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6年 六⽉15⽇ 

道成⾁身與教會 (⼀)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經⽂文
約翰福⾳音1:14節:「道成了了⾁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理。我們也⾒見見過他的榮
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前⾔言
在還沒有講述今⽇日主題之前, 讓我再引⽤用⼀一個例例⼦子來來激勵各位, 在領受上帝在道成⾁肉⾝身的啟⽰示
是何等尊貴的事。近⽇日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報導, 愛因斯坦在1954年年寫
給哲學家葛⾦金金(Eric Gutkind)的⼀一封私⼈人信函寫道:「『神』這個字對我⽽而⾔言, 不過是⼈人類軟弱⾯面
的表現和產物罷了了, 聖經則是值得敬重, 但仍只是原始傳奇的⽂文集, ⼗十分幼稚。無論多精妙的詮
釋, 都不能改變這點。」愛因斯坦是Time雜誌選為⼆二⼗十世紀百⼈人中之Person of the Century。
請問各位, 在上帝眼中, 誰比較尊貴? 你們? 還是愛因斯坦? 

道成⾁肉⾝身的具體呈現: 新約的事實
舊約聖經對道成⾁肉⾝身的預表⼤大多僅在⾔言語上, 就連摩⻄西與基督的遭逢僅對其產⽣生個別性的震撼, 
摩⻄西與⼈人分享這經歷時, 聽的⼈人對其意義的體會也是矇矓不清。單是預表本⾝身, 雖尚未達到與
眾⺠民直接相關的歷史事件就已經讓我們驚奇不已, 道成⾁肉⾝身的具體呈現豈豈不讓我們更更震撼不已!

使徒約翰說,「道成了了⾁肉⾝身」, 意指基督有了了可⾒見見的⾝身體⾏行行走於猶太全地。當我們聽到「道成⾁肉
⾝身」的時候, 很⾃自然地想到基督這位格, 但聽到使徒保羅說「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基督是教會
的頭」時, 我們想到的是教會是蒙救贖者的聚合體。⼀一者指的是「道」(三位⼀一體第⼆二位格的聖
⼦子), 另⼀一者指的是的教會, 這兩兩位使徒所講關於基督的⾝身體(body)是不是指同⼀一件事? 如果不
是的話, 那麼, ⼀一個獨立位格怎可能有兩兩個⾝身體? 如果是的話, 我們如何理理解「道成⾁肉⾝身」與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這兩兩⾝身是同⼀一個body, ⽽而沒有分別呢? 

過往我們所聽到有關「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均著重在教會的運作應⽤用上, 期盼藉這親密感⼗十⾜足
的話語來來增進弟兄姐妹對教會的認同, 以及彼此之間的情感。今天我們則要來來認識這句句話的意
義, 以及道成⾁肉⾝身與教會之間的關係為何。

問, 教會已然存在, 還是將要存在? 
⾸首先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教會何時存在? (我說的是教會, ⽽而不是教會組織。)「教會」⼀一詞⾸首先
出於基督的⼝口, 那是在彼得承認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之後, 基督接著對他說的話, 他
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太16:16-19) 可⾒見見, 基督⼼心
中最關⼼心的就是他的教會。然⽽而, 舊約聖經並未題及「教會」, 即便便在以⾊色列列尚未成立⼀一個國
家之前的先祖時代, 也未有⼀一處經⽂文題到教會。這樣, 基督的教會觀從何⽽而來來? 基督題出這⼀一新
鮮的字眼, 會不會超乎舊約聖經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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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基督所說的「建造」究竟指的是什什麼時候? 按我們時空邏輯來來想這問, 會不加思索地回
答, 是在他升天之後。這答案便便意謂著, 基督道成⾁肉⾝身在先, 待其回到天上之後, 才開始他的⾝身
體(即教會)的建造。也就是說, 教會乃延續了了道成⾁肉⾝身⽽而存在。這樣的認定不盡合理理, 難⾃自圓其
說, 因為:
(1) 若若是這樣的話, 那麼基督現今是否有⼀一個⾝身體是在天上, 另⼀一個⾝身體是在地上, 前者是提供
他在地上⾏行行走的⾝身體, 另⼀一個則是供教會⽤用的屬靈的⾝身體? 

(2) 若若是這樣的話, 舊約的先知與那些仰望基督來來的⼈人是否在教會裏? 
(3) 若若是這樣的話, 羅⾺馬天主教不是就有資格說, 她就是正統教會? 
(4) 倘若若教會是在道成⾁肉⾝身之後才開始, 那麼教會之設立乃出於⼈人意, 為的是感念念耶穌在世時所
顯的偉⼤大, 於是在他死後決定要以基督為名來來設立之, 好記念念這個⼈人的所作所為。

就這些反⾯面之問, 可知教會開始的時間點就不是在基督升天之後, 基督所說的「建造他的教會」
也不是指他升天之後的事。

使徒⾏行行傳未有教會成立宣⾔言
請注意, 當使徒們的教會意識開始強於以⾊色列列國意識時, 他們並沒有擬定教會成立宣⾔言, 可⾒見見他
們視教會存在乃⼀一既定事實, 不需多此⼀一舉。還有, 若若成立教會是聖靈降臨臨要作的第⼀一件事的
話, 那麼使徒⾏行行傳必然會將這事寫入, 但卻沒有, 可⾒見見教會的存在於聖靈降臨臨時已是既定的事
實。

教會是上帝在創世之前的⼼心意
那, 教會的起源時間點究竟是何時? 如果你認為亞當(或亞伯)也是基督教會的⼀一份⼦子的話, 那麼
教會⾄至早應從亞當開始。其實, 教會開始的時間點比亞當存在更更早, 早在上帝創立世界以前就
有了了, 因為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一章4節說「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裏揀選了了我們。」由
此看來來, 基督說「我的教會」不過是把他在創世之前就有的⼼心意說出來來⽽而已。這樣, 教會的存
在絕不可能在基督升天之後才存在, 教會也絕不是道成⾁肉⾝身之後的延續。

使徒有⼀一年年加50天思索教會何意
基督是在他最後⼀一年年在世時才題出「教會」, 使徒有⾜足⾜足⼀一年年的時間來來思想他們從未聽過的這
事。然, 建造教會對他們⽽而⾔言畢竟是太新的觀念念, 比建立以⾊色列列國要來來得抽象得多。這⼀一年年下
來來, 他們的教會意識依然是模糊的, 否則彼得不會向復活的主詢問復興以⾊色列列國的事。等到基
督升天之前再對使徒說, 「聖靈降臨臨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力, 並要在耶路路撒冷, 猶太全
地, 和撒瑪利利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見證。」(徒1:8) 並且還給他們有另外⼗十天的⼯工夫來來思索這句句
話的意義, 最後明⽩白了了教會比以⾊色列列國的廣度更更⼤大, 層次更更⾼高, 因為以⾊色列列國不可能到地極, 教
會卻可; 以⾊色列列不可能作耶穌的⾒見見證, 教會卻可。

教會歷史出於天
教會既然是上帝創立世界以前就有的⼼心意, 那麼世界結束之後, 教會也依然存在, 因為出於永恆
的必歸於永恆。上帝創造世界使之存在, 祂也是結束世界存在的上帝。從時間開始到時間結束
的這段時間便便形成⼈人類的歷史, 這段時間的長短也就構成⼈人類歷史的長度, ⽽而永恆不能被時間
所切斷, 所以教會也因此發展於⼈人類歷史當中。由於教會歷史出於天, ⼈人類歷史出於地, 因此教
會歷史的重要性乃⾼高於⼈人類歷史, ⾼高於各族⽂文化, 各族族史。凡傳揚福⾳音者企圖藉之建立國家, 
看似偉⼤大, 卻已貶低了了教會的地位。凡欲藉政治⼈人物來來肯定教會者, 也是削弱教會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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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先於⼈人類歷史
在這裏, 我們便便看到有兩兩種歷史, ⼀一是教會歷史, 另⼀一是⼈人類歷史, ⽽而教會歷史必然是先於⼈人類
歷史。這樣簡單的事實對於我們認識上帝的救恩⾄至為重要, 為什什麼? 如果教會歷史晚於⼈人類歷
史的話, 那麼上帝預備救恩就是在亞當犯罪之後的彌補⾏行行動。這樣先後次序使得上帝的救贖變
成是根據⼈人的反應⽽而為的⾏行行動, 這樣的上帝不是⼀一位主動的上帝, ⽽而是⼀一位被動的上帝。

但事實上, 上帝的救恩乃是在創世之前就早已擬定, 此作為已先於⼈人⼀一切的反應。由於救恩歷
史乃是在⼈人類歷史之上, 故上帝即可藉著⼈人類歷史的發展來來按時啟⽰示祂救恩歷史的內容, 祂的
第⼀一次啟⽰示的內容就是,「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
⼈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創3:15)

舊約與新約的分界點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
既然教會是上帝創立世界以前就有⼼心意, 這樣, 教會就與道有了了必然性的關係, 教會也必然是上
帝諸⼼心意中的⼼心意, 要顯明於第⼀一位亞當到最後⼀一位基督徒⼼心中。教會歷展既然隱藏在⼈人類歷
史裏, 那上帝是如何將祂對於教會的⼼心意顯於⼈人類歷史中? 聖經告訴我們, 上帝將時間分為舊約
與新約, 舊約先, 新約後, ⽽而兩兩約的時間分界點就是道成⾁肉⾝身之時。

舊約時期依然有教會, 但這教會是隱藏的, 是預⾔言性的, 如上週所解釋的摩⻄西所⾒見見火燄燒在荊棘
中, 這時期的發展著重於盼望道成⾁肉⾝身的具體呈現。時間進入到新約, 當⾁肉⾝身的道呈現在眾⼈人
⾯面前, 這正是教會的具體呈現之時。這時, 因道成⾁肉⾝身已是既成事實, 故新約時期的教會是具體
的, 可⾒見見的實體。

歷史性的事件
現在我們知道, 舊約時期的教會與新約時期的教會的不同點在於, 前者是隱藏未⾒見見的, 後者則是
具體可⾒見見的, 因為道成了了⾁肉⾝身。由於這不同, 舊約時期的教會成員⼤大多是以⾊色列列⼈人, 但新約時期
的教會卻是普世性, 包括在以⾊色列列⼈人之外的所有⺠民族中「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我
們不禁要問, 從單⼀一⺠民族到眾⺠民族的轉變所需的巨⼤大動能從何⽽而來來? 或問, 基督的道成⾁肉⾝身在⼈人
類歷史事件的顯著處在為何? 

上帝在舊約時期對基督的道成⾁肉⾝身是預⾔言性的, 祂於是在不同時代揀選了了某些⼈人, 藉由他們的
⼝口(或他們的經歷)來來說出這預⾔言來來。由於是預⾔言性的, 所以影響所及僅是說預⾔言的那位, 並未普
及到整個⼈人類。也就是說, 這些預⾔言僅在預⾔言的層次, 尚未形成所謂的歷史性的事件。

⼈人雖在歷史中活動, 但並不是所作的每⼀一件事都可定位為歷史性的事件。然, 當某⼈人所作的事
被定位為歷史性的事件時, 那事件必然對後⼈人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足以震撼⼈人類歷史, 改變歷
史的動向。巴別塔事件以前, ⼈人只有單⼀一語⾔言, 歷史性的事件就已多樣。⾃自巴別塔事件之後, 語
⾔言因⼈人散在各處⽽而漸複雜與多種, 各族各地區也都各成⼀一格, 歷史性的事件⼜又更更⾏行行豐富。再加
上時間因素的累進, 歷史性的事件的快速堆砌成冊便便成為⼈人類歷史的無價寶藏。

每⼀一歷史性的事件皆與上帝有關, 因祂創造並護理理這世界。上帝「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 住在
全地上, 並且豫先定準他們的年年限和所住的疆界。」(徒17:26) 故, 各族有各族的歷史性事件, 
這些歷史性的事件各對各⺠民族的後裔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就連舊約聖經所記的以⾊色列列的歷史
事件也不例例外, 亞伯拉罕, 摩⻄西, ⼤大衛等的事蹟僅影響以⾊色列列⼈人, 對非猶太⼈人⽽而⾔言, 他們的事蹟不
過是以⾊色列列⺠民族的歷史故事, 這些偉⼈人所作的事是不會影響非猶太⼈人(除了了基督徒以外)。

凡遇⾒見見基督的, 皆說他是個⼈人
但是, 當預⾔言成真, 道成了了⾁肉⾝身之後, 情形開始不同, 因所預⾔言的事不再是將來來的事, ⽽而是現在正
在發⽣生的事。基督開始在地上⾏行行走之後, 他的作為開始有了了創造歷史性事件的可能。基督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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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30歲才出來來傳道, 並且是走遍各城各鄉, 傳上帝的福⾳音。基督是上帝的僕⼈人, 是⼀一位活⽣生⽣生的
⼈人, 他⽤用雙⼿手以實際的⾏行行動證實這⼀一點。他⾏行行事是⼈人⾁肉眼可看⾒見見的, 故凡與基督接觸過的⼈人, 沒
有⼀一位說他不是⼈人。他縱然說過⼈人不曾說過的話, 作著⼈人未曾作過的事, 但他還是⼀一個⼈人。因
此, 他在⼈人類歷史中如其他⼈人佔有⼀一席之地。

但在眾多歷史性事件中, 有⼀一事件的本質與其他事件的本質完全不同, 這獨⼀一事件就是發⽣生在
耶穌⾝身上的事。所謂本質上的不同乃是說, 耶穌的事蹟(如他死在⼗十字架上)亦記載在羅⾺馬帝國
的史冊中, 如其他事件⼀一般, 但因耶穌⾝身份的獨特性, 使得以耶穌為中⼼心的各事件之影響所及, 
就不是其他歷史事件可以相比的。讓我們假設, 若若你坐在⼀一觀賞台, 將每⼀一個⼈人⼀一⽣生的事蹟在
你眼前播放, 你會發現所有事蹟的本質都是⼀一樣的。但是, 若若播放耶穌⼀一⽣生的事蹟, 則與其他所
有⼈人完全不同的本質。

誠然, 發⽣生在耶穌⾝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歷史性的事件, 但那⼀一件事件卻與他的教會的具體呈現
有關? 也就是說, 沒有這⼀一事件的發⽣生, 上帝在創世之前之教會⼼心意就無法具體實現。是耶穌所
⾏行行的神蹟嗎? 是耶穌所說的話嗎? 是他呼召⼗十⼆二使徒嗎? 這些都是耶穌獨有的, 這是不錯的, 但
耶穌作了了這些事, 說了了這些話, 但他還是他, 與教會的具體呈現有間接卻沒有直接的關係。

教會的具體呈現: 基督的死裏復活, 這是⼀一歷史性的事件
請⼤大家翻開⾺馬太福⾳音16:21節,「從此耶穌纔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路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文
⼠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這⼀一事件就是基督的⼗十架與他的復活。也就是說, 道
成⾁肉⾝身的基督與教會的交集點就是基督的死裏復活, 沒有基督的死裏復活就沒有教會。然, 基
督上⼗十架, 並從死裏復活之後, 教會具體呈現了了, 教會因此就是基督的⾝身體, 是可⾒見見的。保羅也
因此說, 上帝的教會是基督⽤用⾃自⼰己⾎血所買來來的, 或說他⽤用⾃自⼰己⾎血所救贖的(徒20:28)。因著基督
的死裏復活, 他在世所作的事與所說的話便便與教會有了了直接的關係。

基督死在⼗十字架不是⼩小說故事, 這是羅東帝國對耶穌的法庭上的判決, 這事雖不義, 是⼀一誤判, 
但因是⼀一公開性的判決, 這事亦記載在羅⾺馬帝國的史冊中。無庸置疑地, 基督的⼗十架是⼀一個⼈人
類的歷史事件。既然基督的⼗十架是⼀一歷史性的事件, 這事件必然對後⼈人產⽣生⼀一定的影響。為什什
麼? 因為它是歷史事件。那麼, 對那些⼈人產⽣生影響呢? 

基督是以上帝的兒⼦子⾝身份死的, 故受益者是上帝的兒女
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從耶穌的⾝身份著⼿手。當耶穌受祭司長之問,「你是上帝的兒⼦子基督不是?」耶
穌對他說:「你說的是。」當耶穌站在彼拉多⾯面前, 彼拉多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麼?」耶穌
說:「你說的是。」百夫長和⼀一同看守耶穌的⼈人看⾒見見地震並所經歷的事, 就極其害怕, 說:「這真
是上帝的兒⼦子!」由此可知,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與猶太⼈人的王的⾝身份死的。這樣說來來, 受基督的
死之歷史事件影響的⼈人是上帝的兒女, 這些上帝的兒女在各世代組成的團體就是教會。這時, 
教會歷史便便可說成是救恩歷史, 教會是上帝救恩的⾏行行動在⼀一群蒙揀選的兒女的有機體。

為何上帝不⼀一開始就成立教會? 
⼈人⽣生下來來很⾃自然地就進入到⼈人類歷史的脈動中, ⼈人本就是⼈人類歷史的公⺠民, 是⼈人類歷史的⼀一份
⼦子, 這是與⽣生俱來來的, 無法改變的。但是, 救恩歷史對於⼈人來來說卻不是與⽣生俱來來的, ⼈人不可能靠
著⾃自⼰己進入到救恩歷史當中, 它對⼈人⽽而⾔言原本是毫無關係的。基本上, ⼈人對救恩歷史毫無興趣, 
⼀一點也不關⼼心, 他們所關⼼心的是寫⼈人類歷史, 如最近的兩兩會復談就被認為是在寫歷史。

所以他要進入這救恩歷史裏就必須被⽗父上帝「遷到他愛⼦子的國裏」, 他就必須是「新造的⼈人」, 
他就必須是⽗父賜給⼦子的⼈人, 他就必須是天上的⽗父指⽰示的⼈人。所以, ⼈人能夠進入教會乃是蒙恩之
⼈人才有的福份。「道成了了⾁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理。」約翰先說恩典, 再
說真理理, 便便表明我們與⾁肉⾝身的道有關係乃出於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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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將繼續講論「道成⾁肉⾝身與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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