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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来一些颇有创意的 “矛盾修饰修辞法”（悖喻）引起了我的兴趣。它是内部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一对单词

或一个语句，比如“黑暗之光”“漂亮的丑陋”。其中有一些是我个人喜欢的幽默用语如“好战的理智”“犯法的

执法）” “文明骚乱”以及“吵闹音乐” （这在我听起来“吵闹”一点不像音乐）。还有一些矛盾修饰词则令人

担忧，如“小罪”“无害的流言”和 “安全婚前性行为”。 

几年前，我在逛一间基督教书店时，偶然看到一个玻璃的陈列橱窗，上面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基督徒珠宝首饰”。

于是我想起：“现在还有另一个与这词有些类似且搞笑的矛盾修饰修辞 ‘基督徒摇滚乐’。”既然圣经中强烈地

告诫信徒，切不可配戴珠宝，那么，基督徒怎能够配戴这些首饰呢？显然，“基督徒珠宝首饰”是个自相矛盾的词

组。 

我知道这个话题近几年来引发了很激烈的讨论，然而我的目的不是火上加油。我希望的是分享亮光，而不是煽

风点火。我所期盼的是让人们能从上帝的圣言中找到自己的信仰，并加以实践。圣经清晰地解释了基督徒外表和装

饰的问题，但是很不幸，许多教会却对这问题莫名其妙地忌讳缄默。 

如今某些人将戴珠宝首饰描述为一种小问题。此时，毫无疑问，有一些人心里会嘟囔：“小题大做！在教会一

大堆的难题中，你为什么偏要关注如此不重要又是早被人们广泛接受了的东西呢？”好吧，朋友们，请切记耶稣所

说的话：“因为人所尊贵的，是上帝看为可憎恶的。”（路 16:15）通常，那些从外表看来是区区小事却牵连甚广，

我认为珠宝首饰就属于这类似的问题。 

传 10:1 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译者注） 

配戴珠宝首饰的确存在一些无法察觉到的潜在危险，如果您是一位在这末时代寻求如何更好反照我主形象的悔

改的基督徒，请敞开心扉与我们一起讨论这些相关的经文。 

果实而非根部! 

  福音的大能是从内心开始，潜移默化地改变人心，非人眼所能觉察。然而紧接着它继续流淌注入到生活的各

个方面，从而产生明显的外表变化。正如植物，种子从地下开始生命的旅程。如果根部建康，植物就会跃然出现于

地面，生气勃勃并结出累累果实。耶稣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 7:20 ） 

请注意，祂并不是说你可以从他们在地下伸展的根，就可以认出他们。祂说的是从果实而非从根部。因此，我

们受命关注信仰外在表现出来的可见的凭据。 

当一个人接受基督为救主时，圣灵就开始不断地感动他，使他整个生命发生引人注目的转变。无论是餐桌吃饭

或是晚餐后看电视，（事实上，基督同时会引导他抛弃爱看电视的习惯），他的一举一动都常常不断地改善。并且

从书架到衣柜，耶稣必定深深影响他的整个生活。一旦耶稣临格在人心中，祂也必定感化此人其他各个方面。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中最基本的原则，使徒保罗警告提多要注意那些“说是认识上帝，行事却和祂相背”之人 （提

多书 1:16）。雅各则十分清楚植根于耶稣之内并与祂产生关系就会表现出外在的凭据“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

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雅各书 2:18）如果不

能在外表展现出基督徒的特征，你就不可能在内心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上帝的众使者 

我们作为教会，乃是今日耶稣在世上的手、足、眼、嘴甚至是耳朵，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主说：“父怎

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 20:21） 

我们奉差遣到这世上要介绍耶稣的身份并祂的样貌品格。借着圣灵我们成为祂的代表——在我们言行衣食的各

个细节都要反照祂的形象。在林后 3:18，上帝说：“我们众人……就变成主的形状（原文直译：同样的形象），荣

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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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北美几位知名的电视布道家身陷伤风败俗的丑闻中。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因此雀跃，并嘲笑这些自

称耶稣代言人之人及他们的太太们在生活中表现出的伪善和伤风败俗。在那可悲的时期，世俗的媒体时常提到他们

华丽的着装和夺目的珠宝首饰，证明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并非名符其实。这些言行不一的电视布道者，甚至启发

了一位著名的音乐人，写下一首题为“Would Jesus Wear a Rolex耶稣会不会戴劳力士？（注：“劳力士”是一种

极名贵豪华的手表）”的流行歌曲。当教会领袖以他们张扬炫耀的外表成为迷失之人所关注的对象时，我敢肯定，

天使们必因此而哀哭。当基督徒以奢华的外表装饰赢得世俗奖赏之时，正是天庭悲伤之日！ 

穿戴财富 

  让我们一起察考珠宝的起源。上帝创造了这世上的一切金、银和珍贵的宝石，祂的旨意是要让它们有实用价

值。因为这些矿产的数量十分稀少且贵重，很久以前它们就被当作货币使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穿戴他们的钱财，为了使他人对自己财富状况留有深刻的印象。当购物者到市场买一

件昂贵的物品，只要摘下自己耳环或手镯就可以当作货币支付。  

利百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打水给骆驼喝后，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仆人以这种方式付钱给她。“骆驼喝足了，那

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客勒，给了那女子，”（创 24:22） 

    当以色列的子孙将奉献礼献给耶和华建会幕时，他们用从埃及人手中所得的金银首饰作为奉献礼。因为那就

是他们的工钱。“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或作：鼻环）、打印的戒指，

和手钏带来献给耶和华。”（出 35:22）  

拥有金钱当然没有什么过错。但问题是，上帝是否愿意让基督徒穿戴自己的财富炫耀于众人面前？当然不是。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提前 6:10）由于贪恋是罪的源头，为何你要将财富穿

在身上炫耀给众人看诱使弟兄姐妹去垂涎你的金钱？基督徒若这样做，他的动机会是什么？ 

   金银珠宝十分值钱的原因是物以稀为贵，而且地下开采十分费钱费力。当天使看到我们戴着珠宝首饰以炫耀

财富和身价时，必定十分吃惊，因为在天国黄金是用作铺地面的材料，钻石则是用于建筑楼房的石块。在此请你思

考一下，从天国的角度来看金子就是沥青，钻石就是砖头。当我们炫耀那垂在耳上戴在指头上的沥青和砖头时，在

天上生灵看来这是多么无聊可笑啊。若下星期有一个人挂着黑色沥青做的项链并戴柏油制成的指环走进你的教堂，

你必不屑一顾!  

在传道工作中，我见到许多真诚敬虔之人，他们曾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当地主流教会的聚会，不料竟随即扫兴地

离开，因为他们觉察到教友中所表示出的傲慢和炫耀。这些真心寻找上帝的人，来到圣殿中盼望在教会里找到家的

感觉，可是他们却看到自己无法争竞的奢侈。 

 如今，我十分高兴地，将那无论贫富都不会用奇装异服和珠宝首饰来夸耀自己身份的教会介绍给他们。现在这

些人已经陶醉在那里的热忱崇拜，因为在那儿，他们不会感到由于没有穿最时尚的衣着而让人瞧不起。我希望我们

教会能一直坚守有关这问题的圣经真理。否则的话，我们必失去很多。 

戴珠宝首饰的借口 

那些试图证明穿金戴银是正当之人，经常指出那些记载上帝子民穿戴金银珠宝的圣经故事，例如：圣经中写到

约瑟戴指环并“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创 41:42），扫罗王挂手镯（撒下 1:10），亚哈随鲁王将自己指环给未末

底改（斯 8:2）伯沙撒王赐紫袍给但以理并“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 （但 5:29），请注意圣经却都没对这些事做

出注释。 

但是请牢记，我们读到这些圣经所记录的当时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上帝便允许纵容他们如此行。因为圣经

只是忠实地记载了上帝子民真实的故事——包括他们的失败与过犯。挪亚喝酒并醉倒（创 20: 9:20， 21）；罗得

与他的女儿们发生性关系并使她们怀孕（创 19:30-38）；犹大一夜嫖娼并致其怀孕之后，发现她是自己的儿媳（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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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2-26）。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事件记载于圣经中而认为上帝容忍这令人厌恶的事。因其它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

上帝谴责醉酒、乱伦、嫖娼和披金戴银等等罪恶，视它们为实行祂对人类旨意的绊脚石。 

有一处圣经故事常被用来证明披金戴银是正当的，那就是“浪子回头”。出于经文中父亲“把戒指戴在他指头

上”（路 15:22）这一举动，一些人说：我们能够肯定上帝要我们穿戴珠宝首饰。很明显，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比

喻并不是用来启发解释基督徒该不该戴指环。正相反，父亲给他儿子的戒指更可能是一枚图章戒指。图章戒指内有

家族图章，以前人们用它在正式文件盖上独特的印记。它是鉴别家族属性的签名。当时图章戒指作为用来证明其真

实性并签署官方正式文件的工具，人们通常将其戴在食指上，而非用来做炫耀的装饰品。 

  浪子在离家出走之前，他要求父亲将“属”自己的那份当继承的产业(“遗产”)给他。他一拿到金钱和财物后，

就离家“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路 15:13）耗尽了一切所有的。愚蠢的浪子这时才发觉自己已经破落潦倒、一无

所有、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回家了。因为他相信良善的父亲至少会接纳他当作仆人。这位

浪子感到自己实在不再配做儿子了，因他肆意浪费了父亲一半的辛苦积蓄。 

而他父亲却显露出无限的宽容，并不将他拒绝在外。父亲用舒适干净的袍子换下浪子破烂的衣衫；并把鞋穿在

浪子赤裸的双脚上；然后备好一席盛宴喂饱浪子。而且对这位浪费父亲财产的儿子，父亲赐他图章戒指，也就是家

族的“支票簿”，用来表示这浪子可以白白自由“存取”父亲那余下的产业。 

为什么是绊脚石呢？ 

我不喝任何酒精类饮料的一个理由是：有七分之一的饮酒者会沦为酒鬼。即或我可以控制自己适度地喝酒，但

我不想以坏榜样让其他人跌倒——特别是饮用那些在生活中不必要的、使人麻醉的饮料。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

荣耀上帝而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林前 10:23，31，32）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

倒，一概不做才好。”（罗 14:21）（译者注）]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珠宝首饰。如果你愿意，我们完全可看到所有披金戴银、珠光宝气的人都是珠宝首饰狂，

大多数身上挂着珠宝的人并不了解他们自身的价值。他们希望借着披戴昂贵奢侈品以让自己感觉到更有身价。另外

有些人认为自己没有魅力，希望借着金玉其外来为自己添加感官上的美容姿色，但他们都无法控制得恰到好处，常

为追求多多益善而得寸进尺。（这是有案可查的，我从未听到有人说：“从她的珠宝来看，她是多么的美丽啊。”）

我肯定对此每人都会认为在这方面有个界限。 

那么问题就大了，这个界限在哪里？如果女人可以戴耳环，谁说男人不行？如果可以戴一个戒指或耳环之类的，

那么戴三个、四个也无妨吧？如果一般教友可以配戴珠宝首饰，为什么圣职人员不可以？如果戴耳环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穿鼻环有什么错呢？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当代疯狂的肉体穿刺。一个耳朵有四个耳环，并且鼻上戴环，在鼻环之间穿一条链子，现

今的人不断地在自己肉体上穿洞，在眉毛、肚脐、舌头及其它我们在基督徒出版物中不齿一提的部位戴环。为什么

基督徒要披戴珠宝首饰成为他人的绊脚石，并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这实在毫无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正预备自己

要迎接耶稣的人。 

论到生活在这末世的人，先知以西结警告：“ 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

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作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结 7:19） 

我若去穿戴珠宝首饰，就会因着我的榜样，立即打开言行不一的洪闸并导致多人跌倒。我若真正爱我的弟兄，

又为何要硬着心肠冒险戴那轻浮无意义、且毫无必要的珠宝首饰？ 

无论何时，你若在属灵问题上不知所措，就要站在安全的位置上为妙。我知道在审判日，上帝不会因人不佩戴

足够的珠宝而责备他（译者注：上帝也必然不会责怪人不佩戴珠宝首饰）。因此安全稳妥的方式就是一点也不要戴。

[罗 14:23记着同样的谨慎和共同的原则：“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

的都是罪。”（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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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实与谦卑 

衣服最初的用途是遮掩我们始祖的赤身露体。亚当夏娃从未想将金银戴在身上以修饰无花果树的叶子！衣服不

但遮羞，并且保护他们免受气侯变化的伤害。将来某一天，上帝会把得胜的金冠冕戴在得胜者的头上。然后，得救

的人必会脱下冠冕放在主的宝座前（启 4;10-11） 

 请注意，上帝对先知以赛亚谈到金银珠宝和花俏服饰。“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

眼目，俏步徐行，脚下玎珰，……到那日，主必除掉她们华美的脚钏、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

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

（赛 3;16-23 新雅各王版.）。在圣经的预言中，女子一般预表教会。在这段预言中，众女子（众教会）都因她们

那与外表装饰直接相关的骄傲而受到严厉的审判。  

由于我们在与罪恶和试探角力，因此现在并不是打扮自己外表的时侯。基督徒的最高目标是引人注目基督，而

非自己。用金光闪闪的珠宝首饰来装饰自己那必死的躯壳，通常是源于骄傲并与基督原则和精神截然相悖。“凡自

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太 23:12） 

因外表引起骄傲是路锡甫堕落叛变的一项重要因素。当上帝起初造路锡甫这位最完美天使时，将各种珍贵的宝

石赐给他作为他的外衣 “就是红宝石、红璧玺、金钢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

金”（结 28;13） 

十分不幸的是，路锡甫选择了滥用上帝的各样恩赐。他心中充满骄傲，认为自己全然美丽，可以拥有上帝的地

位，并且坐在宇宙的宝座上，“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结 28：17）骄傲导致反叛。反叛导

致天庭的战争。而天庭的战争则导致地上的罪恶！ 

自从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以后，我们人类不得不长期与那出于撒但之骄傲的同一个罪恶本性作斗争。因此，上帝

己告诫我们不要披金戴银。与路锡甫相比，我们在这罪恶环境中，在抵挡骄傲这一罪恶倾向上根本没有什么优势可

言。在耶稣第二次降临时，我们肉身才产生变化，我们就不再受试探而犯罪。只有在那以后耶稣才认为把金冠冕戴

在我们头上是安全的。 

在耶稣复临前，我们应当好好地遵从使徒保罗在装饰问题上给我们的劝勉：“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

裳为妆饰，不以编发和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只要有善行（来妆饰），这才与自称是敬上帝的女人相

宜。”（提前 2:9-10 新雅各王版） 

愚蠢的“投资” 

 

基督徒必须是上帝所托付他们之产业的忠心管家。如果那些披金戴银的基督徒将身上戴的珠宝卖出，就可以在

传道的事业上建立一个完整的大教会。我们的金钱必须以实在的有效的方式用在传福音上，耶和华问：“你们为何

花钱（原文作平银）买那不足为食物的？”（赛 55:2）（也见太 6:11-21） 

  毫无疑问，你会看到在教友中（在教会里）出现华而不实的例子，在那儿，金钱被挥霍在一些不必要的铺张

浪费之上。我承认自己也曾犯这种罪。但是一个人的悖行总不能证明其他人也如此行是正当的。上帝的金钱决不能

花费在那用来炫耀虚荣的金银、钻石及累赘毫无实用价值的珠宝服饰上。因为，耶稣复临时所有的金银珠宝将都销

化罄尽，我宁愿在那时身上不要有丝毫沾边带累。 

圣经称这种“投资”是十分愚蠢，雅各书 5:3记着说：“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

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只有得重生变化的人才是配进天国的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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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偶像 

当我提到有关珠宝首饰的圣经真理时，很少听到那些刚悔改的信徒对此发出怨言。倒是那些在教会多年的老面

孔却常常不悦，并反驳：“道格呀，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嘛！”我回答则是：“如果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么为

什么对你来说摘掉它如此艰难呢？”一点点金子、银子就会变成一个大偶像。 

与这事实有关的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或许就是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的经历。圣经记载：“亚伦对他们说：‘你们

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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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出 32:2-4） 

当“奉献盘”在以色列子孙们中间传递后，他们就已经有足够的珠宝首饰去造一头小牛犊。我当心，如果我们

照样将奉献盘递到今天的众教会那些自称跟从上帝的人中，我们也会有大量金银首饰去造一头大金牛！ 

 在经历了金牛犊事件后，上帝命令以色列百姓摘掉他们的珠宝首饰以免被灭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

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妆

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妆饰摘得干净。”（出 33:5-6） 

请注意，上帝向末世子民所发出的相同警告：“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

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祂威严的荣光。”（赛

2:20-21） 

适应现今这末时代的穿戴 

曾经在某个时期，上帝以乎并不监察穿金戴银和其它诸如奴隶制、多配偶制等恶行。这不是因为祂赞成这些恶

习，而是因为当时祂的子民有更大的麻烦，需要优先处理。 

徒 17:30-31 告诉我们：“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

“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祂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我们正生活在耶稣复临之前——这时期教会正在受审判，“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首。”（彼前

4:17） 

上帝曾将赎罪日赐给祂的子民，作为审判过程的实例。那日子定于犹太年历的七月初十，是一个庄严的日子。

在那日上帝要洁净圣化并审判以色列的百姓。百姓在预备中进行彻底地个人自我检查，他们全神贯注地认罪、悔改

并自卑。“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利 23:28-29 

新雅各王版） 在赎罪日那天，大祭司要将平日所穿的代表天国荣耀的嵌着宝石的外袍，并精制的衣服脱下，穿上

简单的雪白的细麻衣。当日大祭司所穿的素衣，正是今日我们要模仿的衣着，因为我们正生活在预言中赎罪大日这

一时期。正如以色列全营当时需要在审判大日清洁改变衣着一样。我们这群生活在耶稣复临前查案审判时期的人，

也蒙召清洁己心，将自己与所有的异教风俗分别开来。 

[译者注： 参见：利未记 16:4，23，24；《善恶之争》第 422 页《使徒行述》第 33 页 

“（亚伦）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

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利未记

16:4,23 

【本会注释】 

圣服： 

一开始，只有很少的祭司，大祭司通常会协助普通祭司做他们的工作。随着祭司数量的增加，他就不那么频繁

地做这些事了。最终，他只在安息日、月朔和年度的三大节期中才协助其兄弟祭司。普通祭司被视为他的代理人，

当他们主持仪式时，他们的服务被接受如同是大祭司亲自做的一样。他们只有在赎罪日不能代替他主持仪式。他是

大祭司；而且每当他主持仪式时他都要穿与其高贵的职分相称的华美金衣。这些贵重的衣袍不仅镶嵌有黄金和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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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8:13-36）而且是用圣所的颜色和精金的细线织成的（出 28:4-6）。如此穿戴的大祭司代表了在神圣荣耀中作为

神子的基督。 

在赎罪日，大祭司亲自主持一切的崇事，并被其他的祭司协助。他身穿这些金衣举行了每日早晚的崇事。但为

主持赎罪日的特殊仪式，大祭司要穿专为此场合而使用的圣“细麻布衣服”（利 16:23）。这些“圣衣”与普通祭司的那

些衣袍相似，唯一的区别就是后者杂色的刺绣。它们也可能要比普通祭司的那些衣服质地更细腻一些。 

大祭司在这一日要换许多次衣服，每次更衣时他都要清洗全身。根据《他勒目》的记载，在破晓时分，他脱去

他个人的衣服并自己穿上金衣；他穿着这些衣服主持正常的早祭崇事。做完这事以后，他要脱去金衣并穿上为此日

之特殊崇事而用的“圣衣”（第 4 节）。他后来又将这些衣服换为他的金衣，为主持晚祭的崇事（第 23,24 节）。在晚

祭崇事结束之后，他要再一次换上他个人的衣服并退出圣所的神圣区域。大祭司身穿金衣向百姓代表了基督，而在

穿“圣衣”时他预表了基督以其中保的身份在上帝面前作为百姓的代表（《善》第 422 页）。 

大祭司在赎罪日所穿之无可挑剔的白衣预表了他和百姓想要借着那日的仪式获得的品格的完全。正如大祭司

“在圣所执行任务之后，穿着大祭司的外袍出来，到那迎候他的会众之前；基督也必再度降临，穿上极其洁白……的

外袍”（《述》第 33 页）。正如百姓在那日的特殊崇事结束之时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一样（第 30 节），当基

督显现在祂的百姓面前时，他们也将“在上帝的宝座前没有瑕疵”（启 14:5；弗 5:27；西 1:22；犹 24；启 19:8）。 

把……细麻布衣服脱下： 

这些衣服，也被称为“圣衣”（第 4 节），只有在赎罪日被使用。亚伦在早上带着香进入至圣所时才穿上这些衣

服。当中保的特殊工作完成时，他便脱去了细麻布衣服并穿上了金衣服。 ] 

 其它的圣经故事，进一步例证了上帝的子民预备迎见祂时是如何改变自己的穿着的。这有一段摘自创 35:1-4

的今文：“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

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

洁，更换衣裳。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 

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故事得到两个十分重要的教训。首先，请注意，外邦诸神与珠宝首饰是归于一类，并且都要

一起埋掉。异教的崇拜与珠宝首饰总是有密切的联系，上帝为了使雅各及其全家能与祂结联交往，他们必须丢弃所

有诸类的坏影响。为此，上帝不是命令雅各暂时将这些东西挪移，而是将它们永远地埋葬。 

其次，伯特利这单词意思是“上帝之家”。我们生活在查案审判的时期，并且都要不断地预备好在全能者的天

家与祂相见，所以，现今不是打扮我们那必死之外表的时候，在我们要回天家时，上帝要我们断绝那些今世破坏我

们与祂结联的事物。“所以，主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

（林后 6:17） 

我们是上帝的殿 

古代最壮丽的建筑就是所罗门王建的上帝的圣殿。它的外表是用珍贵的纯白大理石砌成的。十分有趣的是。金

子用于圣殿的内部装璜。圣经说这也是我们肉身圣殿的不折不扣的好样榜。“你们的美丽应当存在，不在乎那外面

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等的妆饰，只在乎里面存着那温柔安静的心灵的长久不朽的妆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

贵的。”（彼前 3:3-4 新英语圣经） 如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座圣殿，我们的“金子”必须用于内在方面。 

朋友们，你们的身体是上帝按自己形象所造的，若在耳鼻上穿孔来悬垂毫无生命的矿石，以试图将形象打扮得

更美，这就如同在所罗门圣殿的外院叫了一群街头混混，让他们在大理石上喷漆涂鸦来展示自我，想以此增添圣殿

本来就如此完美无暇的外貌。“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原文直译：妥协）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

（林后 6:16） 

当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用穿孔、疤痕、挂链子、整形及纹身等方式虐待自己的身体，投身于供奉 “时尚”

与“流行”的神明时，我相信众天使会转脸哀哭。“他们……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上帝为圣。（利 21:5-6）既然

上帝说不可用刀划身体，那么有什么理由我们认为穿刺耳朵等是被允许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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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糟蹋、污损、亵渎）上帝的殿，上帝必要

毁坏（摧毁、消灭）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林前 3:16-17）实际上，你不会在珍贵的‘大

理石上’穿洞。我们的身体要全然成圣，而非满身穿孔。 

圣经中有关反对披金戴银的原则，向来就是对上帝事业的一种福祉。它使众教友得到解放。上帝的百姓会拥有

更多钱财用来传播福音，救助受苦难的人。这样人们不再担忧送给妻子或女友的戒子是否够重，或担心是否更能突

出自已的社会地位？妇女们也不用在与人攀比珠宝首饰上花费任何精力。上帝的标准向来就是巨大的福分，因此，

我们必须持守它。 

注意这里——第一表征！ 

在启示录十二章与十七章中出现两位象征性的妇女，她们代表贯穿教会历史斗争中的两大宗教力量，尽管她们

都没说话，但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是真教会，一个是背道的教会。圣经主要借着对她们穿戴的描写来确定她们的身份。 

启示录 12:1 写道：“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第一个妇

人披戴天然的光辉，代表上帝的教会。上帝的教会，是以祂所造的无瑕无疵、纯正的亮光为服饰。 

第二位妇人预表背道的教会，则截然相反，她以珠宝首饰和华丽的衣服将自己装饰得花花绿绿。她的美是虚浮、

矫揉造作的，启 17:4 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

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很明显，这些装饰品是与罪恶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我们受命“各样（原文直译：所有与外表有关的、明显）的

恶事要禁戒不做。”（帖前 5:22） 

耶稣曾亲自命令：“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太 5:16）上帝之道告诉我们要发心中之光（不是我们外表的珠光宝气），是让人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不是我们

的财富），把荣耀归给上帝（而非我们自己）。 

结婚戒指 

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那结婚戒指行吗？” 

很简单，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支持戴结婚戒指的经文。圣经里也没有说一些戒指可以戴，而其余的一概不准戴。

各样戒指完全包涵在一切珠宝首饰和华丽服饰里面。 

严格地说结婚戒指是源于异教的风俗，但以后一直被许多教会接受并“受洗归入”教会。约翰亨利纽曼红衣主

教指出，结婚戒指与其它许多的异教习俗借着基督教会的妥协势力渗透到基督教中。“那些使用众庙宇、将它们献

于诸圣、用树枝布置场面；熏香料、灯台、蜡烛；为恢复健康而献的许愿弥撒祭、圣水，庇护权；众多‘圣日’、

节期，使用日历，列队唱诗游行，对土地的祝福礼，司铎法袍，削发礼，结婚戒指，面向东方，以及后来的诸圣像……

所有这些都是出自异教，并且因教会对它们的采用而圣化。”[注 1] 

 当然，我们今日看到结婚戒指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是那些追求上帝旨意的人，若研究这个主题，而且证

明佩戴珠宝首饰是有罪的，上帝就会赐给他们打破传统并跟从祂之恩典，“（耶稣）又说：‘你们诚然是（原文直

译：技巧地）废弃上帝的诫命，为（原文直译而加上更达意，下同）要可以守住自己的遗传。’”（可 7:9） 

基督是我们的榜样 

   至今为止，人们许多次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穿戴十字架该可以吧。”耶稣从没要求我们穿戴十字架，祂要

求我们背起十字架。比起穿着贴有巨大十字架的广告 T 恤，或是挂上用来标榜自我且毫无意义的金色小十字架，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是非常艰巨的挑战。耶稣告诉我们背十字架就意味着基督徒乐意“舍（原文直译：否定自）

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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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若你遇到疑问时，就请自问：“耶稣会怎么做？”我们若跟从耶稣就始终在安全线内。从我个人角

度看，我无法将自己心中的耶稣描绘成在祂耳朵、鼻子或身体其它地方穿孔、在身上挂满夺目珠宝的模样，虽然这

些珠宝都出自祂的手。圣经中耶稣的榜样一向是简朴和谦卑的。当祂被钉在十字架时，罗马士兵们就在祂们中间分

掉祂的衣服。请注意，他们不是为耶稣的珠宝首饰拈阄。因为祂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反过来，罗马士兵只能为了

争夺祂一件朴素无缝的里衣（约 19:23-24）——祂最值钱的衣服而拈阄。 

在此有一段反复强调的信息，我们若爱耶稣就会愿意跟从祂的榜样。“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

行的去行。”（约一 2:6 新雅各王版） 

变更业主 

在我曾居住的小镇中，有一座众所周知的十分破烂的房子，一派荒废景象。废弃的旧卡车、杂物和恶心的垃圾

堆满院子。油漆剥落、破损的窗户、饥饿的看家狗，使整个环境显得窘迫。有一天，我长途出差回家，当我开车穿

过小镇时，这座丑陋房子却产生巨大的变化，真令我吃惊，木材上斑剥的旧漆被清除涂上美丽的新漆，崭新明亮的

窗户代替了以前破烂的窗户，所有垃圾、旧卡车都被清除。庭院清洁还盖上一层新草。当时，我甚至连问都不用问

是什么原因使这里发生变化，我一下子就知道这房子有了新的主人。 

我们所有的人曾几何时就像那座破旧的房子，罪恶支配着我们的心，使我们 “败落”“肮脏”“混乱”。但

是一旦我们让耶稣接管我们的心，净化程序就会马上启动，耶稣必扫除去这些抹煞基督徒内在美的事物，同时众人

必将看到是你外在的改良。 

耶稣曾经放弃天上的宝座和冠冕，降世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同时祂甚至交出了自己在世上

的衣服。祂让我们放弃那些毫无生命的小玩意儿和珠子链子以便我们在堕落的世界上可以更好地反射出祂朴素无瑕

的形象，这个要求过分吗？ 

现在，通过这次学习我们已经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说拒绝穿戴珠宝首饰有许多正当充足的理由。若要让我从中

选出两个最好的，那就是——爱上帝，且爱我们邻舍。 

 “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罗 12:1-2） 

[注 1]约翰亨利纽曼 《有关基督教义发展短论》（伦敦朗文斯格林公司 ，1906 出版）第 372、373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