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本書的構思成形於一個陽光

斑駁的日子，當我和父親一起坐在

我們房子（位居哥倫比亞省加利亞

諾島）的院子裡，檢閱他即將發表

的新書《保羅神學：基督論》。乾

爽的天氣帶著微風。水浪拍打著我

們下方的岩石。那時有船隻穿梭時

揚帆的振盪聲，甲板下海豹覓食的

噴氣聲，還不時聽到附近的孩子從

鞦韆跳下的歡呼嘻笑聲。在這一切

之中，當我們一起校閱時，我父親

散發著熱情與投入。那些內容完美

並嚴謹地表達了，保羅對拿撒勒人

耶穌、神的兒子、主、和基督這個

人的認識，以及與祂的關係。在我

們一起工作的那個下午，我發現我

父親和保羅多麼同樣地深愛耶穌。

並再次的，當我和父親一同以保羅

的視角來讀它時，有些東西從知識

變成理解，從理解變成智慧，從頭

腦上的知道變成關係上的認識。保

羅和父親再次吸引我對耶穌有更深

入的認識和更深刻的愛。

在那個夏日我心中暗自期盼，

我們所讀的《保羅神學：基督論》

的那些總結篇章，有一天能在更多

的教會中廣傳，它將會像父親另一

本有關保羅和聖靈的小書（《認識

保羅的聖靈觀》）一樣，給人帶來

許多的生命和喜樂。現在成書了！

對於那些想要深入認識基督、和祂

一生與他們自己生命的關係，並定

意要活出祂樣式的信徒，這本書是

另一份禮物。此外，這可能是我父

親在他漫長事業中所寫的最後一本

書。因著這個緣故，並因為這個題

材對我的生命、工作、和我的學生

都有深刻的轉化影響，我義不容辭

並心存感恩地寫這個前言。

我們在篇幅較長的《保羅神

學：基督論》和現在這本書中看

到，兩千年前當大數的掃羅帶著捆

綁大馬士革基督徒的死令時，遇

見他的主。當這位猶太學者、法

利賽人、宗教狂熱者遇見了主——

耶和華神自己，以基督復活的身

體，伴隨著眩目的大光，並聖靈醫

治的大能——他先前對神和世界關

係的所有理解，無疑都永遠地被翻

轉並重新定位。神所體現的恩典、

慈愛、公義，都在祂愛子的啟示中

完全自我彰顯，而這個被釘十字架

的愛，將大數的掃羅改變為主耶穌

基督的使徒保羅。神在基督裡的恩

典，那重整世界次序的終極目的

（telos），或目標，如今重整保羅
的世界，改變了他的身分，並為了

神的名呼召一群以外邦人為主的新

子民。他對神的委身，以及他對神

從起初創造到新造旨意的認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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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傳講三位一體的教義—— 一位聖
靈、一位主耶穌、一位神（就是萬

有的父）。

這許多年來，保羅成了我父親

的好友，他也經歷了我們復活主的

大愛和恩典，並蒙召為祂作見證。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父親就把他的

朋友保羅介紹給我。在我青少年早

期的時候，我認為保羅粗魯、難以

捉摸、有時有點驕傲——例如，他

叫帖撒羅尼迦的教會要效法他。

在我讀初中的時候，一天晚上我向

父親坦承，我不太喜歡保羅。那天

晚上，他陪我坐在他地下室的書房

裡，並要我說出心中對保羅話語的

感受。他也與我分享了一些保羅的

觀點。他告訴我這些教會的歷史和

保羅與他們的關係。在我們談話的

過程中，我看到我的矛盾顯出我那

渺小的、律法主義的福音信仰，和

因著抱怨而有的羞愧心。

然而，我父親的提問，也顯

出了我內心的渴望，想要有保羅那

種對神無懼的愛，和他因被神所愛

而有的喜樂。我在父親身上也看到

那種無懼的愛，我在那時領會到，

父親對耶穌的認識與愛，正如他對

保羅的認識與愛。此外，我父親以

共鳴、感恩、尊敬的心認識並愛保

羅。最重要的是，他信任保羅對神

的經歷。若我那時以為保羅遙不可

及、有時不容置疑的聖潔，我父親

卻不這麼看他。我父親幫助我明

白，保羅呼籲帖撒羅尼迦信徒效法

他，是根植於對主和對彼此共同的

愛與信任。我開始思想保羅書信中

提名的那些人，他們聽到他話語的

感受，應該與我大不相同，因為他

們對他的了解比我更多。有些人，

像我一樣，認為他的話前後矛盾，

因為他們還沒有像我父親和其他人

那樣認識並信靠神——或保羅。但

是，保羅持續不斷傳講的信息是神

在愛子裡並藉著祂所賜下豐富和重

價的愛，和神的子民在聖靈引導下

所過無偽的生活；他的教導有時讓

我們所有人（不論信靠與否）體驗

到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更新。

接著的幾年，我父親持續邀

請我參與他和保羅的談話。在我更

深認識保羅之後，保羅變得親切多

了。保羅和我父親都深深地被神的

愛所感動，我也想要那樣認識神。

自從那晚在書房開始，當聖靈使我

在基督裡的靈命變得越來越豐盛，

也越來越具挑戰性時，保羅和他的

教會對我變得更加真實，我的好

奇心也隨之增強。保羅將耶穌的故

事、和這些教會的故事嵌入舊約聖

經的故事與隱喻中，似乎把它視為

理所當然的，但我並不完全理解，

它們令我很感興趣。我像典型的高

中生，喜歡背後的八卦和內幕：保

羅在那些關係中表達（不論是假設

地或明示地）他牧者的關愛、擔

憂、沮喪、喜樂、警告、歡慶、責

備、和歡喜，是什麼造成的？在我

比較屬靈的時刻，我想更多理解神

與世界這個在被釘十字架的主裡面

啟示的宏偉故事的內容，並看它如

何彰顯在新約聖經的群體生活中，

使我更能看清這個故事如何展現在

我自己的生命和群體中。

我在新英格蘭讀高中的那幾

年，屬於一個在我們客廳聚會的家

庭教會。我們每週唱詩、分享、禱

告、同哭、同笑、用餐。我常看到

我父親因感受神在基督裡奇妙的大

愛而落淚，時常藉著分享保羅的一

封書信，充分地表達保羅對基督的

愛。然而，我父親也不只是在我們

家的客廳流淚而已。在那些聚會中

我聽到學生說，父親在課堂上講課

的時候也經常流淚。然後，在十一

月初的一個晚上，我做完事在回家

的途中，順道去神學院接我父親。

他的辦公室是全校唯一還亮著燈

的，我走進大樓去找他。辦公室的

門是開的，但我沒看見他在裡面。

然後我聽見一點哽咽的聲音。我走

到他的桌子旁邊，發現他坐在地上

流淚。「爸，你還好嗎？」他說：

「親愛的，我很好，」他吸吸鼻

子，起身，擤鼻涕。「我只是在

預備明天的課。福音總是使我感

動。」我看見在他桌上，攤著他對

保羅一封書信的希臘文綱要，是給

進階解經課程用的。這不一定是每

個人的靈修方式，我知道！但對我

父親而言，再次研讀保羅，沉浸於

神在基督裡、藉著聖靈傳揚的大好

消息，這是他經常的崇拜方式。其

實是我打擾了坐在地上、沉浸於

三一神愛中的他。

怪不得在接下來的冬季，我自

動去上課，和一大群我不認識的教

會會眾，聽我父親講解新約概論。

我個人對神的渴望和想要較多集體

讀經這兩方面都有長進。保羅對耶

穌完全委身的榜樣，始終在我面

前。我在高中最後一年，正是因為

福音，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必須在

我和朋友的關係上付出代價，我差

點走上岔路。我的父母最終以一種

十分符合保羅的方式呼喚我回家，

提醒我：我們的家是屬於彼此的，我

們需要彼此來成為我們命定的人，

若是沒有彼此——互相造就，並以

信任和無條件的愛彼此扶持——我

們無法成為我們被命定的人。

到我去讀大學的時候，我父親

的朋友保羅已經是我的老朋友了。

在保羅書信中，我聽見耶穌—— 和
我父親—— 呼召我進入更真實的福
音新關係中，我更加長成基督的身

量，不論是在個人還是群體方面。

奇妙的是，在我的婚禮中，我父

親用保羅的話勉勵饒柏（Robert）
和我，要我們共享生命並與三一真

神的合一，經由我父親和保羅的聲

音，我們倆聽見耶穌的聲音。幾個

月後，我剛從大學畢業，帶領一群

比我年長許多的婦女，研讀保羅寫

給腓立比教會的書信；我希望我自

己的聲音也回應他們的聲音。我們

在我們的弟兄保羅所傳講的耶穌轉

化的大能之下，一起經歷人生的困

難，那個經歷建立起一種新的信

任：領受他所提供在聖靈裡的生

命，叫我們的天父得著稱頌；看到

保羅不只經歷痛苦和困難，並且明

白那是與基督聯合之實際的一部

分；並與保羅一同看見，基督將祂

自己與我們和我們的痛苦連結，要

使我們的生命最終能夠有一個不同

的、榮耀的結果。

長大成人之後，能夠繼續與

父親同行，能夠一窺他的學術著

作，能夠見證轉化的大能顯在我們

每個人和群體的生命、以及我們周

圍數不盡的個人和群體生命裡，實

在是一種喜樂和殊榮。我父親為哥

林多前書撰寫註釋的稿件，自然成

為我閱讀、禱告、默想的素材，為

我在加州的教會團契學習在聖靈裡

的生活注入了真知灼見。我記得，

當我父親在寫他的腓立比書註釋的

時候，我們也有類似的談話，那本

書對於他的教會和他在維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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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nt College）的群體生活都
有很大的影響。正是因為對於他的

學術工作和教會生活彼此關係的這

種深切認識，使得他和我的母親投

入了愛心的勞苦工作，為那些在他

們生命和群體生活中需要保羅智

慧的弟兄姊妹，花時間把近千頁

的《保羅神學：聖靈論》（God’s 
Empowering Presence；麥種翻譯出
版）改寫成《認識保羅的聖靈觀》

（Paul, the Spirit, and the People of 
God）—— 一本較薄的、適合更多
人、同樣題材的書。

當我自己在後來十年攻讀系統

神學博士的時候，我不斷地回頭閱

讀這些經文，以及我父親對保羅書

信—— 那些在特殊景況下、在真實
的時間、寫給真實教會的教導—— 
的反思。我所讀的系統神學，通常

是想把對神的信仰歸納成一個連貫

的整體。但是我們在保羅的書信中

找不到這種神學。他並不是以系統

性來思想耶穌基督這個人和祂的事

工、或聖靈、或三位一體的關係；

儘管所有這些都已經是預設，並以

相當清晰的方式浮現，尤其是在他

的禱告中。確切地說，保羅的書信

是出於他與神的新子民之間某些特

定的關係。他所說的都是針對這些

教會獨特的關注，是出於他們由於

聖靈而成為神兒女的身分，以及福

音對他們群體關係的影響，和他們

當下在更廣的文化背景中活出神未

來國度的生命。當我開始教授大學

部並帶領學生領袖之時，《認識保

羅的聖靈觀》是一個寶貴的幫助。

保羅教導他的新約群體在聖靈裡的

共同生命，這獨特的用心幫助我所

教的學生們，在自己的處境中來看

他們在聖靈裡的生命。一次又一

次，我感謝我的父母願意改寫我父

親的學術著作，使它成為適用於教

會的材料。藉著那本書，保羅對初

期教會的教導，在聖靈的大能下，

改變在二十一世紀的生命。

在加利亞諾島的那個午後，我

和父親一起檢閱他的《保羅神學：

基督論》；從那時開始，我的生命

也有同樣的改變。教會是神的新子

民，得救脫離罪惡和死亡，得救成

為神不朽的兒女，有更新的生命，

將要治理一個新的創造；從保羅

的書信中，我們聽見他對教會的反

思、挑戰、歡喜、難過、指責、鼓

勵、祝福、並呼召。保羅這麼作，

是因為他遇見了這世界的新亞當，

那位從死人中首先復生的，他們因

著那使人復活之兒子名分的靈，與

基督同為後嗣，祂將要完成他們榮

耀的、永恆的生命。我們與保羅一

同得知，耶穌基督這個人，是三一

真神自我彰顯的生命和旨意。以保

羅的話來說，那些旨意是在創世以

先就已經立定，並前進直達它們在

基督裡的高峰，如今還要持續推

進，達到它們在基督裡最終的、無

可攔阻的起點，直到祂的再來。

有許多作品討論過保羅的救

恩論，但那些研究經常忽略了保羅

對拿撒勒人耶穌、神兒子的認識與

愛。保羅並未將基督這個人與祂

的工作分開。系統神學也許嘗試要

這麼做，但卻沒有考慮到，其實人

就意味著工作，反之亦然。基督這

個人和祂的工作，都牢牢地深植於

以色列的歷史中。耶穌的稱謂主

（Kyrios）是來自希臘文舊約聖經
的用語（即《和合本》的「耶和

華」）；保羅將耶穌描述為以色列

的彌賽亞，或受膏者（基督）。然

而保羅也領會到，藉著以色列歷史

在基督耶穌裡達到的高潮，神已經

開啟了整個宇宙未來的故事。

那天下午與父親同讀《保羅

神學：基督論》，我特別對於耶穌

的人性有新的理解。令我吃驚的

是，保羅和保羅的朋友（我父親）

把基督的人性視為理所當然的。有

時候，我們神學為了強調基督的神

性，會忽略了祂的人性，以致忘了

基督是復活的新亞當，這並不是一

個隱喻，而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是

我們現代和未來人類生命的盼望之

所繫。對於保羅來說，那完全沒有

一點隱喻的意思。若是保羅並未特

別強調耶穌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那

是因為他認為那個生命的人性部分

本是理所當然的。耶穌真實的人性

並不在他的意料之外，令他驚奇

的，是耶穌藉著聖靈的大能、存心

而無罪地順服天父。我與父親一起

工作的時候問他，「為什麼保羅不

多提醒我們，有關耶穌在世上順服

聖靈的生活？」我父親揶揄地反問

我，「他有必要這麼作嗎？」保羅

基督論的激進之處，不在於他強調

耶穌的人性，而在於把耶穌與神等

同：神成了肉身在我們當中，但不

用那個地位來利己（因此順服聖靈

而活），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且復

活，現在被高舉且作王，並且將神

從聖靈所生的兒女一同帶入他們末

世新生命的初階。

從此之後，這樣閱讀《保羅

神學：基督論》而重新認識耶穌的

人性，全面影響了我對基督信仰的

認識，和我的學術著作與教學。我

早期依賴《認識保羅的聖靈觀》，

教導和帶領學生學習在聖靈裡的生

命；同樣的，我也開始依賴這本書

來教導和帶領學生，認識耶穌復活

與升天的人性，並從那裡賜給我們

自己更新生命的應許。對於教會來

說，耶穌恆久的、榮耀的人性是何

等的好消息。然而，《保羅神學：

基督論》若沒有一本薄一點、易讀

的版本，很多人仍然讀不到。我許

多年來一直希望，該書的內容可以

供更多教會使用，就像我父母把

《保羅神學：聖靈論》的內容摘錄

成《認識保羅的聖靈觀》一樣。我

很高興這本《使徒保羅所傳的主耶

穌》終於實現了這個願望。

這些年來，讓我最快樂的事

情之一，就是遇見其他被我父親關

於保羅的著作和教導所改變的人。

「他對耶穌、天父、和聖靈的愛，

改變了我的人生。」「這個人一生

委身和執著傳講的三一真神的生命

與愛，吸引了我。」「我原先並不

了解在聖靈裡的生命，直到我聽到

透過他發出的呼召。」學術界同

行、教會的弟兄姊妹、學生、神學

生時常告訴我這些事—— 有些是關
於保羅的，有些是關於我父親的。

我父親一生常與保羅為伍—— 這位
在如雲彩之見證人中的朋友、他的

兄弟、知己、同享聖徒相通之產業

的人。保羅一再地帶領我的父親，

到他們共同的主和長兄面前，使他

們都被改變成為祂的形狀。保羅因

著遇見了神聖的基督而脫離了律法

主義，這偉大的經歷與他回應那個

關係與呼召的服事，不斷地吸引我

父親—— 並經由他吸引我和其他許
多人—— 進入更深的關係，並改變
成為我們升天的長兄和主的形狀。

若這是我父親最後的作品，還有什

麼比這更好的結局呢？



哥林多前書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Revised Edition) 

「費依給了我們一本註釋書應有的典範。即使有人可能會有異議，但沒有任何

人—— 一般信徒、牧者、學者、或神學生——會對費依這本書感到失望。」
——《福音派神學學會期刊》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一本詳盡而完整的註釋書，提供了審慎的評論和有用的資料。⋯⋯它值得被

評為最好的哥林多前書註釋之一。」

——狄瑟頓（Anthony C. Thiselton）
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這是一本極出色的註釋書。依循福音派學術最優良的傳統，費依寫了這個世

代中對哥林多前書最詳盡的英文註釋書。」

——《聖經文學期刊》（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寫作註釋書應有的典範。⋯⋯大力推薦。」

——《聖書館》（Bibliotheca Sacra） 
 
「哥林多前書的這本權威註釋顯然是最佳著作之一。」

——《聖靈與生命》（Spirit & Life）

「五旬節派新約聖經大師的偉大鉅著。」

——華勒斯（Daniel B. Wallace）
達拉斯神學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戈登．費依   Gordon D. Fee

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博士，先
後任教於數所大學或神學院，包括戈登—康威爾神學

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維真學
院（Regent College），自1990至2013年，擔任「新
國際新約聖經註釋」（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總編輯。除本書外，尚著有
《腓立比書註釋》、《教牧書信簡釋》、《保羅神

學：聖靈論》、《保羅神學：基督論》（皆由麥種傳

道會出版或翻譯出版中）等重要著作。

費依具有出類拔萃的專業能力，集文本鑑別學家、解

經家、作家、重要註釋的總編輯於一身，他也是福

音派首屈一指的保羅詮釋者，雖然他成長並一生事奉

於五旬節派的教會——在二十世紀有幸見證了神的靈

在我們當中的工作。他被推崇為二十世紀後半最偉

大的新約聖經學者之一，於2014年在聖地牙哥（San 
Diego）舉行的聖經文學學會年會中，五旬節研究學會
特別向他致敬。

費依的《哥林多前書》註釋的初版（新國際新約聖經註釋系列〔NICNT〕）發行於1987年。它立即成了對這本新約聖經書卷最重要的註
釋書之一。其中的論述和實用性充分地滿足了學者、牧者、和平信徒的需要。儘管年代已久，它在二十一世紀仍是一本重要的註釋書。因

此，2014年出版的這本修訂版，是所有對哥林多前書感興趣的讀者們拭目以待的。
 
修訂版是根據改進更新的2011年《新國際版》聖經（NIV），並納入在過去二十五年來對哥林多前書的許多學術研究。費依也去除了「章
和節」的說法——那不存在於保羅所處的第一世紀——把「要找的經節」改為放在括弧裡。

 
費依為哥林多前書提供了易懂的解說，清楚地描述了保羅論點的意義和它們在神學上重大的相關性。書中較偏學術性的層次——包含費依自

己與其他註釋者之間的大量互動——是寫在註腳的部分裡。

初版榮獲福音派基督徒出版協會(ECPA)1988年金書獎
修訂版獲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2014年最佳書籍

作者◆戈登˙費依（Gordon D. Fee）
譯者◆陳志文    
總校訂◆潘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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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譯自司布真的兩篇作品：

《司布真講章大綱》（Spurgeon’s 
Sermon Notes）26篇，與《大
都會會幕講壇》（Met ropo l i t an 
Tabernacle Pulpit），卷44，#2596；
兩者都是基於列王紀下二章14節的
經文，後者於1883年6月24日主日
晚崇拜傳講。讀者可以比較參考，

揣摩這位講道王子如何準備講章大

綱，以及這大綱在講台上實際傳講

時的情景。

******

「他用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

外衣打水，說：『耶和華以利

亞的神在哪裡呢？』」——王

下二14

我們最渴慕的對象應該是神，

耶和華，以利亞的神。萬物在祂裡

面生長茁壯。沒有祂、我們就衰退

和死亡。那些將要進入任何聖潔工

作的人，應當尋求那與他們前輩同

在的神。神何等仁慈！祂是以利亞

的神，也是以利沙的神！祂也將與

我們同在，因為「這神永永遠遠為

我們的神，祂必作我們引路的、直

到死時」（詩四十八14）。
當我們面臨重大困難時，只有

神的名可以救助。除了耶和華以利

亞的神之外，約旦河的水怎能被分

開呢？

以利沙先尋求神，並問「祂在

哪裡呢？」以利亞已經不在了，他

沒有去找他，而是尋找他的神。

他用以利亞的舊外衣，而不

是發明什麼新東西；他想要從同一

位神得幫助，他甘願穿上前輩的外

衣。真理並非什麼新鮮事。

我們仍然不需要過去的古物，

不需要時下的新玩意，也不需要未

來的奇事；我們只渴望三位一體

的神，聖父、聖子、聖靈，我們就

會看到和以利亞時代一樣的神蹟。

「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憑著對

同一位神的信心，那件舊外衣就可

以把水左右分開。這個能力來自它

固有的源頭。

一．問題成為禱告。彷彿他在

呼求——「哦神啊，祢昔日與以利

亞同在，求你今日也與我同在！」

到今天我們唯一的需要還是以利亞

的神。

1. 那保守他忠心的神，在我們
因信守真理而被孤立之時，也必保

守我們堅定不移（林前一8）。
2. 那垂聽他禱告的神，也必將

義人所發大有功效的禱告賜給我們

（雅五16）。
3. 那在基立溪和撒勒法、並在

曠野中供應他的神，也必供應我們

所有的需要（詩二十三1）。
4. 那使他能叫死人復活的神，

也必使我們能叫人從他們罪的死亡

中復活（王上十七22）。
5.  那降火回應的神，必將生

命、精力、和熱情放置在我們心

中。（王上十八38）
6.  那賜他食物、使他能走很

遠的路的神，也必餵養我們來奔走

天路，並保守我們直到路終（王上

十九8）。
7.  那賜他勇氣來面對君王的

神，也必使我們非常剛強，不懼怕

人（王上二十一20）。
8.  那為先知分開約旦河水的

神，必在我們將要渡河進入迦南地

時幫助我們（王下二8）。
9.那用火車火馬接走他的神，

也將差祂一營的天使來接我們進入

榮耀。

二．問題得到回答。以利亞

的神並沒有死，也不打盹，也不遠

行。

1. 祂仍在天上看顧祂為自己所

預備的那些人。他們也許躲在山洞

裡，但神知道他們是屬祂的。

2. 祂仍然心憐求告，賜福給乾
旱之地。

3. 祂仍舊能夠保守我們忠心，
使我們在不信的世代中不屈膝膜拜

巴力。

4. 祂仍在靜默中微小的聲音。
祂向敬虔的心輕聲低語：祂藉著平

靜和剛強的靈完成祂的旨意。

5. 祂仍然作王掌權，懲罰壓迫
者（王上二十一18∼19），保守祂自
己的僕人（王下一10），並確保有下
一代接續的忠僕（王上十九16）。

6. 祂將要來報仇。難道你沒聽
過祂的火馬車嗎？祂將要帶走祂的

子民，但你們這些不信之人，糟糕

了！到那日你們將要懊悔——自己

曾經鄙視地喊叫：「以利亞的神在

哪裡呢？」

哦，願我們都如此專注，能感

受神的同在！

哦，願我們都如此委身，能領

受神的恩惠！

哦，願我們都有神的同在，能

有祂的大能束腰！·
哦，願我們都能活出這個信

念，使我們不用再問這個問題！

******

「他用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

外衣打水，說：『耶和華以利

亞的神在哪裡呢？』打水之

後，水也左右分開，以利沙就

過來了。」（王下二14）

我們靈魂最大的渴慕對象就

是我們的神。我們愛祂的家；那是

獻上禱告的地方，應該是我們深愛

的；但倘若神自己不在那裡，那麼

神家中的庭院就變得枯燥乏味。我

們的問題不在於「祂的庭院在哪

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
Where is the Lord God of Elijah?

作者：司布真（C. H. Spurgeon）     譯者：汪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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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而應該是「耶和華自己在哪

裡？」弟兄們，我們都極其熱愛神

話語的職事，它對我們的靈命是無

比寶貴的；我們被它所召而進入屬

靈的生命，我們的生命被它餵養而

茁壯；但是，若神自己不在那話語

之中，那麼它對我們有何益處呢？

我們的靈命必須在聖靈的管理之

下，不然它們將要昏暗和死亡。

當我們讀一本好書、或獨自

靈修、或進到神的家中聚會之時，

我們首先要問的是：「以利亞的神

在哪裡呢？」——因為，我們若不

在這些事物中尋找神，那我們得著

什麼呢？什麼都沒有。或者說我們

只得到糟糠，而沒有得著那珍貴無

比的實粒。哦，但願我們在禱告時

始終堅持，不停止禱告，直到我們

在其中找到那位賜禱告的神！但願

我們在唱詩時感覺並沒有真正讚美

神，直到我們在我們的詩歌中找到

祂，並在每一個音節中都歌頌祂的

屬性。哦，要親近神，有時真的是

要費心力的！我們都預備好高喊詩

句——

「我將就近祢——排除

萬難來到祢面前。」

「我將打破銅門，我將越過

高牆，但我必要來到我的永生神面

前。哦，我何時才能來到並站立在

神面前呢？」但願我們始終保有

這種心態，這是我們不停的吶喊：

「以利亞的神——我們必須擁有

祂；沒有祂，我們無法生存；沒有

祂，我們無法強壯；沒有祂，我們

無法喜樂。我們無法想像在天堂裡

沒有祂；沒有神的天堂，對我們來

說毫無意義。『除你以外，在天上

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

沒有所愛慕的。』」

我們首要和至終的目標是尋

找神。在我們接手一個未知的新工

作或新任務時，這個重要的真理尤

其至關緊要。例如，以利沙曾經倒

水在以利亞手上（王上三11，《和
合本》小字），做他的隨從；但以

利亞被旋風帶走昇天去了，以利沙

現在要代替以利亞成為以色列的先

知。一個重大的責任落在他的肩

上。他現在要做一件幾乎沒有任何

其他（婦人所生的）人曾做過的

事；他要接續一位似乎無可取代

的人；他要成為那位烈火先知——

神人以利亞——的繼承者。你說：

「可是他有以利亞的外衣啊。」是

的，他有他的外衣，那是有意義

的。若我可以觸摸任何偉大的遺

物，我會想要有以利亞的外衣。以

利沙得到它；但是以利亞的外衣有

什麼用，除非他也得到以利亞的

神？雖然他蒙召得到那件外衣，用

它來打水，把水分開，但他知道他

的能力必須從何而來，故此，他的

禱告、他的呼求是，「這裡有先知

的外衣；但是耶和華，以利亞的神

在哪裡呢？」若他有以利亞的神，

那麼外衣才有意義；否則，若沒有

神，就算他穿上外衣，對他而言就

像一件著火的衣服、無法合身。眾

人會看見他穿了以利亞的外衣，但

他們會問：「以利亞的能力在哪

呢？」

現在，親愛的弟兄們，你將

要接續一位屬神的人。你有他的外

衣；眾人已經揀選你，所以你已經

正式地接手，你並非未蒙呼召而服

事。無疑，你是適合接替一位已經

睡了的人；但不要只滿足於接手這

份事工。無論你的前輩交託什麼工

作給你，不要只安於有那份工作；

最重要的，你要有他的神。如果你

有他的神，就算你沒有他的外衣，

你仍然會做得好。就算你和你的前

輩性格不同——正如以利沙和以利

亞一樣——只要你把你的信心建立

在你前輩所信的那位之上，你也會

做得好。而你們這些姐妹們，當你

們要負責一門課程、或一些主內的

特別事工時，前任服事的姐妹是一

位德高望重的女士；她的過世是教

會的重大損失，你也覺得自己無法

擔當重任。其實你不必擔心，只要

你有她的神；若你能用單純的信心

倚靠祂，你就不會有絲毫懼怕。若

你和她擁有同一位神，對祂有同等

的信心，那麼即使你們服事的方式

不同，你也會給神帶來榮耀，成為

你身邊眾人的祝福。所有正要進入

一條未曾走過之路的年輕人，我要

鼓勵你對自己說：「我父親的神在

哪裡呢？親愛的父親已經去世，我

現在想要哭喊：『我父啊，我父

啊，以色列的戰車馬兵啊！』但我

現在必須接續他。哦，願我也有同

樣的聖靈臨到我，有同一位神來救

助我！那麼我就會做得好。」所

以，親愛的朋友，以利沙的這個提

問，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當你將

進入新的領域服事時，最重要的就

是：「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

當你面臨極大困難時，這個問

題也是最適合的。在以利沙面前，

約旦河水勢磅礴，是一條水深且急

的河流；他要怎麼渡過呢？他拿了

之前以利亞渡河時曾擊打河水的那

件外衣，用它打水，高喊：「以利

亞的神在哪裡呢？」水馬上就左右

分開，先知就渡過了。我親愛的朋

友，你是否面臨一個很大的困難？

自己無法克服？你是否擔憂？若這

是一個需要挪去的困難，最快捷

的解決方法，就是把它帶到神的面

前。若這不是一個需要挪去的困

難，那麼你到神面前求告也是對

的。因為儘管祂不會將它挪去，但

起碼會給你恩典，讓你能用其它方

式榮耀祂。每當我們面臨困惑和試

煉時，我們能做最好的事情，就是

把問題帶到神面前。當一個教會面

臨困難，不知該怎麼作、如何抉擇

之時，這時它的會眾要問：「以利

亞的神在哪裡呢？」當一個基督徒

面臨重大困難，那並不是他咎由自

取，而是世事難料使他陷入困境；

他該怎麼辦呢？啊，尋求他的神，

看看神會怎麼做；他也應該哭喊：

「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我不認

為任何真正信靠神的人會不知所

措。因為沒有任何困境會是出乎至

高神的意料、不在祂的掌控之中、

並長期持續下去。我們所有的問

題，祂都有解決方案；我們所有的

疑問，祂都有答案。祂可以使我們

的苦難成為祝福。在祂凡事都能，

祂的名是耶和華、偉大的我是、全

足全豐的神。

因此，我們從以利沙的提問學

到：當我們開始一個新的工作、或

面臨重大困難時，我們尤其需要求

告神。

我已經介紹了經文本身，現

在我要再提兩點。首先，這個問題

變成了禱告：「以利亞的神在哪裡

呢？」雖然我們讀起來好像是一個

問題，但好好解讀就看得出來，它

無疑是一個禱告、一個祈求：「耶

和華，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其

次，若我們有時間，我們可以談談

「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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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解答。

1. 那麼，首先，我們來思想這
個問題變成了禱告這點，並且讓我

們自己在默想「以利亞的神在哪裡

呢？」這句話時禱告。

首先，它表示，當國內所有

人都背棄了神的時候，祂保守以利

亞忠心。以利亞甚至還可以有點誇

張地說：「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

還要尋索我的命。」那專橫的皇后

西頓人耶洗別，完全掌控了亞哈，

她建造亞舍拉女神的廟，儘管有很

多邪惡和淫亂的敬拜儀式，卻很快

就在各地推行，與此同時還有敬拜

巴力。只剩下極少數忠心的人還在

事奉至高神；但他們通常都躲在貧

窮的鄉下，並且被殘忍和崇拜偶像

的耶洗別逼迫、戕害、追殺。但至

少有一個人是亞哈和耶洗別動不了

的——那人曾是亞哈的教師，在王

面前為耶和華神說話的先知，他獨

自一人站在那裡，大聲說：「那降

火顯應的神，就是神。」當神降火

下來之時，他對民眾說：「拿住巴

力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脫。」那個

人，當他身處巨浪之中，堅立如

石，不為所動，也無法動搖；因為

他一生經常是堅定不移的。

我們當今需要的就是這樣的

人。你看整個世界的局勢動盪不

安，人們不斷地尋求新鮮事物。這

種對新花樣的渴求、已造成對敬拜

神的排斥。你說：「沒有啊！」我

說：「有！」今日，他們崇拜許多

的神、許多的主，一些新出現的神

明，是我們父輩從沒聽過的；但是

耶和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的神——卻很少人知道。人們已經

竭盡所能地摒棄祂；取而代之的是

他們所推崇的那些無用的神：一個

沒有公義的神、名字不具任何意義

的神，不像我們在舊約聖經故事中

讀到耶和華名字的意義。當今我們

需要這樣的人，他們會說：「我們

不需要敬拜新的神。舊約聖經的

神，也是新約聖經的神——這位神

永遠是我們的神，祂就是我們一生

的指引。」你知道他們如何藐視耶

和華。他們不要祂；最起碼，他們

不要祂作王。神的權柄是到處受人

取笑和貶低的事。然而，親愛的弟

兄姊妹們，耶和華作王。祂坐在洪

水之上。祂永遠作王掌權；不論別

人如何，我們都要稱頌祂的名。

當今，我們也需要能在各個

真理上站立得穩的人——不只在教

義上、也在實踐上。我們需要你們

這些年輕人，在你的行業中正直、

誠實，當你身邊有很多人為了圖利

而作各樣敗壞的事。我們需要你們

這些年輕人，在職場上承認自己相

信基督、為祂堅守信仰，當你周遭

的同事都不守安息日、甚至完全不

敬拜神。你問：「我們怎能蒙保守

堅信不移呢？」答案就是，「耶和

華，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

因為那保守他的，必能保守我們。

這樣我們就會有一萬個人，像諾克

斯（John Knox）在蘇格蘭那樣——
絕不離棄真理的人——那些內心知

道祂大能的人，那些活出被神聖靈

分別為聖的人，因此，那些人是

「堅固、不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

工。」我們若不尋求以利亞的神，

就找不到那樣的人，所以讓我們都

一起尋求祂。

接著，「以利亞的神在哪裡

呢？」這個問題，讓我想到以利亞

大有能力的禱告。這位以利亞有著

和我們一樣的性情；然而神賜他禱

告的秘訣，使他用手將天鎖住；等

到時機成熟，他上到迦密山，將臉

伏在兩膝之中向神呼求，直到天空

再度烏雲密佈、降下大雨。而這個

人在獨自禱告之時，有孩童般的真

摯。他是一個可以向神求任何東西

的人，就像我們之前的路德。你們

當中不是有人說，「我也希望我的

禱告能像他的一樣有力！我怎麼得

到呢？」啊，他從哪裡得來的——

當然是從他的神。以利亞的神可以

幫助你也能像他一樣的禱告；神若

願意，祂也會像應允他一樣的應允

你。對你來說，可能和下不下雨完

全無關，但也許是同等重要、是可

以改變人心的事，是可以給他們帶

來靈糧、得到聖靈福分和甘露的

事。把你自己帶到你的神面前；用

剛強勇敢的信心倚靠祂。安歇在祂

的應許之上，並直接向賜下這些恩

惠的神禱告，那麼你就會得著你想

要的福分。你們和我都時常上山下

海地繞圈子轉而錯過了福分。最好

就是直跑奔向目標。讓我們都以單

純的信心，直接來到神的面前求

告，那我們就不用再問：「以利亞

的神在哪裡呢？」因為我們就會證

實祂仍然垂聽我們的禱告，一如過

去在先知的日子。

第三點要提出的是：正如神

在基立溪和撒勒法供應以利亞一

樣，祂也照樣能供應我們。我想我

聽見你說：「我只剩一點麵，只有

一點油了。『以利亞的神在哪裡

呢？』」啊，祂還是與祂的以利亞

同在，祂還是與所有的寡婦同在，

像祂照顧撒勒法的寡婦一樣。難道

你以為祂死了嗎？你是否曾想那位

偉大的供應者失敗了，神不再照顧

祂的子民了？哦，不要這麼想！若

你這麼想，你的不信將成為你的禍

害；它會使你的麵罈破損，使你的

油瓶碎裂。你若心懷二意，就不能

從神那裡得什麼；但你若堅信，

你會發現神的名字仍是耶和華以

勒——「耶和華必預備。」「祂未

嘗留下一點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

直的人。」神可以幫助我們對祂有

如此的信心，我們會看見以利亞的

神也供應我們每日所需，並餵養我

們直到再無所缺。哦，大家一起來

唱這首歌！讓我們在此刻一起高

歌——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祂既屬我，我也屬祂，

我夫復何求？」

「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我

在這段偉大的經文也看到，我所

渴慕的神，是那位經由以利亞使人

復活的神。哦，我曾多次在此要使

死人復活，也曾經做到！人可以藉

著神所託付的命令：「拉撒路！出

來」，也使許多拉撒路從他的墳墓

裡出來。而你們，我親愛的弟兄姊

妹，經由你溫柔、恩慈的教導，可

以使人脫離綑綁，使那些人能在日

常生活上或聖職上服事，就像人從

死裡復活一樣。但是還有很多死

人，我時常為他們禱告，也有其他

愛他們的人為他們代求；我們不停

地為他們懇求，到如今他們在靈裡

還是死的。他們還應該這樣繼續下

去嗎？他們還得一直躺在那裡，到

最後成為腐屍嗎？難道要指著他們

說「埋葬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嗎？神將會指著所有的死人這麼

說，因為在天上沒有死人。他們不

得在神眼前；他們不得在基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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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無法得見祂大能的榮耀，也得

不到祂平安和慈愛的榮耀居所。

哦，弟兄姊妹們，請為這些死人恆

切禱告，因為以利亞的神仍然可以

使他們復活！不要放棄任何人，別

忘了，即使拉撒路已經死了許久、

身體發臭了，他還可以復活。即便

有人惡貫滿盈、作惡多端，使人死

而復生的聖靈，仍然可以使他們復

活。哦，讓我們都看重這些已死的

靈魂！讓我們仍為他們禱告；讓我

們以真誠和恆心養成習慣；讓我們

不停地為他們向神代求，直到這些

死在罪裡的人能活在錫安。他們最

大的、唯一的盼望就在於，神仍在

祂的教會中使死人復活。

進一步說，我們渴慕的「以利

亞的神」是「降火顯應的神」。現

今在這個國家裡，我們也面臨和以

利亞當時同樣的處境。現代的巴力

祭司們到處叢生。羅馬諸神和各樣

的偶像再度充斥在這塊土地上；甚

至在我們教會當中，都有人把它們

視為敬拜的對象。拉蒂默（Hugh 
Latimer）點燃的燭火，從未熄滅，
在這裡暗暗燃燒著。而路德和加爾

文、我們的主和祂的使徒們所傳

講的——可稱頌之神古老的榮耀福

音，被視為老舊無用，丟棄一邊。

哦，以利亞的神將再度降火顯應！

我們需要聖靈的施洗使我們的靈命

重生，聖靈的澆灌使我們不只認識

神、並遵行祂的真理。哦，這樣我

們就能在這塊土地上，再次看見神

顯出祂大能的膀臂！當我想到神如

何面對法老，並一次又一次地用災

害向這心硬抵擋祂的人彰顯祂的大

能，我的心靈就不禁呼喊：「你是

否願意裂天而降，帶著鐵杖，擊碎

那些一直拒絕你恩典的人，將他們

如同窯匠的瓦器打碎？你的恩慈和

忍耐已經夠久了，人的罪行卻越

來越囂張。」我可以理解約拿的

心情——雖然我並不想陷入那種情

緒——他似乎認為尼尼微城應當因

它的大罪而遭毀滅。當今世界仍然

臥在魔鬼的腳下，被釘十字架的基

督已經被視為無所謂並受嘲弄。也

許倫敦比當初蠻族入侵之時還更遠

離神；人們在各方面都越來越糟，

越來越少有人看重敬虔和尋求至高

神。神啊，還要多久？「從你懷中

伸出右手」，像迦密山降下的火

焰，讓你的聖火照樣燃燒你的真教

會，我們就不用再問：「以利亞的

神在哪裡呢？」我們渴望祂，我們

在這末世更加渴望祂。

現在我們再回去看這句經文：

「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我很想

見見祂，認識那位給以利亞賜下奇

妙食物的神。他吃了那頓飲食後，

走了四十晝夜；我也很想飽餐那種

份量的食物！現在很多傳道人只用

一點點糧和水來服事，沒有什麼

實質能滿足或餵養會眾的靈命。但

是神一頓就餵飽了以利亞四十天的

食量；我親愛的朋友，你吃過那樣

的食物嗎？我有，當我讀某些書籍

（不是當下這些現代思想），它們

給我那樣的能量。給我一本現在乏

人問津的清教徒書卷，我的靈命就

能那樣飽足。你也試試看，看那個

靈糧是否不只可以支撐你四十天，

還能使你更強壯地走向神山，並更

有力地稱頌讚美祂直到永遠。哦，

但是，我們今日常被摻水稀釋的食

物餵養！願我們都高喊：「以利亞

的神在哪裡呢？」再次被神沒有差

別待遇的恩典教義餵養！哦，願我

們不斷地被教導：神的愛無起點，

神的愛從不改變，神的愛永不止

息！哦，聽到真正的代贖信息，真

的能除罪的信息；不像今天對代贖

的許多曖昧不明的論點，隨意根據

人的解釋而模糊不清！我們需要再

次得到永生的保障，認識與基督聯

合、在祂裡面的偉大真理，因此可

以在神面前坦然無懼，在至高神的

面前蒙悅納。求神重新賜給我們這

種靈糧！親愛的弟兄姊妹，要竭力

得著這個，直到你在其中得到飽

足。離開其它的餐桌，並說「『以

利亞的神在哪裡？』，哪裡可以吃

到這種真實的肉，喝真實的血？」

除了基督，不要以別的為滿足；除

了耶穌基督並祂的十字架，沒有別

的福音。願神如此滿足祂眾聖徒的

靈命，使他們能夠好好服事或吃得

了苦！當以利亞的神餵養我們那

個天糧——生命的糧、基督耶穌自

己——之時，我們就在堅忍和熱心

上大大得力。「主啊，求你更多賜

給我們這糧！」

還有，最後我要說，我們渴

望那用火車火馬接走以利亞的神。

我敢說，你們當中一定有很多人從

沒想過以這個方式去天家；如果我

可以在那種形式升天和死亡之間作

選擇的話，我想我寧可死。有些弟

兄期盼自己可以永遠不死，我從來

無法真心贊同那樣的人。為什麼不

想死呢？你若不死，你在永恆中會

是一個大輸家，因為你無法像那些

睡了的人一樣，在基督的死上充分

與祂相交，因而在墳墓裡與祂相

交。沒有什麼能比見到基督更大的

喜樂。能夠見到祂，與祂同在，是

我們靈魂最大的盼望；我不想錯失

在死亡中與祂的交通。死亡有什麼

可怕呢？有人說：「怕痛。」什麼

痛呢？「臨死的痛苦。」臨死沒有

痛苦，不應該有；只有活著才有痛

苦。死亡是最大的解脫。對於信徒

來說，死亡應該沒有感傷或歎息。

那麼，你在怕什麼呢？怕死？基督

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你必永遠不

死？你會離開這個世界往天父那裡

去，而且你多半不知道是什麼時

候。我個人有幾個朋友一直都很怕

死，我相信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將

死，因為他們都在身體還健朗的時

候，有一天晚上去睡覺，第二天早

上卻被發現已經蒙神寵召，「與主

永遠同在。」他們安祥的遺容顯示

沒有掙扎、甚至沒有一絲歎息或喘

息。他們閉上眼睛，夢想天家；當

他們醒來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真

的在那裡了。他們沒有經過什麼鐵

門、沒有涉過什麼冷溪；但他們到

了天家。有人會說：「哦，但我還

是怕死。」讓我告訴你一個也說過

同樣話的人。幾年前我到法國南部

去；我在那裡病得很厲害，獨自坐

在房間，因為所有的朋友都去吃中

飯了。我突然感覺必須到室外去；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但我還是走出

去了，坐在一個長椅上。然後有一

位可憐、蒼白、憔悴、肺癆末期的

女子來坐在我身邊，看著我說：

「司布真先生，我好幾年來一直讀

你的講章，我學會了信靠救主！我

知道我活不久了，但我一想到這事

就很難過，因為我真怕死。」我立

刻就明白我為什麼要走到那裡了，

我開始想要鼓勵她。我發現很難。

我們講了一會話之後，我對她說：

「那麼就是說，你想去天堂、可是

不想死？」她回答說：「對，就是

這樣。」「那麼你要怎麼去呢？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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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要坐火車火馬去嗎？」她顯然

之前沒想過這點，但她回答說：

「是的，哦，是的。」我說：「那

麼，假設它們現在就在這附近，燒

火的馬和炙熱的車在等著接你去天

堂，你覺得你準備好了要搭乘那種

馬車嗎？」她看著我，說：「不，

我想我不敢。」我說：「啊，我也

不敢；比起死亡，我更怕坐那樣的

火車。我不喜歡在火馬後面，我寧

可不要這種方式。」然後我對她

說：「讓我告訴你，你可能會面臨

的事。很有可能某一天晚上你去睡

覺，然後第二天你醒來就在天堂

了。」結果不久後真的就這樣發生

了；她的丈夫寫信告訴我，在我們

的談話不久之後，她就不再懼怕死

亡；她認為那是去天家最輕鬆的方

式，畢竟，比起坐火車火馬乘風昇

天要好多了。並且她將自己交在她

天父的手中，讓祂以自己的方式帶

她回天家；然後她過世了，就像我

預期的一樣，在睡夢中去世。

親愛的朋友們，我希望你們

在臨終之際、最大的渴望就是「以

利亞的神」與你們同在。若你們有

祂，就可以呼喊：「來吧，火車

火馬，我們不怕乘坐這種炙熱的馬

車，只要『以利亞的神』與我們同

在。」哦，不！或者它可能是「來

吧，安靜的內室；來吧，久病的床

榻；來吧，那個水輪在井口破爛、

我們終將離去的信息終於來到了；

來吧死亡，讓無盡的星空帶走我的

靈魂。」那麼，你就會甜美地感受

到「以利亞的神」與你同在，而你

不再懼怕。你們這些膽怯的人在臨

死前必然「英勇剛強」。那些最膽

小的聖徒到最後往往是最勇敢的。

我認識一些人平日毫無自信，他們

滿心焦慮和害怕；但他們將要過河

的時候，他們變成勇士中的勇士。

你記得班揚（Bunyan）先生筆下
那位失望先生的女兒驚恐小姐，她

口中唱著詩歌渡河！有一些屬神的

偉人在臨死之際，就像大水漫過頸

項；那是何等榮耀的事：他們能夠

站立得住，感到他們腳下的根基，

並知道那是好事，讓死亡盡其所

能，並同時高喊：「得勝了，得勝

了，得勝了，我靠著那愛我的，勝

過這一切！」但你若是軟弱、膽怯、

畏懼的，你可能會有不同的死法；

你可能會有一個甜美、寧靜、快樂、

有福的歷程。「以利亞的神」會與你

同在，而你最終會像祂一樣得勝。

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看，時間

過得很快，但我只能講了我主題的

第一部份；若是主願意，你必須下

次再回來聽第二個部分。

（編按：根據現有資料，沒有留下司布

真關於第二部分的講章，或許他根本沒

有講過。）

麥種聖經註釋
麥種聖經註釋旨在出版最高素質的聖經學術成就。無論是在聖經經文本身，還是在相關學術著作上，每位作者都表現出專業水平，每本註釋書都體現了作者廣泛的閱讀、以及仔細而成

熟的思考。整體來說，本系列的精神在於它的博採眾長，每位作者都從各種有幫助的來源搜集釋經的洞見，並將這些洞見融合到自己對聖經書卷的解釋中。本系列使用了聖經學術界最

近的創新方法，也希望在論調上達到和平共處的目的，以公平的眼光總結並評論有影響力的觀點，同時也捍衛自己的觀點。首先是要清楚說明聖經現有的經文。撰寫這些註釋書的學者

與最重要的當代爭議互動，卻避免深陷於不當的專業細節中。他們的理想是結合嚴謹的解經與闡述，同時留意聖經神學與聖經在當代的適切性，卻不將註釋書與講章混為一談。

舊 約 部 分 新 約 部 分

創世記
The Book of Genesis
維克托．漢密爾頓 Victor P. Hamilton 

出埃及記
Exodus
亞歷山大  T. Desmond Alexander  

利未記
Leviticus
木內伸嘉  Nobuyoshi Kiuchi

士師記
The Book of Judges
韋伯   Barry Webb 

路得記
The Book of Ruth
哈伯德 Robert L. Hubbard Jr. 

撒母耳記
1 & 2 Samuel
弗斯 David G. Firth

馬太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卡森  D. A. Carson

路加福音 Luke
博克 Darrell L. Bock 

約翰福音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卡森  D. A. Carson

使徒行傳 Acts
博克 Darrell L. Bock

羅馬書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
穆爾 Douglas Moo 

哥林多前書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費依 Gordon D. Fee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格思里 George H. Guthrie

約伯記
The Book of Job
夏德黎 John E. Hartley 

詩篇
Psalms
范甘麥倫  Willem A. VanGemeren

箴言
The Book of Proverbs
華爾基 Bruce K. Waltke

傳道書
Ecclesiastes
巴肖羅繆  Craig G. Bartholomew

以賽亞書
The Book of Isaiah
歐思沃 John N. Oswalt

以西結書
The book of Ezekiel
布洛克  Daniel I. Block

加拉太書 Galatians
穆爾 Douglas Moo

以弗所書
The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歐白恩  Peter O’Brien

腓立比書
The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韓森 G. Walter Hansen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The Letters to the Colossians 
and to Philemon
穆爾 Douglas J. Moo

帖撒羅尼迦書信
1–2 Thessalonians
韋瑪  Jeffrey A. D. Weima

提摩太與提多書信
The Letters to Timothy & Titus
唐書禮 Philip Towner

希伯來書
The Letter to the Hebrews
歐白恩  Peter O’Brien

雅各書 James
麥卡尼 Dan G. McCartney 

彼得前書 1 Peter
喬布斯 Karen H. Jobes

約翰書信 1-3 John
亞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啟示錄 The Book of Revelation
饒柏 ˙孟恩思 Robert Mounce

新約引用舊約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畢爾、卡森（編）
G. K. Beale & D. A. Carson (ed.)

主耶穌的畫像
Jesus according to Scripture
博克  Daniel I. Block

主耶穌的比喻
Stories with Intents
斯諾德格拉斯 Klyne R. Snodgrass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上

上

上

下

下

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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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大選期間，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有一天早上醒
來，發現他的房子被漆成藍色（那

是英國保守黨、或稱托利黨〔Tory 
Party〕的顏色）。

在他那天晚上的講道中，司

布真說：「眾所週知，我不是托利

派的，所以我可以輕易地除掉那層

漆；也許那些把它漆上去的人，等

他們高興的時候會把它刮下來。」

在我們國家，紅色州與藍色州

的衝突今天要一決勝負。但我們要

小心，不要再次惡意地把司布真漆

成藍色或紅色。

司布真是民主黨的嗎？

在一篇標題為〈司布真：政

治理念偏自由派的牧者如何成為保

守派基督徒典範〉的文章中，梅里

特（Jonathan Merritt）引用聶特斯
（Tom Nettles）的話說：「司布真
基本上是一位政治左派者」，並總

結說：「不難想像，司布真會反

對今日許多保守派基督徒的政治立

場。」

梅里特這麼說是有道理的。

司布真說：「我和很多人一樣是

自由派的。」他通常支持葛萊斯

頓（William Gladstone）首相的改
革政策，而非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

司布真反對迪斯雷利不擇手段

地對阿富汗動武，他也將軍事擴張

視為國家大罪。司布真相信少數族

群的的權利，甚至贊助（原是維琴

尼亞州的奴隸）強生（Thomas L. 
Johnson）的安全通行、教育、和他
一生致力的宣道事工。

司布真反對保守黨中的貴族菁

英，並於1880年大選期間在南倫敦
（South London）散發了許多政治
傳單，可以說是他一個人扭轉了選

情，變得有利於自由派。

司布真是共和黨的嗎？

但在某些議題上，這位在象堡

（Elephant & Castle）的著名牧師
看起來像是共和黨的。司布真支持

人類生命發展的每一個階段的生命

權（pro-life）。他嚴厲指責墮胎的
邪惡（他稱之為「殺嬰」）。他相

信神會賜福一個以基督教原則立國

的國家。他支持在公立學校裡讀聖

經，並不支持教會和政府的分離，

卻支持英國國教（Anglican Church）
和政府的分離，因為有些人主張英

國是神「所揀選的國家」，因此所

我的公民權
Πολίτευμα

本頁兩篇短文，皆由本刊義工汪文琦姐妹翻譯

我的公民權、我的憲章……
約翰‧牛頓（John Newton）著

我想，作為基督徒，我們在

這個世上，除了苦難，別無期盼；

除了在基督裡，別無平安。若我們

認為我們的服事可以免於鞭打、勞

苦、監牢、和死亡，那就不是福音

所應許我們的。

若我有智慧或影響力可以

安撫憤怒的人心，不論是輝格黨

（Whings）或拖利黨（Tories），
我會很樂意為他們效力；但我自己

既不是輝格派、也不是拖利派，而

是兩方的朋友。我是一個局外人，

也是一個天路客。

我 希 望 ， 我 的 公 民 權

（πολίτευμα）、我的憲章、我的
權利、我的財寶是在天上，那是我

心當繫之處。在幾週之內，我可能

（或許突然地）就會離世而進入那

未知的世界，在那裡，當今世上這

些紛紛擾擾的事，對我而言將不過

是過眼雲煙、陳跡往事。

那麼，我如何儆醒自守、如

何束腰昂首、如何點燈讀經、如何

在我的呼召上盡忠職守，對我是何

等重要的事！因為神呼召我，並不

是為了整治列國，而是為了傳揚福

音，宣揚祂聖名的榮耀，並努力拯

救靈魂。

這樣的僕人，當他的主再來的

時候，看到他這麼作，將會是何等

的快樂！

當死亡臨到、開啟永恆之門的

那刻，現在這些看似重要的事情，

都將如毫無根據的幻象一樣，顯得

無足輕重和虛幻不實。」

約翰．牛頓，〈一封有關政治辯論的

信〉，約翰．牛頓作品集，卷六（John 
Newton, ”A Letter on Political Debate”, 
The Works of John Newton, Volume 6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2015]），
594-595頁。

司布真會怎麼投票？
司布真中心

201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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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務員都必須通過「有神論」的

測試。司布真也贊同持有槍械，他

和朋友托勒（James Toller）在水灘
（Waterbeach）獵狐和雉。

米勒（Keith Miller）甚至主
張，司布真是一名「茶黨派的原

型」（proto-Tea Partier），他對外
交政策的觀點和蘭德•保羅（Rand 
Paul）的「不干涉主義」（non-
interventionism）十分相近。

維多利亞時代面對很多和我們

今天一樣的挑戰，就像中東的恐怖

主義，種族之間的對立，和一個強

權維護世界秩序的正當性；然而，

我們不能越過整個世紀和海洋，把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派」和

「保守派」劃一條線，來定義今日

的民主黨和共和黨。

把司布真從他十九世紀的語境

中抽離，而隨意地把他放置在我們

自己的處境裡，是絕不可能的——

更不用說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

司布真的「政治原則」

但是，若司布真的一生中有任

何的政治原則，可供我們今日選舉

參考，那應該是下述這些。

1.  司布真說過的「面對兩
惡，二者皆棄」（O f  t wo  ev i l s , 
choose neither），是與政治無關的。

你已看過很多人轉貼、轉發這

句「面對兩惡，二者皆棄」。這句

話和政治毫無關係。在這句話裡，

「兩惡」並非是兩個對立的政黨，

而是指異端邪說和缺乏慈善：

「親愛的朋友們，我們要遠

離邪惡的靈。我不知道我寧可要哪

個——是看到我親愛的主內弟兄落

入錯誤的教義，還是落入非基督徒

的理念。我寧願兩個都不要，我

想這是一個穩健的原則——面對兩

惡，二者皆棄」（《大都會會幕講

壇》52:315）。
2.  司布真相信，投票是神所

賦予的權利和義務。

「我們現在被召來行使有關自

由的權利和義務之一，我們絕對不

要忽視它。每一個敬畏神的人都應該

帶著如同禱告般的敬虔去投票。」

「若非這是與信仰問題有關，

我們就不會特別關注投票所的事

情。」（《劍與鏟》1874年三月:142）
3.  照著道德和屬靈原則來投

票，而不是跟隨哪個政黨。

司布真支持自由派的政治家葛

萊斯頓到一個地步，有人戲稱他們

是「兩位首相」。

但司布真並沒有跟隨任何人。

需要的時候，他也曾反對過葛萊斯

頓（例如1886年的自治法案）。
「不要將你自己依附於哪個政

黨精神。⋯⋯一個認信的基督徒不

值得為一個政黨而活。」

「外交的手段不就是一種欺騙

伎倆嗎？」（《大都會會幕講壇》

28:92）。

4.  憑著你「對神」的良心來
投票。

在1880年，有人批評司布真
說，他「從身為神的僕人、永生福

音的傳道者之崇高地位，降低到政

黨鬥爭的污穢競場中。」

司布真在回覆批評者的信中，

他總結了一段——不僅對他當時深

具意義，對我們今日也是如此：

「在神看來，我們可能是同

心合一的。你應該為了神而棄權不

投，而我應該為了神而投票，那麼

我們彼此都將稱謝祂」（《自傳》

〔Autobiography 〕4:125-26，強調
字體為原著標示）。

當今大選的最後挑戰

像那些後來回到司布真家把藍

漆刮掉的惡棍們，我們也當如此。

司布真並不一直都是保守派或自由

派，托利黨或輝格黨，共和黨或民

主黨。

所以，司布真會怎麼投？說實

在我不知道。

但我們今天去投票的時候，這

裡有一個每位基督徒應該問的更好

問題：

我們的行為和互動，如何在

我們所遇見的人當中散發光芒和生

命？

經同意，譯自 https://www.spurgeon.org/
resource-library/blog-entries/how-would-
spurgeon-vote/

大衛寶庫
The Treasury of David
司布真 C. H. Spurgeon ◆著│沈其光◆譯

十九世紀的經典之作！——巴刻（J. I. Packer）

司布真仍然穩坐講道王子的寶座。——博愛思（James Montgomery Boice）

《大衛寶庫》全套七冊，
    第一冊即將出版，敬請密切關注

「《大衛寶庫》其實是司布真愛心的勞苦，耗盡一生的心血。經過幾

乎四十年的傳道服事，他精選和彙集了一百多位解經者對詩篇的真知

灼見，並加上他自己豐富的註解。成品是一套七冊的書，是一個無價

的詩篇圖書館，收納了極其寶貴的資料——真是一個寶庫。」

——麥卡瑟（John MacArthur）

大衛寶庫
The Treasury of David

司布真 C. H. Spurgeon ◆著│沈其光◆譯

│詩篇一至二十六篇│

十九世紀的經典之作！——巴刻（J. I. Packer）

司布真仍然穩坐講道王子的寶座。——博愛思（James Montgomery B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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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作者沒有撰寫任何其它

書籍，這書本身就已經是一部永垂

不朽的文學鉅作了。」蘇珊娜．司布真

（Susannah Spurgeon）所寫的這些
話，指的是那套成為她先生集大成之

作的偉大著作——  一部詩篇註釋。
司布真花了二十年的時間來完

成《大衛寶庫》。頭三年，他只寫到

詩篇三十六篇。在1865年的時候，
司布真開始在他的月刊《劍與鏟》

（The Sword and Trowel）上面發表
他的註釋。最終，它們是以七冊的

方式編排出版，作者和出版社都幾

乎沒有獲利。當初每冊書只賣八先

令（shillings，相當今天的 $4.50美
元）。為了能夠「深入研讀聖經的廣

大群眾」，司布真以每個月一先令

的付款方式發行他的七冊全集。

我們中西神學院（Midwestern 
Seminary）很興奮地宣布，最近在
司布真中心的存檔中找到一本詩

篇，是當年司布真在寫這本註釋書

的時候，用來作為一本隨身使用聖

經的。堪薩斯市（Kansas City）的一
位牧者和博士候選人亞爾伯（Brian 
Albert）先生，在他為這套書當志工
的時候，在書架上發現了這本薄冊

子。「當我開始對照經文的內容和

聖經裡的筆記時，⋯⋯結論是肯定

的。這本聖經是屬於司布真的。」

為了證實這個發現，石墨分

析檢驗是必要的。在對比了司布真

在詩篇空白處手寫的筆記，和他在

同一個時期所寫的六篇講章之後，

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本詩篇裡的

筆跡真的是司布真的。其它的樣本

可能在他的助手計約翰（John L. 

Key）、司布真邀請跨刀的古典文
學教授葛雷西（David Gracey）、
或也參與這項工作的德文學者紀普

森（E. T. Gibson）那裡。為了進一
步驗證，這個物證被寄去給浸信會

西南神學院（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系統神學
教授亞納爾（Malcolm Yarnell）博
士，他也證實這是司布真的親筆。

在撰寫《大衛寶庫》之前，司

布真蒐集了各種不同的參考資料。

若不在他的藏書裡，他就會從大英

博物館和其它地方取得資料。司布

真寫道：「我下筆之前有參考一些

作者，以幫助我的詮釋，激發我的

思想。」一位寫傳記的作者指出，

光是第一冊，司布真就參照了四百

多位作者。他原本不想發表這些引

述，但「覺得非常寶貴⋯⋯也對別

人確實有用」，就把它們加進去了。

少數幾位作者的名字出現在

這本詩篇內頁的空白處，包括布

魯克斯（T homas Brooks）、柏洛
斯（Jeremiah Burroughs）、思文諾
（George Swinnock）、孟頓（Thomas 
M a n t o n）、愛德華滋（J o n a t h a n 
Edwards）、和麥其尼（Robert Murray 
M’Cheyne）。司布真也引用了一些
出人意表的作者。例如，在詩篇一

○四篇10節的「耶和華使泉源湧在
山谷、流在山間」，司布真引用詩人

拜倫（Byron）《恰爾德．哈洛德遊
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中的詩句。在幾節經文之後，對25
節的「那裡有海、又大又廣。其中

有無數的動物，大小活物都有」，

司布真附上一段出於法國動植物

教授莫昆—坦丹（Alfred Moquin-
Tandon）的生動摘錄。

在他有生之年，司布真一直

抱憾他自己的學識不夠。然而，我

們正在盤點的司布真私人藏書卻顯

出另一番光景。司布真在正統教

育不足的部分，他以廣泛的閱讀和

使用其他的作者來彌補。雖然他的

拉丁文好過他的德文，司布真並不

侷限他蒐集資料的全面性，不論是

在神學之內或之外。《大衛寶庫》

和《註釋書評註》（Commenting on 
Commentaries）兩者都顯出一個
心，那就是儘管以浸信會傳統為基

礎，卻能為了尋找相關的學術文獻

而在歷史和宗派之間自由穿梭。雖

說加入這些作者名單是「事後才想

到的」，卻也證實了，這位隨手在

他詩篇的空白處寫筆記的人，比我

們先前認為的還更關注學術動向。

到1892年司布真離世的時候，
除了那62卷講章的鉅作和每月期
刊之外，他已經出版了將近150本
書。他的著作是宗教文學在英語體

系中最大的作品集。每一個作品

都輝映這位傳道人獨特的一面。然

而，司布真信實地決心撰寫並完成

了《大衛寶庫》，可以說是他最珍

貴的寶物。當他這本註釋書的第一

冊剛出版之時，根據一位當時在場

的人說，司布真手中拿著那本書，

「深情地看著它，就像是對自己喜

愛的孩子一樣。」

獲允譯自https: / /www.spurgeon.org/
resource-library/blog-entries/a-treasure-
from-the-treasury-of-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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