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19⽇ 

基督復活的那⽇（七⼗九）: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9) - 奉主的名傳道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0 分鐘

經⽂ 
路加福⾳24:44-47節:「44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 摩
⻄的律法、先知的書, 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45於是耶穌開他們的⼼
竅, 使他們能明⽩聖經,46⼜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從死裏復活,47並且, 
⼈要奉他的名傳悔改, 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在基督裏與在亞當裏
上帝只認兩種⼈, ⼀種是在末後亞當裏的⼈, 另⼀種是在⾸先亞當裏的⼈。兩者都是相信上帝
的⼈, 這兩種⼈的信⼼都是上帝所賜的; 我們不要以為⼈遇事時將上帝掛在嘴邊, 也會感謝上帝
那出於他們意料之外的好事臨⾝, 他們就是屬天國的⼈; 不在基督裏的⼈, 無論他們多麽虔誠有
禮, 他們依舊是在亞當裏的⼈。

在⾸先的亞當裏的⼈按上帝為亞當所定的定律⽽活, 勞苦得吃; 在末後的亞當的⼈走的是在基
督裏的信⼼, 在亞當定律之上按基督的指⽰⽽活。在⾸先的亞當裏的⼈靠積蓄地上的財富為⽣
活動⼒, 終⽇思之以得之⽽滿⾜, 在末後的亞當的⼈知道要積累天上的財富, 常思天上事。在⾸
先亞當裏的⼈有無基督並不重要, 但在末後亞當裏的⼈沒有基督則⽣命毫無意義。

在亞當裏得的所有⼀切, 包括財富、地位、名聲等沒有⼀件可以帶往天上, 全都將留在地上, 基
督復活後將約瑟包裹他⾝的細⿇衣留在墳墓內即為明證; 唯有在基督裏所得的才叫做天上的財
富。所以, 在天上, 沒有⼈會談論他驚⼈的科學發現, 參加過的驚天動地戰役,  ⾼超精妙的藝術
創作, 米其林三星的佳餚, 無私奉獻的情操, 因為屬主的⼈已經將地上⼀切視為糞⼟。若⼀個⼈
的名不記在天上, 他的名只會留在地上, ⽽留在地上的名僅存活⼀代, 且僅存活於幾⼈之間; 我
們或可記歷史⼈物的名, 但他們卻與我們沒有⽣命連結的關係。

我們每週讀的使徒信經之“我信聖⽽公之教會”, 這個“公”是跨時代, 跨⺠族, 跨⽂化的信徒, ⽽使
各世代的信徒彼此唯⼀相通的事必是屬天上的事。若我們僅能與同時代的基督徒相通, 卻不能
與過去世代和將來世代的基督徒相通, 那我們就不在聖⽽公的教會裏。屬主的⼈在天上時絕不
會想到地上的點滴成就, 他們只會做⼀件事, 就是敬拜上帝和坐寶座的羔⽺,「我⼜聽⾒在天
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 和天地間⼀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
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 直到永永遠遠。』 」(啟5:13)

這時讓我們想起為何耶穌評論少年官說:「財主進天國是難的, 駱駝穿過鍼的眼, 比財主進神的
國還容易」(太19:23,24)? 富⼈財寶中必有奇珍異寶, 有的可能世界僅此⼀件, 這表⾯看似財主
擁有它, 但因財主時刻掛念著它, 從另⼀個⾓度來看, 反⽽是該寶物擁有了財主。每個時代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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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的奇珍異寶皆不相同, 今⽇可能是獨⼀無⼆的超跑, 紅酒, 鋼筆, 字畫等。 若這財主帶著
這樣掛念(寶物)的⼼思到了天上, 其結局豈不與出所多瑪的羅得的妻⼦⼀樣? 這女⼦懷念在所
多瑪的種種, 遂回頭看所多瑪, 她這麼⼀看就變成了⼀根鹽柱(創19:26)。基督徒只須知⾜所擁
有的, 不必羨慕富⼈。有些基督徒看他的基督徒同輩比⾃⼰更為發達有錢, 進⽽埋怨上帝, 為何
他不能亦是之, 這是極為愚蠢的⼼思。

學習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
耶穌稱讚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參路加福⾳第⼗六章), 因為他趁著還有機會運⽤⾃⼰的權⼒時
預備了將來的道路。基督對此說了這麼⼀句話,「今世之⼦, 在世事之上, 較比光明之⼦更加聰
明。」(路16:8) 基督徒應該好好思想基督這句話, 看看⾃⼰是不是正是如此。請注意, 我們基督
徒在這裏找到亞當定律與取得在基督裏的信⼼其中⼀個交會點, 就是我們要利⽤在亞當裏所得
的去換得天上的資產, 譬如, 若有好的屬靈書籍以增加屬靈知識的, 即買之; 可運⽤在是訓練的
智⼒思想屬靈真理, 思想之; 有好的神學講座或訓練時, 參加之。有的⼈要等到退休時, 或錢賺
夠時, 才開始準備天上的資產, 所得將有限, 因為他忘了⾃⼰活在亞當定律中, 將歸於塵⼟。(現
在回想起來, 若我當時不參加歸正學院課程, 且連續參加三年, 每次四週, 我的信仰將完全崩解
⽽離開基督教, 因為沒有⼈可以解答我的聖經難題。)

基督親⾃賜信⼼
帶到天上的是在基督裏的信⼼, ⽽這信⼼是⼈沒有的, 必須是外加的; 這外加的⼯作必須由主基
督親⾃賜予, 因耶穌說:「⽗不審判甚麼⼈,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 叫⼈都尊敬⼦如同尊敬⽗⼀
樣, 不尊敬⼦的, 就是不尊敬差⼦來的⽗。」(約5:22,23) ⽽主所⽤的⽅法就是保羅說的,「信道
是從聽道來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10:17) 也就是, 建立在基督裏信⼼的基礎就是基
督的話。

⾃信需要成長, 在基督裏的信⼼也需要成長, 使這信⼼成長的糧就是⽣命的糧, 基督徒必須經由
聽道的過程才能使這信⼼漸漸長⼤; 換⾔之, 基督徒⼀離開(基督的)道, 必成枯枝, 基督說:「⼈
若不常在我裏⾯, 就像枝⼦丟在外⾯枯乾, ⼈拾起來, 扔在火裏燒了。」(約15:6) 誰是枯枝, 誰
不是枯枝, 這不是情感問題, ⽽是⽣命表現問題, 蒙基督這樣⼯作的⼈必尊敬他這位⽗的⼦。請
基督徒注意, 我們聽基督的話是完全合法的事, 且是尊崇上帝的事, 因⽗上帝說:「這是我的愛
⼦,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

有誰可以不帶著在基督裏的信⼼進入天堂? 沒有⼈, 因沒有基督信仰的⼈絕不可能⾒到基督。
有誰可以不藉著聽道⽽建立信⼼? 沒有⼈, 那些藐視道的⼈絕對不可能擁有在基督裏的信⼼。
但是, 主若不差遣他的僕⼈, ⼜有誰可以聽得到道呢(羅10:15a)? 沒有, 耳中聽不得著道則絕對
不可能有⽣命, 若不傳道則⼈不知基督的死與復活。 基督復活的⽣命乃是藉著傳揚道的⼯夫進
入到⼈的靈魂。

現在, 基督下達了⼀道命令就是要我們「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
邦。」

傳道
上帝在永恆中諭令基督必須來到世界, 亦諭令他來到世界最主要的⽬的就是受害, 第三⽇復活; 
為此, 上帝亦諭令祂的僕⼈必須傳道, 且是奉基督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基督來到世界的受苦
並不是⽩⽩的, 他不是⼀個愚昧受苦的⼈, 做事沒有功效。我們⾒, 基督走遍各城各鄉傳道, 保
羅說:「(基督)來傳和平的福⾳給你們遠處的⼈, 也給那近處的⼈」, 亦說「基督是為上帝真理
作了受割禮⼈的執事」(弗2:17; 羅1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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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親⾃傳福⾳, 親⾃作執事, 因基督深知傳道的重要性, 是救贖⼤⼯之必須, 因此, 基督諭令教
會必須有傳道的事奉, 教會必須慎重此事。保羅說:「(基督)所賜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傳福⾳
的, 有牧師和教師」(弗4:11),  這些⼈必須遵守基督對傳道的要求, 符合⾃⼰所得的位份, 恪守
好傳道的職責。基督差聖靈好使⾨徒想起他對他們所說的⼀切話(約14:16), 好讓⾨徒傳之, 凡
藐視傳道的⼈, 絕不可能嚐得聖靈的滋味; 凡起⾝說“我有聖靈”卻藐視道的⼈, 他是個說謊者。

傳道是教會的必須, 因是必須, 就不是⾏禮如儀, 或責任在⾝; 講道者必須帶著使命感⽽講, ⽽不
是為了那份薪⽔⾏講道的義務。

傳道當注意三件事
傳道是必須的, 但須注意三件事: 奉誰的名⽽傳? 向誰傳? 傳什麼內容? 傳道乃是奉主的名⽽傳;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的所有⼈; 傳的是悔改赦罪的道。悔改之道可傳到萬邦, 這表⽰所有
⼈都有罪, 保羅說:「世⼈都犯了罪,...上帝將眾⼈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羅3:23; 11:32) 傳悔改
之道到萬邦亦表⽰罪之廣泛性影響, 以及罪那強⼒主宰⼈的⼒量, 然罪可到之處, 恩典亦可到那
裏, 保羅說:「上帝的義, 因信耶穌基督加給⼀切相信的⼈, 並沒有分別。」(羅3:22)

奉誰的名⽽傳? 奉基督的名傳道
基督在講道的事上多次教導教會當如何⾏, 他⾸先要教會注意到講道者是奉誰的名⽽講, 是奉
何種權柄⽽講。也就是說, 當⼀個⼈站在講台時, 他必須告訴會眾他是奉誰的名講道。師出無
名者, 或奉⾃⼰的名的⼈, 所⾔盡是虛, 他理當除名。知此, 任何基督徒聽道時都當留⼼注意講
道者的態度, 聽他是否認真地傳基督的名。

什麼是基督的名? 基督的名關乎他的權能與權威。何樣的權能? ⾺太福⾳27:18節說是,「天上, 
地上, 地底下所有的權柄」; 腓立比書2:9節說是,「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世上沒有⼈有基督這
樣的名, 這樣的能, 所以萬膝當跪拜, 萬⼝當頌揚, 凡不向基督跪拜者, 均將被送入地獄,「除他
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間, 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4:12)。

基督的名是賜⽣命的名, 是救贖我們的名。保羅說, 基督的名是「我不以福⾳為恥, 這福⾳本是
上帝的⼤能, 要救⼀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 後是希利尼⼈。」(羅1:16) 世上有那⼀個君王的名
和他的王國有能⼒賜⼈⽣命? 沒有。有那⼀個哲⼈的智慧可以賜⼈⽣命? 沒有。基督⼗架就是
上帝賜⼈⽣命之救贖智慧, 這權能是奇妙的, 這權能可拯救墮落的靈魂。請⼤家注意, 主耶穌在
世時, 他乃是靠他⾃⼰的名傳道, 猶太⼈則說他說話帶著權柄, 他常以「我實實在在告訴你」開
始⼀段教導, 猶太⼈聽了即感到其中的權威性。

當⼀個⼈將這樣的主放在⼼中, 將基督置於傳道內容的中⼼, 你將看到主與他同在, 使⼈看到主
的權威。相反地, 若⼀個⼈無此忠貞之⼼, 沒有基督的名與權威, 他以傳道來標榜⾃⼰, 你將看
到其中沒有聖靈, 沒有恩典, 沒有權威, 他的道沒有救贖, 沒有價值。保羅說, 因他傳講基督, 並
他釘⼗字架, 因此「因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字
架。...我說的話、講的道, 不是⽤智慧委婉的⾔語, 乃是⽤聖靈和⼤能的明證。」(林前2:2,4)。
然, 哥林多教會的哲⼠只有他們⾃⼰, 其他⺠族的哲⼈亦是, 他們沒有基督, 所以保羅說他們的
特質是”憑⾃⼰的智慧”, 故世⼈在德⾏上的教導只會使⼈假冒為善。奉⼈的名傳道與奉基督的
名傳道的差別就在此。

⼈的差遣
然, 我需解釋保羅之「若沒有奉差遣, 怎能傳道呢?」(羅10:15a) 使徒說這話乃是要⼈明⽩主基
督在他建立信仰的過程當中之主導性地位, 因此, ⼈可信道的主要原因是主耶穌基督, ⽽傳道⼈
乃是次要原因。這麼⼀個簡單直接的事在歷史演進中卻轉為差遣⽅是⼈的組織, 必須要由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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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認可, ⼈才可以作傳道; ⼈的組織已經⼤過主的差遣。我們可以問這個組織, 若所差遣的傳道
沒有按主的命令⾏事, 傳道內容沒有恪守主復活後第⼀篇講章的要求與命令, 她如何⾃圓其說? 

有⼀回我們參加某神學院的畢業典禮, 期間亦有神學博⼠畢業⽣, 當我聽到他們僅讀三年就拿
到博⼠, 頓時傻在座位上, 因為比研究所博⼠修習時間少上數年。神學難度比科學何⽌難上千
倍。“牧師”在教會界算是最⾼的頭銜, 然按立⼀個牧師僅需三年, 相較於⼀個嚴謹的研究機構升
上終⾝職需⼗數年, 真是少了許多。要知道, ⼈有頭銜之後, 說話語氣立變, ⼼傲立起, 然若⼼還
是老舊, ⼜不求長進, 那頭銜對那⼈⽽⾔是個毒藥。

向誰傳? 向所有⼈傳
傳道第三件當注意的事是向誰傳道, 耶穌說傳道的對象是「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也就
是向所有⼈傳道。

猶太⼈先聽得
傳道雖是向萬邦所有⼈傳道, 但這傳道有起頭的地⽅, 那就是耶路撒冷, 即猶太⼈先聽得基督之
悔改赦罪的道, 萬邦則後得聽基督之悔改赦罪的道。猶太⼈是上帝之舊約選⺠, 這是不爭的事
實, 他們得先聽到悔改赦罪的道是他們當得的權益, 保羅對⾃⼰猶太同胞說:「上帝的道先講給
你們原是應當的」(徒13:46a)。再者, 耶路撒冷是將耶穌送上⼗字架的地⽅, 主更是不會忘記這
城, 故主差遣使徒傳道就從傳給這城的百姓開始。

上帝將萬邦之中屬他的百姓分別出來特別歸祂, 祂將基督復活的福⾳先賜給猶太⼈, 使猶太⼈
⾸先享得這榮耀, 猶太⼈也因此將是萬邦中第⼀個⺠族得在天的榮耀。保羅說:「將榮耀、尊
貴、平安加給⼀切⾏善的⼈, 先是猶太⼈, 後是希利尼⼈。」(羅2:10) 我們亦當注意, 猶太⼈⾸
先得榮耀, 倘若他們不接受基督福⾳, 也將是⾸先被咒詛的⼈, 保羅說:「將患難、困苦加給⼀切
作惡的⼈, 先是猶太⼈, 後是希利尼⼈。」(羅2:9) 

外邦⼈後聽得
我們被使徒歸類為外邦⼈, 若基督沒有下達這道“直到萬邦”的命令, 使徒依其⺠族本性, 眼⽬必
侷限在⾃⼰猶太⼈圈內, 也必僅在他們同胞之中傳這福⾳, 因為他們⾃詡是上帝的選⺠。知此, 
⾝為外邦⼈的我們豈不更應當感謝主耶穌基督, 使我們可以聽到他悔改赦罪的道, 蒙上帝的恩
典與憐憫⽽得福, 否則我們就與上帝救贖恩典無份?

萬邦可聽得基督的赦罪之道即表⽰基督恩典的唯⼤性與豐富性。基督未來到世界之前, 恩典僅
賜給猶太⼈, 但當基督來到世界, 經過了受難, 復活, 以及升天, 將天開了之後, 萬⺠即可得主恩
典之福。傳道之⼯乃是將基督恩典廣施出去, 恩典隨著傳道的⼯夫⽽臨到聽道⼈⾝上。傳道是
⼤事, 有傳道, 有恩典; 沒傳道, 沒恩典。

下回再講傳道其餘當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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