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叢書

康恩施 Constantine R. Campbell
J0715

許多人幫助靈命日糧事工將改變生命的聖經智慧帶給他人，即使是小額奉獻， 

也能聚沙成塔。我們並沒有任何機構或宗派提供基金或資助。

odb.org  |  simplified-odb.org

耶穌是榮美？

或許你對基督教有很不好的印象，因你曾遇到慣于妄加批評

的基督徒，那些人試着將他們的價值觀強加于你，或讓你覺

得自己像個“罪人”，甚至有些偽善的基督徒和一般人同樣

敗壞（或更墮落）。但讓我們暫時把這些放在一邊，先來思

想耶穌，祂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讓我們來看看耶穌是個什

么樣的人，看看祂的言行，再考慮祂是否值得信靠。

康恩施（Constantine R. Campbell）在靈命日糧事工擔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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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瀏覽我們的網站simplified-odb.org/ds，閱讀不同主題的

探索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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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耶穌與我有何相干？

我念大學時成為基督徒，此后，長達十年之

久，我一直和舅舅爭辯。他實在不願意見

到我成為基督徒，而我真心希望他成為基督徒。

	 我們之間的爭辯很和氣，但相當嚴肅。隨着

我越發有能力為自己的信仰辯護，我發現，我終

于可以回應他所有的反對意見，並且為基督信仰

提出強而有力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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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遠忘不了某天下午，我和舅舅爭辯的結

果。那時，我們坐在他的廚房裡，花了兩個小時

討論耶穌的復活。舅舅說：“就算你說服我相

信耶穌已從死裡復活，我還是不願意成為基督

徒。”歷時十年之久的爭辯，最后的結論實在出

乎我的意料。

	 我問他為什么，他說：“因為我不想改變我

的生活方式。”

	 在那一刻，我終于領悟到一個事實。儘管這

十年來，我們爭辯、討論各種證據、邏輯性和相

關事證，但其實舅舅不願意成為基督徒，只因他

根本不想作基督徒！

	 即使我能說服舅舅相信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事

實、聖經的真實性，以及符合邏輯的基督教世界

觀，但到最后依舊無法讓他歸信基督。

	 原因在于，我們的渴望強過我們的理性。我

們想要相信的，往往壓倒我們的認知。我如果誠

實地面對自己，就知道自己的確是如此。你若對

自己誠實，我想，你也會得到同樣的結論。

	 儘管人類具有理性思維，又看重邏輯和說服

力的論述，我們還是常受到更深層的因素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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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我們內心的渴望比理性的信念更加強烈。

	 我們說服自己相信某些事，往往是因我們想

要相信。我們將自己的決定合理化，因為我們想

讓自己的渴望看起來合乎情理。我們傾向于固守

那些支持我們想法的論點，而不願因證據或旁人

的勸說，完全改變自己的觀點。因此，要說服一

個人去接受所不願意接受的事實或信念，確實很

難，就像我的舅舅。

	 你若不想成為基督徒，我實在無法說些什么

改變你的心意。所以，這本小冊子不是要說服你

相信任何事，而是吸引你認識基督信仰的榮美。

	 當你繼續閱讀這本小冊子，我誠心希望你能

保持開放的態度。更重要的是，敞開你的心靈，

因那美好的事物會觸動你心，更勝于理性思想。

	 如果耶穌的榮美吸引你心，那么，你的理性

思想也會隨后跟進。我們將依序探討：基督徒為

何將耶穌視為“榮美”；為何祂那么令人着迷；

耶穌是什么樣的人；祂說了和做了什么。最后是

探究：為何現今耶穌仍至關重要？

康恩施（Constantine R.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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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言中提到，我想要吸引你來認識“基

督信仰的榮美”。

	 你或許覺得這個形容詞有些奇怪。我瞭解，

對許多人而言，基督教似乎根本稱不上榮美。如

果這也是你的想法，我懂你的意思。

	 或許，你對基督教有很不好的印象，因你曾

遇到慣于妄加批評的基督徒，那些人試着將他們

.（一）

耶穌榮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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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強加于你，或讓你覺

得自己像個“罪人”，甚至有

些偽善的基督徒與一般人同樣

敗壞(或更墮落)。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在我

的祖國澳洲，社會大眾幾乎

將基督教視為“不好”的信

仰。一般人會將基督徒視為

道德敗壞、偏狹排他，甚至主

張反智主義。

	 這些批評並非空穴來風。不過，這不是本書

的重點，因這些其實是針對基督徒所做的評論，

而非針對基督信仰。我承認有時我也很受不了基

督徒，而我也是惹惱人的基督徒之一！

	 但我的信仰並不是奠基于基督徒的行為和態

度。相反地，耶穌才是我信仰的根基。基督信仰

的榮美根植于耶穌的榮美，這才是本書的重點。

耶穌如何榮美？

	 我通常不會用“榮美”來形容一個人，但我

相信用來形容耶穌極其恰當。當然，我不是指祂

基督信仰的榮美

根植于耶穌的榮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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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表（目前沒有任何資料描述祂的容貌），而

是指祂的性情、祂與人互動的方式、祂的教導、

祂的權能，以及祂的心意。我能想到對耶穌的最

佳描述就是“榮美”。

	 在這本書裡，我希望能向你介紹耶穌的榮

美。

	 或許，你不認為祂是榮美的，畢竟“美”是

主觀的感受，但我認為你會認同耶穌是榮美的。

即使是對基督教持懷疑態度的人，往往還是會承

認耶穌那令人驚嘆的良善，例如他們留意到，耶

穌的某些教導崇尚道德與公義。他們甚至以是否

能遵行耶穌的教導、效法耶穌的榜樣來評價基督

徒。

	 事實上，非信徒批評基督徒常常是因為他們

不像耶穌！這樣的批評是公道的，更是一針見

血。所有的基督徒都希望能更像耶穌，因祂是榮

美的。誰不希望擁有榮美的生命呢？

	 要明白我為什么認為耶穌是榮美的，請容我

向你介紹耶穌、祂的作為和祂的性情。我相信這

會令你着迷，甚至令你震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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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耶穌令人着迷
或震驚？

當耶穌在世時，常常教導跳脫傳統的智慧，

並且挑戰現況。許多人認為祂是個頗富爭

議的人物，但同時祂也吸引眾人的目光。這是為

什么呢？

	 我們當謹記，這裡所談論的是一位來自中東

的鄉下人。祂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一貧如洗、不

具任何政治權勢、從未出版任何著作，而且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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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活動範圍僅限于方圓300公里之內。

	 這樣的人怎么會聲名卓著？這樣的人怎么會

深深影響人類的歷史？祂怎么會對文化、政治、

道德及宗教帶來巨大的影響？這是怎么發生的？

這怎么可能？

	 針對上述的問題，容我提供一個可能的答

案：一切皆因耶穌令人震驚。

耶穌令人震驚

	 耶穌做了許多讓人震驚的事，說了許多令人

震驚的話。凡祂所到之處，再再震撼人心。

	 耶穌做了讓人震驚的事，包括：與娼妓為

伍；將商販趕出聖殿；醫治人的疾病；斥責宗教

領袖是偽君子；將水變成酒；饒恕人的罪；使瞎

眼的看見；讓死人復活；祂自己從死裡復活。

	 祂說了令人震驚的話，包括：要愛你的仇

敵；在隱密處禱告並于暗中施捨；盜賊和騙子也

蒙上帝所愛；祂是上帝的獨生愛子；凡信祂的人

必得永生；祂會被人出賣，被釘在十字架上；當

人們將祂釘在十字架上時，祂祈求上帝饒恕這些

人。



耶穌令人着迷或震驚？  13    

	 無論在鄉間、在城裡，耶

穌都令人震驚；祂震驚了群眾

與個人；祂震驚漁夫及財主；

祂震驚了猶太人和外邦人；祂

震驚至親好友；祂震驚宗教

領袖及羅馬軍兵。

	 耶穌令人震驚，但這並不

是祂的本意，也不是因為有

趣，或要引人注目。

	 相反地，耶穌令人震驚，

因為祂的所言所行帶着令人難以置信的權柄和能

力。祂將一切撥亂反正！祂的話語充滿改變生命

的智慧及洞見。祂不附從當時的思想領袖或宗教

領袖，而是塑造人們的思想，教導他們有關上帝

的事。

	 耶穌也不畏懼任何人。祂的權柄似乎出于上

帝本身，而祂讓人震驚的作為足可證明這一點。

祂絕不是個凡夫俗子。

	 雖然人類已有2,000多年的時間習慣祂的言

行，但如今，耶穌依然令人震驚。祂的一些言論

已不像當初那么讓人震驚，因大家已習以為常。

耶穌令人震驚，

因為祂的所言所

行帶着令人難以

置信的權柄和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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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現今不再那么讓人震驚，因為這些已塑造

了我們的文化，而我們也已將祂的理念視為理所

當然。不過，直到今日，仍有許多與耶穌相關的

事會令人震驚。

	 祂所說的一件事至今仍讓人震驚（或讓人難

以接受），就是祂宣稱自己是親近上帝的唯一道

路。耶穌清楚宣告說，拒絕祂就是拒絕上帝，接

受祂就是接受上帝。

	 祂的一個作為至今仍令人震驚（或讓人難以

相信），就是祂從死裡復活。

耶穌改變人的生命

	 耶穌不單單讓人震驚，祂也改變人的生命。

	 祂透過神蹟奇事改變人的生命，例如使瘸腿

的人能夠行走。祂透過與人互動翻轉人的生命，

例如那位撒馬利亞婦人與耶穌簡短地交談之后，

立即脫胎換骨、生命得着改變。許多人與耶穌相

遇之后，他們的生命立即有所轉變。

	 另有一些人則是透過跟從耶穌，生命逐漸改

變，例如祂最親近的門徒。

	 西門從漁夫變成耶穌的追隨者，就是一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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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例子。事實上，耶穌后來給他取了一個新的

名字──彼得。因為透過認識耶穌，他必要成為

一個全然不同的人。經過三年左右的時間，他確

實被徹底改變，甚至日后成了教會的領袖。

	 耶穌透過醫病和神蹟奇事改變人的生命，其

實並不難理解。試想，你若罹患不治之症或失

明，甚或已經死亡，但后來卻得醫治、死而復

生，你的生命自然永遠被改變，而且變得更好！

或是你看到耶穌在水面上行走、平靜風浪、餵飽

五千人，我想，你也會因這些事件有所改變。

	 耶穌也透過祂的教導改變

人的生命。在某些程度上，祂

的教導能使人有更徹底的改

變，因為這能改變一個人的人

生觀、世界觀，以及對上帝

的觀念。

	 耶穌的教導往往會顛覆人

們普遍認定的觀念，令人重

新審視自己的信念，以及原

本所看重的一切。耶穌的教

導帶給世人深遠的影響：祂

祂的教導能使人

有更徹底的改變，

因為這能改變一.

.個人的人生觀、

世界觀，以及對.

.上帝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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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蹟依然廣傳；祂挑戰當時文化、宗教和習俗

的方式，對現代人的生活產生無與倫比的影響。

	 最后，平心而論，耶穌最能改變人的生命、

改變世界的作為，就是祂受死並從死裡復活。事

實上，許多人認為，祂的死和復活在整個人類歷

史中最為至關重要！如果人們對這件事的認知合

乎耶穌的期望，我們或許可以理解他們為何會這

么認為。在本冊子的另一個部分會有更多討論。

耶穌對人們有重要的影響

	 要衡量一個人的影響力就在于他會對別人造

成多大的影響。想想德蕾莎修女、孔夫子、包青

天和甘地這些人，他們讓世界變得更好。

	 耶穌深深影響千千萬萬人的生命，許多人因

為相信祂的受死和復活，以至生命得到改變。祂

必然會被列入對人類產生正面影響的名單之中。

	 耶穌的影響力何等“美善”，其例證不勝枚

舉。人們與耶穌相遇而被改變，他們的生命就變

得更好！

	 就像聖經中的稅吏願以四倍的金額賠償所有

曾受他訛詐的人，並拿出一半的家產分給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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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彼得曾經想要以暴力推翻

羅馬政權，后來卻學會愛他的

仇敵。就像保羅原先對基督徒

暴力相向，但后來即使自己遭

人攻擊，也不願以暴制暴。

	 歷世歷代以來，許多人也

同樣從耶穌身上學習如何愛

人、如何先人后己、如何饒

恕、如何與人和好、如何憐

恤人，以及如何與人和睦相處。

	 我們可以說，這些人的影響力及重要性，只

是彰顯並延伸了耶穌的影響力和重要性。

	 說到這裡，你或許會納悶：為什么耶穌能發

揮如此重要的影響力？祂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人們與耶穌相遇

而被改變，他們

的生命就變得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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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耶穌是個什么樣的人？

如果你必須想出有一個人能讓所有遇到他的

人都感到震驚，你會想到什么樣的人呢？

	 我猜，你一定不會想到有如鄰家老祖母那樣

謙卑、溫和、憐憫又仁慈的人吧？但耶穌正是這

樣的人！沒錯，祂令人震驚、祂的教導不因循守

舊，而且祂勇敢面對那些尋釁滋事的人。

	 但耶穌對一般人卻是慈愛可親。祂仁慈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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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的人，接納與肯定被社會排斥的人，憐憫並

饒恕那些有罪的人。

	 耶穌從未鄙視任何人，總是幫助那些有需要

的人。當人們不理解祂時，祂以耐心相待。祂絕

不自私，也不狂妄；既不自大，也不傲慢。祂堅

強、充滿信心、直白坦率，同時又溫柔、謙遜、

仁慈，奇妙地融合了各種特質！

	 耶穌不像那些散發個人魅力的領袖人物，他

們在眾人面前似乎令人仰慕，但其實卻是冷漠無

情、孤傲不群。我知道有些名人確實如此，他們

在群眾面前神采飛揚，私下卻膽小、拘謹。有些

人甚至略顯粗魯、自命不凡。老實說，還真有點

讓人失望。

	 然而，耶穌不論面對群眾或與人單獨相處，

都讓人印象深刻。大家能感受到祂的親和溫暖及

真誠的關懷。儘管耶穌比那些宗教人士更加出

色，但祂從未用自己的才智讓一般人羞愧難堪。

儘管祂擁有至高的權能和智慧，但祂從未推崇自

己，或尋求自身的榮耀。儘管祂大可運用能力使

自己獲益，祂卻寧願捨己去服事別人。

	 難怪人們愛耶穌，許多人真誠地仰慕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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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也難怪有人排斥祂，甚至

恨惡祂。祂講述一些關于祂自

己的言論，嚴重觸怒了某些

人，因為他們不相信祂。

	 的確，若耶穌所言不實，

就顯得祂所說的不過是自吹

自擂，甚或有些精神錯亂，

但這是假設此乃虛謊的言

論。但如果耶穌所說關于祂

自己的事都是確實可信的，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正如基督徒小說家魯益師（納尼亞傳奇系列

的作者）曾經寫道，耶穌若非騙子、瘋子，那么

祂就是一位救主！

	 我們也可以套用這個方式來評估耶穌所說有

關祂自己的論述。祂若不是獨一真神，降世為人

向世人顯明這位上帝，那么祂就是在說謊，不然

就是有了幻覺，這並不會讓人信服祂。

	 但若祂的宣告是另一個選項，即祂所言屬

實，祂的確是上帝的兒子，奉天父上帝的差遣而

來，會怎么樣呢？

祂若不是獨一真

神，降世為人向

世人顯明這位上

帝，那么，祂就

是在說謊，不然

就是有了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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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該問的是：哪個選項才是正確的？到目

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耶穌像是個騙子嗎？像是

個瘋子嗎？或者祂是實話實說，掌控自己的能

力，而且確實來自另一個國度？

耶穌做了又說了什么？

	 耶穌做了又說了什么？其實，祂的所言所行

遠超過我們在此探討的範圍，但在這裡仍要提出

一些重點。

	 耶穌行了令人稱奇的神蹟。如今，世人必定

會懷疑這些神蹟。我們甚或認為古人很容易被愚

弄，或是他們竟會相信幻術魔法。但是，沒有一

個目擊者能否認這些神蹟奇事，就連祂的仇敵也

不得不承認祂的奇妙作為。

	 然而，耶穌行神蹟並非為了炫耀，而是為了

幫助人（醫治瘸腿、疾病纏身之人，使盲人重見

光明，甚至使死人復活）；為了彰顯祂的神性

（平靜風浪，在水面上行走，餵飽5,000人）。

	 耶穌的門徒約翰將這些神蹟稱為“記號”

（或“標記”），因為這些神蹟指出耶穌就是上

帝，而且祂還施展了上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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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有許多教導是關于“上帝的國度”。祂

的聽眾們指望一個更新的以色列國，畢竟當時他

們受羅馬帝國統治，若要自由地敬拜上帝，就必

須脫離外來政權的欺壓。

	 但耶穌所說的國度並非是一個政治或經濟的

實體，而是一個屬乎上帝的國度。在這個國度

裡，人民由上帝所立的王來管治，那就是耶穌。

顯然地，上帝的國與世上各國截然不同。

	 在上帝的國度裡，貧困、卑微之人將被提

升；有財有勢之人將不再高人一等；衡量富足的

標準將是仁慈和憐憫這樣的美德。這裡沒有仇

敵，只有愛和接納。最后，這

個國度是“隱藏的”，心眼明

亮的人才能看見，心靈轉向上

帝的人才能進入。

	 耶穌教導眾人，宗教規條

及外在表現不能讓人與上帝

建立正確的關係。祂指出，

這份關係並不在于吃了對的

或錯的食物，而是在于一個

人出自內心的言行，就正是

耶穌教導眾人，

宗教規條及外在

表現不能讓人與.

.上帝建立正確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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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的本相。耶穌說，真正敬虔轉向上帝，表現

于我們待人的方式，在于我們以憐憫、公義、真

理行事。

	 上帝厭惡假冒為善之人，樂于饒恕誠心認錯

悔改之人。祂讓自甘卑微的人受高舉；將自高自

大的人降為卑。耶穌讓世人

明白，上帝的特質是總有恩

慈憐憫。

	 耶穌也教導世人，祂是

奉上帝差遣，向人顯明這位

上帝，並讓人明白，認識祂

就是認識天父。耶穌說，祂

是通往上帝的道路，祂與上

帝原為一，凡相信祂的人都

必領受永生之恩。

	 最后，耶穌告訴世人，

祂將遭人背叛，被交給羅馬人，被釘十字架，第

三天從死裡復活。耶穌捨命成為我們的贖罪祭，

為我們的惡行和眾罪付上代價，第三日從死裡復

活，使我們能蒙上帝接納並得稱為義。

	 耶穌遭人背叛、嘲弄、鞭打，被釘在十字架

耶穌也教導世人，

祂是奉上帝差遣，

向人顯明這位上

帝，並讓人明白，

認識祂就是認識

天父。



耶穌是個什么樣的人？  25  

上的時候，既沒有採取報復行動，也沒有為自己

辯護。甚至有些人對待祂，就像對待罪犯一樣，

祂也不嚴厲譴責這些人。祂把自己完全交給上帝

並安然受死，深知這么做是為了拯救全人類。祂

因着愛，甘願接受殘酷、備受折磨的死刑。

	 耶穌被埋葬后，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這個令人不可思議的神蹟，絕不是門徒為了

保留顏面而捏造出來的。這是一個可靠的史實，

就像在古代世界的任何事件一樣，有數百人親眼

目睹，其中有許多人原本不是耶穌的追隨者，但

因親眼所見，就成為耶穌的跟隨者。

	 有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宗教教師保羅。他原本

竭力搜捕耶穌的眾門徒，但遇到復活的耶穌之

后，自己卻成了耶穌的跟隨者。后來，他不只是

一個普通的跟隨者，更成為世上最偉大的使徒、

神學家及宣教士之一。最終，保羅陸續寫了13卷

的新約聖經書信。

	 對保羅而言，耶穌的言行至關重要。問題

是：耶穌的言行直到今日依然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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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為何現今耶穌仍
至關重要？

有許多理由證明，為何現今耶穌依然重要。

	 第一個理由是基于人類歷史。如果耶

穌是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那么，凡是

細心思考的人都會想要對祂有所認識：祂是誰，

為何這么有影響力？祂確實帶來哪些影響？即使

你之前從未聽過耶穌，但或許會發現，透過祂所

教導的愛、饒恕、慷慨給予及公平正義，祂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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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你對生命的理解。

	 第二個理由是基于宗教信仰。不論你認為自

己是否有宗教信仰，但毋庸置疑的是，宗教在這

個世界舉足輕重。既然耶穌是這世上（也是史

上）幾個最大宗教信仰的創始人之一，多花點時

間認識祂，必定是值得的！

	 或許你有朋友、家人或同事是個基督徒。可

能他會很想與你談談有關耶穌的事，以及為什么

他會相信耶穌。

	 第三個理由是基于生命的改變。2,000多年

來，耶穌一直在改變人的生命，而且至今依然如

此！難道你不好奇祂將如何改

變你的生命？祂會在你的生命

中做些什么奇妙的事呢？

	 或許，耶穌會讓你深刻體

會到自己的軟弱、無力對抗

不公不義的事，以及對愛的

追尋。

	 或許，耶穌會引你深思，

你對生命、對他人、對上帝

的主觀判斷。

不論你認為自己

是否有宗教信仰，

但毋庸置疑的是，

宗教在這個世界

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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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耶穌會讓你看見，今生真正重要的到

底是什么。

	 或許，耶穌會讓你擺脫規條和宗教的壓迫，

感受到真正的自由。

	 或許，祂會讓你認識自己。

	 或許，祂會讓你認識上帝。

	 這些只是舉例說明，耶穌讓千千萬萬人的生

命得着蛻變的方式。也許，你會經歷上述種種或

更多的方式。

接下來呢？

	 那么，接下來該怎么做？就像你想瞭解任何

歷史人物一樣，認識耶穌最好的方法就是研讀有

關祂的傳記。

	 聖經中有四部耶穌的傳記，每部傳記都是從

一個特定的觀點來描述耶穌1。你可以先閱讀其中

一部傳記，對耶穌有一個概念，或可閱讀整套四

部傳記，從全方位的視角來認識這位耶穌。

1	聖經中耶穌的傳記是寫于第一世紀（正是耶穌在世上生活的那個世紀），

是由那些熟悉耶穌，或認識那些熟悉耶穌的人撰寫而成。此外，雖有其他傳

記，但都不是根據目擊者的見證所寫成的，而且成書的年代相當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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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四部耶穌的傳記中，

馬可福音的篇幅最短，主要論

述耶穌是一位採取行動的人；

馬太福音告訴我們，耶穌降世

應驗舊約中的預言和上帝的

應許；路加福音講述耶穌是

位深切關懷窮人、邊緣人並

採取社會行動的人；約翰福

音闡述耶穌的神性，祂從天

降世為要向世人顯明這位上

帝。

	 這四部傳記對耶穌的描述

都包含這些元素，只是每部

傳記會特別偏重于某方面。

因此，你可以從四部傳記看

見同一位耶穌，但卻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祂。

	 不論你現在對耶穌有什么看法，我相信，你

會發現，祂比你預期的更耐人尋味、更出人意

料，也更發人深省，讓你更情不自禁地想要親近

祂。我也相信，你會發現祂何其榮美！

.不論你現在對耶

穌有什么看法，

我相信，你會發

現，祂比你預期

的更耐人尋味、更

出人意料、更發.

.人深省，讓你更

情不自禁地想要

親近祂。我也相

信，你會發現祂

何其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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