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八⽉13⽇ 

⽗差到世間來的 (1)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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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接待, 到接待
上週末了了, 我們題到關乎印證基督徒⽣生命的事, 就是屬主的基督徒必接待基督, 也必接待使徒。
約翰福⾳音起於接待基督, ⽽而約翰三書終於接待使徒, 基督徒這「從接待, 到接待」的⽣生命態度乃
是他⾝身爲上帝兒女接受這兩兩書卷中間受得之磨練的必然成果, 是正確的⽣生命發展⽅方向。凡領受
「上帝已經將釘在⼗十字架的耶穌, 立他為主, 為基督」的⼈人受洗之後, 個個必恆⼼心遵守使徒的教
訓, 彼此交接, 擘餅, 祈禱(參參徒2:36-42)。請注意其中的先後次序, 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在⼀一切
彼此有所⾏行行為之先。

聖經已經寫得這麼清楚, 基督徒卻不願成為接待使徒的⼈人, 教會也不願成為接待使徒的教會, 都
當⾃自⼰己承受不接待(基督和使徒)的後果。基督親⼝口說了了, ⼈人不接待他(和使徒)的根本原因, 就是
不肯到他這裏來來得⽣生命(約5:29b-40)。這「不肯」是整個⼈人的立意決定, 沒有⼈人逼之, 故責任當
⾃自⼰己負。

接待是雙⽅方的事, 不是我們⾃自⼰己說是接待基督(和使徒)的⼈人, 就算是接待基督, 唯基督說的算, 也
唯基督知道誰接待他, 誰不接待他。希伯來來書4:12-13節寫說:「12上帝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
的, 比⼀一切兩兩刃的劍更更快, 甚⾄至魂與靈, 骨節與骨髓, 都能刺刺入剖開, 連⼼心中的思念念和主意都能辨
明。13並且, 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然的, 原來來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 都是⾚赤
露敞開的。」上帝以祂的道⾚赤露出我們的思念念, 敞開出我們的主意。上帝說:「9⼈人⼼心比萬物都
詭詐, 壞到極處, 誰能識透呢?10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 試驗⼈人肺腑的, 要照各⼈人所⾏行行的和他做事
的結果報應他。」(耶17:9-10) 基督徒所⾏行行和做事的結果豈豈不當接待基督與接待使徒?

然, 我們不可因此將⾃自⼰己當作不可知論者, 不知基督是否知道我們的接待他, 保羅說:「我知道我
所信的是誰,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他所交託我的), 直到那⽇日。」(提後1:12) 這是傳
揚主耶穌基督的⼈人必然的肯定。反之, 不曾傳揚基督的⼈人, 若若說他接待基督, 這是根本上的⽭矛
盾。從猶太⼈人與舊約先知以及與(新約)耶穌的對話中, 即知他們不接待的事實; 基督徒的話語中
亦顯出接待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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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差到世間來來的」
我們從基督⾃自啟他是⽗父所分別為聖的之後, 繼續說他是⽗父差到世間來來的, 這是基督啟⽰示他與⽗父
在天上互動內容的另⼀一句句話。請注意, 這是在天上發⽣生的事, 基督將之說給我們聽, 故這是啟⽰示
之語。基督這句句話包含四⼤大要素, 上帝, 上帝的住處, 上帝之外的世間, 以及上帝作的事。

天
這句句話表⽰示⽗父與⼦子同時在原住的地⽅方。我們必須分清楚上帝所居住的天與受造界範圍的天。我

們⼝口語的「我的天啊!」僅包括受造界範圍。先知尼希米寫說:「祢, 惟獨祢是主, 祢造了了天和天
上的天, 並天上的萬象; 地和地上的萬物, 海海和海海中所有的, 這⼀一切都是祢所保存的。」(尼9:6) 
這裏有兩兩個天, ⼀一個是天, 另⼀一個是天上的天, 這兩兩個天都是上帝造的, 屬受造界範圍, 故這兩兩個
天都不是上帝居住之處。上帝說:「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腳凳, 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 
那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又說:「⼀一切都是我⼿手造的, 所以就都有了了。」(賽66:1)

所羅⾨門將聖殿建畢之後, 說:「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嗎? 看哪!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祢居住的, 
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王上8:27; 代下6:18)(注意紅字) ⽗父與⼦子不居住在地上(包括受造界中之
天和天上的天), 乃居住在天上的天之上的天, 這天就是耶穌⼝口中所說的「從天降下」的天, 他從
那天受⽗父之差⽽而來來到受造界的世間。基督是恆者, 說的話就是天上永恆的真理理。

世間
有了了以上的天的觀念念就可明⽩白「差到世間」⼀一詞的意義。這詞表⽰示⼀一個相對, ⼀一個無時空的天
與有時空的天的相對, 是⼀一個無限制的天與有限制的天的相對。有時空限制的天叫做世間 。

差
「差」表⽰示有差者與這差者所差的。⽗父是差者, ⼦子是⽗父所差的。我們當注意講解這事的⽤用字⽤用
詞, 絕對不可能說⼦子是「被」⽗父所差的。基督已經明說:「沒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捨的。
我有權柄捨了了, 也有權柄取回來來。」(約10:18a) 基督的捨命是他主動的作為。

我們乃被造, 且被造在時空中, 因此必有先後, 上下觀念念。然, 這先後或上下之別並不存在於三
位⼀一體上帝中, 聖⽗父, 聖⼦子, 聖靈同存, 同尊, 同榮, 同永恆。所以, 我們說話只能說到耶穌說到
的, 就是他是⽗父所差的。我們不需繼續問到, 基督是何時被差, 如何被差, 因這些問詞將時空因
素放入了了這「差」裏⾯面, 就是⾃自尋煩惱, ⾃自找⿇麻煩。⼀一個不信的⼈人嘲笑著問聖奧古斯丁:「上帝
在創造世界之先在做什什麼事?」奧古斯丁回答說:「為那些好奇這事⽽而問的⼈人創造地獄。」

基督是絕對參參考點
我們必須牢記著, 耶穌說的話是我們說話的終極界線, 是我們絕對參參考點, 他說到那裏, 我們就
說到那裏, 不需要再多解釋什什麼。於「差」這事上, 我們只需要知道基督是⽗父所差的就夠了了, 不
必越過這個界線, 好奇地想知道基督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被差, 或是其他。使徒持守這個原則, 論
基督時就說,「道成了了⾁肉⾝身」(約1:14a),「6他本有上帝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 7

反倒虛⼰己, 取了了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腓2:6-7) 使徒從「道」,「本有」就平鋪直敘地, 
直接了了當地說「成了了」,「取了了」, 中間沒有像尼采的「神死了了」那般論天的事。

使徒與哲學家論上帝之不同態度決定了了兩兩者完全不同的命運, 前者趨於⽣生, 後者趨於死。這即
警惕我們, 因我們的本性就是哲學家, 習慣性地⼀一直提出問題。譬如說, ⽗父⼦子既是彼此同等, 為
何不是⽗父來來, ⽽而是⼦子來來, 或是比喻⽗父親⾃自將⾃自⼰己的⼿手搭在犯錯的兒⼦子⾝身上, ⽗父代⼦子罰等。我們在
這樣刨根究底的過程中, 在主基督這絕對參參考點上墮落落了了。

請注意, 我們若若不以敬拜上帝的⼼心來來敬拜基督, ⾏行行出來來的就是將基督的話當作參參考⽽而已, 這樣的
我們必如約翰福⾳音第⼗十章的猶太⼈人⼀一樣, 聽了了基督⾃自啟天上的事, 卻還是執意要將他拿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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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a)。上帝說:「我的百姓愚頑, 不認識我, 他們是愚昧無知的兒女, 有智慧⾏行行惡惡, 沒有知識⾏行行
善。」(耶4:22) 也說:「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 你棄掉知識, 我也必棄掉你。」(何4:6) 箴⾔言還
說:「愚昧⼈人因無知⽽而死亡。...⼼心無知識的, 乃為不善。」(箴10:21b; 19:2) 這些聖經節所謂
「無知識」的意思不是直解的缺乏知識, ⽽而是說上帝的百姓無法⽤用他們得著的知識來來認識主耶
穌基督。上帝的百姓縱有知識, 但卻與知識的根, 上帝的道無關, 凡不接待基督的⼈人就無法產⽣生
位格與位格之間的關係, 因此他所得的知識即是枉然, 事實上, 也就與沒有知識是⼀一樣的。

將基督的話僅當作參參考⽽而已的⼈人是個無根的⼈人, 結局就是⾃自取滅亡。任何⾃自認了了解聖經的基督
徒, 他讀完舊約先知的話, 他必須能解釋使徒的話; 當他讀熟使徒的話, 他則必須再解釋基督的
話。通過這最後⼀一關驗證者, 才證實他(她)是明⽩白聖經的基督徒。我們唯有以使徒為典範, 將⾃自
⼰己那有如哲學家的⼰己捨去, 將基督說的每⼀一句句話牢牢地記在⼼心裏, 反覆思想, 務必想清楚, 想明
⽩白, 不達此⽬目標, 絕不終⽌止。

主耶穌基督是絕對參參考點, 這是唯獨的, 基督說:「22⽗父不審判甚麼⼈人,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23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差⼦子來來的⽗父。」(約5:22-23) 因此任何
⼈人就不得造次, 不可以為⾃自⼰己可如基督般蒙上帝告訴他關乎上帝的事。時下流⾏行行的遇⾒見見神, 或
說著, 神告訴他, 神感動他之語皆是不妥, 已經嚴重違反了了啟⽰示原理理, 這是不守本位的⾏行行為。

因差者是⽗父, 故聖⽗父預備救恩; 蒙⽗父所差的是⼦子, 故聖⼦子成全救恩。從⽗父⼦子⽽而出的聖靈, 故聖靈
施⾏行行救恩。但請注意, 三位⼀一體上帝皆參參與在預備, 成全, 以及施⾏行行的救恩上。 

上帝差基督, 基督差僕⼈人
⽗父差⼦子到世間來來, 基督看到⽗父在他⾝身上作這差事, 基督也照樣差屬他的⼈人到世上, 基督向⽗父的禱
告, 說:「祢怎樣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17:18) 瑪拉基書3:1節寫說:「萬軍
之主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路。』」這裏的使者指的就是施洗約翰。保羅說
他是「耶穌基督的僕⼈人」(羅1:1) 基督親⼒力力親為地差遣他的使者與僕⼈人成就他的事⼯工, 從舊約到
新約皆然。耶穌在最後晚餐說了了⼀一句句尊貴的話, 是給那些蒙他差的⼈人說的, 他說:「我實實在在
的告訴你們, 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約13:20) 蒙
基督差的⼈人需明⽩白他所處這偉⼤大的介⾯面, 傳道就需討主的歡喜, ⽽而不需要討⼈人的歡喜。

我的僕⼈人
舊約中, 上帝稱基督是祂的僕⼈人, 以賽亞書42:1節說:「看哪! 我的僕⼈人, 我所扶持, 所揀選, ⼼心裏
所喜悅的, 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公理理傳給外邦。」基督稱他所揀選的是他的僕⼈人, 詩篇
89:3節說:「我與我所揀選的⼈人立了了約, 向我的僕⼈人⼤大衛起了了誓。」是不是主的僕⼈人⾄至關重要, 
請讀以賽亞書65:11-14節:「11但你們這些離棄主, 忘記我的聖⼭山, 給時運擺筵席, 給天命盛滿調
和酒的, 12我要命定你們歸在⼑刀下, 都必屈⾝身被殺。因為我呼喚, 你們沒有答應; 我說話, 你們沒
有聽從, 反倒⾏行行我眼中看為惡惡的, 揀選我所不喜悅的。13所以, 主如此說:『我的僕⼈人必得吃, 你
們卻飢餓; 我的僕⼈人必得喝, 你們卻乾渴; 我的僕⼈人必歡喜, 你們卻蒙羞;14我的僕⼈人因⼼心中⾼高興
歡呼, 你們卻因⼼心中憂愁哀哭, ⼜又因⼼心裡憂傷哀號。」還有44:21-22節:「雅各, 以⾊色列列啊! 你是
我的僕⼈人, 要記念念這些事。以⾊色列列啊! 你是我的僕⼈人, 我造就你, 必不忘記你。22我塗抹了了你的
過犯, 像厚雲消散; 我塗抹了了你的罪惡惡, 如薄雲滅沒。你當歸向我, 因我救贖了了你。」我將這些
經⽂文特別標出「我的僕⼈人」特別要各位注意「我的」, 主的僕⼈人是獨屬主的。

我們當注意主耶穌基督親⾃自差遣他的僕⼈人這事, 因為許多基督徒對於教會意識薄弱, 做了了些事
便便開始眼⾼高於頂。參參與教會開創與維護事⼯工的基督徒尤其如此, 這些⼈人總以為⾃自⼰己居功厥偉, 
若若不是他們的投入奉獻, 教會不致發展, 並存在⾄至今。這樣的基督徒那知主早在400餘年年前就已
經⾏行行差遣施洗約翰的事呢? 基督徒做教會事以為積累⾃自⼰己屬靈的資產, 但因錯誤認知⽽而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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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請記住保羅說的:「13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14然⽽而,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聽
⾒見見他, 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 怎能聽⾒見見呢? 15a若若沒有奉差遣, 怎能傳道呢?」(羅10:13-15a)

另, 常聽到這麼⼀一句句話,「願主記念念你勞苦所作的⼯工」, 這什什麼意思? 耶穌於路路加福⾳音17:10節說:
「你們作完了了⼀一切所吩咐的, 只當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 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注
意紅字) 我題這些, 僅為了了告訴各位, ⼀一切可為主作的, 皆是蒙他的恩才能作。

基督差聖靈
基督的差⼈人乃是將⽺羊差到狼群中的差(太10:16)。⽺羊在狼群中是⼀一個多麽可怕的事, 被狼撕裂得
體無完膚是必然的, 於此, 基督即告訴蒙他差的⼈人他的另⼀一個差, 這差可以阻⽌止狼群的肆虐, 這
差就他必差聖靈來來。基督說:「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來, 就是從⽗父出來來真理理的聖靈, 祂來來了了, 就
要為我作⾒見見證。」(15:26)

基督差聖靈, 亦差⼈人, 故蒙他差之⼈人的⼯工作就不是隨意的, ⾃自主的, 沒有⽅方向的。基督已明⽰示, 聖
靈來來了了就是要為他做⾒見見證, 並且蒙他差的⼈人要使世⼈人可以信, 上帝差了了他。請讀耶穌在最後晚
餐的禱告中說的話,「20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 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21使他們都合
⽽而為⼀一。正如祢⽗父在我裏⾯面, 我在祢裏⾯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 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了我來來。」
(約17:21) 這是蒙基督差的⼈人的記號, 這⼈人必叫世⼈人可以信⽗父差了了基督來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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