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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正
運動是什麼？幾乎沒有人談，幾乎已經不

是教會的時尚，幾乎已經不是基督徒所看

重、所流行、所參與的一種工作。而歸正運動，將要

帶來歸正福音的新時代。

這是很多基督徒從來沒

有想到，也沒有看到的事

情。今天的許多基督徒，

只以為參加聚會，有了

信仰，以後死了上天堂，

就是生命、心靈所需要

的。在教會裡面，有參

與聖工，能夠為主做一

些工作，這樣就心滿意

足了。很多很熱心事奉的

基督徒，從來沒有思想，

他為什麼事奉，他參與哪一種教會的事奉，他事奉的

教會是哪一種信仰的路線，他的事奉要達到怎樣的果

效。是神引導的一個路線，或者是時代的一個路向；

是出於神永恆旨意的一個原理，或是出於時代流行的

思潮。所以，有許許多多的基督徒，可以說是熱心有

餘，智慧不足。忙得不得了，卻沒有真正省察，自己

事奉的動機與果效。所以，我們要很清楚地思想，我

參與什麼教會，我參與哪一個運動，我參與哪一種事

奉，而這個事奉是為了什麼，這個事奉與上帝永恆的

旨意有什麼關係。這幾天的信息，就是要指出一個方

法論的問題，指出一個原則性的問題，更指出神在這

個時代中間，祂心意中要我們所定的，要我們所走的

路線是什麼。

到了五、六年以前，我突然間發現，需要很嚴肅地

栽培一大批的人，而且是繼續不斷週期性地栽培，然

後，把真正信仰性的原理栽種在他們心中。那麼，用

什麼辦法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聖經的道，很嚴

謹地，正統地，很嚴肅

地、很火熱地，傳講給

我的聽眾知道。所以，

這 一 個 運 動 ， 這 一 個

查經運動，這個解經大

會，背後是一個很重要

的思想，就是，怎樣建

立一批有正統信仰的勇

士，來參與歸正運動的

事奉，等候歸正時代的

來臨。

這樣，建立一個歸正運動，要面向一個歸正時期，

當歸正的時代來到的時候，人要尊重聖經，人要尊重

正統的信仰，人要很嚴格地抗拒那些錯誤的教訓，教

會興旺的時候，不是從份量來看，乃是從本質來看。

當歸正時代來到的時候，神的恩典要臨到更多的人，

神的道要建立更多人的信仰。不但如此，神的道要批

判所有墮落的理性產生的哲學。神的兒子基督耶穌，

要在祂的寶座上，凡事居首位。當歸正時代來到的時

候，許多得救的基督徒，都會主動去傳福音，他們不

但自己站立在純正信仰的根基上，他們心中被聖靈充

滿，大有火熱，去愛靈魂，領人到上帝的面前來，這

樣的時代，是神在人間設立寶座的時代，是基督在凡

事居首位的時代，是聖徒用上帝的道，批判世界學說

主義的時代，是基督徒生命發出生命的香氣，領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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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歸主的時代。所以，要達到這個時代，我們要參與歸

正福音運動。

歸正福音運動在歷史上有哪些時期呢？按名稱來說，幾

乎沒有看見，有哪一個特別時期有歸正福音運動。但在

教會歷史裡面，有一個時期叫「改教時期」，而教會歷

史裡面，有許多的福音運動。那這兩件事，是不是一件

事呢？是不是有關係的呢？福音是每一時每一代，教會

對世界當盡的責任。但是，不是每一個時代的人都看見

傳福音使命的重要性。所以有一些人，在某些時期，就

興起來，專做福音的事工。所以，福音的運動，是比較

常出現的。

但我們看見、發現，有許多有(傳)福音卻沒有信仰路線的

人，眾說紛紜，混亂得不得了，我們看見中國教會需要

什麼？需要一個歸正的運動。歸正的運動，要帶領福音

的運動，走正確的方向。歸正的運動，要給(傳)福音性的

教會，有正統信仰、教義的神學根基。所以，我就把這

兩個名詞結合起來了──歸正福音的運動。歸正包含什

麼樣的意義呢？歸正的意義就是：要歸到正面的、正派

的、正常的、正統的，就是這個意思。

「改教運動」在馬丁路德改教以前一、二百年就有了，

但是沒有成功，那些改教家一個

一個被殺，有的被燒死，有的被關

在監牢，所以，英國的改教失敗。

Bohemia的改教失敗，法國的改教失

敗，有許多的改教都失敗，這些人

包括了William Tyndale，包括了John 

Huss。John Huss被活活燒死，為什麼

這些人要改教呢？因為他們看見教

會走錯路，信仰離開聖經，人的靈

性偏差，所以，整個教會在黑暗的中間。一定要把教會

改變過來，把錯誤的信仰除掉，然後我們回到正統的神

的道的裡面。那麼，這些人都從下面做，他們怎麼叫、

怎麼喊、怎麼改都改不來。因為上面的力量太大了，組

織太嚴密了，所以改教運動一直失敗。

到了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他是個奧古斯丁修道

院裡面的修士，這個人在研讀聖經的時候，他發現我們

得救是因為信，是在基督耶穌的寶血裡面被稱為義。而

當時的基督徒，他們所謂的得救，是靠著教皇、教父、

或這些教會裡面的神父們，告解裏給他們的赦免，他

們的罪才得到赦免。或者他們要買贖罪劵，罪才得到赦

免。

天主教的兩大問題，第一，就是權威的問題，第二，就

是中保的問題。除此以外，因為他們解經的權威，是他

們自己，就是教會自己可以解經的，所以，他們就產生

一些錯誤的教訓來。其中最大的錯誤，就是馬利亞學，

還有煉獄的學說。這些都不是聖經的教訓，所以需要改

教運動。改教運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比馬丁路德更勇

敢。馬丁路德發現這些錯誤之後，盼望教會悔改。但教

會悔改要從誰開始呢？教皇要悔改、主教要悔改、神父

要悔改，所有神職人員都要悔改。這些誤導人的信仰，

根本不是聖經的教訓，一定要離開錯誤的教訓。馬丁

路德根本沒有意思要創立一個新的宗教，他只要教會悔

改，離開錯誤的觀念，回到正統的信仰，讓大家一起復

興起來。

馬丁路德1517年，改教以後，影響

了整個歐洲，在法國有一個人，起

初是人文主義的學者，是頭腦絕頂

聰明的人，叫做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這個人在廿六歲的時候，

他就把整個聖經的總原則歸納起

來，寫了一本書叫《基督教要義》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在他活在世界上的時候，一共修改、增加許多的份量在

裡面。從原先很薄的一本書，變成一本很大的書。這是

人類歷史裡面，解釋聖經的信仰系統最偉大的一本書。

以後呢，全歐洲最重要的人，要明白聖經的，都跑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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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文那裡去。在加爾文的下面，在日內瓦的學院下面受

教導。

所以，福音運動，因為改教時期，奠定了改教的精神、

改教信仰、改教神學，這樣歸正運動真正的開始，就是

從改教時期開始。那麼，歸正運動、改教時期的五大精

神是什麼？

l 第一是什麼呢？是Sola Scriptura，「唯獨聖

經」，這是第一個原則，是第一個精神。無論我

們信什麼，無論我們講什麼，無論我們行什麼，

我們只有一個最高的原則，就是出於聖經的。

聖經是唯一的源頭，神的啟示是唯一的權威，

是唯一的基礎，是我們唯一的依靠。所以，這

是改教運動的第一個精神。Sola Scriptura，Only 

Scripture－ 這是第一個。

l 第二個精神是什麼呢？Sola Gratia「唯靠恩

典」。我們沒有功勞，沒有善行可稱，我們今

天得救，我們今天成了何等樣的人，唯有靠著上

帝在基督裡面的恩典。人不是因為朝聖得救，人

不是因為禁食建功勞，不是因為我們禱告才蒙悅

納，我們不是因為我們的善行、遵行律法才能得

救、我們不是靠行為稱義，我們在神面前稱義，

唯有靠著上帝的恩典，Sola Gratia－這是第二個大

的原則。

l 第三個原則，改教的第三個精神，「惟有藉著信

心」，我們能到上帝的面前，人若沒有信，就不

能得上帝的喜悅。我們得救是因為信心、信靠上

帝的兒子，我們因信領受聖靈、我們因信被稱為

義、我們因信得成為聖、我們因信與神和好、我

們因信罪得赦免、我們因信重生得救，「唯藉信

心」，叫作Sola Fide。英文的Faith 就是Fide。

l 第四個大原則，就是Solus Christus「唯獨耶穌基

督」，這一切的一切都在耶穌基督裡面賜給我們

了。我們唯獨在基督裏得永生，馬利亞沒有份、

彼得沒有份、雅各沒有份、聖徒功德庫沒有份，

唯有耶穌基督，只有一位，就是基督，除了基督

以外，沒有別的基督徒；除了基督以外，沒有別

的救法；除了基督以外，沒有別的救恩，Solus 

Christus－這是第四個。

l 第五個是什麼呢？就是Soli Deo Gloria，「唯獨

歸榮於上帝」。唯歸榮於神，沒有別的目的、沒

有別的對象。Soli Deo Gloria，這是第五個大原

則。

這樣，基督徒從今以後，在歸正運動裡面，不是隨便跟

人講，也不是靠自己，也不是憑著行為，沒有功勞。就

是藉著這本聖經，我明白上帝的旨意，我認識上帝的救

恩；我是藉著上帝的恩典，成為得救的人；我是憑著信

心來領受上帝的恩，來得著上帝的救贖；只有在基督裏

面，我可以蒙上帝悅納；我這一生唯一要達到的目的，

就是把一切的榮耀歸給上帝。這五大精神，就是改教精

神，就是歸正精神。感謝上帝！

那麼，加爾文的歸正神學完全沒有保留地承繼這五大精

神，然後每一個時代，教會走差的時候，有人出來，用

這五個精神來復興教會，他們都是在歷史上在歸正運動

有份的人。歸正運動的教會復興是從這裡來看：教會是

不是回到聖經裡面？教會是不是單單依靠恩典？教會是

不是藉著信心？教會是不是單單在基督裏？教會是不是

榮耀上帝？這個復興是整體性的，神心意中的復興。

最後，當改教運動到中國來的時候，我們有四種翻譯，

把新教和舊教相對的叫作新教。新教的第二個翻譯，就

做抗羅宗。第三種翻譯，叫做歸正教，所以很多改革宗

的教會，叫做歸正教會。第四，歸正宗又叫作改革宗，

所以當你把這個reformed church，翻成中文的時候，你看

見，這是新教的教會，是抗羅宗的教會，是歸正宗的教

會，是改革宗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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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這兩種，是比較廣泛的，因為包括了路德會，(路

德會在香港有崇真會、有禮賢會、有信義會、有路德會

⋯⋯)；在英國有聖公會、公理會、衛理公會，還有弟

兄會，還有貴格會等等。但是後面這兩個，歸正教會、

改革宗教會，這兩個名稱，是特別指在加爾文影響之下

的教會，這個教會－改革宗，叫歸正教會。按照聖職

的系統來說，有一種的名字叫長老會。長老會到了廿世

紀的時候，受許多新派的影響，有一些人堅守純正的信

仰，所以，他們繼續走改革宗的神學路線。現在不是談

宗派，reformed theology不是一個宗派的神學，reformed 

theology應該是全教會所共有的神學。這樣每一個教會，

無論你是聖公會也好、浸信會也好、衛理公會也好、長

老會好、你是清教徒也好，或者你是別的宗派也好，我

們歸正神學，呼籲全世界、全教會、全體基督徒，一同

回到聖經。這就不是宗派神學，是全教會的神學，眾教

會都在這個運動影響之下，忠於聖經。 

----唐崇榮博士於2005年3月8、9、14、22及29日在香港主講
《歸正神學講座》之《歸正運動的回顧與前瞻：為什麼這時代

需要歸正福音運動》，此文由Christine摘要節錄於其第一講3月

8日之錄音。

購買(目前僅能從香港購買)：

可暫到方舟書室選購：

北角方舟書室　北角　英皇道500號港運

城商場188號舖　（北角地鐵站B3出口）

觀塘方舟書室　觀塘　牛頭角定安街61號閣樓

（牛頭角站B4出口，馬會診所

對面，宣道會觀塘堂第二副堂）

方舟書室電話： 2684 1122 

http://www.stemi.org.hk/product.html

� 2005年歸正學院，吉隆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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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企業管理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對

風險的覺悟，你做一件事整個經濟忽然間垮

下來的時候，對某一些人是已經預備好了，所以他就

可以免去忽然來的災禍。許多生意人是明白這點的，

但是很可惜在教會，在傳道人中不明白，許多時候傳道

人和教會領袖，就以為主若與我同在，誰能夠把我怎樣

呢?!!所以他們就靠著這些，對經文的誤解，建立一種

很樂觀的、幼稚的信心，那他們連外邦人的智慧都沒有

去預防可能臨到的事情，所以災禍感是事奉主的人應當

要有的。

災禍感在保羅的思想裡面有幾樣是很清楚的。第一

樣就是⋯我若傳福音給別人，自己被丟棄，那怎麼樣

呢?有這樣的事嗎?!!有，因為神忠於祂自己的話語。上

帝的話傳出去的時候，神一定會用祂的話，成就祂藉

著祂啟示的真理要達到的目的，而這些傳話的人不過是

工具，不是恩典的源頭。但是當一個傳道人或者為主作

見證的人，以為他是恩典的源頭的時候，他就失去災禍

感(你看上帝這樣用我嘛!!上帝這樣同在，不就等於我不

錯嘛!!)。神用你不是因為你，神用你是因為祂的話，又

給你機會可以事奉祂。所以當神的恩典臨到一個人的時

候，不證明這個人比別人厲害。你比別人蒙恩，比別人

更豐富更順利的時候，可能是因為如果不把這些順利豐

富恩典給你，你早就跌倒了。我們一定要從無條件蒙揀

選無條件蒙恩，來學習謙卑，只有這個態度你才會把榮

耀歸與上帝!!如果有一天我做的工作，神在其中賜福，

那是因為這個工作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所傳

的道，神藉著這道使人蒙恩，這是因著神的道，神忠於

祂的道，我不過是器皿。如果你一方面不是以聖潔的動

機，純潔地事奉的心志來事奉，而是以你的技巧恩賜經

驗跟熟悉聖經的話語傳道，上帝就使你一方面工作有果

效，一方面把你丟掉，這種災禍感，保羅是很清楚的，

而我相信很多傳道人是不懂得的。

第二個災禍感，在保羅的觀念裡面是--我若不傳福

音我就有禍了，我相信這是很多人，特別歸正的人最

缺乏的思想，因為歸正人常以為我把信仰建立起來了，

我一生就做這工作，傳福音的工作好像不是我的責任。

歸正的人是對理性思考很興趣。We must be rational but 

not rationalist我們應當是很有理性的但是我們不是理性

主義者。歸正的人對教義很有興趣，卻變成保守的一

群，自己不斷建立，繼續不斷追求，很自私的一群，

結果很多Reformed的人是很少傳福音的。所以Reformed

需要在這方面悔改，需要在這裡重新建立自己，就從

這災禍感建立起，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災禍了。我相

信有很多神學家，一生不傳福音，他很平安，很多牧

師連自己的教會牧養都來不及了，那裡還有機會傳到外

面去，所以他對不傳福音感到很平安。我很怕在歸正學

院讀書的學生，也是很會搞思想跟信仰研究，而對於自

己沒有參與傳福音感到很平安，那這個運動就是個失敗

的運動。保羅說：我無論做什麼，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我無論做什麼，都是為榮耀上帝；我無論做什麼，都

要讓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我無論做什麼，是做給上

帝看。這些無論做什麼，跟後面那些話接連起來，就是

整個事奉在神面前赤露敞開的心，你把這些連起來就是

基督教倫理的總範圍了。基督教倫理是動機倫理，而你

為什麼做，怎麼做，你做了什麼，你的動機是什麼？我

做，是為祂得榮耀，我要造就人，是要為上帝，不是為

人，我做是要叫人與我同得福音的好處。這樣你可以用

這樣的動機，一條應付萬條，一條道理給萬條用，你讀

書嘛?歸榮耀給上帝！你傳福音嘛?歸榮耀給上帝！你打

工嘛?歸榮耀給上帝！你賺錢？歸榮耀給上帝！全部答

你一切的事工，一切的內容，歸納到這個動機裡面的時

候，那你無論做什麼，都要叫人與我一同得到福音的好

處。所以今天傳道人很需要有這個災禍感，我若不傳福

音給別人，我就有災禍了。所以每一個歸正運動裡面的

人，一定要雙管齊下，用真理建造自己，用福音來拯救

事奉者的災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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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若不做就有災禍。當然這不是以威脅自己，以這

樣的危險才逼自己傳福音，我們今天信主不是要逃避，

也不是要上天堂，因為這還是比較自私的宗教信仰。我

們今天信主因為主是真理我們回到祂面前，我們是屬於

祂的，所以回到祂面前。所以我信主了，所以這些上天

堂下地獄，不應當構成我信的動機，因為這是信的結

果。信的結果不應當變成信的動機，動機是行動原始推

動的力量，而信的結果是神在永世中間計畫中間所應許

的。每一次我們把果跟因倒過來的時候，我們的事奉就

會變成自私的，我事奉主忠心，我會得生命的冠冕，這

是結果；而因為得生命的冠冕，我才事奉主忠心，這是

自私。

第三個災禍感是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咒可詛。這

絕對不是對非基督徒講的，這是對基督徒講的，這絕

對不是對普通的人講的，是對那些已經得救，已經傳

福音事奉主的人講的。保羅說：若有人愛主，這人是所

上帝知道的。如果是上帝知道的，那任憑人怎樣反對，

怎樣咒詛，怎樣羞辱，都不要緊，因為主知道。如果你

與主的關係和主對你的了解，深到一個地步，建立了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那全世界反對算什麼!!若有人

愛主，這人是所主知道的。亞他拿修是三一論的大將，

亞他拿修是建立正統信仰最偉大的人之一，當他以比較

年輕，沒有多大的經歷，來獨自一個人抗拒整個世界偏

離三一論正統信仰的時候，有個老人家說：亞他拿修

阿!你這麼年輕，你這麼勇敢，你敢抵擋亞流派嘛!!我告

訴你阿，全世界都反對你了!他的回答

是,：全世界都反對我了？好！我就反

對全世界！這就是在最孤獨的時候，絕

不死心的榜樣，這就是正統信仰傳留下

來我們應當要有的精神。如果全世界走

錯路，而我只有一個人的時候，我不應

當自哀自憐，我不應當說：主阿，剩下

留下我一個人，其他人都拜了巴力，連

我的命他們也要取了，所以我現在逃走

逃避隱避，是為著你的緣故留餘種，你

要謝謝還有我這個餘種，否則歷史怎麼延續下去？上帝

絕對不同情自哀自憐的人，上帝也絕對不贊成自鳴清高

的人，上帝絕對不愛惜那些自討功勞的人。上帝說：你

講什麼!!以利亞，只有你一個人阿!!?你從現象看，你從

自己的熱心看自己的功勞，你從比例看數目，看你自己

是獨一尊貴的，我告訴你，我已經為了自己留下了七千

個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沒有向巴力親嘴的!!所以

我們的傲慢，我們的自憐，我們奪取神的榮耀，我們以

為我們自己很寶貴，這些都要釘在十字架上。保羅很清

楚，所以他說，如果你不愛主，你可詛可咒。誰願意做

一個活在咒詛之下的人？這是很可怕的!!

所以這三個災禍感，我今天分享與大家。越有災禍

感的人，越可免去災禍，災禍性預感越高的人，越可以

蒙受上帝恩典。加爾文說：一個聖人，絕對不是一個沒

有犯罪的人，一個聖人是對小罪有大敏感的人。對災禍

感越清楚越覺悟越恍然大悟的人，越可避免那些不必要

的風險，不必要的審判咒詛的來臨。很多世俗的人，他

們在普遍恩典中間，已經比我們更先感受或是實踐聖經

一些已經啟示給我們，而我們不知道的，求主幫助我

們，給我們說：主阿！我不要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被丟

棄，主阿！我要努力分享你的道與人，拯救人免得我有

災禍了，主阿！我要愛主，免得我成為一個可咒可詛的

人。阿們！

(唐牧師於2005年7月8日在吉隆坡，對歸正學院學員之訓勉，

學員莊惟晴弟兄協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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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世界上，人屬血氣的景況是墮落的。聖經描

述人的心志是在黑暗中，是虛空、愚蠢和不穩

定的。

人的意志是在靈死的權勢之下，是頑梗和固執的。

人心是屬世的，好聲色的，自私的。

 因此，人的整個生命，離開了上帝，常常充

滿困惑和無所適從的紊亂（伯十21，22；傳七29；

羅一24，26，28；三10-18；帖後二11，12；太十五

18，19；雅四1，2；賽五七20，21；創六5；詩六九

14）。

問題是如何醫治人的紊亂本性，終止他那罪惡可憎的

泉源？

 有些人有比較安祥和沈靜的氣質。這類人比較

容易與人相處，對他人有幫助，然而他們的思維與心

志都充滿黑暗和混亂。他們在表面上看來不是那麼有

問題，但在他們的靈魂深處藏著泥濘與污穢。

 教育、信念、苦難、光照、盼望憑自己力量

成義，愛好名聲、結交好人和有好的決心，這些常可

克制邪情惡念，並可平靜人心思裡面那蠢蠢欲動的慾

念，也可能改變人生犯罪作惡的進程。

 但無論使用哪種屬血氣的方法，罪的毛病

還是存在，而靈魂仍然繼續在混亂和內在的困惑當

中。唯一能醫治這樣邪惡情況的，乃是聖潔（弗四

22-24）。

反問﹕我們承認和支持這樣的真理，就是所有聖潔的

人，仍然有原來墮落和紊亂的殘餘存留在裡面。罪仍

然留在信徒裡面，而且還很有權勢地、有效地在他們

裏面作工，將他們捆綁在罪的律裡面。因此，信徒的

 在一個不聖潔的世界中
             保持聖潔 約翰歐文

靈裡有很大的爭戰。「屬肉體的情慾對抗聖靈」。這

樣看來，好像聖潔並沒有醫治這些罪性。那些未重生

得救的人似乎常比信徒的心意更為平靜。

答案﹕第一，不聖潔的人的心思在罪的權勢管轄下，

他們心思的平靜與安穩只不過是在地獄中的平靜與安

穩。撒旦自己不會分裂相爭。這種平安只是「壯士披

掛整齊，看守自己的住宅」，就是撒旦自己，保守他

所有的都平安無事，直至有一個比他更壯的來捆綁

他。與上帝為敵的心意是不會有平安的。

 第二，混亂與叛逆有所不同。一個聖潔的靈

魂，也許還有一些叛逆性，但整個靈魂是不混亂的。

靈魂是在強壯、有規律和穩定的掌管之下。這是恩典

的工作，在基督之下保持規律，雖然某方面還是叛逆

的。

 第三，一個信徒的靈魂滿足於這樣的爭戰中，

他的平安一般不會被這樣的爭戰所擾亂或推倒。

 第四，一個成聖的人肯定是在這樣的爭戰中得

勝。在這爭戰中得勝的保證使信徒在鬥爭中仍能保持

靈裡的平靜。

 我們從兩方面來勝過住在裡面的罪和罪的叛

逆暴亂。第一是在某特別情況之下，我們有足夠的保

證能勝過某些特別的情慾與罪惡，只要我們堅持和殷

勤地運用從恩典之約中所獲得的方法和幫助。這些情

慾與罪惡將不會懷胎生出罪來（雅一15）。但是假

如我們忽略運用上帝賜給我們的這些方法，我們就不

要期望得勝。第二，爭戰的結果，罪不會將我們裏面

的上帝的形像完全破壞，也不會將我們的靈魂全然和

終極毀滅，雖然這是罪最要命的野心。信徒有上帝的

信實作他們的保證（羅六14）。因此，就算有罪的作

對，一個成聖的靈魂有聖潔的力量保守靈裡的平安與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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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許多基督徒裝成十分聖潔，自稱達到聖潔的

高峰，但他們的心意還是焦躁、易怒、壞脾氣和不穩

定。

答案﹕假如有這樣的基督徒，他們要覺得非常羞愧，

並且要自己承擔審判的後果。他們這樣的行為是與聖

潔和聖靈所結的果子相反的（加五22），許多人以為

自己是聖潔和成聖的，其實不然。許多真正聖潔的人

可能正在兩樣不利的情形下受苦。他們可能身處一個

環境，常常使他們的天然弱點會引發出來。大衛一生

處在這樣的地位環境中，哈拿也是如此（撒上一6，

7）。他們的弱點可能被壞人激發而變本加厲。但那

裡有恩典和聖潔的種子，那裡也有據點醫治一切的敗

壞（賽十一6-9）。

 我們聖潔的主要部分是榮耀與尊崇，就是主

耶穌基督對祂在世上的門徒所期望的。聖潔是我們

在世上尊崇和榮耀基督的主要方法。聖潔也是向世人

宣告基督真正的形像如何的主要方法（林前六19，

20；林後五15；羅十四7-9；多二14）。

 說到底，上帝要求我們在世上做的只有兩件

事﹕祂要求我們過一個聖潔的生活以尊崇和榮耀祂，

以及為祂忍受苦難以尊崇和榮耀祂。

 基督呼召我們作祂真正的門徒，要我們見證

祂聖潔的生命、祂那智慧與純全的教義、以及祂的死

足夠和有效地救贖人的罪。祂呼召門徒見證，藉著信

靠祂而得與上帝和好，見證祂的大能，就是祂整個中

保的工作：使門徒裡面上帝的形像得以更新，回復他

們成為上帝所喜愛的，帶領他們享受與上帝的同在。

要這樣做，就要過一個聖潔順服上帝的生活。能做到

以上各項，信徒就能在世上榮耀上帝。

 我們必須承認基督的生平是我們的榜樣。但

在這褻瀆的世代和面對多數不信和不感興趣的人，

我們如何為基督生命的聖潔作見證？我們要靠聖潔的

心和生命，靠靈裡效法基督的形像，靠為主而活的生

活，結出順服的果子。

 當我們犯罪，跟隨和追求肉體的情慾與享

樂，看重眼前事物而不看重永恆事物，卻又常常逢人

便聲稱基督是我們的榜樣時，我們真是羞辱主名。

 除非我們見證出基督的教導來，我們是不能

榮耀祂的。但我們如何見證基督的教導呢？我們見

證基督的教導，是將祂的教導成為我們生命的秩序和

聖潔。這樣的話，我們就是向世人見證基督的教導是

聖潔和屬天的，充滿屬靈智慧和恩典。我們要順服於

基督和祂的教導，顯出祂教義的本質、目的和作用來

（多二11，12）。因著許多人在生命中活出聖潔、

信心和有用的行為，見證了基督教導的大能和純潔，

使歷世千萬人被挽救回來順服福音，信靠耶穌基督。

 我們也要為基督捨生的大能和效力作見證。

第一，基督的死潔淨我們一切罪惡過犯。第二，將

我們良心的死行清除，使我們事奉永生上帝。假如我

們的罪沒有被基督的血洗淨，如果我們的過犯沒有被

清理乾淨，我們是上帝所憎惡的，永遠是祂憤怒的對

象。然而，主耶穌基督在這事上沒有對祂的門徒有過

份的要求，只要他們承認祂的血能洗淨他們的眾罪，

並在生命中以聖潔顯出這真理來。這樣我們就是榮耀

祂。

 若沒有按照福音所言的聖潔，我們一點都沒

有榮耀耶穌基督。榮耀祂是祂對我們必要的要求。假

如我們愛基督，我們必定要聖潔。假如我們要表示對

基督的感激，我們必定要聖潔。假如我們不想在末日

面對祂的冠冕、榮耀和尊貴時被發覺為叛徒，我們必

須聖潔。

 假如我們有從基督而來的恩典，或尋求最終

被祂接受，讓我們在一切行事為人上努力追求聖潔，

仰慕祂的教導，顯出祂的德行，讚美祂，效法祂的樣

式。祂是首生的，是看不見的上帝的形像。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是

聖潔的。」

﹝取材自：John Owen, “The Holy Spirit”﹝聖靈論，第廿六

章，馬可譯，將由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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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的人論﹝續﹞

 上一期我們討論到巴特如何理解上帝對人類的創

造。我們看見，巴特的人論的每一方面皆否認了正統神

學的觀點。正統神學堅持神性與人性之間具有本質上的

不同，巴特卻以「分享」﹝Anteilgabe﹞與「同情、同

理心」﹝Anteilnahme﹞來形容神性與人性間的關係。因

為神本身就是祂自我啟示、與人和好的行動，所以人就

必然成為上帝救贖行動的一部分。但神的救贖就是神本

身，因此，人必然地成為了神的一部分。

 人類受造的概念直接牽涉到了始祖犯罪的問題。

巴特認為，這個問題也必須以基督中心論的原則來解

決。正統神學說亞當是歷史上的第一個人，全人類都

在亞當裡墮落了。巴特卻說我們必須拒絕正統神學的這

個觀點。根據巴特的說法，基督就是亞當。只有藉著基

督，神才能夠被人認識。只有在基督裡，人才是人──

這是「人」的定義。人一切的作為，都是在基督裡的作

為。因此，就連犯罪都必須是在基督裡犯的；只有在基

督裡，人才有可能犯罪，並知道他自己犯過罪、且正在

犯罪。但人在基督裡，就等於與基督同為救贖主，這是

人在基督裡的身份。因此人犯罪是背叛了自己在基督裡

與基督同為救贖主的身份。1

 所以，罪是不可能發生的，罪也不可能使人永遠

與神分離。巴特澄清說，我們確實必須相信神有揀選也

有棄絕。被神棄絕的人屬於撒旦的國度；他們處在神毀

滅性的敵意之下；神任憑他們永遠失喪。2

 但對巴特而言，這並不代表有些人是被神棄絕、

永受刑罰，另一些人卻蒙神揀選、得享永生。這是不可

能的，因為全人類都在基督裡，基督就是全人類；基督

是那一位真正的人，是惟一的真人。因此基督就是那個

被棄絕的人，卻也是蒙揀選的人。3所以其他人都與基督

一同被棄絕。但基督首要的身份卻是蒙揀選的人，而非

被棄絕的人。因此其他人都在基督裡一同蒙神揀選。神

﹝“Has Karl Barth Become Orthodox?” 摘自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1954, Vol. 16, pp. 135-181﹞﹞ 曾劭愷 編譯 

范泰爾論 巴特vs.正統神學﹝五 ﹞

對人的棄絕並非終極的。人不可能永遠與神分離。4人被

棄絕只不過是暫時的、假設性的。5人有可能「有條件」

地被棄絕，但不可能「無條件」被棄絕。神的忿怒已經

一次而永遠地 (once and for all) 傾倒在耶穌基督身上。所

以其他人不可能再次遭受無條件的滅絕。6所以神的棄絕

只不過是個影子，是過去的事。被棄絕的人藉由被包括

在基督裡，他們的命運得以被提升(sublated)。7成為被棄

絕的人是與在基督裡作為選民的身份相矛盾的。8神自己

已經成為被棄絕的人，替人承擔了一切被棄絕的後果，

並預定人成為祂榮耀的一部份。9結果，神卻因此棄絕了

祂自己。10

 所以，神的棄絕不可能臨到人。11根據巴特的說

法，棄絕論的真意，是與古典改革宗的觀點背道而馳

的。古典的棄絕論將神的棄絕歸於一些人，而將神的揀

選歸於另外的人。12巴特認為，在加爾文的預定論中，

神是一位全然隱藏的上帝，卻不是一位顯明的上帝。

13因此，加爾文與其他的古典神學家把人分成兩大類，

即選民 (elect) 及棄民 (reprobate)；這些神學家將一類人

變成神終極忿怒的對象，又將另一類人變成神終極恩典

的對象。而巴特則宣稱，如果我們要以基督中心論的原

則來處理揀選論及棄絕論，我們就必須揚棄正統改革宗

神學在這兩項教義上的立場。對巴特而言，人類是不能

被分成兩類的。神的揀選必須包括全人類。選民與棄民

之間惟一的差別就是，選民在基督裡享受他們真實的身

分，而棄民尚未在基督裡享受他們真實的身分。不論你

是神的朋友摩西，或是神的敵人法老；不論你是以撒或

以實馬利、雅各或以掃，基督都已為你的罪死而復活。

14就連賣主的猶大也包括在耶穌基督的教會中。15在耶穌

基督裡面，我們可以說罪惡與過犯都已經被擊敗了。16

人自身(man in himself)必定是與創世記中的亞當一樣墮

落，因而落入神的忿怒之下，當受死的刑罰。但這個人

自身卻是神在永恆中就在基督裡所愛的人。17是基督承



11

Footnotes
1「人之為人在本質上與整體上的意義就是：與神

同在。...緊接著，人之為人在本質上的意義同時也

是：人與基督同在，因此與神同在。」(《教會教

義學》3.2，頁161)「人的存有是那以基督為基礎

的啟示歷史裡面的存有，在其中神願善待人，人也

能為神而存在。」(出處如上，頁193)

2 《教會教義學》2.2，頁381

3 出處如上，頁382

4 「他們不可能改變神對他們的態度；神對人的態

度，就是祂在永恆中對那些在祂自己的兒子裡的罪

人的態度，神樂意這樣對待人，也一直是這樣對待

人。」(出處如上，頁385)

5 「人只有可能假設性地被棄絕。」(出處如上)

6 出處如上

7 出處如上，頁502

8 出處如上，頁498

9 「恩典的揀選是神在耶穌基督裡一切的道路與作

為的開端，在其中神親自以自由的恩典 (in freier 

Gnade；編按：英文的free grace可以翻譯成『自由

的恩典』或『白白的恩典』，但德文的frei卻只

有『自由』的意思)，將自己預定給犯罪的人，也

將犯罪的人預定給自己，並因此自己承擔了神的

棄絕以及其一切的後果，而揀選人類成為祂榮耀 

(Herrlichkeit) 的一部分。」(出處如上，頁101)

10 出處如上，頁179

11 「因此上帝預旨中的那個『不』字，在任何情況

下都不可能是對人類發出的一個『不』。」(出處

如上，頁181)

12 出處如上，頁187

13 如上，頁119

14 「不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不管你像摩西一樣是

神的朋友，或像法老一樣是神的敵人，不論你的名

字是以撒或以實馬利、雅各或以掃，你都是耶穌基

督因著神的義而為你的罪惡死於十字架上的人；不

管你是誰，祂已為了你的稱義、為了你的救恩與福

份，從死裡復活了。」(出處如上，頁245)

15 出處如上，頁250

16 出處如上，頁189

17 出處如上，頁131

18 出處如上，頁132

19 「由此可見，無神的狀態(Gottlosigkeit)是不可

能存在的，而是人類本體論上的不可能性 (die 

ontologische Unmöglichkeit des Menschseins)。人不是

沒有神，而是與神在一起。這就清楚說明，沒有人

是在無神的狀態中。的確，無可置疑地，罪惡確實

存在。但罪惡卻是沒有可能發生的；罪在人的本體

上是不可能發生的──罪是人類本體論上的不可能

性。我們與基督同在，因此我們與神同在。這就代

表，我們的存有並不包括罪惡。罪惡中的存有、無

神狀態中的存有(Sein in der Gottlosigkett)，與我們

人類的存有是相矛盾的(wider unser Menschsein)。」

《教會教義學》3.2，頁162

擔了神的忿怒、審判與刑罰。是神的兒子，也就是神自己，承擔了這一切。

因此神的忿怒、審判、刑罰都不會臨到人。18所以我們對地獄一無所知；我

們所知道的，只有如何對地獄誇勝。

 在巴特的人論中，神在基督裡變成了人(it is God in Christ who 

becomes man)，且是惟一的真人。其他人都是因成為神啟示的一部分才得以

成為人，而神的啟示就是祂在基督裡的揀選以及救贖。但人的罪惡與這個在

基督裡的身份是不一致、不相容的；人如果在基督裡，人就不可能犯罪。但

人必須是基督裡的人，這是人的定義。沒有人是在基督之外的。因此，罪就

成了「不可能發生的可能」(an impossible possibility)，是「人類本體論上的

不可能性」(ontological impossibility for man)──在人類本體的構造中，罪惡

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19

巴特的基督論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討論過巴特的啟示論、上帝論、人論。我們看

見，在這三項教義上，巴特都是以基督中心論為起點，繞了一整圈之後，又

以基督中心論為結論。啟示論、上帝論、人論這三個大圓圈，其實都是同一

個圈，就是基督事件 (Christ-Event) 的圓圈。

 事實上，我們已經將基督事件的概念交代得相當完整了。因為巴特

的啟示論、上帝論、人論都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因此在前面的討論中，

我們需要不斷地提到基督事件。在巴特的神學中，如果要討論神與人，就必

須提到基督事件；另一方面，基督事件也包括了所有關於神以及關於人的事

情。因此，當我們要討論基督事件時，我們也必須提到啟示論、上帝論、人

論。但因為我們接下來主要討論的是基督論，所以我們把重點放在耶穌基督

身上。對巴特而言，耶穌基督是神與人相互接觸的那一點。在這一點上，神

成為人、人成為神，神與人被相同化了(identified：見本文第四期，「動力」

2005秋季版)。

 由於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探討巴特在他的中心教義上是否已回歸正

統，因此我們在這裡特別需要問一個問題：巴特的基督，是否就是聖經所啟

示的基督、歷代教會所稱為主的那位基督？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請見下回

分曉。

﹝曾弟兄現就讀於加拿大維真學院，自2003年起參與歸正學院研習。﹞

摘錄與反思

~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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