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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学习 
 
 

使徒行传 3:21 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 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起初 
 
 

 
提摩太后书 2:15 你当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

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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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 
 
                                    耶稣---上帝的儿子有开始吗？ 
耶稣真的是照经文字面所说的，是上帝的儿子，并且有个开始,或者这神
圣的一位只是角色扮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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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对角色扮演一说保持沉默。  
如果这只是一个角色，那么上帝放弃了什么？  
这个如何成为祂 宝贵的礼物？  
为何上帝告诉我们祂要赐下祂的独生子？ 
 
为何上帝的话语说，祂差遣祂儿子到我们这里来？ 
 
假如祂不是上帝真正的儿子，上帝能差遣祂吗？ 
 
上帝说，祂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一 4:9，10） 
 
因此我们应当从上帝那里求得正确答案，以便明白祂为我们所做的一

切，并归回到祂所赐我们的爱里。 
 

 

 神圣的族谱 
 
 
约 1:1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 
 
 约 1:2  这道太初与 神同在。 
 
约 1:3 万物是借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造的。 
约 1:1,2 节中太初（起初）指什么开始？? 
太初是指什么开始？ 
是指地球的开始？=不是 
是指创造的开始？=不是 
 
为什么以上 2个答案都是否定？=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说，（这会是
个推测）。另外第 3节说“万物” 是借着祂造的，借着谁？借着太初就

与上帝同在的祂（约 1,2）。 
因此这太初（起初）必定是在创造之前。 
 
 太初（起初）有道 
 
或者您可以说，道有之时就是太初的开始。 
歌罗西 1:15  爱子是…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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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指道成肉身吗？=不是  
 
歌罗西 1:1 6  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首生的,,头生的）造的… 
(同样的教导在约翰福音 1:3) 
歌罗西 1:17 祂（首生的）在万有之先… 
 
当读到歌罗西书 1：15 和希伯来书 1:6 ，信奉三位一体论之人难以接受

“首生的，头生的”（希腊文：”prototokotos”）一词的说法，但毫无疑

问，这些词出现在基督复临教会先驱们的著作中，如怀爱伦，E.J 瓦格纳 
以及所有基督复临运动的先驱们。 
 
4416 prototokos { pro-tot-ok’-os} = firstborn 
4416 prototokos { pro-tot-ok’-os}=首生的（头生的） 
AV - firstborn 7, first begotten 2; 9 
《圣经》钦定英译本—首生的，头生的。 
1) the firstborn 
首生的，头生的 

1a) of man or beast 
1a）       人或动物 
1b) of Christ, the first born of all creation 
1b） 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创造的以先  

 
至此，我们可以看明白，“首生的”在这里不是指道成肉身。 
 
有些人却试图牵强附会，硬照字面“首生的”理解为祂是从死

里首先复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见歌罗西 1：18 
 
 
歌罗西 1:18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

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已读到使徒按顺序所写的经文 ，因而可以得到正确
的解释。 
歌罗西 1：15 耶稣被称为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歌罗西 1:16 告诉我们万物都是是借着祂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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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 1:17 再次说明祂（首生的）是在万物之前，并且借着祂万物才得
以存在。祂是首生的，是上帝的儿子，借着祂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

因祂而造，祂是一切生命的给以者。 约 1:4    来 1:3 
 
约 1:4  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来 1:3 祂是 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 神本体的真像、常用祂权能的命令

托住万有、祂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注意约 1:1-3 与歌罗西书 1:15-16 经文之间的和谐（一致性） 
 
歌罗西 1:18 祂也是教会全体之首．祂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

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祂可以成为身体------祂教会之首）。 
因着祂的死和复活，使祂可以在”凡事”(“万物“)上居首位。 
 
只有一位，就是这曾创造并赐予万物生命的一位才能够救赎万物脱离罪

的咒诅，并有祂亲身来只一次就担当了罪的咒诅。这一位，歌罗西 1:15 
说是上帝首生的儿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对比希伯来书 1:3 
 
一些人试图强调一个观点，说首生的不一定就是意味着头生的意思，因

为希伯来人认为也可指“拣选的”意思。他们给出的例子是，说以色列

和大卫也被称为上帝头生的长子。这个也是对的，但是不适合歌罗西书

1:15 节的经文，因为这里强调的是祂在别的任何物质存在之前是首生
的。并且祂是万物的创造者。因此如果在祂周围都没有任何其他物质，

那么祂如何说成被拣选？在其他万邦当中以色列是上帝首生的或说是上

帝的选民。大卫是上帝首生的或说是从这些民众中被拣选出来的。按照

上下文理解，这个不能用在关于基督的经文--歌罗西 1:15  为什么不能？ 
Because we can trace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born back to Egypt.  When 
the firstborn son of every man and beast was slain.  
因为我们能够回到埃及去追溯到首生的起源，当所有的长子以及头生的

牲畜被杀之时。 
 
头生的意思准确而言就是每个家庭的长子，包括法老王的。出埃及记
12:29 
  
在逾越节后成为给上帝百姓的一个条例（出 13:1-15） 
头生的长子要归耶和华为圣，作为祂领他们脱离奴役的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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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未支派归耶和华为圣后，通过献祭赎回他们的长子。家庭可蒙救

赎。 
 
这就是为何玛利亚和约瑟带斑鸠到圣殿献祭，以赎回他们的儿子耶稣。 
多么令人伤心欲绝：上帝曾赐下祂百姓这个美妙的教训，就是将来

祂的头生儿子要来拯救他们脱离奴役。然而上帝自己却没有权利去

救赎或赎回属于自己的头生儿子，恰恰相反，祂必须亲历目睹自己

的头生子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的奴役而受痛苦折磨并钉死。  
 
现在注意真正头生的（首生的）长子的来源在哪里了。 
 
奉献长子的礼从最早就开始了。上帝曾应许赐下天上“头生的”来拯救罪人。

《历代愿望》第五章第 4 段 
 
因此我们已注意到在约 1:1 的太初不是指着创造，而是指着在创造之前。
已经对比过经文歌罗西 1:15-17，并且知道基督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是上帝
头生的长子。同时知道约 1：3 和歌罗西 1:16 祂--耶稣是万物的创造者。
现在我们把所学的与预言之灵著作比较一下。 
 
宇宙的主宰在他仁爱的工作上，不是独自进行的。他有一位助手，一位能明

了他旨意，并与他同享为众生造福之乐的同工。“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约 1:1─2）这道就是上帝的独生子

基督，他与永生之父“原为一”──性质相同，品格相同，意志相同──惟有祂

能参与上帝的一切谋划和旨意。“祂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

父，和平的君。”“祂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赛 9:6；弥 5:2） 上帝

的儿子曾论到自己说：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

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我已被立。……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

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箴 8:22-30）《先祖与先知》第一章

第 5 段. 
 

仁爱=善行，慈善 
 
上帝的儿子如何论到自己？ 
 
 
他论到自己说，在天父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拥有了祂。 
 
难道这不正是约 1:1-3与歌罗西 1:15-17所告诉我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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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圣经》和《怀著》两者之间不是完全和谐一致的吗？ 
 
这就使有关“曾拥有”一词表达得完全一致性。 
【是不是翻译成（这是在一致强调的表述“有了”这一词）】 
7069 qanah { kaw-naw’} = possessed 
7069 qanah { kaw-naw’}=拥有了 
1） 得到，获得，创造，购买，拥有 
1a1a）上帝的起源，创造，救赎祂的百姓。 
 
这就是预言之灵所说“在祂太初创造万物之先”。  
 “主耶稣基督，上帝神圣的儿子，在永恒就存在，是独一无二的

一位，是与天父原为一的。祂的荣耀超过诸天，祂是众天军的元

帅，有权利接受众天使敬慕的效忠，这个不是强夺的，宣称“在耶

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

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

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

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才出，他立高

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箴言 8:22-27)”。
（《信息选粹》卷一，P247、248 页） 或（《评论与通信》 4 月 5
号，1906 年，第 7 部分） 
 

这难道不是所有创造的描述吗？ 
 箴 8:22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3068 Y^ehovah = “the existing One” = Lord 
3068 Y^ehovah =“现有的一个”=上帝 
the proper name of the one true God 
正确的名称—-独一的真神  
难道箴 8:22与约 1:1和歌罗西 1:15两节经文所说的不是完全一致吗？ 
【是否可以翻译成（难道箴 8:22所说的不正是约 1:1和歌罗西 1:15这两
节经文所表达的吗？）】 
然而我们看到在圣灵感动下所写的著作是完全和谐一致的。 
【是否译成（在灵感之作中我们再次看到完美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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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新约是作者受圣灵感动写下的经文，再加上清晰的头脑和耶稣

直接的教导，他们认识圣经中的上帝并知道祂的儿子来自那里。因此在

他们自己的著作里很清晰地论述到有关上帝儿子的事情。 
在箴言 8:22 耶稣被宣示为祂的天父所拥有的，天父曾拥有祂或生下祂。 
 
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事？ 
 
在造化（太初）的起头 
 
上帝的起头确有一个开始。 
 
追溯到永恒的岁月，在我们有限的头脑无法理解的某个时

间里，在某个时间点的 先，上帝就生下一个儿子。 
回到约 1:1-3 
 
读到约 1:2节，这里几乎重复了第一节，为什么？ 
 
这里使徒正在宣告基督的神性，他希望确保每位读者都明白这“道”是

在万物创造之前就有了。 
当然祂必须是在万物之前，假如是创造万物的话。 
 
因此现在我们已经确认“太初”是在“万物”（被创造）之前。 
  
在“万物“之前有什么？ 
记住经文箴 8:22 和歌罗西 1:15 
把所有的创造物移走后，【是否译成（除去所有的被造物）】唯有剩下

天父和祂的儿子。 
 
同时也注意到约 1:1 消除了圣灵是第三位独立存在的说
法。很明显在这节经文里，我们认识的就是天父和祂的儿

子。上帝在这里与一个三位一体上帝的概念根本是风车马
牛不相及，因为这道（耶稣）已经是分离独立的一位。即

使是信奉三位一体论的信徒也不得不承认这节经文里上帝

仅是指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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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太初“肯定是指只有天父或祂儿子。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论到

上帝的儿子，在约 1:14 有这样宣告，这道就是”天父的独生子“。由于
圣经告知我们这道是谁了，因此我们能在不改变原文本意思的基础上，

正确地在约 1:1代替这个名，经文可以这样讲： 
”     
 约：1：1 太初有“”上帝的独生子“ 。 
 
在太 1:1-16 经文从约瑟（玛利亚的丈夫）那方讲述耶稣的家谱。 
 
在路加 3:23-31（加旁注 23 节），经文从玛利亚那边（她是耶稣的母
亲）讲述耶稣的家谱，（因此祂是人子）。 
 
 
在约 1:1  仅仅用一节经文，就告诉了我们从天父到祂儿子神圣家谱的来

源。（因此祂是上帝的儿子）。 
乌利亚.斯密斯的著作《仰望耶稣》1898 年 10 页 
 
“唯独上帝本身是没有太初（起始）时间观念的，在远古时代会有一个

太初的时间点，是一个如此遥远的时间段，以致对我们有限的头脑而

言，它本质上还是永恒的，以显明这道“在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

这道就是上帝“约 1”1 
 
在 E.J 瓦格纳的著作《基督和祂的义》里，（怀爱伦师母高度认同该书的

观点） 
在引用约 1：1 后，瓦格纳说：  
这道“太初”就有。人类的思想没办法把握住此节经文所提到岁月的

广度。这不是要我们人类去知道圣子在何时或怎么样成为独生子

的。 
 
 
瓦格纳在告诉大家，“太初“是指在某个时间点上，上帝的儿子出生

了。 
 
 
瓦格纳同时补充： 
圣经宣称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祂是生下的，不是被创造出来

的。至于祂什么时候出生，这是我们不必去追根究底的，就算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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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无法领悟这个奥秘。先知弥加在以下经文告诉一切我们所能

知道的。“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

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祂的根源从亘古，从

太初就有。”（弥 5：2）；在过去永恒的岁月的某个时间段基督本

是出于上帝，也是从上帝而来，来自天父的怀里。 “耶稣说：“倘若

上帝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上帝，也是从上

帝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约 8：42;1:18）
但那是过去无穷永恒的岁月，是超过我们人类的思想所能测度

的” 。（E、J、瓦格纳《基督和祂义》9 页） 
 
怀爱伦姐妹说： 
“基督向他们澄明，虽然他们或许会推算出祂的寿命少于 50 岁，但是祂

神圣的生命岁数是人类的时间计算表所不能推算出来的。远在基督道成

肉身之前祂就存在了，这是用人间的测量数据所无法测量的。---时兆，

1899 年 5 月 3 日”。《布道论》原文 616.1  
上帝和天使们都惊奇地注目基督，看到基督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使

祂的神性和人性联合起来，以俯就服侍堕落的世人。全天庭的天使都为

之感动无比惊讶。上帝已告诉我们祂已这样作成了，当我们读到这话语

（道）时，我们要接受上帝的道（话语）。 
虽然我们想努力查考去推断我们的创造主已存在了多长时间，罪恶

最初进入我们这世界时，或者其他类似的内容。我们可能竭尽心力去查

考研究，但这仍然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范畴。 
 
基督虚己使神性和人性得以联合是个事实。 
 
我们能否有理由问问，他是如何做成这事的？ 
 
罪恶进入这世界是个事实。 
我们能否有理由问问，在如此完美的创造里怎么会发生这样事？ 
 
 
亚当的堕落是无法解释的—包括突袭亚当的势力，使他堕落的过程如何

发生的？这不是一个内心发动的罪行，因为上帝造了亚当时就赋以了自

己品格，是纯洁和正直的。在第一个亚当里面没有任何腐败的思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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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腐败的习性或犯罪的倾向。亚当如同圣天使那样在上帝的宝座前毫

无瑕疵。目前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然而我们现在不能明白的许多事到那

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书信	 191,1899）（圣经注解 1083. 

两个陈述都是事实，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 
 
通过这两个事实的陈述，灵感之笔启示我们冥思苦想我们的创造主存在

了多久是毫无意义的。 
【建议下面的内容仅供参考】 
 
如果我们的创造主从来就没有一个开始，那么这个陈述就是完全错

误的。那您就没必要去思考本是错误的东西。 
 
并且如果这个陈述是关于我们创造主已经存在是个错

误的观点，那么为何放置在两个事实中间？尤其是当

整段上下文都在比较着论述，是超过我们查考追溯的

范畴了。 
 
最后，如果这个陈述----祂已经存在多久是错误的观点，那么对先知就犯

了就 
是亵渎之最，因为她曾说过这事是对的。很有意思的，留意到这个陈述

是写于 1888 年 12 月，在不久之前 E.J 瓦格纳的信息里，也写了相类似

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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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Available Titles, 
                                  其他一些非常有用的小册子 
 
 

《基督和他的义》 E.J. 瓦格纳对因信称义所作的经典 
论述，1890 年初版。 

• 《基督的神性》由 C.S 朗埃克 所著，反对离道背教的一端进入教会。

表明朗埃克是一位清晰思维的圣经学者，在众多复临先驱们中具有较

高的属灵辨识力。 
 

《他的教导》册 1“我们对将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会

忘记上帝在过去已引导我们所走过的历程，和他在我

们过往历史的教导。”（怀爱伦生活手稿，196 页） 

《三位一体理论的来龙去脉》解开有关三位一体论潜

入正统基督教里的来龙去脉。 
 

 
 

ETERNITY 永恒  
Isaiah 57:15 以赛亚 57:15 
 
 
 
Time Sphere 时间范围 
  One direction 一个方向 
   
 
 
 

Joh 歌罗西 1 西西 1:15
西 1:15 
1 Jn. 1:1 
约一 1:1 
Mic. 5:2 Origin 
弥 5:2 

God’s way 
上帝的方式 
God possessed a son 
上帝拥有一个儿子 

C
R
E
A
T              
I
O
N 

His Works of old 他远

古的作为 

Start of Time 时间的

开始 

Proverbs 8:22 
箴言 8:22 

ETERNITY              
永恒  
 

ETERNITY 
永恒  
 

ETERNITY 
永恒  



 12   

《上帝的圣灵是？》完整以经解经对有关圣灵的学习。

（涵盖所有经文提到的“圣灵”一词，为认真诚恳的学者

预备）。 

《他的代表》论述基督和圣灵之间的关系。 

《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 充足的证据表明耶稣降生在伯

利恒之前就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奇妙之爱》充分地理解上帝为世人彰显的大爱，是

在天父和圣子的牺牲的真理亮光里，适合所有喜读圣经的

基督徒。 

 
• 《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  唯一的真磐石是耶稣基督 ---上帝的儿

子。贯穿于《圣经》，《预言之灵著作》和早期复临先驱们评论

的学习。  
 
《永活之声—耶和华的见证》直接引用余民教会早期先驱们的著作，让

各位清楚早期复临安息日会的先贤们所信和所教导的，以及怀爱伦师母

对他们著作的评论。 
 
• 《我们如何思考基督？》E.J.瓦格纳澄清“生下”和“被创造”

两词的区别。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