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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與猶⼤ (⼀) - 細談猶⼤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3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6:70-71節:「70耶穌說:『我不是揀選了了你們⼗十⼆二個⾨門徒麼? 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
⿁鬼。』71耶穌這話是指著加略略⼈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說的, 他本是⼗十⼆二個⾨門徒裏的⼀一個, 後來來要賣耶
穌的。」 
約翰福⾳音12:4-8節:「4有⼀一個⾨門徒, 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略⼈人猶⼤大,5說:『這香膏為甚麼不賣三
⼗十兩兩銀⼦子賙濟窮⼈人呢?』6他說這話, 並不是掛念念窮⼈人, 乃因他是個賊, ⼜又帶著錢囊, 常取其中所
存的。7耶穌說:『由她罷! 她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留的,8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只是你們不常
有我。』」 
⾺馬太福⾳音26:14-16節:「14當下, ⼗十⼆二⾨門徒裡有⼀一個稱為加略略⼈人猶⼤大的, 去⾒見見祭司長,15說:『我把
他交給你們, 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他們就給了了他三⼗十塊錢。16從那時候, 他就找機會要把耶
穌交給他們。」 
約翰福⾳音13:2, 26b-27節:「2喫晚飯的時候, 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略⼈人猶⼤大
⼼心裏。...26b耶穌就蘸了了⼀一點餅, 遞給加略略⼈人⻄西⾨門的兒⼦子猶⼤大。27他喫了了以後, 撒但就入了了他的
⼼心。耶穌便便對他說:『你所作的, 快作罷!』」

續論上週之猶太⼈人的否定基督
基督已指明罪的根源是,「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約16:9) ⼈人不信基督的兩兩⼤大記號就是否定
基督與離開基督, 前者的否定以猶太⼈人為代表, 後者的離開以猶⼤大為代表。

基督明明地指出否定他的猶太⼈人是毒蛇的種類, 並說他們不是他的⽺羊, 因為他們拒絕施洗約翰
對他是上帝的兒⼦子的⾒見見證, 也公然抗拒他⾃自啟與⽗父原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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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以他們⾃自鑿的⽔水池, 以⾃自⼰己所定的理理, 猶太領袖在公開場合以⾼高
姿態直接發聲否定耶穌。猶太⼈人此舉坐實了了他們是毒蛇的事實, 故今⽇日不認基督是永⽣生上帝的
兒⼦子的宗教, 如摩⾨門教, 耶和華⾒見見證⼈人等, 皆是基督眼中的毒蛇。

另⼀一⽅方⾯面, 猶太⺠民族長時研讀, 解釋, 遵⾏行行聖經, 然他們有聖經, 卻不知基督, 因此基督以毒蛇的
種類總結這個⺠民族。同理理可論, 凡教會發展⼀一段時間之後, 若若不顯出知基督之態, 講台講章未提
基督, 會眾不知基督, 這些教會亦是基督眼中的毒蛇, 所⾔言所⾏行行如蛇之毒液, 將⼈人致死。

⽣生死攸關的抉擇
我們若若探究猶太⼈人所為的⽬目的, 他們就是不讓耶穌損及既有的祭拜系統, 並且不讓羅⾺馬統治者
有任何出兵鎮壓他們的藉⼝口, 因此, 他們的⼼心在某⽅方⾯面來來說是為了了謀整個⺠民族的利利益。羅⾺馬皇
帝在他統治的地區被稱為主, 稱為神, 因此羅⾺馬皇帝統治的百姓不可稱在他以外的⼈人為主, 包括
猶太⼈人在內。猶太⼈人⽤用他們的⾎血和⽣生命換得他們可以在耶路路撒冷聖殿稱耶和華上帝為主, 這是
他們⾰革命贏得的⺠民族記憶與⺠民族驕傲。現在, 耶穌活⽣生⽣生地站在猶太⼈人⾯面前, 不僅要求他們稱
他為主, 甚⾄至命令他們以敬拜上帝的⼼心來來敬拜他。這等要求深深地觸及他們最敏感的神經, 在
羅⾺馬皇帝之外稱耶穌為主, 在聖殿之外稱耶穌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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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 猶太⼈人必須有個抉擇, 順服耶穌的命令, 或不。猶太⼈人稱耶穌為主會死, 是死在羅
⾺馬鐵蹄下, 立時被駐守在聖城的羅⾺馬集團軍處分; 猶太⼈人不稱耶穌為主也會死, 耶穌說:「你們若若
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約8:24b) 我提這事乃是要各位留留⼼心上帝在猶太⼈人⾝身上的這作
為, 就是要求屬祂的百姓必須做出抉擇, 且是在⽣生死攸關的處境下抉擇。

抉擇時並非處於真空狀狀態
然我們需知, 上帝要求猶太⼈人做出⽣生死抉擇時, 並不是讓他們處在真空中。舊約瑪拉基書3:1節
已記:「萬軍之主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路, 你們所尋求的主, 必忽然進入他的
殿, 立約的使者, 就是你們所仰慕的, 快要來來到。』」(注意紅字) 當這位主出現在猶太⼈人⾯面前時, 
他們深切認識到他的權柄,「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 因為他教訓他們, 正像有權柄的⼈人, 不像⽂文
⼠士。」(可1:22) 猶太⼈人也認識到耶穌所⾏行行的事是從上帝那裏來來的, 因尼哥底⺟母說:「拉比, 我們
知道你是由上帝那裏來來作師傅的, 因為你所⾏行行的神蹟, 若若沒有上帝同在, 無⼈人能⾏行行。」(約3:2) 尼
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 這話從他⼝口中說出, 份量量⾃自然不同。尼哥底⺟母之⾔言的意思是, 猶太⼈人系統
所產⽣生出來來的諸師傅不可能造就出像耶穌這樣的⼈人來來。耶穌說的話, 猶太師傅說不出來來; 耶穌
做的事, 猶太師傅做不出來來。

猶太⼈人亦認識到耶穌所⾏行行的神蹟是他們從未⾒見見過的, 其中最典型的例例⼦子就是耶穌將他的唾沫和
泥抹瞎⼦子的眼, 這位被耶穌開眼的瞎⼦子狠狠地教訓法利利賽⼈人, 說:「32從創世以來來, 未曾聽⾒見見有⼈人
把⽣生來來是瞎⼦子的眼睛開了了,33這⼈人若若不是從上帝來來的, 甚麼也不能作。」(約9:32-33) 這對充滿神
蹟歷史的猶太⺠民族來來說, 他們對耶穌所⾏行行神蹟的評價⾃自然與其他⼈人不同, 猶太⼈人沒⾒見見過, 其他⺠民
族⾃自然也沒⾒見見過。這也告訴我們, 今⽇日所謂的神蹟實在沒什什麼傳揚的價值。

基督給予猶太⼈人⾜足夠的時間
耶穌在猶太⼈人中間傳道三年年半, 這時間看起來來雖短, 但耶穌所說的話與所做的事的深度與廣度,  
⾜足夠給他們對耶穌做出正確的判斷。再加上他們⼿手握舊約聖經, 有專職的⽂文⼠士與法利利賽⼈人講解
聖經, 上帝已經給予耶穌時代的猶太⼈人充份的時間, 境遇, 以及資源,  他們屬靈的判斷⼒力力應是不
錯的, 在上述⽣生死抉擇上應是不費吹灰之⼒力力, 稱耶穌為主。我們都知道, 猶太⼈人卻選擇不稱耶穌
為主, 寧願服在羅⾺馬政權下, 過暫時安逸的⽣生活。

今⽇日的我們亦須做出抉擇
希伯來來書的作者說:「耶穌基督,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 是⼀一樣的。」(來來13:8) 基督昨⽇日要
求猶太⼈人做出抉擇, 今⽇日也必要求我們做出抉擇。上帝給了了活在⾃自由台灣的我們充份的資源, 
要什什麼, 有什什麼, 更更有著豐富的教會歷史寶藏。今⽇日是上帝與佛同等地位的時代, 我們信主後得
稱上帝為主, ⾃自然是個巨⼤大的轉變。然, 基督徒⾃自然地說「感謝神」, 卻不習慣說「感謝主」, 
故當我們稱耶穌為主, ⼝口中常感謝他時, 這⼜又是⽣生命另⼀一轉變。

不過, 我們須認清⼀一個事實, 就是我們並非在⽣生死交關的情況下(如回教地區與極權統治下)稱耶
穌為主, 因此, 我們尚未經歷試煉的過程, 在其中檢視⾃自⼰己信主的事。所以, 請⼤大家不要誤判⾃自
⼰己的屬靈狀狀態, 以為⾃自⼰己是有信⼼心的⼈人。基督徒信主前或還存留留中國⽂文化底蘊中之勤勤奮精神, 
但信主後卻不願做教會事, 要⽩白⽩白地領受恩典。那些只知在教會爭⾃自⼰己的權利利, 卻不⾒見見他在教
會裏任勞任怨付出的基督徒, 更更應該注意⾃自⼰己是否誤判了了⾃自⼰己的信仰狀狀態; 既不願做事, ⼜又不會
說道。

請⼤大家讀彼前1:5-7節,「5你們這因信蒙上帝能⼒力力保守的⼈人, 必能得著所豫備, 到末世要顯現的
救恩,6因此, 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 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7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就比
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金⼦子更更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我們雖不⾄至於經歷要命的選擇, 但上帝必試煉屬祂的⼈人, 依個⼈人的情況, ⾏行行作不同的試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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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談猶⼤大
⾄至於猶⼤大, 他不信基督的記號截然不同, 他的不信完全是個⼈人的, 私利利的, 悄然的。教會多不願
提猶⼤大的事, 若若提, 只不過說這⼈人賣主, 就完事了了, 好像猶⼤大與教會沒什什麼關係似的。猶⼤大是⽣生
活在基督⾝身邊的⾨門徒, 與其他⾨門徒⼀一樣, 親耳聽⾒見見, 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生命之道(約⼀一1:1), 但是
他的發展卻朝向地獄⽽而奔。我們也是活在基督⾯面前的⼈人, 我們真的肯定⾃自⼰己不會如猶⼤大嗎? 我
們若若比較猶太⼈人與猶⼤大的不信, 猶⼤大當是今⽇日教會與基督徒必須要注意到⼀一⾯面鏡⼦子, 因為沒有
教會敢公然否定基督, 今⽇日所有拒絕基督的⾏行行為都是隱然的。所以, ⼤大家要注意以下所論, 不要
讓⾃自⼰己在猶⼤大的任何⼀一項上有份。

我們⼼心裏必起的疑問
基督常以現在完成式語態來來啟⽰示他在地的⼯工作, 意謂著他完成了了⽗父在天上對他完成的⼯工作。那, 
耶穌揀選猶⼤大⼜又是怎麼⼀一回事? 無庸置疑地, 猶⼤大被耶穌納入所揀選的⼗十⼆二⾨門徒之列列, 耶穌揀選
猶⼤大時, 必知道這位⾨門徒必賣他, 因為基督知道⼈人⼼心裏所存的(約2:25b)。基督認識猶⼤大的性格, 
他知這個⼈人每⼀一⽅方⾯面皆可致他於死地, 使他的名譽受損, 居然被其核⼼心成員所賣, 但基督卻還是
揀選猶⼤大為核⼼心⾨門徒之⼀一。不僅如此, 基督亦知道猶⼤大的賊性(約12:6), 卻還分配猶⼤大管理理錢財, 
讓他帶著錢囊。上述種種皆超出我們理理解範圍, 在教會歷史中, 只有主基督敢做這樣的安排。

耶穌無能⼒力力乎?
基督揀選猶⼤大絕對不是要我們如此⾏行行, 也可以接納在教會中賣主, 且是⼀一個賊的⼈人。然, 基督畢
竟揀選了了猶⼤大, 因此我們當問, 如何準確知道基督在揀選猶⼤大事上給予我們的教訓? 我說「準
確」, 因為⼤大多數⼈人以為「主必像⼤大能者臨臨到, 祂的膀臂必為祂掌權」(賽40:10; 詩136:12; 
89:13a)的能⼒力力與掌權只對其他11位⾨門徒有效, 但對猶⼤大卻是沒有效果, 因為他無法救猶⼤大脫離
罪惡惡。魔⿁鬼於最後晚餐時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略⼈人猶⼤大⼼心裏(約13:2), 耶穌在
洗猶⼤大的腳之際, 也多次向猶⼤大指明他知道猶⼤大將要賣他的事, 難道耶的穌能⼒力力輸給魔⿁鬼, 沒法
阻⽌止魔⿁鬼進入猶⼤大的⼼心, 無⼒力力阻⽌止猶⼤大賣他, 好拯救這個墮落落的靈魂? 

這些問題或迴盪在某些基督徒⼼心中, 有些基督徒居然不明究理理地給猶⼤大擦脂抹粉, 認為猶⼤大在
基督救贖事上是有功的。這等⼈人的觀點是, 若若不是猶⼤大賣主, 耶穌就不會被抓, 不會受審, 不⾄至
於上⼗十字架, 耶穌因此就不會死; 耶穌不死, 我們就沒有救恩, 所以猶⼤大在賣主這件事應是有功
的, 他不應該滅亡。但我們若若問持這論點的這些⼈人, 他們是否願意在猶⼤大這功勞上有份, 個個必
噤聲不語; 可⾒見見, 他們認為的功不是功。況且, 猶⼤大是魔⿁鬼的英雄, 他⼜又怎可能屬基督?

基督揀選猶⼤大的⽤用意
那麼, 基督揀選猶⼤大的⽤用意是什什麼? 基督是教會的頭, 故發⽣生在基督⾝身上的每⼀一件事皆在建造他
的教會, 揀選猶⼤大為⾨門徒亦然。基督說:「差我來來者(即⽗父上帝)的意思就是, 祂所賜給我的, 叫我
⼀一個也不失落落, 在末⽇日卻叫他復活。」(約6:39) 因此, 基督揀選猶⼤大作為⼗十⼆二⾨門徒之⼀一乃是為教
會的好處, 為的是叫⽗父賜給基督的⼈人, 知道⾃自⼰己在基督⼿手中必不失落落, 且⼀一個都不失落落。

基督說:「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來, 到我這裏來來的, 我總不丟棄他。」(約6:37) 請⼤大家
注意「必到」⼀一詞, 因猶⼤大的不必到, 所以猶⼤大絕對不是⽗父賜給基督的⼈人。因著猶⼤大的存在, 使
我們知若若不是主的恩典, 我們則不可能必到基督那裏去。我們這些有基督所賜的聖與⽣生命的⼈人, 
就擁有準確的屬靈判斷⼒力力, 以猶⼤大為鑑, 不將⾃自⼰己落落入猶⼤大的光景中。

雅各與猶⼤大
雅各與基督摔⾓角, 雅各得了了勝, 基督卻有意地摸雅各的⼤大腿窩(參參創32:24-30); 猶⼤大與基督摔⾓角, 
猶⼤大得了了勝, 基督卻無意再對猶⼤大做些什什麼, 對他說:「你所作的, 快作罷!」。這給予我們怎樣
的啟發? 我們不可對主基督開玩笑, 可順服主時, 當快快順服之, 因為我們不知基督願意摸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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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基督要猶⼤大快作他要做的事, 這個快字顯明基督已經不願意猶⼤大留留在他⾝身邊, 這也告訴我
們, 基督已不願教會的猶⼤大們再聽得他的道。那些⾃自以為基督摸了了他⼤大腿筋的⼈人, ⼝口中卻不⾒見見
證基督, 這是⽭矛盾不合的。

教訓⼀一: 聖靈知道我們每⼀一個跟隨主耶穌基督的⼼心思
⾸首先, 我要⼤大家注意到約翰寫猶⼤大的兩兩節經⽂文,「他(猶⼤大)說這話, 並不是掛念念窮⼈人, 乃因他是個
賊, ⼜又帶著錢囊, 常取其中所存的。...喫晚飯的時候, 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
略略⼈人猶⼤大⼼心裏。」(約12:6;13:2) 掛念念與⼼心裏是內⼼心的動作, 約翰不可能知猶⼤大內⼼心的變化, 然
聖靈上帝卻知之, 將之啟⽰示給約翰, 約翰遂寫之。彼得對亞拿尼亞與撒非夫婦對賣⽥田產所得價
銀的處理理不當, 直說他們被撒但充滿了了⼼心, 正在「欺哄聖靈」(徒5:1-5)。

這告訴我們, 聖靈上帝深知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運轉的意念念, 說任何⼀一句句話的背後動機, 對基督
是否是「⽤用嘴唇尊敬我, ⼼心卻遠離我。」(太15:8) 需注意, 教會歷史雖不⾒見見再度發⽣生亞拿尼亞之
仆倒, 斷了了氣之事, 但屬亞拿尼亞類的基督徒離開基督, 卻是常常看⾒見見, 不間斷的事實。

3/25主⽇日將繼續其他關乎猶⼤大給我們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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