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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成聖」(Sanctification)，什麼是「屬靈」(Spirituality)？ 

 
 

I． 市面上屬靈觀的種種 

1． 神學必與敬虔 (godliness, piety)有關。 

            歷史上的現象與偏差﹕更直接，親密的經歷神（主基督） 

2． 近代教會歷史的「屬靈觀」派別 

            (a) 衛斯理主義  Wesleyanism 

            (b) 凱錫克主義 Keswick Movement  

            (c.) 五旬節派與靈恩派 Pentecostalism and Charismatic Movement  

            (d) 成功神學 Health-and-wealth theology  

            (e) 教會增長派 Church Growth School﹕市場學(Marketing)的影響  

            (f) 神秘主義 Mysticism﹕天主教，猶太教，東方宗教的影響 

            (g) 心理學的影響  Psychology 

3． 面對上帝的話語（律法）的兩極化 

(a) 律法主義 Legalism  

種種﹕  

(b) 無律法主義 Antinomianism  

觀念（神學）上 

生活上 

 

II． 合乎《聖經》的屬靈觀 

1． 「屬靈」肯定與救贖有關﹕重生 Regeneration，稱義 Justification，成聖 

Sanctification  

2． 什麼是重生？整個人的改變﹕知 Mind，情 Heart，意 Will 

3． 「良心」Conscience（=心，靈魂）面對「律法」﹕ 

             既非「無律法主義」，也絕對不是「律法主義」 

4． 巴刻對「成聖」（聖潔）的定義﹕聖潔的特徵（作業） 

5． 「自我形象」的再思 Self-image  

 
 

III． 我們的生命與信息 

1． 感恩，滿足 ﹕生命與事奉的價值不在成就，不在頭銜，不在學歷，閱

歷，而在感恩 

2． 向上帝透明﹕悔改之路（清潔的良心） 

3． 向別人透明﹕膽量，動力，勝過「別人怎麼看」的捆綁  

 

閱讀﹕ 

001A．林慈信，「悔改之路」。 

001B．傅格森，《磐石之上》﹕「重生」。 

001C．巴刻，《活在聖靈中》﹕「聖潔與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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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分辨上帝的旨意﹕上帝主權的三個視角 God’s Lordship: 3 Perspectives  

 
 

I． 市面上「尋求上帝旨意」的神學觀念 

 

1． 方法，步驟﹕禱告，讀經，書籍，勸勉，環境（家人，教會等），需要 

2． 印證 Signs / fleece ，包括﹕心中平安 

3． 上帝的憐憫 

 
 

II． 上帝旨意的兩種（申 29﹕29） 

 

1． 永恆的旨意（預旨） Eternal decree: Decretive will 。 

2． 已經啟示的旨意（典章）Revealed will 。 

3． 《聖經》是我們信仰（靈命）生活最高的原則 highest authority/norm.   

應用﹕上帝沒有（不）要我們根據祂沒有啟示給我們的，來作我們信仰與生活

的最高，無誤準則。 

4． 智慧的重要性。什麼是智慧？上帝話語的應用 Application！ 

5． 作決定的必須性 

 
 

III． 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主權﹕三個視角（傅蘭姆 John M. Frame） 

上帝是主！ 

 

1． 處境的視角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宇宙是什麼？這是天父世界，上帝不斷掌權。 

2． 準則的視角 Normative perspective   

上帝是頒發律法的主宰。 

3． 存在的視角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上帝是親近祂子民的主，祂是「以馬內利」。 

 
 

IV． 回應上帝的主權﹕生命的特徵 （范泰爾 Cornelius Van Til） 

 

1． 自發 Spontaneity  

2． 自決 Self-determination  

3． 動力 Momentum  

 

閱讀﹕ 

002A．傅蘭姆，《認識神的知識論》﹕「三個視角」。 

（注﹕注意標題；盡量掌握作者的重點。我們會再回來讀這篇文字。這是第一次

讀；掌握重點就足夠了。） 

002B．林慈信，「將心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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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第四課    「上帝的呼召等於上帝的塑造」 

 
 

I． 典型的奉獻心路歷程 

1． 在主面前的三種心﹕信主，為主而活，全時間事奉命 

2． 心路歷程﹕決志，接下來的掙扎，走向裝備，事奉的路 

 
 

II． 奉獻之後 

1． 《聖經》與「全時間事奉」Full time ministry﹕「全時間事奉」一

詞的再思 

2． 教會觀 Doctrine of the church﹕彼前 2﹕1-10    

教會存在的目的﹕敬拜，造就，見證 Worship, Edification, Witness 

教會事工的三大種類﹕教導上帝的話語，治理，憐憫事工 Ministry 

of the Word, Ministry of Order, Ministry of Mercy  

3． 教會與呼召 Calling﹕教牧書信的啟迪 

 
 

III． 革命性的觀念﹕上帝的呼召與上帝的塑造是同一碼事 

                  四個觀念（不是絕對真理，可是從《聖經》中可以察覺） 

1． 工人，僕人，領袖 (Leader: servant-leader) 

2． 甄選，呼召(Selection: leadership selection)  

3． 過程 ﹕一生(Process: leadership selection process)  

4． 教訓 (Lesson/item: leadership selection process item)  

5． 人生六階段（參考﹕《聖經》人物，如﹕約瑟，巴拿巴，大衛，

和參考一些屬靈領袖的傳記，自傳等。） 

 
 

IV． 第一階段﹕上帝主權的奠基 Sovereign Foundations  

 

1． 一些常見的因素﹕主的帶領，安排 Providence  

出生時代，地點，父母親（不是「原生家庭」理論！） 

2． 三種常見的考驗﹕ 

(a) 誠實的考驗 Integrity check  

(b) 順服的靠驗 Obedience check  

(c) 話語的考驗 Word check  

3． 對未來的「徵兆」Destiny item  

(a) 聖經人物﹕約瑟 

(b) 當代教會 

(c) 苦難 

 
 

V． 第二階段﹕靈命萌芽 Spiritu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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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聖經人物﹕撒母耳；耶穌的童年，少年時代；提摩太 

2． 典型因素﹕對禱告，上帝話語的追求 

3． 特徵﹕主的甜蜜；禱告蒙應允 

 
 

VI． 第三階段﹕事奉（技巧）操練 Ministry Skills Development  

1． 聖經人物﹕十二門徒；早期的巴拿巴，保羅（掃羅）；提摩太，

提多 

2． 典型因素﹕從任務 task 到角色 role  

3． 邊緣地帶 boundary phase﹕兩項覺醒 

(a) 教會的人性，架構﹕兩種可能 Hierarchy of the church 

(b) 裝備的需要，渴慕 

(c) 裝備的種種﹕正式，半正式，非正式 Formal, non-formal, informal

（《聖經》裏沒有神學院！） 

(d) 上帝主要的心意﹕不是用 work through us，乃是塑造 work in us  

 
 

VII． 第四階段﹕以生命事奉命 Life Development 

1． 聖經人物﹕彼得（彼得前書）；保羅（哥林多後書） 

2． 典型因素﹕疾病，危機，血氣用事 flesh act；弄巧反拙（起義革命 

leadership backlash）；屬靈爭戰；各種的上帝安排 special 

providence(s) 
 
 

VIII． 第五階段﹕天時地利人和 Convergence  

1． 聖經人物﹕保羅（使徒行傳的結束） 

2． 典型因素 

3． 不同崗位，影響範圍 sphere of influence  

4． 必須因素﹕人生哲學（事奉道路，方針）philosophy of life, 

philosophy of ministry  
 
 

IX． 第六階段﹕感恩，見證，為主發光 Celebration / Afterglow  

                  聖經人物﹕約翰（約翰書信） 

 
 
 
 
 
 
 
 
 

 



 9 

X． 個人反省作業 

 

1． When? 為人生分段﹕什麼年代。例如﹕0-12歲；12-18歲；18-25

歲等。 

2． Where? 我在哪裏？例如﹕家鄉；城市；學校；教會等。 

3． Who? 什麼人在生命中？例如﹕父母；老師；上司；配偶等。 

4． What happened? 發生過什麼事？例如﹕求學；工作；在教會服

事；特殊事件；特別的人際關係。 

5． Why?為什麼？神當時在教導我什麼？ 

6． How did I learn? 我學好了嗎？ 

7． 基於上列因素﹕我現今需要學習什麼？我應該在哪方面長進？人

格上，靈命，知識，作人道理與技巧，聖靈的果子，事奉方法

等。 （How I should BE, what I should KNOW, what I should DO.  

BE, KNOW, DO. 三方面的長進。參考﹕「邁向 21實際神學教

育」一文。） 

8． 回到教會，事奉，家庭，工作的現實。（參考﹕「覺醒之後」一

文。） 

 
 

閱讀﹕ 

003A．林慈信，「奉獻之後」。 

003B．林慈信，「邁向 21世紀神學教育」。 

003C．林慈信，「覺醒之後﹕寫給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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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事奉哲學」 Philosophy of Ministry 與「神學百科」Theological 

Encyclopedia 
 
 

I． 「工人塑造」與「事奉哲學」Philosophy of Ministry﹕重溫人生六階段  

 

1． 階段的個人性﹕每人有獨特因素；不要被他人的分段限制！ 

上帝塑造我們的過程是獨特的，往往是曲折的路。 

疤痕問題﹕上帝信實，恩典的記號。 

2． 重要的是﹕ 

(a) 自我覺醒﹕自己的裝備，不要限制於「需要」和「技巧」。 

(b) 感謝神恩。 

(c) 覺醒之後﹕重拾信念。最初的愛心，信心。 

(d) 重拾使命。 

3． 對我來說，人生什麼最重要？主耶穌最重要；在祂之下呢？ 

沒有標準答案。對不同人來說，有不同的「優先」選擇。可能是﹕ 

a.（信主，或聚會）人數越多越好。 

b.聖經知識越詳細越好。 

c.真理立場必須純正。 

d.個人性格的燻陶。（俗稱「靈命長進」。） 

e.在事工管理，財政管理上必須精確。 

f.人際關係要和諧。 

g.家庭最重要。 

對你來說，不論那方面最重要，其他方面也不可完全忽略。 

 
 

II． 我須要學習什麼？我必須學習什麼？ 

What do I need to learn?  What must I learn? 
 

1． 三方面的需要 

(a) 人格與靈命 (to be)。 

(b) 知識 (to know)﹕不僅僅是「我喜歡學什麼？」，或「我在那方面最

弱，因此最需要學什麼？」。成長，包括在知識方面，都要全面。 

(c) 方法與技巧 (to do) 。 

西 1﹕9-11；腓 1﹕9-11。 

(d) 超越自己的事奉圈子﹕閱歷的擴大 (exposure, experience)   

2． 信仰的持守。三年神學，畢業和入學時候比較，應該更相信《聖經》裏﹕

「耶和華如此說！」 (Thus saith the Lord!)   

3． 起初單純的信心，愛心。心不可剛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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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神學的「學院制度」The Seminary Model  

 

1． 學徒制度 (apprentice, apprenticeship) 與神學院 (theological seminary)；《聖經》

裏沒有神學院！ 

2． 歷史的回顧﹕教會歷史中的不同神學教育模式﹕ 

a. 使徒和初期教父時期﹕學徒制。例外﹕埃及阿理山大市(Alexandria) 的教義學

校 (catechetical school)。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俄利根(Origen)先後當

過校長。可能是學者、寫作的中心。 

b. 「黑暗時期」﹕有主教 (bishop) 的座堂(cathedral)，和修道院(monstery)；兩

者都往往設立學校。 

c. 「中國時期」（11-12世紀）﹕從座堂辦的學校，或修道院辦的學校，演變

成大學 (university)。最早的大學﹕英國牛津大學 (Oxford University)，和巴黎

大學(The Sorbonne)。 

d. 宗教改革（16世紀）﹕路德和加爾文都是人文教育訓練出來的。路德改革

大學教育；加爾文(John Calvin)開辦日內瓦學院 (Geneva Academy)，分本科 

(public school)和神學院(private school)兩部。 

e. 清教徒（16，17世紀）﹕有牧師收學徒；也有在劍橋大學 （Cambridge 

University）開拓新的學院（即神學院）﹕Emmanuel College, Sidney Sussex 

College。清教徒到北美，1630年；1636年開辦哈佛大學 (Harvard College) 訓

練傳道人。 

f. 18世紀初﹕敬虔運動 (Spener, Francke)開設查經禱告小組。衛斯理開設一班

一班 （class)的社團 (society)，即查經禱告團契。 

g. 18世紀後期﹕衛理宗運動 (Methodists)﹕差遣騎馬的傳道 (circuit riders)，巡回

建立，探訪社團。浸禮宗(Baptists)﹕按立農夫帶職傳道。 

h. 18世紀﹕哈佛、耶魯等大學已經新派（不承認三位一體等）。1740年代，

大覺醒運動的果子﹕普林斯頓等大學（即神學院）等數十所學校興起，訓練

傳道人。 

i. 19世紀典型的模式﹕小鎮上有大學 (college)，校長是牧師。教會（宗派）另

設神學院(theological seminary)，收大學畢業生。 

j. 19世紀末﹕慕迪 (Dwight L. Moody)等人領導的復興運動，見不少教會的神學

院沒有訓練出有負擔宣教的牧師，因此開辦聖經學校 (Bible institute)，後來

稱聖經學院 (Bible college)。起初是速成班。 

k. 20世紀﹕有教會文理科大學 (Christian liberal arts college)，和聖經學院 (Bible 

college)並存。 

l. 20世紀，二次大戰後﹕聖經學院升級，成為神學院 (seminary)，或開辦大學

畢業生修讀的神學院 (graduate school)部門。 

m. 延伸制神學院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起初在 1957年中美洲瓜地

馬拉 (Guatemala) 試辦。 

3． 神學院 (seminary) 與大學 (university) 的掛鉤﹕學術化。 

(a) 學術認可制度 (accreditation) 。 

(b) 學位 (degre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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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學分 (credits) 。 

(d) 教授的資格 (faculty qualifications) 。 

(e) 入學的起碼條件 (admission requirements) 。 

對訓練一大批已經有呼召的傳道，比較有效率。 

可是不可能太注重個人的培養。這要靠教會來負責（這本來就是教會的

責任）。 

4． 神學院的典型課程﹕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見下。  

5． 聖經學院的傳統（即﹕中國與第三世界的傳統神學院）﹕典型課程﹕（本科

的）神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y) 。 

     長處﹕注重禱告，讀經，傳福音，吃苦。 

     缺乏﹕外語；系統思想，神學，護教學；一般人文科學（文、史、哲等）。 

6． 但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聖經學院轉型，逐漸開道學碩士課程，變成學術

取向的神學院。這是今天普世聖經學院的情況。 

7． 三種裝備模式﹕ 

(a) 正式 Formal ﹕全時間，住校，拿學分，學位或文憑。 

(b) 半正式 Non-formal ﹕不是全時間，不住校，可是還是有課程要求。 

(c) 非正式 Informal ﹕自修。 

 
 

IV． 神學院課程簡介﹕「神學百科」Theological Encyclopedia 

 

1． 語言 Languages 

2． 舊約系 Old Testament Department  

(a) 舊約入門（背景）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b) 釋經學 Hermeneutics  

(c) 書卷解釋（原文解經） Book studies (Hebrew exegesis)  

(d) 舊約的聖經神學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3． 新約系 New Testament Department  

(a) 新約入門（背景）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b) 釋經學 Hermeneutics  

(c) 書卷解釋（原文解經） Book studies (Greek exegesis)  

(d) 新約的聖經神學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4． 教會歷史系 Church History Department  

(a) 教會歷史﹕早期，中古，改教，現代，非西方，宣教史等 

Church History: Early Church, Medieval Church, Reformation, Modern Age, Non-
Western, History of Missions  

(b) 教義歷史﹕早期，中古，改教，現代，等 

History of Doctrine: Early Church, Medieval, Reformation, Modern Age   

5． 護教學系 Apologetics Department  

(a) 護教學入門 Introduction to Apologetics  

(b) 護教學方法（學派）Methods (Schools) of Apologetics  

(c) 證據學（與證據派有別）Evidences (different from Evid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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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統神學系 Systematic Theology Department  

(a) 系統神學入門（包括﹕啟示論，即聖經論）Prolegomena (Revelation)  

(b) 神論 Theology Proper: Doctrine of God  

(c) 人論（包括﹕天使，靈界）Anthropology: Doctrine of Man (+Angelology)  

(d) 基督論 Christology: Doctrine of Christ  

(e) 聖靈論，救贖論 Pneumatology: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Soteriology: Doctrine 

of Salvation  

(f) 教會論 Ecclesiology: Doctrine of the Church  

(g) 末世論 Eschatology: Doctrine of the Last Things  

7． 實踐神學系 Practical (Pastoral) Theology Department  

(a) 教牧事奉（教牧神學）入門 Introduction to the Ministry (Pastoral Theology) 

(b) 講道學與練習 Homiletics: Preaching + Practice  

(c) 教會的敬拜 Worship  

(d) 基督教教育 Christian Education  

(e) 聖經輔導 Biblical Counseling  

(f) 教會增長與佈道 Church Growth and Evangelism  

(g) 宣教學（本身是一系，甚至是一個學院）Missions (a dept., a school) 

 
 

V． 結論﹕為什麼讀神學？為什麼從事神學？ 

 

1． 教會意識 Church Consciousness﹕認識到教會是上帝的子民，基督的身體；

可是也是人組成的組織，是歷史上的組織，是社會處境裏的組織。有長期領

袖培訓的需要！ 

2． 自己的裝備，為什麼？都是為了教會！ 

 
 
 

閱讀﹕ 

005A．林慈信，「教會意識與教會成熟」。             

005B．林慈信，「華人神學教育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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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讀經的態度，方法，與歸納式查經 

 
 

I． 普遍、傳統的讀經方法 

1． 靈修讀經法 Devotional Reading 

尋求一天所需的「亮光」；每天一句（？）；靈意解經（斷章取義）的危險 

2． 默想(Meditation)的重要性；冥想 (Contemplation) 的限制與危險 

(a) 默想的重要性﹕人不僅是理性 

(b) 冥想的限制；人不僅是非理性 

(c) 罪對我們的理性，與非理性方面的污染 

3． 「查經班」之一 

參考書的歸納，誦讀。即上課（講道）﹕利弊 

4． 「查經班」之二 

亮光的分享，加上經驗談，禱告時間 

 
 

II． 歸納 (Inductive)與推理 (Deductive)；兩種思維方式 

 

1． 歸納式查經簡介  Inductive Bible Study  

參考書；《你也能帶領查經》，校園。原著﹕J. Nyquist, Leading Bible Discussions 

(IVP).  源自﹕1950年代，紐約聖經神學院 (Biblical Seminary of New York).  用研

究文學的方法來讀《聖經》。三個步驟﹕ 

(a) 觀察 Observe﹕經文說什麼？ 

(b) 解釋 Interpret ﹕經文教導什麼？ 

(c) 應用 Apply ﹕經文今天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2． 歸納式查經的利弊 

(a) 誰（每一個組員）都可以做（真的嗎？） 

(b) 促進討論﹕好的歸納查經聚會不容易帶領！  

(c) 逼組員回到經文﹕歸納法的最大長處 

(d) 非基督徒（沒有重生）查經的限制﹕罪對理性的污染 

(e) 沒有考慮到信念（前提）問題﹕對信念的》偏見 

(f) 查經的蛻變﹕《你也能帶領查經》的新版本 

 

3． 兩種思維方式 

(a) 歸納思維法 Inductive method﹕化零為整。典型的科學做法。 

(b) 推理思維法 Deductive method﹕化整為零。哲學，數學，系統神學等。 

(c) 愛德華茲語﹕我們對每一段經文的理解，在於對整本《聖經》的理解。 

(d) 誰沒有「對整本《聖經》的理解」？沒有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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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清教徒的釋經法（參考﹕巴刻，「清教徒的釋經」。） 

 

1． 三個總原則﹕ 

(a) 《聖經》裏的文化背景於我們今天文化的距離並沒有那麼大。 

巴刻﹕「清教徒解經家是「前現代人」，意思是他們並沒有今天大部份的人那

樣覺得文化之間、時代之間的差異與隔閡。他們也沒有今天很多《聖經》學者

一樣持著一些『宗教進化』的猜測理論。這些理論簡直使《聖經》學者癱瘓。

清教徒沒有覺得自己與《聖經》人物和後者的經歷之間，因著時間的過去而有

什麼差距；反之覺得與他們有一種親切感，因為大家都屬同一人類，同樣面

對、敬畏這位不變的上帝，與祂相交；同樣在一些相同屬靈問題上掙扎。（這

種信念智慧嗎？絕對是！）」 

(b) 歷史，文法解經法。 Grammatic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c) 解經的目的﹕應用！ 

 

2． 兩個信念（大前提）﹕ 

(a) 《聖經》的本質﹕是上帝自己的話語。 

華森 (Thomas Watson) ﹕「你要這樣想﹕上帝在《聖經》的每一行都在向你說

話。」因為《聖經》所說的，就是上帝所說的。」What the Bible says, God says.   

《聖經》無限的深度。 

奧古斯丁(Augustine)﹕《聖經》有淺水地，小羊都可以在那裏喝水，但是《聖

經》也有深水處，大象可以在那裏游泳﹕這些深處就是有學問、敬虔的人還需

繼續探索。 

(b) 《聖經》內容﹕信仰（真理）與任務 Truth and duty  

《小要理問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第三問﹕ 

問﹕《聖經》主要教導什麼？ 

答﹕…人必須對上帝有怎樣的信仰，和上帝要求人要盡那些義務。 

歐文 John Owen﹕「我相信 …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項堅定不移的原則，就是﹕

若要認識到上帝在《聖經》裏的心意，必須不斷迫切祈求聖靈那屬天的幫助，

因為若不是這樣，就沒有其它辦法。」 

 

3． 六項解經原則 

(a) 按字意和文法解釋《聖經》。Interpret the Bible literally and 

grammatically.   

(b) 解釋《聖經》必須一致和諧。《聖經》既然是上帝的話，表達上帝唯

一的旨意，它所宣稱的一切事都是真理，經文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衝

突。Interpret the Bible consistently and harmonistically (analogy of faith).   

(c) 按著教義解釋《聖經》，以上帝為中心的解釋《聖經》。《聖經》是

一本教義性的書；教導我們關於上帝，和受造物與上帝的關係。
Interpret the Bible doctrinally and theo-centrically (God-centered).   

(d) 按歷史順序的解釋《聖經》，以基督為中心的解釋。基督是「《聖

經》真正的主題﹕所有經文都為基督作見證。基督是《聖經》的總

結，《聖經》在每一頁裏，差不多在每一節裏，預言基督，預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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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表明基督。Interpret the Bible christologically (Christ-centered) and 

evangelically (gospel-centered).    

(e) 從經驗和實際來解釋《聖經》。《聖經》是一本關乎屬靈經驗的書。 

                       《聖經》是非常實際的一本書，向人具體的情況說話﹕人在上帝面前 

                         的地位，充滿罪孽，污穢，無助；又告訴在這種情況中的人他應該 

                         相信什麼，作什麼會得到靈魂的健康。 

        Interpret the Bible experimentally (experience-oriented) and practically.   

(f) 以信心解釋《聖經》，尋求現實中的應用。 一段經文的應用來自經 

      文本身。因此，解經工作的一部份就是找出經文裡面教義的「用途」  

       (uses)。Interpret the Bible with a faithful and realistic application.   

 

經文的一些典型「用途」（應用方式）包括﹕ 

教導 (information) 的應用﹕應用所解釋過的教義，提出教義的涵意，來

塑造人的判斷能力，使人們按上帝的心意來對待事物。 

勸勉 (exhortation) 的應用﹕呼召聽眾採取行動。 

安慰 (comfort) 的應用﹕指出教義如何解決人的懷疑與不定  

(uncertainties)。 

反省 (trial) 的應用﹕勸勉聽眾自我檢查 (self-examination)，呼召信徒以剛

已解釋過的教義來衡量自己的屬靈光景（例如﹕一個重生的人的標誌；

或基督徒某一方面的特權或任務）。 

 
 

IV． 「《聖經》神學」簡介（參考﹕「解經與《聖經》神學」與附件。） 

 

1． 系統神學﹕整本《聖經》對某一個問題的教導是什麼？ 

2． 《聖經》神學﹕在啟示歷史中某一個階段，上帝的啟示是什麼？ 

 
 

V． 為什麼有「神學」，「教義」，「信仰告白」（教條），「要理問

答」？（參考﹕《兒童信仰問答。》） 

 

1． 因為沒有人沒有「教義」（對正本《聖經》的認識）的。 

2． 因為教會有責任教導自己的羊群，在真道建立自己。 

3． 因為有異端的興起，教會須要維護自己的純真。 

4． 因為基督徒有責任回答非信徒的詢問。（彼得前書 3﹕15-17） 

 
 
 

閱讀﹕ 

006A．林慈信，「解經與聖經神學」。 

006B．《兒童信仰告白》。             

006C．巴刻，《活在聖靈中》﹕「清教徒的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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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門徒訓練模式  Models of Discipleship Training  

 
 

I． 市面上的事工模式 

 

是的，教會的圈子像市場。各種產品要搶奪我們的注意力。 

1． 禱告﹕事工取向。讚美，敬拜，悔改，默想，反省的式微。 

2． 默想﹕東方宗教（冥想 contemplation），天主教與猶太教神秘主義 

(mysticism) 的傳播。 

3． 禱告是否信心的衡量？禱告若不蒙應允，表示信心不足？（！） 

4． 門徒訓練﹕知識，技巧的傳遞。1960，1970年代的產物﹕貢獻。 

5． 門徒訓練﹕機構，教會或宗派「異象」的傳遞。 

6． 講道﹕教會「異象」的傳遞。 

7． 講道﹕從「釋經講道」(expository preaching) 到「敘述式講道」(preaching 

as narrative)。「真理」的式微。 

以前﹕講中有故事。現在（後現代）﹕講章為故事。參考﹕心靈雞湯(chicken 

soul for the soul)。 

 
 

II． 上帝的話語與「門徒訓練」（即﹕神學教育） 

 

回溫第一至六課的重點﹕ 

1． 什麼是「屬靈」？就是「成聖」﹕對上帝與祂聖潔的律法的敬畏，順

服。不可跟隨律法主義的道路，也不可跟隨無律法主義的道路。 

2． 屬靈生命的成長方法，不可與重生，稱義，成聖分隔。十字架，悔改，

委身，必須不斷的強調。 

3． 上帝親近，上帝是生命的主，上帝頒發律法，上帝是宇宙的主宰。 

4． 成長，呼召﹕上帝一生的塑造，煉淨。（人生不同階段，功課。） 

5． 自我覺醒，感謝，滿足的心靈的重要性。 

6． 信念與使命，與其重拾﹕信徒必需的裝備。 

7． 門徒訓練要顧慮到三種目標﹕人格與敬虔，對真理的知識，與事奉的技

巧與方法。 “Be” goals, “know” goals, “do” goals. 

8． 必須對信徒傳達《聖經》的真理，信息﹕以神為中心，以基督為中心，

強調應用，順服的取向。（清教徒解經的前提，原則。） 

 
 

III． 回到信徒裝備﹕「門徒訓練」 

 

1． 教會的事工﹕教導，治理，憐憫 。Ministry of the Word, ministry of order 

(rule), ministry of mercy  

2． 教會的職事﹕一般職事，特殊職事。 General office, special office  

3． 「平」信徒的服事與宣教，乃是二十一世紀教會宣教的主要盼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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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時限問題 (time frame)﹕你我有多少時間？ 

Ted Engstrom （世界宣明會前任總監）語﹕「我們往往高估我們一年之內可能

成就多少事。但我們卻往往低估我們兩、三年之內可能成就多少事。」 

We often over-estimate what we can accomplish in one year. 
But we often under-estimate what we can accomplish in two or three years.   

5． 再問同樣問題﹕你我有多少時間？ 

一年四十篇信息？四十課查經？四十課主日學？二十四次小組聚會？ 

十二次月會？目標是什麼？ 

 

常見做法之一﹕「各位同工，拿出日歷來。我們怎仰填滿未來三個月、六個月

的聚會？」「填日歷」方法，缺乏目標；缺乏全人，全方位的長進方向；最重

要的是，忽略回到《聖經》真理來問﹕我們成長的目標是什麼？ 

常見做法之二﹕「口號為主題」，「口號為目標」。例如﹕教會一年的主題，

或某某特會（營會，培靈會等）的主題﹕「耶和華為我的牧者」，「愛主更

深」，「屬靈高原」等。往往缺乏具體經文的支持，缺乏具體的成長目標，缺

乏清晰的對象（我們向哪一類信徒，或非信徒，從事這次的服事？） 

 

6． 什麼是門徒訓練？自我反省﹕我已往的門徒訓練（信徒裝備）觀是什

麼？今後應如何？ 

 
 

閱讀﹕ 

林慈信，「裝備，更新，壯大」。 

 
 
 
 
 
 
 
 
 
 
 
 
 
 
 
 
 
 
 
 
 
 



 19 

第八課    「教導長老」（Teaching Elder 牧師）的職事﹕教會需要「能教導的」 

 
 

I． 上帝的呼召，我們的心願 

 

1． 我們的心願﹕傳福音？宣教？ 

2． 上帝對教會的呼召﹕敬拜，教導（造就），見證（傳福音）。 

3． 教會若沒有足夠「能教導」的，如何傳福音？人信主之後，進入到怎麼

樣的教會？沒有足夠「能教導」的，如何成為宣教的基地？ 

4． 21世紀需要的﹐是「認信」（相信，又承認）的基督徒﹐認信的教會。

21世紀需要有道可傳﹐又好好忠心﹐勇敢去傳的信徒與教會。也就是

說，21的教會需要大量「能教導」的信徒，工人。 

What the 21st century needs are confessing Christians, and confessing churches.  
The 21st century needs Christians and churches with a message to proclaim: 
holding forth the Word of God, and faithfully, boldly proclaiming this Word!  In 
other words, the 21st century church needs a strong supply of believers and 
workers who are “competent to teach.”    

 
 

II． 「能教導」﹕從「長老」(Elder) 的職份說起 

 

1．教導與牧養﹕長老的職份。提前 5﹕17。 

長老 Elder  

監督 Overseer, Bishop 

牧師 Pastor  

教師 Teacher  

 

2．長老的名稱﹕長老是一個尊貴﹐有用的職事 (office of dignity and  

usefulness)。《聖經》用不同的稱謂表示他各方面的職責。身為「監督」 (bishop) 

或「牧師」 ﹐他看守基督的羊群。身為「長老」 (presbyter)﹐他有責任做人嚴

謹慎重﹐作羊群的榜樣﹐在基督的家與國度中善於治理。身為「教師」 (teacher, 

拉丁文﹕doctor)﹐他講解神的話﹐以純正的教義勸勉眾人﹐與不信者爭辯。這

些稱謂不代表不同等級的職事﹐而是描述同一職事。（摘自﹕美國改革宗長老

會 PCA治會章程 Book of Church Order,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8-1。） 

 

3．長老的資格﹕任長老一職者﹐應有一般的學問才幹﹐生活無可指責﹐信仰純

正﹐善於教導。他應效法福音 (becoming the Gospel)﹐凡事驚醒﹐生活聖潔。他

應善於治理自己的家﹐在教會以外有好的名聲。（8-2。） 

 

4．長老的職責﹕長老的職責乃儆醒看守神交託他們的羊群﹐不叫錯誤的教導或

罪惡進入教會。每一位長老﹐以及全體長老 (severally and jointly) 都有這責任。

他們必須從事治理 (government) 與管教 (discipline)﹐不單看守個別堂會的屬靈福

利 (spiritual interests)﹔ 被呼召時﹐亦應看守全體教會的靈命與生活。他們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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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作家庭探訪﹐尤其是患病者。他們應慇懃教導《聖經》教義﹐安慰傷心

者﹐培育與保護教會的兒童。他們應熱心向未信的人廣傳福音﹐使人作主的門

徒﹐藉此在交託他們看管的羊群中作美好的榜樣。所有基督的愛的律吩咐一般

基督徒遵行的﹐長老們因為神的呼召﹐更應謹守遵行﹐這些都是他們職事份內

的責任。他們應與信徒們禱告﹐為信徒們禱告 (pray with and for the people) ﹐謹

慎慇懃地在羊群中尋找已傳講的道的果子 (seeking the fruit of the preached  

Word)。（8-3。） 

 

5．教導長老（Teaching Elder, Pastor牧師）﹕主既然賜不同的恩賜予人﹐並向

一些人賜特別的恩賜與呼召﹐教會有權呼召 (call)﹐指派 (appoint) 一些人任教導

長老一職﹐從事某些教會所需的事工。一位教導長老若被呼召從事這些教會所

需的事工﹐他應盡力作傳道事工 (make full proof of his ministry) ﹐廣傳福音﹐造

就教會。他應至少一年一次向區會報告。（8-4。） 

 

6． 教導長老的名稱﹕作教導長老的…呼召﹐除了其他長老共有的功能﹐還 

包括宣讀﹐講解﹐宣講神的話﹐施行聖禮﹐以此牧養主的羊群。身為基督的

「使者」  (ambassador)﹐他被差派向罪人宣告神的旨意﹐勸告…與神和好。身

為「傳福音者」( evangelist, 宣教士) ﹐他向無知與失喪的人傳遞救恩…。身為

「傳道人」 (preacher) ﹐他在眾人前宣講福音。身為神奧秘的事的執事 (steward 

of the mysteries of God) ﹐他施行神多方的恩惠與…典章。（8-5。） 

 

7． 宣教士（Evangelist/Missionary牧師的一種）﹕教導長老若被指派作宣教士 

(evangelist) ﹐教會 （區會） 差派他在外國或屬靈貧乏的地區宣講神的話和

施行聖禮。區會可能差派 (commission) …授權給他成立教會 (organize 

churches)；教導﹐審核﹐按立 (ordain) 治理長老和執事們﹐為他們就職 ；接

受會友﹐和刪除會友會藉﹐直到教會組織自己的長老堂會…。（8-6。） 

 

（注﹕上列六段，見「有道可傳的教會」，附錄。） 

 
 

III． 涵義與延伸﹕非長老的教導事工 

 

你願意委身嗎？ 

 
 
 

閱讀﹕ 

008A．林慈信，「榮耀的教牧職事」。 

008B．林慈信，「有道可傳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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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啟示論﹕上帝的不可知性，可知性，與啟示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 Knowability of God, Revelation  
 

I． 引言﹕四種信仰（聖經）難題 

參﹕009A，I；頁 1-2。 

 

1．《聖經》明文回答的。 

2．《聖經》沒有直接回答，可是提出原則，可以應用來回答問題。（如﹕吸煙

的問題。） 

3．《聖經》不回答，直到我們回天家（如﹕苦難，逼迫，親人離開世界等）。 

4．到了天家，還是奧秘的問題。在天上若沒有奧秘，我們就與上帝一樣聰明

了，這是不可能的。 

 
 

II． 理性與奧秘 Reason and Mystery  

參﹕009A，I；頁 2。 

1． 理性有限。人不是上帝。人的知識與上帝的知識不同（雖然有相同的地

方，不然我們不可能認識上帝）。 

2． 理性被罪污染﹕墮落對理性的影響 。The noetic effect of sin﹕范泰爾 

(Cornelius Van Til)對神學很重要的貢獻。  

3． 人不僅僅是理性﹕人的靈魂包括知（理性），情（感情），意（意

志）。 

4． 人不僅僅是非理性，也有理性(reason, rationality)。 

5． 奧秘 (mystery) 與神秘主義 (mysticism) 的分別。 

奧秘 (mystery)﹕經過理性，感情等的努力（盡心，盡性，盡意，盡力）

認識上帝，還是有不能窮究的地方。這叫奧秘，是正確的。 

慕理﹕正統基督教的信仰，肯定有奧秘。 

神秘主義 (mysticism)﹕繞過理性，甚至繞過感情來認識上帝，認識耶

穌。請問，沒有思想，沒有感情的「認識神」是怎麼一回事？是直覺？

幻覺？ 

 

參考﹕本課的閱讀材料，「華人教會的反理性傳統」。 

例一﹕不要用魂與上帝交通﹕ 魂 = 理性，感情，意志。要以靈；靈 = 直覺。 

例二﹕理性就是原罪，原罪就是理性。我們必須從理性被拯救出來，用信心和

直覺來認識上帝。（海外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一，1990年代的隨筆短文。） 

例三﹕我在鹽湯裡看見耶穌。(趙紫宸，對謝扶雅說，1920年代，上海。) 

例四﹕誤解林前八章，「知識叫人自高自大。」反對理性， 反對讀神學。 

   
 

III． 上帝的不可知性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   

 

1． 不可知性 (incomprehensibility) 與可知性 (knowability)不是相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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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知性﹕上帝的全知。上帝什麼都知道。God knows everything.  (Omni-

science.)  上帝是靈， 祂是無限的，永恆的，獨一無二，絕對超然的。上

帝的屬性之一就是﹕ 上帝自己是智慧。祂是無所不知的。  

3． 上帝所知道的，盡都透知。God knows everything about everything.  

(Exhaustive knowledge)。 

4． 上帝對自己的認識 (self-knowledge)，是完全(complete)，無限(infinite)，透

知的(exhaustive)。上帝對人類及宇宙的知識，是祂對自己的認識的延

伸，是祂對自己的認識的一部份。  上帝的知識是無窮盡的， 人不可能

測透。詩 139篇; 羅 11﹕33-36。 

5． 人的知識從來就不可以，也永遠不可能與上帝的知識等同。 上帝是上

帝，人是人。造物者與被造物之間有著絕對的區分。 

6． 上帝知道所有會發生的事；所有可能發生的事；也知道什麼事是不可能

發生的。上帝知道這些之間的關係。 

 
 

IV． 上帝的可知性 Knowability﹕類比思維 (Analogical Thinking) 與上帝啟示

的預旨(Decree of God to Reveal) 

參﹕009A，II。 

 

1． 上帝照著祂的形象造人，有公義， 知識與聖潔。 (弗 4﹕24﹔西 3﹕10)  上帝

設計人可以，也應當效法祂的思維而思維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God)。

這是類比的思維 (analogical thinking)，是效法上帝的思維，並不表示與上帝

的思維一樣。人應當按照上帝的設計，按照上帝的命令，按照自己的被造物

的本位來思維，來認識上帝，認識自己，認識世界。 

2． 因此，人可以獲得真正的知識。人可以真正的，按真理地認識上帝，認識自

己，認識世界。Man can truly know God/self/world: true knowledge.   

（一）人可以按照真理認識上帝，因此有真宗教，正確的神學的可能 

True religion, theology.   

（二）人可以按照真理認識自己，因此有合符真理的心理學的可能，有

別於世俗的心理學。True psychology.   

（三）人可以按照真理認識世界，因此有真科學，真藝術，真工程的可

能。True science, art, technology/engineering, etc. 

3． 另外，上帝在永恆裏預旨，要像向人啟示自己，和自己的計劃。因此，人能

夠認識上帝，因為上帝的旨意本是如此。不過，這種知識，並不包括認識上

帝沒有要向人啟示的事。（申 29﹕29。） 

參﹕009A，III；010A，頁 1，3。 

4． 因此，信心包含知識 Faith involves knowledge﹕認識上帝，認識上帝所啟示

的旨意。信心不僅僅是頭腦的知識，可是，信心也不與知識「真正認識上帝

和祂旨意」相對立。 

a. 信心包含知識（認識）。（加爾文，《基督教要義》，3.2.2；見 009B。另參﹕

009D，頁 2-4，「信是什麼？」﹕信心建基於知識。） 

b. 信心不僅僅是頭腦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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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信心是真正地認識上帝和上帝的旨意。Faith as knowledge of  God and His 

will.   
 

加爾文對信心的定義﹕《基督教要義》，3.2.7。 

 
 
 

閱讀﹕ 

009A．林慈信，「上帝的不可知性，可知性，與啟示」。 

009B．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信心」。 

009C．林慈信，「華人教會的反理性傳統」。  

009D．傅格森，《磐石之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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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普遍啟示 General Revelation 

  
 

I．經文﹕《羅馬書》第一章，《詩篇》19 篇）。 

 

詩 Psalm 19:1-3 

1 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 

2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3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羅 1:18-20 

18 原來上帝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 

     理的人。 

19 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上帝已經給他們顯明。 

20 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 

     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誰在啟示？上帝。 

啟示什麼？祂自己。 

 
 

II．普遍啟示是上帝的預旨 General Revelation Is God’s Eternal Decree 

 

1． 普遍啟示與上帝永恆的計劃 God’s eternal decree﹕堅強的普遍啟示觀，來

自於改革宗對「上帝的主權」的信念。 

2． 上帝永恆的計劃與（在）普遍啟示﹕如果萬事皆因上帝主權的預旨而發

生，那麼所有的事多多少少都顯明上帝的預旨。因此，「一切被造的實

存，都啟示著上帝的本性與旨意。」范泰爾說﹕「這位上帝顯然對被造

的宇宙有一個整全、包含萬有的計劃。祂計劃了所有被造存有之間的所

有關係。祂從起初就計劃了末了。因此，所有被造的實存實際上都在顯

示著這個計劃；也因此，它們的本質是合乎理性的。」（摘自﹕

Cornelius Van Til, Christian Apologetics, p. 33.  閱讀材料 10A。） 

 
 

III．普遍啟示﹕簡述 

 

1． 啟示 Revelation﹕上帝向人的啟示，足夠給人對祂， 對永生有知識。 

2． 普遍啟示 General Revelation ﹕上帝向全人類自我啟示了﹕透過受造之物； 

及在人心裡。 

3． 在人心中﹕人本身是、人身上有上帝的啟示。宇宙也充滿上帝的啟示。 

4． 啟示的普遍性 Revelation is universal﹕全人類都知道上帝。All men know God.  

5． 普遍啟示的全備性 Sufficiency of  general revelation﹕普遍啟示叫人無可推諉。 

6． 普遍啟示的權威性 Authority of  general revelation﹕人類墮落之前，這啟示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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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威，足夠讓人認識上帝，並是清晰的。墮落之後還是一樣﹕普遍啟示帶

有權威，足夠讓人無可推諉，也是清晰的 (clear, perspicuous: perspicuity of  

general revelation)。不同的是﹕人墮落後不斷地阻擋真理，壓抑真理（羅一

18）。人心裏黑暗，世界的神撒但使人瞎眼了。（林後四 4） 

7． 目前的情況﹕人不認識上帝的啟示，也不能認識。人不認識上帝，因人不願

意認識祂。 

 
 

IV．普遍啟示的四種屬性 (Attributes of General Revelation) 

 

普遍啟示與特殊啟示（即《聖經》）一樣，有四種屬性。啟示是兩種，卻有同樣四

種屬性，是范泰爾 (Cornelius Van Til) 的特別貢獻。 

 

1． 普遍啟示的必須性 (Necessity)  

            普遍啟示是必須的，因為 「超自然若要顯明為超自然，自然就必須顯明 

            為自然……宇宙中若要有真正的「例外」，則必須先有常規。」           

            (Cornelius Van Til, “Nature and Scripture,” in The Infallible Word, pp. 269- 
            270.)   

           上帝所賜有關人類生活的誡命，若要作為範例讓人遵守，就必須是一個 

           例外 （范氏在這裏是指創世記 2﹕17，關於分辨善惡樹的誡命）。 

 

2． 普遍啟示的權威性 (Authority)  

            普遍啟示具有權威性。福音派人士有時天真地以為《聖經》比自然啟示 

            更具權威性，但這不是《聖經》的教導。雖然《聖經》是上帝所書寫的 

            惟一啟示，在啟示的體系裡扮演了獨特的角色，但是它的權威性並不比 

            上帝藉著自然所賜下的啟示更高或更低。因為兩種啟示都來自上帝。 

            范泰爾說﹕「上帝向人所發出的『例外性』聲音，它的權威性只不過說 

            明了上帝也透過自然界發出權威的聲音。… 因此人的科學研究方法必須 

            是順服上帝的。」 (“Nature and Scripture,” pp.  272-273.)   

 

3． 普遍啟示的清晰性 (Perspicuity)  

            普遍啟示是清晰的 (perspicuous)。雖然上帝不能被透知，而且世界已經 

            受了咒詛，但是世界卻依然清楚地顯示了上帝 （羅 1﹕18-21）。普遍啟 

            示本身雖然是清晰的，卻沒有被罪人正確地理解﹕ 「因為一個事實若是 

            事實，它必須具啟示性。因此，罪人接受上帝的自然啟示，並不比接受 

            上帝在《聖經》中的啟示更為容易。 」 (“Nature and Scripture,” p. 280.)   

 

4． 普遍啟示的全備性 (Sufficiency) 

                  普遍啟示本身足以達成它的歷史目的，也就是提供「超自然的救贖與啟 

                  示」一個適當的背景（平台）。雖然它本身並不足以傳遞上帝救贖應許 

                  的恩典，可是，這並不是它的目的。 (“Nature and Scripture,”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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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文化是什麼？What is Culture?   

 

1． 文化不是啟示﹕文化，從來就不是上帝的啟示。無論是墮落之前，或墮落之

後，文化只不過是人類面對上帝普遍啟示的回應。 

2． 人的回應﹕這回應可能是順服的、守約的，或是不順服的， 背約的。
Covenant-keeping culture, covenant-breaking culture.   

3． 墮落後的文化﹕墮落之後的文化，都是人對上帝普遍啟示的， 帶有罪性的

回應。墮落之後的文化（宗教，哲學，藝術，科學）都以人為中心，都是人

本、背約的回應。這說明﹕墮落對理性，文化，有嚴重的影響。 

4． 這一點， 好些神學家都沒有認真正視 ，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當代（新）

儒家基督徒，和福音派的神學家。他們嘗試建立「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 

5． 不少當代福音派學者，把普遍啟示與學術（心理學，科學等的發現）等同。 

 
 
 
 
 

閱讀﹕ 

010A．傅蘭姆﹕「范泰爾論上帝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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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特殊啟示﹕達永生之道 Special Revelation: Way to Eternal Life  

 
 

I． 普遍啟示與特殊啟示 General Revelation and Special Revelation 

 

1． 不同神學家用不同的名詞﹕ 

（一）「普遍啟示」與「特殊啟示」 General and special revelation；或 

（二）「自然啟示」與「超自然啟示」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2． 普遍啟示的目的 

（一）不是顯明上帝救贖的計劃；乃是 

（二）叫人無可推諉。 

3． 特殊啟示的目的﹕教導人永生之道。 

4． 墮落前有否特殊啟示？墮落前，有超自然的啟示。 

 
 

II． 特殊啟示﹕一些名詞 

 

1． 救贖歷史。History of redemption; redemptive history. 

2． 「約」；恩典之約。Covenant; covenant of grace.   

3． 福音；律法與福音。Gospel; the Law and the Gospel.   

4． 在基督裏。In Christ; union with Christ.   

5．      涵義﹕ 

 
 

III． 耶穌基督與特殊啟示﹕基督與《聖經》 

 

清教徒論基督在《聖經》裏的地位﹕ 

1.  Christ is the truth and substance of all the types and shadows.   

基督是《聖經》裡所有預表的實體。 

 
2.  Christ is the substance and matter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and all administrations 
thereof; under the Old Testament Christ is veiled, under the New Covenant revealed.  

基督是恩典之約﹐和恩典之約所有的安排 （制度﹐儀式等）的實質﹐實體。在

舊約裡﹐基督不明顯﹔在新約時﹐基督明顯地啟示。 

 
3.  Christ is the center and meeting place of all the promises; for in him the promises of 
God are yea and Amen.   

基督是《聖經》所有應許的中心﹐所有應許都在祂身上匯合。在祂裡﹐所有神

的應許都是 “是” ﹐都是 “阿們” 。 

 
4.  Christ is the thing signified, sealed and exhibited in the Sacrament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基督是所有新舊約的聖禮所代表的﹐所印證的﹐所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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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cripture genealogies use to lead us on to the true line of Christ.   

《聖經>》中的家譜指向基督。 

 
6.  Scripture chronologies are to discover to us the times and seasons of Christ.   

《聖經》的歷史年份都要我們認識到基督來的時候。 

 
7.  Scripture-laws are our schoolmasters to bring us to Christ, the moral by correcting, 
the ceremonial by directing.   

《聖經》的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帶我們認識基督。律法中道德的部分糾正

我們﹔律法中儀式的部分指導我們(引向基督) 。 

 
8.  Scripture-gospel is Christ’s light, whereby we hear and follow him; Christ’s cords of 
love, whereby we are drawn into sweet union and communion with him; yea it is the very 
power of God unto salvation unto them that believe in Christ Jesus; and therefore think 
of Christ as the very substance, marrow, soul and scope of the whole Scriptures.  

《聖經》的福音是基督的光﹐我們因而聽到祂的聲音﹐跟隨祂﹔是基督的慈繩

愛索﹐我們因而被祂吸引﹐與祂聯合﹐與祂相交﹔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

相信祂的人。因此我們相信基督是《聖經》一切的實體﹐靈魂﹐目標。 

       
       (Isaac Ambrose, Works (1701), p. 201; quoted in J.I. Packer, Quest For Godliness, p.  
      103.) 

 
 

IV． 特殊啟示的方法 

 

1． 夢 Dreams 

2． 異象 Visions 

3． 神蹟 Miracles 

4． 神親自來到人間 

5． 神的顯現 Epiphany  

6． 神說話  

7． 神藉先知傳言 Prophets  

8． 特殊啟示最後一步﹕聖靈默示人，寫下《聖經》Inscripturation: Inspiration 

 
 

V． 特殊啟示的兩個層面 

 

1． 上帝的話語 God told us things.   

2． 上帝的作為 God performed acts.   

3． 上帝的話解釋祂的作為 God’s words interpret his acts.  

4． 上帝的作為解釋祂的話 God’s acts interpret his words. 

5． 受新正統神學 (Neo-orthodoxy)影響的聖經神學﹕只有作為，沒有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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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福音派 (Neo-evangelicalism)的解經原則﹕聖經不是傳遞話（教義）。例

如﹕《讀經的藝術》，緒論。Gordon Fee and Douglas Stuart,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VI． 特殊啟示（《聖經》）的必須性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1﹕1﹕ 

雖然天自然之光 (light of nature)、上帝的創造、護理工作彰顯上帝的善良、智

慧、權能，叫人無可推諉 (a)，卻不足以使人認識上帝及其旨意，以致得救 

(b)。所以上帝願意多次多方將自己向祂的教會啟示，並向教會宣佈祂的旨意 

(c)；之後為了更加保守、傳揚真理，更加堅立、安慰教會，抵擋肉體的敗壞、

撒但與世界的惡意，就把這些全部記載下來 (d)，因此聖經是最必需要的 (e)，

因為上帝先前啟示祂旨意給祂百姓的方法，現在已經不再使用 (f)。 

Although the light of nature and the works of creation and providence manifest the 
goodness, wisdom, and power of Go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men are without excuse (a), 
yet they are not sufficient to give that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his will which is 
necessary for salvation (b).  Therefore it pleased the Lord, at various times and in diverse 
ways, to reveal himself and to declare his will to his church (c): and afterward – for the 
better preserving and propagating of the truth, and for the more sure establishment and 
comfort of the church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the flesh and the malice of Satan and of 
the world – to commit this revelation wholly to writing (d).  Therefore Holy Scripture is 
most necessary (e), God’s former ways of revealing his will to his people having ceased 
(f).  

 
(a) 羅馬書 Romans 2:14-15 

14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15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 

   為是，或以為非。 

 

羅馬書 Romans 1:19-20 

19 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上帝已經給他們顯明。 

20 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上帝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 

   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詩篇 Psalms 19:1-4 

1 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 

2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3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4 它的量帶通遍天下，它的言語傳到地極。 

 

參看﹕羅馬書 Romans 1:32  

他們雖知道上帝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羅馬書 Romans 2:1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

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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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約翰福音 John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上帝，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21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上帝，上帝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上

帝的智慧了。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2:13-14  

13 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       

   解釋屬靈的事。 

14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上帝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 

   人纔能看透。 

 

(c) 希伯來書 Hebrews 1:1-2 

1 上帝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  

2 就在這末世，藉著祂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祂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祂創造 諸世界。 

 

(d) 箴言 Proverbs 22:19-21 

19 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為要使你倚靠耶和華。  

20 謀略和知識的美事，我豈沒有寫給你嗎﹖  

21 要使你知道真言的實理，你好將真言回覆那打發你來的人。 

 

路加福音 Luke 1:3-4  

3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4 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 

 

羅馬書 Romans 15: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馬太福音 Matthew 4:4, 7, 10  

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

話。』」… 

7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10 耶穌說：「撒但退去罷！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上帝，單要事奉祂。』」 

 

以賽亞書 Isaiah 8:19-20 

19 有人對你們說：「當求問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就是聲音綿蠻，言語微細的。」你們便回答

說：「百姓不當求問自己的上帝麼？豈可為活人求問死人呢？」 

20 人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準。他們所說的若不與此相符，必不得見晨光。 

 

(e) 提摩太後書 II Timothy 3: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彼得後書 II Peter 1:19-21  

19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

心裡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 
(f) 約翰福音 John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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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4:37 

若有人以為自己是先知，或是屬靈的，就該知道我所寫給你們的是主的命令。 

 

約翰壹書 I John  5: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上帝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哥林多前書 I Corinthians 10:11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希伯來書 Hebrews 1:1-2 

1 上帝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 

2 就在這末世，藉著祂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祂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祂創造諸世界。 

 

希伯來書 Hebrews 2:2-4  

2 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3 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  

  了。 

4 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證。 

 

 

VII． 特殊啟示與普遍啟示 

 

1． 既然上帝不僅給人普遍啟示，還給了特殊啟示，因此人要透過特殊啟示的亮

光來理解普遍啟示，並透過特殊啟示 – 《聖經》 – 糾正人對普遍啟示的錯誤

看法。 

2． 人目前所處的具體狀況是﹕墮落後，站在上帝的普遍啟示和特殊啟示的面

前。 

3． 人不可以假設，上帝只給了普遍啟示。人不斷地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上帝

既已賜下《聖經》，神學、科學、藝術、文化都當服從《聖經》的宇宙人生

觀、《聖經》的真理觀、認識論等。沒有一個知識或學術範疇是中立的。每

一個範疇，耶穌基督都是主，祂要透過祂的話，祂的靈來統治，管理。 

4． 反過來說，普遍啟示是特殊啟示的大前提，因為上帝的啟示是發生在自然界

裡，用了人的語言，文化。因此，語言、文化有了真正的意義， 因為上帝

曾經用過它們來作普遍啟示和特殊啟示。 

 
 
 

閱讀﹕ 

11A．巴刻，《活在聖靈中》﹕「清教徒的釋經」。(=00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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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上帝的話 The Word of God  

 
 

I．經文    賽 55﹕8-11 
8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9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10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 

11 我口所出去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它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II．上帝與上帝的話 

 

1． 上帝的話，就是上帝親自在說話。God’s Word is God himself speaking.   

2． 三位一體的第二位，特別有「道」Word的名稱。子（「道」）顯明父。  

3． 因此，人接觸上帝的話，就接觸到上帝自己的同在，祂的權能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the authority/power of God。 

4． 其實，人被造之後，首先聽上帝說話，才自己說話。說話，是上帝賜人

的恩賜，或說，說話的能力是上帝借給人的。(Paul Tripp, War on Words, 

www.prpbooks.com.)   

5． 上帝的權能函蓋宇宙所有範圍，所有學科，行業，人生所有層面 God’s 

authority comprehends/includes all spheres of life。 

6． 上帝的話，是祂永恆裏就計劃好要說的話。 

7． 上帝的話，是祂「約」中權威性的話語 God’s authoritative covenantal 

word。（上帝在約中掌權。祂的權柄有三個角度﹕處境的角度；準則的

角度；和存在的角度。） 

 
 

III．解釋上帝的話，與應用上帝的話 Intre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1． 歸納法查經法，三個步驟﹕觀察，解釋，應用。 

2． 其實，事情是否這麼簡單？人是從具體背景（學科，閱歷，個性，需

要，責任等）來到《聖經》面前的。 

3． 而《聖經》又是有上帝的同在，權柄的話語。 

4． 因此，人一接觸到上帝的話，上帝話語的權能就發揮出來。這權能的效

果，可能是審判，或是賜福。Authority: blessing, judgment.   

5． 經歷上帝話語權能的發揮，就是「應用」《聖經》！ 

6． 我們如何經歷到上帝話語權能的發揮？我們可能順服《聖經》，或不順

服。不論順服或不順服，都是對《聖經》作出了回應；換言之，都是上

帝話語權能發揮的場合。 

7． 因此，解釋《聖經》與應用《聖經》是同一回事。問題只不過是﹕我們

對《聖經》的回應，是守約（順服）的，還是背約（不順服）的？ 

 

閱讀﹕ 

溫習 012A．傅蘭姆，《認識神的知識論》﹕「三個視角」。（= 002A.） 

http://www.prp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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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    解釋上帝的話，等於應用上帝的話 Interpretation Is Application 

 
 

I． 引言﹕觀察﹐解釋﹐應用 

 

1．很多基督徒曾學習歸納式的查經法 (inductive Bible study) ﹐包括三步驟﹕觀 

察﹐解釋﹐應用 (observe, interpret, apply)。 

觀察就是找出一段經文的主要人物﹐發生的事件﹐事件與地點﹐前後的次序

等﹐即﹕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六個問題。 

解釋是看出一段經文主要的用詞﹐然後進一步看出該段經文的主要觀念﹐或

論據 (the argument) 。 

應用呢﹖就是如何將經文主要的觀念 / 教義﹐與今天的我們拉上關係。 

 

2．換言之﹐觀察是﹕《聖經》說什麼﹖ (What does the Bible say?)  

解釋是﹕《聖經》的意思是什麼﹖ (What does the Bible mean?)  

應用就是﹕《聖經》對今天的我們的意義是什麼﹖(What does the  Bible mean 

to us today?) 
 

3．若將這三個步驟套在神學的不同學科﹐可以這樣說﹕釋經 (exegesis) 與聖經 

神學 (Biblical theology) 是觀察與解釋。那麼﹐系統神學呢﹖很自然地﹐很多

人會說﹕系統神學是解釋﹐解釋我們信什麼﹐解釋整本《聖經》教什麼。 

可是﹐我的老師 John M. Frame 卻堅持﹐系統神學是《聖經》的應用。這是

什麼意思﹖ 

 
 

II． 系統神學是應用 Systematic Theology Is Application 

 

1.我們所有的思維﹐言語﹐行為﹐都是在神面前﹐或者說﹐都是在神的面光之中

(before the face of God) 作的。因此沒有中立的思維﹐言語﹐行為這回事。 

2．其次﹐系統神學 – 研究整本《聖經》教導什麼 – 不可能是在真空裡進行的﹐肯 

定是在某一個特定的環境 (或﹕語境) 進行的。 

3．可是《聖經》是上帝的話﹐帶有權威﹐因此上帝的話在所有的處境 (contexts) 都 

有絕對的權威。這些處境﹐可能是學術上的 (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等) ﹐ 

也可能是實踐的 (婚姻與離婚﹐墮胎﹐核戰﹐基因工程等)。 

4．所以我們說﹐系統神學是應用神的話 (systematic theology is application), 將《聖 

  經》的權威性教導應用在不同的處境裡。   

 
 

III． 什麼是知識？什麼是神學的知識？ 

 

認識上帝，就是在約裏順服祂。 Covenant obedience.   

上帝是我們契約的主 covenant lord，我們理當順服祂。 

溫習﹕傅蘭姆，《認識神的知識論》裏的核心觀念﹕上帝主權的三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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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柄，同在」(Control, Authority, Presence)。（摘自﹕002A = 012A。） 

 
 

让我们来进一步探讨超然性（契约的元首身份）以及内住性（契约的参与）

的观念。在圣经中，神的超然性似乎集中在控制（或支配）及权柄的观念上。 

 
 

1．控制 Control 

 

神的掌控显然是因为这契约乃是藉着神的主权产生的。神创造了他契约中的

仆人（赛 41：4；43：10-13；44：6；48：12f.）并对他们施行完全的支配（出 3：

8，14）。1身为主，他以他的主权救赎他们（出 20：2）脱离为奴之地，并引导整

个大自然的环境（参照埃及之灾）来达致他对他们的目的。 

 
 

2．權柄 Authority 

 

权柄是神要人顺服的权利，而因为神同时拥有掌控权及权柄，他体现了能力

与权力。一再地，契约之主强调他的仆人必须如何顺服他的命令（出 3：13-18；

20：2；利 18：2-5，30；19：37；申 6：4-9）。若说神的权柄是绝对的，这意味着

他的命令是不容置疑的（约伯记 40：11ff.；罗 4：18-20；9：20；希伯来书 11：4，

7，8，17，各处），并且，神的权柄超越我们对其它事物的忠心（出 20：3；申

6：4f.；太 8：19-22；10：34-38；腓立比 3：8），以及这权柄涵括人类生命的所有

范围（出；利；民；申；罗 14：32；林前 10：31；林后 10：5；歌罗西 3：17，

23）。 

 

控制与权柄—当主向我们呈现为一个被高举至被造界之上，这些就是主要的

观念，而这些观念是与任何神乃是“完全不同”或“无限地远离”的观念距离甚远的。 

 
 

3．內住 Presence  

 

神的内住性可以进一步地被描述为“契约的团结”(covenant solidarity)。神拣选他

的契约子民并使他们的目标与他的一致。者关系的中心可以藉此话语表达：“我要

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利 26：12；参照出 29：45；撒下 7：14；启

21：27）。他称自己为他们的神—“以色列的神”—因此与他们认同。藐视以色列就

等于藐视神，反之亦然。如此，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出 3：12），接近他们（申

4：7；参照 30：14），以马内利（参照创 26：3；28：15；31：3；46：4；出 3：

12；33：14；申 31：6，8，23；士师记 6：16；赛 7：14；耶利米 31：33；太 28：

20；约 17：25；林前 3：16ff.；启 21：22）。因此，我们将有时把神的“契约之团

 
1 参照出 33：18；34：6；及 Geerhardus Vos, Bibl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 Co., 1959), 

1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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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描述为“同在”或“临近”，而这临近，就如神的崇高，乃是定义神主权的特质

（出 3：7-14；6：1-8；20：5，7，12；诗 135：13f.；赛 26：4-8；何西阿 12：4-9；

13：4ff.；玛拉基 3：6；约 8：31-59；参照利 10：3；诗 148：14；约拿 2：7；罗

10：6-8；弗 2：17；歌罗西 1：27）。为了强调他本身以及以色列的属灵相近，身

在空间上临近他们：在西乃山上，在旷野的云柱及火柱中，在应许之地里，在会幕

及圣殿中。他也在时间上临近他们；他在“此时”正如他在“此地”。当人们受试探，

想要认为契约是一个远古的人造物时，神提醒他们他昨日今日都是一样的。他是现

在及未来的神，正如他是亚伯拉罕，以撒及雅各的神；他是愿意现在施行拯救的神

（参照出 3：15；6：8；赛 41：4，10，13；申 32：7，39f.，43；诗 135：13；塞

26：4-8；何西阿 12：4-9；13：4ff.；玛拉基 3：6；约 8：52-58）。因此，神的主权

是深入地个人及实用的观念。神并非一个模糊的抽象原则或力量，而是一个与其子

民相交的的永活位格。他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与这世界所有聋哑的的偶像相反。因

此，对他的认识也是一个个人的知识。神的同在不是某些我们藉着精确的理论智能

所能发现的。神无可逃避的是与他的被造界接近的。我们在任何时刻都有他的参

与。 

 
 

4．控制，權柄，內住 

 

神位掌控者及权威，神是“绝对的”，即，他的能力与智慧是不可能被成功地挑

战的。因此，神是永恒，无限，全知，全能的等。但这个形而上的绝对性并没有把

神逼入一个抽象原则的角色。当然，非基督只可以接受那非人格以及因此没有命令

及没有祝福及诅咒能力的绝对。在异教中有人格化的神氏，但没有一个是绝对的；

异教中有绝对，但没有一个是人格化的。只有在基督教里（以及其它受圣经影响的

宗教）才有一个“人格化的绝对”的观念。 

 

控制，权柄，个人同在—记住这三元组。 

 
 
 

閱讀﹕ 

013A。「系統神學都是應用，是倫理」。 

溫習 012A（=0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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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課     啟示中使用語言 Language in Revelation 

 
 

I． 語言 Lnguage  

 

1． 上帝是說話的上帝。 

2． 人說話的能力是上帝賦予（借給人）的。 

 
 

II． 啟示與語言 

 

1． 後現代的挑戰﹕語言（文本）沒有固定的意義。文本死了。 

 

2． 福音派傳統（正統）的信念﹕《聖經》只有一個（穩定）的意義。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1﹕9﹕ 

只有一個解釋聖經的規則不會產生錯誤，就是以經解經。所以當我們對任何一

處聖經的真實完整意義(每處聖經都只有一個意思，而沒有多種意思)有疑問

時，就當查考聖經其他比較清楚的經文，以明白其真義 (y)。 
The infallible rule of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is the Scripture itself.  Therefore, when there is a question about the 
true and full meaning of any Scripture (which is not manifold, but one), that meaning must be searched out and 
ascertained by other places that speak more clearly (y).  

(y) 使徒行傳 Acts 15:15-16 

15 眾先知的話也與這意思相合。 

16 正如經上所寫的：「此後，我要回來，重新修造大衛倒塌的帳幕，把那破壞的重新修造建立起來。」 

 

約翰福音 John 5:46 

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參看﹕彼得後書 II Peter 1:20, 21  

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 

 

3． 當代福音派的信念﹕穩定的意義與認信《聖經》無誤是不可分開的。 

《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 

 

第一條      我們確認：聖經是神權威的話語。             

我們否認：聖經的權威是來自教會、傳統或任何其他屬人的來源。 

 

第二條 我們確認：聖經是用以管制人類良心的最高成文標準，教會的權威隸屬

於聖經的權威之下。             

我們否認：任何教會的信條、會議、宣言擁有高過或等同於聖經的權威。 

 

第三條      我們確認：全本聖經都是神恩賜的啟示。      

我們否認：聖經僅是對「啟示」的見證；聖經只有在神與人交會時，才變成             

啟示；聖經的有效性是取決於人類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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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我們確認：那按自己形像造人的神，是用人類的語言作為祂啟示的工

具。 

我們否認：因著人受限於被造的本質，以致人類的語言不足以作為傳達神啟示

的工具。 

我們更否認：人類的文化和語言因受罪惡的敗壞，以致阻礙了神默示的作為。 

 

4． 當代 21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挑戰﹕語言學。 

 

5． 解構主義 (Deconstructionism)；代表人物﹕特理達 Jacques Derrida。 

文本死了﹕文本（任何可以被解釋的東西）沒有一個、固定的意義。只有眾多

的解釋，沒有一個意義。 

作者死了﹕作者的原意已經找不到了。 

讀者也死了﹕不是讀者（我）在讀文本，而是我所參與的語言世界。 

 
 

III． 加爾文的「低就論」Accommodation 

 

    《基督教要義》，1.13.1 

      上帝的本質﹕無限，屬靈；《聖經》用擬人法； 上帝遷就我們的層面，好像乳 

      母與嬰孩說法一般。 

 

《聖經》所顯示關於上帝本體的偉大和靈性，不僅可以推翻俗人愚蠢的見解，

而且可以駁倒一般世俗哲學的詭辯。有一位古人（指辛尼加）很巧妙地說，凡

我們所看見的，就是上帝。但他以為上帝是充滿於世界各部份裏。雖然上帝為

了叫我們不超出思想應有的限度，很少講到祂的本體。可是從我剛才所說的兩

種屬性而論，祂打破了一切的幻想，並壓制了人心中的驕傲。因為祂的偉大真

足以叫我們油然生敬，叫我們因此不致以感官去測量祂；而且祂的靈性也不容

許我們對祂有任何屬世的或屬肉體的猜測。 

  

因著同一理由，祂以「天上」象徵祂的居所；雖然祂是不可思議的，卻是充滿

於世間；但因為我們愚魯的心靈只注視塵世；為求消除我們的遲鈍和懶惰，祂

把我們提高到世界以上。摩尼教徒（Manichaei）以為有善惡二元，所以將魔鬼

當作幾乎是與上帝同等，這種錯誤也就被摧毀了。他們的這種說法分明是破壞

了上帝的獨一性，和限制了祂的偉大。他們大膽濫用《聖經》的見證，適足以

顯露他們的無知，正如錯誤的本身證明了他們的卑鄙和瘋狂。「擬人論」者因

為《聖經》有時候以口、耳、目、和手足形容上帝，便以為上帝是有形的，他

們這種講法也不難駁倒。因為稍有才智的人，誰不知道上帝和我們談話，隱約
含糊地，像乳母慣於對嬰兒談話一般呢？所以「擬人論」的說法，並不能全部
解釋上帝的本性，只不過使對祂的認識適合於我們的膚淺見識而已。因此《聖
經》不得不將祂的崇高性格大大降低，好適合我們的有限才智。  

 

閱讀﹕014A．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上帝的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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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課    特殊啟示﹕《聖經》的屬性 Attributes of Scripture  

 
 

I． 啟示的屬性﹕溫習 

 
 

II．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論《聖經》的四種屬性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巴刻﹕沒有更好的《聖經》論宣告。 

從《聖經》的四屬性，來看《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 

 

1． 必須性 The Necessity of Scripture  

 

1﹕1．雖然天自然之光 (light of nature)、上帝的創造、護理工作彰顯上帝的善

良、智慧、權能，叫人無可推諉 (a)，卻不足以使人認識上帝及其旨意，以致得

救 (b)。所以上帝願意多次多方將自己向祂的教會啟示，並向教會宣佈祂的旨意 

(c)；之後為了更加保守、傳揚真理，更加堅立、安慰教會，抵擋肉體的敗壞、

撒但與世界的惡意，就把這些全部記載下來 (d)，因此聖經是最必需要的 (e)，

因為上帝先前啟示祂旨意給祂百姓的方法，現在已經不再使用 (f)。 
1:1.  Although the light of nature and the works of creation and providence manifest the goodness, wisdom, and 
power of Go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men are without excuse (a), yet they are not sufficient to give that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his will which is necessary for salvation (b).  Therefore it pleased the Lord, at various times and in diverse 
ways, to reveal himself and to declare his will to his church (c): and afterward – for the better preserving and 
propagating of the truth, and for the more sure establishment and comfort of the church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the 
flesh and the malice of Satan and of the world – to commit this revelation wholly to writing (d).  Therefore Holy 
Scripture is most necessary (e), God’s former ways of revealing his will to his people having ceased (f).  

 
 

2． 權威性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一）信服《聖經》權威的根據: 上帝為作者  

Basis of Scripture’s Authority: God Its Author   

1﹕4．我們應信服聖經的權威，這權威不在乎任何人或教會的見證，乃完全在

乎上帝 (祂自己就是真理)。上帝是聖經的作者，所以我們應當接受聖經，因為

聖經是上帝的話 (i)。 
1:4.  The authority of the Holy Scripture, because of which it ought to be believed and obeyed, does not depend upon 
the testimony of any man or church, but entirely upon God, its author (who is truth itself); therefore it is to be 
received, because it is the Word of God (i).  

 

（二）確信《聖經》無謬的根據 (上帝的見證)，及聖經的屬性 Basis for Believing 

in Infallibility of Scripture: God’s Witness to Scripture; Attributes of Scripture  

1﹕5．我們可能受教會的見證的感動與影響，因而高舉聖經、敬重聖經 (k)。對

聖經屬天的性質、教義的效力、文體的莊嚴、各部的一致、整體的要旨 (將一

切的榮耀歸給上帝) ，人類惟一得救之道的完整彰顯，和其他許多無比卓越、

全然完美之處，都足以證明聖經本身就是上帝的話。雖然如此，最讓我們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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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信聖經無謬真理與屬上帝權威的原因，是聖靈在我們心中作見證，藉著上帝

的話在我們心中所作的見證，也與上帝的話在我們心中一同作見證(l)。 
1:5.  We may be moved and induced by the testimony of the church to a high and reverent esteem for the Holy 
Scripture (k).  The heavenly character of its content, the efficacy of its doctrine, the majesty of its style, the agreement 
of all its parts, the scope of the whole (which is to give all glory to God), the full disclosure it makes of the only way of 
man’s salvation, its many other incomparable excellencies, and its entire perfection, are arguments by which it gives 
abundant evidence that it is the Word of God.  Nevertheless, our full persuasion and assurance of its infallible truth 
and divine authority is from the inward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bearing witness by and with the Word in our hearts (l).  

 
 

（三）《聖經》裁判所有宗教爭論 Scripture Final Authority for Religious 

Controversy 

1﹕10．在處理信仰上一切爭論，教會會議一切決議、古代作者意見，人的道

理、個人屬靈領受事務時，我們可以放心：其裁決最高審判者只有一位，就是

在聖經中說話的聖靈 (z)。 
1:10.  The supreme judge by whom all controversies of religion are to be settled and all decrees of councils, opinions 
of ancient writers, doctrines of men, and claims to private revelations are to be examined, can be only the Holy Spirit 
speaking in the Scripture.  With his decision we are to be satisfied (z). 

 
 

3． 清晰性 The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 

 

《聖經》的清晰性，與理解 《聖經 》的普通方法﹕The Clarity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 and Ordinary Means to Understand Scripture 

1﹕7．聖經的內容並不是每個地方都同樣清楚，也不是對每個人都同樣明白 

(p)；但凡是得救所必須知道、相信、遵守的事，我們總能在聖經找到，而且解

釋得非常清楚明白；不但有學問的人，就是無學問的人，不必用什麼巧妙的辨

法，只要用一般的方法，就能充分理解 (q)。 
1:7.  Not all things in Scripture are equally plain in themselves or equally clear to all (p); yet those thing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be known, believed, and observed for salvation are so clearly stated and explained in one place or another 
in Scripture, that not only the educated but also the uneducated may gain a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m by a 
proper use of the ordinary means (q).  

 
 

4． 全備（足夠）性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聖經》的完備性，聖靈光照的必須，和《聖經》規則管理的教會，社團詳

情﹕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Necessity for Spirit’s Illumination, and Matters Concerning 
Church Government, etc.: 

1﹕6．上帝全備的旨意，與上帝自己的榮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有關的

一切必要之事，聖經都明明記載，或是可以用正當且必要的推論，從聖經引申

出來。所以無論在任何時刻都不可加添；無論是藉著「聖靈的新啟示」，或憑

人的遺傳，都不能加添聖經的內容 (m)。不過我們承認：(1) 除非聖靈在我們裡

面光照我們，否則我們對聖經啟示的上帝全備旨意，即使有某種程度的認識，

這樣的認識也不足以使我們得救 (n)﹔(2) 有時候敬拜上帝和教會行政，也與人

類的行事為人原則有相通處，這時我們就應該用人的「自然之光」、基督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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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按照聖經的一般規則(這原是我們應該一直遵守的) 來規定有關敬拜上

帝、教會行政的相關事務 (o)。 
1:6.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concerning all things necessary for his own glory and man’s salvation, faith, and life, is 
either expressly stated in Scripture or by good and necessary inference may be deduced from Scripture, unto which 
nothing at any time is to be added, whether by new revelations of the Spirit or by traditions of men (m).  Nevertheless, 
we acknowledge that the inward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of God is necessary for the saving understanding of such 
things as are revealed in the Word (n).  We also acknowledge that there are some circumstances concerning the 
worship of Go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 circumstances common to human activities and societies – 
which are to be ordered by the light of nature and Christian prudence,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Word, 
which are always to be observed (o).   

 
 

III． 范泰爾 (Cornelius Van Til)論《聖經》的四種屬性（傅蘭姆 John M. 

Frame 的解釋） 

 

《聖經》若是自我見證的，那麼它必具有傳統的屬性﹕必需性、權威性、清晰性和

足夠性。范泰爾對這些屬性的解釋如下﹕ 
 If Scripture is self-attesting, then it bears the traditional attributes – necessity, authority, perspicuity, and 
sufficiency – which Van Til expounds as follows:  

 

1． 必需性 Necessity 

 

上帝默示了《聖經》，是祂筆之於書的話語；因為若任憑罪人自由發展下

去，他們「必定會曲解上帝救贖的作為」(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Theology, 

133)。因此《聖經》是必需的，以致於上帝救贖的信息能夠﹕「（一）歷代

保存，（二）傳到地極，（三）客觀地向人傳講，（四）在《聖經》裏面見

證它的真實性。」   (IST,134.)  
God inspired Scripture as his written Word, because sinful man, if left on his own, “would be sure to 
misinterpret” (IST, 133) the saving deeds of God.  Thus, there was the necessity for Scripture, so that God’s 
saving message “(1) might remain through the ages, (2) might reach all mankind, (3) might be offered to men 
objectively, and (4) might have the testimony of its truthfulness within itself.”  (IST, 134.)    

 
 

2． 權威性 Authority 

 

《聖經》也帶有權威，因為它在本質上就是上帝的話語，必然要向人類所宣

稱的自主性發出挑戰。上帝的話必然傳達上帝的絕對權威－這是上帝的宣

稱，宣告上帝在人身上的主權。 
Scripture also has authority, because, of its very nature, it must challenge man’s claim to autonomy.  It must 
convey God’s claim to absolute authority – his lordship over man.  

 
 

3． 清晰性 Perspicuity 

 

《聖經》的清晰性是指﹕不需要 「人間的解釋者介入《聖經》和它的受眾

之間」。 (IST, 135.) 教會的教師或許能在理解 《聖經》方面給予我們有用的

輔助；可是羅馬天主教卻錯誤的宣稱：「任何教會的信眾都不可以直接為自

己解釋《聖經》。」 (IST, 135.)  否認《聖經》的清晰性，就等於否認《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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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權威；因為，如果人間的教導權威對「正確的使用《聖經》」來說是

必須的，那麼，這位人間權威就成了教會的最高權威。 
The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 means that there is no “necessity for human interpreters to intervene between 
Scripture and those to whom Scripture comes.”  (IST, 135.)    Teachers of the church may give us useful 
assistance in understanding Scripture, but Roman Catholic theology is wrong to claim that “no ordinary member 
of the Church may interpret Scripture for himself directly.”  (IST, 135.)  To deny the clarity of Scripture is to 
deny its authority, for if a human teaching authority is necessary for the proper use of Scripture, then that human 
authority becomes the ultimate authority in the church. 

 
 

4． 全備性（足夠性）Sufficiency  

 

因此，人的意見不可加在《聖經》之上，成為與《聖經》地位同等的權威。

換言之，《聖經》是足夠的。范泰爾說，宗教改革的領袖們相信《聖經》的

足夠性，「因而特別反對所有的宗派主義 (sectarianism) ；相信《聖經》的清

晰性，因而反對教權主義 (clericalism)；相信《聖經》的必需性，因而反對理

性主義；相信《聖經》的權威性，因而反對人的自主性。」(IST, 136.) 范泰

爾以他特有的角度繼續說道： 
Thus, no human opinion may be added to Scripture as an authority coordinate with Scripture.  In other words, 
Scripture has sufficiency.  The Reformers, says Van Til, thought of sufficiency “particularly in opposition to all 
manner of sectarianism, as they thought of perspicuity chiefly in opposition to clericalism, as they thought of 
necessity in opposition to rationalism, and as they thought of authority in opposition to autonomy.”  (IST, 136.)   
Characteristically, he adds: 

這些要點全都相互重疊、彼此包含，這是適當的。《聖經》四項屬性的重要

性彼此相等，因為若缺少一樣，我們就會失去全部。問題的癥結在於：一個

絕對真確的解釋，進入了一個充滿著錯誤解釋的世界裏。(IST, 136.) 
All these matters overlap and are involved in one another, and it is well to see that they do.  The four attributes 
of Scripture are equally important because, if we did not have them all, we would have none.  The whole matter 
centers about an absolutely true interpretation that came into a world full of false interpretation.  (IST, 136.)     

 

所以這四項屬性也是「視角」！ 
The four attributes, too, are “perspectives.” 

 
 

IV． 《聖經》的全備性與教會事工（特別﹕輔導） 

 

1．提後 3﹕16-17 

（一）教導，教訓。Teaching.   

（二）督責。Reproof.   

（三） 使人歸正。 Correction.   

（四）教導（訓練）人學義。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2．這就是輔導的大綱與目標！ 

 

閱讀﹕ 

015A．《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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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課，十七課  《聖經》的默示與無誤 Inspiration and Inerrancy of Scripture  

 
 

I． 成文的啟示﹕默示 Written Revelation: Inspiration  

 

1． 上帝所呼出的 (breathed out by God)。（參﹕巴刻，「默示」，

《聖經新辭典》。J.I. Packer, “Inspiration,” New Bible Dictionary.） 

 

2． 呂沛淵博士解釋「默示」﹕神藉聖靈，保守祂的選僕將所領受的

啟示，正確無誤地傳講或記載，以傳達給祂的子民，作永遠的見

證。出 32﹕16）。聖靈感動（默示）先知與使徒將所得的啟示，

寫成聖經，共 66卷…。聖經的默示既是完全的，且是真實的，是

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準則（提後 3﹕16-17）： 

  （一）徹底的默示﹕聖經的默示，就「範圍」而言，是「全面默示 

  plenary inspiration」：神感動作者寫成聖經，保守他們所寫的每一部 

  份都是神的話（彼後一 21）；就「遣詞用字」而言，是「字句默示 

 verbal inspiration」:神直接引導作者使用人類語言說出神的話，所以 

 聖經的一點一話都不能廢去（太五 17-18）。 

（二）真實的默示﹕聖經的默示，就「內容」而言，是「絕對無謬無

誤的默示 infallible and inerrant inspiration」：既然神保守祂的選僕寫下

聖經—祂的話，而祂的話就是真理，當然聖經是絕對無謬無誤的，聖

經所說的一切，都是全然真實可信，在凡事上都是確實可靠的準則指

引（約十七 17；多一 1-2）。 

 
 

II． 《聖經》無誤﹕《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Inerrancy: 「確認」和「否認」的條文 

 

1． 我們確認：聖經是神權威的話語。我們否認：聖經的權威是來自

教會、傳統或任何其他屬人的來源。 

 

2． 我們確認：聖經是用以管制人類良心的最高成文標準，教會的權

威隸屬於聖經的權威之下。我們否認：任何教會的信條、會議、

宣言擁有高過或等同於聖經的權威。 

 

3． 我們確認：全本聖經都是神恩賜的啟示。我們否認：聖經僅是對 

「啟示」的見證；聖經只有在神與人交會時，才變成啟示；聖經 

的有效性是取決於人類的反應。 

 

4． 我們確認：那按自己形像造人的神，是用人類的語言作為祂啟示 

的工具。我們否認：因著人受限於被造的本質，以致人類的語言 

不足以作為傳達神啟示的工具。我們更否認：人類的文化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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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罪惡的敗壞，以致阻礙了神默示的作為。 

 

5． 我們確認：神在聖經中的啟示是漸進的。我們否認：可應驗先前 

啟示的後來啟示，是為了修正前者，或會與前者產生矛盾。我們

更否認：自新約聖經完成之後，還有其他權威性的啟示出現。 

 

6． 我們確認：聖經的全部和其中每一部分，包括原稿的每一個字，

都是神所默示的。我們否認：人可以只承認聖經整體是神的默

示，卻不承認其中每一部分都是神的默示；或只承認聖經某部分

是神的默示，而不承認全部聖經都是神的默示。 

 

7． 我們確認：默示是神的工作，神藉著聖靈，透過人的寫作，將祂

的話賜給我們。聖經的起源是出於神。神默示的方式，對我們而

言，大體上仍是奧祕。我們否認：可以將「默示」視為人的洞

見，或人意識的任何顛峰狀態。 

 

8． 我們確認：神在默示時，使用了作者們各自的性格和不同的文

體，而這些作者都是祂所揀選和預備的。我們否認：神在促使這

些作者使用祂揀選的字句時，壓抑了他們的風格。 

 

9． 我們確認：聖靈的默示，雖然並未使得作者無所不知，但卻保證

了聖經作者們受感所說所寫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確可信的。我們

否認：這些作者因其有限與有罪，必然或偶然會將曲解或錯誤帶

入神的話中。 

 

10． 我們確認：「默示」，嚴格說來，僅是針對聖經原稿說的。在神的

護理保守下，從現存許多抄本可相當準確的確定原稿。我們更確

認：聖經的抄本與譯本，如忠實表達原稿，即是神的話。我們否

認：原稿的不在，使得基督教信仰的主要內容受到任何影響。我

們更否認：原稿的不在，使得「聖經無誤」的宣稱變為無效或無

關緊要。 

 

11． 我們確認：聖經既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絕對正確的，以致在其所

論及的一切事上，都是真實可靠的，絕不會誤導我們。我們否

認：聖經的陳述，有可能同時是無謬的又是有誤的「無謬」與

「無誤」表達的重點也許有別，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12． 我們確認：全本聖經都是無誤的，沒有一點錯誤、虛偽和欺騙。

我們否認：聖經的無謬和無誤只限於屬靈、宗教或救贖的論題範

圍，而不涉及歷史和科學的範圍。我們更否認：科學對地球歷史

的假設，可用來推翻聖經中對創造及洪水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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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們確認：使用「聖經無誤」作為神學名詞來說明聖經之完全確 

實可信，是適當的。我們否認：人可以使用異於聖經用法或目的 

的正誤標準，來衡量聖經。我們更否認：人可以聖經記錄的現象

來否定聖經的無誤，例如：缺乏現代科技的精確度、文法和拼字

上的不一致、自然現象的觀察式描述、對虛謊事件的報導記載、

誇張語法和約略數字的使用、主題式編排材料、平行經文不同形

式的採用資料、自由選取引句等。 

 
 

III． 當代《聖經》默示與無誤觀巡禮 

 

1． 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  

2． 自由派 Liberal Theology 

3． 新正統派 Neo-Orthodoxy 

4． 新福音派 Neo-Evangelicalism  

5． 基要派（逐字解經）Fundamentalism (Literal interpretation)  

 
 

IV． 承認「《聖經》無誤」之涵義 

 

1． 承認《聖經》之默示、無誤、清晰及權威，乃每一位牧師及信徒

的責任（提前 6：12）。研究神學學術，必需先承認信仰之內

容，不能只為學術而學術，隨波逐流，崇尚西方最新的學術潮流

（包括反西方的潮流）。神學家及神學院應認定自己是教會人

(churchmen)，先向上帝、向教會負責。 

 

2． 重申「命題式啟示」。 
在這祁克果 Kierkegaard、巴特 Barth等思想已深入華人神學界的今天，華人教會極需重

申「命題式啟示」這項信仰。熟習儒道哲學、中途信主的華人教會領袖（有香港背景

的﹐有大陸背景的)，與早期的自由派人士（如謝扶雅，趙紫宸等）異口同聲稱道﹕

《聖經》不宜也不應系統化，因為基督教信仰不是命題式的，乃是關係的，玄妙的，只

能憑直覺及信心才能掌握的。甚至對後現代解釋家有深入研究，作出積極回應的 Kevin 

Vanhoozer 也說「無誤」一詞「不夠大」： 
從多方面來看，...福音派神學，就是強調命題式真理及律法的神學，乃是啟蒙運動

的養子。我不是否認無誤，但是它不夠大。「無誤」只說出《聖經》真理全部圖畫

的一部分；而相對來說，《聖經》的闊度包括敘述、詩歌、詩詞、及寓言。 

我們嘗試離開一種語言觀：即是語言僅是描述世界的(language simply picturing the 

world)。比方說一個應許與自己及他人，就有著更複雜的關係。你可以做一個實驗

主義者，但是，何必呢？... 

Vanhoozer 認為《聖經》真理像音樂一樣，若用命題(proposition)來總結，則會失去很多

意義。神學也是。他盼望重新掌握到「真理的全面」(the fullness of truth)。他希望教會

再經歷一次類似「宗教改革」轉變，這轉變讓教會重新發現《聖經》的文學，經歷一次

路易士所稱「我們想像力的洗禮」。 

Vanhoozer 的議題，是要回應後現代主義。不過，對「命題式啟示」存有敵意或偏見，

對福音派神學是一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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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本身含有命題式的及非命題式的啟示，我們不需、更不

應以偏蓋全。 

不錯，《聖經》有某些部分是詩歌、寓言、箴言及禱文，但也有

很多部分是歷史記載、書信、講章及教義式的教導。 
熟習儒道哲學的當代基督教文化工作人士們，為了迎合中國人的某一種思維方式，（其

中一位稱此為「圓周性的思維方式」，意即尋索真理的過程本身是真理知識的一部

分），硬把全部《聖經》當作非命題式的材料，這是對《聖經》嚴重的不尊，不敬。他

們的用意，是希望福音資訊不被傳統文化內的華人抗拒；他們的用意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他們的作法，會收「不戰即敗」的後果。 

在《聖經》中上帝已作了命題式的默示，用聖靈（屬靈）的話，

曉諭了聖靈要說（屬靈）的事（林前 2：13）！ 

 

3． 認信「《聖經》無誤」之根據。 
承認「《聖經》無誤」這項真理的依據，是因主耶穌親自承認（舊約）《聖經》的權

威。這一觀點一點也不錯，英國的斯托德(John Stott)及巴刻(J. I. Packer)在他們的著作中

多次訴諸基督的權威，來建立「《聖經》無誤」等真理的基礎。 

我認為基督對舊約的見證十分重要，不過它不是建立「《聖經》無誤」基礎的全部。超

宗派的西敏寺大會，在《西敏寺信仰告白》(1647) 中說得很清楚： 

我們對《聖經》無謬之真理及從上帝而來的權威的完全認信及把握，乃來自聖靈內

在的見證，在我們心中聖靈與神對話、聖靈透過神的話作見證。 

 

4． 接納《聖經》中所有語言。《聖經》中的語言，既是聖靈默示之

工具，則不可隨意憑人的喜歡作選擇性的採用，取措由人，會奪

去上帝及《聖經》的權威。 
好幾位深受英倫神學薰陶的香港神學家，及多位海外華人基督徒學者，多次對《聖經》

所用的法律用語(forensic language)及商業用語(commercial language)，當作西方教會的文化

包袱來處理，認爲不適合華人接受。他們認為教會應更改福音資訊內容，強調與神「復

和」 (reconciliation)，天人之間的「恩情」，「你已被接納了！」﹐及「心靈醫治」等

主題。 

這些主題，只要在《聖經》中找得到，是《聖經》強調的，我們也應強調。不過「稱

義」，「代罪」(substitution)，「挽回」(propitiation)，「贖罪」(atonement)，「買贖」

(ransom)，及「不再定罪」(no more condemnation)等觀念，不是西方教會的文化包袱，

乃是聖靈默示的一部分！怎末可以隨意拋棄？ 

若說以往教會不夠重視「恩情」、「復活」、及「醫治」，再說現今人們需要這些恩

典，是合情合理的。不過不能把《聖經》明明教導的真理，說成西方文化的遺產！ 

相信《聖經》之無誤，必需同時接納《聖經》中神所選用的所有

文字、詞語、觀念。 

 

5． 啟示之一貫性。相信《聖經》之無誤，必須包括接受漸進式的啓

示(progressive revelation)，也是前後一致的啟示 (unity of 

revelation)。在《聖經》權威方面妥協的學者，尤其是聖經學的教

授，常在《聖經》的啟示歷史中作分割的工夫。 

 
例一﹕ 有一位贊成按立婦女為牧師者，把耶穌（重視婦女）和保羅（被控為輕視婦

女）的教訓對立起來。（《女人與事奉》，校園。Alvira Mickelsen 的文章。） 

 

例二﹕把四福音對立起來，使之互相矛盾。《今日基督教》用極欣賞的口吻，在 1999

年二月介紹了幾位新一代的福音派神學家，除了 Vanhoozer 以外，也介紹 Richard Hays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The Divinity School, Duke University)。Hays博曾勇敢地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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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同性戀的耶魯大學神學教授 John Boswell對《羅馬書》第一章的解經為一個「典型

差勁的解經的例子」(a textbook example of bad exegesis)； 亦對「懷疑式的詮釋」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作了清晰的批判。他承認，懷疑是一種有用的工具。但是學者

們為什麼「對自己的經驗的宣稱如此地信任呢？」為什麼我們不讓《聖經》自己說話，

來批判我們呢？ 

Hays提倡「信心的詮釋」(a hermeneutic of trust)，意即，研究《聖經》的學者需承認，

自己是「靈魂有污穢」的罪人(those who have "filth in their souls")。他在 Society for 

Biblical Literature 的演講，受到了二百多位學者站起來鼓掌贊同。 

但是，採訪者告訴我們，Hays對四福音有時採取矛盾的看法：「他拒絕任何想協調新

約作者之間不同觀點的嘗試。意即他有時把一本福音書與另一本對立起來，甚至作出結

論說，當某一本福音書似乎與另一本衝突時，就證明它對歷史的記載是不準確的

(Historically inaccurate)。」 

Hays也不喜歡「《聖經》無誤」一詞，不是因為他對相信神蹟或順服《聖經》中的命

令有困難，而是因為作為一個理論，「無誤」有可能令人對經文本身的真實性變成瞎眼

(blind to the realities of the texts themselves)。 

不承認《聖經》之一貫性，是極之嚴重的釋經﹐信仰上的偏差！ 

 

例三﹕實用「如何讀經」的普及釋經學書，多以《聖經》不同文體分章段。至於傳統福

音派解經的一般原則（如 Norton Sterrett, How To Understand Your Bible ﹐中譯﹕《如何明白

聖經》 的上半），已在不少新書內消失了。 

這種情況，令信徒們不知不覺地感覺到，《聖經》中不同文體的章節或書卷，在真理內

容（不僅形式）方面是彼此有差異的。 

今天宣告啟示的一貫性的作者在那裏？ 

 

6． 文本與上下文(context)之間的辯證式關係，不容隨意誇大。 
 

例一﹕不錯，瞭解一段經文(text)的真義,不能缺少對上下文及歷史文化背景的認識。但

是我們必需謹慎，不要跟隨世界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神學教育基金會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的臺灣神學家黃牧師(Shoki Coe)，把 “context” 說成是「窮人

被剝削」的「社會事實」。這位「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先鋒的黃牧師,早在 1972年已

用馬克思型的認識論來解經，謂若不知道窮人被剝削，則無法真正明白《聖經》。今天

華人解經法，有涉嫌採用了馬克思型的認識論(epistemology)嗎？ 

 

例二﹕對「上下文」(context)的過份重視，亦可見於《你也能帶領查經》一書。該書在

一九六零、七零年代，乃校園查經小組之訓練材料中必讀者；受過歸納式查經法訓練的

信徒們都會背誦三步驟：觀察(observe),解釋(interpret),及應用(apply)。一九九零年代，筆

者再次購買該書時，大吃一驚， 因為「解釋經文」的一段已在新的版本完全重寫！舊

的版本，要求查經時要認出一段經文重要的字眼，尤其是重覆使用的字眼，然後把這些

辭彙列出，察覺是否有先後次序？思路的漸進(progression)？對照或比較(contrast or 

comparison)？但是新的版本，要求讀者查閱參考書, 找出歷史、文化、語言背景的資

料！ 

此書之出版者是 IVP，英美著名福音派出版社。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難道 IVP已不再認

為，仔細辨認經文之字眼乃查經程式不可或缺的一步？抑或 IVP不再相信當今的大學

生有這種分析、閱讀能力？抑或 IVP編輯同工深受《聖經》批判之新潮流影響, 認為經

文的意義只能從其文化背景獲取，經文的字意也不能從字句中直接獲得？ 

 

例三﹕著名當代解經家 Gordon Fee(《讀經的藝術》作者之一)認為，經文的意義，主要

不在命題，教義，而在於作者或講者在當時的處境中對讀者或聽者的原意（見該書之緒

論）。 

這種觀念推理下去，會否令教會不再相信，《聖經》的每一句、每一段都有它永恒不變

的教導？ 

上下文或處境(context)不可取代《聖經》本身的權威！ 

 

7． 重申「真理」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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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 Kevin Vanhoozer 反對「無誤」一詞, 因為未涉及到真理「圖畫」的其他部分。

Vanhoozer 有意與後現代人對話,把「真理」觀念擴大,以致包含語言與自己、和他人的複

雜關係。他的觀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若是要更改傳統對「真理」的定義去迎合當代人

的口味，所付的代價可能太昂貴。不錯，《聖經》不只是向人的理性說話；《聖經》中

的敘述、詩歌、詩詞及寓言等，都有對人心說話的權威與能力。 

我們可以說：《聖經》是上帝親自說的話；於真理(認知)方面，它是絕對真確、無謬無

誤的；於正義(道德、意志)方面,《聖經》所曉喻的是最高、最聖潔、最絕對的公義；於

榮美(感性)方面,《聖經》具有最純潔的華美及榮耀，而這「美」來自那絕對聖潔的上帝

自己。「真理與「無誤」，是上帝及祂的話的屬性。《聖經》是絕對聖潔、公義、榮耀

的書，在這方面我們不但要高舉，甚至應該更多強調！《西敏寺信仰告白》對《聖經》

的崇高有下列的宣稱： 

《聖經》屬天的題材，其教義的有效大能，文筆的宏偉，其不同部分的相互吻合，其整

體的範圍(即，將榮耀全歸於神)，其完整地顯示人類唯一的救法，以及其他眾多的獨一

無二的卓越性和其整體的完全性…   (《西敏寺信仰告白,1：5；筆者譯。) 

因此我們不必把歷代慣用的「真理」觀念更改或擴大，這會造成混淆的思維，對研究

《聖經》本身所用的辭彙，是個嚴重的障礙。 

Vanhoozer 代表當代大多數的哲學家及神學家，為了與後現代文化對話，必需採取後現

代的語言辭彙(vocabulary)。 

筆者就此提出嚴重的質疑﹕是否所有的世俗辭彙都可完全照搬來使用？《聖經》對某些

特定辭彙有聖靈默示的用法及定義，我們可以不予置理嗎？與世俗文化對話時，是否應

該用愛心、敬虔的態度，向非信徒挑戰，把正確的「真理」觀、「語言」觀、「本文」

(document)觀顯示給當代學者及神學家？ 

上帝的屬性有多方面，《聖經》的榮耀，也有多方面。茲引用《西敏寺信仰小問答》一

條說明： 

問：上帝是誰？ 

答：上帝是個靈。祂的存在本身，祂的智慧、權能、聖潔、公義、美善和真理，都是永

恒，無限，和不變的。(《西敏寺信仰小問答》, 第四問﹐筆者譯)。 

《聖經》的無誤，在於它是絕對不變的真理。正統基督教的《聖

經》論，不只涉及「無誤」一項屬性，還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宣

告。如： 

《聖經》的必需性(necessity) 

《聖經》的使徒性(apostolicity)(指新約) 

《聖經》的無謬無誤性(infallibility) 

《聖經》的清晰性(perspicuity) 

《聖經》的權威性(authority) 

每一方面，都需要在當今教會被重提，讓信徒認識、愛慕、尊

敬、順服、宣揚上帝的話！ 

 

上面七方面的考慮，指出「《聖經》無誤」之涵義，在文明危機

的今天，「命題」,「真理」,《聖經》中之教導式(didactic)語言,

《聖經》之一貫性，等等，都不容教會忽視。神學教育需重新強

調這幾方面的教導，以訓練出有真理信念(conviction)的傳道人！ 

 
 

閱讀﹕ 

016A．《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 

016B．  林慈信，《認信聖經無誤的意義與當今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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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課    聖靈對《聖經》的見證 The Witness of the Holy Spirit to Scripture  

 
 

I． 《聖經》的（外在）見證 External Witness 

 

聖靈乃默示《聖經》者。因上帝具體的默示，《聖經》寫成了。   

祂還不斷在《聖經》內作見證，也與《聖經》一同作見證（參賽 55：8-

11）。因此我們相信「《聖經》無誤」，有聖靈先透過《聖經》給我們確信

的憑據。 

《聖經》本身有它的權威，是因為上帝是《聖經》的作者。 

我們有確據相信《聖經》的權威，是因為聖靈的見證。 

聖靈的見證，是不能看見的，也是能看見的。後者包括： 

  

1． 《舊約》對《舊約》的見證 The Old Testament witnesses to the Old 

Testament itself  

2． 《舊約》對基督的見證 The Old Testament witnesses to Christ 

3． 《舊約》對《新約》的見證 The Old Testament witnesses to the New 

Testament  

4． 基督對《舊約》的見證 Christ witnesses to the Old Testament  

5． 基督差派《新約》的見證人（使徒們）Christ commissions apostles, his 

own witnesses (authors of  New Testament)  

 6． 《新約》對《舊約》的見證 New Testament witnesses to Old Testament  

 7．《新約》對基督的見證 New Testament witnesses to Christ  

 8．《新約》對《新約》（使徒彼此）的見證 New Testament witnesses to  

New Testament itself (apostles witness for each other)  

由此看來，基督對舊約《聖經》的見證及信服，乃聖經的外在見證 的至要

部分，但不是其全部。福音派在訴諸基督的見證來建立《聖經》的權威時，

莫犯「唯基督主義」(Christomonism)的錯誤。 

 
 

II． 聖靈對《聖經》的內在見證 Internal Witness 

 

1．聖靈保存《聖經》的翻譯。Preservation of translation.  

2．聖靈保守《聖經》的抄寫。Preservation of copying.   

3．聖靈帶領教會分辨，承認《聖經》是上帝的話（正典）。(God as canon) 

4．《聖經》有聖靈外在的見證，但不是每一個人讀《聖經》都被上帝的話改

變。人需要聖靈的見證（光照），才能認識真理，信靠基督，認罪悔改。 

5．聖靈在蒙呼召的人心中，與《聖經》同作見證。可以這樣說﹕聖靈光照，重

生這些人，叫他們順服、相信《聖經》，得到救恩的智慧。 

6．《聖經》的權威，並不建立在聖靈的光照（內在見證）。（巴特主義的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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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課，第二十課    《聖經》的正典﹕上帝就是正典 God Is Canon  

 
 

I． 正統基督新教的正典觀念（上帝是正典 God is Canon） 

 

1． 名詞﹕kanon。指「尺」(rod, standard)。《聖經》是衡量信仰，裁判真理

和異端的準則 (rule of faith)。 

 

2． 正典附帶的問題﹕哪些書卷應列入正典？ 

 

3． 唯有合乎《聖經》的世界觀（「基督教一神論」），才能帶來正確的正

典觀。唯獨《聖經》才有權為「正典」(canonicity) 作定義。 

 

4．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因為《聖經》是上帝的話，因此有絕對權威。

因為是上帝的話，所以是正典。書卷是正典，因為它是聖靈默示的。 

 

5． 我們要分辨兩件事﹕（一）《聖經》因為是默示的而有的權威；和

（二）以色列人（或新約教會）承認此權威。 

 

6． 唯有上帝才能給人分辨正典的能力。 

 
 

II． 舊約的正典﹕自由派（新派）的觀點 

 

1．三步驟的正典﹕H.E. Ryle (Hebert Edward Ryle, The Canon of the Old Testament)。 

希伯來人的正典存在之前，就有希伯來文學。因此，正典的形成分作三階段﹕

第一﹕舊約書卷之前的書卷時期。第二﹕書卷被編成（redaction）現在的形

式。第三﹕這些書卷被選入以色列國的正典 (national canon)裏。因此，我們現

在擁有的摩西五經是經過長期的演變和編輯而成的。本來彼此沒有關係的文

獻，被編成現在的摩西五經。 

 

A．律法﹕第一正典。當以斯拉在以色列會眾面前宣讀摩西五經時（《尼希米

記》8章），民眾承認他們有義務遵守律法。這是第一次的正典化 

(canonization)。因此第一階段的希伯來《聖經》正典，僅包括摩西五經。 

 

B．先知。可是，以斯拉時期的正典是不夠的。到了尼西米時期，有人關心要

保留先知們的話和著作。這第二次的正典化，從主前 300到 200年。為什麼有

這次的正典化？可能因為希臘文化的傳播，可能是對以斯拉精神的反動。 

 

C．書卷﹕第三正典。當先知書的正典關閉後，其他的書卷，就成為律法書和

先知書兩個正典的附錄。可能是 Maccabees 麥克比的愛國精神發起。可能因為

Antiochus下令毀滅猶太人的書籍，使這些書卷對猶太人更加寶貴。後來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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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這些書卷；它們的權威日增。這些書卷的正典化，可能要到主後 100年左

右，可能歸功於 Synod of Jamnia (A.D. 90)。 

 

2．修正的觀點﹕Oesterley and Robinson。 

(W.O.E Oesterley and Theodore H. Robin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1934.  參﹕G. Holscher, Koninish und Apocryph, Naumberg, 1905.) 

有些書卷比其他書卷顯得更加神聖。這肯定是經過長期發展和共識而成。 

但是，這些學者不承認正典有三個階段。 

正典化是因為希臘文化，希臘文學，和猶太人旁經的興起。 

猶太拉比欲防止有害，有錯誤的書籍的不良影響。 

 

3．批判。 

 

（參﹕Edward J. Young, “The Canon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 

ed. Carl Henr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58, pp. 153-168.） 

 
 

III． 新約的正典﹕過程 

 
 

 
 

閱讀﹕ 

019A．葛理齊，「上帝就是正典」（上課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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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課    聖經神學主題介紹﹕恩典之約 Biblical Theology: Covenant of Grace  

附﹕「啟示的統一性」的釋經原則 Unity of Revelation 

 
 

I． 聖經神學（救贖歷史 History of Redemption）的主題﹕ 

恩典之約 Covenant of Grace  

 

     『約』是『舊約聖經神學』的主題。 

 

1.  基督徒相信，我們可以研究《聖經》，找出《聖經》每一段，每一章，每一

卷的教導。我們仔細研究舊約《聖經》後，可以發覺舊約的主題乃是；上帝與

祂子民所立的『約』。 

 

2.  『約』covenant這字首先在上帝與挪亞的關係出現（創 9章）。可是，上帝

對挪亞所講的話，指向祂對亞當所說的話（創 1-3）。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上

帝與挪亞立約（也透過挪亞，與全人類立約）；上帝與亞當立約（也透過亞

當，與全人類立約）。 

 

3.  然後上帝與亞伯拉罕立約，又透過亞伯拉罕，與祂所有的後裔立約。新約聖

經告訴我們，亞伯拉罕的後裔就是所有相信上帝和上帝恩典的信徒。  

 

      上帝在創世記 12﹕1-3向亞伯拉罕應許了四件事﹕ 

(a) 我必賜福與你； 

(b) 我必賜你應許之地； 

(c) 我必使你成為大國； 

(d) 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我們看見上帝在歷史中逐步應驗一切的應許﹕ 

(a) 上帝的確在亞伯拉罕一生中賜福給他； 

(b) 上帝將應許之地賜給亞伯拉罕的後裔﹕430年後（摩西和約書亞時期）； 

(c) 上帝的確使亞伯拉罕（透過他的後裔）成為大國 – 又多等了幾百年，到大衛

和所羅門王的時期；  

(d) 最後，到亞伯拉罕的後裔，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上帝就賜福給萬國了。基

督來，成就了救贖大工。 

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創 12﹕1-3是一個舊約歷史的總綱。 

 

4.  上帝與摩西立約﹕透過摩西，與所有以色列人立約。出埃及記 19﹕5-6。上

帝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作上帝的子民。 

 

5.  後來上帝與大衛王立約，應許他一個永遠的國度。 

 

6.  在《舊約聖經》時期，上帝的先知應許，有一天上帝要與祂的子民立一個新

的約。參﹕《耶利米書》31章，《以西結書》36章，《何西阿書》2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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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約』的核心是什麼？就是上帝對祂子民所說的﹕『我要作你們的上帝，你

們要作我的子民。』這就是上帝在《聖經》中說『我愛你』的方式。 

 

8.  小結﹕你與上帝的關係是有名字的，叫作『約』。 

你若是基督徒，這包括了你本人！   

 

當你信主的時候，就進入到『約』裏了。 

 

你在上帝面前有三方面的任務﹕信靠祂；常常悔改；遵行祂的話。 

 
 

II． 「啟示的統一性」Unity of Revelation面面觀 

 

1． 教義系統 System of Doctrine﹕《聖經》教導我們一個真理系統。因此﹕ 

正當的解釋《聖經》方法﹐肯定是以經解經 (the Bible interprets itself) 。 

《聖經》既是上帝的啟示 （上帝是真理本身） ﹐《聖經》肯定不是，也不

會互相矛盾的。 

（上帝是全知的﹐祂在永恆裡早就顧念到這一點﹗）  

《聖經》的一貫性﹐不互相矛盾﹐是我們解經的一個基本預設﹐與《聖經》

啟示的歷史漸進性﹐是相輔相成的。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訂下 「以經解經」的原則﹕ 

解釋《聖經》的無謬規則就是《聖經》本身 (以經解經) 。所以對

《聖經》那一部分的真正和圓滿意義發生疑問時 (該意義不能有多

種﹐只有一個) ﹐就當用他處較為更明瞭的經文﹐藉以查究和明瞭其

意義。(1﹕9。《歷代教會信條精選》﹐改革宗﹐1993﹐頁 85-86。) 
The infallible rule of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is the Scripture itself; and therefore, when there is a 
question about the true and full sense of any Scripture (which is not manifold, but one), it must be 
searched and known by other places that speak more clearly (2 Pet. 1:20-21; Acts 15:15-16).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1:9, in The Confession of Faith together with The Larger Catechism and The 
Shorter Catechism with the Scripture Proofs, 3rd edition; Atlanta: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1990, p. 8.) 

 

2． 上帝對待子民的原則不改變。 

 
 

3． 救贖歷史﹕漸進，卻統一 Unity and Progression  

A． 路 24﹕25-27，44-47 

                          基督在祂復活之後教導門徒認識《聖經》。開竅﹕hermeneuo –  

                           hermeneutics. 

                                舊約的主題﹕基督。 

                          舊約的主題﹕基督的苦難與榮耀。 

                          這是福音。包括﹕人奉基督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B．創 12﹕1-3﹕上帝給亞伯拉罕的四重應許 



 53 

                          我必賜福給你。 

                          我所應許給你的地。 

                          我必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地上的萬國，萬族都因你得福。 

 

4． 《聖經》的作者都受同一位聖靈感動﹕ 

上帝賜《聖經》給我們﹐的確是有了人間的語言﹐和透過不同的作者們﹐他 

們都有不同的個性﹐文筆﹐際遇等。可是﹐我們必須堅持﹐統合不同作者的

教導﹐而達到對整本《聖經》在某一方面的教義﹐是可能的﹐是必須的﹐是

合理合法的。周功和清楚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 

以後我們還要把《聖經》不同作者的思想統合起來。…我們相信《聖

經》的諸位作者﹐雖然用辭不同﹐卻都由同一位聖靈所感動 (參提後

三 16﹔彼後一 21)。神是整本《聖經》的終極作者。否定統合諸作者

的神學家﹐可能是已經否定了整本《聖經》是由聖靈所默示的信念。   

(周功和﹐《榮耀光中活水泉》 ﹐台北﹕華神﹐2002﹐頁 43。) 

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我們對每節《聖經》的了解﹐須從我們對整

本《聖經》的了解來了解。這是先在的預設 (presupposition)。 

 
 

III． 例證﹕《加拉太書》第 3章 

 
 

IV． 附﹕駁斥當代《聖經》研究學者的解經偏見 

 

1．偏見一﹕歸納獨尊﹔貶低推理思維方式 

A．唯獨推崇歸納思維(inductive thinking) ﹐拒絕推理思維(deductive)。來自盲

從近代西方的世俗、人本哲學，和對世俗科學的迷信。 

B．自從古希臘﹐西方文化一直都接受三種合理的思維方式﹕歸納法 

(inductive)﹐推理法 (deductive)﹐和辯証法 (dialectic) 。 

C．從 17世紀的科學與理性注意抬頭 ﹐歸納法的思維方式變成唯一合理合

法的思維方式。 

D．今天福音派的神學院很多《聖經》科老師教導學生說﹕我們不應以任何

神學偏見來理解《聖經》﹐不應把「偏見」加進我們對《聖經》的解釋。我

們應讓《聖經》自己說話 (Let the Bible speak for itself) 。聽起來條條是道﹔

不過聖經科老師們不知不覺的把自己的神學偏見帶進他們的《聖經》研究。 

E．分析﹕誰敢說；自己沒有神學預設﹖所謂神學「偏見」﹐很多只是每人

的世界觀。近年時髦的說法是「代模」(paradigm) 。沒有人是「中立」 ﹐沒

有代模﹐沒有世界觀的。我們的思維不在真空裡進行。現代科學哲學家 

（如 Thomas Kuhn,  著有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清楚看到這點。基

督徒雖說自己是讓《聖經》自己說話﹐其實只揭露自己的神學預設。舉例﹕

加拿大維真學院的新約權威 費依 Gordon Fee 是靈恩派的 (《讀經的藝術》

的作者之一)﹐寫出來的 「保羅的神學」﹐雖然對歸正宗的聖經神學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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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s 的天國觀 – 作了介紹 (費依﹐《認識保羅的聖靈觀》﹐校園﹐2000 ﹐頁

76-90)﹐可以還是（當然是）傾向靈恩的立場﹗  

這並沒有什麼奇怪。歸正宗的傳統聖經神學家﹐如葛理齊  Richard B. Gaffin, 

Jr.﹐會對保羅的神學有不同的詮釋。不過若有學者一方面反對把系統神學的

成果帶進《聖經》研究﹐同時又把自己的神學觀點毫不掩飾的帶進《聖經》

研究﹐這牽涉到誠實 (intellectual integrity) 問題。 

信心（或信念） ﹐即一個正統的﹐合乎《聖經》教導的「代模」﹐在研究

《聖經》﹐在作神學工夫時都是必須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 

F．我們得誠實一點﹐承認自己有預設﹐有代模﹐然後好好找出自己的預設 

或代模。當我們跟與自己不同代模 （預設）的人討論時﹐不要掩飾自己的 

代模﹐自稱是竭力嘗試讓《聖經》說話 (let the Bible speak for itself)﹐別人則

是將神學的教義 （不合理地）帶進他們對《聖經》的理解。 

把每一個人自己的代模放在討論桌上﹐是否比較誠實的做法﹖  

大部份的聖經研究學者缺乏神學的自覺 – not theologically self-conscious ﹐不

少還以為自己是中立的﹐客觀的在讓《聖經》自己說話 (let the Bible speak 

for itself)。關於這方面﹐巴刻博士 (J.I. Packer) – 也是維真學院的教授 – 已對

他的同事們提出嚴重的警告 （參巴刻的 《真理與權能》  J.I. Packer, Truth and 

Power, Wheaton, IL: Harold Shaw, 1996, reprint, Inter Varsity Press  一書﹔參巴刻

的 Puritan Theology For Today 課程錄音帶）。 

G．其實事情沒有《聖經》科的學者們搞得那麼複雜。《聖經》是聖靈默示

的﹐聖靈與《聖經》同作證。重生得救的人都受聖靈的教導﹐光照﹐膏抹。

我們重生得救以來﹐對《聖經》整體的了解﹐已有一個開始﹐一個根基﹗  

 

2．偏見二﹕專家的權威至上 

A．我們接受專家的恐嚇﹐認為平信徒們是不可能那麼單純地讀《聖經》﹐

要靠專家的研究﹐使我們知道每段經文的歷史文化文法背景。這樣﹐一段一

段的串起來 – 不曉得要串到什麼時候 – 才叫做認真的研究《聖經》。 

B．無形中﹐我們接受了一個觀念﹐就是必須倚靠專家的權柄 (the authority 

of the expert)﹐這與天主教要求信眾盲從教會的權威性教導 (the magisterium 

of the church) ﹐恰恰是不謀而合。《約翰一書》 2﹕27﹕主恩膏了聖徒們。

基督徒有聖靈的教導。專家可以作的﹐不過是澄清聖靈在《聖經》已經啟示

的真理罷了。 

 

3．偏見三﹕我們只能找出原本處境中的意義 

A． 查經只須要﹐甚至只可能找出《聖經》原來作者對當時 (原來) 的聽眾/

讀者的信息是什麼。當時讀者們了解的意義是什麼﹖目前很多所謂「福

音派」的釋經手冊是循著這種進路寫的﹐如《讀經的藝術》。 

B． 這種對《聖經》的態度﹐無形中可能否認﹕《聖經》從舊約到新約有一

貫的教導﹐也可能否認﹕重生得救的信徒﹐在聖靈的光照之下﹐可以跨

越歷史的隔閡﹐可以認識原來處境中上帝的心意 (啟示) ﹐然後應用這真

理到今天我們所處的處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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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更嚴重地﹐沖淡了一個信念﹕每段《聖經》都有它的永恆﹐超歷史的教

導和意義。這原來是正統基督教一相信﹐強調的﹗現在的福音派《聖

經》學者們﹐是否認為上一代的聖經觀不管用了﹐用楊牧谷的書名來

說﹐已經是「壞鬼」﹐是爛掉不能吃的食物了呢﹖  

巴刻﹕現代《聖經》研究學者過份強調《聖經》時代和我們今天的文化

隔閡﹕ 

從現代《聖經》研究和當代神學的學術觀點看﹐他們 （清教徒們） 並沒有（像我

們今天）同樣對我們 （讀者） 的世界和古代近東世界之間文化隔閡的意識。… 他

們沒有…現代人對文化隔閡的意識。假今天若有清教徒在我們中間﹐他會點頭說﹕

「不過你知道嗎﹖這些對我們不很重要﹔這些並不很重要。」 

當代《聖經》學者們中的一種謬論是﹐他們告訴我們 – 他們整天不停的告訴我們 –  

這 (文化差異) 非常重要。其實我認為清教徒們是對的﹐就是說﹐事實上這 (文化隔

閡) 不太重要。假如你能依靠聖靈與《聖經》裡的敬虔人士有同感/同理﹐假如你

能認同他們所面對的 「信靠與順服」 的挑戰的話﹐你就成功了﹗你就在明白《聖

經》了﹗《聖經》裡偉大的救贖真理 – 道成肉身﹐贖罪大工﹐稱義﹐重生﹐基督的

再來等等 – 這些真理都不受我們世界與古代近東世界之間的文化差異影響﹗真正受

文化差異影響的﹐不過是一些瑣碎的小節﹐在倫理上的一些次要問題…。只當你下

到那個層面﹐文化之間的差異纔開始重要起來。 

關於主要的事﹐我們世界與古代近東之間的文化差異並沒有起重要的影響。因此﹐

清教徒沒有我們的意識﹐他們並沒有損失什麼。讓我直說﹕我認為﹐從布特曼以

來﹐現代新約學者被一種假設轄制﹐就是﹕古代世界與我們的世界是那麼不同﹐我

們不可按字面相信《聖經》文獻所說的﹐對我們是真的。至少非經一場辯論不可﹐

才能接受《聖經》所說的。這個假設﹐這種對《聖經》的懷疑態度…對深入了解

《聖經》的進展只有損害﹐沒有幫助。… 它使人們對次要的文化差異高度敏感﹐

然後把精力放在… 需要一些倫理上調整的次要問題上。 

50年來﹐因採用這種假設﹐我們得到損害多過益處。今天我的新約研究同事們若

在場﹐可能向我挑戰。可是他們不能從我所站的觀點來向我挑戰。我是神學家，我

是以神學家的身分與觀點看聖經學者。我需要他們的幫助。不過當他們有時在自己

的圈子裡﹐一些假設完全控制他們﹐成為最核心、最具決定性的假設﹐令他們不能

正確的解釋《聖經》時﹐我會注意到。神學家必須冒險地說﹕「只有那些在神學上

作了功課的﹐纔是站在山上﹐居高臨下檢視整個教會生活與基督教學術世界的人。

那些在山下埋頭於他們自己專業的工作﹐而又沒有足夠的神學知識讓他們到山頂來

看一看 – 他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他們常常不知道自己缺少什麼。」 

你可能不贊同我的看法。可能會說﹐「嗨﹐你只不過是在將你的神學家地位自我膨

脹而已。每一個人都會說﹐他所作的是最重要的啦﹗ 」雖然如此﹐我還是要說﹐

邀請你回去好好想一下。這個 （文化差異） 不是天大的問題﹐雖然專業的解經家

都會異口同聲的說﹐很重要﹗…我會說﹕「伙子們﹐你們看不見一些東西﹗你們在

注意一些你不應該注意的事﹐採取一個次要的立場 – 因而阻止了你們的了解﹗你們

認為文化差異是最重要的問題﹔其實它不是如此。」 

我不是說﹐所有福音派的神學院都好像我所說的看見這點﹔因為他們並沒有看見。

（巴刻﹐「清教徒神學與當代教會」﹐ 維真學院課程錄音帶(1992)﹐第二講﹕「清

教徒的《聖經》觀」﹐問題解答。） 

 

巴刻在上面所強調的是﹕其實聖經學者常常把我們(讀者)與《聖經》原來的 

歷史文化處境之間的隔閡過份誇大。其實這個歷史文化上的 「建橋工程」 

(bridge building) 並沒有聖經學者說得那麼可怕﹐那麼須要專家來主持。  

 



 56 

 

閱讀﹕ 

019A．林慈信，《有道可傳，以經解經》。 

021A．林慈信，「聖約思維，聖約生活﹕聖經神學之邀」。 

021B．慕理，《恩典之約》，摘錄。 

021C．林慈信，「一切從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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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課    聖經神學﹕「上帝的國」Biblical Theology: Kingdom of God  

 
 

I． 上帝的國。Kingdom of God.   

                        参：霍志恒（魏司坚），《耶稣对天国的教训》。 

 

1． 國度的重要性 

 

根据福音书中耶稣的教训，「上帝的国」占有显著的地位。（太 4：17，可 1：

15，路 4：43）。「国度」是门徒生命追求的目标。耶稣称他们为「文士受教天国

的门徒」（太 13：25）。 

约翰福音里，耶稣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出现；符类福音则以耶稣的工作为重点。

约翰福音里，耶稣用「生命」代替了「国度」，「生命」与「国度」是相等概念。 

在耶稣的教训中，「国度」好比一种结晶点，四周自然围聚其它的真理素质。 

 

2． 國度與舊約 

 

耶稣的工作建基于旧约的启示。他认为「上帝的国」是他的听众所熟知的观念。 

他称这国度已经近了﹕由此说明它是属预言的一部分，这预言随同时代进展，以达

到上帝所定的目标。他的工作要实现在预言中早已宣布，且为以前世代所盼候的。 

耶稣自称为弥赛亚，他一举的将旧约的整个历史集中并完成在他身上。 

耶稣知道，他是历史的目标，同时也是历史的仆役。  

旧约显示当时已有一个上帝的国度存在，上帝掌有一个特别的国度：以色列。 

出 19：4－6节典型地指出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上帝不仅是以色列的上帝，也是

以色列的国王。上帝借着直接启示将律法授予他们，并经由他对以色列在历史上的

引导来实现他的治理。神权政体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表现出来。 

耶稣心目中，国度的含义包容族新的力量及空前的福祉。 

旧约曾提到上帝的国，一方面提到已存的国度，同时论到未来的国度。耶稣的教导

将国度的概念提高到中心地位。上帝的国重新成为一个恩典与律法并行的国度：

「国度」的范围广于犹太人理想中律法权力的国度。上帝的统治包含救恩与律法。 

 

3． 国度与君权，神国与天国 

 

旧约中，耶和华国度的意义往往是抽象的，指他的统治，治理，而不是他的领域。 

对耶稣而言，「国度」是指「统治」，「君权」。应避免将它联想为「领土」。但

耶稣扩大了「国度」的含义范围，它包括上帝即将来到的统治带来的特权和福祉，

从治理的意义进而成为领域，生活的范围，实况，甚至土地或人民。 

以上帝而言，他的主权是始终存在的，因此不能说它将要来到。 

「上帝的国」包括他的统治权，并他行使救恩的大能。 

马太常用「天国」这词。当耶稣提到「天国」时，他的原意并不异于「上帝的

国」，而不过强调这国度的崇高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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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上帝的律法﹕三種用法 Three Uses of the Law。 

 

1． 對全人類﹕啟示上帝的聖潔與準則。 

 

2． 對非信徒﹕訓蒙的師傅，光照人，知道自己的罪，需要基督。 

 

3． 對信徒（律法的第三種功用）﹕信徒順服上帝，感謝基督大恩的準則。 

 
 
 

閱讀﹕ 

 

022A。魏司堅（=霍志恆），《耶穌對天國的教訓》﹕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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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課 認信，教義，系統神學，改革宗神學 Confession, Doctrine, 

Systematic Theology, Reformed Theology 
 
 

I． 認信與認信的教會 Confession, A Confessing Church 

 

1．傳統華人教會對於認信的忽視 

教會少有刻意想通、承認自己的信仰系統 (theologically self-conscious) 的人士。 

教會受反智傳統 (anti-intellectualism) 的影響﹐加上近的功利主義 （教會增長﹐世俗

的心理學與神學的所謂融合）﹐對神學與信仰往往模糊。 

對承認我們的信仰 （神學）立場﹐往往認為是不重要的。 

其實，教會知道承認信仰的重要性﹔這是基督徒應有的素質﹐是聖靈種下的道種。 

可是因歷史上種種的原因 （反智傳統﹐功利主義的教會增長運動﹐新派神學影響 /

改變福音派神學家等）﹐華人教會在教義的了解與推廣上非常薄弱﹐有待培養真正

有意識的認信 (self-conscious confession) ﹐培育一代有高度意識認信的基督徒 (self-

consciously confessing Christians) 。 

 

2．「認信」 (Confession)﹕承認我們所相信的 

根據《聖經》﹐承認我們所相信的真理﹐是上帝對我們的要求﹕口裡承認﹐心裡相

信。在人面前承認主耶穌﹐是主對門徒的起碼要求。 

因此﹐ 認信我們的信仰﹐ 與我們的救恩不無關係。 

《聖經》所要求的 「認信」﹐英文是 “confess”。 

相反詞就是不承認 (deny)。主清楚教導﹐不承認祂的人，主在父前也不認他。 

“Confess” 不是指認罪 (confessing our sin)﹐是承認信仰 (confessing our faith)。 

像《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是一份信仰的承認﹐或宣告  (Confession of Faith) 。 

“Confess” 這詞﹐希臘文是 “homologeo” 。 

《提摩太前書》6﹕12-13 中文《聖經》  譯為﹕耶穌基督在人面前作了好「見

證」。這「見證」是「認信」﹐英文《聖經》譯為 “a good confession”。我們的主

作了「好的認信」﹐祂承認了真理。這就是希臘文的 “homologeo” 。 

所以 「認信」 有信仰、信念的成份﹐還有認同﹐承認的成份﹕我們承認並認同我

們所相信的。 

而承認﹐並不單是就個別的教義的承認﹐而是對整合的信仰（神學）立場的承認。

即對整本《聖經》所教導的﹐所宣稱的真理系統的承認。 

不僅是一種個人的承認﹐而是整個教會﹐基督在地上的身體﹐向所處的時代、社

會、文化的宣告。一個認信真理的基督徒，就是一個有真理立場的基督徒。 

 

3．「有道可傳」﹕認信在當代的需要 

21 世紀需要的﹐是認信的基督徒 (confessing Christians) 。21 世紀需要的﹐是

認信的教會 (confessing churches) 。21 世紀需要的﹐是有道可傳的基督徒 (Christians 

with a message to proclaim)。21世紀需要的﹐是有道可傳的教會。有道可傳﹐又要好

好忠心的﹐勇敢的去傳﹕這就是 21 世紀需要的信徒與教會。有真正的認信﹐就可

能有強而有力的講臺﹐強而有力的主日學/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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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教義，系統神學 Doctrine, Systematic Theology 

 

1． 什麼是系統神學？就是﹕整本《聖經》關於某一主題的教導是什麼？ 

 

2． 教會應有教義立場，並且教導此套教義。 

 

                  參﹕013A。「系統神學都是應用，是倫理」。 

 
 

III． 改革宗神學 Reformed Theology 

 

1． 很多時候，一些信徒認自己是改革宗，其實只不過是敬佩某一些領袖，

或聽到一些口號而認同，包括「加爾文主義五要點」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2． 改革宗信仰，不僅僅是「加爾文主義五要點」，而是一個有五百年歷史

的豐富傳統。 

3． 上帝的主權，恩典，能力。 

4． 「約」的神學。 

5． 文化使命。 

6． 護教的重要性。 

 
 

閱讀﹕ 

溫習﹕013A。「系統神學都是應用，是倫理」。 

參考﹕《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或《小要理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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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課    天主教與基督新教 Roman Catholicism & Protestantism﹕ 

三方面的不同 

 
 

I． 名稱的問題 

 

1．「基督教」（信徒）(Christianity) =「基督宗教」（學術界）(Protestantism)。

「基督宗教」(Christendom)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 

2．「基督新教」（學術界）(Protestantism, Protestants) =「基督教」（信徒慣

用）(Christianity, Christians)。 

 
 

II． 宗教改革 (Protestant Reformation)是什麼？ 

 

1． 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 Reformation。 

2． 不同學者，學派的解釋﹕都市化的發展(urbanization)，中產階級的興起，

大學的革新(universities)，等。 

3． 宗教改革﹕教會重新發現《聖經》真理。 

 
 

III． 天主教與《聖經》信仰的共同點 

 

1． 相信《聖經》的默示，無誤﹕不過，也相信教會的權柄。 

2． 三位一體教義。 

3． 相信耶穌基督是罪人的救主，祂獻上自己作贖罪祭。 

 
 

IV． 天主教與《聖經》信仰的不同 

 

1． 信仰的最高權威﹕《聖經》或《聖經》加上教會？ 

教會教導的權柄﹕the magisterium of the church.   

2． 人如何得到救恩﹕唯獨藉信心，或信心+聖禮 sacraments（行為）？ 

3． 神人之間中保 mediator﹕耶穌基督是唯一中保，或還有其他（聖人）？ 

 
 

V． 天主教是否異端？ 

 

1．馬丁路德早期和晚期的看法。 

2．有待改革的教會。 

3．什麼是異端？ 

 

閱讀﹕ 

024A。林慈信，「天主教教義與《聖經》真理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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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課    敬虔主義 (Pietism) 與復興運動 (Revivals)  

 
 

I．一些基本的問題 

 

1． 為什麼要研究「敬虔主義」(Pietism)？ 

因為我們的敬虔觀，影響 

(a) 我們與主的關係， 

(b) 我們教會事奉的路線， 

(c) 不僅如此，也影響我們如何面對社會，文化的挑戰。 

 

2． 什麼是敬虔主義（敬虔運動）(Pietism)？ 

A．歷代信徒都追求更直接，更親密的經歷主。著這是正確、正當、重要、主

看為寶貴的。 

B．可是﹕歷代的信徒，都有可能走極端。也的確走了極端（甚至異端）。 

因此，有分析，研究敬虔主義的必要。 

 

3． 什麼是復興(Revival)？ 

A．聖靈特別的與教會同在，在教會（信徒）中彰顯祂的能力。 

B．復興，是教會內部的復興，與佈道運動不同。 

 

4． 兩種敬虔與復興運動 

A．晚期基督新教的復興主義運動 Revivalism（十九，二十世紀）的特徵﹕ 

（一）向外佈道 

（二）使用大眾傳播技巧 

（三）注重即時的決志 

（四）情感的流露（操縱？） 

（五）流失率偏高 

代表人物﹕芬尼(Charles Finney)，慕迪(Dwight L. Moody)，Billy Sunday，葛培理

(Billy Graham)。 

 

B．早期基督新教的復興運動 Revival（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後期也有發

生）的特徵﹕ 

（一）人不能計劃復興；上帝的主權決定聖靈何時特別彰顯祂的同在，能力 

（二）復興的預備﹕宣講悔改的信息，道理 

（三）復興的來臨﹕教會內部的悔改 Repentance  

（四）與復興同時發生﹕教義上的復興 Renewal/revival of doctrine  

（五）復興的即時後果﹕神學教育的更新（裝備有學問，敬虔的傳道人） 

（六）復興的晚期後果﹕道德重整，社會關懷（社會改革，慈善工作） 

代表性運動﹕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清教徒運動(Puritanism)、大覺

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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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基督（新）教敬虔運動的起源 

 

1． 宗教改革是否敬虔運動？（我的立場﹕是。） 

2． 宗教改革是否復興運動？（我的立場﹕是。） 

3． 基督新教（宗教改革之後）的第一波敬虔運動﹕清教徒運動（1555-

1710）。英國的大小城鎮，第一次聽到純正的福音。 

 
 

III．歷代的敬虔運動與復興運動 

 

1． 第一波﹕清教徒運動 Puritanism﹕英格蘭，1555-1710；北美洲，1620 

/1630起。（1620到美洲的，是浸禮宗；1630到達的是公理宗。） 

2． 第二波﹕荷蘭的敬虔主義 Dutch Pietism，又稱荷蘭的「第二次宗教改

革」。代表人物﹕William Teellinck。 

3． 第三波﹕德國的敬虔主義 German Pietism﹕Spener, Francke（在 Halle）； 

Count 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莫拉維弟兄會。 

4． 第四波﹕大覺醒 Great Awakening﹕愛德華茲 Jonathan Edwards（公理

宗），懷特菲德 George Whitefield（公理宗），Jacobus Frelinghuysen（荷

蘭改革宗），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聖公會）。 

 
 

IV．衛斯理之後的敬虔運動與復興運動 

 

1． 第五波﹕凱錫克運動 Keswick Movement（中國教會培靈奮興模式）。 

2． 五旬節運動 Pentecostal Movement﹕「第一波」的靈恩運動。1900年羅杉

磯阿蘇沙街復興 Azusa Street Revival。神召會的開始 Assemblies of God。 

 
 

V．這就是你我的屬靈傳統（遺產），不論我們喜歡不喜歡，認同不認同！ 

 

附﹕什麼是敬虔？ 

（一）敬虔、屬靈、愛主等，必然與稱義有關。稱義和成聖是息息相關的。 

（二）基督徒必須常常操練認罪悔改，來到十字架面前。不僅僅經歷罪疚感，

而是求赦免，領受赦免，相信赦免，領受活水的江河直湧到永生。 

（三）必須繼續不斷的與罪爭戰，不可被動，不能說﹕「不用人的方法，只依

靠主，都讓主來作。」我們要信靠主，可是也同時必須「戰戰兢兢的作

成得救的功夫。」因此﹕必須常常自我反省。 

（四）遵守上帝的話（律法），過公義的生活，是敬虔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這一點，不少非改革宗的福音派弟兄姐妹可能不認同。） 

 

閱讀﹕ 

025A．林慈信，「兩種敬虔與復興傳統與中國教會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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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課    改革宗，阿米念主義，時代論 Calvinism, Arminianism, 

Dispensationalism   
 

I． 如何界定神學學派？ 

 

1． 一些名詞的濫用 

A．保守派 Conservativism – 以前，是「相信《聖經》」的意思。 

現在，就是「不喜歡當代敬拜讚美音樂，反對崇拜時舉手」的意思！ 

B．福音派 Evangelicalism – 現在，「新福音派」以「福音派」自居。 

 

2． 神學最基本的兩個原則﹕ 

A．上帝的主權 Sovereignty of God。 

B．《聖經》的權威 Authority of SCripture。 

這兩項教義，要化作神學治學原則，即﹕解經原則。 

 

因此，最重要的分界，不在於聖靈的恩賜，小組或團契路線，敬拜音樂的傳統

或現代，不在於對千禧年的看法，乃在於對上帝和上帝的話，《聖經》在治學

上的態度與原則（解經原則）。 

 

3． 宗派問題 Denominations﹕ 

同樣地，各宗派傳統裏（改革宗 Reformed，浸信會 Baptists，衛理宗

Methodists，五旬宗 Pentecostals等），和各宗派之間的分歧，在於對上帝和上

帝的話的態度與（解經）原則。 

 
 

II． 基督教與天主教問題（溫習） 

 

1． 最高權威﹕唯獨《聖經》，抑《聖經》加上教會（教皇）？ 

2． 如何得救﹕唯獨信心，抑信心加上行為（聖禮）？ 

3． 神人之間的中保﹕唯獨基督，抑基督加上聖人？ 

 
 

III． 宗教改革原則﹕五個唯獨 Five “Sola’s” 

 

1． 唯獨《聖經》﹕信仰，生活的最高權威。The Bible only. 

2． 唯獨基督﹕神人之間的唯獨中保。 Christ only.   

3． 唯獨恩典﹕上帝救罪人的事上，人不可能有任何功勞向上帝獻陳；完全

是上帝白白開恩，出於上帝的主權。Grace only.   

4． 唯獨信心﹕人得救，唯獨藉信心（包括悔改認罪），不藉行為。Faith 

only.  

5． 唯獨為了上帝的榮耀﹕這是救贖的目的。For the glory of God only.   

參﹕《劍橋宣言》Cambridge Declaratio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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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敬虔與復興運動 Godliness/Piety & Revival 

 

1． 清教徒 Puritanism 

2． 荷蘭敬虔運動 Dutch Pietism (Second Reformation)  

3． 德國敬虔主義 German Pietism 

4． 大覺醒運動 The Great Awakening  

5． 衛斯理主義 Wesleyanism  

6． 凱錫克運動 Keswick Movement  

7． 十九世紀復興主義運動 Revivalism 

 
 

V． 十九世紀自由派 Liberal Theology帶來的分歧 

 

1． 自由派 -> 新正統派 Liberalism -> Neo-Orthodoxy 

2． 基要派 -> 福音派 Fundamentalism -> Evangelicalism 

3． 福音派 -> 新福音派神學 Evangelicam -> Neo-Evangelicalism  

 
 

VI． 改革宗與阿米念主義 Calvinism (Reformed Theology) & Arminianism  

 

1． 原本的阿米念主義﹕五項挑戰 （Remonstrances）  

2． 荷蘭改革宗教會（多特會議 Synod of Dort, 1610）的回應﹕加爾文主義五

要點 (The 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完全的墮落 Total Depravity  

無條件的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有限的救贖 Limited Atonement  

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聖徒的堅忍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3． 阿米念主義的前提﹕隨意自由觀 (Libertarianism)  ，人的行動，沒有任何

先決的影響因素。參﹕Why I Am Not a Calvinist (IVP) 一書。 

4． 衛斯理神學的阿米念主義 (Wesleyan Arminianism)，與原本的阿米念主義

不同。衛斯理承認人是完全墮落的，這一點與改革宗相同。 

5． 一般基督徒﹕是否僅反對加爾文主義（反對預定論）而已，而不是嚴格

的阿米念主義者？ 

6． 改革宗（加爾文主義）與衛斯理主義的阿米念主義，一般來說，都同意

《聖經》是最高權威，唯獨恩典，唯獨信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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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改革宗與時代論 Reformed Theology & Dispensationalism  

 

1． 時代論 (Dispensationalism) 興起﹕1827-1831達秘 (J.N. Darby)，弟兄會

（Brethren, 愛爾蘭） 

2． 經典時代論的特點﹕上帝回應人的不順服，因此有七個時代，各時代有

不同的救贖啟示。（參考﹕司可福聖經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3． 律法時代與恩典時代的對照。 

4． 福音（恩典）時代，教會時代（括弧），與國度時代。目前的教會時

代，不是天國時代。 

5． 以色列有特權，特別機會得救﹕千禧年時代。耶穌將會坐在大衛的寶座

上，舊約獻祭制度恢復。（這與歷史上的前千禧年有別。） 

6． 改革宗﹕新約是新的「約」。強調新舊約之間的連續性時代論﹕新約是

「新」的約。強調新舊約之間的對照（斷層）。 

7． 近年來的發展﹕進步的時代論 (Progressive Dispensationalism)，修改了經

典的時代論。   

8． 改革宗與時代論的對談。這是好消息。 

9． 共通點﹕《聖經》無誤，權威；尊重《聖經》的歷史，教導。 

 
 

VIII． 福音派大家庭 

 

1． 重點﹕《聖經》的默示，無誤，權威。 

2． 《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 

3． 承認《聖經》無誤的保守派大家庭（包括改革宗，阿米念主義，時代論

者），有別於﹕新正統派，新福音派。 

 
 
 

閱讀﹕ 

026A。林慈信，「加爾文主義與阿米念主義的共同點」。 

026B。「一次改革宗與時代論人士的對話」（林慈信與張練能的討論，《今日華

人教會》，2000-2001年）。 

026C。「時代主義」。（簡河培，《現代神學論評》，第十五章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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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課    自由派神學 Liberalism 與新正統神學 Neo-Orthodoxy 

 
 

I． 自由派神學 (Liberal Theology)的基本錯誤  

 

1． 章力生教授語﹕向上帝獻「凡火」。 

2． 范泰爾的分析﹕人的自主 (autonomy)。人自主的理性，自主的科學為審

核真理的準則。這是自從亞當夏娃犯罪以來，人基本的問題﹕自主。 

            參﹕《使人的心意奪回》 (Richard Pratt, Every Thought Captive)﹕一本中學程 

      度的護教學教科書，介紹范泰爾思想的基本觀念﹕自主。 

3． 人的自主，古希臘版本﹕柏拉圖 (Plato) 的「形式」(Form)。「形式」取

代上帝為宇宙最高真理。 

4． 人的自主，中古時期（阿奎那 Thomas Aquinas）版本﹕「自然」與「恩

典」（Nature and Grace, 參﹕《前車可鑒》Francis Schaeffer, How Should We 

Then Live?。）宇宙分隔為兩個層面，「自然」層面自主。 

5． 人的自主，現代（康德 Immanuel Kant）版本﹕「自然」與「自由」

(Nature and Freedom)，即「現象界」與「真理界」（見下）。 

 
 

II． 啟蒙運動 The Enlightenment  

 

1． 背景﹕文藝復興 (The Renaissance) ，16世紀達到高潮。人為宇宙的中

心，離開上帝的主權，離開天主教的權柄而自主，獨立。 

2． 理性主義 (Rationalism)﹕笛卡兒 (Rene Descartes)。人認識外在物，都是因

為外在物符合人理性裏面固有的觀念 (discreet ideas)。對真理的認識，必

須符合人的理性。理性主義進入教會，就是「自然神論」。 

3． 實驗主義(Empiricism)﹕洛克 (John Locke)，休謨 (David Hume)等。人靠五

官觀察，只認識到一些印象，不是認識事物的本身 (man does not know 

the thing in itself)。 

4． 理性主義進入教會﹕自然神論 (Deism)。上帝創造了宇宙，任憑按照自然

（科學）定律運作，上帝不介入。沒有神蹟。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

杰弗遜 (Thomas Jefferson)是自然神論者，不是基督徒。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是自然神論者，不是基督徒。 

5． 巴刻 (J.I. Packer) 的分析﹕阿米念主義神學導致自然神論 (Deism)，自然神

論導致啟蒙運動 (The 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到了康德 (Immanuel Kant)

就達到高潮。 

 
 

III． 康德(Immanuel Kant)  

 

1． 康德改變了傳統知識論 (epistemology) 的話題﹕知識論的降格。不再像傳

統哲學家那樣問﹕「人憑什麼認識真理？」 (On what basis do I know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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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now?) 而改問﹕「人在什麼條件下理解事物？」(What ar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 know what I know?) 

2． 糾正理性主義與實驗主義，同時集其大成。把啟蒙運動人的自主（包括

理性的自主與科學的自主）推到邏輯的極端，啟蒙運動達到高潮。人徹

底的離開任何權柄獨立自主。 

3． 認知過程﹕第一步﹕「現象化」 (perception) ，第二步﹕「理念化」 

(Conception)。即﹕先接受實驗主義，然後接受理性主義，結合兩者。 

4． 宇宙分兩個境界﹕「現象界」與「真理界」。 

「現象界」 (phenomenal realm) ﹕以理性，科學理解；能理解事物的外

表，不談真理。在此境界，使用「純粹理性」。 

真理界 (noumenal realm)﹕以「愛」（categorical imperative，絕對的，道

德命令）原則討論上帝，自由，不朽等。在此境界，使用「實踐理

性」。 

5． 道德倫理的價值（社會地位）與限制。人需要「上帝」，「自由意志」

這些觀念來維持個人道德約束力與社會和諧。（不要問上帝是否真正存

在；這是理性不克能證明的。） 

6． 結論﹕人憑理性與科學不可能找到真理。宗教倫理，也不要作一些理性

科學範圍的宣稱。宗教與倫理的宣稱來自實踐理性（意即﹕基督教很多

的信仰宣稱是神話）。 

 
 

IV． 康德後的發展﹕十九世紀 

 

1． 唯心主義 Idealism（浪漫主義 Romanticism，理想主義）﹕黑格爾(George 

Hegel)。浪漫主義(Fichte)﹕真理是主觀的，來自人的自我(Ego)。浪漫的

藝術、音樂﹕真善美在「很久以前」，「深夜中」。黑格爾﹕在康德粉

碎真理的可知性之後，又建立一個空中樓閣﹕真理是「精神」(德語﹕

Geist, 英語﹕Spirit, Mind)。這個絕對「精神」是能變的，是辯證的﹕以

「正」(thesis)，「反」(anti-thesis)，「合」(synthesis) 形式出現。為後來

馬克思鋪路。 

2． 浪漫主義對神學的影響﹕士萊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自由派

Liberalism的開山祖）。宗教的核心意義不在於從上帝來的、客觀的啟

示，乃在於來自人本身的、主觀的宗教經驗。什麼經驗？是一種感覺 

(feeling)﹕就是人絕對依靠宇宙中的「無限的」的感覺( a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 on the Infinite in the universe)。這個「無限的」就是上帝，也

就是宇宙本身。注﹕士萊馬赫是一位泛神論者，宇宙就是上帝，上帝就

是宇宙。可是近年來被 bushao所謂福音派學者認為是當代解釋學 

(hermeneutic，即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開山祖。 

3． 自由派神學與倫理學。代表人物﹕哈納克 Adolf Harnack，巴特的老師。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乃是﹕上帝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是兄弟，要彼此相

愛。（參﹕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的《喜樂歌》Ludwig Beethoven, “Ode to 

Joy,” Symphony No. 9。 歌詞﹕「神是父親，基督是兄，愛中生活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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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天父慈愛統治我們，弟兄友愛繫人群。」Thou our Father, Christ 

our Brother – All who live in love are Thine. …  Father love is reigning o’er us, 

brother love binds man to man.） 

4． 《聖經》批判，特別是「高等批判」 (Higher Criticism) 的興起。影響當

代福音派神學院《聖經》科教授尤深。 

5． 反唯心主義﹕唯物主義 (Materialism)﹕費爾巴哈 (Ludwig Feuerbach)，馬克

思(Karl Marx)。費氏﹕人類原始的宗教是以上帝為中心的；但是人類進

步了，高等社會的宗教是以人為中心的。馬克思﹕把黑格爾的辯證加上

唯物的色彩。 

6． 另類的反唯心主義﹕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祁克果 (Soren 

Kierkegaard)，尼采(F. Nietzsche) 。（是當代中國和海外華人一些神學家

的偶像。見﹕2007年香港某神學研究院院訊中介紹院長的照片，書桌上

擺者他心愛的書，包括存在主義哲學書和巴特的神學。）存在主義不問

真理，教義，而注重現今的自我與決定。 

7． 總論﹕十九世紀哲學種類繁多，共同點是﹕以一些相對的事物取代絕

對，作為絕對。 

8． 唐崇榮牧師﹕19世紀的愚蠢哲學，20世紀成為這些哲學的實驗室。 

 
 

V． 存在主義與巴特 Karl Barth（新正統神學 Neo-Orthodoxy） 

 

1． 巴特深受康德、自由派神學、聖經批判、與存在主義（祁克果）的影

響。這是世俗學者和自由派神學家公認的歷史事實，唯獨崇拜巴特的所

謂福音派學者不願意面對。見﹕Sebestian Rehnmann, “Barth Epigoni,”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1998.   

2． 1919年發表《羅馬書注釋》，其實不是一本《聖經》注釋，乃是他個人

的存在主義（辯證、危機）神學的告白。多年來與布倫納 (Emil Brunner) 

一起發表這神學，後來二人分手。 

3． 「上帝的話」（啟示）是大能事件，與人相遇，不是理性可以理解的

（參考﹕康德的「真理」界。） 

4． 「上帝說話」（啟示）之後，人作見證，寫下記錄，這就是《聖經》。

這見證，這記錄與「上帝的話」（啟示）有別。《聖經》是人寫的，是

有錯誤的。 

5． 可是，當人讀，聽《聖經》的話的時候，上帝可能又「來電」，與人相

遇，一件大能的事件可能又發生。這時候，《聖經》就再次「成為」上

帝的話了。 

 
 

閱讀﹕ 

027A．簡河培，《現代神學論評》，第一章（英文原本的第一章，中譯本無翻

譯）。（注﹕英文原著第第二章，即目前中譯本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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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課    不承認《聖經》無誤的福音派﹕新福音派 Neo-Evangelicalism 

 
 

I． 引言 

 

1． 新福音派﹕今天（21世紀）福音派的主流，並且自稱「福音派」，影響

廣大。 

2． 基要（派）信仰的式微，孤立﹕ 

A．  「《聖經》無誤」被新的《聖經》觀取代 

            B．「釋經講道」被心靈雞湯型講道取代 

            C．「上帝六日創造」與「科學創造論」被基督徒科學家孤立、取笑 

            D．「《聖經》輔導」被「基督教心理學」（融合派）取代、取笑 

            E．市場學與廣告學湧進教會﹕「教會增長學」 

            F．  西方教會基督徒（和社會人士，青年）普遍的《聖經》文盲 

                  G．伯克富的《系統神學》Louis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等書籍被認為 

                         過期（甚至有些傳統神學被指為是垃圾；見香港出版的《壞鬼神 

                         學》一書。指很多傳統信念是「壞鬼」；「壞鬼」，粵語，指食物          

                         壞了，不能吃。） 

 
 

II．  十九世紀背景 

 

1． 十九世紀歐洲﹕自由派神學興起，從士萊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開始。 

2． 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爭（Civil War, 1861-65）之前，大宗派裏不分福音

派，自由派。最好的講道家同時是社會改革家，提倡廢除黑奴制度，例

如﹕H. Beecher, Jonathan Blanchard，後者在 1860年創辦惠敦大學

Wheaton College。（哈佛，耶魯等大學與神學院的信仰已經不正統。普

林斯頓等神學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在 18世紀大覺醒運動期間

興起。） 

3． 十九世紀美國社會道德觀﹕長老會，溫和加爾文主義主導。 

4． 1870-90年底﹕美國工業革命，都市化，歐洲新移民涌進美國，都市的弊

端。復興主義運動（慕迪先生，1860年出來講道）應運而生。 

5． 1870年代；自由派神學從歐洲進入美國神學界。1880年代，開始影響公

理宗，長老會等宗派。1880年代，一位協和神學院的教授被長老惠指控

為自由派。 

6． 十九世紀對自由派神學的回應﹕主要由普林斯頓神學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賀治 (Charles Hodge)， 華爾菲德 （B.B. Warfield）

率領護教。到今天，華爾菲德的《聖經的默示與權威》仍是權威著作。

B.B. Warfield, 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 (www.prpbooks.com)。 

7． 復興主義（慕迪先生 Dwight L. Moody），海外宣教運動，學生海外宣教

志願運動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1883)等。表面

http://www.prp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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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會火熱，美國與美國教會前途非常的樂觀。其實，在神學界，教

會正在腐爛。（這正是當代 21世紀初，福音派教會的寫照！） 

8． 結論﹕當自由派滲透教會與神學院的時候，福音派不醒覺，忙與海外宣

教等事業。凱伯 Abraham Kuyper在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的

演講，1898﹕ The Stone Lectures。（英文﹕以 Lectures on Calvinism出版。

中譯本收在《加爾文傳》，中國出版，下半部分。）警告美國教會﹕人

類的文明，永遠是敬拜真神與偶像敬拜之間的斗爭！ 

 
 

III． 自由派與基要派 (Liberalism and Fundamentalism)之爭 

 

1． 自由派初期的命運﹕1880年代。 

2． 自由派開始生根﹕福音派在愛丁堡世界宣教大會 (1910) 前後的失策。 

3． 1920年代﹕長老會牧師，長老開始放棄超自然主義（神蹟）為信仰的不

可或缺部分。Auburn Affirmation (1924)。 

4． 在中國的代表性人物﹕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1895接管「廣學

會」；賽珍珠 Pearl Buck；20世紀﹕趙紫宸 (T.C. Chao)，吳雷川 (Wu Lei-

ch’uan)，劉廷芳(Timothy T. Lew)，徐寶謙 (Hsu Pao-ch’ien)等燕京大學教

授；基督教青年會 YMCA，基督教大學，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SDK)，嶺南大學的謝扶雅 (N.Z. Zia) 等。 

5． 1929年普林斯頓神學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改組，自由派人士

壟斷董事局。 

6． 1929年﹕梅欽(J. Gresham Machen)等離開普林斯頓神學院；威敏斯特神學

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在費城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創

校。 

7． 1925年﹕達拉斯神學院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創校（時代論）。兩

所神學院的創校，意味著基要主義的抬頭。 

8． 1936年﹕信正長老會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成立。 

 

參﹕薛華 Francis Schaeffer，《眾目暌暌下的當今教會》。George Marsden, 

Understanding Fundamentalism and Evangelicalism; 中譯﹕《解構基要主義與福音主

義》。 

 
 

IV． 新福音派 (Neo-Evangelicalism) 的興起，與對新福音派的回應 

 

1． 1930年代﹕基要派失去大宗派裏的地位。例如﹕梅欽被逼離開長老會，

普林斯頓神學院。 

2． 1940年代（二次大戰後）﹕捲土重來的福音派﹕福音派組織 (parachurch 

organizations) 如雨後春筍，包括﹕青年事工 （Youth for Christ)，學生事

工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1951, Navigators, 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福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47)，《今日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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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 magazine, 1955)，葛培理佈道團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學生宣教大會 (IVCF’s “Urbana” Student Missions 

Convention) 等。取代 YMCA青年會以往的角色。 

3． 1960年代﹕薛華 (Francis Schaeffer) 向知識份子（嬉皮士）傳福音，呼籲

福音派要醒覺，參與文化與社會。 

4． 1976年﹕卡特(Jimmy Carter) 總統當選，「福音派之年」（Year of the 

Evangelical,《時代》Time 雜誌）。卡特每星期天，只要沒有外出，在華

盛頓第一浸信會教主日學。 

5． 1970年代初，David A. Hubbard福樂神學院院長。接納不信《聖經》無

誤的教授，包括創辦人 Fuller牧師的兒子，Daniel Fuller。關於福樂神學

院的信仰立場，參﹕www.fuller.edu 。 

6． 1975-76，福音派領袖召開會議，邀請福樂神學教授等對談，結果不成

功。1976-78﹕「國際聖經無誤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Biblical 

Inerrancy) 成立，發表《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Inerrancy)。 

7． 《聖經》無誤在大宗派的爭辯﹕路德會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美南浸信會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8． 一些有關的發展﹕亞當斯 （Jay E. Adams）創辦《聖經》輔導運動

(Biblical Counseling, or Nouthetic Counseling)。Henry Morris, 科學創造論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www.icr.org, Creation Science)。 

9． 福音派神學院的變質，成為新福音派。1980年蘭姆﹕《超越基要主義》 

(Beyond Fundamentalism)一書﹕接受巴特神學的宣告。 

10． 華人神學界﹕新福音派的典型代表﹕香港多所華人神學院。另外，新福

音派目前正在中國國內開始發展。 

 
 

V． 新福音派的福音的特徵 

 

1． 不強調、不願意提到《聖經》無誤的教義，卻強調用文化背景、語言學

等技巧來研究《聖經》。（參福樂神學院信仰宣言﹕www.fuller.edu。） 

2． 福音信息往往（不是必然的）以人為中心，為滿足人的需要。往往強調

人最需要的就是愛，就是自信，自尊，自我形象等。注﹕其實根據《聖

經》的教導，人最需要的，乃是一位敬拜的對象！ 

3． 非常高舉世俗、非福音派的學術，特別是《聖經》研究和神學思想。相

對之下，低看傳統福音派正統的學術（包括改革宗，時代論等）。例

如﹕一些保守的書籍，在福樂神學院，加拿大維真學院等書店，是找不

到的，難怪學生畢業之後，對比較保守的傳統差不多一無所知。 

4． 福音信息往往討人的喜悅，教會增長技巧強調「受眾（顧客）至上」。 

5． 福音信息往往用名人（藝人等）見證來吸引教會以外的朋友們。注﹕我

不是說用名人見證不對；有些藝人的見證非常有《聖經》深度！我是

說﹕是否忽略了提上帝的律法、聖潔、十字架、罪、悔改等主題？ 

http://www.ic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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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心理學與《聖經》的所謂融合 （integration of psychology and 

Christianity），對教會用上帝的話來從事輔導有直接的負面影響。參﹕

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 。 

7． 不承認上帝直接創造宇宙（拒絕考慮，低看「科學創造論」）。關於科

學創造論，參﹕www.icr.org。 

8． Billy Graham﹕新福音派。1997年六月一日接受普救論的 Robert Schuller 

的訪問時表達，將來教會包括一些佛教、回教徒等人士，雖然他們沒有

聽過耶穌的名字，上帝會接納他們到天堂裏。 

 
 

1997年六月一日，美國南加州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普救論者 Robert Schuller 訪問

了終身努力於全球佈道的福音派名牧 Billy Graham。電視節目主持人邀請這位歷史

上可能向最多人講過道的佈道家表示，後者對基督教未來的展望。Graham提到，

基督教會至終的成員將包括那些人。他說﹕ 

… 從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團體﹐ 和基督教以外的團體。我認為每一位愛慕基
督或認識基督的人﹐不論有意或無意﹐都是基督身體的成員。我也不相信在

任何時間將會有一個偉大的﹐席卷全球的復興使全人類轉向基督。我認為雅

各已回答了這問題 – 耶路撒冷第一次教會會議的使徒雅各 – 當他說﹐神對這

個時代的旨意﹐乃要為自己的名呼召一群子民出來。這就是神今天在作的。

祂正在為自己名字的緣故﹐從世界呼召人們出來﹐無論來自伊斯蘭世界﹐佛

教世界或無信仰世界﹔他們都是基督身體的成員﹐因為他們都被神呼召了。

他們可能不認識耶穌的名字﹐可是他們在心中知道﹐他們需要一些他們沒有
的東西﹐而他們轉向他們唯一擁有的亮光﹔我相信他們是得救的﹐和他們將
在天堂裡與我們在一起。 

Schuller 感到有點驚奇﹐請他的客人作個澄清﹕「我聽到你講的﹐就是﹐耶穌基督
有可能進入人的心靈﹐人的靈魂與生命裡﹐就算他們在黑暗中出生﹐從來沒有接觸
到福音。這個講法﹐是否正確解釋剛纔你所說的﹖」 

Billy Graham 以肯定的語氣回答說﹕「是的。」這時候電視節目主持人興奮到不知

道講甚麼好﹐驚嘆著說﹕「我聽到你這樣的說﹐實在太興奮了。『神的憐憫廣大無

邊』啊﹗」 [譯者注﹕有名聖詩的首句﹕There is a wideness in God’s mercy.] Graham 

接著加上﹕ 「是的。實在如此。」 

（本段報導修譯自﹕Iain H. Murray, Evangelicalism Divided: A Record of Crucial Change in the 

Years 1950 to 2000.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2000.   pp. 73-74.） 

 
 
 

閱讀﹕ 

028A．林慈信，「認信《聖經》無誤的重要性與當今適切性」。(= 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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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課    改革宗神學與福音派教會 Reformed and Evangelical  

 
 

I． 改革宗神學 (Reformed) 與福音派 (Evangelical) 的關係 

 

1． 新接受加爾文主義的「十字軍」觀點 (The Crusader Perspective) 與有關心

態，做人方法，事工姿態，等。 

2． 以為改革宗神學就僅是預定論。（其實改革宗神學的內容，比預定的教

義豐富的多。當然，預定與揀選，是非常重要的教義，可是不是《聖

經》所教導的真理的全部！） 

3． 有些改革宗人士只不過「趁熱鬧」。他們自稱改革宗，只限於參與某些

團體，聚會。 

4． 又有一些自稱改革宗的人士，或許盲從一些領袖和領袖的風格。 

5． 某些改革宗人士的作戰（敵對）心態﹕攻擊阿米念主義，攻擊時代論的

傳統。 

6． 近年的發展﹕以解經為重，以解經為準；與對方（阿米念主義，尤其與

時代論）對話。 

 
 

II． 歷史的回顧﹕福音派大家庭 

 

1． 16世紀宗教改革四個運動﹕(a) 路德宗 (Lutheran)，(b) 改革宗，即加爾文

派 (Reformed、 or Calvinist)，(c) 聖公會 (Anglican)，(d) 德國的重洗派 

(Anabaptist，注﹕不是浸信會！)。改革宗（加爾文主義）是四各運動中

最國際性的，影響力最廣，合作心態最普遍。 

2． 16-17世紀清教徒運動﹕就是英國第一批傳講純正的、十字架與悔改的福

音的牧師們。他們神學上是改革宗的，宗派或教會觀方面計有﹕(a) 聖公

會 (Anglicans)，(b) 公理宗 (Congregationalists)，(c) 分離派公理宗 (Separatist 

Congregationalists)，(d) 長老會 (Presbyterians)，(e) 浸信會 (Baptists)，(f) 獨

立教會(Independents)，和(g) 所謂「狂熱派」(Enthusiasts) 等。 

3． 18世紀大覺醒運動 （Great Awakening）﹕超宗派運動；美洲殖民地都受

George Whitefield的講道所影響。衛斯理(John Wesley) 和同工們後來分

離。一些改革宗的復興運動分子，後來組織「改革宗（加爾文主義）的

衛理公會」(Calvinistic Methodists)，特別是在威爾斯(Wales)。 

4． 19世紀被大覺醒運動影響最深的宗派。(a) 英國﹕聖公會 Church of 

England (Anglicanism)﹕所謂「福音派」(Evangelical Party)就是被衛斯理等

復興領袖影響的聖公會人士。(b) 美國﹕長老會  (Presbyterian)，公理會

(Congregationalist)，浸信會(Baptist)，衛理公會(Methodist)。因此，英美的

發展有些不同，可是大覺醒運動的影響，的確散佈在不同宗派中。 

5． 浸信會的發展﹕本來是改革宗的，是清教徒運動的份子，除了在洗禮的

問題上採取浸禮的觀點以外。浸信會的信仰告白﹕London Confession of Faith, 

1689﹕絕大部分與《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相同，洗禮觀除外。19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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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阿米念神學在浸信會圈子（指美國）抬頭。1970年代以來，改革宗

神學開始再次影響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6． 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 1870年代傳進美國，首先影響的是長老會。因

此長老會圈子裏，多年來有一批時代論人士。梅欽 (J. Gresham Machen) 

帶領保守份子離開長老會，1936念成立信正（正統）長老會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裏面就有一批時代論人士，1936-1937分裂，成立

「篤信聖經長老會」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中譯根據新加坡，馬來

西亞地區的宗派名稱)，領袖﹕Carl McIntyre。 

7． 來華宣教士不少是長老會牧師。不過﹕（一）長老會宣教士中有不少杰

出份子是自由派的（例如﹕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1916-46燕京

大學校長，1946被委任為美國駐中國大使；賽珍珠 Pearl Buck等），

（二）也有基要派的（如﹕1949年前的華北神學院教授 O.T. Allis，曾在

威敏斯特神學院任教）。（三）一些長老會宣教士由內地會 (China 

Inland Mission) 或宣道會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差遣來華；

（四）一些改革宗的宣教士不從事開拓教會。 

8． 不過，長老會或荷蘭改革宗在中國種植的教會，包括山東、潮州、閩南

等地區，後者成為 1927成立的「中華基督教會」的前身。 

9． 因此﹕改革宗神學與長老會傳統的影響力，散佈在不同圈子，並不集

中。 

 
 

III． 一個建議﹕「貢獻」的觀點 (The Contribution Perspective) 

 

1． 福音派以相信《聖經》無誤為標準。例﹕《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Inerrancy, 1978)，《劍橋宣言》(Cambridge Declaration: 

Alliance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 1996)。德國有一所（美國背景的）神學

院，教授們包括改革宗和時代論的學者，他們簽名認同《芝加哥聖經無

誤宣言》，以見證兩派共同的信仰。太好了！ 

2． 我個人的立場是﹕改革宗，阿米念主義（衛斯理派），時代論是福音派

大家庭的成員。 

3． 我們要學習認信，也要學習合作，尊重，欣賞他人。 

4．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我們宣講改革宗神學。我們認為，改革宗傳統裏有

很多寶藏，須要被發掘，貢獻給福音派大家庭的弟兄姐妹。 

5． 我的立場，並不代表所有改革宗（特別是華人）領袖的看法；可能比較

一些其他領袖的看法來得微妙、複雜，不容易表達。 

 
 

閱讀﹕ 

029A。林慈信，「消除誤會，推薦寶藏」。 

029B。《劍橋宣言》中譯本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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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課    神學學習﹕認識上帝（本課程上半學期內容溫習） 

 
 

I． 重生，成聖，神學教育 

1． 重生與悔改 

2． 律法主義與律法主義 

3． 上帝的呼召塑造（同一碼事）﹕整個人生 

4． 事奉哲學的重要性 

 

II． 認識上帝﹕三個視角  

1． 認識上帝 = 守約順服 

2． 處境的視角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3． 準則的視角 Normative Perspective  

4． 存在的視角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5． 解釋上帝的話，等與應用上帝的話 

 

III． 從教會論看蒙召與傳道事工 

1． 教會的目標﹕敬拜，造就，見證 

2． 教會的事工﹕話語事工，治理事工，憐憫事工 

3． 教會的職事﹕長老（牧師 / 傳道；治理長老），執事端 

4． 恩賜與呼召 

5． 裝備種種﹕正式 Formal，半正式 Non-formal，非正式 Informal 

 

IV． 上帝的不可知性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  

1． 上帝對自己的認識，和對宇宙（被造物）的認識 

2． 上帝的不可知性與奧秘﹕奧秘與神秘主義的不同 

3． 上帝的知識與我們對祂的認識﹕上帝啟示的預旨 

4． 上帝的可知性 Knowability of God﹕具體在時間、空間的啟示 

 

V． 普遍啟示 General Revelation  

1． 上帝透過自然（創造）與在人心（思想）中啟示 

2． 普遍啟示的清晰性 Perspicuity  

3． 人類阻擋普遍啟示 

4． 文化是什麼？不是普遍啟示，連影子（腳印）都不是 

 

VI． 特殊啟示﹕《聖經》 

1．《聖經》的四種屬性﹕必須性 Necessity of Scripture，權威性 Authority of 

Scripture，清晰性 Perspicuity of Scripture，完備（足夠）性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2．《聖經》的默示 Inspiration  

3．《聖經》的無誤 Inerrancy  

4．《聖經》的正典 Canon  

5．聖靈對《聖經》的見證 Internal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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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聖經》神學 Biblical Theology  

1． 救贖歷史的統一性與漸進性 History of redemption: unity and progression  

2． 「約」Covenant  

3． 「天國」Kingdom  

 

VIII． 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基督新教敬虔與復興運動 

1． 天主教與我們﹕權威問題 

2． 天主教與我們﹕接受救恩方法的問題 

3． 天主教與我們﹕功勞與中保的問題 

4． 什麼是復興運動？復興 Revival 與復興主義 Revivalism的不同 

 

IX． 改革宗，阿米念主義，時代論 

1． 福音派大家庭的觀念 

2． 加爾文主義五要點 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完全的墮落 Total depravity  

無條件的揀選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有限的贖罪 Limited atonement  

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聖徒的堅忍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3． 兩種阿米念主義 Arminianism 

4． 時代論 Dispensationalism 與改革宗（聖約神學 Covenant theology）不同的

重點﹕新約是「新」的約？或新約是新「約」？ 

 
 

閱讀﹕ 

030A.《聖經新辭典》﹕「知識」，「智慧」，「順服」，「信心」，「權威」。 

“Knowledge,”  “Wisdom,” “Obedience,” “Faith,” and “Authority”  (from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78 

第三十一課    上帝的屬性 Attributes of God  

 
 

I．引論﹕《威敏斯特小要理問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問﹕上帝是什麼？ 

答﹕上帝是個靈，祂的本身（存有），智慧，權能，聖潔，公義，良善，和真理，

都是無限的，永恆的，和不變的。 

Q.  What is God?   
A.  God is a spirit, infinite, eternal and unchangeable in his being, wisdom, power, holiness, 
justice, goodness, and truth.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II．我們能認識上帝嗎？（重溫） 

 

1． 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新正統神學 Neo-Orthodoxy﹕我們只能從上帝啟

示（話語）的見證認識祂，而不是認識祂自己。 

2． 神秘主義 Mysticism﹕上帝是隱藏的。顯露的上帝，還是隱藏的上帝。 

3． 傳統說法（自從早期教父 Early Church Fathers）﹕我們僅能認識上帝的

屬性，不能認識祂的本質。 

4． 我們只認識上帝與我們設立的關係中的上帝，而不是認識祂自己。 

5． 上帝是無所不知的，祂所知的，盡都透知。上帝在祂無限的智慧泉源

中，選擇（預定）了要向人啟示祂自己。因此，上帝在時間、空間「具

體地」啟示了祂自己。因此人能認識上帝，認識自己，認識他人，認識

宇宙。 

 
 

III．上帝屬性的分類 

 

1． 不可傳遞的屬性，可傳遞的屬性 Incommunicable, Communicable 

attributes。 

2． 可傳遞的屬性﹕又稱「道德屬性」Moral attributes。 

3． 上帝啟示祂自己的屬性、作為，應許等，不是分隔的。 

4． 三位一體的每一位（聖父，聖子，聖靈），都有所有的屬性。 

5． 三位一體的每一位，和上帝的每一樣屬性，都不是祂的「部分」或「部

門」。上帝是不分「部分」或「部門」的！ 

6． 上帝的每一樣屬性，都包含所有其他的屬性（范泰爾）。 

 
 

IV．上帝的屬性﹕清教徒的教導一覽 (Stephen Charnock)   

 

1. 上帝的主權 Sovereignty of God（兼﹕創造、護理）﹕上帝是掌管萬有的君

王。祂的本性我們不能理解，祂的本質和一切的榮美無窮無盡。祂隨己意行

事，並不依靠我們；祂造我們的理智，情感和身體，又造了天使。上帝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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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受造之物不同的本性管理他們，都藉著祂無可測度的智慧。諸天，充滿

了上帝威嚴的榮耀；大地，充滿著祂賞賜的美物。否認或懷疑這樣的神，乃

是極大的愚蠢。否認上帝的存在若是愚蠢，我們認信上帝的人要常常想念

祂，這才是智慧。 

2. 上帝的永恆性 Eternity of God（兼﹕基督的神性）﹕上帝是永恆的，我們不

可以為祂有任何開始或終結；上帝也無變動或不定。…上帝是無始無終的，

正如祂的本質是無窮盡的榮美。...如此尊貴惟屬那位至高至尊者。上帝若是

永恆的，那麼基督乃是上帝。永恆是上帝的屬性，而聖經稱基督為永恆者

（西 1﹕17）。… 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都不改變（來 13﹕8）。

吩咐我們傳福音的不是一位新的，暫有的神，乃是世世代代之先永存的上

帝。 

3. 上帝的美善 Goodness of God（兼﹕罪的污穢）﹕上帝既只以美善為樂，受

造之物本來的美善，必需被恢復。受造之物的美善是上帝的榮耀，上帝所喜

悅的。因此我們可以推論，罪是多麼卑鄙，敗壞；罪是造成世界變壞的根

源。罪使世界殘舊不堪。罪顛覆了上帝的創造。我們必須視罪為上帝所恨惡

的，因著罪的緣故，上帝為祂所造的擔憂；罪是人間和宇宙痛苦和滅亡的泉

源。 

4. 上帝的不變性 Immutability of God﹕上帝是毫無沒有變動的；相反的，受造

之物是能變的，能朽壞的。上帝本身，上帝的性情，和所有的屬性，都是絕

不改變的。上帝的旨意，祂所定意的絕不改變。… 上帝預旨的一定不變

更；祂所應許的必然成就。… 上帝是主耶和華，因此祂必成就自己的話

（瑪拉基 3﹕6；賽 43﹕13）。… 《聖經》所預言而還未應驗的事，都是帶

著條件的。因此尼尼微將被毀滅，除非那裏的居民悔改；而他們事實上悔改

了。上帝若像變色蟲一樣，每天變換顏色，向這樣的上帝禱告，能得到什麼

安慰？上帝的不變性乃是我們安慰的堅固根基，鼓勵我們充滿著盼望，信

心。上帝若是我們的上帝，祂的不變，和其他一切的本性都是我們的，這些

榮美都帶給我們益處。我們越親近祂，我們裏面就越充滿穩固；我們越遠離

祂，我們就越易變。…讓我們渴慕那些靠近祂的事情﹕就是基督的正義，永

不朽壞；聖靈的恩典，永燒不盡。這些屬性，就是神本性中無窮擁有的，我

們也可盡受造之無的能力獲得，雖然我們的屬性乃是有限的，可是靠著祂的

恩典可以是不變的。 

5. 上帝的無所不在 Omnipresence of God（廣大性 Immensity of God）；上帝無

所不在的屬性，對罪人來說應是多麼可怕的意念！上帝是不可窮究的，祂在

世界每一個角落；人若想像有什麼避難所可以逃離祂，是多麼的愚蠢！上帝

無所不在，這對義人是安慰，對惡人是恐怖。上帝無處不與祂的子民同在， 

流露，傾倒祂的美善。上帝的無所不在，在凶惡的試探和極大的痛苦中是我

們的安慰，激勵我們行事為人聖潔。與上帝交通，主要是重整我們的生活，

好像我們活在那位看不見的上帝面前一樣。因此讓我們祈望，正如上帝以祂

的本性充滿天，充滿地，祂也以祂的恩典充滿我們的理智，我們的意志。 

6. 上帝的無所不知 Omniscience of God﹕「耶和華本為大，大有能力。祂的知

識無窮盡。」（詩篇 148﹕5）上帝是偉大的，同時祂是無所不知的。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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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他面對著一位無知的神明，他們必無法無天，終日犯罪，不過敬虔的生

活。上帝知道過去，現在，未來的事。他認識每一個被造之物，從最高到最

小，最大的。上帝知道每一個受造之物的作為，和他們的思念。上帝進入到

靈魂的深處，察驗人心中的計謀；沒有事情祂 不參透（來 4﹕12-13）。上

帝察驗人思想和意志的所有活動，和一切被造物的邪惡和罪行。聖經中先知

的話語都彰顯上帝無所不知這個屬性。先知的話好像洋燭，從上帝無所不知

的火炬被燃亮；他們不可能從自己得到預知。先知所預言的是將來的事，這

是先知的職分。上帝預知一切的事，因為上帝是永恆的，一切的事對祂都如

現今一樣。所有事物都在上帝面前，祂都知道；雖然這些事物，按照他們的

本性，有過去與將來之區別。上帝預知人意志的決定，甘願犯罪的意願。我

們救主捨命時的情景，邪惡的環境，祂被人所刺，所喝的苦杯，不都在經上

預言嗎？這些豈不都是人自願的作為，沒有被逼，甘願所作的嗎？上帝的預

知與人的自由意志，人若不能完全結合，怎麼辦？我們因此否認上帝的一項

屬性，為支持我們自己的自由嗎？我們寧願稱上帝為無知的，控告祂是瞎眼

的，好叫我們維持我們的自由嗎？上帝預知一切的事，然而我們人，有靈魂

理智的人，還有自由，這是確定的事實；可是如何將兩者結合，可能超過人

的理解能力。上帝對一切事物的認識，都是無謬無誤的。祂的理解是無限確

定的。因為無所不知是祂的本性，祂的本質不可能有瑕疵，祂的理解也不可

能有差錯。祂的計劃都沒有任何錯誤，就好像祂的本性是完全一樣。上帝若

不是無所不知，怎能賞賜為善的，懲罰作惡的人？人的行為是否應受獎賞或

懲罰，不在乎外在的情況，而在乎心裏的動力和動機，和心中隱藏的毒素。

對人要有正確無誤的判斷，必需分辨人心中所隱藏的。缺少這種洞察力，不

能按正義對待人。因此，宇宙至高的審判官不可盲目地頒發判斷，賞賜或懲

罰。洞悉人心的隱秘，是上帝的榮耀（林前 4﹕5）。 

 
 
 

閱讀﹕ 

 

031A．Stephen Charnock, 《上帝的存在與屬性》，選錄。 

031B．Wayne Grudem, Systematic Theology， 「上帝的屬性」選錄。 

031C．伯克富，《系統神學》，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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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課    上帝的自存性﹕自含豐滿與絕對的位格（范泰爾的上帝觀） 

Self-Existence of God: Self-Contained Fulless and Absolute Personality 
 

I．自存 Self-existence, or Aseity of God的定義 

 

1．定義﹕「上帝在任何意義上，與任何在祂以外的存有都是不相互依存的  

(correlative) ，也不依靠祂以外的一切存有。上帝是祂自己存有的來源；或者

應該說『來源』這詞不適用在上帝身上。上帝是絕對的。上帝對自己是自足

的。」 (DF2, 9.)   

 

2．范泰爾常說「上帝是自含的」 (self-contained)。   

 

3．上帝的自存，包含其他屬性﹕「上帝所有其他的屬性（美德）都包括在

祂的自存 (aseity) 裏。」(IST, 206.)   

范泰爾將上帝不變性的教義建立在上帝的自存上﹕「顯然的，上帝不會改

變，祂不能改變；因為除了祂自己永恆的存有(eternal Being)之外，祂不靠任

何其他的事物（瑪 3﹕6，雅 1﹕7）。」 

 

4．上帝的不變性既是建立在祂的 「自含豐滿」 (self-contained fullness) 上，

它與亞理斯多德「不動的動者」(unmoved mover) 的不變性就是相反的。後

者只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在思想它自己 (IST, 210)。 

 
 

II．從上帝的「自含」到「自含豐滿」﹕與世俗的延伸法，否定法對照 

Extrapolation, Negation  
 

1． 所有嘗試建構完整的形而上學系統，都有一個「自含」﹕第一因 

(uncaused cause)；終極的物理粒子；現實中抽象的一致性(abstract 

unity)；抽象的形式 (abstract form，也稱為 「相」)；機率性 (pure 

change) ；或隨意性 (randomness)。這些主張的基礎，要就是從有限的

現存延伸 (extrapolation)，不然就是否定有限 (negation)，試圖藉著這

些方法達到無限 (infinity)。 

 

2． 延伸法－按一般哲學家的作法－會引致一個所謂「自含」的存有，可 

是它不過是有限宇宙的擴大而已。 

3． 否定法則會引致另一個「自含」的存有－它是「自含」的，正因為它

沒有正面的屬性。 

4． 延伸法並不引致上帝，只將人帶到一個更大的宇宙而已；否定法則 

導致虛無。兩條路都無法通到聖經中上帝的「豐滿」那裡；它們都把

人領入「一圈」思維，而非「兩圈」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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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范泰爾為什麼反對世俗的延伸法與否定法 

 

1．延伸和否定並不是不合理，可是范泰爾反對哲學和神學歷史上延伸和否 

定的典型作法。論到（上帝的）無限，他說﹕「我們必須用否定法來形容這

個屬性。」(IST, 211.)  「可是，正確的使用否定法，是至為重要的。」(IST, 

211.) 
 

2．不正確的否定法是「抽象」的，因為它﹕「只不過將時間、空間等理

念，減去按序、延續 (succession, continuity) 等特徵，以致達到永恆、無所不

在等理念。可是當我們接受這種勸告的時候，我們達到的終點，是與上帝存

有的豐滿完全相反的一端。我們將來到純粹的虛無。」 

 

3．「因此，我們需要上帝那言語不能盡述的『存有的豐滿』，作為我們對

於時間、空間等理念的預設前提；然後減除這些理念裏，因為它們是上帝所

造的緣故而有的限制。若這樣作，我們的『否定』就是神本的 (theistic)。上

帝是那麼的圓滿、豐富，以致當我們論及祂而必需使用『否定』時，都不能

不先預設祂存有的豐滿。」 (IST, 211-212.)   

 
 

IV．絕對的位格 Absolute Personality  

 

1． 是「絕對」又是「位格」﹕范泰爾以「自含豐滿」 (self-contained fullness) 

來歸納他的神論。他也以「上帝是絕對位格」 (absolute personality) 來總

結這教義。「絕對」  和「位格」 兩個詞同樣重要。有些非基督教的系

統（例如：多神宗教和各種現代的「人格主義」 哲學）都設置了某一種

有位格的神明，可是這些「神」不是絕對者，因為它們都不是自含的

神。其他一些非基督教的系統則接受某一種絕對實存，可是這些絕對者

是非位格的。唯有在《聖經》的教導裏，絕對性和位格性結合在最高的

存有（上帝）裏面。 

2． 《聖經》的位格主義的重要性﹕范泰爾的「位格主義」是這是他思想中

的重要主題之一；甚至從他寫作生涯的早期開始，「位格主義」就是非

常重要的主題。 

3． 「位格主義」與「代表原則」﹕范泰爾借用了位格主義的觀念（範

疇），來護衛「亞當是人類的頭與代表」此一教義﹕「毫無疑問地，三

位一體裏有完全的『位格際』的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因此我們可

以斷言，所有『人的動作』都是有位格的 (personal actions)。人的環境充

滿著位格性 (personality)，因為萬物都與這位無限、有位格的上帝有關。

可是，當我們說人類的環境完全充滿著位格時，我們也同時建立了『代

表原則』此一事實 (representational principle)。人類一切的行為，必然代

表了上帝的作為。三位一體中每一位的作為，都代表其他兩位。祂們是

彼此代表的。祂們是徹底地彼此代表 (exhaustively representational)。而人

因為是受造者，因此他的思想、感覺、意志的決定，都必須代表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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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 78-79; 參 p. 97.) 因此，「上帝的創造除了用代表性的計劃 

(representational plan)，沒有其他可能。」(SCE, 79.)   「由於上帝設定了一

個整體的計劃，每一個有限的人的每一個動作，都影響後來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動作。」 (SCE, 79.)   

4． 不符合《聖經》的位格主義，其實是非位格主義﹕范泰爾有時會討論所

謂「位格主義」的理想主義（如：鮑恩 Bowne、柏瑞門 Brightman等）

和所謂的「我－祢」神學，（如：Buber 和 Brunner等）。這些哲學和神

學都用位格主義的措辭，可是它們都拒絕歷史上正統基督教（即聖經）

中那位絕對的上帝 (absolute God)。范泰爾認為這些觀點其實都是非位格

主義的 (impersonalistic)，因為它們讓上帝服在偶然、孤存事實、抽象邏

輯等非位格的原則之下。(SCE, 176-182 論鮑恩； IST 165-166, 論現代自由

派神學家們。) 同樣地，亞米念和路德宗的神學，由於他們限制「上帝

的主權」，好為「人的行為」留下空間，而「人的行為」都源自於偶然

或受造物的自主性，因此他們的神學也是非位格主義的。 按照亞米念的

觀點：「道德的行為或不道德的行為，都必須發生在一個完全非位格的

處境裏。」 (SCE, 87. 論路德宗神學，參頁 65-80.) 范泰爾也批判了哲學上

的決定論， 因為它也是非位格主義的。 (DF2, 62; CTETH, 35; JA 16. 范泰

爾強調加爾文主義不是哲學上的決定論。  )   

5． 聖約神學，真正的位格主義﹕從正面來說，范泰爾指出，加爾文是一位

真正的位格主義者。他認為加爾文關於「人的意志」的教義，是「給完

全非位格主義指出一條出路。」 (DF 2, 98; 參 CTETH, 207; CFC, 23.)  他

知道，「唯有聖約神學對實存的解釋是全然位格主義的。」 (DF 2, 98.)  

加爾文在 《基督教要義》 開宗明義的指出，人對自己的認識是依靠他對

上帝的認識；反之亦然。他的預定論教義絕對不是非位格主義的決定論 

(determinism)；他認為在大自然和歷史中所發生的每一個事件裡，人與上

帝的關係都是位格與位格之間的關係。 （關於范泰爾的位格主義，參﹕ 

CTETH, 19, 250-251; IW, 28; JA, 16; ICG, 5, 29; TG, 9.） 

 
 

范泰爾部分著作簡稱﹕ 

DF = Cornelius Van Til, The Defense of the Faith. 
IST = Cornelius Van Til,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Theology. 
SCE = Cornelius Van Til, Survey of Christian Epistemology.   
JA = Geehan, ed., Jerusalem and Athens.   
IW = The Inerrant Word by the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Faculty.   
 
 
 

閱讀﹕ 

032A．范泰爾。 

032B．范泰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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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課    三位一體的教義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I． 三位一體﹕教義，奧秘 

 

II．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第三章 論上帝與三位一體 

三、上帝是獨一的上帝，但祂裡面有三個位格，同屬一個本質，權能相同，同樣永

恆，這三個位格就是：父、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父不屬於、不受生於、也

不出於任何其他來源；子在永恆裏為父所生；聖靈在永恆裏由父和子而出。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there are three persons, of one substance, power, and  
eternity: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and God the Holy Spirit. The Father is of none, 
neither begotten nor proceeding; the e Son is eternally begotten of the Father; the Holy 
Spirit eternally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II． 我們的信仰﹕三位一體的教義（總結） 

 

只有一位上帝，以三個位格存在。 

There is only one God (Godhead), Three Persons. 
 

聖父是上帝。 

聖子是上帝。 

聖靈是上帝。 

The Father is God.      Deity  
The Son is God.      Deity  
The Spirit is God.      Deity  
 

可是，聖父不是聖子。 

聖子不是聖靈。 

聖靈不是聖父。 

The Father is not the Son.     Personhood  
The Son is not the Spirit.     Personhood  
The Spirit is not the Father.     Personhood  
 

聖父是父。 

聖父乃是聖子之父。 

聖父在永恆裡是聖子之父。 

The Father is the Father.     Eternal generation  
The Father is the Father of the Son.  
The Father is the Father of the Son in eternity.  Immanent, necessary  
 
 

聖子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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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子乃是聖父之子。 

聖子在永恆裡是聖父之子。 

The Son is the Son.      Eternal generation  
The Son is the Son of the Father.  
The Son is the Son of the Father in eternity.   Immanent, necessary  
 

聖靈是靈。 

聖靈由聖父而出。 

聖靈由聖子而出。 

The Spirit is the Spirit.  
The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Eternal procession  
The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n eternity.   
 

只有一位上帝，不是三位上帝。 

There is one God, not three.   
 
 
 
 

閱讀﹕ 

034A．「早期教會信仰真偽辨。上帝，聖父，聖子﹕我們的信仰。」 

034B．「早期教會教義真偽辨﹕尼西亞會議 (325 AD) 前的上帝論，基督論」。 

034C．「尼西亞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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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課，第三十六課    人的自由意志﹕具體的思維（四種狀態）Free Will of 

Man: Concrete Thinking  
 
 

I． 對於自由意志（和預定）的一些誤解 

 

1． 有人以為﹕上帝若預定一切，人就沒有真正的自由選擇 (genuine choice)

了。這是一個《聖經》不容許我們作的邏輯結論。《聖經》的確教導預

定（所謂「預定論」最好被稱為「預定的教義」，因為《聖經》裏有教

導，而且經文很多）。可是《聖經》從來沒有否認或抹煞人有真正的選

擇。 

2． 問題是﹕我們的邏輯有限，且有問題；不是上帝有問題，不是《聖經》

有問題。其實﹕《聖經》沒有教導，上帝既然預定，人就沒有自由了。

相信預定、教導預定教義的神學家﹕奧古斯丁，加爾文，清教徒，司布

真等，都沒有抹煞、沒有否認人有真正的自由選擇。 

3． 又有人以為﹕人生下來就有（絕對的）「自由意志」。「上帝造人，給

人自由意志。」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自由意志」這個名詞，從來沒

有在《聖經》出現過！所以我們若要用這個名詞，就必須給「自由」，

「意志」(will)，和「自由意志」(free will)一些合乎《聖經》的定義。 

4． 「自由意志」的定義若是絕對「想作什麼，就可以作什麼」，那麼這種

定義近乎，或等於「隨意性」(arbitrariness)或「任意性」(capriciousness)。

人從來就沒有擁有過這種自由！這不是《聖經》的教導。 

5． 「隨意性」是一個幻想。人間的法庭從來不會按照這個定義來審判被告

者的！這也不是上帝審判人的標準。  

6． 不過我們可以理解，有些在傳統或其他社會體制下長大的，會嚮望更多

的行動、生活、就業、搬遷等的自由。這種是「從」某些限制釋放得自

由(freedom from something)。（注﹕《聯合國國際人權宣言》，和《美國

獨立宣言》等不是《聖經》的教導，乃是《聖經》的教導被人世俗化來

應用 (a secular application of it)而已。兩者不可混淆。）《聖經》講的，不

單是這些「人權」﹕從饑餓、貧窮等獲得自由。而是「以致什麼」的自

由(freedom unto something)﹕人得自由，以致能榮耀上帝，幫助別人，造

就教會，推廣天國，等。 

 
 

II． 自由意志（道德責任）Free Agency (Moral Agency) 

 

1． 我們生下來就有自由選擇，可是它是一個有限的人所擁有的，是一種有

限的自由選擇。雖然是有限的，卻是真實的自由。 

2． 我們的自由必然是「順性的自由」 (compatibilism)﹕我們所擁有的自由，

是符合我們身為人、上帝所創造的、有祂的形象、有限的人的本性的自

由。我們的自由是順我們的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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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是有「意志」(will)的人。「意志」的意思是﹕我們所作的，都是從

我們的「內心」（或「心」）發出，都符合我們的本性。我們的本性若

是聖潔的，那麼我們意志所選擇的決定，必然符合我們聖潔的本性。我

們的本性若墮落了，那麼我們意志的選擇，也必定符合我們墮落了的本

性。（這樣來區別不同本性中的自由，是改革宗神學的特點。很多基督

徒沒有這樣去想。） 

4． 因為自從上帝創造亞當以來，我們有四種不通的「內心」，不同的「本

性」。因此，我們必須「具體地」討論每一種狀況下的「內心」，每一

種狀況下的「自由」（見下）。這是很多神學家不願意作的，也是很多

基督徒沒有想到的。 

5． 上帝創造人，賜給人一個有限的，可是真的自由選擇。這自由選擇同時

帶有道德責任（moral agency）﹕人必須為自己的選擇承擔所有後果。 

6． 結論（很多不符合《聖經》的神學和哲學不願意承認）﹕ 

 

            自由意志 = 真正選擇 + 道德責任 + 承擔後果。 

            Free will = real choice + moral responsibility + accountability for consequences.   
        

 

III． 人的四種狀況 Human Nature in Its Fourfold State  

 

1． 人自由嗎﹖ 

狀況一﹕有著有限的，真正的自由選擇。 

狀況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狀況三﹕恢復真自由，能順服神。 

狀況四﹕獲得完全的自由。 

2． （第一種狀況﹕）起初上帝創造人。無限的上帝創造了有限的人，給人

有限的、可是真正的自由選擇，加上道德責任。人必須承擔自己所作一

切事的後果。（創 2章。） 

3． 上帝所創造的人，是一個 (能/須) 回應祂的約的被造者 (covenant 

responder)。 

4． 上帝不是在真空裏賜人自由的。（這是很多不符合《聖經》的自由觀背

後的假設。）上帝給人這種「自由+責任」，是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

上帝創造了萬物，還向人說話。這是人的「選擇+責任」的「處境」。

（創 2章。） 

5． 換言之，人不斷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coram deo)；而不是活在真空 / 自

主之中。（這種「在祂面光之中」的處境，就是「約」的處境。） 

6． 上帝造人的「心」（良心，內心，靈魂）是積極地聖潔、公義、智慧

的，不是中性的（弗 4﹕24；西 3﹕10）。這是第一種狀況。 

7． 人透過犯罪，誤用了他的道德自由/責任。 

8． 現在，墮落了的人（在第二種狀況）只有犯罪、抵擋神、背叛上帝的

「自由」(free only to disobey)。《聖經》說，人死了，死在罪惡過犯中

（弗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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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真自由只有在主耶穌基督裡恢復（羅 6章，加 4-5章）。重生得救的人

能，也應當學習順服上帝，愛祂，討祂的喜悅。這是第三種狀況。 

10． 重生得救的人，是從罪的刑罰裡釋放出來，自由了。他不再被定罪（羅

8﹕1）。重生得救的人，是從律法的重擔釋放出來，自由了。 

11． 重生的人，是從罪的權勢釋放出來，也不斷的繼續從罪的權勢釋放出

來。這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過程。(Fact: Freed from sin.  Process: being 

freed from sin.)  

12． 基督徒的確還會犯罪，還有犯罪的傾向（羅 7﹕14-25）。 

13． 在永恆（天堂）裡，我們將完全從罪本身釋放出來(freed from the 

presence of sin)，不再犯罪。（這是第四種狀況。） 

14． 還沒有到永恆的天家時，在今生，基督徒要用我們的「自由」來服侍上

帝，服侍他人。（羅 6章，加 5章。） 

15． 這就是上帝如何運用祂的「自由「（主權）的方法﹕祂成了僕人﹗ 

 
 
 

 

   溫習﹕ 

 
Condition #1: Before Adam fell, he was free to obey God. 

狀況 1 ﹕亞當沒有墮落之前，他有順服上帝的自由。 

   
Condition #2: After Adam fell, all people are free only to disobey God.   

狀況 2 ﹕亞當墮落之後，全人類都只有不順服上帝的自由。 

 
Condition #3: After man is born again, man is free again to obey God.  But man 
does sin.  Man is free from the punishment of sin.  Man is freed from, and is 
increasingly (continues to be) freed from the power of sin.     

狀況 3 ﹕一個人重生之後，他/她再次得到順服上帝的自由。可是，人還會 

犯罪。人從罪的懲罰中釋放了。人從罪的權勢中被釋放出來 / 繼續不斷的 

被釋放出來。 

 
Condition #4: In heaven, man will be free only to obey God.  Man will be free from 
the presence of sin.   

狀況 4 ﹕在天堂裡，人只有順服上帝的自由。人從罪的本身釋放了，再不 

會犯罪。 

 
 

IV． 真自由﹕自發性，自決性，動力 

 

一個從罪的懲罰，權勢釋放出來的自由人（基督徒），應該是一個滿有自發

性，自決性，和動力的人 (spontaneity, self-determination, momentum)。他不用外

在的催逼、壓制，懂得喜愛榮耀上第，服事祂，遵受祂的律法。因此，若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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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上帝的主權就抹煞人的自由（動力，自決等），是《聖經》從來就不作，也

不允許我們作的邏輯推論。 

 
 

V． 上帝的自由 

 

上帝是隨意，或任意的 (arbitrary) 嗎﹖不是的。上帝也沒有給人「隨意性」 / 

「任意性」這種自由。上帝自己的自由，乃是指祂的主權。上帝是宇宙中唯一

的一位，可以說是絕對憑己意行萬事的。可是，當上帝施行祂的旨意時，一定

是按照祂的本性、祂的聖潔、祂的計劃、和祂所賜的應許而行的。從這個角度

看，上帝並不 「隨意」(arbitrary) ，祂從不「任意」（任性，capricious）﹗ 

 
 

閱讀﹕ 

035A．賀治，「阿米念主義」（取自 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035B．《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九章﹕「自由意志」。 

035C．林慈信，「人的四種狀況」。(Man in his Fourfold State.) 

035D．傅蘭姆論范泰爾論上帝的主權與人的自由(John Frame on Cornelius 

Van Til’s View of God’s Sovereignty and Man’s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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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課    亞當與人類的墮落﹕亞當的罪的歸算 Fall of Mankind: The 

Imputation of the Sin of Adam 
 
 

I． 原罪面面觀 Original Sin 

 

1． 有人相信人生下來性本善。（伯拉糾 Pelagius，孟子，自由派神學，如﹕

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等。） 

2． 心理學理論家，很多是相信人性本善的。這是與《聖經》直接衝突的人

觀。注﹕心理學理論目前與新紀元運動理論結合，後者即與邪靈交接的

宗教思想。新紀元運動的人觀是﹕人根本就是上帝。（參﹕

www.chinesechristiandiscernment.net 。） 

3． 有人不相信原罪，只相信本罪。（伯拉糾 Pelagius。）天主教的教義，和

原本的阿米念主義，是伯拉糾主義的翻版，或是半伯拉糾主義(semi-

Pelagianism)。 

4． 有人相信原罪，卻不教導，不宣告它的嚴重性。（多位福音派領袖。） 

5． 有人認為，原罪是遺傳的。（天主教的觀點，不是正統基督新教觀

點。） 

 
 

II． 亞當﹕人類的代表，人類的頭 Adam: Head, Representative  

 

1． 問題是﹕上帝不是攪個人主義的！上帝對待人類的方法，不是現代四方

世俗的個人主義(secular humanism in the modern west)。離開了上帝，人不

可能建立自己的身份 (identity)，人不可能認識自己是誰。 

2． 不過，話說回來﹕每一個人必須本著自己的良心面對上帝，面對將來的

審判。（這不是現代西方世俗的個人主義。） 

3． 上帝也不是攪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抹煞個人的身份。上帝

既不是個人主義者，也不是極權主義者。上帝對待人類的方法是﹕與人

立「約」(covenant)。 

4． 「約」裏的一切條件與款項，都是由盟主訂的。「約」有約主；中保，

和約民。 

5． 「中保」就是在約主面前代表約民的。亞當就是這樣的一位代表，他是

人類的代表，人類的頭。 

 
 

III． 亞當一人犯罪的結果 （羅 5﹕12-21） 

 

1．因為亞當一次的犯罪，罪就進入世界，死臨到眾人。 

2．因此「眾人都犯了罪。」（羅 5﹕12）意思是﹕眾人都在亞當裏，由亞當作

代表，犯了亞當的罪。 

3．眾人成為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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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眾人面對上帝的審判，都被定罪。 

5．眾人都死了，死臨到眾人。 

6．死作王。 

 
 

IV． 墮落的人能行善嗎？（羅 2﹕12-16） 

 

1． 眾人，全人類都死在罪惡過犯中。 

2． 可是，有些人，有些時候，的確行律法上所要求的事。 

3． 他們這樣作，是表明律法的功用﹕律法有約束人的功用。 

4． 可是，他們的好行為，並不帶來上帝的稱義，並不帶來得救（永生）的

確據。只帶來良心「或以為是，或以為非」的「肯定與非肯定」（羅

2﹕14-16）。 

 
 

閱讀﹕ 

037A．《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六章﹕「論人的墮落，罪惡與刑罰。」 

037B．《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六章﹕「論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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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課    挽回祭，贖罪祭 Propitiation, Expiation/Atonement 

 
 

I． 救贖 (Redemption) 的意義 

 

《《聖經》用詞的豐富 

1． 與神和好 – Reconciliation  

2． 贖罪 – Expiation, Atonement   

3． 挽回祭 – Propitiation – 羅 3﹕25 

 
 

II． 挽回祭的意義 Propitiation  

 

1． 聖潔的上帝對罪的回應﹕忿怒 

2． 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平息父上帝的忿怒 

            羅 1﹕17上帝的義 

            羅 3﹕21上帝的義現在顯明了 

            羅 3﹕23-24耶穌基督贖罪 

            羅 3﹕25耶穌基督被設立為挽回祭 

 
 

III． 福音派神學對「挽回祭」的態度 

 

1． 一些福音（基要）派的誤解﹕以為「挽回祭」就是耶穌基督將我們從魔

鬼的權勢挽回到光明的國度裏。 

2． 一些神學家的忽略（故意？）。 

3． 聖經翻譯﹕NIV把「挽回祭」放在注腳裏。 

 
 
 

閱讀﹕   

038A．慕理，《羅馬書注釋》選錄﹕3﹕21-23a。 

038B．慕理，《羅馬書注釋》選錄﹕3﹕23b-24。 

038C．慕理，《羅馬書注釋》選錄﹕3﹕25-26。 

038D．慕理，《再思救贖奇恩》摘錄，第二章﹕「代贖的特性」。 

038E．「新生命」福音單張。“A New Life,” gospel tract by C. John 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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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課    得救﹕本乎恩，藉著信 Salvation by Grace Only, Through Faith Only 

 
 

I． 得救面面觀 

  
 

II．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得救」的意義 

 

1． 救贖是上帝所計劃的﹕在永恆裏的揀選，「預旨」。 

2． 救贖是耶穌基督所成就的﹕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救了」祂要救

贖的人（不僅僅給人得救的可能性）。 

3． 救贖是聖靈所施行的﹕聖靈來到人的生命中，將主耶穌成就了的

救恩施行在罪人的生命裏。 

4． 救贖是我們領受，經歷的﹕藉信心，悔改，我們實在得到救贖的

恩典。 

 
 

II．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恩典」的意義 

 

1．      恩典﹕不配得的恩惠 Undeserved favor 

2．      恩典﹕上帝主權的恩惠 God’s sovereign grace 

3．      恩典﹕上帝的專愛（申 7﹕6-10） 

4．      恩典﹕上帝立約應許的恩惠  

5． 恩典﹕上帝成就祂所計劃的  

6． 恩典﹕上帝施行祂所成就的﹕重生的意義 

 
  

      III．「也因著信」 

 

1． 恩典是救贖的基礎；信心是領受救恩（得救）的方法，工具 

2． 信心與悔改 

3． 信心與行為（雅 2﹕21-24） 

 
 
 

閱讀﹕ 

039A．歐文，《聖靈論》﹕「重生的真義」。 

039B．林慈信，「信心的真義」（未定稿）。 

039C．慕理，《再思救贖奇恩》摘錄，第二部分，第四章﹕「信心與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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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課    恩典，好行為，律法 Grace, Good Works, & The Law  

 
 

I． 基督徒（基督教）的關注﹕功勞 (merit)問題 

 

1． 稱義﹕義是從外面來的（從基督而來） 

2．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相反詞 = 靠自己的行為（功勞） 

3． 信心是工具(means)，途徑﹕相反詞 = 各樣的好行為，例﹕守律法，守聖

禮 

4． 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對比﹕得救的憑據 (basis)﹕恩典 vs. 恩典 + 行為 

5． 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對比﹕得救的途徑（工具）﹕信心 vs. 信心 + 聖禮，

賠罪的好行為 

 
 

II． 「律」(law)與「律法」(the law)﹕保羅書信的用法 

 

1． 「律」=原則，掌控生命的原則。例﹕在我裏面還有另外一個「律」。 

2． 「律法」=上帝啟示的律法。律法是好的，屬乎靈（聖靈啟示）的。 

3． 律法的功用（羅 2章）。 

4． 律法的功用﹕責備。 

5． 靠守律法稱義﹕曲解《聖經》，曲解律法的人本宗教。 

 
 

III． 律法的功用﹕加爾文，《威敏斯特大要理問答》 

 

1． 對全人類﹕啟示上帝的聖潔和聖潔的要求 

2． 對沒有重生的人﹕訓蒙的師傅，人需要基督 

3． 對重生的人﹕基督如何代表我們遵守律法，代表我們承受因為我們違背

律法而配受的懲罰；我們應如何向基督感恩 

 
 

IV． 好行為與稱義﹕保羅與雅各 

 

1． 保羅處理的問題﹕人可以向上帝獻陳任何功勞（義）嗎？斷乎不可！ 

2． 雅各處理的問題﹕使人稱義的信心，可否是「死」的信心，沒有好行為

的信心？斷乎不可！ 

 
 

V． 信心（包括悔改），行為，稱義（功勞） 

 

1． 上帝在福音（恩典之約）裏吩咐我們要﹕信靠基督；認罪悔改；活出好

行為（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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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沒有任何人有足夠的能力（良善，聖潔，公義），能靠自己信靠基督，

認罪悔改，活出好行為（順服）。 

3． 我們必須依靠基督和聖靈，才能信靠基督，認罪悔改，活出好行為（順

服）。 

4． 當聖靈這樣在我們裏面動工的時候，祂改變我們的理性，意志和心；因

此我們甘心情願地，從內心發出信心，信靠基督，認罪悔改，然後活出

好行為（順服）。 

5． 我們這樣信靠基督，悔改，活出好行為，完全沒有任何功勞。我們只不

過是無用的僕人而已。我們被稱義，完全是因為上帝的恩典（見下）。 

6． 但是，當我們信基督，悔改，順服上帝的時候，上帝看我們在基督裏，

因為基督的義（功勞）的緣故，接納我們的信心，悔改，與好行為。 

7． 上帝接納我們的信心、悔改和好行為之同時，也接納我們；意即﹕稱我

們為義。 

8． 因此《雅各書》2﹕21-24是真理﹕我們得救不僅出於信，也出於行為﹕

不過這行為是沒有功勞的，功勞都在基督。 

 
 
 

閱讀﹕ 

040A．《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 16章﹕好行為。 

040B．《威敏斯特大要理問答》﹕律法的三重功用。 

040C．《聖經新辭典》摘錄﹕「律法」(Law)。 

040D．《聖經新辭典》摘錄﹕「行為」(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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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課    救贖秩序﹕傳統改革宗模式 Ordo Salutis (Order of Salvation) 

 
 

I． 什麼是「救贖秩序」？ 

 
 

II． 傳統改革宗的救贖秩序 

 

1． 呼召 Calling﹕上帝向我們作的。 

2． 重生 Regeneration﹕上帝（聖靈）在我們裏面作的。 

      呼召+重生=「呼召」（《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3． 信心 Faith。 

4． 悔改 Repentance。 

信心+悔改=回轉（conversion, 歸正）。 

 

5． 稱義 Justificaiton。 

6． 成為上帝的兒女（立嗣 Adoption）。 

7． 與基督聯合 Union with Christ。 

稱義（法律上）+成為上帝的兒女（家庭的歸屬）+與基督聯合（最親密的關

係）=上帝在基督裏要賜給信祂的人的恩典。 

 

8． 成聖 Sanctification。 

9． 聖徒的堅忍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10． （得救的確據 Assurance of Salvation。） 

 

11． 得榮耀 Glorification。 

 
 

III． 一些考慮 

 

1． 「重生在信心之前」的觀念﹕注重上帝（聖靈）的主權。救贖的施行是

由上帝（聖靈）主動施行、實行的。 

2． 因信稱義﹕信心是不可或缺的。上帝看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心，稱我

們為義。 

3． 稱義與成聖的關係﹕先後？層面？ 

4． 哪是主題？ 

 
 

閱讀﹕ 

041A．林慈信，「聖靈實施救贖」（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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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課    與基督聯合﹕五個層面；奧秘，神秘主義 

Union with Christ: Five Dimensions, Mystery, Mysticism 
 
 

I． 引論﹕救贖的實施 Application of Redemption (ordo salutis)﹕哪是主

題？ 

 

1． 聖靈施行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2． 與基督聯合。 

 
 

II． 與基督聯合 Union with Christ  

 

1．「在基督裏」是上帝在永恆裏所設立的關係。上帝在創世以先，就「在基督

裏」揀選了我們。 

 

2．基督在十字架和藉祂的復活所成就的關係。 

 

3．一個人在基督裏，就是在「恩典之約」裏，享受所有約裏的福分，也當盡一

切的義務。 

 

4．聖靈使我們與基督聯合。 

 

5．這是奧秘，也是事實。 

 

6．我們必須不斷操練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7．我們的敬拜，特別是聖餐（擘餅），是與基督聯合的特殊場合（典章）。 

 
 

III． 奧秘與神秘主義 

 

1． 與基督聯合，是奧秘。 

2． 可是，切勿攪神秘主義。 

 
 
 

閱讀﹕ 

042A．林慈信，「『與基督聯合』的教義的面面觀」。 

042B．《磐石之上》，「與基督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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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課    得救的確據；假信心 Assurance of Salvation; False Faith 

 
 

I． 得救的確據﹕教會的現象 

 

1． 有些人以為自己得救了，有得救的確據（把握），可是他們並沒有得

救，他們的確據是假的。 

2． 有些人真正信主，愛主，可是沒有確據。 

3． 有些人在信心的道路上獲得了得救的確據。 

4． 福音的好消息是﹕得救的確據，是上帝要賜給我們的（早晚問題）。 

 
 

II． 為什麼很多（真）基督徒沒有得救的確據 

 

1． 犯罪 

2． 沒有親近上帝（使用恩具） 

3． 魔鬼的試探 

4． 魔鬼的控告 

5． 教會不教導得救確據 

6． 有些教會不相信可以有得救的確據 

7． 上帝暫時隱藏自己 

8． 其他 

 
 

III． 得救確據的憑據 

 

1． 所有真正信靠基督，愛上帝，早晚可以得到得救的確據。 

2． #1﹕上帝話語的應許。 

3． #2﹕聖靈在我們心中的見證。 

4． #3 （或#2B）﹕聖靈諸般恩典 graces（美德）的外證（生命的改變）。 

 
 

IV． 附注 

 

清教徒對得救的確據的定義，和我們今天的定義，可能差得很遠！ 

 
 

閱讀﹕ 

043A．林慈信，「得救的確據」。 

043B．《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八章。 

043C．約翰歐文，《背離福音》（中譯本﹕只在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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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課    從罪的懲罰與權勢釋放 Freedom from the Punishment and Power of 

Sin  
 
 

I． 基督徒的困惑 

 

1． 我為什麼還是老犯罪？ 

2． 對犯罪的憎恨，討厭。 

3． 以為有生之年，可以達到「不再犯罪」的境界。 

4． 領受不合《聖經》的教導，以為若跟從一些途徑（秘方），就可以達到

「無罪完全」，「得勝」，「屬靈高原」，「被聖靈洗」等。 

 
 

II． 聖潔的重要性 

 

1．上帝在《聖經》裏清楚吩咐我們必要聖潔。 

2．這是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叫我們潔淨，成為聖潔。 

3．聖潔的生活，是一個活潑信心的唯一可靠證據。(Ryle.)  

4．聖潔的生活，是我們真心愛主耶穌的唯一證據。 

5．聖潔的生活，是我們作上帝兒女帝唯一可靠證據。 

6．我們若聖潔，就最有可能向他人行善。 

7．我們必須聖潔，因為今生的平安，安慰視乎我們是否聖潔。 

8．若沒有聖潔的生活，我們則沒有準備好到天堂享受天家的福分。 

（參﹕賴爾，《聖潔》，第三章。J.C. Ryle, Holiness, Chapter 3, “Holiness.”） 

 
 

III． 稱義與成聖的關係 

 

      1．稱義與成聖，都來自上帝白白的恩典。 

      2．稱義與成聖，都是基督按召永遠的「約」所成就的救贖大工的部分。 

      3．一個被稱義的人，必然是成聖的人；一個成聖的人，必然是被稱義的人。 

      4．一個人若要得救，必須被稱義，也必須成聖。兩者都是必須的。 

      5．稱義乃是上帝算一個人為義人，因為耶穌基督的義；宣告罪人的罪名不成 

立。成聖乃是上帝在人心中的工作，改變人使他具體的成為聖潔，公義，雖

然這聖潔還是非常脆弱。 

      6．我們被稱義所領受的義，不是我們自己內在的義，乃是從外在（耶穌基督） 

            來的義。我們被成聖所獲得的義（聖潔），是我們自己生命中的義，由聖靈 

            所作成，所賜予，雖然仍與我們的罪、污穢、不完全混雜在一起。 

      7．我們被稱義，一點不可依靠自己的行為（工作）。而我們成聖，必須要努 

            力；上帝吩咐我們要爭戰、儆醒、禱告、勞苦作成得救的工夫。 

      8．稱義乃是一次完成的工夫，人若相信，就完全被稱義。可是相對來說，成聖 

            不是一次完成的工夫，直到我們離開世界之前，不可能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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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稱義沒有什麼成長，增多的；一個人稱義，就是稱義直到永遠。可是成聖是 

           一項延續的工程，隨著人的生命不斷長大，成長。 

      10． 稱義是指我們自己（我們的位格）被稱義，指我們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我 

              們從罪孽（罪名）釋放。成聖是指我們的性情，指我們的心不斷被改變，  

              不斷被更新。 

      11．稱義使我們有權利 (title)享受天堂，我們可以坦然進入。稱聖使我們適合進 

              天堂，預備我們，叫我們到天家的時候能享受一切的福分。 

      12．稱義是上帝對我們作的大工，外人不易分辨。成聖是上帝在我們裏面作的 

             奇妙大工，外人容易看出！ 

   （參﹕賴爾，《聖潔》，第二章。J.C. Ryle, Holiness, Chapter 2, “Sanctification.”） 

 
 

IV． 總結 

      1．稱義與成聖﹕先與後？ 

      2．稱義與成聖﹕兩個層面﹕上帝面前的地位，和內心實在的狀況（生命）。 

 
 
 
 

閱讀﹕ 

044A．約翰歐文，「如何治死罪」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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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課    聖靈是誰？（聖靈論簡介）Pneumatology 

 
  

I． 認識聖靈的重要性 

1.  「靈」Spirit、「聖靈」Holy Spirit、「屬靈」Spiritual、「靈界」 

聖靈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 34章） 

靈界 （《洛桑信約》第 12章） 

       2. 關於聖靈的誤解  

  經歷與知識（真理）﹕孰先孰後？ 

Experience -> Knowledge?   Knowledge -> Experience?  

注重聖靈的能力而已 – Power  

  注重聖靈使我們事奉有效 – Performance   

  注重聖靈使我們過聖潔的生活 – Purity 

 

II． 聖靈工作的不同層面﹕聖靈在舊約中的工作  (045B, pp. 4-19) 

1. 參與創造，賜生命。將整個創造成形，賦予受造物生命氣息。(p. 4) 

2. 掌管歷史與自然界 (Providence)﹕控制大自然的秩序，和歷史的進

程。(pp. 4-5)  

3.   藉著直接的曉諭，或間接經過屬靈洞見，啟示上帝的真理和旨意給祂

的使者。(pp. 5-6) 

4.  藉著啟示，教導上帝的子民如何向上帝忠心，為祂結果子。(p. 6)   

5.  使人能回應上帝﹕就是聖經說的認識神﹕信心，悔改，順服，義，敞

開心靈領受上帝的訓令，藉禱告，讚美與上帝交通。(pp. 6-7)  

6.  裝備信徒作領袖。(pp. 8-10) 

7.  賦予人能力，技巧從事創造性的事工。(p. 10) 

聖靈工作﹕新舊約的不同。(pp. 11-12) 

       正確的解經法。 (pp. 14-19) 

 

III． 「基督的靈」The Spirit of Christ (045B, pp. 20-33) 

       聖靈是保惠師 Paraclete (pp. 20-23)  

       聖靈是上帝 (pp. 23-26)  

       上帝應許聖靈(pp. 27-29)  

       聖靈與基督的同在(pp. 29-30)  

       聖靈的教導 (p. 30)  

       聖靈的見證 (pp. 31-32)  

       聖靈照明基督 (pp. 32-33) 

 

閱讀﹕ 

045A．《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 34章﹕「論聖靈」（二十世紀修訂）。 

045B．巴刻，「《聖經》關於聖靈的教導」（取自《活在聖靈中》）。 

045C．約翰歐文，《聖靈論》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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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課 聖靈與教會，聖靈的恩賜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參﹕長老會「聖靈的經驗與當代教會」立場書。） 

 

I．聖靈的洗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聖靈洗的經歷﹐一般是與重生同時發生。聖靈的洗﹐不當視為只有某些信徒

才有﹐其他信徒得不到的經歷。聖靈的洗不是所謂「第二次得福」﹐或神一

種特別的恩典。首次藉信心接受基督﹐與聖靈完全的賜予﹐兩者是屬同一件

事﹐不可分開 。 

 
 

II．聖靈裏（隨從聖靈）的生命 Life in the Spirit  

 

聖靈裡的生命﹐乃從重生開始。這新生命的第一個外在表示﹐就是信徒呼求

主的名﹐以致得救。得救的確據﹐不是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乃是建在神的

話上﹔神的話應許所有信的人必得永生。人透過善用恩具 (譯者注﹕即神的

話﹐聖禮與禱告) 可培養此確據。 

 
 

III．聖靈的充滿 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聖靈充滿就是基督在我們的生命中掌權﹔當信徒甘心願意讓聖靈﹐透過神的

話﹐帶領他時﹐就是被聖靈充滿了。信徒透過順服《聖經》神的話在恩典中

長進﹐也越多得到在基督裡救贖白白帶來的好處。這種靈命的長進﹐可從聖

靈的果子看出﹔這果子是信徒們常住在基督裡﹐和基督的話常住在他們裡的

明證。他們因被聖靈充滿而得到能力﹐大大放膽地傳講基督的真理。 

《聖經》吩咐每一位基督徒要不斷地被聖靈充滿﹐並透過順服神的成文話

語 – 《聖經》 -- 和善用恩具在靈裡長進。當我們忽略神的話﹐或不遵守神

的話時﹐我們就犯了消滅聖靈的感動﹐使聖靈擔憂的罪了。 

 
 

 IV．聖靈的恩賜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聖靈的恩賜乃是聖靈賜予每一位信徒的﹔聖靈個別地﹐按照祂的意旨分配恩

賜給每一位基督徒。基督徒理當善用這些恩賜來服侍基督﹐在祂的國度裡事

奉﹐以造就基督的身體。所有真信徒都領受了一項或多項恩賜。我們不可藐

視任何一樣恩賜﹐也不可誤用任何恩賜來榮耀人﹐不榮耀基督。《聖經》裡

具體列出的聖靈恩賜記載在下列經文﹕《羅馬書》12﹕3-8﹔《哥林多前

書》12﹕8-10﹔《哥林多前書》12﹕28﹔《以弗所書》4﹕11-16。  

 

有些聖靈的恩賜明顯地已停止﹐例如使徒創立教會的職份。其他有些不甚突

出﹐定義不明顯﹐如「幫助人的」恩賜。另一些恩賜在今天明顯可見﹐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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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施予等。有些恩賜在今天太被重視﹐如﹕「說方言」﹐「神蹟奇事」 ﹐

「醫治」 等。  

 

A． 說方言 Tongues 

《使徒行傳》第二章所描述的方言﹐明顯地是一些當時在場的聽者能分辨的

外國語言。至於新約《聖經》其他地方所提到的方言的本質是什麼﹐要解決

這個問題就困難多了。要確定現今的方言現象與新約時代的方言經歷之間的

關係﹐也不是容易的事。不過﹐本會提議﹕ 

1.任何認為當今的方言經歷是從神領受啟示的經歷的觀點﹐乃違背《聖經》

啟示的終極性。  

2. 認為方言現象是聖靈洗之不可或卻的因素的觀點﹐乃違背《聖經》。   

3. 任何時代說方言的現象若導致教會紛爭或分裂﹐或使教會偏離她的使命的

話﹐就是違背了聖靈賜眾恩賜的目的。 

 

B． 神蹟奇事 Miracles (signs and wonders) 

 

教會裡不斷有關於神蹟問題的討論與爭辯。《聖經》裡有一些神蹟特別與某

些神的僕人有關﹐是與神的啟示有關的﹐例如﹕出埃及記 4 ﹕1-9 ﹔列王記

上 17 ﹕23-24 ﹔約翰福音 2 ﹕ 11 ﹔3 ﹕2。這些神蹟是神傳達真理的記號﹐

或是講者說講的是從神而來的話的印證。這些與神的啟示有關的神蹟業經終

止﹐因為新約時期《聖經》的正典完成之後﹐啟示就結束了。 

  《聖經》也用「神蹟」或「奇事」一詞來形容神在創造與護理範圍裡各方 

面的作為。我們不能限制神聽信徒們的禱告﹐以大能行神蹟﹐醫治有病的

恩。這種神蹟﹐當然在今天還繼續﹐都是為了神的榮耀﹐不是為人的榮耀。 

 
 

最後﹐本會必須發出警告﹐狂熱關注神蹟奇事不是一個健康教會的指標﹐而是指出

教會不健康。聖靈透過住在重生得救的人心裡﹐並賜他們能力﹐已供給了裝備聖徒

所需的一切了。信心與靈命長進的真正基礎﹐乃是聖靈在順服《聖經》的信徒生命

裡的工作﹔《聖經》是神的話﹐本身足夠使人靈命長進﹐達至成熟。 

 

本會也鼓勵各信徒﹐教會對於經歷聖靈恩賜持不同觀點者彼此包容。 

 
 
 

閱讀﹕ 

046A．《洛桑信約》第 12章，「屬靈爭戰」。 

046B．「聖靈的經歷與當代教會﹕美國改革宗長老會 (PCA) 教牧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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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課，第四十八課    文化与福音的处境化 Culture and Contextualization 

 
 

I．文化是什么？ 

 

文化，可说是我们后天所学的一切事物。 

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有上一百种之多。 

 

1．一个粗略的定义：三个层面（从外到里）： 

一。物器层 Artifacts（刀，叉；筷子）--- 

二。价值观 Values（不同文化之间，不是指绝对真理）--- 

三。世界观 World view。 

 

2．一个从思想史的定义： 

文化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宇宙人生问题提供的不同答案。 

更重要的是，文化是不同时期人们向宇宙人生提出了什么问题。 

 

3．一个从《圣经》的定义： 

《圣经》对文化的检讨： 

使徒行传 17:22-31 神从一本生出万民。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有限度的，不是无

限的，所以不同时代人们对宇宙发出的问题的不同，是有限的。例如：有没有神？

如何组织政权，发生战争政府要不要派兵，水利，生产食物，教养下一代，等。所

以文化差异不应该操纵神学教育。反之，我的神学要操纵我的文化观。 

 

范泰尔： 

文化是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而不是普遍启示本身，连影子都不是。所以，《道德

经》，孔子的学说等，从来就不是普遍启示，是文化，是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 

 
 

II．宣教的目标 

 

圣经中没有宣教 (mission)一词。但是有传福音(evangelize)，宣讲(preach, proclaim)，

教导(teach)，使人作基督的门徒(disciple) 等动词。 

 

宣教的目标： 

1．带领男女老少归主。但这从来不是最后的目标。作到这步，只不过完成了宣教

的第一步而已。很多宣教团体只关心这一个目标。这表示教会观不强，因此宣教观

也只停留在第一个目标。 

 

2．帮助教会成熟，达到 churchhood（本人发明之英文词，意是：象教会的教会，

象样的教会，成熟的教会）。 

一个象样的教会应该有三种人： 

A． 能教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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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能治理的，和 

C． 能关怀的。 

（相等于：牧师，长老，执事）。 

领人归主是第一个目标，比较容易，但牧养更不易。 

一旦有两个人信主，马上就需要教导，牧养，治理等事工。 

所以，宣教士在工场上作什么？作牧师，长老所作的！（赵天恩：「教会国度

化」。） 

 

3．帮助教会真正的作光作盐。（赵天恩的：「中国文化基督化」。） 

我們反对「福音中国化」的说法，而主张「中国文化基督化」的目标。 

 
 

III．在文化中宣教 

 

群体（people group），跨文化宣教，城市宣教。这些都是过去三十年来流行的

词，《圣经》没有用这些字词。 

它们的重要性：当教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刚好 (incidentally) 会去与自己不同的文

化，走进人群（people groups）走进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s）中。 

或去大城市里。（当代世界的人口，大部份住在城市里。） 

 

跨越文化宣教从来就是宣教的所在（或：宣教的处境 context），却不是宣教的本

质。 

不要让文化（关于文化的考虑）主导宣教（宣教学）。 

 

美国的宣教史是 19世纪美国乡土文化农村的产品。这些从美国乡土出来的宣教

士，到了 1862-74中国清代（同治中兴期）的农村。双方有很大的误会与冲突。当

时正是士大夫反对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全盛期。 

 

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怎么做，会影响农村。城市是 24小时不关门的系统（伯琪

Ray Bakke语）。城市，充满着破碎的心灵。 

 

还有，穷人宣教（各种意义上的穷人）。改革宗的圣经神学（约，天国）特别偏爱

穷人（不要以为改革宗只讲预定论就完了）。天国是特别为穷人建立的。 

（录象 Proclaim Liberty）黑人牧师：你要作基督徒吗？作一个真正的男人。白人的制

度说：你要作牧师吗？去学神学，毕业后作传道人。我说：你要与人们一齐工作，

娱乐，生活，作属上帝的人。这是穷人的牧师（双职）。 

 
 

IV．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与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引言 

 

我对「本色化」与「处境化」的认识，有赖我在 1970年代就读与威敏斯特神学院

的老师们：弗兰姆 John M. Frame，系统神学教授（目前任教于改革宗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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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河培 Harvie M. Conn，（已故）宣教学教授；和 Edmund P. Clowney, 已故威敏斯

特神学院院长。 

 

参考书籍 

John M. Fram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P&R Books (www.prpbooks.com.)  
John M. Fram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lecture note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John M. Frame, “Perspectives on the Word of God,” www.reformedperspectives.org.  
John Frame and Vern Poythress’ writings: www.frame-poythress.org.   
Harvie M. Conn, 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 Anthropology, Theology and Mission in 
Trialogue.  P&R Books (www.prpbooks.com.)  
Samuel Ling, “An Indigenous Christianity for China: The Thought of T.C. Chao, 1919-
1937,” unpublished Th.M. thesi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8.  
Edmund P. Clowney, unpublished lecture notes, “Mission Studies and the Church.”   
 

讨论本色化的目标：不仅为了解决一个理论问题，也不仅是如何适应宣讲工场的文

化，乃是：造就教会，帮助教会成为成熟的教会，象教会的教会 (churchhood)。 

 

我在 1975-78写神学硕士论文的时候，因这个问题挣扎了一番。得到结论（见下）

之后 30年来进一步处理一些在北美华人教会浮现的问题，如：第一代移民教会与

第二，第三代土生华裔之间第文化隔阂；中国大陆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对教会护教上

挑战；如何协调海外华人，西人，韩国人等的中国服务事工；和：如何面对非福音

派，非正统的神学思想，而保持北美华人教会的正统信仰；等。 

 

可以说，我所挣扎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北美华人教会「本色化」！ 

 

首先，我们要从近 200年宣教历史来看「本色化」与「处境化」这两个名词（或动

词）的意义。若从字根来找这两个名词的意义是没有意思的。我们须看它们在历史

上如何使用。 

 
 

V．本色化的意义 

 

本色（形容词）：indigenous. 

本色化（动词）：indigenize. 

本色化（抽象名词）：indigenization. 

本色性（抽象名词）：indigeneity. 

 

福音（或基督教）的「本色化」观念于十九世纪末宣教圈子出现。 

当时有两种心态：第一，大英帝国时期(Victorian era) 的白人种族优越感，第二：有

人感到：基督教传到第三世界，理当脱掉西方（希腊罗马）文化的外衣，穿上第三

世界（如中国）固有文化的外衣。这样才是真实的 (authentic)，本色的基督教。 

 

http://www.prpbooks.com/
http://www.reformedperspectives.org/
http://www.frame-poythress.org/
http://www.prp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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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减掉西方文化，加上本土文化。「基督，减西方文化，加孔子」。在中国倡

导这种本色化的十九世纪末宣教士，包括丁违良 W.A.P. Martin，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等。 

 

与此同时我们关心的是教会的本色化。教会的本色化，包括本地牧师的支持，从一

开始就由当地教会负担。自治 self-government，自养 self-support，自传 self-

propagation，是宣教士 （例如：John Nevius）的理想这是「三自」(3 self) 一词原来

的意义。 

 

1920，1930年代主张本色化的中国领袖，包括赵紫宸，刘廷芳，吴雷川等。 

 

注：1950年之后在中国成立的三自爱国委员会，与这段历史无直接关系，只是借

用此名词而已。 

 
 

VI．处境化的定义 

 

处境：context  

处境化：contextualize, contextualization. 

处境性：contextuality.  

 

今天的宣教士不懂处境化的原始意义，以为「处境化」只不过是宣教士到一个文化

中宣教，应该如何适应当地的文化，如守节期等。这并不是「处境化」原来的意

思；这只不过是「适应」的问题 (accommodation)。（连有些宣教学家也不懂。） 

 

「处境化」有着更深的意义，是一场知识论(epistemology) 的革命，与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同时期出现。 

 

1972「处境化」此词出现。WCC –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的 TEF – 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世界基督教教协，神学教育基金），黄牧师 Shoki Choe发表了一

篇文章，提出「处境化」的观念。 

 

注：普世基督教教协 WCC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的背景。 

1910 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 会后成立续办委员会 

Continuation Committee of the WMC，直到 1921国际宣教协会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成立。背后的主导乃是慕德先生 John R. Mott。  

教会合一运动从此活跃，慕德访问中国，1912-1923。 

直到 1948，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世界教协 (WCC)。WCC由不同国家的教协组

成，美国的教协就是 NCCC-USA –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Christ in the USA 

(475 Riverside Drive, New York, NY 10025)。  NCCC-USA 这类的国家层的教协的成

员，就是不同主流的宗派（例如：圣公会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联合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USA)，公理会 United Church of Christ，卫理公会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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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ist Church，美北浸信会 American Baptist Churches USA，门徒会 Disciples of 

Christ/Christian Church等），也包含希腊东正教。 

 

WCC 于 1948年成立之后，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后来合并，成为 WCC 的

布道与宣教委员会 (Commission on 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它们主要的期刊

就是 IBM –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至 60-70年代，WCC 与 CWME的大会主题于内容的设计，都认同世界不同的宗

教。耶稣基督是世界上众多救主中的一位救主：这种的相对主义福音观，成为主流

教会宗派中的普遍现象。 

 

这方面的英文参考材料甚丰，中文书籍可参考：陈金狮，《大背道》。TAN Kim-

sai, The Great Digression. （陈金狮博士，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院长。） 

 

（回到「处境化」于 1972年出现。）黄 (Shoki Coe)基于 WEF一次的会议结果，发

表了文章，提出「处境化」(contextualiztion)一词以取代「本色化」。黄认为「本色

化」一词已经过时，因为不能体现文化的变迁 (change)和多元(diversity)。 

 

[ 评论：这个动机是合理的。可是 TEF的方案基本是以马克思思想 (Marxian 

philosophy)主导的。受 Ernst Bloch影响。] 

 

黄认为，文本(text)和处境(context))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若不理解处境，就不可能理

解文本（《圣经》）。华主张真实的处境化 (authentic contextualization)。我们的良

心若要真正的处境化(conscientization)的话，必须且处境性 (contextuality)，就是说，

必须正确的与处境相关 (authentic relationship with context)。 

 

黄所指的处境乃是：穷人被剥削。若不理解穷人被剥削，良心若没有被「穷人的剥

削」影响 (conscientization)的话，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圣经》。 

 

文本和处境之间，有著辩证性(dialectical) 的统一。若不理解处境，则不能理解文

本。 

 

因此，「处境化」其实不是仅仅讲如何理解文化的变迁与多元；其实是在讲我们如

何认识《圣经》，如何理解我们所传的福音信息，如何理解文化；换言之，如何认

识任何事物。 

 

「处境化」，其实是一场知识论的革命。 

 

（参考网上关于 contextualization 和 Shoki Coe 的文章；另，郑重推荐：Harvie M. 

Conn, 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一书。） 

 

西方的自由主义神学，传到中国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基督教大学与基督教青年会

YMCA。英国的青年会于 1841年成立；中国的青年会于 1895年成立。自由主义神

学对人性，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是乐观的。青年会与基督教大学背后的宣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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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派神学：宣教士来服务中国人，中国是一个睡狮，很快就要醒过来。西方人

士要接纳中国，帮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好好干一番。因此要介绍给中国现代化的事

物：卫生，体育，妇女教育，编辑教育 journalism，社学学，社会工作，小组自由

讨论的学习方法等。这些就是后来陈独秀成为「共和文化」的元素。他们提供了很

多在社会上表现博爱的精神。 

 

而「处境化」与「解放神学」，则是自由派神学与教会到 1960年代变质，受马克

思哲学影响的结果。对人性没有以前的自由主义那么乐观，对资本主义基本上采取

批判的态度。有些美国主流宗派被这种的解放神学影响；70年代它们的宣教款

项，曾经用作支持第三世界的游击队与革命运动，这样来支持解放人民的运动。 

因此卫理公会中有些保守人士组织「好消息运动」(Good News Movement)以抗议、

抗衡。 

 

TEF所提倡的「处境化」，是完全从「剥削」与「被剥削」的角度理解基督教。

这是六十，七十年代主流宗派里普遍的神学趋向。例如：1970年代初，西方一些

教会人士认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就是新的出埃及，毛就是新摩西，创造新人类。 

 

受这种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神学运动，计有：解放神学，黑人神学，妇女神学（其实

他们只是一种运动，一种议程 agenda，并不是一套套的系统神学）：他们都要坚

持，每一个群体有自己的权利，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去解释真理。而且批判教会以

前不注重这种现实需要。 

 

其实是批判资本主义。所以是一场知识论的整体大变革。 

（马克思哲学属于 19世纪哲学，19世纪哲学的症结：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 

 
 

VII．从神经神学看本色化与处境化：解释真理与应用真理 Interpretation is 

Application  
 

我们最基本的认识乃是：真理是绝对的，文化处境是相对的，也是多元，变迁的。 

可是，究竟如何调和绝对与相对？ 

 

首先，我们先得处理，我们是如何认识真理，如何认识《圣经》的。弗兰姆的重大

贡献 (John M. Fram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www.frame-poythress.org, 

www.reformedperspectives.org.)弗兰姆其中一项重大的看见乃是：解释真理与应用真

理，其实是同一码事。让我们来看他是如何发展此观念的。 

 

弗兰姆在他的《认识神的教义》书中说：什么叫认识神呢？什么是知识？《圣经》

从来就不把「知识」定义为仅仅头脑的知识。认识上帝，就是在约里顺从上帝 

(Knowledge of God is covenant obedience)。 

 

「解释神的话和应用神的话是同一件事」，因此我们每一秒钟都在做本色化的事

情。 

http://www.frame-poythress.org/
http://www.reformedperspectiv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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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对弗兰姆的观念的解释： 

神的话是大有权柄的，因此他的话绝不徒然返回（赛 55：8-11）。他话语的权柄掌

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所有专业，事业，所有的文化，民族，社会。 

而人是来自不同的专业，文化背景，每个人如此，群体也如此，每个群体本身就是

不同的文化的产物。因此，没有人在真空中读神的话，都是带着自己的（文化）处

境。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马上接触到上帝话语的权柄；神的话有权柄管理

我们的文化。因此，没有人可能解释圣经而不应用的，要就是顺从，要就是不顺

从。顺从或不顺从，都是回应上帝话语的权柄，换言之，都是应用上帝的话。 

包括在象牙塔里研究的学者，他要么就是顺服神，要么就是不顺服。不顺服的应用

也是一种应用（不过是不正统的，不合乎《圣经》的应用《圣经》）。 

 
 

VIII．正统的本色化：四重关注（林慈信模式： 威敏斯特神学院 Th.M.论文，

1978） 

 

什么才算是正统的本色化？怎样以「约中顺服」的精神来回应上帝的话语？ 

 

正统的本色化是让神说话，承认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绝对权威的启示），回应上

帝话语的权柄，顺从上帝话语的权柄。简单的说：每个基督徒都要有高度的自觉心

态，常常思考我们信什么，传什么，为什么这样信，这样传。 

 

下面我们要解释一种正统的解释与应用；这四个图来自我当时在威敏斯特神学院完

成的神学硕士论文：这是我对赵紫宸神学的回应；究竟怎样从事「本色」神学？我

们必须同时面对四个问题（课题）： 

 
 

图一：权柄的问题 Question of Authority。（权柄 = 知识论 = 方法论） 

 

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掌管：（1）如何认识我们自己（自我认识，自我意识）；

（2）如何解读历史，包括世界历史与教会历史；（3）如何分析现今世界与教会的

情况与需要（如何作一个适切现今的基督徒）。这三方面都需要我们研究《圣

经》，建立合乎《圣经》的（即：正统的）神学基础。 

 

    我  

    自我认识， 

自我意识 

 
 

如何了解历史     如何解释现在，现今       

（教会，世界）            （教会，世界）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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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历史观的问题 Question of Historical Hindsight。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历史呢？世界历史，教会历史。世界历史包括中国历史。

我们在上一课提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有许多不同学派，持不同的观点：如：以

传统儒家，以马克思主义，以反共，以亲共（亲中），以哈佛学派观点等等来理解

中国近代历史。教会历史呢？也有各样不同的学派与他们的观点。 

（1） 我们必须从《圣经》教义来建立我们的历史哲学。 

（2） 我们必须认清自己是在处于怎么样的时刻：现在是 2007 年。这事实如何

影响我对历史的看法？因为，现今的处境在在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3） 我们也必须认清自己：自己的背景，这些文化，教会次文化背景又如何

影响我们对历史的看法？我们能够超越自己的限制，偏见吗？我们的自

我认识若是充分（高度的自我认识），对历史的认识也会充分：我们就

有信心宣称：历史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毛泽东，孙中山，巴特，T.S. 

Eliot 等人对自己的认识充分，因此对历史的解释自有一套！福音派的我

们呢？ 

真理是检验时间，检验实践的标准。（只有绝对的不变的才能检验变化的） 

 

我  

    自我认识， 

自我意识 

 
 
 

如何了解历史     如何解释现在，现今       

（教会，世界）            （教会，世界） 

 
 

                     圣经 

 
 

图三：适切性：对现今教会，世界的认识 Question of Relevance。 

我所传的适合现今的世代吗？ 

（1） 一个满有适切性的信息，本身要从《圣经》来定义。唯有《圣经》才能

告诉我们，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2） 但是，研究历史是有意义的。历史会告诉我们如何分析现今：很多现今

的问题，在历史上都面对过，处理过。 

（3） 要作一个适切现今的信徒，不仅仅需要研究社会学，市场学等，必须对

自己是谁（被创造，有上帝的形象；罪人，需要基督；蒙救赎者；

等），自己的生命使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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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自我认识， 

自我意识 

 
 
 

如何了解历史     如何解释现在，现今       

（教会，世界）            （教会，世界） 

 
 

                     圣经 

 
 

图四：自我认识的问题 Ques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圣经》才是自我认识的最有权柄的根据。我是谁？我们每天都被各种运动影响。

这个对我是谁是很重要的。我们抗拒美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美国化。一切要从《圣

经》来检讨，真理不能改变，也不能妥协，再来看当今的世界。 

 

我  

    自我认识， 

自我意识 

 
 
 

如何了解历史     如何解释现在，现今       

（教会，世界）            （教会，世界） 

 
 

                     圣经 

 
 

正统的知识，正统对《圣经》的解释与应用，是适切的，活泼的。能够面对任何事

物，透视一切。也就是从《圣经》为出发点检验一切。 

 
 

注：以儒家思想（背后是道家的宇宙观）为外衣的农村文化，军阀思想等，都活跃

在当今的北美华人教会中。以上都是罪根性的表现。 

 

问：什么是「本土化」？ 

答：「本土化」有别于「本色化」。「本土化」就是「处境化」的同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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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北美华人的「本色化」：天国国民身份的观点 

 

问：怎样使北美华人（教会）「本色化」？ 

 

答：这是我在过去三十年来挣扎的问题之一。我的思想发表在不同文章，最后收集

在拙著，Samuel Ling, The Chinese Way of Doing Things: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Born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P&R Books, 1999)。我一辈子得到最宝贵的赞赏，就

是一位土生华裔牧师的评语。他说：He gets it. （他了解这问题）。 

 

若要理解北美华人教会（基督徒）的本色化，必须首先承认：我们第一个身份，就

是天国的子民（腓 3：20）。第二个身份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生活，读书，生孩

子，投票，缴税。我们是美国的居民，或公民。第三，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华人，有

华人的血统与文化传统。 

 

华人文化传统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三个身份，而不是最重要（第一个）身份。大多数

华人（第一代移民）都不理解这个真理，因此，北美华人教会往往为保存华人文化

而存在。虽然他们极力保存华人文化，抗拒美国文化，但是这个对美国文化的抗

拒，恰恰就是华人群体「美国化」过程的表现。(Resistance to American culture is the 

very form in which assimilation – Americanization – takes shape.)  
 

所以，北美华人基督徒若真正要本身化，就必须关心这个国家，好好把英文搞好，

参与这个国家和这里教会的运作，作出积极的贡献！这往往是第一代移民连想都没

有想过的。因为，有意无意地，华人教会存在的目的，往往就是保存华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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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課      文化使命 Cultural Mandate﹕進入文化與社會，文化與社會的誘惑 

 
 

I． 文化使命，社會關懷。 

 

路 5:1-11，林前 15章。 

1． 耶穌基督不僅僅是所謂「靈命」之主。祂是魚的主！ 

2． 耶穌基督是魚的主，因此是打魚行業之主！ 

3． 耶穌基督是第二亞當，末後的亞當。 

解釋﹕ 

上帝創造人類時，吩咐人要（一）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婚姻，家庭）； 

（二）管理海裏的魚，空中飛鳥，地上走獸（文化使命，科學，工作等）； 

（三）上帝以身作則，六天工作之後安息（涵義﹕安息，敬拜）。 

因此，文化使命是「創造典章」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亞當應當順服上帝，以順服祂，榮耀祂的心來執行文化使命。 

可是亞當夏娃犯罪了，墮落了。 

上帝從創世記 3﹕15開始，應許、實行祂的救贖計劃。 

 

耶穌基督是第二亞當，末後亞當。 

意義﹕ 

 
 

II． 基督徒的世界人生觀。信徒在工作上可作的六件事。 

 

1． 傳福音。 

2． 找伙伴 partners（基督徒）。 

3． 工作表現優越 Excellence。 

4． 研究﹕自己本行的社會角色與歷史，或社會（工商業，科學）的歷史。 

5． 重建本行的社會角色（社會良心）。 

6． 使用所學的，和聯絡網路，貢獻天國，教會，宣教事工。 

 
 

III． 從邊緣到主流的邊緣﹕得權勢的誘惑。美國福音派教會走過來的路。  

 

1． 清教徒時期﹕純正信仰的信徒、牧師們在波士頓地區掌權。 

2． 1660-1730﹕清教徒的敬虔逐漸失去影響力。 

3． 1730，1740年代﹕大覺醒運動席卷十三殖民地。主要領袖﹕愛德華茲，

懷特菲德。教會合一心態，直接影響革命成功（1776）。 

4． 美國﹕一個基督徒與自然神論者合作起家的國家。 

5． 十九世紀﹕基督教道德影響美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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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1870-1930）﹕都市化，工業化。新移民從東

歐，南歐，美國南部涌進大城市。自由派神學，《聖經》批判，進化論

等開始影響神學院。 

7． 二十世紀﹕美國大宗派受自由派神學影響，甚至壟斷。1940年代﹕不少

福音派人士退出大宗派，設立新（保守）宗派，獨立教會，或福音機

構。這些基要派人士大部分對文化，社會參與不大關心。 

8． 1960，1970年代﹕福音派再次覺醒，要參與文化，社會。1976卡德總統

當選（福音派人士）。福音派開始有權了。開始腐敗。 

 
 

結論﹕對中國的啟迪？ 

 
 
 

閱讀﹕ 

049A．林慈信，「作光作鹽在美國」（書評）。 

049B．林慈信，「美國是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049C．林慈信，「進窄門，走窄路」。 

049D。溫習﹕林慈信，「奉獻之後」。 

049E．林慈信，「2007警鐘為誰鳴？」。 

  
 

溫習﹕ 

025A．林慈信，「兩種敬虔與復興傳統與中國教會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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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課 我們是誰？ -  從教會歷史看福音派的身份 （一） 

WHO ARE WE?  The Evangelical’s Identity  
(A Church History Perspective) PART 1 
 
 

I．我們是基督新教 PROTESTANTISM: We are Protestants  

 

1517 馬丁路德 – 宗教改革  

Martin Luther –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天主教  vs. 基督教 （基督新教）之別﹕  Roman Catholicism vs. Protestantism:  

1 .   至高權威﹕《聖經》？或《聖經》 + 教會的教導權威（教皇+會議）？ 

Highest authority: Bible? Or the Bible+church’s teaching authority (Pope+ councils)? The 
magisterium of the church = the church’s teaching authority 

2 .  耶穌基督救贖功勞如何獲得﹕只藉信心？或信心+行為（聖禮）？ 

How to receive the benefits of the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by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through faith only?  Or faith plus works (sacraments)?   

3.   神人之間中保﹕一位（基督）？或多位（耶穌+聖人）？ 

The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 only one (Christ)?  Or many (Christ + saints)?  

我們身為基督新教，是因為信念，不是因為方便。 

We are Protestants by conviction, not by convenience.  
 

宗教改革的「五個唯獨」﹕ 

1. 唯獨《聖經》  Sola Scriptura （以經解經） 

2. 唯獨信心 Sola fidei 

3. 唯獨恩典 Sola gratia 

4. 唯獨基督 Sola Christus 

5. 唯獨為了神的榮耀    Sola gloria Deo  

 

參﹕《劍橋宣言》。Cf. Cambridge Declaration, 1996.   

 
 

II．我們是正統的基督教  

ORTHODOX CHRISTIANITY: We Are Orthodox Christians  
 

「正統」 = 走在正的道路上。Orthodox = “right way.”  

我們對「正統」的定義﹕相信《聖經》。 

Our definition of “orthodoxy”: Bible-believing.   

歷史﹕路德會，信義宗教會很多是正統的。歷史上曾有宗教改革後正統神學時期。 

Historical background: Many Christians in the Lutheran Church= orthodox Christians: a 
period after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he formulation of “Lutheran orthodoxy.”  

路德和加爾文的第二，三代，將信仰第內容系統化﹕基督教正統時期。   

The 2nd and 3rd generation after Luther and Calvin =the period of Protestant orthodoxy  
(Lutheran orthodoxy, Reformed/Calvinist orthodoxy); they systematized the Protestant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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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creeds.   

涵義﹕新派，自由派，新正統派，新福音派等不是正統基督教信仰。 

今天尤其在解經（釋經學）方面，如何判斷一位神學家是否正統，越來越困難。 

可是，我們判斷信仰立場時，並不同時判斷持有這信仰者得救與否。 

Implication: liberalism, neo-orthodoxy and neo-evangelicalism are NOT orthodox. 
John Frame (personal remark to author):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scholar is orthodox today, especially in hermeneutics and exegesis.   
However, when we discern a theological position or a belief, we do not at the same time 
make a judgment as to whether a person who holds such a belief is saved or not. 
 

J. Greshem Machen,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梅欽，《基督教真偽辨》，改革宗。 

Cornelius Van Til, Christianity and Barthianism.  
 
 

III．我們是相信大公教會的基督徒  

ECUMENICITY: We Believe in the Ecumenical (Holy Catholic) Church  
 

基督教的正統信仰，往往是因為異端出現，教會作出回應而訂定的。 

The orthodox Christian faith is often formulated because of the rise of heresies, and through 
the church’s response to heresy.   

早期教會的大公會議﹕基督教承認頭四個會議的決定，尤其是《尼西亞信經》等。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of the church, especially the first four (Nicene Council and the 
Chalcedon Council, etc.), made decisions on the Christian faith which Protestants accept.   

不過們不認同由自由派神學領導的普世基督教會合一運動（WCC）。 

However we do not identify with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embodied in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and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USA.  
 
 

IV．我們是福音派 EVANGELICALISM: We Are Evangelicals  

 

「福音派」 (Evangelical) 一詞有多種不同的用法﹕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the word “evangelical” is used:  

歐洲，拉丁美洲，非律賓﹕「福音派」一詞 = 基督教（新教）的意思。 

In Europe, Latin America, Philippines: “Evangelical” = Protestant. 

英國﹕衛斯理的復興，及其後代（第二，第三代）=均被稱為「福音派」。 

In England, the Wesleyan revival (1740s) is called the “Evangelical Awakening.” 
Then came the 2nd and 3rd generation of the Evangelical Awakening.   

英國﹕聖公會裏的福音派。 

（2003年﹕第三世界與福音派的聖公會領袖，考慮離開聖公會。）  

Evangelicals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 Low Church Anglicans.  
2003: Evangelicals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Third-World Anglican leaders, are 
considering leaving the Anglican Communion. 
High Church’s mission society: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Low Church’s mission society =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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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0年代，以宗教社會學角度給「福音派」一個定義；「福音派」人士強調禱

告，讀聖經，重生得救的必須，佈道與宣教的重要性。任何喜歡葛培理的人！ 

這定義可說是準確，但不足夠！  其實「福音派」就是正統的基督教信仰與生活。 

Some sociologists of religion defined “evangelicalism” this way 1990s: Evangelicals put an 
emphasis on prayer, reading the Bible, the necessity of the born-again “conversion 
experien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evangelism and missions.  This is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but not an adequate (sufficient) definition!  Anybody who likes Billy Graham!  
Evangelicalism is simply orthodox Christian faith and life.   
 
 

V．敬虔主義 ﹕我們追求與神親密 PIETISM: We Seek Intimacy with God   

 

歷史上，每一個時期都有神的兒女，追求更直接，親密的經歷神﹕這是正當的。 

In every generation in church history, there are some/many Christians who are hungry and 
thirsty or a more direct, a more intimate experience of God.  This is proper and good.   

宗教改革之後追求與神親密的運動﹕The Protestant search for intimacy: several waves. 

第一波﹕英國的清教徒運動。 1st wave: English Puritans -1558-1710 

第二波﹕荷蘭的敬虔主義 。2nd wave: from England, it spread to Dutch Pietism. 

第三波﹕德國的敬虔主義。 3rd wave (most famous): German Pietism: Spener, Francke, 

in Halle, Germany; Count Nicholas Von Zinzendorf; Moravian Brethren; etc.  

到了 19世紀，敬虔主義與後來的基要主義加上了一些特徵﹕ 

By the 19th century, Pietism took on some added characteristics:  

反知識  Anti-intellectual 

反文化 Anti-culture 

反主流宗派 Anti-denominational (free church) 

反都市 Anti-urban  

這是最早期的敬虔運動沒有強調的。This was not emphasized by the earlier Pietists.  

 
 

閱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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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課 我們是誰？-- 從教會歷史看福音派的身份 （二） 

WHO ARE WE?  The Evangelical’s Identity  
(A Church History Perspective) – PART 2 
 
 

VI．19，20 世紀改革宗領導的護教運動﹕ 

我們相信《聖經》是經得起理性的挑戰與考驗的 

19th - 20th Century Reformed Apologetics Provides Leadership:  
We Believe that the Bible Does Stand the Test and Challenge of Intellectuals  
 

1790年代 – 康德；破碎了宇宙﹕現象界與真理界。  

1790s – Immanuel Kant – the universe is shattered: phenomenal (logic+science); noumenal 
(religion+morality) 

1790年代 – 士萊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現代（新派）神學的開始 ﹕宗教的本質乃是，人感覺依靠宇宙中的「絕對的」。– 

father of modern theology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 feeling of dependence on “the infinite”) 

1812美國長老會的普林斯頓神學院，從普林斯頓大學分出來。 

Princeton University ->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separated from university) 
Archibald Alexander – 1st president  

Charles Hodge 賀治 – wrote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統神學》。 

Benjamin B. Warfield (B.B. Warfield) 華爾費德 – wrote many book reviews 

A.A. Hodge – Charles Hodge’s son 

賀治，華爾費德是 19世紀，美國教會面對新派神學的護教領袖。 

Hodge and Warfield were the leaders in apologetic vs. liberal theology, in 19th century.   

華爾非德的文章（收在《聖經的默示與權威》一書中），目前還是維護《聖經》默

示的經典之作。 

B.B. Warfield’s essays, collected in 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 are still the classic 
defense of the Bible’s inspiration.   

19世紀美國社會與文化的主流，由長老會，美國版本的加爾文主義領導！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were led by American “Calvinism”  
exemplified by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98 荷蘭首相，系統神學家兼 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創辦人，校長﹕凱伯 。 

Abraham Kuyper 訪問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演講 。 

In 1898,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Netherlands, Abraham Kuyper (also a systematic 
theologian and the founder of the 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came to the USA and 
gave the “Stone Lectures” – still in print today: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in Calvinism (Eerdmans)  

其演講內容，參﹕《加爾文傳》（中國版），下半部。 

對美國教會警告﹕歷史告訴我們，人類文明永是敬拜真神與敬拜偶像之爭。 

Kuyper warned the American church: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ll always be a 
battle between the worship of the true God, and idol-worship.   

不幸地，美國走實用主義的路線  (William James 與 杜威，杜威 1920-21訪華)。  

Unfortunately, America and America’s church followed the philosophy of pragmatism 
(William James, John Dewey – Dewey visited and lectured in China, 1920-21) 

美國的文化一直是反理性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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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a major book in American history;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胡適﹕少談一些主義，多談一些問題 （胡適 = 杜威的門徒）。Hu Shi (Dewey’s 

disciple in China):  talk less about “-ism’s” (ideologies), more o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因此，雖然賀治，華爾費得，凱伯等大聲疾呼，美國教會繼續走實用路線至今 

（華人教會透過一部分的宣教士承受了這種反知識，反理性，反神學，反文化精

神，以致華人教會的神學思想，神學教育一直貧乏至今。） 

Result: Although Hodge, Warfield and Kuyper defended and expounded the Christian faith, 
the American church continued to be fundamentally pragmatic.  The Chinese church 
inherited this kind of anti-intellectual, anti-rational, anti-theological, anti-cultural attitude.  
Result: theological thought and theological education have been impoverished till now.   
 

注﹕走敬虔主義路線，追求與神親密交通， 

不一定等於成為一個反知識，反理性，反文化，反神學者！ 

Note: A Christian who is a Pietist, who seeks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does not 
necessarily has to be anti-intellectual, anti-rational, anti-culture, and anti-theological.  
 
 

VII．基要主義﹕我們是基要主義者 

FUNDAMENTALISM: We Are Fundamentalists  
 

1860 （南北戰爭）之前﹕無保守、福音派與自由派之分（指美國而言）。 

Before 1860 (before the Civil War, 1861-65): there was no division between fundamentalists 
and liberals in the USA. 

舉例﹕惠頓大學 Wheaton College 的創辦人 Jonathan Blanchard 牧師，是社會改革領

袖，反對黑奴制度。 

Example: The founder of Wheaton College (1860), Rev. Jonathan Blanchard, was both a 
preacher and a social reformer: he called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ry system.   

美國的改革宗長老會是第一個宗派支持黑奴逃離主人。 

The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the covenanters”)  was the first 
denomination to help black slaves escape during the Civil War.  

美國﹕與新派的爭辯; 福音派、基要派，乃在 1870年代之後。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liberal theology and evangelicals occurred from 1870. 

新派從歐洲到達美國﹕1870年代（士萊馬赫 F. Schleiermacher，費爾巴哈 Ludwig 

Feuerbach，達爾文 Charles Darwin等）。 

Liberal theology came from Europe to America starting in the 1870s: F. Schleiermacher, 
Ludwig Feuerbach, Charles Darwin, etc.  

很有趣的是，時代論也是 1870年代進到美國，首先影響長老會圈子人士。 

Interestingly, Dispensationalism also came to America in the 1870s, and first influenced 
people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時代論 Dispensationalism – 達秘 J.N. Darby 愛爾蘭牧師， 1827-31創立時代論神學 

Dispenational theology began with John Nelson Darby, Irish pastor, ca. 1827-31.   

福音派的回應﹕《基要》小冊子系列 The Fundamentals （1900年代）。 

Evangelical response to liberalism: series of booklets, called The Fundamentals (1900s).   

長老會﹕1888年 Charles Briggs 事件– 長老會大多數反對自由派的神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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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byterians: 1888 – forced Charles Briggs (liberal professor, Union Seminary) to resign; 
conservatives were the majority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920年代開始﹕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 

Liberal-fundamentalist controversy came to a head (climax) in the 1920s.   

1920 – Bible Union of China （中國）。   

長老會﹕1924年 The Auburn Affirmation, Auburn, New York ﹕一部分長老會的牧

師，長老們認為，相信聖經裏的神蹟不是基督教信仰不可或卻的一部分。 

In 1924, over 100 Presbyterian ministers issued “The Auburn Affirmation” in Auburn, New 
York: they believed that faith in the supernatural miracles in the Bible is NOT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1929年梅欽離開普林斯頓神學院，創立威敏斯特神學院。 

In 1929, J. Gresham Machen and 3 other professors at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y started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www.wts.edu  

1925年，達拉斯神學院成立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與威敏斯特神學院同樣是基

要信仰的，是時代論神學圈子的領袖。 

In 1925,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was started in Dallas, Texas.  Like Westminster, Dallas 
was fundamentalist; Dallas was a leader in the dispensationalist movement.    

1932年梅欽成立獨立長老宣教差會。 

1932: some conservatives under Machen’s leadership started the Independent Board of 
Presbyterian Missions. 

1936年梅欽被迫離開長老會，成立信正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of America  ->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 www.opc.org ) 
In 1936, J. Gresham Machen was defrocked, and left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to start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America (renamed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1937年﹕信正長老會分裂，聖經長老會成立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same year, the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split; one group lef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arl McIntyre and started the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 

浸信會，1948年 — 一部分保守派人士離開浸禮宗（ 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Conservative Baptist Association） 。 

This kind of liberal-conservative split was not limited to the Presbyterians.  In 1948, some  
churches from the 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left, and formed the Conservative Baptist 
Association. 

（注﹕浸禮宗 = 美北浸信會。 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 American Baptist 

Churches USA.）  

1973年代 ﹕南部的保守派離開美南長老會，創立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 ->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www.pcanet.org ）。 

In 1973, a group of churches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 (South) left, and formed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 www.pcanet.org.  

1970年代﹕美南浸信會內部之爭開始，至到今天﹕保守派與所謂緩和派

conservatives vs. moderates – 後者可能是新正統派。 

The struggle in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began to surface in the 1970s – 
conservatives struggled with the moderates (liberals) over who should head the 
denomination and the denomination’s seminaries (a conservative leader today is Al Mohler, 
president,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Louisville, Kentucky)  

http://www.wts.edu/
http://www.opc.org/
http://www.pcanet.org/
http://www.pca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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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路得會內部之爭﹕協和神學院，保守派守住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緩和（新）派被逐，成立「放逐協和神學院」 

Seminex = Seminary in Exile =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exile) 。 

In the 1970s, there was a theological struggle between the conservatives and the moderates 
in the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  The moderates (liberals) lost control over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formed “Seminex” (seminary-in-exile), also named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1930-1940年代﹕福音派的 “失敗” – 失去控制主流宗派權。 

By and large, however, in the 1930s and 1940s, evangelicals lost control and leadership over 
the major (mainline) denominations.   

1940年代﹕福音派的重組﹕分離開大宗派者；與留在大宗派者兩大派。 

主流宗派教會，福音派宗派教會，獨立教會，機構。 

In the 1940s, evangelicals began to re-organize themselves: some remained in the mainline 
denominations; some started new conservative denominations (OPC, Conservative Baptists, 
etc.); others started independent churches; others formed parachurch agencies.   
 
 

VIII．宣教運動﹕我們相信宣教的必須性  

THE MISSIONS MOVEMENT: We Believe in the Imperative of Global Missions  
 

1806-1811 學生要求公理會設立差會﹕美國差會。 

1806-1811 Students at Williams College and elsewhere in New England petitioned 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 to start a sending agency. Result: first American mission board: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58-60慕迪先生辭掉賣皮鞋工作，開始大型布道事工。 

1858-60 Dwight L. Moody quit his shoe sales business, began large-scale evangelistic 
preaching minsitry 

1870-1880年代﹕慕迪深深地影響了英，美地基督徒大學生。 

1870s, 1880s: Moody deeply influenced numerous university students, Britain and USA. 

1883 基督徒學生海外宣教自願運動成立 。 

1883 Students formed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SVM). 

1888 神學生海外宣教自願運動成立。 Inter-Seminary Alliance was organized by 

seminary students. 

1840-50年代 YMCA 基督教青年會在英國，美國成立；SCM – 學生基督徒運動是青

年會的學生部；1890年代後被新派神學影響 – 中國的基督教青年會，1895成立。 

1840s-1850s – YMCA was started in England and America.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 
the student arm of the YMCA.   
1890s and later: the YMCA was influenced and even controlled by theological liberals.   
China’s YMCA was started in 1895.  

海外宣教與學生復興，導致《聖經》學院成立（《聖經》學院=華人傳統神學教育

模式）。 

Bible schools (Bible colleges) were started as a result of revival, student movement and 
missions movement.    (Note: the Bible College is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Chinese theological 
education.) 

初期的《聖經》學院 = 速成班，與主流教會的神學院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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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schools began as short-term training in reaction against theological seminaries.  

芝加哥﹕慕迪聖經學院。Chicago: Moody Bible Institute  

紐約﹕宣信牧師，宣道會的宣教工人訓練學校。New York City (AB Simpson,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 Nyack Missionary 
College -> Nyack College + Jaffray School of Missions -> Alliance School of Theology and 
Missions  
-> Nyack College, 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羅省《聖經》學校。 Southern California: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 BIOLA 

University  

多倫多《聖經》學院 -> 天道神學院。Canada: Toronto Bible College -> Ontario Bible 

College, Ontario Theological Seminary -> Tyndale College and Seminary  

大部分《聖經》學院於 1930，1940年代成立，增長（敬虔主義，反理性，反文

化）。 

Most Bible college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1930s and 1940s: most of them were 
dispensationalist, anti-intellectual, anti-cultural.  They embodied/embody the anti-intellectual 
and anti-cultural spirit of Pietism.     
 
 

閱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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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課 我們是誰？-- 從教會歷史看福音派的身份 （三） 

WHO ARE WE?  The Evangelical’s Identity  
(A Church History Perspective) – PART 3 
 
 

IX．「新福音派」與 「認信的福音派」﹕《聖經》無誤之爭 ﹕ 

我們相信《聖經》是無誤的 

NEO-EVANGELICALISM VS. CONFESSING EVANGELICALISM: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WE BELIEVE THE BIBLE IS INERRANT   
 

1943﹕全國福音派聯會成立 。 

1943: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was established: included those who stayed 
in mainline denominations and those who left.    

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福音派軍人（大學生）宣教負擔，宣教機構成立﹕世

界宣明會 World Vision, 青年歸主 Youth For Christ, 學園傳道會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1945 End of World War II: many soldiers found Christ during the war (on America’s 
warships).  They return to America and return to college with a missionary zeal.  Late 1940s 
many mission organizations were started: World Vision, Youth For Christ ( Billy Graham, 
Torrey Johnson, etc.),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Bill Bright).   

1947﹕富樂神學院成立  

1947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was started by a radio preacher, Charles Fuller.  President: 
Harold Ockenga, pastor, Park Street Church (Congregationalist), Boston (!).  He commuted!  
Early professors included Carl Henry, Harold Lindsell.   

1949﹕葛培理洛杉磯佈道大會 。 

1949 Billy Graham Los Angeles Crusade: launched Graham’s worldwide ministry.  

1948年﹕福音派神學家協會；唯一信仰立場，乃是《聖經》無誤。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 the only basis of faith was the Bible’s inerrancy.  

1955﹕《今日基督教》雜誌成立 Christianity Today magazine﹕ 福音派的喉舌（葛培理

的岳父 Dr. Nelson Bell是創辦人，美南長老會宣教士，醫生，長老）。  

1955 Christianity Today magazine was started as a voice for evangelicals – semi-academic.  A 
founder was Billy Graham’s father-in-law, Dr. Nelson Bell, a Southern Presbyterian (PCUS) 
medical doctor, missionary, elder.   

1960-70年代﹕薛華 Francis Schaeffer 向青年（包括嬉皮士）傳福音 – Escape From 

Reason, The God Who Is There 中譯﹕《理性的規避》，《前車可鑒》。 

1960s, 1970s: Francis Schaeffer loved and reached out to the youth of the Hippie Culture: 
Wrote Escape from Reason; The God Who is There; etc. 

1976﹕卡特 Jimmy Carter當選美國總統﹕第一位福音派總統。 

1976: Jimmy Carter was elected: he was America’s first born-again evangelical President. 

同時期有政治野心的福音派領袖﹕Jerry Falwell, Moral Majority; Pat Robertson (700 

Club); James Dobson, Focus on the Family  
Others with possible presidential political ambition: Jerry Falwell, the Moral Majority; Pat 
Robertson (700 Club), James Dobson, Focus on the Family etc.  

福音派神學院人數劇增，新派神學院人數削減。 

Evangelical seminaries bursting at the seams; liberal seminaries los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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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新派教會人士著書﹕解釋保守教會為什麼增長？Kelly, Why Conservative Churches 

Are Growing – written by someone associated with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 
liberals take notice of conservative growth! 
  
 

注﹕福音派開始有人數，有勢力了… 

Note: Now, evangelicals have the numbers, power and influence, but …  
 

1965富樂神學院教授不願清楚承認《聖經》無誤；歷史教授翻譯巴特的神學著作

等。 

1965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some professors no longer confess in the Bible’s 
inerrancy; a church history professor translated Karl Barth’s Church Dogmatics into English. 

1967 福音派與富樂神學教授會議 Wenham, Massachusetts；達不成協議。 

1967 – Some theologians were concerned, and invited Fuller professors to a meeting held in 
Wenham, Massachusetts: no agreement was possible between the two camps.  

1970年代— 國際《聖經》無誤協會成立 。 

Thus in the 1970s, those leaders who believed in inerrancy, formed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Biblical Inerrancy.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Inerrancy 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 – 

www.chinahorizon.org （中文）www.reformed.org （英文）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Hermeneutics 芝加哥《聖經》解釋宣言 

www.chinahorizon.org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Application  

1980蘭姆 Bernard Ramm發表同情巴特神學的觀點﹕《超越基要主義》。 

In 1980, Bernard Ramm announced his Barthian viewpoint in his Beyond Fundamentalism  

1980-81余達心，《今日華人教會》，介紹新派神學，包括巴特。 

1990s-2000s 楊牧谷編，《壞鬼神學》。 

1980-81 Carver Yu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introduced liberal theology, 
including Karl Barth,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appearing in Chinese Churches Today magazine. 
 
 
Harold Lindsell,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Norman Geisler, Inerrancy  
J.I. Packer, Beyond the Battle for the Bible  
J.I. Packer, Truth and Power  

1996 Cambridge Declaration – Association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 《劍橋宣言》。 

 
 
 

X．福音派內部信念方面的分類 Varieties of Evangelical Conviction 

 

改革宗，阿米念主義 Reformed/Calvinism vs. Arminianism﹕ 

神的揀選，預定，給人能力信主？或人有自由意志與能力選擇信主？ 

Reformed/Calvinism vs. Arminianism: Did God elect his chosen people, and gave them the 
power/ability to believe?  Or does man have both the choice and ability to choose Christ?  

http://www.chinahorizon.org/
http://www.reformed.org/
http://www.chinahoriz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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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時代論 Reformed/Covenant Theology vs. Dispensationalism: 舊約與新約時期

的救法是完全不同嗎？還是基本上有連貫性？耶穌基督來之後，上帝還對以色列有

特別的應許與計劃嗎？教會是一個意外，上帝驚奇地，因以色列民拒絕基督而將福

音向外邦人傳？抑或耶穌基督是真以色列，基督徒都是真正守割禮的真以色列人？ 

Reformed/Covenant Theology vs. Dispensationalism: Do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reveal totally different plans/methods of salvation?  Or is there a fundamental 
unity/continuit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s?  After the 1st coming of Christ, 
does God still have a special promise and special plan for the Jewish people?  Is the church 
an accident, because God was surprised that the Jewish people rejected the Messiah (Jesus 
Christ) – so he sent the gospel to the Gentiles?  Or rather is it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true 
Isreel, and all true Christians are truly circumcised, true Jews?  
 

護教學﹕預設派，證據派。 In apologetics: Presuppositionalism vs. Evidentialism  

預備設派 Presuppositionalists﹕范泰爾 Cornelius Van Til (www.reformed.org,  

www.wts.edu) ，薛華 Francis Schaeffer (www.covenantseminary.edu,普及者），John  

Frame (www.rts.edu)  

證據派 Evidentialists ﹕Norman Geisler, Josh McDowell  

另﹕靠理性論據的古典派。 Classical Apologetics: R.C. Sproul  

另﹕新興的改革宗認識學派。New: Reformed epistemology: A. Plantinga, Nicholas 

Woltersdorff  
 

嬰孩洗禮，成人洗禮；灑水禮，浸禮。 

Paedobaptist vs. Believer’s baptism; sprinkling vs. immersion  
 

所謂保守派，靈恩派之分別。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o-called “conservatives” vs. the charismatics.  

靈恩運動﹕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Charismatics: 1st wave, 2nd wave, 3rd wave  

 

傳統聖詩，現代敬拜讚美，或融合式敬拜。 

Traditional vs. contemporary worship music, or blended worship? (Dr. Barry Liesch at 
www.worshipinfo.com; the late Dr. Robert Webber.)  
 

婦女按立問題﹕聖經女權運動，男人為頭觀點（見女人與事奉一書，Susan Foh 的

論述），或傳統觀點。 

Women’s ordination: biblical feminism? Male headship? Traditional view?  
(Council for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read the Danvers Statement at: 
www.cbmw.org)  
 
 

XI．不同世紀興起的宗派 DENOMINATIONS BY CENTURY  

 

十六世紀﹕ 

路德（信義）宗；改革宗﹕長老會，公理會；聖公會；重洗派（門諾會）。 

http://www.reformed.org/
http://www.wts.edu/
http://www.rts.edu/
http://www.worshipinfo.com/
http://www.cbm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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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h century: Luther/Lutherans, Calvin/Reformed, Presbyterian, Congregationalist, Henry 
VIII/Anglican (Episcopalian), Anabaptists (Mennonites, Amish)  
 

十七世紀﹕公理會->浸信會。 

17th century: Congregationalist -> Baptists; Unitarians (today: Unitarian-Universalists) 
 

十八世紀﹕衛理公會（英國﹕循道會）；歐洲各宗派移民到北美；莫拉維弟兄會。  

18th century: Methodists; European denominations -> US/Canada; Moravians  
 

十九世紀﹕救世軍；基督復臨運動﹕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基督教會，安息日

會；門徒會；弟兄會。從歐洲國教分離的宗派﹕播道會，行道會。德國浸信會；宣

教運動；基督教青年會(YMCA)﹕不是宗派。 

19th century: Salvation Army; Restoration movements (heresies: Mormons, Jehovah’s 
Witnesses, Church of Christ, 7th day Adventists) – Disciples of Christ/Christian Church;  
The Brethren churches/movement; breakaway  from state church ->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Norway), 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 (Sweden); German Baptists -> Baptist 
General Conference; mission societies,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YMCA  
 

二十世紀﹕神召會（五旬節派 = 靈恩運動第一波）；保守的浸信會，保守的長老

會（信正長老會，聖經長老會，PCA等）；保守的路德宗；衛斯理會和保守的衛

理宗；保守的聖公會；聖經教會（福音堂）；靈恩運動第三波﹕葡萄園團契，等。 

20th century: Pentecostalists/Assemblies of God; conservative Presbyterians, Baptists, 
Lutherans, Wesleyans/Methodists, Anglicans; Bible churches/chapels; Third-Wave 
charismatics: 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 etc.  
 
   

閱讀﹕ 

無。 

 

（溫習﹕《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