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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們選定耶和華，要事奉祂；你們自己作見

二、基督徒用自己的生命見證神的真實，好叫人能

證吧！」他們說：「我們願意作見證。」……當日，

夠信祂；而且是叫眾人因著約翰或我們的見證能夠

約書亞就與百姓立約，在示劍為他們立定律例典

信耶穌。

章，約書亞將這些話都寫在神的律法書上，又將ㄧ

三、基督徒見證自己是上帝的兒女，甚至聖靈也為

久，必盡行除滅。」（申四 25、26）很 塊大石頭，立在橡樹下耶和華的聖所旁邊。約書亞
對百姓說：「看啊！這石頭可以向我們作見證，因
悲哀的，天地作曠野以色列人的見證——
為是聽見了耶和華所吩咐我們的ㄧ切話；倘或你們
以色列人為他們的悖逆，付上被滅絕的
背棄你們的神，這石頭就可以向你們作見證。」
代價。
（書二十四 22-27）為甚麼用石頭來作見證？不能找

石頭見證以色列人的背道
約書亞在帶領以色列百姓與神立約
之前，重申神過去對列祖與他們的恩
惠，且要百姓選擇他們所要事奉的。當
百姓立志要跟隨耶和華神的時候，約書
亞對百姓說：「你們不能事奉耶和華！
因為祂是聖潔的神，是忌邪的神，必不
赦免你們的過犯罪惡；你們若離棄耶和

約翰褔音 （詳解 - 7）

華去事奉外邦神，耶和華在降福之後，

不要事奉神的原因。

康來昌 牧師

這些話，今天基督徒應該多聽，好自我省察。常常
我們ㄧ天到晚勸人信耶穌、事奉神，自己卻有沒有

人見證神的真實
耶和華說：「你們不要恐懼，也不要害怕，我
豈不是從上古就說明指示你們嗎？並且你們是我的
見證：除我以外，豈有真神嗎？誠然沒有磐石，我
不知道ㄧ個！製造雕刻偶像的盡都虛空，他們所喜
悅的都無益處；他們的見證無所看見，無所知曉，
他們便覺羞愧。」（賽四十四 8、9）你我也是神的
見證。我們都是在蒙了上帝的恩典之後，能夠見證
上帝是真實的、魔鬼是虛假的。
耶和華說：「誰比我的僕人眼瞎呢？誰比我差

把耶穌當作至寶。勸人信耶穌是對的；但要把耶穌
當至寶才是真信，否則寧可不要信，免得將來又不
信了，所要受的禍患和審判就更大了。耶穌自己就
勸人不要跟從祂，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

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
能作我的門徒。」（路十四 26、27）既要跟從祂，
當約書亞再三申誡，百姓也言之確鑿的說：
「不然，我們定要事奉耶和華！」約書亞對百姓

遣的使者耳聾呢？誰瞎眼像那與我和好的？誰瞎眼

沒有比神的見證更糟糕的——是耳聾、瞎眼的。

帝自己見證自己，自己顯出神跡奇事吧！可是上帝
分承擔下來，且相信上帝會賜給我們夠用的力量來

下，雖然海會枯，石也會爛，但石頭總是最穩固、

榮耀祂。

不變的。結果，石頭尚未爛，以色列人就違背自己
的誓言，以及與神所立的約了。很遺憾的，在舊約

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裏，神不只ㄧ次地舉出如山的鐵證，證明以色列人
的背道。

叫眾人因著約翰的見證可以信這「光」——耶
穌。所有錯誤的見證就是叫人來信我們自己，竊奪
主的榮耀。要記住：我們不是見證自己，叫人來信

為光作見證

我們；我們是耶穌的見證人，叫人來信祂。

這裏講到約翰來為光作見證，也就是為耶穌作
見證，見證耶穌是真實的。到後來，我們看到約翰

ㄧ8

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這見證人也失敗了。他失去了信心，在牢裏聽見基

感謝主，使徒約翰把人對施洗約翰不應當有的

督所做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問耶穌說：「那

誤會講出來了——施洗約翰不是那光；但有人認為他

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太十

就是那光（ㄧ20，三 28）。

ㄧ2、3）這對我們也是很好的提醒：最壞的見證

這也提醒我們：我們不是光。神賜給我們各樣

人，可以因為救恩，變成最好的見證人；最好的見

的恩典、榮耀，好叫我們為光作見證。當我們在見

證人，也可以因為信不足，變成最糟糕的見證人。

證光的真實和美好時，千萬不要喧賓奪主，從介紹

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可九 24 ；路十七 5）。

人變成了主角。

約翰或我們來到世上，都是要為光、為耶穌基

基督徒是罪人，常常就是在這裏犯錯。千萬不

督、為真理作見證。求主幫助我們成為祂的好見證

要因為上帝使用我們，使我們活出了許多的榮耀

人。見證的目的是甚麼？

來，我們就反客為主，自以為是那光了。

ㄧ、見證這個人的壞，好定他的罪。這類的見證人
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太十二 41、42）。他們
要見證這世代的不是，就如同那立約的石頭要見證
以色列人的不是（書二十四 27）。

像耶和華的僕人呢？你看見許多事卻不領會，耳朵
開通卻不聽見。」（賽四十二 19、20）所有的見證

如何能叫人家來信耶穌？我們實在做不來，還是上

找人來作見證，因為人會說謊，作假見證。相較之

在聖經裏也有。當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和南方的

就要愛祂勝過ㄧ切。

能見證上帝？這是神在我們身上極大的恩典。我們

就是選我們作祂的見證人，我們只有把這榮耀的職

勝過愛（愛我勝過愛，原文是：恨）自己的父母、
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

因此，你我的身分和工作太重要了。我們如何

樹來作見證，因為樹會長、會枯，甚至被砍；不能

必轉而降禍與你們，把你們滅絕。」
（書二十四 19、20）這是約書亞勸百姓

我們作見證，好叫人知道我們是屬祂的。

安提阿教會遺址

這話真是寶貴！我們是如此的不好，上帝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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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教會。保羅真正進入使徒的佈道工

的對立面。光有愛心還是不夠的，還

作，正是從安提阿教會開始的，改變

要有過人的勇氣。這是做好人的秘訣

世界的三次宣教行程，也是從安提阿

之一。

教會出發的，而組成新約聖經一大部

我們作見證，這也顯出上帝奇妙的救恩、愛和能力—

分的教牧書信，都是自保羅到了安提

—祂竟使ㄧ個壞到極處、無藥可救的人能成為祂的見

阿教會之後產生的，這次書信不但幫

證。
其實，在《約翰福音》和《使徒行傳》都不斷
地強調：我們是上帝的見證，向世人見證祂的真
實。

就不會寬容曾下死力迫害門徒的保

經的經典，二千年來，幫助和教導了

羅。在那個年代，有那種罪過能大過

許許多多的基督徒，而這一切又與巴

迫害主和門徒的罪呢？

又引到安提阿教會密不可分。

神用見證人來見證祂的真實；但現在見證人本

如果巴拿巴沒有一顆寬容的心，

助和指導了當時的眾教會，也成為聖

拿巴引保羅到眾使徒之中，以及後來

神說話見證自己的真實

(二)好人得有寬容的心

寬容是平信徒優良品格之一，他
們寬恕他人的過犯，讓弟兄們和好，

從這個意義上說，巴拿巴是保羅

他們沒有神學上的包袱，願意接受新

使徒之路的引路人是一點不誇張的，

事物，對聖靈的工作樂於接受，勇於

身卻是說謊的、瞎眼的、耳聾的。因此，在「衛道

巴拿巴實乃是當之無愧。可以這麽

抛去傳統的枷鎖，與神同工。

學」上，神就用自己的話——聖經，來證明祂自己是

說，沒有巴拿巴就沒有保羅。

真實的。因為其他的見證都不夠好，惟有神自己的

巴拿巴在衆人排斥保羅時，接待

聖經說，巴拿巴是個好人。被聖

了保羅， 在教會還在對安提阿教會觀

靈充滿，大有信心。因此，被聖靈充

望時，扶持了安提阿教會。他知道耶

滿的人，仍然可能不算是個好人。

路撒冷教會不會輕意認可安提阿教

那麽，什麽樣的人是好人呢？

會，故他不是上耶路撒冷找幫手，而

徒，但門徒卻不接受他，他雖知道了

聖經稱巴拿巴為好人，因此，巴拿巴

是去大數尋找保羅到安提阿教會來。

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詩十九 1）「你且

今後的路要如何走，但作為眾教會之

可以讓我們找到做一個好人的秘訣。

問走獸，走獸必指教你；又問空中的飛鳥，飛鳥必

首的耶路撒冷教會卻把門緊閉，讓他

話是最信實、穩當的。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萬物見證神的真實
朱易

其實，萬物也都是上帝的見證，「諸天述說神

告訴你；或與地說話，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魚也必
向你說明。看這ㄧ切，誰不知道是耶和華的手做成
的呢？」（伯十二 7-9）「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

第七講 平信徒的品格
──好人巴拿巴

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借著所
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ㄧ20）
「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
從天降雨，賞賜豐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
樂。」（徒十四 17）

天地見證以色列人的悖逆
我們常以為所謂的見證是見證上帝的真實。然
而，整個舊約裏，更多是上帝和外邦人和天地見證
以色列人的悖逆和被滅。
摩西就對以色列人大聲疾呼：「你們在那地住
久了，生子生孫，就雕刻偶像，彷佛甚麼形象，敗
壞自己，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惹祂發
怒。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們作見證，你們必在過約
但河得為業的地上速速滅盡，你們不能在那地上長

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領去見使
徒、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主怎麼
向他說話、他在大馬色、怎麼奉耶穌
的名放膽傳道、都述說出來。(使徒行
傳九 27)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
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
主。(使徒行傳十一 24)
保羅信主後第一次回到耶路撒
冷，想與門徒結交，但是門徒不相信
他，避而不見，保羅的失望和沮喪是
可想而知的。
他受到主的呼召，要成為主的使

(三)好人得有寬廣的胸懷
(一)好人要有過人的勇氣。

無法正式走上宣教的路。

使徒行傳十一章提到，巴拿巴從

正在保羅傍仿之時，巴拿巴出來

保羅從迫害基督徒的猶太人，成

接待了他，並把他引薦給使徒，保羅

為主的門徒，回到了耶路撒冷後，盼

這才有機會向眾使徒見證他如何蒙主

望得到使徒們的肯定。不料使徒們卻

呼召，如何在大馬色傳道。

不信他，不肯接見他。

拿巴大得多，找保羅回來，就等於把

使徒們不肯接見保羅的理由有兩個：

領袖的地位讓了出來。

雖然並不是所有的使徒都認可了

大數把保羅找來，與他一同做教導的
エ作，其實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保羅在教導方面的恩賜比巴

保羅，但至少教會領袖彼得完全接納

一是怕他是假門徒，想趁機逮捕門

了他，並與他有深交，這使得保羅在

徒。二是保羅專門向外邦人傳福音，

保羅一同出現時，大部分時候，保羅

以後的服事中，有了一個堅強的支持

己經激怒了猶大人，如果接待了保

都排在巴拿巴之前。

者，保羅在他後來寫給眾教會的信

羅，就會得罪猶太人。這無異於引火

中，不斷提到雖然他使徒的身份不是

燒身。因此不見保羅，可以平安無

將取代他在安提阿教會的地位，但為

眾使徒認可，而是從天來的呼召，但

事。

了福音大使命， 還是親自把保羅找

他仍提到彼得對他的認可作為證明。

但是好人巴拿巴卻不理會這些，

可見巴拿巴引薦他到眾門徒之中是何

他不但接待了保羅，還把他引見給使

等的重要。

徒。

巴拿巴知人甚深， 當然明白保羅

來，這充分體現了巴拿巴是–個有寬廣
胸懷的人。
做一個好人，要有勇氣，有寬容

巴拿巴這樣做要有很大的勇氣。

這位被聖經稱之為好人的巴拿

實際上，自此之後，當巴拿巴與

的心和寬廣的胸懷，而這一切的核

巴，後來到了安提阿教會後，又把保

保羅的名氣太大，全教會都排斥他。

心，就是胸懷福音大使命。

羅從大數找來，讓他教導和領導安提

巴拿巴接待他，等於站在了整個教會

（下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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