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祷告：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拥有真正的信仰并变得属灵的程

度与避恶如罪的程度成正比，这真理再次诠释了基督教的本质，就是避

恶如罪。无论我们何等重视避恶如罪，通过对照纯正的真理养成自我省

察的习惯，发现、认识、承认并弃绝自己的邪恶都不过分。您也藉着这

教义告诉我们哪些邪恶是罪，就是十诫中所要求不可犯的罪恶。尽管许

多基督徒都知道这些诫命，但对它们的重视远远不够；有些基督徒甚至

轻视它们，以为自己不在律法，甚至不在十诫管辖之内，把得救的最基

本的条件抛之脑后，从而亲手把自己送下地狱。从根本上说，神就是诫

命本身，违反诫命，就是与神作对；违反诫命，我们必死！主啊，求您

赐我们一颗警醒的心，无论在行为上，还是在思维和意愿上，都严格遵

行您的诫命，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阿们！ 

人当如何生活（三） 

  我们先回顾前面的要点：一、一切宗教都与生活有关，宗教生活就

是行善。二、没有人能从自己行出真正为良善的善事。三、一个人避恶

如罪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不是从自己，而是从神行善。四、任

何人避恶如罪到何等程度，就热爱真理到何等程度。 

五、任何人避恶如罪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拥有信仰并属灵 

  Life42.信仰与生活彼此有别，就像思维与行动彼此有别一样；由

于思维与理解力有关，行动与意愿有关，所以可推知，信仰与生活彼此

有别，就像理解力与意愿彼此有别一样。人若知道后两者之间的区别，

就知道前两者之间的区别；人若知道后两者之间的结合，就知道前两者

之间的结合。因此，有必要先说一说理解力与意愿。 



  Life43.人有两种官能，其中一种被称为意愿，一种被称为理解力。

它们彼此有别，但又如此被造，以致它们可以成为一体；当它们成为一

体时，就被称为心智。人的心智由这两种官能构成，人的整个生命就在

它们里面。正如符合神性秩序的宇宙万物都与良善和真理有关，人里面

的一切事物都与意愿和理解力有关；因为人里面的良善属于他的意愿，

人里面的真理属于他的理解力。事实上，这两种官能就是良善和真理的

容器和主体：意愿是属于良善的一切事物的容器和主体，理解力是属于

真理的一切事物的容器和主体。人里面的良善和真理不在别处，故爱和

信也不在别处，因为爱与良善有关，良善与爱有关，信与真理有关，真

理与信有关。 

  知道意愿与理解力如何构成一个心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意愿与

理解力之间有一个类似良善与真理那样的婚姻。前一章在某种程度上

阐明了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对此，我们补充以下内容：正如良善是一个

事物的真正存在，真理则是该事物随之而来的显现，人里面的意愿是他

生命的真正存在，理解力则是他生命随之而来的显现，因为属于意愿的

良善在理解力成形，并以某种方式使自己变得可见。 

  Life44.前面说明，一个人可能知道、思想并理解许多事，却仍没

有智慧。由于知道和思想，乃至理解某事是真的，属于信的范畴，所以

一个人有可能自以为有信，其实却没有。他之所以没有信，是因为他陷

入生活的邪恶，而生活的邪恶与信之真理永远不可能行如一体。生活的

邪恶会摧毁信之真理，因为生活的邪恶与意愿有关，信之真理与理解力

有关；意愿引导理解力，并使它与自己行如一体。因此，如果意愿里面



有任何东西与意愿不一致，那么当人独自一人，并出于他的邪恶和对这

邪恶的爱思考时，他要么将其理解力中的真理逐出，要么通过歪曲它而

迫使它合一。而那些处于生活的良善之人则截然不同。当独自一人时，

他们会出于良善思考，并热爱理解力中的真理，因为它与意愿一致。像

真理与良善的结合那样的信仰与生活的结合便以这种方式产生了，这

两种结合(译注：即真理与良善的结合并信仰与生活的结合)都类似于

理解力与意愿的结合。  

  Life45.由此可推知，一个人避恶如罪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

上拥有信仰，因为他在何等程度上处于良善。这一点也可通过反面来证

实，即：不避恶如罪的人没有信仰，因为他陷入邪恶，而邪恶从内在恨

恶真理。诚然，他表面上对待真理就像朋友一样，甚至喜欢真理在理解

力中。然而，当外在脱去时，如死后发生的情形，他首先会抛弃在世上

被视为朋友的真理，然后否认它是真理，最终厌恶它。 

  Life46.恶人的信仰是一种知识信仰，里面没有来自意愿的任何良

善。因此，它是一种死的信仰，就像里面没有来自心脏的任何生命或灵

魂的肺呼吸。此外，理解力对应于肺，意愿对应于心。这种信仰也像一

个漂亮妓女，虽穿着紫色和金色的衣服，里面却满了恶疾。此外，妓女

对应于对真理的歪曲，故在圣言中表示这种歪曲。这种信仰又像一棵枝

繁叶茂，却不结果子的树木，园丁只好砍掉它。此外，一棵树表示一个

人，它的叶子和花朵表示信之真理，它的果实表示爱之良善。但拥有来

自意愿的良善在里面的理解力中的信仰迥然不同。这种信仰是活的，就

像里面有来自心脏的生命和灵魂的肺呼吸；也像一位美丽可爱的妻子，



她的贞洁使她受到丈夫的喜爱；又像一棵结果子的树。 

  Life47.有许多真理看上去只属于真理；如有一位神，主就是这位

神，祂是救赎者和救世主；有一个天堂和一个地狱；有死后的生命；以

及其它许多没有说要行出来，只是说要相信的真理。属于信仰的这些真

理对一个陷入邪恶的人来说，也是死的，但对一个处于良善的人来说，

却是活的。原因在于，一个处于良善的人不仅出于意愿正确行事，而且

出于理解力正确思考，不仅在世人面前是这样，当独处时在自己面前也

是这样。而一个陷入邪恶的人则不然。 

  Life48.我们说，这些真理看上去只属于信仰；但理解力的思维从

意愿之爱中获得自己的存在，这爱是理解力中的思维至内在的存在。因

为凡人出于爱所意愿的，他都愿意去做，愿意去思考，愿意去理解，愿

意去谈论；或也可说，凡人出于意愿所爱的，他都喜欢去做，喜欢去思

考，喜欢去理解，喜欢去谈论。此外，当一个人避恶如罪时，他就在主

里面，并且那时主会做一切事。因此，对那些问祂，当行什么才算做神

的工之人，主说： 

  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约翰福音 6:28–29) 

  “信主”是指不仅思想祂存在，还遵行祂的话。 

  Life49.那些陷入邪恶的人没有信仰，无论他们多么自以为拥有信

仰，我曾通过看见灵界的这类人而被指示这一点。他们被带入一个天堂

社群，这使得天使的信仰属灵气场进入他们信仰的内层。结果，天使发

觉这些人只拥有信仰的属世或外在之物，没有信仰的属灵或内在之物。

因此，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没有任何信仰，并且在世时他们只是说服自



己：相信或信仰在于认为某事是真的，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么认为。那

些没有陷入邪恶的人，其信仰看上去则截然不同。 

  Life50.由此可见何为属灵的信仰，何为非属灵的信仰。属灵的信

仰存在于那些不犯罪的人身上，因为那些不犯罪的人不是从自己，而是

从主行善；他们通过信仰而变得属灵。与他们同在的信仰是真理。主在

约翰福音中教导这一点： 

  审判乃是这样：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

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

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在神里面而行的。(约翰福音 3:19–

21) 

  Life51.目前所说的这一切可通过以下圣言中的经文来证实： 

  善人从他心里的良善库房就拿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的邪恶库房

就拿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加福音 6:45 等) 

  在圣言中，“心”表示人的意愿；由于人出于意愿思考和说话，所

以经上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从心里发出的，这才污秽人。(马太福音 15:11) 

  此处“心”也表示意愿。耶稣论到那位用香膏抹祂脚的女人说： 

  她的罪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你的信救了你。(路加福音 7:47) 

  由此明显可知，当罪得赦免或宽恕时，因而当它们不复存在时，信

便拯救人。那些未陷入自己的意愿自我，因而未陷入自己的理解力自我，

也就是说，未陷入邪恶和由此而来的虚假之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子”，

“从神生的”；他们就是那些信主的人，主自己在约翰福音(1:12, 13)



中教导了这一点。 

Life52.从这些前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人里面的真理不会超出他

里面的良善一丁点，因而他里面的信仰不会超出他里面的生命一丁点。

事实上，理解力里面可能存在某事是真的这种思维，但不可能存在等同

于信仰的承认，除非意愿里面有同意。因此，信仰和生活是并肩而行的。

由此明显可知，人避恶如罪到何等程度，就在何等程度上拥有信仰并属

灵。 

六、十诫教导哪些邪恶是罪 

  Life53.全世界有哪个民族不知道偷盗、奸淫、杀人、作假证是邪

恶呢？人们若不知道这一点，不立法阻止犯这些邪恶，就不复存在了；

因为没有这些法律，一个社会，团体或国家就会灭亡。谁会以为以色列

民族就比其它民族愚蠢得多，以至于不知道这些是邪恶？因此，人们可

能会纳闷，耶和华为何以如此大的神迹从西乃山上颁布这些全世界众

所周知的法律。但请注意听：它们以如此大的神迹被颁布出来，是为了

叫人们知道，这些法律不仅是文明和道德的法律，还是属灵法律；违反

它们不仅是向同胞和国家行恶，还得罪神。因此，这些法律通过耶和华

从西乃山上颁布而变成宗教律法。因为显而易见，凡耶和华神所吩咐的，

都是为了使它成为宗教的一部分而吩咐的；遵行这吩咐不是为了主的

缘故，而是为了人的缘故，是为了叫他可以得救。 

  Life54.由于这些律法是圣言的初熟果子，因而是主即将建立在以

色列民族当中的教会的初熟果子，还由于它们是使得主与人并人与主

的结合成为可能的宗教一切元素的简要概括，所以它们如此神圣，以至



于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神圣的了。 

  Life55.它们是至圣的，这一点从以下事实明显看出来：耶和华自

己，也就是主，于火中同众天使降临西乃山，从山上通过一种活生生的

声音颁布它们，百姓预备自己三天才能看见并听见这一切；这山的四围

定了界限，免得有人靠近而死，连祭司和长老都不许接近，只有摩西可

以；神用手指将这些律法写在两块石版上；当摩西第二次带着这两块石

版下山时，他的面皮发光；后来这两块石版被放在约柜中，约柜被安置

在会幕的核心处，上面设有施恩座，施恩座两头有金子打造的基路伯；

这是他们教会的至圣之物，被称为至圣所；挂在它面前的帷帐外边放有

代表天堂和教会的神圣事物的事物，即：有七个金灯盏的灯台，金香坛，

包金的桌子，桌子上摆有陈设饼或脸饼，还有四围用捻的细麻和紫色、

染过两次的朱红色线所织的幔子。整个会幕的神圣唯独来源于约柜中

的律法。 

  由于会幕因着约柜中的律法的这种神圣，整个以色列民按吩咐照

各支派的顺序在会幕周围安营，并跟在约柜后面依次行进；那时，会幕

上面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由于那律法的神圣和主在其中的同在，

主才在基路伯之间的施恩座上与摩西说话，约柜被称为“耶和华在那

里”。亚伦若非献祭和烧香，也不允许进到帷帐之内。正因那律法是教

会的至圣，所以约柜被大卫迎入锡安；后来被存放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中

间，构成它的内殿。 

  由于主在律法之内和周围的同在，神迹才会因放有律法的约柜而

行出，如：约旦河的水被分开，只要约柜停在河中央，百姓就从干地过



河；抬着约柜围绕耶利哥城，城墙就倒塌；大衮，就是非利士人的神，

先是在约柜前仆倒，后来躺在这庙的门槛上，没有头；伯示麦人因约柜

的缘故，有数万人被击杀；更不用说其它神迹了。这些神迹的发生唯独

因为主在祂话中的同在，这些话就是十诫。 

  Life56.如此大的能力和如此大的神圣存在于该律法里面，是因为

它包含或综合了构成宗教的一切。也就是说，它由两块石版构成：其中

一块包含了与神有关的一切，一块包含了与人有关的一切。这就是为何

该律法的诫命被称为“十句话”，被如此称呼，是因为“十”表示全部。

下一章会看到，该律法如何包含或综合了构成宗教的一切。 

  Life57.这律法因是主与人并人与主联结或结合的方法，故被称为

一个“约”和一个“见证”：被称为“约”，是因为它进行联结或结合；

被称为“见证”，是因为它作见证。这就是为何石版有两块，一块为主，

一块为人。联结或结合由主实现，但只有当人行出写在他石版上的事时

才会实现。因为主不断同在和作工，想要进来，但人必须在主所赋予他

的自由中向主打开门；因为主说：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

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示录 3:20) 

  Life58.在为人的第二块石版上，经上没有说人必须行这样或那样

的良善，而是说他决不可行这样或那样的邪恶，如：“不可杀人，不可

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原因在于，人无法从自

己行任何良善；但当他不再作恶时，就能行善了，不是从他自己，而是

从主行善。下文我们会看到：一个人若谦卑地祈求主的能力，就能靠这



能力貌似凭自己避恶如罪。 

  Life59.前面关于该律法的颁布、神圣和能力的说明，可见于以下

圣言经文： 

  耶和华在火中降临西乃山，那山冒烟震动，有雷鸣闪电，有密云和

号角的声音。(出埃及记 19:16, 18; 申命记 4:11; 5:22–26) 

  在耶和华降临之前，百姓要预备三天，使自己分别为圣。(出埃及

记 19:10–11, 15) 

  山的四围定界限，免得人靠近山的边界而死；甚至祭司也不可靠近，

唯有摩西除外。(出埃及记 19:12–13, 20–23; 24:1–2) 

这律法是从西乃山上颁布的。(出埃及记 20:2–17等) 

这律法是神用指头写在两块石版上的。(出埃及记 31:18 等) 

  当摩西第二次带这两块石版下山时，他的面皮发光。(出埃及记

34:29–35) 

  石版被保存在约柜中。(出埃及记 25:16; 40:20 等) 

  约柜上面设有施恩座，施恩座上有金基路伯。(出埃及记 25:17–

21) 

  约柜，连同施恩座和基路伯，构成会幕的至内层；金灯台、金香炉

和摆放陈设饼或脸饼的包金桌子构成会幕的外层；用细麻和蓝色、紫色、

染过两次的朱红色线织成的十幅幔子构成会幕的最外层。(出埃及记

25:1–40; 26:1–37; 40:17–28) 

  约柜所在的地方被称为至圣所。(出埃及记 26:33) 

  全部以色列人都按各支派在会幕周围依次安营，跟随会幕依次起



行。(民数记 2:1–34) 

  那时，会幕上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出埃及记 40:38等) 

主在约柜上二基路伯之间与摩西说话。(出埃及记 25:225等) 

约柜因它里面的律法而被称为“耶和华在那里”，因为约柜往前行的时

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

华啊，求你回来。(民数记 10:35–36等) 

  正因这律法的神圣，亚伦若非献祭和烧香，不可进到帷帐之内。(利

未记 16:2–14等) 

  大卫献祭欢天喜地迎接约柜进锡安。(撒母耳记下 6:1–19) 

  那时，乌撒因擅自触摸约柜而死。(撒母耳记下:6–7) 

  约柜被安放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中间，所罗门在那里为它造了内殿。

(列王纪上 6:19等) 

  凭主在约柜中的律法里面的同在和能力，约旦河水被分开；只要约

柜停在河中央，百姓就从干地过河。(约书亚记 3:1–17; 4:5–20) 

  当约柜被抬着围绕耶利哥城时，城墙倒塌。(约书亚记 6:1–20) 

  大衮，就是非利士人的神，在约柜前仆倒在地，后来躺在那庙的门

槛上，没有头。(撒母耳记上 5:1–4) 

  伯示麦人因约柜的缘故，有数万人被击杀。(撒母耳记上 6:19) 

  Life60.有律法写于其上的石版被称为“约版”，柜子因它们而被称

为“约柜”，律法本身被称为“约”(民数记 10:33等)。律法之所以被

称为“约”，是因为“约”表示联结或结合；这就是为何经上论到主说：

祂要作人民的约(以赛亚书 42:6; 49:8)；又为何祂被称为“立约的使



者”(玛拉基书 3:1)；祂的血被称为“立约的血”(马太福音 26:28等)。

这就是为何圣言被称为“旧约”和“新约”。此外，约是为爱、友谊、

联系，因而为结合而立的。 

Life61.这律法的诫命被称为“十句话”(参看出埃及记 34:28等)。

它们被如此称呼，是因为“十”表示全部，“话”表示真理，事实上不

止十句。由于“十”表示全部，所以作居所的幔子是十幅(出埃及记 26:1)。

由于同样的原因，主说：有一个人要去得国，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弥拿去做生意(路加福音 19:13)。由于同样的原因，主将天

国比作十个童女(马太福音 25:1)。又由于同样的原因，经上描述龙有

十角，角上有十个冠冕，从海中上来的兽同样如此；还有另一个兽(启

示录 12:3；13:1；17:3,7)；以及但以理书(7:7,20,24)中的兽。利未记

(26:26)、撒迦利亚书(8:23)和其它地方中的“十”也表示全部。这就

是十分之一的起源，因为“十分之一”表示来自全部的某种事物。 

七、各种杀人、奸淫、偷盗、作假见证，以及对这些事的贪恋，就

是必须避之如罪的邪恶 

  Life62.众所周知，西乃山的律法写在两块石版上；第一块石版包

含与神有关的事，另一块包含与人有关的事。第一块石版包含与神有关

的一切事，另一块包含与人有关的一切事，这一点在字面上并未显明；

然而，这一切都包含在它们里面，它们因此被称为“十句话”，以此表

示总体上的一切真理。这就是为何我们说“各种杀人、奸淫、偷盗、作

假见证”。 

  Life63.有一种宗教信条很是盛行，大意是：没有人能守全律法；



然而，律法又要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每

个文明、道德的人都能通过一种文明、道德的生活守全律法的这些诫命；

但这个信条却否认，他能通过一种属灵生活做到这一点。由此可知，他

不做这些恶仅仅是为了避免世上的惩罚和损失，而不是为了避免离开

这个世界后的惩罚和损失。结果，持守这个信条的人认为，这些邪恶在

神眼里是可允许的，但在世人眼里是不可允许的。 

  由于基于该宗教信条的这种思维，人贪恋这一切邪恶，仅仅为了世

界而放弃它们。故死后，这种人虽没有实际犯下杀人、奸淫、偷盗和作

假见证的罪，却仍渴望犯下这些罪，并且当他在世上所拥有的外在从他

那里被拿走时，就会实际犯下它们。死后他所拥有的每种恶欲都会留在

他身上。正因如此，这种人与地狱行如一体，不能不承受和地狱里的人

一样的命运。那些不愿杀人、奸淫、偷盗和作假见证，因为做这些事违

反神的人，其命运则截然不同。这些人在与这些邪恶进行某种争战之后，

就不意愿它们，也不渴望犯下它们。他们从心里说，它们是罪，本身是

属地狱和魔鬼的。死后，当他们为了这个世界所拥有的外在从他们那里

被拿走时，就会与天堂行如一体；他们因在主里面，故也进入天堂。 

  Life64.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原则，即：人应当省察自己，悔改，

停止罪恶；否则，他就会受到诅咒。这是所有宗教的一个共同特征。教

导十诫在整个基督教界也是一个常见做法，小孩子通常通过这种教导

而被引入基督教。这些诫命在每个小孩子的手里。他们的父母和教师会

告诉他们，犯这些邪恶就是得罪神；事实上，当对孩子说这话时，他们

不知道别的，头脑里也没有别的想法。我们可能会奇怪，同样是这些人，



以及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却认为他们不在这律法之下，并且不能做这

律法所要求的事。除了他们热爱邪恶，因而热爱支持这些邪恶的虚假观

念外，他们学会以这种方式思考还能有其它任何原因吗？因此，他们就

是那些不将十诫视为宗教事务的人。在《新耶路撒冷教义之信仰篇》我

们会看到，这些人过着没有宗教信仰的生活。 

  Life65.全世界凡有某种宗教的民族都拥有类似十诫这样的戒律，

凡出于宗教照这些戒律生活的人都会得救，凡不出于宗教照之生活的

人都会受到诅咒。当那些出于宗教照戒律生活的人死后被天使教导时，

他们就会接受真理，承认主。这是因为他们避恶如罪，因而处于良善；

良善热爱真理，并出于这爱的渴望而接受真理。这就是主对犹太人所说

这些话的意思：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民族。(马太福音 21:43) 

  还有这些话的意思： 

  葡萄园的主人来的时候，要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果

子的节候交果子的园户。(马太福音 21:40–41)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从北从南，将有许多人来，在神国里坐

席，惟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马太福音 8:11等) 

  Life66.我们在马可福音中读到： 

  有一个富人来到耶稣这里，问祂，他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

作假见证，不可欺诈，当尊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

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然而却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



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背起十字架跟从我。

(马可福音 10:17–22) 

  经上说耶稣就“爱他”。这是因为这个人说他从小就遵守这些诫命。

但因他还缺少三件事，就是他还没有使自己的心摆脱财富，没有与欲望

争战，尚未承认主为神，所以主叫他“去变卖他所有的”，以此表示他

要使自己的心摆脱财富；还叫他“背起十字架”，以此表示他要与欲望

争战；又叫他“跟从祂”，以此表示他要承认主为神。主以对应来说这

些话，和说其它话一样。事实上，没有人能避恶如罪，除非他承认主并

转向祂，与邪恶争战，从而除去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