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九⽉9⽇ 

基督與猶⼤ (⼆⼗四) - 撒但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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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27節:「21耶穌說了了這話, ⼼心裏憂愁, 就明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中間
有⼀一個⼈人要賣我了了。』22⾨門徒彼此對看, 猜不透所說的是誰。23有⼀一個⾨門徒, 是耶穌所愛的, 側
⾝身挨近耶穌的懷裏。24⻄西⾨門彼得點頭對他說:『你告訴我們, 主是指著誰說的。』25那⾨門徒便便就
勢靠著耶穌的胸膛, 問他說:『主阿, 是誰呢?』26耶穌回答說:『我蘸⼀一點餅給誰, 就是誰。』耶
穌就蘸了了⼀一點餅, 遞給加略略⼈人⻄西⾨門的兒⼦子猶⼤大。27他喫了了以後, 撒但就入了了他的⼼心。耶穌便便對他
說:『你所作的, 快作罷!』 」

教訓八: 撒但入⼼心(續)
再論 (2) 坐上尊貴位, 及(3) 受到尊貴者禮遇之後的態度
對猶⼤大⽽而⾔言, 最後晚餐是他最後審判時(the judgement day), 這審判也是我們最後審判時的雛形
與預表。我們看到, 猶⼤大坐在尊貴位, 無視於⾯面對的是主耶穌基督, 他不顯謙卑卑, 反⼼心⽣生驕傲。
由於猶⼤大這驕傲是⽣生發在基督⾯面前, 是活⽣生⽣生地在上帝⾯面前的驕傲, 這驕傲已漲覆過頂, 是⼈人諸
般驕傲中之最, 是⼈人絕對本性之最, 無可復加。

世⼈人因沒有屬天的⽣生命, 他們的驕傲是必然的, 但基督徒卻不同, 因基督明明揀選了了猶⼤大來來告誡
基督徒不得驕傲, 基督徒卻無視於主的作為⽽而驕傲了了, 那是不可原諒的; 這樣的基督徒⾃自稱有基
督所賜之屬天⽣生命, 那是假的。事實顯明, 基督徒可以接受職場那賞賜他的長官的訓誨⽽而不發
怨⾔言, 但是在教會裏就受不得⼀一點規勸, 即便便那規勸與他⽣生命有益。基督徒總是可以從聖經裏
找到⽀支持他⾏行行事的依據, 即便便他對那經⽂文認知不確, 還是死硬不改。

⾝身為教會尊貴位者有此驕傲危機, 平信徒亦有此驕傲危機, 前者易易顯於⼈人前, 後者卻隱於⼈人後。
居尊貴位者最容易易顯出的驕傲就是沾染社會氣息, (我有此感受乃因看到某⼀一牧師在主⽇日時間, 
崇拜已經開始, 但他還是悠哉悠哉地緩步前來來, 因為還沒到他講道的時間。) 在社會場合中, 尊
貴者永遠是待其他⼈人坐定或站定後才緩緩進場的那⼀一位; 若若尊貴者坐定後, 還有⼈人進場, 那是不
禮貌的, 是對尊貴者極不尊重的⾏行行為。請問各位, 那尊貴者在教會當如何? 上述這牧師的⾏行行為是
否尊重該教會? 

耶穌死裏復活後, 婦女分別受到坐在耶穌墳墓的天使與主耶穌親⾃自的指⽰示(可16:6-8; 太28:10), 
要她們去⾒見見⾨門徒, 叫他們往加利利利利去, 在那裏⾒見見主⾯面, 耶穌甚⾄至對婦女們特別題彼得(可16:7a); 
11使徒聽了了婦女之⾔言後便便起⾝身往加利利利利去, 到耶穌約定的⼭山上(太28:16)。我請問各位, 在這次
會⾯面中, 是誰先到加利利利利? 主耶穌, 還是11使徒? 是主耶穌(太28:17a)。這是尊貴者耶穌教導尊
貴者的我們當如何⾏行行,  不可因⾃自⼰己尊貴的⾝身份⽽而傲, 當顯出對他⼈人尊重的⾏行行為來來。

⾄至於平信徒驕傲, 因其⾏行行徑常隱⾝身⼈人後, 不被注意, 有驕傲⾏行行為⼜又不得議之, 反⽽而更更加危險。平
信徒顯在職場中的驕傲總以為⾃自⼰己是上帝的兒女⽽而輕看他⼈人, 在教會裏懂聖經⼀一點就愛做其他
基督徒的導師, 這樣基督徒的⼼心已⾼高上天卻不⾃自覺。教會裏愛動⼝口的⼈人永遠多於愛動⼿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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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人的永遠少於被服事的。說實在地, 今⽇日教會已變成服務業, 來來教會聚會的⼈人是顧客, 教會
深怕得罪顧客, 擔⼼心顧客不上⾨門, 或憂慮顧客不來來了了, 因此百般滿⾜足顧客的要求。顧客永遠是對
的, 可要求, 再要求; 顧客申訴了了, 不管有理理還是無理理, 教會都必須重視, 且要早早處理理解決。

基督徒來來教會因是顧客⼼心態, 故看⼀一切在他⾝身上的服事皆為理理所當然, 內⼼心不存⼀一絲感恩的⼼心。
當基督徒視教會的⼀一切都是理理所當然的時候, 就不會懂這樣簡單的事實, 他們也不願意懂。請
為各位, 是不是視聽得到道為理理所當然? 是不是視進入教會視覺舒服為理理所當然? 是不是視廁
所⽤用紙不缺為理理所當然? 是不是視乾淨的垃圾桶為理理所當然? 是不是視冷氣正常運作為理理所當
然? 是不是視孩童有⼈人照料為理理所當然? 當那⼀一天這些理理所當然的事不當然了了, 第⼀一個反應會
是什什麼? 為何沒有廁所⽤用紙, 為何冷氣不冷, 為何不找伴讀⽣生等等。

這12年年來來, 我們沒有聽⾒見見基督徒對⾃自⼰己受到的恩惠說過⼀一個「謝」字,  均假借恩典之名避⽽而不
⾔言。今⽇日基督徒只在意⾃自⼰己是上帝的兒女, 完全不在意服事他的基督徒亦是上帝的兒女, 無知
於這些服事他的⼈人是有尊貴地位的⼈人, ⽽而這地位是基督所賜的(約1:12)。

鑑於基督徒不知⾃自⼰己正處在懸崖邊, 隨時有掉入猶⼤大深淵的可能, 我則援引以賽亞書第49章和
⾺馬太福⾳音第25章基督親⼝口的啟⽰示與教訓, 對此提出警告。

以賽亞書第49章: 對待從北⽅方來來的, 從⻄西⽅方來來的, 從秦國來來的遠⽅方之⺠民
基督是⽗父所差的, 因⽗父與⼦子之間有聖約, ⾝身為聖約執⾏行行者的⼦子就必須完成這約中所立的事。由
於這聖約存於⽗父與⼦子之間, 若若⼦子不將這約的內容啟⽰示出來來, 無⼈人能知, ⽽而以賽亞書第49章寫的就
是這約的內容, 且是出於基督親⾃自的啟⽰示。

基督在這章中以上帝的僕⼈人⾝身份說話,「⾃自我出胎, 主就選召我,...主從我出胎, 造就我作祂的僕
⼈人。」(第1與5節) 這位神僕說, 上帝必因他得榮耀(第3節), 事實就是如此, 聽基督在最後晚餐向
⽗父的禱告:「我在地上已經榮耀祢, 祢所託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了。」(約17:4) ⽗父託付基督什什麼
事呢? 基督指出⽗父託付他的事是: 使雅各眾⽀支派復興, 使以⾊色列列中得保全的歸回(第6節); 不僅如
此, 基督還指出他要作外邦⼈人的光, 在外邦⼈人⾝身上施⾏行行上帝的救恩, 直到地極(第6節)。

原來來, ⽗父與⼦子之間的聖約就是(按信經之⾔言)建立聖⽽而公之教會, 這教會的組成份⼦子除了了猶太⼈人之
外, 還有從遠⽅方來來, 從北⽅方來來的, 從⻄西⽅方來來的, 從秦國來來之⺠民(第12節), 所以保羅說:「這福⾳音本是
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利利尼⼈人。」(羅1:16b) (請注意基督⾔言語之威, 
他講述外邦⼈人措辭比保羅更更為全⾯面。)

基督⼜又說, 他救贖的這些⺠民當中有被⼈人藐視的, 本國所憎惡惡的, 官長所虐待的, 他們曾在綑綁中, 
曾在⿊黑暗中(第9節); 基督⽤用另外⼀一句句話形容這些⼈人, 就是勞苦擔重擔的⼈人(太11:28a)。基督繼續
啟⽰示說, ⽗父要藉著他來來安慰與憐恤這些困苦的百姓(第13節), 基督說這些⼈人可以到他這裏去, 他
就使他們得安息(太11:28b)。基督所賜的安息是得著永⽣生的安息, 因為基督將永⽣生賜給⽗父所賜
給他的⼈人(約17:2b)。基督⼜又繼續說到, 當這些⺠民被基督招聚之後, 個個認識了了⽗父是獨⼀一的真神, 
也認識⽗父所差來來的耶穌基督(約17:3), 他們有了了永⽣生便便⼀一起歡呼快樂, 發聲歌唱(第13節)。

這就是聖約的內容, ⽗父與⼦子之聖約的核⼼心就是教會, 上帝的榮耀與永⽣生僅賜給屬基督的教會。
基督必按聖約來來完成⽗父所託付的⼯工作, 堅立他與⽗父所立的約, 作⼯工在每⼀一個屬他的⼈人⾝身上。凡
抵擋者, 就是聖約的仇敵, 這樣的⼈人不在聖約裏⾯面。

基督徒必須保守⾃自⼰己在這聖約之中, 每位都當認識⽗父是獨⼀一的真神, 與認識⽗父所差來來的耶穌基
督。請注意, 基督說的「認識」是百分百真確無誤, 不得有⼀一絲錯誤的認識。因此, 我們論道時
必須謹慎⾔言語, ⽤用字⽤用詞必須準確, 孔⼦子寫下「⼀一⾔言喪邦」, 基督徒則需有「⼀一⾔言致死」的警覺
性。致死的⾔言語有:「神賜下律律法乃是要⼈人犯罪」,「不相信基督的⼈人性是被造的, 就沒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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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還有, 堅持耶穌有犯罪的可能, 或錯認基督與猶⼤大的關係, 或論⼀一個沒有神性的基督等
等。這些⼈人在活著的時候若若不改正錯誤,  已將⾃自⼰己排拒在聖約之外, 因為這些話將上帝看為有
惡惡⼼心的上帝。

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我們除了了當注意論道的⾔言語之外, 還需注意⾃自⼰己以⼿手服事的狀狀態。基督說:「⼈人⼦子來來, 不是要受
⼈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太20:28a) 因此, 有基督⽣生命的⼈人必然是服事⼈人的⼈人, 他有兒⼦子的
⼼心, 做僕⼈人的事。這樣的基督徒在教會中的記號很清楚, 他(她)不安於被服事的狀狀態, ⼈人常看到
他(她)做事的⼿手, ⽽而不是看到他(她)說話的⼝口。

能說之⼈人必須也是能⾏行行之⼈人。我們若若在可⾒見見的教會不服事⼈人, 絕不可能與在聖約中的基督徒彼
此團契。保羅要求腓立比教會的基督徒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2:5), 保羅隨即說了了其中
原因, 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腓立比書⼆二章6-11節的基督論。今天, 我請⼤大家特別注意保羅說完基
督論之後所說的話, 他說:「12b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13因為你們立志⾏行行事都是上帝在
你們⼼心裏運⾏行行,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2:12b,13) 請注意強調的紅字。

親愛的弟兄姐妹, 猶⼤大跟隨耶穌到最後晚餐(即最後審判)時, 他在耶穌⾯面前攤開他跟隨耶穌之後
的⼀一切的⼀一切, 試問, 當基督再來來的那天, 我們在主⾯面前攤開的⼀一切的⼀一切時, 那動⼿手服事⼈人的
紀錄有多少? 

若若我們在教會裏, 作風像個⼤大老爺, 受⼈人的服事, ⽽而不願服事⼈人, 我們絕不可能被在基督交於⽗父
那國裏(林林前15:23-24)。世⼈人壓抑上帝的存在, ⾏行行不義阻擋真理理(羅1:18b), 上帝便便任憑世⼈人逞著
⼼心裏的情慾⾏行行污穢的事(羅1:24a); 基督徒若若阻擋壓抑基督是教會的主的真理理, 基督也必任憑不
願服事⼈人的基督徒走在法利利賽⼈人的道路路, 請讀⾺馬太福⾳音23章1-7節:「1那時, 耶穌對眾⼈人和⾨門徒
講論,2說:『⽂文⼠士和法利利賽⼈人, 坐在摩⻄西的位上。3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 你們都要謹守遵⾏行行, 但不
要效法他們的⾏行行為, 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行。4他們把難擔的重擔, 捆起來來擱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
⼀一個指頭也不肯動。...』」

(4) ⾺馬太福⾳音第25章: 對待⼩小弟兄的態度
基督在⾺馬太福⾳音第25章⼜又再⼀一次地宣⽰示他履⾏行行聖約的必然。基督在這章中說了了三段教訓, 其中
篇幅最長的是第三段, 我們看到, 這第三段的教訓題及榮耀與永⽣生(太25:31,46), ⽽而這段內容乃
是關乎論接待弟兄中最⼩小的⼀一個。

基督⼝口中那弟兄中最⼩小的⼀一個當然是我們可⾒見見的弟兄, ⽽而⼀一個驕傲的⼈人, 不服事的⼈人, 絕不會接
待這樣的弟兄。上帝必試驗我們的信⼼心(彼前1:7a), 因此基督必在我們⾝身邊放置⼀一個⼩小弟兄(姐
妹)來來試驗我們, ⽽而我們在這⼩小弟兄(姐妹)⾝身上所為反應著我們的真⼼心。我們或許在尊貴者⾯面前
有個⾯面具, 但對⼩小弟兄(姐妹)所⽣生的⼼心思是不作假的。

基督⽤用⼀一個弟兄中最⼩小的⼀一個來來試驗基督徒, 這是⼀一個是否在聖約教會內的試驗。基督這試驗
是有懲治與獎賞的試驗, ⼀一是往永⽣生裏去的獎賞, 另⼀一是往永刑裏去的懲治(太25:46)。請注意, 
基督⽤用動詞的「往」字, 表⽰示基督徒現在進⾏行行式的⽣生命走向, 即現在的你就是將來來的你。是故, 
我們⾃自⼰己知道往那個⽅方向⾏行行, 因為是我們⾃自⼰己親⾃自⾯面對弟兄中最⼩小的⼀一個, ⽽而其他基督徒也知
道我們往那個⽅方向⾏行行, 因為他們親眼看我們如何⾯面對弟兄中最⼩小的⼀一個。

上帝設立⾒見見證的原則是「要憑兩兩三個⼈人的⼝口作⾒見見證, 句句句句都可定準。」(太18:16b) 當基督在他
榮耀裏, 同著眾天使降臨臨, 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太25:31), 主必指出我們在世是否接待弟兄中最
⼩小的⼀一個, ⽽而這⼩小弟兄(姐妹)也必⾒見見證我們對他(她)的接待, 且其他基督徒亦⾒見見證之, 這樣, 就有
兩兩三個⼈人的⼝口的⾒見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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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聖餐的態度
耶穌特意在喫晚飯中間, ⽽而不是在喫完飯之後, 告訴使徒說他們12個⼈人中間有⼀一⼈人要賣他, 耶穌
選擇這時間點乃因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尚需完成⼀一件事, 就是設立聖餐。因這禮與餐有關, 故設
立這聖餐禮最好的場合就是喫飯之際, 就如聖靈降在耶穌⾝身上最好的場合就是在他受施洗約翰
的洗之時, ⽗父向耶穌顯現最好的時機就是啟⽰示⼗十字架之死之後。

聖餐禮的主⼈人是耶穌基督, ⼜又聖餐禮是羔⽺羊筵席的預表, 故誰可喫這聖餐完全是出於主的邀請, 
⽽而他只會邀請那些⽗父所賜給他的⼈人, 這些⼈人得以喫他的⾁肉, 喝他的⾎血。因滅亡之⼦子無份於基督
的死, 他只能喫到蘸地上醬料的餅, 不能喫到和著基督的⾎血的餅, 所以, 耶穌在設立聖餐禮之前
必須催促猶⼤大快快離開他與其他11使徒。因此, 聖餐禮是神聖的, 故出賣真理理者, 不認識⼦子者, 
不接待基督者, 皆不得領受聖餐禮, 這些⼈人⼀一旦喝了了基督的⾎血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兩兩個筵席
耶穌講過兩兩個筵席, ⼀一個筵席的主⾓角是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 這些指的是非猶太
的外邦⼈人(路路14:21)。另⼀一個筵席的主⾓角是主⼈人, 他觀看赴筵的賓客, ⾒見見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 就
對他說:「朋友! 你到這裏來來, 怎麼不穿禮服呢?」這不穿禮服的意思是, 赴筵的基督徒沒有穿戴
基督, 他在赴筵之前有時間與有機會認識基督, 接待基督, 但卻沒有這麼作, 以致還是穿著原來來
的舊袍赴筵。這王因那⼈人無⾔言可答, 於是叫⼈人「捆起他的⼿手腳來來, 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裏。」
(太22:1-14) 

總之, 我們在基督所立的新約⽽而領受聖餐禮, 那麼, 我們也當是聖約的執⾏行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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