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改革本身就是一場由關切

靈魂救恩直接產生的教牧關顧

運動。2

宗教改革常常被人摒棄，認為

那是一種學術討論，涉及細緻入微

的神學辯論，以及一些人感興趣的

崇高思想，卻脫離了現實生活的問

題、掙扎和心痛。我們務必從這種

觀念中跳脫出來，以免把這一重要

歷史事件束之高閣，在特別的時刻

拿出來，卻在其餘時候將其遺忘。

宗教改革是一場多種所樣的運

動。但它的核心是對靈魂福祉切切

渴望的關注。改教領袖是煞費苦心

地帶領自己（以及世界各地）群羊的

牧師，使他們在神面前得到赦罪，

並由此獲得活潑的盼望，並且在這個

世界的真實苦難中認識神的眷顧和

臨在，以及認識復活的確切盼望。

1. 教牧關顧

中世紀經院神學家過於思辨

的神學，是改教家最常抨擊的對象

之一。3 舉例來說，路德發表《95
條論綱》，被當作是發起宗教改革

的事件。是什麼引發這件事的？不

是學術敏銳或政治抱負，而是牧養

時刻發出的告誡：「哦，不，你不

要！」問題在於，約翰．特次勒

（Johann Tetzel）來告訴路德的群
羊，可以購買神的恩典和赦免，而

無需關注信心和悔改。4 特次勒利

用人們的懼怕，操縱他們的情感，

說：「你現在如此吝嗇，不願付錢

讓親愛的奶奶逃脫煉獄的折磨嗎？

你如此硬心，連最後一分錢都不給

你親愛的、離世的母親找到解脫

嗎？金庫裡的硬幣一響，靈魂就從

煉獄出來了！」

路德根據對稱義的全新理解，

認識到這會蒙蔽毫無戒備的靈魂，

並產生背棄和咒詛的作用。他提出

反對是出於真誠地渴望牧養靈魂，

並引導他們安全地走向天堂。5 
路德在別處談到牧師時說：

擔任牧職的人應該以母親般的

心腸對待教會；因為如果沒有

這樣的心腸，他們很快會變

得懶惰、厭煩和痛苦，尤其會

變得不甘心⋯⋯。除非你以

像母親對待孩子般的心腸——

母親可以穿越大火去拯救她的

孩子——對待羊群，否則你就

不配作傳道人。在這職分中，

你會遭遇辛苦、勞累、心無感

激、仇恨、嫉妒和各種各樣的

痛苦。如果傳道人不被母親的

心腸和這偉大的愛驅使，群羊

不會得到很好的照料。6 

正是對於人的愛推動了路德

的事奉。他不僅寫神學論文，與當

時世界的政權周旋，忍受死亡的威

脅，還當面並通過信件輔導了數

百人，並且處理日常事務的方方面

面，包括編寫兒童教導指南。有一

次路德的理髮師告訴他自己在禱告

上的掙扎，於是路德回家為他的理

髮師針對祈禱寫了一篇簡短的文

章！路德開篇說，「親愛的主人彼

得：我會盡我所能告訴你我自己禱

告時在做什麼。願我們親愛的主施

恩，使你和所有人都做得比我更

好！」路德把他引向詩篇和其他部

分的經文來塑造他的禱告。7 
這是改教家關心的問題，幫助

他們的群羊學會如何生活以及如何

與神相處。8 他們知道自己重新發

現了賜生命的福音，並且周圍都是

急需這福音的人。9 
接下來我們來看加爾文，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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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們通常認為，宗教改革與抽象的神學辯論有關。宗教改革雖然具有強烈的神學色彩，卻

不是僅僅關乎思想概念，而是關乎為著人們的益處和靈魂的救恩而正確地理解福音。本文研究了

宗教改革的領袖，主要是路德（Luther）、加爾文（Calvin）和布塞珥（Bucer）。當我們希望從
宗教改革吸取適合今日的經驗教訓時，就一定不能錯過曾推動這場福音復興運動的牧養驅動力。



說，「儘管加爾文可能首先被認為

是一個神學家，但他更是靈魂的牧

人。」10 1538年，日內瓦人趕走了
加爾文；他們把他解雇了。次年，

該市收到一位天主教大主教的來

信，敦促他們回到羅馬教會。他們

無法給予回應，便找到了加爾文，

這可是他們在前一年拒絕的牧師。

我們可能會認為，在這種情況下，

牧師會說：「算了吧！我不必再為

你們費心。你們不是不想要我嗎，

難道忘了嗎？」但這不是加爾文的

回應。相反，他寫了一份謹慎、尖

銳的回應，保護日內瓦，並給予他

們堅守的立場：

雖然我現在被免除了負責日內

瓦教會的責任，但這種情形不

應該阻止我用為父的愛擁抱

她，當初神把日內瓦教會交給

我負責時，就約束我永遠忠於

她。現在，當我看到有人為這

間教會設下最有害的網羅時，

主既喜悅使她的安全成為我至

高的關切，並且她正面臨嚴重

的危險，誰還會建議我袖手旁

觀呢？我要問，如果在懶散中

視若無睹，面對自己該警醒守

護的人處於毀滅中還躊躇不

定，這是多麼的無情啊。⋯⋯

我不能不顧自己的靈魂，當然

也不能中斷這職分。⋯⋯我的

牧職來自基督，如果需要的話，

我會用我的生命來維護它。11  

這不是象牙塔的學者！這是牧

人，即使群羊藐視他的照看，也依

然願意為保護群羊而犧牲流血。

在別處，加爾文對教牧關懷作

出了評論：

我們這些負責教導群羊的人，

不僅必須看到對於所有人的普遍益

處，我們也必須根據他們的年齡來

對待每個人。

但我們也必須指出，對於在

神的教會中的牧者來說，僅僅傳講

並將話語播散在空中是不夠的，我

們還必須有私人的告誡。很多人在

這點上自欺。因為他們認為教會的

安排沒有別的目的，只是讓他們一

週或幾天內來教會一個小時，在那

裡聽一個人講話，而且當他走出講

壇，就理當保持沉默。這樣想的人

足以表明，他們從來不知道基督教

或神的安排意味著什麼。

因為正如我們在這處經文中看

到的，⋯⋯當傳道人教導會眾時，

他必須注意那些需要私下警告他們

錯誤的人⋯⋯。因此，如果我們想

對神盡責，也對我們受託牧養的那

些人盡責，僅僅向他們提供一般的

教義是不夠的，當我們看到他們當

中的任何一個誤入歧途時，我們必

須努力帶他走上正路。當我們看到

另一個人處於悲傷痛苦中時，我們

必須去安慰他。當我們看到任何一個

靈裡呆滯不前的人，我們必須按著他

本性所承受的來刺痛他、激勵他。12  
加爾文和其他類似的改教家，

都不是只會傳播資訊的冷漠傳道

人。13 他們是參與群羊日常生活的

牧人，並且視自己的任務就是幫助

人認識神、祈禱、敬拜神、堅忍，

並且有一天帶著復活的盼望死去。
14  加爾文說，

不管其他人怎麼想，我們不認

為我們在講完道之後就可以休

息，好像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

似的；我們的職分不應該被束

縛在如此狹窄的界限內。群羊

應該得到更加密切和留心的照

顧，不能因為我們的懶惰而失

喪，不然我們就必須為他們喪

命而交賬。15 

大 衛 ． 柯 尼 克 （ D a v i d 
Cornick）說，與天主教對懺悔的
理解相反，路德和他的追隨者在牧

職事奉中，將處理罪惡的工作「轉

移到牧師和信徒的關係中，以及一

個基於真正瞭解會眾的講壇事奉

中。」因此，「治癒靈魂的工作走

進了家裡。探訪成為牧師生活中的

一個重要部分——特別是對患病的

人、垂死的人和被囚的人。當獻祭

的神父變為講道的人時，探訪成為

教牧關顧的中心。」16 狄奧多若˙
伯撒（Theodore Beza）在關於約翰
福音二十一章15節——耶穌囑咐彼
得，「你餵養我的小羊」——的講

章中體現了這點：

［牧師］不僅需要對他的群羊

有一般的瞭解，他也必須知道

並按著每一位的名字呼叫他

們，無論是在公共場合還是在

家裡，無論白天還是黑夜。牧

師必須追尋迷失的羊，纏裹腿

傷的，醫治患病的⋯⋯。總

之，牧師必須效法好牧人的榜

樣，視自己的羊比自己的生命

更寶貴。17 

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可以在

瘟疫即將來臨時看到一個明顯的例

子。人們以驚人的速度死亡，並且

出現症狀就被當作死亡的標誌。許

多人逃離了城市。但是這些人卻堅

守崗位。慈運理所在的鎮有25%的
人死於瘟疫，但慈運理卻留在那裡

服侍他們。他因患瘟疫而病倒，幾

乎死亡。當瘟疫臨到日內瓦時，許

多人逃離，但日內瓦的牧師卻聚集，

詢問誰去看望並照顧受感染的人。

加爾文自願參加，但其他牧師說他

們不能失去加爾文，就阻止了他。18 
在改教家進行的輔導工作中也

可以看到這種教牧關懷，我們已經

在他們大量的信件中見到了這些。
19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一位同僚寫到
加爾文的教牧事奉時說到這一點：

我無法形容加爾文在給予建議

時的那種盡責和審慎。他極其

仁慈地接待所有來找他的人，非

常清晰和敏捷地回答那些就著

最重要的問題詢問他意見的人，

他也有能力解決擺在他面前的

困難和問題。我也無法表達他

以何等的溫柔安慰受苦的人，並

且扶持跌倒和痛苦的人。20 

加爾文的信件本身，無論是花

在寫信上的時間還是寫信的方式，

都是他極具牧者心腸的主要證據。

這些信件中有許多涉及國家和整個

教會的外交問題。但是正如羅納

德．華萊士（Ronald Wallace）所指
出的，「即使是外交也完全讓位於

傳福音的動機，我們發現他首要關

注的是他的通信者本人。那人是否

與神保持密切關係，是否不斷傾聽

神的話語，是否能持續抵擋撒旦的

試探，以便繼續好好奔跑基督徒的

道路——換句話說，你的靈魂怎麼

樣了？21 
在一封信中，加爾文安慰一位

因兒子的死而悲傷的父親，這位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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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加爾文熟知的學生。信的開頭

這樣寫：

當我剛收到令郎路易⋯⋯死亡

的消息時，我完全無法忍受，

有很多天，除了悲傷，我什麼

也不能做；雖然我在神面前得

著幫助，祂也通過這些患難扶

持我們的靈魂，然而，我在人

們當中是個微不足道的人。22 

這不是宿命論的、毫無感情

的回應。這也不是象牙塔學者的古

板無力的回應。作為一名忠心的牧

師，加爾文首先對於他朋友的不幸

感到悲傷，然後轉而與這位父親分

享神護理關顧的真理來堅固他的靈

魂。加爾文指向這位兒子的相信福

音，以及它對他生命的顯著影響，

好使父親能夠盼望在天堂相聚。

將這些安慰的理由提醒這位父

親後，加爾文又回到悲傷的現實：

「我並不要求你拋開所有悲傷。就

是在基督的學校裡，我們也沒有學

到『作為人，我們應該變成石頭』

這樣的哲學，以至於要求我們放棄

神賦予我們的共同人性。」23 
關於教牧關懷的另一個例

子是加爾文的導師馬丁．布塞珥

（Martin Bucer）。布塞珥寫了一篇
關於教牧事奉的重要專著《論真正

的靈魂關顧》，其中他對牧師的典

型稱謂是「靈魂關護者」。24 他的

書是一顆寶石，充滿了對牧師工作

的洞見。25 在整本書中都可以看到

他的牧養心腸和傳福音之心，尤其

是在這一悲歎中：

基督的無虧的僕人在哪裡？那

些唯獨將主的聲音和話語帶給

基督群羊的人，那些熱心尋

找主所有失喪的羊，並領回迷

途的、醫治有病的、養壯瘦弱

的、保護強壯的施予並且正確

照看他們的僕人在哪裡（結

三十四16）？26 

布塞珥警告說，

基督的工人若放棄受洗的信

徒，⋯⋯就會發現很難向神和

主基督交賬⋯⋯。主必在極大

的失望中指責這些不可靠和不

忠心的牧人：失喪的，你們沒

有尋找（結三十四4）。27 

布塞珥這樣總結他的目標：

「那些在教會中被按立來承擔牧師

職分的人，要成為靈魂的主治醫生

和監護人⋯⋯。」28 

2. 傳福音

關顧靈魂自然會渴望他們與神

和好，並為自己的罪尋求赦免。真

正的教牧關顧總是福音性的，改教

家也是如此。對傳福音的關注、勞

苦和火熱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在這

裡只提供幾個。29 
與許多人的印象或假設相反，

加爾文表現出了對福音的這種關

注。30 日內瓦牧師團的註冊簿裡記

錄了，加爾文時代的許多人從日內

瓦被派去「向外邦傳福音」。由

於迫害，記錄這些被差遣的名字

是非常危險的，所以記錄並不完

整，但據統計，僅在一年內就有

100多個人。菲利普．休斯（Philip 
Hughes）指出，日內瓦成為了一個
「宣教學校」，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差派見證人將宗教改革的教導

傳播到世界各地⋯⋯。它（日

內瓦）是關注宣教活動非常活

躍的中心。在這所學校接受周

全的預備後，許多人被派出去

服事耶穌基督；藉著他們的見

證，日內瓦成為將福音之光散

發出去的軸心。31 

1556年，加爾文和他的同工
牧者幫助支持了面向新世界的第一

次宣教嘗試，差派一個團隊去了

巴西。32 你想想看，資源的缺乏、

阻力、迫害（每個奉差出去的人都

知道他可能會被逮捕、折磨和殺

害），這宣教工作就像我們今天必

須提供的事情中最令人欽佩的。33  
此外，加爾文的講章揭示了，

他是一位經常真誠敦促信徒為列國

尋求救恩的牧師。在提摩太前書的

講章中，加爾文經常以為列國的得

救禱告作為結尾。他呼籲牧師們

「以更大的熱情和誠摯」努力拯救

靈魂。34 加爾文告訴牧師們，即使

人們拒絕所提供他們的救恩，他們

也必須繼續「煞費苦心地」呼籲人

們相信「並盡可能多地呼求神」。

加爾文敦促，「我們必須努力把全

世界帶到救恩中。」35  
加爾文闡述保羅呼籲「為萬人

懇求」時（提前二章），將這一點

應用於我們對世界的宣教責任：

聖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神的

兒女應該做什麼，在這一點，

我們不應該徒勞無功，而是要

呼求神，求祂為拯救整個世界

而作工，並且我們要不分晝夜

地致力於這項工作。36  

在這整篇講章中，加爾文呼

籲會眾，要為了拯救靈魂而熱切地

禱告和持續地行動。他告訴會眾，

「我們能給人類帶來的最大幸事，

就是為他們向神祈禱，並呼求神拯

救他們。」37  
最後，我們應該再次考慮布

塞珥。他的《論真正的靈魂關顧》

這本書充滿了對傳福音的熱情和勸

勉。他甚至譴責教會沒有對「猶太

人和土耳其人」進行更認真努力的

宣教工作，並且說，土耳其人目前

的威脅是神對教會不作為的審判！
38 布塞珥呼籲認真、火熱的傳福音

工作。他對牧師說：「作為真正關

顧靈魂的人和基督忠心的牧師，不

應該使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錯過所傳

的救恩之道，而應該努力尋找他們

可能接觸到的所有人，以引導他們

來到我們的主基督面前。」39 像加

爾文一樣，布塞珥呼籲堅持不懈地

與不願意接受福音的人分享福音：

「基督忠心的肢體不會輕易放棄

任何人。」40 事實上，布塞珥說，

「一個人應該持續地［呼召人們

歸信］，以至於對敗壞的肉體來

說，這似乎是一種強制和緊迫的壓

力。」41 對於布塞珥來說，火熱的

宣教工作植根於神的渴望，同時也

受到保羅這個榜樣的鼓舞：

祂［神］渴望的是，無論群羊

分散到任何地方，都有人去尋

找，並且極其認真和辛勞地尋

找，正如親愛的保羅所說的，

向什麼樣的人就作什麼樣的人

［林前九22］，甚至自己冒著
生命危險來尋找並贏得迷失的



羊，就如主自己所作的那樣。42 

布塞珥肯定了神對靈魂救恩的

主權性揀選，但並不認為這與充滿

活力的宣教事工相衝突：

但是神的旨意並不是向我們透

露祂揀選的奧秘；相反，祂命

令我們走向世界，向每一個人

宣講祂的福音⋯⋯。因此，所

有的人都是神創造的，都是神

所造之物，這事實應該使我們

有足夠的理由去就近他們，以

最大的忠心去尋找他們，並帶

領他們得著永生。43  

結合之前提到的教牧關懷和傳

福音的熱情，布塞珥祈禱：

願主耶穌我們的大牧人和監

督，使我們這些長老和和靈魂

關顧者去尋找主的迷羊，領回

遊蕩的，醫治受傷的，堅固有

病的，並以正確的方式保護和

餵養康健的人⋯⋯。44  

在許多奉差遣出去的傳教士被

殺害的環境下，發出了對傳福音和

宣教活動這個迫切而熱情的呼召。

加爾文在一封信中提到了一些因宣

揚福音而在里昂（Lyons）被捕入獄
的人。他以前曾寫信並努力設法要幫

助他們獲釋。但當所有的努力都確

定失敗了，並且他們即將被處決時，

加爾文寫信鼓勵他們站立得穩：

現在，在這個時刻，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需要勸勉你們把整

個思想轉向天上。到目前為

止，我們還不知道會發生什

麼。但是，既然神似乎會用你

們的血來印證祂的真理，就沒

有什麼比你們為此做好準備更

好的了，你們要懇求祂讓你們

臣服於祂的美意，不讓任何人

事物阻止你們跟隨祂的任何呼

召⋯⋯。然而，你們知道自己

擁有什麼樣的力量去爭戰——

任何信靠這力量的人永遠不會

膽怯，更不會被挫敗。雖然如

此，我的弟兄們，要相信我們

主耶穌之靈會按著你們所需要

的堅固你們，這樣，無論這試

探的重壓有多大，你們都不會

在重壓下昏厥，正如贏得如此

榮耀得勝的那位一樣；在我們

的苦難中，有我們勝利的堅定

保證。既然祂樂意使用你們的

死來堅持祂的立場，祂就會堅

固你們爭戰的力量，不會讓你

們白白浪費一滴血。雖然可能

不會馬上看到全部果效，但最

終會湧現為無以言表的豐盛。

因為祂已經賜予你們這個特

權，使你們的捆鎖已經享有聲

望，響聲已經傳遍世界各地，

所以，儘管有撒旦的存在，你們

的死一定會更加強烈地迴響，

使我們主的名因此被頌揚。至

於我，我毫不懷疑，如果這位

迄今一直保守你們的仁慈父親

樂意帶你們到祂那裡，以便你

們長期不斷的監禁可以被祂使

用，藉著你們生命的終點來預

備更好地喚醒神定意要開啟的

那些人。神已經使光照在你們心

裡，以便可以從遠處注視，讓

仇敵竭盡全力吧，他們永不可

能將這光掩埋至無影無蹤。45  

3. 結論

這種為了福音和靈魂而捨己

的精神，是宗教改革的遺產，我們

必須堅持下去。46 這些人絕不會對

傳揚福音漠不關心，對於在舒適環

境中的我們來說，他們的榜樣是一

種強烈的挑戰，甚至是一種指責。

因此，改教家的著作不應當成為過

時或懷舊的興趣。我們與改教家一

樣，也在墮落的世界中尋求活出福

音並且推進基督的國度，他們是我

們的榜樣和激勵。我們不敢不從他

們的成敗中吸取教訓。

所以，基督徒啊，福音使你的

生命充滿活力，並且讓你深深關切

並細緻覺察周圍的人嗎？我們前輩

的榜樣呼召我們要有這種忠信。

年輕的神學家啊，如果你的主

要活動是討論神學，卻沒有對人產

生深深的愛和關心，則不管你的神

學立場如何，你都不是宗教改革的

繼承人。

牧師和那些渴望成為牧師的人

啊，如果你對教牧事奉的想法僅限

於講壇，那麼無論你講章的長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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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文最初是作為2012年10月31日在田納西州
傑克遜市聯合大學宗教改革日禮拜堂的演

講而發表的。非常感謝吉姆．帕特森（Jim 
Patterson），他幫我找到了這篇文章的一些
來源。他不僅是聯合大學的一位好同事，也

是我的第一位教會歷史教授。他的教權改革

（Magisterial Reformation）課程非常有趣而
且影響深遠，無疑對這篇文章產生了出乎意

料的貢獻。

2  Ronald Wallace, Calvin, Geneva and the 
Reformation: A Study of Calvin as Social 
Reformer, Churchman, Pastor and Theologian 
(Grand Rapids: Baker, 1988), 169。另外還有，
John T. McNeill, A History of the Cure of Soul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1), 163：「就靈
魂醫治而言，德國宗教改革已經起步。」

3  「宗教改革是一場實踐神學和體現基督教生
命力的運動。這不是反智，而是反抽象主

義者」（Timothy George, Reading Scripture 
with the Reformers [Downers Grove: IVP, 2011], 
228）。

4  在路德服事的地區並沒有授權銷售贖罪券，
但在鄰近地區卻獲得授權。特次勒從威登堡

（Wittenberg）跨過易北河（Elbe River），
不斷地從事著他的銷售生意，人們從四面

八方而來。路德著名的《95條論綱》中的
幾條明確提到了銷售贖罪券（例如27、28
條）。更多關於銷售贖罪券、特次勒及路

德的反對，參：Bard Thompson, Humanists 
and Reformers: A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394–400; F. L. Cross and E. A. Livingstone, eds., 
“Tetzel, Johann,”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05。

5  類似的評論，參George, Reading Scripture, 
233：「路德出於對所負責靈魂的牧養關
注，促使他對贖罪券採取公開立場，正如他

作為大學教授的學術工作一樣。」歐文˙查
德煜（Owen Chadwick）寫道：「他認為贖
罪券是有害的，因為它誤導了單純的靈魂」

（The Reformation [London: Penguin, 1972], 

神學分量如何，你都不是宗教改革

的繼承人。改教家們反映出基督和

使徒的樣式，深深地介入信徒的生

活，並且知道自己蒙召成為為監督

他們靈魂的人（來十三17）。熱愛
靈魂就需要瞭解具體的靈魂，並參

與到他們混亂的日常生活中。

你們當中一些人心中所想的可

能只有萬聖節。但是你和神之間的

關係如何？死亡和黑暗的領域是真

實的。並且罪惡壓迫我們，使我們

脫離神，把我們拖下地獄，這是在

如今無比真實的現實。你的靈魂有

一個真正的敵人想要毀滅你。但是

還有一個更偉大的得勝者，就是耶

穌，祂戰勝了罪惡、死亡、地獄和

魔鬼，並且祂會拯救你，接納你作

為屬祂自己的人，只要你願意離棄

你的罪並信靠祂。我們一直在宣揚

的福音不是歷史遺跡。這是神拯救

的大能，如果你願意相信的話，這

福音今天就拯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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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方式」（229）。另見Peter Brooks,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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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Peter Brooks; London: SCM, 1975), 98–99。

6  Martin Luther, “Ministers,” in What Lu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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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 Louis, MO: Concordia, 1994),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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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路德在有力地應對由此引發的教牧關

懷危機的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促使了改教

運動的『成功』」（Robert Kolb, “Luther the 
Master Pastor: Conrad Porta’s Pastorale Luth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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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什麼是『正確的福音崇拜』的設想，也

是出於對在威登堡和他親愛的德國人中間

所宣揚福音的關心」（Timothy J. Weng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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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 D. Benoit,“Pastoral Care of the Prophet,”in 
John Calvin, Contemporary Prophet (ed. Jac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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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的溫暖、敞開心扉的牧養關注」（67）。
23 同上。

24 Martin Bucer, Concerning the True Care of Sou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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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布塞珥的〈論真正的教牧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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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razil,” in The Heritage of John Calvin 
(ed. John H. Brat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3), 55–73。編者註：見Kenneth J. Stewart, 
“Calvinism and Missions: The Contested 
Relationship Revisited,” Them 34 (2009): 
63–78，尤其是 §5.1: “The Genevan Calvinist 
Mission to Brazil”（70–71）。

33 另見Philip Hughes, “John Calvin: Director 
of Missions,” in The Heritage of John Calvin 
(ed. John H. Brat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3), 40–54; Ray Van Neste, “John Calvin on 
Missions and Evangelism,” Founders Journal 
33 (1998): 15–21; Paul Helm, “Calvin, A. M. 
Toplady, and the Bebbington Thesis,” in The 
Advent of Evangelicalism: Exploring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ed. Michael Haykin and Kenneth 
Stewart;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08), 
205–8。

34 加爾文的提摩太前書講章第36篇。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同上。

38 Bucer, Concerning the True Care of Souls, 87。
39 同上，76。
40 同上，78。
41 同上。

42 同上。

43 同上，77。
44 同上，193。
45 John Calvin, Letters of John Calvin (ed. Jules 

Bonnet; London: Hamilton, Adams, and Co., 
1857), 2:387–388。

46關於這一專題的進一步閱讀，除註腳中
已經提到的項目外，見以下內容：R. W. 
Scribner, “Pastoral Care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in Humanism and Reform: the Church 
in Europe, England, and Scotland, 1400–1643: 
Essays in Honour of James K. Cameron (Oxford: 
Blackwell, 1991), 77–97; Timothy J. Wengert, ed., 
The Pastoral Luther: Essays on Martin Luther’s 
Pract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9)，特別是 Wengert, “Introducing the 
Pastoral Luther” (1–29); Theodore G. Tappert, 
ed., Luther: Letters of Spiritual Counsel (London: 
SCM, 1955)——泰伯特（Tappert）的〈序
言〉（General Introduction）非常有幫
助；Pamela Biel, “Personal Conviction and 
Pastoral Care: Zwingli and the Cult of Saints 
1522–1530, ” in Zwingliana: Mitteilungen zur 
Geschichte Zwinglis der Reformation 16 (1985): 
442–69; Kenneth L. Parker,“Richard Greenham’s 
‘Spiritual Physicke’: The Comfort of Afflicted 
Consciences in Elizabethan Pastoral Care, ” 
in Penitence in the Age of Reformations (ed. 
Katharine Jackson Lualdi and Anne T. Thayer; 
London: Ashgate, 2000),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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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三7、8
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不可

硬著心。

31. 你也當思量，你及時處理
自己的世俗事務，那麼，你是否應

該耽延而遲遲不願歸信；當你的肉

體想要得到供應時，你會立即予以

關注，毫不耽延；你有足夠的智慧

按季節撒種，絕不會拖延到收穫時

節；你會在莊稼成熟之時去收穫；

又在果子成熟之時去採集，此間毫

無耽延；你在勞作中，知道觀察時

節，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當你理

應工作之時，你絕不會躺臥在床，

也不會為了休息而耽延整晚，更不

會讓自己的僕人拖延了你的生意。

你若病了，會毫不耽延尋求幫助，

免得自己病入膏肓，無法治愈。然

而，你卻耽延自己的歸信，遲遲不

願確保天堂嗎？為什麼，讀者啊，

瑣事你竟毫不拖延地完成，而對於

救恩，你竟一再耽延？你是否可以

為每件事騰出時間，除卻這一件？

而正是這一件，萬事存立只是為襯

托它；與之相比，萬事無非幻夢而

已。你有時間工作、耕作、播種、

收穫，竟沒有時間為永生做準備

嗎？為什麼，讀者啊，你若還沒有時

間捫心自問的話，轉向神，為死亡做

好準備，放棄吃喝睡覺，並且說，你

沒有時間做這些事。對於這些次要

之事，你大可以明智地這樣說，哪

怕對一些更大的事，也是同樣。

32. 此外，若有人為你的身體
提供便利和物品的話，你斷不會靜

觀耽延，不會需要人多費口舌才勉

強接受。若你的房東不願與你續

訂租約，而有人卻願意給你提供房

屋或土地，你豈會拖延很久才接受

嗎？一位乞丐在你的家門口行乞，

他不僅會感謝你的施捨，而且，無

需你的懇求與糾纏，他還會乞求你

施捨，甚至是不住地祈求。然而，

你竟然推拖接受那蒙福的恩典，就

是那更大的恩典嗎？

3 3 .  你應當思量，神是賜予
者；而你則是可憐的乞丐並接受

者。因此，當祂看似在耽延之時，

合宜之舉是你要等候神，呼求祂賜

下恩典，而非要祂等候你。你若不

接受，祂亦無虞；但你若沒了祂的

賞賜，就無法生存。乞丐須隨時為

施捨欣慰；被定罪之人當隨時為赦

罪而喜悅；但是，賞賜的神理應期

待自己的禮物被毫不耽延地接受；

否則，祂可能會讓他們空手而回。

34. 竊以為，當神像醫生那樣
來到你身邊，要拯救你的靈魂時，

你對待神，不該比對待鄰舍或朋友

更差，甚至他們還不是為了你的益

處，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若

你的一位鄰居行將死去，你會毫不

耽延就去拜訪他；若他突然昏厥，

你會毫不耽延就抓住他；若他落入

火中或水中，你會毫不耽延就將他

搶救出來。是的，你會竭盡所能，如

此而行。然而，當不再是別人，而是你

自己陷於沉淪和溺水，與死亡並絕

望僅一步之遙時，你豈要耽延嗎？ 

3 5 .  若你還沒有認識到你對
神、對自己的靈魂都是那樣不合情

理，那我要懇求你，你當思量，你

對待神是否比你對待魔鬼本身更為

糟糕。若撒但或他的僕人說服你去

犯罪，你耽擱時間絕不會太久，而

是即刻心嚮往之。你隨時準備隨酒

肉朋友而去，只要他們略微示意。

你迫不及待，只等他們發出邀請。

一見酒杯，酒鬼就會立刻把持不

住；一看見妓女，姦淫者就會心馳神

往；人們享受罪，可以毫不耽延。然

而，當神來臨之時，基督呼召之時，

聖靈運行之時，牧師勸說之時，當良

心心悅誠服之時，我們卻只會希冀，

只會打算，只會許諾，一味耽延。

不，還不僅如此：他們汲汲於

犯罪，縱然我們懇求，他們也不會

耽延。當血氣之人受到撩動，我們

難以說服他推延講出攻擊的言語，

而是先考慮一下問題。我們無法懇

求酒鬼推遲酗酒，哪怕只是一個

月，而他會嘗試另一條路線。這個

國家任何一位傳道人都無法說服世

俗之人克制世俗，驕傲之人克制驕

傲，不敬虔的人克制不敬虔，哪怕

只要一個月，一週，或是一天。然

而，當神對他們發出命令和要求，

要他們轉向祂好得著救恩時，他們

卻盡量拖延，並不用我們懇求。

36. 你也當思量，你若回轉，
無論如何都不會為時過早，你也絕

沒有理由因自己迅速回轉而懊悔。

耽延會使你半途而廢；但迅速回轉

卻對你沒有任何傷害。在那些如何

倉促都不為過的地方，為何你竟要一

味耽延？你是否認為，在天上或地上

有哪位聖徒，會對自己沒有更久才歸

信而心中抱憾呢？不，你絕不會從任

何歸信之人口中聽到此種懊悔。

37. 但我必須告訴諸位，與之
相反，你若因歸信而心中歡樂，你

罪人必須立刻悔改的
五十條理由（下）

理查．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1615-1691）  
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因其豐富的著作而廣為

人知，包括《聖徒永恆的安息》（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基督徒指南》（Christian 
Directory）、《更新的牧師》（The Reformed 
Pastor）。  

FIFTY REASONS WHY A SINNER OUGHT TO 
TURN TO GOD THIS DAY, WITHOUT DELAY.

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著
陳知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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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為著你竟耽擱如此之久才降服

在神的面前而懊悔，而且是成百上

千次地懊悔。哦，當你的心被神的

大愛所融化，蒙了祂赦罪的恩典，

又被祂的赦免和拯救的恩典那無限

的良善所降服時，它會何等讓你憂

愁，因你竟然在心中妄待這位神，

又如此惡待祂，如此之久地反對那

謀求你救恩的憐憫！哦，你的心會

何等地憂傷，想到你竟然為魔鬼、

為肉體、為這詭詐的世界而在罪中

度過了自己大半的生命！哦，你會

捫心自問：「神豈不是更配得我年

輕的日子嗎？我若用它們來服事

神，又用來做成我的救恩，豈不是

更好嗎？唉，我竟浪費了如此寶貴

的時日，現在竟如此落後了！現

在，我要得著那信心、那盼望、那

愛、那平安、那確據，得著在聖靈

中的喜樂，這些本是我早就可以擁

有的。我花在服事世界、肉體上的

年日，若花在神身上，就好了。」

38. 你要思量，設定你得著救
恩的日子和時間的權利，是屬於神

的，還是屬於你的？那賜給你赦罪

之恩的必須是祂；而且，設定你

接受這救恩的時間難道不也屬於祂

嗎？沒有祂，你就不可能擁有基

督和生命：那賜給你天國的必須是

祂。難道祂不配設定你歸信的時

間，好叫你可以在其中有分嗎？但

祂若說「今天」，你豈敢說「我要

等到明天」呢？

39. 不可如此，你當思量，是
神還是你，才更可能知道最佳的時

間。你豈敢說，你對何時回轉比神

更清楚嗎？我想你不敢造次；你

若不敢如此，因羞恥的緣故，就不

要讓自己的行為如此。神既說，

「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不可硬

著心」（編按：來三7∼8；參：詩
九十五7∼11），你豈敢說，最好再
多待一個月，或多等一天？神說：

「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

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編按：林

後六2；參：賽四十九8）。難道你
會說，明天還有時間嗎？難道你比

神更清楚嗎？若你的醫生告訴你，

你得了胸膜炎或發燒了，你必須就

在今天——在明天以前——放血醫

治，你有充分的理由服從他的理

解，並且認為他比你更清楚；難道

你不能同樣接受賜智慧的神嗎？

40. 你也要思想，當神第一次
呼召你時，你的快快歸信會讓你更

受神歡迎，也是一件極為討神喜悅

的事。我們的諺語說，快速的禮

物是雙重的禮物。你向朋友請求任

何事，若只一請求，他就立時又開

開心心地答應，那你會認為自己得

之善意；但若他久久耽延，又語出

異議，那你會認為自己得之不善，

而你虧欠他的謝意就會少一些。若

是你門口的一個乞丐必須等很長時

間才能得到一份施捨，那他就不會

對你滿懷感激。若神必須為自己的

東西等待如此長的時間，而且那還

是為了讓你得益，可想而知，神會

多麼不喜悅啊！神愛獻得樂意的人

（編按：林後九7），因此，神喜悅的
是滿心樂意、全然順服的人；若這是

出於甘心和樂意的話，那更可能的

是，它是快速而沒有遲延的。

41. 我盼望，你願意神怎樣待
你，你就當怎樣待神。若你的孩子

撕破所有的衣服，把肉扔給狗吃，

又把它踐踏在土裏，當你懇求他

們時，他們竟不聽你的話，你還會

好好待他們嗎？你會成年累月徘徊

等待他們，懇求他們，像神等待愚

蠢行事的你嗎？若你的僕人該做工

時卻整天吃喝玩耍，你會一直懇求

他、等候他，最後還付給他工錢，

就像他為你服務過嗎？可你竟指望

神這樣待你嗎？

42. 我懇請你，你當思量，你
的耽延便是拒絕，神也可能如此解

釋，因你回轉的時間亦是命令的

一部分。說「你要回轉」的那位

也說：「現在，就是今天，不可耽

延。」祂不再賜你時日。若時間延

長，又一次次提出，這就超出了祂

應許你的，或你本來答應自己的。

祂的命令是，你要現在轉回，就得

存活。若你拒絕這時間，就是現

在，那你就拒絕了這提議，就失去

了利益。若你知道這樣就是拒絕

神，又知道你所處的情況如何，若

祂在忿怒中轉身，不再接近你；那

你就會懼怕以祂的烈怒為嬉戲，或

懼怕對祂的輕慢。

43. 我認為，你當牢記，神並
非人人都等候，像祂對待你一樣。

數以萬計之人都陷於絕望之中，而

且無可救藥，而祂卻在耐心地等待

你。你豈可忘記，其他人此刻正在

地獄，就為著那些你曾經糾結並徘

徊於其中的小罪？良善的主啊，毫

無情感的心是何等可怕啊！當數百

萬人因耽延或拒不歸信而身陷苦難

之中，與此同時，步其後塵之人竟

仍無所畏懼地冒險行動！ 

44. 我必須告訴諸位，神不會
一直等待你，照祂迄今所做的那

樣，耐心照顧你。忍耐有定時，若

你耗盡這段時間，那你就會成為悲

慘的可憐人。我可以向諸位保證，

讀者啊，那杯已經轉向你了，當時

間耗盡時，你就不會得到神再多一

小時的耐心。那時神就不再懇求你

歸信了。祂不會一直等候拯救你，

並說，哦，這個罪人會悔改，就得

活著！哦，他會接受我所給予他的

憐憫！你斷不要指望神會一直如此

待你；因為情況並非如此。

45. 神使用基督的僕人來使你
恢復；你的耽延的確會使他們厭

倦。傳道人會厭倦向你傳道，也不

再希圖說服你。當我們來到人們面

前，他們以前從未受過警告，我們

就會帶著盼望，希冀他們會聽從並

遵行這道；這盼望就會將生命和懇

切注入到我們的勸勉中：但當我們

勸勉多次卻無功而返，我們離開時

他們還是依然故我，那我們的心就

會沮喪，我們的熱情就會衰退；進

而有之，縱然我們多年宣講，多方

說服，你卻依然故我，原地踏步，

這就會讓一位牧者的心受挫，又會

讓他在幾乎失去希望時，所講之道

沉重而冰冷。

讀者啊，實在如此，我必須

告訴諸位，就我個人而論，若非因

為那些人藉著順服使我蒙受鼓勵的

話，我絕不會為你拿出這段時間

的四分之一。若所有人都像某些人

那樣收穫甚微，所有人都像某些人

那樣斷不歸信；若你們中間那些謙

卑、悔改、順從的人，沒有成為我

在基督之下的安慰和鼓勵，我許多

年前早已離開你們了；我絕無法堅

持到現在：要麼是我的敗壞讓我與



08 罪人必須立刻悔改的五十條理由（下）

約拿一起逃走了，要麼是我的判斷

會讓我跺掉腳上的灰塵，證明你有

罪，然後離開。

但我對你說這話是何目的呢？

是何目的？為什麼呢？為讓你看到

自己的耽延和悖逆，以至於褻慢了

神，妄待了人。在世上，你不可能

給我們——你的師傅——帶來比這更

大的傷害或惡果了。你沒有能力錯

待我們比此更甚。難道我們的學習

和工作一文不值嗎，你想過嗎？難

道我們的警醒和等待一文不值嗎？

難道我們的禱告、眼淚和呻吟就要

被輕視嗎？神不會藐視它們，是你

在這樣做；請相信，神必把一切記

在你賬上，你終有一天會要清付，

為這一切付上全部高昂的代價。當

我們為你的靈魂守望，正如那知道

必須交賬的人一樣，你卻奪去我們

的安慰，讓我們帶著歎息和悲傷做

這事，這本乎平等嗎？是啊，你竟

毀掉我們做的一切，讓我們失去我

們的勞苦和盼望嗎？然而，你難道

沒想到要為此付上代價嗎？多年以

來，我們一直勸你轉回就必存活，

但你沒有轉回；你早就信服了，也

不斷思及此事；你也早就期盼，常

常談論起它；你又早就許諾了，但

還是沒有去做，只是一味耽延。我

們看到，當你耽延之時，死亡就在

這週帶走了一個人，下週又帶走另

一個人，你會很快進入另一個世

界；但留下的人卻沒有受警告，反

倒仍在耽延：我們看到，當你耽延

之時，撒旦並無耽延：他晝夜與你

作對，若他好似與你停戰，那可能

只是他在暗中行動，你卻未有懷疑

他：我們看到，當你耽延之時，罪

卻未曾拖延；它在你體內工作，如

同毒藥，或是感染，逐漸奪去你的

生命力；它日復一日讓你瞎眼，讓

你的心剛硬，讓你的良心被烙，讓

你不再有感受和盼望。

難道我們要袖手旁觀，看我

們對人靈魂的工作慘淡，我們為他

們救恩所做的一切都被他們自己挫

敗和棄絕嗎？你當善待我們，告

訴我們是否你要轉回。若你不願轉

回，定意走向罪和地獄，那我們就

知道最壞情況了；說出你的想法，

叫我們知道該交託什麼；但你若說

願意回轉，那你何時轉回呢？你會

這樣做，你希望自己能轉回：但何

時呢？你讓我們等多久呢？不，我

必須告訴你，你簡直讓神都對你厭

倦。這是祂自己說的（瑪二17；賽
四十三24）。「我心裏恨惡，我都
以為麻煩」（賽一14）。我必須如那位
先知一樣告訴你（賽七13）：「你們使
人厭煩豈算小事？還要使我的神厭

煩嗎？」考慮一下你做了什麼。

46. 你也當思量，你耽延而不
歸信，所遲延的每一天每一刻，都

是在經受難以形容的損失。哦！你

難以知曉，你日日剝奪自己的是什

麼。若一位役於戰船或監獄中的奴

隸能住在宮中，受君王恩寵，享有

尊榮、喜悅，和輕鬆，難道他會拖

延數年或幾小時而不去嗎？或者他

不自己心中思量，難道享受安逸和

尊榮不比這裏更好嗎？正如浪子所

言，「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

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嗎？」（編

按：路十五17）。在我本來能享受
有餘和歡樂時，竟遭受這一切。當

你本來能生活在神的恩寵中，活在

聖徒崇高和屬天的工作中時，竟一

直活在罪中；你本來能與基督和聖

徒每日相交得安慰；你本來能為彼

岸世界做好準備，本來能有信心面

對死亡，就像無法被死亡勝過的人

一樣；你本來能作為天國子嗣活在

地上。這一切，還不止這一切，你

卻因自己耽延而失去了；神的所有

憐憫在你身上都失去了；你的食物

和衣服，你的健康和財富，就是你

所積存的，一切都失去了，更糟的

是，它們反過來帶給你更大的傷

害；我們一切的勞苦，還有你擁有

的神的一切典章，你所有的時間都

失去了。你當思想此事，實實在在

地，一位智慧人竟會隨心所欲，容

讓自己在這樣的損失中多待片刻，

而一無所獲？你若知道自己的損

失，就不會如此想了。

47. 不僅如此，你在做這些必
須廢去之事時，都是如此；不然，

你就必被永遠廢去了。你是從神面

前逃跑，但你卻必須再次轉回；

不然，做成這一切事之後，就必滅

亡。你正習於數以百計屬肉體的教

訓和虛假的自負，這些必須全部丟

棄；你因故意無知而閉目塞耳，必

須再次開通：你必須學習基督——

教會的這位偉大教師——的教義，

你不能如此耽延，否則你就必從祂

子民中剪除（徒三22，七37）。
當你長期習慣於犯罪時，就

必須去除並打破這一切的弊習。你

每天都在讓自己的心剛硬，它們必

被再次軟化。而且，我必須告訴諸

位，雖然只需須臾、微薄之力亦可

造成惡事，然而要快速將其撤銷，

卻非易事。你可能很快將自己的房

屋點燃，但要熄滅卻不然；你可能

會很快割破和傷害到自己，但要

再次治癒卻不然；你感冒或得病容

易，然而病去卻如抽絲；你快速所

行之事，欲將之撤銷卻需更長時

間。此外，治療伴隨著疼痛；你必

須因稍事耽延而服用許多苦藥，因

著敬虔的憂愁，你發出呻吟，流下

淚水；你給你靈魂留下的傷口，必

定是刺痛的，再次刺痛你的，過後

它們才被發現，並得到徹底治愈。

智慧之人會讓自己如此工作和悲傷

嗎？誰又會再經歷一小時，才知道

自己迷了路，必須再次轉回呢？難

道你不認為，那些說我會繼續前進

然後再回來的人是瘋子嗎？

4 8 .  我認為，若情況果然如
此，你就必會因為自己的耽延而感

到害怕，怕這會讓你的歸信變得更

為劇烈而痛苦。若你真的蒙了神如

此之大的憐憫，得以歸信的話，神

必差下一些重大的痛苦來熬煉你、

警告你，讓你離棄罪；或在你良心

中激起可怕的恐懼，這會讓你哀

歎，再次呻吟，感到自己的愚昧。

在歸信的工作中，良心的種種撞擊

和痛苦，在某些人身上要遠比在其

他人身上更為劇烈。有些人甚至受

痛苦煎熬，束手無策，瀕臨絕望之

境，他們的靈魂陷於恐懼之中，感

受到神的忿怒，以致他們多年處在

懷疑和抱怨中，又認為自己甚至被

神棄絕了。耽延歸信只會導致此種

情形，甚或更糟。

49. 你也當思量，耽延有悖於
這一工作的本質，以及你靈魂自身

的本質。若你確實想轉回的話，那

你必須堅守這一項匆忙、暴力和

勤奮的工作。你必須「進窄門，因

為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

的，找著的人也少」（編按：太七



13）。「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
卻是不能」（編按：路十三24）。
「及至家主起來關了門，你們站在

外面叩門，說：『主啊，給我們開

門！』他就回答說：『我不認識你

們，不曉得你是哪裏來的。你們這

一切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編

按：路十三25∼27）。這乃是一段你
當跑的賽程，天堂就是獎品。「豈不

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

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

們得著獎賞」（編按：林前九24）。
還有什麼比耽延更與之相悖

呢？你是打仗的士兵，你的救恩在

於打仗得勝；當生死都近在咫尺，

你卻要將此視同兒戲嗎？你是奔向彼

岸世界的旅行者，在你開始旅程前，

你豈會等到一天快要過去才動身嗎？

基督信仰乃是一種會帶來無限後果

的工程，因此要求行動迅速且出師有

力，因此，在這件事上，耽延要比全

世界任何的事都更為不合理。

50. 若這一切還不能幫助你回
轉，那容我再告訴你，縱然你耽

延，你的審判卻不遲延；而且當審

判臨到時，這耽延必大大叫你痛

苦，想到它們便會成為你永遠的煎

熬。無論你想什麼，或無論你做什

麼，你可怕的厄運都在快快臨到；

在你意識到之前，痛苦必抓住你。

當你昏睡時，很少想到詛咒臨頭，

但即便如此，你的詛咒也會急速而

至；當你被世間歡愉或牽掛淹沒

時，你的審判卻急速臨到。縱然你

耽延，但審判卻並不遲延。聖靈如

此說：「他們的刑罰，自古以來並

不遲延，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

（編按：彼後二3）。雖然你會打盹，

又高枕無憂，叫我們無法喚醒你；

但你的審判卻並不打盹，也不會長

久耽延；而且當審判臨頭時，它必

喚醒你。一個人在路上乘坐車輦，

或在水上泛舟而行，無論他說什

麼，想什麼，或做什麼，他仍在繼

續前進，急忙奔走自己的旅程，或

順流而下；所以，無論你想什麼，

說什麼，或做什麼，無論你是相信

它，還是嘲笑它，無論你是在睡

覺，還是醒著，無論你記得它，還

是忘了它，你都在速速奔向滅亡，

你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接近滅亡。

「看啊，審判的主站在門前了」（編

按：雅五9）。聖靈已經告訴你，「白
晝將近，日期近了；萬物的結局近了」

（羅十三12；啟二十二10；彼前四7）。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

人所行的報應他」（編按：啟二十二

12）。你看到審判的主正要臨到，你
還會耽延嗎？

你仍當思量，當審判臨到時，

對你這等人來說，是極為痛苦；到

那時，你對自己這般的耽延作何思

想呢？你無法想像，它會叫你良心

何等受煎熬，當你看到自己的一切

希望灰飛煙滅，想到自己因為輕慢

招致的後果。感到自己難以醫治的

痛苦，又想起這救治之法給了你多

長時間，你卻推脫不用它直到為時

已晚。看到你要永遠被關在天堂大

門之外，記起你本來能和別人一樣

得到它，結果卻因耽延失去了它。

哦，到那時，它會讓你心中頓生恐

懼：我多少次被說服了，被告知

過這一點？我多少次在內心想要回

轉？我多少次要成為聖潔，將自己

的心和生命獻給神？我甚至準備降

服，但卻一拖再拖，現在為時已晚。

現在，我已經為你寫了不下

五十條推動你的理由，若有可能，

是為要救你脫離這些耽延，我要以

這條要求給你作總結，無論讀到

這些內容的是誰，你都當思量這一

切理由，又當照它們當得的來看待

它們。你無法反駁其中任何一條，

更不用說全部了。若讀完這一切理

由，你仍相信自己有理由耽延，那

麼，你的理解是受神厭棄的；但你

若被迫承認自己不該耽延，那你又

當做什麼呢？你會順服神和你自己

的良心，還是不願意呢？你會這時

就轉回毫不耽延嗎？務要謹慎，不

要否認它，免得你再也沒有這樣的

感動。只有呼召你的神，才能決定

是現在還是永遠也不會。我懇求

你，是的，作為祂的使者，我要奉

祂的名勸勉你，勿要再耽延片刻，

倒要現在就立定心志，與神立一個

不變的約。而且，就如你在曾經遭

難的日子，蒙受祂的恩惠；現在，

不要耽延，要在祂眷顧你的日子接

受祂的恩惠。

哦，凡讀完這短文現在就如

此說的家庭，有福了：茲事體大，

你我竟耽延如此之久，可謂行事愚

昧；惟願我們一致同意將自己交

託於神，不再遲延。今天就是這日

子；我們不再耽延了。肉體、世

界，和魔鬼已經得著了太多。

神竟忍耐我們如此之久，真乃

是一個耐心的奇蹟；我們再不濫用

神的忍耐，倒要今天開始就絕對屬

祂。若此結果出於以上勸戒，你就

得著了永恆的祝福；但你若仍然耽

延，我盼望自己與你的罪疚無份。

09罪人必須立刻悔改的五十條理由（下）

治死信徒身上的罪
Of 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in Believers 
作者◎約翰．歐文（John Owen）

譯者◎唐玲莉

約翰．歐文（John Owen）

約翰．歐文出生在莎士比亞逝世的那一年，

即1616年。他的一生都處在英國的一個激動
人心、混亂無序的時代。歐文死於1683年，
在他去世之前，他在生活中扮演了一系列角

色：隨軍牧師，政治圈內人，牛津大學副校

長，清教徒神學家領袖，忠誠的牧師、父親

與丈夫。論專業水準，歐文的職業生涯達到

多重高峰，如在國會前講道，領導牛津大

學，並且與那些最高職位的官員保持友誼，

包括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然而，他也經歷了失去權力和地位的時期，

因為他的國家從受清教徒影響回到由國王領

導，而國王對清教徒理想不那麼感興趣。    
透過各個不同的生命階段，歐文證明自己是

一位才華卓著的作家，其作品的權威版本出

版於十九世紀，由二十四本緊密排印的書卷

組成。除本書外，麥種傳道會也將出版他的

《與三一神相交》。 

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傳道人鍾馬田醫生說：在整本聖經中，對於新約聖

經成聖教義實踐的一面，羅馬書八章12∼13節或許是最重要的陳述。《治
死信徒身上的罪》這本書的基礎是：「你們⋯⋯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

行，必要活著」（羅八13），作者解釋並應用這句話所包含的偉大福音真
理和奧秘，藉此來論述這整個主題，幫助信徒們清晰而有序地明白治死罪

的工作。作者根據這半節經文，論述

1. 神所指定的職責：「治死身體的惡行」
2. 指定要承擔這個職責的人是：「你們」——「你們⋯⋯若⋯⋯治死」
3. 附加在這個職責上的應許是：「你們⋯⋯必要活著」
4. 執行這項職責的肇因或媒介——聖靈：「若靠著聖靈」
5. 整個命題——包含職責、媒介，和應許——的條件：「你們若」等詞語。

「這是神為我罹患癌症的靈魂進行的『化療』。」

「彷彿一座屬靈的金礦，再怎麼推薦都不為過。」——巴刻（J. I. Packer）  

正體字
簡體字

同步發行



10 書摘：《治死信徒身上的罪》

本書是為了幫助信徒們清晰

而有序地明白治死罪的工作。為了

這個目的，我要用使徒保羅的一句

話來奠下這項工作的基礎，這句

話就是：「你們⋯⋯若靠著聖靈治

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羅八

13），並且我準備以解釋並應用這
句話所包含的偉大福音真理和奧

秘，來論述這整個主題。

使徒保羅已經重述了因信稱義

的教義，以及因恩典而有分於稱義

之人的蒙福身份與光景，這一章1
至3節開始闡釋信徒的聖潔和信徒
所得到的安慰。

在上面提到的這節經文裏，

保羅揭示了聖潔和罪這一對相反事

件與它們所造成的影響，作為他為

聖潔提出的論據和動機之一。經文

中提到：「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

必要死。」什麼是「順從肉體活

著」，以及什麼是「死」，這都不

是我現在要講述的主題。正如上文

指出的，我只想解釋這節經文後半

節的意思，如此一來，前半節的含

義就很清楚了。

在這節經文中，特別用來為下

文論述奠下基礎的詞語有：

1. 神所指定的職責：「治死
    身體的惡行」
2. 指定要承擔這個職責的人
    是：「你們」——「你們
    ⋯⋯若⋯⋯治死」
3. 附加在這個職責上的應許
    是：「你們⋯⋯必要活
    著」
4. 執行這項職責的肇因或媒
    介——聖靈：「若靠著聖
    靈」
5. 整個命題——包含職責、
   媒介，和應許——的條件：
  「你們若」等詞語。

條件：真正治死罪與救恩之間

的確切聯繫

1.  在整個命題中首先出現的
是條件詞εἰ δέ（ei de），「但若」
（《當代譯本修訂版》）。在這類

命題中，條件詞可以指兩件事：

( 1 )  就承擔這個職責的人而
言，所應許之事件或事物的不確定

性。為了達到經文所提到的結果，

這條件是絕對必要的，這時就會出

現這個不確定性，並且，它不是基

於應該承擔這職責的人所知的任何

確定因素。例如，我們說：「如果我

們活著，我們會這麼做。」但這不可

能是這個條件句所要表達的意思。

論到這句話寫作的對象，還有一句

話：「就不定罪了」（同一章1節）。
(2) 所提到的事物之間確定的

一致性與聯繫性；正如我們對一個

生病的人說：「如果你喝這種藥

水，或接受這類治療，你就會恢復

健康。」我們唯一想要表達的，就

是藥物或治療與健康之間聯繫的確

定性。這就是它在這裏的作用。這

個條件詞暗示了治死身體的惡行與

活著之間的確切聯繫。

事物之間——就如因果之間，

方法、媒介和結果之間——的聯繫

與一致是多方面的。嚴格而恰當地

說，治死罪與活著之間的這個聯繫

並不是因果關係（因為「惟有神的

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

永生」〔羅六23〕），而是媒介和
結果的關係。那個結果是神白白應

許的，祂也為達到那結果指定了這

個媒介。儘管媒介是必要的，但是

媒介從屬於白白應許的所有結果。

這份禮物，與領受它之人努力的理

由是不一致的。因此，這個命題是

有條件的，其用意是要說明，

真正的治死罪和永生之間

是有確實無誤的聯繫與一致性的。

如果你採用這個媒介，你將

會達到那個結果；如果你確實治死

罪，你必然活著。這就是你們履行

這個職責的主要動機。

人：治死罪是信徒的工作

2. 我們在〔羅八13〕這句話裏
面接著看到的是，誰應該承擔這個

職責：「你們」。它在原文是包含

在動詞 θανατοῦτε（thanatoute，
「你們〔若〕治死」）裏面的——

也就是說，你們這些信徒；你們這

些「不定罪了」的人（1節）；你
們這些「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

的人（9節）；你們這些因「基督
的靈⋯⋯又活過來」的人（10∼11
節）；這是你們應該承擔的職責。

這個世界充滿了迷信和自義，一個

顯著的後果就是將治死罪這個職責

強加給任何一個人——這是一些虔

誠的人無視於福音而設計出的「偉

大」工作（羅十3∼4；約十五5）。
在此，我如此描述承擔這個職責的

人，連同所規定的職責本身，這是

隨後整個講論的主要基礎，可以陳

述為以下的主題或命題：

那些最優秀的信徒，

就是確實得著釋放脫離罪的

定罪權勢的，

在有生之年，還應該盡力

治死罪內住的權勢。

主要的有效因和媒介：聖靈

3.  執行這個職責的主要有效
因  就是聖靈：εἰ δὲ πνεύματι（ei 
de pneumati）——「若靠著〔聖〕
靈」。這裏說的靈就是羅馬書八

章11節提到的基督的靈、神的靈，
祂住在我們心裏（9節），使我們
「活過來」（11節）；神的靈（14
節）；「兒子名分的靈」（15節，
《和合本修訂版》）；這個靈「用

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26
節）。除了聖靈以外，要以其他任

何方式治死罪都是徒勞的，這些方

式只會使我們束手無策；必須通過

聖靈才能完成這項工作。正如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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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所暗示的（羅九30∼32），人
們可能會試圖基於其他原則、透過

其他媒介來完成這項工作，而且他

們向來如此，也一直如此；但是，

這位使徒說：「這是聖靈的工作；只

有聖靈可以成就，除了聖靈以外，

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成就。」靠自己

的力量、通過自己發明的方式治死

罪，會導致自以為義，這是這個世

界上所有虛假宗教的精髓和實質。

這就是我整篇講論的第二個原則。

職責：治死身體的惡行

4.  接下來要論述的是職責本
身，就是要「治死身體的惡行」。

這裏要論述三個問題：(1)「身體」
指的是什麼？(2)「身體的惡行」指
的是什麼？(3)「治死」它們指的是
什麼？

(1) 身體。這節經文結束時提
到的身體，同這節經文開始時提到

的「肉體」是一樣的：「你們若順

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治

死身體的惡行⋯⋯」——肉體指的

就是身體。這位使徒此前論述中一

直提到的「肉體」就是身體，從他

在這節經文前後都將肉體和聖靈對

立就可以明顯看見。在這裏，「身

體」代表我們墮落與敗壞的本性，

我們的身體很大一部分是其所在與

器具，身體的肢體藉此給不義作奴

僕（羅六19）。這裏所說的就是內
住的罪、敗壞的肉體或情欲。使用

這種轉喻的修辭，有很多原因，

我現在在這裏不多說。Παλαιὸς 
ἄνθρωπος（palaios anthrōpos）
和σῶμα τῆς ἁμαρτίας（sōma tēs 
hamartias），也就是「舊人」和「罪
身」（羅六6），與這裏的「身體」指
的是同一事物；身體也有可能是提

喻法，  表明整個人都是敗壞的，
是貪欲和不健全情感的承載體。

( 2 )  身體的惡行（《呂振中
譯本》作「身體上的行為」）。

「惡行」一詞的原文是π ρ ά ξ ε ι ς
（praxeis），它其實主要是指外
在的行為，因此被稱為「肉體的

行為」（τὰ ἔργα τῆς σαρκός〔ta 
erga tēs sarkos〕，加五19，《中文
標準譯本》）；那節經文說這樣的

事是「顯而易見的」，並且列舉了

一些這樣的事。雖然這裏只是提到

了外在的行為，然而內在的東西（也

就是次要因）是使徒主要要表達的；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太三

10）——肉體的惡行必須從其成因，
從它們的根源上治死。這位使徒稱

其為惡行，是因為每一個情慾都傾

向於成為行為；儘管它們只不過懷

了胎，也還有可能流產，但它們的目

標乃是要帶來一個徹頭徹尾的罪。

在第七章和本章的開頭，都

將內住的情慾和罪看作所有惡行的

源頭與原則，這位使徒在這裏用它

所產生的後果提到它的毀壞。就像

φρόνημα τῆς σαρκός（phronēma 
tēs  sarkos；羅八6，《呂振中譯
本》「肉體的意念」；《和合本》

作「體貼肉體」），πράξεις τοῦ 
σώματος（praxeis tou sōmatos；
「身體的行為」）也就是「肉體的

智慧」，以轉喻指與前者相同的本

性；這是παθήματα（pathēmata）
和ἐπιθυμίαι（epithymiai），「肉
體的邪情私慾」（加五24），罪的
行為和果子從這裏開始發出；「身

體」就是用於這個意思：「身體就

因罪而死」（羅八10）。
( 3 )  治死。Ε ἰ  θ α ν α τ ο ῦ τ ε

（ei thanatoute）——「你們若治
死」——是一個隱喻的表達，取自

將任何活物殺死。殺死一個人，或

殺死任何其他活物，就是把他所有

的力量、精力和能量拿走，如此，

他就無法行動，也不再有任何生命

跡象；這節經文也是同樣的意思。

這節經文把內住的罪比擬為一個

人，一個活生生的人，就是所謂的

「舊人」，帶著他一切的官能、特

性、聰明、機巧、狡黠、力量；這

位使徒說，內住的罪必須被治死，

也就是說，帶出這所有效果的能

量、生命、精力與力量全部都要被

聖靈除掉。事實上，只有藉著基督

的十字架，才能徹底地治死這內住

的罪；因此，聖經說舊人「和基督

同釘十字架」（羅六6），並且我
們「與基督同死」（羅六8），這
其實都是始於我們重生之時（羅六

3∼5），然而，卻有一個與之相
反、且意圖破壞的原則（加五17）
被栽植到我們心中；但這整個治死

的工作卻是我們一生都要逐步執

行，直到臻於完全的。有關此一話

題，我會在後面的論述中進一步探

討。在此，我想指出，保羅提及這

個職責的目的是：

罪內住在我們裏面，

停留在我們必死的身上；

要治死它，

這樣，罪就不會有生命和力量

去激發肉體的惡行；

治死內住的罪，

是信徒持續不斷的職責。

應許：你們必要活著

5. 在這個職責上的應許就是生
命：「你們必要活著。」這節經文

的前半句提到了死亡的威脅，「你

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同

一節經文中應許的生命與此形成對

比；這位使徒同樣說道：「〔你

們〕必從肉體收敗壞」（加六8，
《和合本修訂版》），或從神而來

的毀滅。這句話或許不是單指永

生，而且還指著我們此時在基督裏

擁有的屬靈生命；這不是指這屬靈

生命的本質與存在（那是信徒已經

享有的），而是指這生命的喜樂、

安慰與活力：正如使徒在另一節經

文所說的：「你們若靠主站立得

穩，我們就活了」（帖前三8）——
「現在，我的生命必善待我；我必

要享有生命中的喜樂與安慰」——

「你們在這裏的時候，必要活著，

享有美好的、充滿活力與安慰的屬

靈生命，而以後還要獲得永生。」

以上論述的就是治死罪與永生

之間的聯繫，治死罪是途徑，永生

是目的地；在這裏，我要加上這個

職責的第二個動機：

我們屬靈生命的活力、

力量與安慰

都取決於治死身體的惡行。

1  編按：亞里斯多德（主前384-322年）將世
界上事物的變化與運動背後的原因分為四

大類，即質料因（material cause；由什麼製
成）、形式因（formal cause；它的形式或本
質是什麼）、動力因（moving cause；誰製
造出來的）、目的因（final cause；為了什麼
目的）。

2  轉喻法（metonymy）是一種修辭譬喻，是以
一個詞語來代替另一個與之密切相關的詞

語。比如，我們可以用「輪子」來表示汽

車，「王冠」表示君主，「華盛頓」表示美

國政府。

3  提喻法（synecdoche），與轉喻的修辭類
似，用部分指代全部或用全部指代部分，歐

文認為這裏是用「身體」代表整個人。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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