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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主耶穌的面、面對面地見祂，在神學上叫「榮福直觀」。
我們期待 盼望見主的面 但是為什麼主耶穌
我們期待、盼望見主的面，但是為什麼主耶穌
 不現在就向我們顯現，讓我們見祂的面呢？
 現在要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呢？
 為什麼主耶穌第一次道成肉身的時候
要用卑微的樣式 來遮住祂的榮光呢？
要用卑微的樣式、來遮住祂的榮光呢？
很簡單，因為罪人不能見主的面 –
來十二14b 非聖潔沒有
來十二
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能見主
亞當墮落以後，創三8b 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罪人是不能承受耶和華的面光的，
罪人是不能承受耶和華的面光的
儘管有聖靈在我們裡面、讓我們有見主面的盼望，
是 的
舊會讓我們 在這樣罪身感到懼
但是主的面仍舊會讓我們現在這樣罪身感到懼怕。
使徒約翰在異象當中見到升天的主耶穌的時候，
極其懼怕，仆倒在地
極其懼怕
仆倒在地 好像死了
好像死了一樣，
樣
基督的榮面是大而可畏的！

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盼望，還不是身體復活，
而是身體復活以後帶著不朽壞的身體，
能夠見到主耶穌自己的榮面…
 基督徒在教會生活、靈修的生活中，
都是在思想主耶穌
 讀經的時候，聖經是以主耶穌為中心的
 敬拜的時候，敬拜的對象是我們的主耶穌
敬拜的時候 敬拜的對象是我們的主耶穌
 在教會查經班、主日學，經常在討論主耶穌
 在地上的生活，應該是以基督為中心的
在地上的生活 應該是以基督為中心的
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當中、有一個盼望：
 現在講耶穌，其實都仍然只是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
現在講耶穌 其實都仍然只是對著鏡子觀看 模糊不清
 但是有一個盼望，就是有一天要面對面
這個是基督徒在地上所有的最榮耀、最大、最終極的盼望，
沒有任何盼望比見主耶穌的面來得更加榮耀了！

詩九十七5 諸山見耶和華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蠟。

詩人詩意的表達要讓我們看見 –
 耶和華的榮面是受造的世界、墮落的世界所承受不起的
 但是神的兒女應該要有迫切想要見主面的心
就像老約翰在異象當中，雖然見到基督可畏的面，
仆倒在地好像死了 般，非常令他恐懼 不舒服的經歷，
仆倒在地好像死了一般，非常令他恐懼、不舒服的經歷，
到了啟示錄的最後他卻說：「是的，
主耶穌啊 我願你來 我切切渴慕要見到你的面！」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我切切渴慕要見到你的面！」
摩西在地上的時候，向耶和華所求的最大的
個祝福 可能也就是求見耶和華的面了
一個祝福，可能也就是求見耶和華的面了。
當年他在西乃山上求見耶和華的面，
是耶和華 有應允
有責備
但是耶和華沒有應允、也沒有責備，
耶和華喜悅摩西這個禱告。
耶和華喜悅我們這樣子的禱告、喜悅我們祈求見祂的面，
耶和華喜悅我們這樣子的禱告
喜悅我們祈求見祂的面
只是我們現在是罪人，現在不能夠見祂的面。

耶和華如此喜悅摩西這個禱告，賜給摩西一個特權：
就是摩西沉睡了以後過了數千年，
就是摩西沉睡了以後過了數千年
有一天耶和華把摩西帶回到地上，
就是主耶穌登山變像的時候。
彼得後書 登山變像的那個威榮，
 就是將來聖子降臨的威榮
 就是將來我們面對面、
看見耶穌臉面的那個威榮的景象
從前摩西求見神的面他見不著，
現在他睡了 他的靈魂已經全然成聖
現在他睡了、他的靈魂已經全然成聖，
羅馬書 他在死的形狀上與主聯合，而已死的人就脫離了罪。
他現在已經脫離了罪了 已經成聖了
他現在已經脫離了罪了、已經成聖了，
他想要見上帝的面光的這個願望、現在也可以實現了。
上帝就把祂從樂園帶回到地上，
讓祂在變像山上見到聖子將來降臨的那威榮。

各各他山

太十七



耶穌的衣服潔白如光





有摩西、以利亞隨侍左右
並且與祂說話



父神用慈愛的聲音說：
父神用慈愛的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我所喜悅的。」





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
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
彼得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
耶穌用卑微的形狀隱藏祂的榮耀，
用十字架的羞辱隱藏聖子的威榮，
完全是出於祂的主權，祂隨時可以變回
威榮的樣式 祂本來就應該是威榮的主！
威榮的樣式，祂本來就應該是威榮的主！
祂為了我們與我們的救恩，甘願成為卑微的人，
為了使卑微的人能夠與祂同得榮耀，
為此祂甘願走上各各他！

兩座山之間還有一個對比，深深烙印在彼得的心上…

馬克瓊斯《認識基督》
提到了變像山與各各他山的對比…
提到了變像山與各各他山的對比

變像山

太十七1-5 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太廿七

耶穌赤身露體，
祂的裡衣、外衣都被兵丁撕碎
拈鬮分掉了
耶穌左右釘著兩個強盜
用惡毒的話譏笑祂，
直到其中一個強盜
不知道怎麼樣突然悔改，
求耶穌得國降臨的時候記念他
以賽亞 –
耶和華卻定意將祂壓傷
使祂痛苦

在變像山上，彼得說：「我們在這裡真好！」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記載，因為聖子的威榮
理當讓這 個門徒當場死在那邊
理當讓這三個門徒當場死在那邊，
他們應當是極其懼怕的…
可能有基督恩典特別的保守，我們不知道，
總而言之，聖經就是這樣子記載的。
在各各他山上，彼得卻不見蹤影，他三次不認主，
在各各他山上
彼得卻不見蹤影 他三次不認主
之後他也沒有跟隨主耶穌上各各他，
約翰在那裡、彼得卻不在那裡。
彼得不在那裡就好像是在說：
我不在這裡真好！」
「我不在這裡真好！」
當初彼得信誓旦旦對主說：
就是別人都不認你 我總不能不認你！」
「就是別人都不認你，我總不能不認你！」
但雞叫以先，彼得果真三次不認主。

路加福音 彼得三次不認主、雞就叫了，

那時耶穌作了一個動作
那時耶穌作了
個動作 – 耶穌回頭看彼得，
耶穌回頭看彼得
彼得看見耶穌就出去痛哭！
我想耶穌回頭看彼得、彼得看見耶穌的臉，
雖然不是聖子降臨的那威榮，
但是他難道沒有想到登山變像時的威榮嗎？
他一定是想到了，他心裡一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心裡有很多的疑問 他內心還是愛著主耶穌的
心裡有很多的疑問，他內心還是愛著主耶穌的，
他還是渴慕著要見主耶穌的面，
但是他的基督論整個錯掉了…
太十六 自從彼得宣告耶穌是永生上帝的兒子之後，

彼得就不承認耶穌會死，
彼得就不承認耶穌會死
但是耶穌現在如此受苦、如此受羞辱、
而且即將真的要被釘死了，彼得實在沒有辦法認主耶穌，
可是他內心真的是渴望見到主耶穌的面。

彼得過去怎樣三次不認主，現在主就三次問彼得：
彼得，你愛我嗎？你愛我嗎？你愛我比這些更多嗎？」
「彼得，你愛我嗎？你愛我嗎？你愛我比這些更多嗎？」
彼得三次回答主耶穌： 「主，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 」
到最後主耶穌也肯定了彼得對主耶穌的愛
到最後主耶穌也肯定了彼得對主耶穌的愛。
約廿一18-19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
你年少的時候
自己束上帶子 隨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
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耶穌一開始呼召彼得時，就說過這句話：「你跟從我吧！」
現在死了、復活了以後，再次對彼得說：「你跟從我吧！」
而彼得果真就 輩子跟從主耶穌
而彼得果真就一輩子跟從主耶穌，
最後也跟隨主耶穌上了十字架，
根據教會傳統相傳，彼得是倒釘十字架、
根據教會傳統相傳，彼得是倒釘十字架
頭下腳上而死的。

他曾經在變像山上看見那威榮，然後說「我們在這裡真是好！」
那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現在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了
那時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現在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了，
 知道主耶穌的死與復活是怎麼一回事了
 知道耶穌的神人二性是怎麼一回事了
知道耶穌的神人二性是怎麼 回事了
 現在他真正切切望望地、最想要的事情
就是見到聖子降臨的榮面
這也應當是每一個基督徒最深刻的盼望。

但這也都只是影子、這不是實體，
我們真正的大祭司是主耶穌基督。
我們真正的大祭司是主耶穌基督
希伯來書 基督作為祭司，又講基督就是那所獻上的祭，
同時又講基督就是至聖所的幔子。
耶穌死的時候那幔子從上到下裂成了兩半，
開出 條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們在基督裡
開出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我們在基督裡，
能夠進到至聖所裡面見神。

不論是聖殿、或者是曠野裡面的帳幕，都代表著神與人同在 –
神的帳幕在人間，使人可以進來面見神。
但是在聖殿、帳幕的核心有 個至聖所，是沒有人能夠進去的，
但是在聖殿、帳幕的核心有一個至聖所，是沒有人能夠進去的，
 至聖所周圍用巨大的幔子隔開來，
象徵的是神與人之間不可跨越的鴻溝
 至聖所象徵的是人直接面見神，
那
年
而那道幔子告訴我們人是不能面見神的，每年只有大祭司
行了潔淨的禮後可以進去，代表以色列人面見耶和華

活在神的面光中」成了宗教改革很重要的格言 –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活在神的面光中」成了宗教改革很重要的格言
但是我們現在活在神的面光中，卻不是直接的，
 保羅說我們是對著鏡子觀看
 至聖所的幔子裂開了，主耶穌為我們死了，
神與人中間的隔閡現在已經拆開了
但是這仍然是在過程當中，是一個已然、未然的過程，
這仍然指向將來
這仍
指向將來 – 就是有一天我們身體復活，
有
我 身
主耶穌帶著威榮降臨的時候，到那一天我們要見祂的面！

在今生我們見主面，始終不是憑眼見、只有憑信，
我們是憑著信見主的面 但是主耶穌再來
我們是憑著信見主的面。但是主耶穌再來、
我們身體復活，那必朽壞的成為不朽壞的時候，
信心就歸於無有了、信心就變成眼見了。
林前十三8 – 12 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

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我
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 模
清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
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我們會認識基督如同基督認識我們 樣，
我們會認識基督如同基督認識我們一樣，
我們會有最親密地面對面的交通。

但人要憑著眼見見到聖子的榮面，有一個前提…
就是今天要憑著信心看見祂 在那日才能憑著眼見看見祂
就是今天要憑著信心看見祂，在那日才能憑著眼見看見祂。
來十一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惟有今生憑著信見到主耶穌的人，
在祂降臨的時候，才能夠面對面地見祂那榮面
 信心還要帶來聖潔，
希伯來書 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的面。
約壹三 2-3 親愛的弟兄啊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
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
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
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如果我們渴望見到主耶穌的面，
我們在今生就應該追求過聖潔的生活。

啟示錄的大結局也是 – 信徒在新天新地當中面見神…
啟廿二1-5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回果子，每月都結果子；
在河這邊與
邊有生命樹 結十
果
每 都結果
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
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見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
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那真光要當面地照耀我們，成為我們惟一的光，
 我們要面對聖子的榮光
 而且在那一天，我們沒有任何的恐懼了
 我們帶著眼見在祂的面光之中，
著 見
會不斷地喜樂地、頌讚祂、讚美祂

這不是因為我們害怕不聖潔、將來就要下地獄，
不是害怕說我們不聖潔、會失去我們的救恩，
 而是因為主耶穌的愛激勵我們，
使我們切切地想要見祂聖潔的面
 當我們帶著這樣子的盼望的時候，
我們也會想要自己像祂聖潔，
我們也會想要自己像祂聖潔
以至於在那日可以見到主耶穌的榮面，
就是見到這世間 切的榮耀
就是見到這世間一切的榮耀
擁有主耶穌的榮面，就是擁有世間的萬物…
羅八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萬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我們今天看見耶穌的面 – 那個釘在十字架上卑微的面，
是眾人以為恥 看不起的 是 個羞辱的面
是眾人以為恥、看不起的，是一個羞辱的面；
 我們今天若擁有基督、基督一切的羞辱，
並且在這羞辱上與祂有分，將來有一天
要見祂榮耀的面，我們也要與祂同得榮耀
 這個是基督徒今生最大的盼望，
正如聖經到最後使徒約翰所講的那句話：
是的 主耶穌啊 我願你來！」
「是的，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這門「基督論」的課程，思想了很多複雜的內容、
思想了很多的經文 有的時候可能覺得難以消化
思想了很多的經文，有的時候可能覺得難以消化，
但到最後，希望這門課帶給我們的盼望，
就是主耶穌再來的盼望
就是主耶穌再來的盼望，
也願這個禱告藉著這門課
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發自內心的禱告 –
「主耶穌，我願你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