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音第十七章
約翰十七章是耶穌對門徒的臨別贈言，裡面隱含末代基督徒極須要建立的真理，概括說就是
福音的本源、上帝的真正名字和耶穌的真實身分，我們的任務就是為福音「正本」
、為上帝「正
名」、為耶穌「正身」。
「正本」
1. 約 17：3 認識祢是獨一的上帝，並且認識祢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解：
「認識」的原意是承認，承認就是心裡相信然後口裡承認，承認上帝創造宇宙萬物，並且
承認祂成了肉身，名叫耶穌，要來拯救我們，就有永生。承認是相信加上表白，經文沒有說
信了之後還要考核一段時間，再蓋棺論定你的信是真是假。經文是說信的那刻就有永生，這
就是因信稱義的真諦。約 5：24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那聽見我的話又信那差我來的，就有
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因信稱義的法源
1.1 亞伯拉罕七十五歲，膝下無子。半夜，上帝叫他出帳篷，對他說：
「我要讓你的子孫像天
上的繁星一樣多」。亞伯拉罕說：「我信！」經上說：「上帝就以此算為他的義」（創 15：6），
這是因信稱義的法源。「義」的原意是「無罪」，亞伯拉罕相信的那刻，上帝就赦免他所有的
罪，把他算為、歸為「義」了。儘管從他說「我信」到以撒出生這二十五年間他的表現很差，
上帝還是沒有因他的行為否定他當初的信。亞伯拉罕一百一十歲時上帝試驗他，要他把獨生
子以撒獻在祭壇上，正當亞伯拉罕要下手宰殺以撒時，上帝及時阻止，說：
「現在我知道你是
敬畏上帝的了，你沒有留下你的兒子不給我。」（創 22：12）亞伯拉罕通過了上帝的試驗，
經上卻沒說上帝以此算為他的義，雅各錯引此典故，強解為「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僅是因
信心」
（雅 2：24）
。不客氣地說，亞伯拉罕「因行為稱義」是雅各封給他的，不是上帝封的，
「稱義」變成要雅各說的算，上帝說的不算。
得救是恩典，不靠行為
1.2 有些教會教導人得不得救最終還要看行為，這是對十字架最大的侮辱，
「如果義是藉著律
法而來，基督就白白釘死了」（加 2：21）。恩典福音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有代贖，所有對行
為的要求，耶穌全部扛下，用祂的死償清了我們的罪債，既然強調基督的代贖，自然不必靠
個人的行為。得救是恩典，稱義源自信心，也靠信心來成全（羅 1：17）
。信就有永生，不能
再添加任何條件，若有添加，保羅說「該被咒詛」
。耶穌保證凡屬祂的一個都不失落，也應許
保惠師到我們裡面絕不離開，別愚蠢到想靠行為幫助上帝成就祂的應許！
耶穌先傳天國福音給舊約猶太人，後傳恩典福音給新約外邦人
2. 新約真理混亂的源頭是一開始初代教會就沒有把天國福音、恩典福音和講律法的假福音分
別清楚，各有各的擁護者直到今日。耶穌傳道三年多，先後傳了兩套在「對象、內容、應許」
三方面皆不相同的福音。他先傳天國福音給猶太人，知道沒有人能遵行全部律法而成為無罪
的義人，便把全本律法濃縮成兩條愛的總綱，即「盡心盡性盡意愛亞畏你的上帝」與「愛人
如己」
（太 22：37–40）
，這兩條愛的誡命稱之為「基督的律法」
（加 6：2）
，實踐「基督的律

法」等同守全了摩西律法。猶太人只要接納耶穌是他們的彌賽亞，下約旦河洗禮，行為上結
出果子與悔改的心相稱，末了經過山綿羊審判，做到愛仇敵（太 5：38–48）
、饒恕人（太 18：
23–35）
、體恤窮人的就是綿羊，就進入應許的地上天國（太 25：31–46）
。外邦人完全被摒
棄在聖約與救恩之外，死後都到永遠的陰間燒。
天國福音被廢棄
2.1 簡單地說，天國福音要求「不光要信也要愛與饒恕，才能進天國」
。當施洗約翰被捕下獄，
耶穌預知自己的死期不遠，嘆道：
「天國被暴力迫害，強暴的人把它搶奪去。』
（太 11：12 原
文）
「搶奪」與「被提」是同一個字，被強力奪去無法阻擋的意思，也就是說沒有挽救的機會。
前來建立天國的前鋒與君王雙雙被剪除時，天國的應許會生變，連舊約也會作廢（亞 11：9–
11）
。施洗約翰被殺後，耶穌禁止門徒向猶太人宣揚他是基督，且不再公開行神蹟，反過來向
外邦人傳「只要信，就能上天堂享永生」的新約恩典福音，並應許一信就聖霝內住，救恩永
固。耶穌復活升天前要門徒將福音廣傳到地極，使萬族作祂的見證人（徒 1：8）。
2.2 四福音書中只有約翰福音記載新約恩典福音。馬太、馬可、路加三福音書都是在講天國
福音，約翰早期寫的約翰壹書、貳書、參書也是在宣傳天國福音。
行為稱義是假福音
2.3 十字架掀起了巨大變化，原本應許給猶太人的地上天國被廢棄，換成肉眼看不見的虛擬
國度，成就在新約外邦信徒的心裡（路 17：20、21）。但初代教會分不清國度福音與恩典福
音的差別，常把四福音書中耶穌談論國度福音時要求守誡命的經文，摻進聖霝啟示的恩典福
音——人稱義是因著信心，不是靠行為，以致變質成「另一種福音」——光信還不夠，還須
兼守律法，也就是雅各書所主張的「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靠信心」
。行為無法使人「稱
義」，稱義是把有罪的人歸為無罪、算他無罪，那是上帝的主權，行為只能使人「成義」，靠
自己的努力守全律法達到無罪，但自古以來沒人做得到，所以「行為稱義」是夾雜律法主義
的假福音，它不屬於只要守兩條基督律法的國度福音，因為雅各是要人回去守全本律法，
「只
要在一條上失足，就違犯所有的律法」
（雅 2：10）
。它更不屬於只要信不看行為的恩典福音，
因為十字架的救贖大能敵不過個人行為的表現。我們現在的福音受天國福音影響頗大，以為
進入天堂之前人人都要接受審判，也受「假福音」的影響，以為行為不好會失去救恩，對白
白得來的恩典棄如敝屣。
「正名」
3. 約 17：6 你從世上分別出來賜給我的人，我已經把祢的名顯明給他們了。
解：顯然上帝的名字被遺忘了，否則耶穌何須再次向門徒啟示上帝的名字？耶穌既已說出上
帝的名字，何以約翰不直接寫出來，用「祢的名」代替？不僅是約翰福音，約翰寫啟示錄也
是以「祢的名」代替上帝的名字。上帝究竟叫甚麼名字？
上帝的名字叫亞畏（Yahweh）
3.1 上帝要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正式向他啟示：
「亞畏……是我永遠的名字，也是世
世代代我被記念的名字。」（出 3：15）亞畏直譯為「我是」或「我就是」。摩西是世上第一

位知道上帝聖名的人，在他之前上帝是以「El-Shaddai（伊勒沙代）」
（全備豐足的上帝）向亞
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並未讓他們知道祂真正的名字（出 6：3）
。
3.2 以色列人離開為奴之地那天，聖經記載「亞畏的軍隊從埃及地出來了」（出 12：41），當
時萬族中唯獨以色列一族知道亞畏聖名。上帝分開紅海並淹沒法老的追兵，摩西做詩頌讚上
帝的大能，歌中提到：
「亞畏是戰士，祂的名是亞畏」
（出 15：3）
。上帝名為「萬軍之亞畏」，
意思是上帝乃爭戰的上帝，凡願意歸屬在亞畏名下的，就成為祂軍隊中的戰士。
3.3 上帝頒布十誡的同時下了道應許，凡築壇獻祭記念亞畏聖名的地方，上帝必親臨那地賜
福敬拜祂名的人。（出 20：24）
透過聖名來認識上帝
3.4 摩西是亞畏上帝的朋友，他們經常面對面說話，但是上帝始終不讓摩西看見祂的臉，要
摩西透過認識聖名來認識祂。有一次拗不過摩西的祈求，上帝終於答應讓摩西看見祂的後背，
上帝顯現的同時宣告了亞畏聖名。上帝要摩西明白凡知道祂的名字是亞畏的，就是祂的朋友，
不是看見祂才叫認識祂，而是透過聖名來認識祂。（出 33：11–23）
基督信仰是敬拜聖名，禁拜偶像
3.5 西乃立約時，上帝從天而降與摩西一起站在山頂上，共同宣告亞畏聖名（出 34：5）
。立
約當日上帝自隱形像，只讓選民聽見火焰中傳出來的聲音，以免百姓將祂雕刻成偶像（申 4：
12、16）
。上帝啟示的真理信仰是只敬拜聖名，嚴禁拜偶像。上帝以亞畏聖名代表祂本身親臨，
因之人們仰望祂的名時，就是在仰望祂，求告祂的名時，就是在求告祂，歌頌祂的名時，就
是在歌頌祂，愛祂的名時，就是在愛祂，褻瀆祂的名時，就是在褻瀆祂。敬拜祂的場所稱作
「記念祂名的地方」。朝見祂面的地方叫做「立為祂名的居所」。人要與上帝交流互動，全藉
由聖名來聯繫，正確稱呼上帝的名字十分重要。
3.6 十誡的第三誡說：
「不可妄稱亞畏你上帝的名。因為妄稱祂名的，亞畏必不以他為無罪。」
（出 20：7）所謂「不妄稱上帝的名」是指奉聖名說話時要誠實無偽，在法庭審案上，不可
奉聖名做偽證（第九誡）
；與人立約時，不可奉聖名舉起右手起假誓（何 10：4、利 19：12）
；
不可奉聖名發假預言（申 18：20）。文士法利賽人曲解此誡，認為人的嘴不潔，禁止人民口
呼聖名，違者用石頭打死。他們罔顧上帝吩咐要奉亞畏的名服事（申 18：5）
，奉亞畏的名為
人禱告祝福（申 21：5）。
4. 亞畏聖名是如何遺失的？
4.1 約書亞進迦南地時未遵照上帝的命令滅盡迦南七族（申 7：1–6），當滅的族類與十二支
派聯姻通婚，引進異教陋俗，埋下信仰崩壞以致亡國的種子。士師時期，以色列舉國上下時
而拜亞畏，時而拜迦南的主神巴力與亞斯他錄（亞舍拉）
。王國時期甚至以巴力之名取代亞畏
聖名，用巴力稱呼上帝。典型的例子有二：掃羅給第四個兒子取名叫伊施‧巴力，原本他要
表明孩子是「亞畏的人」
，卻變成「巴力的人」
（代上 8：33）
。又，大衛得到上帝之助擊潰非
利士人，給那地取名叫巴力‧毘拉心，記念亞畏幫他「沖破敵人，如同洪水沖破堤岸一般。」

（撒下 5：17–21）國君將上帝之名張冠李戴而不自知，遑論百姓。
4.2 所羅門王建造各式邱壇，隨從異族妃嬪陪嫁過來的偶像（王上 11：1–9）
，上帝稱以色列
官長叫所多瑪，稱以色列百姓叫蛾摩拉，意謂舉國上下極盡玷污褻瀆淫穢之能事（賽 1：3、
10）
。荒唐莫過瑪拿西王，竟把巴力之妻亞舍拉的神像抬進聖殿給上帝當老婆。所羅門死後國
分為二，北國十支派於西元前 722 年被亞述帝國擄至中亞，遭異族同化。南國兩支派於西元
前 586 年被擄到巴比倫，七十年後歸回，歷經波斯、希臘、羅馬帝國殖民。
4.3 猶大兩支派被擄歸回後對律法熱心過頭，造就了法利賽運動，只准祭司在聖所香壇前使
用亞畏聖名禱告，大祭司每年在贖罪日念誦的祝禱詞也可保留亞畏真名（民 6：22–27）
，聖
所以外的任何地方，嚴禁使用亞畏聖名。
4.4 亞畏聖名遭禁用，許多替代稱呼應運而生，導致上帝吩咐要千秋萬世記念的唯一聖名逐
漸消失於民間，只剩祭司小團體仍代代口耳傳承。常見的上帝替代名有：主（新舊約聖經）、
那位（先知書）
、活神（先知書）
、永生神（次經）
、永恆者（次經）
、道（新約）
、上頭（新約）、
阿爸父（新約）、這名（民間對話用）。舊約原文聖經中的亞畏聖名寫成 JHWH，又稱「四字
聖名」
。法利賽運動要人看到四字聖名時就讀成「阿多乃（Adhonai）」
。所有替代名中，以「阿
多乃」使用最頻繁，但阿多乃是「主」的意思，這又跌回稱呼異教巴力的陷阱裡了。
耶和華是假聖名
5. 西元 500 年左右，希伯來人發展出一套拼音系統，在上帝的聖名底下標註了「主」的母音，
提醒讀經者聖名要讀成主。西元 1520 年左右，神學家把 Adhonai 的母音字母和 JHVH 的子音
字母合起來編出 Jehovah 這個假想名，中文聖經就把它翻譯成耶和華。近代聖經學者經多方
考查研究，確認「亞畏」是上帝的名字最接近的正確讀音，但台灣教會目前還是在抵制亞畏
聖名，這是我們要做的「正名」。約 17：26 我已經把你的名指示他們，將來還要再指示。耶
穌口中的將來正是現在。
「正身」
6. 約 17：8 因為你賜給我的話，我已經給了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那裡
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解：
「從你那裡來」原文是「從你中間出來」
。耶穌說：
「我在父的裡面，父的霝也在我的裡面。」
（約 10：38）又說他回天上去，要差遣父的裡面另一位真理的老師——聖霝——來。
（約 14：
16、17）「另一位」在希臘文裡可以是「同質同等的另一位」或「不同質不同等的另一位」，
這裡是同質同等的另一位。亞畏的體裡面是霝魂跟霝，要把另一位差遣下來，而差遣下來的
是霝，那麼耶穌就必須是亞畏的霝魂。上帝按照祂的形像樣式造人，人有霝、霝魂、體，上
帝也是霝、霝魂、體三合一，第 8 節就是講耶穌基督就是上帝的霝魂來的。這是我們要做的
「正身」。
耶穌是亞畏天父上帝
7. 耶穌的真實身分是亞畏天父上帝，以下先從新舊約對照描述雙方的身分，再從以賽亞的預

言了解基督的真實身分，及其對初代教會的影響，最後配合新約使徒在異象中看到基督在天
上與天父的互動關係完成論述。
7.1 舊約只講亞畏天父於末日要降臨審判世界，因殺戮極多，祂的衣服被血染紅（賽 63：1）
；
新約只講耶穌基督於末日要降臨審判世界，祂身穿一件浸過血的衣服（啟 19：13）
。舊約說，
那日亞畏要帶著千千萬萬的聖者腳踏橄欖山（亞 14：4）
；新約說，那日耶穌要帶著十四萬四
千名白馬軍團腳踏橄欖山（徒 1：11；啟 14：1），有了新約「被提」的啟示，得知舊約千千
萬萬的聖者其實就是新約的白馬軍團。聖經沒說基督與天父要一起下來或一前一後下來，若
耶穌基督不是亞畏天父的話，這兩方的預言如何兜得攏？
7.2 啟示錄開頭天父上帝說：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
（啓 1：8）
；啟示錄末了耶穌基督自
述祂是阿拉法，是俄梅格（啟 21：6）
。此外，上帝說：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
（賽 44：
6、44：6、48：12）
；耶穌基督也同樣如此介紹自己（啟 1：17、2：8、21：6）
；上帝說祂就
是「那位」
（賽 43：10、13；48：12）
，是唯一的拯救者、救贖主（賽 43：11、44：6）
。舊約
的「拯救者」就是新約的「救世主」
，波斯語稱「彌賽亞」
，希臘語稱「基督」
。上帝說除了祂
以外，沒有別的拯救者，那麼，誕生在馬槽、成為世人唯一的拯救者耶穌基督若不是上帝，
誰能辦得到？
7.3 舊約用「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來歌頌亞畏天父（申 10：17、但 2：47）
，新約啟示錄描
述耶穌的名字是「道」，祂的衣服和大腿上，寫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名號（啟 19：
16）。
7.4 耶穌自己宣告：
「我與父是同一位」（約 10：30 原文），「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約
14：11）。
基督的真實身分對猶太人而言是封印的奧秘
8. 從上述對照的經文不難看出耶穌基督就是亞畏天父，可是新約聖經處處可見「耶穌基督是
上帝的兒子、愛子、獨生子」的說法，
「聖子論」更是傳統神學牢不可破的主流思想，甚至不
如此主張者會被打為異端，問題出在哪裡？是上帝故意不讓猶太人聽懂以賽亞傳的耶穌是父
的預言，以免他們回頭上帝不得不原諒他們（賽 6：8–10）。
8.1 關於基督，以賽亞傳遞的信息包括：有一童女要懷孕生子（賽 7：14），那子是全能的上
帝、永在的父（賽 9：6）
，祂要成為信靠祂的人的房角石（賽 28：16）
，卻是以色列全家的絆
腳石（賽 8：14）
，祂以自己的性命作贖罪祭（賽 53：10）
，凡認識∕承認祂的就稱義得救（賽
53：11），祂要做列國的光（賽 42：6、49：6），救恩要傳到地極（賽 49：6）。
8.2 耶穌的身分對猶太人而言是封印的奧秘，他們自然將從上頭下來、要來拯救他們的受膏
君彌賽亞定位為上帝之子。耶穌傳道三年間，身邊的門徒清一色是猶太人，耶穌多次表明自
己就是父來的，門徒聽不懂（約 14：7–9）。基督復活升天後，彼得帶領的使徒團隊全數出
自猶太教，因此初代教會也就順理成章繼承猶太教的「彌賽亞是上帝之子」的錯誤觀念，新

約作者自然便言必稱「基督是上帝的兒子、愛子、獨生子」。
8.3 保羅得到啟示之前曾說：
「這愛子是那位看不見的上帝的顯像，是一切被造物中首生的。」
（西 1：15 原文）初代使徒與信眾把基督看成是頭一個受造物，難怪暱稱基督是「長子」或
「長兄」
。保羅的前十封書信乃早期及中期的著作，那時他視上帝與基督的關係為父子，言必
稱基督是上帝的兒子或愛子。但他臨死的前一年，聖霝向他揭露了令人肅然起敬的神聖奧
秘——父在肉身顯現（提前 3：16），也就是大家常說的「道成肉身」，天父為了拯救世人竟
親自降生並死在十字架上！得到啟示後，保羅的最後三封書信（提摩太前後書與提多書）改
口稱基督就是父上帝，可惜他不久後就殉道了，沒有機會修正他之前的錯誤主張。編纂聖經
之初也未按照著作年代排列保羅的十三封書信，以致讀者不容易看出保羅對基督位格有一百
八十度的大轉變。
基督在天上與父的互動關係
9. 從啟示錄我們看到第三層天有一個上帝的寶座（啟 4：2），父上帝始終端坐在寶座上不曾
離開，羔羊進進出出寶座，要站的時候，要從父的寶座裡面出來站，要坐的時候，要回到父
的裡面坐在寶座上。寶座很大，羔羊進去坐在寶座的右半邊，左半邊空著預留給新婦坐。
上帝是霝（聖霝）、霝魂（耶穌）、聖體三合一的結構，用蛋的結構來比喻很貼切。聖霝離開
人的霝魂，人的霝魂就死了；人的霝魂離開人的肉體，人的肉體就死了。上帝永遠不死，所
以聖霝、耶穌，聖體可以自由分合，各自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