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五⽉28⽇ 

⽗所分別為聖 (1)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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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當知如何論述主與上帝的⼀一
⼤大家必須好好認識基督之「我與⽗父原為⼀一」的⾃自啟, 這句句話可解決許多關於耶穌是誰的爭辯。
今⽇日教會與基督徒常輕忽主⾃自啟的這句句話, ⼤大部份⼈人誦讀過去就罷了了, 難得解釋之, 或聽到任何
解釋。我們當意識到, 耶穌將這麼重要的啟⽰示居然啟⽰示給不信他的猶太⼈人, ⽽而不是閉⾨門式的啟
⽰示給⾨門徒。這豈豈不是將聖物給狗, 把珍珠丟在豬前? 然, 主做事絕不會唐突意外, 或不加思索, 
或感情⽤用事, 他這麼做必然有他的⽤用意。這⾄至少說明, 基督顯明他依然是不信他之⼈人的主。因
他們不信基督與⽗父原為⼀一,   他們被定罪就在此, 主以公義審判者來來⾯面對這些不信者。凡不是主
的⽺羊的, 聽⾒見見或看⾒見見關乎主的事, 就是不明⽩白, 不曉得, 因為油蒙了了他們的⼼心, 他們耳朵也發沉, 
眼睛也是閉著的。事實上, 他們根本不願意明⽩白認識耶穌, 也就是, 他們明⽩白耶穌教訓的意義的
動機是零。

基督常藉著教訓不屬他的來來教訓屬他的, 為要使屬他的時刻儆醒。以直覺讀這句句話的基督徒, 
不要以為⾃自⼰己是信主的, 這句句話不是對他說的, 就不查考這句句話的意義。凡是被基督愛到底的
基督徒, 也就是那些儆醒的基督徒, 必認真反省⾃自⼰己, 是否接受基督這句句話。既接受, 是否理理解
這句句話的意義; 既理理解, 是否可傳揚這啟⽰示; 既傳揚, 是否竭⼒力力捍衛這啟⽰示, 駁斥⼀一切挑戰與不當
的論述。

我再說, 耶穌這句句話斷定出不屬他的⽺羊, 因此也斷定出屬他的⽺羊。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需要花上
多少時間, 都要對主的這句句話有所論述。是基督耶穌僕⼈人的更更當如此, 在服事主數⼗十載中上千
篇的講章必須要有講解主這⾃自啟的紀錄。這如同不明⽩白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的道的傳道⼈人, 
他傳的是怎樣的道。

不知上帝的⼀一的嚴重後果
例例⼀一: ⼗十⼆二世紀有位猶太學者, Moses Maimonides (1135-1204), 因錯解上帝的⼀一, 將之解釋成
單⼀一的⼀一, ⽽而不是合⼀一的⼀一, 因⽽而猶太⼈人⾄至今只相信⼀一位⼀一體的上帝, ⽽而不相信三位⼀一體的上
帝。今⽇日教會不也是如此, 未認識清楚基督是與⽗父原為⼀一的上帝, ⼝口中說基督是神⼈人⼆二性的基
督, 內⼼心卻否定基督的神性。若若不是這樣, 那教會為何不傳揚主耶穌基督? 當猶太⼈人批評耶穌說
出僭妄的話, 他是個⼈人卻說⾃自⼰己是上帝, 當我們不以敬畏上帝的⼼心來來傳揚基督耶穌, 那麼我們潛
意識就認為耶穌說的就是僭妄的話, 超越了了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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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例⼆二: 有位知名師⺟母這樣認識耶穌, 她寫說:「從耶穌的⼀一⽣生, 我們可以看出, 在耶穌祂的意識中, 
衪愈來來愈清楚地醒覺到是聖靈引導祂, 幫助祂領悟到祂是誰, 曉得祂的⾝身份。藉著聖靈, 耶穌知
道祂是耶和華聖者受膏的⼈人, 祂聽到也明⽩白⽗父上帝對祂說的話:『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悅你。』
(可1:11)」(中國與福⾳音第114期, 2016年年) 啟⽰示者主耶穌基督在這位⼀一個不明究他與⽗父原為⼀一的
⼈人的⼝口中變成了了⼀一個受啟者。這師⺟母的例例⼦子亦告訴我們, 不知耶穌與⽗父原為⼀一, 連帶地 也錯誤
認識聖靈上帝。個⼈人憂慮事是, 這位師⺟母在教會界的地位與老者之望雙重壓⼒力力下, 將難改正以
上對基督的觀點。

耶穌繼續⾃自啟
耶穌⾃自啟「我與⽗父原為⼀一」之後, 由於這啟⽰示關乎上帝⾃自⼰己, 所以聽的⼈人很可能成為不可知論
者⽽而任意解釋這啟⽰示。若若是這樣, 耶穌「我與⽗父原為⼀一」的⾃自啟便便是無謂的, 有這啟⽰示與否便便
無關緊要。然, 基督絕不可能將聽他話的⼈人置於不可知論的狀狀態, 也不允許聽他話的⼈人任意解
釋他(這啟⽰示)⽽而不知其意。

耶穌訓斥猶太⼈人中, 說他是「⽗父所分別為聖」, ⼜又「差到世間來來的」, 且⼜又「⾃自稱是上帝的兒
⼦子」(約10:36)。我將主耶穌⾃自啟的這句句話框為三, 表⽰示這三詞語各有各的意義與重要性, 然彼
此卻是無縫連結。親愛的弟兄姐妹, 耶穌並未因猶太⼈人已起殺他之念念⽽而停⽌止他的啟⽰示, 他無懼
地進⼀一步向他們講明他與⽗父的關係, 即便便耶穌知道猶太⼈人必定聽不明⽩白這教訓之意。但請記住, 
耶穌雖是訓斥猶太⼈人, 但在訓斥的⾔言語中因題到「承受神道的⼈人」, 故這訓斥⾔言語亦是對承受
神道之⾄至⾼高者的兒⼦子說的。當我們比較這三詞語與「承受神道的⼈人稱為神」⼀一詞即知, 兩兩者完
全在不同的位階與檔次上, 兩兩者不可混淆。

與「我與⽗父原為⼀一」完全相合⽽而沒有衝突
耶穌說的這三句句⼜又關乎他⾃自⼰己的話與「我與⽗父原為⼀一」完全相合⽽而沒有衝突, 完全符合他的⾝身
份⽽而無僭越的成份。因著這三詞語乃是在「我與⽗父原為⼀一」之後的續啟, 故我們理理解耶穌這三
句句話就必須在「我與⽗父原為⼀一」的原則下進⾏行行, 我們沒有「但是」的權利利。這樣做有積極與消
極兩兩⽅方⾯面的益處: 在積極⽅方⾯面, 定於永恆的⼀一之下對主的認識, 是最基礎根本的, 可跨時代⽽而不
褪⾊色,  可跨族群⽽而不偏頗, 可跨社會階級⽽而⼈人⼈人當知, 故不懼各時代劇烈變遷⽽而脫意。在消極⽅方
⾯面, 這樣的認識絕不會理理解成耶穌是⽗父在萬⺠民中被驗中那道德最⾼高超, ⽣生活最聖潔的⼀一位。

另外, 單單解釋這三詞語的後遺症就是容易易誤解耶穌在救贖事上處被動地位, 但有了了「我與⽗父
原為⼀一」作為⽀支撐基礎, 就不致發⽣生這等憾事, 因上帝裏⾯面沒有被動因⼦子, 上帝永遠站在主動地
位, ⽗父如此, ⼦子也如此。請各位記住基督是「從天降下, 仍舊在天」的⼈人⼦子(約3:13), 這是理理解耶
穌的話的鑰匙。

「⽗父所分別為聖」

基督定義的⼀一
耶穌繼續⾃自啟的第⼀一句句話是「⽗父所分別為聖」。耶穌的這句句話已經為他與⽗父原為⼀一的⼀一定了了最

準確的註腳, 這⼀一就是與⽗父原為聖。摩⻄西讚美上帝說:「主啊! 眾神之中誰能像祢? 誰能像祢⾄至
聖⾄至榮, 可頌可畏, 施⾏行行奇事?」(出15:11) 耶穌的聖就是摩⻄西所認識之上帝的聖, 就是舊約聖經
之上帝的聖,「祂本為聖」(參參詩篇99篇)。因上帝本為聖, 故祂的名是聖名, 上帝從祂的聖所發
出祂的聖⾔言。

這聖的本質⼀一啟⽰示出來來, 即包涵了了上帝所有本性的基本。凡聽得這聖者之聖的⼈人, 個個都當汗
顏, ⾃自覺有罪⽽而立即下拜。這聖的本質⼀一啟⽰示出來來, 所有⼈人不應當再質疑耶穌與⽗父原為⼀一的事
實, 因⽗父何等地聖, 耶穌也是何等地聖。約伯稱上帝的⾔言語是「聖者的⾔言語」(伯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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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定義的⼀一
這是主⾃自⼰己啟⽰示⾃自⼰己是誰所⽤用的字詞, 比其他⼈人的定義更更為精準, 正意。我們之前論上帝的ㄧ
所⽤用的語詞如本質(hypostasis, ousia), 無限(infinite), 永恆, 絕對, 屬性(attributes)等, 盡是⼈人哲
思之後的⽤用語, 這些詞彙從未出現在聖經中。我們因此論上帝的⼀一是hypostatic union。⼈人在最
⾼高學術殿堂, 或在知識淵博, 滿腹經綸的社團裏, 論上帝的字眼總是獨樹⼀一格, 基督徒聽之必認
為這些是智者的話, 故常起⽽而效尤, 以相同的詞語傳揚上帝。但需知, 這些字詞或可幫助基督徒
認識上帝的本性, 但畢竟是⼈人的⾔言語, 即便便窮其智⼒力力⽽而⾔言, 依舊是⼈人的⾔言語。若若基督以明⽰示他的
⼀一為聖, 我們就當以此啟⽰示⾼高於⼈人的⾔言語。

基督徒需省察此事, 切切不可⼼心儀能⾔言這些字詞的牧者甚於主耶穌基督; 不可熟悉那牧者說過
什什麼話甚於主基督所說的話。當我們聽到這些社會菁英份⼦子在講台上侃侃⽽而談他們學理理所得, 
不需發覺⾃自⼰己知識不⾜足⽽而⾃自慚形穢。基督徒尤其不可攝於講道者的社會或教會聲望, 必須聽他
們如何論基督, 尤其當聽基督在他講章中的主宰地位。別忘了了, 基督交付彼得牧養的⽺羊是他的
⽺羊, 牧者彼得的責任是帶領主的⽺羊安住在主的⽺羊圈中, 得聽主的聲⾳音, 認識主。

⼈人定義的聖
中國⽂文化亦定義⾄至聖何意, 就是中庸第三⼗十⼀一章的「唯天下⾄至聖, 為能聰明睿知, ⾜足以有臨臨
也。」孔⼦子定⾄至聖的標準是, 為能、聰明、以及睿知, ⼈人要成為⼀一個這樣道德智慧最⾼高的⼈人, 則
必須進入⼈人群中受熬煉。孔⼦子進⽽而說:「...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為
政第⼆二(第四章)) 可⾒見見, ⼈人定義的⾄至聖者必須經過⼀一個驗證的過程, 也定了了驗證的標準。其他宗
教如佛教, 天主教等, 對聖的概念念, 無論是宗教經典的聖, 或是⼈人的聖, 都是過程之下的產物。

但是, 耶穌的聖不是如此, 他的聖是本有的, 是與⽗父原為⼀一的聖, 是⾃自有的, 是在天的; 耶穌的聖
不需經過時間與空間的驗證, ⽽而是顯明於時間與空間中。耶穌活在⼈人類歷史中, 但卻有著沒有
時空因素的聖, 這就是上帝在歷史中顯於⼈人; 耶穌是超乎歷史之上, ⼜又在歷史之中的主。因基督
的聖是本有的, 因此他的所⾔言所⾏行行皆完美無瑕, 是無罪的。

基督徒是長⼦子
請注意, 孔⼦子的⾄至聖觀雖美雖智, 但其所欲也不過僅達「天下」⽽而已。承繼中國⽂文化傳統的我
們當然肯定孔孟儒家之道, 但須知這⾄至聖之道僅屬乎地, 勾不上天。我們⾝身為基督徒當記住⾃自
⼰己的長⼦子名份。約翰說:「從天上來來的是在萬有之上, 從地上來來的是屬乎地, 他所說的也是屬乎
地。從天上來來的是在萬有之上。」(約3:31) 使徒兩兩次強調「從天上來來的是在萬有之上」乃因我
們我們的本性就是愛屬乎地之道, 不愛從天上來來的道; 歡喜聽⼈人⾔言, 不歡喜聽基督⾔言。我們的信
仰是因基督⽽而為⾄至⾼高者的兒⼦子, 故是這些儒⼠士的長⼦子, 他們不知天道, 我們卻知, 可帶領他們認
識耶穌基督⽽而為天國聖徒。

問, 我們將來來在天上會看到孔⼦子, 或其他歷史⼈人物嗎?
⾔言於此, 請問各位⼀一個尖銳的問題, 我們將來來在天上會看到構成我們⽂文化⺠民族內涵骨幹的孔⼦子, 
孟⼦子, 或其他被⼈人傳頌的歷史⼈人物嗎? 再問, 孔⼦子有天下⾄至聖說, 耶穌有⽗父分別為聖說, 各在中
國與猶太享有⼀一片天, 故條條道路路通羅⾺馬, 是不是各以其完美態回到上帝⾯面前? 若若沒有基督的
「我與⽗父原為⼀一」之啟, 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時, 將難果斷絕對地否定之, 態度甚⾄至會猶豫遲疑。
基督徒若若真的⼝口裏認耶穌為主, ⼼心裏信上帝叫他從死裏復活, 必然斬釘截鐵地說, 我們不會看到
孔⼦子, 以及其他被⼈人傳頌的歷史⼈人物, 因為按上帝的⼀一與聖, 凡未達上帝之聖的, 或無關於上帝
之聖的, 皆是未達箭靶紅⼼心的罪, 無法站立在上帝⾯面前。孔⼦子(和其他⼈人)在上帝⾯面前不是⼀一個聖
⼈人, ⽽而是⼀一個罪⼈人; 上帝並未賜恩典給孔⼦子(和其他⼈人)看到耶穌的聖, 即便便孔⼦子有幸可看到耶穌
的聖, 但若若上帝不施恩的話, 他看也是看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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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要的神學爭論
當我們知道基督的聖乃是與他的⽗父原為⼀一的聖之後, 實在可以免去許多不必要的神學爭論, 如: 
耶穌會不會犯罪, 或如耶穌的⼈人性是先存的, 還是被造的。若若上帝的聖有犯罪的可能, 抑若若上帝
的聖有被造因⼦子, 那上帝的聖對我們有何意義? 上帝談救贖, 進⾏行行救贖之⼯工, 在耶穌與⽗父原為⼀一, 
卻有犯罪的可能, 那救贖豈豈不是⼀一個⼤大笑話! 我再說, 基督的⽣生命之道需要在了了解整段經⽂文的脈
絡下, 才可得之。分段解釋「我與⽗父原為⼀一」和「⽗父所分別為聖」就產⽣生庸⼈人⾃自擾的神學辯
論。合之, ⼀一切了了然。

基督徒內流亞米念念的⾎血
明⽩白耶穌與⽗父原為⼀一的聖之後, 基督徒若若還死硬地以為他信主乃是他願意信之, 其中的主動權
在他⾝身上, 那麼他是故意否定基督(的主動權)。基督徒這揮之不去的觀念念好像說著, 基督因看他
這個⼈人追求認真, 有意成為他的⾨門徒, 所以才納之為⾨門徒, 允許與他的聖有份, 得以成為聖徒。
不是的。基督徒聖徒的地位乃是上帝親賜的, 主動權在主, ⽽而不是基督徒慕道求義的結果。基
督說,「不是你們揀選了了我, 是我揀選了了你們。」 也說,「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15:16a; 13:34b) 所以, 我們得以成為聖徒完全是出於基督主動的揀選與愛。

主耶穌基督說的這些話是如此地清楚, 但基督徒那亞米念念的⾎血依然流布全⾝身。每次講到這⼀一點, 
基督徒⼼心中總是翻起⼀一問, 難道我們⼀一點功勞都沒有? 若若沒有⼈人信上帝的愛⼦子, 祂的救贖之⼯工豈豈
不是落落空? 光是我們的信(基督)這⼀一點, 我們就是有份於上帝的救贖之⼯工。這真是無知之問。
罪⼈人那來來的資格, 那來來的能⼒力力可以與基督的聖有關? 親愛的的兄姐妹, 如果我們執意不改這死硬
觀念念, 必將無份於主基督的聖, 因為他的聖是與⽗父原為⼀一的聖, 這⼀一是⾃自有的⼀一, 永恆不變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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