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五⽉27⽇ 

基督與猶⼤ (⼗) - 11使徒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5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20:19-23節:「19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門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猶太⼈人, ⾨門都關
了了。耶穌來來, 站在當中, 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20說了了這話, 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
看⾒見見主, 就喜樂了了。21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父怎樣差遣了了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2說了了這話, 就向他們吹⼀一⼝口氣, 說:『你們受聖靈。23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了; 你們留留
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留下了了。』」

前⾔言
這個⽉月是報稅⽉月, 我們應誠實報稅, 我們當依耶穌的教訓來來處理理⾦金金錢, 主設立的原則是「該撒的
物當歸給該撒, 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太22:21) 依此原則⽽而⾏行行者⼀一⽣生都不缺, 且有餘。請問
各位, 為什什麼?

上週楊牧師題到今⽇日教會講台已經不講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 且傳道⼈人準備講章朝向⼈人的
耳喜歡聽的道。若若我們過去所⾏行行正如楊牧師所⾔言, 聽到他這話時豈豈不坐立難安? 講的⼈人準備講
章時若若有⼀一絲要得⼈人歡喜的意念念, 聽的⼈人若若認為這道太難⽽而建議規避之, 皆將無地⾃自容。我們
將來來在羔⽺羊的婚筵裏也是如此, 若若我們不認真遵守主在逾越節筵席下的命令, 只要他⼀一提到這
事, 我們就不可能昂⾸首安坐在其中。

希伯來來書4:12節說:「上帝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兩刃的⼑刀更更快, 甚⾄至魂與靈, 骨節
與骨髓, 都能刺刺入剖開, 連⼼心中的思念念和主意都能辨明。」 上帝說:「我的眼⽬目察看他們的⼀一切
⾏行行為, 他們不能在我⾯面前遮掩; 他們的罪孽, 也不能在我眼前隱藏。」(耶16:17) 只要我們在他
的責備上有份, 不論程度淺或深, 我們必無法釋懷, 這是虧缺帶來來的反應。

教訓⼆二: 魔⿁鬼既與耶穌同在, 也就與教會同在 (續上回(5/13), 第七講)
11使徒
基督⾃自始⾄至終指明他如何⼼心繫他的⾝身體-教會, 他受施洗約翰的洗, 被聖靈引導⾄至曠野受魔⿁鬼的
試探, 上⼗十字架, 復活等等, 無⼀一役不為教會。我們需注意耶穌傳道對象的特定性, 他說:「我奉
差遣, 不過是到以⾊色列列家迷失的⽺羊那裏去。」(太15:24) 故他只在猶太⼈人中間⼯工作。頭兩兩年年半的
對象是整個以⾊色列列家, 然⾃自五餅⼆二⿂魚事件後, 基督最後⼀一年年傳道的重⼼心轉向12使徒, 到了了最後晚
餐時則⼜又將全部精神放在11使徒⾝身上, 使他們可聽得約翰福⾳音第13-17章的教訓。

若若問基督徒想要的定位, 願意⾃自⼰己在那⼀一個圈中, 以⾊色列列家, 12使徒, 還是最後11使徒? 我相信
每⼀一個⼈人的答案都是最後11使徒之圈。既然⼤大家都盼望能在這11使徒圈內, 那基督在最後晚餐
和復活後那晚的教訓就顯得格外重要; 主在其中所說的每⼀一句句話都是直接表述, 沒有比喻, 因為
天國的奧祕, 只叫他們知道(太13:11)。這兩兩晚的教訓並非各⾃自獨立, 乃是呈有機性的連結, 故須
⼀一起查究之。基督在那11使徒中間設立怎樣的運⾏行行原則, 也就是所有教會運⾏行行的原則; 基督在
那11使徒中間指⽰示教會⽣生命所在, 也就是所有教會當有的⽣生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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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舉幾件事讓⼤大家深刻意識到必須要在這11使徒圈內, 必須要得著這兩兩晚教訓的精髓。華⼈人教
會受社會福⾳音的影響, 看重登⼭山寶訓甚於這兩兩個晚上的寶訓, 甚⾄至推崇登⼭山寶訓是天國⼤大憲章。
登⼭山寶訓是基督傳道初始的教訓, 為要猶太⼈人驗證⾃自⼰己對舊約聖經的瞭解程度, 並看到律律法的
局限性, 然最後晚餐寶訓卻是奠定教會信仰的基⽯石, 是練就基督徒⽣生命的磨⼑刀⽯石。

具體的教會
⾸首先, 我們當意識到, 教會的頭的彰顯始於基督受施洗約翰的洗的那⼀一天, ⽽而教會(即基督的⾝身
體)的彰顯則顯在基督復活那⽇日的晚上。保羅說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而這位教會的頭和他的⾝身體
同時顯在⼀一處, 就在那兩兩天晚上; 也就是說, 聖⽽而公之教會實質的, 具體的展現就在那兩兩天晚
上。基督向11使徒吹氣, 受聖靈奠定了了教會實質的存在。

因使徒⾏行行傳接於約翰福⾳音之後, 我們就當看這兩兩卷書末書⾸首銜接處的連結關係。基督在約翰福
⾳音書卷末向⾨門徒吹氣, 受聖靈, 使徒⾏行行傳卷⾸首記聖靈於五旬節降臨臨, 故前者是後者的啟蒙, 後者
是前者的後續發展。聖靈開創新時代的起點不在五旬節, ⽽而是基督復活的那⼀一天晚上。

基督的死與猶⼤大的死
其次, 我們當意識到, 主應許我們的是永⽣生(約⼀一2:25)。新約聖經記有兩兩類的死, ⼀一是基督的死, 
⾺馬太福⾳音27:50節記:「耶穌⼜又⼤大聲喊叫, 氣就斷了了。」另⼀一則是猶⼤大與屬猶⼤大類之⼈人的死, 彼得
說猶⼤大「⽤用他作惡惡的⼯工價買了了⼀一塊⽥田, 以後⾝身⼦子仆倒, 肚腹崩裂, 腸⼦子都流出來來。」(徒1:18) 彼
得責備亞拿尼亞, 說撒但充滿他的⼼心, 他欺哄聖靈, 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留下幾分, 亞拿尼亞聽了了
他欺哄上帝的責備語之後, 就仆倒, 斷了了氣(徒5:5)。然我們卻注意到, 新約聖經從未明確記下屬
基督之⼈人的死。彼得怎麼死的, 未記; 約翰怎麼死的, 未記; 保羅怎麼死的, 未記。為什什麼未記? 
因為這些⼈人在上帝眼中是活的。11使徒既是不死的, 那麼在11使徒教會裏的基督徒當然也是不
死的。 (註: 希伯來來書記聖徒的死乃是回顧舊約。)

論死, 我們必須論這兩兩種之死。可是, 我們耳朵常聽到的卻是殉道者的死, 如彼得倒掛⼗十架, 第
⼀一世紀基督徒在羅⾺馬競技場被火燒, 被獸撕, 今⽇日在信仰不⾃自由的地區的基督徒如何受逼迫⽽而
死等。這等傾向愛傳⾃自⼰己的死甚於傳基督的死的微妙差異異, 顯出我們是如何愛⾃自⼰己甚於愛基督; 
並且, 我們是多麽⾃自信⾃自⼰己不會淪淪入猶⼤大的死。

基督⽤用嚴厲的話責備信他的⼈人
第三, 我們當意識到, 教會運作必須按基督在這兩兩晚的教訓⽽而⾏行行, 若若不, 基督責備信他的⼈人的話
是嚴厲的。福⾳音書記基督三次責備信他的⼈人的事, 這三⼈人分別是他的⺟母親, 使徒彼得, 以及迦南
的婦⼈人, 稱他⺟母親為婦⼈人, 彼得為撒但, 迦南的婦⼈人為狗。這三⼈人有⼀一共同特點, 就是他們都要
耶穌按照他們的⼼心意⽽而⾏行行, ⽽而這些⼼心意已偏離上帝既定的步伐與⽅方向。耶穌以他所定的時候與
⽅方式⾏行行事, 但耶穌的⺟母親卻指⽰示他什什麼時候要做什什麼事(約2:3,4); 上帝的旨意要耶穌死, 彼得卻
阻⽌止他做這事(太16:22); 迦南的婦⼈人要耶穌在以⾊色列列家之外⾏行行事(太15:22)。這三⼈人雖受耶穌的
責備, 但有機會轉正, 我們將來來在榮耀的主⾯面前受責備, 則無轉正的餘地。

基督徒低⾕谷⽣生命的安慰與燈塔
最後, 我們當意識到, 追想基督的作為帶給我們的平安。基督徒⽣生命成長過程並非坦途, 仇敵環
伺, 故基督徒常有⼤大衛之嘆,「我的靈在我裏⾯面發昏, 我的⼼心在我裏⾯面悽慘。」(詩143:4) 那, ⼤大
衛如何走出屬靈的低⾕谷? 他⽤用的⽅方法是:「我追想古時之⽇日，思想祢的⼀一切作為，默念念祢⼿手的
⼯工作。」(詩143:5) 這⽅方法對今⽇日的我們依然有效, 當我們思想基督在那兩兩晚的作為必可使我們
再次邁步向前⾏行行。

總之, ⼤大家必須毫無懸念念, 不可逃避, 沒有但是, 沒有藉⼝口, 絕對要在這11使徒圈內。我們在這11
使徒圈內是⼀一條窄路路, 這條窄路路沒有迴旋的空間, 沒有退路路, 需要我們竭⼒力力⾏行行在其上, 遇到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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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也不可退縮。若若我們沒有強烈的意願要在這11使徒圈內, 必在聽基督教訓的當際轉念念⽽而
去。我再次強調, 這圈內沒有猶⼤大, 因為最後晚餐教訓始於「他(猶⼤大)既出去, 耶穌就說,...」(約
13:31a)。

基督指⽰示教會運⾏行行原則與教會⽣生命所在
基督這兩兩晚的寶訓題到⽗父, 他⾃自⼰己, 聖靈, 聖徒們, 撒但等所有位格, 但獨缺滅亡的⼈人。所以, 基
督在這兩兩晚教訓中所⾔言之「堅固」,「弟兄」,「平安」,「差遣」,「受聖靈」,「赦免(罪)」,
「留留下(罪)」等, 就是⾝身在11使徒圈內之得救的基督徒必須具備的⽣生命元素。我們每⼀一個⼈人都
當認識這些出於基督的⼝口的名詞, 與之有關係, 明⽩白其中的命令, 應許, 責任賦予, 以及懲戒。

教會只能有⼀一個教義主軸
基督明定彼得是堅固者, 其他10位使徒是他要堅固的弟兄, 那麼, 基督設立的運⾏行行原則就是有堅
固者和被堅固者; 因著是1堅固其他的10, 所以教會只能有⼀一個教義主軸。教會不是廣納百川, 
百家爭鳴的地⽅方, 也不是真理理越辯越明的地⽅方, 我們不可藉著合⼀一之名⽽而接納所有神學。我們
教會走歸正神學路路線就是走歸正神學路路線, 不會為了了⼈人數增長⽽而妥協納進靈恩派那⼀一套。

近⽇日美國某些教會企圖揉合改⾰革宗與靈恩派, 敬拜時採靈恩派模式, 講道時則以改⾰革宗⽅方式進
⾏行行, 這是違背基督設立有序教會的作法。試問, 若若敬拜時唱「每⼀一次我禱告, 我搖動祢的⼿手」, 
講道時⾼高舉上帝絕對的主權, 這豈豈不讓⼈人神經錯亂, 精神分裂?

基督的聖靈論
因著基督向11使徒吹氣, 受聖靈, 這是基督賜給他教會最美的禮物, 所以無論是堅固者或是被堅
固者皆是有聖靈的⼈人。既然教會裏的各⼈人都有聖靈, 那麼⼈人⼈人就有責任遵守基督為教會設立的
運作原則, 走在教會的教義主軸上。⼜又, 基督在最後晚餐時定了了聖靈論的核⼼心教義, 卻在他死裏
復活之後, 以他⼿手腳被釘, 肋旁被刺刺的⾝身體向11使徒吹氣, 受聖靈, 因此, 聖靈必使教會的每⼀一個
⼈人清楚認識到基督⼗十架的死。屬主的基督徒不僅知基督的榮耀與完全, 也要知基督的羞辱與不
完全; 凡蒙基督受聖靈者必不離基督的⼗十架與他的復活。

基督徒對於聖靈權能的第⼀一印象已經被靈恩派制約, 想的就是五旬節那天發⽣生的事, 天上有響
聲下來來,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了使徒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頭如火燄顯現出來來, 分開落落在使徒
各⼈人頭上, 使徒便便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來(參參徒2:2-4)。然, 基督徒對於聖靈如何
改變使徒的⽣生命, 使他們各⼈人得以順服基督, 遵守他在教會裏的安排, 則完全沒有概念念。試問, 
聖靈僅在五旬節那天才開始在使徒們⾝身上⼯工作, 使徒難道不會顯出屬靈的驕傲, 就如今⽇日靈恩
派的基督徒, 會說⽅方⾔言就輕看他⼈人? 看看今⽇日基督徒, ⼀一旦跳⾝身為基督徒就對⾃自⼰己⼀一點⼩小經歷沾
沾⾃自喜, 更更何況像五旬節這樣⼤大奇事, 如果發⽣生在他們⾝身上, 豈豈不更更顯出不可⼀一世之態? 

基督四⼗十天之⼯工
基督復活後並未立即升天回到⽗父那裏, 他還在地上停留留達四⼗十天之久, 且多次向⾨門徒顯現。基
督在這四⼗十天當中並沒有加多教訓, 他乃以那兩兩晚的教訓為本, 落落實在11使徒⾝身上⼯工作, 好讓使
徒們有對的⽣生命來來迎接五旬節降臨臨的聖靈。基督對前去以⾺馬忤斯的⾰革流巴與其同伴顯現, 對他
們教訓的重點是「基督受害, ⼜又進入他的榮耀」(路路24:26), 並從摩⻄西和眾先知起, 凡經上所指著
⾃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路路24:27)。我們看基督向使徒之外的⾨門徒顯現⽽而知教會信仰的主
軸, 且知如何查驗真假使徒, 在那時候, 也在這時候。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以上之⾔言並非臆測之語, 因為使徒們雖然在那兩兩晚領受了了基督的命令, 也受了了
聖靈, 但是還是需要時間來來改變他們天然的⽣生命。基督下達的這命令很清楚, 但是要使徒們執
⾏行行這命令卻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 因為他們個個都是使徒, 個個都以為⾃自⼰己與基督的關係是獨
特的, 個個都想當王, 因此誰都不願意服在另⼀一個⼈人之下。約翰福⾳音第21章記基督復活後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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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哩亞海海邊第七次向⾨門徒顯現, 彼得居然在耶穌離去之前, 問他有關約翰的將來來(第21節), 可⾒見見
彼得爭競的⼼心依在。

使徒約翰⽣生命的改變與順服主的命令
我認為, 10個使徒中最難執⾏行行基督這命令的是雅各和約翰, 尤其是約翰。約翰與彼得同時⾒見見得
基督變像的榮耀, 他比彼得顯出更更愛主的⼼心, 可為撒⾺馬利利亞⼈人不接待主⽽而打抱不平(路路9:54), 且
更更關⼼心猶⼤大賣主的事, 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問清楚這事(約13:23,25); 更更甚者, 使徒中唯他跟著
被⼗十架基督上各各他⼭山。那, 使徒約翰到底有沒有認彼得是他的堅固者呢? 有的, 證據有三:

證據⼀一: 約翰寫下耶穌吹氣, 受聖靈的事。我⼀一直忖思著為何是約翰寫耶穌向他們吹氣, 受聖靈
的事。約翰看看過去的⾃自⼰己, 和(寫福⾳音書時)現在的⾃自⼰己, 再看看彼得與他之間的關係, 他知道
若若不是聖靈上帝改變了了他, 憑他原來來的本性絕對不可能這麼順當地執⾏行行基督的命令; 也就是說, 
約翰對於耶穌向他們吹氣, 使他們受聖靈這⼀一句句客觀事實成為他主觀經歷, 他⾝身上處處充滿聖
靈⼯工作的痕跡。

當然, 約翰亦可察覺到聖靈在其他使徒⾝身上⼯工作的實際, 因為天然能⼒力力是直觀的, 講究pros & 
cons的, 順著情緒(情感)走的, 沒有屬天的能⼒力力, 是故, 必須要有⼀一個決定性的外⼒力力, 才可使他們
個個順服並執⾏行行基督的命令, ⽽而這外⼒力力就是聖靈上帝。約翰⼼心中亦無礙地執⾏行行主的命令, 願意
與其他使徒尊彼得是他的堅固者, 即便便彼得曾三次不認主。

證據⼆二: 約翰⾃自知他⽣生命的改變 -「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我們看到約翰寫福⾳音書與約翰⼀一
⼆二三書時, 不像保羅, 每卷書⼀一定先說他是誰, 他沒有寫出⾃自⼰己的名字, 寫前者時說他是「耶穌
所愛的那⾨門徒」(約13:23; 19:26; 20:2; 21:7,20), 寫後者則說他是「作長老的」。然, 當約翰寫
到他和彼得的事時, 卻是題了了彼得的名, 說:「⻄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約20:2)。

請⼤大家不要誤會, 約翰寫他是「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好像他是耶穌特別愛的⾨門徒, 不是的。約
翰這樣寫他⾃自⼰己乃表⽰示連他這樣難以改變的⼈人, 居然蒙主所愛⽽而改變了了, 那麼凡蒙耶穌所愛的
⼀一定能被他改變, 有屬天的⽣生命來來執⾏行行他賜下的命令。

證據三: 他⼈人知約翰的順服 - 使徒⾏行行傳多次同時題彼得和約翰。我們注意到, 使徒⾏行行傳1:13節之
使徒排名已不同於他們被耶穌呼召時的排名; 新排名是彼得為⾸首, 約翰次之。我們同時⼜又看到, 
使徒⾏行行傳第三章與第四章多次同提彼得與約翰兩兩⼈人的名(參參徒3:1,3,4,11; 4:6,13,19), 可⾒見見這兩兩
⼈人是同⼼心興旺福⾳音。使徒⾏行行傳1:13節記這11使徒同聚在⾺馬可樓樓, 這亦即表⽰示他們於五旬節聖靈
降臨臨前已合⼀一。

尾語
親愛的弟兄姐妹, 約翰之例例告訴我們, 凡屬基督的, 基督⼀一定會藉著聖靈具體地⼯工作在他們⾝身上, 
使他的教會按其教訓⽽而⾏行行。基督續留留於地四⼗十天不打盹, 無停息地在每⼀一個屬他的⼈人⾝身上⾏行行救
贖之⼯工。這給予我們極⼤大的安慰, 因為基督⾃自⼰己保守他的教會, 使屬他的⼈人個個皆在這教會裏, 
⼀一個也不失落落。當然, 那些無份於那兩兩晚教訓的基督徒, 因著基督未在他們⾝身上⼯工作, 他們就不
是屬基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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