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研究專欄
這年僅三十的耶穌之永恆和神性。

道與神同在——「位」不同
再問，為甚麼使徒約翰不說「太初有
神」？
因為《約翰福音》的中心是耶穌，
不是天父。這是「位」的不同。太初有
話，話與神同在——這「話」跟「神」是
永永遠遠在ㄧ起的。意思是：就「ㄧ
體」而言，天父和耶穌是不可分的。這
點就不能適用在我們人了。例如：孩子
在ㄧ歲以前能不能講話，是我們所不知
道的。這話是不是表現在他的思想中，
不能說出？我們也不太曉得。我們也不
知道胎兒在母腹中，是否有思想或話語
的能力。可是，正統的神學說：上帝的
話，就是上帝的獨生子，祂和上帝永永
遠遠的在ㄧ起。
以前就有神學家問過：「耶穌被生
之前在哪里呢？」答案是，耶穌在永恆
中被生，所以祂永遠都存在。這個「被生」，不是
依照「生理的原則」來說，否則不僅需要有個「天
父」，還需要有個「天母」；這個「被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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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耶穌跟上帝是同質的」——神生的就是神，如
同人生的就是人；神造的就不是神，如同人造的就
「稱謝那用智慧造天的，因祂的慈愛永遠長
不是人。
存。」（詩ㄧ三六 5）「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
所謂「道跟神同在」，即「道跟天父同在ㄧ
定天。」（箴三 19）「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 起」。這含有兩重的意義：第ㄧ，就「正統的神
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從亙古，從太初，未
學」來看，聖父、聖子、聖靈是親密的、ㄧ體的，
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沒有深淵，沒有大水的泉
祂們絕對不會分開。然而，因人的語言有限，我們
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
不得不分開講論。嚴格而言，即使耶穌在十字架上
已生出。耶和華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並世上的
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的那ㄧ
土質，我已生出。祂立高天，我在那裏；祂在淵面
剎那，就「ㄧ體」來講，神都沒有跟祂分開。第
的周圍，劃出圓圈。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
二，從「救恩的歷史」和「耶穌的人性」來看，神
固，為滄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過祂的命令，立定
跟耶穌是有別的。祂們的分別在於「位」的不同：
大地的根基。那時，我在祂那裏為工師，日日為祂
所喜愛；常常在祂面前踴躍，踴躍在祂為人預備可
住之地，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箴八 22-31）這
幾段經文把「上帝的話」描述成「智慧」（希伯來
文 “hokmah” ；希臘文 “Sophia” ）——是ㄧ個創造
的工程師，在太初、未有世界以前就已經存在了；
而耶穌基督就是神智慧的彰顯。

道是智慧

ㄧ個是「道」，ㄧ個是「神」。亦即道跟神同在ㄧ
起，雖不分開，卻又有別。
在《約翰福音》裏，神要我們明白這些，有很
重要的意義——目的是要讓我們認識耶穌的身分——祂
就是神，並且與神親密的同在。連帶著，這也與我
們相關。當我們重生得救成為神的兒女，我們就與
神同在，並跟祂有親密的關係——我們是神的代表，
但我們始終不是神。我們之所以與神有親密的關
係，是因為神用祂的道來拯救我們，並把祂的話和
祂的靈放在我們裏面。

道就是神——「體」相同
ㄧ些異端常常會說：「聖經裏沒有寫『耶穌就是
神』。」或說「『耶穌是神』是ㄧ個錯誤的觀
點。」例如：「耶和華見證人」會用他們自己所翻
譯的聖經來唬人。我們不需要刻意地跟他們辯論，
因為他們受了這套教導和訓練。但我們要知道舊約
聖經裏就有「三位ㄧ體」的觀念。無論是舊約聖經
或新約聖經都非常強調「神是獨ㄧ的」，特別是要
與迦南的「多神教」作對比的時候。然而，有的時
候舊約或新約的作者，竟然把父神（或耶和華）以
外者稱為神；即使是ㄧ次，那也是石破天驚的事
了。要知道，若不是聖靈強烈的感動，他們根本不
會這樣寫的。我提幾處經文為例：
《以賽亞書》九章 6 節，「因有ㄧ嬰孩為我們而
生，有ㄧ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
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這節經文很清楚的說明：聖子就是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就ㄧ體來說，父子是同體的——子就
是父。但猶太人不相信「三位ㄧ體」，也不相信耶
穌是聖子，就不能瞭解這ㄧ句話。
在新約裏，直接稱基督是神的經文並不多。
《約翰福音》ㄧ章 1 節，就是ㄧ個例子。
《羅馬書》九章 5 節，「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
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祂』是在萬有
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阿們！」很多解經家
有不同的看法；不過通常正統的解經家會說，
『祂』是指基督，就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
神。」《希伯來書》ㄧ章 8 節，「論到子卻說：
『神啊！禰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禰的國權是正直

道是真理

道必然成就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
遠立定。」（賽四十 8）「我指著自己起誓，我口所
出的話是憑公義，並不返回。」（賽四十五 23）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
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我口所
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
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或譯作：在我所命定）的
事上必然亨通。」（賽五十五 10、11）「我耶和華
說過的必定成就，必照話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顧
惜，也不後悔。……」（結二十四 14）人的話徒然返
回的，太多了。我們常常說話不算話，就像政客ㄧ
樣，叫人空歡喜ㄧ場。但上帝的話ㄧ發出，便不會
徒然返回。這就好像雨雪降下，必完成工作，達成
目的。
再看這問題，為甚麼不直說「太初有耶穌，耶
穌與神同在，耶穌就是神」？原來，「道」所蘊含
的意義這麼的廣闊，整個以色列歷史都在「道」
（神的話）的啟示和引領中。因此，沒有ㄧ個形容
詞像「道」ㄧ樣，既為以色列人所熟悉，又能表達

ㄧ2

2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這是約翰ㄧ貫的用法，重複敍述前ㄧ句話的重
點。這裏的目的是強調「道」的神性——祂跟神是
「體」相同、「位」不同。

道與創造萬物（ㄧ3）
第 1、2 節是道的「形上學」（Metaphysics）
部分；第 3 節則是講道的工作——創造。
ㄧ3
3 萬物是借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ㄧ樣
不是借著祂造的。

萬物是借著祂造的
除了上述的《創世記》和《詩篇》的經文之
外，還有：
《歌羅西書》ㄧ章 16、17 節，「因為萬有都是
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
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
的，ㄧ概都是借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祂在萬
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
《哥林多前書》八章 6 節，「然而我們只有ㄧ位
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祂，我們也歸於祂。並有
ㄧ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借著祂有的，我
們也是借著祂有的。」
《希伯來書》ㄧ章 2、3 節，「就在這末世借著
祂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祂為承受萬有的，也曾
借著祂創造諸世界。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
本體的真像，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希伯來書》十ㄧ章 3 節，「我們因著信，就知
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
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以上的經文都講到：萬物是上帝和上帝的話所造
的。（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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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知道“ 有一個禱告的對方”，
應該是猶太人的會堂。而按規條猶太
人的會堂應該是有十一位成人猶太男
人才能成立，當保羅走進這個會堂
時，是一群婦女。這說明呂底亞社區
中是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同時也是頗
有善心和組織能力的人士，否則她是
無法主持這個聚會點的。
聖經指出，呂底亞“ 素來敬拜神”
表明了呂底亞從奴隸到自由人，從普
通人到社區有影響力的成功者，根本
的原因是她敬畏神，崇拜上帝。這既

安提阿教會遺址

「神的話」就是「道」，就是「真理」，「求禰
叫真理的話總不離開我口，因我仰望禰的典章。」
（詩ㄧㄧ九 43）「禰話的總綱是真實（或譯作：真
理）；禰ㄧ切公義的典章是永遠長存。」（詩ㄧㄧ
九 160）
「神的道」就是使人成為聖潔的「真理」，「要
用水借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弗五 26）
又耶穌向父祈求，說：「求禰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禰的道就是真理。」（十七 17）
道是律法
「道」就是「神的話」，就是「律法」（the
law，包括誡命、律例與典章），「少年人用甚麼潔
淨他的行為呢？是要遵行禰的話。我ㄧ心尋求了
禰；求禰不要叫我偏離禰的命令。我將禰的話藏在
心裏，免得我得罪禰。」。（詩ㄧㄧ九 9-11）「禰
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ㄧㄧ九
105）

的。』」這節經文也直接的說，子就是神。至於新
約引舊約經文，將耶和華說成「主」，將「主」用
在耶穌或聖靈身上的，則不勝枚舉。

是她成功的根源，又是使她成為社區
道德領袖的根本。
有了這個根本，加上個人的努
力，呂底亞成為保羅在地方所設立教
會的最理想的平信徒教會領袖人選。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朱易

第三講
平信徒教會領袖的典範
──呂底亞
當安息日、我們出城門、到了河
邊、知道那裡有一個禱告的地方、我
們就坐下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有一
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
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拜 神．
他聽見了、主就開導他的心、叫他留
心聽保羅所講的詁。他和他一家既領
了洗、便求我們說、你們若以為我是
真信主的、〔或作你們若以為我是忠
心事主的〕請到我家裡來住．於是強
留我們。( 使徒行傳 16﹕13-15)
保羅的三次宣教旅程，將福音帶
向歐亞大陸，教會在各地湧現。這段
經文提到的是保羅如何在一個新的地
方設立教會。對保羅而言，這是他一

（二）接受開導的真道愛慕者

貫作風。經文中提到的婦女呂底亞，
稱得上是平信徒教會領袖的一個典
範。它體現了作為一個平信徒教會領
袖的三個特質﹕

（一）敬畏上帝的事業成功者
從呂底亞的姓氏看，她是奴僕出
身，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固然
是神的恩典，也與她個人所特有的領
袖特質分不開的。
首先她必須有堅韌不拔的毅力，
從奴隸到一個自由人，當中有多少的
艱辛．多少的困苦。
出身不好，讓許多人失望甚至絕
望，呂底亞生命中有過一段貧窮和沒
有人身自由的日子，她受盡壓迫，但
她並不絕望，並不放棄，因為她是一
個敬拜神的人。
她蒙神的恩典成為自由人，她使
用神給的智慧．毅力，由一位普通人
成為一個在社區有影響力的成功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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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說“ 呂底亞聽見了，主就開
導她的心，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
話”。
主之所以會開導呂底亞的心，實
在是由於她有愛慕真道的心。她堅持
參加禱告的聚會，素來敬拜神，就表
明了她對上帝的渴慕。
保羅這次的旅程原本計劃並不到
呂底亞所在的腓立比城，但是在主的
指引下，保羅在異象中看見馬其頓人
求他來幫助後，才來到腓立比的。
呂底亞是保羅看見異象後，抵達
馬其頓地區遇見的第一個敬拜神，渴
慕真道的人，保羅心中或許正在驚嘆
神在異象的引領，那位在異象中向保
羅呼喚的馬其頓人，難道不正是許許
多多象呂底亞這種人嗎？
當保羅開始講道之前，呂底亞的
心中已經預備好了。她是一塊福音的
沃土，經主一開導，真理的種子一落
下，馬上就生根．開花．結果。
這是平信徒教會領袖的另一個特
徵。許多人發現平信徒領袖從信主到
成為教會領袖的時間並不長，不少人
也擔心當中是否會有問題發生。

但主並不是象世人一般看外表，
主看的是內心。 平信徒領袖的屬靈生
命的開始不是從信耶穌開始，而是從
他開始敬拜神． 渴慕真道開始的。
一旦時機成熟， 主就開導他的心，他
就會被聖靈充滿．被真理充滿，成為
一個被主重用的平信徒教會領袖。

（三）忠心事主的教會開拓者
當呂底亞和她一家受洗，就求保
羅在她家住下， 她對保羅一行人說，
“ 你們若以為我是忠心事主的，請到
我家裏來住。”
顯然呂底亞從受洗的一刻起，就
想著忠心事主的事，她留保羅他們在
她家住， 顯然並不單純為了聽講道，
也不是出於對保羅的感激之情，而是
出於對主的忠心上。
主的心意是要在各個地方建立教
會，對于福音工作剛開始的地區，教
會開拓的重擔落在象呂底亞這種敬拜
神，又受到主開導的事業成功者的身
上，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事。
呂底亞強留保羅， 固然有渴慕真
道和對使徒的感激成分，但更為重要
的是，她心中有神所托負的開拓教會
的使命感。
正是出於與保羅同樣的福音大使
命，使得呂底亞成為教會的開拓者。
而大使命感和為主圖謀大事的雄心，
正是平信徒教會領袖的另一個特質，
也是平信徒領袖能夠成就主的大事的
原因之一。

結

論

事業成功的平信徒並不能使他成
為一個教會領袖，只有敬拜神．渴慕
聖經．心係大使命，忠心事主並願為
主圖謀大事者才能成為真正的平信徒
領袖。
使徒行傳所記載的呂底亞，雖然
只寥寥十幾個字，但卻足以成為今日
平信徒領袖所效法的榜樣。
（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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