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 ⼀⽉7⽇ 

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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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4:9節:「上帝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來, 使我們藉著他得⽣生, 上帝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
了了。」 
⾺馬太福⾳音1:16b節:「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是從⾺馬利利亞⽣生的。」 

前⾔言
年年初了了, 回想去年年的這時候擬定的讀經計畫完成了了多少, 檢視⾃自⼰己過去⼀一年年下來來, 認識主的深度
長進了了多少。Billy Graham看到今⽇日教會充斥著Easy Believism, ⽽而他⾃自已就是這主義的推波
助瀾者; 若若Billy Graham誠實地⾯面對他的過去, 必悔悔恨不已。

另, 我們受教育的⽅方式是考試決定⼀一切, 若若挪去考試這⼀一環節, 許多⼈人必棄書不看。因此, 我們
得知識不過是得學位必須之途, 若若不是為得學位之故, 我們難得求學問。這潛在的影響反應在
基督徒的讀聖經事上就顯得嚴重, 若若沒有考試或年年度考核橫在前, 讀經就無動⼒力力。

那, 是不是這樣教會就起擬年年度讀經計畫, 規定會眾照實執⾏行行之? 不, 請聽上帝的話,「不要驚
動, 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 等他⾃自⼰己情願。」(歌2:7b)「看哪! 我站在⾨門外叩⾨門, 若若有聽⾒見見我聲⾳音
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裏去, 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席。」(啟3:20) 保羅說:「若若有⼈人不愛主, 
這⼈人可詛可咒。主必要來來。」(林林前16:22) 我們若若不認識主是誰, 何來來愛他? 基督徒在天國時將
彼此對話, 且⽤用天國的語⾔言對話, 若若我們在天國不能以講天國的語⾔言對話, 話不投機半句句多, 那
我們進天國有何意思? 我們可以與亞伯拉罕, 摩⻄西, ⼤大衛, 眾先知, 眾使徒, 以及歷代先祖教⽗父講
今⽇日科技進步的事? 我們帶著豐富地上的知識進天國, 卻不能說上⼀一句句話, 我們今⽇日向眾⼈人傲於
這些知識豈豈不顯出我們的無知?

有些基督徒只願意擁有聖經, 不願花錢買書讀, 這不是尊重教會歷史之舉, 也不是謙卑卑的態度, 
因為聖經有⼀一個系統, 你⾃自⼰己整理理出來來的系統不可能超出教會歷史已有的信仰系統。簡單地說, 
我們不可能再寫出比三⼤大信經更更為簡潔的字句句來來宣告我們的信仰。然今⽇日, 拜教育之賜, 神學
著作豐, 立場立論多⾯面, 圖書上達萬千冊, 基督徒處在這書海海中, 困惑著當取那類的浮⽊木, 以安穩
⾃自⼰己。請記住⼀一個基本原則, 那樣的神學系統可以讓我們正確的認識基督, 我們就取那樣的系
統。改教時期的加爾⽂文神學, 尤其是清教徒時代的神學⾜足夠讓我們安⾝身於基督真理理裏, 這是受
到時間的印證的神學系統, 且是講究新⾒見見解的今⽇日之神學無法超越之。今⽇日教會的講道⼤大綱若若
以清教徒神學為精髓, 再以今⽇日⾔言語⽅方式傳之, 即可使會眾安歸於基督裏。

忽然
舊約聖經早已預⾔言彌賽亞的到來來, 這是猶太⼈人全⺠民的期待。瑪拉基書3:1節說:「萬軍之主說: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路, 你們所尋求的主, 必忽然進入他的殿, 立約的使者, 就
是你們所仰慕的, 快要來來到。』」這節聖經雖不是直接題到基督降⽣生的事, 但沒有降⽣生, 何來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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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他的殿? 既然, 主忽然進入他的殿, 他的降⽣生也是忽然的, 我們看到, 當這降⽣生的預⾔言成就了了, 
猶太⼈人卻是措⼿手不及, (有聖經的)猶太⼈人和(沒聖經的)的希律律王均不安。

主忽然⾏行行事不僅在他第⼀一次來來時, 也在他第⼆二次來來時,使徒保羅說:「1弟兄們, 論到時候、⽇日期, 
不⽤用寫信給你們,2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 主的⽇日⼦子來來到, 好像夜間的賊⼀一樣。3⼈人正說平安穩
妥的時候, 災禍忽然臨臨到他們, 如同產難臨臨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4弟兄們, 你
們卻不在⿊黑暗裡, 叫那⽇日⼦子臨臨到你們像賊⼀一樣。5你們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
屬⿊黑夜的, 也不是屬幽暗的。6所以, 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 總要儆醒謹守。」(帖前5:1-6) 
保羅之「⼈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豈豈不是⼀一句句鑑往知來來的話? 我們需儆醒謹守以預備主的再
來來, 就當晝夜思想主的話(詩1:2), 向學習⼤大衛,「5我追想古時之⽇日, 思想祢的⼀一切作為, 默念念祢⼿手
的⼯工作。6我向祢舉⼿手, 我的⼼心渴想祢, 如乾旱之地盼雨⼀一樣。」(詩143:5-6) 

主說他會忽然進入他的殿中, 也說他再來來的⽇日⼦子像賊⼀一樣, 這也是個忽然, 那麼請各位⾃自⼰己問⾃自
⼰己, 歡喜不歡喜主的忽然(到來來)? 許多基督徒喜歡⼤大衛的「他年年紀老邁, ⽇日⼦子滿⾜足, 享受豐富、
尊榮, 就死了了」(代上29:28) 甚於主的忽然再來來。然, 主的⽇日⼦子的忽然來來到在於他的喜悅, 不在
於我們的喜歡; 凡盼望主再來來的基督徒, 主的忽然便便成為他的⾃自然。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日的抉擇決定多年年後的我們將如何; 該抉擇卻不抉擇,  或抉擇了了卻抉擇錯了了
的, 時間將成為我們的負資產。

基督的⽣生
這兩兩週將順著前幾週聖誕節主題之勢, 論基督的⽣生。

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約1:14c), ⼜又是⾺馬利利亞⽣生的兒⼦子(太1:16b), 這兩兩處中⽂文皆譯「⽣生」, 但
約翰福⾳音的⽣生是begotten, ⽽而⾺馬太福⾳音的⽣生是born。我們讀這兩兩處經⽂文會直觀⽽而問, 這是不是意
謂著耶穌的神性由⽗父⽽而來來, ⼈人性由⾺馬利利亞⽽而來來? 這樣的問法有明顯的漏洞洞與後遺症, 因為這問已
將基督(無論是神性, 還是⼈人性)皆置於承接的地位, 將被動因⼦子放在基督的⾝身上。我們有這思想
漏洞洞乃因我們習慣從⼈人(⾺馬利利亞)的⾓角度來來回答與思想問題。我們對耶穌是否犯罪的論點也出現
同樣的⽑毛病, 以為我們是⼈人, 可能會犯罪, ⽽而耶穌也是⼈人, 所以他也可能犯罪。這樣的看法導致
我們在⾔言語上會這樣無知地說, 耶穌時時刻刻注意到他是否會違背律律法, 或律律法時時刻刻盯著
耶穌, 看他有沒有犯罪。保羅說:「律律法本是外添的, 叫過犯顯多。」(羅5:20a) ⼀一個不知罪的基
督無過犯, ⾃自然成全了了律律法。

基督的神性
今天論基督的神性。約翰之「獨⽣生⼦子」是獨到的, 這詞簡潔地點明耶穌基督的獨特位格。

獨
除他以外, 沒有其他位格(包括⼈人和天使, 聖潔的或墮落落的)得與上帝有這等關係, 且是對等關
係。⽗父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太3:17; 17:5) 彼得說:「你有永⽣生之道。」(約
6:68b) 希伯來來書的作者說:「所有的天使, 上帝從來來對那⼀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
你?」⼜又指著那⼀一個(天使)說:「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這些話語充份地顯出基督的
獨。

請留留⼼心如何認識這「獨」的意義, 他不是在受造界的相對字, 好像是獨樹⼀一幟或別具⼀一格之意。
我們為理理解之故可以這麼說: 這世界, 無論那個時代, 那個地區, 那種⽂文化, 那個族群, 皆找不到
與基督⼀一樣的⼈人。然, 我們當認識到, 這「獨」字彰顯著比這更更⾼高的層次, 即沒有受造界的存在, 
聖⼦子依然是⽗父的獨⽣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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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獨顯明在他的⾔言與⾏行行, 基督所⾔言僅他可⾔言, 基督所⾏行行僅他可⾏行行; 基督⾔言⼈人不能⾔言的, 基督
⾏行行⼈人不能⾏行行的。凡發⽣生在基督⾝身上的事皆獨⼀一無⼆二, 無法重複, 無法仿效。所羅⾨門王寫著:「已
有的事, 後必再有; 已⾏行行的事, 後必再⾏行行。⽇日光之下, 並無新事。...後來來, 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
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 誰知都是虛空, 都是捕風, 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傳1:9; 2:11) 傳道
書的這些話是我們眾⼈人共識之語, 尤其是住在台灣的我們, 即世⼈人所⾏行行的事在歷史當中不斷重
複著, 毫無新鮮之意。我們若若只單單讀這卷傳道書, 實難意會到這些話寫入聖經有何重要性, 但
當將這些話與基督相比之後, 即凸顯出唯基督所⾏行行各事的獨特性, 歷史上無⼈人可以再⾏行行。

⼤大家知道蘇格蘭蘭歷史學家 Thomas Carlyle (1795-1881)與法國哲學家, 社會學和實證主義的⿐鼻
祖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一段對話。Comte在創立他的A Religion of Humanity之前, 
將他這宗教內涵定為完全⼈人⽂文、不需上帝、除去超⾃自然的宗教。Carlyle告訴他需做到三件事, 
他的宗教才會成功, 即⼀一、要講⼀一些從來來沒有⼈人講過的話; ⼆二、要做⼀一些從來來沒有⼈人做過的事
情; 三、向⼈人家宣佈什什麼時候死, ⽽而且第三天要從死裏復活。

Comte的原⽣生家庭是天主教, 然長⼤大後卻發展成為抵擋上帝不遺餘⼒力力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是聰明的, 但請問各位, 若若這孩⼦子聰明到鶴立雞群, 是位領袖級的⼈人物, 當他問及⽣生命的事, 
他會接受我們幾句句敷衍的話嗎?

⽣生
凡上帝⼀一切的本性, 如從無到有的創造, ⽣生命之道的啓⽰示, 護理理宇宙和諧有序運⾏行行的, 審判全地
的權能, 無所不知, 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等等, 基督亦如有這樣的本性。

關於基督與⽗父同權能: 請讀約翰福⾳音10:28-30節:「28b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
們奪去。29我⽗父把⽺羊賜給我, 他比萬有都⼤大,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30我與⽗父原
為⼀一。」
關於基督與⽗父同⽣生命, 是⽣生命之賜予者: 請讀約翰福⾳音10:26節:「⽗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
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關於基督是創造主: 請讀約翰福⾳音1:3節:「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藉著
他造的。」還有箴⾔言8:22-30節。
關於基督是⽣生命之賜予者: 請讀約翰福⾳音1:4節:「⽣生命在他裏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基督
說:「我⼜又賜給他們(我的⽺羊)永⽣生。」(10:28a)
關於基督的護理理: 請讀希伯來來書1:3a節:「他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上帝本體的真像, 常⽤用
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保羅說基督是「充滿萬有者」(弗1:23b)。
關於基督的無所不知: 請讀希伯來來書4:13節說:「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 原
來來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 都是⾚赤露敞開的。」

⼦子
⼦子為獨立位格, 是⼦子的位格, 不是⽗父的位格, 也不是聖靈的位格。基督⾃自啟是上帝的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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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36) 基督為⼦子, 故必有⽗父, 上帝就不
是⼀一位⼀一體的上帝。

詩篇2:7節寫著:「受膏者說, 我要傳聖旨, 主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亦參參
徒13:33; 來來1:5) 上帝的今⽇日是永遠的今⽇日, 只有現在式, 沒有過去式, 沒有未來來式; 上帝在祂之
外有⼀一位, 祂說這位是祂的兒⼦子, 且說這兒⼦子與祂的關係是「⽣生」的關係, 不是「造」的關係。
「⽣生」無時間性,「造」有時間性。⺟母親向她的孩⼦子說, 是我懷胎⼗十⽉月⽣生了了你(妳), 這⽣生乃是在
某⼀一短暫時刻發⽣生的事。然, ⽗父的「我今⽇日⽣生你」乃是今⽇日⽣生, 沒有特定時刻, ⽽而其中之意是, 
不斷絕, 持續不⽌止, 且是動性的, 永遠的今⽇日的⽣生。基督從他在世的第⼀一秒起, ⾄至離世的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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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止, 他無時無刻不為上帝, 道雖成了了⾁肉⾝身還是道。當時的⾨門徒, 猶太⼈人, 彼拉多, 羅⾺馬官兵等所
有⼈人看到的⼈人⼦子耶穌就是看到上帝。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 主曾對我說,...」, 唯這位受膏者可以傳這聖旨, 可以正⾯面聽得主的說
話, 其他位格不能, 其他位格也沒資格說這話, 居這位。這詩篇2:7節經⽂文也彰顯出基督是上帝
的「獨」⽣生⼦子。

⼩小結
明⽩白了了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之後, 基督的神性就是⾃自有永有(出3:14), ⾃自存永存的, 因此, 我們就
不能說, 基督的神性是由⽗父⽽而來來的。使徒約翰的「獨⽣生⼦子」, 使徒彼得的「你是永⽣生上帝的兒
⼦子」和「你有永⽣生之道」等是正統的信仰告⽩白, 故保羅書信的問候語是「願恩惠、平安從上帝
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將基督與⽗父置頂於同⼀一位階。因此, 凡屬基督者, 聖靈重⽣生
者, 遵守使徒教訓者, 皆當有此正統信仰告⽩白。

我們的字詞中最⼤大的⼀一個字是「神」, 對我們⽽而⾔言, ⼝口稱神是⾃自然, ⽽而不是困難的事。然我們對
於基督卻不是如此, 因為我們無形之中在⼼心裏築起了了⼀一道牆, 難以對待基督如同對待神那樣的
⾃自然。這不是⼩小事, 因這是被基督定為有罪的事。基督說, 聖靈來來要叫世⼈人為罪, ⾃自⼰己責備⾃自⼰己,
「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約16:8-9) 雖然這裏說的是世⼈人, 但我們不信基督與⽗父原為⼀一, 尊
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的話, 那麼我們就與世⼈人無異異, 在基督的眼裏就是在罪中的⼈人。請⼤大家讀
詩篇2:12節,「當以嘴親⼦子, 恐怕他發怒, 你們便便在道中滅亡, 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凡投靠他
的, 都是有福的。」

最後我需提醒各位, 我們傳揚基督時必須注意我們的詞語態度, 因基督以顯明的⽅方式啟⽰示他是
上帝, 我們就不得向世⼈人證明基督是上帝, 讓⼈人決定基督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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