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2⽇ 

基督復活的那⽇（八⼗）: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10) - 傳道內容的嚴肅性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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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之簡短回顧
⾰流巴和他隨⾏的同伴從以⾺忤斯奔回耶路撒冷, 急急地要告訴⾨徒他們遇⾒主的事。正當⾰
流巴分享與主交談經歷時, 耶穌突然出現在⾨徒當中。多數⾨徒對耶穌的印象有⼆, ⼀是五⼗
歲⼈的樣(約8:50), 另⼀是頭戴荊棘冠冕, ⾝穿紫袍, 被鞭打得遍體鱗傷樣(可15:15-17), 耶穌出
現在⾨徒⾯前的樣是他們從未⾒過的樣, 就連看過耶穌變像榮耀樣的三⾨徒因未⾒過這樣也與
其他⾨徒驚慌害怕。

基督顯現的本⾝與顯現的樣完全出乎⾨徒意料之外, 以致⾨徒看到這⼈出現時, 以為他們看到
的是⼀個魂。耶穌就在此時要⾨徒趨前來看他的⼿, 他的腳, 特別要他們注意看其中的釘痕。
耶穌不僅要⾨徒看, 還要他們摸摸這些釘痕, 以確認他是實實在在有⾝體的⼈, ⽽不是⼀個魂。
⾨徒在驚奇之餘, 內⼼還是不全然相信, 耶穌於是要求可喫的東⻄, 在⾨徒⾯前喫下所給的燒⿂, 
以驗證他的⾝體是實在的, 是有功能的。

當⾨徒經過耶穌連環三部曲的引導, ⼼中已全然確定他是⼀個實實在在的⼈之後, 耶穌便開始
教訓他們, 這教訓內容是耶穌復活後⾸次對教會的指⽰, 是基礎性的, 也是終極性的。耶穌第⼀
部份的教訓強調凡經上指著他的話都必須應驗, 所謂“經上”指的就是摩⻄的書, 先知書, 以及詩
篇。這些書因有⽂字, 故是啟⽰性級的⽂字, 不得更改, 句句必須完全應驗。耶穌第⼆部份的教
訓在於告訴⾨徒傳道的必要性, ⽽傳道的核⼼就是他在第⼀部份的教訓, 也就是「照經上所寫
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從死裏復活。」耶穌第三部份的動作是「⼈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
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並且直指⾨徒「就是這些事的⾒證」; 所謂這些“事”就是基
督必受害, 第三⽇從死裏復活。耶穌第四部份的教訓在於要⾨徒等候所應許的聖靈。

我們在前兩次主⽇(1/12和1/19)提到第三部份傳道的事, ⽽上回說到耶穌這命令包含三⼤要素, 
即奉誰的名⽽傳? 向誰傳? 傳什麼內容? 我們已經解釋了傳道乃是奉基督的名⽽傳, ⽽向萬⼈
傳道必須先向猶太⼈傳, 因他們是舊約的選⺠, 理當先於其他萬邦聽得基督復活福⾳。猶太⼈
先得此榮耀, 但若他們不順服福⾳, 也當先於其他萬邦受主的審判。當猶太⼈棄絕基督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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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傳道的勢頭便轉向萬邦。請注意, 這萬邦蒙福的根據乃因基督升天後, 天開了, 基督福⾳即
可賜給萬⺠, 不再是猶太⼈的專利。

限制傳道⼯夫的⼈有災禍了, 包括牧師與平信徒
在基督眼裏, 傳道之⼯是教會最⾸要的⼯作, 這⼯乃是將基督恩典廣施出去, 恩典隨著傳道的⼯
夫⽽臨到聽道之⼈⾝上。傳道是件⼤事, 有傳道, 有恩典; 沒傳道, 沒恩典, 所以, 任何⼈不得阻
擾傳道之⼯。那些限制傳道⼯夫的⼈有災禍了, 地獄正張開牠的⼤嘴準備吞喫那些限制恩典之
道傳揚的⼈。

教會當儆醒, 上⾃領導階層乃⾄平信徒都有可能因私慾的緣故, 將基督這傳道命令拋⾄腦後。
於平信徒, 有些則喜聽順耳之道, 常以“建議”的禮貌姿態要求講員不要講需⾼度悟性思想的道, 
並且不需講令他們反思⾃⼰是基督徒⾝份的道。⼀般平信徒希望聽到的道, 越⽣活化越好, 越
清楚告訴他們如何過⼀個基督徒⽣活越好,  越能解決⽣活困境越好。

於領導階層, 他們⼿中握有允許誰和禁⽌誰站上講台講道的權柄, 這本⽤來規範那些不按真理
傳道的⼈, 阻⽌他們站上講台胡⾔亂語, 但卻常變成依領導階層喜好⽽為, ⽽這喜好⼜假以組織
規章和⾃詡是上帝的僕⼈⽽合法化, 結果使得有能⼒傳講基督⼗架與復活的⼈因不得領導階層
的喜愛⽽站不上講台。如果牧師知道會眾之中有⼈比他更清楚傳講基督並他的死與復活, 他必
感芒刺在背, 處處對其制肘。(我過去教會的牧師明明上過歸正學院, 卻不准我在教會裏提“歸正”
之名。) 

這些領導階層(平信徒)沒有意識到他們這樣狹隘的⾏為正在抵擋上帝的恩典, 他們的私慾正阻
擾可憐的靈魂進入天堂得著救贖的機會, 他們的⼼思正虧損上帝因施⾏恩典⽽該得的榮耀。這
些⼈若不悔改, 還不覺醒⾃⼰處在災禍當中, 依然驕傲於⾃⼰擁有在世的權柄, 當那天來到時, 
他們將發出哭嚎的聲⾳, 忿怒的洪⽔將傾倒在他們的⾝上。權柄使世⼈迷戀之, 權柄豈不亦使
基督教會長執與組織領導迷戀之?

主親⾃主導傳到萬邦ㄧ事
復活的主對當晚的猶太⾨徒說「要奉他的 名傳悔改, 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請問⾨徒有沒有遵⾏“傳到萬邦”的命令? 我們知道彼得隨夥裝假的事, 這表⽰彼得曾與外邦⼈
交往, 彼得⾃⼰也向在耶路撒冷的弟兄說:「你們知道上帝早已在你們中間揀選了我, 叫外邦⼈
從我⼝中得聽福⾳之道, ⽽且相信。」(徒15:7) 但保羅才是真正傳到萬邦的領頭⽺, ⽽他卻是沒
有親耳聽到基督這命令。

保羅愛⾃⼰的猶太同胞, 他初時傳道的對象當然是⾃⼰的同胞, 但當保羅在安提阿講道(參徒
13:16-41), 卻遭遇到滿⼼嫉妒的猶太領袖硬駁他所說的話, 並且毀謗他(徒13:45)。這時, 保羅
對猶太⼈說:「上帝的道先講給你們原是應當的, 只因你們棄絕這道, 斷定⾃⼰不配得永⽣, 我們
就轉向外邦⼈去。」(徒13:46) 這等巨⼤的轉變不是保羅的意氣⽤事, 因使徒接著說:「主曾這
樣吩咐我們說:『我已經立你作外邦⼈的光, 叫你施⾏救恩, 直到地極。』」(徒13:47) 保羅直指
他傳道的轉向乃是出於主, 這就告訴我們, 奉基督的名傳悔改, 赦罪的道⾄萬邦的背後動⼒乃是
出於主。篇(保羅關於外邦⼈亦得領受基督福⾳在他寫的羅⾺書第九章中有更深的論述。)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看到保羅轉向外邦⼈傳道後, 猶太⼈⾄今依然活在舊約聖經中, 兩千年來
過著虛假敬拜上帝的⽣活。上帝向整個⺠族⾏這事, 難道不也向基督徒個⼈⾏這事? 誰可聽得
道, 誰不可, 完全是出於上帝的喜悅, 以及基督主權的引導。這對於住在⾃由地區台灣的基督徒
需警惕的事, 不要以為⾃⼰有選擇教會的⾃由, 任意捨棄可聽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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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傳什麼內容? 照經上所寫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從死裏復活
單就前兩部份⽽論, 我們就當嚴肅看待“傳道”這名詞, 因我們⼀張⼝傳道即代表主的尊名⽽傳, 
亦是為萬⺠靈魂的得救⽽傳, 再加上今天將要聽到關乎傳道的內容, “傳道”這詞更顯得神聖⽽不
可侵犯。傳道中所⽤的隻字片語必須慎思, 必須有把握。我們認識傳道三要素之後, 亦必認識
到傳道的內容必是剛性的, 不可能是柔性的。試問, 論悔改, 談赦罪, 怎可能會是柔性的? 再問, 
使徒書信那⼀封是柔性的信息? 然, 今⽇講道者深怕⼈不來聽道, 信息已轉向柔性勸說。

今天我們講述的內容將朝向教會內部奠基⽅⾯為主, 教會內部基礎不穩, 再多的外部傳道也是
無⽤的。有些牧師為了減輕⾃⼰在教會內部的壓⼒, 遂將會眾轉向外部傳福⾳和植堂, 然參與
者因⾃⼰基礎未建立妥當, 以致於多年下來, 事雖做多了, 但對於耶穌要求的傳道內容知道的卻
是淺薄, 甚⾄⼀無所知。 結果呢? 在他們⾝上沒有看到有堅強在基督裏的信⼼。

基督徒⼀⽣的主題
有⼈會問, 這麼短短的⼀句話是教會(包括牧師與平信徒)⼀⽣的主題? 聖經這麼厚, 系統神學主
題這麼多, 引⾃聖經的講題多如⽜⽑, 可處理⼈世間要⽅⽅⾯⾯的事, 為何基督徒非要執著基督
這麼⼀句話? 請注意, ⾨徒親⾝與主⽣活, 常聽主的道, 亦聽到主說他必受害, 死, 以及復活, 但
他們還是這麼容易忘記主的話。我們的本性也是如此, 聽了就忘, 故需要主時時甦醒我們, 使我
們記得經上如何講論主, 以及他所做最重要的事。

⼈本性就是惡, ⼼就是瞎, 那些在世上事反應靈敏和思想敏銳的⼈⼀碰觸到聖經的⾔語, 顯出的
⽣命表現就是遲鈍, 眼盲與⼼瞎。事實上, 世上最聰明的⼈若不被聖靈以基督的⾎與道潔淨之, 
他必是世上最愚昧的⼈, 是最會按私意解經的⼈, 因此他們也必是敵擋上帝最深, 與上帝為敵的
⼀群。所以, 每⼀個基督徒必須將基督這句話放在最核⼼的位置上, 絕不可或忘, 不可懈怠, 不
可忽略。

有⼈會認為這與現實⽣活脫了節? 非也, 我舉⼀實例。有些基督徒有反中情緒, 現因武漢肺炎更
是加添諷刺柴火, 反觀有些兩岸年輕⼈卻做著增進雙⽅友誼的⼯作。這些恨中的基督徒難道不
知基督⼗架? 難道不知基督為罪⼈死? 他們是知道的, 但他們卻忘了, 已視之為平常的事。這些
基督徒顯然置耶穌說的「使⼈和睦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不顧; 基督徒
將其他事駕乎基督福⾳之上, 顯然未蒙悔改赦罪的道之福。⼀個曾經知道卻忘了“照經上所寫
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從死裏復活”的基督徒, 已難再拾起過往對此的記憶; 也就是說, ⼀個斷
了屬天⽣命的⼈, 或⼀個聽了真道⽽離開的⼈, 再想呼得屬靈空氣, 難也。

主說「要奉他的名傳悔改, 赦罪的道」, 這命令是現在進⾏式, 不僅是在⼈欲受洗成為基督徒前
的認知, 也是既稱是基督徒每⽇⽣活的認知。我提醒這事乃因許多基督徒信主久了之後, 便忘
了他的景況, ⽽教會越老, 越是忘記主的這命令, 不再傳悔改赦罪的道。悔改指的是預備⼈的⼼, 
準備基督赦罪之恩, 得蒙救贖, 承受永⽣, 誠如施洗約翰預備猶太⼈的⼼迎接耶穌因⽽說:「天國
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太3:2) 

我們是被咒詛的⼈
今⽇教會⼤談上帝的愛, 因此我們在信主的過程中鮮少聽到“咒詛”這兩個字, 以致於今⽇基督徒
從來未曾意識到我們是被上帝咒詛的⼈。基督徒都知道上帝頒佈律法, ⽽律法使我們知罪(羅
3:20c), 並且知凡以⾏律法為本的都是被咒詛的, 因為「經上記著:『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
切之事去⾏的, 就被咒詛。』」(加3:10) 沒有⼈願意⾝上有“咒詛”⼆字黏⾝, ⼈對另⼀個⼈最⼤
憎恨的⾔語就是“我咒詛你”, 即便這事不會發⽣, 但我們聽到這樣的話, ⼼裏還是不舒服。現在, 
經上記著上帝咒詛罪⼈, 這是有憑有據的咒詛, 罪⼈的良⼼⾃知這是事實; 就⼗誡第⼀誡,「除了
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出20:30), 我們就知⾃⼰⼀個違背上帝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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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藉律法咒詛了罪⼈, 因此⼈⾝上就有了永遠咒詛的記號, 沒有⼈可以脫去之。⼈免除他⼈
咒詛的⽅法就是利⽤時間來證明該咒詛的胡⾔, 然⼈對於上帝的咒詛卻是束⼿無策, 窮其智⼒
想不出任何辦法可以免除之。有⼈以為上帝的愛得以免除這咒詛, 這想法真是天真, 因爲他們
忘記了上帝不能背乎祂⾃⼰。上帝明⽰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潔淨的, 若不流⾎, 罪
就不得赦免了」(來9:22), 罪⼈欲去除⾃上帝⽽來的咒詛, 他⾝上必須要有⾎的記號。所以, 上
帝以說的⽅式, “我不再咒詛你”, 是不可能免除⼈⾝上已有的咒詛。

上帝早在第⼀家庭成立時就已經明定這真理, 我們⾒亞當⾝上有⽪⼦遮⾝, 亦⾒該隱與亞伯雙
雙獻祭, 但因該隱的供物沒有⾎, ⽽亞伯有, 上帝遂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我需再次強調, 該
隱是個勤奮為農, 順服⽗親的教導, 且⼼⽣獻祭的⾸位男⼦, 但他不查究上帝那獻祭必須有⾎的
意旨, 上帝不僅看不中該隱的供物, 也看不中該隱這個⼈。舊約論該隱寫上帝「看不中」(創
4:5a), 新約則寫上帝看他的「⾏為是惡的」(約⼀3:12c)。 

主開導屬他之⼈的⼼
當⼈認真地⾯對咒詛這事時, 他必感到惶恐不安, ⼼必感到無比的憂愁與悲傷, 毫無出路。基督
福⾳這時進來到這⼈靈魂深處, ⾏救贖安慰的⼯作, 讓悔罪的靈魂知道上帝的信實, 信基督就必
得救。這樣的⼈應認知到, 他有感於上帝(就律法)咒詛⼈的事實, ⽽眾⼈無感, 這不是他突然開
竅了, 想通了, ⽽是上帝恩典的⼿已經伸向他, 聖靈已經開始在他靈魂深處作⼯, 讓他們認知到
看⾒律法等於看⾒上帝。聖靈若將他帶入深淵, 聖靈也必將他從深淵中救拔出來, 其中向上提
的⼒量就是基督⼗架福⾳, 他必看⾒基督⼗架已去除他⾃上帝⽽來的咒詛, 他⾝上已有基督寶
⾎洗淨的記號。簡⾔之, 我們認識這福⾳核⼼之前, 必須要有被受律法咒詛的驚怕經歷。

呂底亞
有⼈感, 有⼈卻無感, 其中最佳的實例就是呂底亞歸主, 這事記在使徒⾏傳第⼗六章。保羅走到
腓立比城外河邊, 向在那裏聚會的婦女講道, 路加記「有⼀個賣紫⾊布⽦的婦⼈名叫呂底亞, 是
推雅推喇城的⼈, 素來敬拜上帝, 她聽⾒了, 主就開導她的⼼, 叫她留⼼聽保羅所講的話。」(徒
16:14) 這節聖經有兩個重點: ⼀是, 並不是所有婦⼈聽了保羅的教訓都受感動, 只有呂底亞⼀⼈
蒙福; 另⼀是,  打開呂底亞的⼼是主, ⽽不是保羅。保羅忠實的闡述正統教義, 但⼿中掌有差聖
靈之權的是主基督, ⽽不是保羅, 聖靈依基督的喜悅將聖經精意賜給屬他的⼈。所以, 我們聽道
時當求主打開我們的⼼, 除主之外, 任何⼈都不能, 連天使也不能。

知識份⼦的傲慢
“僕⼈作⼯, 主感動他要感動的⼈”之基本模式已不在今⽇基督徒觀念中, 基督徒知識份⼦已全然
蒙蔽這基本事實, 個個⾃以為受了⾼等教育, 不需聽道, 不需聖靈感動就可以解讀聖經教義。⼈
或許可通曉百家哲學, 或許可以對⼈的事顯出超凡的理解與判斷, 但若將摩⻄的律法, 先知的書, 
和詩篇放在他⾯前, 請之查考出其中的中⼼信息, 他⾃⼰窮其⼀⽣或延攬其他智慧⼈⼀起為之, 
必以失敗收場; 世上能⼈在主⾯前的能⼒如蟻。

耶穌說:「你的罪赦了」
在此順便問各位, 上帝不能直說“你的罪赦了”, 但耶穌卻可以對癱⼦說:「你的罪赦了」(太9:2c), 
為什麼? 這是「⽗不審判甚麼⼈,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的具體實踐, 明⽩指出他這位「⼈⼦
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太9:6)。耶穌說的這句赦罪的話早在他成就⼗架救恩之前, 喜歡將神掛
在嘴邊的基督徒以為看到的是上帝憐憫的眼神, 卻不知他正⾯對上帝的咒詛。

頂天立地的基督徒
⼀個基督徒恪守主的命令, 他可以⼀個⼈直挺挺地站在各教會體⾯前, 如神學院, 教會, 宣教中
⼼, 講座等, 問為什麼不講「經上所寫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從死裏復活」? 沒有這信息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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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體, 不需等從主⽽來的責備, 必感羞愧⽽無法回答這問, 無地⾃容。神學院訓練出來的傳道⼈
不願不知不能傳這道, 這神學院的價值何在? 教會不願不知不能傳這道, 這教會存在的價值何
在? 神學院既不能引領世界思想風潮, 教會也不能貢獻社會, 神學院與教會存在這世界的唯⼀價
值就是履⾏基督賜下的命令。請教會留⼼基督背⼗字架上各各他⼭時, 向路旁為他哭的耶⽗撒
冷婦女說的話,「⼈要向⼤⼭說, 倒在我們⾝上; 向⼩⼭說, 遮蓋我們」, 我們若不遵守主的命令, 
屆時求⼤⼭⼩⼭的遮蓋, 或說躲在⼤⼭⼩⼭下⾯都無法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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