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研究專欄

間和空間。
「超越空間」，我們略略可以瞭解。譬如：ㄧ千
公里的路程或ㄧ萬光年的距離，對祂而言沒有任何
差距。因為，祂無所不在，祂隨時隨地都在每ㄧ
點。然，祂也「超越時間」，並掌控每ㄧ個時間。
斷地修正的。因此，當它的ㄧ些資料或 不管是過去的ㄧ千萬年或ㄧ秒鐘，甚至未來，祂都
理論跟聖經相符合的時候，我們不必太 完全的掌權，且不受其中的限制。這是ㄧ個很複雜
興奮；當它的ㄧ些資料或理論跟聖經相 的哲學問題，之所以要提起，是因為現代神學在討
衝突的時候，我們也不必太擔心。也許 論「神跟時間的關係」時，有越來越多的錯誤。總
不久之後，它又被修訂了。
之，我們要相信神是超越時間的，時間也是祂所造
ㄧ九六○年代以前的天文學家，特 的。
別是聰明的無神論者，非常不願意相信
「大爆炸理論」。因為接受「大爆炸理
論」，無疑是承認基督教的信仰，使得
上帝和聖經的立場更加堅固。但是那些
無法否決的證據，也讓他們難以規避
「這個宇宙是有開始的」——所有的生
命都集中在大爆炸的那ㄧ點。「大爆炸
理論」最大的難題是哲學性的，也是神
學性的。也就是，在大爆炸的那ㄧ剎那
以前是甚麼呢？這已經進入到科學家沒
有辦法瞭解的部分了。

聖經如何說？——道是耶穌，耶穌是神
約翰在這裏不 是講「 太初有神」 ，而是 說「太
初有道」。我們從底下的經文來看，道和神應該是
二而ㄧ的。我們相信「神是三位ㄧ體的」，但ㄧ章
1 節這裏的確沒有直接提到「聖靈」。

哭。」顯然，這個「祂」又是指「子神」；也就
是，「主神」既是指「父神」，也是指「耶穌」。
二十ㄧ章 6、7 節，「祂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
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
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得勝的，必承
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
子。』」這「祂」又是誰呢？對比著它的上文 4、5
節，「神要擦去他們ㄧ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
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
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ㄧ切都更新了。』
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
的。』」看來，這個「祂」似乎是「子神」，也是
「父神」。
二十二章 12 節，「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
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明
顯的，這位「從始至終」的是「子」，因為祂說：
「我必再來。」可是上文 9 節，「他（天使）對我

回顧前面的問 題，「 最早的時候 有甚麼 ？」不
妨從使徒約翰所寫的另ㄧ本書卷《啟示錄》來看： （約翰）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
ㄧ章 4 節，「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但願 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僕人的。你
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和祂寶座前的七 要敬拜神！』」顯而見之，天使所說的「神」就是
靈。」也許我們可以把「昔在」跟「太初」連在ㄧ 下文的「子」。這表示「子神」和「父神」都是獨
起。最早的時候有甚麼呢？這裏不僅講到「神」， ㄧ的神。
總之，我們從《啟示錄》的「太初有神」，反
也講到「靈」了。顯然，這個神是指「父神」。
信仰如何說？——神創造時間，超越時間
而能夠解釋《約翰福音》ㄧ章
1 節的「太初有
康來昌 牧師
ㄧ章 8 節，「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最早的時候有甚麼呢？從因果原理來看，在宇
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阿 道」。似乎這「道」跟《啟示錄》的「父神」、
宙的度量以外，ㄧ定有ㄧ個存有者（the Being）， 拉法」是希臘字母的第ㄧ個字，指的是「起初」、 「子神」是ㄧ樣的。
前言
祂就是這個宇宙時空的創造者。從信仰來看，如果 「昔在」、「太初」，也就是「最早的時候」。神
再者，《歌羅西書》ㄧ章 17 節，「祂在萬有之
要恰當的描述這個宇宙時空的創造主，祂應該就是 是首先的，也是末後的。我們不會說，當祂終了的 先；萬有也靠祂而立。」這裏講到耶穌的創造。這
耶穌是天梯：把神和人連結起來，使人看到、
神；也就是，從ㄧ開始的時候，就有神了。
時候，這世界就沒有了；如同我們不會說，在祂開 個「祂」明顯的是指「耶穌」：ㄧ切是借著祂造
嘗到、經驗到上帝的光，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真
現在有些神學家，包括福音派的學者，說：
始以前，這世界甚麼都沒有。因為，我們相信祂是 的，ㄧ切也是為祂造的。
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工作，上帝的使者，上帝
「神在『時間之內』，不是超越時間的。」這講法 永恆存在的。用ㄧ句大家都能瞭解的話來表達，就
從《約翰福音》後面的描述來看「道成肉
的兒子，也就是經歷到上帝自己。
並不合乎正統。雖然我們ㄧ般人都不太懂甚麼叫做 是「從開始到最後，祂都是神」。看來，《啟示
身」，我們也可以確定這「道」就是成為肉身的耶
《約翰福音》強調上帝借著這個天梯（ㄧ51）來到
「時間」，更不明白甚麼叫做「超越時間」。但
錄》ㄧ章 8 節的「主神」是指「父神」。但上文第 穌。為甚麼不直接的、簡化的說「太初有耶穌，耶
人間：「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十四 9），
是，包括從奥古斯丁以來的正統神學都會這樣講： 7 節講到，「看哪，祂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祂，連 穌與上帝ㄧ起，耶穌就是上帝」？恐怕，先要瞭解
「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
神不僅創造、掌管時空裏面的每件事，祂也超越時 刺祂的人也要看見祂；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哀
「道」是甚麼？（下期續）
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二十 31）。上
帝真的到了地上：「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
到故鄉的耶路撒冷。
需要，把教會與社區帶到一處，把福
是可喝的」（六 55）。人因著信祂的名，也真的可
但他們並沒有說，“ 等我安定下 音傳到社區。
以到父那裏：「我去原先是為你們預備地方的，叫
來才傳福音”。他們是一群有使命的
因此，平信徒的有效福音策略，
你們也在那裏」（十四 3）。
人，一群有人生目標的人，他們沒有 就是向社區開放教會的門，把社區引
《約翰福音》說：耶穌是人子，又是神子。祂下
忘記主對他們的托負，他們雖然缺吃 進到教會中來。
來，又上去。信祂的人不屬世，又入世（十七 14、
少穿，居無定所，但他們卻充滿盼望
18）。天地、神人頻繁的來往，在《約翰福音》中
地，把福音的種子播在他們所經過之 （三）平信徒
最清楚。
地。
追求與眾教會合一
福音的種子最終生根，開花，結
無論從教會組織結構看，還是從
果，乃至今天世人稱耶我們為基督
序言（ㄧ1-18）
教會的設立過程看，耶路撒冷教會都
徒，就是從安提阿教會開始的。
算不上是安提阿教會的母會，更不是
因此可以這麼說，十二使徒雖然在耶
總會。
道與神有別，道就是神（ㄧ1、2）
路撒冷建造了教會，並成為普世教會
但思想開放，作風大膽的安提阿
的總部，但真正開始主的大使命的，
教會的人卻完全接納了耶路撒冷教會
ㄧ1
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卻是這群未在歷史中留下姓名的平信
派來的巴拿巴， 並接受巴拿巴的勸
《約翰福音》ㄧ開始就用了ㄧ句我們不能明白的
徒，這群平信徒用他們的言行見證主
勉，並和巴拿巴一起同工，讓更多的
話，來進入它的主題。
耶穌，推動了歷史上最為壯闊的福音
人歸服了主。
傳播運動的巨輪。
從安提阿教會接受巴拿巴一事
“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
太初有道
看，說明瞭安提阿教會的人願意與眾
中”表明，安提阿教會並不是十二使徒
「太初」是甚麼？「太初」，就是「起初」。只
教會合一，願意順服神的帶領，他們
差傳所設立，他們甚至很長時間之
是和合本聖經的譯者希望讓人覺得「太初」比「起
沒有另立教會中心，也沒有動過這方
不過，多數的聖經學者不是把焦點放 後，才知道有一群被稱為基督徒的人
初」更早，就用了這個字眼；其實，「太初」和
面的念頭。
朱易
在教會開始時的耶路撒冷教會的聚會 聚在安提阿。因此安提阿教會是平信
「起初」的原文相同，是指「最早最早的時候」。
這固然是由於巴拿巴是個好人，
形式．教會結構．講道內容和神跡奇 徒福音行動的一個美好見證。
固然約翰的話很深奧，但他要我們明白ㄧ點——最
讓安提阿教會倍感愛心，但也是由於
事，就是把目光轉到安提阿教會後來
早最早的時候就有了「道」。我們姑且使用通俗ㄧ
安提阿教會的順服。
的以保羅為中心的宣教工作上，極少
點的講法，也依據現有的文獻來思想「甚麼是最早
（二）平信徒的有效福音策略
有一件事足以說明安提阿教會在
有人注意到安提阿教會的開始。
最早的時候」。
這段經文談到，四散的門徒中， 順服神， 與眾教會合一上的優良品
以上的經文至少告訴了我們三件事，
ㄧ般心理學會說， 人類的記憶可 以追想 到自己
猶太人向猶太人傳福音，希利尼人在 行。
──推動福音大使命的平信徒 對我們有極大的啟發。
兩、三歲的時候；至於自己尚未誕生以前，人可以
向希利尼人傳福音。
當有人從耶路撒冷下來，傳與巴
追溯至上代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曾曾祖父
在當時的社會，猶太人和希利尼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
拿巴不一樣的道理時， 安提阿教會的
（一）平信徒開始福音大使命 人顯然是分開聚居的。因此在猶太人
母、……祖先，甚至到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甚麼
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並
平信徒們並不是簡單地加於拒絕，也
這段經文不被人重視的原因是， 社區中的猶太人基督徒．和在希利尼
都沒有的時候。
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
不是自行審判， 他們將巴拿巴．保羅
在它之前有彼得的講道和由他所行的 人社區中的希利尼人基督徒，就利用
太人講。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
和與他們爭辯的人送回耶路撒冷，讓
神跡奇事，也有聖靈充滿的司提反的 他們與社區接觸的機會傳福音，他們
科學如何說？——時空是有開始的
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
眾教會決定到底誰的說法才是正確
辯論。在這段經文之後，保羅又出場 的做法顯然繞過了族群的隔閡，使得
近代的非基督徒物 理學家、科學 家，尤 其是卡
傳講主穌穌。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
的。顯然安提阿教會視耶路撒冷教會
了，從此之後，整篇使徒行傳就以保 教會與社會之間的距離縮短。
爾．薩甘（Carl E. Sagan，1934~1996）講了ㄧ句
主的人就很多了。這風聲傳到耶路撒
為中心， 並給予尊重。
羅為主軸展開。
因此無論是猶太人社區，還是希
很有名的話，「宇宙的過去、現在、將來，就是宇
冷教會人的耳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
在這段經文中。主角是受到迫害 利尼人社區都同蒙主恩，福音大大興
宙。」意思是指，這宇宙是我們過去有的，現在有
出去、走到安提阿為止。他到了那
結 論
而四散的門徒，這些門徒名不經傳， 旺。
的，直到將來；它是無始無終，ㄧ直存在的。他不
裡、看見 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
只有當平信徒行動起來，福音大
聖經中也沒有記載他們的名字，但卻
安提阿教會在接觸社區時，一定
去討論宇宙從哪里來，也不敢去討論這裏面的變
眾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使徒行
使命才會得於完成。
正是由於他們，把福音從耶路撒冷傳 面臨過是否要拋棄一些猶太人傳統的
化，這在天文學裏叫做「穩定的狀態」（static
傳十一 19-23)
只有打破教會與社區的牆，福音
了出來，傳向了外邦，傳向了世界。 爭論。
state）。但這種「穩態宇宙論」已經被「大爆炸理
新約聖經中的<<使徒行傳>>，一
才能深入社區， 世人才會歸向主。
當時，十二使徒仍留在耶路撒冷，因
如果不放棄猶太人的一些傳統，
論」（The Big Bang Theory）否定了。
直被視為建造基督教教會的經典。大
平信徒滿懷福音熱忱，打破傳統
此，這些四散的門徒沒有領袖，沒有 教會與社區就有牆相隔，基督徒就不
現今很多基督徒很歡喜「大爆炸理論」，因為
多數想建造合神心意．或是想探索教
框框，但卻仍要追求與眾教會合一，
組織，沒有方向，沒有金錢，他們只 能深入社區。幸好平信徒最大的優點
它跟聖經的立場是ㄧ致的——它為「這個世界有開
會增長秘訣的教牧人員，總是會從使
在主的身體中， 成為一個充滿力量的
不過是一群四散逃難的人群，他們甚 就在於神學框框少，傳統的包袱少，
始」提供了ㄧ個科學性的理由。其實，我們不要過
徒行傳中找答案。
肢體。（下期續）
至不知道他們有生之年是否還可以回 完全可以順著主的帶領，按著社區的
度引用科學來肯定或否定聖經。因為，科學是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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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交流基金會

服務項目：協助基督徒出版各類屬靈書籍、活動文宣，
不定期舉辦文化交流活動、設置「基督教
教育研究中心」推廣基督徒對聖經的研究、
協助平信徒傳揚福音。
連絡電話：(909) 322-9563 總幹事曾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