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撒但真的控制了一個城

市，那裡的景象將是如何呢？半

個多世紀以前，長老會的一位牧

師唐納．班豪斯（Dona ld  Grey 
Barnhouse），在他每週經哥倫比亞

廣播公司（CBS）電台播放至全國

各地的講道中，提出了他所構想出

來的情境。班豪斯猜想，如果撒但

接管了費城（Philadelphia）的話，

所有的酒吧將會關門大吉，色情行

業會受到禁絕，純樸的街道上會擠

滿整潔、以微笑相待的行人。沒有

人會出言咒罵。孩子會說「是的，

先生」，或說「並不是這樣，夫

人」，而且教會每主日都會座無虛

席，……只是那裡從來都不會傳講

基督。

基督是罪人的唯一盼望；但我

們很容易偏離這一點。當我們衡量

所有事情，是根據我們的快樂，而

非根據神的聖潔時，「我們乃是罪

人」的觀念，就變得是次要的，甚

至是冒犯人的。如果我們本來就是

好人，雖然迷失了路，但只需適當

的指導和動機，便能變得更好，那

麼，我們僅僅需要一位人生教練，

而非一位救主。我們仍然可以贊成

對基督抱持高度的評價，肯定祂的

位格和事工的核心地位，但是在實

際的行動上，我們卻偏離了「仰望

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這個

吩咐（來十二2）。今天，使我們

偏離基督的事物，有許多甚至是好

的東西。為了要驅使我們偏離核

心，撒但所需作的一切，只不過是

在我們的視線範圍之內，拋出幾樣

屬靈時尚，或是一些道德和政治上

的改革運動，又或者是其他某些

「適切需要」的行動。把談話的焦

點放在我們身上——我們的欲望、

需要、感受、經歷、活動、和抱

負——能叫我們充滿力量。終於，

現在我們都在談論一些實用和適切

需要的事情了。

班豪斯的描繪仍舊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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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只不過是詳細闡述整個救贖歷

史的一個論點。凡是基督被確實而

又清晰地傳講之處，撒但也最為活

躍地奮力抵抗。國與國之間的爭

戰，家族及鄰舍之間的仇恨，只不

過是當撒但企圖要吞噬教會時，由

這條蛇的尾巴所遺留下來的痕跡罷

了。然而，即使是在尋求要完成這

個目標時，他仍比我們所想像的要

陰險得多。撒但會哄騙我們入睡，

就是當我們把自己的信息削足適

履，去遷就流行文化的陳腐平庸，

又在凡事上都打著基督的名號，但

惟獨沒有得救脫離將來的審判。雖

然毫無疑問地，撒但會鼓動他在世

上的門徒，去逼迫和殺害追隨基督

的人（今天每年全球殉道者的平均

數目，要比從前任何一個時期還要

多），但同時，他從經驗得知，散

播異端和製造分裂的手法更為有

效。既然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

子，那麼只要使教會融入世界，就

能夠止息他們的見證。

我認為，今天在美國的教會，

非常執著於實用、適切、有幫助、

成功，或許甚至希望大受歡迎，近

乎是要反映出世界本身的樣子。拋

開包裝不談，今天在絕大多數的教

會中，我們找不到什麼事情，是不

能靠一些世俗節目和自助小組得到

滿足的。

沒有基督的基督教，聽起來

有點苛刻，不是嗎？基督教是有點

膚淺，有時是有些偏差，甚至不時

有點兒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基

督為中心，但是，沒有基督？讓我

稍微更精確一點地指出，根據我的

理解，今日全美眾多教會的普遍方

子乃是：「更多作工，加倍努力」

（do more, try harder）。我相信這

是今天充斥著各教會的信息。這可

能會透過一種更古老、更保守的形

式展現出來，就是反複地強調絕對

的道德標準，以及警告人不要墮入

屬世的圈套，以致常常教人懷疑，

我們得救是否靠著懼怕，而非靠著

信心。在此版本中，天堂與地獄仍

舊舉足輕重。特別是在美國教會

年曆上標示的「大聖日」（“high 
holy days”，即是，陣亡將士紀

念日〔Memorial Day〕，獨立日

〔Independence Day〕，父親節和

母親節），這些節日經常少不了升

起巨幅的美國國旗，護旗隊（color 
guard）步操，以及高唱愛國歌曲；

這種較嚴格版本的「更多作工，加

倍努力」，助長了文化戰爭的崛

起。同時，較偏向自由派的團體，

同樣熱衷於他們「更多作工，加倍

努力」的偏左清單，他們每週的呼

召，是要行道，而不是清晰地傳揚

基督。

這種極端的基要主義以及自

由派的論斷主義，造成另一代人的

興起，他們希望淡化那些強硬派

的要求，但是，「更多作工，加

倍努力」的信息，依然佔據主導

的地位——這一次，乃是用艾爾．

弗蘭肯（Al Franken）所創作的斯

莫利（Stuart Smalley）這個柔和的

角色，而不是達納．卡維（Dana 
Carvey）的「教會女士」（Church 
Lady）這名尖刻挑剔的人物來傳

達，兩者均享負《週六夜現場》

（Saturday Night Live）這個節目

的盛名。根據這個版本的信仰，假

如你無法克服困難，神也不會生

氣。沒那麼嚴重：只是今生的成敗

而已，不是上天堂或下地獄。這些

講道、歌曲、暢銷書的內容，不再

是命令，只不過是有幫助的建議罷

了。假如你不能用棍棒改善人們，

那就用糖果吧。

在誇張的宣傳和偽善的文化

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漸漸地擔

當了領導的角色，他們厭倦了父輩

那一代的自戀傾向（即是「以自我

為中心」）。吸引這年輕一代的救

恩觀，比律法式的個人主義更加廣

闊，後者把救恩當作只是一份防火

保險。然而，他們也受夠了那種將

救恩視作改良自己的消費式個人主

義。相反，他們迫切渴求真確的人

生以及真實的更新轉化，藉此產生

出真正的群體，能夠表現出愛心的

行動，應對今天社會及全球所面臨

的更廣闊的危機，而並非只是關注

去年發生的一些狹隘的悲劇。

儘管在這幾代人之間，以及

在不同種類的教會事工之間，存在

著顯著的差異，但仍有一些關鍵的

雷同之處。焦點似乎仍然放在我們

和我們的活動之上，而不是在神和

祂藉耶穌基督所作的工作上。這些

不同的路線全部都有一種傾向，就

是把神變作我們人生舞台上的一位

配角，而不是讓祂重寫我們的人生

劇本，把我們變成祂救贖戲劇中的

新人物。我們把福音那顛覆性、使

人驚訝、教人困惑的大能，同化為

我們感覺到的需要，正面對的道德

危機、以及這正在逝去的時代裡那

些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新聞標題，最

終，我們能向世人說的話，極少不

是他們能夠從電視脫口秀主持人那

裡聽得到的。

除了講道，我們實際的行動

也顯示出，我們只聚焦在自己和自

己的活動身上，更勝於關心神和祂

在我們中間所施行的拯救。從保守

派到自由派，從天主教到重洗派，

從新紀元到美南浸信會，整體而

言，在美國「追尋聖者」（search 
for the sacred）的運動，大部分都

導向我們內心發生的事，就是我們

本身的個人經驗，而非指向神在歷

史中為我們成就的。甚至，洗禮和

聖餐，在一眾由當代的保守派或激

進福音派所寫的系統神學之中，均

被描繪成「委身的途徑」，卻非

「（傳遞）恩典的途徑」。與其說

是「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

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用詩章、頌

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

心被恩感，歌頌神」（西三16），

今天唱詩歌（「敬拜時間」）的目

的，似乎更加關注我們有沒有機會

流露個人的敬虔、經歷和委身。我

們上教會，重要的似乎不是要受到

福音的轉化，而是要慶賀我們本身

的轉化，以及更新執行指令，去轉

化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世界。我們上

教會的原因，與其說是我們被捲入

神的新世界之中，不如說是為了找

法子叫神迎合這個新約聖經早已指

出的——正在漸漸消逝的「真實世

界」。

大部分的美國人都相信神，

肯定耶穌基督在某種意義上擁有神

性，又相信聖經是神的話。福音派

的民意調查員喬治．巴納（George 
Barna）發現，有百分之八十六的美

國成年人，將他們的宗教取向定為

基督教，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自稱為

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1 鑑於福

音派在市場、政治、傳媒方面均報

捷，由此可斷定這個運動正在蓬勃

發展。可是，它仍算是基督教嗎？

我提出這個問題並非信口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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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或純粹是危言聳聽。我擔心的

是，我們美國教會的日常生態已近

乎淪落到一種境地：人們從聖經

發掘「適切需要」的經句，但其實

卻把聖經本身當作大部份都不合時

宜的；神被利用作個人的資源，而

不是我們要認識、敬拜和信靠的對

象；耶穌基督只是一位擁有優良行

動計劃的教練，足以叫我們得勝，

但祂卻不是已經為我們得勝的救

主；救恩更多的是讓我們活出美好

人生，而不是蒙神自己拯救脫離祂

的審判；而聖靈則是個電源插座，

讓我們連接上並得著所需的能力，

成為我們所能成為的人。

由於這種新福音明顯變得愈來

愈美國化而非基督化，我們全都要

退一步自問，福音主義是否已日益

變成一個文化和政治的運動，只是

感情用事地依附著耶穌的形象，過

於見證「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林前二2）。在過去數十年間，

我們沒有顯出多大的胃口接受使徒

保羅稱為「一塊絆腳的石頭，跌人

的磐石」、「在外邦人為愚拙」

（羅九33；林前一23）的信息。美

國的基督教完全沒有跟消費主義的

文化發生衝突，反而表現得與我們

的自戀主義和睦共處，而且為它提

供了屬靈的合法性。

在我發動這次抗議之前，我需

事先小心指出，我在表達的不是什

麼。首先，我承認遍佈全球有許多

教會、牧者、宣教士、佈道家、出

色的平信徒，他們宣揚基督，並誠

懇地履行他們的職責。為著我沒談

論到故事的這一面，這些不平凡的

例子，讓我先行致歉。然而，我懷

疑他們會否因此而介懷，因為他們

中間有不少人，對於美國基督教的

情況也抱持類似的憂慮。

第二，我在本書並沒有主張，

我們已經到達了「沒有基督的基督

教」這個境地，我只是想說，我們

已在前往的途中。不需要明目張膽

地棄絕基督教的任何關鍵教訓，只

需一連串微細的歪曲和不太微細的

偏差就夠了。甚至是美好的事物，

也能叫我們的視線轉離基督，把福

音想當然耳地當做是我們悔改歸主

時所需的，但現在已可安穩地成為

前設，並把它束之高閣。而站在舞

台中央的，則是其他的人或事。

我將會談到，近期的一些研

究顯示，一個人到底是不是在一個

福音派的家庭及教會中成長，已不

再那麼要緊——上教會的年輕人，

或不上教會的年輕人，同樣不清楚

聖經這齣戲劇（biblical drama）的

基本情節和當中的主要角色。神和

耶穌仍然重要，但更多的是在我們

人生的劇場中扮演了配角的位置。

由於我們對自己薄弱的劇情更感興

趣，以致對於英國劇作家塞耶斯

（Dorothy Sayers）所稱的「人所傳

誦過最偉大的故事」失去了信心。

我所謂的「沒有基督的基督教」，

其大部分內容仍未足夠深奧至構成

異端的地步。就像在一些購物中心

裡，處處播放著輕鬆悅耳的襯托音

樂一樣，美國基督教的信息也變得

微不足道、情緒化、一味的肯定、

無關痛癢。

第三，我對美國基督教的質

疑，不是在他們熱心與否的層次。

基督教領袖們呼籲「要行為，不要

信條」，無疑是出於真摯的考量，

希望信徒在這個破碎的世界中見證

基督。有些人說，我們有正確的教

義，卻沒有把這些教義活出來，我

不會質疑這些人的誠意。然而，我

只是不贊同他們的評估。我認為，

我們的教義遭到遺忘、假冒、忽

略，甚至是受到自戀文化中日常生

活的習慣和禮節所摧殘、扭曲。我

們把那從天上來的、具顛覆性、難

以理解的信息，同化到我們自己即

時感覺到的需要那樣的平庸陳腐，

把神理解成一名個人購物嚮導，為

我們的人生劇場選購道具：快樂即

是娛樂，拯救即是教人得幸福的治

療，事工只有用數目來衡量，在務

實意義上的成功罷了。

因此，依我所見，我們的確

正在活出我們的信條，但此信條更

接近美國夢，過於基督教的信仰。

我在本書所作出的聲言就是，今天

最具主導地位的基督教形式，反映

出一種「為神大發熱心」的姿態，

但該熱心缺乏真知識——特別是保

羅自己所闡明的，對神稱罪人為義

的知識：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唯

獨在基督裡，不靠行為（羅十2；
參：1～15節）。

第四，關於美國文化怎樣俘

虜了我們，有許多我想討論的議

題，均無法在本書處理。這些議題

的大部分，我已在別處討論過，

特別是《美國製造》（M a d e  i n 
America），《權能宗教》（Power 
Religion），以及《跨越文化戰爭》

（Beyond Culture Wars）。2 把基

督徒的立場等同於左翼或右翼的政

治理念，這些偶像崇拜只是一些表

徵，說明今日的教會認定基督並不

足以作為信仰和實踐的指導。有愈

來愈多年輕一代的福音派信徒，從

較保守的陣營轉投入更激進的政治

立場；傳媒跟進報導時，正確的標

題本應該是，該運動要回歸教會，

在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中長進，

而非變作文化戰爭之下的一則人口

統計數據。因此，我在本書的焦點

乃是，美國有半數人口自稱是福音

派信徒，但在這樣一個國家中，基

督到底有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揚。

只要不把福音視作理所當然，

通常會把它變成達到某些目的的手

段，例如，轉化個人或社會，愛鄰

舍或服侍他人，或者是其他一些本

身應當是福音奇妙功效的事物。然

而，關於基督的好消息，並非獲取

其他更偉大和更適切之事物的踏腳

石。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對於我

們這班承載神形象的罪人，宇宙中

再沒有其他消息，比這消息更適合

我們的需要，那就是神找到一條途

徑，使「祂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

的人為義」（羅三26）。這是「神

（拯救）的大能」（羅一16），不

僅在起點時是這樣，在途中和終點

時也是這樣——唯獨這一點創造了

新天地，對此，我們的合理回應是

嶄新的順服。

在接下來的數章中，我將會提

出一些統計數據，來支持一個令人

側目的結論：那些在「篤信聖經」

的教會中長大的信徒，他們對於聖

經實質內容的了解，跟他們那些不

上教會的鄰舍所知的一樣稀少。基

督在這個次文化之中隨處可聞，但

多數是以形容詞（例：基督徒的）

形式出現，而不是一個專有名稱。

我們雖在一個充滿「基督徒」事物

的大海中暢泳，基督卻已逐漸被化

約為一種次文化和滋養它的產業中

的吉祥物或符號。你若要擁有T恤
和咖啡杯，實際上未必需要耶穌基

督；同樣地，我也不太清楚，在今



天教會中許多牧者和基督徒所談論

的大多數事物中，何以需要基督。

我認為，我們沒有意識到自

己的精神分裂症有多嚴重：我們每

年都會譴責周遭的文化怎樣把聖誕

節變得商業化，但同時，我們每週

在自己的教會中，卻採取一種消費

者—產品—銷售的方式。我們哀歎

美國社會日益嚴重的世俗化，但對

於現正接受我們照顧的那一代，我

們卻確保他們比父母一輩所知的更

少，也更少以歷代以來維繫著在基

督裡的生命之聖約關係培育他們。

我們向自戀文化投降，卻美其名曰

宣揚福音和切合需要；同時，我們

指控世俗主義者，說他們把那些超

越我們即時需要的信仰和價值觀的

公共論述倒空了。

我們徒然地以基督的名支持我

們的目標和立場，又用盡各種方法

把祂的聖言變得微不足道，但每當

有電影把基督描繪得微不足道，或

是對基督徒作出負面的描述時，我

們卻會勃然大怒。雖然掛名的基督

徒占大多數，我們卻經常喜歡冒充

自己是受逼迫的羊群，彷彿準備好

接受迫在眉睫的屠殺——由好萊塢

和民主黨聯手炮製的逼害。但是，

如果我們真的曾受過逼迫的話，是

因為我們擺出冒犯人的姿態，又自

以為義？還是因為我們不願淡化十

字架惹人討厭的地方呢？根據我的

經驗，加上無數其他人的故事的佐

證，如果有信徒挑戰那種以人為中

心、而把信仰變得微不足道的過

程，他們很可能會受到逼迫，或是

至少會被視作製造麻煩的人，但是

逼迫者卻是他們的教會！我所關心

的，不是神在美國文化中受到輕

慢，而是祂在我們的信仰和實踐中

得不著認真的看待。

溫水煮蛙

我在本書的主張，並不是說福

音派在神學上變得愈來愈自由派，

而是想指出福音派的神學變得愈

發空洞。福音派的核心信念——環

繞著「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絕

不會讓人產生沾沾自喜的驕傲，反

而推動了三個世紀的福音派宣教運

動。斯托得（John Stott）作為戰後

宣教共識的一位關鍵領袖，他的事

奉體現了怎樣結合以基督為中心的

宣講，以及宣教的熱誠。然而，在

近來一期的《今日基督教》中，當

他被問到對於這個全球運動有何評

價時，斯托得只能這樣回應：「我

的答覆是：『沒有深度的增長』。」3 
可以肯定的是，有跡象顯出

這個運動的神學疆界一直在擴展之

中，我亦將會在本書提出一些相關

的例子。另外，當話題涉及教會的

信仰和實踐時，空洞的神學和自由

主義（liberalism）一般都攜手合作。

自由主義一開始就輕視教義，偏

重道德主義（moralism）和內在經

驗，漸漸喪失基督。然而，正在如

溫水煮蛙般地消滅我們的，與其說

是異端，不如說是愚蠢！神並沒有

被否定，只是變得微不足道罷了，

祂被徵用來服侍我們的人生大計，

而非被我們接受、敬拜、和享受。

基督是得力的泉源，可是，

今天在我們當中，祂有否被廣泛地

視作無能者得救贖的源頭呢？祂幫

助道德感敏銳的人錦上添花，但

祂是否也拯救不敬虔的人（包括基

督徒）呢？祂醫治破碎的生命，但

祂是否也叫那些「死在過犯罪惡之

中」的人（弗二1）活過來呢？基

督來了，只是為了改善我們在亞當

裡的存在境況，還是要終結它，催

趕我們進入祂的新造呢？基督教只

是關乎靈性和道德的重整，抑或是

關乎死亡和復活——即是極端的審

判與極端的恩典？神的話是我們已

決定了想要和需要之事物的泉源，

抑或是神對於我們的宗教、道德、

敬虔經歷活潑而有功效的批判？換

言之，聖經是神的故事，環繞著基

督的救贖工作來改寫我們的故事

呢？還是我們用來使自己的故事更

加刺激精彩的材料？

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信徒，以

不同的形式把基督化作道德原則、

縮至最小、變得微不足道，他們這

樣作，當然是由於各自有不同的政

治社會議程，或是想向菁英文化或

大眾文化表示效忠，但終歸是道德

主義。根據美國衛理公會的會督威

廉．魏利蒙（William Willimon）所

言：

對於我們的故事成就它所說

的事情——從虛無中召喚出

一群新的子民——的力量，

我們缺乏信心，因此傳遞信

息時也失了勇氣。我們所說

的，沒有什麼是在別處聽不

到的。……在保守信仰的圈

子中，福音的講論被出賣，

換來的是教條式的斷言和道

德主義，是自助心理學和麻

醉自己的咒語。在較自由派

的演說中，他們會悄悄地繞

過基督教論述那粗暴橫蠻之

處，最終得出一篇講話，雖

則文雅，卻又無傷大雅，只

是在擁護主導的秩序和制

度。由於我們無法傳揚基督

並祂被釘十字架，我們便傳

講人類和人類的進步。 4

提出耶穌基督以外的名號能

使人得救之理論的先驅，可能是

自由派人士；但是在現代歷史之

中，最希望公眾實行不分宗派的

公禱（nonsectarian prayers）——

即是說，有沒有耶穌基督，都不要

緊——的團體，莫過於保守的福音

派人士。當我們談及該怎樣把神領

回我們的學校之中，我們甚至可以

把耶穌撇下。

耶穌被我們打扮成為一家企

業的行政總裁，人生教練，文化戰

士，政治革命家，哲學家，副駕

駛，共擔苦難者，道德典範，以及

成全我們個人和社會夢想的伙伴。

但是，在這一切理解耶穌的方法之

中，我們有否將這位救贖戲劇中的

主角，約化成為我們自己的話劇裡

的道具呢？

就像昔日的自由派人士一樣，

有愈來愈多的福音派領袖，喜歡

把耶穌對國度的教訓（特別是登

山寶訓），跟那些較強調教義的經

文對立，特別是保羅書信裡的那些

教義。強調「以基督為典範」，而

非強調「以基督為救贖主」，令不

少人為之喝彩，認為這是新品種的

基督徒的崛起，可是，事實上，會

不會這只不過是古老的道德主義而

已？不管基督的死有否被理解為代

贖的祭物（vicarious sacrifice），作

主門徒——即我們背負十字架——

已成了更有趣味的話題。我們已不

再關心，其實「門徒」的意思是，

一些先經過學習後才能出發，風塵

僕僕地熱心作工的人。再一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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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說這些弟兄姊妹是自由派人

士，我乃是說：對我們的見證而

言，有沒有忽視或否認基督與祂的

十字架的信息，兩者之間已毫無顯

著區別。當焦點放在「耶穌會作甚

麼」，而非「耶穌已作了甚麼」之

上，派別的標籤已不再重要。在過

去數十年間，保守派人士一樣偏向

關注前者，而漠視後者。

宗教、靈性操練、道德上的

誠摯——保羅所說的「有敬虔的外

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提後三

5）——可以繼續在我們周圍興旺，

因為這些都迴避了基督那叫人討厭

的地方。如果你覺得耶穌對你個人

的福樂及人際關係有幫助，或者你

甚至認為祂是歷史中最偉大的人物

（一位值得敬仰和效法的模範），

沒有人會因此大驚小怪。但只要

我們一開始談及那真正的關鍵——

我們上好的作為都只是污穢的衣

服，耶穌來，是要背負那些無助罪

人的罪責，他們信靠祂，而不靠自

己——聽眾便會開始如坐針氈，甚

至在教會中都是如此。

作主門徒、靈性操練、改變生

命、轉化文化、人際關係、婚姻家

庭、心靈壓力、屬靈恩賜、財富賞

賜、徹底的悔改經歷、對末世的好

奇心——但似乎與基督的肉身再臨

關係不大，更像是在進行經文與新

聞標題的配對——以及靠信心的能

力克服嚴重障礙的事蹟，這些都是

我們今天享用的家常便飯，而且這

一切注定會把我們耗盡，因為它們

都只關乎我們和我們的工作，而跟

基督和祂的工作無關。甚至連重要

的聖經勸勉和命令，都從它們本來

的直說語氣、福音情境中移位。我

們認為，神的能力不再是在於那給

予我們新的思想、經歷、和出於感

恩而順服之動機的福音，而是在於

我們自己的敬虔和節目。

我不期望能正確掌握每一件

事。我的某些判斷可能會是過份籠

統或出於錯誤的資訊。但願並非如

此，因為這些議題太重要，不容我

們以輕率的態度處理。從書中提到

的壞消息，本書的讀者肯定可以尋

獲許多零散的好消息，但是請容我

打從一開始便承認，本書整體而言

並非一個佳音。我寄望讀者寬容等

待此書的續集，那時才會有更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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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性的建議。本書的作用，即使只

提出一些問題，刺激我們對於今天

在世所作見證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也已經足夠了。

我的目的並不是要針對特定的

派系、運動、人物、或團體。在我

們遭受俘虜這件事上，我們全都是

受害人，也是幫兇。事實上，我的

危機感源自我的一個印象，即「沒

有基督的基督教」是這麼廣泛而無

孔不入，橫跨在保守派到自由派

的各個層面，穿越宗派間的藩籬。

事實上，近日當我把本書的部分思

想寫成一篇文章，刊登在一本雜誌

上，有一位天主教的編輯驚歎說：

「他所寫的是我們的境況！」

實際上，我寫的正是關於「我

們」的境況——就是所有我們這些

以牧者和見證人的身份宣認基督之

名的人。如果我能夠特指某位作

者，或某個圈子的作者們，或特定

的運動，作為孤立的指控對象，事

情便會簡單得多。然而，沒有一個

信仰傳統能倖免於這樣的俘虜，甚

至我本人所屬的傳統，也沒有人能

倖免於這樣的俘虜，包括我自己。

因此，我並沒有一個純潔無瑕的立

場可以妄言自居，以大肆攻擊其餘

的角落。我們任何人所能作的，最

多只是跟以賽亞一樣，當他看到神

在祂的聖潔裡顯現的景象時，他

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

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

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

和華」（賽六5）。

附註
1  George Barna,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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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翰•斯托得（John R. W. Stott）專訪，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006, 96。

4 William H. Willimon,Peculiar Speech: Pr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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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被擄的
教會
本文摘錄自作者為《沒有基督的基督

教》撰寫的〈前言〉。作者是杜克大學

附設神學院（Divinity School, Duke 
University）教授，教導基督徒事奉實
踐。曾任美國衛理公會北阿拉巴馬州

會督。

我們在北美的教會——保守派

或自由派，福音派或主流教會，改革

宗或天主教，新興教會或其他——都

運作得蠻不錯，謝謝！所以我們忙於

縮減規模，適切文化，進行外展，吸

納會眾，訓練門徒，管理組織，運用

聖經原則，歡慶更新，讓人覺得賓至

如歸，善用科技，尋找標竿人生，憑

公義實踐和平，進行屬靈操練，增強

自尊心，重塑自我成為高效的教會

企業家，最後，大體上來說，總是對

我們諸多的成就感覺良好。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幅美麗的

圖畫缺少了什麼？耶穌基督！

正是耶穌基督。在弗蘭納里•

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那部

令人捧腹的短篇小說《智者的血

統》（Wise Blood）之中，黑茲爾．

莫茨（Hazel Motes）這名反傳道人

的傳道人，傳講一所「沒有基督的

教會」，在那裡無人流血，也沒有救

贖，「因為無罪可贖」，而且「人死如

燈滅」。我一向都認為歐康納這本

書，是一部荒謬絕倫、不可多得的

諷刺文學。然後，邁克•何頓（Mike 
Horton）出現，稱我們教會的普遍光

景為「沒有基督的教會」。何頓指責

我們竟然達成了整個基督教歷史中

從未出現過的事情。不知何故，我們

成功地以一種對人鮮有冒犯的方式

來傳講被釘十架的基督，一位曾一

度難以為人所駕馭的神，忽然間變

得平易近人，福音聽起來亦在情理

之中——由於我們習慣了把事情解

釋得頭頭是道。我們就是無法忍受

屈服於一位活神的詭計之下，祂總

是定意把我們放在神的條款，而非

我們自己的條款之下，因此我們就按

照自己的條款精心製作出一位神。

結果，就出現了軟弱無力的當代基

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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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毫不留情，但文筆上佳，

節奏明快，而且美妙地建基在經典

改革宗基督教的傳統之上。我們貧

窮老邁、妥協屈就的教會，在此備受

無情的神學批判。本書揭露我們今

天的神學毛病的根源何在，並且指

出，當我們看重自己過於看重神之

時，我們便走錯方向。作者在書中攻

擊當代教會苦悶俗套的現狀。何頓

以一種讓人震驚，令人無法逃避的

坦誠對我們的問題做出診斷。他稱

之為治療為本、功利主義的自然神論

（therapeutic, utilitarian, Deism），

並且被點名道姓、死死按住，並被

神賜予我們最精良的武器——耶穌

基督的福音——所擊潰。據作者推

測，福音派基督教被揭露為那毫

無生氣、妥協文化的自由主義運動

旗下的最新成員。在閱讀的過程中

我也受到了審察。蕭律柏（Rober t 
Schuller；或譯「羅伯特•舒勒」）那

索然無味的教會論充滿了我們，而

比起約爾•歐斯汀（Joel Osteen）的

講道，我的講章只是略微少些愚蠢

和妥協罷了。我有罪，我有罪，我有

罪！

可是，這部書並非只是一味的

批評。何頓開展了一個充滿希望的

辨析。他的講章不僅是毫不留情，

也朝氣勃勃，使人得力。閱讀這篇由

耶穌所啟發的激辯，會讓你回想起

福音的能力。願神寬恕我們為了一堆

心理學術語，以及一些實效、功利、

自助的瑣碎小事，出賣了我們貴重

的知識寶藏——神與我們同在的福

音。

何頓滿懷喜樂地提醒我們，神

學思考的趣味，遠勝那些讓我們忙

碌不休，卻營養不良、分散我們注

意力的事物。耶穌基督獨特的好消

息，勝過任何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查爾斯•芬尼（Charles G. 

                                                          —— 威廉‧魏利蒙

         （William Willimon）
美國衛理公會會督（Bishop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阿拉巴馬州 ，伯明罕
市（Birmingham, Alabama ） 

Finney）和他們無數的跟隨者所能

提供的一切。神在耶穌基督裡愛罪

人，並徵召他們加入祂的國度，這國

度正闖進這個世界；我們卻傾向於

滿足北美那些自戀的消費者感受到

的需要，相較之下，神的這個決定更

加適切我們的真實情況。

願你們閱讀此書，能成為一個

奇妙的旅程。但願你享受這個旅程，

在何頓熱情洋溢地恢復福音真義的

行動裡，被誘導進入基督教那充滿

活力的奇異新世界之中。在此過程

中，你將會從文化的俘虜中得著釋

放，好叫你們能夠再次自由地以言以

行敬拜復活的基督。

讓我們把基督帶回基督教之

中。

聖經希臘文進階：讀本
A Graded Reader of Biblical Greek
從學習希臘文的基本規則，跨進有效運用這些規則於講道、研經、備課、研究

對於學過初級希臘文的學生而言，要從聖經希臘文基礎跳躍到真實生活中的應用，實在是個令人沮喪的挑戰。

《聖經希臘文進階：讀本》就是為了幫助你接受這個挑戰而編寫的。它帶領你接觸大量的聖經經文，由比較簡

單的經文，逐步進入較為困難的經文，將恐懼感與挫折感減到最低，養成用希臘文研讀聖經的習慣。它使用歸納

法來學習中級希臘文文法，為解經、字詞研讀、積累大量字彙、輕鬆愉快地使用大部頭的辭典和專業的註釋書

提供可行的建議，協助學生備課，讓課堂教學的時間能發揮最有效益的作用，裝備自己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由易而難，循序漸進，學習二十段經文。

◆針對困難而不熟悉的文法結構做出解釋。 
◆在新約聖經中出現不到20次的單字，都加上定義。
◆〈解經探討〉部分，按歸納方式學習中級文法，並閱讀一些刺激思考的評註。

◆頭七課附有講章大綱範本。

◆附有六課經文的「斷句」（phrasing）範本，會是你所學過最有意義的工具之一。
◆書前的〈小抄〉與附錄〈文法摘要〉，擷取華勒斯《中級希臘文文法》精華。

◆作者累積十餘年課堂教學經驗，實際使用並幾經修改精煉的成果。

作者◆威廉•孟恩思

      William D. Mounce
譯者◆沈其光、潘秋松

從聖經希臘文基礎到直接閱讀希臘文聖經的最佳橋樑

A Reader’s Greek New Testament
新約希臘文讀本

《新約希臘文讀本》是幫助那些研究新約原著讀者的一本工具書，內容包括新約原文、簡明希漢詞彙和語法分析腳注。掌握

了通用期希臘文的基本語法和詞彙之後，讀者就可以用《新約希臘文讀本》，流暢、準確地閱讀新約聖經原文，而不必花費過

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找其他的工具書探究希臘文的語法和詞義。無論是認真的神學生、敬業的傳道人和嚴謹的學者，若要更

方便、快速地閱讀新約聖經希臘文原著，本書能提供有益的幫助。

編者／傅約翰博士

就讀於澳大利亞改革宗神學院，獲得榮譽神學學士學位，在美國普林斯頓獲得神學碩士學位，在昆士蘭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和哲學博士學位，

並在新英格蘭大學獲得教育學學位。傅約翰博士是東方學學者、歷史學家與聖經學者，對古漢語、古希伯來語、通用期希臘語、敘利亞語有

深入的研究。他曾發表過許多學術文章和書籍，並編寫過古代希伯來文語法和通用期希臘文語法教程。傅約翰博士多年來致力於教學和研

究，他的教學和研究領域很廣泛。從1996年到2014年，他在布里斯班神學院做講師，在2009年到2013年擔任院長，並在布里斯班的早期基

督教研究中心做榮譽研究員和中央民族大學做訪問教授。

簡體版

是BibleGateway.com教育發展部門的副總裁，與聖經訓練機構（http://www.biblicaltraining.org）的總裁。威廉曾任

華盛頓州一間教會的講道牧師，亞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新約聖經與希臘文教授，戈登˙康威

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約聖經教授兼希臘文課程主任，著有《聖經希臘文基礎：課

本》、《聖經希臘文基礎：作業》與《教牧書信註釋》（WBC）與一系列希臘文教材。詳見BillMounce.com。

編者◆傅約翰博士

作者／

威廉‧孟恩思
William D. Mounce 
Ph.D., University of Aberdeen



麥種聖經神學系列麥種聖經註釋

郝思（Paul R. House）
自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獲得博士學位後，先後在泰勒大學（Taylor 
University）、三一聖公會事奉學校（Trinity Episcopal 
School for Ministry）與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任

教。自2004年開始，郝思在比森神學院（Beeson Divinity 
School）教授舊約神學與希伯來文。除本書外，尚著有

《舊約概覽》（Old Testament Survey）、《耶利米哀歌》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他也曾多年牧養教會。 

在本書的開始，博克簡要地概述每一卷福音書，綜覽其結構、論題、作者、

背景、和日期。然後，他仔細審查對觀福音一起描繪的耶穌。但是，博克沒

有試圖調和其中的記述，他保持那些敘事的情節，允許事件重複發生。本書

就這樣吸引讀者，去欣賞每一事件在該福音書與其他福音書的平行經文裡所

作的貢獻。接下來，博克詳細地分析了第四卷福音書所描繪的耶穌。在結束

的時候，他為在四卷福音書裡找到的主要神學論題作了總結，從而將它們聯

合起來，成為主耶穌的一幅連貫的畫像。

作者◆郝思 Paul R. House
譯者◆傅湘雯

作者◆博克  Darrell L. Bock
譯者◆周俞雲翔

近年來，歷史學家和聖經學者一直在探索歷史中的耶穌。由於許多歷史學家認

為聖經的內容具有宣傳性和偏見，因此，耶穌研討會（The Jesus Seminar）和那
些同樣嘗試將耶穌放置於歷史環境中的研究，主要都依賴經外的文獻。不過，博

克相信，福音書對耶穌所作的記述應該得到進一步的審視。博克認為，將四卷福

音書放在一起閱讀的時候，它們為耶穌與祂所聲稱那獨特的權柄提供了一幅清

晰的圖畫。為了證明這個說法，他撰寫了《主耶穌的畫像》這本書。 

《主耶穌的畫像》指出，正典介紹的耶穌在細節上與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文化

相連，可是本書並不是對耶穌進行歷史性的研究。相反，它力求展示各卷福音書

以一幅一致的畫像描繪耶穌，這幅畫像來自歷史，本身也產生了對歷史和文化

的影響。無論在高等學院或神學院上耶穌生平的課程，《主耶穌的畫像》都是一

本極好的教科書。此外，牧師、教師、和所有對耶穌和福音書感興趣的人，也會

享受這本極富學術性、又容易理解的書。

「本書精彩地說明了正典鑑別學的價值。作者將他對歷史鑑別學的豐富知識使用在
這個研究上，將聖經最終的形式視為文學的整體。博克的作品，在尊重每一卷福音
書的獨特性、與教會如何欣賞耶穌整體統一的描繪之間，有一種美好的平衡。」

—— 伊文思（C. Stephen Evans），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

「本書推動學生進入四卷正典福音書的文本；捍衛它們的歷史可靠性；基本上，將
約翰福音與對觀福音分開詮釋，有時也指出它們之間的分別；並且盡可能調和它們
所有的內容。倘若教導耶穌生平這類課程的老師想要一本融合了這些方法的課本，
很可能就從本書找到他們所需要的。」

—— 甘德里（Robert Gundry），魏士蒙學院（Westmont College）

博克（Darrell L. Bock）
亞伯丁大學博士（Ph.D., University of Aberdeen），達拉斯神

學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文化參與執行主任，新

約聖經研究部門的資深研究教授。因其路加福音、使徒行傳的

註釋、歷史的耶穌的研究、與聖經神學而蜚聲國際，躋身德國

杜平根大學洪堡學者（Humboldt Scholar, Tübingen University 
in Germany）。曾任福音派神學協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主席，《今日基督教》雜誌特約編輯（editor-at-large 
for Christianity Today），經常應邀參與各種媒體互動，也在所

屬教會擔任長老。

因為各種研究方法競相出頭，舊約神學這門學科持續在變遷之中。郝思

也投身此一洪流，出版這本便於學生使用的作品，但也會幫助廣大讀

者。郝思先論述本學科的歷史與本書所用的方法，在這導論以後，他便

按希伯來正典的順序，討論了每一卷書的基本內容與神學重點，並隨時

針對重要主題進行正典的神學綜合，全書共納入119篇，特別有幫助。本
書最後在結束前打造出一套綜合性的陳述，論及神和祂的屬性、神的百

姓，以及新舊約聖經之間的關聯，最後一點能為探討完整的聖經神學提

供一些途徑。

郝思舊約神學

主耶穌的畫像

Old Testament Theology

 Jesus according to Scripture

「哈澤爾（Gerhard Hasel）這位熱心提倡並分析聖經神學的美國學者，在十多
年前便倡議，應於綜合全貌之前，先行檢驗個別聖經書卷的神學。郝思可敬
地徹底執行了哈澤爾的規劃。其結果令人欽佩。不但如此，他對舊約聖經的綜
覽是以獨一神主義為其焦點，顯然極貼切多元性的宗教世界。此處所見，乃是
熱情而成熟的說明，表達乾脆俐落，令人難忘。本書與近年來論舊約神學的許
多完善佳作並肩邁進；此一透徹完整的處理成果，為大家提供了切實可行、令
人信服，並符合福音派信仰的另一好書。它是一本精彩讀物。」

——  馬登士（Elmer A. Martens）
門諾弟兄會聖經神學院（Mennonite Brethren Biblical Seminary, Fresno, California） 

「郝思大大揮灑天賦及其文學才能，寫成了一本大有見地且振奮人心的舊約神
學作品。他逐卷探討的方式不但有助於學術討論，也成為牧師與聖經教師無
比寶貴的資源。我熱誠推薦此一文筆動人且極發人深省的好書，好學之士必
讀！」

——  川普‧朗文三世（Tremper Longman III）

聖經研究甘德理教席，魏士蒙學院  
 （Robert H. Gundry Professor of Biblical Studies at Westmont College）

福音派立場，歷史與神學並重
正典進路，以神的屬性與工作為導向

2015年3月出版



08 為臨終做好準備

祢使人歸於塵土，

說：「你們世人要歸回。」

在祢看來，

千年如已過的昨日，

又如夜間的一更。

⋯⋯⋯⋯

我們經過的日子，

都在祢震怒之下．

我們度盡的年歲，

好像一聲歎息。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

不過是勞苦愁煩，

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飛而去。

誰曉得祢怒氣的權勢，

誰按著祢該受的敬畏曉得祢的

忿怒呢。

求祢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

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篇九十3∼4、9∼12

以往基督徒被人認為是知道如

何為臨終做好準備的人。基督徒的

部分關注，是要成為知道如何為臨

終做好準備的人。但今天，如果我

要談論死亡，每個人都會變得很緊

張。

不久前，在我們教會，有一位

婦女，我姑且叫她瑪麗吧，經歷了

癌症復發。在短短幾個月內，癌細

胞擴散到她的全身，儘管有各種治

療，她還是病得很重。我們的教會

開始為她聚集禱告。雖然這不是一

個有靈恩傳統的教會，但那日，我

們的禱告真是變得越來越火熱。

「主啊，祢曾應許過，只要有

兩三個人同心合意地禱告，祢就垂

聽。今天我們共有287人正在同心合

意地禱告，我們要祢治癒她！」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明天

都一樣。我們要祢證明祢仍是我們

的大醫師！」

「主啊，祢不再憐憫她的丈夫

和孩子嗎？」

最後，當輪到我的妻子祈禱時

（她曾兩次幾乎因癌症而喪命），

她祈禱：

「我們在天上的父，如果祢

治癒瑪麗，我們很樂意。但

如果祢的旨意不是要治癒

她，就求祢教導她死得其

所。因為不管如何，她終究

會死，如果現在正是其時，

就求祢教導她，如何面對死

亡。求祢將上主的喜樂賜給

她。賜她一顆敬虔的信心，

相信自己有一隻腳已經穩踏

在天堂裡，使她的丈夫和孩

子留下這敬虔信仰傳承的印

記。我們不求祢賜她輕易的

時光，但求主充分恩待她，

以致人們就可以從她那裡看

見基督。」

氣氛一下繃緊了！同心禱告的

287人不再吱聲。我妻子的禱告也

使禱告鏈立刻斷裂在她身旁。我們

事後知道，瑪麗的一些親戚們當時

就想，真希望那時我的妻子先去天

堂，這樣她就可以知道她正在祈禱

什麼！

數月後，瑪麗的丈夫約我，

他非常絕望，希望跟我談談。儘管

當時每種可以想到的治療都試過，

瑪麗的健康狀況還是每況愈下。我

們教會真是非常好，不斷有人送食

品，還有人不斷提醒，「我們正在

為你祈禱……。主是信實的！」但

他還是問了，我們是否可以談論他

妻子即將面對死亡的話題。在教會

熱烈的氣氛中，不可能談論這方面

的話題，彷彿這樣就像是不再憑信

心而行。瑪麗也因為有許多基督徒

圍繞身旁，不斷有人告訴她，她

會被治癒，所以她無法專心思考永

恆，或談論這樣的話題。

一些弟兄姐妹出於好意，卻缺

乏好的裝備，或許一直抱著要患者

痊癒的盼望，或者太重視今生的世

界，所以常讓患者不能正面思考死

亡，或者讓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

有精力去思考未來的世界。他們不

自覺地剝奪了親人進入永恆前，福

音所能夠帶來的巨大安慰。

不論教會做什麼，都應該讓其

會員準備好去面對死亡，和準備好

去面見神。除非你預備好面對將來

的永世，否則你不可能忠心度過今

生。除非你生活在永恆的光中，否

則你無法維護道德、靈命、教義的

純正、或忠心。

總有一天，我們將帶著復活

的身體站在大君王的面前，從不同

的角度看我們現在所觀察不到的地

卡森 著（D. A. Carson）    陳咿呀 譯

為臨終做好準備
Dying Well

唐納．卡森  Ｄ. A. Carson
芝加哥三一神學院新約研究教授，對於聖經學術研究的進展和教會基

督徒的信仰都有實質的貢獻，使他成為二十世紀末期迄今最受人尊敬

的福音派學者。卡森在聖經學術研究的貢獻和跨國際的事奉，使得某

些學者認為他的成就可與卓越的布魯斯（F. F. Bruce）、馬歇爾（I. H. 
Marshall）相提並論。一些學者更認為他是繼斯托得（John Stott）之後
受到普世福音派敬重的領袖與代言人。他的多才多藝和日漸增強的地

位已經受到極難得的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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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我們會從基督得勝的角度來看

一切，甚至是癌症，或臨到我們的

逼迫，從五十億年到永恆的角度

看，所有這些事情都會看起來有極

大的不同。

抹大拉是馬丁•路德的女兒

之一，在1542年9月，當她在彌留

之際，父親在她的身邊哭泣。他問

她，「抹大拉，我親愛的小女兒，

你是想留在你父親這兒，還是願意

去你天父那邊？」

抹大拉回答，「親愛的父親，

我願順從主的旨意。」路德哭了，

他將女兒抱在懷裡，祈禱神釋放

她，她就走了。

她躺在棺材裡，馬丁•路德宣

稱，「親愛的萊娜，你將會復活，

像一顆星星一樣閃耀，是的，像太

陽一樣。……我在靈裡歡呼，肉體

卻是悲哀、不滿足，離別的悲傷也

難以估量。……我已經把一位聖徒

送往天堂。」

難道不是神眷佑的手，藉著我

們今生的一些痛苦和悲哀，讓我們

更加思慕天堂，脫離現今的物質世

界來思念天庭，預備我們在天堂與

神相會？

我們在詩篇九十篇中看到，摩

西在面對死亡時，他徹底地思想死

與生命，死與罪及死與神之間的關

係。他努力要明白，什麼是死亡的

真正意思。然後，他祈求神賜給他

智慧，照著那種死的真正意義來生

活。他完全蔑視現代社會的心態，

根據那種心態，彷彿死亡不會在終

點等待我們。摩西要我們「數算自

己的日子」，也就是說，我們得承認

自己受到限制，並且我們不得不在

生活中常常想到那種限制。只有這

樣，我們才能「得著智慧的心」。

現在讓我們假設，如果你的配偶

體檢完回家，帶回了一個可怕的消

息：有跡象顯示，她長了一個惡性

黑色素瘤。醫院接下來的緊急測試

也全是壞消息：預測最多只有三個

月的生存期，所有現代醫學方法可

以做的，也只能是減輕疼痛而已。

這樣的事情會給任何家庭帶

來難以承受的打擊，我不想低估這

樣的打擊。的確，思想縝密的人可

以提供許多形式的支持和幫助。但

必須指出，一位基督徒如果能事先

想到這一點，你就會認識到，這樣

一種的死亡判決，與你和你的配偶

一生之中一直面對的死亡判決，其

實沒有什麼不同。你們自從歸主以

來，其實都一直在為這一天做準

備。你們已經將財寶聚集在天上，

你們的心也在那裡。

我們都在死亡的判決之下，都

有絕症的病例。但是，有一個額外

因素是，如果不考慮神蹟，在這種

病例中，這個判決的執行肯定會來

得比你我預期的還要早。我不是妄

自以為這個不加掩飾的真理可以令

人得到極大的安慰。我們所得的安

慰取決於其他的因素。但是，我們

如果完全接受了這個真理，就可以

幫助我們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衝擊和

悖逆，因為我們將可以避免現代西

方社會的那種思維方式，就是拒絕

面對死亡，拒絕為死亡做計劃，拒

絕根據死亡的光照而生活，拒絕期

待死亡的臨到。

作為基督徒，當領受永恆之

光後，死亡何時到來，就不再是那

麼令人生畏的因素。雖然死亡仍然

是一個敵人，仍然令人受到冒犯，

仍然是審判的標誌，令人想起了

罪，它仍然是一個可怕的對手。但

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卻是一個

入口，我們通過它而進入那完滿實

現的生命。我們經歷死亡，死就亡

了。我們越是能在生活中意識到神

的同在，我們就越能預期，將來在

神的同在中所經歷的那毫無限制的

喜樂。

譯自 D. A. Carson,“Dying Well,” in Be 
Still, My Soul, ed. by Nancy Guthrie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113-17，感謝作者慨允

翻譯。

哈格納（Donald A. Hagner） 
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博士，為富樂神
學院榮休新約聖經賴德教席與新約聖經資深教授。除本書

外，尚著有《新約聖經：歷史與神學導論》、《馬太福音》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希伯來書》（Understanding 
the Bible Commentary Series）等重要作品，也與馬歇爾（I. 
Howard Marshall）一同主編「新國際希臘文新約聖經註釋」
系列（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作者◆哈格納

           Donald A. Hagner
譯者◆梁曙東希伯來書概論

Encountering the Book of Hebrews
堪稱如何讓現代讀者更明白聖經書卷的典範
哈格納解釋希伯來書的這部作品極具教師風範，本書是向大學生介紹希伯來書複雜的文學與神學

的課本，具有極豐富的幫助學習的材料：專欄、圖表、黑體字的關鍵字詞、詞彙表、研習問題和基本

的閱讀書目。他恰當而平衡地處理導論方面的問題，背景和處境問題，修辭特徵和神學問題，將豐

富的學術研究成果及解經經驗匯集在一本小冊之內。本書清楚、可讀性強，會受到目標讀者歡迎，

任何需要一本簡明扼要、匯集當前研究成果討論希伯來書的著作之人都將從中受益匪淺。

「這本優秀的希伯來書概論的目標讀者是高年級大學生，但是對福音派基督徒非學術性的讀者而言也頗
具吸引力……，目的是為學習聖經的學生提供一本易懂、迷人的經文概覽。哈格納特別擅長的，是在希伯
來書和它明確引用或引喻的舊約聖經經文之間搭建一座橋樑。他認為希伯來書是一種米大示詮釋，是一
份把基督置於舊約聖經傳承的範圍之內，同時把祂描繪成既是大祭司、也是獻祭祭物的文件。這讓本書

成為……另外一本非常有價值的專著。」

——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設計充分考慮到讀者需要，讓人能輕易找到所需內容。……內容令人佩
服。哈格納熟悉猶太教時期和使徒後基督教文學，令人刮目相看，他用最
易懂和造就人的方式，把他的研究成果帶給讀者。……本書分量十足，絕非
流於膚淺，不斷給善於思考、動機正確的讀者帶來滋養。……這是一本值

得閱讀和溫暖人心的聖經註釋。」

—— 法蘭士（Dick France），《根基》雜誌（Themelios）

「一本出色的專著，論述新約聖經最重要、但也很有可能是最難懂的書信之一。這不是一本逐節解釋的
聖經註釋，而是按逐段經文依序評價書中論證和問題的著作。本書表現出廣泛細緻的調查研究，風格
和用詞容易讓讀者接受，附有對人有幫助的專欄文章、圖表、延伸閱讀書目和研習問題。它的目標讀者
群是基督教大學的高年級學生，作者出色地完成了這寫作任務。但這本知識淵博、引人入勝的釋經書，

也值得所有熱心、好探究的基督徒認真學習。」

—— 朗格聶克（Richard N. Longenecker），伯特利神學院新約聖經傑出教授

正體版、簡體版
同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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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一則             段東亮◆譯
1969年八月，鍾馬田醫生是彭薩

科拉（Pensacola）暑期神學學會的主

要講員。他傳講了那九篇信息；當年在

那裡聆聽的人直到今日還津津樂道。

下文摘錄自他對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往

以馬忤斯路上的講道，是他眾多令人

難忘的例證之一。

我記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

某個主日，我在我的家鄉威爾斯證

道。在一個鄉村，我要在一個下午

場以及之後的晚場禮拜中講道。我

結束了下午場的禮拜之後，走下講

台之時，兩位傳道人向我走來。他

們提出一個請求。他們說，「我們

在想，你是否能幫我們一個忙。」

我說：「如果我能的話，我很

樂意。」

他們說：「好的，我們認為

你一定可以。我們這有一件很讓人

傷心的事情。是我們本地的校長的

事。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也曾是我

們這個區域最好的教會同工之一。

但是他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可憐的景

況。他放棄了他所有的教會服事。他

現在只不過是能勉強勝任學校的事

情。但就教會生活和活動而言，他現

在已經變得或多或少沒有用處了。」

我問：「他到底怎麼了？」

他們說：「哎，他現在處於一種

抑鬱的狀態。他抱怨他的頭痛和胃

痛等等。你能行行好看看他嗎？」

我答應了。因此，我喝完茶

之後，這個人，那位校長，來見我

了。我對他說，「你看上去的確很

抑鬱。」他看上去像那兩個往以馬

忤斯路上的人。我一眼就能看穿他

的一切。我看到的是抑鬱和灰心之

人典型的面龐和姿態。我說：「現

在請告訴我，你有什麼困擾？」

他說：「哎，我得了這些頭

疼。我無法擺脫他們。我早晨醒來

是如此，我的睡眠也不踏實。」他

另外還說，他也受困於胃痛等等。

我說：「那麼告訴我，你如此

這般已經多久了？」

他說道：「哦，已經多年如此。實

際上，自從1915年以來就是如此。」

我說：「我很有興趣了解你的

情況。這是如何開始的？」

他說：「嗯，當1914年戰爭

爆發的時候，我很快就志願參軍，

加入了海軍。最後，我被分發到一

艘潛水艇裡面，那艘潛水艇後來被

差遣到地中海。我所屬的海軍分

支參與了加里波利戰役（Gallipoli 
Campaign）。在此戰役之中，我待

在地中海裡的這艘潛水艇裡面。一

日下午，我們要出動戰鬥。我們在

海中潛伏，我們也都在執行我們自

己的軍令，突然我們聽到一聲極其

恐怖的轟隆聲，緊接著我們的潛水

艇開始搖晃。我們被一水雷擊中，然

後沉到了地中海底。可想而知，那之

後我就不再是從前那個我了。」

我說：「那麼，請告訴我接下

來發生的事情。」

他說：「但是，我並沒有什麼其他

可說的了。我正是在告訴你自從地中

海那件事之後我就一直是這樣了。」

我說：「但是，我親愛的朋

友，我真的有興趣要知道整個故事

剩下的部分。」

「但是我已經告訴你整個故事

了。」

這些問答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這是我治療的一部分。我再次說：

「現在，我真的想要知道整個事情。

麻煩你再次從頭說起。」然後，他告

訴我他如何志願參軍，加入海軍，被

送到進入地中海的潛水艇值班，一

切都很好，直到某天下午他們被捲入

戰事之中，那突如其來的轟隆聲和搖

晃。「我們沉入了地中海的海底。自

那之後，我就一直如此。」

我再次說：「告訴我故事未完的

部分。」我幫助他一步一步地克服

此事。我們又再一次來到了那個意

想不到的下午——轟隆聲，潛水艇

的搖晃。

「我們沉入了地中海的海底。」

我說：「繼續！」

「沒啥可說的了。」

我說：「難道你現在還在地中海

的海底？」你看，他身體已不在那了，

但他的頭腦還在。自從那時起，他就

一直待在地中海的海底。因此我繼

續對他說：「這就是你一切的癥結所

在。你的問題就在於：在你自己的

思想當中，你仍然停留在地中海的

海底。你為什麼不告訴我這樣或那

樣之後你來到了地面，另一艘船上

的人看到了你，抓住了你，把你帶

到他的船上，你也在那艘船上被治

療，最終被帶回英國，進到醫院裡

面？」然後，我從他那裡得知一切。

我說：「為什麼你之前不告訴我這一

切呢？你停在了地中海的海底。」

正是因為這個人的思想深陷於

此，他才在這些年月中經歷如此嚴

重的抑鬱。我很高興地告訴你們，

因著這番解釋，這個人他完全康復

了。他重新承擔起教會的職務，並

鍾馬田醫生（Dr. David Martyn Lloyd-Jones） 

鍾馬田文摘

鍾馬田醫生  Dr. David Martyn Lloyd-Jones
（1899年12月20日—1981年3月1日）被譽為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的
講道者。擔任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Chapel）牧職近
三十年。藉著錄音和整理後出版的書籍，其講道迄今仍影響無數基

督徒。最具代表性的經典作品《講道與講道的人》（Preaching and 
Preachers）預計2015年由麥種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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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一年之內就申請到威爾斯聖公

會的按立。

我現在告訴你們這個故事，

不過是想要說明這兩個往以馬忤斯

路上的人的情形。他們是這樣的：

「我們曾經認為……但是，哦，認

為又怎麼樣呢？他們審問祂（耶

穌）並且不公義地將祂定罪。他

們將祂釘十字架。祂死了，埋葬

了。祂現在在墳墓之中。」他們對

此確知無疑，以至於他們忘卻其餘

的一切，對周遭一切其他事物視而

不見。我親愛的朋友們，我很擔心

這正是我們許多人的困境。我們太

了解這些問題了，沉浸其中，以至

於我們忘記那環繞著我們的所有榮

耀，除了這些問題之外，我們看不

見任何東西，最後導致我們越發氣

餒灰心。這就是我個人對那兩個往

以馬忤斯路上的人的分析。

摘錄自《定睛榮耀：關於福音和教會

的九篇信息》（Setting Our Affections Upon 
Glory: Nine Sermons on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Crossway Books, 2013]），pp. 73-76。

關於方言和其他﹝屬靈﹞
恩賜

傳統的教導──或許特別是華

腓德（B. B. Warfield）所表述的──

認為所有的恩賜都已經在使徒時代

結束了；我從來都無法接受這種論

點。我看不見這個教導有任何聖經

的證據；事實上，我覺得這似乎是

一種時代主義，把書信的許多內容

都變為毫無用處。例如，它暗示：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9～21節今天

已經無法應用了。我所說的是，雖

然從教會歷史可以明顯看見，某些

恩賜似乎已經中止數個世紀，聖靈

卻能憑著祂的主權隨時賜下它們。

事實上，有清楚的教導：接近這個

世代的末了，這類恩賜可能大有能

力地出現，同時也有許多的贗品。

這一切的結果是：雖然我非常

不喜歡這個靈恩運動，並且認為它

對真教會與福音是個真正的危險，

因為它一再暗示教義根本無關緊要；

但我也同樣關注的是，我們不應該

犯了「消滅聖靈感動」的錯，並且

用死氣沉沉的正統把自己綁死。

摘錄自鍾馬田的私人信函，1974年11
月25日

一次講道的經驗        夏蔚◆譯

幾年前，我在美國的一個教會講

道，早上因為人多，所以有兩堂崇拜，

一堂在九點半，另一堂在十一點，會

依樣重複第一堂。然而，晚上的聚會

則會提供廣播。我在那兒的第一個主

日，就非常關注地留意到，早上的兩

堂崇拜，一堂大概有1400人，另一堂

約有1200人，而晚上的崇拜才只有400
人左右，有人告訴我這是常態。我在

那個教會的經歷真是有意思，我不熟

悉他們晚間的廣播程序，聚會大約七

點四十五分開始，有一個人領詩，過

了一會兒，一盞綠色的燈亮了，說「廣

播中」。接著又有一些唱詩，有會眾齊

唱，四重唱，獨唱等等。有人告訴我，

講道的時候要看著那盞綠燈，紅燈亮

的時候就表示時間快到，一切都該停

下來，紅燈的時候我該開始祝禱了。

當進行各種演唱的時候，我看到

寶貴的時間過去了，於是非常不安。

聚會定於八點五十五分結束，可是

我發現，讓我沮喪的是，直到八點

三十五分我才宣佈我的主題經文，

這意味著我講道的時間只剩下不到

二十分鐘，因為八點五十五分結束之

前，還必須有詩歌和祝禱。我極度不

安。我先是想，在這麼一點兒時間裡

我應該縮短要講的內容，我就開始

這麼做了。但是，正在那時，我突然

意識到聖靈特殊的自由在作工，所以

我邊講心裏邊有很大的掙扎：我應

該順從節目表呢，還是要順從加在

我身上的聖靈的大能？我覺得如果

我順從那個教會的規章制度的話，

我就是在消滅聖靈的感動，也就是

在犯罪。所以，當我在八點五十五分

看見紅燈的時候，並沒有理會它，直

講到九點二十五分才結束。

這件事真正的重點還在後面。

那是我在那個教堂待的第一個主日。

當晚我必須離開，去參加一個鄉村

會議，下一個主日再回來。那個教堂

有三位副牧師，他們都很友好。我向

他們抱歉第一個主日晚上我所做的，

希望不會因此給他們惹麻煩！我告

訴他們，錯都在我。當我下個主日早

上回來的時候，三位牧師在那裡迎

接我。我說，「希望過去的一週你們

過得不是太糟糕。」他們說，「上個星

期糟透了。」我說，「哦，我希望你們

澄清了，一切都是我的錯。」我又說，

「我盼望你們幫我道歉，解釋一下，

我還不習慣這種聚會方式，我會做出

改進。」他們說，「啊，這不是我們的

問題所在。」「那我敢問，你們的麻煩

是甚麼？」他們說，「呃，我們從來沒

有收到過那麼多的投訴——從來沒

有。」我問道，「甚麼投訴？」他們說，

「嗯，我們收到了很多電話和信函，

說『你們為甚麼不給那個人足夠的時

間講道？我們想知道那堂講道的後續

如何。引向了哪些議題，如何結尾的？

為甚麼要唱那麼多詩歌？我們可以換

個時間唱詩，為甚麼不給他更多的時

間？』」結果，第二次講道的時候，我就

有了更多的時間。他們把開場的時間

減到最短，給了我三刻鐘的時間講道。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原

則。後來，我告訴那些人，如果我是

那個教會的牧師，我不會在電臺廣播

晚上的聚會，而且，我寧願用如下字

眼來宣傳教會：「無廣播的教會」。

為什麼？因為以我之見，廣播的形式

讓人不會出來參加晚上的聚會，他們

只要坐在家裡聽收音機就行了，幹嘛

要費勁把車開出車庫，應付路上的

交通和其它的不便呢？我恐怕，廣播

阻止了人們去神的殿，而且教給了他

們壞習慣。更糟糕的是，它破壞了人

們對教會團體生活的觀念。太多時

候，人們認為教堂就是坐在那裡聽

講道的地方，而現在從收音機或錄音

帶等就可以聽到講道了。所以，大家

一同來到教堂，坐在一起聽神話語

的傳講的整體概念都被破壞了。現

實和數字都表明，近五十年的教會

生活已經嚴重地惡化了。

在此我提議，現在是該打破這一

切的時候了。導致人們使用這些媒體

的動機相當明顯，他們覺得這樣對他

們的教會有好處，聽了電臺廣播的人

會來教堂聽道。我想指出，事情其實

並非如此。將來你很可能發現，神會

在教會中復興祂的工作，那些常常來

教會的人將得到最多的祝福。過去神

一直是這樣做工的。讓人驚奇的仍然

是，人們不願意按照神由來已久的方

式做事。他們滿足於以離群索居的態

度來看待教會。這種態度完全未能理

解基督教會的真正教義——「用和平

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

一的心」，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無

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

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摘錄自《講道與講道的人》，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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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了29年的傳道人，講道時

間大約一萬小時，幾乎沒有一次逐

字逐句寫下講章。我當了27年的父

親，我女兒的婚禮只給我5分鐘，我

卻緊張得必須寫下講稿。不過，難

道講道法老師沒教過：越短的講道

越難？等下我如果超過時間，可千

萬別怪我呀！

我想把你們兩位比方為兩頭

牛。其實，那也不是我的比方，是

聖經的。

箴言十四章4節說：「家裡無

牛，槽頭乾淨。」所有養育過孩子

的人，大概都希望家裡的空間、心

靈的領域能夠免去孩子帶來的煩

亂；但這則箴言的後半也說：「土

產加多，乃憑牛力。」在養兒育

女的過程中，我們其實增加了很

多的「土產」。那不是物質上的豐

富，而是孩子在我們生活中帶來的

喜怒哀樂，神藉此鍛造為人父母者

的性格，讓我們的生命更像耶穌。

為此，我要謝謝安綸和妳的弟弟牧

郇，雖然相較於其他孩子，你們倆

在成長過程沒讓我們家的「槽頭」

太亂，卻也給你們的媽媽和我的心

靈和性格帶來不少「土產」。

恭喜若余和安綸結為夫妻，

兩頭來自不同家庭的牛，不單要結

為一體，而且要「同負一軛」。

早在主前第五至第四世紀，色

諾芬（Xenophane）就說：νόμος 
συζευγνὺς ἄνδρα καὶ γυναῖκα。主

勉牛兒
—— 講於女兒出嫁的喜宴
                    潘秋松

耶穌也用同一個字說，是神把兩個

人「配合」在一起（太十九6；可十

9）。

你們需要記得五十點——   不，

別緊張，是五點：

第一，負軛不是為了享受，不

是為了好玩，是為了做工。不要只

顧卿卿我我。真正的愛情，不是兩

頭牛含情脈脈地看著對方，而是望

著前方的目標，同步前進。

第二，兩頭牛原來自由慣了，

剛負軛一定很不習慣，更何況還要

與另一頭牛同負一軛，一定會有很

多磨合的需要與機會。別以為換另

一頭牛來同負一軛會更好。天下的

牛都一樣倔。老練一點的牛——若

余，那應該是你——要對比較不成熟

的牛有耐心。

Your differences they do a lot to
 teach you how to use the 

你們倆的差異大大幫助你們學習使用

tools and gifts you got yeah, 
you got a lot at stake

你們所得的許多技能和恩賜

Don’t be someone 
who walks away so easily. 
別成為那麼輕易走開的人

Stay and make the difference 
that you can make

留下，盡你所能來改變一切

Don’t give up
別放棄

Even if the skies get rough 
縱使天空烏雲密佈

Don't give up
別放棄

Still look up
繼續仰望

God knows you are tough enough
神知道你夠剛強

（改寫自婚禮過程的一首詩歌I Won't Give Up）

第三，要記得，是神把你們

放在在同一副軛底下的。祂是你們

的主人，你們要為祂而活。祂也是

最愛護動物的。牛在場上踹穀的時

候，祂不會籠住牠的嘴。祂也最懂

得如何訓練不情願或不習慣負軛的

牛。當牛偏行己路，祂輕聲喝斥的

時候，要及早回到正路，不要等到

祂使用祂手中的刺棍，因為「你用

腳踢刺是難的」。 
第四，你們負的是主耶穌的

軛，目的是要學祂的樣式。祂曾經

應許，「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

子是輕省的」（太十一29 30）。當

你們覺得這軛的束縛太大，擔子太

重，別忘了找祂。

第五，我祝福你們，在神所看

為合適的時候，添幾頭小牛，品嚐

一下槽頭亂七八糟的滋味，也在生

命中增加更多的土產。

願神賜福你們，握住你們，使

你們一生一世行在祂喜悅的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