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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五世紀初，基督教界因人性的善惡起了爭論 ―

如何認定人性的善惡如何認定人性的善惡

會牽動到對上帝救恩的認識，

如果人性本善如果人性本善，

是否代表憑著自己的善性就可以得著救恩？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就代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代表

人無法憑自己的努力得著救恩，而且本性也不是善的

奧古斯丁針對人的本性問題做出深刻的解釋，

到今天，他的看法還深深烙印在教會的神學傳統中。

有人說，西方傳統的神學發展

在奧古斯丁之後就沒有神學家了在奧古斯丁之後就沒有神學家了，

因為後來的西方神學家都猶如是

在奧古斯丁肩膀 的學生站在奧古斯丁肩膀上的學生。

奧古斯丁生於 A.D.354，
和居普良 特土良都是北非人 都以拉丁文寫作和居普良、特土良都是北非人，都以拉丁文寫作

母親是虔敬的基督徒，

對奧古斯丁的生命有極大的影響對奧古斯丁的生命有極大的影響

才華洋溢、口才出眾，對哲學思考充滿熱情

青少年期陷入肉體的情慾，並且因著追尋生命及宇宙的真相，

受到摩尼教（諾斯底主義的一個團體）的蠱惑，受到摩尼教（諾斯底主義的 個團體）的蠱惑，

主張善惡二元觀，人裏頭有善惡兩股力量，

善性是消極，任憑被積極的惡性所侵犯善性是消極，任憑被積極的惡性所侵犯

等於是鼓勵不作為的宿命論，

甚至讓人為罪行找藉口，逐漸失去罪惡感甚至讓人為罪行找藉口，逐漸失去罪惡感

奧古斯丁意識到，摩尼教的說法有太多的漫天幻想，

所說的上帝並非不可侵犯，所說的上帝並非不可侵犯，

這樣的上帝和人一樣軟弱，沒有辦法改變人。

奧古斯丁決定脫離摩尼教、離開北非，

到更先進的義大利米蘭去發展到更先進的義大利米蘭去發展，

在這時聽到初代教父安波羅修的教堂講道

接觸新伯拉圖主義 開始相信真有 個看 見的世界接觸新伯拉圖主義，開始相信真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

卅二歲那年夏天，因著閱讀保羅書信經歷了重生…

羅十三13-14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

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他的重生也是基督教發展史另一個劃時代起點，

在他後半生的四十幾年間在他後半生的四十幾年間

寫出了數量龐大的信仰著作和註釋書

他的思想和意見在往後的一千年間他的思想和意見在往後的 千年間

對講拉丁語的西方教會如同是「第二本聖經」



奧古斯丁在信主之後，
擔任希坡城主教一直到他過世為止

一生共講了八千篇的道、將近一百本的書，

遺留下來兩百多封的信件，

其中有幾封的長度都像是一本書

被稱做恩典博士，強調上帝的恩典，

他從自己的生命際遇和成長過程中他從自己的生命際遇和成長過程中

深深體會到恩典的真諦

教導是 有 有 歷他的教導是出於有血有肉的人性經歷，

洞察精闢，帶出來的共鳴也強烈

他相當出名的一句話：

「我們是為了上帝而被造，

除非我們得著了上帝，內心就一直會飄搖不安。」

奧古斯丁將拉丁語教會的三一論集大成，

不相信三 就失去救恩不相信三一就失去救恩，

但只想用理性來支持三一卻又會失去腦袋

認識三 必須結合理性和靈性默想認識三一必須結合理性和靈性默想

人必須先愛上帝才能夠看見上帝

他的名言是 「要相信 這樣 才 理解他的名言是：「要相信，這樣你才能理解。」

奧古斯丁看父、子和聖靈三位格奧古斯丁看父 子和聖靈三位格

是平等卻不分開，共有同一本質，

每一位都是神，卻同是那獨一的神每 位都是神 卻同是那獨 的神

父不高過子，

父或子也不比聖靈來得高父或子也不比聖靈來得高

聖靈是父與子的「共同恩賜」與繫帶，

與父子同質，又使父子彼此互愛與父子同質 又使父子彼此互愛

每一位格都不低於三一本身

三位格互為同工的關係，

但身份各自不同 表現方式不同但身份各自不同，表現方式不同，

例如︰父雖參與子的道成肉身、受難與復活，

但 有子可 被看見但只有子可以被看見

這個在同工關係中

維持各自彰顯方式的三 模式維持各自彰顯方式的三一模式，

被稱作「各司其職」

三一的形像可以在人的心理中找到，

例如：在表達愛慕的行為中，例如：在表達愛慕的行為中，

表達愛的人、愛的行為、愛的關係形成了三，

這三者共同存在於同一個人的身上。這三者共同存在於同一個人的身上。

當然，這種體認三一的方式並非是理性的論證，

而是在信的前提下所作的默觀而是在信的前提下所作的默觀。

奧古斯丁第一個要處理的挑戰是多納徒派的分裂運動。

北非 殉道精神強烈 紀開始北非因殉道精神強烈，從二世紀開始，許多號召殉道、

強調教會生活紀律的團體從主流教會出走。

四世紀初戴克里先皇帝大迫害之後，又掀起了一波高潮，

以帶領者多納徒為名，被統稱為「多納徒派」，

在說拉丁語的北非西半邊形同第一大教派。

多納徒派的思維是一種餘民神學，多納徒派的思維是 種餘民神學

自認是上帝聖潔的選民。

奧古斯丁認為這種驕傲的態度奧古斯丁認為這種驕傲的態度

不僅不讓人成聖，反而讓人成為不潔

延續居普良以來，反對讓地上有形教會被分裂的立場，延續居普良以來，反對讓地上有形教會被分裂的立場，

認為一切分裂教會的行為，都無法彰顯愛

不過，承認傳統教會確實對信仰冷淡、行為缺乏好榜樣，不過，承認傳統教會確實對信仰冷淡、行為缺乏好榜樣，

所以整頓自己的教會，提升對多納徒派的號召力



A.D.405 羅馬皇帝強制多納徒派回歸傳統教會，

奧古斯丁起初反對這個強硬政策 但後來改變立場奧古斯丁起初反對這個強硬政策，但後來改變立場 ―

北非社會既然已經普遍以基督教為主流，藉由社會

政教的集體力量來強制整頓教會的異議者 並非 合理政教的集體力量來強制整頓教會的異議者，並非不合理

地上的有形教會是想辦法勉強人進上帝的家，

被勉 是 得 帝定奪被勉強的人是否得救，就交給上帝定奪

我們無法得知，奧古斯丁是否以為，我們無法得知，奧古斯丁是否以為，

加速教會合一是在促進新天新地的到來，

但「路十四23 勉強人進上帝家」在基督教史上破了先例，但 路十四23 勉強人進上帝家」在基督教史上破了先例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不可能去接受奧古斯丁當時的立場

然而，政教合一在古代的西方社會、然而，政教合 在古代的西方社會

甚至連異教徒都將它當成是自明之理

當今天想要批評一千六百年前的作法和決定時，當今天想要批評一千六百年前的作法和決定時，

必須知道當時的價值觀和處境，與今天是大不相同的。

原罪論―人性善惡問題，奧古斯丁將原罪

視為 個狀態 是始祖犯罪後眾 類所受的懲罰視為一個狀態，是始祖犯罪後眾人類所受的懲罰，

造成人類靈魂的損傷與本性的敗壞，

像 靈魂裏的烙印 傳 去像是靈魂裏的烙印，世世代代傳衍下去。

所帶來本性傷害一開始只反應在理智與意志層面

逐漸擴展到各個生活層面，帶來全面的敗壞―

環境的改變、肉體的死亡、生理與心理各樣反常…

最明顯的原罪結果，是私欲的捆綁，讓人自我中心、

喜愛惡事、厭棄良善，連嬰孩都會有私欲

原罪使一個人形同被打癱在地，完全無力自救，

必須藉由上帝的恩典以及洗禮，人的原罪才會被洗淨必須藉由上帝的恩典以及洗禮 人的原罪才會被洗淨

若不如此，人的行為在上帝的眼中絲毫沒有良善可言

藉由上帝的恩典，人的本性與意志愈蒙醫治，藉由上帝的恩典 人的本性與意志愈蒙醫治

就愈有能力行出律法的要求。

奧古斯丁的原罪觀受到伯拉糾的強烈反對―

伯拉糾否認人的本性曾因著亞當的罪行受到影響 教導伯拉糾否認人的本性曾因著亞當的罪行受到影響，教導…
可以靠自己的天然能力來遵守上帝的誡命並且不犯罪

亞當對後代人類的影響在於他樹立了壞榜樣亞當對後代人類的影響在於他樹立了壞榜樣

罪是社會文化的壞影響，而非本性的內在缺陷

上帝創造人是要他們去遵守誡命上帝創造人是要他們去遵守誡命，

少遵守一項就與救恩隔絕

曾經表示，請求上帝的赦免並不是那麼必要

伯拉糾的主張後來透過他的學生切雷斯求傳到北非，宣稱―

肉體的死亡不是犯罪的結果，而是自然現象

亞當的罪只影響到亞當一人

伯拉糾的 張後來透過他的學 切雷斯求傳到北非 稱

亞當的罪只影響到亞當 人

嬰孩在出生時與墮落之前的亞當一樣是無罪的，

因此不需要洗禮就可以得到永生因此不需要洗禮就可以得到永生

人光憑遵行律法就可以上天堂

北非教會發現伯拉糾派的潛在問題，
火速對它進行防堵 經過了數年反覆溝通與呼籲火速對它進行防堵，經過了數年反覆溝通與呼籲，

羅馬主教 A.D.418發佈譴責伯拉糾主義的教喻

A D 431在以弗所召該的第三次大公會議 A.D.431在以弗所召該的第三次大公會議，

明確譴責伯拉糾派的教導

沒有明確支持奧古斯丁的原罪觀沒有明確支持奧古斯丁的原罪觀

只能說，普世教會的共識是―拒絕

「伯拉糾派「本性完好」的極端無原罪觀

奧古斯丁其實不是原罪觀的創始者，奧古斯丁其實不是原罪觀的創始者

二世紀的游斯丁、愛任紐，

三、四世紀的居普良、亞他那修，都肯定四世紀的居普良 亞他那修 都肯定

眾人與亞當同罪並同死

亞當的罪造成人性的「傷口」，亞當的罪造成人性的 傷 」

導致人類的腐朽與敗壞



拉丁語教會對人性的看法比較負面

希臘語教會因著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希臘語教會因著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

認為人類雖然已經墮落，卻仍然保有意志的積極功用

但也認為始祖墮落後的人性意志但也認為始祖墮落後的人性意志，

已經不是當初無罪亞當的意志

認定肉體死亡是亞當犯罪的記號認定肉體死亡是亞當犯罪的記號

基督救贖人的目的不僅讓人的罪得到赦免，

也是要使 個人的心靈和肉身得到聖化也是要使一個人的心靈和肉身得到聖化。

若否認原罪，在邏輯上會引發一個問題 ―若否認原罪 在邏輯上會引發 個問題

就是為何需要耶穌？

即便原罪在這個貶抑軟弱、即便原罪在這個貶抑軟弱

講求個人表現與能力的廿一世紀顯得很不討好，

但若沒有原罪，但若沒有原罪

基督徒還有必要順服聖靈而經歷更新嗎？

奧古斯丁被稱作恩典博士，他高舉上帝恩典的主動，

強調人的完全無能為力和被動 稱作「神恩獨作強調人的完全無能為力和被動，稱作「神恩獨作」。

但從經驗中知道，最終不是人人都得著上帝的恩典，

那麼上帝的恩典會賜給誰呢？那麼上帝的恩典會賜給誰呢？

從原罪觀進一步思索，可以推論出預定論，

答案是 上帝已經預定了誰才是得救的答案是：上帝已經預定了誰才是得救的

上帝只預定誰得救，卻不預定誰滅亡，稱作「單重預定論」，上帝只預定誰得救 卻不預定誰滅亡 稱作 單重預定論」

賜恩典給預定得救的人，沒有被預定的形同消極地滅亡，

而這一切是在創世之前就已經確定。這 是在創 前 確

上帝沒有不公平，因為墮落之後的人本來沒有一個配得救恩，

對被預定的人，恩典無法抗拒，要憑著恩典恆忍到底對被預定的人 恩典無法抗拒 要憑著恩典恆忍到底

但奧古斯丁警告，

沒有人在今生會完全肯定自己可以恆忍到底沒有人在今生會完全肯定自己可以恆忍到底

信徒要不斷謹慎儆醒、恆切禱告

傳講上帝的預定是要激勵信徒儆醒不閒懶，

在持續的更新當中 顯出有上帝的恩典同在在持續的更新當中，顯出有上帝的恩典同在，

因此，預定論反而很重視基督徒在地上的責任。

預定論也受到法國南部基督徒的反對，

教會一誕生就有東方講希臘語的基督徒移民，

將修道主義帶到西邊來，建立修道院。

許多修道院的領袖認為，若過度強調上帝的恩典，

救恩已經被上帝預定好，院長的勸誡恐怕會失去作用。

不同意神恩獨作說，認為過度貶抑人的責任不同意神恩獨作說 認為過度貶抑人的責任

上帝固然是救恩的源頭，但人的意志也可以在

恩典還未臨到的狀況下，先踏出邁向上帝的一步，恩典還未臨到的狀況下 先踏出邁向上帝的 步

甚至難保上帝不會因人的主動而被打動。例如：

稅吏撒該表現出對基督的主動回應稅吏撒該表現出對基督的主動回應

與基督同釘十架的強盜主動祈求基督的憐憫

這種想要平衡神恩獨作的想法被稱作神人合作，區分為
半伯拉糾派 強調人可以主動半伯拉糾派―強調人可以主動

半奧古斯丁派―認為上帝必然是主動的一方，

人也要對上帝的主動做出回應 才能夠使救恩完成人也要對上帝的主動做出回應，才能夠使救恩完成

神恩獨作與神人合作之間的爭議持續了一百年，

拉丁語教會 A.D.529召開
第二次奧蘭治主教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

確認信心的生發與增長完全是出於上帝的恩典

領受了恩典的基督徒更要為著靈魂的救恩來努力

該會議不提預定論，為救恩的實際模式預留彈性空間，

可以想像，日後的教會遲早會發展出一個可以想像 日後的教會遲早會發展出 個

靠積功德來脫離煉獄的風潮

偏差的潮流到最後，就為偏差的潮流到最後，就為

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埋下了導火線



關於神人互動，可以思想：
如果救恩只能由上帝來發起和完成如果救恩只能由上帝來發起和完成，

人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創造救恩、做出什麼貢獻，

主張神恩獨作有錯嗎？主張神恩獨作有錯嗎？

神恩獨作難道會削弱人的信仰實踐力？

在承認原罪的前提下，

上帝難道不能允許人出於自願來回應祂？從聖經來看，

上帝可以憑絕對的主權來垂聽或拒絕人的祈求

但不代表墮落之後的人，

從神恩獨作或神人合作的角度，一致肯定，

真的連半點尋求真神的渴望和本能都滅絕了

從神恩獨作或神人合作的角度， 致肯定，

一個人若停止渴慕上帝、習慣不禱告，

心性也長久無法改變，自然就與上帝的救恩隔絕心性也長久無法改變，自然就與上帝的救恩隔絕

只要把握機會，持續悔改、信靠，主同在的恩典就會臨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