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九⽉30⽇ 

基督必試煉他的教會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64 分鐘

經⽂文
使徒⾏行行傳20:29-31a節:「29我知道, 我去之後必有兇暴暴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 不愛惜⽺羊群;30就是
你們中間, 也必有⼈人起來來說悖謬的話, 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31a所以你們應當儆醒。」 
彼得前書1:7,9節:「7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金⼦子更更顯寶貴, 可以在
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 榮耀, 尊貴。...9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 就是靈魂的救恩。」

前⾔言
「合⼀一」⼀一詞深具意義。「合」字的上部是房屋的樣式, 在這屋內有⼀一個“⼀一”和⼀一個“⼝口”, 處在
這屋內的⼈人只有⼀一個⼝口, 這些⼈人有同⼀一個意念念, 同⼀一個⼼心志;「合⼀一」有兩兩個“⼀一”更更是強化了了這
⼀一的重要性。所以, 教會必須是合⼀一的地⽅方, 教會絕不是百家爭鳴, 龍蛇雜處, 包容各派各家思
想的地⽅方。這家的⼝口吃什什麼(靈)糧, 就成什什麼樣的⼈人, ⽽而平信徒最卑卑微的要求, 也是最主要的期
盼, 就是到教會來來要聽到上帝的道, 聽到耶穌基督。⼤大家在教會裏應該做⼀一個正常⼈人, 不必常把
神放在嘴邊, 在其他⼈人⾯面前說著屬靈的⾔言語, 裝出屬靈樣; 看到教會有什什麼該做的, 有什什麼缺的, 
就主動做之補之。

再論聖約
我們已經講了了四回「撒但入了了⼼心」, 強調著撒但入猶⼤大的⼼心乃是在他驕傲之時, 並提出五個徵
兆要⼤大家留留⼼心注意: (1) 對上帝的道的態度; (2) 坐在上位的態度; (3) 受到尊貴者禮遇之後的態
度; (4) 對待弟兄中最⼩小的⼀一個的態度; (5) 對聖餐的態度。

在進入下⼀一個「教訓九: 賣主是(猶⼤大)個⼈人之為, 也是(猶太)群體共鳴之為」之前, 我要再次強調
第三回(9/9)所講, 那存乎於聖⽗父與聖⼦子之間的聖約。⼤大家必須將這聖約放在⼼心中, 清楚知道這
聖約的內容, 努⼒力力持守這聖約, 作為這聖約的執⾏行行者。耶穌在最後晚餐說他所立的約是“新約”, 
“新”就是不褪⾊色, 永遠的新, 我們在基督的新約中, 也必在這聖約中。

這聖約的核⼼心是基督需招聚⽗父所賜給祂的⼈人(約6:39), 建立聖⽽而公之教會, 這教會是基督⽤用⾃自⼰己
的⾎血所買來來的, 這教會的基督徒是蒙救贖的⼀一群(徒20:28b)。基督應許這些⼈人, 他必愛他們當中
的每⼀一個⼈人(約13:34a), 將真理理的道賜給他們, 使他們彼此以真理理的道連結, 彼此的關係建立在
這真理理的道上, 彼此相愛,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他這位上帝的兒⼦子, 個個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
主基督長成的⾝身量量(弗4:13)。

以賽亞書第49章
那⼀一次主⽇日特別引以賽亞書第49章為範, 好讓⼤大家看到基督教會成員的廣度。那⼀一章寫著除了了
以⾊色列列中得保全的歸回之外(第6節), 基督還在以⾊色列列⼈人⾯面前特別題到外邦⼈人, 他們從遠⽅方來來, 從
北⽅方、從⻄西⽅方來來, 從秦國來來(註:秦原⾳音作希尼)(第12節); 也就是, 教會成員的廣度從耶路路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利亞, 直到地極(徒1:8)。保羅是熟讀舊約經卷的猶太⼈人, 他在未⾒見見基督前,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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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第6節的以⾊色列列⼈人, 但當他遇⾒見見基督之後, 他的⼼心已容納第12節的外邦⼈人, 故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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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猶太⼈人⾃自詡是上帝獨喜的⺠民族, 他們有兩兩⼤大法寶來來羞辱⼀一個⼈人, ⼀一個說他是撒瑪利利
亞⼈人, 另⼀一個說他是被⿁鬼附的(約8:48), 前者是宗教性的不潔, 後者是靈性的不潔; 猶太⼈人就是⽤用
這兩兩⼤大法寶論斷耶穌。猶太⼈人認為撒瑪利利亞⼈人是雜交的⼀一群, 不配存在這世界上, 並死有餘辜, 
使徒顯出對撒瑪利利亞⼈人的憎惡惡, 甚⾄至希望看到火可以從天上降下來來燒滅他們(路路9:54)。然, 耶穌
傳道時卻多次與撒⾺馬利利亞⼈人交會, 最著名的就是他向⼀一個撒瑪利利亞婦⼈人要⽔水喝(約4:9), 這讓⾨門
徒甚為詫異異。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接受了了基督, 領受他救贖的福⾳音, 已是福⾳音性的基督徒, 就應該跨出⾃自⼰己
⽂文化的驕傲, 應該常省察⾃自⼰己的屬靈⽣生命, 是否可接納聖⽽而公之教會的眾⺠民; 當⾃自問, 那⽇日來來臨臨
時, 我們是否可以與各族各⺠民, 屬主的基督徒同⼼心敬拜主。請問⼤大家, 看⾃自⼰己, 看主, 到底我們要
改變⾃自⼰己像主, 還是要主改變⾃自⼰己像我們?

基督說:「2你們怎樣論斷⼈人, 也必怎樣被論斷; 你們⽤用甚麼量量器量量給⼈人, 也必⽤用甚麼量量器量量給你
們。...12無論何事,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因為這就是律律法和先知的道
理理。」(太7:2,12) 如果我們不接待屬主的, 屬主的也不接待我們, (但有例例外, ⾒見見下⾯面)。

今⽇日台灣執政者塑造的政治氛圍就是恨, 恨⼤大陸, 恨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我們是基督徒, 故當知
⼤大陸, 或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亦有聖約之⺠民, 有上帝⼝口中的遠⽅方的⺠民, 有祂的百姓, 我們不應當成
為政客⼝口中的獵物。當我們⼼心中恨意依存, 即該⾃自問是否已離了了基督, 是否已不常在他裏⾯面, 是
否沒有有他的話(道)了了。幾督說:「⼈人若若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 ⼈人拾拾起來來, 扔在
火裏燒了了。」(約15:6) 事實顯明, 凡離了了基督的⼈人, 必定發展成⼀一個無愛, 不願意付出的⼈人, 這
樣的⼈人必不能愛聖約中其他多族多樣的基督徒, 這樣基督徒不是被基督招聚的⼈人。

主必試煉屬他的教會
⽗父與⼦子之間聖約的核⼼心既是教會, 試煉是上帝必然的作為, ⽽而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故基督也
必然試煉凡屬他的教會和基督徒。由於教會是基督⽤用⾃自⼰己⾎血所買來來的, 或說所救贖的(徒
20:28b), 無庸置疑地, 教會在基督⼼心中⾄至為尊貴, 保羅⽤用⼀一句句話說明這事,「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
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1:23) 基督要求他的教會必須是「毫無玷污, 皺紋等類的病, 乃是
聖潔沒有瑕疵的」之榮耀的教會(弗5:27),  因此, 基督必淬煉他的教會, 去蕪存菁, 使教會百煉
成鋼, 綻放出鑽⽯石般的光芒。彼得說:「7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金
⼦子更更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 榮耀, 尊貴。...9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 
就是靈魂的救恩。」(彼前1:7,9) 使徒這話說得清楚, 我們若若真信基督, 若若真得著靈魂的救恩, 那
麼我們的信⼼心就必須經過試驗, 且是如火⼀一般的試驗; 保羅說他受「猶太⼈人的謀害, 經歷試煉」
(徒20:19b)。

我相信⼤大家聽到這裏, 或許會遲疑⼀一下, 只因對於上帝保護的觀念念是安逸, 避開仇敵, 最好什什麼
事都不要發⽣生; 若若有任何爭戰, 當是主為我們爭戰。所以, 當我們聽到「被火試驗」這樣的話時, 
總是避⽽而不思。但請問, 我們未信主前的觀念念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
骨, 餓其體膚, ...」, 怎麼信主之後就變了了? 若若各位當上主管, 必提拔在患難中依然屹立的下屬, 
甚於那些在溫室裏的花朵的⼈人, 為何⾃自⼰己就不願意為基督受患難, ⽢甘願持有兩兩種砝碼? 基督已
說:「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僕⼈人不能⾼高過主⼈人」(太10:24), 因此我們被火試驗⽽而在患難中也就是
必須的⼈人⽣生經歷。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若若處在試煉中, 請不要以為奇, 顯出驚, 反⽽而我們當想, 
若若⼀一個不被試煉的教會, 她怎麼可能是基督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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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試驗為何?
基督熬煉他的教會使之經歷火的試驗, 因此我們反⽽而應當要問, 被火試驗到底是怎樣的試驗? 保
羅對以弗所教會說:「29我知道, 我去之後必有兇暴暴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 不愛惜⽺羊群;30就是你
們中間, 也必有⼈人起來來說悖謬的話, 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31a所以你們應當儆醒。」(徒20:29-
31a) 這就是了了。

原來來, 基督對教會的試驗乃是將她處於外患內憂當中, 使我們成為兇暴暴豺狼獵取的對象, 把我們
放在受引誘的狀狀態中。請問, 這難道不是如在火中⼀一般煎熬的試驗? 因為這是基督的作為, 故在
這試驗下教會當歡喜⽽而認識到這福份。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等三⼈人經歷的是⾁肉體的火的試
驗, ⽽而我們經歷的是屬靈的火的試驗, 兩兩者都有基督在旁(但3:25;太28:20)。但請注意, 基督試
驗教會乃是出於他的良善, 使屬他的⼈人站立得穩, 並篩除不屬他的, 後者正是箴⾔言14:14所說的:
「⼼心中背道的, 必滿得⾃自⼰己的結果。」

保羅說的試驗已然⽣生發我們儆醒的⼼心, 但基督說的試驗卻叫我們感到驚愕, 這試驗就是⼤大家所
熟悉的天國撒種的比喻(參參太13:18-23節), 以及麥⼦子與稗⼦子的教訓(參參太13:36-43節)。在此, 我
要說⼀一句句話: 福⾳音書記基督傳道時說的話, 啟⽰示錄記基督坐寶座時說的話, 我們必須將兩兩者⼀一起
讀之思之, 我們唯有如此才能認真看待基督的比喻和教訓。

天國撒種的比喻 (太13:18-23節)
基督徒平常看起來來像基督徒樣, 做著基督徒該做的事, 但當試煉⼀一來來臨臨卻走了了樣。對此, 基督早
已提出警告, 說:「凡聽⾒見見天國道理理不明⽩白的, 那惡惡者就來來, 把所撒在他⼼心裏的, 奪了了去。...⼈人聽
了了道, 當下歡喜領受, 只因⼼心裏沒有根, 不過是暫時的, 及⾄至為道遭了了患難, 或是受了了逼迫, 立刻
就跌倒了了。...⼈人聽了了道, 後來來有世上的思慮, 錢財的迷惑, 把道擠住了了, 不能結實。」沒有惡惡者, 
沒有患難, 沒有逼迫, 沒有思慮, 基督徒歡喜地⾼高唱哈利利路路亞, 但是當試煉乍顯, 基督徒平常聽的
道全都不⾒見見了了, 跌倒了了, 不能結實。

我們讀基督的比喻總以為與⾃自⼰己沒有關係, 聽聽故事的態度使我們不在意基督對那不結果⼦子的
無花果樹的處置是“砍了了”。基督所謂的“砍了了”乃是不讓試煉走樣的⼈人在他的天國裏。坐寶座的
基督說:「惟有膽怯的, 不信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 這是第⼆二次的死。」(啟
21:8) ⼈人第⼀一次的死是不聽上帝的話, ⼈人第⼆二次的死是不聽基督的話, ⽽而基督對那些不聽他話的
⼈人的處份讓我們感到驚恐。

然, 基督對那些聽道明⽩白, 後來來結實的⼈人(太13:23), 說:「得勝的, 必承受這些為業, 我要作他的
上帝, 他要作我的兒⼦子。」(啟21:7) 請注意這“他”是單數的, 指明基督與每個得勝的基督徒⼀一對
⼀一關係的永固。然, 聽道明⽩白, 後來來結實的⼈人之火煉的試驗是⼤大的, 但獎賞也是最⼤大的, 請⼤大家
讀啟⽰示錄20:4節說:「我⼜又看⾒見見幾個寶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
⾒見見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見證, 並為上帝之道被斬者的靈魂, 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 也沒有在額上
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 他們都復活了了, 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年。」(注意紅字)

麥⼦子與稗⼦子 (太13:36-43節)
⾄至於麥⼦子與稗⼦子的比喻, 基督說的更更是直接, 他說, 稗⼦子就是那惡惡者之⼦子, 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
⿁鬼, 他要在世界的末了了差遣使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 和作惡惡的, 從他國裏挑出來來, 丟在火爐裏,  
這些⼈人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但請各位注意, 基督所⾔言之稗⼦子⼀一同與麥⼦子成長指的是基督徒個
⼈人, 乃⾄至整個教會界。基督告訴我們, 他不會歇了了他的⼯工, 使麥⼦子成長, 但仇敵也不會歇了了牠的
⼯工, 使稗⼦子成長, 然基督接著的芥菜種與⾯面酵的比喻(太13:31-33)給了了屬他之⼈人的應許, 縱有仇
敵窺伺, 他們必得長成; 仇敵成為他們長成的試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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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保羅寫給哥林林多教會⼀一句句勸勉勉的話:「你們所遇⾒見見的試探, 無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
實的, 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在受試探的時候, 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路, 叫你們能忍
受得住。」(林林前10:13)

我講這麼多乃是要讓各位正⾯面並正視看待基督對他教會的試煉, 我們看到, 保羅寫的以弗所書
充滿著屬天的榮耀, 這正是對抗兇暴暴的豺狼和說悖謬的話的⼈人的最佳武器。⾔言於此, 保羅在使
徒⾏行行傳⼆二⼗十章對以弗所教會的教誨給了了此刻的我和⽂文玲無比的安慰與暖意,  尤其是「凡與你們
有益的, 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金, 銀, 衣服, 我這兩兩隻⼿手常供給我和
同⼈人的需⽤用。...施比受更更為有福」(徒20:20,34,35)。保羅之「我這兩兩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
⽤用」已打臉今⽇日的教會教牧系統; 教牧唯⼀一的⼯工作就是施⾏行行基督所賜的權柄, 傳講榮耀的基督
與羞辱的基督, 偏⼀一不可。

基督雙⾯面的作為: 普世⾯面與特殊⾯面
我們在前⾯面既然題到基督所論之待⼈人之道, 就順勢在這裏題到基督的兩兩⾯面作為, ⼀一是普世⾯面, 另
⼀一是特殊⾯面。基督說的待⼈人之道,「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這是普世⾯面, 
但基督說完了了這待⼈人之道之後, 隨後立即說:「你們要防備假先知, 他們到你們這裏來來, 外⾯面披著
⽺羊⽪皮, 裏⾯面卻是殘暴暴的狼。」(太7:15) 這則是特殊⾯面。基督前⾯面說的待⼈人之道是開放式, 沒有分
別, 但在後⾯面說的待⼈人之道卻是閉鎖式, 將⼀一些⼈人排除在外; 也就是, 什什麼⼈人都可接待, 但就是不
接待假先知。

基督兩兩⾯面作為的另⼀一明顯例例⼦子: 基督⼀一⽅方⾯面說:「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
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來,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約3:16; 太12:28) 這裏題到的⼈人是指在世界上所有的⼈人, 這是普世⾯面的⾔言語。但基督另⼀一⽅方⾯面
⼜又說:「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來, 到我這裏來來的, 我總不丟棄他。」(約6:37) 這卻是特
殊⾯面的話。上帝賜祂的獨⽣生⼦子給所有⼈人, 但只有⼀一部份⼈人可以到基督這裏來來。

與我們的關係
研究聖經的學者或可看出這普世⾯面與特殊⾯面, 但然後呢? 各位聽到這兩兩⾯面作為, 知道了了, 然後
呢? 若若我不繼續解釋下去, 停⽌止在基督兩兩⾯面作為的介紹⽽而已, 我就是將基督說的話⽌止於知識的範
圍, 等於架空了了基督; ⼤大家可能看到我很厲害, 可以講到這個份上, 但是我所講的就無法使各位
與基督產⽣生關係, 得不著基督所賜予的⽣生命。⼤大家想, 這是何等樣的罪過!

當我們認識到基督有普世⾯面和特殊⾯面之雙⾯面作為後, 我們得以在基督的特殊⾯面裏就當以感恩的
⼼心回應上帝, 感謝祂施恩在我們⾝身上。具體地說, 基督的靈作⼯工在我們裏⾯面, 使我們認識基督, 
有真理理的道, 所以才可以防備假先知; 我們之所以可以來來到基督那裏乃是出於⽗父的恩⼿手,「若若不
是差我來來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來的。」(約6:44a) 我們感恩的回應就是不能驕傲, 因
為我們屬靈⽣生命與知識若若有任何進展皆是出於主。

講道者若若⽌止於介紹基督的兩兩⾯面作為⽽而已, 講者與聽者依然會保持友善良好的關係, 反正你講你
的, 我聽我的, 但是當講道者繼續講述下去, 指出基督這兩兩⾯面作為與聽者的關係時, 講者與聽者
即處在相互拉扯的關係當中, 因為講道者要求聽者必須回應, 不可閃躲。可想⽽而知地, 其中的結
果必是, 有的回應了了, 有的離開了了。

我請問各位, 受今⽇日世風影響的基督徒喜歡介紹真理理知識型的講員, 還是要求回應真理理知識型
的講員? 我再問, 屬基督的基督徒應該是回應型的基督徒, 還是將基督的道當作他⼈人⽣生的參參考, 
聽聽⽽而已的基督徒?  我三問, 講道者應該是要討眾⼈人喜歡, 將聖經知識介紹給眾⼈人知道, 還是要
求聽者必須在基督⾯面前立志? 基本事實是, 基督的道必產⽣生收聚或分散的果效(太12:30); 彼得
責備⻄西⾨門說:「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 因為在上帝⾯面前, 你的⼼心不正。」(徒8:21)

第 �  ⾴頁 (共 �  ⾴頁)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