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讚者受割禮的心
陳亦君
"Circumcision is that of the heart, in the spirit, and not in the letter." Romans 2:29.
「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聖靈中，不在儀文中。」羅二﹕29
一位聖樂同仁邀請我在他們教會的聖樂主日中分享時，向我推介約翰衛斯理的一
篇講道「受割禮的心」，并對我說﹕「我覺得在談論贊美神的時候，捫心內省是
重要的。」的確，在這事事講求效應的時代，人內心真實的景觀似乎不常出現在
最熱門的敬拜研討議程中。
於是，我在聖樂主日當天就以衛斯理 1733 年 1 月 1 日在牛津聖馬利亞堂的這篇
講道做為出發點，與會眾一同來探討甚麼叫著「受割禮的心」以及衛斯理的「基
督徒完全成聖觀。」一來是提醒我們這一群侍立在神面前的人，當持有什麼樣的
心來頌讚他，才能得到神的讚賞；二來是希望大家在讀或在唱約翰衛斯理的詩
時，能對其宗教觀點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受割禮的心
「耶和華說，看哪，日子將到，我要刑罰一切受過割禮，心卻未受割禮的，就是
埃及，猶大，以東，亞捫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曠野剃周圍頭髮的。因為列國
人都沒有受割禮，以色列人心中也沒有受割禮。」耶利米書九﹕25-26
到底什麼叫做受割禮的心呢？根據衛斯理的解釋，這是一種屬「聖」靈命的慣性
(Habitual Disposition of the Soul)。「慣性」是指已經成為生命的一部份，
為一種的性情，其表現是一致的，并非今天是這樣，明天是那樣。持有著﹕
一

被聖化的性情（a sanctified disposition）:呈現出一種在神的公義、
聖潔，與形象底下被更新的生命。

二

基督的性情 (a Christ-like disposition):學效基督的道成肉身，將愛
實體化。

三

對神單一的性情 (an all devoted disposition):其中就包括了單一注
視，單一意圖，與單一尊崇。衛斯理說人的眼目若只專注在神的身上，
整個人就會被神的榮光所包圍、所充滿。單一意圖與單一尊崇，就是認定
神是唯一尊崇的對象，一生只想著如何討神的喜悅。
這種對神單一的性情，也就是衛斯理觀念上的「完全」。

心的割禮
至于心當如何受割禮？衛斯理提出了以下四點﹕
一

受「謙」的割禮 Circumcised by humility
•

對自己有絕對真實的評估，認識自己的軟弱與局限。

•

意識到除我以外，尚有他者。 即在文化上、思想上、道德上、地位上和
我們有顯著差異的「鄰舍」。

受「信」的割禮 Circumcised by faith

二

•

為求得真理而有勇氣拆除以前所建構起來，所仰賴的城牆堡壘﹕或是
邏輯推理，或是舊有信念。
受「信」的割禮不是要我們放棄學術追求。神榮耀的奧秘，需要我們用
盡理智去參悟，用盡畢生的創作力去闡述。但倘若知識叫我們自高自
大，看我們自己高于所當看的，就表示我們還未真正接受「信」的割
禮。
「人不可自欺。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以為有智慧，倒不如變作愚
拙，好成為有智慧的。」林前三﹕18

受「望」的割禮 Circumcised by hope

三

•

對自己的信仰有確實的把握。
衛斯理本身對信仰的確據（The Assurance of faith）十分關注。因為
惟有知道自己屬乎神，有聖靈的印證與聖靈的果實為憑據的人，才能在
順境中，或在逆境中，保有一個喜樂活潑的靈。

受「愛」的割禮 Circumcised by love

四

•

相信是「愛」賦予所有善德生命。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
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
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將
所 有 的 周 濟 窮 人 ， 又 捨己 身 叫 人 焚 燒 ， 卻 沒 有 愛 ， 仍 然 與 我 無 益 。 」 林
前十三﹕1-3
唯有愛能幫助人得榮耀、喜樂，與完全。沒有受過「愛」的割禮，難獲
神的稱讚。

衛斯理《基督徒完全成聖觀》的啟蒙與醞釀 (1720-1735)
《受割禮的心》後來被收錄在衛斯理的講道集中，成為他歷來講道的頭一篇文
錄。根據衛斯理的自述，裏頭所傳講的是他當時對宗教的看法，亦是他後來一直
持有的看法，沒有加增，也不曾減少。而《受割禮的心》中的要點，也成為他日
後論述《基督徒完全成聖觀》的主要基樁。
有關衛斯理《基督徒完全成聖觀》的啟蒙可追溯到 1725 年。當時年僅廿三歲的衛
斯理開始認真看待自己的信仰。除了遵循敬虔、紀律的靈修生活外，也作深入的
神學思考。
1725-1727 年間，衛斯理在牛津大學接觸到幾位推崇敬虔生活，與基督教神秘主
義有著深厚淵源的著名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其中包括﹕
•

杰里米•泰勒的《聖潔生活與死亡的實踐法則》(Jeremy Tayor’s “Rule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 and Dying”)
從泰勒那里，衛斯理學習到單純的意圖（Purity of Intention）。
此時的衛斯理，決定全然奉獻給主。

•

托馬斯•厄•肯培的《仿效基督》(Thomas à Kempis “The Christian’s
Pattern”or A Treatise of the Imitation of Jesus Christ”)
從肯培那里，衛斯理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心」的信仰 （The religion
of the heart）。一個把生命奉獻給主的人，如果不把心也奉獻給主，至終
必定徒然無益。
然而，卻是勞•威廉的兩本書《基督徒完全實用論述》與《敬虔與聖潔生活
的神聖呼召》（William Law “A Practical Treatise upon Christian
Perfection” and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激發
了衛斯理探討有關基督徒完全的問題。
這時候的衛斯理，對信仰也只是悟性上的理解。嚴謹，敬虔的生活並未讓他
對自己的信仰有十分的把握。一直到他 1738 年在奧爾德斯格特的經歷，讓
他參悟了因信稱義的道理。他的《基督徒成聖完全觀》才得以內化，成為可
實踐的宗教經歷。後來，衛斯理本身從追求個人聖潔與宗教體驗轉向追求社
群的聖潔與宗教體驗，他的《基督徒成聖完全觀》也成了他對自稱是衛理宗
信徒屬靈光景的期盼。

衛斯理對《基督徒的完全與成聖》的解說
問﹕
答﹕

何謂「成聖」？
更新于神的公義、全聖、與形象下。

問﹕
答﹕

何謂「基督徒的完全」？
在稱義之後，死亡之前，存謙卑、柔和、忍耐，盡心、盡意、盡力、
盡性地愛神。以純全的愛主導一切的思想，言語，與舉止。

從衛斯理的解說，我們知道他所指的完全，并不是刻苦己身，以求無過無失的道
德準則，乃是有著對神單一的性情 （請參照上文對神單一之性情的解說）。有了
這個理解，以後每當我們讀衛斯理的詩有關「完全」的時候，我們就能明白個中
的含義了。
結語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惟有
裏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文。這人的稱
贊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神來的。」羅馬書二﹕28-29
衛斯理說要成為一個完全的基督徒是可能的。雖然每個人的進程不都一樣。
但願神的靈今天在我們中間，在我們的內心作證，好讓我們的信仰不是如保羅在
歌林多前書九﹕26 節所說的「奔跑如無定向，鬥拳如打空氣。」而是擁有一顆真
正接受過謙，接受過信，接受過望，接受過愛割禮的心。時常流露出被聖化的性
情、基督的性情、對神單一的性情。全心，全意，全力，全情地愛我們的神，愛
我們的鄰舍。
最後，我希望以約翰衛斯理的這一首詩《頌主愛名》（亦有譯為《頌主之心》），
做為人言語寂靜後的思緒。

O for a heart to praise my God (1742)

**頌主愛名

O for a heart to praise my God,
A heart from sin set free,
A heart that always feels Thy blood
So freely shed for me.

願有頌主讚美之心，
此心離罪得救，
感悟寶血灑我天良，
捨生使我自由。

A heart resigned, submissive, meek,
My great Redeemer’s throne,
Where only Christ is heard to speak,
Where Jesus reigns alone.

願有順服溫和之心，
成主寶座殿堂，
使我單聽基督聲音，
獨一統治君王。

A humble, lowly, contrite, heart,
Believing, true and clean,
Which neither life nor death can part
From Christ who dwells within.

願有懊悔謙卑之心，
篤信，清潔，真摯，
不論生死與主相親，
決不跟主分離。

A heart in every thought renewed
And full of love divine,
Perfect and right and pure and good,
A copy, Lord, of Thine.

我心所思更新改變，
滿有神聖主愛，
真純，公正，完全，美善，
顯彰恩主同在。

Thy nature, gracious Lord, impart;
Come quickly from above;
Write Thy new name upon my heart,
Thy new, best name of Love. Amen

懇求上主頒賜性情，
速速感化我心，
刻我心中上主聖名，
嶄新佳美愛名。阿們。
**中文譯詞承蒙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允准,
轉載自普天頌讚新修訂版, 2006。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