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3⽇ 

基督復活的那⽇（七⼗⼀）: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1) - 平安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 
路加福⾳24:36節:「正說這話的時候, 耶穌親⾃站在他們當中, 說:『願你們平安!』」

敬拜主耶穌基督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樣式造的, 故⼈⼈皆有神觀, ⼝皆⾃然地叫出“神”; 基督徒是在基督裏新造
的⼈(林後5:17), 是蒙救贖的⼀群, 故基督徒理當很⾃然地稱呼主基督的名, 且知道恩惠平安乃
是從上帝我們的⽗和主耶穌基督歸與我們(林後1:2)。因此, 基督徒敬拜天⽗上帝, 也當敬拜主
耶穌基督, 且敬拜主基督的深度與強度當與敬拜天⽗上帝完全⼀樣。

保羅對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說:「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 你們就當為⾃⼰謹慎, 也為全群謹慎, 
牧養上帝的教會, 就是他⽤⾃⼰⾎所買來的(救贖的)。」(徒20:28) 這裏特別將“上帝的教會”與
“他⽤⾃⼰的⾎”寫在⼀起, 這樣地單單講到基督更錨定了教會敬拜基督的必須性, 這必須性從使
徒之“為⾃⼰謹慎, 也為全群謹慎”的警⾔⽽必須⼒⾏。反觀今⽇教會長老已不謹慎, 虛有其名。

為何今⽇基督徒只會, 且也只愛敬拜神? 為何基督徒的⼼裏只有神, 沒有基督? 為何禱告詞裏僅
題上帝與聖靈, 就是不題基督? 為何禱告時題了天⽗名之後, 卻直接感謝天⽗“為我們的罪被釘
死在⼗字架上”, 就連牧師禱告也犯同樣沒有基督的錯誤? 基督徒為何只願說“神如何”, 卻不會說
“感謝主”? 這諸問之疑乃因今⽇教會上⾃牧師傳道, 下⾄基督徒拒絕喫主的⾁, 喝主的⾎, 所以
不知道唯有在基督的死與復活裏才可以對基督發出宗教性的敬拜情操。羅⾺百夫長在基督死後
立即說出,「這真是上帝的兒⼦」(太27:54b), 看到基督在⼗字架上的死等於看到上帝的兒⼦的
死, ⽽上帝的兒⼦本質是上帝, 是當受⼈敬拜的主。

⼤家不樣⼩看這樣的忽略, 爾後我們將看到這些與耶穌⽣活三年半, ⼜聽到耶穌復活⾒證的⾨
徒, ⼀看到耶穌顯現的反應居然是「驚慌害怕」。若⾨徒對耶穌的經歷是“所聽⾒, 所看⾒, 親眼
看過, 親⼿摸過的”, ⾨徒尚會如此, 我們基督徒渾然不知基督的死與復活, ⾒到主時⼜會如何?

主的突然
主出現在⾨徒中間是突然的, 出乎⾨徒意料之外。對屬主基督的⼈⽽⾔, 主的突然出現是恩典
安慰, 但對不屬主的的惡⼈⽽⾔, 主的突然出現是公義的審判, 是哀哭切⿒。要知道, 主出現在
屬他與不屬他兩者⾯前都是非預期的, 突然的, 所以, 我們不當好奇地問主, 他那⽇來, 他何時
來, 反⽽要隨時預備好⾃⼰, 做個聰明的童女, 燈裏有油, 時時刻刻迎接主的再來。基督說:「你
們要儆醒, 因為那⽇⼦, 那時辰, 你們不知道。」(太25:13) 那⽇⼦, 那時辰就是基督再來的那⽇
⼦, 那時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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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平安
上帝知道⼈在世界上最缺乏且迫切需要的就是平安。請問各位, ⼀聽到“平安”, ⼤家想到的是什
麼? 平平安安地過⼀輩⼦, 不要發⽣不順遂的事, ...?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王明道牧師就是⼀
個沒有平安的⼈(參“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83-86), 他兩次入獄, 只因他堅持基督信仰, 第
⼆次被判無期徒刑。

基督說「我將我的平安...」, 這是基督定義的平安, 這平安是(與上帝同在的)道所定義的平安, 
故是終極性的, 是應許, 是恩典, 是權能, 是榮耀, 是永不動搖的平安。⼈能做的最多是希望對⽅
平安, 但⾃⼰卻無法賜下那個平安, 然基督有平安, 故他要我們「在他裏⾯有平安」。

福⾳書的三平安
福⾳書記與耶穌有關的平安有三處, 降⽣時, 最後晚餐時, 以及復活那⽇晚上時。耶穌降⽣時: 
⼀⼤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上帝說:「在⾄⾼之處榮耀歸與上帝!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
⼈。」(路2:14) 最後晚餐時: 主耶穌對⾨徒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
所賜的不像世⼈所賜的。你們⼼裏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
在我裏⾯有平安, 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 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4:27; 16:33) 
復活那⽇晚上時: 基督對⾨徒說的第⼀句就是「願你們平安!」

三平安點拉線
若我們將這三平安拉線會拉成兩條線, 第⼀條線是耶穌降⽣時與最後晚餐連成的線, 第⼆條線
則是連於最後晚餐與復活那⽇晚上兩個平安點。我們看到耶穌在第⼀條線上是上帝在⼈間, 是
榮耀的, 所向披靡的, 撼動猶太教根基的, 在各⽅⾯的作為皆超越猶太領袖。但, 我們看到耶穌
在第⼆條線上卻經歷了客⻄⾺尼園的禱告, 猶⼤賣主的細節, 被抓, 受審, 受辱, 最後死在⼗字架
上等, 當然還有耶穌的復活。耶穌對⾨徒說的“願你們平安”不是在第⼀條線之後, ⽽是在第⼆條
線之後, 這是主耶穌付上極⼤的代價與使出他最⼤的能⼒, 才可以使我們真實地得著這平安, 誠
如希伯來書說的,「他成為祭司, 並不是照屬⾁體的條例, 乃是照無窮之⽣命的⼤能。」(來7:16)

上帝創造世界可以「說有, 就有; 命立, 就立。」(詩33:9) 上帝在末⽇可以使「天必⼤有響聲廢
去,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這⼀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彼後
3:10-11a) 但上帝的兒⼦卻需要經過⼀連串受苦受辱的過程, 他才可以具體地將平安賜予屬他
的⼈。若耶穌迴避⽽不經歷那⼀連串艱難的過程, 他在最後晚餐時所賜的平安就是⼀個空泛的
應許; 所以, 我們千萬要記住, 基督這平安之語得來不易。

凡基督所應許的, 他必成就, 且成就在⽗喜悅的⼈⾝上
基督在第⼀條線時說:「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這應許必在屬他的⼈⾝上成就, 因此, 我們必
須銘記, 凡基督所應許的, 他必成就。故, 當基督說「我若去為你們豫備了地⽅, 就必再來接你
們到我那裏去, 我在那裏, 叫你們也在那裏」, 這應許必在屬他的⼈⾝上成就; ⼜說:「只等真理
的聖靈來了, 他要引導你們明⽩(進入)⼀切的真理」, 這應許必在屬他的⼈⾝上成就。。

基督死裏復活後說上這⼀句“願你們平安”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且只有主耶穌可以這麼說。我
們不可以⼀般問候語來看待基督這句話, 需要知道其中豐富的屬天信息和神學意涵。請⼤家不
要忘了, 基督是上帝的兒⼦, 是道, 是真理, 道說話所⽤的詞語將其意念完整地表達出來, 更何
況, 這⼀次有耶穌具體的⾏動為輔, “願你們平安”的意義更顯得非凡無比。

基督這句平安之語是他⽤⾃⼰的⽣命贏得的, 故單單屬於他, 是基督獨有的, 因此, 基督要賜給
誰就賜給誰, 這完全是出於他恩典的主權。我們看到, 基督在他復活的那⽇將他的平安只賜給
屬他的⾨徒們, ⽽不賜給位⾼權重的祭司長與法利賽⼈, 也就是說, 主基督賜予的平安不是給所
有⼈, 只賜給⽗所喜悅⽽交給他救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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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書信皆以平安起⾸
當我們明⽩基督之“願你們平安”已深於表⾯問候意味之後, 再讀使徒諸書信之起⾸語「願恩惠
平安從我們的⽗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或「願恩惠平安因你們認識上帝和我們主耶穌多
多的加給你們」就不能單純以問候語看待之, ⽽是要理解到兩件事: 在說出這問候語的⼈⽅⾯, 
也就是主的僕⼈, 他必須經歷受難受辱的過程, 他才有資格對會眾說出這樣的話來。當我們聽
到有⼈學著使徒如此問候, 我們直覺的認為他(她)正在抬⾼⾃⼰的⾝價, 其箇中原因就在此, 他
(她)傳道的順遂使他(她)沒有資格如此問候。

容我再多闡述這事。承接保羅書信的諸教會對保羅的印象是什麼? 有⼈說:「他(保羅)的信⼜沉
重⼜利害, 及⾄⾒⾯, 卻是氣貌不揚, ⾔語粗俗的。」(林後10:10) 保羅不是個衣冠楚楚的⼈, 反
⽽他以⼀般平⺠的裝束旅⾏佈道, 他的辛苦與經歷艱難的過程, 使他說出恩惠平安之問候語格
外有份量; 這不是今⽇在⾃由地區傳道的⼈學得來的。

動性的平安
在領受這問候語的⼈⽅⾯, 也就是屬主的基督徒, 他可以接受這問候的前提是, 他已經在基督裏
有平安的⼈。基督徒在基督平安的基礎上繼續領受使徒在書信裏的教導, 使他更深地進入到基
督的平安裏, 也就是說, 基督徒的平安是個動性的平安, 平安加上平安的平安。保羅在結束羅⾺
書之前勉勵教會「願賜平安的上帝常和你們眾⼈同在, 阿們!...賜平安的上帝快要將撒但踐踏在
你們腳下,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和你們同在。」(羅15:33;16:20)

基督徒的平安是動性的平安, 這本是合理的事, 因為我們不是活在過去, ⽽是活在當下, 並為未
來⽽活。過去的平安可以應付當時的狀況, 卻無法應付今⽇快速變化的世界, 這就如同我們必
須掌握今⽇科學知識才能好好活在今⽇。詩篇119:89節已說:「主啊! 祢的話安定在天, 直到永
遠。」今⽇, 我們卻是說「主基督啊! 你的話安定在天, 直到永遠。」我們的⽣命⼀直皆在成長, 
因此, 認識主的話的深度也在成長, 故今⽇的平安需今⽇得。

基督徒初進入教會的那段時間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喜悅與平安, 完全以新的眼睛看世界, ⼀切
皆為美好, 委⾝的意願是強烈的。但, 過了⼀段時間之後, 對聖經已有相當程度的熟悉, 然內⼼
世界卻在變化中, 初時那種喜悅與平安已漸趨平靜, 對主的“感覺”淡了, 委⾝也漸退縮, 也漸忘記
初時對主的諸般承諾, 這些向下發展的⽣命趨勢的原因乃是他不知平安的動性, 需要深度認識
主的話來⽀撐之; 動性的平安就是保羅說的「⼼意更新⽽變化」(羅12:2)。

耶穌對屬他的群體說的第⼀句話: 具主導地位
耶穌親⾃站在他們當中說:「願你們平安!」這是主復活後對屬他的群體第⼀次說話, 且說的第
⼀句話。按⼀般常理⽽論, 當有⼀夥⼈聚集在⼀起時, 彼此說話當際突然走進⼀個⼈, 發聲的當
是聚會中的某⼀位, 對這陌⽣⼈說“你是誰”或“你找誰”等類的話, 然我們卻看到, 最先發聲卻是主
耶穌, 這即表⽰基督在屬他的群體中必站在主導的地位。我過去⼀直強調這事, 今⽇因基督的
這句話再強調⼀次, 因為這是今⽇基督徒聚會時, 完全沒有的事, 無論是主⽇崇拜或是⼩型聚會
皆然。

基督的平安不拘泥地⽅
我們還需注意到基督是在何處說賜這平安的話, 該處是⼀個“⾨都關了”的隱密屋, ⽽不是冠冕堂
皇的聖殿內。這給予所有奉主名聚會的地⽅⼀個保證, 尤其是那些無法⾃由與公開的聚會和⼩
教會, 這些基督徒當意識到主與他們同在的事實。

第⼀句話說的是「願你們平安」: 平安先於⼀切活動
再來, 主耶穌之「願你們平安」這話說在基督與他的⾨徒有任何互動之前, 說了這話之後才開
啟以後⼀切的互動。⼜, 基督復活後第⼀次賜平安乃是向聚集在⼀起的⾨徒說的, 他並沒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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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個體的⾺利亞與⾰流巴說這話, 這給予奉主名的聚會⼀個明確的指⽰, 即聚會之⼈必須有
基督的平安, 才有爾後聚會的點點滴滴。

基督的平安為先, 先於差遣, 先於⼯作, 先於教會裏⼀切的⼀切; ⾨徒必須先有基督賜給的平安, 
他們才去⾏作其他任何事。這等先後順序的擺正與否對於教會服事有著致命性的影響, 為何說
“致命”, 因為許多基督徒的⼼態是做了才有平安, 不做則沒有平安, ⽽牧師可利⽤這⼼態⽽達到
他要會眾服事教會的⽬的, 還拿著基督說的「若有⼈服事我, 我⽗必尊重他」來動員會眾服事
教會。

“因有平安⽽做”與“做了才有平安”兩者⽣命發展路徑完全不同, 結果也完全不同, 是相異相反的
結果。說得具體⼀點, 基督徒因有基督的平安⽽做, 存在有容錯的空間, 但相反地, 基督徒做了
才保證有基督的平安, 卻沒有容錯的空間。這道理很簡單, 基督徒即便信主了, 在各個⽅⾯如同
⼩孩⼦, 尤其對真理的認識還是模糊的, 故犯錯或說錯是必然, 然因有基督的平安, ⾃⼰那上帝
兒女的位份已定, 故有錯就改。彼得的隨夥裝假就是最好的例⼦, 他的⾏為不符合福⾳, 他錯了
就改, ⽽彼得也真的改正過來。

但是, 若基督徒以為做了才有平安, 因為他做了, 所以就不容許其他⼈質疑他的做, 因為這質疑
會毀掉他的平安感。⼀陣惡性循環之後, 這基督徒的錯誤依在, 他⼀直活在他的錯誤中, 無法翻
轉。這類基督徒因看重他在教會裏的做, 寶⾙他的做, 若這基督徒是⼀個講道者, 那麼他就完全
不能接受別⼈對他錯誤認識聖經的建議, 結果可想⽽知, 就是抱著他的錯誤過完⼀⽣。

⼤家想想, 為什麼離開我們教會的⼈都是曾經講過道的⼈? 其中原因就在這裏, 不得受規勸, ⼀
旦受了, 就待不下去了。然, 他們卻不知⾃⼰沒有基督的平安, 他們的講道很少題到基督即知他
們缺少基督的平安。在教會裏, 若不是以基督的平安為底氣⽽做, 無論做多做少都得不著全然
的平安, 做少的更是。 

聖靈的⼯作: 賜基督的平安
那麼, 我們如何得著基督的平安? 使徒約翰寫基督賜平安之語是在⼗四章27節, ⽽前⼀節寫的
是「保惠師, 就是⽗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
對你們所說的⼀切話。」(約14:26)  因此, 基督的平安必與他說的話, 也就是聖道有關, 也必與
聖靈有關, 聖靈將聖道指教我們, 我們因此得著基督的平安。

出於主的話沒有⼀句不帶有能⼒的, 當平安的主本⼈賜下平安, 怎可能不使⼈得平安, 所以, 主
的「願你們平安」必使聽的⼈得著平安。保羅說:「基督是我們的和睦」, 也說基督的福⾳是
「和平的福⾳」(弗2:14,17)。祭司長躲在⾃⼰的位與權之下, ⼜⾝居在廟堂之上, 他以為因此
有平安, 但卻沒有基督的平安。

每個基督徒都會說他愛主, 但若問基督徒基督說的話的意義, 或請他選擇基督說的⼀句話, 闡明
其意時, 則不可得。今⽇基督徒似乎可以暢談保羅說什麼, 約翰說什麼, 或彼得、⼤衛、摩⻄說
說什麼, 但就是不知道基督說什麼, 這就是今⽇教會的問題。基督徒縱覽群書, 講解聖經各卷書, 
到頭來他必須能夠解釋耶穌說的話的意義。

基督的平安藉他的僕⼈傳達出去
當基督三次對彼得說「你牧養我的⽺」後, 教會的牧者就必須將基督的平安講解明⽩, ⽅符合
基督僕⼈的⾝份。

基督徒的不平安
最後, 我要提醒⼀事, 基督說:「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們不可⾃作聰明地, 說, 主耶穌將
“不平安”給那些不屬於他的⼈。喜歡有正, 亦有反, 這是受到⿊格爾之正反合辯證的影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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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時對⼀件議案會聽聽正⾯意⾒, 也會聽聽反⾯意⾒, 希望找到彼此可接受的⽅案, 有些牧師
也以這樣的⽅式運作教會, 這樣的社會⾏為也會影響我們的思維, 以為有正, 也必須有反。但若
這樣的思維⽅式轉移到解釋耶穌這句話時, 卻會產⽣極⼤的後遺症, 正如有⼈以為上帝的預定
與揀選, 必有相反的不預定與不揀選, 這是極⼤的錯誤。

請注意, 上帝的預定、揀選, 基督的平安, 聖靈的感動等都是正⾯、積極、恩典的表述, 直向正
⾯⽽⾏。這什麼意思? 凡上帝預定的都得救了, 凡基督賜平安的都得著了, 凡聖靈感動的都稱基
督為主, 三位⼀體上帝給蒙救贖的完整充分, 沒有懸念, 這中間沒有⼀絲“⼆意三⼼”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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