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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經的語言不帶感情，
但是優點是條理分明、用字嚴謹。
 幾乎信經的每一個條文，都是整理全本聖經的基要真理
 而且每一條信經，都是針對異端所犯的每一個錯誤
所以我們在使用這些信經的時候要心存感恩，
這是以前的神學家，他們腦力激蕩、
審慎地歸納出聖經的基要真理 而傳給我們的寶貝遺產
審慎地歸納出聖經的基要真理，而傳給我們的寶貝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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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三個核心信仰：
三位 體 基督論 救恩論 犯錯誤的異端
三位一體、基督論、救恩論，犯錯誤的異端，
初代的教會開了三次大公會議、三次的補助會議，
制定了三個非常重要的信經
制定了三個非常重要的信經：
三位論（Trinty)：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
基督論（Christology）：迦克敦信經 (Chalecdonian Creed )
救恩論（Soteriolgy）：以弗所信經（Ephesian Creed）
這三個信經的主要內涵，就是三個核心的教義，也就是三面照妖鏡。

異端讀聖經通常會犯的錯誤是斷章取義、以偏蓋全，
他們用少數一兩節模糊的經文，要來支撐重要的教義。
但是正統教會讀經的方式是全面性、整體性、系統性的讀經，
我們是用整本聖經的經文來對付一兩節比較模糊的經文。
異端讀聖經的時候，他們會犯的另外的錯誤，
受到不好哲學的前提左右，
用理智來取代聖經的權威，
智來 代
權威
讀經的時候喜歡鑽牛角尖，所以就讀不通。

異端跟我們一樣，都是讀同一本聖經，卻讀出不同的結果，
這使得正統教會的領袖很詫異，他們警覺到，
好像單憑這本聖經還不夠，還是無法解決問題。
原本聖經的記載，是用日常生活的語言，敘述的是活生生的事蹟、
聖經人物跟你我一樣都是有感情的人，他們都有喜怒哀樂，
所以我們讀聖經其實是很容易讀的，是很容易吸收的。
但是因為後來異端的出現，他們也讀聖經，而且他們讀得比我們還要認真，
所以大公教會發現有必要將聖經用另外 種語言來表達
所以大公教會發現有必要將聖經用另外一種語言來表達－
用邏輯的語言，整理出系統的條文，那就是〈信經〉：
把聖經用比較條文、邏輯的語言整理出來的信經，主要是護教性。
 我們靈修的時候，早上晨更的時候，不會拿信經來晨更，
你跟人家傳福音的時候也不會拿信經
 信經主要是給教會領袖用的，是用來對付異端，是護教性的，
信經主要是給教會領袖用的 是用來對付異端 是護教性的
它的適用性是很窄的，但是效能很高

今天普世的三個基督教團體，
包括羅馬天主教、東正教、抗議宗或者叫做更正教，
都接受這三個信經，所以這三個基督教團體都算是
正統教會，都算是主流教會。
如果任何一個基督教團體
不接受三個核心教義的信經 我們就可以判定它是異端
不接受三個核心教義的信經，我們就可以判定它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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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進入三個核心教義之前，我想要來談一下〈使徒信經〉。
使徒信經就是三個核心信經之前，大公教會所使用的使徒信經。
很多教會在主日崇拜的時候，
信徒會宣讀使徒信經，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二、「陰間」的定義，我們怎樣定義陰間？先來看聖經怎樣談論陰間。
聖經談論陰間的經文不多，但是我發現有一篇詩篇提了好多次…
聖經談論陰間的經文不多，但是我發現有一篇詩篇提了好多次
詩八八3 因為我心裡滿了患難；我的性命臨近陰間。
5-6 我被丟在死人中，好像被殺的人躺在墳墓裡。
他們是你不再記念的，與你隔絕了。
你把我放在極深的坑裡，在黑暗地方，在深處。
11 12 豈能在墳墓裡述說你的慈愛嗎？
11-12
豈能在滅亡中述說你的信實嗎？
你的奇事豈能在幽暗裡被知道嗎？
你的公義豈能在忘記之地被知道嗎？

使徒信經最近有一個條文頗引起爭議，我今天就一併處理，
這一條信經就是「基督下到陰間」。
有 多神學家 包括
有好多神學家，包括西方的神學家、華人、臺灣的教會，
神學家 華
臺灣 教會
在香港教會也發現有人對這個條文有反彈，
我覺得好像有 點嚴重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嚴重，
今天就一併處理「基督下到陰間」的問題。
這個條文主要是有兩個爭議：
一、「下到陰間」，「下」有一點空間的概念，
上跟下，天堂在上面，陰間在下面，
其實英文是沒有「下到 的那個概念
其實英文是沒有「下到」的那個概念，
英文是 He went to the hell，去到陰間。

詩人用了幾個特殊的名詞來形容陰間，
譬如：墳墓、極深的坑、地底下、黑暗，
還有抽象的形容：與神隔絕，不被記念。
基督下到陰間究竟有沒有聖經的依據？
如果有聖經的依據，我們就不應該排斥它，就不應該刪除這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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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處經文證據是 徒二27，
使徒引用 詩十六 大衛的詩篇：
大衛的詩篇：「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
使徒把這一節詩篇應用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應用在耶穌的復活上，
耶穌的靈魂沒有被撇在陰間，也就是說耶穌復活之前，祂曾經在陰間。
第三處經文，羅十6~7 惟有出於信心的義如此說：
你不要心裡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下基督來；
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裡上來。
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裡上來
這裡講到耶穌復活是從陰間上來。
第四處經文，弗四8~10 所以經上說 (引用詩篇六八)：
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嗎？那降下的，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這裡還是在講陰間的觀念
這裡還是在講陰間的觀念。
第五處經文，啟一18 這個是耶穌基督的自我宣告：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
現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遠遠；
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我個人覺得，基督下到陰間的聖經證據非常的雄厚，非常多經文證據，
我們來看這幾處經文：首先最直接的經文證據是
太十二40，這是耶穌說的：
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
「地裡頭」英文是 In the heart of earth，在地的核心，地的中心。
這是引用舊約先知約拿的經歷，不妨回頭去看
拿二1-6 約拿在魚腹中禱告耶和華—他的神，說：
我遭遇患難求告耶和華，你就應允我；
從陰間的深處呼求，你就俯聽我的聲音。
你將我投下深淵，就是海的深處；
大水環繞我，你的波浪洪濤都漫過我身。
我說：我從你眼前雖被驅逐，我仍要仰望你的聖殿。
諸水環繞我，幾乎淹沒我；深淵圍住我；海草纏繞我的頭。
我下到山根，地的門將我永遠關住。
耶和華―我的神啊，你卻將我的性命從坑中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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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會問這個問題：耶穌基督對那位願意相信祂的強盜說：
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耶穌不是死了以後三日三夜才復活嗎？
「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耶穌不是死了以後三日三夜才復活嗎？
「今日」跟「三日三夜」怎麼協調呢？這個又是吊詭的現象。

所以，既然有這麼多的經文證據，
所以基督下到陰間是絕對站得住的。
我想陰間的概念、陰間的重點，倒也不是在空間，
而是耶穌基督祂工作的成全，
耶穌基督祂不只是死了、葬了，
下到陰間就是把耶穌的死亡講得更徹底。

或許可以這樣的解釋：基督在十字架上斷氣以後，耶穌基督死了，
或許可以這樣的解釋
基督在十字架上斷氣以後 耶穌基督死了
祂就脫離了地上人性的那個軀殼，祂已經超越時空的限制；
或者說耶穌基督祂人性的肉身、靈魂死了，回復到道成肉身以前的神性，
那個無所不在的屬性 所以耶穌基督祂可以同時在陰間 又可以同時在樂園
那個無所不在的屬性，所以耶穌基督祂可以同時在陰間，又可以同時在樂園；
所以「今日你要與我同在樂園」，跟耶穌祂「三日三夜在地裡頭」是沒有衝突的。

西方有一些福音派的神學家對基督下到陰間是有意見的，
但是宗教改革的領袖，包括馬丁路德跟加爾文，
都支持基督下到陰間的條文。
都支持基督下到陰間的條文
 加爾文是比較傾向用比喻的方式，
不是字 的解釋
不是字面的解釋，而是形容的用法，這是在講
是形容的
這是在講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經歷的無法形容的巨大痛苦
 馬丁路德也大概類似，
基督 到陰間是在講
基督下到陰間是在講耶穌基督與神隔絕的狀態
基督與神隔絕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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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或是歐洲、意大利的小說家、《但丁神曲》 ，都有講到地獄的慘狀，
都習慣把地獄想成是那種陰森恐怖的地府，是充滿各種苛罰的刑場。
我們暫且不論這樣的思想有沒有聖經依據，
當我們每一次宣認使徒信經「基督下到陰間」這一句話的時候，
不應該把它跟中世紀對陰間的瞭解連在一起，
而是應該從「信仰」或者是從「神學」的角度，來體會基督下到陰間。

十六世紀的時候德國有一個教理問答，就是他們的基要信仰，
教導 般的信徒怎樣認識基要信仰，叫做〈海德堡教理問答〉，
教導一般的信徒怎樣認識基要信仰，叫做〈海德堡教理問答〉，
第 44 條
問題：為什麼使徒信經要加上基督下到陰間
解答：為了使我（每個信徒）
在最大的試探中可以確信我的主基督
藉著衪不可言表的慘痛 苦楚和恐怖
藉著衪不可言表的慘痛、苦楚和恐怖，
就是衪的靈魂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
經救贖我脫離地獄的慘痛和苦難
已經救贖我脫離地獄的慘痛和苦難。
聖經有時候用具體的圖畫式語言來傳達信息，
這個跟希伯來人的思想模式當然是有關係的。
圖畫式的語言描繪地獄或者是陰間，
在各個文化都有廣大的支持者，
所以有時候我們用比較抽象存在主義式的解釋，
就可以阻止把信仰物質化的危險。

馬丁路德所採用的比較是抽象的、存在主義式的解釋，他把「基督下到陰間」，
馬丁路德所採用的比較是抽象的、存在主義式的解釋，他把「基督下到陰間
，
跟「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後的呼喊」連起來，「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也就是說，耶穌基督不單是下到陰間，祂更是為我們忍受
「最重的刑罰」—被上帝遺棄，祂與神隔絕，
這個是基督下到陰間的深刻意義－與神隔絕、被神遺棄。
加爾文也是抱持相同的立場 基督下到陰間
加爾文也是抱持相同的立場，基督下到陰間，
是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上帝離棄的巨大痛苦」。

最後用近代的三位神學家或者是文學家 來解釋陰間的狀態
最後用近代的三位神學家或者是文學家，來解釋陰間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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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中國的神學家楊牧谷先生，他有一本書，
就是《使徒信經新釋》，裡面有提到基督下到陰間這句話的解釋：
「基督下到陰間」這句話解答了一個問題，
 基督在死了與復活之間的三天、究竟到哪裡去了？
 基督下到陰間，對人生各種生老病死的恐懼提出了保證，
基督已為我們走過黑暗的死蔭幽谷，衪已得勝陰間的權勢，我們毋需再害怕
我覺得這個是很受安慰 很受鼓舞的信息
我覺得這個是很受安慰、很受鼓舞的信息，
就是「基督下到陰間」 ，這一條是有很深的意義，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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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位是英國國寶級的文學家魯益師 CS Lewis，
納尼亞傳奇的作者。
納尼亞傳奇的作者
魯益師有一本書叫做《夢幻巴士 The Great Divorce》，
」
Great Divorce 翻成比較靠近聖經的話就是「大深淵」，
就是 路十六 財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裡面，
亞伯拉罕說的「你我之間隔的深淵」。
這本書裡面有描述地獄 那是 種另類的表達
這本書裡面有描述地獄，那是一種另類的表達…
地獄就是一種心理狀態：
每
個不幸的人死了以後到地獄裡，
每一個不幸的人死了以後到地獄裡，
如果任憑把自我關進心裡的地牢中，最後就是地獄；
地獄的門是從裡面反鎖的，是人自願將自己反鎖在地獄裡。
 地獄並不全然是一個地方、空間，
上帝無所不在，有那一個空間是上帝不在的呢？
還不如用比較抽象的概念 有神同在就是天堂
還不如用比較抽象的概念—有神同在就是天堂，
沒有神同在、沒有憐憫心，就算是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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