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六⽉3⽇ 

基督與猶⼤ (⼗⼀) - 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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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訓⼆二: 魔⿁鬼既與耶穌同在, 也就與教會同在 (續上週, 第八講)
我們歸屬於11使徒圈內的必須
我們有三個歸屬的選擇, 歸以⾊色列列家內, 歸12使徒內, 或歸11使徒內。在以⾊色列列家內的不⼀一定在
12使徒內, 在12使徒內的不⼀一定在11使徒內, 然在11使徒內的必定在12使徒內, 在12使徒內的
必定在以⾊色列列家內。在以⾊色列列家內得教訓的不⼀一定可在11使徒內得教訓, 然在11使徒內得教訓
的必定可得在以⾊色列列家內的教訓,「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 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約
13:33b) 所以, 在11使徒內的可得整本聖經的教訓, 但在以⾊色列列家內的只能得片⾯面的, 部份性的
聖經, 猶⼤大就是最好的例例⼦子。歸在11使徒內的基督徒雖得了了整本聖經, 但如哀哭切⿒齒, 嘗死味, 
永刑, 地獄, 離開我等字詞卻不屬於他們, ⽽而是屬於歸在以⾊色列列家內的基督徒。 

基督徒若若欲歸屬在這11使徒圈內, 回應就不該敷衍, 或抱持考慮, 回去好好想想的態度, 或回到
家就忘了了, ⽽而是當下就要有進入到這11使徒圈內的決⼼心, 遲延不得。基督徒喜誦⼤大衛這祈禱詩,
「主啊! 祢是有憐憫, 有恩典的上帝, 不輕易易發怒, 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約86:15) 但耶穌
對那些受他邀請卻推辭的⼈人卻是起了了「動怒」的⼼心(路路14:21)。各位聽了了這幾週主⽇日信息, 回去
讀了了這兩兩晚的教訓沒有? 聖經明訓, 聽了了就忘的⼈人無法在所⾏行行的事上得福(雅1:25)。

我已多次重複這兩兩晚教訓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今天再講⼀一遍。基督復活後的第⼀一天晚上向11使
徒顯現, 並向他們吹氣, 受聖靈, 就在那時, 教會的頭和教會的⾝身體, 以及聖靈上帝同時顯在⼀一
處, 因此那晚聚會因此落落實了了聖⽽而公之教會實質的存在。基督復活那天晚上的教訓乃是最後晚
餐教訓的延伸, 兩兩者必須⼀一併讀之。

我們看基督這兩兩晚的教訓當看成是「特別」對我們說的, 我將特別兩兩字括弧起來來, 即表⽰示屬猶
⼤大的⼈人無份於此。當時的猶⼤大不得聽這兩兩晚的教訓, 今⽇日屬猶⼤大的基督徒⼿手中雖有聖經, 亦無
恩無福於這兩兩晚教訓。這些⼈人不得認識這兩兩晚真理理的原因乃是他們⼼心中沒有基督, 他們⼼心中只
有⾃自⼰己造出來來的神。

上帝創造⼈人, 使⼈人有各種有, 有能⼒力力, 有知識, 有情感, 並與祂有關係。知識的有的重要性實在不
需多⾔言, 我們在各專業領域必須要有先進的知識才能跟得上競爭的腳步。然, 今⽇日先進知識將
成為未來來被淘汰的舊知識, 就好像過去先進知識是今⽇日被淘汰不⽤用的舊知識⼀一樣, 尤其是科學
知識。我們從世上得著的知識難有跨時代的價值, 更更遑論這些知識不能歸於天。⼈人賺得全世界
卻賠上⾃自⼰己的⽣生命, 是沒有甚麼益處的(太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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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安定於天的知識
⼈人沒有知識等於不是⼈人, 但⼈人⼜又迷失在現世知識中, 得著的是會朽壞的知識, ⼈人沒有永恆的知識
終必虛空。現在, 基督在這兩兩天晚上將獨屬教會的知識給啟⽰示出來來, 有了了這知識就有了了永遠的
安定,「主啊! 祢的話安定在天, 直到永遠。」(詩119:89) 你要認識神論, 這兩兩晚教訓有之; 你要
認識三位⼀一體論, 這兩兩晚教訓有之; 你要認識基督論, 這兩兩晚教訓有之; 你要認識聖靈論, 這兩兩晚
教訓有之; 你要認識教會論, 這兩兩晚教訓有之; 你要認識魔⿁鬼論, 這兩兩晚教訓有之; 你要認識末世
論, 這兩兩晚教訓有之; 你要認識宣教學, 這兩兩晚教訓有之; 你要認識聖經輔導, 這兩兩晚教訓有之。

這兩兩晚教訓涵蓋屬主的基督徒所有當知的, 我們在聖經其他卷書得著的知識必須相配於基督這
兩兩晚的教訓。我們也看到, 基督在這兩兩晚的教訓講的最多的就是他⾃自⼰己, 基督論的核⼼心也就在
這兩兩晚的教訓中。我們每週主⽇日頌讀的尼⻄西亞信經和使徒信經, 篇幅最多的也是基督部份。所
以, 說⾃自⼰己歸屬11使徒圈內卻不知這兩兩晚的教訓, 這是⽭矛盾不合的事。

凡屬基督的⼈人必將這兩兩晚的教訓視為寶⾙貝, 其中每⼀一字, 每⼀一句句皆感動我們, 造就我們, 堅固我
們, 使我們信念念堅定, 受安慰, 骨⾁肉強壯, ⽣生命提升。所以, 我們要得這兩兩晚教訓的態度應是絕對
的, 肯定的, 不得之絕不罷休。凡得著這其中知識的基督徒可與各時代的聖徒對話, 且是在天上
的對話。魔⿁鬼是上帝的仇敵, 因是仇敵, 故牠比任何⼈人更更注意上帝說過的話, 牠當然也注意到基
督這兩兩晚的教訓, 其中的⽬目的就是分裂與破壞, 然牠卻在其中找不到任何分裂的元素。⼤大家沒
有反駁我這樣說的空間, 那些以「不要⽤用聖經來來壓我, 我要神⾃自⼰己告訴我」之詞逕⾏行行抵擋的無
知之徒, 就隨他們去吧!

使徒的聖靈論
因著⾨門徒從基督那裏受聖靈, 故⾨門徒的聖靈論必須是基督的聖靈論, 且必須契合於基督在兩兩天
晚上之聖靈論。基督在最後晚餐時說: 聖靈是保惠師, 祂與我們永遠同在(14:16c), 祂是從⽗父出
來來真理理的聖靈(14:17a; 15:26b), 祂要為基督作⾒見見證(15:26c), 祂要叫⾨門徒想起基督對他們所說
的⼀一切話(約14:26c)。基督在復活那天晚上乃是以復活之榮耀⾝身體向使徒吹氣, ⽽而這⾝身體卻帶
著⼿手腳被釘, 肋旁被刺刺的記號。故, 基督徒的聖靈論就是榮耀的基督與⼗十架的基督的聖靈論。

在此問各位⼀一件事, 基督論聖靈時沒有題到醫病, 趕⿁鬼, ⾏行行神蹟部份, 然使徒宣揚基督福⾳音時卻
偶⾏行行神蹟, 為什什麼? 再問, 為何今⽇日教會和基督徒重神蹟, 輕基督教訓? ⼀一個有神蹟經歷的基督
徒, 他會傳他所謂在他⾝身上的神蹟, 還是傳基督?

四⼗十天相對於三年年半
基督在復活那天晚上到他升天之前還續留留於地四⼗十天, 基督在這四⼗十天的⼯工作對於爾後教會的
開展⾄至關重要。我們看到, 使徒那彼此爭為⼤大的⼼心(路路9:46; 22:24), 經過了了這四⼗十天之後卻呈現
彼此合⼀一之態。我們知道, 聖靈從天降下, 住在基督⾝身上, ⽽而上帝賜聖靈給基督是沒有限量量的(參參
約1:32; 3:34b), 這麼榮耀, 完全, ⾏行行神蹟的基督⼯工作了了三年年半, 居然沒有改變使徒的天性, 他們
爭⼤大的⼼心依存。然, 我們卻看到, ⾨門徒於五旬節聖靈降臨臨時是彼此合⼀一的。請問, 基督在三年年半
未成的事, 為何可在短短四⼗十天即成, 讓使徒能夠遵守他彼此相愛的命令(約14:15,21,23; 
15:10,12,17)?
⼈人在群體中爭⼤大, 尤其是在⼀一位⼤大能的主⼈人⾯面前, 是常⾒見見且不可避免的事, 使徒們亦然。我們看
到, 彼得甚⾄至以他願意與主同死來來爭那個⼤大(太26:35a)。是的, 向主爭愛且願意把命都豁出去的
⼈人, ⼤大位非他莫屬, 然這樣的⼈人的驕傲也是最⼤大的。⼀一個彼此爭⼤大, 彼此不相愛的使徒奢談初期
教會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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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死, 復活, 以及升天
使徒⽣生命的轉折關鍵點是什什麼? 就在於11使徒看到了了基督的死與復活, 以及升天, 這就是關鍵。
在基督的死的⾯面前, ⼈人的⼰己與其⼀一切作為都顯得微不⾜足道; 在基督的死的⾯面前, ⼈人爭⼤大的天性顯
出其極⼤大的惡惡; 在基督的死的⾯面前, ⼈人的⼰己有什什麼誇耀即顯出那⼈人⾄至極的無知, 即使這⼈人可為主
死, 也沒有什什麼功勳可⾔言。

當使徒們看到了了基督的升天之後, 使他們更更認識到那基督的死需札札實實地烙印在他們⽣生命裏
的必須, 因為⼈人只有屬天的⽣生命才能升天, 有主的⽣生命才可以與主永遠同在。反之, 天然的⽣生命
是屬地的, 只有下沉到地獄的份。當使徒經歷了了基督的死, 復活, 以及升天之後, 他們在主⾯面前
唯⼀一說的話是「我們是無⽤用的僕⼈人, 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路路17:10b) ⼀一天之內⾨門徒添
了了三千⼈人(徒2:41b)也不⾄至於驕傲。

今⽇日教會的窘態
今⽇日基督徒在教會裏彼此爭競的⼼心是何等地嚴重, 且多年年無法解開其中的結。今⽇日教會常年年談
愛, 卻還是無法消弭爭競情事, 好說讒⾔言, 不能⾃自約, 任意妄為, ⾃自⾼高⾃自⼤大, 甚⾄至為妻的還推波助
瀾地拱⾃自⼰己的丈夫取得在⼈人前領導的地位。教會間彼此爭競的⼼心常隱藏在⼀一⾼高尚的理理由下, 就
是建造會堂。有會堂的總顯傲⼼心, 沒有會堂的⽮矢志建之。請問各位, 教會⼿手中若若有上億資⾦金金, 她
的下⼀一步⾏行行動會是什什麼? 建堂, 還是將之投資在有志於全職傳道的弟兄⾝身上? 後者若若有50⼈人比
之單⼀一教會較能擴張帳幕之地, 張⼤大居所的幔⼦子。然, 基督徒看⾃自⼰己聚會舒適的需要與⾃自尊甚
於福⾳音廣傳之需。簡⾔言之, 今⽇日教會走的是那三年年半的道路路, ⽽而沒有那四⼗十天道路路的痕跡。

如果教會沒有看到使徒那四⼗十天與三年年半⽣生命不同的原因, 爭競的⼼心是不會消停的。今⽇日牧師
傳道, 尤其是靈恩派的, 常將⽣生命掛在嘴邊, 但他們卻不講基督的死, 復活, 以及升天, 所謂⽣生命
改變簡直是緣⽊木求⿂魚。這些牧師傳道應該醒⼀一醒, 看清楚耶穌那三年年半無效之⼯工, 不可以為⾃自
⼰己比耶穌還厲害, 要談⽣生命, 就要談基督的死。

既然復活的基督能使不同性格, 不同社會背景的11使徒合⼀一, 屬主的基督徒就不可能不合⼀一。
容我再述約翰⽣生命改變的事實, 從雷⼦子性情變成愛的使徒, 尤其是他寫福⾳音書時, 說他是「耶穌
所愛的那⾨門徒」。這話不是⾃自傲或⾃自誇, ⽽而是出於他內⼼心深處對主最⾼高的崇拜與讚嘆, 主的⼤大
能改變了了他這個難以改變的⼈人。因約翰親⾝身的⾒見見證, 凡蒙基督所愛的⼈人⼀一定能被他的聖靈改變, 
可有屬天的⽣生命來來執⾏行行他賜下的命令。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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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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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使徒合⼀一的條件就是個個
深得基督最後晚餐與他復活後第⼀一天晚上教訓的精意。

基督賜使徒權柄
當使徒遵守基督那兩兩晚的教訓, 基督即賜下屬天的權柄, 這權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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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0:23) 請注意, 這是實實在在的赦免權與留留
下權, ⽽而有資格執⾏行行這權的基督徒乃是彼此合⼀一, 忠實地執⾏行行基督命令的使徒, 因為他們有基督
的祈求, 撒但的篩, 得受聖靈, 有基督⼗十架記號等。

上帝有赦罪的權柄(路路5:21), ⼈人⼦子耶穌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路路5:24), 現在基督將這權柄賜給11
使徒。以上這⾔言並沒有加添什什麼, 是按著基督所⾔言⽽而⾔言; 也就是說, 凡承認上帝和⼈人⼦子耶穌有赦
罪權柄的⼈人, 也必承認使徒們亦有赦罪的權柄。當使徒死了了, 基督賜下的這權柄依然存在, 不因
時代的變遷⽽而消失弱化。那麼, 誰⼿手中掌握這權柄呢? 就是與使徒教會同質的教會。

基督所⾔言之赦免與留留下是什什麼意思? 基督在傳道時曾對彼得說過相同的話, 他說:「我要把天國
的鑰匙給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
放。」(太16:19) 綑綁與釋放的關鍵在於使徒⾒見見證「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子」的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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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這⾒見見證的可得釋放, 聽不得這⾒見見證的則受綑綁。同理理可得, 當基督從死裏復活之後, 赦免罪
與留留下罪的關鍵就在於使徒⾒見見證死裏復活的基督, 聽得基督⼗十架與其復活的得赦免, 聽不得基
督⼗十架與其復活的則留留下⾃自⼰己的罪。

約翰的⼤大使命
講愛⾄至深的使徒約翰, 對基督賜權柄的認識也⾄至深, 他以其獨到的⽅方式來來講說⼤大使命, 就是引基
督在他復活之後的第⼀一天晚上所說的這段話。基督在⾺馬太福⾳音最後三節所說的⼤大使命是,「18天
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了。19所以, 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 ⼦子, 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了。」(太
28:18-20) 
⽗父怎樣差遣了了基督, 基督得了了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基督也照樣差遣使徒, 賜他們權柄, 在萬⺠民
中⾏行行捆綁與釋放, 使那些蒙⽗父揀選賜給基督的作基督的⾨門徒, 奉⽗父, ⼦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基督所吩咐使徒的, 就是⾒見見證他的⼗十架, 是以永⽣生上帝的獨⽣生⼦子的⾝身份死在⼗十字架上, 死後第
三天復活, 以這真理理來來教訓⾨門徒遵守。基督說, 如此他就常與⾨門徒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了。

⽗父差遣⼦子就是要完成⼗十架救恩, ⼦子差遣使徒就是要傳揚⼗十架救恩。當教會傳揚⼗十架救恩時, 必
先⾒見見證是誰完成了了這救恩, 必也⾒見見證耶穌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獨⽣生⼦子。任何論⼤大使命, 論福⾳音
廣傳, 卻沒有這信息的, 不是基督差遣的傳道⼈人。

今⽇日雖沒有誰赦免誰這樣的話, 但基督徒被撒但篩離基督⼗十架, 與罪相親, 離開基督, 不保守⾃自
⼰己在上帝的愛中, 不思念念天上的事, 不愛讀聖經, 這些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在「教訓⼀一」中題
到過, 猶⼤大不知⾃自⼰己被魔⿁鬼引誘, 今⽇日被引誘的基督徒當然也不會知道, 更更不可能承認⾃自⼰己被魔
⿁鬼引誘。因此, 教會傳揚基督, 讓這些基督徒知道⾃自⼰己那離開基督⼗十架之罪, 凡接受的, 罪就被
赦免, 那些不接受的, 他⾃自⼰己的罪⾃自然被留留下。

耶穌說這話時只有這麽⼀一個11使徒組成的教會, 但當教會發展在第⼀一世紀末時, 教會在各地開
展已呈多樣化。使徒約翰⾄至深地認識基督這段話的意義, 他也確實執⾏行行這權柄, 他在耶穌說這
話後半世紀, 寫約翰⼀一書時說:「⼈人若若看⾒見見弟兄犯了了不⾄至於死的罪, 就當為他祈求, 上帝必將⽣生命
賜給他。」(約ㄧ5:16) 這就是「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了」, ⽽而這位弟兄還在他教會裏。反
之, 約翰對那些離開他教會的⼈人說:「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 卻不是屬我們的, 若若是屬我們的, 就
必仍舊與我們同在, 他們出去, 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約⼀一2:19) 這就是「留留下誰的罪, 誰的
罪就留留下了了」, 這些⼈人留留下⾃自⼰己的罪乃因他離開使徒的教會。

當有⼈人離開使徒他們, 不在他們中間, 不與他們合⼀一, 不願執⾏行行基督的命令, 不願成為被堅固者, 
⾝身上無基督⼗十架的記號, 那麼這⼈人就與他們無關, 也就等於與基督教會無關。然, 還在在他們中
間的, 這⼈人的罪即得他們的赦免; 不在他們中間的, 那麼他們就留留下這⼈人的罪。

綑綁與釋放, 赦免與留留下, 皆是使徒主動之為, 使徒雖須向萬⺠民傳道, 但卻沒有義務向那些抵擋
他們的⼈人再多說什什麼。基督的作為是「14b你們聽是要聽⾒見見, 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見, 卻不曉得,15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了⼼心, 耳朵發沉, 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見見, 耳朵聽⾒見見, ⼼心裏明⽩白, 回轉過來來, 我就
醫治他們。」也說:「43b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參參太13:14b,15,43b) 因此, 我們聽道若若不將
道聽進⼼心中, 我們必發現⾃自⼰己在上帝的愛中墮落落的速度將出乎意料的快, 亦發現想再提振起來來
卻是件困難重重的事。

平安之道
基督對使徒們說了了兩兩次「願你們平安」, 他們要得這平安就必須聽從基督的吩咐命令, 牢記基
督在逾越節前後兩兩個晚上的教訓, 並且還要知⽽而後⾏行行, 確實⾏行行使綑綁與釋放, 赦免罪與留留下罪的
權柄。既然使徒如此⾏行行才得主賜的平安, 我們當然也須如此⾏行行才能得主賜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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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主賜的平安有命令, 有應許, 有誡命, 還有我們當負的責任。我必須強調這事, 因為今⽇日
教會僅知道⾺馬太福⾳音的⼤大使命, 卻不知道約翰福⾳音的⼤大使命, 以致以⾃自⼰己設想的⽅方式, ⽽而不是以
基督所賜權柄進⾏行行⼤大使命⼯工作。當教會嚐到了了⾃自鑿池⼦子⽽而增長的甜頭後, 更更是將權柄的事拋諸
腦後。詩⼈人說:「祢不是喜悅惡惡事的上帝, 惡惡⼈人不能與祢同居。」(詩5:4; 亦參參耶2:13)

我們看基督, 即可看⾒見見上帝和聖靈。我再說, 這11個使徒圈內沒有猶⼤大, 若若我們要在11個使徒的
圈內, 就要注意的基督在那48⼩小時內之最後晚餐與復活第⼀一⽇日晚上說的話, 前後所明述的命令, 
應許, 責任, 以及懲戒。

基督的應許
我們回到基督在那兩兩晚所賜的應許與權柄。當使徒按著基督的命令與吩咐⾏行行的時候, 基督賜的
應許是:「29我將國賜給你們, 正如我⽗父賜給我⼀一樣,30叫你們在我國裏, 坐在我的席上喫喝, 並且
坐在寶座上, 審判以⾊色列列⼗十⼆二個⽀支派。」(路路22:29-30) 有基督⼗十架印記的堅固者-彼得可以有這
些福份, 有基督⼗十架印記的被堅固者-其他使徒亦享有這些福份。請記住, 前提是他們必須執⾏行行
基督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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