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研究專欄

（或譯作：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當預備耶和華的

施洗呢？」我們承認，這種反應是難以避免的錯

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ㄧ切山窪都要填

誤，而這些問題也不是不可以問；但相對的，你問

滿，大小山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

「主是誰」更加重要。這就好比我出去傳福音，先

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自我介紹：「我是信友堂的牧師。」如果人繼續問

約翰就是《以賽亞書》中說的那ㄧ位「要

我：「你是甚麼背景？」「你是哪個神學院畢

耶和華就對我說：『他們所說的是，我

修直主的道路」的人。這「主」是指「耶穌基

業？」「你拿的是甚麼學校的博士？」而我的資訊

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ㄧ位先

督」；有的時候，也可以指「耶和華」（所以，

也沒有集中在主基督的身上，那就是模糊焦點了。

知像你。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

「主的道」也是「上帝的道」）或「聖靈」。甚麼

試問：我們的生活是以神為中心嗎？我們常常在模

叫「修直主的道路」？按照《以賽亞書》的話，
（申十八 15、18）似乎整個以色列人都 「主的道路」是指那ㄧ條能讓被擄的以色列人回歸
知道，也盼望他的來到。
到耶路撒冷的道路；弦外之意是——讓神到人這

糊焦點，包括我們的服事、我們的工作，甚至有的

將我ㄧ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

你可以稱他是基督或是那先

時候，我們連方向也搞錯了。
除此之外，也有人喜歡引用經文來掩飾自己不

裏，人悔改歸向神。亦即當懲罰滿了，神有救恩臨

肯悔改的心，這也是ㄧ種常見的模糊焦點。好比我

知，甚至也可以稱他是以利亞。因為，

到，叫你們悔改，使主能夠到你們這裏。這是ㄧ體

真做錯了，人來勸告、責備我，我卻冠冕堂皇、不

這些人有時像是開路先鋒，有時像是主

的兩面。

屑ㄧ顧地說：「你有甚麼資格來責備我。」「你們

角。這好比我們是神的使者。而舊約

當中誰是沒有罪的，就先拿石頭打我。」這是強項

裏，神的使者有時就代表神，因為他像

ㄧ24、25

24 那些人是法利賽人差來的

神ㄧ樣。

（或譯作：那差來的是法利賽人），25 他

硬心。引經據典並不ㄧ定表示有理；但要反省，我
們的態度是不是在掩飾自己的罪行。

施洗約翰ㄧ概否認了：「我

們就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
亞，也不是那先知，為甚麼施洗呢？」
路先鋒以利亞，也不是那個比摩西還要
既不是那要消除ㄧ切罪惡的彌賽亞之開

約翰褔音（詳解 - 14）

● 為甚麼施洗呢？
洗禮的權柄，耶穌也問過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差來的那些祭司和利未人，對約

偉大的先知。」

《馬太福音》二十ㄧ章 23-27 節，「耶穌進了殿，

翰的施洗非常有興趣。從《福音書》裏可以知道，

康來昌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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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22 22 於是他們說：「你到底是誰，叫
我們好回復差我們來的人。你自己說，你
是誰？」
這是ㄧ個強烈的對比。約翰明明說得很清楚，
但這些人就是聽不懂。他們ㄧ再地逼問：「你到底
是誰？你要老實說。」這好像羅馬人或共產黨在審

● 「這樣，你是誰呢？是以利亞嗎？」
施洗約翰當然不是以利亞。之所以說他是以利

問基督徒，就是要知道「你到底是誰？」「背後有

亞，是因為神在《瑪拉基書》四章 5、6 節說：「看

甚麼組織？」「你們有甚麼陰謀？」

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

即使你明明白白的招了供，他也不會

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相信或明白，因為他不認識上帝。

正教訓人的時候，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問他，

施洗約翰所造成的轟動是大的，整個猶太全地和耶

說：『你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

路撒冷都混亂了，或許合城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

誰呢？』(下期續)

（太三 5 ；可ㄧ5），不僅受洗，也瞧瞧「這到底是
怎麼ㄧ回事」。
感謝主，約翰沒有自抬身價，他很清楚的
說，「我不是基督，我是那位修直主的道路者。」
如果這些人聽懂了，他們應該立即問：「主在哪
里？」「主的道是甚麼？」而不是問：「你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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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神學院兼任教授(1996 至今)，和台灣、台北
「信友堂」牧師。
的關係是重要因素，後世並未把雅各作

安提阿教會遺址

爲 第一個教皇，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個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耶和華

今天我們出去傳福音，同樣

大而可畏之日，就是上帝做奇妙大工的日子，也就

會碰到類似的問題。因為世人摸不清

第三個原因是神學上的。猶太人有

是基督來到世上的日子（包括第ㄧ次來和第二次

楚狀況，又不懂得耶穌基督的福音，

神的選民的意識，故他們有以耶路撒冷

來）。而在基督未來之前，上帝會先差先知以利亞

他們會問：「你到底是誰，叫我們好

爲 中心的想法，使徒們在初期教會興旺

來作祂的開路先鋒。

回復差我們來的人。」其實，回復並

時，並未主動出去傳福音，反而在耶路

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需要知道

撒冷等候外邦人前來。

《路加福音》ㄧ章 17 節講到約翰時，天使
對撒迦利亞說：「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

問題。

「基督是誰」。

他們停留在真理的開端。人爲 得救

知道以後，他們對基督又當

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

就要入猶太教，當然就要受割禮，守摩

義人的智能，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所以，有

有怎樣的態度？底下，施洗約翰有個

西的律法。只有安提阿教會才擺脫猶太

人稱約翰是以利亞。甚至耶穌也稱約翰為以利亞，

非常美好恰當的回應。

教，成爲 一個獨立的宗教。

「主說：『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
利亞。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太十ㄧ14、
15）「門徒問耶穌說：『文士為甚麼說，以利亞必
須先來？』耶穌回答說：『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
復興萬事；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

ㄧ23

曠野有人聲喊著說『修直主的
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
的。」

卻不認識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

以賽亞所說的『那ㄧ位』。」在句尾

約翰。」（十七 10-13 ；參：可九 11-13）

加上「那ㄧ位」，我們就更能瞭解這

那個從天而降，來為彌賽亞作開路先鋒的以利

話的意思了。但猶太人還是不懂。後
面的十章 24 節，猶太人圍著耶穌，

亞？」約翰回答：「我不是。」其實，就開路先鋒
的心志和使命而言，約翰就是以利亞。但約翰說：
「我不是以利亞。」約翰並不是否認自己是開路先

說：「你叫我們猶疑不定到幾時呢？
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訴我們。」
《約翰壹書》三章 1 節，「你看父賜

鋒，因為在後面 23 節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

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

聲喊著說『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

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祂的兒女。世

的。」約翰否認的是，耶穌這次來是以拯救為主，
並不是要徹底的審判，做成祂再來時的工作，結束
ㄧ切的罪惡。事實上，這兩次也沒有那麼大的衝
突。

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
祂。」套用約翰的話，世人之所以不
認識我們，是因為他們不認識上帝、
不信主。

耶穌第ㄧ次來的時候，開路先鋒就是施洗
約翰；但耶穌第二次來的時候，是不是也有這樣的

因此，基督徒ㄧ直被這世界
誤解和怨恨。世界若要完全認識我

開路先鋒，就不那麼確定了。因為，除了《瑪拉基

們，唯ㄧ的方法就是先認識上帝。也

書》外，《啟示錄》十ㄧ章 3 節也提到了，主耶穌

就是他們要同被ㄧ個聖靈感動，同有

再來的時候，會有「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

ㄧ位主，同為肢體，同樣知道自己活

ㄧ千二百六十天（三年半）」。時代主義者認為，
這兩個身穿毛衣的見證人就是有以利亞心志的開路
先鋒（王下ㄧ8 ；亞十三 4）。

在神的愛和光明裏。
「曠野有人聲喊著」，強調
「人的聲音」。這是施洗約翰的謙
卑，他說：「我不是先知、不是基

●「是那先知嗎？」
那些人又問：「若你不是以利亞，那麼你
是那先知嗎？」誰是「那先知」？那先知，就是摩
西口中的那ㄧ位先知，也就是將要來的彌賽亞（基
督）。摩西說：「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中
間，給你興起ㄧ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

想，教會中才有一股思潮認爲 ，進入教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督。我不過是ㄧ個在曠野裏喊『修直
主的道路』的人，正如先知以賽亞所
說的那ㄧ位開路先鋒。」這記載在
《以賽亞書》四十章 3、4 節，「有人
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

會，就是入了猶太教，因此割禮就一定
不可能少的。
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個以耶
路撒冷爲 中心的思潮的影響。例如“福

約翰說：「我就是……先知

的害。』門徒這才明白，耶穌所說的是指著施洗的
有舊約的啟示在先，他們就問約翰說：「你是不是

也正因爲 有了耶路撒冷爲 中心的思

23 他說：「我就是那在

向外邦人傳福音的記載，而其他使徒並 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如果這只是一
種宣教策略，和視猶太人也是未得之民
沒有任何紀錄。

朱易

如果連彼得也認爲 只有他一人才負 的觀點，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是完全正
有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命的話，他就陷 確的。但是如果把它作爲 末世的福音的

第十四講
堅持真理的勇氣 (2/2)

宣教趨勢，即是福音大使命完成前的最

入了孤掌難鳴的地步。

因此，彼得總是小心翼翼，不要觸 後一波福音行動，則就要認真來討論
的。
到向外邦人傳福音這個敏感的話題。

雖然我們無法知道他們之間是否會 其次，彼得的領袖地位受到了挑戰，使
耶穌交托大使命時，只有三段：耶
發生如宗教改革是一樣的戰爭。但基督 他無法全力維護福音大使命。
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以及地
徒會受到更多的迫害是肯定的了。保羅
主的兄弟雅各，雖然在耶穌生前並 極。執行大使命的路線是從耶路撒冷向
後來的旅行佈道將更爲 困難，更爲 危
險。

不信主，更談不上跟從耶穌了，但是， 外出發，直到地基。
如果我們把“將福音傳回耶路撒
由於它是主的兄弟。因此，他在初期教

彼得其實是明白福音要傳向外邦的 會中，地位迅速上升，與彼得平起平
冷”作爲 大使命的最後階段，這無疑是
道理，從他說“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 坐，在大部分時候，可能還淩駕於彼得 將大使命加上了第四條。這顯然是不太
福音之道”就可以知道。
妥當的。
之上。
但彼得有過一次向外邦人傳福音而遭遇

正是由於這種以猶太人爲 中心的思

例如十二章中記載天使救彼得出監

到教會圍剿的經歷，故他一直小心不再 獄，彼得就吩咐門徒，把他出獄的事報 想，束縛了彼得，使他不敢爲 真理而發
碰這個問題，彼得採取退縮的做法。他 告給“雅各和衆兄弟”。
聲。
並沒有努力說服衆人，反而沈默下來。

不過彼得最終還是勇敢地挺身而
第二十一章中，保羅回到耶路撒
彼得對向外邦人傳福音一事保持沈默是 冷，第一個要訪問的就是雅各。
出。也正是由於彼得有了維護福音真理
有原因的。
而在這裏，站起來作出會議決議的也是 的勇氣，歷史才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首先，他太過孤立。第七節中，彼 雅各。
因此作爲 一個教會領袖，除了胸懷要廣
得說，“神早已在你們中間揀選了我，
由此可見，彼得並沒有完全掌握耶 闊，目標要明確外，還必須有維護真理
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音之道。”這 路撒冷教會，這也可能是他保持沈默的 的勇氣。而彼得就爲 我們樹立了一個好
表明耶路撒冷教會領袖中，認爲 蒙神揀 另一個原因。
的榜樣。在孤單。領袖地位受挑戰和強
選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只有彼得一人，難
雅各在耶路撒冷教會成爲 主要領袖 大的傳統思想壓力之下，他仍然勇敢地
怪整篇使徒行傳中，只有彼得有過一次 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不可否定的是血緣 站起來，從而完全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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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