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四⽉22⽇ 

基督與猶⼤ (六)  - 回頭的彼得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2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13:2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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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路加福⾳音22:31-32節:「31主⼜又說:『⻄西⾨門! ⻄西⾨門! 撒但想要得著你們, 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32但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了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

前⾔言

Rev. Donald Grey Barnhouse⾔言
Rev. Barnhouse (1895-1960)說, 被撒但攻佔的教會的情形如下: ⼈人彬彬有禮, 彼此幫補, 顯出
相當的愛⼼心, 每個禮拜天也⼀一定會到教會參參加主⽇日崇拜, 也會熱⼼心於教會事奉, 但是, 教會卻沒
有基督與他⼗十架救贖的信息。⼈人數增長最快的教會是基督教媒體最喜歡報導的教會, 然這樣教
會的講台已經不講基督⼗十架了了。教會或基督徒⼀一旦上了了媒體, 他們更更是迅速地遠離基督⼗十架。

Geerhardus Johannes Vos (魏司道)⾔言
Geerhardus J. Vos (魏司道, 1862-1949)說:「傳道⼈人絕對不能因爲會眾不愛聽教義的道, 就在
講道上妥協, 這是⼀一種試探, 然絕⼤大多數傳道⼈人卻妥協了了, 落落在這試探中, 把教義性的講道丟在
⼀一邊。傳道⼈人如果為了了迎合⼀一般⼈人⼼心理理⽽而忽視教義, 只教導靈修和實際⽣生活上的應⽤用, 終將發
現得不償失。」Vos繼續說:「主的僕⼈人的責任和使命是從上帝得來來的, 並非從會眾得來來的。」

教訓⼆二: 魔⿁鬼既與耶穌同在, 也就與教會同在 (續上週, 第三講)
在事事忙, ⽣生活⾃自顧不暇的今⽇日, 基督徒認為講道內容只要告訴我怎麼做, 我只要照著做, 只要
有基督徒的樣⼦子就好了了。然, 基督頒布的命令是, 要彼得被撒但篩了了⽽而回頭之後, 當堅固他的弟
兄。牧師傳道與教會領袖必須先遵守這命令, 他的回頭轉變⽽而歸主才能有效的堅固他的弟兄。
我們舉保羅為例例, 這基督親⾃自呼召的神為傳道, 被撒但篩時與篩過後的⽣生命態度呈現180度的轉
變。這位曾立志要榮耀上帝, 想要打垮基督教的⼈人, 歸主之後卻成為主基督的⼀一名勇⼠士戰將。

是不是每位牧師傳道與教會領袖⼀一定會經歷撒但篩的過程? 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基督徒認識基
督都剛開始都是不確的, 無⼀一例例外, 包括與基督⼀一同⽣生活的⾨門徒在內。何謂「回頭」? 上帝的寶
座永立於天,「在祂並沒有改變, 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1:17b), 詩⼈人說, 惟有上帝是永不改變
的(詩102:27)。上帝並未離開⼈人, 乃是⼈人離開上帝, ⽽而⼈人離開上帝乃是將他的頭反轉, 離開主的
寶座, ⾃自⾏行行其是。因此, 回頭就是我們的頭回轉, ⾯面向著主的寶座。須知, 我們可以回頭以⾯面對
主的寶座, 叫我們因此不⾄至於失了了信⼼心, 這乃是基督為我們祈求的結果。今⽇日我們談寶座, 當看
⾒見見主坐在寶座上, 但卻不是如以賽亞之「禍哉! 我滅亡了了」的反應, 因我們不再是嘴唇不潔的⼈人, 
也不是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賽6:5)。

請⼤大家注意, 我們不得錯解希伯來來書2:17節的「他(基督)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以為基督也
與我們⼀一樣, 曾被撒但篩過。不, 基督說這世界的王「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約14:30b), 基督
不會落落入魔⿁鬼的試探中, 連⼀一毫秒都不可能。耶穌⽢甘願受魔⿁鬼試探, 其中原因乃告訴我們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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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會試探教會, 且會⼀一直試探教會, 直到基督再來來時。這樣, 希伯來來書2:17節的「凡事」是有
限度的凡事, 這凡事就不包括基督有犯罪的可能。

真理理知識與宗教意識的剝離
魔⿁鬼採釜底抽薪的⽅方式來來試探我們, 使我們脫離⽣生命的根源, 離開基督。因著今天的世界的神
(即社會風氣)與其他時代不同之故, 魔⿁鬼試探今⽇日教會的⼿手法亦與其他時代不同。Francis A. 
Schaeffer (薛華, 1912-1984) 研究過去教會與世界的關係發現, 世界流⾏行行怎樣的思想, 50年年後
教會就流⾏行行那樣的思想。唯加爾⽂文例例外, 他比康德更更早認定⼈人理理性上的限制。不過, 今⽇日教會
跟上世界思潮的時間差似乎越來來越短, 那個⼈人⾃自主(autonomy)現象已明顯發⽣生在基督徒⾝身上。

今⽇日基督徒已全然⾃自主, ⾃自⼰己決定是否接受真理理知識, ⼼心中已不認為聖經真理理知識是他絕對必
須知的; 即便便承認當知真理理知識, 然卻將真理理知識降格, 與其他知識放在同⼀一⽔水平, 看真理理知識
不過是他知識庫的⼀一部份⽽而已。基督徒稱週⽇日的聚會為主⽇日崇拜, 在其間進⾏行行宗教性的活動如
唱詩、敬拜、禱告等, 但基督徒卻不絕對相信真理理知識, 這是⽭矛盾的⽣生命態度。基督徒將真理理
知識與宗教意識剝離開來來, 將知識與靈性分離的態度, 正是中了了魔⿁鬼的詭計。 

試問, 我們現在讀聖經是否已無悸動之感? 我們是否已沒有因讀懂聖經⽽而⽣生雀躍之情? 若若有⼈人
問我們最喜愛那段聖經, 我們是否可以與這⼈人侃侃⽽而談這段聖經? 或者, 若若有⼈人問我們們⼼心中盼
望的緣由, 我們是否因常作準備之故, 可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3:15)? 我們將以上對
個⼈人之問擴及到對教會之問, 更更可看出知識與靈性嚴重分離的現象。

基督的反問句句
我們被撒但篩乃⼀一常態性的事, 基督⽤用了了⼀一種獨特的引導⽅方法來來喚醒我們沈沈睡的⼼心, 他⽤用反問
句句讓我們看清楚⾃自⼰己處在錯誤中。基督反問句句的威⼒力力是強⼤大的, ⼀一句句即可擊垮⼈人的整個錯誤系
統。基督的反問句句總是先向領袖發出, 他對亞當問說:「你在那裏?」對以利利亞問說:「以利利亞啊! 
你在這裏做甚麼?」(王上19:9,13) 對保羅問說:「掃羅! 掃羅! 你為甚麼逼迫我?」對⾨門徒問說:
「你們說我是誰?」亦問⾨門徒:「誰是忠⼼心有⾒見見識的僕⼈人, 為主⼈人所派, 管理理家裏的⼈人, 按時分糧
給他們呢?」(太24:45) 

我們必須要回應基督的反問句句, 尤其是教會領袖
以上這些反問句句對每個世代的教會領袖皆適⽤用, 如亞當的「你在那裏?」他應該站在上帝的⾯面
前, 但卻藏在園裏的樹⽊木中, 上帝之問乃是要亞當認清他已經背叛了了他被造的位份。教會領袖
的位份當傳耶穌基督, 在基督⾯面前隱藏了了呼召, 所為不在他的位份上。其他反問句句亦可如是推
理理⽽而論。

當基督向基督徒發出這樣的反問句句時, 即成為基督徒⽣生命的轉折契機。請看保羅, 當他⼀一聽到
基督的責問:「掃羅! 掃羅! 你為甚麼逼迫我?」他⾺馬上回應說:「主阿!」(參參徒9:5a) 基督已經明
⽰示我們, 千萬不要輕慢他的反問句句, 因回應與否, 結局將是永刑與永⽣生之別,「(不作在我這弟兄
中⼀一個最⼩小的⾝身上的)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 那些(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的)義⼈人要往
永⽣生裏去。」(太25:46) 基督對那些正⾯面回應他(反問句句)的傳道⼈人, 他再來來時, 將得著他直述肯
定的稱讚與表揚,「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理, 
可以進來來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25:21,23) 相反地, 那些不回應基督之反問的傳道⼈人, 基督對
即評出「你這⼜又惡惡⼜又懶懶的僕⼈人」的責備語(太25:26a)。請注意, 我們在世時回應主的反問, 甚於
將來來親耳聽到主如此反問。

⼜又惡惡⼜又懶懶
何謂惡惡? 就是該傳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林前2:2b), 該講真理理的道時, 卻講其他閒話,「凡⼈人所
說的閒話, 當審判的⽇日⼦子, 必要句句句句供出來來。」(太12:36b)。何謂懶懶? 明知⾃自⼰己論真理理的道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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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能, 卻還在懶懶在原地, 不起⾝身想盡辦法請教有真理理之道的⼈人。這想來來真是可怕, 牧師奉獻⼀一
⽣生為傳道, 卻得不著主的肯定, 以⼀一句句話否定⼀一⽣生所為, 帶著「⼜又惡惡⼜又懶懶」的評語在⿊黑暗中不斷
哀哭切⿒齒, 永遠活在這反問句句的悔悔恨裏。請聽基督另⼀一句句關乎惡惡僕的話,「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
善, 就發出善來來; 惡惡⼈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惡, 就發出惡惡來來。」(太12:35)

今⽇日教會的遇⾒見見神, 聽⾒見見神的聲⾳音等營會⽅方興未艾, 舉辦這樣營會的教會領袖難道不是⼜又惡惡⼜又
懶懶的僕⼈人? 為惡惡, 因凡參參加這些營會且⾃自認遇⾒見見神的基督徒, 沒有⼀一個如保羅對主的回應, 反⽽而
個個離基督⼗十架越來來越遠, 甚⾄至根本不提不碰; 為懶懶, 因會眾當從他們⼝口中聽到上帝啟⽰示的解釋, 
但卻以這樣的營會逃避⾃自⼰己的責任。牧師傳道以六天甚⾄至更更長的時間準備主⽇日不到⼀一⼩小時的講
章, 結果如何? 若若其中無真理理的道, 豈豈不坐實了了⼜又惡惡⼜又懶懶之態?

基督的智慧: 由回頭的彼得來來堅固弟兄
基督要彼得回頭以後, 要堅固他的弟兄, 基督⼝口中的弟兄指的是其他⼗十位⾨門徒。彼得的地位是
12使徒之⾸首, 彼得⾃自豪於這地位, 曾多次代表其他⾨門徒發⾔言。彼得帶著為⾸首之傲, 在最後晚餐時
極⼒力力地證明他對主的忠⼼心, 說:「我願意為你捨命。」(約13:37b)「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 
我卻永不跌倒。」(太26:33)「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 也總不能不認你。」(可14:31)「主阿! 我
就是同你下監, 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路路22:33) 

四卷福⾳音寫彼得說的話不盡相同, 彼得或連續重複說了了四次來來強調他的忠貞與堅定不移的⼼心。
但時候⼀一到, 彼得所為卻是⼤大相徑庭, 立⾺馬從英雄變成狗熊, 從獅⼦子變成老鼠, 在公開場合三次
不認主。試想, 若若你是彼得, 豈豈不在其他⾨門徒⾯面前羞愧不已, 連頭都抬不起來來? 美國⽢甘迺迪總統
遇刺刺時, 那貼⾝身侍衛未能即時擋住暗殺者的第⼆二顆⼦子彈, 他之後想起這事便便懊悔悔不已, 酗酒成癮, 
過完餘⽣生。

我們知道這⽢甘迺迪總統侍衛的故事, 當想想⾃自⼰己, 是否走過⼀一⽣生因未盡之責⽽而搥胸懊悔悔? 牧師傳
道之責就是傳真理理之道, 如保羅之⾔言,「我曾定了了主意,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林林前2:2), 這是⼀一個回頭的牧師傳道的記號。基督徒之責就是要知道真理理之道, 
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若若基督徒未盡這當盡之責, 有機會傳的時候不傳, 有機會聽的時
候不聽, 有機會知的時候不去知, 將來來必會悔悔恨⾃自⼰己為何不傳不聽不知, 屆時任何搥胸懊悔悔都於
事無補。那侍衛還有酒精可以來來⿇麻痺並慰藉⾃自⼰己, 我們將來來什什麼都沒有。

彼得之愛
彼得是眾⾨門徒中被魔⿁鬼篩的最嚴重的⼀一位, 他在關鍵時刻掉鍊鍊⼦子, 退縮了了, 因此彼得實在沒有什什
麼臉⾯面再站在其他弟兄當中, 然耶穌卻要這樣的彼得回頭以後, 來來堅固他的弟兄, 這⼜又是基督的
創舉。這其中道理理沒有別的, 彼得知道被魔⿁鬼篩時的⼈人的痛苦, 故彼得堅固弟兄的⼼心與愛是真
切的, 他看受魔⿁鬼篩的弟兄要使他回轉的⼼心是迫切的。也就是說, (回頭的)彼得將是⼀一個有⼼心有
愛的傳道⼈人, ⽽而不是以⾏行行禮如儀的態度來來履⾏行行他責任的傳道⼈人。基督三次問彼得,「你愛我
嗎?」基督也三次要彼得餵養他的⽺羊。彼得爾後將主基督這三問與他(被撒但篩後)的回頭聯聯想
在⼀一起, 更更是加深了了他對主基督與弟兄們的愛的深度與強度。

傳道者的榮耀
請⼤大家讀申命記32:9-11節:「9主的分本是祂的百姓, 祂的產業本是雅各。10主遇⾒見見他在曠野荒
涼野獸吼叫之地, 就環繞他, 看顧他, 保護他, 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11⼜又如鷹攪動巢窩, 在雛鷹以
上兩兩翅搧展, 接取雛鷹, 背在兩兩翼之上。」上帝將申命記祂這作為交給基督所設立的傳道去做, 
神為傳道的榮耀即在此。因此, 傳道者⾝身上肩負的責任比世上任何職位更更重, 因為他們要直接
向上帝匯報他所做的事。這樣的傳道必有猶⼤大書22,23節說的⼼心性,「22有些⼈人存疑⼼心, 你們要
憐憫他們; 23a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來, 搭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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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我以已故⻄西敏神學院院長Edmund P. Clowney (1917-2005)說的話來來結束今天的講道, 他
說:「在上帝話語上服事的⼈人如同神國的書吏吏(scribe), 帶來來新約與舊約的寶藏。每個⼯工作者都
有賞賜, ⽽而傳講上帝話語的⼯工作者的賞賜就是全⾯面性地傳講耶穌基督。」他⼜又說:「你⼿手所做的
⼯工, 脚掌所踏之地, 你在耶稣基督裏的服事, 這⼀一切都是基督賞賜給你的屬靈恩賜。上帝的恩典
如同教堂建築中雄偉的彩⾊色窗户, 每個基督徒則似⼀一片片鑲嵌著寶⽯石的玻璃, 上帝的恩典透過
它們, 閃耀出⼀一束束美妙絕輪輪的深红翡翠和寶⽯石藍藍, ⾊色彩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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