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研究專欄
又惡、又懶的僕人說：「凡沒有的，連

不論是抽象的或可親的、易懂的，都很重要。讓我

識的別神。』」（申十三 6）「不要倚賴鄰舍；不要

們樂意接受各種的學習。

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懷中的妻提
說。」（彌七 5）

ㄧ18

三、師生：在最後晚餐的時候，「有ㄧ個門徒，是

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

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十三 23）

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至於這段經文，是用父子的關係來形容耶穌和神之

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二十五
29）這些話都叫我們毛骨悚然，也是今

間的親密。對我們而言，在祂的偉大和威嚴裏，也

● 看見神

有祂可親的部分——我們跟主耶穌都在祂的懷中享

天教會裏很少提，人也不仔細聽的。我

看見神是ㄧ個祝福。 在約翰的寫法，「看見」

們總是喜歡說和樂意聽「上帝是慈愛、

跟「進入」、「得到」的意義相同。怎麼說呢？我

寬大」的話，好任意自己敗壞下去。於

在飛機上看到了美國，就是我進入了美國。很多時

是壞上加壞，結果就真應驗了上帝的

候，聖經說「我看見了這個東西」是表示「我得到

話——我們成了砧板上的肉，卻還沾沾

了這個東西」。因此，在這裏的「看見神」有ㄧ個

自喜。這ㄧ點也不違反因信稱義，也不

涵義是「得到神」。怎麼看見神，得到神？就是神

是上帝勢利。

把祂自己（即耶穌）給了你；你則用信心去得到

上帝的恩典造成的結果應該是我

受祂的慈愛。

約翰的見證（ㄧ19-34）
● 約翰向猶太人見證耶穌（ㄧ19-28）

祂。

ㄧ19

們更謙卑自己、更渴慕祂，也更愛祂；
越傳福音，就越樂意傳福音；越愛人，

約翰褔音（詳解 - 12）

就越能夠愛人；越聖潔，就越渴慕聖

ㄧ16

了，而且恩上加恩。

越良善，就越行出良善。相反的，你越

西ㄧ15 ；來ㄧ3）。但這裏用的形容詞是「在父懷裏 ●
的」。

約翰喜歡講「豐滿」、「豐富」。包括在後面
「迦拿娶親的筵席」裏，我們看到水所變成的酒真
是太佳美、太豐富了。聖經裏尤其喜歡講以色列地
的豐富。但曆世歷代很多人懷疑「迦南地是流奶與
蜜之地」。是不是聖經的形容過於誇張了？實際上
絕大部分的迦南地是非常貧瘠的沙漠和曠野，只有
少部分地中海型氣候地區是富庶的。但聖經的話決
不會錯。因此，那真實的豐富不是物質上的，而是
顯在耶穌和上帝的話裏。我們不是全然否認物質的
部分，更不是以屬靈的豐滿來取代物質的豐富。
《約翰福音》也非常強調神在物質上的供應和見
證，包括酒、水、餅和魚有它屬物質的部分，包括
生命也有肉身的部分。但這ㄧ切物質的基本卻是在
於它背後的屬靈涵義和屬靈的豐富——亦即，要信
靠宇宙萬有的主宰，上帝，才能進入且領受祂的豐

「在懷裏」是ㄧ種親密的行為。聖經用了三種

悅且領受了，神就再給，於是越來越多的得到。

不同的關係來描述這種親密：

ㄧ17

一、父子：「這百姓豈是我懷的胎，豈是我生下來

17 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恩典和

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 從祂豐滿的恩典裏

說：「你是誰？」

生子，耶穌，將神表明出來」（十二 45，十四 9 ；

不著。所有的恩典、真理、豐富都是如此——你喜

16 從祂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

《約翰福音》和聖經其他經文都提到「神的獨

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裏，問他

潔；越領受神的話，就越喜歡神的話；
厭惡，就越不領受；越不領受，就越得

康來昌 牧師

● 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 律法本是借著摩西傳的
千萬別認為摩西時就沒有恩典。舊約的時候，
從《創世記》開始，神的特別恩典就臨到每ㄧ個祂
所揀選的人身上。出埃及的時候，神對以色列人不

19 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麵：猶太人從

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
其實從第 1 節開始，就是使徒約翰，或上帝，

或聖靈，為耶穌所作的見證；也是耶穌自己為上帝
所作的見證。這裏則特別強調施洗約翰被問時的見
證。

的呢？你竟對我說：『把他們抱在懷裏，如養育之

(下期續)

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應許給他們祖宗的
地去。』」（民十ㄧ12）

作者：康來昌，

二、夫妻：「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兒女，或是

美國 Vanderbilt 大學神學博士(1989)。曾任：中華
福音神學院教務主任(1989-1995)。現任：中華福
音神學院兼任教授(1996 至今)，和台灣、台北
「信友堂」牧師。

你懷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誘
你，說：『我們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來所不認

就充滿了恩典嗎？耶和華在摩西面前宣告說：「耶
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
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

假若不是彼得後來站出

安提阿教會遺址

來反對，耶路撒冷會議的決
議說不定就是要求外邦人信

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

徒要行割禮，那麽歷史的一

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三十

個可能發展是，耶穌所托負

四 6、7）由此看來，得到律法也是ㄧ 種恩典，叫我

的大使命就始終出不了猶太

們不得罪上帝。只是，我們需要仰靠祂的恩典、力

人的圈子，基督教只不過是

量和能力來遵行祂的話；而不是憑著字句，用我們

猶太教的一個小分支而已。

的肉體和行為來遵行祂的律法，自以為義。

另一個可能是，安提阿

要小心的是：我們若把摩西的話給律法化，就

教會不得不與耶路撒冷教會

是名副其實的「猶太教」——這時，恩典跟律法就

分道揚鑣，從始，教會有兩

是互相對峙的。好比《羅馬書》第十章說的，猶太

滿。
「因為父喜歡叫ㄧ 切的豐盛在祂裏面居住。」
（西ㄧ19）「因為神本性ㄧ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
地居住在基督裏面；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祂
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西二 9-10）「你們
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祂本來富足，卻為你
足。」（林後八 9）ㄧ切的豐盛和富足——就是道、
光、生命、恩典、真理、智慧、能力……，是給信

殊塗ㄧ致且相等的。整個《詩篇》ㄧㄧ九篇都把上
帝的律法說成真理，包括 142 節的「禰的律法盡都
真實」，也可以翻譯作「禰的律法盡都是真理」。

另外，「豐富」也可以跟「聖靈充滿」連在ㄧ

神是絕不會讓大使命停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朱易

24）。

●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舊約充滿了恩典，摩西也傳遞了恩典。但這裏

物質的特點就是「有限」和「會毀壞」。凡血氣

強調耶穌所帶來的恩典和真理——亦即，有了耶

的，都是屬物質的，如同《以賽亞書》說的，「凡

穌，就有了恩典和真理。不僅如此，耶穌就是恩典

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和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著

第十二講

堅持救恩的真理
惟有幾個信徒是法利賽教門
的人、起來說、必須給外邦人行

割禮、吩咐他們遵守摩西的律
（賽四十 6）物質有榮美，但會有枯乾的時候；靈則 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十四 6）這恩典和真
法。使徒和長老、聚會商議這
理是神與人和好，人能到神那裏。
可以源源不絕。願我們常常渴慕被祂的話、祂的真
事。辯論已經多了、彼得就起
理、祂的恩典、祂的生命、祂的靈充滿。
來、說、諸位弟兄、你們知道

● 耶穌基督

注意！這是《約翰福音》第ㄧ次直接的用「耶

● 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領受」也是約翰喜歡用的字眼，是被動的—

穌」這個名字。前面各個名詞——「道」、

—祂給，我們才有。領受之鑰則在於「信靠」。即

「神」、「光」……，都是間接的提到「耶穌」。

使我們甚麼都沒有，仍然可以信靠和領受。這是豐

甚至 14 節很抽象的說到「道成了肉身，……」，也

富和蒙福的基礎。

沒有指出那住在我們中間的就是「耶穌」，為甚

「恩上加恩」，就是豐富再豐富 ，越來越多的

麼？因為約翰要先提出ㄧ些重要的神學觀念來。就

生命、恩典、真理……。凡信靠的人，就可以從基

好像你要訴說「母親的愛」時，你不能不用ㄧ些比

督裏多而又多的得到這些。然而，這多而又多裏，

較抽象的敍 述，如懷胎之苦來分析母愛的可貴。華

也有負面的成分。「撒種的比喻」裏，耶穌說：

人基督徒可能比較不喜歡「分析」這字眼，但為讓

「因為天國的奧秘，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

我們瞭解那看似抽象的真理——耶穌是「道」和

道；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

「神」的本質，這個分析是需要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太十三 11、12）「才

當這個真理成為肉身，住在我們當中的時候，

幹的比喻」裏，主指著那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約翰福音》、《福音書》、整本聖經，也說到那

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指著那

些比較可親、容易瞭解的部分。神所默示的聖經，

留在猶太人中間的。如果耶
路撒冷教會沒有遵守神的旨
意，神一定會放棄它的 。因
此後一種可能性更大。

和恩典的源頭——那就是耶穌基督（羅十 4 ；加三

靠祂的人。
起。因為真正的豐富必是屬靈的，而不是物質的。

另一個在安提阿。

法跟恩典對立。事實上，用信心來領受，這些都是

所有的律法和摩西的預言，都指向ㄧ個完全的真理

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祂的貧窮，可以成為富

個中心，一個在耶路撒冷，

教徒不瞭解摩西的話，以致把摩西跟基督對立、律

神早已在你們中間揀選了我、叫
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音之道、

阿地區的門徒，開始向希臘人傳

當保羅與猶太人信徒（當中

福音，當他們接受主後，就被接

一定有使徒。長老）爭執不下

納進入了教會。

時，彼得想到了什麽呢？

新門徒沒有按猶太人的規條

他想起了主在他還是一個微

受割禮，這就引起許多猶太門徒

不足道的漁夫時，就揀選了他，

的不滿，他們甚至派人到安提阿

主看人並不看外表，也不看他們

教會。指責保羅和巴拿巴的不

的身份，主看的是人心。

是，並試圖讓非猶太人信徒接受
割禮。

彼得想到了他與主相處的日
日夜夜裏，主是如何憐憫貧困

安提阿教會的基督徒中，有

人，如何將福音傳給他們的。

許多非猶太人的信徒，他們當然

他還想到了主在安息日治病

不會樂意接受猶太人的傳統規

的事。主並不因爲 傳統而對有需

條，但他們並未簡單地拒絕，而

要的人漠不關心，漠視不管。

是把保羅和耶路撒冷城來的猶太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 神、也為他們
作了見證．賜聖靈給他們、正如
給我們一樣。又藉著信潔淨了他
們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使徒
行傳十五 6-11)
彼得這一次站起來，體現出
彼得得成熟和維護真理的勇氣。
他這次的行爲 在教會歷史發展中
發揮了關鍵作用。如果不是彼得
的站起來，教會的歷史恐怕又是
另一個模樣了。
從耶路撒冷教會流浪到安提

人送回耶路撒冷教會，由教會決

他想起了主對文士和法利賽
人的指責。

定如何做才是正確的。

他想起了，門徒的得救，是

從第六節看， 知道保羅他們
回到耶路撒冷教會後，使徒和長

由於主的救恩，而不是門徒的行
爲 。

老知道事態的嚴重。因此開會討

想到這些，彼得不再懼怕，

論。不過由於爭辯十分激烈，一

它必須爲 主的囑託和福音的真理

時沒有定論。

而站起來。

儘管保羅和巴拿巴述說神在

由於彼得的勇氣，使得耶路

外邦人中的作爲 ，並報告了外邦

撒冷會議作出了正確的決議。這

人歸主的好消息，但教會中傳統

個決議徹底掃清了福音可以迅速

勢力並不屈服，他們堅持要給外

在世界各地傳播。

邦人信徒行割禮。

(下期續）

華人基督徒教育中心 《 宣教體驗營 招生 》
時間： 2 月 1 日起，每週星期四，晚上 7 ： 00~9 ： 00 點 ，共四次。

科目：宣教概論與實踐

本教育中心，注意重【學習】與

【2 月 1 日】 • 因著大使命異象而「出發」

內容：從聖經透過異象、裝備、禱告、差遣來思想，如何實際進入宣教的認知與經歷；

【實踐】並進，所有學生必須全程参 加

【2 月 8 日】  因著大使命異象而「裝備」

使個人的靈命，藉宣教來體驗神的豐盛。
教授：鄭榮新 博士 〔成功大學英國文學學士、富勒神學院道學碩士 、

【上課】與【短宣實習】；因此，如無
宣教負擔與時間参 與短宣者，請勿報

【2 月 15 日】 因著大使命異象而「禱告」
【2 月 22 日】 因著大使命異象而「差傳」

免費入學 傳揚福音
上課地址： 1140

台福神學院教牧學博士；普世豐盛生命中心俄羅斯宣教士。
曾在台灣與中國宣教 7 年、俄羅斯宣教 10 年。〕
招生對象：• 對宣教有負擔的基督徒。  願意實際參與不同型態的短宣。

S. San Gabriel Bl., San Gabriel , CA 91766

名！謝謝！

【短宣地】為「墨西

哥」或「俄羅斯」，由 鄭教授 、曾傳
道 親自帶隊，不定期出發、實習。

報名電話：( 909 ) 322-9563

曾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