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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Sermon：2007 年八月 26 日 

道成肉身 
 

證道：李健安博士  
（馬來西亞「福音文化中心」會長） 

 
於基督教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逐字稿：張名君姐妹 

 

禱告 

「父神，當我們再一次來到祢面前的時候，我們感謝祢。在主日的時候，祢使我們能夠來

到祢自己的聖教會，並且使我們能夠有機會翻開祢自己的聖經，祢所啟示的話語，並且聖靈、

真理的靈在我們當中來引領我們，就使我們對神的真道能夠有所認識，我們感謝祢。我們懇求

主今天早上的時候，聖靈在我們每一個人心裡面動起祢的善工，就使我們每一個來到祢面前的

人，我們真的願意做祢自己聖經跟聖靈的學生。聖經，神所啟示的真道向我們行；聖靈，就是

真理的靈引導我們進入真理的當中。祢僕人真的是每一次來到祢面前的時候，不敢靠自己，唯

獨靠那應許賜人智慧，賜人能力的聖靈。所以祢僕人再一次來到祢面前的時候，恭恭敬敬的把

這段時間交托在主的手裡面，求祢把祢所應許聖經中的智慧，祢所應許聖靈改變人生命的能

力，時刻豐富地賜下，就使我們每一個來到祢面前的人，真得是能夠從聖經裡面得到的智慧，

從聖靈得到生命改變的能力。也求主祢用寶血遮蓋場所，以致無論講的、無論聽的，都沒有罪

的攔阻，以致我們來到祢面前的時候，我們能夠手潔心清，我們的敬拜、我們的事奉、我們的

學習，能夠蒙神主的悅納，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讀經 

請我們打開聖經約翰福音第一章。這是當皮博士在跟我聯絡的時候，他說我們是在查考約

翰福音書，我感到非常地興奮。我在唸神學的時候的一個老師，叫做 Moises Silva，他曾經就約

翰福音書講過這樣一句話，他說，「約翰福音書淺，淺到小孩子可以在其中戲水；深，深到大

象可以在其中洗澡。」我想這一句話不單單只是用在約翰福音書是合適的，其實用在整本聖經

也是如此。聖經它淺，淺到你沒有受多大的教育你也看得懂；深，深到那一些唸神學的，念聖

經研究的學者，窮一生的年日也沒有辦法透透徹轍地來瞭解神在聖經裡面的真道。所以，這次

你們能夠查考約翰福音書，我感到是非常非常地興奮。那我們今天早上，來看第 14 節：「道成

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

光。」第 18 節：「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我們讀經到

這裡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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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位格的道成了肉身 

「道成肉身」的真理在整本聖經裡面可以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當這裡說道成了肉身的

時候，這整個道成肉身應該跟第一節一起看，因為第一節說：「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

就是上帝。」因此，這整個道成肉身在我們所相信的三位一體神，聖父、聖子、聖靈，是獨一

的神，就表示說這整個道是有位格的。那麼，這有位格的道在第 14 節道成肉身的時候，我們

就很清楚的知道，道就是三位一體神的第二個位格來到世間。所以，我們瞭解這道成肉身，首

先所要瞭解的，道就是上帝。因此，道是有位格的道，這有位格的道是那一個道？就是聖父、

聖子、聖靈三個位格的第二個位格。當我們談道成肉身的時候是這一個神格，也就是說神格裡

面的第二個位格他來到這世間。 

因此，當我們談道成肉身時候，有三句話我們要非常清楚地瞭解：第一，是聖父、聖子、

聖靈的第二個位格來到世間。也就是道成肉身乃是第二個位格來到世上的時候，他就披上肉

身，取了人性。那這三句話我希望你們都記得：是位格的道，來到世間披上肉身，在披上肉身

時就取了人性。因此，不是一個位格跟另外一個位格兩者之間的聯合，如果是一個位格跟另外

一個位格在道成肉身的時候聯合的話，便是在耶穌基督裡面有兩個位格。沒有，在耶穌基督的

神人的身上就只有單一的位格。而他的位格從哪裡來？從道就是上帝那有位格的道而來。當他

來到世間的時候，他就透過瑪麗亞就披上肉身。那麼，當他披上肉身的時候，在肉身裡面就取

了人性。所以，這三件很重要的事是你們所需要明白的。 

道成肉身的目的 

為什麼要道成肉身？為什麼要披上肉身？為什麼要取了人性？我們要清楚地曉得，這整個

跟救恩、跟救贖有非常重要的關係。那麼，當聖父、聖子、聖靈的第二個位格來到世上，祂透

過瑪麗亞就披上肉身，取了人性。這特別在路加福音給我們清楚的講到，請大家看路加福音的

第一章第 34 節：「瑪麗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

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上帝的兒子。』」你就發現，原來

這三位一體的第二個位格就是道，就是耶穌基督，祂來到世上是透過聖靈使瑪麗亞感孕。聖靈

使瑪麗亞感孕在神學上有它怎樣重要的意義呢？這表示他是沒有原罪的。因為，祂之所以來到

世上，之所以由瑪麗亞生育，是透過聖靈特別給她感孕，因此天使說，她所要生的聖者要稱為

上帝的兒子，the Holy One，聖者。這表示說，祂來到世上，祂是神格來到世上，因此他本身

是沒有罪的。但是，又透過瑪麗亞，他真真地生到世上，因此就透過她披上肉身，也只有在有

肉身的時候，祂才能夠取了人性。這是道成肉身很重要的觀點，因為只有這樣，當耶穌基督來

到世上，他才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才能夠完成救贖的工作。  

「道成肉身」其實就是「神在我們當中顯現」的意思。我們來看一下兩處很重要的經文，

請你先看歌羅西書第二章第 9 節：「因為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

這顯然是談到有關於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是完全的神，因此神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就居住在

基督裡面。再看提摩太前書第三章 16 節，這裡告訴我們說：「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

然！就是上帝在肉身顯現……」，就是上帝在肉身顯現。所以，這兩段的經文就使我們能夠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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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福音第一章 14 節兩者配搭起來看，就曉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世上，其實就等於說是神

有形有體的顯現在我們的當中。如果我們真正瞭解是三位一體神的第二個位格，祂有形有體透

過肉身顯現在我們當中的話，我們就真的能夠像提摩太前書三章 16 節所告訴我們的，這是「敬

虔的奧秘」，這是神蹟中的神蹟。 

你怎麼理解神能夠在肉身裡向我們顯現？神在肉身向我們顯現，我們要怎麼瞭解這樣的事

情？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窮一切的理性，我們窮一生的年日要去追討，我們是沒有辦法完全

的瞭解，連保羅也在這裡說：「大哉，敬虔的奧秘，上帝在肉身顯現。」這是我們看到道成肉

身真理所要瞭解的第一點，也就是說關於道成肉身，從約翰福音書第一章第 1 節，我們知道那

個道就是上帝，就是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而他是以位格而不是以神性，not the God nature 

incarnated，而是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une God incarnated。因此，祂來到世上，不是與人

的位格相聯合，而是神格。既然是神格，就把神一切的本性，神的屬性，神的本質，就完完全

全的在耶穌基督裡面。所以，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不單單只是如此，當祂來到世上，祂又是

真真實實地透過瑪麗亞就披上肉身，祂披上肉身就取了人性，因此他又是完全的人。 

為什麼耶穌基督有必要成為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或是為什麼有需要耶穌基督是神？

為什麼他有必要取了人性，需要披上肉身？因為在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一個最終極的目的就是

為了救贖。而為了救贖，耶穌基督在救贖工作裡面有一個他必須要做的，一定要死。但是，神

是不可能死的，神是不能死的，也只有當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時候，他才能夠透過死去攻剋掌

死權的魔鬼。我們來看希伯來書的第二章第 14 節：「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成了

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我們知道，當神造亞當時，神並沒有造死亡。那死為什麼會來到世界？是因為罪的緣故，因此

死乃是罪的工價。如果神造亞當時有造死亡的話，表示神是罪的最終極的創造者。所以，罪惡

不是由神來的，乃是當人犯罪之後才有的。 

亞當是被造在可朽壞和不朽壞之中 

但是有一點你必須要瞭解：當神造亞當的時候，亞當是造在可朽壞跟不朽壞之中。而在伊

甸園裡面，當神把那一棵所謂分別善惡的果樹放在園中的時候，說，園中所有的樹你都可以吃，

但是只有這棵樹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我們知道，如果亞當當時沒有吃的話，

那麼意思是亞當沒有犯罪囉；如果亞當沒有犯罪的話，亞當就馬上被提升到一個永遠與神同在

的階段，這是接下來我們待會要談有關於「住在我們當中」的時候，我們更詳細的加以講解。

但是我們所要瞭解的就是，當亞當被造的時候，當他面對神的伊甸園考驗的時候，園中所有的

果樹你都可以吃，但是園中這棵樹你不能夠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這表示說亞當是可能死

的，亞當被造的時候，是被造在一個 corruptible stage，一個可能朽壞的狀況；如果亞當不是

造在一個可能朽壞的狀況的話，這句話就沒意思啦。神說這一句話，「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表示說，亞當是造在一個可能死的那個階段裡面去。也就是說，他是在一個 corruptible stage。

但是，他不一定要 corrupt，是因為 potential，probability，可能性是存在的，那是因為亞當被

造的時候，是造在朽壞跟不朽壞的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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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如果亞當當時沒有犯罪的話，亞當就被提升到永遠不朽壞的當中，為什麼？

因為當亞當犯罪之後進到可朽壞當中，透過耶穌基督的救恩就把我們人救到一個將來在新天新

地裡面不朽壞的階段。怎麼知道不朽壞的階段？因為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說，我們這些信徒

當號筒第二次吹響的時候，我們那些已經死了的人，睡了的人要復活；那些還沒有死的人，我

們霎時間就要改變。我講的經文你需要看一下，你才知道我在講些什麼，請你看哥林多前書第

十五章第 50 節：「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上帝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

朽壞的。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

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

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我們讀經到這裡為止。你們看到了嗎？保羅在這裡就很清

楚告訴我們說，我們這必朽壞的要變成不朽壞的。什麼時候變成不朽壞的？當基督來的時候。

所以，當基督來的時候，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我們就復活了，我們就變成不朽壞了。為什麼

要變成不朽壞？因為將來我們要承受的那個天上的基業是不朽壞的。朽壞的身體就不配，就不

能夠承受那不朽壞的天國，所以我們要變成不朽壞，然後才能夠承受那不朽壞的天國。反過來

說，在天國裡面就是不朽壞的。那麼天國是什麼時候我們進去？是當耶穌來的時候。也就是說，

耶穌在整個救贖的工作裡面就把我們最終已經朽壞的人，透過耶穌基督的拯救，我們就變成不

朽壞，然後進到那不朽壞的當中。在伊甸園裡面，亞當被造是在可朽壞跟不朽壞的當中，當人

犯罪的時候，我們就進到可朽壞的當中。所以基督來，就把我們從可朽壞的當中拯救我們到不

朽壞的當中裡面去。 

基督必須死和復活才能解決罪的問題 

所以，基督來到世上的重要一定要道成肉身，因為神是不能死的，神是不可能死的，也只

有當他來到世上，披上肉身的時候，基督才能夠死亡。怎麼死？擔負我們的罪。為什麼？因為

整個罪乃是人犯罪之後的果效。兩處重要的經文我們來看一下，一處是羅馬書第五章第 12 節：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表示說，本來是沒有所謂的死亡的，死亡為什麼來？死亡來是因為人犯罪了，所以透過罪死亡

就進入了世界。再一段經文，雅各書第一章第 13-14 節：「人被詴探，不可說：「我是被上帝詴

探」；因為上帝不能被惡詴探，他也不詴探人。但各人被詴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 

這是從伊甸園我們所看到的 picture，當神在伊甸園造了亞當時，第一，亞當是被造在一

個可朽壞跟不朽壞的關係。如果他沒有犯罪的話，他就直接進入不朽壞的當中，就好像耶穌基

督來到世上要拯救我們進入最終極的狀態。但是，我們所看到的乃是亞當犯罪之後，亞當就進

到一個可朽壞的當中，死就因此進來了。因為，在伊甸園神造亞當給他自由的意志，神並沒有

造一個機器人，使他好像 computer program 已經 programmed 了，只有一二三可以選擇，outside

一二三就沒有其它的選擇。不是的，神在造亞當時，使亞當有自由的意志。當他面對神所說園

中的果樹你都可吃，但是園中的這一棵樹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如果選擇不是真實

的話，我告訴你，就沒有倫理道德的責任了。你不能告訴 computer：「阿！為什麼你沒有選擇

四？」computer 告訴你說：「我沒有被 program 選擇四啊！我只有一二三可以選啊！沒有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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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選啊！」那如果沒有四可以選的話，你可不可說因為 computer 沒有選四，你罰它三天沒有

電源供應嗎？那就沒有意思了。因為，神造亞當的時候，同時給他有自由意志，給他可以做選

擇，那個自由意志是真實的，那個選擇也是真實的。因為，只有當自由意志那個選擇是真實的，

然後才有倫理道德的基礎跟價值，否則的話就沒有真正的倫理道德的基礎跟倫理道德的價值。 

我們從聖經裡面給我們看到，亞當結果犯罪了，墮落墜入死亡的當中；而墜入死亡的當中，

基督耶穌來到世上的時候，道成肉身是必要的，因為只有當他道成肉身，他披上肉身的時候，

他才能夠死，也透過死，希伯來書第二章告訴我們說，就攻剋掌死權的魔鬼。那麼透過死去攻

剋掌死權的魔鬼，就表示說完全解決了救恩的問題。 

但，如果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的時候，他只有死沒有復活，表示說如果他只有人性而沒有神

性的話，他死了他就不可能復活，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復活的話，他也沒有完全解決罪的問題，

為什麼？因為他還是被罪綑綁，他還是拘束在罪的權柄之下。但是，聖經給我們看到的不是如

此，耶穌基督不但來到世上，他死了，他三天之後，他復活了。因此，耶穌基督的死和耶穌基

督的復活，是整個所謂救恩的完整必須的兩件事情：他一定要死，才能夠完全去克服掌死權的

魔鬼，他一定要復活才表示他罪是完全得勝，這是在整個救贖裡面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是非常

的重要。因為，在道成肉身裡面，一方面他是完全的神，一方面也看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耶

穌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在整個救贖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為人犯罪了，而這

整個犯罪之後，我們就進入了死亡的當中，一定要從死裡面被救贖出來；要從死裡面被救贖出

來，耶穌基督一定要會死，如果他不能夠死的話，他就不能夠完成這層面的工作，所以他一定

要道成肉身。但，如果單單只是死，他沒有復活的話，他也沒有完全解決罪的問題，所以他不

單單只是要成為人，他還要是神。所以，道成肉身裡面，耶穌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人是非常

非常的重要的。 

「住」 

然後，有一個字你所需要看的，「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當中」的「住」字其實在聖經希臘文

的原文是會幕的意思，即 making a tent。What’s tabernacling? 如果能夠把 tabernacle 變成

tabernacling 的話（加上 ing），就是 tabernacling among us，就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時候，他

就是住在我們當中。如果你用希臘文表達，耶穌就是道成肉身，會幕住在我們當中的意思。 

那麼，就會幕在我們當中，它有什麼重要性？其實我們常常聽到的一句話叫做「以馬內利」

對不對？你聽過詞句叫「以馬內利」，那我們什麼時候聽到？我們常在聖誕節的時候，因為只

有在聖誕節的時候，我們引用馬太福音才出現「以馬內利」字。其實，「以馬內利」在整個聖

經裡面是一個非常大的觀念。為什麼？神在祂的永世裡面有一個意願，There’s a will of the God 

in eternity，就是要永遠與人同住。祂造人的時候，祂要永遠與人同住。 

但在伊甸園裡面，我們就發現當神造亞當夏娃，亞當夏娃犯罪了，因此人就跟神之間的關

係就切斷了。如果當時亞當夏娃沒有犯罪的話，他們就馬上進入到永遠與神同在的那個階段，

但是我們發現，亞當跟夏娃犯罪了。但是，亞當夏娃的犯罪並沒有因此就把神至永恆裡面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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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同在以馬內利意願就完全被挫敗了，沒有。我們就發現幾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你在出

埃及記第二十四章，你發現了當神叫摩西來製作會幕的時候，神就在會幕中用有形有體的方式

來指明說祂是跟百姓同在的。你看出埃及記第二十九章第 42 節：「這要在耶和華面前、會幕門

口，作你們世世代代常獻的燔祭。我要在那裡與你們相會，和你們說話。我要在那裡與以色列

人相會，會幕就要因我的榮耀成為聖。我要使會幕和壇成聖，也要使亞倫和他的兒子成聖，給

我供祭司的職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作他們的上帝。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上

帝。」因此，神與人同住就在當伊甸園裡面亞當犯罪時候，好像計畫意願，被挫折了，但並沒

有被挫敗，因為在神透過摩西來做會幕的時候，神就用有形有體的方式來顯示出祂與他們同

在。而接下來所作的計畫，「我要作做他們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子民」，你要記住這一句話，這

句話在整本聖經裡面，當神跟百姓立約的時候常常出現的一句話，所以我們把他稱為 covenantal 

language。你回去看出埃及記第六章先出現這一句話，因為那時神就使摩西說，你要把百姓帶

領出去；要帶領出去的時候，「我要作做他們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在這裡，當祂再

一次地把它提出來，特別在作會幕的時候，表示神與百姓透過恩約的方式顯示出以馬內利的意

願，跟神與他們能夠同在。 

會幕聖殿教會 

但在這裡，你也看到一個很關鍵的字，跟我們這裡所看到的第 14 節的一個字很重要的，

就是神的榮耀在他們當中顯現的時候，用有形有體的方式給他們認知說，神在他們的當中。所

以，會幕不只不過在曠野三十八年的時間，就飄移就過去了。到了他們已經進入了迦南之地，

會幕就過去便用聖殿來取代。當所羅門王建殿之後，他就獻殿，當他獻殿的時候，什麼事情發

生？請你看歷代志下第七章第 1 到第 3 節：「所羅門祈禱已畢，就有火從天上降下來，燒盡燔

祭和別的祭。耶和華的容光充滿了殿；因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殿，所以祭司不能進殿。

那火降下、耶和華的榮光在殿上的時候，以色列眾人看見，就在鋪石地俯伏叩拜，稱謝耶和華

說：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表示說，當他獻殿的時候，耶和華就臨格在殿中的

意思。你看，會幕的時候，耶和華就臨格在會幕裡面，表示耶和華與百姓同在；當聖殿的時候，

耶和華就臨格在聖殿裡面，表示耶和華與他們同在。然後，你就發現了在約翰福音書第一章第

14 節說，道成了肉身，會幕在我們的當中，然後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

們也看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表示說，神有形有體地臨格在我們的中間的意

思。然後，你再看以弗所書第二章第 22 節：「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上帝藉著聖靈居住的

所在。」誰啊？教會。到了新約的時候，這整個會幕、聖殿的觀念，就已經演化成教會，就是

神的殿。那麼教會是神的殿，教會是耶和華上帝透過聖靈就臨格在教會裡面。 

抽象具體；微觀宏觀 

不單單只是如此，我們看到這整個臨格的觀念，從一個抽象的觀念變成一個非常具體的一

個觀念，變成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觀念。你看哥林多前書第三章第 16 節：「豈不知你們是上帝的

殿，上帝的靈居住你們裏頭嗎？」你看到嗎？這整個在伊甸園裡面那個抽象的觀念演化成非常

具體的觀念；不但具體，更要非常個人化的觀念；然後，這整個觀念又轉化成從一個微觀的轉

化成一個非常宏觀的。請大家看啟示錄第二十一章第 1 節開始：「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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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裡從天而降，預

備好了，就如新婦裝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上帝的帳幕

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看

到嗎？上帝要與他們同在，上帝要作他們的上帝，又再一次出現了 covenantal language，一個

在恩約裡面常常出現的那一句話：「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而「我要作他

們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子民」又再一次把以馬內利的觀念把它帶出來了，神就住在祂的百姓的

當中。 

所以你看，從伊甸園到會幕，到聖殿，到主耶穌基督新約降臨的時候，聖經就告訴我們說，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的當中，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就是父獨生

子的榮光。」因此這整個榮光就很具體地表明說，神與人同在，神臨格在我們的當中的意思。 

恩典與真理 

然後這裡說，「在我們當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這一句話，如果你接下來看第

16 節跟第 17 節：「從他豐滿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

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所以這裡就談到了兩個重要的觀念：一個是恩典的觀

念，另一個是真理的觀念。那麼當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書第十四章第 6 節，說，「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夠到父那裡去。」而且你又再看了另外一處重要的經文，

就是約翰福音書第八章，從 31 節開始看，「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他們回答說：『我們是亞伯拉

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你怎麼說『你們必得以自由』？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

在地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所

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這裡幾個觀念我們需要釐清，第一，當他說律法是透過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穌基

督而來的。先談兩個重要的觀念，摩西是領受律法的，但是這整個律法到最後是指向什麼？指

向要來的耶穌基督，因為耶穌基督是 the total embodiment of the Lord Himself。耶穌基督本身

有兩個 embodiments，耶穌本身就是聖殿，因為在約翰福音書第二章 18 節說：「因此猶太人問

他說：『你既做這些事，還顯什麼神蹟給我們看？』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

再建造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但耶

穌這話是以他的身體為殿。所以到他從死裏復活以後，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

耶穌所說的。」因此，Christ Jesu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temple。這幾個觀念，我希望我不

能夠在這裡很清楚的講解殿跟住的關係，因為透過殿表明神與百姓同住；那麼當耶穌基督本身

又是殿本身的時候，他來到世上的時候，道成肉身就是會幕，就好像聖殿在我們當中與我們同

住。而這與我們同住，又是整個恩約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觀念，那麼到最後的時候，耶穌基督來

到世上拯救我們就是為了在新天新地永遠與神同住，因此這整個是包含在一個很重要的

covenantal concept，一個恩約的觀念裡面。 

所以，當耶穌基督在這裡說，律法是透過摩西所賜下來的，而恩典跟真理是透過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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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賜下來的，所以這裡就把兩個東西平行了，一個是摩西跟律法，另一個是基督跟恩約裡面的

恩典與真理。而恩典與真理是透過耶穌基督來的，為什麼？因為聖殿與律法也只不過指向要來

的耶穌基督，因為他們不是實體本身，They are not the substance itself，they are only a shadow，

they are only a sign。這些影子，律法的影子都指向要來的實體，就是耶穌基督本身。所以，當

耶穌基督來了之後，他說，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 

再加上，如果你注意看耶穌基督的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登山寶訓，摩西是

領受律法的，但是在登山寶訓，律法親自從耶穌基督的口給出來。因為，那乃是耶穌基督在登

山寶訓是宣告了天國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eaven proceed from the mouth of the Lord 

Himself。你知道，就是耶穌基督本身就把律法把它宣告出來。 

所以，這因此這就有兩個平衡的觀念，一個是摩西與律法，一個是基督與恩約裡面的恩典

與真理。真理就好像剛才我們所看到的那兩節很重要的經文，第一個就是在十四章第 6 節，「我

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是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夠到父那裡去。」然後在第八章裡面就說，「你

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真理跟自由就直接關係了。自由是什麼？為什麼真

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因為以色列人都受罪的綑綁，所以罪的綑綁需要透過真理把它加以釋

放。律法只能夠叫人知罪，不能夠叫人赦罪。因此，只有透過在恩約裡面的道成肉身的耶穌基

督，又是真理本身，只有這位真理才能夠使我們從罪裡面被釋放出來。所以才說，你們必認識

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釋放。那因此從道成肉身到了這第 16、17 節時，兩者就對上了，整

個道成肉身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們從罪的綑綁裡面給釋放出來。這是，當我們談道成肉身

的時候，不能夠忽略的一個很重要的兩者之間的連貫。 

「光」 

還有一點，我順道在這裡帶過就是，當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書第一章裡面說，「萬物是藉

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造在

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有一個人，是從上帝那裡差來的，…。」「光」是約翰福音書一個

很重要的主題，Light is a very important theme in the book of John。光的主題在這裡出現了，在

第三章出現，在第五章出現，在第八章出現。你注意了，這整個光，光就是生命之光，耶穌說，

「我是世上的光」，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不要走在黑暗裡，光來了，我們就離開

黑暗了，等等等等。光在約翰福音書是個很重要的主題，但這整個主題是一個抽象的主題，生

命的光，世上的光，很抽象的主題。忽然間，就在第九章，耶穌用一個很具體的方式來解說了，

我是世上的光是什麼意思，因為在第九章裡面，耶穌醫治了一個生來是瞎眼人。所以，這整個

很抽象的主題到了第九章，當耶穌基督忽然間行神蹟使一個生來是瞎眼的就被醫治的時候，就

是把整個光抽象的主體就完全具體化了。他們就瞭解什麼叫生命的光，什麼叫在黑暗裡面。 

並且，第九章裡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請你順便看一下，第九章 31, 32 節：「我們知道上

帝不聽罪人，惟有敬奉上帝、遵行祂旨意的，上帝才聽他。從創世以來，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

是瞎子的眼睛開了。」你去查考聖經，聖經裡面有先知、有使徒行過很多的神蹟，從來沒有一

個先知和使徒行一個叫人生來是瞎眼的能夠看見。為什麼？因為那個是彌賽亞的記號。神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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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神透過一個沒有受教育的、生來是瞎眼的、討飯的，就講出了這句彌賽亞記號的話。他說，

你看，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叫生來是瞎眼的能夠看見的，為什麼？因為那是彌賽亞的作為，這句

話就引到以賽亞書裡面所說的。因此，第九章裡面生來是瞎眼的神蹟就跟我們前面的說，我是

世上的光，光是他們生命的光，兩者之間是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所以，約翰福音書在四福音書裡面是最有神學的，這裡面隨時是把一些很重要的聖經真道

的神學說出來。當你看這本書的時候，我希望你不單單只是從這裡能夠看到一些真理，你還把

它挑出來，這叫做 biblical theology，聖經神學。為什麼聖經神學可能？因為背後只有一個作者，

就是神。因為只有一個作者神，第一個神的真道在這裡出現的時候，一定跟整本聖經重要的觀

念是有所關係的。 

道成肉身啟發了愛的真諦與謙卑最高的模式 

最後，單談到道成肉身的時候，我一定要給大家提兩個重要的觀念。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

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有什麼樣的重要？道成肉身裡面，要啟發我們兩個重要的含意：一個是愛

的真諦，一個是謙卑最高的模式。耶穌基督本來與神同等，但是卻願意在這同等裡面降卑為人，

當他降卑為人時候，乃是給我們最高地愛的真諦，使我們能夠真真曉得愛是什麼意思。因為，

在腓力比書裡面說，他不以因跟神同等為強奪，反倒虛己。這是我們要學習的一個很重要的功

課，因為在真正的愛裡面，不是權益的擁有，不是權利的肯定，也不是權力的應用，power，

privilege and right。這些在愛裡面，都因為愛而捨去。所以，真正的擁有不是緊抓住，乃是給

與。耶穌基督在這裡就把一個最高的模式給我們看見了。 

而這整個模式裡面，也給我們看到了，這整個道成肉身是最高謙卑的模式。謙卑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生之久最難學的功課，為什麼？因為謙卑是當你正說你有的時候，你就失去了，

Humility is that when you said you have it，you loss it。我夠謙卑嗎？我很謙卑。你真的說，你就

失去了，懂嗎？謙卑是當你說你擁有的時候，你就失去了的東西。所以謙卑是我們一生之久的

功課，也是我們一生之久所不能夠學盡的功課。當你們再看下去第十三章的耶穌基督為門徒洗

腳，你想想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不單單只是他本來與父同等，在救贖的工作就產生主從的關係，

他願意被差來到世界，所以跟父神之間的關係，唯獨在救贖的工作耶穌是站在僕人的地位。不

單只是如此，他來到世上的時候，他還作門徒的僕人為他們洗腳，我想這是不容易的，特別對

我們這些有學問的人，對我們有某一種社會地位的人，要能夠站下來跟那些沒有太多學問的人

站在一起已經不容易了。不單只是如此，還要蹲下來為他們洗腳，你想，這功課容易學嗎？不

容易學。但在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他來到世上的時候，他替門徒洗腳。有解經家認為說，當

耶穌脫掉他的袍，蹲下來為門徒洗腳的時候，前面那句話他說，其實他知道父神已經把一切萬

有都給他了；洗完腳之後，他再把他那個衣服把它穿上了，有人說那其實是預表了道成肉身的

行動。那這些都是在約翰福音書非常豐富的神學，我們所能夠約略的窺探了一些真道。巴不得

你們在這一年裡面好好的查約翰福音書，神透過約翰福音書非常豐富的真道使我們能夠一起在

神的道上，能夠得以幫助，得以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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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禱 

我們禱告。主我們再次感謝你，你使我們來到你面前的時候，能夠有這麼大的福氣，就是

你把你的聖道啟示給我們，並且又把真理的聖靈給也賜給我們，透過真理的聖靈引導我們，我

們就能夠得以啟發，能夠進入你所啟示的真道，我們感謝你，求主把這樣的真道刻銘在我們心

裡面，又能夠實際的落實在我們生活裡面。你使我們曉得愛的真諦，以致我們曉得你來到世上

就給我們指出了一個謙卑最高的模式，把你的真道刻銘在我們心裡面，也使它能夠實際的落實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此為講台逐字稿，此稿未經講員過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