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的寫作是出於對北美教

牧群體的愛與敬佩，也是出於主內

弟兄之情，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

對牧師們來說，遭受流言、誹謗和

惡毒言語的攻擊乃是司空見慣。要

想親身見證這一點，你只消去參加

一下教會會議，而且不必花費太長

時間。我的一位朋友就曾參加過一

次這樣的教會會議，會議開始不久

就開始走味兒，變得醜陋。我和這

位朋友就此有過交流。那時，他剛

剛信主不久。他對我說：「我在教

會的蜜月期結束了。」我想，我的

任何一位讀者都不難想像，我的朋

友在那個會議上經歷了些什麼。儘

管這一現象對任何時代的教會來說

都是問題，但我們文化中的某些趨

向使其格外突出，然後互聯網使這

些問題愈形嚴重。我希望結合教牧

的處境，通過箴言來思想愚妄話這

一主題。這卷書包含豐富的資源，

有助於我們認識和解讀愚妄話的根

源，並以合乎信仰的方式回應。

我希望論證，根據箴言，與愚

妄人爭論，只會使問題更加糟糕。

智慧人信靠上主的介入，來使愚妄

人閉口，停止發出愚妄話，同時為

信靠祂的人辯護，而不是與愚妄人

爭辯。我意識到，這一結論看起來

似乎極端。為此，本文會簡要描繪

箴言中的主要人物如何說話，細查

智慧人如何回應（或不回應）愚妄

人的愚妄話。接下來，文章會轉向

新約聖經，集中於保羅給提摩太和

提多的教導，以及保羅在哥林多前

書一章對基督是神的智慧的介紹。

本文的結束會將箴言的智慧言語應

用於日常的事工處境中。

1. 箴言的主要人物：
    愚蒙人、愚妄人、智慧人

箴言中最先出現的主要人物

就是愚蒙人，常被稱作我兒或少年

人。箴言描繪的是一位敬虔的以色

列父親，按照所羅門的教導，來教

育自己的兒子，如何成功地面對複

雜艱險的「人生」。兒子或少年人

被歸為「愚蒙人」（    , petî），

是因為他們對生活究竟如何尚處於

天真狀態，因而易於被欺騙（見：箴

一4）。雖然蒙昧本身並非道德意義

上的錯誤，但卻存在危險，因為處

於蒙昧之中的人固然可能受到智慧

人的良好影響，但對愚妄人的惡劣

影響同樣不設防（九4～6、16）。

如果不把這種蒙昧丟在後面，年輕

人就會遭致可怕後果（一22、31）。儘

管對於愚蒙的年輕人這個人物還大

有可談之處，但他在箴言中卻發言

不多，更多是被呼召，來安靜地聆

聽父親滿有智慧的教誨。

有鑒於此，我們會重點查看箴

言中的另外兩個主要人物：智慧的

義人（righteous-wise）和愚妄的惡

人（wicked-fool）。1 這樣的劃分並

非沒有考慮到，箴言使用許多詞語

來描述不同類型的人。例如，      
（ lēṣ，「褻慢人」）似乎是用來

指硬著心的憤世嫉俗者，對他們來

說，任何改變都是天方夜譚。2 不

過，把箴言中出現的人物概括成義

人和惡人這兩個基本類別，這種劃

分還是行得通的。箴言全書描繪這

些人的生活（尤其是言語），以及

從耶和華的手中蒙福的結果，藉此

呼籲兒子離開蒙昧狀態，加入智慧

的義人的行列。3  
智慧的義人可以首先被定義為

那些對神和鄰舍「行義」的人（一

3，二9，十二17，二十一21等）。

他們履行所有義務，在任何一種關

係都難以避免的複雜情形中行仁義

的事。這種仁義不應僅從公平和均

衡的意義去理解，而是指無以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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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ḥāmās  ,ָחָמס）
 

 
ת רֵ     ֵנף יְַׁשִח֣ ה ָח֭ הּוְּבֶפ֗   ֵע֑
ים יֵָחֵלֽצּו׃ ַעת ַצִּדיִק֥  ּ֜וְבַד֗

 
bĕpeh ḥānēp yašḥit rēʿēhû 
ûbĕdaʿah ṣaddîqîm yēḥālēṣû 
 
 （šḥt］ׁשחת

 
 ，daʿat）ַּדַעת

 
 
 

ם  ִתי יְַעִר֑ ֶּכה ּוֶפ֣ ץ ַּת֭   ֵל֣
ין ָּדַֽעת׃וְהֹו ָנ֗בֹון יִָב֥ יַח ְל֜ ִכ֥  

 
 
lēṣ takkeh ûpetî yaʿrim  
wĕhôkîaḥ lĕnābôn yābîn dāʿat 
「鞭打褻慢人，愚蒙人必長見識； 
責備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識。」 
 
 （ykḥ］יכח）
 （（ysr］יסר）

 

 

 

 

 

 

 

 1 

 
 （petî   ֶּפִתי ）
 
  （ ,lēṣ）ֵלץ
  
 ，（ysr）יסר 

 
  （bḥāmās  ,ָחָמס）
 

 
ת רֵ     ֵנף יְַׁשִח֣ ה ָח֭ הּוְּבֶפ֗   ֵע֑
ים יֵָחֵלֽצּו׃ ַעת ַצִּדיִק֥  ּ֜וְבַד֗

 
bĕpeh ḥānēp yašḥit rēʿēhû 
ûbĕdaʿah ṣaddîqîm yēḥālēṣû 
 
 （šḥt］ׁשחת

 
 ，daʿat）ַּדַעת

 
 
 

ם  ִתי יְַעִר֑ ֶּכה ּוֶפ֣ ץ ַּת֭   ֵל֣
ין ָּדַֽעת׃וְהֹו ָנ֗בֹון יִָב֥ יַח ְל֜ ִכ֥  

 
 
lēṣ takkeh ûpetî yaʿrim  
wĕhôkîaḥ lĕnābôn yābîn dāʿat 
「鞭打褻慢人，愚蒙人必長見識； 
責備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識。」 
 
 （ykḥ］יכח）
 （（ysr］יסר）

 

 

 

 

 

 

 

歐德蘭  Eric Ortlund ◆著

李文卓◆譯

歐德蘭（Eric Ortlund）



地越過限度，盡最大可能去增進鄰

舍生活的益處。「公義的人願意犧

牲自己的利益，來帶給群體利益；

惡人則願意犧牲群體的利益，來

使自己獲利。」4 其次，這類人是

「有智慧的」，意思是擅於處理神

在受造界中所設立的複雜秩序，尤

其是人際關係（一2～7）。這類人

一貫被描繪為道德上正直，並對生

活與人際關係如何運作富有洞見。

與此相反，愚妄的惡人將自

己的利益淩駕於鄰舍之上。他們的

邪惡在於損害他人的利益，而謀求

自己的益處。類似地，他的愚妄

也見於缺少生活所需的技巧，儘管

這會給自己和他人都帶來災難性的

後果。更進一步說，這類人始終拒

絕聆聽教誨、責備或建議。無論受

到多少警告，愚妄人仍頑固不化，

自以為知道生活是如何運作的（一

7、22，十二15，十五5）。他們自

以為有智慧（三5～8）。相比之

下，智慧人善於接受建議，敞開，

並聆聽智慧（一7～8，二1～4，十

8等），甚至喜愛責備（九8）。

這兩種人的言語如何呢？箴言

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繪智慧話與愚

妄話。

2. 箴言中的愚妄話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概括愚妄

話。

2.1. 拒絕改變

首先，生活中從來都不缺少

愚妄話。愚妄人總是喋喋不休。愚

妄人不思量如何回答，而吐出惡言

（箴十五28；參：十五2）。愚妄

人未曾聽完便先回答（十八13）。

愚妄人參與不干己的爭競（二十六

17）。愚妄人毫無約束，稍遇反對

就會爆發（十二16，二十九11）。

他無法為別人保守秘密（十一13，
十二23）；對不喜歡的人，他惡語

相向（十一12），5 在別人面前批

評他們（十18）。愚妄人不會保持

靜默不言，而總是言詞魯莽，如刀

刺人（十二18），激起與人的辯論

（十五18）。

至此，初讀箴言的讀者想必

會作出如下的結論：生性外向和健

談的人，比性格安靜的人更加接近

愚妄。針對多言的人，箴言的確含

有不少令人清醒的警告，「多言多

語，難免有過」（十19）；「謹守

口的，得保生命」（十三3）。但

聖經對愚妄人放縱之言的來源，卻

有獨到之見：愚妄人如此多言，是

因他必須是那個正確的人。他不會

停止爭辯（二十3）。如果你與愚

妄人辯論，他不會通過有益的質疑

與你一同邁向解答，「或怒或笑，

總不能使他止息」（二十九9）。

箴言開宗明義地說：得到智慧意味

著聽從比你智慧的人；人若不善於

接納批評和建議，不可能變得智

慧，而這正是愚妄人不可缺少的特

點。愚妄人藐視     （ysr），「父

親的訓誨」（一7，五23，十17，
十二1，十三1；亦參：十五12對其

結果的低調陳述）。愚妄人拒絕接

受關於生活如何運作的訓誨，而只

對發表自己的意見感興趣（十八

12）。 
愚妄人不能接受這樣的訓誨

是有原因的，因為他的愚妄話是

從骨子裏出來的，除了愚妄話以

外，他根本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

惡人的口只知道說乖謬的話（十

32）。當愚妄人決定指導別人的時

候，他能發出的只是更多的愚妄

（十六22）。有助於他人的真理，

在愚妄人的口裏就像空存無用的腳

（二十六7；參：一22、23，十三

1 9，十七1 0，二十四7，二十七

22）。

2.2. 存心狂暴和故意破壞

上文引用的幾則箴言已經表

明，愚妄人是一個無可救藥的角

色。但關於這類人，箴言還有許多

話要說。除了根深蒂固的好辯與多

言之外，愚妄人的話中帶著傷害人

的惡意。這是愚妄話的第二個主要

特徵，狂暴而有破壞力，並且不只

是附帶的結果，而是一開始就出於

故意。強暴（       , ḥāmās）與仇

恨蒙蔽惡人的口（十6、11、18）：

無論他說什麼，強暴總是潛伏於

內。箴言用最為生動的隱喻，來說

明愚妄人言語的破壞力：愚妄人的

言語能煽惑通城（二十九8），並

使城傾覆（十一11）；它就如同燒

著的火（十六27），又像打人的大

錘（二十五18）。惡人的言論是

「埋伏流人的血」（十二6），惡

人尋找用他的話摧毀他人的方法

（參：十四25，二十四2）。強暴

是他所願（一16，十三2），他開

始一個對話的全部動機，就是讓他

人帶著傷痛和破碎離開。即使當愚

妄人精於隱藏自己對他人的怨恨，

並通過諂媚以朋友的樣子出現，也

仍是如此（二十六24～26、28，
二十九5）。

看到上述對愚妄人的描述，我

們想必會大感震驚。在這些和其他

的箴言中，以色列人中的父親警告

他的兒子，神的選民中也有把自己

裝扮成完全屬靈和有愛心的人，但

在他們說話時，那些話中的意圖就

是毀壞他人。十一章9節尤為令我

震撼。

                     
                   

「不虔敬的人用口敗壞鄰舍，

義人卻因知識得救。」

裝扮成朋友的假冒為善之人

會敗壞鄰舍。本節中的動詞「敗

壞」（      ［šḥt］，使役主動字幹

［Hiphil］）也出現在六章32節，

指行淫者給自身帶來的致命傷害

（《和合本》作「喪掉」）。這

個詞也用來指洪水對世界的毀壞

（創六11～13），和所多瑪與蛾摩

拉所遭受的毀滅（在創十八～十九

章共出現八次［編按：原文作五

次］）。顯而易見，箴言十一章9
節警告神的子民提防的，並非只是

從他人受到的傷害，而是從藏有惡

意之人遭受的徹底的屬靈破壞。這

則箴言並未確切指出，假冒為善之

人毀壞鄰舍的具體作法；但是，義

人賴以得救的知識，有可能是指他

們認識到，耶和華統治被造世界

和祂所設立的生命法則；6 有鑑於

此，這裏出現的愚妄人言語的實

例，可能與假冒為善之人的企圖有

關，他們想要使周圍之人與假冒為

善者的愚妄行為有份，從而不再信

靠與敬畏耶和華，而信靠與敬畏耶

和華正是箴言全書的宗旨和要義

（一7，三5）。這則箴言提供了極

為鮮明的例證，讓人看見了愚妄話

的可怕力量，和說愚妄話之人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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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箴言中的智慧話與愚妄話的教牧意義 

義人的邪惡意圖。

說到義人的知識就會引發以下

的問題：這類與愚妄人相對的人，

他們是如何講話的。但在進一步探

討智慧人的言語——即智慧話——

之前，我們必須注意到，箴言堅持

強調，耶和華將會審判愚妄人和

他們的言語。箴言中有一系列採

用以神為動作者的被動語態，來具

體描寫針對愚妄話的審判（十8、
31，十二19，十九5，二十一28，
二十二12，二十六2）。儘管這些

經節並未說明審判的具體方式和確

切時間，但它們卻都強調耶和華統

管祂創造的世界，這類言語必定會

受到審判，因它們是耶和華所憎惡

的（十二22，十五26）。除了斷言

這些愚妄話必將受到神的審判之

外，箴言中也有很多的預言，說到

愚妄話必給說這樣話的人帶來自我

毀滅：愚妄人的言語使敗壞臨近

（十14），成為自己的網羅（十二

13），如杖責打己身（十四3；也見：

十13、21，十八6～7，二十一6）。
愚妄話將遭受神的審判，也必會引

發這個自然結果；當然，這種雙重

強調符合箴言中因果報應的神學。

3. 箴言中的智慧話

義人是如何說話的呢？就像義

人與愚妄人在品格方面完全不同，

義人的言語也是如此。義人的言語

受到約束，並給人帶來生命。

3.1. 受到約束

箴言常常描寫智慧的義人在

說話時極為謹慎。他們常常一言不

發（十19，十一12～13，二十三

9），即便受到侮辱時也是如此

（十二16，十九11）。出於愛的緣故，

這類人不會重複挑錯（十七9）。審

慎人甚至會隱藏         （         ，
「知識」；十二23）——在其他地

方，此詞是指耶和華自己給予敬畏

祂之人的屬靈洞見。7 人們也許會

認為這些洞見如此寶貴，應當多多

分享才是，但時而被隱藏的卻恰恰

是智慧人的屬靈洞見。這一點令人

印象深刻。

當智慧的義人開口說話時，

他們的言語柔和，即使有人對他

們發怒，也是如此（十五1；參：

二十九8）。這類人足夠明智，能

夠在爭論產生之前停下來（十七

14，二十3）。他們的忍耐能止息

紛爭（十五18）。他們在回答之前

會再三思量，而不是想到什麼就脫

口而出（十五28）。他們能節制自

己，保持靈裡的冷靜（十七27，
二十九11）。但他們的話卻並非軟

弱無力，而是既甜美又具有說服力

（十六21、24），判斷正確（十六

2 3 ），溫柔卻有力量（二十五

15）。如果與鄰舍之間產生了爭

端，他們會直接與對方講論，而不

是在他人面前批評對方（二十五

9～10）。

我們在前文已經論述過，愚妄

人的多言源自一種更為深刻的道德

缺陷，即堅持正確的一方必定總是

自己。同樣的，智慧人言語寡少，

這是與他們善於接納的謙卑品性相

關聯的（十三10，十五32，十七

10，十九20、25，二十一11）。愚

妄人必須總是對的，智慧的義人卻

能接受批評，承認過錯，離棄罪惡

（二十八13）。他們不會固執自己

對於生活和人際關係如何運作的看

法，他們反而轉向智慧女士尋求幫

助（一23，九4～6），聆聽父母的

訓誨（一8，二1～5），並順服耶

和華的管教，即使這些管教有時是

痛楚的（三11～12）。這是他們對

耶和華之敬畏的一部分（一7）。

3.2. 給人帶來生命

箴言所描繪的智慧人言語的第

二個主要特徵，涉及它給他人帶來

生命的奇妙果效。箴言不吝把最高

的稱讚給予這類言語（十20，二十

15，二十五11），稱之為生命的泉

源（十11），甚至是生命樹（十五

4），含義是：耶和華自己的生

命，藉著智慧人的言語傳遞給其他

人。這也是使徒約翰使用「生命」

這個詞的意義。8  
但智慧人的言語是如何將如

此的屬靈福份帶給他人的呢？部分

的答案是，他們的教訓（字面意義

為「妥拉」［ torah］）使人遵循

耶和華的道路，有智慧和有技巧地

生活，從而轉離靈命的死亡（十三

14），並教養多人（十21）。智慧

人的言語給人帶來巨大的屬靈益

處，另一個原因較為容易說明，正

如十二章18節前後兩個子句的對比

所表明的，智慧人的舌頭之所以有

醫治的功效，正是因為他們說話不

急躁。他們在言語上的節制本身就

是醫治。

需要補充的是，除了有益於他

人以外，智慧人的言語也給智慧人

自己帶來滿足（十二14，十三2，
十五23，十八20），並救他們脫離

愚妄人給自己帶來的毀壞（十一

9，十二6、1 3，十四3，二十一

23）。顯而易見，這與愚妄話給說

話的愚妄人帶來的損害構成了對

比。

4. 智慧話的教牧意義

智 慧 的 義 人 與 愚 妄 的 惡

人，在品性和言語方面截然相反

（§1），前者給人帶來生命的少

語，與後者給人帶來傷損的多言，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3）。

但智慧的義人對愚妄人會說些什麼

呢？不難想像（或很有可能不幸記

得），愚妄人對敬畏耶和華之人發

出的具有破壞性的惡言。但智慧人

對愚妄人所說的話，箴言如何描述

呢？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入智慧話的

教牧意義的核心之處。

4.1. 智慧的義人不與愚妄的惡

人爭辯

簡而言之，箴言從未記錄智慧

人與惡人的爭辯。9 比如，在十九

章25節，所羅門教導說：

                  
                      

「鞭打褻慢人，愚蒙人必長見

    識；

責備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識。」

二十一章11節用不同的詞語

教導了同樣的真理。請注意其含

義：當愚妄人遭遇對質時，第三方

（愚蒙人）可能會觀察情勢，學到

教訓。但褻慢人什麼也學不到。愚

妄人從根本上無法看到並承認自己

的過錯，不管對你或你周圍的人來

說，他的錯誤是多麼明顯。難怪箴

言在另外一處說到：「一句責備話

深入聰明人的心，強如責打愚昧人

一百下」（十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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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責備」               的使役

主動字幹）和「訓誨」（          ）
這兩個詞的用法，特別是考慮到箴

言中責備的一方和受到責備的一

方，我們能得出相同的結論。在

一章2～3節，智慧人教導的是愚蒙

人，而在一至九章中，滿是父親對

兒子的訓誨（一8，四13等）。但

是，正如以上提到的，愚妄人藐視

訓誨（一7，十17，十二1，十三

1）。只有智慧女士在一章結尾處

責備愚妄人。在箴言中，很難找到

任何成功地責備愚妄人的實例，也

沒有讓我們責備這類人的命令。10 

與此相反，責備褻慢人或惡人的，

只能給自己招致嘲笑和辱駡（九

7）。箴言建議責備的是智慧人，

而不是褻慢人（九8）。根據以上所

說，不難發現其原因。這類人不能

接受責備，即使這種責備是完全正

當的。這是因為他們對自義有著根

深蒂固的需要，他們會拒絕任何對

他們有錯的指控，還會轉而歸咎於

責備他們的人。不管提出責備之人

的動機多麼良善，為他的責的備所

能提供的理由多麼正確，他的一切

努力所能得到就只有傷害和辱駡。

其他的箴言也同樣不樂觀。

十八章2節教導說：愚昧人不喜愛

                  ，「洞見」；《和

合本》作「明哲」），不喜愛瞭

解某種情境中的道德與人際關係

的面向，也不喜愛認識自己如何

傷害了他人。他所要的就只是發

表自己的意見（                 
                                   ，字面意思是

「顯露自己的心意」）。因為愚妄

人無法停止辯論（二十3），唯一

能讓他停下來的方法是請他離開

（二十二10）。即使你對愚妄人

說了話，也不會被聆聽，不管你

的主張是多麼具有說服力和合乎

聖經。愚妄人只會鄙視你言語中

良好的判斷力（二十三9）。這則

箴言體現了智慧的美的一面。對

哲人來說，想到智慧的言語如此

寶貴而有價值（二十三9，        
                            ），卻被愚妄人輕

視（見：二十五12，相反的情緒），

那該是多麼痛苦。11 前面提到過的一

則箴言，值得在此重複一下：「智

慧人與褻慢人理論，褻慢人動怒或

嘲笑，永無寧日」（二十九9，作

者自譯）。

箴言中這些悲觀的論述有些令

人吃驚，也不太中聽。畢竟，在事

奉的處境（或其他任何處境）中遭

受愚妄話時，很容易開始爭論。即

使愚妄人說的內容從事實上來看是

正確的，但他們的說話方式仍然是

欺騙性的、一面倒的和誤導的。不

回應這類愚妄話是非常困難的。當

這樣的愚妄人正在用他所說的話損

害你的事工時，就更難了。通常，

愚妄人關於牧師和他的事工的聲

稱是無法裁決的，要麼愚妄人是對

的，牧師必須辭職，要麼愚妄人是

錯的，應該道歉。在這些情況中，

人們非常容易被引誘，照愚妄人的

愚妄話回答他，以期能說服他承認

自己是錯的，並迫使他道歉。

儘管我能理解上述對待愚妄

話的策略，但箴言一貫的見證就

是，如此爭辯只能帶來更多損害。

智慧人控制自己的口，即使從愚妄

人那裏受到最惡毒的批評（二十七

3），他也能這樣做，因為他相

信，上主積極地主管著人的歷程，

通過直接的介入，也藉著自然的後

果，來保護和建立那些信靠祂的

人，並為他們辯白；同時，上主會

審判那些背逆並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的人（十30）。事實上，箴言的整

個要旨就是說服兒子：上主值得信

賴和敬畏，即便智慧之路看起來並

不是最富吸引力或最有利可圖的生

活方式，即使看起來上主在世界中

並不活躍。那些在耶和華對萬有的

統治面前俯伏、並接受祂對待各

人的方式的人——也就是行在智慧

之路的人——會記住並相信箴言中

一再重複的內容，即耶和華不只

是審判惡人，祂還要審判惡人口

中的話。這樣的智慧人，無論男

女，都不會捲入與愚妄人的爭議之

中（       ［špṭ］的簡單被動字幹

［Niphal］，二十九9）。他們將此

交託給主。

4.2. 智慧的義人並非總是靜默

的

這樣說並非主張，智慧人面

對愚妄話時只能陷入無動於衷的沉

默。在兩則經常被引用的經文中，

智者教導我們：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

    他，

恐怕你與他一樣。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二十六4、5）

在相鄰的兩節經文中，我們

為何既被告知不要回答愚妄人，又

被告知要回答愚妄人呢？當然答案

必定在於重複的短語「照愚昧人的

愚妄話」。儘管兩節的字眼完全相

同，但卻必定有著不同的含義。華

爾基（Waltke）的解釋很有幫助，

他認為，4節的「不要照愚妄人的

愚妄話」回答愚妄人，意思是指不

要以愚妄的方式做出回答。12 我們

不要以諷刺挖苦、生硬粗暴、夾帶

嘲弄、真假摻半的方式來回答愚妄

人，以此來傷害和羞辱他們。因為

這樣做無疑令我們變得與愚妄人無

異。

另一方面，智慧人不必總是保

持沉默。他可以說得緩慢，或說得

不多，但他卻可以「照愚昧人的愚

妄話」回答他（5節），即他可以

對愚妄人的愚妄做出回應。智慧人

會指出愚妄人所說的謊言以及他的

言語所帶來的傷害。用華爾基的話

來說，「智慧人不必沉默地接受和

忍受愚妄，從而證實愚昧人是在愚

妄之中。」13 儘管與愚妄人說話要

冒一定的危險，但「愚昧人為了自

利而犧牲社會大眾的利益」，智慧

人「必須把他這些扭曲暴露出來，

不可沉默接受，以免成了確立他顛

倒世界、敵對神的統治的幫兇。」14  
華爾基對這兩節經文的解釋之

所以有助益，部分原因在於，他拒

絕按照不同情境，將這兩節經文作

相對化的處理。為化解箴言二十六

章4、5兩節看似矛盾之處，通常的

策略是宣稱這兩節經文適用於不同

情況：有時要在愚妄人面前保持

04 箴言中的智慧話與愚妄話的教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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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有時則要開口。按照這種思

路，智慧就在於掌握靈活的技巧，

知道哪節經文適用在何種情況。與

此相反，華爾基不否認回答有時、

沉默也有時，但同時主張：無論何

時，人都不應該用與愚妄人相似的

方式來回答愚妄人，但又總是能指

出愚妄話中的謊言和損害，以此回

應它們。15  
前述智慧話的特徵，可以用

來充實二十六章4、5節所要求的回

應。正如前面所論證的，箴言中關

於智慧話的眾多論述，可以概括為

兩類：謙卑的節制和帶給人生命。

在面對愚妄話的特定情境下，這種

節制和謙卑，不一定意味著智慧人

會承認愚妄人是正確的，因為即使

當愚妄人所陳述的事實是正確的，

他背後的動機卻是最惡劣的，只是

為了傷害和毀壞。智慧人的節制只

在於，他不期待在愚妄人的眼中被

看為正確。儘管智慧人會告訴愚妄

人，他言語中的誤導、扭曲、有害

於他人之處，但智慧人如此行，並

非努力迫使愚妄人承認，他自己正

是那誤導和損害人的。如果可以這

樣說的話，智慧人講出真相，並非

希望愚妄人會承認它，但卻滿心希

望，無故的咒詛不要臨到它們的目

標（二十六2），也盼望上主會扶

持、賜福和建立智慧的言語（十

31，十一30）。智慧人對愚妄人的

回答，完全出於對主的信心，並不

期待在愚妄人身上產生任何果效。

在我看來，智慧人節制的另一

方面在於，他會在回答愚妄人所做

宣稱時約束自己。他不會擴大他的

評論，而涵蓋愚妄人的道德品質，

儘管二者之間的聯繫也許是十分明

顯的。換句話說，我認為，二十六

章5節呼籲我們，要顯露愚妄人的

不實和扭曲之詞，但或許我們應該

約束自己，不要說愚妄人在以不合

聖經或罪惡的方式行事（儘管他們

顯然是如此時）。因為愚妄人根本

無法接受任何批評，評論愚妄人的

品性，恐怕只會引起新一輪的批評

與指責。只要指出什麼是假的和有

害的，就可以停止了。

5. 新約聖經中的智慧和智慧
話

5.1. 保羅

我們讀保羅書信時，不需讀

很多就會發現，愚妄話和智慧話的

問題浮出表面。人的罪性壓制神的

真理（羅一18），變得愚拙（一

22），充滿詭詐、毒恨，又是讒毀

的、背後說人的（一29～30）。保

羅在羅馬書的結尾警告信徒，要防

備導致分裂和給人製造違背教義的

障礙的人（十六17、18）。讀到這

裡，我們會立刻想起，愚妄人難以

駕馭，以及背離按照主的道路進行

的智慧訓誨的本性。

類似地，保羅所列出的屬肉體

的事和聖靈的果子，也在一些要點

上呼應箴言中關於智慧話的內容，

特別是爭競、結黨、紛爭與忍耐、

恩慈、良善和節制之間的對比（加

五20～23）。保羅也警告提摩太，

要小心一些人，他們「專好問難，

爭辯言詞，從此就生出嫉妒、紛

爭、譭謗、妄疑，並那壞了心術、

失喪真理之人的爭競」（提前六

4～5）。在這樣的人的身上，不難

發現箴言所說的愚妄話。

同樣地，保羅呼籲提摩太囑

咐眾人：不要為言語爭辯，因為這

樣做只能敗壞聽見的人（提後二

14），也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它們

只能使人進到更加不敬虔的地步

（提後二16）。提摩太應當棄絕只

能導致爭論的「愚拙、無學問的辯

論，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地待

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用溫

柔勸戒那抵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

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後

二23～26）。這吻合箴言二十六章

4、5節提倡的謹慎但真實的回應。

箴言中對於和惡人爭辯的不樂觀，

也同樣反映在保羅給提多的建議

中。當提多面對分裂的人時，他必

須警戒那人一兩次，然後就棄絕他

（多三10、11）。

本文 §4.2 曾討論過，箴言對

於責備愚妄人並不積極。顯然，除

了講道和勸勉，責備也是提摩太工

作的一部分（提後四2）。這本身

並不令人驚訝，因為箴言中的智慧

人確實教訓並責備愚蒙人和其他智

慧人。但和箴言相比，在責備其他

人的方面，保羅似乎比箴言更為積

極地呼籲提摩太。比如，根據提摩

太前書五章20節，提摩太必須當眾

責備持續在罪中的人，以便教會中

其餘的人可以懼怕。提多書一章13
節也呼籲，要嚴嚴地責備「不服約

束，說虛空話欺哄人」的人，這些

人堅持要人行割禮，敗壞人的全家

（多一10、11）。如果保羅的意圖

是把假教師本人當作責備的對象，

那麼，他在這裏的指示，就和箴言

的教導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對比。但

提多必須責備的，是那些主張行割

禮的人，還是被他們攪擾的人，這

一點有模棱兩可之處。16  
這只是對於幾處複雜段落的

簡要討論，但已可看出，箴言關於

智慧話與愚妄話的教導，和保羅對

提摩太與提多的指示之間，即使不

是完全對應，也是明顯一致的。然

而，我們仍然不能就此結束討論，

因為這樣做將會忽略耶穌基督，祂

既是更美之約的中保（來九15），

也是神的智慧（林前一18～31）。

在這方面，即使只是簡短的思想，

也會讓我們更加豐富地理解智慧話

以及智慧人對愚妄話的回應或不回

應。

5.2. 耶穌

耶穌基督是神的智慧，我們可

以從兩方面——根據祂的人性和神

性——來分析這一點。首先，耶穌

基督是我們的代表，完美地遵行了

神在舊約聖經中加諸於與神立約的

人這一方的全部義務，「盡（了）

諸般的義」（太三15），完美體現

了所羅門所講論的智慧。耶穌是信

靠天父的智慧人的完美榜樣（箴三

6），因而不僅在應許的土地得享

長壽（箴二21），還享有永遠的生

命，並坐在父的右邊。

但耶穌基督是神的智慧，還有

另外一層含義，祂是神成了肉身，

將父向我們顯明出來（約一18）。

前面曾提到過，以色列人的智慧包

括，有技巧地與神在被造物中所

設立的複雜秩序相處（箴三19、
20）。然而，在哥林多前書一章

18～31節，十字架的愚拙和軟弱，

正是神藉以管理新造的新秩序或智

慧。在舊約中，耶和華看顧、保護

和賜福那些敬畏、信靠祂，並在邪

惡的世界智慧地行事的人，同樣，

在新約中，神也保護和賜福（不是



物質上，而是屬靈方面、末世論方

面的意義）那些相信基督之死的愚

拙、並按照從十字架而來的智慧生

活的人。新約的智慧人丟棄了他們

對於如何找到救恩的想法，而完全

憑著神兒子的恩典來到神前，並參

與祂對於人的智慧、地位和價值的

奇異顛覆之中（林前一27、28），因為

基督把萬有都降服了（十五25）。他

們相信一位受蔑視、遭羞辱、被定

罪的罪犯為自己的救主，並且背起

他們自己的十字架，與祂同死，好

救自己的生命（太十六24、25）。

5.3. 愚妄與律法主義，智慧與

信心

箴言中的愚妄人的一個標誌

性特徵，就是堅持認為自己是對的

（見上文 §1）。他拒絕一切關於

如何在耶和華統治的世界更好生活

的教導。有鑒於此，很難不把舊約

的愚妄人與新約時代的律法主義者

相提並論。相應地，在箴言中信靠

耶和華的義人，和相信耶穌為基督

的基督徒之間也有聯繫。這樣的類

比並不完全精確，但箴言中的愚妄

人，就是自己必須是正確的那種

人，而新約時代的律法主義者，正

是一些試圖基於自己的宗教成就，

在神前建立自己的義的人。這兩類

人都是自以為聰明，認為自己曉得

生活是如何運作的。他們既不相信

神是救主和主，也不如此敬畏他。

同樣，就像舊約的智慧人完全信靠

耶和華（箴三5～6），敬畏地向耶和

華神屈身一樣（一7），新約的信徒

也丟棄自己裏面所有通過自己的努

力得到生命和祝福的念頭，和任何

自我拯救的努力，信靠神為罪人提

供的救恩（羅五6）。當然，在建立

這種聯繫之前，應該強調的是，信

靠耶穌基督就意味著承認，從根本

上說，我們不是智慧人，若憑著自

己，我們只能被歸為箴言一章7節
所說的錯誤的那一方。我們從亞當

那裏承繼的遺產，就包括一種內在

的傾向，就是想要自己扮演神（創

三5），相信自己關於如何修正自己

錯誤的想法，不斷地製造無花果樹

葉，來遮蓋自己的羞恥（三7）。

只有耶穌是那位完美的義人，只有

當神使我們更像祂的兒子耶穌時，

我們才會分享箴言所應許的福分。

6. 結論與應用

現在，讓我們以教會生活為背

景，把我們對智慧言語與愚妄言語

的認識具體化，並以此把本文的各

條線索彙集在一起。在談論這個問

題時，我假定：基督徒，雖然重生

得救，在基督裏成為新造，卻仍有

可能以愚妄的方式說話或行事。若

把基督徒稱作箴言指稱的愚妄人，

我並不認為是正確的，畢竟箴言中

的愚妄人是離棄神的惡者，然而，

儘管如此，基督徒仍會以邪惡或愚

妄的方式說話或行事，並且假以時

日，這種罪會變得根深蒂固。（當

然，這種區分對雙方都適用，既可

以適用於他人，也同樣適用於自己。

我們有可能比自己所認為的更為愚

妄。）

為什麼愚妄人堅持自己必須是

正確的呢？他為什麼總是要爭辯，

把他人歸入錯誤的一方，而以自己

為義呢？因為他沒有得到在耶穌基

督裏找到的義，也就是神的義（腓

三10），是神賜給那些拋棄靠自己

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所有義的人的

（三9）。我的經歷告訴我，有些

基督徒深深地感到世界和教會都有

錯，並背負著這種意識的重擔，但

卻缺少相應的甜美感受，是因神賜

給罪人的恩典而有的。他們對付這

種扭曲的過錯感的策略是將它推給

別人。我認識一些基督徒，他們的

「事工」就是指出他人的過錯，懷

疑他人的教導錯誤，批評和審查其

他基督徒等等。在較廣的恩典的背

景下，基督徒可以責備和勸勉，但

我所說的人做的不是這個，那是定

罪的事工，而不是和好的事工。

這類愚妄的基督徒可以從四方

面辨認出來。首先，他們熱衷於在

背後議論他人的是非。他們不是直

接與其他基督徒交通，而是在背後

批評他們。第二，他們按著自己的

喜好編造事情，公平和誠實不是他

們優先考慮的事。第三，他們沒有

為了和解而努力的傾向。他們不會

設定一些條件，只要符合條件，就

會樂於和好。總是會有新的問題、

新的煩惱或新的懷疑出現。第四，

他們的言語沒有更大恩典的背景。

他們不像基督那樣接納和歡迎其他

的基督徒（羅十五7）。這類基督

徒不可理喻。他們不會折衷。他們

所有的目標就是定罪你，使自己感

覺更佳。他們如此缺少恩典，以至

於不能承認錯誤並公開表白。他們

把別人鎖定在罪裏，藉此釋放自己

脫離罪惡。他們的言語和行為之所

以愚妄，是因為與神藉著恩典重整

被造界的秩序——和其中關係——的

做法背道而馳。

箴言的寫作宗旨，部分在於

提醒兒子，要提防愚妄人和乖謬人

（箴二12）。這也包括描繪他們，

正像我在前文所做的一樣。但箴言

的另外一部分宗旨，是讓兒子轉離

愚妄。有鑒於此，我們在繼續前進

之前，必須藉著聖靈的幫助來清洗

自己的心，因為我們自己裏面也有

愚妄的傾向。比如，我有沒有對他

人說過與另一位基督徒有關的負面

的話？雖然在一些情況中不得不這

樣做（例如，在被要求推薦其他基

督徒擔當一個事工崗位時），但我

們還是太過輕易就向第三方指出其

他基督徒的過錯。這樣的愚妄之處

在於，耶穌基督——我們的智慧和

我們尊榮的大祭司——為所有基督

徒代求，在父面前為他們說好話，

我們為什麼要與基督所說的不同

呢？再舉一個例子：在意見不一致

時，我有沒有按著對自己有利的方

向編造事情？我有沒有為著其他基

督徒的緣故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林前十三7）？還是說我總是以

最壞的狀況來看待對方？17  
不管在何種情況下，我們為

自己愚妄的傾向悔改並把它釘在十

字架上，不管到何種程度，我們還

需要知道，應當如何在新約的背

景下回應愚妄的批評。對基督徒來

說，箴言的智慧可以用以下的方式

重述：新約中智慧的義人，就是那

些因信被算為義的人，明白神在十

字架裏對待人的奇特方式的人，不

會在別人面前為維護自己的義而辯

護。神將要藉著恩典，重新整理並

重新征服那些背叛祂而敗壞的被造

物，因信稱那不敬虔的人為義（羅

四5）。因此，與一個定罪你的愚

妄人捲入辯論，是與此相矛盾的，

因為這樣辯論的焦點集中於你的自

我和你相對的優點之上。這與神在

基督裏對待你的方式完全相反。雖

然需要記住箴言二十六章5節關於

06 箴言中的智慧話與愚妄話的教牧意義 



要回答愚妄人的命令，但新約中的

智慧人不會落入一種試探中，想要

在他人面前以自己為基礎為自己辯

護，因為這樣做無異於與神對萬有

的救贖唱反調。對於自己在基督裏

所得到完美無瑕的義，新約的智慧

人如此喜悅和滿足，因此能夠在面

對他人的定罪時仍然保持安靜。

如前所述，箴言始終強調，

神會介入來徹底摧毀愚妄人的言

語，並審判那些以愚妄的方式說話

的人。因此智慧人不為自己爭論或

辯護，而是要等候神在祂的子民中

作王，建立祂的國度，洗淨祂的百

姓。智慧人如此行，正是在效法耶

穌，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相

信神會在祂遭受不公正的定罪時證

明自己的清白。這是神為祂的國贏

得勝利的方式。

箴言十六章13節告訴我們，

「公義的嘴為王所喜悅，說正直話

的為王所喜愛。」如果人間的以色

列王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位更加偉

大的大衛後裔呢？當祂的兒女因足

夠信靠祂的義，即使在被定罪之時

仍然保持安靜，祂的喜樂不是會更

大嗎？祂的僕人在遭受攻擊時若仍

然說美好的話，我們的神和王難道

不會更加看顧我們嗎？18 

箴言中的智慧話與愚妄話的教牧意義 07

1  我使用帶有連字號的詞語來指稱這兩組人，

因為箴言提到義                          和惡

             的頻率，幾乎跟提到智慧和愚妄的頻率

一樣。箴言提到與智慧有關的詞語時必然涉

及道德，例如，箴言使用                    「是

智慧的」）這個字根55次，而提到  
               「義人」）66次。同樣地，最常

用來表示愚蠢的的兩個詞                和                                        
                   ，合在一起共出現了76次（分別

     為27次和49次），而字根            「惡的」）   
共出現了83次。儘管「義」和「智慧」並非

同義詞（「惡」和「愚妄」的關係也是如

附註

此）。在箴言中，一個人不可能是智慧的卻

沒有義，反之亦然。為此，我有時會用「智

慧的義人」，有時只是說「智慧人」，但這

兩個指稱所指的是同一組人。「愚妄的惡

人」和「愚妄人」也是這樣。

2  見Bruce Waltke, Proverbs 1–15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4), 93–116＝華爾

基著，《箴言》，麥種聖經註釋（South 
Pasadena：美國麥種傳道會，出版中），

與 Michael Fox, Proverbs 1–9 (AB 18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8–43，
為探討用來表達智慧和愚妄的不同辭彙的細

微差別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參考。

3  當然，這樣說的前提是，我把這卷經過多次

不同階段編輯的書視為一個連貫、統一的整

體（關於各個編輯層次的標誌，見：二十五

1，三十1，三十一1。同時請注意《亞曼尼

摩比訓誨》（the Instruction of Amenemope）
與箴二十二17～二十三11之間的聯繫）。在

我看來，這樣做並無問題，因為無論人們在

此書不同部分發現了多少不同之處，沒有一

個編輯層次與全書的整體相矛盾或是提出批

評。考慮到智慧文學不僅允許、甚且鼓勵思

想的多樣性，此書的一致性更加不成問題。

4  Waltke, Proverbs 1–15, 97。
5  此節的第二個子句說到，明哲人靜默不言，

也就暗示了：所涉及的第三方不值得稱許。

也就是說，藐視鄰舍的愚妄人所說的不一定

不屬實。他的愚妄在於，在應當保持沉默的

時候開口說話。

6  在箴言其他地方，將此種知識與智慧和敬畏

主等同起來；它會給人帶來智慧所能給予

的相同益處（一7，二5～6，八12，九10，
十三16，十五2，十九2，二十15，二十一

11，二十二12，二十四4，三十3）。

7  見上述 §2.2 在討論十一章9節時所列的參考

文獻。

8   關於箴言對生命所做的這種最廣的詮釋，見

     Waltke, Proverbs 1–15, 105, 615。
9  §4.2 討論了二十六章4～5節是否是一個可能

的例外。

10 此原則的幾個例外，並非像表面看來那樣明

顯。二十四章25節應許，「美好的福」會賜

給責備惡人的人，但23節表明，這是在司法

背景下所說的。這段話是對審判官說的（23
節），對那些不循私枉法的人應許了祝福。

同樣，二十八章23節應許說，責備惡人的

人必蒙喜悅，但此節中責備的對象是某個                  
（  ādām，人），而不是愚妄人。此節的要

點在於，如果你要責備某個人（無論那是

誰），最好快點這樣做（參：二十七5）。

本節完全沒有說到誰會接受責備而誰不會。

11 福克斯（Michael Fox）已經很有助益地表

明，箴言中的智慧有理智、情感和審美的面

向，它包括一個人所知道的，所看為有吸

引力和有價值的，以及一個人對於何為合適

與適宜的感覺。見Fox,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Book of Proverbs,” JBL 126 (2007): 
669–84，特別是681, 684。

12 Waltke, Proverbs 15–31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5), 348。

13 見前引書349。
14 見前引書。

15 見前引書。

16 見William Mounce, Pastoral Epistles (WBC;  
Nashville: Nelson, 2000) 的相關討論。

17 我發現，Cordelia Fine, A Mind of Its Own: How 
Your Brain Distorts and Deceives (New York: 
Norton, 2006) 彙集了最顯著的證據，表明我

們對他人進行道德判斷的不可靠性，以及我

們在做出此種判斷時有利於自己的傾向。

18 關於箴言中智慧話與愚妄話這一主題，若

讀者想要進一步閱讀相關的著作，特別是

與教牧背景有關的作品，我推薦華爾基傑

出的兩冊《箴言》（麥種聖經註釋；South 
Pasadena：美國麥種傳道會，出版中）＝

Bruce Waltke, Proverbs 1–15 and Proverbs 
16–31;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4–
2005）。華爾基生動地刻劃了讀者在箴言中

能遇到的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徵，以及他們如

何說話，使人易於發現不同箴言與日常生活

應用上的關聯。在對於愚妄人的言語做出智

慧的回應方面，除了華爾基的註釋書以外，

研究箴言和智慧文學的其他學術作品，沒有

太多在指導牧師上提供有用的幫助。就連傑

出的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Wisdom 
Poetry and Writings (ed. Tremper Longman III 
and Peter Enns； Downers Grove: IVP, 2008) 也
缺少這一主題的文章，書中關於箴言的條

目也並未討論這方面的內容。在關於箴言

的學術作品範圍之外，我發現Henri Nouwen, 
The Way of the Heart (San Fransisco: Harper 
and Row, 1981) 一書的第二章（標題是〈靜

默〉）有幫助。盧雲在書中頻繁地提及沙

漠教父，他們經常談到靜默的美德（見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trans. Benedicta 
Ward; Kalamazoo: Cistercian, 1975]）。儘管沙

漠教父是在一個不同的背景中討論靜默（為

了與神交通而從世界隱退），在箴言關於言

語的教導和沙漠教父對此的談論之間，仍然

有著許多相關之處。最後，約拿單．愛德

華滋作品集的第四部分（“Thoughts on the 
Revival of Religion in New England”）儘管不

是專門針對言語，同樣觸及了本文中提到的

許多問題（見 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ed. Edward Hickman; repr.,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1992], 365–430）。

原載於《根基》（Themelios）雜誌38卷
1期（2013年），6-17頁，經該刊主編卡

森（D. A. Carson）博士慨允翻譯，謹此

致謝。

《箴言》華爾基（Bruce K. Waltke）◆著

《保羅神學：聖靈論》費依（Gorodn D. Fee）◆著

《司布真的哀愁》艾思懷（Zach Eswine）◆著

《宣教士保羅》 席納博（Eckhard J. Schnabel）◆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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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ACTS
「對註釋書作者而言，使徒行傳是一項艱鉅的挑戰，我們必須感謝博克為此書寫出

如此詳盡、容易掌握的註釋書。博克令人信服地主張，使徒行傳的焦點是神和神的

作為，而非僅僅以人為本的書；他反覆申明，使徒行傳的故事是神採取行動來拯救和

救贖人的故事。他特別的強項在於仔細留意詞語和句法在解經上的成效。他審慎精

確的概述涵蓋英、法、和德語系學者廣泛的學術觀點——對於只讀英語的人尤其有

價值——對這些學術觀點進行出色的評論。這本註釋書條理分明，很容易探究某特

定部分或討論的重點。對於牧師、學生和教授來說，它將是非常有價值的。」

—— 沃爾頓（Steve Walton）

倫敦神學院（London School of Theology）希臘文和新約研究高級講師

繼路加福音那部詳盡優美的註釋大作後，博克這本期待已久的續
集……終於完成了。清楚、引人入勝的寫法，讓大多數人都可以掌握，
卻沒有犧牲與學術討論的互動；博克審慎分析使徒行傳龐大的文獻資
料，一路以優雅及技巧融入自己的見解。這本註釋書在未來許多年都將
成為我們很好的幫助。博克回來了，正處於登峰造極之時。

—— 韋瑟林頓（Ben Witherington）
阿斯伯里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約教授，

聖安德魯斯大學（St. Andrews University）博士班導師。

這本使徒行傳註釋，足以媲美博克前一本優美的路加福音註釋。一如
既往，除了傳統上關注之處與涵蓋範圍，博克力求促進經文與當代讀者
間的穩健對話，以保持與今日教會的聯繫。我特別欣賞他著重於使徒
行傳神學的塑造，正確地指出神是整篇故事的中心人物，也是經文最重
要的指稱對象。審慎的、博學的、敬虔的、明確的書寫，以清醒的頭腦
作出解經上的決定，博克的註釋為使徒行傳鑑別學作出極佳的貢獻。
我推薦此書應用於神學院的課堂及牧師的研究。

—— 沃爾（Robert W. Wall）
西雅圖太平洋大學（Seatle Pacific University），

聖經和衛斯理研究華爾斯教席

博克為新約聖經這份舉足輕重的文件寫了一本精湛的註釋書。他既掌握
了使徒行傳的敘事與當代的學術研究，其寫作形式又能讓牧師和嚴謹的
非專業人士便於理解。路加第二卷書的故事，記載基督教最初期三十年
的運動；博克借鑑了神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訓練，為那些希望研究這
故事的人，使經文栩栩如生。我熱忱推薦這本書。

—— 賈斯奎（W. Ward Gasque）
《使徒行傳詮釋史》作者，太平洋神學研究協會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Theological Studies）名譽會長

使徒行傳最好的註釋書。……博克鉅細靡遺，卻不致令人疲憊。他的結
論充滿睿智，應用雖然比較罕見，卻紮實可靠。

—— 凱文‧德揚（Kevin DeYoung）
大學改革宗教會（University Reformed Church, East Lansing, 

Michigan）主任牧師，改革宗神學院系統神學與歷史神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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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書外，其著作《主耶穌的畫像》已經由麥種傳道會翻譯

出版。麥種也正在翻譯他的《路加福音》與《路加神學》。

博克◆著

關淑芬、談采薇、黎仲芬 等◆譯

正體字
簡體字

同步發行

「無疑會成為使徒行傳的標準作品。」——史特勞斯（Mark L. Strauss）
「使徒行傳最好的註釋書。」——凱文‧德揚（Kevin De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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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加爾文對抗所有反對者以外，她

還捍衛清教徒，也偶爾認可並引用

愛德華滋的作品。然而，在每種情

況下，她都會對他們的教義做出獨

到的羅賓遜式的詮釋。

預定論

羅賓遜之加爾文主義的一個

典型例子，是她對預定論教義的著

迷。對許多人來說，預定論是令人

不快的教義；然而，羅賓遜不但

在這方面為加爾文與加爾文主義辯

護，她還會以自己的方式來探討

它。她通常會避免此教義的否定

面——遺棄（reprobation）——與多

特信經對它的詮釋。然而，在2009
年六月份於多倫多舉行的加爾文研

討會的演講上，她簡要討論了地獄

的「問題」，並聯繫到加爾文的雙重

預定論的概念。據我所知，這是羅

賓遜唯一沒有特別從正面角度描繪

加爾文的地方。然而，即使羅賓遜

對咒詛和地獄的教義存在疑義，她

依然坦然承認它們是聖經的教導。

關於永恆的咒詛與神的公義

和憐憫之間的相容，我甚至從未聽

說過一個有說服力的論述。但它就

在這裡，明明的出現在聖經與傳

統當中，而加爾文更是無法不予理

會。需要注意的是，他是以「敬虔

的心」出發的角度來思想地獄，認

為神是「一位嚴厲刑罰罪惡的公正

審判者」，並「總是想到祂的審判

台。由於懼怕祂的審判，就約束自

己，不敢觸犯祂的怒氣」（《麥種

基督教要義》I.2.2）。他確實做了

的是，使「得贖」與「未得贖」這

兩類的概念在世人眼裡變得神秘難

測，挪除每一個促使我們對同伴做

出任何激進論斷的依據。……每一

個假設或證實地獄的教義都有它的

可怕之處，根據這一事實，與其它

教義相比，加爾文的雙重預定論不

能說是特別令人不快的。1   
羅賓遜在另一篇文章中間接

提到相同的「冒犯性的」教義，並

將其納入歷史背景，從而使加爾文

免除責任。「與加爾文主義相關的

條款和概念同樣使人震驚與驚駭，

例如揀選、罪與墮落、審判和定

罪，彷彿這些是一個法國人狂熱

的大腦的產物，而非基督教起初

的基本問題。」2 她為預定論辯護

的主軸在於，它不等同於決定論

（determinism）；她認為預定論是

有聖經依據的，並在加爾文以先就

有了悠久的教義歷史。她指出：

「『選民』與『揀選』在新約聖經

裡出現了23次，其中7次是耶穌使

用的，因此，該教義在所有古典神

學中都很重要，儘管民間認為該

教義出自加爾文，並因此歸咎於

他。」3 她在各種文脈中重複後一

點，並迅速指出：「預定論被加爾

文之前或當代的每一位著名的神學

家（屈梭多模似乎是個例外）所接

受，包括奧古斯丁和阿奎那。」在

她提出這一說法後（我認為它太籠

加爾文主義者具有許多的類別

與色彩。其中有五要點加爾文主義

者，自認為其教義源於加爾文，但

其實更多源於多特信經；威斯敏斯

特加爾文主義者，更多地依附於威

斯敏斯特準則，而非加爾文教義；

新加爾文主義者，於亞伯拉罕．

凱波爾（Abraham Kuyper）與赫爾

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

神學理論中找尋靈感；還有新正統

派加爾文主義者，更為貼近卡爾．

巴特（Karl Barth），而非加爾文。

接下來就是瑪麗蓮．羅賓遜，一位

自認的加爾文主義者，她對加爾文

主義的見解不單獨到，且自成一格

（sui generis）。

這篇文章將把瑪麗蓮．羅賓遜

作為加爾文主義者來討論。在下一

篇文章中，我想將瑪麗蓮．羅賓遜

當做Calvinian來探討。這兩者間的

區別雖然不常被提及，但很重要。

加爾文主義者或許對加爾文認識很

少，甚至完全不瞭解。他們所追隨

的加爾文主義，可能——有時是不

知不覺地——更多來自他們改革宗

的信仰告白背景，或是受到加爾文

主義者的吸引，例如約拿單．愛德

華滋（Jonathan Edwards）或亞伯

拉罕．凱波爾。還有Calvinian，則

是加爾文學者和專家。加爾文學者

可以是更正教自由主義者，羅馬天

主教徒，甚至是世俗的非信徒。然

而，加爾文主義與加爾文學者這兩

個詞並不必然相斥。瑪麗蓮．羅賓

遜既是加爾文主義者，又是加爾文

學者。

乍看之下，羅賓遜是一位驚

人的傳統加爾文主義者。她捍衛傳

統加爾文主義的特點：神的權威榮

（雖然不用這類詞語），原罪，神

的護理，和預定論。她對聖經也抱

持較為尊崇的態度。此外，除了捍

瑪麗蓮·羅賓遜：
獨樹一格的加爾文主義者
Marilynne Robinson: Distinctive Calvinist
作者◆賀瑟凌克（I. John Hesselink）      譯者◆周穎芳

賀瑟凌克  （I. John Hesselink）
作者是西方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Holland, Michigan）范臘爾特系統神學榮休教席（Albertus 
C. van Raalte professor）



10 瑪麗蓮．羅賓遜：獨樹一格的加爾文主義者

統），她還說到這一有趣的觀察，

「究竟是『雙重』預定論或『單

一』，是微不足道的，加爾文毫不

隱瞞地表示對之沒有耐心。」4 僅

僅是「微不足道的」？我表示懷疑。

特別引人入勝的是，預定與

棄絕在羅賓遜的兩部獲獎小說——

《遺愛基列》（Gilead，2004）與

《家園》（Home，2008）5 ——中

扮演的角色。兩本小說中的人物一

樣，但後者更偏向於雙連畫，而不

是續篇。在兩部小說當中，公理會

與長老會的牧師是密友，經常參與

預定論的討論。而預定論卻成了傑

克心中對於存在抱持的疑問。傑克

是長老會牧師（柏頓）那麻煩的兒

子，與基列家書中的主角艾姆斯同

名，同時也是他的天敵。傑克認

為，鑒於他的過去，他是被棄絕

的。他不斷敦促這兩位牧師，就預

定論的教義給他一個滿意的解釋。

而兩位牧師含糊其辭地說它只是一

個謎，艾姆斯很無助，並建議傑

克，去讀卡爾．巴特討論這一問題

的書！傑克氣憤地回答，「一個靈

魂飽經折磨的人在半夜跑來你家門

口，你就是這樣對待他的嗎？去讀

卡爾．巴特？」傑克認為預定論就

是決定論，但是，當艾姆斯的年輕

妻子介入他們的談話，說：「一個

人是可以改變的。一切都可以改

變，」這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

解決。傑克回答她說，「謝謝，這

就是我想知道的。」6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相同的

對話出現在四年後所著的小說《家

園》中，雖然文脈稍微不同。7 羅

賓遜似乎不能放下這條教義。它一

次又一次意外地出現在她的各種講

座與出版物中。她這樣做的動機有

幾個。一方面，「若以預定論為神

的護理，就可以使人自由，若以

之為決定論，卻不能。」8 另一方

面，它保留神的主權與自由。在

她的散文集《亞當的死亡》（The 
Death of Adam）裡，羅賓遜表明，

加爾文的揀選或預定的教義，「是

他拒絕允許任何限制神的大能或知

識或祂恩典的功效的結果。」9 這

條教義的另一個好處是，它有「一

個優點——從宗教改革的角度來

看——就是把能靠著『行為』得救

的希望完全拋之腦後。弔詭的是，

它在另一個意義上使我們得以自

由。」10   
在她的「信條」當中，羅賓

遜解釋，預定論的教義對她有「吸

引力」，是「因為它讓一切變得神

秘」。

我們不知道神如何行事，或

他對我們或別人的旨意。我們只知

道他的旨意走在我們的前面，預先

為我們準備，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我認為，這種讓人心生敬畏的神秘

感，是所有手邊問題的答案。 11  

敗壞

敗壞是給加爾文主義帶來壞

名聲的另一個教義。儘管它遭受許

多的誹謗與誤解，羅賓遜依然站出

來為它辯護。遺憾的是，她沒有指

出，「全然敗壞」一詞並未見於加

爾文著作或多特信經（Canons of 
Dort）。它只是在英文版的所謂的

加爾文主義五要點（TULIP）中盛

行起來。而羅賓遜的做法，是平衡

敗壞與人性的尊貴，後者在她看來

是敗壞合適的對應面。她首先對一

個盛行的迷思嗤之以鼻。「人類

的墮落已是基督教文化裡普遍認

定的一個信條，我們把它說得好

像是約翰．加爾文創作的。」12 更

具體地說，「加爾文主義的全然敗

壞教義——敗壞意味著『彎曲或扭

曲』——是反對詭辯家逐項列舉的

罪，反對將罪惡分為不同程度嚴重

性的企圖。」另外，

對於加爾文主義而言，我們都

同樣是完全的不配，並依賴恩典自

由的干預。……我們都是罪人，這

信念給予我們很好的理由去饒恕，

即使它證實了我們所有人都無法達

到的標準，但它也比我們有可能成

為聖人的任何期望更好。13   

在這方面，羅賓遜的做法類

似加爾文觀點中摩西律法的第一個

功用——使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罪，

以致我們將會尋求赦免。（在這

裡，這位改教家僅是跟隨奧古斯

丁，後者說，律法地賜下是用來控

告我們，這樣我們才可能「逃向恩

典」。） 14 然而，羅賓遜越過了這

一說法，並指向加爾文「一方面高

舉人性，另一方面卻感知它完全的

墮落」，以及「加爾文熱烈的人文

主義，它距離我們如此遙遠，就像

全然敗壞的概念不受我們的歡迎一

樣。」15   
羅賓遜強調加爾文所說的尊

貴的人性，包括對人類身體的讚

歎，是相當得體的，但必須放在合

適的上下文中。羅賓遜引用《基督

教要義》（I.5.4）裡的一段話，在

那裡，加爾文辯才無礙地談到人類

「的身體好像一間工廠，承載著神

無以計數的作為，又好像一座寶

庫，裝滿了無價的珍寶」。然後她

繼續談論我們所擁有的「各樣的恩

賜」就是「神性的證據」。但她跳

過了這兩段之間的一句話，「然

而，他們並沒有按照他們所當行的

來滿心讚美神，反倒越發地驕傲自

大、自我膨脹。」此類修飾調整了

加爾文論及「人類的尊貴」的一切

優點。然而，為羅賓遜說句公道

話，這裡必須注意，幾行後她說，

「加爾文思想的這兩方面——人性

的高尚，與可悲的墮落——若缺少

其中一方，就不能理解另一方。」16  
在這方面，羅賓遜經常提及詩

篇第八篇。無論我們如何翻譯第5
節——「你叫他［人類］比神微小

一點」（《和合本》小字、《新標

準修訂版》［NRSV］）或「比天

使微小一點」（《和合本》、《英

語標準版》［ESV］與《今日新國

際版》［TNIV］）——詩篇作者

顯然很高看人性。這裡，羅賓遜正

確地找到聖經支持加爾文（和她自

己）的觀點：「人類與人性的光

輝極其崇高，儘管人類是不可靠

的。」17 她認為，希伯來文聖經中

描述的這個不可靠，是出自人類的

愚蠢、有罪、軟弱、悲哀、困惑和

悖逆的角度。如果是這樣，詩篇的

作者怎麼會說我們是尊貴的呢？羅

賓遜說，答案是，「神顧念人，所

以祂『眷顧』人。」18 簡言之，聖

經「描述邪惡為既普遍又異常，人

性為即聖潔又有瑕疵。」19 
在引用這一類的經文時，羅賓

遜是既平衡且依據聖經的。然而，

我必須承認，當羅賓遜談論到人性

裡面的神性——或論及詩篇第八篇，

「接近神性」——我有些不安。在

一篇基於以賽亞書六章1～8節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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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福音五章1～11節的講章中，她說

彼得的「人性掩蓋了他的神性」，20 而

且，「假若我們能看見人類的神聖，

能在亞當的子女中看見神的子女，

那麼這個世界的歷史和前景將會迥

然不同。」21 羅賓遜順著這點聲明了

她的一個主題，「學會去愛我們極

好的、令人驚歎的人性，將會使我

們重新發現對神有更驚奇的感受。」

她用加爾文對詩篇二十二篇的一些

評論來接續她的陳述。22 加爾文與

羅賓遜之間的區別，可能只是在於

強調的重點不同。總的來說，加爾

文強調人類的罪惡，而羅賓遜則強

調人類的尊貴。這兩個真理皆存在

於加爾文的思想，儘管羅賓遜可能

非常有選擇性地引用加爾文的話來

支持她的論點。

結論

瑪麗蓮．羅賓遜顯然是加爾文

主義者，但不是典型的加爾文主義

者。首先，她不是一個認信型的加

爾文主義者。我們若想要在她的作

品中尋找任何標準的信仰告白——

不論是威斯敏斯特標準或是各種瑞

士信仰告白——都會徒勞無功。幾

年前，在她正要長途飛行之前，我

給了她一本《海德堡要理問答》。

後來我問她是否喜歡那本書，而她

的回答類似於，「我不太與這一類

的東西產生共鳴。」如同她在別處

所解釋的，她不喜歡「那些用定義

和條件來約束神的教義」。23 值得

注意的是，她從來沒有提及加爾文

的要理問答書。我認為這反映了她

的獨立公理會精神。她不想被精確

的教義公式所束縛，即使她對自己

所相信的很武斷。

在她的講章當中，我們發現她

的一些表達，例如「我們這些高度受

宗教改革影響的更正教徒」，24 還有

更值得注意的，「我們這些自由的

基督徒」（相對於基要主義者）。25 
我發現很重要的一點是，羅賓遜以

自己是自由主義者而感到自豪。問

題是——哪一種自由？在某方面，

她是政治上的自由派。同時，她是

正統派的，承認使徒信經。然而，

她在《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裡的一篇文章〈前進吧，

基督徒自由主義者〉（Onward , 
Christian Liberals），26 令我困惑

1 “Calvinism as Metaphysics,” in Toronto Journal 
of Theology 25/2 (Fall 2009), 183。編按：亦

參：瑪莉蓮．羅賓遜著，姬健梅譯，《萊

拉》（新北市：漫步文化，2016），120-
121、123頁：「我還相信別的事。神愛世

人，神是慈悲的。妳知道，我沒法把地獄和

我所相信的其他事情調和在一起，並且覺得

我能夠了解，在某種意義上。……去想地獄

並不能幫助我按照我所應當的方式生活。我

相信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這樣。而去想別人

也許會下地獄，我覺得這是邪惡的，就像一

種深重的罪過。所以我不想鼓勵任何人這麼

想。就算你不去假定在個別情況下你能夠知

道對方會不會下地獄，去概括地想世人也許

會下地獄，這仍舊是個問題。如果你任由自

己這樣想，你就無法以你所應當的方式去看

待世人。要做出任何這種判斷都是大大的僭

越，而僭越是種重罪。我認為這是相當堅實

的神學。」該書118-123頁都在討論這個話

題。

2  “Heresies and Real Presences,” in Salmagundi, 
Nos. 135-6 (Summer-Fall, 2002), 52。

3  John Calvin: Steward of God’s Covenant, edited 
by John F. Thornton and Susan B. Varenne. 
Preface by Marilynne Rob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6), xxvi。

4  “The Polemic Against Calvin: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Historical Reputation,” in 
Calvin and the Church, Calvin Studies Society 
Papers, 2001 (published by the Calvin Studies 
Society), 97。

5  兩本書的正體與簡體中文版，分別由台北的

漫步文化與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6 Gilead, 153=瑪莉蓮．羅賓遜著，施清真譯，

《遺愛基列》（新北市：漫步文化，2014），
179頁╱瑪里琳．魯賓遜著，李堯譯，《基列

家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169頁。一位英文作家深受這本小說——尤其

是這段對話——感動，甚至為此發表類一篇

文章，刊載於 Evangelical Quarterly, LXXX, 
1 (January 2008): Gordon Leah.“‘A person 
can change’: grace, forgiveness and sonship in 
Marilynne Robinson’s novel Gilead”。

7  見 Home, 225-228=瑪莉蓮·羅賓遜著，姬健

梅譯，《家園》（新北市：漫步文化，

2014），236-267頁/瑪里琳．魯賓遜著，應

雁譯，《基列家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2010），232-235頁。

8 “Calvinism as Metaphysics,” 183。

9    Death of Adam, 187。

10 “Calvinism as Metaphysics,” 184。

11 “Credo,” in the Harvard Divinity Bulletin, 22   
(Spring 2008), 24。

12 Death of Adam, 151。

13 Death of Adam, 155-6。羅賓遜在其他地方

說：當加爾文論及「全然敗壞」時，他「是

在拒絕天主教神學，後者教導說：洗禮抹除

了從較高等之功能墮落的後果，只留下較低

等 的功能，尤其是受墮落影響的性功能。」

出自 “Onward, Christian Liberals”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75, 12 (Spring, 2006), 7。

14 見 Calvin’s Institutes II.7, 8-9=加爾文著，

任傳龍譯，《麥種基督教要義》（South 
Pasadena：美國麥種傳道會，2017），268-
281頁。

15 John Calvin: Steward of God’s Covenant, xvii。

16 John Calvin: Steward of God’s Covenant, xviii。

17 John Calvin: Steward of God’s Covenant, xxv。

18 The Death of Adam, 240。

19 Incarnation: Contemporary Writers and the New 
Testament, edited by Alfred Corn (New York: 
Viking, 1990), 309。羅賓遜詮釋的部分是彼得

前書與彼得後書。 
20 取自羅賓遜一篇未發表的講章，“Vision,” 

6（2001年二月4日講於愛荷華市公理會）。

21 未發表的講章，“Vision,” 13。

22 未發表的講章，“Vision,” 14。

23 “Onward, Christian Liberals,”in The American 
Scholar, Spring, 2006, 51.

24  2005年十一月13日的講章，無題，5。

25 講章“Biblical Economics,” 4（2003年六月

29日講於愛荷華市公理會）。

26 Vol. 25, 12 (Spring, 2006) 。

27 她也批評她的自由派同伴，「因為他們忽

略了自己的傳統，或放棄了它，害怕那個

特色可能毀了教會合一運動。」 “Onward, 
Christian Liberals,” 47。

28 “Onward, Christian Liberals,” 47。
29 關於我們的關係如何開始，見“Hesselink 

and Robinson: An Exchange of Letters,”in 
Perspectives 16/3 (March 2001)。

原載於https://perspectivesjournal.org/
blog/2011/01/01/marilynne-robinson-
distinctive-calvinist/，經授權翻譯。

（她最常用的詞之一）。這是一篇

難以理解的文章。文章的經文是利

未記七章2節：「你們要聖潔，因

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 
顯然，羅賓遜被要求寫一篇關於個

人聖潔的文章，但她很快將注意力

轉移到其他主題上：一方面，對新

基要主義者的批判；另一方面，為

加爾文主義辯護，特別是預定論與

全然敗壞的教義。27 我們可以用兩

句話來概括這兩端：「我是個自由

主義者，我絕對不會擅自懷疑任何

人的宗教體驗的真實性。加爾文主

義鼓勵人類是容易犯錯的這一堅定

的觀念，尤其禁止人類認為可以對

神的恩典設定任何限制的這一想

法。」28  
鑒於羅賓遜對卡爾．巴特與

加爾文的贊許（雖然她很少引用巴

特），我有一回問她是如何宣揚她

的自由主義的，因為巴特的整個神

學體系就是在反駁自由主義。她的

回答是：「當自由跨越大西洋時，

它的意義就隨之改變了。」這可能

會讓一些讀者感到困惑。我不得不

承認，我自己也不是總能確定如何

去評價瑪麗蓮．羅賓遜的觀點，儘

管我私底下已認識她超過十年，
29 且閱讀過她所有的著作，以及無

數的文章及採訪。她所信奉的加爾

文主義的確是自成一格，獨一無二

的。我相信我們還有沒聽到最終的

結論。值得我們期待。

附註

瑪麗蓮．羅賓遜：獨樹一格的加爾文主義者



美國地區：美國麥種傳道會

　　　　　1423 Maple St South Pasadena CA 91030    
　　　　　Tel : 626-441-5543   Fax: 626-441-5543 

台灣地區：基督教麥種傳道會

　　　　　高雄市80461鼓山區東門路42巷5弄5號
　　　　　Tel : 07-552-0167   Fax: 07-554-7706

香港地區：鄭鵬程（廣大行）

　　　　　香港九龍尖沙咀棉登徑28／30號
　　　　　錦榮商業大廈11樓A／B室
　　　　　Tel : 97422413

發行者：美國麥種傳道會

網    址： www.akow.org
                www.akowtw.org
                www.akowhk.org
E-mail ：akowcm@gmail.com

閱讀
2017/ 02

A Kernel of Ｗheat  Christian Ministries
以神的話塑造神的百姓

台灣地區奉獻（匯款）：

富邦銀行鼓山分行

帳號：682120001810
戶名：基督教麥種傳道會

劃撥帳號：42309562
戶名：基督教麥種傳道會

其他地區（匯款）：

銀行：EverBank NBG
銀行代號：063000225
戶名：A Kernel of Wheat 
           Christian Ministries
帳號：0960002960

信用卡奉獻：

http://www.akow.org/如何奉獻

美金支票：

（抬頭請寫AKOWCM） 
地址：1423 Maple St. 
           South Pasadena, 
           CA 91030, USA

鍾馬田  D. Martyn Lloyd-Jones
於1899年生於英國南威爾斯，二十二歲那年，自聖巴多羅買醫學院畢業，得到內科與外科醫學的雙重

榮譽獎。不久之後，考入皇家醫師協會為會員，擔任皇室御醫之一。正當他在醫學界的聲譽如日中天

之際，他卻開始考慮出來傳道的可能性。1927年，他毅然決然辭去了高薪的醫職，投入威爾斯一間教

會的全時間傳道工作十年之久。1939年，他正式接受倫敦威斯敏斯特教會（Westminster Chapel）的

邀請，擔任坎伯•摩根（G. Campbell Morgan）的副牧。五年之後摩根退休，他成為該堂的唯一牧師。

他一共在該教會牧養了三十年之久，每主日早晚講道一次。每周五晚上的查經也吸引了無數渴慕真道

的人。鍾馬田的許多講章後來整理成書，譯成多國文字，從此世界各地的信徒均得蒙造就。除此書

外，麥種傳道會已經翻譯出版他的經典作品《講道與講道的人》。

《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這部滿有能力的書卷，是鍾馬田醫生事奉的能力和持久影響力的首要例證。這

本書具有穩固的聖經基礎、徹底的正統性、屬靈的迫切感和優良的神學基礎。在這些特質之外，這本書

傑出地體現了應對屬靈爭戰的勇敢和切合時宜。屬靈爭戰是當下基督教最及時的關注之一。

鍾馬田醫生的醫學訓練在這本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讓我們看到魔鬼活動的現象，他細心地定義了

鬼附的特徵，並區分它與醫學上的疾病。

鍾馬田醫生對於戰勝魔鬼、邪靈和整個邪惡帝國非常有信心。他知道，基督將會在特定的時間彰顯祂完

全的勝利，也就是在主的日子來臨時。

——艾伯特˙莫勒（R. Albert Mohler, Jr.），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鍾馬田醫生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講道者（之一），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這樣

評論：「我從未聽過這樣的講道。⋯⋯帶著電擊的力量。」透過當年的錄音、經過編輯出

版的講道集、以及各種語言的翻譯，他的影響力今日較之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令許多

無法親自在場感受其衝擊力的人得以稍稍領受他那忠於聖經、帶著聖靈恩膏的信息。

不是與
屬血氣的爭戰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鍾馬田◆著    隨真◆譯 

Martyn Lloyd-Jones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裡所喜悅的！

我已將我的靈賜給祂；祂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祂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祂的聲音。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祂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理查˙薛伯斯  Richard Sibbes
一五七七年出生於英國薩福克的托斯德（Tostock, Suffolk），在伯理．聖艾文（Bury St 
Edmunds）求學，一五九五年到了劍橋的聖約翰書院就讀。當時在聖安德烈教堂繼威廉．柏金

斯（William Perkins）任職的是保羅．貝尼（Paul Bayne），他滿有能力的宣講使薛伯斯悔改

得救。一六一○年薛伯斯取得道學學士（B.D.）資歷，獲委任為劍橋三一教堂的講師。然而，

五年後卻因為他的清教徒傾向而被革職。一六一七年，薛伯斯獲選任為倫敦葛雷驛站（Gray’s 
Inn）牧者，並擔任此職至一六二六年。那一年，他回到劍橋成為聖凱撒琳堂（St Catherine’s 
Hall）的主牧，後又在聖三一教堂任教區牧師。一六二七年他取得道學博士（D.D.），自此，

因他宣講的內容及態度，人們稱譽他為「天堂醫生薛伯斯」。薛伯斯一直在倫敦的葛雷驛站、

劍橋的三一教堂以及聖凱撒琳堂事奉，直到一六三五年七月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閱讀理查 ˙ 薛伯斯的著作是認識清教徒的最好入門。他在多方面都是典型的清教徒，司布真（C. H. 
Spurgeon）曾寫道：「薛伯斯從不虛耗學生的時間，他的教導猶如兩手撒下珍珠與鑽石。」

著名的孟頓（Manton）博士如此論及薛伯斯：「提及這一點，是因為這位可敬可佩的作者出色而獨特的

恩賜，他以甜美悅耳的方式，揭露並應用福音的偉大奧祕，因此，聽他講道的人經常稱他為『滴下甜

蜜的人』——甘甜的屬天精華經常從他滴下，是如此純真優雅，是不容易模仿的。」

艾瑟˙華爾頓（Izaak Walton）如此描述他：「這位蒙福的人配得這樣的稱讚：『在他進入天堂以前，

天堂已在他裡面。』」華爾頓自己甚至在遺囑中寫著：「我把薛伯斯博士的《靈魂的衝突》留給兒子艾

瑟，《壓傷的蘆葦》留給女兒，希望他們閱讀這兩本書，並且熟悉它們。」 

壓傷的蘆葦
THE BRUISED 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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