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 四⽉28⽇ 

基督復活的那⽇ (六⼗): 

我的..., 也是你們的...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8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20:17節:「耶穌說:『不要摸我, 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見我的⽗父。妳往我弟兄那裏去, 告
訴他們說, 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

前⾔言
基督徒離開世界之前, ⼼心想的應是那節經⽂文? 牧師傳道⼈人⽣生最後⼀一次講道, 講的應是那節經⽂文? 
兩兩者豈豈不是基督之「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 屬
主的基督徒當以滿滿的信⼼心帶著這經⽂文⾒見見主⾯面, 這是他⼈人⽣生最快樂的事。

我們喜歡讀保羅的這句句話,「6我現在被澆奠, 我離世的時候到了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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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使徒
這句句話是美的, 但基督那句句話更更美; 每個基督徒無法過著如保羅那樣的⼈人⽣生, 但每個基督徒皆可
得著基督這句句話的應許, 因為他們有耳可聽時, 聽, ⾏行行分辨之能, 喫下屬靈的真糧, 堅守基督的⽗父
與基督的上帝的真理理。⾄至於傳道⼈人, 他則回顧⼀一⽣生, ⾃自認不負主託, 忠⼼心牧養主託付給他的⼈人, 
使個個皆真確地認識基督。

過程
然, 我們要得著基督這話, 且成為我們堅⽽而不破的信仰, 不是以宣告的⽅方式, 或嘴巴說說就垂⼿手
可得, ⽽而是需要經過⼀一個過程。基督稱這過程叫做「努⼒力力進進窄⾨門」(路路13:24), 希伯來來書的作
者稱這過程叫做「竭⼒力力進入那安息」(來來4:11), 保羅稱這過程是個「患難」的過程(羅5:3), ⽬目的
為「盼望上帝的榮耀」(羅5:1), 保羅亦稱在這過程的基督徒所過的⽇日⼦子叫做「磨難(邪惡惡)的⽇日
⼦子」(弗6:13), 這亦是個打仗以守住道的過程, 為要得公義的冠冕(提後4:7-8)。(參參所列列經⽂文。)

基督徒⼀一聽到“患難”, “磨難”, “打仗”等話語時就選擇性的掩耳不聽, 教會幾乎不願提到這⽅方⾯面的
事, 深怕會眾不悅。美國⼀一超⼤大型教會(Mega Church)的Joel Osteen牧師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說, 
他只講⼈人感到愉悅的信息, 不講讓⼈人感到不開⼼心的事。Osteen膽⼦子是夠⼤大了了, 他越過了了基督的
教訓, 卻是許多基督徒歡喜的牧師; 其他的不講患難真話的傳道⼈人亦不遑多讓。

上週提到教會的頭是基督, 教會是他的⾝身體, 故教會是有機體, 有其教會性, 我們因此有責任維
護教會性的純正。魔⿁鬼既然敢在耶穌⾯面前(或說晚餐座位旁)試探猶⼤大, 牠當然敢試探所有的教
會; 無⼀一教會得倖免於魔⿁鬼的試探, 魔⿁鬼會不停地將牠賣主的意思放在我們⼼心裏(約13:2), 盡其
⼀一切⼒力力量量引誘我們離開基督。使徒雅各說:「務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了。」(雅
4:7b) 我們都知道猶⼤大魔⿁鬼受試探後的結局(徒1:18b), 所以我們不可低估輕慢基督的後座⼒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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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經過這樣磨難的過程並非枉然, 請⼤大家看看主基督,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
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了⼗十字架的苦難, 便便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如果基督需要經過⼗十字架
的羞辱和苦難才得以“成了了”, 才可以“升上去⾒見見他的⽗父, 他的上帝”,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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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必須經過上述的過程, 才可以⾒見見基督的⽗父, 基督的上帝。所
以, 我們必須要盡⼀一切⼒力力量量抵擋仇敵, 不讓牠賣主的意思放在我們⼼心裏。基督已說:「你們要為
我的名, 被眾⼈人恨惡惡, 惟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太10:22) 保羅說我們「在磨難(邪惡惡)的⽇日
⼦子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了了⼀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弗6:13) 為此, 希伯來來書的作者⿎鼓勵我們,「3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基督), 你們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4你們與罪惡惡相爭, 還沒有抵擋到流
⾎血的地步。」(來來12:3-4) 這些“恨惡惡”, “邪惡惡”, “頂撞”等⼒力力道最強的地⽅方就是教會。

“我的..., 也是你們的...”
出於主耶穌基督的話, 句句句句定準, 他說他的⽗父是我們的⽗父, ⽗父就必是我們的⽗父, 他說他的上帝是
我們的上帝, 上帝就必是我們的上帝。基督定準這些話的基礎不是因爲他是上帝的兒⼦子, 說有
就有, 命立就立, ⽽而是在於他在⼗十字架上臨臨死前說的最後⼀一句句話,「成了了」; 基督完成了了⽗父上帝的
旨意, 為我們的罪捨⼰己⽽而死, 救了了我們脫離這罪惡惡的世代(加1:4)。

也是你們的⽗父
基督說:「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認識基督的⽗父是我們的⽗父非常重要, 因基督
在受難週時教訓⾨門徒說:「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 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 就是在天上的
⽗父。」(太23:9) 

基督之“也是你們的⽗父”使我們想起基督在最後晚餐時論⽗父, 他, 以及我們的關係。在⽗父⽅方⾯面的記
號, 基督說:「⽗父⾃自⼰己愛你們,...他們本是祢的。」(約16:27a;17:9) 在基督⽅方⾯面的記號, 基督說:
「2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 ...3我...必再來來接你們到我那裏去。...6我就是道路路、真理理、⽣生命, 
若若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7你們若若認識我, 也就認識我的⽗父, 從今以後, 你們認識祂, 
並且已經看⾒見見祂。...9⼈人看⾒見見了了我, 就是看⾒見見了了⽗父。...19b我活著, 你們也要活著。20到那⽇日, 你們
就知道我在⽗父裏⾯面, 你們在我裏⾯面, 我也在你們裏⾯面。21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 我也要愛他, 並且
要向他顯現。」(皆在約翰福⾳音第14章) 在我們⾝身上的記號, 基督說:「27b你們已經愛我, ⼜又信我
是從⽗父出來來的」(約16:27;17:9), 約翰因此說了了⼀一句句絕對的話,「⼈人有了了上帝的兒⼦子就有⽣生命, 沒
有上帝的兒⼦子就沒有⽣生命。」(約⼀一5:12)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我們聽到基督說“也是你們的⽗父”時, 亦想到上帝對⼤大衛說,「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撒
下7:14; 代上17:13; 22:9), 這裏的他指的是所羅⾨門。⼤大衛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撒上13:14),  新約
聖經亦直稱耶穌是⼤大衛的後裔(徒13:22-23), 但上帝為什什麼不將這句句話賜給⼤大衛? 

⼤大衛征戰沙場, 歷經無數戰事, 故殺⼈人也無數, 他的王朝乃是在踏著掃羅家的⾎血⽽而建立起來來; ⼤大
衛的時代是個流⼈人⾎血的時代, 是⼑刀光劍影, 殺聲震天的時代, ⼤大衛的記號是「掃羅殺死千千, ⼤大
衛殺死萬萬」, ⼤大衛⾃自⼰己也說他的⼈人⽣生是個苦難的⼈人⽣生(王上1:29)。⼤大衛這樣的王國雖強⼤大, 但
卻不能是⼀一個平安的王國, 上帝因此拒絕⼤大衛為祂建造聖殿, 即便便「⼤大衛」這名的意思是「我
所愛的」。 

但, 所羅⾨門統治的時代就不⼀一樣,「所羅⾨門」這名的意思是「平安」。所羅⾨門王朝當是⼈人類歷史
當中, 上帝與⼈人, ⼈人與⼈人, ⼈人與地, 以及國與國等四者同時和諧並存的時代。列列王記上4:25記「所
羅⾨門在世的⽇日⼦子, 從但到別是巴的猶⼤大⼈人和以⾊色列列⼈人, 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安然
居住。」(註: 但到別是巴是以⾊色列列國的疆界, 故是⼤大衛數點百姓數⽬目的範圍(撒下24:2), 也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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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降災的範圍(撒下24:15)。) 所羅⾨門與鄰邦推羅和⽰示巴也平安相處。這樣四處平安的王朝正是
上帝允許所羅⾨門建聖殿的條件。

⼤大衛是詩篇諸作者中論基督的死最多的詩⼈人, 所羅⾨門是上帝親⾃自命定要作他的⽗父的⼈人, ⼤大衛與
所羅⾨門乃是基督成就與上帝之間平安的預表。基督被掛在⼗十字架上時, 被上帝離棄, 全地都⿊黑
暗; 死時, 聖殿已不成樣, 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兩半, 地也震動, 磐⽯石也崩裂, 基督流著⾎血的
景象絕不是令⼈人平安的景象。但是, 基督流⾎血後所成就的平安就是我們稱謝且盼望的平安, 因
為基督既說「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 也說「願
你們平安。」實現了了上帝在舊約所⾔言之「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請記住, 我們的平安乃是在在基督裏的平安, 是在⽗父⾯面前的平安, ⽽而不是在某牧師名下, 或在某
機構, 在某頭銜之下, 才得平安。

也是你們的上帝
基督說:「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人絕對的相對就是上帝, 每⼀一個⼈人⾄至終
都必須⾯面對上帝, 許多⼈人死前都會這麼說要去⾒見見上帝, 連⽑毛澤東也會這麼說。但, 是不是每個⼈人
這麼說就⼀一定會⾒見見到上帝？

耶穌質問撒都該⼈人,「論到死⼈人復活, 上帝在經上向你們所說的, 你們沒有念念過麼? 祂說:『我是
亞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乃是活⼈人的上帝。」(太
22:23-33) 撒都該⼈人雖承認聖經的權威, 但他們讀聖經好像在讀⼀一本死的書, 不相信死⼈人會復
活。耶穌除了了匡正撒都該⼈人的錯誤說死⼈人必復活之外, 耶穌在這基礎上更更進⼀一步要他們正視⾃自
⼰己在上帝⾯面前是活的, 還是死的? 或上帝看你在祂⾯面前是活的, 還是死的? 這問題是給包括基督
徒在內所有⼈人當思考的事。答案當然在基督所說的「我要升上去⾒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
帝。」

基督在⼗十字架上喊著「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為甚麼離棄我?」但復活後卻說「我要升上去⾒見見我
的上帝。」上帝離棄基督是真的, 基督的死是真的, 基督的復活也是真的, 有了了這些真, 才有基
督升上去⾒見見上帝的真。上帝接納基督, 上帝也接納我們; 上帝是活⼈人的上帝, 祂僅看信基督的⼈人
是活的,「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柄, 作上帝的兒女。」(約1:12)

約翰之「信他(基督)名」呼應著我們看亞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已死, 但上帝看他們是活的, 為什什
麼? 希伯來來書11:17-21節說他們乃「因著信」。希伯來來書第11章明記舊約「因著信」的信仰軸
⼼心, 章尾即說,「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了美好的證據, 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上帝給我們豫備了了
更更美的事, 叫他們若若不與我們同得, 就不能完全。」這美好的事就寫在第12:2節,「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了⼗十字架的苦難, 便便坐在上帝寶座
的右邊。」

我們因從上帝⽣生的(約1:12c), 所以才可以接待基督; 也就是說, 上帝使我們活在祂⾯面前, 請各位
不要忘了了這⼀一點。 

基督傳道時是有榮耀的, 但不是最⼤大的得勝
基督傳道時, 惡惡者認出他是上帝的兒⼦子(太8:29), 耶穌命令⿁鬼從⼈人⾝身上出來來, 也⾏行行過以⽔水變酒, 死
⼈人復活, 平靜海海上風雨等神蹟, 猶太⼈人甚⾄至說耶穌做的事是從創世以來來沒⼈人做過的, 且認定耶穌
是從上帝來來的(約9:32,33)。耶穌傳道時已顯出他的獨⼀一性, 做的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來者的事, 說
的只有上帝才可以說的話, 耶穌已顯出上帝榮耀的記號, 卻不能因此回到⽗父那裏。為什什麼? 我們
的觀念念是需要帶著滿⾝身的榮耀, 欣喜地⾒見見天⽗父。耶穌不能回到⽗父那裏的原因是, 他耶穌尚未得
著最⼤大的榮耀與得勝。

第 �  ⾴頁 (共 �  ⾴頁)3 5



對我們⽽而⾔言, 耶穌傳道時是榮耀非常的, 但在上帝眼中卻是當然⽽而無奇的事; 耶穌說話是極具智
慧的, 但在上帝眼中卻是當說⽽而平常的事; 耶穌趕⿁鬼表現出的得勝, 但在上帝眼中卻是⾄至⾼高上帝
兒⼦子當有的權柄。這些可彰顯上帝的榮耀與智慧, 但卻不是上帝在世界中所彰顯之最⾼高的榮耀
與最深的智慧。耶穌若若未彰顯上帝最⾼高的榮耀與最深的智慧, 且有最⼤大得勝的作為, 上帝是不
會接受這樣的耶穌回到祂那裏; 耶穌回不到⽗父那裏, ⾃自然也無法接上帝的兒女們回到上帝那
裏。況且, 基督傳道時的⾝身體是個可朽壞的罪⾝身, 升上去時根本無法承受天與天上的天的, 魔⿁鬼
還是可以在空中試探有罪⾝身的耶穌。

那, 什什麼是基督最⼤大的榮耀與得勝? 就是他的死與復活, 即基督必須死, 且死後復活。基督履⾏行行
了了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 擊敗掌死權的魔⿁鬼, 保羅說:「他已經把死廢去, 藉著福⾳音, 將不能壞的
⽣生命彰顯出來來。」(提後1:10b) 亦說上帝「既將⼀一切執政的, 掌權的擄來來, 明顯給眾⼈人看, 就仗
著⼗十字架誇勝。」(⻄西2:15)

基督必須帶著最⼤大的榮耀與得勝⾒見見他的⽗父, 他的上帝, 因「我的..., 也是你們的...」, 故我們⾒見見
⽗父, ⾒見見上帝的條件就是⾝身上必須帶有基督之死與復活的記號。保羅在他的書信多次提及這事, 
他對哥林林多教會說:「我曾定了了主意,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
架。」(林林前2:2) 對加拉太教會說:「我斷不以別的誇⼝口, 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加
6:14) 保羅告訴提摩太:「你要記念念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 他從死裏復活, 正合乎我所傳的福
⾳音。」(提後2:8) 

教會做著次要的事
⼤大家已經知道基督之「我的..., 也是你們的...」的意義, ⾏行行事就當順服這意義為上。教會與基督
徒以為⼯工作做得越⼤大, 可供數算的業績越多, 頭銜越發尊貴, 以這樣榮耀的⾝身形來來⾒見見主⾯面必蒙主
的悅納。這迷思不知拴住了了多少⼈人的⼼心, 漸⽽而漸次地, 基督的死與復活的信息便便拋在腦後。若若
以神蹟, ⾏行行異異能, 趕⿁鬼等為傳道主軸, 講者與聽者雙雙將失去了了被提的基礎。

基督在最後晚餐時說:「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 我必到你們這裏來來。...你們要常在我裏⾯面, 我也
常在你們裏⾯面。...你們若若常在我裏⾯面, 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約
14:18; 15:4a,7,9b) 請問⼤大家, 何處可看⾒見見基督這些話的實際作為? 難道不是將他最⼤大榮耀事, 
最⼤大的得勝作為, 上帝最⾼高的智慧曉諭給屬他的教會與基督徒? 

若若教會什什麼都有, 就是沒有基督的死與復活的信息, 這會是屬基督的教會嗎? 教會有⼤大量量次要的
資產, 卻沒有最主要的資產, 這可能是屬基督的教會嗎? 基督徒有豐富的神學知識, 但卻無法將
基督的死與復活講得清楚, 且不願意講, 這可能是屬基督的傳道⼈人嗎? 若若你多次施恩於某⼈人, 你
要聽這⼈人感恩的⾔言語豈豈不是那最重要的恩惠? 若若他感謝許多, 卻沒有感謝你給他的最重要的恩
惠, 你⼼心裏會怎麼想? 若若我們感謝⽗父並祂兒⼦子耶穌基督只是每天有⼝口飯吃, 或是讓我們⾶飛黃騰
達, 或是讓我們有好的地⽅方聚會, ⽗父和基督聽了了會如何? 是的, 沒有⼀一個基督徒不會不承認基督
的死與復活, 然, 基督徒⾒見見證主的恩典時, 還是以地上所得為蒙恩的記號。

尾語
基督之「我的..., 也是你們的...」乃是告訴我們他如何按上帝的旨意⾏行行, 同樣地, 我們也應該按
上帝的旨意⾏行行, 還要我們安守⾃自⼰己的本位, 不要因爲⽗父是我們的⽗父之後就志得意滿, 忘記⾃自⼰己乃
是蒙恩才有這樣的地位。

羅⾺馬兵丁⽤用帶刺刺的鞭抽打耶穌, 他死的形狀狀必有鞭痕, ⾝身上帶著基督的死的記號的基督徒必然
是有傷痕的, 然這傷痕不是在⾝身體上, ⽽而是在⼼心靈上。當有⼈人拒絕你所傳講的死⽽而復活的基督, 
無論是⼝口語的交鋒, 或是以雙腳離去來來表⽰示他的立場, 在你⼼心裏皆鞭上⼀一痕。這些鞭痕是痛的, 
看著刺刺鞭抽在耶穌⾝身上是如何地痛, 在我們⼼心裏也是如何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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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姐妹, ⾨門徒經過數⼗十年年的⼯工夫才漸漸理理出基督在受難⽇日之“成了了”與復活⽇日之“我要升
上去⾒見見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見我的上帝, 也是你們的上帝”兩兩者緊密的關係, ⽽而我們卻可以⼀一
次同時領受基督這兩兩句句話, 也就是說, 我們則比⾨門徒們更更有福氣。世上君王得位前必須經過多
⽅方磨練, ⾝身為上帝的兒女的我們經歷患難則是必須的事, 這樣才能長⼤大成⼈人, 能喫乾糧, ⼼心竅習
練得通達(來來5:14)。保羅說:「1我們既因信稱義,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相和;2我們
⼜又藉著他, 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3不但如此, 就是
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4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5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
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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