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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與猶⼤ (⼗九) - 忽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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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12:1-7節:「1逾越節前六⽇日, 耶穌來來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路從死裏復活之處。2有⼈人
在那裏給耶穌豫備筵席, ⾺馬⼤大伺候, 拉撒路路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3⾺馬利利亞就拿著⼀一⽄斤極貴
的真哪噠香膏, 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頭髮去擦, 屋裏就滿了了膏的香氣。4有⼀一個⾨門徒, 就是那將
要賣耶穌的加略略⼈人猶⼤大,5說:『這香膏為甚麼不賣三⼗十兩兩銀⼦子賙濟窮⼈人呢?』6他說這話, 並不是
掛念念窮⼈人, 乃因他是個賊, ⼜又帶著錢囊, 常取其中所存的。7耶穌說:『由她罷! 她是為我安葬之⽇日
存留留的。』」 
希伯來來書2:1-3節:「1所以, 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見的道理理, 恐怕我們隨流失去,2那藉著天使所傳
的話既是確定的, 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了該受的報應。3我們若若忽略略這麼⼤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 
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 後來來是聽⾒見見的⼈人給我們證實了了。」

主⽇日學之要
主⽇日崇拜後將有主⽇日學, 研讀書本是「真理理與⽣生命」, 這是教會成立整整12年年後⼀一個重要的⾥里里
程碑碑。認識基督, 認識真理理, 認識基督真理理知識, 並可⾒見見證基督, ⾔言真理理知識, 乃百利利⽽而無⼀一害之
為。這是我們將來來在天上與歷世歷代, 各型各樣的基督徒,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一同敬拜的基
礎。啟⽰示錄題到眾長老俯伏敬拜的事(參參5:14節與19:4節), 然我們當注意長老是在前導的天使
稱頌上帝之後才隨之發出敬拜讚美聲, 這是⼀一種共鳴式回應的敬拜。共鳴回應表⽰示長老必須根
據他們⾃自⼰己本⾝身對上帝與主基督的認識, 真實反應出他們的我, ⽽而不是跟著其他⼈人起舞。

今⽇日帶領聚會禱告的基督徒總在結束前說:「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會眾也制式的「阿們」
回應之, 從不理理會帶領者的禱告詞是否正確。若若帶領者以「親愛的天⽗父」起⼿手, 之後沒有⼀一句句
禱告詞⾔言及耶穌基督, 就逕⾃自地說「感謝祢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我們能阿們嗎? 若若
帶領者整個禱告詞只題到⽗父與聖靈, 沒有題到基督, 卻以「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我們能阿
們嗎? 請記住, 我們每週主⽇日頌讀的使徒信經與尼⻄西亞信經, 其中篇幅最多的就是論主耶穌基督
部份, 因此我們的禱告詞也應當多⾔言主耶穌基督。

啟⽰示錄第19章的敬拜
我們尚須注意啟⽰示錄第19章的敬拜情況, 那是上帝判斷那⽤用淫⾏行行敗壞世界的⼤大淫婦, 並且向這
淫婦討她流上帝僕⼈人的⾎血的罪, 給祂的僕⼈人伸冤, 後燒淫婦的煙往上冒之後的敬拜。因此, 能在
上帝審判現場可與⼆二⼗十四位長老與四活物就俯伏敬拜的基督徒, 同說「阿們! 哈利利路路亞!」的必
然是堅守信仰, 敢為基督做⾒見見證, 敢抵擋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理等⼤大淫婦類的基督徒。

我們可預想上帝燒淫婦的實況, 其中必有我們認識的牧師傳道, 他們放棄了了基督, 不⾒見見證基督; 
不僅有神職⼈人員, 並且還有那些跟隨這些牧師傳道的平信徒。以賽亞書九章15-16節已經說了了:
「15長老和尊貴⼈人就是頭, 以謊⾔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16因為引導這百姓的，使他們走錯了了路路，
被引導的都必敗亡。」請問各位, 若若我們的信仰是假的, 我們可能⼀一⾯面看著他們被燒, ⼀一⾯面向上
帝⼤大聲喊著說:「阿們, 哈利利路路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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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 我們在地時必須真確學習, 增強真理理知識, 認識基督, 好在將來來的那時站立得穩, 否則必難
過萬分, 寧可逃離現場, ⽽而不願杵著那裏⽽而不知所措。因此, 我們須端正學習「真理理與⽣生命」的
態度, 不單為了了得知識, ⽽而是為了了可以成為主的戰⼠士, 堅守真理理的道, 並挽回那些受⿁鬼魔道理理矇
騙的基督徒, 不使他們在燒淫婦的煙之中。

教訓六(續): 猶⼤大的忽略略
吃餅得餅的五千⼈人與基督的關係屬於相爭的範圍, 猶⼤大與基督的關係則屬於忽略略的範圍。就結
果論來來看, 猶⼤大的忽略略(基督的道)情節比五千⼈人的相爭要來來得嚴重, 因為後者尚有回轉的機會, 
忽略略者則是罪不可赦。猶⼤大聽得耶穌各比喻的意義, 看到耶穌⾏行行了了創世以來來沒有⼈人能⾏行行的神蹟, 
⼜又看到其他11使徒對耶穌的忠誠認信, 猶⼤大被這些鮮活的經歷圍繞著卻忽略略之, 不為所動。

然, 這些還不是猶⼤大因忽略略⽽而無法逃罪的原因。猶⼤大無法逃罪的原因有三: 1. 他接受魔⿁鬼賣耶
穌的意思; 2. 他真的賣了了耶穌; 3. 他輕慢基督的死。我們已述前兩兩點, 今僅論第三點。

猶⼤大輕慢基督的死
當耶穌告訴猶⼤大, 由著⾺馬利利亞的性, 許她⽤用⼀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他的腳, 因為她存留留這瓶香
膏乃是為他安葬之⽇日存留留的(約12:7)。這是猶⼤大第三次再度聽到主耶穌預⾔言⾃自⼰己將要死的事, 
然儘管如此, 他的⼼心卻沒有產⽣生⼀一絲絲悸動, 彼得⾄至少還表了了態, 說這事必不臨臨到耶穌⾝身上。耶
穌曾對猶太⼈人提出⼀一驚天的挑戰之問:「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約8:46a) 這是⼈人類歷
史唯⼀一的⼀一句句話, 且只有無罪的耶穌可以說這話。現在, 這無罪者要被安葬, 猶⼤大聽了了如此尖銳
⽭矛盾之語, 加上過往三年年半在這無罪者⾝身旁所聽得的, ⼼心中卻還是惦記著可賣三⼗十兩兩銀⼦子的真
哪噠香膏。猶⼤大的這忽略略已顯出他已無份於基督的死的救贖, 他⾃自⼰己需承擔⾃自⼰己的罪。

猶⼤大聽道⽽而不思之
猶⼤大不珍惜⾃自⼰己的機會與福份, 有道可聽卻不聽之, 且不思想基督話語的意義, 猶⼤大聽⽽而不思的
忽略略態度乃是他不能返回的原因。看著猶⼤大的忽略略, 再看今⽇日的教會, 今⽇日豈豈不是⼀一個忽略略的
時代? 猶⼤大忽略略了了基督和他說的話, 今⽇日教會不也是忽略略基督和他說的話嗎? 忽略略基督的教會
必忽略略教會歷史, 忽略略三⼤大信經, 忽略略改教, 忽略略加爾⽂文, 忽略略清教徒, 甚⾄至忽略略了了已啟⽰示完全的
聖經, 欲想得著新的啟⽰示。猶⼤大忽略略基督的道成了了習慣之後, 基督對他再嚴厲的警告也就聽若若
無聞; 今⽇日教會忽略略基督的道也已成了了習慣, 再多的勸說都當成是耳邊風。

猶⼤大⼈人性的扭曲
使徒猶⼤大忽略略了了基督安葬的事, 他與基督的死無關的結果之⼀一就是他的⼈人性扭曲了了, 他變得冷
酷無情。猶⼤大的主⼈人要死了了, 但他的⼼心卻還是不轉睛地定在⾺馬利利亞價值不菲的香膏上。猶⼤大與
耶穌⽣生活三年年半當中, 他吃耶穌, 喝耶穌的, 無⼀一刻有所缺, 且耶穌沒有虧負他什什麼, (不像世上
的主⼈人總有虧負僕⼈人的時候, 若若無, 就沒有腓利利⾨門書)。若若按我們⼀一般的說法, 耶穌等於猶⼤大的衣
食⽗父⺟母, 但是猶⼤大此時聽了了耶穌將要死的話卻是無動於衷, 任何⼈人看到這樣的猶⼤大必說他連禽
獸都不如。我們不時地看到猛獸如獅⼦子, 豹, ⿊黑⽑毛猩猩等, ⾒見見到了了久違的飼養者, 對他是⼜又抱⼜又
親, 這些禽獸尚且展現牠們愛飼養者的情感。

愛主, 愛⼰己, 愛⼈人
我請問⼤大家, 若若說⾃自⼰己將要死的這⼈人不是耶穌, ⽽而是其他⼈人, 且這⼈人亦可使猶⼤大無所缺, 猶⼤大會
對這⼈人表現出如此無情的態度嗎? 答案是否定的, 不會。但他為什什麼對耶穌就這樣無情? 因為
他違背了了誡命的總綱。

耶穌對律律法師說:「37你要盡⼼心, 盡性, 盡意, 愛主你的上帝。38這是誡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39其次也相倣, 就是要愛⼈人如⼰己,40這兩兩條誡命是律律法和先知⼀一切道理理的總綱。」(太22: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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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律律法的制定者, 頒佈者, 執⾏行行者-基督親⾃自賜下的教訓, 故適⽤用於每⼀一個⼈人, 即⼈人⼈人都當愛上
帝, 愛⼰己, 以及愛⼈人。凡盼望⾃自⼰己有永⽣生, 盼望⾃自⼰己有上帝永遠的同在, 這樣的⼈人必然是⼀一個知
道要愛⼰己的⼈人。

猶⼤大將⾃自⼰己變得毫無⼈人性, 他顯然是⼀一個不愛⼰己的⼈人, 猶⼤大是愛⼰己的負⾯面案例例。忽略略基督的死
的基督徒⼀一定是忽略略基督的⼈人, 這樣的基督徒就不可能是⼀一個愛⼰己的⼈人; 不愛⼰己者必不可能愛
⼈人, 更更遑論愛上帝。我再說, 忽略略⽣生命(的本體), 那能得著⽣生命? 忽略略真理理(的本體), 那能得著真
理理? 忽略略道路路(的本體), 那能得著道路路? 忽略略愛(的本體), 因上帝是愛(約⼀一4:8b), 那能得著愛? 
忽略略永⽣生的⼈人那能得著永⽣生?

然, 我們悲哀地說, 這就是今⽇日基督徒的寫照, 在忽略略基督的死的信仰之下, 所為就是將⾃自⼰己的
利利益置頂, 眼中無視於其他基督徒, 甚⾄至連疾病在⾝身的基督徒也不顯體恤之⼼心。我也⾒見見在職場
上欺負基督徒最⼒力力的常是基督徒, 所使⽤用的⼿手段比非基督徒還無情。

猶⼤大因忽略略基督的死, 基督的死與他無關, 他無份於基督的死的功效。基督在最後禱告中定了了
猶⼤大的結局, 就是「滅亡之⼦子」(約17:12), 因這是基督向⽗父禱告中說的話, 故猶⼤大滅亡是鐵定的
事。這即告訴我們, 因猶⼤大忽略略的是基督, 不是別⼈人, 他就被基督列列為滅亡的⼈人; 因猶⼤大忽略略的
是基督,  他同時也扭曲了了殘餘的⼈人性, 從墮落落狀狀態變成失落落狀狀態。

忽略略的猶⼤大與靈明的⾺馬利利亞
在真哪噠香膏事上, 我們看到⾺馬利利亞與猶⼤大兩兩者強烈的對比, 是捨獻與貪得的對比。⼀一個有尊
貴地位的使徒有了了尊貴地位還要貪得, ⼀一個處卑卑微的女⼦子雖沒有地位卻可捨獻, 何為昏庸, 何為
靈明, 就在這獻與得之間表露無遺。猶⼤大是詩篇49篇中畜類的典型例例⼦子,「12⼈人居尊貴中不能長
久, 如同死亡的畜類⼀一樣。...20⼈人在尊貴中⽽而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畜類⼀一樣。」上帝更更在耶利利米
書10:14節將畜類定義為「毫無知識」。猶⼤大貪得的慾望與⾺馬利利亞單純的給獻, 我們這在兩兩者
中間可以肯定地說, 在天上必⾒見見得⾺馬利利亞, ⾒見見不到猶⼤大。基督徒是尊貴的, 若若做了了長執卻沒有⾺馬
利利亞的捨獻的⽣生命, 他的發展將如猶⼤大, 故不可不慎。

被釘在⼗十字架上與被安葬
基督在受難週初期對12⾨門徒說:「18b⼈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 他們要定他死罪;19a⼜又交給外
邦⼈人, 將他戲弄弄, 鞭打, 釘在⼗十字架上。」(太20:18b-19a) 在最後晚餐時, 對猶⼤大說⾺馬利利亞的真
哪噠香膏「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留的。」這爲我安葬與我釘在⼗十字架上兩兩者其實是不相容的, 因
為⼀一個被判⼗十字架刑罰的⼈人是被咒詛的, 且被社會拒絕, 無權活在社會中的⼈人。凡承認與掛在
⼗十字架上之⼈人有關係, 或是碰觸到掛在⼗十字架之⼈人⾝身體的, 也同樣被咒詛, 不被社會接納之⼈人。
然, 基督卻說這真哪噠香膏為我安葬之⽇日存留留的, 表⽰示有⼈人與釘⼗十架的基督有關係, 這些⼈人不畏
懼被社會排擠, 不怕世⼈人另類的眼光, 說得通俗⼀一點, 這些⼈人無法買到材米油鹽, 連基本⽣生活都
會發⽣生困難, 卻定意跟隨耶穌, 若若不是從上頭來來的能⼒力力, 則不可能。

我們在宗教⾃自由的今⽇日, 並不會像第⼀一世紀的基督徒那般受迫害的遭遇, ⽽而成了了基督徒, 信仰更更
需被多⽅方驗證。

基督對忽略略者的態度
我們看到耶穌對彼得與猶⼤大兩兩者的錯誤, 說話的語氣是不⼀一樣的, 耶穌嚴詞斥責彼得, 但驅走猶
⼤大時的語調反倒是平常⽽而不帶氣, 正如耶穌回答魔⿁鬼的試探時語氣也是平和的。基督對猶⼤大這
語氣不是因為他感到絕望, ⽽而是不願再給猶⼤大盼望, 不願猶⼤大再聽得他說的任何⼀一句句話, 不願猶
⼤大從他那裏得⽣生命。基督嚴正地對待忽略略他說話的⼈人, 但⾔言語上卻是和樣的, 這讓今⽇日只願意
聽好話的基督徒著實驚恐。因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 是⼀一樣的, 故基督當時如何
(⼼心平氣和地)對待忽略略他教訓的猶⼤大, 今⽇日也同樣(⼼心平氣和地)對待忽略略他教訓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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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說:「我來來了了, 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更豐盛。」(約10:10b) 因此, 基督必多次多⽅方的帶
領教會進入他的真理理, 並越帶領越得著他⽣生命的豐盛, 能喫乾糧, ⼼心竅習練得通達, 能分辨好⽍歹
(來來5:12-14)。相反地, 當教會不傳講基督, 不⾼高舉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死裏復活, 顯出忽略略的事
實時, 教會便便停留留在基督道理理的開端, 教會不再可能以道⽣生道。

教會不傳基督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不信, 不信傳了了基督, 會有⽣生命。基督說:「為罪, 是因他們不
信我」, 故不傳基督者必還在罪中。既在罪中, 那麼⽗父, 基督, 聖靈, 罪⼈人, 以及撒但之間關係的
重整, 位格與位格之間混亂關係的撥正, 就與這些⼈人無關。

⽩白⽇日與⿊黑夜
上週我說過⼀一次, 今天再說⼀一次, 基督說聖靈的⼯工作是「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 ⾃自⼰己責備
⾃自⼰己」(約16:8), 這句句話最可怕的是「⾃自⼰己責備⾃自⼰己」。不傳基督者不可能⾃自⼰己責備⾃自⼰己, 因為
沒有⼀一個絕對參參考點, 也就是主耶穌基督, 作為他們的參參考來來⾃自⼰己來來責備⾃自⼰己。基督說:「趁著
⽩白⽇日, 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來者的⼯工, ⿊黑夜將到, 就沒有⼈人能作⼯工了了。」(約9:4) ⽩白⽇日與⿊黑夜之別在
於上帝顯出祂的作為與否(約9:3b), 若若我們在上帝作⼯工的⽩白⽇日, 受了了基督的教訓, 卻不⾃自⼰己責備
⾃自⼰己, 還是⽢甘願走猶⼤大的道路路, 還有意無意地執⾏行行魔⿁鬼意旨⽽而不願改正的話, 當上帝不作⼯工了了,    
⿊黑夜到了了, 我們沒有基督的道可以⾃自⼰己責備⾃自⼰己, 結果我們只能⼀一直走在猶⼤大的道路路上, 落落在永
遠的⿊黑暗裏。

當基督再來來時, 我們必在這位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自⼰己責備⾃自⼰己,  但那時悔悔恨已無補於事, 只
能責備⾃自⼰己為何有機會⾃自⼰己責備⾃自⼰己時卻放棄之, ⽽而那悔悔恨將是永遠的。在⿊黑夜無光比⽩白⽇日有
光時⾃自⼰己責備⾃自⼰己, 痛苦更更加千倍萬倍, 那是永遠懊悔悔的痛苦。

每⼀一基督徒都當想想基督的再來來, 今⽇日就不得忽略略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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