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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開始學習基督教教義之際，若你知道，基督教

教義是甚麼一回事，那將對你有益。學習基督教教義跟

研讀聖經有何不同？教義與基督徒生活的實際議題有甚

麼關係？教義與教會歷史有何關係？基督教教義與其他

學科，例如哲學、社會學或物理學等有何關係？

要認識基督教教義是甚麼，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研究

它。當你研究它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對它的理解

加深了，而你對上述問題的答案也逐漸形成。有時候

你會學會發問一些更好的問題以及新的問題。智性上

和靈性上的成長，不一定是一件關乎尋找答案的事情；

有時候，那是一件關乎你懂得「甚麼是重要的問題」的 

事情。

雖然你將會因研究基督教教義而加深對它的認識，

但在你開始的時候，我還是要給你一個方向，這是重要

的。要理解教義，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設想

為「教訓」。因此，基督教「教義」就是研究基督教的教

引言1
第 10 章　教會  127

教會的標記  129

教會的使命  131

教會的架構  133

教會的「活動」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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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末事  139

基督的再來  142

普遍的復活  143

最後的審判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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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這些教訓植根於聖經，經過多個世紀由教會發展出

來。有些教義在大多數的地方和時間為大多數的基督徒

所接受，而有些則在基督徒中間造成了明顯的分歧。學

習教義的其中一項任務是，學會分別重要和不重要的事

情。當然，對於甚麼是重要的，甚麼是不重要的事，不

是所有基督徒都有一致的看法。

為何要學習教義？
既然基督徒對教義不一定有一致的看法，那麼你會

問：「為甚麼要學習教義呢？」乾脆不理會教義，只繼

續關注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些實際議題，那不是更好嗎？

提出這類問題，以及故意迴避談及教義，這都是忽略了

幾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要把基督徒生活與我們所信的分別開來，這

是不可能的。我們怎樣生活跟我們所信的是甚麼，是有

關連的。有時候，這種關連是清晰和經過仔細思考的；

而有些時候，它是不清晰、沒經過仔細思考的。更有些

時候，我們的生活跟我們所宣認的信仰是互相牴觸的。

學習教義有助基督徒查看我們的生活和信仰的關連。這

個過程可以是痛苦的，因我們發現，我們沒有真正活出

我們聲稱我們相信的東西。而有些時候，這過程也可以

是愉快的，因我們發現我們之所以按照現時的方式生活

的理由。這是人在信仰中成長的過程。

第二，要作基督徒，就是要作一位神學家。即使

你不是基督徒，研究基督教或就基督教作出思考，這都

意味著你必須暫時作一位神學家。神學，基本上就是

研究基督教教義。（神學的特點還有許多，我將在稍後

介紹。）只要你思想上帝，你就是在做神學，因為神學

（ theology）就是對上帝的研究（源自希臘文的 Theos〔上

帝〕）。因此問題不是，究竟你是不是神學家；問題反

倒是，你在思考上帝的事上，要做一個謹慎而有見識的

人，還是要做一個大意和無知的人。

第三，學習教義有助基督徒把福音忠心地和準確地

傳給下一代信徒。學習教義又有助我們把耶穌基督的好

消息清楚而忠心地傳給未信的人。教會的使命是宣揚福

音，即宣揚耶穌基督的好消息。惟有當我們就福音作出

清晰而仔細的思考之後，我們才能做到這一點。

耶穌基督親自示範了祂對教義、對正確思想上帝的

關注。祂經常質疑並矯正人們對上帝的觀念。祂與文

士和法利賽人的多次公開交鋒，就是智性上的比試：誰

會贏得聽眾的擁戴和信任？是耶穌還是其他人？同樣，

耶穌與祂的追隨者所共聚的時間，常常是祂教導他們有

關上帝的真理的時間。保羅也呼籲基督徒要守住福音，

並對上帝要有嚴密的思考。多個世紀以來，基督徒遵從

了耶穌的典範，並聽從了保羅的呼籲，結果便產生了基

督教教義。

為何要學習基督教教義？因為我們想把我們的信仰

和我們的生活連繫起來。因為假如我們要考慮到基督教

的主張的話，我們就離不開基督教教義。因為我們這些

基督徒是被召來因著所領受的使命，因著耶穌、保羅和

教會的榜樣，而進行嚴密的思考的。

神學與教義
我先前介紹過「神學」一詞。既然神學是對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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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下一代信徒。學習教義又有助我們把耶穌基督的好

消息清楚而忠心地傳給未信的人。教會的使命是宣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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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那麼我們就可能有非基督教的神學。那就是說，

要研究其他宗教的教義，也是可能的事。例如，我們可

以研究猶太教的神學。有人會說得複雜一些，其論點

指，神學主要是基督教的產物，而當我們把它應用到其

他宗教時，我們就是把基督教的觀點加諸它們之上。這

種論點在這裏並不影響我們，因為本書只涉及基督教的

神學和基督教的教義。

即使我們把神學拘限於基督教的神學，但這神學還

是有一些明顯的區分的。因為廣義來說，神學是指對教

義或教訓的研究，所以我們可以說「保羅的神學」、「新

約神學」、「舊約神學」和「聖經神學」。如果我們研究

基督教教義的歷史，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歷史神學」。

有人也會談到「實踐神學」（ practical theology），就是

指把基督教教義應用到教會的實踐（如基督徒的生活或

牧養神學〔 pastoral theology〕）上的研究。「神學」一詞

的用法幾乎是沒完沒了的。

在本書裏，我們所關注的神學和基督教教義，是對

基督教教訓作系統性的研究和表述。這種研究涉及了

聖經的教導、教義的歷史，甚至涉及了我們對信仰的實

踐。因此當我們學習基督教教義時，我們不會把其他種

類的神學（保羅神學、新約神學、歷史神學等）擱置一

旁。我們的做法反倒是，在我們詳細闡述教義時，把它

們也納入我們的目標之中。

到目前為止，我提到的神學是指對上帝的研究。現

在是時候，稍微擴闊這詞的意義了，因為我們基督徒相

信，基督教不只是關乎上帝的事情，也是關乎人類的事

情。又，如果上帝是宇宙的創造主和救贖主的話，那

麼，神學最終來說就是關乎一切的事情，這顯然是我們

永不能完成的一項工程。雖然如此，我們還是領受了上

帝的召命，在相信上帝的供應之下，在謙虛地承認我們

的能力有限之下，在與其他基督徒團結起來的羣體中，

開始是項工程。

教義與分歧
當你著手研究基督教教義之時，你大概有一套隱含

的、未經檢視的神學，是從你所認識的基督徒—你

的教會、你的家庭和朋友—那裏吸收而來的。在更

詳細、更清楚明確地學習教義的過程中，其中一種叫人

迷失的經驗是，發現不是全部基督徒都以完全一致的方

法來相信東西。當然，你在心底裏是知道這一點的，但

研究教義就把這一點顯露出來，使你不得不面對它。再

說，研究神學會增加你有的問題的數目。它會回答了你

的部分問題，但也會產生一些更難的新問題。

 事實上，這些分歧和困難應該是在我們意料之內

的。畢竟，神學是對上帝和世界的研究，既然我們連自

己和世界都不能徹底理解，我們怎能期望徹底理解上帝

呢？當然，分歧是必定有的。與此同時，我們基督徒相

信，上帝已經把自己啟示給我們看了，我們也就可以憑

著信心，著手進行對上帝的研究。在你所學習的這個部

分的結論裏，你會更認識基督徒之間的分歧，但你也會

更認識基督徒之間的共識。學習基督教教義的其中一

個目的，就是豐富你對上帝和世界的認識。當你得知

其他基督徒對上帝和對世界的看法時，這個目的就會達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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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義就把這一點顯露出來，使你不得不面對它。再

說，研究神學會增加你有的問題的數目。它會回答了你

的部分問題，但也會產生一些更難的新問題。

 事實上，這些分歧和困難應該是在我們意料之內

的。畢竟，神學是對上帝和世界的研究，既然我們連自

己和世界都不能徹底理解，我們怎能期望徹底理解上帝

呢？當然，分歧是必定有的。與此同時，我們基督徒相

信，上帝已經把自己啟示給我們看了，我們也就可以憑

著信心，著手進行對上帝的研究。在你所學習的這個部

分的結論裏，你會更認識基督徒之間的分歧，但你也會

更認識基督徒之間的共識。學習基督教教義的其中一

個目的，就是豐富你對上帝和世界的認識。當你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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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神學的方法
「方法」可以指很多東西，在這裏我只是指我們如

何做神學。有些神學家認為，學會「做神學的方法」的

最佳途徑就是去做神學，因此他們對於如何做神學，只

提供很少導論或不提供任何導論。這不代表他們沒有一

套方法，而只代表他們不願意把方法看成是一種能夠與

實際做神學的過程分離的東西。有些神學家則認為，在

開始做神學之前，你要對所用的方法有所理解；這一點

是重要的，不然的話，你會感到迷失，對正在發生的事

根本摸不著頭腦。為幫助你明白在做神學方面有關方法

的議題，我們會考慮三個題目：結構、來源和權威。

儘管神學是無所不包的，但對基督教教義的表述還

是必須有一個起點和展現某種連貫的格式。這就是關乎

結構的問題。神學家還須對他們做神學的資料來源，作

出決定。他們引用聖經、教會歷史、經驗、社會狀況，

以及其他如哲學等學科，但引用到甚麼程度？這就是關

乎來源的問題。與此同時，神學家還須決定，對於神學

的各個組成部分，要給予多少的比重。他們會把各種來

源視為同等嗎？又或，其中一種來源佔較大的比重？如

果兩種來源之間有矛盾，以哪一個作為主導？這就是關

乎權威的問題。

結構、來源和權威，這三者是互相交纏的。一個

人表述教義的起點，未必反映那最終的權威。譬如，為

了與學生連繫起來，老師可能從經驗出發，但那指導著

她對教義作出論述的權威，也許是聖經。若干神學家清

楚明白地表達他們在這些議題上的立場，通常在其作品

的開頭就說明了；而有的就把這些立場包含在他對教義

的表述之中，在你學習教義的時候，你也就得知他們的 

立場。

研究教義時其中一個最首要的目標應該是：辨別你

正在學習的那套神學的結構、來源和權威。你可以在稍

後修訂你的判斷，但以某種暫時的理解作為開始，總是

有益的。為讓你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將更詳細地逐一思

考它們。

結構
基督教教義的表述並無一個既定的格式。如果你研

究幾位神學家的神學，你會發現一些格式上的相似性。

儘管神學家們選擇以不同的起點和結構來表述他們的神

學，但到最後所涵蓋的教義大都是一樣的，雖然它們表

達的方式各異。

在眾神學家之中，其教導教義的起點各有不同。有

些以經驗為開始，而他們所建構對教義的理解是，教義

是對我們的經驗所作出的反省。他們的論述可能會澄

清、矯正及擴大他們開始時所提到的那種經驗。有些則

以聖經為起點，以系統化的方式來闡述其中的教訓，並

使之與我們的生活連繫起來。還有一些則以神學的歷

史和教會的教導來開始，然後才進到聖經和經驗這兩方

面。今天，有些神學家以社會狀況，諸如不公義與貧

窮，來開始他們對教義的研究，然後探討基督教如何回

應這些狀況。

神學家也要在如何表述基督教教義上作出決定。教

義的表述應該按照甚麼次序？各項教義應該如何置放？

大多數神學家在鋪陳他們的神學之前都以一個導論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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