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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西亞會議制定三一論的正統之前，許多關於基督論的異端，
 是沒有正確地認識聖子的位格、就是神的位格
是沒有正確地認識聖子的位格 就是神的位格
 也沒有正確地認識基督的神性
一旦大公教會確立了基督的神性以後，
絕大多數的異端都是藉由妥協基督的人性、
給基督的人性打折扣，來確保基督完整真實的神性
給基督的人性打折扣，來確保基督完整真實的神性。






聶斯多留自己並未教導聶斯多留派異端，
為了避免使永恆的聖子成為一個女人的兒子，
就把基督分割成兩個位格
猶提乾主義強調神性的強大、人性的卑微，
聲稱基督的人性被神性吞噬了

人性變質說的異端不能接受聖子的位格當中
有任何受造的成分，就聲稱
基督在人性上從被造者變成永恆自存者，
因此按人性說祂不是受造的

基督論的異端有很多，有一些錯誤非常明顯，例如：
 否認聖子的永恆自存、或者是否認聖子人性受造
 亞坡里拿流承認基督有人性、承認基督有身體、
有靈魂、有人的情感、有人的本能；
只是他說沒有人的意念、或者是理性靈魂
這種錯誤其實不那麼明顯，
是許多 甚至絕大多數的基督徒會犯的錯誤
是許多、甚至絕大多數的基督徒會犯的錯誤。
根據迦克墩信經的正統，基督按人性說：
 的確擁有理性的靈魂，有兩個意念、兩個意志
的確擁有理性的靈魂 有兩個意念 兩個意志
 有一種理論主張基督只有一個意念、或一個意志，
就是神的意念或意志，
就是神的意念或意志
這種理論叫做「基督一志論」monothelitism ，
在第七世紀的大公會議上被定為異端

這許許多多的異端，
背後都有 種嚴重的柏拉圖式的二元論
背後都有一種嚴重的柏拉圖式的二元論，
其實屬於同一類的異端：
為了強調基督真的是神，
以至於不願意在實質的意義上
承認聖子成為與我們本質相同的人，
在精神上有軟弱、在身體上會朽壞、是女人的兒子，
智慧 身量都有限 需要成長學習
智慧、身量都有限，需要成長學習。
我們剛才提到的異端變成異端，
或多或少都有 些偶然的因素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可以說是出於不謹慎因而落入異端。
亞坡里拿流主義是這類異端當中的典型
亞坡里拿流主義是這類異端當中的典型，
但似乎這個異端跟一些還稱不上異端的偏差，
主要的差別是程度上的差別，
而不是本質上的差別。

迦克墩信經所駁斥的幾乎都是這一類的異端，
其中用以駁斥聶斯多留主義的那 段
其中用以駁斥聶斯多留主義的那一段…
迦克墩信經稱馬利亞為「上帝之母」，
這個稱謂是為了強調
基督是一個位格、乃是聖子的位格。
聶斯多留反對上帝之母的稱謂 說 馬利亞
聶斯多留反對上帝之母的稱謂，說：馬利亞
只是基督的母親、卻不是聖子的母親。
這樣子的說法其實反映了一種思維 –
就是把聖子與基督割裂成兩個位格，
基督是馬利亞的兒子、聖子是聖父的兒子，
基督是馬利亞的兒子、聖子卻沒有成為馬利亞的兒子，
基督跟聖子被分裂成兩個位格
基督跟聖子被分裂成兩個位格。
這也是一種我所謂的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
雖然在歷史上 亞坡里拿流從來沒有影響到聶斯多留
雖然在歷史上，亞坡里拿流從來沒有影響到聶斯多留，
但是這類的異端背後的思維是同出一轍的。

其實造成天主教馬利亞敬禮這種謬誤的，
並不是上帝之母這套基督論，
並不是上帝之母這套基督論
反而是聶斯多留派
那種反對上帝之母稱謂的時候，
所帶著異端的思維、也就是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
 就是怕把聖子的地位貶低了，
害怕承認聖子成為一個女人的兒子
 他們總是想要把聖子講成遠在天邊，
他們總是想要把聖子講成遠在天邊
越遙遠、越超越，他們才會越安心
問題是：假如基督如此地遙不可及，
問題是：假如基督如此地遙不可及
凡事與我們不一樣、與我們本質不同，
祂怎麼來作神與
祂怎麼來作神與人之間的中保、橋樑呢？
間的中保 橋樑 ？
所以這類異端的深層思維結構，
在基督與我們中間畫下了一道巨大的鴻溝，
使人覺得我們跟基督中間還要有一位中保。

聶斯多留派切割聖子與基督，
不願承認聖子成為馬利亞的兒子，
不願承認聖子成為馬利亞的兒子
 這就好像後來許多人不願意使用
「聖子之死 的用語
「聖子之死」的用語
 背後的深層思維、思維的深層結構，
是想要藉由否認基督完整真實的人性
是想要藉由否認基督完整真實的人性、
作為人的經歷，來確保基督真實完整的神性
這種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會把基督變得遙不可及 –
 變得跟我們本質不同，凡事跟我們不一樣
 這些異端真的極盡所能地想要把基督變得跟我們不
這些異端真的極盡所能地想要把基督變得跟我們不一樣
樣
許多人指控迦克墩信經裡上帝之母這個稱謂，
造成了後來中世紀天主教的
馬利亞敬禮、向馬利亞禱告的這些傳統，
也就是將馬利亞神性化 實質上不只是敬禮
也就是將馬利亞神性化，實質上不只是敬禮，
而是在崇拜馬利亞的偶像崇拜。

到了中世紀，雖然這些異端在檯面上都已經被教會駁斥，
但是這種亞坡里拿流式的深層思維結構卻繼續在教會發酵，
但是這種亞坡里拿流式的深層思維結構卻繼續在教會發酵
教會的信徒想出越來越多的方式，把基督講得遙不可及，
最後教會就終於發明了一個教義，
叫做中保馬利亞 Mediatrix，
 這是天主教的教義，聖經根本沒有這個教導
 發明出中保馬利亞這個教義的這些人，
是那種不願意承認馬利亞是上帝之母的思維
是那種不願意承認馬利亞是上帝之母的思維，
不願意承認聖子成為一個女人的兒子，
馬利
子 我們 間
只好找馬利亞來當聖子與我們中間的中保，
所以馬利亞中保的教義就產生了
這是非常錯繆的教義，
這是非常錯繆的教義
而馬利亞既成為基督與信徒中間的中保，
信徒就漸漸把馬利亞給神格化，
然後馬利亞敬禮的傳統就越來越盛行！

到後來，連馬利亞都變得遙不可及，天主教開始相信 –
 馬利亞是沒有原罪的，
馬利亞是沒有原罪的
所以跟我們完全也不一樣
 並不是馬利亞這個人無原罪，
而是她在懷胎的時候並沒有原罪，
把馬利亞想得聖潔到 個地步 也被神格化了
把馬利亞想得聖潔到一個地步、也被神格化了
怎麼辦？也如此遙不可及，信徒就開始把初代教會
就有的一種壞習慣給發揚光大，就是向聖徒祈禱，
他們會說自己不是在向聖徒祈禱，
而是請在天上的聖徒替我們向基督轉達我們的禱告
而是請在天上的聖徒替我們向基督轉達我們的禱告。
再後來，連天上的聖徒都太過遙遠、太過聖潔，
以至於十九世紀的天主教終於把 宗座無誤論」
以至於十九世紀的天主教終於把「宗座無誤論」
這個流行已久的觀點，變成天主教官方的教理，
使得教宗順理成章地變成基督在地上的代言人
使得教宗順理成章地變成基督在地上的代言人，
變成教會與基督中間的一個中保性的人物。

為了能夠更深刻地洞悉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
我想跟各位剖析亞坡里拿流主義的謬誤…
我想跟各位剖析亞坡里拿流主義的謬誤
亞坡里拿流的理論是一種「原基督一志論」，
主張基督的人性當中沒有理性的靈魂。
在希臘的語境當中，靈魂通常分成三個部分 –
理性 情感 本能
理性、情感、本能，
 後二者往往被歸於肉體的範疇
 靈魂跟身體有區別，
但是也並不一定絕對二分
總而言之，亞坡里拿流主義基督的人性當中
 有受造的身體、也有受造的低等靈魂，
就是情感、本能的部分
 但沒有理性的靈魂、也就是思想、意志
認為受造的意念 也就是理性的靈魂
認為受造的意念，也就是理性的靈魂，
乃是罪的溫床、必然是有罪的。

今天華人福音派教會當然不會接受這些天主教的傳統，
但華人文化有許多地方跟柏拉圖主義非常相似 – 認為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把身體看成臭皮囊，
因此也有很嚴重的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
生怕承認聖子與我們本質相同、凡事與我們一樣。
結果呢？雖然沒有把馬利亞、聖徒找來當中保，
結果呢？雖然沒有把馬利亞
聖徒找來當中保
就直接在地上設立了基督代言人的職位。
近年來發現亞洲出現越來越多這種
基督代言人形象的教會領袖，
這些領袖就以基督的代言人自居 為所欲為！
這些領袖就以基督的代言人自居，為所欲為！
在基督論上承認「基督的臨在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每 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對基督負責，因為基督是臨在的基督
 在教會裡沒有一個人的權柄可以絕對化，
在教會裡沒有 個人的權柄可 絕對化
因為獨有基督是教會的頭！

為了確保基督是完全的神、不受罪的玷汙，
亞坡里拿流就否認了基督擁有理性的靈魂；
亞坡里拿流就否認了基督擁有理性的靈魂
等於是在說：
基督的人性與我們的人性有本質上的不同。
如此，亞坡里拿流
 否認基督的人性與我們完全一樣
否認基督的人性與我們完全 樣
 否認基督擁有完整、真實的人性
但 來二17 明確教導：基督凡事與我們一樣。
所以亞坡里拿流的理論
AD381 第一次君士坦丁堡會議上，
被定為異端
AD451 迦克墩會議，針對亞坡里拿流主義，
迦克墩會議 針對亞坡里拿流主義
宣告基督的人性擁有理性的靈魂。

總結正統教父對亞坡里拿流主義的四點批評…
一、亞坡里拿流否認基督擁有人類的思想與意志，
 等於剝奪了基督完整的人性以及作為人的經歷，
使得基督無法完全參與在人類的處境當中
 如此基督就無法代表人類站在上帝面前，
而人也無法藉著基督來到神面前敬拜祂
二、亞坡里拿流否認基督有完整的人性，
等於否認了上帝救贖的工作，
等於否認了上帝救贖的工作
 因為基督如果不是與我們本質相同、凡事與我們一樣，
在基督位格裡，就不可能有神性與真實完整人性的聯合，
我們的罪怎麼能夠歸算於基督呢？
 誠然罪滲透我們全人，
我們的理性、思想、意志、情感、身體都是墮落的，
但不可否認 我們的罪都源自我們的意念 理性 意志
但不可否認：我們的罪都源自我們的意念、理性、意志，
也就是所謂的理性的靈魂

三、基督如果沒有受造的意念，就沒有辦法承擔人的罪，
人的罪都是源於意念
人的罪都是源於意念，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生的果效是由 發出
基督如果沒有受造的意念，那麼出於我們
意念的一切罪歸於基督的時候，是歸於祂的什麼？
這是亞坡里拿流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後果是…
 當敬拜上帝時，只能用情感、本能去敬拜
 沒有辦法在心靈、真理當中敬拜神，
因為我們心思意念的罪沒有解決
因為我們心思意念的罪沒有解決，
持續攔阻我們用心靈跟真理來到上帝的面前
四、亞坡里拿流否認基督凡事與我們一樣，
四
亞坡里拿流否認基督凡事與我們 樣
等於否認了基督祭司的職分，使得我們
無 與基督 同向神獻 敬拜
無法與基督一同向神獻上敬拜…
來二17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要在神的事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

書六五2b 他們隨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

假如基督沒有受造之人的意念
假如基督沒有受造之人的意念，
 源自我們意念的罪怎麼能夠算是祂所犯的罪呢？
 祂所行出來完美的義，也不是人性上的義，
祂所行出來完美的義 也不是人性上的義
這個義怎麼能夠算為我們的義呢？
保羅教導我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保羅教導我們
當以基督耶穌的 為
緊接著馬上提到 基督道成肉身作為中保的工作。
 作為受造的人、墮落的人，
沒有辦法在心思意念上直接與造物主的心聯合，
必須要聯於基督中保的意念，才能夠有分於造物主的心
 基督如果沒有跟我們一樣地
受造者的理性的心思 只有造物主的心思
受造者的理性的心思、只有造物主的心思，
我們就仍然沒有辦法與基督聯合，
怎麼能夠以基督的心為心呢？
怎麼能夠將我們的敬拜在祂裡面獻給神呢？

基督如果沒有人的心思、怎麼能夠敬拜神呢？
造物主能敬拜造物主嗎？非受造者能夠成為敬拜者嗎？
難道基督的位格次於聖父的位格嗎？
這個就變成古代「次子論 的異端了
這個就變成古代「次子論」的異端了。
亞坡里拿流主義這許許多多
救贖論上所帶來的不可解決的難題，
救贖論上所帶來的不可解決的難題
最後有一個結果：
 切斷了神與人中間唯一的橋樑、中保耶穌基督
 使得我們沒有辦法來到基督、三位一體的上帝
面前獻上敬拜，而敬拜乃是至關重要的
我的恩師巴刻博士有一句名言：
神學的目的就是敬拜。」
「神學的目的就是敬拜。」
如果一套神學沒有辦法引導人在靈與真理當中敬拜神，
這套神學 定是假神學；
這套神學一定是假神學；
所以初代教會毫不猶豫地把亞坡里拿流主義定為異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