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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之旅：清教徒在地如天的異象 

(清教徒靈修神學欣賞) 

張麟至牧師, 10/15/2016, 台北市長老會信友堂 

前言 

 麥格福(Alister McGrath)說:「成見不易消除。或許基督教

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成見﹐就是認為十六世紀時之宗教改革及

其後繼者﹐缺乏任何靈命的說法。」1
 君不見今日更正教會的

信徒一旦追求靈命﹐就乞靈於天主教的資源－而且是其中的人

道主義者的﹐卻忽略了其本身豐富的傳承﹔我們應該看一看本

身所有的。更正教喜歡用靈修﹑敬虔﹑聖潔﹑虔誠等字眼﹐來

表達靈命的觀念。事實上﹐它的屬靈遺產很多。「我們需要回

到我們宗教改革裏福音派的根﹐受挑戰﹐溫故而更新﹐進而得

著滋長。」2
 尤其是其中清教徒的屬靈遺產﹐在在金礦﹐處處

驚艷。 

為何仍需清教徒 

 清教徒一名是指1560年代伊利沙白女王時﹐嘲諷那些對英

國國教不滿﹑矢志改革的基督徒。到了Stuart王朝時﹐又加上

了政治色彩﹐指那些傾向共和思想者。到了查理二世復辟後﹐

反清教徒的力量就像脫了韁一樣。而在新大陸﹐愛德華滋

(1703~1758)過世後﹐這種反對力量一直上昇﹐到百年前為最高

峰。可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清教徒主義的蒙塵藉著一些學者

－Perry Miller (1905~1963), William Haller (1895~), Marshall 

Knappen, Percy Scholes (1877~1858), Edmund Morgan等－的努

力逐漸抹去﹐使我們得以看清它的真面貌。但清教徒能給今日

                                                 
1
 Alister E. McGrath, Spirituality in an Age of Change: Rediscovering the 

Spirit of the Reformers. 23. 

2
 同上書﹐14。 

的我們提供些什麼指津呢﹖屬靈的成熟與智慧﹐苦難與爭戰將

他們千錘百煉成為有特殊恩膏的人。3
 

 我們要怎樣得到這種成熟呢﹖(1)學習他們的全人成聖﹐沒

有聖俗生活之分﹐凡事榮耀神。默觀而有行動﹐崇拜而有工作﹐

勞苦中有安息﹐愛神而又愛人﹐出世而又入世…[23-24]。(2)

學習他們的深湛靈歷。所以清教徒產生了許多的論及「救恩的

次序」方面的作品﹑講道集。(3)學習他們熱切有效的行動。不

但善於講道﹑聽道﹐還善於禱告。追求主﹑事奉主十分殷勤[25]。

(4)學習他們重視婚姻家庭。(5)學習他們尊重人性[26]。(6)學習

他們的教會更新之理想﹐這是清教徒牧師事奉的目標﹐不論是

長老派的﹐還是獨立派的。這樣的事奉進一步會帶進社區的屬

靈奮興。[26-27] 

 清教徒主義的核心是一個屬靈的運動﹐熱心追求神與敬

虔。從丁道爾開始﹐歷經許多清教徒領袖﹐在Richard Baxter

身上達到一個高峰。它本質上是一種教會改革﹑教牧更新﹑傳

揚福音﹑屬靈復興﹐以及文化改革。這理想在護國君時代

(1643~1660)實現了。[27-29] 他們是實用的神學家﹐認識神並

經歷祂。他們也認識人﹐解釋聖經以醫治聽眾﹐成為靈魂的大

夫。今日教會界的三種人－經歷主義者﹑智識份子﹑離異份子

－大可從清教徒作得到屬靈的幫助。[29-30] 

 清教徒運動在本質上就是傳道人的講道運動﹐在其間我們

可以看到他們留下許多的講章﹐時至今日仍舊是可讀的。對於

傳道人而言﹐是我們今日講道的楷模。當時尚未有經文及高等

批判之洗禮﹐他們的釋經之價值何在呢﹖第一﹐找出經文中的

教義﹐這樣﹐使我們能夠深人這段的經文。第二﹐將經文微言

大義展開釋經的工夫。這兩點常是今日講台的弱點。因此﹐讀

清教徒作品可以幫助我們如何「分解」神的道。有些人詬病清

教徒們是神學性的講道﹐而認為他們的作品過氣而不讀了﹐這

                                                 
3
 Packer, J. I. A Quest for Godliness. (Crossway, 1990.) 21-23. 本段頁數皆出

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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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頗可惜的事。提後2.15說﹐分解的對象乃是「真理的道」﹔

即道中有真理﹐要將其中的真理分解出來。那麼﹐找出經文中

的教義﹔從而用教義來釋經﹐不正是提後2.15的教訓嗎﹖今日

講台的貧乏﹐是因為我們棄絕了這種的利器﹐而失去了經文中

的豐富。 

清教徒運動簡述 

 為了明白改革宗裏靈命學最強的的清教徒運動

(Puritanism)﹐在此稍微講述它的歷史。稍後歐陸受了這運動的

影響﹐也產生了敬虔運動(Pietism)。4
 1558~1662年是更正教大

有建樹的百年。清教徒運動的波濤﹐壯闊洶湧﹐橫跨英﹑美﹑

歐三地﹐上接歐洲的宗教改革﹐下開十八世紀以降的福音復

興。它在政治上催生了英國的契約民主政治﹐5
 在經濟上提供

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溫床﹐6
 在科技上助長了近代的科學及技

                                                 
4
 敬虔運動是德國信義會內部的改革運動﹐簡史可讀“Pietism” in New Dic-

tionary of Theology. Pp. 515-17. (校園已出其中譯本﹕當代神學辭典。) 

5
 這方面請讀Douglas F. Kelly, The Emergence of Liberty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Influence of Calvin on Five Governments from the 16th through 

18th Centuries. (P&R, 1992.) 這五個地區包括了清教徒的英國和美國殖民

地。 

有關契約政治則見Charles S. McCoy and J. Wayne Baker, Fountainhead 

of Federalism: Heinrich Bullinger and the Covenantal Tradition (Westmin-

ster/John Know Press, 1991.) 契約神學發源於萊茵河上游的蘇黎士﹐和中游

的海德堡﹔再由受海德堡神學影響的法國預格諾派的Philippe de Mornay 

(1549-1623)﹐和德國Bremen區的Johannes Althusius(1557-1620s)將之發展為

契約政治思想。不過將之發揚光大的則是英國的洛克﹑霍布士﹑Samuel 

Rutherford﹑John Winthrop等。 

6
 請看David Little, Religion, Order and Law: A Study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9. 這本書修正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經濟理論。Little認為清教徒社會之所以助長了近代的資本主義﹐

主要是由於它提供了以聖經律法為根基的社會秩序。 

術。7
 我們可以這麼說﹐清教徒運動是一股浩大的文化力﹐不

僅改革了教會﹐也同時改革了整個社會﹑國家與文化。將現代

化的功勞歸給啟蒙運動﹐是不諳歷史真相的說法。啟蒙運動師

承中世紀後期人文主義的以人自主的精神﹐將宗教改革所帶來

的現代新文化世俗化。清教徒運動則秉持奧古斯丁~路德/加爾

文的傳統﹐堅認基督－不是人－才是文化之主。 

 可是清教徒運動基本上是屬靈的﹐它帶給教會最強烈的信

息是﹐教會必須要被聖靈復興起來。巴刻(J. I. Packer)﹐當代頂

有名的清教徒學者﹐也將此運動定位在「復興運動」上﹐因為

他認為清教徒在本質上只是個傳講神話語的講員而已。8
 Peter 

Toon認為清教徒的特徵如下﹔(1)熱愛聖經﹐以它為信仰﹑道

德﹑倫理等一切事物的權威。(2)委身於改革宗神學。(3)熱切

要改革英國國教。(4)經歷救恩的次序。(5)對末日榮耀破曉的

盼望。9
 

 清教徒運動所產生的靈修文學﹐是宗教改革以來最豐富的

靈命學。(可惜﹐除了天路歷程一書之外﹐華人對清教徒靈修

文學十分的陌生。) 巴刻在1990年所出版了他一生研究清教徒

神學論文集－A Quest for Godliness: The Puritan Vision of the 

Christian Life－是目前研究清教徒靈命學最好的書籍之一。我

們很快地瀏覽一下清教徒史﹐它可以分成六個階段﹕10
 

                                                 
7
 請看John Morgan, Godly Learning: Puritan Attitudes Towards Reaso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1560-1640.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6.又見

Eugene M. Klaaren, Religious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Eerdmans, 1977. 

8
 J. I. Packer, “Puritanism as a Movement of Revival.” 

9
 Peter Toon. Puritanism and Calvinism. 9-10. 

10 簡潔的清教徒史﹐可讀Peter Toon, Puritanism and Calvinism. (Reiner 

Publications, 1973.) 9-70. 寫到1700年清教徒團體式微﹐也只有109頁﹗

Erroll Hulse, Who Are the Puritans? And What Do They Teach? (Evangelical 

Press, 2000.) 13-181. 他也提供了一份清教徒生卒表﹐64。他把清教徒歷史

分成其先驅以及其本身等三個階段﹐69。Williston Walker,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rev. ed. (1958). 基督教會史。(基文社﹐1970。) 70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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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教徒運動的先驅(1558~1570) 

 不能否認的﹐英國早先的改教晨星如 John Wycliffe 

(1329~84)﹐殉道者William Tyndale (1495~1536)﹐又如John Foxe

在Acts and Monuments一書裏所記載的﹑在瑪利女王在位年間

(1553~58)的270位殉道者﹐和亡命歐洲而後的歸回者﹐他們對

於清教徒運動都有影響及幫助。那些歸回者倡議除去牧師制

服﹑結婚戒指﹑洗禮劃十架﹑跪領主餐﹑公禱書等﹐因為它們

都是天主教的遺毒。11
 雖然研究伊利沙白時代的清教徒運動歷

史專家Patrick Collinson以為﹐正宗的清教徒運動是英國本土的

運動﹐乃從伊利沙白女王登基以後才開始的﹐是英國國教內部

改革運動﹐但也絕不能抹煞那些先驅者及回歸者所做的貢獻。 

(2)清教徒運動的濫觴(1570~88) 

 講述這段伊利沙白女皇時代(1558~1603在位)的清教徒運

動的經典作者﹐當推William Haller, The Rise of Puritanism (U. 

Penn Press, 1938)和Patrick Collinson, The Elizabethan Puritan 

Movement. (Oxford Univ. Press, 1967)兩位。他們注意到伊利沙

白執政早期﹐發生在英國的教會改革運動。這兩本書分別著墨

在兩條不同的改革路線﹕路線一是一群由劍橋出來的「屬靈的

弟兄們」﹐到鄉村的教會從事純屬靈的復興運動(Haller)﹐而路

線二是由另一群劍橋的學者們﹐在都會重鎮從事的國教體制的

變革運動(Collinson)。 

 要將主教制挪去﹑改為君王控制不了的長老制﹐勢必遭到

從國教和君王那裏撲來的反制力量。改制運動到了1588年就式

微了。但是屬靈運動卻愈戰愈勇﹐再接再厲﹐到十七世紀中葉﹐

清教徒運動已經蔚為一股浩大的文化力。 

                                                                                                            

頁也講述這一段歷史。 

11
 Hulse, 27-38, 63-68。作者還介紹了John Bradford (1510-1555)及John 

Hooper (c. 1495-1555)。Toon, Puritanism and Calvinism. 12-14. 

 可是在伊利沙白女王早期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在

1643~1660年的清教徒革命時代﹐再度浮現。革命之功敗垂成﹐

幾乎是重蹈一百年前的覆轍﹗12
 這一百年的歷史﹐是中國教會

今日何去何從最好的借鏡。 

復興的弟兄們 

 Erroll Hulse, Who Are the Puritans? And What Do They 

Teach? (Evangelical Press, 2000)一書用簡潔的方式覆述了

Haller的觀點﹐巴刻在他的敬虔之追求一書裏的第三章(「清教

徒運動乃復興運動」)﹐也有精采的論述。他們都介紹這一連

串Haller所說「屬靈的弟兄們」﹕ 

 Richard Greenham (1531~1591): Hulse, 41. 他在1570年時﹐

離開劍橋﹐去其外五英哩處的小地方Dry Drayton牧會20年﹐忠

心地傳講基督並祂的釘十字架。他每天四點早起親近神。又勤

於勸慰會友﹐接濟窮人。年輕人來就他學習服事﹐成立了一個

基督的學校。他的服事型態是清教徒傳道人的典型。 

 Laurence Chaderton (1537~1635): Hulse, 44. 此君大概是清

教徒時代活得最長壽的一位﹐98歲。他因為清教徒信仰而失去

財產。但是劍橋新成立的Emmanuel學院請他去擔任master。他

一做就做了四十年﹐在St. Clemet’s Church講道講了半世紀。許

多人因他而得救。他講道長達兩小時﹐(那個時代都是長道。) 當

他宣布他要縮短時間時﹐會眾喊著說﹐「先生﹐為主的緣故﹐

繼續講﹑繼續講。」 

 Edward Dering (1540~76): Hulse, 69-73. Patrick Collinson

稱他是「清教徒聖者的原型﹐其生平與工作成為十七世紀許多

效法他之人的典型。」出身劍橋的基督學院﹐當時就對救恩的

                                                 
12

 這一段時間留下許多的歷史問題﹐容史家們去推敲﹕為什麼長老派與會

眾派不能在西敏士會議上和衷共濟呢﹖為什麼他們兩派之間一定要爭個你

死我活﹐以至於容讓查理二世鑽了空子復辟呢﹖為什麼克倫威爾在處死暴

君查理一世後﹐不走向共和政治﹐而採取類似君王制的老路呢﹖一言以蔽

之﹐當政治的權力成為掠物時﹐靈命的能耐就要受到空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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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據感到熱切﹐並追求之。氏乃優秀的希臘文學者。1570年是

他職事的分水嶺﹐他開始對國教不滿而辭去講席。他甚至在講

道中當面責難女皇﹑對不稱職傳道人未有制裁的失職。1572

年興起的長老制運動﹐在女皇的眼中他們是同路人﹐都被禁止

事奉。Dering的工作主要是用信件激勵信徒。36歲時﹐他就過

世了。 

 Richard Rogers (1550~1620): Hulse, 42. 1574 年他到

Wethersfield (Essex)村去牧會。他的服事型態和Greenham者相

似。他擅長於釋經講道﹐至今還留下一本士師記講道集。 

 John Dod (1550~1645): Hulse, 73-75. 出身劍橋的Jesus學

院﹐當時經歷了悔改歸正。後來成為受歡迎的講員﹐但是在

Stuart朝(1604年起)﹐開始受到逼迫。William Haller在他的名著

The Rise of Puritanism裏﹐稱讚他在屬靈的弟兄們之中﹐是主要

的聖者。Dod活到95歲﹗親眼看到清教徒革命的時代之來臨。 

改革的長老派 

 Patrick Collinson在他的論文裏精彩的翻案如下﹕(1)英國

國教的中間路線(Via Media)－游走在天主教與清教徒之間的

主教制－不是出於那個大主教﹐而是出自女皇本人。(2)清教徒

運動不是由歐洲回來的人開始的﹐而是在劍橋大學由Thomas 

Cartwright (1535~1603)和他的學生John Field (1545~1588)及

Thomas Wilcox (1549~1608)﹐1572年書寫An Admonition to 

Parliament﹐發起的長老制運動起算的。13 這些「本土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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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ick Collinson, The Elizabethan Puritan Movement. (Oxford Univ. Press, 

1967.) 在女王的45年治理期間﹐她的宗教政策可以再細分為以下的八個段

落﹕(1) via media (1558-1559); (2) Vestiarian Controversy (1563-1567); (3) 

Admonition Controversy (1570-1573); (4) “A Golden Time” -- the Rise and 

Fall of Grindal (1575-1576); (5) The Classical Movement (1580s); (6) Martin 

Marprelate incident (1588); (7) The Recasting of Puritanism (1590s); (8) The 

Hampton Court (1603-1604)。詳見Paul Chang, “A Study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Patrick Collinson.” A Term Paper for CH 991: Reformation Historiography. 

WTS. (December 12, 1991.) 簡單的敘述﹐見之於Toon, Puritanism and Cal-

才是真正有心澈底改革國教者。在Collinson這樣的詮釋之下﹐

雖以為清教徒運動受了一些歐陸宗教改革之影響﹐但基本上它

是英國國教內部的改革運動﹐而非外來的運動。這個運動從一

開始﹐就定位在改革英國國教上﹐清教徒對亨利八世以來的改

革(1533)不滿足﹐認為要進一步作體制上的大改革﹐除去天主

教留下來的遺毒﹐才能達到淨化教會的目的。 

 這個長老制運動衝撞著英國國教本身的體制﹐觸及權力核

心﹐必然遭受從女皇和國教體系而來的極大反擊﹔這點可想而

知。所以﹐清教徒長老制運動一開始﹐就要在國教的主教體制

外從事改革﹐嘗試要建立一個嶄新的長老制的教會﹐取而代之

固有者。這派的清教徒旗幟鮮明﹐至終被女皇化解之。長老制

運動到了1590年已是強弩之末了﹐我們把它放在1588年﹐是因

為這一年John Field過世了﹐這一年也是伊利沙白女王最得意的

一年﹐她的海軍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從此﹐她不用再顧

忌國內天主教的勢力﹐對原來可有平衡作用的清教徒﹐也不再

假以辭色了。 

 但在這段期間﹐劍橋大學已變成了清教徒之窩﹐大批講員

輩出﹐成為下一代的健將﹐如下段所述﹐這是精明如女王也始

料未及的﹗ 

(3)屬靈的守主日運動(1584~1603) 

 表面上看來﹐因著長老制運動的解體﹐清教徒運動似已被

壓抑了。實則不然﹐改制的失敗反而促使他們轉向屬靈的訴求﹐

就是路線一所堅持的﹕人心悔改﹐並遵守神的律法﹐以守主日

為其表現。此時最出名的精神領袖是神學家William Perkins﹐

他和女皇同一年內過世﹐也象徵下一個時代的開始。14  

                                                                                                            

vinism. 15-16, 18-19. 

14
 關於「屬靈的弟兄團」﹐請讀William Haller, The Rise of Puritanism. 又

見Toon, Puritanism and Calvinism.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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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Perkins (1558~1602): 這位人物詳見人物介紹。 

 Henry Smith (1560~91): Hulse, 73. 他是William Greenhill

的學生﹐在St. Clement Danes, London牧會﹐擅長講道﹐百行各

業的人喜歡來聽他的講道﹐並給他一個綽號﹕銀舌的Smith。

他和Edward Dering一樣﹐「活得短﹑卻精采。」(“He lived long 

in a little time.”) 

 Arthur Hildersam (1563~1631): Hulse, 75-77. 他出身皇族﹐

但在劍橋時歸正為清教徒。在Tudor朝時﹐他的服事屢受壓制。

1603年四月﹐當新上任的國君詹姆士一世來倫敦﹐有一份代表

一千位清教徒傳道改革心聲的千名訴(Millenary Petition)﹐上呈

給新君時﹐Hildersam就是遞狀的代表。然而他在新的Stuart朝

所受的逼迫﹐比前更甚。他終其一生在Ashby-de-la-Zouch, 

Leicestershire牧會﹐給傳道人立下了極好的榜樣﹐受他影響的

有William Gouge, John Preston和John Cotton。 

 John Rogers (1566~1636): Hulse, 73-79. 他是Dedham, Es-

sex地方的人﹐係Richard Rogers的姪輩﹔事實上﹐他在劍橋的

求學﹐也是Richard支持的。John Rogers原來是一個浪子﹐但在

大學時悔改歸正﹐成為一位極有能力的清教徒講員。他的講道

能力在Thomas Goodwin被主復興一事上﹐扮演關鍵的角色﹐我

們在後者的傳記裏都讀到了。15
 這種講道的恩膏能力﹐正是我

們今日最需要的。 

(4)史都亞特受迫時代(1604~1643) 

 回應上述的千名訴﹐新君詹姆士一世推遲到1604年一月﹐

才召開Hampton Court Conference。清教徒方由政府遴選了四位

溫和派的代表﹐向新君表達他們半世紀以來要改革的意願與項

目。16
 新君的態度可以包含在他的話語裏﹕「沒有主教﹐就沒

                                                 
15

 Chang, Paul L. Thomas Goodwin (1600-1680) on Christian Life. (Taipei, 

2001.) 7-8. 

16
 Toon, Puritanism and Calvinism. 21-22. 

有君王﹗」三天會議的結果﹐清教徒幾乎什麼都沒討到﹐反倒

是新君答應了John Reynolds所提議的新譯聖經﹐即King James

聖經(1611)﹐2011年剛慶祝它的四百週年。 

 在詹姆士一世在位時(1603~25)﹐清教徒漸漸成為一股屬靈

的弟兄團﹑新興的中產階級﹐其中優秀的講員輩出﹐如Willaim 

Ames, William Gouge, John Preston, Richard Sibbes等。在此運

動之下的會眾派和分離派(浸信會之濫殤)﹐也在此時出現。清

教徒的新文化逐漸成形﹐在下議院成為一股政治勢力。 

 查理一世(1625~49)上台後重用William Laud。Laud在1633

年成為大主教以後﹐清教徒運動更受逼迫﹐1630~40年成為他

們對英國失望﹑而移民北美洲的年代。1638年﹐查理一世因想

要統一蘇格蘭的宗教﹐導致與之兵戎相見﹐而需向國會要求徵

稅。這就給予下議院有機會召開久已關閉的國會(1629~40)﹐並

要求Laud下台問刑﹐以及召開改革國教的西敏士會議。國王不

許﹐於是國會與國王之間的內戰就在1642年爆發了。清教徒盼

望澈底改革教會的時機﹐也終於來到了﹗Hulse介紹Robert 

Bolton (1572~1631), Richard Sibbes (1577~1635), Jeremiah 

Burroughs (1599~1646), William Gouge (1575~1653)。[Hulse, 

79-88] 活躍在十七世紀中葉﹑著名的清教徒簡傳﹐可以看

William Barker的作品: Puritan Profiles。 

(5)革命與改教的時代(1643~60) 

 西敏士會議於1643年七月一日召開﹐由國會授權要將英國

國教的教義﹑崇拜儀式﹑教會紀律和教會體制等四方面﹐按神

的話語和歐洲改革宗教會的榜樣﹐澈底改革。克倫威爾將軍因

率領新軍作戰﹐屢建奇功﹐在其間迅速崛起於英國政壇。由於

同年八月與蘇格蘭簽定「神聖契約聯盟」﹐國會遂責成會議改

而制定西敏士信仰告白﹐以作為雙方教會合一的教義基礎。這

是清教徒對後世最大的神學貢獻﹐也成了福音派的里程碑。 

 開會時﹐教會代表以長老派居大多數﹔但是獨立派崇尚會

眾自主的新約教會精神﹐反對將國教長老制化。克倫威爾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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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教寬容﹐採取會眾制與長老制並行。 

 這段時期確是這運動的巔峰﹐人才輩出﹐多如星辰﹐頂尖

的有Thomas Goodwin, Richard Baxter和John Owen等人。 

(6)復辟與冬天的再臨(1660~) 

 查理二世在克倫威爾死(1658)後﹐利用了長老派與獨立派

之間的矛盾﹐結合長老派與蘇格蘭的力量﹐在1660年五月經國

會同意後﹐復辟為君王。當然他在談判時﹐給了長老派許多的

許諾(Declaration of Breda on April 4, 1661)﹐等他一上台﹐立刻

食言﹐不但恢復以往的主教制﹐而且更是嚴嚴地打擊所有的清

教徒﹐包括長老派在內。清教徒的黃金時代淪為曇花一現。17
  

 四道對付清教徒的法令﹐統稱為加拉登法典(The Claren-

don Code)﹐因為是在Earl of Clarendon的名下發佈的。(1)公職

任職法案(The Corporation Act, 1661)﹕要求公職人員擯棄神聖

盟約(The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Sep. 1643)﹐回到國教的

交通裏﹐並誓言順從國君在國教中最高的權柄。(2)宗教劃一法

案(The Act of Uniformity, May 19, 1662)﹕要求所有的傳道人必

須在國教內按立﹐並在8/24聖巴多羅買日以前公開認信公禱

書﹐否則逐出國教﹐剝奪所有傳道的自由。1662年因堅守良心

自由﹑拒絕順從國教﹐而被排除的清教徒牧師﹐有兩千人之多。

這只是逼迫的開始﹗(3)第一次小聚會法案(The Old/First Con-

venticle Act, 1664)﹕凡在國教外的小聚會參加人數在五人以

上﹐而且又非同一家庭者﹐罰款﹑監禁或放逐。(4)五哩法案(The 

Five Mile Act,1665)﹕凡不順從國教的傳道人等﹐不許在他從前

的教區或任何城市五哩以內居住。 

 一點省思﹕既然如此﹐何不當初長老與獨立兩派人士好好

尋求最大公約數而合作﹔就算「妥協」吧﹐也遠比日後這種光

景要好。當兩派各執一詞之時﹐他們都必定認為這才是天道﹐

                                                 
17

 Toon, 48-50; Hulse, 51-59. 

但想過後果沒有呢﹖沒有﹐其實是短視。克倫威爾是英國歷史

上最靠近共和國實現的時刻﹐可惜他沒有走向那樣的道路。他

若走上了﹐將比美國提早一百年實現共和國的理想﹐日後的復

辟也永遠根絕了。 

 1665年夏天到1666年﹐在倫敦爆發鼠疫﹐死者多達七萬﹐

(當時該城只有五十萬人)。1666九月二到五日﹐倫敦大火﹐燒

掉了該城的五分之四。當時老百姓都責怪這一定是神在懲罰政

府對付清教徒太嚴苛而遭致的。18
 1667年六月英國遭受荷蘭人

的攻擊﹐the Earl of Clarendon受到彈劾下台﹐放逐到法國。清

教徒們總算小吐一口冤氣。查理二世在1669年和1672年又發佈

了一些寬宥的法令。 

 然而神的純屬靈工作沒有停止。在這段時間裏﹐清教徒們

把他們畢生的心血付諸文字﹐留之名山﹐傳與後世。他們所種

下的種籽﹐成為下一世紀福音大復興的花朵。 

柏金斯(William Perkins, 1558~1602) 

Ian Breward, introduced and edited. The Work of William Perkins. 

The Sutton Courtenay Press, 1970. 這書是迄目前為止﹐現代

所出版有關柏金斯的導讀﹐及其作品選集最翔實的鉅作。

xv + 646頁。第一部份的導讀﹐長達131頁。 

Paul R. Schaeffer, “The Art of Prophesying.”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2. 

http://www.nesherchristianresources.org/perkins/default.shtml

 此站收集了不少與柏金斯生平有關的圖片。 

 清教徒運動本質上就是一個傳道人的講道運動。1575年大

主教Edmund Grindal (c. 1519~1583)被女王軟禁﹐就象徵著她對

這件事的不安。柏金斯是在女王登基的那年才出生的﹐死在女

王過世前不久。柏氏是劍橋基督學院出身的﹐一生也都在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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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n, God’s Statesman.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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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事奉。著名的講員﹐著作等身﹐被稱為英國的加爾文﹐他的

作品叫出版社不停地在印他的講道集等。古德溫說﹐當他進劍

橋讀大學時﹐已是柏氏作古十年以後的事了﹐但是他還可以感

受到柏氏的影響力猶在﹗柏氏透過他的講台和書籍﹐發揮了清

教徒神學的威力。 

 柏氏從來就只看自己是國教教會內部的一個成員﹐也向來

不提長老制運動的事。換言之﹐他改變了在他之前第一代清教

徒中長老制運動的策略。他們是在體制上做改革﹐而柏氏是在

體制內做改革。因此﹐他注意的是屬靈的事﹐而不去觸碰體制

權柄的事。他十分看重先知講道﹐柏氏的The Art of Prophesying

的教訓﹐是落實加爾文的「聖靈的見證」教義的應用。參徒5.32﹐

林後2.14-3.6等。太多的新約經文說明了約16.8-11的意義。不

錯﹐那些都是聖靈的工作﹐但是傳道人在其中扮演一個相當重

要的角色。 

 Edmund S. Morgan在他的Visible Saints: The History of a 

Puritan Idea裏﹐很簡潔地表達出柏氏神學在教牧上所產生的威

力。改革宗教會或社區的人都相信救恩是出於神的揀選﹐但是

這事又是永古以前的奧秘(參申29.29)﹐誰知道呢﹖可是人會十

分焦慮想知道﹐我究竟得救了嗎﹖加爾文的教訓很簡單﹐千萬

不可去察看你蒙揀選了沒有﹐而是察看你有沒有得救了以後的

跡象。在柏氏的作品裏﹐Armilla Aurea或稱Golden Chain (1590)

是一本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一份圖表是根據羅8.29-30繪製

的﹐還有箴16.4﹐羅9.21, 11.33﹐林後5.17﹐腓3.8等。 

 來到新大陸的天路客在清教徒運動裏﹐屬激進的會眾派﹐

即他們以為教會惟獨是由已重生得救的人組成的。在社區~教

會裏受過嬰兒洗的人中﹐誰才算是得救的呢﹖誰才可以藉著堅

振禮完成他/她的洗禮﹐進而領受主餐呢﹖(在新英格蘭早期﹐

只有這樣的人才有投票權呢﹗)  

 從柏氏的教訓裏﹐天路客歸納出一套「歸正的模式」

(morphology of conversion)﹐從開始聽道到有救恩的確據﹐有

十步﹕ 

聽神的話 

認識神的律法 

察覺自己有罪 

因律法而生的懼怕 

思想神所賜救恩的應許 

得救的信心 

與懷疑﹑不信﹑敗壞等爭戰 

救恩的確據 

福音性的憂傷 

新的順服。19
  

其實這個軌跡在許多清教徒的經驗中走過﹐每個走過來的人都

好像從桑樹上爬下來的撒該﹐是那樣地喜樂﹐成為跟隨主的門

徒﹐為主可以擺上一切。 

 柏氏不碰教權﹐但是他碰十誡所詮釋的社會倫理﹕如斥責

巫術﹑反對賭博﹑力倡守主日。其結果是移風易俗﹐創建一個

新的基督徒倫理。聖經走入了神的兒女的各行各業之中﹐到了

查理一世(1625~49)時﹐清教徒思想已經蔚為一股沛然莫之能禦

的文化力了。 

 Kapic的書(38-51)由Paul R. Schaefer介紹柏氏的The Art of 

Prophesying一書。這是一實用的小書﹐是柏氏專門為傳道人寫

作的﹐BOT的單行本只有79頁﹐(其後是另一本書冊。) 根據林

前12.31﹐講道乃是「更大的恩賜」﹐是傳道人應當切求的。

神用講道聚集會眾﹐並驅走狼隻。發預言有兩面﹕講道(發出

神的聲音)及禱告(發出人的聲音)。講道只傳講神的話﹐惟有正

典才是傳講的內容﹐它可以深入人心﹐又可以甦醒良心。路24

章的故事告訴我們﹐聖經是為基督做見證的﹐因此傳講聖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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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und S. Morgan, Visible Saints: The History of a Puritan Idea. (Cornell 

Univ. Press, 1963.)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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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乃是將基督傳講出來。講道的權威來自它的內容本身與中

心人物。 

 在第四章起﹐柏氏講到釋經學了。他摒棄中世紀的四層聖

經意義法(字面寓意tropological 道德anagogical 延伸意

義)﹐而力主由文法﹑修辭入手﹐信仰的類比同時顧及。在眾

書卷之中﹐羅馬書及約翰福音是他特別以為重要的。從第七章

起﹐則講其實行。他以為律法的功用在於暴露罪﹐而等福音來

醫治人。講道者必須是「打雷者與醫治者﹐對峙者與安慰者﹐

勸說者與鼓勵者。律法與福音雙管齊下。講員要隱藏人的智慧﹐

與彰顯聖靈的大能。」「傳道人…在他預備講章時﹐必須私下

自由地使用一般的文學﹑哲學﹐以及運用寬廣多樣的讀物」﹔

可是當他在呈現基督時﹐這一切就都隱藏到背景之後了。講員

自己的生活也要與所蒙的呼召匹配相稱。這份小作品很能代表

清教徒運動的核心﹕傳講神的道。 

艾梅士(William Ames, 1576~1633) 

Joel R. Beeke & Jan van Vliet, “The Marrow of Theology.”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3. 

 改革宗的神學在加爾文(1509~1564)的思想裏﹐就有聖約的

觀念﹐但是他的神學體系並非是用聖約來鋪排的﹔亦即﹐加氏

本身的神學尚非聖約神學。它發展成為雙約－工作之約與恩典

之約－神學﹐是十六世紀下半葉的事了。艾梅士雖然不是頭一

位英國的聖約神學家﹐但是說他是最成功者﹐當之無愧。他的

作品﹐The Marrow of Theology﹐主宰清教徒世界及早期美國改

革宗的神學界。他父母過世得早﹐是由舅父養大的。出身基督

學院。1601年得到碩士﹐在柏金斯的影響下經歷歸正。同年選

上成為母系的院士﹐可是在1604年Hampton Court Conference

之後﹐清教徒的信仰開始再度受到擠壓。他的敢言終使他的講

道與工作在1609年底﹐被吊銷禁止了。次年他就遠走荷蘭。在

1618~19年的多特會議上﹐他擔任首席官員的神學顧問。他在

異邦教授神學的結果﹐就是後來他寫成的名著The Marrow of 

Theology。這本書給荷蘭帶來清教徒式的改革﹐為他們的神學

注入了靈命。他最有名的弟子是Johannes Cocceius。他在1633

年底過世﹐惟一未完成的心願是移民到新大陸去。 

 Kapic的書(52~65)由Joel Beeke和Jan van Vliet介紹艾氏的

The Marrow of Theology一書。The Marrow of Theology是使用

Ramism的二元邏輯來發展神學的。艾梅士的立意認為﹐神學

是向神而活的教義。我們今日常用的西敏士小教義問答的鋪

陳﹐其實就是艾梅士神學的架構﹕信仰(使徒信經)與責任(主禱

文與十誡)。艾氏的思想沿襲柏氏者﹐經營得更為細膩罷了。

他的神學在倫理上所發揮出來的力量﹐是很鉅大的﹐因為它走

入了基督的生活之中﹐形成了一股文化力﹐而Ramism恰好是

架設這個神學天作之合的工具。雙約神學在他身上﹐已經走到

成熟的階段了。 

 今日的基督教有兩個很大的誤區﹕神學與靈命是分離的﹐

信仰與倫理也是分離的。結果是教會軟弱無力﹐社會迅速地世

俗化﹐回過頭來﹐把教會也世俗化了。君不見﹐今日的教會與

社會在道德上﹑生活上的分野﹐並不大﹐因為教會不是失了味

的鹽﹐被社會世俗化了﹐(在倫理上交白卷)﹔就是退縮成為藏

在斗底下的燈﹐孤芳自賞﹐(在靈命上迷失了)。艾氏的神學與

倫理二而一的處理﹐豈非今日的切需﹖ 

奚柏士(Richard Sibbes, 1577~1635) 

Ronald N. Frost, “The Bruised Reed.”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5. 

Mark E. Dever, Richard Sibbes.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1940年代清教徒再度被教會重視時﹐奚柏士就受到注意

了。在他以前的兩位大師－柏金斯和艾梅士－固然有其學術地

位﹐可是他們的作品已經不在現代基督徒圈子捧讀了﹐相形之

下﹐奚柏士的全集卻重印供應市場之需要。他的生活年代和艾

梅士者幾乎重壘﹐可是倆人的遭遇卻截然不同。在史都華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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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奚柏士在神學上的貢獻﹐也不亞於艾梅士。奚氏於1595

年(18歲)進入劍橋的St. John’s College﹐於1602年(25歲)獲得

M.S.。1610年(33歲)獲得B.D.﹐1627年(50歲)獲得神學博士。不

過他的恩賜在講道﹐早在1610年他就擔任劍橋聖三一堂的講

員。1617年(40歲)成為倫敦Gray’s Inn的講員﹐又在1626年(49

歲)成為劍橋Katherine Hall的院長﹔這兩個職份他終其一生都

持續擺上。後者是大學教育﹐前者則是在首都對社會菁英講道。 

 有人以為奚氏並非有創意的神學家﹐只是附屬性者﹐其實

不然。他服事的歲月﹐正是柏金斯的神學如日中天之時。柏氏

成功地把律法的重要性建立在社會之中﹐但是在預定論成為教

會共識之時﹐要如何幫助人們找到他們救恩的確據﹐成為最重

要的實惠了。柏氏的神學促使人不知不覺走向「預備主義」﹐

即從自己的德行裏去肯定永生的究竟。可是這種的自我檢驗﹐

稍一不慎﹐就傾向於屬靈的毀滅﹐極不健康﹐容易誤導。奚氏

及時挑戰這種趨勢﹐開啟了一片屬靈的新天地。他稱自我檢驗

的做法是訴諸「道德的無花果葉」﹐沒有用的﹗他強調﹕人間

正道是恩典。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奚氏只是把在他以前

的「動人心弦的靈命」(affective spirituality)傳統﹐再往前推一

程罷了。 

 奚氏的神學是根植在三一神論的。因為神是一位愛之神﹐

父愛子﹐聖靈也是父子之間的愛之聯繫﹔父神更迫不及待要將

祂的愛透過恩約的元首－基督－而傳遞給蒙祂揀選的人。他的

智慧是將人的懸念﹐由自己的德行與光景﹐轉移到父神愛人的

心上﹐以及恩約獨一的中保基督之面上﹐使人心被恩典所溫暖﹐

而覺甘甜。奚氏在清教徒的「家譜」中影響了卡騰(John Cotton)

和古德溫(Thomas Goodwin)﹐他們這一派所力倡的白白的恩

典﹐與預備主義之間﹐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張力。 

 Kapic的書(79-91)由Ronald N. Frost介紹奚氏的The Bruised 

Reed一書。這本書是奚氏早年根據太12.20的講章﹐於1630年

初次印行。A. B. Grosart於1862年出版奚氏的七大冊全集﹐此

書列在1:33-101。在預定論的思維裏追求救恩的確據之氣氛下﹐

奚氏巧妙使用太12.20來安慰人心﹕「12.20壓傷的蘆葦﹐他不折

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12.21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此書分三大部份﹕ 

第一部份﹕基督不要折斷壓傷的蘆葦﹔ 

第二部份﹕基督不要吹滅將殘的燈火﹔ 

第三部份﹕直到公理得勝。 

 奚氏的出發點是「神的潛在的﹑三一之神內部的交通﹐包

涵了永遠活躍的慈愛。這愛是神捨己的離心力﹐漫溢到受造之

物上。」(85) 當我們在思想預定論時﹐我們對於神是否揀選何

人總是有一份存疑﹐從而我們自然會焦慮地尋找確據﹐這在清

教徒時代是最大的良心個案﹐因為人人十分在意他的永生問

題。然而當我們對於聖經所啟示的這位充滿大愛恩典之神﹐有

了進一步的認識時﹐信心一旦油然而生﹐原來的焦慮就改為受

到神的吸引而熱心追求主了。奚氏一直堅持﹐被罪壓傷的心靈

所需要的﹐乃是福音﹐而非道德的無花果葉。可是這並非道德

鬆弛論﹐好行為乃是新順服而產生的。 

 在雙約神學的架構下﹐奚氏反而與一般改革宗的人不一

樣﹐他傾向於路德的觀點﹐即升高了恩典之約的角色﹐這個調

適與他推崇白白的恩典﹐是配套的。不過﹐仍要保持均衡﹐因

為一失衡了﹐就會產生像1637年的Antinomianian Controversy。

不過﹐奚氏描寫人在恩約之下的經歷﹐是很實用的。 

 奚氏的人論也顯得與一些清教徒者﹐有區別。他以為聖靈

可以在的情感裏直接地工作﹐改變了我們的心﹐從而帶動人的

意志與光照他的心思。The Bruised Reed一書表達了他對神在基

督裏的恩典﹐深刻的信心﹐這是信徒蒙恩的開始。奚氏在清教

徒的世界裏﹐另闢一條蹊徑﹔在他以後承襲他的思想的人物﹐

主要有John Cotton與Thomas Good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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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騰 (John Cotton, 1584~1652) 

Charles E. Hambrick-Stowe, “Christ The Fountaine of Life.”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4. 

 John Cotton出生在Debyshire﹐那是滋生清教徒主義的土

壤﹐1598年(14歲)入三一學院﹐1603年得B.A.。再入Emmanuel

學院﹐1606年得M.A.。之後﹐他留在原學院擔任導師(tutor)﹑

講師和講員。然而最叫他受益的並非柏金斯﹐而是奚柏士﹐他

因此在1609年經歷了典型痛苦的歸正經歷﹐直到他清楚得救

了。他也因此加入了樸直講道之行列。他也點燃了另一個清教

徒的歸正﹕John Preston。1612年(28歲)轉到St. Botolph教會牧

會。在這些歲月﹐他的神學思想有了變化﹐轉向會眾制﹐成為

不奉從國教者。1632年被大主教William Laud審查過﹐隨即隱

藏﹐次年(1633)移民到新英格蘭。 

 John Cotton是早年移民新英格蘭最著名的傳道人之一﹐那

時也是清教徒在英國最黯淡之歲月。在清教徒的光譜裏﹐他的

思想和古德溫比較相似。 

Antinomianism…voluntarism  x  preparationism…Arminianism 
(hyper-Calvinism) 

當時最能代表preparationism的﹐是Thomas Shepard﹔而古德

溫﹑卡騰﹑艾梅士都傾向於voluntarism。我們在清教徒光譜裏﹐

看見有此兩端﹐各有出名的講員。Preparationism傾向於歸正偏

在心思的預備﹐人可以擺上的責任較多﹐包括在行為上的預

備。然而voluntarism則強調神在信徒歸正時的角色﹐人不能預

備什麼﹐一切都是出於神主權之恩典。在這種思緒裏﹐無形中

強調歸正時的危機經驗﹐這也是此派許多清教徒們所共有的經

驗。是神折服了人﹐而非人預備了自己。不過﹐這兩端若再向

外走多一些﹐就成了改革宗神學所不容的極端。 

 卡騰的會眾制思想和他的神學思想是配套的。他在這方面

出版過他的名作﹕The Keye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1644)﹐

古德溫和Philip Nye﹐以及後來的歐文﹐都是讀了這本書被他

說服了﹐而走上會眾制的道路。1643年中﹐西敏士會議召開時﹐

人在新英格蘭的卡騰等人曾受邀去參加該會議﹐好向一面倒的

長老制人士鼓吹會眾制。解經的關鍵在啟11章的內外殿之分﹐

以及兩個見證人的角色。走會眾制的清教徒認為長老制在屬靈

上還不夠澈底。長老制認為要用此制取代主教制﹐而會眾制則

以為所有的教會若不澈底潔淨﹐都是外殿﹐神已經棄絕了﹔如

今﹐千禧年快臨的時代裏﹐神要的是澈底潔淨的「內殿」－這

是從一般教會中招聚出來的教會。怎麼知道他得救了呢﹖歸正

的危機經驗是很重要的。約翰．本仁處理救恩確據之獲得﹐在

上卷「基督徒」身上﹐是在他過救恩牆時﹐類似volutarism的

思維﹐而下卷基督女徒一行之獲得﹐則是在曉示家﹐類似

preparationism的思維。本仁(身為浸信會傳道人)充份表達了「內

殿」極其屬靈的神學思想。 

 可是卡騰在新英格蘭遭受兩次的爭議。一是與浸信會信仰

的(或說分離主義者) Roger Williams (c. 1603~1683)之間的爭

辯﹐另一是涉及Antinomiamism的極端。卡騰雖是會眾派﹐但

不是分離主義者﹐他並不排斥國教﹐也不以為政府與教會絕對

的分離。Anne Hutchinson是卡騰的粉絲﹐但是她把卡氏的思想

推到了極端﹐律法變為不關緊要了﹐顯然是極端﹑甚至是異端

了。這兩度的爭議都把卡騰牽累進去了。 

 Kapic的書(66-78)由Charles E. Hambrick-Howe介紹卡氏的

Christ the Fountain of Life一書。本書其實是卡氏早年的講道﹐

不過在1651年出版而已﹐是他的神學思想之代表作。經文依據

是約壹5.12。神的兒子基督是生命的泉源﹐有祂就有生命﹐成

聖與慰藉都在乎祂。清教徒的神學架構是聖約神學﹐卡氏者即

依此來建造聖約社會﹐這是天路客來美洲的理想。「聖徒掌權」

的思想先在新格蘭實現﹐後來由英國清教徒革命時﹐也嘗試要

實現它。可是﹐他們看見其核心是屬靈的﹐其次是教會體制的﹐

而非社會的﹑政治的。(因此﹐他們不同意Roger Williams的分

離派思想。) 清教徒裏有兩股主要的勢力﹐長老派的主流以及

後起的會眾派。他們的不同可以說是末世觀之相左。後者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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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數﹐可是在新軍及社會激進人士中﹐採取千禧年派思維者

居多﹐所以無形中他們在西敏士會議外﹐得到很大的奧援。可

是這群又稱之為獨立派的神學家們﹐在西敏士信仰告白上﹐倒

是與他們完全共鳴。卡式這本書的內容﹐也可以說是兩方最大

的公約數了﹐說它代表革命時代的清教徒思想﹐一點不為過

的。當時的清教徒們對改革宗的文化使命﹐都是充滿了期待與

熱忱﹐與分離派者有別。 

 著重基督﹐因為人的罪性問題除了祂以外﹐無解。建造理

想社會﹐清教徒肯定奧古斯丁~改教家們對人性基本的認知。

隨之而來最大的良心個案就是救恩之確據了。CFL第一篇講章

說﹐確據靠著虔誠的敬拜﹐即愛慕基督勝於一切。卡氏在確據

的教義上﹐參攷日後西敏士信仰告白的第十八章論救恩的確

據﹐即知卡氏著重在第三層﹑即最高一層的確據。這是他為波

士頓教會帶來復興的原因。但如此的高調又會使人對其他的確

據和蒙恩之法掉以輕心﹗ 

 Anne Hutchinson在1637年所掀起的Antinomian Contro-

versy﹐也不能不責怪卡氏在確據教義上容易予人誤會而致失

衡。救恩的確據有三層﹕福音的話語﹑內在的證據﹑聖靈的見

證。第二層的證據對一般神的百姓十分重要﹐它或許是教會所

提供的蒙恩之法(團契﹑崇拜﹑聖禮)﹐或許是追求成聖的果子。

然而當他太強調聖靈直接的見證時﹐就容易予人以追求屬靈為

藉口﹐去否定別人。當然﹐Hutchinson等人誤會了卡氏的話。

卡氏以為分辨人是否具有神的恩典之生命﹐可以觀察其原因﹑

果效與品質。原因即神的道﹐果效即生命的改變﹐這些都是較

容易分辨的﹐使信徒的心得到安息。當然﹐他最特殊的貢獻還

是在於幫助人品嘗試其品質﹐這是高度經驗性的事。 

 Hambrick-Stowe的結論﹕卡氏之言代表了17世紀清教徒

和以後福音派之聲﹐「沒有基督﹐只有永死﹔但是靠著賜下神

的恩典之靈﹐我們可以確實知道並永遠享受得著慰藉和聖潔的

今生。這些恩典是透過聖靈﹐流自基督所開的泉源的。」 

盧得福(Samuel Rutherford, 1600~1661) 

John Coffey, “Letters.”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6. 

 玉漏沙殘時將盡(The Sand of Time )一詩﹐是所有心窗開向

新耶路撒冷者所最愛唱頌吟詠的詩歌。詩的作者是安．若斯．

可貞(Anne Ross Cousin, 1857)﹐但在詩題下面幾乎都標上﹕「以

馬內利之境－盧得福的鵠歌」。兩位詩人相隔兩個世紀﹐卻被

同一個聖靈所感﹐盧得福好像採珠者﹐以他的一生來找這顆重

價的珍珠﹔而可貞則像珍珠巧匠﹐將這顆曠世珍珠琢磨出來﹐

獻給他們一同服事的君王－基督。 

玉漏沙殘詩 

 可貞是蘇格蘭人﹐1824年生在美如斯(Melrose)﹐父親大

衛．康斗(David Ross Cundell)是位博學之士。安嫁給威廉．可

貞(William Cousin)﹐他是蘇格蘭自由教會中頗被主用的僕人。 

 可貞有很高的詩歌才華﹐詩境有如在天。她的這首詩最遲

當寫於1857年﹐那年﹐這詩發表在The Christian Treasury上。

她一生共寫了160首詩﹐1876年有人替她出版了她的詩集

--Immanuel's Land and Other Pieces。詩評者說﹐她的詩最適於

聖徒唱頌或默想﹐而這詩集中最好的作品﹐當然就是作為詩集

全名的「以馬內利之境」了。它在所有的聖詩中﹐就像光輝熾

烈的日頭﹐無論就詩的境界﹑詩的感覺或文學技巧而言﹐都是

佼佼者。幾乎所有二十世紀出版的詩歌集﹐都選錄了這一首。 

 為什麼可貞會和盧得福同被一個靈－那一個駐蹕在受苦

者身上的榮耀之靈－所感呢﹖原來盧得福生前寫過很多信劄﹐

他睡了以後﹐大家將那些信收集成一冊盧得福書信集。兩百年

後﹐可貞讀到這本書時﹐就愛不釋手﹐她就把書信裏許多精練

的話﹐寫成這首長詩。全詩有十九節﹐一般幾採用幾節﹐每次

我們唱這首詩的時候﹐總是想知道它背後美麗的故事。在此﹐

我們先將原詩的全貌中譯出來。至於詩題﹐熟悉盧得福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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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知道﹐這不僅是他的鵠歌﹐也是他一生經常用的﹐他是一

個屬靈生命極其成熟﹑而豫嘗以馬內利境界的人﹐「天」管制

了他一生的思維與腳蹤。 

以馬內利之境 
1 玉漏沙殘時將盡 天國即將破曉 

所慕晨曦即降臨 甘甜加上奇妙 

雖經黑暗四圍繞 晨光今已四照 

榮耀榮耀今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2 哦那是好得無比 永遠無憂無懼 

這世界註定滅亡 任何樹枝不棲 

讓虛空今生消逝 當我航向永生 

那裏榮耀今充滿以馬內利之境 

3 在彼沙侖紅玫瑰 怒放吐露心香 

馨香之氣奪心坎 滿溢諸天之鄉 

一旦注視祂榮美 被祂芬芳挑動 

魂牽夢縈榮耀地 以馬內利之境 

 
4 一路死透沒藥薰 回首步步得生 

幔子不禁聖中聖 我王榮美今現 

羔羊今帥得勝軍 雄踞錫安山頂 

榮耀榮耀今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5 哦基督你是泉源 源深甘愛充滿 

既淺嘗此泉於地 定必暢飲於天 

那裏主愛直擴展 有如海洋湧溢 

榮耀榮耀今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6 地再美並非天境 恩賜懸河非主 

但在洪濤漫溢牢 是良人幽會處 

任風暴陰霾幽暗 都有虹彩跨凌 

虹起榮耀所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7 良人以超越大愛 將因地點成天 

小小新耶路撒冷 具體而微如天 

哦主帶我凌死波 聽我無助禱聲 

懷搋我到愛之鄉 以馬內利之境 

 
8 花朵需經夜冷凝 滋以月光露水 

基督也向祂童女 隱藏直射光輝 

漫漫長夜浸我魂 新造脫穎而興 

那黑影飛去榮耀 在以馬內利境 

9 麻雀燕子何有福 找著抱雛之窩 

我也到喜樂祭壇 得我永遠居所 

在此無死蔭籠罩 陰間權勢覆傾 

因吞滅死亡榮耀 在以馬內利境 

 
10 揮不去弟兄影像 聖別又善又美 

即使升上天境界 仍要為你流淚 

若在神寶座右邊 驀然與你相逢 

天之於我如雙倍 在以馬內利境 

11 力抗風暴逆潮流 面向諸天摔跤 

如今路終疲倦客 側身保惠懷抱 

日暮黑影陣陣襲 人生流沙漸沉 

榮耀榮耀快破曉 從以馬內利境 

 
12 人生旅途深水斷 尖刻荊棘相纏 

如今兩般俱遺世 換得金琴待彈 

與得勝群眾同唱 哈利路亞四重 

榮耀榮耀今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13 祂以憐憫和審判 織成我的年代 

我的憂傷的淚斑 也帶愛的光彩 

領我手段何巧妙 祂計畫何純正 

榮耀榮耀今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14 再不久榮耀傾注 漫過地上咒詛 

那時沙漠荊棘地 變若伊甸瑰谷 

所有咒詛成祝福 在地被逐天客 

新名刻鏤白石上 在以馬內利境 

15 哦我是屬我良人 我良人也屬我 

祂帶我這卑賤身 進入祂的快樂 
 

16 我且酣睡耶穌懷 直到榮形興起 

專一愛祂為祂活 見祂以面對面 

那時我無他靠山 只靠救主功勞 

前來榮耀所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從今直到復活境 惟有樂園等待 

榮耀榮耀今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17 新婦不看她衣裳 只看所愛新郎 

我也不看我榮耀 只是瞻仰我王 

不見祂賜的冠冕 只看祂手創傷 

羔羊榮耀今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18 背負羞辱和仇恨 欣受誤會咒詛 

為基督可稱頌名 願受狂輩踐踏 

神打印揀作至寶 仇敵烙以汙名 

但審判如日中天 在以馬內利境 

19 對頭召我去對質 我已豁然免去 

因主說快快上來 歡迎回到天居 

今侍萬王之王側 何其超越睥睨 

那裏榮耀已充滿 以馬內利之境 

  

盧得福生平 

 撒母耳．盧得福在1600年生於蘇格蘭地洛克斯伯郡

(Roxburghshire)的一個村莊尼斯比(Nisbet)﹐父親是一位受人尊

敬的農夫﹐弟兄共有三人。這個村莊沒有什麼敬虔氣氛﹐甚至

連福音都沒傳遍。詩人覺得唯一可稱道的一件事﹐是他兒時嬉

戲的時候﹐不慎落入井中﹐其他玩伴驚走求援﹐回來時只見他

冷嗦嗦地坐在井旁。同伴很驚訝﹐問是誰救的。他說有一位穿

白衣的把他救起的﹐但是四顧無人﹐他想可能是天使來效力了。 

 十七歲那年﹐他進入愛丁堡大學攻讀﹐二十一歲獲得碩

士。兩年後被任命為拉丁文教授﹐但嫉妒者一直攻訐他﹐1625

年他就辭職﹐專研神學並將自己奉獻給神。前詩第二節稅﹕「這

世界註定滅亡﹐任何樹枝不棲」。他二十三歲就當了教授﹐可

謂飛上了黃金枝頭﹐但幾年的經歷使他認清了這世界的一切都

要過去﹐他在主面前也立定了心志﹐不棲身在任何一根世界的

樹枝上﹐他心嚮往以馬內利之境﹐榮華世界逐漸消逝在他的地

平線外﹐他已決定航向永生。 

 1627年他被按立為傳道人並被打發到安臥 (Anworth, 

Kirkcudtry)去牧會。他以約翰福音九章39節開始他的職事－

「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

能看見的﹐反瞎了眼。」我們今天來看他的一生見證﹐實在是

開眼職事﹐叫人像瞎子巴底買一樣﹐眼睛一開啟﹐就歡然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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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面如堅石﹐走十架道路。 

 從他開始服事主起﹐主就先工作在他身上。他妻子的疾病

成為他的重擔﹐她經常日夜劇痛呼叫有一年半之久﹐直到去

世。兩個孩子也相繼去世﹐我們不明白主為何這樣做﹐但他明

白了什麼是為父心懷﹐他往後也最能撫平會友們喪親的傷痛。 

 安臥教區的村莊分佈很散﹐他探訪信徒各家便很辛苦﹐但

為體貼大牧者的心腸﹐他常放下書本而翻山越嶺去拯救靈魂。

那家有病人﹐他總是出現在床頭。看望時﹐他的眼目常常向上

看﹐似乎在不斷地仰望基督。雖然勤於看望牧養﹐但他服事主

就更謹嚴﹐每天凌晨三點﹐就起身與主交通﹑默想﹑代禱。弟

兄姊妹們說﹕「他總是在禱告﹐總是在傳道﹐總是在看望病人﹐

總是作教義問答﹐總是在讀寫。」 

 他的講道非常吸引人﹐在教會史上也算是少有的。是他的

恩賜強嗎﹖不﹐他並沒有很特出的口才﹐但主用新造生命來打

扮他﹐用恩膏來塗抹他﹐所以人覺得他的話能打動人心﹐當他

講到主時﹐他整個人像要飛騰出去似的。當時有一個很會「聽

道」的弟兄說﹕「我在這兒被剖開隱情﹐我在那兒遇見神的威

嚴尊貴﹐但我在他這裏﹐遇見了主的愛﹗」 

 在他沒去安臥之前﹐那兒的人心就像冷卻的鐵塊一樣﹐兩

年之後﹐就有復興開始了。他為了神指派他的職分﹐把命都拚

上去了。安臥是他的冠冕﹑他的喜樂﹐他們站定了﹐他就活了。

他曾說過﹕ 

我最深的喜樂﹐就是挪去你們和永遠生命之間的鴻溝﹐我

的見證存留在天。你們的天﹐就是我的雙倍天﹔你們的得

救﹐就是我雙倍的得救。我晝夜思想的﹐就是你們。主啊﹗

審判我﹐如果我不看我的職分﹔主啊﹗定罪我﹐如果我看

重這職分過於看重你自己。 

凡住在安臥一帶的﹐無論尊貴﹑富有﹑貧賤或文盲都是他福音

的債戶。他探望他們﹐寫信給他們﹐而且在主前一一提名禱告﹐

其家中的兒女他也一個一個顧及到。他見證說﹕「我盡所能把

你們交在基督的掌握裏﹔凡是主的旨意﹐我未曾避諱不說的。

我把你們戴在胸前如胸牌一樣﹐常因思念你們﹐我幾乎不能入

眠。當你們安睡的時候﹐我魂獨醒－我在主面前尋求﹐如何把

你們許配給基督﹐有如貞潔的童貞女一般。」 

 讀者一定想知道他這些外面有形服事得力的奧秘吧﹗讓

我們聽他的見證﹕ 

每週日主的筵席(即擘餅)﹐是我裏頭的人更新的機會。我

是過了度量去搆服事﹐我日日憂傷主給我的呼召﹐連我的

身體也趕不上了。但此時是我們天上的父﹐將基督－我們

寶貴的生命糧﹐分賜給兒女的時候﹔此時也是我們的良

人﹐取悅祂所愛之人的時候﹐我們要格外渴慕祂。 

他常要求一些屬靈長者﹐以禱告來供應這聚會。他不但從「主

的身體」得屬靈供應﹐他自己常是長時間在主面前與主摔跤－

「在安臥﹐我與天使摔跤並得了勝。森林﹑樹木﹑草原和山丘

都是我的見證人﹐見證我怎麼樣將基督與安臥這個地方緊緊地

聯結起來。」 

 他這樣盡力服事主﹐主並沒有免去對他的擊打－1630年﹐

他妻子去世了﹐他說﹕「來吧﹗來吧﹗基督的十字架。如果基

督也來的話﹐十架請來吧﹗」他又說﹕「受苦確實是我們進入

神國的途徑。」幾年來他母親病危時﹐他說﹕「我要孤單了－

但我並不孤單﹐因為父與我同在。」 

 蘇格蘭自1560年諾克斯．約翰打下這塊福音土地以來﹐一

直是以長老制教會為主的。在神學根基方面﹐則信服加爾文主

義－由神的絕對主權與恩典的揀選﹐而發展出來的「聖約神

學」。蘇格蘭長老會強調神必定是在聖約的基礎上﹐與聖民交

往﹐因此他們按新約來揣摸神行事的原則。在教會組織上﹐則

主張長老治會。當然﹐這種制度絕對不取悅於君王。當時﹐阿

民念派坐大﹐與史都華王朝結合﹐前者想要動搖更正教的信仰

根基﹐以為人並非單單因信稱義﹐也要靠人的行為﹔而後者想

藉國教的主教制﹐將蘇格蘭教會統一﹐於是屬靈的風暴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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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年﹐盧得福出版了一本反對阿民念派的書﹐強調恩典

的重要﹐這本書壓抑了歐英兩地阿民念派的氣焰。他也因為強

調基督的絕對主權﹐主張君王的權力是有限制的﹐因而觸怒了

君王﹐七月時﹐他被召去答辯為何不贊同主教制﹐旋即被勒令

停止牧職並放逐到亞巴丁－當時是阿民念派的大本營。盧得福

的靈裏非常明亮﹐他致信摯友說﹕「我誠願主再多加幾分十架

給我﹐好叫我能有分於主的苦難。我信惟有這樣﹐基督的王權

才能在這裏受人尊重。」當他受審定讞時﹐他說﹕「我知道這

場衝突遲早會爆發的。我為著被主抬舉來揹這個十字架而禱

告﹐已經有十六年了。」他決定馬上離開安臥去亞巴丁﹕ 

我要以我的行為證明﹐我是存心順服國王的﹐他有權管制

我的身體。我惟一放不下心的﹐就是我的弟兄們﹐因為這

兩年來﹐我的服事太放鬆了﹐但願我的放逐不是主的管教。 

 1636年九月他到達亞巴丁(Aberdeen)﹐站在阿民念主義和

主教制的營壘中﹐為真理和基督主權作見證。他們一見盧得福

來了﹐就展開對恩典教義的猛烈攻擊﹐然而他折服了他們﹐甚

至有人聽了勸。因此﹐有人建議快挪走這個「瘟疫者」。盧得

福當時說﹕「此地的『愛』好冷酷啊﹗但基督和我要繼續背負

下去。」當他在市上行走時﹐經常有許多人嘲諷他說﹕「哼﹗

這個被人放逐﹑沒人要的傳道人﹗」他說﹕「我不以我的『花

環』為恥。」還有人對他個人人身攻擊﹐他聽到了就說﹕「這

不過是為主受苦十字架的一部分而已。」感謝主﹐當時也安排

了幾位敬虔認識主的人常與他交通﹐叫他得激勵。英國有句諺

語說﹕「金子燒了仍是金子﹐因此當人要踐踏金子時﹐將王的

印戳蓋上吧。」兩年後他從試煉中出來時﹐身上絲毫不帶火燎

的氣味呢﹗他反而在主的恩典上更有長進﹐這點可以從他的書

信中讀出。這兩年﹐他一方面﹐與主交通更為加增﹔另一方面﹐

則藉著代禱和寫信﹐來堅固亞巴丁的弟兄們。生命一旦流出來

了﹐是任何限制都擋不住的。這生命﹐直到今日﹐仍舊藉著那

些書信繼續說話。 

 被放逐到亞巴丁的兩年﹐可說是神在他身上更厲害錘煉的

開始﹐他自己也蒙了屬靈的大轉機。許多手中的工作被迫停止

了﹐神卻帶他進入更深的生命和事奉裏。原詩的第四節到第十

四節和第十八節﹐很明顯是指著這兩年的經歷寫的。研究盧得

福作品的人都說﹐他常活在屬天的狂喜(ecstasy)中﹐整個人就

像被提進入了榮耀似的﹐因此他口中所說的常是那一個境界的

事。但我們在此則要強調另一點﹕他的心常在狂喜中﹐但他的

腳是站在地上塵土中﹔十架在他身上太實際了。 

 第四節是描寫基督將得勝者提上寶座的異象﹐錫安山是指

天上的錫安山說的﹔但他說出進入榮耀的奧秘﹐在於「一路死

透沒藥薰」﹐主的死要像一袋沒藥藏在我們懷中﹐一路走﹐就

一路與主同死﹐主的死什麼時候在我們身上發動﹐主的生也就

什麼時候在我們身上發動﹐就叫「回首步步得生」。第六節的

地﹐是指著安臥﹔恩賜﹐是指著他在那裏九年有效的服事。現

在手中空空﹐隻身放逐到亞巴丁﹐那裏「洪濤漫溢」﹑「風暴

幽暗」﹐但他卻發現這裏才是他與良人的幽會處﹐而且神的彩

虹是跨接在亞巴丁而非安臥之上時﹐他實在是認識主剝奪之手

的人﹗第七節則進一步說到他攀上彩虹﹐摸到新耶路撒冷了。

主用超越的大愛覆庇他﹐這愛叫他得勝有餘﹐亞巴丁艱難的環

境也不能叫這愛隔絕。他說﹐這地是「小小新耶路撒冷」﹗第

八節說到生命的煉淨﹐他用花朵作比喻﹐屬靈的黑夜是最叫聖

徒生命長大了﹐表面上看來神似乎不向兒女顯現了﹐叫他們落

在孤單困苦中﹔事實上﹐神是把我們擺在天然生命不得發揮的

環境裏﹐叫天然生命不得不癱瘓﹐於是新造生命得餵養而興

起。他特別說在以馬內利境界的榮耀﹐乃是我們天然黑暗生命

被煉淨而有的榮耀。第九節說到十架﹐他愛十字架﹐他願意落

在神拆毀他天然生命的手中﹐因此他經歷到那一日的榮耀﹐乃

是吞滅所有死亡的榮耀。第十節特別表達他在亞巴丁﹐身子與

安臥弟兄們遠離﹐但他的心靈思念他們。他說﹐若有一個弟兄

也被主提上寶座﹐進入榮耀﹐那麼天就如雙倍一般的恢宏。 

 十一節的風暴﹐是指著阿民念異端和主教制一派的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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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他們得逞的話﹐整個蘇格蘭教會的前途都要斷送了﹐因

此盧得福起而與諸天之神摔跤﹐要祂出來干涉這件事情。(查

證歷史﹐神是聽了他的回答。) 他打了他當打的仗﹐就側身躺

在主懷裏。十四節和十八節則分別說到﹐在地上﹐他是被逐天

路客﹔但在那日﹐基督台前審判的時候﹐他將是神的至寶﹐神

要把他的新名刻在白石上。因此﹐今日在地上的凌辱又何妨

呢﹗他的書信集裏有219封信是此時寄自亞巴丁的。 

 1638年﹐因為「立約者」(Covenanters)在政治上得勢﹐他

解禁可回安臥了。但是「立約者」的恢復頗需借重他的恩賜﹐

而安臥教會也愛他﹐不願盧得福因他們而屈居在鄉野﹐就勉強

他接受更高的職位。於是他在1639年﹐赴聖安德烈擔任神學教

授及新學院的校長﹐但他堅持每週末得在當地傳講主的話語。

他的工作極其繁重﹐仍勤學不輟﹐學院成了當時的「利巴嫩」﹐

造就許多青年基督徒成為建造神家的「香柏木」﹐而他的生命

就在當地成為主愛流露的器皿。 

 1643年英國國會為要制定更符合聖經原則的宗教政策﹐就

召集西敏士會議﹐由121位飽學之士組成﹐修訂國教的信條。

在與蘇格蘭諦訂了神聖盟約之後﹐該會改為制定新的信仰告白

等文件。蘇格蘭則差派的四位委員－Robert Baillie (1602-1662), 

George Gillespie (1613 -1648), Alexander Henderson 

(c.1583-1646), Samuel Rutherford (c. 1600-1661)－諮詢西敏士

會議。盧氏於四年期間﹐以他豐富的神學見識﹐貢獻於西敏士

信仰告白和教義問答﹐以及教會的體制的謀定。同時出版律法

與君王(Lex Rex)論文﹐這是一部劃時代﹑影響深遠的鉅作﹐他

以神學家的角度﹐討論政府權力的範圍﹐以及政府如何不觸犯

基督至上的王權。他的理想要到以後新大陸的殖民地才逐漸實

現﹐這本書到今天仍舊是研究政府權力的經典之作。1645年﹐

他又回到聖安德烈繼續他的服事。 

 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盧得福的律法與君王一書首先遭到

查禁。次年﹐君王正準備要進一步審判他時﹐為時已晚矣﹐因

為萬王之王召他回家的日子到了。你若讀他彌留之前所講的

話﹐會發覺那不像一個將逝者所講的話﹐倒像天使的言語﹐何

等尊貴。當他聽到王室命令時﹐他說﹕「至高的審判者的徵召

先到了﹐我必須先答應祂呢﹗」這時﹐他似乎站在通向榮耀家

鄉的門檻上﹐說﹕「我好喜樂喔﹗我吃到了天上的嗎哪﹐我眼

見我救贖主的面了﹐我知道到末日祂要站立在地上﹐我將被接

入榮耀裏。」 

 有人問他現在所認識的基督是怎樣的光景呢﹖他說﹕「我

將活著敬拜祂﹐榮耀歸給我的造物主和救贖主﹐榮耀四射在以

馬內利之境。」他又說﹕「我要睡在主裏﹐當我醒來時﹐我要

滿足於榮耀的形像。噢﹗膀臂啊﹗擁抱祂﹗噢﹗金琴調好

吧﹗」他還用手表示﹐仿佛手抱金琴在天上﹐要奏起哈利路亞

呢﹗「我聽見主對我說﹐上到我這裏來吧﹗」 

 接著﹐他似乎在被提的狂喜中說﹕「我要照射榮耀﹗我要

見祂像祂一樣﹗我要見祂掌權﹐所有潔白眾軍都跟著祂﹐而我

要享受我的一份﹗」他叫人反覆唸林前一章30節﹐說﹕「基督

是我的一切的一切。」他彌留最後的一句話是﹕「越過樂園﹐

我就進入復活了﹔我所安息的港口﹐仍不過是祂寶血的赦免和

救贖。榮耀﹑榮耀﹐今充滿在以馬內利之境。」 

盧氏書信集 

 Kapic的書 (92-107)由John Coffey介紹盧氏的書信集一

書。這本書信集是在盧氏過世後﹐由朋友收集﹐首度在1664

年出版的。我們今日的365封信的版本是Andrew Bonar的版

本。這份作品是教會歷史所能產生最好的苦難神學﹐有時極像

奧秘派的狂喜﹐但它又是極其入世的作品。盧氏本人在改革宗

裏又是罕見的政治神學家﹗Coffey錄下一些璣珠警句﹕ 

恩典在冬天成長得最好。 

沒有十字架﹐信心多快就會結凍了。 

假如你要更深與神有份﹐我推薦你追求聖潔。 

在恩典上要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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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有一千把鑰匙。 

基督將天堂繫在十字架的另一極端。 

信心可以跳舞﹐因為基督唱歌了。 

對哀傷的靈而言﹐信心總是它的鄰舍。 

「沒有感覺﹐就沒有恩典。」這話聽來有理﹐可是神卻禁

止這麼說。 

Bonar的版本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所以我們可以從信裏看到

1627到1661年的時局變化。那是歐洲和英國的多事之秋﹐時局

對改革宗教會大業極其不利﹐但我們卻看到他的信心堅定﹐認

定羔羊必定得勝﹐世局必會照著聖經的劇本走的。從另一角度

來說﹐書信集不時出現啟示錄式的語言。他個人也充滿家變苦

難﹐使書信集讀來猶如讀約伯記了。 

信心要教導妳[死去兒子的Lady Kenmure]去親吻擊打妳

的主。…假如主拔走了祂的一朵玫瑰﹐採下了收穫前生澀

尚綠的果子﹐誰能向祂挑戰呢﹖ 

他自己經歷了感覺上缺席的神。但另一面﹐書信集又像極了雅

歌﹐講他在苦難中如何經歷神的愛。 

 這部作品在教會史上可說是極其罕見的。 

古德溫(Thomas Goodwin, 1600~80) 

Michael Horton, “Of the Object and Acts of Justifying Faith.”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7. 

Paul L. Chang [張麟至], Thomas Goodwin (1600~1680) on 

Christian Life. (Taipei, 2003.) 這是本人在西敏士的博士論

文(2001)。 

 古德溫是獨立派的健將﹐馳騁於西敏斯特會的議壇﹐辯才

無礙﹐靈思敏捷。在清教徒之中﹐他以靈命經驗解經出名。氏

的作品全集有十二冊之多﹐除了第十一冊是講會眾制的論文之

外﹐其餘者都可以說是神學/靈命類的作品。 

 我在此只提他的講聖潔的 The Trial of a Christian’s 

Growth﹐其目的是要教導基督徒「如何分辨我們靈命的成長」。
20

 古氏接續加爾文的思想－靈命之成長在於追求聖潔﹐繼續講

如何分辨真偽聖潔。聖潔分為治死 (mortification)與得生

(vivification)兩部份﹐他在這部作裏講了真偽治死與真偽得生

的標記﹐各七點。(共28點﹗) 日後1746年愛德華滋所講的The 

Religious Affections (宗教情操真偽辨)所講的真偽各12點﹐有些

類古氏早年所講的。 

假的得生標記 

恩賜與能力的加增 

恩賜運用的成功 

更廣事奉的機會 

連帶恩典如喜樂的加增 

外在的認信 

內在摻雜的感情 

盡宗教的本份等 

真的得生標記 

恩上加恩 

同一恩典會增長 

更趨成熟與品味 

更多生根於基督 

按時結果子 

盡本份的恆常 

促進神國更多的智慧與忠誠 

假的治死標記 

治服本性原就不易陷入的情慾 

靠非常幫助而有的得勝 

                                                 
20

 見Thomas Goodwin, Works 3:43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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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犯罪的好環境 

天生不好動的個性 

抑制的恩典使然 

向罪不帶勁而已 

對罪敏銳 

真的治死標記 

洞悉自己屬靈的敗壞 

捨己 

恆常勝過情慾的衝動 

嚐到神話語的屬靈甘甜 

覺以往之非為恥 

覺得情慾比較萎縮了 

避開犯罪的場合等等 

這些都十分實際﹐在我們追求靈命上﹐是很好的提醒與檢驗。 

 Kapic的書(108-122)由Michael Horton介紹古氏的Of the 

Object and Acts of Justifying Faith一書。 

謝柏德(Thomas Shepard, 1605~1649) 

Randall C. Gleason, “The Parable of Ten Virgins.”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8. 

 講預備主義者﹐以謝柏德最出名。在愛德華滋的名著宗教

情操真偽辨裏引用最多的作者﹐即為謝氏。愛氏注意到謝氏的

名著十童女的比喻(The Parable of Ten Virgins)﹐是在1735年小

復興之後。教會復興是愛氏關切的話題﹐神的百姓要如何預備

自己迎見神呢﹐是他當時尋找的答案。他在謝氏的著作裏找到

幫助。當時﹐他自己也根據太25.1-13﹐在1737-1738年所講的

十九篇道﹐當1740年大復興來臨時﹐使他領教到謝氏預備主義

的涵義與威力。 

 謝柏德1627年自劍橋的Emmanuel學院畢業。他在劍橋時﹐

曾離開主﹐直到他在1628年聽到John Preston (1587-1628)－即

Emmanuel學院的院長－按羅12.2講心的轉變﹐被主復興了﹔ 

日後﹐他一直強調基督徒要天天默想主的榮美﹐又同時治死自

己的罪。他被主復興以後﹐也有一年之久﹐經歷主的嚴厲﹑律

法的可怖﹐他甚至想到過自殺﹗但之後﹐主以甘甜向他顯現﹐

使他得著了救恩的確據。 

 他在極年輕時即展現他的講道恩賜與能力。由於大主教

William Laud的逼迫﹐他在1630年也因不奉從國教﹐講台被剝

奪了。1635年他移民到麻州Newtown﹐隨即召聚了一個新的教

會﹐當然也是按會眾制的「顯明的聖徒」(visible saints)之原則

召聚的。從1636年六月起﹐到1640年五月之間﹐他講了一系列

的道﹐即日後1659年出版之十童女的比喻。他在當地也積極參

與哈佛大學的設立﹐和向印地安人傳福音的事業。 

 1637年﹐當地發生了反道德主義的爭議。這爭議的核心思

維是救恩的確據之所在﹐按照Anne Hutchinson的說法﹐是「惟

獨」靠著聖靈直接的﹑立即的「啟示」產生的﹐內在的證據通

通不管用﹐被她否決了。最糟的是她聲稱她的說法是從她的教

會牧師那裏學習來的﹐這樣﹐連John Cotton也牽連進去了。雖

然Cotton出面澄清﹐並且和她劃清界線﹐也譴責她的錯誤﹐不

過﹐這並沒有使謝氏對卡騰釋懷。21
 

 從謝氏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見他的神學思想﹐看重與主

聯合以後的與主交通。林後13.5要求我們尋求救恩的確據﹐彼

後1.5-11的話激勵他要預備自己。預備的目的是治死罪﹐清除

與主有甜美交通的任何障礙﹐好叫他的心能被神自己的大愛滿

溢。這種經歷在他的日記中出現不少次。 

 Kapic的書 (128-137)由Ronald Gleason介紹謝氏的 The 

Parable of Ten Virgins一書。太25.1指出信徒和主之間是婚約的

關係﹐這是弗5.22-33所說極大的奧秘。基督的愛是一種嫉愛﹐

我們對祂也應是一樣。 

                                                 
21

 Kapic, 128, 第24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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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5.2-3論及未真正歸正的信徒。燈與油的對比﹐猶如宗

教感情與真實聖潔的對比。謝氏觸及了真假之分辨。對他而言﹐

恩典的方法都是很重要有用的﹐真信徒一定會使用的。 

 與之相對比的是聰明的童女(太25.4)的光景。 

 太25.5講到兩邊的人都睡著了﹗25.6-9是神在今日使我們

儆醒的呼聲。謝氏以為當時發生的印地安人攻擊和反道德主義

的爭論﹐都是神的提醒他們﹐不要睡著了。油是成聖的功夫﹐

乃內在的證據﹐真假之分在此。 

 末了﹐神要預備我們進入榮耀(太25.10-13)。 

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 

Leland Ryken, “Paradise Lost.”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

voted Life as Chapter 9. 

暫略過 

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1691) 

Paul Chang-Ha Lim, “The Reformed Pastor.”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10. 

Richard Baxter, The Everlasting Rest. 中譯﹕許一新譯﹐聖徒永

恆的安息。三聯﹐2013。 

J. I. Packer, Redemp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an in the Thought of 

Richard Baxter. Spring Arbor Distributors, 2003. 這是巴刻

的博士論文﹐但他出版得甚晚﹐是晚近研究Richard Baxter

最翔實的論文。 

 巴克斯特在當時不算是學者﹐是個道地的牧師﹐他頂擅長

於「良心個案判斷」(cases of conscience)。他在1641~60年間牧

養Kidderminster教會﹐復興了該鎮。他反對克倫威爾﹐歡迎查

理二世的復辟﹐卻不接受國教的安排﹐與清教徒們一同被排

斥。巴克斯特的健康很差﹐常以為不久人世﹐就竭力多做主工﹐

沒想到活到了高齡(76歲在當時算是高齡)﹐而且著作等身﹐他

的作品中以Reformed Pastor (1656)和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1650)最有名。22
 我們在此看後者﹐這是靈修文學的精品。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一書是根據來4.9而有的註釋﹐

共有十六章﹐其靈命神學是當時清教徒「在地如天」的思想。

這種安息雖是屬靈的﹐卻是我們心智默想神的話語﹑與默觀天

上的家鄉的結果。一開始他就強調﹐基督徒不只是信了神﹐還

要享受神﹐而且這種屬靈的享受神是出自屬靈的認識。信徒既

然相信死了以後﹐我們會上到那一個聖徒永遠的安息﹐那麼我

們今日就要起來追求它﹐因為這一個基督徒最快樂的光景﹐是

照著聖徒死時被聖靈成全的度量而定的。所以我們今日要過一

個在地如天的生活﹐以加增我們的度量。何謂聖徒永遠的安息

呢﹖巴克斯特如何論靈命呢﹖ 

但這是行走在錫安山﹕從今世的國度走到聖徒的國度﹑從

地到天﹑從時間走入永恆。它乃是馳騁在太陽﹑月亮﹑星

辰之上﹐漫步於神的花園與樂園之內。它看似遙不可及﹐

但人的靈是很快速的﹐或在身內﹑或在身外﹐動若輕快。
(91-92) 

他勉勵聖徒要進入這一個有福的光景之中。 

 如何經歷呢﹖這本書的精華在十二章以後。基礎篇(十二

章 )﹕七點要避免的事 (82-86)﹐以及十點該戮力去做的事

(86-90)。默想/默觀生活的實行(十三章)﹕它是聖徒的責任﹐可

是常被大多數的聖徒否認掉了。不聚會﹑不聽道﹐聖徒會心中

不安﹐但是不默想呢﹖不會不安。本質上﹐它是「靈魂所有力

量的動員」。神造人時﹐就已經將這種潛能造在我們裏面了。

所以﹐「假如我們沒有這種愛神﹑喜樂的情操﹐那麼﹐天上所

                                                 
22

 他的作品共有23冊(ed. by W. Orme, 1830.) 這幾年Soli Deo Gloria又重印

了他的完整作品為四鉅冊。Baker所出版的The Practical Works of Richard 

Baxter: Selected Treatises很實惠. 其中pp. 1-122即為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本文的頁數皆根據此本。) 重要的作品都選入了。有名的J. I. Packer

的神學士論文就是寫Richard Baxter的神學思想﹐可惜迄今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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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榮耀予我們何益呢﹖面對神自己的完美﹐我們有何快樂

呢﹖」默想神只停留在「瞭解與記憶」﹐是一種錯誤﹔「運動

如何及於全身﹐同樣的﹐默想也如何及於全魂。」其關鍵在於

我們的情操(affections)是否歸向神﹑充滿神﹖(91) 什麼時候去

實行呢﹖.… (92-94) 在於什麼地點/場合呢﹖…. (94-95) 

 默想 / 默觀生活的操練 ( 十四章 ) ﹕主要在於心思

(consideration)與情操(affections)。心思是這種屬天操練得以進

行的憑藉(instrument)﹐它的運作必須是自發的(voluntary)﹐而

非勉強的。當我們的心思專注在主身上時﹐理性就不被感官陷

住﹐而升高到原該有的地位﹐它也變得強壯而活潑。心思就這

樣地繼續活動下去﹐ 

默想…就會在理性裏搧起火﹐直到它全然焚燒起來。走幾

步不會使人火熱起來﹐但是走上一個小時就會。…如此你

們看見心思的活動有一種強烈的傾向﹐會在屬天的默觀

中﹐將靈魂大大地提上去。(97右)  

心思是怎樣地帶動情操的呢﹖ 

我們乃是藉著心思﹐在記憶中索取那些屬天的教義﹐成為

我們默想的主題﹐諸如﹕永生的應許﹑聖徒復活和得榮的

光景等等。…最主要的事是要操練…我們的信心相信永遠

安息的真理。我的意思是﹕那應許是真的﹐我們自己在其

間的好處﹑我們佔有一席之位都是真的。假如我們真的這

樣相信…在我們的裏面會挑起怎樣的熱切﹗…怎樣的愛

慕﹑怎樣的嚮往…哦﹐那會激發每一種的情操﹗23
 

 有那些情操需要挑旺呢﹖第一是對主的愛(98-99)﹐第二是

向主的渴慕(99)﹐第三是榮耀的盼望(99-100)﹐第四是屬靈的勇

氣或膽量(100-101)﹐最後是喜樂(101)。怎麼表達這些情操呢﹖

獨白或是禱告﹐這在詩篇裏數見不鮮。(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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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xter, 97右。參Peter Toon, The Art of Meditating on Scripture. 125-27. 這

一段討論巴克斯特的靈命學。 

 在巴克斯特的靈命學裏﹐我們看見﹕神話語的重要性﹐他

不是憑空默想的﹔強調末世的榮耀。如果你對巴克斯特有興趣

的話﹐可讀一篇1999年才出來的論文﹐作者做了一份巴克斯特

與王志學的比較研究。24
 

 Kapic的書(152-166)由Paul Chang-Ha Lim介紹巴氏的The 

Reformed Pastor一書。 

歐文(John Owen, 1616~1683) 

Kelly M. Kapic, “Communion with God.”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11. 

Sinclair B. Ferguson, John Owen [1616~1683] on the Christian 

Life.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1987.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berdeen, 1979. 

J. I. Packer, 「約翰．歐文論從神而來的交通」。Packer, J. I. A 

Quest for Godliness. (Crossway, 1990.)第五章。乃邵文的聖

經論。在巴刻這本講清教徒神學的書籍19章之中﹐專一論

及歐文者就有四章之多﹐可見他對歐文情有獨鍾。在他得

救以後﹐把他從聖潔及凱西運動的思維裏拯救出來的﹐就

是歐文的第六集的諸篇文章﹐這使他對歐文神學充滿了興

趣。詳情可見他的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Revell, 1984. 

(活在聖靈中。宣道﹐1989。) 

________,「靠寶血得救」。Packer, J. I. A Quest for Godliness. 

(Crossway, 1990.)第八章。乃歐文的特定救贖論。 

________,「歐文的靈命觀」。Packer, J. I. A Quest for Godliness. 

(Crossway, 1990.)第12章。乃歐文論聖靈的交通。 

________,「歐文論屬靈的恩賜」。Packer, J. I. A Ques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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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Tong Herrick Liu, “Towards an Evangelical Spirituality: A Practi-

cal-Theological Study of Richard Baxter’s Teaching and Practice of Spiritual 

Disciplin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Ph.D. 

dissertation of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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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liness. (Crossway, 1990.)第13章。乃歐文論屬靈的恩賜。 

David Wai-Sing Wong [王偉成], The Covenant Theology of John 

Owen. WTS 1998 PhD論文。 

Kelly M. Kapic, Communion With God: The Divine and the Hu-

man in the Theology of John Owen. Baker, 2007. 

Peter Toon, God’s Statesman: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Owen, 

Pastor, Educator, Theologian. Zondervan, 1973.) Dr. Toon 

(1939-2009)是英國國教的學者﹐忠心的改革宗神學家﹐一

生著作豐富﹐而且都公佈在他的網站﹐讀者可以方使閱讀

取用。他是Dr. Ferguson的好友。他對歐文的研究之功力也

很深﹐這本是現代最好的一本歐文傳記之一。
http://www.anglicanbooksrevitalized.us/peter 

_toons_books_online/History/statesman1.htm。 

John Owen, edited by Peter Toon, The Oxford Orations of Dr. 

John Owen. 有e-版可讀。如果您對歐文的政治神學有興趣

的話﹐這本書有豐富的史料。歐文之崛起與克倫威爾對他

的賞識有關。後來倆人漸行漸遠﹐或許因為克氏沒有採用

歐文的共和國思想。若是﹐則1649年以後﹐英國將成為人

類史上第一個共和國。歐文因為太年輕﹐沒有來得及被選

入西敏士會議﹐但是他卻多次受邀到國會和會議講道。此

書可以透露在革命歲月﹐傳道人如何在聖經裏去尋找神的

帶領。 

 歐文是清教徒神學家的後起之秀﹐也是集大成者﹐目前清

教徒神學研究以鑽研他者為最多﹐論文也最多。古德溫的傳記

作者Robert Halley論及古氏﹑歐文和巴克斯特三人﹐如此說﹕ 

這三個人都喜歡說理﹐但是各有其不同的原則和方法。古

德溫由他的經驗來說理﹐歐文由他對經文批判又虔誠的知

識來說理﹐巴克斯特則從事物的適切性來說理。…他們都

是偉大的傳道者﹕歐文熱切地對人的思維講道﹐巴克斯特

有力地訴諸人的良心﹐古德溫則對人的心靈娓娓道來。25
 

Halley的評語一點不錯﹐歐文本質上是位系統神學家。他的作

品全集有十六巨冊﹐外加七冊的希伯來書註釋﹐共廿三冊。這

位歐文就是那位恭敬回答查理二世說:「陛下﹐我多麼願意拿

我所有的學問﹐交換補鍋匠[約翰．本仁]的講道能力﹗」的歐

文。26
 

 但是這並非說歐文不講靈命學。其實幾乎所有的清教徒都

是由靈命的角度來看神學的。歐洲路德宗和改革宗的經院哲

學﹐在清教徒中是看不見的﹐因為後者十分地看重靈命。歐文

全集的前七冊(神學論集)收集了許多十分精彩的靈修文學。歐

文和所有的清教徒神學家一樣﹐是循著加爾文所設下的方向﹐

進一步地發揮靈命學的細節。以下歐文的作品是兩千年教會史

上的精品。 

 首先﹐歐文和加爾文一樣﹐認為靈命乃是聖靈的工作﹐他

在鉅作Pneumatologia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Holy 

Spirit, Vol. III及IV兩冊九卷﹐共1,171頁!)裏﹐特地由聖靈的工

作看靈命。其中第七卷On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n Prayer

講禱告﹐第八卷Of the Holy Spirit and His Work, as a Comforter

探討保惠師的我們心裏的工作。他後來在On the Communion 

with God (Vol. II)再度探討靈命成長的動力﹐來自與主交通。

在這部鉅作的序文裏﹐歐文自己也說﹐他的聖靈論是加爾文以

來最翔實者﹗ 

 加爾文認為靈命的指標在乎聖潔﹐歐文有四篇論文發揮此

一主題。成聖有兩方面－了斷的成聖和漸近的成聖﹐前者是日

後的神學家所忽略的。歐文在(1) On the Dominion of Sin and 

Grace (見Vol. VII)申論神已經將聖潔的根基一次永遠地打在

我們的心裏﹐這是了斷的成聖。聖徒在此根基之上﹐繼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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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Goodwin, Works 2:xlvii. 

26
 謝頌羔譯﹐天路歷程。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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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即漸進的成聖。(2)他在On the Indwelling Sin in Believers 

(見Vol. VI)一文裏說明什麼是原罪帶來的敗壞(original corrup-

tion)﹐這是信徒一生戮力要對付的。如何對付呢﹖(3)他接著在

On 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見Vol. VI)一文裏﹐說明什麼是治死

罪。這一點是今日不少教會模糊了的﹐有的甚至以為基督徒的

難處與鬼附有關。不﹐乃是我們自己的罪在作祟。(4)與這主題

相關的是On Temptation (見Vol. VI)。 

 Exposition of Psalm 130 (以上Vol. VI)是論及救恩的確據﹐

這是在追求聖潔上有得著的人﹐所得著的喜樂。 

 但是清教徒不以成聖所帶來的確據為滿足﹐他們進一步地

追求更高一種的直覺式的確據﹐其實這就是一般講靈命學者所

操練的默觀(contemplation)﹐有別於默想(meditation)。他在
Meditations and Discourses on the Glory of Christ (Vol. 

I:272-415, 417-461)裏講﹐默觀的目標是升入高天尊榮之基督的

榮耀﹐Peter Toon認為這是奧古斯丁和加爾文的傳統。歐文在

On Spiritual-Mindedness(Vol. VII)裏講種操練的本身。27
 在教

義上來說﹐這是今生經歷兒子名份(adoption)所帶來的榮耀。我

個人以為歐文作品裏最精采的﹐當推這一部。一般人都以為歐

文是最偉大的系統神學家之一﹐殊不知他有突破﹐顯在本部作

品和他的希伯來書註釋。這些作品顯示他已經跨足到聖經神學

的領域了﹗其實改革宗所發展出來的聖約神學本身﹐就是聖經

神學﹐即著重救恩史的神學。 

 從救恩史去看神救贖的工作﹐早在奧古斯丁的大作－神的

城－裏﹐就顯示其存在了。歐文的此部作品有兩部份﹐出版在

1684與1691年。雖然主要的經文是在約17.24﹐「父啊﹐我在

哪裡﹐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裡﹐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

我的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參Owen I: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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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Peter Toon, The Art of Meditating on Scripture: Understanding Your 

Faith, Renewing Your Mind, Knowing Your God. Pp. 113-25. 這一段討論John 

Owen的默觀操練。又見Packer, “The Spirituality of John Owen.” pp. 191-218. 

這是神今日要做的工作之一﹐叫我們瞻仰祂的榮耀。另一處經

文更能顯示這是什麼的「看見」﹕林後5.7﹐「因我們行事為

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保羅指出今生和永世都要看

見神的榮耀﹐不過其方式不一樣。今生是靠信心﹐而永世是憑

眼見。這是救恩史上顯明兩個不同的拯救階段。 

 歐文這部大作即在說明﹐我們所蒙的救恩有一個神聖的目

的﹐即將我們提升﹐使我們可以「看見」神的榮耀﹐且是那非

受造的榮耀。人原先是瞎了心眼的﹐看不見神的榮耀﹐更不要

說愛神的榮耀。可是復救以後﹐我們的性情改變了﹐我們可以

看見神的榮耀了﹐而且開始愛慕祂。這是身為神的兒女最大的

特權﹐即兒子的名份。 

 信心和眼見不是對立的 (antithesis) ﹐而是對比的

(contrast)。不過﹐其間也有其連續性與不連續性。信心本身也

屬一種屬靈的看見(參來11.1﹐彼前1.8)﹐只是它的度量與永世

的看見不可同日而語。林前13.12用「猜謎」與「面對面」來

比擬「信心之有限」與「眼見之無限」。 

 因為到了永世時﹐我們都要親眼看見神﹐所以今日神就開

始操練我們的心眼。今日﹐我們惟獨在基督的面上﹐看見神的

榮耀。祂的榮耀在於祂的位格﹐可是我們又怎樣地看見祂呢﹖

林後3.18給我們指明一條途徑﹐即從聖經裏看見祂的榮光﹐我

們在注視祂時﹐我們自己也被改變了。這實在是一件太奧秘的

事﹐神怎能被人看見呢﹖這正是基督的榮耀之珍貴。基督是如

此地降卑自己﹐好叫我們可以看見祂的榮耀。 

 永世的看見是新造身體之眼睛的看見﹐這是太奧秘的事

了。約壹3.1-2也說﹐我們要看見的真體﹗祂是靈﹐我們怎樣能

看見祂呢﹖能。因為基督能﹐我們靠祂也能。林前15章所說復

活後新造的身體﹐是為著beatific vision of the Father God預備

的。若只能用一個字來形容永世的話﹐那就是榮耀﹑神的照射﹐

這是我們在啟21-22章所看見的那幅圖畫。 

 John Owen的靈命神學就像金礦﹐等待基督徒去開採﹑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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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與享受。 

 Kapic的書 (167-182)由Kelly M. Kapic本人介紹歐文的

Communion With God一書。 

約翰．本仁(John Bunyan, 1628~1688) 

J. I. Packer, “Pilgrim’s Progress.”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12. 

John Bunyan, Pilgrim’s Progress. 2 .vols. 1678, 1684. 許多中譯

本沒譯下卷﹐以下兩種乃全譯本﹕(1)謝頌羔譯﹐天路歷

程。基文社﹐1952。此本人物譯名優於下本者。(2)王漢川

譯﹐天路歷程。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這本譯本較新。

E-版﹕http://holysamuel.myweb.hinet.net/tllc/tllc.html.  

Barry E. Horner, John Bunyan’s Pilgrim’s Progress: Themes and 

Issues. Evangelical Press, 2003. 

 關於約翰．本仁的生平﹐許牧世牧師為謝頌羔的譯本所寫

精采的引言﹐有清楚的介紹。 

 本仁的天路歷程是英美幾百年來家喻戶曉﹑儘次於聖經的

暢銷書。本仁在著名的清教徒之中﹐大概是惟一一位出身藍領

階層的。這點連三番兩次禁止他講道的國王查理二世﹐在1660

年代有一回禁不住問當代最負盛名的清教徒神學家歐文(John 

Owen, 1616~1683)博士說﹐「博學如先生者﹐竟願意靜坐聆聽

一個毫無教養的補鍋匠說教﹐這有可能嗎﹖」歐文恭敬地回答

國王說﹐「陛下﹐我若能夠擁有這位補鍋匠講道的能力﹐我願

意放棄我所有的學問啊。」幸好神的天命藉著本仁首度坐監12

年(1661~1672)﹐造就了一本奇書﹐就是他在監獄中所寫的天路

歷程。當時有那一個出版商願意出版這本書呢﹖幸好有識玉的

歐文博士把這份稿子介紹給他自己的出版商﹐這本奇書才得以

在1678年出版。從那一天起﹐此書在英語世界裏一直成為暢銷

或流行書。 

 這本開英語世界寓意小說先河的奇書﹐沒有章回﹐一氣呵

成。若該書有所段落章節﹐都是後人加上去的。為便利研究本

仁的思想﹐我將天路分為27站。上下兩卷分別是本仁自己和他

的妻眷的屬靈歷程﹐經歷有所不同﹐站名卻是一樣。這本書300

多年來歷久不衰的原因是﹕靈程沒有與時遷移。它是一本豐富

的屬靈經歷指引﹐我們的靈命從重生歸正﹐有份於神生命的豐

盛﹐一路走來的許多的爭戰﹐到至終得榮見主面。本仁的作品

蘊藏了豐富的清教徒神學思想。 

 本仁寫這本書時﹐約在1667~72年﹐清教徒革命已經失敗

了﹐查理二世自從在1660年五月底復辟後﹐就以四項政策對付

清教徒﹐其打壓更甚於過去一百年來的清教徒運動(1558~1658)

所遭遇到的逼迫。公職任職法案(Corporation Act, 1661)封殺任

何不參加國教的人﹑可以擔任公職的機會﹔宗教劃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 1662)將兩千位清教徒傳道人從事奉中排除出

去﹔小聚會法案(Conventicle Act, 1664)禁止五人以上的聚會﹔

五哩法案(Five Mile Act, 1665)則禁止任何非國教的傳道人﹑在

任何城鎮或他以往服事過的地點五哩範圍以內居住。本仁就是

這些法案的祭品﹐他認為講道是天職﹐豈是區區政府所能管制

的﹖像他這樣的人只好等著監獄來侍候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想像清教徒和他們的羊群的士

氣﹐是何等地低迷了。可是本仁這樣地不屈不撓地為真道奮鬥﹐

激勵了許多人的心志。清教徒運動失敗了嗎﹖其「革命」是失

敗了﹐但是它之為屬靈復興運動的本質絲毫沒有改變﹐這一點﹐

我們在查理復辟後的清教徒代表性作品－天路歷程－的訴求

上﹐看得一清二楚。 

救恩的確據 

 本仁所關切的是「我該如何才能得救呢﹖」﹐28
 到末了當

                                                 
28

 Bunyan, John. Pilgrim’s Progress. 2 .vols. 1678, 1684. 中譯﹕天路歷程。(1)

謝頌羔譯﹐(香港﹕基文社﹐1952。) p. 2, 166。(2)王漢川譯﹐(山東畫報出

版社﹐2000。) 謝譯本是1935年就在中國出版的﹐此本其實是蘇格蘭宣教

http://holysamuel.myweb.hinet.net/tllc/tll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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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進天城時﹐天使向他要打印文件﹐或說「執照」(p. 157)﹐即

他所得的救恩的確據。他有這份文件﹐所以他進天城了。相形

之下﹐走到最後－只差一步－的「無知」就少了這一份文件﹐

只好直下地獄了﹗(pp. 159-160) 這一份文件是何時獲得的

呢﹖乃是他經過救恩牆﹑看見釘十字架基督的一刻。(p. 30) 那

一天﹐他親身經歷到罪擔的脫落與救恩的喜樂。「救恩的確據」

之教義是本書的主題思想。 

 「無知」等人進不了天城﹐是因為他們走天路時少了這一

份文件﹐而基督徒等人可以進天城﹐就是因為他們有這一份文

件。有沒有「救恩的確據」似乎竟成了得救的條件了?﹗其實

這是誤解。陪襯這一個重要的真理與經歷﹐本仁除了刻劃進不

了天城的「無知」與「暫信」之外﹐他還刻劃了神家中一些軟

弱的肢體﹐得救了卻靈命不強﹑易受撒但的攪擾﹑未嚐救恩喜

樂的小信族群﹐至終也走進了天城。可見確據不是進天城的條

件﹐但是有確據的人﹐今生就嚐到救恩的喜樂﹐有了進天城的

把握﹔這樣﹐不是很好嗎﹖沒有這個確據的人﹐或許至終進得

了天城﹐但也或許進不了﹔但是擁有的人﹐一定進得了。本仁

的目的是勉勵信徒都要好好地追求主﹐走天路時務必得著這份

「文件」﹐不只是過一個在地如天的生活﹐而且可以把天境帶

到現今的文化之中﹗ 

 「救恩的確據」之教義好像一條軸線﹐不只是貫穿了天路

歷程一書﹐其實更是貫穿了整個清教徒運動。伊利沙白女王可

以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但是她無法擊敗一波又一波追求救恩

的確據的人。這個教義清楚記載在加爾文的作品裏﹐不論是他

的基督教要義﹐或是各卷的聖經註釋裏。讀那些書的人無法不

感染到一股純屬靈的驅策力﹐催促神的百姓追求屬天福氣﹑改

革英國國教﹐並落實文化使命。 

                                                                                                            

士賓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68)在1853[文理版]或1865[官話版]

譯本的修譯。謝本裏的人物譯名基本上都是賓氏譯定的﹐十分傳神。王本

將人物譯名幾乎都改譯了。以下本文的頁數﹐都按1952年謝本。 

 清教徒時代留下來的許多傳記顯示﹐這個確據經歷的獲得

與持有﹐都不是像今日教會風行「速食性」的追求﹐而多是歷

經波折與掙扎而獲得的﹔因此﹐它更真實而可貴。在後現代的

今天﹐教會風氣受了太大世俗文化的影響﹐我們都成了身處不

斷加溫熱水裏的青蛙﹐快被煮死了﹐還沒有反應﹗不少世俗化

的教會講道或音樂早已把屬天的情懷﹐沖淡了﹑挪去了﹔取而

代之的﹐是吟詠不完的人內在的心情故事。教會文化總是繞著

我們的感覺跑﹔既論感覺﹐我們常在意造物主~救贖主那一邊

的感覺嗎﹖這樣﹐我們還會在意我們有沒有從神而來的救恩的

確據呢﹖ 

絕對的主權 

 清教徒運動那一股浩大的追求屬天的力量﹐又是從何而來

的呢﹖這當然和他們強調神絕對的恩典主權有關的。伊利沙白

女王後期的神學家柏金斯(William Perkins, 1558~1602)﹐用「金

鍊」(golden chain)的觀念來表達追求救恩的確據之重要性。相

信聖經權威的人都知道揀選的重要性﹐因為救恩的源頭是從神

在萬古之先的預定開始的。可是誰又知道蒙神揀選的奧秘呢﹖

加爾文指導我們﹐千萬別去幽暗的神的奧秘中﹐去探求揀選的

究竟﹐惟有從救恩的經歷中﹐方可獲得我們得蒙神已揀選的確

據。 

 在清教徒之中﹐聖經的權威是無以倫比的﹐因為對他們而

言﹐神的權威就是表達在聖經的權威上﹐兩者是二而一的。在

伊利沙白過世以後﹐當清教徒們得知她的甥兒要從蘇格蘭入主

成為新君詹姆士王一世(1603~25)﹐他們都興奮極了。他們將半

世紀以來的改革訴求﹐寄以厚望在新君身上﹐因為他自襁褓起﹐

就是由蘇格蘭長老會帶大的。當時有一千位著名的清教徒領袖

上呈了代表他們心願的千名訴﹐新君的態度可以包含在一句話

裏﹕「沒有主教﹐就沒有君王﹗」會議的結果﹐只讓清教徒討

到了一本新譯聖經的許可﹐即在1611年完成的詹姆士王聖經﹐

去年剛慶祝它的出版四百週年。可是詹姆士王萬萬沒想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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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譯本正是清教徒實現他們理想的憑藉。 

 今日教會還持守聖經絕對無誤的信仰嗎﹖不﹐它已經厲害

地在腐蝕之中。摧毀這個信仰的不是外人﹐而是神家中的自家

人－神學家與傳道人﹗巴特派的信仰今日已經堂而皇之地走

入神學院的殿堂。在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之中﹐卡爾．巴特恨

死了十九世紀的自由派﹐因為他們摧毀了神的超越性﹐而一味

地吹捧神的潛在性。因此﹐巴特刻意地否定有所謂的自然神學﹐

神人之間有什麼接觸點呢﹖若不是神從高天垂直而下地恩憐

人﹐人是完全不可能認識神並得救的。他將神推崇到無以復加

的超越(transcendence)中﹐乍看之下﹐他的說法好像加爾文再

世。 

 且慢﹐看看他的聖經觀﹐就知曉究竟了。巴特以為聖經既

是人寫的﹐就免不了錯謬。因此﹐在本質上它不是神的話﹔然

而﹐巴特又認為神還可以藉著聖經對人類說話。巴特的神學固

然幫助了太多徘徊在信仰邊緣之人的信心﹐但是他又同時傷害

了許多愛主基督徒對聖經無誤的基本信仰。聖經一旦不是神的

話﹐巴特說了﹐只有在神藉著它對我說話時﹐它才是神的話﹔

這麼一來﹐神的權柄不就受到人的經驗與想法的節制了嗎﹖經

文的取捨﹐由人予取予求。憑空沒有聖經依據的神﹐其主權還

是絕對的嗎﹖這樣的一位神真有拯救人到底的能力嗎﹖巴特

神學上演的是一齣木馬屠城記﹐神的超越﹑絕對﹑權威已被木

馬腹中鑽出來的後現代思潮﹐殺戮殆盡了。神變成了一位極其

潛在的神(immanence)﹐教會藉著巴特的神學﹐將祂打造成一

位像極了阿拉丁神燈故事裏的精靈。我們豈不是常常切望神對

我們說﹐「我能為你做什麼﹖」 

 教會今日切需的﹐就是恢復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清

教徒所傳承的信仰﹐即把神該得的權柄悉數歸回。1987年春天﹐

我在西敏士神學院選修傅谷聲(Sinclair B. Ferguson)教授開的

「歐文神學」。該我做報告的那一天﹐有一個問題把我問倒了。

傅教授問我﹐「保羅(我的英文名)﹐你讀了這麼多篇的歐文講

章﹐請問在他所引用的作者中﹐引用最多的是那一位﹖」「加

爾文。」我想當然耳地回答。教授搖搖頭。會是誰呢﹐我在想。

教授等了一會才說﹐「聖奧古斯丁。」之後﹐我在讀清教徒作

品時學乖了﹐特別注意到他們所引用的作者是誰﹐聖奧古斯丁

常常出現。我們今天大概期望引用的是伯拉糾(Pelagius)和阿民

念(Arminius)吧。然而﹐神的潛在性只有在持守住神的超越性

時﹐它才活躍﹐這一點都不吊詭﹐因為神是又超越﹑又潛在的

神﹐神必須是同時超越而潛在的﹐猶如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巴特折去神的潛在性之翼﹐以突顯神的超越性之翼﹐結果

是神的超越性之翼也被他自己矛盾的神學折斷了﹔更糟糕的

是﹕當神在教會和社會中不再是那一位超越的﹑偉大的﹑滿有

主權的神之時﹐人就一味地突顯神的潛在性了。－這才是戮力

追求神的超越性的巴特﹐所呈現真正的吊詭。相形之下﹐天路

歷程一書裏所透露出那個時代﹐清教徒對聖經與神的絕對權威

之尊重﹐是我們今日亟需的。 

三層的靈戰 

 本仁書中歷程上的每一站都是靈意的。他描寫基督徒在世

上走天路的經歷中﹐會遭遇到的許多屬靈的爭戰﹔這些都可以

作為我們今日的借鑑﹐請參攷下表﹕ 

鬼魔攻法 

試探(Temptation) 阻擋(Opposition) 霸佔(Demonization) 

我們是受情慾﹑世俗

的引誘﹔但邪靈趁

機試探我們。 

邪靈攻擊﹐以阻擋福

音傳揚﹐神國進展。 

影響﹑控制或附身﹐

以不同程度佔有其

人。 

靈戰三層 

靈慾之爭 文化戰爭 靈戰交鋒 

天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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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憂鬱潭到救恩牆 虛華市的磨難 居謙谷和死蔭谷 

 

在教會歷史上﹐大概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日這麼注意「屬靈

戰爭」此一概念﹐而基督教的出版業在這一方面的書也異常地

多。今日大多數的靈戰都指的是圖表中的第三層﹔針對此層爭

戰﹐本仁在居謙谷和死蔭谷的經驗中﹐也有十分精采的闡述。

清教徒時代的靈戰大多是著眼在靈慾之爭﹐即追求聖潔上。本

仁雖然沒有進過劍橋大學﹐不過他的靈戰觀倒是頗有學問的﹗

我們在他的書裏看見靈戰有三個層次﹐而且彼此是有關係的。 

 當基督女徒一行也來到居謙谷時﹐想起她的前夫曾在此與

亞玻倫打過殊死戰﹐不寒而慄。可是陪行的智仁勇卻這樣地詮

釋﹕ 

我們儘可不怕這處山谷﹐因為沒有什麼可以傷害我們的﹐

除非我們自取其辱。不錯﹐基督徒從前在此遇到亞玻倫﹐

並且與他血戰過﹔但是這樣的鬥爭是他下山時跌過跤的

結果。因為那些在別處跌過跤的人﹐一定會在此處遇上交

鋒的。因此這個山谷就得著這樣難聽的名字。因為一般人

聽到了一些可怕的事在如此的一個地方﹑落在如此的一個

人身上﹐就以為那個地方鬧有一些惡鬼或邪靈。唉呀﹐其

實那是他們所行所為的結果﹐那樣的事就在那裏落在他們

的身上了。 

如果我們從未曾給魔鬼留下地步(參弗4.27)﹐如果我們在追求

聖潔上討主的喜悅﹐如果我們中間沒有破口(詩106.23)﹐或說

如果我們在靈慾之爭上得勝了﹐本仁的詮釋是﹕鬼魔也沒法無

端生事了。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動不動就把一切的難處都歸疚於鬼魔

的攻擊﹐那麼我們在追求聖潔很可能就會交白卷﹐而且留下太

多的地步給鬼魔來攻擊我們了。這豈不正是中了魔鬼的詭計

了﹖靈戰的主戰場是在我們的追求成聖之工夫上。 

文化的使命 

 在本仁服事坐監的歲月﹐清教徒革命業已失敗了。到此時﹐

整個清教徒運動已經一百年了﹐隨著查理二世祭出一道又一道

的法案來對付清教徒﹐當時的清教徒的士氣是十分低落的。我

們今天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才發現他們的運動所帶來的結

局是果實壘壘的﹕它不但為十八世紀的歐美英三處的大復興﹐

埋下了炸藥﹐加速福音使命的進行(參太28.18-20)﹔而且它也

實現了文化使命的理想(參創1.26-28)﹕在政治上帶來了英國

的契約政治﹐在經濟上提供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溫床﹐在科技上

助長了近代的科學及技術。我們可以這麼說﹐清教徒運動是一

股浩大的文化力﹐不僅改革了教會﹐也同時改革了整個社會﹑

國家與文化。清教徒運動則秉持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的傳

統﹐堅認基督－不是人－才是文化之主。 

 你別看本仁只是一介市井小民﹐其實他在清教徒運動最低

潮時﹐也預見第二層靈戰－文化戰爭－的勝利﹗天路歷程的第

14站虛華市是十分獨特的一站﹐在這裏與基督徒同行的盡忠殉

道了。 

 原來在虛華市裏﹐什麼東西都有的賣的﹐沒有道德禁忌可

言﹐它的主人就是撒但。本仁諷刺它只有一樣沒有賣的﹐就是

「真理」。因為要買真理﹐基督徒和同伴盡忠就因此受到逼迫﹐

盡忠殉道了。由於盡忠的見證﹐該市在基督女徒經過時﹐已經

產生了巨大的變化﹕(1)就是它的文化改變了﹐也善待基督教﹔

(2)也有不少聖徒得救﹐在該市裏為主做見證﹔(3)該市的慈善

事業也發達起來﹔(4)該市附近的凶獸被智仁勇重傷了﹐從此﹐

該市變得更為平安﹐不再害怕了。 

 當然﹐虛華市畢竟還是虛華市﹐只是它在清教徒的文化衝

擊之下﹐神的普遍恩典大大地加增了。它雖然仍舊是世界上的

一個城市﹐可是在永世來臨之前﹐文化上的改變依然是討神喜

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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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如在天 

 安樂村是基督徒在地如天的生活﹐又稱第二個天﹐是清教

徒在世的最高峰﹐是神兒女將天帶到地上來了﹗本仁形容這個

地方是Beulah (hl'_W[B.)﹐語出賽62.4 (「有夫之婦」)﹐乃「與

主聯婚」之意﹐除了肉身還在地上之外﹐其靈命已經與主契合

有如在天。在此可以瞻望天城﹐耳聽天樂﹐而且「在此也遇得

見一些那裏的居者[即天使]﹐因為此地就在天城的邊界上﹐那

些發光者行走在這裏﹐也非什麼奇事。」(p. 151)  

 本仁在下卷基督女徒一行的敘述中﹐刻劃了小信族群﹐也

收到了郇山的邀請信﹐準備進天城。這是令人十分振奮的事。

智仁勇﹑崇恩﹑堅忍這些屬靈的偉人能夠走完全程﹐我們似乎

不會意外﹐但是易止﹑弱質﹑多憂﹑易驚﹑小信﹑自疑等人也

能走到終點﹐那足以顯明是神主權的恩典了。 

 後現代文化是一個非歷史(a-historic)的一種文化﹐它有一

個很強的傾向﹐就是強調過程﹐忽略終末﹔強調現在﹐輕視過

去。然而聖經的救恩史觀看時間的洪流是有方向的﹐是朝向終

末的圓滿而去的。清教徒所珍惜的第二個天﹐就是容末日的榮

耀今日就照射在我們的生命中。本仁稱之為安樂村﹐盧得福

(Samuel Rutherford, 1600~60)稱之為「以馬內利之境」。 

 我們不要用華人教會所熟悉的主再來的觀念﹐套在清教徒

思想之上。末日對清教徒而言是指它的末日的榮耀﹐是永世的

榮耀今日已經破曉之曙光。永世尚未來臨﹐但榮光已經照射。

本仁所執著的是﹐那末日的榮耀今天照入你的心間嗎﹖左右社

會思潮嗎﹖介入文化活動嗎﹖吸引人心嚮往天家嗎﹖ 

關鍵在聖經 

 清教徒的理想最成功的體現﹐應當是展現在美國。近代美

國的建立就是清教徒夢想的實現。但是時至今日﹐她已成了後

基督教的國家了﹔所謂「後」者﹐乃是摒棄之意﹗她如今走向

去基督教化﹑非基督教化﹑無基督教化﹗「黃金何其失光﹖純

金何其變色﹖」(哀4.1) 關鍵在聖經的地位。當神的百姓失去

了對聖經的信心﹐或對聖經的信心打了折扣了﹐屬靈工作的成

敗或折扣﹐就指日可待了。 

 1604年一月新登基的詹姆士王對千人訴許多請願的回應﹐

都拒絕了﹐卻許可他們要重新翻譯聖經。聖經是神的話﹐是神

大能生命的種籽。只要保住了這一粒種籽﹐教會就有救了。清

教徒運動及至於本仁的故事﹐都是一粒芥菜種的故事。我們用

完整的信心去接受它﹐我們要看見一百倍﹑六十倍﹑或三十倍

的神蹟﹐出現在我們中間。 

天路廿七站 

天路歷程 廿七站名 [頁數參謝頌羔譯本2000年前印行者。] 

# 站名 頁數 基督徒經歷(上卷) 頁數 基督女徒經歷(下卷) 

1 將亡城 
1-4 知罪/終極關切﹔遇見傳

道 

162-169 知罪/終極關切﹔遇見啟示 

2 出城外 4-8 遇見固執與易遷 169-177 遇見膽怯夫人﹑心慈 

3 憂鬱潭 8-10 易遷回頭﹔恩助來救 177-178 有前車之鑑 

4 西乃山 
10-18 遇見世智誤入岐途﹔傳

道再度來救 

--- --- 

5 窄門 
18-21 有撒但砲台﹔遇見管門

者仁慈 

178-189 凶犬﹔管門者﹔騷擾者/拯

救者 

6 曉示家 

21-30 1 傳道者之像﹔ 2人心

廳﹔3急欲與忍待﹔4旺

火﹔5樂地美殿﹔ 
6暗房鐵籠人﹔7被棄發

抖者 

189-201 另加﹕執鐵耙人/蜘蛛/小雞

-母雞/與曉示談話/洗浴-打

印-白衣/智仁勇同行 

7 救恩牆 
30-31 罪擔脫落﹔白衣﹔印

記﹔印文 

202-205 經歷救恩的喜樂 

8 低窪地 
31-33 愚蒙 /懶惰 /自恃睡覺﹔

遇恃儀/偽善 

205-207 那三人已被鎖在架上 

9 艱難山 

33-36 飲泉﹔恃儀/偽善亡﹔窄

路上山﹔半山亭貪睡﹔

心驚/懷疑﹔回頭找印文 

207-210 飲泉﹔在王子涼亭吃蜜喝

酒﹔掉酒瓶尋回﹔警告牌 

10 美宮 

36-47 守門者儆醒助過二獅﹔

賢智 /敬虔 /仁愛與之交

通﹔古籍﹔軍械庫﹔遙

211-234 血夫﹔智仁勇離去﹔心慈

美夢﹔四子教義問答﹔遊

目﹔良醫﹔請求智仁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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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樂山﹔武裝﹔贈品 行﹔伊甸禁果等 

11 居謙谷 
47-52 擊敗亞玻倫 235-241 解釋基督徒的靈戰﹔此谷

真相﹔參觀以往的戰場 

12 死蔭谷 
52-55 走過此谷﹔見兩巨人(教

皇﹑異教徒) 

241-247 過此谷﹔遇見怪物﹑獅子﹑

大槌 

13 同行路 

55-75 遇見盡忠﹔其見證﹔唇

徒 

247-277 遇心直/自疑/自暴﹔該猶旅

館﹔馬太成婚﹔除善殺救

弱質﹔雅各成婚﹔易止 

14 虛華巿 

75-87 三遇傳道﹔盡忠殉道 277-282 友愛家見五友﹔撒母耳與

約瑟分娶友愛女恩典及馬

大﹔除兇獸 

15 盼望路 
87-95 美徒跟上﹔遇見利徒一

行﹔ 

--- --- 

16 財山 
95-97 遇見底馬﹔利徒一行進

財山 

282-283 思念前賢 

17 鹽柱 98-100 倆人引以為戒 283 思念前賢 

18 生命河 
100-10

1 
屬靈的安息享受 283 遇見善牧 

19 旁徑 
101-11

0 
遇見自是﹔誤入疑寨﹐

用恩言逃出﹔立警告牌 

284-286 除滅絕望與弗信﹔拆除疑

寨﹔救出多憂與易驚 

20 樂山 

110-11

4 
遇見四牧人﹔異端山

頂﹑警戒山頂﹑地獄洞﹑

清景山頂﹔道別贈言 

286-292 加見奇山和崇恩之子﹔天

真山﹔仁愛山﹔癡子 /不

智﹔奇鏡 

21 自滿 
114-11

6 
遇見無知 --- --- 

22 殺徑 

116-12

5 
遇見背道﹔提及以往小

信在此被崇恩從三浪人

之手救出一事﹔論小信 

292-299 遇見甫勝三浪人的堅忍﹔

聽其述天路見證 

23 岔路口 
125-13

0 
受惑拍馬﹔遇見目無天 --- --- 

24 迷氣地 
130-15

1 
美徒講天路見證﹔又遇

無知﹔論無知﹔論暫信 

299-306 十分昏暗難行﹔過兩個亭

子﹔遇固立﹑聽其見證 

25 安樂村 
151-15

3 
與主聯合的經歷 306-307 

313 
描述此村之美 

女徒四子家住此 

26 無橋江 

153-15

5 
兩人過死亡黑河的經驗

有不同 

307-314 基督女徒﹑易止﹑弱質﹑多

憂/易驚﹑心直﹑堅忍﹑固

立陸續離世﹕ 

27 天城 

155-16

1 
脫下軀殼﹔飛向天城﹔

憑印文進入﹔變形﹔後

記無知結局 

310 女徒經歷與其夫一樣 

 

小信族群表 

天路歷程 小信族群表 

 小信 自疑 弱質 易止 多憂 易驚 

頁數 116-25 251-57 269-73, 

309-11 

273-75, 

309-10 

285-86, 309, 

311 
同左 

出生 心誠鄉 欠明城 猶豫村 --- --- --- 

特徵  三心兩意 弱不禁風﹐

精神衰弱﹐

但立志走

天路 

   

經歷 崇 恩 將

他 從 三

浪 人 手

中救出 

智仁勇幫助

他走完天路 

智仁勇從

善殺手中

救出 

與智仁勇

一行走完

天路 

智仁勇將他從

絕望手中救出 

同左 

末語  我一定要進

去[天城]。 

堅忍到底﹐

要有信心 

生命啊﹐我

歡迎你 

夜啊﹐再會了。

歡迎光明的一

天。 

同

左。 

華特生(Thomas Watson, .c. 1618~1686) 

William Barker, “A Body of Divinity.”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13. 

暫略過 

傅拉弗(John Falvel, 1628~1691) 

Sinclair B. Ferguson, “The Mystery of Providence.”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14. 

 Flavel和本仁是同一年出生的。當查理二世復辟並且逐出

2000多清教徒傳道人時﹐他們的傳道生涯才剛開始一段時間。

換言之﹐他們一生經歷的﹐盡是逼迫與艱難。傅拉弗是牛津出

來的﹐應在牛津正在歐文和古德溫倆人的手下從事改革之時﹐

那是牛津在屬靈上的全盛時期。1656年(28歲)﹐他蒙召到

Dartmouth去服事﹐六年後﹐即1662年﹐他被逐出傳道事工。

之後﹐甚至不可以住在Dartmouth。這種情形一直到1672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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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宥法案﹐才稍得緩解﹐可以回到原教會。可是逼迫仍舊襲來﹐

直到1687年才見好些。他回到Dartmouth牧會直到1691年過世。 

 清教徒是十分注重天命教義的一群基督徒。西敏士信仰告

白第五章即論天命﹐有七個條款﹐十分細膩﹕ 

I. 神﹑創造萬有偉大的創造主﹐藉著祂至聖大智的天命﹐

照著祂無謬誤的預知﹐和祂自己旨意的自由與不變的計

劃﹐扶持﹑指導﹑管理﹐並統治一切受造之物﹐其行動與

事理﹐從最大的到最小的﹐叫祂的智慧﹑權柄﹑公義﹑良

善與慈悲所顯出的榮耀﹐得到稱讚。 

II. 雖然萬有都不變而無誤地﹑與神的預知和諭旨﹑即第

一因﹐發生關聯﹐但是祂藉著相同的天命﹐命令它們或是

必然地﹑自由地﹐或是偶然地﹐按著第二因的性質而產生

結局。 

III. 神在祂普通的天命中﹐雖然使用方法﹐但祂仍有自由

可隨己意﹐或不用﹑或超乎﹑或反乎這些方法而行事。 

IV. 神的全能﹑無可測度的智慧和無窮的良善﹐都彰顯於

祂的天命上﹐甚至及於[人類]第一次的墮落﹐與天使和人

類所犯的其他的罪惡﹔祂並非僅是容許犯罪﹐而是在其上

加以極其智慧和有能的限制﹐要不然就是以多樣的安排﹐

命令管治它們﹐為要成就祂自己聖潔的目的。雖然如此﹐

罪惡純然是出於受造之物﹐並非出於神﹔祂至為聖潔﹑公

義﹐祂既不是﹑也不可能為罪惡的創始者或贊同者。 

V. 極其智慧﹑公義﹑恩惠的神﹐時常任憑祂的兒女暫時

落在諸般的試探﹐和自己心中的敗壞之下﹐為要懲治他們

以往的罪﹐或者要顯露他們心中隱藏的敗壞和詭詐的力

量﹐好使他們謙卑下來﹔又為要使他們更密切而恆常地依

賴祂的扶助﹐更儆醒防備將來一切犯罪的場合﹐並為要成

就其他各種公義和聖潔的目的。 

VI. 神身為公義的審判者﹐至於那些邪惡﹑不敬虔的人﹐

因他們以往的罪﹐祂就使他們目盲心硬﹐不但扣住祂的恩

典﹐不使他們的悟性可得光照而心中有所感動﹐而且有時

也收回他們已得的恩賜﹐並且將他們暴露在那些事情中﹐

如他們的敗壞成為犯罪的機會﹐將他們交付於自己的情

慾﹑世俗的誘惑和撒但的權勢中。因此﹐甚至在神所用來

使別人軟化的方法之下﹐他們的心都會剛硬。 

VII. 因為神的天命一般說來﹐普及一切受造之物﹐所以﹐

神以最特別的方法眷顧祂的教會﹐叫萬事互相效力﹐使教

會得益處。 

小教義問答WSC Q/A11也提及﹕ 

何謂神的天命之工﹖ 

神的天命之工乃是神以祂至高的聖潔﹑1 智慧﹑2 大能﹐

保守3 並管治祂所造的萬物﹐和它們一切的作為。4
  

引用經文﹕1 詩145.17﹐耶和華在祂一切所行的﹐無不公

義﹔在祂一切所作的﹐都有聖潔。[「聖潔」為KJV的譯

文﹐和合本按另古卷作「慈愛」。思高本則作「聖善無比」﹐

兩意皆有。] 2 賽28.29﹐ 這也是出於萬軍之耶和華﹐祂

的謀略奇妙﹐祂的智慧廣大。3 來1.3﹐ 祂…常用祂權能

的命令托住萬有…。4 詩103.19﹐…祂的權柄統管萬有。

太10.29﹐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若是你們的父

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天命有三個因素﹕保守﹑協同﹑管治。 

 傅拉弗留下了一部論天命的奧秘 (其全集 IV:336-495. 

1678.) 經文是詩57.2﹐「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為我成全諸

事的神。」(I cry out to God Most High, to God who fulfills his 

purpose for me.) 首先他講了八點天命之重要性(IV:351-361)﹕

信徒不承認天命﹐即與外邦人無異矣。 

 接著說明﹐天命在生活中的例子﹐他舉了十項

(IV:362-412)。它管治了我們一生生活的各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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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要如何面對天命呢﹖(IV:416-428) 

 我們為何要注重天命呢﹖有十個動機﹐使我們要去看重它

(IV:436-461)。 

 天命的涵意﹕六項(IV:464-466)。 

 五個實例(IV:467-489)﹕ 

 Kapic的書 (211-224)由Sinclair Ferguson介紹傅氏的The 

Mystery of Providence一書。 

郝約翰(John Howe, 1630~1714) 

暫略過 

Martin Sutherland, “Treatise of Delighting in God.”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15. 

亨利．馬太(Henry Matthew, 1662~1672) 

J. Ligon Duncan III, “The Method for Prayer.”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16. 

暫略過 

(Anne Bradstreet, 1612-1672) & 愛德華．泰勒(Edward 

Taylor, 1642~1729) 

Mark A. Noll, “The Poetry of Anne Bradstreet and Edward Tay-

lor.”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17. 

暫略過 

薄士敦(Thomas Boston, 1676~1732) 

Philip G. Ryken, “Human Nature In Its Fourfold State.”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18. 

暫略過 

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Stephen R. Holmes, “Religious Affections.” in Kapic &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s Chapter 19. 

Jonathan Edwards, Religious Affections. 1746. (Reprint by Banner 

of Truth, 1961.) 本書是十分重要的經典作﹐是美國自殖民

地時代出版以來﹐迄今沒有絕版的書之一。最好能讀原文。

中譯本有四﹕(1)楊基譯﹐宗教感情。北京三聯書局﹐2013。

全譯本。優質譯文﹗(2)杜麗燕譯﹐信仰的深情。中國致公

出版社﹕北京﹐2001。這譯本是根據James Houston所處理

的節縮本之中譯。(3)宗教情操真偽辨﹐改革宗翻譯出版社﹐

1994。係根據英文節縮本The Experience that Counts. (Grace 

Publications Trust, 1994)而譯﹐內容刪縮太多了。(4)謝秉德

譯﹐愛德華滋選集。基督教輔僑出版社﹕香港﹐1960。只

是選譯﹐譯品一般。書價超貴﹗不值得。 

George M. Marsden, Jonathan Edwards: A Life Biography. Yale, 

2003. 中譯﹕復興神學家愛德華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本書作者是當今美國研究美國教會史的權威。2003

年是愛德華滋出生的三百週年﹐其母校特別恭請Marsden

教授書寫這本代表性﹑學術性的傳記。Murray的那本比較

是屬靈性的作品。 

________, A Short Life of Jonathan Edwards. Eerdmans, 2008. 

較大眾化的傳記﹐只有176頁。 

Iain H. Murray, Jonathan Edwards: A New Biography. Carlisle, 

PA: Banner of Truth, 1987. 趕在記念美國最偉大的神學家

愛德華滋誕生的三百週年(1703~2003)之前﹐美國學術界出

版了好幾本愛氏傳記。這本是最具有福音性﹑卻又不失學

術嚴謹的一本上乘之作。 

J. I. Packer,「約拿單愛德華滋與復興」。Packer, J. I. A Quest for 

Godliness. (Crossway, 1990.)第19章。乃歐文論愛氏的復興

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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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dwards.yale.edu/archive  The Jonathan Edwards 

Center at Yale University. 耶魯大學是愛德華滋的母校。在他

過世後﹐其家族將他的文稿都捐贈給大學保存﹔這一躺﹐就

躺了約兩百年﹐直到1950年代才有了整理出版的大計劃。到

2008年第26冊才完全峻工。校方十分慷慨﹐所有作品及各冊

前的導讀一概上網﹐供各界閱讀。對於喜愛愛德華滋的人來

說﹐這是無盡的寶藏。 

 晚近許多更正教徒喜歡在當代一些十分人文主義思想的

天主教靈命教師裏取經。然而在更正教的傳統裏﹐有不少的屬

靈寶貝﹐愛氏就是一位。雖然曾被美國人埋沒多年﹐愛德華滋

仍舊是清教徒裏─如果我們算他是清教徒的話─最受重視的

一位。他也是美國本土最重要的一位有創意的思想家﹑神學

家。自耶魯畢業後﹐他於1724年到外祖父(Solomon Stoddard, 

1643~1729)的教會(Northampton, MA)﹐與他同工。Stoddard過

世後﹐他就接捧。1734~35年該教會經歷一次復興﹔不過﹐更

大規模的第一次大奮興 (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則在

1740~41年才發生。 

 愛德華滋的神學思想仍有待研究。由於他的學生等發展出

來的新英蘭神學﹐後來走偏了﹐以至於人將這筆帳算到他的頭

上﹗新英格蘭揚棄了愛德華滋﹐而其他改革宗思想的教會也不

對他好感。愛德華滋1750年被自己的教會請走﹐1758年二月赴

Princeton擔任新遷College of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前身)的校長﹐到任一個月就因接種天花疫苖而病逝。其接

任的校長John Witherspoon (1723~94)由蘇格蘭來﹐則刻意清除

長老會內的愛德華滋神學思想。 

 愛德華滋在教會史上是罕有能與奧古斯丁相比的敬虔神

學家﹐他們兩人從未視心與智是分離的﹐他們的神學是愛神之

火焚燒的教義(doctrines on fire)。我們讀愛德華滋的作品﹐仍

可以感覺到他就像奧秘派似的﹗讀者可以讀讀他在1739年留

下來一份彌足珍貴的﹑十分地個人性的文件﹐自述。29
 前一段

是他歸正時的經歷﹐30
 後一段則發生在1737年﹐講追求聖潔﹐

到大大地被神的榮耀充滿等﹐常被引用的。31
 這樣的人成為神

在大奮興裏所使用的器皿﹐不足為奇了。 

歸正的經歷 

 自述的§1到§5之一段是他歸正時的經歷。32
 這是發生在

他1721年(18歲)五﹑六月間的事了。得救的經歷之前﹐他曾患

過肋膜炎﹐他說﹐是神藉此病喚醒他。當他再度落入罪中的生

活時﹐聖靈就厲害地在他心中與他爭執。 

他的歸正經歷有一個關鍵﹐就是他對神主權的順服。(自

述§3) 他不但體認這教義﹐而且還覺得它「十分悅人﹑清明

而甜美。」他得救的經文是提前1.17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

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正吻合了他對神主權的順服。一得救﹐就有了「新的

心靈的感觸」(the new sense of the heart)﹐這是重生的標記。詳

見自述§4。這個改變帶來他有了新的情操﹐使他的讀經﹑禱

告生活也新鮮活潑了。 

感觸神榮耀 

順服神的主權結果如何呢﹖他失去自由了嗎﹖不﹐從他的

                                                 
29

 BOT版Jonathan Edwards全集1:xiii-xiv, xlvii-xlviii。此兩段亦見Murray, 

35-37, 99-104。筆者已經將此自述譯為中文了﹐共34節。節碼是我加上去

的﹐原文沒有。 

30
 Iain Murray, Jonathan Edwards: A New Biography. pp. 35-36指出這是發生

在他歸正時的經歷﹐約是1721年三到六月﹐其經文是提前1.17。 

31
 如Martyn Lloyd-Jones, Joy Unspeakable: Power & Renewal in the Holy 

Spirit. 79. 中譯﹕不可言喻的喜樂。72頁。 

32
 Iain Murray, Jonathan Edwards: A New Biography. pp. 35-36指出這是發生

在他歸正時的經歷﹐約是1721年三到六月﹐其經文是提前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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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看來﹐他能從聖經﹑從禱告﹑從大自然中﹐感觸到神榮

耀之同在的甘甜。他的自述§5-7簡直就像一首詩一樣地美﹐

是我們追求主的典範。要群體禱告﹐也要個人與神獨處﹑獨白。

大自然與聖經一樣﹐是另一本幫助我們經歷神﹑渴慕神的書。 

這種追求主的方法叫做默觀(contemplation)。它和默想不

太一樣﹐比較賴乎我們屬靈的直覺﹐直接去接觸神﹐瞻仰祂的

榮美﹐而非運用我們的心思﹐由思想神或屬神的真理﹐間接地

接觸神。 

追求神聖潔 

自述§8-13記載氏在他在得救以後的一年﹐神帶領追求聖

潔的經歷。(1722年八月到1723年四月﹐他在紐約服事有八個

月之久。) 神是自隱的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裏。祂是聖潔

的﹐我們也必須聖潔﹐非聖潔無人可以見主的面。追求主的下

一課﹐自然的就是追求聖潔﹐有份於神的屬性。愛氏說有一年

半之久(§9)﹐他對聖潔的渴慕及掙扎﹐與時增長。他經歷到自

己「極其的軟弱﹑無能﹐其生活的表態﹐秘密敗壞與詭詐的無

底深淵﹐都仍存在我的心裏!」(§9) 聖潔是「宗教真境」﹐(§

13) 在此境界中﹐「我可以成為無有﹐神則成為一切。」(§12) 

這種經歷是來來回回的﹐到了後面§30-33幾節﹐我們可

以看見他認罪之深刻﹐那是1726年以後的經歷。 

聖靈的充滿 

1726年秋天他受Northampton教會的召請前去牧會。之後﹐

他在這方面的靈歷就更深湛了。(見§22以後) §28的這一段發

生在1737年。這經歷是植基於§25裏對三一之神的經歷之上﹐

這樣﹐他才能完全被神兒子－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西

3.11b,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的榮耀所充滿﹑所淹沒﹐而他裏

頭也充滿了神聖的熱切。這樣的人成為神在大奮興裏所使用的

器皿﹐不足為奇了。 

自述小結語 

這份小小的自述十分重要﹐是我們認識愛德華滋與第一次

大奮興的鑰匙。基本上自述的經歷是在Northampton 1734~1735

年奮興及大奮興之前﹐發生在愛氏身上的。它是後者的小影﹐

而後者是自述的擴大。(Goen, 31) 

在愛氏的經歷裏﹐沒有大奮興期間有的過激﹑狂熱﹑偏差﹑

極端的現象。換言之﹐以上自述裏的屬靈經歷乃是聖靈驚異工

作的本質。愛氏曾斷言﹐我們要從其本質判斷大奮興是否是從

神的靈而來的﹐而非由其現象。 

聖靈三方面工作表 

  生命之

靈 

 諸如﹕呼召﹑重生﹑信心… 

   

保惠師 

能力之

靈 

  諸如﹕喜樂﹑平安﹑安慰﹑放

膽… 
  

  恩賜之

靈 
 諸如﹕講道﹑勸慰﹑施捨﹐以

及一些不尋常的恩賜…    

 

 愛氏成為復興神學家即在於他分明聖靈工作之本質－保

惠師與生命之靈的工作－與其現象－恩賜之靈－之間的區別﹐

並且肯定在乎本質(使徒的神學)﹐而不在乎現象(使徒行傳所記

載的)。 

情操真偽辨 

 在此﹐我們來看看他的代表作之一﹐宗教情操真偽辨。33
 此

                                                 
33

 Edwards, Jonathan. The Religious Affections. 1746. Banner of Truth, 1961. 

382 pages. 中文節譯本﹕宗教情操真偽辨。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94。

118頁(而且排版很鬆)。此節譯本係根據英文節縮本The Experience that 

Counts而譯。Grace Publications Trust, 1994. Murray的討論見他的書﹐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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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息的傳講是在大奮興高潮(1740~41)方過之時﹐1742~1743

年初﹔他在1746年出版此書為整個大奮興作總結﹐此書也可說

是愛氏的復興神學﹐以探討宗教情操為主。34
 本書自出版以來﹐

一直沒有絕版過﹗它有三部﹐第一部是導論﹐探討真實屬靈情

操的本質為何。 

 他根據彼前1.8界定宗教的本質在於神聖的情感。什麼是

情感呢﹖有那些情感呢﹖「愛…是一切情感之首。」他說:「屬

靈的真理若非激起他的情感﹐便不能改變他的態度與行為。…

情感就是這麼重要﹗」他在第一部的結論是:「正確之途不在

於全然拒絕一切屬靈情感﹐也不是全盤接受﹐而是要在二者之

間作一分辨。」怎麼分辨呢﹖愛氏用兩部來解析﹐他先說什麼

是「假的」﹐即不足為憑的﹐再說什麼是可靠的﹑真實的。 

# 第二部﹕不足為憑的標記 第三部﹕真實可靠的標記 

1 強烈的情感 源於內心的情感 

2 有身體激烈現象 被神自己吸引 

3 熱愛談論信仰之事 以神聖之美為基礎 

4 外來的情感 源於屬靈的認識 

5 有經文伴隨的情感 產生救恩確據 

6 充滿愛的情感 謙卑的果子 

7 渴望,熱情等情感 本性的改變 

8 帶來安慰與喜樂 有肖乎基督的美德 

9 顯於宗教的虔誠 心的柔軟 

10 開口讚美 和諧與平衡 

11 有主觀的救恩確據 對神聖潔更大渴慕 

12 有動人的見證 有行為果子的標記 

                                                                                                            

251-67。 

34
 過去幾年所謂的「多倫多祝福」究竟是否為真祝福﹐眾說紛紜。其實愛

氏250年以前就討論得一清二楚了。但是今日有多少人知道並借助愛氏的神

學以分辨宗教感情的真偽呢﹖ 

這類的分辨我們在古德溫的作品裏已經見過了。在聖靈大作工

的歲月裏﹐這種分辨尤其顯得緊要。追求靈命者﹐分辨是十分

重要的。 

書目 

清教徒歷史/神學/靈修 

[屬乎各個清教徒之書目﹐見以上各項目之下] 

William Barker, Puritan Profiles: 54 Puritans at the Time when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was Written. Mentor, 

1996. 

Joel R. Beeke, Puritan Reformed Spirituality: A Practical Theo-

logical Study from our Reformed and Puritan Heritage. 

Evangelical Press, 2006. (江登興按﹕中譯本已譯出﹐尚待出

版。) 

Joel R. Beeke, & Mark Jones, A Puritan Theology: Doctrine for 

Life.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12. 這是一本鉅作﹐xvi 

+ 1056pp. 本書可說是自清教徒時代以來﹐第一本用他們的

原作來詮釋改革宗的神學思想之大作。讀此書等於讓不同

的清教徒們﹐用他們的作品帶你進入神學世界。 

Joel R. Beeke & Randall J. Pederson, Meet the Puritans: With a 

Guide to Modern Reprints.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06. 

Patrick Collinson, The Elizabethan Puritan Movement. Oxford 

Univ. Press, 1967. 

         , A Mirror of Elizabethan Puritanism: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odly Master Dering’. Dr. William’s Trust: Lon-

don, 1964. iv, 36pp. Collected into as Chapter #11 in Godly 

People. 

________,. Godly People: Essays on English Protestantism and 

Puritanism. The Hambledom Press: London, 1983. xiii, 589pp. 

A collection of 20 essays of his (1958~83). Google 有 e-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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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磐石之上。人人書樓﹐2001。清教徒的靈命觀點。 

William Haller, The Rise of Puritan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8. 這是一本經典作品﹐乃研究清

教徒主義者必讀之書﹐它涵蓋伊利沙白時代。 

________,. Liberty and Reformation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________,. Foxe’s Book of Martyrs and Elect Natio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3. 

________,. Tracts on Liberty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38~1647. 2 vols. New York, 1965. 

Erroll Hulse, Who Are the Puritans? And What Do They Teach? 

Evangelical Press, 2000. 

Kelly M. Kapic & Randall C. Gleason, ed. The Devoted Life: An 

Invitation to the Puritan Classics. IVP, 2004. 318pp. 此書介

紹了十八位清教徒﹐我們要一一巡禮﹐有的則會深入探討。

由柏金斯(1558~1602)到愛德華滋(1703~1758)﹐按年代排列

的。讀過此書﹐等於欣賞清教徒時代主要人物的作品﹐同

時涉獵了它的歷史。 

D. Martyn Lloyd-Jones, Puritans: Origins & Successors. BOT, 

1987. 此書乃洛鐘師(鍾馬田)於1959~1978年之間﹐在倫敦

的研究清教徒傳統之特會﹐所講的專文輯錄而成。中譯﹕

(1)王國顯譯﹐清教徒的腳蹤。香港﹕以琳出版社﹐1993。

不是全譯﹐缺了七篇﹗(2)清教徒的腳蹤。華夏出版社﹐

2011。本書算是恢復原貌﹐由於Banner of Truth不授版權﹐

仍有一兩篇不譯﹐但有另文補強。) 

________,. Joy Unspeakable. 不可言喻的喜樂。校園﹐1996。

本書可說是清教徒靈命簡介。 

Robert P. Martin, A Guide to the Puritans. BOT, 1997. 這是一本

研究清教徒釋經講道集的工具書﹐有許多引得。 

J. I. Packer, Concise Theology. (Tyndale, 1993.) 中譯﹕簡明神

學。更新﹐1999。這是派克博士到目前為止所作惟一的一

本改革宗/清教徒系統神學。 

________,.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Revell, 1984. 中譯﹕活

在聖靈中。宣道﹐1989。 

________, A Quest for Godliness. Crossway, 1990. 巴刻博士是

當今清教徒研究權威之一﹐此書是收集他多年以來有關清

教徒研究所撰寫的論文。中譯﹕張麟至譯﹐敬虔之追求。(台

灣﹕中福出版社﹐預計2014年。) 

J. I. Packer & W. Robert Godfrey, Puritan Papers. 5 vols. P & R, 

2000~2005. 這套書五本﹐是將1956~1969年在倫敦由洛鐘

斯所召開的清教徒與改革宗研討會(the Puritan and Re-

formed Studies Conference)的年度報告刊物﹐重新出版而

成。這五本分別涵蓋的年度是1956~59, 1960~62, 1963~64, 

1965~67, 1968~69. (江登興按﹕這些文章會擇其要者﹐陸續

中譯在北京出版。) 

Leland Ryken, Worldly Saints. Academic, 1986. 中譯﹕楊征宇

譯﹐入世的清教徒。群言出版社﹐2011。要認識清教徒的

倫理及文化﹐這是一本好書﹐刻劃加爾文的文化使命之實

現。 

Peter Toon, Puritanism and Calvinism. Reiner Publications, 1973. 

寫到1700年清教徒團體式微﹐只有109頁﹗這是一本好書﹐

絕對值得一讀。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有售。e-版﹕ 

 http://www.anglicanbooksrevitalized.us/ Pe-

ter_Toons_Books_ Online/History/puritanscalvinism.htm。 

清教徒網站 

 近幾年來由於網路的發達﹐從前四百年來的清教徒作品﹐

甚至是未再版者﹐幾乎都可在網路上讀到了﹐十分方便。許多

清教徒的資料﹐如人名﹑事件等﹐在Wikipedia裏都有十分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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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當然還有各式各樣的網站提供更為專精的資料。 

https://allisonlibrary.regent-college.edu/collections/puritan-books 

Allison Library - Puritan Books Online是溫歌華維真學院

的圖書館﹐提供許多珍貴的清教徒原典。 

http://www.digitalpuritan.net/index.html The Digital Puritan

是2011年才開始的新網站﹐提供資源十分豐富。過去太多

數百年不見天日的清教徒作品﹐都以電子檔出現了﹐而且

是免費的﹗請多多享受吧。 

http://www.ccel.org/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是

介紹教會經典一般性的網站﹐也介紹不少清教徒的作品。 

http://www.puritansermons.com/ Fire and Ice: Puritan and 

Reformed Writings. 在這個網站﹐它還介紹許多友站﹐見

http://www.puritansermons.com/jumppage.htm#purit。 

http://www.apuritansmind.com/  A Puritan’s Mind 提供

許多歷史神學的文章。 

http://www.monergism.com/ Monergism提供許多歷史神學的

文章﹐與今日處境互動。 

http://www.westminsterassembly.org/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Project. 顧名思義﹐它將1643~1653年間所召開

的此會議的文件﹐及研究成果﹐提供給學術。 

http://www.graceonlinelibrary.org/Grace Online Library是加爾

文派浸信會的一個網站。 

一般性靈修文學 

Chou 周學信﹐無以名之的雲。歷代人物靈修默想﹐卷一。蒲

公英﹐1999。介紹靈修大師。 

Diogenes Allen, Spiritual Theology: The Theology of Yesterday 

for Spiritual Help Today. (Cowley, 1997.) 作者曾為任教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可讀性高﹐引人入勝。中

譯﹕王建國譯﹐靈修神學。更新傳道會﹐2009。 

Simon Chan, Spiritual Theology: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Chris-

tian Life. IVP, 1998. 作者為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的系統神學

教授。出身劍橋的華人學者﹐熟悉清教徒。本書內容稍嫌

深澀﹐但是一本好書﹐在此領域的題材都涵蓋了。 

Richard J. Foster,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 The Path to Spiritual 

Growth. San Francisco : Harper & Row, 1978. 中譯﹕屬靈

操練禮讚。(香港基督教學生福音團契﹐1982。) 這本書代

表貴格會(更正教非改革宗)的傳統。出版後﹐轟動一時。 

________,.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Celebrating the Great Tra-

ditions of Christian Faith. Harper San Francisco, 1998.  

James M. Houston, 趙鄭簡卿譯﹐靈修神學發展史。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中國福音會, 1995。120頁。這本小書

是Houston教授在台北的演講。十分簡略。 

Alister E. McGrath, Christian Spirituality. Blackwell, 1999. [Now 

it becomes as expensive as $90!] 中譯﹕麥格夫﹐基督教靈

修學。(基道﹐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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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靈命與宣教大業 

 最後﹐我們要說到改革宗靈命學與宣教大業的關係。一講

到宣道﹐我們就會想到馬太福音28.18-20的這段古典經文。然

而從改革宗靈命學的觀點來看﹐宣道有更好的經文是在羅馬書

第六章那裏﹗讓我從十九世紀的開西特會說起﹐這特會發掘出

這一章經文的宣道價值。 

 開西特會運動(Keswick Convention Movement)是1875年

起﹐在英國湖區所舉辦的年度夏令會。此特會之開始是受了美

國的大佈道家慕迪1873~74年﹐在英國成功的佈道之影響﹐而

開始的靈命進深追求聚會。這個特會和一般的特會不同之處﹐

在於它提供了屬靈的診斷﹐找出基督徒為何不能得勝﹑事奉沒

有果效的原因。 

 這個運動成為深刻影響華人教會之運動﹐主要是透過在此

運動之下蒙召來華的宣教士﹐以及這方面著作之翻譯﹐或其思

想之傳講。我是1971年在台灣得救的﹐那時基督徒的讀物﹐有

聚會所出版的許多作品﹐翻譯的以及許多倪柝聲先生的講道集

或作品﹐以及慕安得烈的靈修書籍等。倪氏最具有代表性的作

品厥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這本書

是倪氏於1938~39年﹐在歐洲和英國講道的記錄﹐中文譯本遲

到1963年才出版﹐其中的信息是典型的受到開西神學思想到某

種程度之信息。 

 開西特會如何為基督徒的屬靈光景把脈呢﹖羅馬書第三

到八章﹑和第12章通常成了最常用的經文所在。這個特會在第

一天著重講罪如何影響信徒旳生活。第二天則講到十字架如何

解決罪的難處﹐它著重講到罪行(複數的罪)和原罪(單數的

罪)。開西特會的神學思想屬改革宗/清教徒者﹐和聖潔運動不

同﹐不認為我們今生可以完全治死罪﹐而進入一種無罪的完全。 

 我們以倪氏的書－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為例。它在第一章

－「基督的血」－就講到罪行和原罪的區別﹐從而說到基督的

血和十字架的細微分別。(可是血不就是從十字架流下來的

嗎﹖) 不過﹐在第一章裏比較著重講到主的寶血如何洗淨人的

罪行。在第二章－「基督的十字架」－則進一步詮釋羅馬書

5.12-21那段自古以來﹑基督教著名的原罪論。開西傳承了清教

徒的屬靈遺產﹐十分看重原罪教義在教牧上的實用意義。倪氏

不用原罪一詞﹐而用「罪人」或「亞當」一詞。十七世紀英國

清教徒歐文(John Owen, 1616~1683)曾講過一系列的道﹐The 

Dominion of Sin﹐是這方面講得十分透澈的一位神學家。在開

西的第二天信息﹐它要信徒看清楚﹕基督已在十字架上澈底摧

毀了亞當墮落所帶來的罪。罪不再作王﹐它的權勢已經崩潰

了。這樣聖經真理的信息給在掙扎中的信徒﹐帶來何等的震撼

力啊﹗ 

 開西特會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不只是靈命進深追求聚會﹐

它也成了宣道運動特會﹐許多的宣教士就是在這些特會上蒙召

的。靈命如何與宣道掛鉤呢﹖其秘訣在羅馬書第六章涵義的應

用。 

 羅馬書第六章的動詞在1-10節及11-23節有一個明顯的分

野﹕前者只有直述語氣 (indicative)﹐後者出現了命令語氣

(imperative)。晚近新約學者所發現在上述兩種不同語氣之間﹑

對比的「既然與應然」的模式﹐可適用在成聖的教義上。換句

話說﹐6.11以後的「應然」所代表的漸進的成聖﹐是以6.10以

前的「既然」所代表的了斷的成聖為根基的。我們一信主時﹐

聖靈就將基督所成就的客觀的(了斷的)成聖﹐賜給我們了﹐這

一個成聖是往後基督徒追求主觀的(漸進的)成聖的根基。因此﹐

每一個基督徒都已經是成聖的﹐而且必須在這一個根基上﹐追

求更深的聖潔！ 

 6.10說﹐我們信徒向罪死了﹑向神活著﹐這是一個既成的

事實﹐是神在基督裏一次永遠做成的白白的恩典。我們一信主﹐

和罪就有了一個永遠的了斷﹐並且完全分別為聖歸給神了﹐這

是羅6.1-10所強調的真理﹐當然﹐也是我們的經歷。6.4b和6.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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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都是基督徒的新聖潔﹐是神所賜的。這些不是我們追求得

來的﹐而是我們一信主就蒙神所賜的。所以﹐每一個與主一同

復活的基督徒都「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那就是「在復

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這也叫做「向神活著」。 

 倪先生的書用了三章的篇幅(第三到五章)來講這個了斷成

聖的教義。這是仿效開西的作法﹐先把信徒感覺上的掙扎﹐引

到基督既完成的救贖成果上。 

 開西通常在第三天就進入羅馬書第六章的下半段。因為有

了斷的成聖﹐所以要有漸進的成聖。下半段共用了六次三個命

令式的動詞﹕「當看」(11節兩次)﹑「[不]要容」(12節)﹑「要

獻」(13節兩次﹐19節一次)。所以﹐我們看見漸進的成聖是同

時有兩部份的﹕ 

向罪當看自己是死的不要容罪作王不奉獻肢體給罪 

向神當看自己是活的[要容恩典作王]奉獻肢體給神 

「奉獻」是宣道之必須﹐它的來源在此﹐這裏所說的奉獻﹐是

將主權交給神﹐而非在事奉上的奉獻﹐但這是根基。在這裏﹐

基督徒開始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了。只要他/她順服神﹐神若

呼召他/她出來作宣教士﹐他/她就會甘心樂意地走上宣教之

路。這是我們在當代許多宣教士之傳記上讀到的見證。倪先生

的書第六章也講到了這個主題。 

 開西特會順著羅馬書的教訓﹐到了第四天的主軸就是神兒

女在聖靈裏的生活。羅8.13b是漸進的成聖經文總結﹕「若靠

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然其細節正如羅6.11-23

所言。治死與得生是同時發生的﹐得生的秘訣在於治死。聖靈

在此命令我們治死自己﹐讓我們順服吧﹗第一步﹕向罪算自己

是死的。第二步﹕不要容罪作王。第三步﹕不將肢體獻給罪。

第二步是在我們的慾念裏的﹐而第三步才是在行為上的。沒有

第二步﹐不可能有第三步的。我們怎樣勝過罪呢﹖勝不過的﹐

只有一個辦法﹐向罪死﹐這是主耶穌的辦法﹐所以﹐祂帶領我

們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了。有了這一個根基﹐我們才可以進一步

地在聖潔中增長。 

 其實﹐基督徒生命真正的難處都是發生在羅馬書第七章下

半所提及的我們在肉體和聖靈之間的爭戰。這種經歷是追求成

聖必然遇見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書在這點上著墨甚多﹐用

了四章(第七到十章)。 

 到了第五天﹐開西的高潮到了﹐它就進入相當於羅馬書第

十二章的內容﹐論及在基督身體裏的事奉。當神的大使命呼召

臨到一個人時﹐他/她欣然赴命。然而﹐在倪氏的書裏﹐到了

最後的四章(第11到14章)﹐其內容轉向了奧秘派的題材﹗35
 羅

馬書第12章﹐或說第12到16章裏一些十分實際的內容﹐在他的

書裏幾乎不提了。但是開西不是如此﹐它謹守羅馬書的軌道﹐

將神的百姓帶向實際的生活裏﹐活出真正得勝有餘的光景來。

宣道運動是它的副產品﹗ 

 猶記在我得救的時候﹐華人教會的出版不少是深受開西神

學之影響的。那時﹐慕安得烈的書十分的流行﹐神的百姓普遍

喜歡讀經聽道。生命之奉獻是教會十分重視的道理。不一定主

日講台傳講這一些道理﹐但是講述這方面信息的出版物卻是十

分的豐富。 

 今日﹐開西的作品和羅馬書在成聖等信息曾大受重視﹐而

                                                 
35

 倪柝聲先生所著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書的第11~14章﹐都帶著奧秘派的

色彩﹐或許解釋了小群運動的走向﹐也解釋了它為何承受開西神學﹐卻結

不出類似開西運動宣教果子的原因。他在「在基督裏面一個身體」(第11

章)裏﹐以為主的死有積極的一面﹐「主要的不是為著贖罪」﹐「與罪無關

的」(205)﹐他的教會論更清楚表達在他的以弗所書的信息－聖潔沒有瑕疵

的－一書裏。人的三分法在他的思想裏可謂登峰造極﹐他對人的高估﹐可

能成為他的小群運動的致命點(Achilles heel)。 

 「十字架與魂生命」(第12章)一看章名﹐就知道它透露強烈的奧秘派

之信息。「背十字架」(第13章)延續第12章的信息。「福音的目的」(第14

章即末章)以伯大尼的馬利亞用香膏抹主一事﹐給他的奧秘派信息作一結尾

與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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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似成廣陵絕響。如果大使命仍是大使命的話﹐那麼﹐改革宗

神學所領會的羅馬書的信息﹐應當仍成為促成神的百姓蒙召踏

上宣教之路最佳的管道。盼望改革宗教會或基督徒在出版﹑神

學教育和牧會等方面﹐仍然作神的好僕人﹐傳遞最有效的信息。 

附錄﹕歐陸敬虔運動 

[以下文字﹐取自當代神學辭典內的「敬虔主義」項下。] 

 敬虔主義(Pietism)在基督教二千年的歷史中﹐敬虔主義是

最不被了解的運動之一。敬虔一詞的英文源自拉丁文的pietas﹐

指恭敬﹑效忠﹑公義等﹔這拉丁文詞語又是來自希臘文的

eusebeia和希伯來文的āsd﹐解作仁慈﹑敬虔﹑良善。希

臘文的eusebeia在新約用過十數次﹐多是譯作敬虔或宗教。但

敬虔一詞也有可能用在反面意義上﹐中外皆然。英文有時是指

虛偽或假裝的特性﹐德文的Pietismus則是指信義宗內主張改革

的人﹐是由他們的敵人起的綽號。但從正面的角度來說﹐此名

是指由施本爾(的名著敬虔願望)所引發的屬靈運動。 

 史家通常認為施本爾是敬虔主義之父﹐在德語世界﹐人更

認為他在宗教上的貢獻僅次於路德。他是法蘭克福著名的聖彼

得大教堂主任牧師﹐還年輕的時候便公開表明對教會的敗壞不

滿﹔這無疑就是對當代正統主義者的不滿﹐他們對社會的罪

惡﹐和因「三十年戰爭」(1618～48)而造成的恐怖後果﹐已經

完全視若無睹。施本爾立下決心要改變情況﹐便提出「敬虔願

望」(參同名的一本書﹐Pia Desideria)以改革教會。他倡議︰

1. 更多的研經﹐指個別的及在「敬虔聚集」(Collegia pietatis)

時研經﹔2. 實行信徒皆祭司﹐增加平信徒的事奉機會﹔3. 在

日常生活中實踐基督教的教訓和無私的愛﹔4. 以誠懇禱告的

心與不信的及異端來往﹐透過好的榜樣﹑有力的對話和愛心﹐

把他們挽回。此等建議立刻引起教會的爭辯。 

 施 本 爾 的其 中 一個 屬 靈 兒子 是 富朗 開 (Francke, 

1663~1727)﹐他在1689年曾嘗試在萊布尼茲大學實踐這些原

則。這個年輕講師組織聚會﹐目的就是想要更深入地研究聖

經﹔後來又組織「愛聖經團契」(collegium philobiblicum)﹐且

很快就吸引了許多學生和巿民參加﹐後來還因為參加的人數太

多﹐被在上的人取締了！反對他的教授團還公開地宣告︰「我

們的使命是要使學生更有學問﹐不是更敬虔。」有一位詩歌教

授起來為這運動辯護﹐以一種讚歎的心尊稱他們為「敬虔者」

(pietist)。 

 後來施本爾促成了哈勒大學(Halle University)的創立﹐富

朗開被邀請成為教授。他一邊教書﹐一面作牧養的工作﹐還創

立了許多機構﹐如孤兒院﹑聖經公會和收容寡婦的地方。富朗

開成了組織敬虔運動的奇才﹐而哈勒大學則成為世界發布敬虔

文學﹑差派敬虔宣教士及敬虔信仰的中心﹔影響所及﹐遠至蘇

聯﹑北歐﹑英國和北美洲大陸。 

 這股影響力覆蓋的領域異常廣闊﹐好些歷史學家就用「敬

虔主義」一詞來代表整個運動﹐包括荷蘭敬虔運動﹑清教主義﹑

衛斯理復興和大奮興。另有些人則把此名限囿於由施本爾﹑富

朗開﹑本革爾﹑親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60)等人

發起的運動。現在愈來愈多人亦把英國和美國基督教的敬虔言

行包括在內。 

 雖然我們可以看敬虔運動的根是源自神祕主義﹑重洗派以

及荷蘭的改革宗團體﹐而好些日後比較極端又具分離傾向的團

體也加入這運動﹐敬虔主義的中心思想有時不易得知﹐但我們

仍然可以透過分析早期領袖的思想而得知。伯麥(Jacob Boehme)

和亞爾諾得(Gottfried Arnold, 1666～1714)等人的思想可稱為

極端的敬虔主義。早期及近代批評者指出﹐敬虔主義者犯了主

觀的毛病﹐把人高置於神之上﹐又從人的經驗和需要來定出宗

教的標準﹐這樣的個人主義容易叫信仰變質。不過敬虔主義則

反駁說﹐路德提出了教義的改革﹐這種改革必須帶來生命的改

革﹐他們相信自己做的正是這種工作︰信仰必須在愛中活出

來。他們強調﹐信經的內容必須接受聖經神學的試驗﹐這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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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加上他們較具民主意味的建議﹐難怪教會會感到她的權柄

受到挑戰。 

 無論怎樣﹐敬虔主義者期望的是改革教會﹐不是分裂教

會。敬虔者強調要小心研讀聖經﹐並且要研究原文的聖經﹐也

要把聖經應用在屬靈的領域上。這種主張雖然容易陷於私意釋

經的危險﹐卻實在能叫人重新確認改教時期特別重視的聖經權

威。從一開始﹐敬虔主義就要面對律法主義的陷阱﹔不過施本

爾和富朗開由始至終都是信義會的﹐仍然堅持重生是因信稱義

的一部分。與中世紀天主教強調功德的做法不一樣﹐他們強調

使人成聖的恩典。有時敬虔主義的神學容易讓感情亂發﹐不受

控制﹐但對早期的領袖來說﹐人對聖靈的經驗只是人獲取啟示﹐

而不是代替啟示的途徑。 

 不管他們是怎樣反對墮落世界中許多敗壞的暗流﹐施本爾

對啟示錄的解釋卻不是出世的(other worldly)﹔他相信人若肯

與神合作﹐改善人的生命﹐我們仍然可以期盼較好的生活。敬

虔主義論到出世及苦修的言論﹐必須本於富朗開對普世關懷的

角度來解釋。整體來說﹐施本爾和富朗開是努力在古板的教義

和亂發的感情之間取其中庸﹐嘗試平衡信心與行為﹑稱義與成

聖﹑完全否定或完全肯定世界﹐並且藉著愛鄰舍﹑仇敵和神的

創造﹐來履行他們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