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5 年七⽉5⽇ 

沒嘗死味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66分鐘

經⽂文 
⾺馬太福⾳音16:27-28節: 「27⼈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 同著眾使者降臨臨。那時候, 他要照各⼈人的⾏行行
為報應各⼈人。28我實在告訴你們, 站在這裏的, 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 必看⾒見見⼈人⼦子降臨臨在他的國
裏。」

主再來來與我們被提
主說:「⼈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 同著眾使者降臨臨。那時候, 他要照各⼈人的⾏行行為報應各⼈人。」主
再來來是既定事實, 主再來來時的⽅方式是明確的, 主再來來後的作為是可期待的。新舊約聖經題到上
帝的榮耀時, 皆指著上帝本體的榮耀, ⽽而不是指⼈人評定出來來的榮耀。基督明明地說, 他不受從⼈人
來來的榮耀(約5:41), 榮耀他的乃是⽗父(約8:54)。同時, 基督對撒但⽽而來來的榮耀則是斥之以⿐鼻, 不屑
得之(太4:8-11)。

請注意, 基督說「報應」乃是說在榮耀之後, 也說在我們的捨⼰己之後, 故這報應不是我們⼝口中說
的做壞事⽽而得的報應, ⽽而是我們捨⼰己之後⽽而得的獎賞報應。再者, 最後晚餐時, 約翰記:「他(猶
⼤大)既出去, 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了榮耀, 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了榮耀。』」(約13:31-32) 猶
⼤大出去之後, 基督才開始講他得榮耀的事, 故他的榮耀是給屬基督的, 那不屬基督的, 就不得⾒見見
他的榮耀。

所以, 榮耀的主必在教會裏收納屬他的榮耀⼦子⺠民, 這些⼈人的⾏行行為蒙聖靈的驗證, 是忠⼼心, 良善, ⼜又
有⾒見見識, 且有寶⾎血洗淨的救贖經歷。基督警惕我們得榮耀的障礙是,「你們互相受榮耀, 卻不求
從獨⼀一之上帝來來的榮耀, 怎能信我呢?」(約5:44) 這「互相受榮耀」之警語的可怕之處就在於, 
它與不信基督有關。因著互相受榮耀之故, 互相就不願意指出明⾒見見之罪。這是華⼈人教會當特別
注意的, 尤其是領袖層級的, 因為互相受榮耀必隱藏在「顧⾯面⼦子」的⾏行行事原則之下。

個⼈人被提, 教會被提
主再來來要同著眾使者降臨臨之事亦寫在帖撒羅尼迦前書4:15-18節, ⼤大家當注意其中的複數名詞
「我們」和「他們」, 這表⽰示被提不僅是個⼈人被提, 也是教會被提。詩篇的上⾏行行之詩中, 第
122:1-3節這麼寫著:「1⼈人對我說, 我們往主的殿去, 我就歡喜。2耶路路撒冷啊! 我們的腳站在你
的⾨門內。3耶路路撒冷被建造, 如同連絡整⿑齊的⼀一座城。」這上⾏行行之詩是教會整體在地⾯面上的平⾏行行
移動, ⼀一同攜⼿手⽽而⾏行行⾄至耶路路撒冷城, ⽽而新約啟⽰示教會的被提則是從地到天的往上移動。請注意, 
兩兩處聖經論及個⼈人, 也論及群體教會。

夫妻同被提
在被提的事上, 因是教會性的, 故也是夫妻性的(參參弗5:22-33)。這樣, 基督徒夫妻當⼀一起順服聖
經的教訓, ⼀一起在與基督聯聯合的教會同敬拜, ⼀一起盼望同時被提。基督徒夫妻在教會裏的同⼼心
⾄至為重要, 保羅的「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不僅可適⽤用於待婚的基督徒, 同時也適⽤用於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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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徒。若若⼀一⽅方⼼心儀靈恩及其描繪的福份, 另⼀一⽅方追求基督真理理, 這兩兩者很難同⼼心同德。我
們總以為後者會影響前者, 但事實呈現卻是相反, 離開的總是後者。願主憐憫這樣的家庭, 不要
如羅得夫妻⼀一般。

因著被提時是教會整體⼀一同經歷這被提, 因此我們當想⼀一想, ⼤大家被提時, 你歡喜與其他弟兄姐
妹, 或其他弟兄姐妹也歡喜與你⼀一同被提嗎? 若若你⾝身旁是⼀一個錯解聖經的傳道⼈人, 你願意與他⼿手
牽⼿手⼀一起被提嗎? 若若你⾝身旁是⼀一個⾃自私的基督徒, 你願意與他⼿手牽⼿手⼀一起被提嗎? 若若你⾝身旁是
⼀一個對教會輕慢的⼈人, 你願意與他⼿手牽⼿手⼀一起被提嗎? 若若你是⼀一個說讒⾔言的⼈人, 你認為有誰願意
與你⼿手牽⼿手⼀一起被提嗎? 或許有⼈人認為, 主再來來之前, ⾃自⼰己已是入墓之⼈人, 故不須擔⼼心這些, 但
保羅說:「那在基督裏死了了的⼈人必先復活」(帖前4:16) 可⾒見見, 主來來時, 我們也將⼀一起復活, ⼀一起被
提。

何謂基督徒?
由於主說, 他必照各⼈人的⾏行行為報應各⼈人, 故認清⾃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是重要。何謂基督徒?基督
徒最簡潔的定義出於彼得之⼝口, 他說基督徒是「照⽗父上帝的先⾒見見被揀選, 藉著聖靈得成聖潔, 以
致順服耶穌基督, ⼜又蒙他⾎血所灑的⼈人」(彼前1:2a), 他⼜又說這等⼈人的屬靈特質是, 多有從上帝那
裏⽽而來來的恩惠和平(彼前1:2b)。

彼得這句句話極為精簡, 其中寫⽗父上帝, 寫聖靈, 寫耶穌基督, 也寫基督徒。彼得先論上帝創世之
前那不變的預定, 再寫上帝在救贖恩典中那動性的引導, 其中的動詞如得成, 順服, 灑等。基督
徒在彼得這樣的定義之下, 他的神觀是清楚的, 聖靈論是沒有差錯的, 基督論是正統的, 救贖論
是了了然於胸的, 且有清楚的上帝分⼯工觀。

常有⼈人批評加爾⽂文之上帝預定的絕對, 與他認定蒙救恩者的絕不失落落。然, 加爾⽂文的思想豈豈不
與完全符合彼得這論基督徒的話? 是的, 上帝的預定必然產⽣生實質的果效。反之, 那沒有預期實
質果效在⾝身的, 就不是上帝預定的對象, 因為他們不順服耶穌基督。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樣簡單, 
明瞭, 清楚的神學脈絡卻是今⽇日教會不敢講的。

彼得在成長中, ⽣生命常顯瑕疵
教會如此懼怕上帝的預定是沒有道理理的, ⼀一則, 這是聖經明確的教訓, 另⼀一則, 常活在罪中的我
們正需要上帝的預定, 來來使我們脫離罪的轄制。彼得⾃自基督復活那⽇日到他⾒見見主⾯面那⽇日, ⽣生命瑕
疵時有所聞, 如隨夥裝假(加2:11-13), 彼得本與外邦⼈人⼀一同喫飯, 但當從雅各那裡來來的⼈人到達時, 
聖經說他因懼怕這些奉割禮的⼈人, 就離開同桌的外邦⼈人。

另⼀一例例, 彼得誤解食物潔淨之理理, 即便便餓了了也堅持不吃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
⾶飛⿃鳥(徒10:9-16)。請注意, 這事記在使徒⾏行行傳第⼗十章, 這時的彼得已有第⼀一章⾄至第九章的經歷, 
其中有聖靈於五旬節的降臨臨, 向數千⼈人佈道, 使瘸腿的⼈人站起來來, ⼤大聲向治⺠民的官府和長老佈道, 
責備亞拿尼亞的欺哄聖靈, 醫治所有從耶路路撒冷四圍的城⾢邑來來的病⼈人和被污⿁鬼纏磨的的⼈人, 斥
責⻄西⾨門的邪⼼心, 欲以⾦金金錢購法聖靈恩賜等等。但, 彼得即便便有這些超凡的屬靈經歷, 但是他對食
物的認知還是不確的, 需要聖靈不斷地更更新他。請問各位, 食物就是食物, 為了了填飽肚⼦子⽽而食, 
上帝為何⼤大費周章地更更正彼得?

彼得親⾝身經歷上帝在他⾝身上⼯工作的果效, ⽗父上帝⼀一旦⾏行行揀選之舉, 蒙祂揀選的⼈人必然呈現⽣生命
聖化現象; ⽗父必然要得著祂要的果效, 因為這是祂的先⾒見見。所以, 沒有⼀一位蒙⽗父揀選的基督徒可
以說,「我就是這樣, 改也改不了了, 連上帝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一位蒙⽗父揀選的基督徒會思想不
清, 錯認⽗父, 聖靈,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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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堅守聖經的絕對權威
⽗父上帝揀選因著涉及祂的先⾒見見, 聖靈必依此先⾒見見⽽而為, 這先⾒見見的具體實現就是使蒙揀選者順服
耶穌基督。請⼤大家注意, 因這裏的字詞寫的是「先⾒見見」和「耶穌基督」, 故聖靈的作為必然不
脫於聖經, 祂必按已啟⽰示的聖經⽽而為, 因為聖經爲耶穌基督做⾒見見證, 或按J. I. Jacker語, 聖經為
耶穌基督是中保做⾒見見證。聖經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聖經是重要的, 這是眾教會承認的事實, 只有那極端靈恩派才敢燒聖經, 然, ⾺馬太福⾳音第16章卻
要我們謹慎防備耳中所聽及的聖經教訓。許多基督徒有個迷思, 謂只要他受洗信主了了, 他就是
得救的⼈人, 保證進天堂, ⾄至於耳中聽怎樣的教訓卻是⼤大意, 甚⾄至不介意。然, 主的警語是清楚的; 
因有警語, 教會就必然發⽣生警語所⾔言的狀狀況。

基督徒聽信屬地之法利利賽⼈人教訓, 輕忽基督的警告, 這事的後果是嚴重的。基督說:「我實在告
訴你們, 站在這裏的, 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 必看⾒見見⼈人⼦子降臨臨在他的國裏。」此⾔言不僅以現在式
講給當時的⾨門徒聽, 也以現在式講給每⼀一時代的教會聽, 當然今⽇日也講給我們基督徒聽。

沒嘗死味 
主以「沒嘗死味」之語來來包括所有在教會裏的⼈人, ⽽而主這話的奇特性在於, 他⽤用反⾯面敘述法「沒
嘗死味」。我們表達與我們同屬⼀一個團體的⽅方式皆⽤用正⾯面表述, 譬如, 某公司挑選應徵者, 挑中
後會對公司的⼈人說, 這是我們新進的同仁, 他根本不會去理理會那些未被挑中的。然我們看到, 主
耶穌並不是這樣正⾯面地表述, 說:「站在這裏的, 凡屬我的⼈人, 必看⾒見見⼈人⼦子降臨臨在他的國裏」, ⽽而
是以反⾯面地表述, 說:「站在這裏的, 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 必看⾒見見⼈人⼦子降臨臨在他的國裏。」 

若若說「嘗死味」, 那只是論到嘗死味的⼈人, 然「沒嘗死味」不僅論到沒嘗死味之⼈人, 但因有「嘗
死味」之詞, 所以亦論及嘗死味的⼈人。所以, 教會就有「沒嘗死味」與「嘗死味」兩兩種基督徒。
教會裏的⼈人因接受不同本質的教訓, 結局也就不同。那傳地上教訓與接受地上教訓的必嘗死味, 
相對地, 那傳天上教訓與接受天上教訓的就不會嘗此死味。

這死味是否存在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希伯來來書2:9節說,「…耶穌因為受死的苦, 就得了了尊貴
榮耀為冠冕, 叫他因著上帝的恩, 嘗了了死味。」這死味是可怕的, 因為⼀一旦嘗了了, 就再也活不在
上帝的⾯面前。這死味是可嘗的, 由於這嘗乃是在「⼈人⼦子降臨臨在他的國裏」的時候嘗之, 故⼀一旦
嘗了了就永遠嘗之。可⾒見見, 我們今⽇日在教會的作為關係到我們將來來的結局。 

我再次地強調基督於⾺馬太福⾳音16:24-28節之⾔言, 每⼀一句句皆是榮耀的, 為要積極正⾯面地激勵那些
聽從⽗父上帝和他教訓的⼈人, 說他們將來來必不嘗死味。也就是說, 這死味當是所有屬主的⼈人⼒力力求
避免嘗之之味。

每⼀一基督徒皆可察覺出法利利賽⼈人的教訓
基督說:「你們要謹慎, 防備法利利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太16:6) 基督這句句話有兩兩個重點: ⼀一
是,「酵」表⽰示基督徒會錯誤解釋聖經; 另⼀一是,「你們要...」表⽰示是基督徒當盡謹慎防備的責
任。這樣看來來, 蒙⽗父上帝蒙揀選的基督徒的思想是清楚的, 具有分辨能⼒力力的, 是福⾳音性的, 無⼀一
例例外。 

⽗父上帝的揀選是按照祂的喜悅, 故蒙揀選者的範圍是不拘泥於某⼀一族類, 上⾄至達官貴⼈人, 下⾄至販
夫走卒。他對每⼀一個蒙他揀選的⼈人的要求都是⼀一樣的, 要思想清楚, 並具分辨能⼒力力。這樣, 蒙揀
選的⼈人必知他所聽到的教訓是出於法利利賽⼈人和撒都該⼈人, 或是出於主。⾺馬太福⾳音第16章清楚地
啟⽰示, 出於法利利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有兩兩⼤大特點: 試探耶穌和不能準確地認定耶穌是誰。這
兩兩點是每⼀一蒙揀選的基督徒很容易易就察覺出來來, 反過來來說, 察覺不出這兩兩點的基督徒就不是蒙
揀選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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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耶穌
法利利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是地上來來的教訓, 其中特徵之⼀一就是試探耶穌。他們要求耶穌從天
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 來來證實他真是上帝差來來的⼈人。今⽇日基督徒耳濡⽬目染靈恩派的教訓, 順境
時不求神蹟, 但在逆境時, 內⼼心深處卻盼望神蹟在⾝身。平⽇日不好讀書, 考試時卻懇切禱告, 奢望
有我們雖不得⾒見見

主耶穌不是沒有在他們中間施⾏行行神蹟, 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吃, 以及使四千
⼈人吃飽的神蹟, 但神蹟施⾏行行之後, 他們還是不認耶穌為主。 

不清楚耶穌是誰
地上來來的教訓的特徵之⼆二就是, 不能準確地認定耶穌是誰。耶穌問⾨門徒說,「⼈人說⼈人⼦子是誰?」
有⼈人說是施洗約翰, 有⼈人說是以利利亞, 有⼈人說是耶利利米, 或是先知裏的⼀一位。可⾒見見, 地上來來的教
訓無法確定耶穌的⾝身分。 

天上來來的教訓

認定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天上來來的教訓的特徵之⼀一就是, 天上的⽗父很明確地指⽰示⾨門徒, 認定「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
兒⼦子。」這不僅是基督徒個⼈人的認信, 同時也是教會的認信, 是教會得以建立的磐⽯石, 是陰間的
權柄不能勝過的。這是主賜給基督徒之天國的鑰匙, 使聽聞這認信的⼈人得以進入天國。 

認定基督的受難與復活
天上來來的教訓的特徵之⼆二就是, 主耶穌指⽰示「他必須上耶路路撒冷去, 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
苦,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並且指⽰示⾨門徒, 說,「若若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背起他的⼗十字
架, 來來跟從我。」這樣, 天⽗父⾒見見證耶穌是誰, 耶穌⾒見見證他的⼯工作為何, 並⾒見見證基督徒的⽣生命如何
發展。 

這兩兩種教訓顯在我們⾯面前, 不是要我們聽聽⽽而⼰己, ⽽而是要我們立定志向聽從天上來來的教訓。主
耶穌對這樣的基督徒給了了最⾼高的恩典, 他說: 「⼈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 同著眾使者降臨臨．那時
候, 他要照各⼈人的⾏行行為報應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 站在這裏的, 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 必看⾒見見
⼈人⼦子降臨臨在他的國裏。」(太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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