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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耶和華的名是堅固台，義人奔入，便得安穩。」箴言 18:10 

 

在你手中的這冊小書，乃是克林頓 N 霍華德弟兄在紐約州的華盛頓市特會上分享

的經歷。他曾經經歷了一次令生命改變的事件，使他開始從新認識他的主、他的神—

—耶穌基督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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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腓立比書 2:5-11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超乎大天使加百列——他常站在神的面前，曾奉差遣從天

上來到地上，宣告世人的救主降生的消息。 

 

這名超乎大天使米迦勒，他曾因那大紅龍——名叫撒但，又叫魔鬼——覬覦神的

寶座而把他逐出天上。 

 

這名超乎啟示錄中曾吹響神末了的七號的七個天使。 

 

這名超乎十二天使，他們立於新耶路撒冷聖城的十二個城門上。這城中有神的榮

耀，有碧玉的牆垣、珍珠的城門、精金的街道，永遠住在其中的子民，他們的名字

「寫在羔羊生命冊上…他們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 
 

這名超乎耶和華的使者，就是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撒母耳、大衛、

以利亞、以賽亞、耶利米等等顯現的耶和華的使者。 

 

這名超乎所有的天使！。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所有的天使，
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発？」「又指著哪一個說：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論到使者，又說：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論到子卻說：神啊，你的寶

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 
 
「神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參見希伯來書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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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珠！？ 
 

 

我有幸作為世界和平委員會的主席參加了限制軍備會議的開幕儀式，這個會議是

由剛剛上臺沒幾個月的美國總統哈定提議召開的，地點就在華盛頓。 

 

在各國的代表當中，有一位高級專員很是有個性、引人注目。在冠蓋雲集的場合，

他的言談舉止、衣著外貌、包括個性，都十分引人注目。 

 

當其他人都脫下帽子的時候，這個高個子專員並不摘帽。總統的牧師在領大家禱

告的時候，所有人都恭立，唯獨他依舊坐著。美國總統致歡迎辭的時候，所有人都脫

帽肅立，而獨獨這位代表著過億人口的高個子專員卻穩坐不動。他的裹頭巾是自己國

家民族的宗教習慣，白色裹頭巾緊緊纏住頭部，然後在頭頂盤得高高的，就像一個小

小的金字塔頂在他輪廓分明、膚色黝黑、氣質高貴的頭上。 

 

他脖子上掛著一串珠子，他正在虔誠地用手指將珠子一顆顆地從右邊撥到左邊，

如此周而復始地數著。你要是明白了這種東方飾物的重要性，就會瞭解他的神秘舉止。 

 

他是印度的專員，一個來自神秘地區的貴族王子，他是個穆斯林。他在那裡靜靜

地坐著，手弄念珠，口中念念有詞。他的舉動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於是我決心要弄個

清楚。 

 

一位官員將我引見給他，然後我就單刀直入地問他：「在下能否一問，閣下脖子上

這一串繩子究竟代表什麼含義？」 

 

「繩子？」他說，「這不是什麼繩子。」他把珠子攏在一邊，顯出金色的絲線。

「那是聯繫我靈魂和安拉真主的紐帶。」 

 

「哦，那麼珠子呢？」我又問道。 

 

「什麼珠子？」他回答到。「哦，那不是什麼珠子，那是寶石——榮耀的寶石；喜

樂的珠寶，天堂的珍珠！這是本人的念珠。」他繼續說道，「金線一共串了 99 個寶石

和珍珠，代表真主安拉的 99 個名號，就是我所信宗教的經典——古蘭經中的獨一神。」

他接著說道：「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我向你發出挑戰，和我的念珠比比！我的安拉

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和他的交流，比你和你的基督更多更美。咱們來比比，寶石對寶

石、珍珠對珍珠。一一比較，看誰更認識自己的神之全名。」 

 

我當然不能比過他！我無法接受這樣一個從遠邦來的挑戰。我在基督教家庭長大，

在家庭祭壇裡常蒙主的教誨，每天唱錫安的聖歌、每天讀聖經；然而，我卻不能接受

他的挑戰。我們往他生活的那個地方派遣宣教士，然而，他和他的真主安拉的交流，

卻比我們和主基督更深刻。他用他的宗教經典中能夠找到的所有名字來稱呼他的神。 

 

他可以說：「我的念珠，我愛我的念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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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線串成的榮耀寶石 
 

我下定決心，我也要有一個自己的念珠串，就是只有神能夠看見的，信心的珠串，

不必形式上的人能夠看見。我開始一個個地寫下心中記住的主的各種名號，儘管我竭

盡全力，寫下的名字卻是寥寥可數，完全沒有那個穆斯林朋友所謂天堂的珍珠的數目。

根本比不上那人的 99 個。 

 

我又查閱了克魯登經文彙編，找到大約 50 個主的名號，我發現有一些克魯登列出

的名號，是我沒有記下的；而我記下的另外一些則克魯登沒有列出。其實無論是我自

己，還是克魯登經文彙編，都沒有盡記下主所有的名號。 

 

我在哪兒還能找到更多的名字呢？看來只有一本書——就是聖經神的話。主曾說：

「查考聖經…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尋找，就必尋見。」「祂告訴你們什麼，你
們就做什麼。」於是我開始查考聖經，按順序寫下每一個名號，從新約聖經中的第一

卷書、第一章、第一節找到第一個名號，一直到最後一卷書、最後一章最後一節的最

後一個名號。我竟然得到令人驚奇的發現。我不得不在主耶穌的名前跪下。「因耶穌的
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這是我第一次借著祂完全的名號來認識祂。 

 

新約中，耶穌基督的第一個名字乃是天使加百列從天上帶下來的，就在祂肉身出

生之前，帶給了謙卑的童女母親，這記錄在路加福音。Wm.E.葛雷斯東稱路加福音是

前所未有的一本書，當維多利亞女王問他，他所認為的最美的一本書的最美的篇章是

什麼，葛雷斯東回答到：「路加醫生寫的關於我們主出生的一段記載。」這段記載是路

加醫生寫出的，若非神親自見證其真實性，路加斷不會輕易相信童女生子的記載。這

段路加所寫的記載不愧是「歷代文學上的珍寶。」 

 

 

預言應驗了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個童女那裡，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天
使進去，對她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
又反復思想這樣問安是什麼意思。天使對她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
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祂起名叫耶穌。」 

 

我的串珠開始了！這是我找到的第一顆珍珠，價值連城的珍珠，作為串珠上的第

一顆。「祂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這裡是第二顆珍珠——「主神要把祂祖大衛
的位給祂。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祂的國也沒有窮盡。」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 
 

在這裡我得到了念珠上的第三顆珍珠。耶穌，至高者的兒子，神的兒子，一串的

開頭三顆珍珠，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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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她去了。」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借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
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太 1:22、23 ） 我得到了

第四顆珍珠！ 

 

「在伯利恒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
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
報給你們大喜的資訊，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第五顆），就是主基督（第六顆）。」（路

2:8-11）。至此我們總共有了七顆珍珠：耶穌，至高者的兒子，神的兒子，以馬內利，

救主，主，基督——這頭七個名字從天上來，比東方的星帶領博士尋到耶穌的出生地

還早。 

 

當主耶穌完成了祂的事工、成就了祂的救贖，被釘十架上、埋葬、復活升天之後，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回到天家祂寶座那裡，祂告訴約翰記下的祂最後的名

字，在啟示錄，聖經最後一卷書，最後一章，最後的幾節裡我們看到。「我是阿拉法
（1），我是俄梅戛（2）；我是首先的（3），我是末後的（4）;我是初（5），我是終
（6）。……我耶穌（7）」。地上的第一個名字和天上的最後一個名字都是一樣的：耶穌

為始，耶穌為終。因此當我把念珠完成的時候，耶穌——最昂貴的珍珠居於開始和結

尾！ 

 

在新約聖經中，耶穌這個名字出現 700 餘次：「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將自

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你們得贖……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 
 
「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這個大喜的資訊應當讓所有人都知道。「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這就是福音；這就是保羅勉勵提摩太傳講的

道，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從天上賜下

的頭七個名字證實了這一點。我繼續查考，發現在基督降生之後的第一個名字乃是對

出生之前七個名字的確認。在馬太福音第二章，約瑟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祂母親
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借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
召出我的兒子來。」有耳可聽的就聽吧——「我的兒子。」這裡是我的第八顆珍珠。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裡。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祂將稱為拿撒勒人
的話了。」這是第九顆珍珠。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耶穌受了洗，
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祂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仿佛鴿子降下，落在祂身上。從
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這是第十顆珍珠。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這是第十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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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約翰的話，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他先找
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我們遇見彌賽亞了！」這是第十二顆。 

 

這樣，根據新約的啟示，我們按照順序列出我主的十二個名號：「耶穌，至高者的
兒子，神的兒子，以馬內利，救主，基督，主，我的兒子，拿撒勒人，我的愛子，神
的羔羊，彌賽亞」——一共十二個！ 

 

「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我們
遇見了，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十三顆！「拿但業說：拉比，你是神的兒
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十四顆！ 

 

「耶穌到了凱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說我人子是誰？……西門彼
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十五顆！ 

 

還要繼續嗎？巴不得能夠像那希伯來女子一樣，對乃縵建議去到撒瑪利亞尋訪先

知以利亞，好使大麻風得著醫治；巴不得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能夠指明我們榮耀主的各

樣名號，以及所在的章節、出現的背景等等，按著順序列出每一顆珍寶、寶石，「要叫
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你

能夠看見祂的榮耀，「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那吩咐光從黑暗
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巴不得我能夠像祂那樣「祂數點星宿的數目，一一稱它的名。」然而沒有人能夠數算

得盡！ 

 

 

珠寶盒 
 

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主耶穌出生到十字架這一段的名號都列出來，從荊棘冠冕到榮

耀寶座，在祂神性與慈仁的光輝中，把這些名號用不可見的黃金線串起來，用耶穌這

個名字，地上第一個、也是天上最後一個名字，作為念珠的兩端。耶穌為始、耶穌為

終，在祂出生地和祂榮耀名號之間，你能夠得到一連串的燦爛寶石、珠寶和天上愛子

的珍珠，你得到的是一條不可見的念珠，比其他任何念珠更好更長。榮耀的珍寶、喜

樂的寶石、天堂的珍珠，光輝奪目、全然美麗，絕對的榮耀，顯明了神兒子威嚴的神

性。「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象，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祂洗淨
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來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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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給了祂這些名號？ 
 

這些名字當中，沒有一個是祂的母親馬利亞給的。也沒有一個是少年耶穌的養父

約瑟給的。祂的名字來自祂的父——神。祂的名字是在出生之前借著先知和天使賜的，

那些人認識祂、跟從祂、相信祂、當祂在地上的時候敬拜祂，當祂回到天上的家，又

借著天上的使者，聲音由寶座而出。我們在約翰福音中讀到：「因為看見祂的榮耀，就
指著祂說這話。」 

 
此時，通過祂完全的名號來認識你的主，當你手持這不可見的念珠，一一數算你

的珍珠，你就會看見祂的榮耀。開始於祂的出生地，結束於神的寶座。 

 

 

304 個名字 
 

這裡有 304 個名字了，然而我們還沒有完成全部的！還有一個至高的名字沒有列

出，缺少了這個名字，我的念珠便沒法完成。我們主的名字當中最有盼望的、最被高

舉的、最有預言性的名字，乃是在主降生前 700 年，先知以賽亞所預言的最偉大的名

字，所有預言中最寶貴的。明日世界的唯一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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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9:6） 

 

 

309 個名號 
 

309 個名字，比那位穆斯林朋友金線上的珍珠寶石足足多出 210 個！ 

 

天堂的珍珠、預言的珍珠、平安的珍珠——宣告了那位早已存在的、永恆存在的、

永不改變的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 13:81)「惟獨見那成
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祂因著神的恩，
為人人嘗了死味。」（來 2:9）「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 53:51） 

 

 

 

 

 

克林頓 N.霍華德先生 

聖經講員、信仰捍衛者 

前進雜誌編輯 

國際改革基金會總裁 

紐約州，華盛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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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福音書局- 
 

這篇關於主名號的見證，深深影響著基督福音書局一代又一代的工人，我們感到

有必要再次出版這本《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949 年共產黨接管了中國政權並優秀的中國人民，海倫威利斯是最後一名離開中

國的基督徒傳道人，當時是 1958 年。（基督福音書局也出版了她見證《經歷聖經中的

勉勵》。） 

 

我們敬愛的姊妹，「海倫小姐」，現在已經到主那裡了。她是基督福音書局的創辦

人之一，長期致力於中國的福音事工。列舉主的名號給她非常大的挑戰，她常常提到

收集記錄主耶穌基督的名號，帶給她極大的喜樂。 

 

 

她有一個半米長的金屬盒子，裡面排滿了小卡片，上面記錄著她花了無數時間搜

集的「天堂的珍珠」——主的名號。〈實際上，她總共收集了超過 400 個名號！〉 

 

當看到她奇妙的收藏時，我自己也決定要做一個名單。後來在書局同工的協助下，

我們把 365 個名號彙集在一起，做成一本日曆。 

 

我們一同合作，印刷了一本每天撕下一頁的日曆，那年是 1982 年。 

 

多年過去了，時間並沒有沖淡我們當年工作中所經歷的喜樂和美好的回憶。我們

也常常希望，如何用主耶穌的寶貴名號來鼓勵年輕一代的基督徒，並且讓他們擁有寶

貴的祝福。 

 

想像一下，我們若是熟悉了主耶穌基督寶貴的名號，我們能建立的根基何等穩固。 

 

讓我們在教會中、在家裡面和其他人一同分享記憶主耶穌的名號，而不只是玩玩

遊戲而已，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屬靈生命持續地增長和真正的進步。 

 

艾德侯賽因，一位穆斯林教徒，在他真摯熱情的自傳中寫到，他是如何成為一個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他詳細記述了當年是如何在英國加入伊斯蘭極端團體的，以

及後來的所見所聞，並且敍述了他最終又如何脫離了那個組織。我們向大家推薦侯賽

因先生的這本書，他幫助我們進入一個原教旨主義穆斯林教徒的內心世界和情感。 

 

一天晚上，艾德侯賽因敬愛的祖父對小艾德說，你要背誦穆斯林的唯一經典——

古蘭經。艾德感到困惑，雖然他也參加古蘭經學習班，也在家裡和媽媽查考經文，但

從來沒有人讓他背誦經文。祖父說，古蘭經不僅僅是一本可讀的經書，要通過背誦，

熟練掌握各種語言技巧才能真正明白古蘭經的誦念藝術。 

 

艾德的祖父是一個有智慧並受過良好教養的人，他默默地聽著艾德背誦古蘭經，

然後耐心地糾正了他的發音、語氣、重音。這個年輕人從祖父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

從此就更加愛上了古蘭經，至終成為一個古蘭經學者。 



9 
 

 

艾德後來回憶，當時每個星期四的晚上，他都要參加祖父門徒們的聚會。這些人

聚在一起，坐在地板上，一遍遍地誦唱他們的真主安拉的名號，長達一個小時。有時

他們為了避免分神，就關了燈，在黑暗中彼此勉勵集中注意力背誦真主的名號。 

 

我們當中又有誰誦念基督的名號呢？我們開始了沒有？ 

 

我們手中有沒有一串珠子，並非珠寶所串成的，而是主耶穌基督的名號所串成的，

好讓我們認識祂、享受祂。 

 

 

 

「念珠」？？ 
 

當今世上有各種各樣的念珠，有羅馬天主教使用的，也有很多基督教團體也使用

念珠。在亞洲佛教和其他宗教也使用一種「排憂念珠」，掛在脖子上，或是戴在手腕上。 

 

人們認為這些東西能夠對人的「精神生活」有所幫助。然而基督徒卻是主張「唯

獨聖經」，不主張用宗教物品來摻雜屬靈事物。基督徒有一個方法實踐屬靈生活，就是

記憶、背誦、享受主耶穌奇妙、寶貴、大能的名號。 

 

 

名號的重要 

名號裡究竟有什麼？ 
 

若是走在大街上，一個陌生人唐突地問你，你的名字叫什麼，你或許會遲疑片刻。

因為你已經把自己的名字當作非常私人的東西，不會輕易吐露。若沒有足夠的理由，

你是不會告訴別人你的名字的。實際上，在某些文化背景下，人們迷信地認為，絕不

可以讓邪靈知道你的全名。一個人的名字是非常私人的東西。 

 

聖經中的名字帶著特別的意義，因此在研讀聖經時，找出名字背後的含義就非常

重要。通常來說，名字叫人想起一個人的性情和個性，「雅各」的意思就是「抓、排

擠」，這正是他早年生活的寫照。後來神給他改名叫「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施

洗約翰的名字是主的使者給他取的。當初，他的親族要給他起名「撒迦利亞」，就是按

著他父親的名字，然而他的父親卻寫下「他的名字叫約翰」。我們的主降生時取名叫

「耶穌」，就是「救主」的意思。這名字是在祂降生前神借天使所啟示的。 

 

穆斯林教徒在幼年時就學習了真主的 99 個名字。然而我們在聖經中卻能找到神數

百個名號，這些名號都記述了神的大能和神性。當主耶穌來的時候，祂宣告自己是永

生神的兒子；聖潔三一真神位格中的一位。主耶穌的許多名號都與舊約中神的名字相

對應。基督徒相信主耶穌就是神。若是你不相信這一點，那麼你就還不是基督徒。聖

經說，無論何人，只要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立刻得救。

(羅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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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賽亞清楚地表明瞭聖父和聖子的合一。早在西元前 700 年，他就預言了彌

賽亞〔基督〕的降臨，並列出了彌賽亞的名字：「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
在的父、和平的君！」（賽 9:61）。祂被稱為「奇妙」、「策士」，就是說主耶穌乃是神的

智慧，接著他直接說明祂就是被稱為「全能的神」。 

 

還有人會說，主耶穌從來沒有被稱為神嗎？或許有人會這麼說。然而不可否認，

主的確用過一個名號「我是」，這乃是神的名字，就是住在永恆中的那一位！並非「我

曾是」，而是「我是那自有永有的」，大哉「我是」！這名字表明祂的永恆屬性。在天

地創造之前的永恆中間，祂就在那裡——「我是」，永遠是！ 

 

今日，祂仍然是「我是」，祂無處不在，就在你讀這本書時，祂就在你身邊。在永

恆裡面，「我是」這真理永遠適用，因為神是自有的神，神超越一切，永受讚美，祂住

在永恆的現在。大哉「我是」。 

 

聖經說，你若口裡承認主耶穌就是你的神、你的救主、你的主，內心深處相信神

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蘇約翰 

二零零八年九月 

 

 

 

 

 

 

「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耶和華側耳而聽， 

且有紀念冊在祂面前，記錄那敬畏耶和華、思念祂名的人。」 

 

瑪拉基書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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