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六⽉4⽇ 

⽗所分別為聖 (2)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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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分割主說的話
這回, 耶穌與猶太⼈人的對話中, 說到關乎他的有兩兩句句話,「我與⽗父原為⼀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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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兩句句話出於同⼀一場景, 故必須⼀一起理理解之。我們最
恨別⼈人將我們說的話分割片段, 然後斷章取義地解釋我們的意思。我們既不願⼈人如此對待我們
(說的話), 我們也不能如此對待耶穌(說的話), 否則我們就是兩兩個法碼的⼈人。箴⾔言書說:「兩兩樣的
法碼, 兩兩樣的升⽃斗, 都為主所憎惡惡。...兩兩樣的法碼, 為主所憎惡惡; 詭詐的天平, 也為不善。」(箴
20:10, 23) 當我們將主基督說的兩兩句句話⼀一起理理解的時候, 即發現前⾯面這⼀一句句話是後⾯面這⼀一句句話
解釋的基礎, 後⾯面這⼀一句句話使我們認識前⾯面這⼀一句句話的實意, 不讓我們對永恆之創造主落落入遐
想的思維中, 成為⼀一個不可知論者。

基督的⼀一與聖
基督本為聖, 故他與⽗父原為⼀一; 上帝的⼀一是⾃自有的⼀一, 基督的聖也就是⾃自有的聖。⼈人類歷史只有
耶穌可以說「我與⽗父原為⼀一」, 因他的聖是與⽗父同等的聖。沒有⼀一個⼈人有資格說這話, 連仿效
的資格也沒有。若若有⼈人懷著⾃自許的⼼心, 以為他可以與⽗父為⼀一, ⽽而說了了與基督同樣的這⼀一句句話, 那
是僭越, 是褻瀆, 因為他否定了了基督的獨⼀一性, 也否定了了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聖經已經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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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犯了了罪, 虧缺了了上帝的榮
耀。」 犯罪的亞當是所有⼈人的代表, 我們都是⽗父⺟母所⽣生之亞當的後裔; 除了了耶穌之外, 因他是聖
靈感孕童貞女⾺馬利利亞所⽣生。 

在此我們當注意主基督和使徒關乎的話。主說,「認識祢-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祢所差來來的耶
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使徒約翰說:「我們也知道, 上帝的兒⼦子已經來來到, 且將智慧賜給我們, 
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 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 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上帝, 
也是永⽣生。」(約17:3; 約⼀一5:20) (注意紅字) 因此, 我上週特別題到, 每⼀一個有永⽣生應許的基督
徒必須對主的「我與⽗父原為⼀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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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論述, 無論花上多少時間詳加考察思想。

基督成全律律法與先知
我們認識了了主耶穌基督的⼀一與聖之後, 舊約經⽂文即成為我們的實際。詩篇29:10-11節說:「10洪

⽔水氾濫濫之時, 主坐著為王; 主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11主必賜⼒力力量量給祂的百姓, 主必賜平安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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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的百姓。」時代的變化是劇烈的, 尤其是今⽇日已然重現創世記6:5節的情景,「主⾒見見⼈人在地
上罪惡惡很⼤大, 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惡。」是的, 今⽇日何處無罪惡惡! 那上帝在洪⽔水氾濫濫之時, 遍地
終⽇日思想的是遠離上帝的惡惡的時代中, 如何賜祂的兒女⼒力力量量與平安呢? 這幾天暴暴雨肆虐的縣市
的基督徒還可以這樣⾃自我安慰嗎? 這是個實際的問題。

避難所
舊約聖經常提到「避難所」。詩⼈人說:「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 是我們的⼒力力量量, 是我們在患難中
隨時的幫助。...上帝在其宮中⾃自顯為避難所。」(詩46:1; 48:3) 所羅⾨門王寫說:「敬畏主的, ⼤大
有倚靠, 祂的兒女, 也有避難所。」(箴14:26) ⼤大衛也禱告說:「我呼求祢, 向祢⾄至聖所舉⼿手的時
候, 求祢垂聽我懇求的聲⾳音。」(詩28:2) 這些關乎避難所(⾄至聖所)的經⽂文聽起來來很⽞玄乎, 怎麼去, 
如何去避難所, 常是我們⼼心中的疑問, 不知如何來來到居⾄至聖所的上帝的⾯面前?

還有, 讓我們觸動⼼心弦的詩篇73篇, 其中之「25除祢以外, 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祢以外, 在地上我
也沒有所愛慕的。26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 但上帝是我⼼心裏的⼒力力量量,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
遠。27遠離祢的, 必要死亡; 凡離棄祢⾏行行邪淫的, 祢都滅絕了了。28但我親近上帝是與我有益, 我以
主耶和華為我的避難所, 好叫我述說祢⼀一切的作為。」⼜又如何成為我們的詩篇?

以上各問的具體答案就是主耶穌基督。耶穌說, 他來來為要成全律律法和先知, 這就是了了(參參太
5:17)。基督與⽗父原為ㄧ, 所以看⾒見見基督, 就是看⾒見見⽗父(約14:9; 12:45), ⽽而基督與⽗父原為⼀一的聖必
保守引導屬⽗父所賜給他的⽺羊。請注意次序: 看⾒見見基督, 就是看⾒見見⽗父, ⽽而不是看⾒見見上帝, 就是看⾒見見
基督, 因為「從來來沒有⼈人看⾒見見上帝, 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來。」(約1:18) 耶穌責備
那位求他將⽗父顯給他們看就知⾜足的腓⼒力力, 說:「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 你還不認識我麼? ⼈人看
⾒見見了了我, 就是看⾒見見了了⽗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約14:8-9)。

猶太⼈人為何不思想耶穌說的話?
⾔言於此, 不免⼼心⽣生⼀一個疑問: 耶穌說的話是如此地特別, 許多是猶太⼈人聽都沒聽過的, 即便便聽到
舊約經⽂文記著說之語, 但耶穌指明其中的意義完全與他們領會的不同, 為什什麼猶太⼈人就不思想
耶穌說的這些特別的話? 或這樣問, ⼀一個⾃自詡追求真理理, 比希臘思想系統更更為優越的⺠民族, 他們
耳聽從未聽過的, 眼⾒見見從未發⽣生過的事和神蹟, 為何不探究耶穌這個⼈人說的話, 做的事? 聖經僅
記有尼哥底⺟母謂拉比耶穌是由上帝那裏來來作師傅的(約3:2a), 但他只稀奇耶穌⾏行行的神蹟, 所以基
本上, 法利利賽⼈人和⽂文⼠士從未驚奇耶穌的話⽽而追求之。這是⼀一件極為不尋常的事, 因為追求真理理
者最怕的是⾃自⼰己不知道的知識。

猶太⼈人之要神蹟
保羅說,「猶太⼈人是要神蹟, 希利利尼⼈人是求智慧。」(林林前1:22) 猶太⼈人的求神蹟不是像今⽇日靈恩
派那樣在聖經知識貧乏的情況之下求神蹟。猶太⼈人有摩⻄西五經與舊約智慧書, 他們尊重並追求
智慧。保羅就是最好的例例⼦子, 他不僅在在迦瑪列列⾨門下, 按嚴緊的律律法受教(徒22:3), 且也明⽩白希
臘哲學, 可與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兩⾨門的學⼠士爭論(徒17:18)。可⾒見見, 猶太⼈人求神蹟乃是在求智慧
之外之求。

長久以來來, 猶太⼈人以⼝口傳律律法的⽅方式(Oral Torah)來來解釋不可變動的⽂文字律律法書(Written 
Torah)。然於190年年, 猶太拉比Yehudah HaNasi (哈拿⻄西, 135-217)將各時代Oral Torah的授課
摘要編撰成書, 稱之為Mishnah (猶太語, 教導之意)。因HaNasi 之創舉, 故猶太⼈人賦予"Judah 
the Prince”的尊名。Oral Torah是為應付時代變遷⽽而有的權宜作法, HaNasi將之裝訂成冊, 在無
法突破智慧瓶頸的情況之下, 遂以上帝的神蹟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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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離開活⽔水的泉源
猶太⼈人⼿手擁舊約聖經, 這聖經是上帝的話, 為基督做⾒見見證, 故當猶太⼈人與基督無關, 甚⾄至在基督
受難審判⽇日時還兇狠地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太27:25) 猶太⼈人全然不連
於⽣生命的活⽔水泉源, 且狠狠地棄絕之的結果就是, 他們已經不可能明⽩白我們上⾯面所論有關於避
難所或詩篇29篇之意, 他們理理解聖經只不過是表⾯面字意⽽而已。尼哥底⺟母就是最好的例例⼦子, 他聽
到耶穌論重⽣生的教訓, 也只能表⾯面意會的問, 說:「⼈人已經老了了, 如何能重⽣生呢? 豈豈能再進⺟母腹⽣生
出來來麼?」(約3:4) 無怪乎, 現在的猶太⼈人⼀一⼼心想重建聖殿, 意欲回到他們熟悉的獻祭。今年年⼀一⽉月
時, 以⾊色列列總理理還請求川普協助以⾊色列列重建第三聖殿。猶太⾄至今依然不明⽩白耶穌之⾔言, 你們拆
毀這殿, 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來, 乃是以他的⾝身體為殿(約2:19,21)。

今⽇日教會與猶太⼈人雷同之處
看看猶太⼈人在求智慧之外, 還求神蹟, 再看看今⽇日教會, 不免發覺其中相同之處。今⽇日傳道⼈人在
解釋聖經之時, 總不免摻和著⾃自⾝身某些獨特的經歷, 或以神蹟為證。⼀一件神蹟的份量量⼤大於千句句
經⽂文建立的信仰, ⼗十年年聽道之⼯工敵不過⼀一個⼩小⼩小的特殊經歷給予信⼼心的提升, 牧師傳道如此, 平
信徒也如此。這真是個可悲的現象! 

基督命令我們捨⼰己乃是⼀一⽣生⼀一世的事, ⽽而不是某個⼈人⽣生特定階段, 或從事特別⼯工作時, 或是有某
種教會職份時。基督要我們捨⼰己不在於要我們完成某個偉⼤大事⼯工, ⽽而在於賜我們⼀一⽣生⼀一世, 永
不間斷地有他的⽣生命, 也就是從他的話中得⽣生命。清教徒是我們基督徒的典範榜樣, 他們立下
的偉業, 只講解聖經, ⼒力力求清晰, 如此⽽而已, 沒攙雜有其他如神蹟等的事。

基督徒做久了了, 稍有些經驗與知識, 就以為不需要主, 尤其是那些有豐富的屬靈經驗, 淵博的聖
經知識的⼈人, 因為太有經驗, 太有知識了了, 所以難得在聖經真理理上再進深。所以, ⼀一個普遍的現
象是, 牧師年年少時講的道比年年老時更更為精闢, 年年老時講道, 回憶過去總多於在既知的真理理上再進
深, 時不時還重述曾經歷過的神蹟輔之。開疆闢⼟土, 愛植堂的牧師尤為明顯。

我們下次(6/18)再繼續講「⽗父所分別為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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