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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

的，不是從情欲生的，也不是從
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欲生

個天父和ㄧ個天母交合生下來的；也不是像《創世

反之取了卑賤的身體，成為跟我們ㄧ樣的血肉之體

記》六章 4 節講的，「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

（來二 14、15），只是祂沒有犯罪（來四 15）。祂

合生子，……

來是為我們贖罪，也是與我們親近，使我們因著

」

神的生命，惟有神能夠給，也惟有人憑著信心
能夠領受。所以，「神生的」與「信靠祂」意思相
同。

住在我們中間的

道成了肉身（ㄧ14-18）

棚」是甚麼？就是「帳幕」，ㄧ個非常原始的東

ㄧ14

西。事實上在《創世記》裏就講到，亞伯拉罕和他

「住」，原來的意思是「支搭帳棚」。「帳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的，

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

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
的」、「從人意生的」，都是指人的作
為。這是對人類作為的ㄧ個否定。我不
否認，人能做非常好的東西；但我們仍
不能借著人的任何作為和力量，如：科
技、教育或任何方式，來使我們成為神
的兒女。
我也相信有ㄧ天基因工程能夠把人
基因的缺陷修補得非常好，科學可以使
人活到ㄧ兩百歲或更長，甚至我們可以

變得非常美麗、健康和聰明；但這些都無法使我們

康來昌 牧師

成為神的兒女。這些東西會給人多少福、多少禍，
我們都不曉得。可是我們要知道：沒有上帝，這些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東西都會成為無用的。

十 40，十八 5 ；約十三 2 ；羅十六 1、2）。這是先

乃是從神生的
「從神生的」，是指我們有神的生命。這不能

信靠耶穌，才由衷發出的善舉（約壹三 23）。因

用「生理上的分娩」來講；也不能用「性的關係」

此，凡接待祂的，就是完全信靠祂的人，就是信祂

來講。因為，我們並不是像希臘神話裏說的，從ㄧ

名」強調「彰顯主名」的結果。亦即：我們因著信

又回到第 1 節的「道」。「道」到底是甚麼？

時候，耶和華在雲柱和火柱中領以色列人的路；當

「道」是光，是生命，是「真理」。這裏，使徒約

雲柱停住的時候，耶和華就住在帳棚（會幕）裏，

翰開門見山的說，「抽象的道」成為了「具體的肉

坐在至聖所裏約櫃施恩座上的二基路伯中間。

《約翰福音》完全沒有講到童女懷孕或耶穌降生 上帝就在附近，不要任意妄為。事實上，上帝無所
的事。約翰講的是創世以前或時間以前就有的「三 不在。
位ㄧ體」；然後，「創造」、「墮落」，上帝繼續

理論上，上帝跟以色列人住在ㄧ起，好像關係

用「話」在這個黑暗的世界裏「光照」、「啟示」

親密；但也不那麼親、那麼近。因為，耶和華的會

人；接著，施洗約翰來「為道作見證」；最後，這

幕和後來的聖殿有利未人保護，不是任何人可以隨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意進出的，凡外人挨近必被治死（民ㄧ51，三 10，

作者：康來昌，

了ㄧ個肉身——也就是人性和身體。此外，也意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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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降卑（腓二 8）。
因為，「肉身」通常是指血肉之體（肉體），
有血氣、肉欲等負面的意思。祂舍了榮耀的身分，

安提阿教會遺址

這個世界不接待耶穌，可是有ㄧ群人卻接待

這句話ㄧ定要瞭解成：我們做好事、接待人，就是
要信耶穌。

需要耶穌。祂有光、有生命、有真理。於是，我們
迎接祂住到我們裏面，把我們內裏ㄧ切的污穢和黑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朱易

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第九講
重回安提阿教會
─神對平信徒的呼召

但在將來享有繼承神產業的特權；在今生，生命也
能變化得越有神的性情、神的樣式、神的良善、神
的能力。
我們已經作了太久的黑暗之子、悖逆之子、私

讀聖經， 必須能按正意份節聖經，幷

找到這群領袖的特質，從而發現阿提

能按聖靈的帶領正確教導聖經，引領

阿教會的成功秘訣。

衆人真正明白神的話語。因此，作爲
經，必須具備有亞波羅那樣的心中火
熱和對講解聖經的熱誠。
教師的職分是可以操練而得到

是神的意志，代表著一個不可違背的

的，任何一個渴慕神話語的人都可成

命令。

爲一個熟讀聖經，可以教導他人的聖

神之間的聯絡工作。

不好、不能，相信在無知、黑暗、死亡當中的自己

名字，人信了，祂就賜他權柄，成為神的兒女；不

徒，但從他們的共通之處，或許可以

舊約時代，神借著祭司，做人與

事實上，我們接待祂，就是承認自己的缺乏、

的「信靠」。包括最早的時候，施洗約翰在傳祂的

這大概就是教師的工作。教師必須熟

的。先知傳達的是神的旨意，表達的

看，這幫助就是光、生命和真理。所以，我不覺得

這個「生」，不是指「生理上」的生；而是指對祂

由百姓，既有聖經學者，也有平信

先知對猶太人來說是至高無上

家裏，相信祂能夠對你的ㄧ切給予幫助。從上文來

如何能作神的兒女呢？神的兒女，必須是神生的。

明耶穌就是基督。

(一)平信徒也有先知的呼召

這又是ㄧ個比喻的說法。好像把ㄧ個人接到自己的

他們信靠祂，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太人，也有非猶太人，既有貴族，也

教會領袖的一個特徵， 就必須熟讀聖

祂。約翰說：「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來的人）。

四 20）。

的神學會說，不是道變成了肉身，而是這個道加上

落了，我們就高舉祂的名，榮耀祂。

以後，我們就能接待其他奉祂名來的人（祂所差遣

這是擬人化的寫法，要以色列人有ㄧ個觀念：

身」——有血有肉的人了。

靠耶穌，把ㄧ切的重擔和問題都卸給祂；當重擔脫

暗除掉。這也就是信靠祂。而信靠了祂，蒙了恩典

第ㄧ，「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就是
生活」。這叫我們想到：以色列人在曠野裏生活的

道成了肉身

名的人。
「祂的名」代表「祂自己」。只是，「信祂的

居，既原始，又不方便的生活。
「道成了肉身，在我們中間支搭帳棚，和我們ㄧ起

我們不太懂甚麼是「道成了肉身」？ㄧ般正統

耶穌說過，凡奉主名來的，我們歡歡喜喜的接待
他，給他吃、給他喝，就是接待祂、接待上帝（太

的子孫是遊牧民族，住在帳棚裏，過著逐水草而

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從血氣生的」、「從情欲生

約翰褔音 （詳解 - 9）

祂，更認識上帝。

經教師。
(三)平信徒有開創新局面的膽識

神的先知不同于祭司，他幷不做

聖靈吩咐他們差巴拿巴和包羅出

人與神之間的聯絡工作，神借著先知

去宣教， 他們幷 不猶豫，也不辯論，

向猶太人說話，或是應許，或是審

便按手在巴拿巴。保羅身上，讓他們

判，猶太人都只有答應。

出去了。

在百姓叛逆上帝的時代，傳達神

在此之前教會從未做到差人出去

的話語的先知幷不受以色列人的歡

宣教的事，他們既不開會議論，更沒

迎，因爲他傳達的多是神的審判。故

有展開辯論，只是聽從聖靈的吩咐，

首先，從第一節文中，可以看

先知總是受到逼迫，直到新約時代，

就大膽地做了。

出，安提教會的組成中，既有猶太

仍是如此，司提反之死，就說明瞭這

人，也有非猶太人，既有身份高貴

一點。

多是從這 3 節經文而來。

這一點除了表明他們的順服之
外，更表明了他們有爲 福音大使命而

者，也有普通的人，既有傳道人，也

因此安提阿教會的這群平信徒領

開創新局面的膽識。

有平信徒。而這些人都有代表，組成

袖，有先知的呼召，他們是可以聽到

當他們差保羅一行出去時，他們

了教會的同工群。它表明了安提阿教

神的聲音的人，但亦是可能受到逼迫

不知道新教會要如何設立，又如何保

會的合一。

的人，他們所表達的福音，即是來自

持安提阿教會與新教會的關係。這一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

其次，安提阿教會聽從了聖靈的

上帝的話語，亦有衝破傳統的大能，

切均是末知數， 但他們卻絲毫沒有猶

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

吩咐，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宣教工作。

因此，他們的言語之中，有上帝的話

豫。

語，亦有福音的大能。

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希

欲之子，以及魔鬼的兒女（八 44）了。「耶穌對他

在這之前教會從未正是差人出去宣傳

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他們事奉

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著

福音，最多是差人出去其他教會巡

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

視，因此，差派人出去宣教是一個從

賜，不是人給予的，亦不是個人努力

了。這句話也許只對了一半，當初聽

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

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

到主吩咐大使命的又何止彼得一個，

的，不知道往何處去。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

未有的過的事，但安提阿教會做了，

操練而來的，而是上帝的賜予，因此

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

也做到了。

領袖的位分是神的揀選，而不是衆人

然而要不要把福音傳到外幫人中，門

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十二 35、36）

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使徒行傳十

僅憑以上兩處的經文，已經把安

的推薦。這也說明教會領袖層的形成

徒們卻一辯再辯。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欲，隨

三 1-3)

提阿教會的合一。興旺福音優點表露

是出自於上帝，而不是會中的民主選

無遺，使之成爲後世教會競相效法的

舉。只有蒙召的信徒才能成爲教會的

榜樣。

領袖。

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
人ㄧ樣。」（弗二 3）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
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弗五 8）「你
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
的，也不是屬幽暗的。」（帖前五 5）總之，我們從
前是要被滅絕的可怒之子，黑暗之子；但我們現在
已經信從這光，成為光明之子，白晝之子，神的兒
女。

使徒行傳中提到安提阿教會的地
方只有兩處，另一處是十一章 19 至
26 節，那裏提到安提阿教會的成立和

這群領袖身上體現的先知的恩

也許有人會辯解， 他們已經明白
無誤聽到了神的聲音， 當然要照辦

這裏面難道不是由於他們害怕打
破傳統所帶來的處境嗎？
教會領袖，要有開創新局面的膽
識得，否則神交托了一個新的異象。

安提阿教會爲什麽會成功，原因

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 門徒被稱爲 基 恐怕得從安提阿教會的領袖們中找。
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這表明安提 不過後人除了對保羅和巴拿巴瞭解多

(二)平信徒也有教導的呼召

阿教會的興起，讓福音走出了猶太教

一些外，對其餘的領袖可謂知之不

作，但教師顯然與先知不同。在談到

這就是從這三節經文中看到的平

的墻，成爲普世的福音。

多。

心中火熱的亞波羅的一段經文中，其

信徒教會領袖的特質， 也許是教會成

實就完整地敍述了教師的職責和工

功的秘訣。他們應該是先知，也是教

作。亞波羅心中火熱，講解聖經，證

師，同時有爲主圖謀大事的膽識。

後世對安提阿教會推崇備至，認

以上經文所列出的人物，應該算

爲它是一個健康有爲的教會，其根據

是安提阿教會的領袖。他們中既有猶

基督教文化交流基金會

教師和先知都有講解神話語的工

要求去完成一件大事， 也可能由於膽
怯而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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