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論導論督論導論-神人二性

異端分辨

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祂具有完全的神性也具有完全的人性。
這是基督論我們開宗明義介紹最基本、最簡單的定義。
我要介紹 本書來開個頭 美國作家楊腓力《耶穌真貌 The
我要介紹一本書來開個頭，美國作家楊腓力《耶穌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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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位一體進入基督論，關鍵是基督的神性還要再加上人性，
體的爭辯 重 是 在基督的神性
三位一體的爭辯，重點是放在基督的神性，
一旦進入第二個基要信仰基督論，就是再加上一個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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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腓力的耶穌真貌裡特別強調基督的人性，我讀幾段給各位聽：
 耶穌所欣賞的人可能都是被神學院開除的人，因為耶穌在世時，
無論是宗教或者是政治界的當權者，都認為耶穌是屬於造反派、
擾亂治安的壞份子，說話行事都像革命家
 耶穌藐視名聲、家庭、財產，以及傳統上用來衡量成功的標準，
我們認為很重要的事，耶穌都不屑一顧
所以耶穌可能在今天教會、神學院裡面，說不定是不受歡迎、跟古代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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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從來沒有提過他的同胞日常重要的話題，當時的猶太人最常談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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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講基督的人性、耶穌是完全人的時候，我們盡可能的用人的角度，來理解耶穌。

我們的聖地、聖殿被羅馬人佔領了，耶穌從來不提；但是卻拿起鞭子把聖殿裡
牟利的人、兌換銀錢的、買賣牛羊鴿子的商人全部趕出去了
 耶穌極力的勸勉人要遵守摩西律法，說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
可是耶穌自己卻以破壞律法出名，比如他不守安息日
 耶穌會為同情一個陌生人而傷痛；可是卻對他最好的朋友大聲斥責，
說：「撒旦 退我後邊去吧！ 這是對彼得的斥責
說：「撒旦，退我後邊去吧！」這是對彼得的斥責
 耶穌最被人家抓把柄的就是他犯安息日、跟罪人做朋友；他對那些有錢的人
比如稅吏、行為不檢點的女人毫不客氣，可是這兩類人卻總喜歡跟耶穌在一起

在介紹三位一體的時候已經提供了
在介紹
位 體的時候已經提供了 約一
約 、西一
西 的經文，
的經文
現在再多給各位幾處經文，來說明耶穌的神性：
約八58~59
約八58
59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

我們在讀福音書的時候會不會常常帶著尼西亞或者是迦克墩的鏡片呢？
我們上了一點神學課我們就覺得我們已經搞懂得耶穌了，
會不會跟福音書所描述的耶穌是很不一樣呢？
一方面，耶穌是跟你我一樣是一個完全的人，
另一方面耶穌又是跟你我完全不同，
教會想要說服人們相信耶穌是人的困難度，跟證明耶穌是神相去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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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了我。於是他們拿石頭要打耶穌。
究竟耶穌犯了什麼嚴重的錯誤，猶太人竟然要拿石頭打祂呢？
「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這一句話是話中有話，也是聖經最難、
最抽象的一句話，是出自於 出三14，上帝向摩西顯現。
上帝向摩西啟示祂名字的內涵：我是自有永有的 I am Who
Wh I am。
萬有都是倚靠上帝而存在，上帝就是萬有存在的根源，
神
神就是祂自己存在的理由。
自 存在
當耶穌說「就有了我」，原文意思就是「我就是」 ，
所以敏感的猶太人一聽就知道，這個人把自己等同於上帝，
等於是褻瀆神 所以他們拿石頭要打耶穌
等於是褻瀆神，所以他們拿石頭要打耶穌。
這一節耶穌很清楚的自我啟示祂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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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四5 耶穌的禱告。

我們現在正式的進入基督的人性。
聖經多方啟示耶穌跟你我一樣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祂不是看起來像人，
聖經多方啟示耶穌跟你我
樣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祂不是看起來像人，
祂實際上就是人。聖經的證據也非常的多，我們舉一些例證：
 耶穌會疲倦，上帝不會疲倦、不需要休息、不睡覺、不打盹 (詩一二一)。
但是耶穌是人、耶穌會疲倦、耶穌需要休息。
 約四 耶穌有一次從南部猶大要到北部加利利，途中經過一座城叫做敘加，
耶穌走路困乏了，祂就疲倦了，需要休息，祂休息的時候口渴了需要喝水，
祂向一位撒馬利亞婦人要水喝。
 在十字架上耶穌，快要斷氣的時候祂說我渴了，所以有人就拿醋給祂喝。
 耶穌剛剛出來傳道的時候禁食四十晝夜，餓了，撒但就前來試探他：
「你如果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石頭變成食物。」
 馬太福音 跟 路加福音 一開始就介紹耶穌的家譜，
開始就介紹耶穌的家譜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祂的爸爸是約瑟、媽媽叫做馬利亞。
 路二
路二52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 都 齊增長
耶穌跟你我一樣，有難忘的童年。

耶穌說：父啊，現在求你使我與你同享榮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同享榮耀」這個榮耀是世界以前的榮耀，
耶穌很清楚地表明世界還沒有存在以前父子已經同時存在了，
而且他們同享尊榮。這一節再度的表明祂是完全的神。
路五
路五20~21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 就對癱子說 「你的罪赦了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

文士和法利賽人就議論說：「這說僭妄話的是誰？
除了神以外 誰能赦罪呢？」
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
24b 耶穌接著說：「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
沒有錯，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權柄 (賽四三25)。
但是耶穌很明白的宣告—
人子在地上行使上帝給祂赦罪的權柄，耶穌基督就是神。
聖經還有其他很多的經文，
聖經還有其他很多的經文
揭示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祂跟天父同享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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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跟你我一樣祂也有脾氣、也有喜怒哀樂：在迦拿的婚宴，耶穌與人同樂；
拉撒路死的時候耶穌很哀傷，耶穌哭了，耶穌有赤子之心；
他看到很多人在聖殿裡面買賣牛羊鴿子，很生氣拿起鞭子就把這些人趕出去了，
耶穌說：神的殿應該是禱告的地方，怎麼可以把它變成賊窩；
最後耶穌被釘十字架、身體埋葬，復活的時候，把釘痕給門徒看。
凡此種種的跡象顯示，耶穌跟你我一樣具有完全的人性。

按照耶穌的神性，祂是無所不知，
但是我們現在在談基督的人性，所以基督是不是無所不知呢？
有時候耶穌的表現好像是未卜先知，事情還沒有發生以前耶穌就已經預告了。
比如 約翰福音 一開始有一個人叫做拿但業，在無花果樹下時耶穌就已經看見他了，
而且耶穌第一次跟他談話的時候，就說你是心中沒有詭詐的真以色列人。
耶穌連人裡面的心態都能夠看到。

我們要開始進入第二個基要教義的核心部分，
我們要開始進
第 個基要教義的核心部分
開始有一些詞窮、講不清的地方，那就是奧秘，弔詭的現象開始出現了，
神性跟人性是絕對衝突的：神性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神性跟人性是絕對衝突的：神性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上帝是永恆的、上帝是不改變的，上帝沒有開始、沒有結束。
可是人性是有開始有結束，耶穌在加利利的時候他就不可能在耶路撒冷，
耶穌的人性受到時空的限制，是有生老病死、會改變，但是神性不改變。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同時兼具這兩個衝突的本性，
當這兩個衝突的本性混合成一個位格的時候，
就有很多有趣的問題出現了，一些疑難雜症的問題就開始發生了…

耶穌有好幾次，預設將要發生的事情，而且事情也果然照著耶穌所說的應驗，
耶穌有好幾次
預設將要發生的事情 而且事情也果然照著耶穌所說的應驗
比如耶穌有一次對門徒說：你們到對面的村子去，
你會看到有 匹驢駒栓在哪裡 把它解開牽到我這裡來
你會看到有一匹驢駒栓在哪裡，把它解開牽到我這裡來。
如果驢駒的主人問說你們要做什麼？你們就回答說主要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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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耶穌跟門徒要過逾越節，耶穌就交待門徒說：
你們進城去就看見有一個人拿一瓶水迎面而來，
那你們就對那個人說：夫子說老師問，客房在哪裡？我好與門徒吃逾越節的宴席，
那個人就會為你們預備 擺設 間整齊的大樓
那個人就會為你們預備、擺設一間整齊的大樓。
果然事情也是照著耶穌的預告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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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心靈、祂的意志，會不會軟弱呢？四福音有很生動很誠實的描述，
耶穌的信心 耶穌的意志 祂的感情，有軟弱的可能
耶穌的信心、耶穌的意志、祂的感情，有軟弱的可能。
 在客西馬尼園，耶穌想到十字架的酷刑就驚恐、害怕起來，就是心靈意志的軟弱
 耶穌也怕死，耶穌對門徒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
我怕得要死、憂傷的要死。耶穌成為人，祂也被人性的軟弱所困

耶穌有沒有什麼事是祂不知道的呢？耶穌說過：
末日的時辰除了父以外沒有人知道，連人子也不知道。
神學家的解釋馬丁路德說：道成肉身的基督講這一句話的時候，
祂是自願的限制自己的神性、撤回祂的神性。
腓二7 基督道成肉身，祂虛己到一個地步，祂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子。
我們的救主，祂具有兩個身份、兩個本性，有時候是只有神性才有的，
祂的人性有沒有這些能力呢？或者人性 定有的特質 耶穌有嗎？
祂的人性有沒有這些能力呢？或者人性一定有的特質，耶穌有嗎？

耶穌有沒有人性的需要、生理的需要、有沒有情慾？
這個情慾先 要用負面的思想 我現在講是指正常的生理的需要 耶穌有沒有？
這個情慾先不要用負面的思想，我現在講是指正常的生理的需要，耶穌有沒有？
二十多年的教書，現在大家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耶穌的人性如果跟我們 樣的話 那當然祂有這樣的需要
耶穌的人性如果跟我們一樣的話，那當然祂有這樣的需要。
耶穌為了人、天國的緣故，祂甘願捨己、祂克制人的正常需要，
祂願意放棄安逸的家庭生活、婚姻的需要，食色雖然是性也，還是不太一樣，
不吃飯一定會餓死，沒有性生活還是可以活得下去的。
如果耶穌真的有結婚生子的話，根本不會威脅祂的神性，
而且是更加確實的證明了祂人性的真實。
所以我們歡迎這種說法，雖然耶穌為了神國的緣故，沒有進入婚姻家庭生活。

希伯來書 是講論耶穌人性非常精彩的一卷書…
來二17~18
來二17
18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凡事該與祂的弟兄相同，弟兄就是指所有的人，包括我們
 要相同到什麼地步呢？幾乎每一樣都相同，但至少有一樣是不同的—
來四15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
樣，只是他沒有犯罪。
至少這一樣耶穌跟我們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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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說祂沒有犯罪，但是過程裡面有沒有犯罪、有沒有可能犯罪呢？
安提阿學派的神學家說：耶穌基督必須跟你我 樣，
安提阿學派的神學家說：耶穌基督必須跟你我一樣，
有七情六慾的試探跟干擾，這樣祂對抗罪惡才是真實的，
試探是用來說明耶穌人性最好的一個證據。
試探就是考試，考試就是代表有可能失敗，
如果耶穌沒有失敗的可能的話，那撒但不用來試探祂，
亞當在考試中失敗了，末後的亞當耶穌基督，祂同樣的面對考試，
亞當夏娃所失去的戰場耶穌基督為我們贏回來。耶穌當然有軟弱、
當然有犯錯的可能性，這樣試探才是真實的，否則試探就沒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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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夏娃在伊甸園的考試中失敗了，耶穌基督在曠野中面對同樣的試探，
 那一隻古蛇在伊甸園裡面，問人問亞當說你可以像神嗎？
 同一個試探者在曠野問耶穌說，你可以真正成為人嗎？
現場是沒有別的人，所以這個細節一定是出自耶穌本人，
耶穌覺得有責任把這一段故事、祂個人的掙扎，公開給祂的門徒，
所以才傳遞到我們今天，我們才知道耶穌經過那一段試探的過程。
那三個試探：你如果是神的兒子你可以吩咐石頭變成食物；
那
個試探
果是神 兒子
變成食物
你如果是神的兒子你可以從殿的頂端跳下來，神會吩咐祂的使者拖著你的腳；
你如果跟我下拜 我就將萬國和萬國的榮華富貴賜給你
你如果跟我下拜，我就將萬國和萬國的榮華富貴賜給你。
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邪惡可言，可是有一些極為關鍵的事情發生了。

來九14 耶穌沒有犯罪，因為聖靈保守祂、耶穌倚靠聖靈，祂自始至終順服上帝，

所以為我們贏回了最大的勝利。
來二14~15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

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感謝主，耶穌自己既然被試探，
就能夠搭救那些被試探的人包括你我，因此我們的信仰是大有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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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曠野的試探，是耶穌跟撒旦第一次的相遇，終於碰到棋逢對手，
撒旦對道成肉身的耶穌好像是雲裡霧中看耶穌，搞不清耶穌是何許人也，
耶穌究竟只是一個普通的人像亞當夏娃一樣，或者是耶穌是上帝的顯現，
或者是耶穌跟撒旦 樣是 個有能力 工作受到 點限制的天使
或者是耶穌跟撒旦一樣是一個有能力、工作受到一點限制的天使，
所以撒但是向耶穌挑戰，要藉著耶穌能不能行神蹟，來偵測耶穌這位仇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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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的問題：面對耶穌有完全的人性，請問耶穌基督有沒有罪性、有沒有原罪？
1 耶穌有罪性、有犯罪的可能；2.
1.
耶穌有罪性、有犯罪的可能；2 耶穌沒有罪性，有犯罪的可能；
3. 基督沒有罪性、也沒有犯罪的可能。耶穌沒有犯罪。
我自己是採取的第二個答案，
就是比較溫和安全、最不會引起爭議的選擇。
指耶穌祂沒有罪性，但是祂還是完整完全的人性，
因為祂是回到亞當夏娃墮落以前的人性
因為祂是回到亞當夏娃墮落以前的人性，
就是那個沒有被原罪轄制的，沒有原罪包袱的人性。
童女生子跟道成肉身也是非常相近的教義，
 耶穌同時是人也是神的身份並不取決於童女生子
 耶穌沒有罪性也不決定於童女懷孕
因為整個人類都已經被原罪污染了，
馬利亞是人、當然也有原罪，所以她也會傳遞原罪給後代，
童女生子在神學意義來說 可以說是 個超自然的神蹟
童女生子在神學意義來說，可以說是一個超自然的神蹟，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一種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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