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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成聖與修院生活

• 古代基督教的靈修傳統，主要集中在四方面︰

• 1. 閱讀 (Spiritual Reading)

• 2. 默想 (Meditation)

• 3. 祈禱 (Prayer)

• 4. 靜觀 (Contemplation)

1. 閱讀

•屬靈經歷是人對上帝一種感受﹑領悟及意識，「屬
靈閱讀」(Spiritual Reading) 並非指一種邏輯或理性
的汲取知識，它是指我們透過屬靈偉人的著作，或
聖經的話語，把他們對上帝的愛及謙卑深植我們的
心。我們因著閱讀而使心靈非常活躍，這時心靈不
單汲取知識，更是藉著上帝的話語陶醉在與上帝相
交之中，詩篇一三九3「我的心在我裡面發熱，默
想的時候，火就燒起，我便用舌頭說話。」

這是一種很深的屬
靈經驗，使我們從
心的深處發掘出對
上帝至真摰的感情，
而在心靈的至深處
領受到上帝至長闊
高深的愛。好像上
面詩篇所說︰我的
心在我裡面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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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默想(Meditation)

•默想是一種無言無語的心靈禱告，把記在心中的聖
經話語反覆背誦﹑思考。中世紀把三個屬靈操練的
步驟結合，就是屬靈閱讀﹑默想及禱告(lectio, 
meditatio, oratio)。默想的對象不一定是聖經話語，
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也是一種默想，把自己的屬靈掙
扎經過內心的整理，明白上帝在自己生命的計劃，
然後與別人分享。十二世紀後，默想包括圖像﹑話
語及感情，到了近代，默想漸漸趨向簡單化，以聖
經為主，可能受到更正教重視聖經的傳統。

• 信徒首先用理性背誦聖經，在
心中反覆思想，用聖經的話語
禱告，思想話語的深層意義。
這種默想可以很長時間，有計
劃的把聖經逐章細味思考，它
在心中所產生的意義與我們用
視覺去閱讀是不同的。反覆頌
讀之時，經文是有回響的，好
像上帝回應我們︰或與我們說
話，或回答我們的問題。

3. 禱告

•禱告有多種形式︰公開敬拜的稱頌禱告(adoration)，
認罪祈禱 (confession)，代別人求告(intercession)，
自己向主求告(petition)，感恩祈禱(Thanksgiving)。
屬靈操練的祈禱是指心靈的祈禱(prayer of the 
heart)。在希臘教父，祈禱往往是指心智(mind or 
intellect)的一種基本活動，甚至是心(kardia)的活動。
是人的智性與上帝談話。

•這種智性並非一種散漫無目的的智性，而是從人心中對屬靈
真理一種直接的﹑直觀(intuitive)的理解。在禱告中，人與創
造主交往，他肉體內的心結連著他的感情與主融和一起。

•中世紀時，心靈的禱告是指整個人的禱告，整個人投入禱告
的狀態。由於心不單是人體的中心部分，也是上帝居住的地
方，是上帝與人相遇之處。心靈的禱告就是說上帝與人互動
的禱告，一種親密的交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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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靜觀(Contemplation)

•在中世紀的靈修神學，靜觀是指我們在祈禱時，我
們的心毫不散漫地專注一處。默想與靜觀不同，默
想是我們的心思反覆思想聖經的話語﹑教義的真理
或個人的經歷。心中有思辨地使用字詞或思想，目
的是為了更能明白經文的意義﹑更能明白教義真理
或上帝的旨意。靜觀剛好相反，它完全擺脫邏輯的
思辨，把自己的心靈專注於上帝，向上帝無條件的
把愛﹑熱情﹑盼望及堅信傾倒出來。心中只反覆頌
念幾個字，例如︰「主啊! 我愛您!」

「耶穌啊! 請你來!」「主啊! 
感謝您!」等。當這幾個字不停
頌唸，字本身的意義便漸漸消
失，心靈再不須透過字與上帝
交往。

在屬靈操練中，很多時是由默
想進到靜觀。由有意義的思考，
有層次的追尋，心中慢慢感愛
到上帝的臨在。這時，言語﹑
邏輯思維已不再需要，心靈坦
然向上帝敞開，成為一種無言
無語的深交。

俗世成聖的意義

•近代基督徒學者追求中世紀的屬靈操練，本身不是
錯的。路德及加爾文當日取消中世紀的修院，不是
不明白修院的意義，而是為基督教開展出新的屬靈
操練方向。

•宗教改革全新的屬靈操練在於人直接進入上帝的道，
當你打開聖經，獨處面對上帝，那就是沙漠、修院。
而真正的操練是在人群之中。

1. 因信稱義與律法

•自路德提出因信稱義之後，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斥他只講因信稱義，完全忽視人的
行為，是錯誤的做法，甚至受咒詛。

•這對路德的因信稱義有很大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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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因信稱義

• 上帝的義是白白賜給我
們的恩典，並非靠人的
努力，因此一切補贖﹑
朝聖﹑修道生活等都沒
有很大意義，人享受從
上帝救贖而來的自由，
不再受律法的綑綁，切
實地在日常生活中愛他
的鄰舍。

• 首先，路德決
定取消修道院，
他指出修道的
願(monastic 
vows)不是按
上帝的話而起，
反而是違背上
帝的話。

• 他認為修道院的主要功能在於「教授聖經…
和訓練傳道人」，而不在於提供個人清修
的生活。修院學校(Chapters)及修院的目的
只在於培育神職人員及公務員，離開這宗
旨便要關閉它們。

• 路德強調「因信稱義」，輕視一切功德(work)，
直言「諸般善功以相信基督為第一，最高，最
寶貴。」宣講福音比一切禮儀更重要，施恩
工具(means of grace)如道與聖禮(聖餐和聖洗)
比一切人為的制度如教宗制和修道主義更重要，
這構成了路德的屬靈傳統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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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督徒最重要的屬
靈生活不在外在的善
功，甚至默想沉思也
是沒有價值。修道院
的生活不值得保存，
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就是上帝的道，基
督的福音。」

• 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的操練，而是內心的
操練。基督徒信主得以稱義，不需行為，
也就不需律法。在信裡就有了一切，這就
是基督徒的自由。

• 從以上所說，表面看來，路德是「唯信心主義」，
信徒不需要任何行為。

• 路德其實是看見敵人以此大做文章攻擊他。

• 路德的名言︰「人同時是罪人和聖人」

• 人蒙基督救贖，在上帝眼中人是稱義的，因此在上帝聖潔
的國度他是聖人。可是在實際的生活中，人仍有犯罪的可
能。

• 律法對已稱義的基督徒來說仍有意義，並非每個基督徒都
達到完全自由遵守律法的階段，正如保羅所說，舊人與新
人仍繼續鬥爭。

• 後來他看見那些狂熱者聲稱不須聖經，自擁聖靈，更使他
驚覺遵守使徒誡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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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路德曾說過順從聖靈的基督徒不須依
賴十誡，但並非每一個基督徒都完全順從
聖靈，律法不單消極地幫助我們戰勝罪惡，
更積極地成就上帝賜給我們的善功。

• 所以律法不應視為得贖前的預備，在我們
得贖後，它有不可取代的功用。

• 路德說︰「焚燒任何香火比不上專心致意
上帝的律法和道，並加以談論﹑歌頌或沉
思，更能敵擋魔鬼。」

• 路德不斷提醒我們真正的屬靈操練是追求主體的自
由，就是我們的信心被聖靈轉化，無滯無執活在上
帝面前。

• 一個真正守律法的人，是自然而然，而不是恐懼煉
獄的刑罰，消極遵守。乃是出自愛，甘心情願遵行。

• 路德起先所提出的「唯獨信心」﹑「唯獨
恩典」﹑「唯獨聖經」，顯示他要打破教
庭建制的決心，以上帝的道為信仰生活的
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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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路德所重視的，其實不是建制，而是恩典。他一再
強調，屬靈操練的要點不是靠自己甚麼功勞，乃是發現上
帝的恩典，真正的自由在於內心的自由，當人的信心轉化
成上帝的恩典，這已是最高的境界。

• 僅僅因信得救而不需做任何事情，導致背離了路德信徒皆
祭司的原意。

• 德國十八世紀的敬虔主義(Pietism)，十九世紀北美的奮興運
動(Great Awakening)及二十世紀全球的靈恩運動，都是對主
流教會的迴響。也是把路德另一面的精神重新活出來。

• 路德提出的，是俗世成聖。

1. 俗世成聖︰婚姻生活

• 1520年在所寫的《教會被擄
巴比倫》中曾說︰「修道士
與神父的工作不論怎樣聖潔
與辛苦，在上帝眼中看來，
與田間的勞動工作或婦女的
家庭工作並沒有甚麼不同。
在上帝面前，一切的工作都
是以信仰為衡量。」

• 1519年路德寫了
《婚姻的價值》
(A Sermon on the 
Estate of 
Marriage) 痛斥了
守獨身的誓言，
他把創1︰28
「你要生養眾多」
看為創造的法令，
高於獨身的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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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重視婚姻的價值不在虛

假的形式，他所根據的是

「二人成為一體」，二人既

不能成為一體，又如何要為

一紙婚書(形式)而受一生的

束綁。另一方面，路德亦十分重視生育的權利，
傳宗接代及生養眾多成為實踐上帝創造秩序的重
要使命。路德絕非一個縱慾主義者，他對婚姻極
其忠誠，「不喜歡看見婚姻破裂和夫婦分離。」

2. 俗世成聖︰工作

路德既然認定婚姻是上帝給人的旨

意，婚姻生活不單取代修道院的生活，且較修道的生活
更能活出上帝的心意，換句話說，成聖的生活不在偏僻
的修道院完成，乃在日常煩瑣的事務中達到。

夫妻彼此相愛，建立基督化家庭，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上
帝的話語，他的家庭就是最好的屬靈操練場所。

•「一個生活在信仰中和明白她的景況的已婚婦人跟
一個缺乏信仰，卻以本身教會地位自炫，又住在修
道院的修女不能相比，猶如上帝的道路和人的道路
是不能相比一樣。」《路德文集》240-241

路德深信，只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在上帝所在的崗位
上服事祂，我們所做的就是成聖的工作，婚姻是最基
本的生活，它不是為色情享受而設，乃為實踐上帝的
道而立。因此，一個做父親的為孩子洗尿布，做些人
看為下賤的工作，若果他看到這是上帝交給他的責任，
也是他作為父親的本份，他所

做的由於他對上帝的信仰，他

便得到「上帝與所有天使的微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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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詩篇127及128篇特別討論了有關工作的意義。
人工作的目的是要維持上帝的創造，一個結婚的人
必須工作以維持家庭的開支。人勞力工作並不因為
人的犯罪，因為人墮落以先工作已被上帝命定，所
以工作是創造的秩序。人工作是遵行上帝旨意(命
令)的一部份，工作本身並不足以維持人的生活，
除非上帝給予祝福。如果人認為工作是全靠人的努
力，結果人便只有貪婪地工作。

•路德提醒我們︰「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
人便枉勞力。」(詩127︰1) 路德把工作與上帝的恩
典交織成一幅完美的圖畫︰沒有上帝的供應，人努
力也無所獲；人不工作，縱有上帝恩典也會餓死。
人盡本份又倚靠上帝的恩典，這樣，人工作成功不
會驕傲，人工作失敗也不會氣餒，

•在基督徒的群體中，工作更是必須，如路德在帖前
4︰11-12，帖後3︰8，12及弗4︰28幾段經文中指
出，工作使人有獨立的能力，又能供應自己和他人
所需。一個不工作的人等如一個賊，汲取別人血汗
且放棄自己對他人的責任。在工作中盡忠職守，與
我們的信仰生活一致。一個在工作中偷懶的人，說
甚麼也不能稱為敬虔。如果有人偷懶工作，藉口謄
出時間親近上帝，他便違反了上帝基本的命令。

3·平信徒祭司職

•中世紀一直把有聖職的稱為屬靈階級，沒有聖職的
信徒稱為平信徒。前者有屬靈權柄，後者在教會沒
有地位。
•路德在此指出，教會並沒有所謂屬靈及屬世階級之
分。所有基督徒都是「屬靈階級」，除了職務不同
以外，沒有其他差別。他說︰
•因為凡受了水禮的人，都能誇口說，他已經是一個
受了聖職的神甫，不過人人要執行主教和教皇這種
職務乃是不適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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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用「神甫」這個字(priest, 拉丁文sacerdos)來表
達凡受洗自動成為平信徙祭司(priesthood)，但他從
來不用牧師(ministerium)這個字來表達平信徒祭司。
1520年後他只有很少次數用牧師的祭司職
(sacerdotium of pastors)，

• 1523年他在〈有關牧職〉(Concerning the Ministry)
首次辨明「神甫(或祭司priest)不等於長老或牧師
(Presbyter or Minister)--因為凡領洗的(從水和聖靈)
自動成為神甫，一個人要成為牧師必須經過召命
(vocatio)。」

• 1530他更清楚的說︰「每一個基督徒都是祭司，但
並非每一個都是牧師。要成為一個牧師不單本身是
祭司，而且必須有一個職位，有相應的工作交托給
他。這個召命及委任(call and command)使他成為牧
師及教師(pastors and preachers)。」一個受洗歸入
基督的人就是祭司，他有合法的施洗及施聖餐的權
柄，他也有宣赦的權柄。

•平信徒祭司在新約有清楚的教導，出19︰6「你們
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及彼前2︰9「你們是有君尊
的祭司」，建構平信徒皆祭司的理論。

•這與路德的一貫神學一致，人不必有任何中介物，
人信主直接得救，不須任何特定的祭司，人可以因
信自由直趨上帝面前。

•當我們討論路德的平信徒祭司，絕不要誤會路德要
取消教會的聖職制度。他所針對的是中世紀教宗制
度的超然地位，他相信平信徒祭司與教會的聖職分
屬兩個層次，而兩個層次又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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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事(ministry) 與職分(office)

•第一種聖職是以普遍的祭司職事(ministry)的前提為
基礎，並由此而具有召命的職分(office)。意思是弟
兄與弟兄之間在必要情況下所實施的祭司職事，包
括佈道和施聖禮。第二種聖職(office)是直接由基督
所設立，根據《以弗所書》4︰8-11主所賜的有使
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教師等。這是對全體
會眾行使的職分(office)，從事佈道﹑牧養﹑管理等
工作，為了教會秩序而設，所以在教會的建制內不
是人人都做的，是經教會設立的。

•天主教的職分(office)與職事(ministry)不分,  有職分
必然包括職事，沒有職分就沒有職事，平信徒沒有
職分，因此在教會沒有地位，這是當時中世紀的情
況。平信徒不必也不能參與教會任何事務，只是到
來領取恩典。

•路德的聖職實際是反對天主教的制度，教會職事
(ministry)的承受者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祭司，而是從
平信徒祭司職而來，這一個職事便沒有特權。在新
約中沒有憑藉禮儀任命的專職祭司，相反凡受洗者
都是祭司，都可以參與職事(ministry)。新約的祭司
並不是給予某些特別職分(office)的人，例如使徒或
教師，它的職分是保羅設立，但它的職事卻是開放
給所有信徒，它是所有基督徒共有的事奉，它本身
是職事(ministry)。

•這樣，祭司與教會的職分便分開了，職事卻是全教
會的。蒙召在教會中事奉不是表明他有特殊地位，
只是表明了他在教會負責了講道和施聖禮的特殊工
作。所以路德說︰蒙召的教士與平信徒之間的分別，
不在於他們是甚麼，而在於他們做甚麼。按立聖
職不能算一種聖禮，只能算是一種禮儀，一種個人
蒙召任教會聖職的一種儀式或慶典，是教會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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