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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Sermon：2007 年九月 23 日 

道成肉身：我們看見祂的榮耀 
 

證道：麥安迪博士（Dr. Andrew McCafferty）  
（台北「改革宗神學院」教務長） 

 
中文講道於基督教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逐字稿：劉怡君姐妹 

 

讀經 

約翰福音 1: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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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

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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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只

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前言 

 弟兄姊妹們早安。我是很高興我能夠來到你們的教會，知道在新竹有這種的改革宗的福

音派的教會，我們心裏都很高興。我是盼望我們能夠有更密切的關係，我現在是做改革宗神學

院的教務主任，另外的是，可能有一些你們知道我是五月份的時候接受改革宗出版社的社長的

位子，所以現在我沒有辦法做兩個位子，我是忙得要命，我真的需要一些的人的幫助，從翻譯

者直到我們快要出一本書的時候，我們需要一些的有改革宗信仰的人願意讀一遍告訴我們是不

是有一些的地方要改善。所以我盼望我們可以繼續發展一些的關係。 

皮弟兄請我講「道成肉身」的這個的題目，所以我自然想的是約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節「道

成肉身」。大部分的人談這個題目，我們自然會想基督論，會討論耶穌基督的人性和神性，這

很自然的這個經文講，可是我不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他，我從護教學來看這個的經文。可以說是，

一邊是我們可以說基督教的知識論。但是用簡單的解釋，我們可以說，「我們怎麼知道耶穌基

督是神的兒子？我們的基督徒有甚麼樣的根據，我們的信仰是蓋在哪裏？我們怎麼知道聖經是

神的話語？」我們從這個的角度來瞭解這個的經文，我會講特別第十四節，我會講三點，第一

個是：「我們也見過他的榮耀、榮光。」 第二個是：「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第三點是：「充

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看中文好像我把這個經文的後面講在前面，前面講在後面，但是事

實上是和合本把這個經文前面放後面，後面放前面的，我講的是按著聖經的秩序，若你讀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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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會知道了，'We beheld his glory, glory as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就是講這三個，我們開始以前，我們來作一個禱告。 

 

禱告 

「我們的慈悲的天父，我們求祢來幫助我們，我們渴慕祢的話語，我們也需要聽祢的話語，

透過祢的話語去瞭解真理，我求你特別幫助我，我講國語的時候，能夠講夠清楚，弟兄姊妹們

能夠明白，我們更求祢他們能夠明白祢的話語，求祢給我們祢的聖靈的幫助，啟示我們，我們

自己也能夠在祢的話語裏面看到耶穌基督的榮光，我們求祢恩待，我們禱告奉主耶穌的名。阿

們！」 

 

榮光 

第一點是：「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這個字「榮光」有榮耀的意思，是從原文同一個字，

或被翻譯「榮光」，或被翻譯「榮耀」。 甚麼是「榮耀」？是不是耶穌基督活著的時候，有人

看到他有個光圈，像中世紀的畫的樣子？會不會那個時候你看耶穌基督他發一個光，你就可以

看到了，他說我們看見他的榮耀，我們是見過他的榮耀？當然不是的，那時候看耶穌基督就是

一個人，就是像別的猶太人一模一樣。所以我們要問，到底約翰要告訴我們甚麼？ 

「我們見過他的榮耀」可能會有一點的幫助。我們想榮耀是一種的偉大，從這個角度，他

的意思是，我們見過他的偉大。但是，這個不夠了，你可以說榮耀是無限的偉大，特別是在大

能和道的方面。一個人的生活、生命是非常偉大，你不知道怎麼說他的道、他的大能，是活出

來，你是認識他，你要形容你的領受。你會說，「我們是見過他的榮耀」；你可以注意，說，「我

們見過他的榮耀，他的榮光。」 他沒有說，「我們發現他是有榮光」，他說，「我們見過。」中

文是說「榮耀」or 翻譯「榮光」。「可不可以看得見光？」可以，對不對？光，就是可以看得

見的，所以這個有一點從這個字裏面-「榮光」。 

我們會知道，一個人活出來一個榮耀的生命，你自然會說，「不是在我的家裏，我發現這

個人很偉大。」你會說，「我跟他活在一起，我是看過他怎麼生活，他做的。我是直接明白他

的生命是充滿一種的榮耀。」這個有它的重要性。我們要瞭解基督教我們的信仰的根據，是從

看見耶穌基督的榮耀來的。約翰沒有說，「我們是用人的理性，發現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我

們沒有用辯論來明白這個的事情，我們是見過他的榮耀；從見過他的榮耀，我們就是知道這一

位是神的兒子 。 

理性的理解是重要的 

改教的時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辯論護教學。天主教怎麼說：他們說，「我們是透過教會

知道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透過教會知道聖經是神的話語。」他們的意思是，信徒是聽了教會

的見證，就是相信教會所講的，以後知道聖經是神的話語、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他們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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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是看輕教會的，基督教是靠理性知道聖經是神的話語，意思是靠辯論。基督教每一個人應

該想一想，「是不是聖經是神的話語？」若可以證明就來相信。他們當然說，這個不給我們夠

穩的一個信仰的根據；若要有一個穩的信仰的根據，應該相信教會，不是相信你自己的理性。 

但是在 1539 年的時候，加爾文第二次寫他的基督教要義。他解釋基督教的根據不是蓋在

人的理性，是蓋在聖靈的見證，是聖靈打開我們的眼睛，是聖靈在我們的心裏讓我們直接看到

聖經的榮耀，耶穌基督的美、完美。我們像約翰一樣見到他的榮耀，知道聖經是神的話語，耶

穌基督是神的兒子。我們的確據不蓋在我們自己的理性，是蓋在聖靈的啟示。所以一個基督徒，

加爾文這樣子說，「每一個基督徒應該知道，我講的是甚麼。」那個時候是一個復興的時代，

他說，「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我講的是甚麼。」我們讀神的話語，我們參加查經班，我們慢

慢瞭解神的話語的內容，我們看裏面的耶穌基督的故事，他是發出來一種的榮耀。所以我們直

接知道這個就是神的話語，這位是神的兒子。 

加爾文這樣子解釋，他說，「這個是甚麼顏色？」你們說，「白的。對不對？」你是不是用

你的理性知道這個是白的？不是。若有一個人跟你說是黑的，你會覺得奇怪；若有一個人跟你

說根本沒有根據，你不穩的根據相信這個是白的，你說，你是混亂的。加爾文說，「每一個基

督徒，我們就是知道這是神的話語。」我們讀的時候，我們不需要一個博士班，我們是直接會

領受從聖靈的啟示、聖靈的見證在我們的心，我讀的就是神的話語。耶穌基督是假的嗎？任何

基督徒讀了新約舊約明白耶穌基督，心裏會確定，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在神的話語裏面，是見

過他的榮耀。聖靈是我們的救恩的來源，從 A 到 Z 都是聖靈的工作，包括啟示我們的，讓我們

有確據關於耶穌基督和他的話語。 

教會的見證是重要的 

教會的見證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很有用，這個是加爾文的說法。教會的見證事實上比理

性更可靠的，教會的見證比理性更可靠的。現在我們省略教會的見證，我們不應該的。我們怎

麼知道我們的信仰是可靠的？我們看到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宗的帶領的人，一代一代在每一個國

家都有同一個領受，都一起明白神的話語。所有的別的，天主教改來改去。事實上很多的，一

個人很有理性，他在建立他自己的一個信仰；你瞭解神的話語裏面、是基督教裏面，他自己很

有把握感，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的教導，以後開始一個教派，很多人在跟隨他，那個是可靠的嗎？

完全不可靠的。昨天晚上是跟一個青年的人，二十幾歲講的。他不說的，我是覺得他是可以有

發展的可能性，可是他很大的有把握感，他就對了。所以他想讀了很多的不同的書，也是自己

編出來一個神學的看法，他自己想可靠了，都很大的有把握感。我已經認識一百個這種的人，

問題是都是很聰明，可是都相信不同的東西，變我們的基督教的有一點的混亂，因為每一個人

有他自己的領受。可是一個人，你要做一個對比：一個人比較可靠的，或聖而公歷史上的教會

的領受是可靠的？我跟你說，教會的見證是比人的理性更可靠的。我們應該得一些的鼓勵，知

道從歷史上，不就是從加爾文開始，但是特別是從加爾文以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讀神的話

語的人，都會有一些的偉大的改革宗的神學家。我們知道在亞洲是我們唐崇榮，對不對？他就

是起來，他自己會強調，他不是就是靠唐崇榮，他是參與，他是一部分，他看他自己完全跟改

革宗的傳統完全一致的，是一種的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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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見證卻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的信仰不蓋在人的理性，也不蓋在教會的見證，是蓋在聖靈在我們心裏的啟示。

我們透過聖靈的工作，我們知道聖經是神的話語，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那個就是為甚麼約翰

寫下來約翰福音，他要我們相信。所以在第一章第十四節，他自己說，「我們看見過他的榮耀。」

全部的約翰福音是顯明出來耶穌基督的榮耀：第一次他行一個神蹟在第二章，他使水變酒，約

翰告訴我們，他顯出來他的榮耀，門徒們就相信了。以後到第二十章結束的時候，他說耶穌做

很多的事情，這一些的我寫下來了，為了你們能夠相信，而且相信的人能夠得永生。意思是他

寫了他的福音，為了我們能夠在他的福音裏面，看到他所看的耶穌的偉大，然後來相信。這是

第一點我們要明白，「我們是看見、見過他的榮耀。」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耀 

第二點我們要講的是，「正是父獨生子的榮耀。」我們可以說有不同的榮耀，不同的榮光。

事實上一個大樓蓋得很漂亮，你會不會有說它有一種的榮光？可能不會，可能愛建築的人會講

的。大自然有沒有一種的榮光？你看到太魯閣會不會覺得它發光？我想是一種的榮光，我不知

道我們會不會這樣子講。但是至少會讓我們覺得大自然的偉大，對不對？我們可以想，真的非

常地偉大，每次去太魯閣我都有這種的感覺。以後我們想到全部的世界都充滿了這種的太魯閣

樣子的地方，我們應該知道大自然非常偉大。 

人有沒有一種的榮光、榮耀？若我們有正確的眼鏡，我們會知道每一個人有神的形像，每

一個人有一種的偉大，有一種的榮光。我們知道大自然的最高峰的地方就是我們「人」，所以

常常我們活著在一起，我們會忘記這個的，我們看輕人。人是墮落，做很多的不應該做的，讓

我們生氣的事情，讓我們受傷的事情。可是，我們要知道人都有神的一部分祂的榮耀在他們的

身上，所以我們要關心每一個人，我們也需要愛他們的。 

可是神的榮耀是比人的榮耀多萬萬倍。約翰要告訴我們，他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是看到神的

榮耀，神的榮耀在我們的中間。我們可以知道從第一章十四節，他開始說道成肉身，他不是一

個人而已，他是「道」成肉身在我們的中間。事實上在原文裏面說，「住在我們的中間。」原

文的意思是「他帳棚在我們的中間」。甚麼意思？不知道中文有沒有，可以住在一個帳棚，對

不對？In a tent。在希臘文你可以用那個字作一個動詞，所以他不住在一個帳棚，我是帳棚在

某某的一個地方。他是用這個的字，他是說他帳棚在我們的中間。 

一講我們會想到是舊約的時候，在那個的曠野，上帝是請他們蓋一個帳棚，我們叫它「會

幕」，可是在原文裏面就是一個帳棚。上帝是住在他們的中間，上帝是帳棚在他們的中間，他

們在那個會幕上是看到神的榮耀，約翰是說在新約同一個事情。可是，我們沒有這個的帳棚、

會幕，我們有耶穌基督在我們的中間，他是顯明出來神的榮耀。這是為甚麼第十八節所講的，

好不好我們一起再唸一次第十八節，請，「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

明出來。」他說，是耶穌基督在我們的中間把神表明出來，從來沒有人看見過神。他是很久，

也是很熟的一個猶太人，他知道舊約很多地方說某某人是看見過神，但是他說事實沒有人是看



 

5 

見過神，只有看見過耶穌基督是看見過神，只有看見過耶穌基督是明白上帝是如何，是耶穌基

督在我們的中間把神活出來的，是顯明出來的。 

所以，到現在我們要問我們自己，上帝是如何，我們要問耶穌基督是如何！約翰福音有另

外的一個故事，腓力（他的一個門徒）問，求耶穌基督說，「我不太明白你講的是甚麼，可不

可以給我們見上帝、見父神，我們就滿足。」耶穌對他怎麼說？「腓力，我已經與你那麼多的

時間，你也不認識我嗎？見過我就是見過父，Those who have seen me, have seen the Father.」 

所以約翰在說，他是把神顯明出來，你認識耶穌基督，我們就知道上帝是誰。上帝是不是

我們今天唱一首歌說，「祂的恩典偉大，the widenss in God's mercy.」神的憐憫是很寬，我們要

問我們自己是否這樣子的。我們要問，耶穌基督活著在我們的中間，他是不是充滿著憐憫？是

的。上帝是不是公義的？是的。我們要知道，耶穌基督就是有公義的心。可是，若我們形容耶

穌基督的話，我們先想到他的公義，或我們先會想到他的恩典？你讀了他的故事，公義是基本

的，但是他是充滿了恩典和真理。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神是公義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在

這個的公義中他是願意憐憫人，他是願意接納人，他是願意人來到他的面前。因為，耶穌基督

活著的時候，他就是願意人認識真神，他是把神表明出來的。 

約翰說，「我們是在耶穌基督的身上，看到神的榮耀」，到一個地步，你可以讀第十二章，

他告訴我們，以賽亞是看見過他的榮耀。你記得在以賽亞書第六章，以賽亞是看見過神。他說，

「我已經，我是『In the year the king Uzziah died, I saw the Lord.』」約翰告訴我們，那個他所看

到的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榮耀，他是把神的榮耀活出來。我們要問我們自己，他怎麼在耶穌

基督的身上看到一個神聖的榮耀？這個很重要的，我們自己要問我們自己，知道我們自己我們

的屬靈的情況，我們尊敬耶穌基督到哪裏，我們就是成熟的基督徒到哪裏！我們是看見他的榮

耀，明白他的偉大，我們就是有聖靈的工作在我們的身上，所以我們要問我們自己，我們怎麼

在耶穌基督的身上看到神的榮耀？ 

我夏天的時候我在美國沒有事情做（不是，還有事情做），我停下來聽一首歌，是一個作

者叫 Johnny Cash（可能你們愛音樂的人會聽過 Johnny Cash）。Johnny Cash 是一個浸信會的信

徒，他跟他太太去以色列，很大的被感動；他有這個很深厚的感覺，就是耶穌基督所行走的地

方，給全部的地方一個神聖的感覺；他去加利利的海的旁邊，他去一些的別的地方，他真的很

深厚地被感動。所以，他寫了很簡單的一首歌（［筆者註］歌名為He Turned the Water Into Wine），

唱了大概兩分鐘就唱完了。它有四節，第一節說，“He turned the water into wine. He turned the 

water into wine. In the little Cana town, the world went all around, he turned the water into wine. ”

我們的主耶穌是把水變酒，約翰是看到了。它第二節說，“He walked upon the sea of Galilee ”，

他行走在加利利海，他行走在加利利海。第三節是告訴我們的，他使五千個人吃飯，從一點點

的魚和麵包有五千個人是吃過了而且吃得很飽，“He fed the hungry multitude, yes he fed the 

hungry multitude. With a little bit of fish and bread everyone was fed. He fed the hungry multitude.” 

他可以繼續講下去了，約翰福音是給我們十個大的神蹟，為了我們能夠看見他的榮耀。他叫拉

撒路從死裏復活，你記得這個故事，馬大是跟他說，「主，那個的身體一定很臭。」他跟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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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沒有跟你說過嗎？你相信你自己會看到神的榮耀。」他就是請拉撒路出來，他就出來

了，大家很希奇。 

我們可以想，在耶穌基督的神蹟中，我們是看見神的大能。從來沒有這種的人，從來沒有

這種的故事，說某某的人是行過那麼偉大的神蹟。可是在聖經裏面，耶穌基督說是在他的死，

十字架上的死和他的復活，我們是更清楚、更完全看到神的榮耀在一個人的身上。這裏說這個

的榮耀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要說這個從約翰福音自己說)，耶穌要死的時候他說，

「人子被榮耀的時間到了」，這個在他的死亡和他的復活我們看到神的榮耀在他的身上。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這個帶我到第三點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翰福音第一章十四到第十七節，

是把律法和耶穌基督作一個對比。律法有沒有它的榮耀？有的。神的律法是偉大。摩西有一次

跟老百姓說，哪一個國家有這種的律法？哪一個國家有這種的法律，規定每一個人要彼此相愛？

規定老百姓要全心全意認識和愛真神？摩西說，沒有一個人有這種的偉大的律法。基督徒若我

們看輕神的律法，我們的神學觀有一點的困難。有很多基督徒讀保羅所講的「救恩不是透過律

法而來的」，十分重要的，我們也應該明白的；但是，同時間要明白舊約的律法是完美的，是

有它的偉大。這是為甚麼我們讀詩篇，你看大衛，大大地被感動。那一些的詩人就說，我那麼

的愛祢的律法，是那麼的美；就是在祢的律法裏面，我能夠瞭解「善」是甚麼，我能夠瞭解「惡」

是甚麼，我能夠看到一個甜美的美；若我可以活出來你的律法，我多麼的有福了？ 

這個是舊約所講的，保羅也不是在否認，他說，“The law is holy, and good, and just.” 律法

是聖潔、是好的、是美的。但是約翰要告訴我們，這個不算甚麼，耶穌基督是真正地顯明出來

神的美，他在做一個對比。我們看到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恩典和真理。約翰是一個猶太人，他

也是愛神的律法，可是他知道耶穌以外，這個律法也有它的負擔，你一直想把它活出來，可是

你沒有辦法。所以，律法最後是讓你看了很美，但是同時間定人的罪。只有在耶穌基督裏，我

們瞭解神的真正的意思，祂給我們一個人不能夠活出來的一個律法；同時間給我們一個救主，

也有這個的應許，透過他的死亡和他的復活，我們會變我們要變的那樣子，能夠遵守神的律法，

能夠在這個世界開始把它活出來，在永恆裏面我們就是會完全得救，便能夠遵守神的完美的一

個律法，恩典和真理是透過耶穌基督而來的。 

恩典：恩典是形容我們的主，他的生命是充滿了恩典。你可以說每一故事，不管你是基督

徒、非基督徒，你讀耶穌基督的故事你會知道，這個是充滿了恩典的一個故事。為甚麼聖誕節

全球的人都愛了？因為想到上帝是愛世人，願意派祂的獨生子到我們的世界，願意透過祂的獨

生子叫我們回到祂的面前，是充充滿滿的恩典的一個故事。他的生命每一部分是有恩典。他自

己說，我沒有來世界為了定人的罪，我來世界為了人能夠得救；他的神蹟也是充滿了恩典，有

人有需要的時候，耶穌被感動，聖經說他動了慈心，就是醫治他；他看到曠野裏面他們沒有東

西吃，他真正的意思是沒有屬靈的東西吃，但是同時間看到沒有這個肉體上的實在的東西吃，

聖經說他動了慈心，就請門徒們給他們吃；連他把我們神的殿做買賣的人趕走了，一邊因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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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個的公義的心，一邊是關心外國人，因為我們的外國人那個時候，有一部分的神的殿，後

面的是外國人的禱告的殿，他們在那邊是做買賣的，所以國外的人是沒有地方禱告，耶穌是把

他們趕走了說，「我的殿（神的殿）必作禱告的殿」；他最愛講的話語是，「你的罪得赦免」，恩

典的話語。 

約翰講的第四章的一個故事：他跟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交通，那個撒瑪利亞的人那個時候

是異端者，他們相信摩西五經，可是卻否認耶路撒冷和神的殿，他們是信仰混亂的。你要想，

他們是有點像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摩門教這種的人，你看一個摩門教的人，你會不會很深厚的

關心他們的靈魂？或是你會覺得這個是我的敵人？實在他們做了很糟糕的工作，帶人到異端去，

可是耶穌看這個撒瑪利亞婦人，他是全心在關心她。這個婦人也不就是一個普通的撒瑪利亞婦

人，她是有五個先生；他認了她的時候，她是跟第六個人同居，不是她的先生，她在那個的時

代算十分糟糕的一個婦人。但是，耶穌就關心了她，他是事實上要過撒瑪利亞就是因為她要為

他做見證。他是責備了她，但是同時間是跟她說，時間會到了，你和撒瑪利亞的人會認得真神，

這是恩待人。隨時他是關心人，連在十字架上，我們知道，他關心那個另外的一個死的人，今

天你要與我在樂園。我們看到耶穌基督充充滿滿的恩典，而且我們知道他的最大恩典是十字架

上。他來到世界不是為了人能夠事奉他，他是為了要事奉我們，為了我們的好處，為了我們的

關係，他是來要為我們的罪死了，這個是耶穌基督充滿了榮耀的一個恩典。所以，我們偉大詩

歌都以這個為中心，基督教所傳的就是耶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真理：第二個說是充滿了真理，有恩典有真理。這個比較難確定他在講的是甚麼，有恩典

有真理。可是我們可以說十字架有兩邊的故事，有恩典有真理都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復

活中。我來解釋，很清楚在十字架我們看到神的恩典，但是我們要知道在十字架我們也看到神

的真理。因為，在十字架我們會明白上帝是完全公義的神，他是完全做事做得公義的。全歷史

上最清楚在哪裏？就是在十字架。要知道上帝做的事情都是正確的，都是充滿了真理，祂從來

沒有做任何的事情，是有任何的不完美在祂裏面。 

我再來解釋，若上帝不關心人所犯的罪，為甚麼有十字架？若上帝是願意赦免人，也沒有

注意我們做過的事，你瞭解，我們可以說便宜的恩典，祂不需要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祂就宣佈

大家都被赦免就算了。但是在十字架，我們可以確定我們的神永遠不做不完美的事，你有沒有

看重人的錯誤和罪，這個不完美的。一個人犯了一個罪來到法官的前面，他是可能虐待你的女

兒，他來到法官的前面，法官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對不對？你心裏會很深厚知道，

不對。上帝也就是這樣子，一個完美的法官，一個完美的聖父，所以十字架就把這兩個放在一

起。神的真理，因為祂是在十字架顯明出來；上帝做事都是完美、都是公義、都是不可被批評

的。同時間，我們看到祂的恩典，祂真正的心是人能夠來到祂的面前得救，所以祂派祂的獨生

子來到我們的世界。有沒有比這偉大的一個故事？約翰不就是明白看到耶穌基督的神蹟，他的

教導、他的恩待人，他看到他的十字架和明白這個是為了世界的人能夠得救；他也是看過他從

死裏復活、升天，知道他是永遠在關心他的教會，要再來，要帶我們到他那邊的，因為他是愛

他自己的人。他自己說，我們律法是透過摩西來的，但是恩典真理是透過耶穌基督，我們是見

過他的榮耀，正像神獨生子的榮耀，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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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最後作一些很快的應用的地方。我們會知道若我們要做好的基督徒，我們需要常常查經，

我們要聽解經的道，我們要讀一些幫助我們瞭解聖經的話語的書。我們信主很久的人很容易覺

得聖經我都很熟，可是我們若不在聖經裏常常在默想，經驗到耶穌基督所看他所做的，和明白

神的話語，慢慢地我們不繼續看見他的榮耀，代表我們的信仰會開始軟弱一點。所以，我們知

道基督教聖經的重要性，是透過聖經我們能夠看到和明白。事實上看聖經的榮耀，看耶穌基督

的榮耀，同一個事情，因為聖經就是耶穌基督的故事。所以我們這個世代，台灣的教會開始沒

有那麼深厚關心聖經，就想吸引人到教會來；我們做很多的交通，做很多的輔導，是好的，我

們要關心人。但是不好的在哪裏？就是前面的一句話，沒有看重神的話語。若我們要人來到神

的面前，最好的方法是查經班。我們都想，我要傳福音、我要作見證，十分重要的；人來相信

是公而聖的教會的見證，也是他們朋友的見證，但是最後要有一個確據在他們的心，他們必須

自己認識神的話語，和認識耶穌基督的故事在神的話語裏，他們才能夠有一個穩定的信仰。 

第二個應用的地方，我們的聰明的人應該有一點小心。我們很多人是看重理性，可是是屬

靈的瞎子，那個十分危險，可以變成驕傲。我是很深厚地明白神的話語，我認為我是世界最偉

大的人，因為解釋這個經文跟那個經文跟這個經文的關係，可是沒有在他裏面看到耶穌基督的

榮光，你變一個屬靈的瞎子。我們的教會的困難，歷史上很多帶教會到錯的路就是這樣子。他

們自己想，理性方面他們是很厲害，可是耶穌基督的榮光從來沒有明白的。事實上，很多懷疑

的人、不信的人，他們覺得(台灣我都認了一些這種的，美國是充滿了這種的人)，「你們的基

督徒有一點頭腦不夠穩，我們很懂事的人瞭解宗教都一樣，我們也是瞭解這個聖經不是那麼完

美。」他透過他們的理性，他們變得很驕傲，而且帶著（連坐在教會每一個禮拜）一種的懷疑

的心，帶著一種我比這個教會的人高，他們都是有點迷信的人，你要小心。因為，聖經是告訴

我們，在聖經裏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的真實的、在聖經裏的榮耀，有一個非常穩的根據。你看輕

一個老媽媽，可能你是錯了，因為她的信仰的根據可能比你的好多了；雖然她沒有讀過書，她

是明白耶穌基督的偉大。所以，我們理性的人需要一點的小心。 

第三個應用，我們都要追求這個，我們讀神的話語是靠神的真理，是為了明白耶穌基督是

誰，我們求上帝復興祂的教會，是包括這個的復興；我們和祂的教會，人是能夠明白聖經的完

美，能夠明白耶穌基督在道和大能，和愛的偉大。透過這個是能夠像約翰說，相信而得救，我

們就是求上帝再復興祂的教會。你看改教運動的信條，有一個是法國的信條，怎麼說，「連瞎

子都可以看得見神的榮耀在這本書上。」因為是個復興的時代，他們在想每一個人應該知道，

看了這一本和這一本，哪一個比較美。不管你是任何兩本哪一種，哪一個是神的話語，這裏我

們知道是神自己所默示的話語。 

末禱 

我們來作一個禱告，「主啊，我們求祢幫助我們，我們自己能夠像約翰一樣，看到我們的

主的榮光，求祢幫助我們，我們能夠有一顆心透過祢的聖靈和祂的感動，我們能夠愛祢的話語，

我們夠愛祢的律法，我們能夠明白惡和善的差別，我們能夠渴慕行善，我們同時間能夠知道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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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預備耶穌基督，在他的身上我們能夠看到祢的恩典，祢的真理。主啊，我們求祢復興祢的

教會，和復興我們每一位。我們禱告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