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架神學的反思﹕
五個唯獨的精神

耶和華啊﹐榮耀不要歸與我們﹐
不要歸與我們﹔

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
歸在你的名下﹗(詩115.1)

2017/12/30 福音大會.  張麟至牧師



宗教改革五百週年整
(1517/10/31~2017/10/31)

宗改的意義是恢復神主權的恩典
目的是將教會帶回到新約的理想
過去五百年的歷史軌跡裏﹕

宗改走到那裏﹐那裏就有復興！

教會是否很久不見復興的影子﹖
教會今日距離宗改有多遠？
教會距離神主權的恩典有多遠﹖



現代化帶來的好處﹕
科學發展﹑科技文明﹑良性資本主義﹑民主政
治…都是宗改帶來的成果

一旦遠離宗改﹐這些美果都將變味
世界各式各樣的問題﹐解答只有一個﹕
人類切需神主權的恩典
1500年前聖奧古斯丁肯定它
五百年前改教家們擦亮它
今日它也是教會復興的關鍵



華德飛
(B. B. Warfield, 

1851~1921)：

宗教改革是奧古斯丁恩
典教義所開的花朵

我們渴望神的恩典再度
開花結果嗎﹖



我們以此來回顧五百年前宗教
改革時﹑所綻放美麗的花朵。

宗改「五個唯獨」

• 唯獨恩典

• 唯獨基督

• 唯獨信心

• 唯獨聖經

• 唯獨神榮



宗教改革的軌跡

I. 唯獨恩典﹕1517/10/31 九十五條

天主教已全面地聖禮化
路德首先打擊的就是懺悔禮
贖罪券不能解決人的痛苦…



左上：煉獄
(Ludovico 

Carracci)

右：神曲裡的
煉獄

左下：神曲的
作者但丁眼望
著煉獄



從這張圖表﹐我們可以感受並明白路德當時所面
對的是一個怎樣歪曲的宗教世界。煉獄在天主教
是十分重要的教義﹐此時路德尚未反對煉獄。



路德釘九十五條 by Julius Hübner



Luther 95 Thesen. 1517 Nuremberg printing as a 

placard, now in the Berlin State Library

• 第37條宣告﹐「任何活著或死了的真
基督徒﹐即令沒有贖罪券﹐也都分享
基督和教會的一切恩惠﹐這些恩惠是
上帝所賜的。」

• 奧古斯丁恩典論看清懺悔不是聖禮﹐
而是神賜給人悔改的恩惠﹔而當時的
新潮流(Via Moderna)＝天助自助者。
神絕不會雪中送炭﹐只會錦上添花。
VM不講白白恩典﹐而是「人有了什
麼﹐神才加上的」恩典

• 贖罪券頗有VM思想的意味



威騰堡的城堡教堂﹐木刻是Lucas Cranach the Elder 

(1509)的作品；照片是現況；大門曾釘九十五條而出
名；其塔部刻有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我神乃
是大能堡壘)一語



• 釘九十五條後﹐威騰堡大學(1502)突
然間在歐洲出名﹐吸引學子求學。

• 墨蘭頓(Philip Melanchthon, 1497~ 

1560)於1518年夏加入為希臘文教
授﹐他擁護路德﹐終身良友。



贖罪券的詐騙技倆應運而生

九十五條﹕真正的罪得赦免﹐以及救恩的
確據﹐乃是神的恩賜﹐絕非金錢可以買
得﹐也非苦待自己的懺悔禮所能獲得﹐唯
獨是神的恩典﹐是我們因信獲致的。

九十五條也同時把「唯獨恩典」的原則﹐
表達出來



最能發揮「唯獨恩典」者：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4/9)。1937寫：追隨基督
(Nachfolge)﹕

• 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召他來
為祂死。…

• 廉價的恩典是教會的死敵。今
天我們必須力爭昂貴的恩典。

• …



這是昂貴的悔改恩典
海德堡辯論也提到類似的話語﹕

#19. 那些看不可見的事物﹐猶如真實發生過﹑清
楚可見的人﹐不配稱為神學家(羅1.20﹐參林前
1.21-25)﹔
#20. 然而那些透過苦難與十架﹐而明白屬神可見
而彰顯之事的人﹐才可稱為神學家。

唯獨恩典是昂貴的﹑而非廉價的﹗



II. 唯獨基督﹕1518/4/26 海德堡辯論

• 海德堡辯論會是修會本身聚
集﹐辯護奧古斯丁神學。修院
早毀於戰火﹐僅在大學老建築
後留其街名﹕Augustinerstrasse

• 1983年路德降生五百週年時﹐
該市在該街旁廣場上做了一塊
直徑三英尺的紀念碑﹐碑上寫
1518/4/26。



左上：海大校徽 左下：海大古樓內聚會廳

• 聚會是在大學聚會廳；目前所見者
是後來重建超豪華的巴洛克大廳。

• 在九十五條事件後﹐教皇要修會內
部先自行處理。他們在1518/4/26聚
集在海城辯論。有大學教員和道明
會修士來參加。

• Staupitz挑選路德主持辯論。修士們
辯論他所提出的28個論點﹐丁點未
提贖罪券。 此會留下記錄很少﹐但
是28條辯論則完整保留下來。



想像海德堡辯論的繪畫
會場上有黑衣會(奧古斯丁修會)之外的成員參
加。路德此次贏得了布塞珥等人的支持



• 「十架神學」在海德堡辯論裏出現兩次
(#21, #24)﹐日後鮮有出現﹐但它是路德神
學十分重要的觀念。路德批判當時經院哲
學裏的「誇耀神學」。

• 路德強調意志不是自由的﹐它只會加添人
在神面前的罪惡﹐愈做愈錯。他在第26點
裏表達奧古斯丁神學的立場﹕

• 律法說「做這事」﹐卻從未做成；恩典說
「信這事」﹐諸事就都成就了。

• 這場辯論打破天主教界沉悶局面。奧古斯
丁恩典的教義壓抑千年﹐終於一吐為快。



路德神學最佳的說帖(第21點)﹕

誇耀神學稱惡為善﹑稱善為惡；
十架神學則按實情辯明一事。

半伯拉糾主義被一掃而空。十架神學與誇耀神學
對立﹐路德亦把矛頭對準了教會法規(canon 

law)﹑諭令﹑哲學﹐一併擊潰它們﹐以改革教
會﹐唯獨回到釘十架的基督。



III. 唯獨信心﹕1519/Jan 寺塔經歷
下：威騰堡的奧古斯丁修道院

•該寺塔下之沉思﹐是
路德靈性突破之關鍵。
他對神的公義之領會
是他一生事奉的分水
嶺。其掙扎是長年累
月的。



在那年同時[1518底或1519初]﹐我又重新回頭講解詩
篇。我有把握﹐比起我先前在大學裏講解聖保羅寫給
羅馬人的書信﹑給加拉太人的書信﹐和給希伯來人的
書信﹐我是更好的學者了。我真的因著明白了保羅的
羅馬書﹐所帶來的一種特殊的香氣﹐而迷住了。但是
在此之前擋在我路上的﹐不是心中的冷血﹐而是第一
章[十七節]裏單單的一個字。「神的義…顯明出來。」
因為我恨那個字「神的義」…我所受的教導而有的領
會是…那是有關形式的(formal)或主動的(active)公義…

神以此種公義為義﹐並且懲罰不義的罪人。…



我不愛公義的神…我恨祂﹐祂懲罰罪人﹔而且恕我幾
近褻瀆的說﹐我暗中嘀咕﹐我在和神嘔氣…良心劇烈
地受苦…。雖然如此﹐我在這個字眼上情詞迫切地揣
摸保羅的意思﹐甚想知道聖保羅到底要講的是什麼。

最後我晝夜思想﹐因著神的憐憫﹐我注意到了這段話
的上下文…我開始明白了神的義是義人靠著神的禮物
－就是因信－生活的依據。這經文的意思是說﹕神的
義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了﹔也就是說﹐義是被動的﹐
慈悲的神以此義﹑因信稱義我們…至此﹐我感受到我
是完全地重生了﹐而且穿過了大開的門而進入天堂。



神的義是被動的﹑算給的﹑恩賜的﹑外加的﹐而
非主動的﹑積德的﹑懲罰的﹑本質的。

這個突破的經歷究竟發生在何時﹐學者有不同的
辯論。但以為寺塔經歷發生在1518~19年間－即
1517年贖罪券事件以後－最重要的依據﹐即路德
在上引文裏所說的﹐是當他再講詩篇之時﹐即
1518~1519的冬天。



IV. 唯獨聖經﹕
沃木斯國會
(1521/4/17~18)

• 1521/4/16路德到達沃木斯時﹐號手歡迎他﹐帝國隊伍引
導﹐民眾上街要看看這位僧侶﹐城門有兩千人…﹗

• 4/17下午四點進入國會。皇帝﹑顧問﹑教庭代表團﹑七選
侯﹑王公貴族…還有一堆他的作品。沒有辯論﹐Eck只問
他﹐「你寫了這些書嗎﹖有些書你打算撤回嗎﹖」他的回
答是﹐「書都是我寫的…求你給我更多時間回答。」



• 4/18較晚時被傳喚。他解釋書分三類﹕講信仰與
行為者不可撤回﹔攻擊教皇制者不可撤回﹔攻
擊個人者也不可撤回﹐因為對手都在護衛教皇
制。以德語講了十分鐘﹐再重覆以拉丁語。審
問者就是不辯論﹐只問「你撤還是不撤﹖」



路德最後說﹕
除非我折服於聖經的見證或清楚的理性(因為我
不單獨相信教皇或大會﹐他們常會犯錯﹑且自相
矛盾是眾所週知之事)﹐我只被我所引的聖經捆
綁﹐我的良心只受神的話拘束。我不能﹑我也不
願收回任何事物﹐因為違背良心而行是危險且不
對的。我無法另做他事﹐這是我的立場﹐願神幫
助我。阿們。
這一席話改變近代歷史﹐重寫教會軌跡。



路德在1521/4/18講的話改變近代
歷史﹐重寫教會軌跡。最後一句
名言在天主教方的記錄是沒有
的﹐但極早已出現路德選集裏。
沃木斯並未改教成功﹐仍屬天主
教。主教宮殿不復存在﹐只在路
德答辯所在地立碑作紀念。其鎮
上有一個宗改紀念碑群。



1523年Torgau加入宗改﹐在宗改史上佔有重要地
位。其Castle Church在王宮旁﹐是第一座宗改後
自行設計的教堂。講壇三邊有三幅畫：行淫被拿
婦人﹑孩童耶穌在聖殿詢問拉比﹑耶穌潔淨聖殿。
分別代表唯獨恩典﹑唯獨聖經﹑唯獨信心。



V. 唯獨神榮﹕
路德&伊拉斯莫辯論(1524/9~1525/12)



•伊拉斯莫的宗教是倫理性的﹐他對經院哲學反感﹐對
教義也甚不喜歡。而路德在這期間在教義上有了天大
改變。不少伊氏粉絲轉去跟隨路德﹐伊氏必須出手批
判…

•攻擊點在意志的自由﹐伊氏於1524/9出版論意志的自
由﹐認為聖經於此並不明朗﹐要訴諸經驗與理性﹕人
既然有選善的道德責任﹐就說明人必有能力為之﹔所
以人即使有原罪﹐其意志仍是自由的。在救恩上﹐神
人是合作的。

•人文主義者雖然欲去經院哲學而後快﹐但是他們仍沿
習半伯拉糾主義﹐不將榮耀唯獨歸給神。



• 路德到1525年底才出版論意志的束縛以
為答辯。人的意志就像一頭在[神鬼]之
間的野獸。假如神騎在其上﹐它就意欲
與行出神所意欲者。…假如撒但騎在其
上﹐它就意欲與行出撒但所意欲者。其
意志也無能力選擇它要那位騎士來騎﹐
然而騎士會鬥爭﹐看他能否駕馭或管治
該意志。

•神釋放了我們﹐意志才得自由選擇神。
救恩是神獨力成就的﹐榮耀唯歸祂。



唯獨神榮﹕慈運理
• 1519年一月起慈運理擔任
蘇黎士大教堂講員。不管
原訂次序﹐從太一章開始
傳講﹐以講台作改革平台

• 當時瘟疫流行﹐他也病倒
幾乎要死。在病中全然依
賴神﹐但知他是選民﹐深
感天命的保守。預定論對
他而言﹐是神學也是生活
經驗。他在宗改一開始﹐
就將榮耀唯獨歸給祂。



唯獨神榮﹕加爾文的

突然歸正應在1534/5/4前
•其經驗中心乃是藉著聖經聽見
了神的聲音﹐因而得知神的旨意
必須順從。自此神居首位﹐與天
主教脫離。詩篇註釋序言提及﹕

•從童年起﹐父親就有意要我讀
神學。但前景突然使他的心意改
變了…就叫我轉習法律。出於順
服父親﹐雖然我盡力去讀﹐但最
後神卻藉著秘密天命的韁繩﹐改
變了我的道路﹐往另一方向去。



•藉著不可預期的歸正﹐祂將一個心思
多年頑強的我﹐馴服為可教之子…。
所以我所領受的真敬虔之滋味﹐使我
像火一樣焚燒起來﹐有這樣的一個願
望要追求主﹐以至於我其餘的研讀追
求與此比起來﹐要冷淡多了﹐雖然我
還沒有全然放棄。一年尚未過去之
前﹐任何想要學習純淨教義的人﹐會
陸續不斷地來找我學習﹐而我不過是
一個初學者﹑很幼嫩的新生而已。
榮耀唯獨歸神！



創世記屬靈密碼

然而這些唯獨的精神﹐不是改教家們的新發現﹐
也不是新約所獨享﹐而是舊約啟示才開始時﹐其
實在創世記列祖們的經歷裏﹐就已經發現這些屬
靈的祕訣了。



唯獨信心﹕
亞伯拉罕
的經歷

• 來11.8-10, 17-19用「因著信」來論
定亞伯拉罕一生。羅馬書第四章
點評亞伯拉罕之生平特徵－信心

• 亞伯拉罕的信心都是產生在人生
危機之時。人會信靠神﹐跟危機
經驗很有關係。危機不一定會產
生信心﹐但是信心的產生必定與
危機經驗有關。人往往是在人生
危機中﹐將信心之眼全然拋在神
的身上﹐於是神工作了﹐神蹟產
生了。



唯獨基督﹕以撒的經歷

• 以撒一生事蹟和基督很像

• 以撒在危機經驗中看見了「神的羔
羊﹐背負世人罪孽的」(約1.29)。危
機經驗之所以有屬靈價值﹐是因為
人在其中領悟了唯獨基督的道理。

• 因著唯獨基督的生活原則﹐以撒的
一生常經歷到「叫死復活﹑使無變
有」的歲月。



唯獨恩典﹕雅各的經歷
• 雅各其名與「抓住﹑欺騙」的天
性有關﹐他妄想可以抓到騙到長
子的名份和祝福。他錯了﹐這些
福份是神的恩賜﹐非用抓用騙得
來的。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恩典。

• 雅各的人生轉捩點就在過雅博河
渡口﹐即毘努伊勒﹐因他與神面
對面﹐性命仍得保存。唯獨恩典
是他一生的驕傲。



唯獨聖經﹕約瑟的經歷 • 約瑟一生由他十七歲時
所做的兩個夢裏定調：
禾捆下拜的夢﹐和日月
及11星向他下拜的夢

• 十三年試煉歲月﹐性命
朝不保夕﹐約瑟還記得
那兩個異象嗎﹖長子的
祝福是落在他的身上﹐
他是恩約的傳承者﹐而
今落在卑下危殆中﹐他
記得恩約的信實嗎﹖



唯獨神榮﹕詩篇115.1

耶和華啊﹐榮耀不要歸與我們﹐不要歸與我們﹔
要因你的慈愛和誠實﹐歸在你的名下﹗ 



巴哈﹕所有音樂最終的目
的不外乎是唯獨歸榮耀給
神﹐並且叫靈魂得更新。

• 巴哈的手稿底部通常
會簽上拉丁文：

Soli Deo Gloria



今日面臨的挑戰

• Karl Barth在1934年對Emil Brunner說“Nein!”

• KB: 自然和恩典無接觸點﹐否定自然啟示

1. 新正統派



生物大爆炸：1984年在中國
雲南澄江撫仙湖畔﹐發現大
量化石﹐舉世矚目。寒武紀
(五億四千萬年前開始)初期一
兩百萬年間﹐所有的動物至
少有30門突然出現了。



• 1995/12/4 時代雜誌的封面
故事向全世界報導雲南澄
江的驚人化石

• 「進化論」和「大爆炸」
兩詞是相互矛盾的

• 它挑戰進化論﹐為創世記
第一章做見證



• 1999年中國科學院一位古生物學家到加大柏克
萊分校演講時說：「我們中國現在可以批判達
爾文了﹐但不是批判政府。」接著他笑美國人
說：「你們可以批評政府﹐卻不能批評達爾文
。」

• 寒武紀化石見證神藉著大自然向我們啟示祂的
永存和神性



• 1978及2006諾貝爾獎兩度頒發給發現大爆炸理
論之證據的物理學家﹐為創世記1.1-3作見證



1965年才從大學來的菜鳥博士
在貝爾實驗室(Holmdel, NJ)發
現了創世時的宇宙背景微波！

左：Robert Wilson

右：Arno Penzias



• COBE計劃是想看見大爆炸後﹐光首度衝出來的
斑駁的影像。

• 2006年獲獎：George Smoot & John Mather



George Smoot (COBE) 1992/4/24 於
華府做總結報告時說﹕「如果你有
宗教感的話﹐那就好像看到神一樣
﹗」



• 羅馬書1.19-20：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
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
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創世記1.1-3：起初﹐神創造
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
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
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2. 救贖不足 •靈恩運動到了第三波推出
「釋放職事」﹐即趕鬼職事。
聲言基督徒信主後﹐鬼魔並
沒有清乾淨；而且信主後還
會被鬼附…

• 接著又推出「祖宗咒詛」﹐
聲言信主不夠﹐還要清除祖
宗導致的咒詛。

• 一言以蔽之﹐都認為基督救
贖不足﹐否認「唯獨基督」。



3. 保羅新觀

左：Krister Standahl (1921~2008)

中：E. P. Sanders (1937~)

右上：James D. G. Dunn (1939~)

右下：N. T. Wright (1948~)



• Standahl: 使徒保羅與西方人良心的內省(1963)﹐
要破除人類良心對罪咎的掙扎

• Sanders: 保羅與巴勒斯坦的猶太主義(1977)﹐用
偏頗的拉比主義來詮釋保羅

• Dunn: 創造「保羅新觀」一詞﹐用界限記號來猶
太人的律法

• Wright: 集大成並用第二聖殿後仍被擄的觀念﹐
來詮釋新約﹑尤其是保羅；並將信心看成基督
的信實﹐全然排斥並定罪因信稱義之教義



• 傳講保羅新觀﹐摧毀因信稱義﹐以賴特為最﹕

• (1)他是主教﹐成功地把NPP帶入教會內﹔

• (2)他是講員﹐並藉著作強力播散其信念﹔

• (3)他被列為福音派﹐因他也講聖經無誤﹑聖經
神蹟﹑耶穌肉身復活－於是對他就沒戒心了﹔

• (4)他的表達極其凶狠﹐並非提供另一選項﹐而
是告訴讀者聽眾﹐NPP是惟一真理﹐奧古斯丁﹑
路德﹑整個更正教﹑福音派全錯﹐跟我走﹐形
同教義洗腦。



木馬屠城記

別再讓悲劇上演！



在路德臨終時﹐在他的口
袋裏有便箋寫著﹕「沒有
人能想像他澈底嚐到了聖
經的甘甜﹐除非他和先知
們一同治理教會一百年。」
最後他加了一句話﹕「這
是真實的﹐我們都是乞
丐。」





路德五個唯獨的經歷

• 唯獨恩典﹕九十五條 1517/10/31

• 唯獨基督﹕海德堡辯論 1518/4/26

• 唯獨信心﹕寺塔經歷 1519/一月

• 唯獨聖經﹕沃木斯審判 1521/4/18

• 唯獨神榮﹕論意志的捆綁 1525/十二月

五個唯獨是宗改發現的聖經救恩真理

宗改本身就是復興！



宗改復興見證﹕Hallstatt (奧地利)教堂湖景



Hallstatt湖邊尖頂教堂是奧地利著名風景的靈魂
在宗改時因信稱義的福音傳入窮苦礦區
所造成的復興連神父們也歸信了﹐主教待不下
Trent反宗改運動在該區也不奏效
在1601年時﹐橋樑摧毀﹑鹽盤停煉﹑航運封殺
大主教發兵處死教會領袖﹐焚燒其屋
但是福音派信仰繼續堅挺一百多年﹗
1734年軍隊將300位領袖﹐擄到遙遠的
Transylvania



Joseph II頒發宗教容忍諭令﹐Hallstatt還有五百位
抗議宗信徒﹐在1785年蓋起「禱告房屋」
Franz Joseph I：抗議宗可與天主教同權
1863年蓋起這座簡約歌德式的教堂
到今日﹐這教會仍是當地活潑的教會
她就像一把福音尖刀﹐插在天主教的心臟地帶﹗



復興就會回到教會

教會回到宗教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