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 ⼆⽉24⽇ 

基督復活的那⽇ (五⼗⼀): 

基督定罪與赦罪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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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5a節:「11⾺馬利利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 低頭往墳墓裏看, 12就⾒見見兩兩個

天使, 穿著⽩白衣, 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 ⼀一個在頭, ⼀一個在腳。13天使對她說:『婦⼈人, 妳為
甚麼哭?』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了去, 我不知道放在那裏。』14說了了這話, 就轉過⾝身來來, 看
⾒見見耶穌站在那裏, 卻不知道是耶穌。15a耶穌問她說:『婦⼈人, 為甚麼哭? 妳找誰呢?』」

「婦⼈人! 妳找誰呢?」
上週我們花了了相當的時間解釋「婦⼈人! 為甚麼哭?」這是天使在⼈人世間說的最後⼀一句句話, 也是基
督復活後說的第⼀一句句話。這是⼀一句句對⾺馬利利亞責備的話語, 正如天使責備第⼆二批的婦女,「為甚麼
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路路24:5) 

天使的深度
天使是在愛⼼心裏說誠實話, 因著天使是服役的靈, 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力, 這⼀一次是
為⾺馬利利亞效⼒力力。天使必須對⾺馬利利亞這番責備, 為的是要改正她對基督復活錯誤的認識。天使之
責備規勸之的聲⾳音對於⼀一個傷⼼心欲絕的⼈人來來說是⾚赤耳的, 因為傷⼼心者需要的是安慰, 被肯定, 存
盼望, 然真理理之不可妥協性, 天使要⾺馬利利亞走在真理理的道路路上, 不讓她陷在錯誤的情緒中⽽而無法
⾃自拔。

天使如何愛(不⾏行行在真道上的)婦女, 作為牧者的也應當愛不⾏行行在真道上的基督徒。耶穌要彼得
牧養他的⽺羊(約21:15,16), 要他回頭以後, 去堅固弟兄(路路22:32b), 所以牧者對其他基督徒⽽而⾔言是
個堅固者。耶穌教訓⾨門徒, 說:「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太18:6a), 這表⽰示教會除了了堅
固者之外, 都是⼩小⼦子; 保羅之「在道理理上受教的」(加6:6a), 此⾔言即表⽰示教會有堅固者和⼩小⼦子們, 
前者教, 後者受教。因此, 基督徒必須認定⾃自⼰己到底是堅固者, 還是⼩小⼦子中的⼀一個; 凡說⾃自⼰己既
不是堅固者, 也不⼩小⼦子的基督徒乃是教會的孤魂。

⼜又, 我們從天使與婦女的對話中意識到他們彼此的關係是永遠的, 既親且深, 故天使竭⼒力力矯正⾺馬
利利亞為死的基督哭的錯誤。堅固者亦當有如天使般愛⼩小⼦子的⼼心, 矯正⼩小⼦子對基督錯誤的認知。
天使與婦女是彼此信任的, 婦女信任天使, 完全接受天使的訓誨; 同樣地, 教會裏的⼩小⼦子亦當信
任堅固者。

我這麼說, ⼤大家必覺得⼤大膽, 也認為是天⽅方夜譚, 因為今⽇日教會根本無法產出這樣的關係。我個
⼈人經驗是, ⾃自⼰己曾尊重與效⼒力力過的牧師, 有的明知歸正神學的必要, 也上過相關的課程訓練, 但
走的還是靈恩路路線; 有的是為了了維護組織職位的威望, ⽽而⽢甘願不顧聖道的純潔。但,  因聖經既這
樣教導, 我必須將之提⽰示出來來, 盼作教會堅固者的當意識到他的責任異異常重⼤大, 因他所⾯面對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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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主囑付他要餵養的⽺羊, 他與這⼩小⼦子的⽣生命關係永遠的; 這些⼩小⼦子不是使他揚名立萬的⼯工具。
請問各位, 如果我將上帝的道解釋不確, 未認真傳講基督, 將來來在天上彼此⾒見見⾯面時豈豈不是頗為尷
尬?

基督的深度
說完了了天使部份, 現在講基督部份。我們看到, 基督同樣以「婦⼈人! 為甚麼哭?」之問來來責備⾺馬
利利亞, 這樣連續性相同的⾔言語除了了以上所說顯⽰示出天使有與主基督⼀一致的判斷⼒力力, 天使有與基
督同樣對天國⼦子⺠民的愛, 以及天使與天國⼦子⺠民的關係是義的關係之外, 尚有其他意義。若若我們
的眼⽬目專注在⾺馬利利亞⾝身上, 必不覺得基督與天使說同樣的話有何特別之處, 但若若我們知覺到基
督與天使兩兩者本質上的不同, 必深究其意。

雖然天使與基督都說同樣責備的話, 但兩兩者因⾝身份地位不同, 說話的意義⾃自然不同。我們必須
儆醒於此, 進⽽而察究出其中的不同, 若若不, 我們不⾃自覺地貶低了了基督的位階, 相對地, 也⾼高估了了天
使的影響⼒力力。輕忽基督, 即便便是⼀一點點, 其後果是嚴重的, 這後果常是我們難以承擔的。要知道, 
天使無論地位多尊貴, 多有能⼒力力, 他依然是受造者, 永遠處在受造地位, ⽽而受造者去改變另⼀一受
造者-⾺馬利利亞的⽣生命, 那是不可能的事; 改變被造者⽣生命的唯創造者能也。也就是說, 天使雖可⾏行行
責備之舉, 但真正使責備產⽣生當有的改變⽣生命的效⼒力力則是基督。

那, 基督說著與天使⼀一樣的話來來責備⾺馬利利亞, 其中獨特意義為何? 請注意, 這是聖經唯⼀一⼀一次創
造者基督複誦受造者天使說的話。⼤大家或許會問, 耶穌受審時, 豈豈不是處在被審問的地位? 耶穌
雖然處在受答的狀狀態中, 但是帶動審判⽅方向的是耶穌。耶穌醫治躺在褥⼦子裏的癱⼦子前說的⼀一句句
話給了了我們獨特意義之問的答案, 耶穌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了」。

基督有赦罪的權柄, 亦有定罪的權柄
請問各位, “你的罪赦了了”的前提是什什麼? 是“你有罪”, 耶穌雖然沒有這麼說, 但赦罪之先必須確定
有罪, 否則赦罪就是空話; 耶穌赦了了癱⼦子罪, 因為他確定癱⼦子有罪(參參太9:2-6)。耶穌赦罪的效⼒力力
有多⼤大, 癱⼦子被定的罪就有多⼤大; 耶穌既有赦罪的權柄, 他就有定罪的權柄, 耶穌說:「⽗父不審判
甚麼⼈人,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約5:22)

在癱⼦子事件中, 耶穌對⽂文⼠士說他這位⼈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太9:6),  這是我們都知道的, 但我
們也必須注意, 耶穌也有定罪的權柄。⾄至於耶穌對⾏行行淫的婦⼈人說,「我也不定妳的罪」(約8:11), 
並未否定耶穌有定罪的權柄, 反⽽而肯定之, 因耶穌可以定那婦⼈人的罪, 但卻沒有定之。總之, 耶
穌同時握有定罪與赦罪的權柄。

基督責備的意義
知耶穌有定罪的權柄之後, 我們再回到耶穌與天使說著同樣責備的話, 其中的意義有⼆二: ⼀一是, 
天使責備⾺馬利利亞的哭乃因她錯誤認識基督的復活, ⾺馬利利亞的哭乃是處在罪的狀狀態下⽽而哭。因此, 
當基督對⾺馬利利亞的哭說著與天使同樣責備的話時, 即表⽰示基督認可天使所⾔言, 這認可當然也認
定了了⾺馬利利亞之罪的狀狀態。另⼀一是, 天使雖語出責備與教導之語, 但是, 唯基督才有能⼒力力真正能夠
改變⾺馬利利亞之罪的狀狀態。

關於第⼀一點, 我打個比⽅方讓⼤大家知道這點的意義何在。⼀一個罪犯受逮, 受起訴, 受審, 最後判決
的結果是死刑。完成了了司法程序之後, 還是不能逕⾃自執⾏行行死刑, 尚須法務部長在執⾏行行書上簽字
認可, 沒有部長在執⾏行行書上的簽可, 死刑判決不過是無法實現的正義。天使所為就如同司法程
序, ⽽而基督就是那法務部長。基督確定了了天使所⾔言無誤之後, 便便在天使說的話上簽字, ⽽而基督表
達同意的⽅方式乃是說著與天使相同的話。基督重複說著天使的話的意義即在此。基督雖然接著
天使說同樣責備的話, 但因他握有定罪的權柄, 並未貶低他是道, 是上帝, 是主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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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道⼈人與平信徒的啟發
天使先為, 基督肯定之, 這事對我們的啟發是⼤大的。我們先從堅固者, 傳道者說起, 然後再說到
平信徒。今⽇日傳道者有些進入神學院就讀的動機是虛榮的牧師傳道頭銜, 有些則是為了了報復⽽而
讀, 後者服事的重⼼心乃是為了了擊垮某位有名望的牧師。

如天使般的基督的僕⼈人
所謂傳道者指的是廣義的那些站在⼈人前解釋與傳講聖經的基督徒, 為了了使⼤大家能夠抓住今⽇日的
重點, 我舉主⽇日講道為例例。雖然其他場合如講座, 教學授課, ⼩小組聚會等也適⽤用, 但主⽇日崇拜的
講道更更能確切表達以上所述。

聖經之厚, 內容之豐, 傳道者可以⾃自聖經擇選各類主題作為他在主⽇日崇拜的證道主題。⼀一年年有
52週, 若若⼀一季以三個⽉月為單位, 每位傳道者⼀一年年⾄至少有四次主⽇日講道的機會; 傳道者在有限的機
會中決定怎樣的主題就不是那般隨意; 況且, 主⽇日崇拜是每⼀一位基督徒必會參參加的聚會, 講道的
主題更更是不能隨意。那, 主⽇日講道者擇選主題的原則是什什麼? 就是講道內容必須引致基督可以
施⾏行行他定罪與赦罪的權柄, 這是如天使般的講道者的決定。 

那, 什什麼樣的講道內容可以達到罪定與罪赦的⽬目的? 談到罪, 我們已習慣⽤用“罪”這個字本⾝身的意
義來來定義罪, 那就是箭未能射中靶⼼心, 或者我們會說, 罪就是完美的虧缺。⼜又, 我們的“認罪禱告”
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認得罪祂, 因此需要認罪悔悔改⾃自⼰己錯誤的⾏行行為, 如保羅在加拉太書五章19-21
節所寫關乎情慾的事。然, 這⼀一切關乎罪的認識與認知上, 皆看不到主耶穌基督在我們的罪的
⾓角⾊色與份量量為何; 我們的罪觀與基督⼀一點關係也沒有, 因我們根本不知道基督對罪的定義是什什
麼。⼤大家不要看這事以為⼩小, 因為基督徒有意無意地在他⼈人⾯面前顯為聖, 愛指出他⼈人的罪, 這是
非基督徒厭煩基督徒之所在; 若若問這些基督徒有關基督的事與他是誰, 個個啞⼝口無⾔言。

基督對罪的定義
那, 基督如何定義罪? 基督直接責備⽂文⼠士與⾺馬利利亞, 他責備⽂文⼠士否定他赦罪的權柄, 他責備⾺馬利利
亞無知於他的復活, 因此, 基督對罪的定義就是錯認他; 得罪上帝是罪, 但基督的罪觀不是如此, 
得罪他才是。這樣, 基督定⼀一個⼈人的罪就是定那⼈人對他錯誤認識的罪, 無論這⼈人是不屬他的⽂文
⼠士或屬他的⾺馬利利亞。

⽂文⼠士認為基督說僭妄的話, 基督直指他們⼼心懷惡惡念念, 這是屬於理理性認知⽅方⾯面, ⽽而不是情感⽅方⾯面的
事; 基督責備⾺馬利利亞為什什麼哭, 這責問重點在於“為什什麼”, 這也是理理性認知⽅方⾯面, ⽽而不是情感⽅方⾯面
的事。所以, 講道者必須在理理性認知⽅方⾯面以清楚透析的⾔言語傳講基督的是與基督的為; 講道者
唯有將基督講得正, 聽的⼈人才可能經歷基督之定罪與赦罪之恩。

所以, 傳道者在主⽇日講台上必須傳講基督, 好使基督的⽺羊真確地認識基督。講道無基督, 這被架
空的基督也因⽽而無法在主⽇日崇拜時施⾏行行他定罪與赦罪的權柄。若若有⼈人⾃自認如天使⼀一樣是基督的
僕⼈人, 那麼, 他(她)傳的道就必須被基督認可, 尤其是關乎基督的是與基督的為。

為何教會傳道者不傳主耶穌基督?
我⼀一直納悶著為何教會傳道者不傳主耶穌基督, 靈恩派的教會如此, 福⾳音派的教會也如此, 包括
改⾰革宗教會; 基督徒聽到的講章常是基督徒該如何活, 聽不到基督到底是誰的信息。這其中有
幾種原因: (1)講道者⾃自⼰己未經歷過基督之定罪與赦罪的權柄。罪的除去是⼀一個⼈人內⼼心最重要的
事, 是⼀一個⼈人眾經歷中最刻苦銘⼼心的⼀一環, 故凡經歷基督之定罪與赦罪的權柄的⼈人必然傳揚基
督, 讚美基督。今⽇日講道者的⼝口吻要會眾“感覺到”⾃自⼰己的改變, 卻不觸及他們的信仰架構, 思想
架構, 以及護教架構等, 參參加聚會多時依然是亞米念念。(2)上帝好傳, 基督難傳。(3)藉“神”之名來來
合法化⾃自⼰己傳道的⾝身份, 權威化⾃自⼰己傳道的內容。(4)不以為基督與上帝同等位份。(5)先入為主
地以為會眾只愛聽上帝, 不愛聽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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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還有⼀一個教會未察覺出的原因, 就是講道者並非連續週週主⽇日講之, 以致於信息不易易連貫, 
也無法通透地解釋清楚。教會有個講道團來來分擔講道的任務, 這看似提供會眾多⽅方意⾒見見, 但也
因此失去了了講道的深度。以「婦⼈人! 為甚麼哭?」這句句話為例例, 不是⼀一個主⽇日的時間可以解釋清
楚的, 若若需兩兩次以上, 且須連續的主⽇日, 在現今教會運作下, 這是不可⾏行行的事。不過, 會眾亦喜歡
不同⼈人講道帶來來的新鮮感, 不覺得深度講道的必要性。然, 無論從那個⽅方⾯面來來看, 這樣的安排對
於講道者與聽道者雙⽅方是⼀一個雙輸的局⾯面, 因為台上台下, 講道者與聽道者彼此之間藉著基督
的道⽽而彼此聯聯合的成份是淡薄的。

講道者必須知道, 當他將基督排除在他的講道中, 他已經給魔⿁鬼在平信徒⾝身上留留了了地步, 因為基
督在沒有基督的講道中無法施⾏行行他赦罪的權柄, 信徒因此也就無法與基督產⽣生⽣生命上的連結。
我們都知道魔⿁鬼是敵擋者, 當牠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猶⼤大⼼心裏之後, 魔⿁鬼已經專注在敵擋基督
事上, 不讓⽗父賜給基督的⼈人與基督有⽣生命的關係。魔⿁鬼吞喫基督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引誘傳道
者在主⽇日崇拜時不講基督, 不講他的是和他的為。只講上帝, 或只講聖靈的講道者就在此列列。
所以, 不要以為教會是改⾰革宗的, 牧師是改⾰革宗的, 就不會受魔⿁鬼的引誘; 只要是教會, 魔⿁鬼⼀一定
試探引誘之。

下週再繼續講平信徒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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