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19⽇ 

捆綁與釋放 (2) : 今⽇講道之危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4 分鐘

經⽂文
哥林林多後書3:17-18節:「17主就是那靈, 主的靈在那裏, 那裏就得以⾃自由。18我們眾⼈人既然敞著
臉得以看⾒見見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裡返照, 就變成主的形狀狀, 榮上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
的。」 
⾺馬太福⾳音16:18-19節:「18我還告訴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 
不能勝過他。19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
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

前⾔言
主基督賜給他教會得⾏行行綑綁與釋放的權柄, 然我們看到今⽇日基督徒的禱告卻蒙受捆綁, 不知禱
告時當與基督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有關係, 這是因為教會僅愛傳榮耀的耶穌, ⽽而不傳傷痛的耶
穌。我們當然愛榮耀的耶穌, 然我們必須照聖經所指⽰示的來來得著屬於基督徒的榮光, 因此我們
這五週來來以哥林林多後書第三章為本, 定睛在這章所述的榮光中。

基督徒⼈人⽣生的⽬目標
⼤大家聽了了這五週講道之後, 雖不是節節解釋之, 但相信爾後⼤大家讀這章聖經時, 應該是輕鬆易易明
的。這章聖經對我們是重要的, 其章尾的兩兩節經⽂文已然指⽰示了了我們基督徒⼈人⽣生的⽬目標與⽅方向, 
就是變成主的形狀狀, 榮上加榮, 直到⾒見見主⾯面的時候。保羅在這兩兩節中寫從「主的靈」到「主的
靈」, 即指出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的實際, 且祂絕不辱使命, 必使我們每⼀一個⼈人變成主的形狀狀, 
榮上加榮。所以, 我們基督徒⾏行行走在這⼈人⽣生道路路上並不孤獨, 那與我們同在的聖靈上帝必使我
們想起基督所說的⼀一切話, 好得⾃自由, 可以敞著臉看⾒見見主的榮光, 我們因聖靈的⼯工作⽽而可以為基
督作⾒見見證(參參約14:26;15:26-27a)。保羅在前書說:「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 , 糢糊不清, 到
那時就要⾯面對⾯面了了;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林林前13:12) 
我們在世的事業有退休的⽇日⼦子, 但在基督裏的追求卻沒有。

⼀一⽣生⼀一世的⼈人⽣生⽬目標
基督徒少壯時的⼈人⽣生⽬目標就是變成主的形狀狀, 榮上加榮; 基督徒年年老時的⼈人⽣生⽬目標也是變成主
的形狀狀, 榮上加榮。⼈人⽣生⽬目標最實際的⼀一個就是變成主的形狀狀, 榮上加榮, 因為這是⼀一個永不⽌止
息的⽬目標。當我們活在這⽬目標下, 離世時必以榮光之姿回到⽗父的家中, 是⾃自⼰己肯定的, 不需要透
過他⼈人的⼝口給⾃自⼰己安慰的。基督說:「若若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來跟從
我。」(路路9:23) 這命令是基督徒⼀一⽣生的命令。使徒約翰指⽰示教會的⽗父老時說,「⽗父老阿! 我寫信
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約⼀一2:13a,14a) 使徒約翰所著各書信皆在他年年老之
時寫的, 他如使徒保羅⼀一樣, 其書信中有神學, 亦記有其⽣生命經歷。

勤勤奮⼯工作的基督徒
我們⼀一旦在這變成與加榮的過程中, 我們就在基督之「⼀一個也不失落落」的⾏行行列列中, 即便便我們在
變與加的過程中遇到失敗, 甚或因無知⽽而冒犯主, ⼀一個也不失落落就是⼀一個也不失落落。基督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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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認知不會以為不失落落⽽而懶懶散起來來, 反⽽而他會是⼀一個勤勤奮⼯工作者。基督徒與世⼈人⼀一樣, 過著每
天24⼩小時的⽣生活, 但就時間⽽而論, 基督徒不僅要花時間在⾃自⼰己的專業的精進上, 好立⾜足於激烈競
爭的職場中, 基督徒⼜又必須花時間詳細的尋求考察基督的救恩(彼前1:11), 思⽽而⼜又思, 在⼀一切屬
靈的智慧悟性上, 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西1:9c)。就錢財⽽而論, 基督徒不僅要安頓好⾃自家的飲食
起居, ⼜又要盡當納之責; 同時, 基督徒為了了年年老退休時依然可以誦讀主禱⽂文的「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還需未雨綢繆, 早早規劃。這些事皆需體⼒力力與腦⼒力力, 故基督徒欲成就這些種種
就不得閒散, 當兢兢業業的努⼒力力⼯工作, 好⼀一⽣生持恆於變成主的形狀狀, 榮上加榮之⼈人⽣生⽬目標。

想起
在此還是需要提醒各位, 基督所謂想起他對我們所說的⼀一切話(參參約14:26c), 這「想起」不是引
經式的, 死背型的, 可快速翻到某⾴頁基督之⾔言等之意, ⽽而是知主⾔言為何, 並因悟性⽽而明⽩白這些話
的意義。耶穌說:「11⼈人帶你們到會堂, 並官府和有權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慮怎麼分訴, 說甚麼
話,12因為正在那時候, 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路路12:11-12) 耶穌說有這等能⼒力力的⼈人必是
不褻瀆聖靈的⼈人(路路12:10b), ⽽而這樣的⼈人喜愛上帝的律律法, 晝夜思想(詩1:2)。

教會事⼯工
鑑於此, 教會當留留⼼心⾃自⼰己的教訓與會眾之教會⽣生活安排。於前者, 不得教導只要禱告就可以成
就所有的事, 這種教導已使年年輕基督徒學⼦子蒙受傷害, 在校成績直直落落。於後者, 當留留⼼心同⼯工的
能⼒力力, 不因忙於教會事⼯工⽽而忽略略家庭, 或使之沒有時間靜坐書桌前, 思想主道。⼀一個有雄⼼心壯志
的牧師必戮⼒力力開展教會事⼯工, 必鞭策同⼯工跟著他的計畫⾏行行, 但若若牧師傳道鞭策同⼯工之際, 不能使
同⼯工認識上帝的道, 這牧師所為正戕害這同⼯工的靈魂; 若若這牧師⾃自⼰己⼜又不在講台上⾒見見證基督, ⾒見見
證他的死與復活, 那同⼯工必死於事⼯工中。

上帝的試煉
上帝的道的特質是全⾯面性的, 其中有教訓, 督責, 引導, 學義, 安慰, 但同時也有試煉在其中。上
帝話語中有試煉部份常是我們忽略略的事; 事實上, 上帝對亞當說的第⼀一道命令就含有對亞當的
試煉, 試煉亞當聽之, 或不聽之。哥林林多後書第三章也不例例外, 當使徒說「字句句是叫⼈人死，精意
(或聖靈)是叫⼈人活」時, 即包含試煉在內的上述特質, 試煉我們是否順服聖靈, 不走在以字句句解
經的道路路上。

例例: 五餅⼆二⿂魚的講道
然, 今⽇日講道者卻無此警覺, 輕率地按字⾯面之意解釋聖經, 忘記了了今⽇日會眾之⾼高教育⽔水平, 解釋
著基督徒都知道的事。保羅明明在哥林林多後書第三章章尾兩兩節經⽂文, 題到主的靈與其⼯工作, 但
講道者卻依舊⾃自鎖在這兩兩節經⽂文中, 肆意的發揮延伸其中字詞的意義, 但就是不題基督對聖靈
保惠師所設立的⼯工作內容(約14:26;15:26-27a)。

因著今⽇日基督徒⾼高⾃自主, ⾼高教育⽔水平之故, 沒有⼀一個基督徒會承認他不憑著精意, 亦沒有⼀一個基
督徒會承認他在主⾯面前是死的, 不是活的。現在, 我問各位⼀一個挑戰性的問題: 如果你受邀講道, 
且那教會請你傳講約翰福⾳音第六章的五餅⼆二⿂魚, 你將如何論釋這章聖經? 你的主題會是: 那孩童
無私地獻出五餅⼆二⿂魚? 五千⼈人吃飽之後, 還裝滿了了⼗十⼆二個籃⼦子的剩食? 耶穌於天⿊黑時分在翻騰
的海海⾯面上⾏行行走? 那吃飽的五千⼈人熱切地找尋耶穌? 

有⼈人就問, 以上所列列這些都是耶穌做的事, 傳講這些事難道有不妥之處? 須知, 講道者⼼心定主題
時並非處於真空, 沒有動機, 沒有意欲的狀狀態, 他⼀一定希望會眾能夠回應他所定的主題, ⽽而講道
者這⼼心思即顯出他是否契合聖靈的⼯工作。在這五餅⼆二⿂魚事件中, 講道者到底要使聽者知道這些
事實⽽而認識到耶穌是⾏行行神蹟的主, 還是要使聽者知道這位⾏行行神蹟的耶穌是⼗十字架的主, ⽽而主要
屬他的⼈人喫他的⾁肉, 喝他的⾎血? 這中間的抉擇即看出他是憑著精意(聖靈)與否。我們的⼝口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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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 會眾的⼼心亦是如此, 傾神蹟, 避⼗十架。受邀講員題基督⼗十架的少, 箇中原因不得⽽而知, 若若主
任牧師⼜又不講基督⼗十架的話, 會眾就吃喝不到基督的⾁肉與⾎血。

⼤大家不要看這事以為⼩小。牧師傳道每週準備主⽇日講章, 選定經⽂文後即處在這抉擇點上, ⼀一年年就
有52次抉擇, ⼗十年年就有520次抉擇, ⼆二⼗十年年就有1040次抉擇, 中間只要有⼀一次的抉擇錯了了, 基督
⼗十架已不是他⼼心中的核⼼心信息, 爾後將難回正他的講章。堅忍, 難; 離開, 易易。講⼗十字架上不能
給的主, 難; 講有豐富恩典的主, 易易。有⼈人會問, 有這麼嚴重嗎? 是的, 因為⼈人的思想是⼀一貫的, 
走在那條路路上就是在那條路路奔馳, 不可能跳躍到另⼀一條道路路上。事實上, 我們⾃自⼰己的⼈人⽣生也是
如此, 若若輕慢決定重要事, 就那麼⼀一次, 整個⼈人⽣生的⽅方向就改變了了。今⽇日講道之危, 豈豈不明哉!

講道者當接受挑戰
負責任的講道者必須跳出其頭銜之外, 接受任何對其講道內容的挑戰。使徒保羅傳道時告訴教
會,「你們念念了了, 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祕」(弗3:4), 即使徒接受任何關於他論基督奧祕的挑
戰。就連基督也將⾃自⼰己放在受挑戰的地位上, 他說:「37我若若不⾏行行我⽗父的事, 你們就不必信我,38a

我若若⾏行行了了, 你們縱然不信我, 也當信這些事。」(約10:37-38a) 今⽇日傳道者少有⼈人敢將⾃自⼰己放在
這樣的受挑戰處境中, 因為他們在這處境中必然是千瘡百孔。

今⽇日教會共同的⽑毛病就是不尊重教會歷史, 結果就是不向歷史學習。有的⾃自立的神學觀早已被
第⼆二世紀的教會列列入異異端的教訓, 使徒約翰說:「2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了⾁肉⾝身來來的, 就是出於上
帝的, 從此你們可以認出上帝的靈來來。3a凡靈不認耶穌, 就不是出於上帝, 這是那敵基督者的
靈。」(約⼀一4:2-3a) ⼤大部分教會從來來不提⼆二⼗十世紀以前的教會到底在講些什什麼。

難為的新約執事
最後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 每⼀一位基督徒都當是新約的執事, 這是變成主的形狀狀, 榮上加榮的必
要職份, 但⾝身為新約的執事是難為的, 必⾯面臨臨前所未有的難處。

⾯面對恩師
保羅歸主之後, 他⾸首先必須要⾯面對⾃自⼰己的恩師-迦瑪列列, 保羅傳基督必然被他的老師視為猶太教
的叛徒, 他因此也會受責於社會。這樣的保羅深刻認識到「我們因基督, 所以在上帝⾯面前纔有
這樣的信⼼心。」(林林後3:4) 也就是說, 保羅因基督才勇於站在恩師⾯面前, 講述上帝律律法寫於⽯石版
上與⼼心版上的不同。這是福⾳音⾼高於⽂文化的具體表現。

今⽇日華⼈人基督徒愛⾃自⼰己的牧師甚於愛主基督, 捍衛⾃自⼰己的牧師甚於捍衛福⾳音, 對於牧師不傳基
督也無所謂, 這樣的基督徒與其牧師兩兩者皆不適於新約的執事, 那職事的榮光也與他們無份。

⾯面對滅亡的⼈人
⾝身為新約的執事不是單單傳遞真理理的知識⽽而⼰己, ⽽而且還要⾯面對⾯面地接觸聽這知識的⼈人, 這是作
為新約的執事另⼀一件難當的事。傳講真理理的新約的執事當然是希望每個聽的⼈人都能接受基督真
理理知識, 但事實卻不是如此。我們在紙上, 在這間屋⼦子裏題稱義的職事說得簡單, 但保羅卻將這
稱義的職事所遇到的困難說得沈沈重, 他說:「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弄瞎了了⼼心眼,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林林後4:3-4) 也就
是, 新約的執事必會遇⾒見見滅亡的⼈人。保羅也說他「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裏作難, 卻不⾄至失
望; 遭逼迫, 卻不被丟棄; 打倒了了, 卻不⾄至死亡。」(林林後4:8-9) 因此, 新約的執事必遭遇這些事, 
即四⾯面受敵, ⼼心裏作難, 遭逼迫,

所以, 保羅說出「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這樣的話不是⼀一件簡單的
事, 因為沒有⼈人傳道是盼望聽的⼈人滅亡的。然, 事實即擺在保羅⾯面前, 某些⼈人刻意地蒙蔽他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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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被, 這些⼈人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不認基督耶穌為主, 不承認保羅是耶穌的僕⼈人(林林
後4:4-5)。

這些蒙蔽福⾳音的⼈人, 有的是直接看經⽂文字句句的⼈人, 有的則是熟讀聖經卻沒有基督的⼼心的⼈人。前
者有如今⽇日靈恩派, 拿著聖經, 硬是要求上帝按聖經所記, 賜他這聖經上所記的福份。這樣的⼈人
吃「傻瓜乾麵」會變成傻瓜, 喝「四神湯」會變成神。後者有如掃羅和少年年官, 兩兩位皆恪守律律
法總綱的兩兩⼤大誡命, 但掃羅內⼼心卻⽣生發殺⼈人的念念頭, 少年年官內⼼心則對窮⼈人無憐憫之情。

⾯面對邪靈和⿁鬼魔的道理理
保羅說「聖靈明說, 在後來來的時候, 必有⼈人離棄真道, 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理。」(提
前4:1) 保羅⼜又說, 我們若若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 便便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 在真道的話語和我們向
來來所服從的善道上得了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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