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七⽉7⽇ 

先知所說的⼀切話 :  

詩篇第110篇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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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路加福⾳音24:25-27節:「25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 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
鈍了了。26基督這樣受害, ⼜又進入他的榮耀, 豈豈不是應當的麼?』27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 凡經上
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了。」 
詩篇第110篇:「1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2主必使你從錫
安伸出能⼒力力的杖來來, 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3當你掌權的⽇日⼦子(或⾏行行軍的⽇日⼦子), 你的⺠民要以聖潔
的妝飾為衣(或以聖潔為妝飾), ⽢甘⼼心犧牲⾃自⼰己, 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或你少年年時光耀如清晨
的⽢甘露)。4主起了了誓, 決不後悔悔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前⾔言
詩篇第110篇第⼀一節講的是上帝與基督的關係, 第⼆二節講的是基督與仇敵的關係, 第三與第四節
講的是基督與他的⺠民的關係, 第五與第六節講的是基督與世界的關係, 第七節則以基督的死與
復活作為總結, 這死是主宰仇敵, 收納基督的⺠民, 以及審判世界等的基礎。

這篇詩篇是上帝在永恆界預定的事, 藉由⼤大衛的⽣生命歷程將之表述出來來, 字字珠璣。這是⼤大哲
學家康德無法知道與明⽩白的事, 因他認為現象界無法勾入到理理念念界; 這也是⼤大科學家愛因斯坦
無法知道與明⽩白的事, 因他認為世界雖是上帝造的, 但⼈人無法與這位上帝產⽣生關係。基督⼿手中
的⽣生命冊沒有康德, 沒有愛因斯坦, 但有我們, 因我們認識這詩篇第110篇, 知道我們是基督之聖
潔的⺠民, 且知如何成為他聖潔的⺠民。

上週第三節回顧
詩篇第110篇第三節前半句句,「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或以聖潔為妝飾), ⽢甘⼼心犧牲⾃自⼰己」, 
講的是質⽅方⾯面的事; 後半句句,「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講的則是量量⽅方⾯面的事。基督的王權是
永世的, 基督的⾏行行軍是跨時代、跨⺠民族、跨⽂文化的, 因此, 從創世以來來到世界的末了了, 每個時代
都有基督的百姓。基督掌權在他的⺠民⾝身上, 這掌權的事實呈現在這些⺠民原是抵擋他的⼀一群, 個
個是基督的仇敵, 然經過基督賜下的新⽣生命, 他們有了了屬天的信⼼心, 從⽽而接待基督。基督的⺠民受
⽗父的吸引, 得以到基督那裏去; 基督的⺠民因有基督賜的權柄, 作上帝的兒女。

基督說:「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了。」(約15:3) 所以, 基督的⺠民要有基督認可的聖潔
就必須要有基督的道, 由個⼈人擴展到群體, 使整個教會的每⼀一個⼈人都有基督的道。蒙基督所召
的⺠民必須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漸漸地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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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民必須竭⼒力力保守聖靈在基督真道裏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每⼀一時代基督的⺠民都當如此, 彼
此⼼心靈因有基督的真道⽽而相交。

堅忍到最後
基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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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皆知這
些道理理, 但要堅忍到 後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聖靈定了了堅忍到 後的紀律律是「⽢甘⼼心犧牲⾃自
⼰己」 , 基督定了了堅忍到 後的紀律律是「若若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來跟從
我。」這是唯⼀一的法⼦子, 若若不遵守基督與聖靈定下的紀律律, ⼈人在中途必開始走偏。舊約的所羅
⾨門王與新約的猶太⼈人是 好的例例⼦子。

舊約的例例⼦子是所羅⾨門王, 聖經記「他建殿的⼯工夫共有七年年」(王上6:38b), 但「為⾃自⼰己建造宮室,
⼗十三年年⽅方才造成。」(王上7:1) 先知將這兩兩件事寫成上下兩兩節經⽂文, 如此安排實有責備所羅⾨門王
的意思, 看⾃自⼰己的宮室比聖殿來來得重要。我們看到, 所羅⾨門王⾃自建好他的宮室之後, 不久便便開始
寵愛諸外邦的女⼦子(王上11:1), 入住他華麗的宮室內。今⽇日教會⼀一有錢想的就是建堂的事, 且越
建越⼤大, 從不去思考如何建好永⽣生上帝的殿(林林後6:16), 上帝的靈的殿(林林前3:16)。⼀一個偌⼤大的
會堂藏書少, 正統神學書籍更更少, 即知這是事實。

新約的例例⼦子則是猶太⼈人, 他們聽了了基督之“喫我⾁肉, 喝我⾎血”的道, 從此之後, 約翰記「他(基督)⾨門
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行。」(約6:66) 這事以後, 約翰即記「耶穌在加利利利利遊⾏行行, 不願在
猶太遊⾏行行, 因為猶太⼈人想要殺他。」(約7:1) 當猶太⼈人不相信耶穌說的話, 祭司長不相信耶穌說
的“我就是上帝的兒⼦子基督”時, 他們不是單單遠離耶穌⽽而已, ⽽而是⼼心⽣生殺他之意。請注意, 約翰
⽤用“⾨門徒”來來稱呼他們, 所以, 我們不要以為不理理會耶穌說的話還可安然居住, 只要我們不信耶穌
的話, 等同於殺耶穌。

第四節: 我主是祭司
⼤大衛第四節接著寫到「主起了了誓, 決不後悔悔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希
伯來來書的作者特別說「作先鋒的耶穌, 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了永遠的⼤大祭司。」(來來6:20; 
7:17) 無疑地, 詩篇第110篇的核⼼心⼈人物就是主耶穌基督。

希伯來來書第七章明述著麥基洗德等次的卓越性, 是亞倫倫的等次無法跨越的, 然就⼤大衛寫這節詩
⽂文的⽬目的來來說, 他乃要表達他真實的⼼心性; 也就是說, 這節詩⽂文是⼤大衛刻苦銘⼼心的經歷, 是他內
⼼心深處真摯情感的表述, 是他理理性 深切的論證。對非希伯來來⼈人的我們讀希伯來來書第七章較能
產⽣生共鳴的是第24-26節, ⽽而這些經⽂文正與⼤大衛在此所寫的相互輝映。因此, 我們讀這第四節詩
⽂文主要還是要理理解為何⼤大衛繼第三節後寫這樣的詩⽂文來來, 她與第三節是何樣的關係。

⼤大衛是聖潔的⺠民嗎?
⼤大衛第三節寫的「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 然我請問各位, ⼤大衛⾃自⼰己是聖潔的⺠民嗎? ⼤大衛
⾄至少犯下三項重罪, 謀害烏利利亞(撒下第11章), 娶烏利利亞的妻拔⽰示巴為妻(撒下第12章), 以及下
令統計⼈人⼝口, 並進⾏行行第⼆二次點兵(撒下第24章)。當⼤大衛娶拔⽰示巴為妻, 並⽣生了了⼀一個兒⼦子後, 聖經
寫說:「⼤大衛所⾏行行的這事, 主甚不喜悅。」(撒下11:27) 當⼤大衛第⼆二次點兵完後, 他⼼心中甚為⾃自責
(撒下24:10)。

⼤大家不要⼩小看⼤大衛所⾏行行的這些事, ⼤大衛是上帝的⼦子⺠民, 但卻做出連蠻族君王都不可能做出來來的
事, 謀害⾃自已的⼀一級戰將, 犯了了第六誡的不可殺⼈人, 還娶上烏利利亞為妻, 犯了了第⼗十誡的不可貪戀
⼈人的妻⼦子。不僅如此, ⼤大衛居然表現出天下之⼤大, 唯我獨尊的驕傲, 完全忘記他屢屢屢屢戰勝, 能有
威盛的軍容, 全是上帝所賜。⾔言於此, ⼤大家還認為⼤大衛是主聖潔的⺠民嗎? 若若百姓知道⼤大衛⾏行行這樣
的惡惡事, 還願意歌頌他, 繼續跟隨這樣的王嗎? ⼤大家再想想, ⼤大衛娶拔⽰示巴並將之納入宮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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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愚蠢的舉動! ⼤大衛爾後每每看到拔⽰示巴, 豈豈不想起他作在烏利利亞⾝身上的惡惡事? ⼤大衛敢這麼
做, 因為權傾⼀一時的他已有獨⼤大⼼心理理, 假設國境之內沒有⼈人敢指出他的不是。

我們看到, 上帝先後下⼿手懲罰⼤大衛, 他與拔⽰示巴⽣生的第⼀一個兒⼦子死了了(撒下12:18), 且預⾔言⼑刀劍必
永不離開⼤大衛的家(撒下12:10)。⾄至於點兵之後, 上帝便便將瘟疫傳與以⾊色列列⼈人, ⾃自早晨到所定的
時候, 從但直到別是巴, ⺠民間死了了七萬⼈人(撒下24:15)。

⼤大衛寫下「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 ⽢甘⼼心犧牲⾃自⼰己」, 這實在與他不聖潔的歷史相牴觸, 這
顯⽰示出⼤大衛的⽣生命必發⽣生轉折, 使他看到⾃自⼰己的不聖潔可成為聖潔的途徑。其中有兩兩件事給⼤大
衛不⼩小的啟發。

啟發⼀一: 未獻祭, 罪卻可除
當拿單責備⼤大衛殺烏利利亞, 娶拔⽰示巴之罪時, ⼤大衛即說:「我得罪主了了」(撒下12:13a), ⼤大衛可接
受拿單的責備顯明他畢竟是蒙上帝揀選的⼈人。然, 拿單對⼤大衛說:「主已經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
⾄至於死。」這句句話影響⼤大衛甚深, 因為⼤大衛確實經歷了了主除掉他罪的事實, 這從⼤大衛從拔⽰示巴
⽣生了了所羅⾨門, 且聖經記上帝也喜愛所羅⾨門即知(參參撒下12:24)。我們當注意的是, ⼤大衛此罪之除
並沒有經過獻祭的過程, 這對他爾後深思此事⽽而寫下第四節具啟發性的作⽤用。

啟發⼆二: 君王⼤大衛⾝身兼祭司之職
再論⼤大衛數點以⾊色列列⼈人和猶⼤大⼈人的總數, 這是⼤大衛在他晚年年時做的甚為⾃自責的事(參參撒⺟母耳記第
24章)。負責這事的約押不是沒有建議⼤大衛不需這麼做, 但⼤大衛卻執意⾏行行之, 約押便便耗上九個⽉月
零⼆二⼗十天才數點完畢。當⼤大衛聽到約押上報⼈人數的當下, ⾃自責立起, 便便禱告主說:「我⾏行行這事⼤大
有罪了了。主啊! 求祢除掉僕⼈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行的甚是愚昧。」(撒下24:10) 請注意, 聖經不是
記“約⼗十個⽉月”, ⽽而是將細數到天, 這表⽰示上帝每天都在看上帝何時住⼿手, 召回約押。在這段不算
短的⽇日⼦子裏, ⼤大衛⼀一點都未警覺到⾃自⼰己點兵的惡惡⾏行行, 可⾒見見私慾遮蔽⼈人的⼼心靈何其嚴重! 

這給我們⼀一個教訓, 有些基督徒⾏行行走⼀一⽣生從未知覺⾃自⼰己⼀一直活在私慾中, 從不認為不認識基督
是個惡惡⾏行行。

上帝藉先知迦得給⼤大衛三種選擇, 七年年的饑荒, 被敵⼈人追趕三個⽉月, 以及三⽇日的瘟疫等。點兵的
是⼤大衛, 但⼤大衛卻不選對他個⼈人 不利利的第2項, 不願再經歷年年少時被掃羅追捕的痛苦, 於是選
了了對國中之⺠民的懲罰; 七年年相較於三⽇日, 遂選了了後者的瘟疫。這樣的⼤大衛雖悔悔改了了, 但⾃自⼰己卻承
受不住所犯下的罪⾏行行, 讓七萬⼈人代替他死。

這⼜又給我們⼀一個教訓, 教會領袖不要以為⼈人數多是蒙福的記號, ⼀一個領袖錯誤且⾃自私的抉擇必
將會眾帶進死亡。這麼偉⼤大的⼤大衛在關鍵時刻還是為⾃自⼰己想。

⼤大衛要他的國⺠民承受瘟疫之苦, 但卻在第三節寫說“⽢甘⼼心犧牲⾃自⼰己”, 這看起來來⽭矛盾的兩兩者唯⼀一解
釋就是詩篇第110篇乃寫於⼤大衛點兵之後。在⼤大衛點兵事件當中, 引發⼤大衛⾃自⼰己和我們需深思
的部份是那⽌止住瘟疫的儀式。上帝為了了消弭祂的憤怒, ⽌止住瘟疫, 便便差派先⾒見見迦得告訴⼤大衛, 當
為祂建⼀一座壇。聖經記, ⼤大衛就在亞勞拿那裏⽤用他家的⽜牛和⽲禾場,「為主築了了⼀一座壇, 獻燔祭和
平安祭」, 之後,「主垂聽國⺠民所求的, 瘟疫在以⾊色列列⼈人中就⽌止住了了。」(撒下24:25) 

⼤大衛王不是不知道掃羅王因⾃自⾏行行獻祭, 被上帝所惡惡, ⽽而拔去了了他君王職位的事(參參撒上第13章), 
先知甚⾄至說掃羅被上帝「廢棄」(撒下7:15)。但, 君王⼤大衛卻蒙上帝的特許獻燔祭和平安祭, 雖
然他這獻祭是唯⼀一的⼀一次, 但對他爾後深思此事⽽而寫下第四節時具啟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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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反思歷史
⼤大衛東征北討, 叱詫沙場, 所向無敵, 建立起偉⼤大的以⾊色列列國, 成為⼀一代風雲⼈人物, 撒⺟母記下基本
上就是⼤大衛的⾃自傳, 但這些豐功偉業和個⼈人的榮耀卻掩蓋不住他⼈人⽣生三⼤大罪污帶來來的羞辱, 因
此沒有任何事比這罪污得洗淨要來來得重要。⼤大衛深知⾃自⼰己是上帝的選⺠民, 當他⼼心中有疑問時, 
便便向歷史找答案, 這是智者的表現, 因為上帝不會在每⼀一時代從零再開始建立祂選⺠民的信仰, 上
帝不會將祂百姓的信仰置於真空中。⼤大衛是個王, 看事看重點, 正如資深科學家僅讀摘要就知
重點所在, 年年輕科學家卻要讀整篇論⽂文; 做君王的⼤大衛察看過去歷史必先看各時代為王者的事
跡, 這樣的⾝身份對位才能解決他的疑惑, 進⽽而思想出使他度過兩兩次犯罪危機的要件。

敏銳的⼤大衛在創世記發現第14章麥基洗德這個⼈人的獨特性, 這麥基洗德與他的⾝身份相當, 既是
君王, ⼜又是祭司。當⼤大衛比較這位祭司與現⾏行行的以⾊色列列祭司, 立即發現這個麥基洗德的等次⾼高
於亞倫倫的等次, 因為後者沒有⼀一個有君王的職份。⼤大衛還發現已有的歷史除麥基洗德之外, 再
也沒有比他更更⾼高等次的祭司, 於是他便便將這麥基洗德的等次放在他的主⾝身上。然, 麥基洗德畢
竟死了了, 他的主若若要永遠掌權, 他的⺠民若若要多如清晨的⽢甘露, 那麼, 他的主的祭司⾝身份必須永遠
的, 因⽽而寫他的主「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請注意, ⼤大衛這個“永遠”不是隨意加上的, 因著他受教於摩⻄西律律法之下, ⽽而「按著律律法, 凡物差不
多都是⽤用⾎血潔淨的; 若若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了」(來來9:22), 所以, ⼤大衛意識到他的主為永遠的祭
司就必須要流⾎血, 這個“永遠”也就是使⼤大衛兩兩⼤大罪污得洗淨的原因。這即解決了了舊約時代所有
屬主的⼈人罪的問題。

起了了誓, 決不後悔悔
⼤大衛整節寫的是,「主起了了誓, 決不後悔悔說:『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他寫
到上帝是既起了了誓, ⼜又絕不後悔悔, 這是上帝雙重保證, 認定基督之祭司職份是永遠的。若若再加上
使徒的「基督照我們⽗父上帝的旨意, 為我們的罪捨⼰己, 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惡的世代。」(加1:4) 
對我們⽽而⾔言就是三重保證。

論上帝的起誓, 希伯來來書的作者說:「16⼈人都是指著比⾃自⼰己⼤大的起誓, 並且以起誓為實據, 了了結各
樣的爭論;17照樣, 上帝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祂的旨意是不更更改的, 就起誓為證。」
(來來6:16,17) 基督將上帝的保證強調地說:「差我來來者的意思就是, 祂所賜給我的, 叫我⼀一個也不
失落落, 在末⽇日卻叫他復活。」約翰深知這道理理, 便便說:「基督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
底。」(6:39;13:1b )

當我們有了了以上概念念之後, 再去讀創世記亞伯拉罕與麥基洗德部份, 以及希伯來來書第七章就不
會覺得那麼難懂其中的意思。希伯來來書第七章擴⼤大闡述第四節⼤大衛對麥基洗德與他的主的認
識, 讓我們讀幾節希伯來來書經⽂文:「3他無⽗父, 無⺟母, 無族譜, 無⽣生之始, 無命之終, 乃是與上帝的兒
⼦子相似。...21b只有耶穌是起誓立的；因為那立他的對他說:『主起了了誓, 決不後悔悔, 你是永遠為
祭司。』22既是起誓立的, 耶穌就作了了更更美之約的中保。...24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 他祭司的職
任就長久不更更換。25凡靠著他進到上帝⾯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為他是長遠活著, 替他們
祈求。」(來來7:3,21b,22,24,25)

⼤大衛⽣生命歷程給予我們的啟發
(註: 因時間的關係, 以下這段下週再講, 但因與前⾯面有關, 故先將其放在這講章裏。)

正視⾃自⼰己的罪
⼤大衛若若僅有榮耀⽽而沒有羞辱的話, 他只能沈沈浸在驕傲中,「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詩
19:12a) ⼤大衛是⼀一國之君, 卻犯下 醜陋陋的罪⾏行行, 就因⼤大衛的榮耀與羞辱兩兩者在⾝身, 且他正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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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羞辱, ⽅方才寫出第四節⾒見見證基督這麼重要的詩⽂文來來。⼤大衛嚴肅看待⾃自⼰己的過犯, 因⽽而他整個
⼈人投入在如何消除這過犯的思考中, 不得答案, 必不罷休。當⼀一個屬主的⼈人思想⾃自⼰己罪的問題
時, 不可能不觸及上帝, 且想到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穩的事, 這樣的⼈人因此避免不了了神學性的⾔言語, 
且是關乎位格與位格之間關係的⾔言語。

這第四節經⽂文的教義與神學性極強, 然卻是⼤大衛⽣生命的經歷。⼤大衛以詩⽂文表達之, 即顯出他的
⼼心路路歷程是多麽地刻苦銘⼼心, 難以忘懷; ⼤大衛以他整個⼈人的⽣生命寫下第三節與第四節, 因為⼤大衛
深知也深信唯有他的主是他的祭司時, 他才可成為其聖潔的⺠民, 是上帝看為甜美的⽢甘露。

基督徒竭⼒力力探究何謂“麥基洗德的等次”, 何謂“永遠為祭司”, 什什麼叫做上帝絕不後悔悔等, 有些還可
能成為他⼈人的老師⽽而教導之, 但若若不認識到這些詞語與⼤大衛的⽣生命緊緊相連的話, 所知的不過
是腦中的知識⽽而已。這等看似認識基督, 知基督是永遠為祭司, 但沒有親⾝身經歷其中的實際, 就
如雅各書所⾔言,「23聽道⽽而不⾏行行道的, 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來的⾯面⽬目,24看⾒見見, 走後, 隨即忘了了
他的相貌如何。」(雅1:23,24) 保羅講了了⼀一句句讓有知識的⼈人需要深思的話, 他說:「若若有⼈人以為
⾃自⼰己知道甚麼, 按他所當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林林前8:2)

上帝說⼤大衛是合祂⼼心意的⼈人(撒上13:14), 這不在於他建立偉⼤大的以⾊色列列國, ⽽而在於他與基督有
真實的關係。我們當然不會犯⼤大衛那樣的罪⾏行行, 但每個⼈人皆會有⾃自⼰己認為 嚴重的罪, 因著這
詩篇的第三與第四節關乎基督與他的⺠民的關係, 我們必須藉之好好來來省察⾃自⼰己。

⼤大衛晚年年解決了了他的羞辱, 回憶當回憶不完美處
這詩篇是⼤大衛晚年年之作, 他靜思回憶他的⼀一⽣生, 看的不是他那完美的部份, ⽽而是他那不完美的部
份。世⼈人年年老時回憶的是他的成就, 企圖把他完美的部份傳給後代, 但基督徒想的卻是⾒見見主⾯面
的事, 則是滿⼼心歡喜他們榮美的部份。

牧師傳道為教會⼀一⽅方之霸, 如同⼩小⼤大衛, 但今⽇日牧師⾝身旁卻沒有拿單, 沒有迦得, 因著現今是講
究形象的時代, 故牧師必須在眾⼈人⾯面前盡求完美, 會眾也願意維護牧師完美的形象, 以致於完全
忽略略了了第四節對領袖建立信仰的必要性; 無怪乎, 今⽇日教會牧師已經不講耶穌基督。基督已經
下達⼀一個命令,「你們要完全, 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5:48) 有罪在⾝身的我們怎可能完
全? 牧師若若不認識第四節, 僅看⾒見見建立教會那榮耀的部份, 不去⾯面對⾃自⼰己羞辱的那⼀一部份, 不可
能恪守基督這命令。

牧師傳道的最後機會
⼤大衛在其晚年年寫下這詩篇, 那他有沒有如他在第三節真的⽢甘⼼心犧牲⾃自⼰己? ⼤大衛⼆二次點兵與獻祭
記在撒⺟母耳記下 後⼀一章, 接著的列列王記上起頭即寫說「⼤大衛王年年紀老邁」, 按理理說, ⼀一個年年邁
的王 重要的事應是王位繼承, 但列列王記上記的是⼤大衛與書念念的童女亞比煞的事。這⼀一段不僅
在上下⽂文脈絡中看似突⺎兀兀, 將之記在聖經⼀一卷書之⾸首更更是奇特, 況且記的還是⼤大衛私房的事。
然, 我們在這段記事中看到⼤大衛內⼼心的改變。亞比煞奉養與伺候年年邁的⼤大衛本就無奇, 敘述⼀一
下即可, 但聖經卻記「王卻沒有與她親近」, 這看似多餘的話就是⼤大衛內⼼心改變的記號。

正因這詩篇是⼤大衛晚年年之作, 這給服事主⼀一⽣生卻不以基督為中⼼心的牧師傳道⼀一個 後悔悔改的機
會, 承認⾃自⼰己服事主的不切。牧師傳道聽這樣的建⾔言, 任誰都必立即反駁, 並斥責此⾔言的不當。
但我只要問, 基督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的“永遠”有沒有包括牧師傳道服事主的那段
時間? 當然是有。既有, 為何服事時不講基督之祭司⼯工作? 為何不講基督⼗十架, 他的死與復活? 

牧師聽進這有效建⾔言之必須, 但卻因離開基督過久, 亦無知識底蘊⽽而難⾏行行。況且, 沒有⼀一個牧師
願意在熟悉的會眾⾯面前承認⾃自⼰己過往服事上的重⼤大缺失, 以致個個卻步不前。平常要得⼈人的
⼼心, 討⼈人的喜歡慣了了, 就沒有能⼒力力得上帝的⼼心(加1:10)。無論如何, 要知道上帝賜給⼈人恩典的機
會⼀一直到老, 然⼈人卻忽略略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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