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四⽉29⽇ 

基督與猶⼤ (七) - 給基督徒的命令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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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訓⼆二: 魔⿁鬼既與耶穌同在, 也就與教會同在 (續上週, 第四講)
我們當正⾯面看待上帝的試煉與魔⿁鬼的篩
上帝對(代表⼈人類之)⾸首先的亞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試煉他, 上帝對(代表教會之)末後的亞當所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導他受魔⿁鬼的試探。上帝試煉我們的動機是良善的, 為使我們得⽣生命; 魔
⿁鬼試探我們的動機是邪惡惡的, 為使我們離開⽣生命。上帝是活的, 撒但也是活的, 所以上帝的試煉
與魔⿁鬼的試探並非紙上談兵, 說說⽽而已, ⽽而是實實在在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 我們屬主的基督
徒當認真⾯面對之。

已故⻄西敏神學院院長Edmund P. Clowney (1917-2005)說:「我們不該為試煉⽽而感到驚恐, 甚⾄至
因此懷疑上帝的信實, 反⽽而應當為上帝試煉的臨臨到⽽而感到歡喜, 因為上帝試煉我們為要增強我
們對祂的信靠, 使我們不致失了了信⼼心。不停的試煉使我們不停地信靠上帝, 去除我們那虛假的
⾃自信, 來來到救主基督⾯面前。」

是的, 上帝的試煉使屬主的基督徒越來來越信靠主, 不屬主的基督徒⼀一遇到試煉則是快跑遠離主。
我們從彼得與猶⼤大⾝身上看到試煉強度的區別, 那屬主的所受試煉的強度比不屬主的要來來得更更重, 
屬主的看到妥協者的離去, 卻依然堅定信仰。屬主的基督徒必須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量, 妥協者
如同⼩小孩⼦子, 中了了⼈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異異教之風搖動, 飄來來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異端
(弗4:14)。

基督真⼼心對待他的朋友
基督明⽰示彼得魔⿁鬼的事, 說魔⿁鬼將要篩他, 但卻不告訴猶⼤大有關魔⿁鬼的事。基督明⽰示屬他的⼈人
正如他明⽰示亞伯拉罕和摩⻄西⼀一樣。主說亞伯拉罕是祂的朋友(賽41:8), 那主對朋友做什什麼事? 
祂說:「我所要做的事(即毀滅所多瑪和蛾摩拉)豈豈可瞞著亞伯拉罕呢?」(創18:17) 聖經亦記摩⻄西
是主的朋友, 出埃及記33:11節記:「主與摩⻄西⾯面對⾯面說話, 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上帝與摩
⻄西說話就是將祂的⼼心意曉知摩⻄西。(我知道⼤大家不會犯靈恩派的錯誤, 但還是要提醒各位, 千萬
不可說「神告訴我」之類的話。)

基督如何對待亞伯拉罕和摩⻄西, 也同樣地對待我們, 對我們不隱瞞他要做的事。朋友是我們與
基督諸關係中的⼀一種, 然需注意, 我們這與主之朋友關係不得違背其他我們與主的關係, 如主僕
關係, 創造者與受造者關係等。基督是賜恩者, 我們是蒙恩者, ⽽而基督的真必賜給他的朋友最好
的東⻄西, 且這東⻄西是這朋友最需要的。與世上有錢⼈人作朋友卻難⾒見見他們的真, 但充滿萬有者的
基督卻不是如此。基督說:「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天⽗父, 豈豈不更更將聖靈
給求他的⼈人麼?」(路路11:13) 天⽗父將最好的賜給祂的兒女, 與⽗父原為⼀一的基督當然也會把最好的
賜給他的朋友。那, 什什麼是基督賜給我們最好的, 使我們可以與他永遠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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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把最好的賜給他的朋友
基督說:「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纔⽤用得著。...我來來, 本不是召義⼈人, 乃是召罪⼈人。」(太
9:12a,13b) 基督看我們不是康健的⼈人, 亦不是義⼈人, 即基督看我們是有病的, 且是罪⼈人。我們當
認識到基督對我們這看, 亦當認識到基督的真與對我們那無盡的愛, 知道基督對有病的朋友必
然賜他最好的, 好使他的病可以得醫治。我們愛兒女, 丈夫愛妻⼦子, 當他們在病痛中時, 必然竭
⼼心盡⼒力力地給他們最好的藥, 最想吃的食物。

基督啟⽰示我們的真理理與頒賜給我們的命令皆與我們有益, 可以康健義⼈人的⾝身板與他同⾏行行, ⽽而我
們對主基督的回應則是相信這真理理與命令, 起⾝身⾏行行之。基督要彼得回頭以後, 要堅固他的弟兄, 
因此作為堅固⼈人的教會領袖, 若若不以最好的來來堅固弟兄,  難說他有基督耶穌的⼼心(腓2:5)。基督
對彼得說:「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了信⼼心。」這「不⾄至於失了了信⼼心」指的是不⾄至於失
了了對基督的信⼼心, 若若牧師傳道不以最好的(基督)來來堅固弟兄, 那麼, 基督對彼得說的這話就不是
對他說的。

使徒與先知⾝身上難堪的記號
彼得作為⼀一個堅固者, ⾝身上卻帶著不認主的記號; 保羅作為⼀一個堅固者, ⾝身上帶著曾逼迫他的弟
兄的記號; 摩⻄西作為⼀一個堅固者, ⾝身上帶有殺⼈人的記號(出2:14), 使徒與先知⾝身上的這些記號不
是榮耀的, ⽽而是羞辱的, 且是極其羞辱的記號。寫利利未記的摩⻄西寫下上帝的教訓,「我是把你們
從埃及地領出來來的主, 要作你們的上帝, 所以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利利11:45) 寫彼
得前書的彼得, 說:「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 因為我是聖潔的。』」 (彼前1:16) 看上帝這
⾔言, 再看看這些使徒與先知的不名譽記號, 我們要問, 他們那來來的動⼒力力得以⼀一⽣生做上帝的事, 且
是屬靈的事? 當有⼈人不服他們的教訓時, 挑釁他們這些不名譽的過往, 他們教訓⼈人的⼒力力道豈豈不減
緩? ⼈人皆有羞恥⼼心與榮譽感, ⾼高⾃自尊⼼心的⼈人對他們難堪的過往絕不會輕易易釋懷。再者, 被堅固者
本⾝身看到堅固者的這些記號, 那會願意被他們堅固? 

將⾃自⼰己的羞辱歸入基督的羞辱
這問的答案是, 使徒與先知他們看基督在⼗十架上的羞辱比他們⾝身上的羞辱要⼤大上億萬倍, 因此, 
當他們的羞辱歸入基督的羞辱時, 基督受的羞辱變成為他們作主⼯工之動⼒力力的來來源。做世上事的
動⼒力力來來源在於績效, 成果, 酬賞, 這樣的⼈人做起事來來是越做越有勁。基督徒做世上事當然也要拼
有成績, 不得怠慢, 但基督徒作主⼯工的動⼒力力來來源卻是基督的死。我們無論是因⾃自⼰己餘罪⽽而得的
羞辱, 或是因魔⿁鬼的篩⽽而有的羞辱, 或是因作主⼯工⽽而來來的羞辱(來來11:26), 我們只要沾有這些羞辱
⾜足以讓我們氣餒, 裹⾜足不前, 但當我們認識到這些羞辱根本不能比擬基督的羞辱, 無法與之相提
並論時, 我們便便從基督的羞辱中得了了向前⾏行行的⽣生命動⼒力力。彼得說:「11論到這救恩, 那豫先說你
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12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靈, 豫先證明基督受苦
難, 後來來得榮耀, 是指著甚麼時候, 並怎樣的時候。」(彼前1:11,12)(注意紅字)

現在⼤大家知道, 基督賜他朋友最好的就是他的⼗十架, 這得以與他永永遠遠做朋友的⼗十架。所以, 
⼀一個沒有基督⼗十架信息的傳道⼈人, 縱使他滿腹經綸, 學富五⾞車車, 可以侃侃⽽而談, 然他不過是⼀一個
活死⼈人, 看起來來⽣生龍活虎, 但卻是死的。有豐富的聖經真理理知識是服事主的必要條件, 但若若沒有
基督⼗十架作為服事主的充分條件, 那牧師傳道到頭來來必以教書匠的⼼心態⾏行行教導事。相對地, 傳
講基督的死的信息的傳道⼈人, ⼝口中雖⾔言死, 卻是永活之⼈人。

末後的景況
基督曾提到⼀一個詞與⼀一個比喻, 那詞是「末後的景況」(太12:45; 路路11:26), 那比喻是麥⼦子和稗
⼦子, 這兩兩個教訓皆牽涉到時間。時間是每⼀一個⼈人的資產, 基督徒在時間的脈動中⽽而經歷上帝, 姑
且不論那經歷是與上帝, 還是與主耶穌基督, 或是與聖靈, 每⼀一個基督徒必可對⾃自⼰己這⽅方⾯面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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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說上⼀一⼆二; 基督徒個個皆宣稱⾃自⼰己是有與上帝經歷的⼈人。然基督這詞與這比喻卻明說著, 看
⼀一個⼈人不是看當下的他, ⽽而是看末後的他。

在此順便便提⼀一事, 堅固者當知神學不是⼀一般學問, 世上學問可分科求之, 專精某科者對其他科⽬目
⼀一竅不通。但神學卻不能如此, 傳道⼈人必須知曉系統神學每⼀一課⽬目, 沒有所謂的三位⼀一體論專
家, 神論專家, 聖靈論專家, 基督論專家。有時⾒見見牧師資歷寫著新約博⼠士或舊約博⼠士, 此等將學
位架乎神學之上之舉, 容易易使會眾以為那牧師僅是新約專⾨門, 或是舊約專⾨門, 因此對舊約有疑難
的⼈人不會去找新約博⼠士牧師, 對新約有疑難的⼈人不會去找舊約博⼠士牧師, 這樣的牧師難⾏行行堅固
之責。 

給基督徒的命令
基督說:「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基督這道命令不僅給⾝身為群⾸首的(彼得), 也是給所
有基督徒, 因為魔⿁鬼要逼死的對象是所有信基督的⼈人。依主基督這命令, 所有基督徒都當知道
⾃自⼰己需要被堅固, 且知道堅固他的⼈人必須是遵守這命令⽽而回頭的⼈人。「我需要被堅固」與今⽇日
世風顯得格格不入, 今⽇日世風是, 錯都是別⼈人的錯, 我未達標是那標準太⾼高, 從未檢討⾃自⼰己努⼒力力
不⾜足。基督徒受這世界的神的影響, 當然不願做被堅固者, 然屬主的⼀一定遵守主的命令, 樂意被
堅固者堅固。

基督這句句話⾔言及「你」與「你的弟兄」, 這即清楚指明教會的實際。基督⼜又說:「無論在那裏, 
有兩兩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18:20) 因此, 奉主名的聚會, 即便便是
兩兩三個基督徒, 其中必然有堅固者與被堅固者。因此, 基督徒無論在那裏聚會, 其性質就不該是
社團型, 彼此聊聊近況, 或是(對經⽂文)採你有什什麼看法, 他有什什麼看法, 互相分享⽅方式進⾏行行。基督
徒的聚會是奉主名的聚會, 故聚會完後應當有所獲, 且是明⽩白經⽂文精意之獲。

請⼤大家不要輕看這奉主名聚會的事。我請問各位, 若若我們集⼀一⽣生所說的每⼀一句句話成冊, 那些話
可以存於天? 那些話不隨時代的改變⽽而變得無意義?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可不再以吃喝嫁娶為重, 
不再關⼼心吃什什麼, 喝什什麼, 穿什什麼, 我們乃以⼝口中的⾔言語成分來來印證我們與永恆界連結的事實。
因此, 我們在每次聚會時就該好好把握機會, 以⾃自⼰己的悟性, ⾃自⼰己的語辭來來講說聖經, 並實在講
述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第三天復活。

教會當有堅固者和被堅固者, 兩兩者缺⼀一不可。上⾏行行之詩寫說:「⼈人對我說:『我們往主的殿去』, 
我就歡喜。」(詩122:1)(注意紅字) 那些來來⾃自各地上⾏行行⾄至聖殿的猶太⼈人, 在崎嶇不平, 艱苦難⾏行行
的道路路上彼此相互扶持, 有⼈人跌倒了了, 助他爬起來來, 有⼈人覺得這樣的顛頗上⾏行行沒有意義了了, 開導
他的⼼心。

所以, 弟兄(姐妹)與弟兄(姐妹)之間互動的⽬目的在於堅固。因著基督在基督徒聚會中間, ⼜又因著
堅固者曾有被撒但篩離⽽而基督⼗十架, 但後回頭的經歷, 故堅固者和被堅固者兩兩者關係的維繫需
要依靠基督⼗十架; 堅固者因經歷基督⼗十架, 故可明⾔言之。教會必有事⼯工, 或有異異象, 甚⾄至可能有
⾰革命情感, 這些外在因素或可凝聚彼此於⼀一時, 然卻無法維繫關係到永遠。與我同開創教會的
兩兩家庭, 因聽不進基督⼗十架的事, ⾃自覺有功於教會, 當教會作為不合其意時便便率然離開教會。

在此還需提醒⼀一事, 承繼改⾰革宗, 歸正信仰的基督徒當特別注意此事, 若若無基督⼗十架作為彼此團
契的根本, 必在知識上的多寡彼此爭競。若若有, 正是中了了魔⿁鬼的詭計, 因離開了了基督⼗十架。

聽了了道卻拒絕被堅固
堅固者乃以道來來堅固他的弟兄, 被堅固者若若不共振回應, 想的還是⾃自⼰己的事, 要堅固者滿⾜足之, 
那必受主嚴厲的責備。有⼀一次, 基督對幾萬⼈人講道(參參路路加福⾳音第12章), 當講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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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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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當說的話。」(路路12:11,12) 突然有⼀一個⼈人聽了了這話就對耶穌岔出⼀一個要求,「夫⼦子! 請你吩
咐我的兄長和我分開家業。」(路路12:13) 請注意, 這⼈人實在認真聽耶穌的佈道, 他不僅認真, ⽽而
且還聽得懂耶穌說的, 知道耶穌與聖靈有相同的權能, 但是他的⼼心還是以世上事為重。耶穌的
「你這個⼈人, 誰立我作你們斷事的官, 給你們分家業呢?」(路路12:14) 給予這⼈人⼀一記當頭棒喝。
(註: 這段聖經前⼀一節寫的是聖靈指教, 後⼀一節寫的是耶穌吩咐, 這乃是要我們平常不得放棄思想
悟性功能, 以為因聖靈指教, 到時候橋頭⼀一定⾃自然會直。)

聽了了道卻拒絕被堅固
是使徒的弟兄的, 他⼀一定也會回頭。保羅雄才⼤大略略, ⾃自信滿滿, ⽽而彼得不認主之後卻是羞愧異異常, 
⾃自信全無, 基督卻可以使這兩兩種極端經歷的⼈人回頭, 這告訴我我們, 凡上帝所賜給基督的⼈人, 基
督必能使屬他的⼈人, 個個都能回頭, ⼀一個也不失落落。所以, 我們當看⾃自⼰己是否是回頭的⼈人, ⽽而不
是單單⽤用嘴唇表⽰示之。今⽇日基督徒很喜歡⽤用「揀選」來來⾃自我安慰, 然他僅嘴唇提基督, 他的信
息裏沒有基督。若若我們還是背對著主的寶座, ⼝口說揀選, 要知道彼得三次否認主之後, 被主淡淡
地⼀一看(路路22:61a), 他是如何地出去痛哭(路路22:62)。請注意, 這「他就出去痛哭」是路路加福⾳音中
的⼀一節聖經, 可⾒見見嘴唇認信對基督徒的殺傷⼒力力。倘若若基督徒⼀一⽣生參參加教會活動, 但始終沒有回
頭, 那就表⽰示基督從來來沒有在他⾝身上⼯工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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