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21⽇ 

基督與猶⼤ (⼆⼗七) - 親嘴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49 分鐘

經⽂文
⾺馬太福⾳音26:46-50節; ⾺馬可福⾳音14:42-46節 
路路加福⾳音22:47b,48節:「47b那⼗十⼆二個⾨門徒裏名叫猶⼤大的, 走在前頭, 就近耶穌, 要與他親嘴。48

耶穌對他說:『猶⼤大! 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麼?』」

我們有輝煌的歷史, 但必須活在當下
世界宣稱敬拜獨⼀一上帝的宗教有四, 基督教,  天主教, 猶太教, 以及回教等, 後三者的上帝觀碰
到獨⼀一的主耶穌基督卻顯出他們的虛假與不實。我要問, 我們基督教是否也如此? 如果基督來來, 
看今⽇日的基督教, 是否因看不到論他是誰和他做的事, ⽽而指出教會的虛假與不實呢? 我們有傳
統, 但不是活在那傳統(前輩)的光環中, ⽽而是必須活在當下, 做每⼀一世代基督徒當做的事, 就是爲
信仰掙扎, 為信仰爭戰。基督責備法利利賽⼈人喜歡「建造先知的墳, 修飾義⼈人的墓」(太23:29), 法
利利賽⼈人愛評論過去的⽣生命態度使他們無法認識基督, 即便便基督站在他們⾯面前。

基督徒的兩兩次機會
上帝給予我們兩兩次機會得以回轉到祂⾯面前, 第⼀一次是聽基督的話, 第⼆二次是聽教會的話, ⽽而教會
必須先聽基督的話。基督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約10:27), 這是基督的⽺羊聽基督的話; 基督
三令彼得「你牧養我的⽺羊」(約21:15-17), 這是基督的⽺羊聽教會的話。教會乃依靠基督⽽而存, 沒
有基督的道的教會就不是基督教會; 基督看⽗父所做的, 他才照樣做, 且基督的做只有上帝才能做, 
這是教會對基督的⾒見見證。基督教會的特徵是傳講基督, 並他的死裏復活的道, 並⾒見見證基督是上
帝的兒⼦子。基督徒除了了聽基督的話, 還需依教會⽽而存, 在教會裏驗證他真的聽進了了基督的話。
知此, 教會的重要性不可⾔言喻, 教會不可輕慢⾃自⼰己, 基督徒也不可輕慢教會。

領受教會者: ⾃自給⾃自⾜足與會眾供給
有⼈人認為建立教會者的資格是必須通過神學院的道學碩⼠士訓練, 但事實是, 道碩畢業者不⼀一定
建立教會, 且建立教會的也不⼀一定可以抗拒洪流, ⼀一⽣生堅持正統信仰; 平信徒建立教會亦有其風
險。請聽使徒怎麼說, 保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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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20:33,34) 亦說:「在道理理上受教的, 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加6:6) 因
此, 由會眾供給⽣生活需⽤用者可領受教會, ⾃自給⾃自⾜足者亦可領受教會, 兩兩者所建立的教會都是基督
的教會。重點在於, 領受教會者當認真地, 不懈怠地執⾏行行基督所賜的權柄, 即綑綁與釋放, 留留罪
與赦罪的權柄, 宣揚榮耀的基督與⼗十架的基督, 兩兩者共舉, 不得偏⼀一。基督說:「把我和我的道當
作可恥的, ⼈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 同聖天使降臨臨的時候, 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可8:38)

今⽇日傳道⼈人下意識地將神學系統駕乎在聖經之上, 綁架了了聖經中的“明明”, 有些⼈人經過神學院的
訓練硬是要聖經符合他的系統, 有些⼈人則是失去了了基本的屬靈判斷⼒力力。猶⼤大被揀選為使徒就是
最好的例例⼦子, 他明明地被基督揀選為使徒, 但⼈人⼀一聽到“揀選”就歸之於永恆的揀選⽽而已。耶穌責
備法利利賽⼈人和⽂文⼠士說他們「承接遺傳, 卻廢了了上帝的道。」(可7:13a) 我們走歸正神學路路線, 為
的是歸回聖經, 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我們(約⼀一2:27), 長⼤大成⼈人, 喫乾糧(來來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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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十: 猶⼤大聽的耶穌最後⼀一句句話:「猶⼤大, 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麼?」
猶⼤大意志堅定, 堅持錯誤, 永不悔悔改
約翰福⾳音記猶⼤大「受了了那點餅, 立刻就出去, 那時候是夜間了了」,  符類福⾳音則接著記猶⼤大是如何
領⼀一⼤大隊⼈人⾺馬拿住耶穌。猶⼤大出去乃是去⾒見見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 雙⽅方商議好之後, 猶⼤大便便帶
著祭司長的⼈人⾺馬⼀一⿑齊回到耶穌那裏, 並與他們立⼀一個記號, 說:「我與誰親嘴, 誰就是他, 你們可
以拿住他。」猶⼤大來來到在客⻄西⾺馬尼園的耶穌跟前說,「請拉比安」, 隨即就與耶穌親嘴, 坐實了了
所立的記號。細節⾒見見太26:47-49; 可14:43-46; 路路22:47-48。這些經⽂文顯出猶⼤大賣主的腳步⼀一刻
也沒有停息, 這讓我們感到震驚, 也意識到上帝必記住我們對基督的⼀一切作為, 無論善與惡惡。

猶⼤大走在捉拿耶穌的⼀一群⼈人的前頭, 當他就近耶穌, 要與他親嘴時, 耶穌對他說:「猶⼤大, 你⽤用親
嘴的暗號賣⼈人⼦子麼?」(路路22:48) 這是耶穌對猶⼤大講的最後⼀一句句話, 也是猶⼤大聽到上帝對他說的
最後⼀一句句話。主基督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約6:63b), 連這句句話也不例例
外。凡警覺⾃自⼰己可能流有猶⼤大的⾎血的基督徒, 都當好好思想基督這句句話, 好使⾃自⼰己不落落入這句句
話的咒詛裏⾯面。

令⼈人不寒⽽而慄的親嘴
猶⼤大居然想出親嘴賣主, 這是歷史上唯⼀一出賣⾃自⼰己主⼈人的記號, 並實踐出來來, 這真是讓⼈人瞠⽬目結
舌, 難以置信。 要知道, 猶⼤大並不是在演戲, 也不是強作鎮定, 這位賣主者在具威嚴的主⼈人⾯面前, 
肢體語⾔言居然能表現得如此⾃自然。我們從耶穌問猶⼤大這句句話來來看, 猶⼤大親耶穌嘴的瞬間, 他的
⼼心跳⼀一如往常, 沒有特別加速, 或有不安的動作, 可⾒見見猶⼤大已經下定決⼼心, 不想與耶穌再有任何
⼀一點關係。這讓⼈人背脊涼到發寒, 看到罪的狡詐竟然可發展到這個地步, ⼈人的良⼼心可泯滅到這
個地步, ⼈人可以無情到這個地步; 最親密的反⽽而是最無情的。

有神論者對基督無情, 恨基督
⼈人對⼈人無論如何⼀一定會留留些情份, 彼此有恨才會造成決裂, 恨耶穌的是猶太領袖與百姓, 但猶⼤大
並不恨耶穌, 但他為什什麼對待耶穌卻連⼀一點情份也沒有? 再者, 猶⼤大對基督無情, 他的立刻就出
去, 離開晚餐現場, 亦表現出對他同伴的無情; 猶⼤大完全不念念同伴的舊情, 也不在意其他⾨門徒對
他的看法。

猶⼤大, 祭司長, 猶太長老, 以及猶太百姓個個都是相信上帝的⼈人, 個個都是實實在在的有神論者, 
但他們為什什麼對耶穌會發展到無情與恨的地步? 基督園⼾戶的比喻告訴我們, 答案就在於基督是
上帝的兒⼦子(太21:33-46; 路路20:9-19), 他們意欲跨過基督, 直接與上帝有關係; 也就是, 否定基督
是上帝與⼈人之間的中保。

今⽇日的基督徒雖不⾄至於⽣生就恨基督, 但是卻會⽣生就對基督的無情。基督徒若若不愛聽基督的話, 
不把基督的話藏在⼼心中, 就是對基督無情, 這樣的基督徒的⽣生命發展必然如猶⼤大, ⾄至終是個無情
的⼈人; 這些⼈人的⼝口中百⾔言不離“神”, 是相信上帝的有神論者。

今⽇日基督徒只愛聽順耳好聽的信息, ⽽而教會長時間在聽者腦中烙印著上帝是有憐憫, 有恩典, 不
輕易易發怒, 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詩86:15); 在上帝諸名中僅記得祂是「耶和華以勒勒」, 上帝必
預備; 基督徒也愛聽上帝在基督裏就不定我們的罪。這些盡都是充滿溫暖, ⿎鼓舞⼈人⼼心, 安慰的信
息, 也就是說, 基督徒對上帝的印象是好的, 因為上帝是愛。(請注意, 我⽤用“印象”兩兩字的⽤用意。)

但是, 基督徒對耶穌基督的印象就不是如此, ⼼心中充滿的是令他們不快的字詞, 如“捨⼰己”, “審判”, 
“我不認識你們”, “不信我”,“責打”, “哀哭切⿒齒”, “外邊的⿊黑暗”, “變賣所有”,...等等, 就連“地獄”也是
出⾃自於基督的⼝口,「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 不要怕他們, 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 
正要怕他。」(太10:28) 以致於基督徒愛聽神, 就是不喜歡聽到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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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已經明說,「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約16:9) 上週題到, 祭司長相信耶穌會復活, 但卻不
信復活的耶穌; 今⽇日我再加⼀一句句, 祭司長和猶太百姓都愛基督⼗十架, 但卻沒有來來到基督⼗十架前, 
他們則與基督⼗十架無關。基督徒亦然, 都愛基督⼗十架, 但卻不愛聽到關乎基督⼗十架的信息。所
以, 基督徒對基督如此無情, 即顯出他那抵擋上帝的罪性依存, 他依然活在罪中, 沒有回歸義的
正位。我們若若對基督有情份, 必對基督徒有情份, 反過來來說, 我們若若對屬主的基督徒沒有情份, 
也就對基督沒有情份。

基督知凡親近他⼈人的動機
基督親⼝口將猶⼤大的意圖明說出來來, 說他「⽤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 基督看穿猶⼤大意圖, 卻未拒絕
或躲開猶⼤大, 反⽽而容許這位不潔者, 賣他者, 親他的嘴。基督此舉傳達的信息就是, 基督全然知
悉基督徒親近他的背後動機。我們以為聖潔上帝位居⾼高位, 祂實在不了了解我們的罪惡惡, 我們也
會說, 上帝以律律法定罪是最簡單的管理理⽅方式, 只要犯了了, 就定罪, 這是任何⼈人都會做的事, 然⼈人⼦子
耶穌這允許猶⼤大親他嘴之舉卻告訴我們, 他實在知道罪⼈人⼼心中所想與意念念為何。

⼈人⼦子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他卻允許不潔者親他, 我們在此⼜又⾒見見到基督神性的虛⼰己。基督要我們
特別記住他傳道時論⾃自⼰己是⼈人⼦子的話, 如:「⽗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給祂兒⼦子也照樣在⾃自⼰己
有⽣生命,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 就賜給他⾏行行審判的權柄。...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力, 就是⼈人⼦子
要賜給你們的。...你們若若不喫⼈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你們舉起⼈人
⼦子以後, 必知道我是基督。」(約5:26,27; 6:27,53; 8:28) 我們必須堅信⼈人⼦子基督的地位與權
柄。

⽤用親嘴賣
基督說:「這百姓親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卻遠離我」(參參賽29:13; 太15:8), 猶⼤大的親嘴概括了了
所有不屬主的⼈人的⽣生命狀狀態。猶⼤大走在抓耶穌⼀一⾏行行⼈人當中最前頭, 猶⼤大是世界唯⼀一親過耶穌的
⼈人, 然他卻是滅亡之⼦子。親嘴是⼈人與⼈人之間物理理的零距離, 然⽽而基督與猶⼤大兩兩者⼼心靈的距離卻
是天堂與地獄無限遠。請問各位, 在地上, 離基督最近的地⽅方在那裏? 豈豈不是教會? 然, 今⽇日教
會的⼼心已遠離基督, 因爲教會已經不傳基督了了。基督說:「22⽗父不審判甚麼⼈人, 乃將審判的事全
交與⼦子,23a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約5:22,23a) 我請各位⼀一定要牢牢記住這句句話。
我們須以猶⼤大為誡, ⼝口中說愛主, 內⼼心也要尊主為⼤大。

基督必叫出賣他之⼈人的名字
耶穌喊出「猶⼤大, 你...」, 耶穌將來來也必喊出任何出賣他的基督徒的名字。上帝說:「25你們將誰
比我, 叫他與我相等呢?26你們向上舉⽬目, 看誰創造這萬象, 按數⽬目領出, 祂⼀一⼀一稱其名, 因祂的
權能, ⼜又因祂的⼤大能⼤大⼒力力, 連⼀一個都不缺。」(賽40:25,26)

凡被耶穌驅走的⼈人, 他⾏行行惡惡的意志⾄至為堅定, 執意為之, 永不悔悔改, 沒有後悔悔的徵兆, 沒有回頭的
跡象。上帝不僅任憑猶⼤大在罪惡惡中, 最可怕的是祂還讓猶⼤大看到⾃自⼰己罪惡惡的結局。⾺馬太福⾳音⼆二
⼗十七章3-5節記:「3這時候, 賣耶穌的猶⼤大看⾒見見耶穌已經定了了罪就後悔悔, 把那三⼗十塊錢拿回來來給
祭司長和長老, 說:『4我賣了了無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了。』他們說:『那與我們有甚麼相⼲干? 你⾃自
⼰己承當罷!』5猶⼤大就把那銀錢丟在殿裏, 出去吊死了了。」猶⼤大即便便後悔悔, 但已經來來不及了了。 

兩兩極的加乘: 硬上加硬, 恩上加恩
對於基督, 聖經啟⽰示兩兩個絕對相異異之兩兩極化的加乘, ⼀一是, ⼈人益加剛硬, 硬上加硬, 惡惡上加惡惡, 邪
上加邪; 另⼀一是, ⼈人會⼒力力上加⼒力力, 恩上加恩, 榮上加榮。關於前者, 箴⾔言28:14b節說:「⼼心存剛硬
的, 必陷在禍患裏」, ⽽而這禍患是上帝「任憑他們⼼心裏剛硬, 隨⾃自⼰己的計謀⽽而⾏行行。」(詩81:12) 
歸究⼈人⼼心裏剛硬的原因在於不聽上帝的聲⾳音, 不理理會上帝(詩81:11)。耶利利米哀歌三章64-6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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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64主啊! 祢要按著他們⼿手所做的, 向他們施⾏行行報應。65祢要使他們⼼心裏剛硬, 使祢的咒詛臨臨
到他們。」

關於後者, 施洗約翰說:「從他豐滿的恩典裏, 我們都領受了了, ⽽而且恩上加恩。」(約1:16) 詩⼈人說:
「他們⾏行行走, ⼒力力上加⼒力力, 各⼈人到錫安朝⾒見見上帝。」(詩84:7) 保羅說:「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
看⾒見見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裏返照, 就變成主的形狀狀, 榮上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林後
3:18)

教訓⼗十⼀一: 猶⼤大是教會牧長的安慰
主耶穌親⾃自牧養的12⼈人居然有個猶⼤大, 這給教會牧長極⼤大的安慰。教會最勞⼼心勞⼒力力的是牧師傳
道, 常常做的半死, 會眾還是不滿意; 牧長為會眾奔走, 會眾的⼼心還不⼀一定與牧長契合。然, 上帝
的僕⼈人當知: 亞當家有該隱, 摩⻄西有可拉, ⼤大衛有⽰示每, 主耶穌有猶⼤大, 保羅有銅匠亞⼒力力⼭山⼤大(提
後4:14), 提摩太有許米乃和亞⼒力力⼭山⼤大(提後2:17), 使徒約翰有丟特腓和離他⽽而去的⼀一群⼈人(約三
9), 這些都是活⽣生⽣生的教會例例⼦子。

但請⼤大家聽保羅關乎亞⼒力力⼭山⼤大的話, 他說:「銅匠亞⼒力力⼭山⼤大多多的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行的報應
他。你(提摩太)也要防備他, 因為他極⼒力力敵擋了了我們的話。」(提後4:14-15) 再聽約翰論該隱和
丟特腓的話, 說他們屬是那惡惡者(約⼀一3:12a), 是惡惡⼈人, ⽽而「⾏行行惡惡的未曾⾒見見過上帝」(約三11c)。

聽猶⼤大書論可拉的話,「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了了。」(猶11) 可拉之事記在⺠民數記16章, 可拉為要
取代摩⻄西成為以⾊色列列⼈人的領袖, 他則蠱惑250個有名望選入會中的⼈人在摩⻄西⾯面前攻擊摩⻄西與亞
倫倫。可拉邪惡惡的企圖並未成功, 聖經記那些與可拉同黨的⼈人, 皆被他們腳下開了了⼝口的地給吞滅
了了(數16:32)。

所以, 傳主道的⼈人儘管傳道, 不必為反對者的反對⽽而⼼心感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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