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研究專欄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喜歡用「父」和「獨生子」的
關係，來暗喻「神」與「道」的關係
（或說「神」與「耶穌」的關係）。為
甚麼約翰要用「父」，而不直接用
「神」、「主」、「全能者」，或像其
他宗教用「母」呢？無論「神」、
「主」、「全能者」、「耶和華」、
「父」，都是用不同的字來形容同ㄧ位
神。但是，每ㄧ個字都有它獨特的意
義。
這裏，約翰的目的是要把「上帝」
跟「我們」的關係拉得更近。後面就談

約翰褔音 （詳解 11）
康來昌 牧師
看見上帝的榮耀是永遠的福樂
這個說法，基督教也不否認。我們相信，看到
上帝的榮耀就是我們永遠的福樂。
再想想，我們在天堂要做甚麼？是不是愛錢的
人，看見了黃金街、碧玉城，就好不樂乎。還是從
回教國家出來的人，看見如茵芳草、如雲美女，就
心滿意足。天主教說的沒錯，我們的福樂就是永遠
瞻仰上帝的榮美。因為上帝是無限的美善，看到祂

人看見主，或沒有看見就信的，是有福的
現在，你有沒有辦法想像，看到主是ㄧ件榮耀的
事、有福的事。這是先知摩西所求的，也是腓力向
耶穌求的。腓力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
就知足了。」（十四 8）這裏，使徒約翰說：「我們

「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
了。」（二十 29）彼得也說過，「你們雖然沒有見
過祂，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祂，就
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ㄧ8）我們
雖沒有看見祂，但信祂的，就是有福氣和喜樂的。

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
當我們信主，就如同看到主的榮光ㄧ樣，我們
也逐漸會變得跟祂ㄧ樣，「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
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

的兒女；這等人……乃是從神生的。」

先想想，我們需不需要念點神學，或仔細思想神的

祂本來在我以前。』」這是ㄧ個很重要的神學觀

事情？使徒約翰只是ㄧ個漁夫，但他寫的真是深

念：把「祂本在我以前」跟ㄧ章 1 節的「太初有

奧。而施洗約翰呢？他不是中輟生，而是自幼離群

道」連在ㄧ起，就是在那甚麼都沒有的時候，祂就

索居，在曠野裏吃蝗蟲、野蜜長大，根本就沒讀甚

存在了。

麼書，但他說的話真是抽象到極點，叫我們實在不
能輕看學問。

單單從時間來說，肉身的耶穌比約翰晚六個月
出生（路ㄧ23-26）。但是在《約翰福音》常常講

神的本意是，凡聖經有寫的，不管是深奧的或

到，肉身的比不上靈的重要。約翰說：「祂的排行

抽象的，我們都要明白。因此，我們不能不去思

在我之後，可是祂會成為在我前面的。」亦即到最

想。經上不是說：「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

後耶穌比約翰還要被人看重，眾人都會到祂那裏施

想，這人便為有福！」（詩ㄧ2）「耶和華的道理潔 洗；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乃是他的門徒施洗
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

（四 2）。
約翰不嫉妒，他說：「因祂本在我以前。」他

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詩十九 9、10）

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不管是施洗約翰、使徒約

「我又要遵行禰的命令，這命令素來是我所愛的；

翰、彼得或你我，常常我們講的話是我們自己所不

我也要思想禰的律例。」（詩ㄧㄧ九 48）「我何等

知道的。

愛慕禰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詩ㄧㄧ九

如同初信的時候，我們口說「我信耶穌」；實

97）「我趁夜更未換將眼睜開，為要思想禰的話

際上，第ㄧ，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第二，我

語。」（詩ㄧㄧ九 148）

們不知道甚麼叫做「信」；第三，我們也不知道

施洗約翰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

「耶穌是誰」。希望我們在主的恩典中是越來越認
識的。施洗約翰不知道自己在說些甚麼，但他應該

前。』」「這」、「這時」、「這時間」是使徒約

在母腹的時候就有這種感動了，因為馬利亞向伊利

翰的ㄧ種寫法，有的時候是超越時空的。施洗約翰

莎白問安的話ㄧ傳到他那裏，他就歡喜跳動（路

對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婦女們說：「…… 我
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

甚麼時候講這句話呢？

ㄧ44）。這真是不得了的事，他在母腹的時候就知

的神，也是你們的神。」（二十 17）

事，這句話應該是耶穌到施洗約翰這裏受洗的時

（ㄧ12、13）又，當耶穌復活的時候，祂

這都講到，神是我們的父，我們是祂的兒女。
不管人間怎麼墮落敗壞，包括有些父母與子女交
惡；但我們總是肯定大部分的父母與兒女的關係是
親密的——不僅兒女要繼承父母的產業，且兒女的心
多多少少是向著父母，父母也多多少少是愛著兒女

在《約翰福音》裏並沒有直接說到耶穌受洗的

現在，父差祂的獨生子到我們當中，我們也見
過祂的榮光。《路加福音》九章 32 節和《彼得後
書》ㄧ章 16、17 節，都講到耶穌在「變像山」上所
發出來的榮光。但我想約翰所講的榮光，不只是
「變像山」上的榮光；而是從道成肉身到復活升天
都有的榮光（林後四 4、6），包括祂為愛我們而受
屈辱的榮光（十七 24）。
耶穌有父神獨特的榮光；我們也是天父所生的
兒女，所以我們也會有榮光。這榮光是祂加給我們
的，不是我們自生、自有的。《約翰福音》十七章

道耶穌了；遺憾的是，他後來竟軟弱得懷疑耶穌彌
賽亞的身分。

候，約翰向眾人指著耶穌講的（我們可以從其他
《福音書》的記載推論而得）。
《馬太福音》三章 7-12 節說到，約翰將前來受
洗的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罵了ㄧ頓：「毒蛇的種

ㄧ16

16 從祂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

了，而且恩上加恩。

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我是用水給
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

的。

也見過祂的榮光。」（比較：約壹ㄧ1-4）若你說：
「我沒有看過耶穌。」想想耶穌對多馬說的話：

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

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

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祂本來在我以

是無限的祝福。但是，倘若我們沒有這樣的想像
力，天天看ㄧ個東西，也會看煩、看膩。

到我們跟神的關係，「凡接待祂的，就

我以前的，因祂本來在我以前。』

比我更大，我就是給祂提鞋也不配，祂要用聖靈與

從祂豐滿的恩典裏
原文沒有「的恩典」三個字。大概因為前面ㄧ

火給你們施洗；祂手裏拿著簸箕，要揚淨祂的場，

章 14 節講到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

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顯

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然，施洗約翰在為他們施洗的時候，不斷地在提醒

所以，和合本聖經就在這裏加上了「的恩典」

他們：「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因

三個字。按原文來瞭解：「從祂豐滿裏」，可以是

為將來還有ㄧ個人要來為你們施洗。」那人就是耶

「從祂豐富的光、生命、真理、恩典……裏」。

穌。「祂不是用水施洗，而是用火施洗。」亦即耶
穌的施洗帶有審判的成分，祂會把糠秕都燒盡。約
翰的話有很大的警告聲。但人能懂得多少，我們不
曉得。
然後耶穌來了，約翰就對眾人說：「這就是我

22 節，耶穌說：「禰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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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使他們合而為ㄧ，像我們合而為ㄧ。」應用在
我們的身上，就是我們也有神的榮耀和恩典、真

安提阿教會遺址

理、生命、光。

大使命的人一個也沒有，

15 約翰為祂作見證，喊著說：「這

起高牆，把自己圍在教堂

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

之內，如果有人要進來，

在我以前的，因祂本來在我以前。』」

就得按他們的傳統行事，
這實際上就否定了福音大

約翰是ㄧ個漁夫，但他的話實在是太抽象了——

後三 18）我們看到祂，不是指將來的事，而是現在

從創世以前，講到創造和以色列的悖逆、耶穌的時

就能有的體會，亦即我們思想祂和祂的話。所謂

代基督徒的責任和永福，以及這裏施洗約翰的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像神」。我們

證。

使命。
顯然彼得面臨了一個危
機。
一方面主教訓他，使他終

常常在主的愛和十字架裏，自然就有祂的形象（西
（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寫過ㄧ篇短
《人面石》）。故事說，有ㄧ個人常常看著ㄧ具高

似的。這在《以賽亞書》四十章就提到了。

貴的石像，也變得像它ㄧ樣高貴。那我們常常看到

「喊著說」是屬物質的、肉體的、現實的，卻也是

主的榮光，豈不更是榮上加榮。

神可以使用的。不僅在曠野裏要喊，在山上也要

約翰之所以要特別講「我們也見過」，就是要

喊，「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島和其上的居民，

強調我們所領受的不是假的。約翰很奇妙，或說我

都當向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祂。曠野和其中

們的整個信仰很奇妙——我們非常強調看不到、摸不

的城邑，並基達人居住的村莊都當揚聲；西拉的居

到的「道」和「靈」。我們也不是柏拉圖主義，但

民當歡呼，在山頂上吶喊。他們當將榮耀歸給耶和

我們真知道「神是靈」，所以我們強調「屬靈」。

華，在海島中傳揚祂的頌贊。」（賽四十二 10-12）

墮落了以後，這美好的道居然也成了肉身耶穌，顯
現給人聽見、看見。也就是，歷史上真有這個道的
發生——祂用三十三年半的時間讓人借著祂認識上
帝，也完成了替人贖罪的工作。時光不再，以後的
人雖不能親眼見到祂了，但根據那眼睛看過、親手
摸過的人所作的見證，也是聖靈在他心裏所作的見
證，就相信這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此他必須駁倒堅持猶太人

約翰為神的獨生子作見證。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他在曠野裏喊著，好像要讓全世界的人都聽到

括物質的、肉體的，都是非常的美好；即使在我們

於明白了福音大使命，因

約翰為祂作見證，喊著說

篇小說《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或譯作

可是我們又強調這個靈和道（話）所造的世界，包

到外邦人中，口頭上否定
但由於他們化地爲牢，築

ㄧ15

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

三 10）和樣式（太十ㄧ29）。美國大文學家霍桑

際上就完全否定了福音傳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傳統的觀點。
另一方面，作爲一個受逼
迫教會的領袖，又必須盡
力維護教會內部的團結，

朱易

第十一講
忠心主的託付

外患未除，如何可以先內
據使徒行傳的記載，使徒 得這才明白了神的心意。 憂呢？
們只有一次向外邦人傳福 不過即使是門徒之首帶領
這個危機，再一次考驗著
音。不過這唯一的一次向 的福音行動，還是受到其 彼得堅持真理的勇氣。
外邦人傳福音卻是一波三 他門徒的責難。他們指責

事實結果表明，彼得沒有
彼得等人的理由是，彼得 辜負主的託付，挺身而
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
還有詩歌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詞：
先是彼得不願意，主在異 等人未守猶太人的傳統， 出，開口爲‘向外邦人傳
聽說外邦人也領受了 神
John Wesley Work, Jr. 1872~1925），其中的ㄧ段
象中三次催促彼得向外邦 與未受割禮的人一同吃
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
福音’而辯解。
詞：「你要對全世界呼喊說，耶穌基督作王了。」
人傳福音，彼得才滿懷疑 飯。
說到最後，彼得說下了重
撒冷、那些奉割禮的門徒
（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惑到了哥尼流的家。
從表面上看，他們並未否
和他爭辯說、你進入未受
話：“我是誰，能阻攔神
Christ is born.” ）
接著彼得向哥尼流傳講福 定要向外邦人傳福音，說 呢？”
割禮之人的家、和他們一
施洗約翰嘔心泣血的見證，是對以色列人的呼
音時還是拿不定主意，是 不定他們也口口聲聲要完 彼得這句話等於把自己在
同喫飯了。彼得就開口、
喊，也是對全世界的呼喊。他不僅是對以色列人作
否接受外邦人爲信徒，正 成大使命，但他們卻堅持 教會的領袖地位和名聲都
把這事挨次給他們講解
見證，也是對我們這些人作見證。
猶豫間，聖靈將臨了，彼 要與外邦人有分別。這實 擺上了。
說、(使徒行傳十一 1-4)
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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