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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cal Necessity of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啟示文學的必要性 
 

 

I. 神的應許, 神的信實, 與神的全能必要有啟示文學 God’s promise, God’s 

faithfulness, and God’s omnipotence necessitate the apocalyptical literature. 
 

閱讀聖經幫助我們看到我們的神是一位慈愛, 公義, 憐憫且是全能的神. 說有就有, 命立就立.

祂願意賜福給我們. 仔細的閱讀聖經, 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神原本的設計都非常的美好, 但

因為撒旦的試探, 人的墮落, 神的計劃並沒有完全的實現. 這個世界也不 “甚好” (創 1:31). 

若這個世界就停留在這個情形, 那麼我們的神沒有完成祂的計劃, 我們的神不能說是 “心想

事成” 的神.  

 

神所面臨的問題是在於, 祂創造了一個有自由思想意志的人類. 因為神尊重人類的自由思想

意志, 所以當人類不願意和祂配合的時候, 這個世界就不是神當初創造的樣子了. 但是若神

只能接受人墮落的後果, 讓這本來按造祂的形像所創造的人, 按著墮落的光景來 “生養眾多, 

治理全地” (創 1:28).  那麼神原本的計劃就失敗了. 撒旦, 這個敗壞美好世界的 spoiler 就可

以大大的歡笑慶祝了. 

 

所以神的救恩計劃, 就在這樣險惡的歷史當中展開了. 撒旦是殺人, 說謊, 不守真理(約 8:44). 

人類是充滿私慾, 惡毒, 詭詐. 撒旦和人類交相攻擊這原本美好的世界, 這個世界還有甚麼指

望?  全能的神, 全善的神, 就要在這樣的環境當中, 拯救人類, 恢復甚至超越原本受造美好的

世界, 達到祂原本的計劃. 整本聖經是神在人類身上的救恩史, 但更是我們的神的一本 “英

雄史詩”—the epic of God. 環眼看世界, 我們知道神的工作還沒有完成, 聖經上也是告訴我

們還有許多神要做的事情. 這些神已經依稀告訴我們, 現在還沒有實現, 但是將來一定會實

現的事情, 就是啟示文學.  

 

神是極端願意與人有關係的神, 也是在我們人類的歷史中與我們 interact 的神. 對歷史中不

同的人, 神充滿慈愛的與之應對, 且對求祂的人給予豐富的祝福與應許, 不但祝福個人, 且祝

福個人的後代. 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 祂所說的, 祂必實行, 因此在神整個救恩, 復甦的大計

劃中, 我們看到了許多小的, 對個人, 對個人家庭的應許和祝福充滿其中. 

 

在這樣的歷史中, 也充滿了許多人的罪惡, 悖逆, 殘酷, 抵擋神的作為. 神也必須在歷史上審

判刑罰這樣的人. 這祝福與審判等, 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當中, 神的公義, 憐憫, 慈愛卻藉著

歷史清清楚楚的彰顯出來了. 所以啟示文學, 就是在即將彰顯出來的世界裡, 將我們神的屬

性表達出來. 這堂課所要談到的啟示文學, 包括了聖經中所有預言到未來的經文. 

 

 

II. 從救恩歷史的三個時期看出我們必要有啟示文學 

在整個神與人的應對當中, 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三個時期: 神與整個人類的應對, 神與以色列

人的應對, 神與外邦人的應對. 這三個應對的關係, 在歷史上很有次序的展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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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與全人類的應對/Interaction with the entire human race. (創 1-11) 

. 神對整個人類的吩咐與祝福 (創 1, 2)—在亞當和夏娃的生命中清楚的看到了神的吩咐和

祝福. 

.亞當夏娃的失敗 (創 3-11). 

.神就在人類當中撿選亞伯拉罕重新開始. 

 

B. 神與以色列人的應對/Interaction with the Israelites. (創 12-瑪 4) 

. 神撿選亞伯拉罕以及祂的後代, 讓神的救恩, 神的祝福可以藉著以色列人臨到整個人類. 

(創 12:3). 

. 以色列人在神所給予的寄望當中失敗了, 且失敗的很慘, 甚至拒絕了神所差來的獨生愛子 

(太 21:33-46). 但是以色列人當中還是有愛神的餘民(faithful remnant), 如大衛, 以賽亞, 但以

理等. 

. 神的救恩轉到了外邦人. 

 

C. 神與外邦人的應對/Interaction with the Gentiles. (新約) 

. 整個外邦人的時期, 就是教會的時期, 是一個奧秘—舊約沒有, 神特別向保羅顯明出來, 讓

他為整個神的救恩的歷史當中, 帶入一個外邦人得到重用的時期(弗 3). 

. 外邦人是整個教會時期, 神使用的主要角色. 所以新聖城耶路撒冷的根基是教會時期的 12

個使徒(啟 21:14), 這是教會時期的人物. 但是同時這 12 個使徒也都是以色列人, 讓我們看

到了 B 和 C 的連續性. 然後在教會的十二個根基上面建立了 12 個城門, 每一個城門是以色

列一個支派的名字(啟 21:12) 

. 外邦人的時期會有一個終了(羅 11:25). 

.神要再一次回來使用以色列人 (羅 11:29). 

 

B’ 神要重新使用以色列人 (啟 7) 

. 教會時期因著基督徒的被提而暫時中斷(帖前 4:13-17)—代表教會的使徒約翰會被提到天

上神的寶座旁邊觀看世界上所遭受到的大災難(啟 4:1), 以及教會所守的主餐有一個結束的

時期(林前 11:26), 都提醒我們教會時期是一個奧秘, 是一個中繼時期. 雖然它是很重要, 也

許是最重要的時期, 但是它還是一個有限制的時期. 好像是一個家庭裡面被認養的一個孩子, 

雖然是很重要, 也是最有成就的孩子. 

. 神要恢復以色列人成為整個人類世界的祝福—這可以從啟示錄 7 章看到 12 個支派的人再

一次被神所使用, 結果是帶進了各國各族個民各方來的, 無可數盡的人在神羔羊寶座的面前

(啟 7:9). 以色列也再一次的恢復聖殿祭祀的制度(結 40-48). 以色列人要死心踏地的成為神

的子民. 

 

A’ 神要恢復和全人類的關係. 

. 事實上新聖城耶路撒冷, 以教會(外邦人)為根基, 以以色列人為冠冕(城門)就包括了全人類. 

在最後的歌革, 瑪各之戰以後(啟 20:8), 撒旦要被打入硫磺火湖裡面(啟 20:10), 世界要進入

新天新地(啟 21:1). 耶穌的僕人要與耶穌一同作王, 直到永永遠遠 (啟 22:5).  

 

很清楚的神與人類應對的時期, 可以分為: 與人類應對時期, 與以色列人應對時期, 與外邦

人應對時期. 這三個時期的三種人都有他們的限制, 與他們的失敗. 神的救恩計畫, 乃是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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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事情先表決”—祂的解決方法乃是, 先結束外邦人的事情, 然後是以色列人的事情, 最後

是全人類的事情.  當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就會更注意到主耶穌重要的角色, 與成就的偉大救

恩. 是祂的介入人類歷史, 使得人類的歷史開始翻轉向上, 成為可能.事實上,主耶穌帶來了教

會的開始, 也藉著教會的開始, 天國開始以它特殊的形式來到這個世界上. 而這個天國現在

在我們的心中(路 17:21), 與世界的國度併行的存在. 

 

在神撿選以色列人的時期(B 時期), 我們會時常看到神也是使用外邦人(尼布甲尼撒(耶

43:10), 古列(賽 44:28) 等人). 我們也會常常看到神記念整個的人類. 同樣的, 在外邦人的時

期, 我們也常常看到神記念以色列人, 整個人類. 雖然神使用的人不同, 但是神的心是在拯救

整個人類. 

 

 

III. 從以色列的節期, 看出我們必要有啟示文學. 

以色列的節期是放眼整個世界的救恩計畫. 這個計劃目前是 4/7 成就(逾越節, 初熟節, 無酵

節, 五旬節), 還有 3/7 尚未成就(吹角節, 贖罪日, 住棚節). 從節期來看, 我們必須期待啟示文

學, 讓我們看到將來神所要成就的事情, 幫助我們做好我們的準備.  

 

當神撿選以色列人,是要讓他們成為全人類的祝福. 這個心意, 在當初神教導以色列人遵守

神所訂的節期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在這裡我們可以先來看利未記 23-25 章, 神所吩咐當

守的節期就是整個人類救恩計畫的縮影: 

 
 

安息日 (利 23:1-3) 

 

在以色列眾多的節期中，利未記首先提到的就是安息日，這是很恰當的，因為

安息日是最古老的一個聖會的節期，是神在創造的第七天所定下的，也是在十誡中的第四

誡清楚提到神要以色列人遵守的節日。是神在西乃山與以色列人立約時的記號。因此安息

日所代表的乃是神的選民和這位創造宇宙的主立約的憑證。 

 

在猶太人的曆法裏，安息日始於禮拜五的黃昏，止於禮拜六 (在神的創造裏，

有晚上，有早晨算作一日)。在猶太人拉比的教導裏，安息日以角聲開始，是休息，是慶

祝的時候. 被擄期間, 當巴勒斯坦的地享受安息之時, 猶太人的會堂 (synagogue)在被擄之地

開始形成，禱告和研讀律法成為會堂裏的主要活動。有差不多三到四次的聚會在安息日舉

行.下午經常是休閒的時候. 安息日所用的餐, Talmud稱之為筵席, 充滿了許多的菜餚, 象徵

在曠野中的嗎哪。Mishnah裏面的 Tractate Shabbath提到守安息日的各樣規定。 

 

 

安息日的神學意義 

安息日並不是指體力耗竭後, 從繁忙的工作中停止下來休息。它乃是慶祝創造的

完成。這個字「安息」(tB'v; shabbath)可能的意義乃是「停止」而不是「休息」。創世記

中給我們看到安息日乃是將這一天分別為聖出來，專專用來與神相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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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誡中，安息日是神與祂百姓立約的記號，這也是為什麼民數記 15:32記載

一個在安息日撿柴的人要被用石頭打死，因為這人輕蔑神與他們立的約。安息日不袛是身

體上的休息，讓身體能夠重新得力，更重要的，它乃是屬靈上的安息，是分別為聖，用來

敬拜來服事神的日子。 

 

安息日更指向七年一次的安息年，以及每五十年一次的禧年 (利 25)，在安息年

裏，人是憑信心進入的，在禧年的時候是以色列人的黃金年代，一切的地產、人丁都在主

內得到自由。 

 

以色列人從埃及出去，在曠野內一個個的倒下去，沒有得以進入祂的安息(詩

95:11)，是因為他們沒有信神，沒有聽從祂的話；這裏的安息指的是進入迦南地。摩西也

未能進入這「安息」，因為不信的緣故 (民 20:12)，袛能從遠處眺望。 

 

在約書亞的世代，以色列人雖然在迦南地，但是也未享有安息，因為他們沒有

信心，不相信神會幫助他們趕出迦南地的人 (參來 4:8)。以色列的歷史中實際上充滿了以

色列人的不信，是他們的不信，使得他們不能享受到神給他們的應許的實現。 

 

在希伯來書三、四章，作者用舊約中以色列人的實際例子來教導我們屬靈上的

功課：「不信使得我們不能進入神的安息」。特別是對那些嘴吧上說是基督徒但是心裏不信

的人, 他們斷不能進入神的安息 (來 3:18-19). 

 

在新約裏面，安息似乎是代表「神的國」，這是怎麼說呢﹖在舊約裏面神應許祂

被贖的子民可以得到安息，包括身體上的安息──進入迦南地，以及屬靈上的安息。但是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 (來

3:8)， 「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來 3:9). 神的旨意乃是要

包括我們新約的聖徒一起進入這個安息。耶穌給了我們這個安息的應許:「凡勞苦擔重擔

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 11:28). 

  

進入這個安息的還有一個屬靈的，也是屬身體，實際的安息，乃是「神的國」。

新約的作者一再告訴我們，在神救恩的計劃完成之後，神的國度就會來臨。所以今日一個

人若不能憑著信心進入屬靈的安息，那麼在未來他也不能進入 physical rest──神的國。 

 

 

 

逾越節 (利 23:4-8) 

 

正月十四日的黃昏起是猶太人的逾越節. 逾越節基本上是慶祝神將他們從埃及人

的捆索中拯救出來。 在那個晚上以色列將羊羔的血塗在門楣上，所以死亡天使不會進入

以色列人的家中殺死其首生的 (出 12:12-13)。當我們注意日曆時，我們發現猶太人的逾越

節和基督徒的受難節很接近。這其實不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因為新約很清楚的跟我們說，

逾越節的羔羊就是主耶穌基督的預表 (林前 5:7-8). 主耶穌就是神所為我們預備的羊羔(約
1:29,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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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猶太人的 Mishnah 內對逾越節的過法有詳盡的規定，也是從這裏我們可以更

深的了解為何主耶穌藉著主餐的設立來告訴我們祂是我們逾越節的羊羔.  

 

 

 

初熟節 (利 23:9-14) 

 

在守無酵節的七日之中, 以色列人要在節期中那個安息日的次日, 拿一捆初熟的

莊稼獻給耶和華 (利 23:11). 在以色列人紀念逾越節的快樂時光中, 初熟節加上另外一層的

喜悅. 一離開埃及, 以色列人要紀念以往受苦為奴的日子, 同時, 他們要把在應許之地耕農的

最早出產帶到耶和華的面前. 獻上初熟的莊稼, 表示還有更多的收成要臨到. 

 

初熟之物代表最好的東西, 它們屬乎耶和華. 獻上最好的初熟之物代表獻祭者對

神的感恩之心, 同時也顯出獻祭者的信心, 相信神的祝福會讓更多的收成隨後而來. 在以色

列地的主要收成是早春的大麥(barley), 五旬節時候的小麥 (wheat), 以及秋天住棚節時的水

果和橄欖. 

 

以色列人開始收成之時, 有一段時間他們不能吃餅, 烘的榖粒和新穗子. 一直要等

到逾越節的安息日時(約大麥初熟之時)藉著祭司把初熟的禾捆帶到神的面前, 並獻上燔祭, 

素祭, 和奠祭, 這時他們才可以慶祝並吃新收割的莊稼 (利 23:12- 14).. 

 

 

無酵節 (利 23:4-6) 

 

正月十四日的黃昏起是猶太人的逾越節，緊接著的七天是無酵節，在這一段時

間內不能吃任何含酵的東西 (以前吃無酵餅，現今的猶太人則不能吃任何含酵的東西，包

括 Pizza and Coca Cola)。無酵節期的前後是聖會，不能作任何的工。我們既然吃了這逾越

節的羊羔, 就要緊接著守這無酵節，讓我們的生活上沒有任何的酵﹙黴菌﹚──任何惡毒

邪惡的罪(林前 5:7-8)。 

 

 

逾越節, 初熟節, 無酵節在新約的應驗 

逾越節, 初熟節, 和無酵節非常的接近. 七月 14日是逾越節, 接下來的七天就是無

酵節, 不能吃帶酵的東西. 在這七日裡面, 會有一個安息日. 這個安息日的次日, 就是初熟節

(利 23:10-11). 我們知道主耶穌於週四晚上設立了主餐, 當夜到客西瑪尼園禱告(約 18:1-2)

夜深的時候, 被捕到大祭司彼拉多希律王彼拉多處受審判 . 然後被判釘十字架. 

6:00am的時候, 彼拉多判耶穌釘十字架(約 19:14, 羅馬時間, 深夜 12點開始算), 9:00am 被

釘上十字架(可 15:25, 猶太人時間, 早上 6 點開始算), 3:00pm 的時候死在十字架上 (路

23:45, 猶太人時間, 早上 6點開始算). 為了要預備週五, 日落開始的安息日. 主耶穌就很快

的被放在議士約瑟的墳墓裡面(路 23:50).  安息日(週六)一天沒有事. 再隔天, 就是安息日的

次日(禮拜天), 也就是初熟節, 主耶穌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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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逾越節讓我們看到主耶穌就是逾越節的羊羔. 初熟節讓我們看到主耶穌是

我們復活的初熟的果子. 我們已經在教會時期了, 我們就要像過無酵節一樣, 過一個聖潔的

生活. 

 

五旬節 (利 23:15-22) 

 

初熟節之後五十天就是五旬節, 猶太人要再次來到神面前獻上初熟之物, 此時的

莊稼就是小麥. 傳統上, 五旬節的筵席慶祝: (1) 神在西乃山上頒布摩西的律法. (2) 小麥的成

熟,可以當作初熟之物獻上, 以及(3)小麥的收割. 在五旬節的時候, 神的子民要藉著獻上初熟

之物來表達對神的供應的感謝 (利 23:15-17). 這感恩的心乃是表達在, 來到神面前敬拜神 

(利 23:18-21),  以即表達在幫助窮苦弱小的人的身上, 把自己的豐盛與那些需要的人分享

(利 23:22). 

 

在新約裡面, 我們看到五旬節就是教會的開始, 在那日神把 3000人(徒 2:41) 加添

給了教會(徒 2:41). 教會的發展不但是在耶路撒冷, 也往外擴展, 到了安提阿, 開始了向外邦

人傳福音(徒 11:20), 也是從安提阿這個傳福音, 宣教的教會開始, 門徒被稱為基督徒(徒
11:26). 

 

 

吹角節 (利 23:23-25) 

 

接下來的一個節期是在秋季,七月初一的吹角的聖日. 在民間的日曆上這是新年

的開始. 對於不認識神的人新年是狂歡飲酒作樂的時候. 但是對於以色列人,這新年開始的

一個月是一個神聖的月, 因為這一個月有吹角節, 贖罪日, 住棚節等主要的節日. 藉著吹角, 

這個節日提醒猶太人開始了省察認罪, 尋求赦免, 和恢復與神關係的季節.  

 

在曠野中神訂定了吹角的慣例, 若我們看民數記 19章, 我們看到藉著吹角神召喚

祂的子民來到祂的面前. ‘到角聲拖長的時候, 他們才可到山跟來’ (出 19: 13). 接下來的 16

節, 19節也提到了角聲. 這可能是吹角節因之開始的原因. 角聲是代表神的聲音, 藉著角聲, 

神呼召以色列人起行, 藉著角聲神呼召祂的子民來到祂的面前 (民 10:2-3). 

 

這個吹角要以色列人將心歸神的節日, 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在新約裡面. 因

為在新約裡面提到當這個號角吹響的時候, 神要把地上的基督徒提到天空, 與從天空來迎接

我們的主耶穌相遇(帖前 4:16, 17). 這個時期似乎和啟示錄 4章使徒約翰被提到主的寶座那

裡相吻合. 這個就是教會時期的結束. 這個世界要再一次進入以色列人的世代. 

 

 

贖罪日 (利 23:26-32) 

 

贖罪日是以色列當中最聖潔的一個節日. 在這一日神要求祂的百姓聚集在祂的面

前 (v. 27a), 謙卑自己 (v. 27b), 來尋求靈性上的復興. 這靈性上的復興是藉著救贖的祭來的 

(vv. 27c, 28). 不能夠加入任何俗世的工作 (vv.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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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羅馬書 11:26-27所提到的以色列的罪得蒙除掉, 用的就是贖罪日的詞彙. 

在這個時候, 以色列人要為自己的罪而哀哭, 當那日, 必有以色列人認罪悔改, 全家得救的事

情發生. 這個時候, 再一次進入以色列人和神同行的日子. 

 

 

住棚節 (利 23:33-44) 

 

七月十五日, 新年開始的兩個禮拜後, 也是贖罪日過後的第五天, 住棚節開始. 住

棚節是新年的第一個滿月, 這個節日持續八天之久. 這八天以色列人要住在帳棚內, 記念神

帶領他們的祖先出埃及時在曠野繞居的日子. 像逾越節一樣, 住棚節也是一個莊稼收成的日

子, 住棚節又稱為收藏節 (Ingathering, 出 34:22), 是把莊稼收進倉的時候, 也是農人農耕一

年的結束. 一年三次, 在逾越節 (一月十四日), 五旬節 (50日後), 和住棚節 (七月十五到二十

二日), 以色列人要來到耶路撒冷守節. 

 

住棚節在將來也是一個列國一起慶祝的節日, 因為列國的民就是神所要收近倉房

的莊稼. 在那日, 古實(衣索匹亞)必將禮物帶到錫安山奉獻給萬軍之耶和華(賽 18:7). 埃及要

歸於耶和華(賽 19:19-22), 亞述要與埃及一起敬拜耶和華(賽 19:23-25). 列國必年年上來敬

拜耶和華, 並在耶路撒冷守住棚節(亞 14:16). 

 

 

 

IV. 從聖經神學來看, 我們需要有啟示文學. 

整個舊約以及新約神學的中心, 若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觀念表達出來, 那就是「安息與工作」。

若明白這個神學觀念, 那麼我們就知道, 一個未來的, 美好的, 神的國度, 是完全在期待當中. 

也因此對這個國度的描寫, 會出現在許多的啟示文學的經節裡面. 從聖經神學的角度來看, 

啟示文學是必要的. 要能夠明白這個觀念, 我們必須先來探討什麼是安息.我們首先會從描

寫神的安息, 談到人的安息. 

 

安息 

 

A. 神的安息 

神用六天創造了世界, 第七天休息了. 這是神工作的模式, 也是神給人工作的榜樣. 希伯來文

tB'v; shabbath 這個字代表的意思是完全停止工作. 停止工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讓疲憊的

身心得到聚養生息的機會, 因為以賽亞書 40:28 說: 「永在的神耶和華, 創造地極的主, 並不

疲乏, 也不困倦」. 停止工作乃是因為創造的工已經完畢了. 受造的世界是處在一個理想與

完美的情況. 因為在這個時候「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創 1:31）. 神的安息是在一

個美好的工作結束之後, 跟在一個神完全滿足, 完全滿意的工作之後. 神這六日的創造裡面, 

最後創造的一個項目, 就是人. 安息可以說, 神創造的工作結束了, 祂要欣賞, 享受這美好的

工作. 或者, 神迫不急待的, 要與祂所創造的人有交通的機會. 

 

 

B. 人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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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神所創造的萬物中最後, 也是最美好的作品. 若用王冠來比擬神的創造, 那麼人就是王

冠當中最中心, 最明亮的一顆珠寶. 神創造人, 男人與女人, 作為祂的助理攝政王, 來管理海

裡的魚, 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創 1:26). 但是面對這麼樣一

個巨大的任務, 人並沒有在被造成之後, 就馬上被帶入工作的崗位. 相反的, 神呼召他進入神

的安息. 因此, 安息最起初的原因, 不是疲倦而需要休息, 而是與神相處, 在和神和諧的關係

中, 定下爾後要來的工作的方向. Webb Peploe 這樣描寫第一個安息的光景: 

 

在人的身上有一個完美的祝福; 他有權治理神所造的萬物, 他進入在神裡面

的安息, 他喜悅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也喜悅他. 在伊甸園的空氣中盪漾著一個

聖潔的喜樂, 因為人在神所創造的萬物中取了頭頂石的地位. 神滿足了, 人被

祝福了. 這是神的安息, 人的享受的時刻.
1
 

 

在主耶穌的救贖工作裡面, 我們找到了相似的類比. 在十字架上, 主耶穌宣告「成了」（約

19:30）. 各樣有關救贖的事已經成就了, 也美好的完成了, 無再可添加, 無再可更改的了. 人

因此被主耶穌邀請來進入祂的安息(太 11:28). 

 

當亞當被造的時候, 一個禮拜七天的循環已經設立, 亞當也是被放置在這個七日的循環週期

裡面. 亞當生活的週期乃是這樣: 第一天他要來到神的面前享受這安息, 他和與他二人成為

一體的夏娃來到神的面前, 享受和神中間沒有任何阻隔的交通. 沒有任何牴觸神的屬性的東

西, 可以成為亞當和神當中交通的阻隔. 

 

在接下來的六天之中, 亞當要代表神來治理這地. 亞當的工作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 完全符

合神的設計. 在這工作中人要覺得生活充滿意義. 在從事治理神所創造的世界時, 他會更深

的查驗到神的智慧和創造的深奧. 當第七天來到的時候, 人再次被邀請回到神的面前, 在那

裡, 藉著敬拜, 人要表達對創造主的仰慕, 從創造他的主更多的學習, 更多的在神的形像和樣

式上成熟. 神的設計在安息和工作這七天一週期的循環當中, 完美的表現了出來. 

 

 

C.居住的環境 

此時, 人居住的環境是伊甸園. 在這個地方, 人要過他的安息, 工作的週期. 在這個環境裡面, 

人可以經常的來到神的面前(參創 3:8-9). 在這園的當中有生命樹, 和知善惡的樹. 神鼓勵人

來吃生命樹的果子, 所以他和創造主的交通, 以及代表主來治理全地的使命可以不間斷的繼

續下去. 當他決定吃善惡樹的果子, 也就是他決定不再依賴神來做善惡標準的辨別的時候, 

他和神親密的關係就斷掉了. 他不再能代表神來治理這地. 更確切的來說, 他將要死去. 

 

 

 

工作 

 

                                                 
1
 H.W. Webb-Peploe, The Life of Privilege, London: James Nisbet & Co., 1896,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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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在工作中的人, 常常盼望退休以後, 能夠享受不用再工作的生活. 退休後第一個月確是

非常的美好, 不用再趕著起床, 不用在擁擠的交通裡面爭先恐後. 但是一個月後, 不用工作使

得時間愈來愈長, 愈覺得生活得很無聊, 很多退休的人因為生活沒有多大的挑戰性, 很快的

就離開了世界. 

 

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 – 工作到底是不是神的咒詛? 若果是, 則到天上與主同在就不再需要

工作了, 因為在那裡沒有咒詛. 可是將來我們要審判世界, 並審判天使 (林前 6:2-3), 這難道

不算是工作嗎? 可見將來不需要工作是一個錯誤的看法. 因為在神造人的目的裡面, 工作就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 

 

我們首先來複習一下神造人的目的 — 創世記 1:26-28 

 

[26]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

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28]神就賜福給他

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

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這裡我們看到人受造是要按照神的方式來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 並

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這是神要給人的工作. 而且這個時候人還沒有犯罪. 所以說, 工作不是

人犯罪以後所受的刑罰. 人犯罪後, 神給人的咒詛, 乃是 “你必終身勞苦, 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 (創 3:17-18). “你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 (創 3:19). 人犯罪後所

受的咒詛是地不再全力的和人配合.不但生產力大大減少, 並且生產出來的, 有許多是人所

不願意要的. 維生變成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工作本身不是咒詛, 工作是神給人生命的意義的一部分. 當人和神保持有安息的關係的時候, 

工作是一種享受, 是一件榮耀神的事情. 當人首先在伊甸園裡作修理 (db;[' `abad work, serve) 

看守 (rm;v' shamar to keep, guard, observe, give heed) 的工作時, 園中各樣的樹, “可以悅人的

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創2:9). 從園中所流出來的河流, 滋潤那園子以及四圍之地 (創

2:10). 這是一個好山好水的工作環境, 所照顧出來的園子, 各樣的果樹讓人賞心悅目, 而且

可以讓人身體的需要得到飽足. 這是一個祝福, 是一個享受. 當人開始為動物命名時, 野地各

樣走獸, 和天空各樣的飛鳥, 都一對一對的來到人的面前, 讓人為他命名. 亞當 “怎樣叫各樣

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創2:19) ”. 命名, 是行使管理權或治理權, 最具體的表現. 在這裡, 

我們看到亞當的工作, 其中之一就是行使他治理各樣活物的權柄.  

 

我們可以看到神當初計畫的一個美麗的圖畫. 首先是亞當來到神的面前, 享受與神安息的關

係, 在神的面前得到治理的智慧和規則. 接著, 亞當出去, 在伊甸園, 一個令人賞心悅目的環

境裡面工作, 維持看顧園子, 在活物中行使他治理的權柄.  “安息然後工作”,  表現出來的是

神造人, 人代表神來掌王權, 這樣一個美麗的圖畫. 

  

人的犯罪, 使得他和神安息的關係失去了, 但是人還是忙碌的工作, 而這個工作成為汗流滿

面的工作, 而且這樣的汗流滿面, 努力的工作, 僅是為了糊口. 並且有時候這工作的果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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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神所要的國度背道而馳. 傳道書所提的就是這些沒有方向的工作, “凡事都是虛空. 人一切

的勞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 有什麼益處呢?” (傳1:3). 當一個人失掉了和神的關係, 

只在日光之下汲汲營營的苦心積慮, 那是一件非常虛空的事情. 他所作的不但對神所造的世

界沒有益處, 對神所要建立的國度沒有意義, 甚至對自己都沒有益處. 所以主耶穌單刀直入

的切入, 祂說,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

呢？” (太16:26).  失掉了安息的生命, 是一個滅亡的生命. 在這樣的一個生命裡面, 勞勞碌碌

的工作, 即使賺得全世界, 也沒有辦法解決生命的問題.  這樣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 不過是

虛空, 不過是捕風. 

 

神拯救的整個計畫, 不僅僅是在於恢復神跟人的安息的關係而已. 還包括人恢復和神的關係

以後, 怎麼樣來工作, 來滿足神當初創造時的心意. 主耶穌說,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

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11:28). 這個安息的道路, 主耶穌已經為我們預備了, 來到祂

十字架的面前接受祂的救恩, 我們就可以恢復和神的安息的關係. 但是, 還有進一步的, 就是

要按照祂的心意, 在這個肉體的生命裡面成就神的工作. 所以保羅說,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

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弗 

2:8-10).  這裡非常的清楚, 救恩是神的恩典, 按照信心的方法得到的, 不需要加入任何我們

的工作. 沒有任何的善行, 可以讓我們得救, 救恩的道路完全是主耶穌所完成的工作, 我們僅

僅能夠憑著信心來接受. 所以在十字架面前, 我們沒有可以自誇的(弗2:8-9).  但是得救以後

不是就停在當地, 等候進天堂. 得救以後必須要照著神的心意去行善(弗2:10). 如此才能真正

滿足神當初造人的心意. 

 

今天的世界, 以及今天的教會, 在神完備的計畫裡面各有他嚴重的缺失. 世界上不認識主耶

穌的人們, 他們沒有安息, 但是努力的工作, 閉著眼睛, 蒙頭工作, “工作到死”.  這樣的生命

是一場虛空.  在教會裡面的人, 他們有了神的安息, 但是他們不工作, 沒有照著神的心意, 在

神的國度的建造上面工作. 這樣的生命, 是一個懶惰的生命, 是一個不知道工作的價值的生

命. 前者沒有安息, 後者懶惰, 都是不完美的光景. 啟示文學是聖經中所有有關未來事情的啟

示. 在這些經節裡面, 我們不但看到神救恩計劃(特別是安息這一方面)的繼續展開, 而且我

們看到了神國度工作的一些端倪. 在啟示文學裡面, 神國度的工作, 雖然沒有完全明顯的為

我們展開來. 但是, 顯露的部分, 已經足夠讓我們非常的興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