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靈意解經辯言巫 

梁家麟 

一、導言：對靈意解經的批判 

華人福音派教會在過去三十年來有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台、港兩 

地新一代基督徒興起’不少且在本地與海外的神學院校修畢高等學 

位，在堂會或神學院擔任要職°他們乘上了自五十年代以來歐美福音 

派教會迅速冒升的列車，逐漸擺脫基要主義的桎梏，轉而認同主流福 

音派的神學路線°他們尤其渴望洗刷傳統基要派向來給人的狹溢、無 

知與封閉的形象，而以胸襟廣闊、博學理性、態度開放的現代福音派 

的面貌示人°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觀之，這是一個重要的躍進’它意味 

著教會跟隨時代而更新變化。我們並可以預見（或已經看見），隨著 

信徒人數增加’福音派業已把原來自稱為「主流派」的宗派擠出主流 

之外’福音派的學者亦將陸續佔據主要的神學論壇，成為基督教在當 

代的發言人；取代了基要主義的主流° 

為了擺脫給人誤認為基要主義的負面形象’也為了確認福音派神 

學路線的正統性，華人福音派學者對傳統的基要主義作了相當多的批 

評’批評的嚴苛程度，有時較比對自由主義者的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彷彿他們並不是繼承自基要主義’或他們自覺對基要主義所揚棄的遠 

較所繼承的為多°其中在釋經方面’基要主義者 為福音派學者所話 

病的，是他們廣泛使用的靈意解經方法°例如林榮洪在論述二十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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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幾位重要人物時，都分別批評到他們使用靈意解經方法，認 

為這個方法是危險的。他對惋柝聲的直接批評是： 

悅氏的「以靈讀經」，強誦生命的成長，實在是他的一番好意。…… 

不過，他的主張也會產生危險，因為重視靈意過於文字，很容易 

讓己意潛入，而「亮光」與「私意」實在難以分辨。1 

而他對王明道的間接批評則是： 

在靈意式的解經中，聖經事物變成某些屬靈真理的象微，失卻它 

們在當時、當地所代表的意思；字面的意義變成是次要的，而所 

表達的道德或屬靈意義卻是 為重要。靈意解經有它的妙用，但 

嚴格來説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規則，在許多 

情形之下與讀經者的個人想像力有關，因而容易引起神學上的混 

亂°中古教會時代，靈意解經流行多時，以致不少神學教義完全 

失了聖經的根據。2 

林榮洪對悅氏的批評大抵是允當的；但他對王明道的一段評論， 

卻頗值得我們深思。嚴格而言，王明道根本不是靈意解經者’因為他 

非常重視經文的字面意思’又強調釋經的目的乃在發現聖經作者的原 

意；3他唯一涉入靈意解經的嫌疑，乃在於他應用預表方法來解釋舊 

約；而按照筆者個人淺溢的理解，這是使舊約「基督化」與「基督教 

化」，從而建立其對現代基督教會的關連性、有效性與實用性的 主 

要（若非唯一）方法。即使我們不一定同意王明道對某段舊約經文的 

預表性解釋’但若要說它會帶來甚麼危險或神學上的混亂’甚或是將 

他與中世紀的某些錯謬的釋經做法扯上關連，便顯然地是言過其實 

了 °我相信林榮洪在通讀過王氏的著作後，當可肯定像他這樣子的基 

要主義者’是既在事實上不曾、甚至是在理論上也不可能成為異端 

‘林榮洪：《屬靈神學斥聲思想的研究》（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1 9 8 5 ) 

頁287〜288 。 

2林榮洪：《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1982)，頁181。 

3這是林榮洪本人也同意的。參《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頁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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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的預表性釋經頂多會錯解了某段經文的原意，但一定不會產生 

錯謬的教義（這是方法論上的「不會」，筆者在下文會有詳細的討 

論）。所以，林榮洪只是見到王明道運用靈意解經的方法，便立即判 

定其為靈意解經者，更迅速聯想到教會歷史中發生過的一些極端的靈 

意解經；他沒有仔細看出王明道等人所謂「靈意解經」是怎麼一回 

事，更沒有分辨出這些華人學者與牧者的靈意解經，與西方中世紀神 

祕主義的靈意解經，其實是有極大的差異的。 

無論如何，林氏這個評論’反映了在福音派學者的眼中，對靈意 

解經此種釋經方法，總而論之，不單是原始的、反學術與反理性的’ 

甚至是充滿錯謬或錯謬危機的。 

筆者認為’我們今天對靈意解經的許多批評，都是不大正確及不 

公允的。要是這些批評反映的，是華人福音派學者為自己在整個西方 

的神學系譜中定位，從而尋索今天努力的路向，譬如說要確立文法一 

歷史的釋經方法作為福音派的主流釋經方法’那我自當非常尊重’肅 

容示敬；但要是它純粹作為學術性的歷史研究，則筆者得指出’這些 

論斷很多並不符合歷史事實，既沒有點出華人教會靈意解經的特色’ 

對所涉及的歷史人物亦不公平。 

二、靈意解經的意義 

(一）甚麼是靈意解經？ 

甲、定義 

靈意解經是相對於字面解經（li^ml interpretation)的一種聖經的設 

釋方法，嚴謹地該稱為寓意釋經（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它首先是指 

著一個信念：經文的意思超越了字面的拘限；其次也指著一種釋經方 

法，就是要發掘經文的隱藏或更深層的含意。4 

[
不過，研究寓意的Maureen Quilligan卻認為，寓意其實並非與字面不同層次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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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證釋法有悠久的傳統，也廣泛地存在於幾乎所有文字使用技 

巧較圓活的文化裡。因為寓意（allegory)是一種常用的文學技巧，就是 

將文字符號變成一個意象(metaphor)，使之超脫其原來的表面意思，好 

傳遞作者心中更豐富、更多面的含義。由於符號與含義不是直接與單 

線的掛勾、不是機械性地相對應，因此任何字典亦無法將其意思闡釋 

窮盡。這種文學技巧 宜用在表達一些具創意、富啟發性（Inspiring)與 

想象力的內容上，例如文學和宗教；因為字面單向而封閉性的含義， 

通常難以盡達作者多稜面與開放性的思想與感情，故必須採用寓意式 

的寫法。由於不少文學與宗教作品是以寓意的方法寫成的，那理所當 

然地，它們只能用寓意方法來加以解釋。5 

乙、寓意誰釋的合法性 

寓意證釋法乃是對應著寓意寫作與寓意作品存在的事實而產生的 

方法。如此，這個方法的合法性，便取決於它所應用於的作品是否具 

有寓意的性質了。一份作品若是用寓意的文學技巧寫成的，讀者就不 

能按其字面的含義來加以解釋，否則無法領略作者的意圖；但設若它 

不是用寓意的手法寫成，則使用寓意證釋法便將帶來誤讀的後果。6 

所以，孤立地、籠統地討論寓意設釋法是好是壞，或寓意解經與字面 

解經孰優孰劣，是沒有意思的；關鍵性的問題是：聖經是否一本寓意 

的作品？ 

筆者相信’沒有人可以否認作為一本宗教作品一聖經包含了許多 

的寓意表述；例如耶穌為解釋其薪新的道理而說的寓言和比喻，連接 

新約與舊約教訓的預表，以及為預告一些超乎當代人所能理解的未來 

層意思’而只是在讀者的自我意識中出現的聯想；所以它與字面意思不存在垂直的關 

係’而只是水平的關係�Maureen Quilligan, The Language of Allegory: Defining the Gen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8 � 

5有關寓意與寓意訖釋法的定義，參R. J. Coggins & J. L. Houlden, eds.，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London: SCM Press, 1990)各條。 

6明顯地’筆者在此完全不理會某些後現代式的證釋理論，不同意讀者有權不理會 

原作者（或至少是作品自顯）的意圖’自由的解讀、隨意地創造各種意思。 



‘ 為靈意解經辯誣15 

事情而做的象徵性（或異象性）描述。以上的文體，統統不能用字面 

解經便解釋得正確或完全。正如奮力為靈意解經辯護的曾霖芳所言： 

攻擊靈意解經法是錯誤的，「因為那是攻擊聖經本身」，聖經的作者 

也常使用這種方法。 7我們的討論應在於：聖經是否全部是寓意作 

品？寓意釋經法是否適用於所有聖經章節？ 

所以，我們先不要籠統地批評寓意釋經法或靈意解經，也不要簡 

單地將之與福音派所主張的文法一歷史證釋法相對立，視他們為互不 

相容的東西。事實上，文法一歷史證釋法的要旨，正是由作品的文體 

來決定它的設釋方法，故它根本不會全面排斥寓意釋經。十六世紀改 

教運動家之所以激烈地批判寓意釋經法、二十世紀華人教會的福音派 

神學家之所以否定靈意解經，其實皆是針對著中世紀的大公教會及二 

十世紀早期的基要派牧者使用這個方法做出來的某些錯謬釋經而發 

的；他們批評的該是那些釋經結果，而不是方法本身。當然寓意釋經 

法有它內蘊的危機，正如每種方法都有某些缺陷與潛在危險一樣；矯 

枉毋須過正，我們只該談論如何限制靈意解經的使用幅度，而不能武 

斷地、整體地否定這種方法。 

有關聖經有多少寓意成分、寓意解經法的適用程度’是一個太大 

又太技術性的問題，不宜由一篇文章來處理；筆者不是聖經學者’自 

忖沒有能力處理這個問題。這裡我只想特別針對華人教會的靈意解經 

的現象，探討靈意解經者在運用這個方法背後對聖經的信念和假設； 

所以本文討論的是釋經方法論背後的聖經論問題，是系統神學而非釋 

經問題。 

華人教會的靈意解經者大多認定’聖經的大部分（全部？）章 

節，均有字面以外的含義，而釋經工作（與講道是分不開的）的首要 

任務，便在於發掘並闡述經文字面背後的含義°所以，有人稱這種釋 

經方法為索隱法（figurism)，就是探索經文的隱藏含義°靈意解經者相 

曾霖芳：《釋經學》（香港：種籽出版社’ 1980) ’頁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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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字面意義要非是完全不重要的，也不是經文唯一的含義；在字面 

背後的某個隱藏的意思，才真箇是作者要表達、並期望讀者接收的信 

息。換言之，經文或是只得一個意思，就是字面背後的深層意思；或 

是擁有多層意思，而字面與深層各佔一席位。讀者若無法透析經文的 

表層文字，發掘作者隱藏在背後的深意，則便未算真確或全面地了解 

經文。 

有些人（如宋尚節）甚至更極端的相信，聖經作者要表達的不是 

與文字直接相應的意思，而是用文字作為一套密碼，傳遞某個與字面 

不相干的隱密含義；如此，釋經便是一種解碼（decoding)的作業，要 

將密碼破譯，還原為與原來的文字不同的語言。就像耶穌對一般民眾 

只用比喻宣講，不讓他們直接領受天國的奧祕一樣（太十三10〜16)； 

神屬靈的教訓，是惟有屬靈的人才參得透的。 

由於使用靈意解經的人，大都強調聖經的神聖性質，相信聖靈才 

是聖經 主要（若非唯一的話）的作者，聖經是由聖靈向人間的撰稿 

人逐字默示而成的；因此，所謂經文的深層意思，便是聖靈沒有直 

言、留待讀者揣摩的隱密意思’而這亦即是「靈意」了。陳濟民認 

為’「靈意解經」這個詞本身，正好反映了西方寓意解經法的中國本 

色化。
8
中國人關心的不是文章體裁與證釋方法，而是信息的神聖來 

源，惟有後者才是真理與權威的憑藉。 

(二）為甚麼要傲靈意解經？ 

甲、將舊約「基督教化J 

席爾雅（M. Silva)對早期教會出現的寓意解經’曾作出如下的評 

B冊 

我們必須承認俄利根與許多在早期或中世紀追隨他的解經者，由 

於過分強調聖經的神聖本質，因而忽略了經文中亦有人的層面 

"陳濟民：《認識解經原理》（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88)，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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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是歷史的部分）。這個傾向導致了許多錯謬，包括使寓意 

解經的方法獲得全面發展，這種方法追求人的文字背後的神聖含 

義。9 

這個評論抽離了論述對象的歷史場景，故不是完全公允的。但它 

至少說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寓意解經者企圖拱衛聖經的神聖本質， 

不讓那些所謂「人的層面」的因素，扭曲了它內蕴的眞理。而這亦是 

寓意解經之所以出現的歷史原因。 

寓意解經是猶太人沿襲甚久的釋經方法，在基督敎的歷史裡至少 

也可以追溯至二世紀或更前。這個方法之所以被敎父廣泛應用，乃是 

爲了解決舊約聖經與基督信仰的關係問題，即使徒對舊約的延續性 

(the apostolic continuity with the Old Testament)。由於馬吉安派 

(Marcionites)等二世紀的異端堅持字面釋經的原則，並藉此得出耶穌及 

使徒所傳講的神與舊約的神不同的結論，敎父們乃迫切要證明舊約的 

敎訓是與使徒的講論相一致的，否則舊約就不是基督敎的聖經了 ；他 

們認定只要正確地設釋舊約聖經，便自然看到其所預表的耶穌基督及 

祂的福音，而所謂正確地證釋，便是指著寓意釋經法。正如帕利坎 

(J. Pelikan)所言，敎父對舊約的辯護，便已預設了靈意解經是發現舊 

約的深層意義的正確方法。 

此外，敎父們也要限定舊約聖經的效用，將基督敎與猶太敎分別 

開來。他們用字面意義來解釋十誡，認定它仍適用於基督徒身上；但 

同時拒絕禮儀性的律法，否認割禮與食物禁戒等條例對他們仍有任何 

規範作用。他們很自然地便追隨保羅在新約聖經（如加拉太書）的做 

法，即用寓意釋經來勾銷該等條例的字面意義。寓意釋經是將猶太人 

9 Moises Silva, Has the Church Misread the Bible: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Light of Current Issu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7), 40-41. 

10 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Volume 1, 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00~6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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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典基督教化的 佳方法。"後來的教父只是將保羅這個方法的應 

用範圍擴展至新約之上，並將聖經與信徒的生活接合起來而已° 

如此，早期教父採用寓意釋經的動機主要是護教性的，旨在抵抗 

異端’拱衛基督教的真理。他們不是要藉寓意釋經來製造新的異端， 

或主張任何人有權自由證釋聖經，從而自行搭建他個人版本的基督 

教；恰好相反的是，他們要護衛那個由使徒傳遞給他們的傳統信仰， 

並藉寓意解經來泥除傳統教義與聖經敘述的表面分歧。因此，寓意釋 

經的目的，是要維護舊說，而非創立新說；儘管這個方法有產生導致 

偏差性教義的危機’那並不能說是它的原意。俄利根（Origen)指出， 

不用寓意比濫用寓意還容易招來異端。 I 2
這個說法，必須放回早期教 

會的歷史脈絡去，才看出其吊詭式的真確性。 

乙、並非無章法的自由釋經 

當然，提倡寓意釋經的人，若是主張聖經可以讓人隨意解釋，毋 

須受任何客觀的規則所制約的話，便得面對這個方法，乃是一把兩刃 

劍的問題：要是他們可以運用寓意解經來護衛傳統教義，那別人也可 

以使用相同的方法來護衛異端、或創立新的異端；這樣，他們藉寓意 

解經而建立支持某個教義的種種聖經證據，就可以輕易為人所否定 

了。人言人殊的見解，如何能拿來作準呢？要是將自立自主皆作合法 

化，就徹底拆掉正統與異端的分界了 ；難道真的像某些後現代理論的 

說法，只用權力宰制來解釋「正統」的含義嗎？ 

要是我們仔細審視早期教父的思想，便可以發現，沒有一個正統 

教父認為聖經是可以讓人自由地設釋的。他們或是強調主教以及教會 

的教導職責是真理的總代理，只有他們所做的聖經證釋才是正確的， 

II Joseph Wilson Trigg, Origen: The Bible and Philosophy in the Third-Century Church 
(London: SCM Press, 1983)，124. 

Trigg, Origen: The Bible and Philosophy in the Third-Century Church’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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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他們才有能力發現經文背後的靈意； I 3
或是主張寓意解經仍得接 

受某些教義前題及方法論的拘限，不能真箇自由證釋。譬如說寓意解 

經的代表人物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與俄利根’便清楚區分出 

他們與諾斯底主義的寓意解經方法，當然他們自認為是正確的，而諾 

斯底主義的則是錯謬的。俄利根認為，諾斯底主義的寓意解經是斷章 

取義的，只隨意擷取他們所喜愛的經文來加以靈意設釋；但正確的寓 

意釋經則要兼顧全部聖經，視聖經為一個整體，然後由整體來觀察某 

段經文。從這個角度看，他其實與後世的靈意解經並無多大分別，皆 

認為「神學釋經」與「以經解經」是寓意解經的指導原則。此外，俄 

利根與所有教父一樣，沒有反對字面釋經是基本的證釋方法，他也曾 

用字面釋經來解釋多處經文；“他只是認為字面釋經並不足夠，需要 

寓意解經來作補充而已。在他看來，聖經有三重意思，類似人的靈、 

魂、體；字面意義（體）是聖經的真實意思，且是大多數人所能明暸 

的意思，只有極少數基督徒智者（Christian Gnostics)，才可以在字面意 

思之外，發現聖經的深層靈意呢。 

我們在下文還將討論到，近代華人教會的靈意解經者，基本上也 

有強烈的護教傾向。他們不是要藉靈意解經來創造新的真理，卻是要 

藉此認定神啟示聖經的目的在護衛傳統信仰，不容任何人憑藉他所宣 

稱的釋經成果，而隨意衝擊或否定之。 

Robert M. Grant稱三世紀的教父愛任紐（Irenaeus)為權威釋經之父(the Father of 
Authoritative Exegesis)，因為他強調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 ’只有繼承使徒衣鉢 

的主教才有釋經權、才能正確地解釋聖經。參R. M. Grant and D. Trac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50 ° 

Karlfried Froehlich則«^說，除了愛任紐之外，同時期別的教父在確定釋經的正謬 

時也有訴諸教會權威的’特土良CTertull ian)是其中一位。參Karlfried Froehlich, e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14 ° 

14 Joseph W . T r i g g認為，俄利根不僅是柏拉圖式的寓意解經者（P l a t o n i z i n g 
allegorizer)，他也是受亞歷山大偉大的語文學者嚴格訓練的文法教師’是早期教會之中一 

位 出色的解經家�Trigg , Origen: The Bible and Philosophy in the Third-Century Church,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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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護衛傳統信仰的正統性外’寓意解經者也關注聖經的實用 

性。他們認定讀經不是為了滿足人在知性上的好奇心，而是要讓人遵 

行，過符合神心意的生活°這個想法是直接秉承著宗教改革者如加爾 

文的傳統的。 I 5
靈意解經者相信每段經文皆蕴含著至少一個屬靈教 

訓，幫助信徒過敬虔的生活°為了尋找聖經與時代的關連性，將經文 

與讀者兩個不同的時空與平面（horizons)接合起來，他們遂採用寓意釋 

經法’將所有經文皆當作比喻或寓言來處理’又做許多跨越時空的類 

比與附會，藉此找出聖經的適切性與關連性° 

(三）靈意解經與中國傳統 

甲、中國人的「釋經」傳統 

索隱法在中國有漫長的歷史傳統。一直以來’中國人對傳統經典 

的看法’除了確認其神聖的權威地位以外，也順著經典所給定的形式 

與內容範圍來思考著述，因而有經、論、注、疏等不同體裁的經學著 

作。兩千年來，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被人反覆研究了成千累萬遍以 

上。但是，這種經學著述與思考的模式，並不表示中國人盡皆因循墨 

守，缺乏創意，或抗拒改革。事實上’「經學著作形式除章句、箋注 

之外，還有傳、說、記三種，這三種形式都廣泛地應用於西漢時期， 

並未妨礙當時人們的思想創造活動。」 I 6
解釋者可以超越經文的限 

制，保持思想上的獨立性，甚至鼓勵他們去作自由的發揮。 

公羊學派可以說是中國式的靈意解經的傳統。自漢朝開始，公羊 

學派便主張孔子在撰述春秋經時，寓筆削之意，其微言大義，皆口授 

弟子，由子夏輾轉傳至胡母子都，然後書成公羊傳，公羊學派便據此 

而立。公羊學派亦稱為今文學派，不注重字義的考據訓話，而強調在 

字裡行間，尋找作者所沒有明說的「微意」；他們特別相信，孔子在 

Thomas F. Torrance, The Hermeneutics of John Calvin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88), 84. 

I 6
王ffi技：〈經學的形成與中國文化重構的問題〉，沈清松編：《設釋與創造》 

(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5)，頁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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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春秋時，曾择發了他的政治理想與歷史哲學，並為後世制度與人事 

的遞嬗作出了方向的導引。因此，證釋經典的目的，不在於查看經文 

的字面含義，而在於發現經文背後的微言大義。當然，今文學派不會 

認為人可以無的放矢地穿鑿附會，任意解釋經文；他們的釋經目的多 

是實用性的，就是要古為今用，藉著對傳統經典的設釋，來為今曰革 

命性的政治行動尋找理論根據。清代的公羊學是政治改革者的重要思 

想武器。I7 

除了以證釋古代經典的手段來合理化今日的行為外，索隱法也常 

用來做文化比較，用以消解外在文化的「外來性」（foreignness)，幫助 

國人理解這個外來文化，減低排外心理。這便是所謂「西學源於中學 

說」：西洋文化乃源自中國，一切貌似怪異的舶來品，其實在傳統經 

典中早已提過，所以並不是甚麼新花樣，更不能算是破壞傳統的邪 

說；這個學派的人努力在傳統經典中，發掘與他們提倡輸入的西洋事 

物相類同的地方，這是另類的微言大義。他們也從古籍中尋找支持他 

們進行變法的論據，此即「託古改制」。I8 

乙、中國人對宗教經典的誰釋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傳統對宗教典籍一貫抱持敬畏與神祕化 

的態度，認定宗教作品乃由神明啟諭，故不能以凡俗作品視之，更不 

能用一般的解釋方法來處理；理性的分析並不重要，神祕主義式的感 

悟，才是正確的閱讀方法。譬如民間的鸞書，皆自稱為將上天不祕之 

傳的大公開，是千古難逢的祕典，具有消災化厄、驅魔護法的神聖作 

用；並且，它們亦網羅了宇宙各界、過去未來的所有道理，「道包六 

合，理綜三乘」’人間一切問題無不涵蓋、也無不擁有答案° I 9
至於 

I 7
有關公羊學的流變’特別是清代的公羊學派’ 好的論述是陸寶千：《清代思想 

史》（台北：廣文書局’ 1978)，第6章。 

IS王爾敏老師在這些觀點上有極精闢的發明’參其兩種著述：《晚清政治思想史 

論》（台北：學生書局’ 1969)；《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I 9
鄭志明：〈台灣民間鸞書的神道設教〉’《宗教與文化》（台北：台灣學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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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尋找答案，主要是用類似藝術的直感方法’即視該祕典的記述為 

純粹的符號’然後將之與人事做一種類比思考（analogical thinking)，發 

現其間的相類之處’「證明」祕典早已預知了今天的情況；然後， 

藉著一些提示性的語言（比喻與寓言皆有此性質），幫助人鞏固他們 

原來已有的想法，使這些原本屬人的意見升格為神明的啟示，從而加 

強他們對自己想法的信心；此外’又幫助人在原有各個可能的抉擇 

中’確定哪個是 合宜的’以減去他們在選擇過程中的焦慮感。無論 

如何，宗教典籍若不具備預知過去未來的靈驗性、指導人生抉擇的實 

用性，則其神聖地位亦將受人質疑。與歷史或哲學著述不同的是’宗 

教典籍的文字必須具備神祕性的深層意思，字面意思相對地是不太重 

要的。 

在中國基督教歷史裡，至少早自明末開始，便已有傳教士及中國 

信徒從事對中國古籍的索隱法釋經。他們認定中國古籍裡已埋藏了神 

的普遍啟示，故與基督教的道理在性質上不相衝突；通過象徵與類比 

的方法，他們努力使中國固有傳統與基督教的聖經相協調。從晚清、 

民國時期，直到今天的華人教會裡，索隱法仍然是從事文化傳統層面 

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工作者常用的方法° ““ 

筆者相信，靈意解經之所以在中國教會廣泛流行，實與中國長期 

存在的索隱法的經典證釋的傳統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中國人向有聖人 

崇拜與經典崇拜的傾向。他們相信聖人是天縱聖明的，由於上體天 

心，下察自然規律，故其智慧超越歷史的藩籬，可以預知過去未來， 

高瞻遠矚地為每個時代立法；他們也相信凡是被奉為神聖的經典，具 

有放諸四海而皆準、行諸百世而不俘；向每個時代說話的權威，經典 

局 ’ 1990)，頁184 。 

2
。勞思光以此來解釋術數的靈驗性，參勞思光：〈關於術數的反省〉，《哲學雜 

誌》第3期（1993年1月），頁5〜6° 

21參卓新平：〈索隱派與中西文化認同〉’「中國基督教發展史學術研討會」未刊 

論文（丨996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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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不受其產生的時空拘限’卻是歷久常新、永遠通用的。
2 2
因 

著他們強調聖人與經典的永®性與普遍性，故其歷史性與特殊性是不 

受重視的，對經典作文法與歷史的研究，只是小學末技，而非讀經的 

大旨。再者，中國人對現世與實用問題特別關注的性格，強調通經致 

用，也使得他們不耐煩於純技術性的句讀推敲，咬文嚼字。而主張讀 

聖賢書，是為了拯時救弊、拯世救民；能否實現這個實用性與時代性 

的目標’倒過來成了讀經是否讀得允當、對經文的理解是否透徹的判 

定標準。釋經的準確性與其時代的適切性及應用能力是密切相關的。 

他們稱窮經而不能致用的人為腐儒；套用基督教的術語說，單有頭腦 

知識，沒有生活實踐，是未曾真箇讀懂了聖經。 

三、靈意解經與自由釋經 

(一）靈意解經無規則可言？ 

人們對靈意解經的第一個錯誤的論斷，是以為它是一種自由的證 

釋法’容許人自由地解釋經文，毋須受嚴謹的釋經原則與方法所規 

限。例如前面已引述過，林榮洪在論述王明道的釋經方法時，便談到 

他所運用靈意解經方法的危機： 

靈意解經有它的妙用，但嚴格來説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它沒有一 

定的系統或規則，在許多情形之下與讀經者的個人想像力有關， 

因而容易引起神學上的混亂。
23 

從表面的現象看，靈意解經者的確是頗為自由、全無章法可言 

的，他用不著作字型或語句研究，不須理會經文的歷史處境，甚至不 

2 2
湯志鈞等指出：中國人視「經」為經過法定的，不可增損，不可修改，只能銓 

釋。（湯志飽等：《西漢經學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348 ° )但是，設 

釋卻可以是無窮無盡的。證釋的目的主要不在於追尋經文的原意，而在於發現它的時代 

適切性。 

23林榮洪：《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頁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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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批判與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連工具書釋經書亦毋須翻閱’他們徒 

手解經，一切隨意判斷，實在是自由得很。 

當然筆者不否認有一些自由任意的靈意解經者的存在’也有一些 

異端邪說是打著靈意解經的幌子’由人自由心證地附會或杜撰出來； 

但這可不是事實真相的全部°在近代’絕大多數使用靈意解經方法的 

華人神學家，諸如王明道、惋柝聲、宋尚節和賈玉銘，都被公認是神 

學思想保守的人，他們的思想是否完全正確是一回事’要說他們主張 

自由解經，就真的是匪夷所思了。 

事實上，王明道對自由主義神學（他稱為「不信派」） 主要的 

批評，正是他們按人的想象來曲解聖經；
2 4
他在駭斥新神學的各種主 

張時’恆常以他們的不符合聖經的說法來立論’並且往往不加評註地 

徵引大堆經文’作為對己見的支持；
2 5
這樣，他自己又怎麼會鼓吹憑 

個人想象來解經呢？我們可以說，就他的主觀理解，靈意解經絕不是 

自由任意、了無章法的釋經（當然客觀效果是否如此，還待進一步的 

鑑證）° 

絕大部分華人靈意解經者都是嚴謹的釋經者，遵循一套嚴格的釋 

經原則。他們的釋經原則也許在細節上有些微差異，但基本上是類同 

的；那便是：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釋經」，及認定全本聖經彼此通 

貫的「以經解經 I。這兩個原則是與靈意解經緊密契合的。 

2 4
王明道批評新神學派的人「所講的並不是從聖經中發現的真理，不過是一些人腦 

中的幻想罷了。他們並不信聖經中一切的要道，但他們又不明說他們不信。於是編造了 

一些讓誤的解釋，對於聖經中的要道或是否認，或是曲解。其實他們就是不信神的話 

語，神的啟示，神的救法，神的福音。」王明道：〈現代教會的危險〉，《王明道文 

庫》第7冊（斗六：浸宣出版社，1979)，頁234 ° 

2 5
他曾說：「我只是把聖經中的話引證出來。這些話都是極淺鮮（按：疑為『顯』 

誤）、極清楚、極容易明白的。我並沒有解釋，我也不需要解釋》任何一個真信主的人 

都看得懂這些段經文。I王明道：〈我們是為了信仰〉，《王明道文庫》第7冊，頁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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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學釋經 

我們可以說，在理論上，靈意解經會有引起神學混亂的危險；但 

在實踐上’靈意解經卻是頗為安全的，甚至較所謂文法——歷史的釋經 

還要安全。因為靈意解經中的一重意義是神學釋經，即以某個神學思 

想為主導的釋經；對華人基要派學者而言，神學就是指正統的教義乃 

至基要派信仰。靈意解經者要求聖經的解說，必須與正統的基要真理 

相符。所以在進行釋經以前，證釋的結論便已確定了 ；證釋工作談不 

上有任何冒險成分，甚至不容許釋經者有自由發揮的空間。 

經歷了個多世紀歐美神學界的高等批判對傳統教義的衝擊後，基 

要派學者都認清一個事實：聖經不是一本自我說明的經典，它必須經 

過正確的證釋，才能讓人明瞭其含義；而正確了解聖經的關鍵，就在 

於證釋的前設與方法。我們用甚麼態度來看待這本聖經：尊奉它為神 

的話、是神對人的啟示；抑或把它視為近東民族的一本古老的宗教作 

品、純粹是早期人類對神的理解及宗教經驗的記述？我們基於怎樣的 

前設來分解它：一開始便認定它是東抄西襲的湊合物，故碰到某些表 

達上稍不一致的記述，便刻意誇大細數，高嚷這兒又夾雜了二百多個 

不同的傳統；抑或是確認在數十位人間作者的背後，聖靈是六十六卷 

聖經的同一位作者，分歧的現象總可找到接合處，故致力做調合而非 

肢解的工夫？
 2 6
簡言之，我們的聖經論，決定了我們的證釋方法，亦 

決定了我們的證釋結果。沒有「神學中立」的釋經，神學與方法既先 

於證釋本身，也決定了後者。 

甲、基督中心的釋經 

靈意解經者不容許某些自由派聖經學者所要求的自由空間，不容 

許他們將釋經變成一門完全獨立的學科，純粹技術掛帥，以致毋須為 

26 J ames B a r r曾亳不客氣地批評基要派將聖經（表面上）分歧的記述和諧化 

(Harmonization)的這種做法。不過，他倒正確地指出基要派在釋經時，關注的不僅是經 

文記述的和諧化，也是教義上的和諧化�James Barr, Fundamentalism (London: SCM Press, 
19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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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及傳統教義所宰制。對他們而言，聖經絕不僅是一本古老的文學 

作品、不是某個人為宗教的經典，而是基督教的聖經一就是那本經二 

千年來的基督教會所公認共證的聖經，永生神的永恆教導。基督徒不 

是猶太教徒，他們絕大多數亦不是宗教學者，對純粹的猶太教經典、 

近東文化，並無學術研究的興趣（連好奇心也沒有！）；因此，舊約 

對他們而言，僅僅是基督教聖經中的舊約，而不是猶太人眼中的妥拉 

(Torah律法）與書卷。作為基督教的經卷，舊約的中心信息必須受耶 

穌基督所主宰；必須在耶穌基督這位是神 大、 完備的啟示光照 

下，才能充分理解其含義。正如整個基督教是以基督為中心的，舊約 

也必須以基督為中心。我們可以接受一個漸進式的啟示歷程，故在舊 

約的作者與原初讀者心中，雖尚未具備日後的基督信仰；但它既然是 

神整個啟示與救贖計劃的一部分，就必須指向新約及新約所記述的基 

督，而不可能與新約南轅北轍，各自立說；從教會與信仰（而非所謂 

「純學術」）的角度而言，舊約是附屬於新約之後的，我們的聖經是 

新舊約而非舊新約，排名須分先後。
27 

王明道雖然不是靈意解經者，但是由於他注重聖經的實用性，認 

定讀經的目的，不是學究式的探討某本古代近東的宗教典籍，而是為 

了幫助教會調校方向、指引信徒過符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他在解 

釋舊約時’便大量使用靈意解經的方法，藉此獲取屬靈的教訓，填補 

了舊約與當代教會之間的時空差距。兹舉一例以為說明。王明道認為 

基甸的故事乃旨在教導門徒如何改正教會’為神成就美好的事業。因 

此’故事中的每個人和事，都是有預表性（typological)的： 

基甸：蒙神選召的人 

以色列民：教會 

拜巴力：追求金錢、勢力、學識、名譽 

2 7
這正是唐佑之所強調的新約解舊約的方法：「新約解舊約’主要是豫表的方法 

一棚11史實都是豫先象徵新約教會的信仰經歷；一切的豫言必定應驗在主耶穌身上。 

唐佑之：《解經談叢》（台北：校園書房，1卯4)，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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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毁祭壇：潔淨教會 

角：神的話 

空瓶：信徒的身體 

火把：聖靈 

打破瓶子：為神爭戰不畏身體受損，聖靈的大能才顯出來 

預表性的釋經方法，就是使舊約指向新約，也指向今天的基督敎 

會。它假設了舊約對敎會的關連性，保證了舊約與時代的適切性，亦 

確定了舊約對信徒生活的實用性。 

賈玉銘大量使用預表的方法來解釋舊約。他相信全本聖經都是出 

於神精密的默示，故此是一點一劃都不會錯，也一點一劃都有神的深 

意在其中的。所以，我們在讀經時，不單要注意經文的內容和明白作 

者的敎義與倫理敎訓，也要留心每個細微的人名、地名、數字等記 

述，及故事的情節佈局與細節編排，相信它們都隱藏著神的特殊啓 

示。至於如何發掘神這些特殊啓示，賈玉銘沒有直接吿訴我們某個可 

資遵循的獨一祕訣；但從他所做的靈意解經裡，我們卻可以準確地捉 

摸到他自己所用的原則。他首先將全本舊約扣緊在耶穌基督身上，認 

定每段經文無非是預表著祂的生平和敎訓；然後再積極地將舊約記述 

與新約福音相對照，找出兩者的雷同或相似之處，以此來論定爲舊約 

記述的靈意（參附錄一）。所以，耶穌的生平與敎訓（就是福音本 

身）是他要附會出來的結論，也是所有經文理應獲得的靈意。不管賈 

玉銘所做的將舊約與福音撮合的工作是如何地牽强，把兩組不同的觀 

念相配對的過程是如何地匪夷所思，他做出來的結論卻總是不會令人 

諮異的。我們毋須憂慮這樣的靈意解經會將經文引帶至離題萬丈，因 

爲賈玉銘等華人靈意解經家是絕不會迷失方向的，他們將經文曲意周 

章，目標是要將舊約帶到耶穌基督那裡去。他們的過程乍看起來也許 

有點任意，但結論卻一點也不任意，故絕無製造出異端的可能性；也 

實在沒有造出任何異端來。 

1王明道：〈蒙召的基甸〉，《王明道文庫》第6冊，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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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意解經者指出，就是新約也不是每卷或每段都具有同等的重要 

性°聖經的正典中仍有正典，那便是耶穌基督的福音，這既是聖經的 

核心’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例如楊紹唐認為，全部聖經是為基督 

作見證，就連六十六卷的每卷的大題，也是為基督作見證’把基督的 

各方面見證出來，叫人全面地認識基督；他說創世記的要旨是基督為 

女人的後裔，出埃及記是基督為被殺的恙羊’利未記是基督為人之大 

祭司……諸如此類。他說：「人讀聖經，若只讀些普通的教訓，沒有 

讀出基督的見證來，那是沒有讀到好處，能找出每卷的中心點，能讀 

出基督的光輝，才算是達到寫作聖經的原來目的。」
2 9
假柝聲宣稱： 

神的道既是一本書（聖經），也是耶穌基督；故我們讀聖經，不單是 

要讀通這本書，更是要在其中「拿出耶穌基督來」。 

賈玉銘亦斬釘截鐵地指出： 

全部聖經的要旨即救恩，即神為人所預備的完全救法。以耶穌為 

中心，以十字架為主題°全部舊約莫非是以十字架為總歸，全部 

新約莫非由十字架而發源。於全部聖經的每卷、每章、每買，莫 

不看見耶穌的形影。合新舊約聖經所論，莫非是論耶穌的生、 

死、復活、升天、再來，與其生、死、復活、升天、再來所有的 

成果。31 

對宋尚節而言’基督教的中心信息就是以下的主題：世人犯罪、 

天父大愛、十架寶血、悔改重生、聖靈充滿、為主作證、奔走靈程、 

等候主來°全部聖經都是關乎這幾個主題’他的講道內容也從未超出 

這幾個主題。
3 2
舉例說’在他眼中，出埃及記旨在以隱喻的手法，說 

明耶穌極救屬祂的子民這個福音信息： 

29楊紹唐：《聖經綱要》（檳城：馬來西亞神學院，1968) ’頁12。 

：《神話語的職事》’《惋柝聲著述全集》第10冊（香港：天糧出版社’ 
1992) ’ 頁 121 ° 

賈玉銘：《聖經總論》卷一（香港：弘道出版社，1964) ’頁5 

：宋尚節：《工作的回顧》’《宋尚節全集》第8冊（台北：大光書店出版部 
1988)，頁 D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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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代表世界°以色列人在埃及代表掛名會友，未重生得救（有 

許多牧師長執的子女，不熱心，還未重生，為掛名會友）。法老 

代表魔鬼。出埃及的意思就是由罪惡中出來。摩西代表耶穌把其 

子民從罪中救出來。
33 

靈意解經家這種以基督為中心的釋經原則’與宗教改革者的想法 

是完全一致的°宗教改革者堅持舊約所見證的是隱藏的基督’而新約 

則是顯揚的基督。
34 

乙、對神學的正確性的關注 

王明道在批評靈恩運動曲解聖經’用以合理化他們某些謬誤的主 

張時’曾指出：「篤信聖經是一件極好的事，但篤信聖經的人若把聖 

經的意思解釋差了 ’那種危險纔大呢。」
35 

華人的靈意解經者既然在神學上屬於保守的基要派，他們的 

釋經原則便亦是依循著舊正統派的形而上學的——演繹法的取向 

(metaphysical-deductive approach)，而拒絕今天大多數聖經學者（包括 

自稱福音派的在內）所要求的經驗主義——歸納法的取向（empirical-

inductive approach) °他們強調唯獨聖經’卻不同意聖經可以亳無規範 

地任意解釋，也不相信有人能持一個「神學中立」的立場來研讀聖經 

(他們比後現代證釋學更早發現這個事實！)；故持錯謬的聖經觀與 

錯謬的神學思想的人，任憑他怎樣聲稱自己是完全客觀與不帶成見地 

讓聖經自行說話，他所做的證釋仍多是錯謬的。信仰的起點是信仰， 

沒有純粹客觀中立這回事，也不存在徹底的歸納法。 

惋柝聲用了一個巧妙的方法來說明這個事實。他將認識基督與認 

識聖經分割開來，指出：人得先認識基督，才能正確地認識聖經， 

33宋尚節：〈出埃及記〉，《講經集》（上），《宋尚節全集》第4冊，頁37。 

Donald G. Bloesch, "A Christological Hermeneutic: Crisis and Conflict in Hermeneutics," 
in Robert K. Johnston, ed.’ The Use of Bible in Theology: Evangelical Options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5), 84. 

35
王明道：《聖經亮光中的靈恩運動》，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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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基督的人就自然認識聖經」；他用保羅的例子’說明一個人不 

是先讀聖經，然後發現耶穌是神的兒子’而是先藉聖靈的光照，認識 

耶穌是主，然後才正確地讀通了舊約°所以，先有正確的信仰’後有 

正確的釋經；先有正統的信仰，後有正統的釋經°
 3 6

神學無論在時間 

上抑或位置上’皆優先於釋經。 

基要主義的靈意解經者使用神學釋經的方法’顯示他們關心的是 

聖經_釋的神學正確性(theological correctness)問題。他們不單強調經 

文的無謬誤（textual inerrancy)，也重視釋經的神學無謬誤（theological 

inerrancy)。事實上，就其起源而言，基要主義的一個重要特性，是反 

抗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神學家對傳統基督教教義的拆毀’堅決捍衛他們 

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基要教義；由於許多自由主義者是藉著對聖經的 

重新建構與設釋（如重尋福音書中的耶穌）來否定傳統教義的’因此 

基要主義者對自由、自主的聖經證釋持懷疑的態度，不認為證釋者有 

權無視教會的傳統教義，任意解說經文。聖經設釋的結果必須與基要 

教義相吻合。正確的設釋，就是神學上正確的經文設釋。從這個角度 

看，我們也許可以同意巴雅各（L Barr)的觀察’基要主義（及日後的 

福音派）對他們所持的神學傳統的效忠程度，較諸對聖經證據的權威 

0 

不過，我們得嚴正地補充說：這些為基要主義者所堅持、為自由 

主義者所揚棄的正統教義（如童女生子、死裡復活），乃是耶穌基督 

交付給使徒、再傳遞給教會的，它們在出現的時間上，遠較新約正典 

的形成為早，並且一直為教父及大公教會所捍衛；教父乃是以這個教 

義傳統來判定真偽，承認舊約、確立新約的。基督教聖經的形成，與 

這個信仰傳統不可分割。
3 8
因此，我們絕不能離開基督教的信仰傳統 

3 6
悅柝聲：《神話語的職事》，頁139�140� 

James Barr, Escaping from Fundamentalism (London: SCM Press, 1984), 157. 

38有關這個教義傳統和聖經的關係，參J.N.D.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 第 2 � 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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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證釋基督教的聖經，更要拒絕某些人打著尊重聖經至上權威的幌 

子、主張擺脫信仰傳統，而藉證釋聖經來自行重新釐定基督教的定 

義° 

這種做法是否違反了宗教改革所提出的「唯獨聖經」的原則呢？ 

答案是既是且否。要是我們抽空討論「唯獨聖經」，當然可以說聖經 

若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讀經者便不該將其他任何權威（包括教會傳統 

與教義）凌越於其上，更不該把聖經強套進一套牢不可破的教義裡 

去，靈意解經於此乃抵觸了聖經優先的大原則。但是，要是我們返回 

宗教改革的神學傳統，就可以發現他們並沒有主張這個意義的「唯獨 

聖經」；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等，絕不以為釋經者得首先放棄堅持神是 

三位一體這個神學「成見」，然後自由地從聖經中推敲神到底是「三 

一」抑或「四一」；宗教改革者對基本的教義、特別是早期教會三大 

信約，是他們自己堅信不渝，也不容許人自由討論的。他們不是人文 

主義者，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既非他們所關注，更不能在宗教事情上佔 

任何法定的位置。對他們而言，「唯獨聖經」的原則是用來拒絕天主 

教所聲稱教會擁有不容挑戰的教導權威，及駭斥那些後來由人意加添 

而又毫無聖經根據的教義；他們絕非以為基督教是一個沒有固定的教 

義內容、任由人捧著聖經自行設釋的宗教。我們可不要把宗教改革者 

和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混為一談。 

宗教改革者在提出「唯獨聖經」這個原則時，並沒有割斷了聖經 

與所有傳統教義彼此的聯繫，把證釋聖經看成是一個完全獨立、不受 

教義所轄制的作業。聖經是基督教會的聖經，正典是信仰群體的共 

證，故釋經亦是教會性的工作，必須在教會傳統的規範下進行，沒有 

可隨私意解釋聖經（我喜歡怎樣便怎樣解釋）這回事。 

事實上，馬丁路德雖然提出「唯獨聖經」的道理，卻同時堅持神 

學釋經的原則；他雖然反對傳統大公教會的寓意解經，但卻主張必須 

對舊約進行屬靈證釋（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屬靈設釋與寓意釋經的分 

別在甚麼地方呢？據馬丁路德自己解釋，屬靈證釋在強調經文的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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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意義時，亦肯定它的字面意義；
3 9
並且，它是建造在以基督為核 

心的救贖歷史之上的。換言之，路德主張以耶穌基督和祂的福音為全 

本聖經的中心主題，並要求對舊約作基督論的證釋。他甚至以此來 

作為重新審定聖經的正典性的標準呢。明顯地，他們主張的是一種 

靈意解經，並且是基督中心的神學釋經。 

基要主義主張靈意解經和神學解經，既沒有背棄了宗教改革的神 

學傳統，也沒有與宗教改革者所理解的唯獨聖經的原則相衝突。 

丙、神學釋經的缺陷 

靈意解經者其中一個 為人話病的地方，是釋經者以個人的「私 

意」混淆了「靈意」。這個批評不是毫無道理的。許多時我們在這些 

靈意解經者的筆下，讀到的不僅是他們對基要真理的堅持，也是他們 

勉強經文去和應他們個人的神學觀點。悅柝聲以聖經的「榜樣」，支 

持他改造教會模式的主張，是 為人所熟知的例子。
4 2
而王明道與宋 

尚節等，也恒常以靈意解經的手法求出聖經的根據，用以印證他對教 

會時弊的指摘。譬如宋尚節在解釋「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時，便將 

路過而見死不救的祭司解作教會牧師： 

一個人要「下」耶利哥：靈性下跌 

耶利哥：死地 

39
不過，俄利根等其實也沒有否認經文可以有字面的含義，他們正是主張經文有多 

重含義呢。故馬丁路德企圖與他們劃清界線的答辯並不很有效。 

40 

參 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trans. R. C. Schultz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8) ’ 頁92及後 ° 

41眾所周知的是，路德因著對福音(因信稱義)的堅持，而對雅各書等經卷的正典性 

表示懷疑° David H. Kelsey認為’由於宗教改革者太強調基督為全部聖經的中心’他們 

甚至容許聖經存在著一些「錯誤」° David H. Kelsey, "Protestant Attitudes Regarding 
Method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Frederick E. Greenspahn, ed.’ Scripture in the Jewish 
and Christian Traditions: Authority, Interpretation, Relevance (Nashville: Abingdon, 1982), 
139. 

42陳終道：《我的舅父悅柝聲》（香港：宣道書局’ 1975)，苜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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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盜：魔鬼 

奪去財富：奪去人心 

祭司：教會牧師 

撒瑪利亞人：耶穌 

油：聖靈的感動 

酒：耶穌的血 

布：聖靈的管教 

驢：聖靈的引導 

店：屬靈的教會 

兩錢銀：新舊約聖經 

撒瑪利亞人回來：主再來
4 3 

而在「浪子回頭」的故事，他更連消帶打地批評注重社會服務的 

大宗派、批評悅柝聲的小群教會、批評弟兄會： 

父親：神 

僕人：聖靈 

袍子：義袍（僕人〔聖靈〕代為穿上） 

戒指：聖靈印記 

鞋：平安福音鞋 

長子耕田：服務社會（影射社會福音派） 

長子從前順服父親：順服人的權威（影射小群教會） 

長子愛山羊黑：愛查經、學餅聚會（影射小群教會） 

長子愛朋友：組弟兄會（影射弟兄會）M 

明顯地這樣的比附是完全任意的。譬如他既把「浪子回頭」故事 

中的父親比附為神，卻竟又以大兒子®常順服父親為順服人的權威而 

非順服神，可見其中根本沒有章法可言，甚至前後文亦欠缺連貫。他 

43宋尚節：〈聖潔（一）〉，《講道集》（中），《宋尚節全集》第2冊’頁100' 

108。 

M宋尚節：〈新生命〉，《講道集》（中），《宋尚節全集》第2冊，頁13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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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不是在經文中尋著聖經作者所要傳遞的信息，卻只是把自己固 

有的思想硬套進經文裡去，並利用經文來支持他固有的想法。這大概 

是屬於靈意解經中 壞的例子吧。 

不過，儘管我們可以說宋尚節或其他靈意解經者強蔡了某段聖經 

的原意’卻仍不用擔心他們這樣的靈意解經會導致異端的滋生。因為 

他們所做的是神學釋經，即把自己的神學思想套進經文去，釋經本身 

是完全不重要的，關鍵性的只在其原有的神學思想’他們的神學思想 

不會在釋經過程中受影響而轉變，結論早在釋經之前業已大定；只要 

他們的神學思想不是異端，他們藉靈意解經所得出來的哪怕是再希奇 

古怪的結論，便亦不會是異端，甚至沒有成為異端的可能性。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神學釋經的方法仍是有它的缺陷的。 

它 大的問題是違反了解經的首要原則——將意思由經文裡解出來 

(exegesis) ’而非從外面解進去(eisegesis) ° 4 5
這種做法即使不會造成以 

教義歪曲聖經原意（假設所有教義皆是符合聖經的吧），也會導致將 

聖經真理痩削與公式化的結果°因為’若我們將所有經文都勉強套進 

一個固定的信仰框架裡，便必然限制了經文的發言能力，削弱了聖經 

的信息’將真理過分簡化；並使讀經的目的，變成溫習已知的道理， 

而非預備聘聽新的教訓。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這是屬於信仰的 

唯實主義心態： 

信仰的唯實主義心態，確實妨礙了我們在讀經時龄聽神新的信 

息，也不讓經文帶给我們對宇宙及自己新的體會和效迪。因為我 

們自覺已掌握了基督教所有的奥秘，將信仰約化成一套簡易又完 

備的基要真理°這套真理是無所不包、無僻可擊的，一切經文所 

講論的，都不外乎用不同的角度來闡釋它；故此不無誇張地説， 

我們毋須期望在讀經時獲得新的知識，即使有也只是舊知重溫而 

已°我們自信已掌握了釋經的錄匙，窮究了基督教的真理。
46 

一
 4 5

唐佑之：《解經談叢》，頁35 ° ，唐氏認為先有一個信仰的系統，再解釋聖 

經’可能會產生「主觀的偏差」（前引書’頁34)，倒是語焉不詳的。 

4 6
梁家麟：《異象與獻身》（香港：宣道出版社，1995) ’頁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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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批評靈意解經者將聖經的信息削弱，也可以不接納他們 

某些聖經證釋，指出這些證釋與聖經原意不符；卻毋須憂慮他們會運 

用這個方法來製造異端，並因而過分誇張靈意解經的危險性。靈意解 

經的危險性，絕不會比任何其他釋經方法為高。 

(三）以經解經 

可以看到，被指為常用靈意解經的方法的華人學者，全都主張以 

經解經的釋經原則。對他們而言，以經解經與靈意解經是脣齒相依、 

不能分割的；以經解經是釋經的原則，而靈意解經則是這個原則的一 

個具體應用。 

甲、聖經的統一性 

以經解經所預設的，是宗教改革者所強調的聖經的統一性 

(unity)：六十六卷聖經互相通貫’彼此闡發。正如王明道說：「新舊 

約全書六十六卷所講述的要道從頭到尾都是相連相合，始終一貫 

的。」
4 7
提倡以經解經的人，多數突出了聖經的神聖作者（d i v i n e 

authorship)，而較輕忽它的人間作者；他們相信神才是聖經的真正作 

者，人間作者不過是神手中的一管筆，本身並無任何思想的貢獻。如 

此，同一位神在撰寫六十六卷聖經時，必然有一個通貫的思想、甚至 

有一個考慮周全的計劃、精密的佈局。與同一位作者的同一個佈局的 

相同比較，不同經卷的獨特時代背景所構成彼此間的分歧，於此便變 

得微不足道了。
4 8
尤其對讀經者而言，他們所要關注的不是各卷間的 

4 7
王明道：〈我為甚麼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王明道文庫》第7冊，頁189。 

48華人釋經者大都相信聖經有統一的佈局，而他們的釋經工作的其中一個任務，便 

是發掘出這個統一的佈局出來。例如陳崇桂便曾提出過以下的模型： 

一、自創世記至申命記 啟示 

二、自約書亞記至以斯帖記 預備 

三、自約伯記至雅歌 心願 

四、自以賽亞書至瑪拉基書 期望 

五、自馬太福音至約翰福音 顯現 

六、自使徒行傳至書信 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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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處，而是神分散在各卷之內的那個完全的啟示。每卷聖經所收錄 

的啟示都是不完全的，惟有我們將六十六卷併合起來，方才可以恢復 

一幅完整的圖畫，了解神的啟示。陳終道說： 

歷史上並沒有任何個人得到神全部的啟示。神在不同的時代藉著 

聖靈選用當代合用的器皿，按他們所能領受的程度，把祂的敫示 

賜给袍的僕人。神的眾先知與使徒所領受的徵示合起來，纔是神 

要给全教會的全部啟示。
4 9 

如此’人若不將全本聖經通貫地閱讀，就無法了解神通盤的啟 

示’我們必須由「部分」進至「整體」。與此同時，由於每段經文都 

不過是神通盤啟示的一部分，是與整體互相關連的；要是我們不認識 

這個全部啟示的梗概，便亦無法準確地理解某段經文的意思與價值， 

所以，我們也要由「整體」進至「部分」。王明道分享他以經解經的 

實際經驗時指出’這個方法是尋求解決釋經時遇到困難的 佳方法： 

也許有人要説，聖經中有許多前後不符，自相矛盾的地方。若有 

人説這種話，我就確知他未曾詳詳細細從頭至尾查考過聖經。他 

若這樣作過，就必定會看見聖經中不但沒有前後不符，自相矛盾 

的地方，而且處處都是前後印證，互相發明。許多次我念聖經遇 

有難於索解或意義隱晦的地方，一時不得明瞭，我就把它記下 

來，盼望從甚麼地方得著解釋。那想問過幾個人，查過多少書， 

都得不著使我滿意的解釋°到末後那 適宜的解釋還是在聖經中 

尋著 °有時遇見信徒問我 好的聖經柱釋是那一種，我就回答 

説， 好的聖經链釋就是聖經。 

乙、靈意解經是以經解經的實踐 

從理論上說，肯定以經解經的原則的人’不一定同時大量採用靈 

意解經的方法，甚至毋須自覺為靈意解經者。但是，從實踐上看， 

七、啟示錄 圓滿 

(見陳崇桂：《聖經總論》〔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80〕，頁2〜3。） 

49陳終道：《以經解經》（香港：金燈臺出版社，1卯5) ’頁127» 

王明道：〈我為甚麼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頁192。 

”例如陳終道便對偏差的靈意解經有所批評。陳終道：《以經解經》’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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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們僅將以經解經的原則的應用範圍侷限在聖經的字彙或片語層 

面，單單做串珠或經文彙編，否則一旦涉入了將聖經記述的不同事件 

或故事串連互參的話，那運用比喻及寓意的證釋，便是跨越經文與經 

文之間的處境與內容上的樊籬的唯一方法。靈意解經於此是無法避免 

的，關鍵只在靈意到甚麼程度而已。 

將以經解經的原則貫徹得 徹底、甚至推至危險的邊緣的，是宋 

尚節。他用所謂「故事解經」的方法，將原不相干的新舊約經文互相 

串連起來。他相信全本聖經都是貫通的，可以彼此發明；故這段聖經 

的一組數字，便是那一卷的內在結構；新約某段要旨’則是開啟舊約 

某卷的鏡節。（詳參附錄二）例如他用摩西所行的十災和十誡相對 

照；
5 2
指睚魯的女兒十二歲，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5 3 

有人對以經解經這種方法提出批評。譬如巴雅各指出，基要主義 

對聖經的看法是牢固而僵化的（他稱為definitional approach)，認為既 

然全部聖經都是神的啟示，而神的心意又是永恆不變的，那每卷書的 

內容便該是和諧一致的，當中不會有任何變化與分歧；故他們不接納 

神的啟示有一個歷史演變或漸進的過程，而將六十六卷書完全平面化 

與靜態化。
54 

四、靈意解經與個人自由 

(-)肯定釋經者的權利？ 

許多人對靈意解經的另一個誤解，是以為這種方法鼓吹人可憑藉 

己意證釋聖經，或至少容許個人主觀的因素滲雜在釋經的過程中。有 

5 2
宋尚節：〈十字架的奧秘〉’《講•》（上）’《宋尚節全集》第1冊，頁49' 

5 1 � 

5 3
宋 _ ：〈進逝南的歷程〉，《講道集》（上）’《宋尚節全集》第1冊’頁398' 

407 ° 

James Barr, Escaping from Fundamentalism,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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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將這個傳統的釋經方法，與現代的新證釋理論（諸如文本互涉）相 

附會，認為它乃主張釋經者並非在從事中立的、客觀的證釋工作，卻 

只是將個人的處境與想法讀進經文裡去。就是說，這種方法假設了 

經文本身並無固定的含義，文字符號與意思並無必然的聯屬關係；意 

思不是在經文之內，而是在經文與讀者中間（再極端的更說意思僅僅 

是在讀者之內）。因此，讀者並非是完全置身事外、不帶成見地接觸 

經文，他個人的內在思想與外在處境（時空，階級，政治、社會、經 

濟、文化等場景……）’在在形塑了他所「獲得」的含義；嚴格地 

說，他不是被動接受意思的讀者，而是主動建構意思的作者（經文的 

原作者業已「死去」！）。職是之故，經文的意思亦不是單一或固定 

的，卻是隨讀者及讀者處境的不同，而不停被創造出來。有無限個讀 

者，便將有無限個意思。 

這種將靈意解經與當代新證釋理論作類比的做法，明顯地是張冠 

李戴的。也許兩種證釋法確實存在著一個共通的地方，便是都不相信 

經文的意思是在字面之內，亦不為字面所拘限。但除此之外，兩者便 

再無相同之處了。且以意思的所在位置為例吧：正如前述，新證釋理 

論相信意思是在經文與讀者中間、或完全在讀者身上，並且意思不止 

一個，而是可以無限地被創造出來；但是，靈意解經者卻相信意思是 

在經文與作者中間（要非完全在作者身上的話），而意思只得一個， 

必待人努力將之發掘出來。單從這個差異，我們已可見到他們實在是 

南轄北轍、互相遠斥的。 

(二）隨從聖靈引導 

甲、排除人的作用 

表面上看’靈意解經突顯了人在證釋過程中的主動作用；但事實 

卻恰好相反，它正是要排除個人的因素，不容許人的主觀喜好、其至 

i參郭偉聯：〈靈意與正解：賈玉銘釋經方法初探〉，《建道學刊》第7期（1996 

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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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性判斷，夾雜在闡釋神聖的聖經這個神聖的作業裡。因此，靈意 

解經者強調聖靈在解釋過程中的主導作用，祂才是「靈」意解經中的 

「靈」；他們相信，神的話惟有倚靠神自己才得以充分理解，人的理 

性在此並不具有 後的發言權。 

宋尚節的看法也許是 典型的。
5 6
他在美國留學時，曾到自由主 

義神學的大本營紐約協和神學院修習，深切感受到自由神學對正統信 

仰的禍害，因而堅定站穩在基要主義的陣營中；但是，因著厭惡自由 

主義，他進一步產生了反神學、反知識的傾向，認定神學研究只會誘 

導人走向「不信派」的路上去。宋尚節的反智傾向，直接影響到他對 

釋經的看法。他反對人的理性在釋經上有任何作用，認定屬靈工人學 

習聖經的方法，是「不用人的智慧來讀經，不用神道學的知識來讀 

經，不用科學的方法來讀經」。
5 7
他甚至反對人在讀經時使用註釋或 

工具書，認定這是高舉人而非高舉神的做法；在他看來，靈修式的直 

接從聖靈得到感動，是唯一合法的讀經方法。
5 8
聖經既是由聖靈所啟 

示的，聖靈便是開啟聖經奧祕的唯一输匙，惟有藉著祂的啟迪，人才 

得明暸聖經的奧祕；聖靈延續性的啟示是關鍵性的，那位昔日啟示聖 

經作者的聖靈，會在今天啟示讀者，讓他們直接從經文中得著亮光。 

宋尚節說： 

聖經是神的話，只有屬靈人、被聖靈充滿的人能明白神的話。…… 

聖經的真理是奥秘，神的意念與道路不同於人的意念和道 

路，所以不可以人意、人的理智去解經。
5 9 

56筆者曾寫過一篇有關宋尚節的文章，談及他的反智思想。參梁家麟：〈宋尚節的 

重生教導〉，《建道學刊》第4期（1995年7月），Kl〜15° 

57宋尚節：〈末世屬靈工人十二需要〉，《講道集》（下），〈床尚節全集》第3 

冊，頁拟5。 

58他說：「撒但常叫人高舉人過於神》不注重清晨靈修得聖靈的感動讀聖經，卻注 

重看人寫的書報和人的話語。然而拜人會中毒，也會使信仰偏邪。」宋尚節：〈分別是 

非〉，《講道集》（下），《宋尚節全集》第3冊，頁幻8 ° 

59宋尚節：〈分別是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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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聖靈給人的「亮光」，可以讓人看見隱藏在經文背後的脈 

絡：或是一個概括全卷的結構，或是一個中心主題。這是聖經的「奧 

祕」，是要藉聖靈的啟悟才能明白的。 

惋柝聲的觀點比宋尚節更進一籌。他認為聖經雖然是神過往透過 

先知和使徒所說的話，但它只能算是神昔日啟示的記錄，而不復是神 

今天的啟示；即使我們讀通這本書，亦不等於聘聽到神的說話。因為 

神的啟示是藉著耶穌基督而來的，故必須在閱讀聖經時摸著耶穌基 

督，才認識到神的啟示。人如何摸著耶穌基督呢？靠頭腦知識是萬萬 

不行的，那只能讓我們讀到一本書；唯一的方法是藉著聖靈的導引， 

由祂帶領我們穿過聖經’進入神的話語之中，使我們與基督相遇。如 

此’單獨一本聖經不是神今天的啟示，單單閱讀聖經不會讓人認識神 

的啟示，甚至神的啟示根本不在聖經裡面。惋柝聲說：「所以我們不 

是從聖經來知道聖經的事’乃是從裡面的光’從裡面的啟示來認識聖 

經。」6° 

惋柝聲非常強調神延續性的啟示’及對我們「新的啟示」。他認 

為神的啟示是有時間性的’僅在祂啟示的當時才算是啟示；過後便不 

再是啟示，而只是道理了 °「神昨天講的是道理，神前天講的是道 

理；神今天講的才是啟示 °」因此，就是聖經本身也是有時限性 

的：「聖經裡面的話，曾有一次是活的話，但今天不一定在每一個人 

身上都是活的，只有聖靈再說話的時候才是活的。」
6 2
聖靈倘若不對 

讀經的人說話，聖經亦倫為道理了。如此，聖靈今天的啟示才算是啟 

示，聖經本身不復是神永恆的啟示，也不再在信仰上具有終極的權威 

了 ° 

惋柝聲：《神話語的職事》，苜137 

麵 聲 

'•mm 
《神話語的職事》，頁157 

《神話語的職事》，苜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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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將聖經與聖靈分割，並且把聖經的話倫為神昔日的、有時 

限性的啟示與道理的說法，當然是問題重重的。不過’悅氏所欲強調 

的’是人在讀經時不能自作自為，倚靠自己的理性與智慧來辨別經文 

的意思’而是必須謙卑地隨從聖靈的導引，讓思想受聖靈的支配，才 

能亳無阻礙地將神的話語釋放出來。悅氏之強調聖靈的壓倒性地位， 

以及將讀經徹底神祕主義化’目的不是要吃低聖經的地位，卻是要否 

定人的思想在釋經過程中的作用。 

乙、「人意J滲入「神意J 

過分強調聖靈的絕對帶領作用，輕忽甚或否定一切方法與規範， 

以至將人的理性與神的意思擺在絕對對立的位置上；此等做法，使釋 

經工作變得徹底神祕化’再無客觀的章法與標準可言。它 可能產生 

的後果是：釋經者的個人魅力與權威’成了真偽的唯一判別標準；因 

為教會已再沒有任何客觀公認的、凌駕於所有釋經者之上的釋經標 

準’聽眾亦無從評斷釋經者的看法是否正確了。要是釋經者將其解說 

訴諸聖靈直接的啟迪的話，那聽眾就更只有舉手投降的分兒一人如何 

敢挑戰神的聖諭呢！如此，突顯聖靈在釋經過程中的作用，便使釋經 

者由原本是以人的身分來研讀聖經，一舉而升格為神的代言人，而他 

的釋經也變成聖諭：不再是人的意見，也不會有錯誤（至少已不容人 

去質疑其正確性）。
6 3
這問題乃是，在領受亮光的整個過程中，我們 

無法排除人的意思會摻雜其內的可能性，更無法防範有人用神諭的形 

式製造異端。筆者曾說過： 

由於聖靈的引導是沒有固定章法的（誰能規限聖靈自由作為的軌 

赫呢？），因此，釋經者只能心隨靈感，憑直覺、想像與自由聯 

6
3
林榮洪在評論悅柝聲的釋經方法時，一針見血地指出：「聖經只是認識神的媒 

介，有了聖經的默示，還須加上聖靈的啟示’才能產生神在今天的話語。聖經好像是一 

塊踏腳石’引進神的啟示去。既然人獲得啟示的心理過程是一樣的，那麼今日屬靈人從 

神所得到的話語’其適切性和價值自然比聖經高出一籌。並且，這也會導致屬靈精英主 

義的危機’使某些屬靈人及其對聖經的證釋，超越於一般信徒之上。」林榮洪：《屬靈 

神學一院柝聲思想的研究》，頁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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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來為經文赋予現代意義。當然，我們一定不能抹煞人在靈意解 

經時真有聖靈的啟迪與帶領，但是這些解經在「靈意」之外往往 

夾雜著「人意」，卻亦是赫然可見，毋庸置辯的。 

劉翼凌在討論到宋尚節的釋經時，指出他所做的拆字解經的方 

法，「已不止牽強附會，而已到了曲解穿鐾之邊緣了」。
6 5
而陳終道 

在評論其舅父惋柝聲的釋經方法時，也含蓄地指出「雖然這種演繹的 

方法對讀者比較有吸引力，不會覺得枯燥乏味；卻很容易（不知不覺 

中）加入人的見解，不如根據整段經文那樣受上下文限制而顯得穩重 

而謹慎」。
6 6
強調「靈意」的原初動機是要排除「人意」，孰知竟然 

導致突出「人意」的後果，真是始料所未及。 

不過，筆者仍得重複強調，這些靈意解經者之所以用「神意」來 

反對「人意」，動機是護教性的。他們不是要替天發言，創立新說， 

而旨在拒斥聖經批判學對正統教義的拆毀。因此，他們可能在對某些 

經文的釋經上誤入歧途，譯講了神的話，或滲入了個人的神學思想在 

其中；但總不會在基本的教義上故意另立新說，而偏離基督教的正 

統。簡言之，他們這樣做靈意解經，小錯是難以避免的（甚至可說是 

非常多），但大謬則未嘗出現過。我們可以批評他們的釋經有犯嚴重 

錯誤的危機，甚或說他們有成為異端的可能性；但如今在為他們做蓋 

棺論定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他們在事實上並未成為異端。 

我不是說靈意解經的方法本身，有防範被濫用來製造異端的內在 

機制；而是說倡議使用這個方法的人’都是首先緊握著一套牢固的基 

要主義信仰’並且是為了護衛這套信仰不受干犯，才使用這個方法。 

因此’是他們的神學立場與護教動機，防範了他們走向異端。單獨評 

論靈意解經的方法有潛在的異端危機，固然沒有甚麼不對；但要說華 

梁家麟 

劉翼凌 

‘陳終道 

〈宋尚節的重生教導〉，頁5。 

《宋尚節傳》（香港：證道出版社’ 1963)，頁259' 

《我的舅父惋柝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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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會的靈意解經者有成為異端的可能，就未免偏離了歷史的事實， 

對他們也不公平。實際上’我們只要知道這些人是以神學思想（基要 

信仰）來主宰釋經，而非藉釋經來建立神學思想，這便可確定他們成 

為異端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他們的某些釋經結果無論怎樣荒誕，都不 

會影響或動搖其神學立場。由於在釋經以前，在教義問題上便已有了 

定論，故冒險程度甚至較文法一歷史的釋經還要低。 

五、結論：還靈意解經一個歷史地位 

綜合前文所論，我們看到，華人教會的靈意解經絕不是一般人想 

象中的自由釋經，甚或是按著人自由的聯想，任意地杜撰聖經的意 

思；它卻是一套有嚴格的教義規範的神學釋經，其中基要主義的神學 

思想，牢牢地宰制著整個釋經的過程，不容釋經者自由演繹。 

華人靈意解經者之所以強調「靈意」，目的是要排除釋經過程中 

的「人意」；他們為了護衛聖經的神聖性質，使其與別的古老經典有 

所區別，便宣稱它不能用一般的方法來研讀：其一是不能單單依靠人 

的理性，其二是不能單單理解字面的意思。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將這 

個方法，視為鼓吹人在證釋上的自由和權利，因為它的原意正是要反 

對人有這樣的自由和權利。將靈意解經與後現代的 i i釋理論混為一 

談，實在是顛倒是非，指鹿為馬。 

我們可以這樣籠統地說：文法一歷史的釋經、以至其他的釋經方 

法，著重的是建立一套客觀與嚴格的程序，來將經文的意思剖析出 

來；並認為凡依據這套程序進行的，就是一個合法的釋經，至於其釋 

經的結論是否與傳統有異，倒是次要的問題。但靈意解經著重的卻不 

是方法與程序上的規範，而是結論上與傳統教義合模；換言之，如何 

做類比是不太重要的，不同的人可以有各自不同的「亮光」，也沒有 

任何程序是必須依循毋違的，關鍵是比附的結果必須是指向耶穌基督 

的福音。R要結論是正統的，則方法便亦是正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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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意解經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為了護教，就是防範西方自十八 

世紀開始的聖經批判對基督教傳統教義的衝擊，拒絕有人不受傳統教 

義的約制來自由地證釋聖經，甚或倒過來以他們的聖經證釋的結果來 

攻擊傳統教義；另方面是為了證明聖經的有效性與實用性，跨越經文 

與讀者的時空差距，使神的道變成今天活著的道。與寓意解經之所以 

在二世紀時出現一樣，靈意解經的方法，主要是應用在舊約的證釋之 

中，目的在於使舊約基督化及基督教化，一則要廢棄其中部分內容的 

字面意思（如禮儀律法），二則是同時確認這些被廢棄的部分仍是有 

價值的；它們沒有字面的權威，卻仍擁有靈意的權威。 

正如筆者在本文中已多番指出，任憑靈意解經者在證釋的過程中 

如何穿鑿附會，強辭奪理，歪曲了這段或那段經文的原意，他們都不 

可能在釋經的結果上製造出異端來。這不僅是經驗上的不可能，而是 

方法論上的不可能。因為與其說這種方法是要把意思從經文裡釋放出 

來，不若說是把意思像套格般套進經文裡去；結論早在尚未釋經以前 

便已確定了，故絕不可能被「靈意」或釋經者的「私意」牽引到偏差 

的道路上。只要我們確認這些華人教會的牧者在神學上是保守的基要 

派’便毋庸虛驚他們運用靈意解經這個方法的危險性。宋尚節的靈意 

解經確實是天馬行空的，賈玉銘的新舊約串連也常令教人歎為觀止’ 

但他們都不可能傳講異端；從他們的著述及講道記錄，我們也未能找 

出絲毫異端。 

當然這種方法很容易為人濫用，特別是有人可以用經文來支持他 

們的某種神學觀點’如對教會現況的診斷，或對教會更新的處方。但 

是，就算這些診斷與處方是過分偏激甚或錯 i i的，我們也不能簡單地 

將責任歸咎到靈意解經之上去，不能說是靈意解經的方法導致這樣的 

偏差結論°我們可以肯定，它們都不是由釋經過程中自然得出來的結 

果，而是有些靈意解經者本來便有的想法。 

為了杜絕有人濫用靈意解經的危機，不少現代福音派的學者乃主 

張嚴格限制甚或全面取締這種釋經方法。筆者在尊重這些學者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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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之餘，卻非常懷疑這個主張的實際可行性，特別是若撇除了預表 

性的理解，我們還怎樣確立舊約聖經對基督教會的適切性與實用性 

呢？再進一步來看，我也相信這樣做所產生的危險性，將較靈意解經 

還要大：因為它不僅意味著我們難以尋找聖經對教會的適切性與實用 

性，甚至意味著我們放棄了從基督教會的角度，作這樣的適切性與實 

用性的追尋。就目前華人神學界的趨向觀之，已有不少舊約學者努力 

擺脫基督教的枷鎖，要將舊約還原為猶太教的妥拉，直接討論妥拉的 

現代精神了 ；這種將舊約非基督教化的做法，將使（猶太教的）聖經 

研究與教會生活完全脫節，舊約充其量是一本充滿智慧、足供現代人 

參考的古代宗教典籍，而不復是指導基督教會的聖經了。 

無論如何，沒有一個自稱為基要派或福音派的人，會否認求真是 

讀經者必須具有的態度，任何刻意歪曲聖經原意的做法，皆不是尊重 

聖經權威的人所當作的；靈意解經若有扭曲聖經意思的潛在危機，我 

們在使用這個方法時便須予以提防。對於那些事實上已偏離了聖經原 

意的證釋，不管它們的立心是如何良苦、靈意是如何湛深，也不管它 

們是由哪位屬靈長者提出來的，我們都得亳不姑息地批評指正。我 

們絕不能以用犯真，為了實用性的理由，而無視神的啟示與人的設 

釋之差異，甚或強說錯誤的理解既然帶來正確的行動，便亦可接 

納；否則，我們便失去了護衛正統、駭斥異端的資格，與所有以實 

用性掛帥的極端異端毫無分別，也背叛了直接繼承自基要主義的福 

音派傳統了。
6 7
所以，筆者絕對無意為華人教會的靈意解經者袒 

6 7
這是筆者對自己母校的老師Stanley Grenz的說法絕不苟同的原因’他竟然主張福 

音派 主要的特徵是一套強調感情的屬靈觀，而非對正確教義的持守。筆者得嚴正地指 

出，現代福音主義乃基要主義的直接繼承者，福音派只在對知識及社會關懷的態度上， 

與基要主義有所不同，但在堅守基要教義的立場上，卻是從未改變過的；重視宗教感 

情，甚至將之奉為信仰的關鍵元素的，乃是十九世紀繼承自士來馬赫的自由主義的傳 

統，這恰好是基要主義所要排拒的對象》今天我們怎麼可以將福音派從基要主義的傳統 

割裂出來，而接上士來馬赫的神學思想呢！ 

不過，近二、三十年，福音派深受靈恩運動與第三波等屬靈實用主義的影響，倒真 

的有愈來愈不重視教義；一切以情感掛帥的趨向》所以也許從描述事實的角度言之， 

Grenz的觀點是TH確的。我們的確在與自由主義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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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我承認宋尚節、賈玉銘、惋柝聲等人的釋經，有許多確實是不敢 

恭維的。 

但是，作為一個史學研究者，我仍想為這些華人牧者與靈意解經 

這個方法本身做一些辨正的工作。我們要了解他們在其所處的時代裡 

為甚麼要鼓吹這個釋經方法，這個方法的優點在哪裡，它在歷史裡曾 

產生怎樣的效用。我們要將這種基要主義神學籠罩下的靈意解經，從 

教會歷史中曾有過的某些極端任意的寓意解經中區別出來，指出前者 

並非想象般地任意和危險，以致我們不會因著不真實的臆測而自相驚 

擾，全面抹煞其價值。 

筆者尤其不同意有人指靈意解經者偏離了更正教的傳統，並且 

以恢復更正教「唯獨聖經」的精神之堂皇名義，來批判這種釋經方 

法的說法。我要指出的是，華人靈意解經者繼承於宗教改革的釋經 

傳統的’是遠遠大於他們所偏離的。儘管表面上看’宗教改革者反 

對中世紀大公教會的寓意釋經法，但他們提出以基督為中心的屬靈 

證釋(spiritual interpretation)，與今天華人教會的靈意解經其實並無太大 

的分別’故不能說後者乃偏離了宗教改革的釋經傳統。並且，在對聖 

經的尊崇態度與強調讀經的實用性目的等方面，華人的靈意解經者 

與宗教改革者是步伐一致的。凱爾西(D. H. Kelsey)在討論更正教的釋 

經傳統時指出，宗教改革者確認聖經的默示性質’與相信其對人的改 

造能力’兩者是不能分割的。因此’讀經不僅是為了明白箇中的知 

識，更而是要在生活上實踐出來。宗教改革者的釋經原則有三： 

(一）聖經是為信仰作見證的權威’也是為信徒的生活而寫的，故 

釋經與講道不能分開’它絕不是某小撮聖經學者關在象牙塔內自吹 

自擂的遊戲；（二）聖經是統一的，六十六卷是一個整體’新舊約 

完全和諧一致’換言之，舊約必須按著福音來證釋；（三）因著六十 

六卷聖經是同一位神所默示的，故它們可自行相互發明，以經解經是 

參 Stanley J. Grenz, Revisioning Evangelical Theology (Downers Grove: IVP, 1993),頁 

31及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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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釋經方法。
6 8
我們看到，這些原則都為靈意解經者所忠誠地持 

守著。 

後必須補充的是，筆者還有一個想法：在過去近百年華人教會 

的歷史中，要是確曾存在著某些釋經上的重大謬誤，這些謬誤主要亦 

不是由靈意解經引起的，而是出自字面釋經（literal imerpretation)；就 

是說，釋經者對聖經的文體（Genre)認識不足，沒有將聖經中一些寓意 

性的記述予以寓意式的證釋，卻不恰當地以字面意義來強解之，因而 

才做出偏差的結論來。
6 9
故此是字面解經而不是靈意解經，成了異端 

讓論產生的罪魁禍首。不過，礙於文稿篇幅，這個想法只得留待曰後 

另文處理了。 

(備註：本文為謝品然博士與筆者聯合主持的「二百年的華人聖 

經研究」計劃的一部分） 

68 David H. Kelsey, "Protestant Attitudes Regarding Method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37. 

69
鄺炳糾曾簡略地提到：「不少學者批評基要派的解經過分按字面’而不理會經文 

的體裁，這值得我們有所警惕》」不過，他沒有直接評論華人教會的情況。鄺炳剑： 

〈實用舊約解經法〉，陳濟民等編：《初熟之果：聖經與本色神學》（香港：中國神學 

研究院，1979)，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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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賈玉銘的靈意解經舉隅 

兹以賈玉銘解釋出埃及記二十五至二十八章神命摩西做會幕一 

段，來說明他的靈意解經的梗概。賈玉銘認為，神吩咐摩西建造的次 

序：先是約櫃，再到陳設餅的桌子、金燈台， 後是祭壇，乃是預表 

神藉基督救人的次序。其中每個擺設、從材料到樣式’皆有靈意在其 

njn 0 

-、主的經過 

(-)從法櫃到祭壇一從舊約到新約 

法櫃——神的寶座，舊約的拯救 

祭壇一基督的寶血，新約的拯救 

(二）從院子進至聖所 

院子一耶穌為人成就救恩的地方 

兩樣聖器：祭壇與銅盆一耶穌被刺肋旁所流出的水和血 

祭壇一得稱為義 

銅盆一得成聖潔 

二、信徒的經過 

( - )所過的門 

門——耶穌 

三重門一信徒與耶穌發生的三重關係 

院門一救恩門：信靠耶穌，作了得救的人 

聖所門——獻身門：獻身成聖的人 

至聖所的門簾一得勝門 

銅座一經過審判而忍苦 

銀座一表明救贖 

金環金飽一表明神的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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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經之地 

甲、院子——得救的信徒 

院子內有祭壇和銅盆 

( 1 )祭壇一耶穌的十字架：表明稱義，表明生命 

1 )材料 

造祭壇用的盲莢木一表明耶穌的人性 

造祭壇用的銅• ^明耶穌經受審判而痛苦 

2 )樣式 

壇是方的一表明耶穌的方正完全 

壇 有 四 角 ^ 明 耶 穌 的 拯 救 能 力 

壇是空的一表明耶穌的虛己 

( 2 )銅盆一表明潔淨，表明生活 

1 )材料 

銅作的一表明耶穌在世受苦 

鏡子銅一人要照出自身的污穢來 

婦女鏡子銅一信徒當像婦女，常常修飾容貌討主歡喜 

2 )樣式 

有座一與地隔離，表明聖潔 

乙、聖所：有三樣聖器 

( 1 )餅桌 

1 )材料 

音荚木包上精金 ^ ^明耶穌的神人二性 

2 )樣式 

桌子兩道金牙邊 

裡面一道一保守信徒的信仰不被不信派破壞 

外邊一道一保守信徒的福樂不至失掉 

3 )功用 

擺陳設餅一表明耶穌為我們「生命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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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燈台一表明耶穌為世上的光’也預表教會 

1 )材料 

一塊精金——教會非受逼迫不能發展 

2 )樣式 

七枝一表明完全的教會 

兩邊等高的六枝一信徒平等 

中間特高一枝——耶穌為教會元首 

( 3 )香壇 

1 )材料 

音荚木包精金一表明耶穌的神人二性 

2 )樣式 

方形一表明耶穌的完全 

四角一表明祈禱的力量 

3 )功用 

焚香一表明禱告 

丙、至聖所一表明人的靈 

無窗又無燈一表明在人的靈裡，唯以神的光為光’否則盡是黑暗 

(1 )法櫃 

1 )材料 

精金與音英木一表明耶穌的神人二性 

2 )樣式 

扛穿在環內永不抽出一表明我們旅行於今世曠野，主常 

與我們同在 

3)功用：對照舊約的定罪與新約（基督）的恩典 

內置法版 方面表顯人違背了律法該死，另方面表 

顯基督為我們成全了律法 

內置盛嗎哪的金罐 方面表顯犯安息日去收嗎哪該 

死，另方面表顯基督為我們生命 

之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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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置亞倫發過芽的杖 方面表顯人叛逆犯聖該死， 

另方面杖發芽表主的復活，使 

我們可在主裡得著生命 

( 2 )施恩座一代表神遮蔽人的罪 

( 3 )基路伯一擁護神的公義 

(三）所見的景象 

會幕一表明耶穌 

四層會幕一代表人對耶穌的不同觀念。耶穌的外表無佳形美容， 

但裡面卻至為華美 

(1)海狗皮——既表明耶穌€世凡事受過試探’又表明祂無佳形 

美容，為人輕視 

( 2 )紅山羊皮一既表明耶穌在世忠心服事神，甚至順服至流血 

而死，又表明我們的罪已為祂的血所遮蔽 

(3)山羊毛罩棚一表明我們的不義完全被主遮蔽了 

(4)繡花幔子：用白細麻和藍色、紫色和朱紅色的線所製成 

白細麻一表明耶穌的聖潔 

藍線一表明耶穌是屬天的 

紫線一表明耶穌的尊貴 

朱紅線一表明耶穌的流血犧牲 

(四）所顯靈交的地步 

( 1 )會幕分三進一表明信徒靈生命之不同 

1 )進到院子一靈已得救 

2 )進到聖所一魂已得救 

3 )進到至聖所一體已得救 

(2)此三地點亦反映神與信徒交通的不同 

(參賈玉銘：《聖經要義》卷一，頁218〜2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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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宋尚節的聖經主題貫串 

宋尚節很喜歡用一個主題來貫串全卷聖經，又為每卷聖經作一整 

齊的分段；他相信若是能扣住每卷的中心主題，便可以以小喻大，見 

微知著，把握該卷的要旨。很多時他用新約的某一段來作為舊約一卷 

書的主題，認為只要將該段新約放大，就可看出整卷舊約的教訓；這 

是開啟全卷書的祕鏡，是聖靈刻意地埋藏在聖經裡的密碼，需要屬靈 

的人隨從聖靈的導引，然後將之發掘出來。他主要用新約來證釋舊 

約，只在特殊情況下才用舊約來解釋新約（如約翰福音）。 

以下且將他對全本六十六卷聖經的主題與分段的觀點臚列出來： 

創世記——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出埃及記一主題為「重生」 

利未記——「信徒與神靈交的生活」 

民數記——「曠野飄流記」，比喻信徒的靈程 

申命記一「順服神，仰望神」 

約書亞記一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士師記一錯匙為徒八26〜40 

路得記——「聖潔的比喻」 

撒母耳記上一鏡匙為哈拿的詩 

撒母耳記下——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列王紀上一縫匙為可十一，題目為「基督徒的權柄」 

列王紀下——要旨為「聖靈施洗」，即聖靈的工作 

歷代志上一鏡匙為「撒種的比喻」 

歷代志下——用「九靈程」來解釋 

以斯拉記一鑑匙為可五 

尼希米記一鏡匙為弗六10〜20 

以斯帖記一論匙為太二十四29〜31 

約伯記一鏡匙為可十五 

詩篇一五卷與摩西五經相對 

蔵言一鏡匙為登山寶訓（太五至七）；箴一至九即「登山九福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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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 i i 匙為路十二 1 5 � 2 1 

雅歌——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以賽亞書一六十六章對照六十六卷聖經；一至三十九章對照舊 

約’四十至六十六章對照新約；或以馬可福音放大 

為全書 

耶利米書一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耶利米哀歌——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以西結書——以使徒行傳來對照，一章對一章，至二十九章再回到 

使徒行傳一章起 

但以理書——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何西阿書一鏡匙為路十五1 1 � 2 4，一節開一章；此外，此書也用 

以顯露當今教會的罪惡 

約铒書一三章代表跟主到三個山：西乃山 

阿摩司書一以「聖靈的九靈果」代表九章 

俄巴底亞書——以「九福」來貫串全書 

約拿書——同樣以「九福」來貫串全書 

彌迹書一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那鴻書——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哈巴谷書——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西番雅書一縫匙為太二十五的三個比喻 

哈該書——主題為與主同釘死、埋葬、復活 

撒逝利亞書 ^ ^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瑪拉基書——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馬太福音一總題為「耶穌之愛」 

馬可福音一總題也是「耶穌之愛」，以林前十三4〜8解釋 

路加福音一以第一章的馬利亞詩歌與撒_利亞詩歌做鏡匙 

約翰福音一鏡匙為詩篇二十三篇 

使徒行傳——以本書第一章為鏡匙 

羅馬書——主題為「福音根本要道」 

哥林多前書一全書大旨為「信徒的合而為一」 

哥林多後書一全書大旨為「傳道人活的模範 I 

升天、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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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自由」為要訓 

以弗所書——主題為「基督徒的盼望」 

排立比書——主題為「基督徒的快樂」 

歌羅西書——四種要旨：「渴、來、喝、流」；即明白奧祕、得著 

奧祕、豐存奧祕、宣傳奧祕 

帖撒羅尼逝前書——主題為「忍耐」 

帖撒羅尼逝後書——主題為「基督再臨與今世之關係」 

提摩太前書——主題為「敬虔」 

提摩太後書——主題為「磨煉與信心」 

提多書——三章即保羅的三句凱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腓利門書——主題為「基督徒的代禱」 

希伯來書一大旨是基督徒的信、望、愛，要建立在耶穌基督九種 

根基之上 

雅各書——主題為「信心的表現」 

彼得前書一縫匙為彼後一5〜7，「基督徒的八層塔」 

彼得後書——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約翰一書——主題為「基督徒與靈交」 

約翰二書——主題為「論真理與愛心J 

約翰三書——主題為「真理的表彰」 

猶大書——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啟示錄一無貫串的主題與分段 

(參 1 9 3 6年宋尚節在廈門主領為期一個月的查經會的筆記。《講經 

集》上、中、下’《宋尚節全集》第4〜6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