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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论

第廿五课…

旧约中的基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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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稣基督在旧约中到底有没有在人间出现过？
摩西遇见「神的使者」…
摩西遇见「神的使者」
出三2-4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荆棘是非常干燥的，火一点很快就烧光了
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摩 说 「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看这
这
为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
「摩西！摩西！」他说 「我在这里 」
「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
徒七30-32 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正进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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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的儿子约书亚成为接班人，第一个硬仗就是攻耶利哥城…
书五13-15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

这位天使说他是耶和华，
上帝用天使、一个大男人、壮丁的形象向摩西显现。

以色列人遇见「神的使者」…
士二1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
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

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
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他回答：「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他看见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说 「 主
说：「我主有甚么话吩咐仆人。」
话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出三摩西看到荆棘中的异象，天使也吩咐他把鞋子脱下来
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这一位人被称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讲话
讲话口气很大，这是上帝的口气…
很
帝

这是一个责备的口气 —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不是天使啊！
「我」是单数的，是上帝的口气：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应许之地，
我永不废弃跟你们所立的约，


天使并没有跟以色列人立约，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是神



讲话的口气是上帝的口气 — 上帝向一群以色列人显现

基甸遇见「神的使者」…
士师记是很矛盾的，是非常不敬虔的年代，
士师记是很矛盾的
是非常不敬虔的年代
 不听话被敌人修理、羞辱，
很痛苦的时
很痛苦的时候就哀求耶和华，
哀求 和华
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
 得救以后又不听话，…耶和华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
耶和华又 起士师
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屡次教训都没有学会功课
有没有敬虔的人？有，我们来谈基甸…

六14-16 耶和华观看基甸，

前面说的是天使，可是现在却被称为耶和华
前面说的是天使
可是现在却被称为耶和华
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
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

士六12-13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
耶和华的使者
，

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致遭遇这 切事呢
我们何致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
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玛挪亚遇见「神的使者」— 儿子是参孙
士十三2-6 有一个琐拉人，是属但族的，

名叫玛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她说：
「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
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 「有 个神人到我面前来
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
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
圣经里的天使是很可畏的，
 为什么被画成那么可爱呢？是中世纪义大利画家的想象
 圣诞节的故事，牧羊人在旷野听见天使来报佳音，
他们好害怕，
天使还要安慰他们说：「不要怕！」
天使是很可畏的 他是神人
天使是很可畏的，他是神人，
有人的样子却有神的威严，是很令人敬畏的。

前面提到的是天使向他显现，
后面却说这一位天使是耶和华。
我们一再的说天使是用人的样子出现的，
为什么我们敢说是用人的样子呢？
往下看，会越看越清楚。

玛挪亚心里面想，是不是我太太想孩子想疯了，
古代不生孩子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甚至是很觉羞耻的
古代不生孩子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甚至是很觉羞耻的…
士十三8-17 玛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

「主阿！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
神应允玛挪亚的话。
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 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
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
从这就知道谁比较有灵性 — 是太太不是先生
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
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
「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
玛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
玛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
玛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玛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玛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
这是人之常情 有的人对你很好
这是人之常情，有的人对你很好，
你要记得他的名字，将来可以报恩

士十三18-22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
「你何必问我的名
我名是奇妙的 」
什么形容词都没有办法来形容我，
赛九6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他名称为「奇妙」
玛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盘石上献与耶和华，
火焰从坛上往上升，
火焰从坛上往上升
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
玛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
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玛挪亚和他的妻显现，
玛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玛挪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
旧约好几次提到，罪人看见神圣的神是会死掉的
这段经文好奇特 — 一下说是人、一下说是神人、
下说是天使、最后说是神，
一下说是天使、最后说是神，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 上帝用人的样子向人显现。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因为不肯拜尼布甲尼撒王 —
把王当作偶像、当作神来拜，
所以被丢进烈火的火窑当中
所以被丢进烈火的火窑当中，应该马上会被烧死了…
会
但三24-25 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
，
，
，

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
「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
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
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
明明前面说丢三个进去，
却看到四个人在里面，
 第四个人是神的形象
 神用人的样子出现，来陪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大祭司约书亚遇见「神的使者」…
亚三1-7 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但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
耶和华向撒但说 「撒但哪 耶和华责备你！
耶和华向撒但说：「撒但哪，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么？」
撒但在控告约书亚，说约书亚是污秽的、有罪的，
上帝说：这根柴本来要被烧毁 但我已经抢出来了
上帝说：这根柴本来要被烧毁，但我已经抢出来了。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对约书亚说：
「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
他看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其实是上帝，
他看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
其实是上帝
他用上帝的口气跟他对话。

旧约这十几次很特别的天使，很显然就是神自己，可是…
出卅三18-20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约一18a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这是不是矛盾呢？
这是不是矛盾呢
 一方面说不能看见神
 一方面旧约有十几次却有一些人看见到神
方面旧约有十几次却有 些 看见到神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个矛盾要怎么解决呢？
上帝里面有不可见的，神是灵，灵不是物质，
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圣父是不可见的
 也有可见的另
也有可见的另一位
位，就是圣子，
就是圣子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可见的

问题这是旧约、是在道成肉身之前，
有没有 能圣子耶稣在 约的时候向人显现呢
有没有可能圣子耶稣在旧约的时候向人显现呢？
 只能说有可能，因为旧约没有讲得这么清楚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 —
耶稣基督不是两千年前才出现，
 旧约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预言
言
 有些人已经看见上帝用人的样子向人显现
箴言第八章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直接在他面前

很活泼、活耀、直接创造天地的
很活泼
活耀 直接创造天地的 —
是耶稣基督，
因为 约一、西一、来一
约
西
来 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
旧约的耶稣基督以造物主的姿态在创造时，
已经在那里与耶和华 与父神同工了
已经在那里与耶和华、与父神同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