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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3-17 章
8/5/2018 新約讀經班，王文堂牧師



讀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讀經班守則

1. 上課之前讀完進度

2. 接受隨堂測驗

3. 不遲到早退



讀經班的祝福

願神祝福你讀經的日子！



臨別的講話 The Farewell Discourse

 約翰福音13-17章記載了耶穌對門徒臨別的講話，大綱如下：

一、臨別的服事（13:1-30）

二、臨別的講話（13:31-16:33）
1. 前言：彼此相愛，13:31-38

2.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4:1-14

3. 我賜給你們聖靈，14:15-31

4. 我是真葡萄樹，15:1-17

5. 世界恨我，也恨你們，15:18-27

6. 聖靈使世人責備自己，使你們進入真理，使我得榮耀，16:1-15

7. 我使你們的憂愁變為喜樂，16:16-24

8. 結語：苦難與平安，17:1-26

三、臨別的禱告（17:1-26）



生命的最高活出

 耶穌對門徒的臨別講話，是古往今來關乎生命的最高指示。耶穌
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在他捨命的前夕，告訴他所愛的門徒「活
出生命並得著生命」之道（約13-17章）。

 講話的起點：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
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約13:1）

 講話的終點：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使你所愛
我的愛在他們裡面，我也在他們裡面。（約17:26）

 生命之道的起點是愛，終點也是愛。生命活到最高是愛，活到最
低是無愛。生命在愛中開始，在愛中成長，在愛中結果，在愛中
保有，在無愛中消失。



生命的最高活出：坐著領受，跪下服事

 耶穌洗門徒的腳

 The Timing 洗腳的時機：捨命的前夕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
的，又要歸到神那裡去，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
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裡，就洗門徒的腳…

耶穌平時並未洗門徒的腳，是在他知道自己即將捨命、歸
回天父的前夕，才為門徒洗腳。

 The Posture 洗腳的姿態：跪下服事

洗腳是最卑微的服事，必須脫了衣服，跪在人的腳前，將
髒腳洗乾淨，並用手巾擦乾。

在捨命的前提之下，才能有洗腳的服事。



生命的最高活出：坐著領受，跪下服事

 耶穌洗門徒的腳

 The Mode 洗腳的模式：大的服事小的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
此洗腳。

在世界上，小的服事大的，弱的服事強的。在基督裡，大的
服事小的，強的服事弱的。

 The Necessity 洗腳的必要：領受洗腳，彼此洗腳

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

若要與主有分，必須接受主生命的服事，不接受則與主無分。

接受主生命服事的人，也要用生命服事他人，因為僕人不能
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生命的最高活出：彼此洗腳

 耶穌洗門徒的腳

 The Blessing 洗腳的祝福：照著去做，便為有福

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驕傲的人不能洗腳（捨己服事），謙卑的人才能洗腳。神抵
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洗腳（捨己服事）是耶穌的榜樣，效法耶穌的人有福了。

一個人不能彼此洗腳，洗腳是教會（門徒的集合）的生活方
式，彼此洗腳（捨己服事）的教會有福了。



生命的最高活出：彼此相愛

 不是一個建議，而是一個命令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愛的命令：和「彼此洗腳」（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一樣，「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也
是一個命令。二者耶穌都親自立了榜樣，二者耶穌都叫門徒去
做。二者其實是一個命令：彼此相愛，就會彼此洗腳；彼此洗
腳，必須彼此相愛。

愛主愛人：彼此相愛不但是愛人，更是愛主。因為愛主的，就
必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命令的，就是愛主的（約14:15,21）。



生命的最高活出：彼此相愛

 不是彼此行善，而是彼此相愛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
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15:12-13）

發自內心：耶穌不是叫門徒彼此行善，而是彼此相愛。相愛
的必定行善，行善的不一定相愛。

動機有別：不彼此相愛也可行善，可以施捨、助人、做好事、
積功德、練修養、得美名…因各樣的動機而行善。

程度有別：不彼此相愛而行善，行善的程度有限。彼此相愛
而行善，行善的最高的標準是耶穌，就是為人捨命。



生命的最高活出：相信耶穌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約14:1）

有愛又有信：生命的最高活出，就是將神所賜的生命活到最豐
盛，不但要有愛，也要有信。

父子原為一：

信心的對象是神，不是任何一個神，而是那位獨一的真神，
就是生命之道所表明的獨一真神（約1:18）。

信神的人也要信耶穌。不是信兩個神，又信神又信耶穌。
而是信一個神，父與子原為一，信父就是信子，信子就是
信父。



生命的最高活出：相信耶穌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 (hodos)、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14:6）

 成為道路：耶穌捨身流血，完成救贖，往父那裏去。因他的救贖，
耶穌自己成為道路，使門徒藉著他也可以往父那裏去。

 生命之路：生命在耶穌裡面，他的話語是生命之道（logos），他的
為人是生命之路（hodos）。信耶穌的人不但聽從耶穌的話語，也
效法耶穌的為人，就是道成肉身的生活方式。

 真理之路：耶穌就是真理，不是教導真理，而是就是真理。他的本
相，他的存在，他的話語，他的捨命，他的一切，就是真理。

 唯一道路：耶穌不是許多道路中的一條道路，而是唯一的道路。若
不藉著他，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甚麼是「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
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那裡，
叫你們也在那裡。（約14:2-3）

耶穌應許門徒，他要為他們預備地方，必再來接他們到他那裏去。對信主的人而
言，這個應許是甚麼意思？
1. 當我們走完人生的旅程，耶穌會接我們回天家。
2. 當末日基督再來的時候，他會接我們回天家。
3. 當我們一信耶穌，就可以藉著耶穌這條道路，來到天父面前。

正確的答案是 3。耶穌完成救贖，到父那裏去，他自己成為道路，使信他的人得
以藉著他到父那裏去。這不是人死後的應許，也不是末日的應許，而是今生的應
許，一直有效，直到永生。



生命的最高活出：相信耶穌

 耶穌說：「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人看見了
我，就是看見了父。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裡面，父在我
裡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約
14:7,9,11）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認識神的最好方法，不是
尋求神秘經驗，不是被聖靈充滿，不是研讀神學，而是藉著
聖經的啟示來認識耶穌。認識耶穌就是認識神。

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父懷
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你們當信我：信心的對象是耶穌，信耶穌就是信神。



生命的最高活出：順服聖靈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
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
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
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約14:15-17）



生命的最高活出：住在耶穌裡

 你們要常（住）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
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
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15:4-5）



生命的最高活出：在世界見證耶穌

 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說：「他們無故的恨我。」但我要從
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
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約15:25-
27）

 世界恨耶穌：耶穌對門徒說：世人若恨你們，你們該知道，恨你們以
先已經恨我了。又說：他們無故的恨我。我們若記得主的話，就不會
對世界存著羅曼蒂克的思想，以為他們對耶穌存著美好的感情。弟兄
姊妹，世界對耶穌的感情不是中性的，不是無感的，更不是愛慕的和
友善的，而是強烈的憎恨。

 為什麼？因為耶穌所是的，與世界所是的正好相反。耶穌是愛，是光，
是生命，世界卻是罪惡、黑暗、敗壞。這本質上的衝突，使得世界憎
惡耶穌。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
並將他釘了十字架。



生命的最高活出：在世界見證耶穌

 世界恨門徒：世界將它對耶穌的恨，轉移到門徒的身上。耶穌對門徒
說：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
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又說：你們要記念我從前
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
們。

 門徒是屬耶穌的，不是屬世界的。門徒跟從耶穌，他們所是的，所代
表的，所倡導的，在本質上是與世界對立的。這個本質上的衝突是無
法化解的，門徒必須知道，他若一生跟從主，他一生都將與世界站在
對立的立場。任何跟從耶穌的人都必須有這個基本的認識，再從這個
認識上展開拯救的使命，將世人挽回，歸向耶穌。

 世界恨耶穌，耶穌卻愛世人。世界恨門徒，門徒也愛世人。不是愛他
們的罪惡與敗壞，而是因為愛他們而要將他們從罪惡與敗壞中救出來，
使他們得到從耶穌而來的愛、光、與生命。



生命的最高活出：在世界見證耶穌

 聖靈在世界為耶穌作見證：耶穌說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
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聖靈是受差遣的靈，他從父出來，為耶穌作見證。聖靈的使命是為耶
穌作見證，不是為自己作見證，而是為耶穌作見證。不是要人知道他
是大能的聖靈、恩膏的聖靈、賜福的聖靈，而是要人知道耶穌是彌賽
亞，是神的兒子，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神的目的，是要挽回罪中的世人。因此之故，神的兒子來到人間為世
人贖罪，好叫世人藉著他歸回天父。聖靈為耶穌作見證，將世人的眼
光引向耶穌，使他們看到這條得救的道路，因信耶穌而得蒙救贖，歸
向天父。

 三位一體的真神，在目的和使命上是一致的。父差遣子是為了拯救，
子來到人間是為了拯救，聖靈為耶穌作見證也是為了拯救。聖靈不是
為自己作見證，叫人歌頌他的大能。聖靈是為耶穌作見證，叫人因信
耶穌而得救。



生命的最高活出：在世界見證耶穌

 門徒在世界為耶穌作見證：耶穌對門徒說：你們也要為我作見證。
耶穌先說聖靈為他作見證，然後才說門徒為他作見證，是要門徒
知道，在作見證這件事上他們並不孤單，有聖靈與他們同工。

 最容易讓門徒混淆的，是使命的性質。我們在世上做甚麼？是行
善麼？作好人好事麼？傳播宗教思想麼？倡導某種文化麼？這些
雖好，卻不是我們的使命。耶穌說，我們在世上的使命只有一個，
就是為他作見證。

 耶穌復活之後向門徒顯現，重新強調聖靈的同工和門徒的使命。
他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
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生命的最高活出：在世界見證耶穌

 為主作見證，才會有人作主的門徒，跟從主他。我們的使命不是
為基督教作見證，更不是為基督徒作見證，而是為耶穌基督作見
證。為基督教作見證，人們就去跟從宗教。為基督徒作見證，人
們就去跟從人。為耶穌基督作見證，人們就去跟從耶穌。

 宗教沒有拯救，人沒有拯救，唯有耶穌才有拯救。宗教不是道路，
人不是道路，唯有耶穌才是道路。耶穌要我們為他做見證，唯獨
為他做見證。



生命的最高活出：榮耀耶穌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
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
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
你們。（約16:13-14）

 聖靈使人知罪：耶穌說：聖靈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
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為罪，是因他們不信我；為義，是因我往
父那裡去，你們就不再見我；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
判。

 為罪：耶穌為世人贖罪，世人卻不信耶穌。

 為義：世人自以為義（賽64:6），耶穌卻為世人的罪而死，往父那裏去。

 為審判：撒旦是世界的王，世界服從他。撒旦受了審判，世人也要受審判。



生命的最高活出：榮耀耶穌

 聖靈引導門徒進入真理：聖靈是真理的聖靈，引導人進入真理。原先
我們在真理之外，經過聖靈引導，我們才進入真理之內。我們不是憑
自己的智慧進入真理，而是憑聖靈的引導進入真理。

 在聖靈的恩膏、聖靈的大能之前，首先有聖靈的引導。不是引導我們
做這個決定、做那個選擇，而是引導我們進入真理。

 聖靈是真理的聖靈，這是聖靈的本質。在將聖靈變為恩膏的聖靈、大
能的聖靈之前，不要忘了他是真理的聖靈。

 聖靈榮耀耶穌：聖靈來不是要榮耀自己，而是要榮耀耶穌。被聖靈充
滿的人不是榮耀自己，不是榮耀聖靈，而是榮耀耶穌。約翰福音不住
強調，耶穌的榮耀是在他的受難與復活。十字架是榮耀，從死裡復活
是榮耀。因愛世人而成為奴僕，捨身流血，被父高舉，賜給他超乎萬
名之上的名，這是榮耀。聖靈來，是要榮耀耶穌。



生命的最高活出：憂愁變為喜樂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
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你們現在也是憂愁，
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
（約16:20,22）



生命的最高活出：勝過世界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
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16:33）



主的祈禱 The Lord’s Prayer，約17章

1-8節 9-19節 20-26節

1.為誰祈禱？ 父與子 現在的門徒 未來的門徒

2.榮耀 願你榮耀你的兒子，
使兒子也榮耀你

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
我已賜給他們

3.呼求父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
與你享榮耀

聖父啊，求你因你所
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

公義的父啊，世人未
曾認識你我卻認識你

4.父所賜的人 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
他的人

我為你所賜給我的人
祈求

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
同我在那裏

5.將父顯明 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
他們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
們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
們



生命的最高活出：認識神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約17:3）

 永生就是認識神，就是藉著耶穌認識神：

1. 認識他這位獨一的真神。

2. 認識他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生命的最高活出：因真理成聖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
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
脫離那惡者。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你用真理
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約17:14-17）

1. 不屬世：門徒不屬世界，如同耶穌不屬世界。

2. 不離世：耶穌不求父使門徒離開世界，只求父保守他們脫離那
惡者。

3. 不媚世：世界恨耶穌，也恨門徒。

4. 不隨世：耶穌求父用真理使門徒成聖，神的道就是真理。



生命的最高活出：在愛中合一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
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父啊，我在那裡，願
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裡，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因為
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約17:23-24）

 愛到極處就是合一：生命最高的活出就是愛，愛到極處就是合一。神
是愛，三位合為一體。夫妻是愛，二人成為一體。教會是愛，許多肢
體成為一個身體。父在子裡面，子在父裡面；主在我們裡面，我們在
主裡面，我們在彼此裡面。愛的最大表現，就是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榮耀是合一：耶穌的榮耀，是從創立世界以前，就在愛中與父合一的
榮耀。榮耀不是權勢，不是榮華富貴，而是在愛中合而為一。

 基督是合一：人是分開的，中間有隔斷的牆；基督是合一的，拆毀了
中間隔斷的牆。教會能夠給人間最大的見證，也是最能夠引人歸主的
見證，就是在愛中合一。



道，生命，光 Logos, Life, and Light

 約翰福音1章1-18節是全書的序言，有提綱挈領的作用。
對這18節經文做深入的瞭解，有助於對全書的瞭解。

 這18節的序文，可用三個 “L” 來總結：Logos, Life, 

Light.

1. Logos: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2. Life: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3. Light: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道在人間，1:6-13

 道在人間有見證人：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
叫眾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1. 見證人的必要：神差遣約翰，為耶穌作見證。耶穌又差遣門徒，
為他作見證。道在人間，必須要有見證人，為道發聲，叫人因
他的見證而信道。

2. 見證人的工作：見證人是為光作見證。他不是為宗教作見證，
不是為他人作見證，更不是為自己作見證，而是為光作見證。
許多所謂的「見證」，要不就是說信教有多好，要不就是說某
人多有愛心，要不就是說自己有甚麼經歷，心靈如何震撼，感
受如何良多，說了許多，就是不為耶穌作見證。真正的見證有
一個清晰的焦點，就是耶穌。



道在人間，1:6-13

3. 見證人的目的：叫眾人因他可以信耶穌。是信耶穌，不是信宗
教，不是信基督徒，更不是信見證人本身。見證是否有效，要
看是否有人信耶穌。從教會來說，一間教會的見證是否有效，
不是看他的建築有多宏偉、財力有多雄厚、聚會有多熱鬧、人
潮有多洶湧，而是看有多少人因他而信耶穌，有多少人因他而
受浸歸主。

4. 見證人的身分：他不是那光，乃是為光作見證。見證人最大的
試探，就是不守住自己的本分。見證人若事工興旺，許多人來
到他那裡，如同當初許多人到約翰那裡，極易驕傲自滿，以為
自己就是那光。成功的傳道人，最大的試探是驕傲自大，以為
自己就是那光。興旺的教會，最大的試探是驕傲自大，以為教
會就是那光。約翰一直守住自己的本分，寧可自己衰微，也要
耶穌興旺，乃是見證人的典範。



道在人間

道在人間照亮世人：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
人。

1. 無論是好人、歹人、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只要是
人，耶穌都能照亮他們，因為是真光。

2. 見證人要有信心，他所傳的道，能夠照亮「一切」生
在世上的人。就算有人抗拒，有人譏笑，有人不耐煩，
都無損於道的照亮。



道在人間

 道在人間不被接待：他（道）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
界卻不認識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 世人的反應：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
倒愛黑暗。見證人要有一個基本認識：世人因為有罪，對道的
「正常反應」不是接受，而是拒絕。

2. 見證人的心理預備：見證人要有一個心理預備：你去傳道，多
數人會有負面的反應，不肯接受你所傳的道。他們不是拒絕你，
而是拒絕道。魔鬼的詭計，是要見證人將「拒絕」個人化，因
遭拒絕而感到難過，自尊心受到傷害。親愛的弟兄姊妹，不要
中了魔鬼的詭計！不要灰心，不要喪志，只要忠心傳道，時候
到了，就要收成，因為神預備了相信的人。



道在人間

 道在人間有人接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
權柄，作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
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1. 神的作為：道在人間，雖遭多人拒絕，卻必有人相信。信道的
人不是從人生的，乃是從神生的。神差遣人傳道，也引導人信
道，或傳或信，都是神的作為。

2. 我們的信心：見證人要有信心，相信他的事工是有功效的。就
算多人不信，仍必有人相信。信主的人是從神生的，乃是神的
作為。弟兄姊妹，我們要相信，自己的見證是有功效的，因為
是出自神，也在乎神，乃是神的作為。



道成肉身，1:14-18

 1:14-18：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
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1. 道成了肉身，有人為他作見證：約翰為他作見證，喊著說：
「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約翰的見證，是為道成肉身的耶穌作見
證。不是模糊的「為道作見證」，而是清楚的「為道成肉身的
耶穌作見證」。不是很攏統地說：有一個道，他很偉大。而是
很精確地說：道成了肉身，他的名字是耶穌，為耶穌作見證。



道成肉身

 道成了肉身，我們都從他領受：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
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
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從他的豐滿裡：原文沒有「恩典」一詞。不是「從他豐滿
的恩典裡」，而是「從他的豐滿裡」。「豐滿」是道的狀
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無窮無盡、永不止息的狀態。
在「道」裡面，恩典也豐滿，真理也豐滿，生命也豐滿，
凡在他裡面的，一切都豐滿！他一直給恩典，給了又給，
給了又給，給了世世代代，仍然恩典無盡。他一直給生命，
給了又給，給了又給，給了世世代代，仍然生命無窮。



道成肉身

 我們都領受了：道不但自己豐滿，而且樂意與人分享，凡想要領
受的人，都得到了。有人非常富有，但不樂意與人分享，富有只
是他自己富有，與別人無關係。有人不但富有，也樂意與人分享，
卻沒有健全的分享管道，以至於有些人想要領受，但卻領受不到。

 道卻不是這樣，他是無限豐滿，樂意分享，凡想要領受的人，
「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不是有人想領受卻領受不到，而
是都領受到了。也不是恩典有限、領了幾次就沒了，而是恩典無
限，這次給了恩典，下次還要再給，恩上加恩，一直加下去。



道成肉身

 道成了肉身，我們從他看見神：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
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在基督教堂裡看不見任何的神像，這個「看
不見」反映出一個真理：神是看不見的，你不可以用任何形象來
代表他。

 有時聽到基督徒說：我看見神了！引來其他基督徒的羨慕和讚嘆。
這樣種程度的無知，在教會裡居然不算是新聞。聖經明說，從來
沒有人看見神，卻有人自稱看見神，又有人讚嘆他的「看見神」。

 弟兄姊妹，我們不要追求虛榮，即便是「屬靈的虛榮」，我們也
不要追求。在這樣的追求中，很容易牴觸聖經的真理，敗壞別人
的信心。



1.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
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1:20）

2.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西1:15）

3.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
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前1:17）

4. 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見、也
是不能看見的，要將他顯明出來。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
給他。阿們！（提前6:16）

5.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
見那不能看見的主。（來11:27）



道成肉身

 子將父表明出來：若想看見神，就要看耶穌，唯有耶穌將天父表
明出來。

 道成了肉身，「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約一1:1」。無限的神，居住在有限的人身之內，讓人看見，讓
人知道，神是怎樣的一位神。

 福音書為耶穌作見證，將耶穌的言行記載下來，叫歷代信徒在聖
靈的幫助下，可以藉著聖經來認識耶穌，因此而認識神。

 這是唯一的正路，就是藉著神的話，永活的話（Living Word）
和成文的話（Written Word），來認識那位「人未曾看見、也是
不能看見」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