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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的聖經真理，
跟民間宗教 –
神仙成為人、神仙下凡的概念
是截然不同的。
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基督徒相信上帝是超越的上帝，
 上帝跟人之間有無限本質的不同
 是神、就不是人，是人、就不是神
但是耶穌基督完全是神、完全是人。
所以這中間有一個看似矛盾的關係，
 我們相信神與人之間是非此即彼的
 但是主耶穌卻完全是神、完全是人
因此保羅讚嘆：
大哉！敬虔的奧祕，神成為人，
但是祂之為神的存有、卻未曾改變。

基督論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基督是誰」？
我們相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神，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是聖子的第二位格
 是一位基督、不是二位
 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
 是真神、是真人

曾劭愷博士

而我們首先要明白 –
神與人這兩個概念之間非此即彼的關係，
也就是「非矛盾律 這樣的邏輯
也就是「非矛盾律」這樣的邏輯：
 相信真理是不會自相矛盾的，
凡是自相矛盾的 定不是真理
凡是自相矛盾的一定不是真理
 如果有兩個宣告是彼此矛盾的，
 其中一者是真的、另外一者一定不是真的
 或兩者都不是真的，真理不能自相矛盾

思考「非此即彼」的邏輯…
事實上這種邏輯不只是西方人的邏輯，
只要有理性的人都會接受這套邏輯，
 有些東西是不對立的，不需要把它對立起來
 有些東西是非此即彼的 – 真理不能夠自相矛盾，
這個在邏輯學上面叫做「非矛盾律」
這個在邏輯學上面叫做「非矛盾律
譬如：上帝存在跟上帝不存在，中間是非此即彼的，
 不能夠說上帝既存在、上帝又不存在
帝 存
帝
存
信與不信是非此即彼的
 約三16a
約三16 信耶穌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信耶穌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三18b 不信的罪已經定了
約
約一5
光 在黑暗裡 黑暗卻 接受光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這樣文學上的表達，也是講一種非此即彼的關係。
約八10 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我
光
我 就 在 暗裡

中國古時儒家提倡「放諸普世皆準」的倫理道德，
而韓非子在挑戰這 套絕對真理的時候
而韓非子在挑戰這一套絕對真理的時候，
用的其實也是非此即彼的邏輯，
他講到儒家的忠跟孝，
他說：「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
這也是 種非此即彼的邏輯
這也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邏輯。
「自相矛盾」是漢語的成語…
一個賣兵器的人，說自己的矛、能夠刺穿任何的盾，
又說自己的盾、能夠擋下任何的矛，自相矛盾。
如果我們說 個人自相矛盾 是在貶損 而不是在稱讚他
如果我們說一個人自相矛盾，是在貶損、而不是在稱讚他。
所以非此即彼、非矛盾律的這種邏輯，
不光是西方人的邏輯，也是東方人的邏輯
不光是西方人的邏輯，也是東方人的邏輯。
 整個基督教神學都建立在非矛盾律的邏輯上
 整個基督教神學建立在非此即彼的關係上 –
上帝跟人中間、無限本質的差異

討論耶穌是誰時，聖經首先就用造物主與受造物
這個非此即彼的關係 來肯定基督是創造天地的造物主
這個非此即彼的關係，來肯定基督是創造天地的造物主。
約一 論到太初就有的道，也就是永恆的聖子的位格；
約 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
約一3
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就看見聖子與 切受造物之間無限本質的不同，
就看見聖子與一切受造物之間無限本質的不同，
聖子不是受造者、聖子是造物主。


在古羅馬如果要說耶穌是神，沒有任何問題，
耶穌是神，宙斯、凱撒、有很多的神，
但如果把耶穌放在萬物之上
但如果把耶穌放在萬物之上，
那麼猶太人、外邦人會一起來反對你、來殺你
今天多元社會，也有很多人覺得基督教很霸道：
憑什麼說基督在萬有之上？
當我們說萬物 都是基督造的時候
當我們說萬物，都是基督造的時候，
基督就不在萬物之列！


神與人、造物主跟受造者中間，有不可磨滅的區別，
神學上叫做 Creator-creature
C t
t
distinction
di ti ti 。
 基督論在探討基督是誰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預設了一個神與人之間非此即彼的關係，
所以令世人沒有辦法接受我們所傳的基督
 先知以賽亞感嘆：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神不是人、人不是神，
是神就不是人 是人就不是神
是神就不是人、是人就不是神
 但是基督完全是神、完全是人
這樣的神人關係，不是民間宗教那種
這樣的神人關係
不是民間宗教那種
二郎神跟平民百姓的關係，
郎神 濟公不是超越的
二郎神、濟公不是超越的；
但在基督教神學裡，神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非此即彼的關係，
神成為人對人的理性是一大冒犯，
造物主跟受造者中間是非此即彼的關係，沒有第三種關係。

二十世哲學家羅素【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提出論證：
「基督徒說萬物皆有其因 就可以追溯回第 因
「基督徒說萬物皆有其因，就可以追溯回第一因，
也就是那位不動的推動者、
萬物的運動都是祂在推動的，
我們就把這個第一因稱做『上帝』；
可是假如萬物皆有其因的話，
上帝也必須有其因，因此上帝就不可能是第一因。」
在這裡他犯了一個神學上的錯誤：
在這裡他犯了
個神學上的錯誤：
上帝這個概念在定義上就不在萬物之列，
 約翰 主耶穌是上帝
主耶穌是上帝，萬物是藉著祂造的，
萬物是藉著祂造的
祂就不在萬物之列，祂是沒有起因的
 祂是自有永有的上帝，
祂是自有永有的上帝
祂跟其他靈界的存有一點都不一樣
祂跟整個受造界之間有無限本質的差異 –
祂是造物主、不是受造者。

歷史發展到今天，所有的宗教、哲學，
都必須來探討耶穌是誰這個問題…
都必須來探討耶穌是誰這個問題
佛教的法師：耶穌是西方的佛
猶太教：耶穌是一個偉大的拉比
伊斯蘭教：耶穌是偉大的先知
印度教的甘地：效法基督四十天不吃飯
尼采這位攻擊基督教的思想家：承認耶穌是偉大的人
十二月儘管真正明白聖誕意義的人不多，
但是走到哪裡都會看見聖誕樹、馬槽、聖嬰，
都會聽見聖誕歌曲 全世界都在慶祝耶穌的誕生
都會聽見聖誕歌曲，全世界都在慶祝耶穌的誕生。
耶穌說：祂自己就是獨一的永生上帝，
承認自己就是創造天地的主，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許多偉大的思想家 宗教領袖 可以把真理指引給我們
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宗教領袖，可以把真理指引給我們，
但是哪一個敢說自己就是真理？

耶穌基督在世界上時，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跟隨祂，
後來祂被羅馬帝國抓起來 釘在十字架
後來祂被羅馬帝國抓起來、釘在十字架上，
是不是就沒有人再信祂了呢？
到了兩千年後的今天，全世界七十九億人口裡，
到了兩千年後的今天 全世界七十九億人口裡
有 1/3 的人高舉基督的十字架、相信祂從死裡復活。
祂要不就是個瘋子、騙子，
祂要不就是個瘋子
騙子
要不就真如祂自己所說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約一1-3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沒有 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這是聖經所啟示基督論最核心的真理，
確立了基督的神性以後…
約一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道成了肉身
在我 中間 充充
有
有真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那麼耶穌是誰，竟敢說這樣子的話…
自己是永生的上帝來到這個世界上，
自己是永生的上帝來到這個世界上
自己與永生上帝同尊同榮，
就是創造萬物的主宰、就是生命的主，
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偉人敢說這樣的話，
而凡是口出這樣子的話的人都會被人唾棄
而凡是口出這樣子的話的人都會被人唾棄。
魯益師就提出有三種可能 –
1 耶穌是瘋子，喪心病狂，以為自己真的是神，
1.
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多的人跟隨祂呢？
怎麼能夠說出這麼多偉大的話，啟發西方文明到今天呢？
怎麼能夠說出這麼多偉大的話 啟發西方文明到今天呢？
2. 耶穌是騙子，是個大神棍
那這
那這個騙術也真的是到神的境界了，
術 真的是到神的境界了
許多的人都相信耶穌是獨一的真神，
歷史上有這樣的騙子、神棍嗎？
3. 耶穌真的是永恆的上帝，是生命的源頭、世界的光

這就是我們這門「基督論」的課程要探討的課題…
基督是永生上帝、基督是完全的人
基督是那位不會死的，卻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是那位無所不知的，但是祂來到地上的時候，
祂不知道是誰從後面摸了祂衣裳的繸子
 作為人，祂不知道自己再來的日子，
作為
祂不知道自己再來的日子
祂說：只有父知道，連子也不知道
 祂是無所不知的，但是祂的身量與智慧卻漸漸地成長，
作嬰孩的時候，智慧就是嬰孩的智慧，與我們完全一樣
 祂不是個超人，祂是完全的神
 祂滿有能力，祂所行的神蹟可以是聖子自己行的
我們看見 – 祂在地上醫病、趕鬼、傳福音、從死裡復活，
都是靠著聖靈的大能 若非聖靈覆庇在祂身上
都是靠著聖靈的大能，若非聖靈覆庇在祂身上，
這些神蹟、祂作為一個人是行不出來的
 聖子可以親自行這些神蹟，
卻定意要聖靈在祂身上行這些神蹟



我們看見耶穌基督這位永生上帝成為了人，
是真神 是真人
是真神、是真人，
而這中間似乎有非此即彼的矛盾關係，
因此保羅讚嘆：大哉！敬虔的奧祕。
因此保羅讚嘆：大哉！敬虔的奧祕
這門課會接著來思想這樣子的奧祕，
 特別是從歷世歷代教會、
特別是從歷世歷代教會
從聖經領受的真理亮光中，來認識主耶穌基督
 願這門課幫助觀眾朋友更加認識基督，
願這門課幫助觀眾朋友更加認識基督
因為主耶穌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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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這門課幫助我們認識基督，
使我們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使我們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