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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吴筱益
又是不寻常的一年。
21 年初，疫苗开始推广。有人高兴，觉得这下有盼头了，不久有望回归正常生活。有人
担心，临床数据都是短期的，谁知道疫苗有啥长期的副作用。有人观望，心想要是 70% 的
人接种疫苗，或因感染新冠获得自然免疫，就能达到群体免疫，没准自己不用打疫苗。照
当时疫苗推广和病毒传播速度，估计暑假形势就会明朗。没想到，暑假没到，Delta 在印
度爆发，很快传遍全球。新变种的传播性更强，群体免疫需要 90% 以上的疫苗覆盖率。
接种疫苗的人多起来。感恩节到了，Omicron 来了，传播性比 Delta 还强，感染的人急剧
增加。以前，周围零零星星的人感染；现在，一波波的感染。到了农历新年，美国疫情缓
解，国内疫情又起来。新冠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大家默默接受了一个事实：病毒赶不走！
21 年 5 月，教会恢复实体的主日聚会，同时保留线上聚会。成人参加实体聚会的不多，
年轻人留在线上的很少。在线一年多，年轻人受不了。毕竟，屏幕上露个脸少了人跟人在
一起的温度。年轻人开始搞些活动，像逛店下馆子打保龄球。疫情依然肆虐，多去一次人
多的地方多一次风险，不仅自己可能中招，还可能把病毒带回家，但是，把青春期的孩子
长期关在家里也不是个事。身体的健康重要，心灵的健康同样重要。我们做父母的只能仰
望主，支持他们的活动。暑假，年轻人提出停掉主日的线上聚会，断掉大家偷懒的念头。
理由很简单：大家既然能一起玩，就能一起敬拜神。长执们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定在 8 月
学校开学后停掉主日的线上聚会。圣诞节，年轻人一起去滑雪，正赶上 Omicron，许多人
中招，所幸都很快康复，没啥大碍。之后一段时间，为了照顾没被感染的年轻人，英文部
暂时重开线上的主日聚会。过了农历新年，看完冬奥会，欧洲战火又起。新的一年注定将
不寻常。
疫情前期，来教会的新朋友很少，即便来了，因为线上聚会的缘故，也难融入团契或小组。
教会恢复实体聚会后，各个小组增加了小型聚会，新朋友有机会面对面见到弟兄姐妹，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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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小组。感恩节，五位弟兄姐妹受洗，其中几位疫情前期接触教会、恢复实体聚会后固定
参加聚会。
21 年暑假，两位姐妹加入多媒体同工团队，为教会公众号上发的文章添了音频。公众号
上发文章面临更多的挑战，编辑同工更有经验，盼望 22 年能出更多的文章，欢迎大家踊
跃投稿。
如果说两年多的疫情让我们学到什么，那就是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平安，唯有仰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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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回 家 了
张俊
去年感恩节后的那个礼拜天，也就是 2021 年的 11 月 28 号，我受洗
了，正式成为了一名基督徒。
说起和基督教的渊源来，就要说到我的外婆。1921 年，她六岁的时候，
不慎和家人失散，是英国人在武汉开的基督教育婴堂收留了她，把她抚养
大，并且为她做主，找到我外公成了家。可以说，没有英国人开的基督教
堂，就没有我妈妈，更不会有我。
我从小被外婆带大，有机会跟着她一起到教堂去，看到她碎碎念状地祷
告，看到她从贫寒的衣服的内兜里掏出小布包裹着的钱，分一点放进教堂的
木箱子里......
即使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但毕竟成长在无神论的教育环境里，还是浑
浑噩噩地远离神度过了很多的岁月。
生活辗转，命运安排，到了五十多岁外嫁美国，我的人生到了静下来、
过退休时光的阶段。就像那介绍旅游的文章上写的: 亚利桑那州的阳光是慷
慨的恣意挥洒的。我享受着这阳光，反思自己的一生。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许多人都是这样，小时候是家里穷，姊妹多，满眼
看到的都是大人为了生活奔波操劳，愁苦烦难。所以我们小小年纪，也沾染
了这种情绪，为生活着急发愁，努力地读书努力地工作，内心里对生活的感
觉是惊慌害怕的。
上大学，后工作，后离职开公司，后离婚，独自一人抚养孩子.......
就像老话说的：两脚奔奔走，为的衣和口；千里去做官，只为吃和穿。我完
美地继承了上一代的劳苦愁烦、辛苦困顿，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吗? 一代一
代都是这么过来的。
一天天一年年，时光飞逝，有时候不由得想，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呢？穷了可怜可悲，就拼尽全力终其一生去赚钱，有的竟也富不了，有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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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富了，又怎么样呢？也没有看见他有多快乐。也许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
吧！
我的人生，有过很多抉择，如果把每一个抉择比作过河时踩的一块石
头，回头看看，也是多次地感到后怕。因为再回看，上一块石头已经淹没在
水里了。不禁想感恩，但感谢谁呢？怎么每一次我都这么幸运呢？忽然明
白，那是多年里，我外婆和我妈一直去教堂，一直做祷告才有的吧？我还有
什么理由不感谢相信呢？
我的心里对基督教是有亲近感和尊敬的。到了图森，有机会去华人教
堂，遇到了筱益长老真诚的欢迎。遇到了赵庚姐一次次地联系宣讲，于是我
捧起了《圣经》，当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 25-34 节：勿-虑-衣-食，天呐！
这不是在说我吗？于是一字一句读下去: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
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
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
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
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
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
这段基督教的教义，这些话语，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我像一
个迷途辛苦的旅人，找到了灵魂的驿站和方向。
想起电影《简爱》结尾的台词：我回家了，爱德华，让我留下吧！
在这里套用一下：我回家了，天父，让我留下吧!
感谢太岩长老主持我受洗。感谢筱益长老的引领！感谢赵庚姐的引领！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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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魏永懿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感谢我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感谢
弟兄姐妹的帮助。
我在中国大陆受到的基础教育，从小就在脑子里植根了唯物主义，但是
随着自己的成长，感觉心中始终有一块空旷的地方，尽管时时有家人的陪
伴，有时也会感到孤独恐惧。我知道这需要更加丰盛的内涵去填满。
刚来到美国，我和我的太太谢璇去到了 Albuquerque, New Mexico. 由
于签证原因，我当时来迟了一个星期，所以刚到的几天特别的忙。那时候没
有车，也没有在美国生活的经验。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我们认识了教会的
Jim，他是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一位牧师。他帮助我们置办了最初的家具，
也赠送了我一本中文的圣经。那时候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罪，也能够感
受到基督徒的平安喜悦，所以我试图去阅读圣经，如同读一本普通的书一
般。当我翻开第一页，创世纪，“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哦，这是大
爆炸，我可以理解。然后下一句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使我懵了。
我设想着海面之上有一个天使。 但是大爆炸到地球上有海有超过 210 亿年
的距离呀。既然是神的话语，怎么可以不自洽。我开始用怀疑论去看待圣
经。这句话也成为了我和基督耶稣之间最大的隔阂。
来到 Tucson 之后，在田旺师兄的介绍下来到了 Tucson 华人教会。我能
感受到教会弟兄姐妹发自内心的爱与帮助，感受到圣歌中满溢的福音，感受
到主日学时候牧师在台上的激情与坚定信仰。在那之后，赵庚姐帮助我和我
太太做了决志祷告。虽然我还是不能理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但是在
慕道班中，我开始跟随大家的脚步试着一步步的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去学习
神的话语，终于明白了我们是渺小的，如果背对神是不可能理解神的话语
的。放下不理解，谦卑的去思考，不要试图去证伪神的话。
感谢主在我心智不坚定地时候没有抛弃我，安排我重回教会，这次我已
经不再抗拒，从最初的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我要受洗，相信圣灵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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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相信我主的计划，所有的不理解都将会被挪去。当太岩长老帮助我没入
水中，去除老我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知道我的纠结，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以如此特殊
的方式诠释了他的话语，破除了我心中的障壁，也将神的赐福无偿的赠予了
我。从此我就是一个全然的基督徒，一个新的自我。反观自己的罪、看到自
己是多么渺小并且狂妄。感谢神的怜悯，总是给我机会悔改。盼望圣灵能够
给我更多的启示，多多催促，也期盼圣灵赐下满溢的平安喜乐。我相信，靠
着主的大能，我最终会从内到外的改变，让自己变成一抔好土，让基督的种
子发芽，并把福音传给包括我家人在内的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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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关伯伯关妈妈
继香
4 月 27 日凌晨，我们得到消息，88 岁高龄的关妈妈--杨锦明姐妹歇下了世间
劳苦，荣归天家了。群里许多弟兄姐妹留言纪念，我却不知要说什么，因为
想说的太多了。
我们是 1991 年夏天在土桑认识关伯伯关妈妈的。那时候，关伯伯在一家精神
病院当全职护士，关妈妈在亚利桑那大学癌症中心搞科研。星期天，关伯伯
经常上讲台证道，关妈妈则带主日学；他们就住在离教会很近的地方，有时
候走路来教会，是我们教会最最受尊敬的长者。
慢慢的，我对二老有了更多的了解：
1.二老信主历程
关伯伯关妈妈都是很年轻时在旧中国就信主了。但是，在经历新中国文化大
革命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关伯伯从上海被下放到西北青
海，在冰天雪地里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严酷摧残。关妈妈自己在上海带着两
个孩子，要保持信仰得关着门偷偷地读圣经和祷告。夫妻分居将近 20 年，可
他们还是持守着信仰，坚守着爱情。
在我们教会，关伯伯是我们的第一届长老之一，讲道和关怀都尽心竭力，是
我们的楷模。关妈妈教主日学，严谨认真；他们每次都准备密密麻麻的讲章。
虽然当年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多数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还在这里的弟兄姐
妹都记得他们。得知关妈妈离世以后，好几个弟兄引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4
章 7 节的话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
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 我觉得这句话，如果在使徒保罗之后还有人配
得上的话，在我认识的人中，关伯伯关妈妈是为数不多可以当之无愧的。

9

2.二老的行医经历
关伯伯是满人，正宗八旗子弟。他的父辈是清朝皇室御医。关伯伯从小习医，
毕业于上海某医学院，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国有名的外科医生了。他曾
经参与过给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肝癌病的诊断和治疗。关妈妈
也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
我最初很奇怪，为什么关伯伯在中国已经是有名的外科医生，到了美国却当
了护士，而且是在年事已高的时候，照顾精神病患者的护士，不仅要有医术，
还要有体力呢！关伯伯告诉我，他来美国就已经 60 多岁了，再上美国医学院
考执照是来不及了，而学护士能够很快上岗；他要自己在美国工作 10 年，有
资格拿美国的退休金，不给社会、也不给家人孩子增加负担。他果然就是这
么做到的，看到他的智慧和毅力，我们很受激励。
3.二老来美的神奇经历
中国文革结束以后，关伯伯得以从青海回到上海与妻儿团聚。1985 年左右，
年满 60 岁的他退休了，关伯伯就想来美国看看他几乎半个世纪未见的表姐。
那时关妈妈还在工作，因关妈妈比关伯伯年轻大约 14 岁。他到美国领事馆申
请签证的时候，签证官看了关伯伯的材料，说“你有夫人，为什么不带夫人
一起去美国看看呢？我建议你，让你夫人也办个护照，你们夫妇二人一起去
美国看看”。关伯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别人多数是去签证被拒绝，这个
签证官反而建议自己带夫人一起去！走出领事馆关伯伯激动的大哭，自己在
中国与太太分居几十年，美国签证官却如此体贴，建议他带夫人一起去美国。
他回去马上让关妈妈申请护照，再夫妇一起去办签证，双双获得签证以后立
即来到了美国。
4.二老的生活点滴
因为关伯伯的表姐一家住在 Tucson，他们也就来到了 Tucson。 勤劳俭朴的
二老当然不愿意成为表姐的负担，但是来探亲的身份又不能合法的出去工作。
关妈妈就去亚利桑那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做义务研究员。她不拿工资，走路上
下班，还比许多员工认真。整整当了一年的义务研究员以后，老板终于被这
位业务严谨工作认真的研究员折服，替她申请到了科研经费，并帮助他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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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了绿卡。关妈妈说那个时候常有信主的弟兄姐妹给他们送米，而就在最后
一袋米快吃完的时候，她的老板给她发工资了。感谢主！
关伯伯关妈妈生活一向简朴，关妈妈曾跟我说，她来美国以后没有买过新衣
服，都是表姐给的旧衣服，但关妈妈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有时
候还会觉得她有古朴的时髦呢。
关伯伯呢，我们总是看到他用一面已经用过了、要回收的纸写主日讲义，他
连一张纸都不舍得浪费。这让我记得几个有关关伯伯节约的小笑话。有一次
我们在谈论馒头馊了不能吃，鸡蛋黄不能吃，对身体不好。关伯伯则轻声细
语的说，“怎么可以浪费食物呢？馒头馊了是发生了化学反应，那我还是会
用开水把它煮了，杀菌了就可以吃了；鸡蛋黄吃多了不好，就分几天吃完，
不能浪费”。 一次关伯伯看到银行的月账单里附了几张精致的空白支票，他
说这支票印得这么漂亮，扔了可惜，下次用它付水费。没有想到，银行给的
那些支票是给没有存款的人做预支提款的，用了以后银行要收利息的。关伯
伯把这个事情当笑话说给我们听，本来想节约，反倒要交利息，心疼了许久。
他们的两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大儿子关欣源在香港工作，小儿子关欣力从 U
of A 毕业以后去了 Texas 工作， 都有家有子女。可是关伯伯关妈妈不想给
儿女添麻烦，就是二老都退休了也没有马上去儿女那里。直到大约 2011 年，
二位老人都生病了。关妈妈得了直肠癌，关伯伯也住院。记得有 1-2 个星期，
教会的弟兄轮流守着关伯伯，姐妹换班看护关妈妈；一个在医院生病，一个
在家里生病。这才让他们下定决心要搬到离大儿子近的地方去了。
记得他们走的时候，Tucson 的房子和家具都留着，关妈妈是一心要回来的。
大约 3 年前，90 多岁高龄的关伯伯安息主怀以后，关妈妈买好了回美国的机
票。可是就在上飞机的前一天，关妈妈摔倒受伤了，无奈地取消了回程。没
想到就这样她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生活了 20 多年的家。相信她现在去了那美好
无比的天家，大概不会再留念土桑的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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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在教会对弟兄姐妹的亲切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因为他们的医学知识，我
们小到伤风感冒，大到疑难杂症，甚至亲友有什么问题都会问他们，他们总
是不厌其烦的倾听、诊断、建议甚至给药。十多年前有一次，关伯伯坐在教
会，招手让我到他跟前，跟我说 “减 20 磅体重”。从那以后，我开始每天
称体重，虽然至今还是没有减下 20 磅，但也比当时的我瘦多了，健康多了。
谢谢关伯伯！
就在我准备这个见证的时候，施丽金姐妹让我带上她的见证。她分享说 ：
“我们刚刚到 Tucson 不久，老二唐恩两岁多，得了破伤风，关妈妈--杨姐妹，
祷告关怀，给了许多帮助，非常得安慰。我母亲冠心病，关长老--关伯伯作
为心脏科专家，给了治疗的药方，使母亲避免了心脏手术。后来我先生唐弟
兄鼻窦炎很严重，动手术 5 个多钟头。关长老手术全过程陪伴我在医院走廊
里祷告。他自己给病人做过这样的手术，比我更担心手术治疗的平安顺利。
今天想起这些依然感动流泪；如此的爱心，是主借着关长老关妈妈赐给我们
的恩典！”
关伯伯和关妈妈在我们中间还有许多类似的美好见证。土桑华人基督教会的
弟兄姐妹一同主里纪念二老的时候，倍受他们信心、爱心和善行的鼓舞激励。
愿主纪念他们主里绝不徒然的劳苦，也帮助我们继续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
程，靠主大能播撒永生上帝的大爱！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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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t & Joseph 的婚礼见证
编者按：唐弟兄和施姐妹的小儿子唐恕两年前和 Janet Hrdina 结婚。两位年轻
人在罗切斯特大学的一个跨族群的校园团契里认识，一起服事、相爱、结婚。施姐
妹征得他们同意，请编辑组的同工将他们的婚礼见证翻译成中文，与大家分享。

我们的故事——唐恕版
看见珍尼特那一刻，我知道她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一位。讲完了，放音乐
吧。
不是这样的！其实很搞笑，我第一次遇到珍尼特，对她的感觉有点复杂。那
是一个 IV 组会。当时，我们准备在学校里正式成立社团，要决定谁做领
导。我进来迟了（迟到是我很不好的习惯），珍尼特已经来了，就坐在那
儿。我想，“哦，有个新人！太好了！” 我们的团队很小，有新人来是重
大信息。听她做自我介绍时，我脑子里冒出三个念头：1）嗯，同是光学系
的研究生。2）哇，她本科就在 IV 做同工，比我厉害吗？3）等等，她是博
一？嗯，我要做她的助教。改作业的时候，我绝不能对她偏心（我有一种奇
怪的正义感）。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决定每个人都做社团的领导（因为我
们总共就四个人）。啊？等等，我突然有了第四个念头：她觉得她自己是谁
呀，第一次参加会议就成了一位领导？这位，我得留心点，她有点那个狡
猾......
我们就这么开始的。第一年，我们知道有对方这么个人。通过 IV 组会，我
渐渐敬佩珍尼特的灵性。最终，我承认，上一届主席毕业后，珍尼特是下一
任最合适的人选。同时，我也尽量在跟她交朋友和做一个公平的助教之间寻
找平衡点。结果，我跟她保持着一臂之距。
第二年，我们开始更多地认识对方。到了暑假，我不再是珍尼特的助教，不
再需要装作“公正”。大概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论到精神世界，在我
认识的女生中，甚至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我最了解的就是珍尼特。这，这
是怎么发生的？！？但这是事实。因为这个事实，我决定在小组里更好地观
察她、了解她，走一步是一步。结果，天呐，我发现珍尼特太逗了，绝对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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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她风趣、机智、有时爱挖苦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刚刚仅仅
想更多认识她，现在立马就想跟她约会。于是我鼓足勇气，想邀请珍尼特一
起出去......然后却害怕退缩了。当然，故事不是这样。最后，我选择用
Email 邀请她。嘚，我已经听见叹气声。但至少 Email 不会出卖我紧张发抖
的声音。好吧，我孬。总之，之后我当面邀请珍尼特，她就答应了。
很快总结一下我们的恋爱期。开始是甜蜜期，都觉得对方太棒了，太美妙
了。过了六个月，我们开始大吵，感谢神的恩典和辅导的帮助，我们挺过来
了。那一年，我们一起过了大多数节假日。我们的关系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又觉得对方太棒了，一切太美好了，并且我们学会了解决冲突。很快，我们
决定订婚。现在，我们的婚期很快逼近。我们忒期待。
这就是我对我们故事的总结。相信我，现实比我所讲述的故事更奇妙，不是
任何语言能描述的。认识珍尼特并爱上她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奇妙经历。我说
了一大通，也只能略略描述这种美妙。我特别蒙福，能称珍尼特赫第纳为我
的未婚妻，更期待称她成为我妻子的那一天。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完毕！来点音乐！

我们的故事——珍妮特版
我第一次见到唐恕，是在研究生院开学前的一次 IV（跨宗派的校园团契）会
议上。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俩成为 IV 研究生基督徒校园团契的同工。那
年，我们的任务是让 IV 在校园里正式运作起来。我很高兴我的这位同工也
在光学系读书。开学后的第一天，我得知他还是我的一门课的助理教官，就
是助教。我不觉得他会对我有浪漫的感觉，所以我们相处时我不用故意掩饰
自己，我也很珍惜唐恕和我们的友谊。我猜，你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大约十一个月后，经过一周内的几次“巧遇”，唐恕终于鼓起勇气提出约
会。我不能说之前没有一点征兆，（比如去伊利运河划船那次，我也就那么
一说，他就不请自来的做我的同伴。他还邀我去坐摩天轮害得我不能备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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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士资格初试。还有一次伪池派对，那次是我主动。另外一次是跟我的伙
伴们一起活动。）但他的举动还是让我吃了一惊。
故事的中间部分是机密，只有顶级资格的才能看。但我敢说，我们领教了俩
人可以吵得多凶，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我们学习了（也仍在学习）如何从
关爱彼此开始去爱护整个世界。当然，这个间隙中发生了某些“事件”——
我们订婚了！
我非常期待嫁给我的校园团契同工，我们可以继续一起经历生活中的乐趣。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能跟他一起成长，他也会带给我更多挑战。作为校园
事工团契的一名基督徒，我们俩都强烈的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为要彰显
神的大爱、创造和荣耀，这都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唐恕的谦卑、坚定和
韧性，以及乐于向别人学习，都让我看到了神的大爱创造和荣耀在我们身上
的体现。求神祝福我们在婚姻里继续学习更好地生活，更加地相爱。

Our Cover Story : What we tell people happened as told by Joseph
The second I saw Janet, I knew she was the one. End of story. Cue
the music. NOT. It’s funny, the first time I met Janet, I already
had mixed feelings about her. It was at an IV group meeting as we
were deciding who the leaders would be as we were planning to
become an official club on campus. I walked in late (an
unfortunate character trait of mine), and there she was, just
sitting there. “Oh, a new person! Awesome!” I thought. We were a
small group, so new people = great news. As we introduced
ourselves, I had three thoughts: 1) Hey, fellow optics grad
student! Woohoo! 2) Whoa, she’s done a lot of previous IV stuff
from undergrad, is she better than me? 3) Wait a sec, a first

15

year? Oh shoot, I have to TA her. I will NOT let this sway my
grading of her homework, dang it (I have a weird sense of
justice). By the end of the meeting, it was decided that everyone
present would be part of the club leadership (I mean, there was
only four of us), and that is when I had my fourth thought about
Janet: 4) Wait a second, now who the heck does she think she is,
coming all up in here on her first meeting and becoming a leader?
Got to keep an eye on this one, she’s crafty….
That’s how our relationship first started. The first year we knew
each other, I grew to admire Janet’s spiritual life as I learned
about it through IV meetings, and I eventually had to admit that
when it came to who would become the next IV leader after the
previous one graduated, Janet was definitely the better choice. I
also tried to balance being friends with her while still being an
impartial TA, but that pretty much ended up with me holding her at
arm’s length relationally.
It wasn’t until the second year of knowing each other that we
started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eventually start dating. By
summer break, I was not Janet’s TA, so I no longer felt the need
to be “impartial” anymore. Around that time, it suddenly came to
my attention that of all the women I knew in my life, of all
people Janet was the one whose spiritual life I knew the best.
Like “what, how did that happen?!?” But because of this fact, I
decided that I would try to get to know Janet a little better in a
group setting first and see what came of it. And oh my goodness I
discovered Janet is HILARIOUS! Just absolutely hysterical. She’s
funny, sarcastic, witty, like where was this before?!? I moved
pretty quickly from “just trying to get to know Janet” to “I
think I could date Janet.” So I mustered up some courage to ask
Janet out and… totally wimped out. Yeah, this is totally no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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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of story. I end up asking Janet out, of all things, by email.
Ugh, I can hear the groans already. But hey, at least email
doesn’t have my nervous, shaky voice, okay, gosh. Anyways, pretty
much right after that I asked Janet out in person, and she said
yes.
A quick summary of our dating life, we started with a lot of highs
where we thought the other person was awesome/fantastic, then
after six months we started having big arguments, which we got
through thanks to mentors and God’s grace, and by the one year
mark we made it through most of the holidays together and we
settled into a great stage in our relationship where we start
thinking the other person was awesome/fantastic again, but now
tempered with conflict-resolution. Soon after that we decided to
get engaged, and now we are heading quickly towards our wedding
date. We can’t wait!
So that is my summary of our story. Trust me, living the story is
WAY more amazing that any words I could possibly use to describe
our relationship.
These words are just a mere shadow of the awesome, fantastic,
amazing experience it was getting to know and falling in love with
Janet Hrdina, the wonderful woman I am incredibly blessed to call
my fiancée and can’t wait to one day call my wife. Just saying.
So that’s it! End of story! Cue the music!

Between two agents: How our life is like a spy's life by J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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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first met Joseph, it was at an InterVarsity meeting the day
before grad school started. That meeting was when we became fellow
field operatives in IV Graduate Christian Fellowship. Our mission
that year was to make IV’s operations official on campus. I was
glad I potentially had a fellow agent in the optics department.
The first day of grad school, I learned he was also an assistant
training officer for one of my courses. TA, in other words. I
cherished Joseph and our relationship because I didn’t have to
worry about Joseph being romantically interested in me. I felt I
could be myself around him. I guess we all know how that turned
out.
About 11 months later, after a week of undercover operations at
sundry locations such as a boat on the Erie Canal (which I totally
just mentioned in passing and Joseph invited himself along as my
plus one), a Ferris wheel (which Joseph invited me to instead of
studying for my prelim exam), a pseudo-pool party (that one’s on
me), and an operation with the rest of my cohort, Joseph got up
the nerve to ask me on a date. I can’t say there weren’t hints,
but I was pretty surprised by that one.
The middle of this story is redacted because it is classified, for
top-level clearance only. Suffice it to say, we learned how much
people can argue, we had a lot of adventures, and we learned (are
learning) how to care for the whole world from where we are. And
then, after some "events" happened in that gap, we’re engaged!
I am (so!) looking forward to marrying my fellow field operative
so that we can continue having fun and more importantly because I
know I will be able to grow with him and be challenged by him. As
Christian field operatives, we are called to be in the workplace
and demonstrate God’s love, creativity, and glory –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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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Joseph and I feel strongly about and have been learning what
this looks like practically. Joseph has taught me so much about
that through his hum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learn from anyone,
his steadfastness, and his tenacity. I pray that in our marriage,
we will continually learn how to live better and lov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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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教会的第一天
陈萍
今天是复活节，记念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
的日子。 也是我们经过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教会转为网上聚会一年
后，我们第一次又回到教会里敬拜我们的主，一齐来欢庆复活节，我心里是
非常的高兴和激动。 在下班的路上，想到马上就可以回到教会了，我一边
祷告， 一边流泪， 更多的是感恩。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在这艰难的一年多
来的看顾和保守，我们又能平平安安的回到我们的教会。
一年多过去了，我们的教会还是和以前一样，那样的庄严、那样的神圣和美
丽。 就连到教会的几位教友也都和一年多前的时侯一模一样，真的就好像
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别过一样。我非常高兴看到了 Ron Hart 牧师、志敏姐
妹、 潘桃姐妹、 则贤弟兄、徳忻弟兄、红波弟兄，还有两位长老。 他们
一点都没有变。
2020 年是个不寻常的一年、 动乱的一年、 恐慌的一年。 不要说朋友之
间见不了面， 就连家人都害怕见面。 我已经记不清看顾了多少个重症或
无症状的新冠病人。 记得当时随着疫情不断地恶化， 我工作的地方每个星
期都要做两次冠状病毒的测试。经常看到有护士和助理护士因为测试呈阳
性，马上被要求回家隔离。 到了最高峰的时期， 我们上班前都要做测
试， 只有结果阴性的才能进去上班。 谢谢大家不断地为我祷告，也感谢
主，虽然现在 80%以上的同事都感染过了新冠病毒，我依然是可数的几个没
有被感染的同事中的一个。在这期间，我们身上的工作压力山大， 我经常
要一个星期工作六天。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敬拜，让我感觉又回到了昨日的教会，就好像新冠病毒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此时此刻，我把注意力单单的放在主耶稣的身上，
只想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 什么烦恼、痛苦和劳累都没有了，我们有的是
耶稣基督的同在、 慈爱和恩典。 感谢潘桃姐妹的领诗，我又能放声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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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主。今天我們能夠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因是耶稣為我们流血、祂的
身体为我們破碎，如今隔离我们与神之间的幔子已经裂开，使我们得以坦然
无惧地來到神的面前敬拜。因着耶稣，我们今天能够亲自来到神面前，与神
和好、与神交通，这是我们何等的福份。今天复活节的敬拜，耶稣基督才是
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祂才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我们活着就是為要永远地敬拜
祂。今天的敬拜，让我心里真正感到了平安， 感到了在耶稣里的安息。
接下来我们有圣餐，太岩长老给我们时间来省察自己。今年在这个世界上、
在我们的教会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时间来省察自己。 我记
得有位牧师说过：如果我们常常注视他人，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就会说我是
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是绰绰有余。 可是当我们的眼睛只盯在耶稣的身上，
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了。 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保罗会说：“基督耶稣降
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提前 1:15） 感谢主，
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和祂所成就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
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林后 5:17）
最后，是 Ron Hart 牧师的证道，他以非常欢欣和激动的心情，告诉了我们
一个重要的话题：因祂活着 。 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
望。 ” （西 1:27） Ron Hart 牧师在结尾说到：圣所就在我们里面（是可
以携带的）。每一天、每个地方和每个人都因此可以成为一个圣日、圣地、
圣徒。 今天—复活节、 TCCC、 我们， 不是吗？ 我活着就是基督。
能再次回到教会真好， 我真希望大家在教会见面的日子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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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为酒
漫言

“把缸倒满了水。”耶稣对用人说。
以色列北边有个小镇名叫迦拿，镇上一户人家为儿子办娶亲的宴席，大家喝
得正高，酒没了，帮忙的人左右为难：这种掉链子的事让客人扫兴，主人家
丢面子，怎么办呢？玛丽亚找到耶稣，耶稣叫用人把门口的六口石缸倒满水。
以色列人家门口通常摆一口石缸，里面装着水，因为人在尘世间走，难免沾
染灰尘，要常洗常清。在他们眼里，外邦人污秽不堪，他们要是经过外邦人
的地，跟外邦人打过交道，就会沾染污秽，进门前得洗干净。平时就这么讲
究，婚礼这种场合当然更讲究。主人家在门口摆了六口石缸，确保客人进来
是手脚干净的，身上也没有污秽。酒没那么多，洗手洗脚用的水还没有？用
完再挑就是。用人遵照耶稣的吩咐，把六口石缸倒满了水，直到缸口。
“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耶稣又说。用人照耶稣的吩咐，舀出
来，送给管宴席的，管宴席的一尝，好酒啊！
犹太人信上帝，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能使无变有：他年
纪大了，太太过了生育的年龄，上帝应许给他一个儿子，而且是他太太生的，
他就信了。后来他太太果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能使死人
复活：他的儿子到了十几岁，上帝为了考验他，要他把儿子作为燔祭献在祭
坛上，他二话没说，把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绑了，准备献为燔祭。因为上
帝曾说过，只有这个儿子会承受上帝给他的应许，他相信上帝的话不会落空，
所以上帝一定能使他儿子从死里复活。上帝试出他的诚心，及时拦阻了他，
并用一只羊羔代替了他儿子。两千年后，上帝在各各他山上把自己的独生子
献上，为世人做了赎罪祭。对亚伯拉罕来说，信仰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他
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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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世事变迁，物换星移，亚伯拉罕的信仰传
到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中间，敬虔的内核丢了，只剩下一个宗教的外壳。
门口摆一口石缸，进门前洗手洗脚，水可以洗净身上的灰尘，怎洗净心灵的
污秽？这污秽是外邦人带给他们的，还是来自他们的内心？吃饭前，他们也
要遵照宗教礼仪洗手，生怕用脏手吃饭，污秽了心灵。耶稣斥责他们的虚伪：
从嘴里进去的食物不能污秽人，唯有从人心里出来的恶念才能污秽人。
耶稣出来传道，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犹太人宗教礼仪上洁净用的水变成婚
宴上缺的美酒。洁净用的水用在外面，洗去尘土，满足了宗教仪式的要求；
美酒喝进去，让人高兴，满足了人里面的需要。婚礼是大事，主人家尽力准
备了；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再怎么准备，也有准备不足之处。人生何尝不
是这样？不如意事常有八九。
约翰把耶稣说的话做的事记下来，只有一个目的，要他的读者因信耶稣得永
恒的生命。他把耶稣行的这件变水为酒的神迹记在约翰福音前面，就是要告
诉我们：耶稣来不是为了成全犹太人僵化的、失去生命的宗教，满足宗教仪
式的要求；而是带给永恒的生命，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
你准备好了接受这位变水为酒、化宗教的腐朽为生命的甘甜的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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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中体会圣经零碎拙见
四子柳

最开始有这个想法是无意中看到一代文学大师梁羽生先生在 1994 年 9 月以
70 岁高龄在悉尼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床头柜上就放了两本书，一本是《唐
诗选注》，一本是《圣经》。梁先生的小说我曾经拜读过不少，梁先生的古
诗词功底颇为深厚。如果将其小说中的诗词歌赋单独列出，一样也文采飞
扬，放回到唐宋时代，可能也会有一席之地。梁先生的墓碑上更是刻着＂笑
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概平生＂的诗句。
笔者不才，只是想尝试着从圣经的角度去重新体会部分唐诗宋词，也尝试从
一些不同的角度去感受神的话语，写下一些零碎拙见，仅供参考。
（一）《青玉案 元夕》
元宵节已经过完了，现在写这篇文章稍稍晚了点。
元宵节（又叫元夕）是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古往今来有关元宵节的诗词数不
胜数，其中流传最广的可能就是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了。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
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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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如同崔颢的《黄鹤楼》一发表，基本上断绝了后来人（包括诗仙李白) 再写
黄鹤楼的念头；这阕《青玉案》一出，后世的元宵诗词也少了一大片。词的
最后一句，更被人推崇备至。好的文字总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和评论，这句
词也不例外，古往今来的人为这句词打了无数的口水仗。
我个人比较认同的看法是这句词其实在说辛弃疾本人。辛诗人其实是个文武
全才的大侠，在大金国地盘打过游击战，也曾带领数十人闯金兵大营直接拿
下叛将。尽管有满腹文采、一身武功和满腔抗金热血，辛弃疾却屡次遭到南
宋排挤流放。他不便直说，而是在借诗词跟南宋朝廷传话：需要抗金义士的
话，不需要上千次的百度或者谷歌搜索，他一直就在黑灯瞎火的地方，痴痴
地等。
不过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解读角度和辛诗人的原意可能有出入，如有冒犯不
敬，还请辛诗人见谅。
现今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追求的是物质上的奢华，
想像一下整条路的宝马车和香奈儿，满大街的霓虹灯。而很多真正美好的
事，其实不在声乐歌舞场，而是在寂静之角，萧瑟之处。 一个人做真自我
的时候，其实是他(她)在安静独处的时候。
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世界。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身处其
中，忙忙碌碌。通讯技术和智能手机的飞速发展，使得哪怕是一个人也可以
不停刷屏，拥有真正心灵的寂静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成了奢望。
在《圣经》四福音书中，均记载了耶稣在不同的场合选择转而离开众人，独
自退到旷野和山上(都是没太多灯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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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6:14-15 记载，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众人看见耶稣所
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
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马可福音 1:34-35 记载，＂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
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马太福音 14:22-23 记载，＂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
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
那里。＂
路加福音 6:12 记载，“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
耶稣再三地退到灯火阑珊处，安静独处祷告，使他清楚地感受父的同在与交
通，清醒地明白他来就是要遵行父的旨意，就是完成父的救赎计划。耶稣的
“退到旷野”就是自我的警醒，让自己始终行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不会被众
人的行为所迷惑分心，使自己偏离最初的使命和目标。
辛弃疾诗词中的灯火阑珊，其实也是他对自己的提醒，不被眼前片刻的繁华
所蒙蔽，而忘却了金国对南宋的虎视眈眈。
在福音书中，主耶稣退到旷野，并不是在旷野中无所事事，而是去独自祷
告，是持续甚至整夜的祷告。耶稣通过祷告不断被圣灵充满，这会让他的所
做所为满有能力。 若是两千年前智能手机已经普及，我想耶稣一定会在旷
野关机，而且还静心祷告专注无比。
作为门徒和跟随者，是否应该效法耶稣，时不时从＂宝马雕车香满路＂的地
方退出一下，退到＂灯火阑珊＂的地方，退去浮华，退去浮躁，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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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思索神的话，才能更好地接受圣灵的引领和浇灌，才能在属灵的征战上
打那美好的仗？
辛弃疾的暮年是在失望和失意中渡过的，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想当
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感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悲愤
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在岁月的流逝中＂可怜白发生＂。
我们的暮年应该是这样渡过的，经历过无数次的＂灯火阑珊＂之后，不是醉
里看剑，而是时常拿着“圣灵的剑，就是神的道＂；不用想当年如何，而是
打过了美好的仗；不是空叹白发生，而是欣慰跑尽了当跑的路。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去过＂灯火阑珊＂的地方吗？

(二) 《题都城南庄》人面桃花

在诗人辈出的唐朝，崔护算不上是一位大佬级诗人，其作品也不多。《唐诗
三百首》选集中没有收录他的诗作，《全唐诗》也仅记载六首崔诗。但其中
一首诗，却是流传至今，广为后人吟诵。

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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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孟棨《本事诗》记载了关于此诗的这样一个故事，原文就不列了，大意
如下：
崔护乃河北博陵人士，天资纯良，才情俊逸，性情清高。进都城（长安市）
考进士未中，这一年清明节独自到都城外的南郊散心，不觉有些疲倦口渴。
进了一处桃树掩映的农庄，叩门农舍，意欲讨水。一位风姿绰约的姑娘开门
让崔护进院并奉上茶水。这位姑娘靠着院内一棵小桃树静静地看着崔护饮
茶，宛如桃花。崔护有些不淡定，最后还是依依不舍道别，姑娘把他送出院
门，似乎也是含情脉脉地目送崔护渐渐走远。崔护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
首，这位姑娘和门前艳丽的桃花，也在小崔同学的心中摇荡不止。
转眼之间第二年的清明节就到了，小崔同学又想起这位姑娘了，相思难耐，
便又来到城南桃花庄盼着昔日重现。可惜的是，虽然花开依旧，庄园如故，
只是柴门有锁，佳人未遇。小崔同学郁闷无比，怅然若失，在房门上写下七
绝一首，这就是开头提到的《题都城南庄》。
故事没有完，几天之后，小崔同学不甘心，再次找上门。他听到屋子里有动
静，不过却是哀哭声。扣门一问，一位老者劈头就问＂你是崔同学吧？”崔
护有些讶异，他点头称是。老汉哭着说：“你杀了我的女儿啊！”崔护听了
惊诧莫名又胆颤心惊。老汉哽咽地述说道：“爱女刚成年，知书达礼，待字
闺中。自去年起，经常神情恍惚若有所失。前几天外出，归来见到左边门上
你所题的诗，回家就病倒了。不食不语数日，已先我而去。我已老迈，只此
女儿相依为命，之所以迟迟未嫁，是想择一佳婿，以求老有所依。现在女儿
却先我而去了，难道不是你杀了她吗？”听了这番哭诉，崔护亦是五雷轰
顶，痛不欲生。
小崔同学请老丈允许他入室，他托起这位姑娘的头，大声哭喊道：“崔某在
此，崔某在此＂。也许是受他的精诚所感动，这姑娘竟然悠悠地苏醒过来。
老丈人大为惊喜，便将女儿许给了崔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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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诗》的故事讲到这就结束了。有了爱情的滋润，崔护的学业和仕途开
始高歌猛进，不久便高中进士，先后任京兆尹（唐都长安市长)，御史大夫
(唐监察委主任)，广南节度史等重要职务。
因着人面桃花的故事，这首《题都城南庄》一下子就流传开了，后人创作也
常引用这个典故。作者也对这个故事唏嘘不已，忍不住小作一首。
那年春 风尘中
桃花庄前正相逢
伊人面
花映红
从此跌入一场梦
又一春
相思涌
桃花门外问春风
伊人面
何处逢
故地重游一场空
曾相逢
曾心动
原来情至太伤痛
伊人去
已如风
擦肩而过竟成终
最伤悴
最心恸
一腔悲楚诉情衷
伊人醒
天意浓
不负当年曾相逢
说了这么一大段，回到主题，今天我想要分享的角度是爱心和诚实话。
在这之前，有两位崔姓名人已经分别评论了诚实话和爱心。第一位是位知名
主持人，可能是深感说话藏着掖着非常不好，于是办了个谈话节目叫《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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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说》，这位主持人名叫崔永元；第二位则是位摇滚乐巨星，可能是觉得爱
心就应该直抒胸意，于是他写了首歌叫《假行僧》。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写
的，＂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
吻我的嘴。＂这位巨星名叫崔健，这首歌当年也是火遍大江南北，也被多位
歌手翻唱过。
好了，前面啰啰唆唆说了这么多，该奔主题了。我首先分享一下圣经以弗所
书 4:15 节的经文：“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首先，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置于整个以弗所书第 4 章，特别是前面一节经文
(4:14）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诚实话＂和＂说＂都不简单。中文用了
四个字，希腊原文只用了一个词(ἀληθεύοντες)，这个词在新约中
仅岀现这一次，英文多将它译成”speaking the truth”。这个希腊词由两
段词根组成，前一段 ἀληθεύ，意为＂truth”或者＂诚实话”，后一段
οντες，意为＂being＂或者＂拥有＂。我没有看到为何这两个词根放在
一起成为一个词的解释，所以只能猜测，这个单一的词是主在提醒我们，在
真理面前，我们除了拥抱它，没有别的选项。
笔者一直很困惑为何这个希腊词 ἀληθεύοντες 被翻译成了＂说诚实
话”或者”speaking the truth”，直到最近看到知名福音牧师钟马田
（Dr. Martyn Lloyd-Jones)所著《基督徒的合一：以弗所书 4:1-16 释经》
才豁然开朗。钟牧师曾长期担任西敏礼拜堂牧师，一生著作甚丰。在此书的
第二十篇中，钟牧师专门讲解了这一经节，甚至于他认为＂整本圣经里恐怕
没有一处经文比这句话引起更多的误解了＂。钟牧师论述道：

首先我们来看译成“说”这个字的意思。从某方面看，并未涵
括使徒(保罗)用这个字的所有含义……这里的希腊原文的意思
是“宣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用爱心宣告真
理”……它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当“在真理里面”，“走在
真理中”。或许，最好的翻译是“在爱心中拥有或者持守真
理”。当然那包括了述说、讨论、教导真理。不只是用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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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涵盖了我们的言行。我们应该诚实，行在真理中，活在
爱里。使徒(保罗)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再作小孩子，上下起伏
摇动；而应该在爱心中持守住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基督。
笔者个人也认为“在爱心中拥有或者持守真理”(“having or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表达。我们的＂诚实话＂其实就是神的
道，就是基要真理，不多不少、不添不减、不偏不倚。＂诚实话＂不仅仅是
说出来，更要行出来，活出来。＂诚实话＂既然是神的道，就不能由人随便
加减和曲解。
＂在爱心中＂也决非毫无原则地爱心泛滥。在加拉太书中，保罗严厉地批评
了认为行割礼方能得救的虚假教义，直接了当地说明＂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在涉
及到＂诚实话＂的大是大非面前，保罗是没有一丁点含糊的。
＂用爱心说诚实话＂其目的乃是不让他人跌倒，最终能连于基督，在主内合
一。当彼得先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然后又退缩的时候，保罗没有因为彼得是跟
随主耶稣的门徒就视而不见，而且不惜与彼得当面对质，好让众人能真正明
白＂诚实话＂，能最终连于耶稣基督。
我们把话题转回到＂人面桃花＂的唐诗中，崔护最开始扭扭捏捏，没有说诚
实话，导致他暗慕的姑娘差点＂相逢一面误终身＂。而当他放下矜持用爱心
大声呼唤时，姑娘苏醒过来，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于耶稣的门徒，＂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要完完全全活在真理中，行出爱
心，让更多的人不致跌倒，而是能灵命＂苏醒＂，在主再来的时候，最终与
主＂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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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之《鹊桥仙》
每一个传统的农历节日，基本上都有一首很牛掰的诗或者词与之对应。元宵
节大家想到的是辛弃疾的《青玉案 元夕》；清明节大家都会惦记着杜牧的
《清明》；中秋吃月饼的时候，大家都会嘀咕苏轼的《水调歌头》……作为
农历情人节的七夕，自然更是少不了大作。这大作便是秦观的《鹊桥仙》。
你或许不熟悉此词全文，但你一定听说过此词的最后一句＂两情若是久长
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先直接说主题，今天我想要探讨的也正是这最后
一句话。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阕《鹊桥仙》，可以算是秦观的巅峰之作。它通过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
说，抒发了恋人们互相倾慕，期待相逢，然后又忍受离别之苦。词中最后一
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更为点睛之笔，如同鹊桥，成为无
数异地恋人的精神支柱和心理安慰。
秦观擅长婉约凄美之词，所作之词，后世有评论家推崇为“首首珠玑，为宋
一代词人之冠”。秦观留传下来几百首诗词，其中相当数量是为歌女而作。
秦观一生坎坷，落魄飘泊，因而他对风尘歌女的悲欢离合有着深刻的体会，
能细腻地道出这些人物情感的挣扎和渴望，把婉约词带上了一个全新的境
界。当今的＂音乐教父＂李宗盛也为很多女歌手写过不少纠结缠绵而又百转
千回的歌词，如果仔细品味一下，似乎依稀有些秦观的影子。不知道李宗盛
为金智娟(娃娃)写那首《飘洋过海来看你》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浮现出秦少
游的《鹊桥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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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同样是这句词，被很多心术不正之徒从《鹊桥仙》中
单独抽出来，脱离整阕词以及作词人创作的背景，有意加以曲解滥用。整个
宋朝娱乐业都很发达，秦观的这句词无形之中给很多当时的(包括今日的)道
貌岸然之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支持。这些人打着艺术的幌子，行欺骗之
实。一旦觉得被粘上了，就搬出这句诗词来搪塞，意思就是告诉对方：你看
连秦观都说了，不在朝朝暮暮；不要经常来烦我，否则就是不解风情。针对
这一类人，有句话说得好：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在之前谈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时，我们引述了以弗所书 4:15 节的经
文：“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今天我们要探讨
的是以弗所书 4:14 节的经文：“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
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怎样才能对付有文化的流氓? 就是要比流氓更有文化，就不用怕流氓拿文化
来忽悠。怎样对付异教欺骗的法术呢？就是扎根于真道，凡事长进，连于元
首基督。
扎根于真道，首先就得明了真道的背景。对圣经真道最简要的概述可能莫过
于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 2:5 中明确写道＂因为只有一
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父神通
过耶稣的救赎是唯一的，别无岔路；是完全的，毫无保留；是直接的，绝无
代理。倘若有人非要在中间插一杠子做中间商，我们可得睁大眼睛，看清这
些人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不是在耍流氓，是不是在贪财。
扎根于真道，就是让我们灵命得以成长，不会被世俗之风吹来吹去。属灵的
生命，决不仅仅只是知识的积累，而是需要炼净和代价。属灵的感动只是剎
那之间，灵命的成长却是一生之久，绝非一日之功，尚需朝朝暮暮的修行和
点点滴滴的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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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1:2 中提到＂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福
便是灵命的长进，不再作小孩子，不会被异教之风摇动，不会轻易跌倒，而
是真理中扎下深根，牢牢连与主耶稣，就算一时跌倒也能迅速重新挺立。
我们对主的话、主的道，切切渴慕之情，顾然是着眼于一生的果效，但也应
该是立足于朝朝暮暮的灵修，点点滴滴的炼净，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活出＂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更在朝朝暮暮＂，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四) 摸鱼儿·问世间情为何物

公元 1205 年，金国章宗泰和五年，汾水河畔。
一位十六岁的少年郎对着一座垒起的石丘，唏嘘不已，感慨万千，久久不能
释怀。
石丘里安葬的是他赴并州（太原）途中从一位猎户手中买下的一对大雁，一
只是被猎户射杀的，而另一只逃脱的大雁，居然没有飞走，而且在空中哀鸣
徘徊，最后竟然直直地从空中落下来，触地殉情自尽。
这对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大雁深深触动了少年，他将这两只大雁买下来，埋
葬在汾水之上，然后写了这首名震天下的《摸鱼儿·雁丘词》：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 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34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这对恩爱大雁，曾经天南地北，双宿双飞，几度寒暑春秋。你若不在，万里
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单飞，意义何在？横渡汾水的路上，当初的繁华如今
却萧鼓绝响，荒烟依旧。那对殉情的大雁，葬在汾水之地，吟诵《招魂》已
无法让其死而复生，山鬼也只能在风雨暗自悲啼。这份生死不渝的深情使上
天也嫉妒，不信殉情的大雁死后如寻常莺燕般归于黄土。它们被安葬在此雁
丘，留待千秋万代的文人骚客狂歌痛饮来凭吊纪念。
难以想象年仅十六岁的元好问，竟能写出如此凄婉缠绵的爱情悲歌。本应是
情窦初开的年纪，一出手，就是一曲委婉厚重而又无限悲凉的绝唱。
笔者每次拜读《摸鱼儿·雁丘词》仍对大雁伴侣的生死相许唏嘘不已，但我
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另外一种＂生死相许＂。
在读《圣经》特别是最近在重新查考福音四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用这首词
的开篇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和词牌名来描述耶稣和福
音也非常合适。
耶稣的诞生，也是一种生死相许，是出于父神的爱和情。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
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
音 3:16-17）耶稣的诞生，本就是要以他的以死相许，成就父神的恩典救
赎。耶稣作为神的羔羊，正是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作为众人因罪而献给神
的挽回祭以及三天后耶稣的复活，才使信他的人脱离死的辖制，能进入永生
的国度。耶稣的生死相许，不单单是＂以死殉情＂的生死相许，更是＂起死
回生＂的生死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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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生死相许，同样也成就了信他的人的生死相许。使徒保罗在《加拉太
书》2:20 写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同样，保罗在《罗马书》6:8 写道”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
信必与他同活。＂
耶稣在世传道的日子，显过多次神迹奇事，包括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等。
耶稣更是亲自对门徒讲，“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
福音 4:19）。当这些渔夫门徒们真正跟随主之后，他们撒下的是福音的网，
去触摸灵里需要得救的人。得人如得鱼，是主的命定，不是为自己摸鱼得荣
耀，而是为主得人——传天国的福音，作主的见证，直到地极。
大雁伴侣的生死相许让人唏嘘不已，耶稣的生死相许更是让人感慨万千，掩
面长思。笔者不才，拙作一阕《摸鱼儿·福音词》，作为结尾。亲爱的弟兄
姊妹们，你们今天摸到鱼儿了吗？
摸鱼儿·福音词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羔羊降生马槽夜，只应恩典救赎。
十架苦，空墓去，天堑自此有通路。
经书已录。
向荒漠旷野，孤身受试，定三番胜负。
约旦谷，布道脚踪所处，得人得鱼无数。
治瘫明目寻常事，渡海更平风雨。
分饼鱼，听话语，芸芸众生皆饱足。
高歌一曲。
望地极万邦，普天之下，俱福音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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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杜甫的诗圣之路说起
诗人辈出的大唐，几乎每个留下佳作的诗人都有一个名号：诗仙李白，诗魔
白居易，诗鬼李贺，诗佛王维，诗狂贺知章，诗杰王勃…… 其中唯有杜甫
被称为诗圣。圣人是儒家文化对个人的最高尊崇，后人将杜甫封圣，不仅仅
因其诗艺精湛诗作绝伦，更是突显其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
纵观杜甫一生，诗坛成圣之路，绝非一帆风顺，而是一路坎坷，经历了漫长
的岁月积淀。
杜甫其实出身名门，祖上均是朝廷官员，姥姥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孙女，
妥妥的大唐皇室血统的官后代。青年时代的杜甫意气风发，四处＂自驾
游＂，兴致一来就发个＂朋友圈＂，比如在五岳之首的泰山之巅就发布了这
样一条消息，题目叫《望岳》, 何等的激扬文字、何等的朝气蓬勃。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从十九岁的小杜一直游山玩水十多年，人生的下半场开始变调了。三十
四岁时，杜甫去大唐京城长安谋生，科考不中，工作不顺，无奈做了十年的
京漂，缺乏稳定收入，尝尽世态炎凉。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有编制的基层岗位
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兵器库看守），安史之乱爆发，只得从长安匆匆逃难。
在鄜州（陕西鄜县）安顿不久后，杜甫欲投奔新皇唐肃宗，结果途中遭遇叛
军，被押回沦陷的长安，一年之后才寻机逃脱。重回组织担任另一个基层公
务员左拾遗没多久，却因卷入政治纷争而被贬为华州（陕西华县）司功参
军。不久之后，杜甫辞官，放弃仕途追求，走入民间，开始辗转漂泊，四处
逃荒⋯

37

杜甫的这一转身，恰恰是开启了其从诗人到诗圣的蜕变和升华。在颠沛流离
中，杜甫的诗作关切着劳苦大众的苦难，饱含着悲天悯人的感情。安史之乱
中的民不聊生，化作杜甫笔下“三吏“与“三别“悲壮的史诗。住着茅草房
盖着又冷又破的被子，杜甫心里想的居然是甘愿受冻而死来换取＂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在苦难漂泊中，杜甫的诗艺更磨砺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佳篇
名句比比皆是，终究成为诗坛之集大成者。
公元 770 年冬，湘江的一条小船上，五十九岁的杜甫走完了一生。在杜甫逝
世之后，其诗坛地位和影响力却与日俱增。经过岁月的沉淀，杜甫的诗作不
仅没有星光暗淡，反而是愈加璀璨耀眼，愈发被后世推崇备至。约八百年后
的明朝，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总结＂李白神于诗，杜甫圣于诗＂；诗人陈
献章则在《随笔》中写道：“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
少能兼。” 从此杜甫正式确立诗圣之名，成为诗词的最高丰碑之一。
杜甫的辗转漂泊终成诗圣之路，也许可以用白居易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
后》中的一句话概括，＂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大约公元 35 年，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扫罗脚步匆匆。他虽相貌平平，
但却自信满满。此行的目的，便是奉大祭司的手令，将大马士革的信徒绑回
耶路撒冷。
扫罗出身于便雅悯支派，师从著名的学者迦玛列，为当时倍受尊崇的法利赛
人，妥妥地属于重点培养对象的冉冉新星；而且，扫罗出生便是彼时罗马帝
国的公民，享受许多特殊地位和权利，仕途前景一片光明。
扫罗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即将换道，驶向完全不同的轨迹。
主亲自出手了，荣光显现。扫罗的肉眼暂时被封住了，然而他属灵的眼睛却
就此开启了。三日之后的扫罗，已然是脱抬换骨，受洗新人，开启了史诗般
的保罗成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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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成圣之路，同样也是辗转漂泊历经苦难。保罗的足迹遍布地中海盆地，
外出至少三次布道旅行，居无定所，四处建立教会，培养同工团队，经历常
人难以想象的挑战与磨难。在布道时，保罗曾被解往罗马遭软禁两年，在罗
马士兵看守下继续传褔音。获释之后的保罗先后去马其顿、特罗亚等各地教
会探访，没几年又于公元 65 年再度被捕，直至最后为主殉道。
在四处漂泊布道甚至下监的日子，保罗写下一封又一封书信，或勉励，或教
导，或释疑，或关爱，或严厉。这些书信对于真道的传扬与维护有着极大的
贡献。保罗去世三百多年后的公元 397 年，新约正典 27 卷在迦太基会议中
被正式确定，其中将近一半是保罗书信。保罗的名字，已经永久地与真道联
结在了一起。
保罗的成圣之路，主其实一开始就交待得一清二楚，“他是我所拣选的器
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
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使徒行传 9：15-16）保罗本人其实也完全明
白，所以他在殉道前最后一封书信中写道＂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
路，我跑完了；所信的道，我持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预备，按
公义审判的主会在祂来的那一天把它赐给我，不但会赐给我，也会赐给所有
爱慕祂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 4:7-8）
若是借鉴白居易的诗，也许同样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天意君已会，福音好
器皿＂。
诗圣面前，不敢造次下笔写律诗。想来想去，就写一首现代白话文诗词向两
位先人致敬！
不经苦寒彻骨
怎知梅香自何处
不经炼净肺腑
怎能坦然去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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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别昔日的虚无
迎接今时的醒悟
放下尘世的追逐
拥抱主内的顺服
每尝一分艰苦
心就少一丝糊涂
每看一分清楚
心就少一点错误
挣脱枷锁的束缚
一定会伤筋动骨
迈向重生的征途
一步又一步
如火更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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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 153
查尔思
（一）：那第八个神迹
耶稣基督在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作者、耶稣所爱
的门徒--使徒约翰却只记下了 8 个: 7 个在耶稣十架受死之前，最后一个，
就是第八个，是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我们用下面八句七律诗按
约翰福音记载顺序，简单总结这八个神迹：
1）清水成酒迦拿宴（约 2：1-12）；
2）臣子得活凭一言（约 4：46-54）；
3）毕士大池医久瘫（约 5：1-18）；
4）五饼二鱼饱五千（约 6：1-15）；
5）狂浪四更走海面（约 6：16-21）；
6）生来瞎眼洗得见（约 9：1-41）；
7）四日朽弟闻声现（约 11：1-46）；
8）七徒网鱼一五三（约 21：4-14）。
（耶稣神迹万万千，约翰精载只八件！）
耶稣受死前所行的 7 个神迹往往是圣经学者和基督徒常常重点关注的。7 是
个奇妙完全的数字。上帝 6 日完成创造宇宙万物大工，定第七日为圣安息
日。人类一周七日，工作六日、休息一日就是由此而来。上帝的创造大工记
载在圣经第一卷书创世记里; 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也是使徒約翰所著，
更是充满了 7 这个数字：7 教会，7 金灯台，7 封信，7 星，7 使者，7 印，7
号，7 碗，7 角，7 眼，7 盏火灯，7 灵，7 雷，7 头，7 王，7 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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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数字。耶稣地上所行众多神迹之中，使徒约翰精心挑
选记下 8 个。我们现在重点看常常被人忽略的那第八个神迹。首先来看 8 这
个数字：
8 是耶稣的数字，耶穌名字希臘原文“Ιησουζ”的數目,按每个希腊原
文字母的数值，一一加起来正好是“888”。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数字，但
上帝早已把它赐给耶稣，且其意义远超出我们过去狭隘的局限。
首先，“8”倒下來就是無窮大
。这就是救恩：耶稣完全倾倒他的宝
血、生命以至於死，所带出的是无穷赦罪的大能—任何人只要相信他宝血洗
罪的能力，任何罪都可得赦免；唯一不得赦免的就是不信的罪。
形状似鱼 ，特别是手写体的鱼。鱼与耶稣死里复活的救恩密不可
分。耶稣曾藉先知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之中的神迹，讲述他自己的死里
复活：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
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太 12：39-40）
旧约圣经的文字希伯来文第十四个字母是””נ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生命”
本身，其图画形状是一条“跃出水面的鱼”，代表鲜活复活的生命。נ也是
希伯来文五个特别字母之一，在一个词的最后要变形，代表终极荣耀生命由
重生、更新、变化而来—人都要改变，必须重生：耶稣死里复活，人要与耶
稣死里复活联合，才可得享他荣耀复活的生命。这正合乎 14 = 6 + 8 所隐
藏的意义：6 代表人，8 代表耶稣，中间是十字架“+”、是联合的意思—人
因着信，与十架上耶稣联合，同钉、同死、同埋，必得他荣耀复活的生命。
那是上帝的生命，也是人可得唯一终极荣耀的生命！
耶穌的死蘊藏着無窮救贖大能，他的复活更赐人永恒荣耀的生命！無窮大
站起来又是 8，却是一个完全崭新的 8。耶稣死里复活是在星期天或礼
拜日，犹太人习惯称之为“七日的头一日”。上帝第一日造光，死里复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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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那黑暗世界的真光！“七日的头一日”可以说是第八日，基督徒稱之
為“主日”—是耶稣复活之日，又是一个完全崭新的开始，“8”代表耶稣
的复活。
8 是耶稣的数字！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只精心记下耶稣 8 个神迹，这最后
的神迹—就是第八个神迹,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神迹：这是四福音书所记载死
里复活后、升天前的耶稣所行的唯一的一个神迹，只记载在约翰福音里，神
迹中有 7 个门徒，加上耶稣共 8 个人，耶稣是那第八位，似乎再次向我们强
调 8 这个耶稣的数字；然而就在这第八个神迹之中，另一个奇妙的数字，就
是 153，这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的数字，被隆重推出：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
現記在下面。有西門彼得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
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
處。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
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天
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就對
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
有。’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他們
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耶穌所愛的那門徒
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
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裏。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
百肘，古代以肘為尺，一肘約有今時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
網魚拉過來。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又
有餅。耶穌對他們說：‘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西門彼得
就去，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一百五十三條；魚雖
這樣多，網卻沒有破。耶穌說：‘你們來吃早飯。’門徒中沒
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耶穌就來拿餅和
魚給他們。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
次。”（约 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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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魚之人很少数点魚的個數，既使數点也只是大略地數点一下而已。然而復
活的耶穌使門徒在加利利海打的这一網大魚，竟一个一个地仔细數出來，總
共有 153 條，並把這個數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地記載在《聖經》—上帝的
话语裏面……不言而喻，其中肯定藏有奇特珍宝！正基于此，無論从數學、
還是《聖經》的角度，“153”都一直激发震荡许多人心灵深处的興趣。惟
愿我们每个读者也都不例外。
153 這個似乎简单无比的數字，看上去极不起眼，可越查考研究越会让人惊
奇發現其裏面隐藏的内涵相當深刻豐富，值得每個人特別是上帝的兒女好好
深究品味。至此，我们将借以下短文系列，一起欣赏 153 的奇特数学属性、
一起分享 153 丰富的属灵意义。结束之后看你是否同意，153 这个数字是当
之无愧的耶稣基督数字！？

（二）：153 的奇特数学属性

我們现在從數學角度來熟悉一下 153 這個數字。我们需要一点点简单数学符
号及运算的常识，不太熟悉的朋友并无大碍，只要会整数的加减乘除，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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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可以理解领会，因为我们会对所用的符号与运算作明确定义甚至加上举
例示范。
在數學上，153 至少有以下五个比较突出有趣的特性：
（1）153 的第一个奇妙特性跟 5 有密切关系：
153 = 1! + 2! + 3! + 4! + 5!,

其中“n！”在数学上表示 n 的阶乘：𝑛! = 1 × 2 ×. . .× 𝑛。 那麽：
1! = 1,
2! = 1  2 = 2,
3! = 1  2  3 = 6，
4! = 1  2  3  4 = 24,
5! = 1  2  3  4  5 = 120,

加起來剛好等於 153。
（2）153 是一个“三角數字（Triangular Number）”— 是第 17 個三角數
字：
153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一個數字被稱爲“三角數字”是因爲這個數字的大小相當於一個等邊三角
形。153 等於一個邊長是 17 的等邊三角形的大小。數數看，下面的这个三角
形三条边是否都有 17 条鱼？是否整个三角形里總共有正好 153 条“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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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3）下面這個特性是 153 最爲重要的一個：
1 + 5 + 3 = 153 。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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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其中 1 = 1  1  1 = 1, 5 = 5  5  5 = 125, 3 = 3  3  3 = 27 分別是 1，5，3 的立方，加起
來剛好是 153。有人称“每位數字立方後再相加”的运算为“三一運算
(Trinity Operation)”。上面 153 的这个特性，换一种说法就是 153 是三
一运算的不动点，即在三一运算下永不改变，总是 153。不仅如此，也許更
有广泛意義、更爲重要的一個 153 的特性是下面这个与三一运算有关的事
實:
任何一個能被 3 整除的正整数，反复作“三一運算”，有限步驟
之後總會歸結到 153。
（這個事實有一個很簡單並有趣的證明，需要一些不太复杂的數學推導和計
算機運算，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查而思所著《隐藏在启示录中教会被提的
奥秘》一书的“附錄三”。）
我们拿 12 作例子：12 能夠被 3 整除。對 12 反复作“三一運算”如下：
3

3

1 +2 =9
3

9 = 729
3

3

3

3

3

3

3

3

3

7 + 2 + 9 = 1080
3

1 + 0 + 8 + 0 = 513
5 + 1 + 3 = 153.

如果你不服气，可以拿任何别的可以被 3 整除的正整数来做实验，反复作三
一运算，你终究绝对不会失望，总是会结束于 153！
（4）153 的下一個特性是
18 

2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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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此处我們借用數學上排列組合的一個符號：  r  。它代表 n 件東西中每次取 r

件，總共应有多少种取法，或有多少种組合的組合數。那麽，18 個人中要取
18 
 
出兩个人組成一個團隊，有多少种取法？答案就是有  2  这么多種取法。計算
n
 
 r  是多少，有一個借用阶乘的數學公式：
n
n!
  =
 r  ( n − r )!r! 。

按此公式计算，我们有
18 
18!
18!
18  17
  =
=
=
= 153
2
 2  (18 − 2) !2! 16! 2!
。

稍多熟悉一些其它数学公式(比如等差数列之和或梯形面积公式)的朋友不难
发现这个特性基本等同于 153 是第 17 个三角数字的特性。
（5）我們最後要分享的 153 的一個特性是
2

153 = 12 + 3

其中 12
153。

2

2

= 12  12 = 144, 3 = 3  3 = 9 ，分別是

2

，

12 和 3 的平方，加起來剛好等于

153 还有其它数学属性，包括已发现的和未发现的。但上面列举的这些，足
以让我们看见，153 可以以各样不同出奇美丽、甚至出人意料的数学形式展
现它的奇特、释放它的美丽。只就数学的氛围讲，这本身已经十分精彩耐人
寻味了；然而更加精彩、耐人寻味的还在后面，就是从这些数学属性之中所
迸发而出的、更加灿烂绚丽多彩的属灵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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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53 的屬靈意義
我们前面已经分享了 153 这个数字的几个有趣的数学属性。我们现在从几方
面来思想 153 的属灵意义：
（1）

153 與上帝的创造及人類歷史

（2）

153 與耶穌基督教會史及启示录

（3）

153 與耶穌在世侍奉的年日—33 年

（4）

153 與耶穌的死

（5）

153 與耶穌的復活

（6）

153 與基督十架救恩大能

（7）

153 與耶穌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與生命

（8）

153 與主同在的应许

（9）

153 與祷告 —“求告主名”

（10） 153 與教會 -- 耶穌基督的身體
希望结束此次学习之时我们都会没有保留地说“153”这个数字是当之无愧
的“耶稣基督数字”！

(1)153 与上帝的创造及人类历史
我们首先来看

153 = 1! + 2! + 3! + 4! + 5!.
这个奇特属性通过阶乘转换（！所代表的）将 153 与 5 这个数字，或更确切
地说是与 1 到 5 的序数组合：{1,2,3,4,5} 巧妙的结合一体。也许更为确切
的表达应该是在每个数字之后都加上赞许的感叹号“!”：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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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文有 22 个字母，每个字母都有相应的数目字，常用来表示圣经的章
节序数。对应着 1，2，3，4，5 的前 5 个字母是א, ב, ג, ד, 。 ה希伯来
文是从右向左读的。稍有一点希伯来文的文法知识和词汇量，就不难发现这
5 个字母之中隐藏着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的信息：“ ”הדג בא英文意
思是“The fish comes” 或 “The fish is coming”,即 “鱼来”或“鱼
将要来”。这 5 个字母从右往左的头 3 个字母一起是““—”הדגthe
fish”—“这条鱼”或“这些鱼”。英文“Fish”也很有意思—可以是单数
也可以是复数。这里也含有 153 这个数字的影子。
旧约圣经有众多的章节数，可想而知“鱼来”或“鱼将要来”这一信息在旧
约希伯来圣经中四处隐藏。这一信息意义之重大稍后可能会更加清晰。至
此，联想上面 153 与 5 相连的那个等式，153 这个数字以 153 条鱼神迹的形
式在圣经中闪亮登场也许并不偶然。
我们还是快快回顾一下 153 条鱼的神迹（约翰福音 21：1-14）：七个似乎无
所适从的门徒整夜打鱼尽归徒劳，然而简单信从耶稣一声吩咐“将网撒在船
的右边”，他们就立时打上来满网的大鱼，共 153 条。
此处不禁让我们发问：门徒所在的船不会太宽太大，船的左边或右边又有何
区别？左边没有右边有？这区别是人类自然知识根本无法解释的。这区别的
根本不在於物理上的时间或空间，只在乎有主口中发出的命令、并淳朴门徒
简单的信从！这满网大鱼的神迹使使徒约翰不禁向其他伙伴高呼出来“是
主!”。是的，祂就是用口中命令创造万有的造物主；祂正是几天前被钉十
架却死里复活、死亡无法拘禁的生命之主；祂更是可以从无到有、创造生
命，赐永恒生命的永生之主！
这网上来的不只是 153 条鱼而已，网上来的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及其中的丰富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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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注意希伯来文２２个字母的第五个字母ה，它是一个“窗户”的图
画，光线照射进来的窗口、也是人向外观看的出处，有“启示”或“显现”
的意思。ה的另一个图画是“一个双手向天举起的人”，是一个活生生人敬
拜上帝的姿势 。犹太人特别愿意举手敬拜上帝，意思是“看”，“向上
看”，“领受从上面而来的祝福！”。两个图画加起来意思是“注目从天上
而来的、领受从天上而来的福分---光照与启示”。ה与“光”密不可分。
圣经中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而上帝所造万物都是藉着耶稣造的、也是为祂
造的（约翰福音 1：3，歌罗西书 1：16）。上帝六日创造宇宙万物，在第一
日造“光”。无论是希伯来原文圣经还是中文和合本圣经，创世纪第一章、
第五节、第三个词就是“光 。”אֹור这里从“光 ”אֹור在圣经中的位置让
我们看到 153 这个数字：

（注意：希伯来文要从右向左看！你是否也注意到 “בא

”הדג-“鱼来”的信息，

看五行每行最右边开头的字母，从下往上读）

留心的读者可能也会注意到另一奇妙之处：创世纪头五节讲第一日的创造中
后 3 节中 5 次提到“光”אֹו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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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圣经作者特别是使徒约翰，经常强调的信息是耶稣是世界的真光、是人
生命之光（约翰福音 1：4，8：12），神就是光（约翰一书 1：5）。约翰福
音的开始跟创世纪的开始一样用英文都是“In the beginning 起初”，中文
和合本翻成“太初”。新约圣经原文是希腊文。希腊原文的约翰福音，第一
章第五节第三个词也是“光 φῶς”。如同希伯来文创世纪的开始，这里也
奇妙地让我们看见 153 这个数字：

造光是上帝六日创造宇宙万物的第一日。按犹太传统计算，人类自从亚当夏
娃被造至今已有近 6000 年的历史，即近六个 1000 年。鉴于以赛亚书 46：
10“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
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另按圣经“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的概念（诗 90：4，彼后 3：8），上帝创造万物的六日具有特殊预言性历史
意义；因此，有些圣经学者大胆地把上帝六日的创造与人类历史六个千年一
一对应起来观察。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此处只着重上帝第五日的创造与人类
的第五个千年及耶稣的首次临世而开始并延续至今的教会时期。
耶稣的诞生，即圣诞，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临世，开始了人类的新纪元。人
类的时间轴是按照耶稣基督的诞生而划分的。公元前为 BC = Before
Christ，直译过来就是“基督之前”；AD = 是拉丁文 "Anno Domini"的缩
写, 英文意思是 “the Year of Our Lord”, 中文可翻为“我们主之年
"。中文把 BC 和 AD 常翻成“主前”和“主后”，或者是“公元前”和“公
元后”。现在人类正值主后或公元后 2021 年。这近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与上
帝第五日所造的鱼与鸽子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帝第五日的创造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 1 章的 20-23 节：

“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
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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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
神就賜福給這一切，說：「滋生繁多，充滿海中的水，雀鳥也
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
第五日上帝创造天上的飞鸟和海里的鱼。耶稣诞生、死而复活而开始的第五
个千年至今，是“得人如得鱼”的教会恩典时代。正如耶稣对门徒所说“来
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 4：19）。
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讲到他的死里复活，耶稣自己这样
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
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
头。」（太 12：39-40）。这里的大鱼的鱼就是“”דג，先知约拿名字的意
思就是“鸽子”。
教会时期也是圣灵时期。耶稣地上事工开始、约旦河受洗之时从水里上来圣
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路 3：21-22）。耶稣复活 50 天后的五旬节，圣灵
普降，从耶路撒冷开始与门徒同工“得人如得鱼”，为耶稣作见证、引人信
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子。希伯来文“上帝的儿子 The sons of God”用希伯来
文字母数字计算出来正好是 153：
ִים
ָֽאֱֹלה
ְנֵי־ה
 =֙ב153.
教会从一开始就面对各样逼迫，从不信的犹太人来的、从敌基督的罗马政府
来的。基督徒之间被迫用暗号让对方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所用的暗号是一个
鱼的记号 。原因十分直接：耶稣 Ἰησοῦς、基督 Χρῑστός、神
Θεοῦ、儿子 Yἱός、救主 Σωτήρ 5 个希腊词的词头字母依次放在一起
正是鱼的希腊词 ἰχθύς。在北美这个基督徒的记号仍然十分流行：

至于耶稣降生这一划时代事件圣经事先早有全面的预言：方式--童女怀孕生
子（赛 7：14，9：6）；地点—犹大伯利恒（彌迦 5：2）；时间（但 9：
25）。也许圣经中最早关于耶稣降世的预言是在创世纪 3 章 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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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
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这里“女人的后裔”就是圣灵感孕童女玛丽亚而生的耶稣。所有的人除耶稣
基督外，都是亚当这位男人的后裔。耶稣死里复活要除掉魔鬼的作为（约翰
一书 3：8）--- 伤魔鬼的头。请注意上面这节经文出处的章节数：3：15 -- 315 这个数字与 153 完全对称，且距 153，用“三一运算”，仅一步之
遥：
33 + 13 + 53 = 153.
若第 5 创造日和第 6 创造日所对应的主后两千年的教会恩典时期化为一期，
整个人类历史从始祖亚当被造至今可分为 5 期。教会时期本身—从教会的开
始到教会被提—也是 5 期，这将是我们下一篇的信息。

(2) 153 與耶穌基督教會史及启示录（A）

我们仍继续注目

153 = 1! + 2! + 3! + 4! + 5!.
教會近兩千年“得人如魚”的歷史可以分為五個階段，一一對應啟示錄中的
前 5 印。第一印對應教會的開始，第五印對應教會的被提。感興趣的讀者可
以參考查而思弟兄所著《隱藏在啟示錄中教會被提的啟示-當第 5 印揭開的
時候》一書（http://www.tcccaz.org/%e8%91%97%e4%bd%9c-works/），其
中對此有較詳盡的論述。我們在此只縱覽其中重點，著重每印的歷史時間點
及其相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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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來看啟示錄中七印封嚴的書（啓 5）
● 啟示錄中七印封嚴的書是聖經書中之書：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３：１６）。早在主前７５０年先知以赛
亚就已宣告耶和华所有的默示如同封住的书卷（赛２９：１１）, 只等耶和
华智慧启示的圣灵赐下人方能读懂（赛２９：１７－１８，３２：１５）。
使徒保罗更尖锐明示（林前２：７－１３），正因人属灵的眼瞎，不懂圣
经，因而不认识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另參：约翰福音５：３９），反定罪耶
稣把他活活钉上十架；要读懂圣经，人必须成为属灵人。
上帝的救恩展示上帝的智慧、能力和恩典远超过人所思所想：上帝借罪人之
手为罪人献上唯一有真正永远赎罪功效的祭物－上帝的羔羊耶稣－这是上帝
的智慧；没有死就没有上帝死里复活大能的彰显，耶稣死里复活因唯独他为
义无罪配得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确为上帝的儿子－这是上
帝的能力；人违背上帝（旧约）律法一切的罪，只要真心相信耶稣是上帝的
儿子就都可得赦免,并得享耶稣死里复活的永恒生命－这是上帝的恩典。这
恩典、大能、智慧临到每个圣徒是借着上帝的圣灵，是耶稣死里复活、得父
荣耀的明证。圣灵也将一切赐给耶稣基督的丰盛从天带下赐给圣徒（约１
６：１２－１５）。
随着羔羊天上一印一印的揭开，运行地上的圣灵将其果效注入圣徒灵里，使
圣徒可以逐步在真理里进深。圣徒离不开圣灵与真理，如同鱼离不开水一
样。此处启用先知以西结所描绘的图画（结 47：1-12）可能恰到好处：活水
由上帝圣殿缓缓流出，由浅至深渐成涌流河水，所至之处生机盎然、甚至死
海复活充满各种鱼类，河水两岸树木林立、绿郁葱葱、结果累累……，著實
一幅天上生命河和生命樹（啟 22：1-4）在人间的縮影。
我们现在来看
● 第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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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
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
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啓６：１－２）
第一印揭開的時刻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升天前命令门徒等候的时刻（徒１：４
－８）；这是圣灵普降的那个五旬节清晨（徒２：１－４）；这是基督教会
的开始; 是人真正有可能開始讀懂聖經書中之書的時刻。
七印的前四印有“四馬”和“四活物”伴随。“四馬”所帶出來的現象具有
全球普遍性（撒迦利亞 1：7-11，6：1-8“（它们）在遍地走來走去”）。
“四活物”也一樣（結 1，10“（它们）四方都能直行”），並總是與靈同
步（“靈往哪裡去，他們就往哪裡去”）。 “四馬”和“四活物” 使七印
的前“四印”，緊緊連結、成为一體，帶出來的果效具全球普遍性，結束時
也是聖靈普世地上工作的結束。這使得第五印揭開的那一刻，攸關獨特、極
其重要：那正是地上外邦教會被提离地升天的時刻。
這第一印揭開時騎白馬的不是別人，正是“上帝之道”，是曾從死裏復活﹑
升上高天﹑擄掠仇敵，又被父神全能右手高舉的上帝兒子耶穌基督；與啟
19：11 中騎白馬的同是一位。
“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
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
印。’”（啓 5：5）這“猶大的獅子”，“大衛的根”就是主耶穌基督，他
已得勝 —“勝了”。正因爲上帝羔羊耶穌基督的得勝，這“印”才能得以
揭開，也唯有祂配揭開七印，正如二十四長老們新歌中所唱的：“你配拿書
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
買了人來，叫我們歸於上帝，又叫我們成為國民，作祭司，歸於上帝，在地
上執掌王權。”（啓 5：9-10）聖靈普降正是耶穌已經得勝、得榮耀而從天
上賜下給人類（特別是屬上帝兒女）的信號：他已戰勝罪惡、戰勝死亡、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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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魔鬼，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已經完滿成就父神差祂地上要成就的使
命，回到父神右邊，又被父神全能右手高舉而賜他榮耀聖靈！
耶穌基督的“又要勝”是多方面的。藉着耶穌基督，上帝眾兒女的得勝、教
會的得勝特別是教會的被提，都包括在主耶穌的“又要勝”里。這“又要
勝”也包括耶穌基督得勝敵基督和假先知：“他們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
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選、有
忠心的，也必得勝。”（啓 17：14）啓 19：11-21 是主耶穌這個“又要勝”
的進一步描寫：“……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要
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
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
燒著硫磺的火湖裏；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飛鳥都吃飽了他
們的肉。”（啓 19：11-21）這燒著硫磺的火湖也正是千禧年之後，魔鬼撒
旦所要去的地方（啓２０：１０）。這也是主耶穌基督“又要勝”的另一方
面 — 最終完全徹底戰勝魔鬼撒旦，它再無任何機會和可能出來興風作浪
了。
我们来看这里所提到的“弓”：我們可從以色列與教會兩方面來看“弓”所
代出的意義。首先，“騎在馬上的，拿著弓”；注意有弓卻沒說有箭。要爭
戰得勝有“弓”必有“箭”，“弓”和“箭”是不可分的。那麽，這“弓”
和看不見的“箭”又都代表甚麼？爭戰得勝為什麼只見“弓”而不見“箭”
呢？
“我拿猶大作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蓮為張弓的箭。錫安那，我要激發你的眾
子，攻擊希利尼的眾子使你如勇士的刀。”（亞 9：13）
以色列第三個王所羅門去世以後，以色列分為南北兩國：南國猶大，北國以
色列或以法蓮。撒迦利亞书 9：13 讓我們看到，“弓”代表南國猶大，
“箭”代表北國以色列。北國以色列在主前 722 年被亞述帝國俘去之後一直
未復返故土。除少數被留在本土與遷入外邦亞述人混雜的以色列人外（生出
的後裔不再是純種的以色列人，而是“撒瑪利亞”人），北國整個十個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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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像一支被射出去的“箭”，至今一直未被收回。不僅如此，這支被射出
去的“箭”今置何處無人完全説得清楚；按人看來這十個失蹤的支派真是一
支不知去向的“箭”。
南國猶大主前 586 年被巴比倫虜去，70 年後重歸故土。主耶穌在世的年代，
人們所看到的只是重歸故土的猶大國民 — 猶太人。主後 70 年，耶路撒冷
被毀，猶太人被羅馬虜到世界各地，分佈異國他鄉。相對外邦人口，他們的
人數，微不足道，然而就是這小小的民族，無論在那裡，他們仍保持猶太人
的本色，不與外邦混雜；且讓人們看到他們便知道這是猶太人，是“上帝的
選民”。儘管按人看來在萬國抛來抛去的猶太人似乎是已被上帝棄絕的子
民，卻仍是上帝手上的“弓”，因爲沒有超出上帝的話語。上帝的選民在天
下萬國抛來抛去是上帝早已知道的，在祂的話語中早有預言（申 28：25，耶
24：9，34：17，44：8）。天下萬國中抛來抛去的上帝的選民仍在全能上帝
的掌管之中。上帝是使死人復活的上帝，也要在祂選民的身上向世人證明，
以至於最終讓人都知道，上帝藉耶穌基督死裏復活帶給所有世人得救的大
恩。
使死人復活的上帝，照樣也能使死國復活（結 37）。1948 年亡國兩千多年
的以色列奇蹟般地復國。自然，真正復國的是猶大國，失蹤的北國十個支派
仍是失蹤。前前後後所有這一切都讓人們明顯看見，上帝的聖手一直在掌握
着這張“弓”— 猶大國。雖然今日人們所看到的是那張“弓”-- 猶大，而
不能看見那失蹤的以色列十個支派 --“箭”，但是整個以色列包括失蹤的
十個支派仍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在以色列第七十個七年開始之際，上帝差
遣使者用印印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時候，祂沒有忘記那失蹤的十個支派。雖
然他們分佈世界各地，甚至在人看來已被外邦同化，然而上帝認識他們，並
會用奇妙的方式暗中保守他們，還要用號筒（七號）的大聲將他們也招聚回
到以色列地（太 24：31）。上帝是信實的上帝，祂絕不會忘記祂的應許，不
會廢棄同以色列先祖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聖約（亞 9：11-17）。
“弓”在新約教會時代也有新的另一層屬靈意義。真正的、靈意上的猶太人
是心裡受割禮，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羅 2：28-29）。在這種意義上，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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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意上的猶大是教會。福音從聖靈普降的那個五旬節開始向普天下傳
開，上帝的兒女至今遍佈世界各地。人們四處可以看見上帝真正爭戰 － 救
人靈魂的“弓”-- 教會。教會是上帝手上爭戰的“弓”。教會被提之時，
這張“弓”要被收到天上；人們將看見的只是地上的那張“弓”-- 猶大，
和隨之而招聚聖地的其餘以色列選民 — 上帝的“箭”。世界將要看到這
“弓”和“箭”又奇妙地合而爲一，在上帝的聖手之上最終將完全得勝。
我們最後来看“白馬”。“白馬”有其獨特之處：“套著黑馬的車往北方
去，白馬跟隨在後；有斑點的馬往南方去。壯馬出來，要在遍地走來走去。
天使說：你們只管在遍地走來走去。他們就照樣行了。他又呼叫我說：看
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亞 6：6－8）
“往北方去的”是“黑馬”與跟在其後的“白馬”。此處我們着重看“白
馬”，後面討論“第三印”時再看“黑馬”。“往北方去的”如何“在北方
安慰我（上帝）的心”呢？上帝的心得安慰是因這騎白馬的不是別人正是上
帝兒子耶穌。“白”象徵聖潔，耶穌是上帝聖潔的羔羊。上帝的心得安慰是
因耶穌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上帝的救贖大工，復活得勝，差遣聖靈下來開始人
類的救赎。除耶穌外，還有誰知道父神的心？又除耶穌外還有誰能使父神的
心得安慰呢？
為什麼“在北方”？上帝的心在教會，因教會是上帝的家（提前 3：15，弗
2：19），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 1：23）。非常奇妙的是，主耶穌藉
聖靈從耶路撒冷開始建立教會，首先是耶路撒冷猶太聖徒的教會；然後聖靈
帶領，不是向南或是向東，而是向北 — 上帝所建立的第一家外邦教會是在
耶路撒冷正北方的安提阿，門徒第一次稱爲基督徒也就是在這個地方（徒
11：26）。安提阿也是福音差傳的第一總部，使徒保羅三次旅行佈道均由此
出發，外邦教會從此蓬勃發展。更爲奇妙的事，作爲外邦教會代表的亞細亞
七教會在地上的地理分佈極像天上北斗七星，主也稱七教會的使者為“七
星”（啓 1：20）。“北方的極處”也與上帝的所在有關：“金光出於北
方，在上帝那裏有可怕的威嚴。”（伯 37：22）“你（撒旦）心裏曾說：我
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上帝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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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極處。”（賽 14：13）地上的教會是天堂的縮影，正因爲那裏有上帝
的寶座和主權，所以也正是魔鬼必爭之地；這也是爲什麽教會屬靈爭戰從始
至終都是兇猛激烈的原因。但是我們靠着已經得勝使得父神心得安慰的主耶
穌，我們也可得勝並得勝有餘，也使父神心得安慰。

(2) 153 與耶穌基督教會史及启示录（B）
● 我们来看启示录七印中的第二印

“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就另有一
匹馬出來，是紅的，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
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啟 6：3-4)
紅是血的顏色，“紅馬”代表流血、戰爭。自始祖亞當犯罪，從亞伯該隱兄
弟之“戰”開始，人類就沒有停止過流血和戰爭。然而，達到世界範圍、全
球參戰之高潮莫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 1918），和二十一年之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 — 1945）。
“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 僅三、
四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便給人類造成近八百五十萬的死亡人數。“又有一
把大刀賜給他”— 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更爲驚人，達四千五百萬之
多，是一次大戰死亡人數的五倍多。僅被希特勒屠殺的猶太人就有六百多
萬。最爲可怕的是，二戰期間人類擁有且使用了原子武器；也許騎在“紅
馬”上的手中閃閃發亮的大刀指的正是這原子武器。
二戰結束之後，和平並未臨到地上，“彼此相殺”的現象並未止息。世界局
部戰爭仍然連綿不斷：中東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蘇之戰，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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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等等等等。不是國攻打國，就是民攻打民。不光是槍口對外，还有槍
口向內的。
紅色也是共產主義的顏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炮火中，第一個紅色共
產國家蘇聯誕生了（1917）。此後許多共產國家相繼誕生。這些共產國家
中，從中國到東歐国家，普遍存在着類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風暴：
階級鬥爭，無親無友，人人彼此相殺。其结果，死亡的人數可能不比兩次世
界大戰死亡人數遜色。
戰爭與共產對猶太復國也有巨大影響。戰爭中對猶太人的迫害激起並堅定了
大多數猶太人復國的決心。“合作社”（kibbutz）的建立是早期移民巴勒
斯坦的猶太人得以存活並壯大的必要。這些“合作社”類似與中國大陸“人
民公社”或“合作社”。第一個 kibbutz 1909 年就在約旦河畔建立。1948
年以色列獨立前後，更多的 kibbutzim 在以色列的前沿邊界處設立，在保衛
當時像新生嬰孩的以色列上這些“合作社”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重重的血腥味中，在熊熊的戰火里，上帝的聖手奇妙地保守了祂的選民。
1948 年 5 月 14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不久，被殺的六百多萬猶太人
的屍骨未寒，以色列奇蹟般的復國獨立了。緊接著的以色列周圍敵人的攻
擊，不僅沒有消滅這個幼小的國家，反使她越發壯大。直至 1967 年轟動世
界的“六日戰爭”，以色列全盤收復聖城耶路撒冷，徹底結束了外邦統治耶
路撒冷的日子，是以色列复國後另一輝煌的里程碑。以色列复國也是第一印
所带出的，基督“勝了又要勝”中“又要勝”的另一方面，上帝所应许的話
语一點一划都不落空，在基督裡都要成就！
“紅色”也是警告的顔色，是上帝給全人類的警告。耶稣基督再來、以色列
全家都要得救之前，以色列必复國。在極難的景況下，令人難以置信的時
候，以色列复國了。以色列如同死裏復活一樣复國了，是當代世界最大的神
蹟，是主耶穌基督快要再來的特大記號。上帝在向全人類呼籲：快快悔改，
接受耶穌，因為時日不多了！

61

综上所述，我们不難看出，第二印揭開的時刻應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
临近点。第一印與第二印之間隔著相對較長的歷史時間，近 1900 年。這時
期是人類漸漸繁衍遍滿全地的時間，更是聖靈推廣福音、與上帝的兒女同工
使福音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的時期。這期間的後期人類歷史見證幾大世
界強國的興起和世界聯合國的成立。這些國家是兩次世界大戰的主角，其中
包括英國、美國、蘇聯、法國，奧斯曼帝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回顧上
帝六日創造的歷史預言，這段歷史對應上帝第六日的創造：上帝創造所有地
上爬行的動物，其中也包括猛獸獅子、熊和豹。有解經家指出，舊約聖經但
以理書第七章中所描述的、但以理異象所見末世幾個獸的國，就是這些國家
及聯合國。
第一印的效果跨越二、三、四印，一直延續到第五印揭開、教會被提之時。
战争及任何其它因素都不能阻拦福音廣傳，得時不得時众忠心聖徒總與聖靈
同工使福音仍在地上廣傳、教會仍不斷擴大直至教会被提之时。第二、三、
四印相隔相對頗近，這是第一印區別與其它三印的另一顯著之處。我们将会
看到第三印的效果也会延入第四印期间。这一印的效果延入另一印期间的现
象，似乎是旧约以西结书中“四活物”輪中套輪（結 1：16）所暗示的意
義。
有人可能会问，這二、三、四印期間，即從第二印揭開的時候到第五印揭開
教會被提的時候爲止，應當会有多長的時間呢？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
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我實
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
不能廢去。”（太 24：32－35）這“無花果樹”代表以色列，“樹枝發嫩長
葉”代表她的复國與壯大。我們已經生活在這個特別的時代，奇跡般復活並
日益壯大的以色列活生生地矗立在我們眼前，清楚地告訴我們，這二、三、
四印時期應該是在我們這一代人之內。我們就應當是“這世代還沒有過去，
這些事都要成就”的那個“世代”，我們實在更當謹慎、儆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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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3 與耶穌基督教會史及启示录（C）

● 我们来看第三印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
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著天平。我聽見在四活物中
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
和酒不可糟蹋。”
（啟 6：5-6）
看到“天平”，人們會立刻想到“民主”、“人權”、“平等”。“天平”
也是法學與法律上的顯著標誌,意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奇妙的
是，第三個活物的臉面像人，代表這第三印時期是整個世界普遍講究人權的
時期，也是人高抬自己的時期。
“民主”向來是西方社會文化中的概念；最早的出處可以追溯到聖經。上帝
起初造人是按祂自己的形像和樣式造的，上帝給人自由選擇的權力也尊重人
的選擇。上帝給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吃或不吃善惡知識樹上果子的自由。另
如相信與接受耶穌，上帝也是要我們自己從心靈意志裏有個明確的抉擇。人
未被造成機器人，否則上帝的審判就无意义。人終究要為自己的選擇負全部
責任。受聖經這方面的影響，西方社會及文化中多注重個人權力，注重民
主。
“集權專制”的紅色共產國家向民主開門不是件容易事。但八三年中國大
陸改革開放之後，世界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事件在很短的時間內接踵而至：東
西德國中間的柏林牆被推倒，紅色蘇聯解體，隨之其它東歐共產國家相繼脫
離專制邁入民主。一向倡導民主人權的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歷
時取得絕對主導地位。由於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信息通訊的開放、發達，民
主人權的思想、概念透過新聞媒體迅速浸透世界每個角落。那些日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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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民主大選總統，一下那裡民主大選議員。諸如此類的新聞從蘇聯，波
蘭......
四面八方絡繹不絕的傳來。聯合國或美國也常派特別觀察小組監察某地區或
國家的選舉。獨裁專制者已成為世界多國群起而攻之的對象。
中國大陸一貫主張民主集中制，但在毛澤東時代是一主、一黨、一制，民主
只是個口號而已。到鄧小平年代中國終于向民主邁了一大步。中國雖未像西
方民主國家那樣民主，但集權專制的狀況較比以前多有被民主代替的，特別
目前多媒體時代，儘管仍有一些限制，也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但從新聞言
論自由來講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相比實有天壤之別。
民主自由本是好的，但在人罪的問題沒有或不愿意面对和解決的時候，越民
主自由社會往往越加黑暗，人心也越加險惡。看上去“民主”比“集權專
制”好很多，但“民主”不能救人灵魂使人與上帝和好，不能給人帶來真正
的幸福快樂。有罪的人越民主越高抬自己，越远离上帝，罪惡也愈演愈烈。
以美國為例，它可算是世界民主冠軍，同時也是異端邪教的大本營，是“新
世紀運動”的總部，也是同性戀最多的地方。近期的動亂甚至亂闖國會更顯
美國民主弊病。隨着民主自由在世界各處漸漸浸透，這一切的黑暗罪惡勢力
也如同瘟疫一般向世界各處蔓延。這黑暗似乎是第三印揭開時“黑”馬的顔
色向我們暗示的。
隨著“普世民主自由風暴”而來的是一股“全球經濟合作發展熱潮”。“一
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這是買賣人作生意的叫賣聲，是
經商買賣的一個鏡頭。使徒約翰特別告訴我們這叫賣聲是從“四活物中”出
來的。“四活物”与“四馬”一樣，都帶有“全球普遍性”。這個叫賣的鏡
頭，正是“全球經濟合作發展熱潮”的一個圖畫。
以中國大陸為例，一改革開放便很快全民經商。人們曾一度稱“經商”為
“下海”，可想而知全國上下經商氣勢之蓬勃浩大。不只是中國，其它善於
專搞政治鬥爭軍備競賽的國家如前蘇聯，越南等，都搞起經濟發展來。縱觀
世界，真可說是“全球下海”。許許多多的敵對國家，由于經濟發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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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化敵為友；只要有利經濟發展，政治、宗教、文化上的差異均可忽略不
計。美國快餐店麥當勞在中國各大城市四處可見，中國製造的產品在美國市
場也是到處都是，整個世界似乎是經濟大聯合的世界。
然而，在經濟蓬勃發展的背後卻是“黑”的不得了，正是這裡馬的顏色所代
表的另一個方面。從微觀看，許多人為多賺錢不擇手段，專顧自己，只往
“錢”看，以錢為神，為錢捨命，真的是賠上自己的性命要賺得全世界。從
宏觀看，世界經濟沒有光輝燦爛樂觀前景的保障。世界經濟交織依賴在一
起，一處風吹草動，到處惶恐失措。1997/1998 年的東南亞經濟危機，2001
年美國的 911 事件，2008 年的金融風暴，等等，已多次讓人們看見整個世界
經濟脆弱的一面。
我們不能否定世界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確實給許多人民帶來經濟與生活上
的改善和富裕，特別以中國大陸、印度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為突出。然而，在
經濟生活改善與富裕的背後卻存在着十分明顯的贫富差異與不等：“一錢銀
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一錢銀子”是使徒約翰年代普通
工人一日的工資；“一升麥子”只夠一人一日的飯食，若買质地粗糙价格便
宜些的大麥，可夠三人一日食用。這裡所代表的正是現代人類的一些普遍現
象：
（1）貧富懸殊存在，但食飽沒大問題，除少數特別地區或個人外，只是
“小麥”與“大麥”的區別。但人心裡沒有滿足，正如先知阿摩司所說“主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
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摩 8：11）（2）人口爆炸，還記得第三個活
物形狀像人。現在世界人口約 79 億，大約是二戰後世界人口的 4 倍。上帝
起初交給亞當“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的使命基本完成。有限的物質資源相
對激增的人口颇顯紧缺有限。（3）現代人普遍的心裡狀態是不滿足簡單的
生活方式，竭力追求物質與精神上的奢華享樂。因此，常常人自己所得的收
入只夠自己用，甚至不夠自己用而借債貸款，向信用卡公司欠債已是非常普
遍時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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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很容易就可注意到的現象包括：當婚單身人數不斷增加，同居而不
結婚的人數也有所上升，因人不愿對別人負責或對家庭負責；不要孩子和只
要一個孩子的家庭增多，特別是在大城市；若三口之家只有先生一人工作，
那正是“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不僅是因國家生育政策，如中國大陸之前
一對夫妻一個孩的政策的限制，也是因為撫養兒女費用昂貴的局限，实有越
來越昂貴的趨势。另一現象是過去只在家中照顧孩子管理家務的媽媽們也紛
紛出來工作；多方面原因，一方面受民權之一的女權運動影響，另一方面是
家庭經濟需要，還有由于離婚已成平常，媽媽們需要自己預備獨立生活的一
技之長。
最後，非常重要的一點：“油和酒不可糟蹋”— 這與已經復國的以色列，
特別是聖殿的重建有極大關係。
1967 年的“六日戰爭”以色列奇蹟般的從約旦國收復東耶路撒冷，特別是聖
殿山，為猶太人第三次建殿奠定了基礎。但很快以色列政府將收復的聖殿山
轉交當地回教組織管理，因其上矗立着屬於回教的大磐寺（ The Dome of
the Rock ），是回教第三大聖址。猶太人不可隨便上聖殿山，一方面怕引
起回教領袖及教徒的反感發生衝突，另一方面猶太拉比也不允許，因怕無意
中踐踏了聖殿至聖所原所在處。聖殿山面積不過 35 英畝，卻已成爲世界上
一块兵家必爭、最爲敏感和昂貴的土地。巴勒斯坦於 2000 年對以色列的
“聖戰”就是因爲以色列前首相沙龍當年九月作爲 Likud 黨領袖到聖殿山的
一個簡單的巡視而開始的。
聖殿的重建不僅可能而且是一定的。原因很簡單，如果聖殿不得重建，至少
帖撒罗尼迦後书 2：4“敵基督坐在殿中自稱是上帝”和但以理书 9：27“敵
基督或假先知使祭祀與供獻止息”的预言就無法應驗。現在看聖殿的重建似
乎相當遙遠無期甚至不可能，正因在聖殿山上矗有回教的大磐寺，犹太人不
敢轻易触动，刚刚结束不久的以色列与哈马斯的 11 日战争（2021 年 5 月 10
日至 21 日）主要就是从这个大磐寺的冲突开始的。其實聖殿眼下尚未被重
建也有上帝的美意。如果聖殿山上沒有回教的大磐寺，可能聖殿早重建起來
了。然而幫助聖殿重建是教會被提之後才出現的那兩個見證人的重要使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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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啓 11）。教會不被提，聖殿不會重建，教會被提後聖殿會很快重建起
來，而且正常的聖殿獻祭儀式也會恢復，直到以色列第七十個七年的正中間
（但 9：27）。
按著舊約律法，聖殿獻祭要有每日常獻的（出 29：38－42），祭物包括牛
羊、細面並油和酒。教会被提之时地上会有特别的灾难，然后以色列進入第
七十個七年的時候，天使也會出來傷害地（啟 7：1），那時將有日趨嚴重的
飢荒。故要保証聖殿每日正常的獻祭，以色列要早作準備，特別是在世人醉
飲宴樂之時，“油和酒不可糟蹋”！這是耶和華上帝給以色列民的一個命
令：為第三次建殿与献祭早作準備！同时也是給教会的一個命令和警告：為
耶路撒冷和上帝的選民禱告並要更加的儆醒，因意想不到的时候教會就要被
提了！
上帝的選民已在明處暗處積極準備第三次建殿與之後殿中的侍奉。以建殿或
幫助建殿為宗旨的猶太組織已成立多年並仍在積極運作之中，例如“聖殿山
與以色列領土忠信運動組織” （“The Temple Mount and Land of Israel
Faithful Movement”）和“耶路撒冷聖殿研究所”（“The Temple
Institute in Jerusalem” ） 。也有祭司學校在訓練培養可供聖殿侍奉的
祭司；记载在旧约民数记 19 章的，為潔淨祭司或以民以進入聖殿開始侍奉
或敬拜的全紅母牛，正在预备当中；甚至聖殿的房角石也有預備……。“套
著黑馬的車往北方去…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亞 6：6
－8）上帝的選民這樣預備重建聖殿與侍奉也是上帝向全世界傳遞一個人人
都當知道也都當認真對待的信息“耶穌基督實實在在快要再來了！”— 教
會快要被提了，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日子近了。這“黑馬”所引出的正面的效
應 — 上帝的選民在積極預備聖殿的重建，準備迎接彌賽亞的來臨，最终灵
眼开启，真正认识耶稣正是他们等待已久的弥赛亚 — 使父神心得安慰！第
三印具體哪一時刻接起我們無法完全確定，但其效应延及至今并仍在继
续……不断提醒我们：时刻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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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3 與耶穌基督教會史及启示录（D）
● 我们来看第四印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
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
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
之一的人。”（啟 6：7-8）
“灰色”代表死亡，就是從此處經文而來，看“灰馬”引出來的現象便一目
了然。當第四印揭開的時候，死亡與陰間如脫了繮的野馬遍地馳騁踐踏毀滅
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陰府也隨著他”— 表明人死亡的速度相當快。
人類歷史中在醫學上被公認為大範圍流行性“瘟疫”的至少有三次：第一次
是發生在公元 6 世紀流行在地中海周邊國家的查士丁尼（Justinian）瘟
疫；第二次瘟疫，又叫“黑色死亡(Black Death)”或黑死病，發生在 14 世
紀的歐洲，夺走了 2500 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其余毒在欧洲肆孽长达 300 年，总共夺走近一半欧洲人口，當時給整個歐洲
帶來幾乎滅頂之災；第三次是 19 世紀中葉的瘟疫，從中國開始而後蔓延至
全世界許多地方。这次瘟疫《崇祯实录》记载为“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
计。”从中国南部开始，一路向北，迅速扩散到其他大陆。威力虽然没有第
二次鼠疫大，人们也已经开始制定措施控制，但还是横扫了一千多万人的性
命。历史上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瘟疫，每每提起總會令人毛骨悚然。
但影響範圍最大最广可称得上全球瘟疫的，莫过於我们眼下的新冠病毒瘟
疫。这應當是人類歷史的頭一次：從 2019 年底開始至今还在影響纏累著整
个世界的每個國家、每個角落、每个族群。据纽约时报网站统计，至 2021
年 7 月 10 日为止全球已有约兩億人感染，超过四百万人死亡。虽已有多种
疫苗供人接種，虽然许多国家地区有所缓解，但病毒也在多处多种变异，其
感染传播速度和杀伤力更加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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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同时也是非常恐怖的問題、不愿问但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是否第
四印已經揭開了？答案是只有上帝才準確知道！
現在世界人口約７9 億，其四分之一近２０億人。若短期如此之多的人口喪
生，這樣的慘景在人類近代甚至整個人類歷史中也未曾有過。
前面第二印的時候講到其中的“大刀”非常可能就是指二戰期間人類研製出
來並且已經使用了的原子彈。這把“大刀”第一次用來殺人是在 1945 年，
只一顆原子彈就将日本廣島轉眼之间整個城市夷為平地，城中居民十幾万頃
刻之間死於非命，剩下的人中許多兩年之内也由於爆炸燒傷或放射中毒而喪
生。
現在整個人類擁有的原子武器，核武器，以及氫彈，加起來的威力不知可以
毀滅人類居住的地球多少次。簡單幾顆這樣的武器落在極端恐怖分子手上，
就可以使整個地球面目皆非。目前這樣的危險，經過像 2001 年 911 事件之
後很少會有人予以否認。
最近伊朗核問題再度回到谈判桌，剛剛就任六个多月的美国新總統拜登试图
恢復奧巴馬 2015 年簽署后来被川普任总统期间廢掉的伊朗核約；无论是以
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是新任总理本奈特都极力反对此合约的签订，因为
有伊朗拥有核武器的隐患。因为伊朗不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声称要
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那对以色列将是莫大的威
胁。伊朗在 2021 年 1 月份已經提升鈾產量；以色列軍方聲稱計劃轟炸伊朗
核設施；伊朗核设施也几次莫名其妙地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事故，以方涉嫌有
关但都没公开承认或否认。以軍近期也连续多次轟炸多處伊朗住敘利亞的軍
事設施。近期规模较大的战争应该是今年刚刚过去的 5 月 10 日至 21 日，住
加沙走廊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的 11 日战争。世界許多其它地區也時有大小军
事衝突，新冠疫情中咬着牙搞經濟的同時，民與民、國與國世代怨恨仍念念
不忘—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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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范圍的“饑荒”也是有可能的。一方面世界全球氣候近年間有異常變
化使得地球大部分地區气候兩極分化，有的地區遭嚴重洪澇、而同時許多別
的地區遭激烈干旱，都直接嚴重影響農業糧食生產；專家警告世界這種異常
現象發生的頻率與強度有急劇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像當下世界新冠疫情，
會直接影響整個世界的經濟包括農業糧食的生產、加工及運輸，甚至導致世
界經濟蕭條崩潰以致大面積飢荒。
至於“野獸”，對這方面比較關心的人士可能已經注意到，近些年間，世界
多處動物不怕人而傷人，甚至伤人致死的事件时有發生。隨著世界大環境的
改變，同人類一起生活居住在地球上的“野獸”，在戰爭、饑荒、瘟疫之中
很難尋得充饑食物之時，不免會更多地侵襲人類。四印险恶日子的另一原因
不常被人注意和提及，是與墜落天使有關：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
七個冠冕。它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喫她的
孩子。”（啓 12：3-4）
这里的大紅龍代表魔鬼撒旦，其尾巴所拖拉着、又摔在地上的三分之一的
“星辰”代表魔鬼的使者（啓 12：7），是在婦人馬上就要生産-教會被提之前。注意“就”與“將要”，“將要”KJV 英文《聖經》用的是“Ready
to 准备要”。當這些墜落的天使被摔在地上的時候，地上就會有一些奇怪
的災難性的事情發生：當許多野獸被鬼魔之靈、墜落天使之靈所附之時，野
兽傷人之事就不免頻頻發生了；若許多人被鬼魔之靈控制的時候，人殺人，
甚至親人殺親人的案件也不免頻頻可見，這也正是“刀劍”所代表的。這段
教會被提之前，有墜落天使在地上興風作浪的時期，也是主耶穌早就提醒過
我們的如同挪亞時代的日子（創 6：2，4，5，13）：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太 24：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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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3 與耶穌基督教會史及启示录（E）
當“第五印”揭開的時候
“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上帝的道並为作
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
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申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於是
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著
一同做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啟 6：9-11）
第五印的解釋雖前面已經多少波及些，我們此處作一個總結性歸結，也結束
我們對 153 = 1！+ 2！+ 3！+ 4！+ 5！這一等式屬靈意義的點滴分享。這
之前我們分享兩個有趣的圖畫，一個跟馬有關，一個跟人的手有關。
“馬”的希伯來文印刷體是： ，中間的“I”是“和”或 “and”的意
思。如果兩邊的 “ ”，一個對應東半球，

一個對應西半球，

那麼

就是“東半球和西半球”，也就是全球：

這正與七印的前四印中“四馬奔騰的全球普遍性”相符。
除四馬外另與此四印有密切關聯的是“四活物”。講到“四活物”，先知以
西結特別提到它們的手如同人的手：

“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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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路伯翅膀之下顯出有人手的樣式。”（結 10：8）
觀察五個手指自然張開的一只手：

我們很容易註意到大拇指（第一指）與食指（第二指）之間的距離比其它相
鄰手指之間的自然距離大出很多。這一現象奇妙的對應啟示錄七印的前五印
之間的四個時期：第一印與第二印之間的間距時期明顯長於其它印之間的間
距時期。
正如一個手的五個指頭聯為一體，七印的前五印緊聯一體。四印時期是整個
教會時期。結束時也是聖靈普世工作的結束。第五印揭開的那一刻，即第四
印时期完全結束的那一刻，正是地上外邦教會被提离地升天的時刻。這與耶
穌和使徒保羅關於教會被提與其徵兆的教導一致。
首先教會被提是耶穌的應許－“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
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那裡。”（約１４：３）。教會被提一
定會發生！
教會被提時已睡聖徒首先死裡復活：“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
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因為主必
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上帝的號吹響，那在基
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
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 4：15-17）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
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
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林前 15：51－52）教會被提既然“一霎
時，眨眼之間”完成，“死的在先活的在後”又有何區別？但保羅似乎指示
我們主裏安息聖徒何時被提就是教會被提的時刻 -- 這正是啓示錄中第五
印揭開時為主殉道聖徒死裡復活得穿聖潔白衣的時刻。耶穌對教會被提的描
述“屍首在哪裡，鷹也必聚在那裡”（太 24：28，又路 17：37，“鷹”的
希臘文詞根有風或靈之意義）也正是這一時刻。非常奇妙 -- 第四印出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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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活物像鷹（啟 4：7），第四印與第五印交匯之處正是“屍首在哪裡，鷹
也必聚在那裡”-- 正是教會被提之時。
教會被提之後馬上會有“日黑月紅”：“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
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
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
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
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太 24：29-31）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是教會被提那一刻臨到地上特別的災難，是為以
色列選民而時日減少的災難（太 24：22），而不是以色列第七十個七的七年
災難 -- 那是已經定下要按年按日成就不會縮短的災難；
『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這是教會被提後的明顯記號，恰巧出現在第五印揭開後第六印揭開時：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
滿月變紅像血，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
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嶺
海島都被挪移，離開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
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巖石穴裡，向山和
巖石說：「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
面目和羔羊的憤怒，因為他們憤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
呢？」”（啟 6：12-17）
此時被提的聖徒已在坐寶座者和羔羊的面前：“那時我心向你說：「耶和華
啊，你的面我正要尋求。」”（詩 27：8）。然而對剩在地上的，是那不信
的，“坐寶座者和羔羊的面目”正是他們所要逃避的。何等鮮明的對比！被
提聖徒在上帝寶座前也要親眼目睹羔羊揭開第六印和第七印：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 （啟 8：1）此處無聲勝
有聲！神聖經話語全然開啟的時候，天上的使者及已經被提來到上帝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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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聖徒，都會張大嘴巴、瞪大眼睛，全然驚呆在哪裏—“原來如此！”—原
來許多我們還不明白卻很堅持的己見竟離真理實質如此之遠……唯願現在的
我們隨時謙卑再謙卑、順服在神智慧啟示聖靈之引導下，也當預備好領受六
七印揭開時的大驚喜！
七印之後便是七號：“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號賜給他
們。” （啟 8：2）可想而知，七號期間蒙聖靈個別感動、領悟神話語全然
啟示的地上以色列聖徒會有何等超凡的信心—他們各個都是像但以理三個朋
友那樣“即或不然”的聖徒（但 3：18）-- 即或掉腦袋仍要信！至死堅信！
至死忠心！
“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
都招聚了來。”（太 24：31）-- 這正是七印之後的七號（啟 8、9）所要完
成的 -- 隨著七號的吹響地上災難日益加劇，以色列選民包括失踪的北國十
個支派都將陸續回到聖地。二见证人的见证加圣灵的引领，其中 144000 人
將坚信耶穌就是他們等待已久的彌賽亞，而相信的结果就是被殺為主殉道；
他們視死如歸—這是他們基督死裏復活實在信心的榮耀彰顯！
七號之後接下去的七碗之災是為這些和歷世歷代爲主殉道聖徒之血對地上之
人的審判，也是對第五印揭開時為主殉道者靈魂之呼喊的回答（啟 6：
10），也是給七年大災難中信主為主殉道者靈魂的安慰（啟 16：7）。
啟示錄七印之後的七號與七碗也藏有 153 = 1！+ 2！+ 3！+ 4！+ 5！這個
等式的效應。如同第五印在七印中一樣，第五號與第五碗在七號與七碗中也
獨具一格。鼓勵有興趣的讀者花些時間和功夫研讀一下啟示錄以自行體會驗
證，我們不在此詳盡論述。但結束之時很值得一提的是另一個圖畫—人的腳
的圖畫：
。如同人手一樣人腳也有五個趾頭，但無論如何用力張開都無
濟於事，它們總是自然靠得緊緊的。七號特別是七碗，間距緊湊，不同與七
印間距，如同腳趾不同手指一樣。至此我們不難記起先知但以理書第二章所
記代表世界末了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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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
腳上，把腳砸碎。…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
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
國必存到永遠。”
（但 2：34，44）
這打碎列國卻永遠長存石頭所代表的國，就是基督之國，甚願你我都在其中
有份！

(3) 153 與耶穌在世侍奉的年日—33 年

上帝興起摩西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將祂的律法賜給以色列民。對以色列民
來說，摩西如同救主一般。但真正的救主是上帝借摩西預言指給以色列民仰
望後面將要來的那一位。而將要來的這位，不僅是以色列的救主，也是全人
類的救主，就是彌賽亞--耶穌基督。
上帝是在什麽時候、在怎樣境況下將這一偉大預言告知以色列民乃至全人類
的？
非任何別日，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領受上帝十誡的那日：

“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
你們要聽從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會的日子求耶和華你神一切
的話，說：‘求你不再叫我聽見耶和華我神的聲音，也不再叫
我看見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華就對我說：‘他們所說
的是。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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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誰不聽
他奉我名所說的話，我必討誰的罪。”（申命記 18：15-19）
十誡是舊約律法乃至整本新舊約聖經的基石。以色列民作為一個集體，親耳
聽到的上帝的聲音就是這十誡；親眼看到的上帝的字跡也是這十誡。在那聲
音裏，以色列民個個膝軟如水，擔當不起所聽的聲音，要冒死亡的危險；至
此他們乞求不要直接聽到上帝的聲音，要一個中保，像摩西這樣的。但摩西
不夠，要傳遞上帝“一切”要傳遞的，需要另外一位：像摩西，卻遠超過摩
西，那位就是耶穌基督，不只是以色列民所需要的彌賽亞，也是全人類所需
要的中保和救主。
下面 153 的這個數字等式，把摩西和耶穌基督奇妙的聯接一起：
153 = 120 + 33.
120 是神人摩西在世的年數，而 33 是耶穌基督在世的年數。註意到這一點，
再來讀啓示錄 15：3，會令你感嘆神話語的奇妙，不僅是在字句上，就是在
章節分段上也同樣有上帝聖手的印記。指著最後七年大災難中勝了獸（敵基
督）和獸的像並它名字數目的人，使徒約翰說他們：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耶穌基督）的歌，說：‘主神，全
能者啊，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阿，你的道途義哉！誠
哉！”（啓 15：3）
這些人是以色列第七十個七年中得救以色列彌賽亞信徒。摩西對他們太熟悉
了；當他們靈眼開通真正認識釘十架被槍所刺的耶穌就是摩西所預言、所指
向的、他們一直所等待的彌賽亞時，從他們靈魂最深處迸發出這“大哉！奇
哉！義哉！誠哉！”的永世絕贊！也應該是每個聖徒心靈深處的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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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不僅是摩西在世的年歲，120 = 40 + 40 + 40 也是摩西一生的故事：前
40 年是埃及王子，中間 40 年是曠野牧羊人，最後 40 年是上帝以色列選民的
領袖：帶領以民出埃及、傳遞教導上帝律法。
主耶穌在世 33 年。為何 33 呢？按人看、按以色列律法算，從耶穌出生第八
天得名，到在聖殿作爲長子被奉獻正好是 33 天（利 12：1-8，路 2：2124）。耶穌被稱為“大衛的子孫”，33 正好是大衛在耶路撒冷作王的年數
（代上 3：4）。耶穌也被稱為“以色列的聖者”，33 也正好是改名為以色
列後的雅各下埃及前在迦南地居住的年數（創 30：25，31：41，41：46，
45：6，47：9）；若按以色列人年數的算法，很有可能預表耶穌的約瑟同稱
為以色列的雅各同在一起的時間是 33.5 年（創 37：2，47：28），正好是耶
穌在世的實際年數。
耶穌大約 30 嵗時開始傳道（路 3：23）。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對 30 作
“三一運算”：

正好需要 3 次運算。3 年之久，主耶穌在世上藉着聖靈的能力，將自己無瑕
無疵地獻給了父神（來 9：14）。升天前在地上所行最後一個神跡，使門徒
打滿一網大魚，也給我們留下“153”這個在圣经中多处隐藏的、神奇的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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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53 與耶穌的死

中國人也過正月 15，但不如大年初一春節新年重要。不同於其他民族宗教禮
儀，猶太律法規定的節期中，月中第 15 日攸關重要：逾越節是正月 15，是
三大節期的第一個節期--除酵節的開始，七天之後除酵節結束於正月二十二
日。第二大節期—五旬節與除酵節密切相關，是隱藏在除酵節之中的初熟節
後的第五十天。第三大節期是住棚節，從七月 15 開始，連續七天，第二十
二天結束。
為何 15？當你將 15 作素數因子分解時：15 = 1 x 5 x 3, 你會發現 15 的本
身裏就已經隱含著 153。另外 15 + 7 = 22， 希伯來文第 22 個字母，也是
最後一個字母，
,圖畫是一個十字架—意思是節期的極終歸結就是十
字架。十字架是聖經的中心，是基督信仰的中心。正如使徒保羅所說“因為
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林前 2：2）。
耶穌死的日子是猶太宗教日歷正月 15 過逾越節的時候（出 12：6，18，太
26：2），被掛在十架上的時候是早上 9 點（可 15：25） — 是聖殿獻早
祭、早禱的時間，斷氣的時間是下午 3 點（太 27：46）-- 申初聖殿獻晚祭
和晚禱的時間。耶穌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 1：29）：祂是
上帝逾越節的羔羊—救人脫離永遠的死亡，也是上帝每日的祭物—借著祂讓
我們隨時可以親近天父。當我們看到 153 的時候，就應當立時想起主耶穌為
我們的死：為我們死的日子是正月 15，斷氣的時間是午後 3 點。
講到彌賽亞的受苦與死亡，我們很自然就會想到以賽亞書 53 章，“以”字
與中文的 1 恰好諧音，英文的以賽亞為 Isaiah 詞首為 I。看到 153，我們很
自然就會想到 I53-以賽亞第 53 章：
“我們所傳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
向誰顯露呢？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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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他被藐
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
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
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哪知他為我
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
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
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被欺壓，在受苦
的時候卻不開口（或作：他受欺壓，卻自卑不開口）；他像羊羔
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
口。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
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他雖然未行強
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
主同葬。耶和華卻定意（或作：喜悅）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
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或作：他獻本身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
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
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
為義；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
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
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賽 53）
這章雖短，卻讓我們清楚看見這位為世人受苦的彌賽亞，為人類受死的基督
耶穌，為我們的罪付上了極重的代價。願 153 這個數字成為我們時常的提
醒，來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們在十字架上的犧牲，讓我們常常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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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53 與耶穌的復活
数字 153 本身就涵盖耶稣死里复活：耶稣按犹太日历正月 15 被钉十架，作
为上帝逾越节羔羊受死埋葬，这是 153 前面两个数字 15 所代表的。153 最后
的 3 就是他的复活：“死后第 3 日死里复活”。
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整章基本上都是在讲死里复活的事：基督的死里复活与
圣徒的死里复活。15 按素数因子分解（1 也算在内）15 = 1 X 5 X 3，其中
让我们看见 153 这个数字的影子。15 已经既包含基督的死也隐藏他的复活。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与 153 和耶稣复活有关的数字 17。
耶稣作为上帝逾越节的羔羊，按犹太日历是正月 15 被钉十架受死埋葬的。
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第三天正是正月 17, 或是 1 月 17 日。耶穌死裏復
活的神蹟是上帝要叫世人看的惟一的神蹟（太 12：39），也是約拿三日三夜
在大魚肚腹中所預表的。而約拿三日三夜在魚腹中的神跡奇妙地記載在《約
拿書》第 1 章的第 17 節： “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
日三夜。” 旧约圣经中另一处耶穌死裏復活的預表，是亞倫的杖發芽开花
结果，記載在《民數記》第 17 章，也让我们看见 17 这个数字与死里复活。
数字 153 在数学上与 17 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153 是第 17 个三角数字，
因为：

一個數字被稱爲“三角數字”是因爲這個數字的大小相當於一個等邊三角
形。153 等於一個邊長是 17 的等邊三角形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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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他自己的死里复活，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
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约 8:28）
“举起人子以后”就是十架死后复活。耶稣必须死里复活：证明耶稣的确是
父神所差来的、所作的一切都是父神的旨意，因为死亡之后掌管定夺人灵魂
的只有上帝—耶稣的父神（太 10：28）。耶稣距父神旨意有一点点偏差就有
罪不能替人赎罪，也不配死里复活；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无罪、为義，能够
替人赎罪，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153 上面奇妙的三角数字图画展示父子圣灵三一真神在耶稣死里复活上同工
同荣的至高杰作：父神借圣灵大能使十架上流血牺牲的圣子死里复活！以大
能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罗 1：4），任何人要成为上帝的儿子必须借着信
在死里复活上与耶稣基督联合一体。
講到耶穌死里復活，人們很容易就想到詩篇第 16 篇第 10 節：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
壞。”（诗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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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明显是在讲耶稣基督必须死里复活，祂是世人中唯一的圣者，祂必须死
里复活，且在身体未朽坏前就要复活，但未讲是第三日。
耶稣在世三次叫人死里复活，第三次意义特别重大。很快耶稣自己就要上十
架死里复活。死了四日、埋在坟墓里四日的拉撒路身体已经朽坏了（约 11：
39）。耶稣仍可叫拉撒路死里复活。耶稣自己的复活，要身体不朽坏，必须
三天前。从十架上取下的耶稣可以立刻复活若父神愿意，但要替人成就安息
日真正的属灵意义—在罪上死，耶稣必须安息坟墓，之后起来……所以，耶
稣必须第三日死里复活！
人们常常忽略诗篇第 17 篇。其中也奇妙隐藏着一个重要死里复活的信息，
但是是因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带出来的圣徒的死里复活。我們来看詩篇 17
篇的第 15 節：

“至於我，我必在義中見你的面。我醒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
像〔見或作看〕，就心滿意足了”（诗 17：15）
這裡的“見”原文意思是“有 with”正如 King James 聖經所翻譯的。“我
醒了的時候”是從死裏復活的時候。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形象才是上帝所說
的“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創 1：26）的真正形
象。當教會被提的時候，歷世歷代的聖徒復活改變，我們都要變成有主耶穌
死裏復活之榮耀的形象，也是父神起初要我們所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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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3 與基督十架救恩的大能
153 是第 17 个“三角數字”（等於 1 加到 17），17 另有其特别之处，我们
来看：
17 = 10 + 7，
这一等式非常简单却涵盖耶稣基督十架救恩的大能。“10” — 摩西 10 誡
—代表舊約律法時期；“7”—上帝的 7 靈 — 代表新约恩典時期。10 與 7
中間的加號“+”代表十字架。耶穌基督藉着十字架上的犧牲，成全了律法
（10），藉着死、埋葬、復活與升天為所有世人開了一條通天的恩典之路。
父神用祂全能的右手高舉榮耀了得勝歸來的愛子耶穌—差遣聖靈—神的七
（7）靈，到普天下為耶穌作見證（約 15：26，啓 5：6），引人進入永生恩
門。他自己第 3 日（犹太宗教日历正月 17）死里复活，一日当 153 = 1！+
2！+ 3！+ 4！+ 5！成全之时、启示录第五印揭开之时，圣徒也都要死里复
活或活着身体改变像复活耶稣。这是耶稣基督十架救恩的大能！
預表耶穌的約瑟，從坑中被提上來後被賣到埃及時的年齡為 17 嵗（創 37：
2，20-28），17 也是雅各（以色列）在埃及同約瑟在一起一直到死的年數
（創 47：9，47：28）。講到十架福音的内容，我们不能不記起林前 15：34：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
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林前 15：3-4）
使徒行传中使徒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无论旧约还是新约整本
圣经的中心就是“死里复活”。17 = 10 + 7 这一简单数学等式也在提醒我
们整本圣经的中心的的确确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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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3 與耶穌是惟一的道路真理與生命的真理
我們回顧 153 的那個最重要的特性：

而且，任何一个能被 3 整除的正整數，作“三一運算(Trinity
Operation)”—每位數字立方後相加，所得的數反復作“三一
運算”，有限步後總會歸結到 153。
3 代表三一真神，其中的第三位是聖靈。聖靈來了是要為耶穌（153）作見證
（約 15：26）。每一個人, 看為正整數，只要順服在聖靈的能力之下（羅
8：9-17）：
在罪上死 - Divided by 3, 被 3 整除，藉圣灵能力治死肉体
在義上活 - Powered by 3（3 次方），藉圣灵能力死里复活
最終就必定完全變成耶穌基督的樣式。
這裡的關鍵在於“順服”二字。神子耶穌是那樣的謙卑順服（腓 2：5-8），
我們也一定要謙卑順服。非謙卑順服不可！
以利亞升天預表主耶穌的升天。以利亚升天前，也有 153，但不是 153 條
魚，而是 153 個人 — 三分之二滅亡，三分之一得救（王下 1：1-15）。而
得救的秘訣就在於“謙卑順服”，正好是第三個 50 夫長在先知以利亞面前
所表現出來的：
“王第三次差遣一個五十夫長，帶領五十人去。這五十夫長上去
雙膝跪在以利亞面前，哀求他，說：‘神人哪！願我的性命和你
這五十個僕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為寶貴。已經有火從天上降下
來，燒滅前兩次來的五十夫長和他們各自帶的五十人；現在願我
的性命在你眼前看為寶貴。’耶和華的使者對以利亞說：‘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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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亞就起來，同著他下去見王。”
（王下 1：13-15）
所有的正整數中只有三分之一能被 3 整除，有三分之二不能被 3 整除。

“萬軍之耶和華說：刀劍哪！應當興起！攻擊我的牧人和我的
同伴。擊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
和華說，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
留。我要使這三分之一經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試煉他
們，如試煉金子。他們必求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
說，這是我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神。”（撒
13：7-9）
是否世上所有的人只有三分之一能夠得救？只有神知道。奇妙的是：
2/3 = .666666……
1/3 = .3333333……。
6 代表人，是人的數字。人是第六天造的；人要六日作工；代替人受痛苦刑
法的耶穌被六次審判，被挂在十架上六小時，第六日-安息日安息在墳墓
裏；將來要出來的超人敵基督的號碼是 666。我們得救成聖的過程就是完全
除掉“我（6）”的過程，要完全順服聖靈，完全被聖靈充滿。藉着耶穌十
架的死變成“零人”-“無我的人”-“除掉老我”，就必藉着祂的復活變成
“靈人”- “屬靈的人”（羅 6：5，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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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3 與主耶穌的同在
我們來思想 153 的另一個属性：

我們知道整個世界都臥在魔鬼的手下（約一 5：19）。但我們屬神的兒女藉
着主耶穌已勝過了世界（約一 5：4-5），也勝過了魔鬼（約一 2：13）。我
們的得勝完全是因着主耶穌基督的十架救恩（羅 8：37）。
18 = 6 + 6 + 6 ，而

666 是魔鬼的數字，敵基督將在地上正式啓用這個數字（啓示
13：18）。但我們屬神的兒女，是永生上帝在耶穌基督裏，從世界中召出來
的（彼前 2：9）；並且，將來有一天，教會被提的時候，我們要從這個世界
當中活活地被取出去，被提到父神的寶座那裏（帖前 4：17，啓 7：9，12：
5）。如今當我們還在這地上等候那日的時候，我们有主與我們同在的莫大
應許：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我又告訴你們，若
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
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
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 18：18-20）
這世界雖是魔鬼（666）掌權（弗 6：12），但我們只要有兩個人，

中的“2”所代表的，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會，我們就有主耶穌
（153 所代表的）的同在。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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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3 與每個聖徒服侍耶穌的必須 — “求告主名”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徒 3：1）
“哥尼流說：前四天，這個時候，我在家中守著申初的禱
告……。”（徒 10：30）
申初是下午 3 點鐘或 15 點，這裡也讓我們看到 153。這也是聖殿獻晚祭的
時候，也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的時候。
為什麽這也是禱告的時候呢？因爲聖殿獻早祭晚祭的時候也是燒早香和晚香
的時候，而香代表聖徒在神面前的禱告：
“你每天所要獻在壇上的，就是兩隻一歲的羊羔；早晨要獻這一
隻，黃昏的時候要獻那一隻。和這一隻羊羔同獻的，要用細麵伊
法十分之一，與搗成的油一欣四分之一調和，又用酒一欣四分之
一，作為奠祭。那一隻羊羔要在黃昏的時候獻上，照著早晨的素
祭和奠祭的禮辦理，作為獻給耶和華馨香的火祭。這要在耶和華
面前，會幕門口，作你們世世代代常獻的燔祭。我要在那裏與你
們相會，和你們說話。我要在那裏與以色列人相會，會幕就要因
我的榮耀成為聖。”（出 29：38-43）
“你要用皂莢木作一座燒香的壇。這壇要四方的，長一肘，寬一
肘，高二肘。壇的四角要與壇接連一塊。要用精金把壇的上面與
壇的四圍，並壇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壇的四圍鑲上金牙邊。要作
兩個金環，安在牙子邊以下，在壇的兩旁，兩根橫橕上，作為穿
杠的用處，以便抬壇。要用皂莢木作杠，用金包裹。要把壇放在
法櫃前的幔子外，對著法櫃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與你相會的地
方。亞倫在壇上要燒馨香料作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燈的時候，要
燒這香。黃昏點燈的時候，他要在耶和華面前燒這香，作為世世
代代常燒的香。”（出 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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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你面前！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
（詩 141:2）
“撒迦利亞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職分，照祭司的規矩掣籤，
得進主殿燒香。燒香的時候，眾百姓在外面禱告。有主的使者站
在香壇的右邊，向他顯現。”（路 1：8-11）
“他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
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啓 5：
8，又啓 8：3-4）
獻早祭或燒早香的時候，也正是耶穌被挂上十字架的時候，是早上 9 點鐘，
是另外一個禱告的時間。耶穌的一生就是禱告的一生。特別這兩個禱告的時
間我們都可聽到主耶穌禱告的聲音：
“當下耶穌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
得。”（路 23：34）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說了這
話，氣就斷了。”（路 23：46）
另外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是，153 與 9 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9 是禱告的數字。查查看，《聖經》中拉 9，尼 9，但 9 都是著名禱告的例
子。從拉 9：5，但 9：21 讓我們看到以斯拉和但以理禱告的時候都是獻晚祭
的時候，是 15 點或下午 3 點，讓我們看見 153。按照猶太人時間的算法，15
點或下午 3 點，正是他們的第 9 小時。
另外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是，新約禱告結束時的“阿們”希臘原文
的數字是“99”。詩 99 篇第 6 節講到禱告：“在他的祭司中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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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亞倫，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們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他
們。”。“撒母耳”的意思就是“神聽見”（撒上 1：20）。讓我們來加入
撒母耳禱告的隊伍，神必垂聼！舊約的“阿們”的希伯來原文
的數字是
“91”，加上“8”正好是“99”，而“8”正是耶穌的數目-耶穌名字希臘
原文
的數目是“888”。“8”倒下來就是無窮大“∞”-耶穌的
死蘊藏着無窮救贖的大能。讓我們寶貝主耶穌的死（太 13：44），使主耶穌
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 4：10）。
何謂真正的禱告？禱告就是與神相會，與神説話：
“……我要在那裏與你們相會，和你們說話。”（出 29：42）
“……對著法櫃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與你相會的地方。”
（出 30：6）
在耶穌十架救恩已完成的今天，我們實在享有最大的恩典：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
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羅 8：26）
在這恩典的時代，我們不只是早晨 9 點和下午 3 點禱告，我們要“靠着聖靈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弗 6：18）；而且每個聖徒每次禱告都可以進入與三
一真神相會共話的實際（參下一個表格），正如下面這簡單卻非常重要的算
式所表達的：
9 = 6 + 3.
禱告是藉耶穌十架救恩（+所代表的）重生得救的人（6 所代表的）與三位一
體的永生上帝（3 所代表的）同工（6 + 3）：藉着的能力是聖靈的大能，禱
告的對象是父神，所奉的名是我們主耶穌的圣名。能使我們來到三一真神面
前的是主耶稣的十字宝架（+所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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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使這三分之一經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試煉他們，
如試煉金子。他們必求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說、這是
我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神。”（撒 13：9）
重生得救的人（6 完全倒過來纔是 9）必須禱告-“必求告我的名”，父神也
必定垂聼-“我必應允他們”。這正如主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上給門徒，也是
給我們的應許—是七次的應許—是完全的應許：

1

約 14：
13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
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2

約 14：
14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
就。

3

約 15：
7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
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約 15：
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
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
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
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
給你們。

5

約 16：
23

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不問我
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
們若向父求甚麼，他必因我的名
賜給你們。

6

約 16：
24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麼，
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
喜樂可以滿足。

7

約 16：
26

到那日，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
我並不對你們說，我要為你們求
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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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耶穌的一生就是禱告的一生。主耶穌是我們天上的大祭司（來 7：
25，8：1，羅 8：34）。給門徒上面關於禱告的完全應許之後，約 17 章我們
便聽到主耶穌著名的“大祭司的禱告”。
禱告並非牧師、長老、執事，教會領袖的特權，而是每位聖徒的必須。上帝
是無比公平的上帝，每個人都是一樣的靠信得永生（羅 10：10），每位聖徒
也都是一樣的因着信靠禱告（可 11：24，腓 4：6）服侍永生上帝。153 = 9
x 17 = 9 x (10 + 7): 在耶穌基督藉着十架（+所代表的）成全律法（10 所
代表的）之後的恩典時代（或聖靈时代-7 所代表的）的今天，每位聖徒所必
需的最重要的服侍就是禱告 -“求告主名”（羅 10：13），直到見主面的那
一天。

（10）153 與耶穌基督的身體（i）
我們最后所要分享的，153 的屬靈意義，关乎 153 下面的這個屬性：
这一数学等式看似简单,却隐藏着基督与教会那头与身体奇妙的关系。我們
要从主耶穌基督的“五餅二魚”和“七餅數魚”两个神迹开始：
“門徒忘了帶餅；在船上除了一個餅，沒有別的食物。耶穌囑咐
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他們
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餅吧。’耶穌看出來，就說：
‘你們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你們還不省悟，還不明白
嗎？你們的心還是愚頑嗎？你們有眼睛，看不見嗎？有耳朵，聽
不見嗎？也不記得嗎？我擘開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你們收拾的
零碎，裝滿了多少籃子呢？’他們說：‘十二個。’‘又擘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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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餅分給四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多少筐子呢？’他
們說：‘七個。’耶穌說：‘你們還是不明白嗎？’”（可 8：
14-21）
首先，“五餅二魚”和“七餅數魚”二神迹是先後發生的不同神跡，但主耶
穌卻把它們放在一起，相提並論，説明二者有着緊密相連、甚至不可分割的
關係。主特別重新提起二神迹中的數目字，並緊接着向門徒發問说“你們還
是不明白嗎？”，似乎主在向門徒，也向我們暗示，這二神跡之中有隱藏着
的，當時門徒尚不明白、尚未看見的屬靈道理，特別是與其中之數目字相關
的屬靈意義。
這段經文的開始，主警告門徒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在太
16：6 里耶稣讲的是“法利賽人和撒督該人的酵”。什麽是法利賽人的酵
呢？太 16：12 告訴我們法利賽人的酵就是法利賽人的教訓。此處“教訓”
的原文也有“Action of teaching”的意思（参考 Strong 希臘詞典），就
是藉着行爲所帶出來的教訓。主指的會是法利賽人的什麽行爲呢? 路 12：1
講的更加清楚：
“這時，有幾萬人聚集，甚至彼此踐踏。耶穌開講，先對門徒
說：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就是假冒為善。”（路 12：1）
我們來看法利賽人剛剛的表現。緊接着可 8：14-21 前面的經節是：
“法利賽人出來盤問耶穌，求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想要
試探他。耶穌心裏深深的歎息說：‘這世代為甚麼求神蹟呢？我
實在告訴你們，沒有神蹟給這世代看。’他就離開他們，又上船
往海那邊去了。”（參考太 16：1-4，類似，但後面有加“除了
約拿的神跡以外”）（可 8：11-13）
這裡告訴我們，法利賽人“求看神跡”。這是法利賽人假冒為善的表現之
一，他們只是要看神迹而已，卻不看、不來認識行神迹的主，更不去思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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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裏面能幫助我們更多認識主的屬靈意義。其實，“希律的酵”與“法利賽
人的酵”也有同樣的意思，我們看路 23：8 便會曉得：
“希律看見耶穌，就很歡喜，因為聽見過他的事，久已想要見
他，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蹟。”（路 23：8）
主用“酵”這個詞，讓我們看見其中含有極大危險的浸透性，甚至會影響整
個世代成爲一個邪惡的世代—“求看神迹”；甚至也會影響到門徒，也會影
響到我們。主在告誡門徒，也告誡我們，不要求看神迹，而忽略了神迹背後
行神迹的主。反過來我們要特別細心注意神迹里的一切細節，來小心領受主
所要我們明白神迹當中隱藏的屬靈意義。
奇妙的十字架，耶穌死而復活的神迹，也就是約拿三日三夜在魚腹中的神迹
所預表的，惟獨這個神迹是主要給世人看的神迹。我們若看見了，絕對不會
忽略那行此神迹的主。因爲這神迹的中心再明顯不過了，就是祂，是祂的
死、埋葬與復活。這麽大的神迹，至大的神迹，如果我們視而不見，那就是
如同主所說的，我們的“罪無可推諉了”：
“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他們的罪無可推
諉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行過別人未曾
行的，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連我與我的父，他們也看見也恨惡
了。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說：『他們無故地恨
我。』”（約 15：22-25）
這“別人未曾行的事”的最高潮就是主自己的死而復活，而主之教訓的中心
也是這十架救恩。若拒絕這莫大洪恩，我們的罪實在是無可推諉。
可能最爲厲害、危害最大的酵，莫過於撒督該人的酵。他們的酵，或是他們
的教訓，是不相信“死人復活”的酵，是不相信“死人復活”的教訓。人若
接受了這樣的酵或教訓，會產生最爲可怕、最爲悲慘的光景，那就是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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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死裏復活，把這個神迹當作稀鬆平常，麻木不仁而失去主所賜的永
遠的救恩。
作爲神的兒女，看到神迹奇事，看到記載在《聖經》裏的神迹奇事，我們便
會自然從心底裏發出對主的讚美：“主啊，您真偉大！您太偉大了！”。這
是好的，是主所喜悅的。但還有更好的，更使主喜悅的。主所行的每個神
迹，都不是只像變戲法似的給人看看而已，每個神迹都有其深刻、邃遠的屬
靈意義。那更好的，且是主所更喜悅的便是，我們不僅因神迹的本身來讚美
祂，而且更細心地思想其中的屬靈意義，使我們更認識祂，更明白祂的心
意，而更深地讚美祂、尊崇祂、順從祂。
“五餅二魚”和“七餅數魚”的神迹之後，主問門徒說“你們明白嗎？”，
意思是“你們看到這神迹，甚至經歷在這神迹之中，你們是否真正明白這神
迹裏面隱藏的屬靈意義？”這問題記載在《聖經》裏，我們相信不只是給門
徒當時才有意義的問題，對於我們每個神的兒女，這問題同樣有相當重要的
意義。所以，就讓我們回過頭來，仔細查考思想“五餅二魚”和“七餅數
魚”其中的屬靈意義。

（10）153 與耶穌基督的身體（ii）
我們继续
这个数学等式所带出来的 153 的属灵意义。我們首先来看“五餅二魚”和
“七餅數魚”二神迹的不同之处：“五餅二魚”喂飽的五千人是以色列人，
而“七餅數魚”喂飽的四千人大多數為外邦人（可能只需除去跟隨主的犹太
門徒，參考約 6：66-67）。何以見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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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餅二魚”的神迹正好發生在主的十二門徒被差出去傳道並凱旋
而歸的時候（可 6：7-13，30-33）。門徒蒙差遣之時，主曾特別囑咐他們：
“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裏去”（太 10：5-6）。吃餅得飽的這些人，如果不是全部，大
多數都是以色列人，是因爲看到主藉門徒之手所帶出來的神迹而被吸引來
的。
（2）“五餅二魚”之前，眾以色列百姓都認爲是先知的施洗約翰（太
21：26），剛剛被希律王斬首。衆人也都知道耶穌與施洗約翰是親戚。這些
人是要來看此時的耶穌是否會有什麽異常舉措的猶太人，要看耶穌會不會舉
旗造反，替兄報仇，甚至一舉推翻羅馬政府。約 6：15 講到“衆人要來強逼
祂作王”正説明這一點。
（3）“五餅二魚”神迹之後馬上這些人就到迦百農去找耶穌（約 6：2225），從他們與耶穌的對話中，明顯看出他們是以色列人（約 6：31）。
（4）跟隨耶穌的門徒對於吃“五餅二魚”的人與吃“七餅數魚”的人的
態度也可以略微看出這兩組人群的不同。對於吃“五餅二魚”的這些人，門
徒显出特別的關愛之心：當夕陽西下、天色漸晚的時候，門徒似乎很自然替
這些人想到吃晚飯的問題，也想到問題解決的辦法—讓他們到周圍鄉村去找
吃的去（可 6：35-36）。然而，對於後面吃“七餅數魚”的人群，雖然也是
沒有吃的，也是夕陽西下、天色已晚，我們卻不見門徒有任何關愛之心的表
現，反而是主主動憐憫這群人（可 8：2）。
（5）“五餅二魚”之後，耶穌在迦百農對來找他的猶太人講“我是生命
的糧”（約 6：35）並說“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約 6：54）的時
候，門徒（非十二門徒）中就多有退去的（約 6：66），其他來找耶穌的猶
太人更可想而知。故此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嗎？”（約
6：67）。這之後耶穌開始了祂的外邦之旅。“七餅數魚”的神跡正好是在
主耶穌外邦旅行佈道之後（可 7：24-31，太 15：21-31）。當各種病人放到
耶穌的面前，被耶穌治好的時候，《聖經》記載，跟着耶穌來到加利利海邊
的這些人“就歸榮耀給以色列的神”（太 15：29-31）。這裡強調說是“以
色列的神”，側面説明這位 神未曾是他們的神，因爲他們都是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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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五餅二魚”還是“七餅數魚”的神迹，可能吃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
遺憾，那就是“我們爲什麽不多帶幾個籃子或筐子呢？”。我們相信即使是
有 120 個籃子或是有七十個筐子，若主願意，剩下的零碎也都可以把它們裝
得滿滿的。可是裝滿的只是十二個籃子和七個筐子。也許，這麽多的人當時
出門之時，上帝的手奇妙地就讓他們衆人只帶這麽多的籃子和筐子，也就是
這麽多的籃子和筐子被裝滿了—籃子十二個，筐子七個。也許，還有更多的
籃子和筐子在場，可是只有這麽多的籃子或筐子被裝滿了。不管如何，上帝
的聖手就在其中，始終掌管着這一切，被裝滿的正正好好不多不少就是十二
籃子，七個筐子。這“十二籃子，七個筐子”定有其奇妙之处。就讓我們來
看這奇妙的上帝，在這其中奇妙的作爲，和其中深藏的屬靈意義。
前面講過，“五餅二魚”與“七餅數魚”二神迹是不可分割的。首先讓我們
注意到的是二神迹中和起來餅的总數，正好是“12”—十二個餅。看到這十
二個餅，立刻就讓我們想到，《聖經》中唯一另外一處的十二個餅—就是擺
設在會幕或後來在聖殿中的陳設餅的數目，也正好是十二個（利 24：5-9）.
這十二個餅，是亞倫和他子孫要在聖处吃的，代表我們生命的靈糧；十二個
餅，六個一摞，正好兩摞，好像指向聖經六十六卷書—整本聖經， 神的話
語—神的道，就是我們生命的靈糧，正像“這餅是要給亞倫和他子孫的，他
們要在聖处吃”。在這餅上放有“淨乳香”，而乳香是白色的，代表神的話
語的聖潔與純淨（詩 19：7-11）。這十二個餅，一方面是“給亞倫和他子孫
的，他們要在聖处吃”，同時另一方面又是“獻給耶和華的火祭中是至聖
的”，正像我們的主耶穌，祂是神的道，成了肉身（約 1：14），神眾兒女
的食物（約 6：51，56），也藉着聖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來 9：
14）。
這裡饼雖是十二個，卻是一體的。“每安息日要常擺在耶和華面前”中的
“要常擺在耶和華面前”，原文的英文翻譯是“Set it in order before
the Lord”。這裡一個簡單的“it”，就把這十二個餅化爲一體，似乎像是
一個餅似的。這自然是無可非議的，因爲它們所代表的正是神的道—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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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這裡的“十二歸一”，在《福音書》中，藉着“五餅二魚”和“七
餅數魚”的神跡，再次讓我們看見。
“門徒忘了帶餅；在船上除了一個餅，沒有別的食物。”（可
8：14）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事。“五餅二魚”和“七餅數魚”的十二個餅之後，只
有這一個餅。這一個餅不是門徒帶來的，因爲“門徒忘了帶餅”。這一個餅
是早已預備好放在船上的。《聖經》後面緊接着的就是主耶穌提醒門徒，要
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並提醒門徒重新想起“五餅二魚”和“七餅
數魚”的神跡，並問門徒“你們還不明白嗎？”， 後面沒再講這一個餅的
下文(可 8：15-21)。
若只有這一個餅，是否夠主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吃呢？自然夠！“五餅二魚”
和“七餅數魚”的神跡之后，就是再加上五千人，和四千人，還是夠而且有
餘！
那麽，爲什麽有這麽一個奇妙的餅？這一個奇妙的餅又代表什麽呢？基於前
面的分享，我們應當清楚，這一個奇妙的餅，就是指向主耶穌自己。我們來
看主耶穌自己的見證，就更加明瞭了。
在约翰福音第 6 章，“五餅二魚”神迹之後，主耶穌明確的講到“我就是生
命的糧”（約 6：35，48-51）。再到後面，設立聖餐的時候，主耶穌講的就
更加直截了當了：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
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
給他們；他們都喝了。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
來的。’”（可 14：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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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可 8：14 的那個餅與最後晚餐上的那個餅未必是同一個，但前者指向後
者，而後者代表的正是主耶穌的身體。

耶穌基督肉身身體的破碎，生出了教會 — 所有在基督耶穌裏面聖徒的全
體；教會反過來成了基督的身體（弗 1：2-3）。
囘過頭去思想“五餅二魚”和“七餅數魚”中喂飽的人數及剩下之餅的零碎
所裝滿的籃數與筐數，這些數目反過來指向由於主耶穌身體破碎而生出來的
教會。
“五餅二魚”和“七餅數魚”中的“十二個餅”被掰開，喂飽那麽多人後，
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分別裝滿了“十二個籃子”和“七個筐子”。
前面講過，吃“五餅二魚”的是以色列人，這零碎裝滿的“十二個籃子”，
正與以色列十二支派數目相等；這“十二個籃子”所指向的正是在基督裏得
救的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啓 7：4-8）。吃“七餅數魚”的絕大多數為外邦人
（前面講過，可能只需除跟隨耶穌的門徒外），這零碎裝滿的“七個筐
子”，正與外邦七個教會（啓 1：4，20）的數目相等，所指向的正是在基督
裏得救的外邦聖徒的全體。我們說外邦其實也包括少數的以色列聖徒，特別
是猶太聖徒，正如吃“七餅數魚”的人中也包括極少數猶太人（包括主耶穌
當時的門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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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吃餅之人的數目。吃“五餅二魚”的人數為 5000 人，而吃“七餅
數魚”的人數為 4000 人。自然這人數是有代表性和象徵性的；婦女和孩童
未被算在其中。我們沒有辦法準確算清包括婦女和孩童在内的人數，但我們
相信，既然《聖經》寫下 5000 與 4000 這兩個數字，必然有其象徵性的屬靈
意義。既然“十二籃子”指向所有在基督里的以色列聖徒，那麽《啓示錄》
中 144，000（啓 7：4）以色列聖徒也不可忘記。包括所有這些數字，我們
有下面的這個總數：
5，000 + 4，000 + 144，000 = 153，000.
自然這並非是在基督耶穌裏的所有人的總數，是象徵性的數目。雖然是象徵
性的，但讓我們看見 153 這個奇妙數字的另一重要屬靈意義。
一件值得一題的事情是，儘管我們無法確定“五餅二魚”、“七餅數魚”和
“153 條魚”的三神跡是否都發生在加利利海邊上完完全全相同的一個地
點，但是我們可以完全確定這三神跡都的的確確發生在加利利海邊（約 6：
1，太 15：29，可 7：31，約 21：1）。這一簡單的事實，也把此三神跡緊緊
地聯係一起。
在“153 條魚”的神跡中，當門徒上了岸“看見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又
有餅”（約 21：9）時，不知當時門徒是否歷時就想起，就在此处，或是附
近，就是離此处不是很遠的地方，他們曾親身經歷主“五餅二魚”和“七餅
數魚”的神迹。約 21：9 中沒有說有多少魚和餅，但其中的餅是單數，似乎
是只有一個餅而已。這魚這餅都是從哪裏來的？這很少的食物能夠勞累了一
整夜（約 21：3）的七個大男人吃吗？這本身顯然又是一次不小的神迹，更
使得門徒們再次想起不久前的“五餅二魚”和“七餅數魚”的兩個神跡。這
樣，這三神跡就更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這三個緊緊連在一起的神跡都發生在加利利，特別是發生在加利利海邊，是
件十分奇妙不可忽略的事情。“加利利”被称为“外邦的加利利”（赛 9：
1，太 4：15）是“圆圈”的意思，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代表耶稣身体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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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复活的耶稣让门徒到加利利去见他（太 28：7，10），就是在那里颁布
向全球广传福音的大使命（太 28：16-20）。“加利利”这个圆圈对应“外
邦教会恩典時期”，是“以色列七十個七年”第六十九个七处分叉出来的一
个圆圈，当这个圆圈完结—外邦教会结束被提的时候，“以色列七十個七
年”的时钟就又开始转动，这个人类历史一同进入“以色列第七十个七”：
教会时期

以色列前六十九个七

以色列第
七十个七

注意到“加利利”與“外邦教会恩典時期”的这层關係，會使我們更加深對
“153”與教會被提之屬灵意義的了解與認識。另外，我們知道，主復活後
加利利海邊所行 153 條大魚的神迹，是主在世所行最後一個神迹，似乎對應
於天國撒網的比喻（太 13：47-50）。
耶稣吩咐门徒網撒在船的右邊，對我們中國人或懂得中文的人来说，有十分
特別的意義在其中。注意主吩咐門徒要把網撒在“船”的右邊。“船”字的
右邊是什麽？“船”字的右邊是“八口”，是挪亞方舟時，在方舟中挪亞一
家“八口人”，也包含大洪水後所有的人在其中。可以说這網是撒向萬民的
網，打上來的 153 條大魚，代表基督身體的全部。大洪水中得救的是八口
人，此時站在加利利海邊的，連主耶穌（教會的頭）算在一起也正好是八個
人。
上面的算式，用另外同等的形式可以寫為：
153，000 = 144，000 + 9，000。
若等式兩邊同時除以 1000，我們就回到本篇開始时的 153 的那個特別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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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奇特的屬性包含了基督—教會的頭，與教會—基督的身體，不可分割的
奇妙的關係。等式最后的数字，3 的平方，9 自然小於 144，如同 3 小於 12
一樣。144，000 代表以色列七年災難中將得救的人數；9，000 卻是在這之
前外邦（包括少數以色列人）得救人數象征性的代表。當然七年災難之前得
救的真正的人數要遠大於 9，000。9 只是 144 的 16 分之一而已，好像是 144
的“零碎”而已，正如 3 是 12 的 4 分之一，好像是 12 的“零碎”而以。而
這“零碎”之中卻包含着極爲重要的屬靈教訓。我們下一篇，也是 153 属灵
意义的终篇，我们就来分享這個重要的屬靈信息。

（10）153 與耶穌基督的身體（iii）
在結束 153 属灵意义的时候，我們一起来分享“零碎”的屬靈真意。
在《舊約》有一個情愿拾取“零碎”的外邦女子，後來卻不僅被所有以色列
人記念，而且成為我們主耶穌地上先祖之一（太 1：5）。這位外邦女子就是
大名鼎鼎的摩押女子路得，祂拋棄自己的國家、民族，甘心樂意歸向以色列
和以色列的神，情愿在“波阿斯”（耶穌基督的一個預表）的田間拾取收割
遺留下來的“零碎”（得 2：3），卻成了我們所有外邦人藉著耶穌基督歸向
永生真神的偉大榜樣。
在《新約》中也有一位類似的外邦女士。就是那位，在“五餅二魚”與“七
餅數魚”二神迹之間，蒙主耶穌誇講的，“大信心”的外邦婦人：
“耶穌離開那裏，退到推羅、西頓的境內去。有一個迦南婦人，
從那地方出來，喊著說：「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我！我女兒
被鬼附得甚苦。」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他說：「這
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她走吧。」耶穌說：「我奉差遣不
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那婦人來拜他，說：「主
啊，幫助我！」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喫。」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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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主啊，不錯；但是狗也喫它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
兒。」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
全了吧。」從那時候，她女兒就好了。”（太 15:21）
這外邦婦人的信心大在何處呢？大就大在她認識上帝的恩典，既使是像“桌
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那麽一點點也是足夠她用；大就大在她甘心謙卑，像
只狗一樣吃“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也是值得。聽上去主耶穌似乎有些
故意刁難這位外邦婦人，其實站在婦人面前與她這樣講話的這一位，豈不早
已經活生生地體現了祂極大的謙卑嗎？！永生上帝聖潔無瑕的獨生愛子變成
罪人的樣式，與人變成动物像狗的樣式又相差多少呢？更何況祂正走在去十
字架的路上，要在十字架上破碎身體、獻上活祭 — 祂正是那桌子上要被掰
開的“餅”！
也許這婦人曾聽人講過耶穌“五餅二魚”喂飽五千人的神迹，知道掉在地上
的“零碎”比起初有的還多，多而又多，不知多出多少倍！不曉得她是否知
道這正是天國的道理：沒有掰開的餅只是一個，掰開了，就越分越生，越分
越多；永生上帝的大能正在這“分而又生”之中：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
多子粒來”（約 12：24）
永生上帝的大能正在這“死而復生”之中！哈來路亞！
永生上帝藉着祂獨生愛子，我們主耶穌一個身體的破碎（一個餅的掰開，可
14：22，林前 11：24），將永生賜給千千萬萬，數不清的屬神的兒女（啓
7：9）。我們每次用聖餐記念主的時候，主教導我們說“你們要如此行，爲
的是記念我”（林前 11：24）。“如此行”也包括我們學習主的樣式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羅 12：1-2）。當我們用主的餅、喝主的杯的時候，我們
要切記主給我們的大使命，要廣傳福音，因為還有許多應當同我們一起用餅
喝杯的人尚未回到神的家中同我們一起享用。主的餅一直在分、在生，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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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主來的日子（林前 11：26），一直要到外邦的人數滿了的时刻（羅
11：25）。
我們再回到
或
153，000 = 144，000 + 9，000。
其中 9 只是 144 的 16 分之一而已，好像是 144 的“零碎”，正如 3 是 12 的
4 分之一，好像是 12 的“零碎”。然而這“零碎”卻代表着，因耶穌基督身
體（一個餅）的破碎而產生出來的千千萬萬數算不清的神的子民（啓 7：
9）。這個人沒有辦法數得清的數字，神自然知道，自然數得清。當那人數
滿了的時候，主要再來，教會要被提，那正是我們前面分享過的 153 = 1！+
2！+ 3！+ 4！+ 5！的属灵意义，第五印揭開的時候：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作見
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
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於是有白
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
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啓 6：911）
“在祭壇底下”，聼上去，多麽像“在桌子底下”，多麽像“在桌子底下的
碎渣”。可就是這“在祭壇底下”，喊出來的聲音帶着莫大的能力；這能
力，是他們早已效法主耶穌、身體破碎、當作活祭、奉獻在祭壇上所帶出來
的。屬神的兒女都當有如此的心志，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迎接主的再
來！
思想总结耶稣基督 153 诸多丰富的属灵意义，希望我们都有同一的共识-153 的的确确是当之无愧的耶稣基督的数字。愿 153 这个奇妙的数字常常提
醒我们耶稣基督诸般奇妙的恩典，常把荣耀赞美都归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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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效应仍在扩展进行之中……。让我们加入历世历代众圣徒祷告之列，仰
天举手从心灵深处高呼：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