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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訊 

獨一的真神 
任世光 長老 

 

 

 

 

你對拜偶像的認識和理解是什麼？除了拜寺廟裡的雕

像以外，還有其他拜偶像的形式，我們也應該知道和

認識的。十誡中的第二誡（出20:4-5），我們瞭解它指

的是對耶和華以外的神的敬拜，如對巴比倫的偶像

（賽44:9-20；46:6-7），和對希臘羅馬時代的異教

（1:23，25）的敬拜。如果第二

誡是第一誡的延伸（如路德教派

和天主教將20:3-6為第一誡），那

第二誡就不僅僅是禁止敬拜偶

像，敬拜假神，也禁止通過畫像

或視覺上的觀感敬拜那獨一的真

神。 

如果敬拜真神的場合有雕像或圖片，它能幫助敬拜的

人專心向神的心，那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如果信徒在

家中有十字架或耶穌的畫像，它能幫助他們在靈修和

禱告時把注意力關注在耶穌基督的身上，那有什麼不

可以的呢？如果信徒在充滿雕像和裝飾品的教堂中更

能虔誠的敬拜真神，那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如果這些

情形都能夠幫助信徒敬拜真神，那有什麼不可以呢？

如果如此，那第二誡又有什麼意義呢？神非常明確地

說「不可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

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它們，也不可事奉它

們。」（出20:4-5a）。第二誡是禁止信徒在敬拜中使

用任何動物或人的雕像和圖畫。雖然，耶穌“道成肉

身”，但他的雕像和畫像都是從人想像中那理想的形

像所塑造的，所以也是在第二誡禁止的範圍之內。這

全面禁止的原因是（1）這些雕像或畫像掩蓋了神的榮

耀，和（2）它會誤導我們對神的觀念。 

在這個宇宙中無論是天上的，地

上的，和海洋中的事物都是神所

造的。所以沒有任何形像能完全

代表神的樣式，也是不可能找到

的。亞倫造的金牛犢（出32:1-

6）是不能顯現耶和華的大能，

公義，良善，耐心，和慈愛；金

牛犢掩蓋了耶和華的榮耀。亞倫引導以色列人將那金

牛犢視為一個可以狂歡的理由，宣稱那是“獻給耶和

華的節日”但卻成為可恥的狂歡。同樣，基督徒對十

字架的悲憫，反而掩蓋了基督的榮耀，耶穌的神性，

和耶穌在十字架上得到的勝利。用十字架作為禱告的

幫助，雖然鼓勵人們對基督身體痛苦的沉思; 但使他們

遠離了對復活救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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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誡也禁止基督徒在心裡或在思維上想像神的形

像。有人比喻神是一個偉大的建築師，神是一位公義

的法官，或神是一位慈愛的父親。這些比喻常常否定

了聖經告訴我們關於神屬性的教導。這些比喻都是人

用人的形像來思考神。因為神不是人，所以祂不可能

存在人的形像中。如果我們用這種方式來思考神，就

是不認識神。所有不是根據聖經，而是依據哲學的啟

示而建立的神學都是錯誤的。保羅告訴我們屬世的智

慧是不會認識神的（林前1：21），所以使用雕像或

圖畫做為敬拜神的媒介是對神的無知。 

我們相信神是造物主，祂是超然的和高深的，和祂是

不可思議的。我們只能用謙卑的態度去傾聽神告訴我

們祂的樣式和應該如何看待祂（賽55:8-9；羅11:33-

34）。神的智慧，神的價值觀，和神的作為與人是有

很大的差別，人們不可能用人的思維和方式來推斷神

的樣式。神通過了先知，使徒，和祂的兒子耶穌在聖

經中提供了啟示讓人能瞭解和認識神。第二誡使我們

必需從神的話語中去認識神的形像。所有人造的神的

形像，不論是有形的或無形的，都不會符合神自己的

話語。因此，要塑造神的形像，不能用人的思維，而

是要從聖經 ”神的話語” 開始。 

我們的教會中沒有金牛犢，也許我們的家中也沒有十

字架或耶穌的像，但我們要問的是「我們是不是尋求

敬拜獨一的真神？」因為其他的宗教他們不相信基督

教的神，但他們相信他們的神，如回教，猶太教，耶

和華見證人；所以我們應該思考的是（1）我們相不

相信神通過聖經和耶穌的教導告訴我們祂的榮耀，祂

的屬性，和祂救恩的真理？（2）我們相不相信神的

恩典是通過耶穌來達到祂完全救恩的目的？如果我們

以這兩個問題去默想「十字架」的意義，那麼我們就

能知道我們是不是敬拜那獨一的真神了。更進一步，

我們遵循耶穌的教導相信他是永生的主，所以我們現

在可以享受那永生的盼望。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

督，這就是永生。」（約17:3）阿門！ 

註：任世光 根據J. I. Packer “Knowing God”, 1993 編寫 

三年前醫生確診我有遺傳性的情緒病(焦慮症),之前

因Bobby,女兒和小孫女身體的毛病，加上香港的亂

局，令我的情緒反反覆覆，時有心慌焦慮和失眠的情

况出現，藥都吃多了，人累了但躺卧在床上又睡不

著，有時又覺得出外見見人會較好，於是帶着疲倦的

身軀去參加一些聚會，九月廿八目早上去參加北美正

道神學院三十週年感恩會，在聚會結束前有呼召的環

節，很久沒有看到許多人走到台前的畫面了，很是感

動。曾經看過一篇文章，當中作者的一句說話，對我

很有共鳴，呼召時我就是想着這句說話和quot:”主

啊!祢還需要我嗎?”，當時我的心在想以前我在教會

有許多事奉，又出外短宣,去社區中心做義工，但自

從十年前女婿猝死，Bobby又確診柏金森症，我的腰

椎有問題引發腳痛，三年前做了手術，不能站得太

久，什麼事奉都不能做，覺得神已經不需要我了。最

近有以前教會牧者來探訪我們，我將我的想法和他分

享，他對我說：“基督徒的人生在不同的年齡和身體

狀况有不同的事奉方式，年紀大了就作祈禱勇士。”

他又提到我以前寫的見證文章己經是事奉神的一種方

式，這令我的心結解開了。 

記得今年初回港，去

一家睡衣店想買件晨

褸，我看Bobby步履不

穩，於是我叫他去商

主, 你還需要我嗎? 
馮吳瑞莉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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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對面我妹妹的家休息等我，那店的老闆娘發覺

Bobby行動姿勢怪異，就問我Bobby有什麽問題，我對

她說他患有柏金森症，她聽後覺得我很辛苦要照顧一

個有柏症的丈夫，我回應她說：“我不僅要照顧有病

的丈夫，還要照顧女兒孫女孤兒寡婦。”她聽見後她

流下淚來，說我很棒，我對她說：“我是信耶穌的，

我相信我的神會幫助我。”由於我担心Bobby，故不

能和她分享太多，又因當時天氣巳開始轉暖，晨褸已

沽清，老闆娘要幫我訂，我要再來取貨，於是我取貨

時將我的見證文章印了一份送信她，希望藉此機會她

能認識神。 

我曾經投稿在基督教中信月

刋，我都不知除了中信刋登之

外，原來中信還有發給其他基

督教網站的，後來有朋友在網

上看見我的文章告訴我才知

道，現在科技發達，許多資訊

都全球化了，祈求天父能藉此

讓福音廣傳。記得十年前有一

位住在外州我們都不認識的姊

妹，就是看過中信刋登我的文

章而受感動，於是找中信幫忙，寄給我們慰問卡片，

因當時快到聖誕節，卡片還夾了一張一百元支票，作

為我孫女的聖誕禮物，當時我和女兒看過後都哭了，

神居然差派一位天使來安慰和鼓勵我們，我覺得這位

姊妹的行為也是另一類事奉，因聖經馬太福音25：40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

是做在我身上了。」這樣看來，所有造就人的行為和

說話其實都是事奉

神了。 

   

 

 

 

 

 

 

 

 

 

美國前總統卡特重返教會教主日學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日 前 摔 跤 造 成 骨 盆 骨

折，在不到兩週的時間內，卡特

於十一月3日回到教會, 教授關於

死後生命的聖經課程。這位95歲

的民主黨藉前總統, 一向是佇著助

行器, 一步步走入家鄉喬治亞州普

萊恩斯(Plains)的馬拉納薩浸信會(Maranatha Baptist 

Church),  向教會裏的400多名信徙, 講授聖經課程。在其

他人協助下，卡特先生坐在教堂前面的電動升降椅上，

講授一堂為時45分鐘的舊約約伯記課程。「大家，早安

啊!」他充滿活力地和大家打招呼。卡特談到之前因被診

斷出癌症，因而他的肝臟在2015年被摘除一部分。這位

前總統表示，這次經歷使他看待死亡更能處之泰然，他

也相信人死後有永生。卡特前總統10月跌倒兩次；6日在

家中跌倒，眉頭縫了14針，但他仍在同日前往田納西州

出席慈善團體的安居計畫（Habitat for Humanity）建

屋活動。他在10月21號再次跌傷，導致骨盆骨折，短暫

住院之後情況好轉, 後來就一直在家中休養康復。十幾歲

開始教聖經 , 病痛仍堅持。卡特先生是目前在世年紀最長

的美國前總統，而他從十幾歲，就開始教授聖經課程。

教會牧師托尼．洛登（Rev Tony Lowden）說，包括特

勤局特工、卡特的親戚和教會教友，都因為卡特先生受

傷而勸他先暫停教授主日學，但他仍堅持要繼續授課。

洛登牧師對會眾說：「卡特總統無私地表白自己，讓你

能 在 他 的 磨 難 當 中 ， 也 能 體 會 耶 穌 為 世 人 所 受 的 苦

難。」與妻結縭逾73年 , 主日不間斷, 卡特先生在教導聖

經課程之後，都會繼續參加主日，他總是坐在他92歲的

妻子羅莎琳身旁的座位上，和會眾一同敬拜、唱讚美

詩。勞頓牧師提及卡特前總統和耶穌基督，都擁有一樣

的英文縮寫，牧師也以此表示他的敬意，並在禱告中感

謝卡特先生。他說：「作為一名牧師，我學到最美好的

事，就是見證卡特先生 （Jimmy Carter）跟隨耶穌基督

（Jesus Christ）。」卡特前總統於1977至1981年擔任

美國總統，是美國史上最長壽的前總統。連任失敗後積

極參與人道救援工作，並於2002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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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

證 

黃莎拉姊妹 

神一路帶領見證 

• 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馬8:37) 
 
•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未了。 
       (馬太28:20) 
 
• 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腓立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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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53:5) 

因信稱義與因行為稱義有何不同？ 

     ～地上暫時的別離，期待在天上重相聚～ 

今年十月底，我和Sharon正在中國重慶旅遊時，接

聞金斐然姊妹離世回天家的消息，內心甚感震驚和

不捨，我對金姊妹認識不多，但她給我印象卻非常

深刻。首先她曾經好幾次參加我們仁愛小組聚會，

她在聚會中總是很專心在聆聽，而且笑容滿面，給

人一種和藹可親、和顔悦色、樂觀開朗的長者。另

外上次我們去蓋蒂藝術中心旅遊，在返回途中，我

在車上準備幫大家拍張合照時，我要求大家用手指

比個 “V”字，順便問大家V字除了代表勝利外，還

代表其他什麼意思，大家都沈默無語，只有她大聲

回應：「USC」，我才知道她曾經在USC圖書館上

班，我大兒子也是USC畢業的，倍加親切感。 

很懷念她與我們同在，共同追求主耶穌的日子，如

今離開我們安息主懷，御下一切世上的勞累和重

擔，正如提摩太後書4:7説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經

打過了，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

住了。」她去了天上一個更美的家，永遠安息，並

願主的恩典安慰、保守她的先生和所有家人。 

聖經上真理的探索 主篇 

 因信稱義與因行為稱義有何不同 ? 

 

雅各的因行為稱義和保羅的因信稱義本

質來看是一樣的，相輔相成，有密切關

係。雅各説：「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

的。」（雅2:20），並説：「信心是與

行為並行，而且信心因為行為才得成

全。」（雅2:22）。雅各所講的行為是

人因信得救以後，因為生命的改變而產

生出來的行為，即生命結出果子。信心

加上行為，福音才是完全的，信心建立

在基督身上，並遵行祂的命令，跟隨基

督、效法基督，成為像基督一樣的人，

才是真正神的兒女。信得稱義是為著接

受神的生命，本於行為稱義是活出神的

生命，是本於信稱義的結果。亞伯拉罕

獻以撒就是出自他活的信心而有的行為。 

11,12月是充滿感謝的時刻, 讓我們一起來 

數算神的恩典, 您將發現神的兒女何其有福 

, 立時歡呼喜樂! 

聖誕節前夕, 特別感謝大家喜愛新生命家訊,  

您的關照、支持和踴踴投稿, 就是我們文字 

事奉前進的最大動力 !                 主篇 

懷念金斐然姊妹 
楊榮國 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