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logical Dictionary 神学字典

A
Absolution 宣赦：基于耶稣基督为罪人所完成的工，在敬拜聚会中，牧师或主礼宣布悔
改的人罪得赦免。
Adiaphora 中立物：圣经中没有要求也没有禁止的事情；基督徒可按基督徒的自由作选
择的事情；但作决定时，要以基督徒的爱心作选择，避免因这些事绊倒他人。
Advent 将临期，基督的降临：1) 指教会节期中，圣诞节前的四个星期日（将临期）； 2)
耶稣第一次来临，那时他在伯利恒由童女所生； 3) 他的第二次降临，是指在最后
的日子他从荣耀中再来。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不可知论者相信：1) 我们无法知道是否有上帝的存在。 2) 若
真有上帝的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他。
Allegory 寓意：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一种抽象的真理，它的内容通常具有比一个比喻更多
的细节。加拉太书第 4 章是其中一例，特别是 4:21 节及之后的一段经文可作为解
释。
Angel 天使，使者：上帝创造的灵，为要敬拜和事奉上帝，为上帝工作（来 1:12）
。
Animism 泛灵论／万物有灵论：一种信仰，相信物体（石头、动物、树木等）都有“灵”
在当中，所以它们有能力影响人的生活，它们能行善或行恶，所以要敬拜这些物体。
是常见于原始民族的宗教。
Anoint 膏： 1) 将油倒在人或物件身上。将事奉上帝的人或对象分别出来；这样做是要
给予特别的职分、祝福或能力。君王、先知和祭司在圣经的年代都曾受膏。耶稣的
称呼弥赛亚、基督，字意是 「受膏者」。 2) 抹油: 天主教采用的一种仪式。
Anthropomorphism 拟人论：用描述人的方法如用人的特质、行动或感觉来描述上帝。
例如，耶利米书 32:17 中，不是指上帝有人身体的臂膀，
「他的膀臂」是指他的大能。
Antichrist 敌基督：1) 基督的大敌人。他已经在世上工作，宣称自己是基督，到了末
日，便会显露这宣称是错误的。只有约翰一书 2:18, 22；4:3 用这名字，但在帖撒
罗尼迦后书 2:1-12，给我们清楚地描述他是谁及他将会做的事（参看 Papacy 教皇
权，Pope 教宗）
。 2) 在新约中提及基督的众多敌人，当中有些被称为敌基督。
Antinomianism 反律法主义：错误的教导，认为信徒因着恩典得救，就不需要学习律
法。它指基督徒已经知道律法和自行会守律法，因此不需要律法指引他们（律法
的第三种用途）或作为守则（太 5:17-19；罗 7:1-14）。
Antitype 对范：即预表的本体（参看 Type 预表），例如：在旷野中被举起的铜蛇预表
了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约 3:14-16），基督就是铜蛇的对范。
Apocrypha 次经：这些书卷没有放到圣经中，因为它们不是上帝所默示的。旧约的次
经约在两约之间的时期写成。它们被收录在天主教的圣经和部分东正教的圣经
中。新约的次经在一世纪后写成，但未收录在任何圣经之中。
（参看 Bible 圣经，
Inspiration 默示，Cannon 正典圣经）。
Apostle 使徒：
「被差遣的人」，一个被呼召并被差遣完成特殊使命的人。例如：耶稣的
12 个使徒。（太 10:2-4，参看 Mission 使命）。保罗及其他被主差遣去作特殊使命
的人也属于使徒。
Arianism 亚流主义：由埃及亚历山大城的长老亚流（Arius，约 250-336）所提倡，后
来被判为异端，逐出教会。亚流主义认为只有一位上帝，否定三位一体的教义，
认为基督或道（Logos）是第一个被造的，是最高的完美受造物，他只是似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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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iousion）但他不是与上帝相同的本质（homoousion）。 现今，耶和华见证
人等教派都有此教导，但这教导不为正统教会所接受。（参看 Deity of Christ 基督
的神性）。
Arminianism 阿米纽主义：指荷兰神学家阿米纽（Jacob Arminius 1560-1609）的神学
观点。他的教导是回应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教导。他强调自由意志或人有
选择的自由。他的神学论点如下：1) 上帝根据他的预知，拯救那些他知道将会相
信的罪人； 2) 基督不是单为蒙拣选的人，而是为所有人而死的； 3) 人需要上帝
的恩典才能够相信； 4) 人在出生时不是全然死在罪中，但却仍然有属灵的能力
去接受或拒绝上帝的恩典； 5) 基督徒有可能会失去救恩。
Ascension 升天：拉丁文 ascendere 是上升的意思。The Ascension 指耶稣升天，教会节
期中的耶稣升天日；在耶稣复活后第 40 天发生（路 24:51；徒 1:9），那天耶稣由地
上升到天堂。
Atheism 无神论：他们相信没有上帝，认为生活中没有上帝的存在。圣经说只有愚顽人
心里才没有上帝（诗 14:1）。
Atonement 赎罪：作出献祭或付出代价。罪破坏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在旧约中，以
赎罪祭除去上帝对罪人的忿怒，并恢复上帝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赎罪祭包含血的
献祭（利 4:27-31）。在新约中，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是为世人的罪付上代价和
惩罚，使上帝与人和好（罗 3:25-26；林前 5:7；约一 2:2）
。
Attributes of God 上帝的属性：上帝的特性或特质。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属性，包括:
爱、仁慈、公义、全能和永恒等。

B
Baptism 洗礼：施恩具之一（参看 Means of grace 施恩具）
。用水与上帝的话语一起应用
在人身上的圣礼（弗 5:26）。人生来属灵已死在罪中，洗礼使人产生信，使他们成为
上帝的儿女（加 3:26-27，弗 2:1-5；约 3:5-6）。它提供、给予所有信徒赦罪的印记
和永生（徒 2:38-39；22:16）。意味着信徒藉洗礼与基督同死，并在基督里给予新的
生命（罗 6:1-4）
。路德宗教会相信洗礼是为所有人（太 28:19-20）包括婴儿而设立
的；洗礼是用圣道和水（以任何形式，例如洒、浇或浸）施行。
Bible 圣经：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共有 66 卷。是上帝所默示的，向人揭示有关他的事。
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语，意思是圣经中没有包含任何错误。圣经是信和生命唯一的
指引。
Bishop 主教：希腊文中有「监督」的意思。1) 在新约中，他是给予领导和监督教会的
人；在新约中也常称为长老。2) 今天在主教管辖形式的教会中，他是管理某区域中
众多教会的人。
Blasphemy 亵渎：对他人说出邪恶或错谬的话。亵渎指对神圣或特别的人作出侮辱，咒
诅或不敬的行为。它特别用来指对上帝的不敬；亵渎圣灵的罪被称为「不可饶恕的
罪」（太 12:31）。
Bless 祝福：给人们好的东西让人开心或幸福。 1) 当上帝祝福一个人，是指上帝给予他
有益的事或让他快乐的事。 2) 也可以是令人或事物成为他人的益处或快乐的来
源。 3) 当人祝福他人，是要求上帝给予人所需的祝福。 4) 希伯来文中，
「上帝祝
福人」 这句话中的「祝福」这个字与「人称颂上帝」这句话中的「称颂」是同一个
字，英文译作 “bless ” （诗 103:1），人们可以称颂、赞美及宣扬上帝。
Blood 血：1) 在圣经它常指生命，因为它是生命所需的（利 17:11-12）。 2) 它常被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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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基督的牺牲或血，洗净所有人的罪。
Body of Christ 基督的身体：1) 字面上是指基督的肉身。 2) 在新约，更常是用作描述
教会（所有相信耶稣、无形的教会）
。基督是教会的头（弗 1:22-23）。所有信徒藉着
信成为教会的一员。每个信徒都有不同的属灵恩赐，可以为着教会的益处而运用出
来。（林前 12:12-31； 罗 12:4-8）。
Born Again 重生：耶稣指当圣灵把在基督里的信心赐给人，那人就重生，是一个新的属
灵生命。重生藉洗礼和圣道发生（约 3:3-5；彼一 1:21-23）。

C
Call 呼召：1) 上帝对人的邀请，邀请人领受他的恩典。常用于呼召人得救（可 2:17）
。
2) 也用作呼召人以特别的方式事奉上帝（罗 1:1）
。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加尔文派：由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64）所
提出和倡议的神学，是历史最悠久、定义最清晰的改革宗神学（Reformed Theology）。
这神学有五个要点: 1) 全然堕落，指人生来就是罪人，需要救恩。 2) 无条件的拣
选，指上帝拣选或选择某些人得救、某些人不得救，这完全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拣选，
与人的作为没有关系。 3) 有限的赎罪，指基督只为那些被拣选会得救的人而死，
并不是为所有人。 4) 不能拒绝的恩典，指上帝呼召他所拣选的人得着救恩。上帝
把福音的信息赐给所有人，这称为外在的呼召（external call）
；但上帝只会向他所拣
选的人进一步发出内在的呼召（internal call），这呼召是不能被拒绝的。 5) 一次得
救、永远得救，指信徒不会失去救恩。因为圣父上帝拣选了、圣子耶稣救赎了、圣
灵也提供了救恩，所以那些得救的将会永远留在基督里，不论作了什么也不会再次
失丧。
Canon 正典圣经：基督教会所接受由上帝默示写成的 66 卷书的圣经。
Catechism 教义问答书：一本教义问答书，用提问和回答的方式教导上帝话语的书。路
德大问答（Large Catechism）是针对传道人、教牧或作教导的老师而写；而路德小
问答（Small Catechism）是为教导小孩及初信者而写。
Catholic 天主教，catholic 大公教会：出于希腊文 katholikos，有「普世的」的意思。 1)
首字母 C 为大写时，通常解作罗马天主教教会。 2) 首字母 c 为小写时，它也用作
指普世的教会，所有年代的所有信徒；也指新约时期的「大公书信」或普通书信，
都是写给众教会，不是一间教会。
Celibacy 独身：指未婚的身分。罗马天主教要求神父（公开执行牧者职务的人）必须保
持独身。（林前 9:5；提前 4:1-5）
Charismatic Movement 灵恩运动：用以表示 1960 年代开始在教会内发生的运动。它强
调所有属灵的恩赐，特别是行神迹和说方言；说方言就是发言者用一种自己不懂的
语言发言。它也教导灵洗发生在归正之后，当人被圣灵充满时，将满有大能。它们
有别于五旬节派／五旬宗（Pentecostal），五旬节派／五旬宗成立新的教会，而灵恩
派 则 尝 试 更 新 或 改 革 主 流 教 会 。 故 灵 恩 运 动 亦 有 被 称 为 新 五 旬 节 派 （ neoPentecostal）。
Christ 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翻译，意思是「受膏者」。耶稣在他受洗
时被圣灵所膏，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
Christ of Faith 信仰中的耶稣：自 19 世纪开始，自由派神学家常用的用语。有些学者认
为圣经中记载的耶稣被神化了，加插了许多在历史上不曾发生亦不可能发生的情节
（例如: 神迹、准确无误的预言等等），只是因为有信徒希望这些事情发生，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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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写在新约圣经的书卷中。因此，他们称圣经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为「信仰中的耶
稣」。他们相信，只要把信徒自己的想象和信仰统统挪开和过滤，便能找出「历史中
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参看 Historical Jesus 历史中的耶稣）
Church 教会，教堂：1) 在耶稣基督里聚集成为一体的所有信徒。 2) 信徒聚会的建筑
物。3) 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成为上帝的家庭成员。教会会为信徒施洗，并施行圣
餐礼（徒 2:41-42）。教会有三个主要目的：1) 敬拜，2) 宣讲福音和传道，3) 教导。
教会所做的一切都是按圣经教导（弗 1:22-23；2:19-20）。教会可分为有形的教会
（Visible Church）和无形的教会（Invisible Church）。
Condemn,Condemnation 宣告有罪：人犯罪违反法律，判他受到惩罚。上帝对罪的惩罚
就是与上帝永远的分离。
Confess,Confession 认罪，认信／信仰告白：说出和认同真理。包括两个意思。1) 认罪
——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2) 认信——向其他人承认自己在基督里的信仰。
Congregation 会众，堂会／教会：1) 会众，参加敬拜的一班人； 2) 堂会／教会／分
堂。
Conscience 良知／良心：自然认知有一位上帝的存在，是上帝写在人心里的律法，知道
某些事情是对，或某些事情是错（罗 2:14-15）。
Conversion 回转归信：因着圣灵恩慈的大能，藉在耶稣里的信心转向上帝。它包括转离
罪（悔改）和藉信转向耶稣（徒 20:21）。圣灵藉圣道和圣礼中的福音使罪人回转归
信（帖前 2:13-14）。
Covenant,Covenant of Grace 约，恩典之约：1) 上帝神圣恩典之约，上帝为他的子民
设立约的关系，应许祝福他们和赐下一位救主（创 3:15，12:1-3；加 3:15-17）。这是
一个单方面的约，因为它完全是上帝恩典的工作，由他开始并完成我们的救恩。他
呼召选民与他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完全是藉耶稣为世人所做的。2) 约也可以指两
个人或两群人之间的约定，这是双方的协议。在西乃山上所立的是律法之约，是双
方的约。双方都承诺要立合约的关系并遵守合约上的条款。上帝的子民以感恩和爱
的顺服作回应。
Creation 创造，受造物：1) 有关上帝在六日从无到有地创造世界（出 20:8-11）。创世记
1 和 2 章，约翰福音 1:3 和很多其他的圣经章节都清楚地教导。2) 也用作描述上帝
所创造的一切——受造物。我们知道上帝是用他的话语创造一切（伯 38:4；来 11:3）。
Creed 信经：(拉丁文:我相信的意思) 一段陈述或总结表达一个人所相信的。可以出自
一个人，一间教会或一个宗派。大公教会承认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和亚他那修信
经。
Crucifixion 钉十字架：将人钉在十字架上，直到他气絶而死。在罗马帝国时期是最严重
的死刑执行方法。基督是钉十字架而死。这个词有时也用作描述上帝拯救世人的方
法。

D
Day of Atonement 赎罪日：利未记 16 章说明，旧约的大祭司，在犹太人历法中七月十
日（以他念月）为了以色列民施行赎罪的宗教仪式。大祭司首先为自己的罪献祭，
然后取两只公山羊，第一只献为赎罪祭，表征无罪代替有罪的而死，付上罪的代价；
另一只归于阿撒泻勒（scapegoat），将人的罪带到旷野，永远不会再看见。这预表应
许的救主将为我们赎罪。
Day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日子：基督再来的日子（腓 1:6）。那些不悔改和不相信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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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和国家，便要接受审判（摩 5:1，18-20；珥 2:31）。它是上帝的子民得到永远祝
福的时间（摩 9:11-15；番 3:9-20）。它也被称为主的日子。
Deacon 执事：希腊文原意是自愿服侍别人的人；现今教会中的一个职分或工作（腓 1:1）
。
在新约中，他们照顾教会中各人的需要（徒 6:1-6）。由教会拣选和委任他们。对执
事的要求在提摩太前书 3:8-13 有详细的说明。
Death 死亡：生命的终结，有分隔／被隔絶的意思。1) 身体的死亡：当一个人死后，灵
魂离开身体（传道书 12:7）。 2) 属灵的死亡：不信的人因罪而与上帝隔绝（弗 2:15）。3) 永远的死亡：人在地狱中，与上帝永远隔绝（太 25:46；帖后 2:8-9；参看
Death, Eternal 永死；Hell 地狱）
。
Death, Eternal 永死：那些不信的人永远与上帝完全的隔绝，下到地狱（太 25-46）；不
相信基督的结果是与上帝及永生的祝福永远分离。上帝不想任何人受到永死惩罚
（彼后 3:9）。他让他的独生子受死和下到地狱，是要拯救所有人（约 3:16）
。但当
人拒绝基督，就是置自己于上帝律法之下，为他们的罪而受到永远的惩罚（约 5:2429）。
Decalogue 十诫：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上帝给予摩西的十诫，是上帝颁布关于
道德律例的总结。上帝亲自把他的律例写在两块石板上（出 20:3-17；申 4:13）。
Dedication 奉献（奉为神圣，有分别为圣的意思）：将某人或某事分别出来事奉／献给上
帝（民 18:6）
。或者某些对象特别奉献用作事奉上帝。
Deism 自然神论：他们相信有一位至高者创造世界，然后让世界自行运作。他们说那位
至高者让世界按自然定律运行，现在已经没有干预它，所以世界是没有神迹的，人
只可以按人的理性去认识上帝。
Deity of Christ 基督的神性：耶稣就是上帝（约 1:1；西 2:9），耶稣基督同时拥有神性和
人性，即他是百分百的人，也是百分百的神。耶稣就是上帝。在尼西亚信经中指出
耶稣是「……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
造的，与父一体……」。
Demons 鬼，鬼魔：帮助魔鬼撒旦工作的邪灵。他们本是天使，但选择犯罪和做邪恶的
事。他们要被判有罪永远下到地狱（彼后 2:4）
。
Disciple 门徒：1) 跟随另一人学习的人。因为他们跟随耶稣学习，所以不单学习他的教
导，还有以他行为作榜样。2) 有时「门徒」也指「信徒」或「基督徒」（徒 11:26，
19:1）
。
Discipline,Church 教会纪律：教会纪律有别于惩罚（耶稣在十字架上已为我们的罪受了
惩罚）；教会纪律是纠正这些生活在罪和错误里的人，有时是让他们受罪的报应的
苦（提后 3:12-17；来 12:6-11；参看 Death 死亡；Sin 罪）
。教会纪律是整个教会处
理不悔改的罪人的方式（对错误进行警告），以便引导他们悔改；这是出于爱心，而
非为了惩罚，以上帝的话语来医治对方，把对方带回上帝那里，目的是为了他们得
救赎，也为别人的好处（太 18:15-20；林前 5 章；林后 7:8-11；参看 Visible Church
有形的教会；Congregation 会众；Excommunication 开除教籍）。
Divine 神圣：指上帝或假神的特质；它可以用于圣经中的唯一真神或者异教徒的假神。
Divine Call 神圣的呼召：上帝通过教会呼召一个人作福音的公开圣工（徒 14:23，20:28）
。
虽然呼召是通过罪人发出，但仍然要视为神圣，因为呼召是来自上帝。
Docetism 幻影说：在二世纪时期开始有关基督的谬说。它教导耶稣只是真神，否定他是
真人，他看来似人，其实是一个幻觉。他们指上帝不可能受苦，所以基督只是看来
受苦和死亡。约翰在圣经所写的福音书及书信都驳斥这错误的教导。这教导亦不受
现今正统的基督教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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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rine 教义：有关圣经中某一神学主题的教导。
「教义」一词常用于教会公开的教导。
Dogma 教条：教会公开正式的神学教导；它带有权威性，教导是合符圣经的。
Dogmatics 教义神学：有系统地整理圣经中的教导，清楚表达出上帝的旨意。它的另一
个名字是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Doxology 荣颂：对三位一体上帝的赞美，通常在诗歌中出现。圣经中的例子有路加福音
2:14 和罗马书 11:33-36。
Dualism 二元论：这理论教导，最初世上有两种敌对的势力存在，分别是善和恶。在不
同的世代有不同的二元论出现，例如: 1) 上帝和撒旦——圣经已经否定了这说法，
因为圣经清楚写明撒旦是被造的天使，并不是由开始已经存在。2) 心智／灵魂和身
体——二元论错误地说无形的灵是善的，有形的身体是恶的。圣经指身体和灵在最
初是好的，它们只是被原罪败坏了。3) 道教——阴阳论也是属于二元论。

E
Ecumenical Church 普世教会：1) 无形的教会，指一圣基督教会，当中只有真正的信徒，
他们是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种族的（参看 Invisible church 无形的教会）
。 2) 在早期
教会时期所有教会的代表参与的会议或大会，目的是众教会合一。
Ecumenism 普世联合运动：联合所有教会的运动。联合普世教会的目的原本有它的价
值，但是普世联合运动却忽视所有教会的不同教导，即各持不同教导的教会都可以
联合在一起，这是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
Elder 长老：在圣经中有不同的意思。1) 在旧约，它指家庭或城镇中年纪较长的领导人。
2) 在福音书中，它是带领犹太人的一群人。3) 在早期教会，它成为公开圣工的一
职；后期成为带领教会较年长的人。圣经对长老一职的要求在提摩太前书 3:1-13 和
提多书 1:5-9 列出。
Election 拣选：上帝特别的决定拣选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是拣选人作事奉、得到祝福或
救恩。阿米纽派指上帝预先知道一些人会相信，他拣选那些会相信的人来给他们救
恩。改革宗的加尔文派指上帝按自己的决定拣选了一些人得救和拣选一些人不得
救，这称为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
。路德宗教导上帝的拣选完全出
于恩典（唯独恩典）
，不在于人的善行（弗 1:3-7）；但他们不尝试去解释上帝这救恩
的奥秘，只赞美上帝的恩典。
Epiphany 基督的显现，显现期：它指基督如何向世界揭示他自己。 1) 它可以用于基督
的第一次或第二次降临。 2) 它也是教会节期之一。显现期的中心讯息是有关耶稣
的教导和神迹故事，以显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和救主。在东正教，显现节用来庆祝
耶稣的出生和洗礼。
Episcopal Government 主教制度：一种教会的行政制度，主教掌有最高权力领导教会。
这些主教传承了使徒的传统。在这种制度下的另外两个职位分别是神父和执事。施
行这个制度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圣公会等。
Epistle 书信：用于新约圣经中写给个人或教会的书信。通常分为保罗书信及「大公」／
普通书信。
Eschatology 末世论：谈论末后的事，可分为个人的生命终结或世界末日的神学。它包
括死后的事、基督的再临、复活、永生及最后的审判。
Essence 本质：证明某种事物真正存在或真实存在，是该事物独有及所有的属性或质量，
表明了它是什么，若该事物没有了这一种本质／一套本质，或这本质改变了，就不
再是该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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