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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運動背景  

1517 馬丁路德在歐洲大陸興起「改教運動」(Continental Reformation) 

英國的改教運動(English Reformation)怎樣開始？ 

先鋒，撒種者：John Wycliffe (1329-1384)：推動改革，翻譯聖經 

反對教皇權威，高舉聖經神的話→門徒 Lollards 

→“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 

影響→William Tyndale (1495-1536)：受教育於 Oxford, Cambridge 大學，1521 被按立，到 Wittenberg 大學

受教於馬丁路德，1526 在歐洲(Worms)完成 N.T.英文聖經翻譯→偷運回英國→Henry VIII 派密使將他捉

拿在 Brussels 被燒死，為主殉道(41 歲)：“Lord, open the Kings of England’s eyes 

亨利八世(1491-1547) 表面的改教：要與 Catherine of Aragon 離婚，教皇 Clement VII 反對→把英國脫離

天主教管轄，自成一派：聖公會（Anglican Church）自立為小教皇，管理國家，管理教會（典型政教

合一），教義、禮儀，一切作法與天主教一樣 

1. Edward VI→開始有一點改革：42 Articles: basic Protestant doctrine/ Calvinistic 全然敗壞、揀選  

Book of Common Prayer, practiced toleration  二個聖禮 

2. Mary：走天主教路線，大力迫害改革派聖工人員(Protestants) 

綽號：“Bloody Mary” 

3. Elizabeth I (1533-1603)：1558 走中間路線，更寬的“容忍” 

改革派勢力更發展：勢力越龐大，1564 左右，這批在教會改革派被稱為“Puritans”→潔淨教會，除

去天主教錯誤回到聖經，透過家庭聚會→發展迅速 church in the Church 主日在大教堂，週間在家庭

→爭取改革，非常不滿 Elizabeth 的中間路線，教會裏仍存有許多天主教錯誤：太注重禮儀，迷信禮

儀（聖禮）→忽略神話語宣講與教導。主教、神父(bishops & priests)敗壞，爭權奪利，缺乏聖經裝

備。 

4. James I (作王 1603-25)：開始時願走清教徒基督教(Protestant)路線，1604 Hampton Court (1611 通過) 

KJV→談及改革主教制，強烈反對：認為 “no bishop, no king” 

高舉王權神授至高：王管政與教  親天主教路線求外交之突破 

→打壓 Protestant（清教徒）→走入地下→清教徒移民 Holland→1620 到 Plymouth→感恩節 

5. Charles I (作王 1625-46)更逼迫清教徒→1630 2 nd 大批清教徒 Mass Bay
  

1642.8. 內戰  到 1646 清教徒將軍 Oliver Cromwell（哥倫威爾）戰勝英王，清教徒執政廢掉聖公會，各

教會自立自主、百家爭鳴、宗教自由：長老會、浸信會、會眾制教會、貴格會（基本政教合作，不是合

一也不是分離）。1642-60  18 年宗教自由的黃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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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改教運動能成功因素？ 

1. 復興聖經權威的運動，高舉神的話、教導神的話、傳講神的話 → 透過家庭聚會，家庭祭壇（日、晚

帶領家人兒女讀經禱告）。向上不能爭取到改變 → 向下向群眾向商人、貴族、軍人、知識份子、國

會議(士農工商、軍政層傳純正福音，教導聖經)：long hours of teaching & preaching in the meeting 

2. 從教會（聖公會）得不到造就 → 注重個人靈修讀經，個人與神的靈交禱告→很會禱告，很喜歡禱告

→家庭聚會：long hours of prayer 輪流 

寫 Spiritual Journal 

最多的注釋書：雅歌 

→生命生活聖潔的見證 

愛的見證 

3. 加爾文神學的思想： 

A. 高舉神的主權與揀選 

主揀選 → 不是我比人聰明、有知識、有道德揀選了主，乃主毫無條件揀選我→謙卑，不配蒙恩

的罪人，完全感恩事奉主，高舉主的愛，主的恩典。 

神主權 → 不是人在教會掌權，乃神在教會掌權，透過神揀選長老、牧師、執事在教會治理掌

權，不是君王（先知、祭司、君王，三個獨立的職事：不是君王，又是教皇 ） 

→推動教會體制改革 

B. 文化使命(滲入文化，改變文化政治之推動力) 

創 1:26-28  管理、治理 

救恩： 徒 3:21  復興 → 還原、恢復 restoration (太 17:11) 

image of God 

kingship from God → 社會公義 

→ 學術界( J. Milton, J. Owen) ，科學(Isaac Newton ) 

軍事 ( O. Cromwell ) 

→ Holy Common wealth  ( National Israel)  Application & reflection for China House Churches) 

The reasons of decline: 

1. 成立不同派系、宗派，彼此相爭：全國性長老 // 獨立會 

2. 自由 → 異端、偏差 

3. 1689 Act of Toleration 

4. Religious War → religious apathy 與歐洲啟蒙運動結合 

C. 革命思想 

(羅 13:1-5)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

的。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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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 因為他是神的用

人，是於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

的，刑罰那作惡的。 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加爾文註解這段經文，順服在上有權柄的前提，他是「神的用人」:與眾人有益，伸冤罰惡。若

是暴君(tyrannies)，行不義之權，則不是「神所命的」(not an ordained government), 是合法性 

(lawful) 予與推翻 (as it is lawful to repel wars & to seek remedies for other evils)。他在 VS3-4 註解更特

別說明，作為神的用人，不是為個人的利益喜好，乃為公眾的利益，他的權柄並非不受限制 

(unbridled power), 仍限於行使眾人公益之事，並對神與百性負責。不義君王如同以色列王亞哈，

與他兒子約蘭王，神膏立耶戶把他滅絕，並成為新王。(王下 9:1-6)在新約被得面對公會的審

判，禁止他們傳道，他說: 「叩從你們，不叩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徒 4:18) 「順從神

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 5:29) 

 

Verse 1-2 

Tyrannies and unjust exercise of power, as they are full of disorder, (ἀταξίας) are not an ordained 
government; yet the right of government is ordained by God for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As it is 
lawful to repel wars and to seek remedies for other evil 

 

Verse 3-4 

For he is God’s minister for good, etc. Magistrates may hence learn what their vocation is, for they are 
not to rule for their own interest, but for the public good; nor are they endued with unbridled power, 
but what is restricted to the wellbeing of their subjects; in short, they are responsible to God and to 
men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power. For as they are deputed by God and do his business, they must 
give an account to him: and then the ministration which God has committed to them has a regard to 
the subjects, they are therefore debtors also to them. 

 

4. 委身行動的信仰 Personal Covenant of Grace： 

進入享受神恩典之約：神擺上、神賜恩，我們也要擺上，與神立約委身，履行在約裡面應有的本份 

i.e. 創 17  → 作完全人 

Lk 1:72-75 一生事奉祂 ( 聖約 → 聖潔、公義、事奉) 

Covenant Concept：從 Tyndale→W. Perkins, John Preston, John Ball, WC, John Owen ( most of the puritans 都

題到 covenant)  

J. Owen： 

永恒救贖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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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亞當之約       a. Personal cov. 

救恩之約：亞伯拉罕 → 摩西之約 → 新約      b. church cov. 

          c. national cov. (social ): 全國禁食、守安息日、公義、聖潔 

→ 努力履行約裏之 Obligation (義務與本份) 

Action & responsibility // 非享福利不盡本份義務 

(i.e. 林肯或華盛頓：不是問國家為我做些甚麼，乃是問我為國家做些甚麼？) 

 → 個人靈命復興 

  教會國家復興 

  社會國家復興 

5. 是屬靈復興的運動( revival ) ：結 37:2-10 

聖靈藉神的話在信徒心裏作更新復活的工作 

→ 靈魂甦醒，脫離不冷不熱光景，脫離罪污：認罪悔改 

→ 看萬事如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 愛慕神、愛慕神的話、愛慕聖潔、愛禱告、愛聚會 

→ 愛神愛人愛傳福音 

→ 充滿喜樂、平安 

→ 經歷神的大能、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同在 

個人 → 家庭復興 → 教會的復興、更新 → 社會的復興 

basic cause ：聖靈的工作加上人的努力與追求 

6. 受苦受逼迫的教會 

 

修神學特點： 

1. 注重聖靈的臨在(位格)與工作： 

注重聖靈的感動，不消滅聖靈的感動（帖前 5:19）→ 順服神 

不讓聖靈擔憂，不叫聖靈擔憂→弗 4:30 不犯罪讓聖靈擔憂難過 

不抗拒聖靈(徒 7:51) → 神的話臨到，有光照、有責備 → 抗拒神的話，抗拒聖靈 

注重聖靈在聚會中的運行→弟兄姊妹按聖靈感動開聲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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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聖靈在信徒生活的引導與說話 

聖靈的恩賜 

J. Owen：與聖靈靈交，向聖靈禱告、敬拜 

2. 注重「生命」：得新生命，清楚重生得救 

1618  William Whateley: The New Birth 

1593  William Perkins: The Nature & Practice of Repentance 

Richard Baxter：Call to the Unconverted ( 1658) 

如何得救？完全是神的主權、揀選(preparatory works) 

：羅 10:17 (most basic preparation) 

→ 發展一套預備的步驟 similar 天主教七大預備(信經、認罪、求憐、愛神、恨罪、聽命、望洗)：

morphology（i.e. 慕道班、佈道會…） 

3. 注重得生命，且得的更豐盛 

(1) 追求與神靈交，默想神、禱告神、親近神→享受神、經歷神 

宗教信仰：experiential religion→affectionate religion 對神有經歷、有感覺、有感情的。 

(2) 追求聖潔：生活言語、行為、思想→像主，聖潔像主、照主心意而行 

How? Visible word 與重視 invisible word: conscience：存無虧的良心 (1Ti 1:19)、存清潔的良心(1Ti. 

2:9)、徒 23:1 「行事為人，都是憑著良心」 

 徒 24:10 「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1st
 grace: Quicken Conscience 為罪、為義、為

審判、自己責備責備自己 

改教家 M. Luther 注重他良心：“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I can’t & will not 

recant anything, for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is neither right nor safe. Here I stand, there is nothing else I can 

do.” 

甚麼是良心？ Why so important to our spiritual life? 

良心：人內在獨立的功能體(faculty)，發出道德良知的聲音(moral voice)，像一位公義的法官，對

我們思想行為，發出是否對錯的判斷 → 責備的判斷：讓良心（內心）不安 

→ 稱許的判斷：無虧的良心，平安的心 

§ 無虧的良心，清潔良心→關乎靈命的成長(1Ti. 1:19b) 

神透過我們良心感動我們，向我們說話。 

◊ 良心像一塊「心田」，神的道種，一切聖靈的果子在其中成長結果，有賴良心清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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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是人裏面神的形像一部份 ( component of image of God in man )：罪破壞人神的形像→也破壞

良心功能(partial functioning)→重生恢復，慢慢加增 always emitting a true voice of God thru. the Bible. 

God’s Watchman & spokesman 

Richard Sibbes: 

1. Register：記錄一切對錯，不會忘記 

2. Witness：見證有做或未有做 

3. Judge：判斷有做對或做錯 

4. Executioner：執行定罪控告→心被擊打、傷痛、難過 

Preaching, use God’s word→刺入他的良心 ( the Word must cut into the conscience ) 

Cut into the conscience→麻木的良心、痛→發出聲音→生命才改變 

Not only preaching to the head→but conscience 

反省自己良心，傾聽內在良心神話語的聲音→照著去做 

Puritan casuistry (清教徒的良心學) 

 

Quakers: George Fox (1624-90) 創立 

在 1649~ Oliver Cromwell 當政時迅速發展→ Society of Friends 

作品：George Fox’s Book of Miracles 

小時：皮鞋匠學徒，自學成功(self-educated) 

1643  在一般的教會裡，得不著心靈的滿足→到處尋訪問道 as a “seeker” → 要得著屬靈的滿足，要經歷

屬靈的實際 → 4yrs. disappointed，最後：經歷神親自向他說話，神要直接針對他的情況說話。 

1647 出來講道，成千的人跟隨他 → 常被逼迫坐監 

Two explanations called “Quakers” 

i) 被審訊時，Fox 向法官說：〝那些逼迫他的人，應在主的話語前顫抖害怕〞，法官反稱 Fox 為

“Quaker” 

ii) 聚會時被 H.S.充滿 → 顫抖 So called Quaker 

強調： 

Inner light of the H. S., inner Word of God, inner voice 

聖靈內在的光照啟示 

甚麼是真知道神 (Ep.1:17)？靠 H.S. 在信徒心裡光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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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啟示的基督〞(revealed Christ ) → 算真知道祂 

並且聖經一切的真理都須要 H.S.光照開啟 → 屬靈實際 (i.e. Jn 16:13，14:26) → “Outer Word”（聖經）與 

“Inner Word”並重，而 H.S. Inner Word 一定是配合聖經，不與聖經違背,使 Xian 更明白聖經，更愛聖經 

(H.S. speaks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 (Revelation lead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Scripture) 

聚會時，一齊安靜等候，H.S. 引導、啟示。 

→輪流作先知講道，不必牧師、聖品階級。 

→醫治、異象、預言、方言 (Fox 不鼓勵，漸停止)。 

→恩賜異能彰顯，也注重：內住的基督〝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榮耀的盼望〞(西 1:27)。 

內在的光 (inner light)，光進來，黑暗就出去，罪惡邪情惡慾就出去 → 勝過罪惡黑暗。 

方法：不是只看弱，與罪惡鬥爭（掙扎）→乃是仰望神聖潔的真光，在神內在的光中 (2Cor3:18)，沒

有黑暗、罪惡 (i.e. 1 Jn2:8 ) → sinless perfection  ∵有 H.S.內住真光 

 

清教徒 John Flavel (1630-1691):knowing God & knowing man (重神学理性分析) 

基督先知、祭司、君王職份與救贖的關係： 

Knowing Christ:神的羔羊（救贖根基） 

作先知、祭司、君王成全救贖大功 

1. 先知：啟示與光照 

外在性的啟示：宣告父神的心意（約 3：14-17）（約 17：3；14：6）（約 19：30 成了） 

                                 生命生活將父表明出來（約 1：18） 

內在的光照：路 24：45， 

主差聖靈繼續作主光照的工作（約 15：26；16：13） 

2. 祭司：O.T. oblation 聖所外獻祭，宰殺羔羊→Intercession寶血進入聖所，代求赦罪。 

在天上會幕（聖所）作祭司，祭物是什麼：十字架完成的贖罪祭 

在父前為依靠祂的人代求…… 

3. 君王： 

①使被擄的得釋放（路 4：18b） 

     →西 2:14-15, 1：13“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度。” 

重點釋放拯救我們的王。 

②“ First subduing the souls of His elect to His Spiritual government.” 

③在信徒生命中掌權作王（羅 5：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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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死作王，乃生命作王，基督在生命中作王。“Ruling them as His subjects.” 

→啟 3：20  坐席→坐寶座，做王（坐我生命寶座） 

⇒主掌管心門勝過一切外面的攻擊試探 

對內：掌管我們的心：口潔心清，心不偏邪，掌管心思、眼目，腳步，行為動作（腓 2：12b 順

服、戰兢、成全得救工夫→將主救贖大功成全彰顯出來 work out not work for） 

How? 羅 12：1-2 

 

1. Knowing man:3 官能（3 faculties） 

1) 思想（mind, understanding）:知識，認知，理解 

2) 感情（affection, feeling）:感觀，感覺，情感 

i）. 愛慕（love & desire）認知為美善者，並樂享其中，滿有喜悅激情。 

ii）. 恨（怒）：恨所討厭，不義，可憎惡者。 

iii）. 害怕（fear）：心中的不安懼怕，特別面對可怕危險或損失。 

iv）. 受傷（sorrow）：失去所愛者，或所擁有者 

（愛、恨、憂、怕）（喜、怒、哀、樂） 

3) 意志（will）：意向的決擇（choose）或否決（refuse）。因著思想的認知（善惡美醜） 

與感情的好惡，而作出的決定與行動。 

2. 認識墮落前的亞當：思想、情感、意志 

思想：認識神的公義、聖潔、美善、慈愛與旨意，不斷的思想神。 

情感：愛慕神，以神為樂 

意志：順服神，遵行祂旨意 

3. 墮落後的人類：思想、情感、意志 

思想：不認識神（羅 3：11，1：21b、28，弗 4：18） 

              思想惡事（創 6：5，8：21b，耶 17：9，羅 1：21） 

情感：邪情私慾（羅 1：24，28，弗 2：3） 

               貪愛世界物質虛榮（提後 3：1~4，約壹 2：16） 

意志：悖逆神順從罪（弗 2：2b，羅 6：16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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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不認識神（羅 1：28a） 

               (Martin Luther: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4. 重生得救後的人：思想、情感、意志 

 

 

 

 

歸正後：Normal Christian life 

1) 思想：a.讀經認識神的屬性，旨意，救贖計劃 

              b.思念上面的事（西 3：2）：主再來，被提，羔羊婚宴的喜樂，新天新地的榮耀。   

              c.思想主的救贖大愛，主的同在（林前 11：24，啟 3：20） 

2) 情感：a.愛慕主的話（詩 119：20） 

              b.愛慕主（詩 27：4，18：1，73：25，約 14：21） 

              c.親近主，以神為樂（雅 4：8，羅 5：11） 

              d.愛慕像主，活出基督（加 3：27，林前 11：1，羅 8：29，林後 3：18） 

              e.以基督的心為心：愛傳福音，愛失喪靈魂 

3) 意志：a.順服神，神的旨意（腓 1：29，彼前 1：2） 

              b.討主喜悅（林後 5：9） 

              c.先求神國神義（太 6：33）（seek） 

 

 

John Flavel’ on Suffering 

經歷許多苦難：從小，父母因帶領家庭聚會被捕被關，傳染到鼠疫，出獄，不久父母死去，Flavel
無法承受。 

1955 結婚，56 妻 Jane 難產，母子死亡 

→Elizaberh→Ann 結婚，2nd、3th妻子相繼死亡， 

                                       1)思想：知罪，認識基督救恩， 

歸正 (Conversion）   2)情感：恨罪悔罪 

            3)意志：認罪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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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承受苦難打擊 

同時，作為一 non-conformist(不隨同派)：不接愛 

國教治理，崇拜禮儀方式 

→常受逼迫，追捕，監禁（林前 6：4 患難，窮乏，困苦，鞭打，監禁…...） 

 

從生命的經歷，聖經的教導⇒苦難神學：特別幫助在苦難中的信徒，得著鼓勵，安慰，能力→經歷

落在百般試煉中，都以為大喜樂（雅 1：2），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羅 5：3） 

苦難神學 

1. 苦難的源由（origin） 

a).原罪的咒詛：天災人禍，生老病死，瘟疫，饑荒，風災，地震（創 3：17~19） 

b). 罪性（indwelling Sin）：邪情私欲，老我罪性，驕傲，嫉妒，貪心，貪愛世界，不愛神……⇒犯

罪跌倒⇒神管教 

c). 成聖的煉淨與修剪→結果子更多，聖靈的果子，福音果子（約 15：1~2，彼前 4：1~2，雅 1：

2~4） 

2. 神主權與苦難（God’s Sovereignty & Suffering） 

a). 神主權的安排命定（帖前 3：3） 

b). 神的主權：源於祂的權柄，能力，旨意， 

→掌權引領祂兒女進入恩典的豐富與國度的擴展（羅 8：28，35, Lk18:24, 2 Th1:5） 

→成就永恆預旨(創 39：20，出 1：11) 

c). 神主權護理（Providence）包括自然因（natural  cause）：民 11：31，拿 1：17，太 26：18，） 

3. 苦難的恩福 

a).苦難與聖靈膏印（sealing of Holy Spirit）(林後 4：7~9↔林後 1：22，5：4-5) 

安慰與榮耀盼望（林後 4：16~17，1：5） 

得救的確據（Assurance）林後 1：20~21（Twofold Sealing: assurance & sanctification） 

b). 與基督苦難的團契（fellowship in  suffering） 

腓 ：4:10（和祂一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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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1：24（為基督身體…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乏） 

“In all your affliction, He is afflicted; tender sympathy cannot but flow from such intimate union.” 

“Our suffering are His suffering,” Christ “still suffers in the sufferings of Wong saint.” 

“The believer finds himself drawing nigh to Christ in His suffering.” 

 

本仁約翰（John Bunyan 1628-1688） 

1. 背景介紹：1628 生於英國 Bedford,少受教育，16 歲 1644 參軍(English Civil  War)，對抗英王，

三年參軍退役回鄉，成為補鍋鐵匠（繼承父業）。雖未信主，從小到參軍常感覺神保守他，

在他的傳記 Grace Abounding（恩典豐滿）提到： 

“有一次我掉落海邊的小灣，另有一次，我在 Bedford(貝德福德)附近，從船上跌入河裡，

兩次都差點淹死。還有一次，我被徵調去圍攻萊斯特（Leicester），但是有一個同伴自願

要替我去。結果，他在站崗時，被子彈射中頭部死去。” 

退伍後 19 歲（1647）與 Mary 結婚，有二女二子，長女 Mary 生來眼瞎。年青本仁約

翰放蕩不羈，言不及義，婚後有很大改變。Mercy(Mary)出嫁時她敬虔父親送她的嫁妝是兩

本書： 

《普通人的天堂之路》（The Plain man’s Pathway to Heaven,1599），《敬虔的實踐》

（Practice of Piety）婚後與妻子一同閱讀，帶來屬靈覺醒。一主日早上聽道 ：不可破壞安

息日，當天下午他去玩橋棍遊戲，結果聽見天上的聲音對他說：“你願離開你的罪，得上

天堂？或帶著你的罪下地獄嗎？” 

有一次在貝德福德路上，聽見一群基督徒姊妹你傾談信靠主的經歷與喜樂。結果他常

常去聽她們交通，也參加討論，信仰開始入門。姊妹們更領他參加 John Gifford 的教會

（Non-Conformist），之後在教會分享見證與站講臺，顯明出他講道的恩賜，成為有名的傳

道人。1660 英王 CharlesⅡ掌權，重新施行禁止家庭聚會法（不可有五人或以上信徒家庭聚

會崇拜講道 ），本仁約翰因在家庭聚會講道，被重判 12 年監禁。  

本仁約翰在獄中作異夢，看異象，加上他個人得救經歷，寫下喻意故事：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1678 年初版，到 1692(14 年)印發 10 萬本，到 1938，再版 1,300 次，

翻成 2 百多種語言，成為聖經以外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書。特別影響近代 C.S.Lewis 寫下

Pilgrim’s  Regress（喻意故事說明個人得救的追求經歷）。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納尼亞傳

奇(7 冊，以幻想故事表達基督教信仰主題)。The Space Trilogy（以科幻太空小說表達基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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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Narnia 已售 1 億本，翻成 47 種語言，並影響 J.Tolkion (帶領 CS Lewis 信主之天主教徒)

他寫下喻意小說 “The Lord of the Rings”（魔戒）共 3 冊，已售 1.5 億本，並拍成電影，內

容帶宗教信息。 

2. 天路歷程內容簡介（說出他的夢境） 

主角「基督徒」Christian 本憂愁痛苦，遇「福音使者」（Evangelist）勸他離開所住

滅亡之城，要往錫安天城（Celestial City）,描寫途中許多危險，試探與爭戰，面他終

抵天城。 

離 家 → 2 失 望 泥 沼 → 3 屬 世 聰 明 人 （ Worldly Wise） → 4 窄门→ 5 解 惑 者

（Interpreter）:認識救恩與信心真理→6 環走救恩山牆，進見基督墳墓與十字架，頓時

罪擔脫落，天使授天城證→7 艰难山:打盹，失證，尋回→8「美麗宮殿」（Palace 

Beautiful）:得餵養，得軍裝利劍→卑微谷（Valley of Humiliation）→9 與阿波羅怪獸

爭戰(Monster Apollyon) →10 死陰幽谷→11 遇「信實」(Faithful) 12 遇「話多」

（Talkative）→13 虛榮城（town of Vanity）:各種物欲試探，逼宮，入獄，「信實」殉

道，逃走→14 遇「盼望」兄，「目的」弟（以宗教得成功，得世界）→容易平原，「底

馬」以金銀迷惑→15 懷疑城堡（Doubting Castle）：主人「失望」巨人，苦害他們，以

「應許」匙開門逃出→16 快樂山(Delectabe Mt)，靠近天城，遇牧人警告避開詭詐的「錯

誤山」與「捷徑路」→17「無知者」：宗教是做好人好事→「諂媚者」（Flatter）→

「無神論者」（Atheist）：天城不存在→18 使人沉睡的迷幻谷，迷魂陣（Enchanted 

Ground）:彼此認罪，分享神話語得警醒→19 憑信遊過河→20 抵達天城，榮耀美麗，喜樂

無比。 

3. 論禱告（On Prayer）(1662) 

甚麼是真正的禱告？(What true prayer is) 

ⅰ)Prayer is a Sincere, 

ⅱ)Sensible, 

ⅲ)Affectionate,Pouring out of the heart or soul to God through Christ, 

ⅳ)by the strength and Assistance of the Spirit 

ⅴ)for such things as God has promised or according to His Word, 

ⅵ)for the good of the Church 

ⅶ)With submission in faith to the will of God 

ⅰ)Sincere 禱告要懇切，真誠（路 22：44，來 5：7，雅 5：17，耶 29：12-13，太 7：7，

路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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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Sensible:有感動，有感受。感受到自己的罪，不配；神的赦免，恩典，大愛（路 18：13，

西 3：16，詩 51：1~3，17） 

ⅲ）Affectionate:有感情，有愛慕（詩 42：1~2，63：1~2，18：1，27：4） 

ⅳ）依靠聖靈（弗 6：18，猶 20，羅 8：26，亞 12：10） 

ⅴ）按神應許，按神的話（林後 1：20，路 1：37） 

ⅵ）為了教會，為眾聖徒，為信徒個人需要（腓 4：6，弗 1：15-17，3：14-19，提前 2：1） 

ⅶ）憑信按神旨意（羅 4：20~21，可 9：23，11：24；路 22：42，太 11：26，約壹 5：14） 

Bunyan’s Preaching(本仁的講道) 

查理士王二世（Charles II）問約翰歐文（John Owen 被譽為清教徒的王子，the 

Prince of Puritans）,“為甚麼你會去聽本仁約翰，一個補鍋匠的講道？”歐文回答國王

說：“我若能有本仁約翰補鍋匠講道的恩賜，我寧願放棄我一切的學問(All my 

learning).”可見本仁約翰講道的恩賜，可等令人羡慕！晚年在倫敦常 3 千多人聽他講

道，聚會廳滿了人。 

1. 初期講道（1655-1657）：多講罪 

個人過去被罪的捆綁與痛苦，對神的公義與律法的害怕，心中的罪疚，良心的重

擔，靈魂的空虛與呐喊。本仁約翰從他個人深深的經歷，真實的體驗，講說罪的真實與

可怕，人是何等敗壞軟弱，使罪人共鳴，使人深切知罪，認罪，要悔改信主。（提前

1：15，羅 7：18，24~25） 

2. 二年後一生講主的恩典並與主聯合 

  愛讀馬丁路德加拉太書注解，“字字寫中我心”（加 2：16，3：11，22） 

  野地的經歷：良心被罪惡控告，心中不安，靈魂深處響起，“你的義在天上！”“同時

我靈裡看見主耶穌站在父神右邊，成為我的義！神不再追看我身上的義，我的義，在耶穌

身上，常在父神面前。”“我更看見不因我的努力使我義增加，也不因我軟弱使我義減

少，因耶穌基督祂自己是我的義，昨日，今日，永不改變！”“我的思想，我眼前是基

督，基督，只有基督，別無所有…現在不看自己，只看祂。不看我身上的零錢，卻看我天

上滿車的黃金，在我救主基督身上。基督是我一切（Now Christ was all）。一路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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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無比，感謝神的恩典，神的愛。”本仁約翰得著基督的義，經歷神的恩典赦免。他的

講道從此高舉基督，人是罪大惡極，卻是主恩深廣。（弗 3：18） 

3. 講道：向心說說（Preaching to the Heart）心是人的“思想、意志、感情、理智、判

斷”（箴 4：23 心：人內在的總體）心向心說話：He preached what he felt, 

experienced, understood & willed. 

動之以情，而引動情：感情（affection） 

言之以理，而引動思：思想（mind） 

明已之志，而引動志：立志（will） 

What I felt? 懼怕（死亡，貧窮，疾病，神審判…， 

憂傷（罪，生離死別，損失，傷害…） 

擔心疑惑（兒女，生活…） 

恩典慈愛，赦免，供應，醫治，保守（詩 51：1~4，63：1~3，42：1，5） 

What I understood & experienced?（詩 103：2~5，提後 1：12） 

What I struggled & willed?（羅 7：18，24~25，林後 5：9，提後 2：21，4：2） 

⇒三點式講道：What? Why? How? 

Definition→ Motivation→ Decision & Application 

4. 講道：使會眾投入參與（Participatory Preaching） 

不是講課（Lecture）,是面對面直接的談話，看著對方的眼睛，要他們面對生命的

生死，罪惡，苦難，神的救贖大愛。不是講理論，是生命真實的分享，現身說法。常以

「第二人稱」你（們）…向會眾說話：“你要悔改，你要相信…你會得生命…你要嗎？

我懇求你…”甚至流淚求回應（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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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歐文（John Owen,1616-1683） 

約翰歐文被譽為「清教徒王子」(Prince of divines)，英國最偉大的神學家，英國的加爾文（Reformed
改革宗神學)。一生致力駁斥亞免念( A Display of Arminianism ，  1642)，索辛尼異端(Socinian,不信三一真神，

錯誤救恩論) 與羅馬天主教錯誤。重視實踐神學：著「聖靈論」(vol 3 & 4)，「與神靈交」( Communion 
with God, vol 2 )，「治死老我」（Mortification, vol 6）。一切教導目的就是「成為聖潔」(Holiness ),活出基

督，榮耀神（彼後 1:4;  彼前 1:15; 弗 4:22-24，加 3:27)。 

歐文父親是牧師(Rev. Henry Owen)，祖籍威爾斯（Welsh）。1632 年在牛津 Queen’s College 獲得學士，

1635 獲碩士，1637 按立為牧師。年青時靈性多年十分軟弱,心中疑惑，無得救確據，決定到大教堂聽名牧 

(Edmund Calamy)講道，不料是一位籍籍無名的牧師代替名牧講道，講太 8:26，從此不再疑惑，靈命突破。    

1643 年與 Mary 結婚，生 11 子女，僅一女兒成人，飽受生離死別之苦！ 

教會體制，從早期長老制，到篤信會眾制(Congregational)深受 John Cotton: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一書影響。1646 年 4 月開始在國會 (Parliament ) 講道,被克倫威爾將軍(Oliver Cromwell)賞識，成為

他的軍師，隨軍到愛爾蘭與蘇格蘭。1652 年任牛津大學副校長，並任克倫威爾國家宗教事務總顧問。

1657 年 6 月克倫威爾成為「監護主」(Lord Protector)，歐文堅決反對他稱帝,而從此決裂。1658 年 9 月 3

日克倫威爾逝，60 年查理二世稱帝(Charles II) 。歐文愛聽本仁約翰講道 , 並努力幫助他從 12 年的監禁出

獄 ，並出版他的「天路歷程」，可為生死之交！歐文雖是「獨立派」(Independents)領袖，卻被英王尊

重，並賞他一千金幣，幫助窮苦的人。 

清教徒一切的追求，以敬拜神，與神靈交為首位：“最首要目的是榮耀神與享受神。”（西敏寺小

教理問答第一題）信徒在敬拜中，靈修禱告中與神親近團契，享受神榮美的同在（詩 27:4，8；16:11）。

清教徒努力要改革聖公會國教的崇拜形式與內容，目的是要得著真實的敬拜（約 4:23~24  In spirit & In truth 
按真理），經歷神真實的臨在，親近祂，敬拜祂，讚美祂，感謝祂，求告祂。歐文於 1657 出版“與神靈

交”一書，今作內容簡單說明，深信必能增進我們禱告生活的真實與豐富。 

1. 向三一真神，這位獨一真神耶和華，我主我神敬拜靈交：感謝神創造之恩，救贖之恩，祂是全能

的神(創 17:1)，無所不知，無所不在，至聖至榮可頌可畏施行奇事救贖的神（出 15:11-13）。在舊約時代，

眾聖徒所敬拜，所認識的就是這位獨一的真神耶和華。亞伯拉罕是這位「神」的朋友（賽 41:8,雅 2:23），

被稱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諾與「神」同行 3 百年（創 5:21），大衛王一生合「神」心

意（撒上 13:14，徒 13:22）。歐文說明因在舊約三一神的各別位格未顯明，聖徒是在神的「本體屬性」

（substance）與神團契―—“All enjoying this communion and fellowship for the substance of it.” 1 這是對神

「整體屬性的敬拜與團契 」:“  Comprehending the whole deity, holy fellowship we have with the whole deity.  ”2 

2.  與三一真神，各別位格，父、子、聖靈之各別恩工感恩敬拜交通：約壹 1:3；林前 1:9  fellowship 

 κοινωνια；林後 13:14。3 

a)   對父神敬拜禱告（約 4:23，太 6:6，9） 

b)   對主耶穌敬拜禱告（腓 2:10-11，徒 7:59-60， 

     啟 5: 13-14） 

c)   向聖靈禱告與交通， 啟 1:4 ：“願恩惠平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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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神（父），從祂寶座前  

     的 七靈 （聖靈），又從…耶穌基督臨到你們！” （新譯本）  

歐文特別以林後 13:14 祝禱（benediction）作為與三一真神各別位格靈交與敬拜的基礎：“願主耶穌

基督 的恩惠，（父）神的慈愛，聖靈的契通，常與你們眾人同在。”4 （新譯本）。感謝主耶穌的買贖恩

典(purchased grace) ；5   感謝天父是大愛源頭；6   感謝聖靈的交通安慰  （as Comforter）。7  同樣，近代福音

派神學家 Millard Erickson 在其系統神學 Christian Theology 與 J .I. Packer: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it（活在

聖靈中）書中，皆肯定 向聖靈禱告與交通。8 

 3. 與天父靈交：父乃大愛的源頭(Fountain & Great love)雅 1:17；約壹 4:8-9；約 3:16 遣子救世大愛； 

弗 1 :3-5 揀選預定的愛。父是源頭，帶出聖子救贖洪流(stream of salvation)，聖靈領我們靠近生命河，歡

然取水，得生  命。感恩敬拜祂是天父，擁抱我，赦免我，安息在祂大愛懷裡(rest in His bosom,路 15:20-

23)。   

4.與主耶穌靈交：在主豐盛的恩典與主靈交(communion in His abundant grace)：林後 13:14，約 1:16,西

3:16b。 

a）在主救贖恩功中與主靈交(grace in work) 9： 

i）在稱義的恩中與主靈交（羅 3:24； 5:1,18； 8:1；  

西 1:13-14）。感謝主，祂是愛我，為我捨已（加 2:20）。 

ii）在成聖的恩中與主靈交 10(羅 6:4-6,16,19；8:29； 

13:14；15:16；林前 6:20，彼前 1:15-18，彼後 1:4， 

約壹 3:9，啟 1:5b)。感謝主，使我聖潔像祢（約 17: 

17-19，約壹 5:8） 

iii）在成為後嗣兒女的恩中靈交（約 1:12，羅 8:15- 

17，來 2:10a，12:10，弗 1:11,14,32，來 9:15，羅 8:32。 

感謝主，使我與祢同為後嗣，是何等的慈愛，使我 

得稱為神兒女（羅 8:17，約壹 3:17）。 

 b）在主恩典的同在中與主靈交(grace in person)： 

林前 1:9 “You were called u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啟 3:20 “…if any man hear my 
voice, and open the door. I will come in to him, and will sup with him and he with me.”歐文在書中 47 與 48 頁 2

次引用詩 45:2 對主榮美的描寫：“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裡滿有恩惠。”，並引歌 1:16“我的良人哪，

你甚美麗可愛。”在 77 與 78 頁列出基督 11 方面的「可愛」 ( lovely )：滿有恩慈聖潔的榮美榮耀，智慧，

權能等。11 與主是新婦良人愛的靈交：“ We hold communion with Lord Christ…by way of a conjugal (spousal) 

relation. He is married unto us, and we unto Him”12 (歌 2:16，賽 54:15，62:5,林後 11:2，啟 19:17~18，弗

5:31~32)，並在 71~78 頁，與 125~132 頁，共 16 頁用雅歌書一直說明信徒與主愛的關係。 

  5. 與聖靈交通：我們如何與聖靈交通呢？聖靈在我們生命中做重生、啟示、教導、成聖、引導與澆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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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賜等工作，然而歐文認為我們與聖靈交通的重點，不是在這些救贖應用(application of redemption)的恩

工上，我們與聖靈團契交通的重點，乃是以祂為「保惠師」安慰者(comforter)。13  在這充滿苦難與逼迫的

世界，聖靈是 παρακλητοs，是常伴在我們身旁安慰扶持，輔導指引我們的聖靈。歐文指出在約翰福音十

六章主耶穌對聖靈的介紹與應許，是特別針對門徒們將要受逼迫（約 16:2），而需要聖靈來安慰扶持；

是針對門徒將會滿心憂愁（約 16:2），而需要聖靈來安慰勸勉。14  歐文強調聖靈乃是「安慰與勸勉的聖

靈」（Spirit of comfort and consolation）。15 聖靈的安慰，是永遠的安慰（帖後 2:16），因聖靈永不離開

我們，永與我們同在，不斷的加給我們安慰勉勵。16 聖靈如何安慰勉勵我們呢？歐文指出聖靈八方面安

慰的工作：1）聖靈使我們想起主對我們所說的一切話（約 14:26），想起聖經的話語與應許，使我們在

困難中大得安慰勉勵。2）聖靈要榮耀耶穌基督（約 16:14），使我們明白看見耶穌的救贖大愛，看見耶

穌本身的榮耀美麗，而大得安慰。3）聖靈將神（天父）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 5:15），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是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慈愛（約 13:1），使我們在父神大愛揀選中大得安慰。4）聖靈與我們的

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 8:16），印記的聖靈給我們得救確據的安慰。5）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

（earnest；林後 1:21），使我們在地上預嘗「部分」( part of the whole) 將來在天國與神同在的榮美福樂，

而大得安慰。6）聖靈恩膏（anoint）我們如同祂恩膏基督（林後 1:21；約壹 2:20，27），使我們與耶穌

同作先知、祭司與君王，這是何等榮耀的職份與安慰！聖靈的恩膏（unction），是喜樂油的恩膏（來

1:9），使人得安慰喜樂。聖靈的恩膏，是恩膏的教訓（約壹 2:27），使聖經真理的教訓「光透亮澤」，

使我們看得見，摸得著，使我們安慰滿足。7）聖靈是「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撒 12:10；參羅 8:26，27；

弗 6:18；猶 20），聖靈更新提昇我們的靈覺，使我們能懇切禱告，在靈裡飽嚐與主交通禱告的甘甜，心

靈大得安慰滿足。8）聖靈是賜平安，喜樂與盼望的聖靈（羅 15:13；約 14:26，27；16:20），聖靈使我們

得享在基督裡赦罪的平安，與神和好的平安，在患難中的歡歡喜喜（羅 5:2，帖前 1:6），並藉著聖靈大

有盼望，盼望神的榮耀，盼望主的再來（彼前 1:13），而大得安慰。  

最後歐文提出保守與聖靈交通的三大原則，分別關乎聖靈的感情（emotion），聖靈的感動（motion）

與聖靈的說話（word）：1）不要叫聖靈擔憂（弗 4:30），不傷害聖靈的感情（affection，emotion）。聖

靈對我們（如同母親對兒女）百般慈愛溫柔，照顧保護，為求我們活得好，行得好。若我們思想言行有

所犯罪，祂便為我們擔憂難過，我們與聖靈的交通更被罪攔阻。因此我們要追求聖潔（弗 4:20-32），不

叫聖靈擔憂，不讓罪影響我們與聖靈的交通。2）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quench not the Spirit，帖前 5:19），

聖靈是「焚燒的靈」（賽 4:4），聖靈如火在我們裡面焚燒、感動，並把我們所得的恩賜恩典如火挑旺

起來（提後 1:6）， 使我們能靈命進深，繼續不斷順服神（furtherance in obedience），靈命繼續增長結

果。17  我們若不消滅聖靈的感動（motion, operation），順服聖靈的感動，步步順服神的旨意，必能在聖

靈豐富的感動與恩賜裡繼續享受與聖靈的交通。3）不抗拒聖靈(徒 7:51），聖靈是默示啟示神話語的聖

靈，聖靈以聖經神的話語向我們說話，我們若抗拒神話語的教訓，即抗拒聖靈，使我們與聖靈的交通受

虧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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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省今日教會許多弟兄姐妹較注重聖靈是「恩賜的聖靈」（Gifter；羅 12:6 -8；林前 12:4- 11；弗 4:11；

彼前 4:11），「成聖的聖靈」（Sanctifier），以及使人重生悔改相信稱義與成聖；卻忽略了聖靈本身位格

「安慰者」的重要職事。我們常在聖靈安慰的恩工中與祂團契交通，頌禱祂八大方面安慰我們的恩工，

必得著個人內心的安慰與醫治，心靈的平安喜樂、自由釋放。常努力保守與聖靈的交通，不要叫聖靈擔

憂，不消滅聖靈的感動，不抗拒聖靈，必得享聖靈親密的同在，聖靈豐富的恩賜與聖靈豐富聖經真理的

啟示。  

  
 附注： 

 

 

 

 

 

 

 

 

 

 

 

 

 

 

 

 

論聖靈工作：John Owen, The Holy  

 

 

 

Spirit His Gifts & Power (Christian Heritage, 2004) 

1. 創造之工 

a. 創 1：2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運行」（                  ）hovering / hatching 

“ signifies a gentle motion, like that of a dove over its nest, to communicate 

vital heat to its eggs, or to cherish its young. Without Him , all was a dead 

sea; a rude inform chaos;  a confused heap covered with darkness … he 

1: John Owen, The Works of John Owen(Banner of 
Truth,1965),vol 2, p. 9,16,18 . 

2: vol 2, p. 6 .  
3: vol 2, p. 12,19 .  
4: vol 2, p. 20 .  
5: vol 2, p. 154~155. 

6: vol 2, p. 19~20 .  
7: vol 2, p. 232~233 .  
8: Millard J, Erickson, Christian Theology (Baker Books,1986), p.  881~883.“It is appropriate to direct prayer 

to the Holy Spirit, just as to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s to the Triune God .” J.I. Packer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Baker Books,2005), p. 261~262. “Prayer to the Spirit will equally be proper.”  

9: vol 2, p. 263,155.  

10: vol 2, p. 205. 

11: vol 2, p. 66. 

12: vol 2, p. 54. 

13: vol 2, p. 222,233,235,236 

14: vol 2, p. 223-225. 

15: vol 2, p. 231. 

16: vol 2, p. 233. 

17: vol 2, p. 266-267. 

18: vol 2, p.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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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ed a quickening prolific virtue … an inconceivable varity compose its 

host & ornament.”（ p.79 ） 

⇒生命能力，能量，美德屬性，萬物之美麗（裝飾） 

b. 創 1：16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image & likeness） 

創 2：7 “特生氣 (breath of life) 吹 (breathed) 在他鼻孔裡…成了有靈的活人 (living  

soul) ”（ 伯 33:4 ） 

Owen：Breath of God ═ Holy Spirit 

有靈活人，有神形象樣式（靈性與美德），是聖靈的工作，如同聖靈重生的工作。

（p. 80） 

 

2. 在舊約之工 

a. 聖靈的默示 (inspiration) ：提後 3:16，彼後 1:20，徒 1:16 

特別是默示預告 (prophecy) 基督，彼前 1:10~12，約 8:56，路 1:70 

b. 聖靈重生之工：原罪敗壞，若不重生，舊約聖徒無從認識神國之事，唯少數蒙選聖徒經歷 

（舊約 結 36:26~28）（新約  徒 2:17 ） 

“Though the work of regeneration was wrought in some persons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doctrine of it recorded in the O.T., yet the 

revelation of it was obscure.” ( p.148) 

“Both regenera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it were under the O.T. All the elect in 

their several generations were regenerated by the Spirit of God But …under the 

gospel which came by Jesus Christ, as more persons than of old were made 

partakers of it.” (p.149) 

c. 聖靈充滿與降臨 

i）. 出 3:3 比撒列 

ii）. 士 3:10 （降 came upon 俄陀聶；6:34 基甸；11:29 耶弗他；13:25 moved.感動參

孫； 

14:6 Came upon 大大感動） 

iii）. 拉 1:1，激動 Stirred up 古列 

亞 4:6 “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所羅巴伯 

 

3. 新約啟示聖靈的工作 

a. 基督身上： 1）耶穌人性與肉身從聖靈感孕而生（太 1：20）。2）耶穌事奉能力從聖靈恩膏

(anointed by the Holy Spirit),太 3：16-17，路 4：14，4：18-19，賽 61：1。 

b. 在信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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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 約 3：3-5 

膏印（Sealing） 弗 1：13 

內住 林前 6：19 

成聖 羅 8：13，2 

安慰 約 14：16 

恩賜 林前 12：7-11 

禱告 弗 6：18，亞 12：10 

恩膏教訓 約壹 2：27，約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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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Baxter (1615-1691) 理查‧巴克斯特 

1615 年，生於英格蘭 Shropshire 郡。1638 年被按立，1641 年才 26 風到 Kidderminster 3 千人小

鎮牧會，800 戶，信徒無幾，經他多年牧養，街上處處聽聞詩歌，家家禱告。在此前後 19 年牧

會。Baxter 是改革派清教徒(Non-conformist)，從 1662（Act of uniformity）至 1687 (Indulgence)。曾多

受逼迫，多次入獄。一生有 168 本著作，著名有“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A Christian 

Directory”  “The Goody Home” “The Reformed Pastor” （在 Kiddermister 會時組織牧者聯會向牧

者們分享的內容：如何作一位更新的牧師？），此事被譽為教牧學經典之作，作為許多牧者極大

祝福，並帶來牧會的果效。 

「更新的牧師」The Reformed Pastor 一書內容分享： 

徒 20：28 

a). 為自己謹慎（What it is? Why?） 

b). 為全眾謹慎(What it is? How? Manner, Motives, Application) 

 

a). 為自己謹慎： 

1. 俄利根：詩 50：16-17→向主認罪，向會眾認罪,求主復興，受管教，話出主的言語，才能大有

能力傳主的話（律例，約）。 

“Preach a Savior whom they know, and feel what they speak, and may commend the 

riches of the gospel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P.20 

⇒heart preacher(心中經歷主恩，与主靈交…) 

一切的知識學問，自然科學，神學目的：認識神，神的智慧，大能，旨意⇒看見神的榮耀。P.23 

“Preach to yourselves the sermons before you preach them to others” P.20 

“When your minds are in a holy, leadingly frame, your people are likely to partake 

the fruits of it, your prayer & doctrine will be sweat & heavenly to them. They will 

likely feel when you have been much with God: that which is most in your hearts, is 

like to be most in their ears.” 

我心冷，講道就冷，會眾也冷，他們禱告也冷；愛主心冷→他們也冷。相反，牧者火熱，有信，

有望，有愛→信徒必熱。（20） 

禱告求降下靈火焚燒，你獻上的祭物（生活與講臺）（20）， 

失職→ 害已害人（21）冰冷 

有火有熱→會眾火熱。 

生活與講道要一致，為熱有資訊講臺→教會復興！ 

藉講臺：你的火熱溫暖起會眾的冰冷心 

Living ，Preaching 一致 

Preaching & living 

花 10 個小時預備講章，卻不花 1 小時預備如何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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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小心講章的用字，語氣與內容，卻不小心生活的說話與內容 

“They that preach precisely would not live precisely” (22) 

講臺是一個人，生活又是另一個人 

Not only tongue servant, but deed servant. (22)Ja 1:22 

“We must study as hard how to live well, as how to preach well” 

“How shall I live?” 

只是講臺牧師，不配人牧師 

教會是世界最偉大，又是最艱難的工作，你面對最大仇敵魔鬼的破壞，面對蒙恩罪人的會眾，有

麥子、稗子，有序世界的，屬血氣的。你須為自己加倍謹慎，有一切的知識，恩賜。靈命、勤

勞、忠心、愛心、信心。否則無法完成這偉大的大託付。（約 21：15-17） 

 

为何要谨慎自己? 

認識一已罪性的敗壞與危險 (Jer17:9)，一不小心，稍一放縱，便滑跌。小心不要成為參孫！ 

認識魔鬼專攻擊神的僕人，如同攻擊約伯神的義僕。擊打牧人，羊群便散 (Mt26:31. IPe5:8)。 

你是山上的光(Mt5:15)，眾人都看著你，稍有黑暗眾人必看見，甚至一點小錯渲染變大，甚或無

中生有。要何等謹慎生活！ 

明知故犯，監守自盜，罪加一等 (Rom 2:21-24) 

任重道遠，更加倍蒙恩才能站立得住，要加倍依靠神。既在教会處高位，不隨便作主 

They condemned us by their sermons, and condemned themselves by their live ⇒道與生活不一致 

Fall →greater dishonor to  God than members 

最怕傳道人是為已、為名、為利、而傳道，不是為神，為靈魂，為神使命，最終不是蒙福，是蒙

咒詛！ 

多少傳道 人愛人的靈魂悔改追求聖潔，卻不愛自己的靈魂悔改追求聖潔！不愛已靈魂，也不得

著別人靈魂。 

作了不義的奴僕 (Rom 6:16)，魔鬼的差役，怎可能作主忠心僕人，打擊魔鬼，疾惡如仇 

心中有罪，不可能心裡火熱，有能力傳道，感動別人 

To be 才能 to do 

先自己得醫治才能醫治別人 

首先先站起來才能拉別人起來 

b). 為全眾謹慎： 

士兵有隊長帶領，家有家長帶領，教會有牧長帶領，會眾順服牧師 

牧師專責牧養羊群 

多方裝備；預備：同參屬靈，屬世界的問題，心理家庭，職業，法律等輔導 

“按名叫自己的羊”約 10：3 

瞭解認識每一位元信徒，个別關懷教導灵性胗治(spiritual diagnosis)，對症下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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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弱小，易跌倒，如何餵養牧養他們? 

使他們茁壯，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身量：愛神愛人 

面對被罪轄制的信徒，愛他卻恨他的罪，加倍用心，小心謹慎，用溫柔把他挽回（加 6：1） 

面對冷淡退位信徒，挑起他起初愛心或不清楚重生得救，任他徹底認罪悔改信主得救 

面對強信徒，造就訓練他們進入事奉，成為別人祝福，作得勝者得冠冕（47） 

看重家庭，建立基督教家庭 

1. 常探訪家庭，一周讀經禱告，作為榜樣，鼓勵丈夫建立家庭祭壇（family religion） 

2. 鼓勵購買與閱讀屬靈書籍 

3. 用主日家長教導兒女教理問答，或兒女分享主日所聽所學 

全家信仰復興，教會才得復興！ 

信徒犯罪不悔改，要懲戒(discipline):私罪私欲，公開的罪向會眾認罪。哈 3：13，利 19：

17，太 18：15-17，提前 5：20，多 2：15，加 2：11-14，帖後 3：6-14，林前 5：11-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