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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宗教改革跟福音有什麼

關係？宗教改革從神

學上，就是要回到福音原

先的這個教義上。所以，馬

丁路德的「因信稱義」乃是

真正純正的福音，因為我們

不是靠功勞，我們不是靠行

為，也不是得工價，來領受

主的救贖跟赦罪的恩典。我

們領受救贖和赦罪的恩典，

完全是神的旨意，神的計

劃，神的憐憫，神在基督裏

的應許。所以，我們是白白

稱義，我們無功勞稱義，我們藉著信心稱義，所以「因信

稱義」本身就是福音。這樣，宗教改革跟福音是不能分開

的。

當我們談歸正運動的時候，要特別注重的就是信仰歸

回《聖經》的原理，也就是歸回上帝的啟示，歸回上帝

的道，完全以神的真理為我們信仰的基礎，而上帝的道

就是福音的道，所以歸回上帝的道，一定是歸回純正的

福音。今天很多的人都認為他們就是信《聖經》，他們

就是信上帝的道，他們就是傳上帝的道。但是，你注意

聽的時候，他們傳的道，跟《聖經》裏面上帝的道是有差

別的。每一個宗派都認為他們是「聖經派」，全世界沒有

一個教會說我們是違背《聖經》的派，每一個教會都認為

他們是照《聖經》、信《聖經》、傳《聖經》的。那些說

「我不屬任何宗派」，「我是超宗派」的人很危險，「我

是完全照《聖經》的」，他們這些話，是把他們要遵守

《聖經》這個動機表現出來而已，不等於他們能真正明白

《聖經》。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呢？因為我們現在已經不

像亞當原先被造的情形那樣，我們已經受了罪的玷污。所

以，我們讀《聖經》的時候、我們想《聖經》的時候，我

們的思想受罪的影響，思想《聖經》的時候，對我們的解

經也影響。所以，每一個說「我是照《聖經》行的，我是

不分宗派的」，這些人隱藏了一個很大的驕傲在裏面，因

為，他表示他比任何一個宗

派更高超一點。「超宗派」

是不存在的，英文只敢講是

interdenominational，這個叫
做什麼呢？宗派際，國際，

國家事務，國際的戰爭，國

際的政治協調，國際新聞，

你不能說「超國新聞」，你

超國、超族就變成自己比全

世界更高一等了。英文沒有

supra-denominational，只有
interdenominational。那些宗
派際的人，他應當做服事眾宗

派的工作。每一派的人都說自己是照《聖經》的，但每一派

都有不同解釋的時候，這顯明了宗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派系的思想，是人犯罪以後沒有辦法避免的事情。

當你說「我是歸正的神學」，那是不是表示你跟人不

一樣，你就站在宗派的立場呢？不是的。「歸正」不是一

個宗派，「歸正」是一個願意歸回《聖經》的目標和精神，

然後呼籲全教會一同歸回《聖經》。「歸正」本身是很尊

重《聖經》的，因為歸正的神學與改教的神學相同的基礎就

是：Sola Scriptura 唯獨聖經。「歸正神學」承認，我們解經
的時候，跟那些路德宗、或者聖公會、衛理宗有些不同的地

方。但這些不同的宗派，他們有很多的神學家，最後都走向

歸正的路線。

「普遍啟示」、「特殊啟示」
現在我們思想什麼是歸正最基本的傳統，「歸正神學」

的重點或者它最大的貢獻是什麼？在人類歷史裏面，「歸正

神學」是最先分開「普遍啟示」跟「特殊啟示」的神學。上

帝如果沒有啟示給人，就沒有一個人能認識上帝的真理。如

果上帝不願意把真理啟示給人，也沒有一個人認識人是誰。

所以，「啟示」不單是我們信仰的根基，「啟示」更是我

們對真理認知的根據。為什麼要把「普遍啟示」跟「特殊啟

示」分開來呢？因為「普遍啟示」是每人個都可以領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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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啟示是連那些反對上帝的人都看得見的，這不是單單基

督徒明白的事情。普遍啟示的經文在那裏呢？在羅馬書第一

章第19~20節。這一段的《聖經》告訴我們什麼呢？人雖然看

不見上帝，人可以藉著所造之物，來認識祂，而且這是上帝

已經顯明在人心裏的。

普遍啟示

普遍啟示兩大範圍：第一，就是創造，第二，就是直

覺。

創造是外界的，直覺是人裏面的內界，一個是

external，一個是internal。外在的見證就是上帝全部的創造，
上帝藉著所造之物彰顯祂自己。上帝把「上帝觀念」這種直

覺放在每一個人心裏面，每一個內心都有神存在的見證，這

是「歸正神學」特別提到的。這樣，外在的見證、內在的見

證都告訴我們有上帝。我們在自然界裏面認識上帝，有些人

「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其實這個名詞是弄錯

了，是「上帝藉著祂的創造，顯明祂自己的存在」，然後我

們在祂的創造之間，看見了祂的智慧和能力，以及祂的永恆

性。這樣，從創造我們看見上帝，從內心直覺的見證，我知

道有上帝，這叫做「普遍啟示」。

特殊啟示

第二個啟示就是「特殊啟示」，上帝特別有一些方法

來啟示自己：神自己對人說話、神藉著夢向人顯現、神使人

見到異像、神啟示先知講一些的話語，這些特別在舊約裏面

非常清楚的。那麼這些人到底有什麼特別，為什麼上帝特別

向他們顯現呢？原因就是：上帝要恩待誰就恩待誰，上帝要

憐憫誰就憐憫誰，上帝要揀選誰就揀選誰。所以，不是每個

人都像亞伯拉罕，不是每一個都像摩西，不是每一個人像以

賽亞，這些人是上帝特別揀選，對他們特別講話的人。到最

後，進到一個最高峰的時候，上帝差遣祂的獨生子耶穌到世

界上來，「特殊啟示」最高峰就是上帝在肉身顯現。上帝藉

著所造之物顯明，上帝藉直覺對人說話，上帝藉著先知對人

說話，上帝藉著異夢、異像在舊約對人說話，上帝藉著神蹟

奇事對以色列人說話，以後，上帝藉著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到

這個世界上來。舊約的先知早就預先說明祂要來，新約的使

徒就解釋祂為什麼來，舊約的先知和新約的使徒就把這些對

基督的解釋寫成《聖經》。

所以，我們看見「特殊啟示」的兩大範圍：第一，就是

《聖經》，第二，就是基督。

「普遍恩惠」、「救贖恩惠」
「歸正神學」就從這裏，思想另外一個問題，上帝有

「普遍恩惠」，上帝有「救贖恩惠」。兩樣都是從神而來

的，兩樣都是恩典，但是範圍完全不一樣。所謂「普遍的恩

惠」，也就像耶穌講的，「天父用日頭照好人也照壞人，降

雨給義人也降雨給罪人」，所以，這樣普遍的，每一個人都

領受上帝的恩典。但是這些人從來沒有在恩典中間得著新生

命、得著赦罪、得著救贖、得著永生。所以，「歸正神學」

就把恩惠另外一類歸為「救贖恩惠」。這世界為什麼有很多

反對上帝的人，卻有很高的學問？因為上帝照樣給他們恩典

──他們有「普遍的恩典」。他們有對自然啟示的了解，他

們有對創造思想研究的成果，這些人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不

同的地方在哪兒呀？就是他們沒有經歷救贖，他們不明白福

音，他們沒有耶穌寶血赦罪的恩典。他們不懂得以基督徒的

身份來向上帝感恩。我們從這裏就看到了，基督徒與非基督

徒的分別了。

基督徒的科學家研究出一些東西來，非基督徒的科學

家也研究出一些東西來，到底有什麼不同？基督徒知道這是

神的創造，所以他研究的時候，要看見上帝的作為。非基督

徒的科學家沒有辦法了解這個事情，所以，他只把自然現

象，當作自然本來就有的現象。基督徒看出這是上帝創造的

奇妙，所以，當他在自然界研究的時候，以信心就看見神的

作為、神的智慧、神的計劃、神的能力。第二樣，基督徒要

把研究的結果當作榮耀上帝的工具，非基督徒的科學家把研

究的結果當作發財賺錢的工具。這是基督徒科學家與非基督

徒科學家不同的地方。如果沒有敬畏上帝， 如果沒有榮耀

上帝，如果不知道這是神的創造與作為，那我們研究科學以

後，實用出來的時候，就可能成為最危害人類的工具了。

「文化使命」
從這方面，「歸正神學」又發展出一個很大的工作，

就是「文化使命」，這是「歸正神學」最特別的地方。「文

化使命」的意義是什麼呢？也就是人的「文化」，有固定的

目的在裏面。「文化」的成就，是為了榮耀上帝，為了造

就世界上的人。所以，一個基督徒在文化界裏面，就應當讓

上帝在文化界裏面居首位，在文化界裏面把上帝的榮耀彰顯

出來。用《聖經》的道、基督的精神來影響文化的每一個範

圍。

廿世紀的初期，荷蘭有一個大神學家，也是大政治家。

為什麼一個大神學家會作一個大政治家呢？因為這個人不單

是對神的道非常清楚明白的人，更是照著《聖經》的原則用

神的真理，來看世界的國度治理原則的人，這個人叫Abraham 
Kuyper。Kuyper的思想深奧，是全世界歸正神學家都要尊
重的人之一。他說一句話：「沒有一寸的地方，耶穌基督沒

有設立寶座在其上」。這句話很偉大，他的意思是，我們生

命、我們生活、每一個範圍，都要讓基督居首位。基督在我

生命裏面，沒有一寸，沒有寶座在其上。這種思想，也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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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了什麼是文化使命的思想。

「文化」與「宗教」
「文化」與「宗教」，是人類價值觀裏面最大的兩個

系統，人之所以為人，因為人有「宗教性」；人之所以為

人，因為人有「文化性」。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民族，

是沒有宗教觀念或者文化觀念的。人類超過了所有動物的地

位，就是因為我們有文化性和宗教性。「文化」是什麼呢？

「文化」是對上帝「普遍啟示」的外在反應。上帝「普遍啟

示」，人對這個外在的反應，就產生「文化」。人對這個

「普遍啟示」的內在的反應，就產生「宗教」。所以，內外

呼應的時候，人藉著宗教，使內心得到真正的價值；人藉著

文化，使外在生活達到一個真正的價值。但這兩樣都不等於

上帝的啟示。

「上帝的啟示」跟「人對上帝啟示的回應」是不一樣

的；「上帝的啟示」跟「人對上帝啟示的了解」是不一樣

的；「上帝的啟示」跟，「人對上帝啟示的解釋」也是不一

樣的。當人對上帝「普遍啟示」回應的時候，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外在的回應」，產生了「文化」；第二個

方向，就是「內在的回應」，產生了「宗教」。

什麼叫做「外在反應」呢？有關我們身體、我們在社

會、我們在今生的生活的價值觀的系統，這個叫做外在的反

應。文化講我怎樣做人，講我怎麼穿衣服，我對人有怎樣的

態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怎樣建立起來，什麼叫人間的倫理

學，怎樣過一個有道德的生活；然後我們談詩歌、戲劇、建

築、音樂、服裝、禮貌⋯所有一切人的生活習慣、風俗、用

具、文物等等，這些都在文化的範圍裏面，我們的生活的每

一個層面都跟文化有關係。

但是，整個文化的關係與層面是今生的，不是永生的。

所以，我們就思想到內在的反應的問題。「內在的反應」是

什麼呢？就是我要怎樣向永恆交代，我要怎樣做人，有存

到永遠的價值；我要怎樣向最高者敬拜，我要怎樣頌讚祂，

怎樣明白祂的心意，懂得祂的律例，明白祂啟示給人的法

則；然後，從這些法則中，找到我的信仰、跟我道德生活的

根源；信仰跟生活，信仰跟道德，在這個的根源上，然後，

從那裏建立我的價值。有一天我死的時候，我不會被死亡淘

汰掉，因為，我要向永恆發出盼望。所以，「宗教」跟「文

化」不同的地方，「文化」比較注重今生生活的價值系統，

「宗教」感到需要面向永恆的價值系統。「宗教」跟「文

化」都是人對上帝「普遍啟示」的回應，那對上帝「特殊啟

示」的回應怎麼呢？那就是你怎樣來接受《聖經》，怎樣來

對待基督的問題。這已經不是普通宗教的範圍，這已經談到

了你對神的話、對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是信或是不信。所以，

《聖經》說：「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沒有永生。」

對「特殊啟示」的回應，是非常非常嚴肅，也是後果

非常嚴重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傳道的時候，我們用這

麼嚴肅的精神來傳道；當我們講到耶穌基督的時候，用這麼

嚴肅的精神來講耶穌基督，因為，這是上帝的特殊啟示。

所以，人應該以敬畏的心來到上帝的面前，領受祂的話語，

順從祂的話語，相信耶穌基督，跟隨耶穌基督，傳揚耶穌基

督。

「歸正神學」的「神論」
「歸正神學」的「神論」，是主權的神，絕對有主權

的神。這裏就產生了祂的預定，祂的揀選，祂從創世以前永

世的計劃。如果我們的神不是絕對的，我們的神不是主權的

神，祂就沒有權柄來預定人， 祂就沒有權柄來揀選人；如果

我們的主，對人的拯救是偶然事件的話，就不是在永恆中間

計劃的神。因為我們的上帝，是創造萬有，掌管歷史，從亙

古到永遠有絕對主權的主。所以，在這一位主，沒有偶然事

件，沒有未知的將來，for GOD there is no unknown future。
「歸正神學」的神，「歸正神學」的「神論」，是一個有

絕對主權的神，從亙古到永遠，有永遠計劃的神；憑自己

的意念行作萬事的神。「歸正神學」的「神論」，就成為

「歸正神學」其他所有神學論證的基礎。神學上的任何的錯

誤，都是從「神論」開始的，所有哲學上的錯誤都是神學上

的錯誤，神學上的錯誤都是從「神論」開始的。這些話你聽

了可能感到很簡單，但這是鑰匙中的鑰匙。「共產主義」的

失敗，是什麼失敗呢？是神學性的失敗；「存在主義」的失

敗是神學性的失敗；「進化論」的失敗是神學性的失敗。因

為達爾文的神，是一個在慢慢變化中的神，所以，祂創造了

世界以後，它要變成什麼樣，祂也不知道。所以，他的神是

在相對界裏面，他的神是在變化的過程中間，他的神以後就

變成「過程神學」的神。所以，所有哲學的失敗，是神學性

的失敗；所有神學性的失敗，都是落在神論性的失敗裡。所

以，對「神論」，「歸正神學」很嚴謹。當我們相信一位獨

一的神，永恆的神，有主權的神，有智慧的神，一位在祂以

外，再無別神的神，這位神從起初亙古到永恆的神，用祂的

旨意運行萬有。

「歸正神學」的「基督論」
第二，在「歸正神學」的「基督論」方面，很清楚的

提到基督──祂的救贖性的絕對性、完全性跟普世性、永

恆性。這些就是基督，跟所有先知、使徒絕對不同的地方。

「歸正神學」的「基督論」，跟許多其他神學系統中的「基

督論」有相同的地方。「歸正神學」的「基督論」，是最先

提出：「耶穌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的神學。真正第一

個講：「耶穌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就是加爾文，這是

「歸正神學」「基督論」最大的特點。「唯獨聖經，唯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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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唯獨信心」，你們都聽過，這是從馬丁路德就有了，路

德改教就定下了這些基礎，這些基礎加爾文完全接受，慈運

理完全接受，這就奠定了改教以後的神學，應當有的幾個大

的範圍。但「神主權」的問題，「預定論」的問題，這在

基督的教訓裏就已經有了，保羅的書信裏更清楚了，到了奧

古斯丁的時候就更輝煌了。最後，達到最高峰，就是在加爾

文神學裏面才有的。所以，這個「預定」的思想，到了加爾

文，才達到最高、最高的發展。

「歸正神學」的「聖靈論」
「歸正神學」的「聖靈論」，和今天許多靈恩派的「聖

靈論」有很大的分別。靈恩派講聖靈的時候，就是要高舉聖

靈，靈恩派講聖靈的時候，特別要別人與他們一樣的，注重

聖靈，與聖靈的恩賜。但「歸正神學」在歷史上有一個很大

的突破，「歸正神學」的「聖靈論」，就是基督恩典施行的

理論。換一句話說，聖靈是施恩的靈。聖靈施行什麼恩呢？

聖靈施行救贖的恩。創世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創世以

後，基督到世界上來。創世以來，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羔羊，

以後升天又再來。這樣，基督在歷史中間，就是把上帝的

救贖，在地上成全的聖子。萬世以前，歷世歷代中間，直到

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我們看見聖父預備救恩。什麼時候預

備？就是在永世中間。在歷史中間，聖子完成救恩。聖子成

全救恩，升天以後，賜下聖靈。聖靈來做什麼呢？聖靈施行

救恩。聖父預備救恩，聖子完成救恩，聖靈施行救恩。「歸

正神學」的「聖靈論」，就是救恩施行的理論，聖靈施恩的

理論。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特點。我們的信仰裏面，聖靈

最大的工作不是恩賜，聖靈最大的表現不是方言，聖靈最大

的能力不是神蹟，這是靈恩派特別強調的。他們強調方言、

強調醫病、強調神蹟、強調聖靈的洗，講關於聖靈的事講很

多，但他們不知道，聖靈最大的工作不是那些。

聖靈最大的工作是什麼呢？

把「道」從天上帶到地上來，再藉著「道」，把生命帶

到信徒的裏面，這樣，「道」就使我們領受生命。所以，聖

靈作什麼工作呢？聖靈啟示《聖經》，聖靈默示先知，聖靈

感動使徒，聖靈充滿寫《聖經》的人，這些人就把上帝的道

寫下來了。《聖經》所講的聖靈，是施恩的靈，是啟示真理

的靈，感動馬利亞童貞女生救主的靈，使人悔改的靈，賜人

生命的靈，充滿人，有能力為耶穌基督作見證的靈。

今天這些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許多靈恩派的人都把

它忽略了。他們所注重的是什麼？就是神蹟、醫病、方言，

這些的事情，好像這才是聖靈的工作。但感謝上帝，聖靈

所作的工作，是要榮耀基督，是見證基督，是加力量給人，

使人為福音作見證。耶穌說：「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

就必得著能力」，做什麼呢？「作我的見證，從耶路撒冷到

普天下去作見證」。這樣，在「歸正神學」的「聖靈論」裏

面，特別注重祂施恩的時候，怎樣使人歸回基督，怎樣使人

領受基督。聖靈把上帝救贖的恩典帶到人類中間來，讓人得

著生命，而且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民主運動與「歸正神學」的「人論」
「歸正神學」在這五百年來，還有一個最重要重要的特

點，就是什麼呢？產生了「民主運動」。全世界的民主，都

從「歸正神學」得到啟發。

為什麼「歸正神學」產生全世界的民主運動呢？因為

「歸正神學」的「人論」，「人性論」，達到了所有神學

沒有達到的高峰。「歸正神學」特別在《以弗所書》四章廿

四節裏面，找到了人性的尊嚴：人按照神的形象樣式造的，

有真理的仁義與聖潔。所以，在這裡，人有真理的仁義和聖

潔，這就是上帝生命裏面的本性。神是真理的源頭，神是公

義的源頭，神是聖潔的源頭，所以，神是真理的主、是公義

的主、是聖潔的主。那麼，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樣式造的，人

就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人的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就表明人

類三大最尊貴的範圍。第一，人有理性；第二，人有法性； 

第三，人有德性。人有理性，人會明白真理；人有法性，人

會講公義的問題；人有德性，所以追求聖潔。

這三個人性的基礎，就是每個有上帝形象的人，是一個

很尊貴、很神聖的人。所以，統治者不可隨便殺害百姓，因

為，人是照著上帝形象造的。雖然我們已經損害損壞了，我

們人還有上帝的形象樣式，那個形象樣式已經玷污了。人是

尊貴的，但是人犯罪，所以人很可憐；人是可憐的，因為從

尊貴的地位墮落了。這個人墮落、這個人尊貴，所以耶穌要

拯救人。

因為人是尊貴的，所以，最窮最笨的人，還是上帝按祂

形象造的，政府不可隨便殺害他們。人權，就變成民主的基

礎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只談民主，不懂人權，是沒有基礎

的。那麼我們現在呢？很多的國家都講「民主、民主」，他

不知道這是「歸正神學」對世界的貢獻。你說，「不是！我

們的民主不是受基督教的影響，我們的民主是受法國大革命

所影響的」。法國人到現在最驕傲的，就是認為他們才是把

民主輸到全世界的發源地。真的嗎？

我告訴你，世界的民主一共有三個模樣：

第一個模樣，就是雅典的民主；

第二個模樣，就是改教運動「歸正神學」的思想人性論

的民主；

第三個模樣，就是法國大革命，1789年所發生的那事的
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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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模樣裏面，希臘的民主是假的，為什麼呢？因為

雅典的民主可以選的人，可能還不到整個城市的五分之一。

第一，女人都不可以選，第二，奴僕都不可以選。所以，可

以選的不過是上層社會的人。不但如止，被擄來的外族也不

可以選，那些被擄的仇敵的軍兵，現在也不能選。這城市真

正可以選的，是非常有限的人。所以，這個民主不是建立在

人權上面的民主。

那麼法國的民主是怎樣的民主呢？法國的民主，是因為

被貴族跟君王統治欺壓太過分，暴民起來反抗的那種民主，

所以這是暴民運動的民主，用仇恨結束帝制的民主，這個民

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建立在神造人，給人尊嚴的上面，這是那些

無神論的人，沒有辦法看到的。所以，在無神的政權下面，

不可能有真正民主，因為他們對人民的估定、估價，是從那

些獨裁統治者，自己的思想，所估定來的價值。所以，「歸

正神學」很重要！「歸正神學」從《聖經》看到神之所以為

神，人之所以為人，社會之所以為社會，應當照著「真理、

仁義、聖潔」這些法則去做。民主的種子是從《聖經》來

的，因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樣式造的，每一個人都應當

被尊重，每一個人都是神聖的。所以，就從民主，有人權，

有應該有的自由，產生人民來決定應當做的事情。

那基督教真正贊成絕對的民主嗎？不是的，因為《聖

經》告訴我們：「耶和華為王」。耶和華不是人選出來的，

但是，耶和華許可人選王，但神自己為人選的王，是比人選

的王更好的。這樣一方面尊重人權，一方面要叫人都要順從

上帝絕對的主權。這樣一方面有百姓的權柄，一方面要教導

百姓敬畏上帝──讓神權在人權中間掌權，這就成為西方民

主國家一個很特別的現象了。英國是選舉制度的國家，但她

沒有廢除君王。美國是民主的國家，但她的錢上面寫著「In 
GOD We Trust──我們信靠上帝」，這跟人文的思想是不
一樣的。當然，美國的這個上帝，不一定是基督教「歸正神

學」信仰的上帝，因為，美國立國的時候，有許多的政治家

他們是自然神論者，而不是真正的神學歸正的那些人。

你們有興趣的人，去研究教會歷史，你研究加爾文在日

內瓦，他建立了市議會，裏面的制度很嚴謹。這樣，凡是基

督教所到的地方，後來都刺激了民主運動。凡走長老會，走

「歸正神學」運動的地方，都刺激了民主制度的產生，這是

很特別、很特別的地方。凡是天主教到的地方，都沒有產生

這個作用。

這是這個「文化使命」中間有關於「政治道德」，還有

關於「治理原理」一個很大的貢獻。接下去，「歸正神學」

影響的地方，一定產生社會的進步，商業的發達，這個到底

有什麼關係呢？事實證明，直到今天，凡是天主教的國家，

在歐洲都是經濟比較亂、比較不穩定的地方，凡是基督教，

特別受長老會，或者「歸正神學」影響的地方，都是經濟比

較發達、比較穩定、比較進步的地方。所以，我看見「歸正

運動」有很大的貢獻，對人類、對整個社會、對整個科學有

很大的貢獻。

「歸正福音運動」的前景
但「歸正運動」，如果，沒有再傳福音的話，就沒有

辦法，把過去的精神傳下去；如果，我們沒有用福音來配合

「歸正神學」，那麼前途是可怕的：只承繼了果效，但沒有

承繼了精神。

所以，我今天用「歸正福音運動」來勸勉大家！你要

研究「歸正神學」，就需要一個很精密的頭腦，全然的了

解，一致地把思想結合起來，然後把歷史裏面，從神領受

的，一直到現在，美好的傳統，我們持定她。但是另一方

面，我們應當像初期的教會一樣，勇敢傳福音，努力傳福

音，領人歸主，有奮鬥的心，來為主作見證。所以，我稱

之為「歸正福音運動」。「歸正」是指信仰，「福音」是指

傳揚。我不單對主有信仰，我對世人有傳揚；我不單自己有

堅信，我還有愛靈魂的心。「歸正神學」可以築成一個堅強

的骨架，所以，你就可以站得穩。你行走的時候，你腳步穩

定，因為，裏面的骨架是非常堅定的。但是，有骨架，沒有

血肉，最嚇人了，何況還會走，就更嚇人了。所以「歸正神

學」，需要加上「福音運動」。因為，只有「歸正神學」，

沒有「福音運動」，那我們在這世界上，就沒有辦法產生影

響以後世代的運動。

保羅是神學家嗎？是。保羅是佈道家嗎？是。保羅是神

學家還是佈道家？兩樣都是。今天的神學家那一個去佈道？

第二個問題，今天有多少佈道家是真正明白神學的？神學

家看佈道家不學無術，看不起他們。佈道家看神學家高言大

志，與世人脫節，有些人專研究神學，研究到死，沒有帶一

個人信主；有的人天天叫人信主，信來信去不知道信什麼。

今天我們看見教會很危險！教會很可憐！有神學的沒有佈

道，有佈道的沒有神學，有神學的不知道那一種神學，解經

的不明白《聖經》，一天到晚說，我屬《聖經》，我合《聖

經》，這些人連《聖經》的原則都不明白。

今天歸正福音運動前途是怎樣？我們要走怎麼樣的道

路？「歸正福音運動」，是一定要走的路。因為對《聖經》

的忠心，神主權的降服，以至對福音責任的使命的真正的遵

行，才是教會真正的前途。神在改教時期可以用馬丁路德、

加爾文，現在照樣可以用我們。以利亞的上帝也是以利沙的

上帝，外國人的上帝也是中國人的上帝，歐洲人的上帝也是

香港人的上帝。我們有同樣的信仰，有同樣一位上帝。我們

要親自耕耘、散種，有一天發芽、開花、結果，表明我們的

上帝是信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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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歸正福音運動」，一定要火熱起來，一定

要傳遍世界，因為，這是教會唯一最健全最有盼望

的路。我再說，天主教有許多的信仰，不能代表

《聖經》真正基督教的傳統；新派的不信，沒有資

格代表《聖經》跟基督教的真正信仰；靈恩派有許

多彎曲，沒有資格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但是，「歸

正福音運動」，是教會前面一個真正的盼望，一條

真正的道路。雖然不容易走，雖然人數很少，不要

緊，上帝不要一萬人，上帝對基甸說「我要三百個

人」。單單三百個人，但他們一個人能追趕一萬

人。求主幫助我們！

給你們聽了這幾堂以後呢，你們有一點印象。

這個信仰的重要性，信仰經過的考驗，信仰所接受

的挑戰，信仰所建立的果子，在過去這五百年來是

非常清楚的。雖然今天許多的歸正教會，已經開始

死氣沉沉了，因為他們失去了福音的火熱。我們教

會需要路線，前面需要奠定信仰，應當怎麼走呢？

香港的基督徒，願主的愛充滿你，願主的靈感動

你，願主打開你的眼睛，你要參與，有份於「歸正

福音運動」。是不是一定要建教會呢？不一定。如

果需要建，主引導也沒有錯。這樣的神學，這樣的

佈道，這樣的福音工作，是教會一定要走的路線，

願上帝賜福給我們。

昨天我們在這裡思想到一個正統信仰的建立，是很重要的事情。基

督教與所有宗教最大不同的地方，所有宗教是人本的，基督教是

神本的；所有宗教是墮落以後的產品，基督教是神永世的計畫；所有

的宗教是人盼望靠自己的行為，可以解脫這個犯罪的狀況，基督教是

從神而來的救主，無罪的身分來解救我們脫離罪惡的權炳；所有的宗

教都因為他們的教主死結束了他們一切的工作，基督教因為基督的死

就成全了上帝為我們預備的救贖的工作；所有宗教教主的死是被死亡

吞滅的死，唯有基督的死是吞滅死亡的死。所以，基督的道是生命之

道，基督所帶給我們的盼望是生命的盼望，我們在基督裡面的信仰是

永生的信仰，上帝所應許我們的是永遠的生命。認識你獨一的上帝，

又認識你所差遣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當你把別的宗教教主挪開

的時候，他們的教條還構成他們宗教信仰的體系；當你把基督從我們

的信仰中間除去的時候，我們就一文不值了，因為神是在基督裡面向

我們顯現，神是在基督裡面向我們施恩，神是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和

好，神是在基督裡面成全一切祂的應許，神是在基督裡面把祂的啟示

達到最高峰、最具體的一個道成肉生的生活。所以保羅說：我深知我

所信的是誰，離開了基督沒有基督教，對基督的信仰就是我們與神之

間關係真正的接觸點。我們一生一世要窮我們心志好好去追求認識我

們的主是誰，感謝上帝!上帝一切的豐盛一切的奧秘，都有形有體的在

基督裡面居住，而基督不是人宗教性想像的產品，基督乃是那永生的

主在人間時空中間具體地彰顯，我們因他而有信仰。

神學就是信仰的理性系統的知識，神學就是我們知性對神的理

解。那麼，神學是我們整個對啟示認識的結晶，這夠不夠呢？不夠!

我們有了信仰以後，我們應當要有信息；所以有了神學還要加上佈

道，我們有了信仰加上傳福音，如果一個神學的復興沒有帶出佈道

的復興，這個神學還是死的，神學與佈道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就

像人裡面的骨頭與外面的血肉之間的關係。如果一個人只有骨架而沒

有血肉，他雖然可以行動卻是嚇死人的骷髏，如果一個人滿身血肉都

是肥肥胖胖沒有骨架就變成一堆的肉團。今天的教會之所以站立不起

來，因為我們裡面沒有骨頭；今天的教會所以冷冰冰，因為我們沒有

血肉。所以有神學而沒有佈道，是死板的!有佈道而沒有神學，是弱

的!而今天有一些教會走神學路線的，都變成冷冰冰可怕的屍體；另

外有一些教會走佈道路線，很火熱的推廣這個所謂他們教會的復興跟

增長的運動，卻不注重信仰。這兩種教會正充斥今天的時代，你在歐

洲看見偉大的建築，歌德式那個非常高的牆壁，非常美的天花板，但

是，你看見只有很少的人參加聚會，向外面看見有許多比較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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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情緒、重個人經驗的靈恩派活動，他們有許多充滿禮拜

堂廣大的群眾，但他們的思想架構裡面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信、他們信什麼、他們應當怎樣把信的知識建立起來。所

以我就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注重神學的人都不要佈道呢？

為什麼愛佈道的人都不讀神學呢？那麼我回到聖經問一個

問題，保羅是佈道家嗎？是!!是比今天任何一個傳道人更努

力犧牲自我真正實行的佈道家!那麼我再問一個問題，保羅

是神學家嗎？是!沒有一個人在神學上比保羅更認識耶穌基

督是誰!那麼請問一個佈道家跟一個神學家能夠把兩個職分

在一個人身上共同存在實行出來嗎？這是聖經裡面給我們

看到的典範，保羅深知他所信的是誰，保羅努力傳揚他所

信的真道，那這種典範我們在世界找到哪一個人呢？為什

麼所有佈道家都沒有非常嚴謹的信仰體系，為什麼很多神

學院的教授都不去傳福音。今天我們的教會發生什麼的問

題？為什麼有這些問題？我們要這樣下去到什麼時候呢？!

當我很年輕的時候，我就摸索到底我應當做個怎樣的

傳道人!!正像那些唯物主義者，我是接受進化論的，我是

接受無神論的，我是接受唯物辨證方法論的，我是接受這

些抵擋上帝的哲學潮流的人，我的理智不是弱的，我的感

情也不是貧窮的，我的意志也不是弱的，我相信我在這三

方面比很多的人都更強，特別在我當時代同一輩的年輕人

中間，我在學校裡面是出名的，我是品學兼優的青年人，

我是思想前進的青年人。但是就在我最背逆的時候，藉著

一次的青年進修會，就像今天的研討會，神把我整個生命

改變過來。我得救的那一天，我是清楚知道我是罪人，這

個覺悟，把我整個生命的觀念改變過來，原來我是很不甘

願去參加那一次的聚會；但是那邀請我們去的宣教士，是

一個歸正的宣教士，而且是非常有愛心的宣教士，所以我

就不得不去。我們四個兄弟一同去，帶兩個箱去，遲一天

到，一到的時候，那個基督徒真是沒有愛心，為什麼你們

會遲到一天？我靜靜的眼睛瞪著他，我心裡說來就好了，

你還多講話。然後我去聽道，每一堂椅子是硬的不得了，

心情重的不得了，非常討厭這種帝國主義的走狗，在台上

垂死掙扎亂喊亂呼。但是因為母親勸我來，一位宣教士請

我來，我就勉強一天挨一天聽那些討厭的話語。第四天的

時候，我們正在喝茶，那個宣教士來了，這一次你們來這

個進修會好不好阿？!你們喜歡不喜歡？那我還不回答，

我一個朋友就說：很喜歡!很喜歡!而講他很感謝主。那宣

教士一走，我就對那一個人發脾氣，你剛剛對我說你很討

厭來，為什麼他一問，你就說很喜歡很喜歡，他說：你怎

麼不懂得做人，人家好心請你來，至少講話要有禮貌嘛！

那我第一次發現，我們常常活在虛假中間，所以開始去思

想我的罪誰能解決，我們一生有許許多多這些不真實的東

西，誰能夠解決。所以當我在聽道的時後，我的心情就開始不

一樣了。到了第五天的時候，我要請假回去，從那個地方到我

的家有九十公里，從那的時候來看是相當遠的一段路程，所以

我就請假，因為我們的詩班我們的樂團正要演唱Franz Joseph 
Hayden寫的神曲，而我是很重要的歌唱團團員，所以我要走。
牧師說你不可以走，你一定要聽到完，我氣他氣的半死，我去

找那神學院的院長。我說：我要練習我要請假一天，明天就回

來，他就說：那你可以走!就這樣發現連牧師都有兩種，一種

是令人討厭的牧師，就是不分皂白先罵你先對你不滿意，不了

解你的牧師；另外一種是很願意了解你的牧師!當我從火車站出

來，走路回家的一半，突然間一個覺悟，耶穌基督為我死了!!

耶穌為我死了!!耶穌是為唐崇榮死了!!耶穌為唐崇榮這個有罪的

人死了!!這件事，我從小就聽過幾百遍了，但是今天的宗教經

驗突然覺悟，改變我一生很特別的一煞那，突然間我發現我的

罪被赦免了!我發現耶穌這麼愛我，我想上帝的救恩是那麼的真

實，那時候我正走在泗水那個烈士盃烈士塔的旁邊，那個45公
尺的烈士盃，我從頭看到下面，我發現天很藍，風很涼，花樹

草都很美，鳥更美，這樣一直看下來，這是一個新的世界阿!!這

個世界這麼美，當我看下來的時候，忽然看見在路上走的人很

可憐，每一個人都走向墳墓，每一個人都走向上帝的審判台，

每一個人都走向地獄!主阿!你造的世界真美!!主阿!抵擋你的人

真可憐!!主阿!你的愛太大了!那我應當怎麼樣呢？!!我回到家的

時候，看見我的母親在縫衣服，我衝進家門，我對她講的第一

句話：媽!!我信主了!!媽!!我得救了!!我眼淚流出來，因為她已

經為我禱告很久了，我已經離開主幾年了，我最討厭的是傳道

人，我最討厭的是做禮拜，每一次我做禮拜眼睛瞪著那些牧師

傳道，你這些該死的賣國賊，你這文化的侵略者，帝國主義的

走狗，我最恨的就是，牧師說：上帝的恩典很大，你們不要忘

記，我心裡說你要加薪水了!我不知道牧師看見下面一個17歲
的青年人，這種嘴臉，他怎樣的討厭，但是不久以後我奉獻做

傳道，我開始講道的時候，上帝派了一大堆這種人來瞪著我，

這個叫做報應，但我一點不怕，因為我看他就看見我以前的影

子。

第二天我回去的以後，我再聽道聽道，我開始受感動!這

些話每一句話都是真的，為什麼我從前看不見。耶穌說：人若

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上帝的國!

上帝使我眼睛明亮了，上帝使我看見真理了。我聽聽聽聽了以

後，我想起五年前，我12歲的時候，我曾經走到台前對主說：
主!我要做傳道人!剛剛奉獻一年就改變了!我13-14歲接受共產主
義的思想，當史達林死的那一天，我一直哭，因為世界少了一

個太陽。現在神使我想起，我曾經奉獻做傳道，所以到那個進

修會第九天的時候，我知道今天晚上一定要呼召做傳道了。我

不要做傳道人，我16到17歲那一年，我做了一百多首曲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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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候我所有偉大的音樂家的音樂都背了，他們的生活他們

的傳記，他們幾年幾月做什麼事情我都很注意而且很熟悉。

所以我現在想我要做音樂家，我要做圖畫家，我要做很多其

他世界上人所追求的那些職業，我不要做傳道人。但是我曾

經要做傳道人，上帝他老人家會不會記得這個事情呢？再來

跟我算舊帳呢？!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定不要參加聚會，我知

道這個聚會，很難度過的。就在我房間裡面，有一個牧師的

孩子，他也不參加聚會，他說：我不喜歡參加今天晚上的聚

會。我心裡說：他怎麼說出我心裏的話呢？!!那麼你不喜歡你

怎麼能不去呢？!牧師的孩子說什麼？!很簡單!你假裝肚子痛

就可以了!哇!我說：牧師的孩子有這種聰明智慧也不錯了!!但

是很難的，兩個人同時肚子痛，對不對？!所以還是想不到辦

法，我就跑到洗手間去，我跪在旁邊的草叢地上，我說：上

帝阿!我不要做傳道!今天我不要參加聚會!但是裡面有一個催

逼的聲音說：你已經悔改了嗎？你信主了嗎？你參加聚會吧!!

後來我就說：主阿!如果祢要我做傳道，你要清清楚楚感動

我，給我真正覺悟到你的能力在我身上，否則，今天過了，

永遠不用再問我做不做傳道!所以那天晚上我就進到會堂，我

進到會堂的時候，我發現時間非常苛刻的一秒一秒的過去，

不但如此，那椅子冷冰冰的到一個地步，我真的待不下去，

那天晚上，神的僕人講什麼，他說：五種聲音，天父的聲音

--我可以差遣誰？!! ，聖子的聲音--莊稼熟了，聖靈的聲音，

聖徒的聲音，這些我聽了我很受感動，最後一個聲音是地

獄的聲音，這我從來沒有聽過。地獄的聲音，他怎麼講呢？

他說：那個財主說--亞伯拉罕阿!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去!

因為我還有五個兄弟還沒有悔改，你差拉撒路去，免得他到

地獄來。當聽到這裡的時候，有一個講台牧師沒有講的話，

在我心裡產生，如果你不傳道，你不傳福音，你連地獄的人

都不如，突然間，眼淚像泉水流出來，我一生沒有哭那麼厲

害，一下子，整個衣服都潮濕了，都是眼淚。突然間，我發

現不知道什麼時間我已經站起來了，我已經走到前頭了，那

麼幾十個青年人站在那裡，我是其中一個。我一直流淚一直

流淚，然後我對上帝立志：主阿!不奉獻就算了，如果奉獻，

就從今天到死那天絕對不收回，求祢把福音的種子放在我

的手中，好叫我一生一世傳揚祢的道；求祢把愛靈魂的心，

放在我裡面，使我的心看見世上的人，繼續不斷為他們受感

動，為他們願意犧牲自己；求你把福音的鞋子放在我腳上，

使我不論到哪裡，我可以赴湯蹈火沒有退縮。那是一九五七

年一月九號，到今天是四十八年。四十八年半的時間，我

沒有一秒鐘後悔我奉獻做傳道人，沒有一分鐘我懷疑神的呼

召，我已經不是一個年輕人。我在坐Taxi的時候，我會對司
機講講耶穌，我看見青年人的時候，我會對他說：我盼望你

信主!我看見小孩子的時候，我給他談談上帝對他的愛。這個

火，這個心願，這個志向，就是從那天奉獻到今天神保守的!!

我是神學院教書超過四十年，我曾經在教會牧養幾十年，我

從前不明白，為什麼我神學畢業的那一天，我的院長就說：

你就留下來教書，我們要你直接就教書；他又對我說：你每

個禮拜要三天到九十公里外的教會去牧養，我一點都不願意

到那邊去，他早就對我說：你到那個教會去牧養。我說：讓

我再禱告好不好？我再禱告再禱告，那個時候，為什麼我要

再禱告呢？!因為遠遠的地方一個更大的教會請我去他們那邊

牧養，他們優越的條件，他們對我的尊敬很厲害；但這個地

方是從小看我長大，先知在本地是不吃香的阿!怪不得我說： 

再禱告再禱告!我告訴你們阿!!你們常常說再禱告!! 再禱告!!就

是你用禱告來推託時間!你要禱告多久？!我對我的院長說：給

我禱告兩個月!兩個月以後，那現在怎麼樣呢？!!我說：我還

要再禱告!我就是不愛去，所以說要禱告!!哇!!他就用權威說：

不必再禱告!!你就是去!後來我就去了!

如果你今天問我：唐牧師，你那時候答應去那個教會，

是不是你真正知道是上帝的旨意!？我要告訴你：我不知道!!

那為什麼你去？我只能回答你：我去因為那不是我的旨意!!

今天我把一個原則告訴你：凡是你，不清楚神的旨意，但是

做的是對的事情，又不是順從你自己的時候，很可能你在上

帝的旨意中!!因為有很多人說：主的旨意!!主的旨意!!他那個

主，就是他自己!所以神不悅納我們的事奉!這幾十年來，我最

怕我的學生對我講一句話：我的負擔!我有負擔!我就問他說：

這是你的負擔，或是你的興趣阿!很多人把興趣代替負擔!把自

己的計畫代替上帝的旨意!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計畫，我年輕的

時候計畫多得不得了，我的興趣多得不得了，我的愛好多得

不得了，不好意思講：我的才幹也多得不得了!等才幹被聖化

成做事奉的時候，我才叫它做恩賜。親愛的弟兄姊妹!我現在

可以一分鐘裡面作一首歌出來，我不開玩笑!我從很年幼的時

候，就有作曲的才能，我可以請你在琴上打幾個音，照著你

打的音，我兩分鐘之內，做一首曲完完美美出來!我相信我的

口才，比現在所有世界在位的總統還更好，我可以幾百個鐘

頭不看講稿，一直對你講不同範圍的東西!我有我的計畫，正

像你有你的計畫!我有我的理想，正像你有你的理想!但是我告

訴你，今天有很多的青年人，只有我的理想，沒有理想的我!!

很多的青年人，只有我盼望成為怎樣的一個人，很少人說：

主阿!你要使我成為怎樣的一個人!那我今天代表千千萬萬還

沒有信主的人，對你講一句話：這世界需要福音!世界需要基

督徒把盼望帶到他們中間!請問：你信主了嗎？!你信主以後，

你能看你的親人一個一個下地獄嗎？!你能看你的同胞，一個

一個滅亡嗎？你能看同時與你一同長大的那些人，一個一個

在神的恩典外面嗎？在一本書裡面提到這樣的事情，有一個

人到監牢裡面去傳福音，傳的時候呢!!他就講了，人如果不信

主會滅亡，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罪都要在神面前受審判!那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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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監牢裡面的人，聽了這些話，他說：

不必再講了!我不要聽這些話!他說：我是

真心對你講!這個囚犯對他說：你真心對

我講嗎？你真相信這些嗎？你真相信天

堂地獄嗎？？你真相信耶穌救人嗎？你

真相信罪會得赦免嗎？他一這樣講了，

這個人嚇了一跳!他說：是阿!我真相信!!

如果你真相信這些話，如果基督徒真相

信這些話!為什麼你們這麼懶惰!!這麼冷

淡!!沒有好好從起初對我講這些話!!我告

訴你：很多傳道人得救不得救，我有一

點懷疑!!很多基督徒真心愛主不愛主，我

懷疑!!因為你跟他在一起，沒有看過他傳

福音!一個沒有傳福音的基督徒，是一個

真基督徒嗎？這不是聖經的教訓!!初期的

教會，一信主就傳。我們可以搞神學，

我們可以搞學術，但是學術不使保羅成

為一個冷冰冰的傳道人!今天如果我一定

要得罪你!我不懊悔，我還要繼續得罪你!

如果你不愛傳福音，你不一定是個真基

督徒!!如果你不愛傳福音，你沒有辦法證

明你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在健全的狀態

中間！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求主幫助我

們，用今天晚上，重新立志，對主說：

主阿!我在這裡，如果我不傳福音，我就

有災禍了!!如果我不傳福音，別人怎樣認

識祢!求你拯救我脫離我的自私!拯救我脫

離我的懼怕!拯救我脫離我的害羞!拯救我

使我成為一個被主的靈釋放，有自由、

有勇敢、有愛，去領人歸主!!你願意嗎？

你願意嗎？你不是聽我的話，你回答你

的主!那感動我的靈!今天感動你!有哪一

個人說：主阿!我信你，我得救了，我也

盼望別人信你。今天晚上我被祢的愛所

感動，奉獻自己!做傳福音的工，求主接

納，求主使用!你願意嗎？

(講於吉隆坡，2005年7月9日，信仰研討
大會。莊惟晴弟兄協助濃縮摘要整理，

未經唐牧師過目)

上文我們透過游斯丁的「道的教義」 (The Logos-doctrine) 看到，早期的教父
借用了世俗的哲學觀念，因而在教義上有四方面的偏差﹕一、上帝是完全

不可言喻的他者，他的存在，是絕對沒有屬性的存在。二、從知識分子喜歡的

「道」的觀念來解釋「子」；這樣一來，聖子便成為一個理性的觀念 (intellectual 
category)，抽象而不具體。三、「道」是由上帝的意志創造的，是上帝創造世界
的時候生出；道有始點。四、「道」是上帝裏面的理性；相對來說，「道」是

「位格」這方面則被忽略了。俄利根的神學受到這種抽象進路的影響。

現在我們繼續來看俄利根的人論，道成肉身論，和救贖論。

上帝論與人論同時偏差的根源

加爾文說，真正的智慧，是使人敬虔的智慧，有兩方面﹕認識上帝，和認識

我們自己。而我們對上帝和對人的認識，必須來自《聖經》；不然必然抽象。這

兩方面的認識，在任何一方面若有了偏差，另一方面必定也會有偏差。俄利根的

上帝論既然是抽象的，不符合《聖經》的啟示，他的人論必定也是抽象的。

換言之，當上帝被人的世俗思想抽象化的時候，人會設立一些觀念或準則，

置之於上帝和人之上。這是極大的虛妄，也是古今中外哲學常犯的毛病，是人

墮落的理性必然的產物。根據這種世俗的建構，上帝和人都必須參考一些更高超

的準則；上帝和人，都在這些「永恆原則」之下。上帝和人，好像馬戲班的空中

飛人一樣，既然不能飛到天上（馬戲班帳篷頂端），也碰不到地面。上帝和人同

時處於兩極之間，是吊在半空的怪物。意思就是說，上帝既然不是宇宙絕對的真

理，祂只可以服在一個更高，抽象的絕對真理原則之下；上帝像在空中飛一樣。

人，當然也服在這抽象的真理準則之下，人也好像空中飛人。而既然上帝不是絕

對真理，因此也不能解釋宇宙中個別的現象（也不碰到地上）。

人所造出來的絕對觀念，必然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人取代上帝，坐在宇宙

的寶座上。例如，當人離開《聖經》去思想上帝的屬性的時候，就會犯這樣的毛

病。傅蘭姆幫助我們了解，范泰爾如何分析這種錯誤﹕

上帝若只有一位，那麼上帝「裏面」沒有任何事物是離祂獨立的。比方說：上

帝的良善不是祂思想裏的一樣東西，祂得將自己帶到這「良善」面前，去遵守

它；不是的。若是這樣的話，良善，這一個抽象的質素，就成為第二位上帝，

與上帝相輔相成了。因此，否認上帝的單一性，則違反了上帝的獨一性（宇宙

只有一位上帝）。(John M. Frame, Cornelius Van Til: An Analysis of His Thought, 
pp. 53-58. 筆者譯。)  

俄利根  (Origen) 之三﹕
猜測性的人論，基督論，救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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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當人嘗試離開上帝，離開《聖經》去尋找，建

立宇宙中的絕對真理的時候，結果也是抽象的，不可能找到

宇宙中有位格的真理，耶和華上帝﹕

非信徒對宇宙一致性的尋找，本質上是在尋找一種真理

的準則。但在任何一個非基督教世界觀裡，絕對的真理準

則必然是非位格的。這個準則若不是「存有」本身，就是

「終極物質」；但是它們都沒有資格作真理的準則。因為

這兩個概念都是虛空、沒有內容的；它們沒有資格要求人

相信任何事物，因此都不可能作為真理的準則。(John M. 
Frame, Cornelius Van Til, pp. 71-76. 筆者譯。)

我們現在看，俄利根的人觀是如何參考一些永恆原則

的。我們會發現，永恆，自由意志，自主，都駕凌在上帝與

人之上。

俄利根的人論﹕永恆的創造

俄利根說，上帝裏面的一切既然是永恆的，上帝創造

的作為也必定是永恆的。在創造的工作上，「子」扮演中

保的角色 (Seeberg)。俄利根持這種 「永恆創造論」 (eternal 
creation) ﹐他認為人是先存的 (Berkhof)。

《聖經》告訴我們，上帝在時間中（七日的第一日）

創造人，而上帝是憑祂己意行萬事的；意思是，上帝的作為

都是本於祂永恆的旨意。可是，上帝在永恆裏計劃了要創造

人，不等於上帝在永恆裏創造人。俄利根將上帝的作為放在

永恆的境界裏，是沒有《聖經》的根據的。

俄利根說，上帝在永恆裏的創造，創造了有理性

的靈 (rational spirits)， 這些非物質的靈體 (incorporeal 
sp i r i tua l  be ings )  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 f ree  wi l l )，或自
主 (autoexousion )。這自由意志不可與他們的存在分開 
(Seeberg )；意思是，人的本性中必定有自由，自主。這
些被造的靈體與上帝同等(co-equal)﹐與上帝同永恆？？ 
(co-eternal) (Berkhof)。

這一點讓我們看出，俄利根堅持人的自主的絕對性。

這就是非基督教哲學的癥結所在，這是人對上帝背叛的核心

意義。上帝創造了人，要人依靠祂；不論在思想方面或是行

為方面。人要學習按照上帝的思維而思維，因為人是上帝的

形象。范泰爾的說法是﹕人必須效法上帝來思想上帝的思想 

(man is to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God)。而背叛上帝的思維
方式，如上文所說的，乃是事先假設一些宇宙性絕對原則，

使上帝和人都服在其下。俄利根的人論中所設立的絕對原

則，就是人的自主。結果是，人與上帝同等，這是真理上最

基本的錯誤。

俄利根說，上帝所造的被造物，都有物質的身體 

(material corporeality)。他們的身體的狀態，在乎他們的
功勞。神明，有位者 ( thrones)，有權者的身體是輕便的 
(ethereal)；星宿也是活物，它們的身體是光明的；魔鬼和鬼
魔的是粗糙的，因為它們是首先墮落的。人處於在靈體和鬼

魔之間，人「因為他們心思有非常大的缺欠，因此需要比較

粗糙，結實的身體」。(Seeberg) 而物質世界的被造，是因為
靈界中發生了墮落。「墮落了的靈﹐因之成為靈魂﹐穿上了

肉體。物質之被造﹐是要為這些墮落的靈預備居所﹐使他們

受管教﹐得以煉淨 (purgation)。」(Berkhof)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世界就是最後審判之前的審判﹕「世界的歷史就是世界

的審判」 (Seeberg)。
這一點讓我們看出俄利根的宇宙觀是如何與諾斯底主義

的宇宙觀相似。《聖經》完全沒有教導上帝上帝創造乃是對

靈界的審判；完全反對我們的身體是監牢的說法。上帝創造

的都是美好的！

俄利根也教導說，人本來是靈，是理性 (nous)，可是因
為人（在永恆中）從上帝墮落了，便冷卻成為魂(psuche)，因
為他已經不再參與上帝的火 (divine fire)。 
每一個人出生的所在地，情況等，都是預定地，根據他在先

前生存的狀態。因此人類中有五花八門的人；這是因為人使

用了自由意志（墮落）。

在這一點我們看見，俄利根將人的自由意志（在前世的

犯罪）來取代上帝的自由意志（上帝永恆的創造計劃）；人

的旨意取代上帝的旨意，作為解釋人類現象的原則。

俄利根說，上帝還是彰顯了祂的公義與美善。上帝給

每一個人他配得到的；可是上帝將數不盡的矛盾帶進世界的

和諧裏。因此世界表面上有和諧的跡象，而上帝用惡人的罪

（人對罪並不須要負責）來完全祂整體的旨意。

當人高舉自由意志的時候，結果是宿命論！這是「抽象

思維」的另一個好例子。

基督論﹕俄利根的「道成肉身」教義

在基督論方面，俄利根與革利免都認為，道成肉身﹐

就是道成為完全的人﹐有完整的人性﹐包括身體與靈魂﹐因

此成了一個真實的人。俄利根按照祂的永恆創造論，堅持基

督的靈魂是「先存的」，如一切靈魂一樣，他甚至說基督

的靈魂在「先存的」狀態中，是與「道」聯合的。在道成

肉身之前，基督的靈魂與「道」早已完全彼此融合(complete 
interpenetration)。而道成肉身的時候，道與一個人的靈魂聯
合，這靈魂在先存時 (pre-existence)乃是純潔的。「道」所
充滿的靈魂取了一個身體，甚至這個身體也被「道」穿入

(penetrated) 而「神化」(divi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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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確教導基督道成肉身，即是說，三位一

體的第二位降卑自己，穿上了人性，包括靈魂與身體。

可是道成肉身之前，三位一體的第二位與道成肉身的基

督的靈魂的關係如何，《聖經》沒有明說。我們不可隨

便猜測，說道成肉身之前，基督（人性）的靈魂，已經與

道（三位一體的第二位）聯合或融合了。而道成肉身的時

候，三位一體第二位是與人性聯合，不僅僅是與一個人的

靈魂聯合。人的靈魂什麼時候被造的，不同神學家有不同

的說法，其中一派主張每一個人的靈魂是在永恆裏就造好

的。俄利根明顯主張說，人的靈魂是先前被造的。他說，

道成肉身的時候，人的靈魂取了一個身體，這身體被道穿

入。這種說法，有諾斯底主義的嫌疑。人的身體是否被視

為靈魂的監牢？

俄利根說，基督的神性與人性是有別的 (kept distinct) 
﹔但俄利根又說道復活與升天之後，將祂的人性「神化」

了。因為在基督裡神性與人性是如此混合 (mingling) ，
所以當祂被榮耀時，祂等於成為無所不在 (ubiquitous)。
俄利根沒有成功地維持基督裡神性與人性的完整性

(integrity)。
傳統改革宗的立場是，基督的神性與人性是完全的

聯合。基督道成肉身之後，就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基

督的復活並沒有改變這事實﹕復活升天的基督還是神人二

性，一位基督。基督並沒有「成為」無所不在，按照祂的

神性來說，祂從來就是無所不在！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堅持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聯

合的；祂是身為神人二性道成肉身，祂是神人二性的死，

復活，升天的。第八章教導我們﹕

二、上帝的兒子，三位一體中的第二位，正是永恆的上帝， 

與父同質、同等；當日期滿足的時候，就取了人性，並有人性

一切基本的性質、共通的軟弱，只是無罪﹔藉著聖靈的大能，

在童貞女馬利亞的腹中成孕，有她的本質。所以在耶穌裡面是

兩個完整的、無缺的，且相異的性質（就是神性與人性），不

可分地結合於一位格裡，沒有轉化、合成、混合。這個位格是

真正的上帝，也是真正的人，卻是一位基督，神人之間的惟一

的中保。

三、主耶穌的人性如此與神性聯結，就藉聖靈成聖，受聖靈膏

抹，沒有限量 ﹔在祂（他）裡面積蓄著一切的智慧和知識，

父就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他）裡面居住。為了使祂（他）

可以既然聖潔、無惡、無沾污，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就有充分的裝備，得以執行中保和保證人的職分。這職分並不

是他自取的，乃是蒙父所召，父把一切的權柄和審判交在祂手

中，並且命令他執行。

四、主耶穌極其樂意擔任這職分﹔為了執行這職分，所以祂

生在律法之下 ，而且完全成全了律法，在他的靈魂裡直接忍

受了最大的痛苦，在他的身體中受了極疼痛的苦楚，被釘，受

死，被埋葬，暫處於死權之下，但未見朽壞；第三天祂帶著受

苦時的那個身體 從死裡復活﹔又帶這個身體升入高天，坐在

父的右邊，為我們代求﹔並要在世界的末了，再來審判世人和

天使 。

正如所有的基要真理，這是奧秘。是奧秘，卻是《聖經》真

理，我們沒有自由選擇偏行己路，作隨意的猜測。

北美歸正學院課程已於8月份完滿結束。課程結束後之
週末並舉行了「加爾文神學與民主」座談會(請參網站：
www.stemi.org)。今後將加強與歷屆校友之聯繫，請校友與我
們連絡：ptsai@msn.com

u

u 經常性亞洲每週各地歸正福音國際
講經大會請為唐牧師旅途勞頓奔波
其身體及靈力代禱。﹝時程請查閱：
http://www.stemi.org.hk﹞

u 您若認同本團之異象與使命，並有負擔共
同參與並籌備在美加地區之城市福音佈道事
工，請與本團副團長林望傑博士聯繫：電話：
619-941-1260 ; 電郵：stemiusa@gmail.com

p 加爾文神學與民主”座談會

p 歸正學院上課期間師生參訪衛斯敏斯特神學院

p 歸正學院2006年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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