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七⽉30⽇ 

住在主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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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2:26-28節:「26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 是指著那引誘你們的⼈人說的。27你們從主所受的
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 並不⽤用⼈人教訓你們,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
是假的, 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28⼩小⼦子們哪! 你們要住在主裏⾯面。這樣, 他若若顯現, 
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 當他來來的時候, 在他⾯面前也不⾄至於慚愧。」

續論基督的諸不與照樣之語
主基督說話為的是要讓我們因真確的認識他, ⽽而越來來越信靠他。基督是神⼈人⼆二性的基督, 故他
說的話唯他可說, 他對⼈人作的事唯他可做, 且他說的話唯屬他的⼈人可懂, 他說的話是上帝兒女的
靈糧。

主基督是我們的救贖主, 他說了了⼀一些他憑著⾃自⼰己不能作之類的話, 這些話不是要把我們推離他, 
反⽽而是使我們更更親近他, 且親近到⼀一個地步, 得以稱上帝為⽗父。基督的諸不之語乃啟⽰示著他的
⼀一切皆從⽗父那裏⽽而來來, 所以, 看⾒見見基督就是看⾒見見了了⽗父(約14:9c;12:45), 認識基督, 也就認識他的
⽗父(約14:7a)。約翰深知此, 故說「從來來沒有⼈人看⾒見見上帝, 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
來來。」(約1:18)。當基督照樣作⽗父所作的, 照樣教訓我們⽗父所教訓的, 照樣賜⽗父所賜的⽣生命時, 
我們⼜又因此⽽而知他是上帝的兒⼦子, 是上帝。我們信基督與信上帝兩兩者的強度與深度必須是⼀一樣
的(約14:1b)。這等上帝與⼈人之⽣生命架構僅基督教才有。

請⼤大家注意, 世⼈人沒有⼀一個⼈人, 就連最聰明, 最有哲學思想的⼈人, 可以說出如基督之既諸不, 亦照
樣的話來來。我們將世⼈人所有的⾔言語著作串串聯聯成⼀一個⼤大數據庫, 絕對找不到有⼈人說出基督這樣的
話來來。地上按其⽇日出⽇日落落, 年年復⼀一年年的⾃自然運⾏行行, 不可能產出這等道理理來來, 即便便世界再運⾏行行個億
萬年年, 也不會有這等道理理。然, 這等道理理畢竟出現在地上, 故這是出於天之天理理; 這天理理由耶穌
基督的⼝口說出, 即表⽰示他是從天降下, 仍舊在天的⼈人⼦子, 帶下天上的道理理。我還需提醒, 就算耶
穌已經說了了諸不, 亦照樣的話來來, 也沒有⼈人敢仿效, 且重複耶穌的這話。

無論是基督的不能, 或是基督的照樣, 皆將我們的⼼心中的眼睛集中在基督⾝身上, 那⽇日不看基督, 
那⽇日就有災禍, 因為離了了他, 我們就不做什什麼(約15:5b)。基督以葡萄樹和枝⼦子為比喻, 說我們是
枝⼦子, 他是葡萄樹, 我們這枝⼦子必須常在他這葡萄樹上, 以得他的道的養份的供應(約15:1-6)。
為此, 基督說了了⼀一句句嚴厲的話,「32凡在⼈人⾯面前認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認他。33凡在
⼈人⾯面前不認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認他。」(太10:32-33)

然, 我們在與基督關係建立的路路上卻不是平坦無浪, ⽽而是顛簸不定, 這道路路充滿試探, 誘惑不斷, 
魔⿁鬼的詭計從未停息。需知, ⼤大能的基督將屬他的⼈人放在這樣險惡惡的環境當中是個必要之舉, 
為要讓我們真切認識到我們與他的關係實際, 他對我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就正⾯面⽽而
論,「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約15:5b); 就負⾯面⽽而論,「枝⼦子若若不常
在葡萄樹上, ⾃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若不常在我裏⾯面, 也是這樣。...⼈人若若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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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子丟在外⾯面枯乾, ⼈人拾拾起來來, 扔在火裏燒了了。」(約15:4b,6) 無論是正⾯面的, 或是負⾯面的, 皆與
基督有關, 顯明基督話語的實際。

蒙揀選的基督徒的磨難
屬基督的乃出於上帝的揀選, 也必終於上帝的揀選; 凡正視上帝揀選真理理的, 也必正視上帝的⼿手
施予我們⾝身上的磨練, 或說磨難更更為恰當。約翰在他的福⾳音書錨定下了了上帝兒女地位的由來來, 
就是「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柄, 作上帝的兒女」, ⽽而耶穌告訴彼得之所
以可以認他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乃是他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16:16-17)。所以, 天上的
⽗父揀選了了那個⼈人, 那個⼈人才可以接待基督, 信基督的名, 因此, 基督徒當正視上帝的揀選, 以回應
⽗父上帝的指⽰示。

基督徒有了了上帝兒女的地位, 就當有上帝兒女的樣式, 這兒女樣式的雕塑與磨練乃是藉諸使徒
寫下的書卷⽽而成。我們可將這些使徒所寫的書卷集為⼀一⼤大冊, 看其為⼀一⼤大部頭書, 其中卷卷皆
有益於我們有關, 教牧書信不再是教牧書信, 希伯來來書也不再給希伯來來⼈人看的書, ⽽而是上帝的話, 
需要我們仔細讀之。這樣, 我們個個必須經歷使徒保羅, 雅各, 彼得等所寫諸書卷中所寫的試
煉。我們在這⼤大部頭的書看到我們屬靈⽣生命成長必遭受挑戰, 必經歷困難, 但卻上帝的試煉中
茁壯。

屬靈的⽗父⼦子關係
我們在這⼤大部頭書中亦看到, 蒙揀選之基督徒並非孤獨存在, 他(她)必有陪伴者同⾏行行於這屬靈道
路路上, 以助⽣生命的長成。基督指⽰示彼得當餵養他的⽺羊, 彼得就是主的⽺羊的陪伴引導者。使徒保
羅論他與提摩太的關係是因信主⽽而有的⽗父⼦子關係(提前1:2a), ⽽而非與他的老師迦瑪列列之師⽣生關
係(徒22:3)。

保羅說提摩太和提多是他的「真兒⼦子, my own son or my true son」, 這⼀一個「真」字當令我
們深思, 因為兒⼦子就是兒⼦子, 沒有⼀一個⽗父親會稱⾃自⼰己的兒⼦子是真兒⼦子。這「真」表⽰示雙⽅方因道
⽽而維持關係, 不是因事⼯工, 或某⽅方的地位之故。這「真」表⽰示關係的永恆性, 雙⽅方到主⾯面前時依
然可擁抱對⽅方。這「真」表⽰示⽗父可持續靈糧供應, 帶領他的真兒⼦子有從⽗父上帝和主基督耶穌⽽而
來來的恩惠, 憐憫, 平安(提前1:2b), 與主產⽣生⼀一對⼀一的關係。這⽗父⼦子關係必須穩固建立到⼀一個地
步, 將真兒⼦子達到使徒約翰所說的地步,「⾃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約ㄧ2:27b), 使這位真
兒⼦子可以⾃自⼰己看明⽩白聖經啟⽰示之⽣生命與敬虔之道, 抓穩「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參參提後
4:16a)。

沙灘上腳印, 非也
我們很喜歡沙灘上腳印的意境, 這意境雖美, 但卻不是聖經的, 因主基督已坐在天上寶座, 故他
不可能這樣⼦子對待他的⼦子⺠民。相反地, 基督賜下的陪伴者是眼睛可⾒見見的⼈人, 為其屬靈的⽗父。⼜又, 
今⽇日常以網路路分享信仰, 這是時代潮流無論其中資訊提供得多麽正統, 多麽努⼒力力批判錯誤的教
訓, 樓樓主無論多麼⾃自以為做主⼯工⽽而⾃自得其樂, 他還是不能成為另⼀一⼈人屬靈的⽗父。

約翰⼀一書之威
上帝是「熬煉⼈人⼼心」的上帝(箴17:3b), 上帝的兒女經歷諸使徒所著⼤大部頭書之磨難, 就如同箴
⾔言25:4節之⾔言,「除去銀⼦子的渣滓, 就有銀⼦子出來來, 銀匠能以做器⽫皿。」基督徒和教會經歷了了熬
煉與磨難之後, ⾯面對的就是樣式驗收的⽇日⼦子, ⽽而驗收的標準就寫在約翰⼀一書。

使徒約翰寫的約翰⼀一書的威⼒力力是強⼤大的, 這書卷⾔言簡意賅, 總結了了教會與基督徒的⼀一⽣生。使徒
約翰在這書中寫出了了⼀一些獨屬他的名詞, 是其他使徒沒有的, 這名詞就是「敵基督」和「魔⿁鬼
的兒女」。也就是說, 教會和基督徒經過⼤大部頭書的試煉之後, 有的可能發展成基督教會, 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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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卻發展成敵基督教會, 有的基督徒成為上帝的兒女, 有的卻成為魔⿁鬼的兒女。換句句話說, 教會
若若不是基督教會, 那就是敵基督教會; 基督徒若若不是上帝的兒女, 他就是魔⿁鬼的兒女。耶利利米書
6:27-30節說到,「他們煉⽽而⼜又煉, 終是徒然, 因為惡惡劣的還未除掉。⼈人必稱他們為被棄的銀渣, 
因為主已經棄掉他們。」煉銀可出純銀, 但也出銀渣。

我需再提醒各位, 這兩兩個名詞不是經過如學術般的研究⽽而得, ⽽而是約翰牧會的經驗, 看著曾與他
們⼀一起聚會, 後卻離開他們的這些⼈人的神學立場。使徒說⾃自⼰己「所聽⾒見見, 所看⾒見見, 親眼看過, 親
⼿手摸過」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但他們還是不服, 進⽽而離開使徒的教會。

發展成魔⿁鬼的兒女
基督徒成了了魔⿁鬼的兒女之因乃是他們接受敵基督的教訓所致。請注意, 敵基督不是邪靈, ⽽而是
可教導⼈人的教會領袖, 雖貴為領袖, 卻不遵守使徒教訓。使徒約翰指出敵基督兩兩⼤大致命的錯誤
教訓是: 不認耶穌為基督, 是成了了⾁肉⾝身來來的, 以及不認⽗父與⼦子。

我們可以說, 認耶穌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和認⽗父與⼦子是聖經兩兩⼤大核⼼心真理理, 是聖經的命脈; 舊約屬
主的⼈人活在這命脈上(參參希伯來來書第11和12章), ⾃自然地, 新約屬主的⼈人也必要活在這命脈上。
然, 敵基督的教訓卻是肆意地切斷這命脈, 不認耶穌是基督, 是成了了⾁肉⾝身⽽而來來的, 也不認⽗父與
⼦子。請注意, 猶太⼈人因未看到耶穌是基督, 是成了了⾁肉⾝身來來的, 基督遂即定調他們是出於⽗父魔⿁鬼(約
8:44)。⼜又請注意, 單認神不等於認⽗父, 因⽗父名相對於⼦子名, 神名卻無相對者。

耶穌是基督(受膏者)
耶穌是基督(受膏者)成就了了舊約聖經的核⼼心預⾔言, 從(⾸首卷的創世記)女⼈人的後裔(創3:15), 賜平
安者出於猶⼤大⽀支派(創49:10), 摩⻄西預⾔言⼀一位先知的興起(申18:15), ⼤大衛的後裔,  ⼀一直到(最後⼀一
卷的瑪拉基書之)猶太⼈人所尋求的主, 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瑪3:1)等, 因此當是符類福⾳音的核⼼心論
述。約翰福⾳音安排在符類福⾳音之後, 約翰以「道成了了⾁肉⾝身」總結了了符類福⾳音的總結。不僅如此, 
約翰還進⼀一步地記述基督(這位道成了了⾁肉⾝身的道)如何⾃自啟是⽗父的⼦子, 並啟⽰示他與⽗父的相互關
係。當約翰福⾳音定了了道成了了⾁肉⾝身, 以及基督與⽗父原為⼀一的主調之後, 爾後之使徒諸書卷持續強
化這核⼼心真理理, 將舊約聖經隱⽽而未現的這真理理加以論述清楚, 使⼀一切⽗父所賜給基督的⼈人, 得藉著
使徒的教訓使這核⼼心真理理成為他們的⽣生命。這些⼈人就構成聖⽽而公之教會。 

失根的神學
親愛的弟兄姐妹, 聽此是否認為太⾔言過其實, 太沈沈重了了。但請問各位, 何謂「神學」? 就是認識
神, ⽽而認耶穌為基督, 是成了了⾁肉⾝身來來的, 以及認⽗父與⼦子, 就是神學中核⼼心的核⼼心。若若你說你明⽩白
因信稱義的道理理, 那麼請你論述耶穌為基督, 是成了了⾁肉⾝身來來的; 若若你說你明⽩白揀選的重要性, 那
麼請你論述⽗父與⼦子的關係; 若若你說你是恆切禱告的⼈人, 那麼請你論述⽗父與⼦子的關係; 若若你說基督
的愛充滿你⼼心時, 即得安穩, 請你論述耶穌為基督, 是成了了⾁肉⾝身來來的; 若若你說你明⽩白上帝的創造, 
明⽩白救贖的意義, 明⽩白上帝的啟⽰示, 那麼請你論述這兩兩⼤大真理理。我可以⼀一直這麼問下去, ⽽而⼤大家
必發現每⼀一問及的真道教義都與這兩兩⼤大真理理有關, 無⼀一例例外。

所以,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神學知識, 但請檢視⾃自⼰己是否可講論清楚, 耶穌為基督, 是成了了⾁肉⾝身來來
的, 並也講論清楚⽗父與⼦子, 否則你所認識的因信稱義, 揀選, 救贖, 還有其他⼀一切的道理理, 必失
根。

以創造為例例
沒有⼀一個基督徒領袖會說他是敵基督, 也沒有⼀一個基督徒不會不承認耶穌為基督, 是成了了⾁肉⾝身
來來的, 或不會不承認⽗父與⼦子。⼈人⽣生需要被檢驗, 這是東⻄西⽅方⽂文化共同承認的事。我們必須憑著
果⼦子來來認出敵基督, ⽽而不是看外⽪皮, 畢竟荊棘上摘不著無花果, 蒺藜裏也無法摘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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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舉創造為例例: 我們當如何講論創世記第⼀一章? 我們是否讀了了「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再講明
上帝創造的事實, 說上帝是從無到有(ex nihilo)的創造主, 就已經完成了了我們講解的⼯工作? 然, 約
翰福⾳音1:3節說:「萬物是藉著他(道)造的, 凡被造的, 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道)造的。」歌羅⻄西
書1:16節說:「萬有都是靠他(愛⼦子)造的, 無論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見見的, 不能看⾒見見的, 或是有
位的, 主治的, 執政的, 掌權的, ⼀一概都是藉著他(愛⼦子)造的, ⼜又是為他(愛⼦子)造的。」希伯來來書
1:2c-3a節說到, 上帝「曾藉著他(兒⼦子)創造諸世界, 他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上帝本體的真
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這樣看來來, 這位講創世記上帝創造的講道者, 若若不題到⼦子, 
那麼, 他就是⼀一個不認⼦子的傳道⼈人, 在這新約⼤大部頭書的試煉中模糊了了基督的地位。

聽於此, ⼤大家就明⽩白使徒為何向⽗父老說,「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2:13a,14a), 即認識主耶
穌基督。為何使徒不直接稱主的名, ⽽而說那從起初原有的? 因為這詞將基督的創造, 救贖, 啟⽰示, 
護理理等⼀一切之⼯工全都包括在內。使徒認定的⽗父老不是年年齡老的⼈人, ⽽而是以全⾯面性地認識基督為
定義標準。其中含認識基督的創造, 救贖, 啟⽰示, 護理理等⼀一切之⼯工。

總之, 認耶穌為基督, 是成了了⾁肉⾝身來來的, 以及認⽗父與⼦子, 乃是基督徒信仰最終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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