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五⽉6⽇ 

基督與猶⼤ (八) - 給基督徒的命令 (續)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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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講)
給基督徒的命令(續)
基督對彼得說:「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教會必須執⾏行行基督這道命令。

上週我講到因著基督的應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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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名的聚會, ⼈人數無論多少, 少⾄至兩兩三個⼈人, 多⾄至其他數, 因基督上述ㄨ命令之
故, 其中必須要有堅固者與被堅固者。我需對此再講解清楚, 因為今⽇日教會受到所謂⼩小組教會
的影響, 使得基督徒聚會時多採分享⽅方式,  以致基督徒沒有需要被堅固的意識。

⼩小組教會之害
⼩小組教會模式帶給台灣教會極為負⾯面的影響, ⾄至今已淪淪落落到不願談信仰, 不敢談立場的地步。
每年年復活節各地的聯聯合崇拜已經發展到重聯聯合, 不重基督復活的佈道, 就是明證。為了了聯聯合之
故, 就不得堅持⾃自⼰己教會立場, 凡提出當以基督復活為主題的牧師, 就被視為異異類, 是破壞教會
聯聯合的禍⾸首。久⽽而久之, 教會為了了在地的和氣, 也就援過去之例例⽽而⾏行行。牧師活在教會界中, 誰都
不願在這個圈⼦子裏被視為不合群的⼈人。

基督說:「22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 主阿! 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鬼, 奉
你的名⾏行行許多異異能麼?23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來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惡的⼈人, 離開
我去罷!』」(太7:22,23) 沒有⼀一個傳道⼈人或基督徒不懼怕基督講的這句句話, 然基督徒明明知道
不要落落在這懼怕中, 但奉主名聚會時卻⼜又不按著主的命令去做, 終究還是逃不過這懼怕。⼩小組
教會看著⼈人數加增, 並建起會堂來來, 早已不在意基督這句句話了了。基督責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
利利賽⼈人說:「你們走遍洋海海陸地, 勾引⼀一個⼈人入教, 既入了了教, 卻使他作地獄之⼦子, 比你們還加
倍。」(太23:15)

基督徒之忘
基督徒以為⾃自⼰己已經得救了了, 就忘掉兩兩個基本事實: ⼀一⽅方⾯面, 忘記了了我們是有病的, 是罪⼈人的事
實(太9:12a,13b), 任何風吹草動均使我們容易易受驚嚇, 世上事是如此, 屬靈的事更更是如此, 最近
的「耶穌⼤大於宗教」之說, 這個否定耶穌是上帝的標語就讓基督徒不知所措。另⼀一⽅方⾯面, 忘記
了了⾃自⼰己內⼼心其實是⼀一座堅固的營壘壘, 常常⾃自⾼高的事實(參參林林後10:4,5), 較易易且快地接受異異端教訓
甚於接受正統教訓, 上帝對摩⻄西說:「你當知道, 主你上帝將這美地賜你為業, 並不是因你的義, 
你本是硬著頸項的百姓。」(申9:6) 因此, 要使這樣既⾃自⾼高⼜又硬著頸項的我們回頭, 就必須要有
個堅固者來來堅固我們, 這⼈人既能安慰我們驚嚇的⼼心, ⼜又能使我們所有的⼼心意奪回, 順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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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系統的堅固者
說到堅固者的態度, 他必須是絕對的, 肯定的。試問, 若若病⼈人拿著藥⽅方問醫⽣生, 他給的這藥有效
嗎? 若若這醫⽣生以曖昧的態度回答, 說他⾃自⼰己也不確定, 請問你會相信這藥可以醫好你的病, 即便便
那藥是針對你的病症⽽而下?

堅固者堅守基督信仰, 故他應當是⼀一個絕硬的⼈人, 絕不妥協, 唯有這樣的⼈人在表述信仰時態度才
會堅決。但, 堅固者卻不是⼀一個冥頑且硬著頸項之⼈人, 反⽽而他是⼀一個絕軟的⼈人, 可以坐在台下聽
道, 不斷學習, 能聽進⼀一切真理理之⾔言, 他的⼼心意因此常更更新⽽而變化。⼗十幾年年前有個流⾏行行的字詞叫
做「開放系統」與「封閉系統」, 屬主的絕硬基督徒看起來來好像是⼀一個封閉系統的⼈人, 但因他
活在真理理⾯面前, 故他卻是⼀一個開放系統的⼈人, 可吸收真理理不斷。⼀一個基督徒或在開放系統下, 或
在封閉系統下, 他⾃自⼰己知, 他⼈人亦知。

基督徒團契
堅固者(如任何形式的領導者)需執⾏行行基督這道命令, 被堅固者亦須執⾏行行基督這道命令。基督徒
執⾏行行基督這命令就應該進入堅固與被堅固的環圈裏,  當取其⼀一, 或是堅固者, 或是被堅固者。堅
固者與被堅固者之間有團契, 彼此認可對⽅方, 不陌⽣生;  被堅固者需被堅固他的⼈人認定是他堅固的
對象, 堅固者亦需被被堅固者認定是他的堅固者。

這些話說起來來容易易, 但做起來來卻是困難重重。除了了堅固者本⾝身的能⼒力力之外, 基督徒更更是怯於進
入到這環圈之內, 以為進入了了以後, 將沒有⾃自由, 處處受牽制。有些私⼼心的牧師傳道為了了留留⼈人會
跨越份際, 成為會眾的主⼈人, 指導他(她)⽣生活種種。譬如說, 現在求職者的選項有留留台或到考慮
到⼤大陸發展, 這是當事⼈人的⼈人⽣生決定, 堅固者不得代做決定; 堅固者唯⼀一可說的就是, 無論到那
裏, 最重要的是要移到基督裏。有的教會表⾯面應⽤用詩篇133:1節:「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
善, 何等的美!」因⽽而蓋⼀一個社區, 彼此為鄰。

堅固者之責乃是堅固弟兄對基督的信⼼心, 因此這環圈乃以真理理的道作為團契的主軸。堅固者將
真理理的道講明給被堅固者聽, 使其成為⼀一獨立的⼈人, 由他⾃自⼰己來來決定⽣生活上的⼀一切。雖說「⼀一
⽇日為師, 終⽣生為⽗父」, 若若孔⼦子看到⼦子夏學道多年年卻依然幼稚, 請問孔⼦子會⾼高興嗎? 

堅固者與被堅固者之間乃是弟兄情, 堅固者當看被堅固者是他的弟兄, ⽽而不是他的上司。保羅
雖在以弗所書四章1-13節這段聖經中題到使徒, 先知, 傳福⾳音的, 牧師和教師等職分, 但是這段
聖經的重點卻是其他12節所⾔言的「眾⼈人」, 即弟兄與弟兄的集眾; 處在這些職分的⼈人的⼯工作乃
是使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上帝的兒⼦子, 然⽽而, 他們⾃自⼰己也必須歸於這⼀一。

被堅固者當有⼀一顆在道理理上受教的⼼心(加6:6), 依從, 順服, 尊重堅固者。唐崇榮牧師說過, 上帝
不要⼀一個⼈人知道真理理, 就先讓那⼈人討厭講真理理之道的⼈人。是啊, ⼼心若若不認同傳道⼈人, 聽道時不會
聽進道, ⽽而是找出講道的⽑毛病。希伯來來書13:17節說:「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 且要順服, 
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儆醒, 好像那將來來交賬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 不⾄至憂
愁, 若若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了。」凝聚監固者與被堅固者之間弟兄情的乃是基督⼗十架, 若若有任何
⼀一⽅方離開了了基督⼗十架, 美好必破滅, 憂愁必⽣生。

孤枝基督徒
這樣, 基督徒必須歸入⼀一個教會, 不得成為孤枝, 或遊走各教會間。基督說:「他按著名叫⾃自⼰己的
⽺羊, 把⽺羊領出來來。」(約10:3b) 基督三次命令彼得「你牧養我的⽺羊」(約21:15-17), 因此⽺羊是既
是基督的, 也是彼得的。因此, ⽺羊除了了認定基督之外, 還必須認定⼀一個牧者; 相對地, 牧者也必須
認定這個⽺羊是基督賜給他牧養的⽺羊, 凡牧者不認定的⽺羊, 那⽺羊還是孤枝⼀一個。得以牧養基督的
⽺羊的牧者必須是⼀一個愛基督的⼈人。請注意, 基督對那些孤枝基督徒是很不客氣的, 基督在⾺馬太
福⾳音25章的比喻中對此表達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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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受教於教會之外的任何管道, ⾄至終必須回到教會來來驗證他的受教是真實的。⾃自恃於⾃自⾝身
研讀⽽而來來的神學知識, 或⾃自傲於社會地位, 世上財富, 或⾃自比與⼤大師有關係的基督徒, 這樣的基
督徒必無法融入教會, 皆屬孤枝基督徒的⼀一群。基督徒若若參參加⼀一個教會僅是⾝身體來來, 但是⼼心卻
不與教會團契, 他還是孤枝⼀一個。

撒但吞喫領袖
撒但既對基督的試探既然毫不⼿手下留留情, 且盡其⼒力力地篩使徒們, 想當然耳, 撒但篩的⼼心思必集中
在牧師傳道⾝身上, 因為魔⿁鬼只要擄獲牧師傳道作為牠的僕役。魔⿁鬼那會怕⼀一個教會的建築物雄
偉氣派, 魔⿁鬼那會怕⼀一個教會會眾上千上萬, 牠只要處理理⼀一個⼈人就好了了, 那⼈人就是主任牧師, 使
之執⾏行行牠離開基督⼗十架的意旨, 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了。

請問各位, 主任牧師不講基督⼗十架, 其他牧師傳道敢講嗎? 這些牧師傳道常講基督⼗十架, 必使該
主任牧師難堪, 他若若還想在這教會⽣生存下去, 就必須按著主任牧師的調性講道, 可講任何主題, 
但就是不能講基督⼗十架。主任牧師避講基督的死與復活, 牧師傳道也繞開基督⼗十架⽽而講其他閒
話, 整個教會不就脫離了了⼗十架之道?

所以,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傳道⼈人是無敵鐵⾦金金剛, ⼑刀槍不入, 反⽽而他們是魔⿁鬼⾸首要擄獲的對象。耶
穌多次親⼝口警告猶⼤大, 猶⼤大尚且未察覺到⾃自⼰己已被撒但擄獲, 今⽇日被撒但擄獲的牧師傳道當然
也不知道⾃自⼰己已是魔⿁鬼⼿手中的獵物。若若有⼈人告訴這些牧師傳道, 尤其是從教會維艱時期到維富
時期的牧師, 有關基督與猶⼤大這事, 他們必不承認⾃自⼰己已在撒但之下, 他們在離世之前也未察覺
到這事, 他們唯看到審判活⼈人與死⼈人的主時, 才知道他其實是撒但的僕役。

當基督徒細究並明⽩白基督這道命令之意, 明⽩白了了傳道⼈人所經歷的困難之後, 就知道在教會裏的
舉⽌止當如何。這什什麼意思? 華⼈人基督徒的教會意識不強, 更更難得看教會是上帝的家, 故常要求教
會滿⾜足他的需要。教會初創時就是經歷這樣的事, ⽽而我們也按能⼒力力滿⾜足之, 然這些基督徒⼼心裏
感到不悅時, 卻是決然⽽而去。

基督徒未意識到基督對彼得的命令, 就不知道傳道⼈人被撒但篩的困境, 也就不會為牧師傳道禱
告。試問, 當次要的(只看⾒見見⾃自⼰己的需要), 取代主要的(傳道⼈人的被撒但篩), ⼀一旦傳道⼈人垮了了, 無
法回頭了了, 無法堅固弟兄了了, 這對會眾有什什麼好處? 有些教會初具規模時, 牧師與長執之間即開
始發⽣生權⼒力力⾓角⼒力力, 最後總是牧師被迫離開教會, 長執顯然罔顧基督這道命令, 該教會已經是死了了
的教會。

⼩小弟兄不當的⾏行行為
有⼈人聽到⼩小保羅可指正⼤大彼得, 就開始效法保羅, 隨意指正年年長者。保羅是何許⼈人, 他⼼心裏充滿
聖經真理理知識, 他⾏行行事不是隨⼰己慾, 不是按著他的喜好⽽而為。若若⼩小弟兄不知⾃自⼰己的位份, 按情慾
⽽而⾏行行的結果就是將⾃自⼰己排除在被堅固的⾏行行列列之外。我之所以題這⼀一點乃因我發現, 與名⼈人牧師
相處過, 或參參與唐崇榮牧師佈道團事⼯工的年年輕基督徒, ⾃自覺⾼高⼈人⼀一等, 看⾃自⼰己是特殊的⼀一群, 只
願聽唐牧師講的道, 將主⽇日聽到的道作為參參考, 且難與其他弟兄姐妹融合相處, 常對他⼈人下指導
棋, 包括指導我, 也試圖找出我講道的錯誤。這些基督徒甚願服事佈道團或與⼼心儀的名⼈人牧師
對話, 卻不願意服事教會, 因此他們當然難在教會裏產⽣生堅固者和被堅固者的關係, 他們乃是屬
於流浪的⼀一群, 是孤枝基督徒。

兄弟情是有條件的
最後我要題的是, 基督不堅固猶⼤大, 反⽽而要猶⼤大快作他要作的事, 這告訴我們, 互為弟兄的堅固
情是有條件的。基督之「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是給我們的命令, 當我們不順從這命
令的⿁鬼被趕出去之後, 但卻沒有起⾝身遵守這命令, 我們裏⾯面變成空閒, 那互為弟兄的堅固情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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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了。或者說, 那些曾被堅固的基督徒離開了了堅固者, 那麼, 他們就再也沒有回頭的機會; 他
們再度偏⾏行行⼰己路路, 這末後的景況將比先前更更不好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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