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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山越嶺──

《21世紀保羅書信辭典》
導 讀
郭秀娟（本書譯校）

大多數人會認為辭典是拿來查的，不是拿來讀的。
此話未必盡然。過去三年，我擔任校譯，每週花二十小時閱讀《21 世紀保羅書信辭
典》
。本來以為是不得不為的苦差事，沒想到卻大大擴展了我對保羅和保羅書信的認識，也
發現這真是一本深具可讀性的精采辭典。
保羅和保羅書信，像一座很難攀爬的高山。我這三年來的工作，有點像是一名初級登
山客，面對橫亙在眼前巨大無比的喜馬拉雅山，不知如何攻頂。幸好，我有 108 位新約學者
作嚮導，他們提供了 214 篇深入淺出的文章，每篇都像一條登山途徑。路徑或大或小，或長
或短，有的迂迴，有的筆直。每位嚮導，選擇攻頂的路途，不盡相同，切入的角度，也有
很大的分別。
有的嚮導領我觀看令人屏息的大片風景：例如，

馬挺（Ralph P. Martin）的「保羅神學的中心思想」
、
哈夫曼（Scott J. Hafemann）的「保羅和解釋保羅的學者」
、
史爾瓦（Moises Silva）的「保羅與舊約」
、
布魯斯（F. F. Bruce,1910~1990）的「使徒行傳及書信中的保羅」
、
鄧恩（James D. G. Dunn）的「羅馬書」
、
巴尼特（Paul, W. Barnett）的「保羅和他的對手」
、
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的「十架神學」和「稱義」
、
奧斯邦（Grant R. Osborne）的「釋經學／詮釋保羅」
、
巴克萊（J. M. G. Barclay）的「耶穌與保羅」
、
金世潤（Seyoon Kim）的「耶穌的話語」
。

也有大嚮導帶我翻山越嶺之餘，不忘提醒我欣賞路旁的小花小草。例如，

坎伯爾（William S. Campbell）的「橄欖樹」
、
巴尼特（Paul, W. Barnett）的「織帳棚」
、
艾理斯（E. E. Ellis）的「保羅和他的同工」
、
莫里斯（Leon Morris, 1914~2006）的「不法之人與攔阻的力量」
、
俄伯仁（Peter T. O’
Brien）的「凱撒家裡的人」
、
甘德利（Judith Gundry-Volf）的「良心」
、
萊特（David F. Wright）的「同性戀」
、
梅爾（R. P. Meye）的「靈修學」
、
錢伯林（J. K. Chamblin）的「心理學」
、
杭特（W. B. Hunter）的「祈禱」
。

有時候感覺自己好似陷入了迷霧地，例如，提瑟曼（F. Thielman）寫的「律法觀」
（Law）與史瑞納（T. R. Schreiner）的「律法之工」
（Works of the Law）
，兩人觀點南轅北轍，
似乎會打架。但無論如何，每一次的攀爬，總能領我往前邁進一步，不論是在神學上、聖
經詮釋上、還是靈性上，都更靠進山頂一些。
這些文章未必是生硬的神學論述，其中許多都對靈性生活有幫助。像梅爾，簡單扼要
地以一句話總結保羅的「靈修學」：信徒因內心深處對神的感恩，不斷地向神說「是」，並
倚靠聖靈的大能，表現在行為及態度之上。他將信徒的生活用一個橢圓形表示，兩軸的互
動分別是（1）行使神兒女的權利義務，特別是禱告、話語、相交這三項要素，以敬拜作為
高峰，以及（2）完全的順服，彰顯聖靈的果子。這樣的靈修學真是容易記、容易學，讓人
受益匪淺，彷彿吸滿了山嶺裡的芬多精。
還有，「祈禱」這個題目，不像基督論或救恩論，是大公會議的主要議題，因此在信經
的形成過程中，幾乎完全被忽略。杭特為我們摘要了保羅的禱告神學：保羅認為基督徒的
生活，實際上就是不斷禱告的生活。保羅禱告的焦點，幾乎總是永恆而非現時的，事實上
保羅是承繼了耶穌教導禱告的精髓。令人驚訝地，在保羅慣例的禱告中，幾乎沒有任何為
日用飲食、健康、醫病，改進經濟狀況等現時事項禱告。這與我們今日的禱告會光景，何
等不同。
另外，許多辭典的條目，提供我們聖經研究的第一手背景資料。例如，從保羅所建
立教會的「社會背景」研究，會發現保羅的宣道以城市為主，保羅的宣教旅程接近一萬英
里，到訪的城巿，均座落於東西貿易路線上，可能是因為城巿宣教比農村有更多的機會。
保羅與三教九流的人士來往，保羅的朋友和同工，聖經中記載有名字的將近百人。艾理斯

將「保羅的同工」劃分為九種類別，帶我們從一個更廣闊的視野，觀看保羅事奉主的生
活。
保羅居住及事奉的環境，是希臘羅馬的社會，其中最基本的單位，便是「家庭」。當
時的家庭成員包括有直系親屬，通常也會將奴隸、自由人、僕人、勞工包含在內，有時甚
至包含業務上的夥伴或租戶。這些家庭，並不是現代的私人住宅，有可能是極大的房子，
前面提供店鋪，後面則為住宿所在，有足夠空間供工廠所需，也有足夠的空間供家人及訪
客居住。這種房子符合保羅的理想，他不但能夠從事織帳棚的行業，用以支持他的宣教事
工，同時這裡也有現成的聽眾，保羅可以每天向工廠中的人傳福音。
其實，這本辭典的誕生還有更深一層的時代意義。在過去一百年間，保羅神學的詮
釋，充滿了爭議：打從杜賓根學派的包珥（1792∼1860）開始，他根據哥林多前書一章
11~12 節，提出研究保羅，不能不正視猶太派基督徒與外邦基督徒存在明顯的衝突，因此要
找出保羅生平及神學完整的畫像，必須探討下列三個彼此相關的詮釋問題：（1）保羅的對
手；
（2）保羅的律法觀；（3）保羅神學的中心。儘管杜賓根學派根深柢固的歷史懷疑論，
早就遭到棄絕，但包珥提出的三大問題，仍是關鍵。
在 1977 年以後，桑德斯（E. P. Sanders）與鄧恩等人的「保羅新釋」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在保羅研究上帶來革命性的突破，學者們對第一世紀的猶太教，有了嶄新的認識和
亮光，為保羅研究設定了一系列新的議題，帶來不同的研究方向，但包珥的議題，至今仍
是有待解決的問題，因為關乎的是保羅神學及保羅在早期教會歷史中的地位。再加上新釋
學者的觀點和論述，例如桑德斯、鄧恩、賴特（N. T. Wright）等人，被攻擊有動搖「因信
稱義」教義之嫌，更引發學者之間相當白熱化的論戰，直到今日，仍是方興未艾。
在教外，激戰的情形也不遑多讓。好幾部探討耶穌基督究竟是誰的小說或電影，幾乎
都將保羅打成大騙子，彷彿傳統基督教是保羅一手打造建立的。包括 1951 年出版的小說
《基督最後的誘惑》
（by Nikos Kazantzakis）
，1970 年的搖滾音樂劇《耶穌基督──萬世巨星》
（by Andrew Lloyd Webber）
，2003 年的暢銷小說《達文西密碼》
（by Dan Brown）
，以及 2006
年出土的諾斯底文獻《猶大福音》
。
保羅所傳的福音與所建立的教會，是否與耶穌基督本人的教導徑渭分明、完全對立？
保羅在早期基督教歷史之中，到底扮演怎樣的角色？保羅究竟是耶穌的跟隨者，還是一手
遮天、創立基督教的教主？這些問題不論在學術界還是媒體娛樂界，一直都是發燒的議
題。
因此，事實的真相到底如何，實在是當今基督徒面臨的一大挑戰。
《21 世紀保羅書信辭
典》的出版，無疑為這些課題提供了相當可靠完整的指南，引領我們進一步深入地認識保
羅與保羅書信。本辭典所網羅的一百多位學者，都是當今福音派在保羅書信和保羅神學研

究上有傑出貢獻者，雖然有學者擁抱「保羅新釋」
，也有學者對新觀點持保留的態度，無論
如何，透過二百多篇具有深度的文章，學者們以平易近人的文筆、百科全書式的廣度，為
普世的基督徒讀者，呈現了二十世紀晚期福音派在保羅研究上的精華。
所以，這不只是一本可供查考的辭典，更是值得仔細研讀的鉅著。讀者不一定要按照
字母順序閱讀，可以從有興趣的專題著手，不論是大作還是小品，在在出自名家之筆，每
篇專文往往是作者一生研究與著述的精華濃縮。深信每一篇都不會讓你失望，每道豐盛的
佳餚，將挑起你品嚐神話語的食慾，有助於你跳脫傳統讀經容易陷入見樹不見林的侷限，
並且帶領你在神學的長進與靈性的成熟上，更上一層樓。
也許，保羅和保羅書信真是一座很難攀爬的高山，但是有了《21 世紀保羅書信辭典》
在手，你一定可以體會到登山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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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受到許多學者質疑（參 P l e v n i k ,

保羅神學的中心思想

461-62）
。

在近代學術研究中，學者積極地探討，要

另一方面，有些說法十分廣泛，例如

探知在保羅神學中，是否有其中心思想

桑德斯（Sanders）指出「保羅的基督徒生

與組織。學者一般都同意，保羅的思想並

活，主要由兩大信念掌控：（1）耶穌基督

非系統性的，而是隨機應變的。但學者的

是主，神藉著他，為一切相信的人提供救

共識也到此為止。若是我們論及有關「保

恩……；（2）保羅蒙召，是要作外邦人的

羅的中心思想」，或企圖要了解連貫保羅

使徒」（頁 441-42）。當然，這兩大原則的

神學的基本原則時，學者的答案便是五花

確顯而易見，卻未能正中紅心，帶出保羅

八門，無奇不有。在常見的答案中，有

的核心思想。

些太狹隘，有些則太廣泛。有些學者會

希克林（C. J. A. Hickling）相信這兩

提出「耶穌基督是保羅生活及思想的中

大信念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他另外附加一

心」，或是「生活在基督的主權之下」（參

句：「在基督裡，神早已帶來徹底的、終

Gibbs; Dunn, 369-72）
。這些當然沒有錯，

極性的新時代」（頁 199-214）。希克林指

卻未能掌握保羅複雜的思想。這種答案也

出基督帶來新時代與新生活，這種立場

無法解釋保羅隨機應變的彈性。有些學者

帶領我們更加接近保羅思想的中心。希

以基督論的某一主題為焦點（例如「神的

克林正確地將此成就歸功於神嶄新的恩

兒子」
，Cerfaux, 4）
，或總結基督的救贖工

典（grace*）
。然而，他的理論仍然太過抽

作為焦點（例如「基督論下的救恩論」，

象，需要讀者發揮自己的想像力才能夠明

Fitzmyer, 16）
，這些立場都必須先經過上

白及應用。貝克（J. C. Beker）採用類似啟

述的批判及考驗。

示文學（apocalyptic*）的結構，認為「保

1. 近代學者的建議

羅解釋有關基督的事蹟時，免不了會使用

2. 衡量的準則

啟示文學作為解釋的方法」
（Beker 1980；

3. 保羅神學的模式

全文由 1978 年一篇簡短的論文發展而

4.「和好」的主題

成）。保羅有關神宇宙性勝利（triumph*）

5. 結論

的「象徵」用語，被貝克應用於讀者個別
的處境當中。貝克指出保羅的釋經及神學

1. 近代學者的建議

的關鍵，是「這個中心思想及個別處境之

信義宗的正統立場（Käsemann,

間的交互作用」
。問題是，一系列的宇宙性

168-69；但要參照 Conzelmann 對布特曼

事件，如何能夠成為各種不同處境必須適

的評論，頁 159-60），是以因信（faith*）

用的規範？（貝克對這個批評的反應，見

稱義（justification*）為中心。這種論點

於他第二版的序言。亦可參考貝克 1990 的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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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有 關 「 保 羅 中 心 思 想 」（ c e n t r u m

行。這個過程最佳的形容詞，是「釋經螺

Paulinum）最詳盡的討論，可見於皮萊尼

旋」
，亦即在探索過程中注入新資料，使我

克（Plevnik）。皮氏在結語中指出，保羅

們能夠被提昇至更高一層的正確假設，逐

信念的基礎十分寬廣，是由一連串的要素

漸向上進展。

組成：

總而言之，衡量保羅中心思想的標準

保羅神學的中心思想，必須包括使徒福

應當包括：（1）保羅聲明那是一個重要的

音的所有要素：他對基督及神的理解，

宣言，具體表達出他主要的信息。此「中

他對神藉基督成就的救贖事工的認識，

心」是最原始的本體，他由其中汲取整個

包括復活事件及其含義，基督現在的主

神學。（2）傳統的見證，顯示保羅採納尚

權，以及他將會再來，救恩最終的成就。

未成形的教義（參信經，Creeds）、零散

（Plevnik, 477-78）
006

值得進行的，也可以本著誠實及良知來進

的詩歌（參聖詩，Hymns），以及洗禮的

他的結論是「保羅神學的中心思想，

宣言，融入他自己的書卷之中（例如腓二

不是有關基督的任何單一層面……而是基

6~11，三 24~26；林前八 6；參禮儀要素，

督的整體。」如此等於一網打盡，將保羅

Liturgical Elements）
。這些是眾所周知的要

傳講（preaching*）的所有教義納入其中，

素，除此以外，還有一個經常為人忽略的

並且不分輕重。

要素（例如，Plevnik, 465）
，就是保羅往
往會將不適當的、誤導人的傳統加以修正

2. 衡量的準則

（例如：西一 15~20）。（3）保羅書信的範

顯然我們必須先找到一個衡量的準

疇，取決於解經者認為哪些書信是無可爭

則，才可能評估任何其他的立場，加以鑑

議的真蹟。例如，若解經者認為歌羅西書

定。這裡顯然有釋經循環的潛在危險，因

（Colossians*）是由「第二保羅」所寫，則

為我們要從被評估的原則當中，找出一個

充其量也只能說此卷書信是在保羅死後，

標準。因此，可能會有人提出反對，認為

有人將保羅的思想加以擴展（或許也有修

我們所選擇的標準，是事先已經知道能夠

改）
，以適應新的處境所需。
（4）找出保羅

為我們所提出來的立場自圓其說的標準。

的獨特之處，
「任何由其他保羅神學衍生而

除非我們放棄這方面的探索，視保羅神學

出的都不是他的中心思想」
（Plevnik, 466,

為隨機應變、不成系統的零碎思想，否則

解釋史懷哲及桑德斯的立場）

我們似乎無法避免上述的困境。然而，只
要我們繼續不斷地使用新發現的資料來測
試此標準，只要在有新標準設立時我們願
意修訂原本的立場，整個探索工程還是

3. 保羅神學的模式
由學者所公認的保羅書信中，可以引
伸出下列保羅神學教導的基本模式：

Center Of Paul's Theology

3.1.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是最重要的

開他肩負的使命。他是基督徒，也是宣

教義，神採取主動，使人能夠得救（羅

教士（參宣教，Mission），肩負重任，要

八 29~30；腓一 6；林前十五 10；林後五

宣告他在基督耶穌裡面所找到的救贖真

18~21；帖後二 13；弗二 1~10）
。

理，並且將此真理在生命中彰顯出來（羅

3.2. 被造萬物 被造萬物都在神的掌管

一 1~5；加一 15~16；林前九 16~18；羅十

之中，神所安排的日期到了，便差遣拿撒

14~17）
。就保羅而言，言行必須一致，宣

勒人耶穌降臨世間（加四 4；弗一 10），這

教神學必須兼顧宣講（kerygma）以及生活

不但影響整個被造萬物，甚至也影響靈

見證，例如保羅面對難以相處的人（例如

界奧祕的勢力（參天使，Angels；元素∕

哥林多人）及困難的處境（例如在腓立比

世俗小學，Elements；執政的、掌權的，

的遭遇）時的生命見證，便足以成為眾人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被造萬物都是

的榜樣。

神創造的，卻都遠離背棄神（西一 15~20；
參照弗三 9~10；羅八 38~39；林前八 5~6）
。

4.「和好」的主題

3.3. 十字架 十字架是保羅神學中攸關

按照上述的標準來衡量，符合大部

救恩的重要教義。十字架是發生於時空中

分（甚至全數）準則的（參 Martin），是

的事件，是神使萬物與他和好、滿足罪人

保 羅 神 學 中 「 和 好 」（ 參 和 平 、 和 好 ，

需要的渠道。與此同等重要的是，保羅認

Peace, Reconciliation）的主題。這並非說

為十字架是捨己的渠道，人藉此可以勝過

katallass- （和好）一字或字群在保羅書信

「肉體」
（flesh*）
，得以活出新的生命。這

中占顯著的篇幅，顯然這不符事實。也並

新生命帶有十架的形象，如同獻給神的祭

非說「和好」一字出現時，都帶有相同的

物（加二 20，六 14；參十架神學，Cross,

意義，顯然這也不是事實。但是，此說主

Theology of the）
。

要的論點，是提供一個適當的大前提，在

3.4. 倫理道德的規則

這個救恩歷史中

此大前提之下，可以將保羅傳講的聖經真

的事實，與人在倫理道德上的責任，必須

道之重點及其應用，納入其中（參 Lemcio

並行不悖（參 Dahl 一文）。保羅宣稱耶穌

1988, 3-17; 1990, 3-11，其中大膽斷言這些

的死與復活（resurrection*）可以加給人能

重點及「項目」為何，並將之總結為「神

力，用以掙脫罪惡的鎖鍊，並且鼓舞人活

差派並興起耶穌。凡對神作出回應者，便

出新生命（羅六 1~23；加一 4，五 13~26；

可蒙福」）。此外，這也符合保羅宣教神學

林前十五 20~28、34；林後五 18~21；帖前

中的一些重要主題。

五 9~10；參倫理學，Ethics；與基督同死同

( 下略 )

復活，Dying and Rising）
。

3.5. 宣教的使命 保羅的神學顯然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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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的前半以其巍峨、崇高的

以弗所書

風格著名。作者在此使用敬拜、禱告及頌

以弗所書在保羅書信中具十分獨特

辭（參祝禱、祝福、頌辭，Benediction,

的地位。其敬拜（worship*）及禱告

Blessing, Doxology）的用語。全書一開

（prayer*）的措辭、其神學的深度及廣

始便用高貴優雅的讚詞（b e r a k a h ），為

度，以及許多實用的忠告，這些因素導致

了神（God*）揀選（election*）及救贖

許多基督徒（包括加爾文在內）視以弗

（redemption*）祂的子民而稱頌祂（弗一

所書為新約中最心愛的一卷書。此書強

3~14）。此段經文為一長句，其中有豐富

調教會的性質，以及已升為至高的基督

的分詞、介系詞片語及相關子句，「使他

（Christ*）與教會現有的互動關係，使得

的榮耀得著稱讚」如同副歌一樣，將經文

此書對現代教會而言，是重要而又實用的

作分段。此段經文擁有詩歌的體裁，使

一卷書。

用各種同義字重複述說關鍵主題，例如

1. 風格及寫作

知識（knowledge*）
、能力（power*）
、神

2. 作者

的旨意。因著這段詩歌文體，有些學者

3. 與歌羅西書的關聯

認為此段經文是早期基督徒的聖詩（參

4. 宗教歷史的問題

Lincoln, 10-19 的討論）
。然而，大部分學

5. 目的地

者還是認為這比較像作者自己「一體、隨

6. 當時處境與寫書目的

興的創作，用風雅的韻律寫成聖詩般的散

7. 主題

文」
（Schnackenburg 引用 Schlier 之語，頁
46）。其風格是猶太人特有的風格，與昆

1. 風格及寫作

蘭（Qumran*）古卷中發現的聖詩類似。

作者寫作的特色，是其崇高的風格，

作者在以弗所書一章 13 節由第一人稱複

顯示他深愛書信中所探討的主題。他同

數（「我們」），轉成第二人稱複數（「你

時也採納傳統的材料：聖詩（hymns*）、

們」），導致解經家極多的討論，有些學者

信經（creeds*）、禮拜材料（參禮拜儀式

認為作者特別藉此顯示猶太基督徒（「我

元素，Liturgical Elements）以及家庭規

們」
）及外邦（Gentile*）基督徒（
「你們」
）

範（household codes*）
，可見他認同早期

之間的對照（Martin, Bruce, Robinson,

教會的信念。然而作者不止印證教會已經

Barth）。然而有關猶太人及外邦人之關係

有的信仰宣告，他是一個有創意的思想

是直到以弗所書二章 11 節才出現的，因

家，進一步幫助讀者開拓對於基督、教會

此更好的解釋是視「我們」為通稱所有信

（church*）
、以及末世論（Eschatology*）
的認識。

徒，而「你們」則特指收信的讀者。
此書也包含兩個禱告（弗一 15~23，

Ephesians, Letter To The

三 14~21）。頭一個禱告實際上包含了卷

Martin）
，但純屬臆測。另一處可能的聖詩

首的感恩、代禱的記錄、讚美神的大能使

殘篇出現於以弗所書二章 14~18 節，斯徒

基督從死裡復活的插曲。在此用來讚美神

馬赫（P. Stuhlmacher）卻反對此說，認為

復活（resurrection*）大能（弗一 20~23）

這段經文是基督徒對以賽亞書五十七章 19

的是詩體用語，導致有些解經家認為這

節的米大示（midrash，編註：猶太人對舊

是引用的聖詩，但更可能是反映作者自

約的註釋）
。此段經文十分的正式─獨特

己的詩體風格，只是倚賴早期的信經公

的用字、分詞的使用、強烈的基督論的內

式（Lincoln, Schnackenburg）
。第二段禱告

容、平行對句的使用、「我們」與「你們」

始於以弗所書三章 1 節，中間被保羅關於

的交替使用─大多數學者因此認為這是

外邦使徒身分（apostleship*）的補充（弗

聖詩（例如：Lincoln, Martin, Barth）
。因

三 2~13）所打斷，這對以外邦信徒為主的

此，作者鼓勵讀者「應當用詩章、頌詞、

讀者而言，十分重要。此禱文記錄為一長

靈歌，彼此對說」（弗五 19），顯然是以

句組成，按結構而言，可以分成兩個祈求

他自己在此信中採用頌歌材料為榜樣。本

（由介系詞 hina 引入）以及一個總結的祈

書的下半部一開始，作者呼籲讀者合一，

求。這個禱告重覆並進一步發展上個禱告

他所列舉的原因中，包括引用早期教會的

中的若干主題（例如：能力、聖靈）
。禱文

信仰宣告：「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

的用語極為崇高，立即引入一首頌辭（弗

個……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

三 20~21）
，為了神在信徒生命中彰顯的大

人的父」（弗四 4~6）。他顯然想要提醒這

能而讚美神。

些信徒，他們在信仰起步之時，有共同的

此書的前半部絕非不帶感情的神學論
文，反而流露出強烈的情緒，讚美及敬拜

信仰宣告，藉此呼籲教會能夠越發合一。
( 下略 )

大能的神，為了祂對子民的愛，及祂對子
民的回應而讚美神。作者在寫作時，帶有

2. 作者 ( 略 )

強烈的情緒，他也希望能夠在讀者的生命

3. 與歌羅西書的關聯 ( 略 )

當中引發相同的回應──讚美、敬拜及禱

4. 宗教歷史的問題 ( 略 )

告！

5. 目的地 ( 略 )
此封書信最明確引用早期基督徒聖

6. 當時處境與寫書目的 ( 略 )

詩之處，是以弗所書五章 14 節。此處句
首是通常用來引述舊約的專門用語（d i o

l e g e i； 參 照 弗 四 8 用 此 片 語 引 述 一 句 舊
約）。大部分學者認為此首聖詩的背景是
洗禮（baptism*）的場合（例如：Lincoln,

7. 主題
以弗所書的主題可以總結如下（非依
重要性排列）
：

7.1. 神的偉大

本書卷首便以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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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的頌讚開始，稱頌神為主耶穌基

完成式，強調已成就事件的現狀，由此可

督的父，並且為了祂在基督裡、藉著基

以清楚看出本書強調現在層面的救恩：

督，為了祂的子民大行奇事而稱讚祂（弗

「你們已經得救，現在就是得救的。」本書

一 3），特別指出祂為了自己而揀選了一

也同時宣稱信徒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並

班子民，使他們得蒙救贖，罪得赦免，從

且一同被升為至高（弗二 6）
。這是保羅特

罪的捆綁中得釋放。保羅使用多彩多姿的

有的思想，已經出現於羅馬書六章 1~13 節

用語，強調神的作為乃是為要實現一個偉

010

（參照西三 1）
，在此有進一步的發展。

大的計畫，是涵蓋整個人類歷史的計畫。

稱義（j u s t i f i c a t i o n *）的用語並未

其中最令人驚嘆的，是祂的大愛。祂因為

在以弗所書出現（可能當地沒有猶太派

愛祂子民的緣故，為他們大行奇事（弗一

基督徒引起的爭議，參猶太派基督徒，

4）。祂使耶穌從死裡復活，彰顯神的大能

Judaizers）
，卻清楚指出救恩惟靠信心，不

大力（弗一 19~20）
。

靠行為（弗二 8~9）
。書中強調基督使人與

7.2. 基督的尊貴 以弗所書通常被形容
為探討「宇宙基督論」。這是因為保羅強

神和好（弗二 16），意指信徒現在得以進
到父神的面前（弗二 18，三 12）
。

調基督被升為至高（exaltation*）
，勝過一

7 . 4 . 信 徒 的 地 位 「 在 基 督 裡 」（ i n

切的仇敵，特別是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

Christ*）在以弗所書中共出現卅四次，保

的（弗一 21~22），同時萬有都將在基督

羅使用此語來描述信徒與他們復活升為至

裡得到最終的成就（弗一 10）。然而，此

高的主之間互為一體的關係。「與……一

書亦提及基督的受苦（suffering*）
；藉著

同」（s y n - ）這複合詞也表達出同樣的概

基督的寶血，救贖（redemption*）得以完

念，例如以弗所書二章 5~6 節：祂叫我們

成（弗一 7）
；藉著十字架，人與神的和好

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又叫我們與基督

（reconciliation*）才得以成就（弗二 16）
。

耶穌「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信

本書承接保羅之前的思想，形容基督是

徒與基督聯合，得著救贖、罪（sins*）得

「頭」
（head*）
，教會是他的身體（弗一 23,

赦免（forgiveness*）
、有天上（heavenly*）

415-16）
；基督是新郎，保養照顧他的新娘

的地位、得以進到神的跟前、認識真理、

（弗五 28）
。

7.3. 救恩的現今層面

得 著 聖 靈 （ 弗 一 1 3 ~ 1 4； 參 聖 靈 ， H o l y
以弗所書通常

被指為帶有強烈的「已實現的」末世論
（eschatology*）色彩。此書亦略略提及末

Spirit）。他們得著神所創造新的生命，有
仁有義（righteousness*）
（弗四 24）
。

7.5. 猶太人與外邦人合而為一

以弗所

世論的將來層面（參弗一 10、14，四 30；

書的主旨中，還包括基督成就了猶太人

五 6、27）
，但對現在的層面則特別強調。

（參以色列，Israel）及外邦人（Gentile*）

以弗所書二章五節的「得救」（sŌzŌ ）是

之間的和睦，藉著十字架，使他們成為一

Prayer

個身體（弗二 16，三 6）
。基督已除去阻隔

世紀拉比猶太教中「最嚴緊的教門」（徒

二者之間、造成二者互相仇恨的一切攔阻

廿六 5）。他是一位年輕的法利賽人，「為

（弗二 12~18）。現在最重要的，便是基督

袓宗的遺傳極端熱心」（加一 14），自認

的身體──教會──的合一。基督的身體

為就律法上的義（righteousness*）而言

是由猶太人及外邦人組成，二者同樣有權

是 「 無 可 指 摘 的 」（ 腓 三 6； 參 猶 太 人 保

進到父神的面前。

羅，Jew, Paul the）
。按照這種說法，可以

( 下略 )

假設保羅是熱心的拉比，完全實行法利賽
門猶太教所規定一切對禱告的要求，每
天都操練讚美、祝福、感恩、認罪、代

PRAYER祈禱

求（intercession*）等禱告（參祝禱、祝

保羅的使徒職分始於禱告，根據傳統也終

福、頌辭、感恩，Benediction, Blessing,

於禱告，就是殉道時的禱告。他整個事工

Doxology, Thanksgiving）
。對於敬虔的拉

（ministry*）都建基於禱告，也是從禱告開

比，正式的公禱包括進食、出生、結婚、

展。保羅認為基督徒的生活，實際上就是

死亡、誦讀及研讀律法（Law*）、地方會

（不斷）禱告的生活。神所救贖的人，浸

堂敬拜（worship*）
、國家宗教節慶，以及

沉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的主權及

耶路撒冷聖殿舉行儀式的時刻。舊約經常

恩典之中，因此特意並有目的地將自己的

有即興自發並個人化的私禱（參大衛寫的

生命獻上，成為感恩的祭，清楚知道自己

詩篇）
，但法利賽教門中的私禱卻多數按照

永遠要倚靠這位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神

固定形式，例如在第三及第九時辰的晨祭

（God*）。他們的禱告，是由聖靈（Holy

和晚祭時（拉九 5；但九 21），重複「示瑪

Spirit*）所感動，也是源自聖靈的力量。

認信文」
（shema；申六 4~9，十一 13~21；

若是離了禱告，信徒不可能活出蒙救贖者

民十五 37~41）
，加上一些既定的頭尾祝福

的生活，也不可能活出基督（Christ*）僕

語；以及唸頌 Tephillah，就是俗稱的十八

人（bondservant*）的樣式。

祝禱，顯然每天重複三次（參詩五十五

1. 禱告與保羅生平：使徒行傳及書信

17；但六 10；參照徒十 9）。有學者指出第

2. 分析保羅書信中的禱告

一世紀猶太教的靈修學五花八門，並非一

3. 保羅的禱告用語

成不變。昆蘭古卷及現存的猶太會堂禮拜

4. 保羅的禱告神學

儀式顯示猶太教有許多不同的禱告形式。
對掃羅這樣的法利賽人來說，禱告至為重

1. 禱告與保羅生平：使徒行傳及書信

1.1. 猶太教的屬靈根基

要。根據拉比傳統，一個人若缺乏系統

大數的掃羅尚

的、規律的、有結構的禱告生活，便無法

未歸信（conversion*）以前，屬於第一

達到個人成義的境界。然而，許多證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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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示保羅的禱告生活十分有力，而且大多源
自舊約詩篇及以色列先知的精神及範例，
而非拉比儀式化的禱告。

1.2. 由使徒行傳看保羅的禱告生活

012

4. 保羅的禱告神學

4.1. 禱告源自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

保

羅每時每刻都感受到神是那位聖潔、權能
路

的永恆主宰，祂是「那可稱頌、獨有權能

加筆下的使徒行傳，極度強調保羅生命中

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就是那獨一不

禱告的重要。保羅的歸信（conversion*）
、

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

奉 差 派 、 浸 禮 （ b a p t i s a m * ）、 宣 教

見、也是不能看見的」（提前六 15~16；參

（missionary*）工作都與禱告有關。掃羅

照提前一 17），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

聽到司提反臨死前向「主耶穌」禱告（徒

倚靠他，歸於他」
（羅十一 36）
，保羅深深

七 59~60，廿二 20）
。不久之後，在大馬色

感到人的生命氣息與神息息相關：「我們

的路上，他向復活的基督呼求，直稱「主

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徒十七

啊」（L o r d *，徒九 5）。後來他三天禁食

28）。保羅的世界觀是徹徹底底以神為中

禱告（徒九 11），終於明白「耶穌是神的

心，這也是保羅屬靈生活及禱告的動力。

兒子」（徒九 20）。亞拿尼亞告知他奉派

4.2. 禱告是受造者的本分

保羅認為禱

為使徒後，掃羅立即「求告他〔耶穌〕的

告與感恩是理所當然的，若有人不承認神

名」受洗（徒廿二 16，參照九 19；羅十

存在，不願意向聖潔的造物主交帳，保羅

9~10、14）。後來，使徒保羅回到耶路撒

說：「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

冷，在殿裡「禱告」的時候，得到基督親

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

自指引（徒廿二 17；參照九 26~30，十六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

9 ~ 1 0 ）。 安 提 阿 教 會 「 禁 食 禱 告 」 的 時

愚拙」（羅一 21~22；提後三 2）。保羅的

候，聖靈指示敘利亞的安提阿教會分派巴

禱告，是基於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神

拿巴（Barnabas*）和掃羅去做傳福音的工

存在，並且用祂的權能托住萬有（西一

作（徒十三 2~3）
。他們二位宣教士在路司

16~17）
。然而，他禱告的動機，遠遠超過

得、以哥念，以及彼西底的安提阿選立長

榮耀造物主的本分。

老，也是藉著「禁食禱告」
（徒十四 23）
。

4.3. 為救恩而感謝 法利賽人掃羅深知

保羅在腓立比附近一個猶太人「禱告的地

人對神必須負道德上的責任。但他信主之

方」
，遇見呂底亞，是他在馬其頓帶領信主

後，知道：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羅

的第一個人（徒十六 13、16）
。( 下略 )

三 10），也知道沒有人能靠著自己的力量
或法律制度達到「神榮耀（glory*）
」的標

2. 分析保羅書信中的禱告 ( 略 )

準（羅三 20，五 12，八 3）
。保羅以前抵擋

3. 保羅的禱告用語 ( 略 )

基督，逼迫教會，因此他說「我從前是褻
瀆神的，逼迫人的」
，「在罪人中我是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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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
（提前一 13、15~16，參照徒九 4~5）
。

不變。他在哥林多十六章 22 節引用著名

保羅如此熱衷於禱告，可能便是因為他知

的亞蘭文宣告 Maranatha （
「我們的主啊，

道自己在神面前是「罪魁」
、「無助」
、「受

願你回來！」；參照啟廿二 20，參聖詩，

咒詛的」，因為他所犯的罪（sin*），他承

Hymns）
。

認「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

4.4. 禱告是事奉所不可或缺

保羅親身

白的時候而做的。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

經歷「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腓三

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和愛心」
（提

8），因此他忠於使徒的託付，委身於傳揚

前一 13~14）
。因此他能夠歡呼「感謝神，

福音。他「心裡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羅七 25，譯

要以色列人得救」（羅十 1）。顯然他也同

註：原文無「就能脫離了」）。保羅得到赦

樣為外邦人的得救代求。他懇求信徒為他

罪救贖（redemption*）之恩，因信蒙神稱

祈求（弗六 19~20；西四 3~4），求神（1）

他為義（justification*）
，使他沒有「自誇」

給我們開傳道的門；（2）使我得著口才，

的餘地。但在保羅心中，因他得以出黑暗

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3）叫我

入光明（light*），得以由撒但（Satan*）

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祕傳講出來。向神

權下被遷入神的權下，得到神兒女所有的

禱告在保羅的福音事工上是不可或缺的。

權柄，這樣浩大的恩典時時激勵他，使他

純粹按照人的層面而言，即使是最有口才

忍不住「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

的傳道人，傳講的福音信息，
「在滅亡的人

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

身上是蒙蔽的。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

的旨意」（帖前五 16~18）。因此，基督徒

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

應當「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

著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
（林後四 3~4，

感謝父神」
（弗五 20）
。

NIV；參照林前二 14）
。不在乎傳的，也不

有人說凡是「奉耶穌的名」禱告的

在乎聽的，惟有神親自藉著聖靈的呼召，

人，遲早會「向耶穌」禱告。保羅不斷地

稱凡相信者為義。因此聽道者也應當禱

肯定基督的神性，同時他也曾看到司提反

告。

向耶穌獻上的禱告（徒七 59），但是他的

( 下略 )

祈願、禱告、三一頌、祝福禱告，不論是
祈求或是代禱，都不是以基督為對象（也

一般人的慣例：「禱告是神與信徒之間的

P R E A C H I N G F R O M PA U L
TODAY 現代人如何傳講保羅書信

溝通，信徒奉子的名，藉著內住聖靈的感

現代人傳講保羅書信的信息，其實是第一

動，向父神獻上禱告」（Thompson, 960;

世紀眾教會作法的自然延伸。保羅書信不

cf. Clowney, 133–73）
。但保羅也並非一成

只是寫給某些特定教會，同時也吩咐受信

未曾暗示向聖靈禱告）。保羅似乎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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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要宣讀他的書信（帖前五 27；參照帖

信給帖撒羅尼迦人，宣稱「主的日子現在

後三 14），同時也要與其他教會分享（西

到了」
（帖後二 2）
。歌羅西書（Colossians*）

四 16）。眾教會不但宣讀保羅書信，帶信

的寫成，是為了扼阻一種欺騙人的哲學

者還會解釋書信的內容，與現代人傳講保

（philosophy*）所帶來的威脅（西二 8）
。

羅書信的作法一致（Doty, 30, 37）
。現代傳

保羅書信是因應特定處境寫成，因此被稱

道人應當清楚認識下列主題，如此才能夠

為「處境式資料」
。對現代傳道人而言，其

按著正意解釋保羅的書信。

意義不言而喻。這些書信與第一世紀的眾

1. 保羅書信的特性

教會息息相關，現代傳道人必須藉著歷史

2. 保羅書信的形式

的研究與解釋，才能找出其相關性。

1.2. 講章摘要 保羅在針對當時處境寫

3. 修辭結構

014

4. 選擇講道經文

信之時，也會多少將他例行的講章摘要納

5. 分析講道經文

入。朗格內克（R. Longenecker）說：

6. 跨越歷史與文化的鴻溝

羅馬書的正文（一 18~ 十五 13），可

7. 設計講章

能是保羅在散居各地的猶太會堂，或是猶

8. 傳揚基督

太人與外邦人聚集處講道的大綱，在他從
事宣教工作多年後，已經變成更加優美精

1. 保羅書信的特性

鍊的文學……所謂的以弗所書……很可能

保羅書信很適合現代人傳講，因為全

原本是保羅教導有關在基督裡的救贖及教

部都是講章的性質。這些書信不只攸關現

會本質的講章大綱，在羅馬亞細亞省分中

實處境，有些甚至是使徒保羅實際的講道

的眾教會流傳宣讀，以弗所為其首都。

（preaching*）
，全部都是對神（God*）話
語一種特別的宣講形式。

1.1. 與現實有關的教導

（Longenecker, 104~5）
保羅在口述其他書信時，也可能會將

由保羅書信

他以前的講章素材納入。

可以看出，大部分內容是針對某些特定

1.3. 遠距講道 保羅書信可以說是遠距

處境寫成。加拉太書（Galatians*）的寫

講道，因為保羅是針對早期教會某些特殊

作，是因為保羅聽說教會中有人「去從別

需要寫成，同時書信的本身主要靠口傳，

的福音（gospel*）」，就是猶太派基督徒

除了少數簡短的結語由他親筆寫成（帖後

（Judaizers*，加一 6）所傳的信息。帖撒羅

三 17；加六 11；林前十六 21；西四 18）
，保

尼迦前書（Thessalonians*）的寫成，是因

羅通常都不是自己寫信，乃是口授，由書

為提摩太剛從帖撒羅尼迦回來，向保羅報

記（amanuenses；參照羅十六 22）代筆，

告有關他們的消息（帖前三 6）
；帖撒羅尼

目的是交給眾教會公開宣讀。因此，保羅

迦後書的寫成，是因為有人冒保羅之名寫

書信如同講道，都是口頭溝通的形式。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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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根據希臘書信的傳統，信代表作者親
臨（parousia；參旅程，Itineraries）
。保羅
「身子雖不在他們當中，他的信卻是直接代

7. 設計講章
考慮上列因素後，便可以開始著手設
計講章。

表他的同在，教會必須重視，如同保羅親

7.1. 保羅的目標 首先，要找出保羅的

自在場一樣」
（Doty, 36；參照林前五 3~4；

目標。保羅為何要寫這段經文給這間教

林後十 11）。教會聆聽保羅書信的宣讀，

會？他的目的是要教訓、督責、使人規

如同聽到保羅親自說話一般，不過他是藉

正、教導人學義（righteousness*，提後三

著書寫作遠距講道。

16)，還是安慰或鼓勵？經文本身，以及經

1.4. 神的道

保羅寫信給帖撒羅尼迦

人：「我也不住地感謝神，因你們聽見我

文背後的問題，可以幫助回答這個為何的
問題。

們所傳神的道，就領受了；不以為是人的

7.2. 講章的目標 講章的目標與保羅的

道，乃以為是神的道。這道實在是神的，

目標不一定能完全吻合，但至少應當是一

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帖前二

致的。講道者應當自問：「我為何要講這

13）
。他們不但聽過保羅講道，同時也經由

一篇道？」這個問題可以幫助人找出他的

書信聽他講道，顯示他們同時也接納保羅

目標。傳道人可以按照講章的目標設計講

書信為「神的道」
。教會後來也接納這些書

章，選擇合適的開場白，也可以擬定適切

信為正典。保羅書信既是神的道，是帶有

的結語。

權柄的宣講，自然也應當成為現代傳道人

7.3. 保羅的主題

除了為何的問題以

講道的規範。當初為保羅捎信的使者，同

外，還需要處理何事的問題。保羅的經文

時也「有權柄傳達書信，傳講內容，延續

到底在講什麼主題？貫穿一切的中心主旨

保羅的事工」
（Doty, 37）
。現代傳道人藉著

是什麼？這個主題應當可以寫成一個包含

傳講保羅書信，延續保羅的事工。但是惟

有主語與述語的簡單句子。

有正確認識神默示給保羅的話語，這樣的

7.4. 講章的主題 講道者是否可以將保

傳講才有權柄（authority*）
（參 Greidanus,

羅的信息全套照搬？還是需要作一些調整

1-16）
。( 下略 )

或補充？通常保羅的信息都是放諸四海而
皆準，但有時也需要搭配其他經文，信息

2. 保羅書信的形式 ( 略 )

才更加平衡。例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三章

3. 修辭結構 ( 略 )

1~7 節的主題是「順服政府，因為政府是

4. 選擇講道經文 ( 略 )

神的僕人」
，這個信息需要加上使徒行傳五

5. 分析講道經文 ( 略 )

章 29 節及啟示錄十三章 1~10 節補充，才

6. 跨越歷史與文化的鴻溝 ( 略 )

能夠成為神全面的道。
( 下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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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專文
重要的作者和專文：
編按：本辭典主要由 214 多篇專文和近千個條目所組成，分別由 108 位專家學者撰寫；
受限篇幅，試讀本僅列舉其中重要的作者和專文、條目供讀者參考。

巴克萊（Barclay, J. M. G.）
：耶穌與保羅
巴尼特（Barnett, Paul, W.）
：使徒；保羅的對手；革命運動；製造帳棚
布魯斯 1910~1990（Bruce, F. F.）
：徒行傳及書信中的保羅
威廉•坎伯爾（Campbell, William S.）
：盟約與新約；以色列；猶太教；橄欖樹
鄧恩（Dunn, James D. G.）
：羅馬書
伊薇姿（Everts, Janet Meyer）
：保羅的歸信與蒙召
戈登•費依（Fee, Gordon D.）
：聖靈的恩賜
古特立 1915~1992（Guthrie, Donald）
：神
哈夫曼（Hafemann, Scott J.）
：哥林多前後書；保羅和解釋保羅的學者；受苦
漢森（Hansen, G. Walter）
：加拉太書；修辭批判學
霍桑（Hawthorne, Gerald F.）
：婚姻與離婚、淫亂與亂倫；腓立比書
金世潤（Kim, Seyoon）
：耶穌的話語
麥葛福（McGrath, Alister E.）
：十架神學；稱義
馬學而（Marshall, I. Howard）
：主餐
馬挺（Martin, Ralph P.）
：保羅神學的中心思想；信經；早期大公主義；神；聖詩；敬拜
莫里斯 1914~2006（ Morris, Leon）：信心；赦免；不法之人與攔阻的力量；憐憫；救
贖；犧牲、獻祭；救恩；罪；真理
毛斯（Mounce, Robert H.）
：講道〔宣講〕
俄伯仁（O’Brien, Peter T.）
：祝禱、祝福、頌歌、感恩；凱撒家裡的人、帝王之家；
教會；歌羅西書；相交、團契、共享；首生的、長子；書信、書信形式；奧秘；神秘
主義
奧斯邦（Osborne, Grant R.）
：釋經學／解釋保羅
史爾瓦（Silva, Moises）
：保羅與舊約
史提奈爾（Stegner, William R.）
：散居各地的猶太人；猶太人保羅
史耳門（Thielman, Frank）
：律法
山內（Yamauchi, E. M.）
：諾斯底主義；希臘化主義

新約學者對《21 世紀保羅書信辭典》的讚譽：
「
《21 世紀保羅書信辭典》
（DPL）以精鍊簡潔，清晰透澈的方式，介紹現代學術界對於
保羅神學的探討，呈現各學者重要的觀點與角度。本書有週全的參考書目，為讀者提供進
一步研究的豐富資料。其中有些論文具有相當可觀的學術水準。」
司徒馬赫（Peter Stuhlmacher）杜平根大學（Unrversity of Tübingen）

「這本參考書嶄新、耀眼，有心研究聖經的人士，一書在手，經由現代一流學者的論
述，可以清晰無礙地窺見保羅的生平、時代、及思想全貌。」
葛斯魁（W. Ward Gasque）東部大學（Eastern College）

「保羅對基督教神學的影響至鉅，無人可以望其項背。
《21 世紀保羅書信辭典》一書為
保羅及其時代提供權威的指南，為有心認識保羅時代及當代含意者必讀。」
查理渥斯（James H. Charlesworth）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恭喜本書的編者、作者和出版者，因為這本精心製作的保羅神學充滿美饌佳餚，適合
各方口味，保健味美，容易入口，無論是好學不倦的平信徒、事工繁重的牧師、勤勉刻苦
的神學生、操勞過度的教師，還是訓練有素的學者，都能大快朵頤！」
哈里斯（Murray J. Harris）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
《21 世紀保羅書信辭典》提供極有見地、最新有用的資料，幫助有心認識保羅思想及
保羅書信者入門。本書不但能幫助神學生清楚明白保羅和他所傳的信息，同時也是忙碌傳
道者的好幫手，幫助他們傳講及應用福音的信息。」
朗格內克（Richard N. Longenecker）
威克理夫學院（Wycliffe College）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

「未來長久的年日中，《21 世紀保羅書信辭典》對所有想要研究保羅的學生而言，都
將是一個寶藏。本書是具有代表性的保守派學術著作，以過去為根據，著眼現在，展望將
來。」
賴特（N. T. Wright）英國聖公會德罕教區主教（Bishop of Darham）

「《21 世紀保羅書信辭典》是一項時代性的壯舉，對專家、教師、神職人員及學生而
言，都是可靠又完整的指引。許多較長的文章，具有相當的學術分量和貢獻，卻有很高的
可讀性，不會讓平信徒感到卻步。」
司坦頓（Graham N. Stanton）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本書特色
《21 世紀保羅書信辭典》收錄
•

超過兩百篇有深度的學術論文

•

數以百計的參考附註

•

豐富而詳細的參考書目

•

主題索引

•

保羅書信經文索引

•

涵蓋甚至大型聖經百科全書中都找不到的論題

•

以聖經百科全書式的論文，探討和保羅書信之文學與神學相關的議題

•

本書作者群囊括北美、英國、歐洲、澳洲、紐西蘭、和亞洲，超過一百位福音派學者

《21 世紀保羅書信辭典》堪稱時代鉅著。本書為學生、教牧、以及平信徒的參考良
伴，一書在手，有關保羅書信現代重要的學術發展盡收眼底，堪稱最佳工具書。

以一本書的篇幅，納入當代保羅學術研究的精華，神學、文學、背景資料，一應俱全，
實可謂無出其右者。近代學者對保羅和保羅書信的研究有長足的進展，焦點與視角也有轉
移。本書兼顧保羅神學重要主題的深度（例如：律法、復活、神的兒子）、廣度（例如：基
督論、末世論、基督之死）、詮釋方法（例如：修辭批判學、用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保羅書
信）
、背景資料（例如：啟示論、希臘化主義、昆蘭文獻）
、以及保羅神學及文學研究的其它
主題（例如：早期大公主義、保羅神學的中心思想、包珥以後研究保羅的學者）
。此外，本書
針對每一卷保羅書信均列有專文，幫助現代讀者解釋及傳講保羅書信的信息。

《21 世紀保羅書信辭典》汲取二十世紀晚期福音派學術研究的精華，堅守聖經的權
威，運用最好的批判方法，為現代教會所面對的問題把脈，與當代學者進行順暢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