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6年 ⼗ ⽉16⽇ 

聖山上的摩西和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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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35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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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國王蒲美蓬13⽇日病逝。每逢世上君王過世時, 我們可將之與基督的死相比較, 當我們這麼
做的時候, 立即發現世上君王之死的普遍現象, 與基督的死的獨特性。如:
1. 世上君王的死是⼈人的兒⼦子的死, 基督的死是上帝的兒⼦子的死。⼈人之尊貴在於他是⼈人, 基督之
尊貴在於他是上帝。

2. 世上君王的死是因⾃自⼰己的罪所得的⼯工價, 基督的死是因承擔世⼈人的罪。
3. 世上君王的死是外⼒力力加諸在他⾝身上, 基督的死是他主動將⾃自⼰己的命捨去。
4. 世上君王死時是躺在尊貴的床上, 君王基督卻是掛在⼗十字架上⽽而死。
5. 世上君王死時, 舉國悲痛, ⾝身邊多圍繞著他的⼦子⺠民, 但基督死時, ⾨門徒四散, 單獨地死去。

我們基督徒看到新聞報導說, 泰國⼈人⺠民將泰王蒲美蓬看作神⼀一樣, ⾺馬上評論這是拜偶像。但我
要問, 我們不拜偶像, 但我們有像泰國⼈人⺠民那麼渴慕地想聽到⾃自⼰己君王的⾔言語嗎? 泰國⼈人⺠民將泰
王蒲美蓬句句句句聽進⼼心中, 我們可有勤勤讀聖經, 將主的話深藏於⼼心? 世上君王死了了, 他的百姓不再
聽得他的訓誨, 君王基督的⼦子⺠民卻可永永遠遠聽到他們的王的⾔言語,  因為基督復活了了, 基督的靈
藉著已啟⽰示完全的聖經引導, 訓誨, 安慰基督的百姓。

基督徒⾯面對泰國⼈人時, 勸勉勉他們不得將君王當作神來來拜, 若若他們反譏說, 基督徒不是也在拜耶穌
嗎? 這時便便考驗基督徒對主的認信。基督徒除安穩於教會內, 必須可以走出教會, 與⼈人交談, ⾒見見
證基督耶穌是誰, 那樣的安穩才是真的。

凡主所愛的, 祂必責備
上帝按著祂的應許所⾔言, 凡祂所愛的, 祂必責備, 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箴3:12)。上帝愛
彼得, 因此, 主基督和⽗父上帝分別在聖⼭山下與聖⼭山上責備彼得, 糾正他錯誤的基督論; 彼得錯幾
次, 上帝就指正幾次。彼得錯知基督的根本原因在於他的⼰己是區域性的, 是利利⼰己的; 彼得的這⼰己
阻⽌止基督上⼗十字架在先, 後⼜又⾃自享於基督的同在, 不願他⼈人得之。

以結果論來來看, 凡基督論有誤, 受到糾正⽽而改者, 他就是主愛的對象; 相反地, 堅持⼰己⾒見見⽽而不改
者, 他就不是屬基督的, 不是主愛的對象。我曾說過, 沒有⼀一個⼈人⼀一開始認識基督是正確的, 屬
基督者受教後必改。要知道, 在天上的基督徒個個都是基督所認定的, 這些⼈人都真確認識基督, 
沒有⼀一個⼈人認識基督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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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受責備, 他也真⼼心地接受責備, 悔悔改更更正他的錯誤。彼得的悔悔改是真實的, 因為他在前書寫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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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到這救恩, 那豫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
靈, 豫先證明基督受苦難, 後來來得榮耀, 是指著甚麼時候, 並怎樣的時候。」(彼前1:2,10-11) 將
說這些話彼得與當時在聖⼭山上和聖⼭山下的彼得⼀一作比較, 即發現彼得實在經歷了了成聖的過程。
上帝愛彼得, 責備彼得, 也必使彼得完全, 使他清楚認識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救恩。屬主的彼得
蒙恩如此, 屬主的基督徒也必蒙恩如此。

摩⻄西和以利利亞出現在聖⼭山上的啟發
主基督帶著彼得, 約翰, 以及雅各上聖⼭山, 他們三位不預期地看到摩⻄西和以利利亞。摩⻄西和以利利亞
出現在聖⼭山上給予我們極⼤大的啟發: 
1. 他們的出現顯⽰示⼀一個驗證與肯定, 即基督過去兩兩年年半的⼯工作, 並沒有違反舊約的預表。請注
意, 上述這話的意思不是摩⻄西和以利利亞這兩兩個⼈人來來肯定耶穌。我們可以這樣想, 若若耶穌所為, 
有違舊約聖經的啟⽰示, 那麼他⾃自⼰己遇⾒見見摩⻄西和以利利亞時必感羞愧, 亦不可能有榮耀的變像。

2. 基督徒當重視與肯定歷史。今⽇日的基督徒不僅在教會內不尊重教會歷史, 不重視改敎時立下
的教義根基, 在教會外的政治立場也否定歷史。

3. 基督徒誦讀舊約時當看⾒見見基督。以舊約經⽂文本是好的, 但沒有基督在信息中, 就與世間勸戒
沒有什什麼不同。

4. 基督徒當知道⾃自⼰己復活後與主同在之必然。
5. 跨時代的兩兩位同現⼀一處, 肯定了了基督信仰的⼀一貫性。
6. 教會運作不得以特定對象分組。

摩⻄西與以利利亞談論的主題
摩⻄西死了了, 以利利亞死了了, 但卻在聖⼭山上以榮耀之軀與基督⼀一起。那時, 摩⻄西談論的不是他如何帶
領以⾊色列列⼈人出埃及, 過紅海海, 統領他們的威風, 以利利亞談論的也不是他如何⼒力力抗巴⼒力力先知, 以⼀一
擋百的豪氣, 他們與耶穌談論的是他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路撒冷將要成的事(路路9:31)。這事即
啟發我們, 若若摩⻄西和以利利亞不談他們的豐功偉業, 我們將來來復活以榮耀之軀再現時, ⼜又怎能在他
們和⼤大家⾯面前談論⾃自⼰己的榮耀事。況且, 地上榮耀事僅當事⼈人感到雀躍, 其他⼈人只不過是與有
榮焉罷了了。

關於地上榮耀事, 我們則必須注意到, 魔⿁鬼向耶穌炫耀萬國的榮耀, ⾨門徒向耶穌炫耀他們輝煌的
耶路路撒冷殿宇(太24:1-2), ⼤大衛點兵的⾃自我炫耀(參參撒下24章)等事, 這些在上帝⾯面前的⾃自誇甚是
無知, 實不知這些比不得天上的榮華的⾄至尊⾄至貴。

每個⼈人在地上或多或少都會有些獨屬⾃自⼰己的榮耀歷史, 然將來來在天上這史只會變成屎, 即便便是
感⼈人之傷⼼心惆悵事亦然, 因為這些只能講⼀一次, 多說無益。我們榮耀之軀再現時, 必浸潤在得救
的喜樂中, 以歡愉的⼼心談論主基督的受害, 並他進入榮耀的事。是的, 每⼀一個基督徒均可擁有得
救的喜悅, 不僅⾃自⼰己喜悅, 且可彼此分享。  

摩⻄西和以利利亞與基督談論他將去世的事, 這談必是深談, ⽽而不是點到為⽌止。這兩兩位先祖可與基
督有這等深談, 必是他們(在世時)窮竟⼼心思查究⽽而來來。我們⽤用量量化指標看⾃自⼰己, 也看教會, 除去
每⽇日必要的休眠⽣生息與⼯工作責任, 每年年思想基督的死與復活榮耀事的百分比到底有多少? 教會
存於地的年年⽇日, 牧師⼀一⽣生的服事, 講章中傳講基督講的話, 基督的死與復活榮耀事的百分比到底
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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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點兵
當我們⼼心想地上的榮耀時, 必做出錯誤的決定, ⼤大衛第⼆二次點兵就是最好的例例⼦子。當⼤大衛第⼆二
次點兵之後, 他便便⾃自責⽽而知有罪。上帝差遣先知迦得, 就是⼤大衛的先⾒見見, 去⾒見見⼤大衛, 給⼤大衛三個
選擇,「你願意國中有七年年的饑荒呢? 是在你敵⼈人⾯面前逃跑, 被追趕三個⽉月呢? 是在你國中有三
⽇日的瘟疫呢?」(撒下24:13) 請問各位, ⼤大衛應當選那⼀一項? 但, 他卻選了了那⼀一項? 古諺:「⼀一⼈人
做事⼀一⼈人當」, ⼤大衛⾃自⼰己下令點兵, 故他理理當承受點兵的後果, 圈選第⼆二項, 但⼤大衛卻是選了了第
三項, 將整個以⾊色列列國受瘟疫之苦。這告訴我們什什麼? ⼤大衛⾃自責是真, 但他依舊愛⼰己也是真, ⽽而
⾃自責悔悔改的禱告無法將⼈人提升於天。

教會的公 (catholic)
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摩⻄西與以利利亞兩兩者相隔四百年年餘, 復活之軀卻是同在⼀一起, 彼此可以⾃自由無礙地對話。使徒信
經有⼀一則是「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們信仰的實質必須是聖且公, 這裏說的「公」即確保各
世代教會的合⼀一。我們必須要這樣想, 若若各時代的教會集聚⼀一堂當如何? 豈豈不⼼心思意念念當相同, 
愛⼼心當相同, 相交當無礙? 因此, 任何時代性, 地⽅方性的知識產物, 那區域性利利⼰己的⽣生命終不得
容於聖⽽而公之教會, 那樣的⼈人不屬於基督教會。

法利利賽⼈人⾼高舉聖經, 但他們造就出來來的⽣生命系統, 僅適⽤用於當時, 無法與其他時代的教會相互交
通。法利利賽⼈人⾃自詡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但是諷刺刺的是, 他們無法與亞伯拉罕相互交通。耶穌說:
「你們若若是亞伯拉罕的兒⼦子, 就必⾏行行亞伯拉罕所⾏行行的事。...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 這不是亞伯拉
罕所⾏行行的事。」(約8:39b, 40b)

請注意, 我們原有的⽣生命系統無論多⾼高尚, 多麼令⼈人稱羨, 均是區域性的。當我們談意念念(mind)
時, 必加註⼀一個區域性的名詞, 如Chinese mind, Japanese mind, Western mind等等。各個⺠民
族⽂文化揣摩對⽅方的意念念各有各的思路路脈絡, 試圖進⾏行行跨⺠民族無礙的融合是不可能的事。美國就
是⼀一個最好例例⼦子,  第⼀一代移⺠民依然過著屬⾃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活, 必須等到第三代才可完全融入, 
然當後代⼀一旦融化美國社會, 即失去原有⽂文化思路路的特質。最近新當選的⽇日本⺠民進黨主席蓮舫, 
她雖是⽣生於台南, 但她已是徹徹底底的⽇日本⼈人了了。

希伯來來書12:22-24節
然, 神國只有⼀一個, 進入神國者, 每⼀一個⼈人的神國⼼心思意念念當是同⼀一的。希伯來來書12:22-24節寫
著,「22你們乃是來來到錫安⼭山, 永⽣生上帝的城⾢邑, 就是天上的耶路路撒冷。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23有
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 有審判眾⼈人的上帝, 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24並新約的
中保耶穌, 以及所灑的⾎血。」這裏有⽗父上帝, 主耶穌基督, 天使, 長⼦子, 義⼈人等, 能夠集聚⼀一處就
不可能各⾏行行其事, 各有各的不同⼼心思意念念。將所有位格連結⼀一起的黏著劑就是中保耶穌的⾎血。

當思想基督的道
知此, 我們當捨棄原有⽣生命系統, 這是基督絕對的命令, 因此每⼀一基督徒都當回轉, 變成⼩小孩⼦子
的樣式, 學習之。捨⼰己的基督徒必可發展成普世性的屬靈⽣生命, 欲達就此屬天情操, 不是去思想
如何創造出與基督相匹配的話語來來, ⽽而是去想起, 查考, 明⽩白, 並清楚解說基督已經說過的話。
基督⾔言語的獨特性在於以簡潔的⾔言語論及所有⼈人, 這是基督智慧的展現, 無⼈人能及, 也不可能
及。當然, 使徒對基督所做的⾒見見證, 亦是我們明⽩白基督⾔言語意義的必要來來源。請牢記, 基督的⾔言
語關乎萬⺠民, 更更關乎屬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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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言語簡潔, 卻涵括所有⼈人
基督這句句「凡要承受神國的, 若若不像⼩小孩⼦子, 斷不能進去」, 是多麼地簡潔, 卻包括所有⼈人。另
⼀一個例例⼦子是在⾺馬太福⾳音16:28節, 基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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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節說的是「沒嘗死味」, ⽽而不是說「嘗死味」, 若若說成後者, 那只關乎嘗死味
的⼈人, 卻不能包括沒嘗死味之⼈人, 但「沒嘗死味」則包括了了沒嘗死味的⼈人和嘗死味的⼈人。

我們皆以正⾯面表述⽅方式認證同儕, 故我們說話只關係到與我們有關係的⼈人。然基督卻以反⾯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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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正⾯面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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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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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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