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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穌基督在舊約中到底有沒有在人間出現過？
摩西遇見「神的使者」…
摩西遇見「神的使者
出三2-4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

荊棘是非常乾燥的，火一點很快就燒光了
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
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
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
「摩西 摩西
「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裡。」
他說 「我在這裡
徒七30-32 有一位天使從荊棘火焰中向摩西顯現。

摩西正進前觀看的時候，有主的聲音說：
「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戰戰兢兢，不敢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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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的兒子約書亞成為接班人，第一個硬仗就是攻耶利哥城…
書五13-15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

這位天使說祂是耶和華，
這位天使說祂是耶和華
上帝用天使、一個大男人、壯丁的形象向摩西顯現。

以色列人遇見「神的使者」…
士二1 耶和華的使者從吉甲上到波金，

對以色列人說：我使你們從埃及上來，
領你們到我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之地。
我又說：我永不廢棄與你們所立的約，
你
你們也不可與這地的居民立約，要拆毀他們的祭壇。
與這
立
拆
祭壇
你們竟沒有聽從我的話！為何這樣行呢？

有一個人手裡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
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
「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他回答：「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他看見這個人不是普通人
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
「把你 上的鞋脫 來
「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
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
出三 摩西看到荊棘中的異象，天使也吩咐他把鞋子脫下來
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這一位人被稱為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講話口氣很大，這是上帝的口氣…

這是一個責備的口氣 —
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不是天使啊！
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不是天使啊！
「我」是單數的，是上帝的口氣：
我使你們從埃及上來 領你們到應許之地
我使你們從埃及上來，領你們到應許之地，
我永不廢棄跟你們所立的約，


天使並沒有跟以色列人立約，跟以色列人立約的是神
天使並沒有跟以色列人立約
跟以色列人立約的是神



講話的口氣是上帝的口氣 — 上帝向一群以色列人顯現

基甸遇見「神的使者」…
士師記是很矛盾的，是非常不敬虔的年代，
士師記是很矛盾的
是非常不敬虔的年代
 不聽話被敵人修理、羞辱，
很痛苦的時候就哀求耶和華，
時
上帝就興起士師來拯救他們
 得救以後又不聽話，…耶和華又興起士師來拯救他們，
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環，屢次教訓都沒有學會功課
有沒有敬虔的人？有，我們來談基甸…

六14-16 耶和華觀看基甸，

前面說的是天使，可是現在卻被稱為耶和華
前面說的是天使
可是現在卻被稱為耶和華
說：「你靠著你這能力去從米甸人手裡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嗎？」
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嗎？
基甸說：「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瑪拿西支派中是至貧窮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耶和華對他說： 我與你同在，
耶和華對他說：「我與你同在，
你就必擊打米甸人，如擊打一人一樣。」

士六12-13
六
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
耶和華的使者
基甸顯

對他說：「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
基甸說：「主啊，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
我 何致遭遇這 切事
我們何致遭遇這一切事呢？
我們的列祖不是向我們說『耶和華領我們從埃及上來』嗎？
他那樣奇妙的作為在哪裡呢？
現在他卻丟棄我們，將我們交在米甸人手裡。」

瑪挪亞遇見「神的使者」— 兒子是參孫
士十三2-6 有一個瑣拉人，是屬但族的，

名叫瑪挪亞。他的妻不懷孕，不生育。
耶和華的使者向那婦人顯現，對她說：
「向來妳不懷孕，不生育，如今妳必懷孕生一個兒子。」
婦人就回去對丈夫說：「有一個神人到我面前來，
就 去對 夫
「有 個神人到我 前來
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
聖經裡的天使是很可畏的，
 為什麼被畫成那麼可愛呢？是中世紀義大利畫家的想像
 聖誕節的故事，牧羊人在曠野聽見天使來報佳音，
他們好害怕
他們好害怕，
天使還要安慰他們說：「不要怕！」
天使是很可畏的，他是神人，
有人的樣子卻有神的威嚴，是很令人敬畏的。

前面提到的是天使向他顯現，
後面卻說這一位天使是耶和華。
我們一再的說天使是用人的樣子出現的，
為什 我
為什麼我們敢說是用人的樣子呢？
用人的樣子
往下看，會越看越清楚。

瑪挪亞心裡面想，是不是我太太想孩子想瘋了，
古代不生孩子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甚至是很覺羞恥的
古代不生孩子是非常遺憾的事情，甚至是很覺羞恥的…
士十三8-17 瑪挪亞就祈求耶和華說：

「主阿！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們這裏來。」
神應允瑪挪亞的話。
婦人正坐在田間的時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裏，
神的使者
裏
從這就知道誰比較有靈性 — 是太太不是先生
婦 急忙跑去告訴丈夫說
婦人急忙跑去告訴丈夫說：
「那日到我面前來的人，又向我顯現。」
瑪挪亞起來跟隨他的妻來到那人面前，
瑪挪亞起來跟隨他的妻來到那人面前
瑪挪亞不知道他是耶和華的使者。
瑪挪亞對耶和華的使者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
到你話應驗的時候，我們好尊敬你。」
這是人之常情，有的人對你很好，
你要記得他的名字，將來可以報恩

士十三18-22 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

「你何必問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
「你何必問我的名
我名是奇妙的
什麼形容詞都沒有辦法來形容我，
賽九6 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他名稱為「奇妙」
有 嬰孩為我們而生，他名稱為「奇妙
瑪挪亞將一隻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獻與耶和華，
火焰從壇上往上升，
耶和華的使者在壇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
瑪挪亞和他的妻看見 就俯伏於地
瑪挪亞和他的妻看見，就俯伏於地。
耶和華的使者不再向瑪挪亞和他的妻顯現，
瑪挪
瑪挪亞才知道他是耶和華的使者。
道 是耶 華
者
瑪挪亞對他的妻說：「我們必要死，因為看見了神。」
舊約好幾次提到，罪人看見神聖的神是會死掉的
這段經文好奇特 — 一下說是人、一下說是神人、
下說是天使 最後說是神
一下說是天使、最後說是神，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 上帝用人的樣子向人顯現。

但以理的三個朋友，
因為不肯拜尼布甲尼撒王 —
把王當作偶像、當作神來拜，
所以被丟進烈火的火窯當中，應該馬上會被燒死了…
但三24-25 那時
但
那時，尼布甲尼撒王驚奇，急忙起來，
布甲 撒 驚奇 急忙起來

對謀士說：「我捆起來扔在火裡的不是三個人嗎？」
他們回答王說：「王啊，是。」王說：
「看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
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
那第四個的相貌好像神子。」
明明前面說丟三個進去，
明明前面說丟三個進去
卻看到四個人在裡面，
 第四個人是神的形象
 神用人的樣子出現，來陪伴但以理的三個朋友

大祭司約書亞遇見「神的使者」…
亞三1-7 大祭司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使者面前，
大
書
在耶和華的使者

撒但也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作對。
耶和華向撒但說 「撒但哪 耶和華責備你！
耶和華向撒但說：「撒但哪，耶和華責備你！
就是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
這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麼？」
這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麼？
撒但在控告約書亞，說約書亞是汙穢的、有罪的，
上帝說：這根柴本來要被燒毀，但我已經搶出來了。
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對約書亞說：
「我使你脫離罪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
我使你脫離罪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
要將潔淨的冠冕戴在他頭上。」
耶和華的使者告誡約書亞說
耶和華的使者告誡約書亞說：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若遵行我的道…」
他看到的是耶和華的使者，其實是上帝，
祂用上帝的口氣跟他對話。

舊約這十幾次很特別的天使，很顯然就是神自己，可是…
出卅三18-20 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

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
又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
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
約一18a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這是不是矛盾呢？
這是不是矛盾呢
 一方面說不能看見神
 一方面舊約有十幾次卻有一些人看見到神
方面舊約有十幾次卻有 些人看見到神
這個答案是什麼呢？這個矛盾要怎麼解決呢？
上帝裡面有不可見的
上帝裡面有不可見的，神是靈，靈不是物質，
神是靈 靈不是物質
是我們肉眼看不見的，聖父是不可見的
 也有可見的另
也有可見的另一位，就是聖子，
位，就是聖子，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是可見的

問題這是舊約、是在道成肉身之前，
有 有
有沒有可能聖子耶穌在舊約的時候向人顯現呢？
聖子耶穌在舊
時
 只能說有可能，因為舊約沒有講得這麼清楚
 這些例子告訴我們 —
耶穌基督不是兩千年前才出現，
 舊約有很多關於耶穌基督的預表、預言
 有些人已經看見上帝用人的樣子向人顯現
箴言第八章 上帝創造天地的時候，直接在祂面前

很活潑、活耀、直接創造天地的
很活潑
活耀 直接創造天地的 —
是耶穌基督，
因為 約一、西一、來一 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
舊約的耶穌基督以造物主的姿態在創造時，
已經在那裡與耶和華 與 神同工了
已經在那裡與耶和華、與父神同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