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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

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提前

四1)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

冕。」(啟二10)
遠自新舊約時代，神的兒女們就不斷要面對堅

守信仰、抗衡文化、維護道德、辨別異端、慎防背道

等難關。他們靠着神的話(聖經)，神所賜的智慧與果

斷，多次應付並解決來自各方的挑戰。以下列出幾項

較明顯的實例：

聖經「正典」確定的挑戰

自從摩西五經以來，以色列人及教會面對選擇

及確定聖經「正典」之重任。 神向祂的僕人們默示

並藉著他們的手寫下了聖經。舊約的寫作前後達千年

以上。今日英文聖經之舊約正典，是根據主後四世紀

武加大(Vulgate)譯本而來。

新約時代，初期教會從主後二世紀開始面臨聖

經正典(Canon)的問題，靠著神的引領，經過多次會

議，終於在主後四世紀的迦太基(Carthage)會議中，

得以解決。

歷代教會之危機與轉機

第四世紀開始，教會面對基督的神性、人性和

多項教義問題。例如：尼西亞大會(325)就是討論基

督的神性和人性。大會所發表的尼西亞信經，清楚闡

明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是三位一體

真神的第二位。奧古斯丁(主後四世紀)時代，教會確

定了有關罪惡及罪性等深奧題目。

主後十六世紀(1517)，宗教改革運動宣明「因信

稱義」的道理；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
時代，重生是重要課題；而慕迪(D.L. Moody, 1837-
1899)時代，教會對聖靈論也曾熱烈討論。

十九世紀末，從德國及歐洲興起的新派神學

(Liberalism)及聖經批判(Biblical Criticism)等理論，

敗壞了多國教會的信仰。二十世紀下半葉，基要派及

福音派的信徒群起反應，召開福音會議，並發表信仰

宣告，如《洛桑信約 》(1974)、《華福宣言》(1976)、
《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1978)等，高舉主的名，匡正

神的道。

今日教會之危機與轉機

二十一世紀的教會，特別是福音信仰的教會，

面對新的挑戰與危機。我們依然要靠主恩典及聖靈大

能，守住陣腳，步步為營，並且廣傳福音，擴展神國

在地上。

保羅提醒提摩太的話是我們今天要特別留意

的：「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

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提前四1)
異端(Heresy)與背道 (Apostasy)兩者意思不同。

「異端」是錯誤(不合聖經)的信仰。「背道」乃指已經

相信耶穌的人(或教會)，後來因種種原因離開(depart)、

今日福音派
教會的
王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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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棄(abandon)，甚至背叛 (rebel)他們的信仰。

今日教會面臨的多方面挑戰，非本篇幅所能交

代，茲僅選擇三要點，與大家分享：

一、背道洪流的氾濫

背道之事，自古有之。主前六世紀，猶大國經

濟繁榮，但信仰及道德墮落，先知哈巴谷向神求告：

「耶和華阿，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

(哈一1)今天的世界，尤其是美國和歐洲，正似當時

的猶大國，逐漸忘記上帝，步步向下。列舉美國一些

事例如下：

1. 1920-1960 年代，美國的信仰及文化經歷了大

改變。美國和西歐多個國家漸漸成為後基督教(Post-
Christian)國家。

2. 一個明顯而公開的例子發生於1930年：當年

保守信仰的梅臣博士(Dr. J. Greshem Machen)被新派

信仰的美北長老宗開除牧籍(Defrocked)，這個消息

轟動全球，更代表一個時代的轉變。

3.  向世俗「妥協」成為傳統信仰及文化的取

向。

4. 1960年代的「性革命」進一步敗壞了美國的

社會、文化、道德及家庭。

5.  二十世紀中期開始的同性戀及同性結合運

動，在廿一世紀更明目張膽的違反傳統道德、家庭制

度及聖經教訓。多個州已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

6. 聖經及基督教純正信仰遭受更多攻擊並被邊

緣化。

7. 昔日為訓練教會領袖而設的高等教育學府，

如哈佛(Harvard) 、耶魯(Yale) 和普林斯頓(Princeton)
等，竟逐漸成為反基督教中心。

二 、 廉 價 恩 典 的 迷 思 ( C h e a p  G r a c e 

Complex)

所謂「廉價恩典」一詞，是從德國神學家潘霍

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的神學思想與警告

中產生出來的。

潘霍華出生於德國上層社會家庭。先後在柏

林、杜平根及羅馬讀書。然後到紐約協和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就讀 。(宋尚節博士亦

曾就讀該校，而且幾乎失去信仰。)

當時在德國，希特勒及納粹黨勢力一步步興

旺，正在進行統治德國。潘霍華歸心似箭，雖有多位

朋友勸阻他回國，但他仍毅然決心回去。

回德國後，潘霍華擔任柏林大學系統神學講

師，他反納粹的立場也越為明顯。他創辦了一間神學

院，也被納粹黨關閉了。他於1943年被捕，監禁於 
Flossemburg 獄中，受盡折磨，但志向與信仰堅定不

移，終以叛國罪 (High Treason) 被判絞刑。

行刑的時候，潘霍華站在絞刑台前。當時德國

的監規，犯人須先將全身衣服脫光，然後赤身受刑。

行刑時刻到了，那曾多次審訊他的秘密警察來到他

身旁，見他在發抖，問他說：「你害怕嗎？」潘霍

華回答說：「不，我只是寒冷。」警察對他說：「這

是最後了。」(This is the end.) 潘回答說：「不，不

是！」(No, it's not.)然後他以堅定的腳步踏上了絞刑

台。那是 1945 年4 月9日的事，距盟軍勝利、德國投

降 (1945年5月7日)還不到一個月。

潘霍華思想淵博，著作等身，其中包括《聖徒相

通》(Sanctorum Communion)，《行動與存有》(Act and 
Being )，《創造與墮落》(Creation and Fall )，《基督

論》(Christology)，《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追隨

基督》(Cost of Discipleship) 及《倫理》(Ethics)等。他

寫作中最出色、並堪為廿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神學作品

之一，就是他在獄中的寫作，後來收集成書的《獄中

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潘霍華強力提醒教會需要防止「廉價恩典」之

影響及流行，其要意如下：

1. 福音派教會有時將「救恩」看為個人免下地

獄之保險單，以及上天堂的單程票。

2. 福音派教會努力傳福音引人歸主，但不注重

教導聖潔與公義。

3. 福音派教會注重「得救」，但不夠注重「成

聖」。

潘霍華提醒教會：

1. 基督是我們的「救主」，也是我們「生命之

主」。甚多基督徒接受基督為救主，但拒絕祂為生命

之主(一切順服基督)。新約聖經稱耶穌為「救主」16 
次，稱耶穌為「主」有420 次。

2. 「稱義「與「成聖」必須有平衡的教導，而

且切實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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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悔改，希臘文原意兼含：

Epistrepho (轉身)
Metanoia (悔改)
Metamelomai (改變主意)

綜合以上三字的總意就是：意念與行為的徹底

改變。

4 .  潘霍華所著的《追隨基督》 (  C o s t  o f 
Discipleship )，書名直譯應為「作門徒的代價」。該

書解釋了何謂「廉價恩典」及其影響。不錯，我們得

救是因信而白白得救，完全是靠主耶穌十字架救贖之

功，不是靠我們的行為。但是得救之後卻是要天天背

起十字架來跟隨主。(路九23)。當主耶穌呼召門徒跟

從祂時，祂實際上是呼召他們來與祂一同面對十架，

一同面對死亡(約廿一19)。當然，也面對未來的復活

與得榮耀。

惟願今日教會(特別是福音派教會)從今天的文化

潮流中醒悟過來，脫離「廉價恩典」的影響，不單注

重人得救(Justification)，也要造就信徒，幫助他們走

進成聖  (Sanctification)的人生，完成神的全備旨意。

三、新興教會的挑戰

最近十多年來，在福音派教會內產生了一個

新的運動，他們自稱為「新興中教會」(Emerging 
Church) 或「新興教會」(Emergent Church) 。因

為歷史仍短，目前該運動尚未有完整的信仰章程

(Statement of Faith)、事工細則及組織系統等。但因

其領袖們較為年青，會友多為知識份子，故人數增長

迅速，並已傳播植堂於美、英及其他多國。

今天信仰純正的福音派教會領袖們，應即迅速

多予注意該運動。一方面在合適機會下對他們加以勸

導與幫助，另一方面要防止本教會理想主義的青年們

受其迷惑引誘，走入偏路。

目前有關「新興教會」已有多本專書研究(見文

末資料)。本文主要採用卡森博士(Dr. D. A. Carson)所
著《認識新興教會》(Becoming Conversant with the 
Emerging Church，潘秋松等譯，美國麥種出版社，

2007年)之資料，盼對大家有所提醒和啟迪。

1.「新興教會」目前情勢 

這運動尚未定型，其界線不清晰，也無較統一

之觀點及領袖。

此運動之迅速發展，是因為他們將文化中許多

早已流行的觀念予以匯聚、整理，這些都是教會思考

中的問題，弟兄姊妹未成形的隱憂，他們特別加以強

調。

所以難怪有些作者本不屬於新興運動，但他

們的書籍及文章卻已經包含了該運動的價值觀，因

而也歸屬了他們。例如Peter Ward所帶領的Liquid 
Church(液態教會)，其思想接近新興教會，故被視為

他們的成員。

英國浸信聯會本來強調「相信」是在「歸屬」

之前，但受了新興教會(Emergent Church)「相信」在

「歸屬」之後的理論影響，改變了他們的信念，跟從

了他們。

2. 「新興運動」之特徵

(1)「新興教會」的會友很多來自保守的福音派

教會。

(2) 會友大多數為青年。

(3)領袖們也多為中年或以下，新興教會領袖們

包括： Jim Belcher, Tony Jones, Doug Pagitt, Brian 
McLaren (麥拉倫), Steve Chalke (喬克), Alan Mann
等。

(4) 他們中間不少會友(特別是領袖們)主要是因

為「不滿」原屬教會，而加入這些新興教會。

(5) 他們主要是「抗議」原屬教會之下列各點：

a. 關於十架贖罪：神若赦免我們，為何不乾脆

直接赦免了事？為何因着我們的罪而懲罰一個無辜的

人來代替我們，聽起來不公平，好像神在虐待兒童。

b. 「 好消息」(福音)應多注重與神和好，而不

是多講神的審判。

c .  新興教會不憎惡同性戀者，反而憎惡那些

「憎惡同性戀者的人」。

d. 新興教會認為講台不應再用命題式的講道，

不要談罪，而是講故事。教會是講故事的地方；自己

失敗的故事，神人互動的故事。他們的一位講員說，

12年間他只講了兩次罪。     
(6) 新興教會無信仰中心，他們的某些寫作，缺

乏聖經根據。就以其領袖麥拉倫所寫的〈我所認識的

七位耶穌〉(The Seven Jesuses I have Known) 為例，



5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90   February 2011

麥氏在該文中描繪保守派更正教的耶穌、五旬節/靈
恩派的耶穌、羅馬天主教的耶穌、東正教的耶穌、自

由派更正教的耶穌、重洗派的耶穌，以及受壓迫者的

耶穌。

對上述文章，卡森博士的分析是：這篇文章盡

管使用了「我所認識」這個標題，麥拉倫卻不真正認

識天主教的耶穌或自由派的耶穌，或其他幾個傳統的

耶穌；他只是在這些宗派及傳統中，隨意挑選一些抽

離時況的片段來建構他自己的耶穌。

(7) 麥拉倫在神學上大膽的抄襲了加爾文派的

「鬱金香」TULIP 神學思想架構：

a. 加爾文派的「鬱金香」Calvinism's TULIP
i).  Total Depravity(全然墮落) 
ii).  Unconditional Election(無條件的揀選)
iii). Limited Atonement(有限的贖罪)
iv).  Irresistible Grace(不可抗拒的恩典)
v) .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聖徒的堅忍)    

b. 麥拉倫的五項McLaren's TULIP
i).  Triune Love
ii).  Unselfish Election
iii).  Limitless Reconciliation
iv).  Inspiring Grace
v).  Passionate, Persistent States

新興教會運動，實際上是一個抗議運動。他們

雖有不同支派及理念，但卻有一個共同心態，就是對

傳統福音派教會的指責。他們認為福音派反智、偽

善、浮淺、孤獨、內向、驕傲、自義，並注重成功

神學、討好慕道友、有市場情結、追求娛樂性等。

因此，新興教會一些領袖們號召建立「深度教會」

(Deep Church)。

3. 新興教會對傳統福音派的七項抗議

(1) 福音派被擄於啟蒙運動的理性囚牢

―― 不重啟示而重理性

(2) 狹窄的救恩觀

―― 只注重稱義(得救)，不注重成聖(生命)
(3) 「相信」在先，「歸屬」在後

―― 以「信條」為教會把關。教會缺乏「開

門」態度

(4) 落伍的敬拜

―― 敬拜方式及音樂傳統守舊，不能與現代

人溝通接軌

(5) 講道乏力

―― 多屬頭腦知識，缺乏生命餵養

(6) 教會觀虛弱

―― 重形式而輕宣教，重堂會而輕差遣

(7) 本位，孤立

―― 不願入世改造文化，作光作鹽

卡森博士最後對「新興教會」兩位重要的領袖

麥拉倫及喬克的評論：「麥拉倫及喬克兩人大體上已

經離棄了福音。或許他們的修辭與熱心已經將他們

引入歧途！」(頁264)在同書265 頁註釋中說：「在

經過冗長的公開辯論之後，英國福音派聯盟(British 
Evangelical Alliance)已經正式與喬克分道揚鑣。這是

既可悲的，又必須的，且是可欽佩的」。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一9)歷史不斷重

演，循環不止，改革之後又迷失，迷失之後再改革。

今天的教會面臨再改革的時機。

福音派教會經歷數世紀的爭戰、失敗、更新與

復興，直到今日。願慈悲的天父，教會的主，及聖善

的靈，保守看顧祂自己的教會，堅固教會的腳步，走

這條末世的道路，至死忠心，直到見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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