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救贖與復興 

 
 

主題大綱 
贖價確保復興；贖價不保證永生，但是保證有再一次的試煉機會，以獲得永生；試煉的條件和益處；基督犧

牲的必要性；人類如何能由一個人的死亡而被拯救；信心與行為仍然必要；蓄意犯罪確定的代價；地上是否有容納

千百萬復活者的空間？復興與進化。 

 

從上帝啟示的計劃大綱中，迄今為止的描述，證明他為人類的計劃，顯然是要復興或者恢復人類

在伊甸園中失去的完美和榮耀。關於這個主題最有力和令人確信的結論性證據，可以在對贖罪的廣博和

特點上，徹底地瞭解與感受時，最能清楚地顯示出來。按照合理公義和符合邏輯順序來講，使徒和先知

所預言的復興必須在贖罪之後。依據上帝提供的贖罪安排，除非那些故意拒絕接受偉大救贖者拯救的人

之外，所有人類一定都能從最原初的懲罰，從“敗壞的轄制＂，即死亡中得到拯救。否則贖價就不是對

所有的人都有益處了。 

關於這個主題，保羅的論述最清楚有力。他說（《羅馬書》14:9）：“因此基督死了，又活了，

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統治者和管理者]。＂這就是說，我們主的死與復活的目的，不僅僅是要賜福、

管理和復興活著的人，而且上帝也給他權柄去統治，或者說全面管制死人和活人，以確保生者和死者同

樣都能從他的贖價中得到恩惠。1 

耶穌基督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相等的代價），＂目的是使他可以賜福給眾人，也給每個人都能有

個人的試煉，以獲得永生的機會。有些人宣稱耶穌基督把自己作為“萬人的贖價＂，然而又說被贖回的

人們中只有少數一部分人能獲得主的恩賜，這種看法是荒謬的。因為這樣說就是意味著：上帝在接受了

贖價之後卻又不公義地拒絕赦免被救贖的人，要不就是主耶穌在救贖眾人之後不能或者不願意執行那最

原先的仁慈計劃。上帝神聖計劃的不變性，以及那神聖的公義和神聖的愛，否定及駁斥了這樣的觀點，

這就使我們確信這個建立在“萬人的贖價＂的基礎上，上帝最初的仁慈計劃，將會在他“所定的日子＂

裡得以充分地實施，並將賜福帶給虔誠的信徒們，使他們能從上帝對亞當的定罪中得到釋放，同時也帶

給他們一個機會，能夠重新享有人類在遭受罪和詛咒之前所具有作為上帝子女的權利與自由。 

  

當我們清楚地認清耶穌基督的贖價是為整個人類，而不是只特定給予某些人帶來的恩惠與結果，

對於贖價是否真正屬於所有人的一切疑惑就會煙消雲散。“降世為人的基督耶穌＂他作為“萬人的贖價

＂，這一贖價並不給予任何人都能得到永生或者賜福的保證，但它確能保證再給每個人另一次得以獲得

永生的機會或試煉。人類經歷的第一次試煉失敗了，結果失去了上帝最初賜給人類的祝福，但由於上帝

提供基督作為人類的贖價，因此這次的考驗對於上帝的忠誠信徒來說，卻真正變成了一個賜福的經驗。

事實上人類從第一次懲罰中被贖回，是由於以基督做為他們的贖價，但是這個並不能保證，每個人都能

通過個人試煉而獲得永生，而任何不服從的人都不可能得到永生。人類因為現在所具有對罪惡及痛苦的

懲罰經歷，預先將會得到充分的警告；那時，由於有了基督作為贖價，人類將會得到另一次個人試煉的

機會，而這次的試煉是在基督的管理和統治之下。他如此愛世人，甚至為人類獻出生命，他也不願意任

                                                            
‐‐‐
1我們完全可以認識到，使徒的話中有另外更為廣泛的含義。也就是說，整個人類的族群都包含在“死＂這個表述

之中。從上帝的觀點來看，所有人類都在死亡的判決下，被視為如同死去一般（參看《馬太福音》8:22）；因此，

“生＂的表述可以應用得更為寬廣，超越人類族群，表示那些還沒有喪失生命的天使們。 

  



何人滅亡，而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應歸向上帝，獲得永生；我們可以確信，只有那些蓄意違背上帝的人才

會受到第二次試煉的懲罰。這種懲罰將是第二次死亡，此時再不會有另一次的贖價和再度的試煉，因此

將不會有從第二次死亡中的救贖和釋放。所有的人都會充分地認清並嘗試過善與惡，人人都會見證和體

驗上帝的美善與愛，人人也都會在最有利的環境中得到完全、公正的個人考驗而獲得永生。你不能奢望

更多，因為不會再有更多的恩賜了。而這次試煉將決定誰會是永遠正義和聖潔的，也將確定誰會是非正

義、不聖潔和汚穢的人。（縱使上帝給予人們千百次的考驗機會中，正義和聖潔的人，永遠也不會改變

他們的正義與聖潔，而不公義、不聖潔和汚穢的人也同樣永遠不會改變他們的不公義、不聖潔和汚穢）

。 

 

上帝要再次給予人類永生的試煉機會，如果是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之下實施，這是沒有必要的；雖

然眾人受試煉的情況有所不同，也許會更為優越，但是他們為了獲得永生所接受的個人考驗的條件，將

與亞當所接受的試煉是相同。律法上說：“惟有犯罪的，他必死亡＂；上帝的律法始終如一，不會改變

。人類所受試煉的條件就其環境而論，並不會比伊甸園的條件更優越。但最大的不同是人類在知識上大

有增進。在未來時代的試煉將與第一次有很大的差別，與人類所經歷的美善相比，每人所經歷的罪惡將

構成使第二次試煉的結果大大優於第一次試煉結果的原因，而且由於上帝的智慧和愛，以耶穌基督作為

“萬人的贖價＂，因而保證賜予眾人再一次新的試煉。但不要期望到千禧年之後還會有更優越的試煉、

更優厚的律法、和更有利的條件或環境，也絕不能認為到千禧年之後，仍能得到新的贖罪和新的試煉。 

 

耶穌基督所給予的救贖並不能成為任何人犯罪的藉口，並不因此就能把罪人變成聖徒，而把他們

帶入永生的幸福裡。僅有那些願意接受救贖的罪人，能直接（指因自己造成的罪）和間接（指因亞當的

過犯所帶來的罪）從上帝的第一次懲罰及其後果中被解救出來，讓他能有再次得以獲得永生的試煉機會

；在考驗中，能否獲得永生，則完全決定於他個人是否願意順從或是會蓄意的違背。 

 

我們也不該有這樣的認為，（然而許多人似乎容易這樣認為）：所有生活在文明之中的人，能夠

瞭解並擁有《聖經》，就會有充分的機會接受永生的考驗。應當記住，人類的墮落對亞當所有子孫所造

成的傷害各有不同。有些人一出生到這個世上就十分軟弱，邪惡，以至於很容易就會被這個世界的魔鬼

撒旦所蒙蔽，而且常被罪惡所圍困而犯下種種的罪行。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這樣的影響，因此，即

使他們想要行善，罪惡就會出現，而且經由透過周圍環境等因素顯得更加強烈，使他們要行善幾乎不可

能，而他們不想作的惡行卻幾乎無法避免。 

 

在現今那些接受基督的救贖，能真正瞭解基督的自由且把自己交給主，接受他的指引的這些聖徒

們，為數實在太少了。至今，首先是教會被召喚和事先受試煉，為的是與主同工，作為上帝祝福世人這

個特殊目的的見證 — 

做現在這個世界的見證，而且在將來當世界受試煉的時代，他們要管理、祝福和審判世人— 

完全享有贖罪的利益，但是他們現在卻先要經受永生的試煉。這少數人已被稱義（他們因信稱義），被

認為會得到復興的所有賜福，這種賜福將是在未來時代，上帝為世人所準備的。他們儘管不完美，不能

真正恢復到亞當的完美狀態，但藉著對基督的信，他們被視為完美，也因此重獲完美及上帝神聖的恩惠

，如同不再是罪人，上帝以這樣的一個處理方式就作為是這種差異的補償。他們的不完美和不可避免的

弱點，被救贖所彌補，不再歸咎於他們，而是被救贖者的完美所掩蓋。因此教會的試煉，是由於他們信

從基督所受的考驗，所以教會所經受的試煉就如同將來世界的考驗一樣的公平。當每個人一旦都接受基

督真理的教義規定與條款時，世人都將會完全的認識到真理，便不再被視為罪人，而是作為上帝的兒女

，因為復興的所有賜福都是為他們預備的。 

 



在將來世人的試煉經歷與現在教會在她的試煉經歷之間的第一個不同：就是服從上帝的世人藉以

逐漸摒棄他們在精神與肉體上的弱點，就能馬上開始領受復興的賜福；而現在福音時代的教會則為了事

奉主而奉獻自己，甚至到死，但卻會首先從死裡復活，且會即時獲得完美。在這兩種試煉經歷的另一個

不同：就是在下一個時代的環境會比現在更優越，到那時，社會、政府等都會倡導公義，獎勵忠誠和服

從，懲罰罪惡；然而當今，在這個世界的王（撒旦）統治之下，教會處在於對公義、忠誠等不利的環境

中經受試煉。但是我們已經瞭解到，除了永生的恩賜之外，另一補償的獎賞，就是提供給教會屬天的神

聖榮耀和名譽。 

 

亞當的死是肯定的，儘管亞當活了930歲，最終還是死去。由於他自己必定會死，所以他所有的子

孫一生下來也都同樣要受到死亡的支配，沒有永生的權利；而且如同他們的父母一樣，他們的生命都會

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苟延過程之後死去。然而應該記住的是，對罪的懲罰不是走向死亡的過程中所受的

疼痛和苦難，而是生命的毀滅，生命的終結。痛苦不是主要的，懲罰同樣會降臨到那些在死亡過程中遭

受些許或甚至沒有痛苦的人身上。還應當進一步記住，當亞當喪失了生命，就永遠失去了；他的子孫中

從未有人能替他贖罪，或者能重新獲得已失去的生命。所有的人不是已經死了，就是正走向死亡。如果

他們在生前不能贖他們的罪，那麼死後，他們就再也做不到了。罪的懲罰不是絕對性的死亡，因為藉著

恩典與權利，此後還會重生。在上帝宣佈懲罰時，對免除罪刑並沒有明確的表明（參看《創世記》2:17

）。因此，復興是上帝的恩賜和仁慈恩惠的行舉。事實上當亞當一招受懲罰後，甚至在懲罰被宣告的時

候，上帝已明白的表示了他的救恩，當我們認識到這一點，上帝的愛就將會充分地顯示出來。 

 

《聖經》上說，女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要不是這一承諾所帶來的一線希望，人類早已陷入絕望

之中。但是這個應許表明，上帝已為了他們制訂了一個有益的計劃。當上帝對亞伯拉罕鄭重保證說，地

上萬族必因亞伯拉罕的後裔得福，這就含意著萬民都得以復活和復興。儘管許多人未能得到祝福就已經

死去，且其他正走向死亡的人也未得到賜福亦將此去世。不過，上帝的應許仍然真實的：當復活或者那

安舒的日子到來時，萬民都將得到賜福。（參看《使徒行傳》3:19）進一步看，由於賜福是上帝恩惠的

象徵，也由於罪的緣故，使得上帝收回了恩惠而代之以咒詛，那麼上帝對未來賜福的應許就意味著免除

咒詛，並因此歸還恩惠。給予人類賜福的許諾也意味著，上帝要麼，會大發慈悲，改變了他的判決，開

釋了所有人類的罪；要麼，上帝做出一個藉由他人來代替受罰，使人類得到救贖的計畫。 

 

上帝沒有使亞伯拉罕對他拯救人類的計畫存有疑惑，但卻表明，人類必須要通過種種具有代表性

的獻祭，才能與上帝接近，這是表明上帝他不會改變法令廢除罪，更不會饒恕罪。也就是說，人類要廢

除罪和免遭懲罰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做足以抵償懲罰的獻祭。上帝以一種具有非常特殊意義的方式顯示給

亞伯拉罕：上帝應許賜福的中心人物是亞伯拉罕的兒子以撒，而以撒在蒙受賜福之前，他必須先成為上

帝的祭品，最後亞伯拉罕“ 他就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來 

＂。（參看《希伯來書》11:19）在那個例子中，以撒象徵著真正的後裔耶穌基督，他為救贖人類而死

，使蒙救贖者都能領受那應許的賜福。假如亞伯拉罕認為，如果上帝會饒恕並廢除罪的話，或許他也可

能就會覺得上帝的意志是變化不定的，故此不會對上帝要賜給他的應許如此地充滿信心。他或許也會這

樣認為，如果上帝能改變一次主意，為什麼不會再次改變呢？如果上帝廢除對於死的咒詛，難道就不會

再次廢除那應許的恩典和賜福嗎？但是上帝是不會使我們無所適從的。不論是對於他的公義還是對於他

的不變性，上帝都給了我們確信的充分保證。雖然他如此地深愛世人，甚至“上帝既不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了（為我們而死）＂（羅馬書8：32），但是他就是不會廢除罪惡。 

 

由於整個人類都出自亞當，當他被定罪，所有他的後裔也均被定罪，而喪失了永生的生命，因此

，當耶穌“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他的死同樣也包括了所有未出生的嬰孩。這個完全的補償，或者說



是相等的代價，至此把所有人類交置於正義的手中，“在所定的日期＂得以實施，他因此贖回眾人，且

擁有充分的權柄復興所有經由他而來到上帝面前的人。 

 

“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的義行，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了。因一人的悖

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了。＂（《羅馬書》5:18, 

19）＂這個陳述簡單明瞭：就如眾人都因亞當的罪而死，同樣地，眾人也會得到我們主耶穌基督提供給

他們永生的恩惠，耶穌為眾人而死，作為祭品，成了亞當的替代者，以彌補違反上帝律法的懲罰，因此

“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他死了，“就是義的代替不義的，為要引我們到上帝面前。＂（《彼得前書

》3:18）但是，我們永遠不應忽視，由於人類有自由抉擇的意志因素，而上帝為我們人類所預備的一切

，是要確保他提供如此豐富的神聖恩惠，能賜予有意願接受的人。一些人在研究上述引用的那段經文，

即《羅馬書》5:18,19時，就忽視了這一特點。然而，使徒的說法是，儘管亞當及其後裔都被定罪，但通

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服從上帝的計劃，也為了我們的緣故而犧牲了自己，白白的把恩惠賜給了眾人 —

那就是赦免的恩賜。如果人們接受了它，就會具備公義的本質，或者奠定永生的基礎。而且，“因一人

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將 [不是已經] 

成為義。＂如果只有基督的救贖而我們卻不接受的話也可以使人成為義，那麼這段經文就會被解釋為：

因一人的順從，眾人就已經成為義了。 

 

儘管拯救者支付了贖價，但是在福音時代，只有少數人已經成為義 — 被稱為義 —

“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羅馬書3：25）。由於基督是作為全世界人類罪的贖價（補償），所

以眾人都可以在“新約＂之下，通過基督從亞當所引致罪的懲罰中得到赦免和釋放。 

 

上帝是公義的；因此，“我們若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

淨我們一切的不義。＂（《約翰一書》1:9）假若上帝允許我們不經贖罪就可獲得懲罰的赦免，那他就

是不公義了；同樣，他要讓我們明白，如果根據他自己的安排，當有人已經為我們受罰支付了贖價，仍

不許我們復興，則那也是不公義的。上帝的公義是始終不渝的，這種公義曾經定人的死罪，如今，同一

種公義為所有懺悔自己罪行的人，確保使他們得到赦免、藉以通過基督而能求得永生。 

“誰能控告上帝所選的人呢？有上帝稱他們為義了，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了，而且從

死裏復活，現今在上帝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羅馬書》8:33, 34。） 

 

贖價的圓滿成功是使願意在所提供的條款下接受它的所有人類得以復興的最有力的論據。（參看

《啟示錄》22:17）上帝的真正本性 — 

公義與榮耀，確保了人類的復興；他所許下的每一個應許都表明了這一點。每一個象徵性的獻祭都是代

表了這個偉大的奉獻 —

“上帝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負）世人罪孽＂，他為“我們的罪[教會的罪]作了挽回祭[補償]。不是單

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翰福音》1:29; 

《約翰一書》2:2）由於死是罪的懲罰或者工價，所以當罪被消除時，工價（懲罰）屆時也必終止。而

其他任何的觀點都是不合理及不公正的。雖然我們的主去世至今已經近兩千年，而且在基督死前，人類

已走過了四千年的歷程，但是人類還沒有從亞當所犯的罪惡中恢復過來，但是這個事實並不能否定復興

的論據。還有一個事實：主離世之前有四千年的時間，但是也不能否定上帝在世界創立之前已經為人類

安排了救贖的計劃。與前一個事實相比，對於這個問題的爭論更多。在基督死前的四千年，與死後的兩

千年這段時間裡，上帝也指定日期為他的計畫安排進行其他部分的工作，這些都是為“萬物復興的時候

＂（使徒行傳3：21）所做的準備。 

 



任何人都不要草率地假設這種觀點與《聖經》的教義有任何抵觸。教義上闡明，得以獲救的必要

條件是信從上帝，懺悔罪過和品格的改進（重新做人）。對於這一特點，我們在下文中將以更大的篇幅

展開論述，但是我們在這裏要提及的是，能有完全的知識，才會對信從上帝產生足夠的信心。悔過自新

的人確實不多，有些人被這個世界的神弄瞎了心眼，使他們喪失了部分或全部的判斷力（哥林多後書4

：4），依據聖經上所說的，這些人他們一定會從無知的盲目中恢復過來，也會從死亡中復活，這樣，

他們每個人都能有足夠的機會，依據服從或不服從來證明他們是否配得永生。那時，那些證明自己不配

得永生的人將再次死去，即二次死亡，他們從這次死亡中得不到救贖，因此也就沒有復活可言。因亞當

的罪帶來的死亡，以及由此產生的所有缺陷，都將通過基督的救贖而除去；但是那些因個人蓄意違背主

道所造成的死亡，將是他個人最終的結局。這種罪永遠不會被赦免，對於這種罪的懲罰，即第二次死亡

，將是永遠的 — 不是永遠走向死亡，而是永遠的死亡，這種第二次死亡是沒有復活的可能。 

 

救贖計劃的哲理將在隨後的一卷中論述。我們在這裏主要要闡明一個事實：由於通過耶穌基督的

救贖而給人類帶來的賜福和機會，與因亞當的犯罪而導致人類遭受災難，一樣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  

所有因亞當被定罪並且受苦的人，“在指定的日期＂也會因為另一個人而解脫所有的災難。然而，那些

不接受《聖經》教義，即不承認死亡 — 

滅絕是罪的工價的人，就不會領悟《聖經》的這一觀點。那些人認為死亡後猶如處在痛苦的折磨中，不

僅忽視了死與生這兩個完全相反的含義，而且使自己置身於兩個謬論之中。這種荒謬的假設即是認為上

帝就因亞當所犯的任何罪，不僅除了偷吃禁果這種的小罪過，便使其永遠生活在痛苦的折磨中。再者，

如果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救贖了人類，替我們受死，成為我們的贖價，且他的死使我們可以得到罪的赦免

，那麼他為不義之人所受的死，難道不就是與我們人類被定罪所導致死亡的罪完全一樣的嗎？難道他為

了我們的罪要永遠受痛苦的折磨嗎？如果不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可以確信的是，上帝對我們罪的懲罰

就是死，正如基督他為我們的罪而死一樣，就任何意義或情況而言，死亡就是沒有生命。 

 

但是，說也奇怪，一些人既然發現永恆痛苦折磨的理論與《聖經》中告訴我們，“耶和華使我們

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還說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這種論述的教義是不一致。也明白必須捨棄

這種與《聖經》教義不同的理論，但有些人還是固守著永恆痛苦折磨的觀念，視其為珍品美味。儘管這

個真理在《聖經》的每一頁都有明確的教導，但由於這些人持守這種荒謬的觀點而無視《聖經》的教義

，卻故意否認耶穌基督是要作為世人的贖價。。  

 

 
人類的復活能實現嗎？ 

 
有些人認為，如果千百億的死人復活的話，地球上將沒有足夠的生存空間提供給他們；他們還認

為，即使會有他們的容身之地，地球也無力供養這麼多的人口。有人甚至聲稱，地球是個巨大的墳場，

如果死去的人都復活的話，他們會因為爭奪空間而彼此相互踐踏了。 

這是一個要點。因為《聖經》上宣言，所有人類都將復活，但是如果我們以實際的測量，發現復

活的人們竟然找不到他們立足之地的話，這將會是多麼不可思議！現在讓我們再來看一看：想想，將會

使人發現這是一個沒有事實根據的擔憂。你會發現正如上帝藉著聖先知的口所說的，地上對於“萬物復

興（眾人復活）＂會有充裕的空間，提供給復活的全人類。 

 

讓我們假設，自從上帝創造人類以來已有六千年的時間，現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有14億。我們的

人類始于一對夫妻發展而來，讓我們作一個非常初步的估計，假設人類開始時的人口與現在一樣多，再

進一步假設，在任何時候人口總數都沒有減少過，雖然實際上大洪水曾將世界人口減少到八個人。讓我

們再做進一步的估計，每個世紀有三代人，或者三十年出一代人，雖然根據《創世記》第五章記載，從



亞當到大洪水時期總共只有十一代人，這一時期長達一千六百五十六年，或者大約一百五十年為一代人

。現在讓我們來看看，六千年是六十個世紀；每個世紀有三代人，這樣我們就會算出，自亞當以來，共

有一百八十代人；每代人十四億，這樣，根據這個近似的估計，我們人類從被創造到現在，總數會高達

二千五百二十億（252,000,000,000），而這個估計可能是實際人口數量的兩倍以上。 

 

我們到哪里去為這麼多人找到足夠的生存空間呢？讓我們來測量大地，看看結果如何。美國的德

克薩斯州面積為二十三點七萬平方英里。一平方英里是二千七百八十七萬八千四百平方英尺，因此，德

克薩斯的面積為六萬六千零七十一億八千零八十萬（6,607,180,800,000）平方英尺。如果每個死者占十

平方英尺面積，我們發現，德克薩斯作為墳場可以裝下六千六百零七億一千八百零八萬（660,718,080,0

00）個人，幾乎三倍於我們誇張性估算的曾經生活在地球上的人類總數。 

 

一個人站立時，只占一又三分之二平方英尺面積。根據這個比例，目前世界人口數量（十四億人

）會佔據一個八十六平方英里的地區 — 

這個範圍遠遠小於倫敦市或者費城的面積。儘管根據我們誇大的估算，愛爾蘭島（面積為三萬二千英里

）會裝下兩倍以上地球上曾經生活過的人口。 

 

因此，解決這一問題並沒有多大困難。當我們回想以賽亞的預言（《以賽亞書》35:1-

6）所述，大地將出土產，沙漠也必快樂。又像玫瑰開花；在曠野必有水發出，在沙漠必有河湧流。從

中我們看到，上帝已經預見到要實施他的計劃所應有的必備條件，為他的創造物所需要的一切提供豐富

的供應，這一切都是很自然的。 

 

復興與進化 
 

有人或許會反駁，認為《聖經》中有關人類恢復到初始狀態的陳述與科學和哲學的學說不一致。

顯而易見，這是指二十世紀的人類有較高的智力，而且聲稱，現代人的智力要比原始人的智力還高的多

，這個結論性的證據，他們宣稱這是人類進化的結果。從這個觀點來看，人類恢復到初始的狀態並非理

想，當然也不是一種恩賜。 

乍看起來，這種推理顯得似是而非。許多人不經過仔細研究，就傾向於接受它為真理。布魯克林

一位著名的傳教士說道：如果亞當的犯罪是他的墮落，則這種墮落是一種上進的演進，（以進化論的觀

點來看）從亞當的最初始狀態墮落得越甚、越迅速，進化演進的結果，對於我們人類以及所有相關的事

物來說就會越好、越有利。 

這樣的哲學即使在講道壇上說出來，也會詆毀《聖經》的作用。它如果合理，我們就會相信使徒

們是愚蠢的，因為他們宣稱死亡和所有的麻煩都來自第一個人的不服從而引起的，只有通過贖罪的方式

才能去除死亡和這些麻煩，才能復得上帝神聖的恩惠和取得永生的生命。（參看《羅馬書》5:10，12，

17-19，21；8:19-22；《使徒行傳》3:19-21；《啟示錄》21:3-

5）但是，我們不要輕率地作出結論，認為這一理論無懈可擊。因為，如果我們不得不放棄使徒們所提

出的，有關罪惡與死亡以及人類將要如何恢復到最初始完美的這些教義，老實說，我們也就不得不完全

摒棄使徒們對所有關於每個主題的陳述，把這些教義看作缺乏創見、沒有什麼特別分量或者權威。然後

，讓我們依照事實來簡單地分析這個日漸被普遍接受的觀點，看看它的哲學理論到底有多深奧。 

 

這種理論的倡導者和代表人物說：“人類在最初的階段是個生存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其動物本

性占主導地位，幾乎完全受肉體控制；然後，人類由這種狀態逐漸向另一種狀態發展，直到現在，一般

的人已經進化到一種狀態，可以說，他是受著智能的支配。因此，這個時代可以看作或者稱作智慧時代



。智慧推動著當今偉大的企業；智能支配著政府；地球上的元素、空氣和水也逐漸地受其控制。人類正

在挑戰所有的物質力量，緩慢但確實能得到控制超越自然領域的力量，就此為證，以致最後可能會像亞

力山大·塞爾可克一樣宣稱：“我是這一切眺望所及之處的君王。＂ 

 

有的理論乍看之下似乎是合理的，但事實是，我們不應當草率地接受它，更不應當試圖曲解《聖

經》以求與其相吻合。我們已經以成千上百次的方式來證明《聖經》的正確性，而且毫無疑慮地確信《

聖經》具有著超人的智慧，確定《聖經》中的教誨是正確無誤的。我們也應當記住，儘管科學研究應該

得到稱讚，它提出的意見也值得考慮，但是它的結論決不會絕對無錯的。不足為奇，科學研究也已經千

百次證明了它自身的理論是有誤的。其實我們都應當記得，真正的科學家只不過是在許多極其困難的情

況下，克服了許多幾乎是難以超越的困難，試圖從大自然這本大教科書中學習人類的歷史和命運的一個

學生而已。 

 

因此，我們既不反對，也不會阻礙科學研究；但是在聽取這些大自然科學學生們的意見時，我們

要仔細地比較他們的推論和《聖經》的不同，事實證明，他們的推論往往有些在部分或者整體上被證明

是錯誤的。《聖經》教導我們，“人當以訓悔和法度為標準。他們所說的，若不與此相符，必不得見晨

光。＂ 

（《以賽亞書》8:20）讓我們根據此教義來證明或者駁斥科學家的學說。如果我們對於大自然這本教課

書和《聖經》都有正確的認識，就會證實它們是一致的；但是，在我們具備這樣的知識以前，上帝的啟

示必然先要放在首位，必須作為上帝子女們的行為和思考的準則。依據上帝的教導與啟示的標準來驗證

人們可能犯錯的那些假定的結論。 

 

既然堅持這個原則，就讓我們來看看對於人類知識、技能和能力的增加是否還有其他比進化論更

合理的解答。進化論認為，儘管人類起源於非常低級的生物，但是如今已經發展到了高級或者“智慧時

代＂的階段。或許我們終究會發現，那些發明創造和給人便利的設施，教育的普及和廣泛的傳播，以及

知識的增進，都不能歸功於智慧的增長，而是由於用腦環境的改善。我們直率地坦承，由於現在優越的

環境，人類對大腦智力的利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更為普遍，因此取得了更為突出的表現；但是，我們否

認今天大腦的智力比過去的時代高。在學習繪畫和雕塑時，難道“智慧時代＂的學生不是要向過去的大

師們學習嗎？他們這樣做，難道不是承認過去大師們的腦力、設計的創意以及手藝技巧都值得他們效法

嗎？難道今天的“智慧時代＂不是在大量地利用以往時代獨創性的建築設計嗎？難道“智慧時代＂的演

說家和邏輯學家不是在研究和模仿柏拉圖、亞裏斯多德、德摩斯梯尼以及其他哲學家們的方式和推論法

嗎？當今的許多公共演講家不都是非常欽佩德摩斯梯尼或者阿波羅的講話方式，以及使徒保羅那更加清

晰的推理能力嗎？ 

 

讓我們追溯到更遠：雖然我們可以提到幾位先知的文學修辭能力，以及洋溢在《詩篇》中的壯麗

詩詞，我們還可以向這些“智慧時代＂的哲學家們談及約伯及其安慰的友人們的智慧和邏輯，絕不會不

如良好道德的判斷力。我們又該怎樣談論摩西“學到了埃及人一切的智慧＂？經由他頒佈的律法一直是

所有文明國家律法的基礎，至今依然被公認為非凡智慧的體現。 

 

對古代城市廢墟的發掘顯示出，過去時代的藝術和科學知識，令許多所謂“智慧時代＂的哲學家

們驚訝不已。古代的屍體防腐術、煉銅術、玻璃製造工藝以及大馬士革的鋼鐵等，都是遠古時代的成就

，當今時代的智能具有多方面的優勢，但是對於這些成就卻既不能理解，也不能複製。 

 



回到四千年前，大約是亞伯拉罕時代，我們發現偉大的埃及金字塔是一個連今天最有學問的科學

家也感到驚奇和不可思議的建築物。它的建造與這個“智慧時代＂在數學和天文科學方面所取得的最先

進的成就非常吻合。可以肯定，它所體現的精確性，在今天只有採用現代化儀器才能達到接近的程度。

它的結構如此驚人，如此完美，致使世界上一些最頂尖的天文學家都毫不猶豫地宣稱，那必是出於上帝

神聖的產物。即使我們“智慧時代＂的進化論者，也承認它是出於上帝安排的傑作，這種智慧是超人的

智慧，但他們也必須承認那是人類所建造的。在那個遙遠的年代，人類已經有這樣的智力完成如此神奇

的建築，而當今的人類在具有各種現代科學儀器與設備，以及前人留下的模型基礎上，尚無人可完成這

一工程。這證明了與事實環境的根據相比較，我們“智慧時代＂的人類顯得更自命不凡。 

 

如果我們已經證實了今天人類的智力並不比過去時代的人類強，而是可能更差，我們又如何來解

釋人類在各方面知識的增加和現代發明等等呢？對此，我們相信能給予與《聖經》一致的合理證明。當

今世上被認為十分有價值的發現與創作，都被視為是這個“智慧時代＂的發明，確實都是最現代的創造 

— 

其實幾乎所有的現代發明都出自上個世紀，其中最重要的出自過去的六十年間。例如，在電信技術、鐵

路建設、蒸汽機船，以及各種機械工業的機器中都應用了蒸汽和電氣等。如果這些被視為是大腦能力增

加的證據，那麼這個“智慧時代＂只不過是剛剛開始而已，如符合邏輯的推論來說，這將會證明在下一

個世紀中，各種形式的奇蹟每天都會出現。如果智力以同樣的比率增長的話，最終會導致什麼結果呢？ 

 

但是我們還要注意到一個問題：是否所有的人都是發明家嗎？與那些享用發明成果的人相比，能

夠確實創造出實用、有應用價值發明的人數何其稀少！再說，當今在社會上非常能幹並受到高度尊敬的

公務員中，只有極少數人具有高智慧，我們這樣說並不是蔑視他們。世界上一些最有頭腦的人和最有造

詣的理論家並不是機械方面的發明家。有的發明家在智力上是很遲鈍的，人們不禁懷疑，他們的發明只

不過是偶然碰上而已。一些重大的原理（電能、蒸汽動力等），是許多人經年累月，努力不懈的研究、

應用和反復改進而完成的，然而很明顯，這些原理的發現大都也純屬偶然，並非是運用大智能而來的，

相對來說都是意外得到的成果。 

 

從人類的觀點來看，我們可以這樣解釋現代的發明：在西元1440年印刷術的發明可以看作是現代

文明的起點。由於書籍的印刷，記載了思想家和發明家的思想和發明過程，否則，這一切就無法讓他們

的後代瞭解。有了書籍以後，教育更為普及，最終有了公共學校。學校和學院並不增加人類的智慧，但

是的確能使智力經常加以鍛煉，從而幫助了已經擁有的能力得到發展。隨著知識的普及，書籍更到處可

見，擁有這一切的人們，一代比一代顯然更占優勢。這不僅表明了現代思想家要比過去增長成千倍，彼

此以新的見解互相切磋、互相激勵，而且新生代的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書籍，結合前人的經驗，使自己的

知識更加豐富。隨著教育所帶來的知識，不但能鼓勵人的雄心壯志，促使企業成長以及對卓越成就的期

望，同時也帶給人類更舒適的生活，再加上每日新聞報刊對這些發明創造的記載和描述的輔助，更激發

和提高了人類的理解力，使每個人盡可能熱衷於能對社會有益和便利的方面去發明創造。因此這些教導

，純粹從人類的觀點來看，現代發明不是表明大腦智慧的增強，而是由於自然的因素，激發了人類的理

解能力。 

 

現在，讓我們來看《聖經》對於這方面的教導。如上所述，雖然我們相信人類的發明和知識的增

加等等是由於自然因素影響的結果，然而我們相信所有這些自然的原因都是耶和華上帝早就計劃、安排

好的，到了所定的日期，這一切都會在他深思熟慮的支配下自然的發生 — 因為 

“這原是那位隨己意行作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以弗所書》1:11）根據上帝在《聖經》

中啟示的計劃，他有意准許罪惡和苦難統治和壓迫世人達六千年，然後在第七個千年時要復興一切，根



除邪惡，即是以通過耶穌基督來消滅罪及其後果 — 

上帝已經預先委派他去完成此項重任。因此，當六千年的邪惡統治即將結束時，上帝允許有利於發明創

作的環境將會出現，這不僅是在研究上帝《聖經》中的啟示錄和他所創造的大自然世界方面，同時在有

益於造福人類與促進人類進步的機械和化學設施製作方面，都將在千禧年間實現，只不過現在正要把這

些知識使人預先認識，以做好準備，這就是上帝的計劃。先知的話清楚地預示了這一點：“但以理啊，

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有多人來往奔跑（或作切心研究），知識就必增長。＂邪惡的

人不會明白（上帝的計劃和作法），只有智慧的人才會明白；“並且有大艱難，從有國以來直到此時，

沒有這樣的。＂《但以理書》12:1,4,10。 

 

有一些人會感到奇怪，上帝為何不安排使當今的發明和祝福早點兒降臨，使人類能盡早減輕咒詛

的痛苦。但是我們應該記住，上帝的計劃是要讓人類對於咒詛有充分的認識，以便賜福降臨到眾人時，

人們能夠永遠徹底明白罪惡的危害。此外，上帝早已預見並且預言了世人現在尚未認識到的情況，也就

是說，上帝最好的賜福如果降臨到那些心靈與宇宙公義的律法不一致的人身上，反會導致並產生更大的

罪惡。最後，人們將會看到，上帝現在允許知識增長的賜福，正是在這個主題上給人類一個實際的教訓

。因此可以作為這個永恆原則的例證 — 

不僅是對天使而且也是對所有復興的人。這又如何解釋呢？以下是我們提出的論點： 

 

首先，只要人類還長期處於目前這種墮落和邪惡的狀態中，既沒有嚴厲的律法和懲罰，也沒有一

個強而有力的政府來執法，自私的習性就會或多或少地支配一切的人。還要考慮到每個人的能力是不相

等的，由於結省勞力的機器的發明雖然引起了那麼一陣的興奮與激勵，這種情況必定會形成的結果是：

富人更加富有，窮人更加貧窮。現今最明顯的傾向是趨向壟斷和自我擴張，這即會形成把利益直接集中

在那些最有能力和自然條件上已十分佔優勢的人們手中。 

其次，如果能夠通過立法的手段將當今的財富及每日在增長的那部分財富能夠均勻地分配給所有

的階層（這在人類尚未達到完美境界之前，或者在沒有超自然的政府來管理人類事務的情況下，仍舊是

不可能的），這種造成的危害結果甚至會比當前的情況更為嚴重。如果節省勞動的機械和所有現代的應

用技術能夠均勻地分配，則不久就會使得勞動的時間大為減少，而閒暇時間大為增加。對於墮落的人們

來說，無所事事是最為有害的。如果不是為了謀生必需辛苦流汗的話，我們這個人類墮落的速度將遠比

現在還要迅速得多。懶惰是罪惡之母；它將導致思想、道德和身體上的墮落。因此，上帝以他無窮的智

慧和仁慈，不把這些發明一開始就賜給人類，直到指定的日期，為千禧年做準備的時候才賜給人類。當

上帝的王國降臨時，在超自然政府的控制下，不僅所有的賜福將會公正地分配給所有的人，而且休閒時

間也一樣會在超自然政府的安排下得到很好的指導，使其有利於增進人類的品德、在思想、道德和身體

等方面更趨于完美。當今發明創造以及其他知識增長的賜福是如此自然的產生，這是在上帝允許之下為

“千禧年的日子所做的準備＂ 

，以致使世人們自鳴得意，把這一切都歸功於“智慧時代＂的結果。但是毫無疑問，上帝允許這些知識

增長的賜福，將在很大程度上會使那些聰明的哲學家們非常失望。正是這些不斷增長的知識賜福，已經

開始給這個世界帶來自有國以來從未發生過的災難。 

 

如同上文所述，先知但以理把知識的增長與災難時期聯繫在一起。因為人類的墮落，知識卻造成

苦難。知識的增長不僅帶給世人很多新奇節省勞動的機器和便利，而且也增進了人類的醫學知識，因此

延長了千萬人的生命；同時，知識的增長也啟發了人類，這使得人類相互間的屠殺、戰爭變得不再受人

們的支持，從而也使千百萬人得以生存，繼續繁衍，增加人口。當前，人類人口的增長更加迅速，或許

是有史以來人口增加最快的時期。雖然人類在迅速繁衍增加的同時，對於勞動的需求卻相對的減少。因

此這些“智慧時代＂的哲學家們就要面臨如何去解決這龐大和迅速增長的人口的就業和生存問題。這些



人們的勞務大部分都被機器所取代，他們失去了工作，但是他們的需求卻沒有止境。這些哲學家們最終

必須承認，他們是束手無策的，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確實超出了他們的智慧能力。 

自私自利將會繼續主宰那些有錢有勢的富人們，因他們被利益所蒙蔽，失去一般常理及正義。然

而一樣的自私加上自我保護的本能和對自身權益知識的認識，引起了一些貧窮階層的人們忿忿不平，這

些賜福的結果將會引起一段時期的動亂，證明了苦難的來臨，的確，這是自從有國以來未曾發生過的大

災難；這是因為，人類處於墮落的環境下，在沒有主的引導和控制的情況下是不能適當地使用這些賜福

。直到千禧年來臨，當上帝在那些復興後的人們心中重新寫上主的律法，直到那時，人們才可能運用充

分的自由，而不會遭受到傷害或危險。 

 

當基督向狂暴的加利利海說：“住了罷！靜了罷！＂大海就平靜下來，他同樣也會用權威地命令

，使如海般動亂不安的人類平息下來，那時災難的日子就會結束。那時和平的君將帶著權威“站起來＂

，世界將會非常平靜。屆時各種狂暴不安和對抗的因素都會認識到“耶和華的受膏者＂耶穌基督的權威

，“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見＂；在基督的統治下，“地上的萬族都要得福。

＂ 

 

人們將會看到，他們把一切歸功於進化論或者自然發展以及“智慧時代＂的聰明，其實這只不過

是耶和華所準備在為人類祝福的日子裡，照亮世界的電光中的一道閃光而已（《詩篇》77:18）。但是

對於這些，至今只有聖徒才能明白，也只有屬天的智慧才能理解；因“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他必

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詩篇》25:14）感謝上帝，在使人類一般知識增長的同時，他還做出了這

樣的安排，使他的兒女們需要“在認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不至於閑懶不結果子＂ 

。而當理解了上帝《聖經》中的話語和計劃時，我們就能夠辨別和抵擋那些與上帝的話語相抵觸，自負

虛誇的哲學家們和人類愚蠢的傳統。 

 

對於人的創造，《聖經》描述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創造了一個完美和正直的人；但是人尋出

許多巧計，敗壞了他自己（《創世記》1:27; 《羅馬書》5:12; 

《傳道書》7:29）；由於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人類不能救助自己，“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也不能

替他將贖價給上帝＂（《詩篇》49:7,15）；上帝的憐憫和慈愛為此做了預備的安排；因此，上帝的兒子

變成了肉身成為人，為人類支付了贖價；作為這種犧牲的獎賞，因他完成這一偉大的贖罪工作，他被升

為至高，甚至坐在上帝的右邊；在約定的日期，他將使人類回復到最初始完美的狀態，重獲在那時人類

所擁有的一切賜福。從頭到尾，《聖經》就是這樣清楚地教導我們，這些教義與進化論的理論截然不同

；或者可以更適當地說，進化論這種“胡言亂語的偽科學＂是與《聖經》有著強烈、不能調和的衝突。 

 

*    *    * 

“憤怒的雲彩仍然在大地的上空翻滾， 

上帝的復仇緊緊地抓住她的靈魂； 

但是她將復活 — 儘管最初被上帝懲罰 — 

在光輝和美麗中接受洗禮。 

“是啊，人類，你將升起；天父的説明 

將治癒他那懲戒之手帶來的創傷； 

將審判自大的壓迫者殘暴的統治， 

打碎他的鐐銬，拋開他的繩索。 



 

“那時你的土地上將長滿常青的草木； 

群山和峽谷都將迸發出歌聲！ 

你那乾渴的岩石不再皺眉絕望， 

不再有異教徒的嘲諷，沒有野蠻人的恥笑。 

 

“悶熱的沙漠將會有十倍的豐收， 

新的伊甸園將裝點佈滿荊棘的原野。 

即使現在我們也能看到，寬闊的波浪席捲大地， 

強有力的天使舉起了他那金色的權杖， 

 

“他追求降下的力量那明亮的異象， 

吩咐每一座城門，度量每一座樓塔； 

斥責那過時的封印， 

它們至今仍阻止您的獅子猶大，不讓他實行預定的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