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6年 ⼗⼀ ⽉6⽇ 

⽗至上的命令：聽基督 (2)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2 分鐘

經⽂文
⾺馬太福⾳音17:5節:「說話之間,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來說,『這
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 」

上週提要
⽗父上帝直接向⾨門徒下達的命令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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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直接向⾨門徒下達的命令是,「你們若若不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得進天
國。」基督徒必須遵⾏行行⽗父上帝和主耶穌基督之⾄至上命令, ⽅方得進天國, 若若不, 則進不得。

我們是否遵⾏行行之?
基督徒皆讀過這兩兩句句話, 也就是說, 基督徒皆知主的這命令, 但問基督徒是否遵⾏行行之呢? 我只要
問下⾯面這個問題即得其中答案: 問,「現已進年年尾, 請問各位今年年增加多少資產?」當我們聽到這
樣的問題時, 腦中立時閃現的是存款簿或其他投資的數⽬目, ⽽而不是天上財寶⽅方⾯面的加增, 那就表
⽰示我們並未遵⾏行行上帝的命令。我們若若解釋詩篇65:11節的「祢以恩典為年年歲的冠冕, 祢的路路徑都
滴下脂油」的過程為增加地上的財富, 那就表⽰示我們並未遵⾏行行上帝的命令。我們年年初時常立志
要好好讀經禱告, 認識主, 渴慕主, 年年尾當是採收的時候。

⽗父上帝要我們聽主基督, 我們真的聽基督的話嗎? 基督在⾺馬太福⾳音第17章的三次說話, 從摩⻄西
到以利利亞, 到施洗約翰, 再到他的⼗十架, 橫跨舊約與新約, 也對⾰革流巴「從摩⻄西和眾先知起, 凡經
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了」, 然我們卻重新約, 輕舊約。有的機構僅發送新約聖
經, 擅⾃自將上帝的話切成兩兩半。這些都不是遵⾏行行上帝的命令, 聽基督的話的作為。

上週我講到, 施洗約翰乃站在舊約聖經權威的地位, 指出耶穌既是上帝的兒⼦子, ⼜又是上帝的羔⽺羊, 
他這樣的傳道內容使舊約成了了活的書卷, 印證彌賽亞的事實, 主基督因此讚賞施洗約翰, 給予他
極⾼高的尊榮。我們也可如此, 只要我們可以站在整本聖經權威的地位, 指出耶穌基督是上帝的
兒⼦子, 是上帝的羔⽺羊, 是死裏復活⼜又升天的救贖主, 我們這樣的傳道內容使整本聖經是⼀一部活的
書卷, 必可得著主的讚賞。

真正的悔悔改
請注意, 只有回轉, 像⼩小孩⼦子的⼈人才能夠聽基督, 這樣地回轉聽基督就是基督徒悔悔改的記號。悔悔
改不是流幾滴眼淚淚, 表現出痛改前非的悔悔恨, 這樣的⼈人若若不⾒見見證基督, 那就不是悔悔改。哀慟的⼈人
有福了了, 並不是因為哀慟的本⾝身, ⽽而是他們得著從基督⽽而來來的安慰之故。啟⽰示八福的是基督, 得
這八福者必走在基督定的道路路上。

上帝命令亞當「聽」命
上帝要我們聽並非起於聖⼭山之時, 上帝從創世記時就定下了了⼈人與祂同⾏行行的道路路就是聽的道路路。
亞當處在原造無罪之伊甸園中, 這園之美麗與壯闊盡收亞當眼底, 園中百獸全都順服於這位全
⾝身無⽑毛, 無衣遮蓋的亞當統治之下。擁有近乎絕對統治權的亞當必須服在創造主的權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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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與上帝同⾏行行, 他才得永續的統治權。上帝亦立下與祂同⾏行行的誡命, 亞當若若聽之⽽而順服, 就活, 
可繼續統治⼤大地 ; 反之, 亞當若若不聽上帝的誡命, 必死, 也將失去世界的王的地位。

上帝在基督裏有祂的百姓, 所以亞當雖墮落落, 死了了, 上帝依然在各世代中揀選祂賜給基督的百姓, 
還是啟⽰示要求祂的百姓聽命順服。撒⺟母耳說:「主喜悅燔祭和平安祭, 豈豈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
呢? 聽命勝於獻祭。」(撒上15:22) 所羅⾨門說:「你到上帝的殿要謹慎腳步, 因為近前聽, 勝過愚
昧⼈人獻祭, 他們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惡惡。」(傳5:1) ⽽而箴⾔言說, 惡惡⼈人獻祭, 為上帝所憎惡惡(箴15:8)。
上帝⾃自⼰己也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了。但我所看顧的, 就是虛⼼心痛悔悔, 因我話
⽽而戰兢的⼈人。」(賽66:2)

為何是聽?
上帝是恆存者, 凡與上帝有關係的⼈人, 這關係也必須是永恆的。雖然,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樣式
造的, 但⼈人畢竟還是受造的偶存者, 那形像樣式只能說是可建立與上帝有永恆關係的前提, 僅是
必要條件⽽而已。當上帝賜下不可吃的誡命, 亞當的聽命即成為與上帝有恆常關係的充分條件。
亦即是, 聽(恆存者的話)是偶存者維持與永存者正常關係的唯⼀一態度。⼈人的存在要有意義, 唯獨
回應上帝賜下的誡命, 聽上帝的話。

我們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出這其中端倪。兩兩者之間若若有聽的⾏行行為, 必有話; 若若有話在兩兩者
中間, 那關係便便在, 無則無。兩兩⼈人關係若若要好, ⼀一⽅方講, 另⼀一⽅方必會仔細聽那⼈人所講。若若這⼈人講, 
另⼀一⼈人只看著他, 耳卻不仔細聽, 眼神必渙散, 好像⼈人⾝身體在, 靈魂卻不在, 試想這兩兩者關係會好
嗎? ⽗父⺟母教導兒女, 豈豈不是要他們聽所⾔言? 兩兩⼈人若若永永遠遠活著, 那麼, 講聽的⾏行行為也必永永遠
遠進⾏行行著, 這⾏行行為已然超越⾦金金錢, 地位, 甚⾄至⽂文化等外在事物的障礙。

聽是維持恆常關係的⽅方法
由於兩兩者維持恆常關係的⽅方法是聽, 那麼聽講的內容極其重要。為求關係的恆常, 聽講內容必
須以基督為中⼼心(Christ-centered), 即以神⼈人⼆二性的基督為中⼼心。容我再強調這事, 由於關係是
恆常的, 教會是基督的, 所以講與聽的信息內容必須以基督為中⼼心。教會離了了基督, 信息中沒有
基督, 那麼所建立起的關係不可能含有屬天的成份。教會傲於⼈人的當是擁有與基督之屬天關係, 
但因沒有基督, 所以教會傲於⼈人的就轉為⼈人可⾒見見的榮耀, 如會堂與會眾等, 走著讓⼈人可看到, 可
數算的道路路。

所以, 當我們深思上帝為什什麼要我們聽主基督, ⽽而不是看主基督, 便便會發覺這是我們與主基督可
有之永續關係的道路路。由於「聽」是兩兩者維持恆常關係的⼿手段, 所以聽者就需持續有道可聽, 
凡持續有道可聽的⼈人是有福的。

聽基督死裏復活的真理理
聽講中間何謂屬天成份, 或屬地成份? 我們不能單單⼝口中稱「基督」, 甚⾄至稱「主耶穌基督」, 
就認為我們有屬天成份, 我們必須看基督如何認定⼀一個⼈人有屬天成份。主基督在第17章(除神蹟
外)說的三次話, 次次皆與他的死有關, 再加上他親⾃自說他死後第三天會復活, 那麼與基督有恆常
關係的⼈人, 就是那些將基督所⾔言之死裏復活真理理聽進去的⼈人。這標準硬到⼀一地步, 若若我們聽進
基督所有的話, 卻獨缺他的死裏復活, 那我們還是未擁有屬天成份, 沒有與基督有恆常的關係。
若若我們離了了基督這死裏復活的真理理, 即顯出⽗父並未在我們⾝身上做任何栽培的⼯工作(約15:1-2)。

請⼤大家切記在⼼心, 上帝要屬祂的⼈人敬聽關於基督死裏復活的真理理。

聽, 無疆界
我們可能因⼈人的⾯面容和⾝身體⽽而⽣生發不同的好惡惡情緒。雅各書2:1節說:「我的弟兄們, 你們信奉
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便便不可按著外貌待⼈人。」接下的三節便便以會堂有帶著⾦金金戒指, 穿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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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衣服的富⼈人與穿著骯髒衣服的窮⼈人為例例, 道出我們的偏⼼心。然, ⼈人的五官中唯耳朵最不容易易
造成歧視感, 因此無論是富⼈人或窮⼈人, 他們都有耳可聽。

當我們說教會是普世的, 這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來來就基督福⾳音,  正如保羅說的,「不分猶太⼈人, 希
利利尼⼈人, ⾃自主的, 為奴的, 或男, 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了。」(太3:22)我們真的
相信教會是普世的嗎? ⼈人作⼯工以為貢獻社會, 成為有存在價值的⼈人, 但當⼈人退休後, 成為⼀一個無
事⽣生產的⼈人, 他的價值⼜又何在? 如果⼀一個教會絕⼤大多數是年年老的長者, 牧師傳道會如何? 這些⼈人
的價值在於他們可聽上帝的道。

聽者才有合法的管理理權
上帝在伊甸園裏的亞當聽, 亞當必須聽進不可吃的誡命, 他才是合法的統治者; 同樣地, 上帝要
教會(基督徒)聽, 教會必須聽進基督所⾔言之死裏復活的真理理, 她才具合法的護衛管理理者, 護衛聖
經-上帝話語。亞當不聽, 遂將其世界的統治權交給撒但, 使牠成為世界的王(約12:31); 同樣地, 
教會不聽, 必將其聖經的護衛管理理權拱⼿手交給魔⿁鬼。

救恩歷史就是聽⽽而信的歷史
基督的這三次說話很清楚地將上帝的救恩歷史聯聯成⼀一線, 從摩⻄西到以利利亞, 到施洗約翰, 再到他
的⼗十架。有罪的世界還可以繼續往前⾏行行, 世界還有世界歷史, 皆因有這條救恩歷史的主軸線的
存在。也就是說, 世界存在的意義根植在救恩歷史。

基督徒當知⾃自⼰己是何等地蒙福, 得以站立在這⼀一條救恩歷史的主軸線上。然⽽而, 我們亦需知這
條主軸線乃畫在世界的王所掌管的世界中, 其中有執政的, 掌權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
的, 個個皆⾏行行誘惑之能, 要將我們從這條救恩歷史的主軸線上拉下來來, 要我們看, 不要我們聽。

然, 上帝已保守摩⻄西⾄至基督的救恩歷史不斷絕, 主也必保守我們在祂不斷絕的救恩歷史中有份, 
舊約歷史也已經清楚顯明, 以⾊色列列⼈人的仇敵不斷更更迭他們的王權, 但以⾊色列列卻不斷絕。當我們
明⽩白這條救恩歷史的主軸線時, 可使我們在任何時刻, 任何狀狀況, 順境逆境, 對罪無助時, ⾃自我形
象破滅時, 還保有盼望, 站穩且緊緊抓穩之。

今天讀的詩篇94篇告訴我們, 惡惡⼈人常常誇勝, 他們絮絮叨叨說傲慢的話，他們炫耀⾃自⼰己所做之
⼀一切作孽之事, 並說, 上帝必不看⾒見見他們做的這些事。所以, 我們需要有這等認知, 免得以為上
帝不再掌權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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