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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的真相
道格·巴契勒 牧师

亚兰王与以色列民争战，他的军队时常偷袭，却皆以失败告终。不知为何，他的绝密作战计划总会被
以色列王所知晓。于是有一天，亚兰王对他的将领们说：
“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王下 6:11）
将士们回答：
“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
色列王了。”（第 12 节）
原来如此。于是亚兰王决定绑架上帝的使者。一天晚上，他派出重兵围困了多坍——以利沙所停留的
小镇。清晨，以利沙的仆人一起床，便发现他们已被重军围困——成千上万亚兰士兵的铠甲上闪闪放光，
无数战马四蹄跺地响声一片。于是仆人急忙跑向以利沙，并大声喊着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
好呢？”
（第 15 节）
以利沙走到窗前，或许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然后平静地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
更多。”
（第 16 节）这位年轻的助手，被逼近的庞大军队吓得不知所措，但以利沙却祷告说:“耶和华啊，
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上帝立即回应了他的祈求，于是“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
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第 17 节）
烈火战车中的这些士兵究竟是谁？那围绕全城的超自然的生灵，正是上帝所差派的天使。对此，大卫
王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
（诗 3:6）大卫王为何会如此自信？因
为“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祂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
（诗 34:7）
当我们研究圣经所谈这些极其真实、但在很大程度上非肉眼所能见的天使时，恳求上帝也同样开我们
的眼睛。

无处不在的天使们
稳妥一点说，我们中的许多人，其实都见过上帝的信使，但却没有意识到。经上记着说：
“不可忘记
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来 13:2）像其他人一样，我相信自己
已蒙了天使们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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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非我确信天使存在的原因。我相信有天使，是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使是存在的。从创
世记到启示录，我们能读到全部有关天使的信息，至少有 250 处经文提到天使。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就
有 80 处提及天使。圣经中如此之多关于天使的章节，这实在是值得我们仔细关注的一个主题。
从希伯来语 mal’ak 和希腊语 angelos 而来的单词“天使”，亦称“信使”。事实上，这个单词有时会用
来形容某人被派作使者。人们常常误以为，天使像普通人一样。但这些天上的使者比世人高大一些。而且
他们长得并非都一样，其中一类名为“基路伯”
，就是那些在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把守大门的天使。
这些有翼的天使也称为“守望者”
。另一类被称为“撒拉弗”
，意思是“燃烧的”。 先知也经常在异象中看
到，这些天上的生灵侍立在上帝的宝座前。
天使乃是被造的生灵。有人认为，创世记 6:2 节中提到的，那些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的“上帝
的儿子们”就是天使。但我们知道，天使不能生育，他们并非人类。大卫把他们描述为上帝创造的美妙生
灵，经上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
（诗 104:4）相比之下，人类要“比天使微小一点。
”
（诗
8:5）
虽是被造的生灵，但天使比世人要更加强大。彼得描述他们为“力量权能更大。”
（彼后 2:11）你知道
一位天使在一夜之间杀死了 185,000 名亚述士兵的故事吗？（请看王下 19:35）当大卫因数点以色列民犯
罪时，全地发生瘟疫，以色列人死了七万。对此，圣经说：“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
”
（代上 21:16）这一切仅仅由一位天使完成。

圣天使与恶天使
并不是所有的天使都效忠于上帝。有圣天使也有恶天使。曾经，所有的天使都侍奉上帝，但众天使中
最有权柄的一位，名叫(Lucifer)路锡甫，他背叛了上帝，变成撒但，与上帝为敌，并说服了三分之一的
天使，加入了其叛乱的阵营。经上说：于是“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祂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它
的使者去争战。
”
（启 12:7）龙代表魔鬼，而米迦勒则象征着基督，超越所有天使的那一位。
通过这场战争，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所处世界之罪恶的根源。这一切都源于一位堕落的天使。“它的
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第 4 节)
我们得到警告，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
时候不多，就气忿忿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
（启 12:12）世界的痛苦、忧伤和罪恶,都始于这位堕落的天使。
当亚当和夏娃听从撒但而不听从上帝时，魔鬼就在我们的星球上设立了他的堡垒，并暂时获得统治地球的
权力，以实施他叛逆上帝的阴谋。保罗描述魔鬼的工作：“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
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弗 6:12）我们正与堕落的天使交战，
他们每天都在试图拦阻上帝的旨意，并使我们犯罪。
总有一天，这些真实的恶天使会被除灭。耶稣用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道出了他们的结局。“王又要向那
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
（太 25:41）他
们也知道自己的末日业已临近。堕落的天使，魔鬼，曾问耶稣，是否“时候还没有到，祢就上这里来叫我
们受苦。
”
（太 8:29）圣天使与恶天使都是非常真实地存在着，并非如人们想象那般，只是虚构。他们如同
看不见的无线电波，虽然肉眼不能见，但依然环绕在我们的周围。
有人会问，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祂不动动手指，就把那些恶天使除灭呢？这是因为祂的品格受
到了质疑。魔鬼已将那些可怕的指控都指向了上帝，若上帝只是简单地焚毁那些控告祂为不公平的恶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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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令祂的追随者只是出于惧怕来跟从祂，而非出于爱。信任是真爱的基础。圣经说：
“上帝就是爱。
”
（约
壹 4:8）并且,“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18 节）爱必须是侍奉上帝的最高动机。因
此，在路锡甫和他的天使们面临刑罚和毁灭之前，上帝要允许他们在宇宙中尽显其恶。
极具讽刺的是，那些受恶天使影响而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恰恰不相信恶天使的存在。那些嘲笑魔鬼及
恶使者只是些伪装成长着一对蝙蝠翅膀和触角的淘气鬼的人，更容易被魔鬼所欺骗。即使是油画中看起来
微小、裸身漂浮在云彩上的天使丘比特，其实也只不过是中世纪的人们虚构出来的。事实上，并没有小天
使，他们皆是高大、雄伟、大能的生灵。
相信天国中那些美丽的天使所做的奇妙之工，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防恶天
使。耶稣之所以告诉我们祷告时要说：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那是有原因的。
（太 6:13）

天使的能力
天使的其他能力还有什么？其一，他们形体是非常美丽的。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有主的使者从天上
下来，
“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
（太 28:3）
天使的速度极快。
“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
”（结 1:14）这让我想起地球上最快的昆虫，蜻
蜓，时速可达 30 多英里，就如同你以每小时 90 英里的速度奔跑一样！
但天使比蜻蜓要快得多，他们的速度明显比光速还快。注意但以理遇到的这位天使：
“我祷告的时候，
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
”
（但 9:21）想想那
个画面，当但以理祈祷时，上帝差遣了一位天使，瞬间从数千万光年以外的天国，来到了但以理的身边，
如此之快！
有时，圣经还指出天使是有翅膀的。当以赛亚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时，他也看到了天使，“其上有
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赛 6:2）在圣殿中镶嵌
在约柜上的基路伯有翅膀：
“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出 25:20）
尽管天使不像我们凡人一样，但他们也有身体；住在一个我们难以理解的维度中。有趣的是，使徒保
罗告诉我们，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
（林前 15:50）在复活的时候，我们都会拥有一个崭新的身体，
如天使一样，不再死亡。
我们可以通过对电磁光谱的学习，以简单的方法去理解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实际存在的事物。我们
的肉眼可以看到彩虹的全部颜色，这是可见的光谱，我们称这种波长的光谱为“光”。但有很大频率范围
内的光谱，是我们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科学家很久前就发现了伽玛射线，红外线，微波，无线电波等等。
今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周围有成千上万种不同频谱的光。因此，同样的，就不难相信，有一个属灵国度
是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的。
那么，究竟有多少天使存在呢？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我们知道有很多。正如，当耶稣
在客西马尼园被捕时，他对那些惊恐的门徒说，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
（太 26:53）那将是接近 80,000 个天使！
使徒约翰在异象中，
“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
千万万。
”（启 5:11）这个词在希腊语中，代表一个不能数尽的数量。同样，这里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
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来 12:22）请记住，这里提及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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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天使，此外还有恶天使。

不可敬拜天使
天使是明亮的、强大的、智慧的、迅速并且令人生畏的，他们皆是具有独特性的个体。但对于这些有
着令人着迷之特性的天上生灵，圣经说：我们决不可敬拜他们。他们虽是神圣秩序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是
神圣的。如前所述，天使是被造物。与圣父、圣子、圣灵的永恒相比，天使是有一个起点的。圣天使将活
在永恒中，而恶天使则是有着注定结局的有限生灵。
圣经警告我们，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西 2:18）当一位天使出
现在约翰身旁，他俯伏要下拜时，请注意那位天使的回答：“千万不可！…你要敬拜上帝。”
（启 22:9）
十诫明明地告诉我们，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出 20:3）这也包括天使，甚至在天使的形
象前祷告，也是被禁止的。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
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
”
（第 4,5 节）
我们知道,曾有一位天使要求被敬拜——撒但在旷野试探基督时，他向耶稣保证，如果救主只敬拜他，
全世界都会是耶稣的。当然，耶稣拒绝了魔鬼的邀请。祂回答说：
“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
主你的上帝，单要事奉祂。
’
”
（太 4:10）
在救赎的计划中，天使看自己为人类的伙伴一样。那位来到约翰身旁的天使也说：
“我与你和你的弟
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
（启 22:9）

荣耀上帝
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第 6 章和启示录第 7 章中看到，天使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荣耀上帝。当天使向
牧羊人宣告基督的降生时，他们是怎么说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路 2:14）天使们再也找不到
比荣耀上帝更大的快乐了。而我们的被造也是因着这同一目的。“所以”，保罗写道：“你们或吃或喝，无
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林前 10:31）我们应该像天使一样，在赞美那位拯救我们的上帝中，
找到最大的快乐。
天使乃是服役的灵，为顺从上帝的旨意而活。他们时常围绕着主。你可以在一些教堂中看到这些图像，那
是天上圣所的缩影。当上帝指示摩西在旷野建造圣所时，天使令圣所增辉不少。基路伯被安置在约柜上，
圣所的金墙和幔子上都绣有天使作为装饰，随处可见。事实上，在天国中，有无数的天使环绕在上帝的宝
座旁，听候差遣。
天使们也极其重视那拯救我们这失丧世界的救赎计划。彼得说，对于我们的救赎，
“天使也愿意详细
察看这些事。
”
（彼前 1:12）上帝的军队随时准备着，要为我们的得赎而战斗，他们要拯救我们免遭灭亡。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来 1:14）当我们知道这些神圣的使
者，是被差遣来服务我们时，这是何等大的鼓励啊！

守护者
耶稣对天使的简短提及，使我们知道，在每个人的身边，都至少有一位天上的守护者，在看顾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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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说：
“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太
18:10）即便是最软弱的基督徒也可以确信，有从上帝而来的天使保护着他们。
“听从祂命令，成全祂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作祂的诸军，作祂的仆役，行
祂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
”
（诗 103:20,21）在这段话中，大卫肯定了天使的保护。
对于那些负责守护上帝儿女的天使，大卫的描述使人最得安慰，他说：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
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棚。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
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
子和大蛇。
”（诗 91:9-13）
在圣经中，还有许多关于天使的鼓舞人心的记述。要是一一讲述圣经中拜访了夏甲、罗得和雅各，喂
养了以利亚，在狮子坑搭救了但以理，对撒迦利亚说话，向马利亚宣告好消息，从牢狱中释放彼得，将腓
力引到一位埃塞俄比亚人面前，在沉船上鼓励保罗，安慰在旷野禁食 40 天以及在客西马尼园中的耶稣的
这些天上的生灵的故事，怕是要花费我们数小时的时间——事实上，有关天使的记述贯穿了整本圣经。
约翰·佩顿牧师是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布道先锋。他曾讲述过一个被天使保护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其
布道中心的附近，住着一个充满敌意的食人部落。一天晚上，那些人打算烧毁佩顿牧师的家，并杀死他们。
于是佩顿牧师和他的妻子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整夜祈祷，恳求上帝搭救他们。结果天亮的时候，他们惊讶
而百思不得其解地发现，那些攻击者们都已离开。感谢上帝，是上帝拯救了他们。
一年后，食人部落的首领奇妙地归向了耶稣。佩顿牧师还记得那晚发生的事，于是便问这位酋长，那
天晚上，是什么原因令他和他的族人，没有烧毁自己的房屋。不料那位酋长却惊讶地反问道：“和你们在
一起的那些人到底是谁？”
牧师回答：
“只有我和妻子，没有别的人啊！”酋长争辩说，那晚，他看到有数百人身穿着闪光的衣服，
手中拿着利剑，站在那里，将小小的布道中心围在中间。所以，部落的人因害怕才没敢进攻。这时，佩顿
先生终于明白，是上帝派遣了祂的天使，保护他们。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孤单。天上的生灵，正看着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不但保护我们，而且在
我们走迷方向时，他们将与上帝一同引导我们，回归正路。总有一天，我们会面对面地见到他们。我十分
期待能见到我的那位守护天使，你呢？虽然我们不能敬拜他们，但我们却真该为这些服务于我们这堕落世
界的天使，而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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