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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近輝牧師論恩典——

充滿積極動力的恩典論

滕近輝牧師的事奉、思想與人生 : 269-287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

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林前十五10） 

―― 保羅

滕近輝牧師是一位信靠、教導和經歷神浩大的恩典的僕人。本文從

三方面談論滕牧師關於恩典的論述：信靠「神主權性的恩典」的僕人；充

滿積極動力的恩典論；一生感恩蒙恩的僕人。籠統來說，滕牧師可算是一

位溫柔的加爾文式的恩典論者，但他不喜歡用派別去形容自己。他更喜歡

談論聖經平衡和全備的立場，兼容忠於聖經的不同立場的福音派論述。就

預定論來說，他以保羅為榜樣，鼓勵人忠於聖經，成為又相信預定論，又

積極傳福音的基督徒。他不走極端，也包容溫和派的阿民念派，提出一個

「合乎聖經的預定論」。他提出充滿積極動力的恩典論。他一生積極追求

聖靈的能力，並非常重視禱告。在高舉神主權性的恩典的同時，他帶出神

喜悅與我們同工，要人在恩典上與神合作。此外，我們不單要追求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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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立華：〈滕近輝牧師談教牧健康心理與事奉態度〉，《今日華人教會》第231期
（2002年4月），頁23～26。文章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118f9401016ghh.html> 網
站有轉介。

2 滕近輝：〈更深的生命〉，收氏著：《一份禮物—— 給事奉的人》（香港：中神，
1989），頁229。

3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收氏著：《一份禮物》，頁234～245。這書是中國神學
研究院將滕近輝牧師在中神的通訊及各類型的講座或講道的整理。不少文章是透過文字整理
過的錄音資料。

也要追求恩膏和恩賜。渴慕神的人是蒙恩的，是神所喜悅的！我們應追求

成為「得勝」的基督徒，而不是僅僅得救，沒有果子的基督徒。他深信恩

典能帶給人多方面的福氣和幫助，包括神的恩典能轉化我們對受苦的看法

和感受；神的恩典要賜我們全人的健康和喜樂。「全是恩典、都是恩典」

是他一生的教導，也是他晚年留下的見證。

一　信靠「神主權性的恩典」的僕人

在反思自己一生和談論神的恩典時，滕近輝牧師喜歡用「神主權性的

恩典」這表達。被曾立華牧師訪問時，被問到有甚麼屬靈祕訣時，滕牧師

說：「我一生的格言是『神主權性的恩典』（God's Sovereign Grace）。」
1 

 
在講論「更深的生命」的課題時，滕牧師曾說：「在我的思想中有一個最

基本的觀念，就是主權性的恩典，無論想到甚麼地方，講到甚麼地方，事

奉到甚麼地方，總是回到這一個最基本的觀念，都是恩典，而且是主權性

的恩典。抓住了這個真理，心裏就有安息，有喜樂，有平安，同時也是一

個激勵。」
2 

滕牧師是到處講聖經的講員，也是有名的神學教育家，但他沒有留下

詳細和有系統的神學專書。要了解他具體的神學立場，我們需要在他留下

的講章、文章和各種分享中了解他的看法。雖然滕牧師的成長背景有長老

會和加爾文神學的影響，但他沒有留下這方面詳細討論的專文，在他的講

道裏，也極少提到這方面的爭論。關於恩典觀和預定論的課題，並對加爾

文主義和阿民念主義有較詳細評論，可參考〈從聖經看佈道〉這記錄。
3  

在這記錄裏，滕牧師提出了一個「合乎聖經的預定論」主張，並扼要地評

論了加爾文主義。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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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合乎聖經的預定論（biblical predestination）是有兩個因素：

一方面是對神的主權的認識（knowledge of the sovereign of God）；

另一方面是對失喪者深切的關注（a great concern for the lost）。這

兩方面配合在一起，就是聖經中有關預定的整幅圖畫（the complete 

picture in the Bible about predestination）。

滕牧師是一位不走偏激，能兼顧全備聖經真理，能持平地包容不同

宗派或神學路線的神學教育家和牧者。滕牧師是牧者型的神學家，就不同

的神學路線，若他們沒有嚴重偏離聖經的核心教導，他大多以溫文厚道的

表達去介紹和評論他們的立場。在〈從聖經看佈道〉，他談及預定論的

重要性，他就指出：「第一方面是跟我們實際的佈道工作有很密切關係

的一件事，就是預定的觀念和佈道的關係（evangelism and the concept of 
predestination）。」

4 他扼要地進入預定論的簡單介紹，並非常扼要地切入

加爾文主義和阿民念主義的爭議裏。

 滕牧師的重點是提出聖經的立場，一個在眾教會能接受的聖經教

導。他首先指出「預定論」是聖經的教導，並引用使徒行傳十三章48至

49節作為支持。他說：「這裏提到『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明顯就

是預定論。」
5 滕牧師對複雜或爭議性的預定論爭拗的興趣不大，他採取

一個較為寬大的框架，能符合聖經的教導的看法。他說：「Calvinism and 
Arminianism這兩種的觀念其實都可以叫做預定論，不過重點有所分別：

絕對的和相對的。」他看加爾文主義教導「絕對預定論」：「絕對的預定

論，我們平常稱作加爾文主義（Calvinism），指一切得救的人，都是神所

預定的，而且有的加爾文派神學家，還提出了雙重的預定論，不論得救的

人和滅亡的人，都是神預定的；這好似絕對的預定論。」他似乎對某些較

為偏激的加爾文派有所保留。此外，他稱「阿民念主義」教導的是「相對

的預定論」：「相對的預定論也是說預定，但認為神的預定是根據神的預

知，那麼可以說，是阿民念主義（Arminianism）。」
6 對兩者，滕牧師都

沒有表達出明顯的論斷或批判。

4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4。
5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4。
6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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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進一步處理預定論與傳福音的積極性有否衝突的問題。同時，他簡

單介紹了他在長老會和加爾文主義裏的成長，並指出「事實上加爾文主義

者有積極傳福音的表現」。

多謝主，我在中國北方長大，我是山東人；山東省裏頭，最早來的宣

教士，是長老會的宣教士，他們都是加爾文主義者（Calvinists），

他們很努力傳福音，很積極傳福音，所以在山東省建立了很多教會。

我的祖父因為那些傳教士的工作信了主，後來作了教會的長老，我的

父親作了長老會的牧師，我自己是長老會背景長大的，後來到長老會

的神學院，在愛丁堡（Edinburgh）讀書受訓練。
7  

 

他更以保羅為例，稱呼保羅為「一位相信預定論的保羅」（參帖前

一4）。他引用使徒行傳十四章19節，談到保羅被石頭打倒後，被人「以

為他是死了」的見證。滕牧師是要指出，一個人能同時又相信預定論，又

同時是積極傳福音的人。談到保羅，他指出，保羅「為了福音而被石頭打

死，拖出城外去。有人認為他事實上已經死了，他被拖到城外去，大概是

準備埋葬他，但是神醫治他，他便起來；他不但得回了生命，而且繼續為

福音努力工作。這是一個又相信預定論，又積極傳福音的最好榜樣。」
8

滕牧師心中理想的基督徒，是一位信靠神主權，但積極進取的基督徒，是

又相信預定論，又積極傳福音的基督徒。

 滕牧師追求的是「合乎聖經的預定論」。正如上文指出，滕牧師

說：「我覺得合乎聖經的預定論（biblical predestination）是有兩個因素：

一方面是對神的主權的認識（knowledge of the sovereign of God）；另一

方面是對失喪者深切的關注（a great concern for the lost）。這兩方面配合

在一起，就是聖經中有關預定的整幅圖畫（the complete picture in the Bible 
about predestination）。」

9 這裏帶出滕牧師一個特色：教導神有主權的原

則，但同時必須兼備有積極傳福音和宣教的態度。他追求的不是爭議式和

批判式的神學，而是符合聖經，能實踐，能熱情追求，又能追求屬靈深度

的神學。他看重的是積極奮鬥、積極傳福音的真知識。他說：「合乎聖經

7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5。
8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5。
9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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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定論不僅是個理論，是套知識，而是兼有對失喪者深切關注的一套知

識。）這是聖經給我們看見預定論的實際作用的一幅完全的圖畫。」
10 滕

牧師可算是一位重視傳福音的溫和式的加爾文主義者，雖然在文章裏，他

沒有直接承認自己是加爾文主義者。

他更重視是兩派之間在合乎聖經道理上能調和。他引用一些有名佈

道家的講法：「我工作時是阿民念派，同時在教義上我是加爾文派。」

滕牧師帶着兼容的口吻，提出最關鍵是彼此都要努力傳福音：「那好像

很矛盾，在事實上卻是可以做到的配合，因此，不管我們的基本信仰

是Calvinistic或Arminian，我們都是抱着積極的佈道態度（All of us are 
absolutely positive with regard to evangelism），盡我們所能，努力的，積極

靠着主負起我們的本分。」
11 

 滕牧師提出一個「實際的諧協」（practical harmony），就是，

「預定是神那方面的事，我們不必替神操心，我們要盡自己的責任

（Predestination belongs to God, and fervor in evangelism belongs to us）。」

最後，滕牧師以保羅為例，鼓勵我們效法保羅，可能也是間接地提醒我們

避免無謂的紛爭或分裂。他說：「這是一個實際的諧協，保羅就是這樣。

對於神主權的觀念，那一個會比保羅更強呢？（There is no one stronger in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than Paul himself.）但保羅也是一個非常熱切

的佈道者（fervent evangelist, ardent evangelist）。」
12 滕牧師的理想是我

們又信靠神絕對的主權，又鼓勵基督徒負起積極傳福音的責任。所以，滕

牧師以「神主權性的恩典」作為他一生的格言。若人看他是加爾文派的牧

者，我想，他更願意被看成為是保羅式的傳道人。滕牧師是教導聖經全備

真理，持守聖經教導的預定論，又推動大使命的牧者，並且他是有服事和

團結眾教會心腸的神學家。

這不是說，滕牧師沒有底線。他的底線就是聖經教導，也特別強調

主耶穌福音的必須性。他沒有避諱不指摘明顯的錯誤思想。比如，他就直

接指出新派或新正統派的不是。以巴特（Karl Barth）的例子，滕牧師帶出

10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6。
11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6。
12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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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7～238。他提到一個典故，就是當Carl Henry 去歐
洲會見巴特時，當Carl Henry說自己是《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編輯時，巴特
說：「啊！昨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Yesterday）！」提到佈道時，巴特進一步說：「我們歐
洲不需要佈道，我們只需要宣告人類在耶穌基督裏得拯救，我們只需要宣告人類已在耶穌基
督裏得拯救這事實。這是普救論。」滕近輝：〈從聖經看佈道〉，頁238。

14 
滕牧師分別在1952、1961、1967、1970、1975、1979、1985、1995、1999等年作了

十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講員。鮑會園牧師是在1960、1968、1971、1974、1975、1981、
1985、1990、1995等年作講員。其他較多參與服侍的講員有張慕皚牧師（7講）、吳勇長老
（6講）、戴紹曾牧師（5講）、于力工牧師（5講）和焦源濂牧師（ 5講）。參<http://www.
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previous-gathering.html>（2015年1月9日下載）。 

他自己清楚反對普救論的立場。他說：「如果沒有基督的救贖，人類是滅

亡的，沒有得救的盼望（the lostness of the human race without Christ）。」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福音信仰觀念；如果我們放下了這一個觀念，我

想我們就不是福音信仰者（We are no longer evangelical in faith without this 
standing in theology, the complete lostness of the whole human race without 
Christ）。」「如果我們失去了人類失喪的基本觀念，我們的佈道熱誠一

定減退。因此，在新派教會裏，海外佈道、差傳工作一直在減退；而保持

福音信仰的教會則繼續且更努力的傳福音。在今天，宣教的熱忱只可能

存於福音信仰的教會裏面（Missionary fervor is only possible in evangelical 
churches）。」

13 

二　充滿積極動力的恩典論

滕牧師教導一個充滿積極動力的恩典論。其中，為眾同工和弟兄姊

妹所熟悉的，是滕牧師非常重視追求聖靈的能力，並重視禱告。這也一位

重視積極傳福音動力的牧者榜樣。滕牧師就「恩典」的教導散布在許多文

章、牧函和講章裏。在講章裏，滕牧師經常提到「恩典」的用詞。就他的

講章教導，我會主要引用他在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十次主講時留下的講章記

錄。自解放後，滕近輝牧師和鮑會園牧師是歷屆培靈會講道最多的講員，

各自有十屆講台的服侍。
14 

滕牧師在這些被記錄下來的講章中，主要是從

幾方面談論「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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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喜悅與我們同工：在恩典裏，人要與神合作

滕牧師重視禱告和傳福音。在談論神的恩典，他強調神的心意，就是

讓我們與祂同工，與祂合作。按神的全能，神可以不需要我們的禱告；但

按照神的慈愛裏，祂喜悅與我們同工。神主權性的恩典，沒有否定我們的

參與、同工、禱告和努力。他說：

神的應許要加上人信心的懇求，配合在一起，這是神的旨意。施恩的

神定了原則，要人在恩典上與神合作，這是神的恩典。原來神不需

要我們禱告，我們的禱告算不得甚麼？我們不禱告，神也可以工作。

但神在祂的慈愛中定了個旨意，要我們在祂恩典中與祂合作，祂要施

恩，在我們禱告之時，祂就應允我們的禱告。神讓我們同工，這是全

部聖經給我們看見的寶貴道理。全能的神，不需要我們別的；只要我

們與祂合作，為要把恩典給我們，使我們成為祂的同工。
15

 

因此，他鼓勵我們成為神恩典的渠道，恩典的管子。他說：「誰肯

獻上自己作恩渠，神的恩典就常流不息，藉他臨到別人。何時停流，何

時神的恩流就止息。」
16 

這讓我想起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10節的見證

和教導。那裏保羅用了三個「恩典」的用詞包圍一個「格外努力」的生

命：「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

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

『恩』與我同在。」能奮鬥，能勞苦，也是恩典。對滕牧師來說，能持續

積極事奉是神賜的恩典。談到他生命祕訣時，他曾說：「我一直以事奉為

享受，所以未曾感覺到假期的需要，也從未取用任何的假期。不是因為我

願意犧牲假期，乃是毫無需要感。這顯然是神的恩典。我的健康到今天還

不錯。有時參加教會旅遊回來反而覺得疲倦。事奉就是我的娛樂。」
17 多

少人能看多為主勞苦是恩典呢？

15 
滕近輝：〈全心全意歸向神〉（1979年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奮興會的第六講）。引自

<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sermons/revival-message/249-1979-51th54/929-51-3-
session-6.html> （2015年1月9日下載）。

16 
許朝英、黃國凱編：《金輝歲月——滕近輝牧師八秩榮壽紀念》（香港：宣道，

2002），頁49。
17 

曾立華：〈滕近輝牧師談教牧健康心理與事奉態度〉，頁25～26。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276

（二）能為主受苦是恩典！恩典更能改變我們對受苦的看

法！ 

滕牧師指出，主要我們與祂同工，實在是高舉了我們。這種同工也包

括讓我們也經歷十字架，也經歷基督的受苦。他說：「十字架上的主，所

呼召的人是背十字架的人。經歷上十字架苦難的主，祂所呼召的同工，是

肯背十字架，肯經歷十字架的同工。」
18 

他形容我們能為主受苦是恩典，

也是特權：「如果主給我們機會為祂勞苦，我們要認清楚這是恩典，這是

特權，我們要在這個勞苦喜樂和讚美。」 19

滕牧師進一步提到，恩典能轉化我們對受苦的看法和感受。滕牧師

重視聖靈的大能和感動。談到聖靈的工作，滕牧師指出，要讓聖靈在我們

裏面教導和感動我們，指示我們「在人生所遭遇的一切事上，看見神的賜

福」。他以保羅學習一根刺的挑戰為題指出：「保羅的那根刺，讓他痛苦

失望；但他在聖靈光照之下，曉得這根刺是神恩典的出口，所以他為這根

刺感謝主。」滕牧師鼓勵我們在面對挑戰或患難時，學習多禱告，多經歷

聖靈的大能，好使我們能真明白神的心意：「當我們遭遇困難時，不為

困難打倒，乃是以困難變成我們的挑戰；然後在挑戰之中領受主所賜的

福。」
20 

（三）不單要追求恩典，也要追求恩膏和恩賜！

滕牧師談恩典時，往往也談及恩膏和恩賜。他稱之謂「神的雙重恩

典」：「我們要恩典，愈多愈好；我們要恩賜，也是愈多愈好。這是神的

雙重恩典，滿足我們自己，又藉我們去滿足別人的需要。」解釋以弗所書

一章8節時，滕牧師強調「『恩典』兩字包括了恩賜在內。」對滕牧師來

說，恩典和恩賜是不能分割的，是缺一不可。他批評某些人不追求能事奉

主的恩賜，他說：「有人只要恩典，沒有注意恩賜，那是半途而廢。」真

正懂得感恩的人，不應不祈求自己成為祝福人的管子。談到恩典時，他強

18 
滕近輝：〈舉手得勝——何烈山上的復興〉（1979年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奮興會的第

三講）。引自〈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sermons/revival-message/249-1979-
51th54/926-51-3-session-3.html〉(2015年1月9日下載)。

19 許朝英、黃國凱編：《金輝歲月》，頁49。
20 

滕近輝：〈聖靈完全的能力〉（1975年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奮興會的第八講）。引自
<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sermons/revival-message/93-1975-47th37/234-47-3-
session-8.html> （2015年1月9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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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必須是雙程的，必須有領受，也有施予：「神供應的途徑永遠是：祂供

應一個人，然後這人成為恩典的出口去供應別人。這樣，神的恩典、恩賜

源流不息。如果變成單程，供應立刻停止；如果是雙程，供應就源流不

息。」所以，他教導我們：「我們要恩典，愈多愈好；我們要恩賜，也是

愈多愈好。這是神的雙重恩典，滿足我們自己，又藉我們去滿足別人的需

要。」「繼續領受，繼續分享，神的恩典愈來愈廣，臨到更多的人。」
21  

多多被神使用的才是真正蒙福的生命。

滕牧師也是重視均衡教導的牧者。他曾教導「『有諸內』與『形諸

外』的均衡」和「權利與義務的均衡」。他說：「但願每一個享受基督權

利和恩典的人，都擔起基督所委託給我們的責任和義務。」
22 用我喜歡的

用語，往往有「出」才有「入」；有「出」的祈求的時候，我們就更渴慕

有更多的「入」，更渴求神的新恩。滕牧師的恩典論是有動感的，是流通

的，是又蒙恩，又要成為福音管子的恩典論。

就恩賜來說，滕牧師也有細分：「聖經告訴我們，屬靈的恩賜有兩

大類：品質性的恩賜與工具性的恩賜：前者是基礎，後者是工作。」他提

醒我們「『是』比『作』更重要」。有聖靈果子這品質性的恩賜，比工作

性的恩賜更為重要，但兩者都要兼備。
23 他補充說：「恩賜是領受的，故

無可驕傲……愈有恩賜的人，愈要學習謙卑，方能被主更大的使用。」滕

牧師也提醒我們也要渴慕多作主工。他引用詩篇一○七篇9節，說：「神

把恩典、恩賜給求祂的人，神『使心裏渴慕的人得以知足』（詩一○七

9），這是神的原則之一，哪裏有渴慕，那裏就有大容量；哪裏有容量，

那裏就被充滿。沒有容量，就不能被充滿；沒有渴慕，就沒有容量。我們

未曾看見一個不追求的人蒙大恩典。」
24 

滕牧師的恩典觀是有動力的，是

帶着聖靈能力的恩典觀，是積極的，又蒙福，又能造就人的恩典觀。

21 
滕近輝：〈被恩典和恩賜充滿〉，收氏著：《在聖靈中長進》（香港：宣道，

1996）。引自<http://www.npac.org.hk/worship/sunday/2005/20050515/20050515.phtml> （2015
年1月9日下載）。

22 
滕近輝：《我是誰》（香港︰道聲， 1975），頁67。

23 
許朝英、黃國凱編：《金輝歲月》，頁32～33。那裏滕牧提到十二個「正確的價值

觀」的對比，其中兩個就是「「是」比「作」更重要」及「工人比工作更重要」。
24 

滕近輝：〈被恩典和恩賜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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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的恩典要賜我們全人的健康和喜樂

滕牧師明白基督徒會受苦，也明白某些基督徒會經歷許多患難。但

他提醒我們，神的恩典是全面性的，是豐富的。談到身體和靈性的醫治

時，他說：「我們需要健康，身體健康是神的恩典，靈性健康更是神的恩

典。」
25 他很重視神賜喜樂的恩典。滕牧師的人生整體來說，是充滿平安

和喜樂，這也是神的恩典。他引用保羅，談到「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十四17）他談到「喜樂」重要

性和基本性，他稱「喜樂」為「神國基本原則之一」。他說：「這是神國

的三個基本要素。神的國以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為原則。這是神國

的基本性質，神的國若只有公義和平，恐怕太單調啦！」能不感到受苦，

能感到辛勞、付代價、背十字架都是喜樂，就是神的恩典。他說：「如果

一個人愛主愛得很苦，這人有問題了；如果一個熱心禱告得很苦，那他的

禱告，還沒有達到主旨意的境界。如果一個人熱心得很苦，這人很可憐。

如果一個人覺得多多奉獻很苦，他的奉獻必有問題。」

相反，「如果聖靈充滿我們，基督的喜樂，基督的愛必充滿我們。

那麼為主背十字架，也覺得這十字架是恩典；我們為主付代價，那代價成

為詩歌。」滕牧師以「喜樂」作為一個重要標記，作為一個蒙恩和復興團

隊的重要標誌。他說：「讓我們以神為樂，以主的話為樂；以親近主為

樂，這是真正的復興。你看見主的百姓，歡歡喜喜地到主面前，可知這是

真正的大復興了。」認識滕牧師的人，感受到他常充滿神喜樂的恩典。他

說：「人生有笑，整個人生都活起來。基督的愛將屬靈的喜樂，充滿我們

心中；使我們整個的人，活潑起來。充滿基督同在的喜樂，那時有基督同

在，那裏就有喜樂。」
26 

（五）恩典與禱告：渴慕神的人是蒙恩的，是神所喜悅的！

滕牧師重視禱告。分享到他生命祕訣時，他談到：「我在一九五六

年翻譯《祈禱出來的能力》一書時，經歷了聖靈充滿，沒有方言，沒有

神蹟，卻經歷了神的同在與祈禱的甜美，成為我一生的祝福。」他喜歡禱

25 
滕近輝：〈聖靈的油也是能力的油〉（1975年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奮興會的第七

講）。引自<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sermons/revival-message/93-1975-
47th37/233-47-3-session-7.html>  （2015年1月9日下載）。

26 
滕近輝：〈聖靈的油也是能力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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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喜歡閱讀關於禱告和聖靈能力的書。重視內室的生命是他能力和美

麗生命的一大源頭。當被問及到「有哪些屬靈書籍影響你事奉的生命？」

他提到《祈禱出來的能力》、《聖靈的澆灌》和《屬靈操練的禮讚》等

書。當他談論「神主權性的恩典」和「屬靈祕訣」時，他又再次提到禱

告。他一生禱告，是一生學習禱告的牧者：「我學了祈禱的功課，現在還

在學習。今天每周一次的禁食祈禱是我蒙恩的源頭。與我有關的一切事工

都在我的代禱單上，經常代禱。」
27 

「神的主權和全能的手」沒有否定禱告，而是更要使用我們的禱告。

滕牧師說：「主的手是慈愛的手，當我們的手，被祂的手抓住時；天上

的恩典，透過祂的手，臨到我們身上；被聖靈的手抓住的人有福了。」我

們若真祈求被神的手和聖靈的手抓住，我們就應祈求和禱告。滕牧師說：

「求是表示你要，如果你不要，那就沒辦法勉強給你。」真正的屬靈人應

充滿感情，充滿積極性，但也能安靜順服神主權帶領的人。渴慕神的恩

典，渴慕神國降臨的人，是蒙福的。他說：「當我們求的時候，主就悅納

我們這樣渴慕的態度，主不把恩典給不要的人。」他批評那些不渴慕神恩

典的人，那些找藉口不祈求的人。他說：「有的人說要懇切禱告。有人用

理智思想，認為是感情主義，未求以前神已經知道我們要求甚麼，禱告不

過是多餘的。我們禱告若是默默的，冷冷淡淡的，那就是代表無所謂的態

度；得到也好，得不到也罷。」相反，他鼓勵一種積極的屬靈態度：「懇

切禱告是信心堅定的，必定要得；認為神的應許可靠，把神的恩典看為最

寶貴。懇切的禱告，是由心裏發出來的；所以主悅納，主垂聽，主特別應

允這樣的禱告。」他的核心教導是：「祈求，神把最好的給求祂的人。」
28 

（六）追求成為「得勝」、「進國度」的基督徒

關於基督徒會否因沒有果子或跌倒而不得救的問題。滕牧師基本的

框架是有三方面。一、有些掛名的「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也不得救。

二、有些很少果子的，生命軟弱的基督徒只是僅僅得救，與神豐盛的國無

關。三、有些追求的，是得勝的，也是真正有豐盛的生命的，也是將來

27 
曾立華：〈滕近輝牧師談教牧健康心理與事奉態度〉。

28 
滕近輝：〈聖靈的充滿〉（1975年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奮興會的第十講）。引自

<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sermons/revival-message/93-1975-47th37/236-47-3-
session-10.html> （2015年1月9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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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入神的國度裏。滕牧師提醒我們：「我們千萬不要做一個一半的基督

徒，一半的基督徒勢必成為半死半活或不死不活的基督徒，這樣的基督徒

決不能獲得豐盛的生命，亦決不能成為『賜福的器皿』。」
29 滕牧師教導

我們追求真正豐盛的生命，而不是僅僅得救的生命：「神在聖靈裏給我們

的生命，不是僅僅得救的生命，乃是充滿的生命、豐盛的生命、結果子的

生命、得勝的生命、喜樂的生命。」
30 

在〈得救的地位與得救的工夫〉的文章裏，他鼓勵我們要有兩方面的

追求。
31 

他首先列出兩方面的經文：「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弗二8）「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腓二12）我喜歡用「兩

條線的神學」去形容聖經全備的真理，我們要教導聖經兩面的真理。滕牧

師也常有這種「兩個真理都兼顧」的「兩條線的神學」。

他批評那些錯誤的成長觀，就是「有些基督徒獲得得救地位之後，就

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了……成為一個不長進的信徒。他們生命枯乾貧乏，

結不出屬靈的果子，令主歎息。」他批判這錯誤的態度為「得救主義」或

「相信主義」。他形容這是「一個屬靈的悲劇。這是一半的真理。」他一

方面談到得救的必須性和重要性：「若沒有得救，其他一切都談不上。」
32 

 他也高舉「因信稱義」的真理。但他補充說：「我們絕對確定『本乎恩』

與『因信稱義』的價值與基礎，但它們只是入門之道。」若只有得救，而

不結果子，是不對的。他說：「入門之後，絕不是只站在門口，佇足不

前。」他以哥林多前書三章15節作為他教導和批評那些僅僅得救的人的核

心經文。保羅說：「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林前三15）

他補充說：「一個經歷火災、死裏逃生的人，只剩下一條命，一切付諸一

炬。這是可憐的、貧窮的得救。」
33 滕牧師早年已經有這個教導了。在

1952年時，滕牧師在談論哥林多前書三章15節就指出：「僅僅得救的人，

失去事業的人，是永遠貧窮的，聖經裏沒有提到特別的恩典，我們失去的

29 
許朝英、黃國凱：《金輝歲月》，頁16。

30 許朝英、黃國凱：《金輝歲月》，頁47。
31 

滕近輝：《偏差與平衡—— 完美靈性的追尋》（香港：宣道，2002），頁29～32。
32 

滕近輝：《偏差與平衡》，頁29。
33 

滕近輝：《偏差與平衡》，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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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是永遠失去了。天上的貧窮是無法補救的。」
34 他說：「有許多基督

徒，接受主基督作他們的救主，但未有順服神，永遠站在僅僅得救的地位

上。」神不單要成為我們的「救主」，也要成為我們「生活上的主」。
35  

羅得是他常喜歡用的鑑戒例子。
36 

他喜歡保羅的名句，提到以「恐懼戰兢」來形容「作得救功夫所應

有的心態」。他也引用彼得後書一章5至7節、希伯來書六章1節、哥林多

前書十五章2節和詩篇一三○篇7節等為支持經文。最後他提到哥林多前書

十五章10節，讓我們真認識神的恩典：「神的恩在保羅身上不但使他得

救，更激勵他為主勞苦，又激勵他『向着標竿直跑』，身上常常帶着主的

死，使主的生也顯明在身上（林後四10）。這恩使他肯為主而活，也肯為

主而死。」
37  滕牧師的恩典論是充滿積極動力的恩典論。

三　以「全是恩典、都是恩典」去見證主恩

反思滕近輝牧師的生命時，我記得自己只有幾次與他有較為深入的

交流。其中一次，是約十二年前在一次建道老師退修會裏，滕牧師與我們

一班建道老師分享他生命的心得和祕訣。那時他已經老邁，思路和表達有

些不太連貫，但核心要表達的信息是清楚的，就是要向我們傳達他晚年一

個核心心聲：「全是恩典」。他隆而重之講到他一個生命的故事。話說，

他1950年從英國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畢業後，乘船回中國，船途徑香港，當

34 
滕近輝：〈耶利米書第七講〉（1952年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研經會的第七講）。引

自   <http://mail.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sermons/1928-1972-sermons/211-1952/753-bible-
exposition-jeremiah.html?showall=&start=6> （2015年1月9日下載）。

35 
滕近輝：〈人類最初的選擇――順服或悖逆〉（1967年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培靈

講道的第一講）。引自 <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sermons/1928-1972-sermons/231-
1967/805-raise-spirituality-7-key-biblical-history.html> （2015年1月9日下載）。「在新約中提
到『救主』有二十二次，而提到『主』卻有六十二次，為三與一之比。由此可見神不但是我
們的救主，更是我們生活上的主。我們一定要了瞭解這真理，將這真理接受在心中。耶穌基
督是我們的救主，當敬拜祂，高舉祂，但不可忘記這救主，也是我們生活之主。」

36
「照樣基督徒也是如此，在巴比倫大城裏，以自己作王，結局也是悲慘的。但若不

在巴比倫大城裏，也不在新耶路撒冷裏，與羅得一樣，只在城門口，僅僅得救而已，未
與神合一，因未以神為王。若僅僅得救，正如經過火一樣，是貧窮的得救。」滕近輝：
〈以色列人立王〉（1967年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培靈講道的第六講）。引自   <http://www.
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sermons/1928-1972-sermons/231-1967/805-raise-spirituality-7-
key-biblical-history.html?showall=&start=5> （2015年1月9日下載）。 

37 
滕近輝：《偏差與平衡》，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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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很多人都湧進香港。原來英國在他的證件上蓋了一個印，不容許他留

在香港居住。他沒有注意到這印，到了香港，準備停留香港幾天，就詢問

入境處的人，問能否入境。當時候的官員以為他既然從英國來，而香港那

時是英國的殖民地，就一定可以，就批准，也沒有留意那印。結果他就能

入境。上岸後，他拜訪在重慶時代呼召他事奉的趙君影牧師。趙牧正值需

要用人之際，就邀請滕近輝留下。那時代，也不需要身分證。他來港約三

年後，到香港政府部門延續簽證。官員與他說，他的中國護照簽證裏，本

來有一句話：「不能停留香港。」看似來，是幾年前的官員忽略了，讓他

留在香港。滕近輝就問：「現在如何呢？」官員說：「既然來了，就留下

吧。」滕牧師充滿感恩地回顧說：若三年前的官員不給他留在香港，他若

回到中國，剛好要經歷中國多事之秋，他的人生會完全不一樣。所以，晚

年的他想見證的是：「能一生事奉主，全是恩典。」
38 

（一）沒有可誇的，都是恩典

深深明白自己是蒙恩的人是滕牧師的一個美麗的生命素質！晚年的

他以《都是恩典》為傳記的標題。在這傳記裏，他多番談到自己曾有的限

制和軟弱，及神奇妙的恩典。我想起保羅一段分享：「他對我說：『我的

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

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十二9）我也想起周

神助牧師的一個見證。周牧師的父親九十三歲逝世的安息禮拜時，親友都

非常敬重他父親，說了很多欣賞話，周牧師形容：「他在世的年日，認識

他的朋友和家人，都覺得他是個相當慈祥、清潔，也相當完全的人，以致

在追思禮拜時，上台致詞的人都說他怎麼好、怎麼完全。」到周牧師分享

時，他說：「神就感動我做了一件在別人看來似乎很唐突的事。」他心裏

想起剛唱的「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唯靠

耶穌寶血」的詩歌，然後上台後，將父親的照片翻過去，不讓眾人看到遺

像。他說：「我相信若父親在世，也會同意我的看法，希望眾人仰望的是

十字架而不是他。因為他能得到永恆的生命，不是因他的完全、清潔，而

38 
在宣道會北角堂60週年堂慶特刊裏，也記載了這個故事和見證。（雖然具體的細節與

我當時候聽見的略有不同。）參《北宣話匣子—— 宣道會北角堂60週年堂慶特刊》（香港：
宣道會北角堂，2012），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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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着耶穌的寶血！」
39 我想，滕牧師師就如很多歷代被神重用的僕人一

樣，在晚年的一大負擔，就是數算恩典，見證主的厚恩，讓人的注目不放

在自己身上，而將一切榮耀歸給那不斷施恩給他的主。

（二）回想一生，多次經歷神生命的保守

滕牧師回想自己年輕的人生時，想起神的恩典，想起曾有多次瀕臨

死亡的邊緣。他五六歲時，忽然異想天開，要用拇指與食指抓住螞蟻的後

腿，不斷追着地上一隻螞蟻。不知不覺中，在走到學校的工場地，全身滑

入一個調和石灰水的深坑，那石灰水溫度甚高。他不是要淹死，就是眼睛

要被石灰水弄瞎。幸好，剛有工人經過，奮不顧身把他救出，而且雙眼竟

然也沒有大礙。
40 

另外一次，在小孩時，有一夜，他從床上跌落到水泥的地上，腦部受

傷昏迷過去。滕牧師回憶說：「父母以為我死了，急忙送我到醫院，後來

我醒來。但是從此夜夜做怪夢，夢見兩根火柴在空中像是要連在一起，卻

連不成。讓自己緊張不安，影響精神和健康。」高一時，他接受軍訓，患

了肋膜炎，病情相當嚴重，送院期間，非常痛苦，有許多弟兄姊妹為他懇

切禱告。下車時，因為背部難受，躺臥在地上，被抬進醫院。竟然醫生檢

查後，竟說他已經痊癒。竟然還可以回到營地，第二天又打籃球了。大學

時，他有一次到學校附近的漢江游泳，忽然遇到一股急流，把他冲去，他

十分恐慌。他回憶說：「但感謝主，恰巧有一座橋在前面不遠之處，我奮

力在急流中游向橋腳，終於抱住一根橋柱得以脫險，心中感恩不已。」

（三）能傳道是神的恩典

不單生命經歷神的保守，滕牧師常常掛在口中，講在聚會裏，就是神

賜他改變的大能，從一個「拙口笨舌」的人成為到處傳講福音的人。他在

講道裏曾詳細介紹這見證：

3 9
周 神 助 ： 〈 慈 愛 完 全 的 人 〉 ， 引 自 < h t t p : / / w w w . e d z x . c o m / c h a j i n g /

topics/96Character/96AT18.htm>（2015年1月8日下載）。
40  

以下內容，轉引自我在2014年1-2月在臉書寫的幾篇短文。參<h t t p : / /w w w.
chinesetheology.com/ChoyOnRevTeng.htm>。 資料來源引自滕近輝：《都是恩典—— 滕近輝回
憶錄》（香港：宣道，2009），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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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在這裏作見證，目的為鼓勵青年們。我小時候不敢講話，有客

來，我總是躲開，我的母親對我認識最清楚。為何我怕講話呢？因

為我講話總是講不清楚，所以不如不講。直至我十八歲那年信了主，

十九歲奉獻；當我母親知我奉獻時，她發出第一句話說：「你奉獻

嗎？」她沒有繼續講，我知她言外之意是：「你不善辭令，怎能事奉

主當牧師呢？」記得我讀小學時，全班同學要輪流上講台演說，輪到

我時；我站在講台上，眼前一片模糊，一言發不出就下台了，直到我

奉獻以後，主助我克服講話的恐懼。 
41

滕牧師的父親是牧師，滕牧師一生是認真事奉主的人，但滕牧師卻

多番提醒我們，見證神的恩典和改變的大能，談到年幼的他原不是這樣。

我也想起保羅一句話：「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林前十五10）滕牧師說：「每當禮拜天先父講道，我坐在台下最後排的

座位，和另一個少年玩聖經後頁的地圖。那時我還未信主，雖然我有位好

父親，但那時我心門未開，道聽不進去。直到我十八歲時才信主，十九歲

奉獻，主一步步施恩，把我懼怕講話的心理改變。」滕牧師是一位非常重

視禱告的牧者。談到他一生的事奉時，他常為到有人為他代禱而感恩，特

別是談到母親長期為他的代禱：「我母親自從我服事主以後，十八年之久

為我禱告，直到她去世為止，這十八年的代禱，相信主已垂聽了。我寫第

一部書《路標》第一頁寫『獻給為我禱告十八年的母親。』我奉獻以後，

大多時間與我母親分開，抗戰期間分開，後來到國外讀神學，一直與她分

開；她持續為我禱告十八年直到她離世為止。」因此，他以這些見證激勵

信徒和年輕人：「我講此事為要鼓勵在座的青年人，如果主呼召你奉獻給

祂，不要說你沒有恩賜，如果是主呼召你，主必給你恩賜；祂能幫助你，

祂能扶持你。」
42 

（四）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

滕牧師晚年整理傳記時，有心地將一些他晚年的難處與我們分享。

他分享到，他曾經歷一段持續的情緒低落問題。他說：「有一段時間，

每隔兩三個月我會情緒低落一次，這跟我的健康有關係。後來我靠主對自

41 
滕近輝：〈聖靈完全的能力〉（1975年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奮興會的第八講）。引自   

<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sermons/revival-message/93-1975-47th37/234-47-3-
session-8.html> （2015年1月9日下載）。

42 
滕近輝：〈聖靈完全的能力〉。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285

己說：『我拒絕沮喪！』我依靠神的恩典用意志力去拒絕它，它就消失

了。」1993年初傅師母離世後，滕牧師也經歷過一段憂傷期和適應期。他

說：「我內心孤單痛苦，推卻一切講道的邀請，也避見任何人。約有半年

的時間難以入睡，須靠藥物幫助。」愛主愛人的神的僕人的一個素質，

就是要教導我們，他們也只是蒙恩的人，也是「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

（雅五17）。

滕牧師一生得到的鼓勵和掌聲肯定很多，但晚年的他分享到自己需要

別人鼓勵自己的需要。我想他是教導我們，懂得去鼓勵不少年長力衰的長

輩，及其他需要被肯定的僕人。他說：「弟兄姊妹常在書簽上寫幾句感謝

的話送給我，偶爾也會寫封長信給我。有一次收到一封五頁紙的長信，信

主記錄了那三個月中我講道的撮要，又寫了他怎樣得到幫助而表示感激。

我看後熱淚盈眶，幾乎哭出來，很得鼓勵。其實我自己也常常須要別人的

鼓勵。」

（五）蒙拯救的罪人

滕牧師一生勸人悔改信主，自己也銘記着自己是蒙恩的人。他曾分

享自己十八歲信主重新得救的見證：「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別人都睡着

了；我在牆角，點着一盞油燈，心裏痛苦，我知道我是個罪人；我打開聖

經來讀，一直讀到羅馬書五章八節：『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讀到這裏，我明白了，我接受

了，這是為我這個罪人的愛，是為我這個罪人的救恩；天父把祂的兒子給

不配接受的人。」
43 

神的僕人被紀念原是好的，他們美好的生命被效法是美麗的，就如希

伯來書的作者教導一樣，要珍惜這些如同雲彩圍着我們的「見證人」，他

們蒙恩和敬虔的生命能帶給我們極多激勵。他們雖然死了，卻因信仍舊說

話（來十一4）。但當我想起晚年的滕牧師時，想到他的心願時，我感受到

他有歷代很多偉大的僕人同樣的心願，就是要將一切榮耀歸給神！馬丁• 路
德強烈反對基督徒稱自己是「路德派」的人。路德說：「我求你，不要用

我的名字，不要稱你們自己為路德派，只要稱為基督徒。誰是路德？我的

43 
滕近輝：〈完全的奉獻〉（1979年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的奮興會的第四講）。引自

<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index.php/sermons/revival-message/249-1979-51th54/927-51-3-
session-4.html> （2015年1月8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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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不是我的；我未曾為任何人釘死在十字架上。聖保羅不會容讓人稱自

己是屬於保羅或彼得的，唯獨屬於基督的。怎樣可能，我這可憐—— 一袋

灰塵—— 的我，用我的名字去給神的兒女呢？」
44 我也想起喬治 • 懷特腓

（George Whitefield）的心願和心志：「讓喬治 • 懷特腓的名字消失，只要

基督得榮耀。」「讓我的名字在各處死去，讓我的朋友也忘記我，若只要

蒙福的耶穌的道被廣傳。」「但甚麼是加爾文？甚麼是路德？讓我們超越

名字和派別；讓耶穌完全擁有我們，讓祂被傳揚。」
45  

願我們以滕牧師留給我們寶貴的話，作為談論他如何看「恩典」的短

文為結束：「向後看，都是恩典；向前看，也都是恩典。感謝神，恩待一

個不配的人。」願我們能效法滕近輝牧師，以一生敬虔、勤奮和積極的事

奉，去見證我們的主是充滿恩典的神！

44 Luther says, "I pray you, leave my name alone, and do not call yourselves Lutherans, but 
Christians. Who is Luther? My doctrine is not mine. I have not been crucified for any one. St. Paul 
would not that any one should call themselves of Paul, nor of Peter, but of Christ. How, then, does 
it befit me, a miserable bag of dust and ashes, to give my name to the children of Christ?" 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 7.5.78.  <http://www.bible.ca/history/philip-schaff/7_ch05.
htm> (accessed 8 January 2015)。

45 "Let the name of George Whitefield perish, but Christ be gloried." "Let my name die 
everywhere, let even my friends forget me, if by that means the cause of the blessed Jesus may be 
promoted." "But what is Calvin, or what is Luther? Let us look above names and parties; let Jesus 
be our all in all that He is preached.＂ Quoted in Simon Ponson, God Is for Us: 52 Readings from 
Romans  (Oxford: Wilkinson House, 2013),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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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
滕近輝牧師是一位信靠、教導和經歷神浩大的恩典的僕人。本文從三方面談

論滕牧師關於恩典的論述：「神主權性的恩典」；充滿積極動力的恩典論；一生

感恩蒙恩的僕人。滕牧師可被看為是溫柔的加爾文主義者，但他更重視聖經全備

的立場，並兼容不同的福音派論述。他以保羅為榜樣，相信預定論，但又積極傳

福音。他提出充滿積極動力的恩典論：積極追求聖靈的能力，並重視禱告。他教

導我們在恩典上與神合作：我們不單要追求恩典，也要追求恩膏和恩賜，要成為

「得勝」的基督徒，而不是僅僅得救，沒有果子的基督徒。他深信恩典能帶給人

多方面的福氣，並能轉化我們對受苦的看法。「全是恩典、都是恩典」是他晚年

要留下的見證。

 

ABSTRACT
Rev. Philip Teng is a servant of our Lord who trusts, teaches, and experiences 

God’s amazing grace. In this article, we shall discuss Teng’s teachings about God’s 
grace: God's Sovereign Grace, an active and dynamic concept of grace, a life filled with 
gratitude. Teng may be regarded as a soft Calvinist, but he prefers more of the balanced 
and comprehensiv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and is willing to tolerate different evangelical 
school. Following Paul, he teaches both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and the need 
to evangelize. He recommend an active and dynamic concept of grace. He seeks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love praying. He teaches to co-work with God in grace and 
seek also the gifts of God to serve. We should not be Christians who are merely saved 
and without fruits. He believes that grace will give us multiple blessings,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feelings about sufferings. "All is Grace! Grace Alone!" is the 
witness he wants the whole world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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