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三⽉4⽇ 

我的⽺與不是我的⽺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0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10:25-30節:「25耶穌回答說, 我已經告訴你們, 你們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行的事可
以為我作⾒見見證,26只是你們不信, 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27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
們也跟著我。28我⼜又賜給他們永⽣生, 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29我⽗父把⽺羊
賜給我, 祂比萬有都⼤大,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30我與⽗父原為⼀一。」 

上週回顧
上週講到我們成聖的障礙是「⾁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約⼀一2:16) 這是使徒
約翰牧會數⼗十年年的結論, 既然在使徒親⾃自牧養的教會的基督徒, 他們親⾝身蒙受使徒的教誨都還
會發⽣生這三事, 那麼各世代教會的基督徒也必發⽣生這三事, 包括我們在內。我們移除這障礙的
根本解決之道就是基督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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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論分別為聖
由於今⽇日教會與基督徒講述有關分別為聖的教訓, 常含有天主教的⾊色彩, 我需在此再次論之。
⽗父分別基督為聖, 基督分別⾃自⼰己為聖; 上帝所分別為聖的是具位格者, 故具位格的我們若若要成聖, 
就必須上帝親⾃自使我們成聖, 作⼯工在我們⾝身上使我們因真理理⽽而成聖。希伯來來書第⼆二章亦告訴我
們, 我們得以成聖的基礎乃是基督的受死(來來2:9b), 他親⾃自成了了⾎血⾁肉之體, 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
死權的魔⿁鬼(來來2:14), 故希伯來來書2:11節說:「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 都是出於⼀一。」

由於我們得的聖是上帝的, 知的真理理是基督的, 且藉著死敗壞掌死權的是基督所為, 所以上帝要
將祂的聖與真理理賜給誰, 並釋放那些怕死⽽而為奴僕的⼈人(來來2:15), 完全出於祂的喜悅(參參弗第⼀一
章)。上帝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要恩待誰就恩待誰。」(羅9:15; 出33:19) 也說:
「雅各是我所愛的, 以掃是我所惡惡的。」(羅9:13) 這些屬乎上帝主權與喜悅的作為, 我們沒有資
格置喙⼀一句句。保羅⾯面對不承認上帝這喜悅與主權的硬頸基督徒, 便便毫不客氣地說:「上帝要憐憫
誰就憐憫誰, 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羅9:18)

我們墮落落的天性不喜歡如此絕對主權的⾔言語, 但⼜又不得不承認, 上帝如何分配祂⾃自⼰己的東⻄西, 完
全是合理理的事。⾺馬太福⾳音20:1-16節的葡萄園作⼯工比喻, 那在清早, 午正, 申初(3 pm), 酉初(5 
pm), 晚上等時間進園的⼈人皆得⼀一錢銀⼦子, 屬乎園主的⽀支配與決定。清早進園⼯工作的⼈人因不服園
主這樣的安排, 基督便便對他們說出⼀一句句嚴厲的責備,「那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
「被召的⼈人多, 選上的⼈人少」(太20:16), 將之剔除於選上之列列。

聖靈的⼯工作
基督說:「真理理的聖靈來來了了, 祂要引導你們明⽩白(進入)⼀一切的真理理。」(約16:13) 由於基督已回到
⽗父那裏, 他則將我們成聖的事交給聖靈去完成。請注意, 基督榮耀⽗父的聖所⽤用的語態是「⽗父所
分別為聖的」, 基督榮耀⾃自⼰己的聖所⽤用的語態是「⾃自⼰己分別為聖」, ⽽而基督榮耀聖靈的聖所⽤用
的語態是直接稱聖靈的名, 以名來來⾒見見證聖靈的聖。因著⼈人被造成有靈的活⼈人, 故由聖靈上帝來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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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行我們成聖的⼯工作。由於聖靈以聖靈的名來來⾒見見證祂的聖, 故妄稱聖靈的名的, 主必不以他為
無罪(出20:7); 基督也明⽰示我們「惟獨褻瀆聖靈, 總不得赦免。」(太12:31b)

聖靈負起使我們成聖的責任, ⽽而基督是真理理, 所以聖靈使我們認識真理理與認識基督, 這兩兩者是不
可分的。若若你說認識真理理卻無法⾒見見證基督, 或說認識基督卻無法⾔言說真理理的道, 這是不合理理的
事。聖靈默⽰示聖經, 聖經是上帝的話, 聖經為基督做⾒見見證, 故聖靈上帝必使我們認識聖經, 以之
為本來來認識基督。

基督來來, 已完成⽗父的旨意, 為我們的罪⽽而死, 且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並在三天後復活; 聖靈來來, 也
必完成基督的指令, 使凡⽗父賜給基督的, 皆因真理理⽽而成聖, 認識基督, 認識真理理, 沒有⼀一個失落落。
基督說:「18b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了,19所以, 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 ⼦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
了了。」(太28:18-20) ⼜又說:「聖靈降臨臨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力, 並要在耶路路撒冷, 猶太全
地, 和撒瑪利利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見證。」(徒1:8) 所以, 基督⽤用聖靈施洗乃是將那⼈人歸於⽗父, 
⼦子, 聖靈的名, ⽽而為他的⾨門徒, 為他做⾒見見證。上帝要誰因真理理成聖, 完全出於祂的喜悅, 因此欣然
接受者即有份於上帝的喜悅, 因他回應了了真理理, 這⼈人是⼼心⽢甘樂意的作基督的⾨門徒。

施洗是常態性的作為
基督在⼤大使命中再次強調聖靈的聖名, 這使得施洗是件榮耀的聖事。⼜又, 基督將施洗和他永在
的應許相提並論, 所以這施洗就不是⼀一般理理解的受洗禮, ⽽而是⼀一個常態性的作為。事實上, 基督
親⾔言的三句句話:「給他們施洗」, 訓責彼得「餵養我的⽺羊」(約21:15-15), 以及定義忠⼼心有⾒見見識的
僕⼈人是「管理理家裏的⼈人, 按時分糧給他們」(太24:45), 指的是同⼀一個意思。聖靈在我們⾝身上⼯工
作⾸首要的結果就是, 認識基督本有那與⽗父原有的榮耀。

當清楚⾃自⼰己所⾔言何意
當我們題到分別為聖或聖靈的感動時, 必須清楚⾃自⼰己在講什什麼, 知道那是什什麼意思。舊約題到
分別為聖最多的是利利未記與⺠民數記, 我們從之⽽而來來的分別為聖的概念念, 均須服在基督之「因真
理理成聖」之下。我們當意識到⼀一個事實就是我們所分別為聖的乃是世上物, 因此我們不要以為
我們將⽇日⼦子, ⾦金金錢, 或其他事物等分別為聖, 就是走在成聖的道路路上, 以為⾃自⼰己就是聖了了。請問, 
⼀一個有罪的⼈人怎能使⾃自⼰己成聖, 或使所獻的物為聖呢? 我們題到聖靈的感動時亦當知那是關乎
明⽩白, 進入, 認識基督⼀一切的真理理, ⽽而不是⾃自⼰己⼼心意的挑撥。

空洞洞的教會
我們在教會獨特的氛圍中很容易易⾃自我催眠, 以為從世界出來來, 進入教會, 就算是分別為聖, 或以
為作教會事就是分別為聖。我在信主初期忙於教會事, 也歡喜教會氣氛, 彼此信任, 忠誠, 和樂, 
沒有爭執, 不計較的付出, 但我有著火熱的外表, ⼼心裏卻是異異常空虛, 因為在夜深⼈人靜讀經時卻
是看不懂聖經。今⽇日思之, 原因無他, 就是教會只愛講聖靈, 講彼此相愛, ⽽而不講基督。基督甚
看重我們的靈魂, 故他以死的代價來來救贖之, 使上帝不再對之發怒。我那段空⽩白無靈糧的⼈人⽣生, 
難道不是失職的牧師傳道輕慢我尊貴的靈魂的結果?

空洞洞的牧師
治理理教會的牧師當然希望多點會眾服事教會, 讓教會動起來來, 其中最好⽤用的經⽂文就是耶穌說的,
「若若有⼈人服事我, 我⽗父必尊重他。」(約12:26c) 牧師喜歡⽤用這句句話來來⿇麻醉效⼒力力於教會事⼯工的⼈人,  
使他們對作教會事有榮耀感, 但是牧師⾃自⼰己卻不按基督之命, 使會眾因真理理成聖, 不講基督真理理
就是不講基督真理理。⼀一個不服事基督的領袖, 卻要會眾服事基督, 於此, 基督已提出警告:「假冒
為善的⼈人哪! 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豫⾔言是不錯的, 他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卻遠離我。他
們將⼈人的吩咐, 當作道理理教導⼈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太15:7-9; 賽29:13) 當教會領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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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節經⽂文(如約12:26c)⽽而使教會快速成長, 他必認為他對這節經⽂文的理理解與運⽤用是正確的, 他的
錯誤將隨之⼀一⽣生。 

罪的根源
基督指明罪的根源是,「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約16:9) 罪, 不信, 我等三事發⽣生在⼀一個⼈人⾝身
上, 那⼈人毫無成聖的可能。罪是可怕的, 因罪與上帝隔離, 但罪可被處理理; 不信是可怕的, 不信是
個惡惡⼼心(來來3:12), 不信則不能稱義, 不信則沒有所望之事的實底, 沒有未⾒見見之事的確據(來來11:1)誒
但不信亦有轉圜改變的機會。然, 基督這個我⼀一旦被拒絕, 被否定, 被藐視, 被輕視, 被離棄, 那
⼈人的罪與不信就永遠粘著在他⾝身上, 永世不得翻⾝身。基督常常責備⾨門徒的不信, ⽽而基督對⾨門徒
最深的責備可說是稱彼得為撒但, 然因著彼得沒有離開基督, 他的罪與不信就被解決了了。

有聲與無聲的拒絕耶穌: 猶太⼈人與蒙耶穌洗腳的猶⼤大
那麼, ⼈人不信基督的記號是什什麼? 就是猶太⼈人的否定(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與猶⼤大的離開(基督)。
(1) 猶太⼈人的否定是公然的, 猶⼤大的離開是默然的;
(2) 猶太⼈人的否定是有聲⾳音的對撞, 猶⼤大的離開是無聲⾳音的悄然; 
(3) 猶太⼈人的否定是以嘴唇為⼯工具, 猶⼤大的離開是以雙腳為⼯工具; 
(4) 猶太⼈人的否定是以⾼高位姿態為之, 猶⼤大的離開是以低階姿態離之; 
(5) 猶太⼈人的否定是謀⺠民族利利, 猶⼤大的離開是為個⼈人利利; 
(6) 猶太⼈人的否定是集體的, 猶⼤大的離開是獨⾃自的; 
(7) 猶太⼈人的否定是理理直氣壯的, 猶⼤大的離開是沒有道理理可⾔言; 
(8) 猶太⼈人的否定是因為聽不進基督任何⼀一句句話, 猶⼤大的離開是因為聽進了了基督的話, 卻不思所
聽的之意。

無論是發聲的猶太⼈人或是不發聲的猶⼤大, 凡不親近基督的⼈人就與上帝的聖和⽣生命無份。猶太⼈人
的否定令⼈人惋惜, 但猶⼤大的離開卻是萬惡惡不赦, 因為猶⼤大曾蒙耶穌洗他的腳。今⽇日教會與基督
徒亦然, 世⼈人藐視耶穌基督令⼈人覺得可惜, 但擁有教會歷史, 有道可聽, 常領聖餐的基督徒, 卻不
回應基督真理理, 若若不悔悔改, 便便無再造的可能。

猶太⼈人的否定

「毒蛇之種」
猶太⼈人聽了了基督的話(道), 卻否定他與上帝同等, 甚⾄至還指控他說僭妄的話。猶太⼈人站在真理理⾯面
前卻否定真理理, 羞辱真理理, 不信真理理(約10:26a), 甚⾄至要打真理理(約10:31), 這是對真理理是最⼤大的
褻瀆。施洗約翰初始即責備猶太⼈人, 說:「毒蛇的種類! 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來的忿怒呢?」(路路3:7) 
基督在受難週亦指著猶太⼈人說:「你們這些蛇類, 毒蛇之種阿! 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太
23:33) 這⼀一前⼀一後即論定了了猶太⼈人乃屬以掃⼀一群, 是上帝所惡惡的(羅9:13)。

那, 毒蛇之種的記號是什什麼? 施洗約翰為耶穌施洗時, ⾒見見證耶穌是⽤用聖靈施洗的上帝的兒⼦子(約
1:33-34), 並⾒見見證他是上帝的羔⽺羊(約1:36); 耶穌啟⽰示⾃自⼰己與⽗父原為⼀一, 是⽗父所分別為聖, ⼜又差到
世間來來的, 並⾃自稱是上帝的兒⼦子。因此, 毒蛇的定義就是否定基督, 不接受施洗約翰的⾒見見證, 拒
絕基督的⾃自啟。 

「你們不是我的⽺羊」
耶穌對猶太⼈人說「只是你們不信, 你們不是我的⽺羊」(約10:26b), 說了了這句句話之後⼜又立即對他們
說「我與⽗父原為⼀一」(約10:30)。使徒約翰將基督說的這兩兩句句話寫在同⼀一章的前後並非偶然或
是隨意⽽而為, ⽽而是為了了強調猶太⼈人不屬基督的事實。基督已經這麼清楚的指⽰示他是誰, 但因猶
太⼈人不是他的⽺羊, 所以他們聽得再清楚, 就是不接待基督。在舊約時, 我們看到悖逆的猶太⼈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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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悔悔改之後, 再次蒙上帝的眷愛, 但基督在這裏卻不再給猶太⼈人任何悔悔改的機會; 基督說這
些猶太⼈人不是他的⽺羊, 他們就不是他的⽺羊, 毫無懸念念。

猶太⼈人聽了了這麼嚴厲的話卻絲毫不為所動, ⼀一點都不為意, 為什什麼會這樣? 試問, 不⼀一樣的耶穌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對待? 若若耶穌⾝身上穿的不是布衣, ⽽而是舊約聖經的細⿇麻衣, 並披戴有胸牌, 以
弗得, 冠冕, 腰帶等, 以這樣的裝束說我與⽗父原為⼀一, 猶太⼈人對他的態度會不會不⼀一樣? 再如果
說, 耶穌出於名⾨門⽽而不是⽊木匠的兒⼦子(太13:55), 並在嚴謹的律律法師下受教, 他以這樣的背景說我
與⽗父原為⼀一, 猶太⼈人的態度會不會不那麽恨他, 不⾄至於要置他於死地? 再試問, 若若耶穌照著法利利
賽⼈人和撒都該⼈人所求, 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太16:1), 然後再說我與⽗父原為⼀一, 猶太⼈人會不
會接受他這句句話? 這些問題對於處在表象定本質的時代, 格外需要⾃自我省察。愛看神蹟的基督
徒, 愛顯神蹟的教會, 當看耶穌的舉動,「耶穌就離開他們去了了」(太16:4b)。

下週我會講到猶⼤大, 之後則會講到該隱, 巴蘭蘭, 可拉等, 這些都不是主的⽺羊, 然讓我們感到懼怕的
是, 主知他們的名, 以及其他在教會中背道者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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