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七⽉9⽇ 

⼦憑著⾃⼰不能 (1)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64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5:19,30節:「19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子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 惟有看⾒見見⽗父所作的, ⼦子
纔能作; ⽗父所作的事, ⼦子也照樣作。...30我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 我怎麼聽⾒見見就怎麼審判。我的
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來來者的意思。」 
約翰福⾳音6:37,38節:「37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來; 到我這裏來來的, 我總不丟棄他。38因
為我從天上降下來來,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行, 乃是要按那差我來來者的意思⾏行行。」 
約翰福⾳音7:16節:「16耶穌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來來者的。』」 
約翰福⾳音8:26-28,42節:「26我有許多事講論你們, 判斷你們, 但那差我來來的是真的, 我在祂那裏
所聽⾒見見的, 我就傳給世⼈人。27他們不明⽩白耶穌是指著⽗父說的。28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
後, 必知道我是基督, 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作的。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
我的。』... 42 耶穌說:『倘若若上帝是你們的⽗父, 你們就必愛我, 因為我本是出於上帝, 也是從上帝
⽽而來來, 並不是由著⾃自⼰己來來, 乃是祂差我來來。」

上帝賜下基督給祂的兒女
我們聽完這幾次「⽗父所分別為聖」的主題, 再讀我們所熟悉的約翰福⾳音3:16節,「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 開始有著完全不同的領受, 
尤其是關於上帝的愛的部份, 因為我們已全然知道, ⽗父賜下基督乃是要我們從基督那裏得著祂
的聖, 祂的⽣生命。這真理理讓我們激動不已, 因為看到上帝賜給我們的恩典是如此之⼤大, 祂給了了我
們最榮耀的, 最好的, 最美的, 就是祂的獨⽣生愛⼦子。當基督徒有了了這等感知之後, 理理應求主基督
使我們更更認識他, 更更愛他, 當⽤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理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西3:16)

彼與此
基督以各種不同⽅方式, 多次多⽅方地教導他的教會是彼此相愛的教會: 為⾃自⼰己哭, 為⾃自⼰己的兒女哭; 
領千兩兩, 回賺千兩兩(不論得的是⼀一千或兩兩千); 作在弟兄中做⼩小的⼀一個; 彼此洗腳; 彼此相愛; 他們
都合⽽而為⼀一等等皆是基督親⾔言彼與此同在⼀一起的教訓。保羅致尊貴的腓利利⾨門當接納在主裏的僕
⼈人阿尼⻄西⺟母, 也是明訓著彼此相愛。使徒約翰的約翰三書公開地責備教會中那好為⾸首的丟特腓, 
他的惡惡⾏行行是不接待弟兄。

使徒約翰說「上帝是愛」, 即表⽰示基督徒在地⾃自基督⽽而得之聖與⽣生命, 其中深藏內裏的愛是不
死的, 連續的, 永存的。請注意, 基督徒彼此相愛的關鍵點在於彼與此皆需有基督的聖與⽣生命。

聽道與念念讀聖經
我們如何得著基督的聖與⽣生命呢? 就是聽道與念念讀聖經。關於前者, 保羅說:「信道是從聽道來來
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來的。」(羅10:17) ⾄至於後者, 保羅說:「你們念念了了, 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
的奧祕。」(弗3:4) 這的「念念」的⾏行行為亦出現在歌羅⻄西書4:16節, 保羅說:「你們念念了了這書信, 便便
交給老底嘉的教會, 叫他們也念念, 你們也要念念從老底嘉來來的書信。」這「念念」是念念讀著(read)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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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文字內容, 當⽇日⽇日⽽而為, 為⾃自⼰己與主建立親密關係⽽而讀, 其中意謂著思想⽂文字精意, ⽽而不是
算唸了了幾遍, 也不是念念經, 有⼝口無⼼心。

請⼤大家牢牢記住, 基督徒深知基督的奧祕的唯⼀一⼿手段就是聽道與念念讀聖經, 除此之外, 別無他
法。請注意, 不是藉著禱告, 有⼈人頌揚路路德每⽇日三⼩小時的禱告⽣生活, 卻不使⼈人注意使徒在這裏的
教訓, 這是不恰當的作法。

基督徒的權利利
請問各位, 上帝賜基督給誰? 就是⾝身為基督徒的我們。那, 我們基督徒是不是有權利利得著基督? 
當然是。所以, 教會最主要的事⼯工就是傳揚基督。教會無論⽤用的那⼀一種⽅方法, 或講台, 或主⽇日學, 
或特會, 或講座, 或聖經輔導, 或家庭聚會, 或⼩小組查經, 或是其他, 最終⽬目的就是要使信徒認識
清楚聖經所⾒見見證的基督, 在上帝的啟⽰示下建立對基督的信仰。牧師傳道最主要的⼯工作無他, 就
是牧養主基督賜給他的⽺羊, 使這些⽺羊認識基督, 尤其是⼗十字架的基督, 死裏復活的基督。

當基督徒有了了這等認知之後, 必定要求他的牧者在基督裏造就他, 使他更更認識主, 更更愛主。由於
上帝賦予基督徒得著基督的獨特權利利, 當基督徒沒有⾃自牧者那裏得著基督時, 不應當噤聲不語, 
就此罷了了, 反⽽而當怒氣填膺, 因為牧者奪去了了上帝所賜屬於他的資財, 對他作出盜賊的⾏行行為來來。
再者, 基督徒將⾃自⼰己最重要的靈魂交在牧者⼿手中, 牧者卻⽤用次要的道對待之, ⼝口中要會眾信福⾳音
好改變⽣生命, 但卻不題基督耶穌, 基督徒也應該發聲抗議。要知道, 我們有了了全世界, 卻沒有基
督, 勢必進入虛無。

基督徒未得著基督只能怪⾃自⼰己, 因為⾃自⼰己以孱弱之⾝身⾯面⾒見見主卻不在意, 任憑⾃自⼰己的資財被掠奪
卻不氣憤; 地上資財受侵犯, 立⾺馬反應, 但天上資財受損時, 卻無動於衷。再者, 基督徒那消極
的, 可有可無的, 知道很好, 不知道也無差之對主的態度, ⼜又怎能得著基督? ⼀一個教會若若有兩兩三
位基督徒願意求牧師傳道, 像那幾個希利利尼⼈人求加利利利利伯賽⼤大的腓⼒力力, 對他說:「先⽣生, 我們願意
⾒見見耶穌」(約12:21), 牧師傳道就不可能懈怠⽽而不傳講耶穌, 教會的光景將會不⼀一樣。然, 這些⼈人
必是今⽇日教會牧師傳道眼中的⿇麻煩製造者, 早早去之⽽而快。

以上是「⽗父所分別為聖」主題的補充, 接下來來我們將進入今天主題。

約翰福⾳音的特別之處
我們讀約翰福⾳音即知這卷福⾳音書與其他三卷符類福⾳音書不同, 加爾⽂文將三卷符類福⾳音相同處納
在⼀一起解釋, 惟獨單單解釋約翰福⾳音。約翰寫約翰福⾳音時, ⾸首節即定下這卷書的主調, 就是傳揚
基督是上帝, 這事實亦呈現在每⼀一章中。因此, 認識基督是上帝最佳的書卷就是約翰福⾳音。我
們在前五個主⽇日之「⽗父所分別為聖的」講章中, 強調基督賜給基督徒上帝的聖與⽣生命,  這位可
賜我們聖靈, 並差遣我們的主, 這樣的基督是⼤大能的主。

然⽽而, 約翰福⾳音卻多處出現⼀一些不尋常的經⽂文, 就是這位上帝的獨⽣生⼦子, ⼤大能的主基督居然多次
說他憑著⾃自⼰己不能作什什麼(約5:19b-20a), 不求⾃自⼰己的意思(約5:30; 6:38b), 教訓不是他⾃自⼰己(約
7:16), 他來來並不是由於⾃自⼰己(約7:28b; 8:42c)等等。基督⾃自啟⾃自⼰己是上帝的兒⼦子, ⽽而「在上帝凡
事都能」的事實下(太19:26b), 卻說出關乎⾃自⼰己能⼒力力的「不」。基督所⾔言這些諸不之語, 頓時使
許多基督徒陷入五⾥里里霧中, 完全無法理理解。這⼤大能與不能的極端同時出於基督, 到底怎麼回事?

只有基督有資格說他不能, 沒有⼀一個基督可以學基督這樣說
在還沒有解釋基督所⾔言諸不之意之前, 我需請⼤大家注意⼀一件事, 就是基督說的諸不, 只有他才有
資格這麼說, 也唯有他才有完全的能⼒力力這麼說。由於基督說這些話乃是彰顯他是上帝, 因此其
他⼈人無權, 無能, 也不可以效法基督這麼說。舉凡仿效或重複基督這些話的⼈人, 或教導基督徒當
這樣學習的⼈人, 以為這樣才是屬靈的表現, 但事實上他已經僭越了了⾃自⼰己的⾝身份。試問, 我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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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多少時間比例例求⽗父神的意思? 再者, 我們仿似基督說的諸不, 豈豈不是經由學習⽽而得後, 才可
說不, ⽽而且還是⼩小聲的說, 因過沒多久, ⼜又不能不了了。

基督說的話只有他可以說,  我們只能解釋之, 相信之。所以, 明智的基督徒當克制他的嘴, 不必
逞能, ⾃自以為是地說著耶穌說過的話。另, 當牧師傳道無法解釋基督在這裏說他⾃自⼰己不能, 不求
⾃自⼰己, 不是⾃自⼰己的話時, 唸過基督這些話之後, 即轉⽽而教訓會眾當學習基督, 憑著⾃自⼰己不能作甚
麼, 謙卑卑地不求⾃自⼰己的意思。但請問各位, 主基督要屬他的⼈人能, 還是不能?

關於基督說他⾃自⼰己不能
我們已解釋了了基督以現在完成式的語態啟⽰示他的分別為聖的意義, 這⾜足夠安穩我們那煩躁不安
的靈魂,  知道我們只要在主⼿手中, 他必完成我們成聖的事。基督愛我們的⼼心, 還是以不同的⽅方式
來來強化我們對他的信⼼心。今天所讀耶穌說的話就是如此, 他在不同時間與地點⼀一直強調同⼀一件
事, 就是他的不能, 不求⾃自⼰己, 不是⾃自⼰己。

耶穌啟⽰示魔⿁鬼的⼯工作為何
在此必須提耶穌啟⽰示有關魔⿁鬼的⼯工作, 好督促我們⾃自⼰己必須要知道基督之諸不的意義, 因為我
們在魔⿁鬼活躍的⼯工作下, 實在需要從主那裏⽽而來來之強⽽而有⼒力力的幫助。魔⿁鬼在上帝⼦子⺠民⾝身上的⼯工
作的內容為何, 說得最清楚的就是基督責備猶太⼈人的⼀一段話, 他說:「44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
⿁鬼, 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行。牠從起初是殺⼈人的, 不守真理理, 因牠⼼心裏沒有真理理。牠說謊是出
於⾃自⼰己, 因牠本來來是說謊的, 也是說謊之⼈人的⽗父。45我將真理理告訴你們, 你們就因此不信我。46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 我既然將真理理告訴你們, 為甚麼不信我呢? 47出於上帝的, 必聽上
帝的話; 你們不聽, 因為你們不是出於上帝。」(約8:44-47)

耶穌的這段話乃是對⼿手拿聖經的⼈人⼀一個不可承受之重, 尤其他對(有舊約聖經的)猶太⼈人下了了⼀一
個驚⼈人的判語,「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耶穌早在傳道初期的登⼭山寶訓中說,「憑著他們
(假先知)的果⼦子, 就可以認出他們假先知來來。」(太7:16a, 20) 耶穌進⽽而指出(熟讀舊約聖經的)猶
太⼈人的果⼦子是殺⼈人, 不守真理理, ⼼心裏沒有真理理, 說謊等。基督刨根究底地指出猶太⼈人之所以長出
這樣的果⼦子的原因乃是不信他。

這讓我們看到幾件事:
1. 魔⿁鬼沒有⾃自⼰己的⾔言語系統, 牠是個聖經寄⽣生蟲, 從聖經得著⼀一切活下去的養份, 也從聖經取得
武器彈藥。魔⿁鬼對付的對象就是⼿手拿聖經的⼈人, 在舊約時是猶太⼈人, 在新約時是基督徒。使
徒彼得說:「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行, 尋找可吞喫的⼈人。」(彼前5:8) 試
問, 撒但既敢吞喫在耶穌⾝身旁的猶⼤大, 牠難道不在教會和基督徒⾝身上下重⼿手?

2. 聖經是上帝的話, 魔⿁鬼在創世記時如何誘惑⼈人曲解上帝的話, 牠在各時代中依然誘惑上帝的
百姓曲解上帝的話。在新約中當然是誘惑教會曲解基督的話, 彼此洗腳是⼀一例例, 倡揚基督的
⼈人性是受造的是另⼀一例例。

3. 聖經可以⽣生出上帝的兒女, 也可以⽣生出魔⿁鬼的兒女; 也就是說, 基督徒只有兩兩種果⼦子, 不是上
帝的兒女, 就是魔⿁鬼的兒女, ⽽而其中的分野在於信主耶穌基督與否。信者, 講台必傳基督; 不
信者, 講台則充斥其他, 就是沒有基督的道。

4. ⼿手拿聖經的基督徒當知道基督對猶太⼈人的評語, 好使我們不落落在其中。我們必⽣生果⼦子, 但問
題在於是結出何樣的果⼦子。魔⿁鬼⼯工作的重點就是使基督徒不信基督, 否定基督是真理理, 因此
不從基督那裏得⽣生命。

魔⿁鬼的⼒力力量量是強⼤大的, 組織是綿密的, ⼿手段是隱蔽的, 常常是難以察覺的, 保羅稱之為「執政
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弗1:21)。所以, 我們當知靠著⾃自⼰己是無法抵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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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詭計的。現在, 基督已經指出魔⿁鬼⼯工作的重點, 我們唯有信靠基督, 才能不走在魔⿁鬼制定
的道路路上。知此道理理之後, 認識基督的諸不才可使我們百分之百地信靠他。

耶穌如何說
基督說了了多次他的不能, 不求⾃自⼰己, 不是⾃自⼰己, 那基督到底是能, 還是不能? 若若回答是能, 但他明
明地說, 他不能。若若回答不能, 這豈豈不否定他是上帝的事實, 亦否定箴⾔言第八章的智慧? ⼜又有那
⼀一個基督徒敢⼤大聲宣告基督的這不能, 或以「上帝是⼤大能的, 基督是不能的」作為佈道標題? 再
者, 基督不求⾃自⼰己的意思, 那他到底還有沒有⾃自我? 沒有⾃自我的基督, 怎能說他是道(約1:1)? 再
者, 我們怎可能信靠⼀一位憑著⾃自⼰己不能, 也沒有⾃自⼰己意思等諸不的救贖主? 所以, 我們不能以正
反的能與不能來來理理解基督所⾔言的諸不, 否則必陷在以上的困境中。

解釋需與我們的⽣生命有關
那, 我們如何理理解基督所⾔言的諸不? 處在理理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後的我們, ⼀一則以理理性主義之
姿來來分解基督的話, 另⼀一則⼜又以後現代主義地否定理理性之姿不願深切理理解基督的話, 使得我們
這個⼈人無論是聽到的, 或是⾃自思的, 基督說的話都與我們⽣生命無關。然, 理理解基督所⾔言的諸不之
意的關鍵卻是基督之「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約6:63b) 也就是, 我們理理解⽽而
得的結論必須與我們的⽣生命有關聯聯。如果基督說的這些話只是表明他⾃自⼰己是誰, 說他⾃自⼰己的事, 
⽽而與我們無關的話, 那麼他的這些啟⽰示就只能讓我們景仰, 或將他供在某個神聖的地⽅方, 讓我們
膜拜⽽而已, 或我們只看著他⾃自說⾃自話, ⾃自⾔言⾃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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