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約聖經不斷地使用一模一

樣的「日後」這個片語，就像在舊

約聖經的預言中一樣，雖然也有用

到其他同義的詞語。許多這些用法

可能是呼應舊約聖經的詞語，雖然

我已經下結論說，有些用法似乎是

引喻舊約聖經某些特定的「日後」

經文。這些片語中的末世性語意大

致與舊約聖經中的相同，除了一個

差別以外：在新約聖經裏，因著基

督第一次降臨，舊約聖經所預言的

末世被視為開始實現了，它將在歷

史盡頭時最後完成的實現中達到高

潮。舊約聖經所預見在末時要發生

的一切，都已經在第一世紀時開始

了，並且要繼續直到基督最後降臨

為止。1 這表示，舊約聖經的末世

期望，包括大磨難、神統管外邦

人、解救以色列脫離欺壓者、以色

列的復興、以色列的復活、新約、

所應許的聖靈、新創造、新聖殿、

一位彌賽亞君王、和神的國度的建

立等，都因著基督的死和復活以及

基督教會的形成而無可逆轉地啟動

了。當然，本書也將討論其他末世

主題，可是它們是附屬於上述的主

題。初期猶太教與新約聖經作者的

末世論的發展一致，雖然鮮有已經

開展的末世論（除了在昆蘭群體

內）。使徒教父的著作對舊約聖經

預言的末世實現持「已經實現和尚

未完全實現」的看法，這是遵循新

約聖經的方式。

這種「已經實現和尚未完全實

現」的末世觀念可以用以下圖示來

表示：2  

基督徒是活在「攻擊發起日」

（D-day；編按：原指諾曼地登陸
日）和「勝利日」（V-day）之間。
攻擊發起日是基督第一次的降臨，

那時抵擋者被決定性地擊敗；勝利

日是基督最後的降臨，那時敵人將

最後、完全投降。3「對最後勝利的

盼望更加生動，這是因為不可動搖

的堅固信念，就是決定勝利的爭戰

已經開始了。」4 侯克馬（Anthony 
Hoekema）下結論說，
新約聖經末世論的性質可以用

三點來總結：(1) 舊約聖經所
預言的重大末世事件已經發生

了；(2) 那似乎被舊約聖經作

者們描繪為單一運動的，現在

被視為包括兩個階段：現今的

世代和將來的世代；和 (3) 這
兩個末世階段之間的關係是，

現今（末世）世代的福氣，是

那要臨到的更大福氣的保證和

確據。5  

上一章講到末世論在新約聖經

和初期教會教父著作中的突出性，

其證據是如何關聯到，過去為新約

聖經的「中心」做出的提案，並且

促成它們呢？以下是一些重要的

提案：(1) 人論；(2) 救恩歷史；(3) 
約；(4) 愛；(5) 基督論；(6) 稱義；
(7) 復和；(8) 神的國；(9) 末世以色
列的第二次出埃及／復興；(10) 宣
教；(11) 神的榮耀。但是，就如舊
約聖經的「中心」一樣，這裏也同

樣可以把新約聖經的這許多主要觀

念合併為一個主題性的故事主線。6  
當我如此作時，我會嘗試說明，末

世論是如何關聯到這個故事主線。

在第三章結尾，我對舊約聖經

主要故事主線做出的修正提案是：

「舊約聖經是神的故事，祂藉著祂

的話語和聖靈，透過應許、聖約和

救贖，從籠罩在一群罪惡百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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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亂中逐步重建祂末世的新造國

度，結果是給信徒普世的託付，

去擴展這個國度，並使審判（被擊

敗或被擄）臨到不信的人，成就祂

的榮耀。」這個舊約聖經的故事主

線，如何與上述被提出的新約聖經

的「中心」、和我們在前一章關於

新約聖經末世論的發現相關聯？鑑

於它與舊約聖經故事主線的關係，

應該要如何陳述新約聖經的故事主

線？我的提案是：耶穌的生平、磨

煉、為罪人死、和特別是被聖靈復

活，這些都啟動了末世已經實現和

尚未完全實現之新造統治的實現，

這是藉著恩典、透過信心賜下的，

它向信徒發出了擴展這新造國度的

普世使命，也導致了對不信之人的

審判，使榮耀歸於三一神。關於新

約聖經敘事主線的這個陳述，要從

兩個角度來理解。第一，我的命題

是，這個故事主線是主要的繁衍性

觀念，新約聖經中其餘主要觀念都

從它而出；7 所以，第二，這個觀
念是個涵蓋一切的想法或思想的組

織架構，要在其中才能對其他思想

有最好的理解。

我已說過，應該更敏銳認識

聖經是文學著作，以此來談一個

「故事主線」，而不是單一的「中

心」。正如提出的各種中心可能有

所爭論，也可能有人提出相牴觸的

故事主線，並且進行爭論。所以，

列出方法論上的標準，據此判斷一

個故事主線是否比另一個更有可

能，這是有助益的。

為聖經神學提出中心故事主
線的方法論議題和問題 8

對於提出中心或故事主線的合理性

的一般方法論考量  

找出聖經的「中心」很重要，

溫漢（David Wenham）指出兩個原
因：9 (1) 如果可以觀察到「在一位
作者的思想和著作中合理的樣式和

中心」，就可以幫助人更好地理解

這著作的整體和個別部份（也就是

說，一個中心有其啟發的價值）；

(2) 如果由許多書卷組成的聖經至
終是因同一位神為其作者而統合，

那麼其前設就是：這些書卷不會有

「大不相同的中心」。

我可以為尋找一個「中心」

提出第三個原因，它更像為進行這

類研究的合理性提出的前提。在使

徒行傳二十章26～27節，保羅對以
弗所教會的長老們說他「於眾人的

血是潔淨的」，因為「神的旨意，

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在三年

期間，保羅總結了神在救恩歷史中

有計劃的行動，稱之為「神的整個

計劃」（《中文標準譯本》、《當

代譯本修訂版》；參《和合本修訂

版》「神一切的旨意」）。他對那

計劃／旨意的總結究竟是什麼，我

們並不清楚，可是他卻說，他的總

結是「有益的」（徒二十20）、
「神恩惠的福音」（徒二十24）、
和「國度」（徒二十25）。所以，
保羅似乎看到一個基本的積存（一

個核心、一個中心？），它沒有廢

掉聖經中其他的諸多細節，而是為

它們效力。這個積存提供了關乎各

種聖經細節的體系和亮光，好叫以

弗所人在保羅離開後可以進一步思

想這些細節，透過這總結積存的各

種鏡片對它們有更清楚的認識。10  
所以，尋找聖經的一個中心，

乃是嘗試為神的百姓尋找探索的鏡

片，引導他們更好地理解聖經中的

各個細節。使徒行傳二十章26～27
節是聖經中關於尋找這類中心之內

容的一個理由。

卡森（D. A. Carson）恰當地
問道，「中心」到底是什麼意思：

「它是指由統計數據決定最普遍的

主題，或是主導的主題，或是新約

聖經作者基本的神學前設，只要是

可以觀察到的？」11 雅各．漢密爾

頓（James Hamilton）把「中心」定
義為「聖經作者們所指向的觀念，

以之為〔神一切作為〕的最終原

因」，和「被聖經中所有其他主題

解釋的主題」。12「中心」應該被

定義為心、核心、主要／主導的主

題、最終的目的、統合的原則、等

等嗎？

可是，談聖經的「故事主線」

而非它的「中心」，更能避免一

種批評，就是把一個外來體系加

諸聖經資料上，或沒有同樣重視聖

經的每個部份。卡森為聖經提出一

種「情節主線」的進路：「事實仍

然是，整本聖經是講述一個故事，

如果用得適當，那故事就可以作為

一個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
塑造我們對整個基督教信仰的

了解。」 13  同樣地，布魯姆伯格

（Craig Blomberg）也說，

人們通常不會問，是否必須把

以故事形式表達的材料精簡為

一個單一主題或提案。更恰當

的或許是去思想，如何以其最

精簡的形式來重述這個故事。

把聖經當作一個敘事，是提出

一種模式，以它來更詳細地說

明聖經內展示的合一性及多樣

性。14  

因此，尋求一個故事主線或情

節主線，更容易避免凸顯單一主題

或一群主題的困難，雖然正如我們

將會看到的，它並沒有全然避免這

問題。

可是，對於總結出聖經的一個

情節主線，有幾個反對聲浪。總體

性的故事主線也受到過於簡化的批

判，原因也和所提出的中心一樣：

(1) 人們可以問，為什麼選擇特定的
觀念或事件，並且在觀念上視為比

其他事件更重要；(2) 此外，一個情
節主線進路可能不夠具代表性，因

為聖經中有相當大的部份不是敘事

（如，智慧文學、天啟文學、和書

信材料等） ；(3) 不論選出什麼主
題，都是釋經者透過其文化熏陶所

見的結果，因為許多人都相信所有

的知識都是受文化影響的。

雖然有這一切的批判，一個

情節或故事主線進路還是優於試圖

孤立出單一中心。關於前兩種反對

意見——它們是類似的—— 一個故
事主線是由數個主題組成的。一個

故事主線由數個主題組成，這事實

表示，一個多重觀點的進路被納入

敘事線進路，因此顯示了它勝過單

一中心方法最明顯的優點之一。一

個由數個主題組成的故事主線，也

同樣優於一種僅僅是多重觀點的進

路，因為後者沒有試圖在各主題之

間作直接的連結，而故事主線則以

某種邏輯、救贖歷史、和敘事的方

式將它們連結起來。雖然如此，問

題仍然存在，就是為什麼選中某些

表達特定主題的事件，而其他事件

和與它們相關聯的主題卻沒有。

把聖經裏的某些事歸屬在其

02 進一步思想新約聖經故事主線的末世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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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據稱是更廣泛的觀念之下，雖然

有人會反對說這是沒有根據的，下

列原因卻可以合理地提升某些主

題在其他主題之上。前面說過，聖

經本身就如此行，使徒行傳二十章

就是主要的例子。此外還有馬太福

音二十三章23節，在那裡，耶穌批
評宗教領袖們忽視「律法上更重的

事」。同樣地，先知書斷言，神喜

悅忠心、順服和知識，勝過獻祭。

彌迦書談到公義、仁慈和謙卑，藉

此類似地總結了神的要求（編按：

彌六8）；同樣地，耶穌說人要愛
神和鄰舍，藉此總結了律法。因

此，聖經本身「總結了大量的聖經

材料，在那總結裏，它派定優先次

序，並且『加上層級』，以致有些

部份備受關注，而其他部份則退居

邊緣」。15  
有個反對意見是，一個歷史故

事主線進路可能無法充分代表聖經

的主要文體（如智慧文學）；這沒

有適度考量一點，即這些文體已經

把與聖經的歷史情節主線之間的重

要連結融入它們裏面了。16 在這方

面，巴爾（James Barr）說，「一
般而言，雖然並非聖經的所有部份

都是敘事，但是，故事部份的敘事

特性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框架，把非

敘事部份恰如其份地納入其中，

勝過於任何基於非敘事部份形成框

架、再把故事部份納入其中。」17  
例如，我在第二章試圖說明，在一

位如亞當般的王的智慧統治方面，

聖經中的智慧文學是如何恰如其份

地納入我所提出故事主線的相關層

面。在這文學裏，同樣道理也適用

於神的榮耀方面。我將嘗試說明，

在整個新約聖經書信和啟示文學

裏，王權、新創造、和神的榮耀等

都是極其重要的思路。

在聖經裏的其他發現可以導

致的是，區別哪些部份是附屬於其

他部份，特別是關於哪些故事主線

是主導其他的，或比其他的更廣

泛。例如，注意重複的敘事和找出

敘事中的高潮點，至少是在這方面

能有所助益的兩個標準。有時可能

會難以決定一個觀念是否附屬於另

一個。構成情節主線各部份的觀念

有可能不會附屬於彼此。例如，回

想我所提出的舊約聖經故事主線：

舊約聖經是神的故事，祂藉著祂的

話語和聖靈，透過應許、聖約和救

贖，從籠罩在一群罪惡百姓之上的

混亂中逐步重建祂末世的新造國

度，結果是給信徒普世的託付，去

擴展這個國度，並使審判（被擊敗

或被擄）臨到不信的人，成就祂的

榮耀。一方面，在這個陳述中，

「新造」和「國度」是救贖歷史這

枚錢幣的兩面，可能不是一個附屬

於另一個之下，就像是「應許」和

「約」、以及「道」和「聖靈」的

情況一樣。另一方面，神的「榮

耀」可能是一切先於這觀念之事的

邏輯高潮和目標，所以就這種意思

而言，比起這個故事主線陳述中其

他的觀念，它可能是個比較主導性

的觀念。

對第二個反對意見——所有的

解釋，包括所提出的中心或情節主

線，都受到文化方面的影響——的

答覆是，我們可以看到，教會歷史

中不同階段的提案有所重疊。18 出

人意料的是，在過去這個世紀中，

有許多被提出的中心都是圍繞著幾

個主要觀念，特別是考慮到各釋經

學者的不同文化和處境。19 這樣，
就有種「外在證據……強調聖經裏

的一些主題和部份，不是武斷或一

種勉強的作法」，20 也不是僅僅表

現從一個解經家的社會背景得出的

知識。此外，如果一個人承認聖經

是神的活潑和被寫下的話語，他就

必須讓聖靈有空間，來突破從我們

的社會背景產生的知識。因此，這

樣的突破將使我們根據神在聖經中

所定的心意，來重新研磨我們的釋

經鏡片，好叫基督教的釋經學者得

以更多按神的心意來思想祂，而不

是僅僅重新思想其他釋經學者的想

法而已。

的確，迄今提出的中心或一串

中心或甚至一個故事主線，還沒有

一個能令絕大多數學者滿意。21而

在將來也不可能會有這種一致性的

提案出來。雖然如此，我們已經看

到，聖經本身也表現了把它不同的

材料分層的傾向，這就讓我們得到

一股動力，去繼續盡我們所能的來

做同樣的事。鑑於這個補充，試圖

在聖經裏作分層的最好方式，就是

嘗試擬出一個故事主線，它是由可

以被視為「中心主題」的各個主題

構成，但是卻組織在一個陳述裏，

以表述正典的救贖歷史目的。上面

提出的故事主線，就是我嘗試如此

來分別應用在舊約聖經，然後應用

在新約聖經上。它特別是根據創世

記第一～三章，人們在其中看到，

有位祭司—君王治理原初的創造，

來反映神的榮耀；然後，之後的舊

約聖經歷史就是一個重建的過程，

要重述那原始被造的國度，就如我

在本書前面幾章所主張的。我們在

前面指出，啟示錄是以一個異象結

束，這異象關乎被復興的末世伊甸

和新造，有王者般的得勝者住在其

中。這樣，朝向復興舊約聖經中第

一個被造國度的過程，就在新約聖

經裏完成了。因此，聖經正典就有

一個首尾呼應：它以一個原始創造

開始，有一位祭司——君王為了神

的榮耀來治理它；它的結束則是

一個新造國度，其中有位祭司——

君王與跟隨祂的人（這些人是下屬

的君王和祭司），為了神的榮耀來

治理它。這個故事主線，連同重建

一個彰顯神榮耀的新造國度的關鍵

部份，對新舊約聖經而言都極為重

要。

更多特定方法論方面的反思：擬出

中心或故事主線的合理性，特別是

關於本書所提出的故事主線

當一個特定觀念被提出來作為

聖經神學的關鍵時，就必須討論其

合理性的議題。也就是說，我們當

如何判斷一個被提出的「中心」要

比其他的好？如第二章和前一段落

所指出的，關乎中心的討論本身並

不適當，因為這樣的提案可能是簡

化的，忽略了其他主要觀念。

對於那些持「多重鏡片」觀

點的人來說，這個議題並不那麼棘

手，但是他們仍然必須確定，他們

的中心主題要比其他被提出的多重

主題更合理。當在一群中心裏選出

一個時，問題的分量就增加了，舉

證的擔子就在於證明這樣的提案是

可能的。涵蓋面最廣的中心，就應

該被判定為最有可能的。如先前所

討論的，目前的進路不是要提出一

個中心主題，而是將它們當中的幾

個綜合為一個中心故事主線，先是

舊約聖經的，然後是新約聖經的

（對照舊約聖經來理解）。這種進

路試圖更留意聖經是敘事性的文



獻，雖然聖經中在敘事之外也有其

他文體，這些其他文體仍然在相當

程度上反映一種文學上的故事主

線。22 可是，要如何才能證明那一

個要比另一個涵蓋面更廣？

顯然，這樣的任務本身就需要

寫一本書，可是至少在這裏，我們

可以檢視四個驗證的測試。第一，

所提出的故事主線，應該與所有其

他可能的中心和被提出的各故事主

線有關聯，必須能證明所提的焦點

要比其他的涵蓋更廣，並且從邏輯

上說，其他的都是它的附屬類別；

這點可以藉著對這些中心本身的性

質和它們與彼此間的關係作邏輯分

析來完成。

第二，所提出的情節主線，

必須在整個新約聖經正典裏有其文

本基礎，並且與新約聖經眾書卷的

各個主要主題有關聯（這可能與前

項驗證測試所牽涉的一些相比較的

中心或故事主線有重疊），這才能

充份而自然地與充斥於新約聖經裏

的多樣性相關聯。如果在某些書卷

裏有鏡片模糊的情況，就可能是它

涵蓋面不夠廣；如果這鏡片仍然清

晰，並且較其他鏡片能為這些書卷

的材料和意思提供更大的亮光，它

就達成了自我驗證。如果一個觀念

與新約聖經書卷的主要重點或它們

的任何倫理教導之間產生嚴重的張

力，它就不那麼可行了。23 如果一
個釋經鏡片是個好的啟發工具，它

就不會造成模糊的思想或是一種簡

化的原子論，而無法說明觀念之間

的相關性和複雜性。24 所以，一個
可行的故事主線必須是既不太廣泛

以致無用，也不太狹隘以致排除其

他重要但卻為附屬的觀念。25  
第三，一個可行的故事主線必

須與舊約聖經的主要主題有整體關

聯，26 被一種關於神與人類之間關

係的神學的世界觀或信仰體系所強

化，27 並且牢靠地連結到基督的死

和復活。

第四，我們對於焦點的故事主

線所作的，也必須照樣徹底分析考

慮的每一個中心或故事主線的涵蓋

性，來看它是否可能是最廣泛的。

最後這個證明測試要靠多人窮一生

之力來完成；所以我們必須以依賴

一些學者的工作為足，他們已經嘗

試說明某些被考慮的中心或故事主

線的可行性；同樣地，也應該要依

賴那些已經對某些重要的中心作探

究和評估的著作。28  
現在可以談論第一、第二、

和第三個證明測試，可是，再次，

這裏只能列出一個大綱的骨架，必

須在後面加入更多細節來充實。關

於第三個標準，本書所採的進路是

嘗試把新約神學的每一個層面都紮

根於舊約聖經，特別是以新造國度

的故事主線為重述創世記第一章的

原始創造和國度，不過規模更大。

第二章已經列表說明所重述的新造

國度主題的故事主線，在此總結如

下：(1) 創造之前的混亂狀況和創
造／差派亞當為王，之後是墮落；

(2) 洪水的混亂和再創造／差派挪
亞，之後是墮落（挪亞和他眾子的

罪）；(3) 埃及為奴的混亂和毀壞創
造之災，之後是再創造（在出埃及

時）／差派以色列（在差派族長時

已預期這點），之後是墮落（金牛

犢）；(4) 被擄到巴比倫和在以色列
地的混亂，之後是再創造／差派耶

穌這位真以色列人（在祂的生活、

死亡、和復活中），之後是耶穌這

位最後的亞當沒有犯罪，和在永遠

的新天新地裏成功地完成了起初

的再造。29 這個故事主線30 所表達
的，是一個有豐富神學教義的世界

觀。31 而且，如我們已經看到的，
新創造的提案也是紮根於基督的

生、死、和復活裏。32  
當圍繞著新造國度的故事主線

被關聯到新約聖經書卷的各個主要

主題時（上述第二個驗證標準），

情況會如何呢？這個故事主線的鏡

片在某些書卷裏會變得模糊嗎，還

是它仍然是清晰的，並且為它們提

供更大的亮光？在這整本書裏，

我把新創造和國度的故事主線連結

到所有主要的新約聖經文集或書卷

的主題。雖然這不是一個透徹的分

析，它卻勾畫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是關於可以如何更深入地回答這問

題。讀者必須決定，這個廣泛的大

綱是否有希望進一步把新造國度發

展為那具有啟發性的工具，以之理

解新約神學。

要回應第一個驗證標準就需

要更多的說明：前面所提出的另一

些中心或故事主線，在邏輯上與我

所提故事主線的新造國度核心比

起來如何，反過來說呢？下列被提

出的中心是最有可能的，其中有些

是上面提過的：國度、約、應許、

救恩、救贖、救贖歷史、新的出埃

及、稱義、和好、神的百姓、新聖

殿、33 生命、新耶路撒冷／錫安、
神的同在、神的榮耀、和宣教。34  
即使是簡短地討論它們，也少不了

要從本書前面部份作一些必要但是

最少量的重複，這也是本書其餘部

份所要討論的。

朝向新造國度移動的故事夠廣

泛，以致能在機能上涵括新約聖經

主要的思想和教義——這些思想和

教義構成了其他這些被考慮的中心

的基礎——的豐富多樣性嗎？本書

討論了幾個關鍵的觀念，而且持續

地嘗試證明它們是這個新造國度的

各個面向。這必須根據本書中就有

限討論所作的說明來判定。在所討

論的一些可能的中心觀念中與新造

國度相競爭的，最突出的就是褔音

書裏的「國度」本身，和保羅書信

中的稱義與和好。國度是新創造的

一個主要面向，因為耶穌被認為是

重新建立了亞當在原始創造中本當

成功完成的代理統治。但是，正如

在第一個創造中一樣，這國度與新

創造密不可分，也不比新創造更廣

泛，或甚至與它為同義，所以這兩

者應該視為同等。正是因為這個緣

故，我常常一起提起這兩者，稱之

為「新造國度」。所以，最好像在

上面一樣，把新創造和國度合併，

作為我所提出故事主線的主要焦

點。

新舊約聖經中「新耶路撒冷

／錫安」和「新聖殿」的意象，是

引喻神在新創造中、在祂得勝統治

裏的同在，35 所以最好它為在觀念
上與新創造的統治同等。可是，在

聖經神學裏，和好有相當重要的地

位，因為它在邏輯上可被視為新造

國度的目標：恢復創造的目的，是

要罪惡的人能恢復與創造者之間的

關係（實際上，在林後五17～21，
宣告了在基督裏的「新造」之後，

緊接著就提及和好）。可是這兩者

也可以視為基本上是同義：新造國

度可以包含和好，一旦成就了和

好，新創造的情況並不止息，而是

與和好的狀況一並持續下去。只是

在進一步思想後，我們發現和好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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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造國度的一個面向，與它密

不可分，也是附屬於它的一個類

別（關於這點，見以下更多的討

論）。所以，新造國度是廣泛地指

恢復墮落的宇宙，包含恢復人類代

理統治的地位，和在神與被疏離的

人類、及被疏離的人類彼此之間的

和好。

海思提出三個焦點性的意象，

認為它們代表新約聖經的根本故事

主線，並且使其所有經文有更清楚

的焦點：「群體、十字架、和新

造」。他那廣泛的故事主線可以總

結如下：透過基督的死和復活，神

已經開始拯救一個失喪的世界，造

成一個從聖靈得力的見證群體，要

再次展現基督的愛的見證，以之為

神對世人救贖旨意成就的表徵，並

且直到完滿實現為止。36 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嘗試，要在故事主線的文

脈中把新約聖經的材料濃縮到它最

基本的部份，但我認為，在關於新

造如何與群體和十字架相關聯或瀰

漫其中，以及後面這兩個實際如何

是末世性的，它仍然太過模糊。37  
在新約聖經的一些部份（特

別是福音書、保羅書信、和啟示

錄），「新的出埃及」是一個主要

主題，但這乃是關於新造國度的另

一個隱喻。開始出埃及過程的十

災，是用來表示一種毀壞創造和混

亂的狀況，以色列要透過水與地的

分離而從其中出來，在紅海的另一

邊成為一個新人類。38 以色列是一
個新創造的一部份，這觀念也在

申命記三十二章10～11節提到，那
裏對出埃及的描述是，神在一個

「荒涼的」（tōhû）曠野找到以色
列，並且將祂的拯救描述為像鷹一

樣「盤旋」（rāḥap，《當代譯本
修訂版》；《和合本》未譯）於雛

鷹之上；這兩詞都出現在創世記一

章2節起初創造的敘事中，指「空
虛」的地，有聖靈「盤旋」（《和

合本》作「運行」）其上。如之前

所討論的，正如以色列是集體的亞

當，以色列承受應許之地也不折不

扣地是神給亞當的應許—如果他順

服的話：完全得到伊甸園，並且可

延伸到全地。正是因為這個緣故，

應許賜給以色列的地也稱為伊甸園

（賽五十一3；結三十六35；珥二
3；參：《七十士譯本》賽六十五

21～23）。同樣地，如果身為集亞
當的以色列人順服的話，他們也會

承受他們自己的天堂般的園子，至

終及於全地。但是他們背逆了，像

亞當一樣，也不得承受。金牛犢事

件扼要重述了亞當的墮落。39  
所有這些都在以色列被擄的歷

史中扼要重述，這被擄被比作一種

創造時的混亂狀態，它們也出現在

百姓從被擄歸回的應許中，以賽亞

將它比作另一個出埃及。而雖然復

興的應許似乎在從被擄巴比倫歸回

時開始實現， 這實現的重要特色卻
被耽延了，因為 (1) 歸回的只是一
批餘民，而非整群國民，而且甚至

連這群餘民也不忠心；(2) 重建的聖
殿並不符合以西結書四十～四十八

章的應許所帶來的期望（因為它比

較小，而且可能因為其中沒有神的

同在）；(3) 以色列仍受外人的轄
制，這一直延伸到主後第一世紀；

(4) 沒有新的創造，使這地在其中得
更新，也沒有一個被更新、駐有君

王的錫安，讓從外邦人中歸回的贖

民得進入其中，在猶太人和外邦人

之間也沒有和平。恢復之應許主要

的、不可逆轉的特色是從基督降臨

時開始實現的，從耶穌和保羅說舊

約聖經應許的恢復開始在他們當中

實現，可清楚看到這點。而因為恢

復的應許是以新的出埃及的言語表

達，耶穌就被視為是開啟了這些預

言的實現，40 而因為新的出埃及不
過是開始重建原始創造，新約聖經

也可以說從被擄歸回之應許的實現

就是新創造的實現。41  
相較於朝向新造國度移動的故

事主線，「救恩」、「救贖」、和

「稱義」這些被提出的中心，在焦

點上都太過狹隘。這三者全都是用

來成就新造國度目標的方式：人們

從他們的罪惡狀況中被救出來，使

神的震怒不致在最後審判時臨到他

們身上，他們經過它，以致能進入

新創造，其中有神統治。救贖是一

個與救恩相似的隱喻，在新創造上

同樣扮演工具的角色，但是它也有

一種語意，就是從罪和撒旦的奴役

下被帶出來。同樣地，稱義是用來

作成新世界的方式之一，但是它帶

有法律隱喻的弦外之音，將罪的懲

罰視為已經由一位代表在神的法庭

上替眾罪人擔負了，祂也把祂自己

兒子的義歸到他們身上。42 在所有
這三者——救恩、救贖、稱義——的

情況中，基督都是為祂那些罪惡百

姓採取行動的主角。

對於以「救贖歷史」作為聖經

神學焦點的提案，有不同的理解。

一般對它的定義是，神在整個歷史

中為祂的百姓所行拯救的作為，從

亞當墮落直到最後的完結，審判在

其中是次要角色。就著與新造統治

的關係而言，這顯然也同樣很符合

次要的地位，就如我們看救恩、救

贖、和稱義觀念時所見到的，因為

所有這些都是解決罪妨礙了新造王

權出現的困境。

「約」向來是個顯眼的觀念，

有幾位學者視它為新舊約聖經的中

心主題。所有各樣的約雖然不都是

完全相同的性質，卻都是成就新造

統治的次要方式，不論所想到的是

與亞當所立的所謂創造之約或行為

之約，或是與挪亞、亞伯拉罕、摩

西、大衛所立的約，然後是耶利米

書中所應許並且在新約聖經裏開始

的新約。43 約是身為宗主的神管理
臣屬於祂的百姓的主要方式。

「應許」的觀念有像約那樣的

中間角色，因為約乃是先前拯救應

許的形式化，只是約更為廣泛，因

為它們包括規條和審判。雖然在基

督裏救贖的應許和新約都在新天新

地裏全然實現了，這種實現的狀況

卻是永遠持續的。在新創造裏的王

權也永遠存立。

以「神的百姓」或「新群體」

為新約聖經中心觀念的提案是片面

的，因為它沒有充份聚焦於神、基

督和聖靈，它也太過籠統，因為關

於神的百姓的許多事情都可以說是

真實的。

史柯比提到「生命」這個主

題，那是已經被提出為正典裏最主

要的主題。這主題最好理解為基本

上與復活和重生的觀念同義，我

稍後會討論到它們（見：第八～

十一、十八章）。同樣地，如果一

個人把生命解釋為是指一個人所過

的生活方式，那麼這就可能更合適

放在成聖的類別下，也同樣會在後

面分析（見：第二十五～二十六

章）。不論是何種情況，它仍舊是

新造統治的一個次級類別，因為它

沒有廣泛到能涵括新造統治的所有



其他層面。如果把生命理解為至終

是被救贖人類的復活生命，這觀念

仍然不夠廣泛，能包含非人類的受

造物在整個完成的新造裏被更新的

生命。

同樣地，「神的同在」這個

主要觀念與和好非常接近，因為人

們是在神面前得到和好，這使他們

能與彼此和好。可是，神的同在要

大過僅僅被視為和好的一個面向。

實際上，神的同在幾乎與「神的榮

耀」為同義，後者可以指祂屬性和

祂所是的本質。神榮耀的同在並不

等同於祂在一個新造裏的統治。

神、基督和聖靈都是造成新創造的

至高主權的行事者，他們也在這個

新創造裏統治。如前所述，新耶路

撒冷／錫安和新聖殿的意象暗示神

同在和積極統治的觀念。44 所以，
有鑑於此，神榮耀的同在是我所提

議的故事主線核心（新造的統治）

的一部份。我主張，藉以理解聖約

群體使命的中心性的鏡片，主要是

神同在的聖殿擴展到全地，以致

「宣教」的觀念或許最好要附屬於

聖殿這個救贖歷史觀念之下。我們

將在這個討論的結尾更清楚地看

到，神的榮耀乃是我所擬的整個故

事主線的目標，這包括祂的本質，

以及因為祂之所是和祂所行之事而

獻上的榮耀讚美。

已完成的末世新造王權是個

涵括性的實際，至少由下列明顯有

別的部份組成，也統合了它們，它

們是首先、墮落前創造的一部份

（創一～二章），但是卻超越了這

些開頭的創造要素，因為現今在本

質或性質上，它們是以被提升的末

世形態存在：45 (1) 神的賜生命的
同在（透過祂的聖靈；第十七～

十九章）和榮耀（特別見第二十八

章）；(2) 在祂的聖殿裏（第十八～
十九章），這必需有個對人類的普

世託付（第十九章）；(3) 被成全
的人類生命（包括在墮落後的復活

生命；見：第八～十一章）；(4) 
平安（關乎墮落後的復和；見：

第十六章）；(5) 物質宇宙的恢復
（見：第二十二、二十七章）；

(6) 公義（見：第十五、二十五～
二十六章）；(7) 安息日的安息；和 
(8)「生養眾多」的原始命令，創世
記十二章1～3節（在之後篇章中重

述）將它轉化為要加增亞伯拉罕後

裔的應許，這在基督裏實現，祂是

真亞當的像和君王（第十三章），

是真以色列（第二十章），有許多

兒子藉著祂被造為神的形象（第

十三章）和真以色列（第二十～

二十四章），他們最後全都要在

完成的新宇宙裏被成全（第二十七

章）。神的榮耀同在、46 被成全的
和為義的人類生命和安息，47 這些
要素都是新造王權不可或缺的部

份，不應該被視為它的附屬觀念。

平安及繁衍後裔是附屬觀念，雖然

平安也可被視為與王權的安息同

義。實際上，所有其他章標題都是

與末世新造王權重疊的觀念，或是

它的觀念的各個面向，當然，論大

磨難和偶像崇拜的章標題除外。

關於本書中討論「大患難」

（第七章）和「罪就是拜偶像」

（第十二章）這兩章，必須特別說

明。要以一整章來討論末世患難的

原因是，它是對伊甸園中的第一個

大試探所作的扼要重述，那時撒旦

用一連串的謊言來攻擊亞當和夏

娃，使他們「跌倒」。這點又在末

世時被重複用於基督這位末後的亞

當和那些與祂認同的人，這是但以

理書七～十二章特別預言的。討論

偶像崇拜的篇章被包括進來，是要

說明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中所犯的

大罪持續影響人類。

前面幾章（第二～六章）為之

後的篇章提供了基礎，也是它們的

苗圃，後續篇章是由它們成長的。

第二章對創世記一～三章作了一個

簡繪，和這點如何在舊約聖經裏發

展出來。如此開始的原因是，我們

相信聖經一開始就有這種種子形式

的觀念，它們在整本舊約聖經中被

發展，並一直延續到新約聖經裏。

接著第三～五章首先闡述舊約聖

經、猶太教和新約聖經中的末世論

觀念。這三章被放在本書最前面，

因為它們所代表的是漸漸提升的最

後時段，就是亞當、夏娃和他們的

後裔如果一直忠實的話就應該可以

達到的階段。第六章，就是本章，

停下來再次從聖經故事主線與末世

論的關係來思想它的性質。

所以，在創世記一～三章開

始，然後在聖經正典其餘部份發

展的，到啟示錄二十一章 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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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章5節達到了它的高潮，這
段經文扼要重述了創世記一～三

章，並且描繪了最後的亞當和祂的

百姓最終達到的目標。這樣，如我

們在第二章中所說，在創造和新創

造這兩極之間的聖經材料，不僅要

對照它在創世記一～三章的源頭來

讀，也要參照它在啟示錄裏的目

標。因此，本書的論點是，聖經正

典裏的所有材料，都應該被視為根

源於創世記一～三章，並且朝向它

在啟示錄二十一章的最後目標進

展。

因為這點，我們對本書中各

章研究議題的選擇，就不是全然主

觀的選擇了，而是因為它是顯眼的

觀念，是我們已經在創世記一～

三章中觀察到的（見：第二章），

而且在啟示錄二十一～二十二章已

完成新造的最後異象中也頗顯眼。

所以，各章議題之被選中，是因為

它們也是「已經實現和尚未完全實

現」的新造國度的主要面向（可是

大患難〔第七章〕是在新造之前，

也為它作預備，而拜偶像的罪〔第

十二章〕則引發了恢復新造的過

程）。最後，之所以選這些議題也

是因為，比起其他議題，它們似乎

是被新約聖經以更主要的方式發展

出來，特別是藉著在新約聖經裏引

用舊約聖經。此外，各篇章所闡釋

的議題，大多數都在過去兩百年

（甚至之前）中被不同的重量級學

者檢視過，可成為新約聖經中主要

的聖經神學議題。在這方面，我們

嘗試利用其他新約神學家的成果，

整合他們的觀念，來選擇我們的議

題。

最後，本書中這些篇章議題

的順序（見〈目錄〉，是根據我所

認為在我提出救贖歷史故事主線中

的要素的次序，以及其中觀念的發

展，並且嘗試將這些議題作合乎邏

輯的安排。

所以，這整本書的要點是，雖

然有各樣的方式使用「末世論」，

我將它定義為不僅是救贖歷史或

宇宙歷史的盡頭，或以色列盼望

的目標，或個別聖徒盼望的目標，

而是一個「已經實現和尚未完全實

現的、在基督裏的新造國度」，與

末世論有關的所有其他事物，都應

當被理解為與這個觀念有不可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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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48著名的格言Endzeit als 
Urzeit 49 一語中的，就如《巴拿巴
書信》六章13節所說的：「看哪，
我造作末後的事，就如起初的事一

樣。」末世論也是起源論，意思

是，所有救贖歷史的目標就是要歸

回創造的原始狀態——人類就是從

那裡墮落的50 ——然後超越它，進

入一個更高的狀況，是起初的創造

被計劃要達到卻沒有達到的。歸回

亞當在創造中統治的原始狀態和這

狀態的提升，是推動整個末世計劃

的動力。所有的救恩／救贖教義或

觀念，在主題上都附屬於神透過一

位地上代表在新造中統治；我們若

想到，在創世記一～三章，末世論

是先於救恩論，這點就很明顯了。

也就是說，如果亞當忠心地治理起

初的創造，他就應該會得到後來更

大的福氣，那應該就是永遠的末世

福氣，結果就是神的榮耀充滿全

地。我相信，直到現在，強調末世

新造國度的故事主線觀念，尚未被

充分接納為新約聖經神學的基礎。

雖然我把「末世論」重新定

義為「新造的統治」，人們還是可

以問我究竟是如何使用「新造的統

治」這短語。(1) 它是否使用嚴謹
的特定天啟的觀念，講到整個宇

宙的終止和重造，包括人的復活？

(2) 還是它是一個神學概念，把所
有末世盼望都包括在一個神學架構

中？(3) 或者它是暗示以色列的世界
觀裏典型的一般性的未來盼望，包

括下列盼望對象：復活、宇宙的更

新、以色列得伸冤、從被擄歸回、

萬民中相信者得救恩、邪惡國家被

懲罰、可能還有其他有待連結的神

學主題？我的回答是，我是廣義地

使用「新造的統治」這個短語，包

括所有這三種意思，所以是指這整

個觀念體系，它們乃是歸屬於整個

世界、以色列和個人的更新之下。

人們可以回應我的答覆，問說，比

起「已經實現和尚未完全實現的末

世救恩」這個一般性的中心（這是

最近被凱爾德［Caird］和賀斯特
［Hurst］51 以及其他人提出的），
如此明顯廣義的觀念有何優點？52   

可是，在進一步的回應中，

我相信，以「新造的統治」來修飾

「末世論」，會增進我們對「已經

實現和尚未完全實現的末世論」的

理解。怎麼會如此呢？部份答案在

於湯姆•賴特對構成揀選觀念的三

層人類範疇的看法：(1) 宇宙性或
普世性的層次，以色列的角色是作

為恢復已墮落之受造界的行事者；

(2) 國家的層次，以色列因為自己的
罪而受苦，自己需要被恢復；(3) 個
人層次，一個以色列人透過獻祭體

系而得到象徵性的赦罪和恢復，這

是國家要來的恢復的小規模樣式。  
不僅揀選是主要的鏡片，人類要透

過它來看他們對這世界的體驗，獨

一神的觀念和末世論也構成了舊約

聖經／猶太教「基本信仰」的根本

結構。54 揀選、獨一神和末世論這
些基本觀念，是個三重的聖約觀念

的綜合體，它們「讓以色列人對於

她在造物主神的旨意中究竟是怎樣

的人有一種特別的了解」。55 
揀選的這三個層次，連同獨

一神和末世論，最好是在新造國度

觀念的體系裏來檢視，而約的觀念

在這個綜合體中是扮演附屬性的角

色。這使得對「末世救恩」的理解

更為清晰，它更精確地說明末世的

觀念是如何彼此相關聯。在創世記

一～三章，末世論是先於救恩論；

若想到這一點，就可更清楚看到救

贖是新造王權的一個附屬觀念了，

因為救贖使人在末後的亞當裏重得

首先的亞當的位分，然後超越他，

得到在末後的亞當裏被提升的末世

福氣，那是首先的亞當失去的。因

此，救贖是附屬於新造的王權，因

為它是達到新造王權這個目標的途

徑。

此外，這個提案頗有助益地

精煉了一般「末世論」的中心，因

為已經開展的新造統治的中心要素

就是耶穌基督。另一方面，這很特

定地符合「一個和多個」或「集體

性代表」的聖經觀念，但又是適度

的一般性。56 新造統治的開始被理
解為基督的生活，特別是祂的死、

復活、和持續高升的復活存在和統

治，所以祂是一個成形的小宇宙的

模式，在全宇宙的平台上決定人類

及其餘受造物的性質和命運。基督

在祂的生、死、和復活的遭遇所包

含的模式，不僅是扼要重述先前舊

約聖經的歷史模式，也體現了將要

發生在祂的百姓身上的模式—例

如，關於祂的受苦、作為初熟果子

的復活、祂既是神子（基督徒是被

收納的兒女）又是人子（也就是，

亞當：基督徒成為在基督裏的真人

類）的身份、作為列國的光、領受

聖靈、守律法、從死亡中得恢復或

與神和好、還有他之得伸冤成了基

督徒的稱義。57這個新造的統治是

新約聖經在釋經和末世論方面的重

力中心。

我不是主張，環繞新造統治

的故事主線是詳盡說明新約聖經中

所有特色的唯一關鍵。新約聖經還

反映了文化、語言學、社會學、

和其他要素，它們顯然與「新造裏

的王權」毫無關聯。例如，新約聖

經是以希臘文寫成的，這不是任何

神學考量的結果，而是出於歷史的

特定情況，是作者在其中自然發現

的。而為什麼一位作者要採用書信

體裁、或歷史性的福音書體裁或啟

示文學的體裁，也不一定是任何神

學觀念能幫助說明的（雖然我在前

面已經作了關於這點的提案，在緊

接的下文裏卻要作一些更多的說

明）。或是作者們可能會透過當時

獨有和被大眾接受的社會學鏡片，

來表達他們的觀念（例如，希臘羅

馬世界的「家庭規範」觀念）。58  此
處所著眼的，是新約聖經作者們從

其中擷取材料、或是透過它們來自

然表達他們觀念的一些背景特色，

不論那是猶太人的或特別是希臘羅

馬的。59  
另一方面，人們也不必猶豫

而不願提出問題來質疑，某些背景

觀念被選用，是否為了補充或充實

某位特定作者的神學？例如，對啟

示錄第五章裏的「書卷」的描繪，

一部份是藉著引喻舊約聖經，一部

份是參照羅馬的證明或遺囑的背

景。引喻以西結書第二章帶有審判

的觀念，而談到打開一個被七印封

起的羅馬遺囑所表達的觀念是，耶

穌已經為祂的百姓得到人類曾失去

的地上產業。60 啟示錄對這個產業
的闡釋，就是在新天新地裏領受一

個地業（二十一1～二十二5）。同
樣地，以弗所書之所以提到家庭規

範，可能是因為該書信的一個主要

考量，就是關於墮落人類的破碎景

況，那是身為如亞當那樣的「家庭

主管」的基督（一10，三9）已經
開始修復的，就如他對其餘的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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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所作的一樣（一10）。在以弗所
書裏，這種破碎的一個例子，就是

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分隔，它已經被

基督的死和復活打破了（二1～三
7）；這種破碎的另一個例子，是
家庭內不同層次的破裂關係，對於

那些在基督裏的人，這方面的醫治

也已經開始了（第五～六章〔歌羅

西書裏的家庭規範扮演類似的角

色〕）。同樣地，也可以問一個問

題：為什麼新約聖經包含了像書

信、歷史、傳記、和天啟文學等文

體。也就是說，這些文體的選擇與

作者們對救贖歷史的關注有何關

聯？我認為他們有相當的關聯，但

是受限於本書的篇幅，無法對這些

有趣和相關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探

討。61  
新約聖經的作者們真的有想

到，以新造的統治為他們的故事主

線或神學的核心嗎？我相信，這問

題的答案是不同程度的「是的」，

因為他們全都浸潤於舊約聖經／猶

太教的思維世界裏，它的內部意識

核心是一個扼要重述的故事主線，

就是對受造界的統治；他們了解耶

穌是這個救贖歷史故事主線的開頭

高潮裏的關鍵角色，只是他們以不

同方式來連結，並且強調它的不同

層面（有些人強調災難，有些人強

調和好，有些人強調國度，其他人

強調宣教，等等）。可是，我現在

面對的問題是：如果他們真的有想

到這樣一個故事主線，為什麼不讓

它更為明顯，還有他們會一致同意

新造的統治是中心嗎？我的看法

是，新約聖經的作者們是初期猶太

基督徒的領袖，他們會同意，耶穌

在這故事主線的創造國度目標的起

初開展中扮演關鍵角色，但是他們

會堅持他們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和

強調點，來擬出他們各自的表述。

我相信，一旦清楚理解了他們所用

的獨特表達方式，就是關於基督和

教會是如何與創造和王權的故事主

線相關聯，就可看到他們心中確實

想到新造的統治是個中心，故事主

線則是圍繞著它。

此外，毫無疑問，沒有一位新

約聖經作者是明白地只要寫出對此

信仰的神學理解；實際上，這些作

者通常並且主要是因為在各教會中

的情況和問題而寫的。這不是說神

學對他們而言不重要。他們的目的

是引用他們的基本神學最相關的部

份來解決這些問題，所以，他們只

是針對每種環境下的最特定狀況，

表述了他們更廣神學中最有關聯的

部份。這表示，我們必須把他們的

神學拼圖的片斷拼湊起來。我相信

我們有足夠的片斷來完成這拼圖的

大部份，但是有一些沒有給我們的

缺口和片斷，是我們必須揣測的。

關乎特定情況的問題，也是他們那

獨特的神學重點和表述的原因。這

是聖經作者們沒有清楚地給我們想

要的神學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羅

馬書和以弗所書很近乎一種嘗試，

要說明十字架和復活的神學，以及

它對生活的意義。同樣地，福音書

學術界最近的一個趨勢是主張，福

音書不是為了特定基督徒群體的環

境或問題而寫的，而是為所有基督

徒寫的。62 如果這是正確的話，福
音書的目的就是作一篇耶穌的傳

記，說明祂在神的救贖歷史中的地

位。同樣的，路加福音的續集使徒

行傳也應被同樣看待，只是焦點在

於耶穌之靈的角色，祂透過在地上

的教會運作，執行見證人的普世宣

教使命。

總結來說，新造王權是新約

聖經故事主線的核心，這樣的觀念

可以想像為一種教義主題的骨架，

使外殼得以成形，這外殼包括其他

要素，它們在組織或主題上都與聖

經神學結構骨架沒有非常密切的關

聯。63 參照這種「骨架和外皮」的
隱喻，64 我的分析主張，新約聖經
神學最具涵蓋性的觀念，最好是藉

由以下的故事主線擬定出來，這是

本章前面所講過的：耶穌的生平、

磨煉、為罪人死、和特別是被聖靈

復活，這些都啟動了末世已經實現

和尚未完全實現之新造統治的實

現，這是藉著恩典、透過信心賜下

的，它向信徒發出了擴展這新造國

度的普世使命，也導致了對不信之

人的審判，使榮耀歸於三一神。65  
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神的榮

耀，我要清楚說明它在我所提出的

故事主線裏的確切角色。即使在這

故事主線裏，神的榮耀也是至高的

目標，因為這實現的新造統治的每

一個層面都是要展現神的榮耀，這

與它在實現之前的歷史中在地上所

有的部份彰顯是完全相對的（見：

民十四21；啟二十一1～二十二5
〔如，二十一10～11、23〕）。神
的榮耀是新造統治的頂點，這是很

自然的，因為在舊約聖經救贖歷史

故事主線中其他重述的準新造故事

中已經預期了它。66 在這方面，神
的榮耀應該被視為這故事主線的重

點，因為它是最終的目標，而新造

的王權和它的擴展則是達成那目標

的主要途徑。所以，本書的要義是

聚焦於這個故事主線的次要中心或

踏腳石：朝向新造國度的進展。這

樣，這個故事主線中心的最終目標

就是神的榮耀。已經有其他的書討

論這個目標，67 但是本書乃是聚焦
於達成那目標的主要途徑：朝向新

造國度的進展。這是達到神的榮耀

的主要踏腳石，創世記一～三章

和啟示錄的最後異象（二十一1～
二十二5）為整本聖經形成一個首
尾呼應，清楚表示了這點（如我在

第二章「舊約聖經重複的宇宙性

審判和新造事件」標題下所主張

的）。創世記一～三章的焦點在

於：身為君王的亞當，應該為了神

的榮耀而擴展這個新造的國度，但

是他失敗了；而啟示錄二十一章則

專注於說明亞當應該要做的最後是

如何實現的。當然，在聖經的這個

首尾呼應的開頭和結尾中，還有其

他的神學面向，但是，如我在全書

中所主張的，為了神的榮耀朝向新

造統治的進展形成它的主要輪廓。

人們可能會合理地質疑，我

是不是以我所喜歡用的「故事主

線」或「情節主線」詞語，作為

「中心」這種文字的偽裝，以致至

終這兩者基本上是同義的。如果是

這樣的話，那麼我對尋找一個中心

所作的方法論的批判，也就同樣適

用於我的故事主線進路了。但是我

相信，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是，這故

事主線的核心（「新造的統治」）

在這故事主線裏是次於神的榮耀，

而對於理解朝向新造國度的進展而

言，這故事主線的其他觀念是不可

少的。

雖然如此，還是要記得這故事

主線的其他部份，免得扭曲了它的

核心和它的目標。只要可以察驗出

一個故事主線的核心和目標，那麼

我關於區別中心和故事主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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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至少在方法論上是有可能的。如

果有人還要反對這個邏輯，我的回

應就是肯定這個故事主線，並且到

此為止，而不找出這故事主線的核

心。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本書也

聚焦於這故事主線中關乎末世朝向

新造國度的進展。即使我的故事主

線被認為不是中心性而未被接受，

我仍希望這些讀者會注意到「已經

實現和尚未完全實現的新造國度」

的觀點，和它在了解新約聖經上所

提供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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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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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思想「已經實現和尚未完全實現」的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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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diatypoō 的語意，見 Richard M. Davidson, 
Typology in Scripture: A Study in Hermenuetical 
tuvpo" Structures, AUSDDS 2 (Berrien Springs, 
MI: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1981), 132。

39 關於出埃及記三十二～三十四章中以色列
的犯罪、受審判、和復興是重演亞當的犯

罪、墮落和恢復，見 Scott J. Hafemann, Paul, 
Moses, and the History of Israel: The Letter/
Spirit Contrast and the Argument from Scripture 
in 2 Corinthians 3, WUNT 81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5), 227–31。哈菲曼也說明，猶太
教也在不同程度上持此看法。

40 除了已經提到的湯姆．賴特著作中的相
關部份外，見 Willard M. Swartley, Israel’s 
Scripture Traditions and the Synoptic Gospels: 
Story Shaping Story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4), 44–153; Rikki E. Watts, Isaiah’s New 
Exodus in Mark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1997)，兩者都分析了對觀福音裏第二次出埃
及的模式。

41 基督的死和復活是實現新創造的應許和恢
復以色列的預言，關於這樣的觀念，見 G. 
K. Beale, “The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of Reconciliation in 2 Corinthians 5–7 and Its 
Bearing on the Literary Problem of 2 Corinthians 
4:14–7:1,” NTS 35 (1989): 550–81；同作者，
“The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of Rev 3.14,” 
NTS 42 (1996): 133–52。

42 關於稱義觀念的說明，見後面第十五章的廣
泛討論。

43 關於這約與創造相關聯的角色，見 Dumbrell, 
Covenant and Creation，與  End of the 
Beginning。

44有關這種對聖殿的雙重觀念，見Dumbrell, 
End of the Beginning, 35–76。

45有關新創造最後形式的重述和被提升的
要素的討論，見 G. K. Beal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NIGTC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1039–
1121，對啟示錄二十一章1節～二十二章25
節的討論。

46 在這裏，我們包括三一神的每一個位格。

47 注意：在本書後面的討論中，「安息」是高
潮性行使末世絕對王權的一個不可少的層

面（例如，見：第二十三章「教會應該像

以色列當初那樣守安息日嗎？」標題下的討

論）。

48見 I. Howard Marshall, “Slippery Words I: 
Eschatology,” ExpTim 89 (1978): 264–69。馬
歇爾總結了「末世論」一詞被使用的九種方

式；他下結論說，核心定義必須包括一個觀

念，就是神的應許已經在現今開始實現，但

尚未完全實現，所以還是有前瞻性的層面。

49直譯是「末世就如史前」，意思是末世
就像混沌初開時。就我所知，這起初在

學術界裏被建立為一個主要觀念，是因

為龔克爾（Hermann Gunkel）的著作，
Schöpfung und Chaos in Urzeit und Endzeit: Eine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über Gen 
1 und Ap Joh 12 (Go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895)，如 367–70。

50 Dale C. Allison Jr., The End of the Ages Has 
Come: An Early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sion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5), 91 亦如此認為。

51 G. B. Caird and L. D. Hurst, New Testament 
Theology (Oxford: Clarendon, 1994)。

52 唐書禮（Philip Towner,“Response”）在問
過我所想到的是「新創造」的這三種意思中

的哪一個後，提出這個問題。

53 Wright,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259–60＝賴特著，《新約與神的子民》，
330–31。

54 同上，p. 262＝賴特著，《新約與神的子
民》，333。

55 同上；亦見pp. 263–68, 332＝賴特著，《新約
與神的子民》，333–40、424。

56 關於這觀念的討論，見 H. Wheeler Robinson, 
Corporate Personality in Ancient Israel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0)，和其中所附的
參考資料；還有Aubrey R. Johnson, The One 
and the Many in the Israelite Conception of God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60)。後來
的批判者適當地修飾了集體性的觀念；最好

是說集體性和代表性。

57 在這方面，我後來發現湯姆•賴特的具有洞
見的評論：「保羅是在講述……神、以色列

和世界的整個故事，只不過這故事現在被濃

縮入耶穌的故事裏了。……他重複使用舊約

聖經，是要……提出閱讀人所熟知的故事的

新方式，並且建議他們在耶穌故事中找出

比其他地方更自然的高潮」（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79＝賴特著，《新約與
神的子民》，110）。我同意賴特對舊約聖
經所作的回顧性的強調，但是也有一個前瞻

性的要素，是我在這裏所闡釋的。

58 Towner, “Response” 提到這點。
59 見：如馬賀比（Abraham J. Malherbe）關於希
臘羅馬各樣背景的著作，並注意 de Gruyter 
出版社繼續出版的 New Wettstein 計劃。

60 啟示錄第五章的「書卷」帶有其他涵意；
關於更完全的討論，見 Beale, Revelation, 
337–49。

61 例如，關於與福音書文體的出處的關係，
見 Meredith G. Kline, The Structure of Biblical 
Authori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 172–

203。克萊恩主張，福音書文體是要作為基
督所引入之新約的法律見證，有點像出埃及

記，那是對西奈的舊約所作的法律見證。同

樣地，啟示錄文體的天啟—先知層面的源

頭，是舊約聖經某些書卷的同樣的文體，這

與那些書卷的救贖歷史信息有密不可分的連

結（見 Beale, Revelation, 37–43）。
62 見 Richard Bauckham, ed., The Gospels for All 

Christians: Rethinking the Gospel Audience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63 或者可以想像一把雨傘，它的金屬骨架提供
了基本造型，然後有布料把它蓋起來。

64 Towner,“Response”提出這種類比的適當
性。

65 見 Thielman,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681–725。在逐卷歸納分析新約聖經書卷
後，狄爾曼過濾出新約聖經信息的下列主

要部份：(1) 耶穌是人類罪惡的解答；(2) 以
信心回應神的恩典作為；(3) 聖靈是神末後
的同在；(4) 教會是神的百姓；(5) 實現；他
下結論說，基督是所有這五個要素的中心。

馬歇爾（《馬歇爾新約神學》，673-81＝
Marshall, New Testament Theology, 717–26）在
對新約聖經書卷作了歸納式研究後，下結論

說：宣教是連結新約聖經的主題，其中的主

要演員是神、耶穌和祂透過聖靈為罪人所行

的拯救作為、和身為被更新的以色列的教會

所作忠心的回應；這個宣教將在歷史盡頭時

全然完成。

66 在這方面，神的榮耀或尊名被視為出埃及、
曠野飄流、征服迦南、建造聖殿、被擄和應

許的歸回、以及耶穌的生與死等事件的目

標（John Piper, Desiring God: Meditations of a 
Christian Hedonist [Portland, OR: Multnomah, 
1986], 227–38＝畢約翰著，周天麒譯，《十
點十分的盛宴》［台北：中國主日學協會，

2006］，423–38 亦如此認為；在他的分析
裏，派博用不同的聖經經文來說明這點，並

且包括了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其他重要的事

件〔例如，創世記第一章的創造敘事〕，為

了表示它們的目標也是神的榮耀）。這點非

常重要，所以需要一整個部份來討論，見於

本書的結論。

67例如，關乎新約聖經，見 Thomas R. Schreiner, 
Paul, Apostle of God’s Glory in Christ: A Pauline 
Theolog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2001)；同作者，New Testament Theology: 
Magnifying God in Chris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8)＝史瑞納著，李洪昌譯，
《史瑞納新約神學》（South Pasadena：美
國麥種傳道會，2014）。關於榮耀是新舊
約聖經的中心焦點，見 Piper, Desiring God＝
畢約翰著，《十點十分的盛宴》；Hamilton, 
“Glory of God in Salvation,” 57–84；同作
者，God’s Glory in Salvation through Judgment: 
A Biblical Theology (Wheaton: Crossway, 2010)
＝漢密爾頓著，張保羅譯，《審判、救恩、

神的榮耀—漢密爾頓聖經神學》（South 
Pasadena：美國麥種傳道會，出版中）。

新約引用舊約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畢爾 G. K. Beale  
卡森  D. A. Carson◎主編

聖經的讀者經常會遇到陌生或晦澀的舊約聖經引文或

引喻。在這部著作中，畢爾和卡森召聚了一個卓越的

學者團隊，對新約聖經中出現舊約聖經的明顯引文及

較微妙的引喻進行篩選、分類和評註。結果產生這本

關於馬太福音至示錄中舊約聖經出處的綜合性注釋

書。對每位新約聖經學生的參考書圖書館來說，這都

是一部至關重要的資源。

聖經神學導論：
從伊甸到新耶路撒冷
From Eden to the New Jerusalem
作者◎亞歷山大 T. Desmond Alexander

本書原名《從伊甸到新耶路撒冷》，英國版副標題

為《探索神為地上生命所定的計劃》（From Eden 
to the New Jerusalem: Exploring God’s plan for 
life on earth），美國版則是《聖經神學導論》（From 
Eden to the New Jerusalem: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Theology），以創世記開頭幾章與啟示錄結尾幾章作為
框架，來理解整本聖經，勾勒出貫穿聖經的一些重要

主題。

《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2008年度研經類書籍優等 
神學書商協會（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Booksellers）2008年度最佳學術書籍

延伸閱讀：



「以正典為範疇，和聚焦於聖經故事主線，讓畢爾這本《新約的聖經神學》在許多現

有的新約聖經神學著作中有其獨特的地位。本書是畢爾的優質著作，它極富創意地連

結新舊約聖經，要明確地看到聖經是如何組合起來的。」

──穆爾（Douglas J. Moo），
惠頓學院魏斯納新約教席（Kenneth T. Wessner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Wheaton College）

 
「畢爾確實寫出他的集大成的鉅著，在其中，他奇妙地透過新造的主題整合了聖經。

舊約聖經在新約聖經裏的用法，形成本書的骨幹，使讀者了解聖經的故事主線是如何

始終如一。我們都因作者對新約聖經神學所作詳細和深邃的解析而受惠。」

──史瑞納（Thomas R. Schreiner），美南浸信會神學院哈里遜新約釋經教席
（James Buchanan Harrison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一項傑出的成就！在聖經研究的著作中很少有具如此廣度、深度、洞見、和明確
性的。它極為高明地重建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主題。這是個具里程碑意義的成就。」

──衛爾斯（David F. Wells），
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傑出研究教授

 
「人們很容易會說，教理學者很少會在聖經神學家這礦藏中蒐尋。但因著這本書，這

礦場被擴大和加深了，顯露了最豐富的脈絡。我發現這本書不是可隨意翻過去的，而

是幾乎在每一頁都發現另一要點，使我必須反復思想才能繼續讀下去。《新約的聖經

神學》取用數十年的解經研究和教導材料，處於聖經研究和神學的交會口上。畢爾教

授接續霍志恆（Geerhardus Vos）的傳統，提升了我們這時代聖經神學的水平。我
們在往後多年裏都將繼續消化這本鉅作。」

──何頓（Michael Horton），
加州韋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系統神學和護教學梅晨教席

 
「這本新約聖經神學書，以舊約聖經故事主線為探討新約聖經信息的起點。畢爾的這

部著作影響深遠，有非常高的學術水平，精通大範圍的學術領域。即使在讀者可能不

同意之處，畢爾的討論總是提供有用的資料，有時甚至會激勵人。這是對聖經神學有

非常重要貢獻的著作，值得被廣泛閱讀。」

──柯斯坦柏格（Andreas J. Köstenberger），
美東南浸信會神學院（The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約和聖經神學資深教授
 
「畢爾這部《新約的聖經神學》發人深省。畢爾非常了解新舊約聖經如何彼此關聯，

和舊約聖經的救贖故事對於了解神在耶穌基督和祂的教會裏的工作是何等必要。讀者

會發現，對於『已經實現和尚未完全實現』的末世新創造和國度的強調非常有意義和

洞見。這本新的聖經神學書讓我們重視整個聖經故事，這樣的體驗對我們許多解經和

神學研究中細分化的傾向提供了不可少的中和。對於一個繼續界定自身並且進入新的

有趣方向的研究領域來說，畢爾的書將會有重大貢獻。」

──伊文思（Craig A. Evans），
亞凱迪亞神學院派贊傑出新約教席

（Payzant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Acadia Divinity College）

新約的聖經神學
舊約聖經在新約聖經中的揭示 

在這本內容廣泛的解經著作裏，一位重要的新約聖經學者從新約聖經的觀點，探討

整部聖經在神學上的統一性。畢爾（G. K. Beale）是《新約引用舊約》（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麥種傳道會，2012］）這本獲獎
著作的共同編輯，他檢視新約聖經故事主線是如何與舊約聖經故事主線相關聯，並

且加以發展。畢爾主張，新約聖經的每一個主要觀念，都是發展舊約聖經的一個觀

念，應該被理解為末世新創造和國度之開展的一個層面。本書提供新舊約聖經之間

的大量互動，幫助讀者看到統一舊約聖經的觀念線索，和這些線索如何在基督裏交

織在一起。學習新約聖經的人和牧者都會同樣看重這本鉅著。

正體字
簡體字

同步發行

「這就像是本新約聖經神學，但卻遠不止於此。它不僅是從外部來描述聖經的一

部份；其觀點更是從內部而發，從整個聖經本身的故事主線內部來發展主題和進

展。畢爾相當公允地處理了通常被忽略的主題。不像我所知道的其他著作，《新

約的聖經神學》給予末世論（不止是未來論而已）當有的重視。他以易懂的方式

寫作，也常常作解經，這減少了概括化和無憑據的斷言。這討論是以神為中心、

宣教導向、和榮耀神的。本書反映的是三十年的研究，在它的參考文獻裏有大約

六百本書，它在我們的時代是獨特的，事實上，在一個兩百多年前就將舊約聖經

與新約聖經分割的學科（聖經神學）裏，本書也是無與倫比的。畢爾以一種創意

和有系統的方式把它們又帶回在一起。這結果將會激發對神的救贖目標更深的了

解和進一步的研究。對像我一樣的有些讀者，一個主要的結果就是不僅是珍惜，

也是尊重如此一部對這許多聖經寶藏所作如此高超的講論。」

──亞伯勒（Robert W. Yarbrough），
聖約神學院（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約教授

 
 「有些新約聖經神學強調的是每位作者或書卷的獨特性；其他的則尋找一個中
心或統一的主題。畢爾的著作絕對屬於第二個類別，因為他說明新創造是個涵括

性的類別，涵蓋了所有其他主要主題，不僅是在新約聖經裏，也在相關的舊約聖

經和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教背景資料中。在這過程中，讀者得以品嚐他們預期的

大多數主要議題和一些新的議題最出色、最新的討論，尤其是對照在正典之內的

關聯而作的。在全書中，畢爾都是全然福音派的觀點，也是全然學術性的。本書

確實是本精心傑作。」

──布魯姆伯格（Craig L. Blomberg），
丹佛神學院（Denver Seminary）新約傑出教授

 
 「本書因它的有力論述而令人印象深刻，它是作者數十年來在新約聖經神學上
投注大量心力的成熟果實。聖經神學關注的，是以其豐富多樣性來顯示聖經中所

有啟示的合一及連貫性，它探討新約聖經故事主線的發展和實現，以新造國度來

轉化舊約聖經故事主線核心部份的各種途徑，把新造國度視為『已經實現和尚未

完全實現』之末世實現的整體結果，是因基督的生活、死、和復活而成就的。尤

其是那些對聖經末世論感興趣的人，如果注意教會的角色和『在時代之間』的基

督徒生活，以及新約聖經引用舊約聖經，他們將從畢爾教授健全、經常令人振奮

的典型教導中得益。」

──葛富恩（Richard B. Gaffin Jr.），
費城韋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hiladelphia）

聖經和系統神學榮譽教授

榮獲《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2013年聖經研究類最佳書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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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畢爾（G. K. Beale）
譯者：陳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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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和腓利門書至今仍然鏗鏘有力地對二十一世紀的許多議題說話。然而，當代學術

研究在這兩封書信上所投注的大量精力，經常用於建構看似合理的「背景」，然後決定

（我幾乎要說「馴養」）這些文獻的詮釋。現在，這些背景如此豐富、如此多樣，以致相

應的詮釋也一樣豐富。穆爾博士帶給這本註釋書的眾多力量之一是，能夠評估各種不同訴

求之相對優點，甚至指出當證據不夠確定時人所不能知道的事——然後以解經和神學的方

式小心探索經文，釐清經文本身確實要說的話。這一切都以明白易懂的散文體來表達，加

上聖經經文對於今日教會之意義的坦率建言。任何一個讀完這本註釋書的人，都會對聖經

這兩卷書所揭露的意涵有更深的理解。如果這本註釋書在未來許多年間成為牧者們的「標

準」，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訝。在此，我再一次深深受惠於我的好友。

── 卡森（D. A. Carson）

穆爾的又一傑作！在我的評估中，他在柱石註釋系列裡面的雅各書和新國際版新約聖經註

釋裡面的羅馬書（麥種聖經註釋），都是現有中等程度的最佳註釋書，現在又為歌羅西書

與腓利門書寫出了同樣精彩的作品。條理清晰、判斷正確、了解所有相關學術的最新發

展，卻沒有冗言贅語地長篇大論，在幫助解釋保羅這兩封悅人的小書信上，本書應該是大

多數牧師和教師的首選。

── 布魯姆伯格，丹佛神學院（Craig L. Blomberg, Denver Seminary）

「給牧師們的一本出色的註釋」—— 史瑞納（Tom Schreiner）
歌羅西書與腓利門書的一本「優先的」註釋 —— 布魯姆伯格（Craig Blomberg）等
本書必然成為歌羅西書研究新的優質標準——  斯托姆斯（Sam Storms）

一如他先前的作品，在本書中，著名的釋經學者穆爾展現出同樣傑出的

解經與健全的實踐洞見，不單正確解釋歌羅西書與腓利門書的意義，也

將那意義有力地應用於二十一世紀的讀者。穆爾既與這兩封書信的希臘

文經文互動，並向當代受眾清楚解釋中英文經文。

資訊豐富、福音派立場、方法敏銳、展現了在優秀學術與教牧關懷之間

的小心平衡，必為廣泛讀者——從教師和學生，到牧師和聖職人員，到

學者與一般信——提供真知灼見。

穆爾  Douglas J. Moo
自聖安德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in St. 
Andrews, Scotland）獲得博士學位。自2000年起任惠
頓研究院新約聖經布蘭查教席（Blanchard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at the Wheaton College Graduate 
School），之前在三一福音神學院任教二十餘年。穆
爾出版了多本重要的神學作品與聖經註釋書，除本書

外，麥種也翻譯出版了他的《羅馬書》（NICNT）、
《加拉太書》（PNTC）。

本書的特色是極具洞見、敏銳的解經，以及與晚近大量關乎歌羅西書和腓

利門書的著作進行深思熟慮的互動。穆爾是位腳踏實地的嚮導，帶領讀者

了解聖經文本的意義，掌握它在神學上的深遠意義，從而重新聆聽主耶穌

基督的福音，這福音在「普天之下結果、增長」。凡是認真研讀保羅這兩

封簡短卻深邃之書信的人，一定得閱讀穆爾的註釋。

── 歐白恩，慕爾神學院

（Peter T. O’Brien, 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

出類拔萃。⋯⋯穆爾結合他的解經技巧與對保羅神學微妙之處的廣博知

識，對歌羅西書與腓利門書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穆爾以睿智的判斷，應

對各種詮釋議題。本註釋書寫得很出色，具有非常豐富的資訊，應該是這

兩封書信精選的教科書。

── 亞諾德，塔爾博特神學院

（Clinton E. Arnold,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Biola University）

歌羅西書與
腓利門書
The Letters to the Colossians 
and to Phil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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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爾其他著作：

◆羅馬書〈上〉

    羅馬書〈下〉
◆加拉太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