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七⽉2⽇ 

⽗所分別為聖 (5)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6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10:30-36節:「30我與⽗父原為⼀一。31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來要打他。32耶穌對他們說:『我
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 你們是為那⼀一件拿⽯石頭打我呢?』33猶太⼈人回答說:『我們不是為
善事拿⽯石頭打你, 是為你說僭妄的話; ⼜又為你是個⼈人, 反將⾃自⼰己當作神。』34耶穌說:『你們的律律
法上豈豈不是寫著, 我曾說, 你們是神麼? 35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稱為
神, 36⽗父所分別為聖, ⼜又差到世間來來的, 他⾃自稱是上帝的兒⼦子, 你們還向他說,『你說僭妄的話』
麼?」 

前⾔言
我們不是神學院, 有課程進度的壓⼒力力; 我們也不是舉辦講座, 有時間的壓⼒力力, 要在⼀一定時間內講
完⼀一個主題; 我們也不是⾏行行禮如儀的, 在主⽇日為講道⽽而講道; 我們也不是為了了講完聖經整本書, 
然後急沖沖地往下⼀一節經⽂文奔去。我們乃是要從聖經的道中得著基督。因是之故, 為了了加深各
位對這主題的理理解, 我需再述上週之基督為⽗父所分別為聖的幾個重點。

幾個重點
1. 基督以⼦子的⾝身份說的話, 故基督乃是將他在天⾒見見聞⽗父作的事說出來來。我們必須先抓穩這個原
則之後, 才能繼續思論基督說的話。基督說, 他作的事都是他看⾒見見⽗父作的, 他才能作, 並且他
只照樣作⽗父所作的事。⽗父在天作的事, ⼦子也在天承接這些事, ⽽而這些事就是⽗父將祂兒⼦子分別
為聖, 賜給祂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差祂兒⼦子到世間來來, 賜祂兒⼦子祂的聖靈。所以, 當基
督道成了了⾁肉⾝身之後, 在地上亦作這些同樣的事, 即將屬他的⼈人分別為聖, 賜屬他的⼈人⽣生命, 賜
屬他的⼈人聖靈, 差屬他的⼈人在耶路路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利亞, 直到地極, 作他的⾒見見證。
所以,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當知, 我們有上帝的聖, 上帝的⽣生命,  以及我們有聖靈, 蒙差遣等, 皆
是主耶穌基督的賜予。那, 基督如何做成這些事? 基督不再利利⽤用舊約之先知與祭司系統, 他
乃藉著教會為之。教會雖沒有了了先知與祭司職份, 但這兩兩者的功能依在, 就是傳講上帝的真
理理, 知識, 律律法, 盟約等, 也就是解釋已啟⽰示完全的聖經。

2. 基督以現在完成式語態來來講說這些發⽣生在他⾝身上的事, 這告訴我們, ⽗父在天上完成了了作在⼦子
⾝身上的事, 成為⼈人⼦子的基督也必完成⽗父在天所完成的這些事。上帝施⾏行行祂揀選的主權, 將救
恩賜給祂所喜悅的⼈人, 基督必將他的聖和⽣生命賜給這些⼈人, 這是基督絕對會辦到且完成的事; 
凡屬基督的⼈人必定有基督賜的聖和⽣生命, 基督徒與天的唯⼀一聯聯結中保就是基督。
保羅對哥林林多教會說的⼀一句句話中清楚的表現出基督⼯工作成就的必然性, 他說:「末期到了了, 那
時基督...就把國交與⽗父上帝。」(林林前15:24b) 基督所謂的這國當然是指⽗父所賜他的⼈人, 其中
每⼀一個⼈人皆是基督在他們⾝身上⼯工作的具體果實, 有他的道, 有他的真。

3. 基督⽤用⼀一個極為獨特的⽅方式指⽰示他必將上帝的聖與⽣生命賜給⾨門徒, 這⽅方式就是為⾨門徒洗腳。
須知, ⼈人類歷史難⾒見見位尊的為位卑卑的洗腳, 況且洗⾨門徒腳的這位是(⾨門徒公認的)上帝的聖者。
如果我們僅⽤用謙卑卑來來理理解耶穌洗腳之舉, 那真是⼤大⼤大地降低這事顯著的意義, 無知於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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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將這洗腳轉做⽂文化上的孝親⾏行行為, 或以為這是服事者謙卑卑的表現。基督洗⾨門徒的腳即基
督必賜下他的道與⽣生命給⾨門徒, 潔淨更更新之, 落落實了了⽗父在天上對⼦子作的事, 也就是, ⼦子必定作
在⽗父賜給他的⼈人, 絕不含糊。我們當認識這洗腳事是⽣生命的主施⾏行行在屬他的⼈人⾝身上的主權。

4. 毋庸置疑地, ⾨門徒必須要接受基督這樣的洗腳, 否則他們就與基督無份, 也就是與基督的⽣生命
之道無份, 這是基督⾃自⼰己說的。然, 這是得⽣生命的第⼀一步, 基督還命令⾨門徒當彼此洗腳, 以全
然得這⽣生命。彼此洗腳的意思就是彼此相愛, 即基督徒需在基督的愛中, 彼此分享基督所賜
的⽣生命之道, 且彼此順服。
保羅說:「17基督因你們的信, 住在你們⼼心裏, 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18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
⽩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弗3:17-18) 請注意這句句話的複數詞, 我們和眾聖徒, 這就是
彼此相愛(彼此洗腳)的記號, 是基督徒⾏行行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的記號。猶⼤大亦蒙耶穌為他
洗腳, 然⽽而他卻離開基督, 也同時離開其他⾨門徒。猶⼤大沒有在基督裏愛的對象, 彼此相愛的事
也就是虛空的事, 耶穌為他洗腳也是枉然。

5. 基督命令我們彼此洗腳, 彼此相愛, 但請問我們真能遵守主這命令⾏行行嗎? 或者這樣問, 耶穌放
下了了這命令, 然後⾃自顧⾃自地升天了了, 他再來來時再檢收我們是否遵守這命令, 是這樣的嗎? 不是
的, 保羅說:「8基督升上⾼高天的時候, 擄掠了了仇敵, 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11他所賜的恩賜,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12為要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上帝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
量量。」(弗4:8,11-13) 基督在各時代不斷地差遣傳福⾳音的, 牧師和教師等, 好使眾⼈人藉著他們
的⼯工作認識上帝的兒⼦子。

這樣, 基督徒的聚集就與社會其他團體⼤大不同。基督(個別性地)賜每⼀一個⽗父所賜給他的⼈人⽣生
命, 靈, 話, 並將這些⼈人便便集聚⼀一起⽽而成為他的教會, 是聖⽽而公的教會; 這教會的頭是基督, 這
些⼈人是這教會的肢體。蒙基督所差傳福⾳音的(即現在的牧師), 牧師(即牧養⽺羊群者), 以及教師
(即教導者),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講道, 使⼈人因知道⽽而認識上帝的兒⼦子, 這道必須以基督為中⼼心, 
這是現今⽅方興未艾之聖經輔導沒有注意到的事。⼈人可按立牧師或傳道, 唯有基督知道誰是蒙
他差的。會眾無知於誰是蒙基督差的, 誰不是, 卻跟隨後者的教訓, 必⾃自取其禍。

6. 主最後幾⽇日主要信息就是⾨門徒的彼此相愛, 因為「擊打牧⼈人, ⽺羊就分散」是必然的(太26:31b; 
亞13:6b)。⾨門徒將不得⾒見見主耶穌這牧⼈人, 他們必須彼此相愛才能鞏固福⾳音。基督於⾺馬太福⾳音
第25章說了了三個比喻, 這是在最後逾越節前兩兩天說的, 這三個比喻看似各⾃自獨立, 但我們若若以
彼此相愛為主軸思之, 就可貫穿三比喻之意。這三比喻的最後兩兩句句話可看出基督如何重視⾨門
徒的彼此相愛, 他說:「45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了。46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 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太25:45-46) 因
此, 我們當問⾃自⼰己是否有⼀一個最⼩小弟兄, ⽽而這弟兄必可⾒見見證我們對他的愛, 讓他知道基督的聖
與⽣生命, 因⽽而可與基督產⽣生關係。這樣的基督徒是有油的童女(第⼀一個比喻), 是得了了千兩兩, 並
賺得千兩兩(第⼆二個比喻)的基督徒。
這樣, 我們亦可以彼此相愛的⾓角度來來讀腓利利⾨門書。保羅要求腓利利⾨門, 這位富貴居尊位的⼈人, 當
收納阿尼⻄西⺟母, 這位帶著腓利利⾨門錢財逃跑的僕⼈人。因為這是尊貴者腓利利⾨門的機會, (在教會肢
體裏)有個愛的對象, 他不會因位居⾼高位⽽而孤獨。主揀選腓利利⾨門和阿尼⻄西⺟母, 並把他們放在同
⼀一時空中, 以這⼆二⼈人地位的巨⼤大差異異性來來告訴教會, 在基督裏的彼此相愛乃是實際可⾏行行, 且基
督徒彼此相愛的善⾏行行不是出於勉勉強, 乃是出於⽢甘⼼心。容我再次提醒, 基督徒的彼此相愛乃是
道與真併⾏行行的事, 是福⾳音性, 不是⽂文化性。
腓利利⾨門書放在保羅所寫諸書卷的最後⼀一部, 且是保羅諸書卷中最短的⼀一部。腓利利⾨門書難得成
為教會主⽇日講章, 但卻是驗證基督徒是否遵守主之彼此相愛最重要的⼀一卷書。今⽇日, 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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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見保羅神學, 卻難得⾒見見彼得神學或約翰神學的學⾨門課程, 因此基督徒若若學得保羅神學意謂著
他的聖經學識達致某種程度。理理性主義的酵使得這樣的基督徒常顯⾼高⼈人⼀一等的⽣生命態度, 然
腓利利⾨門書卻給了了這樣的基督徒⼀一記當頭棒喝。凡⾃自詡認識保羅神學的, ⾃自以為有了了腓利利⾨門的
尊貴與榮耀, 但他必須得表現出愛(他的)阿尼⻄西⺟母的⽣生命性情, 保羅的神學才是他的。為⾃自
⼰己哭, 還得有⾃自⼰己的兒女, 為他哭。

7. 由於耶穌洗腳事有不同的解釋, 所以我必須在這裏再細述⼀一番。讓我們讀耶穌說的整段話(參參
約13:12-17), 請問, 我們是否照著耶穌這⼝口中的吩咐, 依字⾯面的意義⽽而⾏行行, 在教會中彼此洗
腳? 其實我們當問, 耶穌要他的⾨門徒彼此洗腳的⽤用意為何?
我們若若按照耶穌字⾯面之意⽽而在教會中施⾏行行洗腳之禮, 那麼我們可否跨性⽽而為, 弟兄可洗姐妹
的腳, 姐妹也可洗弟兄的腳? 如果不⾏行行, 我們豈豈不另定規矩, 打折了了耶穌的命令? 即便便我們規
定當同性⽽而為, ⼀一旦施⾏行行洗腳禮, 其後遺症是我們無法承擔的。試問, ⼀一個饒富盛名之位尊牧
師為會眾洗腳, 其他⼈人或可看到這位牧師的謙卑卑, 但對於這位平信徒⽽而⾔言, 卻是屬靈的災難。
為什什麼? 因為這位平信徒將是這位牧師名下的⼈人, 他將感念念這位牧師對他之卑卑下作為, 必愛
他勝於愛基督。若若這位牧師那天走偏了了, 或錯誤解釋某節聖經, 他則毫無抵抗之⼒力力。這樣的
情況在華⼈人世界特別容易易發⽣生, 是我們不得不注意的。
有⼈人謂, 耶穌為⾨門徒的洗腳乃是⼗十字架洗罪之意, 所以, 耶穌對彼得說:「我若若不洗你, 你就與
我無分了了。」(約13:8) 這無分指的是與他的救恩無分。然, ⼗十字架洗罪之解無法解釋耶穌要
⾨門徒彼此洗腳, 因為⾨門徒並無洗罪的能⼒力力。 
那, 為什什麼耶穌要對⾨門徒們下達彼此洗腳的命令? 因為⾨門徒有的將來來還會成為使徒, 寫下新
約聖經的啟⽰示。⼤大家別忘了了, 聖經是上帝的話, 寫書卷的這些使徒, 不僅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
耶穌, 這位⾁肉⾝身的道, ⽽而且還撰述⽂文字的道, 他們⾝身份的尊貴在教會歷史上無出其右(除主耶
穌基督外)。然⽽而, 使徒畢竟仍有殘餘的罪, 這罪很容易易讓他們因這獨特⾝身份⽽而⾃自⾼高。況且, 
⽂文⼈人相輕, 寫書卷的使徒彼此相輕也不是不可能。現在, ⾨門徒直接領受主基督的命令,「我是
你們的主, 你們的夫⼦子, 尚且洗你們的腳, 你們也當彼此洗腳。」(約13:14) 他們⼼心裏若若有任
何⾃自⾼高的念念頭和傾向, ⼀一旦想起主為他們洗腳的事, 那樣的罪念念必除, 他們也必彼此相愛⽽而興
旺福⾳音。

因此, 我們須取彼此洗腳之意, 不須取彼此洗腳之形, 要在實質上的彼此相愛下功夫, 彼此因
得著基督的聖與⽣生命⽽而⽇日益茁壯。

8. 我們也講到, ⽗父(在天)賜聖靈給基督, 基督亦(在天)賜聖靈給屬他的基督徒。所以, 以賽亞書
42:1節指明, ⽗父上帝將祂的靈賜給基督, 使徒約翰說, 上帝所差來來的就說上帝的話, 上帝賜聖
靈給基督是沒有限量量的(約3:34); 也就是說, 賜聖靈給聖徒也是基督的⼯工作。請聽基督⾃自⼰己說
的話,「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來。」(約7:38) 耶穌這話是指著
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約7:39a)。保羅寫給哥林林多教會的兩兩封信中皆題及「誇⼝口的, 當指著
主誇⼝口」(林林前2:31; 林林後10:17), 領受聖靈的⼈人的記號就是, 當指著主誇⼝口。

基督已明⽰示他是使⼈人有上帝的聖與⽣生命的施予者, 那麼⼈人理理當以敬拜的⼼心來來接待基督, 接受基
督的洗腳和愛, 領受基督所賜的⽣生命, 得著基督的聖。這是我們回到上帝⾯面前, 進入⽗父家唯⼀一的
道路路。保羅告訴哥林林多教會, 說:「18我指著信實的上帝說, 我們向你們所傳的道, 並沒有是⽽而⼜又
非的。19因為我和⻄西拉並提摩太, 在你們中間所傳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 總沒有是⽽而⼜又非的, 在
他只有⼀一是。20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叫上帝因我們得榮耀。」(林林後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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