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8⽇ 

榮耀的耶穌與傷痛的耶穌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7 分鐘

經⽂文
⾺馬太福⾳音17:1-2節:「1過了了六天, 耶穌帶著彼得, 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約翰, 暗暗的上了了⾼高⼭山, 2就
在他們⾯面前變了了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 衣裳潔⽩白如光。」 
⾺馬太福⾳音26:36-39節:「36耶穌同⾨門徒來來到⼀一個地⽅方, 名叫客⻄西⾺馬尼, 就對他們說:『你們坐在這
裏, 等我到那邊去禱告。』37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兩個兒⼦子同去, 就憂愁起來來, 極其難過, 38

便便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 你們在這裡等候, 和我⼀一同儆醒。』39他就稍往前走, 
俯伏在地, 禱告說:『我⽗父阿! 倘若若可⾏行行, 求祢叫這杯離開我。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祢
的意思。』」 
路路加福⾳音22:42-44節:「42耶穌說:『⽗父阿! 祢若若願意, 就把這杯撤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
要成就你的意思。』43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 加添他的⼒力力量量。44耶穌極其傷痛, 禱告更更加懇切, 
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蒙福的彼得, 約翰, 以及雅各
基督上變像⼭山禱告與往客⻄西⾺馬尼園禱告皆帶上彼得, 約翰, 雅各等三⼈人。若若說⼈人可看⾒見見最榮耀
事莫過於看到榮耀變像的耶穌(太17:2), 若若說⼈人可看⾒見見最傷痛事莫過於看到汗珠如⼤大⾎血點滴在
地上那極其傷痛的耶穌(路路22:44)。彼得, 約翰, 雅各等三⼈人看到這兩兩個截然不同的耶穌, ⼼心裏的
掙扎與抉擇是巨⼤大的, 難為的。他們若若靠著⾃自⼰己天然本性⽽而為, 必然歡喜那變像⼭山榮耀的耶穌, 
並傳揚之, ⾄至於那客⻄西⾺馬尼園傷痛的耶穌, 則是輕輕帶過。然, 從上頭來來的能⼒力力引導他們之後, 
有了了基督所賜之新⽣生命, 他們認識到基督之客⻄西⾺馬尼園禱告的意義, 知道若若無這禱告, 他們的靈
魂將永遠流蕩在外, 無法回到⽗父的家中, ⾯面⾒見見⽗父上帝。

⽗父在變像⼭山親⼝口⾒見見證耶穌是祂的愛⼦子, 耶穌傳道時⼀一直強調,「那差我來來的是與我同在, 祂沒有
撇下我獨⾃自在這裏, 因為我常作祂所喜悅的事」(約8:29), 但說這話的耶穌卻要客⻄西⾺馬尼園禱告
之後與⽗父完全分離, 這不是耶穌說錯話, ⽽而是這分離事是⽗父喜悅耶穌諸事當中最喜悅的事。原
來來基督與⽗父這分離, ⽗父離棄祂的愛⼦子, 成就了了屬基督的⼈人與⽗父上帝和好的基礎, 保羅說:「基督照
我們⽗父上帝的旨意, 為我們的罪捨⼰己, 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惡的世代。」(加1:4) 

所以, 每⼀一個基督徒向⽗父禱告的時候, 必須牢牢深記基督在客⻄西⾺馬尼園與⽗父分離的這禱告。如
果我們禱告沒有這等儆醒, 那麼我們就是基督⼝口中之入了了迷惑的⼈人(太26:41a), ⽽而⼀一個入了了迷惑
的⼈人必是進入試探的⼈人, 我們背主禱⽂文再熟, 是沒有意義的。

豐盛的基督徒
⽗父與基督完全的同在, 到完全的不同在, ⽽而屬基督的⼈人必須要站穩在不同在的這端, 這⾏行行為已全
然超出我們理理性的範圍。這不是非理理性, ⽽而是不在我們理理性可涉及的範圍之內。因是之故, 每
⼀一個屬基督的⼈人都必須蒙聖靈的指教來來思想基督所說的⼀一切話(約14:26), 激活悟性。請注意, 
聖靈⼯工作的對象並非全⾯面性的, 祂獨獨指教屬基督的⼈人, 因基督說:「真理理的聖靈, 乃世⼈人不能接
受的, 因為不⾒見見祂, 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 因祂常與你們同在, 也要在你們裏⾯面。」(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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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 所以, 請各位不要被今⽇日虛假的靈恩佈道給迷惑住, 唯有認識到在⽗父與基督不同在的意
義, 並堅立之的⼈人才是有聖靈的⼈人。引今⽇日豐盛之詞, 凡駐⾜足在基督不豐盛之地的基督徒才是
被聖靈引導的⼈人, 是⼀一個真正豐盛的⼈人。⿁鬼王亦可趕⿁鬼(太9:34), 也會⾏行行醫病神蹟, 但牠絕對引
誘⼈人離開置牠於死地, 吞滅牠死權的客⻄西⾺馬尼園與各各他。

我問各位, 如果你站在變像⼭山看到榮耀的耶穌, 你會向他說什什麼? 求什什麼? 如果你站在客⻄西⾺馬尼
園看到傷痛的耶穌, 你⼜又會向他說什什麼? 求什什麼? 我相信這兩兩者之求, 之說, 絕對不⼀一樣。我將
要告訴各位, 雖然不⼀一樣, 但如果沒有聖靈指教我們, 引導我們, 無論是⾯面對榮耀的耶穌或是⾯面
對傷痛的耶穌,  我們的說, 我們的求, 必不得體。今天我們將繼續探究基督在變像⼭山與客⻄西⾺馬尼
園兩兩處禱告的意義, 聽了了明⽩白之後, 就知道若若不是聖靈的⼯工作, 無⼈人可親近耶穌。

基督徒當⾯面對基督耶穌
基督徒必須誠實認真地⾯面對榮耀變像的耶穌, 那些以聽故事, 看神話態度的⼈人是教會的閒雜⼈人, 
那些僅將耶穌變像安排在主⽇日學教授(如耶穌⽣生平), ⽽而不在主⽇日講台傳講的教會是不尊重主的
教會。⼤大多數基督徒以為耶穌變像就是耶穌變像, 沒有什什麼可再講的。或許有⼈人會問, 講這些
對我們的⽣生命⼜又有什什麼關係? 知之, 不知之, ⼜又如何? 須知, 基督徒不得輕慢基督, 基督徒必須, 
且絕對必須思想主耶穌基督彰顯的每⼀一件事。是的, 每⼀一件事, 因為基督是我們絕對參參考點(引
Van Til的話), 是永恆與暫時, 創造界與被造界, 永⽣生與永刑唯⼀一的關鍵, 是進入天國唯⼀一的⾨門。

⾯面對榮耀的耶穌
耶穌的榮耀變像是他傳道兩兩年年半後發⽣生的事, 在這兩兩年年半期間,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在會堂裏教
訓⼈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並趕⿁鬼(太9:35)。耶穌在這期間顯明他是有權柄者
(可1:22), 供應者, 且有求必應。當我們知道這樣的耶穌時, 我們若若站在變像⼭山看到榮耀的耶穌, 
必如那百夫長所為(太8:5-13), 有信⼼心地服在耶穌⾯面前, 向他祈求。更更何況, 我們還看到耶穌賜
⼗十⼆二個⾨門徒權柄, 使他們能趕逐污⿁鬼, 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叫死⼈人復活, 叫長⼤大痲瘋的潔淨(太
10:1,8)。(請注意, 猶⼤大也在其中。) 

問, 誰不喜歡這樣的耶穌? 我們傳福⾳音時也經常引耶穌的話,「28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
裏來來,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29我⼼心裏柔和謙卑卑, 你們當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 這樣, 你們⼼心裏就
必得享安息。30因為我的軛是容易易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的。」(太11:28-30) 我們也認為上帝是
聽禱告的上帝。

教會已不傳耶穌是基督
認識這樣的耶穌是必要的, 因為這是聖經啟⽰示的耶穌。當我們循著這認識⽽而下必給了了⾃自⼰己⼀一個
前提, 耶穌是榮耀豐盛的主, 向主耶穌求豐盛, 有何不可? 但我今天要提出來來的問題是: 教會認
識這樣榮耀的耶穌, 傳這樣榮耀的耶穌數⼗十年年, 結果為什什麼卻是越來來越離開教會的磐⽯石, 不再傳
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為什什麼今⽇日教會已全然不去理理會基督的是, 基督的I AM? 我們
都知道韓信⼀一飯千⾦金金的回報故事, 也曉得「滴⽔水之恩, 湧泉相報」的美德, 亦知台語的吃⼈人⼀一⽄斤, 
⾄至少也要還⼈人四兩兩等做⼈人道理理。但基督徒領取供應者的供應卻不知感恩於供應者, 領受賜恩典
者的恩典卻不知賜恩者是誰; 基督徒⾃自基督得了了⼀一切, 卻不遵從他的命令, 為他做⾒見見證, 這是令
⼈人無法理理解的事。今⽇日教會教訓出來來的基督徒實不如非基督徒之德。

罪⼈人遠離榮耀者
基督徒知榮耀的耶穌, 並求榮耀的耶穌的賞賜, 卻不去親近榮耀的耶穌, 認識耶穌是誰, 這中間
的問題出在那裏?「耶穌」這名字的意義與罪惡惡有關, 天使說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惡裡救出
來來(太1:21b); 耶穌⾃自⼰己也說, 他來來, 本不是召義⼈人, 乃是召罪⼈人(太9:13b)。故, 我們⾯面對耶穌時
並非聖潔態, ⽽而是罪態, ⽽而罪⼈人對於榮耀者的反應就是懼怕與遠離。我們看到, 彼得歡喜看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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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變像, 但當他聽到⽗父⾔言, 真正知道耶穌是上帝的愛⼦子時, 他就「俯伏在地, 極其害怕」(太
17:6)。以賽亞⾒見見主寶座的榮耀, 即說:「禍哉! 我滅亡了了!」(賽6:5a) 屬靈成熟的老約翰⼀一看⾒見見⼈人
⼦子基督的榮耀,「就仆倒在他腳前, 像死了了⼀一樣。」(啟1:17a) 摩⻄西⼿手裏拿著兩兩塊法版下⻄西奈⼭山
的時候, 他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主和他說話就發了了光, 亞倫倫和以⾊色列列眾⼈人看⾒見見摩⻄西的⾯面⽪皮發光,
「就怕挨近他」(出34:29-30)。所以, 教會遠離基督乃反應出她對榮耀者的根本懼怕。請注意, 
我們⾯面對上帝必須是聖潔態⾯面對之, 且是出於基督洗淨之後的聖潔態; 凡遠離基督的教會, 她們
⼝口中的上帝絕不可能是聖經⾃自啟的真神。

我們體會基督的榮耀是極有限的
我換⼀一個⽅方式問各位, 我們讀耶穌之「臉⾯面明亮如⽇日頭, 衣裳潔⽩白如光」(太17:2), 對這榮耀形
像到底能認識多少? 我們對這榮耀只能想像或意會, 但我們意會的程度可以達到⾨門徒親眼看到
的那樣嗎? 彼得形容他這獨特的經驗是「親眼⾒見見過他的威榮」(彼後1:16c), 他也只能形容到這
程度, 但即便便如此, 我們對主這威榮⼜又能體會多少? ⾺馬可福⾳音寫著耶穌的「衣服放光, 極其潔⽩白, 
地上漂布的, 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可9:3) 這「沒有⼀一個」之詞即告訴我們絕無法體會這
個⽩白到底有多⽩白, 即便便現今發達的漂布技術也無法製作出那樣的⽩白。

當我們看著⽂文藝復興那些畫著榮耀的耶穌的諸畫作, 耶穌的榮耀真是那樣⽽而已嗎? 某⼈人描述他
吃過的⽇日本⿊黑⽑毛和⽜牛⽜牛排的美味, 或描述他喝過價值數萬元紅酒的清潤, 或是某地的美麗景⾊色, 
⼈人聽了了, 只能以⾃自⼰己過往的經驗, 嚐過的, 喝過的, 看過的, 來來體會那⼈人所述, ⾃自然所意會的與真
實的⽜牛排和紅酒的美味相去甚遠。同樣地, 我們認知到耶穌那(可被⾒見見得)榮耀的形像的程度, 僅
是⼼心理理對所謂最⾼高榮耀的反射, 況且我們還有罪在⾝身, 更更是不知耶穌變像是如何的榮耀。今⽇日
靈恩派寫的讚美詩歌, 唱了了之後無法讓⼈人穩定在上帝的榮耀裏就是實例例。

這樣看來來, 基督徒知基督既是榮耀的, ⼜又知基督是⼀一個可以給的基督, 但因那遠離榮耀者的存留留
罪性, 所以基督徒來來到主的⾯面前並不是因基督榮耀之故, ⽽而是因為基督可以給之故, 可以給他⼼心
中所禱求的。我們看到基督徒的禱告那讚美榮耀的耶穌語詞稀少, 向他祈求的卻是佔⼤大部份的
時間即知, 並且所求的不過就是在可⾒見見被造界的事物。這影響立即顯在年年輕基督徒學⼦子⾝身上, 
有些⼈人上課時睡覺, 不專⼼心聽課, 不好好⽤用功, 他(她)的理理由是可以好好禱告, 上帝必成就。

教會往這思路路⽅方向走, 遂發展出所謂的社會福⾳音, 事⼯工著重於助⼈人助事。⼀一⽅方⾯面, 社會容易易接受
這樣的事⼯工, 尤其是做在弱勢團體上; 另⼀一⽅方⾯面, 可以避免⾯面對榮耀的耶穌⽽而⽣生的不堪。然, 當
教會忘掉⾃自⼰己比本份, 不傳基督的本是(I AM)和他所⾏行行的事, 不站在教會磐⽯石上之後, 靈恩運動
⼀一啟, 教會便便毫無招架能⼒力力, 完全陷入這靈恩污流之中。

順便便⼀一問
在此順便便提⼀一個問題, 摩⻄西因基督和他說話, ⾯面⽪皮因此發了了光(註: 在⻄西乃⼭山賜法版給摩⻄西的是
(尚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參參出24:11)), 為什什麼基督變像, 臉⾯面明亮如⽇日頭, ⾨門徒⾒見見此, ⾯面⽪皮卻沒有
因此發了了光? 我們基督徒⾯面⽪皮發光絕對是必要的, 因詩篇說,「以聖潔的妝飾敬拜主」, 或「以
聖潔為妝飾敬拜主」(詩29:2; 96:9), 這裝飾當配上發光的⾯面容才是⼀一個⼈人整體的榮耀。再問, 
舊約的摩⻄西以這樣的⽅方式⾯面⽪皮發光, 新約基督徒的⾯面⽪皮當以怎樣的⽅方式才會發光? 如何理理解基
督這次榮耀變像的程度與他必須死之間的關聯聯? 請⼤大家想⼀一想, 下週再解答。

⾯面對傷痛的耶穌
我們接著論⾯面對傷痛的耶穌時的情景。我們⾯面對傷痛的耶穌還會像⾯面對榮耀的耶穌⼀一樣嗎? 我
們看到⼀一個掛在⼗十字架上的⼈人的反應是什什麼? 豈豈不如同那時經過的⼈人, 祭司長, ⽂文⼠士, 長老, 與
他同掛的強盜, 羅⾺馬百夫長⼀一樣, 說著:「你如果是上帝的兒⼦子, 就從⼗十字架上下來來罷!...他救了了
別⼈人, 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列的王, 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來, 我們就信他。他倚靠上帝,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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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若若喜悅他, 現在可以救他, 因為他曾說:『我是上帝的兒⼦子。』...你不是基督麼? 可以救⾃自⼰己
和我們罷!」(太27:39-44; 路路23:39) 我們的⼝口或許不會這麽惡惡毒, 但我們也必如基督的⾨門徒⼀一
樣, 快速地跑離掛⼗十字架的基督。

我們毫無能⼒力力接近耶穌
⾔言於此, ⼤大家即可明⽩白我今⽇日要表達的信息之⼀一就是, 上帝對我們罪⼈人⽽而⾔言是個巨⼤大的鴻溝, 主
耶穌基督對我們⽽而⾔言是個絕境。有的基督徒認為, 上帝難親近, 但基督卻是親切的, 事實則不
然。我們舊⼈人天性既不願⾯面對傷痛的, 掛在⼗十架上受羞辱的耶穌, 亦沒有能⼒力力⾯面對榮耀的耶穌。
簡單⼀一句句話, 我們這個⼈人根本無法⾯面對耶穌基督, 這絕境的認知是每⼀一個屬主的基督徒必然會
經歷的事。

我們必須蒙聖靈的引導
然, 當我們蒙聖靈引導與指教, 來來到基督⼗十架前, ⾯面對⼀一個⾼高掛在⼗十架上, ⼿手與腳被釘, 裸⾝身無裏
衣與外衣的耶穌, 也就是, 這是⼀一位沒有辦法⾏行行神蹟, ⼈人也觸摸不到, 沒有佳形美容, 完全顛覆傳
道印象時的耶穌。我們向這位完全沒有能⼒力力的耶穌還能說什什麼, 求什什麼? 榮耀的耶穌是⼀一個可
以給的耶穌, 傷痛的耶穌卻是⼀一個什什麼都不能給的耶穌。然, 榮耀的耶穌雖可以給, 卻沒有為我
們做什什麼, 傷痛的耶穌不能給, 卻為我們犧牲了了他的⽣生命。榮耀的耶穌不能擔負我們的罪, ⽽而傷
痛的耶穌卻是擔負我們所有的罪。

是的, 凡駐⾜足在基督不豐盛之地的基督徒才是被聖靈引導的⼈人, 是⼀一個真正豐盛的⼈人。猶⼤大的
經歷是豐盛的, 他曾趕逐污⿁鬼, 並醫治各樣的病症, 叫死⼈人復活, 叫長⼤大痲瘋的潔淨, 但他不⾯面對
傷痛的耶穌, 故結局是悲慘的。猶⼤大之例例是基督徒最⼤大的警惕。我再重複⼀一遍上週說的⼀一句句話, 
我們以天性的活遠離基督的死, 卻死了了; 我們以基督活的⽣生命親近基督的死, 卻活了了。 

給予的⽣生命或⾃自私的⽣生命
於此, 可適切地回答這問, 講這些對我們的⽣生命⼜又如何呢? ⼿手⼀一直向榮耀的耶穌拿的⼈人就不會
給, 然⽽而相對地, 眼看著傷痛的耶穌, 看到他為我們死, 這⼈人不僅不會向他要什什麼, 反⽽而願意給主
基督他⼀一切所有, 那⼈人即成為了了⼀一個願意給的⼈人。這就是我們⾯面對榮耀的耶穌和傷痛的耶穌⽽而
來來⽣生命的影響。

我必須提醒各位這⽣生命影響巨⼤大到⼀一個地步, 關係到我們得永刑, 還是得永⽣生。⼤大家都知道耶
穌在⾺馬太福⾳音25:31-45節如何論作在他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耶穌論完之後, 說了了⼀一句句「這
些⼈人要往永刑裏去, 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太25:46) 不作的⼈人要往永刑裏去, 這樣作的⼈人
被稱為義⼈人, 要往永⽣生裏去。使徒約翰繼續強調這事, 他將基督徒看⾒見見主的捨命與給出財物放
在同⼀一層次論述, 使徒說:「16主為我們捨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17

凡有世上財物的, 看⾒見見弟兄窮乏, 卻塞住憐恤的⼼心, 愛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裏⾯面呢?」(約3:16-
17) 我曾說, 每⼀一基督徒都當有其他基督徒⾒見見證⾃自⼰己曾作在他⾝身上。

今⽇日⾃自私的基督徒
今⽇日基督徒雖不⾃自利利, 但多數卻⾃自私, 這難道不跟基督徒不站在客⻄西⾺馬尼園, 好好看著傷痛的耶
穌, 明⽩白他禱告的意義有關嗎? 基督徒喜歡站在變像⼭山, 耳中常聽上帝的榮耀和祂所⾏行行的事, 嘴
唇常唱讚美歌, 以⾝身為基督徒為傲, 上帝的揀選常掛嘴邊, 也知⾃自⼰己是蒙恩的⼈人, 在家亦虔誠禱
告, 但到了了教會裏卻多變了了樣, 作出藐視上帝的舉動, 這現象豈豈不與他沒有好好看著傷痛的耶穌
有關? 我⾒見見過某中上富裕的家庭將他們淘汰下來來的冰箱送給她的教會, 會眾送進嬰幼兒室的玩
具是麥當勞送的, 或是家中不要的。我們教會剛開始時沒有鋼琴, ⼀一位姐妹意欲將他們的家不
要的鋼琴送給我們, 這鋼琴還缺了了⼀一個鍵; 也有家庭將不要的茶茶壺送來來教會。這些基督徒難道
不認識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上帝嗎? 不認識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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