸大了死亡的意义。死亡及死亡的时刻

受到了过度夸张的关注”。[14]这一不同寻常的改变，“当

新约的页面几乎还没干透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它是基督

教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无声的革命之一”。[15]信众几

乎没有意识到，他们长久以来强调死亡时“去天堂”的传

统并不根源于基督教圣经： 

我们整个教导和整个赞美诗学都认为，你死亡的

时候，就会去天堂——当然，或者是——去地

狱……这种观点明显地与圣经所说的相矛盾……

圣经根本没说我们死亡的时候就会到天堂去，它

也没有用“去天堂”这样的话描述过死亡……卫

斯理的话“命约旦河窄窄的河流分开，带我们平

平安安地到天堂”没有圣经基础。[16] 

另一位学者在另一篇著作中同样强调了容许希腊思想

主宰基督教神学的可怕后果，他还提到“新柏拉图主义哲

                                                        
[13] 

在希伯来圣经中，死亡意味着意识的停止（参传 9:5，10；

诗 6:5；146:4；115:17）。新约与旧约一致，说死亡是“睡了”

（约 11:11；帖前 4:13-15；5:10；林前 15:6）。 
[14] 

J.A.T.罗宾森，《论作世上的教会》（On Being the Church 

in the World），London：SCM Press，1960，p. 129。 
[15] 

同上。 
[16] 

同上，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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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所施展的控制力，以及“它的宣言，即它说它确立了

足够的词汇，可以精确表达各个神学主张的宣言。历尽这

么多世纪，整个传统是否是对福音的扭曲，这很难说”。[17]

他力劝新教教徒“在口授教义和传道时，要多加重视旧

约”。[18]休·斯肯菲尔德（Hugh Schonfield）发出过改革

的呼吁，但迄今为止这个呼吁似乎无人理睬。他在T.E.劳

伦斯（T.E. Laurence）的话中留意到，（众使徒去世后发

展起来的）基督教“是一个混合信仰，闪族信仰是其根源，

非闪族信仰是其发展”，然后他说： 

我想表达的是，基督教并非在属灵上继承了犹太

教，它其实是一个犹太教和异教的结合体。作为

这种结合体，它是一种败坏，且这败坏的影响之

深远，就如同古代以色列人将他们的宗教与迦南

众异教混合时背叛神的情形。因此，如今需要的

不是犹太人接纳正统基督教，而是基督徒——如

果他们确实想要成为以色列民，成为神的子民—

—审查并净化他们的信仰，然后重新抓住他们与

犹太人的基本共同点，即弥赛亚异象。[19] 

神的福音信息是交托给希伯来人的，他们受到教导，

相信人是有生命的生物，就像动物一样，靠生命的气息维

持生命。当他死亡时，他就回到坟墓，归于他所出的尘土，

并且在那一刻，意识停止（创 3:19）。死后生命的惟一盼

                                                        
[17] 

兰贝托·舒尔曼（Lamberto Schuurman），《耶稣的面孔》

（Faces of Jesus），J.M.博尼诺（J.M. Bonino）编，Orbis Books，

1977，p. 166。 
[18] 

同上，p. 176。 
[19] 

《神的政治》，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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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就在于整个人从死亡的状态中复活（但 12:2；赛 26:19；

诗 16:10）。神的福音信息从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亚伯

拉罕、大卫、众先知和所有的忠信之人都必定在将来从他

们的坟墓里复活，以承受应许之地为产业（来 11:19；太 

8:11）。即使复活没有被详细地说出来，从逻辑上讲它也

是必然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先祖们死了，没有承受他们

的国度（来 11:13，39）。[20]因此，他们必须从死里复活，

再次显现，然后在弥赛亚的统治里与所有的忠信之人相聚。

这显然是耶稣说出下面这番话时他所相信的：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

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

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

神的国里坐席。（路 13:28，29；太 8:11） 

圣经关于人的信条是，人需要通过耶稣回来建立神国时的

复活才能获得不朽坏的生命，而撒但在最初几个世纪中成功做

成的事就是压制了这个信条。不朽坏的生命是人的创造者

赐下的礼物。如果如希腊人所教导的，人类已经天生不死，

那么圣经教导明显地就成了无稽之谈。然而悲剧的是，教

会以前反应迟钝——它现在仍然如此——没能看出它的王

                                                        
[20] 

旧约作者知道复活，例如：撒上 2:6；诗 16:10；17:15；

27:13；49:15；73:23以下；伯 19:25以下；赛 26:19；但 12:2。

希伯来书暗示亚伯拉罕明白他会被复活（来 11:13，19，35，39）。

其他经文表明众先祖期盼着再次活过来（罗 4:13；加 3:29；徒 

7:5；26:6以下；约 8:56）。诺曼·洛根（Norman Logan）有一篇

文章大有裨益，他在文章中将证据都归总起来，文章发表于《苏格

兰神学杂志》（The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6），1953，pp. 

16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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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即神的福音信息正在遭受扭曲，而这信息里就包含着

复活与进入神的国的应许。新思想体系教导，基督徒的目

标是作为脱离身体的灵魂在天堂继续活着，而不是成为地

上弥赛亚国度的一份子。上天堂，待在琴声悠扬的家里，

这个愿景基本上让人不可思议，但它极有效地将人们的注

意力转离真正的圣经目标：耶稣基督回来，与他的跟从者

们一起，以公义治理世界。 

与身体相分离的灵魂继续存活的希腊信条已经弥漫各

教会，以致于其成员都全心相信并教导去世之人其实在天

堂活着的谬论，但这个概念与圣经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杰

出新约神学家的话简单明了：“圣经没有一处经文讲到，

天堂是将要去世之人的目的地”，[21]而且灵魂不死的信条

与圣经截然相反。但是，不管是在什么地方，这些话对于

主日学上的教导、讲道台上的教导，尤其还有葬礼上的教

导来说，似乎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传统里的错误太根深

蒂固了，并且它还意欲继续存在。教会不断地用他们所珍

视的传统教导去安慰失去亲友的人，但显然他们从来没有

认真地思考过它的起源。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就成为那

些并非来源于众使徒的概念的牺牲品，并且令自己丧失对

我们地球美妙未来的异象。圣经所应许的国度与天上另一

个领域里作为脱离身体之灵魂的生命毫无关系。“我们的

众先祖不在天堂。”他们睡在死亡的睡眠中（诗 13:3等），

直到耶稣回来将他们唤醒，让他们再活过来。 

但以理书里有一段经典引证经文可以为早期基督徒作

证，证明他们盼望各世代的忠信之人在即将到来的国度中

                                                        
[21] 

J.A.T.罗宾森，《末了，神》，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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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人会得即

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coming age）[22]……”

（但 12:2）。这个信息告诉信徒死人的状态。他们在地里

睡着，直到复活的日子。这是基督徒对死亡和死后生命的

正宗理解，这一点，可以从耶稣支持“死人是睡着的”得

到证明。当他听到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的时候，他说他

“睡了”（约 11:11），然后他明确地说他“死了”（约 

11:14）。惟一的解决之道是将拉撒路从死亡的睡眠中“叫

醒”：“我去叫醒他”（约 11:11）。《国际批判性注释》

留意到，耶稣使用的关于死亡的睡眠的词与约伯记使用的

词完全相同，[23]这再一次证明，在人类的命运这个至关重

要的主题上，耶稣是从希伯来圣经得出了他的思想。 

接下来，耶稣见证了在他里面作工的他父神的能力，

他借着大能，神奇地将拉撒路从他的坟墓里唤出，让他再

活过来。拉撒路没有从“天堂”返回（约 11:43，44）。

在基督教信条的问题上，耶稣拥有最终的话语权，而依他

所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约 5:28，29）。但以理书12章2节所呈现的死

亡与复活观，是新约关于死后生命的整个教导的基础。圣

经中死人的状态绝不是在天堂或永久地狱之火里的、意识

尚在的生命。正如一权威圣经词典所说的，死人“没有意

                                                        
[22]

 译者注：详情请参阅本书本章“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

一节（282页）。 
[23] 

J.H.伯纳德（J.H. Bernard），T & T Clark，1928，pp. 

3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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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再做工，不做任何思考，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与日光之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份”。[24]该权威警告： 

我们常常或多或少地受到希腊的柏拉图概念的影

响，认为身体死了，但灵魂永远不死。这一概念

与以色列思想完全相反，并且在旧约中无处可寻。

在死亡中，人不再有灵魂（spirit/soul），整个人死

亡。不仅他的身体，而且他的灵魂也归于死亡状态，

并归属下面的世界（nether-world），因此，旧约会

说人的灵魂的死亡（创 37:21）。[25]毫无疑问，基督

徒应该抵制希腊的柏拉图概念的影响。[26]他们应

该渴望懂得基督的思想。新约没有丢弃希伯来圣

经对人在死亡中的状态的理解。说众使徒会离开

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11节、14节中的信仰，这根

本没道理，因为在那两处经文中，他重申了但以

理书12章2节，证实了他从小就受训学习的圣经。

教会能有什么正当理由继续以耶稣的名义去拥护

来自柏拉图的概念呢？ 

                                                        
[24] 

《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

ble Encyclopedia），詹姆斯·奥尔（James Orr）编，Eerdmans，

1983，Vol. II，“Death”（死亡），p. 812。关于死亡的睡眠以及

恶人的毁灭的圣经信条，请参阅近期出版的《生命、死亡与归宿》

（Life, Death and Destiny），浸信会（Baptist）牧师兼圣经教授沃

伦·普雷斯蒂奇（Warren Prestidge），Auckland，New Zealand：

Resurrection Publishing，1998。书中对这一信条有精彩论述。 
[25] 

同上，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26] 

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提到人不能杀死灵魂，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相信灵魂不死。他接着说到，灵魂会在地狱（Gehenna）中

被毁灭。神在大复活中重新创造的生命是人无法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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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必须在弥赛亚回来创立他的国度时从坟墓里复活，

然后加入弥赛亚的行列，这属于神的计划里的一件平常事。

只有在复活的时候，忠信之人才能被复活。因此，在那时

之前，他们都必然处于死亡状态。但以为死人已经活着与

基督同在的幻想让未来的复活成了事后所添之物。伟大的

改革家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写道：“如果灵

魂在天堂的话，那么请告诉我，复活为的又是什么

呢？……你们［罗马天主教］把离开的灵魂（soul）放到

天堂，[27]这种做法毁坏了基督以及保罗证明复活时的论

据。”[28]可矛盾的是，尽管威克里夫（Wycliffe）和丁道

尔（以及其他许多杰出学者）的著作享誉很高，但他们关

于死后生命的教导却被拒之千里，因为他们的教导与流行

于大众的传统断然相反！新教教徒仍然跟随着教皇，谈论

着离去的灵魂现在意识仍存地待在天堂或地狱之火中。向

马利亚祷告，那完全是假象，它也是建立在同一个幻想之

上。这种信条对虔诚信徒的信仰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但

是，如果希伯来圣经和耶稣的教导保持着基督教信仰的基

石地位的话，它们是不可能有立足之处的。 

在流行的思想中，耶稣将要建立的国度已经被移出地

球。人们普遍相信，他现在在天堂与众圣徒一同统治。传统

框架不但把弥赛亚所应许的将来在大卫王位上的统治给剥

夺了，而且还把基督徒与他一起承受产业的盼望给剥夺了。

它已经将未来伟大的复活事件变成我们神学框架里的一个

                                                        
[27] 

这一点也适用于大多数新教教徒。 
[28] 

《答托马斯·摩尔爵士的对话》（An Answer to Sir Thomas 

More's Dialogue），第4部，第2章，pp.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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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品。在信条中，复活只是被一带而过。“将要到来之

世界的生命”[29]被许多人理解为人死亡时继续在天堂里的

某种存在，而且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早期教会所盼望的，

是地上神的国中“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它发生在耶

稣回来时通过大复活使死人重回生命之后。经典的新约经

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在基督来的时候，那些属基

督的要复活。”复活将意味着他们获得他们的地土产业

（太 5:5）。在未来的那一刻之前，圣经宣告他们为死亡

的（林前 15:35，52；帖前 4:16）。复活和基督回来是新

约基督徒热切盼望的目标，但同样的话却不能用在今日的

很多信徒身上。到这一程度时，他们就与他们的圣经不在

一个频道上了，而他们却称圣经是他们的启示之源。 

我以前虽然参加教会许多年，但是我仍然不清楚这个

简单的框架：人死亡，然后在坟墓里等待一段时间，接下

来在基督回来时复活。灵魂天生不死的希腊概念已经吞没

了圣经对整个人将来复活得不朽坏生命的有力强调。只要

失去亲友的人仍然受死人没有真正死亡而是在另一个领域

里活着的概念的安慰，那么关于人类命运和我们星球命运

的清楚教导就会继续遭受教会成员的拒绝。教会引入死亡

不是真正死亡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继续存活的概念，这么做，

它是在涉足某种神秘主义（occultism）。约伯的问题不是

“人若死了岂能继续活呢？”，而是“人若死了岂能再活

呢？”（伯 14:14），这可是一个大不相同的问题。路德

                                                        
[29] 

尼西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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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her）相信死人的睡眠[30]，而一位研究他的学者在思

考了他的观点之后，也呼吁我们留意，基督教关于死亡的

流行教导从根本上偏离了圣经： 

早期教会的盼望集中在末日的复活上。首次唤起

死人进入永恒生命的就是这次复活（林前 15；

腓 3:21）。这次复活发生在人身上，而不仅仅是

身体上。保罗讲到复活时不是“身体的”复活，

而是“死人的”复活。这种对复活的理解，暗示

了对死亡的理解，就是说死亡影响的也是整个

人……因此，原本的圣经概念已经被希腊的诺斯底二元

论所代替。复活影响整个人的新约概念，已经不得

不给灵魂不死让路。末日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因

为最为重要的东西，在末日到来很久以前，灵魂

就已经收到了。末世的［积极向前的］紧张感已

经不再强烈地指向耶稣再来的那一日。这与新约的

盼望相差甚远。[31] 

                                                        
[30]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材料，以及关于死亡是“睡眠”的圣

经信息和历史信息的概述，请参阅L.E.弗鲁姆（L.E. Froom），

《我们先祖的条件主义信仰》（The Conditionalist Faith of Our Fa-

thers），2卷本，Review and Herald，1965。丁道尔引用了其反对者

托马斯·摩尔的话，这句话很有意思，它反映出路德相信死人是睡

着的：“他会关心他在罪中活多久，他相信路德，他会在此生之后，

既感觉不到善，也感觉不到恶，既不在身体里，也不在灵魂里，直

到大审判的那日。”摩尔的话表明，他不甚理解“有条件的不死”

的含义。这句引文证明，路德关于死人状态的观点是符合圣经的，

而不是符合正统的。 
[31] 

保罗·奥尔索斯（Paul Althaus），《马丁·路德的神学》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6，pp. 413，414，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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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杰出的圣经学者这样总结圣经关于人类命运的观

点： 

圣经作者们坚定地守着一个信念：万物的秩序之

所以存在，要归功于神的智慧和慈爱，因此从本

质上讲它是美好的。他们不可能设想，人死后的

生命，是脱离了身体而存在的生命（“我们被遇

见的时候不至于赤身”，林后 5:3），他们设想

的，是一个再生的生命，它处于身体和灵魂密切

合一的新状态之下，如他们所知，这是一个人类

的生命。因而死亡被认为是整个人的死亡，诸如

“不受死亡辖制”（freedom from death）、不灭

（imperishability）或者不死（immortality）之类

的用语，只有被用来描述永生的（eternal）或永

活的（living）神这样的词所表达的含义时，才是

合理的用法，因为“神是独一不死的”（提前 

6:16）。人本身不拥有不死的品质，但是，如果

他要胜过死亡的毁灭性力量，他就必须接受这种

品质，把它当作“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礼

物，然后他把死亡像一件外袍一样撇开（林前 

15:53，54）。正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

人类的这种可能性（提后 1:10）才得以出现，人

类生命通有的特征——败坏——被切实胜过的这

个盼望，才有了确据（罗 2:7）。[32] 

圣经作者们“不可能设想，人死后的生命，是脱离了

身体的灵魂”，可是基督教传道者们却不断地散播这个概

念，结果遗失复活这一极其重要的信息，而复活开启的是

                                                        
[32] 

《圣经神学词典》，艾伦·理查森编，pp.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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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如果如我们其他专家所认为的，原本的圣经概念

已经被希腊的诺斯底二元论取代了，那么四分五裂的教会

就必须直面这些严峻的事实。为什么在圣经学术界“拒绝

人死后灵魂纯粹‘不死’的概念，认为它是给圣经人观的

强加之物”的同时，[33]教会却继续教导灵魂在人死后仍会

存活呢？将两个矛盾的思想世界搅在一起，已经让神的福

音信息彻底混乱了。属神的希伯来未来观不可能与柏拉图

的希腊哲学调和。[34]在异族哲学这个问题上，众使徒的态

度是清楚明确的。保罗说过，“你们要谨慎，免得有

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西 2:8，

新译）。假如他这话被教会留心听了，那么教会历史的进

程该有多么不同啊！ 

 

学习圣经的语言 

如果四分五裂的教会的信息与新约基督徒响亮的宣告

之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么原因就是传统已经妨碍了教

会受命要传讲的神的福音信息。希腊概念与圣经的希伯来

                                                        
[33] 

D.威拉德（D. Willard），《管教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Disciplines），San Francisco: Harper，1988，p. 82。作者接下

来指出，杰出的学者们都坚持“复活是人类死后的真正的存在形式”

（同上）。但是多少世纪以来，教会根本没有将这一点清楚地传给

它们的会众。 
[34] 

奥斯卡·卡尔曼（Oscar Cullman）在他的书中对这一观点

做了精彩的论述。《灵魂不死还是死人复活？》（Immortality of the 

Soul or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Epworth Press，1958，《激进宗

教改革期刊》（A Journal from the Radical Reformation）重印，vol. 

3，nos. 1，2（请来信至Atlanta Bible College，P.O. Box 100,000，

Morrow，GA 30260，USA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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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世界不可能相互调和，因此，它们的侵入让圣经读者

难以理解众使徒。交流出现了中断。甚至我们的各种圣经

翻译也在掩盖信息的事情上凑了一份子（从翻译者的角度

讲，他们做这些事时是无意的）。因为，尽管译文能使早

期基督徒以我们的英语语言向我们讲话，但他们的话语是

由译者向我们转述的，而这些译者本身就深受圣经后希腊

传统的熏染。 

在关于神的话的各种形式的注释中，翻译是最为微妙

的。翻译者站在我们和众使徒的原信息之间。他有可能没

有忠实地将原文传递出来。当一个学者没有理解新约作者

的典型思维方式，也就是犹太思维方式时，这种事就会发

生。幸而现代注释家们常常给出新约中反复出现的用语的

背景资料，这些资料会阐明原义。圣经文献写于犹太背景

环境之中，读者阅读圣经时若不投身于此环境，是很危险

的。有些学者就这些危险提出了警告，因此，他们有莫大

的功劳。詹姆斯·邓恩批评到，保罗的著作“在基督教大

部分历史中”都被错误处理了。他的批评值得人人留心。

他所说的关于阅读保罗著作的话，适用于我们对整个圣经

的阅读： 

释经［解释圣经］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深入作

者和作者所写对象即读者的历史语境之中。这个

过程涉及太多作者和收信人都认为的“理所当然”

的东西。当现代读者没有意识到（或不认同）他

们共有的这些前设或关注点时，经文就不可能按

照作者想要的（以及设想的）那样被理解。在这

个例子中，那种语境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第1世

纪中的犹太人、犹太教，以及认同犹太教的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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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令人遗憾的

是，即使大部分基督教历史和学术研究对那种自我理解

没有十足的敌意，它们也不认同它，所以，在保罗与那

种自我理解的内在互动上，保罗事实上就不可能被正确

理解。[35] 

 

人的本质 

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人类命运的问题是一个基本问

题。要很好地理解它，我们就要去看创世纪。然而，我们

在教会中所学的东西往往会阻碍圣经事实，而不是宣扬它

们。在神的记载中，这个问题很早就开始了。希腊哲学传

统在第2世纪早期就混入原本的信仰，它“大展拳脚”，

让我们不懂我们是谁。如果我们没有完全理解神创造人的

那部分记述，那么我们的起步就已出了问题。因此，我们

首先要做的是追溯单词“soul”（灵魂）的含义。没有接

受任何正规教导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吸收这一概念：“灵

魂”必然指人死后会继续存活且不会死的那部分。但这种

概念讲的不是圣经观点。正如现代注释家所指出的： 

不死/不朽（immortal）的意思就是不会死亡。相

信灵魂不死，就是相信约翰·布朗（John Brown）

的身体躺在坟墓里日渐朽坏，而他的灵魂却继续

前行，因为灵魂继续前行是灵魂的本质，正如结

苹果是苹果树的本质一样。身体会死，但灵魂不

                                                        
[35] 

《真道圣经注释·罗马书》，pp. xiv，xv，强调部分为本

书作者所加。 



第十章 伪造基督教信条 

271 

会。不管错与对，这都不是圣经的观点，尽管很多

本应懂得更清楚的人也认为它是。[36]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英王钦定本圣经最为有效地掩

盖了“soul”的正确含义，并拦阻了我们，让我们看不到

真相：“soul”并非只属人类；事实上，它同样属于所有

动物。下面是圣经真正所说的： 

神说：“水要滋长生物（souls）……”于是，神创

造了大鱼和在水中滋生各种能活动的生物（soul），

各从其类……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soul）来，

各从其类；牲畜、爬行的动物和地上的野兽，各

从其类！”雅伟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

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

（soul）……雅伟神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样野兽，

和空中的各样飞鸟，把它们都带到那人面前，看

他给它们叫什么名字；那人怎样叫各样有生命的

                                                        
[36] 

弗雷德里希·布希纳（Frederick Buechner），引自《哥林

多前书：掌握基本知识》（I Corinthians: Mastering the Basics），莱

曼·科尔曼（Lyman Coleman）和理查德·皮斯（Richard Peace），

Serendipity Foundation，1986，p. 115，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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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物（soul），那就是它的名字（创 1:20，21，24；

2:7，19；1:30，新译）。[37] 

之后，大洪水的记载将所有的生物描述为“souls”：

“神说：‘这就是我与你们，与一切跟你们同在有生命的

活物（soul）所立之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就记念我

与你们和一切有生命的活物（soul）所立的约”（创 9:12，

15，新译）。 

在箴言中，“义人连自己牲畜的性命（soul）也顾惜”

（箴 12:10）。难怪新约讲到海中有性命（souls）被创造

之物（启 8:9，吕译）。 

这些简单的事实立刻就证实，圣经中的“soul”是人

与动物共有的名称。他们同样都是有意识的生命，

“souls”。希伯来人也会说，人和动物拥有（have）有意识

的生命，“soul”。不管是哪种情况，圣经丝毫都没有暗

示，“soul”与内在的不死性有任何关系。事实恰恰相反。

死亡时，用尘土而造的人会归回尘土（创 3:19），而且在

                                                        
[37] 

希伯来单词nephesh，即“soul”（灵魂），意思是有生命的

受造之物。“souls”是能够死亡的（民 6:6）。“soul”也等于

“人”（person）。因此，在大洪水中，有八个“souls”活了下来

（彼前 3:20）。A.R.约翰逊（A.R. Johnson）指出，“如果

［‘soul’］暗指早期奥尔弗斯教神话（Orphic myth）和柏拉图哲

学里所强调的任何这类二分法的话”，那么钦定本和修订本就“有

误导性。单词nephesh显然不是被用来指人们所认为的人类生命的一

部分东西（虽然是更高级的部分），而是指从整体上展现出生命力

的、整个的个人；它体现出来的是佩德森（Pedersen）所称的‘抓整

体’（the grasping of a totality）的思想”〔《以色列人关于神的概

念中的“一”与“许多”》（The One and the Many in the Israelite Con-

ception of God），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61，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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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时，“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创 7:22），人

与动物都一样。我们所发现的这些表明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情：不死性并非我们所拥有之物。人必须去主动获取它；

而且只有通过接触救赎的福音信息，通过复活，人才能获

得它，此外别无他途。一旦我们确立了这一事实，我们就

会清楚地感受到新约对耶稣回来复活忠信之人的热切盼望，

并开始带着这份感受去阅读新约。 

希伯来圣经前后一致的教导是，人在死亡时进入无意

识的“睡眠”之中。他加入他众先祖的行列，进到死人的

世界，这个世界被希伯来人称作“sheol”，其希腊语对应

词为“Hades”。[38]这不是一个人死时赐赏施罚的地方，

而是一个完全静止的地方。传道书9章5节、10节确立了关

于人死后之状态的正确概念：“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

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记念……在

你所必去的sheol，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

有智慧。”这些经文，还有其他许多表达同一信息的经文，

才是葬礼上人们应该听到的经文。这会使将来复活的伟大

前景被宣告为得救、脱离死亡的惟一真正盼望。人的注意

力立即就会固定在神的儿子将来在大能中到来上。继而圣

                                                        
[38] 

亚伯拉罕死亡时归到他列祖那里（创 15:15；25:8）。雅

各与他列祖同睡（创 47:30）。摩西被告知“和你列祖同睡”（申 

31:16）。在下列这些旧约经文中，死亡被描述为在尘埃中的静止和

睡眠：诗 6:5；30:9；115:17；146:3，4；伯 14:12；传 9:5，10；

赛 26:19；但 12:2。至于新约观点，请参看约 5:28，29；11:11，

14；徒 2:29，34；13:36。德里茨希在他著名的希伯来圣经注释中

说到，将死亡视为“睡眠”的观点遍布旧约（《旧约注释》，Vol. 

VI，p.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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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划就不会被混淆视听的概念所抵消，而这混淆视听的

概念就是：虽然耶稣还没有如但以理书12章2节所讲的，

回来，将死人从死亡的睡眠中唤醒，复活并赏赐他们[39]，

但死人已经获得了荣耀。现在，互不相容的希伯来概念和

希腊概念互相较量，致使局面一片混乱，基督教的盼望变

得模模糊糊，神的国即将到来的好消息也遗失了。 

人天生不死的希腊观点必须被彻底废弃，这样，耶稣

的教导的基础，即关于人类命运的希伯来观点才能被理解。

当我们看到人的死亡是他整个人的死亡，是他的意识停止，

而不是他在另一个领域里作为脱离身体的灵魂继续存活的

时候，我们的思想就会转向我们惟一的盼望——各个世代

的忠信之人复活。[40]脱离身体之灵魂的非圣经盼望也会被

荣耀的盼望所取代，那荣耀的盼望就是，获得以神的灵为

力量之源的、不会死亡的身体。所应许的在基督里的荣耀

未来是，个人被复活得生命，并在弥赛亚的国度里与他共

同治理。而那种生命只有父才能给，因为“只有他永远不

死”，[41]也就是说，他本性如此。因此，基督教是一个以

获得不死生命为目标的宗教。基督徒是那些“耐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即即将到来之时代里的生命”（罗 

2:7，参新译）的人。说人类已经作为离去的有意识的灵魂

而拥有不死的生命，会让圣经变成无稽之谈。但是，圣经

                                                        
[39] 

耶稣教导，赐予赏赐的时间不是人死亡时，而是他复临时

（太 16:27）。 
[40] 

林前 15:23；帖前 4:13以下；启 11:15-18；20:1-6。 
[41] 

提前 6:16。经文讲的是父差遣耶稣回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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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教导说，活着的信徒能够借着圣灵在某种程度上品尝到未

来国度里的生命（约 6:47；弗 1:14；林后 1:21，22）。[42] 

如果耶稣所援引的圣经教导说，所有的死人都在死人

的世界中，而且那个世界肯定不是地狱之火或天堂，那么

教会怎么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基本的基督教教导呢？为什

么除了复活之外，死人现在还应该在他们死亡的那一刻离

开，到天堂或地狱之火里去呢？显然，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而且它改变了我们对死亡的思考方式。以色列众先知只期

盼在末日复活的时候离开死人的世界。他们的盼望如大卫

所表达的：“上帝总要赎救我的性命［my soul，即我］脱

离阴间（sheol）的掌握”（诗 49:15，吕译）。而对于“人

能够作为脱离身体的灵魂继续活着，或者不需要先待在死人

的世界就能够获得所应许的产业”这一概念，他们一无所

知。 

 

一点点地毁掉复活的传说 

大部分教会信众都不知道，新教和天主教都几乎不加

批判地接受了一个幻想出来的传说：当耶稣本人待在死人

的世界时，他改变了死人的状态。新教徒常常斥责罗马天

主教徒，说他们信奉马利亚肉身升天，成为天后和女中保。

没有圣经经文能够被引用以支持这一革命性的教导。但是

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都坚持了一个关于死人的状态的传

统，这个传统能被追溯至非圣经书卷《尼哥底母福音》

（Gospel of Nicodemus）里的次经故事。这个文献依赖于

                                                        
[42] 

但是，基督徒现在接受圣灵，这并不能使他们逃脱第一次

的死亡，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来 9:27）。 



我们不在天堂的先祖们 

276 

始于第 2世纪的一个传统， [ 43 ]它讲了耶稣下到阴间

（Hades），把不朽坏生命赐给那些在之前各世代死去的

人的故事。同一个传说出现在好几个文献中。第2世纪的

《所罗门颂歌》（Odes of Solomon）也讲述了耶稣在阴间

的活动。他对死人说：“来，你们这些受过苦的，承受喜

乐……与不朽坏生命。”[44] 

正如历史学家所讲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下到地

狱这一信条的详细形式最早出现在《尼哥底母福音》，并

且从此以后，它就在基督徒圈子里盛行起来”。[45]《尼哥底母

福音》的一个拉丁文版本还讲了两个得释放，脱离死亡之

人的对话：“我们与基督一同从地狱复活，他亲自将我们

从死里复活。由此你们可以知道，死亡之门与黑暗之门都

被毁灭了，圣徒的灵魂得自由了，已与基督同升天堂。”[46] 

这个故事吸引人但也误导人，它一下子就摧毁了希伯

来圣经的教导，即：人只有通过末了的复活才能脱离死亡

并获得不朽坏的生命。但以理书12章2节预言，死人只有

在神的国到来时才会复活（比较林前 15:23），而新理论

让这节经文成了过时的东西。这个传说改变了死亡的整个

含义。因为根据圣经，阴间是一个完全静止的地方，在那

                                                        
[43] 

这个传统或许有更早的渊源。《以赛亚升天记》（The As-

cension of Isaiah）可能出现于第1世纪末，它教导，“许多义人会在

第三天与耶稣一同升天”（ix. 16以下）。 
[44] 

所罗门颂歌 xxxi 1以下，由《使徒教会词典》（Dictionary 

of the Apostolic Church，Vol. 1，p. 291）在“下到阴间”（Descent 

into Hades）中引述。 
[45] 

同上，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46] 

见蒂申多夫（Tischendor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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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死人不能赞美雅伟”（诗 115:17），并且在那里，他

们等候着，直到基督回来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早期民间传说

中，阴间成了基督积极给死人传道并释放他们的地方。[47] 

新的扭曲对基督教关于死后生命的理解有着毁灭性影

响。它意味着死人从此以后就能够逃离阴间，并在死亡时

立即到乐园（Paradise）去〔后来的传统说，义人脱离身

体的灵魂会直接去天堂〕。尽管传说式的《尼哥底母福音》

似乎教导，在耶稣下到阴间之后，旧约死去的忠信之人立

即就肉身复活了，但是后来的传统意识到，这与死人要到

“末日”才会被复活的新约教导是完全矛盾的。最后，在

灵魂天生不死的希腊信条的援助下，某种妥协就达成了。

说法是这样的：自从耶稣将众先祖从死亡中释放出来以后，

义人的灵魂会立即去天堂（根据另一个理论，是去乐园，

它是阴间被分隔出来的一个地方），但灵魂需要在末了最

后的复活时与其身体相结合。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大

部分新教徒的观点，也是自教父时期起至16世纪的信徒的

观点。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从罗马天主教体系中摒弃

的只有关于炼狱这个中间过程的信条。 

因为背负着耶稣在“地里头”（太 12:40）时释放了

众先祖这个非圣经传统，新教徒就只好去寻找能证明人死

亡时灵魂去天堂的圣经证据。没有这样的证据，哪怕有信

                                                        
[47] 

马太福音27章52节、53节讲到某些“已睡圣徒”的复活，

这段叙述肯定没有暗示旧约时代的所有死人都被复活了，它也没有

暗示那些复活的人获得了不朽坏的生命，或是被带去天堂。这种概

念与使徒行传2章29节、34节是矛盾的，那两节经文申明，在耶稣复

活后，大卫仍然是死亡的，是被埋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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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宣告“基督下到阴间，为所有信徒消除了它”。[48]以弗

所书4章8节确实讲到基督“掳了许多俘虏”（新译），但

其上下文讲的是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它支持不了耶稣释

放死人出阴间的概念。正如一著名圣经词典所说：“以弗

所书4章7-10节根本没说基督在阴间的任何工作，也没有说

死人在阴间的任何可能性。”[49]同一权威证实了我们的核

心主题，即：新约关于未来的教导“与希伯来信仰相关，

并且其主旨源于旧约的原则”。[50]因此，丢失希伯来死亡

观和死后生命观是一个重大的信条灾祸，它需要被纠正过

来。事实上，保罗认识到，只有在标志着基督回到地球，

标志着大复活的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林前  15:52；启 

11:15），阴间才会被胜过，死亡才会被吞灭。[51] 

                                                        
[48] 

《协和信条》（Formula of Concord）。约翰·皮尔森

（John Pearson）因其关于基督教信条的著作而闻名，但他本人并不

接受耶稣释放众圣徒出阴间（Hades）的信条，而是承认：“这是曾

在经院里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它也曾被当作各时代中神的教会的观

念而传播；然而，尽管人们不像经院学者那样普遍地劝我们如此相

信，但可以确定的是，许多教父是这么理解的。”优西比乌

（Eusebius）、西里尔（Cyril）、安波罗修（Ambrose）和耶柔米

（Jerome）的话被用来支持灵魂立即去天堂的概念，而殉道者游斯

丁、爱任纽（Irenaeus）、特土良（Tertullian）、希拉流（Hilary）、

女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以及其他人则教导，忠信之人不

直接去天堂，而是去亚伯拉罕的怀里，去“乐园”里，旧约的忠信

之人也在那里，直到复活的时候。 
[49] 

“末世论”（Eschatology），《黑斯廷斯圣经词典》，Vol. 

I，p. 756。 
[50] 

同上。 
[51]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引用了何西阿书13章14节，经

文讲到阴间（Hades）最终丧失其毒钩的时刻，并将它应用于未来基

督复临时所有忠信之人的复活（比较林前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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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的本质以及恢复人之不朽性的计划而言，如果希

伯来圣经一直被当作神的教导的权威来源，那么在我们死

亡时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上，就不会有混乱了。但是，基

督徒没有效法一直都支持旧约的耶稣；从第2世纪起，他

们就迷上各种各样的神话和传说（比较提后 4:4），然后

那些神话和传说就深深嵌入基督教的传统之中。基督复活

时让众先祖出离死人的世界，此事彼得一无所知，因为他

在耶稣升天之后还讲到，大卫仍然是死的，被埋葬的（徒 

2:34，39）。希伯来书的作者根本不知道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们会在耶稣在神国的大能中到来

时与所有的忠信之人一起被复活（来 11:13，39；12:28）。 

将基督徒得荣耀的时刻令人遗憾地提前（这是个错误

教导，类似于保罗所讲的潜藏在教会里的毒瘤，提后 2:17，

18，新译），此举开启了一个让圣经未来观解体的过程。

将相互矛盾的概念混在一起所造成的局面是，许多人都不

能辨别传统与圣经真理。他们一方面不断地拒绝整个人死

亡的旧约观点，另一方面还歪曲孤立的新约经文，以强行

让它们与“既成”传统看齐。我们常常听到信众引用哥林

多后书中详尽讨论复活的那段经文的只言片语。“离开身

体与主同住”（林后 5:8）就被认为是个证据，证明保罗

在谈论不死的灵魂在人死亡时去天堂。但是这根本不是他

所想的——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整个上下文的话，这一点

就会清晰可见。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教导哥林多人，死人是睡着的，

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时必然发生的大复活：“在他来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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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那些属基督的必被复活”（林前 15:23）。[52]到了帖

撒罗尼迦前书4章，他也如此教导。他没有在哥林多后书5

章中教导“人作为没有身体的灵魂继续存活”这一不同的

概念，以此困惑他的读者。这种概念与保罗关于死亡的希

伯来思维方式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他的主题仍然是复活：

“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

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林后 4:14）。保罗所盼

望的，是“穿上从天而来（from heaven）的居所［新身体］”

（林后 5:2）。[53]这句的意思是将我们现在的身体换成不

朽坏的、属灵的身体。这件大事是复活。“离开身体与主

同住”（林后 5:8），这说的是我们的盼望，就是当基督到

来，将我们从死里复活时，我们就会与他相见的盼望。耶稣

会回来，将死人复活。不是我们在死亡时去见他。圣经只

知道一种逃离死亡的途径——借着基督回来时的复活（那

些在他回来时还活着的人只需要被转变，接受他们的新身

体）。“与主同住”的意思是借着基督回来时的复活与他同

在。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也是这样解释的。他当时详细地

阐释了神的安排。按照神的安排，众圣徒会被带到归来的

主面前。“这样［即借着复活和转变］，我们就要和主永远

同在”（帖前 4:17）。 

                                                        
[52] 

保罗用“醒来”（wake up）一词做复活的同义词（林前 

15:12，14，15，16，17，20）。 
[53] 

保罗没有说他会待在天堂。 

另附译者注：本句所引经文的英文是从希腊语直译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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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不朽坏生命的信徒的未来 

借着从死里复活（不是借着根本不会死）而被创造的

不朽坏生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世界清除核战争的噩

梦。基督徒获得不朽坏的生命，并非毫无目的。他们将要

治理世界，并建立一个公义的秩序（赛 32:1）。但让保罗

诧异的是，他的一些归信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目标：“岂

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林前 6:2）。[54]哥林多人把

对方告到法庭，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保罗为此感到愤

慨。基督徒竟卷入诉讼之中，这真是太荒谬了！因为最终，

他们是要在新世界秩序里担任审判者的，而且作为正在受

训的王室成员，他们应该展现出他们配得他们未来职位的

品质。 

据报道，世界现在每两周花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的

费用，相当于它花在食物、住房、衣物，以及教育世界人

口上一整年的费用。这样的事实只能意味着世界已经穷途

末路。挥霍这么多的资源去威胁我们未曾谋面、无个人积

怨的外国人——男人、女人、孩子（还有那些尚未出生的孩

子）——的生命，再没有比这更疯狂的事了。但是在神的国

中，新的体系就有能力根除国际战争这种疯狂之事。[55] 

众教会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们与战争机器的

关系。他们迟早得面临艰难的困境：教会参与战争，那么

                                                        
[ 54 ] 

Moffatt捕捉到了它的含义：“你们不知道圣徒要管理

（manage）世界吗？既然世界要在你们的审判之下（to come under 

your jurisdiction）……” 
[55] 

赛 2:4；诗 46:9；亚 9:10；赛 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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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毁灭的就必然不止是他们的敌人，还有他们的基督

徒同伴（这些人当中的一些甚至已经选择不参与战斗）。

在战争中，教会将会和过去常常发生的一样，从内部分裂，

杀害自己的成员。只要基督徒投身于杀害敌境中他们自己

弟兄的政治，他们就一直在展示，他们相信民族之国高于

基督徒之国，而且如果他们背上武器，要杀害敌境中他们

自己弟兄的事就无可避免。国际性的基督徒之国——神的

以色列民（加 6:16）——应该是弥赛亚门徒的内核，而门

徒则是为了在将要到来的神的统治中进行服侍而做准备的

人。但教会现在参与战争，就是在否定他们的身份，即他

们是跨越国际的世界性团契，是神的国的缩影。教会应该

非常严肃地思量一下这一事实：在基督教历史的前170年

内，没有基督徒背起武器的事件发生。如果让教会要求其

成员在洗礼时宣告不取基督徒同伴的性命的话，不知道这

个请求算不算太过分呢？现今，基督教常常被定义为高级

形式的爱国主义。这种概念与新约教导是矛盾的，因为新

约教导，在弥赛亚回来之前，这个世界的国度不是神的国，

而且也不会是（启 11:15-18）。 

 

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 

有两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新约表述，其现今的译法阻挡

着人们的视线，让人看不清耶稣和众使徒所理解的那种基

督徒命运。第一个是“永生”〔“everlasting life”  or 

“eternal life”（“永久的生命”或“永恒的生命”）〕。

它没有完全表明早期基督徒在描述信仰的终极目标时心中

所想的。在希伯来旧约圣经中，“永远”（forever）一词

常常被理解为在遥远未来的一段时期。神给亚伯拉罕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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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的福音信息中所含的应许，就与那段时期关联在一起。

当但以理记录下他关于现在这个历史时代之末期的异象时，

他将那些睡在尘埃里的人的复活描述为“复醒，得永生”

（但 12:2）。我们的诸位翻译在给出我们这种翻译的时候，

他们是按照希腊人的方式思考的，不是按照希伯来人的方

式。希伯来人盼望的不是“永生”（everlasting life），而

是“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在神永久改变事态进程的时

候，历史还会继续前进。众先知的整个盼望都在于终有一

天会临到全地的事，即弥赛亚统治下世界和平的时代。旧

约作者们恰如其分地用了一个特别的词来描述那个未来时

代。这个词是olam，指遥远的、未来的时代。耶稣和他的

同时代人（与拉比们一样）都习惯于将人类政权的现在时

代（“ha'olam ha'zeh”——这个时代），与弥赛亚和其国

度的未来时代（“ha'olam ha'ba”——即将到来的时代）

相比较。因此，当但以理描述忠信之人在现在这个时代的

末期复活时，他看到的是死人接受“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

命”（但 12:2）。那正是每一个虔诚的希伯来人所渴望的。

但以理自己也受邀安息在死亡里，直等到他在这个时代的

末期就任委派给他的职位的时候（但 12:13）。 

新约从旧约和犹太教继承了这个用语，这是众所周知

的事。耶稣时常讲到“即将到来之［弥赛亚］时代的生

命”，并将这个表达与神的国互换着使用。[56]“永生”这

个译法也并非完全不准确，因为在即将到来之时代里赐下

                                                        
[56] 

例如：马太福音19章16节，请将它与24节以及其他许多经

文对比。约翰使用“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而不是神的国（例外：

约 3:3，5；18:36），但是其含义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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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确实会是无尽的生命。然而，希伯来的表达要清楚

得多，原因是它传递出了那生命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获得的重要信息，而且它时时提醒我们，历史被划分为两

个时代。我们会在即将到来的弥赛亚时代里完全得享“即

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人类“承受神的国”，得在即将

到来的时代里。如果我们读到“永生”（“everlasting life”

和“eternal life”）时，[57]我们和耶稣一样，想到的是“即

将到来之神国的生命”（借着圣灵，现在就可以预先体

会），那么我们的基督教文献在我们眼前一下子就会明亮

许多。正如奈杰尔·特纳所说：“将aionios翻译成‘永恒

的……’（eternal）是不精确的［但我们的众译本依然这

么做］。它的意思是‘属于将来的时代或体系的’。”[58]

同一形容词aionios还描述了几千年前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

的火（犹 7）。那火不是永远的，而是与神在基督回来时

所施加的超自然刑罚相似的。马太福音25章46节中的翻译

也 很 误 导 人 ， 在 那 里 ， 据 说 恶 人 要 往 “ 永 刑 ”

（everlasting punishment）里去。幸好，有权威的注释前来

挽救局面：“形容词aionios［在马太福音25章46节中］的

意思是‘属于未来时代的’。它本身的意思并不是‘无尽

的’（unending）。”[59]耶稣描述的是“不允许某人进入

                                                        
[57] 

这两个词的希腊语都是zoe aionios，可为什么英王钦定本给

我们了两种译法呢？ 
[58] 

《基督教用词》（Christian Words），T & T Clark，1980，

pp. 452，455，456。 
[59] 

《剑桥学生圣经·马太福音》（The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St. Matthe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9，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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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刑罚”。大众普遍以这节经文为基

础来宣传“永远的刑罚”，这种做法得不到希腊原文的

支持，因为希腊原文受新约作者的希伯来思想的强烈影

响。[60] 

耶稣对后来的希腊传统一无所知，他从未讲过“去天

堂”。他给他的跟从者的，是承受地土（太 5:5），以此

实现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亚伯拉罕曾住在“应许之

地”，但是他从未拥有它。他死的时候没有得到它。因此，

显而易见地，亚伯拉罕必须在某天从死里复活，以同所有

的忠信之人一起进入他的产业。这是神已经“对我们列祖，

对亚伯拉罕”讲过的，也就是说，是他应许过的，并且是

“为了［即将到来的］时代”（路 1:55）。[61]那产业就是

神的国，如雅各所说的，“这国是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的”

（雅 2:5，新译）。耶稣也盼望神的国的时代。他的语言

没有超出希伯来未来观的框架。他没有讲“死时去天堂”。

他也从来没有说“如果你想去天堂……”或者某某某在

“天堂”。他和众使徒讲的是现在正在天上预备的、在神那

里的财宝（太 6:20；19:21）——“存在天上的”赏赐，[62]

那赏赐是在基督回到地上时，“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彼前 1:5）。基督徒应该跟随耶稣和保罗，去谈论“承

                                                        
[60] 

关于恶人命运的普遍看法是，他们将会被彻底毁灭（箴 

10:25；俄 16；赛 33:12；41:11，12；诗 118:12；太 3:12；帖后 

1:8，9）。 
[61] 

eis ton aiona的字面意思是“为了那时代”（for the age）。 
[62] 

彼前 1:4。比较太 5:12，“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即基于未来的视角，赏赐被存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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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或进入神的国”。[63]这会让我们像主那样思考，而不是

像希腊哲学家那样。流行于大众的讲道能够从一位新约学

者的话中获益良多：“耶稣从来没有用‘在天堂’或者

‘去天堂’这样的字眼描述过未来生命的应许。”[64]如果

我们要效法耶稣，我们就需要一场语言上的革命性改变。

基督徒使用耶稣本人的语言，这种做法对于采用非圣经语

言来描述死后生命而造成的属灵顽疾，有医治的功效。奈

杰尔·特纳的话对现今因宗派主义而产生的混乱有着非同

小可的意义，他写道： 

教会的语言最好是新约的语言。用新术语宣讲福

音是危险的，因为新约里未言明的很多信息和有

价值的言外之意有可能因此而永远地遗失。已故

的约克主任牧师讲道：“对神学理解产生影响并

让教会备受困扰的大部分扭曲和纷争，都是因为

基督教的众宗派或派别坚持使用新约中所没有的

词而产生的。”[65] 

 

两个时代 

我们的众译本有时候会讲到“将要到来的世界”

（world to come），而不是“将要到来的时代”（age to 

come），它们的这种做法是给我们帮的另一个倒忙。“将

                                                        
[63] 

太 25:34；加 5:21；林前 6:9；弗 5:5。 
[64]

 W.斯特劳森（W. Strawson），《耶稣与未来的生命》

（Jesus and the Future Life），London：Epworth Press，1959，p. 

156。 
[65] 

《基督教用词》，p. viii。他同样警告人们，不要将信息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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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来的世界”会给非圣经概念，即人死亡时进入天上一

个领域的概念留出空子。这种概念是误导人的，因为它给

圣经目标蒙上一层面纱，而圣经的目标就是神的福音信息

所含的盼望，也就是，一个荣耀的黄金时代会在历史中到

来，它会取代现今这个人类蠹政的时代。基督徒所渴望的，

正是那个时代。也正是在“那个时代”中，他们通过基督

回来时的复活而获得“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如果英

王钦定本圣经以及其他译本的读者在每次碰到“永生”时，

都会读成“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或“在即将到来的时

代里的生命”，那么他们的理解就会透彻得多。这样做，

原信仰的氛围就可能得以恢复。 

众译本和注释还会讲到“时间之末”（ the end of 

time），这也会让信息有失清晰。圣经中的救恩不是在时

间与空间之外。它会“在这个时代的末了”（the end of the 

age）被完全赐下，而新时代就在那时开始。基督徒所盼

望的神的国的到来，是在“末了”（end-time）[66]或“末

了的时候”（time of the end），而不是在“时间之末”。

耶稣的门徒问他的是这个时代的末了，不是这个世界的末

了。[67]钦定本把启示录10章6节翻译成“不再有时间了”，

这种译法也阻碍了人们清晰地理解经文。不过现代译本已

经纠正了这个错误，它们告诉我们，经文是“不再耽延

了”。 

                                                        
[66] 

但 8:17，19；11:40；12:4（在NASV中，最后一节经文被

错误地译为“时间之末”）。 
[67] 

太 24:3；28:20。这个时间指的是神的国到来的时间。另

请参看太13:39，40，在那里，同一事件被称为收割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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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其他方面四分五裂的教会却不

约而同地认为，基督徒的盼望是作为脱离身体的灵魂到天

堂去。但是，最让人觉得扎心又让人大受裨益的事实是：

这种概念对于圣经的希伯来基督徒作者们来说是不可思议

的。我们最优秀的学者也是这么说的，我们只引用两个例

子：“保罗显然不可能思考除复活之外的不死状态；在他

看来，个体必须有某种身体。”[68]“脱离身体的灵魂这个

概念是令希伯来思想反感的。” [69]福音派人士所熟知的

F.F.布鲁斯也相信死人的无意识状态。在评论哥林多后书5

章时，布鲁斯讲到旧身体向新身体的瞬间转变： 

保罗在此所设想的是，在一个和另一个［旧身体和

复活的身体］之间，不存在意识尚存的“赤身”

（nakedness）的间隔期。如果我们假设，在已故信徒

的意识中，消亡与被授予［复活的身体］之间没有

间隔期——无论按照地上的人类历史的日历来计

算，这个间隔期会有多久，那么今日，由假定出

来的死亡与复活之间的间隔期所造成的张力就会

消弭。[70] 

我们继续用一个与圣经如此不相容的、关于死人的盼

望来安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并且全是以基督教的

名义来做——这真是没什么道理。认识到大量希腊哲学已

                                                        
[68] 

F.F.布鲁斯，“保罗的不朽坏生命观”（Paul on Immortal-

ity），《苏格兰神学杂志》（4），1971，p. 469。 
[69] 

艾伦·理查森，《新约神学导论》，p. 196。 
[70]

 《保罗——心灵得自由的使徒》（Paul, the Apostle of the 

Heart Set Free），Eerdmans，p. 312，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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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引入信仰之中，并被强加于新约记载之上，是恢复使

徒基督教的第一步。一位法国圣经学者的话值得人人关注： 

在旧约与新约的书页中，从头到尾，神所启示的

真理之水都是清澈的，像一条壮丽的河流流淌着。

只有神是不死的，并且正是他自愿向人类提供，

并向信徒传递出他那神性的、不可毁灭的生命。

但是，与这条河流并行流淌的，是异教哲学的泥

流，即：关于人类灵魂、关于神性本质的哲学—

—这灵魂，这本质是永恒的，在身体之前就存在，

并在身体死后继续存活。 

众使徒去世之后，两条河流便融合起来，成了一

片问题多多的混水。一点一点地，人类哲学的猜

测就与神的教导混合在一起。现在，福音派神学

的任务就是：将两个互不相容的成分分开，将它

们分离，清除异教成分，恢复圣经成分的价值。

因为异教成分是个篡位者，并且已经安安稳稳地

坐在传统神学的中心位置，更因为只有圣经成分

才是真的，只有它才符合神的本质，符合神的创

造之物即人的本质。[71] 

智慧的道路似乎在于个人依据圣经文献重新研究信仰。

圣经褒扬孜孜探求的精神。它赞扬那些日日思想神的启示

的人。耶稣本人就是一个专心专意学习圣经的人，他与其

他拉比一样，沉浸在以色列的圣卷之中。在整个新约中，

众使徒都将“复活得荣耀”应许给那些通过行动来表达他

                                                        
[71] 

阿尔弗雷德·沃谢（Alfred Vaucher），《“不死”的问题》

（Le Problème de L’immortalité），1957，p. 6，由弗鲁姆（Froom）

引述，《我们先祖的条件主义信仰》，Vol. II，p.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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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耶稣的信的人：他们悔改，他们作为具备责任能力的

成人接受洗礼，而且他们相信并顺服弥赛亚和众使徒所宣

讲的神的神国福音信息。救恩的授予有相当明确的条件—

—信耶稣和众使徒所传的福音。所以，清楚地定义那个福

音信息，应该是所有寻求真理的信徒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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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争斗场 

教会早晚都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即信仰在其某段历

史中，从根本上被异教化了。否认弥赛亚国度，用死时在

天堂的赏赐来代替它，这些事明明白白地指出希腊哲学的

影响力，并且它与关于未来的希伯来信条是矛盾的。只要

两个相互冲突的思想世界所造成的紧张状况得不到消解，

局面就会混乱下去。现在，“正统说法”正奋力拼搏以保

护它的传统地位。显然，看到自己不得不宣告放弃一些珍

爱的教义，还是太令人不安了。然而只要这种态度还广泛

存在，恢复与统一就会受阻。 

有时候，学术文章会在脚注里承认，哲学对信仰产生

了负面影响。其实它们应该被写成大字标题以警示人们，

当外来的体系被读进圣经时，扭曲就必然会产生。人们普

遍会用保罗的话“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来证明，保罗认为

“灵魂”在人死亡时去到天堂，享受“居间状态”

（intermediate state）。对于这一做法，E.E.埃利斯（E.E. El-

lis）评论说：“既然希腊哲学从很早时期就开始施展影响，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释经会朝着这个方向走。”[1]但

                                                        
[1] 

J.W.迈克坎特（J.W. McCant）引述，“保罗相矛盾的末世

论：哥林多前书15章与哥林多后书5章解经对比”（Competing Paul-

ine Eschatologies: An Exegetical Comparison of I Corinthians 15 

and 2 Corinthians 5），《卫斯理公会神学杂志》（Wesleyan Theo-

logical Journal）（29），nos. 1 and 2，1994，p. 46，fn.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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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什么从亚历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

和特土良那时起直到现在，保罗就应该被错用，以支持流

行却非圣经的、关于死亡与死后生命的概念呢？为什么这

种做法是对的呢？ 

关于基督教发展历史的权威著作让我们毫无疑问地确

信，原信仰产生了断裂。但它们似乎没什么热情去呼吁回

归“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 3），而这个短语几

乎不可能表明，对于大批出卖信仰，或者说向希腊或罗马

神学妥协的行为，众使徒会颔首赞许。新教宣称惟独圣经

是其信仰和实践的规范标准，而且英国国教信纲（the Arti-

cl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也警告说，教会公会议

（Church Councils）可能已经走迷了路。如果事情果真如

此，那么新教徒就应该热切地证明，他们的信仰真的代表

了耶稣的真正思想。但是他们有没有处理过那些在新约时

代之后不久就开始支配信仰的变化呢？ 

 

哲学的有害影响 

当基督教的希伯来基础、圣经基础被舍弃，并被以哲

学为导向的体系所取代的时候，神学概念就发生了骤变。

对于这一骤变，一位博学的基督教历史教授在本世纪初期

就做了描述。教授的观点是我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偶然读

到的，但他的真知灼见有力地回答了我最初的疑问，它就

是：为什么教会中所教导的基督教与新约所营造的氛围似

乎有着天渊之别？我发现他的这段话极其发人深省： 

与所有的概念一样，宗教术语的含义也随着体验

的改变和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在基督教教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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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到希腊世界观之后，它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了

——其实是被转变（transformed）了。之前从未被

问过的问题开始备受关注，而犹太前设则趋于消

失。尤为突出的是，弥赛亚盼望或被遗忘，或被转

移到一个超越死亡的超然领域里。当帝国在第4

世纪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基督的国度会在大艰

难之后在地上开创这一概念几乎消失了，仅仅成

为小众群体的信仰。灵魂不死——哲学概念——

替换了身体的复活。然而后者仍然存在，原因是

原始资料中都有它的身影，但它已不再是一个决

定性因素，因为它的前设——地上的弥赛亚国度—

—已经变得晦暗不明。这样一来，背景就从犹太

的转变成希腊的，基本的宗教概念也是如此……

我们因此得到一个奇特的结合体——圣经的宗教

信条穿梭在外来的哲学形式里。[2] 

保罗命令我们守卫好信仰之宝。如果上述文字所说属

实，那么我们就很难想象出比它更令人哑口无言的、对我

们的失败的控诉了。既然“弥赛亚盼望”是耶稣的福音跳

动的心脏，那么它们怎么会“被遗忘”呢？信仰怎么可能

“被转变”而不丧失其原本特征呢？将希腊哲学与神的启

示相混合，并仍然假装没有任何损害产生，这种做法为什

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接受呢？既然新教信仰的整个福音

信息都被设定在弥赛亚框架内，而我们事实上已经离开了

那个框架，那么圣经又怎么能被宣告为新教信仰的源头呢？

                                                        
[2] 

G.W.诺克斯（G.W. Knox），“基督教”（Christianity），

《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11th ed.，Vol. 6，

p. 284，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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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已经被嫁接到外来的哲学上，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

可接受的。在1938年，一位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基督教

与人本主义”（Christianity and Humanism）的演讲，他的

话可以说是一份我们非常需要的警告，他说：“当基督教

遇上希腊哲学时，它变成了神学。那是基督教的堕落。”[3] 

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菲尔森（Floyd Filson）的论

述，那么我们估计，许多人都会为外族概念闯入耶稣的信

仰而感到惊恐。他讲论了希伯来思维模式与外来文化的互

不相容性： 

与新约有着基本亲属关系的，不是外邦的环境，

而是犹太的传统和环境……我们经常受我们的传

统信条与神学牵引，按照外邦概念，尤其是希腊

概念的表述来思考。我们知道，还不到第2世纪时，

护教士们就开始想有条有理地证明，基督教信仰

在希腊哲学里是最完善的……人们倾向于将新约

看作一堆表达外邦思想的文献，但是，要谨慎地

研究新约，就必须拦阻这种倾向。与新约有着亲

属关系的，主要是，也绝对是犹太教和旧约……

新约总是反对外邦宗教信仰与哲学，而且通常都

带着一种直截了当的斥责。从本质上讲，它与犹

太教对异教世界的控诉是一致的。[4] 

                                                        
[3] 

罗伯特·弗里德曼（Robert Friedmann）引述，《再洗礼主

义神学》（The Theology of Anabaptism），Herald Press，1973，p. 

50。 
[4] 

F.菲尔森（F. Filson），《新约与其环境的对比》（The 

New Testament Against Its Environment），London：SCM Press，1950，

p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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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信条教导我们按照外邦概念，尤其是希腊概念

的表述来思考”，“新约总是反对外邦宗教信仰与哲学，

而且通常都带着一种直截了当的斥责”。传统基督教似乎

受到它自己的学术洞见的控诉。对于一个自称尊敬并跟随

基督的宗教来说，彻底检查信条并恢复耶稣本人的希伯来

信仰，似乎是惟一可行的道路。“耶稣是基督徒吗？”如

果我们这个古老的问题问的是，耶稣是否属于在第2世纪

就扎根于希腊土壤，且为正统教会所继承的，“被转变的”

基督教的话，那么它的答案就应该是否定的。然而耶稣是

基督徒的榜样。因此，我们需要紧紧跟随他和他的教导。

若我们讲“耶稣是主”，随即又为了支持我们自己的概念

和传统，而不顾他正宗的神国福音信息或他的任何教导，

那可是很奇怪的。基督徒似乎忘记了耶稣是我们的拉比、

先知，以及我们的救主。弥赛亚来是要“赐给我们悟性”，

这样，我们就能认识神（约一 5:20，新译）。但是，当我

们在核心的基督教问题上将他的教导与“既成”观念混合

在一起的时候，他如何能教导我们呢？ 

可供我们引用的关于宗教发展的学术评论比比皆是。

另一位早期基督教史教授似乎也非常确信，信仰并非完好

无损地传给了我们： 

尽管诺斯底主义基督教世俗化的明确形式被拒绝

了，但是教会……接下来越来越多地失去其原始

特征，并在希腊-罗马文化里入乡随俗。这一过程

被护教士们［第2世纪的信仰发言人］向前推了

一把，然后在爱任纽的影响下，似乎受到了些抑

制，但是在亚历山太神学院（ the Alexandrian 

school of theology）里，它又得到了促进……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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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将信仰的准则（the rule of faith）彻底转变成希腊哲

学的汇编……我们不能认定，传给众圣徒的信仰

最终被充分地以这些希腊-罗马的理性形式表达了

出来……我们不能坚称，用教会的教义来表达信

仰，信仰通常不会被模糊或被扭曲……我们必须

承认，基督教体系在自我调节以适应其希腊-罗马

环境的同时，它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该环境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推断出来，这一作用与反作用不仅是

必然现象，而且也是发展的条件……然而，我们

需要坦然承认，希腊猜想精神与罗马务实精神的

有些特征，与福音的独特特征并不完全和谐，因

此，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扭曲出现了——调味的

盐确实失了些味道。希腊的形而上学和律法表达

了福音，但也歪曲了福音。[5] 

如我们所提出的，矛盾的主要范围在于末世论，即与

将要发生之事相关的信条。常常被注释家所忽视的，似乎

就是未来的神的国。一方面，人类靠自己无法成就地上和

平的概念有点让人不舒服。恢复和谐需要神的介入。另一

方面，在基督教注释中，是不是还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

反犹太倾向，而且正是它促使人们拒绝接受耶稣那犹太的、

圣经的弥赛亚思想？ 

破坏圣经关于未来的教导，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

小问题。因为福音本身讲的就是神的国，而神的国在未来，

所以，基督教教导的基本内容受到了威胁。 

                                                        
[5] 

A.E.加维，“基督教”，《宗教与伦理学百科全书》，1910，

Vol. 3，p.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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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耶稣的犹太特征 

虽然众使徒的著作专注于讲述教会的发展，讲述教会

是正在接受训练的、即将到来之弥赛亚时代的领袖，但是

著作中没有证据证明，新约基督徒已经丢弃了“犹太图画”

——弥赛亚是即将到来的管理者，管理一个更新了的世界

秩序。他们不可能这么做，因为耶稣所赞同的圣经已经生

动地描绘出一幅弥赛亚将来介入世界事务的图画。耶稣从

未贬低圣经的盼望，而且正是根据这个盼望，犹太人每日

祷告三次，“愿世界在全能者的国度下速速得以完全……让

世界所有的居民都认识到，都知道，万膝都必向你跪拜，万

口都必指着你起誓……让他们人人都接受你国度的轭”。[6] 

在一些庄重的礼拜场合，如著名的十八祷（the Eight-

een Prayers）中，犹太人问神：“主啊，求你将荣耀赐给你

的子民……，将喜乐赐给你的土地［巴勒斯坦］，将喜悦

赐给你的城［耶路撒冷］，将兴旺的角赐给你的仆人大卫，

将闪耀的亮光赐给耶西的儿子，你的弥赛亚。”[7] 

这正是新旧两约的盼望。“闪耀的亮光”取自撒母耳

记下23章4节的弥赛亚预言，“大卫的角”则反映出诗篇

89篇17节和诗篇132篇17节，而这两节经文又出现在路加

福音1章69节，在基督的故事背景中。马太福音将耶稣展

示为“牧养我以色列民的君王”（太 2:6）。希伯来圣经

则用完全相同的话来讲大卫王：“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

                                                        
[6] 

《阿勒努》（Alenu）祷文，由克劳斯纳引述，《以色列的

弥赛亚概念》，p. 521。 
[7] 

克劳斯纳引述，pp. 52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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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色列的君”（撒下 5:2）。这是证明这一盼望——耶

稣必定会被任命为再次被招聚之民的君王——的最有力的

证据。 

同耶稣的独特风格一样，犹太人也没有降低神国到来

的消极的那一面：“愿你使狂傲的统治从全地消失的时候，

所有的恶人都如烟消灭。”[8] 

耶稣给他的跟从者的永远的祷告，与这些犹太教的祷

告，用的是相同的弥赛亚材料。耶稣的盼望完全是犹太教

的。耶稣去过会堂，在他所参加的会堂的祷告中，他极有

可能听过下面这段为了即将到来的国度而做的祈祷： 

愿他的名在这世上被尊为大，被尊为圣，因世界

是依他的旨意被造。愿他在你在世的时候，在你

的日子里，在所有以色列家在世的时候建立他的

国，愿他速速建立，愿那时间快快到来！阿们。[9] 

耶稣的范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太 6:9，10），表明他深受纯全

的圣经犹太教的影响。耶稣和他自己的同胞一样，渴望在

全地建立公义。这是以色列众先知的热切期盼： 

到那日，雅伟必在高天之上惩罚天上的众军，又

在地上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

被聚集在牢狱里一般；他们要被关在监牢中，多

日以后，他们要被惩罚。那时，月亮必蒙羞，日

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雅伟必在锡安山，在耶路

撒冷作王；并且在他子民的众长老面前，大有荣

                                                        
[8] 

克劳斯纳引述，《以色列的弥赛亚概念》，p. 522。 
[9] 

会堂里的古代《圣颂》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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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执政，必有众领袖

按公平治理……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我的仆

人……必把公理带给万国……他不灰心，也不沮

丧，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对锡安说］

“你的神作王了。”（赛 24:21-23；32:1，17；

42:1，4；52:7，新译） 

犹太注释恰当地将对神作王的盼望解释为神的国的显

现。这是犹太教的盼望，同样也是作师傅的耶稣亲自所启

示的圣经基督教的盼望，而且他的福音只聚焦于一个概念：

神的国在地上实现。新约是在解释耶稣的总概念。基督教

的福音是关于神的国的福音，是对信耶稣为基督之信心的

所有祝福的参考标准。若不是对立的传统一方面坚称耶稣

的名，一方面却不断地将它不想要的政治成分和末世成分

从他的福音信息里剥除，这一切对于教会大众都是清清楚

楚的。 

 

关于未来的争论 

最敏感的争论点集中在几节新约经文上。若我们单独

来看这些经文而不理会其广阔的上下文时，它们就最有可

能被强行扭曲，以与埋没希伯来众先知之福音信息的希腊

思想相一致。保罗从未像我们这样，用“死人其实活着与

基督同在天堂”这种话去安慰失去亲友之人。我们将死亡

描绘成“逝去”（pass on），或将死人描绘成已经“回

家”，这表明，异教已经进入信仰。著名的福音诗歌“我

们要去，要去天外的家，在那里，田野披着美衣，阳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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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明媚”[10]，并不符合新约对耶稣到来复活死人的切切盼

望。对于保罗、其他使徒，以及耶稣来说，死人去了阴间

（Hades）安息。他们就是死了，等候着末日复活。神是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一事实决定了未来的复活。

先祖们现在是死亡的。因此，他们必须在复活时复活，这

样，他们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国度中获得他们的位子。与旧

约的先祖们一样，早期基督徒也将死人描述为归到他们的

祖宗那里，睡在死亡的睡眠中，[11]睡在尘埃里，直到他们

在复活时醒来。 

还有，保罗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复活，死人就已经灭

亡了（林前 15:18）。要是他们的灵魂其实在另一个世界

继续活着的话，那么保罗这话显然就是错的。因此，一旦

人们把希腊二元论思想——人拥有身体和可分离的、有意

识的灵魂——从头脑中清除掉，整个事件就非常简单明了。

因为，虽然一个人确实将他的灵（spirit）——他本身是一

个有生命的、会思考的受造——在他死亡时交给神，但同

样清楚的是，此人本身会进入无意识之中。在使徒行传7

章，司提反在把自己交给神之后，他就睡了，死了（徒 

                                                        
[10] 

范妮·克罗斯比（Fanny Crosby）的歌词。 
[11] 

参创 15:15；25:8；47:30；申 31:16，以及从列王纪上至

历代志下这几卷书中的另外50处经文，在那些经文中，列王被称为

“与他列祖同睡”。另请参看诗 6:5；30:9；115:17；146:3，4；

伯 14:12；传 9:5；赛 26:19；但 12:2；约 5:28，29；11:11，

14，43。使徒行传2章29节、34节表明，即使在耶稣复活之后，大卫

仍然是死亡的，被埋葬的。大卫和其他人一样，“就睡了，归到他

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徒 13:36）。耶稣会回来，复活（字面义

为“唤醒”）那些睡在死亡里的人（帖前 4:15；5:10；林前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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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60）。下一个他有意识的时刻，将是他在大复活中

醒来的时候，也就是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圣经中，没

有身体的灵魂仍然继续存活且意识尚存的概念，属于邪灵

的世界，从来不属于人类。 

圣经中只有那么几节经文似乎是在讲人死后立即与基

督同在。当保罗思考他自己在死亡中睡眠的时候，他自然

而然地预想他立即“与主同住”（林后 5:8）或“与基督

同在”（腓 1:23；比较帖前 4:17）。这是因为在睡眠中，

人丝毫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进入死

亡里的睡眠就是在大复活里醒来，即便在死人被唤出他们

的坟墓之前，几千年可能已经过去了。不是死人离去，到

了时间之外。他们只是意识不到时间。 

人们在不怎么考量大量圣经证据的情况下，就引用耶

稣在十字架上对强盗的回答来证明，死亡的确意味着人立

即转移到天堂，成为有意识的存在。可这真的是路加想让

我们理解的东西吗？路加在其他经文中记载到，耶稣教导

跟从他的人，他们将会得赏赐，但不是在死亡时，而是在

“义人复活的时候”（路 14:14），或“即将到来的时代”

（路 18:30）。耶稣还讲到那些“配得那［众所周知的］

世代的，与从死里复活的人”（路 20:35；另见太 16:27；

25:19，20，新英）。忠信之人的盼望一直都瞄向未来的神

的国，而且这个国度，甚至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仍然在

等候（路 23:51）。这是一个简单的计划，背离它，并突

然就教导说，灵魂无论如何都会在他们死亡的那一刻去天

堂——我们很难想象出比这更离谱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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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上的强盗 

至于耶稣对强盗的回答，我们没有必要将其理解为耶

稣反驳了圣经所说的关于死后生命的其他任何教导。那个

强盗请求过耶稣，请他将来回来开创他的国度时记念他。

耶稣不仅仅是满足了强盗的请求。他甚至在当天，在他们

还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就向他保证，他必定会在将来

神国的乐园中与他同在。“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要同我

在乐园里了。”我们改变一下标点符号的标法（权威抄本

中没有标点[12]）就能消除困难。沿用现有标法会产生相当

大的混乱，其原因如下： 

（1）路加已经记载过，耶稣说，他要到第三天才会

从死里复活（路 18:33）。那么他怎么会在他死亡的那一

天就活着与父同在呢？ 

（2）马太福音12章40节讲到，耶稣说，他会“三日

三夜在地里头”，不是与父同在乐园里。 

（3）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在随后的那个周

日——耶稣本人说，他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约 20:17）。

因此，说耶稣在死的那天就活着并与父同在，这不合逻辑。 

                                                        
[12] 

E.E.埃利斯注意到，“几个相当早的抄本将逗号放在‘今

日’之后，从而接着讲42节的基督再临”〔《新世纪圣经·路加福

音注释》（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 on Luke），Eerdmans，

1964，p. 268〕。埃利斯不赞成将逗号放在“今日”之后，但我们

认为这种做法的理由并不充分。乐园显然与神的国是平行的，而且

那个强盗盼望耶稣回来时他所能进入的，正是它：“你得国降临的

时候，求你记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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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彼得曾引用诗篇16篇8-11节的预言来证实耶稣复

活了（徒 2:27-31），而那个预言宣告，神“必不将我的

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很清楚，耶稣

要通过复活才能被拯救出阴间。这完全契合马太福音28章

5节、6节，在那里，天使告知聚在坟墓的人，“他不在这

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依照这个证据，耶稣在第三天

离开了坟墓。他不是从天堂里的乐园返回的。他就没在那

里待过。这些因素完全证明我们提出的标点符号的变法是

对的。“我今日实在告诉你……”，这是在给基督的话增

加庄重的语气。保罗在使徒行传中说了一句形式相似的话：

“我今日向你们证明……”[13] 

由威廉·米夏埃利斯（Wilhelm Michaelis）翻译的德

语圣经[14]这样翻译耶稣给强盗的答复：“我今日实在告诉

你：你总有一日会同我在乐园里。”作者在注释中补充道：

“耶稣没有等到末日，而是现在就应许那强盗（‘今日’

或许应该被归入这个句子的第1部分），他的请求会得到

允准。”《宗教与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敏锐地觉察到这个

问题，它说：“路加福音23章43节中使用的乐园……，显

然不是指天堂（约 20:17；徒 2:31）。”[15] 

保罗本人和任何一个希伯来人一样，对脱离身体而活

的概念是惊恐得退避三舍。整个新约一次都没有讲到，基

督徒会作为去除身体的灵魂而继续存活，更别说讲到他们

                                                        
[13] 

徒 20:26。另请参看下列经文中的相同表述：申 30:16，

18，19。 
[14] 

Leipzig：Kroner Verlag，1934。 
[15] 

Vol. 5，p.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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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去了天堂。[16]因此，人们不应该再透过希腊透镜去阅

读他们最喜欢的经文“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林后 5:8），

觉得保罗的意思好像是作为脱离身体的灵魂“同住”。在

他所有的著作中，他只知道一种“同住”。他所盼望的，

是新身体，是借着复活而获得的生命，是进入神的国（林

前 15:50-55）。 

至于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它根本没有说及脱离身体

的存在体。它的主角明显地有身体，而且拉撒路，就是财

主想让其回到活人那里去的拉撒路，是作为“从死里复活

的”人而拥有身体的。[17]这个故事的主旨并不是要精确阐

释未来的安排，而且它的情境没有设在死人所待的中间领

域，而是在复活时，到那时，（如许多圣经经文所说的）

好人与恶人将被判定不同的命运，[18]而且众先祖会坐在弥

赛亚的筵席上（路 13:28，29；太 8:11）。复活的计划在

新旧两约的无数经文中都有清楚的阐释，特别是在保罗给

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尤其林前 15:23），并且这个计划

是神的福音信息的核心部分。基督徒被赐予不朽坏的生命，

是在基督回来的时候，不是在此之前。 

                                                        
[16] 

新约讲到耶稣时只说他到了天上〔徒 1:11；3:21；来 

9:24（新译）；彼前 3:22（新译）〕。 
[17] 

路 16:31。拉撒路是27-31节的经文所讨论的直接主题。 
[18] 

将阴间（Hades）说成折磨之地，这在圣经中是罕见的。然

而在犹太文献中，阴间（Hades）和地狱（Gehenna）有时候会互换

着使用，诗篇9章17节可能是这种用法的依据：“恶人……都必归到

（return）阴间（Sheol/H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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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 

另一个人人皆知的争论主题是启示录20章的千禧年异

象。圣经学生显明他们是最激烈反对旧约众先知的人，因

为他们否认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国度，而弥赛亚国度又是圣

经众先知所讲的伟大主题。传统教导已经成功散播出一个

概念，即耶稣来的目的是将先知异象中的景象挪到远离这

个地球的另一个领域去，因而许多虔诚的圣经学生不再相

信，认识神的知识充满遍地以及弥赛亚登基作王的盼望，

应该按照其原意被理解为一个宏大的、关于我们这世界的

命运的预言。启示录美妙地描绘了弥赛亚和他所有圣徒在

将来的统治，在这段经文的紧前面，它描述的是弥赛亚王

在大能中到来（启 19:19-20:3）。神的统治期在撒但被捉，

被囚，“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启 20:3）之后。被释放，

脱离撒但欺骗的牢笼，这是人所能想到的最吸引人的自由。

毫无疑问，这段经文讲出了整个圣经盼望——神的统治在

地上得以恢复——的宏大高潮。因此，说它指的是我们这

世界现在的混乱状态，是躲避圣经弥赛亚思想的、最奇怪

的举动之一。 

为遮蔽未来地上一千年的国度而做的各种努力，属于

释经史上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将天与地混为一谈的思想已

根深蒂固，以致于受外邦思想牵引的信徒在读约翰的话时，

几乎都不可能理解他那彻彻底底的弥赛亚视角和末世视角。

某一著名圣经注释的编者的话很好地体现出关于启示录20

章的含义的激烈斗争。他责备奥古斯丁（Augustine）和他

在罗马天主教及新教福音圈的许多跟随者，说他们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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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欺骗性的贬低行为，在玩弄文字”，[19]因为他们提出，

约翰在启示录20章的异象中看到的耶稣和众圣徒的统治，

自耶稣复活起，就已经在进行了。这就意味着撒但已经被

捆绑了，“它不得再迷惑列国”了（启 20:3）。人能被说

服去相信这一说法，这只能表明撒但的迷惑有多有效！撒

但停止迷惑各国的那段时期——基督与众圣徒统治的一千

年——是在未来，这一点应该是清楚无疑的。 

人们普遍相信，千禧年问题只是我们理解新约时的一

个边缘问题，是给那些吹毛求疵的圣经狂热分子来辩论的

某种“可有可无的额外品”。它常常被推到角落去，因为

它被视为一个与救赎福音无关的问题，而且只有研究预言

的学生才关心它。但这与新约观点相去甚远。“千禧年”

（millennium）和“千禧年的”（millennial）这两个术语

掩盖了一个事实：启示录20章中描述基督和众圣徒一千年

的（即千禧年的）统治的经文，包含着关于神的国的、至

关重要的信息，且该信息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

（启 1:1，2）；而神的国又是基督教福音信息的核心，是

耶稣的整个使命的主旨（路 4:43）。 

圣经学生必须解决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启示录中所

描述的基督与众圣徒的这个统治发生在什么时候？关于千

禧年的经文是这样写的：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

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

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

                                                        
[19] 

《皮克圣经注释》（Peake’s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Thomas Nelson and Sons，1919，p.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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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它印记之人的

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

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

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

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启 20:4-6） 

关于这段经文，人们持两种相互排斥的观点。“无千

禧年主义”（amillennialism）（起源于公元5世纪奥古斯

丁的神学，后为改革家路德和加尔文所支持），它否认这

段千禧年经文指基督和他的圣徒的未来统治。“前千禧年

主义”（premillennialism）（它是第2和第3世纪基督徒领

军人物的正统观点），它坚称我们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统治

将开始于基督再临的时候。虽然如此，但我们一定不能让

这些术语把一个事实给掩盖掉，那个事实就是：这个争论

所争论的是神的国，以及神的国在神的计划里的位置。因

此，我们应该平息观点上的差异，这样的话，神的国的福

音才能够被清楚地展现。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公平的方式就是，先把启示录20

章的经文与圣经中讲论复活和基督与众圣徒之联合统治的

其他经文做个比较，然后再把它放在其自身的启示录上下

文中来研究。这段统治究竟属于圣经计划的哪一块儿呢？ 

一个明显的平行经文是但以理书7章，那是新约教导

体系的圣经蓝图： 

人子［至高的人类，耶稣以此自称］……到亘古

常在者［父］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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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圣民得

国的时候就到了［比较：“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

们”（启 20:4）］。（但 7:13，14，22；另请

参看18节、27节） 

那么，“圣民得国”是什么时候？神的国明显地是人

子与圣民的共同统治。而圣经视这件事为现存的事实呢，

还是未来的盼望？围绕着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

的讨论。 

但以理书2章44节讲到，神的国会取代现在这时代的

列国，要毁灭、代替它们： 

当那列王［即大像所代表的统治者］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

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但以理书7章27节对此事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国度、

权柄和普天下之囯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们的

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们、顺从他们。” 

这些是耶稣了如指掌的表达弥赛亚思想的经文。他对

但以理书的依赖是众所周知的事。这些经文所描述的是一

场世界性革命，借着这次革命，一个新的世界性政权会取

代现在的各个帝国，而且管理新政权的人就是人子和众圣

徒。应该不难理解，我们现在这世界的列国列邦远远没有

顺服基督和教会！仅这一个事实就证明，神的国依赖于基

督回来建立它。“愿你的国降临！”是呼求耶稣回到地上，

建立他的国度。它并不像人们常常以为的，是在求“愿你

的国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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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所预见的国度只有在敌基督被打败之后才开始，

而敌基督的统治会持续“一载、二载、半载（或译“一个

时期、多个时期、半个时期”）”（但 7:25，新译；启 

13:5）。在那段时期，敌基督的暴虐统治会压垮、战胜圣

徒（但 7:21，25）。只有在“那兽被杀，尸体被毁，扔在

烈火中，以及他的权柄被夺去，他被毁坏灭绝，直到永远”

（但 7:11，26，参新译）之后，统治权才会被移交到圣徒

的手中。这正是启示录19章和20章所讲述的计划。兽被捉，

被扔进火湖（启 19:20），然后，一千年的统治开始。说

一千年的统治是在兽被毁灭在火里以及撒但被完全除掉

（这两件事显然还没有发生）之前，那是对神的计划的重

大破坏。 

 

基督与教会的联合统治——现在还是未来？ 

我们必须仔细地查验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新约证据。

基督与忠信之人的联合统治被置于何时？马太所记录的耶

稣的话提供了答案。圣徒会在基督回来的时候就任他们的

王室职位：“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然后

（ then）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在新时代里（in the 

New Age），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

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太 25:31；19:28）。 

神的国是给众门徒的礼物：“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

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路  22:2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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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胄（基督）的比喻中，神的国同样被置于弥赛亚

回来的时候，那时，他要摧毁他的敌人，并让他的仆人管

理城里的民：“他既得国回来……他说，‘至于我那些仇

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

吧！’……［对众门徒］他说，‘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路 19:15，17，27）。 

耶稣显然不认为神的国已经到来，且他的众门徒已经

在它里面：“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

来到……我不再吃这筵席［主的晚餐的饼］，直到成就在

神的国里”（路 22:16，18）。 

耶稣吩咐众门徒，让他们期盼他回来时神的国的到来。

在那时之前，他（和他们）都要“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

凳”（来 10:13）。路加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神的国会

与他壮观的归来一起发生：“你们看见这些事［基督再临

前的灾难］渐渐地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即将到

来”，GNB］”（路 21:31）。“［强盗说］你得国降临

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耶稣对这句话的回答是“你

要同我在乐园里”（路 23:43）。神的国与将要到来的乐

园被划上了等号。 

 

将弥赛亚国度置于现在的倾向 

虽然保罗坚持认为众圣徒已经被迁入神的儿子的国

度里，因为他们有圣灵，而拥有圣灵会保证他们将来得

产业，[20]但是保罗纠正了一些哥林多人所持的错误观念，

                                                        
[20] 

西 1:13；3:24。既然“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林前 

15:50），那么承受神的国就必然发生在将来，在复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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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众圣徒已经在统治了。他先是一句讽刺，紧跟着他就表

达出他对基督和众圣徒将来的联合统治的渴望。他这样说：

“你们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

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林前 4:8）。 

他对哥林多人的行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

信仰的首要原则之一——信徒要盼望将来与基督共同统治：

“你们不知道圣徒要管理（manage）世界吗？既然世界要

在你们的审判之下，难道你们没有能力审判这些最小的事

吗？”（林前 6:2，Moffatt）。对比之下，“不义的人不

能承受神的国”（林前 6:2，9）。这两句话互为解释：承

受神的国被定义为“管理世界”。这一解释向我们显明耶

稣和保罗所说的“承受神的国”的意义所在。它指出，在

将来的某个时候，世界会在圣徒的审判之下。这样的一个政

治性概念或许会让人感到惊讶，然而，如果我们把神的国

放在其希伯来背景中去理解的话，那么它正是我们从所读

到的一切内容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

时，世界在他的审判之下，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已特

别说明，他当时的工作只是管理教会里的人（林前 5:12），

而作为使徒，世界则视他为“万物中的渣滓”（参林前 

4:9-13）。然而，正如使徒教会中一首著名的基督教诗歌

所提醒读者的，时候将到：“我们若［现在］能忍耐，

［将来］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提后 2:12）。 

天使的合唱用一首赞美耶稣的歌概括了启示录的整个

计划，那首歌还歌颂了列国的教会“在地上执掌王权”

（启 5:10）。新耶路撒冷圣经将经文表达得非常清楚：

“你已使他们［信徒］为我们的神作祭司，作王，统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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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难怪身为大卫王位继承人的耶稣会在罗马帝国里被

看作一个颠覆分子。对于现在的世界体系来说，基督教的

确是个政治威胁。 

在同一卷启示录中，耶稣还特别为信徒应许了未来国

度里的一个位子：“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像我从

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启 2:26，27，引自诗篇2，它是

一篇弥赛亚诗篇）。“我要赐他［信徒］在我宝座上与我

同坐，就如我……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 

3:21）。我们必须将两个宝座仔细地区分开来。基督现在

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21]他会按照诗篇2篇所预言的，

在他再次降临的时候开始在地上统治，到那时，他才会坐

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与耶稣一同统治的应许是给那些“持

守，直等到他来”的人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那得

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启 

2:25，26）。 

这段经文表明，统治权不是为现在应许的，而是为将

来耶稣到来之后的那个时候应许的，并且它是因圣徒现在

这一生的忠信服侍而赐下的赏赐。 

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

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 11:15）。 

                                                        
[21] 

使徒行传1章6节、7节仔细地将以色列国的复兴与耶稣的升

天区分开来。因此，把使徒行传2章31-33节与使徒行传1章6节、7节

里的计划以相矛盾的方式来理解，这是不合逻辑的。耶稣的复活与

升天推进了弥赛亚计划，但是没有完成它。耶稣的升天确保他将来

会在神的国中登基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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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那一刻，天上的长老说：“昔在、今在的主

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审

判死人的时候也［已经到］了”（启 11:15-18）。 

那一刻什么时候发生？就在号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

最后一次的号筒标志着忠信的死去之人复活（林前 15:23，

52）。 

完全相同的框架出现在启示录19章，那一章描述了未

来弥赛亚统治的开始：“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

能者作王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启 19:6，7）。 

耶稣就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个男孩子”

（启 12:5）。“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

“牧”）”（启 19:15）。这两段经文表明，诗篇2篇没有

被丢弃或“被属灵化”。在神的国建立的那个伟大时刻到

来之前，耶稣将一直待在天上：“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

兴的时候，就是……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徒 3:21）。因

此，耶稣“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来 10:13）。

至于耶稣从什么时候开始等候，前一节经文已经说出来了。

从耶稣升天起，他就暂时不在地上（来 10:12），然后等

到他回来，在全世界开创神的国时，那段期盼的时期就结

束了。 

看完这一切摆在我们面前的明显的证据之后，我们终

于来到启示录20章中备受争议的千禧年经文。经文告诉我

们，众圣徒“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

一次的复活……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 

20:4-6）。我们已经从旧约和新约引用了大约20处经文，

它们都描述了基督和圣徒的联合统治。在每一处经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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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统治都被置于基督再临之后。它开始于基督回来之时。

然后在启示录20章，我们就来到人们久久等候的神国成就

的时候。 

把这段经文放到其他20多处经文的对立面，声称它是

一个在基督再临之前就已经在进行的统治，这种做法违背

了做出合理解释时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我们这段经文

与它在整个圣经里的同类经文一样，也描述了一个在殉

道的[22]（被斩首的）基督徒复活之后的，以及在耶稣在大

能与荣耀里到来之后的统治或国度。用这些经文来讲一个

现在“在人心里的”神的统治，或是教会的统治，就是在

拒绝关于未来神国的简单信息。新约讲到基督徒作王统治

的所有经文都毫无例外地用动词的将来时态来表达这个信

息。[23]没有经文说信徒的产业是现在的既成事实。血肉之

体肯定不能承受神的国（林前 15:50）。 

 

无千禧年主义——错乱圣经框架 

为什么启示录中基督和他的众圣徒的千年统治必定发

生在未来？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理由： 

                                                        
[22] 

我们需特别留意一下殉道者。我们不应该将这一点理解为

那些没有殉道的信徒——如使徒约翰和其他许多人——被排除在外

了。 
[23] 

有抄本在启示录5章10节用了现在时态，但即使如此，它也

可以是表将来的现在时：“他们将要统治。”（They are to reign）

罗马书5章17节也指向为圣徒预备的、未来的弥赛亚统治，因为“生

命”是神的国的同义词（太 19:17，24）。保罗用这个暗语来避免

引起政治上的反感情绪。他对归信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教导，因此，

与弥赛亚救恩相关的词汇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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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示录20章中基督与众圣徒的统治跟随在19章所

给的基督回来的那些事件之后。在19章11节，“我观看，

见”引出一系列事件，17节（“我又看见”）和19节

（“我看见”）又将这些事件与兽和假先知的彻底覆灭

（20节），以及那些反对基督者的余党的毁灭（21节）连

接起来。在启示录20章1节，“我又看见”让事件继续发

展，并讲述最大的敌人——撒但——从世界舞台上被彻底

清除。那件事之后，剧目的下一阶段才到来：“我又看见

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启 20:4）。 

（2）众圣徒与基督的统治依赖于复活（启 20:5）。名

词“复活”（anastasis）在新约中出现了约40次。每一次

（除了路加福音2章34节的特别用法以外），它都指死人

真正地复活，而不是指一个人从有罪的生命“复活”成基

督徒的生命（如无千禧年主义所主张的）。不将启示录20

章4节的复活理解成真正的复活，这不但违反常理，而且

前后矛盾。 

（3）约翰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复活，不是比喻性的，因为他说，

拥有那些宝座的人在被斩首后“复活了”。千禧年经文的核心是：

“我又看见那些……被斩者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人们不是在归信时被斩首，但是他

们可能作为殉道者而死。无论怎么想象，那些“被斩首者”

的“复活”都不可能是在描述归信时刻！然而，为了避开

真实的复活，无千禧年主义不得不用这种奇异的方式来解

释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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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启示录20章3节，撒但被捆绑，“使它不得再

迷惑列国”。就在这卷书的前面，约翰将撒但描述为

“［现在］迷惑普天下的”（启 12:9）。但到了这里，也

就是在启示录20章3节，撒但被捆绑，“不得再迷惑列

国”。毫无疑问，撒但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既“迷惑普天

下”，又“不得再迷惑列国”。然而，整个“无千禧年”

学派却全心全意相信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 

无千禧年主义教导，撒但“不得再迷惑列国”（注：

是“列国”，不是教会）的时期，与他现在“迷惑普天下”

的时期是同一个时期。很难想出还有什么读经方式会比这

更令人大失所望的了！无千禧年主义者之所以走向这些极

端，恐怕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神的弥赛亚国度会由基督和众

圣徒来统治这一概念吧。 

（5）在启示录12章12节、13节，魔鬼从天上被摔到

地上。所有人都同意，这件事发生在基督复临之前。但是

在启示录20章1-2节，撒但就被彻底地逐出这地，并被扔到

无底坑里。他被赶到无底坑的事必定发生在未来，因为他

被赶到无底坑之时，正是千年统治开始之时。撒但不可能

既被困于地上，同时又被逐出这地，进到无底坑里。 

（6）圣经说撒但在现在这罪恶的世代里极其活跃，极

有能力（加 1:4）。约翰对撒但的描述是，他现在对整个

世界都施展着能力：“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一 

5:19）。哥林多后书4章4节将撒但看作“这世代的神”

（新译）。要把握新约对撒但现在的活动的观点，请读者

研读下列经文：路 22:3；徒 5:3；林后 4:4；11:14；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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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帖前 2:18；提后 2:26；彼前 5:8：“你们的仇敌魔

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然而，我们这段经文描述到，撒但对列国的影响力完

全停止了。他被清除出场，被赶到无底坑，又被封在那里。

我们劝读者放弃这个观念：撒但现在对全世界的迷惑活动

（启  12:9）与他被捆绑，无法再迷惑列国的情形（启 

20:3）是兼容并存的。 

（7）启示录20章10节显然证明，在一千年［千禧年］

（再加上“一小段时期”[24]）之后，撒但最终被扔在火湖

里。因此，一千年把他被绑，被封在无底坑里（启 20:3）

和他被扔在火湖里分隔开来。同样清楚的是，当撒但在一

千年后加入兽和假先知的行列时，那兽和假先知已经在火

湖里了（启 20:10）。在约翰的异象中，一千年把兽被扔

进火湖和撒但被扔到那里分隔开。如果如无千禧年学派所

持的，那一千年始于耶稣被钉十字架之时，或始于个体信

徒归信之时（看法各异），那么兽和假先知在那一千年之前

被扔进火湖又有什么意义呢？约翰所描述的显然是，兽和

假先知的毁灭发生在基督再临的时候，而且与此同时，撒

但被赶到无底坑，但是，他被扔进火湖，与兽和假先知在

一起的事情，是在一千年之后。因此，那一千年的统治是

在基督再临之后——这是前千禧年主义，是对未来弥赛亚

国度的承认。 

（8）无千禧年主义者有时候会争论说，撒但现在的

自由（假设他还没有被捆绑的前千禧年框架属实）会抵消

                                                        
[24]

 译者注：见启 20:3，“暂时”，原文的字面义即为“一小

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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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果效。然而，他们又承认撒但必须被暂时释放

（启 20:3）。这段时期的自由同样会抵消十字架的果效。

然而圣经的事实是，撒但已经被打败，但是给他的判决的

生效时间，是他作为这个时代之神的权柄最终被夺走，他

被驱逐的时候：先是被赶到无底坑，之后被扔进火湖——

这是两阶段的刑罚。 

（9）撒但不可能已经“不得再迷惑列国”（如无千

禧年主义所说的）。在启示录19章15节，基督在他再次到

来时攻击列国，原因正是它们已经被撒但严重迷惑，以至

于在弥赛亚到来时敌对他。 

（10）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其余的死人”（那些

不在第一次复活里的人）在一千年结束时真实地复活（启 

20:5，12）。但是，无千禧年主义者却否认那些在第一次

复活里的人的“复活”是真实的复活。同一个希腊语单词

描述了两批人的复活，而且相同的词语“复活”[25]出现在

连续的两个句子中。这种前后不一地理解这段经文的手法

受到亨利·阿尔福德的抗议，他的名言值得我们再听一遍： 

我不同意扭曲［启示录20章的］话语，使它们脱

离它们直白的含义，脱离它们在预言中的时间次

序……那些生活在使徒之后的人，以及此后300年

里的整个教会，都按照它们直白的字面意思理解

它们。论到经文本身，没有哪种合理的处理手法

会生拉硬扯地得出现在流行的那种属灵的［无千

禧年主义的］解释。如果在一段提到两次复活的

经文中，某些“灵魂”在第一次的复活中复活了，

                                                        
[25] 

在启示录1章18节和2章8节中，它也被用于真实复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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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余的死人只有到第一次复活后的一定时期之

末才“复活”——如果在这样的经文中，第一次

的复活可以被理解为与基督一起“属灵地”复活，

但第二次的复活则指从坟墓里真实地复活——那

么语言所含的所有重要意义就都到了尽头，而圣

经所做的任何清楚的见证也就都被抹去了。[26] 

从启示录20章1-6节中看不出基督与他众圣徒的未来的

统治，这反而需要一种“登峰造极的绝技”，因为，要支

持一个在使徒之后300年才出现在教会里的理论的话，就

需要借助这种绝技把话语和上下文的直白含义抛在一边。

正如K.L.施密特（K.L Schmidt）所评论的：“拒绝在启示

录20章中发现关于未来千禧年的清楚教导的人，是带着先

入为主之见来理解经文，因而他们从经文中既得不到明确

的含义，也得不到价值。”[27] 

G.兰德指出了整个的反弥赛亚主义读经传统，他写道：

“首批反千禧年主义者鄙视对启示录20章的自然解释，他

们这么做，并非出于解经原因，即并非因为他们不认为这卷

书教导了一个千禧年，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千禧年教义。”[28] 

当基督前来统治时，世界的弊病就会得到解决，这是

一个直白的宣告（而且它讲的是事件的高潮）。就在这个

                                                        
[26] 

《希腊语新约》，Vol. IV，pt. 2，p. 726。 
[27] 

K.L.施密特，《原始基督教的问题》（Le Problème du 

Christianisme Primitif），Paris：Leroux，1938，pp. 84，85。 
[28] 

《关于神的国的至关重要的问题》（Crucial Questions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Grand Rapids：Eerdmans，1952，p. 149，

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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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的宣告面前，注释家们对耶稣的神国福音的犹太特性

的反对展现得一览无余。 

 

奥古斯丁与启示录20章的千禧年 

宣扬福音，需要我们在“雅伟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

之前确定神的国是什么，以及它的王是谁。对于那些回应

神国挑战的人来说，他们就有获得新世界里的生命的盼望。

然而同时，“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徒 

14:22）。 

启示录20章1-6节如此简明地描述了千禧年国度，它是

弥赛亚执掌的神的统治的第一阶段。这段世界历史时期发

生在基督再临之后，而在它紧前面的就是第一次复活，这

次复活会让死去的忠信之人参与神的国。在计划的这一核

心成分上产生分歧，原因再一次地可归于异族哲学的涌入，

它混乱了福音的希伯来和弥赛亚基础。约翰的千禧年异象

的原意是非常清楚的，但著名神学家认为它不适合被纳入

他们的体系中。结果呢，他们就决定改变经文的含义，以

摆脱它令人不舒服的弥赛亚思想： 

基督被描述为与众殉道者共同统治一千年。对这

一声明的解释已经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从奥

古斯丁时代起，人们就一直努力地将启示录的声

明寓言化，并将它们应用在教会历史上……［根

据奥古斯丁所说］那一千年不能按字面意思解释，

它 代 表 的 是 教 会 整 个 历 史 ， 从 道 成 肉 身

（Incarnation）直到最后的争战。圣徒的统治是

一个预言，指教会对世界的主宰。第一次的复活

是比喻性的，它只不过是指信徒在基督里属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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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但这种释经是一种欺骗性的贬低行为……

把这样一个解释用在词组“头一次的复活”上，

其实是在玩弄文字。[29] 

奥古斯丁否认基督与众圣徒将来在地上的千年统治，

他的观点被主流教会接纳为官方教义长达12个世纪。在17

世纪之前，它都支配着神学思想。奥古斯丁的无千禧年主

义依然强烈地左右着许多人的想法，而且它不但扭曲了启

示录，还扭曲了神国的福音。奥古斯丁推出了一个广为流

行的、忠信之人现在在天上统治的概念。这是一个逐渐损

害圣经的概念，但是，假如圣经视死亡为睡眠的观点被坚

持下来的话，它是不可能有所进展的。人死亡时去天堂是

“毁千里之堤的蚁穴”，它加速了神恢复全地的计划的分

解。奥古斯丁那极受欢迎的“重新解释”给众先知的弥赛

亚盼望蒙上一层面纱。鉴于这些事实，我们相信读者会视

本书的标题为一份公正的批判，以及一项回归圣经盼望的

挑战。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正确地看出约翰心中所想的是一

个未来的千年弥赛亚国度的评论家，比许多福音派人士强

不了多少，因为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和众圣徒的统治即将到

来的预言。学术界认为整个千禧年异象是“强加在基督教

上的犹太猜想”的一部分，因此拒绝接受它。对于那些不

理解希伯来预言之精神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基督教启示

的某些部分不合他们的胃口，而对于这些内容，评论家们

常见的做法就是，称它们为犹太教的，然后以此为由拒绝

                                                        
[29] 

《皮克圣经注释》，p.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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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30]随着耶稣在大能中的到来，弥赛亚的世界性政权

就会得胜，但是传统基督教却努力地把有关这一预言的最

直白的见证给瓦解掉。在这件事上，它将它的反弥赛亚偏

见表现得再明显不过。“被斩者的灵魂[31]”“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 20:4），这个描述只可能指

一件事：真实死亡的人[32]（有的被斩首了）真实地复活了。

躲避这个关于圣徒将来复活的荣耀异象，就是在大力破坏

圣经。一流的注释家们已经留意到，那些为了躲避耶稣所

给异象里的千禧年而做的事情，有多么地不公正： 

被奥古斯丁贬低为“可笑的黄粱美梦”的千禧年

思想——第一次，部分人复活，开创基督与其圣

徒在地上的1000年统治，随后，第二次，全体复

活，审判——在第3、第4、第5世纪期间逐渐地

从基督徒的想象中褪去。奥古斯丁运用他强大的

权威来反对千禧年主义者，他争辩说，给约翰的

启示里所表达的盼望没有错，但是所涉经文的意思

并不是它所说的那样……看他施展拳脚，重新解释

圣经经文，拒绝其直白的含义，真是一件有意思

的事。在这里，他像布尔特曼（Bultmann）一样，

去除了“第一次复活”的神话色彩，说这次复活

指那些信耶稣并以他的名受洗的人灵魂复活，进

                                                        
[30] 

这是用来判断所记载的耶稣的教导中哪一些为真正出自他

口的、最奇特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个标准还造成犹太人耶稣被摒弃。

有些学者甚至坚称，与犹太概念相似的教导肯定不是出自耶稣。但

这种做法本身就没有以找到犹太人耶稣为目的。 
[31] 

不是“不死的灵魂”，而是“那些……的人”。 
[32] 

“灵魂”当然不是被去除身体的（disembodied）。“……

的灵魂”（souls of…）就是指“那些……的人”（thos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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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信仰。因此，众圣徒的千年统治就变成现在这

个时代里，教会中被救赎之人现世的一生……据

奥古斯丁所说，第二次的全体复活与第一次的不

同，它是真实的、发生在身体上的事。[33] 

奥古斯丁的影响力在教会中引发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

弥赛亚倾向，且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

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理由去拒绝直白的语言，当然，除非对

弥赛亚国度之应许的信已经衰弱。离弃原真理的痕迹我们

一望便知，教会也已经付出代价，变得四分五裂，并失去

神国福音所提供的那份核心动力——神国福音须在其本族

犹太背景下去理解。克兰菲尔德（Cranfield）的评论揭示

出困扰教会的错误理解。在耶稣的福音信息的核心上背弃

他的教导，这件事一定要立即引起人们的重视：“显而易

见，奥古斯丁将神的国等同于教会的做法虽然已经深深植

根于基督教思想，但它没有忠实于耶稣的教导。”[34] 

 

信未来的国度——神国福音的核心 

在我们这个研究的开头，我们就看过，神的国度或统

治是基督教的福音信息的核心。为了让归信者信福音而传

给他们的事实，不但包括基督为赎我们的罪而献出的死亡，

他的复活，还包括神的国的信息，而且这信息，耶稣在他

                                                        
[33] 

约翰·西克（John Hick），《死亡与永生》（Death and 

Eternal Lif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6，p. 197。 
[34] 

《马可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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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降临以开启那个世界性国度之前，就预先宣讲了，展

示了。 

现在是为神的国做准备的时候，而神的国会是将要来

的那个时代里，弥赛亚和他的众圣徒的世界性统治。耶稣

在路加福音16章16节的话非常清楚：“从施洗约翰起，神

国的福音传开了。”耶稣没有说，“从约翰起，神的国已

经在这里了”。的确，我们可以说神的国是现在的，但是

是从不同的意义上讲，即：凡是福音信息被宣讲之处，凡

是神的能力运行之处，神的国是现在的。当神的国的能力

施展在魔鬼的世界时，它就是现在的（太 12:28）。然而，

它并非作为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个世界性弥赛亚国度而存在

于现在，那个国度要等到耶稣回来在地上统治时才到来。

如果争论的参与者们同意，神的国不可能从同一意义上讲，

既是现在的又是未来的，那么关于神的国是现在还是未来

的许多争论都会平息下来。如凯尔德（Caird）所说： 

对于耶稣所指的是什么，参与辩论的双方——那

些认为耶稣宣告神的国已经到来的人，与那些认

为耶稣宣告它即将来临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之间的辩论

就可以化繁为最简。如果耶稣指的是神的计划最

终实现在公义与和平的统治中，并且义人与亚伯

拉罕、以撒、雅各在其间坐席（太  8:11；路 

13:28，29），那么，就算是做个假设，假设此事

在大祭司该亚法和犹太巡抚彼拉多的时候就存在

于地上了，都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如果耶

稣指的是神那进入世界，要摧毁撒但和他所有工

作的（太 12:29；路 11:20）、救赎的主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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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争辩说，此事对于他来说仍存在于未来，就

会使得记录这项使命的整个记载都失去意义。[35] 

福音邀请信徒一生顺服主，以此做好与基督一同服侍-

统治的准备。那是一个恢复了的世界，且在那个世界中，

一个全新的文明会建立起来。这个盼望给基督教带来根本

的动力。弥赛亚计划会消除国际战争（赛 2:1-5）。通过

耶稣而对独一之神的真正敬拜会在全世界被教导。“认识

雅伟的知识要充满”世界（赛 11:9）。完全公义的体系会

为全人类运行。“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

民就学习公义。”（赛 26:9）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国降

临！”中的神的国，是神的政权完完全全地得以恢复。 

许多学者和注释家都接受，这些是圣经启示的内容。

但是他们认为它们不过是一个“犹太梦想”。而历史学家

则视它们为一个幻想。他们不相信这个梦会实现。然而圣

经的福音庄严应许了未来地上的和平。神所启示的真理正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视圣经为神所默示之记载的注释家们用不同的路线躲

避信神国的福音。他们天生反感圣经的希伯来思想世界，

而且他们的反感导致他们发展出一套“解释”体系，借此

避开话语的直白含义（如启示录20章）。希伯来预言所盼

望的，就是在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和教会的统治下，以色列

得以恢复，全地有和平，但因为注释家的做法，希伯来预

言的整个含义都被否定了。基督徒的未来，尤其是一千年

                                                        
[35] 

C.B.凯尔德，《圣经的语言与意象》（The Language and 

Imagery of the Bible），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1980，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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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有时候甚至是基督再临的整个概念，一下子就崩

塌了，盼望也几乎没有清晰可辨的含义。 

教会在宣讲神的国的时候，不但为个人送去救恩，给

出不朽坏生命的应许，而且给了他们一个盼望，即在即将

到来的弥赛亚政权下，世界会有和平——弥赛亚已经证明，

他有资格在亚当和人类失败之处进行统治。神计划把世界

因受魔鬼挑唆，悖逆神而失去的东西归还给它，而未来灾

难性的事件会证明神的计划是正确的。健全政权的恢复会

给神在人类身上的心意划上它该有的句号。世界和它的居

民必须学习公义的道路，可是，只要撒但还身为“空中掌

权者的首领”（和合），“空中有权势的执政者”（吕

译），这件事就不可能发生。[36]若是伊甸园不恢复，得胜

的就会是魔鬼。但是，如有人所说的，启示录说，“我们

［基督徒］得胜了”。特别是当我们与耶稣一同在地上统

治时，这句话就会成为事实。 

 

审判 

传统思想在其他地方也有错解。如果圣经关于耶稣是

弥赛亚的教导要为人们所重新找回，那么传统思想也必须

在这些错解的地方服从新约作者的原意。在这些错解的地

方中，有一个涉及审判的概念，还有一个则涉及“神的话”

这一用词的含义。 

我们的信条教导我们相信，耶稣回来只是要“审判”，

但这个教导对我们是一种误导。我们西方的审判概念主要

                                                        
[36] 

弗 2:2。NIV译为“空中之国的统治者”（the ruler of the 

Kingdom of the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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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审判与惩罚，这一点向我们隐藏了审判的希伯来含义。

对于圣经作者来说，审判所包含的活动要广泛得多。它意

为“管理”（administration），即在各个方面行使管理职权。

那将是弥赛亚和他所拣选之人的职能。神的福音信息的精髓

就是，“神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

天下”（徒 17:31）。这是圣经弥赛亚思想的核心，而弥

赛亚思想只是基督教的一个同义词。当保罗向雅典人宣讲

未来的“审判”时，他是在引用一篇弥赛亚诗篇，在那篇

诗中，诗人表达了人们对神来“统治世界”的盼望：“林

中的树木都要在雅伟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

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37]

这个主题反复地出现在希伯来圣经中，它强化了弥赛亚仁

慈统治的异象：“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

的困苦人……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

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诗 72:2-8）。这是关于弥赛亚政权的

美好图画，而忠信之人受邀担任其辅臣的，正是这个政权：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林前 6:2）。士师记中

的“士师”就是治理者和管理者，而且“审判”是领袖和

王的职能（诗 2:10，NASV页边注）。 

 

“这世代” 

耶稣在详尽讲论临近这时代末了要发生之事，即神国

时代到来的前奏时，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这世代

                                                        
[37] 

诗 96:12，13。好消息圣经捕捉到了这两节经文的意味：

“当主来统治全地，他要以公义和公平统治世界上的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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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太 24:34；

可 13:30）。这里的“这些事”包括紧前面经文中所描述

的、他在荣耀中的再次降临。在西方世界中，“这世代”

可能会让人想到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但即便如此，人们还

可能会问，它是指“年轻的”一代还是“年老的”一代。

然而耶稣不可能指确切的40年或70年期限。这么做的话，

就会与他自己后来的话相矛盾：他说，神的国到来的“时

候、日期”，不是众门徒可以知道的（徒 1:7）。 

“世代”不是指确定的40年期限，而是指人类中以倾

向邪恶为特征的“类群”（block），有点像“这邪恶的种

类”或“这乖僻的、悖逆神的族类”。在路加福音16章8

节，耶稣说到，“对付自己的‘世代’，今世之子［即现

在人类社会的成员］竟比亮光之子［必定进入神的国的基

督徒］更精明了”（吕译）。“世代”在此被翻译成“种

类”（kind）（路 16:8，NASV），表明它的意思为“有

共同特征的群体”。该词的这一含义可追溯至希伯来圣经。

在申命记32章5节，“世代”指在以色列民族悖逆神之指

示的整个时期内的全体以色列民。他们是“乖僻弯曲的世

代”。[38]类似地，在箴言中，圣经讲到咒诅其父亲的“一

代”，和自以为清洁的“一代”（箴 30:11，12）。这个

词被恰当地翻译成“一种人”，指具有共同特征的一个群

体。因此，圣经也褒义地讲到“义人的族类”（诗 14:5），

和“后代的人”，它等于“将来受造的民”（诗 102:18）。

也因此，所罗门诗篇中讲到“将来的一代”，“一生敬畏

                                                        
[38] 

这群人还是“心里没有信实的人”（申 32:20，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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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好世代”（所罗门诗篇 18:6，9）。“世代”指一个

社会群体，其成员具有共同的性格特征——或好或坏。 

因此，耶稣在一段关于末世之事的话语中讲到“这个

世代”时，他将现在这邪恶的社会与即将到来的神国社会

做了对比。马可福音8章38节表达了同一种区分，在那里，

他将“这淫乱罪恶的世代”与“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降临”

的时候进行了对比。正如一位杰出的新约学者所说：“将

［马可福音8章38节中的］‘世代’理解成‘时代’、

‘一段时期’可能是最合适的，这是希伯来词dor的基本

含义” [39 ]——dor在七十士希腊语译本中通常都被译为

“世代”。因此，直到耶稣所描述的所有灾难性事件发生

时才会过去的“这个世代”，是指“现在这个正在走向审

判与新时代的、转瞬即逝的世界历史时期”。[40]但耶稣没

有估算过他来开创神的国的时间（这与他的一些跟从者相

反，那些人会武断地断言，他会在某一特定日期到来。这

种做法有时会让信仰蒙羞。）。[41] 

尼尔·纳尔逊（Neil Nelson）的一篇优秀论文证实了

我们的观点，他写道： 

马太在马太福音24章34节中的“这世代”指以不

信并走向末世审判为特征的一类人。在谈话的上

                                                        
[39] 

C.E.B.克兰菲尔德（C.E.B. Cranfield），《马可福音》，

p. 284。 
[40] 

“世代”（generation），《使徒教会词典》，Vol. 1，p. 

444。 
[41] 

现今有一种理论坚称，耶稣事实上在公元70年回来建立了

神的国〔极端末世预言实现论（ultra-preterism）〕，但这种理论从

根基处毁坏了整个新约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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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中，它指十足邪恶的、不信的那一种人，他

们欺骗并逼迫基督的门徒，直到基督再临的时候，

而到那时，耶稣真正的跟随者们会被证明无罪，

并且“这世代”就在审判中过去了……对he ge-

nea haute（这世代）的任何解释，只要是暗示，

耶稣时代（或福音书作者时代）的门徒或未来任

何时代的门徒，都能够使用马太福音24章4-28节

的事件来计算或预测，耶稣会在30到40年期间回

来（从而使他们有时间来为将来他的到来而做准

备），就似乎都与这段讲话的整个目的和重点背

道而驰。[42] 

 

因信称义 

当代宗教信仰的很多内容都是含含糊糊的，它随心随

意地就借用耶稣的名，却不懂得遵从他的教导的必要性。

耶稣教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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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福音的传讲者保罗（以及

所有新约基督徒）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

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罗 2:13）。如果教会反复申述

这些新约经文，那么教会的变化该有多大啊！耶稣和保罗

都将顺服列为得救的一个条件，并且保罗教导他的归信者

                                                        
[42]

 小尼尔·D. 纳尔逊（Neil D. Nelson, Jr.），“马太福音

24章34节中的‘这世代’：文学批判视角的研究”（“‘This Gen-

eration’ in Matt 24:34: A Lite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福音

神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38:3

（1996年9月刊），pp. 36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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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救恩看作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43]新约坚决要

求基督徒在复活之基督的大能里持续地行义，但当代许多

宣教内容却暗示，一旦基督徒相信了基督的死亡，他就万

无一失了。若基督徒没有持之以恒地作门徒，成长，那么

真正的基督教就不会存在（彼后 1:5-11）。 

对于保罗来说，称义远不止得赦免这么简单。它还恢

复了人作为神的儿子和后嗣的身份，而他所承受的就是土

地/神国里一席之地的应许。《讲坛注释》评论道： 

我们一定不能将称义只限定于被救，脱离应得之

刑罚，而是得将它与“产业”（inheritance）这个更

深一层的概念联系起来。正如一位作者精辟的论

述所言，“称义所指的，不仅仅是让一名被告无

罪开释。正如我们的法庭上有民事案件和刑事案

件，过去的法庭也一样；而且所引用的大量经文

似乎都指后一种案件的审理，其中关于财产、权

利或产业的某个问题则在双方之间进行讨论。在

证明其中一方是正当的之后，审判者就会判定，

所讨论的财产属于此方所有。将此事的这一面应

用于人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话，我们就从圣经得

出，因为罪，人丧失了承受神本要赐予其受造者的

产业的任何合法权利，而因为被称为义，他又恢复

了他崇高的地位，并被认作神的一个后嗣。”[44] 

                                                        
[43] 

救恩是过去的（弗 2:8）、现在的（林前 1:18），以及将

来的（罗 5:9，10；13:11）。 
[44] 

《讲坛注释》，Vol. XVIII，pp. 121，122，引自格德尔斯

通（Girdlestone），《旧约同义词》（Old Testament Synonyms），

pp. 259，260，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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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称为义使人类恢复他们堕落之前的地位。他们因而

成为即将到来之国度的王室候选人，并且他们必须日日尽

心尽力，以保证他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被拣选作王）不

落空（彼后 1:10）。 

 

重生与接受种子 

神国福音的丢失从核心处影响了传道工作。新约从头

到尾都将“重生”看作救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用耶稣对

尼哥底母的话来说就是，要进入神的国，“你必须重生”

（约 3:5-8）。要理解圣经所说的关于属灵生命诞生的内

容，我们就必须将所有的相关资料都囊括进来。部分的或

选择性的研究方法会导致理解不足。福音派人士普遍倾向

于依赖保罗——主要依赖他给罗马人写的书信——这种做

法让很多人难以看到耶稣才是最初教导重生的大师。即使

福音派人士引用耶稣，那也只是引用约翰福音，而不顾其

他三卷福音书。 

众所周知，耶稣将重生设为得救的必要条件。那么这

个重生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耶稣与尼哥底母的经典对话中，耶稣教导，重生的

媒介（agent）是神的灵。与灵紧密相连的是水（约 3:5-7）

——它可能是指大使命中授权的洗礼。耶稣的门徒在他们

的著作中写下了极为宝贵的话语，它们说明了“重生的”

过程。雅各说，我们借着“真理的道”（word of truth）重

生（雅 1:18，新译）。但是，那“真理的道”是什么呢？

彼得给出了更完整的描述。他将重生与盼望连在一起：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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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之神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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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彼前 1:3，4）。基督徒“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

的种子（seed），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

存的道（word）……所传给你们的福音（Gospel）就是这

道”（彼前 1:23-25）。 

重生的必要成分我们一看便知。有道或福音。有圣灵。

重生把我们推入一份活泼的盼望，盼望将来得着神的国的

基业。而且整个过程始发于“不能坏的种子”的作用。没

有种子，这个过程就会出故障。 

毫无疑问，种子引发生命的创造，人类、动物、植物，

都是如此。对应地，灵的世界和不朽坏的生命同样如此。

但是慕道者必须接触的“真理的道”、“福音”、“种子”

又是什么呢？ 

种子使得新生命得以产生或创造。因此，保罗写道：

“若有人在基督里［基督徒］，他就是新造的人”（林后 

5:17）。在其他地方，他将同一重生过程描述为“重生的

洗和圣灵的更新”（多 3:5）。 

约翰在他的书信中常常讲到基督徒是由父所“生”的。

在约翰一书3章9节，他也提到存在信徒里面的、极其重要

的神的种子。他还讲到耶稣是“从神生的”（约一 5:18）。 

许多试图描述重生的说法就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

它们忘了将基督教的这个核心教导追溯至大师本人。关于

重生/再生/归信的种子如何运作，耶稣其实给出了最为完

整的描述。因为关于重生的这个基本教导就在撒种比喻—

—我们或许也可称其为“种子比喻”——中，而彼得、保

罗、约翰和雅各的简短话语则以此教导为基础。这个比喻

为约翰和彼得所提到的赐生命的种子提供了一个确切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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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耶稣说，“凡听见天国道理（the word about the Kingdom）

不明白的，那恶者［魔鬼］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

去”（太 13:19）。其他人接受了种子，然后保存了一段

时间，但在逼迫的压力下，把它丢掉了。然而还有其他人

接受了种子并保存着它，可忧愁和其他思虑把种子挤住了，

致使它无法结果实。第四类是成功的。这一类被称为“好

土”，它将种子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路 8:15），

并在不同程度上结了果实（参太 13:18-23）。 

马可和路加同样完整地讲述了重生如何通过福音的胚

芽而发生。路加记载到，耶稣说，“种子就是神的道”

（路 8:11）（比较：雅各的“真理的道”；彼得的“所传

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第一卷福音书马太福音将那

道的完整定义给了我们：它就是天国道理/福音。撒但针对

救赎过程发起进攻，他蓄意阻挠神创造生命的撒种行动。

魔鬼“来，从他们心里［头脑里］把［天国的，太 13:19］

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路 8:12）。 

从耶稣口中出来的这份详细教导对于我们理解重生的

信条来说至关重要。根据耶稣所说，当创造生命的福音/天

国道理/真理牢牢固定在听者头脑之中，并且当信息被懂得、

被接受的时候，救恩就开始了。那道必须作为赐生命、赋

能量的种子存留在信徒里面，然后生长，直到他最终在耶

稣回来时，在大复活中获得不朽坏的生命（林前 15:23，

50-52；启 11:15-18等）。 

关于耶稣所讲的借着种子重生的教导，马可的记载突

出了救恩的重要一面。耶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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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懂得并接受福音的人］知

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

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

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可 4:11，12）。 

引人注目的是，耶稣在这里将懂得并接受他的神国福

音信息/福音/道定为归信、悔改、得赦免的必不可少的条

件。对耶稣的神国福音的盲目无知会阻碍悔改、归信，以

及重生。 

因此，若神的国没有被展现给慕道者，福音能成功地

传开吗？若缺少了基督本人的救赎福音——神国的福音，

基督能被接受吗？“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即

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约 5:24） 

一旦耶稣的神国福音信息到了听者那里，听者就要选

择接受或不接受。不理解它，他就不可能接受它。不接受

它，他就不可能被赦免。这就是重生并进入神的家所需要

的步骤。“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的”（罗 10:17；比较约 5:24）。 

耶稣并没有在他使命的这个阶段就讲说救恩的其他重要

因素：信他赎罪的死和他的复活。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

的。这些重要教导后来才被纳入救赎计划（耶稣首次提到

他的死亡，是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马可福音8章31节和

路加福音9章22节）。在新约，神的国/种子/福音从头到尾

都是救恩最根本的成分。耶稣希望他的神国福音会在他末

期回来之前传遍列国（太 28:19，20；比较24:14）。因此，

保罗就到处传讲它（徒 20:25；提后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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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重生”、“从灵生”、“借着道重生”、

“真理的道”、“福音”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意思

就是，接受由耶稣和众使徒借着他们的神国福音而撒下的不

朽坏生命的救赎之种。保罗对耶稣的教导并不陌生。他以

别的措辞讲述了同一个伟大的重生真理：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以实玛利］是使女

生的，一个［以撒］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

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比较耶稣：“从

肉身生的……”，约 3:6］；那自主之妇人所生

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

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

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加 

4:22-29）。 

“从灵生”，就是成为“自主之妇人”的孩子，而

“自主之妇人”，就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即耶稣到来，

在耶路撒冷建立神的国时，必定出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

（参诗 87:5，LXX，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6节引用此节）。

因此，所有“从灵生的”，就是“神国的儿女”。 

救恩的基础其实就是神国的应许。基督徒是“承受神

的国的人。这国是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的”（雅 2:5，新

译）。亚伯拉罕接受了相同的神国应许为福音（加 3:8）：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罗 

4:13）。因此，圣灵是在福音所展示的应许中被传输的。

保罗事实上称圣灵为“所应许的圣灵”（弗 1:13）。[45] 

                                                        
[45]

 参阅KJV和亨利·阿尔福德的评注，《希腊语新约》，Vol. 

III，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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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国福音激励下的重生是神的创造活动——他的新

创造——的关键（帖前 2:13），而他的新创造又是通过圣

约使者耶稣的传道以及他的死亡与复活来完成的。重生，

即“再次被生”，它的意思就是听到，懂得，并接受耶稣

本人的福音教导，[46]因为他是基督教的使者（来 3:1），

是传道人的榜样（来 2:3）。圣经中的“道”（word）是

神的工具（instrument），用来传递他的创造能量，实施他

的创造行动。借着道，神说“要有光”。借着真理的道，

也就是福音，他开我们的心窍，赐我们光，并且命令我们

将光再带给其他人（可  4:21-25）。借着神国的种子/道

（太 13:19），再通过子，通过栽种神的性情和心思意念

（彼后 1:3，4；雅 1:21），神开始不朽坏人类的创造。

难怪当救赎的、创造生命的道和灵被成功传给乐意接受的

心灵时，魔鬼会暴跳如雷。魔鬼用尽一切办法将神国的福

音/道夺取，这样，我们就不会“信了得救”（路 8:12）。

路加为我们记载了耶稣的绝顶智慧，而他的心思意念则充

满了他父神的圣灵与见识。 

耶稣完全明白重生的“机制”。在约翰福音中，耶稣

将圣灵和水联系起来，而且与此相似地，他在其他福音书

里也有关于重生的名言：“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

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太 18:3；可 10:15）。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见神的国。”（参约 3:3，5）

                                                        
[46]

 请留意NASV对罗马书10章14节的正确译法：“未曾听见

［传道］，怎能信他呢？”救恩依赖于听耶稣传道，而不是仅依赖

于听见关于（about）耶稣的事（如NIV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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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是神国种子信息的果实，因为它使他成为“天国之

子”（太 13:38），或者如保罗所说，他是“凭着应许作

儿女的”（加 4:28），“按着圣灵生的”（加 4:29），

是必定承受恩惠福音里所宣告的神国产业的人（参多 

3:7）。基督教的重生信条是以耶稣本人口中所出的福音为

基础的。它是一个带着未来盼望的福音，而不仅仅是现在

得赦免的保证。 

神国福音是耶稣和众使徒所宣告的，它里面含有救赎

的种子，所以，我们急需重写那些提供救赎道路的小册子，

把救赎种子的知识纳入其中。 

 

神的道/话（word） 

早期基督徒所关切的事，就是将有关个人的和人类总

体的救恩的重要信息传达出去，但是，只要我们还继续将

“神的道/话”简单地理解为整个圣经的同义词，那么他们

所关切的事情就会被掩盖。圣经对整个圣经的用词是“圣

经”（the holy writings）（提后 3:15）或“经”（writings）

（路 24:27，32）。[47]“神的道/话”这个表达应该被理解

为神的福音信息，或者更完整地说，为“神国的福音和耶

稣基督的名”（徒 8:12）。这是一个明确的总汇信息，而

且每个人都必须对它做出回应以保证自身得救，脱离死亡。

在使徒行传8章，“传道”（徒 8:4）等于“宣讲基督”

                                                        
[47] 

耶稣将希伯来圣经正典描述为“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

诗篇”（路 24:44）。那些书卷的排列顺序与我们在标准译本中所

看到的顺序不同。第三部分，即“诗篇”或“圣卷”，包括诗篇、

箴言、约伯记、雅歌、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

但以理书、以斯拉-尼希米书，以及历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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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8:5），而这两个短语都是福音的简略表达，更完整

的定义在使徒行传8章12节里，那就是，福音以神的国和

耶稣的名为中心。 

个人对神国福音信息的接受，从来都与人类整体得救

和地上建立和平的盼望连在一起。“神的国”一词所暗含

的神的政治事务与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息息相关。坚持主

张别的东西，就是在否认以色列众先知的信息。 

新约中的“神的道/话”相当于神最初使天地得以创造

的话语。诗篇33篇有一段经典经文，它描述了创造之工和

为世界所预备的计划： 

诸天借着雅伟的话而造，天上的万象借着他口中

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雅伟破坏列国的谋略，使万民的计划挫败。雅伟

的谋略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诗 

33:6-11，新译） 

新约里的“道/话”是耶稣所教导的神国福音信息，它

是神的“创造剂”（creative agent），用来产生不会朽坏

的新造之人，始于现在，成于基督回来之时。“道/话”或

“信息”也根源于神与亚伯拉罕、以色列、大卫所立的约，

而且诗篇105篇针对那些约发出颂赞： 

他永远记念他的约，他记念他所吩咐的话，直到

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

誓。他把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坚立为

永远的约，说：“我必把迦南地赐给你们，作你

们产业的份。”（诗 105:8-11，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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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所爱慕的，就是那“道/话”（诗 119:97）。神

信守圣约，这是新约基督教观点的磐石基础。诗篇105接

着讲到，众先祖是“弥赛亚”（“受膏者”），即君王

（诗 105:15）。保罗将他的归信者描述为“受膏的”（林

后 1:21），从而建立起众先祖与基督徒之间的关联。圣经

从头至尾都将神展示为一位缔造君王的神，他通过他福音

信息里所含的作王邀请，拣选“将来世界”（来 2:5）的

领袖。因此，基督徒是那些预备就任王室职位的人，对于

他们来说，此生就是借着考验与试炼而做预备的一生。亚

伯拉罕之约被恰当地称为“世界拯救史的神学蓝图，而对

亚伯拉罕的呼召则开启了这一拯救史”。[48]撒母耳记下7

章和但以理书7章详述并阐明了那份蓝图，而且新约基督

教的体系正是依照那份蓝图而建立的。因此，去掉福音信

息的希伯来圣经根基——希伯来圣经须以“具象的”

（concrete）方式来理解，就必然导致福音信息的坍塌。

我们认为，基督徒现在分崩离析，其原因就在于许多人都

拒绝了从亚伯拉罕直到玛拉基的众先知的异象。 

                                                        
[48] 

W.J.邓布雷尔，“与亚伯拉罕的约”（The Covenant with 

Abraham），《改革宗神学评论》（51），5-8月刊，1982，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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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神的国已经到了吗？ 

在讨论耶稣的福音信息时，许多讲到神的国的重要经

文都应该被推到最前列：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

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

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

神的国里坐席。（路 13:28，29）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

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可 14:25）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

等神的国来到。（路 22:18）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这个时代末期时的灾难

性事件］渐渐地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路 21:31） 

愿你的国降临！（太 6:10） 

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是等候神国的。（可 

15:43；路 23:51） 

上面列举的关于神的国的话语是一份明确的证据，证

明耶稣盼望着神的国到来。这一事实与福音的内容直接相

关。我们很容易就能从圣经证明，耶稣将他的整个使命和

传道工作都围绕着神的国这个概念来建立。因此，现代传

道工作几乎不讲神的国，这一景况至少可以说是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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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神的国从福音信息里消失的时候，福音本身就处于

危险之境。真诚寻求真理的人会发现，耶稣和众使徒所教

导的福音和现在被展示的福音之间存在着这种天壤之别，

而这一发现也会促使他更深入地挖掘，以寻找圣经中耶稣

真正的心声。 

新约注释家普遍同意，在耶稣的教导里，神的国既有

现在的含义，也有未来的含义。为神的国下一个更精确定

义的工作备受困扰，原因正在于人们倾向于几乎只单单关

注神的国的“现在的”这一面。至于未来的国度，他们通

常仅含糊地提一下它“圆满实现”，然后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有海量的经文都将神的国看作未来的事件，如

果我们不充分注意那些经文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抓住

耶稣最喜欢的词“神的国”的含义。而且似乎正是由于圣

经读者不喜欢这一重要的新约事实，他们才会盯着路加福

音17章20节、21节，以它们为他们最喜爱的神国经文：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

‘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

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

（in your midst）。” 

倘若一个人只阅读这段经文，而排除掉将神的国描述

为与基督复临相关联的未来事实的大量经文，他或许确实

会得出结论说，神的国首先存在于它的王耶稣里，或者他

会跟随英王钦定本圣经的路加福音17章21节，说它在“你

们里面”（within you），即在你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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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紧跟着路加福音17章20节、21节的经文被

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很清楚，人子的到来（在其他地方，

路加说是神的国的到来，路 21:31）将： 

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到罗

得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路 17:24，29，30） 

路加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记载到，耶稣说：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

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

降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地成就，也

该晓得神的国近了。（路 21:25-31） 

有这份证据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不可能将神的国限

于第1世纪弥赛亚待在巴勒斯坦的时候，更不可能将它限

于建立在人心里的宗教理想，或者人死后灵魂的所在之地。

对于路加和其他新约作者来说，神的国主要是指神的统治，

而且这个统治将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借着耶稣大能的介入，

势不可挡地推行在邪恶的世界上。如果我们不认真考虑这

一基本的旧约、新约事实，我们就会使耶稣的教导丧失其

激励的力量——我们所有人现在都需要为“大而可畏的日

子”（珥 2:31）做准备。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弥赛亚，

并借着他来时的复活或存活，向他陈明我们所行的（林后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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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已经到了吗？ 

我们对关于神的国的大量证据进行研究，是很重要的

事，因为它们都证明，神的国是耶稣回来时要开创的世界

历 史 新 阶 段 。 有 人 说 这 是 神 的 国 的 “ 完 成 ”

（consummation）——许多教材也这么讲，但这么说几乎

没传达出什么意义。新约说的是，在耶稣回来时，现在这

个邪恶的世代会“完结”（consummmated）（即结束，太 

24:3）。在那时，神的国就会公开显现。然后神的国会成

为新时代的管理机构。既然神的国只有在耶稣回来时才开

始当权，那么说它已经到来就令人困惑了。它的到来在未

来。 

我们仍然要不断地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一

定要防止稀释这一祷告的意义，把它的意思说成别的，如

“愿你的国发展”、“愿你的国扩展”或“愿你的国完全”

之类的。对于耶稣和众门徒来说，神的国尚未到来。基督

徒仍要渴望它的到来，并为它的建立而祷告，因为它建立

了，神的“旨意才会行在地上”。这个祷告包含着神的国

的完美定义。它是人人都遵行神的道路时的世事状态。然

而，如果撒但还没有被逐出他现在“世界的神”（林后 

4:4）的位置，那种事态就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在

神的计划中，罢黜撒但，必须等到弥赛亚回来。这就是遍

布整个新约的“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 

基督徒试图在预定时间之前就开始神的国，他们的做

法必定以失败告终。耶稣行事时总要觉察什么事情“必定”

是神的心意。然而，基督教从总体来说已经不理会神的计

划，并且（自君士坦丁大帝起）甚至试图将自身建立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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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在统治的神的国，有时候还会与世俗政权联手。这种

事在新约世界观中是不可能的。撒但是“这世界的王”。

与他手挽手，努力将他的国度转变成神的国，这一做法充

满危险，而且这正是魔鬼邀请主与他联手时，主所拒绝的

试探。选择这条道路的危险在于，我们其实是“与世界为

友”，从而“与神为敌”（雅 4:4）。保罗说：“审判

（即治理）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林前 5:12）基督徒的

管理限于信徒团体之内：“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

吗？”（林前 5:12）有些信徒似乎一心一意想要迫使世界

降服于基督，却没有认识到，他们惟一的工具是神国的福

音，不是法律的力量。这个世界的列国还不是神的国，而

且在基督回来之前都不会是。但是保罗期待着世界“在圣

徒的审判之下”（林前 6:2，Moffatt）的那一天到来。对

于即将到来的国度，保罗那份富有感染力的欢喜值得我们

常常去听： 

想到有一天那冲破云层，照耀在我们身上的耀眼

荣光，我就看我们现在所要经受的苦楚不足介意。

因为神的众子必显现在他们光明产业的荣耀里。

那一时刻，不只是他们，还有整个受造之物，有

生命的，无生命的，都切望等候；就像比赛的观

众，翘首企足，为要第一眼看见胜利的盛景。实

现愿望的时候是未来，不是现在。古时，受造之

物被判定受损毁、受痛苦；不是它自己愿意这样，

而是神定了它的这种命运；但受造之物仍盼望着，

正如它因人类的堕落而受死亡与败坏的奴役，它

也会因神的儿女得释放而分享他们的自由与荣耀。

这就如正在生产的妇人的产痛。直到如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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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造的都感受着生产的阵痛，每一部分都在感受，

并因着疼痛哭喊。但是，有分娩之痛，就必然会

有诞生。（罗 8:18-22）[1] 

 

神的国的到来 

毫无疑问，在新约中，神的国还未“到来”。就在死

亡前不久，主弥赛亚说，他不会在神的国到来之前再喝逾

越节的杯（路 22:18）。此外，耶稣的一个门徒，即亚利

马太的约瑟（太 27:57），在主被钉十字架之后，仍在

“等候神国”（可 15:43；路 23:51）。耶稣复活后，革

流巴替众门徒表达出了他们的盼望，“我们素来所盼望要

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路 24:21）——虽然这盼望当

时显然是受挫了。在他们的头脑中，以色列得救赎与神的

国在大能中到来连在一起。那件事仍然在未来。路加福音

21章31节证实了路加的理解，即神的国没有随着耶稣的传

道使命而到来。人子在大能与荣耀中回来之前的剧变预示

着神的国的到来：“当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就知

道神的国即将到来”（路 21:31，GNB）。 

在路加福音19章，那位贵胄将要离开，去一个遥远的

国家（即天上），接受他统治的权柄，然后他再回来，作

王，开创神的国。耶稣给出这个信息，是为了纠正人们以

为神的国“立刻就要显现”的误解（路 19:11）。根据耶

稣所说，神的国毫无疑问会显现，但不是即刻显现。那时，

因为耶稣走近耶路撒冷，人群就激动起来，他们以为神的

                                                        
[1] 

W.桑戴和A.C.海德拉姆在《国际批判性注释·罗马书》中

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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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即将在大能中到来。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正是我们应该期待的那个国度。

它的首都将是耶路撒冷，是弥赛亚政权的权力中心，即

“大君王的京城”，这恰如所有先知所预见的。耶稣没说

任何话语来暗示，他们的神的国的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

（或是“粗糙拙劣的”——有时候被注释家们使用的贬损

性用词），他当时没说，其他任何时候也没说。需要澄清

的只是神的国到来的时间。这一处或圣经任何一处的经文

都没有精确的年代数据能确定这个日期。但是，有人还是

受到蒙蔽，错误地以为这件大事的日期可以提前知道。他

们已经对基督再临的新约教义造成严重损害。 

关于神的国，路加福音19章的比喻讲了两点很重要的

内容。首先，在耶稣传道使命的后期，神的国还没有来到。

其次，不能确定基督会离开多长时间，但是，当这个时期

结束，他从“遥远的国”回来时，神的国将在大能中显现。

当弥赛亚回来时，他会赏赐他忠信的跟从者，让他们管理

城里的民（路 19:17），并且他会处决他的敌人，就是那

些“不要他作他们王的人”（路 19:27）。因此，所描述

的神的国，肯定不限于一个“在人心里的”、耶稣的统治。

它有权柄把权力赐予那些跟随弥赛亚的人，它也有权利清

除无可救药的恶人。 

在描述神的国到来的每一处经文中，神的国都指未来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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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国里” 

“在神的国里”这个表达第一次出现是在马太福音8

章11节，在那里，耶稣说许多人将要来，与亚伯拉罕、以

撒和雅各“在神的国里”一同坐席，而其他人则会被拒绝

进入弥赛亚的筵席。这件事当然是指以赛亚书25章6-8节所

应许的庆祝。“在这山上［耶路撒冷］，将要设摆筵席”，

在筵席上，忠信的人将与耶稣一同喜乐。这件大事再次被

提及，是在最后的晚餐。那个时候，耶稣宣告他将不再喝

逾越节的酒，直到他“在神的国里”喝新的（太 26:29；

路 22:18）。显而易见，耶稣期待当“神的国到来”时，

他与众门徒“在神的国里”一同庆祝（路 22:18）。 

当雅各和约翰向耶稣请求“在你的国里”获得显位时，

神的国很明显指的是未来（太 20:21）。这是请求在未来

的统治中获得认可。尽管这个请求没能得到允准，但是基

督证实了未来神国的真实性，并证实了它的本质是一个真

正的政权，因为他说，谁会获得神国里的最高职位，是由

神来选择的（太 20:23）。相似地，马太福音19章28节说，

神的国是在新时代（the New Age）或新世界（ the New 

World）（Moffatt和NIV）里开始的。到那时，基督才会

“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也就是“人子在他荣耀里降

临的时候”（太 25:31），并且他还要与他的众使徒共同

拥有治理的权柄。同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

光来”（太 13:43，引自但 12:3）。这件事发生在“世界

的末了”（太 13:40），那时恶人要被丢在火湖里（太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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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关于神的国的描述结合起来，

我们根本就不用怀疑，神的国是与耶稣回来相关的一个世

界性政权： 

耶稣说：“我确实地告诉你们，在再生世界（the 

reborn world）中，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时候，

你们也会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治理（governing）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在磨炼之中，始终同我在

一起的就是你们。我父怎样应许我他的国，我也

照样应许你们，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

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十二个支

派”（太 19:28；路 22:28-30）。[2] 

马太非常精确地告诉我们耶稣会在什么时候坐在他荣

耀的宝座上：“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

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时，王要说……承受神

的国吧”（太 25:31，34）。 

 

进入神的国，承受神的国 

当系统神学以所记载的耶稣的话为基础设立其中心时，

它就会看出，神的国是圣经基督教的全部。如果我们不把

神的国从它的历史意义中剥离，也不给它创造出新的含义

的话，那么我们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抓住它的本质特性，

即它是我们现在就要为其做准备的、真实的世界性政权，

等着耶稣再临时显现。在这个弥赛亚框架下，新约讲述的

                                                        
[2] 

《真正的新约》（Authentic New Testament），休·斯肯菲尔

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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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连贯的故事。如果没有它，新约就可能（并且已经）

被扭曲以适合几乎任何思想体系。 

进入神的国或者承受神的国的概念出现在新约各个地

方。那么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发现马太福音25章

给出了毫不含糊的答案。那里讲到，被邀“承受那创世以

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的人，是蒙福的人（太 25:34）。

“当人子在荣耀里降临，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

（31节），这件事就会发生。显然，神的国要在未来耶稣

回来时才能继承。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别的

地方，进入神的国就等于进入“生命”或者“新时代的生

命”（the Life of the New Age）〔或者我们可以说，“新

时代生命”（New Age Life），这和广为流行的同名运动

可没有任何关系！〕。 

马可将进入“生命”的时间放在基督到来时恶人“进

入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的时候（可 9:43）。进入

“生命”或者“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我们的译本不

太准确地译为“永恒的”或者“永远的生命”），与进入

神的国是完全相同的： 

“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你若

要进入永生，就当守诫命……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

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天国=神的国］……“这

样谁能得救呢？”［进入神的国=得救］……

“在新世界里，你们会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十

二个支派”［得救=在神的国里与基督一同统

治］。“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必要承受永生”

［即在即将到来的神国时代里的生命（Lif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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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Age of the Kingdom）——此概念以但以

理书12章2节的预言为基础］。（太 19:16-29） 

这个基本“词汇”支配着新约。基督徒的产业一直是

被置于未来的。只有在一节经文中（西 1:13），保罗讲到

基督徒被迁到神的国里是既成事实。但这并不是不寻常的

保罗思想，因为所有未来的事实都可以在现在体会得到。

神的国现在存在于天上，在那里，耶稣正在做准备，要把

它建立在地上。然而，我们不应该只用单独一节经文来反

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占主导性地位的证据，

也不能用它来反驳保罗在其他地方的明确说法：在那些地

方，他将基督徒承受神国产业以及进入神的国，都置于未

来。 

“圣徒保罗通常使用‘神的国’一词来表示作为基督

徒生命之赏赐和目标的那个弥赛亚国度……因此，它的意

思是指已经在这个世界展示出来的、那个国度建立的原则

或要旨。”[3]保罗在此讲到神的国在于“公义、和平，并

圣灵中的喜乐”。这不应该被拿来反对他在其他地方说的

话，因为那些话讲到，承受神的国是在耶稣再临的时候。

尽管基督徒已经被迁出黑暗的国度（西 1:13），可是数节

之后，保罗说，“你们必得着［神国的］基业为赏赐”

（西 3:24）。 

                                                        
[3] 

《国际批判性注释》对罗马书14章17节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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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主要指未来，它是一个新世界秩序 

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我们要强调，在新约中，神

的国的到来主要是未来的事，并且它的到来会给全地带来

新的世界秩序。以下的声明简洁明晰，来自著名的权威资

料。对于人们普遍所持的“神的国主要指现在”的观念，

它给出了必要的更正： 

在新约，神的国首先被认为是未来的事情（可 

9:1，47；14:25；太 13:41-43；20:21；路 22:16，

18；林前 15:50等），且来自于神（可 9:1；太 

6:10；路 17:20；19:11）。因此，人类只能等待

它（可  15:43），追求它（太  6:33；比较路 

12:32），承受它（林前 6:9以下；加 5:21；雅 

2:5），但是不能自己创造它。[4] 

《基督与福音书词典》（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5]对于马太福音中的神的国做了客观的分析，这

个分析应该成为一份指导我们如何思考神的国的、必不可

少的资料： 

神的国——基督的教义的中心主题。他以它为起

点开始他的传道工作（4:17），并且无论往哪里

去，他都以它为好消息教导人（4:23）。他所教

导的神的国就要到来了，但不是在他活在这世上

的时候。复活升天后，他将以人子的身份驾着天

                                                        
[4] 

爱德华·施伟泽（Eduard Schweizer），《马可福音》（The 

Good News According to Mark），Atlanta: John Knox Press，1970，

p. 45。 
[5] 

Vol. II，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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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云降临（16:17；19:28；24:30），然后坐在

他荣耀的宝座上……接着，十二使徒将坐在十二

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在此期间，他自

己必须受苦，死亡，然后从死人中复活。除此以

外，他还能以别的什么方法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呢？

众门徒要在万民中宣讲即将到来之神国的好消息

（ 10:7 ； 24:14 ），通过洗礼让人成为门徒

（28:19）。由此而来的门徒群体自然而然形成一

个社会团体，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连结在一起。因

此，神国的众门徒将形成一个新的、属灵的以色

列（21:43）。 

该词典继续说： 

基督的众门徒所形成的这个新以色列要等待基督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考虑到他们的需要，很自然

地，福音书记载的大部分教导所关注的，都应该

是那些希望当神的国到来时会进入它的人需要具

备的素质……因此，比喻所传递的一些教训，是

关于神国的本质，以及为它做准备的这段时间的。

有件事应该已非常明显：如果我们问，对于第一

卷福音书的作者来讲，这些比喻是什么意思的话，

那么答案一定是，他选择它们是因为……这些比

喻讲的都是关于神的国的教训，而神的国即将在人

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到来，而且在神国的福音中，

“神的国”一词被处处使用。 

因而撒种比喻说明的是神国的好消息在人们当中

被传讲时所遭遇的各种情况。稗子的比喻讲的也

不是神的国本身，而是为它做准备的这段时期。

到了末期，人子将会回来开创他的国……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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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卷福音书的这一处还是其他地方都表明，神国

的景象不是别的，恰恰就是现今的世界得到更新、

重建与洁净。[6] 

引文的最后一句话深中肯綮，马太预料的不是信徒们

“去天堂”，而是耶稣回来与他们在更新了的地球上共同

统治。有洞察力的新约读者会注意到，圣经的神国观点与

圣经后时代的代替品——忠信的人死时离去，到达远离地

球的领域——大不相同。 

“他所教导的神的国就要到来了，但不是在他活在这

世上的时候。”“在新约，神的国首先被认为是未来的事

情”（引自上文）。著名的分析福音记载的分析家们就是

这么说的。我们另外再附上一段说明，它来自知名的关于

路加福音的权威资料： 

路加讲神的国时，指的是存在于未来的实体，这

一点根本无可争辩。根据属灵化的解释法，神的

国是现存于灵里、现存于教会里的，但这种解释

完全具有误导性……处于“现在”的是神国的信

息，且在路加福音中，该信息与神的国本身是区

别开来的。从神国的宣讲工作来看，他根本不知

道内在的［即已经存在的］发展情况。[7] 

                                                        
[6] 

同上，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该篇关于马太福音的文章

的作者在他给马太福音的注释中也表达了同一个神国观点〔W.C.

艾伦（W.C. Allen），《国际批判性注释》，T & T Clark，1907，

pp. lxvii-lxxi〕。 
[7] 

汉斯·康兹曼（Hans Conzelmann），《圣徒路加的神学》，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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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在某种意义上的确现存于教会的传道工作中，

但是，与未来的神的国相比，从现在意义上所讲的神的国

已经被大大地夸大了。现在就要宣讲关于神的国的福音信

息，事实确实如此；基督徒现在就必须表现出能让他们配

得神的国的行为（帖前 2:12），这也毫无疑问；但是，神

的国，严格地说，是一个将要在耶稣回来的时候才建立的

国度。 

这是充分理解新约的枢纽，为了证实它，我们再加上

另外两个闻名遐迩的权威资料的说法：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没有任何东西

是与末世的［即未来的］神国观相对立的。神的

国也指未来，而且主要指未来。它出现时，无论

从哪个意义讲，都不会与这一事实相矛盾……提

到神的国的那些内容普遍都带有未来的含义……

传统观念认为，末期将会出现巨大的灾变，而灾

变的高潮就是弥赛亚亲自降临，从天降临。耶稣

并没有脱离这一传统观念……他似乎在所到之处

都会清楚地表明他支持这个观念……他一直在慎

重地思量最后的毁灭及重建之奇观，而它就是神

的国完全建立在地上时的情况。[8] 

《格里姆-赛耶词典》（The Grimm-Thayer Lexicon）讨

论了新约中的“神的国”一词，并给出了以下重要结论： 

讲到天国［或神的国］时，它指未来的祝福。这个

含义的使用频率［远比神的国的“现在”含义的

使用频率］高得多，因为完满地建立神的国，要

                                                        
[8] 

“末世论”（Eschatology），《基督与福音书词典》，Vol. 

2，pp. 5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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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基督从天上庄严地归来，去世的人再次获得

生命，令现在的世态雪上加霜的弊病与不公都被

消除的时候。[9] 

 

新约其余地方的神的国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以

外的证据，就会发现，这些作者一致使用“神的国”一词

来指未来的赏赐和现在基督徒生命的目标。《圣经神学辞

典》（The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Bible）与其他许多

权威一样，非常简练地证实了这个事实： 

神的统治仍然尚待建立……一般情况下，在除过

福音书以外的新约中，神的国这个表达指的都是

这个［未来的］含义……所记载的耶稣的教导中，

神的国是它的主导性主题……基督徒的产业就等

同于神的国、地土、永生、救恩、生命的恩典、

荣耀（比较：可  10:37，“荣耀”=太 20:21，

“神的国”）、应许之地（即迦南）、世界……

神的国是对产业最具代表性的描述……对于基督

徒来说，产业是未来的……产业是盼望的对

象……基督徒是假定继承人；要进入他们的产业，

还在未来。[10] 

以下经文提到神的国时都清楚地指向未来：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徒 

14:22） 

                                                        
[9] 

“Basileia”［Kingdom（国度）］，《赛耶辞典》，p. 97。 
[10] 

《圣经神学词典》，艾伦·理查森编，pp. 1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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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林前 

6:9）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加 5:21） 

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

有贪心的（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在基督和神

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弗 5:5）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

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

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雅 2:5） 

若现在养成基督徒性情的这些品质，就“必叫你

们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

后 1:11）。 

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以，

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来 

12:26，28） 

血肉之体［即处于现在身体构造的人类］不能承

受神的国（林前 15:50），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的身体需要转变成属灵的身体，才能承受神的国。

这样的事要发生在基督再临时（林前 15:50-52）。 

［基督再临时］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神和他的弥赛

亚的国。（启 11:15） 

神的国实质上是基督徒所有的渴望，这个结论，任何

仔细研读圣经的人都能得出来。圣经学者的权威著作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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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使徒行传中的‘宣扬神的国’，明显是指以基督复

临（the Parousia）［基督再次降临］为开端的神的国。”[11] 

“显然，使徒行传中的‘神的国’一词，与它在福音

书中的这种末世的［即未来的、壮观激烈的］用法，没有

任何东西能明显地将二者区别开来；例如，人要经历许多

艰难才能进入神的国（徒 14:22）。”[12] 

“路加对神的国的理解是，它仍然是未来的事，而且

它意味着以色列的复兴。”[13] 

“使徒行传中所用的‘神的国’一词，只指未来的

事。”[14]“路加的神学观念期待的是一个复兴的以色列”

〔即未来一个真实的、外在的、建在地上的国度（徒 

1:6）〕。 

福音讲的是未来在地上的神的国，下面这最后一段引

文，正确地概括了这方面的新约证据。路加所描述的使徒

的信仰和教导与我们今日作为福音所呈现的东西有着天渊

之别： 

使徒行传包含了新约传道工作中许多常见的因素。

传道人传讲神的国或与神的国相关的东西（徒 

                                                        
[11] 

E.汉臣，《使徒行传》，p. 141，fn. 2。 
[12] 

H.J.卡德伯里（H.J. Cadbury），“使徒行传与末世论”

（Acts and Eschatology），《新约的背景与其末世论》（The Back-

ground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Its Eschatology），W.D.戴维斯与D.

多布（D. Daube）编，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6，p. 311。 
[13] 

凯文·贾尔斯（Kevin Giles），“使徒行传里的现在-未来

末世论”（Present-Future Eschatology in the Book of Acts），《改

革宗神学评论》（40），9-12月刊，1981，p. 66。 
[14] 

E.E.埃利斯，《新世纪圣经注释·路加福音》，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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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2；20:25；28:23，28，31）。差不多从

这卷书的第一节直到最后一节，我们都能看到

“神的国”这个词的身影。“神的国”成了一个

惯用词，而且它明显地与作者更具特色的单个动

词“传福音”（evangelize）意思相近。[15] 

 

神的国的现在性 

尽管神的国在新约中明确地指未来的事，但是有那么

几节经文，它们从另一个意义上展示出，神的国在耶稣的

传道使命中就运行着。然而，当人们排除大多数经文，而

使用少数经文来证明耶稣教导了一个现在的、“在心里的”

国度时，耶稣的教导就遭受了严重的扭曲。 

马可对耶稣传道使命的记载自始至终都将神的国展示

为一个“近了”（可 1:14，15），但尚未到来的国度。在

马可福音末尾，门徒亚利马太的约瑟仍然在“等候神国”

（可 15:43）。马太和路加展示了一幅完全相同的、神的

国尚未到来的图画，不过他俩在这么做的同时，偶尔也从

不同的视角看待神的国。马太和路加记载到，耶稣说过，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太 

12:28；路 11:20）。[16]很明显，在这两节经文中，“神的

国”的意思不可能是耶路撒冷的大卫王国在全世界范围内

                                                        
[15] 

H.J.卡德伯里，“使徒行传与末世论”，《新约的背景与

其末世论》，p. 311。 
[16] 

C.H.多德（C.H. Dodd）的著作就严重依赖这些经文来给

神的国下定义。他被称为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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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但是希伯来思想“抓的是一个概念的整体（the to-

tality of an idea）”，[17]因此，“神的国”有时候可以被延

伸，指未来国度现在就释放出来的能力。而圣灵的那种能

力，或神的国的能力，是耶稣的弥赛亚身份的标记，并且

同一种能力也赐给了基督徒，作为他们将来的神国产业的

凭据或保证（林后 1:22；5:5；弗 1:14）。 

至于那个被译为“已经临到”你们的不同寻常的表述，

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同一个动词也出现在帖撒罗尼

迦前书2章16节，那里讲到神的烈怒“已经临到”犹太人。

保罗事实上相信，神的审判，即“将来的忿怒”，仍然在

未来（帖前 1:10）。保罗的意思应该是犹太人必定要承受

神（将来的）忿怒。同理，耶稣应该是说，那些身上有鬼

被赶出的人“必定承受神的国”。[18] 

神的国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被说成现在的。神的国

从一开始就与那些将组成神国里的统治精英的人（被拣选

的人）关联在一起。以色列既是神的儿子，也是长子（出 

                                                        
[17] 

A.R.约翰逊，《以色列人关于神的概念中的“一”与“许

多”》，p. 2，引自J.佩德森（J. Pedersen）的《以色列：其生活

与文化》（Israel: Its Life and Culture）。 
[18] 

请参看“神的国/天国”（Kingdom of God/Kingdom of 

Heaven），《耶稣与福音书词典》（The Dictionary of Jesus and the 

Gospels），格林（Greene）、麦克奈特（McKnight）和马歇尔

（Marshall）编，Intervarsity Press，1992，pp. 422，423。该文章对

这个问题有精彩的评论。同一文章还指出，“在耶稣传道期间，神

的国总是被说成未来的事。人们期望它，盼望它，并为它祷告。但

圣经从未明确地说它已经到来了，甚至在最后的晚餐时也没这么说。

处于现在的，是神的国的代理人，即耶稣”。因此，神的国或许可

以被说成是“潜存于现在的”（potentially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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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他们以此身份组成了王室家族——“你们要归我

作祭司的国度”（出 19:5，6），而且这一委任形成了圣

约的基础。新约则教导，王室候选人的这一荣耀现在给了

教会。耶稣“使我们成为国度，作他父神的祭司”（启 

1:6，新译）。[19]因此，当马太记载到，耶稣说“从施洗的

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

人企图把它夺去”（太 11:12，新译）的时候，[20]这句话

的含义很可能是，王室家族正在遭受现在邪恶体系的敌对

统治者们的恶待。[21]路加福音17章20节、21节与此类似，

它们也讲到神的国现在存在于其王室人员之中。在那里，

耶稣将法利赛人的注意力从未来的国度上转移开，为的是

让他们明白，神的国的君王站在他们面前，就代表神的国

正站在他们面前——“在你们中间”（路 17:21）。[22] 

 

总结 

基督教的神国福音包含大量信息。基督教的精神集中

在“神的国”一词上，而神的国则包括神在地上恢复健全

                                                        
[19] 

比较彼前 2:9；创 5:10；20:1-6。 
[20] 

耶稣说这句话时约翰正在监牢中。参太 11:2。 
[21] 

比较但 7:21，25，在那里，敌基督运用大权，折磨并战胜

了弥赛亚团契。 
[22] 

现代译本已经纠正了英王钦定本的“在你们里面”，但是

该译法已让人完全误解了神的国，以为它是一个在人头脑里、人心

里的，内在的国度，然而耶稣不大可能认为它在法利赛人的心里。

耶稣的话还有另一种可能的意思，即“神的国在你们手中（within 

your grasp）”。然而，还有许多注释家支持第三种可能，那就是

“神的国将会［将要］像闪电一样突然临到你们中间”（参路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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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整个计划。虽然请求公众接纳“福音”或“接受基

督”的呼吁铺天盖地，但是这一重要的救赎信息常常被按

下不表，不为他们所知，因为这些呼吁没有清楚地描述耶

稣的福音信息。成百上千年的传统努力说服圣经读者和教

堂信众，神的国主要是在信徒心里的、抽象的神的统治，

或是人死亡时的“天堂”。这与新约是断然相反的。尽管

基督教文献承认，未来国度的能力已经闯入现在这邪恶的

世界体系（当个人被释放，脱离魔鬼的压迫时，神的国就

已经“临到”他们了，太 12:28；路 11:20），但神的国

首先是，也主要是新世界秩序，且只有到基督回来开创它

时，它才会崛起于地上。这一事实对于理解和实践基督教

信仰来说，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这就意味着基督教关于未来的整个概念，即信徒死亡

时“去天堂”，是对圣经教导的歪曲。圣经的盼望是基督

徒将会在基督再临时与基督在地上一同统治，而且圣经正

是从这个视角来看未来。将基督与圣徒的千年国度挪至现

在（“无千禧年主义”）的做法，是错乱圣经计划的典型

表现，其原因在于从根本上错解了神的国。这一点不但影

响了福音，而且影响了新约教导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传统

的整个结构都受到奥古斯丁式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并且这

种主义仍然被所有教派不加批判地接受，而这些教派却宣

称，他们的信仰是单单建立在圣经之上。 

在拒绝圣经未来观的背后，是反犹太和反弥赛亚倾向。

教会已经受“属灵的”事物不可能与地上新政治秩序有所

关联的观念所迷惑。因此，神学总是压制或不理会两约中

明显的弥赛亚主题，或者努力“重新解释”它们，使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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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它自己柏拉图化的信仰。这种持续“弱化”众使徒关

于未来的明确教导的做法，让圣经的所有篇章都无法发挥

出它们应有的影响力，即：它们让人们看到我们这世界荣

耀的未来，从而激发出盼望与忍耐。新约的整个架构——

其实是它的希伯来框架——正在以不同的程度从当代神学

与传道工作中消失。在圣经基督教中，未来的定义要明确

得多，因此，未来对现在生命的影响力也相应地要大得多。

恢复新约的驱动力与澄清神国福音紧密相连。若圣经读者

认识到耶稣是一位支持犹太末世论的恢复主义者，也是传

讲神的国的传道人，并且他精通希伯来圣经，他们就能够

以合理的思路去理解他的教导。耶稣应该按照他明确宣告

的身份被接受：他是犹太弥赛亚，受差遣宣告并推进神拯

救人类的计划。戴斯蒙德·福德（Desmond Ford）的话是

正确的： 

旧约的预言教导，神的国进入世界，靠的是神的

介入，而不是历史的自然进程，而且这个观点对

于预示未来大灾变的末世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耶稣所持的正是这个态度……[23] 

如果信徒理解了这一简单的概念，那么一场惊人的改

革就会发生在教会里。如果他们与新约基督徒一样，将但

以理书第7章理解为一份蓝图，并依照它实现他们自己的

和世界的盼望，那么神的国也会得以清源正本。只有在最

                                                        
[23] 

《圣经预言中的“那行毁坏可憎的”》（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in Biblical Prophecy），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79，p. 14，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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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那位“敌基督”的权能被打败之后，神的国才会成为人

子和众圣徒的产业（但 7:21-27）。 



 

365 

第十三章 对弥赛亚国度的反对 

教会中的杰出发言人有时候会承认，他们对耶稣的教

导的某些方面感到不自在。J.B.菲利普斯讲到，“坦白说，

我发现路加福音中的末世片段有点让人困窘”。 [1]乔治

娅·哈克尼斯（Georgia Harkness）在写神的国的时候确定

地说，耶稣不可能说过路加福音19章27节中那句被认为是

他所说的话：“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2]长期

以来，那位教导末世论的耶稣在带着他名号的教会中都不

受欢迎。哈克尼斯讲到，“甚至他最亲近的众门徒在理解

他的信息时都遇到了困难……他们聚集的时候，问他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大卫式的弥赛

亚仍然是他们的梦想！”在这种注释里施展着影响力的，

正是对新约弥赛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哈克尼斯继续

说：“耶稣显然认为，跟他们争论没有用，因为他告诉他

们，凭着父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他们可以知道

的。”[3]但是这些猜测根本没有出现在经文中。耶稣肯定

没有纠正他们的大卫式弥赛亚思想，因为这是他们与他在

一起时学到的。 

                                                        
[1] 

《简明基督教》（Plain Christianity），Wyvern Books，

1954，p. 51。 
[2] 

《理解神的国》（Understanding the Kingdom of God），Ab-

ingdon Press，1974，p. 24。 
[3] 

同上，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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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一直努力地把它不喜欢的东西从耶稣的教导中除

掉，这样的历史是可悲的。它之所以对耶稣有敌意，是因

为它继承了一种非末世论的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在耶稣所

有教导的最基本的犹太框架被茫然不解的外邦人丢弃的时

候就开始了。但对于这种背离弥赛亚的福音的事情，保罗

是不可能不言不语地就任其发生的。在罗马和加拉太，他

费尽心力，详细教导外邦人基督教福音的亚伯拉罕之本。

他没有免去他们彻底理解福音的希伯来之根的任务。他到

处传讲末世的未来国度的福音信息，并且在他的整个传道

生涯中，他从未背离它。但同样的话绝不可能应用在历史

上的基督教身上，因为在历史上的基督教中，有关神的国

的革命性福音信息，也就是关于神将在耶稣回来时在地上

恢复统治权的计划的福音信息，已经明显地不见了。神学

文献中有清楚的迹象表明，神学文献很想与历史上的耶稣

和他的末世信息保持一定距离。然而当这种事发生时，福

音就处于危险之中了。因为基督教不再热切地渴望地上的

弥赛亚国度里的和平与兴旺，它的目标已被转变成一个模

糊的盼望——“天堂”。一位评论家敏锐地观察到圣经信

仰所遭受的损害，他评论道： 

从末世思想形式到其他思想形式的转变，其实差

不多是“基督教世界的堕落”……这一堕落，是

从早期基督教的末世世界堕入柏拉图思想范

畴……基督教放弃了末世思想形式，这一做法致

使它远离其犹太教本源，结果就是，犹太教的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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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盼望——它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所激发出来

的——被转了方向，最终变成非末世的基督论。[4] 

 

系统性地避开神国的福音 

现代神学家渴望摆脱耶稣所宣告的那个令人不舒服的

福音，而且这种渴望已根深蒂固。这一点，我们仔细查看

一下他们的著作就能发现。至于“罪魁祸首”，那显然就

是耶稣和众使徒的福音信息的犹太特性。正如一影响力甚

大的流派所言，现代人容纳不了关于神介入并改变人类历

史进程的教导。圣经的那部分教导不符合科学时代的听众。

然而——该论点继续说——福音中还有许多好东西。所以，

在展示福音信息时，我们需要把它令人遗憾的犹太外衣剥

掉。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我们必须先给它“去除神话色

彩”（demythologize）——去除它的希伯来框架，然后再

将它放入当代哲学的极高级氛围之中。这样一来，它就可

以下咽了。 

需要指出的是，当福音经历了现代神学理论的“敲敲

打打”之后，这个“福音”就几乎不是耶稣所给的那个福

音信息了。耶稣也不再是传信人。他已经被取代了，尽管

他的名字还留在被认为适合当代听众的删节版福音上。 

耶稣的神国福音被转变的过程是这样的：神学家们认

为，耶稣传道内容的犹太末世成分和国家-政治成分只不过

是犹太“外壳”，里面包着宝贵的永久真理内核。一旦外

                                                        
[4] 

J.C.贝克尔（J.C. Beker），《保罗的末世福音：神即将到

来的得胜》（Paul’s Apocalyptic Gospel: The Coming Triumph of 

God），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82，pp.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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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被拿走，剩下的就是能够吸引每一代人的永恒的福音信

息。他们把神的国转变成教会，或转变成不会招致异议的

宗教信息，这样一来，因为相信一个从未到来的弥赛亚国

度而产生的尴尬就能得到舒缓。这个错觉被保持了成百上

千年。一位神学家于1913年写下的话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

表： 

总之，包含着耶稣伟大话语的末世概念和信念只

有短暂的意义。弥赛亚思想是“一个民族主义的

和时代的外壳，它将耶稣一生的事工裹在里面；

但在很久以前，它就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被

筛掉，被推翻了”，这么说并非不合适，因为在

今日，谁还把耶稣自称为犹太人的弥赛亚看作耶

稣的特有标记呢？[5] 

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成功“扔掉”了耶稣不受

人欢迎的犹太性，同时认为他的弥赛亚福音是短暂的、过

时的，因而弃之不顾。 

 

神学重磅炸弹 

直到19世纪时，神学才开始意识到，耶稣是一个犹太

人，带着给全人类的犹太福音信息（“救恩是从犹太人出

来的”，约 4:22）。一位德国神学家[6]所著的仅67页的书

被证明是一个神学重磅炸弹，因为它指出无可争辩的证据，

                                                        
[5] 

H.L.杰克逊（H.L. Jackson），《耶稣的末世论》（The Es-

chatology of Jesus），Macmillan and Co. Ltd.，1913，pp. 343，

344。 
[6] 

约翰尼斯·韦斯，《耶稣宣讲神的国》，埃尔斯和霍兰德编

辑并翻译，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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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耶稣相信未来在末世的、客观存在的弥赛亚国度。这

种观点是革命性的，因为在传统上，神的国被认为是一种

宗教体验，或促使社会进步的道德力量。耶稣沿袭了最好

的犹太先知和末世传统，这一新的、惊人的理解迫使圣经

学者们要面对一个困难的局面，尤其是它可能不得不承认，

教会已经错解了它自己的文献，并曲解了它自己的创立人。 

自相矛盾的是，那些看到耶稣是即将到来之末世国度

的传信人的人，并不认为这样一个福音适合现在的教会。

阿尔伯特·史怀哲的独立研究让他看到，耶稣不是一位

“自由主义”（liberal）神学家，而是一位未来末世国度

的传道人，然而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福音为信仰的目标。

有人说过，韦斯和史怀哲都是跳出他们自身所属思想流派

的学者。但相当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认为，“相比于保持

耶稣过时的末世概念来说，坚持现代化了的耶稣福音信息

的道德结构会更好——尽管它建立在错解之上”。[7]就这

样，借着同一个“壳与核”理论的各种变化手法，耶稣的

福音所含的令人不快的犹太性被成功躲开。耶稣必须被除

去他的本地犹太外衣，他必须被改变以值得现代人尊敬。

通过相似的手法，布尔特曼的“去除神话色彩”理论也达

到了相同的目标。在布尔特曼看来，重要的是耶稣的福音

信息中所包含的请求人们做出抉择的永久呼召。犹太的框

架是可以摒弃的，因为它是原始世界观的遗留产物，而我

们已经超越它了。 

                                                        
[7] 

《基督教教义》（Christian Dogmatics），卡尔·布拉滕

（Carl Braaten）和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on）编辑，Philadel-

phia：Fortress Press，1984，Vol. I，p.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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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著名的C.H.多德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理

论，即：耶稣只讲了神的国的现在性，没有讲那些会开启

一个新时代的灾难性事件。多德用他的“实现末世论”

（realized eschatology）自信地认为，早期教会错误地回到

了旧式犹太概念，以为神的国是未来的，而且耶稣是必定

会“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云降临”（新译）的弥赛

亚，他们必须为这一过错担责。 

必须说明的是，将耶稣与其犹太末世背景和教导相分

离的所有努力都必定会失败。教会与其坚称，“我们接受

耶稣，但条件是他放弃他所坚持的、可悲的弥赛亚观念，

即神的国将会作为世界事件在未来进入历史，且每一代教

会都要严阵以待地为它做准备”，倒不如坦白地说，“我

们拒绝耶稣”，因为这会诚实得多。脱离了其预言-末世框

架的基督教与圣经的信仰相去甚远，而且只要神学随心所

欲地将它认为不需要的和不合适的东西以巧言诡辞给说没

了，那么新教自称跟从圣经的话也不过是空口自夸罢了。

有位评论者对教会处理神的国的手法做了评论，正如他所

说： 

对耶稣和早期团契的末世信念的具体特征的分析，

已经因为高度的语义混乱——即使算不上故意含

糊其辞——而复杂化了……毫无疑问，耶稣和福

音书作者都盼望将来那“最后的”决定性事件成

为现实：人子到来或显现，活着的人受审判，神

的国或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到来。这种确信在当代

释经和神学中影响力甚低，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释

经“家”和神学“家”在教义上或哲学上的喜好

（或憎恶）。直到不久前，人们才开始认识到，



第十三章 对弥赛亚国度的反对 

371 

这些“未来主义”信念并不是原始犹太教和早期

基督教的谬论，需要被快速地——如果可能，就

悄悄地——处理掉。[8] 

然而，普通的教堂信众几乎不知道在神学大厅的幕后

发生着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领导者应该已经在那

里受过正式训练了。 

 

时代主义（dispensationalism） 

对于坚定相信圣经权威话语的神学流派来说，还有其

他方法可以用来绕过神国的福音。有一个广受欢迎的福音

传统，它构建起一套体系，依该体系而言，神国的福音准

确地说并不是现在要讲给慕道者的救赎的福音。这个体系

被称为“时代主义”。所有的圣经学生都承认，神为不同

的历史时期立了不同的“教规”（dispensations）或安排

（arrangements）。例如，摩西教规（the Mosaic dispensa-

tion）向忠信之人所提的要求，与那些向新约福音之下的

人所提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时代主义”走得比这远得多。

它坚称，神国的福音是由耶稣传的，只传给犹太人，直到

他们拒绝接受神的国；然后保罗引入了一个不同的福音，

即恩惠的福音。接着，该理论认为，神国的福音会在基督

回来的7年之前恢复，而那个时候——还是依据时代主义

                                                        
[8] 

理查德·埃尔斯，《对观福音传统中的神的国》（The King-

dom of God in the Synoptic Tradition），Gainesville：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1970，pp. 94，96，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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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说 — — 教 会 就 已 经 借 着 所 谓 的 “ 灾 前 被 提 ”

（pretribulation rapture）从地上被提走了。[9] 

为了一个与圣经格格不入的理论，时代主义思想体系

已经被强加于圣经经文之上。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

路加竭尽全力地表明，保罗的福音与耶稣的福音并没有差

异。他们俩人都传神国的福音。[10]而且保罗与时代主义完

全相反，他根本不知道“恩惠的福音”（徒  20:24）和

“宣扬神的国”（徒 20:25，新译）之间有什么区别。他

刻意地给二者划上等号。如F.F.布鲁斯所说：“将使徒行

传20章24节与下一节加以对比的话，显而易见，传恩惠的

福音与宣讲神的国是相同的。”[11]但是这一无可辩驳的证

据被当代时代主义矢口否认。慕迪教会广播电台（Moody 

Church Radio Ministries）的欧文·卢策（Erwin Lutzer）博

士说：“我相信，神国的福音与神恩惠的福音是不一样

的……神恩惠的福音与神的国本身没有任何关系。”[12]但

                                                        
[9] 

耶稣讲过大灾难之后（after）（即“post”，在……之后）聚

集所拣选的基督徒〔太 24:29-31；“所拣选的”当然指基督徒：参

太  22:14 ，在那里，“所拣选的”就是希腊单词“ elect”

（ἐκλεκτός）〕。他也敦促他的跟从者盼望灾难性事件之后得救，而

那些灾难性事件就是末期到来的前兆（路 21:28）。既然耶稣教导

他的跟从者在大灾难开始时就“逃往山上”，那么显然，他头脑中

没有去天堂的想法！保罗期望，在耶稣于大能和荣耀中公开显现之

前，基督徒能忍耐到底（帖后 1:7-9）。他明确发出警告，要基督

徒防备任何教导耶稣会在敌基督出现之前就招聚基督徒的思想体系

（帖后 2:1-4）。 
[10] 

路 4:43等；徒 19:8；20:25；28:23，31。 
[11]

 《使徒行传注释》（Commentary on Acts），London：Tyn-

dale，1952，见文中引文。 
[12]

 来自书信，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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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变乱同一个救赎福音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从圣经学来的，

而是从未经查验的传统学来的。时代主义者假设了“福音

的两种形式”，他们这么一做，就创造出一个非常可悲的、

在圣经中不存在的区别。 

时代主义正式取消了耶稣所传讲的福音。系统性地裁

剪耶稣本人的福音教导，教会经历过比这更大的灾难吗？

A.C.盖伯林（A.C. Gaebelein）是“分割型福音”（divided 

Gospel）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论及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4

节的话语，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时，他写道： 

我们提到的传道工作是传神国的福音，但是那个

福音现在不传了，因为我们传恩惠的福音……随

着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神国的福音就不再传了。

传的是另一个福音。主将它交给了那位大使徒。

保罗就称这个福音为“我的福音”。它是神将恩

惠白白地赐给所有相信之人的福音，是神的荣耀

的福音……因此，在传神的国近了的时候，恩惠

的福音没有传，而传恩惠的福音的时候，神国的福

音就不传了。[13] 

经过这一非同寻常的解经失误，耶稣的基督教神国福

音被扫地出门——被暂停，目前被下令禁止了。面对这一

景况，我们实在需要深刻地悔改，并且要把耶稣的完整福

音重新放到传道工作的核心地位。对于耶稣所宣告的那个

福音，亦即大使命命令我们一直传到世界末了的那个福音，

                                                        
[13]

 《橄榄山讲论》（The Olivet Discourse），Baker Book 

House，1969，pp. 9，39，40，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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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给予最高的荣耀，也不强调，这样的一种传道工作，

能被称作传道工作吗？如果真如盖伯林所说，保罗事实上

传了“另一个福音”的话，那么他就将自身置于他自己的

咒诅之下了（加 1:8，9）。那么他就已经违背了耶稣的指

示：他的教导要传遍全世界。 

《昂格尔圣经词典》（Ung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中的“福音”（Gospel）词条表现出相同的规避耶稣所传

福音的时代主义论倾向。关于福音和救恩的这种思想在美

国的影响力尤为强大，但整个福音界也开始受其影响： 

需要被区别开来的福音形式。许多圣经教师是这

样区分的： 

（1）神国的福音。这个好消息讲的是神计划建立

一个地上的中间国度以实现大卫之约（撒下 

7:16）。圣经提到两种神国福音的宣讲：一种是

过去的，始于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再由我们的

主和他的众门徒继续推进，然后结束于犹太人对弥

赛亚的拒绝；另一种仍在未来（太 24:14），在大

艰难时期，并且它预示着王的再次降临。 

（2）神恩惠的福音。这个好消息讲的是基督的

死亡、被埋葬、和复活，是由我们的主提供，然

后由他的众门徒传讲的（林前 15:1-4）。[14] 

对神国福音的可悲压制在新斯科菲尔德串珠圣经

（New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的启示录14章6节显而易

                                                        
[14] 

M.F.昂格尔（M.F. Unger），《昂格尔圣经词典》，

Moody Press，1969，p. 420，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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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这个注释里所描述的那套福音定义对福音派展示救恩

的整个工作都产生了影响，甚至在斯科菲尔德没有特别意

识到的地方。一开始，斯科菲尔德将救赎的福音定义为神

恩惠的福音，并且他坚称，这恩惠的福音限于耶稣的死亡

与复活。接下来，斯科菲尔德讲到“福音的另一方面”，

即“神国的福音”。他告诉我们，基督在他第一次来的时

候，传的是这神国的福音，而且“它会在大艰难期间被宣

讲”。就这样，斯科菲尔德用他的声明——基督教的福音

现在只关乎耶稣赎罪的死亡和他的复活”——将神国的福音排

除在现在的救恩信息之外。而耶稣就被以这种方式从他自

己的福音教导上砍下来。我们或许已经认识到了，撒但的

绝招就是将耶稣与他自己的教导分离。一个人或许会极其

热心地宣扬“耶稣”，但是，除了他的全部福音和教导以

外，真正的耶稣为人所认识了吗？耶稣深深明了传讲“信

耶稣”但实际上却不向公众讲明“耶稣的话语”的危险。

只有那些将信心建立在耶稣的教导/福音这个磐石基础上的

人，才是将信心建立在坚固根基上的人（太 7:24-27；可 

8:35-38；并参看整个约翰福音，它始终坚决要求信徒听耶

稣的道/话语/教导）。 

这明显地是对圣经的错误解读，而且这种解读还被植

入一个对讲道台和基督教文献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弄不清基督教的福音，就不足为奇了。

毫无疑问，使徒行传20章24节、25节中保罗的话应该会摒

除圣经词典和斯科菲尔德圣经所提出的人为的区分。在经

文中，保罗回顾他的生涯并说到，我已经“跑完我的路程，

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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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你们那里走遍各地，宣扬神的国”（新译）。显然，

神恩惠的福音和神国的福音没有区别。当然，耶稣确实在开始

时没有将他的复活作为福音的一部分来传。耶稣的死亡与

复活后来也确实是保罗所宣讲内容的至关重要的成分。但

是，它们并没有取代对神的国的传扬——它仍然是保罗的

福音的核心，一如它曾是耶稣自己的福音的核心。 

当耶稣于大约公元27年在加利利开启他紧张的福音传

播活动时，他呼吁他的听众以民族信仰为基础，彻底地改

变心思意念，而他们的民族信仰就是，神将开创但以理和

所有先知所应许的那个世界性国度。懂得并相信神的国的

应许，再加上生活方式上的180°大转弯，是作门徒的第一

步。这样，人就能够与神为世界所定的大计划看齐。 

从本质上讲，耶稣的行动就是传信人的行动——代表

以色列的独一之神向公众发出宣告。福音信息的主旨是：

神的国必定到来，且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一事实面前彻底

改变生命的方向。这曾是，且依旧是基督教福音的实质。

既然它是从基督本人口中出来的福音信息，那么它怎么可

能是别的呢？ 

耶稣的听众深深沉浸在以色列的民族盼望之中，所以，

耶稣使用“神的国”一词，会让他们想到神在地上的一个

世界性政权，其都城在耶路撒冷。这一点是个常识。对于

他的同时代人来说，这是神的国必有的含义。耶稣是一个

犹太人，他视先知书为神所授权的话，而先知书异口同声

地应许，一个和平、兴旺的新时代会到来。那个理想的国

度会永远统治。神的子民会在一个更新了的地球上得胜。

和平会遍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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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宣告神国的到来，既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应

许。对于那些相信福音信息并对其生命做出相应调整的人

来说，给他们的是在未来属神统治的荣耀中获得一席之地

的应许。对于其余的人来说，神的国则预示着毁灭，因为

神的国到来时，神会对那些不配进入神的国的人施行审判。

这个主题支配着整个新约。从这个基本概念去看的话，耶

稣的教导就易于理解了。它是在劝诫人们，要他们赢得未

来国度里的不朽坏生命，并且逃脱毁灭，逃脱被排除在神

国之外的结局。 

然而，传统的福音传播体系充满了给信徒的非圣经归

宿，那个归宿被描述为“天堂”。至于构成基督教神国福

音基础的亚伯拉罕之约，它就只适用于犹太人！但是，据

耶稣所说，必定“承受地土”（太 5:5）和神的国的人，

是基督徒。 

 

进一步反对持弥赛亚思想的耶稣 

神的国到来会伴随着神突如其来的介入，并且一个新

的世界秩序最终会建立起来，这一点对于过去1600年的许

多神学来说，是一件令其尴尬的事。所以，各式各样的技

巧就被用上，为的是把神的国的核心概念——它是一个必

然推行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政权——从耶稣的教导

中清除。然而耶稣来证实的众先知的异象（罗 15:8）是清

清楚楚、毫无疑问的。而且新约中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耶

稣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也盼望一个真实的、“外在的”

国度，并且在那个国度里，他与他的跟从者们会乐享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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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位。救主给忠信基督徒的应许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明

证： 

至于那得胜的、持续为我作工到最后的人，我要

将我从我父领受的统治列国的权柄赐给他们，他

们要用铁杖治理列国，像击碎陶器一样粉碎他

们……得胜的，我要赐他们在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启 2:26；3:21，JB） 

这些保证是作为“神的儿子，忠信真实的见证人的信

息”（启 2:18；3:14，新译）给教会的。它们由耶稣直接

传给他的教会。众所周知，它们准确地反应了犹太人（以

及新约基督徒）的盼望，盼望所应许的弥赛亚和他忠信的

子民建立世界性统治——正如但以理所预言的那样。同样

是在启示录中，我们发现天使齐声歌唱神的计划的奇妙之

处。他们的圣歌是在赞美弥赛亚，神的计划的执行人：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

己的血从各族、各语言、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众王，作祭司，服侍神，

统管世界。（启 5:9，10，JB） 

当代基督教文献中普遍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想消解

这些直截了当的表述，使它们变得没有那么“让人不舒

服”，但是，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克服它。为了使耶稣多一

些“宗教”的意味，而少一些“政治”的感觉，很多人费

尽心思，想到的只是教会现在的“统治”，或者是基督

“在心里的”“统治”，但是，这显然不是这些关于神的

国的经文所说的。应许给信徒的王权，只有在他胜过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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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生中的试炼之后，才会赐给他。他将在他（未来）复

活时与耶稣同享神的国，正如耶稣是在他复活后才坐在父

所赐的宝座上，得到他的掌权之位一样。 

给这些经文撰写注释的注释家们总是试图与这样的应

许保持一定距离。他们似乎想把自己和任何如此“犹太的”

东西撇清关系，有时候甚至不惜给这些圣经经文贴上“非

基督教”的标签。提到讲论弥赛亚征服世界的诗篇2篇时，

一位注释家写道： 

严格来说，诗篇2篇不能被认为指的是耶稣，部

分原因是，在锡安圣山设立一位君王与他的情况

毫无关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要把他的仇敌

摔成碎片的概念是非基督教的。[15] 

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它违背了新约教导。诗篇2篇在

启示录里再次出现，描述了基督将来到来，在神的国里统

治。保罗也提醒我们神发怒的那一天的情形： 

主耶稣……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

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

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这正是

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的那日子。

（帖后 1:7-10） 

保罗只是重述了以赛亚关于雅伟的日子的信息：那时，

人要“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雅伟的惊吓和他威严的

荣光……雅伟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赛 2:10，19）。

弥赛亚的那些不悔改的敌人会被打得粉碎，这既是旧约信

                                                        
[15] 

《基督与福音书词典》，Vol. II，p.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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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也是新约信条。施洗约翰传了完全相同的神国信息，

他告诫法利赛人，要他们“逃避将来的忿怒”（路 3:7）。

约翰所传的福音的主旨是，弥赛亚有一天会“把麦子收在

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路 3:17）。路加说，约

翰用这些严厉的话“向百姓传福音”（路 3:18）。马太也

记载，耶稣和约翰宣讲同一个神国福音：“天国［或神的

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 3:2；4:17）。 

躲避这一令人不舒服的内容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它归

到所谓的“末世”（apocalyptic）文学体裁里，似乎给它

分个类就会让它没那么令人反感了。耶稣的教导的背景框

架是但以理书，因此，它的确属于基督教末世文学。它保

证了神的恩典和怜悯，而且除了这一切的保证之外，它还

描述了神灾难性地介入，然后在地上开创一个新时代，建

立一个新政权。给我们的启示录是神授予基督的启示（启 

1:1，2）。它反映的是耶稣的思想，一如记载于新约的耶

稣的其他话语。如果在有些人看来，给耶稣之跟从者的

“制伏列国的权柄”的应许似乎太政治性，那可能是因为

他们还没有抓住神的国的本质。政治性的东西并不一定就

不属灵。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让我们长期以来都认为，

“属灵的”事物与运作于地上的、真实的政治结构是两相

分离的。然而，耶稣所支持的希伯来观念并不按照那些二

元论思想来思考。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与历史上的、复活

的耶稣步调一致，那么我们也一定不能那样思考。 

耶稣早先曾在最后的晚餐上讲到他的意愿，那就是与

他的众门徒在神的国里共享王权。他向他们保证，他们会

在新政权里拥有国务大臣的荣耀之位。这事实上是新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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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旨，而新圣约所反映的主题，我们在摩西所转述的圣

约里也能找到，因为它也聚焦在神国里的王权上（出 19:5，

6）： 

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正如我

父与我立约将国赐给我一样，我也与你们立约，

将国赐给你们，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

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治理（governing）以色

列十二个支派。（路 22:28-30）[16] 

在更早的一个场合下，耶稣将完全相同的政治性赏赐

也应许给了众使徒，当时他还特别讲明了弥赛亚政权什么

时候开始掌权：“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

从我的人，到新世界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治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太 19:28）。[17] 

耶稣其实已经在他的“神国的好消息”里将基本概念

呈现给我们，但是，多少世纪以来，重重障碍已被竖起，

致使我们无法理解这个概念。当神的国脱离它的圣经背景

后，“重新解释”它（这真是一个精巧地抛弃它本义的办

                                                        
[16] 

迈克尔·威尔科克（Michael Wilcock）在他的书中将“赐

给”（appoint）译为“立约将……赐给你们”（covenant to give 

you）〔《世界的救主：路加福音的信息》（The Savior of the World: 

The Message of Luke’ s Gospel）， Intervarsity Press，1979，p. 

192〕。名词“约”（covenant）就出现在紧前面的经文中（路 

22:20）。 
[17] 

约伯记14章14节（LXX）将再生（paligennesia）与死人的

复活联系在一起。约伯在等待，“等到我‘再次成为’（palin ge-

nomai）的时候来到”。这是他在回答他自己的问题：“人若死了岂

能再活呢？”（伯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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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后用我们自己更能接受的“在人们心中的国度”

来代替它，这种情况就找机会出现了。因此，一个新版本

的福音就取代了耶稣原本的福音信息。耶稣的名字被加在

我们“美好的事业”上，但耶稣本意所指的神国的好消息

却基本上已经被丢弃了。 

 

对弥赛亚国度和启示录的反对 

耶稣的教导中含有一些“令人不舒服的”方面，对于

它们，传统的做法就是缓和它们的力度，而至于这些做法

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从基督教的一些启示录注释的

态度中就能够看出来。当有些人面对救主耶稣基督的弥赛

亚观念时，他们已经习惯于表现出他们对他的嫌恶。要说

明这些人对弥赛亚国度的这种反感态度（对它反感，继而

对神国的福音也会反感）并不困难，我们引述一下某一学

派的思想就可以了，因为该学派不承认启示录是来自耶稣

基督的启示。对于该学派的学者来说，写启示录的人： 

继续活在过去时代的学习成果里。他学习圣经经

卷，消化圣经经卷。他从它们当中得出他那恢宏

的末世论［与未来相关的］体系……这纯粹是他

产生的人类智慧，却弄得它好像是神的话，并且他

还尽可能大声地断言这卷书的源头是神，通过这

个手法，他试图刻意隐藏他心里知道这卷书的真

正来源……因此，他的书成了预言衰亡的纪念

碑……这部剧的最后一幕被他描述成两个阶

段……首先，在弥赛亚之役以后，是基督和殉道

者共同统治一千年……这其实是犹太人公认的末

世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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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倒退，倒退到古老的、熟悉的、犹太民族语

言里。基督徒取代了犹太人，也沿袭了他们对外

邦人的蔑视……耶稣转变了神的国的概念，但是

对这种基督徒来说，整个转变已经全是枉然。[18] 

关于启示录的耶稣，说的可真不少！他不过是个无知

的犹太人罢了！这个学派代表了一个影响力甚大的神学传

统，但不幸的是，这个学派的人起步时就误解了耶稣和他

的神国福音信息。然后，他们又指责（启示录里的）耶稣

违背了他们的错误概念！看来不信会带来无可避免的惩罚：

“你们若是不信，就必定不懂”（赛 7:9，LXX）。 

我们进一步引用证据来证明，启示录里耶稣的信息已

被许多人认为不适合现代信徒而遭拒绝，而他的信息被拒

绝，他的整个弥赛亚式思想观念也就被拒绝了： 

有一卷书需要引起注意，因为它特征奇特，又因

为它对基督教末世论［关于未来事情的教导］所

产生的影响，它就是约翰的启示录……大部分异

象所包含的内容与基督教特有的事物相关甚少［尽管

它是耶稣基督启示的！］，以致于有人曾严肃地

提出疑问，这些异象是不是完全从犹太资料中挪

过来，只是稍稍做了改编，就在基督教使用。无

论作者的原创性有多少，其本质思想从头到尾都

是犹太的。圣徒复活，与弥赛亚统治一千年；一

千年结束的时候，在歌革和玛各有征战，撒但他

们毁灭；所有人复活，接受最后的审判；金光闪

                                                        
[18] 

保罗·温勒（Paul Wernle），《基督教的开端》（The Be-

ginnings of Christianity），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903，

Vol. I，pp. 364，372-374，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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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有生命水的河，每

月结新果子的树，能医病的树叶，这些都是陈腐

的犹太末世论思想与想象……连同肉体的复活以

及一千年的统治。［这些］被带到教会，并在无

知的基督徒当中……被接受。在第2世纪，千禧年

末世论［相信圣徒会与基督一同统治一千年的信

仰］是小亚细亚（Asia Minor）以及周边广泛地

区的人的正统信仰，他们的神学理论就源自于那

段资料；它也是爱任纽所信的。神学理论经过种

种变化，但它却依然存在，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掀

起大范围宗教狂热。[19] 

这段文字精彩地概括了启示录对未来的预见，这一点，

我们应拍手称好，可同时，我们对它轻蔑的风格甚是惊讶，

因为在此处，新约伟大的真理被认为是非基督教的，耶稣

的异象是“陈腐的”，因此它们都被弃之不理。 

鲜为人知的是，大部分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risti-

anity）的“创建之父”会帮助我们阐明，为什么大部分基

督教世界会拒绝耶稣的弥赛亚式福音： 

路德起先〔新约译本序言（Preface in Translation 

of NT），1522〕表达出对这卷书［启示录］的强

烈厌恶；他声称，在他看来，这卷书无论如何都

没有预言性质，也没有使徒特征……他看不出这

卷书是圣灵的作工。此外，他不喜欢其作者关于

这卷书所给的命令和警告（22:18，19），也不喜

欢赐予那些遵守这卷书所记内容之人的祝福的应

                                                        
[19] 

G.F.摩尔，《宗教史》，pp. 144，145，强调部分为本书

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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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1:3；22:7），因为没人知道书里所记载的是什么，

更别说去遵守它了，况且还有许多更优质的书卷

要去遵守。另外，许多教父拒绝这卷书……“最

终，人人都按照自己的灵所提示的去看待它。我

的灵无法认同这卷书，并且我有足够的理由不给

它很高的评价，因为这卷书既没有教导基督，也没

有承认基督，而这是一名使徒应该最先做的事。” 

后来（1534年），路德在这卷书中发现可能对基

督徒有用的东西……但他仍然认为，它是一个隐

藏的、不能用言语表达的预言，除非对它做出一

番解释，而且，经过多次努力之后，即便他得出

了解释，也仍然没有定论……他对这卷书的使徒

性依旧持怀疑态度，［1545年］他出版他的新约

时，把这卷书与希伯来书、雅各书和犹大书一起

放在附录中，在目录中也没有列出……慈运理

（Zwingli）［一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认为启示

录“不是圣经书卷”；甚至有很高属灵眼光的加

尔文，也没有对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和启示录做

出注释。[20] 

尽管加尔文对启示录有迟疑（加尔文没有写启示录的

注释），而路德则明显地没有听从耶稣在启示录发出的警

告，但是教会仍然将相当大的信心放在加尔文和路德的属

灵领导上，对于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读者应该慎重地思

考思考。我们看看耶稣的警告： 

                                                        
[20]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启示录”（Revelation），Vol. 

IV，p. 241，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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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

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

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

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启 22:18，19）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启 1:3） 

这听起来可不像是说，这卷书能轻易地被贬低至附录！ 

众所周知，启示录将旧约预言的线索都聚集在一起

（它间接提到以及引用希伯来圣经达好几百次），并描述

了耶稣再临时神的国在地上建立的情况。它描绘了神的国

战胜敌对世界的情形，是旧约盼望以及新约盼望的再合适

不过的高潮。 

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耶稣宣告的神的国最终就

会在地上掌权。保罗讲过同一种情形：最后一次号筒标志

着死人复活（林前 15:50-52）。 

世上的国成了我们主和他的弥赛亚的国，他要作

王，直到永永远远……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

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比

较诗 97:1和99:1，“雅伟作王”］外邦发怒，你

的忿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

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

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

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启 11:15-18） 

这就是福音信息里所宣告的神的国，也是基督徒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时所祷告的国！人们还没有广泛地认识

到，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基督徒是在期望人类政权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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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和平、和谐遍布全球。新约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

有当神介入，结束“这罪恶的世代”（加 1:4）以后，神

的国才会到来。 

 

反弥赛亚倾向 

对启示录这卷书的拒绝表明，许多传统神学中存在着

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弥赛亚倾向。注释家们把启示录评价为

“非基督教的”，试图把它从圣经正典中除去，或者对它

“重新诠释”以避开它“犹太的”千禧年预言（将来基督

和忠信之人会有一千年的统治）。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就表现出他们对耶稣的嫌恶。可是，耶稣耗尽心力想

要成就的，正是通过他的国为世界带来和平，为所有人带

来公义。 

真正的耶稣从未抛弃先知们对地上的弥赛亚政权的盼

望。然而他明白，神的国在全世界得胜，必须等他再次荣

耀地降临。他在巴勒斯坦的奇行异事其实是在神的国到来

之前展示它的大能。因此，新约中，“雅伟的日子”的到

来，要在耶稣“在火焰中显现，报应那不认识神的人”的

时候（帖后 1:7-8）。到那时，神的国才会到来；到那时，

世世代代的盼望才会实现；并且只有到那时，“主啊，要

等到几时？”这样苦苦的呼喊才会得到应答。新约在一节

又一节的经文中翘首以待的，正是这个弥赛亚式未来。

（有人曾计算过，“耶稣再临”在新约中被提到超过300

次。要是把耶稣再来的同义表达也考虑进去的话，这个数

字还要高得多。）可是，一旦信徒与神国里的光明未来之

间的张力线松弛下来，信心就失去了生命力和活力，并且

作门徒的意义也就被毁坏了。如今，教友们常常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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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种要进入应许之国的原动力。没人告诉他们那个国

度是什么。他们的指导人中有很多似乎也不明了基督徒的

未来。对于信徒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的设想中还有空

白之处，需要用圣经所有丰丰盛盛的盼望——基督在地上

统治——来填满。 

众先知关于未来的异象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一位作家在他名为《希伯来乌托邦》（The Hebrew Utopia）

的书中讲到众先知的信息，他把与那个即将到来的国度相

关的材料都汇聚起来。对于这个国度，他描述道： 

关于那个无与伦比的时代，总有新预言从一位又

一位的先知口中说出。那个时代的荣耀与美丽，

它的极度完美与甜蜜安慰，皆非言语所能描述。

与那个迷人的未来梦想相比，柏拉图的《理想国》

（Republic）和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爵

士的《乌托邦》（Utopia）都显得了无生气，平

淡乏味……那个梦想常常被描绘得就盘旋在地平

线上空，但又总是被描绘得必定会在合适的时间，

在这个令人疲惫不堪的世界中为人类所享有。[21] 

 

没有实质的未来 

将来基督和忠信之人在地上统治，这个期盼是福音信

息的重要部分，与耶稣的牺牲及复活密不可分（徒 8:12；

19:8；28:23，31）。遗憾的是，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却轻视

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度的盼望，认为它是可以被丢弃的，是

                                                        
[21] 

W.F.阿德尼（W.F. Adeney），《希伯来乌托邦》，Lon-

don：Hodder and Stoughton，1879，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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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思维模式的残留物，而那种思维模式，是我们这些拥

有超级优越的科学观的人无法接受的。然而这一做法将基

督教的神国教义置于迷雾的笼罩之下。基督徒的未来被降

成毫无意义、无趣无味的事，而不是了不起的、人人都受

命要为之做准备的历史高潮。的确，不是所有人都能活到

耶稣带着大能降临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不

去理会关于弥赛亚再来的教导。他再来的日期无人知晓。

那些在末期到来之前就去世的信徒，会通过复活进入神国

的荣耀之中（帖前 4:13；林前 15:23；启 11:15-18）。 

下面的询问是向一家长老会（Presbyterian）杂志的一

位神职人员代表提出的。对这个询问的回应显示出，有些

人不愿意认真面对耶稣给出的关于未来的警告： 

问：为什么在我们教会中，关于耶稣再临的讲道

这么少？它是不是我们的信仰的一部分？ 

答：关于神学的问题，不是所有基督徒的看法都

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神是已经来

过的神，是同在的神（基督已经复活），是将来

必然会来的神——不管未来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

神都会来——那么他在我们的传统中就会感到不

自在。照字义解释耶稣再临，将会破坏它的美，

也会破坏它的意义。不讲它，是为了避开就我们

所了解的可能是福音最重要的那部分，因为相对

来说，过去和现在是短暂的，而明天却与永恒相

接。 

对这个答案的合理反应刊登在该杂志后来一期的内容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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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关于耶稣基督再临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

的问题，而他对此给出的却是一个迷惑人的、等

于没回答的回答。我倒是很佩服他用启示录____

来作为他的答案。如果我看懂了他的答案，他的

意思其实是说，“我们不全都同意。但是，如果

你想在我们的团契里待得舒服自在，你就需要同

意，耶稣会再来，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如

果你真的相信他会再来，你就会破坏它的美，也

破坏它的意义。然而，你又不能不理会它，因为

它发生在未来。”为什么不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为什么不承认，那些不按照字义接受圣经的人之

所以必须把“耶稣再临”“属灵化”，是因为

“耶稣再临”是新约的一大块内容，他们不能不

理？[22] 

这种处理新约关于未来的教义的方式是很多世纪以来

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的典型特征，并且这些事都被冠以基督

教教导的名义。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难洞察其中所用

的文字把戏，因为公然拒绝神的国的圣经教义的行为，已

经被蒙上了气势不凡的“神学”语言的面纱。许多传统神

学对“耶稣再临”所做的事，都不应该用“属灵化”这个

术语来为其添光加彩。它已经把“基督再来”消除了，蒸

发了。如果神国福音里最重要的未来成分被拿走，那么众

先知的整个异象和整个神国福音都会处于危险之境。甚至

                                                        
[22] 

引自《联合长老会杂志》（The United Presbyterian AD）

（1981年10-12月刊），由J.C.贝克尔引述，《保罗的末世福音》，

pp.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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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福音派人士所展现的福音也同样不提福音信息里的任

何关于未来的事情。 

 

福音的定义 

1974年洛桑福音会议（Lausanne Conference on Evange-

lism）给福音下了一个定义。它讲到通过耶稣死亡，人的

罪得以赦免，讲到他复活，讲到他现在在天上掌权。可是，

对于神的国是基督徒的目标，它却什么都没有讲。救恩的

未来的那一面在新约中非常显眼，但是它在这个定义中却

没有出现。不讲神的国，这么做似乎是把福音信息切成两

半，并把其中非常重要的那一半给拿走。那重要的一半就

是：神计划派遣他的儿子回到地上，与他的跟从者一起统

治众先知所应许的弥赛亚政权。 

传福音，就是传播好消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而死，并且根据圣经所记，他被从死人中复活；

作为统治的主，现在他会赦免所有悔改并相信的

人的罪，并赐给他们使人自由的灵作为礼物。[23] 

这个定义缺少了圣经特有的核心成分，即未来的“神

国成分”。我们提议，这个表述可以这样修正一下： 

传福音，就是传播这个好消息：神已经计划在耶

稣回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神的国，这既是他为历

史设定的目标，也是他要再次确立他的主权；而

耶稣现在就愿意给出赦免、新生命、应许和邀请。

对于所有悔改并信福音的人（可 1:14，15），他

                                                        
[23] 

《洛桑之约》（The Lausanne Covenant），世界福音会议，

洛桑，瑞士，7月，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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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借着他的死亡与复活赦免他们，并赐给他们新

生命；对于那些听从他的人，他应许赐下圣灵

（徒 5:32）；对于所有回应神国福音和耶稣基督

之名的人（徒 8:12），他邀请他们做准备，以同

他一起在即将到来的国度里掌权。 

 

对信息的压制 

在我们最期待“神的国”这个词组出现的地方，我们

却看不到它的踪影。一位曾任职普世基督教会协会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副秘书长的普世教会合一运

动的著名领袖评论道： 

我们发现，在新约，神的国是耶稣宣教工作的中

心主题……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它是基督教世界重

要的经典传统的中心主题。使徒信经（the Apostles' 

Creed）没有提到它。尼西亚信经虽然在讲到基

督时说，“他的国没有穷尽”，但是它没有用

“神的国”这一表述。源于宗教改革运动的主流

传统讲到“宣讲福音”或“宣讲基督”，但是它

们几乎没有讲“宣讲神的国”。[24] 

最近，葛培理福音布道协会（Billy Graham Evangelis-

tic Association）发行了一个标题为“福音是什么？”的小

册子。作者没有提到“神国的福音”，但他告诉我们福音

是“神的福音”（the Gospel of God），“基督的福音”

（the Gospel of Christ），“我们得救的福音”（the Gospel 

                                                        
[24] 

莱斯利·纽毕真（Leslie Newbigin），《神国的记号》

（Sign of the Kingdom），Grand Rapids：Eerdmans，1981，p. vii，

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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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ur salvation）以及“平安的福音”（ the Gospel of 

peace）。虽然他也提到了“神恩惠的福音”（Gospel of 

the grace of God）（徒 20:24），但是令人惊奇的是，紧后

面那节经文中的那个阐释性的、说明性的词组却完全被忽

略了。保罗在经文中把“神恩惠的福音”定义为“宣扬神

的国”（the proclamation of the Kingdom）（徒 20:25）！ 

在大量提供“救恩”的小册子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模

式，即它们只使用罗马书和约翰福音的经文（再加上保罗

书信的一些其他经文）来展现“福音”。例如：被广泛使

用的“属灵四律”（Four Spiritual Laws）就建议它的读者

“从约翰福音开始”，[25]而且它没有提神国的福音。 

《国际标准圣经词典》（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

ble Dictionary）讨论了“福音”（Gospel）一词，并解释

说它指的是基督和他的使徒所宣讲的福音信息。福音是圣

灵作工的工具。它接着指出： 

在有些地方，它被称为“神的福音”（the gospel 

of God）（可 1:14；罗 1:1；帖前 2:2，9；提前 

1:11）。在其他地方，它被称为“基督的福音”

（the gospel of Christ）（可 1:1；罗 1:16；15:19；

林前 9:12，18；加 1:7）。在另外几个地方，它

还被称为“神恩惠的福音”（ the gospel of the 

grace of God）（徒 20:24）、“平安的福音”

                                                        
[25] 

《你听说过属灵四律吗？》（Have You Heard of the Four 

Spiritual Laws?），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1965，p. 14。印刷

量已超过10亿份。R.A.托里（R.A. Torrey）的《如何向人人作见

证》（How to Witness to Anyone）（Whitaker House, 1986）没有提

到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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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spel of peace）（弗 6:15）、“叫你们得

救的福音”（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弗 

1:13），以及“荣耀的福音”（the glorious gospel）

（林后 4:4，AV）。[26] 

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大约20处经文中，

福音都与“神的国”一词直接相连，它是“神的国的好消

息”。此外，在单词“福音”或“道”（word）出现的大

量新约经文中，“神的国”都被间接提到。可是，即便这

个事实摆在眼前，该词典对“神国的福音”还是只字未提。

对神的国的这种极不寻常的沉默，真是许多所谓的基督教

传道工作的典型特征。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为什么神的国在

现代传道工作中如此微不足道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长

期以来人们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的不重视，

而且这种态度可追溯至加尔文和路德。这两位新教领袖在

潜意识中反感持弥赛亚思想的犹太人耶稣，结果他们就表

现出一种奇怪的偏好：偏爱约翰福音，而不喜欢其他三卷

福音。路德在撰写他的新约译本序言的时候（1522）说：

“约翰福音是惟一一卷敏锐地觉察到福音本质的福音书，

因此，相较于其他三卷福音书来说，它应该广受欢迎，而

且它应该被放在更高的层面上。”[27]加尔文跟从了这一观

点。他甚至大胆地提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26] 

《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Eerdmans，1939，1983重印，

p. 1281。引文指希腊语新约的公认文本（Textus Receptus）。 
[27] 

D.富勒（D. Fuller）引述，《福音与律法：云泥之别还是

连续统一？》（Gospel and Law: Contrast or Continuum），Grand 

Rapids：Eerdmans，1980，p.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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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翰福音应该换个顺序，将约翰福音作为其他三卷记载

耶稣生命的福音书的理想导论： 

该教义向我们指出基督到来的能力和益处，而约

翰将该教义展示得远比［对观福音书作者］清晰。

前三卷［对观福音书］展示了［基督的］身体……

但是约翰福音展示了他的灵魂。出于这个原因，

我习惯于说这卷福音书是打开其余福音书的钥

匙……在阅读［四卷福音书］时，另一种顺序会

更加有利，即是说，当我们希望从马太福音和其

他福音中看出基督是父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

该首先从约翰福音学到他为什么会被显明。[28] 

基督徒应该认识到，尽管他们各式各样的传统体系都

自称以圣经为基础，但是它们对他们并没有起到有益的作

用。圣经没在任何地方说过，约翰福音应该被置于马太福

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上。它也没有教导，在上十字

架之前，耶稣宣讲了一个犹太福音信息，接着，保罗则将

恩惠的福音信息带给外邦人。可被无数人所阅读的新斯科

菲尔德圣经却说，“在十字架之前，读者会看到强烈的律

法和犹太色彩”。[29] 

我们现在已来到本书想要讨论的问题的核心之处。所

谓的“时代主义”学派创造出一个错误的区别和划分。而

且，在时代主义者所提出的救恩体系中，耶稣的教导也不

                                                        
[28] 

加尔文的约翰福音注释序言。 
[29] 

新斯科菲尔德圣经，p. 987。事实是，整个新约信仰都充满

犹太特征，并且它始终强烈要求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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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地位。约翰·沃夫尔德（John Walvoord）说，登山

宝训： 

探讨的不是救恩，而是那些属于基督的人的品格

和行为……引导一个不信的人进入基督里的救恩，

这是合宜之事，但这显然不是这段信息的目

的……从总体来看，确切地说，登山宝训不是教

会真理……它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因信称义或救

赎的福音。[30] 

然而相当令人困惑的是，他又补充到，它不应该被降

为“不重要的真理”。[31]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的话表达得再清楚不过，顺服他的

教导事实上是救恩的基础：“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

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即得救］”（太 5:20）。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

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太 7:21）耶稣接着

又说，那些没有获得救恩的人就是那些没有遵行他的话的

人（太 7:24-27）。[32]难道这可以用沃夫尔德的话来说，

“确切地说……不是教会真理”？ 

只要教会不放弃他们各种体系中隐含的对耶稣的教导

的贬低，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怀抱统一的希望。我们必须团

结在神国的福音这个伟大的核心主题周围，因为它表达了

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并且带领我们靠近耶稣的心。耶稣的

                                                        
[ 30 ] 

《马太福音：愿你的国降临》（Matthew: Thy Kingdom 

Come），Moody Press，1984，pp. 44，45。 
[31] 

同上，p. 45。 
[32] 

比较约 3:36；8:51；12: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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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教导被有些人贴上“律法的”标签，而且L.S.查弗尔

（L.S. Chafer）还把这些教导和保罗的恩惠的福音做了个

区分。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分完全是错误的： 

按照神国教导所列出的条件，永生是借着个人的

忠信（ faithfulness）而进入的（太  5:28-29；

18:8）……［路加福音13章24节］以这句话开始：

“你们应当竭力进窄门”（新译）。“竭力”

（strive）的希腊语单词是agonidzomai，它的意思

是“受痛苦”（agonize）。它含有运动员在竞赛

中竭尽全力的意思。这正是所有讲述永生之路的

神国经文给人类提出的条件。［但是］当我们来

到约翰福音——它的目的是宣告新的恩惠的福音

——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种突变，即永生会通

过相信（believing）而获得。在圣经的用词中，

“受痛苦”和“相信”这两个词最为鲜明地表达

出“律法”和“恩典”的关系的特征。恩典展现

出一个事实，即：基督已经替我们“受痛苦”，

并且永生是“借着他的名”而获得，而非借着人

类的任何程度的忠信和美德。[33] 

尽管时代主义支持圣经的权威和完整性，但是它还是

往前多迈了一步，将使徒分成对立的阵营，并使约翰和保

罗成了耶稣的敌手。它让耶稣的神国福音——救恩被寻得

的途径[34]——变得只有历史意义，因为根据该理论所说，

                                                        
[33 ] 

《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Dallas Seminary 

Press，1947-48，Vol. IV，p. 224。 
[34] 

可 1:14，15；太 13:19；路 8:12；徒 8:12；19:8；

28: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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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信息在十字架上被改变了。说“相信”（believing）

在约翰福音和保罗著作中是新概念，这根本不对。因为神

国的福音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

福音里展示救赎福音信息的平台〔约翰常常提到耶稣的

“道”（word）和“话”（words）〕，而且保罗同样将

纯全的信心追溯至信“基督的话”（罗 10:17）。 

 

基督与地土 

我们已经提出，耶稣沿袭了优良的犹太传统，因为他

应许，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为他们的产业。马太福音5章5

节是表明耶稣没有抛弃希伯来圣经的许多证据之一。我们

没有理由给“地土”一词加上别的含义来取代它的真正含义

——它指在弥赛亚政权下重生了的、更新了的巴勒斯坦。[35]

诗篇37篇11节和整个以色列先知传统所盼望的，是在更新

了的地球上的属神帝国，而且耶稣并没有停止这个盼望。

正如W.C.艾伦所写： 

最好的做法应该是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句话

［“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虽然不敬虔之

人现在欺压着“贫穷的”、温柔的敬虔之人，但

是不敬虔之人终究会被清除，然后那个罪被洁净、

不敬虔之人被清除的世界将会扩展成神的国。[36] 

                                                        
[35] 

是不是因为不喜欢马太福音5章5节的犹太特征，所以好消

息圣经的翻译家们才不知不觉地用“神所应许的”来代替“地土”

呢？——这无疑是一个因偏爱模糊用语而舍弃清晰定义的经典例子。 
[36] 

《国际批判性注释·马太福音》（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Matthew），Edinburgh：T&T Clark，1907，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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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的国被正确地定义为在弥赛亚的政权下更新

了的未来世界。克莱顿·沙利文（Clayton Sullivan）的研

究富有洞察力。他研究了神的国，以及由于神学家们执意

要把它变成一个与时间无关的概念而产生的含义上的混乱。

他在研究中写道：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所有对观福音数据（而不

只是从马可福音和Q典[37]选择出来的、带倾向性

的数据）上时，有一件事就很明显，那就是，耶

稣视神的国为一个王国——它并不排斥领土或城

市。这一认识意义重大；它与多德教授的神国

（basileia）观点是相反的，因为多德认为它是耶

稣赶鬼时运行着的医治的能力。[38] 

沙利文证明，神的国是“一个王国或地方”，“一个

吃喝的地方”，“一个有各种荣耀地位的地方”，“一个

有不同级别的地方”，“一个身体会进入、眼睛会看见的

地方”。[39]约翰福音证实了一个盼望：耶稣会继承更新了

                                                        
[37]

 译者注：Q典，亦称Q来源。“Q”代表德文Quelle，意即

“来源”。它指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共有而马可福音中没有的章

节的假定来源。 
[38] 

克莱顿·沙利文，《对实现末世论的再思》（Rethinking Re-

alized Eschatology），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88，p. 37。沙利

文批评多德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语言”，用大约28种不同的方式给

神的国下定义（pp. 45, 46），并且以柏拉图思想为准则来研究新

约文本（pp. 43, 44）。 
[39] 

同上，pp. 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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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勒斯坦。“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

他。”（约 1:11）[40] 

现在，许多注释家似乎极不情愿向直白的见证低头，

承认耶稣对地土的盼望。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耶稣在他

的历史使命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管辖任何领土。然而，

他自称为弥赛亚，而弥赛亚是一个带有最强政治含义的用

词。因此，我们所盼望的应该是，他会回来，在全地进行

统治，借此实现对世界的救赎计划——这是第二个亚当必

定会做的事。 

不过请读者不要误解本书的观点，把它和流行于一些

圣经学生当中的观点混为一谈，以为今日的犹太人有权作

为不信弥赛亚耶稣的人而继承那地土。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是留给那些信耶稣为基督的人的。[41]福音派作家正确地指

出： 

［现在的］以色列国只是列国的其中之一，而

且……它必须被与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国家等同视

之。把现代的以色列，即以色列国或犹太人民等

                                                        
[40] 

“迦南是圣地，是雅伟自己的产业；弥赛亚……‘他到自

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产业”（Inheritance），

《黑斯廷斯圣经词典》，单卷本，T & T Clark，1958，p. 383〕。

NASV在页边注中用了“领地”。
 

[41] 
太 16:16-18；约 20:31；约一 2:22；5: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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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神的以色列民”，就是没能理解新约最为

重要的一个教导。[42] 

圣经的观点是，没有人会在基督里的圣约之外有权获

得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这是新约作者的核心信念。然而，

新约中没有证据证明，地土和世界的应许已经被放弃，变

成“天堂的”应许。耶稣的同时代人知道众先知说了什么，

并且他们表达了这个信念，例如，在耶稣出生前仅半世纪

所写的所罗门诗篇中，有这样的话：“他必招聚圣民……

他必按宗族把他们分派各地，寄居者和异邦人都不得与他

们同居”（所罗门诗篇 17:26，28）。 

“十八祷”（Eighteen Benedictions）以相同的风格盼

望着神行下面这些事的时刻到来： 

求你怜悯……怜悯以色列你的民，怜悯耶路撒冷

你的城，怜悯锡安，你的荣耀的住所，怜悯你的

圣殿和你的居所，怜悯大卫家的国，他是公义的

受膏者。耶路撒冷的建造者大卫的主神啊，你是

应当称颂的！（祷文14） 

耶稣的教导中没有任何东西将这些盼望淘汰，公元70

年耶路撒冷的毁灭也没有淘汰它们。新约期盼它们在弥赛

亚回来时得以实现。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领土盼望仍然

活跃在路加所认识的信徒心中，因为他们为耶路撒冷的救

                                                        
[42] 

弗兰克·斯塔格（Frank Stagg），“新约中的以色列民”

（The Israel of God in the New Testament），《基督徒、犹太复国

主义与巴勒斯坦》（Christians, Zionism and Palestine），Beirut：In-

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1970，pp. 65-66，由G.M.伯治（G.M. 

Burge）引述，《谁是神在中东的子民？》（Who Are God’s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Zondervan，1993，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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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而欢喜（路 2:25，38；24:21；徒 1:6）。在马太福音5

章5节中，地土是耶稣未来所赏赐之物。他向他的犹太同

胞讲到再次招聚各支派，讲到指派众使徒统治他们，还讲

到万国人民“从东从西”来，参加那个标志着神国正式开

始的盛宴（太 8:11）。未来的救恩聚焦于地土。这正是耶

稣回来的整个主旨所在。 

耶稣应许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这个应许是在明确地

告诉我们，地土应许仍然存在于弥赛亚的头脑中。事实上，

他将神的国等同于地土。[43]在八福中，他说了两句意思完

全相同的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太 5:3），“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太 5:5）。因此，基督徒每次遇到单词“神的国”时，

都应该想到地土的更新。主敦促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

临”，就是要我们为弥赛亚政权下重组的社会而祷告。 

G.M.伯治的书《谁是神在中东的子民？》挺有意思的，

他在书中断言，“新约从未直接提到亚伯拉罕的地土应

许”，“耶稣没有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提到地土。地土和耶路

撒冷在他的教导中没占多大分量”。这话让我倍感不解。[44]

伯治在他讲论“新约与地土”的那一章里竟然没有讨论马

太福音5章5节。 

既然耶稣支持希伯来圣经，那么很清楚，他来不可能

是为了废除给亚伯拉罕和忠信之人的应许。新约作者们提

到“应许”、“约”或“产业”的时候，他们指的是给亚

                                                        
[43] 

W.D.戴维斯讲到“马太将进入神的国和承受地土并置［即

把意思相等的表达放在一起］”（《福音与地土》，p. 361）。 
[44] 

《谁是神在中东的子民？》，pp. 12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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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罕的所有应许。这些词是简称，不需要给出全部表述，

这就如同美国人对“美国”（the States）的理解：它是

“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缩略语。

在新约中，“福音”本身是个节略式，全部表达是“神国

的福音和耶稣的名”（路 4:43；5:1；徒 8:4，5，12）。

保罗讲到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时明确地说明，它们是“他必

得承受世界”（罗 4:13）的应许。耶稣教导过葡萄园的比

喻，而他的听众明白，葡萄园是表达“地土”的另一个词。

还有，希伯来书将基督徒的未来描述为“将来的世界”

（来 2:5）。[45]复活的基督住在信徒里面这个应许，也没

有将承受世界/地土/土地变成多余之物。 

盖瑞·伯治认为希伯来书11章重新定义了地土，它不

再指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地方。[46]对于这一论点，我们也不

能同意。当然，我们不是说，在现在这个状态下的、作为非

信徒的家乡的地土，就是未来的应许之地。然而，希伯来

书11章9节明确地说，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寄居者住在应许

之地。迦南并非一个比喻，被用来指一个远离地球的地方。

亚伯拉罕必然会回到保证给他的地土，因为他在那里居住

过，但他从未承受过。正如神的国不是在（in）天上的国，

“在天上的家乡”（来 11:16）也不是在（in）天上的地。

大家需要留意，不要将关于死后生命的传统观点读进圣经

经文：“［天国］这个婉转语不恰当，因为它会误导人，

                                                        
[45] 

当保罗讲到“天上的”国度和他“在［未来］那日”要接

受的冠冕时，他在盼望神在地上的国度（提后 4:8，18）。 
[46] 

《谁是神在中东的子民？》，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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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以为神的国只存在于天上，而不会在地上（太 

6:10）。”[47] 

既然“地土”也指“土地”，那么被当作信徒目标的

“天/天堂”（heaven）就是最有可能让圣经盼望复杂化的

词。但是耶稣从未把“天/天堂”应许给他的门徒。有一位

专家也这么说。他的研究名为《耶稣与未来的生命》，[48]

不过各位基督徒在研读他的观点时可能需要借用经文索引

工具： 

对观福音书中即使有用到“天”这个词的经文，

其用法也很难与现代用法相似。现代信徒自然而

然地就讲到“去天堂”，但记载我们主的生命与

教导的福音书却没有这样讲。相反，它们强调的

是，不管人所想到的是哪种情况，“天上的”事

物会降临到人这里。还有，我们现代人讲到与神

同在的生命时，说的是“在天堂的”生命，但这

也不是福音书讲论这一话题的方式。特别是，福

音书没有暗示，耶稣向他的众门徒确保，此生之后，一

定有“天堂”。这并不是说，在耶稣的教导中没有

“天”这种保证……而是说，“天”这个词肯定不

是被用来给出那种意义上的保证。[49] 

因此，尽管耶稣根本没有说过“天堂”是基督徒的目

标，但是“天堂”却成了今日基督徒给死后生命的标准表

达，这真是太奇怪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在基

                                                        
[47] 

《新耶柔米圣经注释》（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

tary），Prentice Hall，1990，p. 639。 
[48] 

威廉·斯特劳森。 
[49] 

《耶稣与未来的生命》，p. 38，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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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的盼望这一核心主题上，圣经的语言遗失了，而这个

差异表明，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需要那些寻求跟随耶稣

和他的教导的人去解决。 

 

W.D.戴维斯与地土 

如果教会已经用“天堂”代替了“神的国”，那么可

以说，地土应许的遗失是无可避免的，从而神与众先祖所

立圣约里的一个重要因素的遗失，也就无可避免。当W.D.

戴维斯进行他的宏大研究《福音与地土》时，[50]他无法解

释耶稣为何明显地坚守诗篇37篇11节的希伯来应许。[51]耶

稣和他的犹太同胞一样，对世界的未来持“具象的”观念，

但对于这一点，戴维斯似乎极不自在。他讨论到，马太有

可能“在诠释我们现在在5章5节中所看到的祝福。如果按

照斯皮克（Spiecq）的思路走，那么……5章5节毫无疑问

地应追溯至耶稣……但至少值得怀疑的是，耶稣是否说过

5章5节……把这节经文放在马太福音的上下文中去看的话，

我们很难把它与旧约和犹太教的领土应许看为一体”。[52]

但是这个论证是循环论证，并且它跌入了将“地域性的、

领土的”与“世界性的、属灵的”相分割的陷阱。戴维斯

说：“人们已普遍习惯于……将‘拥有地土’属灵化，这

样的话，‘承受地土’就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从属灵意义

                                                        
[5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51] 

《新约神学词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

ment）说到，诗篇37篇11节向温柔的人应许了“在弥赛亚荣耀中得

以完全的巴勒斯坦”（Vol. 1, p. 677）。 
[52] 

《福音与地土》，p.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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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基督徒在神的统治下的承受状态。”[53]他觉得他必

须“将马太福音5章5节与其在诗篇37篇11节里的含义分开。

因为在新约其他地方，基督徒的‘产业’肯定是超越尘世

的（supra-terrestrial）”。[54]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想着将耶

稣和希伯来经文相分离呢？他可是深受其浸染的啊！我们

必定能看出来，是“神学”在支配着解经，而且力量之强，

以致于它要去掉救主的犹太特性和弥赛亚特性，并把他从

其犹太母体中拔出来。这是教会仍在进行着的悲剧。教会

看不到马太福音5章5节是在证实诗篇37篇11节的预言，这

一点正显示出教会想把耶稣与其犹太背景彻底切断的顽固

倾向——当然，诗篇37篇需按照其本意来理解。 

 

使徒行传1章6节令人难堪的证据 

传统不愿意相信，当众使徒询问以色列国复兴的问题

时，他们有可能是训练有素的基督徒，而G.M.伯治则跟随

了这一传统。[55]对于我们来说，把耶稣放在使徒们的思想

的对立面，是极其令人不满意的，因为耶稣曾亲自在各方

面带领他们，特别是在神的国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而

且他们提问的时间就在他们执行世界使命的前夕。伯治说：

“［在使徒行传1章6节］众门徒的思想还在政治复兴上，

但对于耶稣来说，神的国从根本上讲是指神对人的生命的

统治——不是一个帝国。”[56]但是，如果弥赛亚国度真的

                                                        
[53] 

同上。 
[54] 

同上，p. 362。 
[55] 

《谁是神在中东的子民？》，p. 131。 
[5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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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始于俘获信徒的心和思想，并成为他们生命中源源不竭

的大能，最后结束于地上大卫神权国度在人子和圣徒手中

得以恢复呢？这样的理想会激励人们在道德上竭尽全力，

以做好准备，在弥赛亚回来时与他一起在全世界服侍。人

们所盼望的国度既是在人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依赖于基

督回来而建于耶路撒冷的一个真实政权。弥赛亚与众圣徒

在耶路撒冷统治世界，这件事没有任何不属灵之处。 

教会似乎已经丢弃了恢复地土的盼望。在一篇名为

“基督教：国际化了的犹太教”（Christianity: Judaism In-

ternationalized）的文章中，[57]约翰·麦克雷（John McRay）

说： 

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6节中论述到，单数的使用

表明，应许的对象是基督，不是总体的以色列民。

其实，不管从基督教的视角，还是从犹太教的视

角来看，这一论证都是奇怪的，因为亚伯拉罕和基

督都没有承受那地。[58] 

《宗教与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有一篇关于基督教的文

章，其作者同样表现出对神的应许失去信心：[59]“末世盼

望没有真实地实现，而且有可能它永远不会实现。” 

我们坚信福音就是这个谜题的答案。圣经给出保证，

神会信守他在基督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复活的首要目的

就是，神不但将不朽坏的生命赐给他的子民，而且将那等

                                                        
[57] 

《复兴季刊》（Restoration Quarterly）（32），1990，No. 

1，p. 6。 
[58] 

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59] 

Edinburgh：T & T Clark，1910，Vol. 3，p.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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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已久的地土和神的国赐给他们。全部的领土应许要等到

基督回来统治的时候才能实现。这才是圣经的故事以及它

从头到尾竭力要达到的荣耀时刻。矛盾的是，犹太人和正

统基督徒都没有看出这个故事如何结尾。犹太人仍然希望

在基督以外获得那地（因此才有中东持续不断的争战）。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神的计划中，圣地必定为圣民所居

住，而这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成为可能。基督徒则盼望避开

那地，到天堂去。两种立场都不是使徒的。两个都显示出

一种对新约的基督教弥赛亚思想的背离。 

 

恢复早期教会的福音术语 

如果基督徒采用圣经的基本福音用语，那么他们就会

在清除神国疑云的工作上迈出很重要的一步。在使徒行传

8章，路加使用了几个相似的表达来描述教会的传福音工

作。他们在“传道（字面义：“传扬道”）”（徒 8:4）。

腓利“向他们宣讲基督”（徒 8:5）。撒玛利亚人因此

“领受了神的道”（徒 8:14）。“使徒作了见证，讲了主

的道，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上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村庄

里传扬福音”（徒 8:25，新译）。然而在这段叙述的中心，

路加还使用了一个综合性最高的表达来描述救赎福音的内

容。他严谨措辞，好让我们确切地知道“宣讲基督”、

“传道”或“传福音”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传［关于

（希腊语：peri）］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

（徒 8:12）。这是路加对福音最完整的概括。在他的叙述



第十三章 对弥赛亚国度的反对 

409 

的其他两处至关重要的地方，他还重复了它。[60]它定义了

他在他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的其他“简略”说法，而且

它应该成为一个中心点，以带动所有的福音宣讲工作。令

人十分惊奇的是，这些经文在给福音下定义的文献中几乎

没有被提及。如果它们被认真对待了，那么有一件事就会

显露出来，即现在的“众福音”缺少了基本的圣经成分。

最为重要的事实也会浮现出来：众使徒坚持神的国是他们

的福音的核心，并且态度一点都不比耶稣弱。他们忠诚地

跟随着他们的主。但是，我们能说20世纪的传道工作也是

如此吗？在20世纪，“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表

述，可在新约上下文中，它并不是这样，它被认为是神国

福音的同义词。当代传道工作为福音选择了语义含糊的称

谓，却摒弃了它清楚明确的名称——神的国的福音。 

有一个概念非常误导人，但它却已深深植根于当代的

许多传道工作中，并且已被广泛接受。这个概念就是：虽

然神的国是耶稣的传道工作的首要主题，但它不是保罗的

传道工作的重点。然而，大家只要读一读使徒行传20章25

节就能看出，路加不断地告诉我们保罗的福音是什么——

它就是“宣扬神的国”（新译）。可令人不解的是，一个

如此明显的、表明保罗的思想的线索竟然会被忽视。神的

国是保罗的福音信息的中心，这一点不但经常出现在路加

对保罗的传道工作的叙述中，而且它自始至终间接地出现

在保罗自己的著作中。他提醒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已经接

受了“道”（路加给神国福音的同义词，路 4:43；5:1），

                                                        
[60] 

徒 28:23，31，它们把它与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43节的宣告

直接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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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在表达他们对神的信心，因

为他们“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

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帖前 1:10）。（基督回

来和随着未来神国的到来而来的忿怒，正是施洗约翰和耶

稣的福音的主题。）保罗然后说到，他所宣讲的是神的福

音（帖前 2:2，8，9），这正是马可用来表示耶稣传神国

福音时所用的词组（可 1:14，15）。紧接着，保罗劝他的

信徒说：“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61]

很清楚，神国的福音是保罗的思想的中心，这正如路加所

记载的，神的国一直是保罗的福音的核心（徒  19:8；

20:25；28:23，31）。此外，他继续告诉帖撒罗尼迦人，

这“道”或“神的道”——两个都是神国福音的同义词—

—正“运行”在信徒心中。这个概念正是耶稣的概念，因

为他讲过，至关重要的、救赎的“神国福音”是能结出果

实的、赐生命的种子，会在信徒心中扎根（太  13:19，

23）。 

能证明神国的福音贯穿新约的另一个证据是“荣耀”

一词，它与神的国紧密相关。马太福音记载了雅各和约翰

的母亲为其儿子请求的情形。她请求在即将到来之国度的

治理机构中，他们能待在弥赛亚旁边（太 20:20，21）。

马可福音讲了同一个事件，但他用“荣耀”一词替换了

“国”：“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

坐在你左边”（可 10:37）。因此，当马可福音讲到人子

在他父的荣耀里降临时（可 8:38），它紧跟着就提到神的

                                                        
[61]

 译者注：帖前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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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 9:1）。整个讨论与耶稣所讲的为他和福音丧掉生

命的话密切相连（可 8:35）。当保罗讲到将来的荣耀时，

他头脑里总是想着神的国。在罗马书8章，他认识到基督

徒是“和基督同作后嗣”的，然后他接着说到，“现在的

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 

8:17，18）。[62]正如亚利马太的约瑟——基督的一个门徒

——在等候神的国，保罗也看到，受造之物在“切望等候

神的众子显出来”（罗 8:19），而“神的众子”是一个弥

赛亚称号。当他把信仰概括为“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

一同作王［即在神的国里］”（提后 2:12）的时候，他讲

的是完全相同的主题。“救恩”、“承受神的国”、承受

“生命”或承受“将来世代的生命”、“与弥赛亚一同作

王”以及“荣耀”，是可以互换的，它们都是用来描述同

一个神国目标的。保罗有时候会选择政治冲击力比较弱的

词，如“荣耀”和“救恩”，而不用神的国。他的读者清

楚这样的“暗语”。如果读者看出保罗给神的国的各种同

义词，那么他们就完全能够在他的书信中发现证据，证实

他的宣言没有错：他是神的国的传道人，忠信地代表复活

的基督讲话。基督的神国福音信息在众使徒的传道工作中

是延续着的。 

当一个人不理解“神国的福音”这一词组时，我们很

难看出他如何能够懂得并回应耶稣的第一条命令。我们被

要求“悔改，信神国的福音”（可 1:14，15）。这是信仰

的精髓。新约中随后的所有传道工作都应该被追溯至这一

                                                        
[62] 

基督徒欢欢喜喜盼望得荣耀，也就是得神的国（罗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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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关于救赎福音的主题。若是传道工作脱离了耶稣

对信神国福音的呼吁，它就必然面临危险：一个扭曲的福

音，从而变成“另一个福音”。而且不难看出，这种扭曲

已经发生了。大家只要听一听“福音”的传道人所说的，

就能辨认出，不管他们传了其他什么，他们都极少提到神

的国。这只能意味着耶稣所宣讲内容的首要成分已经被压

制了。这种以救主的名义让救主“缄口”的做法，是当代

传道工作既令人不解，也令人不安的特征，而且它也是从

最初几个世纪以来的教会历史的特征。 

 

神的国与耶稣的死亡和复活 

耶稣迫切要求我们“悔改，信神国的福音”（它的确

是一个极好的传福音的起点），这就暗示我们，我们得理

解“神的国”一词。只要耶稣的主导词仍然含义不清，那

么福音本身就会晦暗不明。也许正是由于福音派人士不确

定耶稣宣讲神的国有什么含意，他们才在他们的福音定义

中放弃所有与神的国相关的东西，转而去依赖他们所认为

的对救赎福音的完整描述：耶稣的死亡、埋葬，以及复活。

他们会习惯性地诉诸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11节的话： 

弟兄们，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

明。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并且靠着它站立得

稳。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这福

音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我从前领受了又

传交给你们那最要紧的［字面意思是“在首要的

事当中的”，NASV页边注］，就是基督照着圣

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

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曾经向矶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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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不论是我，或是众

使徒，我们这样传，你们也这样信了（新译）。 

要理解保罗这段精妙的关于他自己的福音信息的论述，

关键在于理解短短的词组en protois，“最重要的事当中的”

（林前 15:3）。哥林多书信中讨论的焦点是耶稣的复活，

因为有些哥林多人开始对此事产生怀疑——“怎么在你们

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林前 15:12）。为

了回应这一特别的信仰危机，保罗提醒他的听众，耶稣的

死亡与复活在基督教的福音中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没有

耶稣死亡使我们所有人得到宽恕，没有他从死亡中复活，

就没有在即将到来的神的国里得救的盼望。如果耶稣其实

并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神国的福音就是无效的。 

然而，从这段经文来论证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组成了整

个福音信息，是错误的。保罗用词谨慎，他说的是，所传的

这些中心事实是“最重要的事当中的”。然而，这不是他

的整个福音。福音中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事，即宣告神的

国。[63]我们记得，耶稣在讲到他死亡与复活很早以前就已经宣

讲神的国了（路 4:43；比较路 18:31-34）——这个事实

就能证明神的国不是基督死亡与复活的同义表达。正如一

个著名权威所评论的： 

罗马书1章1-3节和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的本意都

不是要声明保罗对福音的理解。这一点，我们能

够从罗马书1章1节以及其后的经文中看出来，因

为它们并没有提及耶稣的死亡……保罗的福音和

                                                        
[63] 

徒 8:12；19:8；20:25；28:23，31，还有被频繁使用的同

义词，如“奥秘”、“福音”和“道”，它们涵盖的范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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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本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所传的福音是完全相

同的。基督亲自透过保罗的福音讲话。保罗［在

罗马书16章25节中］并不是说，他的福音是添加

在“传讲复活之主”（the preaching of the risen 

Lord）上面的。他是在强调，他所传的和活在地

上 的 耶 稣 所 传 的 ， 是 一 致 的 。 因 此 ，

“proclamation of Jesus Christ”（τὸ κήρυγμα Ἰησοῦ 

Χριστου）只可能指耶稣基督所宣讲的信息。[64] 

此外，很明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直接针对的主

题，不是与未来耶稣回来这件事同时发生的神的国。哥林

多人已经把它作为救赎福音的一部分接受了。因此，保罗

可以在仅仅几节之后的经文中再详述已被理解了的神国教

义。在他刚刚提到未来耶稣再来（林前 15:23）之后，他

就讲到耶稣再来时由耶稣掌管的神的国（林前 15:25-27）。

应该特别留意，那个国是“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的，因为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林前 15:50）。要进入神

的国，基督徒必须在最后的号声响起时从死亡中被唤起，

眨眼间转变成不朽坏的人（林前 15:51，52）。这些经文

再一次证实，神的国会在耶稣再临的时候开始取得统治之

权。保罗跟从耶稣，所以他也讲在未来进入或承受神的国。 

神的国在新约福音信息中处于首要位置，当然，除了

它以外，宣讲救赎主的死亡与复活同样重要。大量证据表

                                                        
[64] 

《新约神学词典》，“kerygma”（宣讲），pp. 730，716。 

另附译者注：有的译本将这个词理解为“宣讲（这一行为）”，

有的译本将其理解为“所宣讲的内容”。中文译本中，和合本和新

译本对这一词的理解就存在这种差异，请读者仔细体会：“所讲的

耶稣基督”（和合）；“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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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管是在耶稣复活前的传道工作中，还是在耶稣复活

后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都处于极重要的中心位置。用哥林

多前书15章1-4节来反驳这些证据，是严重地错解圣经。[65]

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使徒行传8章12节的重要性（与徒 

19:8；28:23，31相呼应），它是路加对福音信息的高度概

括：“及至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

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另请参看太 13:19；路 8:12）。

“神的国”“框定”了路加的整个著作。无论是对于他还

是对于新约教会来说，它都是最好的用词，用以表示在弥

赛亚的统治下地土的恢复，以及信徒现在就要赶紧为与弥

赛亚一同作王的崇高荣耀而做准备的必要性。 

用“天堂”一词代替神的国，是造成耶稣的福音失去

其清晰含义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当耶稣的语言被舍弃的

时候，耶稣的思想的遗失之多，是非言语所能形容的。然

而悲哀的是，这种遗失正是基督教核心概念——“神国的

福音和耶稣的事”——的发展历史的典型特征。出于对神

的弥赛亚耶稣的尊重，并且出于对他最初的要求，即“信

神国的福音”的顺服，我们必须坚决要求根据神的国的圣

经背景来给它下定义，并且恢复它在所有福音阐释工作中

的核心位置。这不正是懂得并回应福音的最低要求吗？ 

 

作王，是基督徒的目标 

以色列民长期以来深信，在神的计划中，他们必然获

得尊位。以色列将荣享特权，这是以色列与其神所立之约

                                                        
[65] 

路 4:43；可 1:14，15；太 4:17；徒 8:12；19:8；20:25；

28:23，3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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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内容：“‘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

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

告诉以色列人”（出 19:5，6）。 

以色列整体上反反复复地辜负了给她的崇高呼召。然

而，世界最高地位的应许为忠信的余剩之民保留着，他们

必定会承受未来的神的国。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再次发出作

王的邀请： 

你们要侧耳，要到我这里来；你们听，你们就必

存活。我必出于我应许赐给大卫的慈爱，与你们

立永远的约。看哪！我已经立了你作万民的见证

人，为列国的领袖和元首。看哪！你要招聚你不

认识的国，那些不曾认识你的国也必奔向你，都

因雅伟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因为他必

荣耀你。（赛 55:3-5，JB） 

在新约，神把拥有神国里王室职位的前景给了新以色

列民，即教会（加 6:16），这新以色列民既有犹太人，也

有外邦人。我们已经讲过耶稣自己给忠信教会的保证：

“得胜的，我要赐他们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至于那得胜的、持续为

我作工到最后的人，我要将我从我父领受的统治列国的权

柄赐给他们，他们要用铁杖治理列国，像击碎陶器一样粉

碎他们（JB）。”正是这个前景激发出提摩太后书2章12

节的“口号”：“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在启示录2章26节，耶稣引用了著名的弥赛亚诗篇，

即诗篇2篇，它是描述未来神国荣耀的众多诗篇之一。这

个国度会由神的一次决定性介入而开启，到时候，他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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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他的弥赛亚平息政治叛乱，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新的政

权。启示录援引了这篇诗篇，这就表明，传统的弥赛亚盼

望被基督教接纳了，而且耶稣本人完全支持这一点： 

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妄想？世上的君王

起来反叛，首领密谋，敌对雅伟和他所膏立的

［弥赛亚］，说：“现在，让我们挣断他们的镣

铐，扔掉他们的轭！” 

宝座在天的那一位必坐着发笑，雅伟讥笑他们。

那时，他必在烈怒中对他们讲话，在震怒中使他

们惊慌，说：“我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立了

我的君王。” 

“我要宣告雅伟的谕旨。他对我说：‘你是我的

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

你作产业，把全地赐给你作领地。你必用铁杖打

碎他们，好像粉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 

所以，现在，君王啊！你们要醒悟。地上的统治

者啊！你们当听告诫。你们要侍奉雅伟，要敬畏

他，又当战战兢兢，亲吻他的脚，否则他一发怒，

你们就会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是投

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 2，JB）。 

“把全地赐给你作领地”的应许在耶稣自己的宣言中

反映出来：“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启 2:26）。同样的

主题在其他两处经文中也出现了：天使唱歌，唱到忠信之

人将“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10）；著名的千禧年片段

预见众圣徒与弥赛亚一同作王一千年（启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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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聚焦于弥赛亚耶稣 

恢复使徒所宣讲的神的福音信息非常重要，任何一个

统一教会的计划都应该将此事列为重中之重。如果该计划

没有这么做，那么它就没有抓住要领。一位天主教作家也

觉察到了想要复兴教会却不阐明福音的各种计划的缺陷：

“促进教会复兴的工作势头不减，但是它假设，基本的基

督教福音信息已经被基督徒有效地使用了……救赎的福音

信息，即the kerygma，并没有被整个教会彻底理解或有效

使用。”[66]人们太草率地就认为福音已经被理解了。他们

没怎么考虑过，“另一个福音、另一个耶稣和另一个灵”

可能已经出现在基督教里面了。只要新约福音的主要内容

还尚无定论，那么其他所有的考虑都是外围的。除了福音

的定义之外，圣经里的耶稣的身份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

题。另一位天主教作家也直击问题的核心，他写道： 

基督徒对弥赛亚思想的态度相当奇怪。基督徒信

弥赛亚这个人。虽然他们有这个信仰，但是他们

的弥赛亚思想比犹太人要弱得多……基督徒基本

上已经意识不到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因此，他们

也基本上已经遗失了弥赛亚异象。希腊语

“Christos”的意思是“受膏者”，而且它就是希

伯来语“Mashiach”——弥赛亚——的字面翻

译……然而现在，“受膏者”的概念却是犹太教

的特有概念。当基督教离开其巴勒斯坦本土，然

                                                        
[66] 

拉尔夫·马丁（Ralph Martin），《若非主建造房屋》

（Unless the Lord Build the House），Ave Maria Press，1971，p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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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成为一个外邦宗教的时候，这个概念一下子就

落入幕后……那些想到或讲到基督的基督徒几乎

忘记了它的闪语词（Messiah）以及这个名称所传

递的概念；事实上，他们忘记了耶稣从根本上讲

就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这个概念已经从他们

的头脑中溜走了。由于许多基督徒已经不清楚

“基督”一词原本的含义，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

弥赛亚异象，也就是说，他们失去了对神的未来

的期盼，失去了目标，不知道“什么事将要临到”

世界，不知道现在这历史时代的结局是什么。[67] 

这位眼光敏锐的注释家或许还可以加上，基督教的福

音与弥赛亚异象是紧密关联的。失去后者，就意味着失去

福音。 

在撒但毁坏基督教信仰的所有招数中，最隐蔽的就是

用另一个耶稣代替福音的耶稣。历史记录告诉我们，这个

方法在哥林多教会中被用过。它被保罗有效地阻止了，因

为他揭露出做这事的人是撒但的使者，却装作基督的真理

的使者。人们应该郑重地思考一下，流行于大众的传道工

作有可能已经向保罗所警告的一些倾向屈服了。 

如果我们要一个人信约翰·贝克（John Baker），我

们对所信的内容就只有极笼统的概念。然而，如果我们劝

人信面包师（the baker）约翰，我们就会对所信的对象产

                                                        
[67] 

莱弗·吉勒特（Lev Gillet），《在弥赛亚里的交流：对犹

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的研究》（Communion in the Messiah: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London：Lutter-

worth Press，1942，由休·斯肯菲尔德引述，《神的政治》，pp.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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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个清晰得多的定义。[68]相似地，如果我们想让邀请人

信耶稣基督的工作大有果效，我们就需要全面地介绍“基

督”这个词。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要信的是谁。

传道工作很容易迷失在模糊和笼统的尘云之中。 

耶稣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彼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证实

他是真门徒。这个正确的“基督论”成了教会的基础性原

则。正如耶稣所解释的，“这磐石”［即认出耶稣是弥赛

亚，神的儿子］是信仰的根本。当时，彼得是在回答一个

测试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而他的回答证明他的理解

是正确无误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太 

16:16-18）。在彼得的头脑中，弥赛亚这个名称含带着一

套丰富的、从希伯来圣经而来的、互相关联的概念。弥赛

亚将是神所委任的那一系列祭司、先知和君王的最后一位。

只有在他身上，王权的理想才会完全实现。在希伯来圣经

所给的神的启示中，神已经应许了弥赛亚，而耶稣之所以

自称为弥赛亚，就是因为他符合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

这一点，新约反反复复地向我们表明，因为耶稣不断地提

到，经上的话会在他身上应验。因此，如果耶稣说他是弥

赛亚，但他所给的依据却与希伯来圣经所给的依据不同，

那么他的话就绝对不可信，他的宣告也是无效的。神的整

个计划都以弥赛亚为基础而建立，所以，如果有人自称为

                                                        
[68]

 译者注：作者的说法源于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该实验

揭示出人的一个记忆规律，而该规律被称为贝克-面包师悖论

（Baker-baker paradox）。简单来说，当一个人面对单纯的人名John 

Baker时，他对此人的记忆就模糊、不深刻。但是，当他被告知，此

人名字叫John，他是面包师（the baker）时，他的记忆就清晰、深

刻。因为前者的信息笼统，后者的信息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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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但他却与神的计划里的这位弥赛亚并不相同，那

么他所宣称的话就显然是假话。 

如果如我们所引述的，“基督徒已经忘记了耶稣从根

本上讲就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这个概念已经从他们的

头脑中溜走了”，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们能否真正

地被称为新约意义上的“弥赛亚信徒”（Messianist），即

跟从耶稣的人。这个问题是重中之重，因为所有的人都一

致同意，只有信耶稣弥赛亚，得救才能成为可能。如果耶

稣已经被另一个耶稣给取代了，那么真正的救主就无法被

传开，而且整个救赎过程也就不会有任何果效。 

自称为弥赛亚的宣告是极具革命性的。因为弥赛亚会

管理一个世界性政权，会从更新了的、恢复了的耶路撒冷，

以大能和公义进行统治。正是这一事实让新约（其实是整

个圣经）成为一部彻彻底底的政治性文献。也正是因为耶

稣自称为弥赛亚，他才被处以死刑。政治剧变的威胁太大

了。主要原因在于耶稣所讲的那个基督教应许说，神会介

入，要停止地上的不公义。新的世界秩序正是神国福音背

后的巨大的推动力。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人的头脑中，耶稣在荣耀中回

来的景象听起来就像一部科幻小说，并且我们用流行的娱

乐片把它展现出来，表明这件事与真实的世界没什么关系。

因为看到了困难所在，所以许多当代神学就提出，圣经中

一切不符合现代人思想的东西，都能够被看作先前时代的

迷信而不予理会。根据“现代科学观”的规则，耶稣的个

人争战，也就是他与撒但和其鬼魔的那些看不见的，但对

他来说非常真实的势力所进行的个人争战，一定不能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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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他的爱和宽容的核心信息的接受。至于他会回来作

王和审判的应许，则可以被轻描淡写地解释为，它是他那

些激动过头的跟从者们想象出来的。那种概念不可能源自

于他。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按照我们20世纪的无比优越的理

解，重新解释我们所称为第1世纪门徒的原始信念的东西。 

当我们丢弃有关基督再临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是在

重新解释新约。而且此事还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

们其实正在全然抛弃对耶稣基督的信。我们正在丧失对新

约核心宣言的洞见：耶稣是弥赛亚，是所应许的王，只有

在他里面，现在这个世界体系的大混乱才能找到解决之道。

传讲耶稣是救主，却不提他受委任作更新了的世界的王，

这么做，就会面临传另一个耶稣的危险。弥赛亚，以及弥

赛亚在新约语境中的所有含义，是信仰必不可少的成分，

绝对不可丢弃。这是新约反反复复强调的要点。 

教会要统一，就只能以一件事为基础：恢复弥赛亚异

象，即对神的未来的盼望。教会被差到世界，为的就是告

诉挣扎的人类，更好的事情会到来，善一定会胜过恶。然

而，让这些都实现在某个远离地球的、缥缈的领域里，这

根本就不是解决之道。除了地上的弥赛亚国度，也就是神

的国之外，世界根本没有希望可言。 

研究一下新约文献，我们就不难查明，耶稣就是旧约

里所应许的弥赛亚。神通过耶稣表达他的永恒计划——创

造不朽坏的新人类，并创造一个和谐的宇宙。耶稣独一无

二地在圣灵的影响下被怀上，却选择人类仆人的角色，并

且他还招聚一群跟从者，即一群信他是弥赛亚的人在他周

围。在他的神国福音信息里，他证实了旧约的应许和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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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了神的未来。他在他那些不信的同胞手中受死，因为

他们受传统宗教体系的蒙蔽，看不到他们自己的圣经和他

的教导里的真理。罗马当权者也乐于除掉一个自称为王的

人。 

复活是证明神委任他为弥赛亚的证据，而受造之物现

在则等候着他在大能中显现，登上神为他所设立的王位。

与他一同在王室进行管理的，将会是那些信他自称为弥赛

亚的宣言为真，并不惜一切代价跟随他的人。那些在他到

来时还活着的人，将不需要死亡就被变成不朽坏的。那些

死了的信徒，则会从死亡的睡眠中醒来，与全体信徒一起

荣享不朽坏的生命。每个人面临的挑战就是：信以色列的

独一之神在耶稣里面讲话；信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并信耶

稣是弥赛亚；悔改并受洗，信耶稣为赦免罪而做的牺牲；

在复活之基督的保惠师即圣灵的力量里，活出值得称赞的

生命，以配得上所蒙的崇高呼召——神的国。 

如果这被理解为早期教会的信仰以及各个时代的信仰，

那么前千禧年主义和无千禧年主义孰是孰非的争论，就不

需要再继续下去了。启示录20章里所描述的耶稣与所有圣

徒的统治必然存在于未来（如早期教会所相信的），原因

很简单，那就是已经死去的圣徒不可能现在就活跃在弥赛

亚统治里。因此，他们必然会在大复活中活过来，在即将

到来之时代的神的国中，与所有圣徒一起就任他们的职位。

这正是启示录20章所描述的，然而当代福音派神学竟然会

对此有所怀疑，这一现象着实令人惊讶。只要人们明白，

没有新约基督徒认为死人其实还活着，那么他们就会视那

些认为向圣徒或马利亚祷告有效的理论为无意义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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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的人也会受到保护，不至于上通灵术（spiritism）邪

教的当——通灵术被早期基督徒视为对魔鬼的崇拜

（demonism）。若是关于人类本质的圣经希伯来观被坚持

下来的话，所有与“离去之灵魂”相关的这种错误都是可

以避免的。我们必须看清楚，可分离的、有意识且不会死

亡的灵魂这一概念的引入到底是什么情况：它是教会尚未

从其中恢复过来的一个灾难，是对她的先知信息的致命扭

曲。把希腊哲学猜想从信条中剔除出去，那么复活和基督

复临立刻就会回归它们在新约著作中所享有的中心地位。

沿着这些思路走，回到神的福音信息的道路就会被找到，

通向教会统一的道路也会了然可见。这样，不信耶稣的犹

太人（他们经常对教会的非圣经教导望而却步）也可能会

信服，接受他们的弥赛亚，也就是犹太教一神论的独一之

神的儿子，而常常以非弥赛亚方式思考弥赛亚的基督徒也

可能与他们合而为一。 

圣经是一部弥赛亚文献，耶稣是其核心的弥赛亚人物，

而且圣经歌颂了耶稣过去的以及将来的降临。所以，当圣

经被这样阅读时，一种超乎寻常的和谐与美就会跃然而出。

王权在伊甸园遗失，但它会在地上那个恢复了的伊甸园复

得。即使试图避开圣经的弥赛亚剧目的文字浩如烟海，它

们也无法抹去一个简单的事实：一旦圣经的神国之钥被放

入经文——“神国”首先要被放在其犹太的、希伯来的背

景中去理解——圣经的宝库就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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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结语 

神的国的好消息就是基督教的福音，它根源于旧约的

预言。那些预言宣告，在神决定性的、灾难性的介入之后，

一个黄金时代会临到全地。神的心意就是在他所拣选的代

理人即弥赛亚（基督）的监管下，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公义

的政权。然而，许多教堂信众所接受的宗教教育都缺少了

福音剧目最后的高潮部分。可是，一个删减版的福音为什

么能自称有圣经的支持呢？除非： 

（1）神国福音的旧约根源，尤其是但以理书2章以及

7-12章里的根源，被忽略了，而且希伯来式的“具象的”

国度概念也被拒绝了。 

（2）“天国”没有被赋予其圣经含义：它是一个从

（from）天而来的国度（但 2:44；7:27），而不是一个在

（in）天堂的国度。 

（3）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为耶稣所传

的福音做了清清楚楚的见证，但该见证被置之不理。 

（4）使徒行传明确地声明，教会继续把神的国作为

福音的核心来宣告，但这些声明被视而不见。[1] 

（5）耶稣的正式头衔弥赛亚被降成一种专有名称。 

                                                        
[1] 

徒 8:12；19:8；20:25；28:23，31。最早期的圣经后著作

也强调未来的神的国。参看埃弗里特·弗格森（Everett Ferguson），

“早期教父文献中的神的国”（The Kingdom of God in Early Pa-

tristic Literature），《20世纪解释中的神的国》，pp. 1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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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给福音下定义时只依靠从使徒书信中抽取的经

文，而无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2]

所提供的“原版经文”（master texts），特别是“神国的

福音”这一表述，而这四卷书所记录的是耶稣和众使徒的

“一级”（first-level）行动。[3] 

基督教文献无可置辩地证实，耶稣传讲神国的福音。

不仅如此，他最初并没有说任何与他自己的死亡和复活相

关的事情（路 18:31-34）。这毫无疑问地证明，除了救主

的死亡和复活之外，神国的福音还包含其他信息。 

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论证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对

它做进一步的强调。耶稣与十二使徒一起宣讲神国的福音：

“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

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路 8:1）。后来，“他

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伏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

（路 9:1-2）。 

                                                        
[2] 

太 3:1（施洗约翰）；太 4:23（耶稣）；10:7（众使徒）；

11:1（耶稣）；24:14（教会）；26:13（教会）；可 1:14，15（耶

稣）；14:9（教会）；路 4:43（耶稣）；8:1（耶稣与众使徒）；

9:2（众使徒）；9:11（耶稣）；徒 1:3（耶稣）；8:12（腓利）；

19:8（保罗）；20:25（保罗）；28:23，31（保罗）。还有其他许

多经文也暗指同一福音。 
[3] 

C.S.路易斯（C.S. Lewis）的话让我不解。他说：“福音书

不是‘福音’，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声明”〔J.B.菲利普斯的《给年

轻教会的信》（Letters to Young Churches）的序言，Fontana Books，

1956，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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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众门徒并不知道耶稣的死亡和复活。这

一点能够从他们听到耶稣宣告他即将被捕并被钉十字架之

后的反应得到证明：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

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

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

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

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

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路 18:31-34） 

这么看来，若是如人们常说的，福音只包括耶稣的死

亡和复活的信息，那么耶稣和十二使徒怎么会在没有提到

救主的死亡和复活的情况下，就宣讲福音呢？答案一清二

楚。神国的福音不但在耶稣死亡之前被宣告，而且如使徒

行传告诉我们的，它也在耶稣复活之后被宣告。[4]因为我

们在使徒行传中发现，在神国的福音之上，添加了耶稣的

死亡和复活的新事实——它们在那时已经成为历史。结果

就是，神国的福音，再加上耶稣基督的名（徒 8:12）。神

国的福音信息仍然是福音的基本组成部分，而耶稣的死亡

和复活是另外添加的、必不可少的信仰主题。因此，基督

教不仅劝人信耶稣所行之工作，还劝人信他所说之救赎话

语。 

所以说，F.C.格兰特的话值得人们广泛关注：“宗教

改革的神学基础是保罗思想——主要是路德和加尔文所理

                                                        
[4] 

徒 8:12；19:8；20:25；28:23，31，“道”（Word）也指

神国的福音，它是其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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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保罗思想——而不是福音书的教导。福音书的教导，

不管是在语气、观念上，还是在语言、前提上，明显是犹

太教的。”[5]他申诉道：“神学家们从保罗着手，因而对

于他们来说，‘福音’就意味着罗马书第7章”。[6]结果就

变成，我们所称为福音的东西“并非耶稣的教导，而是对

耶稣的解释，且主要是保罗所阐述的、对他的死亡和复活

的解释……这种误释的后果不但对犹太人影响深远，对基

督徒也一样”。[7]“福音的整个重心发生了偏移。它把耶

稣这个人作为福音的真正主题，放在所考虑之事的首位，

而不是神的国……神的国的盼望渐渐后退，最终仅变成

‘天堂’的别称，即人死后的福乐状态。”[8]对于教会背

离耶稣的福音的分析，这是最鞭辟入里的了。 

 

福音中的弥赛亚元素遗失了 

注释家们试图躲避新约的弥赛亚资料的行为是一块纪

念碑，标示着神学努力建造它自己“去除弥赛亚化”的各

种版本的基督教。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人类不想神在地上

施行统治。他们更不想耶稣打碎列国，用铁杖治理他们。

因此，原始的弥赛亚版基督教，即耶稣和众使徒所传讲和

教导的基督教，被拆解了。它的弥赛亚框架已经被拿走。

剩下的“基督教”与新约信仰只有微弱的联系。耶稣的名

                                                        
[5] 

《古犹太教与新约》，p. 15。 
[6] 

同上，p. xv。 
[7] 

同上，p. 15。 
[8] 

F.C.格兰特，《最早的福音》（The Earliest Gospel），Ab-

ingdon Press，1943，pp. 25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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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已经被贴在一个与他自己的信仰体系迥然不同的宗教体

系上。躲避耶稣和他的福音信息的一个经典范例就是托马

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在他的主要神学巨

著中，没有花多少篇幅去讲神的国，也就是耶稣的核心传

道主题”。[9] 

新约的最高目标是通过神的介入，在将要再临的弥赛

亚的政权下建立世界和平。“修订”版的信仰承诺了一个

在远离地球的领域中的个人救赎。然而，耶稣赐给他的跟

从者的，是他们将在未来的新世界秩序——神的国——里

拥有掌权之位。相信那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过去，在现在，

都是懂得并信福音的第一步：“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可 1:14，15）。一个人抓住了神的国的概念，

就意味着他进入了神拯救人类的计划，一个贯穿整个圣经

的计划。 

基督教丢失了它的中心点，就如同一个希望登上月亮

的小组。他们断定，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需要一个

发射台和一艘宇宙飞船。然而，当他们配齐了旅程中所需

的装备之后，他们却忘了要拿这些装备来做什么。他们对

发射台和宇宙飞船的兴趣还在，但是去月亮的旅行却被忘

掉了。 

在新约基督教中，将来在神的国中获得一席之位的盼

望激励着基督徒走完整个信仰之旅。耶稣的死亡与复活使

得信徒有份于那个国度的盼望成为可能之事。抓住那个盼

望的本质，是门徒要走的第一步。信耶稣，则是通向这个

目标的道路，也是使它最终得以实现的保障。 

                                                        
[9] 

B.T.维维亚诺，《历史上的神的国》，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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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的“福音”呈现过程中，人们被要求“相信耶

稣”，但是耶稣代表什么，却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他们

没有接触到耶稣的神国福音信息，可这个信息是他在提到

他死亡与复活很久之前就宣讲的。这种情形就好比政治上

的竞选活动：一个参选人呼吁投票人支持他，而投票人却

还不知道他的宣言是什么。当一个人不明白耶稣所说的

“神国的消息”——耶稣所宣告的福音——是什么意思时，

要他懂得并信耶稣，那是很困难的事。 

关于神的国的讨论一直都是转弯抹角。学术著作透现

着一种典型的、为了迎合现代世界观而摆脱未来国度的渴

望。虽然许多一流的注释家都正确地描述了他们在圣经经

文中所发现的——这一点令人欣慰，但他们没有力劝教会

采取圣经的计划。不过，尽管福音派人士不断地用“天堂”

来代替基督徒承受地土/神的国的目标，但是就耶稣的话语

而论，权威注释通常都支持与史实相符的理解，即：当耶

稣应许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时，他给出了天国的含义。耶

稣证实了诗篇的预言所给的盼望。 

教会里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耶稣和众使徒的教导的希

伯来背景遗失了，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非弥赛亚的哲学

铸模，而新约的伦理教导则被倒进这个模子中。结果就出

现了一个混合宗教，一个希腊精神与希伯来预言异象的结

合体。没有人告诉教会信众两个不相容的思想世界被混合

的事。当他们受引导阅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将

混合版信仰读进基督教文献之中，然后将各种经文孤立出

来并加以歪曲，以符合他们先入为主的概念。然而与此同

时，新教教会却宣称，它“依循圣经”。有些新教徒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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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从圣经中提取非弥赛亚的信仰体系，一边还耗费大量

的时间为经文的“无误性”（inerrancy）辩护。 

在耶稣的弥赛亚教导的这场遗失中，主要受害者就是

神的国的信条，因为注释家们要么说它无法定义，要么说

早期教会错误地把它归到耶稣头上，要么说它对现代世界

不再有什么意义。学者们会使用多种多样的手段，以助他

们绕过神的国的直白含义，这常常是因为他们相信，既然

弥赛亚意义上的神的国没有到来，那么它就永远不会到来。

这种态度反映出来的是他们对正在进行的拯救计划的不信。 

在基督教历史上，始终都有出类拔萃的作家针对教会

的神学的不健康状态表达不满。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找出了教会的各种问题的根源所在，并且发出警告： 

一个能显示出启示已经发生变异的熟悉的例子就

是，它遭到灵魂不死的希腊概念的污染。我简单

地对它做个回顾。在犹太思想中，死亡是整个人

的。没有不死的灵魂，没有身体和灵魂的分割。

在这方面，保罗的思想是犹太的。灵魂属于“物

质”领域，是肉体的一部分。身体是整个生命体。

死亡时，没有身体与灵魂的分离。灵魂和身体一

样，是会死亡的。但是有复活。人类生命变为无

有（nothingness），然后从无有之中，神重新创

造那已死的生命。这是从恩典而来的创造；我们

本性里没有不死的灵魂。然而，希腊哲学在神学

家当中传入了不死灵魂的概念。该信念在大众的

宗教信仰中广泛传开，并融入基督教，但它完全

是一种扭曲……所有的基督教思想都被这最初的、

从希腊哲学和近东异教而来的变异给带入歧途

了……灵魂在天堂不死的信仰兴起于第5世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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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叶 ， 以 天 文 学 为 基 础 。 毕 达 哥 拉 斯

（Pythagoras）的天文学彻底改变了地中海人所

持的关于灵魂归宿的观念……它用了一个替代品：

灵魂是天上的物质，被流放到这个世界。这种概

念完全污染了圣经思想，它逐渐取代了复活的信

念，并将死人的国度转变成神的国度。[10] 

这份真知灼见阐明了使徒信仰所遭受的损害。显然，

修复工作迫在眉睫。下面是从各种圣经专家的注释中选出

的一系列文字[11]，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我们的释经体

系已经误入歧途，它虽然符合圣经后的希腊“教父”，但

它却与圣经的奠基之父背道而驰。 

在大部分基督教历史中，保罗都被误解了： 

释经［解释圣经］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深入作

者和作者所写对象即读者的历史语境之中。这个

过程涉及太多作者和收信人都认为的“理所当然”

的东西。当现代读者没有意识到（或不认同）他

们共有的这些前设或关注点时，经文就不可能按

照作者想要的（以及设想的）那样被理解。在这

个例子中，那种语境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第1世

纪中的犹太人、犹太教，以及认同犹太教的外邦

人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令人遗憾的

是，即使大部分基督教历史和学术研究对那种自我理解

没有十足的敌意，它们也不认同它，所以，在保罗与那

                                                        
[10] 

雅克·埃吕尔，《基督教的颠覆》（The Subversion of Chris-

tianity），Eerdmans，1986，p. 25。 
[11] 

强调部分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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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我理解的内在互动上，保罗事实上就不可能被正确

理解。[12] 

现代英语基督徒误解了圣经： 

现代英语基督徒给新约话语强加了一个含义，但

强加的含义与犹太作者头脑中的含义并不相同。

虽然他们使用希腊语来传递他们共同的基督教信

息，但是他们的思想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希伯来

式的。要做到完全理解，现代基督徒不但需要学

习希腊文本，还需要去感受犹太作者想要用希腊

语传递的希伯来概念。我不敢说我已精通此道，

但我已经取得足够的进步，发现我以前对圣经的

解释错得有多厉害。和所有被授以牧师圣职的人

一样，我曾在讲道台上，按着教条，凭着权柄讲

道——没有主教的许可，谁也不能拥有这个讲道

台——但我说的很多内容都有误导性。[13] 

在有关人类命运的圣经教导上，原本的圣经概念已经

被希腊风格的、诺斯底主义的概念给代替了： 

早期教会的盼望集中在末日的复活上。首次唤起

死人进入永恒生命的就是这次复活（林前 15；

腓 3:21）。这次复活发生在人身上，而不仅仅是

身体上。保罗讲到复活时不是“身体的”复活，

而是“死人的”复活。这种对复活的理解，暗示

了对死亡的理解，就是说死亡影响的也是整个

                                                        
[12] 

詹姆斯·邓恩，《真道圣经注释·罗马书》，pp. xiv，xv。 
[13] 

大卫·沃森（David Watson），《基督教神话与属灵现实》

（Christian Myth and Spiritual Reality），Victor Gallancz，1967，pp.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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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在传统的基督教教导中］原本的圣经

概念已经被希腊的、诺斯底的二元论所代替。复活影响

整个人的新约概念已经不得不给灵魂不死让路。

末日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最为重要的东西，

在末日到来很久以前，灵魂就已经收到了。末世

的［积极向前的］紧张感已经不再强烈地指向耶

稣再来的那一日。这与新约的盼望相差甚远。[14] 

基督教教导被转变了。弥赛亚盼望被遗忘了。地上的

神的国的概念消失了。人死亡时灵魂不死替换了复活进入

地上的国度： 

与所有的概念一样，宗教术语的含义也随着体验

的改变和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在基督教教导被

移植到希腊世界观之后，它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了—

—其实是被转变（transformed）了。之前从未被问过

的问题开始备受关注，而犹太前设则趋于消失。

尤为突出的是，弥赛亚盼望或被遗忘，或被转移到一

个超越死亡的超然领域里。当帝国在第4世纪成为基

督教国家之后，基督的国度会在大艰难之后在地上

被开创这一概念几乎消失了，仅仅成为小众群体

的信仰。灵魂不死——哲学概念——替换了身体

的复活。然而后者仍然存在，原因是原始资料中

都有它的身影，但它已不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因为它的前设——地上的弥赛亚国度——已经变得晦

暗不明。这样一来，背景就从犹太的转变成希腊

的，基本的宗教概念也是如此……我们因此得到

                                                        
[14] 

保罗·奥尔索斯，《马丁·路德的神学》，pp. 41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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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特的结合体——圣经的宗教信条穿梭在外来的

哲学形式里。 [15] 

与新约相反，我们的信条教导我们按照外邦人的方式

思考： 

与新约有着基本亲属关系的，不是外邦的环境，

而是犹太的传统和环境……我们经常受我们的传统

信条与神学牵引，按照外邦概念，尤其是希腊概念的表

述来思考。我们知道，还不到第2世纪时，护教士们

就开始想有条有理地证明，基督教信仰在希腊哲

学里是最完善的……人们倾向于将新约看作一堆

表达外邦思想的文献，但是，要谨慎地研究新约，

就必须拦阻这种倾向。与新约有着亲属关系的，

主要是，也绝对是犹太教和旧约……新约总是反对

外邦宗教信仰与哲学，而且通常都带着一种直截了当的

斥责。从本质上讲，它与犹太教对异教世界的控

诉是一致的……现代教会常常误解了它与旧约、

与以色列的关系，而且常常倾向于采取希腊态度

来对待新约观点。[16] 

新约基本上保持着犹太特性，并非希腊特性——尽

管它是用希腊语写成的……而且只有从改良犹太教

的历史视角去看，才能理解它，因为早期教会的术

语和整个思想框架都从改良犹太教而来。[17] 

                                                        
[15] 

G.W.诺克斯，神学博士，法学博士，哲学教授，宗教史教

授，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纽约（New 

York），《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Vol. 6，p. 284。 
[16] 

F.V.菲尔森，《新约与其环境的对比》，pp. 26，27，43。 
[17] 

F.C.格兰特，《古犹太教与新约》，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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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基督教被淹没在希腊-罗马文化之中，原信仰最

终被扭曲： 

尽管诺斯底主义基督教世俗化的明确形式被拒绝

了，但是教会……接下来越来越多地失去其原始特征，

并在希腊-罗马文化里入乡随俗。这一过程被护教士

们［第2世纪的信仰发言人］向前推了一把，然

后在爱任纽的影响下，似乎受到了些抑制，但是

在亚历山太神学院里，它又得到了促进……这一

发展将信仰的准则（the rule of faith）彻底转变成

希腊哲学的汇编……我们不能认定，传给众圣徒的信

仰最终被充分地以这些希腊-罗马的理性形式表达了出

来……我们不能坚称，用教会的教义来表达信仰，

信仰通常不会被模糊或被扭曲……我们必须承认，

基督教体系在自我调节以适应其希腊-罗马环境的

同时，它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该环境的影响；我们

也可以推断出来，这一作用与反作用不仅是必然

现象，而且也是发展的条件……然而，我们需要

坦然承认，希腊猜想精神与罗马务实精神的有些

特征，与福音的独特特征并不完全和谐，因此，

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扭曲出现了——调味的盐确实

失了些味道。希腊的形而上学和律法表达了福音，

但也歪曲了福音。[18] 

希腊哲学对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显而易见，无

可置疑。[19] 

                                                        
[18] 

A.E.加维，“基督教”，《宗教与伦理学百科全书》，

1910，Vol. 3，p. 588。 
[19] 

G.P.费希尔（G.P. Fisher），《基督教教义史》（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T&T Clark，1908，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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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不明白“弥赛亚”的含义，也不明白他的国度

的异象： 

基督徒基本上已经意识不到耶稣的弥赛亚身份。

因此，他们也基本上已经遗失了弥赛亚异象。希

腊语“Christos”的意思是“受膏者”，而且它就

是希伯来语“Mashiach”——弥赛亚——的字面

翻译……那些想到或讲到基督的基督徒几乎忘记

了它的闪语词（Messiah）以及这个名称所传递的

概念；事实上，他们忘记了耶稣从根本上讲就是

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这个概念已经从他们的头

脑中溜走了。由于许多基督徒已经不清楚“基督”

一词原本的含义，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弥赛亚异

象，也就是说，他们失去了对神的未来的期盼，

失去了目标，不知道“什么事将要临到”世界，不

知道现在这历史时代的结局是什么。[20] 

“天堂”不是耶稣向他的跟从者所应许的，尽管今日

的基督徒总说它是： 

威廉·斯特劳森是一位系统神学和宗教哲学教授，

他做了一个详细的研究，名为《耶稣与未来的生命》，

其中有23页内容都是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中的“天”（heaven）一词的查考。他总结道： 

对观福音书中即使有用到“天”这个词的经文，

其用法也很难与现代用法相似。现代信徒自然而

然地就讲到“去天堂”，但记载我们主的生命与教

导的福音书却没有这样讲。相反，它们强调的

                                                        
[20] 

莱弗·吉勒特，由休·斯肯菲尔德引述，《神的政治》，

pp.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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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上的”事物会降临到人这里。还有，

我们现代人讲到与神同在的生命时，说的是“在

天堂的”生命，但这也不是福音书讲论这一话题

的方式。特别是，福音书没有暗示，耶稣向他的众门徒

确保过，此生之后，一定有“天堂”。[21] 

“天/天堂”是信徒未来的居所［这一概念］没有

出现在圣徒保罗的思想中，这反而引人注目。基

督的再次降临总是被说成从天而来，这一点，从

保罗最早的书信（帖前 1:10）到他最晚的书信

（腓 3:20），一直都没有变过……有可能他理所

当然地认为，信徒会在地上的弥赛亚国度中拥有

他们的一席之地，因此他觉得没必要提它。[22] 

耶稣所想的不是一个平淡乏味的、纯粹在天堂的

来世，相反地，他本人将它描述为一种在这个地

球上的、在他自己的土地上的事物状态——当然，

地球是一个被改变了的地球。[23] 

众使徒去世之后，原始基督教的犹太教成分被挤了出

去，而新的外邦宗教融了进来，这时，一场灾难就发生了： 

要创造“基督教”这一宗教，就必然需要从摩西、

众先知和耶稣的教导中退出来，而这一退，越来

越变成一种溃败……正如一位新教基督徒所写的：

“很快地，神所拣选的伟大子民［犹太人］在天

                                                        
[21] 

p. 38。 
[22] 

“天/天堂”（Heaven），《使徒教会词典》，Vol. I，p. 

531。 
[23] 

W.鲍赛特（W. Bousset），《耶稣》（Jesus），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1906，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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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会中就最没有发言权。这对教会本身来说是

个灾难。它意味着教会总体上没能理解旧约，而

且希伯来思想被取代，希腊思想和罗马思想反过来开始

主宰教会的观念。从那场灾难中，教会从未恢复过来，

无论是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如果我们今

日要开启另一个伟大的传道时代，那我们就再一

次需要犹太人……基督教其实是一个犹太教和异

教的结合体。作为这种结合体，它是一种败坏，

且这败坏的影响之深远，就如同古代以色列人将

他们的宗教与迦南众异教混合时背叛神的情形。

因此，如今需要的不是犹太人接纳正统基督教，

而是基督徒——如果他们确实想要成为以色列民，

成为神的子民——审查并净化他们的信仰，然后

重新抓住他们与犹太人的基本共同点，即弥赛亚

异象。”[24] 

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否认耶稣赞同犹太信仰？ 

因为我们许多人的思想都深受哲学看待事物的方

式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倾向于认为，耶稣否定了

犹太教关于超自然启示和专有特权的信仰。但是，

我们是否有权利去假设他懂得犹太信仰的错谬？

它是错谬的吗？我们又是否有权利去假设，因为

一个非犹太的、以哲学思维模式为基础的普救说

（universalism）符合20世纪的我们的喜好，所以

它就必然是绝对真理和神的旨意？毫无疑问，我

们必须找一些证据来证实这些假设。但福音书里

没有证据……，而且他的众门徒坚定地相信犹太

                                                        
[24] 

H.J.斯肯菲尔德，《神的政治》，pp. 98，99，引自卡

农·高治，《犹太教与基督教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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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绝对价值，并且在他复活前、复活后，他们

的态度都一样。[25] 

整个基督教体系——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因

为将圣经与外来的希腊概念相混合而受到破坏： 

我们的观点是，依据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而对圣经

神学所做的重新阐释，不但在数个世纪中广泛流

传，而且处处都对基督教信仰的本质造成毁灭性

影响……总是有犹太人谋求与外邦世界和解，结

果导致犹太教为这一切走向死亡。也有基督徒从

一开始就谋求于此……天主教神学和新教神学都没有

以圣经的神学为基础。两者都是被希腊思想所支配的基

督教神学。[26] 

圣经时代之后发展起来的教会受到诺斯底主义成分的

毒害： 

谁能坚称，教会曾战胜过诺斯底主义的两性信条

（doctrine of the two natures）或华伦提努派的幻

影说（Valentinian Docetism）？甚至后来那些以

错综复杂的、如今已几乎令人无法理解的定义来

讨论基督论问题的教会公会议，也没能做到这一

点；而这恰恰是教会没能统一的原因所在。[27] 

                                                        
[25] 

H.D.汉米尔顿，《神的子民》，Vol. I，p. 260。 
[26] 

N.H.斯奈司（N.H. Snaith），《旧约的独特思想》（The 

Distinctive Ideas of the Old Testament），London：Epworth Press，

1955，pp. 187，188。 
[27] 

库尔特·鲁道夫（Kurt Rudolph），《知识：诺斯底主义的

本质与历史》（Gnosis: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Gnosticism），Har-

per and Row，1983，p.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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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教徒宣称圣经是他们的权威，但是他们事实上

已经接受了一个受希腊思想影响的、抛弃了圣经的基督教： 

新约的思想模式与我们惯用的大部分基督教思想

模式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一反差的原因事

实上在于，在这一方面，历史上的基督教思想用的是希

腊思想，而不是希伯来思想——这和它在其他方面所做

的一样。尽管它自称建立在圣经之上，但实际上，

它已彻底放弃了许多圣经思维框架，转而接受了相应

的希腊思维框架。[28] 

教会说一套做一套： 

在实践中，教会通常没有将它的基督论［对耶稣

是谁的理解］单单建立在新约见证的基础上（不

管它在理论上是怎么宣称的）。[29] 

从第2世纪起，基督教的一种新形式开始取代圣经的

信仰： 

发展起来的这种外邦基督教在接近第1世纪末时

就开始成形，但它与耶稣或第一代信仰没有什么

关系。它是发展出来取代原信仰的一个新宗教。[30] 

“神的国”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性表述，是耶稣的核心

主题，但在教会和学术圈里，它都被扭曲了： 

                                                        
[28] 

H.E.福斯迪克（H.E. Fosdick），《圣经导读》（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the Bible），Harper Bros.，1938，p. 93。 
[29] 

莫里斯·怀尔斯（Maurice Wiles），《重塑基督教教义》

（The Remaking of Christian Doctrine），London：SCM Press，1974，

pp. 54，55。 
[30] 

唐·库比特，《关于基督的辩论》，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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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终导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神的国来说，它必

定带着被耶路撒冷当权者视为危险的政治含义。

然而，虽然听起来或许令人震惊，但不管是在教

会，还是在学术圈，神的国都没有被赋予其起源

和后果都必然含带的政治性意义。学术辩论基本上

无视神的国明显的政治层面的东西。[31] 

一些当代传道人自信地宣告，耶稣的教导其实并非

信仰的本质核心。从他们的话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基

督教神学的各种弊象： 

现今很多人认为基督教的精髓是耶稣的教导，但

事实并非如此。阅读一下使徒保罗的信件，也就

是占据新约大部分内容的信件，你就会看到，其

中几乎没有任何讲说耶稣的教导的东西。新约其

余内容从头至尾都极少提到耶稣的教导，此外，

在使徒信经，即信的人最多的基督教信经中，耶

稣的教导也没有被提到。耶稣的楷模形象同样没

有被提到。被提到的，只有耶稣生命中的两个日

子——他的诞生之日，他的死亡之日。基督教不以

耶稣的教导为中心，而是以耶稣此人为中心，他是

道成肉身的神（Incarnate God），来到世界，将我

们的罪过背负在他身上，并且代替我们死亡。[32] 

                                                        
[31] 

R.大卫·凯勒（R. David Kaylor），《先知耶稣：他的地

上神国的异象》（Jesus the Prophet: His Vision of the Kingdom on 

Earth），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1994，p. 70。 
[32] 

D.J.肯尼迪（D.J. Kennedy），“我如何知道耶稣是神”

（How I Know Jesus Is God），《转变的真理》（Truths that Trans-

form），198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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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话语是对新约的灾难性错解。路

加写的新约内容和保罗一样多（如果希伯来书不算到保罗

身上的话，路加写的更多）。虽然信经令人遗憾地没有关

注耶稣的教导，但是保罗和耶稣传同一个福音：“对于保

罗来说，神的道并非主要讲耶稣的故事，而是耶稣通过他

的使者的口所发出的救赎呼吁。”[33]保罗向我们指出，要

效法耶稣，正如他效法耶稣，而且他还警告，要我们不要

背离耶稣的话（林前 11:1；提前 6:3）。耶稣的教导反复

强调，要信并听从他的教导，因为这两样行动被看作救恩

的基础（太 7:24-27；可 8:38；约 12:44-50）。使徒约翰

告诫教会，要抵挡任何“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人，

因为他认出这种倾向是出自敌基督的灵（约二 7-9）。注

释家们也描述了约翰如此强烈谴责的错误教导。第1世纪

拥护错误教导的人试图做的事就是，“把有关生命的救赎的

话与历史上的基督分离，并寻求别的途径跟从神”。[34]我们

必须持守耶稣的教训和话语，以防止任何理论把它们移出

信仰的核心。显然，在当代某些形式的传道工作中，保罗

被扭曲了，耶稣被拒绝了。因此，我们需要回到耶稣所传

的那个福音上。 

                                                        
[33] 

J.F.凯（J.F. Kay），“神学席间漫谈：神话还是陈述？”

（Theological Table-Talk: Myth or Narrative?），《今日神学》

（Theology Today）（48），1991，p. 330。 
[34] 

H.R.麦金托什（H.R. Mackintosh），《关于耶稣基督的位

格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T & T 

Clark，1912，p. 121，强调部分为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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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名为“福音是什么”的小册子广为流传。[35]它

不但没有提到神的国，而且还宣称，耶稣“来做三天之

工”，“他来主要不是传福音……，而是他来才有福音可

传”。我们很难将这些话与耶稣的宣告视为一致，因为耶

稣宣告，他奉差遣为的就是传神国的福音（路 4:43；可 

1:38）。 

基督教若不牢牢扎根于历史上的耶稣里，它最终就可

能成为另一个信仰，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我

们要求人们“接受基督”，却不告诉他们历史上的基督的

福音信息，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基督”不只是一个

抽象的符号呢？那么用乔恩·索布里诺的话来说，真正的

问题就是： 

这个灵是耶稣的灵呢，还是某种模糊的、抽象的、

体现自然“宗教”人的渴望与憧憬的灵？如果是

后者，那么它不仅不同于耶稣的灵，而且事实上

对立于耶稣的灵。[36] 

教会信众应当因基督教的历史而产生警觉。由于许多

人反对以理性方式对待信仰，所以他们就选择对那些影响

他们与神的关系的重要问题不闻不问。当神学家们思考教

会在这千百年期间的景况时，他们常常显露出一种不同寻

常的、背离历史上的耶稣的态度。R.D.凯勒（R.D. Kaylor）

写道： 

                                                        
[35] 

由葛培理福音布道协会（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

ation）出版，1980。 
[36] 

《十字路口的基督论》，p.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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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信仰没有以历史上的耶稣为中心。使徒信经表

明此话不假，因为它从“由童女马利亚而生”直

接来到“在本丢彼拉多手中被钉十字架”。信经

的删略暗示出，耶稣在这两件事期间的年岁和活

动对信仰其实无足轻重……只说死亡和复活发生

了，这不管在神学上，还是在伦理上，都是不够

的。罗马人处死，但神又复活了的耶稣是谁，这

个问题不仅对历史学家至关重要，对神学家和信

徒也一样。赋予基督教信仰存在之理由，并赋予

它改变个人社会生活之大能的，不只是属灵上的

一位基督，更是耶稣这个历史人物。[37] 

如果被宣称为救主的耶稣没有扎根于新约所记载的历

史人物的话，那么谁知道被人所接纳的耶稣会是哪一种耶

稣呢？我清楚地知道，撒但能够很好地利用人类宗教精神

的弱点，展示出一个只是从表面上像圣经的耶稣的耶稣。

然而，这个假冒者是最不易被察觉的。撒但的策略是竭力

将耶稣与他自己的教导分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

福音以最清楚的形式阐明了这些教导）。因此，“耶稣”

有可能只是一个宗教象征，是一个能治疗世界和个人疾病

的精神万灵丹。而那位犹太人耶稣，那位讲末世论的耶稣，

那位传讲公义的社会会来到地上的传道人耶稣，就可能变

得声名狼藉，无人问津。甚至对于那些吃着缺乏新约希伯

来成分的饭食成长起来的教会信众来说，他在福音教导中

的再次出现，会让他们觉得奇怪，不想接受。 

                                                        
[37] 

R.大卫·凯勒，《先知耶稣：他的地上神国的异象》，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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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受骗的最保险的策略就是，恢复神国的福音在所

有传道工作中的核心位置。这会帮我们断绝以我们自己的

头脑编造出一个耶稣的倾向。[38]它还会保护信徒，让他们

不至于受一位著名神学家下面这夸张言辞的影响。他说：

“关于历史上的耶稣，所能说的，属于‘按肉体说的基督’

的范畴。然而那个基督不是我们所关心的。耶稣心里想什

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39]用温和点儿的话来说，

这种倾向困扰着许多神学思想流派，尤其是那个将耶稣的

教导贬低成只给犹太人的布道，并且将他的伦理教导应用

到未来千禧年上的流派。 

                                                        
[38] 

一神普救论（Unitarian Universalist）神学似乎已经落入圣经

所警告的陷阱之中（约二 7-9）。一份关于一神普救论耶稣观的小

册子说：“要描述历史的耶稣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他的描述还是有

很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想象历史的耶稣……

关于人物的事实，我们必须接受的重要的一面，不是历史的耶稣，

而是存在于我们当代文化中的、有关耶稣的概念……我们给耶稣这

个人物身上所倾注的完美思想来自于人类的头脑、人类的想象以及

道德愿望。我发觉，我们相信这一点，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激动的

事情……我支持一个越来越好的耶稣——一个诞生自人类的进取心

的耶稣”〔J.G.麦金农（J.G. Mackinnon）〕。 
[39] 

R.布尔特曼（R. Bultmann），“关于基督论的问题”

（Zur Frage der Christologie），《信仰与理解》（Glauben und Ver-

stehen），由G.R.比斯利-默里引述，“福音书中的神的国与基督论”

（The Kingdom of God and Christology in the Gospels），《拿撒

勒的耶稣：为主为基督》（Jesus of Nazareth: Lord and Christ），J.B.

格林（J.B. Green）和M.特纳（M. Turner）编，Grand Rapids：

Eerdmans，1994，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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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 

基督论是研究耶稣的身份的学科，所以，它有充足的

理由让神学家一直都对它目不转睛。当耶稣问彼得“你们

说我是谁？”（太 16:15）的时候，彼得如实地回答，他

是弥赛亚。这个回答被报以最高的赞扬。耶稣说到，这个

问题的正确答案只有通过神的启示才能获得。一个人若认

出耶稣是弥赛亚，他就抓住了基督教的奥秘所在，也为拥

有神的国开启了道路（太 16:19）。若他按照其他身份，

而不是按照弥赛亚、神的儿子的身份来承认耶稣，他就没

有抓住基督教信仰的要旨。约翰也重复了他的主的意思，

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弥赛亚的

吗？”（约一 2:22）[40] 

教会想要将关于耶稣是谁的伟大真理载入信经的声明

之中，这无可厚非。然而，要是那些声明曲解了众使徒的

记载，那该如何是好呢？还有，卡农·高治说过，当“希

伯来思想被取代，希腊思想和罗马思想开始主宰教会”时，

就发生了“一场灾难，而且教会从未从其中恢复过来，无

论是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41]要是卡农·高治

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有可能不得

不承认，“正统”把耶稣定义为“子神”（God the Son），

是个错误之举。今日，各路影响力强大的人物都力劝我们

                                                        
[40] 

J.W.C.万德（J.W.C. Wand）的译文，《新约书信：附序

言意译本》（The New Testament Letters: Prefaced and Paraphras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41] 

H.J.斯肯菲尔德引述，《神的政治》，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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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圣经关于神的信条。所有人都承认，希伯来思想

体系是不屈不挠的一神论，那么在希伯来思想体系中，一

个“三位格存于一体”的神体（Godhead）真的有可能吗？

很多人都开始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汉斯·昆讲到三位一体

论，认为它是“学院论文建构起来的、非圣经的、高度抽

象的猜测”，是“希腊哲学对原始基督教福音信息的希腊

化”，是“许多基督徒真心担忧的事，也是令那些试图在

这种表达式中找到对独一之神的纯粹信仰的犹太人和穆斯

林望而却步的东西，而且他们如此反应，是有正当理由

的”。[42]教会是否有勇气再次去查看圣经关于神的信条呢？ 

当然，圣经确实教导，耶稣反映出他的父的形像，神

在耶稣里说话，耶稣向我们宣告父。但是它同样清楚地教

导（这一点常常被忽略），惟独父是“独一之神”，是

“独一的真神”（约 5:44；17:3）。因此，耶稣不可能在

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是独一的真神。惟独耶稣的父是圣经一

神论的独一之神。当圣经后神学家们开始篡改基本的一神

论，也就是耶稣受其熏陶而长大，并在方方面面都支持的

一神论时，一场灾难的确发生了。[43] 

在将耶稣描述为神、子的时候，圣经后时期所谓的

“教父”把非圣经的、非弥赛亚的术语强加在救赎剧目的

主角身上。他们假定出一个两位一体的神（后来成为三位

                                                        
[42] 

《犹太教一神论与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Jewish Monothe-

ism and Christian Trinitarian Doctrine），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

1981，p. 40。 
[43] 

见马可福音12章28节以及其后各节经文中的例子。耶稣支

持其犹太同胞的犹太一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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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从而创造出一个非圣经的难题，然后再耗费数个

世纪去找出非圣经的解决之法。那个“解决之法”然后又

被强加给教会，违令者就被逐出教会。在宗教改革时期，

不支持官方教义的人就被监禁或被处死。 

断言耶稣是神，这一做法损毁了使徒的教导，即他是

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如果他是弥赛亚，那么他必定符合

众先知预先给出的对弥赛亚的描述。但是，关于一个永恒

的存在，与独一的父神截然不同，在作神的同时又变成人，

旧约一字未说。而关于第二个摩西，大卫的后裔，通过超

自然的成胎而兴起，它则讲得一清二楚（申 18:15，18；

徒 3:22；7:37）。此外，关于一个反映出神的威严的人，

一个与他的父神完全合一地行事的人（约 10:30），一个

展现出独一之神的灵的人，圣经书页中满满地全是。所应

许的那个人就是弥赛亚，神的儿子，神的羔羊，忠信之人

的大祭司，就是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王。 

当人们明白，历史上的耶稣是神所拣选的王，是以色

列的盼望，是外邦人的光时，历史上的那个他就会被重新

发现。那个耶稣就不会屈从于那些属于抽象的希腊形而上

学的称号。用耶稣本人和众使徒都不知晓的术语来描述耶

稣，不但没必要，而且误导人。 

马太描述了耶稣的“产生”（genesis）（太 1:18）。

路加同样追溯了弥赛亚作为神的儿子的“开端”

（origin），他是超自然地被怀上的（路 1:35）。路加对

“子从亘古就存在”一无所知。此外，一位天使作为神的

见证者出现，见证耶稣将要作王，将要再次拥有，且永远

拥有他先祖大卫的王位。圣经里到处都有经文预言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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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会得以恢复。当神关于弥赛亚和他的国度的这些信息被

认真对待并被相信的时候，回归新约基督教的工作就开始

了。 

“去弥赛亚化的”基督教不但苍白无力，而且自相矛

盾。相比之下，新约的未来观既能苏醒人心，也能鼓舞人

心，因为它带着无法被抑制的盼望：基督回来，在地上统

治。它会让我们了解耶稣的心意。到那时，教会就会重新

拥有那个将教会统一起来且属于教会的事业。神国的福音

将再次被人所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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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颂赞弥赛亚 

有迹象表明，神学已经发觉四分五裂之教会的非弥赛

亚福音里存在错误，它的非犹太的耶稣里也存在错误。一

位来自澳大利亚的作家申诉到，福音这个词“被理解得太狭

隘，太个人化，被应用得太主观了”。他指出，早期基督教

福音的主题包括“主全面胜过世界，因此他会以王的身份进

行统治，同时以此开启一个新时代。福音背后的推动力是旧

约的末世论，因此它的目标正是万物恢复原状”。[1]令人欣

慰的是，许多学者现在开始和约翰尼斯·韦斯一样，承认： 

耶稣所思想的神的国从来都不是某种主观的、内

在的，或精神上的事物，它一直都是客观的弥赛

亚国度，这个国度总是被描述为一个人要进入的

领土，或是他会拥有其中一份的土地，或是从天

而降的宝贝。[2] 

只有当基督徒理解了圣经对未来弥赛亚的到来的那种

欢喜快乐时，横亘在新旧两约的希伯来弥赛亚思想和传统

的“在遥远天际的”死后生命观之间的鸿沟，才能够弥合。 

                                                        
[1] 

W.J.邓布雷尔，“福音的内容以及该内容对基督教团契的意

义”（The Content of the Gospel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at Content 

for the Christian Community），《改革宗神学评论》（40），1981，

pp. 33，35，39。 
[2] 

约翰尼斯·韦斯，《耶稣宣讲神的国》，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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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反希伯来哲学的入侵，神对未来的计划不但被颠

倒错乱，而且变得晦涩难解；然而，借助当代学术的精良

工具，按着常识重新阅读圣经文献，就足以重申真正的基

督教未来观。重点一定要完全放在圣经事实上，即弥赛亚

从未开始在他的国度里进行统治。他的确是被升高到父的

右边的主。但他也的确没有在他自己的国度里登基为王。

早期基督徒将“他在荣耀里作王”与“他在他国度的大能

里再次降临地上”关联在一起。可悲的是，千禧年片段被

与其上下文割裂开来，并与核心的基督教盼望失去关联，

因此常常被用来反驳圣经计划。一旦人们明白，死人在复

活之前都是死的，他们就会看到，基督已经作为弥赛亚与

其圣徒一同统治的信念其实是海市蜃楼，而且错误的末世

论就建立在这个幻觉之上。 

要重新抓住真正的基督教盼望，最佳做法是我们与天

军天使共唱他们的新歌，赞美基督。因为神的福音信息体

现在基督的启示里，而他们的话正是对福音信息的总结：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启 5:9，10）。 

在神的计划实现时，在弥赛亚得胜时，天上的成员会

因此而再次欢腾：“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

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启 11:17）。然后，又

有赞美的声音：“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

王了”（启 19:6）。所应许的弥赛亚统治必定开始于历史

的最高潮，而且不管在圣经文献的什么地方，那个高潮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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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置于基督回来之时。若是缺少了那个高潮的话，神的整

个福音信息都会沦为童话。 

年老的使徒保罗留给世界的遗言，是一句对基督教福

音信息的庄严宣告：“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

人的基督耶稣面前，为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作见证（I at-

test both to His coming and His Kingdom）”（提后 4:1）。

然后他教导提摩太：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

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

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

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

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后 4:2-4） 

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呼召，要向复活了的耶稣和即将

到来的神圣事件清楚地给出自己的回应。呼召人悔改并受

洗，就是呼召他们向王和他即将到来的国度做出回应。他

受委任进行统治，是设计出那个拯救我们的神圣计划的总

设计师下了命令的。我们应该欢迎福音信息，它是人类最

后的，也是惟一的盼望。我们接受福音，就意味着我们与

我们的创造主和好，意味着我们不再受世界的欺骗。如果

我们在罪中茫然又无助，那么请记得，羔羊已经为我们的

罪被杀献祭了。赎金已经交了。死罪可免，我们可以获得

自由。 

众使徒清晰又急切的呼吁，无论是对于他们那时代的

人，还是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

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

管理（administer）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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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凭据。”保罗向希腊人说话，用的是最纯正的犹太-

基督教弥赛亚思想的表述。他的引文取自欢欣喜气的诗篇

96篇，那篇诗篇是在庆祝未来神的国的到来，庆祝它在神

的代理人弥赛亚耶稣的手中，为这个世界带来健全的政权。

耶稣用同样的用词宣告神的国，然后他也差派他的教会去

完成这件任务，直到那伟大的日子到来。若各处的基督徒

都相信，耶稣的福音信息仍然是福音，那么他们就会统一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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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神国福音的各种新约名称 

在以下列举出来的表达中，我们首先给出的是福音的

“主定义”，然后是整个新约中福音的对等名称。圣经里

的所有传道工作，都是耶稣所传的关于神的国的传道工作。

所有得救的邀请，都不是邀请人“去天堂”，而是邀请他

们承受神的国。跟从耶稣，是要我们使用他的术语，而不是

我们的术语。像耶稣那样讲话（当然，这允许把他的话翻

译成我们的母语！），意味着我们既要像他以前那样思考，

也要像他现在那样思考。 

如果我们把“神国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King-

dom）、“福音”（the Gospel）与“传讲”（preaching）

或“宣讲”（proclaiming）这几个条目结合起来，那么就

有约325处经文都提及神国的福音。“相信”新约，意思

就是相信“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徒 8:12）。接

下来的那节经文（徒 8:13）说，西门“信了”，也就是说

他相信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的名。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含

义（在西门的例子中，他的信没有持续下去）。 

使徒行传28章24节说，有些人相信了神国的福音（23

节），有些人不信。因此，新约中的相信，就是相信神的

国和耶稣。 

神的国是一把钥匙，能打开耶稣的教导的奥秘，能让

我们认识神为我们自己、为整个人类、为这个地球的未来

所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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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母定义”（parent definition）来自耶稣自己，

他是福音的模范阐述人（来 2:3）。耶稣是神国福音最早

的信使（施洗约翰做的是简要介绍，太 3:2）。福音有其

明确的定义。它首要的、基本的名称出现了18次： 

 

神国的福音（the Gospel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太 3:2；4:17，23；24:14；9:35；路 4:43；8:1；9:2，6，

11，60；10:9；16:16；徒 8:12；19:8；20:25；28:23，31） 

 

各种各样可以互相替换的用词描述同一个神国的福音： 

=天国道理（the word about the Kingdom） 

（太 13:19；参看提后 4:1，2；启 1:9） 

=神的福音（the Gospel of God） 

〔可 1:14（=“相信神的国”，15节）；罗 1:1；15:16；

林后 11:7；帖前 2:2，8，9〕 

=福音（the Gospel） 

（太 11:5；可 13:10；14:9；16:15；路 3:18；4:18；

7:22；9:6；+80次） 

=这天国的福音（this Gospel about the Kingdom） 

（太 24:14） 

=这福音（this Gospel）（太 26:13） 

=神恩惠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grace of God）（徒 20:24） 

=传讲神国的福音（proclaim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徒 20:25） 

=传神的旨意（declaring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徒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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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福音（the Gospel of salvation） 

（弗 1:13；罗 1:16） 

=耶稣基督的福音（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可 1:1） 

=基督的福音（the Gospel of Christ）（林后 9:13） 

=基督荣耀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glory of Christ） 

（林后 4:4） 

=可称颂之神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blessed God） 

（提前 1:11） 

=福音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弗 6:19；参看罗 16:25） 

=你的（神的）道〔your (God’s) word(s)〕 

（约 17:6；17:8：“领受道”） 

=神的道（the word of God）（37次） 

=他的道（his word）（多 1:3；约一 2:5） 

=道（the word）（46次） 

=真实的道理（或译“真理的道”）（the word of truth） 

（林后 6:7；弗 1:13；西 1:5；提后 2:15；雅 1:18） 

=真道（或译“真理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提前 2:4；提后 2:25；3:7；多 1:1；来 10:26） 

=真理（the truth）（50次） 

=奉耶稣的名所传的悔改、赦罪的道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in Jesus’ name） 

（路 24:47） 

=主的道（the word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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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8:25；12:24；13:44，48，49；15:35，36；16:32；

19:10；19:20；帖前 1:8；4:15；帖后 3:1；彼前 1:25） 

=福音的道（the word of the Gospel）（徒 15:7） 

=我们的福音（our Gospel） 

（帖前 1:5；帖后 2:14；林后 4:3） 

=我们主耶稣的福音（the Gospel of our Lord Jesus） 

（帖后 1:8） 

=他恩惠的道（the word of his grace） 

（徒 14:3；20:32） 

=恩典和真理（grace and truth）（约 1:14，17） 

=十字架的道理（the word of the cross）（林前 1:18） 

=神的话（the words of God） 

（约 3:34；8:47；启 17:17；19:9） 

=永生之道（直译“关于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的话

语”） 

（the words of the life of the coming age） 

（约 6:68） 

=我的（耶稣的）话（或译“我的道”） 

〔my (Jesus’) word〕 

（约 5:24；8:31，37，43，51，52；14:23，24；15:20；

启 3:8） 

=我的（耶稣的）话（或译“我的道”） 

〔my (Jesus’) words〕 

（太 24:35；可 8:38；13:31；路 6:47；9:26；21:33；约 

5:47；14:10，24；15:7） 

=我的教导（my teaching）（约 7:16；提后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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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话（these words of mine）（太 7:24，26） 

=我的话（my sayings）（约 12:47，48） 

=我的（保罗的）福音〔my (Paul’s) Gospel〕 

（罗 16:25） 

=我的（保罗的）话〔my (Paul’s) words〕（徒 26:25） 

=我的（保罗的）话语〔my (Paul’s) message〕 

（林前 2:4） 

=我（保罗）讲的道〔my (Paul’s) preaching〕 

（林前 2:4） 

=天国的奥秘（或译“神国的奥秘”） 

〔the mystery(ies) of the Kingdom of God〕 

（太 13:11；可 4:11；路 8:10） 

=所宣讲的耶稣基督（the preaching of Jesus Christ） 

（罗 16:25） 

=基督的奥秘（the mystery of Christ） 

（西 4:3；弗 3:4；西 1:27） 

=奥秘（the mystery）（罗 16:25；弗 1:9） 

=福音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弗 6:19） 

=真道的奥秘（或译“信仰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the faith） 

（提前 3:9） 

=敬虔的奥秘（the mystery of godliness）（提前 3:16） 

=生命的道（the word of life）（腓 2:16；约一 1:1） 

=神的奥秘（the mystery of God）（启 10:7） 

=信主的道（或译“信心的信息”）（the word of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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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10:8） 

=所传神的道（the word of God's message）（帖前 2:13） 

 =基督的道（the word of Christ） 

（徒 10:36；罗 10:17；西 3:16） 

=神长存的道（the abiding word of God）（彼前 1:23） 

 =所栽种的神的道（the implanted word of God） 

（雅 1:21） 

=我们所传的〔our report （“the word of hearing”）〕 

（约 12:38；罗 10:16） 

=信（the faith）（32次） 

=救恩之道（the word of this salvation）（徒 13:26） 

=这救恩（this salvation）（彼前 1:10） 

=神这救恩（this salvation of God）（徒 28:28） 

=我们同得的救恩（our common salvation）（犹 1:3） 

=一次交付圣徒的信仰 

（the faith once and for all delivered to the saints） 

（犹 1:3） 

=表明真理（the manifestation of truth）（林后 4:2） 

=和好的道理（the word of reconciliation）（林后 5:19） 

=圣灵的宝剑（the sword of the spirit）（弗 6:17） 

=公义的道理（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来 5:13） 

=忍耐的道（the word of my perseverance）（启 3:10） 

 =他们所见证的道（the word of their testimony） 

（启 12:11） 

=为耶稣所作的见证（the testimony of Jesus） 

（启 1:2，9；12:17；19: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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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福音（the Gospel about the coming 

age）（启 14:6）[1] 

福音中神的国被舍去的证据，请参阅新斯科菲尔德串

珠圣经启示录14章6节的注释，以及《昂格尔圣经词典》

的“福音”（Gospel）词条。

                                                        
[1]
 “永远的福音”（Eternal Gospel）是误译。福音不是永远

的；它是关于即将到来的神国时代的好消息。在希腊语中，

“aionios”的意思是“与即将到来的时代相关的”（to do with the 

coming age）。“aionios福音（the aionios Gospel）在基督教语言中

不是‘永远的福音’（everlasting Gospel），而是‘关于神国时代的

福音’”（奈杰尔·特纳，博士，《基督教用词》）。因此，在很

多经文中，“永远的”（“eternal”或“everlasting”）都等于“千

禧年的”（millennial）或者“与即将到来的神国时代相关的”

（having to do with the age to come of the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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