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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恩典」？

前言：上帝恩典廣被華人

　　「孔子究竟得救了沒有?」

　　二十年前我那來自上海的中文老師問我這個問題，他說這問題解決了，華人才會相

信耶穌基督。我當時坦白告訴他我不知道。其實，他的問題不僅關乎孔子，更是關乎所

有華人的家庭成員以及那些未曾聽過福音的先祖。事實上，我們西方人也會問同樣的問

題：一兩千年前，我們的歐洲祖先都是沒信主的化外之民，他們究竟得救了沒？甚至我

們會進一步追問：「有些人雖然常聽到福音，但卻總是拒絕；而我又怎能接受信基督就

可以得救呢？」這古老的神學困擾一直成為很多人的疑慮，「為什麼有些人信主而得救

，但有些人卻始終不信？」(拉丁文: cur alii, non alii? 「為什麼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

」) 。我會相信，是否因為我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如果是這樣，救恩就不再是神的恩典，

而是我行善所得的工價。聖經啟示我們是藉著「惟獨恩典」而得救，有些奧秘是人無法

測透的。感謝神賜給我們信心，得以接受這樣的救恩。

　　數年前，全世界的基督教領袖聚集在英國討論基督教的獨特性，並且與其他宗教做

比較。因為許多基督教的教義也出現在其他宗教，所以仍得不到答案，直到C.S.Lewis進

來之後，問題方迎刃而解。他說這問題很簡單，重點就是“恩典＂，也就是上帝憐憫罪

人，以無條件的愛來愛罪人，這種啟示，遠遠超過人們的正常想法。在人類普遍的觀念

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啟示。

　　但有些人批評恩典，如同一位同學在課堂上發問：「人不會在恩典中墮落嗎？」，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竭盡所能的教導恩典是上帝白白的禮物，我們如何能夠避免人類生

活變成懶惰而不為上帝勤奮努力?馬丁路德最好的作品《論意志的捆綁》，深入探討罪與

恩典的奇妙真理。因為恩典是上帝對罪人的憐憫，我們在探討恩典的同時，也需要思想

罪。罪與恩典，兩者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又是極大的奧秘。因為在深層的邪惡罪性與毀

壞的人性當中，存在著極大的奧秘，導致我們無法完整的回答，為何這麼多人會拒絕這

個奇異恩典。上帝在恩典上所顯現出的愛是那麼的深廣、奇妙，使得我們無法全然測度

。如果一個人在恩典中墮落或者變成懶惰，他就仍未了解到罪深層的邪惡，或仍未理解

恩典而更加珍惜。律法與福音這兩項重要的啟示是上帝所強調的，也是需要終身學習的

。這兩種啟示，是上帝在西乃山和錫安山，用非常奇妙的神蹟和特殊的現象，撼動全人

類來注意並重視律法是用來顯示我們的罪，而福音卻是啟示上帝的恩典，這兩種是最重

要且是上帝最想要人知道的。耶穌來到這世上，也一樣的宣告說：「你們都要悔改相信

福音。」（馬可福音一15）。

　　既有如此重要的啟示和極大的奧秘，我們又該如何做？在此俞繼斌博士給了我們很

好的勉勵：「對於上帝的事情，我們當知道的，就要清楚的知道，確切的知道。…上帝

樂意讓我們知道的事情，已經夠多，夠豐富，夠明確了，以致我們不必庸人自擾，去憂

慮我們所不知道，或不應該知道的事情。」1就如上帝在申命記廿九29中所言: 「隱祕的

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啟示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

這聖經上的一切話。」所以，我們現在當尋求明白上帝要我們知道，而且能夠知道，以

及應該知道的事，然後讓上帝管理那些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奧秘。

　　2014年時，羅馬天主教、信義會和衛理公會的主教、監督在香港發表一份『信義宗

教會和天主教會有關成義的教義的聯合聲明』之新中譯本。這份文件在1999年簽署時已

經頗具爭議性，因文件中對稱義觀所用的文字如此廣泛，融入曾經帶給馬丁路德一些困

擾的稱義觀，而且聲明也沒有承認宣告宗教改革的關鍵教義為：人是藉著「惟獨信心」

得救、稱義。雖然如此，這事還是能夠引導我們再次聚焦，去瞭解其中所言: 人單單靠著

恩典就可以得救、稱義。其中一位譯者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的戴浩輝博士，他在世界信

義宗聯合會的網站上公佈了他的說明：

　信義宗稱義所要傳遞的信息在亞洲對工作倫理有什麼意義呢？

　「我認為最重要是人道主義、倫理以及善行。對很多華人而言，他們很難接受恩典是

　在行為範圍之外的這種觀念。」2

　　與此相關的則是華人學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周朝人的「敬德觀念」。大

約在主前一千多年，周公說服了中國人，上天是公正的，祂會獎善罰惡(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商朝最後一位非常殘暴兇惡的統治者，自認他有天命(上天賜給他天子的地位)，所

以不管百姓做什麼，他都可以為所欲為。因此，百姓非常沮喪，認為無論行為好壞都沒

有差別。於是周公鼓勵他們相信，好行為一定有好結果。商朝衰敗了，周朝興起，印證

周公的觀念，就是上天終究會報償那些行為端正的人。五百年以後，孔子進一步發展此

一思想，使它成為華人世界的主流觀。3這觀念深植人心並且持續支撐華人的文化。當我

撰寫博士論文時，我描述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與聖經最大的差異時，用了一個詞做結論，

就是「恩典」。4聖經中的上帝是公義的，就像周公所認定的上天一樣，而聖經中的上帝

則因祂是恩典的上帝而顯出差異。

聖經中的恩典

　　上帝曾向摩西宣告他是有恩典的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為奴之地的歷史關鍵時

刻，上帝藉著摩西頒給他們十誡，但摩西下西乃山的時候，竟發現以色列人將一隻金牛

犢當成偶像來敬拜，摩西非常生氣他們違背上帝，就把這兩塊法版的十誡摔碎。那時上

帝原本要把以色列人全毀滅掉，再從摩西興起另一個新的族群。但是摩西為百姓禱告求

憐憫，又求告神將他從名冊中塗抹。路德說這是愛的最高表現，也就是一個人願意為其

他的人被審判被咒詛(像摩西與保羅一樣5)。在摩西禱告之後，上帝憐憫了以色列人。摩

西就求神讓他看見上帝的榮耀，上帝說不能讓摩西看他的面，但是他會讓摩西看他的背

。馬丁路德將此視為極具意義，就是上帝藉此方法將自己向我們顯現，讓我們看他的背

或一小部分而已，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聖經在此寫道：『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並宣

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祂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

實。」』(出埃及記 34:6)。

　　詩篇五十一篇大衛王的悔改禱告，與但以理為被擄的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悔改禱告是

一樣的，兩人都認罪並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憐憫。大衛禱告說，「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

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詩篇五十一1)。但以理則禱告「主!我們的　

神，是憐憫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了他…我的　神阿!求你側耳而聽，睜眼而看，眷顧我

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求，原不是因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

憐憫。求主垂聽，求主赦免，求主應允而行，為你自己不要遲延，我的　神阿!因這城和

這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但以理書九9,18-19)。以賽亞宣告上帝的安慰和赦免，在

此恩典的處境下，他說：「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以賽亞書四十

13,28) 。就連約拿在他憤怒之下抱怨的說：「耶和華阿!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

麼。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

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約拿書四2) 。摩西、大衛、但以理、以賽亞以及其

他的聖經人物，確信我們在罪孽中求助無門，而上帝恩典的心意遠遠超越我們所能測度

的能力，由此得見神的本質就是恩典。

　　在中文聖經中「恩」這個字出現500多次。它通常被翻譯成與「恩典」相關連的字。

希臘文的原文　　 在中文聖經常被翻譯成「恩典」或「恩惠」，「恩惠」特別是用在祝

福的地方，比如聖經中最後的經文：「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

示錄廿二21)。在聖經中「恩典」或「恩惠」總共出現170次，其中在舊約有40次，在新

約保羅的書信中有90次，其餘40次則在保羅書信之外。因此，在教會歷史上，對基督徒

來說，保羅是對「恩典」這個詞下了非常關鍵定義的使徒。雖說恩典的本意指出上帝的

個性，但是恩典也能夠指出上帝所賜的禮物，這是藉著祂恩慈本性所流露出來的。恩典

是(一)不配得的 (二)白白的 (三)寵愛。恩典是使徒們喜歡用的詞語，用以宣講上帝在基督

耶穌救恩裡的愛，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愛。

　　保羅對救贖恩典的立場表達在兩處重要的經文上。在羅馬書中，保羅說「因為世人

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馬書三23-24)。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寫著：「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9) 

。我們要特別注意保羅以上帝的啟示說，關於我們墮落的光景是在信心和救恩之前。我

們死在罪中(以弗所書二1)，而不是僅僅受傷或只是小病一場，仍然保留一些屬靈的能力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完全死亡的。亞當犯罪的時候，在屬靈上按照上帝所說的是死

了，而不是魔鬼要騙亞當不要相信上帝的話而已。因此我們需要在我們之外的力量，就

是上帝更大的恩典能力，帶領我們回到屬靈的生命，以及恢復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當我

們死在罪中，就沒有能力來成就這件事。

　　救恩是保羅在這些關鍵經文中經常談論的。然而，有時候「恩典」也可以指向恩典

的結果，就是上帝以他恩典的本性所賜給我們的：屬靈的恩賜，我們的信心，我們呼召

和一切所有能做見證和服事的恩賜。例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6寫道：「按所賜給我們的恩

典( 　　)，各有不同的恩賜(　　　　)。」這恩典在我們身上產生的結果，常被稱為「澆

灌恩典」，因為它和上帝以聖靈澆灌在我們裡面的愛有關，如同羅馬書五5所說言「盼望

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關於救恩與澆灌恩典的分辨，米勒曾教導：「以恩典作為上帝［對世人所懷］不配

得之厚意，及上帝所施予［信徒］的恩賜（屬靈恩賜）之間的尖銳區分，在稱義的信條

上最為重要；凡教訓說上帝的恩典按澆灌恩典的意義(gratia infusa)，是稱義的唯一原因

、或附帶原因的人乃是教導以行為的救贖，且是從恩典中墜落(加五4)。按實際說，他們

雖保存基督教的名義，但卻是教訓外邦人靠善行稱義的道理。」6以及「信徒的救贖並非

歸於固有的或澆灌的恩典，或是那在他身上的恩賜，而應唯獨歸因於上帝裡面慈愛的意

向，或說上帝的寵愛。換言之，當我們說，我們以恩典得救，不是指著在我們內面運行

的神聖恩典，而是指着在我們身外，處在上帝裡面的恩典。」7

(二)為何「惟獨」？

　　在張貼95條的8年後，路德曾提及95條的主題其實都屬雞毛蒜皮。1525年在《論意

志的捆綁》結論中，路德稱讚伊拉斯姆，因為他的抨擊確實命中主題：

　「你也不像其他人，因為只有你攻擊了真正的關鍵問題，就是問題的本質，而且沒有

　用關於教宗、煉獄、贖罪券以及類似的雞毛蒜皮之事（因其並非基本問題）的枝節問

　題來煩擾我，幾乎人人都曾以這類事來獵殺我，但卻徒勞一場。你，只有你才看到了

　決定每件事的關鍵問題，並且對準了重要目標。為此，我要誠摯地向你致謝⋯⋯」。8 

　　其實，在寫95條之前的一個月，路德在他97條所謂《駁經院神學論綱》(1517年9月)

中已經開始討論改教的核心主題。關鍵的主題是罪與恩典，以及伴隨著律法與自由意志

的討論。9中世紀的神學主張我們必須努力以自己內在（facientibus quod in se est）10自然

的能力來得到恩典，因此，改教神學必須強調「惟獨恩典」。

　　在大約1100年到1500年之間，經院哲學派的神學是中世紀的主流神學。探討神接納

人的理由和原則時，罪與恩典成為他們研究的最重要主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凌駕了經

院神學，因此律法一定會浮出為上帝接納而拯救人的一個主要理由（羅馬書二14-15）。

可是在被亞里士多德凌駕的經院神學之前，受景仰的奧古斯丁已經為了恩典在對抗伯拉

糾時打了一場美好的仗，結果是奧古斯丁(因恩典得贖)的觀念變成眾教會的共識（特別是

在418年於迦太基、431年在以弗所和529年在奥朗日的教會公會上宣告）。伯拉糾主張

人能以自然的力量（即使在墮落之後）選擇善行以至於能夠藉著足夠的善工，以這樣的

行為得救。因為眾教會以伯拉糾為異端的共識，導致經院哲學派神學家想避免被稱呼為

伯拉糾主義；但是馬丁路德發現到經院哲學神學就是半伯拉糾主義（在某方面還不如伯

拉糾主義），所以從1517年到1525年8年之內，他駁倒整個經院哲學派的神學。被亞里

士多德凌駕的經院哲學派神學家們，試圖找出在墮落的人類中，有什麼自然屬靈的能力

能夠讓人被上帝接納而得救。他們的結論是藉著行出在我們裡面所能行的，上帝會因這

個努力而賞賜恩典。他們了解我們所能做的是微不足道的，而不像伯拉糾主義那樣的好

行為；但我們到底需要做什麼才能獲得上帝的恩典，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

　　路德本來相信我們需努力謙卑才能夠領受神的恩典，但最後卻從上帝的話中發現

到，信心是上帝所賞賜(並非靠著我們努力)，給那些在屬靈方面死亡的人（以弗所書二

1-9）。路德的關鍵洞見之一是在屬靈上死亡的人，(做在他自己內在的)，所做出來的是

罪，而非能獲得恩典的努力。最後路德斥責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因為他們把恩典變得

比伯拉糾主義者更廉價，因為伯拉糾主義的人要求更正當的好行為方能得到救恩，但是

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卻只要求簡單又些微的努力。

　　路德也揭示出奧古斯丁自認有療效的成義觀是錯誤的，奧古斯丁教導我們，當上帝

的恩典醫治我們，並幫助我們活出公義的生命時，我們就在神面前成義和得救，並且上

帝最後會宣告我們是義人，因為我們已經依靠他的恩典活出公義的生命。因此路德便以

惟獨信心與惟獨恩典的神學駁倒了千年來教會的錯誤！我們靠著惟獨恩典，惟獨信心稱

義並且得救，完全不是因為我們的努力或好行為。恩典無價，是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付的代價，我們任何努力或好行為都不能與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無限珍寶相比擬！

結論

　　令人訝異的是，從傾向完全依靠神，轉向依賴人的努力，這麼錯誤的中世紀神學，

在過去竟然維持一千年而不墜。同樣奇妙的是，我們看見上帝如何透過馬丁路德來駁倒

中世紀神學的錯誤，並且興旺上帝的真理，使信徒能夠再一次回轉到單單依靠上帝的恩

典，就是信靠上帝信實的恩典本性，並且以他恩典的心所發揮出的救贖作為。我們現在

會比中世紀的信徒好嗎？我們的忠誠、努力、聰明……等會比他們高嗎？當然不會！所

以今天教會的盲點在那裡呢？我們在那裡損害上帝惟獨恩典救贖的真理呢？讓我們尋求

敏銳的分辨，我們究竟在那裡遮蔽或貶低上帝無限寶貴的恩典，也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為饒恕、和好、及救贖我們所流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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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惟獨恩典」？
(一)為何「恩典」？

前言：上帝恩典廣被華人

　　「孔子究竟得救了沒有?」

　　二十年前我那來自上海的中文老師問我這個問題，他說這問題解決了，華人才會相

信耶穌基督。我當時坦白告訴他我不知道。其實，他的問題不僅關乎孔子，更是關乎所

有華人的家庭成員以及那些未曾聽過福音的先祖。事實上，我們西方人也會問同樣的問

題：一兩千年前，我們的歐洲祖先都是沒信主的化外之民，他們究竟得救了沒？甚至我

們會進一步追問：「有些人雖然常聽到福音，但卻總是拒絕；而我又怎能接受信基督就

可以得救呢？」這古老的神學困擾一直成為很多人的疑慮，「為什麼有些人信主而得救

，但有些人卻始終不信？」(拉丁文: cur alii, non alii? 「為什麼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

」) 。我會相信，是否因為我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如果是這樣，救恩就不再是神的恩典，

而是我行善所得的工價。聖經啟示我們是藉著「惟獨恩典」而得救，有些奧秘是人無法

測透的。感謝神賜給我們信心，得以接受這樣的救恩。

　　數年前，全世界的基督教領袖聚集在英國討論基督教的獨特性，並且與其他宗教做

比較。因為許多基督教的教義也出現在其他宗教，所以仍得不到答案，直到C.S.Lewis進

來之後，問題方迎刃而解。他說這問題很簡單，重點就是“恩典＂，也就是上帝憐憫罪

人，以無條件的愛來愛罪人，這種啟示，遠遠超過人們的正常想法。在人類普遍的觀念

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啟示。

　　但有些人批評恩典，如同一位同學在課堂上發問：「人不會在恩典中墮落嗎？」，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竭盡所能的教導恩典是上帝白白的禮物，我們如何能夠避免人類生

活變成懶惰而不為上帝勤奮努力?馬丁路德最好的作品《論意志的捆綁》，深入探討罪與

恩典的奇妙真理。因為恩典是上帝對罪人的憐憫，我們在探討恩典的同時，也需要思想

罪。罪與恩典，兩者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又是極大的奧秘。因為在深層的邪惡罪性與毀

壞的人性當中，存在著極大的奧秘，導致我們無法完整的回答，為何這麼多人會拒絕這

個奇異恩典。上帝在恩典上所顯現出的愛是那麼的深廣、奇妙，使得我們無法全然測度

。如果一個人在恩典中墮落或者變成懶惰，他就仍未了解到罪深層的邪惡，或仍未理解

恩典而更加珍惜。律法與福音這兩項重要的啟示是上帝所強調的，也是需要終身學習的

。這兩種啟示，是上帝在西乃山和錫安山，用非常奇妙的神蹟和特殊的現象，撼動全人

類來注意並重視律法是用來顯示我們的罪，而福音卻是啟示上帝的恩典，這兩種是最重

要且是上帝最想要人知道的。耶穌來到這世上，也一樣的宣告說：「你們都要悔改相信

福音。」（馬可福音一15）。

　　既有如此重要的啟示和極大的奧秘，我們又該如何做？在此俞繼斌博士給了我們很

好的勉勵：「對於上帝的事情，我們當知道的，就要清楚的知道，確切的知道。…上帝

樂意讓我們知道的事情，已經夠多，夠豐富，夠明確了，以致我們不必庸人自擾，去憂

慮我們所不知道，或不應該知道的事情。」1就如上帝在申命記廿九29中所言: 「隱祕的

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啟示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

這聖經上的一切話。」所以，我們現在當尋求明白上帝要我們知道，而且能夠知道，以

及應該知道的事，然後讓上帝管理那些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奧秘。

　　2014年時，羅馬天主教、信義會和衛理公會的主教、監督在香港發表一份『信義宗

教會和天主教會有關成義的教義的聯合聲明』之新中譯本。這份文件在1999年簽署時已

經頗具爭議性，因文件中對稱義觀所用的文字如此廣泛，融入曾經帶給馬丁路德一些困

擾的稱義觀，而且聲明也沒有承認宣告宗教改革的關鍵教義為：人是藉著「惟獨信心」

得救、稱義。雖然如此，這事還是能夠引導我們再次聚焦，去瞭解其中所言: 人單單靠著

恩典就可以得救、稱義。其中一位譯者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的戴浩輝博士，他在世界信

義宗聯合會的網站上公佈了他的說明：

　信義宗稱義所要傳遞的信息在亞洲對工作倫理有什麼意義呢？

　「我認為最重要是人道主義、倫理以及善行。對很多華人而言，他們很難接受恩典是

　在行為範圍之外的這種觀念。」2

　　與此相關的則是華人學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周朝人的「敬德觀念」。大

約在主前一千多年，周公說服了中國人，上天是公正的，祂會獎善罰惡(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商朝最後一位非常殘暴兇惡的統治者，自認他有天命(上天賜給他天子的地位)，所

以不管百姓做什麼，他都可以為所欲為。因此，百姓非常沮喪，認為無論行為好壞都沒

有差別。於是周公鼓勵他們相信，好行為一定有好結果。商朝衰敗了，周朝興起，印證

周公的觀念，就是上天終究會報償那些行為端正的人。五百年以後，孔子進一步發展此

一思想，使它成為華人世界的主流觀。3這觀念深植人心並且持續支撐華人的文化。當我

撰寫博士論文時，我描述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與聖經最大的差異時，用了一個詞做結論，

就是「恩典」。4聖經中的上帝是公義的，就像周公所認定的上天一樣，而聖經中的上帝

則因祂是恩典的上帝而顯出差異。

聖經中的恩典

　　上帝曾向摩西宣告他是有恩典的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為奴之地的歷史關鍵時

刻，上帝藉著摩西頒給他們十誡，但摩西下西乃山的時候，竟發現以色列人將一隻金牛

犢當成偶像來敬拜，摩西非常生氣他們違背上帝，就把這兩塊法版的十誡摔碎。那時上

帝原本要把以色列人全毀滅掉，再從摩西興起另一個新的族群。但是摩西為百姓禱告求

憐憫，又求告神將他從名冊中塗抹。路德說這是愛的最高表現，也就是一個人願意為其

他的人被審判被咒詛(像摩西與保羅一樣5)。在摩西禱告之後，上帝憐憫了以色列人。摩

西就求神讓他看見上帝的榮耀，上帝說不能讓摩西看他的面，但是他會讓摩西看他的背

。馬丁路德將此視為極具意義，就是上帝藉此方法將自己向我們顯現，讓我們看他的背

或一小部分而已，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聖經在此寫道：『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並宣

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祂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

實。」』(出埃及記 34:6)。

　　詩篇五十一篇大衛王的悔改禱告，與但以理為被擄的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悔改禱告是

一樣的，兩人都認罪並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憐憫。大衛禱告說，「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

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詩篇五十一1)。但以理則禱告「主!我們的　

神，是憐憫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了他…我的　神阿!求你側耳而聽，睜眼而看，眷顧我

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求，原不是因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

憐憫。求主垂聽，求主赦免，求主應允而行，為你自己不要遲延，我的　神阿!因這城和

這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但以理書九9,18-19)。以賽亞宣告上帝的安慰和赦免，在

此恩典的處境下，他說：「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以賽亞書四十

13,28) 。就連約拿在他憤怒之下抱怨的說：「耶和華阿!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

麼。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

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約拿書四2) 。摩西、大衛、但以理、以賽亞以及其

他的聖經人物，確信我們在罪孽中求助無門，而上帝恩典的心意遠遠超越我們所能測度

的能力，由此得見神的本質就是恩典。

　　在中文聖經中「恩」這個字出現500多次。它通常被翻譯成與「恩典」相關連的字。

希臘文的原文　　 在中文聖經常被翻譯成「恩典」或「恩惠」，「恩惠」特別是用在祝

福的地方，比如聖經中最後的經文：「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

示錄廿二21)。在聖經中「恩典」或「恩惠」總共出現170次，其中在舊約有40次，在新

約保羅的書信中有90次，其餘40次則在保羅書信之外。因此，在教會歷史上，對基督徒

來說，保羅是對「恩典」這個詞下了非常關鍵定義的使徒。雖說恩典的本意指出上帝的

個性，但是恩典也能夠指出上帝所賜的禮物，這是藉著祂恩慈本性所流露出來的。恩典

是(一)不配得的 (二)白白的 (三)寵愛。恩典是使徒們喜歡用的詞語，用以宣講上帝在基督

耶穌救恩裡的愛，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愛。

　　保羅對救贖恩典的立場表達在兩處重要的經文上。在羅馬書中，保羅說「因為世人

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馬書三23-24)。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寫著：「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9) 

。我們要特別注意保羅以上帝的啟示說，關於我們墮落的光景是在信心和救恩之前。我

們死在罪中(以弗所書二1)，而不是僅僅受傷或只是小病一場，仍然保留一些屬靈的能力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完全死亡的。亞當犯罪的時候，在屬靈上按照上帝所說的是死

了，而不是魔鬼要騙亞當不要相信上帝的話而已。因此我們需要在我們之外的力量，就

是上帝更大的恩典能力，帶領我們回到屬靈的生命，以及恢復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當我

們死在罪中，就沒有能力來成就這件事。

　　救恩是保羅在這些關鍵經文中經常談論的。然而，有時候「恩典」也可以指向恩典

的結果，就是上帝以他恩典的本性所賜給我們的：屬靈的恩賜，我們的信心，我們呼召

和一切所有能做見證和服事的恩賜。例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6寫道：「按所賜給我們的恩

典( 　　)，各有不同的恩賜(　　　　)。」這恩典在我們身上產生的結果，常被稱為「澆

灌恩典」，因為它和上帝以聖靈澆灌在我們裡面的愛有關，如同羅馬書五5所說言「盼望

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關於救恩與澆灌恩典的分辨，米勒曾教導：「以恩典作為上帝［對世人所懷］不配

得之厚意，及上帝所施予［信徒］的恩賜（屬靈恩賜）之間的尖銳區分，在稱義的信條

上最為重要；凡教訓說上帝的恩典按澆灌恩典的意義(gratia infusa)，是稱義的唯一原因

、或附帶原因的人乃是教導以行為的救贖，且是從恩典中墜落(加五4)。按實際說，他們

雖保存基督教的名義，但卻是教訓外邦人靠善行稱義的道理。」6以及「信徒的救贖並非

歸於固有的或澆灌的恩典，或是那在他身上的恩賜，而應唯獨歸因於上帝裡面慈愛的意

向，或說上帝的寵愛。換言之，當我們說，我們以恩典得救，不是指著在我們內面運行

的神聖恩典，而是指着在我們身外，處在上帝裡面的恩典。」7

(二)為何「惟獨」？

　　在張貼95條的8年後，路德曾提及95條的主題其實都屬雞毛蒜皮。1525年在《論意

志的捆綁》結論中，路德稱讚伊拉斯姆，因為他的抨擊確實命中主題：

　「你也不像其他人，因為只有你攻擊了真正的關鍵問題，就是問題的本質，而且沒有

　用關於教宗、煉獄、贖罪券以及類似的雞毛蒜皮之事（因其並非基本問題）的枝節問

　題來煩擾我，幾乎人人都曾以這類事來獵殺我，但卻徒勞一場。你，只有你才看到了

　決定每件事的關鍵問題，並且對準了重要目標。為此，我要誠摯地向你致謝⋯⋯」。8 

　　其實，在寫95條之前的一個月，路德在他97條所謂《駁經院神學論綱》(1517年9月)

中已經開始討論改教的核心主題。關鍵的主題是罪與恩典，以及伴隨著律法與自由意志

的討論。9中世紀的神學主張我們必須努力以自己內在（facientibus quod in se est）10自然

的能力來得到恩典，因此，改教神學必須強調「惟獨恩典」。

　　在大約1100年到1500年之間，經院哲學派的神學是中世紀的主流神學。探討神接納

人的理由和原則時，罪與恩典成為他們研究的最重要主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凌駕了經

院神學，因此律法一定會浮出為上帝接納而拯救人的一個主要理由（羅馬書二14-15）。

可是在被亞里士多德凌駕的經院神學之前，受景仰的奧古斯丁已經為了恩典在對抗伯拉

糾時打了一場美好的仗，結果是奧古斯丁(因恩典得贖)的觀念變成眾教會的共識（特別是

在418年於迦太基、431年在以弗所和529年在奥朗日的教會公會上宣告）。伯拉糾主張

人能以自然的力量（即使在墮落之後）選擇善行以至於能夠藉著足夠的善工，以這樣的

行為得救。因為眾教會以伯拉糾為異端的共識，導致經院哲學派神學家想避免被稱呼為

伯拉糾主義；但是馬丁路德發現到經院哲學神學就是半伯拉糾主義（在某方面還不如伯

拉糾主義），所以從1517年到1525年8年之內，他駁倒整個經院哲學派的神學。被亞里

士多德凌駕的經院哲學派神學家們，試圖找出在墮落的人類中，有什麼自然屬靈的能力

能夠讓人被上帝接納而得救。他們的結論是藉著行出在我們裡面所能行的，上帝會因這

個努力而賞賜恩典。他們了解我們所能做的是微不足道的，而不像伯拉糾主義那樣的好

行為；但我們到底需要做什麼才能獲得上帝的恩典，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

　　路德本來相信我們需努力謙卑才能夠領受神的恩典，但最後卻從上帝的話中發現

到，信心是上帝所賞賜(並非靠著我們努力)，給那些在屬靈方面死亡的人（以弗所書二

1-9）。路德的關鍵洞見之一是在屬靈上死亡的人，(做在他自己內在的)，所做出來的是

罪，而非能獲得恩典的努力。最後路德斥責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因為他們把恩典變得

比伯拉糾主義者更廉價，因為伯拉糾主義的人要求更正當的好行為方能得到救恩，但是

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卻只要求簡單又些微的努力。

　　路德也揭示出奧古斯丁自認有療效的成義觀是錯誤的，奧古斯丁教導我們，當上帝

的恩典醫治我們，並幫助我們活出公義的生命時，我們就在神面前成義和得救，並且上

帝最後會宣告我們是義人，因為我們已經依靠他的恩典活出公義的生命。因此路德便以

惟獨信心與惟獨恩典的神學駁倒了千年來教會的錯誤！我們靠著惟獨恩典，惟獨信心稱

義並且得救，完全不是因為我們的努力或好行為。恩典無價，是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付的代價，我們任何努力或好行為都不能與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無限珍寶相比擬！

結論

　　令人訝異的是，從傾向完全依靠神，轉向依賴人的努力，這麼錯誤的中世紀神學，

在過去竟然維持一千年而不墜。同樣奇妙的是，我們看見上帝如何透過馬丁路德來駁倒

中世紀神學的錯誤，並且興旺上帝的真理，使信徒能夠再一次回轉到單單依靠上帝的恩

典，就是信靠上帝信實的恩典本性，並且以他恩典的心所發揮出的救贖作為。我們現在

會比中世紀的信徒好嗎？我們的忠誠、努力、聰明……等會比他們高嗎？當然不會！所

以今天教會的盲點在那裡呢？我們在那裡損害上帝惟獨恩典救贖的真理呢？讓我們尋求

敏銳的分辨，我們究竟在那裡遮蔽或貶低上帝無限寶貴的恩典，也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為饒恕、和好、及救贖我們所流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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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恩典」？

前言：上帝恩典廣被華人

　　「孔子究竟得救了沒有?」

　　二十年前我那來自上海的中文老師問我這個問題，他說這問題解決了，華人才會相

信耶穌基督。我當時坦白告訴他我不知道。其實，他的問題不僅關乎孔子，更是關乎所

有華人的家庭成員以及那些未曾聽過福音的先祖。事實上，我們西方人也會問同樣的問

題：一兩千年前，我們的歐洲祖先都是沒信主的化外之民，他們究竟得救了沒？甚至我

們會進一步追問：「有些人雖然常聽到福音，但卻總是拒絕；而我又怎能接受信基督就

可以得救呢？」這古老的神學困擾一直成為很多人的疑慮，「為什麼有些人信主而得救

，但有些人卻始終不信？」(拉丁文: cur alii, non alii? 「為什麼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

」) 。我會相信，是否因為我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如果是這樣，救恩就不再是神的恩典，

而是我行善所得的工價。聖經啟示我們是藉著「惟獨恩典」而得救，有些奧秘是人無法

測透的。感謝神賜給我們信心，得以接受這樣的救恩。

　　數年前，全世界的基督教領袖聚集在英國討論基督教的獨特性，並且與其他宗教做

比較。因為許多基督教的教義也出現在其他宗教，所以仍得不到答案，直到C.S.Lewis進

來之後，問題方迎刃而解。他說這問題很簡單，重點就是“恩典＂，也就是上帝憐憫罪

人，以無條件的愛來愛罪人，這種啟示，遠遠超過人們的正常想法。在人類普遍的觀念

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啟示。

　　但有些人批評恩典，如同一位同學在課堂上發問：「人不會在恩典中墮落嗎？」，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竭盡所能的教導恩典是上帝白白的禮物，我們如何能夠避免人類生

活變成懶惰而不為上帝勤奮努力?馬丁路德最好的作品《論意志的捆綁》，深入探討罪與

恩典的奇妙真理。因為恩典是上帝對罪人的憐憫，我們在探討恩典的同時，也需要思想

罪。罪與恩典，兩者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又是極大的奧秘。因為在深層的邪惡罪性與毀

壞的人性當中，存在著極大的奧秘，導致我們無法完整的回答，為何這麼多人會拒絕這

個奇異恩典。上帝在恩典上所顯現出的愛是那麼的深廣、奇妙，使得我們無法全然測度

。如果一個人在恩典中墮落或者變成懶惰，他就仍未了解到罪深層的邪惡，或仍未理解

恩典而更加珍惜。律法與福音這兩項重要的啟示是上帝所強調的，也是需要終身學習的

。這兩種啟示，是上帝在西乃山和錫安山，用非常奇妙的神蹟和特殊的現象，撼動全人

類來注意並重視律法是用來顯示我們的罪，而福音卻是啟示上帝的恩典，這兩種是最重

要且是上帝最想要人知道的。耶穌來到這世上，也一樣的宣告說：「你們都要悔改相信

福音。」（馬可福音一15）。

　　既有如此重要的啟示和極大的奧秘，我們又該如何做？在此俞繼斌博士給了我們很

好的勉勵：「對於上帝的事情，我們當知道的，就要清楚的知道，確切的知道。…上帝

樂意讓我們知道的事情，已經夠多，夠豐富，夠明確了，以致我們不必庸人自擾，去憂

慮我們所不知道，或不應該知道的事情。」1就如上帝在申命記廿九29中所言: 「隱祕的

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啟示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

這聖經上的一切話。」所以，我們現在當尋求明白上帝要我們知道，而且能夠知道，以

及應該知道的事，然後讓上帝管理那些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奧秘。

　　2014年時，羅馬天主教、信義會和衛理公會的主教、監督在香港發表一份『信義宗

教會和天主教會有關成義的教義的聯合聲明』之新中譯本。這份文件在1999年簽署時已

經頗具爭議性，因文件中對稱義觀所用的文字如此廣泛，融入曾經帶給馬丁路德一些困

擾的稱義觀，而且聲明也沒有承認宣告宗教改革的關鍵教義為：人是藉著「惟獨信心」

得救、稱義。雖然如此，這事還是能夠引導我們再次聚焦，去瞭解其中所言: 人單單靠著

恩典就可以得救、稱義。其中一位譯者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的戴浩輝博士，他在世界信

義宗聯合會的網站上公佈了他的說明：

　信義宗稱義所要傳遞的信息在亞洲對工作倫理有什麼意義呢？

　「我認為最重要是人道主義、倫理以及善行。對很多華人而言，他們很難接受恩典是

　在行為範圍之外的這種觀念。」2

　　與此相關的則是華人學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周朝人的「敬德觀念」。大

約在主前一千多年，周公說服了中國人，上天是公正的，祂會獎善罰惡(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商朝最後一位非常殘暴兇惡的統治者，自認他有天命(上天賜給他天子的地位)，所

以不管百姓做什麼，他都可以為所欲為。因此，百姓非常沮喪，認為無論行為好壞都沒

有差別。於是周公鼓勵他們相信，好行為一定有好結果。商朝衰敗了，周朝興起，印證

周公的觀念，就是上天終究會報償那些行為端正的人。五百年以後，孔子進一步發展此

一思想，使它成為華人世界的主流觀。3這觀念深植人心並且持續支撐華人的文化。當我

撰寫博士論文時，我描述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與聖經最大的差異時，用了一個詞做結論，

就是「恩典」。4聖經中的上帝是公義的，就像周公所認定的上天一樣，而聖經中的上帝

則因祂是恩典的上帝而顯出差異。

聖經中的恩典

　　上帝曾向摩西宣告他是有恩典的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為奴之地的歷史關鍵時

刻，上帝藉著摩西頒給他們十誡，但摩西下西乃山的時候，竟發現以色列人將一隻金牛

犢當成偶像來敬拜，摩西非常生氣他們違背上帝，就把這兩塊法版的十誡摔碎。那時上

帝原本要把以色列人全毀滅掉，再從摩西興起另一個新的族群。但是摩西為百姓禱告求

憐憫，又求告神將他從名冊中塗抹。路德說這是愛的最高表現，也就是一個人願意為其

他的人被審判被咒詛(像摩西與保羅一樣5)。在摩西禱告之後，上帝憐憫了以色列人。摩

西就求神讓他看見上帝的榮耀，上帝說不能讓摩西看他的面，但是他會讓摩西看他的背

。馬丁路德將此視為極具意義，就是上帝藉此方法將自己向我們顯現，讓我們看他的背

或一小部分而已，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聖經在此寫道：『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並宣

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祂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

實。」』(出埃及記 34:6)。

　　詩篇五十一篇大衛王的悔改禱告，與但以理為被擄的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悔改禱告是

一樣的，兩人都認罪並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憐憫。大衛禱告說，「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

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詩篇五十一1)。但以理則禱告「主!我們的　

神，是憐憫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了他…我的　神阿!求你側耳而聽，睜眼而看，眷顧我

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求，原不是因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

憐憫。求主垂聽，求主赦免，求主應允而行，為你自己不要遲延，我的　神阿!因這城和

這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但以理書九9,18-19)。以賽亞宣告上帝的安慰和赦免，在

此恩典的處境下，他說：「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以賽亞書四十

13,28) 。就連約拿在他憤怒之下抱怨的說：「耶和華阿!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

麼。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

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約拿書四2) 。摩西、大衛、但以理、以賽亞以及其

他的聖經人物，確信我們在罪孽中求助無門，而上帝恩典的心意遠遠超越我們所能測度

的能力，由此得見神的本質就是恩典。

　　在中文聖經中「恩」這個字出現500多次。它通常被翻譯成與「恩典」相關連的字。

希臘文的原文　　 在中文聖經常被翻譯成「恩典」或「恩惠」，「恩惠」特別是用在祝

福的地方，比如聖經中最後的經文：「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

示錄廿二21)。在聖經中「恩典」或「恩惠」總共出現170次，其中在舊約有40次，在新

約保羅的書信中有90次，其餘40次則在保羅書信之外。因此，在教會歷史上，對基督徒

來說，保羅是對「恩典」這個詞下了非常關鍵定義的使徒。雖說恩典的本意指出上帝的

個性，但是恩典也能夠指出上帝所賜的禮物，這是藉著祂恩慈本性所流露出來的。恩典

是(一)不配得的 (二)白白的 (三)寵愛。恩典是使徒們喜歡用的詞語，用以宣講上帝在基督

耶穌救恩裡的愛，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愛。

　　保羅對救贖恩典的立場表達在兩處重要的經文上。在羅馬書中，保羅說「因為世人

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馬書三23-24)。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寫著：「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9) 

。我們要特別注意保羅以上帝的啟示說，關於我們墮落的光景是在信心和救恩之前。我

們死在罪中(以弗所書二1)，而不是僅僅受傷或只是小病一場，仍然保留一些屬靈的能力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完全死亡的。亞當犯罪的時候，在屬靈上按照上帝所說的是死

1俞繼斌，「隱藏的上帝」，中華信義神學院院訊 No.54 (2017年12月)，8頁。
2From LWF website on January 2, 2018: https://www.lutheranworld.org/news/hong-kong-ecumenical-

 translation-joint-declaration-doctrine-justification. (dated 28/5/2014)
3Stephen P. Oliver, The Moral Visions of The Epistle of James and Zhongyong (Saint Louis, Missouri:

 Concordia Semina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02), 104-117.
4同上, 130-154頁。

了，而不是魔鬼要騙亞當不要相信上帝的話而已。因此我們需要在我們之外的力量，就

是上帝更大的恩典能力，帶領我們回到屬靈的生命，以及恢復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當我

們死在罪中，就沒有能力來成就這件事。

　　救恩是保羅在這些關鍵經文中經常談論的。然而，有時候「恩典」也可以指向恩典

的結果，就是上帝以他恩典的本性所賜給我們的：屬靈的恩賜，我們的信心，我們呼召

和一切所有能做見證和服事的恩賜。例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6寫道：「按所賜給我們的恩

典( 　　)，各有不同的恩賜(　　　　)。」這恩典在我們身上產生的結果，常被稱為「澆

灌恩典」，因為它和上帝以聖靈澆灌在我們裡面的愛有關，如同羅馬書五5所說言「盼望

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關於救恩與澆灌恩典的分辨，米勒曾教導：「以恩典作為上帝［對世人所懷］不配

得之厚意，及上帝所施予［信徒］的恩賜（屬靈恩賜）之間的尖銳區分，在稱義的信條

上最為重要；凡教訓說上帝的恩典按澆灌恩典的意義(gratia infusa)，是稱義的唯一原因

、或附帶原因的人乃是教導以行為的救贖，且是從恩典中墜落(加五4)。按實際說，他們

雖保存基督教的名義，但卻是教訓外邦人靠善行稱義的道理。」6以及「信徒的救贖並非

歸於固有的或澆灌的恩典，或是那在他身上的恩賜，而應唯獨歸因於上帝裡面慈愛的意

向，或說上帝的寵愛。換言之，當我們說，我們以恩典得救，不是指著在我們內面運行

的神聖恩典，而是指着在我們身外，處在上帝裡面的恩典。」7

(二)為何「惟獨」？

　　在張貼95條的8年後，路德曾提及95條的主題其實都屬雞毛蒜皮。1525年在《論意

志的捆綁》結論中，路德稱讚伊拉斯姆，因為他的抨擊確實命中主題：

　「你也不像其他人，因為只有你攻擊了真正的關鍵問題，就是問題的本質，而且沒有

　用關於教宗、煉獄、贖罪券以及類似的雞毛蒜皮之事（因其並非基本問題）的枝節問

　題來煩擾我，幾乎人人都曾以這類事來獵殺我，但卻徒勞一場。你，只有你才看到了

　決定每件事的關鍵問題，並且對準了重要目標。為此，我要誠摯地向你致謝⋯⋯」。8 

　　其實，在寫95條之前的一個月，路德在他97條所謂《駁經院神學論綱》(1517年9月)

中已經開始討論改教的核心主題。關鍵的主題是罪與恩典，以及伴隨著律法與自由意志

的討論。9中世紀的神學主張我們必須努力以自己內在（facientibus quod in se est）10自然

的能力來得到恩典，因此，改教神學必須強調「惟獨恩典」。

　　在大約1100年到1500年之間，經院哲學派的神學是中世紀的主流神學。探討神接納

人的理由和原則時，罪與恩典成為他們研究的最重要主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凌駕了經

院神學，因此律法一定會浮出為上帝接納而拯救人的一個主要理由（羅馬書二14-15）。

可是在被亞里士多德凌駕的經院神學之前，受景仰的奧古斯丁已經為了恩典在對抗伯拉

糾時打了一場美好的仗，結果是奧古斯丁(因恩典得贖)的觀念變成眾教會的共識（特別是

在418年於迦太基、431年在以弗所和529年在奥朗日的教會公會上宣告）。伯拉糾主張

人能以自然的力量（即使在墮落之後）選擇善行以至於能夠藉著足夠的善工，以這樣的

行為得救。因為眾教會以伯拉糾為異端的共識，導致經院哲學派神學家想避免被稱呼為

伯拉糾主義；但是馬丁路德發現到經院哲學神學就是半伯拉糾主義（在某方面還不如伯

拉糾主義），所以從1517年到1525年8年之內，他駁倒整個經院哲學派的神學。被亞里

士多德凌駕的經院哲學派神學家們，試圖找出在墮落的人類中，有什麼自然屬靈的能力

能夠讓人被上帝接納而得救。他們的結論是藉著行出在我們裡面所能行的，上帝會因這

個努力而賞賜恩典。他們了解我們所能做的是微不足道的，而不像伯拉糾主義那樣的好

行為；但我們到底需要做什麼才能獲得上帝的恩典，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

　　路德本來相信我們需努力謙卑才能夠領受神的恩典，但最後卻從上帝的話中發現

到，信心是上帝所賞賜(並非靠著我們努力)，給那些在屬靈方面死亡的人（以弗所書二

1-9）。路德的關鍵洞見之一是在屬靈上死亡的人，(做在他自己內在的)，所做出來的是

罪，而非能獲得恩典的努力。最後路德斥責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因為他們把恩典變得

比伯拉糾主義者更廉價，因為伯拉糾主義的人要求更正當的好行為方能得到救恩，但是

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卻只要求簡單又些微的努力。

　　路德也揭示出奧古斯丁自認有療效的成義觀是錯誤的，奧古斯丁教導我們，當上帝

的恩典醫治我們，並幫助我們活出公義的生命時，我們就在神面前成義和得救，並且上

帝最後會宣告我們是義人，因為我們已經依靠他的恩典活出公義的生命。因此路德便以

惟獨信心與惟獨恩典的神學駁倒了千年來教會的錯誤！我們靠著惟獨恩典，惟獨信心稱

義並且得救，完全不是因為我們的努力或好行為。恩典無價，是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付的代價，我們任何努力或好行為都不能與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無限珍寶相比擬！

結論

　　令人訝異的是，從傾向完全依靠神，轉向依賴人的努力，這麼錯誤的中世紀神學，

在過去竟然維持一千年而不墜。同樣奇妙的是，我們看見上帝如何透過馬丁路德來駁倒

中世紀神學的錯誤，並且興旺上帝的真理，使信徒能夠再一次回轉到單單依靠上帝的恩

典，就是信靠上帝信實的恩典本性，並且以他恩典的心所發揮出的救贖作為。我們現在

會比中世紀的信徒好嗎？我們的忠誠、努力、聰明……等會比他們高嗎？當然不會！所

以今天教會的盲點在那裡呢？我們在那裡損害上帝惟獨恩典救贖的真理呢？讓我們尋求

敏銳的分辨，我們究竟在那裡遮蔽或貶低上帝無限寶貴的恩典，也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為饒恕、和好、及救贖我們所流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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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恩典」？

前言：上帝恩典廣被華人

　　「孔子究竟得救了沒有?」

　　二十年前我那來自上海的中文老師問我這個問題，他說這問題解決了，華人才會相

信耶穌基督。我當時坦白告訴他我不知道。其實，他的問題不僅關乎孔子，更是關乎所

有華人的家庭成員以及那些未曾聽過福音的先祖。事實上，我們西方人也會問同樣的問

題：一兩千年前，我們的歐洲祖先都是沒信主的化外之民，他們究竟得救了沒？甚至我

們會進一步追問：「有些人雖然常聽到福音，但卻總是拒絕；而我又怎能接受信基督就

可以得救呢？」這古老的神學困擾一直成為很多人的疑慮，「為什麼有些人信主而得救

，但有些人卻始終不信？」(拉丁文: cur alii, non alii? 「為什麼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

」) 。我會相信，是否因為我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如果是這樣，救恩就不再是神的恩典，

而是我行善所得的工價。聖經啟示我們是藉著「惟獨恩典」而得救，有些奧秘是人無法

測透的。感謝神賜給我們信心，得以接受這樣的救恩。

　　數年前，全世界的基督教領袖聚集在英國討論基督教的獨特性，並且與其他宗教做

比較。因為許多基督教的教義也出現在其他宗教，所以仍得不到答案，直到C.S.Lewis進

來之後，問題方迎刃而解。他說這問題很簡單，重點就是“恩典＂，也就是上帝憐憫罪

人，以無條件的愛來愛罪人，這種啟示，遠遠超過人們的正常想法。在人類普遍的觀念

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啟示。

　　但有些人批評恩典，如同一位同學在課堂上發問：「人不會在恩典中墮落嗎？」，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竭盡所能的教導恩典是上帝白白的禮物，我們如何能夠避免人類生

活變成懶惰而不為上帝勤奮努力?馬丁路德最好的作品《論意志的捆綁》，深入探討罪與

恩典的奇妙真理。因為恩典是上帝對罪人的憐憫，我們在探討恩典的同時，也需要思想

罪。罪與恩典，兩者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又是極大的奧秘。因為在深層的邪惡罪性與毀

壞的人性當中，存在著極大的奧秘，導致我們無法完整的回答，為何這麼多人會拒絕這

個奇異恩典。上帝在恩典上所顯現出的愛是那麼的深廣、奇妙，使得我們無法全然測度

。如果一個人在恩典中墮落或者變成懶惰，他就仍未了解到罪深層的邪惡，或仍未理解

恩典而更加珍惜。律法與福音這兩項重要的啟示是上帝所強調的，也是需要終身學習的

。這兩種啟示，是上帝在西乃山和錫安山，用非常奇妙的神蹟和特殊的現象，撼動全人

類來注意並重視律法是用來顯示我們的罪，而福音卻是啟示上帝的恩典，這兩種是最重

要且是上帝最想要人知道的。耶穌來到這世上，也一樣的宣告說：「你們都要悔改相信

福音。」（馬可福音一15）。

　　既有如此重要的啟示和極大的奧秘，我們又該如何做？在此俞繼斌博士給了我們很

好的勉勵：「對於上帝的事情，我們當知道的，就要清楚的知道，確切的知道。…上帝

樂意讓我們知道的事情，已經夠多，夠豐富，夠明確了，以致我們不必庸人自擾，去憂

慮我們所不知道，或不應該知道的事情。」1就如上帝在申命記廿九29中所言: 「隱祕的

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啟示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

這聖經上的一切話。」所以，我們現在當尋求明白上帝要我們知道，而且能夠知道，以

及應該知道的事，然後讓上帝管理那些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奧秘。

　　2014年時，羅馬天主教、信義會和衛理公會的主教、監督在香港發表一份『信義宗

教會和天主教會有關成義的教義的聯合聲明』之新中譯本。這份文件在1999年簽署時已

經頗具爭議性，因文件中對稱義觀所用的文字如此廣泛，融入曾經帶給馬丁路德一些困

擾的稱義觀，而且聲明也沒有承認宣告宗教改革的關鍵教義為：人是藉著「惟獨信心」

得救、稱義。雖然如此，這事還是能夠引導我們再次聚焦，去瞭解其中所言: 人單單靠著

恩典就可以得救、稱義。其中一位譯者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的戴浩輝博士，他在世界信

義宗聯合會的網站上公佈了他的說明：

　信義宗稱義所要傳遞的信息在亞洲對工作倫理有什麼意義呢？

　「我認為最重要是人道主義、倫理以及善行。對很多華人而言，他們很難接受恩典是

　在行為範圍之外的這種觀念。」2

　　與此相關的則是華人學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周朝人的「敬德觀念」。大

約在主前一千多年，周公說服了中國人，上天是公正的，祂會獎善罰惡(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商朝最後一位非常殘暴兇惡的統治者，自認他有天命(上天賜給他天子的地位)，所

以不管百姓做什麼，他都可以為所欲為。因此，百姓非常沮喪，認為無論行為好壞都沒

有差別。於是周公鼓勵他們相信，好行為一定有好結果。商朝衰敗了，周朝興起，印證

周公的觀念，就是上天終究會報償那些行為端正的人。五百年以後，孔子進一步發展此

一思想，使它成為華人世界的主流觀。3這觀念深植人心並且持續支撐華人的文化。當我

撰寫博士論文時，我描述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與聖經最大的差異時，用了一個詞做結論，

就是「恩典」。4聖經中的上帝是公義的，就像周公所認定的上天一樣，而聖經中的上帝

則因祂是恩典的上帝而顯出差異。

聖經中的恩典

　　上帝曾向摩西宣告他是有恩典的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為奴之地的歷史關鍵時

刻，上帝藉著摩西頒給他們十誡，但摩西下西乃山的時候，竟發現以色列人將一隻金牛

犢當成偶像來敬拜，摩西非常生氣他們違背上帝，就把這兩塊法版的十誡摔碎。那時上

帝原本要把以色列人全毀滅掉，再從摩西興起另一個新的族群。但是摩西為百姓禱告求

憐憫，又求告神將他從名冊中塗抹。路德說這是愛的最高表現，也就是一個人願意為其

他的人被審判被咒詛(像摩西與保羅一樣5)。在摩西禱告之後，上帝憐憫了以色列人。摩

西就求神讓他看見上帝的榮耀，上帝說不能讓摩西看他的面，但是他會讓摩西看他的背

。馬丁路德將此視為極具意義，就是上帝藉此方法將自己向我們顯現，讓我們看他的背

或一小部分而已，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聖經在此寫道：『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並宣

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祂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

實。」』(出埃及記 34:6)。

　　詩篇五十一篇大衛王的悔改禱告，與但以理為被擄的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悔改禱告是

一樣的，兩人都認罪並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憐憫。大衛禱告說，「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

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詩篇五十一1)。但以理則禱告「主!我們的　

神，是憐憫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了他…我的　神阿!求你側耳而聽，睜眼而看，眷顧我

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求，原不是因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

憐憫。求主垂聽，求主赦免，求主應允而行，為你自己不要遲延，我的　神阿!因這城和

這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但以理書九9,18-19)。以賽亞宣告上帝的安慰和赦免，在

此恩典的處境下，他說：「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以賽亞書四十

13,28) 。就連約拿在他憤怒之下抱怨的說：「耶和華阿!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

麼。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

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約拿書四2) 。摩西、大衛、但以理、以賽亞以及其

他的聖經人物，確信我們在罪孽中求助無門，而上帝恩典的心意遠遠超越我們所能測度

的能力，由此得見神的本質就是恩典。

　　在中文聖經中「恩」這個字出現500多次。它通常被翻譯成與「恩典」相關連的字。

希臘文的原文　　 在中文聖經常被翻譯成「恩典」或「恩惠」，「恩惠」特別是用在祝

福的地方，比如聖經中最後的經文：「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

示錄廿二21)。在聖經中「恩典」或「恩惠」總共出現170次，其中在舊約有40次，在新

約保羅的書信中有90次，其餘40次則在保羅書信之外。因此，在教會歷史上，對基督徒

來說，保羅是對「恩典」這個詞下了非常關鍵定義的使徒。雖說恩典的本意指出上帝的

個性，但是恩典也能夠指出上帝所賜的禮物，這是藉著祂恩慈本性所流露出來的。恩典

是(一)不配得的 (二)白白的 (三)寵愛。恩典是使徒們喜歡用的詞語，用以宣講上帝在基督

耶穌救恩裡的愛，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愛。

　　保羅對救贖恩典的立場表達在兩處重要的經文上。在羅馬書中，保羅說「因為世人

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馬書三23-24)。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寫著：「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9) 

。我們要特別注意保羅以上帝的啟示說，關於我們墮落的光景是在信心和救恩之前。我

們死在罪中(以弗所書二1)，而不是僅僅受傷或只是小病一場，仍然保留一些屬靈的能力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完全死亡的。亞當犯罪的時候，在屬靈上按照上帝所說的是死

5出埃及記三十二32，羅馬書九3。馬丁路德，羅馬書講義，波克編譯，李春旺中譯(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出

 版社，2006年，2016年)，347-348頁。

了，而不是魔鬼要騙亞當不要相信上帝的話而已。因此我們需要在我們之外的力量，就

是上帝更大的恩典能力，帶領我們回到屬靈的生命，以及恢復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當我

們死在罪中，就沒有能力來成就這件事。

　　救恩是保羅在這些關鍵經文中經常談論的。然而，有時候「恩典」也可以指向恩典

的結果，就是上帝以他恩典的本性所賜給我們的：屬靈的恩賜，我們的信心，我們呼召

和一切所有能做見證和服事的恩賜。例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6寫道：「按所賜給我們的恩

典( 　　)，各有不同的恩賜(　　　　)。」這恩典在我們身上產生的結果，常被稱為「澆

灌恩典」，因為它和上帝以聖靈澆灌在我們裡面的愛有關，如同羅馬書五5所說言「盼望

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關於救恩與澆灌恩典的分辨，米勒曾教導：「以恩典作為上帝［對世人所懷］不配

得之厚意，及上帝所施予［信徒］的恩賜（屬靈恩賜）之間的尖銳區分，在稱義的信條

上最為重要；凡教訓說上帝的恩典按澆灌恩典的意義(gratia infusa)，是稱義的唯一原因

、或附帶原因的人乃是教導以行為的救贖，且是從恩典中墜落(加五4)。按實際說，他們

雖保存基督教的名義，但卻是教訓外邦人靠善行稱義的道理。」6以及「信徒的救贖並非

歸於固有的或澆灌的恩典，或是那在他身上的恩賜，而應唯獨歸因於上帝裡面慈愛的意

向，或說上帝的寵愛。換言之，當我們說，我們以恩典得救，不是指著在我們內面運行

的神聖恩典，而是指着在我們身外，處在上帝裡面的恩典。」7

(二)為何「惟獨」？

　　在張貼95條的8年後，路德曾提及95條的主題其實都屬雞毛蒜皮。1525年在《論意

志的捆綁》結論中，路德稱讚伊拉斯姆，因為他的抨擊確實命中主題：

　「你也不像其他人，因為只有你攻擊了真正的關鍵問題，就是問題的本質，而且沒有

　用關於教宗、煉獄、贖罪券以及類似的雞毛蒜皮之事（因其並非基本問題）的枝節問

　題來煩擾我，幾乎人人都曾以這類事來獵殺我，但卻徒勞一場。你，只有你才看到了

　決定每件事的關鍵問題，並且對準了重要目標。為此，我要誠摯地向你致謝⋯⋯」。8 

　　其實，在寫95條之前的一個月，路德在他97條所謂《駁經院神學論綱》(1517年9月)

中已經開始討論改教的核心主題。關鍵的主題是罪與恩典，以及伴隨著律法與自由意志

的討論。9中世紀的神學主張我們必須努力以自己內在（facientibus quod in se est）10自然

的能力來得到恩典，因此，改教神學必須強調「惟獨恩典」。

　　在大約1100年到1500年之間，經院哲學派的神學是中世紀的主流神學。探討神接納

人的理由和原則時，罪與恩典成為他們研究的最重要主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凌駕了經

院神學，因此律法一定會浮出為上帝接納而拯救人的一個主要理由（羅馬書二14-15）。

可是在被亞里士多德凌駕的經院神學之前，受景仰的奧古斯丁已經為了恩典在對抗伯拉

糾時打了一場美好的仗，結果是奧古斯丁(因恩典得贖)的觀念變成眾教會的共識（特別是

在418年於迦太基、431年在以弗所和529年在奥朗日的教會公會上宣告）。伯拉糾主張

人能以自然的力量（即使在墮落之後）選擇善行以至於能夠藉著足夠的善工，以這樣的

行為得救。因為眾教會以伯拉糾為異端的共識，導致經院哲學派神學家想避免被稱呼為

伯拉糾主義；但是馬丁路德發現到經院哲學神學就是半伯拉糾主義（在某方面還不如伯

拉糾主義），所以從1517年到1525年8年之內，他駁倒整個經院哲學派的神學。被亞里

士多德凌駕的經院哲學派神學家們，試圖找出在墮落的人類中，有什麼自然屬靈的能力

能夠讓人被上帝接納而得救。他們的結論是藉著行出在我們裡面所能行的，上帝會因這

個努力而賞賜恩典。他們了解我們所能做的是微不足道的，而不像伯拉糾主義那樣的好

行為；但我們到底需要做什麼才能獲得上帝的恩典，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

　　路德本來相信我們需努力謙卑才能夠領受神的恩典，但最後卻從上帝的話中發現

到，信心是上帝所賞賜(並非靠著我們努力)，給那些在屬靈方面死亡的人（以弗所書二

1-9）。路德的關鍵洞見之一是在屬靈上死亡的人，(做在他自己內在的)，所做出來的是

罪，而非能獲得恩典的努力。最後路德斥責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因為他們把恩典變得

比伯拉糾主義者更廉價，因為伯拉糾主義的人要求更正當的好行為方能得到救恩，但是

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卻只要求簡單又些微的努力。

　　路德也揭示出奧古斯丁自認有療效的成義觀是錯誤的，奧古斯丁教導我們，當上帝

的恩典醫治我們，並幫助我們活出公義的生命時，我們就在神面前成義和得救，並且上

帝最後會宣告我們是義人，因為我們已經依靠他的恩典活出公義的生命。因此路德便以

惟獨信心與惟獨恩典的神學駁倒了千年來教會的錯誤！我們靠著惟獨恩典，惟獨信心稱

義並且得救，完全不是因為我們的努力或好行為。恩典無價，是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付的代價，我們任何努力或好行為都不能與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無限珍寶相比擬！

結論

　　令人訝異的是，從傾向完全依靠神，轉向依賴人的努力，這麼錯誤的中世紀神學，

在過去竟然維持一千年而不墜。同樣奇妙的是，我們看見上帝如何透過馬丁路德來駁倒

中世紀神學的錯誤，並且興旺上帝的真理，使信徒能夠再一次回轉到單單依靠上帝的恩

典，就是信靠上帝信實的恩典本性，並且以他恩典的心所發揮出的救贖作為。我們現在

會比中世紀的信徒好嗎？我們的忠誠、努力、聰明……等會比他們高嗎？當然不會！所

以今天教會的盲點在那裡呢？我們在那裡損害上帝惟獨恩典救贖的真理呢？讓我們尋求

敏銳的分辨，我們究竟在那裡遮蔽或貶低上帝無限寶貴的恩典，也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為饒恕、和好、及救贖我們所流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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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恩典」？

前言：上帝恩典廣被華人

　　「孔子究竟得救了沒有?」

　　二十年前我那來自上海的中文老師問我這個問題，他說這問題解決了，華人才會相

信耶穌基督。我當時坦白告訴他我不知道。其實，他的問題不僅關乎孔子，更是關乎所

有華人的家庭成員以及那些未曾聽過福音的先祖。事實上，我們西方人也會問同樣的問

題：一兩千年前，我們的歐洲祖先都是沒信主的化外之民，他們究竟得救了沒？甚至我

們會進一步追問：「有些人雖然常聽到福音，但卻總是拒絕；而我又怎能接受信基督就

可以得救呢？」這古老的神學困擾一直成為很多人的疑慮，「為什麼有些人信主而得救

，但有些人卻始終不信？」(拉丁文: cur alii, non alii? 「為什麼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

」) 。我會相信，是否因為我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如果是這樣，救恩就不再是神的恩典，

而是我行善所得的工價。聖經啟示我們是藉著「惟獨恩典」而得救，有些奧秘是人無法

測透的。感謝神賜給我們信心，得以接受這樣的救恩。

　　數年前，全世界的基督教領袖聚集在英國討論基督教的獨特性，並且與其他宗教做

比較。因為許多基督教的教義也出現在其他宗教，所以仍得不到答案，直到C.S.Lewis進

來之後，問題方迎刃而解。他說這問題很簡單，重點就是“恩典＂，也就是上帝憐憫罪

人，以無條件的愛來愛罪人，這種啟示，遠遠超過人們的正常想法。在人類普遍的觀念

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啟示。

　　但有些人批評恩典，如同一位同學在課堂上發問：「人不會在恩典中墮落嗎？」，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竭盡所能的教導恩典是上帝白白的禮物，我們如何能夠避免人類生

活變成懶惰而不為上帝勤奮努力?馬丁路德最好的作品《論意志的捆綁》，深入探討罪與

恩典的奇妙真理。因為恩典是上帝對罪人的憐憫，我們在探討恩典的同時，也需要思想

罪。罪與恩典，兩者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又是極大的奧秘。因為在深層的邪惡罪性與毀

壞的人性當中，存在著極大的奧秘，導致我們無法完整的回答，為何這麼多人會拒絕這

個奇異恩典。上帝在恩典上所顯現出的愛是那麼的深廣、奇妙，使得我們無法全然測度

。如果一個人在恩典中墮落或者變成懶惰，他就仍未了解到罪深層的邪惡，或仍未理解

恩典而更加珍惜。律法與福音這兩項重要的啟示是上帝所強調的，也是需要終身學習的

。這兩種啟示，是上帝在西乃山和錫安山，用非常奇妙的神蹟和特殊的現象，撼動全人

類來注意並重視律法是用來顯示我們的罪，而福音卻是啟示上帝的恩典，這兩種是最重

要且是上帝最想要人知道的。耶穌來到這世上，也一樣的宣告說：「你們都要悔改相信

福音。」（馬可福音一15）。

　　既有如此重要的啟示和極大的奧秘，我們又該如何做？在此俞繼斌博士給了我們很

好的勉勵：「對於上帝的事情，我們當知道的，就要清楚的知道，確切的知道。…上帝

樂意讓我們知道的事情，已經夠多，夠豐富，夠明確了，以致我們不必庸人自擾，去憂

慮我們所不知道，或不應該知道的事情。」1就如上帝在申命記廿九29中所言: 「隱祕的

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啟示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

這聖經上的一切話。」所以，我們現在當尋求明白上帝要我們知道，而且能夠知道，以

及應該知道的事，然後讓上帝管理那些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奧秘。

　　2014年時，羅馬天主教、信義會和衛理公會的主教、監督在香港發表一份『信義宗

教會和天主教會有關成義的教義的聯合聲明』之新中譯本。這份文件在1999年簽署時已

經頗具爭議性，因文件中對稱義觀所用的文字如此廣泛，融入曾經帶給馬丁路德一些困

擾的稱義觀，而且聲明也沒有承認宣告宗教改革的關鍵教義為：人是藉著「惟獨信心」

得救、稱義。雖然如此，這事還是能夠引導我們再次聚焦，去瞭解其中所言: 人單單靠著

恩典就可以得救、稱義。其中一位譯者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的戴浩輝博士，他在世界信

義宗聯合會的網站上公佈了他的說明：

　信義宗稱義所要傳遞的信息在亞洲對工作倫理有什麼意義呢？

　「我認為最重要是人道主義、倫理以及善行。對很多華人而言，他們很難接受恩典是

　在行為範圍之外的這種觀念。」2

　　與此相關的則是華人學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周朝人的「敬德觀念」。大

約在主前一千多年，周公說服了中國人，上天是公正的，祂會獎善罰惡(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商朝最後一位非常殘暴兇惡的統治者，自認他有天命(上天賜給他天子的地位)，所

以不管百姓做什麼，他都可以為所欲為。因此，百姓非常沮喪，認為無論行為好壞都沒

有差別。於是周公鼓勵他們相信，好行為一定有好結果。商朝衰敗了，周朝興起，印證

周公的觀念，就是上天終究會報償那些行為端正的人。五百年以後，孔子進一步發展此

一思想，使它成為華人世界的主流觀。3這觀念深植人心並且持續支撐華人的文化。當我

撰寫博士論文時，我描述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與聖經最大的差異時，用了一個詞做結論，

就是「恩典」。4聖經中的上帝是公義的，就像周公所認定的上天一樣，而聖經中的上帝

則因祂是恩典的上帝而顯出差異。

聖經中的恩典

　　上帝曾向摩西宣告他是有恩典的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為奴之地的歷史關鍵時

刻，上帝藉著摩西頒給他們十誡，但摩西下西乃山的時候，竟發現以色列人將一隻金牛

犢當成偶像來敬拜，摩西非常生氣他們違背上帝，就把這兩塊法版的十誡摔碎。那時上

帝原本要把以色列人全毀滅掉，再從摩西興起另一個新的族群。但是摩西為百姓禱告求

憐憫，又求告神將他從名冊中塗抹。路德說這是愛的最高表現，也就是一個人願意為其

他的人被審判被咒詛(像摩西與保羅一樣5)。在摩西禱告之後，上帝憐憫了以色列人。摩

西就求神讓他看見上帝的榮耀，上帝說不能讓摩西看他的面，但是他會讓摩西看他的背

。馬丁路德將此視為極具意義，就是上帝藉此方法將自己向我們顯現，讓我們看他的背

或一小部分而已，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聖經在此寫道：『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並宣

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祂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

實。」』(出埃及記 34:6)。

　　詩篇五十一篇大衛王的悔改禱告，與但以理為被擄的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悔改禱告是

一樣的，兩人都認罪並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憐憫。大衛禱告說，「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

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詩篇五十一1)。但以理則禱告「主!我們的　

神，是憐憫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了他…我的　神阿!求你側耳而聽，睜眼而看，眷顧我

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求，原不是因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

憐憫。求主垂聽，求主赦免，求主應允而行，為你自己不要遲延，我的　神阿!因這城和

這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但以理書九9,18-19)。以賽亞宣告上帝的安慰和赦免，在

此恩典的處境下，他說：「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以賽亞書四十

13,28) 。就連約拿在他憤怒之下抱怨的說：「耶和華阿!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

麼。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

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約拿書四2) 。摩西、大衛、但以理、以賽亞以及其

他的聖經人物，確信我們在罪孽中求助無門，而上帝恩典的心意遠遠超越我們所能測度

的能力，由此得見神的本質就是恩典。

　　在中文聖經中「恩」這個字出現500多次。它通常被翻譯成與「恩典」相關連的字。

希臘文的原文　　 在中文聖經常被翻譯成「恩典」或「恩惠」，「恩惠」特別是用在祝

福的地方，比如聖經中最後的經文：「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

示錄廿二21)。在聖經中「恩典」或「恩惠」總共出現170次，其中在舊約有40次，在新

約保羅的書信中有90次，其餘40次則在保羅書信之外。因此，在教會歷史上，對基督徒

來說，保羅是對「恩典」這個詞下了非常關鍵定義的使徒。雖說恩典的本意指出上帝的

個性，但是恩典也能夠指出上帝所賜的禮物，這是藉著祂恩慈本性所流露出來的。恩典

是(一)不配得的 (二)白白的 (三)寵愛。恩典是使徒們喜歡用的詞語，用以宣講上帝在基督

耶穌救恩裡的愛，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愛。

　　保羅對救贖恩典的立場表達在兩處重要的經文上。在羅馬書中，保羅說「因為世人

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馬書三23-24)。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寫著：「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9) 

。我們要特別注意保羅以上帝的啟示說，關於我們墮落的光景是在信心和救恩之前。我

們死在罪中(以弗所書二1)，而不是僅僅受傷或只是小病一場，仍然保留一些屬靈的能力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完全死亡的。亞當犯罪的時候，在屬靈上按照上帝所說的是死

了，而不是魔鬼要騙亞當不要相信上帝的話而已。因此我們需要在我們之外的力量，就

是上帝更大的恩典能力，帶領我們回到屬靈的生命，以及恢復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當我

們死在罪中，就沒有能力來成就這件事。

　　救恩是保羅在這些關鍵經文中經常談論的。然而，有時候「恩典」也可以指向恩典

的結果，就是上帝以他恩典的本性所賜給我們的：屬靈的恩賜，我們的信心，我們呼召

和一切所有能做見證和服事的恩賜。例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6寫道：「按所賜給我們的恩

典( 　　)，各有不同的恩賜(　　　　)。」這恩典在我們身上產生的結果，常被稱為「澆

灌恩典」，因為它和上帝以聖靈澆灌在我們裡面的愛有關，如同羅馬書五5所說言「盼望

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關於救恩與澆灌恩典的分辨，米勒曾教導：「以恩典作為上帝［對世人所懷］不配

得之厚意，及上帝所施予［信徒］的恩賜（屬靈恩賜）之間的尖銳區分，在稱義的信條

上最為重要；凡教訓說上帝的恩典按澆灌恩典的意義(gratia infusa)，是稱義的唯一原因

、或附帶原因的人乃是教導以行為的救贖，且是從恩典中墜落(加五4)。按實際說，他們

雖保存基督教的名義，但卻是教訓外邦人靠善行稱義的道理。」6以及「信徒的救贖並非

歸於固有的或澆灌的恩典，或是那在他身上的恩賜，而應唯獨歸因於上帝裡面慈愛的意

向，或說上帝的寵愛。換言之，當我們說，我們以恩典得救，不是指著在我們內面運行

的神聖恩典，而是指着在我們身外，處在上帝裡面的恩典。」7

(二)為何「惟獨」？

　　在張貼95條的8年後，路德曾提及95條的主題其實都屬雞毛蒜皮。1525年在《論意

志的捆綁》結論中，路德稱讚伊拉斯姆，因為他的抨擊確實命中主題：

　「你也不像其他人，因為只有你攻擊了真正的關鍵問題，就是問題的本質，而且沒有

　用關於教宗、煉獄、贖罪券以及類似的雞毛蒜皮之事（因其並非基本問題）的枝節問

　題來煩擾我，幾乎人人都曾以這類事來獵殺我，但卻徒勞一場。你，只有你才看到了

　決定每件事的關鍵問題，並且對準了重要目標。為此，我要誠摯地向你致謝⋯⋯」。8 

　　其實，在寫95條之前的一個月，路德在他97條所謂《駁經院神學論綱》(1517年9月)

中已經開始討論改教的核心主題。關鍵的主題是罪與恩典，以及伴隨著律法與自由意志

的討論。9中世紀的神學主張我們必須努力以自己內在（facientibus quod in se est）10自然

的能力來得到恩典，因此，改教神學必須強調「惟獨恩典」。

　　在大約1100年到1500年之間，經院哲學派的神學是中世紀的主流神學。探討神接納

人的理由和原則時，罪與恩典成為他們研究的最重要主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凌駕了經

院神學，因此律法一定會浮出為上帝接納而拯救人的一個主要理由（羅馬書二14-15）。

可是在被亞里士多德凌駕的經院神學之前，受景仰的奧古斯丁已經為了恩典在對抗伯拉

糾時打了一場美好的仗，結果是奧古斯丁(因恩典得贖)的觀念變成眾教會的共識（特別是

在418年於迦太基、431年在以弗所和529年在奥朗日的教會公會上宣告）。伯拉糾主張

人能以自然的力量（即使在墮落之後）選擇善行以至於能夠藉著足夠的善工，以這樣的

行為得救。因為眾教會以伯拉糾為異端的共識，導致經院哲學派神學家想避免被稱呼為

伯拉糾主義；但是馬丁路德發現到經院哲學神學就是半伯拉糾主義（在某方面還不如伯

拉糾主義），所以從1517年到1525年8年之內，他駁倒整個經院哲學派的神學。被亞里

士多德凌駕的經院哲學派神學家們，試圖找出在墮落的人類中，有什麼自然屬靈的能力

能夠讓人被上帝接納而得救。他們的結論是藉著行出在我們裡面所能行的，上帝會因這

個努力而賞賜恩典。他們了解我們所能做的是微不足道的，而不像伯拉糾主義那樣的好

行為；但我們到底需要做什麼才能獲得上帝的恩典，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

　　路德本來相信我們需努力謙卑才能夠領受神的恩典，但最後卻從上帝的話中發現

到，信心是上帝所賞賜(並非靠著我們努力)，給那些在屬靈方面死亡的人（以弗所書二

1-9）。路德的關鍵洞見之一是在屬靈上死亡的人，(做在他自己內在的)，所做出來的是

罪，而非能獲得恩典的努力。最後路德斥責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因為他們把恩典變得

比伯拉糾主義者更廉價，因為伯拉糾主義的人要求更正當的好行為方能得到救恩，但是

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卻只要求簡單又些微的努力。

　　路德也揭示出奧古斯丁自認有療效的成義觀是錯誤的，奧古斯丁教導我們，當上帝

的恩典醫治我們，並幫助我們活出公義的生命時，我們就在神面前成義和得救，並且上

帝最後會宣告我們是義人，因為我們已經依靠他的恩典活出公義的生命。因此路德便以

惟獨信心與惟獨恩典的神學駁倒了千年來教會的錯誤！我們靠著惟獨恩典，惟獨信心稱

義並且得救，完全不是因為我們的努力或好行為。恩典無價，是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付的代價，我們任何努力或好行為都不能與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無限珍寶相比擬！

結論

　　令人訝異的是，從傾向完全依靠神，轉向依賴人的努力，這麼錯誤的中世紀神學，

在過去竟然維持一千年而不墜。同樣奇妙的是，我們看見上帝如何透過馬丁路德來駁倒

中世紀神學的錯誤，並且興旺上帝的真理，使信徒能夠再一次回轉到單單依靠上帝的恩

典，就是信靠上帝信實的恩典本性，並且以他恩典的心所發揮出的救贖作為。我們現在

會比中世紀的信徒好嗎？我們的忠誠、努力、聰明……等會比他們高嗎？當然不會！所

以今天教會的盲點在那裡呢？我們在那裡損害上帝惟獨恩典救贖的真理呢？讓我們尋求

敏銳的分辨，我們究竟在那裡遮蔽或貶低上帝無限寶貴的恩典，也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為饒恕、和好、及救贖我們所流的寶血。
6米勒‧約翰，基督教教義學，李天德譯(香港：香港路德文字部，1966年),159-160頁。
7同上，159頁。
8馬丁路德，路德文集  第II卷，雷雨田主編(香港：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4年)，604頁。
9路德在1517-1525年探討這些主題的關鍵著作是1517年的《駁經院神學論綱》，1518年的《海德堡辯論》，

 1521年的《為所有信條辯護》，1521年的《駁拉特慕思》，和1525年的《論意志的捆綁》。
10Alister E. MacGrat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s, 1985,

 1990), 60, 86-87,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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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恩典」？

前言：上帝恩典廣被華人

　　「孔子究竟得救了沒有?」

　　二十年前我那來自上海的中文老師問我這個問題，他說這問題解決了，華人才會相

信耶穌基督。我當時坦白告訴他我不知道。其實，他的問題不僅關乎孔子，更是關乎所

有華人的家庭成員以及那些未曾聽過福音的先祖。事實上，我們西方人也會問同樣的問

題：一兩千年前，我們的歐洲祖先都是沒信主的化外之民，他們究竟得救了沒？甚至我

們會進一步追問：「有些人雖然常聽到福音，但卻總是拒絕；而我又怎能接受信基督就

可以得救呢？」這古老的神學困擾一直成為很多人的疑慮，「為什麼有些人信主而得救

，但有些人卻始終不信？」(拉丁文: cur alii, non alii? 「為什麼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

」) 。我會相信，是否因為我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如果是這樣，救恩就不再是神的恩典，

而是我行善所得的工價。聖經啟示我們是藉著「惟獨恩典」而得救，有些奧秘是人無法

測透的。感謝神賜給我們信心，得以接受這樣的救恩。

　　數年前，全世界的基督教領袖聚集在英國討論基督教的獨特性，並且與其他宗教做

比較。因為許多基督教的教義也出現在其他宗教，所以仍得不到答案，直到C.S.Lewis進

來之後，問題方迎刃而解。他說這問題很簡單，重點就是“恩典＂，也就是上帝憐憫罪

人，以無條件的愛來愛罪人，這種啟示，遠遠超過人們的正常想法。在人類普遍的觀念

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啟示。

　　但有些人批評恩典，如同一位同學在課堂上發問：「人不會在恩典中墮落嗎？」，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竭盡所能的教導恩典是上帝白白的禮物，我們如何能夠避免人類生

活變成懶惰而不為上帝勤奮努力?馬丁路德最好的作品《論意志的捆綁》，深入探討罪與

恩典的奇妙真理。因為恩典是上帝對罪人的憐憫，我們在探討恩典的同時，也需要思想

罪。罪與恩典，兩者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又是極大的奧秘。因為在深層的邪惡罪性與毀

壞的人性當中，存在著極大的奧秘，導致我們無法完整的回答，為何這麼多人會拒絕這

個奇異恩典。上帝在恩典上所顯現出的愛是那麼的深廣、奇妙，使得我們無法全然測度

。如果一個人在恩典中墮落或者變成懶惰，他就仍未了解到罪深層的邪惡，或仍未理解

恩典而更加珍惜。律法與福音這兩項重要的啟示是上帝所強調的，也是需要終身學習的

。這兩種啟示，是上帝在西乃山和錫安山，用非常奇妙的神蹟和特殊的現象，撼動全人

類來注意並重視律法是用來顯示我們的罪，而福音卻是啟示上帝的恩典，這兩種是最重

要且是上帝最想要人知道的。耶穌來到這世上，也一樣的宣告說：「你們都要悔改相信

福音。」（馬可福音一15）。

　　既有如此重要的啟示和極大的奧秘，我們又該如何做？在此俞繼斌博士給了我們很

好的勉勵：「對於上帝的事情，我們當知道的，就要清楚的知道，確切的知道。…上帝

樂意讓我們知道的事情，已經夠多，夠豐富，夠明確了，以致我們不必庸人自擾，去憂

慮我們所不知道，或不應該知道的事情。」1就如上帝在申命記廿九29中所言: 「隱祕的

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啟示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

這聖經上的一切話。」所以，我們現在當尋求明白上帝要我們知道，而且能夠知道，以

及應該知道的事，然後讓上帝管理那些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奧秘。

　　2014年時，羅馬天主教、信義會和衛理公會的主教、監督在香港發表一份『信義宗

教會和天主教會有關成義的教義的聯合聲明』之新中譯本。這份文件在1999年簽署時已

經頗具爭議性，因文件中對稱義觀所用的文字如此廣泛，融入曾經帶給馬丁路德一些困

擾的稱義觀，而且聲明也沒有承認宣告宗教改革的關鍵教義為：人是藉著「惟獨信心」

得救、稱義。雖然如此，這事還是能夠引導我們再次聚焦，去瞭解其中所言: 人單單靠著

恩典就可以得救、稱義。其中一位譯者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的戴浩輝博士，他在世界信

義宗聯合會的網站上公佈了他的說明：

　信義宗稱義所要傳遞的信息在亞洲對工作倫理有什麼意義呢？

　「我認為最重要是人道主義、倫理以及善行。對很多華人而言，他們很難接受恩典是

　在行為範圍之外的這種觀念。」2

　　與此相關的則是華人學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周朝人的「敬德觀念」。大

約在主前一千多年，周公說服了中國人，上天是公正的，祂會獎善罰惡(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商朝最後一位非常殘暴兇惡的統治者，自認他有天命(上天賜給他天子的地位)，所

以不管百姓做什麼，他都可以為所欲為。因此，百姓非常沮喪，認為無論行為好壞都沒

有差別。於是周公鼓勵他們相信，好行為一定有好結果。商朝衰敗了，周朝興起，印證

周公的觀念，就是上天終究會報償那些行為端正的人。五百年以後，孔子進一步發展此

一思想，使它成為華人世界的主流觀。3這觀念深植人心並且持續支撐華人的文化。當我

撰寫博士論文時，我描述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與聖經最大的差異時，用了一個詞做結論，

就是「恩典」。4聖經中的上帝是公義的，就像周公所認定的上天一樣，而聖經中的上帝

則因祂是恩典的上帝而顯出差異。

聖經中的恩典

　　上帝曾向摩西宣告他是有恩典的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為奴之地的歷史關鍵時

刻，上帝藉著摩西頒給他們十誡，但摩西下西乃山的時候，竟發現以色列人將一隻金牛

犢當成偶像來敬拜，摩西非常生氣他們違背上帝，就把這兩塊法版的十誡摔碎。那時上

帝原本要把以色列人全毀滅掉，再從摩西興起另一個新的族群。但是摩西為百姓禱告求

憐憫，又求告神將他從名冊中塗抹。路德說這是愛的最高表現，也就是一個人願意為其

他的人被審判被咒詛(像摩西與保羅一樣5)。在摩西禱告之後，上帝憐憫了以色列人。摩

西就求神讓他看見上帝的榮耀，上帝說不能讓摩西看他的面，但是他會讓摩西看他的背

。馬丁路德將此視為極具意義，就是上帝藉此方法將自己向我們顯現，讓我們看他的背

或一小部分而已，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聖經在此寫道：『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並宣

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祂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

實。」』(出埃及記 34:6)。

　　詩篇五十一篇大衛王的悔改禱告，與但以理為被擄的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悔改禱告是

一樣的，兩人都認罪並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憐憫。大衛禱告說，「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

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詩篇五十一1)。但以理則禱告「主!我們的　

神，是憐憫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了他…我的　神阿!求你側耳而聽，睜眼而看，眷顧我

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求，原不是因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

憐憫。求主垂聽，求主赦免，求主應允而行，為你自己不要遲延，我的　神阿!因這城和

這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但以理書九9,18-19)。以賽亞宣告上帝的安慰和赦免，在

此恩典的處境下，他說：「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以賽亞書四十

13,28) 。就連約拿在他憤怒之下抱怨的說：「耶和華阿!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

麼。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

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約拿書四2) 。摩西、大衛、但以理、以賽亞以及其

他的聖經人物，確信我們在罪孽中求助無門，而上帝恩典的心意遠遠超越我們所能測度

的能力，由此得見神的本質就是恩典。

　　在中文聖經中「恩」這個字出現500多次。它通常被翻譯成與「恩典」相關連的字。

希臘文的原文　　 在中文聖經常被翻譯成「恩典」或「恩惠」，「恩惠」特別是用在祝

福的地方，比如聖經中最後的經文：「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

示錄廿二21)。在聖經中「恩典」或「恩惠」總共出現170次，其中在舊約有40次，在新

約保羅的書信中有90次，其餘40次則在保羅書信之外。因此，在教會歷史上，對基督徒

來說，保羅是對「恩典」這個詞下了非常關鍵定義的使徒。雖說恩典的本意指出上帝的

個性，但是恩典也能夠指出上帝所賜的禮物，這是藉著祂恩慈本性所流露出來的。恩典

是(一)不配得的 (二)白白的 (三)寵愛。恩典是使徒們喜歡用的詞語，用以宣講上帝在基督

耶穌救恩裡的愛，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愛。

　　保羅對救贖恩典的立場表達在兩處重要的經文上。在羅馬書中，保羅說「因為世人

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馬書三23-24)。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寫著：「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9) 

。我們要特別注意保羅以上帝的啟示說，關於我們墮落的光景是在信心和救恩之前。我

們死在罪中(以弗所書二1)，而不是僅僅受傷或只是小病一場，仍然保留一些屬靈的能力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完全死亡的。亞當犯罪的時候，在屬靈上按照上帝所說的是死

了，而不是魔鬼要騙亞當不要相信上帝的話而已。因此我們需要在我們之外的力量，就

是上帝更大的恩典能力，帶領我們回到屬靈的生命，以及恢復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當我

們死在罪中，就沒有能力來成就這件事。

　　救恩是保羅在這些關鍵經文中經常談論的。然而，有時候「恩典」也可以指向恩典

的結果，就是上帝以他恩典的本性所賜給我們的：屬靈的恩賜，我們的信心，我們呼召

和一切所有能做見證和服事的恩賜。例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6寫道：「按所賜給我們的恩

典( 　　)，各有不同的恩賜(　　　　)。」這恩典在我們身上產生的結果，常被稱為「澆

灌恩典」，因為它和上帝以聖靈澆灌在我們裡面的愛有關，如同羅馬書五5所說言「盼望

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關於救恩與澆灌恩典的分辨，米勒曾教導：「以恩典作為上帝［對世人所懷］不配

得之厚意，及上帝所施予［信徒］的恩賜（屬靈恩賜）之間的尖銳區分，在稱義的信條

上最為重要；凡教訓說上帝的恩典按澆灌恩典的意義(gratia infusa)，是稱義的唯一原因

、或附帶原因的人乃是教導以行為的救贖，且是從恩典中墜落(加五4)。按實際說，他們

雖保存基督教的名義，但卻是教訓外邦人靠善行稱義的道理。」6以及「信徒的救贖並非

歸於固有的或澆灌的恩典，或是那在他身上的恩賜，而應唯獨歸因於上帝裡面慈愛的意

向，或說上帝的寵愛。換言之，當我們說，我們以恩典得救，不是指著在我們內面運行

的神聖恩典，而是指着在我們身外，處在上帝裡面的恩典。」7

(二)為何「惟獨」？

　　在張貼95條的8年後，路德曾提及95條的主題其實都屬雞毛蒜皮。1525年在《論意

志的捆綁》結論中，路德稱讚伊拉斯姆，因為他的抨擊確實命中主題：

　「你也不像其他人，因為只有你攻擊了真正的關鍵問題，就是問題的本質，而且沒有

　用關於教宗、煉獄、贖罪券以及類似的雞毛蒜皮之事（因其並非基本問題）的枝節問

　題來煩擾我，幾乎人人都曾以這類事來獵殺我，但卻徒勞一場。你，只有你才看到了

　決定每件事的關鍵問題，並且對準了重要目標。為此，我要誠摯地向你致謝⋯⋯」。8 

　　其實，在寫95條之前的一個月，路德在他97條所謂《駁經院神學論綱》(1517年9月)

中已經開始討論改教的核心主題。關鍵的主題是罪與恩典，以及伴隨著律法與自由意志

的討論。9中世紀的神學主張我們必須努力以自己內在（facientibus quod in se est）10自然

的能力來得到恩典，因此，改教神學必須強調「惟獨恩典」。

　　在大約1100年到1500年之間，經院哲學派的神學是中世紀的主流神學。探討神接納

人的理由和原則時，罪與恩典成為他們研究的最重要主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凌駕了經

院神學，因此律法一定會浮出為上帝接納而拯救人的一個主要理由（羅馬書二14-15）。

可是在被亞里士多德凌駕的經院神學之前，受景仰的奧古斯丁已經為了恩典在對抗伯拉

糾時打了一場美好的仗，結果是奧古斯丁(因恩典得贖)的觀念變成眾教會的共識（特別是

在418年於迦太基、431年在以弗所和529年在奥朗日的教會公會上宣告）。伯拉糾主張

人能以自然的力量（即使在墮落之後）選擇善行以至於能夠藉著足夠的善工，以這樣的

行為得救。因為眾教會以伯拉糾為異端的共識，導致經院哲學派神學家想避免被稱呼為

伯拉糾主義；但是馬丁路德發現到經院哲學神學就是半伯拉糾主義（在某方面還不如伯

拉糾主義），所以從1517年到1525年8年之內，他駁倒整個經院哲學派的神學。被亞里

士多德凌駕的經院哲學派神學家們，試圖找出在墮落的人類中，有什麼自然屬靈的能力

能夠讓人被上帝接納而得救。他們的結論是藉著行出在我們裡面所能行的，上帝會因這

個努力而賞賜恩典。他們了解我們所能做的是微不足道的，而不像伯拉糾主義那樣的好

行為；但我們到底需要做什麼才能獲得上帝的恩典，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

　　路德本來相信我們需努力謙卑才能夠領受神的恩典，但最後卻從上帝的話中發現

到，信心是上帝所賞賜(並非靠著我們努力)，給那些在屬靈方面死亡的人（以弗所書二

1-9）。路德的關鍵洞見之一是在屬靈上死亡的人，(做在他自己內在的)，所做出來的是

罪，而非能獲得恩典的努力。最後路德斥責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因為他們把恩典變得

比伯拉糾主義者更廉價，因為伯拉糾主義的人要求更正當的好行為方能得到救恩，但是

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卻只要求簡單又些微的努力。

　　路德也揭示出奧古斯丁自認有療效的成義觀是錯誤的，奧古斯丁教導我們，當上帝

的恩典醫治我們，並幫助我們活出公義的生命時，我們就在神面前成義和得救，並且上

帝最後會宣告我們是義人，因為我們已經依靠他的恩典活出公義的生命。因此路德便以

惟獨信心與惟獨恩典的神學駁倒了千年來教會的錯誤！我們靠著惟獨恩典，惟獨信心稱

義並且得救，完全不是因為我們的努力或好行為。恩典無價，是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付的代價，我們任何努力或好行為都不能與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無限珍寶相比擬！

結論

　　令人訝異的是，從傾向完全依靠神，轉向依賴人的努力，這麼錯誤的中世紀神學，

在過去竟然維持一千年而不墜。同樣奇妙的是，我們看見上帝如何透過馬丁路德來駁倒

中世紀神學的錯誤，並且興旺上帝的真理，使信徒能夠再一次回轉到單單依靠上帝的恩

典，就是信靠上帝信實的恩典本性，並且以他恩典的心所發揮出的救贖作為。我們現在

會比中世紀的信徒好嗎？我們的忠誠、努力、聰明……等會比他們高嗎？當然不會！所

以今天教會的盲點在那裡呢？我們在那裡損害上帝惟獨恩典救贖的真理呢？讓我們尋求

敏銳的分辨，我們究竟在那裡遮蔽或貶低上帝無限寶貴的恩典，也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為饒恕、和好、及救贖我們所流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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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耶穌認耶穌認耶穌
路十八:31～34

　　「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對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

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將要被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凌辱他，吐

唾沫在他臉上，並要鞭打他，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這些事門徒一樣也不懂

得，意思乃是隱藏的；他們不曉得所說的是什麼。」

　　這不是耶穌第一次預言受難，而是第三次預言，但這些事門徒一樣也不懂；怎麼會這樣？

也許門徒是：

1.自我中心：

　　只想著自己，或是嫉妒紛爭。

　　可九:31～34「於是教訓門徒，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裡，他們要殺害他；被殺以後，

過三天他要復活。門徒卻不明白這話，又不敢問他。他們來到迦百農，耶穌在屋裡問門徒說：

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麼﹖門徒不作聲，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為大。」耶穌預言自己

要受害，但門徒關切的是自己的前途，爭論誰為大。

2.心懷成見：

　　耶穌預言自己要受害，但門徒不明白，因為他們心懷成見。他們認為耶穌來復興以色列，

是要建立地上的王國。所以當耶穌說自己要「受死」，可能門徒以為這只是「比喻」，所以

不以為意。他們成見太深，以致不明白，以致聽不進耶穌所說的話。

　　試想：若你是耶穌，一群和你最親近的門徒，朝夕相處，卻不懂你在說什麼，這是很令

人受挫的事。不是嗎？但「自我中心」、「心懷成見」常使我們錯過重要真理。

今天，我們可以從三個層次來思想你如何「認」耶穌

一、認識耶穌：知識層面(Know about)

　　耶穌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這等人對

耶穌的認識，著重在知識的層面。研究關於彌賽亞的預言。耶穌降生時，希律王召來祭師長和

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他們回答：「伯利恆。」這些人雖然熟悉一切關於彌賽亞

的知識，卻仍然與耶穌擦身而過。

　　按理，他們是最熟悉聖經預言的，任何一個與預言相似度極高的人，應該首先被他們認出

來。為什麼卻沒有？因為他們只停留在知識上的研究。知識的研究容易高舉自己，自我中心與

心懷成見，若沒有敞開心去「相信」，最終還是不明白。

　　我們讀聖經不能只停留在知識的層面。若只是當作一門學問，有些事是不能明白的。

路九:45「他們不明白這話，意思乃是隱藏的，叫他們不能明白，他們也不敢問這話的意思。

路十八:34「這些事門徒一樣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隱藏的；他們不曉得所說的是什麼。」

路十:21「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

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新竹聖教會主任牧師
張雅智牧師

(一)為何「恩典」？

前言：上帝恩典廣被華人

　　「孔子究竟得救了沒有?」

　　二十年前我那來自上海的中文老師問我這個問題，他說這問題解決了，華人才會相

信耶穌基督。我當時坦白告訴他我不知道。其實，他的問題不僅關乎孔子，更是關乎所

有華人的家庭成員以及那些未曾聽過福音的先祖。事實上，我們西方人也會問同樣的問

題：一兩千年前，我們的歐洲祖先都是沒信主的化外之民，他們究竟得救了沒？甚至我

們會進一步追問：「有些人雖然常聽到福音，但卻總是拒絕；而我又怎能接受信基督就

可以得救呢？」這古老的神學困擾一直成為很多人的疑慮，「為什麼有些人信主而得救

，但有些人卻始終不信？」(拉丁文: cur alii, non alii? 「為什麼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

」) 。我會相信，是否因為我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如果是這樣，救恩就不再是神的恩典，

而是我行善所得的工價。聖經啟示我們是藉著「惟獨恩典」而得救，有些奧秘是人無法

測透的。感謝神賜給我們信心，得以接受這樣的救恩。

　　數年前，全世界的基督教領袖聚集在英國討論基督教的獨特性，並且與其他宗教做

比較。因為許多基督教的教義也出現在其他宗教，所以仍得不到答案，直到C.S.Lewis進

來之後，問題方迎刃而解。他說這問題很簡單，重點就是“恩典＂，也就是上帝憐憫罪

人，以無條件的愛來愛罪人，這種啟示，遠遠超過人們的正常想法。在人類普遍的觀念

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啟示。

　　但有些人批評恩典，如同一位同學在課堂上發問：「人不會在恩典中墮落嗎？」，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竭盡所能的教導恩典是上帝白白的禮物，我們如何能夠避免人類生

活變成懶惰而不為上帝勤奮努力?馬丁路德最好的作品《論意志的捆綁》，深入探討罪與

恩典的奇妙真理。因為恩典是上帝對罪人的憐憫，我們在探討恩典的同時，也需要思想

罪。罪與恩典，兩者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又是極大的奧秘。因為在深層的邪惡罪性與毀

壞的人性當中，存在著極大的奧秘，導致我們無法完整的回答，為何這麼多人會拒絕這

個奇異恩典。上帝在恩典上所顯現出的愛是那麼的深廣、奇妙，使得我們無法全然測度

。如果一個人在恩典中墮落或者變成懶惰，他就仍未了解到罪深層的邪惡，或仍未理解

恩典而更加珍惜。律法與福音這兩項重要的啟示是上帝所強調的，也是需要終身學習的

。這兩種啟示，是上帝在西乃山和錫安山，用非常奇妙的神蹟和特殊的現象，撼動全人

類來注意並重視律法是用來顯示我們的罪，而福音卻是啟示上帝的恩典，這兩種是最重

要且是上帝最想要人知道的。耶穌來到這世上，也一樣的宣告說：「你們都要悔改相信

福音。」（馬可福音一15）。

　　既有如此重要的啟示和極大的奧秘，我們又該如何做？在此俞繼斌博士給了我們很

好的勉勵：「對於上帝的事情，我們當知道的，就要清楚的知道，確切的知道。…上帝

樂意讓我們知道的事情，已經夠多，夠豐富，夠明確了，以致我們不必庸人自擾，去憂

慮我們所不知道，或不應該知道的事情。」1就如上帝在申命記廿九29中所言: 「隱祕的

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啟示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

這聖經上的一切話。」所以，我們現在當尋求明白上帝要我們知道，而且能夠知道，以

及應該知道的事，然後讓上帝管理那些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奧秘。

　　2014年時，羅馬天主教、信義會和衛理公會的主教、監督在香港發表一份『信義宗

教會和天主教會有關成義的教義的聯合聲明』之新中譯本。這份文件在1999年簽署時已

經頗具爭議性，因文件中對稱義觀所用的文字如此廣泛，融入曾經帶給馬丁路德一些困

擾的稱義觀，而且聲明也沒有承認宣告宗教改革的關鍵教義為：人是藉著「惟獨信心」

得救、稱義。雖然如此，這事還是能夠引導我們再次聚焦，去瞭解其中所言: 人單單靠著

恩典就可以得救、稱義。其中一位譯者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的戴浩輝博士，他在世界信

義宗聯合會的網站上公佈了他的說明：

　信義宗稱義所要傳遞的信息在亞洲對工作倫理有什麼意義呢？

　「我認為最重要是人道主義、倫理以及善行。對很多華人而言，他們很難接受恩典是

　在行為範圍之外的這種觀念。」2

　　與此相關的則是華人學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周朝人的「敬德觀念」。大

約在主前一千多年，周公說服了中國人，上天是公正的，祂會獎善罰惡(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商朝最後一位非常殘暴兇惡的統治者，自認他有天命(上天賜給他天子的地位)，所

以不管百姓做什麼，他都可以為所欲為。因此，百姓非常沮喪，認為無論行為好壞都沒

有差別。於是周公鼓勵他們相信，好行為一定有好結果。商朝衰敗了，周朝興起，印證

周公的觀念，就是上天終究會報償那些行為端正的人。五百年以後，孔子進一步發展此

一思想，使它成為華人世界的主流觀。3這觀念深植人心並且持續支撐華人的文化。當我

撰寫博士論文時，我描述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與聖經最大的差異時，用了一個詞做結論，

就是「恩典」。4聖經中的上帝是公義的，就像周公所認定的上天一樣，而聖經中的上帝

則因祂是恩典的上帝而顯出差異。

聖經中的恩典

　　上帝曾向摩西宣告他是有恩典的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為奴之地的歷史關鍵時

刻，上帝藉著摩西頒給他們十誡，但摩西下西乃山的時候，竟發現以色列人將一隻金牛

犢當成偶像來敬拜，摩西非常生氣他們違背上帝，就把這兩塊法版的十誡摔碎。那時上

帝原本要把以色列人全毀滅掉，再從摩西興起另一個新的族群。但是摩西為百姓禱告求

憐憫，又求告神將他從名冊中塗抹。路德說這是愛的最高表現，也就是一個人願意為其

他的人被審判被咒詛(像摩西與保羅一樣5)。在摩西禱告之後，上帝憐憫了以色列人。摩

西就求神讓他看見上帝的榮耀，上帝說不能讓摩西看他的面，但是他會讓摩西看他的背

。馬丁路德將此視為極具意義，就是上帝藉此方法將自己向我們顯現，讓我們看他的背

或一小部分而已，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聖經在此寫道：『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並宣

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祂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

實。」』(出埃及記 34:6)。

　　詩篇五十一篇大衛王的悔改禱告，與但以理為被擄的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悔改禱告是

一樣的，兩人都認罪並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憐憫。大衛禱告說，「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

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詩篇五十一1)。但以理則禱告「主!我們的　

神，是憐憫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了他…我的　神阿!求你側耳而聽，睜眼而看，眷顧我

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求，原不是因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

憐憫。求主垂聽，求主赦免，求主應允而行，為你自己不要遲延，我的　神阿!因這城和

這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但以理書九9,18-19)。以賽亞宣告上帝的安慰和赦免，在

此恩典的處境下，他說：「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以賽亞書四十

13,28) 。就連約拿在他憤怒之下抱怨的說：「耶和華阿!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

麼。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

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約拿書四2) 。摩西、大衛、但以理、以賽亞以及其

他的聖經人物，確信我們在罪孽中求助無門，而上帝恩典的心意遠遠超越我們所能測度

的能力，由此得見神的本質就是恩典。

　　在中文聖經中「恩」這個字出現500多次。它通常被翻譯成與「恩典」相關連的字。

希臘文的原文　　 在中文聖經常被翻譯成「恩典」或「恩惠」，「恩惠」特別是用在祝

福的地方，比如聖經中最後的經文：「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

示錄廿二21)。在聖經中「恩典」或「恩惠」總共出現170次，其中在舊約有40次，在新

約保羅的書信中有90次，其餘40次則在保羅書信之外。因此，在教會歷史上，對基督徒

來說，保羅是對「恩典」這個詞下了非常關鍵定義的使徒。雖說恩典的本意指出上帝的

個性，但是恩典也能夠指出上帝所賜的禮物，這是藉著祂恩慈本性所流露出來的。恩典

是(一)不配得的 (二)白白的 (三)寵愛。恩典是使徒們喜歡用的詞語，用以宣講上帝在基督

耶穌救恩裡的愛，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愛。

　　保羅對救贖恩典的立場表達在兩處重要的經文上。在羅馬書中，保羅說「因為世人

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馬書三23-24)。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寫著：「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9) 

。我們要特別注意保羅以上帝的啟示說，關於我們墮落的光景是在信心和救恩之前。我

們死在罪中(以弗所書二1)，而不是僅僅受傷或只是小病一場，仍然保留一些屬靈的能力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完全死亡的。亞當犯罪的時候，在屬靈上按照上帝所說的是死

了，而不是魔鬼要騙亞當不要相信上帝的話而已。因此我們需要在我們之外的力量，就

是上帝更大的恩典能力，帶領我們回到屬靈的生命，以及恢復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當我

們死在罪中，就沒有能力來成就這件事。

　　救恩是保羅在這些關鍵經文中經常談論的。然而，有時候「恩典」也可以指向恩典

的結果，就是上帝以他恩典的本性所賜給我們的：屬靈的恩賜，我們的信心，我們呼召

和一切所有能做見證和服事的恩賜。例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6寫道：「按所賜給我們的恩

典( 　　)，各有不同的恩賜(　　　　)。」這恩典在我們身上產生的結果，常被稱為「澆

灌恩典」，因為它和上帝以聖靈澆灌在我們裡面的愛有關，如同羅馬書五5所說言「盼望

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關於救恩與澆灌恩典的分辨，米勒曾教導：「以恩典作為上帝［對世人所懷］不配

得之厚意，及上帝所施予［信徒］的恩賜（屬靈恩賜）之間的尖銳區分，在稱義的信條

上最為重要；凡教訓說上帝的恩典按澆灌恩典的意義(gratia infusa)，是稱義的唯一原因

、或附帶原因的人乃是教導以行為的救贖，且是從恩典中墜落(加五4)。按實際說，他們

雖保存基督教的名義，但卻是教訓外邦人靠善行稱義的道理。」6以及「信徒的救贖並非

歸於固有的或澆灌的恩典，或是那在他身上的恩賜，而應唯獨歸因於上帝裡面慈愛的意

向，或說上帝的寵愛。換言之，當我們說，我們以恩典得救，不是指著在我們內面運行

的神聖恩典，而是指着在我們身外，處在上帝裡面的恩典。」7

(二)為何「惟獨」？

　　在張貼95條的8年後，路德曾提及95條的主題其實都屬雞毛蒜皮。1525年在《論意

志的捆綁》結論中，路德稱讚伊拉斯姆，因為他的抨擊確實命中主題：

　「你也不像其他人，因為只有你攻擊了真正的關鍵問題，就是問題的本質，而且沒有

　用關於教宗、煉獄、贖罪券以及類似的雞毛蒜皮之事（因其並非基本問題）的枝節問

　題來煩擾我，幾乎人人都曾以這類事來獵殺我，但卻徒勞一場。你，只有你才看到了

　決定每件事的關鍵問題，並且對準了重要目標。為此，我要誠摯地向你致謝⋯⋯」。8 

　　其實，在寫95條之前的一個月，路德在他97條所謂《駁經院神學論綱》(1517年9月)

中已經開始討論改教的核心主題。關鍵的主題是罪與恩典，以及伴隨著律法與自由意志

的討論。9中世紀的神學主張我們必須努力以自己內在（facientibus quod in se est）10自然

的能力來得到恩典，因此，改教神學必須強調「惟獨恩典」。

　　在大約1100年到1500年之間，經院哲學派的神學是中世紀的主流神學。探討神接納

人的理由和原則時，罪與恩典成為他們研究的最重要主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凌駕了經

院神學，因此律法一定會浮出為上帝接納而拯救人的一個主要理由（羅馬書二14-15）。

可是在被亞里士多德凌駕的經院神學之前，受景仰的奧古斯丁已經為了恩典在對抗伯拉

糾時打了一場美好的仗，結果是奧古斯丁(因恩典得贖)的觀念變成眾教會的共識（特別是

在418年於迦太基、431年在以弗所和529年在奥朗日的教會公會上宣告）。伯拉糾主張

人能以自然的力量（即使在墮落之後）選擇善行以至於能夠藉著足夠的善工，以這樣的

行為得救。因為眾教會以伯拉糾為異端的共識，導致經院哲學派神學家想避免被稱呼為

伯拉糾主義；但是馬丁路德發現到經院哲學神學就是半伯拉糾主義（在某方面還不如伯

拉糾主義），所以從1517年到1525年8年之內，他駁倒整個經院哲學派的神學。被亞里

士多德凌駕的經院哲學派神學家們，試圖找出在墮落的人類中，有什麼自然屬靈的能力

能夠讓人被上帝接納而得救。他們的結論是藉著行出在我們裡面所能行的，上帝會因這

個努力而賞賜恩典。他們了解我們所能做的是微不足道的，而不像伯拉糾主義那樣的好

行為；但我們到底需要做什麼才能獲得上帝的恩典，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

　　路德本來相信我們需努力謙卑才能夠領受神的恩典，但最後卻從上帝的話中發現

到，信心是上帝所賞賜(並非靠著我們努力)，給那些在屬靈方面死亡的人（以弗所書二

1-9）。路德的關鍵洞見之一是在屬靈上死亡的人，(做在他自己內在的)，所做出來的是

罪，而非能獲得恩典的努力。最後路德斥責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因為他們把恩典變得

比伯拉糾主義者更廉價，因為伯拉糾主義的人要求更正當的好行為方能得到救恩，但是

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卻只要求簡單又些微的努力。

　　路德也揭示出奧古斯丁自認有療效的成義觀是錯誤的，奧古斯丁教導我們，當上帝

的恩典醫治我們，並幫助我們活出公義的生命時，我們就在神面前成義和得救，並且上

帝最後會宣告我們是義人，因為我們已經依靠他的恩典活出公義的生命。因此路德便以

惟獨信心與惟獨恩典的神學駁倒了千年來教會的錯誤！我們靠著惟獨恩典，惟獨信心稱

義並且得救，完全不是因為我們的努力或好行為。恩典無價，是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付的代價，我們任何努力或好行為都不能與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無限珍寶相比擬！

結論

　　令人訝異的是，從傾向完全依靠神，轉向依賴人的努力，這麼錯誤的中世紀神學，

在過去竟然維持一千年而不墜。同樣奇妙的是，我們看見上帝如何透過馬丁路德來駁倒

中世紀神學的錯誤，並且興旺上帝的真理，使信徒能夠再一次回轉到單單依靠上帝的恩

典，就是信靠上帝信實的恩典本性，並且以他恩典的心所發揮出的救贖作為。我們現在

會比中世紀的信徒好嗎？我們的忠誠、努力、聰明……等會比他們高嗎？當然不會！所

以今天教會的盲點在那裡呢？我們在那裡損害上帝惟獨恩典救贖的真理呢？讓我們尋求

敏銳的分辨，我們究竟在那裡遮蔽或貶低上帝無限寶貴的恩典，也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為饒恕、和好、及救贖我們所流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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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用知識研究要認識耶穌是不能的，不能光靠知識研究，更要進入心靈層面，實際經歷上帝

的作為。我稱第二層次－心靈的層面，叫作「認出耶穌」。

二、認出耶穌：心靈層面(recognize)

    世界如何看耶穌、聖經如何論耶穌，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你如何回應。

路加福音九:18～20「耶穌自己禱告的時候，門徒也同他在那裡。耶穌問他們說：眾人說我是

誰﹖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還有人說是古時的一個先知又活了。耶

穌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是神所立的基督。」

　　若只是知識層面的認識，我們很容易只是落在「有人說…，有人說…。」但彼得被神的靈

感動，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他認出耶穌真是那位要來的彌賽亞。這很奇妙！

不是嗎？

　　你可能在主日學長大，你或許才剛信主，或者才來教會不久，聽道不多。但認出耶穌，不

是靠知識，知道多少，而是靠心靈「認出」耶穌。用你的心靈去體會。正如約四:23～24「時候

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

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心靈的層面和知識的層面有何不同，心靈的層面會感動你、會震撼你。所以有人進到教會

莫名地就感動流淚，因為神的靈同在，神的靈觸摸到他，勝過人的千言萬語。

張茂松牧師曾說：「聖靈說一句話，勝過我說一萬句話；聖靈遇見人一次，勝過會眾參加一萬

次的特會。」也在表達用心靈遇見主的真實與重要性。

　　耶穌受死復活後，有兩個門徒往以馬忤斯的路上，耶穌向他們顯現。他們為所發生的事感

到困惑猜疑。也許是困惑，竟然沒有認出與他們同行的就是耶穌。換句話說，他們用理性、知

識和見解，把事情經過對耶穌解釋。

　　聖經記載，他們談論的時候心裡火熱，…或是驕傲自大…自以為是的堅持…，總之，他們

似乎是被什麼蒙蔽住了。他們眼睛「迷糊」沒有認出耶穌，直到進了家門，他們的眼睛才明亮。

這才「認出」耶穌，但耶穌立刻不見了。

　　這個「認出」對兩個門徒太震撼了。於是他們本該留在以馬忤斯，竟迫不急待地又趕往耶

路撒冷去找門徒。「認出」，使心裡受震撼，帶出一個行動。但若沒有進入「生命的層面」，

可能帶出行動，只是暫時的火熱或衝動。生命的層面叫「認定」耶穌。

三、認定耶穌：生命層面

　　「我又告訴你們，凡在人面前認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在人面前不認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認他。」(路十二:8~9) 這個「認」耶穌指的是「認定」。

　　若說，所有宗教都是勸人為善的，這不是認定。在男女關係上，你可能喜歡這個女孩子，

又對另一個女孩子有好感。然而，一旦結婚，就是一輩子與她同住、白頭偕老，這才叫認定。

因為那是一個「誓約」，除非死才能將兩個人分開。一個單身的人是自由的，但一個已婚的人，

行事為人就不同。已婚者不會亂放電，或想著與別人交往的可能性。意思是：已婚的身份牽動你

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你不再是一人吃飽全家飽、不再是高興幾點回家就幾點回家，因為你對家庭

有責任；你「歸屬」於一個家。你的金錢花用、作息時間都受影響，這樣的身份牽動你生活的

每一個層面，那叫「認定」。

　　箴三:6說道「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當你認定主時，這個身份同樣也牽動你生活的每個層面。有些事你不該做、有些地方你不

(一)為何「恩典」？

前言：上帝恩典廣被華人

　　「孔子究竟得救了沒有?」

　　二十年前我那來自上海的中文老師問我這個問題，他說這問題解決了，華人才會相

信耶穌基督。我當時坦白告訴他我不知道。其實，他的問題不僅關乎孔子，更是關乎所

有華人的家庭成員以及那些未曾聽過福音的先祖。事實上，我們西方人也會問同樣的問

題：一兩千年前，我們的歐洲祖先都是沒信主的化外之民，他們究竟得救了沒？甚至我

們會進一步追問：「有些人雖然常聽到福音，但卻總是拒絕；而我又怎能接受信基督就

可以得救呢？」這古老的神學困擾一直成為很多人的疑慮，「為什麼有些人信主而得救

，但有些人卻始終不信？」(拉丁文: cur alii, non alii? 「為什麼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

」) 。我會相信，是否因為我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如果是這樣，救恩就不再是神的恩典，

而是我行善所得的工價。聖經啟示我們是藉著「惟獨恩典」而得救，有些奧秘是人無法

測透的。感謝神賜給我們信心，得以接受這樣的救恩。

　　數年前，全世界的基督教領袖聚集在英國討論基督教的獨特性，並且與其他宗教做

比較。因為許多基督教的教義也出現在其他宗教，所以仍得不到答案，直到C.S.Lewis進

來之後，問題方迎刃而解。他說這問題很簡單，重點就是“恩典＂，也就是上帝憐憫罪

人，以無條件的愛來愛罪人，這種啟示，遠遠超過人們的正常想法。在人類普遍的觀念

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啟示。

　　但有些人批評恩典，如同一位同學在課堂上發問：「人不會在恩典中墮落嗎？」，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竭盡所能的教導恩典是上帝白白的禮物，我們如何能夠避免人類生

活變成懶惰而不為上帝勤奮努力?馬丁路德最好的作品《論意志的捆綁》，深入探討罪與

恩典的奇妙真理。因為恩典是上帝對罪人的憐憫，我們在探討恩典的同時，也需要思想

罪。罪與恩典，兩者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又是極大的奧秘。因為在深層的邪惡罪性與毀

壞的人性當中，存在著極大的奧秘，導致我們無法完整的回答，為何這麼多人會拒絕這

個奇異恩典。上帝在恩典上所顯現出的愛是那麼的深廣、奇妙，使得我們無法全然測度

。如果一個人在恩典中墮落或者變成懶惰，他就仍未了解到罪深層的邪惡，或仍未理解

恩典而更加珍惜。律法與福音這兩項重要的啟示是上帝所強調的，也是需要終身學習的

。這兩種啟示，是上帝在西乃山和錫安山，用非常奇妙的神蹟和特殊的現象，撼動全人

類來注意並重視律法是用來顯示我們的罪，而福音卻是啟示上帝的恩典，這兩種是最重

要且是上帝最想要人知道的。耶穌來到這世上，也一樣的宣告說：「你們都要悔改相信

福音。」（馬可福音一15）。

　　既有如此重要的啟示和極大的奧秘，我們又該如何做？在此俞繼斌博士給了我們很

好的勉勵：「對於上帝的事情，我們當知道的，就要清楚的知道，確切的知道。…上帝

樂意讓我們知道的事情，已經夠多，夠豐富，夠明確了，以致我們不必庸人自擾，去憂

慮我們所不知道，或不應該知道的事情。」1就如上帝在申命記廿九29中所言: 「隱祕的

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神的，惟有啟示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

這聖經上的一切話。」所以，我們現在當尋求明白上帝要我們知道，而且能夠知道，以

及應該知道的事，然後讓上帝管理那些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奧秘。

　　2014年時，羅馬天主教、信義會和衛理公會的主教、監督在香港發表一份『信義宗

教會和天主教會有關成義的教義的聯合聲明』之新中譯本。這份文件在1999年簽署時已

經頗具爭議性，因文件中對稱義觀所用的文字如此廣泛，融入曾經帶給馬丁路德一些困

擾的稱義觀，而且聲明也沒有承認宣告宗教改革的關鍵教義為：人是藉著「惟獨信心」

得救、稱義。雖然如此，這事還是能夠引導我們再次聚焦，去瞭解其中所言: 人單單靠著

恩典就可以得救、稱義。其中一位譯者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的戴浩輝博士，他在世界信

義宗聯合會的網站上公佈了他的說明：

　信義宗稱義所要傳遞的信息在亞洲對工作倫理有什麼意義呢？

　「我認為最重要是人道主義、倫理以及善行。對很多華人而言，他們很難接受恩典是

　在行為範圍之外的這種觀念。」2

　　與此相關的則是華人學者認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周朝人的「敬德觀念」。大

約在主前一千多年，周公說服了中國人，上天是公正的，祂會獎善罰惡(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商朝最後一位非常殘暴兇惡的統治者，自認他有天命(上天賜給他天子的地位)，所

以不管百姓做什麼，他都可以為所欲為。因此，百姓非常沮喪，認為無論行為好壞都沒

有差別。於是周公鼓勵他們相信，好行為一定有好結果。商朝衰敗了，周朝興起，印證

周公的觀念，就是上天終究會報償那些行為端正的人。五百年以後，孔子進一步發展此

一思想，使它成為華人世界的主流觀。3這觀念深植人心並且持續支撐華人的文化。當我

撰寫博士論文時，我描述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與聖經最大的差異時，用了一個詞做結論，

就是「恩典」。4聖經中的上帝是公義的，就像周公所認定的上天一樣，而聖經中的上帝

則因祂是恩典的上帝而顯出差異。

聖經中的恩典

　　上帝曾向摩西宣告他是有恩典的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為奴之地的歷史關鍵時

刻，上帝藉著摩西頒給他們十誡，但摩西下西乃山的時候，竟發現以色列人將一隻金牛

犢當成偶像來敬拜，摩西非常生氣他們違背上帝，就把這兩塊法版的十誡摔碎。那時上

帝原本要把以色列人全毀滅掉，再從摩西興起另一個新的族群。但是摩西為百姓禱告求

憐憫，又求告神將他從名冊中塗抹。路德說這是愛的最高表現，也就是一個人願意為其

他的人被審判被咒詛(像摩西與保羅一樣5)。在摩西禱告之後，上帝憐憫了以色列人。摩

西就求神讓他看見上帝的榮耀，上帝說不能讓摩西看他的面，但是他會讓摩西看他的背

。馬丁路德將此視為極具意義，就是上帝藉此方法將自己向我們顯現，讓我們看他的背

或一小部分而已，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聖經在此寫道：『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並宣

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祂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

實。」』(出埃及記 34:6)。

　　詩篇五十一篇大衛王的悔改禱告，與但以理為被擄的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悔改禱告是

一樣的，兩人都認罪並且完全的信靠上帝的憐憫。大衛禱告說，「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

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詩篇五十一1)。但以理則禱告「主!我們的　

神，是憐憫饒恕人的，我們卻違背了他…我的　神阿!求你側耳而聽，睜眼而看，眷顧我

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我們在你面前懇求，原不是因自己的義，乃因你的大

憐憫。求主垂聽，求主赦免，求主應允而行，為你自己不要遲延，我的　神阿!因這城和

這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但以理書九9,18-19)。以賽亞宣告上帝的安慰和赦免，在

此恩典的處境下，他說：「誰曾測度耶和華的心…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以賽亞書四十

13,28) 。就連約拿在他憤怒之下抱怨的說：「耶和華阿!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

麼。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　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

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約拿書四2) 。摩西、大衛、但以理、以賽亞以及其

他的聖經人物，確信我們在罪孽中求助無門，而上帝恩典的心意遠遠超越我們所能測度

的能力，由此得見神的本質就是恩典。

　　在中文聖經中「恩」這個字出現500多次。它通常被翻譯成與「恩典」相關連的字。

希臘文的原文　　 在中文聖經常被翻譯成「恩典」或「恩惠」，「恩惠」特別是用在祝

福的地方，比如聖經中最後的經文：「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啟

示錄廿二21)。在聖經中「恩典」或「恩惠」總共出現170次，其中在舊約有40次，在新

約保羅的書信中有90次，其餘40次則在保羅書信之外。因此，在教會歷史上，對基督徒

來說，保羅是對「恩典」這個詞下了非常關鍵定義的使徒。雖說恩典的本意指出上帝的

個性，但是恩典也能夠指出上帝所賜的禮物，這是藉著祂恩慈本性所流露出來的。恩典

是(一)不配得的 (二)白白的 (三)寵愛。恩典是使徒們喜歡用的詞語，用以宣講上帝在基督

耶穌救恩裡的愛，也就是十字架上的愛。

　　保羅對救贖恩典的立場表達在兩處重要的經文上。在羅馬書中，保羅說「因為世人

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馬書三23-24)。在以弗所書中，保羅寫著：「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8-9) 

。我們要特別注意保羅以上帝的啟示說，關於我們墮落的光景是在信心和救恩之前。我

們死在罪中(以弗所書二1)，而不是僅僅受傷或只是小病一場，仍然保留一些屬靈的能力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完全死亡的。亞當犯罪的時候，在屬靈上按照上帝所說的是死

了，而不是魔鬼要騙亞當不要相信上帝的話而已。因此我們需要在我們之外的力量，就

是上帝更大的恩典能力，帶領我們回到屬靈的生命，以及恢復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當我

們死在罪中，就沒有能力來成就這件事。

　　救恩是保羅在這些關鍵經文中經常談論的。然而，有時候「恩典」也可以指向恩典

的結果，就是上帝以他恩典的本性所賜給我們的：屬靈的恩賜，我們的信心，我們呼召

和一切所有能做見證和服事的恩賜。例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6寫道：「按所賜給我們的恩

典( 　　)，各有不同的恩賜(　　　　)。」這恩典在我們身上產生的結果，常被稱為「澆

灌恩典」，因為它和上帝以聖靈澆灌在我們裡面的愛有關，如同羅馬書五5所說言「盼望

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關於救恩與澆灌恩典的分辨，米勒曾教導：「以恩典作為上帝［對世人所懷］不配

得之厚意，及上帝所施予［信徒］的恩賜（屬靈恩賜）之間的尖銳區分，在稱義的信條

上最為重要；凡教訓說上帝的恩典按澆灌恩典的意義(gratia infusa)，是稱義的唯一原因

、或附帶原因的人乃是教導以行為的救贖，且是從恩典中墜落(加五4)。按實際說，他們

雖保存基督教的名義，但卻是教訓外邦人靠善行稱義的道理。」6以及「信徒的救贖並非

歸於固有的或澆灌的恩典，或是那在他身上的恩賜，而應唯獨歸因於上帝裡面慈愛的意

向，或說上帝的寵愛。換言之，當我們說，我們以恩典得救，不是指著在我們內面運行

的神聖恩典，而是指着在我們身外，處在上帝裡面的恩典。」7

(二)為何「惟獨」？

　　在張貼95條的8年後，路德曾提及95條的主題其實都屬雞毛蒜皮。1525年在《論意

志的捆綁》結論中，路德稱讚伊拉斯姆，因為他的抨擊確實命中主題：

　「你也不像其他人，因為只有你攻擊了真正的關鍵問題，就是問題的本質，而且沒有

　用關於教宗、煉獄、贖罪券以及類似的雞毛蒜皮之事（因其並非基本問題）的枝節問

　題來煩擾我，幾乎人人都曾以這類事來獵殺我，但卻徒勞一場。你，只有你才看到了

　決定每件事的關鍵問題，並且對準了重要目標。為此，我要誠摯地向你致謝⋯⋯」。8 

　　其實，在寫95條之前的一個月，路德在他97條所謂《駁經院神學論綱》(1517年9月)

中已經開始討論改教的核心主題。關鍵的主題是罪與恩典，以及伴隨著律法與自由意志

的討論。9中世紀的神學主張我們必須努力以自己內在（facientibus quod in se est）10自然

的能力來得到恩典，因此，改教神學必須強調「惟獨恩典」。

　　在大約1100年到1500年之間，經院哲學派的神學是中世紀的主流神學。探討神接納

人的理由和原則時，罪與恩典成為他們研究的最重要主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凌駕了經

院神學，因此律法一定會浮出為上帝接納而拯救人的一個主要理由（羅馬書二14-15）。

可是在被亞里士多德凌駕的經院神學之前，受景仰的奧古斯丁已經為了恩典在對抗伯拉

糾時打了一場美好的仗，結果是奧古斯丁(因恩典得贖)的觀念變成眾教會的共識（特別是

在418年於迦太基、431年在以弗所和529年在奥朗日的教會公會上宣告）。伯拉糾主張

人能以自然的力量（即使在墮落之後）選擇善行以至於能夠藉著足夠的善工，以這樣的

行為得救。因為眾教會以伯拉糾為異端的共識，導致經院哲學派神學家想避免被稱呼為

伯拉糾主義；但是馬丁路德發現到經院哲學神學就是半伯拉糾主義（在某方面還不如伯

拉糾主義），所以從1517年到1525年8年之內，他駁倒整個經院哲學派的神學。被亞里

士多德凌駕的經院哲學派神學家們，試圖找出在墮落的人類中，有什麼自然屬靈的能力

能夠讓人被上帝接納而得救。他們的結論是藉著行出在我們裡面所能行的，上帝會因這

個努力而賞賜恩典。他們了解我們所能做的是微不足道的，而不像伯拉糾主義那樣的好

行為；但我們到底需要做什麼才能獲得上帝的恩典，他們之間仍然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

　　路德本來相信我們需努力謙卑才能夠領受神的恩典，但最後卻從上帝的話中發現

到，信心是上帝所賞賜(並非靠著我們努力)，給那些在屬靈方面死亡的人（以弗所書二

1-9）。路德的關鍵洞見之一是在屬靈上死亡的人，(做在他自己內在的)，所做出來的是

罪，而非能獲得恩典的努力。最後路德斥責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因為他們把恩典變得

比伯拉糾主義者更廉價，因為伯拉糾主義的人要求更正當的好行為方能得到救恩，但是

經院哲學派的神學家卻只要求簡單又些微的努力。

　　路德也揭示出奧古斯丁自認有療效的成義觀是錯誤的，奧古斯丁教導我們，當上帝

的恩典醫治我們，並幫助我們活出公義的生命時，我們就在神面前成義和得救，並且上

帝最後會宣告我們是義人，因為我們已經依靠他的恩典活出公義的生命。因此路德便以

惟獨信心與惟獨恩典的神學駁倒了千年來教會的錯誤！我們靠著惟獨恩典，惟獨信心稱

義並且得救，完全不是因為我們的努力或好行為。恩典無價，是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付的代價，我們任何努力或好行為都不能與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無限珍寶相比擬！

結論

　　令人訝異的是，從傾向完全依靠神，轉向依賴人的努力，這麼錯誤的中世紀神學，

在過去竟然維持一千年而不墜。同樣奇妙的是，我們看見上帝如何透過馬丁路德來駁倒

中世紀神學的錯誤，並且興旺上帝的真理，使信徒能夠再一次回轉到單單依靠上帝的恩

典，就是信靠上帝信實的恩典本性，並且以他恩典的心所發揮出的救贖作為。我們現在

會比中世紀的信徒好嗎？我們的忠誠、努力、聰明……等會比他們高嗎？當然不會！所

以今天教會的盲點在那裡呢？我們在那裡損害上帝惟獨恩典救贖的真理呢？讓我們尋求

敏銳的分辨，我們究竟在那裡遮蔽或貶低上帝無限寶貴的恩典，也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為饒恕、和好、及救贖我們所流的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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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去；反之，有些事你必須去做，有些地方你必須要去。若你身為基督徒，還是隨心所欲，也

不管神在你身上有何計劃，那都不叫「認定」。

　　耶穌問門徒說：「我是誰？」是要帶領門徒進入第三層次－「生命的層面」，也就是「認

定」耶穌。是生命與神連結，是生活每個層面都被牽動。當你認定耶穌是主，就必經歷一種「

捨己」。耶穌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要保全自己形象、名聲、堅持自己格調的，

最終會失去神所賜的生命；凡為主放下這些堅持的，不看自己喜好、榮辱，不在意別人評價的，

反而要得著生命。

　　你與主的關係如何？是「認識」、「認出」還是「認定」呢？當年耶穌要門徒表態(認信)：

「人說我是誰，那你們說呢？」今天，主耶穌也要你回答：「你們說，我是誰？」你的回答將

決定你如何生活。現在就放下書本，想想你與耶穌的關係。否則，這篇文章可能只是徒增你的

知識而已。



本院所頒學位及證書皆獲亞洲神學協會(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認證

報名方式

中華信義神學院 邀請您

一日神學生體驗活動

(1)電話報名：03-5710023 分機 3132 教務處 

(2)E-Mail 報名：academica@cls.org.tw 

(3)網路報名：http://www.cls.org.tw/  

教學目標、特色(承傳因信稱義、陶塑十架僕人)

訓練 的神僕
對福音有
深切認識

對時代有
敏銳體察

對宣教有
火熱負擔

對牧養有
真實委身

體驗行程 -本活動費用全免 (報名截止日期2018/04/17)

3/20
星期一

報到 (信義大樓1樓)

介紹學院、學制、中午用餐

報到 (信義大樓1樓)

A
 路德

大小問答

Ｂ
新約神學

Ｃ
四福音
概論

Ｅ
釋經理論
與實踐

Ｆ
使徒行傳

發展心理學

Ｄ
神學與
輔導

介紹學院、學制

時間

09：40
︲

09：50

10：00
︲

10：50

11：00
︲

11：50

12：00
︲

13：30

13：40
︲

13：50

14：00
︲

15：50

16：00
︲

16：50

3/21
星期二

3/22
星期三

3/23
星期四

3/24
星期五

早崇拜 早崇拜禱告會 學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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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³本院以「承繼因信稱義之福音，為華人教會陶塑十架神僕」為異象。並以
造就學生對福音有深切認識，對時代有敏銳體察，對宣教有火熱負擔，對
牧養有真實委身為教學目標。

學科及招生對象 ※ 本院所頒學位皆獲亞洲神學協會ATA 認證。

關顧與輔導碩士

招生對象
學歷：大學畢業
資格：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生活與事奉上有美好見

證的基督徒。

神學進修證書科

招生對象
學歷：大學畢業
資格：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有心服事之基督徒，並有

穩定的教會生活與服事，願意全時間進修碩士部一年制神學進修證書科。

碩士預科

招生對象
學歷：本科是為專科畢業生 (二、三、五專)或大學肄業者補足學歷所設，修畢

後可直接修讀碩士部學位。
資格：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生活與事奉上有美好見

證的基督徒。
其他：若已婚者，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方符合報考資格。

道學碩士

招生對象

招生對象

畢業要求

學歷：大學畢業
資格：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生活與事奉上有美好

見證並有穩定的教會生活與服事的基督徒，亦需有教會或機構牧長的推
薦，且清楚蒙召，決志一生專職事奉主，未來以牧會、傳道為職志者。

其他：若已婚者，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方符合報考資格。

學歷：神學學士(B. Th.)或宗教教育學士(B. R.Ed.) 。
資格：曾任或現任教會機構全職教牧同工三年（含）以上者。 
其他：現職教牧需教會／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非現職者需教會推薦函。

修畢98學分（必修84學分，必選修8學分，選修6學分），完成教會實習及學院
生活要求，通過聖經熟讀測驗，修業年限為3年。

三年制學程

二年制學程

報考手續

信徒神學教育神學學士

招生對象
學歷：具高中職或同等學力。
資格：已清楚基督的救恩、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生活與事奉上有美好見

證並有穩定的教會生活與服事的基督徒，亦需有教會或機構牧長的推薦
，且清楚蒙召，決志一生專職事奉主，未來以牧會、傳道為職志者。

其他：若已婚者，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方符合報考資格。

1.凡欲報考本院者，可至本院網站下載招生簡章及各項資料表格，或向教務處索取電子檔

   案或書面資料。

2.報名截止日前需繳齊之資料：

   (1)入學申請表

   (2)畢業證書影印本及成績證明各一份

   (3)最近半年內之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4)自傳（著重信主蒙召之見證，及報考本院之目的）

   (5)所屬教會之牧師或傳道人及長執之推薦書各一份（在職教牧人員須繳總會及所屬教會

推薦書各一份；在福音機構服事者，應以所屬教會主任牧師或傳道及所屬機構主管

為推薦人）

   (6)最近三個月體檢表（需包括胸腔X光、驗血-A型肝炎抗體ANTI-HAV IGM、B型肝炎表

面抗體+抗原檢驗項目）

   (7)報名費：$1,500元整。（請利用劃撥帳號01121881，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

義神學基金會」，註明107學年度招生報名費。）

考生注意：繳交報名資料表及報名費後，不論是否通過初審、筆試、口試均不退件

和退費。

3.准考與否將於筆試前一週內以電子郵件通知。



 China Lutheran Seminary12

1.凡欲報考本院者，可至本院網站下載招生簡章及各項資料表格，或向教務處索取電子檔

   案或書面資料。

2.報名截止日前需繳齊之資料：

   (1)入學申請表

   (2)畢業證書影印本及成績證明各一份

   (3)最近半年內之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備註：1.筆試科目包括國文、英文、聖經、心理測驗(本科不列入筆試成績)。
³³³2.國文考科：以閱讀重點摘要彙整、引導寫作為主。
³³³3.英文考科：以全民英檢中級閱讀測驗為主。

國外考生：【報名截止日：2018年05月04日】2018年05月26日(星期六)

國內考生：1. 第一梯次：【報名截止日：2018年05月04日】
³³³³³³筆試、口試：2018年05月26日（星期六）考試地點：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

³³³³³2. 第二梯次：【報名截止日：2018年07月04日】
³³³³³³筆試、口試：2018年07月21日(星期六) 考試地點：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

1.考生按教務處所排定之時間口試，

入場次序於當天公佈，不參加

口試者，視同放棄論。

2.報考道碩、碩士預科、學士科已

婚及已訂婚的考生，請配偶務

必參加口試。

考試日期

考試科目

聖³經 國³文 英³文 心理測驗筆³³³試

道碩三年制

道碩二年制

輔³³³碩

神 學 進 修
證 書 科

碩 士 預 科

信徒神學教
育神學學士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口³³³試

第一梯次：5/26(六) 於新竹信義神學院

考試日期

時³間 8:00~8:50 9:00~9:50 10:00~10:50 11:00~11:50

考³科 心理測驗 聖³³經 國³³文 英³³文 口³³試

下³³午

第二梯次：7/21(六) 於新竹信義神學院

時³間 8:00~8:50 9:00~9:50 10:00~10:50 11:00~11:50

考³科 心理測驗 聖³³經 國³³文 英³³文 口³³試

下³³午

電話：03-5710023 分機3132 張姊妹³傳真：03-5726425

Email: academica@cls.org.tw

網址：http://www.cls.org.tw/academic/academic.htm

報名專線

   (4)自傳（著重信主蒙召之見證，及報考本院之目的）

   (5)所屬教會之牧師或傳道人及長執之推薦書各一份（在職教牧人員須繳總會及所屬教會

推薦書各一份；在福音機構服事者，應以所屬教會主任牧師或傳道及所屬機構主管

為推薦人）

   (6)最近三個月體檢表（需包括胸腔X光、驗血-A型肝炎抗體ANTI-HAV IGM、B型肝炎表

面抗體+抗原檢驗項目）

   (7)報名費：$1,500元整。（請利用劃撥帳號01121881，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

義神學基金會」，註明107學年度招生報名費。）

考生注意：繳交報名資料表及報名費後，不論是否通過初審、筆試、口試均不退件

和退費。

3.准考與否將於筆試前一週內以電子郵件通知。



中華信義神學院
教會進修生招生簡章

凡熱心事奉主之基督徒欲在本院選修課程，尚未預備攻讀學位或證書者，均可報考

招生日期：筆試107年08月30日(四)，報名截止107年08月17日(五)

一、資格

對象：1.在職教牧同工及熱心事奉主之基督徒，欲在本院選修課程而尚未準備攻讀學位

或證書者。

2.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生活或工作上有美好見證，且在教會或機構有擔任

固定服事的基督徒。

學歷：選讀碩士部課程必須具備學士同等學歷以上程度。

二、報名手續

方式：請向本院索取表格，或上信神網頁下載報名資料；繳交所需證件及報名費350元

〈劃撥加15 元，郵撥帳號：01121881，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會〉

考生請於報名截止前，備妥下列證件

證件：凡郵寄者請註明「教務處」

1.入學申請表：(一張4面)貼相片(得救見證、就學動機等六百字為限，深色筆書寫或打字A4紙)

2.推薦書一份：報考者為信徒則由所屬教會教牧同工填寫；報考者為教牧同工則由教會³

長執或所屬總會教牧填寫(由推薦人直接寄至教務處)

3.畢業證書影本

4.身分證影本

三、審核、註冊、選課

審核：證件審核通過，參加「聖經筆試」（神學院畢者免試）

考試時間：筆試-14:00~14:50 (以考試通知為主)

考試範圍、出題方式：A.聖經（含新舊約）-選擇題70％、簡答題10％

B.神學書籍（兩本）-選擇題20％

《認識聖經的八堂課》斯托德著，劉良淑譯，校園出版社

《十字架的神髓-路德的靈命觀》韋真爾著，李廣生主編，香港路德會文字部出版

《十字架的神髓-路德的靈命觀》本院有售，可洽詢出版社，電話：03-5710023分機3103 白姊妹

註冊：按註冊日辦理註冊手續，逾期註冊則酌收手續費300元。超過一週視為放棄，學

分費按本院公佈收費標準。

選課：依本院修課次序選課，每學期不得超過九學分。

四、報名專線

1.電話：03-5710023 分機3132³傳真：03-5726425³Email:academica@cls.org.tw

2.網址：http://www.cls.org.tw/academic/academi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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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基層宣教部的師生、輔導所設立的園地，
為您報導基宣的現況，

與您分享師生的見證及課程心得。
　層心基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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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本做起

　　去年信義神學院邀請了羅本耐教授（Rev. Dr Robert H.Bennett）舉辦了一場特別的

講座，從信義宗神學的觀點來看屬靈爭戰。羅本耐博士任美國路德會牧師 15年，同時赴

非洲馬達加斯加信義會多年，實地參與及研究鬼附與屬靈爭戰現象，將其實際經驗及田

野調查結果，寫成「無懼：鬼附與屬靈爭戰（I Am Not Afraid：Demon Possession and 

Spiritual Warfare）」一書出版，成為北美基督教暢銷書。2016年，再出版「無畏：美國

的鬼附與屬靈爭戰（Afraid：Demon Possession and Spiritual Warfare in America）」一

書，將趕鬼、案例與教會會友的見証詳實記載，作為教牧同工在牧養上的實作手冊。

傳道人的責任

　　羅牧師在講座中先討論了傳道人的責任：「傳道人有義務探訪他的會友們，不只在

他們經歷身體的病痛、不幸的遭遇、或他們處在不尋常的靈性險境與苦難中;也在他們心

靈瀕臨落入錯誤宗教的嚴重威脅時。」他認為趕鬼、抵擋魔鬼的影響，本來就是牧者應

該習以為常的工作，牧者受召原是為此，不該輕視、也不該逃避。也因為這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也絕非牧者一個人的英雄主義式的孤獨責任，是牧者帶領教會一起面對，也許

是一段漫長的過程，但教會在信心中的同心禱告，終將在各種爭戰中得勝。

基督為中心的爭戰

　　羅牧師也不斷強調一種基督為中心的爭戰觀點，他提出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身

為被罪所綑綁的墮落存在，其實我們一定無法對抗鬼魔的影響，只有耶穌基督才是唯一

的趕鬼者。我們必須破除以人為本的迷思，因為屬靈爭戰的得勝不是任何的方法、技巧

、行動、或神奇的作為，甚至不該太過關注教牧同工的生命狀態。以免在這個過程中，

人又把行動的焦點轉向自身，而非上帝的話語本身。又或是把屬靈爭戰的成敗轉為人所

成就的結果，以致於陷入成功而自滿、失敗而自責的試探中，這正是魔鬼這說謊者最想

看到的結果：背離上帝、注目自己。

羅博士提出幾點趕鬼的注意事項：

1.不需要跟鬼魔互動

「耶穌責備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吧。 （可一25）」、「耶穌治好了許多

害各樣病的人，又趕出許多鬼，不許鬼說話，因為鬼認識他。 （可一34）」雖然也有

經文提到耶穌與鬼的互動，但那是耶穌的權柄有能力作的事，不是我們。

2.生命與基督連結比趕鬼的權柄更重要！

路十17-20的經文中「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

了我們。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

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然而，不要因鬼

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羅博士提醒當門徒開開心的提出

「鬼服了我們！」這樣宣稱的時候，耶穌正是在這個看似榮耀的時刻提出教導，其實

門徒不是趕鬼者，鬼其實也不是服了他們，所以耶穌提醒趕鬼得勝不需要沾沾自喜，

而是生命持續與耶穌連結，信心對準耶穌基督，直到永生，才是真正的得勝。

3.主禱文作為趕鬼的禱告：不要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當我們禱告「救我們脫離試探」的時候，意思就是認識到「魔鬼的目的是要我們藐視

輕看上帝的道和作為，使我們拋棄信心、希望和愛，吸引我們至不信、虛假的安全和

頑梗中，或反而使我們陷入失望、無神論、毀謗、與無數其他可憎惡的罪過中。這就

是陷阱和網羅，的確這就是真實的「火箭」（弗六16），惡毒地射入我們內心，不是

可見的，而是魔鬼（路德大問答）」主禱文就是求主讓我們脫離那惡者的影響與挾制

，得到在基督裡的自由與平安。

4.輕視、嘲笑、鄙視魔鬼是最好的方法

羅博士引用路德的一段話來說明：「每當這個試探來臨，不需跟魔鬼爭辯，別讓自己

陷入那些致命的思想。這樣無法使魔鬼屈服，也正中其詭計。反而是儘可能鄙視那些

由魔鬼而來的想法。在這種試探與掙扎中，「鄙視」是最好又簡單的方法來戰勝魔鬼

。也絕對不要獨處孤立，魔鬼就是等著趁你孤單一人時，找上門來欺騙你。戰勝魔鬼

是靠鄙視與嘲弄牠，而不是抵抗與爭論。」輕視魔鬼、看重上帝永遠是正確且唯一的

方向。

對基宣的挑戰

　　回顧講座的內容，其實會發現羅博士所強調的重點非常基本也本於聖經。上帝的道

改變我們不堪的生命、驅趕了魔鬼的影響、在罪人邁向死亡的生命中創造信心，這正是

基督徒應該不斷強調的主題，但我們有時候失去了對上帝話語的把握，企求其他的方法

、技巧來補充，反而偏離了信仰的核心。這也給基宣同工很大的挑戰與提醒，我們如何

規劃我們的課程，以致於足以幫助基宣學生面對信仰、事奉與屬靈爭戰的種種挑戰？

　　從基宣課程的設計安排來看，我們的必修課程「新約人物」、「舊約人物」、「基

礎神學」、「向基層人傳福音」的課程方向，不在於強化弟兄姊妹的神學知識，而是幫

助他們從聖經人物的困境中對應自己生命的困境，並且找到出路；也從基礎神學的省思

中建立自己蒙召的把握與確據，以致於在對救恩的驚嘆中發起傳福音的熱忱與動力，因

為我們的學習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我們的鄰舍。

　　盼望上主憐憫我們，我們所選擇、強調、組合、揚棄的課程內容，真的幫助學生進

入一個以基督為中心，以神的話語為基礎，更加豐盛有活力的信仰生命之中，而不是阻

礙他們邁入這個豐盛的道路。是用諸般的智慧教導、勸誡，把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

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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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信義神學院邀請了羅本耐教授（Rev. Dr Robert H.Bennett）舉辦了一場特別的

講座，從信義宗神學的觀點來看屬靈爭戰。羅本耐博士任美國路德會牧師 15年，同時赴

非洲馬達加斯加信義會多年，實地參與及研究鬼附與屬靈爭戰現象，將其實際經驗及田

野調查結果，寫成「無懼：鬼附與屬靈爭戰（I Am Not Afraid：Demon Possession and 

Spiritual Warfare）」一書出版，成為北美基督教暢銷書。2016年，再出版「無畏：美國

的鬼附與屬靈爭戰（Afraid：Demon Possession and Spiritual Warfare in America）」一

書，將趕鬼、案例與教會會友的見証詳實記載，作為教牧同工在牧養上的實作手冊。

傳道人的責任

　　羅牧師在講座中先討論了傳道人的責任：「傳道人有義務探訪他的會友們，不只在

他們經歷身體的病痛、不幸的遭遇、或他們處在不尋常的靈性險境與苦難中;也在他們心

靈瀕臨落入錯誤宗教的嚴重威脅時。」他認為趕鬼、抵擋魔鬼的影響，本來就是牧者應

該習以為常的工作，牧者受召原是為此，不該輕視、也不該逃避。也因為這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也絕非牧者一個人的英雄主義式的孤獨責任，是牧者帶領教會一起面對，也許

是一段漫長的過程，但教會在信心中的同心禱告，終將在各種爭戰中得勝。

基督為中心的爭戰

　　羅牧師也不斷強調一種基督為中心的爭戰觀點，他提出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身

為被罪所綑綁的墮落存在，其實我們一定無法對抗鬼魔的影響，只有耶穌基督才是唯一

的趕鬼者。我們必須破除以人為本的迷思，因為屬靈爭戰的得勝不是任何的方法、技巧

、行動、或神奇的作為，甚至不該太過關注教牧同工的生命狀態。以免在這個過程中，

人又把行動的焦點轉向自身，而非上帝的話語本身。又或是把屬靈爭戰的成敗轉為人所

成就的結果，以致於陷入成功而自滿、失敗而自責的試探中，這正是魔鬼這說謊者最想

看到的結果：背離上帝、注目自己。

羅博士提出幾點趕鬼的注意事項：

1.不需要跟鬼魔互動

「耶穌責備他說：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吧。 （可一25）」、「耶穌治好了許多

害各樣病的人，又趕出許多鬼，不許鬼說話，因為鬼認識他。 （可一34）」雖然也有

經文提到耶穌與鬼的互動，但那是耶穌的權柄有能力作的事，不是我們。

2.生命與基督連結比趕鬼的權柄更重要！

路十17-20的經文中「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

了我們。耶穌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

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然而，不要因鬼

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羅博士提醒當門徒開開心的提出

「鬼服了我們！」這樣宣稱的時候，耶穌正是在這個看似榮耀的時刻提出教導，其實

門徒不是趕鬼者，鬼其實也不是服了他們，所以耶穌提醒趕鬼得勝不需要沾沾自喜，

而是生命持續與耶穌連結，信心對準耶穌基督，直到永生，才是真正的得勝。

3.主禱文作為趕鬼的禱告：不要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當我們禱告「救我們脫離試探」的時候，意思就是認識到「魔鬼的目的是要我們藐視

輕看上帝的道和作為，使我們拋棄信心、希望和愛，吸引我們至不信、虛假的安全和

頑梗中，或反而使我們陷入失望、無神論、毀謗、與無數其他可憎惡的罪過中。這就

是陷阱和網羅，的確這就是真實的「火箭」（弗六16），惡毒地射入我們內心，不是

可見的，而是魔鬼（路德大問答）」主禱文就是求主讓我們脫離那惡者的影響與挾制

，得到在基督裡的自由與平安。

4.輕視、嘲笑、鄙視魔鬼是最好的方法

羅博士引用路德的一段話來說明：「每當這個試探來臨，不需跟魔鬼爭辯，別讓自己

陷入那些致命的思想。這樣無法使魔鬼屈服，也正中其詭計。反而是儘可能鄙視那些

由魔鬼而來的想法。在這種試探與掙扎中，「鄙視」是最好又簡單的方法來戰勝魔鬼

。也絕對不要獨處孤立，魔鬼就是等著趁你孤單一人時，找上門來欺騙你。戰勝魔鬼

是靠鄙視與嘲弄牠，而不是抵抗與爭論。」輕視魔鬼、看重上帝永遠是正確且唯一的

方向。

對基宣的挑戰

　　回顧講座的內容，其實會發現羅博士所強調的重點非常基本也本於聖經。上帝的道

改變我們不堪的生命、驅趕了魔鬼的影響、在罪人邁向死亡的生命中創造信心，這正是

基督徒應該不斷強調的主題，但我們有時候失去了對上帝話語的把握，企求其他的方法

、技巧來補充，反而偏離了信仰的核心。這也給基宣同工很大的挑戰與提醒，我們如何

規劃我們的課程，以致於足以幫助基宣學生面對信仰、事奉與屬靈爭戰的種種挑戰？

　　從基宣課程的設計安排來看，我們的必修課程「新約人物」、「舊約人物」、「基

礎神學」、「向基層人傳福音」的課程方向，不在於強化弟兄姊妹的神學知識，而是幫

助他們從聖經人物的困境中對應自己生命的困境，並且找到出路；也從基礎神學的省思

中建立自己蒙召的把握與確據，以致於在對救恩的驚嘆中發起傳福音的熱忱與動力，因

為我們的學習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我們的鄰舍。

　　盼望上主憐憫我們，我們所選擇、強調、組合、揚棄的課程內容，真的幫助學生進

入一個以基督為中心，以神的話語為基礎，更加豐盛有活力的信仰生命之中，而不是阻

礙他們邁入這個豐盛的道路。是用諸般的智慧教導、勸誡，把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

到神面前。



　　還未信靠耶穌基督時，我是個沒有信仰的無神論者。

　　我沒有什麼重大的人生目標，生活渾渾噩噩，突然，上帝接近了我。我遇到我的

人生伴侶，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她常誠懇地教導、陪伴，與分享福音。就在這樣奇

妙的作為中，我也不知不覺對教會生活產生渴慕，於是從2015年九月我開始進入教會

聽詩歌，也聽牧師講道。並很快於2016年六月受洗，正式成基督的枝子。

　　偶然之下參加了吳嘉祥牧師、師母在中華信義神學院舉辦的畢業典禮，得知了信

神基宣的課程，那時的我也的確很想要進一步了解神與信仰，但礙於當時公司業務繁

忙，無法騰出時間來接受裝備與造就。教會的弟兄姐妹也懇切地為我代禱。

　　沒想到過幾天公司隨即宣佈加班時數不可超時，我心中十分驚訝，我想是神自己

為我開了這條學習的道路，也讓我更加篤定要參與基宣的課程。

　　進入教會學習到現在，發現神在歷史中的工作，引導人們該怎麼走義路，神的包

容、慈愛是何等的偉大。還記得巫士　牧師在聖經人物的課程說過讓我印象深刻的一

句話：「凡做過的，好的，必留下榜樣；凡做過的，壞的，必留下鑑戒。」這句話常

常提醒著我，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特別是身為父母的角色，讓孩子

們有榜樣。在工作中也成為別人的榜樣，有所為有所不為。

　　最後，感謝神賜給我一個可以認識神的地方，並感謝老師們細心的教導與輔導。

　層心基 特刊

桃園活水教會

黃蒼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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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日期：筆試107年08月30日(四)，報名截止107年08月17日(五)

一、資格

對象：1.在職教牧同工及熱心事奉主之基督徒，欲在本院選修課程而尚未準備攻讀學位

或證書者。

2.受洗或堅振禮二年以上，在生活或工作上有美好見證，且在教會或機構有擔任

固定服事的基督徒。

學歷：選讀碩士部課程必須具備學士同等學歷以上程度。

二、報名手續

方式：請向本院索取表格，或上信神網頁下載報名資料；繳交所需證件及報名費350元

〈劃撥加15 元，郵撥帳號：01121881，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會〉

考生請於報名截止前，備妥下列證件

證件：凡郵寄者請註明「教務處」

1.入學申請表：(一張4面)貼相片(得救見證、就學動機等六百字為限，深色筆書寫或打字A4紙)

2.推薦書一份：報考者為信徒則由所屬教會教牧同工填寫；報考者為教牧同工則由教會³

長執或所屬總會教牧填寫(由推薦人直接寄至教務處)

3.畢業證書影本

4.身分證影本

三、審核、註冊、選課

審核：證件審核通過，參加「聖經筆試」（神學院畢者免試）

考試時間：筆試-14:00~14:50 (以考試通知為主)

考試範圍、出題方式：A.聖經（含新舊約）-選擇題70％、簡答題10％

B.神學書籍（兩本）-選擇題20％

《認識聖經的八堂課》斯托德著，劉良淑譯，校園出版社

《十字架的神髓-路德的靈命觀》韋真爾著，李廣生主編，香港路德會文字部出版

《十字架的神髓-路德的靈命觀》本院有售，可洽詢出版社，電話：03-5710023分機3103 白姊妹

註冊：按註冊日辦理註冊手續，逾期註冊則酌收手續費300元。超過一週視為放棄，學

分費按本院公佈收費標準。

選課：依本院修課次序選課，每學期不得超過九學分。

四、報名專線

1.電話：03-5710023 分機3132³傳真：03-5726425³Email:academica@cls.org.tw

2.網址：http://www.cls.org.tw/academic/academic.htm

中華信義神學院 基層宣教部
第一季招生 2018.5-7月

不限年紀和學歷，每週一個晚上受造就

◎報名專線：03-5710023＃3170  基宣部
◎學費：2,500元（不含新生報名費:500元）
◎安得烈優惠專案：在學學生邀請新生入學，本季二者可同享九折優惠（不含新生報名費），
　　　　　　　　　歡迎多加利用。
◎修完九門課授信神基層宣教部「修業證明」證書。

一、新莊區

科目：伴初信者成長

陳文倫 牧師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新莊教會

24244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116巷3號1樓

TEL:02-2997-9177

2018年5月7日-7月16日

每週一晚上7:00～9:30

二、龜山區

科目：個人靈修生活

于厚恩 牧師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龜山永生堂

33370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3段99巷16-5號

TEL:03-334-3213

2018年5月21日-8月20日

每週二晚上7:00～9:30

三、楊梅區

科目：帶領查經班

巫士　 牧師

拿撒勒人會埔心福羚教會

32654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207號

TEL:03-482-5823

2018年5月7日-7月16日

每週一晚上7:00～9:30

四、新竹區

科目：新約人物

蔣伊鈞 傳道

中華信義神學院

30080 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TEL:03-571-0023*3170

2018年5月7日-7月30日

每週一晚上7:00～9:30

五、豐原區

科目：走出情緒低谷

許惠善 牧師

豐原浸信會

42041 台中市豐原區瑞安街179巷45號

TEL:04-2524-3497

2018年4月17日-7月3日

每週二晚上7:00～9:30

六、左營區

科目：基礎神學

高英茂 牧師

中華民國台灣基督教信義會十全教會

81359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號3樓之1

TEL:07-558-4516

2018年5月8日-7月17日

每週二晚上7: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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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希望可以招募1000位信神之友，每月定額為信神奉獻1000元，求神預備並成就。

2.請為擴建支出之內裝、設備等特別經常費及一般經常費周轉共2,840萬元無息借款能儘速清償，求神帶領和供應。

代禱事項：

鼓勵您取消紙本改訂電子報

　　依據中華郵政公告，106/8/1起「國內函件郵費」調漲將近兩倍！若您方便閱讀電子報，鼓勵您透過

電郵promoting@cls.org.tw，留下姓名、紙本郵寄地址，以利核對取消紙本。我們也將根據您的電子信箱，協

助訂閱電子報。

2017/11/1－2018/1/31 學院擴建費奉獻徵信
2017/11/1－2018/1/31

主恩28
LTS
LUTMIS
FCLST(陳于津)
West Portal 
Lutheran Church
FELM
主知名
張秋香
台北永生堂會友
林麗基
陳庭芝(宣教)
羅文忠
仲啟祿
周弘裕
張中和
張金來
陳忠信
陳嘉新
陳繼斌
龍潭聖潔會會友
鍾菊春
主知名
主知名
主知名
朱曙華
歐智勇(宣教)
黃鈺惠
蔡宜軒
林昭明
秦文茹(宣教)
郭則修
陳思亞
葉杏桃
主恩19
台北施恩堂
台北會幕堂(宣教)
申雅萍
吳聲昌
巫奇益
李善和
林春美
林盈姍
姚映慈(儲備師資)
苗栗福音堂會友
莊若雯
陳本翰
陳光雄(宣教)
陳明志
傅紀品
彭玉珍
蔡宏智
鄭秀錦
鄭瑞福
鄭讓
盧慧君
頭份靈糧堂會友
梁諭蓉
曾蘇淑娥
得勝堂會友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
會會友
李維仁
陳國雄
項仁宇
葛玉容
廖慧娟
蔡如珮
鄭發祥

陳思亞
大寶寶
蔡如珮
鍾水發
主恩03
吳家駒
陸德蘊
劉承泰
謝潘潘
主恩06
主恩41
李淑汾
胡椿子
徐忠良
張金來
張慧明
葉肇鈞

359
474

1,560
2,000

14,499 
100 
200 
300 

500 

550 
600 

771 
800 
900 

1,000 

1,200 

1,400 

1,500 

600
1,500

2,000

3,000

累積餘絀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餘額 

累積餘絀 

-41,405,641 

10,057,128 

7,167,188 

2,889,940 

-39,515,701 

一般經費
2017/11/1~2018/1/31

累積餘絀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餘額 

累積餘絀 

5,078,530

651,990

 -   

651,990

5,730,520

擴建基金
2017/11/1~2018/1/31

感謝眾教會及弟兄姊妹對本院聖工的
支持與奉獻，本次徵信，若有錯誤請
來 電 告 知 財 務 助 理 洪 綺 鄉 姊 妹
(5710023#3111)更正。若以金融卡轉
帳奉獻者，請來電告知姓名、地址及奉
獻項目，以便寄奉獻收據。

鍾佩芬(宣教)
主知名
王詩綺
主恩48
加恩堂(宣教)
白法正
吳碧雲
李婭華
李翼宇
沐恩堂(宣教)
周超雯
松山福音堂
林瑞芳(宣教)
金善瑛(宣教)
孫玉芝
張慧婷
陳姵樺(儲備師資)
黃冠豪(宣教)
黃秋薇
楊菊鳳
楊雲鎮
聖潔會龍潭教會
葛瑞婷
潘立言
蔡沂蓁(儲備師資)
蘇春英
莊朝順
主恩65(代轉奉獻)
屏南教會
三民教會
大寶寶
小港教會
中嵙頌恩堂
方詠卉
王一言
主知名(宣教)
主恩06
主恩41
古文兆
田仁春
(儲備師資1,500)
任秀妍
朱育德
朱美蓉
何惠民
何藹棠
吳海文(宣教1,000)
吳進春
李淑萍
李惠珠
李資良
周信得(宣教)
周秋燕
周純明
宜約堂
林奕足
林彩雲
林雲漢
林愛平(宣教2,000)
牧恩堂
施宗佑(儲備師資)
胡椿子
苗其傑
范兆禧(宣教1,500)
范秉添
修郁文
徐忠良
徐菊珍
徐麗雯(宣教)

高英茂
張秋玉
張美琦(代轉奉獻)
張素禎
張寬宏
張憲文
許美穗(宣教)
連孟如
陳立青
陳雯靜
陳愛珠
陳慈娥
陳嬿如
彭國恩
景明珠(宣教)
陽明山錫安堂
黃玉銣
黃芳蘭
黃執中
黃凱斯
葉貴芳
福音信義會桃園教會
劉王毓敏
劉孝煦
蔡政憲
鄭芬蘭(宣教)
黎亞綺
雙福教會
譚俊彥
顧志浩
葉佳芬
李蒼海
岡山教會
莊建英
許玉琴(宣教)
陳明恩
黃承約
盧敏珍(宣教)
顧美芬
(代轉奉獻1,000)
主恩67
蒙福之家教會(宣教)
羅東靈恩堂
生命堂姐妹會
吳秀麗
李夢娥
邱英雄(代轉奉獻)
陳昌隆(代轉奉獻)
陳國和
蔡舜昤(宣教)
談雲生
謝雪芬(儲備師資)
饒大鷗
許曉芬
聖餐崇拜
主知名
(宣教2,000代轉奉獻 ³
 2,000)
李一華
李必忍(獎助學金3,000)
東勢施恩堂
板橋福音堂
曹克昌(儲備師資)
陳玥蓉
陳恭猛
福恩堂
鄭翠津
戴憲達(宣教3,000)
簡麗花

萬隆基督的教會(宣教)
生命堂會友
台北救恩堂
杜聖恩(儲備師資1,500)
何南善(代轉奉獻4,000)
板橋和平堂
侯文主(宣教)
夏義正(宣教)
恩光堂會友
傅振瑛
黃綿媛(代轉奉獻2,000)
三峽復興堂
生命堂
成玲燕
改革宗民族路教會
陳怡思
丁明逵
中壢靈糧堂
王璋驥
主知名
左營復活堂
余泰山
李成材(宣教)
沈芸(宣教)
林恩聖
桃園基督的教會
高和平(宣教)
張懋中
張麗莉(宣教)
陳允芬
陳昌倫
黃欽印(儲備師資)
黃慧瑜
羅容恆
關永武
朱頌恩
主恩01
徐景奇
許瑛瑛(宣教)
陳義聖
潘佳耀(代轉奉獻6,000)
蔣伊鈞
桃園福音堂
主恩02(代轉奉獻5,000)
陳冠賢
(儲備師資3,000代轉奉獻
 2,000)
俞繼斌
麥愛堂
新竹信義堂
新竹錫安堂(宣教6,000)
張學平
謝娜敏(代轉奉獻12,000)
陳農瑞
鄭國隆(代轉奉獻)
比拉迦教會(宣教10,000)
王世吉(代轉奉獻5,000)
主恩60(宣教)
主恩72(宣教)
台中永生堂
台北信義堂
台北蒙恩堂
吳家駿
吳景文(宣教10,000)
林焜煌
孫際恬
徐紹中
真道堂
許瑞旭

傅世雅(宣教)
黃培真
協同高級中學
苗栗福音堂(宣教)
莊育欣
(宣教15,000代轉奉獻
 5,000)
主恩03(代轉奉獻2,000)
桃園永生堂
新竹靈糧堂(宣教)
柯安得
陳炫彬(宣教)
陳詠琳(宣教)
譚俊彥(宣教)
韓正倫(代轉奉獻30,000)
恩光堂
千甲里佈道所(代轉奉獻)
七佳教會
宜蘭聖愛堂
榮中禮拜堂(獎助學金)
蘇崇哲(代轉奉獻)
劉孝勇 游文秋
(宣教5,000獎助學金
 3,000代轉奉獻3,000)
張金玲(宣教30,000)
勝利堂英文團契(宣教)
侯義如(宣教)
韓世馨(代轉奉獻)
民國信義會總會(APELT)
寰宇福音基金會
(獎助學金)
東山街浸信會(宣教)
乙增婷
吳姍樺
鄭燦鋒
王才沛(宣教43,000代轉
奉獻31,000)
主恩43
吳顯揚
陳佳旻(宣教)
彭宇韻(宣教)
南京東路禮拜堂
(宣教100,000)
竹北勝利堂(宣教34,467
獎助學金38,000)
得勝堂
(宣教3,000代轉奉獻 
 14,259)
主恩64(宣教)
主恩68
台中市旌旗教會(宣教)
台北信友堂(宣教)
信義宗福祉會(宣教)
北門聖教會
(宣教135,983)
中華信義會總會
恩霖堂(宣教80,000)
靈光堂(宣教86,232)
中華福音道路德會總會
沈明鋒(宣教)
勝利堂(宣教90,000)
主恩51
台灣信義會總會

3,000

6,000

20,000
30,000

53,890
60,000

100,000

160,000

潘月錦
顧美芬
劉孝勇 游文秋
丁至剛
李美遠
陳冠賢
吳聲昌
竹南勝利堂
宜蘭聖愛堂
許照榮
靈光堂
林焜煌
王立偉
主恩33
主恩51

FCLST奉獻收入-2017年
2017/11/1－2018/1/31

Cheung Kuo Lui
Dick Chen
Lutheran Church of the Holy 
Spirit

100
2000
250

1,560 
1,800 
2,000 

2,000 

2,100 
2,200 
2,500 
3,000

 

3,000

 

 
3,400 
4,000 

4,500

 

 
5,000 

 
5,850 
5,862 
6,000

 

6,500 
6,700 
7,500 

8,000 

8,000
 

8,005 
8,500 
9,000 

 
10,000 

 
10,500 
12,000 

13,650 
14,000 
14,500

 
14,700 
15,000 

15,100 
15,900 
16,000 
18,000 
20,000 

20,000
 

24,000 

27,000 

30,000 

32,000 
33,000 
35,000 
37,530 
37,941 
40,000 

40,600

 
45,000 
46,500 
50,000 

60,000 

 
63,100 
70,000 

84,000 
87,000

 
100,000 

 
105,000

 
107,667

 
123,759 

140,000  
150,000 

177,000 
200,000 
201,983

 
256,156 
260,000 
360,732 
400,000 

660,000 
900,000 

1,000,000 

學院經常費奉獻徵信
USD

USD

EUR

USD

USD

EUR

USD

USD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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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院訊動態

【院長室】

1.01/18 北區校友會。

2.01/22 南區校友會。

3.03/05 舉行第十一屆第四次法人董事會議。

4.03/09 研經講座-耶利米書-信義堂。

5.03/15 全天研經特會-以弗所書-內地會服務業

　　　　團契。

6.04/16 參與神學院校聯合會年會，信神2017年 

　　　　為副主席。

【教務處】

1.106學年度下學期院本部學生53人，教會進修生

　38人，共計91人。

2.2018年招生考試日期如下：

　◆ 第一梯次：2018年05月26日（星期六）

　　【報名截止：05月04日】

　◆ 第二梯次：2018年07月21日（星期六）

　　【報名截止：07月04日】

　◆筆試、口試地點：新竹中華信義神學院

3.神學講座資訊如下，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3月25日(日)

　　於雲林虎尾浸信宣道會舉辦「舊約論苦難」

　　講座，講員為本院學務長朱頌恩牧師。

　◆5月26日(六)

　　於台灣信義會高雄前鎮教會舉辦「十架神學

　　的牧養與應用」講座，講員為本院榮譽院長

　　俞繼斌牧師。

4.2018年4月23～27日舉辦為期一週的一日神學生

　體驗活動，本活動費用全免，歡迎弟兄姊妹報

　名參加。

【神學研究所】

1.2017年秋季招生考試共錄取二位新生。

2.本學期共開設二門課：

　「牧者路德」，授課老師：俞繼斌牧師

　「希伯來文原文讀經」，授課老師：夏義正牧師

3.2018春季招生考試日期：

　3月27日週二(報名截止日：2/27)

【教牧博士科】

1.教牧博士科春季班於2018年4月23～27日上課。

　課程如下：

　「釋經講道」，授課老師：劉孝勇牧師

　「教會與靈命塑造」，授課老師：張玉文博士

　※歡迎牧長同工申請試讀（所需學歷與正式生同）

2.本學期教牧論壇將於4月9日舉行，歡迎牧長同

　工報名參加。

3.教牧博士科採全年招生制，歡迎牧長同工踴躍

　報名！

　報名資訊請參學院網http://www.cls.org.tw/

【信徒神學教育處】

1.早崇拜時段為每週二至週四AM11：00-12：00，

　歡迎主內弟兄姊妹參與；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早

　崇拜一覽表，歡迎至學務處網頁點閱下載。　

　www.cls.org.tw

2.本學期「早崇拜證道，專題分享錄音檔」，歡

　迎至學務處網頁下載聆聽。  

　http://www.cls.org.tw/student/B/B-second.html

3.學務處近期活動：

　03/07 預苦期禱告會

　03/29 受難日崇拜

　04/19 全院路德盃運動日

　05/04 實習牧長座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