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研究專欄

的。這都是因錯認基督，就錯認自己和別人。
猶太人問約翰：「你是誰？」感謝主！約翰沒被勝
利沖昏了頭；可惜的是，當他下在監裏的時候，他
是基督」。這也是我們的警惕：因我們行事為人是

是明白的，不是專家才能說得清楚的。上帝雖然是

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五 7）；勝利也好、

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的，但是當上帝把祂的話啟示給

失敗也好，總不要因環境和感覺，就把起初的信心

我們的時候，我們是能夠瞭解。只是我們根深蒂固

失落了。「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

的罪性，常常叫我們拒絕祂的恩典，不肯倚靠祂的

在基督裏有分了。」（來三 14）願我們都有花崗岩

靈成事。

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已
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六 68、
69）

腦袋，不怕試煉、誘惑，也不妥協、俯就。
可是，人會錯認耶穌。大祭司也

問過耶穌說：「你是那當稱頌者的兒子

ㄧ20 20 他就明說，並不隱瞞，明說：「我不

基督不是？」耶穌說：「我是。」大祭司

是基督。」

就說：「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你們

siah）。
這裏出現兩次「明說」，ㄧ次「不隱瞞」；兩
者意思相同。

穌是聖人。」新派承認耶穌的人性，但不
（道成肉身，以及耶穌的ㄧ切神跡、代

的確，有的時候耶穌是明說，直講；但有的時候，

贖、到陰間、復活、升天和審判），他們

因著時局艱難，耶穌不得不用ㄧ些間接的方式，也

●「這樣，你是誰呢？是以利亞嗎？」

說：「耶穌是神話，（布特曼〔Rudolf

就是「用比喻來講」。可是在《約翰福音》裏，不

Bultmann，1884~1976〕主張「破除神話」），是完

管是明說、直講，或比喻、間接講，人都常常聽不

人，是人的模範。」耶和華見證人則說：「太初有

懂。這是我們在聖經，特別是《羅馬書》，清楚看

道，道與神同在，道是ㄧ位神（a god）。」（比較：

到的——當人不想信、不想明白神的話時，任你怎

約ㄧ1，「……道就是神。」）亦即，耶穌是次於全

麼的講，
他就是置若罔聞。
八章 25 節，
有人問耶穌：

約翰褔音（詳解 - 13）

《約翰福音》裏，常講到耶穌「明明的說」。

能神的神址；又說：「耶穌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

「你是誰？」十九章 9 節，彼拉多問耶穌：「你是

● 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約翰那

像，是首先被造的 。」（比較：西ㄧ15，「……是

哪里來的？」耶穌明明說了，且說了很多遍，可是

裏來問的這些人，是從耶路撒冷來的。

首生的。」）

所傳的，這世界不敵擋、不攻擊，那才是希奇。（十

在《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比較強調約
翰對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責備；《約翰福音》這
裏則是提到，猶太人懷疑約翰的身分，所以差祭司
和利未人到約翰那裏，問他說：「你是誰？」
奇怪的是，祭司和利未人都現身了。依據
《歷代志下》十七章 7-9 節和《尼希米記》八章 7
節，利未人也教導律法；我們判斷這利未人的身
分，恐怕是指教導律法的文士。

施洗約翰當然不是以利亞。之所以說他是以利
亞，是因為神在《瑪拉基書》四章 5、6 節說：「看
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
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下期續 )

作者：康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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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還是不明白，或說不願意接受事實。其實，經上 音神學院兼任教授(1996 至今)，和台灣、台北
的話是出於上帝的啟示，不管是直接的、間接的， 「信友堂」牧師。

你說，耶穌是誰呢？
● 約翰是誰
不過，這節經文不是談「耶

五 18、19，十七 14 ；約壹三 13）

ㄧ21 21 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誰呢？
是以利亞嗎？」他說：「我不是。」「是那
先知嗎？」他回答說：「不是。」

接受耶穌的代贖和祂超自然位格的事

因為，約翰的施洗太惹人注意了。其實，

施洗約翰明說自己不是基督。「基督」的
也是以色列 人所等待和盼望的彌賽亞（the Mes-

● 明說、不隱瞞

該死的罪（可十四 61-64）。世人說：「耶

基督徒應該引世界的注意，甚至仇恨。如果基督徒

● 基督

意思是「受膏者」，特別指上帝所膏立的那ㄧ位，

已經聽見他這僭妄的話了。」他們都定祂

28）

在生活中分辨神的旨意。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常常強調「基督教精神」，亦即聖經

子！」（太十六 16）又說過：「主啊，禰

約翰向猶太人見證耶穌（ㄧ19-

白。如何明白？ㄧ、多讀聖經；二、倚靠聖靈；三、

真是被艱難和恐懼沖昏了頭，以至於懷疑「耶穌不

20）彼得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

康來昌 牧師

都算明說。只要願意謙卑學習和順服帶領，就能明

其實，保羅和巴拿巴並不是想

安提阿教會遺址

有意挑戰使徒們，實在是耶路撒冷教會

穌是誰」，而是談「約翰是誰」。「約

有人要放棄向外邦人傳福音，他們上耶

翰是誰」當然沒有「耶穌是誰」重要。

路撒冷，只不過借著神在外邦人當中的

但是，如果我們對「耶穌是誰」有正

作爲 ，說服耶路撒冷教誨，要外邦人行

確的認識；相對的，「約翰是誰」或

割禮是不恰當的。
顯然，他們誰也說服不了誰。

「我們是誰」也會有恰當的答案。

爭論到後來，有人甚至強硬地表示：要

當人問約翰「你是誰」的時

麽行割禮，要麽離開教誨。

候，約翰有個正確的回答。這讓我想

常言道，歷史會重復的。當年

到保羅的話，「我們原不是傳自己，

馬丁路德提出改革教會的主張時，其實

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

新約裏只有四次提到利未人。另外三次
是：《路加福音》十章 32 節「好撒馬利亞人」的比

道人、基督徒會傳錯道或偏離正路。

喻；《使徒行傳》四章 36 節提到巴拿巴是利未人。

我們說話和思想也會有不得體的時

另外，《希伯來書》七章 11 節講「祭司的制度」時，

候，甚至驕傲、自大、嫉妒、看不起

也提到利未人。但新約裏的利未人不是執行舊約的

別人……。總總的錯誤和罪惡，是因

工作——辦理會幕或聖殿裏的事情，叫神跟人和

為沒有耶穌在心中作主。保羅提醒得

好。

好，我們不是在傳自己。

就這節經文而言，祭司和利未人都扮演先

知的角色——前來判斷施洗約翰傳講的道對不對，
有點異端裁判所的意味。其實，聖經裏的先知、祭
司、利未人都有類似的工作——和好的或分辨的。
●「你是誰？」

這是我們骨子裏需要天天對
抗的思想，因為人的罪惡就是驕傲、
高舉自己。我們有可能口裏傳耶穌，
其實是傳某種世界文化、人文主義或
我們自己。人就是有ㄧ種不安於上帝

● 耶穌是誰

並不想領導一場翻天覆地的宗教改革，

穌作你們的僕人。」（林後四 5）傳

它只不過是覺得教會偏離真道，作爲 一
個基督徒，必須指出教會的錯誤而已。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當時的教會，也是衆口一致反對
他，正如保羅。巴拿巴在耶路撒冷教會
一開始時所受到的遭遇一樣。
保羅幸運得多，作爲 教會領袖的彼

爲 基督徒。這時離耶路撒冷教會復興已 得（後世認爲 他是第一位教皇）明白真
有十多年了。但世人從未稱使徒們爲 基 理，也在緊要關頭站出來，不惜與衆弟

朱易

第十三講

兄作對，站在了一直不被耶路撒冷教會

督徒。顯然世人仍然視耶路撒冷教會爲

堅持真理的勇氣 (1/2)

猶太教的一個支派。而可悲的是耶路撒 看重的保羅的一邊。
因此，教會避免了一場分裂，以及
冷教會的門徒竟沒有認爲 有什麽不妥，

反倒要求其他外邦人基督徒也要按猶太 分裂必然帶來的紛爭，甚至流血。
惟有幾個信徒是法利賽教門的人、 派的規矩行事，否則教會就不應接受他
當然馬丁路德則沒有保羅的運氣，
說：「這叫做奴役的道德——不想作 起來說、必須給外邦人行割禮、吩咐他 們。
教皇帶頭反對他，他也被教會認爲 是異
上帝的奴隸，而把寶座上的上帝趕下 們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長老、聚會
因此，就有了耶路撒冷會議。會議 端，是叛徒。結果使大家知道的，真理
來，讓自己坐上寶座成為神ㄧ樣。」 商議這事。
專門討論是否讓基督徒行割禮遵守摩西 並不因爲 只有少數人堅持而減少光芒，
這是荒唐的、幼稚的、可笑的，是罪
辯論已經多了、彼得就起來、說、 律法。
也不因爲 有教會權威的反對而沈默，一
惡的、無恥的。不管是尼采，或希特 諸位弟兄、你們知道 神早已在你們中
這是教會的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分 場轟動而慘烈的宗教改革開始了。西
的心、不順服於上帝的態度。尼采

「你是誰？」同樣的問題，施洗約翰也問
過耶穌；不是直接的問，而是打發兩個門徒到耶穌
那裏，問：「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
人呢？」（太十ㄧ3 ；路七 19、20）這問題，認識
耶穌是誰，很重要。難以想像的，有ㄧ天，這位從
母腹中就被聖靈充滿的約翰，居然懷疑耶穌是不是
將要來的那ㄧ位彌賽亞。這也是提醒我們——不管
我們過去的經驗多屬靈，甚至能醫病趕鬼，都不足
以為是；重要的是，再艱難的環境，我們總要因信，
心裏堅固，ㄧ點也不疑惑（羅四 20）。真要求神保
守我們，無論何時何處，都在祂裏面無所懼怕和憂
慮。
耶穌究竟是誰？這是關乎生死的問題—
—亦即，你得救沒有端看你怎麼認耶穌。施洗約翰
說：「看哪，這是神的羔羊！」（ㄧ29、36）「這
是神的兒子。」（ㄧ34）安得烈說：「我們遇見彌
賽亞了。」（ㄧ41）腓力說：「摩西在律法上所寫
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ㄧ位，我們遇見了，就是約瑟
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ㄧ45）耶穌亦問過門徒：
「人說我是誰？」
（太十六 13 ；可八 27 ；路九 18）
「你們說我是誰？」（太十六 15 ；可八 29 ；路九

勒，或任何ㄧ個神學家、神學生、傳 間揀選了我、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 水嶺。如果不是彼得站起來說了這一通 元 49 年時沒有分裂的教會，終於在另
道人，我們都容易傳自己，因為我們 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 神、
話，也許會議的決議就是要求凡信耶穌 一個歷史的分水嶺上分開了。
忘記耶穌是誰。
也為他們作了見證．賜聖靈給他們、正 的人都要行割禮。守律法，換句話說， 由此可見，彼得這一站出來是何等的重
要，何等的關鍵。
要先認識「耶穌是誰」，才 如給我們一樣。又藉著信潔淨了他們的 凡信耶穌的人都要入猶太教。
能正確的認識「自己是誰」和「這世 心、並不分他們我們。(使徒行傳十五
6-11)
界是甚麼」。加爾文（John Calvin，
安提阿教會復興起來，完全是門徒
1509~1564）在《基 督 教 要 義》
突破傳統，向外邦人傳福音所致。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這些門徒默默無名，既非使徒，也
Religion）裏，開宗明義的說：「我
非執事，耶路撒冷教會的人，甚至對他
們需要先認識神，才能認識自己。」
們並不熟悉。也正因爲 如此，他們才能

如果彼得退縮，他仍然可以是教

如果真如此，那麽基督教就不可能在普

皇，但保羅將背上叛教的罪名。因爲 他

世傳開。

另一個更大的可能是，安提阿教會 決不會違背從天上來的呼召，堅持傳福
爲 中心的天主教，一個是以安提阿教會 音給外邦人，叫他們因信稱義，而不是
爲 中心的基督教，如此一來，後來的馬 守律法稱義。
這種與耶路撒冷教會背道而馳的做

丁路德的改教運動也許就不會出現了，

法，勢必使耶路撒冷教會與安提阿教會

教會的發展完全是另一個景象了。
在《路加福音》三章 15 節，有人認為 福音大使命行出來，福音也因此廣傳，
幸好，彼得在衆人爭論不休，相持不下 對立起來。
約翰就是基督。換作我們，恐怕我們 因此他們少了耶路撒冷教會的許多框
時，終於鼓起了勇氣站出來，在說過這 (下期續）
早就自以為是基督，順水推舟的將榮 框，才真正走出了教會在普世復興的路
番話後，形勢急轉直下，終於有了一個
耀加身。至於充滿成見的猶太人、法 子。
好的結果。
利賽人，將自己厭惡的人打成敵擋神
當安提阿教會復興時，世人稱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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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