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 ⼗⼆⽉22⽇ 

聖誕節特別講章⼀: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2 分鐘

經⽂
創世記3:15節:「我⼜要叫你和女⼈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的後裔
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以賽亞書9:6節:「因有⼀嬰孩為我們⽽⽣, 有⼀⼦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
奇妙(Wonderful), 策⼠(Counsellor), 全能的上帝(The mighty God), 永在的⽗(The everlasting 
Father), 和平的君(The Prince of Peace)。」

前⾔
世上最安穩的⼼莫過於有信仰的⼼,  ⼈本性就愛慕虛榮, 愛吹捧⾃⼰, 故⼈的⼼經常是浮誇不安
的, 抹去⼈的虛榮唯信仰也。⼀個沒有信仰的⼈, 他的⼼如同裝著風的空瓶, 沒有喜樂, 僅能靠
著表⾯⼯夫往前⾏; ⼀個有信仰的⼈則不同, 他有永不終⽌的喜樂, 直到親眼看⾒基督。

三⼤信經論聖靈感孕之基督的⽣
我們的信仰可以三⼤信經作為總述, 其中論基督的降⽣如下:
使徒信經 (The Apostles' Creed):「我信我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獨⽣⼦, 因聖靈感孕, 由童貞女
⾺利亞所⽣,...。」 
尼⻄亞信經 (The Nicene Creed):「我信獨⼀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獨⽣⼦, ...主為要拯救我們世
⼈, 從天降臨, 由聖靈感孕童貞女⾺利亞, 取著⾁⾝, 並成為⼈。」 
亞他拿修信經 (The Athanasian Creed):「再者, 為求得永恆的救贖, 他亦必須篤信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成為⼈⾝。依真正信仰, 我們宣認上帝之⼦-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祂是上帝, ⼜是⼈; 祂是
上帝, 與聖⽗同體, 被⽣於諸世界之先; 祂是⼈, 與祂的⽣⺟同屬⾁體, 在這世界誕⽣。」

指明末後的事
聖靈感孕童貞女⾺利亞這件事不是在感孕當時才發⽣, 早在亞當和夏娃還在伊甸園, 他們兩位
還沒有⽣下該隱之前, 或說⼈類尚未有後裔之前, 上帝就已經指明這事必發⽣。所有⼈的⽣或
在期望中, 或在意外中, 或在⺟體不⾃願的情況下⽽⽣, 唯基督的降⽣是出於上帝。上帝甚⾄以
這作為⾃顯祂是上帝的記號, 說:「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 從古時⾔明未成的事, 說, 我的籌算
必立定, 凡我所喜悅的, 我必成就。」(賽46:10) 

辨別假神
上帝得指明末後事的⾃啟也是祂斥責假神是假神的基礎, 請⼤家讀以賽亞書41:21-23節。上帝
說完這幾節的話之後, 便說假神屬乎虛無, 牠們的作為也屬乎虛空, 並且也說, 那選擇假神的是
可憎惡的(⾒賽41:24)。上帝因此說:「以⾊列的君, 以⾊列的救贖主, 萬軍之主如此說,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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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 我是末後的, 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賽44:6) 知此, 那些愛說預⾔的牧師傳道和基督徒
有災禍了!

女⼈的後裔
上帝在伊甸園說出⼀句關於⼈後裔的話,「我⼜要叫你和女⼈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的後裔
也彼此為仇; 女⼈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創3:15) 這句話是對引誘夏娃的蛇
說, ⽽不是對犯罪的亞當說的, 因爲罪從⼀⼈(亞當)入了世界後, 魔⿁就成了世界的王(羅5:12a; 
約16:11a), ⽽這女⼈的後裔將要降⽣在這有罪的世界裏。當女⼈的後裔-基督耶穌真的降⽣了, 
我們就知魔⿁雖為世界的王, 但牠卻毫無能⼒阻⽌這事。女⼈的後裔不僅僅降⽣⽽已, 他還要
傷這世界的王的頭, 這告訴我們, 上帝⼀旦拉起以這女⼈的後裔為中⼼的救恩的線之後, 沒有任
何位格有能⼒剪斷這條線。

資深基督徒不喜談女⼈的後裔
知此, 有智慧的基督徒就當緊緊地抓住這條線, 鬆⼿不可, 然事實卻令⼈唏噓。創世記3:15節是
每⼀基督徒都可以朗朗上⼝, 倒背如流的⼀節聖經, 但並不是每⼀個基督徒都喜愛這節聖經, 知
道如何解釋這節聖經。事實顯明, 越資深的基督徒(包括牧師傳道)越不愛傳講這節聖經, 因為其
中要解決的神學難題的深度與廣度常常超過這些基督徒的負荷。諸如, 上帝在何時定下這女⼈
的後裔, 在亞當犯罪之後, 還是之前? 若是之後, 上帝對亞當的可能犯罪則有所不知; 若是之前, 
上帝為何不阻⽌亞當的犯罪? 這女⼈的後裔的⼈性從何⽽來? 這些疑問不因基督徒變得資深後
便不存在, 因為他需要引導有這些疑問的年輕基督徒。是故, 基督徒年輕時, 或信主不多時, 總
得多⼈的諒解, 然年歲漸長, 信主多時之後, 解釋這節經⽂的意義若還是處在年輕時的⽔準, 他
將無地⾃容, 最後只有住嘴不講。 

基督徒拒絕傳講創世記3:15節已然減損他是上帝兒女的尊貴位份。我們知道, 掌管⼈類未來的
是上帝, 有資格知道這未來事的當然是上帝所揀選的兒女, 就如有資格知道公司未來發展的是
董事長最內圈的核⼼成員, 這些⼈是享有特權與榮耀的⼀群⼈。再者, 就世界⼈⼝的比例來計, 
上帝所揀選的兒女是少數的⼀群, 正如公司核⼼成員在公司裏也是少數的。

上帝對亞當的啟⽰淺
我順便問各位⼀個問題: 論智商, 理解⼒, 創造⼒等等, 亞當是不是處在⼈類最⾼層次? ⼀個對
⽣命冷淡, 對週遭事物無興致, 不愛妻⼦夏娃的⼈, 活得越長, 越痛苦, 然亞當卻活了930歲, 那
麼, 讓亞當活下去的動⼒是怎樣的動⼒? 雅各1:15節說:「私慾既懷了胎, 就⽣出罪來; 罪既長成, 
就⽣出死來。」論罪性的深淺, 後代⼈類之罪性是不是比亞當更加嚴重, 但為何上帝對這樣的
亞當卻僅說了創世記三章17-19節等三節的話, 沒有提及任何關乎基督的事, 讓聰明的亞當可以
教導他的兒女們有關基督艱深難懂的事? 我們看到, 上帝卻對數千年後的以賽亞啟⽰以賽亞書
9:6節之語, 這時候的⼈的罪越加成熟, 魔⿁試探⼈的伎倆越發陰險。

這告訴我們兩件事: ⼀是, 沒有⼈可以罪作為託辭, 假藉⾃⼰受世界污染過深⽽迴避對女⼈的後
裔的認識。另⼀是, 亞當在極尊貴時卻選擇背叛上帝的命令, 上帝不再給他與救贖主有份的機
會。今⽇在教會中有極⼤尊榮的主任牧師亦然, 不在尊貴地位中傳講主耶穌基督, 上帝就不再
感動他傳講之, 這樣的牧師的⼀⽣傳道沒有基督的信息在其中。

挪亞的危機
我們繼續講下去, 上帝預⾔女⼈後裔的降⽣的第⼀次危機顯在挪亞時代, 因為上帝「5⾒⼈在地

上罪惡很⼤, 終⽇所思想的盡都是惡,6主就後悔造⼈在地上, ⼼中憂傷。」(創6:5-6) 這乃是因
為墮落的天使不守⾃⼰不嫁不娶的本位(太22:30; 猶6), 強娶⼈美貌的女⼦為妻(創6:2), 並且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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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有數代⼦孫之久(創6:3)。這也讓我們看到魔⿁的⼼毫無⼀絲憐憫, 牠為了破壞上帝對牠的預
⾔, 牠的⾃私寧可毀滅整個⼈類也在所不惜。

希伯來書第11:7節論挪亞時說到:「挪亞因著信, 既蒙上帝指⽰他未⾒的事, 動了敬畏的⼼, 豫備
了⼀隻⽅⾈,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也承受了那從信⽽來的義。」挪亞的
信⼼是有⾏動的信⼼, 然挪亞造⽅⾈的⾏動必然遭受到他的同胞異樣的眼光, 甚⾄霸凌, 嘲諷, 
以及恥笑。當時的挪亞如何, 今⽇“因著信”的基督徒亦必如何; 有的牧師因看到改⾰宗系統教會
⼈數甚少於靈恩派教會, 故說改⾰宗路線是條死路。

亞伯拉罕的危機
第⼆次危機則顯在亞伯拉罕⾝上, 因為上帝與亞伯拉罕立約, 萬國都必因他得福(創22:17,18; 加
3:8c), 但上帝卻要亞伯拉罕獻上他獨⽣的兒⼦-以撒。上帝下的這道命令與他賜福亞伯拉罕的
話彼此是相衝突的, 因為以撒⼀死, 亞伯拉罕就沒有後嗣, 沒有後嗣也就沒有萬國的存在, 所謂
萬國得福就是空話。上帝的命令將亞伯拉罕放在⼀個前所未有的試驗中, 先前沒有任何事例可
作為亞伯拉罕的參考, 然亞伯拉罕抓住了⼀個事實就是, 上帝誠實的本性, 說的話必真。上帝說
萬國都必因亞伯拉罕得福, 這是真的, 也說, 獻上以撒, 這也是真的, 亞伯拉罕經其悟性思想之
後, 這兩件事同為真的唯⼀可能就是, 以撒的死必然是暫時的, 他若死, 必死裏復活, 萬國將因這
死裏復活的以撒得福。

亞伯拉罕遇⾒基督
命令亞伯拉罕獻上他的獨⽣兒⼦-以撒的不是別⼈, ⽽是基督。基督以主的使者之名從天上呼叫
亞伯拉罕, 告訴他說:「你不可在這童⼦⾝上下⼿, ⼀點不可害他,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
了, 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 就是你獨⽣的兒⼦, 留下不給我。」(創22:12)(注意紅字) 基督在地
上時對猶太⼈說:「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 既看⾒了就快樂。」(約
8:56)(注意紅字)

當然, 爾後開展的舊約歷史並不是順遂平安, ⽽是危機重重, 上帝就在這樣的動亂中, 親⾃穩住
祂所拉的救恩的線, 使基督的家譜從亞當⽽降, 從未斷代過。

女⼈的後裔何時出現?
舊約並沒有說上帝預⾔之女⼈的後裔何時出現, 只寫出基督來的徵兆為何。彌迦書5:2節說:
「伯利恆、以法他啊! 你在猶⼤諸城中為⼩, 將來必有⼀位從你那裡出來, 在以⾊列中為我作掌
權的, 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瑪拉基書3:1節寫說:「萬軍之主說:『我要差遣我的使
者在我前⾯預備道路, 你們所尋求的主, 必忽然進入他的殿, 立約的使者, 就是你們所仰慕的, 快
要來到。』」新約的保羅以⼀句話總結基督何時來, 他說:「及⾄時候滿⾜, 上帝就差遣祂的兒
⼦, 為女⼦所⽣, 且⽣在律法以下。」(加4:4) 這個“時候滿⾜”表⽰時間的掌控權在上帝的⼿中。

新約聖經亦以徵兆指出基督第⼆次來時的教會景況, 基督說:「36但那⽇⼦, 那時辰, 沒有⼈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惟獨⽗知道。37挪亞的⽇⼦怎樣, ⼈⼦降臨也要怎樣。38

當洪⽔以前的⽇⼦, ⼈照常喫喝嫁娶, 直到挪亞進⽅⾈的那⽇,39不知不覺洪⽔來了, 把他們全都
沖去。⼈⼦降臨也要這樣。」(太24:36-39) 保羅以⼀句話總結基督何時來, 他說:「2b主的⽇⼦
來到, 好像夜間的賊⼀樣,3⼈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 災禍忽然臨到他們, 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
⼈⼀樣。他們絕不能逃脫。」(帖前5:2b-3) 既然聖經沒有確切地指出基督來的⽇期, 我們就不
可對基督何時來任意妄⾔。

女⼈的後裔出⽣在何樣的家庭?
這女⼈的後裔出⽣在何樣的家庭? 關於這個問題, 上帝展現出祂⾼明的欺敵戰術, 祂對蛇說:
「我⼜要叫你和女⼈彼此為仇。」這什麼意思? ⼀個有能⼒與魔⿁相抗衡的⼈必然是有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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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 站在⼈前, 出師有名的⼈, 故魔⿁聽了上帝這句話必特別留⼼權貴家族的成員狀態。歷
史也顯明蒙上帝揀選的盡都是王, 亞伯拉罕是王, 摩⻄是王, ⼤衛是王。上帝還特別對⼤衛說:
「13他(所羅⾨)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堅定他的國位, 直到永遠。14我要作他的⽗, 他要作我
的⼦；他若犯了罪, 我必⽤⼈的杖責打他, ⽤⼈的鞭責罰他。」(撒下7:13-14) 也啟⽰先知以賽
亞說這女⼈的後裔的特質, 參以賽亞書9:6節這更確定這女⼈的後裔必出於王族之家。

耶穌⽣在王族之家是不錯的, 因⾺利亞是⼤衛的兒⼦-所羅⾨的後裔, 約瑟是⼤衛的兒⼦-拿單的
後裔。保羅對羅⾺教會說:「論到祂兒⼦-我主耶穌基督, 按⾁體說, 是從⼤衛後裔⽣的。」(羅
1:3) 對提摩太說:「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衛的後裔, 他從死裏復活, 正合乎我所傳的福
⾳。」(提後2:8) 但, 這約瑟與⾺利亞這兩位⼤衛的後裔卻不是顯赫的貴族, ⽽是在社會低下階
層的貧⺠。由於這對夫妻的卑微, 伯利恆住店的東家不願意安排騰出⼀間房, 反催促他們住在
⾺槽, 即便⾺利亞即將臨盆, 店家也不⼼⽣憐憫。

魔⿁萬萬沒想到這位要傷牠的頭,「要將⾃⼰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的君王居然會⽣在毫不
起眼, 毫無社會地位的約瑟家裏, 且長在被⾃⼰⺠族鄙視的拿撒勒城。及⾄耶穌傳道時, 魔⿁還
是不敢相信這位穿布衣的耶穌就是上帝的兒⼦, 因⽽以“你若是上帝的兒⼦”的起頭語來試探他, 
魔⿁若真知道耶穌是上帝的兒⼦, 牠是不敢試探耶穌的, 因為⿁魔信上帝只有⼀位, 但牠信的卻
是戰驚(雅2:19)。

東⽅來的博⼠(Magos)
耶穌的降⽣不僅出乎魔⿁意料之外, 也出於猶太⼈的意料之外。耶穌降⽣時, 東⽅的博⼠蒙天
上⼀顆星的引導(路2:2), 尋⾒⽣在⾺槽裏的耶穌。⾺太記他們「進了房⼦, 看⾒⼩孩⼦和他⺟
親⾺利亞, 就俯伏拜那⼩孩⼦, 揭開寶盒, 拿黃⾦, 乳香, 沒藥為禮物獻給他。」(太2:11) 我們需
暫時停在這裏想⼀想這些東⽅博⼠那時看到耶穌和⾺利亞的反應, 因為天上明亮的星與地上污
穢的⾺槽兩者是不對等, 不匹配的。

試想, 若你是東⽅博⼠的⼀員, 看盡了天下事(這是博⼠之意), 當看到躺在污穢不堪的⾺槽的耶
穌, 你會相信這嬰孩就是⽣下來作猶太⼈之王(路2:2)嗎? 他們難道不會彼此先議論⼀番, 甚⾄遲
疑地是否把⾃⼰看為貴重, 放在寶盒裏的黃⾦, 乳香, 沒藥等為禮物獻給這嬰孩? 請注意, 耶穌
出⽣的樣絕不會像諸⽂藝復興所畫那般乾淨純潔樣, 因為童貞女⾺利亞按照⼀般⽣⼦過程, 懷
胎⼗⽉, 並當產期到了就⽣下耶穌來, 新⽣兒從⺟親的⼦宮與陰道出來時, ⾝上覆著有⺟親的⽺
⽔和微⾎管破裂的⾎。

嬰孩耶穌顯在東⽅博⼠的樣必定與他們原先設想的樣⼤不相同, 那我們如何解決他們誠然獻上
貴重禮物的疑難? ⾺太記「(他們)看⾒⼩孩⼦和他⺟親⾺利亞」解決了這事, 因為嬰孩耶穌與
⾺利亞兩者呈現出強烈的對比。嬰孩耶穌內裏的神性所顯出的神韻與氣質⼤異於地上其他嬰
孩, 嬰孩耶穌與平凡無奇的⾺利亞同框更顯出他的非凡⽣命。

⾺太還記,「在東⽅所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 直⾏到⼩孩⼦的地⽅, 就在上頭停住
了。」(太2:9) 星體發光是輻射性的向四⾯照去, 東⽅博⼠不可能藉由天上發散的光⽽具體知道
嬰孩耶穌所在何處, 故所謂“就在上頭停住了”意味著東⽅博⼠就近⾺槽時, 這星必有⼀道聚焦之
光照向⾺槽裏的嬰孩耶穌, 使之⼩⼩⾯容散發出屬天的光芒, 讓東⽅博⼠易於辨認出來。⾝穿
華麗衣服的博⼠看到粗布裹⾝的耶穌⽽獻上貴重的禮物, 他們的信⼼若不是從上頭來的, 絕不
可能。這亦告訴我們, ⼈在認識基督的事上永遠處於被動的地位, 那些凡可接待基督的⼈皆出
於上帝的引導, 上帝⾃⼰選召祂的兒女。約翰說:「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 祂就賜他們權
柄, 作上帝的兒女。」(約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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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的店家
那將⼤腹便便的⾺利亞推向⾺槽的店家可說是世上最可憐的⼈, 他失去了世界第⼀個⼈接待耶
穌的機會, 他的缺乏憐憫與疏忽被聖經列入臭名⼀類。反觀東⽅的博⼠, 他們的順服卻成為接
待耶穌的第⼀群⼈, 他們不吝惜⾃⼰看為貴重的擁有⽽獻給耶穌, 被聖經列入美名⼀類。須知, 
無論是得臭名的店家或是得美名的東⽅博⼠, 我們每年都會記念他們⼀次, 罵上店家⼀次, 感謝
東⽅博⼠⼀次。對耶穌的做與不做產⽣的結果就是天堂與地獄之別。

嬰孩耶穌與嬰孩該隱
請問各位, 若比較嬰孩耶穌的樣與嬰孩該隱的樣, 何者較為榮耀? 兩者皆誕⽣在有罪的世界裏, 
就產⼦環境與⽣⾝⽗⺟⽽論, 嬰孩該隱當比嬰孩耶穌俊美許多, 然嬰孩該隱卻受到其⽗⺟罪性
的影響, 有著罪樣, 但嬰孩耶穌卻是聖靈感孕⽽毫無罪樣。由嬰孩耶穌與嬰孩該隱兩者比較更
可確認基督的⼈性必然是先存的。⾺利亞在污穢的⾺槽分娩, ⺟體與新⽣兒兩者皆容易因衛⽣
不佳⽽受到感染, 但耶穌和他的⺟親⾺利亞卻安然渡過這樣的危險, 這即表⽰耶穌雖道成了⾁
⾝, 但他依舊是上帝, 基督虛⼰並不意謂著他沒有神性, 他的神性護衛⾺利亞的⺟體, ⽽聖靈也
必保守耶穌和⾺利亞免於病菌的侵襲。

基督是星體的主
東⽅的博⼠靠著星象來找耶穌, 這是上帝對其特殊的作為, 在歷史上是唯⼀的, 就如約書亞時之
⽇頭停留, ⽉亮⽌住的⼀⽇(書10:12-14), 或如希⻄家王時之亞哈斯的⽇晷向前進的⽇影往後退
了⼗度(王下20:1-11), 均是不再重複的事。今⽇, 我們有了整本聖經, 就當以聖經來⾒證基督。
保羅題到「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弗6:12), 可⾒, 上
帝⼀旦⾏事, 惡魔只有降服的份。

當我們看天體在上帝的⼿中隨意扭轉時, 上帝的兒⼦-基督耶穌卻道成了⾁⾝, 誕⽣在世間最卑
微的⾺槽。這位掌管星體的主耶穌基督⾃⾺利亞受聖靈感孕之際即已虛⼰, 因為東⽅博⼠所看
到的星體異象乃是⽗在天的作為。如此虛⼰的基督才會⽢願⾃⼰卑微, ⽣在⾺槽處。

粗布到上好的細⿇衣
路加寫「包著布, 臥在⾺槽裏」(路2:12), 這布應是貧窮家裏⽤的粗布。⽂藝復興畫耶穌的誕⽣
皆以乾淨潔⽩的布包覆嬰孩耶穌, 整幅畫呈現祥和溫馨的景緻, 畫匠落筆揮毫如此乃是必須的, 
因為收藏耶穌的畫常是王公貴族, 畫擺在⾃家豪宅內的⼀切都必須是⾼雅明淨。也就是說, 我
們習慣看到的嬰孩耶穌已經被美化過了。耶穌死後, 路加記約瑟「⽤細⿇布裹好, 安放在⽯頭
鑿成的墳墓裏。」(路23:53) ⼤家皆知, 細⿇布僅財主級⼈物才能穿得(路16:19)。 

當耶穌死裏復活後, 裹其⾝體的那細⿇布依然放在他受葬的墳墓裏(路24:22), 可⾒復活的基督
⾝上穿的是他⾃⼰為⾃⼰準備的, 他⾝上沒有絲毫⼈為他準備的種種; 耶穌也是以這樣的裝扮
升天, 回到⽗那裏。所以, 我們不要以為富⼈約瑟的細⿇布就⾼級些, ⽽窮⼈約瑟的粗布就低級
些, 重點在於這兩位約瑟皆盡其全⼒將他們最好的獻給耶穌。再者, 我們千萬不要學羅⾺天主
教將耶穌⽤過的東⻄屬靈化, 好像這些東⻄有什麼特殊的能⼒或特別的福氣, 因為耶穌⾝上⼀
點屬地的東⻄都沒有。

耶穌降⽣使⼈平安, 還是不安?
⼤家可以回去想⼀想, 以賽亞書9:6節說這嬰孩是「和平的君」, 那耶穌降⽣使⼈平安, 還是不
安? ⼜, 耶穌⾃⼰也說:「34你們不要想我來, 是叫地上太平; 我來, 並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
上動⼑兵。35因為我來, 是叫⼈與⽗親⽣疏, 女兒與⺟親⽣疏, 媳婦與婆婆⽣疏;36⼈的仇敵, 就是
⾃⼰家裏的⼈。」(太10:34-36) 但現在, 幾個博⼠從東⽅來到耶路撒冷, 居然在該撒統治的領⼟
裏, 肆無忌憚地問說:「那⽣下來作猶太⼈之王的在那裏?」他們這麼⼀問, 立即衝擊著羅⾺和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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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權⼒平衡, 打破長久的和平與安寧; 若耶穌作王⼀事是當真的話, 必將
掀起⼀場腥風⾎雨, ⽣靈塗炭的互⾾場⾯, 這是長期處在和平時期的猶太⼈所不願⾒的, 尤其他
們已習慣於現有和平時代的獻祭制度。這情況與現今處在和平時期的教會極為雷同, 教會既已
穩定平衡, 就不願意那可使會眾歸回聖經的系統入住教會中。 

保羅論基督之為和平的君是,「9我們既靠著他的⾎稱義, 就更要藉著他免去上帝的忿怒,10因為
我們作仇敵的時候, 且藉著上帝兒⼦的死, 得與上帝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得救
了。」(羅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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