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九⽉23⽇ 

基督與猶⼤ (⼆⼗五) - 撒但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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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6-27節:「2喫晚飯的時候, 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略⼈人猶⼤大⼼心
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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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
上帝創造⼈人, 使⼈人擁有諸多功能, 其中最⾼高等次的當屬敬拜功能, 這功能當向⾄至⾼高者上帝發出。
我們向世⼈人講這句句話, 無⼈人會反對, 但當世⼈人問我們, 舊約的上帝說話總以「我耶和華」顯明⾃自
⼰己, 但耶穌傳道時從未說「我是上帝」, 那我們為什什麽還敢尊他是上帝⽽而拜他, 這樣不是會觸怒
上帝嗎? 世⼈人挑戰我們怎敢在上帝⾯面前說是拜耶穌的? 若若我們改說是拜上帝的, 那基督教應該
改名叫上帝教, 我們只要傳上帝就好, 何必傳耶穌? 教會⼜又何必掛個⼗十字架招牌? 

耶穌怎麼說(啟⽰示)⾃自⼰己是誰? 他說他是「上帝的兒⼦子」(約9:35-37;10:36;11:4;17:1)。這上帝的
兒⼦子在符類福⾳音乃是經由他⼈人指出來來, 但在約翰福⾳音卻是耶穌⾃自⼰己說的。耶穌的這⾃自啟對我們
的衝擊極⼤大, 因為按著上帝的形像樣式造的我們, 對於「上帝」是直觀的, 但對於「上帝的兒
⼦子」是誰, 就必須經過悟性思考的過程才能認識祂。

當我們聽到上帝的兒⼦子的時候, 必問, 上帝不是獨⼀一的嗎? 怎麼會有兒⼦子? 這兒⼦子有⺟母親嗎? 既
然是兒⼦子, 那⼀一定比上帝⼩小喔? 也會問,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與亞當是上帝的兒⼦子(路路3:38b)有什什
麼不同? 還有其他種種之問。因著這悟性思考的必須, 且尋求諸問之答案的必然, 所以我們可以
說, 上帝的兒⼦子奠定了了基督教的信仰與本質, 祂是我們知上帝是誰的基礎。由於認識上帝的兒
⼦子是誰已經超出我們罪⼈人理理性可究及的範圍, 必須領受從上頭來來的能⼒力力⽅方成, 故基督教⼜又是聖
靈感動⼈人的宗教, 唯聖靈使上帝的兒女得以活在主耶穌基督裏, 穩固站立在基督房⾓角⽯石上。

聰明的撒但必攻擊教會這基礎, 使教會站立不穩, 故凡被撒但入了了⼼心的教會和基督徒必然是賣
耶穌的⼀一群, 因耶穌被賣了了, 所以上帝的兒⼦子在這群⼈人中間已經死了了, 不⾒見見了了, 這樣的教會和基
督徒的⼝口⿒齒只有神, 沒有基督。我曾經看過⼀一幅畫, 畫中有兩兩座城堡, ⼀一座屬基督教, 另⼀一座屬
魔⿁鬼, 雙⽅方各持有重砲, 魔⿁鬼向著基督教城堡的底部攻擊, 但基督教卻朝向對⽅方堡壘壘上的氣球開
砲; 這⼀一幅畫貼切地道盡了了今⽇日基督教的現況。

啟⽰示性的信仰
基督教的信仰是啟⽰示性的, 這意思是說, 若若上帝的兒⼦子不啟⽰示祂是誰, 我們則無從認識祂是誰, 
但當上帝的兒⼦子啟⽰示了了祂是誰, 我們則必須按照祂所啟⽰示的來來認識祂, ⽽而這啟⽰示乃記在聖經裏, 
我們必須根據聖經來來認識上帝的兒⼦子。這樣, 我們唯有認識聖經啟⽰示的耶穌-上帝的兒⼦子, 才能
夠誠實的拜祂。當上帝的兒⼦子親⾃自來來到世上之後, 祂說的每⼀一句句話就是我們認識祂的根本, 凡
熟讀舊約先知和新約使徒的⼈人必須可以清楚解釋耶穌說的話, 因兩兩者⾒見見證的中⼼心就是耶穌基
督。我在此需再次提醒, 啟⽰示另⼀一個意思就是說話, 聖經就是上帝說的話, 是上帝的啟⽰示; 聖經
是上帝的話, 不是上帝的話和⼈人的話的集成。

第 �  ⾴頁 (共 �  ⾴頁)1 4



屬基督的必蒙主激發他的思想的功能, 因此我們的禱告, 讚美, 祈求等皆出於我們悟性之後向主
發出的宗教⾏行行為。保羅說:「9我們⾃自從聽⾒見見的⽇日⼦子, 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 願你們在⼀一切
屬靈的智慧悟性上, 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10好叫你們⾏行行事為⼈人對得起主, 凡事蒙祂喜悅, 在⼀一切
善事上結果⼦子, 漸漸的多知道上帝。」(⻄西1:9,10) 保羅說出了了⾝身為上帝的兒女的我們如何在上
帝⾯面前蒙祂的喜悅, 好走在上帝喜悅的道路路上; 保羅亦指出⼀一個牧者當禱告什什麼, 祈求什什麼, 才
是蒙上帝喜悅的禱告祈求; 同時, 保羅也指出我們如何與他們相交(約⼀一1:3)。

保羅這句句話指出基督徒的⾏行行事為⼈人和當所⾏行行的善事。基督徒的⽣生命表現應當展現出屬靈的智慧
悟性, ⽽而這屬靈的智慧悟性的具體表現就是滿⼼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以及漸漸的多知道上帝。因
上帝是無限的, 故我們知道上帝當是結果⼦子型, 不斷長進的知道; ⼜又因上帝的真, 我們結的果⼦子
當是我們這個⼈人活得越來來越真, 即便便我們活在這爾虞我詐的社會, 屬靈⽣生命的成長也不會因此
⽽而偏離上帝的真。

今⽇日基督徒受理理性主義肆虐之後, 知識⽔水平比過往世代的基督徒更更⾼高, 讀了了⼀一點神學就⾃自認有
屬靈的智慧悟性。是的, 這樣的基督徒或可在某⼀一時間點展現迷⼈人的智慧悟性, 然保羅之「漸
漸的多知道上帝」的動性觀告訴我們, 當隨著年年⽇日增長⽽而有悟性上的進深。如果基督徒⼀一直處
在原來來的悟性深度, 沒有長進, 這即表⽰示他⼀一直在死⽔水中浮沈沈。耶穌說的,「37b⼈人若若渴了了, 可以
到我這裏來來喝,38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來。』」(約7:37b,38) 
約翰隨即寫說,「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約7:39a) 在死⽔水中沈沈浮的⼈人是沒
不到基督那裏喝⽔水的⼈人, 是沒有聖靈的⼈人。

屬靈的智慧悟性
我請⼤大家注意使徒的話, 他說基督徒的智慧悟性是「屬靈的」, 這就觸及到我們靈魂深處的事, 
因此我們要得怎樣的智慧, 領悟怎樣的道理理, 就不能隨便便, 因我們得了了怎樣的智慧悟性, 那是絕
對的, 對了了就是絕對的對, 錯了了就是絕對的錯。

我們都知道, 教會是基督的新婦, 新郎與新婦必須⼼心靈相通, 基督要求他的新婦要妝飾整⿑齊(啟
21:2b), ⾃自⼰己要豫備好, 準備他的婚娶(啟19:7), 蒙恩的新婦參參加婚宴時必須得穿光明潔⽩白的細
⿇麻衣(啟19:8)。保羅對哥林林多教會說:「2我為你們起的憤恨, 原是上帝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
你們許配⼀一個丈夫, 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 獻給基督。3我只怕你們的⼼心或偏於邪, 失去那
向基督所存純⼀一清潔的⼼心, 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了夏娃⼀一樣。」(林林後11:2,3)

這就是為什什麼我在這次事件中反應這麼激烈的原因, 絕不容許這教會傳講錯誤的教訓, 給⾃自⼰己
⽣生的⼩小孩吃毒藥,  讓會眾吃污穢的靈糧, 玷污靈魂。星星之火可燎原, 錯誤的道根必長出沒有果
⼦子的無花果樹, 等著枯乾被砍(路路13:9;太21:19)。哥林林多後書⼗十⼀一章1-7和12節(除了了第5節)真實
地反應我的⼼心。

魔⿁鬼賣耶穌
這次教會信仰的爭端對立在於, 約翰福⾳音13:2節明明寫說,「喫晚飯的時候, 魔⿁鬼已將賣耶穌的
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略⼈人猶⼤大⼼心裏。」但挑起事端的基督徒卻說猶⼤大賣耶穌是上帝的預定。
這位姐妹不僅未接受我多次解釋這節經⽂文的意義, 反⽽而在我講解這經⽂文的時間點另立他說, 對
抗之⼼心昭然若若揭。待⼤大家聽完我以下論述之後就知這不是⼩小事, 不得歸之於神學⾒見見解的不同。

由於賣耶穌的意思是「魔⿁鬼」放在猶⼤大⼼心裏, 聖靈識透魔⿁鬼這詭計, 因⽽而啟⽰示給使徒, 將之寫在
福⾳音書中。魔⿁鬼是活的, 尚未被上帝丟到無底洞洞, ⼀一旦牠⼼心⽣生賣耶穌的意思, 牠便便會在各世代⼀一
直賣耶穌, 也就是說, 魔⿁鬼之罪的本性無法不賣耶穌, 這是罪必然的發展。故, 魔⿁鬼必在各世代
的教會裏尋找可吞喫的基督徒, 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他們⼼心裏。聰明的魔⿁鬼為達成這⽬目的, 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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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隱藏⾃自⼰己, 好讓基督徒不去注意到牠的存在, 因⽽而不去留留⼼心牠賣耶穌的作為。保羅說得明
⽩白, 撒但裝作光明的天使, 牠的差役也裝作仁義的差役(林林後11:14,15)。

魔⿁鬼消失在猶⼤大賣主的場景中, 但猶⼤大賣主畢竟是個歷史事實, 基督徒⼜又要理理解這事實的背後
原因, 想到的當然就是上帝是這事的始作俑者; 這樣⼀一來來, 魔⿁鬼就順勢將賣耶穌的事歸之於上帝
所為。基督徒既然已經界定這是上帝的作為, 當然要以聖經的話來來述說猶⼤大賣主這事, 因此, 神, 
預定, 揀選, 救贖, 旨意等, 獨屬上帝的字詞便便出現在猶⼤大賣耶穌的理理解上。當這些字詞被排序
成⼀一句句話之後,「神預定猶⼤大出賣耶穌」,「神揀選猶⼤大達成祂救贖的⽬目的」的詞句句便便應運⽽而
⽣生。

直述句句本⾝身已經起了了相當的迷惑作⽤用, 然當這些直述句句⼀一旦轉為問句句之後, 那殺傷⼒力力便便以倍數
加增。⼈人聽了了直述句句之後可能只是聽聽⽽而已, 但⼈人⼀一旦聽到疑問句句, ⼈人那解決疑問的天性和探
索未知的本能必然激起他的好奇⼼心, 企圖找出疑問句句的答案。當⼈人意欲回答「神何以揀選猶⼤大
做壞事來來達成祂救贖的⽬目的?」或「神有預定猶⼤大出賣耶穌嗎?」之問, ⽽而寫下(或說出)第⼀一個
字之後, 後續的思緒必跟著那個字繼續發展下去, 最後成為⼀一篇完整的論述。可想⽽而知地, 這樣
的發展離「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略⼈人猶⼤大⼼心裏」的基本事實也就越來來越
遠。魔⿁鬼在猶⼤大賣主的事上沒了了影⼦子是個⾼高招, 牠同時達成詆毀上帝的⽬目的, 同時也擄獲了了基
督徒的思想, 因⼀一個⼈人說了了什什麼即反應那⼈人的⽣生命狀狀態。

撒但吞喫⼈人的動作極具⾼高度隱蔽性, 因⽽而猶⼤大完全無知於他賣耶穌的意思是出於魔⿁鬼, 也不知
他賣耶穌的動⼒力力是出於撒但入了了他的⼼心的結果; 猶⼤大如此, 出賣耶穌, 出賣真理理的基督徒亦如此, 
完全處在無知無覺於撒但在他(她)⾝身上的作為。這是我過去幾週⼀一直強調的。

我求知過程中即遇⾒見見過神預定猶⼤大賣主之問, 故對我個⼈人⽽而⾔言不是新鮮事, 但這次我為何反應
如此激烈, 在旁⼈人看來來甚⾄至認為我是⼩小題⼤大做。各位同時聽到完全相悖的話, ⼀一是魔⿁鬼將賣耶
穌的意思放在猶⼤大⼼心裏, 另⼀一是上帝預定猶⼤大賣耶穌, 這樣的情境彷彿回到創世記的夏娃⾯面臨臨
蛇的試探, 蛇讓夏娃來來判斷上帝說的話是對的, 還是牠說的話是對的。夏娃⼀一站在這樣的地位
上時, 她就墮落落了了, 因為她已顯出比上帝更更⾼高的位份, 可以審視上帝的話的對錯真假。所以, 我
看到這其中嚴重的後果, 絕不可能視若若無睹, 不作為, 獨善其⾝身, 視蒙偷進來來的教訓⽽而不理理, 讓各
位⾃自⽣生⾃自滅。

猶⼤大賣主⼀一事如何顯出基督的主性?
今⽇日基督徒論猶⼤大賣主⼀一事完全偏離了了主題。基督是⽗父所差的, ⽗父已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基
督徒當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 故凡論猶⼤大賣主若若顯不出基督在這事的主性, 必是偏離的論述。
聖經清楚寫到, 揀選猶⼤大的是基督, ⽽而不是上帝, 因此「神何以揀選猶⼤大做壞事來來達成祂救贖的
⽬目的?」或「神有預定猶⼤大出賣耶穌嗎?」之問, 本⾝身就錯了了。(請不要找理理由說基督也是神, 因
這問的神明明指的是第⼀一位格的⽗父; 是基督做的, 就要⼤大膽地說基督做的, 不要遮遮掩掩。 )

基督在揀選使徒事上顯出他是上帝的兒⼦子, 上帝有反合意旨, 上帝的兒⼦子也有反合意旨。基督
⾏行行使徒的揀選, 他卻只救彼得和其他10個使徒, ⽽而不救猶⼤大; 同是揀選, 卻有相反的結局。再來來,  
基督在揀選使徒事上亦顯出他是(上帝的)道, 他有絕對的主權將他的道賜給誰就賜給誰, 不賜給
誰就不賜給誰。我們看到, 基督賜道給彼得, 對彼得說話, 救拔他脫於對他錯誤的認信, 但不賜
道給賣他的猶⼤大, 不對他說更更正的話, 僅說「你所作的, 快作罷!」基督揀選猶⼤大要讓屬他的⼈人看
到猶⼤大的驕傲, 因⽽而⼼心⽣生警惕, 尤其是當我們有了了錢財和地位時。撒但特別喜歡⼯工作在尊貴者
⾝身上, 對猶⼤大如此, 對今天處尊貴位的基督徒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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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以下經⽂文來來總結這次事件
腓立比書:  
保羅對腓立比教會說:「27你們⾏行行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叫我或來來⾒見見你們, 或不在你們那裏, 
可以聽⾒見見你們的景況,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 站立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力。28凡事不怕
敵⼈人的驚嚇, 這是證明他們沉淪淪, 你們得救都是出於上帝。29因為你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30你們的爭戰, 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見, 現在所聽⾒見見的⼀一樣。」(腓1:27-
30) 保羅繼續說到,「1所以, 在基督裏若若有甚麼勸勉勉, 愛⼼心有甚麼安慰, 聖靈有甚麼交通, ⼼心中有
甚麼慈悲憐憫, 2你們就要意念念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念, 使我的喜樂可以
滿⾜足。」(腓2:1,2) 所以, ⼤大家不要感到驚慌, 反⽽而因我們經歷了了聖經所記, 今天還能夠在⼀一起敬
拜主, 來來感謝讚美主。

保羅說:「7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了, 當跑的路路我已經跑盡了了,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了。8從此
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留, 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了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 也賜
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4:7,8) 打仗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雙⽅方對峙是慘烈的, 無憐憫的。
打仗沒有不受傷的, 雖然仗打過後傷痕累累, 但那些傷是主看為美好的。我們打的仗是向著「引
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理」(提前4:1)和「越過基督的教訓」(約⼆二9)的仗, 抵擋魔⿁鬼的詭計的仗
(弗6:11)。保羅稱打仗叫做「磨難的⽇日⼦子」(弗6:13), 我們的仇敵的砲火是猛烈的, 故必須拿著
聖靈的寶劍, 就是上帝的道與之對抗(弗6:17), 在打仗中必須守住所信的道。

以賽亞書與啟⽰示錄:  
以賽亞書9:15,16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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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責備推雅推喇喇教會, 說:「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
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 引誘他們⾏行行姦淫, 喫祭偶像之物。」(啟2:20) 所謂⾏行行姦淫就是與錯
誤的教訓相交, 使⼈人走錯路路。

基督顯於推雅推喇喇教會的樣是「眼⽬目如火燄, 腳像光明銅」(啟2:18), 這什什麼意思? 那樣的教會
和基督徒受基督責備時, 抬起頭看到的是眼⽬目如火燄的基督, 看穿他們的⼼心, 他們在不敢直視的
情況下, 頭必然低垂下來來; 當頭低下來來的時候, 看到的是基督的那雙像光明銅的腳, 在這銅⾯面看
到⾃自⼰己羞愧的臉, 無地⾃自容。請⼤大家留留⼼心基督在第23節說的話,「我⼜又要殺死他的黨類(原⽂文是
兒女), 叫眾教會知道, 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的⾏行行為報應你們各⼈人。」這黨類指
的是被耶洗別引導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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