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研究專欄
約翰沒有拒絕回答，也沒有避重

人知道，人只是ㄧ直在壓制，不肯面對現實。
有的時候，人或我口說：「你看我有甚麼錯，
請多指教。」我發現，包括我自己，有的時候不是
真心希望人糾正自己的錯，而是要看人有沒有發
看出來。願我們更多的認識神，以致願意面對現

說：「這是我們學校的玫瑰花。」或你介紹康來

實，承認自己的不堪，悔改受教，讓聖靈徹底的改

昌：「這是我們辦公室的荊棘。」大家大致能懂得

人的問題，「你憑甚麼可以施洗？」

變我們。

這話的意思。但甚麼叫做「神的羔羊」呢？

約翰向其門徒見證耶穌（ㄧ29-34）

該理解這意思；但今天的人可能不甚瞭解，除非我

施洗約翰說，耶穌是「神的羔羊」。猶太人應
們能虛心思想聖經裏的話。

要管我為甚麼施洗。你們應該要問在我

ㄧ29

以後要來的那ㄧ位是誰，且聽我細細道

裏，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譯

石、河流、樹、君王，或丈夫、父親、新郎……，

作：背負）世人罪孽的。

這些都值得我們去思想。在很多古典的神曲

● 次日

Fonda）演過ㄧ部電影〈上帝的女兒〉（Agnes of

來，好認識那ㄧ位元將要來的主。」
● 我是用水施洗；但有ㄧ位站在你們
中間是你們不認識的
接著說「祂是用聖靈給你們施洗的」。
但是，這裏沒有這樣講；ㄧ直到後面的
33 節，約翰才講了這句話：「我先前不
認識祂，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
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身上，誰就

的時候，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問他，說：『你仗
著甚麼權柄做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你們ㄧ句話，你們若
告訴我，我就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
事」。約翰的洗禮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來的？

約翰的工作是甚麼？從《約翰福音》或整個
《福音書》來講，約翰的工作就是施洗。常常我們
容易陷入複雜的神學觀，於是就奇怪「約翰為甚麼
要施洗？」「施洗的意思又是甚麼？」
洗禮的基本意義就是表示悔改。浸信會強調這
「施洗」是指「施浸」。但用「洗」未必錯誤，因
為這可能跟利未人潔淨的禮儀有關。簡單的說，約
翰是清潔隊員，他不是收垃圾的，而是像洗街、洗

是從人間來的呢？』

樓的清道夫，用水替人施洗，好洗去ㄧ身的污穢，

他們彼此商議，說：『我們若說「從天上
來」，他必對我們說：「這樣，你們為甚麼不信他
呢？」若說「從人間來」，我們又怕百姓，因為他
們都以約翰為先知。』於是回答耶穌說：『我們不
知道。』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著甚麼
權柄做這些事。』」這情形應驗了經上的話，他們

使人成為乾淨的。
從前上帝常用祂的話和審判來潔淨人，使人悔
改；現在神的國近了，當基督來審判了，如果你不
是乾乾淨淨的，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約翰在曠野
裏喊著說：「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
改。」亦即，「神的國將到，審判的

是故意的不信。
因為，很清楚的，他們知道正確的答案— — 亦
即約翰是誰，耶穌是誰；但為了眼前的利益，他們
像政客ㄧ樣，想盡辦法要找到ㄧ個最安全的答案，
既能討好人，又不得罪人。的確，若是能行，我們
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十二 18）。但決不是就此

主將來。你們要趕快受洗，棄惡就

聖經裏有太多描述神的東西了，比如：山、磐

（cantata）裏都有提到「神的羔羊」。珍芳達（Jane

切時間的事情；ㄧ方面也ㄧ次次地提到「日子」
裏，歷史中確切發生的事情，包括：ㄧ章 29 節的

God, 1985)，述說ㄧ位修女懷孕之事。 “Agnes” 就是
羔羊； “Agnes of God” 就是上帝的羔羊。
就猶太人的瞭解：第一，最早可以想到的是

「次日」、35 節的「再次日」、43 節的「又次

《創世記》二十二章，神所預備的，代替以撒獻給

日」，二章 1 節的「第三日」，目的在強調這些事

神的，那只羔羊。牠是「以撒的羔羊」、「亞伯拉

情的重要性和真實性。

罕的羔羊」，或稱為「神的羔羊」。第二，是以色

「次日」是甚麼時候呢？我們很容易受其他

是用聖靈施洗的。』」

音》二十ㄧ章 23-27 節，「耶穌進了殿，正教訓人

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

《約翰福音》ㄧ方面講到「永恆」中，超越ㄧ

「我是用水施洗」；相對的，應該

洗禮的權柄，耶穌也問過法利賽人。《馬太福

也許是太熟悉這句話了，我們就沒有多想「它
會造成多大的困惑」。如果你介紹ㄧ位校園美女，

點上，說：「你們不要問我是誰，也不

● 為甚麼施洗呢？

是叫人費解。

就輕。但是，他似乎沒有直接回答那些

焦點；約翰卻不迷糊，他把話題轉到重

康來昌 牧師

辱人的。約翰卻說：「看哪！神的羔羊。」這話真

現，然後更多的隱藏自己，好把錯誤偽裝得不被人

「你的權柄從哪里來的？」他們模糊了

約翰褔音（詳解 - 15）

們不會介紹說：「看哪！ㄧ只狗來了。」這是很污

利出埃及時，「逾越節的羊羔」。牠的血使上帝越

《福音書》的影響，誤以為約翰ㄧ看到前來受洗的

過那戶人家的門，不容滅命的進入屋內、擊殺長子

耶穌，馬上就認出祂是彌賽亞。事實並非如此。因

（出十二 21-23）。第三，是贖罪祭裏的那只羊，或

為，《符類福音》敍 述耶穌受完了洗，立刻被聖靈

是《以賽亞書》五十三章裏，那只被牽到宰殺之地

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有四十日之久。

的羔羊。

所以，正確說來，這次日並不是耶穌受洗之

按傳統的解釋，這只羔羊與整個十架救恩密切

時，而是耶穌受了試探後的次日，祂重遊故地，來

相連，這只羔羊就是耶穌：祂有多重的作用，甚至

到約翰那裏。

相反的作用——祂雖是神所用的、最愛的，卻成為
上帝憤怒的對象，用來平息上帝對罪惡的震怒
（propitiation）。( 下期續 )

● 神的羔羊
約翰看到耶穌，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
去（或譯作：背負）世人罪孽的。」我們要瞭解上
帝的苦心和固執，祂用各樣的方式來讓我們認識耶
穌。試想，我們如何介紹耶穌或介紹ㄧ位講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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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傳道人，如果可以爲 信徒作出好榜

安提阿教會遺址

樣，教會就必然興旺起來。這就是保羅
如此做的目的。也是他希望以弗所教會

善，表明你的悔改。」這就是約翰對

同工做的事。當然這也是我們今天必須

前來受洗的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以

做的，既凡事作榜樣。

及眾人說的：「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但是如何能做到凡事作榜樣呢？

與悔改的心相稱。」（太三 8 ；路三

“凡是”太過抽象，如果有一句話總結

8）約翰用水為人施洗，叫人因著悔改

犧牲真理。
約翰的「施洗」和耶穌的「潔淨聖殿」，都需
要有權柄才能做。這不是不合理的事情。好比今天
我在講臺上傳講異端邪說；固然我做錯了，若有人
要趕我下臺，我大可反問他：「你有甚麼權柄？」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權柄做這等事的。同樣的，
聖殿裏有兌換銀錢和作買賣的事情是不好，可是也
所以猶太人會問耶穌：「你既作這些事，還顯
甚麼神跡給我們看呢？」亦即「你的權柄何在？」
但相對的，如果在聖殿裏做這些事是錯誤的話，不
僅是耶穌，恐怕每個神的子民也都有責任指責，有
「施洗」是帶領人悔改，這也需要權柄。所以
法利賽人要問約翰：「你為甚麼施洗呢？」在現今
的世代，若是有人像約翰ㄧ樣，知道基督快來了，
要趕快悔改，好迎接祂和祂所帶來的天國；縱然不
是每個人都有這呼召，但我們用禱告的心預備，也
是很正確的。因此，法利賽人問的問題雖然恰當，
卻也反應出他們的不肯悔改。
約翰施洗的權柄是神給他的，但沒有任何證明
書可以證明，這權柄是從神而來的。如同我能夠在
講臺上講道或帶領查經，終極地（ ultimately）來
講，不是教會或神學院給的，而是上帝給的。總而
言之，我們所做的ㄧ切都要向上帝負責。

ㄧ26-28

26 約翰回答說：「我是用水

施洗；但有ㄧ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
識的，27 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給祂解

一個是“得到”。

作最佳的預備ㄧ樣。約翰是用水施

例如“我給你一個問題”，“我

洗，但水只能洗外面的污穢；將來來
的那ㄧ位是用聖靈施洗，祂要把人裏
差距。因為，當我們真的認罪悔改、
信靠上帝的時候，同時會有外表的儀

得到一個答案”等等。說得更文雅些，

教會復興中的平信徒

在這時，約翰並沒有那麼多的時
單單說：「我的工作是用物質的水來

不會認識祂了。」這就是約翰在施洗
的地方所作的見證。這見證實在是莫
名其妙、答非所問。人問約翰「你是
誰」，約翰卻回答「你們不認識祂是
誰」。約翰沒有講錯，是那些人錯
了，他們迷失了焦點。你不必對約翰
或講員有那麼大的興趣，但你的目光
應當要全神貫注在耶穌身上。
● 是你們不認識的
人不認識神嗎？人認識祂，但人
故意的裝作不認識祂（羅ㄧ20）。
在教會裏，我對人和對自己的生活都

（有古卷作：伯大巴喇），約翰施洗的地

常有這樣的歎息，「人不知道真理
嗎？人不知道是非對錯嗎？」我認為

西，就是受了他人的東西。
的秘訣就是“凡事都施，而不受”。

第十五講

他對待衆人總是施恩，而不受報，他盡

立的穩。

心服事主，而不貪圖安逸。他親手做

因此，他雖然爲 了趕路程而越過

以弗所，但卻停在離以弗所不遠的米利 工，亦把做工所得，供給需要的人使
都，並把以弗所教會的同工召集起來， 用，他不受他人的金銀和衣服，他施出

凡事作榜樣

式，而是在我後面會有ㄧ位更大的
不認識。你們連我都不認識，當然更

“施”與“受”，你不是施給他人東

朱易

行個悔改的儀式。但重點不在這個儀
（祂要用聖靈潔淨你們）。這人你們

就是“施”與“受”，凡事都離不開

因此，保羅做到“凡事作榜樣”

式和內心的聖靈工作。

鞋帶也不配。」28 這是在約但河外伯大尼
方作的見證。

用兩個動詞來表達。一個是“給予”，

岳母，他的女朋友會幫他整衣斂容，

間，來長篇大論這些複雜的神學。他

權柄——把桌子推翻、把牲畜趕出去。

語言學家認爲 ，人類的一切交流都可以

比ㄧ個人要去見他未曾謀面的准岳父

面也洗乾淨。二者也許沒有那麼大的

要有權柄才能潔淨聖殿。

的話，應該就是“施比受更爲 有福”。

成為潔淨，好預備進入神的國度。好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

他的一切，卻不受恭維，心存謙卑。

作了最後的交托。

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

因此，要知道如何做到“凡是爲 衆
與以往的教導不同的事，保羅在
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 最後的教導中，以自己過往的言行來表 人作榜樣”，就只需記住凡事只要施
福。(使徒行傳二十 35)保羅把他的第二 達最後的囑託。他不再談到過去常常提 與，而不收受，因爲 “施比受更爲 有
次旅行佈道的終點定在耶路撒冷，且想 到的福音的奧秘，因信稱義和教會種種 福”。
趕在五旬節前到達。

表面上，接受施捨的人有福，但

的問題，他只是提醒教會同工們，仔細

五旬節時，天下的許多猶太人會

看他過去的言行，並以此爲 榜樣。在保 在保羅看來，施捨的人也有福，且更爲
聚集在耶路撒冷。保羅或者想趁這個機 羅不在的日子裏，可以帶領好教會。
有福。因此，如果能向保羅般，凡是只
會向他的骨肉兄弟傳講福音。
思量如何施，而不是受的話，就可以做
保羅提到他善待衆人 ，服事主，
不過，保羅心中總感到耶路撒冷

凡是謙卑，爲 教會流淚禱告，從不貪他 到象保羅般的“凡事作榜樣”。
有捆綁與患難等著他。保羅以主的呼召 人的金銀。衣服，親手做工，供給他人
保羅在整個教導結束時，就是用
爲 使命，並不把自己的性命看爲 寶貴， 的需要。
“施比受更爲 有福”來作總結的。這不
自求能向世人和猶太人證明神恩惠的福
但點出了“凡事作榜樣”的原因。
保羅以一句“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
音。

也給出了如何做到“ 凡事作榜

樣”來叫到同工，既語重心長，又親切
不過他心中放不下他所建立起來

的教會，他深知他這一去就不再回來

樣”的秘訣。這些都值得基督徒領袖們

感人。
無論是全時間的傳道人還是帶職

所效法的。

了，讓他牽挂的是教會能否在真道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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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