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of Sermon: 2019年 四⽉21⽇
基督復活的那⽇ (五⼗九):
再論基督之⾒我的上帝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4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20:17節:「耶穌說:『不要摸我, 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見我的⽗父。妳往我弟兄那裏去, 告
訴他們說, 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

前⾔言
今天是今年年的復活節, 我們講著基督復活的那⽇日的事, 所以今天也就不必另立復活節主題。

位正
上帝創造世界完全之後, 向無罪的亞當說的第⼀一句句話是⼀一道禁令, 但基督復活後對這群悖離他,
否認他的軟弱⾨門徒, 卻沒有⼀一句句責備的話, 甚⾄至還稱他們為弟兄, 這並非上帝作為的不⼀一, ⽽而是
上帝對受造者⼀一致的要求, 就是⼈人站立在祂⾯面前, 位必須正。亞當的位正需要恪守上帝的禁令,
但基督徒的位正則需要靠基督, 藉著他所成就的救贖之⼯工。亞當不需中保⽽而是靠⾃自⼰己得尊榮,
我們則是靠中保基督才得尊榮。
基督對⾨門徒說的這⼀一句句話乃是他在⼗十架上最後⼀一句句話的延伸, 基督的“成了了”也是他的弟兄的成
了了。基督必然在這些⼈人⾝身上作成他的⼯工,「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了」(徒13:48), 使他們得著他
所說的“升上去”, “⾒見見”, 稱⽗父為⽗父, 稱上帝為上帝等福份, ⽽而這些皆是⼈人在正位中才可得的份。

天上的關係
亞當看到夏娃後說的第⼀一句句話是「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將之比較基督復活後對⾨門徒
說的第⼀一句句話, 不難發現⾸首先的亞當甚看重地上的關係, ⽽而末後的亞當則是看重天上的關係。
地上的關係易易⽣生變, 完美的亞當被上帝質問之後, 立即將他吃果⼦子的責任怪罪到夏娃⾝身上; 然,
天上的關係絕無⽣生變的可能, 這是基督“成了了”之永久效⼒力力。這效⼒力力僅針對那些以基督的⽗父為⽗父,
以基督的上帝為上帝的基督徒, 其他⼈人則無效。
說到關係, Martin Buber (Feb 8, 1878 - June 13, 1965) 於1923 年年寫了了「I and Thou」⼀一書之
後, 他就成為關係哲學的⿐鼻祖。Buber是猶太⼈人, 他⼼心中沒有基督, 由他來來論“I and Thou, 我與上
帝”的關係的結果反⽽而使⼈人與上帝沒有關係。教會受Buber引領之世風的影響, “要與上帝有好的
關係”⼀一語即成為多數基督徒共通的語⾔言。教會在保持和善關係的前提下, 牧師在台上講什什麼內
容, 講錯了了什什麼, 或平信徒的信仰有了了偏差, 因彼此有關係就沒關係, 即採包容的態度, 不願更更正
或規勸之。這樣看重地上關係的教會和基督徒即證明⾃自⼰己是亞當的後裔, 是屬⾸首先的亞當, ⽽而
不是在基督裏, 屬末後的亞當。教會講台不傳基督就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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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令⼈人厭煩的道理理
教會為了了留留⼈人, 已經不講令⼈人厭煩的道理理, ⽽而基督之「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上帝」就是令基督徒
厭煩的道理理, 不僅令鬆懶懶的基督徒厭煩, 也令律律⼰己的基督徒厭煩。為什什麼? 因為這道理理衝擊基督
徒既有的神觀。今⽇日基督徒的神觀是愛怎樣叫神, 就怎樣叫神; 愛什什麼時候叫祂, 就什什麼時候叫
祂; 愛叫祂作什什麼, 就叫祂作什什麼。基督徒有事時趕緊禱告祈求神, 甚⾄至要求整個教會為他的需
要禱告, 沒事時就把神晾在⼀一邊; 基督徒禱告要上帝聽他的, ⾃自⼰己的耳卻從不聽上帝的話,「這是
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然, 基督已說上帝是“我的上帝”, 這啟⽰示就不容許我們如
此放肆, 反⽽而命令我們好好查考他說這話的意義, 要我們捨棄原來來的神觀來來接受他的啟⽰示。

⾯面對主
基督乃以⼈人的⾝身份稱“我的上帝”, 我們沒有⼀一個⼈人在眾⼈人⾯面前敢這麼稱上帝, 因此, 基督的⼈人性
本質必然與我們不同。我們的⼈人性是被造的, 那基督⼈人性是否亦是被造的嗎? 請⼤大家注意, 我們
⾯面對基督, 沒有⼀一個提問是飯後閒聊的話題, 或是個⼈人的哲思的題材, 或是那些⾃自認屬基督的⼈人
傲慢的本錢(林林前1:12d), 因為我們提問時正在⾯面對以及要認識這位現正坐在寶座上, 那死⽽而復
活的主。
只有基督徒才會提出有關基督之問, 若若基督徒真的相信⾃自⼰己是被造的, 相信基督是道, 是上帝,
相信聖經是上帝的啟⽰示, 是上帝的話, 聖經為基督做⾒見見證, 那麼, 他⼀一定可以從聖經中得著所有
關乎基督之疑的答案。由於基督的“我的上帝”是上帝是我們的上帝的基礎, 故基督徒在提問與
回答之際當⾃自我儆醒, 態度上決不可輕慢; 講道者需解答這提問, 聽道者亦需有意聽這問的答
案。

處在基督⼈人性被造這端的⼈人
今⽇日多數基督徒皆持基督⼈人性受造的立場, 反對基督⼈人性是先存的, 有兩兩位華神老師甚⾄至公開
⿎鼓唱基督⼈人性受造論。今⽇日學者型的教師有個共同的傾向就是, 論點必須新, ⾔言語必須與眾不
同, 他才能在同⾏行行中脫穎⽽而出, 甚⾄至才能升等。持基督⼈人性受造論者必須重讀保羅之「15愛⼦子是
那不能看⾒見見之上帝的像, 是⾸首⽣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16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 無論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見見的, 不能看⾒見見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 執政的, 掌權的, ⼀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 ⼜又
是為他造的。」(⻄西1:15-16)
新派神學說基督的⼈人性是無罪亞當的⼈人性, 所以他才能過聖潔無罪⽣生活。那些認為基督取了了亞
當犯罪墮落落後的⼈人性的⼈人則說, 耶穌雖有罪性, 但他藉著禱告, 依靠聖靈的⼤大能, 過著聖潔無罪
的⽣生活。後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懷愛倫倫 (Ellen White, 1827-1915), 她在「歷代願望, The
Desire of Ages」⼀一書中說,「耶穌穌所接受的是經過四千年年犯罪墮落落之後的⼈人性, 他像亞當的
每個兒女⼀一樣, 承受了了遺傳規律律造成的後果, 這種後果可在耶穌家譜中窺⾒見見⼀一斑。耶穌就是他
帶著這種遺傳來來分擔我們的憂患和試探, 給我們留留下⼀一個無罪⽣生活的榜樣。」接受懷愛倫倫教訓
的基督徒普遍接受耶穌有犯罪的可能, 他們斷然拒絕基督因有神性⽽而不可能犯罪的論點。懷愛
倫倫之類的基督徒以為這樣的耶穌能貼近他的弟兄, 給他們立了了榜樣, 可戰勝撒但的試探。
懷愛倫倫的講法是對上帝本性無知的表現。⼤大家可請問她, 若若耶穌需要接受⼈人墮落落後的⼈人性才能
分擔我們的憂患, 這不意謂著他無法體恤舊約的⼈人, 不知道他們的痛苦? 上帝說:「我的百姓做
了了兩兩件惡惡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 為⾃自⼰己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2:13)
這是寫在舊約的⼀一句句話, 上帝的兒⼦子不需要來來到世上, 只要百姓背離了了上帝, 祂就知道⼈人活在憂
患與試探中。我們不需要進入流氓幫派組織就知道他們所⾏行行的是惡惡的。可惜的是, 許多基督徒
還是喜愛懷愛倫倫的教訓, 甚⾄至設立專屬網站傳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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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與懷愛倫倫⼀一類的⼈人論基督的⼈人性只在亞當⼈人性上打轉, 上述那兩兩位華神老師或北美⾃自認是
改⾰革宗的美籍牧師則直接訴說基督的⼈人性是被造的, 這些⼈人以“認為”提出他們的論述, 卻不去查
究聖經啟⽰示, ⽽而聖經的啟⽰示是基督的⼈人性是先存的。
上週我已舉幾處經⽂文顯明基督⼈人性先存的事實, 但那⽇日發現論基督的⼈人性有了了新詞, 說基督乃
是“披上”⼈人性, 這可能是因為“造”這個字放在基督⾝身上太過敏感, 遂改換⼀一個說法。基督“披上”
的是上帝為他豫備的⾝身體(來來10:5), ⽽而不是⼈人性。請各位注意, 上帝定義的“亞當”是⼈人性靈魂加
上⾝身體, ⾸首先的亞當是如此, 末後的亞當亦是如此。
因著我們⾝身處在各樣基督⼈人性被造論的火箭射程中, 今⽇日再強調基督⼈人性先存性, 除了了上週所
論之外, 今天再加引更更多聖經對此的明⽰示。

希伯來來書1:5節: 同論基督的神性與⼈人性的⼀一節經⽂文
希伯來來書1:5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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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說:『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這節經⽂文寫的兩兩個⼦子都是指基督, 作者論基督
⼈人性時說,「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論基督神性時說,「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
⼦子」。作者論基督⼈人性時以“上帝與兒⼦子”彼此相對, 論基督神性時則以“⽗父與⼦子”彼此相對。基督
是⽗父的⼦子是啓⽰示性的話語, 同樣地, “我今⽇日⽣生你”因與前者在同⼀一句句話, 故亦屬啟⽰示性的話語; 前
者既是屬天的, 後者當然也是屬天的。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乃出於詩篇2:7節, 詩篇第⼆二篇除了了這第七節外, 其他經節寫的
是⾝身為君王的基督如何對待敵擋他的萬邦萬⺠民, 基督對這些⼈人有怒氣, 他將⽤用⼿手中的鐵杖摔碎
這些如瓦器般的萬邦萬⺠民。詩⼈人⾒見見此⽽而說:「11當存畏懼事奉主, ⼜又當存戰兢⽽而快樂;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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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乃是以⼈人的⾝身份施⾏行行統治, ⽽而他這位統治者的本質即記在第七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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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說祂膏抹的這位是祂的兒⼦子, 上帝以「我
今⽇日⽣生你」來來表⽰示祂與這兒⼦子的關係。“膏”, “兒⼦子”, “今⽇日⽣生”等同時成立的前提是, 基督的⼈人性
必然是恆常的, 主上帝得以今⽇日⽣生之, 且恆常⽣生之, 永不⽌止盡。
詩篇2:7節是⼀一節無時空⾔言詞, 屬創造界之超時空經⽂文, 她啟⽰示著⽗父、⼦子、聖靈如何彼此分⼯工。
聖靈膏基督, ⽽而⽗父上帝賜聖靈給基督是沒有限量量的(約3:34b); 基督傳上帝的聖旨, 因此他說:「我
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 我怎麼聽⾒見見就怎麼審判; 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來來者的意思。」(約5:30) ⽗父上帝⾒見見證基督, 說:「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總之, 詩篇2:7節與希伯來來書1:5節兩兩節聖經皆清楚顯明基督的⼈人性是先存的。

上帝安排的次序: 當守住被造的位份
上⾯面說到上帝直接⾒見見證基督的⼈人性是先存的, 接下來來, 我們以上帝對受造定下的規矩, 以及對受
造界的作為來來認識基督的⼈人性必是先存的。
傳道書3:21節說:「誰知道⼈人的靈是往上升, 獸的魂是下入地呢?」所以, ⼈人有⼈人性, 獸有獸性。
上帝造男造女(創1:27b) 男⼈人有順性的⽤用處(羅1:27), 女⼈人也有順性的⽤用處(羅1:26), 即男有男
性, 女有女性。基督說:「當復活的時候, ⼈人也不娶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樣。」(太22:30)
故, 天使亦有天使性。⼈人性 (含男性與女性), 天使性, 以及獸性等當安份於上帝造之的定律律, 安
守本份, 不得相互侵犯, 或相加。只有在電影的虛構裏才會演出⼈人有獸性, 獸有⼈人性的劇情來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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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明記不守本位的後果是嚴重的。上帝第⼀一次以洪⽔水毀滅地球之前, 發⽣生了了⼀一件祂無法忍受
的事, 這事記在創世記六章1-5節:「1當⼈人在世上多起來來, ⼜又⽣生女兒的時候,2上帝的兒⼦子們看⾒見見⼈人
的女⼦子美貌, 就隨意挑選, 娶來來為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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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6:1,2,5) 這裏的“上帝的兒⼦子”指的是天使, 魔⿁鬼差遣墮落落的天使廣娶美貌女⼦子為要破壞上帝
對牠之「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的咒詛(創3:15c); 這些墮落落的天使違反了了不娶也不嫁的天命,
竟與女⼦子交合, 上帝即⾏行行⼤大洪⽔水的審判, 毀滅世界。
聖經亦記, 不守本位的天使附在⼈人裏⾯面, 聖經稱之為“污⿁鬼”(參參路路8:27-33)。耶穌趕出附⼈人⾝身的污
⿁鬼, 這即表⽰示天使性不得與⼈人性混雜, 併存於⼀一⼈人格內。我們看到, 那些不安於本位的污⿁鬼的下
場極慘, 牠們本有靈體, 但既已入了了⾁肉體, 即走上⼀一條不歸路路, 就必須⼀一直在⾁肉體裏。耶穌允許
這些污⿁鬼入豬體, 闖下⼭山崖, 投在湖裏淹死了了。
聖經還記, 當男⼈人或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 ⾏行行可羞恥的事時, 結果就是「在⾃自⼰己⾝身
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使徒還說「上帝判定⾏行行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羅1:27b,32)。上帝
⽤用火滅所多瑪與蛾摩拉就是⼈人逆性⽽而為的後果(參參創世記第19章)。有些教會牧師不願對同性戀
表⽰示反對的態度, 亦是逆性⽽而為。

上帝必守其本份
基督說, ⽗父(上帝)是個靈(約4:24a), 且稱聖靈為聖靈(約14:17a), 基督⼜又說聖靈是「從⽗父出來來真
理理的聖靈」(約15:26b), ⽽而他⾃自⼰己也是「從⽗父出來來的」(約16:28a), 故⽗父、⼦子、聖靈等皆為上帝,
三位各有神性是不爭的事實。
天使亂性, 上帝的刑罰即⾄至, ⼈人亂性, 上帝亦判其死, 那麼, 上帝怎可能背乎⾃自⼰己, 做出將⼈人性加
成於神性的事來來? ⼀一個與墮落落天使⾏行行同樣惡惡⾏行行, 破壞了了⾃自⼰己所定規矩的上帝, 祂怎有權審判世
界? 基督說:「莫想我來來要廢掉律律法和先知, 我來來不是要廢掉, 乃是要成全。」(太5:17) 所以, 基
督的⼈人性必是原有的, 絕不可能在時空中額加在基督裏⾯面, 來來擾亂⾃自⼰己的本性。

教會性
保羅說,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基督是教會的頭(弗1:23a; 5:23b), 因此教會亦有其教會性。我們已
經看到不安守正位的後果極為嚴重, 教會亦必須安守其教會性。那麼, 教會性的特質有那些?
並且認識祢你所差來來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約
• 有永⽣生之道:「認識祢獨⼀一的真神,
17:3)
• 是乾淨的:「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 已經乾淨了了。」(約15:3b)
• 是愛基督的:「⼈人若若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約14:23a)
• 是有基督的道的:「祢所賜給我的道, 我已經賜給他們, ...。」(約17:8)
• 是遵守基督的道的:「⼈人若若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約14:23a)
• 是求榮耀的:「惟有求那差他來來者的榮耀, 這⼈人是真的, 在他⼼心裏沒有不義。」(約7:18b)
• ⼈人是真的:「惟有求那差他來來者的榮耀, 這⼈人是真的, 在他⼼心裏沒有不義。」(約7:18b)
• 是彼此有愛的:「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令。」(約15:12)
• 是有盼望的:「 我去原是為你們豫備地⽅方去。 我若若去為你們豫備了了地⽅方, 就必再來來接你們
到我那裏去, 我在那裏, 叫你們也在那裏。」(約14:2b-3)
• 是有權柄的:「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了; 你們留留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留下了了。...凡
2b

•

3

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約20:23;
太16:19)
有真⾒見見證的:「(施洗)約翰指著這⼈人(耶穌)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的。...他(使徒約翰)的⾒見見證是
真的。」(約10:41b; 21:24c)

第 4 ⾴頁 (共 5 ⾴頁)

•…

以上是正⾯面陳述, 那負⾯面陳述呢? 基督說, 「世界的王...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約14:30b) 我
們⾒見見魔⿁鬼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略⼈人猶⼤大⼼心裏(約13:2), 猶⼤大在基督教會裏, 然⽽而卻
願意接受魔⿁鬼的試探, 出賣耶穌, 聖經記他的下場是悲慘的, 他⾝身⼦子仆倒, 肚腹崩裂, 腸⼦子都流出
來來(徒1:18b)。這是給那些論基督, 教訓卻不純正之⼈人⼀一⼤大警惕, 如上帝預定猶⼤大賣主等, 猶⼤大的
結局就是他們的結局。

對道的回應
我請問各位, 第⼀一次聽到以上這樣的論述的⼼心理理狀狀態為何? 感到煩躁不安, 還是更更加安穩? 若若道
是真的, 講道與聽道兩兩者乃是處在⽣生命的泉源之中。真⼈人對真道, ⼼心是安穩的, 唯假⼈人對真道,
或真⼈人對假道, ⼼心是浮躁不安的。假⼈人對假道, ⼼心則無所感。真道與假道兩兩者皆論基督, 但真道
使⼈人認識基督, 假道使⼈人遠離基督。
基督徒的信仰本當是有根有基, 有⾎血有⾁肉, 然華⼈人教會的發展卻只安於標語性的陳述, 如“上帝是
三位⼀一體的上帝”, “信耶穌, 得永⽣生”, “基督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基督是我家之主”等等。
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標語是不錯的, 但這些詞語畢竟是⼈人結論之⾔言, 我們必須查考聖經, 從上帝
的話中長成堅定的認信。使徒約翰說:「20你們從那聖者受了了恩膏, 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或都有
知識)。...27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 並不⽤用⼈人教訓你們,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
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約⼀一2:20,27) 可悲
的是, 基督徒根本聽不進這勸勉勉, 長久飄在標語的浮⽊木上, 不能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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