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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上帝的 恩典

得釋放
基督新教從教會改革至今快將五百年

了！當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

日把有關反對教會售賣贖罪券的九十五條

論題釘在威登堡教堂的門上後，教會改革的

鐘聲就繼而響起。路德希望教會能回到信仰

的根本，就是「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

信」（弗二8-9）這個道理上。

對於基督新教而言，因信稱義的

道理可謂教會站立得住與否的主要

教義（aticulus stantis et cadentis 

ecclesiae），但問題在於這教義真的

那麼重要嗎？很多新教的宗派豈不是

只把它看為信耶穌的入門嗎？究竟上

帝的恩典對於我們今天的人而言，還

能起甚麼作用？

當世界信義宗在教會改革五百

■戴浩輝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

周年紀念中以「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為主題時，究

竟希望強調釋放甚麼？對我們又有何意義？這一連串

問題的核心在於恩典對我們中國人而言是怎樣的一回

事。

首先，我們不喜歡接受他人的恩典或恩惠，因為

我們不想欠他人人情。然而，我們體會恩典或恩情是

人生中常有的。我們會說：「無功不受祿」，因為我

們不喜歡欠人家，也不喜歡人家欠我們。這就是我們

幾千年來的道德良知，驅使我們不懶惰、不負他人。

但這並不表示我們這民族比其他民族優勝，我們的罪

性也並不因我們這德行而減少；相反，我們的問題

是：究竟要做多少才能真正為君子？我們如何才能內

聖外王？這正是中華文化中道德主義所帶來的枷鎖，

這也正是路德在信仰上還未領受福音時的想法；而這

些想法在一切的宗教中存在。

人的向善行善是這道德良知的要求，於是我們相



信一切宗教都在導人向善，殊途同歸。但我們繼續要

面對的是我們所做的善足夠了嗎？這心靈的枷鎖連於

我們每日所做的惡，我們無法因我們的善可以解脫，

可以得釋放。聖保羅在這問題上與世界所有的人一同

的嘆息：「我真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必死的身體

呢？」（羅七24）然而，上帝藉聖保羅給我們一條出

路，那就是上帝在耶穌裡白白稱我們為義的恩典。當

我們的宗教或德行無法與上帝和好的時候，耶穌便為

我們的緣故在十字架上捨命拯救我們，我們藉信上帝

的恩典就白白的使我們得稱為義，不用害怕能否滿足

這位審判活人死人的主，因為不是我們能滿足上帝在

良知與律法上的要求，而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滿足了。

我們不用依靠我們乏善可陳的行為德行，而是只依靠

主耶穌為我們所作的。我們不再是行為和罪的奴隸！

路德在論到《基督徒的自由》說出一句很特別

的說話：「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萬人之主，不受任何

人管轄。」但路德指出這只是基督徒一半的屬性，他

繼續指出：「基督徒是全然順服的萬人之僕，受一切

人管轄。」這兩句便把真正基督徒的身分與使命都說

明了。當然，這不是他自己發明的，而是用聖保羅的

說話重申這身分與使命：「我雖然是自由的，不受管

轄，但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林前九19）因著

基督的愛，我們成為服事眾人的僕人。

路德這兩句的論題是不能彼此分開的，正如我們

基督徒的身分與使命不可分開一樣。惟有我們藉信靠

著上帝的恩典被稱為義，這信心和感恩的心使我們z

甘心作眾人的僕人，愛鄰舍，參與服侍受苦的人類，

也致力保護上帝所創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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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這本書，就由它的書名開始吧！

「救恩――並非商品」以否定口吻來強化一個信

息，那為何要使用否定的「並非」來說明一個道理

呢？那是因為在現實世界中，有些事情已經病入膏

肓，如果教會不再正視，福音的真理就會消失。在這

緊急關頭，我們首先要喝停錯誤的思維，於是用了

「停止――回轉」的態度來為世界治病。「救恩――

並非商品」針對的是已經有很多將救恩作為商品的事

發生了。

要讀得明白這本書，須先知道每篇文章背後要

「改革」（reform）的是我們的陋習；例如在第二

篇《人的意志――自由還是受束縛》中，作者拉赫

（Jann Lahe）寫出馬丁路德強調人的意志受到罪的

束縛。雖然人自以為有自由選擇的意志，但路德強調

人可以選擇吃甚麼，穿甚麼；不過這種自由是在罪性

中的自由，而人是不可能有自由意志選擇救恩的。救

恩是上帝賜給我們，而非由我們透過選擇而得到，因

此，我們自覺有自由，但本相是我們只是活在罪性下

的自由。所以，人面對最大的虛妄，就是以為自己可

自由選擇。

作者用以上的神學觀點，指出我們這個世代活在

全球化的商業世界，我們看似自由地消費，但其實是

被操控在商業機構的促銷手段之中。我們看似自由，

其實沒有自由。這種情況，在二千年前的福音真理

已有啟示，五百年前馬丁路德也大力提出，今天我們

也同樣面對。這書沒有指明怎樣面對，但我們在文章

尾段提供的問題中可以反思，我們必須從全球化商業

模式的不公義中跳出來，重新以福音的倫理關係來看

我們的消費。至少我們從這個「悔改」點開始，透過

「洗禮式」的浸死老我，新我復活，活在上帝所賜的

世界中，學習新生的樣式――「買你需要使用的，保

護一切資源免被濫用，實踐公平公義的商業和人倫關

係」。這種信義宗神學救恩觀的思考模式，就實證了

現時我們的即時行動。

第一步：救恩――並非商品

第二步：救恩――是上帝所賜的

第三步：救恩――是叫我們活在上帝的國度裡

第四步：救恩――展現在當今處境中

這本書另有八篇文章，都用上了類似的神學思考

及反省。例如最後一篇《查經：以弗所書二章4至10

節》指出救恩並非商品，所以，未信主的人就買不

到。既然不能買賣，因此，要靠我們和他們分享。短

短四頁文字，鼓勵我們不要把救恩私有化，救恩的本

質是禮物，而並非商品。讀後如暮鼓晨鐘，很有提醒

作用。

■張振華監督論消費的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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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二零一七年教會改革五百周年紀念， 

世界信義宗聯會（LWF） 出版了一份七十七頁的

文件，探討其中一個分題：「人類——並非商品」

（Human Beings - Not for Sale），這標誌著信義宗

教會要嚴肅面對人口被肆意賤賣的全球性現象，其寓

意深遠，也是與你和我息息相關的事。

根據LWF這份文件，我們看見一些很嚇人的統計

數字：雖然英美早已廢除黑奴，但全球現有超過二千

萬人依然過著奴隸般的生活（頁72）；販賣人口的數

目仍逐年上升，其中受害者有98%是婦女，年齡介乎

十八至二十四歲，她們不少被騙出售作廉價勞工、妓

女、甚或強迫摘下器官出售等（頁15-6）；香港這個

國際都會被人口販子用作轉口站。這完全違反了聖經

對人性的尊貴認知（創一26；詩八4-5）！

或許你會想：香港總算是一個人權受保障的地

方，許多中產信徒的身旁大概不會有這種販賣人口的

事發生吧。然而，事實上扭曲人性的事、把人「物

化」（objectify, 就當人是一件消費品來滿足自我）、

不把人當人，卻時有發生，可以近在咫尺。

香港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社會，似乎一切東西都

有一個價錢，你付得起錢，就可以買到：從私人補

習、教車師父、到鐘點女傭都是每個小時計費的。慢

慢地，我們都變得很會計算了。一切人與人的交往都

是計算：談婚論嫁時，父母往往會問未來女婿有沒有

房子和車子；現代管理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把一切

「數字化」（digitalize，如薪酬，人流，銷售額等數

字），當公司主管要做決定增減甚麼時，按數字做

事，可以手起刀落，乾淨俐落，絕不手軟。

某個律師行裡發生過這樣的事：某位出了名好色

的律師會靜悄悄地向有姿色的女職員「問價」，就是

跟她過一晚夜的價錢；過程全是你情我願、各取所需

的商業交易。

數字化的情況在教會裡又如何呢？一位牧者參加

一個七天的退修營，靜中感到教會事奉很大壓力，心

中思忖：執事都是商界中的翹楚，有名望和富有管理

能力，我總怕執事會在月會和年度評估中，數算自己

牧會時種種不達標的地方。不過，在小組分享時，和

同工交心的過程中，他發現其實執事對自己還算客氣

和尊重，反而他自己總是用「衡功量值」來看自己的

價值，在屬靈術語包裝下，他所竭力追求的數字（決

志人數、出席人數和奉獻數目） 都盡顯其「商業

味」。再和導師傾談，發現自小在嚴父的督促下，已

   ■許德謙博士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共建人性化的教會和社會

人類―
並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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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一種用成績討好權威的習性。痛定思痛下，一方

面他要學習放下權威的恐懼，另外，他又要決心去重

新全盤思索一些很基本的問題：甚麼是上帝對我的呼

召？我在這教會裡應作甚麼？我有甚麼最深的負擔和

異象？除了數字，甚麼是不可少的屬靈質素？

最近德國慷慨收容數十萬中東難民，但同時卻

有數以百計科隆的婦女遭受非禮或強姦，作惡者竟多

是新近移居的難民。或許我們會問：為甚麼難民會對

德國婦女下此毒手，豈不是恩將仇報嗎？有些人嘗試

去分析這現象，認為：其實難民本身就是受害者，在

祖國被迫害，喪失家園、財產和親人，本就帶著許多

未癒的傷痛來到德國；遇到一些較軟弱的人，容易有

衝動，加害於人，讓自己好過一點。這就是心靈創

傷治療上常有的現象，叫作「受害者變成加害者」

（victim turned into victimizer），正如霸凌（bully）

同學的學生常是在一霸凌環境中成長，是同出一轍的

道理；因為沒有人當我是人來看待，我也不會看其他

人是人。心靈未療癒的創傷比肉體創傷隱形，不會自

動隨時間自然康復，卻會侍機發作傷害人。

一位姐妹和她的導師訴說男友離開她的傷痛，

她不住的自責：「都是我不好，沒有盡好作女友的

責任去關愛他。」導師一直關心這對戀人，明白二人

背景，開解道：「他也不見得很懂得愛惜你呢！你們

都是來自破碎家庭，有許多感情包袱，都不懂愛惜自

己，那又怎樣以成熟的愛去愛對方呢？結果就很易落

在各自的缺乏中互相抱怨。」

基督徒常說要「愛人如己」，我們都只管去愛

人，卻常忘記愛自己；結果常落在「愛的匱乏」的處

境中。筆者做傳道人多年，發現自己和身邊的教牧同

工都容易犯上這毛病。讓我們都要多實踐猶大書的教

訓，「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愛中」（猶21）。在生活

中，家人、愛人甚或政府有時都會關心不到自己，但

若我們能先尊重自己、愛惜自己，我們就更容易推己

及人，接待遠人和客旅，建立一個更人性化的教會和

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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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網上看過一條短片：內容是人類不斷砍伐

樹木、移山填海、暴殺野生動物和氣候失常的鏡頭。

最後，一個年約四五歲的小女孩，面對鏡頭，眼泛淚

光地說：「你們（指大人世界）為何這樣對我（她代

表著的一代）？！」

請為我們的下一代著想：大自然不是商品，不是

人類貪婪和滿足私慾的工具。

大自然是人類世世代代生活其中，賴以生存的場

所。整本聖經劈頭的第一句便震古鑠今地宣告：「起

初，上帝創造天地！」（創一1）大自然不屬於任何

人，但又是屬於每一個人的。大自然不屬於任何人，

因她是上帝的創造而不是由人發明和製造出來，人只

是大自然其中的一份子而不是主人，然而人卻被上帝

授予作大自然管家的神聖責任，因此也是屬於所有人

的！

創世記一章26-28節，上帝這樣說：「我們要照

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

裡的魚、天空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所

爬的一切昆蟲。」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

照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

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裡

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活動的生物。」

上帝所創造的大自然不但有秩序，而且每一項

都有其存有的作用，是彼此依存的親密關係。因此當

人類肆意掠奪資源、破壞大自然的秩序和存在目的，

將之作商品般買賣時，人類就必須為自己的貪婪負上

沉重的代價。但不幸地，大自然成為了一件商品這情

況不斷惡化，順接而來的是環境污染、氣候失序、地

震、生物異常遷徙、山洪暴發和海或河水氾濫等等問

題，而這些天災人禍，帶來的是更多疾病和貧窮的惡

果。

遠的不說，我們的家——香港，由於政府土地政

策對地產商嚴重傾斜，那些能眺望遠景，享受大自然

的土地往往就被地產大財團所壟斷，然後建屋起樓，

以天價發售，謀取暴利！換句話說，愈富有的人，就

愈能有較多和較大的機會享受大自然，而貧窮的，當

然就只能看到「篤眼篤鼻」的籠屋鄰居了！今天的香

港，就是如此的功利和不公義，貧富極度懸殊。

身為基督徒，一方面我們要做上帝忠心的管家，

過一個簡樸和環保的生活，對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保養

顧惜，這是上帝給我們的召命；而另一方面，我們也

需要作社會的先知，向那些掠奪大自然資源的大財團

和剝削人民享用上帝所創造的大自然的不義政府，發

出上帝批判之聲。讓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能夠

在一個健康和健全，有公義和憐憫的世界中生活！

　■方承方副監督

大自然
並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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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

世界信義宗聯會（包括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為二零一七

年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活動所定的主題是「藉上帝的

恩典得釋放」，也是耶穌基督的福音與教會改革運動的共同

信息。《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救恩——並非商品》、

《人類——並非商品》和《大自然——並非商品》這四本主

題書系列，記述今天全球社會仍有許多不公義的境況：販賣

人口、難民危機、違反自然規律的基因工程、男女不平等、

因人為破壞引致的氣候變化等等，而各地的信義宗神學家、

教會及信徒都在承傳昔日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積極帶領整

個信義宗群體在生活中實踐馬丁路德的神學，踐行上帝的教

導，冀望世人藉上帝的恩典從這些不公義中得到釋放。

為培育及加深信徒對教會改革運動之認識，並了解上

述四本主題書系列的內容，本會將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日舉

行「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嘉年華會」，透過不同攤位展

示教會改革運動之起源、歷史重點、相關資料等等，並設工

作坊解讀以上四本主題書。誠邀請你出席，一起透過參與反

思及對話，思想如何在你個人及社會的處境中藉上帝的恩典

得釋放。盼望每一位信義人都能藉著是次嘉年華及這四本小

書，努力栽培自己和身邊所有的弟兄姊妹，傳承改革者的精

神和勇氣，帶領群體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

教會改革運動500周年
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嘉年華會

2016年 7月2日 下午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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