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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荣面基督的荣面
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盼望，还不是身体复活，

而是身体复活以后带着不朽坏的身体，
能够见到主耶稣自己的荣面…

 基督徒在教会生活、灵修的生活中，

都是在都是在思想主耶稣

 读经的时候，圣经是以主耶稣为中心的

敬拜的时候 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耶稣 敬拜的时候，敬拜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耶稣

 在教会查经班、主日学，经常在讨论主耶稣

 在地上的生活 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盼望：
 现在讲耶稣 其实都仍然只是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现在讲耶稣，其实都仍然只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但是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要面对面
这个是基督徒在地上所有的最荣耀 最大 最终极的盼望这个是基督徒在地上所有的最荣耀、最大、最终极的盼望，
没有任何盼望比见主耶稣的面来得更加荣耀了！

见主耶稣的面、面对面地见他，在神学上叫「荣福直观」。
我们期待 盼望见主的面 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我们期待、盼望见主的面，但是为什么主耶稣

 不现在就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见他的面呢？

 现在要彷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呢？ 现在要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呢？

 为什么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的时候

要用卑微的样式、来遮住他的荣光呢？要用卑微的样式、来遮住他的荣光呢？

很简单，因为罪人不能见主的面 –
来十二14b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来十二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亚当堕落以后，创三8b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罪人是不能承受耶和华的面光的，罪人是不能承受耶和华的面光的，
尽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见主面的盼望，

但是主的面仍旧会让我们现在这样罪身感到惧怕。感

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见到升天的主耶稣的时候，
极其惧怕，仆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极其惧怕，仆倒在地好像死了 样，

基督的荣面是大而可畏的！

诗九十七5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
诗人诗意的表达要让我们看见诗人诗意的表达要让我们看见 –
 耶和华的荣面是受造的世界、堕落的世界所承受不起的

 但是神的儿女应该要有迫切想要见主面的心 但是神的儿女应该要有迫切想要见主面的心
就像老约翰在异象当中，虽然见到基督可畏的面，

仆倒在地好像死了一般 非常令他恐惧 不舒服的经历仆倒在地好像死了 般，非常令他恐惧、不舒服的经历，
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他却说：「是的，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切切渴慕要见到你的面！」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切切渴慕要见到你的面 」

摩西在地上的时候，向耶和华所求的最大的
一个祝福，可能也就是求见耶和华的面了。个祝福，可能也就是求见耶和华的面了。

当年他在西乃山上求见耶和华的面，

但是耶和华没有应允、也没有责备，华 ，

耶和华喜悦摩西这个祷告。

耶和华喜悦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喜悦我们祈求见他的面，耶和华喜悦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喜悦我们祈求见他的面，
只是我们现在是罪人，现在不能够见他的面。



耶和华如此喜悦摩西这个祷告，赐给摩西一个特权：
就是摩西沉睡了以后过了数千年就是摩西沉睡了以后过了数千年，
有一天耶和华把摩西带回到地上，
就是主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

彼得后书登山变像的那个威荣，
 就是将来圣子降临的威荣 就是将来圣子降临的威荣

 就是将来我们面对面、

看见耶稣脸面的那个威荣的景象看见耶稣脸面的那个威荣的景象

从前摩西求见神的面他见不着，
现在他睡了、他的灵魂已经全然成圣，现在他睡了、他的灵魂已经全然成圣，

罗马书他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而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
他现在已经脱离了罪了、已经成圣了，
他想要见上帝的面光的这个愿望、现在也可以实现了。

上帝就把他从乐园带回到地上，

让他在变像山上见到圣子将来降临的那威荣。

太十七1-5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

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耶稣用卑微的形状隐藏他的荣耀，

用十字架的羞辱隐藏圣子的威荣用十字架的羞辱隐藏圣子的威荣，

完全是出于他的主权，他随时可以变回
威荣的样式，他本来就应该是威荣的主！威荣 样 ，他本来就应该是威荣的主

他为了我们与我们的救恩，甘愿成为卑微的人，
为了使卑微的人能够与他同得荣耀，

为此他甘愿走上各各他！

马克琼斯《认识基督》
提到了变像山与各各他山的对比提到了变像山与各各他山的对比…

变像山 太十七 各各他山 太廿七

耶稣的衣服洁白如光  耶稣赤身露体，

他的里衣、外衣都被兵丁撕碎

有摩西、以利亚随侍左右
拈阄分掉了

 耶稣左右钉着两个强盗
并且与他说话 用恶毒的话讥笑他，

直到其中一个强盗

道怎 样 悔

父神用慈爱的声音说

不知道怎么样突然悔改，

求耶稣得国降临的时候记念他

以赛亚父神用慈爱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

 以赛亚 –
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

使他痛苦我所喜悦的。」 使他痛苦

两座山之间还有一个对比，深深烙印在彼得的心上…

在变像山上 彼得 「我们在这 真好在变像山上，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记载，因为圣子的威荣

理当让这三个门徒当场死在那边理当让这三个门徒当场死在那边，

他们应当是极其惧怕的…
可能有基督恩典特别的保守 我们不知道可能有基督恩典特别的保守，我们不知道，
总而言之，圣经就是这样子记载的。

在各各他山上 彼得却不见踪影 他三次不认主在各各他山上，彼得却不见踪影，他三次不认主，
之后他也没有跟随主耶稣上各各他，

约翰在那里 彼得却不在那里约翰在那里、彼得却不在那里。

彼得不在那里就好像是在说：

「我不在这里真好！」「我不在这里真好！」
当初彼得信誓旦旦对主说：
「就是别人都不认你，我总不能不认你！」「就是别 都不认你，我总不能不认你 」

但鸡叫以先，彼得果真三次不认主。



路加福音彼得三次不认主、鸡就叫了，
那时耶稣作了 个动作 耶稣回头看彼得那时耶稣作了一个动作 – 耶稣回头看彼得，

彼得看见耶稣就出去痛哭！

我想耶稣回头看彼得 彼得看见耶稣的脸我想耶稣回头看彼得、彼得看见耶稣的脸，
虽然不是圣子降临的那威荣，

但是他难道没有想到登山变像时的威荣吗？但是他难道没有想到登山变像时的威荣吗？

他一定是想到了，他心里一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心里有很多的疑问，他内心还是爱着主耶稣的，心里有很多的疑问，他内心还是爱着主耶稣的，

他还是渴慕着要见主耶稣的面，

但是他的基督论整个错掉了…

太十六自从彼得宣告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之后，
彼得就不承认耶稣会死，不 认耶稣 死

但是耶稣现在如此受苦、如此受羞辱、

而且即将真的要被钉死了，彼得实在没有办法认主耶稣，

可是他内心真的是渴望见到主耶稣的面。

彼得过去怎样三次不认主，现在主就三次问彼得：
「彼得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

彼得三次回答主耶稣：「主，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

到最后主耶稣也肯定了彼得对主耶稣的爱。到最后主耶稣也肯定了彼得对主耶稣的爱。

约廿一18-19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

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稣 始呼召彼得时 就 过这句话 「你跟从我吧耶稣一开始呼召彼得时，就说过这句话：「你跟从我吧！」
现在死了、复活了以后，再次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

而彼得果真就 辈子跟从主耶稣而彼得果真就一辈子跟从主耶稣，

最后也跟随主耶稣上了十字架，

根据教会传统相传 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根据教会传统相传，彼得是倒钉十字架、
头下脚上而死的。

他曾经在变像山上看见那威荣，然后说「我们在这里真是好！」

那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现在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那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现在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知道主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怎么一回事了

 知道耶稣的神人二性是怎么 回事了 知道耶稣的神人二性是怎么一回事了

 现在他真正切切望望地、最想要的事情

就是见到圣子降临的荣面就是见到圣子降临的荣面
这也应当是每一个基督徒最深刻的盼望。

不论是圣殿 或者是旷野里面的帐幕 都代表着神与人同在不论是圣殿、或者是旷野里面的帐幕，都代表着神与人同在 –
神的帐幕在人间，使人可以进来面见神。

但是在圣殿 帐幕的核心有一个至圣所 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但是在圣殿、帐幕的核心有 个至圣所，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
至圣所周围用巨大的幔子隔开来，

象征的是神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象征的是神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
至圣所象征的是人直接面见神，

而那道幔子告诉我们人是不能面见神的，每年只有大祭司

行了洁净的礼后可以进去，代表以色列人面见耶和华

但这也都只是影子、这不是实体，
我们真正的大祭司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正的大祭司是主耶稣基督。

希伯来书基督作为祭司，又讲基督就是那所献上的祭，
同时又讲基督就是至圣所的幔子同时又讲基督就是至圣所的幔子。

耶稣死的时候那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
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在基督里，开出 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在基督里，

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见神。

「活在神的面光中」成了宗教改革很重要的格言 –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光中」成了宗教改革很重要的格言 在神的面前。
但是我们现在活在神的面光中，却不是直接的，

 保罗说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保罗 我 是对着镜子 看

 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了，主耶稣为我们死了，

神与人中间的隔阂现在已经拆开了

但是这仍然是在过程当中，是一个已然、未然的过程，
这仍然指向将来 – 就是有一天我们身体复活，

主耶稣带着威荣降临的时候，到那一天我们要见他的面！



在今生我们见主面，始终不是凭眼见、只有凭信，
我们是凭着信见主的面 但是主耶稣再来我们是凭着信见主的面。但是主耶稣再来、

我们身体复活，那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时候，

信心就归于无有了 信心就变成眼见了信心就归于无有了、信心就变成眼见了。

林前十三8 – 12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我们会认识基督如同基督认识我们一样我们会认识基督如同基督认识我们 样，

我们会有最亲密地面对面的交通。

启示录的大结局也是 –信徒在新天新地当中面见神…

启廿二1-5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回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回果子，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事奉他，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那真光要当面地照耀我们，成为我们惟一的光，
 我们要面对圣子的荣光我们要面对圣子的荣光
 而且在那一天，我们没有任何的恐惧了

 我们带着眼见在他的面光之中，

会不断地喜乐地、颂赞他、赞美他

但人要凭着眼见见到圣子的荣面，有一个前提…
就是今天要凭着信心看见他 在那日才能凭着眼见看见他就是今天要凭着信心看见他，在那日才能凭着眼见看见他。

来十一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惟有今生凭着信见到主耶稣的人惟有今生凭着信见到主耶稣的人，
在他降临的时候，才能够面对面地见他那荣面

 信心还要带来圣洁 信心还要带来圣洁，

希伯来书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
约壹三2-3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约壹三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如果我们渴望见到主耶稣的面，

我们在今生就应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

这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不圣洁、将来就要下地狱，
是害怕 我们 圣洁 会失去我们的救恩不是害怕说我们不圣洁、会失去我们的救恩，

 而是因为主耶稣的爱激励我们，

使我们切切地想要见他圣洁的面使我们切切地想要见他圣洁的面
 当我们带着这样子的盼望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要自己像他圣洁我们也会想要自己像他圣洁，

以至于在那日可以见到主耶稣的荣面，
就是见到这世间一切的荣耀就是见到这世间 切的荣耀

拥有主耶稣的荣面，就是拥有世间的万物…

罗八32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我们今天看见耶稣的面 –那个钉在十字架上卑微的面，
是众人以为耻 看不起的 是 个羞辱的面是众人以为耻、看不起的，是一个羞辱的面；
 我们今天若拥有基督、基督一切的羞辱，

并且在这羞辱上与他有分 将来有一天并且在这羞辱上与他有分，将来有一天

要见他荣耀的面，我们也要与他同得荣耀
 这个是基督徒今生最大的盼望 这个是基督徒今生最大的盼望，

正如圣经到最后使徒约翰所讲的那句话：
「是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这门「基督论」的课程，思想了很多复杂的内容、

思想了很多的经文，有的时候可能觉得难以消化，思想了很多的经文，有的时候可能觉得难以消化，

但到最后，希望这门课带给我们的盼望，
就是主耶稣再来的盼望，耶 盼

也愿这个祷告借着这门课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祷告 –
「主耶稣，我愿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