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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公會議制定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當中，
沒有明言「基督在 性上與我們本質相同
沒有明言「基督在人性上與我們本質相同」，
但是在當時教會的崇拜版本、信經當中，
通常會加入「本質相同
通常會加入「本質相同」一詞，
詞
強調基督在祂人性上凡事與我們一樣，
是在迦克墩會議之前就有的，
而且也非常明顯就是尼西亞正統的立場，
也成為後來區利羅神學的基本原則之
也成為後來區利羅神學的基本原則之一，
雖然沒有被寫進信經，但是已經被認定是正統的立場–
是基督 事與我們 樣 與我們本質相同
也就是基督凡事與我們一樣、與我們本質相同。
區利羅強調基督在人性上與我們本質相同，
 祂擁有受造的理性也擁有身體、
祂擁有受造的理性也擁有身體
凡事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
 而這同一位基督，完全是真神、又是完全是真人，
因此在祂裡面就有一個雙向的行動…

上個世紀有一位重量級的學者，
在反駁當代教會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的時候，
訴諸了另外一個教父– 區利羅的著作。
區利羅生於第四世紀末，在第五世紀前半葉
出任亞歷山大的宗主教長達三十年，
發表神學論述的年代介於
第
第二、第四次大公會議之間。
第 次
會議 間
曾經主導以弗所會議把聶斯多留定為異端，
 他確定了基督是一個位格、乃是聖子的位格
他確定了基督是 個位格 乃是聖子的位格
 而且堅定地告訴我們必須承認
馬利亞的確是聖子的母親，
因為聖子與基督不是二位、乃是一位
雖然他在迦克墩會議召開之前幾年就已經安息主懷
雖然他在迦克墩會議召開之前幾年就已經安息主懷，
可是他一些思想、教導，成為迦克墩正統的先驅。

區利羅很喜歡講基督裡的雙向行動：
從神的那 方來到 的這 方
從神的那一方來到人的這一方、
又從人的這一方去到神的那一方，
在基督教的文學 藝術 神學上面
在基督教的文學、藝術、神學上面，
有非常豐富的表述。
基督成為人就是為了要把人的敬拜帶到上帝那裡去
基督成為人就是為了要把人的敬拜帶到上帝那裡去，
基督成為人將自己獻上為祭，目的是要
讓在祂裡面的人與祂一同，把自己也獻上為祭。
在區利羅的著作中，經常引用亞他拿修的三一神論公式：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我們藉由祂與祂 同在聖靈裡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藉由祂與祂一同在聖靈裡，
來到父神與聖子自己那裡。」
注意，這裡講的在聖靈裡，
同時是指我們以及父與子，
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這是很有意思的
件事情 –
我們在聖靈裡、父與子也在聖靈裡。

根據正統教父對於聖經的理解，
聖靈這個位格 是聖父與聖子相通的 愛索的位格
聖靈這個位格，是聖父與聖子相通的、愛索的位格。
希臘文有一個字 perichoresis，講的就是 –
 聖父、聖子、聖靈的彼此內住與相通
 聖靈為慈繩愛索，把聖父、聖子綁在一起
這個當然是用擬人法，
來表達一個我們沒辦法想像的事實。
這是一種非常美的形容，
這是
種非常美的形容，
在聖經當中多處的經文都是講
我們在基督裡 有時講基督在我們裡面…
我們在基督裡，有時講基督在我們裡面…
 保羅：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約翰福音：耶穌告訴門徒說：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
表達的是我們與基督的聯合。

聖子在祂受造者的意念、理性靈魂當中，獻上對父神的敬拜，
信徒在聖靈中與基督聯合 就與基督 同向神獻上敬拜
信徒在聖靈中與基督聯合，就與基督一同向神獻上敬拜。
「與基督聯合」是整本聖經裡可能最核心的一個真理，
 我們是因信稱義、因信得生、因信成為神的兒女，
信心的作用就是聖靈在我們裡面生發信心
 使我們能夠因信與基督聯合，
凡是祂的、都成為我們的，
凡是我們的 都成為祂的
凡是我們的、都成為祂的
祂所經歷的我們與祂一同經歷，我們與祂聯合的時候，
保羅說：我們與祂同死同復活，因為祂是神的兒子，
保羅說 我們與祂同死同復活 因為祂是神的兒子
我們也在祂裡面得著神兒女的名分。
因為祂有完美的義 祂愛神 愛人 是這樣子的完
因為祂有完美的義、祂愛神、愛人，是這樣子的完全，
我們在祂裡面，祂的義就成為我們的義，
我們的罪也因著與祂的聯合成為祂的罪，
於是就為我們的罪被釘死…

有一節經文比較特殊，講的是在聖靈裡…
耶穌跟撒瑪利亞婦 談道的時候
耶穌跟撒瑪利亞婦人談道的時候，
 合和本 – 心靈和誠實
 原文 – 在聖靈及真理裡，來敬拜父神
在聖靈及真理裡 來敬拜父神
所以我們對父神的敬拜，是在聖靈裡的敬拜，
是聖靈使得我們能夠與基督聯合，
是聖靈這個愛索將我們與基督連在一起，
而使我們在基督裡能夠聯於父與子
而使我們在基督裡能夠聯於父與子。
在這樣子的三一神論的基礎上面，區利羅就堅持：
 基督乃是按祂的人性敬拜神
 倘若基督是按祂的神性敬拜神，
就會引申出一個意思
就會引申出
個意思 –
聖子的位格低於聖父的位格，
以至於聖子需要敬拜聖父
這是三一神論上非常嚴重的異端！

區利羅在這裡就講到：
我們的敬拜也是與基督在意念上的聯合 向神獻上敬拜
我們的敬拜也是與基督在意念上的聯合，向神獻上敬拜。
希伯來書作者告訴我們：基督不只是聖殿、
不只是受敬拜的 悅納我們的祭的聖子
不只是受敬拜的、悅納我們的祭的聖子，
不只是那挽回祭、自己也是那獻祭者，
是祂向神獻上敬拜；
我們既在聖靈中與祂聯合，
就與祂一同向神獻上敬拜。
就與祂 同向神獻上敬拜
這種敬拜不光是外在的行動，
 是在心思意念
是在心思意念、理性、情感上，
理性 情感上，
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而在意念上就必須與基督聯合，
而在意念上就必須與基督聯合
區利羅把這個稱為「意念上的聯合」
在這裡區利羅用保羅的一句話，來解釋這個概念：
你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

基督徒的敬拜，是在基督受造人性的意念當中，
與這個意念聯合 因此與祂 同把自己獻上為祭
與這個意念聯合，因此與祂一同把自己獻上為祭，
唯有在這個意念上的聯合的基礎上面，才能夠說：
「是基督把我們在心靈與真理中的敬拜帶到神的面前。」
「是基督把我們在心靈與真理中的敬拜帶到神的面前。
而這意念上的聯合本身的前提，是聖靈住進我們裡面，
使我們的心與基督的心能夠被綁在 起 能夠聯合
使我們的心與基督的心能夠被綁在一起、能夠聯合。
區利羅特別強調亞他拿修的那個公式，就是「在聖靈裡」，
 聖靈在永恆中由父與子發出
 現今又由父與子差遣，就住進我們裡面澆灌下來，
恆常地在我們裡面 成為我們與基督中間合 的愛索
恆常地在我們裡面，成為我們與基督中間合一的愛索。
如此我們就靠著聖靈在基督裡，
藉著基督與基督 同，在理性 意志
藉著基督與基督一同，在理性、意志、
情感、意念上，認識神、敬拜神。
而唯有當我們如此 以基督的心為心」的時候
而唯有當我們如此「以基督的心為心」的時候，
才有可能真正在聖靈與真理當中，獻上我們的敬拜。

保羅那段經文是在講基督的虛己、為我們犧牲、
為我們捨己 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捨己、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的死就是祂獻祭的核心
 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將自己當作挽回祭獻上，
我們所獻的祭也應當是同樣的祭
馬丁路德「兩種義」，也講到我們與基督的聯合，
馬丁路德「兩種義
也講到我們與基督的聯合
 基督的義在我們身上、使我們被神稱為義，
這種使我們成為義的義，叫做第一種義
 還有第二種義，基督的義在我們身上，
我們要把它實行出來 馬丁路德稱做 實行的義」
我們要把它實行出來，馬丁路德稱做「實行的義」
當我們把這個義行出來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我們會效法基督虛己的樣式，這種義
不是拿起石頭打死犯罪的鄰舍的那種義，
而是為犯罪的鄰舍走上各各他
而是為犯罪的鄰舍走上各各他、
將自己獻上為祭的那種義。

亞坡里拿流的神學沒有辦法
引導 在 靈 或聖靈與真理中敬拜神
引導人在心靈、或聖靈與真理中敬拜神，
因為亞坡里拿流
 否認了基督與我們凡事一樣
否認了基督與我們凡事 樣
 否認了基督擁有受造的人的理性靈魂、心思意念
針對亞坡里拿流，區利羅沒有多作著墨，
針對亞坡里拿流
區利羅沒有多作著墨
反而提供了一套更能幫助我們思想、
在基督裡敬拜的這樣一套基督論。
發展到宗教改革時，深深啟發了馬丁路德，
有一篇很有名的講章「兩種義 ，
有一篇很有名的講章「兩種義」，
也引用了保羅那句話 –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不以與神同等的，反倒虛己。
馬丁路德並沒有在敬拜學或崇拜學的框架下討論這段經文
馬丁路德並沒有在敬拜學或崇拜學的框架下討論這段經文，
但是馬丁路德的論述跟區利羅是相輔相成的。

雖然亞坡里拿流主義早在第五世紀就被定為異端，
但卻好像 個不散的陰魂
但卻好像一個不散的陰魂，一直攪擾歷代教會。
直攪擾歷代教會
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指的是為了高舉基督神性，
因而妥協基督完整人性的神學傾向，這包括：
 否認基督的人性與我們本質相同
 否認基督人性受造，否認基督有理性的靈魂
 過度強調基督神性，卻低調處理基督人性的普遍傾向，
這種思維在教會當中 直存在
這種思維在教會當中一直存在
譬如基督教的藝術在第二世紀之前，幾乎沒有十字架的記號，
因為對羅馬帝國統治底下基督徒而言
因為對羅馬帝國統治底下基督徒而言，
知道十字架是最血腥、最羞辱的記號，
 不敢把這個記號用在神兒子的身上
不敢 這
號 在神兒子的身
 不敢用視覺藝術來將十字架與聖子聯繫在一起
在文字上他們可以討論基督釘十字架；
用畫的、他們不敢，不敢畫十字架。

使徒彼得也曾經一度有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
太十六 他認信了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以後，
他認信了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以後
耶穌就開始講論自己將要受死，
彼得把耶穌拉到 旁責備說
彼得把耶穌拉到一旁責備說：
「主啊，萬不可如此！你是神，
你怎麼可以死？你這個教導不是異端嗎？」
結果耶穌斥責了彼得：「撒但，退我後邊去吧！ 」
到了中世紀，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
就造成了「基督一志論」這種異端，
產生了對馬利亞禱告、敬禮的傳統。
 這個傳統缺乏對基督人性的強調，
以至於所論述的基督總是那麼超越而遙遠，
與我們如此的不同 讓我們無法接近
與我們如此的不同，讓我們無法接近，
因為我們本質不同，凡事與我們不同
 中世紀天主教才提出我們跟基督之間還需要有一個中保，
中世紀天主教才提出我們跟基督之間還需要有 個中保
中保馬利亞傳統就產生了，人們就開始向馬利亞敬禮

近代許多的傳統跟教導也反映出各種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
當我們輕忽基督完整而真實 與我們本質相同的人性時
當我們輕忽基督完整而真實、與我們本質相同的人性時，
往往也會忘記我們對上帝的崇拜，
 需要聯於基督人性中，受造者的理性、情感、意念
需要聯於基督人性中 受造者的理性、情感、意念
 很容易忘記我們敬拜上帝是需要一位中保的
宗教改革的時候，加爾文在日內瓦每天主持聖餐，
宗教改革的時候
加爾文在日內瓦每天主持聖餐
教導信徒如果沒有辦法每天守聖餐，
至少要在每週主日崇拜的時候領聖餐，
因為聖餐是我們聯於基督中保的記號與印證。
在中世紀，天主教徒是不可以領聖餐的，
每年只能領一次，只能領餅、不能領杯；
常常領聖餐的只有全職的神職人員，彼此餵餅、餵杯，
 信徒無分於聖餐，神職人員成了信徒與基督間的中保
 加爾文為了反對這種傾向，
加爾文為了反對這種傾向
強調我們需要每週、如果不是每天來領聖餐

我們可以自問：作為基督徒聽到了上帝之母這個稱謂時，
反應是什麼？我想大概會有兩種想法…
反應是什麼？我想大概會有兩種想法
一、反應聽到上帝之母 – 聖母娘娘？
就把民間宗教的迷信、跟迦克墩的稱謂聯繫在一起，
覺得非常不妥：會把神給人格化、把馬利亞給神格化
二、大概會想聖子上帝是永恆自存的，
二
大概會想聖子上帝是永恆自存的，
怎麼可以說祂有媽媽呢？
其實這種想法恰恰就是亞坡里拿流主義思維，
就是極盡所能地使聖子與人性脫鉤，
 不願意承認聖子因著道成肉身而有了母親
 不願意面對馬太筆下耶穌族譜上
誰從什麼氏生誰」的 式
「誰從什麼氏生誰」的公式
迦克墩信經宣告馬利亞是上帝之母，就是要杜絕這種異端，
要告訴我們 永恆的聖子 真的成為女人的兒子
要告訴我們：永恆的聖子、真的成為女人的兒子，
馬利亞因此真的成了聖子的母親。

宗教改革的時候，路德跟加爾文都是極其看重聖餐的，
因為我們需要 位臨在的中保 凡事與我們 樣的中保
因為我們需要一位臨在的中保、凡事與我們一樣的中保。
同樣地，話語與聖禮、講道與崇拜，
在許多比較保守的福音派教會當中，
在許多比較保守的福音派教會當中
會出現本末倒置的傾向，原因之一也是
亞坡里拿流主義思維的影響。
亞坡里拿流主義思維的影響
區利羅強調：基督必須有受造的理性、
我們的意念才能聯於基督的意念，
我們的意念才能聯於基督的意念
我們才能夠在靈與真理當中敬拜神。
換句話說：強調我們聯於基督理性的意念，
就等於強調神學的目的是敬拜神。
 可是當代許多保守的福音派華人教會容易本末倒置 –
會變成敬拜的目的是神學
 當我們忽略基督受造理性在崇拜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時，
當我們忽略基督受造理性在崇拜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時
也很容易忘記我們敬拜是在靈與真理當中敬拜神

我們的敬拜讚美，常常跟神學、真理、
對神的認識脫節了 重視的只有感覺
對神的認識脫節了，重視的只有感覺；
唱的詩歌卻完全不用理性去思想，
怎麼會這麼不合聖經呢？
經常有一個現象就是當我們的講台
越是把基督講得遠在天邊、遙不可及、變成超人時，
在敬拜讚美當中，就越用自己的手去揭開至聖所的幔子，
而不是透過基督這條又新又活的路進去
而不是透過基督這條又新又活的路進去。
所以我們看見：這種亞坡里拿流式的思維傾向、
這種深層結構的思維
這種深層結構的思維，
其實對我們今天教會的崇拜、
教會的信仰與生
教會的信仰與生活，
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我們應該要回歸聖經、回歸教會正統對聖經的理解，
我們應該要回歸聖經
回歸教會正統對聖經的理解
來建構一套符合上帝心意的信仰與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