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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 
 

楼建华牧师 

 

基督耶稣－教会的主－赐给教会五大职分的恩赐，即使徒、先

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紧接着保罗就提到：“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参：弗四 11-12)。几乎每一位读

到这一段章节的人都会留下一个印象，以为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

会)，职责就落在担任那五种职分的人身上。从上下文的意思来看，

那样的解释的确合情入理。换句话说，使徒和先知分别代表领受并传

递新、旧约的管道，(虽然早已不再有使徒和先知了)，但是他们成了

建造教会的根基，而耶稣基督自己则是房角石；而传福音的、牧师、

教师这三种职分，则共同负起生、养、教的重责大任，继续教会建造

的工程。 

另一方面，圣经也强调每一位信徒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

虽然多，也不都是一样，正如“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

是一样的功用”(参：罗十二 4)，不过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

联络作肢体，同样是各有各的功用，有当尽的责任，和必须参与的服

事，因为圣灵随祂自己的意思，把各种恩赐分给我们各人：从消极面

来看，要避免身上分门别类，达到彼此相顾的正面的效用(参：林前

十二 24-27)；从积极面来看，则是为了要造就教会(参：林前十四

12)，并且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参：彼前四 10)。 

这样看来，其实每一位教会的成员，无论其事奉的岗位是否具

有职衔称谓(如长老、执事或委员)，或者仅仅是一位通称的平信徒

(会员)，都参与在“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行列

里！ 

我决定：在来临的新年里，教会就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做为主题。 

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长老执事责无旁贷！ 

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大家参与、人人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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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楼建华牧师 

 

传福音、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是我们基督徒的天职！主耶稣

对门徒们就是如此吩咐的：你们就是我复活的见证！…所以你们要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但是，如何经过训练，养成传福音的习惯呢？又当如何与人谈

道、见证信仰呢？如何回答常遇上的信仰难题？又如何有效地达成传

福音的托付呢？ 

近来大家都参与在 2010 唐崇荣布道大会，分担不同的职务，亲

身见证信仰的能力。也有很多弟兄姊妹表达心愿，盼望接受栽培、一

起研讨，这些都令人感到鼓舞！ 

不过话说回来，传福音、作见证、与人谈道并没有捷径，每一

个“修读”这一门功课的，也必须有心理上的准备，因为它没有结业

的年数。不是举办一、两次专题讲座，或者开一、两门课程，就能达

到效果。也不能光凭一时兴起，说来就来，说停就停；如果不下功夫

坚持下去，顶多落得一曝十寒！ 

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特地设计了一套主日学课程，在来临的新

年里(至少三年)，每一年都加入福音性查经的材料和训练。在内容

上，先从唐牧师神学讲座的书籍里，挑选出常被问起的信仰上的难

题，再经过分类、并按照程度深浅重组各种问题；并且将以问答的形

式进行研讨。(教材已经通过电邮寄发给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们了；也

张贴在布告栏上。) 

一起来砥砺、一起来切磋！请踊跃参加主日学的课程！ 

如果不是现在就来参加？请问：要什么时候才来参加？ 

如果不是你自己来上课？请问：还有谁会来上课？ 



 3 

约翰约翰约翰约翰·加尔文加尔文加尔文加尔文~归正运动的巨擘归正运动的巨擘归正运动的巨擘归正运动的巨擘（（（（九九九九）））） 
 

楼建华牧师 

  “有道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这句话用在约翰加尔文

身上，一点都不为过。他是一位伟大的改教家，是出了名的历史人

物；不要说过去的五百年，即便是加尔文还在世的日子，称誉或诋毁

他的言论和书籍，早已经充斥欧洲大陆。” 

“同时，正因为太出名的缘故，几乎人人(尤其在改革宗信徒当

中)都喊得出加尔文的名字；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自然大多数

人对他的生平事迹都有所听闻；不过，并不是人人都好好读过加尔文

的传记，也不是人人都曾深入研读过加尔文的著作。如此一来，对加

尔文的认识，难免沦於道听途说之嫌，往往把传闻当成是真实发生过

的事迹。於是对他的误解也就无法避免了。” 

这是我在前一篇的小传开头时写的两段话。这是实情，绝大多

数的现代人的确对这类诋毁、谩骂，或是称誉、赏识的文字和书籍的

内容，瞠然不知；只能随意附和两声，却不知高低，也不知来龙去

脉。不过，瑟维图(Miguel Serverto, Michael Servetus) 的事件，则是一

个特例。怎么讲呢？就着瑟维图事件，多数人对某一方的评论，多所

听闻，加上易流于“错置时空，以今非古”的倾向，以至於出现了

“同情瑟维图者众，谅解加尔文者寡”的一面倒的极端的情况。对这

种偏颇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瑟维图、西班牙人，生於 1511 年，(也有人以为他生於 1509

年)；他早年的生活没有什么记录，所以后人无从知晓；大概在二十

岁左右 (1531 年 )，他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当时他到了

Strasbourg，在那儿的改教家 Wolfgang Capito (与 Martin Bucer 同工) 

曾接待他如同接待一般过往的朋友一样；但是，同一年里，瑟维图出

版了一本所谓有关三一论的错谬的书，大肆攻击三一论，於是 Capito 

收回对他的友谊，并且请他离开 Stras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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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细究瑟维图的信仰观点，可以这么归纳：他以为整个

基督教信仰走偏了，而走偏的“乱源”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尼西亚信

经，其二是迦克敦信经，第三则是有关幼洗的传统。除此之外，瑟维

图也反对豫定论，接受信徒的功德的说法，坚信末世即将在当时的世

代来临等等。 

离开 Strasbourg 之后，瑟维图去了巴黎研习医学和自然科学。当

然，他被视为异端，不敢再以真名示人，只好化名保身，改称

Villeneuve；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在巴黎他与加尔文有过头一次

的交往，甚至见过面；据称加尔文极力驳斥瑟维图的信仰立场，要求

在第三者的见证之下，与瑟维图当面辩论。另有一个说法是，瑟维图

惧怕现身，以至於使自己陷入险境，所以爽约，没有出现在约定之处

与加尔文会面。不过，大致可确定的是他们两个人在那个时候曾经接

触过，相互知道对方的信仰立场。 

之后，瑟维图去了里昂，在一家出版社工作。1535 年他校对、

编辑了托勒密的一本关於地理的古籍(Ptolemy’s Geography)。他又回

到巴黎；他好辩的性情在此也显露无遗，因为他以一种近乎狂热的风

格，投身在当时医学界里的辩论，在许多争议的课题上，与同行争

论。为这个缘故，据称他因此与许多医界的同行交恶。 

到了 1540 年，他仍以 Villeneuve 的化名，定居在里昂南边附近

的一个小镇，叫 Vienne，成为开业行医的医生。虽然有了正当的职

业，他依旧热衷於神学写作。在 1545 年左右，瑟维图又通过书信与

加尔文取得联系，加尔文认出对方就是瑟维图，於是寄了一本《基督

教要义》给他；不久，这本书被瑟维图寄还给加尔文，里面满是瑟维

图的眉批，写下他反对加尔文的看法，批判加尔文的观点，表露出他

傲慢的态度，用的语气也相当轻蔑。 (事实上，这也是瑟维图最被后

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在遇到意见相左时，他不会维持那种切磋、辩论

的基本风度，而是用一种蛮横、瞧不起人的口吻，严苛地批评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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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书寄还给加尔文的同时，也把他自己写就的部份稿件附上。瑟维

图不仅与加尔文联系，他还与在瑞士讲法语的改教家联系，如 Poupin, 

Viret 等人，极力想笼络他们，争取他们认同他的观点。 

加尔文觉悟到与瑟维图通信是白费时间和力气，他认定这个西

班牙人的信仰根本属乎异端。还在写给 Farel 的信函内提到这件事，

说，如果瑟维图胆敢到日内瓦来，而他手上有公权力的话，绝不会放

过他云云。那是 1546 年二月中写的信。 

1553 年初，瑟维图终於秘密地将文稿付印出书，把书名定为

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说来这是相当讽刺的事，因为瑟维图也以

‘改教家’自居，他认为基督教信仰已经被玷污而走岔了，必须被

‘恢复’过来，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书名定为 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

的原因。书是在 1553 年初出版，不过咸信书稿早在 1546 年左右即已

完成。浏览他的书，会察觉他的神论倾向泛神的观点，他口称耶稣基

督是神的儿子，但不相信基督的先在、永存，而是主张在道成肉身

时，基督才开始存有。 

瑟维图的书出版不久，在日内瓦的加尔文就收到寄来的一本。

到底谁寄的？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出答案，但大多数都认为应当就是瑟

维图本人寄给加尔文的。无巧不巧，这个时候，在日内瓦有位叫

Guillaume Trie 的，是加尔文的朋友。Trie 原是里昂人，因改信新教

(即更正教)的缘故，逃离里昂，避开逼迫；而他在里昂的表兄弟

Antoine Arneys 仍是罗马天主教的死忠教徒，两人笔战方酣，你来我

往；Arneys 指责对方的信仰包庇异端…，这可惹恼了 Trie，在 1553

年二月底的回信里，他奋力反控，指出就在罗马天主教区内窝藏了一

位异端，并附上从 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 那本书里摘出来的几页作

为证据。 

於是，整个事件急转直下，容我在下一期里详述经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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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点滴照片点滴照片点滴照片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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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    神神神神 (五五五五) 
 

楼建华牧师 

从麦基洗德的祝福里，亚伯拉罕又进一步地认识到他的神乃是

“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创十四 19)。这新的认识对亚伯拉罕而言

是非常宝贵的。我相信这是神藉著麦基洗德，适时地赐给亚伯拉罕的

启示。 

 

凯旋归来凯旋归来凯旋归来凯旋归来    

当时，亚伯兰正杀败了以拦王基大老玛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

把被掳掠的一切人、畜和财物夺了回来，连他侄儿罗得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了。亚伯兰和与他同盟的王凯旋归来的时

候，一定为着这场「他们的」胜仗而顾盼自雄，洋洋得意，说不定还

正谈论着应如何平分那些战利品(掳物)呢！你看，不光是有所多玛王

站在欢迎的行列里迎接亚伯兰一行人，就是撒冷王、这位至高神的祭

司，不也带著饼和酒来迎接他们？在这个当儿，不由得人不把自己也

捧上了云霄、志得意满一番。就是这个光景，在战场上的胜利，不知

不觉之中成了亚伯兰的一个试炼。这个时候，突然麦基洗德的话传到

了亚伯兰的耳中：「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

(创十四 20)。麦基洗德的话有如五雷轰顶，转瞬之间，亚伯兰领悟

过来了，他的神才是那位掌权的主宰呀！决定战场上胜负的，不是自

己，也不是与他同盟的王，而是至高的神！这是何等适时的提醒、何

等宝贵的启示！麦基洗德把所带来的饼和酒交给亚伯兰，并且透过向

耶和华神祈福，来为亚伯兰祝福。他的迎接与祝福，所带给亚伯拉罕

的，不是头脑里的新知识，而是打开他属灵眼界的一道光芒，看清

楚、并导引他除掉前面那道可能成为他灵命长进的障碍与拦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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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是亚

伯拉罕在领受启示之後的举动，我们呢？是否也回应那从神而来的启

迪与光照？ 

 

天地的主天地的主天地的主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至高的神至高的神至高的神    

这「天地的主」又是什麽含意呢？从字面上看，它指的是创造

天、地的主和拥有天、地的主。换句话说，万有都是本於这位主，也

都归於这位主。还有哪一桩事物比得着这位天地的主更能使我们富足

呢？当所多玛王向亚伯拉罕建议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

去吧。」他其实是把一个网罗、一个试探放在亚伯拉罕的面前。把一

座城邦的财物送给一位在那地寄居的牧羊人，这可是一件极大的诱

惑。不过这个诱惑并没有得逞。我们所以富足，是因为得着那位拥有

天、地的主宰。亚伯拉罕明白了这个启示，因此，他在给所多玛王的

回答里，立刻就用上了「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这两个他刚领受来的

神的称谓。他拒绝了属地的富足，毫不拖泥带水。他与神「同盟」，

立时就打了另一场属灵争战上的胜仗。 

 

麦基洗德麦基洗德麦基洗德麦基洗德    

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全本圣经头一次提到

「祭司」这个词汇就在这里；到底麦基洗德如何成为神的祭司？我们

无从得知原委，圣经也没有留给我们什么资料。不过根据整本圣经的

教训原则，我们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能够成为上帝的祭司，一定是

经过祂自己起誓、拣选和设立的；是神本，而绝非人本。诗篇一百一

十篇里给了我们一个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说明麦基洗德祭司的职

分是神所承认，也是合神的心意的。甚至在那儿，还点出了“麦基洗

德的等次”这样的特殊称谓，说明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的确是属乎最

开头的一种祭司职任。不过，在那个时候，祭司的职责与工作是什

么？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圣经里没有给我们任何明晰的答案，必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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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以後从神给摩西的律法中的启示，来认明祭司的身份、地位和职

责。 

既然麦基洗德和“麦基洗德的等次”具有如此的份量，圣经应

该经常提起才是。其实不然！事实上，全本圣经也只有三处经文提到

麦基洗德。除了此处(创十四)之外，还有诗篇一百一十篇 4 和希伯来

书(最主要的记录在第七章)。除了亚伦的等次之外，麦基洗德的成为

另外一个祭司的等次。神有意选用麦基洗德作祂自己的祭司，成为一

种祭司的等次，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先铺一条路。因为在诗

篇一百十篇说到：“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後悔，说，祢是照着麦基洗

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这一节经文里，有好几个字眼都是非常

重要的：⑴这祭司的职分是神自己起誓立的；⑵这祭司的等次是照着

麦基洗德的等次；⑶他也是永远为祭司。 

一直到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才更进一步认识清楚这里头所含

的属灵的意义和其重要性。我们相信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神才会安排

麦基洗德出现在历史上，而圣经所要着重的目的也就在此。是以圣经

不再花工夫详论麦基洗德的出身，有关他的其他的事迹，以后又归向

何方等问题，因为那并不是圣经上的重点。 

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他预表基督(来七)，因为麦基洗德无父无

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与神的儿子相似。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对祭司的族谱非常重视，尤其在被掳归回之後，更是讲究

(参考拉二 62)。偏偏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却没有交代他的族谱，

显然就如希伯来书里的论点一样，要强调麦基洗德好似神的儿子一

般。麦基洗德不从亚伯拉罕而出，似乎圣经也暗示神的选召和启示，

并不是完全限定於亚伯拉罕这一支而已。(此点也可参考阿摩司书第

九章第 7节。) 

通常我们读到麦基洗德的等次的时候，总会把焦点摆在“耶稣

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这一方面。其实圣经用了另一句

话说“麦基洗德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後面的一句比起前面的那

一句，可能带有更重的属灵里的引申。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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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着人间某种祭司的等次成为祭司，整件事就这样完结了，停在那

里；其实不是的。那是上帝有意如此安排，使某位祂所拣选的人与神

的儿子相似，作一预表，在祂的儿子尚未显现出来之前，让我们能够

预先认知神的心意与计划到某个地步。 

麦基洗德还同时是一位具有王者身分与头衔的祭司，这是很不

寻常的一件事。因为以後在以色列族里，从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起，

祭司所出的支派就被确定下来；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也清楚

看到神的心意，选立大卫和他的後裔为君王。从此祭司与君王完全从

两个不同的支派里选立出来。但是从麦基洗德的身上，我们看到祭司

与君王两职分其实是可能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在撒迦利亚书第六章

12-13 两节，就说到“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坐在位上，掌王权，又

必在位上作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的话。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

後裔，读到撒迦利亚的话，一定有一点不解，对在律法底下的人来

说，君王和祭司合在一个人身上，还是一桩奥秘的事。到主耶稣基督

的身上，我们总算看到这一件事情的应验。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创世记第十五章里提到麦基洗德时，说，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

福，并向神祷告，为亚伯兰祈福。这也是圣经中头一次的例子，讲到

人可以为他人祈福。向神祷告，为人祈福并祝福，极可能就是一位祭

司所当做的事。一般上，什麽样的人才有资格为他人祝福呢？这是一

个值得思考的课题。严格地说，麦基洗德的祝福更具有属灵的意义，

因为他乃是本著至高神的祭司的身份这麽作的。讲到祝福，从来只有

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圣经里很清楚指明的(来七 7)。这句

圣经里的话，足以说明麦基洗德的位分高於亚伯拉罕的。祝些什麽福

呢？那福气的内涵为何？至於麦基洗德怎麽会突然出场？他为什麽跑

来为亚伯拉罕祝福呢？亚伯兰又如何认出麦基洗德就是上帝的祭司？

这都值得我们再进一步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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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关於「祭司」一词，在圣经上第二次出现是在约瑟作埃及宰相

的时候。那时约瑟娶的就是当时安城(On)的祭司波提非拉的女儿亚西

纳为妻(创四十一 45)。这位祭司波提非拉是埃及的日头之神的祭

司，因为安城指的是 City of the Sun。再过来，圣经讲到摩西的时

候，也提到一位米甸的祭司叶忒罗(出二 16，三 1，十八 1)，摩西娶

的就是叶忒罗的女儿。到底叶忒罗是什麽样祭司？我们无从考起，也

不知道他做些什麽事？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说叶忒罗透过摩西认识了

耶和华神的名字(出十八 1-12)，称颂耶和华神，承认祂比万神都

大，而且叶忒罗也向神献燔祭和平安祭。 

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祭司」一词再一次出现。神向摩西说

出祂的心意，就是以色列人要归神作祭司的国度…。但是，就在那个

时候，以色列人中或许已经有供作祭司的人了。何以见得？因为在同

一章里，神自己提到“亲近我的祭司”这样的话(出十九 22，24)。

我们可作如下的推论，就是从神在埃及地的拯救开始，摩西已经选立

了一些在神面前服事的人。这批人就是所谓的祭司。等到进入第二十

八章，神才明确地指派亚伦和他的儿子给祂供祭司的职分(出二十八

1，也参考二十九 30，44)。从此以后，什么人能够担任祭司的职

分，祭司又行使何种职务，在百姓中扮演什么角色，在神面前的地位

如何等等问题，都有了一明确的规定。 

至於「赐福」一事与我们有何相干？在新约时代里，一位基督

徒在赐福和使人得福的事上，应抱有什麽态度？我们能使人得什麽

福？什麽才是神所命定的福？也都成了另一个研经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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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ddress : 315 Outram Road #07-06 Tan Boon Liat Building Singapore 169074 

网址 URL : http://www.reformedsg.org/ 电邮 email:  admin@reformedsg.org 

Pastor-in-charge: Rev. Dr. Lou Jiann-Hua 主理牧师  :     楼建华牧师 (9674 5544) 

Administrator    :  Sister Eva Yee Yik Shing 行政同工  :     余育馨姐妹 (9640 5431) 

聚会表聚会表聚会表聚会表 

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   Adult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0930 – 1030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Service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100 – 1230 
   

儿童儿童儿童儿童 / 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幼儿主日学   Children’s / Toddler’s Sunday School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100 – 1230 
  

圣诗班练习圣诗班练习圣诗班练习圣诗班练习   Choir Practice 

华语 Mandarin 每周日 Sundays 1400 – 1530 
  

祷告会祷告会祷告会祷告会   Prayer Meeting 

华语 Mandarin 每周四 Thursdays 1930 – 2100 
  

查经班查经班查经班查经班   Bible Study 

华语 Mandarin 隔周六 Alternate Saturdays 1500 – 1630 
  

读书团契读书团契读书团契读书团契   Reading Fellowship 

华语 Mandarin 隔周六 Alternate Saturdays  1500 – 1630 
  

派发单张派发单张派发单张派发单张   Flyers Distribution 

时间 Time ： 每个月第三主日午餐后 3rd Sunday of each month after lunch 
  

洗礼班洗礼班洗礼班洗礼班    Baptism Class 

时间 Time ： （另行安排 To be arranged） （请留意报告或通知） 
  

探访探访探访探访 Visitation 

时间 Time ： （另行安排 To be arranged） （请留意报告或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