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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 1:1-14)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3 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 
  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6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7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11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2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13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 
     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已经讲过更大的能力、更大的福分、蒙更大的福、救主神的羔羊。今天我们更进一步从
羔羊、救主、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藉着圣灵的帮助，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前十四节往上看耶稣基
督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好让我们不被异端掳去，不被宗教迷惑，深入的与基督建立亲密的关
系，在世上成为耶稣基督真实的见证人，传扬恩惠的福音，带领多人归向神。 
 
    四福音中约翰福音是以永恒的眼光，属天的鸟瞰来阐释耶稣基督的救恩。马太，马可，路加
福音被称为对观福音书 (Synoptic Gospel) 马太福音讲到耶稣为君王，追溯君王的家谱，追到四
千两百年前的亚伯拉罕。马可福音讲到耶稣为仆人，只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路加福音讲到耶稣为完美的人，论到人的家谱，直追到始祖亚当。但是约翰追溯到没有时间以
前，宇宙还未创造以前。 
 
一、喜乐的宣告: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子。约翰福音第一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话是｢太初有道｣，太
初就是起初，就是没有时间以前，然而太初(arch)不但是时间上的超前，也是起源上的超越。
太初有道是太重要的一句话，若是没有如此记载，就先有时间，才有圣子的出生。这正是主後
三百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城亚流所传的异端。 
 
    这个｢有｣字，希腊文 en，通常论到存在。这个｢有｣en时态是来看是｢过去进行式｣，也就是
说，在还没有时间以前，｢道｣已经继续的存在了，在太初，｢道｣已经存在并与神同在了。在以
过的永远中，没有任何一个时间｢道｣是不与神同在的。那麽这｢道｣是谁呢? ｢道｣希腊文 logos
就是｢说话｣和｢信息｣的意思。在旧约中｢话｣Dabar 不但常与神连在一起，也与能力连在一起。
譬如，创造的能力。｢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 (诗 33:6) ｢因为他说
有、就有．命立、就立。｣ (诗 33:9)又如，启示的能力。｢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
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 (耶 1:12) 或拯救的能力。｢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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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107:20) ｢道｣就是耶稣基督，｢道｣就是圣子，圣子与神面对面同在。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与....同在(pro)乃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同在可以
用奔向，同在，同住，面对面，有密切关系来描述。这同在超越恋人奔向对方，与知心的朋友
一同吃喝坐席，儿女与父母同住的温馨，夫妇彼此面对面，相看两不厌，相敬相爱永不变心。
这与....同在(pro)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但是更深一层地讲到互相内住，圣子在圣父里面，圣
父在圣子里面的合一，如此的合一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约 17:21) 让我们一同来思想这关
系是如何建立的。 
 
二、奥秘的极峰: 耶稣就是神 
   
      ｢道｢就是神，theos en ho logos，神没有冠词，放在前面。道有定冠词，放在後面。这有甚
麽重要呢? 第一，道与神同等，道就是耶稣基督，与父神站在一起并不是次等的神。第二，道
与神不是同一个位格，否则神也必须加上冠词。神 theos 不神性 theios，道与神是同一性质，同
一本质。道就是神。卡森(D.A. Carson)如此说: ｢道与神同在，是神永恒的同伴; 道就是神，是神
自己。｣ 
 
    圣父是完全的神，圣子也是完全的神，圣灵是完全的神。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三位一体真神
的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是神。 
 
     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一位一体，父不是子，子不是父，父不是圣灵，子不是圣灵。 
 
    主後 215 年撒伯流(Sabellianism )传一位一体论的异端，认为一位神扮演三种不同的角色。按
需要可成为定下永恒救赎旨意的圣父，或从天来到人间上十字架救赎罪人的圣子，或是与我们
同在的继续经营管理我们，使我们成圣的圣灵。正像有人如此祷告说: ｢感谢父神为我们被钉十
字架。｣真诚是真诚，但不合真理。 
 
    也有人的想法是三位三体，圣子与圣父在神格中有差异，圣子是次等的神。这是将功能与神
格混淆，将基督降格。在主後三百年，亚流(Arius of Alxandria)强调｢曾有一段时间，是圣子尚
未存在的时间。｣因此下结论，圣子是被造的，是次等神。圣灵是次等的，於是造成三位三体
的说法。教会为此召开了｢尼西亚大会｣，在亚他拿修(Athnasius)带领下的教会领袖，定亚流派
为异端。现今的耶和华见证会也是传此异端。主後 325 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如此拟
定，｢我信惟一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在本质上，｢与父相同。｣ 
 
    韦斯敏斯特公认信条(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如此定案: ｢神的儿子，三一神中的第二位，
从无始的已往祂是真实的神，与父同性质，同等，及至时候满足，就取了人性.... ｣ 
 
    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不是一位，各有自主的思想，意志和感情，彼此相
爱，互相内住，但不互相转换。圣子由圣父而生，乃是永恒的出生，没有时间的先後，正像太
阳与阳光同时发生。不分先後。圣父藉圣子和圣灵创造万有，圣父差圣子道成肉身，成就救
恩，圣父和圣子差遣圣灵来实现救恩。 
 
    三位一体的神在神格上是一体，体是性质，圣父，圣子，圣灵有相同的神性，乃是同永恒，
同等次，同尊荣，同时并存。三位一体的神不是被造的，乃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
知，无罪，圣洁，公义，慈爱，恩典，怜悯，智慧，权柄，能力，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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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来找人，不是人去找神 
 
    这光主动地来到世界上，光照每一个人。(约 1:9) 不是人去找神可以找到的，若非人蒙到圣
灵的光照，不会知道自己是罪人。宗教界最大的黑暗是人的自义，不认识自己是罪人，内心的
己，是撒但坚固的营垒。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得罪了神。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
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 3:23) 蒙神在自然界的启示是一般的启示，这是恩典，蒙
来到世界的神子基督的启示，知道他来救赎我们，是独一的救主，这是特殊的启示，如此的启
示，乃是恩上加恩。 
 
2. 再一次的机会 
 
    凡接待祂的，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 1:12) 犹太人拒绝了神，神给他们第二次的机
会，让馀民可以得救。神与大卫立的约是永约，必永不废去。(撒下 7:29) 以色列人虽犯罪离弃
神，犹大国虽被巴比伦灭掉，因为神的信实，未来必然复国。「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
定例、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匉訇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
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後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
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寻察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後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
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 31:35-37) 
 
    不但如此，外邦人不认识神，不守律法，神给外邦人机会，可以因信称义。恩典一开始在人
的心中动工，罪的感觉就立刻会发生;同时基督的大爱就充沛着人的良心，加深人知罪的感
觉。 
 
    约翰达秘(John Darby)如此说，守律法的犹太人得到神赦罪的恩典是恩典，没以律法的外邦
人得到神的赦免乃是恩上加恩。 
 
3. 我们是从神生的 
 
    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血气乃是指着血肉知之躯，情
欲是人魂生命败坏的部分，人意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即使是好的，也不完全，有残馀
的恶在其中。不是从这些生的，就是恩典。从神生的，乃是有神的生命性情，这是恩上加恩。 
 
三、荣耀的显现: 恩典的真理 
 
1. 道成肉身的必要 
 
    没有人可赦罪，只有神可赦罪。因此，耶稣赦罪的权柄证明祂是神。「就有许多人聚集、甚
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
都缒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
议论说、这个人为甚麽这样说呢．他说僭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
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甚麽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
来、拿你的褥子行走．那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
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
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可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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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将行淫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想要耶稣告诉他们这妇人按照律法应当被石头
打死。他们问耶稣说，你说该把他怎麽样呢?(约 8:3¬¬¬-5)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
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於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
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
站在当中(约 8:7¬¬¬-9)。耶稣基督对行淫被捉拿的妇人说:「去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
8:11) 
 
2. 藉着道创造万物 
 
(1) 神是用祂的话 Logos 来创造 
 
    Logos (道) 不是 Sophia (智慧) 智慧是阴性的，道是阳性的，神的恩典在於祂的爱子就是创造
的主宰。Bana, 和 Ahsa. 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创造是 Bana. (创 1:1). 神用泥土造人，乃是用 Ahsa 
这字. (创 2:7) 这字隐喻了一种造物主与被造之物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人是神精心的杰作。这是
神恩典的起头。在神所有的创造中，我们是被造万物中最高的创造，在神所有所爱的对象中，
我们也是被爱最深的对象。这就是恩上加恩。 
 
(2) 这话超越时间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太初是时间无法再往前推的时刻。表明神是永恒的，祂在没有时间以前
就存在，祂是掌管时间的主，因为祂创造了时间。时间的主。你没有时间吗? 神拥有一切的时
间。祂是时间的主。神给人时间是恩典，神给人永恒的时间是恩上加恩。 
 
(3) 这话就是基督，与父神在永恒中同在 
 
    基督不是被造的，在没有创造世界之前，基督与父神同有所有的荣耀。(约 17:5) 
 
(4) 基督就是神，就是耶和华 
 
     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西 2:9) 
 
(5) 基督是创造万物的神 
 
    万物都是藉着祂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物不是藉着祂造的。(约 1:3) 先知以赛亚记载神对
以色列人的宣告，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
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有谁与我同在呢?) (赛 44:25) 创造是神的恩典，没有创造，我们一无
所有。救赎是神恩上加恩。 
 
(6) 神是供应人一切需要的神 
 
    万物被造显明神供应人一切需要的恩典。神为人所预备可居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箴 8:31)为人预备可居住之地是恩典，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是恩上加恩。 
 
1) 恩上加恩 
    不仅是神来到人间，将天上的祝福带到地上来，这是极大的恩典。神还要住在我们中间，神
的帐幕在人间，祂要与人同住。(启 21:3) 这就是在旧约神的会幕中所显出神的荣光充满了帐
幕。(出 40:34,王上 8:10) 我们不但看见神的荣光，并且反射神的荣光，这乃是恩上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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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出荣光 
    父独生子的荣光，乃是父爱子的荣光。我们要领受恩典，要先知道主是在我们以前的，这先
後的次序不能弄错。得到神够用恩典的秘诀乃是在於我们能否承认自己的环境和一切都已完
了。到了这种地步时，我们就不会再去求人的同情了。  -¬¬¬-宣信(Alb B. Simpson) 神的能力在
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神的恩典不但过去够我们用，现在也够我们用，将来更够我们
用。这是恩上加恩。 
 
3) 丰满恩典 
    从神丰满的恩典中，我们已经得着了，并且恩上加恩。(约 1:16)主不但赦免我们的罪，并且
赐下赦罪的平安。不但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赐下权柄，让我们能不犯罪。「我们知道凡
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约一 5:18)这话何等宝
贵，这就是恩上加恩。恩典无边无限。 
 
   不管我们怎麽败坏不堪，神仍然以爱来待我们。     约翰达秘(John Darby) 
 
4) 完全律法 
    律法要人遵守，好让人得福(申 28:1-14)以色列人遵守律法时比世上万国都蒙福，但他们违背
律法时就被神管教。律法是他们所喜爱的，但是神的恩典和真理在律法中仅仅显出一部分。基
督乃是成全律法者。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祂的都得着义(罗 10:4) 让那些渴望逃离罪恶
权势的人紧记这几句简单却不易达到的话: 「在祂并没有犯罪」，同时「我在神里面」，「我们得
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若我们时刻活在神里面时，祂就会藉圣灵的能力，使我们的生命
不染罪污，并会装备我们，叫我们能在行事上讨神的喜悦。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 这就是
恩上加恩。 
 
5) 显明神性 
    神迹指出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奥秘，这奥秘从创世记到启示录渐进地被显明出来。从来
没有人见过神，因为有罪的人见到公义的神必不能存活。(出 33:20) 
 
    回顾我的一生，有风有浪，好在主在船上;有山有谷，好在主与我同行;有水有火，终於靠主
达到丰富之地，多次经过死荫幽谷，仍然不怕遭害，祂的杖与竿都安慰我。                寇世远 
 
    人固然是因信得救，在神面前却是按着所行的得奖赏。得救是生命的问题，得赏乃是生活的
问题。                                                                                                                          郭维德(Govett) 
 
    神的恩典够我用!我当如此相信。辽阔的天空，岂不足够雀鸟翱翔;深广的海洋，岂不足够鱼
群游弋? 那全备者有足够的资源，供应我最大的需要。祂既有足够的力量托住万有，必能应付
我这可怜虫的一切需要。                                                                         司布真(Charles H. Spurgon) 
 
    我们既然蒙了重生，就当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求神帮助我们的生命经历更新变化，成为圣
洁，合乎主用，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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