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25⽇ 

基督使我們成聖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5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17:19節:「我為他們的緣故, ⾃自⼰己分別為聖, 叫他們也因真理理成聖。For them, I 
sanctify myself, that they too may be truly sanctified。」 
約翰⼀一書2:12-17節

前⾔言
我們近三⽉月長的主⽇日講解約翰福⾳音10:30-36節, 基督這段教訓即指⽰示他與我們本質上的不同。
我們是否不僭越⾃自⼰己的位份, 是否不在被造的本位上墮落落, 端賴我們是否理理解基督在此的教訓。
上回(2/11)題到基督⾃自稱是上帝的兒⼦子, 這「⾃自稱」⼀一詞顯明了了基督的是與基督的能, 基督是上
帝的兒⼦子, 且基督完全有能⼒力力知道他⾃自⼰己是誰, 不需要其他位格告訴他, 他是誰。

當這位既是⼜又能的基督說我們是承受神道的, 這位絕對的絕對者將「承受」這詞放在我們⾝身上
時, 我們永遠處於承受, 被動, 受啟的地位。換句句話說, 若若基督不⾃自稱是上帝的兒⼦子, 我們就不知
道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若若道不說話, 我們就不知道; 若若上帝不啟⽰示, 我們就不知道上帝是誰, 不知
如何講述祂。順理理⽽而下, 當基督已講明他是上帝的兒⼦子之後, 我們就應當對基督有如是的認信, 
並按他所啟⽰示的他來來認識他, 遵守上帝的命令,「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
(太17:5b)

基督說他是⽗父所分別為聖的, 上回(2/11)最後⼗十幾分鐘也順勢解釋基督在最後晚餐的禱告中說
他「⾃自⼰己分別為聖」。由於基督將這⾃自⼰己分別為聖與我們的成聖說在⼀一句句話裏, 他親⾃自啟⽰示了了
我們當如何成聖, 並未假⼿手他⼈人傳這真理理, 所以基督這段話對我們的成聖異異常重要, 我們⾃自使徒
書信⽽而有的成聖觀, 不得違背基督在此所定的成聖。因此, 今⽇日須對此再講說清楚, 原本的「基
督與猶⼤大」主題將延⾄至下週主⽇日。再⼀一次地, 基督是「⾃自⼰己分別為聖」, 我們是「因真理理成
聖」, 我們在成聖事上依舊處於承受的地位。

基督徒的錯覺: ⾃自⼰己分別為聖
我們總是帶著「我是怎麼想的, 基督就是那麼想的」態度來來理理解基督的話, 不習慣以基督是上
帝, 他是真理理的本體, 是真理理的啟⽰示者來來思想他所說的話。這樣的⾏行行為讓我們產⽣生⼀一個錯覺, 以
為⾃自⼰己正在遵⾏行行主的話, 走在主所定的道路路上, 但我們因分離了了基督與他說的話, 卻是不知不覺
地離主越來來越遠; 那原本要遵⾏行行主道以得⽣生命的意圖, 最後卻與⽣生命無關。

我們理理解基督所⾔言的「⾃自⼰己分別為聖」就是明顯的例例⼦子。無論是傳道⼈人以基督的這句句話⾃自我要
求, ⾃自⼰己分別為聖, 或要求會眾當⾃自⼰己分別為聖, 皆落落入「我是怎麼想的,...」的⿇麻煩裏。這種以
⾝身作則的態度乃普世之理理, 說出來來絕對沒有⼈人敢反對, 但就是因為是普世之理理, 有無基督則沒有
那麼必要, 因不必要, 我們也就不絕對必須處於承受的地位。基督說這話(以及其他說的所有話)
原要我們因(他這位)真理理成聖, 但因我們眼⽬目的焦點放在「我」⾝身上, 我們便便⾃自縛⼿手腳, 動彈不
得, 因我們不全⼼心地認基督是上帝的兒⼦子。我們錯誤解釋這話反不能成聖, 這是極⼤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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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騰
20世紀以來來, 魔⿁鬼引誘的作為就是如此, 牠引誘教會將上帝的道與基督的位格剝離開來來。魔⿁鬼
不會引誘教會去否認耶穌基督, 但是卻會引誘教會將基督懸在半空中, 使基督徒認識的基督僅
是⼀一個圖騰, ⼀一個名稱, ⼀一個記號。魔⿁鬼只要使基督不成形在基督徒的⼼心裏, 牠就成功地抵擋上
帝的旨意, 就算傳道⼈人認真地傳講⼗十字架的道理理, 基督徒因無基督在⼼心, 就不以為這基督⼗十架與
他有何⽣生命的關係; 既無關, 何須聽, 何須講。

⽗父魔⿁鬼
請留留⼼心聽耶穌基督責備猶太⼈人的話, 他說是猶太⼈人是出於他們的⽗父魔⿁鬼(約8:44a), 並指出⽗父魔
⿁鬼說謊是出於⾃自⼰己(約8:44b)。基督這責備之語明明地指出蛇的後裔肆虐在他的教會裏的事實, 
我們豈豈可等閒視之? 須知, 教會在第⼀一家庭時就已經存在, ⽽而不是新約時才設立的, 因為使徒約
翰在其約翰⼀一書題及了了該隱殺他兄弟的事(參參約⼀一3:12)。該隱是蛇的第⼀一代後裔, 聖經記「該
隱離開主的⾯面, 去住在伊甸東邊挪得之地。」(創4:16) 這第⼀一家庭(或說教會)內⼀一開始即發⽣生
離棄上帝, 不按規矩服事。今⽇日基督徒深受時代論的影響, 看第⼀一家庭總是以故事讀之, 不以為
亞當家發⽣生的事與我們有關, 不是現實可能發⽣生的事。這時代論之毒使基督徒以為基督僅在那
33年年半在世時才活躍於世界。

然, 基督在伊甸園看⾒見見魔⿁鬼如何試探夏娃, 引誘她躍升⾃自⼰己的地位, 在⾃自⼰己錯誤的定位中, 聽進
魔⿁鬼說的話, 並進⽽而判定上帝說的話的絕對性, 基督也看到我們對上帝的話的態度就是如此。
罪⼈人的天性就是懷疑, 敵擋, 不順服上帝的話, 無⼀一例例外。上帝在各世代中派遣祂的先知責備猶
太⼈人的悖逆, 離棄祂這活⽔水的泉源, 為⾃自⼰己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2:13), 就是明證。我們
基督徒當以猶太⼈人為誡, 猶太⼈人如何⾃自詡是上帝的百姓, 卻明明離棄上帝的話, ⾃自詡是基督徒的
我們就當儆醒⾃自⼰己是否離棄基督的話。我們千萬不要因著世界哲思將⼈人推向⾃自主(autonomy)
的⾼高峰, ⽽而以為⾃自⼰己不可能離棄基督。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
使徒約翰記基督之⾔言:「我為他們的緣故, ⾃自⼰己分別為聖, 叫他們也因真理理成聖。」(約17:19) 使
徒約翰亦說阻擋我們成聖的障礙是「⾁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約⼀一2:16) 使
徒寫信的對象是藉著主名得了了赦免的⽗父老與少年年⼈人(約⼀一2:12), 故使徒約翰所論的乃是教會裏
的情況, 所寫出於他牧會多年年, 所看到基督徒的⽣生命表現。

⾸首先我們當注意這三詞題到情慾與驕傲, 故這是關乎基督徒宗教情感⽅方⾯面的事。⾁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乃是(不儆醒的)基督徒⽣生命發展的三階段, 也就是, 先⾁肉體, 後眼⽬目, 
終驕傲。另, 這三事也是從⼀一個⼈人漸影響到其他⼈人的三部曲, ⼀一個驕傲的基督徒得位必然影響
其他基督徒。約翰納入了了⽗父老, 少年年⼈人, 以及⼩小⼦子們之輩, 故使徒所⾔言不僅針對基督徒個⼈人, 同
時也是針對整個教會。

⾁肉體的情慾
⾁肉體的情慾因是⾁肉體的, 故感受是直接的, 第⼀一⼿手的。那, 什什麼是在教會裏最直接的感受? 基督
說:「⼈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 你們就有禍了了, 因為他們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這樣。」(路路6:26) ⼈人
待假先知, 說假先知好, 假先知便便漸⽽而為得著這好的讚美聲, ⼼心性趨向便便順著這⼈人之意⽽而為; 假
先知為了了不觸怒這說他好的⼈人, 甚⾄至淡化上帝的道亦在所不惜。基督⼝口中的「你們」雖泛指所
有跟隨他的基督徒, 然讚講台的教會領袖當特別注意這⼀一點。⾄至於平信徒, 那⾃自學查究聖經⽽而
充滿知識, ⾃自詡是追求主的⼈人,  眼若若⾼高於⼈人, ⼝口吻顯出教導之氣, 這就是⾁肉體的情慾的表現。

有⼀一回, 有些⼈人抱著⾃自⼰己的嬰孩來來⾒見見耶穌, 要耶穌摸他們, 希望為他們按⼿手禱告, 但⾨門徒卻起⽽而
責備這些⼈人(路路18:15; 太19:13)。⾨門徒的這⾏行行為就是⾁肉體的情慾, 因為他們⾃自認是耶穌內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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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自⾏行行篩選誰可以進到耶穌跟前。請問, 在使徒建立的教會裏聚會, 受使徒直接牧養的基督徒, 
他們可不可能感到比其他基督徒更更為⾼高尚? 基督徒在⼤大⼈人物⾝身邊⼯工作, 或在其教會聚會, 會不會
⾃自覺得比其他教會基督徒更更是不同?

眼⽬目的情慾
路路加福⾳音第⼆二⼗十⼀一章: 路路加福⾳音第21章⾸首先題到寡婦投兩兩個⼩小錢捐項於庫裏, 跟著記「有⼈人談
論聖殿是⽤用美⽯石和供物妝飾的。」(路路21:5) ⾺馬太福⾳音第24章⾸首記,「耶穌出了了聖殿, 正走的時
候, ⾨門徒進前來來, 把殿宇指給他看。」 眼⽬目的情慾之意豈豈不明哉! 基督徒進⼀一間壯偉的會堂, 與
⼀一間普通平奇的會堂, ⼼心裏的反應會是如何? 在⼈人數多的教會服事, 可不可能為了了得著更更多的掌
聲⽽而殷勤勤服事? 在具規模並設有神學院的教會受訓聚會的傳道⼈人, 他們會不會願意到我們這⼩小
教會牧會? 牧師服事於有地上物的教會, 與僅租賃的教會, 他的⼼心裏的反應會是如何? 基督責備
猶太⼈人,「你們這瞎眼的⼈人哪! 甚麼是⼤大的, 是禮物呢? 還是叫禮物成聖的壇呢?」(太23:19)

雅各書第⼆二章: 雅各書第⼆二章論兩兩件眼⽬目情慾的事, ⼀一是以外貌待⼈人, 另⼀一是, 不幫助缺乏的弟
兄或是姐妹; 前者是顯性的眼⽬目情慾的表現, 後者則是隱性的眼⽬目情慾的表現。我們眼⽬目若若看
到著華美衣服的⼈人進教會, 眼睛便便發亮, 殷勤勤地請他坐在好位上, 但看到穿著骯髒衣服的窮⼈人時, 
卻引導他們坐在腳凳下邊, 或要他站著不得作, 這豈豈不是眼⽬目的情慾作祟⽽而有的不同態度? 

教會對待有錢⼈人與窮⼈人長存兩兩套法碼, 尤其是在更更正錯誤時的語氣態度上, 截然不同, 對前者語
氣柔和, 但對後者卻是嚴厲。很顯然的是, 這是出於眼⽬目的情慾⽽而來來的不同對待, 雅各書說這不
是愛⼈人如⼰己的表現(雅2:8a), 使徒約翰說這不是從⽗父來來的(約⼀一2:16b)。

我們若若看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體, ⼜又缺了了⽇日⽤用的飲食, 僅是⼝口頭平安的問候, ⼝口頭的祝福, 說,
「去罷! 願你們穿得煖, 喫得飽」, 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 這是另⼀一眼⽬目的情慾的表現。當
然, 在今⽇日台灣這樣的情況不多⾒見見, 但其中類似的⾏行行為卻是實際的, 最好的例例⼦子就是講道⼤大⼩小眼, 
隨便便丟⼀一個信息給不能奉獻的會眾, 或不能對他事⼯工奉獻⾦金金錢的教會。

今⽣生的驕傲
今⽣生的驕傲必隨⾁肉體的情慾和眼⽬目的情慾之後, 這兩兩情慾⼀一旦懷了了胎, 必⽣生出今⽣生的驕傲來來。
使徒說這驕傲是今⽣生的, 故基督徒必在他⼈人⾯面前持今⽣生之物⽽而傲。那, 什什麼是在教會裏最感驕
傲的事? 如在教會裏的職位等。使徒對⽗父老說:「⽗父老阿!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
初原有的。」使徒兩兩次對少年年⼈人說的話不⼀一樣, 但唯獨對⽗父老連續兩兩次說的就是這句句話, 可⾒見見
教會裏⽗父老級的基督徒是多麽容易易黏上今⽣生的驕傲, 因為⽗父老的基督徒在教會的經歷乃是他們
驕傲的本錢。

題到⽗父老, 不禁想到⽗父老級的傳道⼈人。如果同⼀一屆神學院畢業⽣生, 經過幾⼗十年年的服事, 若若舉辦⼀一
次同學會, 那(依世俗標準⽽而定)有成的牧師, 在其他同學⾯面前顯出志得意滿之容, 這就是今⽣生的
驕傲。然, 看到有成的同學⽽而⼼心感⾃自卑卑的牧師, 這也是另⼀一今⽣生驕傲的表現。這兩兩者的⼼心念念有
違於使徒在此對⽗父老的定義, ⽽而這⼩小⼩小的動作反應出他不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主耶穌基督。

不過, 今⽣生的驕傲亦會發⽣生在少年年⼈人⾝身上。我們教會是經唐崇榮牧師認可⽽而取歸正福⾳音教會之
名, 但曾在唐牧師佈道團⼯工作的基督徒卻不願安守於這教會, 有些以為這裏是佈道團的次級單
位, 有的態度卻顯出上級指導員的語氣。他們為什什麼這樣? 因為以為可與唐牧師同⼯工是件驕傲
的事。使徒寫給少年年⼈人的話是「你們勝了了那惡惡者」(約⼀一2:13b, 14c), 然上述少年年⼈人不知⾃自⼰己在
教會裏的位份, 聽不進使徒勸勉勉少年年⼈人的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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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分別為聖

基督使我們成聖
由於⾁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父來來的, 乃是從世界來來的, ⽽而我們活在世
界中, ⼀一⽅方⾯面, 難敵擋情慾與驕傲的興風作浪, 另⼀一⽅方⾯面, ⼜又知「非聖潔沒有⼈人能⾒見見主」(來來
12:14b), 我們該怎麼辦? 根本解決之道就是基督的這句句話,「我為他們的緣故, ⾃自⼰己分別為聖, 
叫他們也因真理理成聖。」(約17:19) 然, 我們必須先明⽩白基督之「⾃自⼰己分別為聖」之意。

當⽗父分別基督為聖, 基督看⾒見見⽗父所作的, 他也照樣作(約5:19,21), 因此, 基督也⾃自⼰己分別為聖。
基督說他是⽗父所分別為聖, 也說⾃自⼰己分別為聖, 前者之意是⽗父指明耶穌的聖乃與祂同等, 後者之
意是他指明⾃自⼰己的聖與⽗父同等, 也就是, 基督顯明他上帝的兒⼦子的⾝身份。

請⼤大家不要輕忽上述這認識, 因基督說:「我為他們的緣故」, 這「他們」是他所揀選的⼈人(約
15:16a), 也就是⽗父所賜給他的⼈人(約6:37); 這些「他們」是基督分別出來來的⼈人(⾒見見2/4主⽇日講章), 
基督將他的分別為聖特別顯明給他們知道, 叫他們也因真理理成聖(約17:19), 使他們得以認識他
這位真理理的本體⽽而成聖。那些仿效基督分別為聖的⼈人, 當留留⼼心也。

⽗父所分別為聖的是具位格的基督, 基督⾃自⼰己分別為聖的是具位格的他, 因此, 具位格的我們若若要
分別為聖, 就必須上帝親⼒力力, 主耶穌基督親為, ⽽而聖靈來來, 就是為了了做成這事。所以, 我們若若要脫
離⾁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 不陷入其中的泥沼中, 就必須將⾃自⼰己的⽣生命交給基
督, 除此之外, 別無他法。

請⼤大家讀啟⽰示錄三章19-22節:「19凡我所疼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 你要發熱⼼心, 也要悔悔
改。20看哪! 我站在⾨門外叩⾨門, 若若有聽⾒見見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裏去, 我與他, 他與我⼀一
同坐席。21得勝的, 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了勝, 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
般。22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基督⽤用他的真理理叩我們的⾨門, 我們當發
熱⼼心於追求基督(真理理), 我們當因輕忽基督(真理理)⽽而悔悔改, 當立志為堅守基督(真理理)之得勝基督
徒, 好與基督⼀一同坐席。

我再強調⼀一遍, 當我們題到「成聖」時, 就必須與主耶穌基督有關, 必須與他啟⽰示的真理理有關。
耶穌⾃自⼰己分別為聖, 我們就可以⾃自⼰己分別為聖, 這是奢想; 若若靠我們⾃自⼰己分別為聖, 那是不可能
的事。

附註
有⼈人片⾯面地理理解約翰⼀一書⼆二章15節的「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若愛世界, 愛⽗父的⼼心就不
在他裏⾯面了了」, 因⽽而怠忽⾃自⼰己在世界裏的學習與在職場的表現, 輕慢⾃自⼰己的社會責任。試問, 修
道院將⾃自⼰己隔離於院牆內, 不與牆外的世界接觸, 在牆內的⼈人會不會有使這三詞語的情事發⽣生? 
教會蓋⼀一個偌⼤大的會堂, 並安排多項事⼯工, 使會友忙碌於教會事, 少問世界事, 這些基督徒會不
會陷入這三詞語中?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我們理理當善⽤用世界的資源, 發覺我們的才幹, 強化我們
的能⼒力力。有些基督徒⽗父⺟母將⾃自⼰己的孩⼦子就讀於基督教(天主教)學校, 以為這樣他們就不會產⽣生
這三詞語的性情, 這是妄想。

保羅說:「弟兄們! 我還有未盡的話,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
的, 若若有甚麼德⾏行行, 若若有甚麼稱讚, 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念。」(腓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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