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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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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omespossib】e’ 《屬靈人》與倪柝聲的三元人論

兼論賓路易師母對他的影響
撮 要

在後現代的年代裡’普遍性的偷理道德其rI不被臃泛接納.從侯刪華斯的IIIb

格和祉群的概念裡,敘述成為倫理理論的-個出路。本文尋求論證普遞接納的真

理在基督教裡是不必要的,亦惟有從基督教的獨特才能獲致有意義的倫理,亦由

於能獨特才有普遍真理的可能‧

梁家麟

－﹑有關《屬霎人》的種種

（-） 《屬霎人》的寫作緣起

倪柝聲的《屬靈人》是中國基督教史上一本具影響力的靈修紳學

作品。自lg2g年問世以來,-直廣受信徒閱讀傳誦,歷久未衰。對倪

柝聲而言’這本害的普及程度也許未及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與

《人的破碎和靈的出來》等篇幅較短的作品’然而亦是相當受歡迎的

-種,它的影響超逾地方教會系統以外。他在二十四歲那年完成此書

以後,其靈修而申學的架構和主要觀點便已定型,日後再無太大變化,

前面所提的兩書及其他著作’都只是有限度發展此書的既定觀點。因

此雖說這是-部早期作品’但也是其靈修胛學的巔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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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屬靈人》初版害序裡’倪柝盤曾說明此書的出版緣起。他說

早在l922年’已有寫作-本關乎基督徒屈靈進程的書的念頭, 「將跟

命分析清楚,叫聖靈能夠用著以弓∣導聖徒,叫他們不再在暗中摸索。 」

他首先寫出〈靈魂體的分別〉 、 〈肉身〉兩篇’和〈魂的生命〉的上

半篇.其後停下筆來,沒有繼緻寫下去.停筆的原因之-是有其他工

作纏累,包括編寫及出版《基督徒報》和出外領會;但更主哭的陘∣人l

是他自覺那些要傳講的道理超出其個人經驗’畢竟他當時邐只有十儿

歲,信主重生年日仍相當短;若是單有理諭而無主觀勰會’ 「 I三l然要

減少這害的價值和能力」 ’於是決定暫緩寫作’希望有更多I;〔際的勰

會,使他「所寫的並不是屬鼴的理想’乃是I弼靈的事I;I. 」這樣一停

便有三年之久。

從上述的自白’我們可以相信倪氏 初立意撰寫這本書’乃是在

他剛從別人處領受有關三元人論的道理以後.他的三元論思想,主要

來自此時期影響他 深的和受恩（MEBarber）與安汝慈（RuthPaxson）

兩位女傳教士。 I她們都受達秘（JohnN.Darby）與英國關閉弟兄會
（P】ymouthBrethren）的影響’主張醞魂體的三元論。安氏著有《 高

層的生命》 （L旋o〃『〃eH【g〃es『P／α〃e） ,這是-本有關基礎教義的計∣l練課

程,書中觀點與倪氏有頗多雷同處,顯然她曾將其看法∣句倪氏傳誹

過. 2在她們的弓∣介下’倪氏詖了達秘﹑賓路易師母（JessiePenn﹣Lewis）

與慕安德烈（Andrc﹨﹨iMlI「ray）等三元論者的部分著作,學習有關道理。

傳揚與領受逗∣l紂道El!的人,大多擁有屬靈替英主義的心態,相信他們

掌握了聖經敗示的奧『酥ⅡI剷靈生命的真諦,倪氏自然不會例外。他認

定所得的迅T.金不易的真理,據此自得自喜。因鑑於華文出版物中尚

無類似作IIII!】 ’ 「’｝l『I｛了在I咧內,通曉英文的人不多’直接詖英文屬靈書

籍的人史少, ∣人l﹚’』根本不災Ⅱ逍有迢些∣﹜『籍存在。 」﹞年輕而又立志做

大1l﹟的他’ I史蹤跳欲試婆將三元論的櫬點編譯成中文。于力工讚譽倪

氏稅: 「﹛兒柝蝶雖然只何i﹨.J中程度,但英文造詣甚好,而且他也是一

個聰I川仃頷﹟Ill才能的人,所以能誠英文l耐醞的i!﹩籍,經過消化之後再

產生｝｛∣ I ∣ 】文的﹛i;’Ig、 。 」』

不過, Ill於他才重生得救不久,未受『巾學訓練,亦不諳聖經原

文,rI難想象他能在三元論這樣複雜的聖經與而【﹟學課題上有任何理論

的添』「I ,俚能作純粹的編譯,然後憑個人推想作應用方面的增補。不

過,在進行若干時間後’倪氏覺得這樣編譯不是味兒,於是中輟整個
計釗。

直到I926年秋天,倪柝聲染上嚴重的肺結核’被迫停止出外領

會,退居耐州i囌蓑。據說醫生告知他「今後不能用口’ 多只能用筆

來傳揚主道」 , 5若然I勰rr ’他心中的悲慟可以想見。初嚐死味之際’

他「-方面知道永世的Ir在,另-方面就自覺負欠耐】的教會之多」 ’

在再無甚麼值得顧慰的’I青況下,他決心將此書寫出,以圓心中的夢想.

在短短兩個月間,他完成了卷-至卷四,在】927年年中出版.倪氏憶

述說: 「譏我說句置在話:學習這書的真理,並非容易;寫出這書的
真理,更是艱難。那兩個月中,可以說,我是在撒但齒縫裡的時候‧
何等的交戰!何等的抵擋!靈﹑魂、體的力量’都會萃著向陰府進

l賴恩融（LesIieT.LyaIl）著’張林滿鎂等譯: 《中國教會三巨人》（台北:橄欖基金

會, l992﹚ ,頁46;干力工: 〈漫談倪柝聲（-﹚〉 , 《導向》 l999年】月號,頁I2 。

安汝慈為基督教女青年會學生部幹事’概極參與巡迴佈道工作,為二十世紀初中國有

名的女奮興佈道家’曾被邀請到英國主領基斯威克大會（KeswickConven〔ioH） 。著有刀!e

W它α／『／『’WtJ／kα〃dWα施『eq／『〃eC／『〃＄〃α〃（NewYO『k:PlemingH.Revel】, l939） ﹑Cα／／cd【【〃『﹝﹚

〃o〃〃巳『s（Chicago:MoodyPress,n‧d‧）﹑R／ve「sq／LM〃gWtJ∕c『（London:OIiphantsL【d‧, 】05i） ,
及L﹛／bo〃『〃e〃／8〃cs／P／α〃e（Chicago:TheMoodyBib】elns【i【ute, l928）等普。她的思想深受帟

興運動與聖潔運動所影響’主張追求基督的完全（ThefuⅡnes萵ofChris【） ’參Cα／／ed!【〃『◎
Ho／／〃eSS,67及後。

2安汝慈的《 高層的生命》－書的成耆日期是在】928年,與倪柝盤的《劂跟人》相

若;但由於這本厚達八百多頁的習是安汝慈多年來｛吏用的敦材,供她主持為期半年的訓練課

程使用,故其雛型間世的日期應要早得多。筆者懷疑倪氏亦曾修誡過這個訓紼課程。Ru【h

Paxson’L旅o〃『〃e〃ig〃es／P／α〃e,vol】,7﹣8 。

∣
3于力工: 《夜搬天明-于力工看中國幅音腰撼》（台北:華人文宣基金會總經銷

l998﹚ . ,頁l83 ‧

4于力工: 《夜誰天明-于力工看中國僩音魘撼》 ,頁】83 。

5陳則信講述: 《倪柝聲簡史》（香港:基督徒出版祉’ lg84﹚ ’頁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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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6他沒有詳細說明這是怎樣的「交戰」 ’也許是疾病困擾,以

及幅州聚會的弟兄間的意見分歧吧‧ 7不過’這段說話,不管是有心

抑或無意,在實際效果上都給誡者此害具有超凡的l弼靈價值的印象。

他在序言近結尾處,又綴上以下-段話’進-步墊高其I弼鼴地位＞

（﹦） 《屬璽人》的內容

倪氏強調’此『!『的目的不在勸導人追求靈道’而在於教導人如何

追求鯉道, ↙已「廷為著要追求盤道而不得其途徑者而寫」 ,所論的「是

完全-個鯉性生命,驅性經歷的間題」 ;所以其價值不在於理論’而

在於可ir踐性:當我回頭想到仇敵如何攔阻我學習這書（特別下冊）的真理,我就不能不深

深的覺得,信徒就是已經得到這-部普了,撒但也是會擱阻他不誡的;就足

讀了,也是會叫他忘記的。所以,讓我預告這普的謐者說,你應巒求『【l】破嶼

撒但攔阻你誡這書。願意你詖的時候,╴方面詖’-方面蘸告-將你所

讀的化為祈躊。也求而啡】將救恩的頭盔給你歟上,不然,你若非忘記,就要腦

中充滿了無數的理想。 8

我∣’」己「II以作兄縑說,其中的l‘﹝理’乃是從諸般痛苦、試煉、失敗中學來

的.幾乎所仃的敉【訓I∣ ,都有火的印記祚I二面。話並非隨便說出的’乃是從般

深的慼覺所產生的。『【l】夾II道迅些其理尷從那裡來的。 I0

∣
倪氏承認若是從道理的客觀性而言’這本書有許多論點是未經證

明為符合聖經教訂I∣ ,且是對聖經唯-正確的詮釋和應用’特別是那些

為他﹛I盃I人發椰推減出來的許多屈璽「定規」 。他辯解說’這是因為他

所注重的是真理的主觀效用’故才忽略其客觀性。他沒有保證書中講

論是唯-正確的聖經詮釋’卻堅稱所傳講的都是主觀地已經歷過且能

經歷到的。 I I他向詖者保證: 「這本書乃是╴本講靈命實驗的書’其
中各點都是可以rr地證明的。 」

全書共分上﹑中、下三部,凡十卷,共四十五萬字。內容方面,

卷-是三元人觀的總諭’卷二至卷四則是對體﹑魂﹑靈的總體性介紹;

卷五與卷六是對盤在鼴程追求的功用和表現的詳細分析,卷七至卷九

則分別敘說魂的三種功能: ’I青感、心思和意志;卷十是對體的詳細申

論。

從結構和內容觀之,這本書包含兩部分。卷一到卷四是相對獨立

的單元,倪氏原本擬定的大綱大概只包含此四卷’卷五到卷十則是後

卷五到卷十是在他遷居上海後才完成的,此時卷╴至卷四業已問

世,他亦開始在哈同路的聚會,重新投入教會事工,寫作處境與前截

然不同‧在撰寫前半部分時,倪氏處於病重期間’因此其最大關懷是
與生死攸關的基督徒靈命的問題’其他教會問題都不過是枝節而已。

但當他到了上海’重投教會事務以後’自然關注到當時影響中外教會

的靈恩運動;此時他-方面要對各種新興的教會運動作出或迎或拒的

回應,另方面亦得為自己開展的教會運動定位’確立其與別的宗派傳

統的異同處。 g因此’教會問題便成了他的首要關懷,後半部的主旨

亦因之變為針對靈恩運動的靈戰。如其所示,前半部注重鼴命,後半

部注重靈戰。 l928年年中,全書完卷,後半部合共花了十六個月的時

間‧

∣
I0〈l闆砸人後序〉 ’ 《文渠》第l輯第l2冊’頁l6。賓師母說; 「信徒若在知識上尚

未明白魂與鯉的區別’而在經歷中卻先蒙聖靈教導有關『魂與靈』的區別’並能『按著正
意’分解真理的道』,則他們就勝過那些未蒙砷教導而憧得希臘文的讀者了。 」賓路易師母
著,蛾致進譯: 《鰱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台北;橄欖基金會, l985﹚ ’頁3 。

】 I「誡者應當知道’本書所題起的各樣真理’並非說這些真理只有本書所題起的那樣

了’不過是說這些真理在主觀方面是那樣的。 」〈屬靈人再版序〉 ’ 《文集》第l輯第l2冊,
頁3 。

6倪柝聲: 〈屬靈人序〉 ,《倪柝聲文集》第l輯第l2冊（台北:台繙幅音普房, 】99】） ’

頁7 。 （以下簡稱《文集》 。 ）

7詳見陳則信講述: 《倪柝聲簡史》 ’頁l2～l4。

8 〈廟靈人序〉 , 《文集》第】輯第】2冊,頁】2。

9譬如說’他對而巾醫運勘（DivineHea】ingMovement）和砷醫理諭的看法,便肯定招來
持異識者的批評。 〈屈鼴人後序〉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2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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窕著‘∣肯感,廷沒有-點國騾用處的。 」 I』所以’他既不擬、亦不曾專

注分析人的心理本質或表現‧ 「心理學」在這裡所指的,或許是人的

「心」﹙非物質部分’包括鰱與魂﹚的原「理」吧。作者藉詮釋聖經而

建立-套人諭,又搬此講述人的關靈經歷。他確定聖經將人分成靈﹑

魂、體三部分,這三部分標示了靈程的三個階段。換言之,人的屬靈

歷程,恰好址配合著其人性結橢來發展的。如此,三元論不單是本書

所要紕述的內容,吏足支撐全ii『敘述的’骨架’所有分析綜台都是附在

迢lIliI〃∣’】.架之」二。不誇張的說,倘無三元諭的前設’倪氏的許多個別觀

點l!∣】l史仍』Ll鋤慼洞兄禾I】參考lH值’整部《閻鼴人》的靈程敘述亦將作

廢了。

倪氏沒有直接承認這本書是編譯作品’只說三元論並非由他個人

發明出來:

來添加的部分,收羅日後的新觀點’及此時期才認定不叮忽∣﹛I各的逍Ill! 。

他或許是在前半部預備付梓時決定增補篇幅,又或許足在前半『﹟∣』陶卡

末段時作出決定.

全書分兩階段完成’在內容上難免有許多重覆處,這單就各卷∣∣茉

目便可知悉; ∣2而在觀點上也有許多互相衝突處。由於尚未動雊窟後

半部以前,前半部便已問世’因此他亦不能將全咨的齟點統一諧合,

重寫-遍’只能在序言中對書中的自相矛盾處I胳捻解釋:

我也覺得,在本書裡有許多的地方,在表面上是完全﹢Ⅱ反的。誡杼釗了迅樣

的地方時,應當記得’其H並沒有相反,不過好像I「Ii巳。 I大I﹚;b逅I｛『』止∣iIl﹠鼴界

裡的事,所以,有許多在理論上好像是相反的,但是,在經歷上乃逞完全﹢Ⅱ

合的。屬醞的事多是好像矛盾的。 I﹞

卷-到卷四屬於倪氏較早完成的部分,主要反映賓路易師母早期

（l9l0年代以前﹚的紳學思想’就是如何治死舊我’過l弼鼴的生活。

卷五以後則是較晚完成的,其中夾雜賓師母許多後期的關懷和新觀點,

特別是在《聖徒的戰爭》（Wmo〃／〃Gsα〃M『）中針對鼴恩運動的看法。

倪氏該是較後期才讀到賓師母的晚年著述。此時各種形式的鰱恩運動

在歐美乃至中國都成為嚴重問題’倪氏看到教會存在的危機’亦認∣司

賓師母對運動的批評是教會正確而必須的出路’因此便大偏幅予以【陴
述。

殲那II魂分∣｝l】的教訂I ∣ ’我並不是-個削造者‧慕安得烈說: 「教會和個人所應

當蚊怫怕的,就是魂之意志和心思的過度作用。 」梅爾也說: 「如果我不知

道攻II何分﹪I」憑秈魂,我今日的鼴命,就不知如何了。 ﹣哄他如司托克梅爾﹑

蜜跆易、羅伯斯﹑蓋恩夫人等,也都是作∣司樣的見證。因為我們在主面前受

了同樣｛史命的緣故’我就很自由的引用他們的作品.因為引用很多的緣故》

我就不在各噬樑明我從訛弓l出來‧ I﹩

毋lil『程疑,倪柝盤沒有註明地大壘借用賓路易師母等人的觀點’

數呈之多,遠超過-般正常原創書籍的規格‧筆者並未遍讀倪氏上面
所提的作者如梅爾（FB.Meyer）﹑司托克梅爾（StockMayer） ﹑蓋恩夫人
（MadameGuyon）等的所有著述﹙羅伯斯是誰’更未查出﹚ ’但單是參
對賓路易師母的《魂與靈》 ,便可找到倪氏在《屬靈人》為辯證三元

論而徵引的經文及所作詮釋的大部分’顯然他主要依據該書的聖經觀
點來確立其聖經論據。所以,儘管倪氏多番強調他這本書是從上帝那
裡直接領受的’並將成書過程高度而申秘化’將全書內容﹙他以「真理」

倪柝聲提到’除了有關身體的第十卷外’這本書可說是-部「聖

經心理學」 。 「聖經心理學」-詞乃借譯自賓路易師母《魂與鼴》 ﹙so〃／

α〃d助／『肱AG／『〃叨se／〃／oB／Mcα／Ps）》c〃o／og）】）-書的副題,但倪氏使用

「心理學」的具體含義卻不易確知.事責上’作者在害中批評不少基

督徒過於注重研究-般意義的心理學,即人的∣I青感作用,並斷言「徒

l2他對這種情況辯解說: 「當我寫這普的時候,我並沒有將所有同類的真理都集攏在
-處。……許多的時候,因著－件事是極乎緊要的緣故,我就多次的魎起,盼望『【l】的兒女能
夠記得。我深覺得現今的信徒是最善忘的’所以’只徘在有刪係的ll守候’再三魍起’以免失
去。 」〈劂驟人後序〉 ’ 《文樂》第】輯第l2冊’頁l7 。

l3 〈屬臚人後序〉 , 《文集》第】緬第I2Ⅲ｝ ’頁I7 。

M《劂鯉人》（中﹚ ’ 《文桀》第】紕第l3冊,頁252～253

I5 〈I豳鰱人序〉 ’ 《文槃》第】輯第l2冊,頁】0～】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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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析人的心理本質或表現‧ 「心理學」在這裡所指的,或許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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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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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添加的部分,收羅日後的新觀點’及此時期才認定不叮忽∣﹛I各的逍Ill! 。

他或許是在前半部預備付梓時決定增補篇幅,又或許足在前半『﹟∣』陶卡

末段時作出決定.

全書分兩階段完成’在內容上難免有許多重覆處,這單就各卷∣∣茉

目便可知悉; ∣2而在觀點上也有許多互相衝突處。由於尚未動雊窟後

半部以前,前半部便已問世’因此他亦不能將全咨的齟點統一諧合,

重寫-遍’只能在序言中對書中的自相矛盾處I胳捻解釋:

我也覺得,在本書裡有許多的地方,在表面上是完全﹢Ⅱ反的。誡杼釗了迅樣

的地方時,應當記得’其H並沒有相反,不過好像I「Ii巳。 I大I﹚;b逅I｛『』止∣iIl﹠鼴界

裡的事,所以,有許多在理論上好像是相反的,但是,在經歷上乃逞完全﹢Ⅱ

合的。屬醞的事多是好像矛盾的。 I﹞

卷-到卷四屬於倪氏較早完成的部分,主要反映賓路易師母早期

（l9l0年代以前﹚的紳學思想’就是如何治死舊我’過l弼鼴的生活。

卷五以後則是較晚完成的,其中夾雜賓師母許多後期的關懷和新觀點,

特別是在《聖徒的戰爭》（Wmo〃／〃Gsα〃M『）中針對鼴恩運動的看法。

倪氏該是較後期才讀到賓師母的晚年著述。此時各種形式的鰱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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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絕對而申聖化’ !6我們仍確認-切都可有其來歷根據,其源頭無

須是超自然的。也許上帝對倪氏的超自然帶領,是讓他對別人構築的

理論觀點有第-身的經歷吧-這正是他向誡者提出的保證:全書內

容都是可以責地證明的。

倪氏的靈魂二分觀念,特別是對聖經中有關靈魂-詞指的是鼴抑

或魂的分類,及據此所作的聖經重譯,乃抄襲自賓路易師母等的著作’

除進-步弓∣申和發揮外,並未作過任何重要修訂。事rr上’倪柝聲從

未受過正規的砷學訓練,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他儼得聖經原文;

書中侃侃而談原文意思是怎樣怎樣,英文聖經與和合本錯譯了甚麼地

方’都只能轉抄自西方三元論者。不過他在害中從沒明言抄自何處’

並且有意無意向讀者製造－個由他自行發現的假象。 I7

與其他三元論者-樣,除了幾段經文有較明顯的區分醞與魂,可

供為理論的支持外’倪氏所能提出的聖經論據,都是由三元論而申學模

型套格出來的;就是說,他按著其預設的而申學觀點,裁斷某個字雖指

的是「靈」抑或是「魂」 。其中對聖經常用的「心」字的裁斷 為任

意,凡是「心」字關涉正面的內容’便是指靈’否則便是指魂。我們

無須宣稱這樣的而申學釋經不合法,反正要全面杜絕帶有前設的詮釋是

不可能的;但我們得拒絕任何人採用循環論證的手法,-方面以其耐】

學理念套解經文’另方面又以經套解而得的經文把其『申學理念裝扮成
有聖經根據。

《屬靈人》自l928年秋間出版後,二千冊很快便銷售-空,各方

面要求再版的聲音有幾百處之多;但對於將這本花了六年時間寫成的

書籍再版’倪柝盤卻感到相當遲疑。據他在〈再版序〉中說’他不想

印第二版’以為有二千部在外面流通已經足夠了。對此’－個可能的

解釋是他對此習有某種不滿意,故不情願過分推廣它’全書抄襲性太

強﹑結橢內容的不工整都是可能的原因‧倪柝聲向來自峴甚高,堅持

他的觀點和看法要非來自聖靈的直接敔迪’也是自行創發的’故這本

Il召然若描的編譯作l!『﹛i不為他所喜,是-點也不奇怪的事。這是《闕盤

人》的流迥﹛!!遠不及後來的《正常的基督徙生活》和《人的破碎和靈

的I1｝來》等:∣!﹟的部分原因。

（三） 《屬鑾人》的影響

儘管《I弼鼴人》的原創性不高’但它對我們了解倪柝聲早年的思

想,包括其而∣】學傳承’有不能替代的價值。他的刷】論﹑人論﹑救贖論、

世界觀,統統可在本書窺知。

∣司樣地,我們亦不能因此書的原創性不夠高’而斷說其無獨特貢

獻.它對華人教會的影響巨大’除了對無數誡者的屬靈生命產生衝擊

和塑造﹙不管是正面抑或負面﹚外, 少還有兩個難以比擬的價值:

第╴’它是第－本以中文著述、詳細閥釋三元人論的書籍。雖然
本書主要論述的是人的鼴程而非三元人論’其性質是實踐紳學而非系

統『【∣】學’但佔臟幅雄多的卻不是鼴程學,而是三元人論‧倪氏對此解
釋說: 「因為現今國中很缺少這種教訃l∣」 ’所以必須用大量篇幅來述
說靈和魂的分別’ 「惟有知道甚麼是靈,甚麼是屬靈的’纔能隨著靈
而行。 」 ∣8

這個自我解釋並末觸及要害處。筆者在下文將指出,在倪柝聲的
心目中,罪的問題是本體性而非道德性的,就是人天生而如今存活的
生命是敗壞的生命;上帝的救贖亦主要是本體性而非道德性的’就是
讓人捨棄那個本質敗壞的塵軀而追求得著新的靈軀。這樣’人認識他
的舊我的敗壞,便成了一切救贖工程的先決條件’只要他認識了,便

l6「一件事是定規的:我知道我並沒有起意要寫這本書’乃是明受了主的委任;並且
這本書裡的真理,也並非我的’乃是訑所給我的。 」〈閥陘人後序〉 ’ 《文樂》第l輯第】2
冊,頁l6。

】7「本害經文的繙譯,也應當有-個特別的說明。我感謝主,因為她賜給我們－本繙
譯很好的官話和合本聖經-在許多的地方,比英文譯得更好-但是,在有的地方,因

為中文文法及習慣的關係’不得不稍有異於原文的繙譯。對於研究鯉命,這是-個缺點。凡

遇這樣的地方’我就自行繙譯’文字工拙在所不計,只求其能達出鼴命的意義就是了。 」
〈屬靈人序〉 ’ 《文集》第】輯第】2冊,頁l0。 I8 〈I弼鯉人序〉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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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著新生命‧此說法與佛教強調正靦、正覺是不謀而合的‧倪氏非

常強調「真責屬而申的知識」﹙通貫全書’關靈知識的重要性不斷被強

調﹚ , I9知比行更重要,故三元人論這個系統而!l】學的課題’較如何獲

得屬靈生命這個靈程學的課題更形重要’而兩者的關係亦密不可分。

由於此書問世並廣受歡迎,三元人論亦得以在華人教會普遍流

傳。筆者相信’就此書的內容對華人教會的rI際影響而言,三元人諭

與倪氏所訂定的靈程相較,前者只有更大而不會較小。

第二,由於此害主要是翻譯而非創作’且是第╴本系統性地譯介
三元人論的華文作品’因此必然碰上詞垂與表達形式的翻譯問題。倪

氏為此大量翻譯及創造許多新的詞菜和表達語句。他曾為書中的歐化

語句和創新詞彙作解釋:

╴些新『口號』 。 」1I倪氏創造及編修-套囑靈詞槳’諸如闢靈、閥

魂與l咧肉體、靈的自由與關朋、靈的負擔﹑受壓制、下沉與開通﹑得

釋放、醞的動作與效用﹑知道和明白的分別、靈工、靈功與靈力等等’

匪泛地涮華人教會採用’形塑好幾代華人信徒的砷學思想和屬靈經驗.

與其說倪柝盤在《劂靈人》裡為普世教會創造-套獨特的人觀與靈程

觀’不若說他為華人教會建橢了一套I翮鼴話語’這個影響至今未衰。

﹦、創造與救贖

（－）霪與魂的來源

按照聖經I﹟占撇羅尼迦前書五章23節和希伯來書四章l2節的敔示,

倪柝聳堅持人的組成不是鼴魂和身體兩部分,而是靈、魂、體三部分‧
三元諭與二元諭的最大分別處,在於前者將靈與魂分開。倪氏認為,

盤和魂的本質並不一樣,必須清楚區分。

據創世記二章7節’他說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出人的身體,然後

將生命之氣吹進去’構成人的霪與魂。但是,既然溯源自同一樣的生

命之氣’為甚麼竟會生出靈與魂兩種東西呢?並且如何合理化它們是

∣司源不同質的東西呢?倪柝聲憑個人推想解釋說,魂不是上帝所創造

的原質,召∣」是鼴與身體接觸以後變化合成的柬西。 「魂是從靈與體聯

合後而生出來的‧ 」如此,上帝的生命之氣在吹入人的身體後,有一

部分維持其原態,這便是靈;有一部分則因與身體接觸’產生某種作

用而衍生魂。

讖這害的人’天然要覺得其中的造句’和平常是不同的;並且,邐有許多特

別的名詞,似乎是不可通的。讓我申明幾句:當人還未起首寫類似這樣的｝』『

之前,他並不覺得其實際上的困難是何等的多。乃是當他提笨的時候,纔看

見各種的難題都在前面。因為吾國的文字本來不合乎屈鯉的著述,所以,我

纔不得已用似洋似華的文字來表達出真理的意義‧書中還有許多的名詞’都
是我自己所特造的.非此’就有許多的真理沒法表達出來‧我盼望誡者要多
注意屬靈專門的名詞’到了後來通用之後,就不覺其奇異了。 Z0

平lI青而論,這個辯解是不大高明的。要是他以這本書的原創性來

解釋其創新詞彙的必須』∣生’那是很合理的;但要說中文不合乎l弼靈著

述,故必須採用歐化語句,對於-個僅以中文為母語的人’這末免是

太強詞奪理了。語句歐化的唯-合理原因是本書主要為翻譯而非原創
作品。

刷】所吹生命之氣,入了人的身體,變成為靈;同時這靈與身體接觸,就產生

了魂。這就是我們裡面屬靈、屬魂兩個生命的來源。 22

不過’創新詞彙恰好是本書最大的貢獻。如同于力工所說: 「﹙倪

柝聲﹚另有-個恩賜是他人所無的,就是他能製造-些新名詞,產生
按照這樣的說法,魂不是上帝直接的創造’而是藉進化﹙creation

byevo】ution）而得來的合成品,就是上帝創造的原生物經歷本質演化

l9如: 「信徒需要知識來分別而巾的作為,和撤但的工作。信徒需要知識來認識砷作工
的原則’和撒但作工的條件。惟獨有這樣知識的人,纔能保守自己脫離黑暗的權勢。 」《郾
靈人》（下） ’ 《文集》第l輯第l4冊’頁l36;另參l6】 。

20〈屬鏖人後序〉 ’ 《文集》第】輯第I2冊,頁l6～l7 。

2】于力工: 《夜盡天明-于力工看中國幅音靂撼》 ,頁】83～l84

22《岡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冊,頁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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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著新生命‧此說法與佛教強調正靦、正覺是不謀而合的‧倪氏非

常強調「真責屬而申的知識」﹙通貫全書’關靈知識的重要性不斷被強

調﹚ , I9知比行更重要,故三元人論這個系統而!l】學的課題’較如何獲

得屬靈生命這個靈程學的課題更形重要’而兩者的關係亦密不可分。

由於此書問世並廣受歡迎,三元人論亦得以在華人教會普遍流

傳。筆者相信’就此書的內容對華人教會的rI際影響而言,三元人諭

與倪氏所訂定的靈程相較,前者只有更大而不會較小。

第二,由於此害主要是翻譯而非創作’且是第╴本系統性地譯介
三元人論的華文作品’因此必然碰上詞垂與表達形式的翻譯問題。倪

氏為此大量翻譯及創造許多新的詞菜和表達語句。他曾為書中的歐化

語句和創新詞彙作解釋:

╴些新『口號』 。 」1I倪氏創造及編修-套囑靈詞槳’諸如闢靈、閥

魂與l咧肉體、靈的自由與關朋、靈的負擔﹑受壓制、下沉與開通﹑得

釋放、醞的動作與效用﹑知道和明白的分別、靈工、靈功與靈力等等’

匪泛地涮華人教會採用’形塑好幾代華人信徒的砷學思想和屬靈經驗.

與其說倪柝盤在《劂靈人》裡為普世教會創造-套獨特的人觀與靈程

觀’不若說他為華人教會建橢了一套I翮鼴話語’這個影響至今未衰。

﹦、創造與救贖

（－）霪與魂的來源

按照聖經I﹟占撇羅尼迦前書五章23節和希伯來書四章l2節的敔示,

倪柝聳堅持人的組成不是鼴魂和身體兩部分,而是靈、魂、體三部分‧
三元諭與二元諭的最大分別處,在於前者將靈與魂分開。倪氏認為,

盤和魂的本質並不一樣,必須清楚區分。

據創世記二章7節’他說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出人的身體,然後

將生命之氣吹進去’構成人的霪與魂。但是,既然溯源自同一樣的生

命之氣’為甚麼竟會生出靈與魂兩種東西呢?並且如何合理化它們是

∣司源不同質的東西呢?倪柝聲憑個人推想解釋說,魂不是上帝所創造

的原質,召∣」是鼴與身體接觸以後變化合成的柬西。 「魂是從靈與體聯

合後而生出來的‧ 」如此,上帝的生命之氣在吹入人的身體後,有一

部分維持其原態,這便是靈;有一部分則因與身體接觸’產生某種作

用而衍生魂。

讖這害的人’天然要覺得其中的造句’和平常是不同的;並且,邐有許多特

別的名詞,似乎是不可通的。讓我申明幾句:當人還未起首寫類似這樣的｝』『

之前,他並不覺得其實際上的困難是何等的多。乃是當他提笨的時候,纔看

見各種的難題都在前面。因為吾國的文字本來不合乎屈鯉的著述,所以,我

纔不得已用似洋似華的文字來表達出真理的意義‧書中還有許多的名詞’都
是我自己所特造的.非此’就有許多的真理沒法表達出來‧我盼望誡者要多
注意屬靈專門的名詞’到了後來通用之後,就不覺其奇異了。 Z0

平lI青而論,這個辯解是不大高明的。要是他以這本書的原創性來

解釋其創新詞彙的必須』∣生’那是很合理的;但要說中文不合乎l弼靈著

述,故必須採用歐化語句,對於-個僅以中文為母語的人’這末免是

太強詞奪理了。語句歐化的唯-合理原因是本書主要為翻譯而非原創
作品。

刷】所吹生命之氣,入了人的身體,變成為靈;同時這靈與身體接觸,就產生

了魂。這就是我們裡面屬靈、屬魂兩個生命的來源。 22

不過’創新詞彙恰好是本書最大的貢獻。如同于力工所說: 「﹙倪

柝聲﹚另有-個恩賜是他人所無的,就是他能製造-些新名詞,產生
按照這樣的說法,魂不是上帝直接的創造’而是藉進化﹙creation

byevo】ution）而得來的合成品,就是上帝創造的原生物經歷本質演化

l9如: 「信徒需要知識來分別而巾的作為,和撤但的工作。信徒需要知識來認識砷作工
的原則’和撒但作工的條件。惟獨有這樣知識的人,纔能保守自己脫離黑暗的權勢。 」《郾
靈人》（下） ’ 《文集》第l輯第l4冊’頁l36;另參l6】 。

20〈屬鏖人後序〉 ’ 《文集》第】輯第I2冊,頁l6～l7 。

2】于力工: 《夜盡天明-于力工看中國幅音靂撼》 ,頁】83～l84

22《岡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冊,頁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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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而產生出新的物質。 23這個想象性的解說,-方面回答了同一個

生命之氣如何產出兩個不同東西的疑問,另方面亦為三元論者堅持魂

與靈不同質、卻與體相類的困難作出疏解﹙賓路易師母便無法解決這

個理論困難﹚ 。倪氏的解說大抵直接來自安汝慈。 2』

但為甚麼有靈與魂的分別?答案是:為了讓它們各自肩負不同的

功能。倪氏認為’ 「體是『世界知覺』的所在。魂就是『自己知覺』

的所在。塵就是『砷知覺』的所在。 」25人的三部分仿如不∣司的感官’

各自負責不同的知覺。魂並非設計來知覺上帝的,所以也無法知覺上

帝’只有靈才能知覺上帝。對上帝的知覺,跟對世界和對自己的知斑

完全不同。三元人論的核心信息’不在於醞與魂的不同’卻在於將對

上帝的知覺跟對自己和世界的知覺完全對立’ 2b如此亦是將上帝與人

和世界完全對立’ 27將有關上帝的﹙屬靈的﹚與有關人的﹙觸魂的﹚事

情完全對立‧上帝與人對立是三元論的奧秘。將鼴與魂對立的目的’

正是使上帝與人對立,使屬靈的與屬魂的對立成為可能。前者是後者

的必要條件。試看下面－段說話;

紙諭人的行】『芍好到甚麼地步,但是,凡是出乎自己的,總不會叫砷喜歡。而申

只能﹩﹟悅她的兒子;除訑和她的工作以外,沒有人’也沒有人的工作,能得

ii【l】的菩歡。 l』∣己肉耀所作的,也許是甚好的,但是,只因其是用自己的能

力,進從I≦l己iiI】出,刺】就不喜歡。人可以想出許多的方法去行善、去改良﹑

去進步, Ill足’道些行為,既是從肉體出來的’而【l】是不喜歡的.不只對╴個

未收生的人足逗樣﹑就足╴個亟生的信徙,他如果是藉著自己作的事情,無
施ⅡI III Il的美好,ⅡII何的有功效,而『l】總是不喜歡。神所喜怒的’並非善惡的問

題’乃是源頭的問題.行為不錐’但是從那裡出來的呢?酣

鼴是人與上帝往來的部分’上帝僅住在人的靈裡,卻與魂和體不

相往來’退論將身體當作她的殿。 2,必須注意的是,這裡倪氏尚未提

到人犯罪’沒有說明魂與體受罪的污染與敗壞。事實上’上帝不與魂

和體交往,並非因著它們有罪,只是因著它們是魂與體而不是靈,屬

靈的上帝不能與物質性的柬西交往,這是一個本體性的不可能﹙「屬

鹽」與「天然」不相干﹚ ,而非道德性的不可能﹙「上帝」與「罪」不
相連﹚ 。

聖靈不能住在人肉體裡面’蔥思就是聖靈不能住在人的心思﹑情感﹑意志、

或者身體裡亦明了;莫說魂的各部分,體的各部分’聖靈不住,就是未重生
人的鰱,聖鼴也是不住的。聖汀油是不倒在肉體上的,聖靈也是不住在「肉
體」的任何部分裡的,聖靈只會和肉體相爭, 『也與肉體沒有別的關係。所
以,人裡面若非有了甚麼是與他的肉體有別的,聖靈是沒法住在裡面的。﹞0

∣
23「我們如果明白魂的由來,和牠生命的原貝II ’對於我們的鯉命就有址大的〕『【助。喱

是從砷而來的’是砷所賜的。但是魂並非如此直接。魂尷榭玀進入慍時,所生出來的。 」

《閻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35 。

24參Paxson,L｛／bo〃『〃e〃【g／!es『P／α〃e,vol】,32﹣33 。

25《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7。 「靈是與靈界來往的部分。體是

與天然界來往的部分。 」同書,頁9～】0。正文的引文是源自蕪安德烈的’蜜師母亦有轉

引’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 ’頁89～90。

26「我們查考靈的要點,就是要信徒知道我們人是有-個獨立的醞。這個靈並不是人
的心思﹑意志、 lI青感’乃是包含有良心﹑直覺、交通的功能的。砷就是要在這裡垂乍我們,

指教我們’而帶領我們進入弛的安息裡。信徒因為已經久被魂所支配’所以對於靈的知識’

就非常薄弱。我們應當戰兢的在刷】面前’求弛在紳屜k指教我們甚麼是屈啞的,甚麼是l弼魂
的。 」《屈靈人》（上） ’ 《文集》第】輥第】2冊,頁l9 。

27倪氏分辨屬鯉與屬魂的愛心: 「我們若看這愛心的結果’也可知道其來源。如果是
圃魂的,就這樣的愛心並沒有能力鰓助他長久脫雕世界。他應當操心﹑用力,以掙脫世界的

吸引。如果是屈靈的,就世界的事物自然要在這愛心面前脫落’信徒要輕看牠們’以之為可

厭可憎.他好像今後不會再看見世界了’因為i｛l】的榮光把他屈肉體的眼隋弄I瞎了。 」 《屈
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268 。

28《園鯉人》（上） , 《文樂》第l輯第l2冊’頁l28 。黑體為筆者所加‧
他又說: 「從前所爭的是罪惡的問題,現在所爭的並非善惡的問題’乃是天然的善,

或者是屈而【l】的善。從前所爭的,是所作的事是甚麼性質’現在所爭的’是所作的好事是從那
裡來的。 」《劂鰓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l06‧

20《閻砸人》（上﹚ ’ 《文樂》第l輯第l2冊’頁8 ; 《閥豳人》（中） ’ 《文集》第
】輯第l3冊’頁89‧為了疏解聖經說身體是聖璽的殿的矛盾’倪氏乃以人比作舊約的聖
殿’體是外院’魂是聖所’鰱是至聖所,故上帝仍僅是住在鯉裡,而不會跟體與魂直接相
I涮。同脅,頁l】～】2‧但他在卷十曾對此作修正’參《屬靈人》（下） ’ 《文集》第l輯
第l4冊,頁208。

30《屈鯉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l2。黑體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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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而產生出新的物質。 23這個想象性的解說,-方面回答了同一個

生命之氣如何產出兩個不同東西的疑問,另方面亦為三元論者堅持魂

與靈不同質、卻與體相類的困難作出疏解﹙賓路易師母便無法解決這

個理論困難﹚ 。倪氏的解說大抵直接來自安汝慈。 2』

但為甚麼有靈與魂的分別?答案是:為了讓它們各自肩負不同的

功能。倪氏認為’ 「體是『世界知覺』的所在。魂就是『自己知覺』

的所在。塵就是『砷知覺』的所在。 」25人的三部分仿如不∣司的感官’

各自負責不同的知覺。魂並非設計來知覺上帝的,所以也無法知覺上

帝’只有靈才能知覺上帝。對上帝的知覺,跟對世界和對自己的知斑

完全不同。三元人論的核心信息’不在於醞與魂的不同’卻在於將對

上帝的知覺跟對自己和世界的知覺完全對立’ 2b如此亦是將上帝與人

和世界完全對立’ 27將有關上帝的﹙屬靈的﹚與有關人的﹙觸魂的﹚事

情完全對立‧上帝與人對立是三元論的奧秘。將鼴與魂對立的目的’

正是使上帝與人對立,使屬靈的與屬魂的對立成為可能。前者是後者

的必要條件。試看下面－段說話;

紙諭人的行】『芍好到甚麼地步,但是,凡是出乎自己的,總不會叫砷喜歡。而申

只能﹩﹟悅她的兒子;除訑和她的工作以外,沒有人’也沒有人的工作,能得

ii【l】的菩歡。 l』∣己肉耀所作的,也許是甚好的,但是,只因其是用自己的能

力,進從I≦l己iiI】出,刺】就不喜歡。人可以想出許多的方法去行善、去改良﹑

去進步, Ill足’道些行為,既是從肉體出來的’而【l】是不喜歡的.不只對╴個

未收生的人足逗樣﹑就足╴個亟生的信徙,他如果是藉著自己作的事情,無
施ⅡI III Il的美好,ⅡII何的有功效,而『l】總是不喜歡。神所喜怒的’並非善惡的問

題’乃是源頭的問題.行為不錐’但是從那裡出來的呢?酣

鼴是人與上帝往來的部分’上帝僅住在人的靈裡,卻與魂和體不

相往來’退論將身體當作她的殿。 2,必須注意的是,這裡倪氏尚未提

到人犯罪’沒有說明魂與體受罪的污染與敗壞。事實上’上帝不與魂

和體交往,並非因著它們有罪,只是因著它們是魂與體而不是靈,屬

靈的上帝不能與物質性的柬西交往,這是一個本體性的不可能﹙「屬

鹽」與「天然」不相干﹚ ,而非道德性的不可能﹙「上帝」與「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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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鰱,聖鼴也是不住的。聖汀油是不倒在肉體上的,聖靈也是不住在「肉
體」的任何部分裡的,聖靈只會和肉體相爭, 『也與肉體沒有別的關係。所
以,人裡面若非有了甚麼是與他的肉體有別的,聖靈是沒法住在裡面的。﹞0

∣
23「我們如果明白魂的由來,和牠生命的原貝II ’對於我們的鯉命就有址大的〕『【助。喱

是從砷而來的’是砷所賜的。但是魂並非如此直接。魂尷榭玀進入慍時,所生出來的。 」

《閻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35 。

24參Paxson,L｛／bo〃『〃e〃【g／!es『P／α〃e,vol】,32﹣33 。

25《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7。 「靈是與靈界來往的部分。體是

與天然界來往的部分。 」同書,頁9～】0。正文的引文是源自蕪安德烈的’蜜師母亦有轉

引’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 ’頁89～90。

26「我們查考靈的要點,就是要信徒知道我們人是有-個獨立的醞。這個靈並不是人
的心思﹑意志、 lI青感’乃是包含有良心﹑直覺、交通的功能的。砷就是要在這裡垂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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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屈靈人》（上） ’ 《文集》第】輥第】2冊,頁l9 。

27倪氏分辨屬鯉與屬魂的愛心: 「我們若看這愛心的結果’也可知道其來源。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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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268 。

28《園鯉人》（上） , 《文樂》第l輯第l2冊’頁l28 。黑體為筆者所加‧
他又說: 「從前所爭的是罪惡的問題,現在所爭的並非善惡的問題’乃是天然的善,

或者是屈而【l】的善。從前所爭的,是所作的事是甚麼性質’現在所爭的’是所作的好事是從那
裡來的。 」《劂鰓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l06‧

20《閻砸人》（上﹚ ’ 《文樂》第l輯第l2冊’頁8 ; 《閥豳人》（中） ’ 《文集》第
】輯第l3冊’頁89‧為了疏解聖經說身體是聖璽的殿的矛盾’倪氏乃以人比作舊約的聖
殿’體是外院’魂是聖所’鰱是至聖所,故上帝仍僅是住在鯉裡,而不會跟體與魂直接相
I涮。同脅,頁l】～】2‧但他在卷十曾對此作修正’參《屬靈人》（下） ’ 《文集》第l輯
第l4冊,頁208。

30《屈鯉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l2。黑體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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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氏將上帝與人徹底二分對立,宣稱凡有人的因素、人的作為的

地方’便不能同時兼容上帝的作為。對於這個極端的而【∣I人對立說’他

主要訴諸上帝的意願:即上帝定意不在有人的作為的地方有所作為。

「而申的目的,乃是要我們拒絕-切囑乎我們自己的:我們所是的,我

們所有的’我們所能的’而要我們完全靠著她而活,天天播著聖玀,

在基督裡得著生命. 」3I但與此同時’為了強調這種對立乃完全無il哪

寰餘地’他卻又常常不經意地將問題的癥結由上帝的「不陋」轉為上

帝的「不能」 :

I『【l】所給我們的秩序’逛不會錯的: 「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帖前五

2〕）1﹤尷「魂﹑與韆﹑劂身子」也不是「身子﹑與魂﹑與靈」 。鯉是駁高置

的,所以先說:體尷蛟卑下的,所以雌後說;魂是居中間,所以就將魂字安

在鰱﹟l】饑的∣ ∣ !II｝】說。我們石淌楚了『il】的秩序’我們就看見聖經將人比作殿的

捫!懋。我ⅡⅡ﹜行兄至恥所﹑聰所﹑和外院ⅡI】何與靈、魂和身子的秩序和風

賤,-－一↑∣ I合。M

倪氏沒仃醱先存﹙Pre﹣cxis﹛cnceofSpi「i【）的觀念’卻相信靈是永存

的, ﹞,因為鼴的源麵址上帝所吹的氣、所以具有砷性,與上帝同質。

他指出’魂是當鼴進入體時化生出來的﹑所以是混台品’其特徵是「與

受造者發生∣綢係的。牠乃是受造的生命,天然界裡的生命。 」﹞6靈卻

不胴於受造界﹑不是天然的束西’而是與上帝同質的, 37他稱之為「靈

質」 ‧ ﹞膩這裡我們可以將倪氏的說法與奧古斯丁傳統作一個附比,上
帝在E∣」造人Il芽,將牠的而l∣】性本質流注（emanation）3,入人’故人有一個

特殊的巾I∣I性結橢,不獨可以與上帝交通’更可以與牠聯台。

聖靈惟獨在倚靠她而活的人的身上顯出她的能力來。凡卵著天然生命I「叮活著

的人,不能盼望看見聖靈甚麼大作為。我們不只應當脫離一切污穢的,並且

應當脫離-切屬乎天然的‧我們若仍是照著「人」╴-－不╴定是罪人＝的
樣子而活在天然界裡’聖靈就不能在我們裡面掌權.如果我們光脫離罪’而

仍然思想如「人」思想,愛慕如「人」愛慕’生活如「人」生活,行耶如

「人」行事,而非完全靠著刷】的聖驟在我們的生命裡作工’聖鼴就怎能玀!牠

的能力呢?32

0

I

人在Iil∣】造物【∣】之所以特別的’並不是他有-個魂,乃是因為他有一個靈,而

逗個鼴又是聯合-﹛I古I魂成功為-個人.這樣的聯合’叫人在宇宙中成為-個

非附特卜Ⅱ的。照著聖經來看,單以人魂來說,人魂與紳是沒有關係的‧人是
以鼴與而l∣】發生∣州l系。『【∣】是個跟,所以拜訑的必須用靈。惟有靈能夠與靈發生

刪係。惟有噓能敬拜鯉。所以我們在聖經中看見:惟有靈能事奉靈;惟有靈

不管我們如何為倪氏疏解開脫,總是難以將上述幾段說話的諾斯

底主義（Gnos【icism）意味除去‧事實上’如同筆者在研究賓路易師母
的思想時所指’三元論者都有柏拉圖主義（P】atonism）的隱藏性前設:

精而申是崇高的,物質則是卑賤的,絕對精砷的上帝不能與物質世界接

觸。倪柝聲說: 「在人這三個元素裡,靈與涮】聯合,是最高的。體與

物貢相接觸,是最卑的。 」33

他甚至把帖撒羅尼迦前害五章23節的「靈與魂與身子」-語,賦

予價值上的秩序之含義:
〕斗《I鋤鯉人》（上） ’ 《文桀》第】輯第l2III｝ ’頁I2 。聖殿三重的比喻其實來自慕安

德烈’參蕪安德烈著,譯者不詳: 《基督的靈》（台北:台灣幅音齊房’ 】972﹚ ’頁23l 。

35《閥醞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冊,頁5 。

3b《l弼鰱人》（上） , 《文桀》第I緬第】2Ⅲ,頁35 。

37「惟有相同的性質’纔會有相貼的聯合’混台品是不行的。 」《屬靈人》（中） , 《文
柒》第】獅第l3Ill｝ ,頁23。 「人要敬拜而【l】 ,要與砷交通’必須有與而『∣】相同之性質纔可以。 」
同習’頁l07 。

38《l咧鹽人》（中） , 《文集》第】輯第!3冊’頁83 。

39安汝慈用這個字眼來說明上帝將川性注入人身。 Paxson,L﹛／b﹙﹚〃『／ieHig／!eH／P／α〃e,
VOl】 ,3l

∣
3】 《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63 。

32《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65 。黑體為筆者所加。

33《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8 。又說: 「人的靈是最尊置的,居

在人的最裡面。體是最卑賤的’居在最外面。 」同書,頁g。參Paxson’L｛／bo〃『／!c〃jg∕!“／
P／α〃G,VOl】,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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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靈;惟有靈能崇拜靈的而【l】 ;惟有靈能從鱷的刷｛得著敔示. （經文從

略）糾0

打獨立存在的可能。魂就是靈和髓的總結,就是人元素的集大成。因此靈與

髓完全和合之後,就叫人成了-個活魂。這個魂不是別的,就是二者相合的

結果’就尷-ⅡⅡ人的人格。 』s
靈與魂各有三個主要功能‧靈的主要功能是良心﹑直覺和交通。

良心是-種直接的價值判斷’直覺則是靈裡的直接知覺﹙此兩者之所

以強調直接,乃表示它們都是不受心思﹑情感等魂的功能所彩響’ 「無

所憑依,無因而起」糾I﹚ ,而交通則是指敬拜上帝。魂的主要功能是

意志、心思和’I青感’這概括了人的知識﹑思想﹑感∣青與l闐值判斷等部

分。簡言之’魂就是人的自己’ 「就是人從母腹生出來所得的生命」 。

「人們的思想、想像、決斷、感覺﹑情感﹑刺激、愛慕等現象,都是

從魂來的」‘2 ,它們都是魂的功能,因而都與靈及屈鼴的事無關‧上
帝只與人的靈交往,不會與魂或體相交;而靈的直覺更是「認識刺】 ,

和與砷交通,及知道砷的事的獨-機關。 」糾〕要是人不曉得分辨鼴與

魂’錯誤地以魂來與上帝接觸,就算他意欲尋求上帝,也終究徒然,

不能達到屬靈的境界。“筆者重申’三元論者將靈與魂對立’乃旨在

將屬靈的和屬魂的對立’將上帝與人對立。

與靈路易【lII】母等三元論者-樣,倪柝聲雖然為魂賦予人格總樞的

地位,憑與體都得合併在其內,但這個魂卻是沒有獨立能力的,也不

能真l∣﹟iⅡ﹂l IlI自主,它ⅡIf一能作的自由決定,就是決定追隨靈抑或體的

決定。 「魂應衛決定:牠到底是要I∣頂服靈,以與砷和牠的旨意聯合呢,

還是l∣Ifi服柵和物質界-切的引誘呢。 」」6在人未犯罪以前’魂完全受

鼴的支配’倪氏用以下的轡I喻說:
γ

醱本來進全人中肢高的部分,魂和體都服從牠。在正當的光景,靈像主婦’

魂像俯家’耀像僕人‧主婦有事交給管家,管家轉命諸僕分頭去作。主婦在
II﹛’↑中發命令,僕人乃是從管家接受命令。在表面上好像管家是一切的主人,

但1;﹝在〔l勺主人’乃足主締。 糾7

不幸地,魂錯誤運用它唯－能作的自主決定’選擇背叛上帝。始

砠吃了知識善惡樹的果子’就是敔發魂的生命的果子,如此靈的生命

被摧毀了,人失去上帝的知識’陷入死亡的地位.

這裡必須注意倪氏對第-宗罪（primaIsin）的說法:他不是說魂
與體因為犯罪墮落而與靈對立’也跟上帝的知識和生命無分;恰好相

反的是’魂在尚未犯罪、就是按照上帝所造的本質而存在的時候,便

已跟鼴相對立, 「魂的生命-被敔發上升,靈的生命當然下降」 。始

砠正是因為吃了知識善惡樹的果子’敔發了魂的生命,所以才使他的

厲霪生命被摧毀。人不是首先墮落了’所以知識才與上帝對立’上帝

才要廢棄人的知識;真相是:在任何時候’尋求知識本身便是墮落的

表現,墮落的根源。 「因為人類的墮落是從尋求知識來的’所以砷就

（﹦）犯罪與救贖

魂是靈與體聯合而生出來的’就成為人的中樞’也是人的特點所

在,稱為人格的本質:

魂與體完全與靈相結合,靈和體是歸納入魂這-部分。當日亞當沒有墮落,

自然不像我們現在的靈與肉體這樣的天天交戰。他全人的元素,乃是完全和

台的‧這三個彼此調和,魂居中間作結連的環鏈’作人格的原因,叫╴個人

∣
印0《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55 。

1】 《屬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87。

42《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29 。

43《屬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3冊,頁】20。鼴與魂的功能分類源自賓師

母,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 ,頁3】 。

44《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4; 《屬靈人》（中） , 《文集》第

】輯第】3冊,頁】l2 。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 ,頁6l 。

斗5《屈驟人》（上）

46《闕鼴人》（上）

47《l弼靈人》（上）

經心理學淺釋》 ’頁27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6。

《文集》第l輯第】2冊’頁65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33。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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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靈;惟有靈能崇拜靈的而【l】 ;惟有靈能從鱷的刷｛得著敔示. （經文從

略）糾0

打獨立存在的可能。魂就是靈和髓的總結,就是人元素的集大成。因此靈與

髓完全和合之後,就叫人成了-個活魂。這個魂不是別的,就是二者相合的

結果’就尷-ⅡⅡ人的人格。 』s
靈與魂各有三個主要功能‧靈的主要功能是良心﹑直覺和交通。

良心是-種直接的價值判斷’直覺則是靈裡的直接知覺﹙此兩者之所

以強調直接,乃表示它們都是不受心思﹑情感等魂的功能所彩響’ 「無

所憑依,無因而起」糾I﹚ ,而交通則是指敬拜上帝。魂的主要功能是

意志、心思和’I青感’這概括了人的知識﹑思想﹑感∣青與l闐值判斷等部

分。簡言之’魂就是人的自己’ 「就是人從母腹生出來所得的生命」 。

「人們的思想、想像、決斷、感覺﹑情感﹑刺激、愛慕等現象,都是

從魂來的」‘2 ,它們都是魂的功能,因而都與靈及屈鼴的事無關‧上
帝只與人的靈交往,不會與魂或體相交;而靈的直覺更是「認識刺】 ,

和與砷交通,及知道砷的事的獨-機關。 」糾〕要是人不曉得分辨鼴與

魂’錯誤地以魂來與上帝接觸,就算他意欲尋求上帝,也終究徒然,

不能達到屬靈的境界。“筆者重申’三元論者將靈與魂對立’乃旨在

將屬靈的和屬魂的對立’將上帝與人對立。

與靈路易【lII】母等三元論者-樣,倪柝聲雖然為魂賦予人格總樞的

地位,憑與體都得合併在其內,但這個魂卻是沒有獨立能力的,也不

能真l∣﹟iⅡ﹂l IlI自主,它ⅡIf一能作的自由決定,就是決定追隨靈抑或體的

決定。 「魂應衛決定:牠到底是要I∣頂服靈,以與砷和牠的旨意聯合呢,

還是l∣Ifi服柵和物質界-切的引誘呢。 」」6在人未犯罪以前’魂完全受

鼴的支配’倪氏用以下的轡I喻說:
γ

醱本來進全人中肢高的部分,魂和體都服從牠。在正當的光景,靈像主婦’

魂像俯家’耀像僕人‧主婦有事交給管家,管家轉命諸僕分頭去作。主婦在
II﹛’↑中發命令,僕人乃是從管家接受命令。在表面上好像管家是一切的主人,

但1;﹝在〔l勺主人’乃足主締。 糾7

不幸地,魂錯誤運用它唯－能作的自主決定’選擇背叛上帝。始

砠吃了知識善惡樹的果子’就是敔發魂的生命的果子,如此靈的生命

被摧毀了,人失去上帝的知識’陷入死亡的地位.

這裡必須注意倪氏對第-宗罪（primaIsin）的說法:他不是說魂
與體因為犯罪墮落而與靈對立’也跟上帝的知識和生命無分;恰好相

反的是’魂在尚未犯罪、就是按照上帝所造的本質而存在的時候,便

已跟鼴相對立, 「魂的生命-被敔發上升,靈的生命當然下降」 。始

砠正是因為吃了知識善惡樹的果子’敔發了魂的生命,所以才使他的

厲霪生命被摧毀。人不是首先墮落了’所以知識才與上帝對立’上帝

才要廢棄人的知識;真相是:在任何時候’尋求知識本身便是墮落的

表現,墮落的根源。 「因為人類的墮落是從尋求知識來的’所以砷就

（﹦）犯罪與救贖

魂是靈與體聯合而生出來的’就成為人的中樞’也是人的特點所

在,稱為人格的本質:

魂與體完全與靈相結合,靈和體是歸納入魂這-部分。當日亞當沒有墮落,

自然不像我們現在的靈與肉體這樣的天天交戰。他全人的元素,乃是完全和

台的‧這三個彼此調和,魂居中間作結連的環鏈’作人格的原因,叫╴個人

∣
印0《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55 。

1】 《屬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87。

42《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29 。

43《屬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3冊,頁】20。鼴與魂的功能分類源自賓師

母,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 ,頁3】 。

44《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4; 《屬靈人》（中） , 《文集》第

】輯第】3冊,頁】l2 。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 ,頁6l 。

斗5《屈驟人》（上）

46《闕鼴人》（上）

47《l弼靈人》（上）

經心理學淺釋》 ’頁27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6。

《文集》第l輯第】2冊’頁65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33。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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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十字架的愚拙,來『滅絕智慧人的智慧』 .智力是墮落的原因。 」

如此,人不是因為始租的第-宗罪,才有原罪的存在;他所具有的魂

與體’乃是真正的原罪。

人由於具有魂與體’所以有原罪’而魂與體亦使他犯了第-宗

罪’故罪只是由魂與體負責,與鼴是無關的.我們不能說整個人得為

其所犯的罪負責’只是魂與體兩部分需要為罪負責。鼴是罪的受害者

而非負責者‧始砠讓魂的生命增長’鼴的生命便對上帝死了,不復能

與上帝交通。魂聽從肉體的感覺而行,變成體的奴僕。倪氏總結人的

墮落過程說:

地位再變為靈。我﹛∣孤l相信「主耶穌的代死」 ,因信入基督’與牠聯合,

凡她所經歷的,我們都經歷了,因此便與基督同死同復活,得著新生

命,得著重生。與衛斯理約翰及其所有追隨者（包括中國的宋尚節）

不同的足,倪柝盤並沒有過分高抬重生在信徒胴盤生命的位置’他不

認為里生是-個特殊的事件（even【） ’亦不I司意它是人在得救後的第二

次恩典’甘l】主張璽生是-個地位’並且「人-信主耶穌’就是已經重

生的了」 。 勗I

頭牛並不代表基督徒生命的完成,卻僅標示其開端。 「這是基督

徒生活的起點’這是每個信徒的 低限度。 」s2重生意味著他得著╴
個結幟性的可能’可以讓盤重新管治他的魂與體。上帝的完全救法包

括了兩部分: ∣臘罪與賜生命,這亦即他在別處提到的得救與得勝（得

ri﹚ :

全人是分為三下的:靈、魂、體。紳的意思原是要靈居在鮫上,來管束魂。

人變作屈魂之後,靈就沉下來服事魂。人變作屬體之後,妓卑下的肉體就作

王起來了。人是從「靈治」而降下至「魂治」 ,從「魂治」而降下至「勰

治」 ’步步墮落’肉體操權‧ 釧8 -面藉著救主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l﹛fY去人的罪’叫聖潔的『申能公義的赦

免罪人。另-面藉著罪人與救主同死在十字架上,叫他不再受肉體的管束’

能IIll他的籮重新掌權’ Ⅱ1∣體作外面的僕人,叫魂居間作媒介,叫靈魂體恢復

他們原有的秩序。 勗﹞

雖說靈是上帝在創造了人的肉身以後才為他添加的,但倪氏認為

靈才是人的界定性徵﹙「異於禽獸者」﹚ ’魂與體不過是人與動物相同

的動物’∣生而已。人與撒但-樣’都是墮落的靈. 「撒但是-個墮落的

靈,人也是墮落的靈,不過人有身體吧。 」馴,因為人是靈’所以需要

靈的重生。

耶穌基督降世,以人的身分拯救世人,牠在十字架上’讓其醞﹑

魂﹑體都受審判和刑罰。 「十字架釘死了所有的罪人’十字架釋放了

主耶穌的生命‧所以今後,凡人肯接受十字架的,聖靈就叫他重生’
得著主耶穌的生命。 」50

重生的意思是將上帝的生命分給人的靈,故「完全是靈裡面的

事,與魂和體是無關的。 」重生是靈的重生,使人由原來陷入肉體的

重生不是譏人恢復亞當末犯罪墮落前的光景,卻是否定與超過

之。在倪氏心目中’與「靈性」對立的不是罪,而是「天然」 ; 5』上

帝的救贓不是要恢復牠的第-次創造﹙舊造﹚ ’而是否定第-次創造

並開始第二次創造’牠要摧毀自己的創造並賜人﹙「天然」即上帝命

定及賜予﹚的生命’而給人另外的生命﹙「牠自己非受造的生

命」﹚ 。 55亞當與上帝沒有生命上的關係,他尚未吃生命樹的果子’

5l 《l咧啞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冊,頁5g , 76～77 。

52《屈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62。

53《屈盤人》（上） ’ 《文集》第I輯第】2冊’頁l0】 。

54《闕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l69。

55 「雖然這魂的生命’乃是創造的主所賜給世人的,但砷卻喜歡世人（如果願意）不

按著這生命而活著。 」《屬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IⅢ’頁204;另《屬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4。

∣

48《屬靈人》（上）

49《屬靈人》（中﹚

50《I弼靈人》（上）

《文集》第】輯第】2冊,頁46

《文集》第l輯第】3冊,頁3 。

《文集》第】輯第l2冊,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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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十字架的愚拙,來『滅絕智慧人的智慧』 .智力是墮落的原因。 」

如此,人不是因為始租的第-宗罪,才有原罪的存在;他所具有的魂

與體’乃是真正的原罪。

人由於具有魂與體’所以有原罪’而魂與體亦使他犯了第-宗

罪’故罪只是由魂與體負責,與鼴是無關的.我們不能說整個人得為

其所犯的罪負責’只是魂與體兩部分需要為罪負責。鼴是罪的受害者

而非負責者‧始砠讓魂的生命增長’鼴的生命便對上帝死了,不復能

與上帝交通。魂聽從肉體的感覺而行,變成體的奴僕。倪氏總結人的

墮落過程說:

地位再變為靈。我﹛∣孤l相信「主耶穌的代死」 ,因信入基督’與牠聯合,

凡她所經歷的,我們都經歷了,因此便與基督同死同復活,得著新生

命,得著重生。與衛斯理約翰及其所有追隨者（包括中國的宋尚節）

不同的足,倪柝盤並沒有過分高抬重生在信徒胴盤生命的位置’他不

認為里生是-個特殊的事件（even【） ’亦不I司意它是人在得救後的第二

次恩典’甘l】主張璽生是-個地位’並且「人-信主耶穌’就是已經重

生的了」 。 勗I

頭牛並不代表基督徒生命的完成,卻僅標示其開端。 「這是基督

徒生活的起點’這是每個信徒的 低限度。 」s2重生意味著他得著╴
個結幟性的可能’可以讓盤重新管治他的魂與體。上帝的完全救法包

括了兩部分: ∣臘罪與賜生命,這亦即他在別處提到的得救與得勝（得

ri﹚ :

全人是分為三下的:靈、魂、體。紳的意思原是要靈居在鮫上,來管束魂。

人變作屈魂之後,靈就沉下來服事魂。人變作屬體之後,妓卑下的肉體就作

王起來了。人是從「靈治」而降下至「魂治」 ,從「魂治」而降下至「勰

治」 ’步步墮落’肉體操權‧ 釧8 -面藉著救主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l﹛fY去人的罪’叫聖潔的『申能公義的赦

免罪人。另-面藉著罪人與救主同死在十字架上,叫他不再受肉體的管束’

能IIll他的籮重新掌權’ Ⅱ1∣體作外面的僕人,叫魂居間作媒介,叫靈魂體恢復

他們原有的秩序。 勗﹞

雖說靈是上帝在創造了人的肉身以後才為他添加的,但倪氏認為

靈才是人的界定性徵﹙「異於禽獸者」﹚ ’魂與體不過是人與動物相同

的動物’∣生而已。人與撒但-樣’都是墮落的靈. 「撒但是-個墮落的

靈,人也是墮落的靈,不過人有身體吧。 」馴,因為人是靈’所以需要

靈的重生。

耶穌基督降世,以人的身分拯救世人,牠在十字架上’讓其醞﹑

魂﹑體都受審判和刑罰。 「十字架釘死了所有的罪人’十字架釋放了

主耶穌的生命‧所以今後,凡人肯接受十字架的,聖靈就叫他重生’
得著主耶穌的生命。 」50

重生的意思是將上帝的生命分給人的靈,故「完全是靈裡面的

事,與魂和體是無關的。 」重生是靈的重生,使人由原來陷入肉體的

重生不是譏人恢復亞當末犯罪墮落前的光景,卻是否定與超過

之。在倪氏心目中’與「靈性」對立的不是罪,而是「天然」 ; 5』上

帝的救贓不是要恢復牠的第-次創造﹙舊造﹚ ’而是否定第-次創造

並開始第二次創造’牠要摧毀自己的創造並賜人﹙「天然」即上帝命

定及賜予﹚的生命’而給人另外的生命﹙「牠自己非受造的生

命」﹚ 。 55亞當與上帝沒有生命上的關係,他尚未吃生命樹的果子’

5l 《l咧啞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冊,頁5g , 76～77 。

52《屈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62。

53《屈盤人》（上） ’ 《文集》第I輯第】2冊’頁l0】 。

54《闕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l69。

55 「雖然這魂的生命’乃是創造的主所賜給世人的,但砷卻喜歡世人（如果願意）不

按著這生命而活著。 」《屬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IⅢ’頁204;另《屬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4。

∣

48《屬靈人》（上）

49《屬靈人》（中﹚

50《I弼靈人》（上）

《文集》第】輯第】2冊,頁46

《文集》第l輯第】3冊,頁3 。

《文集》第】輯第l2冊,頁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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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督徒卻是由上帝生的’所以有永存的生命。 「重生不只恢復人們

靈魂原有混亂黑暗的秩序’並且叫人得著砷超凡的生命。 」5b

顧名思義’ I弼肉體的人就是II頂服肉體的帶領的人。由於倪氏將體

與魂靦作同類的柬西,故關體的也包括了圃魂的意思‧ 「聖經乃是

以為世上所有的人’沒有-個,不是屬乎肉體的。眾人都是為肉體

﹙包括魂和體﹚所支配’都是隨著體中的罪,和魂裡的己,去行事為

人。 」﹙﹚0基督徒已經重生’直覺已向上帝活了,但是他的肉體尚未死

去’仍然稜生作用;要是他被肉體的情慾所綑綁’隨從肉體行事,沒

有全然∣l I聖鯉透過鼴來帶領’他便是廁肉體的基督徒。

根據安汝慈在《雄高層的生命》裡的分類,人可分為三種:自然

人﹑ l跚肉饑的人、 I翮靈人。 l翮肉體的人是在自然人與屬靈人中間’他

們是已軍El三得救的基督徙’但仍活在罪和撤但的影響之下,他們是腳

踏兩個世界的人。 oI

倪氏視魂與體為自然界、受造界的產物,故屬肉體的人也就是

I∣頂著自然天性而活的人。他指出,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人-生下來

就是劂肉體的,這與始砠犯罪及他本人犯罪並無關係,他不是在犯罪

後才變成屈肉體’也不是因犯罪才使他淪落到屬肉體’上帝為他造的

自然本性就是屈肉體的:

而申的救贖計畫,並非要修造彌補我們所舊有的,乃是「新造」我們。所有慫

的,她都不要;馳用主耶穌的死,叫我們脫離螫的;用主耶穌的復活, ∣】ll我

們進入新的。……我們的「舊造」裡所包括的-切,無論是性↑i『j﹑足生命,

是從這性情所發出的意思’或這生命所發出的工作’部不能滿足i『∣l】的

心‧……我們所有的蜇造,在刷】看來’在裡面都有「死」的記號。逗些死
的束西是不堪修改的。『申要全新的’訑要「新造的人;螫〕l『u過,那變成

新的了」 。 57

必須看到,倪柝聲的救贖論不是傳統意義的脫罪伍得永生’而是

脫蕾體得新生。上帝的救贖不是原來創造的恢復’而是全新的另-次

創造,上帝不是要完善她原本給人的生命,卻是要為他賦予另外-個

生命;因此’人不能妄圖在他原本的生命裡尋找可供建造新生命的資

源,舊造的種種皆與新造無干。舊造與新造的中間存在著質的斷層’

兩者唯-的延績關係,就是那存於魂和體之內、卻不屈於天然的鼴‧
「自從人重生之後,胛所有的目的’就是藉著這個亟’以除絕-切囫

乎蕾造的’砷所有對人的工作,也都是在這-點的鼴內‧ 」58
人並不是學習變壞了,不是「習相遠」 ,纔成功為一個屬肉體的人。人並非

因為逐漸犯罪’後來纔變為屬肉體的。並非-個放縱情慾’隨著心中所好的

去行’完全受身體的惡慾所支配﹑所壓制、所征服的人’纔是一個屬肉體的

人。主耶穌說’人-生下來,就是屬肉體的。 62

三、兩等基督徒

（－）屬肉體的基督徒

由重生到得著超凡的生命,中間存在漫長的過程,這是每個基督

徒在理論上都可以達到’卻在事責上並非都已達到的;正因有人達到

而有人不曾,倪氏將基督徒分成兩等:即屬肉體與屬靈的。 5,

肉體的能力薄弱’ 「對於砷所有的要求,沒有-件能如紳意」 ,

這-點我們還能理解;但倪氏卻進-步指出肉體必然敗壞、必然敵擋

上帝,連上帝亦無法改變這個事責:

∣56《劂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62 。

57倪柝盤: 《默想創世記》 ’ 《文集》第l輯第3冊i頁5l 。PaxSon,L﹙／bo〃／〃e〃／g／!e＄『
P／α〃e,vol2,47 。

58《屬魍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6。

5g《劂喱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84～86 。

60《廁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67。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
經心理學淺釋》 ’頁】4～l5 。

6】Paxson,LifCon〔heHighestPlane,vo】. l, 】9﹣20

02《屬鰱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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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督徒卻是由上帝生的’所以有永存的生命。 「重生不只恢復人們

靈魂原有混亂黑暗的秩序’並且叫人得著砷超凡的生命。 」5b

顧名思義’ I弼肉體的人就是II頂服肉體的帶領的人。由於倪氏將體

與魂靦作同類的柬西,故關體的也包括了圃魂的意思‧ 「聖經乃是

以為世上所有的人’沒有-個,不是屬乎肉體的。眾人都是為肉體

﹙包括魂和體﹚所支配’都是隨著體中的罪,和魂裡的己,去行事為

人。 」﹙﹚0基督徒已經重生’直覺已向上帝活了,但是他的肉體尚未死

去’仍然稜生作用;要是他被肉體的情慾所綑綁’隨從肉體行事,沒

有全然∣l I聖鯉透過鼴來帶領’他便是廁肉體的基督徒。

根據安汝慈在《雄高層的生命》裡的分類,人可分為三種:自然

人﹑ l跚肉饑的人、 I翮靈人。 l翮肉體的人是在自然人與屬靈人中間’他

們是已軍El三得救的基督徙’但仍活在罪和撤但的影響之下,他們是腳

踏兩個世界的人。 oI

倪氏視魂與體為自然界、受造界的產物,故屬肉體的人也就是

I∣頂著自然天性而活的人。他指出,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人-生下來

就是劂肉體的,這與始砠犯罪及他本人犯罪並無關係,他不是在犯罪

後才變成屈肉體’也不是因犯罪才使他淪落到屬肉體’上帝為他造的

自然本性就是屈肉體的:

而申的救贖計畫,並非要修造彌補我們所舊有的,乃是「新造」我們。所有慫

的,她都不要;馳用主耶穌的死,叫我們脫離螫的;用主耶穌的復活, ∣】ll我

們進入新的。……我們的「舊造」裡所包括的-切,無論是性↑i『j﹑足生命,

是從這性情所發出的意思’或這生命所發出的工作’部不能滿足i『∣l】的

心‧……我們所有的蜇造,在刷】看來’在裡面都有「死」的記號。逗些死
的束西是不堪修改的。『申要全新的’訑要「新造的人;螫〕l『u過,那變成

新的了」 。 57

必須看到,倪柝聲的救贖論不是傳統意義的脫罪伍得永生’而是

脫蕾體得新生。上帝的救贖不是原來創造的恢復’而是全新的另-次

創造,上帝不是要完善她原本給人的生命,卻是要為他賦予另外-個

生命;因此’人不能妄圖在他原本的生命裡尋找可供建造新生命的資

源,舊造的種種皆與新造無干。舊造與新造的中間存在著質的斷層’

兩者唯-的延績關係,就是那存於魂和體之內、卻不屈於天然的鼴‧
「自從人重生之後,胛所有的目的’就是藉著這個亟’以除絕-切囫

乎蕾造的’砷所有對人的工作,也都是在這-點的鼴內‧ 」58
人並不是學習變壞了,不是「習相遠」 ,纔成功為一個屬肉體的人。人並非

因為逐漸犯罪’後來纔變為屬肉體的。並非-個放縱情慾’隨著心中所好的

去行’完全受身體的惡慾所支配﹑所壓制、所征服的人’纔是一個屬肉體的

人。主耶穌說’人-生下來,就是屬肉體的。 62

三、兩等基督徒

（－）屬肉體的基督徒

由重生到得著超凡的生命,中間存在漫長的過程,這是每個基督

徒在理論上都可以達到’卻在事責上並非都已達到的;正因有人達到

而有人不曾,倪氏將基督徒分成兩等:即屬肉體與屬靈的。 5,

肉體的能力薄弱’ 「對於砷所有的要求,沒有-件能如紳意」 ,

這-點我們還能理解;但倪氏卻進-步指出肉體必然敗壞、必然敵擋

上帝,連上帝亦無法改變這個事責:

∣56《劂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62 。

57倪柝盤: 《默想創世記》 ’ 《文集》第l輯第3冊i頁5l 。PaxSon,L﹙／bo〃／〃e〃／g／!e＄『
P／α〃e,vol2,47 。

58《屬魍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6。

5g《劂喱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84～86 。

60《廁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67。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
經心理學淺釋》 ’頁】4～l5 。

6】Paxson,LifCon〔heHighestPlane,vo】. l, 】9﹣20

02《屬鰱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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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肉體」從紳看來,是完全敗壞的。這肉體是與情慾緊緊↑【I述的,所以

聖經就常說到「肉體的情慾」（西二23 ;彼後二l8） 。『【l】的能力雖大, l【!她

卻不能叫人的「肉體」改變性質,成為牠所喜悅的。她目己說「人既l咧乎肉

體,我的靈就不永遠和他相爭」 （創六3﹚ 。肉體的壞處’足超過而【l】的能

力,是砷所不能改變的。 ‘〕

必奴砸I l I ,倪氏對肉撇敗壤的討諭﹑沒有涉及罪的因素。肉體不

足在人犯罪後才敗塽,谷∣」足在其受造的時候,就其受造的本質言,便

u徹底敗嶼的。逗址﹚渤i!芟麼耶穌洗淨了我們的罪後’仍無法改變肉體

敗壞的本斑。肉體的敗埋在始砠犯罪以前,也在我們重生以後。肉體

「I,敗蹊噬, ／﹛三於〃巳廷肉體:故敗壞是從其本體屈性言.而非從其道德

行】﹛』言:肉體的敗壞,若是連上帝亦無法予以改變’便是無可救藥的了

只能將之全然棄置:
Ii【∣】I﹠沒仃改變我II陬】的肉饑﹑乃足將她的生命l!,給我們.人無論重生也好’未

「M呈.也好﹑他的肉llH繃糙-樣的敗壞。罪人裡面的肉體如何,聖徒裡面的肉

惱也址4I II∣iI。人雖然IM三了’他的肉儷並不因之而遷善。人得重生,絲毫不

向彩辨肉懈﹑ IIl∣他改尺邐善。肉體無諭如何,總是肉體’永無變化的-

I I ‧ ﹙’7

因為肉體乃是最污穢的（彼後二】0﹚ ,所以就是而【i】都不能Ⅱll牠改變。除了

叫牠死以外’並無其他的辦法。就是主耶穌的斑IⅢ,也不能把人的「肉體」

洗乾淨的。所以我們在聖經裡,只看見主耶穌的llⅡ,洗我們的罪（罪怨） ,

總沒有寶血洗肉體的事。肉體乃是要釘死的（加五24﹚ 。就是聖鼴, .也不

能叫肉體改良。所以訑不住在∣囫乎肉體的罪人裡面（釗六3﹚ 。就尷住

在信徒裡面’也並非為要幫助肉體進化,也不過是與肉體交戰I「Ii己（川lⅡ

l7） 。“

肉惱不是∣kl為有罪才變得敗壞’恰好相反,人是因為有肉體的存

在才犯罪’才變得敗壞;肉體是因’罪是果,肉體是主要的,罪是次

要的。 b臘或許更直接的說’肉體就是敗壞的同義詞,凡圃肉體的﹑從

肉體而來的,便是罪’罪的定義乃源自肉體,故亦無須有獨立意義的

罪‧ b0「肉體在而【∣﹛面前是永遠被定罪的。 」70事rr上,倪氏並未對人的

「罪性」作出定義,但有理由相信,他心中的罪性便是肉體性﹙動物

性﹚ ,或者說罪性就在肉饑性之內。 7I這樣對罪的理解亦是本體性而

非道德性的。倪柝盤明白指出:

以上的話有兩處地方是教人詫異的:第-,肉體（包括魂與體

在內﹚是上帝創造的,但上帝所造的束西,竟然是牠看為完全敗壞、

並為牠所不喜悅的（God﹣hatingandGod﹣defying） ; b5第二’肉體不獨敗

壤’甚至敗壞到超過上帝能力所能改造的地步（unchangeableand

unlmprovable） ’上帝造了-樣壞束西’而牠無能力完善之。 bb

67《∣跚鯉人》（」二﹚ , 《文桀》第I蛔第】2﹛lⅡ,頁7斗。

68他稱「肉舢乃足撇但的工廠」 。 《劂鯉人》（上﹚ , 《文集》第l輯第I2冊,頁】25。

69「肉舢在犯罪’在述逆『巾,在破壞『巾的律法的事上,表明牠是與靈反對的。肉體也
是在行善,在l∣頂ll即∣ll旨蔥的事上’與鯉為敵。因為肉髓在『體』部分中’自然是充滿罪惡和
I∣’商慾的’所以當牠發表﹛｛∣來時’就犯許多的罪’叫而【l】的聖靈憂愁。 」（《屬靈人》〔上﹞ , 《文
集》第I !i唧第I2∣Ⅲ,頁I l6 。 ﹚「肉慨中所有的’除了罪之外,並沒有別的。 」（同書,頁
l3l 。 ﹚

70《l弼鯉人》（中） , 《文柒》第】輯第』3冊l頁42。

7】 「……而【∣】的定規,乃逞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性情,凡是從亞當接受的,都應當拒

絕。 」《岡鯉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Ⅲ,頁200 ,另】58～l50。參賓路易師母:

《醞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 ,頁23 。

63《屬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冊,頁70～7】 。本段與安汝慈的說法非常

相似’不過安氏僅強調上帝無意修繕肉體’而非指其不能改善肉體。Paxson,L﹙／b○〃『／﹜e
〃i8〃2J／P／α〃G,VOI.2,44-45 。

64《屬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97～98 。

05可以確定’倪氏並非將「肉體」-詞作純粹靈性含義的理解’ 「肉體」包括了「身
體」 ,就是physicaIbody 。 《屬靈人》（上﹚ i 《文集》第】輯第】2冊,頁】 l5 ﹑ 】45 。

66值得注意的是,倪柝盤為了確立他所作二分對立理論的絕對性’常常強調了上帝的

「不能」。譬如前述屬靈的上帝不能與物質世界及人的肉體建立關係,這裡說的上帝不能改

變肉體本質上的敗壞;乃至下面提到的聖靈不能自行在人身上工作’若是人不將地位給聖

靈’牠便無事可為‧參如《國靈人》（下） ’ 《文集》第】輯第】4冊,頁28 ﹑ 59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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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肉體」從紳看來,是完全敗壞的。這肉體是與情慾緊緊↑【I述的,所以

聖經就常說到「肉體的情慾」（西二23 ;彼後二l8） 。『【l】的能力雖大, l【!她

卻不能叫人的「肉體」改變性質,成為牠所喜悅的。她目己說「人既l咧乎肉

體,我的靈就不永遠和他相爭」 （創六3﹚ 。肉體的壞處’足超過而【l】的能

力,是砷所不能改變的。 ‘〕

必奴砸I l I ,倪氏對肉撇敗壤的討諭﹑沒有涉及罪的因素。肉體不

足在人犯罪後才敗塽,谷∣」足在其受造的時候,就其受造的本質言,便

u徹底敗嶼的。逗址﹚渤i!芟麼耶穌洗淨了我們的罪後’仍無法改變肉體

敗壞的本斑。肉體的敗埋在始砠犯罪以前,也在我們重生以後。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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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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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才犯罪’才變得敗壞;肉體是因’罪是果,肉體是主要的,罪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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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跚鯉人》（」二﹚ , 《文桀》第I蛔第】2﹛lⅡ,頁7斗。

68他稱「肉舢乃足撇但的工廠」 。 《劂鯉人》（上﹚ , 《文集》第l輯第I2冊,頁】25。

69「肉舢在犯罪’在述逆『巾,在破壞『巾的律法的事上,表明牠是與靈反對的。肉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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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商慾的’所以當牠發表﹛｛∣來時’就犯許多的罪’叫而【l】的聖靈憂愁。 」（《屬靈人》〔上﹞ , 《文
集》第I !i唧第I2∣Ⅲ,頁I l6 。 ﹚「肉慨中所有的’除了罪之外,並沒有別的。 」（同書,頁
l3l 。 ﹚

70《l弼鯉人》（中） , 《文柒》第】輯第』3冊l頁42。

7】 「……而【∣】的定規,乃逞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性情,凡是從亞當接受的,都應當拒

絕。 」《岡鯉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Ⅲ,頁200 ,另】58～l50。參賓路易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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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不過安氏僅強調上帝無意修繕肉體’而非指其不能改善肉體。Paxson,L﹙／b○〃『／﹜e
〃i8〃2J／P／α〃G,VOI.2,44-45 。

64《屬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97～98 。

05可以確定’倪氏並非將「肉體」-詞作純粹靈性含義的理解’ 「肉體」包括了「身
體」 ,就是physicaIbody 。 《屬靈人》（上﹚ i 《文集》第】輯第】2冊,頁】 l5 ﹑ 】45 。

66值得注意的是,倪柝盤為了確立他所作二分對立理論的絕對性’常常強調了上帝的

「不能」。譬如前述屬靈的上帝不能與物質世界及人的肉體建立關係,這裡說的上帝不能改

變肉體本質上的敗壞;乃至下面提到的聖靈不能自行在人身上工作’若是人不將地位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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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囫靈生命並不是別的,不過就是脫離那動物的,進入那而【l】聖的。-切

屬乎受造者的都必須失去;受造者只可在造物者裡面享受造物者的－.切。受

造者必須化捻烏有’真rr的救恩纔能駟【y」 . 72

慮l」 「造」） ’ !!Il連上帝亦無法燜助人徹底擺脫了。 「人總不能達到無

犯罪可能的地位’因為肉骼邋在。 」7b腳言之’罪惡易除’肉體難銷,

I人l為I〕iI行∕jI l I人「｛揣, IIIj後者谷I】!l｛向上帝的命定。

至於治死∣／】棚「I,方法’ ∣I『il氏﹨﹜r沒有很直接的說明。大致上! ∣Ⅱ所

指的不外乎以卜三點:-﹑ ﹛dli別來自肉惱興鯉的感覺l二﹨抵↑∣i∣及忽

略來∣』 l肉柵的慼瞇;三﹑勉強肉體的感覺附從於靈的感覺. 「應當拒

絕一Uj／l三夕l、↑腳「i勺愍鼬.應懈不↑Ⅱ信身刪所仃任何的感覺。不要隨之而

作,叵些簇止. ∣人I﹚為迫些迅仇敵欺騙的初步.找們只襤隨從在我們全

人il女深庭的直覺。 」77

必貍指出’倪柝盤這個峴肉腦的本質為罪的看法’較諸慕安德烈

及寅跆易「Ⅱ】母等丙方三元論者還要激烈。對慕安德烈等而言’肉體在

始IⅡl犯菲I〕『的∣甽趣乃在於其「不（如上’i﹟f般﹚完全」 ’而在犯罪後則

是「不能完全」 :前者僅是邀的分野’只有後者才在本質上與上帝對

立。慕安德烈說:

肉體在本質上必然與靈命對立l腮靈的璽生生命皿l勰肉刪的lil然

生命無法諧協、水火不容,故基督徒恆常在對立爭戰的狀態中‧爭戰

是正常不過的事。倪氏指出,不少基督徒不明白卜帝的救法,不認識

肉體是既沒有修邢進善的可能性,亦皿救恩）!!〔分〔l勺 ,繩尷l吩望｝恃肉

體修繕’這樣他們所經歷的爭戰便沒完沒了’他們亦沒有得勝的機

會。 7﹞他們必須藉不斷犯罪跌倒的經歷,發現這個事rr : ll券過肉體的
唯－方法便足徹底將之治死。

對基督徒而言’對付個別的罪惡是治標而不治本的’若不治死肉

體,便至終無法解決本體性的罪的間魍:

l

信徒……乃是注重他單個的罪’今日怒氣’明日嫉妒,後日爭競。他所愛傷

的,所盼望得勝的,乃是某件某件的菲‧但這不過是－棵樹所生的果子而

已。你去摘－個-莫說摘不去-牠又生-個,生生不已,終無得勝之

日‧……如果把樹弄死了’還怕牠結果麼?信徒都是打算如何對付過犯（果
子） ,而忘記了對付肉體（樹根﹚ ’所以就不免一罪未治消楚’而╴罪又
來。我們現今應當對付罪的根源。 7絀

「肉饑」趟ll占I辭,在聖經中’是指著我們∣二li】﹟在罪的能力下整們的天性。這

包括我們囉個的人’就足鰱﹑魂和身體。在人墮落之後,砷說: 「人變成肉
刪。 」（nIl六章三節仍〔文）所有人的能力﹑聰明﹑情感和意志’都是在肉體
能jj之下。 7臘

不過’治死肉體的意思僅是叫它不生效力’而非叫它不復存在。

人既是從肉體生的,便無法在塵世脫離他的肉體’故不管他的生命如

何為上帝所改變’都仍潛在淪為屬肉體的人的可能性。 75倘若罪性乃

源自始砠犯罪後-個後天的、偶然的添加,這個添加尚可以藉基督的

代贖予以除掉;但若是罪性乃源自上帝所命定的人性結構﹑她為人所

造的肉體﹙這是為甚麼倪氏恆常稱肉體為「蕾造」 ’就是上帝的「舊」

但倪氏谷∣j不認為只是在始砠犯罪以後’肉體才變得敗壞;敗壞是

肉體自被造後便無法逃遁的命運。如此’肉體不可救藥的結論便更為

確定了。

不過’我們得注意倪氏在《屬靈人》的後半部’即卷十〈身體〉

裡,大幅度修正了他在卷二〈肉體〉的說法。 7,他不再宣稱肉體始終

76《∣豳玀人》（上） ’ 《文槃》第】輯第I2冊’頁l 】l 。

77《l閩砸人》（中） ’ 《文樂》第l輯第』3冊,頁308 。

7﹩雛火憾烈; 《挑格的砸》 ’頁27￠ 。另參paxso!﹞,L〔／bo〃／／﹞e〃／8／!2s∕P／α〃e,vol2,
62 。

79筆者小心審I蚓全普’特別足卷二及卷十’冊∣』石不rll﹛兄」jq曾企I岡I將「身備」和「肉體」
兩個祠雖的台拽分I﹜Ⅱ’前者專指人的軀體（physica】body） ’後者則﹚志與身體打刪的菲性.對

72《屬靈人》（下）

73《屈囉人》（上）

7￠《屬玀人》（上﹚

75《屈靈人》（中﹚

《文集》第】紐第l4l﹛I｝ ’頁99～】00‧

《文桀》弟】輯第】Zlll｝ ’頁90 ’另』20～I30

《文架》第l輯第】2冊’頁l00。

《文集》第】緝第】3冊,頁3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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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囫靈生命並不是別的,不過就是脫離那動物的,進入那而【l】聖的。-切

屬乎受造者的都必須失去;受造者只可在造物者裡面享受造物者的－.切。受

造者必須化捻烏有’真rr的救恩纔能駟【y」 . 72

慮l」 「造」） ’ !!Il連上帝亦無法燜助人徹底擺脫了。 「人總不能達到無

犯罪可能的地位’因為肉骼邋在。 」7b腳言之’罪惡易除’肉體難銷,

I人l為I〕iI行∕jI l I人「｛揣, IIIj後者谷I】!l｛向上帝的命定。

至於治死∣／】棚「I,方法’ ∣I『il氏﹨﹜r沒有很直接的說明。大致上! ∣Ⅱ所

指的不外乎以卜三點:-﹑ ﹛dli別來自肉惱興鯉的感覺l二﹨抵↑∣i∣及忽

略來∣』 l肉柵的慼瞇;三﹑勉強肉體的感覺附從於靈的感覺. 「應當拒

絕一Uj／l三夕l、↑腳「i勺愍鼬.應懈不↑Ⅱ信身刪所仃任何的感覺。不要隨之而

作,叵些簇止. ∣人I﹚為迫些迅仇敵欺騙的初步.找們只襤隨從在我們全

人il女深庭的直覺。 」77

必貍指出’倪柝盤這個峴肉腦的本質為罪的看法’較諸慕安德烈

及寅跆易「Ⅱ】母等丙方三元論者還要激烈。對慕安德烈等而言’肉體在

始IⅡl犯菲I〕『的∣甽趣乃在於其「不（如上’i﹟f般﹚完全」 ’而在犯罪後則

是「不能完全」 :前者僅是邀的分野’只有後者才在本質上與上帝對

立。慕安德烈說:

肉體在本質上必然與靈命對立l腮靈的璽生生命皿l勰肉刪的lil然

生命無法諧協、水火不容,故基督徒恆常在對立爭戰的狀態中‧爭戰

是正常不過的事。倪氏指出,不少基督徒不明白卜帝的救法,不認識

肉體是既沒有修邢進善的可能性,亦皿救恩）!!〔分〔l勺 ,繩尷l吩望｝恃肉

體修繕’這樣他們所經歷的爭戰便沒完沒了’他們亦沒有得勝的機

會。 7﹞他們必須藉不斷犯罪跌倒的經歷,發現這個事rr : ll券過肉體的
唯－方法便足徹底將之治死。

對基督徒而言’對付個別的罪惡是治標而不治本的’若不治死肉

體,便至終無法解決本體性的罪的間魍:

l

信徒……乃是注重他單個的罪’今日怒氣’明日嫉妒,後日爭競。他所愛傷

的,所盼望得勝的,乃是某件某件的菲‧但這不過是－棵樹所生的果子而

已。你去摘－個-莫說摘不去-牠又生-個,生生不已,終無得勝之

日‧……如果把樹弄死了’還怕牠結果麼?信徒都是打算如何對付過犯（果
子） ,而忘記了對付肉體（樹根﹚ ’所以就不免一罪未治消楚’而╴罪又
來。我們現今應當對付罪的根源。 7絀

「肉饑」趟ll占I辭,在聖經中’是指著我們∣二li】﹟在罪的能力下整們的天性。這

包括我們囉個的人’就足鰱﹑魂和身體。在人墮落之後,砷說: 「人變成肉
刪。 」（nIl六章三節仍〔文）所有人的能力﹑聰明﹑情感和意志’都是在肉體
能jj之下。 7臘

不過’治死肉體的意思僅是叫它不生效力’而非叫它不復存在。

人既是從肉體生的,便無法在塵世脫離他的肉體’故不管他的生命如

何為上帝所改變’都仍潛在淪為屬肉體的人的可能性。 75倘若罪性乃

源自始砠犯罪後-個後天的、偶然的添加,這個添加尚可以藉基督的

代贖予以除掉;但若是罪性乃源自上帝所命定的人性結構﹑她為人所

造的肉體﹙這是為甚麼倪氏恆常稱肉體為「蕾造」 ’就是上帝的「舊」

但倪氏谷∣j不認為只是在始砠犯罪以後’肉體才變得敗壞;敗壞是

肉體自被造後便無法逃遁的命運。如此’肉體不可救藥的結論便更為

確定了。

不過’我們得注意倪氏在《屬靈人》的後半部’即卷十〈身體〉

裡,大幅度修正了他在卷二〈肉體〉的說法。 7,他不再宣稱肉體始終

76《∣豳玀人》（上） ’ 《文槃》第】輯第I2冊’頁l 】l 。

77《l閩砸人》（中） ’ 《文樂》第l輯第』3冊,頁308 。

7﹩雛火憾烈; 《挑格的砸》 ’頁27￠ 。另參paxso!﹞,L〔／bo〃／／﹞e〃／8／!2s∕P／α〃e,vol2,
62 。

79筆者小心審I蚓全普’特別足卷二及卷十’冊∣』石不rll﹛兄」jq曾企I岡I將「身備」和「肉體」
兩個祠雖的台拽分I﹜Ⅱ’前者專指人的軀體（physica】body） ’後者則﹚志與身體打刪的菲性.對

72《屬靈人》（下）

73《屈囉人》（上）

7￠《屬玀人》（上﹚

75《屈靈人》（中﹚

《文集》第】紐第l4l﹛I｝ ’頁99～】00‧

《文桀》弟】輯第】Zlll｝ ’頁90 ’另』20～I30

《文架》第l輯第】2冊’頁l00。

《文集》第】緝第】3冊,頁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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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肉體’永無被改造的-日,卻主張重生的人身體雖得死去’但因聖

靈內住而又使他的身體重活過來;他雖仍然主張人與上帝的聯合是鼴

靈聯台,聖靈只內住在人的靈內,但又說這個內住最後會對肉體產生

正面的影響:

付魂的課題。在他∣恨中,對付罪僅是未葉枝節,對付魂﹙己﹚才是至

I洲生死的班: 「勝過罪乃是-個門’-進就進去了;勝過己乃是-條

路,妥我llⅡl一生行走的。 」糾

倪氏I綢心的∣帷是-個意念禾I1行為背後的來源’而非其內容或目

標。若某l∣古∣懣念足出於人自己’就不管它的內容是否與上帝清楚敔示

的旨蔥（女Ⅱ聰祁的教導）相合’都-概不能接受;若某個行為是出於

I二l〔-l ’或夾雜仃Ll的因素’就不管它的目的是為了別人的好處,甚或

灶】（!,了l﹜I﹠il『╴b『∣了 ’】∣』邐是與上帝為敵的。 s氤由於他只問來源,不間內

容或【I楝,並宜稱凡不是直接且純粹出於上帝的,即等於敵擋上帝

﹙罪?﹚ ,那他自然無法為「罪」作任何本質主義或具質質內容的定

義了。他大抵亦不認為罪的問題能夠獨立處理,或值得獨立處理。

甚麼是魂生命?它是人的天然生命’是上帝創造使人為人的生

命。

聖靈最初乃是住在我們的靈裡,也只是與鯉直接交迺的。｛【【尷,逗﹨I庇不禁』I已

聖驟從靈裡來發出牠的生命來’叫我們的身體又活過來。 Ⅱ【﹜

下面我們會提到’倪氏認為聖鼴廢棄魂的生命’谷∣」保存魂的功

用;但聖靈在體的工作恰好相反:牠廢棄身體的功用’谷Ij﹚而!,其賦予新

的生命。倪氏相信’ 「惟獨靠著聖鼴治死身體的行為」 ,才能「盼望

聖靈將生命賜給我們的身體」 。 8I他大抵受到如宣信（A.BSimpson）

等胛醫（DivineHealing）論者的影響,相信上帝對人的拯救包括了肉

身的醫治’就是在患病時得醫治,在平日使身體得強壯。 腓2

筆者無法有效疏解前卷和後卷的矛盾’只相信它們是在不同時期

的作品,受到不同的紳學觀點影響。 這﹛∣占I魂的生命,乃是l弼乎天然的。這個生命並不一定都是罪惡的,……不過

是天然的Ⅱii已.這個生命是人的生命,所以非常之「人」的.你若想到「人」

之喚Ⅱ何為「人」 ’這個生命就是-個完全「人」的生命,也許是良善的﹑可

愛的﹑ ﹩;∣穌l I的,但不過乃是「人」的而已。帥

（﹦）魂的對付

體與魂是同類的東西,肉體包括身體與魂兩部分‧對倪柝盤而
言,基督徒所要對付的最大敵人是魂’而非體及其所代表的罪: 「我

們的從『罪』被釋放’不過是我們的身體得著釋放。……我們所靠著

而活的那個天然的生命魂生命並沒有經過對付。 」83在整本《屬靈人》

裡,倪氏沒有花上太多篇幅討論如何對付罪’卻是連篇累牘地申論對

倪柝盤萸∣』重強調魂的生命與罪無必然關係。魂不是因犯了罪才與

上帝為敵’卻是因為它被上帝創造成魂的樣子’便無法不與屬靈事物

水火不相容,這同樣是本體性而非道德性的‧ s7他慨歎許多基督徒將

魂（本體性的缺憾﹚與罪﹙道德性的缺l憾﹚互相混亂了,以為魂的敗

壞乃由於人犯了罪,故只要對付罪便足夠’不再對付那個「可以慈愛,

他而言,兩個詞菜是共通互用的。參如《屬嗶人》（下﹚ ’ 《文桀》第【鰓第】1冊,頁lg3 ﹑

243 、 257 。

80《閻鯉人》（下﹚ , 《文集》第】輯第】4Ⅲ,頁209 。

8I 《屬靈人》（下） , 《文集》第】輯第】斗冊,頁【96。

82《國鯉人》（下﹚ ’ 《文集》第l輯第!4冊’頁2】2～2】5 。他甚至鼓勵基督徒在您

病時不應追求醫藥的醫治,而應倚靠上帝而得醫治。同習’頁228～230。

83《屬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l54。

8』《l蚵鯉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62 。

85《l咧跟人》（中﹚ ’ 《文桀》第l輥第I3∣Ⅱ｝ ,頁282 。

86《屈醞人》（上） ’ 《文樂》第l輯第l2冊,頁】56。

87就迢-點’倪柝盤的觀點與安汝慈並不－致。安汝慈認為人之有思想﹑意志和感情
（RI】倪所言魂的功能） ’正是他與上帝相似的地方。人的思想﹑意志和感情若與上帝的有所
不l司’端在於他是有限的。人的特性的間題乃出在其不像上帝般完全,而不在其與上帝的全
然相敵。 Paxson,L﹛／bo〃「／le〃i8／!es『P／α〃e,voll,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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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肉體’永無被改造的-日,卻主張重生的人身體雖得死去’但因聖

靈內住而又使他的身體重活過來;他雖仍然主張人與上帝的聯合是鼴

靈聯台,聖靈只內住在人的靈內,但又說這個內住最後會對肉體產生

正面的影響:

付魂的課題。在他∣恨中,對付罪僅是未葉枝節,對付魂﹙己﹚才是至

I洲生死的班: 「勝過罪乃是-個門’-進就進去了;勝過己乃是-條

路,妥我llⅡl一生行走的。 」糾

倪氏I綢心的∣帷是-個意念禾I1行為背後的來源’而非其內容或目

標。若某l∣古∣懣念足出於人自己’就不管它的內容是否與上帝清楚敔示

的旨蔥（女Ⅱ聰祁的教導）相合’都-概不能接受;若某個行為是出於

I二l〔-l ’或夾雜仃Ll的因素’就不管它的目的是為了別人的好處,甚或

灶】（!,了l﹜I﹠il『╴b『∣了 ’】∣』邐是與上帝為敵的。 s氤由於他只問來源,不間內

容或【I楝,並宜稱凡不是直接且純粹出於上帝的,即等於敵擋上帝

﹙罪?﹚ ,那他自然無法為「罪」作任何本質主義或具質質內容的定

義了。他大抵亦不認為罪的問題能夠獨立處理,或值得獨立處理。

甚麼是魂生命?它是人的天然生命’是上帝創造使人為人的生

命。

聖靈最初乃是住在我們的靈裡,也只是與鯉直接交迺的。｛【【尷,逗﹨I庇不禁』I已

聖驟從靈裡來發出牠的生命來’叫我們的身體又活過來。 Ⅱ【﹜

下面我們會提到’倪氏認為聖鼴廢棄魂的生命’谷∣」保存魂的功

用;但聖靈在體的工作恰好相反:牠廢棄身體的功用’谷Ij﹚而!,其賦予新

的生命。倪氏相信’ 「惟獨靠著聖鼴治死身體的行為」 ,才能「盼望

聖靈將生命賜給我們的身體」 。 8I他大抵受到如宣信（A.BSimpson）

等胛醫（DivineHealing）論者的影響,相信上帝對人的拯救包括了肉

身的醫治’就是在患病時得醫治,在平日使身體得強壯。 腓2

筆者無法有效疏解前卷和後卷的矛盾’只相信它們是在不同時期

的作品,受到不同的紳學觀點影響。 這﹛∣占I魂的生命,乃是l弼乎天然的。這個生命並不一定都是罪惡的,……不過

是天然的Ⅱii已.這個生命是人的生命,所以非常之「人」的.你若想到「人」

之喚Ⅱ何為「人」 ’這個生命就是-個完全「人」的生命,也許是良善的﹑可

愛的﹑ ﹩;∣穌l I的,但不過乃是「人」的而已。帥

（﹦）魂的對付

體與魂是同類的東西,肉體包括身體與魂兩部分‧對倪柝盤而
言,基督徒所要對付的最大敵人是魂’而非體及其所代表的罪: 「我

們的從『罪』被釋放’不過是我們的身體得著釋放。……我們所靠著

而活的那個天然的生命魂生命並沒有經過對付。 」83在整本《屬靈人》

裡,倪氏沒有花上太多篇幅討論如何對付罪’卻是連篇累牘地申論對

倪柝盤萸∣』重強調魂的生命與罪無必然關係。魂不是因犯了罪才與

上帝為敵’卻是因為它被上帝創造成魂的樣子’便無法不與屬靈事物

水火不相容,這同樣是本體性而非道德性的‧ s7他慨歎許多基督徒將

魂（本體性的缺憾﹚與罪﹙道德性的缺l憾﹚互相混亂了,以為魂的敗

壞乃由於人犯了罪,故只要對付罪便足夠’不再對付那個「可以慈愛,

他而言,兩個詞菜是共通互用的。參如《屬嗶人》（下﹚ ’ 《文桀》第【鰓第】1冊,頁lg3 ﹑

243 、 257 。

80《閻鯉人》（下﹚ , 《文集》第】輯第】4Ⅲ,頁209 。

8I 《屬靈人》（下） , 《文集》第】輯第】斗冊,頁【96。

82《國鯉人》（下﹚ ’ 《文集》第l輯第!4冊’頁2】2～2】5 。他甚至鼓勵基督徒在您

病時不應追求醫藥的醫治,而應倚靠上帝而得醫治。同習’頁228～230。

83《屬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l54。

8』《l蚵鯉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62 。

85《l咧跟人》（中﹚ ’ 《文桀》第l輥第I3∣Ⅱ｝ ,頁282 。

86《屈醞人》（上） ’ 《文樂》第l輯第l2冊,頁】56。

87就迢-點’倪柝盤的觀點與安汝慈並不－致。安汝慈認為人之有思想﹑意志和感情
（RI】倪所言魂的功能） ’正是他與上帝相似的地方。人的思想﹑意志和感情若與上帝的有所
不l司’端在於他是有限的。人的特性的間題乃出在其不像上帝般完全,而不在其與上帝的全
然相敵。 Paxson,L﹛／bo〃「／le〃i8／!es『P／α〃e,voll,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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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溫柔;並沒有犯罪’也不是犯罪」的魂生命, 88沒有石至∣l 「自己

天然良善的生命……到底是如何敗壞的」 , 8,結果便容許魂在l豳鼴生

活裡繼績存在,繼縯扮演角色’他們的靈程因之不能有所進步。

「鯉魂攙雜」是尚未完全腮靈的基督徒I∣亙常經歷的.他-方面有

來自聖鰱的直覺引導’但另方面卻又隨著自己的思想和欲望行事.

迢-極慇魂攙雜的經歷’就是表明信徒裡面有兩個源頭:-個是屬砷的’一

∣∣古I』止I咧人的;一個足I弼聖靈的,-個是I弼自己的;╴個是屬直覺的,-個是

l紉思想的; ﹣個是劂鰱性的’-個是屬天然的;-個是屬靈的’-個是屈魂

的。叭﹩

我們若不恨惡我們魂的生命,天然的生命’自己的能力﹑才幹﹑ ﹟:!l!懋﹑美

德,則我們就不能有許多子粒的產生‧ .. .…我們常橘以】’打罪惡污穢的I勾體’

應當滅絕;但是,我們卻不矢I】道在結果的條件上’捨菜我們良善、 I「三巒﹑誠

實﹑仁義的魂（我） ,和滅絕肉體是╴樣要緊的。 ,0
基督徒虛在l弼魂的狀態下是相當危險的.首先,他的璽會受魂壓

制’無法誕聖醞工作;其次,他有進╴步退入體的境界的危險:第三,
他很容易為黑暗權勢所利用。因此,他必須努力對付自己的魂’將之

交於死地,舊造必須完全捨棄。

與體的’I冑況-樣,治死魂的意思不是叫魂失去了。-個屬靈的人

依舊有魂的意志﹑心思和’I育感,這些功能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是

不可能完全給消滅的。倪柝聲強調,將魂交於死地是要失喪魂的生命’

而非魂的功用;就是說,讓魂的功用機關失去生命’以致其功用轉由

靈支配,心思與靈同工,意志亦lI頂服上帝的旨意, 「牠們是完全順服

靈直覺的弓∣導的. 」

與肉體的情況-樣,魂雖然是上帝的創造’卻與囫鼴的聿無關’

並且必然地與靈生命相衝突’因為上帝的旨意正是要人消滅牠所賦予

人的魂生命。 「而申的目的就是要信徒完全活在他的鼴裡’而願意完全

將他的魂生命交於死地。 」9I魂生命與靈生命處在-個零和的狀態裡,

-方活動,另-方必被壓抑;╴方增益,另-方必被損耗’不能兼存,
沒有雙嬴。

-個人能否進步成功作-個屬鑼人’就是看他如何對待這兩極在他裡面的能

力。他如果拒絕魂的能力,而專靠著聖靈的能力,他就要成功作一個l劂鼴的

人。他如果利用魂的能力,或者用靈的能力,也兼用魂的能力,他就要成功

為一個屬魂的人-屈肉體的人。 ,2

我們將魂的生命交於死地,而背十字架來跟從主,意思並非我們今後應當變

成木石-般,沒有知覺’沒有思想’沒有主意,將魂生命所有的機關’都放

棄不用了。身體的肢體,和魂的功用,乃是仍然存在,完全仍舊使用,不過

乃是受聖靈的更新、加力﹑主使而已‧ ,s

屬魂的基督徒雖然也會有屬靈的經歷’但他若同時仰賴自己的天

然生命和能力,便處在-個「靈魂攙雜」的狀態下,他仍然是囫魂的

人.換言之,只要他生命裡有-點地方是屬魂的’他整個兒便是闕魂

的。只有純粹倚靠聖靈而活的人才是屬靈人。 ,〕
就魂的三重功能而言’倪柝聲最肯定意志的價值。他說屬靈人就

是能擺脫!∣青感的作用,憑意志來生活的人;惟有這樣的人’才能克服

外在環境的II頂逆,與內在’∣青緒的起伏’保持對上帝的信靠順服。 96受88《屬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2冊’頁l6】 。

8g《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g】 。

g0倪柝聲: 《默想創世記》 ’頁5▲。

9】 《屬靈人》（中﹚ , 《文集》第】輯第l3冊,頁28l 。

g2《屬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l2冊’頁l63 。黑體為筆者所加。

g3「我們最要緊的’就是自問我們已脫離那卑下的沒有?如果沒有,那就是說’我們
還是囫於那卑下的。有了靈的經歷’並不算為廟靈,乃是當我們沒有罪和己的經歷時纔
算。 」《園鰱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l86。

91《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l6g。 「靈魂攙雜」的觀念乃來自賓
師母,參賓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 ’頁30。

95《屬鯉人》（上﹚ ’ 《文桀》第l輯第l2冊,頁2l8 ;另參《屬靈人》（下） , 《文
集》第l輯第l年冊,頁6l 。

g6《屬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300～30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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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屬魂的人-屈肉體的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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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我們最要緊的’就是自問我們已脫離那卑下的沒有?如果沒有,那就是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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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l2冊,頁l6g。 「靈魂攙雜」的觀念乃來自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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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柝探的玀櫂罹乃遝造在三元人論的I〕仃設之上,並依據三元人論

的↑I﹛:架來擭嵯『ly。 i元人i淪的∣瀏鍵﹑在於將鯉與魂分開為兩個獨立的

商∣』分。攻I I此／l三鯉稅孿I乙 ’撇l鋤鰱人的第-步是要學習將靈和魂分開.

｝∣哥l鋤鯉『l II跚魂分∣｝∣】 、將Ⅱ∣於驢禾I】Ⅱ｝於魂的分∣刑。只有在靈擺脫魂的纏

搔以後,人』.﹛j接受塑盤的敗示﹩I】能力的可能’並且隨靈而行,過l咧

鯉「l勺／∣史iI『。

將磁卵魂分∣﹜∣」的【作址耶穌些愕親自做的。希伯來齧四章I2節的

教i﹟∣∣址:

蓋恩夫人的寂靜主義（Quie〔ism）彩響’他對情慼的石法非1;∣扛i「【﹜i , I涊

為在屬靈人的生活中, ’∣青感是最大的仇敵,大概與I勾慨的li!i慾↑Ⅱ麵∣『』。

他對心思的評價亦不高’認為心思與撒但最相合,故亦尷i【艾受撇lI l攻

擊的地方;他尤其反對人間知識’認為人類的欠Ⅱ識與撇﹛I l特別↑l I投,

反智主義濃厚＠w不過’他也提出-個「心思助鼴」的Ⅲj〔!!Ⅱ ,就尷』胼

人的靈感到疲乏或沒有動靜的時候,他使得以過去所↑!｝的l跚踱久Ⅱ識來

加以思想和判斷,為醞爭戰,扶助鼴。 ,凶

（三）霪與魂的分開

早在】g26年’即倪柝聲在膈州海邊羅星塔租屑居住,杵下廁《l咧

靈人》的同時,他在其所編印的定期刊物《基督徒報》裡發表-系列

關於敔示錄的注釋: 《默想敔示錄》 ’在其中他已用鼴魂體的三元觀’

勾勒出基督徒靈程發展的整個藍圖。他尤其強調基愕徒必須由l芻魂的

階段過渡到屬靈的階段。

﹛l;徙……陂他們的人祭i『l ii耶穌,Ⅲ『【li的逍……將他們的魂與靈分開,以致

魂1《∣ l﹜彬轡鯉﹑鯉也不l耳受魂的支配,以致各蹄各所,以致能明瓣可者是出

於魂, IIJ者址Ⅱ∣於韆﹑ ／l!﹙絲鼇之混亂與攙雜。 ∣叻

人所要做的肚配合耶穌分∣｝∣】鼴與魂的工作, 「履行了叫他工作的

lI茉件」 ,蚊」呈要的逛「在謫哥﹟上尋求隨從靈而行」 ;只要他順服聖靈’

使能l戊﹚勘l鋤嶼的基愕徙。不過,成為劂醞人可不是一蹴即就的事‧-
l∣i﹩∣才砸么∣了的｛i;徙’他的盤命只有-星之火’直覺也非常微弱’必須常

加述lⅡ ’以!0】l!｝!叻Ⅱ綁歷禾Ⅱ夾∣I識,逐漸由嬰孩長大成為真正的屬靈人。

倪氏強洲,要煖大成人的是鼴’而非l芻魂的口才、知識和恩賜,上帝

所胭念的足皺的長大, 「在牠看來,心思、情感和意志’無論加增

了多少的口才、知識禾Ⅱ恩賜,若無憑的長大’就在靈界裡一文都不
值‧ 」 ∣ ﹙﹚I

這裡我們或會間:人如何分辨出甚麼是出於靈而不是魂呢?倪

氏認為區別既簡單又清楚。 I劂靈的生活有兩個要點,第一’單獨隨著

靈中直覺的指弓I而行事為人,人處在附和者的地位上’他自己不定規

或發起任何事,卻是安靜等候聖靈在靈裡的聲音。若是直覺聽到裡面

的聲音,他就興起工作, l∣頂服直覺的指弓∣ 。其次,他既不自恃亦不用

∣
人是三台－的-靈﹑魂、體（帖前五23） 。……巒佰徒繞販1見時,他雌

然有了新的生命’然而’他仍難免於觸肉體’受體欲的彩緙。榭他吏進i）『lIl﹠

事主,而在恩典中長進時,他就漸漸入於I跡魂的｝ii﹟次‧榭信徙I咧魂時,他的
－切行為多受他自己心思﹑ ’I宵感﹑刺激﹑慼覺的支配.他的生活不娃平稻

的,不是安定的’不是冷綁的。他們若非心L∣i有熱火燒將,好像IIⅡ他們有說

不出的快樂時,他們不能服事主,不能作工。他l∣ⅡI巒有-極「雖得」之主的

同在,纔能祈孺﹑讚美、讀經,若是他們心中覺得枯燥,就不能照常度日。

在經歷上,信徒最要緊的就是讓聖靈用『｝∣】的話分∣刑他的鼴與魂,使他不

再受魂的影響,能完全屈靈,不因感覺﹑情感﹑心思、刺激而更變其日常生

活。 0,

97《）弼鼴人》（下） ’ 《文桀》第l輯第l4冊’頁4。他說「人的頭霽人,比人的心刊;

人更多」 ‧同誨,頁7 。

08《屈鯉人》（中﹚ , 《文柒》第】輯第】3Ⅱl｝ ,頁208～2I9。

9g倪柝盤: 《默想敔示錄》（中） , 《文槃》第l輯第4IⅢ,頁5l～52 。

l〔）﹙）《l跚殲人》（」﹦） ’ 《文桀》範I !腿第I2∣Ⅲ,頁225。參登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
經心I!l!學淺釋》 ,頁J8 。

I﹙）l 《l咧鯉人》（ 【 ∣】﹚ ’ 《文桀》第l輜第】3∣Ⅱ｝ ,頁I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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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才砸么∣了的｛i;徙’他的盤命只有-星之火’直覺也非常微弱’必須常

加述lⅡ ’以!0】l!｝!叻Ⅱ綁歷禾Ⅱ夾∣I識,逐漸由嬰孩長大成為真正的屬靈人。

倪氏強洲,要煖大成人的是鼴’而非l芻魂的口才、知識和恩賜,上帝

所胭念的足皺的長大, 「在牠看來,心思、情感和意志’無論加增

了多少的口才、知識禾Ⅱ恩賜,若無憑的長大’就在靈界裡一文都不
值‧ 」 ∣ ﹙﹚I

這裡我們或會間:人如何分辨出甚麼是出於靈而不是魂呢?倪

氏認為區別既簡單又清楚。 I劂靈的生活有兩個要點,第一’單獨隨著

靈中直覺的指弓I而行事為人,人處在附和者的地位上’他自己不定規

或發起任何事,卻是安靜等候聖靈在靈裡的聲音。若是直覺聽到裡面

的聲音,他就興起工作, l∣頂服直覺的指弓∣ 。其次,他既不自恃亦不用

∣
人是三台－的-靈﹑魂、體（帖前五23） 。……巒佰徒繞販1見時,他雌

然有了新的生命’然而’他仍難免於觸肉體’受體欲的彩緙。榭他吏進i）『lIl﹠

事主,而在恩典中長進時,他就漸漸入於I跡魂的｝ii﹟次‧榭信徙I咧魂時,他的
－切行為多受他自己心思﹑ ’I宵感﹑刺激﹑慼覺的支配.他的生活不娃平稻

的,不是安定的’不是冷綁的。他們若非心L∣i有熱火燒將,好像IIⅡ他們有說

不出的快樂時,他們不能服事主,不能作工。他l∣ⅡI巒有-極「雖得」之主的

同在,纔能祈孺﹑讚美、讀經,若是他們心中覺得枯燥,就不能照常度日。

在經歷上,信徒最要緊的就是讓聖靈用『｝∣】的話分∣刑他的鼴與魂,使他不

再受魂的影響,能完全屈靈,不因感覺﹑情感﹑心思、刺激而更變其日常生

活。 0,

97《）弼鼴人》（下） ’ 《文桀》第l輯第l4冊’頁4。他說「人的頭霽人,比人的心刊;

人更多」 ‧同誨,頁7 。

08《屈鯉人》（中﹚ , 《文柒》第】輯第】3Ⅱl｝ ,頁208～2I9。

9g倪柝盤: 《默想敔示錄》（中） , 《文槃》第l輯第4IⅢ,頁5l～52 。

l〔）﹙）《l跚殲人》（」﹦） ’ 《文桀》範I !腿第I2∣Ⅲ,頁225。參登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
經心I!l!學淺釋》 ,頁J8 。

I﹙）l 《l咧鯉人》（ 【 ∣】﹚ ’ 《文桀》第l輜第】3∣Ⅱ｝ ,頁I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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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慎防邪霎的欺騙

不過’受蜜跆幼「ⅡI】I寸對鯉恩逆勁的負面批評所影響,倪柝聲在此

!!﹩後、∣（郃亦捉全Il ﹑人／l:I澀經II∣Ⅱ服聖躂引導的∣司Il寺’卻不可使靈處在完

全被動的﹜∣k態.亦不I II放漿日己的心思、 ‘∣if感和意志的作用。人在恢

復磁的l’l﹟瞇後, ∣咀巳涉入盤界之內﹑不但能夠感知聖靈的引導’也會

受牙∣』囉的欺!跚’ jLi址-塒l跚盤的職爭﹑必須予以弊覺。在這方面他作

了I悶∣1l∣iIil述縱:麴. ﹑人﹛!l:分辨Ⅱll跚醞的耶典超凡的事的不同處,超凡

的!l﹟ ,除「IiIlI之外’邐仃撇∣【l阿作﹑故總須考究其來源‧第二,人不
可誕玀l『﹙l人、∣∣I『∣ :被觔的狀態﹑以兔為撇但所擺布:

自己的能力來遵行上帝的旨意,卻深感自己的無能,懋犄」乙帝的l態許

而行。 I02簡言之’無論是思想或能力’來源都必須｝亡∣﹦’l行Ii﹛i不尷向

己。 「我們若要這樣的隨從鼴而行,我們就應當隨從直覺﹟ll!微小的欠Ⅱ

覺而動工,就應當倚靠靈的能力來作直覺所敔示的工。 」 I l﹜﹞

基督徒若非在生命上純粹只有k述兩個表現,而擺雜﹛﹣f∣l l﹜人的I人I

素,無論這是他的思想、情感抑或意志,使都足l跚魂的; l姍魂的／∣i活

相當多樣化’不像靨靈的生活般可以－概而論.倪氏花丫很多脯Il﹛!i｝Iγi

述魂生命的各種不同表現’般後他總結說:

魂生命的表顯,可以頂冤泛的分為四類:-,就躂Ⅱ」I二lLl的犬然能／j ;－,

自用﹑剛愎﹑不l∣國甌巾;三,自作聰明,有頂多的愆見不Ⅱ打煉; IjⅡ,愛求慼

覺上的屈靈經歷‧……總括來說’魂的工作’就是Ⅱ」l佰徙j!∣;i杵天然的生命捫
著;靠著自己的能力’隨著自己的意思而作工’而γ｛奉巾【lI ;鏃求愍腿I己的i涊

識主,親近主’覺得主的同在;用心思的能力以明白『【∣】的道,以打筑,以計

畫,以推想。 !叫

嗯踫爪Ⅱ邪蜓「l,l二作仃.Ⅱ乩根本的不∣司。聖騾是慼動人,叫人自己去作,牠不

取﹜iI】人的﹛I占I格:邪鼴瓔人完全不勁,牠來代替人作,要靈成功為機械。因

此’盥『lv被觔（就k亡全人箭I』陷在被勁的狀態裡） ,就給邪靈以工作的機會。

不特山∣ I此, ﹨Ikl1架磁∣XI為沒仃↑!｝替侶徒的∣『』工’便不能作工,這樣就叫邪靈
卯政r。 IⅡ﹙,

∣l il樣地,魂的心思禾Ⅱ蔥志亦不能庭在被動的狀態。若人不活動他

的心思’邪鰱就阿乘l『瞪而入, 「誕外在的力迅在自己的心思裡思想」 。

倪氏的說法址:上帝並不用人的心思’故l!∣】使人放棄使用心思’亦不

能將之奉啾給上帘,供上帝使用。上帝的心懣是要讓人的魂由靈管理’

並使魂與磁∣司工;要是他不用意志來管治自己的本能,上帝也不會越

俎代﹜包’只有邪盤才會趁機進來管治。 ∣07總而言之,魂的胡亂工作和

停止工作∣司樣阻擋醞命,只有其正當工作才是有益的‧

倪柝聲為女∣I何分辨聖靈與邪靈的工作’作了詳盡的分述’其中不

少見解是頗具見地的。他指出’在超自然的層面,聖靈若為人帶來新

的敔示與異象,都不會在整個過程中廢棄人的心思,或使之無法主動

倪柝聲強調,靈與魂的分開並非知識’乃是經歷。人不能預先設

想甚麼是屬靈的,只能跟從直覺而行’並在經驗中I;r際欠∣】道甚麼是出

於靈而非出於魂。 「信徒惟有在經歷上織會矢I】道磁魂是如何分∣﹜∣」的,

信徒必須在經歷上讓主將他的魂與鼴分開。 」 I﹙﹚5在上帝將人的蛾魂分

開以後,靈的直覺便會變得非常敏銳’可以察知甚麼是來自聖醞的引

導,甚麼是有魂的作用夾雜其中。他認識那位住在裡面的聖盤’亳無

保留地讓其更新’並且得其加能賜力,足以控制和管理自己的魂與體。

這樣’人的靈與聖靈聯台’成為-靈。

】02《屈疆人》（上﹚ , 《文柴》第】緬第i2∣Ⅱ｝ ,頁】66～】67 ; 《l剷盤人》（中﹚ , 《文
集》第【鰓第l3冊,頁【65 。

I〔﹚3《屬靈人》（中﹚ , 《文集》第】輯第】3﹛Ⅲ’頁35 。黑舢為作者所加。

I（）斗《屈鯉人》（上﹚ , 《文桀》第l輜第】2IIl｝ ,頁】87 , l89 。

I05《l弼靈人》（中﹚ ’ 《文集》第】輯第】3冊’頁20。參筑路易師母: 《靈與魂-聖

經心理學淺釋》 ’頁57 。

I﹙）6《I跡鰱人》（中） ’ 《文桀》第】赧第I3Ⅲ’頁75 ;另參頁I l0 ’ I75～l76。迴

段祝話幾yz址抄錄I! l筑跆芻「﹟l】母的。見M「s.Penn﹣Lewis’ Il／t〃.﹝﹚〃『／』fSh／〃『J.6【hed‧（Boummou【h!
TheOvc『come『BookRoom, Ig39）,7l 。

l﹙）7《l跚醞人》（下﹚ ’ 《文桀》第】 l∣Ⅱ第I斗∣II｝ ’頁20～2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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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以l劂醞知識考察試驗包括來自直覺的敔示,又說人的直覺還是會

﹛」｝錯誤的’ I Iz這兩點是自相矛盾的。

全i!﹟出現類似的矛盾可真是多不勝數。再舉例說,他-方面強調

刪鯉人是憑鼴的直覺而非魂的心思行事’ 「直覺的引導在許多的地方

是反L﹜l!性的」 , ∣ I﹞並捉醒人不得憑己意預設聖醞的敔示;另方面主張

連Ⅱ」吏新了的心思來扶助鼴,容讓聖鹽引導思想;三方面卻又宣稱已

更新了的鯉邐是會為邪鼴攻喋’故必須提防所有反常的思想. I I﹟筆者

反攫∣蚓誠全T1﹟多遍’都找不出諧協以上各種說法的可能性,也許我的

I川題乃出於以魂而非鼴來閱詖此害,故無從窺知其矛盾的統-吧‧不
過,倪氏駁後主張以聖經作為-切真偽對錯的最後判準’這點仍是可

喜的:

地使用身上的任何肢體, 「先知的鼴是I∣偵服先知的」 ;反倒邪玀『﹜I】耍

求人的心思被動,而接受的人亦完全或部分不能使用目己的肢柵。在

天然的層面,聖鼴同樣是要人清楚明白牠的旨意:

聖靈從來不把人當作-個機械’而要人嫵意識的跟從i『﹛』-就﹚止仃淬, I他

都不肯。並且,她是從人的鼴裡-人岐深的地方-發衣l仙的懣忠。『IⅡ

的引導’從來不（-﹚紛亂’ （二﹚模糊, （三﹚迷」l∣吋, （ l／q﹚恤迫。從邪

靈來的,就是（-）從外進內的,蚊多是從心思進I勺的,並非從iI史內的地力

發出來的;不是直覺的敔示’乃是∣剁鼴似的思想; （二）lll:促的﹑仙i卹j的﹑

強迫的,要人立即行動,不譏人用時候來思想﹑考膛『I】祭驗; （三﹚｛史﹛i;徙

的心思麻木混亂,不能思想。 I﹙】8

如前所說’ 《屬靈人》的前半部禾I」後半部各有不同的l綢懷,前四

卷較為著重靈與魂的區分’並且將闕盤的與I跚魂的徹底對立’認為l窈

靈的人必須全然否定魂和體的作用;而後六卷則更為關注邪鯉對信徒

及教會的侵害’故與聖靈對立的主要不是魂而是邪鼴’魂倒成了與盤

同工、聯袂與邪靈相抗的工具‧ ﹙在討論魂的功能的三卷裡’倪氏用

了過半篇幅討論如何提防邪靈的欺騙. ﹚且以-小例子來作說明:倪

氏在卷三將「多言」列為屬魂的人「最普遍的記號」 , I00但在卷八谷∣】

將「多言」峴為心思有邪靈作工的人的表現。 ∣ I0

正因此害夾雜賓師母前後期不同的砷學思想,兩部分的論點明顯

地有所不同,甚至是互相衝突的.舉例說,倪柝聲-方面強調人不可

讓﹙哪怕是-丁點﹚魂的生命攙雜在屬靈的生活裡,認定聖囉是透過

直覺而非思想來傳遞牠的敔示,並宣稱聖靈會自行讓我們知道甚麼是

出於牠而非出於魂; I I I但另方面卻認為靈不能處在完全被動的狀態,

我們鯉中的直覺必須有聖經的教訃∣∣來證Ir纔可以。單陋從直覺,而不隨從聖

經的’必定錯諜‧我們鼴中所感覺的聖鼴敗示’與聖靈在聖經裡的敔示’必
足完全相合的。 I I氤

I 【2「不錯,足直腿知道『l∣l的旨意’但是我們邀冊要心思來檢查看我們的感覺到底是否
足出自n趾’或者不過燈催l己倘感的假胃。到底裡面的感覺是否而『﹟的旨懣,是否合乎聖經。
我們l吏用直覺來夾「l道,但是,我們帘要心思來證Ir。我們是何等的會錯誤呢!如果沒有心思
的﹟!I∣i助,就我們很雖以定準甚麼是出乎而l﹟的。 」《屬邐人》（下） ’ 《文集》第】輯第l4冊’
頁23 。

I I3《岡豳人》（下） ’ 《文集》第】輯第】4冊i頁23 ‧
I】4倪氏的說法是相當有趣的: 「……信徒應當查考－切反常的現象。除了有天然疾

病的原因之外’-切反常的現象’都是從邪靈來的。砷並不干涉人天然本能的作用。砷從來
不將牠的思想忽然攙雜在人的思想裡,也不忽然限制人心思的工作’而使之失去甚麼。－切
思想的忽然停止’好像頭腦空了-般,或者頭腦裡忽然發生了不是順著思想次序所當有的思
想,或者正在記憶事情的時候’忽然好像電線割斷了,不能再繼緻一般,或者竟然始終用不
來自己的心思和記性;這些都是邪靈作工的結果。 」《屬靈人》（下） , 《文集》第l輯第】￠
冊’頁】2;另參頁33 。

】 I5《屈靈人》（中） , 《文集》第】輯第I3冊’頁l7g。

l08《屈靈人》（下﹚ ’ 《文集》第】輯第】▲∣﹛I｝ ’頁3l ;另參頁l3l , 】62～l63 。

】09《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l73 。

】 】0《廟靈人》（下） , 《文集》第l輯第l4冊,頁47。

】 】 I「恩膂的工作是獨立的’不必人幫助的。牠不必用心思去查考,用』∣背感去激勵’牠
乃是獨立的表明牠自己的意思。牠在鼴中自己作工,叫人的直覺知道牠的意思。然後纔使人
執行牠所指示的‧ 」《屬壢人》（中） , 《文集》第】輯第l3冊,頁g2 。

■﹂



百周午紀念論丈集 禮京麟: 《劂靈人》與倪柝蚱的三元人論 217216

必須以l劂醞知識考察試驗包括來自直覺的敔示,又說人的直覺還是會

﹛」｝錯誤的’ I Iz這兩點是自相矛盾的。

全i!﹟出現類似的矛盾可真是多不勝數。再舉例說,他-方面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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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Ⅱ」吏新了的心思來扶助鼴,容讓聖鹽引導思想;三方面卻又宣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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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來的,就是（-）從外進內的,蚊多是從心思進I勺的,並非從iI史內的地力

發出來的;不是直覺的敔示’乃是∣剁鼴似的思想; （二）lll:促的﹑仙i卹j的﹑

強迫的,要人立即行動,不譏人用時候來思想﹑考膛『I】祭驗; （三﹚｛史﹛i;徙

的心思麻木混亂,不能思想。 I﹙】8

如前所說’ 《屬靈人》的前半部禾I」後半部各有不同的l綢懷,前四

卷較為著重靈與魂的區分’並且將闕盤的與I跚魂的徹底對立’認為l窈

靈的人必須全然否定魂和體的作用;而後六卷則更為關注邪鯉對信徒

及教會的侵害’故與聖靈對立的主要不是魂而是邪鼴’魂倒成了與盤

同工、聯袂與邪靈相抗的工具‧ ﹙在討論魂的功能的三卷裡’倪氏用

了過半篇幅討論如何提防邪靈的欺騙. ﹚且以-小例子來作說明:倪

氏在卷三將「多言」列為屬魂的人「最普遍的記號」 , I00但在卷八谷∣】

將「多言」峴為心思有邪靈作工的人的表現。 ∣ I0

正因此害夾雜賓師母前後期不同的砷學思想,兩部分的論點明顯

地有所不同,甚至是互相衝突的.舉例說,倪柝聲-方面強調人不可

讓﹙哪怕是-丁點﹚魂的生命攙雜在屬靈的生活裡,認定聖囉是透過

直覺而非思想來傳遞牠的敔示,並宣稱聖靈會自行讓我們知道甚麼是

出於牠而非出於魂; I I I但另方面卻認為靈不能處在完全被動的狀態,

我們鯉中的直覺必須有聖經的教訃∣∣來證Ir纔可以。單陋從直覺,而不隨從聖

經的’必定錯諜‧我們鼴中所感覺的聖鼴敗示’與聖靈在聖經裡的敔示’必
足完全相合的。 I I氤

I 【2「不錯,足直腿知道『l∣l的旨意’但是我們邀冊要心思來檢查看我們的感覺到底是否
足出自n趾’或者不過燈催l己倘感的假胃。到底裡面的感覺是否而『﹟的旨懣,是否合乎聖經。
我們l吏用直覺來夾「l道,但是,我們帘要心思來證Ir。我們是何等的會錯誤呢!如果沒有心思
的﹟!I∣i助,就我們很雖以定準甚麼是出乎而l﹟的。 」《屬邐人》（下） ’ 《文集》第】輯第l4冊’
頁23 。

I I3《岡豳人》（下） ’ 《文集》第】輯第】4冊i頁23 ‧
I】4倪氏的說法是相當有趣的: 「……信徒應當查考－切反常的現象。除了有天然疾

病的原因之外’-切反常的現象’都是從邪靈來的。砷並不干涉人天然本能的作用。砷從來
不將牠的思想忽然攙雜在人的思想裡,也不忽然限制人心思的工作’而使之失去甚麼。－切
思想的忽然停止’好像頭腦空了-般,或者頭腦裡忽然發生了不是順著思想次序所當有的思
想,或者正在記憶事情的時候’忽然好像電線割斷了,不能再繼緻一般,或者竟然始終用不
來自己的心思和記性;這些都是邪靈作工的結果。 」《屬靈人》（下） , 《文集》第l輯第】￠
冊’頁】2;另參頁33 。

】 I5《屈靈人》（中） , 《文集》第】輯第I3冊’頁l7g。

l08《屈靈人》（下﹚ ’ 《文集》第】輯第】▲∣﹛I｝ ’頁3l ;另參頁l3l , 】62～l63 。

】09《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l73 。

】 】0《廟靈人》（下） , 《文集》第l輯第l4冊,頁47。

】 】 I「恩膂的工作是獨立的’不必人幫助的。牠不必用心思去查考,用』∣背感去激勵’牠
乃是獨立的表明牠自己的意思。牠在鼴中自己作工,叫人的直覺知道牠的意思。然後纔使人
執行牠所指示的‧ 」《屬壢人》（中） , 《文集》第】輯第l3冊,頁g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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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霎工與工人

-個與聖鑼聯合的囫靈人,必可得著聖盤的能jj。 「他就必定

得著口才……為主作見證‧他的工作’必定有效力, （J水久的來

子。 」 I I6只要他不以自己的心思意念限制靈的自由,鼴的能jj便得到

釋放。特別是在主領聚會的時候,由於囫鼴的聚會乃是娥與嶼的交迥,

傳信息者得釋放鼴裡的負擔,使其向上帝∣刑敗,才有能力『I I信〃【g﹑流Ⅱ二l ,

而他亦得藉嗎告和詩歌釋放聽者的跟,方能詼他﹛∣lil穎受上帝的﹛『;’l』﹑ 。

「惟獨從聖鼴出來的’纔會進入我們自己的盤;聖鼴腓著我l∣Ⅷl的玀所

發出來的’纔會進入別人的鼴。 」 I I7不過,有時他也有磁I剁I剁的經歷’

這個經歷或是來自聽者’譬如對方沒有敞I刑的盤和心思,或足來「】他

自己’譬如他有脫不了的重擔; I I8這樣’他便不能勉強作工’將真理

傳給對方。倪柝聲說:

耕人的思想、好惡和決斷來引導他們,乃是在醞的直覺中敔示他們的。

他們必須等候上帝的敗示、並且謹慎提防肉體混進來,尤其慎防魂的

’Iii『慼在其I ∣ l發生作用。 I2﹙﹚ 「這裡有－個垠好的原則,就是千萬不要作

工過於我們鼴裡的力壘。我們如果作工過於我們的靈,我們就汲取自

己的能力來↑↑!助,這是苦惱的初步. 」 I2I他們得記著:如果不是上帝

從他∣∣Ⅱl「I勺憑﹟Il!作﹛l∣來, 「i﹟是他們自己的活動,用自己的力迅作的’在

」二’I!ifI【lI ∣〕Ⅱ將1﹤算數。凡不是上帝所作的﹑都算不得璽工。-切出自肉

刪的抒∣』墜敗駛’ ∣Ⅱf有出於上帝的才能永存‧ I22

砸工的I二I的乃在建造人的l跚鼴生命,就是讓人恢復靈裡對上帝

的直兇, 「lIi非為他們增添知識、刺激慼情、振發意志。 「靈工的意

思’並沒有別的,不過就是我們藉鹽而作工,要叫人的靈活過來而

已。 」 I2〕

∣
∣

如果我們的靈覺得關閉’我們勉強作工’就恐‘∣日所作的工,並不是從鯉I「I】

出,乃是心思的出產品而已。惟有從鼴所出的工,縱有永久有效的結果。從

心思出產的’無論如何,總是缺乏鼴力。如果我們不是先Ⅲ藤告不【】預備的工

夫,將人的障礙除去’以致我們能有自由的鼴,將iil∣】的話語俾i﹚Ⅱ,我們的工

作,就要失去效力。信徒必須學習攻〔I何∣隨著醱而行,以致他能灰Ⅱ道呶I lI『I｝在麒

中工作。 I Ig

四、 《屬霎人》與賓路易師母的思想

（－）屬霪進程:神祕主義抑或道德主義

表面上看,倪柝聲沒有把三元人論用來建立－套胛秘主義的屬靈

而l∣I學’而是將之應用到他的教會論裡。與賓路易師母不同的是’倪柝

聲很早便確定他的∣吏命是要建立岡於自己名下的教會,而非從事跨宗

派的密興佈道’ I2斗故他所有刷】學立論,皆是針對教會模式與信徒教會

生活的建立而發的.由於他要把其他人團聚在他的名下,並且是在他

宣稱由上帝的鼴所導引的路向去’-方面他很難接納別人可以有如他

這段說話,無論是意念抑或詞菜’對二、三十年代的華人雷興佈

道家都有甚大的影響。

所有從事靈工的人,都首先得上帝親自的呼召,而非因自告奮勇

或別人慫恿. 「沒有穿肉體的鞋的人’纔能夠站在砷工作的聖地上. 」

而他們亦得完全lI頂從聖靈的帶領’聽其調度。倪氏強調,聖霧並非
】20《屈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3冊,頁256。

l2l 《屈騾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4g。

l22幕安憾烈說得乾脆: 「有-件顯著的事,乍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肉體在何
庭尋求耶奉巾【l｛ ,就在何噬變成罪的力址。 」慕安德烈: 《基督的靈》 ’頁252。

l23《劂鯉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53～54。

I24魏光聰編: 《倪柝聲弟兄三次公開的見證》（香港:教會書室, 】974﹚ ,頁36。
這是他與浙興佈道家的主要分別處,參梁家麟: 〈湎興佈道家對華人教會的塑造〉 ’ 〈建道

學刊》鈉】 】期（】9g9年】月） ’頁l 】9 。

∣ l0《刪兣人》（中） ’ 《文集》第l輯第】3冊,頁45 、 l I2～】 l3 。

】 I7《閻鯉人》（中﹚ ’ 《文集》第】輯第】3冊,頁】26。

∣ l8《屈壓人》（中） ’ 《文集》第l細麴l3∣﹛﹛｝ ,頁l8斗～l88 ﹑ lg5～lg0。參筑路易
帥母: 《鯉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 ,頁58 。

l 】0《l弼鯉人》（ !∣﹣I﹚ , 《文集》第l I腿第】3Ⅲ,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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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霎工與工人

-個與聖鑼聯合的囫靈人,必可得著聖盤的能jj。 「他就必定

得著口才……為主作見證‧他的工作’必定有效力, （J水久的來

子。 」 I I6只要他不以自己的心思意念限制靈的自由,鼴的能jj便得到

釋放。特別是在主領聚會的時候,由於囫鼴的聚會乃是娥與嶼的交迥,

傳信息者得釋放鼴裡的負擔,使其向上帝∣刑敗,才有能力『I I信〃【g﹑流Ⅱ二l ,

而他亦得藉嗎告和詩歌釋放聽者的跟,方能詼他﹛∣lil穎受上帝的﹛『;’l』﹑ 。

「惟獨從聖鼴出來的’纔會進入我們自己的盤;聖鼴腓著我l∣Ⅷl的玀所

發出來的’纔會進入別人的鼴。 」 I I7不過,有時他也有磁I剁I剁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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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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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屈靈人》（中） ’ 《文集》第l輯第】3冊,頁256。

l2l 《屈騾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4g。

l22幕安憾烈說得乾脆: 「有-件顯著的事,乍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肉體在何
庭尋求耶奉巾【l｛ ,就在何噬變成罪的力址。 」慕安德烈: 《基督的靈》 ’頁252。

l23《劂鯉人》（中﹚ , 《文集》第l輯第l3冊,頁53～54。

I24魏光聰編: 《倪柝聲弟兄三次公開的見證》（香港:教會書室, 】974﹚ ,頁36。
這是他與浙興佈道家的主要分別處,參梁家麟: 〈湎興佈道家對華人教會的塑造〉 ’ 〈建道

學刊》鈉】 】期（】9g9年】月） ’頁l 】9 。

∣ l0《刪兣人》（中） ’ 《文集》第l輯第】3冊,頁45 、 l I2～】 l3 。

】 I7《閻鯉人》（中﹚ ’ 《文集》第】輯第】3冊,頁】26。

∣ l8《屈壓人》（中） ’ 《文集》第l細麴l3∣﹛﹛｝ ,頁l8斗～l88 ﹑ lg5～lg0。參筑路易
帥母: 《鯉與魂-聖經心理學淺釋》 ,頁58 。

l 】0《l弼鯉人》（ !∣﹣I﹚ , 《文集》第l I腿第】3Ⅲ,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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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而申聖來源和權威,卻在內容上↑I二l異的l躅盤失Ⅱ識; lI l夕j一／jI「li ’

他沒有鼓吹具個人主義性質的『【l﹜秘主義精巾【∣I ,諸攻Ⅱ上帝對l∣占I人的特殊

弓∣導,因為這對強調集體主義的教會生活沒有太大「lW『!助。要址付∣∣!liI

信徒都對上帝有特殊的領受,那教會領袖的權威典I I何確立,敉俞合-

如何達致?

如前所云’賓師母畢生追求和鼓吹的足與l:’『’i沛l∣﹜秘〃∣吧∣三「l勺聯介。 l『

到她走到人生盡頭’且因應醞恩逆動而對自己的『I∣l學!﹠!剋!作丫大I∣】﹛li修

正的時候,她仍堅持在基督重臨以先’人生ⅡIl:一有僩l﹜!﹛的!l「’Il!j尷追求

與上帝的內在聯合,及擁有刑l秘性的上帝知識。 I25但是,在倪氏的杼

作裡’我們卻看不到類似的主張。倪氏強調人的盤與聖鼴合-’ ﹛【l逅

主要是指人的靈受聖靈的弓∣導和支配,領受聖鼴的敗示禾I」能力, 而I∣I秘

主義含義不多。他所說的盤鼴合-’主要指的是人與上帝雄立親密的

關係（intima『ecommunionwithGod） ,及人l∣頂服上帝的旨意, I「II非本惱

上的合╴﹙ontoIogicalunity）‧他提到人與上帝有兩個層面的聯合:一
是生命上的聯合,就是聖韁在人的鼴裡居住;二是意志上的聯合,即

人l∣偵服上帝的心意。 I26對他而言’前者是後者的必須條件,而他i及∣制

注、討論的還是意志上的聯合。

賓師母砷學思想的終點是倪柝聲i『【ll學思想的起點。為了反對玀恩

運動的超常現象,倪氏在《l弼靈人》的後半部’特別強調鼴與魂∣司工

的原則’反對讓靈全然擺脫魂而自行活動。他反對『【∣】秘主義所慣用的

凝砷、注峴、靜坐等方法,亦不主張人追求任何超凡或砷秘的經驗,

且得警覺那些超凡的思想和經驗極有可能是來自邪鼴的入侵. IZ7他雖

然從屬靈價值上否定現世和人性,但關注的焦點卻始終未曾離開過此

世和此生。

再者,他對蛙抒徙在亟生後整個I薊靈進程的理解’就是如何由廚

體的人↑打l﹣到l劉鼴的人,所強調的大部分是行為上的完善與善功的建

立。迫j〔r﹝尷↑【l饑有趣的弔詭性現象。倪柝聳激烈將上帝與人對立’

徹l氐否定體圓ij魂的I鉍靈lH值,強調上帝及圃靈事物的異質性,又用了

大Ill脯I附說IⅡ」在l∣占I人鼴命成長及參與靈工等觸靈的事上不該容讓「己」

有所﹛／「】念;從迫l∣占l灼座言’他不可能是任l可意義的人文主義者。但從

另-∣∣／il「0腱概之’ I∣﹛於倪氏堅持上帝與人徹底對立,其蜜他同時限制

了」二帘的能jj「Ⅱ作為,轡如前面已捉過的上帝的幾個「不能」 :牠不

能呶人的慨圓i』魂述立∣喇係,不能改變牠所造的魂的敗壞性質,不能在

沒有人涮I她捉供∣I茉件的↑i』j況下對人有所施為。此外,倪氏秉持了自十

九世紀以來帟興述動的亞米紐主義（A『minianism）觀點’相信救恩是

必須IlIEl二’I﹑ij;與人共∣司協作才得成就的’人若拒絕幅音,若不願意上帝

在他身上有所作為,上帝對他便無能為力, I2s這其質是對人的地位和

能力的另╴極形式的肯定。 I2!﹚還有’倪氏主張人重生只是救贖的一

半,他還得配合上帝在其生命的全盤改造工程;雖然他不斷強調這工

程（如將盤與魂分∣刑﹚是由十字架和聖鏈完成的’但在實踐上他卻用

了更多雒蟋來教導人如何區分靈與魂; ∣司樣的lI冑況也出現在治死舊我﹑

以鼴制魂﹑更新心思等信仰要求上’倪氏－方面強調治死舊我等是在

十字架成就了的’但另方面卻連篇累I臘地教導人如何治死肉體,彷彿

這個治死是尚未成就、並且有待人自行成就的. ∣30無論如何’人要自

行向撒但收回主權’人要為聖靈有所作為而提供地位與創造條件,人

要用意志拒絕舊人的行為;於是乎’愈強調克勝自己,便愈不可擺脫

自己,倪氏乃以善功來反對善功’以人的作為來反對人的作為’結果

I28《l芻鹽人》（下） , 《文集》第l輯第】斗lⅢ,頁96。

∣2,倪氏脫; 「跟界跛緊要的律法’就足凡一切與人有∣柵的’都必須得著人意志的允
許’縊↑!」:I戊功。 」《I芻鼴人》（下﹚ , 《文樂》築!紐第I4lII卜頁70。

l〕〔） l二l.沂以下－段說話: 「儅信徙迢樣的知逍他自己心思的老舊’並願意專一的輾著
＋字架來『脫下』之後’他應擋-天過-天在竇行方面拒絕-切出乎肉體的思想’不然就
虹新足不可能的. ∣人I】抓【l∣雖然在－方面耍更新信徒的心思’而信徒卻天天依舊的按肉體而思

仙’ ﹜iIl】的工作就不能成功。 」《胴鼴人》（下） , 《文染》第l輜第I4冊,頁62。黑體為作
者所加。

∣【25Mrs‧Penn-Lewis’ⅢKnow【edgePuf爬【hUp,∣ ∣ in】／b【〃／〃∕e／／∕gc〃「Se／.l!icG;刀〃℃eCo／!／b／℃〃﹝’﹝
A﹝刎／巳『‘『“（London:TheOvercomerBookRoom,nd. ）, Ig‧

I2﹙》 《l咧鰓人》（下） , 《文桀》築l兝第】斗lⅢ,頁I0I～】02 。

I27《l咧醞人》（下﹚ , 《文集》第】紐第l斗I∣l﹜ ,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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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rs‧Penn-Lewis’ⅢKnow【edgePuf爬【hUp,∣ ∣ in】／b【〃／〃∕e／／∕gc〃「Se／.l!icG;刀〃℃eCo／!／b／℃〃﹝’﹝
A﹝刎／巳『‘『“（London:TheOvercomerBookRoom,nd. ）, Ig‧

I2﹙》 《l咧鰓人》（下） , 《文桀》築l兝第】斗lⅢ,頁I0I～】02 。

I27《l咧醞人》（下﹚ , 《文集》第】紐第l斗I∣l﹜ ,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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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I秘主表者。換言之’倪柝盤作為－個『【∣】祕主義者’其意義是與制度

化的宗教（iI】﹠li【u【ionaIized『eIigion）相對,而非與宗教的知識層面（noetic

diIncnHion）相對。 I﹞﹞

倪氏從筑路易師母那裡領受了若干蓋恩夫人的寂靜主義思想。他

那｛∣jIl伏魂卵體的主張,充分表現出寂靜主義的性格,認定人非停止感

’∣Ilj的↑I呀觔, l史嫵法獲得上帝的引導。他說; 「我們已經知道了我們如

果嚶l隨從玀IIIi行﹑就巒保守我們的il宵感寂綵’不然’直覺的聲音就聽

不兄。 」 I .MlI l尷,因著堅持驟與魂∣司工的原則’他又反對全面禁止生

Ⅱl!與心I【l!的↑舌觔’特別是不能讓心思禾I】意志虛於靜止不動的狀態。他

指出所有圃i』鯉鬼往來的人,都是「要人的心思先變寂靜,好使意志也

隨之被動」 ,而那些追求靈恩的賬會正圃此類;所以任何鼓吹讓心思

和愆志寂i挪的主張都不僅是危險的,更是錯謬的. I35

從日後的歷史觀之,賓師母思想裡所蘊涵的而【﹟秘主義性格對倪柝

聳的ii艾大作用,端在於而【l】秘化他個人及其思想的來源,從而確立其權

威地位。他自稱從上帝那裡直接獲得特殊敔迪與帶領,所有信徒得無

條件地追∣隨’不能作任何異議;尤其不可運用個人的理性判斷來質疑

他的說法’因為理性是岡魂的’於l弼鰓事物無置喙餘地。由於魂與體

邶分於l芻蛾班物’所有信徒都被剝奪了-切可資與其屬霪領袖相抗衡

的武裝;除非有人宣稱他亦為聖醱導弓∣ ,並敢於跟閥靈領袖掀開一場

「胭盤戰爭」 ’測試誰的鼴是真的﹑誰的鼴最「靈」吧。 （事實上’

在廢棄了-切理性判斷的可能性以後’ 「鼴驗」已是「真責」的唯一

判準了. ﹚前面已提’鑑於靈恩運動會帶來濫用屬靈權威的危機,賓

師母在晚年才重新賦予人的心意﹙魂﹚╴個正面的價值和作用’但這
個改變對倪柝聲的敔迪作用不太大,他倒是進-步將危機由潛存化成

高抬了善功和人的作為’個中道德主義和行為主義l頃向是極其明麵的。

這正是筆者說其弔詭的原因.

倪柝聲從沒諱言他有道德主義的傾向’他只是反對耕行為得救的

亞伯拉德主義﹙Abelardianism）而已。為了在提倡善功的∣司時不致挑峨

因信稱義的教義,他把救恩和宜賜分開’指刪前者是」﹦帝I』﹛「I賜給人

的禮物,是耶穌基督為人成全的’人只要憑信心便可得著; ﹛I二!後者則

是人在接受救恩以後,憑藉自己的行為!雕取回來的。 「人的↑!｝救’乃

是因著基督的功勞;人的得ri ,乃是因著自己的功絞。人的↑!﹢救,乃

是因著信心;人的得賞’乃是因著行為‧ 」 I﹞I這說法與賓路易師母南

轅北轍’卻更具中國傳統宗教精而【l】中「講道德」的意味’並且臃泛地

影響包括楊紹唐等名牧在內的華人信徒。

筆者曾指出,中世紀的修道主義有兩條進路:其-是與罪惡搏

鬥,強調克制肉體與放棄意志,過服從夕∣、在權威的生活;其二是與上

帝契合,追求與上帝而申秘性的契合’鎮壓肉體只為達此目標的初階,

最重要的手段還是個人冥想。 I32Il頂著這個分類,我們可以籠統地指

出’雖然賓師母在其晚年曾作出-些糾正,她主張的仍不折不扎I是第

二條進路;倪柝聲主張的卻是第－條進路。他們在要求攻克己身、治

死老我此階段是-致的,但接緻的階段與終極目樑則大異其趣。

不過,要是我們將而申秘主義-詞的含義搬大’不僅將之局限在追

求某種非命題或非詮釋性的經驗（non﹣prOpositiona】ornOn-interPretative
experiences） ’或是與上帝建立某個無差別相的契合經驗﹙unitive

exPerience ’諸如砷秘檮告【mystica】prayer】﹚ ;而是涵蓋那些要求突破

傅統教會的知識和責踐框架,尋索與上帝有更直接和親密的關係,並

在尋索過程中逐漸將生活形態由自我中心轉到上帝中心,最後達到全

然否定自我,在上帝的旨意中消解自己的地步’則倪氏也可說是-個

I〕〕仃∣州『I∣】秘主菠的一般性討論,參Johl】Hick﹑A〃I〃『e／∕﹚『e『α〃o〃q／尺e／「g／﹙﹚〃孑〃【【〃iα〃

R﹝’＄／﹚（﹚／】.『﹙A『／o『／』G乃α〃3cc〃dc〃『（NewHaven:YaIcU【】i﹨『ersityPress, lgg2）, 】65-69。

I叫《I跚鰱人》（中） , 《文樂》第l帆第I3lII｝ ,頁270。

I35《l跡鯉人》（下） ’ 《文柒》第】蛆第【4Ⅲ’頁26～27 ‧

】3l 《默想歐示錄》（上） , 《文柴》第】蛔第3lIl｝ ,頁I37 。

】32梁家麟: 《基督教會史略:改變教會的＋人十耶》（香港:更新資源有限公司
Igg8﹚ ,頁】40～】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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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I秘主表者。換言之’倪柝盤作為－個『【∣】祕主義者’其意義是與制度

化的宗教（iI】﹠li【u【ionaIized『eIigion）相對,而非與宗教的知識層面（noetic

diIncnHion）相對。 I﹞﹞

倪氏從筑路易師母那裡領受了若干蓋恩夫人的寂靜主義思想。他

那｛∣jIl伏魂卵體的主張,充分表現出寂靜主義的性格,認定人非停止感

’∣Ilj的↑I呀觔, l史嫵法獲得上帝的引導。他說; 「我們已經知道了我們如

果嚶l隨從玀IIIi行﹑就巒保守我們的il宵感寂綵’不然’直覺的聲音就聽

不兄。 」 I .MlI l尷,因著堅持驟與魂∣司工的原則’他又反對全面禁止生

Ⅱl!與心I【l!的↑舌觔’特別是不能讓心思禾I】意志虛於靜止不動的狀態。他

指出所有圃i』鯉鬼往來的人,都是「要人的心思先變寂靜,好使意志也

隨之被動」 ,而那些追求靈恩的賬會正圃此類;所以任何鼓吹讓心思

和愆志寂i挪的主張都不僅是危險的,更是錯謬的. I35

從日後的歷史觀之,賓師母思想裡所蘊涵的而【﹟秘主義性格對倪柝

聳的ii艾大作用,端在於而【l】秘化他個人及其思想的來源,從而確立其權

威地位。他自稱從上帝那裡直接獲得特殊敔迪與帶領,所有信徒得無

條件地追∣隨’不能作任何異議;尤其不可運用個人的理性判斷來質疑

他的說法’因為理性是岡魂的’於l弼鰓事物無置喙餘地。由於魂與體

邶分於l芻蛾班物’所有信徒都被剝奪了-切可資與其屬霪領袖相抗衡

的武裝;除非有人宣稱他亦為聖醱導弓∣ ,並敢於跟閥靈領袖掀開一場

「胭盤戰爭」 ’測試誰的鼴是真的﹑誰的鼴最「靈」吧。 （事實上’

在廢棄了-切理性判斷的可能性以後’ 「鼴驗」已是「真責」的唯一

判準了. ﹚前面已提’鑑於靈恩運動會帶來濫用屬靈權威的危機,賓

師母在晚年才重新賦予人的心意﹙魂﹚╴個正面的價值和作用’但這
個改變對倪柝聲的敔迪作用不太大,他倒是進-步將危機由潛存化成

高抬了善功和人的作為’個中道德主義和行為主義l頃向是極其明麵的。

這正是筆者說其弔詭的原因.

倪柝聲從沒諱言他有道德主義的傾向’他只是反對耕行為得救的

亞伯拉德主義﹙Abelardianism）而已。為了在提倡善功的∣司時不致挑峨

因信稱義的教義,他把救恩和宜賜分開’指刪前者是」﹦帝I』﹛「I賜給人

的禮物,是耶穌基督為人成全的’人只要憑信心便可得著; ﹛I二!後者則

是人在接受救恩以後,憑藉自己的行為!雕取回來的。 「人的↑!｝救’乃

是因著基督的功勞;人的得ri ,乃是因著自己的功絞。人的↑!﹢救,乃

是因著信心;人的得賞’乃是因著行為‧ 」 I﹞I這說法與賓路易師母南

轅北轍’卻更具中國傳統宗教精而【l】中「講道德」的意味’並且臃泛地

影響包括楊紹唐等名牧在內的華人信徒。

筆者曾指出,中世紀的修道主義有兩條進路:其-是與罪惡搏

鬥,強調克制肉體與放棄意志,過服從夕∣、在權威的生活;其二是與上

帝契合,追求與上帝而申秘性的契合’鎮壓肉體只為達此目標的初階,

最重要的手段還是個人冥想。 I32Il頂著這個分類,我們可以籠統地指

出’雖然賓師母在其晚年曾作出-些糾正,她主張的仍不折不扎I是第

二條進路;倪柝聲主張的卻是第－條進路。他們在要求攻克己身、治

死老我此階段是-致的,但接緻的階段與終極目樑則大異其趣。

不過,要是我們將而申秘主義-詞的含義搬大’不僅將之局限在追

求某種非命題或非詮釋性的經驗（non﹣prOpositiona】ornOn-interPretative
experiences） ’或是與上帝建立某個無差別相的契合經驗﹙unitive

exPerience ’諸如砷秘檮告【mystica】prayer】﹚ ;而是涵蓋那些要求突破

傅統教會的知識和責踐框架,尋索與上帝有更直接和親密的關係,並

在尋索過程中逐漸將生活形態由自我中心轉到上帝中心,最後達到全

然否定自我,在上帝的旨意中消解自己的地步’則倪氏也可說是-個

I〕〕仃∣州『I∣】秘主菠的一般性討論,參Johl】Hick﹑A〃I〃『e／∕﹚『e『α〃o〃q／尺e／「g／﹙﹚〃孑〃【【〃iα〃

R﹝’＄／﹚（﹚／】.『﹙A『／o『／』G乃α〃3cc〃dc〃『（NewHaven:YaIcU【】i﹨『ersityPress, lgg2）, 】65-69。

I叫《I跚鰱人》（中） , 《文樂》第l帆第I3lII｝ ,頁270。

I35《l跡鯉人》（下） ’ 《文柒》第】蛆第【4Ⅲ’頁26～27 ‧

】3l 《默想歐示錄》（上） , 《文柴》第】蛔第3lIl｝ ,頁I37 。

】32梁家麟: 《基督教會史略:改變教會的＋人十耶》（香港:更新資源有限公司
Igg8﹚ ,頁】40～】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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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了。可以說’三元論人觀若有衍生屈靈菁英主義的潛在I頃向,倪

氏乃將這個潛在傾向外顯至極致. I36

廊-IIⅡ﹛!;徙’巒他｛「沛嬴音的時候.就已經得著聖靈為印記了.﹣…每－個信

耐荷的郃已經﹛j聖靈了。並且這聖靈永遠不離開他們,乃是要與他們同在,

H到↑!﹜l﹛曲的﹛二I子。所以,信徙不必再去接受他所未有的聖靈﹑乃是應當Ⅱ國隄

他所已有的聖鰱。 !斗∣】（二）反對霎恩運動

《屬靈人》的後半部是針對霪恩運動而寫的。他在尚未動華撰寫

此部分以前’便已在前半部的出版序言中指出:

他指﹛l∣ , ∣吏徙行傅裡記赦人被聖靈充滿的甚多,但只有三數次說

到方言’這證明被聖醱充滿的人.不一定都有方言;並且’方言只是

聖慼許多恩賜中的其中-種,所以不是每個信徒都得著方言。他說:

「鼴果證明我﹛IⅡl到底有沒有接受聖鹽的浸禮。勉強尋求方言,就要弓∣

起邪鼴的假冒’我們應當小心。 」 ∣斗I又說: 「近來自稱會說方言者所

說的方言’並非人世何國何地所用的方言,乃是一種的呼喊咆哮而已;

這並非聖經的方言。 」 I』2

倪氏對﹜噩泛舉行的醞恩聚會和活動的形式也表示極度懷疑,認定

「今H假冒I芻而I∣】的超凡的事’也是非常之多」 ;Ⅱj他用毫不客氣的語

調,批評它們大多不僅是I翮魂的,甚至為邪靈所主宰:

近幾年來,這書裡的真理（特別在下冊﹚已經釋放了不少人脫雕黑﹜｝荷的權

勢;這’證明我們已經看見屈靈的rI際了。 I〕7

由於下冊尚未成害,這裡所說的「真理」肯定不是倪氏個人的見

解,而是他預備傳講的賓師母的思想。他相信賓師母的說法是圾適切

時代需要,最能幫助信徒擺脫邪鼴的欺騙’故立意將之以中文傳述。

他認定這是-本「揭穿仇敵詭計的害’必定會弓∣起黑暗權勢的仇靦,

因之就生許多的反對」 。 I38如此,他已扣定對靈恩運動的辨正是一場

跟撒但對決的屬靈戰爭了。

倪柝聲對靈恩運動的各種教司I∣持保留態度。他反對等候聖靈和呼

求聖靈的說法,指出信徒是立即得著聖靈的充滿,無須等l∣英’並且我

們亦不可以直接向之呼求﹑也不能求之而來的。 IJ9他反對「聖鼴浸禮」

的說法,認為沒有甚麼聖經根據,只是人的造作。他認為凡是相信耶

穌基督作救主的人’就是屬基督的’就有基督的靈’他們亦必有聖靈

為印記.根據以弗所書-章】3至l4節的說法:

多少的時候’信徒在眾會的時候’因為要等候聖靈降臨’直至深夜尚不散

會,裡面充滿各種l蜀魂的活動’以致心思都昏了,心紳搖動不能自主’過了

-時,忽然有許多奇異的事發生,如人說方言、見異象﹑覺快樂等等。在他

們看來,真的聖躓降臨了’但是’我們所應當注意的,就是這樣的履行心思

空白,和意志被動的條件,除了邪盤之外,聖靈是不肯作工的。最明顯的,

我們舉-個例子,在這樣的眾會中,他們最喜歡用單句話來禱告,如「榮

耀」 ﹑ 「阿利路亞」等。他們的口裡就是繼繽不斷的念這種單句的口號。我

們如果試念-句同樣的話,過了幾十遍之後,我們就知道到底有甚麼現象發

生‧結局就是念到後來口裡雖然Il南喃作語’頭腦裡也不知是甚麼意思了（這
是心思空白﹚ ’然而,自己卻不能作主,就是這樣的繼績念（這是意志被

】36倪柝聲的這種情況愈到後期愈見嚴重。參如黃漁深對他的「真理的私有」 ﹑ 「工
人的中心」 、 「獨尊的氣慨」等批評’ 《從哈同路到南陽路-致倪柝盤先生七封公∣刑信》
（香港:靈石出版祉’ 】998） ,頁7～l】 。

當然’也許我們可以說李常受才是真正的極致’但由於筆者對其刷】學思想的正統性抱

有疑問,故不擬在此涉及。

】37 〈屬靈人序〉 , 《﹚弼靈人》（上） , 《文集》第】蛔第】2冊’頁6 。

!38 〈囫靈人後序〉 ’ 《囑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I2冊,頁2l 。

I39《屈靈人》 （下） , 《文集》第l輯第l￠冊,頁】16～【47 。

I40《基督徙報》 ,卷5 , 〈問答〉 （7） ’ 《文集》第】輯第7冊,頁I7l 。黑體為作者
所加

l4l 《基督徒報》 ,卷5 , 〈問答〉 （3） , 《文集》第l輯第7冊’頁l06 ∣

』斗2《基督徒報》 ’卷5 , 〈問答〉 ﹙3） ’ 《文集》第l輯第7冊’頁l l l ‘

】43 〈屈靈人後序〉 , 《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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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了。可以說’三元論人觀若有衍生屈靈菁英主義的潛在I頃向,倪

氏乃將這個潛在傾向外顯至極致. I36

廊-IIⅡ﹛!;徙’巒他｛「沛嬴音的時候.就已經得著聖靈為印記了.﹣…每－個信

耐荷的郃已經﹛j聖靈了。並且這聖靈永遠不離開他們,乃是要與他們同在,

H到↑!﹜l﹛曲的﹛二I子。所以,信徙不必再去接受他所未有的聖靈﹑乃是應當Ⅱ國隄

他所已有的聖鰱。 !斗∣】（二）反對霎恩運動

《屬靈人》的後半部是針對霪恩運動而寫的。他在尚未動華撰寫

此部分以前’便已在前半部的出版序言中指出:

他指﹛l∣ , ∣吏徙行傅裡記赦人被聖靈充滿的甚多,但只有三數次說

到方言’這證明被聖醱充滿的人.不一定都有方言;並且’方言只是

聖慼許多恩賜中的其中-種,所以不是每個信徒都得著方言。他說:

「鼴果證明我﹛IⅡl到底有沒有接受聖鹽的浸禮。勉強尋求方言,就要弓∣

起邪鼴的假冒’我們應當小心。 」 ∣斗I又說: 「近來自稱會說方言者所

說的方言’並非人世何國何地所用的方言,乃是一種的呼喊咆哮而已;

這並非聖經的方言。 」 I』2

倪氏對﹜噩泛舉行的醞恩聚會和活動的形式也表示極度懷疑,認定

「今H假冒I芻而I∣】的超凡的事’也是非常之多」 ;Ⅱj他用毫不客氣的語

調,批評它們大多不僅是I翮魂的,甚至為邪靈所主宰:

近幾年來,這書裡的真理（特別在下冊﹚已經釋放了不少人脫雕黑﹜｝荷的權

勢;這’證明我們已經看見屈靈的rI際了。 I〕7

由於下冊尚未成害,這裡所說的「真理」肯定不是倪氏個人的見

解,而是他預備傳講的賓師母的思想。他相信賓師母的說法是圾適切

時代需要,最能幫助信徒擺脫邪鼴的欺騙’故立意將之以中文傳述。

他認定這是-本「揭穿仇敵詭計的害’必定會弓∣起黑暗權勢的仇靦,

因之就生許多的反對」 。 I38如此,他已扣定對靈恩運動的辨正是一場

跟撒但對決的屬靈戰爭了。

倪柝聲對靈恩運動的各種教司I∣持保留態度。他反對等候聖靈和呼

求聖靈的說法,指出信徒是立即得著聖靈的充滿,無須等l∣英’並且我

們亦不可以直接向之呼求﹑也不能求之而來的。 IJ9他反對「聖鼴浸禮」

的說法,認為沒有甚麼聖經根據,只是人的造作。他認為凡是相信耶

穌基督作救主的人’就是屬基督的’就有基督的靈’他們亦必有聖靈

為印記.根據以弗所書-章】3至l4節的說法:

多少的時候’信徒在眾會的時候’因為要等候聖靈降臨’直至深夜尚不散

會,裡面充滿各種l蜀魂的活動’以致心思都昏了,心紳搖動不能自主’過了

-時,忽然有許多奇異的事發生,如人說方言、見異象﹑覺快樂等等。在他

們看來,真的聖躓降臨了’但是’我們所應當注意的,就是這樣的履行心思

空白,和意志被動的條件,除了邪盤之外,聖靈是不肯作工的。最明顯的,

我們舉-個例子,在這樣的眾會中,他們最喜歡用單句話來禱告,如「榮

耀」 ﹑ 「阿利路亞」等。他們的口裡就是繼繽不斷的念這種單句的口號。我

們如果試念-句同樣的話,過了幾十遍之後,我們就知道到底有甚麼現象發

生‧結局就是念到後來口裡雖然Il南喃作語’頭腦裡也不知是甚麼意思了（這
是心思空白﹚ ’然而,自己卻不能作主,就是這樣的繼績念（這是意志被

】36倪柝聲的這種情況愈到後期愈見嚴重。參如黃漁深對他的「真理的私有」 ﹑ 「工
人的中心」 、 「獨尊的氣慨」等批評’ 《從哈同路到南陽路-致倪柝盤先生七封公∣刑信》
（香港:靈石出版祉’ 】998） ,頁7～l】 。

當然’也許我們可以說李常受才是真正的極致’但由於筆者對其刷】學思想的正統性抱

有疑問,故不擬在此涉及。

】37 〈屬靈人序〉 , 《﹚弼靈人》（上） , 《文集》第】蛔第】2冊’頁6 。

!38 〈囫靈人後序〉 ’ 《囑靈人》（上﹚ , 《文集》第】輯第I2冊,頁2l 。

I39《屈靈人》 （下） , 《文集》第l輯第l￠冊,頁】16～【47 。

I40《基督徙報》 ,卷5 , 〈問答〉 （7） ’ 《文集》第】輯第7冊,頁I7l 。黑體為作者
所加

l4l 《基督徒報》 ,卷5 , 〈問答〉 （3） , 《文集》第l輯第7冊’頁l06 ∣

』斗2《基督徒報》 ’卷5 , 〈問答〉 ﹙3） ’ 《文集》第l輯第7冊’頁l l l ‘

】43 〈屈靈人後序〉 , 《屬靈人》（上） , 《文集》第l輯第】2冊,頁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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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再後,忽然有了外來的力型禾I」用他的喉音,轉勁他的緬瓠, l史他說Ill

他平常所不知道的□音。此時,不矢Ⅱ者就以為現在又多一人↑!﹛:符「玀洗」

了;因為他已經得著靈洗的憑據會說方言了。豈知返不過尷I大I符I位仃邪醞作

工的條件,讓自己心思空曰,意志被動,被鬼所利川I∣Iiu! 卜↓.﹩

的言諭,其有效性只局限在當時的處境:她根據約玥書二章29節的說

法,認定在末後的日子男性與女性同樣接受聖靈的澆灌,而受聖靈澆

濰正是講道所帘的IlIl＝－條件’故敦會沒有理由擱阻婦女講道。 I』s但

是’倪柝盤卻堅持保羅教訂I∣的字面說法’禁止婦女同工在有弟兄的場

合誰道, I』u為此而幾乎與培育他多年的和受恩教士鬧翻’ I50而原本擁

有主持茁興lⅡ﹞道恩賜的李i∣lI∣ⅡlI與汪佩真,亦l∣價服他的權威而中止公開

識道的職J﹜﹟ 。 I3I

在《l跚鼴人》裡,倪柝聲曾依據三元人論,為他主張婦女在講道

和藤告中必須蒙頭賦予『『∣】學﹙鼴意﹚詮釋。他認為這是為了防範魂的

’∣冑感作用。

為了強調邪靈侵擾的嚴重性與無所不在程度,倪柝盤跟隨竇路易

師母的《聖徒的戰爭》 （wm.O〃／／!esα／／M『）的說法,宣稱「聖徒 完全

奉獻的聖徒,也能被邪靈所附」 。愈是真I;r奉獻給上帝﹑脈意聰從仙

-切命令的人,便愈有被附的可能.他解釋說,這是囚淌他們許多Il寺

不知不覺地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不管是有心抑或／!!〔意,只要﹛∣茉件

履行了’邪靈便必然在其人身上作工。 「這是因果之道,……乃是-

個定律」 。 ∣嘲5或問:為甚麼上帝不保謹他們呢?答曰: 「豈失Ⅱ要得著

而申的保護’必須履行而【∣】保護的條件。信徒如果履行了邪驟作工的條件,

砷就不能禁止邪靈不作工。而﹜∣】是-個遵守律法的而I∣】 。信徒既然將自

己-不論其有心無心╴交在邪鼴的手中’ 『巾就不能擱l』1牙∣』盥有管

治信徒的權利‧ 」 I16

這個說法將人與靈界的關係,由道德意志退回自然規律’就是

說’只要人不慎接觸了甚麼不而羊的物品,說了不當的話,便會為某種

邪惡力量所制伏; I47如此便將世界重新巫術化（magijiCatiOn） ,整個思

路與靈恩運動其貫並無分別。倪柝聲是以靈恩運動的想法來對抗鼴恩

運動。

I災徙的蔥思,乃迅為著預防情慼的作用‧他的懣思是要將－切動情的都蒙蓋
起來。因為特別在婦女瓣道幡告的時候,是會觔人情感的。所以’在身體上

說來’不過將頭篆了而已;但在鱷意上說來’就是當將一切屬情感的都交於

死‧ I52

有關倪氏與賓師母在思想上的異同,我們就談到這裡‧

如同絕大多數受雷興運動影響的華人牧者－樣,倪柝聲的砷學思

想是非常蕪雜的’不僅有多個不同來源;甚至左拼右湊’以不同主張

解決不同問題,無須理會這些不同來源的見解是否能自圓其說’搭建

成首尾相貢的系統。譬如說’他將得救與得勝徹底分開’硯前者為純

粹上帝的作為’與人的行為無關,後者則是人的行為’而非倚靠上帝

的恩典和人的信心‧這樣,他便可以-方面堅持改革宗對救恩的看法,（三）倪柝聲思想的原創性問題

可以確知’倪柝聲有-處地方是沒有受賓路易師母影響的,即他

反對婦女在有弟兄的場合作講壇事奉。賓師母認為保羅反對婦女講道

】斗8葛雷得: 《得勝者:賓路易師母回憶錄》 ,頁55～56。

∣4g他在《基督徙報》第5期的問答裡’首先提出禁止婦女在會中講道的原則’見《基
督徒報》 ,卷5 , 〈問答〉 （5） , 《文集》第l輯第7冊,頁82～83 。其後由於有人追問此
問題,他乃作出詳細講諭,見同書,頁l28～l29 、 】3￠～I35 、 l38 ﹑ l56～l6l 。

】50陳終道: 《我的國父倪柝盤》（香港:宣道書局’ 】g75） ’頁ll 。

I5】陳則信: 《汪佩真簡史》 ,增編本（香港:基督徒出版祉, l982﹚ ’頁18 。

】52《屬靈人》（中） ’ 《文集》第】輯第l3冊’頁255 。

I44《屬靈人》（下﹚ , 《文柒》第】輯第I4冊i頁27～28 。

l45《屈靈人》（下﹚ , 《文集》第I輯第】1lⅢi頁】 】3～】 】4。

l斗6《屈靈人》（下） , 《文集》第I輯第】4冊’頁】34～I35 。

】47倪氏一方面堅持撤但與上帝-樣’若非得人的同意’使不能佔據人的任何部分

但另方面卻又說撒但可以欺騙人’以假冒的姿態而得人充許讖其作工。 《l咧鼴人》（下）

《文集》第】輯第I斗冊,頁l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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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再後,忽然有了外來的力型禾I」用他的喉音,轉勁他的緬瓠, l史他說Ill

他平常所不知道的□音。此時,不矢Ⅱ者就以為現在又多一人↑!﹛:符「玀洗」

了;因為他已經得著靈洗的憑據會說方言了。豈知返不過尷I大I符I位仃邪醞作

工的條件,讓自己心思空曰,意志被動,被鬼所利川I∣Iiu! 卜↓.﹩

的言諭,其有效性只局限在當時的處境:她根據約玥書二章29節的說

法,認定在末後的日子男性與女性同樣接受聖靈的澆灌,而受聖靈澆

濰正是講道所帘的IlIl＝－條件’故敦會沒有理由擱阻婦女講道。 I』s但

是’倪柝盤卻堅持保羅教訂I∣的字面說法’禁止婦女同工在有弟兄的場

合誰道, I』u為此而幾乎與培育他多年的和受恩教士鬧翻’ I50而原本擁

有主持茁興lⅡ﹞道恩賜的李i∣lI∣ⅡlI與汪佩真,亦l∣價服他的權威而中止公開

識道的職J﹜﹟ 。 I3I

在《l跚鼴人》裡,倪柝聲曾依據三元人論,為他主張婦女在講道

和藤告中必須蒙頭賦予『『∣】學﹙鼴意﹚詮釋。他認為這是為了防範魂的

’∣冑感作用。

為了強調邪靈侵擾的嚴重性與無所不在程度,倪柝盤跟隨竇路易

師母的《聖徒的戰爭》 （wm.O〃／／!esα／／M『）的說法,宣稱「聖徒 完全

奉獻的聖徒,也能被邪靈所附」 。愈是真I;r奉獻給上帝﹑脈意聰從仙

-切命令的人,便愈有被附的可能.他解釋說,這是囚淌他們許多Il寺

不知不覺地履行了邪靈作工的條件;不管是有心抑或／!!〔意,只要﹛∣茉件

履行了’邪靈便必然在其人身上作工。 「這是因果之道,……乃是-

個定律」 。 ∣嘲5或問:為甚麼上帝不保謹他們呢?答曰: 「豈失Ⅱ要得著

而申的保護’必須履行而【∣】保護的條件。信徒如果履行了邪驟作工的條件,

砷就不能禁止邪靈不作工。而﹜∣】是-個遵守律法的而I∣】 。信徒既然將自

己-不論其有心無心╴交在邪鼴的手中’ 『巾就不能擱l』1牙∣』盥有管

治信徒的權利‧ 」 I16

這個說法將人與靈界的關係,由道德意志退回自然規律’就是

說’只要人不慎接觸了甚麼不而羊的物品,說了不當的話,便會為某種

邪惡力量所制伏; I47如此便將世界重新巫術化（magijiCatiOn） ,整個思

路與靈恩運動其貫並無分別。倪柝聲是以靈恩運動的想法來對抗鼴恩

運動。

I災徙的蔥思,乃迅為著預防情慼的作用‧他的懣思是要將－切動情的都蒙蓋
起來。因為特別在婦女瓣道幡告的時候,是會觔人情感的。所以’在身體上

說來’不過將頭篆了而已;但在鱷意上說來’就是當將一切屬情感的都交於

死‧ I52

有關倪氏與賓師母在思想上的異同,我們就談到這裡‧

如同絕大多數受雷興運動影響的華人牧者－樣,倪柝聲的砷學思

想是非常蕪雜的’不僅有多個不同來源;甚至左拼右湊’以不同主張

解決不同問題,無須理會這些不同來源的見解是否能自圓其說’搭建

成首尾相貢的系統。譬如說’他將得救與得勝徹底分開’硯前者為純

粹上帝的作為’與人的行為無關,後者則是人的行為’而非倚靠上帝

的恩典和人的信心‧這樣,他便可以-方面堅持改革宗對救恩的看法,（三）倪柝聲思想的原創性問題

可以確知’倪柝聲有-處地方是沒有受賓路易師母影響的,即他

反對婦女在有弟兄的場合作講壇事奉。賓師母認為保羅反對婦女講道

】斗8葛雷得: 《得勝者:賓路易師母回憶錄》 ,頁55～56。

∣4g他在《基督徙報》第5期的問答裡’首先提出禁止婦女在會中講道的原則’見《基
督徒報》 ,卷5 , 〈問答〉 （5） , 《文集》第l輯第7冊,頁82～83 。其後由於有人追問此
問題,他乃作出詳細講諭,見同書,頁l28～l29 、 】3￠～I35 、 l38 ﹑ l56～l6l 。

】50陳終道: 《我的國父倪柝盤》（香港:宣道書局’ 】g75） ’頁ll 。

I5】陳則信: 《汪佩真簡史》 ,增編本（香港:基督徒出版祉, l982﹚ ’頁18 。

】52《屬靈人》（中） ’ 《文集》第】輯第l3冊’頁255 。

I44《屬靈人》（下﹚ , 《文柒》第】輯第I4冊i頁27～28 。

l45《屈靈人》（下﹚ , 《文集》第I輯第】1lⅢi頁】 】3～】 】4。

l斗6《屈靈人》（下） , 《文集》第I輯第】4冊’頁】34～I35 。

】47倪氏一方面堅持撤但與上帝-樣’若非得人的同意’使不能佔據人的任何部分

但另方面卻又說撒但可以欺騙人’以假冒的姿態而得人充許讖其作工。 《l咧鼴人》（下）

《文集》第】輯第I斗冊,頁l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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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認定加爾文主義的「-次得救,永遠得救」 ; I5﹞但另方I『Ii又強調

基督徒屬霪牛命的成長’特別是能晉級至哪個階段,端在於﹛∣』人的努

力與造化。 l54得救全賴信心,得ri端在行為。由於他的誠者皆是已接

受基督的人’而他論述的內容又主要針對重生以後的雛督徙Z∣孟活,他

的討論便集中在道德行為之上。

與王明道不同’倪柝硿並未公∣刑宣稱他從來不使I﹦∣」注釋Il『 ,光足

徒手研誡聖經’故所有觀點都是自行求得,或來目聖經的呶﹛Ⅱ」興理;

從倪氏的著作裡,我們看到他大壘參考甚或抄龔四方不∣『』學者的聖經

詮釋與而印學觀點’特別是賓路易師母與達秘的。不過,他卻〃∣亙常刻蔥

地貶低其所參考的西方作品’強調其中有許多謬誤庭,不值得謊信,

並且得為他自行判斷審核,確定何者為正確﹑何者為謬誤,雜以突顆

他的卓爾不群,沒有盲目附從任何宗派﹑傳統或個人。他曾對坊間流

傳的研經工具害和聖經注釋作如下評論:

╴lI占I從未I!念過正規而【l!學課程,亦不如賓路易師母等西國人士在中

小學階段∣史已修習希腦文的中國年輕人﹙他完成《圃靈人》的時候才

二﹣l-四歲﹚ ,竟然這樣迺盤評點東西論著,並特別從對聖經原文詮釋

的準確程匪,批評所有西方注釋都不合聖經,其自信與勇氣實在令人

昨舌。除「’宣稱仃聖盤的不I哪之秘外’我們亦找不到狂妄以外的解釋。

所以’倪氏1﹤尷不Ⅱ」聖經注釋,谷∣】足超越了它們’他對那些來自西方

的iiI∣】駟I∣l!【渝的態陛也尷如此。

∣兒氏堅持他的所有觀點都是根源自聖經的直接教訓’或由上帝親

自授予, I「I﹞非﹛l｛自人I﹛｝】的迆l嘟,是出於而【∣】意而非出於人意’出於靈而

非ll｝於魂’故多不願在著作裡直接徵引中外作者的話,亦甚少承認他

的許多觀點其rI是抄襲自這些人的。他刻意保持超然的地位’即強調

他對-切門派的i『I∣!學諭爭都不感興趣’不偏不倚地拒絕附和任何-派

的說法,谷∣】是直接從聖經獲得教訃I ∣ ’對這些刺】學論爭做最準確亦最終

極的裁斷. I氤6倪柝盤宣稱所有思想都直接來自聖經及聖靈’藉以突顯

他那I﹜I﹛二我獨尊的地位。 I57因此’他對自己隨意集採各家意見,隨意剪

裁引申I您用,作如下辯解:

∣
∣

所云CompanionBiblc……除解說╴些原文外,並嫵其他, ｝﹩『未雖有百餘脯

短文,但主觀言論太多,有許多不台經之處。英文注釋r﹝是汗牛充楝,然究

無╴部完全者,非失之靈然解,即失之批評。至於受公俞的約束背,史歷歷
可數。世上恐無╴部好注釋,這部內容除非到天」二時,尚不↑!】:見。以余櫬

之,達秘的Synopsisof【heBooksof【heBibIe是╴部肢好的經注‧……達秘
無公會式的言論。其謐經甚深,誡其普非三﹑四誡,不能誰領其蔥。然而,

此書亦有許多不盡然之處,惟在詖者自為刑﹜I擇而已。至於渙文經注,嫵諭

譯﹑著,多未免失之膚淺。可惜! I5s

／l;我們解經的方法中,我們應惱為聖經真理留地位’切不可割削聖經以台乎

我ⅡⅡl解經「I勺思想。人們思想偏近於公義的,就要將教訓永遠得救的經文解

去,以表「Ⅲj!L愕徙若犯罪,尚要永遠沉淪。人們思想偏近於恩典的,就要將

i『I∣﹛﹚﹛∣ll﹜Il犯罪貍抒徙的經文解去﹑以表明無諭如何基督徒總是得救的。 ∣﹩s

l53「凡信主耶穌為救主的,就不會永遠沉淪了。-次得救,就是永遠得救。 」《默愁
敔示錄》（中） , 《文集》第l輯第4冊’頁I43 。

不過,在同－篇文章中,他卻又認為末世將有基督徒「將基督的外衣來蓋過他們的罪

惡,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H愈。這等人必進到更加不敬虔的地步。 」他呼節｛i了徙必

須躲I刑這些人。未知他是否認為這些人根本不是綞督徒,從來沒有瓦正相侶過,也從未》勸』!聾

督拯救過。若非這樣,真正的信徒為何連跟他們相交也不可以?同前｛!﹟ ’頁l45 。

】54《默想敔示錄》（中﹚ , 《文槃》第l蚶第4Ⅱ,頁l53 。但另方而卻又說撇但可以
欺騙人,以假冒的姿態而得人允許縱其作工。 《劂鯉人》（下） ’ 《文槃》第I帆第I4∣∣Il ’

頁l20～】2I 。

】55《基仔徙報》 ’卷5 , 〈問答〉 （5） , 《文集》第l ili且第7lⅡ｝ ,頁】46～l47。

】5b囚此,他述自己在解釋l孜示錄時追隨時代論的判斷亦不肯明說。當談到對敔示錄
有三極不同的詮釋方法後’他一方面宣稱未來派的觀點是最令人滿意的,但另方面卻立即補
充說’他不足要追I胝陛麼門派。「我們並不是要爭甚麼意見;願主保守我們離開這個。我們
所耍的,乃迅牠的r〔理。願她的鯉引導我們巡入-切的真理’好叫我們明白紳的話。 」《默
剋!畋示錄》（I:） ’ 《文桀》鈉【帆第3∣∣l｝ ’頁I26。

I57瓣呶【I說,他在有I剁教會典章制度的討諭裡,多番捉到佰徙只要Ⅱ偵從聖經’便可以
作Ⅱ｝l仗正｛睢的抉搾-就足與他的看法一樣,脫離宗派’自立地方教會的門戶。所以,他
的石法足緻lⅢ「l勺聖維瓦Hl! ’任何與他的翡法不I司的人,都是公然違背聖經教導的‧《默想敔
示錄》（ I l』） , 《文柒》第【鯛窮▲lⅡ｝ ,頁I8 。

l5H《默剋!敵示錄》（中） , 《文柴》第I觸第斗｛IⅡ’頁2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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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認定加爾文主義的「-次得救,永遠得救」 ; I5﹞但另方I『Ii又強調

基督徒屬霪牛命的成長’特別是能晉級至哪個階段,端在於﹛∣』人的努

力與造化。 l54得救全賴信心,得ri端在行為。由於他的誠者皆是已接

受基督的人’而他論述的內容又主要針對重生以後的雛督徙Z∣孟活,他

的討論便集中在道德行為之上。

與王明道不同’倪柝硿並未公∣刑宣稱他從來不使I﹦∣」注釋Il『 ,光足

徒手研誡聖經’故所有觀點都是自行求得,或來目聖經的呶﹛Ⅱ」興理;

從倪氏的著作裡,我們看到他大壘參考甚或抄龔四方不∣『』學者的聖經

詮釋與而印學觀點’特別是賓路易師母與達秘的。不過,他卻〃∣亙常刻蔥

地貶低其所參考的西方作品’強調其中有許多謬誤庭,不值得謊信,

並且得為他自行判斷審核,確定何者為正確﹑何者為謬誤,雜以突顆

他的卓爾不群,沒有盲目附從任何宗派﹑傳統或個人。他曾對坊間流

傳的研經工具害和聖經注釋作如下評論:

╴lI占I從未I!念過正規而【l!學課程,亦不如賓路易師母等西國人士在中

小學階段∣史已修習希腦文的中國年輕人﹙他完成《圃靈人》的時候才

二﹣l-四歲﹚ ,竟然這樣迺盤評點東西論著,並特別從對聖經原文詮釋

的準確程匪,批評所有西方注釋都不合聖經,其自信與勇氣實在令人

昨舌。除「’宣稱仃聖盤的不I哪之秘外’我們亦找不到狂妄以外的解釋。

所以’倪氏1﹤尷不Ⅱ」聖經注釋,谷∣】足超越了它們’他對那些來自西方

的iiI∣】駟I∣l!【渝的態陛也尷如此。

∣兒氏堅持他的所有觀點都是根源自聖經的直接教訓’或由上帝親

自授予, I「I﹞非﹛l｛自人I﹛｝】的迆l嘟,是出於而【∣】意而非出於人意’出於靈而

非ll｝於魂’故多不願在著作裡直接徵引中外作者的話,亦甚少承認他

的許多觀點其rI是抄襲自這些人的。他刻意保持超然的地位’即強調

他對-切門派的i『I∣!學諭爭都不感興趣’不偏不倚地拒絕附和任何-派

的說法,谷∣】是直接從聖經獲得教訃I ∣ ’對這些刺】學論爭做最準確亦最終

極的裁斷. I氤6倪柝盤宣稱所有思想都直接來自聖經及聖靈’藉以突顯

他那I﹜I﹛二我獨尊的地位。 I57因此’他對自己隨意集採各家意見,隨意剪

裁引申I您用,作如下辯解:

∣
∣

所云CompanionBiblc……除解說╴些原文外,並嫵其他, ｝﹩『未雖有百餘脯

短文,但主觀言論太多,有許多不台經之處。英文注釋r﹝是汗牛充楝,然究

無╴部完全者,非失之靈然解,即失之批評。至於受公俞的約束背,史歷歷
可數。世上恐無╴部好注釋,這部內容除非到天」二時,尚不↑!】:見。以余櫬

之,達秘的Synopsisof【heBooksof【heBibIe是╴部肢好的經注‧……達秘
無公會式的言論。其謐經甚深,誡其普非三﹑四誡,不能誰領其蔥。然而,

此書亦有許多不盡然之處,惟在詖者自為刑﹜I擇而已。至於渙文經注,嫵諭

譯﹑著,多未免失之膚淺。可惜! I5s

／l;我們解經的方法中,我們應惱為聖經真理留地位’切不可割削聖經以台乎

我ⅡⅡl解經「I勺思想。人們思想偏近於公義的,就要將教訓永遠得救的經文解

去,以表「Ⅲj!L愕徙若犯罪,尚要永遠沉淪。人們思想偏近於恩典的,就要將

i『I∣﹛﹚﹛∣ll﹜Il犯罪貍抒徙的經文解去﹑以表明無諭如何基督徒總是得救的。 ∣﹩s

l53「凡信主耶穌為救主的,就不會永遠沉淪了。-次得救,就是永遠得救。 」《默愁
敔示錄》（中） , 《文集》第l輯第4冊’頁I43 。

不過,在同－篇文章中,他卻又認為末世將有基督徒「將基督的外衣來蓋過他們的罪

惡,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H愈。這等人必進到更加不敬虔的地步。 」他呼節｛i了徙必

須躲I刑這些人。未知他是否認為這些人根本不是綞督徒,從來沒有瓦正相侶過,也從未》勸』!聾

督拯救過。若非這樣,真正的信徒為何連跟他們相交也不可以?同前｛!﹟ ’頁l45 。

】54《默想敔示錄》（中﹚ , 《文槃》第l蚶第4Ⅱ,頁l53 。但另方而卻又說撇但可以
欺騙人,以假冒的姿態而得人允許縱其作工。 《劂鯉人》（下） ’ 《文槃》第I帆第I4∣∣Il ’

頁l20～】2I 。

】55《基仔徙報》 ’卷5 , 〈問答〉 （5） , 《文集》第l ili且第7lⅡ｝ ,頁】46～l47。

】5b囚此,他述自己在解釋l孜示錄時追隨時代論的判斷亦不肯明說。當談到對敔示錄
有三極不同的詮釋方法後’他一方面宣稱未來派的觀點是最令人滿意的,但另方面卻立即補
充說’他不足要追I胝陛麼門派。「我們並不是要爭甚麼意見;願主保守我們離開這個。我們
所耍的,乃迅牠的r〔理。願她的鯉引導我們巡入-切的真理’好叫我們明白紳的話。 」《默
剋!畋示錄》（I:） ’ 《文桀》鈉【帆第3∣∣l｝ ’頁I26。

I57瓣呶【I說,他在有I剁教會典章制度的討諭裡,多番捉到佰徙只要Ⅱ偵從聖經’便可以
作Ⅱ｝l仗正｛睢的抉搾-就足與他的看法一樣,脫離宗派’自立地方教會的門戶。所以,他
的石法足緻lⅢ「l勺聖維瓦Hl! ’任何與他的翡法不I司的人,都是公然違背聖經教導的‧《默想敔
示錄》（ I l』） , 《文柒》第【鯛窮▲lⅡ｝ ,頁I8 。

l5H《默剋!敵示錄》（中） , 《文柴》第I觸第斗｛IⅡ’頁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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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倪氏強調不會盲目附從任何的說法,必須加以﹛I占I人審斷’特別是

要從他對聖經的詮釋來判定某個說法的正誤;因此巒他日行確定╴個

說法以後,這個說法亦變成他個人所得之見,他不復靦此為抄襲得來

的,頂多承認他與原作者有同╴見解’同為聖鼴I刑敔的iI可兄I【而已。這
是我們研究倪氏著作時得注意的地方。 I5,

本文F『／f研究﹛兄柝蝶的砸要作品《屈鹽人》 ﹑並從而探討他的三元人論。

《∣跚鰱人》肚本抄襲I「Ii」∣三原削的作品,作者大肚挪用安汝慈﹑竇路易師母

及瓣安憾烈浮人的棚點’將他們的三元人論引介給華人教會‧他在其中般大的貢

鰍’址﹚’拗迫lI占l鯉棍櫬hII造-窪『∣I文I閱靈詞雖,對形塑日後華人教會的思想起了巨

人作Ⅱ」 。

i／c人i渝址《∣肘驢人》的主嚶內容。作者l∣﹩人的鹽與魂作了本質上的腿分’

指Ⅱ∣l〕「l行iⅡ』!∣’ ∣ I甚’i﹛了的鼴,並分ij』:上帝的『Il】性,後者卻廷鰱與慍結合後自行化生的

來Ijq ; l）ii仟l鋤∣ :’Ilj; ﹑ IiIi後行!!Ill芻隴I」l: 。雖然魂與慨的終極來源亦為上帝,卻在本

ⅢI』】j I已’「if對﹨‘／己 ;魂圓i」刪嫵法與I囂帝i∣﹨f迥﹑」二帝必要棄絕它們’並非因它Ⅱ刪】有

﹚l逕 , I∣Ii｛｝﹛l!尷l人I!!抄’巳ⅡⅦl在本質上迅魂與體,罪不過是道個敵擋上帝的本性的自然後

果。對l兒柝蝶「I勺憑欐褕言,治死魂與腌比對付罪更為要緊。

I l I於《I跚鼴人》乃抄襲∣竺】竇跆易「Ii∣】母等人的合成作品’全普的前後部分並不

-致。 :／【≡後半『i∣』分,作者Il『聊述竇路易帥母晚期為對付鯉恩運動而提出的許多修正

H﹜!諭’故對魂卵柵的櫬點卵l〕j半部有極大的差異’迢是研究倪柝聲者所必須注意
的。

篇末按語

本文為筆者從事「華人教豳的l弼鼴傳統」此研究計釗祀l! 「倪柝聳

研究」的－部分。有關「倪柝聲研究」 ,筆者已完成另外兩脯諭文,

故不擬在此重覆介紹倪柝聲的生平及他所處的時代;而由於整個研究

計劃仍會繼績下去,筆者亦無意在這裡遽下任何綜台結論,無諭這是

對倪氏的整體論斷’抑或是其對中國教會的彩響之全面評估.因此詖

者或會感覺本文既不見首亦不見尾’倘若這為你們的閱誡帶來若干困
難,筆者謹致歉意‧

這篇論文是以倪柝聲早期最重要的靈修作品《崛靈人》為研究對

象’探討作者在書中所揭示的三元人觀。筆者並將倪氏的思想與賓路
易師母的砷學思想作╴比較’目的不僅是論證倪氏的抄襲行徑,更要
追溯華人教會靈修『巾學思想的西方源頭’藉以認識我們自身的刪鼴傅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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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5g倪柝盤在他主編的《基督徒報》中如此評介司可柵和他的函授聖經課程: 「我們

很喜歡’因為在我們的教訂I∣中’有甚多的地方,都是與司先生有I司樣的見解,取∣司-的態度
的。 」倪柝盤: 〈介紹司可幅函授聖經課程〉 , 《文樂》第】鰓第7冊,頁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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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崇桂與共產主義

思想史的解釋

邢福增

－、導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歷史的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

新╴頁‧中國教會亦無法豁免於祉會劇變的衝擊‧由於黨國領導人深
信,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仍企圖通過文化陣地來延績對中國的影響’如

何肅清帝國主義思想’不僅成為教會的主要工作’更關係到國家安全

的重要任務。因此,以改造宗教為目的的革新運動於焉展開。 I

在各大宗教中’最早推動革新運動者為基督新教﹙下文簡稱基督

教﹚ 。早在三十年代末已認同祉會主義革命’並逐漸成為中共同路人

∣

l拙著: 〈三自愛國運勁的起源與發展﹙】949﹣∣g57）〉 ,邢福增﹑梁家麟: 《五十年代
三自遝毗的研究》（香港:延道而巾學院’ 】g96） ,頁I2～Ig ﹑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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