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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綜觀教會內外局勢，當代教會所面對的最大問

題，可說乃在確定福音與大使命的內容與本質；而

當代教會所面對的最大挑戰，仍然是要忠心至死完

成福音使命的大挑戰。

今日教會有需要再次的確定：2,000年前主耶穌

和眾使徒所傳講的福音，到底是甚麼樣的信息；其

核心內容講些甚麼？具有那些層面的含義？大使命

的核心任務又是甚麼？

許多信徒會說：福音的內容不就是指信耶穌、

靈魂得救、死後上天堂麼(救靈魂)？但有些認為福

音也當包括疾病得醫治(救身體)；還有些主張福音

與大使命有需要涵蓋改造社會(救社會)，甚至是拯

救生態環境(救河流、樹林)！

五十年來普世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圈子提倡「神的使命」

(MISSIO DEI)宣教觀。「神的使命」指神在人類歷

史中親自推動著的拯救行動，包括社會改革/政治

革命、環保運動等，並呼籲信徒參與其中，認為

這是最有意義的履行大使命。許多時候「神的使

命」被看為是比馬太福音二十八18-20所提述傳福

音、領人歸主、使人作主門徒的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更為重要。當然也有不少人以為耶穌

的福音乃是給他們帶來健康、財富、成功。

筆者撰寫｢五重架構福音論｣，目的就是要釐清

福音的核心內容與本質，以及大使命的核心任務。

它乃筆者在約三十年間在這方面所探討與建構的一

個宣教神學框架。其較完整的論述，乃印載於2006

年12月份由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所出版的《福音

論》這本書中。本文只能提綱挈領的談談｢五重架

構福音論｣的概要以供參考。筆者確信基督福音道

統、正統、傳統、核心的內容與本質就涵蓋在所要

陳述的五重架構裏，雖古猶新。

只有一個福音

｢福音 ｣這用詞的希臘文為 “ ε ύ α γ γ έ λ ι ο ν /

euaggelion”(讀音eu-an-ge-li-on)。它是由“eu”和

簡介
「五重架構福音論」(上)
陳金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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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elion”拼成。“eu”指優、好、美好；“aggelion”

指消息或訊息。因此從其字面就可看出福音是｢好

消息｣(good news)。希伯來文“besorah”具有同樣涵

義。英文的通用詞“gospel”源自古英文“godspel”，

即｢好消息｣。見文思義，中文｢福音｣當然是指好

的、給人帶來福份的信息。

聖經使用不同的名稱以提述這福音，如上帝

或神的福音(參羅一1-2；林後十二7；帖前二2、

8-9)、基督的福音(參 可一1；羅十五19；林後十

14)、上帝恩惠的福音(參徒二十24)、基督榮耀福音

(參林後四4；提前一11)、和平(平安)的福音(參徒十 

36；弗二7，六15)、永遠的福音(參啟十四6)、得救

的福音(弗一13)、十字架的道理(參林前一18-25)、

上帝國或神國的福音(參路八1；徒八12，二十八30-

31；太二十四14)等等。雖然有許多的名稱，卻只

有一個福音，是猶太人與外邦人共同享有的(加三

26-28)；其不同名稱乃表彰了福音豐富的內容，像

三稜鏡反映出太陽的七彩光輝。

無論在舊約或新約、在民間或教會、在猶太人

或希臘人或羅馬人當中，福音這詞彙同樣的引用於

宣告得勝、得救、中選，或宣告結婚、喜獲麟兒、

獲得好運等等美事。感謝主，這名稱表示在本質上

基督教是個正面、積極、達觀、傳報｢好消息｣的信

仰。｢福音｣這字眼並不是在兩千年前才從天上賜下

的一個宗教術語，而是當代日常生活的一個用詞，

因著神的恩典加上了豐富的救贖含義；為此基督徒

必須學習很生活化的、自然的、喜樂的，甚至興奮

的跟人談論福音，就好像傳佈、分享生活上的一些

美事。

福音論的五個層面架構

筆者的福音論乃是以兩千年前使徒們記載在使

徒行傳的「傳召」(Kerygma)為經，以整本聖經的

啟示為緯，配合下列的｢五個層面｣或說｢五重｣架構

為進路加以闡述 (A Five-fold Structure Gospelogy)；

它也是拙著《福音論》所論述的主要內涵。

1. 一大福音 (One Great Gospel)：

基督耶穌是主

2. 兩大賞賜 (Two Major Gifts)：

a) 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b) 賜下並內住在人心裏的聖靈

3. 三大福份 (Three Key Blessings)：

a) 贖罪與和好

b) 聖靈與生命

c) 國度與榮耀

4. 四大要求 (Four Main Demands)：

對未信基督者：

a) 當向上帝悔改

b) 當信從耶穌基督為主為王

    對基督門徒：

a) 當實踐愛神愛人的大命令

b) 當遵行傳福音使人作主門徒的大使命

5 .五大議題 / 要素 ( F i v e  F u n d ame n t a l 

Propositions/ Elements)：

它們即｢使徒傳召｣(Apostolic Kerygma)的五大

議題或說五大要素，含蓋了福音的基本要道：(何謂

｢使徒傳召｣，請參下段分解)

a) 預言已成就，末後的世代已來臨。

b) 預言乃應驗在耶穌基督的降生、言行、受

死、復活，以及聖靈的降臨。

c) 基督的復活證明了祂是神為人類設立的獨

一救主與君王；所賜下的聖靈也加以印

證。

d) 呼籲人們當向上主悔改、信從耶穌基督，

並凡事遵祂而行。(凡事遵祂而行層面，最

基要的是實踐愛的大命令與福音大使命)

e) 信者的福份是得到贖罪與和好、聖靈與生

命以及國度與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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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大福音｣的核心資訊：基督耶

穌是主	(	One	Great	Gospel－Core	

Message:	Christ	Jesus	is	Lord)

讀者可曾想過：兩千年前的耶穌基督和使徒們

傳的是甚麼福音？他們是如何的傳講？1936年，

劍橋大學神學教授陶德(C. H. Dodd)曾根據使徒行

傳中使徒們的講道，針對有關課題作出深入研究

並出版了一本書，即《使徒的講道與其發展》(The 

Apostolic Preaching and Its Development, 1940)。

按陶德教授的分析，使徒們所傳講的道有其特定

之內容與格式，他稱之為“apostolic kērygma”；這

詞彙可漢譯為「使徒傳召」。“Apostles”指使徒；

“apostolic”為其形容詞。希臘文“κηρυγμα/Kerygma”

具有「宣告」或「傳報」的意思。筆者參閱聖經和

陶德的著作後，稍為整理並擬定出｢使徒傳召｣的五

大議題或說五大要素，它們正是上一段五重架構福

音論中的五大要素。

探討使徒行傳中使徒們的講道內容，會發覺

｢使徒傳召｣的主題人物是耶穌基督；有關這主題

人物的核心信息和焦點又是甚麼呢？

彼得說：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

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上帝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

了。」(徒二36)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

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12)

「上帝且用右手將祂高舉，叫祂作君王，作救

主……」(徒五31)

「祂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祂是上帝所立

定的，要做審判活人死人的主。」(徒十42)

保羅也見證說：

「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

主……」(林後四5)

耶穌是基督、是主(Christ  Jesus is Lord)。

「主」希臘文為“Kυριος”(Kurios)，用在復活後的

基督，是指祂是神主、救主、生命主、教會的主、

君主、審判主、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這是信息中

的信息、傳召中的傳召、信經中的信經，是基督教

最原始的「信經」(Creed)。若問：甚麼是這一大

福音的核心信息？答案是：｢基督耶穌是主！」既

傳講被釘死在十字架而過後從死裏榮耀復活的耶穌

基督，祂就是上帝所膏抹和設立、舊約所預言與期

待的救世主與君王。這也就是希伯來文「彌賽亞」

(Messias)和希臘文「基督」(Christos/ 英文Christ)的

涵義。

使徒們宣告主耶穌為主為王，當然要拿出證

據。如何證明耶穌為主為王呢？使徒們強調主的死

和復活在舊約中已有所預言，並且已按照預言發生

在主耶穌的身上。彼得、保羅等都引用舊約預言印

證耶穌就是所應許的救主與君王(參徒二16-21、25-

33，三18-24，七52，八34-35，十43，十二29-37，

二十六22-23；另參十八28)。使徒們以預言的實現

為主作見證，乃是根據主親身的教導(路二十四25-

27、44-48；約五39)。對傳統猶太人來說，這也是

唯一有效的證明。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3-4 節提

到的濃縮版福音論，也是以｢照聖經所說｣為依據。

然而，最大的確據乃是基督的榮耀復活。使徒

們引經據典為主耶穌作見證，焦點都指向主的復

活。沒有復活，便沒有｢救主｣，只有｢教主｣；也沒

有｢福音｣，只有｢教條｣。因此，使徒們幾乎每篇

信息都提到復活事件。復活印證主耶穌確實是主是

王，是審判主。彼得說：「這耶穌上帝已經叫他復

活了，我們都為這事見證。」(徒二32)使徒們對官

長說：「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徒四

20)保羅也記載：「……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磯

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

弟兄看……末了也顯給我看。」(林前十五3-8)這是

顛撲不破的證據。對猶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樣傳講

(徒十39-41，十七31-32)。因此傳福音不能不傳講

復活的主，並且在有需要時，隨時準備從人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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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及事後果效等不同層面，提供支援復活真理的憑

據。

在這後現代宗教多元與相對主義盛行的世代傳

講基督是主，並且是獨一無二的救主與君王這信

息，對許多人(甚至一些普救派的基督教領袖、學

者)來說，是偏狹、無知、狂傲、刺耳的，然而這

正是兩千年來基督教會所傳承的道統、正統福音，

是福音的核心信息，絕不容妥協、篡改。所有基督

門徒與教會都必須在此福音的內容與傳遞上至死忠

心。這也是當代基督教會所必須面對的最大挑戰。

(二)	福音的 ｢兩大賞賜 ｣：基督與聖

靈	(Two	Major	Gifts：Christ	and	the	

Holy	Spirit)

當舊約先知們預告有關在未來的世代，即所謂

「末後的日子」，耶和華上帝所要降下的福，他

們不單預言救世主彌賽亞的來臨，也講到聖靈的沛

降。舊約中有關基督之預言甚多，一般信徒都有些

認識。比較之下，預告耶和華賜下聖靈的經文則較

少，一般信徒也鮮加關注。然而數量雖不多，其重

要性卻不因此減低。茲略述幾段以供參考：

以賽亞書三十二1-2節預告一位公義的王帶來公

正與平安；同一章 15-17 節則提到聖靈的澆灌；原

來公正、平安從王者的統治而出，也從聖靈的澆灌

而生。

以賽亞書第四十二章把耶和華的義僕推介上

場，接著四十四3節便提到聖靈的澆灌：「因為我

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我要將

我的靈澆灌你(以色列)的後裔，將我的福澆灌你的

子孫。」被聖靈澆灌的後果是蒙恩人自我分別為

聖，歸屬耶和華。(參四十四5)

約珥書二28-32是常被引用的一段經文，預告在

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先，聖靈要澆灌凡有

氣息的。

以西結先知曾預言以色列人的被擄與歸回說：

「……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

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

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

你們肉心。」(結三十六24-26)接著在第三十七章，

以西結進一步提到神的靈將使枯骨復活並形成大

軍。

舊約的先知除了預告末世的聖靈，也預言到末

世的一個｢新約｣，而這個新的約與聖靈有密切連

繫的。其中最顯著的一段是耶利米書三十一31-34

節：｢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與

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

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

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

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

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他們個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

「你們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紀念

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請注意：按耶利米的上述預言，這「新約」具

有兩大特徵，即聖靈在人內心的工作(第33-34節)與

赦罪之恩(34節)。｢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

寫在他們心上｣乃是指上帝把祂的話｢內涵化｣放在

人的心裏，這明顯是指聖靈在人心裏的工作(林三

3、6)；而赦罪之恩肯定的乃指向基督十字架所成全

的救贖恩情。

以賽亞書第五十九20-21 節也說了類似的預

言：「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

的人那裏。」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至於

我與他們所立的新約乃是這樣：我加給你的靈，

傳給你的話，必不離你的口，也不離你後裔與你

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這是耶和華說

的。』」第20節講到的｢救贖主｣與｢轉離過犯｣關乎

赦罪；第21節則講到聖靈與神話語的恩膏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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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前當世界踏入「末世」時，舊約所提述

的兩大賞賜果然隨著基督的道成肉身與五旬節聖靈

的降臨而實現(來一1-2)。同時，新約的兩大特徵也

藉著基督十字架為罪人的代罰替死與聖靈在信徒心

裏的工作得以成就。施洗約翰為基督作見證，傳報

祂是代罪的羔羊，也是賜下聖靈的主。(約一29-34)

彼得在五旬節被聖靈充滿，引用約珥的預言以

印證末世聖靈沛降這事(徒二16-21、33)，同時宣告

基督為主為王(徒二36)：｢……凡求告主名的，就必

得救。」(徒二21)彼得指示聽了信息心受感動的群

眾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徒二

38)

希伯來書八6-13節與十12-18節都引用了耶利米

書第三十一章的預言，並闡述它是如何的成全在基

督與聖靈的事工上。

由此可見，上帝在末世所賜給人類的一大福

音，其中實含有兩大賞賜，或說兩大禮物，即基督

與聖靈，而不單單只有基督。凡是真誠悔改並信從

主耶穌者，上帝不單赦免他的罪，同時也｢買一送

一｣的賜給他聖靈。基督與聖靈好像上帝從天上伸

向人間、充滿慈愛且大能的左右手，拯救並扶助悔

改歸信的人。

接著要闡述上帝藉著基督與聖靈所賜給了人類

的三大福份，它們是：1) 贖罪與和好；2) 聖靈與生

命；以及3) 國度與榮耀。這三者乃是福音帶給全人

類最大的福，也是全人類最根本的需要。有關的福

甚至涵蓋一切被造之物，包括大自然。

編按：

　　限於篇幅，餘下部分將分別於下兩期刊

出。未能一氣呵成刊出，對作者與讀者帶來

不便，謹此致歉！作者保留本文版權。本文

也收集在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於2015年6月

為陳博士出版的榮休紀念專輯中。

（作者曾任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院長，現已榮

休，專事研究未得之民及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