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rse: 基督教伦理学
Series: (1) 依据圣经作抉择
Lecture: (8) 存在动机的角度﹕良善本质
1. Face
中世纪时代﹐有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很热衷于炼金术﹐他们企图把像铅块等较为
廉价的金属﹐转变成如黄金那样昂贵的金属。当然这些冶金的人知道，可以把铅伪装的像是黄
金﹐或把其它参到铅里，看起来就像黄金。但是他们也晓得﹐除非把铅的本质彻底改变﹐让它
实在具有金子的本质﹐才有可能把铅变成黄金。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人的身上。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和我们根基性的
本质是无法割裂开的。就如铅块绝对无法真正地具有真金的质地﹐带着败坏本性的人也无法作
出真正美善的事情。我们的行为总是反映出我们的内在本质。
2. Title 这是我们“依据圣经作抉择”系列的第八课﹐题目是﹕[存在动机的角度--良善本
质] 。在这一课里﹐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从存在动机的角度﹐看良善与我们本质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着重于良善和我们是怎样的人﹐这彼此之间的关联。
3. Definition: 你应该记得﹐在前面几课里﹐我们谈到依据圣经作抉择﹐一直重复的一个定
义是﹕ [伦理判断涉及到个人将上帝的话语应用于某个情形里] 。这个模式强调每个伦理问题
的三个基本层面﹐那就是[上帝的话语] ﹐[情况处境] ﹐以及作抉择的[当事人] 。
4. 伦理判断的这三个层面也符合在这几课里﹐我们探索伦理议题所采用的三个角度。规范准
则的角度强调的是上帝的话语﹐所问的问题会是“上帝的准则启示我那些当尽的本份职责﹖”
情况处境的角度着重的是伦理问题的一些事实﹐目标和途径﹐我们会问的问题有﹕“我们应该
怎么作﹐才能达成讨上帝喜悦的目标﹖”存在动机的角度则是注重作抉择的当事人﹐提出的问
题有﹕“我们要作什么改变﹐才能讨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人会让祂悦纳﹖”从本课起直到
这一系列的结束﹐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存在动机的角度。
5.
如同我们前面几课提到的﹐不同的学者对于存在动机这个词语各有不同的注解和用
法。但是在这几课里﹐我们讲到这个词语时﹐指的是伦理问题中当事人的状况。因此，从存在
动机的角度﹐我们所要探讨的重点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本质﹐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和我们应
该成为怎样的人。
6.
在这一课里﹐我们关注的是﹐成为良善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晓得即使最凶恶的
罪犯有时也会作一些好事﹐但是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却是另一回事。良善的本质﹐和我们的位格
﹐意愿﹐和动机比较有关联——也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7. Signpost: Creation
在这一课里﹐[良善本质]﹐我们将要从圣经历史的三个基本阶
段﹐来探讨本质和良善之间的关联。首先﹐我们谈的是[创造] 的阶段﹐我们要看上帝的良善
﹐和起初人受造的时候所固有的良善本质。其次我们要探讨[堕落] 的阶段﹐看罪怎么毁坏人
类的良善。第三﹐我们要讲到[救赎] 的阶段﹐看上帝怎么重建那些信靠祂的人﹐给他们力量
﹐使他们能成为良善。让我们先看创造﹐就是良善的造物主按其祂美意﹐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要把良善的人类遍满全地。
8. Panel: God
我们把创造时期的良善分成两个部份来讨论。首先我们要探讨[上帝]
和祂的良善﹐我们要说明一切纯正的道德良善都是根源于上帝本身。其次﹐我们要讲到上帝如
何创造[人类] ﹐来反映祂的良善。我们先来看上帝位格的良善。

9.
当我们说良善是根源于上帝的时候﹐我们首先着重的是上帝的[本质] ﹐就是祂的属性
或性情。其次﹐我们着重于祂性情的一个特别属性﹐就是祂属乎道德的[良善] 。我们先来探
讨上帝的[本质] 。
10. 圣经用许多的描述讲到上帝的本质或本性﹐但就我们课程的目的﹐我们着重的是祂的基本
[属性] 与祂的[位格] 之间的关联。简单来说﹐上帝的特质与祂到底是谁﹐这两者是密不可分
的。
11.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们通常以上帝的属性来描述上帝﹐或以此称呼祂。例如在哥林多
后书 1 章 3 节﹐祂被称为“慈悲的父” 和“赐各样安慰的上帝” 。在以西结书 10 章 5 节﹐
祂被称为“全能上帝”﹐玛拉基书 2 章 17 节﹐祂是“公义的上帝”﹐希伯来书 13 章 20 节﹐
则称呼祂是“平安的上帝”。箴言 9 章 10 节﹐称呼祂是“至圣者”，而诗篇 24 篇 7 到 10 节
则称呼祂是“荣耀的王”。
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经的作者们把上帝的特质如此
的表明出来﹐为的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位格；祂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具有那些基本的性情。例
如，大卫在诗篇 24 篇称呼上帝是“荣耀的王” ﹐他不只是说上帝具有相当程度的荣耀﹐或上
帝有的时候很荣耀﹐他的意思是上帝的荣耀乃是主的性情里一个很重要的部份﹐祂的荣耀和祂
的位格与本质有密切关联﹐无法分开的。
12. 我们谈到上帝的本质﹐要记住的一个重点是﹐上帝一切的属性都是[不改变的] ﹐也就是
说那些特质永不会改变。上帝不可能某一天是圣洁的﹐而另一天就变得不圣洁。祂也不会在某
些时候全能全知﹐但在其它时候能力和知识却受到限制。
圣经在多处教导我们这些真理﹐例如诗篇 102 篇 25 到 27 节﹐玛拉基书 3 章 6 节﹐雅
各书 1 章 17 节等。但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看其中的一处经文。
13.

雅各书 1 章 17 节﹐雅各这么说道﹕
众光之父……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尽管创造里有许多的变动转换﹐我们却是可以确保上帝不会改变祂的性情。上帝如今的位格与
属性﹐同祂创造天地之前的是一样的。祂永远都是如此﹐位格不会改变。
14.

谈过了上帝的本质﹐我们现在要来探讨上帝原本所具有的﹐和祂自身的[良善] 。

15. 当我们在伦理的范畴里谈到上帝的[良善] 时﹐我们想到的是祂[道德的纯正和完美] 。如
同前面几课我们提到的﹐上帝是道德伦理的至高准则﹐再没有其它良善的外在准则﹐可用来审
判上帝﹐并且作为我们处世为人的依据。终归一点﹐凡是顺应符合祂的性情的就是良善﹐而与
祂的性情违逆的就是邪恶。
约翰一书 1 章 5 到 7 节﹐对“光” 作了仔细的注解。约翰写下这样的话语﹕
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
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
净我们一切的罪。
在这段经文里﹐光是用来比喻真理和道德的纯正﹐而黑暗则等同于罪恶和谎言。既然在上帝里
面毫无黑暗﹐那么上帝的性情里就没有罪的存在。换句话说﹐良善是上帝的一个基本属性。
16.

17.
当我们就上帝的本质﹐思想上帝的良善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你应该
记得在这系列的课程里﹐我们不断的谈到观点或角度的重要﹔例如我们伦理抉择神学的模式是
涉及到三个角度﹕规范准则、情况处境、和存在动机。每个角度都让我们从不同的观点来探索

整个伦理的范畴。
18. 我们探讨上帝的属性时﹐也可以采用这个模式。上帝具有许多的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那
些属性看成是好比宝石的每个切面﹐而不只是一个三角的形状。
简单来说﹐上帝的每一个属性都反应祂的真正本质﹐上帝的每个属性都与其他的属性
相关﹐而且也由其他的属性来证实。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思考上帝的三个属性﹕祂的权柄、公正、和良善﹐上帝的权柄是
公正而美善的。也就是说，上帝具有这样的权柄﹐乃是美善而公正的事实；而祂也以公正而美
善的方式使用祂的权柄。同样的﹐祂的公正也是美善且具有权柄性。当上帝审判的时候﹐那些
判语都是美善且具有权柄。同理而言﹐上帝的美善也是公正而具有权柄。祂的美善维系公正﹐
也祝福那些公义的人﹐而凭着良善制定的权柄性准则也被用来判断一切美善的事物。
历世历代的神学家惯于用[单一纯正] 这个标题﹐来描述上帝所具有的互为关联的属
性。用这样的词语﹐上帝学家强调上帝乃是联结一致的完整存在﹐而不是由不相关联的部份组
合而成。如果用我们那个宝石的比喻﹐上帝乃是一个具有许多切面的宝石﹐而不是由许多不同
的宝石集聚而成的珠宝装饰。
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它强调上帝的本质里不会有和祂的良善相抵触的属性﹐也不会
给我们一个相对的准则来遵守。例如﹐我们绝对无法诉诸上帝的公正﹐但所诉求的却与上帝的
良善相抵触。就上帝的性情而言﹐凡是公正的也必然是美善的﹐美善的也必然是公正的。祂的
属性一定是彼此谐和相宜﹐因为它们都是反应出上帝始终如一的位格。
19. Panel: Humanity 了解了纯正的道德良善是根源于上帝的本质以后﹐我们可以来思考上
帝创造[人类] ﹐要人为善。也就是说﹐祂创造我们﹐来反映出祂本身的美善。
20.
多半的基督徒都很熟悉创世记第一章对于上帝创造天地人类的描述。我们知道上帝是
如何的创造天﹐塑造地﹐并且让各式各样的生物充满其间﹐当然整个创造周期最精彩的﹐就是
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类。
21.

创世记 1 章 27 到 28 节﹐摩西如此的记载﹕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上帝就赐福给[人类]，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22.
我们对于人类美善的探讨﹐要着重于上面这段经文里面的三个细节﹕第一﹐我们要来
思考﹐人类是按着[上帝的形像] 所造的这个事实﹐是能够显示上帝的美善的一个具体表征。
第二﹐我们要探讨上帝[对人的祝福] ﹔第三﹐我们要谈到上帝交代给人类的[文化御令或使
命] 。我们先来看人类在受造的时候﹐是带着[上帝的形像] 。
23.

创世记 1 章 27 节﹐摩西这么写着﹕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24.
当上帝学家讲到人类是照上帝的形像所造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关乎这样一些属性﹐例
如理性﹐灵性﹐道德本质﹐长存不朽﹐以及人类起初的公义等。而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确是
具有上帝的这些属性。
25.
不过要了解所谓上帝的形像﹐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考察古代的文化是怎么衍生出形像
这个概念。在创世记被记载的时候﹐那时的国王或统治者﹐通常会在统管的国境内竖立自己的
塑像。人们要以尊敬的心态来看这些塑像﹐因为它们等于国王的替身﹐提醒百姓要敬重﹐爱戴
﹐和顺服他。

26.
同样的﹐上帝﹐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也命定人类是代表祂形像的生命体。因此当我
们看人的时候﹐所见的形像就会提醒我们联想到上帝。我们若不尊重人﹐也就是不尊重人所表
征其形像的上帝。
27.

例如创世记 9 章 6 节﹐上帝曾给予这样的指示﹕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因此﹐谋杀人的必被判处死刑﹐不单是因为他们取了人的生命﹐并且他们也击杀伤害上帝的形
像﹐他们侵犯了至大君王的尊荣。
28.
除此以外﹐古代的文化也把神的形像与神儿子的身份联在一起。特别是当时的王被百
姓看为是神祗﹐或是神的后裔。因此在创世记里﹐当上帝按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祂也就是宣
称人类是祂君尊的儿女。
29.
事实上﹐人类是上帝的代表和后裔﹐我们就是基于这个概念﹐才导出许多关乎良善的
结论。因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祂的代表和儿女﹐所以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一些特质﹐好
让我们能够反映出祂的美好。当然﹐人绝不会全然像上帝﹐能在每个部份都像祂那样无限地完
美。然而，我们被造之初的确是没有瑕疵和罪污﹐符合祂性情的标准。因此，上帝就把我们自
身良善的属性放在了我们受造的本质里。
30.

人是按着上帝的形像所造的﹐这个观点在上帝宣告对[人的祝福] 上得到证实。

31.

创世记 1 章 28 节﹐记载着人受造时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那就是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

32.
你应该还记得﹐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们对于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是﹕“作为一种
鉴别方式的神学，用于判别那样的人格，行为和态度可以蒙上帝祝福，那样的则不蒙上帝悦
纳。”按着这个定义﹐我们不只依照上帝的性情﹐也按着祂所祝福和悦纳的﹐来定义何为“良
善”。凡是上帝所祝福﹐所悦纳的就是良好美善的﹐而上帝所咒诅指责的就是邪恶的。
33.
既然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祝福人﹐这就表示人在道德上是良善的。更重要的一点是
﹐创世记没有提到人是作了什么事才赢得上帝的祝福。他们只是因为被上帝所造﹐就蒙受了祝
福。因此上帝在此对人的祝福﹐不是用来肯定他们的行为﹐而是肯定他们的本质。祂祝福人﹐
因为他们本质上具有良善的属性。
34.
我们已经看到人类是按着上帝的形像所造﹐也探讨了上帝对人的祝福﹐现在要简短的
来探讨上帝交托给人类的[文化御令] 。
35.
在这一课里﹐我们先前有读到创世记 1 章 28 节所记载的﹐上帝给人的文化御令。我们
读到这样的叙述﹕
上帝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
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36. 为了让人类使命与上帝的形像保持一致﹐上帝任命人类代表祂作为地上的统治者﹐为了上
帝的荣耀﹐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管理地上的一切。上帝借着这个任务﹐不但表明人在体
能上可以胜任这样的托付﹐在伦理道德上也可以作的到。人类最初受造的时候﹐的确能够建造
一个公义神圣﹐适合于让上帝与人同住的国度。我们也可以因着上帝的同在﹐而善尽本份的工

作﹐且不至于遭到毁灭。为此目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本质是纯正的﹐具有良善的属
性﹐没有被罪所败坏的辖制﹔也因此我们能够选择﹐并且做出美善的行为。
37. Face
以此看来﹐不管对上帝还是对人而言﹐良善都是根植在我们的本质里。上帝的
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因此祂的良善也不会改变。但可悲的是﹐人类的本质却是变得越来越糟。
上帝本来造我们﹐给我们良善的本质。然而，正如我们会要看到的，罪却败坏了我们的本质﹐
使它不再是能够从源头发出良善的表现。
38. Signpost: Fall 我们已经探讨了在[创造] 的阶段﹐良善和本质的关系﹐现在要来看[堕
落]的阶段﹐特别是着重于罪如何破坏人的本质﹐也因此毁坏了我们的良善。
39.
我们都很熟悉圣经对于人类堕落犯罪的描述﹐那是记载于创世记第三章。上帝创造亚
当和夏娃﹐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在园子里﹐上帝让他们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可是上帝
也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诫命﹐就是不能吃善恶树的果子。
然而，蛇诱惑夏娃去吃那个果子﹐夏娃吃了﹐也把果子给亚当﹐他也吃了。结果他们
都因此堕落﹐陷入罪里。上帝咒诅亚当夏娃﹐给予他们严厉的审判﹐这可怕的后果不只临到他
们﹐也临到所有从他们衍生的全体人类。
40. Panel: Nature 我们要提到人类堕落犯罪带来的三个结果。首先我们要谈到人类[本性]
的败坏。其次﹐我们会看到堕落以后﹐我们的[意志] 受制于罪﹐被罪所奴役﹔因此我们无力
去选择﹐并且作良善的事情。第三﹐我们要探讨堕落影响了我们的[认知] ﹐使得我们无法全
然认知道德上的良善。让我们先来看人类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本性上的败坏。
41.
我们讲到人类的[本性] ﹐意思就是我们[基本的性情] ﹐我们[本质] 的[主要层
面] 。
42.
我们先前看到﹐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是完美无罪的﹐他们的本质和属性
都是美好﹐蒙上帝喜悦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人最初受造时﹐其道德本质是美好的。
但人类堕落以后﹐上帝因着他们的罪而咒诅亚当和夏娃﹐也因着这个咒诅﹐祂改变了
他们的本性﹐因此人类的基本性情在道德上不再是纯正美好﹐而是邪恶败坏的。
43.

罗马书 5 章 12 和 19 节﹐保罗这么描述亚当所承受的咒诅﹕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
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
亚当的一人犯罪，将全人类都陷在罪里。而对应的人类咒诅，败坏了我们每个人的本
质，导致死和罪。
44. 还有罗马书 8 章 5 到 8 节﹐保罗这么描述堕落带来的后果﹕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
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
45. 堕落的人类本性是败坏的﹐因此不再是纯正美好﹐反而是邪恶有害的。我们喜欢犯罪﹐恨
恶上帝﹐违抗祂的法则﹐我们无法让上帝欢喜﹐也无法蒙祂悦纳和祝福。
46. Panel: Will
谈完了我们[本性] 的败坏﹐现在要来看人类的[意志] 如何因着堕落
而受制于罪﹐被罪所奴役。

47.
我们要先给[意志] 下个定义。当上帝学家们谈到意志的时候﹐他们指的是我们[作决
定﹐选择﹐意愿﹐希望﹐打算的位格官能] 。简单来说﹐我们是用意志来作抉择﹐或者思考我
们想要拥有﹐想要去作或是经历的事情。
48. 就如同我们其它的属性和官能﹐我们的意志反映出我们的本性。在堕落之前﹐人类的意志
是美好的﹐被上帝所造﹐反映出上帝的形像和祂的性情﹐能够思想并且选择纯正的作为。但是
就如同堕落所显示出来的﹐人受造的意志也是具有能够选择违逆上帝的能力。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堕落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用他们的意志选择犯罪﹐而不是对上
帝忠心﹐也因此上帝咒诅人类。这咒诅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意志变得败坏﹐让我们无
法讨上帝的欢喜。
49. 罗马书第 6 到第 8 章﹐保罗用奴役的比喻﹐来形容上帝的咒诅对人类的心思意志带来的后
果。他指出罪住在堕落的人里面﹐奴役我们的心思﹐使得我们总是思想着罪﹐也选择罪恶的事
情。
50.

让我们再来看罗马书 8 章 5 到 8 节﹐保罗所写的﹕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
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
罪掌控了堕落的人类﹐使得人再也无法顺服上帝的律法﹐或作任何讨上帝欢喜的事情。
51.
当然这不是意味着人们从此就不再有意志了﹐或无法作出来自我们正真意愿的抉择。
相反的﹐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照着我们的本性去思想和作抉择。然而因着我们的本性已经败坏﹐
所以我们已经没有能力作出任何尊荣上帝﹐讨上帝喜悦的事情。罪已经污染了我们的一切心
思、言语和行动。
52.
以这样的观点来审查堕落人性的心思意志﹐似乎显得很极端。因为带着罪性的人﹐有
时还是会作出一些看起来良善的事情。当然这好像是无可否认的﹐不过我们实在要谨慎﹐必须
越过事情的表层﹐才能看清了解堕落、未蒙救赎的人所作一些事情的真相。
53.
你应该还记得这系列的刚开始﹐我们引用韦斯敏斯德公认信条第 16 章第 7 段的论述﹐
来解释这个复杂的情况﹕
未重生之人所行的事，按事体……虽然是上帝所吩咐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并非
出自信仰所洁净的心，也不是按照正当的方法，即根据上帝的话所行的，没有荣耀上帝的正当
目的﹔所以这些行为是罪恶的，不能讨上帝的喜悦，也不能叫人有从上帝领受恩典的资格。
这些话语总结了圣经所教导的﹐关于[未重生] 之人﹐就是那些还没有蒙受基督救赎的人﹐他
们的伦理情况。如同信条所言﹐这些未重生的人所作的一些事情﹐有可能是上帝所吩咐的﹐而
且也可能是对人有益处的
54. 马太福音 7 章 9 到 11 节﹐耶稣也教导了同样的道理。祂这么说道﹕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
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55. 多半的人至少都会作出一些表面看起来好的事情﹐例如爱护自己的儿女﹐供应他们的需
要。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非信徒也会作出一些上帝所祝福的行为。
但是﹐韦斯敏斯德公认信条精确的指出﹐从另一个层面而言﹐这些行为其实是[罪恶]
的﹐也[不能讨上帝的喜悦] ﹐因为这些行为只是满足公义的某些条件而已。

56. 韦斯敏斯德公认信条总结圣经的教训﹐明白指出我们的行为必须通过五个考验﹐才能证明
是真的良善美好。第一﹐它们必须是上帝所吩咐的事情﹔第二﹐它们必须于己于人都有益处﹔
第三﹐它们必须出自被信仰洁净的心思﹔第四﹐它们必须以正当的方式行出来﹔第五﹐它们必
须要有正当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
57. 这个观点符合我们在这个系列里﹐探讨伦理抉择时所采用的方式。首先﹐人们所作的美善
事情﹐必须是[上帝所吩咐] 的﹐这等同于我们的[规范准则] 的观点﹐就是人所作的一切事情
要按着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性情的标准来衡量。
第二﹐信条强调事情对人对己的[益处] ﹐处理的[正当目的]﹐和[正当方式] ﹐这等
同于我们[情况处境] 的观点﹐强调事实﹐目的﹐和手段。
第三﹐美善的行为必须出自[被信仰洁净的心] ﹐等同于我们[存在动机] 的观点﹐就
是美好纯正的行为唯有出自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内里的良善已经蒙上帝救赎重建。
不幸的是﹐对于堕落的人而言﹐我们的本质已经败坏。因此，我们的心思意志未被信
仰所洁净﹐我们也不会渴求行事有正当的目的﹐那就是要来荣耀上帝。而且我们也拒绝顺服上
帝的准则。因此即使未重生的人可以行出表面看来是好的事情﹐但是这些抉择未必是真正的美
善。
58. Panel: Knowledge
我们已经讨论了堕落如何败坏我们的[本性] ﹐使得我们的[意
志] 被罪所奴役﹔现在要来探讨我们的[认知] ﹐我们要特别着重于堕落如何伤害我们的官能
﹐使得我们无法明白上帝的法则。
59. Face
当我们说因着人类堕落﹐妨害了我们对伦理知识的认知能力时﹐可能有些人会
觉得很奇怪。因为即使非信徒也可以翻看圣经﹐了解里面的诫命。圣经也提到非信徒也可以知
晓关乎上帝的许多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查考圣经﹐就会发现，堕落、未重生的人虽然具
有一些真知识﹐可是人类的堕落已经阻碍他们﹐使他们无法真正明白上帝的诫命准则。
60.
就人类的堕落对我们道德良知的影响﹐我们要把这个探讨分成三个部份。首先我们要
讲到罪如何妨碍人们[接触启示] ﹔第二﹐我们要讲到罪如何拦阻人[明白启示] ﹔第三﹐我们要
查看罪如何影响人[顺服启示] 。让我们先来看人类的堕落如何影响我们对[启示的接触] 。
61.
堕落拦阻了人们对启示的接触﹐因为它限制了圣灵在人心里的光照和带领。当然这不
是说圣灵无法在堕落的人心里运行﹐事实的情况是﹐上帝咒诅了人﹐撤回给人的这些属灵恩
赐。
62.
你或者还记得在前面几课里﹐我们谈到[光照] 就是[上帝给人主要在理性上知识或理解
的恩赐] ﹐例如马太福音 16 章 17 节﹐彼得领受上帝的启示﹐知晓耶稣是弥赛亚。
而[内在引导]﹐就是[上帝给人主要在感性或直觉上知识或理解的恩赐] ﹐这包含我们
的良知﹐或是感受到上帝要我们采取的某个行动。
63.
在一些层面上﹐上帝给予堕落的人类某种程度的光照和内在引导。例如连不信的人也
本能的可以察觉上帝的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向往公义﹐并且认为偷窃或谋杀是不对的行
为。同样的﹐不信的人若是犯了某些罪行﹐也会受到良知的谴责。
但是圣灵不会对[不信的人] 给予等同于[信徒] 的光照和内在引导。祂在那些不信的
人心里运行﹐只是让他们知道自己触犯上帝的律法。原因很简单﹕上帝选择不同方式彰显祂自
己﹐祂祝福那些爱祂的人﹐而咒诅那些恨祂的人。
64.

我们可以比较约翰福音 17 章 26 节﹐那里记载耶稣向天父的祷告﹕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那些你托付给我的人]，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
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耶稣让信徒认识祂﹐为的是要与信徒们建立相爱和合一的关系。相反的﹐祂对那些敌对祂的人
只是彰显自己的一小部份﹐仅仅只是把他们带到审判之下而已。
65.

堕落除了让人受蒙蔽﹐限制了人们对启示的接触﹐也妨碍了人们对[启示的明白] 。

66.
人的堕落犯罪﹐严重削减我们理解上帝启示的能力。即便堕落的人类仍然可以触及上
帝的启示﹐我们还是缺乏理解它们的许多熟练技能。我们当然还具有理性的认知力﹐可以理解
上帝启示的基本教训。但是，伦理的认知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的认知力而已﹐它需要涉及到
全人的投入。
67.
伦理抉择和事实评估是分不开的。而且许多非理性的因素也会影响我们的伦理判断﹐
例如我们的情绪﹐良知﹐直觉﹐忠诚﹐欲望﹐恐惧﹐软弱﹐失败﹐对上帝本能的拒绝等等。
68. 马太福音 13 章 13 到 15 节﹐耶稣解释祂为什么要用比喻来教导人﹐指的就是这个问题﹕
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
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
沉，眼睛闭着。」
堕落的人类仍然有眼有耳可以领受上帝的启示﹐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刚硬﹐不能接受上帝和祂的
真理﹐因此这就妨碍我们﹐无法清楚理解所领受到的启示。
69.

以弗所书 4 章 17 到 18 节﹐保罗用这些话语讲述这个问题﹕
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

硬。
堕落败坏人的本性﹐使人的心刚硬﹐也因此使得我们无法合宜地理解和明白上帝的启示。
70.
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的逻辑和理性思考仍然能够照它们的功能运作﹐也因此上帝仍
然认为我们有责任去理解祂的启示。但是堕落败坏我们﹐使得我们与上帝敌对﹐抗拒祂的真
理。结果我们非但没有接受从上帝来的真知识﹐反而欺哄迷惑自己去相信我们有罪的心思编造
出来的一些谎言。
71.
我们已经谈过堕落使人受蒙蔽﹐削弱了人们去[接触启示]；而且心地昏暗﹐难以[明白
启示] ﹐现在要来探讨堕落败坏人的心思﹐使得人们无法[顺服启示] 。
72. Face
把顺服当成是知识的一个层面﹐这个观念可能让一些人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
通常认为启示可以给予我们一些知识﹐但是顺服则是有别于知识的另一个举动。当然从某个角
度而言﹐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知识和顺服基本上是同一件事。就这个
层面而言﹐堕落拦阻我们对上帝的认知﹐因此也毁坏我们顺服上帝的能力。
73.
为了理解我们对上帝的无法顺服﹐是如何拦阻我们对祂准则的认知﹐我们要着重于知
识与顺服彼此关联的两个层面。首先﹐我们要来看[顺服和认知]之间的关联互动 ﹔第二﹐我
们要思考到在圣经中就某些方面而言﹐ [顺服和认知] 两个概念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先来看
[顺服导致我们] 对上帝和祂的准则的认知。
74.

在圣经里﹐顺服和认知是彼此关联和互动的。一方面，认识上帝会导致顺服上帝。

75.

例如我们读到彼得后书 1 章 3 节﹐彼得写了这些话语﹕
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
德召我们的主。
这里﹐上帝给予我们对主的认识﹐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产生出生命和敬虔的生活。
76.
因此这就导致一个我们预期的模式﹕首先我们领受并且明白上帝的启示﹐接着我们要
顺服地把此认知应用于生活。但反过来也是正确的﹐顺服是认识的先决条件﹐我们若是顺服的
把上帝的启示应用于生活中﹐也会导致和加深我们对祂的认识。
77.

箴言 1 章 7 节这么教导我们﹕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78.

箴言 15 章 33 节也讲到﹕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
类似这样的经文充满整本的圣经﹐知识来自顺服﹔也就是说﹐当我们顺从上帝的主权时﹐我们
就处于能够了解上帝启示的位置上。
79. 但是堕落败坏我们的本性和意志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抗拒上帝。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
能力顺服祂的话语。
知识既然来自顺服﹐那么不能顺服上帝的人﹐也无法了解上帝和祂话语的真义。或者
换句话说﹐顺服导致认知﹐而罪过带来无知。
80.
因为[顺服导致对启示的认知]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堕落带来的拦阻。现在要来思考
[顺服和认知] 这两个概念不可分离的。
81.
在圣经里﹐[顺服] 和[知识] 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有的时候﹐圣经把这两个词语[并
列]﹐用其中一个成为另一个的注解。
82.

例如美国新标准本圣经是这么翻译何西阿书 6 章 6 节﹕
我喜爱忠诚胜于献祭﹐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献燔祭。[译自 NASB]
在这句经文里﹐[忠诚胜于献祭] ﹐以及[认识上帝胜于献燔祭] 是互相对应的﹐也就是为了让
人清楚明白﹐第二个词语是第一个的重复讲述﹐所以[献祭] 等同于[献燔祭] ﹐而[忠诚] 是
顺服的一个表征﹐也就等于于[认识上帝] 。
83. 而在圣经其他地方﹐顺服或是知识常成为彼此之间的[定义] 。
84.

例如在耶利米书 22 章 16 节﹐耶和华上帝说了这些话﹕
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
在这里﹐对上帝的知识或认识上帝的定义就是对上帝顺服﹐特别是在持守公义这方面的顺服。
85.第三﹐圣经有时在描述顺服和知识这两者的关系时﹐会用其中一个作为另一个的[实例] 。
86.

例如何西阿书 4 章 1 节﹐先知这么责备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人哪，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
良善，无人认识上帝。
何西阿列出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的三件事情﹐因此导致上帝的愤怒﹕他指责他们不诚实﹐无爱心

﹐还有他们不认识上帝。何西阿把认识上帝这一项也列在这个关乎道德行为的单子上﹐就是明
白指出认识是顺服的一部份﹐认识上帝是我们的伦理职责。
87.
当然﹐顺服和知识并不是经常都是意味着同一件事。但是圣经把这两者紧紧的关联在
一起﹐强调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如果我们无法顺服上帝﹐就等于我们不认识祂。
88. Face
堕落给人类带来厄运﹐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咒诅﹐导致了从他们所衍生出来的
每一个人的本性﹐意志﹐和知识都败坏了﹔带来的伦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堕落的人没有一个
能产生出完完美善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因为我们是堕落有罪的人﹐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言
语表达﹐和行为举止都带着某种程度上罪的玷污。因此在作伦理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思考
到堕落对每个人都有诸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89. Signpost: Redemption
谈论过了创造和堕落阶段﹐人的良善和本质的关系以后﹐我们
现在要来探索[救赎] 的阶段﹐也就是上帝更新重建那些领受祂救恩的人﹐使他们有能力活出
良善。
90.
接着人类的堕落，救赎的阶段就立刻展开：即使上帝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而咒诅他们
﹐祂也还是施恩予他们。在前面几课里﹐我们称这是原始的福音，或是“最初的福音” ﹐也
就是上帝愿意差遣一个救赎者﹐来修复因着人堕落而造成的损害。
但是救赎的阶段并没有马上就除掉堕落带来的结果。救赎是一个很慢长的过程﹐会一
直延伸到基督耶稣在荣耀里返回时才算完成。在那个时刻来临之前﹐堕落带来的后果﹐仍然会
影响包括信徒在内的所有人类。
虽然如此﹐当个人蒙受救赎﹐从不信的人转变成为信徒﹐他们就能够在某些重要和奇
妙的层面上，脱离堕落导致的可怕后果。
91. Panel: Nature
我们对信徒蒙受救赎的探讨﹐就好像是把对堕落的探讨来个彻底翻
转。首先，我们要着重于我们的[本性] ﹐讲到救赎如何重建我们本性的良善。其次，我们要
谈到我们人的[意志] 和免于犯罪的自由。第三﹐我们要着重于我们的[认知] ﹐我们的能力被
修复﹐而能够善用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现来看在我们蒙受救赎的时候﹐我们的[本性] 如何被
上帝重建。
92. 你应该还记得﹐我们的[本性] ﹐就是我们[基本的性情] ﹐是我们[本质] 的[主要层
面] 。如同我们说过的﹐我们堕落的本性是邪恶的﹐我们恨恶上帝﹐而喜爱犯罪﹐我们不具有
道德上的良善。
93.
然而，当我们在基督里蒙救赎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就被更新了。圣灵重生了我们﹐赐
给我们美好的性情﹐使我们能够爱上帝、而恨恶罪。圣灵也修复我们道德良知﹐使我们具有真
正的良善。
94.

以西结书 36 章 26 节﹐这里提到上帝应许未来在基督里所要成就的救赎﹕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
你们肉心。
95.

还有罗马书 6 章 6 到 11 节﹐保罗是这么讲论到救赎﹕
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
人是脱离了罪……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
的。

96.
新约和旧约对于人类堕落以后都带着罪污的心灵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当上帝救赎我
们的时候﹐祂就再造了我们﹐赐给我们正直的新心和新灵﹐取代过往有罪的心灵。带着这些新
的本性﹐我们于是能够爱上帝而且顺服祂的话语﹐也因此能得到祂的祝福。
当然﹐我们蒙受的救赎还没有全然完成﹐因此即使已经有新的性情﹐我们还是会被罪
影响而受污染。
97.

这就是为什么马可福音 10 章 18 节﹐耶稣会这么说道﹕
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蒙救赎的人有相当程度的良善﹐但我们绝不是像上帝那样的完美。虽然如此﹐我们新的性情仍
可以让上帝以许多美好的方式祝福我们。
98. Panel: Will
了解了我们更新的本性以后﹐我们现在来看﹐当我们经历救赎的时候
﹐我们的[意志] 如何得到修复重整。
99. 我们的[意志] ﹐就是我们人[作决定、选择、意愿、希望、打算的官能] 。
100. 我们已经探讨过﹐当人们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就无法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意志或意念。
保罗用为奴的比喻来描述这样的败坏﹐清楚指出我们堕落﹐未蒙救赎的意志是被住在我们里面
的罪所奴役。既是罪的奴仆﹐就使得我们无法作出讨上帝喜悦的决定﹐也不会想要讨上帝的喜
悦。
101. 但是当我们信靠基督以后﹐罪对我们心思意念的掌控就被破除了﹐我们不再受驱迫想
要去犯罪。更重要的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感动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得我们爱
主﹐而且愿意顺服祂。
102. 以西结书 36 章第 27 节﹐上帝讲到这方面的救赎。在那节经文里﹐上帝提到这个随着
救赎而来的祝福﹕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103.

保罗在腓立比书 2 章 12 到 13 节﹐也讲到这点﹕
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
成就他的美意。
104. Face
不过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意志的更新并没有能完全解决我们生命和生活中罪的
问题。罪仍然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常常与之争战。然而，一个明显的差别就
是﹐我们不再被罪所奴役﹐听命于它﹐受它的驱使。即使是这样﹐有时也还是很难抵挡抗拒罪
的诱惑。
105.

罗马书 7 章 21 到 23 节﹐保罗讲到这样的挣扎﹐他用以下的话语描述基督徒的生命﹕
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
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106. 我们可以把圣经关乎人心思意念的教导作这样的总结﹕在被造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是可
以顺从罪或是抵挡罪。然而当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就失去抵挡罪的能力﹐罪也趁机住在我们
里面﹐掌控我们﹐奴役我们的心思意念。
人蒙受救赎以后﹐我们的意志又被重建更新﹐罪的奴役权势也被破除了。我们再次可

以抵挡罪﹔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着能力﹐帮助我们抵挡罪的诱惑。
不幸的是在救赎的现阶段里﹐罪仍然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经常挣扎在罪的诱惑和
圣灵的影响之间。
但是等到基督再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我们就能彻底脱离罪在我们里面的运作﹐只顺
服圣灵的引导﹐我们也不会再选择去犯罪。
107. Panel: Knowledge
我们已经探讨了我们的本性和意志﹐现在要来看我们蒙受救赎
以后﹐我们[认知] 的更新改变。
108. 如同前面的讨论﹐我们对于知识的探讨也要分成三个部份。第一﹐我们要讲到我们对[启
示的接触] ﹔第二﹐我们对[启示的明白] ﹔第三﹐我们对[启示的顺服] 。让我们先来探讨救
赎以后﹐我们如何再次得着对[启示的接触] 。
109.
你应该记得﹐堕落严重的限制人们领受圣灵的[光照] ﹐那是[上帝给人主要在理性上知
识或理解的恩赐] 。
我们也看到堕落严重限制我们领受圣灵的[内在引导] ﹐那是[上帝给人主要在感性或
直觉上知识或理解的恩赐] 。
110. 但是蒙受救赎以后﹐我们就再次可以领受圣灵这些的服事。圣灵不单只是启示我们﹐
使我们知罪﹔祂更是让我们认识福音的真理﹐以及其它许多关乎得救的事情。祂让我们的良知
能敏锐的感受上帝的性情﹐赐给我们敬虔圣洁的直觉。
111.

例如 约翰一书 2 章 27 节﹐使徒约翰这么说道﹕
有[至圣者]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112.

以弗所书 1 章 17 节﹐保罗这么讲到圣灵的光照和内在引导﹕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113. 除了让我们再次能够接触启示﹐救赎也使得我们因着圣灵的运作﹐再次能够[明白启
示] 。
114. 我们已经看到堕落使得我们与上帝为敌﹐抗拒祂的真理﹔因此我们不但无法接受从上
帝而来的真知识﹐反而受迷惑﹐转而相信谎言。
但是当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就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能够爱上帝﹐不再恨祂。圣灵
也更新我们心思意念﹐使得我们能够理解领会上帝所启示的真理。
115.

哥林多前书 2 章 12 到 16 节﹐保罗这么说道救赎以后我们得以明白启示﹕
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属血
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116. 没有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无法明白上帝的真理的。我们对上帝的背逆心态
﹐已经模糊我们的理性﹐使得我们相信关乎上帝性情和作为的各种错误谬论。但是当圣灵掌管
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后﹐祂就摧毁罪的权势对我们的蒙骗﹐使得我们有能力去明白上帝的启示。
117.
118.

歌罗西书 1 章 9 节﹐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保罗知道没有那个信徒可以完全明据白上帝的启示﹐因此他为歌罗西的信徒们持续的祷告﹐希
望他们更有悟性。如同歌罗西的信徒一样﹐我们也需要圣灵不断的引导﹐使我们的智慧悟性可
以长进。
119. 我们已经谈过了救赎更新我们的认知能力﹐使得我们能够[接触启示] ﹐帮助我们能够
合宜的[明白启示]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探讨救赎性的恢复我们的认知，使得我们得以[顺服
启示] 。
120.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谈过顺服和知识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我们在圣经中，
顺服与认知是关联互动的﹔另一方面﹐在圣经中顺服和认识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
121. 我们对于救赎使得我们能够顺服启示的探讨﹐也顺着这类似的模式。首先﹐我们要讲
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救赎与顺服] 是彼此关联互动。第二﹐我们要思考到在圣经中就某
些方面而言﹐ [救赎与顺服] 两个概念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先来看[救赎导致我们顺服] 这个
事实。
122. 圣经讲的很清楚﹐救赎带来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在信徒生命里产生的顺服心态。在
圣灵内住光照和引导之下﹐信徒的行为与其他的世人有很大的不同。堕落的人类恨恶上帝﹐无
法顺服祂﹔但是蒙恩得救的人却是爱上帝﹐而且愿意顺服祂。
123.

使徒约翰经常讲到这个真理﹐例如约翰一书 2 章 3 到 6 节﹐他这么写着﹕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
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
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124. 圣经常常用圣灵所结的果子来讲到圣灵的工作。例如马太福音 3 章﹐施洗约翰要他的
门徒们行出与悔改相称的结果﹔加拉太书第 5 章﹐保罗也用不信的人生命里﹐罪所产生的罪行
﹔对照着信徒生命里﹐圣灵所产生的美好结果。
125.

加拉太书 5 章 22 到 23 节﹐保罗这么写着﹕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

制。
126. 借着圣灵内住和更新的同在﹐我们生命中逐渐结出义的果实。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圣
灵引导我们顺服上帝﹐使得我们言行举止展现属灵的美德与行为。
127. 谈过了[救赎导致顺服] 以后﹐我们要来探讨[救赎和顺服] 这两个观念的密不可分﹐
也就是说﹐蒙救赎等同于顺服主。
128. 圣经里有多处经文明白指出﹐救赎和顺服是同一件事。通常经文会定义信徒就是那些
顺服主的人﹐因为一个人会[归信] 基督﹐那行为本身就是[顺服的举动]﹔而顺服的举动也包
括我们相信基督﹐和为罪悔改。
129.

例如彼得前书 1 章 22 和 23 节﹐使徒彼得这么教导我们﹕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
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常存的

道。
彼得在这里讲到﹐当我们蒙了重生时，我们归信基督。他说因我们顺服真理﹐以至归信基督。
130. 在其它时候﹐圣经认为救赎等于顺服﹐因为在生活许多方面﹐[蒙救赎的人是顺服] 主
的 。我们因为爱祂﹐所以愿意遵守祂的诫命准则。
131.

希伯来书 5 章 9 节这么说道﹕
[耶稣]……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在这段经文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耶稣在天上持续祭司的工作。祂借着为我们不断的代求﹐
而持守住我们的救恩。祂乃是为那些在生活上顺服祂的人如此行﹐也就是为那些相信上帝﹐有
圣灵同住的人不断代求。
132. 当我们思想救赎与顺服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要记住的一个重点是﹐救赎会让人顺
服上帝﹐而顺服上帝让人可以认识上帝和祂的法则。
我们应该记得﹐堕落败坏我们的认知﹐使得我们无法顺服主。然而﹐救赎翻转了堕落
带给人的咒诅﹐使得我们重新能够顺服上帝﹐也因此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
133. 救赎更新重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因此圣经时常以认识上帝来总结上帝的救赎﹐也就
不足为奇了。这样的认识包括[理性] 的知识﹐例如知道福音的事实﹔也包括[经历] 和[关系]
的认知﹐例如我们谈到认识某人的过程。我们也在圣经里发现这类的记载﹐例如诗篇 36 章 10
节﹐但以理书 11 章 32 节﹐和约翰二书 1 节。
134.

约翰福音 17 章 3 节﹐耶稣这么祷告﹕
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135. 因此在救赎的阶段﹐我们[本性] 的良善本质得以重整更新﹐我们的[意志] 可以重新
恢复 ﹐和我们对上帝[认知] 能够更新。因着我们内在本性蒙受救赎﹐我们得着行善的能力﹐
能够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都有蒙上帝祝福的表现。
136. Signpost: conclusion 在这一课里﹐我们先是从存在动机的角度探讨良善和本质的关
系。我们从历史的脉络里去探讨良善﹐始于上帝的[创造]﹐在那个阶段﹐我们看到良善是根源
于上帝的本性﹐而人类受造的时候﹐也带着天然良善的本质。接着，我们看到[堕落] 败坏了
人类天然良善的本质﹐使得人没有能力有合宜的道德行为。最后，我们看到在[救赎] 的阶段
﹐因着基督救恩临到我们﹐上帝的灵重建更新我们内在的良善﹐使得我们再次能够有道德伦理
的行为。
137. Face
在当今的世界﹐当我们学习按着圣经作合宜的伦理抉择时﹐我们一定要牢牢地
记住﹐纯正的良善总是涉及到我们的品格性情必须与上帝的性情属性相符合。一个可悲的坏消
息是，由于人的堕落﹐罪就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人类无法反映出上帝全然的美善。然而，
福音的大好消息就在于当圣灵对我们实行救赎时﹐圣灵就来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全新的
性情﹐使得我们能够活出上帝所喜悦且祝福的生活样式。我们若是能够牢牢记住这几个重点﹐
在思考和回应一些伦理问题的时候﹐就更有能力作出讨荣耀之主喜悦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