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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
样行了。样行了。””((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2222节节 ))

““爰爰””字字 ““爰，引助爰，引助””，，清楚清楚的显明了的显明了
神是方舟制造的庇护者和帮助者神是方舟制造的庇护者和帮助者。。

爰爰 ==神手神手 ++舟舟 ++人手执工具人手执工具 。。
上面的手上面的手 我们知道代表神，神给予指我们知道代表神，神给予指
导和帮助。下面手导和帮助。下面手 是人拿工具进行造是人拿工具进行造
船船 的工作。很清楚，爰字的本义就是的工作。很清楚，爰字的本义就是

神指导和帮助挪亚制造方舟。神指导和帮助挪亚制造方舟。

““爰爰””



33

•• ““与神同行，因此被称为义与神同行，因此被称为义
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
人。人。””（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99节）节）

挪亚完全地顺服神，挪亚完全地顺服神，

““服服””

服字服字 ，服从，顺服之意，服从，顺服之意。乃是手。乃是手 推人推人
造船或上船造船或上船 ，而人服从。挪亚不仅顺服地，而人服从。挪亚不仅顺服地
造了方舟，也顺服地按神的命令上了船。造了方舟，也顺服地按神的命令上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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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
，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
淨的畜类和不洁淨的畜类，飞淨的畜类和不洁淨的畜类，飞
鸟並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鸟並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
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
那里进入方舟，那里进入方舟， 正如神所吩咐正如神所吩咐
挪亚的。挪亚的。（创世记第七章（创世记第七章99节节 ））

““服服””

神亲手关闭了方舟的门。神亲手关闭了方舟的门。

•• 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创世记第（创世记第
七章七章1616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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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
露呢？露呢？””（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11节节 ））

在罪的辖制下，神给的预兆，警戒和劝告沒有人在罪的辖制下，神给的预兆，警戒和劝告沒有人
相信。相信。 就如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就如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浩浩””

报应终於来了！报应终於来了！
•• 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
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戶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戶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
雨在地上。雨在地上。……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
都淹沒了。都淹沒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
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
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
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
一百五十天。一百五十天。（创世记第七章（创世记第七章1111--1212，，1919，，2222--2424
节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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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不是一般的洪水。水势浩大的这实在不是一般的洪水。水势浩大的““浩浩
””字生动地描述了这场大洪水的景況。字生动地描述了这场大洪水的景況。
，，正字通正字通——水部水部解释说：解释说：““浩，大水盛浩，大水盛
貌貌””。意即。意即 ““水大的样子水大的样子””。。尚书尚书——尧尧
典典记载：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
陵，浩浩滔天陵，浩浩滔天””。。

““浩浩””字清楚地表明，这场大洪水是神所字清楚地表明，这场大洪水是神所
宣告的对人类的惩罚。宣告的对人类的惩罚。 浩浩= = 水水+ + 
告。很显然，告。很显然， 浩的本义就是神宣告浩的本义就是神宣告
说要发洪水说要发洪水 。。

““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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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记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神记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
走兽牲畜。走兽牲畜。（创世记第八章（创世记第八章11节节 ））

““前前””

滔滔洪水中，神一直与挪亚同在，在前边为方舟滔滔洪水中，神一直与挪亚同在，在前边为方舟
指引道路。这不仅是圣经里的意思，也是汉字指引道路。这不仅是圣经里的意思，也是汉字
““前前”” 所要表达的意思。所要表达的意思。““前前””字清楚地字清楚地
表明了表明了神的同在和对方舟的指引神的同在和对方舟的指引。。

前前 ==前行的腳前行的腳 ++舟舟 ，一只腳趾向前的，一只腳趾向前的
腳，在舟的前边行，指示前面的意思。腳，在舟的前边行，指示前面的意思。 也代也代
表行动，向前的行动。真是很有意思。舟在水表行动，向前的行动。真是很有意思。舟在水
上行，上行， 这只腳行在哪里呢？在水面走吗？就这只腳行在哪里呢？在水面走吗？就
算是人在船上指示前进方向，也应该用手而不算是人在船上指示前进方向，也应该用手而不
是用腳。这一定不是人的腳。是用腳。这一定不是人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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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祂必与你同在，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祂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惧怕，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惶。也不要惊惶。（申命记第三十一章（申命记第三十一章88节）节）

““前前””

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即使在神用大洪水毀灭罪恶世界的时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即使在神用大洪水毀灭罪恶世界的时
候，神沒有丟棄那信他爱他的挪亚，神与挪亚同在，在候，神沒有丟棄那信他爱他的挪亚，神与挪亚同在，在
滔滔洪水中，走在方舟的前边滔滔洪水中，走在方舟的前边 ，把挪亚他们领到他预，把挪亚他们领到他预
备的地方。备的地方。

••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出埃及记第二十（出埃及记第二十
三章三章2020节）节）

••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创世记（创世记
第八章第八章44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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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禹””
治治 的本义是以水的本义是以水 洗去罪洗去罪 （蛇），（蛇），
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治理水。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治理水。

传统认为，治字由大禹治水而来，本义治传统认为，治字由大禹治水而来，本义治
理水。可是，治字中虽有理水。可是，治字中虽有 水，卻沒有水，卻沒有
治水含义的字素。反而治水的大禹，这治水含义的字素。反而治水的大禹，这
名字为治字本义名字为治字本义——以水以水 洗去罪洗去罪
（蛇），提供了证据：（蛇），提供了证据：

禹禹 ==杖杖 ++蛇蛇 ，恰恰是以杖，恰恰是以杖
击打蛇击打蛇 （罪）的形像。治住蛇（罪）的形像。治住蛇
（罪）（罪）——才是治水的关键。这是大禹治才是治水的关键。这是大禹治
水成功的根本原因。水成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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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船””
看看““船船””字，有沒有让你奇怪的地方？字，有沒有让你奇怪的地方？

船船 ==舟舟++八口，八口代表什么？八口人八口，八口代表什么？八口人
吗？沒错！口代表嘴，指代人，一口代表吗？沒错！口代表嘴，指代人，一口代表
一人，故有一人，故有““人口人口””一词使用至今。八口一词使用至今。八口
指的就是八口人。那又是什么事情，使得指的就是八口人。那又是什么事情，使得

船字要特別标明，纪念这八口船字要特別标明，纪念这八口 人呢？人呢？

•• 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並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並
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创世记（创世记
第七章第七章1313节）节）

唯一可以用来解释的，就是挪亚一家八口和那方舟。船表唯一可以用来解释的，就是挪亚一家八口和那方舟。船表
明了一家八口乘舟得救的含义，是整个人类籍此八口而明了一家八口乘舟得救的含义，是整个人类籍此八口而

得救的纪念！这应是船字的来历。得救的纪念！这应是船字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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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船””
根据圣经记载，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亚拉腊山位於土耳其，根据圣经记载，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亚拉腊山位於土耳其，

伊朗和前苏联交界的地方，海拔伊朗和前苏联交界的地方，海拔55千多米，山势陡峭，终千多米，山势陡峭，终
年积雪。年积雪。

18831883年，一次大地震使亚拉腊山的一个地段裂开了一道大年，一次大地震使亚拉腊山的一个地段裂开了一道大
口，突然露出一条船！当时有个赴地震災区考察災情的委口，突然露出一条船！当时有个赴地震災区考察災情的委
员会的所有委员都看到了这条十二至十五米高的大船，因员会的所有委员都看到了这条十二至十五米高的大船，因
为一大部分还嵌在冰川里，无法估计它的长度。为一大部分还嵌在冰川里，无法估计它的长度。二战后，二战后，
前苏联马斯莱茵少校驾驶飞机，在亚拉腊山发现一只巨大前苏联马斯莱茵少校驾驶飞机，在亚拉腊山发现一只巨大
的木船，一半沒入冰河中，长度约一百二十米，与圣经记的木船，一半沒入冰河中，长度约一百二十米，与圣经记
载相吻合。载相吻合。19401940年代，土耳其飞行员也拍到方舟照片，由年代，土耳其飞行员也拍到方舟照片，由
美国照相测量专家蒙登贝格放大处理，测出船长一百五十美国照相测量专家蒙登贝格放大处理，测出船长一百五十
米，宽五十米。米，宽五十米。19741974年土耳其卫星在山上再次拍到方舟卫年土耳其卫星在山上再次拍到方舟卫
星图片。星图片。 19891989年美国的查克．阿伦驾直升机飞越亚拉腊年美国的查克．阿伦驾直升机飞越亚拉腊
山时也发现了被冰川覆盖了一部分的方舟山时也发现了被冰川覆盖了一部分的方舟…………



1212

““容容””
挪亚和他的妻子加上三个儿子和三个挪亚和他的妻子加上三个儿子和三个
儿妇，合计一家八口。在圣经所记儿妇，合计一家八口。在圣经所记
方舟停靠的亚拉腊山以南约方舟停靠的亚拉腊山以南约1515公里公里
处，周围还有山谷叫八穀，有村庄处，周围还有山谷叫八穀，有村庄
叫八村。都是纪念生还的八人。叫八村。都是纪念生还的八人。

神用洪水除灭地上的罪恶，只容留挪亚一家八口存神用洪水除灭地上的罪恶，只容留挪亚一家八口存
活。所以，你看活。所以，你看 ““容容””字，上边是熟悉的字，上边是熟悉的
人形遮盖，前边已经说过它代表神的遮盖，下边人形遮盖，前边已经说过它代表神的遮盖，下边
是是 ，八口人。，八口人。

神遮盖，容留神遮盖，容留 这八口人这八口人 ，就是，就是““容容””字字
的本义。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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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
中国人常讲的中国人常讲的 ““天下为公天下为公””，也是在记，也是在记
念这一家八口。因为念这一家八口。因为““公公””就是，八口就是，八口
人。大洪水之后，全世界就只剩下这一人。大洪水之后，全世界就只剩下这一
家八口人，天下本来就是这一家八口的。家八口人，天下本来就是这一家八口的。
后世之人也都出自这一家八口。所以，后世之人也都出自这一家八口。所以，
公，公， 公家，大家，用这一家八口公家，大家，用这一家八口 就就

完全代表了。完全代表了。

••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你
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后裔
分散在全地。分散在全地。（创世记第八章（创世记第八章1,191,19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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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
公公 ，八口，又表示大，是最高的爵位，，八口，又表示大，是最高的爵位，
如王公大臣。公又是对有分量，有地位如王公大臣。公又是对有分量，有地位
的人的尊称，如某公。这些含义都来自的人的尊称，如某公。这些含义都来自
于后人对此八口的尊敬和记念。所以，于后人对此八口的尊敬和记念。所以，
船船 =   =   舟舟+   +   ，又表示舟之大者。，又表示舟之大者。

论到舟之大者，那更是非方舟莫属。请看论到舟之大者，那更是非方舟莫属。请看

方舟的大小。方舟的大小。

••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
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
，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
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
，下三层。，下三层。（创世记第六章（创世记第六章1414--1616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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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
根据现代人的测算，此船的大小是，长根据现代人的测算，此船的大小是，长135135米，宽米，宽
22.522.5米，高米，高13.513.5米，其中有三层楼，地板面积米，其中有三层楼，地板面积
相当於一万五千吨级的大船。方舟不以航行为相当於一万五千吨级的大船。方舟不以航行为
目的，只是为了能夠飘浮在水面上，所以沒有目的，只是为了能夠飘浮在水面上，所以沒有
推进器，实用面积近乎百分之百。这实在是一推进器，实用面积近乎百分之百。这实在是一
艘大船。艘大船。

分类学家安斯特迈亚曾做过颇为有趣的计算，分类学家安斯特迈亚曾做过颇为有趣的计算，

他举出已知的生物种类约他举出已知的生物种类约1760017600种，其中多数在种，其中多数在
方舟外也能生存，且其中多数为鱼类。即使全方舟外也能生存，且其中多数为鱼类。即使全
部运载进去，方舟仍然留有相当充裕的地方装部运载进去，方舟仍然留有相当充裕的地方装
载食物，饲料与人。载食物，饲料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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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口人，屈膝跪拜八口人，屈膝跪拜 ，向神献上感恩和颂赞。，向神献上感恩和颂赞。
神的荣耀神的荣耀 彰显在他们头上。这就是彰显在他们头上。这就是
颂：感谢神的信实和拯救，颂赞神的公义和权颂：感谢神的信实和拯救，颂赞神的公义和权
能。能。

““颂颂””
下了船的挪亚一家八口，是什么样的心下了船的挪亚一家八口，是什么样的心
情？情？““颂颂”” 字，字， 是这一家八口此时是这一家八口此时
此刻的真实写照。他们出方舟后所做此刻的真实写照。他们出方舟后所做
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为自己准备什么，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为自己准备什么，
而是首先祭拜神。而是首先祭拜神。

••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淨的牲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淨的牲
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创世记创世记8: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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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颂””

神甚至与挪亚和他的儿子立了永远的约，限制自己神甚至与挪亚和他的儿子立了永远的约，限制自己
的作为：的作为：

••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我不再
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
。。 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
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世记创世记8:218:21--2222））

••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
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毀坏地了。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毀坏地了。……我把我把
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
号了。号了。”” （（创世记创世记9:11,13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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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 朕朕 +   +   力，就是胜力，就是胜 ，增加，增益的意，增加，增益的意
思。因着神的赐福，下了方舟的人们重新得思。因着神的赐福，下了方舟的人们重新得
力力 ，增长迅速，遍满地面。，增长迅速，遍满地面。

““胜胜””
圣经记载，大洪水退去以后，神赐福挪圣经记载，大洪水退去以后，神赐福挪
亚和他的儿子们：亚和他的儿子们：

••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创世记创世记9:19:1））

•• 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创世记（创世记9:199:19））

•• 在地上分为邦国。（创世记在地上分为邦国。（创世记10:32 10:32 ））

••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创世记（创世记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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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雇””
还有两个重要角色不能不提还有两个重要角色不能不提----乌鸦和鸽子乌鸦和鸽子----鸟。鸟。

圣经记载，在下方舟之前，圣经记载，在下方舟之前，

•• 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戶，放出一只乌鸦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戶，放出一只乌鸦
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
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
看水从地上退了沒有。但遍地上都是看水从地上退了沒有。但遍地上都是
水，鸽子找不着落腳之地，就回到方水，鸽子找不着落腳之地，就回到方
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
舟来。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来。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
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
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
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创（创
世记世记8:68: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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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雇””
这鸟儿的事蹟，汉字同样作了记载，那这鸟儿的事蹟，汉字同样作了记载，那
就是雇佣的就是雇佣的““雇雇””字。看，雇字。看，雇 ==戶＋戶＋
隹（鸟），门戶上的一只鸟。特別指隹（鸟），门戶上的一只鸟。特別指
明和纪念被雇佣完成任务的是鸟儿。明和纪念被雇佣完成任务的是鸟儿。
““雇雇””字本身与钱无关。后来才引申字本身与钱无关。后来才引申
为为““出钱让人给自己做事出钱让人给自己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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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灾””

圣经启示说，神末世的审判用的是永火。正如汉字圣经启示说，神末世的审判用的是永火。正如汉字““灾灾””
所启示的。按常识，水在火上应是灭所启示的。按常识，水在火上应是灭----灭火。然而它灭火。然而它
卻是卻是““灾灾””字。上边的水正是神在挪亚时期对人类的字。上边的水正是神在挪亚时期对人类的
第一次审判，而下边的火就是那将要来到的。可是今第一次审判，而下边的火就是那将要来到的。可是今
天的人类又发展到何种地步了呢？战爭，饥饿，贫天的人类又发展到何种地步了呢？战爭，饥饿，贫
穷，霸权，纷爭再次大规模出现，罪恶不断繁衍，与穷，霸权，纷爭再次大规模出现，罪恶不断繁衍，与
神上一次下令毀灭人类的情形已有过之而无不及！神上一次下令毀灭人类的情形已有过之而无不及！

••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耶稣耶稣””降临降临
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
常吃喝嫁娶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福音第（马太福音第
二十四章二十四章3737--3939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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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巴别””
•• 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
不通。不通。……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
全地上；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
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
名叫巴別（就是名叫巴別（就是““变乱变乱””的意思）。的意思）。
((创世记第十一章创世记第十一章77--9 9 节）节）

神看到人的骄傲自大，就神看到人的骄傲自大，就

在汉语里，在汉语里，““別別””是个会意字，用刀分解骨肉的意思。是个会意字，用刀分解骨肉的意思。
別別 ==刀刀 + + 骨肉骨肉 。。

““巴別巴別 ””二字合在一起，就是巨蛇使人骨肉分离。可谓二字合在一起，就是巨蛇使人骨肉分离。可谓
巴別塔故事內容的浓缩写照：因为建造巴別塔，人们巴別塔故事內容的浓缩写照：因为建造巴別塔，人们
被变乱语言，分散在全地，真的是骨肉分离。被变乱语言，分散在全地，真的是骨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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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乱变乱””

不仅如此，汉字不仅如此，汉字““变乱变乱””的本义就是变乱语言的意思。金的本义就是变乱语言的意思。金
文文““乱乱””字的一个写法就是：字的一个写法就是： ，， 是言，语言的意思。是言，语言的意思。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 乱就是把乱就是把 语言如丝语言如丝 般分开，变乱。般分开，变乱。

而而 变字，在变字，在 乱字的基础上加了一只拿着杖的乱字的基础上加了一只拿着杖的
手手 ，近一步表明是神的手把语言变乱。，近一步表明是神的手把语言变乱。

另一个金文另一个金文““乱乱””字字 则显示四张口被分开放在四面。口则显示四张口被分开放在四面。口
代表人或者语言，就是人被分散的意思。鲜活地记录了代表人或者语言，就是人被分散的意思。鲜活地记录了
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上

的历史事件。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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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乱变乱””
中国也有类似的记载：洪水之后，大地分为九州，中国所中国也有类似的记载：洪水之后，大地分为九州，中国所

在州为赤县神州。在州为赤县神州。

把圣经中人类被分散全地的记载，中国传说中地分九洲的把圣经中人类被分散全地的记载，中国传说中地分九洲的
说法与现代地理学中的大陆漂移说和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说法与现代地理学中的大陆漂移说和地球板块构造学说
联系起来读，真是別有滋味。联系起来读，真是別有滋味。

十九世纪后半叶，人们开始发现被大洋隔开的不同大陆上十九世纪后半叶，人们开始发现被大洋隔开的不同大陆上
的生物种群，古生物化石，乃至地质地层构造有着十分的生物种群，古生物化石，乃至地质地层构造有着十分

相似的亲缘关系。相似的亲缘关系。

19121912年，年，魏格纳大陆漂移说的主要论点是：现在的美洲，魏格纳大陆漂移说的主要论点是：现在的美洲，
非洲，亚洲，非洲，亚洲， 欧洲，澳洲及南极地区，原先是一个单一欧洲，澳洲及南极地区，原先是一个单一
的大陆的大陆----泛大陆。泛大陆后来分裂成几大块，形成现今泛大陆。泛大陆后来分裂成几大块，形成现今
地球上海陆分佈的轮廓。地球上海陆分佈的轮廓。19151915年，他又出版了年，他又出版了海陆的起海陆的起
源源一书，给出了大陆漂移的证据。一书，给出了大陆漂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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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乱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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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诞””
••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渊
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
：：““要有光。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有了光。……（创世（创世
记记1:11:1--33））

圣经创世记关於神创造天地万物与人类的记圣经创世记关於神创造天地万物与人类的记
载，实在是神奇！沒有材料，沒有工具，神载，实在是神奇！沒有材料，沒有工具，神
的话语一出，一切就都有了。的话语一出，一切就都有了。

中国的汉字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中国的汉字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给出了两种篆书诞字的写法。我们现给出了两种篆书诞字的写法。我们现
在使用的诞字写作：在使用的诞字写作： 诞＝诞＝ 言＋言＋ 延，延，
表示宇宙的诞生是由语言命令表示宇宙的诞生是由语言命令 ““言言””创创
造延生造延生 ““延延””出来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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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诞””

••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渊面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渊面
黑暗黑暗…”…”（创世记（创世记1:11:1--33））

““诞诞””字的另一个写法表达了同样的含字的另一个写法表达了同样的含
义，只是更直接了当：义，只是更直接了当： 诞。其中诞。其中
““廴廴””是表示是表示““延伸延伸”“”“进行进行””意义意义
的字符，的字符， ““言言””在其上表明在其上表明““语言语言
在进行在进行””。生动地传达出宇宙的诞生。生动地传达出宇宙的诞生
就是语言的直接结果。就是语言的直接结果。

““诞诞””字又有荒诞的意思，表明宇宙是字又有荒诞的意思，表明宇宙是
从荒诞从荒诞““空虛混沌空虛混沌””之中创造出来的。之中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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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造””
创造的创造的““造造”” 同样表达出宇宙是由同样表达出宇宙是由
神口中宣告而出的意思（与制造的神口中宣告而出的意思（与制造的
造造 不同）。不同）。

““告告””，前边我们分析过，就是神，前边我们分析过，就是神
说，神宣告的意思。说，神宣告的意思。 代表神，代表神，
口代表神说的动作。口代表神说的动作。 ““辶辶””是一是一
个常用字素，表示出行，行动，动个常用字素，表示出行，行动，动
作等。作等。

辶＋辶＋ 告＝造，強调宇宙的创造告＝造，強调宇宙的创造
是神说是神说““宣告宣告”” 的行动的行动 和结和结
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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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造””

••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要
有光。有光。””就有了光。就有了光。（创世记（创世记1:11:1--
33））

篆书篆书““造造”” 就更神奇了。就更神奇了。““辶辶””旁写作旁写作 表表
示气息，风，是圣灵的主要表现形态；示气息，风，是圣灵的主要表现形态； 则表示则表示
行动。行动。 ，就是圣灵在行动的意思。，就是圣灵在行动的意思。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毫无疑问是，圣灵在行毫无疑问是，圣灵在行
动。而动。而““神说神说””就是告就是告 。。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 ＋＋ ＝＝

多么奇妙！光就是这样多么奇妙！光就是这样““造造”” 出来的，世界就出来的，世界就
是这样是这样““造造”” 出来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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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旦””

•• 神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天上要有光体…”…”事就事就
这样成了。（创世记这样成了。（创世记1:141:14--1515））

甲骨文甲骨文““旦旦””字的写法之一是字的写法之一是 。生。生
动记录了神创造太阳的方式。动记录了神创造太阳的方式。

日＋口，乃是日从口中而出的形象，日＋口，乃是日从口中而出的形象，

圣经记载神第一天的创造是光，用现在的常识圣经记载神第一天的创造是光，用现在的常识
很难以理解不先造日月星等发光的载体，光很难以理解不先造日月星等发光的载体，光
从何来？请看甲骨文光字。从何来？请看甲骨文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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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

•• 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日头不再作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
光照耀你；耶和华卻要作你永远的光，光照耀你；耶和华卻要作你永远的光，
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以赛亚书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以赛亚书60:1960:19））

，光！看到吗？光字的构成中同样沒有日，光！看到吗？光字的构成中同样沒有日
月星等发光的载体，可以跟圣经互相佐证。月星等发光的载体，可以跟圣经互相佐证。

要知道，日月星辰是人类认识光的主要载体，要知道，日月星辰是人类认识光的主要载体，
尤其是太阳。可是中国先祖造的光字里，卻尤其是太阳。可是中国先祖造的光字里，卻
完全找不到任何星体。完全找不到任何星体。

它表明它表明““光光””是单独被造的，是神第一天的创是单独被造的，是神第一天的创
造，那时未造星体，乃是直接从神发出，与造，那时未造星体，乃是直接从神发出，与
后来太阳等星体的光是不同的。后来太阳等星体的光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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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

••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
壹书壹书1:51:5））

••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
就充满了帐幕。（出埃及记就充满了帐幕。（出埃及记40:3440:34））

神乃一切光的本源，被称为神乃一切光的本源，被称为““众光之父众光之父””。神。神
的属性之一就是光。的属性之一就是光。

也有人说也有人说““光光””字沒有星体並不奇怪。因为有火，火也字沒有星体並不奇怪。因为有火，火也
发光，能给人照路，能在黑夜带给人光明，用火表示发光，能给人照路，能在黑夜带给人光明，用火表示
““光光””很确切啊。很确切啊。

沒错，可是光字上的火正在人头的位置沒错，可是光字上的火正在人头的位置 ，与人连为，与人连为
一体。不是火光在照人，而是人在发光。这个区別非一体。不是火光在照人，而是人在发光。这个区別非
常明显。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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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

••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
光。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
世上的人。（约翰福音世上的人。（约翰福音1:4,91:4,9））

••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版下西乃山的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版下西乃山的
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
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出埃及记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出埃及记
34:2934:29））

•• 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5:145:14））

这真是怪事，难道人会发光吗？圣经这真是怪事，难道人会发光吗？圣经
说，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有说，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有
神所赐的光在，就是圣灵。神所赐的光在，就是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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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
•• 就把这些光体摆设在天上穹苍就把这些光体摆设在天上穹苍
之中，普照在地上。（创世纪之中，普照在地上。（创世纪
1:171:17））

圣经记载，神是在第四天创造的日月星体，並圣经记载，神是在第四天创造的日月星体，並
摆列在天空。摆列在天空。

透过前文我们知道，透过前文我们知道， 生＝生＝ ＋＋ 土。土。 代表代表
神，神， 生表示神从土中造出生命，也代表神生表示神从土中造出生命，也代表神
的创造与生产。在这里，的创造与生产。在这里， 向上伸展的部分向上伸展的部分
正是举起手臂将星体正是举起手臂将星体““摆列在天空摆列在天空””的动作。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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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命令””
•• 神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事就这事就这
样成了。（创世记样成了。（创世记1:26,301:26,30））

甲骨文命甲骨文命 （与令字同）由两部分构成，上边是一张（与令字同）由两部分构成，上边是一张
发佈命令的口发佈命令的口 ，下边一个接受命令的跪着的，下边一个接受命令的跪着的
人人 。口。口 ++人人 ==命命 。。

命，本就是命令。生命就是一个使人命，本就是命令。生命就是一个使人““生生””----““活活
着着””的命令。的命令。

这个使我们生这个使我们生““活着活着””的命令是谁发出的？我们的命的命令是谁发出的？我们的命
““生命生命””是谁的命令？我们的命是谁的命令？我们的命““命运命运””是由谁掌是由谁掌
控？不是人自己，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明天会控？不是人自己，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明天会
遇见什么事。命字上边的口遇见什么事。命字上边的口 告诉我们，这个命令告诉我们，这个命令
来自於上边，来自於神。来自於上边，来自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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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命令””

••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万物是借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神同在。万物是借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
样不是借着祂造的。样不是借着祂造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11:1--3 3 ））

宇宙就是这样从神口中而出，事实上，世界就宇宙就是这样从神口中而出，事实上，世界就
是由信息命令是由信息命令““wordword””造成的！也是被这些造成的！也是被这些
命令所控制的。命令所控制的。

•• ((神神))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希
伯来书伯来书1:3 1:3 ））

这这““道道””，在英语中就是，在英语中就是wordword，语言，命令的意思。，语言，命令的意思。

••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
切话。切话。（马太福音（马太福音4:4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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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言””
人的语言人的语言——wordword也是有力量的。甲骨文也是有力量的。甲骨文““言言””

字字 ，从辛，从辛 从从 口，辛是一种刑具枷锁。口，辛是一种刑具枷锁。

它清楚的表明，言就是口中所出的枷锁，具有命令它清楚的表明，言就是口中所出的枷锁，具有命令
和辖制的权能！和辖制的权能！

语言出口就有辖制力，所以人要为自己的言语负责语言出口就有辖制力，所以人要为自己的言语负责
任！所以人要任！所以人要““慎言慎言””，说造就人的话。否则，说造就人的话。否则
说出的话就成为自己的刑具，加在自己身上。说出的话就成为自己的刑具，加在自己身上。

••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箴言（箴言6:2 6:2 ））

•• 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災难。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災难。（箴言（箴言
21:23 21:23 ））

••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
子。（箴言子。（箴言18:21 1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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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言””
圣经新约的一段记载，再一次显示了语言的巨圣经新约的一段记载，再一次显示了语言的巨
大权能大权能::

•• 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耶稣进了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
说：说：““主啊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瘓病，躺在家里甚我的仆人害瘫瘓病，躺在家里甚
是疼苦。是疼苦。””耶稣说：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我去医治他。””百夫长百夫长
回答说：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
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
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去
!!’’他就去；对那个说：他就去；对那个说：‘‘来来!!’’他就来；对我他就来；对我
的仆人说：的仆人说：‘‘你作这事你作这事!!’’他就去作。他就去作。””耶稣耶稣
对百夫长说：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
成全了。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马太福马太福
音第音第88章章55——1313节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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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

•• 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18:1118:11））

这果子不仅仅是指话语的果效，文字也是话语这果子不仅仅是指话语的果效，文字也是话语
的果子，是记录语言的果子，是记录语言----““道道””的。请看甲骨的。请看甲骨
文文““字字””，文字的字。，文字的字。

••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
。。（（箴言箴言18:20 18:20 ））

““字字””原义乃是原义乃是““人子人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 ----由神而来。由神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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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信仰””

••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
据。据。（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1:111:1））

信信=   =   人人+   +   言言，也意味着心中所信的必须，也意味着心中所信的必须
用语言说出来，即口里必须要承认才能叫信。用语言说出来，即口里必须要承认才能叫信。

••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
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
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救。””（（罗马书罗马书10:910:9--
10 10 ））

那人的信究竟是什么呢？人当信仰什么呢？那人的信究竟是什么呢？人当信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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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信仰””

••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
来的。来的。（雅各书（雅各书1:171:17））

•• 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
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
界的。界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8:238:23））

••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2:3212:32））

而而““仰仰””字告诉我们，信仰是仰望得来的，要举字告诉我们，信仰是仰望得来的，要举
目向天上看。人们常常在地上寻找寄托，寻找目向天上看。人们常常在地上寻找寄托，寻找
各样的主义，偶像。其实信仰不在人间，那是各样的主义，偶像。其实信仰不在人间，那是
平视；不在地下，那是俯视；信仰本来在天平视；不在地下，那是俯视；信仰本来在天
上，要仰望才是。上，要仰望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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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信仰””

•• 神是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神是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
实拜祂。实拜祂。（约翰福音（约翰福音4:244:24））

•• 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箴言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箴言21:221:2））

而且这仰望乃是心灵里面的，不是外表的翘首仰而且这仰望乃是心灵里面的，不是外表的翘首仰
望。望。

正如篆书仰字正如篆书仰字 所启示的，你看屈身的人所启示的，你看屈身的人 + + 跪坐的跪坐的
人人 ，明明是俯首礼拜，用心灵和诚实仰望主的样子。，明明是俯首礼拜，用心灵和诚实仰望主的样子。

•• 耶稣说：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1:2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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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帝””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解：注解：““帝，王天下之号也帝，王天下之号也””，即天下最，即天下最

高主宰的称号。本指天地的主神。甲骨文写高主宰的称号。本指天地的主神。甲骨文写
作作 ，金文写作，金文写作 。。

甲骨文帝甲骨文帝 乃是大祭台的形像，用於祭拜天地间至乃是大祭台的形像，用於祭拜天地间至
高主神。甲骨文卜辞中，出土的含有高主神。甲骨文卜辞中，出土的含有““帝帝””字的字的
骨片达数百片之多，其中常有骨片达数百片之多，其中常有““帝不令风帝不令风”” ，，
““帝令不风帝令不风””的词句。从中可以看出，的词句。从中可以看出，““帝帝””有有
支配自然界的能力，人间沒有这样的帝，非主神支配自然界的能力，人间沒有这样的帝，非主神
上帝莫属。上帝莫属。

上古时代，祭拜主神乃上古时代，祭拜主神乃““天子之礼天子之礼””，只有地上的，只有地上的
最高统治者才能担当，所以后来最高统治者才能担当，所以后来““帝帝””又引申为又引申为
地上最高统治者的尊号，如皇帝。而主神则被尊地上最高统治者的尊号，如皇帝。而主神则被尊
称为称为““上帝上帝””，意思是在上的帝，即天上的最高，意思是在上的帝，即天上的最高
主宰，又称主宰，又称““皇天上帝皇天上帝””或或““天帝天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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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帝””
很多中国人以为很多中国人以为““上帝上帝””是外国人的神，其实，是外国人的神，其实，““上帝上帝””一一

词是地道的中国原产。只有中国有词是地道的中国原产。只有中国有““上帝上帝””一词，也只一词，也只
有中国人称神为有中国人称神为““上帝上帝””。。

中国人自古敬拜上帝，上帝乃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主神。中国中国人自古敬拜上帝，上帝乃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主神。中国
最古老的文献，如最古老的文献，如礼记礼记，，尚书尚书，，国语国语，，诗经诗经，，论语论语等都等都
有大量关於中国祖先敬拜上帝的记载。例如：有大量关於中国祖先敬拜上帝的记载。例如：

礼记礼记载：载：““祀帝於郊，祀帝於郊，……天子之礼也天子之礼也””。在郊外祭祀上帝，。在郊外祭祀上帝，
乃是天子必须遵循的礼仪。乃是天子必须遵循的礼仪。

尚书尚书载：载：““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上帝祝福善良的人，降祸给淫恶的人。还说：上帝祝福善良的人，降祸给淫恶的人。还说：““以敬事以敬事

上帝上帝””，就是要敬畏上帝，就是要敬畏上帝……

中国历代朝廷都要举行国家公祭，敬拜上帝，直到中国历代朝廷都要举行国家公祭，敬拜上帝，直到19111911年清年清
王朝覆灭。北京天坛至今仍高掛着王朝覆灭。北京天坛至今仍高掛着““皇天上帝皇天上帝””的牌匾。的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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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谛””

••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
者，便是聪明。者，便是聪明。（（箴言箴言9:109:10））

汉字汉字““谛谛””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真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真
谛，真理就是谛，真理就是““帝帝++言言””，帝之，帝之

言，上帝的话。神就是真理！言，上帝的话。神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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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父””

••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
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
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
的儿子。的儿子。（箴言（箴言3:113:11--1212））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后悔沒有听从你父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后悔沒有听从你父
亲的劝告？亲的劝告？ 所以，请记住这个画面：这就是所以，请记住这个画面：这就是
父，右手父，右手 拿着权杖拿着权杖 。。

父权神授，由不得你选择。爱你的，必定会管父权神授，由不得你选择。爱你的，必定会管
教你，这就是父亲。当然这也是神选择来庇教你，这就是父亲。当然这也是神选择来庇
护你，养育你，爱你的手。护你，养育你，爱你的手。

••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棄你母亲的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棄你母亲的
法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法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
链。链。（箴言（箴言1:8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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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灵””

••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
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
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这是我的爱子，我
所喜悅的。所喜悅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33：：1616--1717））

神是灵，沒有形体。但是，当看到金文神是灵，沒有形体。但是，当看到金文““灵灵””
字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歎於它的奇妙，就像字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歎於它的奇妙，就像

灵一样奇妙，好像造字的人见过圣灵似的灵一样奇妙，好像造字的人见过圣灵似的。。
灵字有三张口灵字有三张口 ：奇妙的圣父，圣子，：奇妙的圣父，圣子，
圣圣 灵三而一，一个口代表神格的一位。上灵三而一，一个口代表神格的一位。上
边的边的““雨雨”” 形像地表明灵是从天上浇灌下形像地表明灵是从天上浇灌下

来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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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灵””
••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
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
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別国的，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別国的
话来。话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2：：22--44））

圣灵常以气息，风，火，水等形式出现。圣灵常以气息，风，火，水等形式出现。

•• 耶稣站着高声说：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
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耶稣 这话是指着信这话是指着信
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77：：3737--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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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灵””

••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1：：88））

灵真的是很奇妙的！不管承认不承认有灵真的是很奇妙的！不管承认不承认有
灵，人们都希望自己比较灵，灵巧，灵，人们都希望自己比较灵，灵巧，
灵敏，灵活；希望自己有灵感，心有灵敏，灵活；希望自己有灵感，心有
灵犀一点通。灵犀一点通。

灵感就是被灵所感动。放眼人间优秀作灵感就是被灵所感动。放眼人间优秀作
品，无一不是灵感的结果！灵感从哪品，无一不是灵感的结果！灵感从哪
里来？奇怪的问题，灵感灵感，当然里来？奇怪的问题，灵感灵感，当然
是由灵感动得来，而不是从书本或任是由灵感动得来，而不是从书本或任
何其他的知识而来。何其他的知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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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
人的神采，神气是神所赐的，由內而外发出人的神采，神气是神所赐的，由內而外发出

的，是装不出来的。正如古的，是装不出来的。正如古““文文””字，字， 乃乃
是由心是由心 发出的光彩，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发出的光彩，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
现形式。后引申为外在装饰，如现形式。后引申为外在装饰，如说文说文所言所言
““错画也错画也””。。

人假装出来的神气是可以看得出来，那叫做装人假装出来的神气是可以看得出来，那叫做装
神弄鬼。就像现在所写的神弄鬼。就像现在所写的““文文””字，沒有了字，沒有了
心，心，““文过饰非文过饰非””，作表面功夫。，作表面功夫。

话说回来，虽然沒有人见过神，但要认识他卻话说回来，虽然沒有人见过神，但要认识他卻
很容易。因为他就在你心里，抬头观天，俯很容易。因为他就在你心里，抬头观天，俯
首看地，环顾四周，所有自然美好的东西都首看地，环顾四周，所有自然美好的东西都
有父神的影子。他们都是父神所造，为的是有父神的影子。他们都是父神所造，为的是
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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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
••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
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
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罗马书
11：：1919--2020））

19691969年，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的阿波罗年，第一个登上月球的的阿波罗1111号的宇航员阿姆号的宇航员阿姆
斯特朗和艾德林透过无线电在月球上向全世界朗诵了斯特朗和艾德林透过无线电在月球上向全世界朗诵了
圣经诗篇第八篇的诗句：圣经诗篇第八篇的诗句：

••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並你所陈设的月亮星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並你所陈设的月亮星
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
么，你竟眷顾他？么，你竟眷顾他？（诗篇（诗篇88：：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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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
神神 ，一道天地相通的，一道天地相通的SS形曲线，再加上伸向天地及形曲线，再加上伸向天地及

所有空间的旋形巨手，这就是金文画出的所有空间的旋形巨手，这就是金文画出的““神神””
字。取的是神创造天地之象，上主天，下主地，字。取的是神创造天地之象，上主天，下主地，

恢弘远大，凌驾於宇宙之上，又寄寓於万物之中。恢弘远大，凌驾於宇宙之上，又寄寓於万物之中。

甲骨文神字写作：甲骨文神字写作： ，篆书神字写作：，篆书神字写作： 。。 为神的为神的
手，手中间是手，手中间是 ——代表人，強调神是创造人的代表人，強调神是创造人的
主。后又加了代表神和祭祀的符号主。后又加了代表神和祭祀的符号——礻礻
““示示””，就成了现在所写的神字。，就成了现在所写的神字。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说““神，天神也，引出万物者也神，天神也，引出万物者也””。。

也就是说，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很显然，也就是说，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很显然，
古代中国官方所拜的真神单指那创造天地的主古代中国官方所拜的真神单指那创造天地的主
宰，而不是现在人们乱拜的所谓的宰，而不是现在人们乱拜的所谓的““神灵神灵””。。
除了创造天地的主，其它的都不能被称为神。除了创造天地的主，其它的都不能被称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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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天人””
•• 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创世记（创世记99：：66））

所以天字仿佛是人，其实不是人，乃是神的形像所以天字仿佛是人，其实不是人，乃是神的形像
的反映。的反映。

看金文人字看金文人字 ，人的标准像。奇怪，怎么是侧面，人的标准像。奇怪，怎么是侧面
像啊？沒错，就是侧面形像。知道为什么吗？像啊？沒错，就是侧面形像。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人字不用人的正面形像，而天字反而用为什么人字不用人的正面形像，而天字反而用
人的正面形像表示呢？因为天字实是神的形像人的正面形像表示呢？因为天字实是神的形像
的一种反映，而人字是取了天的一种反映，而人字是取了天——““神神””的侧面的侧面
形像。形像。

天天 ，仿佛人的正面形像。，仿佛人的正面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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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天人””

•• 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
的耶和华面前跪下。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诗篇诗篇9595：：66））

神所造的其他生物都是亚当给起的名字，惟独神所造的其他生物都是亚当给起的名字，惟独
人，是神亲自赐给的称呼和祝福。人，是神亲自赐给的称呼和祝福。

字表明了人是个有着神形像的人，一个知道敬字表明了人是个有着神形像的人，一个知道敬
拜神的被造物，这是人与所有动物不同的特拜神的被造物，这是人与所有动物不同的特
征！这才是真正人的形像。征！这才是真正人的形像。

•• 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
们，称他们为人。们，称他们为人。（（创世记创世记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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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天人””
““天生民，天生蒸民；天，为文，万物之主天生民，天生蒸民；天，为文，万物之主””
意思说，人是天所造的，上天乃是一切形体意思说，人是天所造的，上天乃是一切形体
和万物的主宰。和万物的主宰。毛诗正义毛诗正义注解说注解说““天皇大天皇大
帝，神之最尊者也，为万物之所宗，人神之帝，神之最尊者也，为万物之所宗，人神之
所主所主””，意即：天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始，意即：天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始
祖，也是人类和一切神灵的主宰。汉朝郑玄祖，也是人类和一切神灵的主宰。汉朝郑玄
在在史记史记注解中说得更直接了当：注解中说得更直接了当：““上帝者，上帝者，
天之別名也。神无二主。天之別名也。神无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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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天人””
而且中国所拜的天而且中国所拜的天——皇天上帝也是沒有形像的，这从中皇天上帝也是沒有形像的，这从中

国的天坛可以看出来。国的天坛可以看出来。

天坛，是古代帝王祭天的地方，几乎任何一座古都城都天坛，是古代帝王祭天的地方，几乎任何一座古都城都
有天坛。天坛里沒有偶像，祁年殿里一个偶像也沒有天坛。天坛里沒有偶像，祁年殿里一个偶像也沒
有，只在正中的一个神台上放着一个不足两尺的小木有，只在正中的一个神台上放着一个不足两尺的小木
牌，这就是天帝牌，这就是天帝——皇天上帝。这个小木牌几乎不被人皇天上帝。这个小木牌几乎不被人
们注意。在中国来说这是令人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中们注意。在中国来说这是令人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中
国到处都有偶像崇拜，即所崇拜的神都有所谓的神像国到处都有偶像崇拜，即所崇拜的神都有所谓的神像
法身，佛教里的释迦牟尼，道教里的太上老君，人人法身，佛教里的释迦牟尼，道教里的太上老君，人人
都有一个塑像，供大家跪拜。可是，惟独中国的最高都有一个塑像，供大家跪拜。可是，惟独中国的最高

神是沒有神像的！正是老子所谓：神是沒有神像的！正是老子所谓：““大象无形大象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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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天人””

与圣经中所启示的父神耶和华一样，中国先祖也称所拜与圣经中所启示的父神耶和华一样，中国先祖也称所拜
的天神上帝为的天神上帝为““父父””。。周易周易说：说：““干，天也，故称乎干，天也，故称乎
父父””。人人都是天之子。人人都是天之子----神的孩子。后来，神的孩子。后来，““天子天子””
名分被皇帝所专权独佔。名分被皇帝所专权独佔。

•• 从来沒有人看见神。从来沒有人看见神。（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1：：1818））

••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申命记（申命记55：：88））

•• 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
，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沒有，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沒有
看见什么形像。看见什么形像。（申命记（申命记44：：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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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

神把全天下都给了人，人卻只看见自己在他面前俯身低神把全天下都给了人，人卻只看见自己在他面前俯身低
首的样子！骄傲不满，自高自大，甚至以为自己首的样子！骄傲不满，自高自大，甚至以为自己 ““人人””
张开双臂就能成为大张开双臂就能成为大 ““神神””！就是王！多么无知，多！就是王！多么无知，多
么有限，多么可怜啊！么有限，多么可怜啊！

••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
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创世记11：：2828））

•• 使万物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腳下。，都服在他的腳下。（诗篇（诗篇
88：：66--88））

神让人神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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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

画面形像惟妙惟肖。尊荣耶和华是福气的开始，尊荣耶画面形像惟妙惟肖。尊荣耶和华是福气的开始，尊荣耶
和华的人是有福的。这是真正的福。和华的人是有福的。这是真正的福。

后人篡改了这一美好画面，把奉献给神的鬲后人篡改了这一美好画面，把奉献给神的鬲 改为改为
““一口田一口田””，去掉了虔敬献上的双手，去掉了虔敬献上的双手 。。

可怜哪！不再尊荣神，只守着一口田，这是什么样的福可怜哪！不再尊荣神，只守着一口田，这是什么样的福
气呢？！气呢？！

•• 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尊荣耶和华（箴言（箴言33：：99））

中国人最喜欢的中国人最喜欢的““福福””字字 ，右边是示，代，右边是示，代
表神；左边则是双手表神；左边则是双手 献上盛满祭品的献上盛满祭品的
鬲鬲 ““一种祭祀用器皿一种祭祀用器皿””。观其形即可。观其形即可
知，知， 福就是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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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富””

这节经文的前一句就是这节经文的前一句就是““福福””的原义，后一句就是的原义，后一句就是
““富富””的原义。富是福的结果之一，是尊荣耶和华的原义。富是福的结果之一，是尊荣耶和华
的结果，是神所赐的。的结果，是神所赐的。

••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
，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
酒盈溢。酒盈溢。（箴言（箴言33：：99--1010））

富富 的原义观其形即可知，乃是一幅的原义观其形即可知，乃是一幅 ““仓仓
房房 有余有余””，， ““酒榨盈溢酒榨盈溢”” 的图画，指的图画，指
的是充足有余。后人同样改的是充足有余。后人同样改 为富，即为富，即
““家有一口田家有一口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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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富””

现在可好，人的眼里只有现在可好，人的眼里只有 ““一口田一口田””，把，把
““一口田一口田””视为理想，视为视为理想，视为““富富””和和““福福””
的根本。不知相对於上古先祖是进化还是退的根本。不知相对於上古先祖是进化还是退
化了。不过无论如何简化，好在化了。不过无论如何简化，好在““福福””字还字还
是保留了是保留了 礻旁，知道只有神护佑之下的生礻旁，知道只有神护佑之下的生
活才是有福的。活才是有福的。

•• 耶和华所赐的福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使人富 足，足，
並不加上忧虑。並不加上忧虑。（箴言（箴言1010：：2222））



6262

““有有””
传统上以为甲骨文有字传统上以为甲骨文有字 就是牛头的形就是牛头的形

像，以牛头会所有之义，即有牛就是像，以牛头会所有之义，即有牛就是
有，就是富有。有，就是富有。

这很合小富即安，小农意识的心理需要。这很合小富即安，小农意识的心理需要。
实在是后人的误解，以讹传讹的结果。实在是后人的误解，以讹传讹的结果。
就如就如““富富””和和““福福””字中的那字中的那““一口田一口田””。。

因为，因为，““有有””实在不是拥有某个东西那么简单，乃是一实在不是拥有某个东西那么简单，乃是一
个与个与““无无””相对的概念，代表着相对的概念，代表着““存在存在””。甲骨文。甲骨文““有有””
字不是牛，而是神的荣耀字不是牛，而是神的荣耀 与代表光含义的与代表光含义的““一一””的的
组合，代表神。组合，代表神。

我们信神的先祖透过我们信神的先祖透过““有有””字清楚的传达了一个神的属字清楚的传达了一个神的属

性：神就是有。性：神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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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

而万有都是神造的：而万有都是神造的：

•• 神对摩西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我是自有永有的。””
（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3：：1414））

•• 万物是借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样不是借万物是借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样不是借
着祂造的。着祂造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1：：33））

•• 万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归於祂。万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归於祂。（（罗马书罗马书1111

：：3636））

当然，一切的所有，拥有，富有，也都在神的手中。当然，一切的所有，拥有，富有，也都在神的手中。
神是实在的，一切的好处都在他里边。神是实在的，一切的好处都在他里边。

•• 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诗篇1616：：22））

••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祂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借着祂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哥哥
林多后书林多后书11：：2020））



6464

““牛牛””
不仅汉字里指代神的不仅汉字里指代神的 字符和字符和 字字
符，常被人与牛字符符，常被人与牛字符 相混淆。在相混淆。在
现实中，人也很容易以牛为偶像代现实中，人也很容易以牛为偶像代
替真神。在圣经出埃及记记录有以替真神。在圣经出埃及记记录有以
色列人造金牛犊为偶像代表神，可色列人造金牛犊为偶像代表神，可
以间接说明这一问题。当时，以色以间接说明这一问题。当时，以色
列民的领袖摩西上山见神四十天：列民的领袖摩西上山见神四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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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牛””
•• 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
里，对他说：里，对他说：““起来起来!!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
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
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亚伦对他
们说：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
，拿来给我。，拿来给我。””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
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
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们就说：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耶和华杀百耶和华杀百
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作了牛犊。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作了牛犊。（出埃（出埃
及记及记3232：：11--4,28,354,28,35））



6666

““样样””
一代一代过去了，在人的罪性中，人类迷失一代一代过去了，在人的罪性中，人类迷失

了。甚至不知道我们作为了。甚至不知道我们作为““人人”” 到底应该到底应该
是什么样的？何为人？人活着为了什么？是什么样的？何为人？人活着为了什么？

•• 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诗（诗
篇篇14:314:3））

•• 沒有义人，连一个也沒有。沒有义人，连一个也沒有。（（罗马罗马
书书3:103:10））

若不是神子耶稣道成肉身，甘心被掛在十字架上成为人若不是神子耶稣道成肉身，甘心被掛在十字架上成为人
类的替罪羔羊，人早就被神的公义毀灭一万次了。还类的替罪羔羊，人早就被神的公义毀灭一万次了。还
记得挪亚时候的洪水吗？只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用火记得挪亚时候的洪水吗？只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用火
来审判世界。来审判世界。

••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3:2,4:173: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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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样””

••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实，溫柔，节制实，溫柔，节制……((加拉太书加拉太书5:225:22--2323))

既要人悔改，神就给我们树立了为人的榜样。既要人悔改，神就给我们树立了为人的榜样。
那就是耶稣。那就是耶稣。

•• 从来沒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从来沒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
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约翰福约翰福
音音1:181:18））

•• 祂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祂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
体的真像。体的真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31:3））

道成了肉身，在地上为人三十余年，既在十字架上成为我道成了肉身，在地上为人三十余年，既在十字架上成为我
们的替罪羔羊，也在地上为我们树立了为人的最高标准们的替罪羔羊，也在地上为我们树立了为人的最高标准
和榜样。那就是和榜样。那就是““神羔羊的样式神羔羊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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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样””
这是圣经启示的，也是汉字榜样的这是圣经启示的，也是汉字榜样的““样样””，，

样式的样式的““样样””所要告诉我们的。所要告诉我们的。

•• 这生命水的河这生命水的河 〔永〕〔永〕……从神和从神和
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边有生命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边有生命
树树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启示录启示录22:122:1--2)2)

羔羊耶稣羔羊耶稣 是我们的永生之水是我们的永生之水 ““永永””，也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
生命之树。生命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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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
如前所述，如前所述， 羊＋羊＋ 我我 =  =  义（甲骨义（甲骨
文文))，因为神羔，因为神羔““羊羊””的义遮盖的义遮盖
““我我””，替代我的罪，使我得以成为，替代我的罪，使我得以成为
““义义”” （美善（美善))。。““美美””字也是如此。字也是如此。

美的本意也是义，好，善的意思。同样美的本意也是义，好，善的意思。同样
是羔羊是羔羊 盖人盖人 ，， 羊＋羊＋ 人人=    =    
美。此处的美。此处的 乃是乃是““人人””，而非，而非““大大””
的意思。並非羊大为美，而是人因羔的意思。並非羊大为美，而是人因羔
羊的遮盖、替罪而成为美善。羊的遮盖、替罪而成为美善。国国
语．晉语语．晉语““彼将恶始而美终彼将恶始而美终””的美就的美就
是美善的意思。是美善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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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善””
““善善”” 也是义也是义——美好的意思。羔羊美好的意思。羔羊 ＋＋

((双言双言)   )   ，即羔羊，即羔羊 盖盖““言言”” 。也就。也就
是说人口中的言语因羔羊的遮盖，替罪而是说人口中的言语因羔羊的遮盖，替罪而
被神视为美好，吉祥（的话），蒙神垂被神视为美好，吉祥（的话），蒙神垂
听，悅纳。听，悅纳。

••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
向父〔神〕求什么，祂必因我〔神向父〔神〕求什么，祂必因我〔神
羔羊耶稣〕的名赐给你们。羔羊耶稣〕的名赐给你们。””（约（约
翰福音翰福音16:2316:23））

••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羔羊〕，常常以颂讚为我们应当靠着耶稣〔羔羊〕，常常以颂讚为
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
子。子。（（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3:15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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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善””
义，美，善，这些美好的字眼，都在讲述着一义，美，善，这些美好的字眼，都在讲述着一

个伟大的真理：羔羊耶稣，神的赦罪之道：个伟大的真理：羔羊耶稣，神的赦罪之道：

••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
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约翰福音3:163:16））

汉字里马牛等牲畜都是在字形的下边或旁边，表示牠是汉字里马牛等牲畜都是在字形的下边或旁边，表示牠是
供人驱策的。而独有羔羊被高举。这是汉字里极大的供人驱策的。而独有羔羊被高举。这是汉字里极大的
奧祕。因为神羔羊耶稣乃是被神所高举。奧祕。因为神羔羊耶稣乃是被神所高举。

•• 神且用右手将祂高举，叫祂作君王，作救主神且用右手将祂高举，叫祂作君王，作救主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5:31 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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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
•• 我〔羔羊耶稣〕就是道路，真理，我〔羔羊耶稣〕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借着我，沒有人能到父生命，若不借着我，沒有人能到父
那里去那里去（（約翰福音約翰福音14:6 14:6 ））

这不仅是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也是神透过汉字这不仅是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也是神透过汉字““达达
””要告诉我们的。要告诉我们的。

达达 ，通也，引申为到达，达到的意思。，通也，引申为到达，达到的意思。 其中赫然有一其中赫然有一
只羔羊只羔羊 在。在。 是道路，是道路， 是止是止““腳腳””，指向羔，指向羔
羊羊 ，， 也是止，同样指向羔羊也是止，同样指向羔羊 。神羔羊耶稣是人。神羔羊耶稣是人
（（ ，， ）通往神的唯一道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 。不管从哪个方向。不管从哪个方向
来，人的腳来，人的腳 ，， 都必须跟随着羔羊都必须跟随着羔羊 才能到达。才能到达。

只有借着神羔羊耶稣的义，人才能到达神那里，蒙神悅只有借着神羔羊耶稣的义，人才能到达神那里，蒙神悅
纳，得着永生。纳，得着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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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赐””
圣经一再強调，上帝的救恩圣经一再強调，上帝的救恩——永生是上帝给信永生是上帝给信

神之人的恩典，赏赐，是人白白得来的。而神之人的恩典，赏赐，是人白白得来的。而

金文金文““赐赐””字，正是这意思。字，正是这意思。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说：““赐，予也赐，予也””意思说赐就是给。意思说赐就是给。
这个字造得很妙，下边这个字造得很妙，下边““贝贝””代表财富，上代表财富，上
边边““易易””为一只飞鸟。赐就是天上飞来的宝为一只飞鸟。赐就是天上飞来的宝
贝。白白的给予，白白的得来，是神的恩典。贝。白白的给予，白白的得来，是神的恩典。

••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
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
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各书雅各书1:161:16--
17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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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永””
永永 =   =   上＋水，上＋水， 是是““上上””的意思。所以的意思。所以““永永””就是就是

上边来的水，天上的水。永生来自於天上，是由神而上边来的水，天上的水。永生来自於天上，是由神而
来的生命之水。我们眼目可见的从天上而来的水，有来的生命之水。我们眼目可见的从天上而来的水，有
雾，雨，雪，雹等形式，有气，液，固三种状态。我雾，雨，雪，雹等形式，有气，液，固三种状态。我
们並沒有因此得永生。永生之水显然不是指这些。们並沒有因此得永生。永生之水显然不是指这些。

什么才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之水呢？什么才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之水呢？

•• 耶稣回答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
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要在他里面成为面成为
泉源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直涌入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约翰福音4:134:13--1414））

••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
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约翰福
音音7:377:37--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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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泉源””
甲骨文甲骨文 泉泉=  =  穴＋穴＋ 示＋示＋ 水。水。 是是““示示””的的

一种写法，代表神。一种写法，代表神。““泉泉””的篆文则直接写的篆文则直接写
作作 ，表明泉水乃从神而来。，表明泉水乃从神而来。

““源源””字在甲骨文写作字在甲骨文写作““原原”” =  =  ＋＋ 泉。泉。

为人形遮盖，代表神。为人形遮盖，代表神。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说：说：““原，水泉本也原，水泉本也””。即水之源头。即水之源头
与根本的意思。与根本的意思。

•• 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
棄我这活水的泉源棄我这活水的泉源……（（耶利米书耶利米书2:132:13））

•• 我所赐的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面成为泉源，，
直涌入永远的生命直涌入永远的生命。。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4:1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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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耶稣””
““耶稣耶稣””这名字希伯来文原义是这名字希伯来文原义是““耶和华拯耶和华拯

救救””的意思，是神赐给人的最宝贵名字！的意思，是神赐给人的最宝贵名字！

••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
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腓利比书（腓利比书2:102:10））

••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
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约（约
翰福音翰福音14:1314:13））

这神圣的名字告诉我们，耶稣他自己就是神这神圣的名字告诉我们，耶稣他自己就是神
赐给人类的永生。赐给人类的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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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耶稣””
甲骨文甲骨文““耶耶””字字 最明显的就是最明显的就是 耳朵，简耳朵，简

化字化字““耶耶””则干脆就由两只耳朵构成。启则干脆就由两只耳朵构成。启
示我们祂是聆听祷告的神。示我们祂是聆听祷告的神。

••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
们的祈祷。们的祈祷。（彼得前书（彼得前书3:123:12））

••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马太福
音音11:1511:15））

•• ““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
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马太马太
福音福音11:1511:15））



7878

““耶稣耶稣””
稣稣 = = 鱼＋禾，全都是人可吃的食粮！鱼＋禾，全都是人可吃的食粮！

•• 耶稣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
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
远不渴。远不渴。””（约翰福音（约翰福音6:356:35））

••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
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
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
命所赐的。命所赐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6:516:51））

••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並且认识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並且认识你
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7: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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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香港资料来源：香港【【翼报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