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的主題都引向基督

筆者在本書的〈導論：耶穌

與無尾熊〉中提出了一個問題：我

們如何能表達舊約聖經經文對於基

督徒的意義，同時又避免可預料性

和重複性？保羅定意在他的聽眾中

不知別的，只知道基督並他釘十字

架，這似乎並未使他落入可預料的

陷阱中。當然，如果我們所說「可

預料」的意思是：人們預料到每篇

講章都闡述基督榮耀的事，那麼就

讓我們竭盡所能成為可預料的吧！

因為在基督裡有測不透的豐富，而

且對我們基督徒的存在有無限的含

意，我絕對相信傳道人不必變得乏

味與重複。

為甚麼我一直強調我們需要

繼續著眼於基督論呢？有沒有可能

傳講一篇基督徒的道而不提到耶穌

呢？我在這裡想避免一些過分簡化

的回答。或許，我可換個問法：你

為甚麼竟然要想講一篇基督徒的

道，卻不提及耶穌呢？我們還可以

在其他地方找到神嗎？看到真正的

人性嗎？看到任何受造之物的意義

嗎？俗話說，讓我們「打開天窗說

亮話」。早在第七章，我講到使用

分解的方法來處理聖經的結構，我

的意思是使用一個抽象的過程，以

致在任何經文的具體細節背後，我

們能看見聖經所描寫的實際不變的

面向。這就像為某個實物照了一張 X 
光片。沒有人會以為某人頭部的 X 光
相片是與顯示其外貌的相片一樣的。

然而，對了解外貌之下的架構，X 光
片是有用的。同樣地，聖經為實際

所照的相片也是如此。我們可以試

圖了解所有細節背後的「骨架」。

這就是我稱之為分解法的意思。

在聖經中的面向（dimensions）
首先可分為：神與受造之物。然

而，在受造之物內，要進一步做出

重要的區分：一面是按照神的形象

所創造的人，另一面則是其餘的受

造物。人被授權管理受造物，同時

他們自己也要降服在神的至高無上

主權之下。罪就是人拒絕這秩序，

使我們背叛神至高無上主權的管

治。救恩是神的計劃，要將所有的

存在都恢復到正確的關係。神國的

實質是：神治理祂的百姓，他們繼

而管理受造物。聖經無處不描寫這

種國度的情況，無論過去或未來，

聖經也無處不將神的這一計劃放在

此時人類墮落的背景中。可以說，

每段經文都涉及聖經在一個基本架

構之下所呈現的實際，這個基本的

架構就是：神與受造之物，而受造

物等於人類加世界。

現在，如果我們停下來，按照

聖經思考一下我們基督徒生存的意

義，我們就會注意到：正常的關係

正藉著福音而在我們裡面、在我們

當中恢復。要想知道我們的生命應

該被改變成甚麼樣，唯一的方法可

能是，要首先明白在基督裡的真實

情況。當然，這不只是看看事情如

何在基督裡運作而已，雖然肯定要

有這方面的認識。更重要的是，這

是我們自己因信基督而得以與祂聯

合的問題。我們與基督聯合，意味

著：基督是與天父立約的真正的人

類夥伴，任何屬於祂的，也歸於與

祂同作後嗣的我們。

對於實際的這種觀點——神加

上神的百姓，加上受造秩序—— 轉
化為基督論。如果我們想要看見

神，耶穌基督最清楚地將祂表明出

來。如果我們想看到神對我們人類

有何用意，它在耶穌基督身上顯明

得最清楚。如果我們想要看見神對

受造秩序有何用意，我們發現：它

與我們人類密切相關，因而是在基

督身上顯明出來。譬如，我們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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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時很容易受到試探，想要直接

從敬虔的以色列人到現在的聽眾，

但這方法不可避免地歪曲我們理解

經文的方式。除了主耶穌是中介以

外，不能進行直接的應用，這是我

在本書中一直要強調的神學原則。

雖然直接的應用無疑會產生好的想

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人，但

我們絕不能忽略主耶穌所說的話：

聖經為祂作見證。我再說一次，若

果真如此，那麼只有當我們在祂裡

面時，聖經才向我們作見證。這當

然也意味著：聖經也令人明白我們

在基督之外是甚麼意思。然而，即

使是這消極的一面，我們也只有在

神回答這問題的光照中才能了解。

正如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所主
張的，因為神使我們成為倚靠祂、

與祂立約的人，所以世上只有兩種

人：守約者與背約者。1 我們可以換

個說法：在基督裡的人與在基督外

的人；沒有第三種人。

圖8：從經文（T）直接或憑直覺通向聽者
（H）這種無效的方法（A）迴避了啟示的
架構。有效的進路是沿著聖經的路徑（B）
從經文到基督，再將它與從基督到聽者的聖

經路徑（C）聯繫起來。

在圖8中，我們看到有兩種方式
把聖經與聽眾聯繫在一起。一種方

式忽略聖經啟示的救恩歷史架構所

具有的基督論含意。實際上，這否

認了基督作為神與人之間唯一中保

的獨特角色。它忽略了一個事實：

基督是聖經的詮釋者，甚至是所有

實際的詮釋者。如果祂是神永活的

道、真理，並且萬物為祂而受造，

則宇宙中沒有一個事實的終極意義

能脫離祂而被真正認識。這必然包

括我們對聖經的認識。正確的方法

是要通過聖經的架構，這些架構必

然在領我們到聽者以前，先將我們

領到基督面前。

在此需要說明：在新約聖經

中有些地方，將舊約聖經應用於聽

者，它們並不牴觸這原則。因為一

旦在更寬廣的經文背景中建立起這個

原則，就不必在每一個例子中都指出

經過基督所實現的聯繫。因此，保羅

在書信的開始便闡述福音，然後在

這基礎上繼續勸勉讀者過基督徒生

活，而無需每次都重提舊的根據。

沒有福音的勸勉是律法主義

正確的講道方式會涉及一些勸

勉，作為把聖經應用於聽眾生活的

一部份。因為聖經包含許多勸勉，

即使沒有其他原因，光是這一點也

可以知道勸勉是重要的。傳道人當

然必須找出自己的勸勉風格，就是

他們認為適合特定的場合及會眾

的。筆者有位從前的同事曾表示他

相信：會眾似乎往往以近乎受虐狂

的方式對待講道。如果傳道人真地

告訴他們：他們是多麼無望的一幫

人，他們需要怎麼作才好，或假如他

真地定下規條幫助他們改進屬靈的生

活與表現，他們在離開時就會感覺真

好。他們被擊打了，也受傷了，但有

益處！這也許有點過分誇張，但我想

在許多聖潔大會的情況就是如此。

我們為甚麼喜歡被這樣對待？

我們也許並不享受挨批，但總覺得

當我們被這樣對待時，我們從多方

面受益：事情在好轉中。如果我們

大家團結起來，就能有機會把這教

會挽回到正軌。現在我確切地知道

我需要怎樣做，才能過一個得勝的

基督徒生活，等等。我想我們喜歡

被這樣對待的原因乃是，我們在心

裡是律法主義者。我們喜愛自己能

夠說：我們已經滿足了所有的條

件，儘管遲延了，但我們全然降

服，除去了每一項已知的罪，因此

神可以真正地賜福我們。我們常常

受誘惑，想要對我們的屬靈狀況把

脈，以是否聖潔作為標準。這並不

一定等同於值得操練的自我省查。

後者是經過檢視，發現問題、並且

正視問題的方法。真正的自我省查是

一條回到我們得救源頭的途徑，因為

它提醒我們，我們時時需要恩典。

傳道人能幫助鼓動律法主義

的傾向，它是在我們所有罪惡的核

心。我們只須強調我們的人性：我

們的順從，我們的忠心，我們對神

的降服等。問題是，這些都是正當

的聖經真理。但是，如果我們把它

們輕重倒置，並忽略它們與恩典的

福音之間的關係，它們就以律法代

替了恩典。如果我們一直告訴別

人，他們應該做甚麼來整頓他們的

生活，我們就把一個可怕的律法主

義負擔施加在他們身上。我們當然

應該順從神；我們當然應該盡心、

盡性、盡意地愛祂。聖經也這樣告

訴我們。但是如果我們一旦留給人

一個印象，以為可以憑自己做到這

一切，我們就不僅使福音成了無關

的，而且表示：事實上，律法的要

求比它真正的所是軟弱許多。律法

主義降低律法的標準，到我們所能

及的程度，藉此貶損了律法。有一

個極其誤導人的諺語是人時常聽見

的，並且是從應該更明事理的人那

裡聽見的：神不會向我們要任何我們

無法給予的東西。這話的含意若不是

指神並不要求完全，就是指那一種完

全並不完全，因為我們能夠做到那一

種完全。事實上，神的律法並非根據

罪人能遵守的能力來設立的，律法

是用來表明神是完全的這一屬性。

在實踐中，如果身為傳道人

的我們，列出屬靈基督徒的標誌、

或成熟教會的標誌，或敬虔父母的

標誌，或順從兒女的標誌，或愛心

牧師的標誌，或負責任的長老的標

準、或有智慧的教會領袖的標記，

而且如果這樣做的方式暗示了效法

基督只是一件關於認識與順服的

事，那麼我們就是律法主義者，

冒著拆毀我們正想要建造之物的危

險。我們也許可以做到外貌與聖經

的樣式一致，但是我們這樣做是以

犧牲恩典的福音為代價的，只有福

音能產生我們渴望的這些目標的實

際。說我們應該怎樣、或應該做甚

麼，卻不清楚講明神照著祂的旨

意，為我們生命與行為的失敗所成

就的，並且將二者聯在一起，我們就

是拒絕神的恩典，並且這是引人隨從

自我幫助、自我改進的情慾而活的。

不客氣地說，這種方式是無神的。

解經講道是甚麼？

粗略瀏覽一下可找到的文獻，

就能使我們斷言，「解經講道」這

個詞頗有彈性。我們大多數有志於

使用這方法的人都相信：它與真正

合乎聖經的講道同義，然而確定

它確切的定義並不容易。布萊森

（Harold Bryson）2 主張「解經」一

詞的用法相當多樣：人們用它表示

不同的事。有一個未署名的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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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有兩種人：守約者與背約者。1 我們可以換個說法：

在基督裡的人與在基督外的人；沒有第三種人。 

 

在應用經文時有沒有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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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從經文（T）直接或憑直覺通向聽者（H）這

種無效的方法（A）迴避了啟示的架構。有效的進

路是沿著聖經的路徑（B）從經文到基督，再將它

與從基督到聽者的聖經路徑（C）聯繫起來。 

 

在圖8中，我們看到有兩種方式把聖經與聽眾聯繫在

一起。一種方式忽略聖經啟示的救恩歷史架構所具有的

基督論含意。實際上，這否認了基督作為神與人之間唯

一中保的獨特角色。它忽略了一個事實：基督是聖經的

詮釋者，甚至是所有實際的詮釋者。如果祂是神永活的

道、真理，並且萬物為祂而受造，則宇宙中沒有一個事

實的終極意義能脫離祂而被真正認識。這必然包括我們

對聖經的認識。正確的方法是要通過聖經的架構，這些

                                                        
1  例如：Cornelius Van Til, The Reformed Pastor and Mod ern 

Thought (N.p.: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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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關於講道的小冊子標出三類主

要的講道，這一分類法一直沿用到

現代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中。3 因此，

據說，主題式的講道使用一系列聖

經經文來支持一個主題。經文式的

講道則拿一節或一小段經文作為一

個主題的起點，不論這個主題是否

是這節經文的焦點。「相比之下，

解經講道主要聚焦於思考中的經

文以及該經文的上下文。」4 羅賓森

（Haddon Robinson）雖然知道想要
定義解經講道這樣一個不斷變化之觀

念的風險，他仍然提出以下的定義：

解經講道傳達一個合乎聖經的

觀念，這個觀念源自以歷史、

文法及文學的方式研讀一段經

文及其上下文，也藉著這個過

程來傳遞。聖靈首先用這個觀念

來影響傳道人的人格及經歷，然

後再藉著他傳給聽眾。5  

這個定義有些問題，但筆者指出這

一點只是為了表明：我們想要以一

個簡明的一般原則把某件事寫下來

是何等困難。也許我們可以不多談

定義而提議：解經講道基本上是解

釋一段經文意義的方法。把聖靈的

角色帶入定義，就如羅賓森所做

的，往往是根據結果來定義，因為

結果是重要的。6 但我認為解經講道

應該按照傳道人的方法與進路來定

義，而與其結果無關。任何話語的

宣講都需要聖靈才有效果，這不是

解經講道的獨特之處，除非我們認

定所有合乎聖經的講道都是解經講

道。7 葛瑞單努（Sidney Greidanus）
提出以下的定義：

解經講道是「以聖經為中心的講

道」。就是說，它處理經文「的

方式是：清楚地呈現經文在特定

聖經作者思想中、在聖經整個上

下文裡面的真實而基本的意思，

並應用於聽眾今日的需要。」8 

羅賓森與葛瑞單努都同意：解經講

道是解釋一段經文在其本身上下文

與整本聖經較廣上下文中的意義。

較廣的上下文對於應用而言至關重

要。即使是那些採取無效的直接應

用進路之人（見上文圖8）也只能那
樣做，因為他們不知不覺地已經假

設了需要有效進路的架構。也就是

說，他們假設了：經文與信徒之間

有著生機的連接，是比僅僅說明更

為重要的。

重點是：這種解經講道是照

著聖經真正的內容來回應它（見第

二章）。經文式的講道與主題式的

講道，若濫用經文的性質，則是不

妥的。例如，一段經文若只是開始

講道的跳板，講道內容與該經文只

具有表面的關係，則顯然是濫用經

文。可是，根據一節經文、甚至聚

焦於一個字的講道都是可能的，是

被允許的，有時是非常可取的。但

我要加以限制地說，這經節或字必

須依照它在自己上下文中的意思來

處理。有人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

為一個字本身就具備了它的意義，

並根據這種觀念來研究該字，則必

定導致偏差。字義來自該字在其上

下文中特殊的用法，並且它需要有

上下文來決定其含義。句子是有意

義的講道最基本的單元，而我們若聚

焦於一個字或一個片語，則必須是在

一個有意義單元的上下文中進行。因

此，經文單元愈小，我們對它在上下

文中意義的限制就必須愈強。

任何想要真正合乎聖經的講道

方法，其本質是=：傳道人要決心服
在神話語的權威下講道。若要如此

行，我們必須有一個主要的工作計

劃：讓聖經支配我們宣講的性質、

以及我們信息的形式與內容。這並

不是忽略一個以後要考慮的事實：

不同的目的與情況會決定我們應用

的策略。但沒有一個講道的策略能

忽略神說話的方式、聖經的內容、

以及聖經信息在聖靈默示下所採取

的形式。所以，解經講道的方式，

乃是聖經神學的方式，著眼於神學

內容的文學媒介、及歷史背景。

有的學者曾經提議不用「解

經」一詞，而稱之為「聖經」講

道。如果我們接受基本的詞源學定

義，即解經意味著揭露經文的意

義，則我們必須進一步問，經文的

意義如何能被揭露呢？就是在這一

點上，我們對講道風格的稱呼變

得有點學究了。雖然有的傳道人似

乎學得慢，大多數都會同意，一篇

解經講道不只是一個解經的練習而

已。講道的本質是要把神的話應用

於聽眾的意志，好感動他們想要被

這話同化。解經（exegesis）是預
備任何講章的一個重要方面，但解

經並不等同於講道。解經力圖了解

經文在它本身緊臨的上下文中的意

思。一篇講道必須從經文的意義進

展到把該意義的合理應用，即根據

福音而應用於我們當代的處境。這

就涉及釋經學（hermeneutics），而
釋經學的中心乃是聖經神學。依我

看，一旦掌握了語言及文學形式的

基本解經內容，根據福音派對聖經

的認識，釋經的步驟就必須把經文

的神學意義與福音聯繫在一起。解

釋的關鍵問題是，「這段經文如何

為基督作見證？」福音派傳道人需

要抗拒現代釋經學的劫持，它們只

對文學與語言學感興趣，而忽略了

神話語的終極目的，那就是，對一

個失喪的世界宣揚基督。

在不同教導場合的策略

聖經會在不同的場合被闡述。

它們並不都牽涉到正式講道，但這

本身就再次引發關於講道本質的問

題。然而，讓我們以實用的眼光看

一下一些典型的解經（即揭露經文

的意思）情況，它們在形式上是很

不一樣的。有一個是主日早晨的講

道，在教會中依照宗派傳統、或地

方傳統講道，這多少是正式的。第

二個是在地方教會所屬的家庭中持

續進行的小組查經聚會。這個場合

是非正式的，帶領者是低調的，由

組員輪流擔當。第三個是家庭聚

會，包括父母與一些較大的孩子，

也許是十二歲到十六歲之間，他們

能讀經並參加討論。我們回到我們

原來的問題：「我能講這篇道，帶

領這次查經，討論每日所讀經文的

意思，而不提到耶穌嗎？」

根據以上所討論的原則，

回答很簡單，就是一個響亮的

「不！」。除非提到在福音中的耶

穌基督，否則沒有一段經文會給出

它真正的意義。這是如此基本的一

點，以致我有時感到詫異，我們為

甚麼竟需要提出這問題。然而，我

們用的策略或因情況而異。我在這

裡所關注的是考慮我們在主日講道

的策略上能有多少彈性。我一直都

在批評一個每次都需要得到靈修益

處的進路。想要在每次簡短閱讀經

文時都產生快樂思想、從神而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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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不是基督徒的講道。它最多不

過是一個一廂情願與敬虔想法的練

習而已。最壞的話，它是否認基

督、可怕的律法主義。

講道的類型

現在應該清楚我贊同的觀點

是：解經講道的意思就是合乎聖經

的講道，並且合乎聖經的講道所涉

及的內容比解釋經文多得多。即使

講章寫得很好，以致解經的基本工

作雖然沒有顯露出來、卻為經文的

準確解釋提供堅實的基礎，仍然還

要注意在講道中把神話語的真理應

用於聽眾的這個目的。這一應用只

能根據福音來完成。因此，如果一

段經文被解釋及應用於聽眾時沒有

提及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它就不是

合乎聖經的講道。就像保羅一樣，

傳道人必須定意在會眾中不知道別

的，只知道基督並祂釘十字架。

鑑於以上關於合乎聖經的講道

的論述，我要提議說：不同類型的

講道等於不同的焦點與對經文不同

的進路。講道的目的可以因會眾的

需用而改變，但西方教會有一個傳

統需要明確加以限制。就是有些教

會在早晨進行「教導」講道，在晚

上進行「福音」講道。這種區分充

滿風險，因為它意味著：福音只是

使我們開始作基督徒，僅限於佈道

性的講道，而對教導基督徒則不必

要。這顯然是錯誤的。因此區分必

須隨目的而定：一個是非信徒的歸

主，另一個是信徒的造就。二者都

需要福音，但焦點與著重點不同。

因此，在聖經神學保護之下不

致被濫用的解經講道，能夠轉向許

多方向。談論目前道德或社會議題

的主題式講道也許需要漫遊更遠的

地方，而不局限於一段經文，但聖

經神學的應用會攔阻經文被雜亂地

用來作為虛假的引證文字。主題式

講道也可聚焦於教義上的議題，但是

每篇講道的教義應當根據經文的聖經

真理得出。把這些真理同系統神學聯

繫起來，只是造就會眾的一個方面。

我想，除了讓聖經經文本身決定我們

闡述其內容的方式之外，在這件事上

沒有一些硬性而快速的規則。

讓舊約聖經說話

舊約聖經若沒有基督論的解

今日所用的即時話語，必定很容易

就歪曲經文的意義，以一廂情願的

想法或浪漫的念頭來代替實際。

讓我們首先思考家庭聚會。

在這裡，會眾是固定的一群人，經

常出席，除了偶然一、兩個家人缺

席，偶然干擾家庭聚會以外。當所

有的成員都出席，而且都了解課

業時，連續性就可以得到維持。

我們可設想一個教學單元，供多

日使用，每次複習前一課的內容，

又在此基礎上增進，直到整個單元

完成。例如，出埃及的故事可以用

兩、三個星期或更多時間，來漸進

閱讀出埃及記一∼十五章。其間可

有些停頓，以重述一些歷史背景資

料，或把這些事件與亞伯拉罕後代

的故事、以及他們如何來到埃及聯

繫在一起。概括重述神向亞伯拉罕

的應許或約瑟的敘述，會是一個有

用的練習。最後，整個事件讀完

了。現在，在這樣一個基督家庭與

年齡分佈中，很可能有人在這期間

會提出這些事件與福音有何關係的

問題。但若在研讀時無人問起，可

以在結束時，以一個較正式的方式

提出這個問題。當然，從福音派對

聖經的認識來看，出埃及記的功課

對是對福音本質的一個見證。在研

讀時，也許可以重述許多其他的細

節：主要人物的品德，神蹟奇事的

一些意義，神的屬性等。但這一切

其實都只是為這段經文在救恩歷史

背景中的主要意義效力。它們為福

音效力，並且若被正確理解，它們

會幫助我們認識：我們逾越節的羔

羊基督為我們作了犧牲的意義。

關於小組聚會的策略，我們可

以說類似的話。它可能完全由成人

或青年人組成。其連續性無可避免

地小於家庭聚會，但是還是會有聚

會。因此，每次聚會完，都會感到

較輕鬆。如果缺乏時間，總是還有

下一次可再提出討論。有些小組，

其成員也許是比較成熟、閱讀比較

廣泛的基督徒。在這些情況下，他

們不大可能會讓學習太久，而沒有

人提出對基督徒應用的問題。因

此，在家庭、或小組、或任何其他

不太有組織的查經聚會中，以及

在成員高度期待持續準時參與的聚

會中，針對我們問題的回答可被修

改。在有些聚會中，也許學習一段

舊約聖經經文而不提及耶穌，但是

如果在它被討論之後，其結果卻只

是關乎基督徒生活的一般道德評

論，至終會是很有缺陷的學習。

現在讓我們來談講道。在這

裡，至少有兩點思考使我提議說：

任何一篇講章若要合乎聖經，就必

須包括耶穌。第一點是實用方面

的。教會中的講道必然是傳講給流

動性較大的會眾聽的。在會眾中，

有忠實的常客，他們每個主日肯定

會來，除非生病或假日外出。有一

些人，他們認為「經常」參加就

是指每月參加一次。還有一些對聚

會的感覺相當懈怠，在氣候或心情

好的時候才參加。另外還有一些人

對任何教會或會眾都沒有真正的興

趣，他們被朋友帶來參加一次，或

只是出現一下。正如筆者的一位同

事所說的：碰巧出現一次的人應該

有機會聽到我們真正要講的內容。

因此，如果我們剛好在主日依次傳

講一封書信，而該主日來到道德上

的勸勉時，我們很高興地闡述這些

勸勉，而忽略其較廣的福音背景。

這樣做，我們肯定會使到訪者對基

督教產生最壞的錯誤觀念：他們現

在知道，成為一個基督徒，事實上

就是努力好好生活。依我看，僅僅這

一個思考，就足以使我們認真考慮我

們講道是不要以基督為中心了。

第二點考慮是正式涉及講道實

際性質的問題。筆者在第四章中已

經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只需

要說：就如我們在談論講道的聖經

基礎時看見的，只有根據救恩之路

出發，才能真正定義講道的本質。

我們已經明白：我們得救是以福音

事件為基礎的，必須以耶穌基督的

生、死與復活來仔細描述福音事

件。但這些事件所成就的救恩，乃

是在神的審判與怒氣之下的罪人與

神和好、得以恢復、稱義、成聖及

最後得榮耀的整個過程。救恩必須

被視為一個完整的過程，它在神的

國度實現時達到頂點。極其重要的

是，我們要講清楚：福音的這些果

子全部都是福音所結的果子，不是

自我努力、或道德上的決心，或任

何其他東西所產生的果子。

因此，任何講道若想把經文應

用於會眾，而不清楚說明只有在基

督裡、也只有藉著基督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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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它本身是否向基督徒講話？這

問題遲早會提出。與之相關的是，

我們應該讓舊約聖經的經文段落對

它原來的處境講述到甚麼程度，然

後才來看它在基督裏的應驗呢？這

兩個問題是相關的，但並不等同。

從表面上看來，第二個問題是問及

經文在自身上下文中的解釋，無疑

地，我們必須儘量探索作者想要對

他同時代的人說的話。這是正確理

解聖經的基礎：我們需要了解所說

的是甚麼，就是這段經文的原意，

然後才能繼續考慮它對現代基督徒

的意義。可是，一旦我們在解經層

次做好了盡責的工作之後，問題仍

然是：我們用這信息來做甚麼呢？

這就是以上第一個問題的內容。

曾有人主張對這問題作否定的

回答，他們認為：要求舊約聖經的所

有經文都應驗於基督，就是把我們

放在陷阱裡，我們從所有的經文講

出同一篇信息：「經文有千萬，講道

都相同！」這句俏皮話也許真地反映

了一個懶惰的傳道人的糟糕經驗，

他未曾費心去探索聖經中多方面的

啟示。它也可能反映出對主耶穌的

所是、所為狹隘的認識。人往往很

容易用敬虔的語氣談論主耶穌與上

主，而同時卻對聖經關乎祂豐富的

啟示所知甚少。認為我們在每一篇

講道中傳講基督就是傳講同一篇講

章，這種觀念是如此可怕，以致令

人訝異為何有人會落得如此遲鈍。

從聖經的各個部份傳講基督，絕不

是讓舊約聖經豐富的多樣性勉強通

過一個膚淺的耶穌敬虔的窄模，而

是應該把這一偉大的多樣性擴展到

基督這位應驗者無窮的豐富之中。

如果我們不是

要在每次講道

中都宣講基督

豐富的某一方

面的話，我們

就不應該站在

講台上。

為了著手處理上述問題，我想

加上另一個問題。若我們認為舊約

聖經經文本身能直接向我們說話而

不尋找其基督論的意義，我們要提

出何種的應用呢？我堅決主張：沒

有基督徒傳道人曾純粹讓舊約聖經

自身說話。一個靠直接應用舊約聖

經經文來運作的基督徒傳道人，可

能一刻也不會想像他的聽眾與原來

的聽眾或讀者之間是沒有區別的。

即使一個現代的猶太教傳道人，也

會在將經文應用於聽眾時做一些調

整。基督教傳道人知道，他們的聽

眾不是古時的以色列人、或猶太

人，或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不是

現代的猶太人。因此，他們做了一

個假定：當神被提及時，祂乃是耶

穌與使徒們的神。當這位神稱我們

為祂的百姓時，我們並沒有突然變為

猶太教的跟隨者，我們仍是基督徒。

一個基督徒除了藉著相信耶

穌基督以外，還有其他方式與神建

立關係嗎？我們已經講到，新約聖

經不容許這樣一個提議，因為只有

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

保，就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因

此，當基督徒傳道人不提耶穌而直

接將舊約聖經應用到他們的基督徒

聽眾身上時，事實上，他們就是用

推斷與假設來作為兩者之間的連

接。傳道人所假設的是：人們回應

時的身份，不是古時的以色列人，

而是現代的基督徒。除非這些人有

兩個宗教，對神有兩個不同的觀

念，及有兩個不同的道路來與祂建

立關係—— 一個是他們闡明舊約聖
經的經文時提出的，另一個是為新

約聖經提出的——否則，他們必都是

以基督徒的身份來回應。問題是，傳

道人的應用與聽眾的反應，是否真的

是基督徒的、適合信息的？為甚麼讓

機會作決定呢？這樣做，在牧養上是

不負責任的，在講道上是馬虎的。

準備講章

講章的準備主要取決於任務的

性質，即：闡明神的話語的真理。

傳道人不是針對大眾關心的議題進

行一堂演講，不是從事一次演說技

巧的練習，不是娛樂，也不是傳授

一些宗教信念或意見。傳道人是在

執行宣揚神的話語的神聖服事。既

然這任務是神所賜予的，且涉及權

威話語的傳遞，傳道人就必須服在

話語的權柄下。準備時，殷勤禱告

應該是福音派解經講道者的標記。

當我們對宣揚神的話語的嚴重性與

嚴肅性失去敬畏感時，就應該是進

行評估、尋求恢復的時候了。只有

我們自己在生命中服在神的掌管

下，我們才會那樣殷勤禱告來預備

講章。因此，在準備一篇講章時，

我們應該求告，神的靈積極向我們

啟示祂話語的豐富。然而，聖靈的

工作不是一件自動而神祕的事。祂

藉著我們的心思與我們的努力來負

責任地解釋聖經經文。

除了傳道人個人順服神話

語的權威之外，聖經的本質至少

對講章的準備提出三方面的要

求：解經學、釋經學、與講道學

（homiletics）。這些並非嚴格按照
次序的，因為它們經常互動。解經

是對經文做正式的分析，我們在其

中力圖揭示作者要說的內容。它使

我們仔細閱讀經文，關切其文學特

性，包括語言與體裁，以及廣泛關

注它直接的歷史背景與神學處境。

在關於講道的書中，釋經學往

往是被忽略的部份。即使被提到，

在如何解釋一段經文的問題上也很

少提供具體的幫助。解釋或釋經的

目的，正是要揭示古時經文與現代

聖經聽者（或讀者）之間的聯繫。在

本書中，我已強調：這些關係不是

憑直覺的，也不是聖靈某種神祕的

直接交通。它們來自聖經的本質：

它是一本關於基督的書。聖經神學

乃是一個力圖了解聖經啟示架構的

學科，它使我們能正確地將任何經

文與現代的聽者聯繫起來。聖經神

學顯示：釋經學的本質在於聖經每

一部份都引我們到基督，繼而到在

基督裡的信徒。如果忽略聖經神

學，就意味著使我們與我們的聽眾

冒著迷途的危險，以不合聖經的應

用來代替合乎聖經的應用。我認為

聖經神學是為偉大的更正教原則提

供充分的自由，這原則是由宗教改

革宣告的：以經解經。

講章準備的第三方面是講道學

的應用。聖經神學告訴我們：經文

在本身上下文中的含義與它關乎福

音的意義，二者之間存在神學的連

接。傳道人牧養的職責，就是要把

這關連應用於會眾的具體需要。顯

然地，傳道人不能針對會眾中每個

人的個別需要（即使這些需要是已知

的），但他能教導人，使他們學習自

己來做具體的應用。更重要的是，

講道學的任務涉及特別的職責：宣

告至高無上之上主的話語。此地此

時對我們大家傳講的聖經信息，必

須被視為神的話語，這話擁有至高

如果我們不是要

在每次講道中都

宣講基督豐富的

某一方面的話，

我們就不應該站

在講台上。



的權威，我們如果忽略，就會導致

屬靈的危險。在此，提到巴刻的一

個論點是恰當：傳道人屬於信息的

一部份。9 雖然傳道人有向他人講說

的任務，神的話卻是給所有人的，

包括傳道人與會眾。

傳道人的基督徒教育計劃

任何照顧會眾的傳道人，若

以為僅有講道就能為個人與整個會

眾的生命健康與成長提供足夠營養

的話，他就在牧養上失責了。如果

說，我們大家都需要更多接觸聖經

真理，而不止是每年四十至五十次

講道的供應，絕不是要貶低講道與

講道事奉的重要性。就是因為這個

緣故，個人讀經與小組查經才如此

重要。然而這些事往往是見機而

行，它運作時，往往沒有牧者的帶

領。我們需要檢視教會事奉的需求。

針對成年基督徒設立某種教育計劃是

很重要的，它可以補充講道事奉，

幫助將講道應用於教會的生活。

有一些聖經原則可用於基督徒

的教育，不容忽視。首先，我們了

解崇拜與事奉是同一回事。越來越

多的教會已認識到：專業、受薪，

全時間事奉的主要職責是帶領與照

管，不論我們如何看待按立問題。

有一個認知是，事奉是每個信徒的

職責。恢復對屬靈恩賜識別的強

調，就是簡單地歸回到一個認識：

「事奉」不只是已被按立之領袖的

活動，每一成員都是事奉者，有潛

能發揮明確的事奉功用。基督徒的

教育乃是裝備人來發揮這些事奉的

功用。這件事可以東拼西湊地做，

也可以考慮它存在的理由，而有效

地完成。

一個地方教會為成年基督徒教

育計劃擬定的宣言或信條，也許可

以如以下所擬的：

我們相信：

耶穌基督的每個信徒都是基督

身體的一部份。

神呼召我們藉著與地方會眾的

交通來表達這個事實。

神把屬靈恩賜給每個信徒，為

了使身體得益。

神呼召每個信徒使用恩賜與才

能來服事。

信徒需要接受教導與訓練的裝

備來服事。

首先我們需要再次承認福音的

中心性，否則不能開始闡述這樣一

組原則。如果地方教會的生活與事

奉為了神的國而要保持任何種類的

有效性，則需要自覺地以福音為中

心。當我們想到基督徒訓練的策略

時，我們意識到福音涉及至少四個

主要的範圍：

1. 藉著福音與神和好，就意味
著：對神的話語、查考聖經產生一

個新的態度。聖經所含的知識是無

可代替的。

2. 我們從查考聖經中得以了解
神是怎樣的一位神，神在世上作工

的方式，及神如何與我們及世界建

立關係。這就意味著：我們查考聖

經主要的成果是形成神學，即：一個

以神和祂自我啟示為基礎的世界觀。

3. 神學對信徒在教會中與在世
界中的個人生存以及團體生活產生

的實際應用，涉及我們對基督徒生

活的關切。福音呼召我們過一個經

常尋求被真理同化的生活，就如在

耶穌裏一樣。

4. 有些基督徒服事的形式要求
很特殊的事奉技巧。個別基督徒應

該要知道神給他們的恩賜為何，並

接受訓練來有效地使用它們。

因而，在設計基督徒教育的全

盤計劃時，應當顧及每個基督徒在

四個領域中受培育的需要：聖經知

識、神學或基督教教義、基督徒生

活實用議題及特殊事奉的技巧。顯

然地，區分這四個領域並不表示它

們全然有別。事實上，它們是互動

的，而且另外我們還有其他分析福

音含意的方式。然而，如果要執行

一個有效的基督徒教育計劃，我們

需要對它進行分析，使它不致成了

一個大雜燴式的計劃，讓人隨心所

慾地涉獵不同的內容。

還有，在任何運作適當的會眾

中，基督徒教育至少有四種或四個

可能的層次：

1. 初級或入門級。在此，我們
提供教育給新來或詢問基督教信仰

的人、想要知道基督教意義的人、

或那些首次嘗試參加教會的人。

2. 一般的層次。這是為任何想
要在屬靈知識上成長及成為成熟的

基督徒所預備的。

3. 訓練的層次。這是為那些屬
靈恩賜至少已暫時被確認了的人、

及那些正在致力於服事某些特定領

域而需要有特殊技巧的人設計的。

4. 領導的層次。這是為那些通
過屬靈的成熟或恩賜的使用，而展

現出在地方教會的某一事奉領域作

照管工作的潛力之人設計的。

較小教會的牧師們也許會嚴

肅地問道：這個方案是否在任何教

會都可行，還是只在擁有較多會眾

的教會才可行，因為後者有許多成

熟的領導力與事奉的資源。但我要

說：不論地方教會的大小，原則仍

是一樣；我們所要決定的乃是事奉

的優先次序。一個小教會若要成

長，有許多事要被顧到，相當重

要的是傳福音的策略。如果負責的

牧師了解諸層次的需要，在資源增

加時，這些事就能被顧到。讓我們

假設：傳福音被認為是福音之所以

是福音的主要含意。也就是說，我

們所要的不是為了增長而增長，我

們之所以想要增長，是因為我們相

信教會增長乃是神的旨意。結果，

我們想要看到人們歸主得救，脫離

沒有基督的永恆。若要成為傳福音

者，人們需要何種訓練呢？答案是

「沒有甚麼訓練」與「他們能獲得

的一切」。也就是說，一方面，悔

改歸主是你傳講福音的開始所需的

一切；另一方面，如果可能，受過

一些基本訓練當然會有幫助。我們

必不可給人留下一個印象，以為基

督徒需要有一張傳福音的文憑，才

能對親友傳講耶穌。可是我們希望

人藉著訓練來盡其所能。

讓我們設想一個約有150個成年
會員的「中型」教會。它必然會有

兒童主日學，可能有一、兩個青年

團契，以及幾個在會員家中定期舉

行的成人小組聚會。週間的查經兼

禱告聚會的老傳統似乎已成過去。

每年年初，牧師熱切呼籲志願者教

主日學及做其他的慣常工作。同

時，家庭小組的形式和功用都比較

特別，可能少有或沒有牧師的照管

或協助。青年團契可能由未經訓練

的年輕人主持，他們有熱心，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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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知識。這樣，我們有了一個地方

教會，其中有一些人沒有受過訓練，

在屬靈的成熟度與認識上程度參差

不齊，但他們卻在從事重要的聖經

教導與牧養事奉。10 還有一些教會成

員想要培育子女的信仰，在家中從事

重要的事奉，除了他們自己所收集的

信息之外，也沒有接受任何訓練。

對我而言，這樣一個教會的

牧師似乎需要制定一些事奉上的優

先次序。在次序表中，講道仍需居

1  例如：Cornelius Van Til, The Reformed Pastor 
and Modern Thought (N.p.: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74)。

2  Harold T. Bryson, Expository Preaching 
(Nashville: Broadman, 1995), pp.12-13。

3  Bryson, Expository Preaching, p. 12。
4  Richard L. Mayhue, “Rediscovering Expository 

Preaching,” in Rediscovering Expository 
Preaching, ed. John MacArthur, Jr. (Dallas: Word, 
1992), p. 9。

5  Haddon W. Robinson, Expository Preaching 
(Leicester: IVP, 1986), p. 20。有趣的是，本
書英國版修改了美國版本的書名，此書原

名為Biblical Preaching (Grand Rapids: Baker, 
1980)。中文版則名為《實用解經講道》（施
尤禮譯；台北：華神，1991）。我們必須假
定：解經講道與合乎聖經的講道應該理解為

同義詞。
6  我想起巴刻對傳福音的一個定義提出的重要
批判，因為這個定義與結果密切相關，而

結果是不在我們掌控中的：James I. Packer, 
Evangel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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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首，因為在一個可行的基督徒訓練

計劃實行以前，講道是多人領受的

主要的聖經教導。然後，即使這樣

一個計劃實行了，講道總是作為教

會生活中一個尤為重要的方面。當

然，另一優先度高的事是從一小群

有潛能作領袖與教師的人開始，給

予他們聖經神學的基本教導。令人

訝異的是，主持整個兒童課程的，

大多數是很少或未受聖經神學訓練

的志願者，我們卻這麼情願接受這

樣一種情況。主日學教師需要接受

訓練。同時，在課程及主日學與小

組中所用的學習資料等領域中也應

該加以照管。如果此刻所使用的教

材是道德主義的，而非以福音為中

心的，它就應該被替換掉。這不是

任何時候都容易做到的，所以，至

少應該使教師與領袖們意識到這些

議題。除了教導他們聖經神學外，

還有甚麼更好的方法來做這事呢？11 

Downers Grove: IVP, 1961, 1991), pp.37-41＝趙
中輝譯，《傳福音與神的主權》（台北：改革

宗，1995）。
7  米唐諾（Donald Miller, The Way to Biblical 

Preaching [Nashville: Abingdon, 1957]）和戴
恩（James Daane, Preaching with Confidenc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都主張：所
有真正的講道都是解經講道。這兩部作品的

這一點被引用於Sidney Greidanus, The Modern 
Preacher and the Ancient Tex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8), p. 11。

8  Greidanus, The Modern Preacher, p. 11，引用了
Merrill Unger, Principles of Expository Preaching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55), p.33。

9  James I. Packer, “The Preacher as Theologian,” 
in When God’s Voice Is Heard: Essays on 
Preaching Presented to Dick Lucas, ed. C. Green 
and D. Jackman (Leicester: IVP, 1995), p. 88。

10 James I. Packer, “The Preacher as Theologian,” 
p. 83，巴刻在此提及歸納法查經的危險：這
個方法教你「觀察」，卻沒有給你任何神學

導向來幫助你「觀察」。

11 當我在布里斯本Coorparoo Anglican Church
擔任基督徒教育傳道時，我寫了《認識聖

經神學》（高偉勳著，林向陽譯，台北：校

園，1998）＝According to Plan: The Unfolding 
Revelation of God in the Bible (Leicester: IVP, 
1991) 一書，用作地方教會的教導課程。我
將它作為聖經神學課程的教材，一共用了

25週，每週在週末晚上聚會2小時。少於上
述的時間，也可能教授初級課程，但它非

常重要，應當花時間。我上這門課差不多

有五年，大約100人掌握了它。我的《天國
與福音——反思舊約天國觀》（高偉勳著，

陳克平、陳慕賢譯，香港：基道，1990）＝
Gospel and Kingdom: A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Exeter: Paternoster, 1981) 
一書也是為類似的目的而寫，它更具體地

幫助基督徒傳道人和教師應對舊約聖經。

這本書是根據我在1973-74年在慕爾神學院
（Moore Theological College）教授的聖經神
學課程而寫，並且在寫作時得到了學生的鼓

勵。

一本關於敬拜的重要著作，每一位講道者都當閱讀。
—— 莫勒（R. Albert Mohler），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這本書是一個恩典的模範。每一章既簡短又條理分明。所列的參考資料豐富多樣，不僅可以拓展

讀者的眼界，而且可以讓讀者知道，雖然本書以改革宗傳統為本，但並不狹隘。十九張圖表幫助

我們清楚地看出各個崇拜禮儀的異同，實用的智慧遍佈全書。許多教會目前在崇拜設計及帶領方

面的光景，正需要這本書的調教與補充。這本書的藥方明智地綜合了聖經的、歷史的、文化的、

及當代的因素，我們需要大量汲取，好重新塑造我們的思維。牧師、帶領崇拜者、信徒領袖、神

學院人士，都需要深入思考，效法作者的精神，更新集體敬拜的進行。

 
 《以基督為中心的崇拜》邀請讀者超越「現代敬拜」的論戰。這本書很嚴肅地面對歷代的崇拜傳
統，但是以福音本身為評論及設計崇拜程序的準則。本書內容豐富，論點平衡，極為實用。從今

以後，在集體敬拜的理解、設計、及帶領上，我將會優先參考本書，也會以此建議他人。

—— 提姆‧凱勒（Tim Keller），紐約救贖主長老教會主任牧師，The Reason for God一書的作者

這是一本難以置信、極有助益的好書。它以扎實的神學根基，翔實地論述福音的本質應當如何塑

造我們的公眾崇拜，但它又不只是一本討論神學正確與否的論文。書中包括了許多歷史事件的概

述，按照需求的類別列舉實用的清單（崇拜宣召的範例，宣召啟應文，音樂範例，等等）。作者

在本書的末尾，包括了完整公眾崇拜程序的許多參考範例。也許沒有人全盤同意作者的每一個論

點，但是這本書極有深度，又激勵人心，只有極端自大的人，才會入寶山卻空手而歸。

—— 卡森（D. A. Carson），新約研究教授，三一福音神學院
作者◆柴培爾 Bryan Chapell
譯者◆宋梅琦‧張怡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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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司布真：以基督為中心

司布真（C h a r l e s  H a d d o n 
Spurgeon）是十九世紀英國倫敦有
名的浸信會牧師，也是我所景仰的

一位屬靈偉人。從他的著作與講章

看來，我深信他的服事之所以大有

果效，講道影響深遠，其中一個原

因，是因為他不斷地仰望注目基督

並祂所做的工。

司布真在倫敦的大都會會幕堂

（Metropolitan Tabernacle）所講的第
一篇道，顯明了他是如何以基督為

中心。這個教堂的建造目的，是為

了容納成千上萬慕名而來聽他講道

的群眾。而他在這裡所講的第一篇

道，就為他往後三十年在這裡的服

事定下了規範。他在這篇講道裡這

麼說：

「我謹在此宣告，只要這個教會

的講台還在的一天，耶穌基督就

是我們服事的唯一對象。雖然我

從來不怕承認自己是加爾文派，

而人家若要說我是浸信會的，

我也欣然接受。但是如果有人問

我，我所信奉的教義為何，那只

有一個，就是耶穌基督。」1

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與教導

司布真的講道以基督為中心，

他也教導他的學生遵守此法則。

「正如條條道路通羅馬，其實聖

經的每一段經文都指向聖經的核

心，那就是耶穌基督。因此你們

的責任，就是在讀每段經文時都

要想到，這段經文如何指向基

督？然後在講道的時候，向著這

個重要的核心跑去，也就是向著

基督跑去。」2 

的確，司布真偶爾會為了把

人帶到基督那裡，而在聖經的某些

經文上過度引申。這些經文其實還

有更好的解釋方式，以不同的途徑

將人帶到基督那裡（只是路途可能

比較遙遠）。然而，司布真的出發

點是對的，他相信自己的講道與保

羅是一致的，不知道別的，只知道

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林前二

2）。不以別的誇口，只誇耶穌基督
的十字架（加六14）。司布真論到
保羅時曾這樣說：

「保羅的琴只有一根弦，卻能彈

出無與倫比的美妙音樂。這是因

為在基督裡，他找到無限的豐

富，所以他從來不愁沒有話題。

對他而言，基督是首先的，是末

後的，是中間的，基督無所不

在。所以只要他手上有隻筆，他

就非得發出頌讚不可，頌讚他榮

耀的救主與生命的主。」3

以基督為中心，蒙受聖靈賜福

不僅如此，司布真還認為，

他對基督的尊崇，會得到聖靈的賜

福，因為聖靈被賜給教會，就是為

了榮耀基督（約十六14）。他相信
有些講道之所以缺乏聖靈的恩膏，

就是因為這些講道沒有以基督為中

心。他曾經這樣說：

「哪裡沒有基督，那裡就沒有恩

膏，就像鹽失了味⋯⋯講道裡若

沒有基督，就像不給孩子喝奶，

不給大人吃肉。但若你教導和講

道的目的是要榮耀基督，帶領人

來愛祂，信靠祂，那就合神的心

意。你越來越靠近主，聖靈就在

你所做的工蓋上印。」4

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觀

眾所周知，司布真的神學觀

來自加爾文派，這是無可否認的。

但是，他對基督的熱情並不因此稍

減，也仍殷勤地傳福音。他寧可相

信，只有當我們把恩典的教義與耶

穌放在一起來看，這個教義才有其

價值。他這麼說：

「什麼是教義？充其量它也只不

過是基督所坐的寶座。如果寶座

是空的，它對我們還有什麼意義

呢？教義是祭壇上的鏟子和火

剪，基督才是壇上馨香的祭物。

教義是基督的衣服，其上有沒

藥、沉香、肉桂的香氣，從象牙

宮裡發出來。這都很好，但我們

要的不是這些衣服。主耶穌基督

才是我們所單單愛慕的。」5

雖然司布真對耶穌基督如此尊

崇，這並不表示他不注重教義的教

導，他乃是將教義當作基督的附屬

品。他如此說明這一點：

「我傳講基督的時候，肯定要傳

講祂是與祂子民立約的主，那我

不就是在傳講揀選的教義？我傳

講基督的時候，肯定要傳講祂寶

血的功效，那我不就是在傳講有

效的救贖？我傳講基督的時候，

肯定要傳講祂的愛，那我怎麼可

能不傳講聖徒恆忍蒙保守？我傳

講基督的時候，肯定要傳講祂是

頭，祂是王，那我怎麼可能不傳

講祂的神聖權柄？我傳講基督的

時候，怎麼可能不傳講祂的教義

呢？但是，教義只是一個自然的

產物，它源自一個重要的思想，

或者應該說，源自一個重要的主

體。而這個重要的主體，就是主

耶穌基督。只要你把基督講透

了，你就不可能在教義上馬虎帶

過。」6

以基督為中心的宣教

司布真以基督為中心的觀念，

也左右了他傳福音的方式以及教導

賀吉斯（Brian G. Hedges）著 ◆ 林怡菁 譯  

司布真：
      以基督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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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得救。

「罪人們，要記住：你對基督的

認識不能使你得救。只有基督能

使你得救。你在基督裡的喜樂不

能使你得救。只有基督能使你得

救。你在基督裡的信心不能使你

得救。雖然這信心是一個媒介，

但它不能使你得救。只有基督的

寶血功勳能使你得救。所以，不

要看你的盼望，要看基督，因為

祂是你盼望的緣由。不要看你的

信心，要看基督，因為祂為你的

信心創始成終。如果你能這樣

做，千萬個污鬼也不能叫你跌

倒。⋯⋯我懇求你，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你得救的指望不在於

自己，不在於傳道人，不在於基

督以外的任何人事物。你要單單

仰望耶穌，讓祂的死、祂的痛

苦、祂的代求，在你心裡常新。

你清早醒來的時候要尋求祂，夜

間躺下的時候仍要尋求祂。」7

以基督為中心的緣由：對基督的愛

司布真以基督為中心的觀念，

源自於他與主之間深刻而又親密的

關係。他深愛主，對主充滿了熱

情，因此他的講道總是熱切地高舉

基督。對此，他如此貼切地形容：

「離了基督，就像白日不再有太

陽，夜晚不再有月亮，汪洋不再

有海水，江河不再有洪流，年年

不再有收成，身體不再有靈魂，

天堂不再有喜樂。若是基督被

遺忘，我們就沒有福音可想，更

甭提傳講。在我們的事工裡，基

督必須是首先的，也必須是末後

的。」8

不過在他所有的比喻裡，或許

就屬這句話最一語中的：「基督教

若沒有基督，它就是死的。」9

以基督為中心，始終如一

司布真在他服事接近尾聲時，

曾經這樣說道：

「如果在我死前，只能再講一篇

道，我還是要傳講我的主耶穌基

督。我相信我們作傳道人的，在

服事結束的時候，都是後悔自己

講耶穌講得太少。沒有哪個傳道

人會因為講耶穌講得太多，而需

要認罪悔改。」10

1  司布真的講章，題為“The First Sermon in the 
Tabernacle”，在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 7  (Pasadena: Pilgrim Publications, 
1977 reprint) p. 169。

2  司布真的講章，題為“Christ Precious to 
Believers”，在 The New Park Street Pulpit, 
vol. 5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4 
reprint).

3  司布真的講章，題為“Great Forgiveness for 
Great Sin”，在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 49 (Pasadena: Pilgrim Publications, 
1977 reprint), p. 613。我找到本文中的若干
引文，得感謝下面這帖 Mark Minnick的文章
“First Partaker”（編按：原文所載的網址已
不復存在，但這篇文章可在下址閱讀或下

載：http://andynaselli.com/wp-content/uploads/
theologymatters1.pdf）。

4  司布真的講章，題為“A Great Sermon by 
the Greatest Preacher”，在 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 41  (Pasadena: Pilgrim 
Publications, 1977 reprint) p. 187.

5  司布真的講章，題為“The Love of Jesus, 
What It Is None but His Loved Ones Know”，
在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 8  
(Pasadena: Pilgrim Publications, 1977 reprint) p. 
339。引用於 Iain H. Murray, Spurgeon v. Hyper-
calvinism: The Battle for Gospel Preaching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95), p. 122.

6  司布真的講章，題為“The First Sermon in the 
Tabernacle”，在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 7  (Pasadena: Pilgrim Publications, 
1977 reprint) p. 169。引用於Lewis Drummond, 
Spurgeon: Prince of Preachers  (Grand Rapids, 
MI: Kregel Publications, 1992) p. 291.

7  司布真的講章，題為“The Comer’s Conflict 
with Satan”，在The New Park Street Pulpit, 

vol. 1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94 
reprint).

8  司布真的講章，題為“Alpha and Omega”，
在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 9  
(Pasadena: Pilgrim Publications, 1977 reprint) p. 
720.

9  司布真的講章，題為“Our Manifesto”，
在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 37  
(Pasadena: Pilgrim Publications, 1977 reprint).

1 0  司布真的講章，題為“A n  E x c i t i n g 
Inquiry”，在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 54  (Pasadena: Pilgrim Publications, 
1977 reprint) p. 149.

經作者許可，譯自“The Christ-Centeredness 
of C. H. Spurgeon”( http://www.brianghedges.
com/2011/07/christ-centeredness-of-c-h-spurgeon.
html)

附註

偉大的傳道人司布真說：「聖經常常以一個單一的句子總結一個人

的一生！」這句話促使華倫‧魏斯比查考聖經中重要人物的生平。

魏斯比關注的不只是人物傳記的事實，更找出每個人在聖經中反映

出的人生主題。聖經如何總結這個人的生命？了解他或她的性格的

關鍵是什麼？我怎麼從這個人的生活看見我自己的一生？

《聖經人物素描》是這項研究的成果。本書是一本雅俗共賞的參

考書，洋溢著教牧和靈修的味道，帶你進入六十三名男女的生

活，他們都曾與這位不平凡的神相會遇。對於每個人，魏斯比都

找出一節經文來概括其生平，並反思我們應該汲取的教訓，無論

是正面的榜樣或負面的鑑戒。你不僅會被這些例子挑戰，也會受

到刺激，來考慮如何譜寫你自己的「人生結語」。

 Life Sentences 
63個關鍵的聖經人物，64個取自聖經的人生結語

作者◆ 華倫‧魏斯比 Warren W. Wiersbe     譯者◆陳妙如

（上．下冊）聖經人物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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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當生命結束時，你希望人們如

何記念你？如果憑著信心，你認識

耶穌基督、並接受祂為你生命的救

主，那麼你應該祈求父神給你一句

人生結語，*  總結你是誰，以及你在
世上為祂所做的事。閱讀這本書，應

可以幫助你開始思考你的人生結語。

但我所說的人生結語究竟是什

麼意思呢？

我想要寫這本書的想法源自

於閱讀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的第1610篇講章，這篇講
章是他在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對他在倫敦的會眾講的。講道的經

文是創世記三十九章2節：「耶和華
與約瑟同在。」當我開始閱讀這篇

講章時，司布真的第一個聲明抓住

了我的思緒：「聖經常常以一個單

一的句子總結一個人的一生！」

我停了下來，將第二十七

卷的《大都會會幕講臺》（T h 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1  放回

桌上，然後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

「寫一本有關總結聖經人物一生的

關鍵經句的書，」然後回頭，繼讀

閱讀這篇講章。

之後，當我重讀由佩里（Bliss 
Perry）所編著的《愛默森日記精華》
（The Heart of Emerson’s Journals）
時，我發現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早有同樣的想法。1842年的
九月，這位康科德（Concord）的哲人
寫道：「所有的人都像是一幅拼圖，直

到我們終於在一些文字或行為中找

到一個男人或女人的關鍵字；他們過

去的言論和作為才會像是放在燈光

下一般的清楚，呈現在我們面前。」2

這些章節只是拋磚引玉罷了，

幫助你開始學習聖經中的人物。並

非每一個人都會同意我所選用的句

子或我挑選出來的人物。但是重要

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從這些聖

經人物身上學習，並且將神的話應

用到我們的心裏。哪裡有信心的榜

樣，讓我們來效法它；哪裡有愚昧

的例子，讓我們避免它，直到有一

天，我們會聽到主對我們說馬太福

音二十五章21節的句子：「好，你
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本書為讀者提供對於聖經的

信息和聖經裡的主要人物更好的理

解，以及這兩者對每一位讀者個人

的意義。而經由理解及接受真理，

將可以改變我們的生命。

忙碌的牧者及教師將發現這本

書是個很有用的工具。市面上有許

多關於聖經人物的講道及文章的滙

編，但卻只有極少數的書籍是帶領讀

者深入地了解人物的性格的。在我們

這個習慣於速食及驚人之語的社會，

本書提供了一個簡明且易讀的材料。

你可以在附錄中找到一個表

格，其中提供了兩個月份的每日聖

經研讀建議，可做為個人靈修之用。

所建議的經文可與本書中的章節一

起研讀。所以，若是你選擇使用本書

作為個人的進深材料，那麼你可以選

擇是否照著本書背後所附的閱讀計

畫，並在讀經時配合本書一起研讀。

如果你的事奉是與講道或教導

有關，你也許希望使用這本書來幫

助你在預備事工時獲得一些靈感。

而對於那些希望有更深一步學習的

讀者，在書的後面，我也附了其他

有關聖經人物的參考書籍。

* 編按：本書原名 Life Sentences，其中 sentences 
乃雙關語，表示以聖經上的「一句話」來代

表某一聖經人物的人生結語，但也有「判

決」之意。

1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Pulpit, vol. 27, sermon, #1610 
(Pasadena, Tex.: Pilgrim Publications, 1881)。

2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Heart of Emerson’s 
Journals, ed. Bliss Per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6), 183。

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

他們二人在神面前都是義人。

路加福音一6

歷史學家湯恩比（A r n o l d 
Toynbee）在他八十歲的生日時說：
「我很慶幸我是在英格蘭養老，美

國人致力於求新和高效率。住在美

國養老一定很令人沮喪。」

唉，湯恩比教授啊，我們這些

住在美國的老人還不至於太過沮喪

啦。我們對美國的高效率，特別是

講到醫藥方面的技術感到很開心，

但我們承認：有時我們的社會崇尚

華倫‧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著 ◆ 陳妙如 譯 

華倫‧魏斯比（Warren W. Wiersbe）
華倫‧魏斯比是舉世知名的作家與講員。他事奉主將近五十年，曾經牧養三間教

會，包括芝加哥慕迪紀念教會（Moody Memorial Church in Chicago），也曾擔任
全國性廣播節目《歸回聖經》（Back to the Bible）的總監與教師達十年之久。
他撰寫或編輯的書超過一百七十五本，鼓勵了全世界無數的牧者與信徒，使他

獲得「牧者中的牧者」之美譽，並獲得美國福音派基督徒出版協會（ECPA）終生
成就講。葛理翰（Billy Graham）稱他為「我們這一代最偉大的解經家之一」。
他的書籍已有不少譯成中文，包括麥種傳道會已經出版的暢銷書《永恆的讚美：

詩篇靈修365》、《更新的時刻：聖經靈修360》、《得救的樂歌》等。目前，魏斯
比牧師擔任角石學院（Cornerstone College in Grand Rapid, Michigan）的駐院
作家，與大急流浸信會神學院（Grand Rapids Baptist Seminary）的傑出講道學
教授。

書摘：《聖經人物素描》
 Life Sentences

福音派基督徒出版協會（ECPA）終身成就獎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2002）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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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並時常將老人視為過時與妨

礙，這確實令人難過。當我們讀經

時，我們無法不去注意到猶太年輕

人對於他們的長者存有一種高度的

敬意，甚至會尋求他們的意見。許

多時候我們真是希望美國的社會也

能夠像他們那樣。

舉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為例，

路加醫生形容他們「年紀老邁了」

（路一7）。利未人從二十五歲服事
到五十歲，但猶太律法並沒有嚴格

規定祭司服事的年紀。此外，當時

所謂的「年老」在今日的社會中很

可能不被認為是老。然而，不管他

們的年紀到底如何，作為一個年長

的聖徒，我從關於撒迦利亞和以利

沙伯的記載中得到了很大的鼓勵。

若是你還不屬於年老的這一個類

別，讀下去，因為你將有年老的一

天，並且可能需要這些真理。

我們永不至於太老而無法服事神

當天使加百列到耶路撒冷造訪

年老的以利沙伯，再到拿撒勒城向

年輕的馬利亞顯現時，他填補了這

個年齡的「代溝」（路一26∼38）。
神同時呼召年長和年幼的，並與她

們對話。如同亞伯拉罕和撒拉，這

個祭司和他的妻子也早已過了生育

的年紀，但神忽視他們身體上的缺

憾，行了一個神蹟，賜給了他們一

個兒子。而這個兒子是多麼的不平

凡呀！耶穌提到約翰是「婦人所生

的」裡面最大的（太十一11）。當約
翰長大後，他父母因他而喜樂（路

一14），然而在開始他公開的服事
之前，他們大概都已經過世了。

撒拉懷以撒時已八十九歲高

齡，而亞伯拉罕則是九十九歲；如

果有神蹟的話，這一定是神蹟。當

耶和華將成就一些奇妙的事時，祂

常以成就不可能的事作為開始。耶

和華問亞伯拉罕：「耶和華豈有難

成的事嗎？」（創十八14），而加百列
則對馬利亞說：「出於神的話，沒

有一句不帶能力的」（路一37）。
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不管我們的

年紀多大，這些都是很好的提醒。

神的百姓總是習慣地認為，對

年長的聖徒來說，再沒有比帶領禱

告、參加喪禮、為教會的重要節日

預備餐點、以及在他們的遺囑中提

到教會的名字更重要的事工了。有

些牧師甚至特意忽視年長者（「他們

抱怨太多」），而忘了耶穌囑咐祂的

門徒：不僅要牧養祂的小羊，也要

牧養祂的羊（約二十一16∼17）。在
大部份的教會中，年長的基督徒常

被放在彷彿只是在等死的一班主日

學課程裡。雖然我們可以將車停在

離教會大門較近的停車格裡，但我

們不一定感覺到我們與教會的心相

近。我們想要唱一些偉大的信心詩

歌，我們盼望能夠聽到那些能夠真

實地顯出耶穌和祂的恩典的講道。

不管怎麼說，我們這些年長的基督

徒所剩的時間不多了，我們想要更

有效率地使用我們的時間。

然而，不管年輕人是否對我們

心懷感激，我們永遠不會老到讓神

無法使用我們。在使徒的教會裡，

年長的基督徒教導年輕的基督徒在

家和在聚會中的言行舉止（多二1∼
8）。教會的領袖之所以被稱為「長
老」，就是因為他們是年長的老人；而

年輕人因著他們的年紀、智慧和經驗

而尊敬他們。今天，許多的年輕基督

徒認為主後一九八○年之前沒什麼事

情發生，而灰白的頭髮或禿頭只是年

老的特徵。如果年輕的教會領袖願意

開始聘雇年長者，而不是同情他們—

或是更糟，忍受他們—教會很快就會

發現一個充沛的屬靈能力的源頭。

我們年長者的工作之一，即是

將神在過去所成就的一切事教導下

一代（詩七十一18），雖然有許多的
年輕人認為過去並不重要。唉，他

們若不輕鬆地從他們長輩那兒學到

教訓，就得付上昂貴的代價從自身

的經驗中學習。我們在「年老的時

候，仍要結果子」（詩九十二14），
並且我們很清楚地知道耶和華仍然

看顧我們，直到我們年老髮白之時

（賽四十六4）。年老不代表柔弱，而
是要服事，所以讓我們不要從生命中

退休。我們仍然可以一直被神使用。

我們永不至於老到無法禱告並看見

神在作工

從他們生命結合的起初，撒迦

利亞和以利沙伯即向神禱告，祈求

耶和華賜給他們孩子，然而他們的

禱告並沒有得到回應。猶太夫婦盼

望神能賜給他們孩子，這對祭司夫

婦來說更是如此，因為他們想要有

兒子來延續他們的事工。但神的計

劃不同於我們的計劃（賽五十五8∼
9），然而當祂一旦回應時，祂的計
劃總是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

對一個祭司來說，能夠進到聖

殿，在黃金祭壇前燒香是一生難得

一次的經驗，而那一天掣籤即指向

撒迦利亞。神的手以一種特別的方

式作工。耶和華差遣天使加百列去

告訴撒迦利亞，他的禱告已蒙神垂

聽，並且他的妻子將為他生一個兒

子，是他們許久以來一直向神祈求

的。這個兒子特別蒙神賜福，他將

成為一個先知，如同耶利米、以西

結和撒迦利亞，而非祭司。但這個福

份更棒的是，他們的兒子將成為彌賽

亞的報信者！神將要實現祂的應許，

並差遣救世主來到這個世上！他們的

兒子約翰（「耶和華滿有恩典」）將會

「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路一17）。
我和我太太有充足的理由為年

長的聖徒而感謝神，因他們將我們

放在他們的禱告中。我那從未謀面

的曾祖父曾向神禱告：我們家族中

的每一代都會出一個傳道人，從那

時起也確實如此。我原本活不過兩

歲的生日，但是那個禱告救了我。

它也在我差一點被一個以時速八十

哩開車經過的酒醉駕駛撞到時救了

我。許多年長的基督徒在我們五十

多年的事奉期間為我們調解事情，

而現在我和我的妻子則為正在受訓

準備要服事神、或是已經在工場上

積極服事神的年輕人禱告。而他們

則為我們禱告！

無論年紀如何，我們都有可能會犯錯

「猶太人是要神蹟」（林前

一22），撒迦利亞也不例外，但他
自己最後卻成了神蹟！耶和華將耐

心地先對付懷疑，而最終將帶來保

證—仔細思想士師記第六章36至40
節中的基甸—然而不信卻是神所憎

惡的罪。當我們不相信神的話時，

我們便使神成為說謊者。

你也許認為一個埋頭研究神的

話語的祭司應該要有極大的信心，

但是在我們評論撒迦利亞之前，讓

我們來看看我們自己。有多少次神

的話告訴我們祂的心意，而我們卻

只看我們自己，而不是靠著信心仰

望祂？是的，撒迦利亞是一個老

人，而他的妻子早已過了生育的年

齡，如同好幾世紀前的亞伯拉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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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生孩子是會讓他們暗笑的事

情（創十八章）。然而神說它會發

生—而它確實發生了！

我已經指出：  聖經裡提到的
許多領袖在自己的某個長處中失敗

了。亞伯拉罕的長處是他的信心，

但是當他在迦南遇到饑荒時，他

逃到埃及去尋求幫助（創十二10∼
20）。謙和是摩西過人的特徵（民
十二3），但因他發怒擊打磐石，而
喪失了和以色列人同進應許之地的

機會（民二十章）。純正是大衛最

大的優點（詩七十八70∼72），但
他卻試圖用謊言掩蓋自己的罪（撒

下十一∼十二章）。彼得的勇氣過

人眾所皆知，但是他卻在幾個女僕

的面前因恐懼而喪失勇氣以致不認

他的主（太二十六69∼75）。
撒迦利亞在一群認識神的話、

並尋求順服神的話的男女的圍繞中

成長，在這樣穩定學習神的真理的

環境下成長，著實培育了他的信

心（羅十17）。但是當他遇到了機
會，使他成為神蹟的一部份時，他

卻不相信神，以至於在之後的九個

月當中只能保持沉默。信心使你張

口讚美耶和華（林後四13），但是
不信卻使你張開口質疑耶和華，然

後它使你閉口，使你無法歌頌。當

以利沙伯、馬利亞和她們的親戚朋

友喜樂地讚美耶和華時，撒迦利亞

只能沉默，但在他的心中他正寫著

一首讚美的詩歌，一首有一天他可

以唱出來的詩歌。

位於芝加哥的慕迪聖經學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其卸任
校長之一的威廉˙考伯森（William 
Culbertson）博士，時常以「主啊，幫
助我們有個美好的結束」這句禱告詞

來結束他在公開場合的禱告。當我年

紀大了，我時常想到那個禱告，並且

自己也這樣禱告——「主啊，幫助我有

個美好的結束。」年輕人的罪是令人

難過的，但是老練的聖徒所犯的罪卻

是不幸的，並且能夠造成很多的傷

害。敬虔的英國傳教士邁爾（F. B. 
Meyer）有一次對一位朋友說：「我
真希望天父讓我的生命河充分流

動，直到生命結束的那一刻。我不

要它最後流入一個沼澤中。」

主啊，幫助我們有個美好的結束！

我們永不至於老到無法創新

若要說有什麼人是非常拘泥

於傳統的，那就非正統猶太人莫屬

了，這甚至包括了為孩子取名。孩

子的名字與過去、或是神的一些特

殊行動或象徵有很重要的連結，這

個連結對一個經常飽受威脅的國家

來說更是極為重要的。有時候母親

在懷孕的過程中、或是孩子出生時

的一個經歷，可以用來作為取名的

依據，就如同雅各的兒子的例子。

傳統上會為長子取和父親相同的名

字，因為若是父親過世了，長子可以使

他的名字和記憶鮮活地留在家族中。

以利沙伯和撒迦利亞的所有親

戚和鄰居，都預期這個神蹟的嬰兒

要取名為他父親的名字（路一59∼
66），然而這對夫婦違反傳統，將他
們的兒子取名為約翰，使他們大為震

驚。這個名字是天使加百列對撒迦利

亞做誕生預告時所命令的：「你的妻

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

給他起名叫約翰」（路一13）。這個名
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滿有恩典」。

年輕的一代經常批評老年人守

舊拒新，並且總是想要重拾「過去的

美好時光」。他們告訴我們，「過去的

美好時光」只是差勁的記憶力與好

的想像力的組合，這是個很聰明的說

法，但不總是事實。所羅門王在傳道

書一章9至11節早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他指出記憶力差的其實是年輕的世

代！他們說：「看哪！這是新的事，」只

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過去的事。對他們

來說所謂的新事其實只是舊事的重

新組合而已，說明了為什麼所羅門

王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新聞所概

括的層面也許更廣更有趣，但是新

聞本身卻沒有多大的變化。

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雖然又

老又正統，卻順服耶和華，並且有

勇氣將一個新的名字帶進家族中。

就像從前的基督歸主協會的座右銘

所說的：「適應時代，定於磐石」

是可行的。因為神的恩典是祂永恆

的屬性之一，約翰這個名字真的很

古老，但同時卻也非常新。（事實

上，嬰兒是舊事，但是他們也是新

的事。）全然地接受年輕世代所說

所做的是危險的，但是拒絕好的事

且不加以鼓勵則是魯莽的。平衡並

且有識別力的是有福的！

我們永不至於老到無法歌唱

如果你曾經有九個月不能說

話，然後突然間能夠開口說話了，

那麼你第一句話會說什麼呢？受神

的靈感動，撒迦利亞當時唱了一首

歌！大部份的人都不想聽老男人或

老女人獨唱，而一些流行歌手則應

該要提早從舞台上退休。但是當老

祭司撒迦利亞將 Brit Milah（割禮之
約）變成一場音樂會時，我希望在

那個家裡面！在他的喜樂裡，他一

定有許多歌要唱，因為神在他的家

中行了一個神蹟，一個與神所應許

的彌賽亞有關的神蹟。而彌賽亞就

是他歌裡所唱的那個人！

撒迦利亞在路加福音一章裡的

歌，是一首救贖的詩歌，因為耶和

華會將祂的百姓從罪的奴役中拯救

出來，如同祂將他們從埃及的奴役

下拯救出來一樣（68∼70節）。它也是
一首得勝的詩歌，因為耶和華使祂的

百姓能夠戰勝他們的仇敵，並在平安

裡服事祂（77∼79節）。但更深一層地
說，它是一首赦罪的詩歌，因為他們

的罪都被洗淨了（76∼77節）。那是一
個禧年（見：利二十五8∼55；路四14∼
21）！撒迦利亞在歌中提到神的兒子
多過他自己的兒子！這個老祭司看到

了以色列在新的一天的曙光中（78∼
79節），黑暗和死亡消失離開，而罪
得赦免的罪人將平安地與主同行。

讓我們記得：撒迦利亞和以

利沙伯享有主的青睞和福份，是因

為祂的恩典和他們的忠心。「他們

兩人在神面前都是義人。」難怪他

們要喜樂，並且撒迦利亞要向主歌

唱。「你們義人應當靠耶和華歡喜

快樂，你們心裏正直的人，都當歡

呼」（詩三十二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