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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公会议制定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当中，
没有明言「基督在人性上与我们本质相同」，
没有明言「基督在人性上与我们本质相同」
但是在当时教会的崇拜版本、信经当中，
通常会加入「本质相同」 词
通常会加入「本质相同」一词，
强调基督在他人性上凡事与我们一样，
是在迦克墩会议之前就有的，
是在迦克墩会议之前就有的
而且也非常明显就是尼西亚正统的立场，
也成为后来区利罗神学的基本原则之 ，
也成为后来区利罗神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虽然没有被写进信经，但是已经被认定是正统的立场–
事
样
质
也就是基督凡事与我们一样、与我们本质相同。
区利罗强调基督在人性上与我们本质相同，
 他拥有受造的理性也拥有身体、
他拥有受造的 性 拥有身体、
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
 而这同一位基督，完全是真神、又是完全是真人，
因此在他里面就有一个双向的行动…

上个世纪有一位重量级的学者，
在反驳当代教会亚坡里拿流式的思维的时候，
诉诸了另外一个教父 – 区利罗的著作。
区利罗生于第四世纪末，在第五世纪前半叶
出任亚历山大的宗主教长达三十年，
发表神学论述的年代介于
第
第二、第四次大公会议之间。
第 次大公会议之间
曾经主导以弗所会议把聂斯多留定为异端，
 他确定了基督是一个位格、乃是圣子的位格
他确定了基督是 个位格 乃是圣子的位格
 而且坚定地告诉我们必须承认
马利亚的确是圣子的母亲，
马利亚的确是圣子的母亲
因为圣子与基督不是二位、乃是一位
虽然他在迦克墩会议召开之前几年就已经安息主怀，
虽然他在迦克墩会议召开之前几年就已经安息主怀
可是他一些思想、教导，成为迦克墩正统的先驱。

区利罗很喜欢讲基督里的双向行动：
从神的那 方来到人的这 方
从神的那一方来到人的这一方、
又从人的这一方去到神的那一方，
在基督教的文学 艺术 神学上面
在基督教的文学、艺术、神学上面，
有非常丰富的表述。
基督成为人就是为了要把人的敬拜带到上帝那里去
基督成为人就是为了要把人的敬拜带到上帝那里去，
基督成为人将自己献上为祭，目的是要
让在他里面的人与他一同 把自己也献上为祭
让在他里面的人与他一同，把自己也献上为祭。
在区利罗的著作中，经常引用亚他拿修的三一神论公式：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藉由他与他一同在圣灵里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藉由他与他一同在圣灵里，
来到父神与圣子自己那里。」
注意 这里讲的在圣灵里
注意，这里讲的在圣灵里，
同时是指我们以及父与子，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这是很有意思的
件事情 –
我们在圣灵里、父与子也在圣灵里。

根据正统教父对于圣经的理解，
圣灵这个位格 是圣父与圣子相通的 爱索的位格
圣灵这个位格，是圣父与圣子相通的、爱索的位格。
希腊文有一个字 perichoresis，讲的就是 –
 圣父、圣子、圣灵的彼此内住与相通
圣父 圣子 圣灵的彼此内住与相通
 圣灵为慈绳爱索，把圣父、圣子绑在一起
这个当然是用拟人法，
这个当然是用拟人法
来表达一个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事实。
这是一种非常美的形容
这是
种非常美的形容，
在圣经当中多处的经文都是讲
我们在基督里，有时讲基督在我们里面…
 保罗：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我
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约翰福音：耶稣告诉门徒说：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表达的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圣子在他受造者的意念、理性灵魂当中，献上对父神的敬拜，
信徒在圣灵中与基督联合 就与基督 同向神献上敬拜
信徒在圣灵中与基督联合，就与基督一同向神献上敬拜。
「与基督联合」是整本圣经里可能最核心的一个真理，
 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因信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是因信称义 因信得生 因信成为神的儿女
信心的作用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发信心
 使我们能够因信与基督联合，
使我们能够因信与基督联合
凡是他的、都成为我们的，
是我们的、都成为他的
凡是我们的、都成为他的
他所经历的我们与他一同经历，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
保罗说：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保罗说 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神儿女的名分。
因为他有完美的义、他爱神、爱人，是这样子的完全，
我们在他里面，他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
我们的罪也因着与他的联合成为他的罪，
于是就为我们的罪被钉死…

有一节经文比较特殊，讲的是在圣灵里…
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时候，
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时候
 合和本 – 心灵和诚实
 原文 – 在圣灵及真理里，来敬拜父神
在圣灵及真理里 来敬拜父神
所以我们对父神的敬拜，是在圣灵里的敬拜，
是圣灵使得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
是圣灵使得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
是圣灵这个爱索将我们与基督连在一起，
而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联于父与子。
在这样子的三一神论的基础上面，区利罗就坚持：
 基督乃是按他的人性敬拜神
 倘若基督是按他的神性敬拜神，
就会引申出一个意思
就会引申出
个意思 –
圣子的位格低于圣父的位格，
以至于圣子需要敬拜圣父
这是三一神论上非常严重的异端！

区利罗在这里就讲到：
我们的敬拜也是与基督在意念上的联合 向神献上敬拜
我们的敬拜也是与基督在意念上的联合，向神献上敬拜。
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基督不只是圣殿、
不只是受敬拜的 悦纳我们的祭的圣子
不只是受敬拜的、悦纳我们的祭的圣子，
不只是那挽回祭、自己也是那献祭者，
是他向神献上敬拜；
我们既在圣灵中与他联合，
就与他一同向神献上敬拜。
就与他 同向神献上敬拜。
这种敬拜不光是外在的行动，
 是在心思意念、理性、情感上，
是在心思意念、理性、情感上
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而在意念上就必须与基督联合，
在意念 就 须与基督联合，
区利罗把这个称为「意念上的联合」
在这里区利罗用保罗的一句话，来解释这个概念：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基督徒的敬拜，是在基督受造人性的意念当中，
与这个意念联合 因此与他 同把自己献上为祭
与这个意念联合，因此与他一同把自己献上为祭，
唯有在这个意念上的联合的基础上面，才能够说：
「是基督把我们在心灵与真理中的敬拜带到神的面前 」
「是基督把我们在心灵与真理中的敬拜带到神的面前。」
而这意念上的联合本身的前提，是圣灵住进我们里面，
使我们的心与基督的心能够被绑在 起 能够联合
使我们的心与基督的心能够被绑在一起、能够联合。
区利罗特别强调亚他拿修的那个公式，就是「在圣灵里」，
 圣灵在永恒中由父与子发出
 现今又由父与子差遣，就住进我们里面浇灌下来，
恒常地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与基督中间合 的爱索。
恒常地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与基督中间合一的爱索。
如此我们就靠着圣灵在基督里，
借着基督与基督一同
借着基督与基督
同，在理性、意志、
在理性、意志、
情感、意念上，认识神、敬拜神。
而唯有当我们如此「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
才有可能真正在圣灵与真理当中，献上我们的敬拜。

保罗那段经文是在讲基督的虚己、为我们牺牲、
为我们舍己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的死就是他献祭的核心
 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将自己当作挽回祭献上，
基督是在十字架上 将自己当作挽回祭献上
我们所献的祭也应当是同样的祭
马丁路德「两种义」，也讲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马丁路德「两种义」
也讲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被神称为义，
这种使我们成为义的义 叫做第一种义
这种使我们成为义的义，叫做第一种义
 还有第二种义，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把它实行出来，马丁路德称做「实行的义」
当我们把这个义行出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们会效法基督虚己的样式 这种义
我们会效法基督虚己的样式，这种义
不是拿起石头打死犯罪的邻舍的那种义，
是为犯罪的邻舍走 各各他、
而是为犯罪的邻舍走上各各他、
将自己献上为祭的那种义。

亚坡里拿流的神学没有办法
引导人在 灵 或圣灵与真理中敬拜神
引导人在心灵、或圣灵与真理中敬拜神，
因为亚坡里拿流
 否认了基督与我们凡事一样
否认了基督与我们凡事 样
 否认了基督拥有受造的人的理性灵魂、心思意念
针对亚坡里拿流，区利罗没有多作着墨，
针对亚坡里拿流
区利罗没有多作着墨
反而提供了一套更能帮助我们思想、
在基督里敬拜的这样一套基督论。
在基督里敬拜的这样一套基督论
发展到宗教改革时，深深启发了马丁路德，
有 篇很有名的讲章「两种义」
有一篇很有名的讲章「两种义」，
也引用了保罗那句话–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不以与神同等的，反倒虚己。
马丁路德并没有在敬拜学或崇拜学的框架下讨论这段经文，
但是马丁路德的论述跟区利罗是相辅相成的。

虽然亚坡里拿流主义早在第五世纪就被定为异端，
但却好像 个不散的阴魂
但却好像一个不散的阴魂，一直搅扰历代教会。
直搅扰历代教会
亚坡里拿流式的思维，指的是为了高举基督神性，
因而妥协基督完整人性的神学倾向 这包括：
因而妥协基督完整人性的神学倾向，这包括：
 否认基督的人性与我们本质相同
 否认基督人性受造，否认基督有理性的灵魂
否认基督人性受造 否认基督有理性的灵魂
 过度强调基督神性，却低调处理基督人性的普遍倾向，
这种思维在教会当中 直存在
这种思维在教会当中一直存在
譬如基督教的艺术在第二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十字架的记号，
因为对罗马帝国统治底下基督徒而言，
知道十字架是最血腥、最羞辱的记号，
 不敢把这个记号用在神儿子的身上
 不敢用视觉艺术来将十字架与圣子联系在一起
在文字上他们可以讨论基督钉十字架；
用画的、他们不敢，不敢画十字架。

使徒彼得也曾经一度有亚坡里拿流式的思维，
太十六 他认信了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以后，
他认信了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以后
耶稣就开始讲论自己将要受死，
彼得把耶稣拉到 旁责备说：
彼得把耶稣拉到一旁责备说：
「主啊，万不可如此！你是神，
你怎么可以死？你这个教导不是异端吗？」
结果耶稣斥责了彼得：「撒但，退我后边去吧！ 」
到了中世纪，亚坡里拿流式的思维
就造成了「基督一志论」这种异端，
产生了对马利亚祷告、敬礼的传统。
 这个传统缺乏对基督人性的强调，
个
基督
以至于所论述的基督总是那么超越而遥远，
与我们如此的不同 让我们无法接近
与我们如此的不同，让我们无法接近，
因为我们本质不同，凡事与我们不同
 中世纪天主教才提出我们跟基督之间还需要有一个中保，
中世纪天主教才提出我们跟基督之间还需要有一个中保
中保马利亚传统就产生了，人们就开始向马利亚敬礼

近代许多的传统跟教导也反映出各种亚坡里拿流式的思维，
当我们轻忽基督完整而真实 与我们本质相同的人性时
当我们轻忽基督完整而真实、与我们本质相同的人性时，
往往也会忘记我们对上帝的崇拜，
 需要联于基督人性中，受造者的理性、情感、意念
需要联于基督人性中 受造者的理性 情感 意念
 很容易忘记我们敬拜上帝是需要一位中保的
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在日内瓦每天主持圣餐，
宗教改革的时候
加尔文在日内瓦每天主持圣餐
教导信徒如果没有办法每天守圣餐，
至少要在每周主日崇拜的时候领圣餐，
至少要在每周主日崇拜的时候领圣餐
因为圣餐是我们联于基督中保的记号与印证。
在中世纪，天主教徒是不可以领圣餐的，
在中世纪
天主教徒是不可以领圣餐的
每年只能领一次，只能领饼、不能领杯；
常常领圣餐的只有全职的神职人员 彼此喂饼 喂杯
常常领圣餐的只有全职的神职人员，彼此喂饼、喂杯，
 信徒无分于圣餐，神职人员成了信徒与基督间的中保
 加尔文为了反对这种倾向，
强调我们需要每周、如果不是每天来领圣餐

我们可以自问：作为基督徒听到了上帝之母这个称谓时，
反应是什么？我想大概会有两种想法…
反应是什么？我想大概会有两种想法
一、反应听到上帝之母 – 圣母娘娘？
就把民间宗教的迷信 跟迦克墩的称谓联系在一起
就把民间宗教的迷信、跟迦克墩的称谓联系在一起，
觉得非常不妥：会把神给人格化、把马利亚给神格化
二、大概会想圣子上帝是永恒自存的，
二
大概会想圣子上帝是永恒自存的
怎么可以说他有妈妈呢？
其实这种想法恰恰就是亚坡里拿流主义思维，
其实这种想法恰恰就是亚坡里拿流主义思维
就是极尽所能地使圣子与人性脱钩，
 不愿意承认圣子因着道成肉身而有了母亲
 不愿意面对马太笔下耶稣族谱上
谁从
谁
「谁从什么氏生谁」的公式
迦克墩信经宣告马利亚是上帝之母，就是要杜绝这种异端，
要告诉我们 永恒的圣子、真的成为女 的 子，
要告诉我们：永恒的圣子、真的成为女人的儿子，
马利亚因此真的成了圣子的母亲。

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跟加尔文都是极其看重圣餐的，
因为我们需要 位临在的中保 凡事与我们 样的中保
因为我们需要一位临在的中保、凡事与我们一样的中保。
同样地，话语与圣礼、讲道与崇拜，
在许多比较保守的福音派教会当中，
在许多比较保守的福音派教会当中
会出现本末倒置的倾向，原因之一也是
亚坡里拿流主义思维的影响。
亚坡里拿流主义思维的影响
区利罗强调：基督必须有受造的理性、
我们的意念才能联于基督的意念，
我们的意念才能联于基督的意念
我们才能够在灵与真理当中敬拜神。
换句话说：强调我们联于基督理性的意念，
换句话说：强调我们联于基督理性的意念
就等于强调神学的目的是敬拜神。
 可是当代许多保守的福音派华人教会容易本末倒置 –
会变成敬拜的目的是神学
 当我们忽略基督受造理性在崇拜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时，
我们忽略基督受造 性在崇拜中不可或缺的 位时，
也很容易忘记我们敬拜是在灵与真理当中敬拜神

我们的敬拜赞美，常常跟神学、真理、
对神的认识脱节了 重视的只有感觉
对神的认识脱节了，重视的只有感觉；
唱的诗歌却完全不用理性去思想，
怎么会这么不合圣经呢？
经常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的讲台
越是把基督讲得远在天边 遥不可及 变成超人时
越是把基督讲得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变成超人时，
在敬拜赞美当中，就越用自己的手去揭开至圣所的幔子，
而不是透过基督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去。
所以我们看见：这种亚坡里拿流式的思维倾向、
这种深层结构的思维，
其实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崇拜、
仰
，
教会的信仰与生活，
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该要回归圣经、回归教会正统对圣经的理解，
来建构一套符合上帝心意的信仰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