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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山上的彼得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9:28-35節:「28說了了這話以後約有八天, 耶穌帶著彼得, 約翰, 雅各上⼭山去禱告。29正禱
告的時候, 他的⾯面貌就改變了了, 衣服潔⽩白放光。30忽然有摩⻄西, 以利利亞兩兩個⼈人同耶穌說話; 31他們
在榮光裏顯現, 談論耶穌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路撒冷將要成的事。32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 
既清醒了了, 就看⾒見見耶穌的榮光, 並同他站著的那兩兩個⼈人。33⼆二⼈人正要和耶穌分離的時候, 彼得對
耶穌說:『夫⼦子, 我們在這裏真好。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為摩⻄西, ⼀一座為以利利亞。』他
卻不知道所說的是甚麼。34說這話的時候, 有⼀一朵雲彩來來遮蓋他們, 他們進入雲彩裏就懼怕。35

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來, 說:『這是我的兒⼦子, 我所揀選的(有古卷: 這是我的愛⼦子), 你們要聽
他。』」

前⾔言
上週開始陸續宣布今年年諾⾙貝爾獎得主, 其中科學⽅方⾯面的得獎⼈人必須經過時間的驗證, 才能顯出
他研究的重要性。這是時間與榮耀的正相關性。基督徒得榮耀亦是如此, 雖然上帝預定我們得
榮耀, 但是時間是印證的⼯工具, 顯出誰是真的得了了。基督徒必須正視⾃自⼰己得榮耀的事, 正如基督
正視他永恆的榮耀, 故禱告⽗父,「現在求祢使我同祢享榮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祢所有的榮
耀。」(約17:4) 但請注意, 基督的榮耀是⾃自有的, 基督徒的榮耀是基督賜予的。

各位看到今⽇日的主題, 必⼼心⽣生疑問, 怎麼從回轉像⼩小孩⼦子的主題轉到聖⼭山上的彼得? 彼得⾃自⼩小受
法利利賽⼈人的教訓, ⾝身上流的是法利利賽⼈人的⾎血, 表現出來來的⼰己在聖⼭山上看到了了基督的榮耀, 卻不識
之, 彼得的⼰己死在聖⼭山上。看到聖⼭山上的彼得, 再看看我們⾃自⼰己, 若若不遵守基督的命令, 回轉, 像
⼩小孩⼦子的樣式, 我們必如彼得⼀一樣地死在基督榮耀前。

基督⾔言語關乎萬⺠民, 更更關乎屬他的⼈人
基督是萬王之王, 他的⾔言語必關乎萬⺠民; 基督是⼈人⽣生命的光, 他的⾔言語必然適⽤用於所有⼈人。這樣
的基本事實已被教會忽略略⾄至甚⾄至久, 以致世⼈人論基督教只不過是次⽂文化的產物。基督簡單的三
節話,「6從起初創造的時候, 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7因此,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
⼀一體。8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兩個⼈人, 乃是⼀一體的了了。9所以上帝配合的, ⼈人不可分開。」(可
10:6-9) 豈豈不是關乎萬⺠民的話? 

基督徒領受上帝的恩典⽽而在萬⺠民中為長⼦子, 其⾔言語也當有如是的⽣生命表現。基督徒若若要忠實地
履⾏行行長⼦子位份, 就必須清楚基督和教會是⼀一體的意義, 才能深切明⽩白夫妻是⼀一體的意義。唯有
如此, ⽅方能適切地引導世⼈人⽅方向, 有如是的婚姻觀, 告知世⼈人若若⼈人⼈人遵⾏行行之, 必可使社會穩定發
展, ⼈人⼈人和諧相處, 可將世⼈人的認知, 如前世姻緣, 相⽋欠債, 責任使然等錯誤觀念念中脫離出來來。

請注意, 非基督徒夫妻可以不需要知道聖經, 在適當的助⼒力力下, 如近⽇日風⾏行行的重機隊, 扶輪輪社等, 
因彼此有共同⽣生活⽬目標⽽而表現出⼀一體的和諧。基督徒夫妻可以沒有基督, 藉著在教會同⼼心服事
之故, 顯出令⼈人稱羨的⼀一體。然, ⼀一者必須歸賜⼀一的⼀一, 那⼀一才有意義。蒙救贖的基督徒夫妻因
知他們的⼀一體乃是三位⼀一體上帝獨⼀一的形像, ⽽而視彼此是上帝的恩賜, 來來認識獨⼀一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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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會不知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就不知夫妻是基督所⾔言之⼀一體何意。我們看到的結果是, 牧師
為了了有⼈人可以服事教會, ⽽而掩⾯面不看服事者夫妻彼此的關係已經因服事⽽而⽣生變。另⼀一⽅方⾯面, 會
眾輕看師⺟母, 甚⾄至指使師⺟母, 使之成為教會最弱勢的那⼀一位, 忘記了了基督的教訓, 謂師⺟母是牧師
的幫助者, 尤其在屬靈⽅方⾯面。Jonathan Edwards的妻⼦子常事前聆聽她丈夫的講道, 並給予適當
的意⾒見見。

⼈人唯蒙主恩, 才能看⾒見見基督
上述這⼀一切事皆肇基在基督徒認識主基督上。法利利賽⼈人與少年年官帶給我們的教訓是可怖的, 他
們雖有聖經, 但看⾒見見基督, 卻不認識基督, 他們有聖經卻沒有基督。少年年官事例例更更讓我們驚懼, 
上帝站在他⾯面前, 他卻渾然不知, 上帝向他說話, 他也完全無動於衷。上帝賜下聖經, 本要我們
的罪⼰己歸入基督的義⼰己, 但是少年年官(和法利利賽⼈人)讀了了聖經卻使他的罪⼰己更更加死硬。上帝對以
⾊色列列⼈人說:「我素來來知道你是頑梗的, 你的頸項是鐵的, 你的額是銅的。」(賽48:4) 箴⾔言29:1a寫
說:「⼈人屢屢次受責罰, 仍然硬著頸項。」新約第⼀一世紀的以⾊色列列⼈人更更因⾒見見到基督, 硬頸程度比他
們的祖先更更甚。他們居然對彼拉多說,「他(基督)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太
27:25)
⼈人必須蒙恩才看得到基督, 就連在基督⾝身旁的⾨門徒也必須蒙上帝的恩典才認清基督是誰。⻄西⾨門
彼得因蒙天⽗父的恩, ⽅方得⾒見見證基督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參參太16:15-17)。蒙恩的基督徒不
僅認識基督, 也認識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並主耶穌基督與⽗父上帝的關係。

硬⼰己
我們藉著聖經來來認識基督, 但有聖經的⼈人卻不⼀一定看⾒見見基督。聖經告訴我們, 有聖經的⼈人呈現
兩兩極化的發展, ⼀一是硬⼰己, 另⼀一是捨⼰己。上帝早早在耶利利米書說,「我的百姓做了了兩兩件惡惡事, 就是
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 為⾃自⼰己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2:13) 法利利賽⼈人硬⼰己的⽣生
命系統即落落在基督的預⾔言之下, 他們不僅離棄基督, 更更⾃自建沒有基督的⽣生命系統。請注意, 離棄
與⾃自建是同時存在的, 離棄基督的⼈人必然⾃自建⾃自⼰己的⽣生命系統。

我們知此就當謹慎⽽而為, 當知⼰己是眼盲的, 無知的, 遲鈍的, 拒絕天意的, 不信的。我們必須認清
⾃自⼰己有個⼰己, 並且認識清楚⼰己如何相對於基督, 我們才能夠正視基督話語對我們的必要絕對性。
保羅也曾在硬⼰己的景況中, 但當他回轉之後, 便便說:「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
⼰己, 乃是上帝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行為, 免得有⼈人⾃自誇。」(2:8,9a)

捨⼰己
硬⼰己的相對就是捨⼰己, 捨⼰己是絕對必要的。捨⼰己不是無⼰己, 也不是不要⾃自⼰己, 因為⼀一個沒有⼰己的
⼈人根本不能說話。無⼰己的⼈人若若說話, 我們可問他, 到底是誰在說話; ⼀一個無⼰己的⼈人根本無法⾯面對
在他之外的⼈人事物。基督是虛⼰己, ⽽而不是捨⼰己; 我們不能虛⼰己, 只能捨⼰己, ⽽而使徒給我們捨⼰己的
典範。

保羅⾃自詡在猶太教中, 比他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更有長進, 為他祖宗的遺傳更更加熱⼼心(加1:14), 然
他歸入基督後, 卻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可為基督丟棄萬事, 看作糞⼟土, 為以認識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 要得著基督(腓3:8)。保羅⼜又在羅⾺馬書6:3節說, 基督徒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乃是受洗歸入
他的死。

重新在基督裏建立屬天的思想架構
保羅在不同的時間寫成這羅⾺馬書, 加拉太書, 腓立比書等三卷書, ⽤用了了不同的述詞表達⼀一件事, 
我們⽤用今天的話詞來來講, 就是我們必須捨去原來來的思想架構, 重新在基督裏建立屬天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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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生命的標竿當如此, 這是絕對必要的; 這不僅是主基督的命令, 也是⽗父上帝的命令, 是⽗父
喜悅的事, 聖靈上帝也必促成此事。

反過來來說, 基督徒若若沒有普世胸懷, 其屬靈⽣生命與思維必發展為⺠民粹, 區域, 地⽅方性, ⽽而這是⽗父上
帝親⼝口警誡我們不得如此。變像⼭山事件即在顯明這個事實。

變像⼭山上的彼得
在變像⼭山上, 彼得看到耶穌與摩⻄西和以利利亞說話, 便便說要在那裏分別為耶穌, 摩⻄西, 以及以利利亞, 
各搭⼀一座棚。讓我們更更為驚奇的事是, ⽗父上帝此時說話了了, 祂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參參太17:1-6; 路路9:28-35) 福⾳音書記⽗父上帝說話僅有三次, 祂這次居然為了了更更正
彼得錯誤的認知⽽而說話。可⾒見見, ⽗父是多麼地不喜悅彼得那區域性利利⼰己的⼼心態。我想, ⼈人類歷史
沒有⼈人比彼得更更為蒙福, 他居然在⼀一個禮拜內, 接連受到聖⼦子與聖⽗父兩兩位親⼝口的責備。 

關於責備
若若使徒受得責備, 我們也不例例外, 責備有益於我們屬靈的成長, 然責備是今⽇日基督徒最不能接受
的事。讓我們看幾處箴⾔言有關責備經⽂文:
•「我兒! 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 也不可厭煩祂的責備。」(箴3:11)
•「因為主所愛的, 祂必責備, 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箴3:12)
•「因為誡命是燈, 法則是光, 訓誨的責備是⽣生命的道。」(箴6:23)
•「指斥褻慢⼈人的必受辱罵, 責備惡惡⼈人的必被玷污。」(箴9:7)
•「不要責備褻慢⼈人, 恐怕他恨你; 要責備智慧⼈人, 他必愛你。」(箴9:8)
•「謹守訓誨的, 乃在⽣生命的道上; 違棄責備的, 便便失迷了了路路。」(箴10:17)
•「喜愛管教的, 就是喜愛知識; 恨惡惡責備的, 卻是畜類。」(箴12:1)
•「棄絕管教的, 必致貧受辱; 領受責備的, 必得尊榮。」(箴13:18)
•「捨棄正路路的, 必受嚴刑; 恨惡惡責備的, 必致死亡。」(箴15:10)
•「褻慢⼈人不愛受責備, 他也不就近智慧⼈人。」(箴15:12)
•「⼀一句句責備話深入聰明⼈人的⼼心, 強如責打愚昧⼈人⼀一百下。」(箴17:10)
•「當⾯面的責備, 強如背地的愛情。」(箴27:5)

請注意, 所有⼈人都受⽤用於這些論責備的話。對基督徒⽽而⾔言, 責備的主要內容乃是在認識基督的
事上。

區域性利利⼰己的彼得
回到變像⼭山事件。彼得之建棚建議豈豈不顯出他甚愛主, 願意與主永遠同在? 這樣的彼得為何還
受責備呢? 主基督六天前責備彼得乃因他拉著基督, 不讓基督上⼗十字架; ⽗父上帝在變像⼭山這裏責
備彼得, 乃因他的⼼心態是區域性利利⼰己的⼼心態。

區域性利利⼰己的⼼心態為何是不可愛的, 不被上帝認可的, 有害於屬靈⽣生命呢? 這答案可從彼得⾝身上
顯出的⽣生命狀狀態得知: 

1. 彼得不知耶穌與舊約先知的層次不同, 路路加寫說彼得「不知道所說的是甚麼」(路路9:33c)。彼
得曾⾒見見證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也⾒見見證耶穌傳的是永⽣生之道, 但很顯然地, 他不知
道這些⾒見見證之詞到底是什什麼意思。彼得並未將基督在六天前, 在⼭山下時對他親⾔言的受害, 死, 
復活等納進他的知識系統, 以致他不確實地知道⾃自⼰己在說什什麼。彼得內⼼心深處還是以為耶穌
與摩⻄西和以利利亞在同等層次上, 只是位階⾼高些。

2. 彼得看三⼈人在⼀一起, 卻不去聽三⼈人說的話。這⼀一部份, 我會在講解⾺馬太福⾳音之回轉, 像⼩小孩⼦子
的教訓中再多做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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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彼得在過去六天中這並不是沒有思想基督說到他將受害, 死, 復活等事, 否則他無法受到基督
的青睞, 僅帶他與其他兩兩位上(變像)⼭山。然, 彼得尚未將之成為他信仰的中⼼心, 以致他無法立
在摩⻄西和以利利亞弟兄們中間, 與他們對話, 因為他們談論的是「耶穌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路
撒冷將要成的事。」(路路9:31) ⽽而彼得⼼心中想的是其他的事。

4. 彼得搭棚的建議亦得到約翰和雅各的贊同。彼得是使徒之⾸首, 為⾸首的盲, 隨⾏行行的約翰和雅各
也跟著盲, 這是沒有基督⼗十架作為彼此相交核⼼心必然會發⽣生的事。沒有⼗十架信息的教會的, 
會眾之間的情感交流必然是歡愉的。⼗十字架是個討厭的地⽅方(加5:11), 不談基督⼗十架, ⼀一切運
作當然順暢。保羅說, 不談基督⼗十架的義, 這思維本⾝身就是⼀一點麵酵, 可使全團都發起來來, 不
談了了(加5:9)。

5. 彼得以為主基督這時的變像就是他最榮耀之像。彼得區域性利利⼰己的⼼心態只滿⾜足於當今看得
的榮耀, 他忘記了了先知以賽亞看到的寶座榮耀(賽6:1-4), 也完全沒有意識到⼦子與⽗父同享榮耀
的⾄至⾼高(約17:5)。 

6. 畏懼上帝的聲⾳音。基督徒⽣生命⼀一旦發展成區域性的利利⼰己思維, 他必定懼怕上帝的聲⾳音。路路加
記, 當彼得說這話的時候, 有⼀一朵雲彩來來遮蓋他們, 他們進入雲彩裏就懼怕(路路9:34)。⾺馬太記, 
上帝說完話之後,「⾨門徒聽⾒見見, 就俯伏在地, 極其害怕。」(太17:6)

區域性的利利⼰己難改
請各位不要輕看這區域性利利⼰己的事, 彼得被保羅責備「隨夥裝假」時, 彼得已是五旬節的彼得, 
已有佈道經驗的彼得, 然當利利害衝突⼀一來來, 他那區域性利利⼰己的罪性再度張揚, 喫飯時只願與⾃自⼰己
以⾊色列列⼈人同桌, 不願意與外邦⼈人⼀一同(加2:12)。

基督說:「清⼼心的⼈人有福了了, 因為他們必得⾒見見上帝。」(太5:8) 當⼼心不清的彼得脫離世上從情慾
來來的敗壞, 從狹隘的利利⼰己轉為王者風範, 與上帝的性情有分之後, 就說:「我們...乃是親眼⾒見見過他
的威榮。他從⽗父上帝得尊貴榮耀的時候, 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來, 向他說:『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候, 親⾃自聽⾒見見這聲⾳音從天上出來來。」(彼後1:4,16b-17) 

同樣⼀一件事卻因⼼心的不同⽽而產⽣生天地之別, 屬地之⼼心必須經過基督⼗十架的洗禮⽅方可轉變為屬天
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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