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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人

(上)

以弗所書第二章提到合一的和好信息，存在於猶
太人與外邦人、以色列與列國之間。

講員◎艾立耶 牧師

整理◎莊恩慈

艾立耶牧師， 多年來致力於以色
列復興事工，「復興以色列」(Revive
Israel，http://reviveisrael.org/zh-hans/) 透
過以色列的使徒團隊，擴展耶穌基督的
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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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身分就是在個人和群體之間
取得平衡。人一定是在文化、家庭、
社會背景中成長，否則就可能是無
知的小嬰兒，或者在荒野無人煙的
地方自行成長的人；福音傳給列國
的對象，是一個又一個的族群。
保羅是個猶太人，他講話的樣子
就像以賽亞、摩西一樣，都是有列
國觀的人，他想強調的不是個人與
基督無關，而是群體皆與基督無關。
如華人對宗教的概念，就是傳統的
習俗活動，與基督彌賽亞毫無關連，
對救贖的盼望，更是毫無所知。此
外，我們也是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不但
不知道救恩，更是沒有權利進入神
的國。

保

羅認為以弗所書二、三章，
與羅馬書十一章的內容，
是一個具有特別啟示的奧

秘。神藉著保羅開始將福音傳向列
國，使我們現今能夠親眼見證，在
那個世代只能夢想的事，看見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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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
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
此便成就了和睦。」( 弗二 1115)

隔斷的牆

常常旅行的人就很熟悉，每到一
個國家，入境時都要排隊檢查護照，
窗口有很多，但只有一個通道的隊
伍很短，是只有該國公民可以排列：
而非該國的外國人，隊伍都很長，
要等很久才輪到。因為不是本國公

萬邦都有餘民，同時也見證以色列

猶太人與外邦人因敵意造成分隔

民，就不能排在本國公民的通道，

的復國，及猶太人回歸故土。我們

的牆；不是一面實體的牆，像中國

本國人也毋需填寫入境許可申請

現在應該處於一個時刻 —保羅稱

的長城，或是耶路撒冷的城牆，而

單。我們在十架之前，就是這樣的

為豐滿的時候，是福音在列國中豐

是一種心理和屬靈的牆。英文原文

光景。

滿的時刻，也是福音在以色列猶太

說的是帶著敵意的牆，中文則是以

我們這些人活在世上沒有指望，

人中豐滿的時刻。

隔斷來表達，對華人來講有點難以

因為沒有神。中國人有悠久的歷史，

「11 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
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
為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
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
人所起的。12 那時，你們與基
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
神。13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
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
的血，已經得親近了。14 因他
使我們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們
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
毀了中間隔斷的牆；15 而且以
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

想像。很多人信主前與猶太人沒什

也會以自己豐富的文化與歷史背景

麼關連，甚至也不認識猶太人，就

自豪，其宗教哲學的思想更不在話

好像在宇宙中，存在一面看不見的

下，但就保羅的論點而言，若與神

牆。保羅書信的對象是每個人，但

沒關係，儘管有再豐富的文化資產，

在幾個關鍵處，特別是以弗所書和

仍是沒有指望的族群。雖然這種說

羅馬書，他對外邦人說話的人稱用

話方式，會讓人有些不自在，甚至

「you」，中文譯成「你們」，因此

生氣，還可能造成問題，形成一道

有關一個新人的信息，不單是指一

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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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乃是一個群眾。很多人想到
福音，通常只會想到個人與主的關
係，信主的歷程也是如此，因為耶
穌是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棄絕身份蒙揀選
牆內的猶太人是蒙揀選的，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是他們的先祖，

然而當我們進入神的國，將發現

耶穌居住在耶路撒冷這大君王的

福音還有更多層面，可以應用在家

城，國家雖小，但神已經應許將來

庭、兒女、工作的場所，還有社會。

耶路撒冷會成為全世界的首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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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京、華盛頓、莫斯科或台北。

欣賞；卻是嫉妒和生氣，甚至覺得

又非要他們存在不可，這一小群人

似乎在牆上標示著「以色列蒙揀選

羞恥。倘若該隱悔改認罪，相信神

過去兩千年連個國都沒有，但不論

的國，外邦人不准進入」。聖經中

還會給他一次機會，但他被羞恥、

是基督徒與否，都受到猶太人的吸

當然有外邦人進入的例子，像路得

憤怒和嫉妒所勝，以致最後將他的

引，例如會有人想知道猶太人如何

本來是摩押人，直到第四章波阿斯

兄弟殺了。在以色列過去的歷史中，

教育孩子，這麼聰明又很會賺錢和

娶她為妻，那時她對拿俄米所說「你

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也是同樣的光

理財。歷史告訴我們，人們一靠近

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神就是我的

景，有時外邦人對猶太人非常景仰、

猶太人，好像靠近了這道隔斷的牆，

神」才得以完全，成為一個真正的

崇敬，但經過一兩代之後，又開始

牆是神自己設立的，外邦人有時也

以色列人，成為大衛的曾祖母，也

仇恨猶太人。

恨得牙癢癢的，想要將這面牆打破，

被記錄在耶穌的家譜上。足見當一

約瑟在埃及時，又解異夢又當宰

個人或一個國家想要進入牆內，就

相，當時法老也歡喜迎接約瑟的家

必須將自己原先的身分棄掉。

人遷徙到埃及；可是幾代之後，新

殺死猶太人，這面牆是隔斷的牆，
帶著敵意和拒絕。

耶穌廢掉冤仇

神揀選了以色列國，使他們分別

的法老興起當王，聖經說他因不認

為聖，這是神計畫的一部分，卻也

識約瑟，又看到猶太人的數目越來

在以弗所書二章 14-15 節提到，

造成了「牆」的問題。牆內的人難

越多，就開始將這些不斷生出來的

耶穌基督用自己的身體，廢掉一切

免會有驕傲，如果你的家族擁有一

猶太嬰孩殺掉，這顯然相當不理性。

冤 仇， 事 實 上 這 道 牆 的 材 料 就 是

卷神的約書，又被神指派來守這個

從以斯帖記也看到波斯王時代的

律法上的規條，很明顯是指著「妥

約書，自豪是很自然的心態，然而

猶太人，過著不錯的好日子，但哈

拉 」 而 言， 也 就 是 摩 西 的 律 法，

這其中不只有好的自豪，也有不好

曼因為對末底改相當有意見，就擬

總共有六百一十三條，猶太人稱為

的驕傲，在猶太教中存在著驕傲的

出政治性的政策 —將全國所有猶

dogma，這些是牆的磚塊，然而耶穌

歷史和種族主義，從他們許多寫成

太人都殺掉。相對於現代，在德國

用自己的身體，把它完全廢除。

的禱告內容，就可以感受到，如安

的猶太族群，不論是藝術或文學各

息日的祝福，其中一句就說：「我

方面，都有很多傑出的表現，如愛

們感謝祢，把這個神聖的安息日給

因斯坦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就是一

了我們，而不是給他們。」很多禱

個猶太裔的德國人，但後來希特勒

告詞都有「給了我們，沒有給他們」

興起，也是想要滅絕所有的猶太人。

也有類似「感謝祢讓我成為一個猶

列國與猶太人之間的關係相當微

「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
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
你們（或譯：我們） 一切過犯，
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14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
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
把 它 撤 去， 釘 在 十 字 架 上。15

太人，不是外邦人。」

妙，既不能容忍他們的存在，有時

微妙的關係
羅馬書五章講律法要將罪顯出
來，不只是針對個人的罪，團體的
罪也有同樣後果。每個族群都很容
易將自己身分的認定，建立在與其
他族群的比較上，就好像台灣與日
本的歷史，有很多複雜的過去，其
中有驕傲、傷害、不饒恕，這些罪
帶來的歷史影響，如今都還控制國
人的心思。以色列在不知不覺間，
因為是蒙揀選的族類，而成了有罪、
驕傲、種族意識的民族，這就是保
羅所描述牆內的光景。
在該隱與亞伯的故事中，神喜悅
了亞伯的獻祭，該隱的反應並不是

17

西與七十位長老去到西乃山上，在
那裡與神野餐，他們看見以色列的
神，雖然看不清楚，但卻看見神的
腳，因為我們肉眼不能看見聖父，
是在靈裡面看見。
耶穌並不是兩千年前突然來到聖
母馬利亞的肚子裡，祂創世以先就
已存在，並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
向以色列祂的子民顯現，所以可以
說耶穌在西乃山上參與了妥拉的頒
布，「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

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
生 在 律 法 以 下，」( 加 四 4) 當
祂以神的兒子 —猶太人彌賽亞身
分來世上時，祂也全然降服在律法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
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
誇勝。16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
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
讓 人 論 斷 你 們。」( 西 二 1316) 保羅在此也是對未受割禮前的

十字架上廢掉了冤仇 ( 命令 )，這說

的每條規則下，祂成為完全的猶太

法聽在猶太人耳中相當具爭議，因

人代表，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此

為保羅好像在宣告，神能夠將這些

十字架上的耶穌不只是一個人，可

取消，猶如將猶太人特別的身分地

說代表整個猶太族群的身分。

外邦人說話，此處所講的律例與以

的身分，是給列國和猶太人的。

到列國，在基督裡面會興起一個新

外邦人也能得救

弗所書所提一樣，都是 dogma。字

當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是這位

據顯然是一個已經寫下來的內容，

赤裸的猶太人身體，祂的頭上有個

指的就是摩西的妥拉，是攻擊我們，

牌子，用三種語言寫著猶太人的王。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神活著，我已經與
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
不 再 是 我 ……」( 加 二 19-20)

對我們有敵意的，然而這有礙於我

我們很習慣想到十架上的耶穌是為

這也是保羅在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

們的字據，耶穌早已將它和自己同

我這個人而死，但保羅在這裡所說

所強調，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

釘在十字架上。

的，是要我們看待耶穌好像妥拉化

切。當一個猶太人說向著律法、妥

猶太人遵守律法、遵守安息日，

成肉身一樣，這可能令人難以接受，

拉而死的時候，某方面也是在說，

但安息日保全了猶太人；割禮也是

但猶太人就能理解，因為當年在西

我向這個猶太人的身分而死。保羅

一個重大的議題，是因為這些法則

乃山頒布律法時，耶穌就在那裡；

效法耶穌的生命樣式，接受神將他

規條，使我們成為分別的人。猶太

在舊約中多處講到耶和華的使者或

差派出去，打破這面牆，傳福音給

人不會受邀到別人家裡用膳，即便

耶和華的天使，是用第一人稱「雅

所有的外邦人，從今以後這面牆和

對方保證不會烹煮豬肉或其他禁忌

威」，也就是耶和華的第一人稱來

牆上的每一個磚塊，不能再成為我

的食物，他們也會為餐具受到沾染

說話。

們中間的攔阻。「向猶太人，我

而拒絕。在猶太教中，有很多這方

曾 有 一 位 著 名 的 作 者 Asher

面的規則，有些直接從妥拉而來，

Intrater，寫了一本有關神與亞伯拉

有些是從妥拉發展詮釋而來，有些

罕共進午餐的書，提到亞伯拉罕非

是律法妥拉應用在現代規則，所發

常看重來訪三名使者其中一位，還

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
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
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
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林前

展出來的，但這些是神和拉比設計

要撒拉趕緊預備好午餐，為他脫鞋、

九 20) 其他猶太使徒來接納這樣的

出來的，這統稱為猶太人的界線。

洗腳。這三個人中有兩位是天使，

觀念，也不容易；像彼得看到神垂

他們後來去了所多瑪跟蛾摩拉，留

下不潔淨食物的異象時，已經是五

下來的那位，祂說話的時候是用第

旬節結束又經過了十年，表示十年

一人稱。出埃及記二十四章提到摩

之久，猶太使徒都沒把福音傳給外

耶穌是律法的代表
保羅說耶穌基督這位彌賽亞，在

18 好消息

位取消；保羅的意思是，福音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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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人。可能使徒在當時以為，只要

是從祂而來。神也應許我們的未來，

撕裂自己的衣服，抓了地上的灰和

將福音傳給所有的猶太人，耶穌就

能以一個新的方式復活，藉由釘死、

泥土，撒灰在自己身上；彷彿在宣

會再來。連耶穌在世時，都尚未打

獻祭而復活，就像種子在地裡死了，

告除非殺了保羅，不然就會繼續讓

破這道牆，面對迦南婦人為女兒求

就得以重新成長，成為新的生命，

自己保持在這麼骯髒的狀態。但保

救時，耶穌都說過：不好把兒女的

這就是耶穌所做的，祂本身就是妥

羅並不認為，猶太人的身分會因此

餅給狗吃，然而婦人有智慧地回答：

拉，這位猶太人中的猶太人，願意

有所改變，因為猶太人自認為因為

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兒。最

為我們而死，所有的應許、所有的

遵守律法、節期等條例，所以成為

後，這個回答得到耶穌的醫治。

盟約，神都把它們釘死，因為神要

猶太人，就好像我們是中國人，沒

彼得的異象就好像要已婚的人

叫這一切從死裡復活，成為新的。

有任何中國人身分的認定，怎能繼

去與一個非配偶的人發生關係，直

保羅瞭解這個奧祕，因此他宣告與

續作中國人。不過，希伯來書四章

覺認定這意念是從撒旦而來，不會

基督同釘十架：活著的不再是我，

提到，神的話是兩刃的利劍，也就

是 神 的 心 意。 對 猶 太 人 來 說， 這

乃是那愛我的神的兒子，如今住在

表示真理都有兩刃，要保持兩刃的

六百一十三條的律法誡命，全部合

我的裡面；並且差派我去到列國外

平衡才是。

在一起，彷如一個聖潔的代表；不

邦人中，向他們傳講救贖的信息。

在聖經提到過權柄也是有兩刃，

論生活大小事，只要是規條就是以

這是一個非常激進的信息，因為

在婚姻中丈夫是頭，但若丈夫只在

同等級的態度來遵守。保羅所提到

保羅回應神的使命，我們今天不必

乎行使權柄，妻子和家人都要聽他

這道隔斷的牆，就好像講到耶穌自

再受割禮，也能在基督裡保持自己

的，家庭生活應該不會太成功。聖

己的身體，也成為牆的一部分，是

仍是中國人的身分，可以慶賀中國

經也提到丈夫要愛妻子，如同基督

被揀選的猶太人的聖潔 —規則、

有關的節期，只要與拜偶像和淫亂

愛教會，為教會捨己。我們平時的

法條、律例，而耶穌在被釘的那一

無關。對猶太人來說，保羅這樣的

生活，也應處在兩刃的平衡點上。

刻，把這些也都釘在十字架上。

信息可是不太受歡迎，看看使徒行

耶穌藉著祂的身體和祂成為律法規

傳，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保羅如此被

條的本身，在十字架上滅絕了冤仇，

猶太的權柄人士討厭，幾乎被當作

打破這道隔離的牆。因此在基督裡

在創世記二十二章亞伯拉罕獻以

頭號公敵。 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怎

面，不論男人或女人；奴僕或自由

撒時，他確實相信這孩子，是帶著

麼遇見耶穌的見證，剛開始還能為

之身；猶太人或外邦人；受割禮或

神的應許與神蹟出世，神也必負全

人接受，但當他提到領受向外邦人

不受割禮，都不是重點。因為耶穌

責。神既要他獻上孩子，自然也能

傳福音的使命，竟成了眾矢之的，

基督重新建造一道新的牆，分隔的

叫他從死裡復活，因這一切的應許

見到他時恨不得殺了他。他們甚至

關鍵—是否「在基督裡」。

新的生命

(未

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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