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

第九讲…

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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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五世纪初，基督教界因人性的善恶起了争论 ─
如何认定人性的善恶
会牵动到对上帝救恩的认识，
 如果人性本善，
如果人性本善
是否代表凭着自己的善性就可以得着救恩？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代表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就代表
人无法凭自己的努力得着救恩，而且本性也不是善的
奥古斯丁针对人的本性问题做出深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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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他的看法还深深烙印在教会的神学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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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生于 AD354，
和居普良、特土良都是北非人，都以拉丁文写作
和居普良
特土良都是北非人 都以拉丁文写作
 母亲是虔敬的基督徒，
对奥古斯丁的生命有极大的影响
 才华洋溢、口才出众，对哲学思考充满热情


青少年期陷入肉体的情欲，并且因着追寻生命及宇宙的真相，
受到摩尼教（诺斯底主义的 个团体）的蛊惑，
受到摩尼教（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团体）的蛊惑
 主张善恶二元观，人里头有善恶两股力量，
善性是消极 任凭被积极的恶性所侵犯
善性是消极，任凭被积极的恶性所侵犯
 等于是鼓励不作为的宿命论，
甚至让人为罪行找借口 逐渐失去罪恶感
甚至让人为罪行找借口，逐渐失去罪恶感
奥古斯丁意识到，摩尼教的说法有太多的漫天幻想，
所说的上帝并非不可侵犯，
所说的上帝并非不可侵犯
这样的上帝和人一样软弱，没有办法改变人。

有人说，西方传统的神学发展
在奥古斯丁之后就没有神学家了，
神学
因为后来的西方神学家都犹如是
站在奥古斯丁肩膀上的学生。

奥古斯丁决定脱离摩尼教、离开北非，
到更先进的义大利米兰去发展
到更先进的义大利米兰去发展，
 在这时听到初代教父安波罗修的教堂讲道
 接触新伯拉图主义，开始相信真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接触新伯拉图主义 开始相信真有 个看不见的世界
 卅二岁那年夏天，因着阅读保罗书信经历了重生…
罗十三13-14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他的重生也是基督教发展史另一个划时代起点，
 在他后半生的四十几年间
写出了数量庞大的信仰著作和注释书
 他的思想和意见在往后的
他的思想和意见在往后的一千年间
千年间
对讲拉丁语的西方教会如同是「第二本圣经」

奥古斯丁在信主之后，

奥古斯丁将拉丁语教会的三一论集大成，
不相信三一就失去救恩，
不相信三
就失去救恩
但只想用理性来支持三一却又会失去脑袋
 认识三一必须结合理性和灵性默想
认识三 必须结合理性和灵性默想
 人必须先爱上帝才能够看见上帝
他的名言是 「要相信 这样你才能理解 」
他的名言是：「要相信，这样你才能理解。」


担任希坡城主教一直到他过世为止
 一生共讲了八千篇的道、将近一百本的书，
遗留下来两百多封的信件，
其中有几封的长度都像是一本书


被称做恩典博士，强调上帝的恩典，
 他从自己的生命际遇和成长过程中
深深体会到恩典的真谛
 他的教导是出于有血有肉的人性经历，
他的教导是出于有血有肉的人性经历
洞察精辟，带出来的共鸣也强烈
 他相当出名的一句话：
他相当出名的 句话
「我们是为了上帝而被造，
除非我们得着了上帝，内心就一直会飘摇不安。」
帝
摇 安

奥古斯丁看父、子和圣灵三位格
看父 子和圣灵三位格
是平等却不分开，共有同一本质，
每 位都是神，却同是那独 的神
每一位都是神，却同是那独一的神
 父不高过子，
父或子也不比圣灵来得高
 圣灵是父与子的「共同恩赐」与系带，
与父子同质，又使父子彼此互爱
 每一位格都不低于三一本身


三位格互为同工的关系，
但身份各自不同，表现方式不同，
但身份各自不同
表现方式不同
 例如︰父虽参与子的道成肉身、受难与复活，
但只有子可以被看见
 这个在同工关系中
维持各自彰显方式的三 模式
维持各自彰显方式的三一模式，
被称作「各司其职」
三一的形像可以在人的心理中找到，
例如 在表达爱慕的行为中
例如：在表达爱慕的行为中，
表达爱的人、爱的行为、爱的关系形成了三，
这三者共同存在于同 个人的身上
这三者共同存在于同一个人的身上。
当然，这种体认三一的方式并非是理性的论证，
而是在信的前提下所作的默观。
而是在信的前提下所作的默观

奥古斯丁第一个要处理的挑战是多纳徒派的分裂运动。
北非因殉道精神强烈，从二世纪开始，许多号召殉道、
北非因殉道精神强烈
从 世纪开始 许多号召殉道
强调教会生活纪律的团体从主流教会出走。
四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大迫害之后，又掀起了一波高潮，
以带领者多纳徒为名，被统称为「多纳徒派」，
在说拉丁语的北非西半边形同第一大教派。

多纳徒派的思维是
的思维是一种余民神学，
种余民神学，
自认是上帝圣洁的选民。


奥古斯丁认为这种骄傲的态度

不仅不让人成圣，反而让人成为不洁
 延续居普良以来，反对让地上有形教会被分裂的立场，
延续居普良以来 反对让地上有形教会被分裂的立场
认为一切分裂教会的行为，都无法彰显爱
 不过，承认传统教会确实对信仰冷淡、行为缺乏好榜样，
不过 承认传统教会确实对信仰冷淡 行为缺乏好榜样
所以整顿自己的教会，提升对多纳徒派的号召力

AD405 罗马皇帝强制多纳徒派回归传统教会，

奥古斯丁起初反对这个强硬政策，但后来改变立场─
奥古斯丁起初反对这个强硬政策
但后来改变立场
 北非社会既然已经普遍以基督教为主流，藉由社会
政教的集体力量来强制整顿教会的异议者 并非不合理
政教的集体力量来强制整顿教会的异议者，并非不合理
 地上的有形教会是想办法勉强人进上帝的家，
被勉强的人是否得救 就交给上帝定夺
被勉强的人是否得救，就交给上帝定夺
我们无法得知，奥古斯丁是否以为，
加速教会合一是在促进新天新地的到来，
 但「路十四23 勉强人进上帝家」在基督教史上破了先例，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不可能去接受奥古斯丁当时的立场
 然而，政教合
然而 政教合一在古代的西方社会
在古代的西方社会、
甚至连异教徒都将它当成是自明之理
当今天想要批评 千六百年前的作法和决定时，
当今天想要批评一千六百年前的作法和决定时
必须知道当时的价值观和处境，与今天是大不相同的。

奥古斯丁的原罪观受到伯拉纠的强烈反对 ─
伯拉纠否认人的本性曾因着亚当的罪行受到影响 教导
伯拉纠否认人的本性曾因着亚当的罪行受到影响，教导…
 可以靠自己的天然能力来遵守上帝的诫命并且不犯罪
 亚当对后代人类的影响在于他树立了坏榜样
 罪是社会文化的坏影响，而非本性的内在缺陷
 上帝创造人是要他们去遵守诫命，
上帝创造人是要他们去遵守诫命
少遵守一项就与救恩隔绝
 曾经表示，请求上帝的赦免并不是那么必要
曾经表
请
帝
免并 是
伯拉纠的主张后来透过他的学生切雷斯求传到北非，宣称 ─
肉体的死亡不是犯罪的结果，而是自然现象
 亚当的罪只影响到亚当
亚当的罪只影响到亚当一人
人
 婴孩在出生时与堕落之前的亚当一样是无罪的，
因此不需要洗礼就可以得到永生
 人光凭遵行律法就可以上天堂


原罪论 ─ 人性善恶问题，奥古斯丁将原罪
视为一个状态，是始祖犯罪后众人类所受的惩罚，
视为
个状态 是始祖犯罪后众人类所受的惩罚
造成人类灵魂的损伤与本性的败坏，
像是灵魂里的烙印 世世代代传衍 去
像是灵魂里的烙印，世世代代传衍下去。
所带来本性伤害一开始只反应在理智与意志层面
 逐渐扩展到各个生活层面，带来全面的败坏
逐渐扩展到各 生活层面 带来全 的败坏 ─
环境的改变、肉体的死亡、生理与心理各样反常…
 最明显的原罪结果，是私欲的捆绑，让人自我中心、
喜爱恶事、厌弃良善，连婴孩都会有私欲


原罪使一个人形同被打瘫在地，完全无力自救，
必须藉由上帝的恩典以及洗礼，人的原罪才会被洗净
 若不如此，人的行为在上帝的眼中丝毫没有良善可言
藉由上帝的恩典，人的本性与意志愈蒙医治，
就愈有能力行出律法的要求。


北非教会发现伯拉纠派的潜在问题，
火速对它进行防堵 经过了数年反复沟通与呼吁
火速对它进行防堵，经过了数年反复沟通与呼吁，
 罗马主教 AD418 发布谴责伯拉纠主义的教喻
 AD431 在以弗所召该的第三次大公会议，
在以弗所召该的第三次大公会议
 明确谴责伯拉纠派的教导
 没有明确支持奥古斯丁的原罪观
 只能说，普世教会的共识是 ─ 拒绝
伯拉纠派「本性完好」的极端无原罪观
奥古斯丁其实不是原罪观的创始者，
二世纪的游斯丁、爱任纽，
三 四世纪的居普良 亚他那修 都肯定
三、四世纪的居普良、亚他那修，都肯定
 众人与亚当同罪并同死
 亚当的罪造成人性的「伤口」，
亚当的罪造成人性的「伤口」
导致人类的腐朽与败坏

拉丁语教会对人性的看法比较负面
 希腊语教会因着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
希腊语教会因着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
 认为人类虽然已经堕落，却仍然保有意志的积极功用
 但也认为始祖堕落后的人性意志，
但也认为始祖堕落后的人性意志
 已经不是当初无罪亚当的意志
 认定肉体死亡是亚当犯罪的记号
基督救赎人的目的不仅让人的罪得到赦免，
也是要使 个人的心灵和肉身得到圣化
也是要使一个人的心灵和肉身得到圣化。


若否认原罪，在逻辑上会引发 个问题 ─
若否认原罪，在逻辑上会引发一个问题
就是为何需要耶稣？
即便原罪在这个贬抑软弱、
讲求个人表现与能力的廿一世纪显得很不讨好，
但若没有原罪，
基督徒还有必要顺服圣灵而经历更新吗？

传讲上帝的预定是要 激励信徒儆醒不闲懒，
在持续的更新当中 显出有上帝的恩典同在
在持续的更新当中，显出有上帝的恩典同在，
因此，预定论反而很重视基督徒在地上的责任。

预定论也受到法国南部基督徒的反对，
教会一诞生就有东方讲希腊语的基督徒移民，
将修道主义带到西边来，建立修道院。
 许多修道院的领袖认为，若过度强调上帝的恩典，
救恩已经被上帝预定好，院长的劝诫恐怕会失去作用。
不同意神恩独作说，认为过度贬抑人的责任
 上帝固然是救恩的源头，但人的意志也可以在
恩典还未临到的状况下，先踏出迈向上帝的 步，
恩典还未临到的状况下，先踏出迈向上帝的一步，
甚至难保上帝不会因人的主动而被打动。例如：
 税吏撒该表现出对基督的主动回应
 与基督同钉十架的强盗主动祈求基督的怜悯


奥古斯丁被称作恩典博士，他高举上帝恩典的主动，
强调人的完全无能为力和被动 称作「神恩独作」
强调人的完全无能为力和被动，称作「神恩独作」。
 但从经验中知道，最终不是人人都得着上帝的恩典，
那么上帝的恩典会赐给谁呢？
 从原罪观进一步思索，可以推论出预定论，
答案是 上帝已经预定了谁才是得救的
答案是：上帝已经
上帝只预定谁得救，却不预定谁灭亡，称作「单重预定论」，
帝只预定谁得救，却不预定谁灭亡，称作 单重预定论」，
赐恩典给预定得救的人，没有被预定的形同消极地灭亡，
而这一切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确定。
上帝没有不公平，因为堕落之后的人本来没有一个配得救恩，
 对被预定的人，恩典无法抗拒，要凭着恩典恒忍到底
对被预定的人， 典无法抗拒，要凭着 典恒 到底


但奥古斯丁警告，
 没有人在今生会完全肯定自己可以恒忍到底
 信徒要不断谨慎儆醒、恒切祷告

这种想要平衡神恩独作的想法被称作神人合作，区分为
 半伯拉纠派 ─ 强调人可以主动
 半奥古斯丁派 ─ 认为上帝必然是主动的一方，
人也要对上帝的主动做出回应 才能够使救恩完成
人也要对上帝的主动做出回应，才能够使救恩完成

神恩独作与神人合作之间的争议持续了一百年，
拉丁语教会 AD529 召开
第二次奥兰治主教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确认信心的生发与增长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领受了恩典的基督徒更要为着灵魂的救恩来努力
该会议不提预定论，为救恩的实际模式预留弹性空间，
 可以想象，日后的教会迟早会发展出
可以想象，日后的教会迟早会发展出一个
个
靠积功德来脱离炼狱的风潮
 偏差的潮流到最后，就为
偏差的潮流到最后 就为
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埋下了导火线

关于神人互动，可以思想：
 如果救恩只能由上帝来发起和完成，
如果救恩只能由上帝来发起和完成
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创造救恩、做出什么贡献，
 主张神恩独作有错吗？
 神恩独作难道会削弱人的信仰实践力？


在承认原罪的前提下，
上帝难道不能允许人出于自愿来回应他？从圣经来看，
 上帝可以凭绝对的主权来垂听或拒绝人的祈求
 但不代表堕落之后的人，
真的连半点寻求真神的渴望和本能都灭绝了

从神恩独作或神人合作的角度，一致肯定
从神恩独作或神人合作的角度
致肯定，
 一个人若停止渴慕上帝、习惯不祷告，
心性也长久无法改变 自然就与上帝的救恩隔绝
心性也长久无法改变，自然就与上帝的救恩隔绝
 只要把握机会，持续悔改、信靠，主同在的恩典就会临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