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五⽉14⽇ 

「我曾說, 你們是神」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60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10:30-36節:「30我與⽗父原為⼀一。31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來要打他。32耶穌對他們說:『我
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 你們是為那⼀一件拿⽯石頭打我呢?』33猶太⼈人回答說:『我們不是為
善事拿⽯石頭打你, 是為你說僭妄的話; ⼜又為你是個⼈人, 反將⾃自⼰己當作神。』34耶穌說:『你們的律律
法上豈豈不是寫著, 我曾說, 你們是神麼? 35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稱為
神, 36⽗父所分別為聖, ⼜又差到世間來來的, 他⾃自稱是上帝的兒⼦子, 你們還向他說,『你說僭妄的話』
麼?」

前⾔言
今天這篇講章乃是「基督與耶路路撒冷的女⼦子」主題第9講後的啓發, 我在那講中題到⼈人⽣生美滿
唯在基督裏才得實現。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的「成了了」是我們⼈人⽣生得以美滿的保證, 這「成了了」
使耶穌論及我們的事皆會成了了, 其中亦包括今⽇日所讀之主的話,「你們的律律法上豈豈不是寫著, 我
曾說, 你們是神麼? 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

由於「我曾說, 你們是神麼?」之「神」字太過敏感, 以致教會⼤大多不願碰觸這節經⽂文, 深怕使
聽的⼈人誤會, 以致基督徒欲聽得這節經⽂文適當解釋已不可得。當然, ⼈人的私慾必刻意地將耶穌
這句句話朝著⼈人可以是神的⽅方向⽽而解, 教會歷史亦顯明, 異異端曾假藉亞他那修對這段話的解釋⽽而
發展成「⼈人成為神」的論說。然, 若若我們迴避耶穌這話, 其結果就是基督徒無法⾃自耶這話得著
⽣生命。因此, ⼤大家必須仔細聽以下所論, 務必明⽩白其中點滴。

約翰福⾳音第⼗十章: 從⽺羊樣走向神樣
為今天主題之故, 我們以不同的⽅方式誦讀約翰福⾳音第⼗十章, 只讀專指屬主之⼈人的經⽂文, 如「3b⽺羊
聽他(牧⼈人)的聲⾳音,...4c認得他(牧⼈人)的聲⾳音。5⽺羊不跟著⽣生⼈人。...14c我的⽺羊認識我。...27我的⽺羊聽
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28我⼜又賜給他們永⽣生, 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
裏把他們奪去。」以上這些經⽂文是這章前29節的彙整, 第29節之後雖沒有如此直接論及屬主之
⼈人的經⽂文, 但因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 故律律法上寫著的「我曾說, 你們是神麼?」也是對我們說
的(參參第34-35節), 即便便那是耶穌對猶太⼈人說的。耶穌斥責猶太⼈人不單單僅為斥責他們⽽而已, 其
中的⾔言語必引導並教訓屬他的⼈人。我需提醒各位, 耶穌論及我們的經⽂文相較於他⾃自啟是誰和他
的⼯工作還是少量量的。

當我們概觀地這樣做, 即可發覺我們屬靈⽣生命發展的走向乃是從⽺羊樣走向神樣, ⽺羊姿走向神姿。
⽺羊樣是進的⽣生命, 神樣是出的⽣生命, 正如為⾃自⼰己哭是進的⽣生命, 為⾃自⼰己的兒女哭是出的⽣生命; 亦
如⽤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需⾃自⼰己先受教, 即所謂「受教者的舌頭」, ⾃自⼰己受教是進的⽣生命, 扶助疲
乏是出的⽣生命。這是基督徒當有認知, ⽣生命需有進出, 從⽺羊樣到神樣。有⽺羊樣在先, 神樣才隨在
後; 無先有⽺羊樣者, 不可能有神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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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一⽅方⾯面須知, 不得滿⾜足於處在⽺羊樣吃奶的階段, 必須長⼤大成⼈人, 得吃乾糧, 熟練仁義的道
理理, ⼼心竅習練得通達, 分辨好⽍歹。常藉著軟弱⽽而逃避成長者, 必⾃自損⽣生命。請問, 得審判天使的
基督徒應是⽺羊樣, 還是神樣? 另⼀一⽅方⾯面則是, 為⾃自⼰己可成長⽽而有神樣之故, 當分辨可使⾃自⼰己得熟
練仁義的道理理的牧者。從耶路路撒冷的女⼦子蒙基督教訓這事⽽而得, 她們乃是在永⽣生狀狀態下, 思想
主的話。故, 牧者當觸發主的⽺羊起⽽而思想主的話, 將主的道深藏⼼心中。若若牧者不能使主的⽺羊得
成神樣, 則有失主的付託。

「我與⽗父原為⼀一」
耶穌傳道期間, 猶太⼈人即⼼心⽣生殺耶穌的念念頭, 今天我們所讀這段經⽂文乃是這念念頭之⼀一。猶太⼈人
不滿耶穌說「我與⽗父原為⼀一」, 憤⽽而拿起⽯石頭要丟打耶穌。當猶太⼈人正要丟⽯石頭時, 耶穌即質
問猶太⼈人說:「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 你們是為那⼀一件拿⽯石頭打我呢?」猶太⼈人回答說:
「我們不是為善事拿⽯石頭打你, 是為你說僭妄的話, ⼜又為你是個⼈人, 反將⾃自⼰己當作神。」(參參約
10:30-33) 需知, 這些猶太⼈人當中很可能曾經歷過第六章的五餅⼆二⿂魚神蹟, 吃餅得飽的⼈人。

罪⼈人必向耶穌丟⽯石頭
我們讀這段耶穌與猶太⼈人(以及其他)遭逢, 總是以看戲態度讀之, 並對之論東論⻄西, 評述⼀一番, 說
到激動處, 很可能將猶太⼈人痛斥指責⼀一陣。然, 耶穌說話, 無論是直述句句如「我與⽗父原為⼀一」或
是問句句, 總是將⼈人內⼼心深處的意念念顯露出來來, 尤其是宗教意念念。那, 猶太⼈人向耶穌丟⽯石, 與我們
何⼲干? 按死因亞當作了了王之理理, 沒有義⼈人, 連⼀一個也沒有, 沒有⾏行行善的, 連⼀一個也沒有, 正如經上
所記(羅5:16; 3:10,12), 因此當⼈人聽到「我與⽗父原為⼀一」之語, 按罪⼈人本性, 個個皆會拿起⽯石頭
丟向耶穌, 因為罪⼈人是上帝的仇敵, 對待仇敵必是將之置於死地。也就是說, 我們本屬於猶太⼈人
⼀一族。

約翰福⾳音第⼗十章有兩兩種⼈人, 耶穌的⽺羊和猶太⼈人, ⽽而⼈人⼈人的天性都當屬於後者, 但請問, 為什什麼耶
穌的⾨門徒(以及我們)卻可以接受耶穌這句句話? 難道⾨門徒(和我們)不在羅⾺馬書論罪⼈人之列列? 誠實的
基督徒⾒見見證信主經歷時總是說著, ⾃自⼰己原不可能信主的, 即證明我們本就是上帝的仇敵, 本就會
如猶太⼈人⼀一樣, 必與他們同夥, 拿起⽯石頭丟耶穌。

上帝揀選的必接受主⾔言
這樣, 我們之所以接受耶穌之「我與⽗父原為⼀一」乃是因為我們是主的⽺羊, 按上帝的喜悅被揀選
⽽而為主的⽺羊, 保羅說:「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裏揀選了了我們。」(弗1:4a) 主的⽺羊明⽩白主
啟⽰示之「我與⽗父原為⼀一」之意, 認識到主的這⼀一乃是在⽗父的位格之外, 卻是與⽗父同尊榮的⼀一, 同
本質的⼀一, 同無限的⼀一, 同永恆的⼀一, 同能⼒力力的⼀一。

耶穌的⽺羊和猶太⼈人是有分別的, 屬主的⽺羊以聽他的話為本, 但不屬主的(猶太)⼈人, 僅接受耶穌做
的事, 但卻不能接受耶穌說的話, 也不能接受耶穌是上帝。看看今⽇日的基督徒和教會, 傳揚基督
的, 尊基督為主的, 有多少? 基督徒有病的, 有需要的, 有苦難的, 懇求上帝解決之, 也樂意上帝
為他們做成這些善事, 但是要基督徒接受主基督的話, 卻是敬⽽而遠之, 連題基督的名都不願意, 
只愛將「神」掛在嘴邊。今⽇日教會現象是, 參參加醫病趕⿁鬼特會的多, 參參加神學講座的少, 傳講基
督是誰的更更少; 教會常以事⼯工招聚⼈人, 難得以話語吸引⼈人。

詩篇82:6節：「我(主上帝)曾說, 你們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兒⼦子。」
當猶太⼈人定耶穌說僭妄的話, ⼜又為你是個⼈人, 反將⾃自⼰己當作神之後, 耶穌便便引詩篇82:6節來來斥責
猶太⼈人。然我們注意到, 詩篇82:6節的全⽂文是「我曾說:『你們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兒⼦子。』」
但耶穌僅題到前半節, 他這麼做這為的是要猶太⼈人(以及我們)去查考聖經。請⼤大家再注意, 主基
督依舊以舊約聖經作為他立論講述的基礎, 他並未否定這節經⽂文, 因那是經上的話, ⽽而經上的話
是不能廢的(約10:35b)。耶穌對猶太⼈人說「你們的律律法...」, 這是⼀一個責備的話, 責備猶太⼈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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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聖經當熟知律律法之意, 但事實卻不然。若若我們不愛思想聖經, 不重視聖經, 那麼主若若在那時對
我們說,「你們的聖經...」, 豈豈不令我們羞愧不已!

在此, 我節錄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約教授Vern S. Poythress (1946-) 所著之
「10 Things to Remember When Reading the Bible」, 好讓我們益發正視聖經:

1. 聖經是上帝祂⾃自⼰己說的話。
2. 上帝以祂的聖⾔言統管全世界, 指明並掌管萬事。
3. 上帝透過聖約對我們說話。
4. 聖經是上帝聖約的⾔言語。
5. 聖經是單⼀一完整的書, 作者是上帝。 
6.  聖經以上帝為中⼼心。 
7.  聖經以基督為中⼼心。 
8.  聖經以救贖歷史為導向。 
9.  歷史以耶穌第⼀一次和第⼆二次降臨臨為核⼼心。 
10. 上帝救贖之⼯工以說話和⾏行行事彼此交織⽽而成。

⼈人還是⼈人
詩篇82:6節這節經⽂文的「我」是主上帝, ⽽而上帝居然說猶太⼈人是神, 是⾄至⾼高者的兒⼦子。上帝到
底要表達什什麼? 

我們當注意, ⼗十誡第⼀一誡已明⾔言「除了了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出20:1), 亦知道使徒約翰明
寫著基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1:14), ⼜又清楚那天使向⾺馬利利亞說的, 她懷孕⽣生的⼦子乃稱為
「⾄至⾼高者的兒⼦子」(路路1:32), 所以詩篇82:6節這節經⽂文所謂的「神」和「⾄至⾼高者的兒⼦子」就不
是指說⼈人可以與上帝相同, 擁有⾃自有永有之神性本質。也就是說, ⼈人無論怎樣發展, ⼈人還是⼈人。

「你們是神」的意思就是承受神道的⼈人
那, 這節聖經到底什什麼意思? 耶穌給了了這問題的答案, 主說:「若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稱為
神」, 所以「你們是神」的意思就是承受神道的⼈人(約10:35), 這些⼈人可秉著上帝公義的原則⾏行行
審判的⼈人(參參詩86:1-2)。保羅說, ⾝身為猶太⼈人的好處在於「上帝的聖⾔言交託他們, unto them 
were committed the oracles of God」(羅3:2)。

聖⾔言(oracle)是個極為⾼高尚的字詞, 這字顯出宣講聖⾔言者的尊貴職份, 他將上帝在萬世之前隱藏
的奧秘給傳述出來來, 是上帝啟⽰示世界的媒介, 傳講並堅守上帝的道的⼈人, ⽽而上帝的聖⾔言必有應許
在其中(參參詩105:42)。保羅不誇讚他們的⺠民族曾有多輝煌的歷史, 曾建造多華美的聖殿, 曾打敗
多強壯的仇敵, ⽽而是寶⾙貝著上帝的聖⾔言交託他們⺠民族, 誇耀著⾃自⼰己⺠民族是上帝御令的發⾔言⼈人。

這樣我們就明⽩白, 承受神道的⼈人就是傳講上帝聖⾔言的⼈人, 這樣的⼈人正在做如上帝⼀一樣的⼯工作, 有
份於上帝的⼯工作, 故被上帝稱為神, 是祂⾄至⾼高者的兒⼦子。彼得說:「若若有講道的, 要按著上帝的聖
⾔言講。」(彼前4:11) 上帝在耶利利米書說,「得我話的⼈人, 可以誠實講說我的話。...我的話豈豈不像
火, ⼜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錘嗎?」(耶23:28b,29) 但上帝也在同⼀一章第18節說,「有誰站在主的會
中, 得以聽⾒見見並會悟祂的話呢? 有誰留留⼼心聽祂的話呢?」

但請⼤大家注意, 耶穌說話絕不可能引導我們⾃自以為是神的假象中。耶穌說猶太⼈人⼝口中所⾔言的神
道是「承受」⽽而來來, 並且也說「尚且」稱為神, 這兩兩字詞皆清楚表明「你們是神」的「神」不
是⾃自有的, ⽽而是被上帝稱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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