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23⽇ 

基督復活的那⽇（八⼗三）: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13) - 悔改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6 分鐘

經⽂ 
路加福⾳24:49節:「我要將我⽗所應許的降在你們⾝上, 你們要在城裏等候, 直到你們領受從上
頭來的能⼒。』」 

前⾔
上週有⼀則新聞記發⽣在13年前的⼀件事, 幾名教授擔任某新⽵開發案的評審委員時收受廠商
的賄賂。在眾教授中被邀請成為委員會的委員必定在其專業領域備受肯定的⼈, 然這些委員教
授卻為了區區五⼗萬就賣掉了⾃⼰多年積累的名聲。想想我們基督徒, 主基督為我們的罪被釘
死在⼗字架上, 他付上的贖價如此貴重, 教會卻會為了區區增長⼀些⼈⽽不題他的⼗架, 美其名
謂不願意放棄任何⼀個⼈進入教會, 事實上已然出賣⾃⼰的位份。

信經與信條
另, 三⼤信經與諸信條是教會寶貴的遺產, 我們當認清楚⼀個事實, 信經與信條是聖經的歸納, 
可模塑我們思想以建立信仰體系, 其中⽬的乃是為了使我們看得懂聖經, 可真實且正確地⾒證
基督。我們需要信經與信條是不錯的, 但基督徒若持守信經信條, 且考試⼀百分, 卻寡⾔基督, 
無法詳細講述基督的死與復活, 那麼, 他們不過是信條的⾨徒, 只是依信條⽽立之組織的成員⽽
已, 還不是主的⾨徒; 這是神學院畢業⽣的通病, 服事教會⼀⽣, 到頭來談述基督⼗架的能⼒僅
數分鐘之長⽽已。

以聖經認識基督
我們多次解釋基督之「我要將我⽗所應許的降在你們⾝上, 你們要在城裏等候, 直到你們領受
從上頭來的能⼒。』」其中只有基督可以說“我要將我⽗所應許的”這樣的話來, 這話⾜以分別
基督與我們在本質上的不同, 基督有神性, ⽽我們沒有, 即便我們得稱為上帝的兒女還是沒有。
我們必須如此認識基督, 也就是“照經上”的啟⽰來建立對基督的認信, 相信基督是上帝, 認識基
督的神性, 任何哲思只會將我們墮落的神觀加諸在上帝神性的認識上, 污神污⼰。我們唯有藉
著查考聖經, 從聖經的⽂字之道, 蒙聖靈的引導, 才能認識基督。

有些基督徒提問, “我們可不可以向聖靈禱告?” 某神學院院長的回答是, 按神學的⾓度論, 向聖
靈禱告沒有不對, 因為祂是上帝。我們現在的回答則是, 不須, 也不必要。⼼中若無基督⽽向聖
靈禱告是不合法的, ⼼中有主基督⼜何必向聖靈禱告, 況且, 聖經沒有⼀處記下某⼈向聖靈禱告
的事。須知, 我們向主禱告, 因為他坐在寶座上, ⼀個實實在在的, 具體的, 永遠的寶座(啟1:4; 
3:21)。我們禱告習慣將眼睛閉上, 但屬靈的眼睛卻直視坐在寶座上的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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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
基督這句話中的等候是上帝給祂的⼦⺠最基本的功課。上週提到, 從耶穌⼝中說出的“等候”其
意義是非凡的。耶穌傳道時對他的⺟親和親兄弟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約2:4b; 7:6a), 當時
候到了, 即發⽣他的受審與釘⼗字架的重⼤事件, 讓我們看到上帝救贖智慧的最⾼展現。耶穌
在復活的當晚要⾨徒在城裏等候, 當時候到了, 即發⽣聖靈在五旬節降臨的重⼤事件, 讓我們看
到上帝愛教會的最⾼展現。

現在的我們也在等候, 當時候到了, 即主再來時, 我們將復活, 有榮耀的⾝體, 親眼看⾒榮耀的
主, 親⾝與主永遠同在, 這是上帝救贖終極性的展現。所以, 我們當成為⼀個積極的等候者, 成
為⼀個羔⽺待娶的新婦; 我們不要成為被他⼈擔⼼的對象, 等候我們成為⼀個積極的等候者。

舊約關於等候的經⽂, ⼤家耳熟能詳的是,「那等候主的, 必從新得⼒,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
們奔跑卻不困倦, ⾏走卻不疲乏。」(賽40:31) 這⼀等等了七百多年。舊約因不耐等候⽽遭上帝
除名的典型⼈物就是掃羅(撒上13:8-14), 掃羅沒有祭司的職份, 他不等撒⺟耳的到來⽽⾃⾏獻
祭, 逾越了⾃⼰的位份。

等候以端正⾃⼰
上帝要我們等候乃是要我們端正思想, 糾正⾏為, 誠如今天的啟應經⽂詩篇第⼆⼗五篇所⾔, 等
候上帝的必不羞愧, 等候時當求祂將祂的道指⽰我們, 將祂的路教訓我們, 求祂以祂的真理引導
我們, 教訓我們。我們等候主的再來的⼼態應是新婦⾃⼰豫備好了, 期待歡然的參加羔⽺的婚
娶(啟19:7)。

耶穌的⺟親因不識等候之理, 雖有了施洗約翰⾒證基督在先,「看哪! 上帝的羔⽺, 除去(背負)世
⼈罪孽的。...那差我來⽤⽔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聖靈降下來, 住在誰的⾝上, 誰就是⽤聖靈
施洗的。』我看⾒了, 就證明這是上帝的兒⼦。」(約1:29,33,34) 但她還是不由⾃主地, 以⺟親
的⾝份對耶穌說出⼀句指導性的話語,「他們沒有酒了」。耶穌既已顯明是上帝的兒⼦, 他就必
須擺正他與⾺利亞彼此的位份, 因⽽對其語出責備,「⺟親(婦⼈)! 我與妳有甚麼相⼲? 我的時候
還沒有到。」(約2:4)  請注意, 這是主與⼀個婦⼈的說話, ⽽不是⼀個兒⼦對⺟親的說話。

活躍的魔⿁
我們以上帝既定之聖經啟⽰來豫備⾃⼰, 然我們當知在等候期間必然遭遇許多挑戰與誘惑。保
羅稱管轄這幽暗世界的惡魔是「天空屬靈氣的」(弗6:12), 使徒⽤這樣活⽣⽣的字眼告訴我們, 
世界的王和牠墮落天使們⾄今依然活躍⾏事, 必在教會裏興風作浪。牠們的惡⼼喜愛這事, 勤
奮做事甚過以往, 本性中抵擋上帝的⼒度更加強勁。當魔⿁吞喫某些教會為其所⽤之後, 牠必
繼續向⾃稱正統教會⾏試探, 施詭詐, 這是必然的, 因為魔⿁在正統教會所為越能裝作光明的天
使。那些不隨同靈恩運動起舞的基督徒, 以為⾃⼰參加了不是靈恩派教會就必穩妥, 這種鴕⿃
⼼態, 於事無補, 反⽽蒙蔽了⾃⼰的眼睛。

魔⿁是活的, 故我們在等候主再來時, 就當儆醒禱告, 免得入了迷惑。聖經既有等候失敗的諸例, 
我們就不能重蹈覆轍。然, 今⽇教會還真的忽略了, 居然以為⽤禱告可以搖動上帝的⼿, 還有⼈
居然敢將⾃⼰與三位⼀體上帝⿑名, 要會眾禱告結束時加增奉其名禱告。多年前的Benny 
Himm直接說“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這是不合法的⾔語, 是基督⼝中褻瀆聖靈, ⼲犯聖靈
之舉(太12:31,32), 必遭“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的判語, 因為其中沒有基督; 然, 台灣教會當時還
是多次邀請Benny Himm來台開佈道會, ⾄今從未聽到邀請者有任何致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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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
除了以上所述, 我要再次提醒教會入了迷惑, 就是關乎悔改⼀事。悔改乃屬乎靈魂⼤事, 因耶穌
說,「奉他的名傳悔改, 赦罪的道」, 故任何⼈提“悔改”時必須嚴肅以對。每個傳道⼈都會要求
會眾悔改, 有些牧師習慣性地特別喜歡在台上叫⼈悔改。是的, 基督徒雖信了主, 但還是會犯罪, 
常對⾃⼰不屬靈狀態⽽感到懊惱, 故當牧師在台上呼籲悔改時, 會眾因不滿意⾃⼰之故, ⼼懷歉
疚⽽哭泣。只要牧師在台上⼤喊要悔改, 台下聽眾幾乎沒有招架之⼒, 無⼈誰敢反對之, 個個皆
噤聲不語。但現在我們有了基督之“領受從上頭來的能⼒”的話, 我們就需問, 這位牧師⼒呼悔改
的勇氣是出於從上頭來的能⼒, 還是因⾃⼰的脾性或出於牧師頭銜使然, 如其他宗教勸⼈向善
⼀樣? 

牧師呼籲眾⼈悔改, 若不將為何悔改和悔改後的去處⼆事說明清楚, 他正在玩弄眾⼈的靈魂。
傳道⼈最簡單呼籲悔改的⽤詞就是“當悔改歸向神”, 舊約固然有多處「歸向主」的經⽂, 但新約
的我們從聖經處得知中保基督的必須之後, 牧師只說歸向神卻不提中保, 那他不是在救⼈, 反⽽
將那⼈的靈魂推向無底的深淵, 因為⼈⾒神只有死的份(⼠13:22)。

悔改需與⽣命的基督連結
基督已經明說,「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15:5) 因此, 凡關
乎⽣命的事必須與⽣命的本源-主耶穌基督連結, 如傳道, 悔改, 禱告, 讀經等等。所以, 論悔改
卻離了基督, 就與其他宗教勸⼈向善⼀樣, 沒有什麼不同。我們為何需要悔改? 因為看到基督⼗
架, 基督背負與擔當的是我們的罪, 不是他的。我們悔改後的靈魂去處呢? 乃是藉著基督⼗字架
的恩典到主基督那裏去。基督說:「14摩⻄在曠野怎樣舉蛇, ⼈⼦也必照樣被舉起來,15叫⼀切信
他的都得永⽣。」(約3:14,15) 我們靈魂的歸向是被舉起來的⼈⼦耶穌, 也就是, 信這位死在⼗
字架上的耶穌基督。

離了基督的悔改是可怕的
主耶穌明⽰⼈悔改後的去處不明, 結局是悲慘的。耶穌斥責那些說他靠著⿁王別⻄⼘趕⿁的猶
太⼈, 說:「污⿁離了⼈⾝, 就在無⽔之地過來過去, 尋求安歇之處, 既尋不著, 便說:『我要回到
我所出來的屋裏去。』到了, 就看⾒裏⾯打掃乾淨, 修飾好了, 便去另帶了七個比⾃⼰更惡的⿁
來, 都進去住在那裏, 那⼈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路11:23-26) 

耶穌這段話來看論悔改卻不論他和他的⼗架再也適當不過了。⼈悔改了, 懊悔所⾏, 但卻是藉
著⼈⾔⽽打掃乾淨, 得著舒緩, ⼼裏得著的平安以為上帝看到我的懊悔⽽接納我。⼤家看到了
沒有, 以上這段悔改⽽得平安感的經歷完全不需要基督, 不需要他的⼗架。幾次這樣的悔改下
來, 悔改模式已定, 基督⼗架已經不必要了。

請問各位, 我們基督徒悔改後要成為怎樣的⼈? ⼀個比以前更好的⼈, 更有同理⼼, 更能關懷⼈, 
更正直, 更..., 更...? 保羅說:「我⼩⼦阿! 我為你們再受⽣產之苦,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
裏。」(加4:19) 要⼈悔改的牧師傳道必須承擔⼀個責任就是將基督成形在我們⼼裏, 好使我們
得著悔改後的果實。基督說:「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作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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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b-6) 今⽇傳道⼈⾼喊悔改卻不論基督, 不題他的
⼗字架, 今⽇傳道⼈的⼼顯然已經離開基督; ⼈悔改當歸向主, 卻因不聽主⾔, ⼈悔改卻遠離
主。基督說:「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 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任何悔改之⼈⾃以為乾
淨了, 但不與基督相合的就是敵他的。 

現在我們知道, 傳道⼈在呼籲眾⺠悔改時, 誰是領受了從上頭來的能⼒, 誰是按⾃⼰天然的能⼒
⽽為。請注意, 後者常具有某種領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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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最需要悔改的部份就是傳揚主時⽤詞隨意, 且論主之上下⽂⽭盾不清。我舉⼀例。有個
節⽬叫「靈命⽇糧」, 主持⼈於去年聖誕節期這麼講述基督,「耶穌基督是神的兒⼦,...祂來到地
上⾏了許多普通⼈無法完成的神蹟奇事, 是神藉著祂的⾁⾝, 把神的榮耀彰顯出來, 這是兒⼦榮
耀⽗神, 也是神榮耀了兒⼦。」(以上是⼀字不漏從⼀⽉刊節錄下來。) 這段話後⾯的耶穌是沒
有神性的, 他⾃⼰不能⾏神蹟, 需要神藉著他的⾁⾝⽽⾏。

約翰福⾳20:19-23節
約翰福⾳20:19-23節:「19那⽇(就是七⽇的第⼀⽇)晚上, ⾨徒所在的地⽅, 因怕猶太⼈, ⾨都關
了。耶穌來, 站在當中, 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20說了這話, 就把⼿和肋旁指給他們看。⾨徒
看⾒主, 就喜樂了。21耶穌⼜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2說了這話, 就向他們吹⼀⼝氣, 說:『你們受聖靈,23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
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

我們從2013年九⽉15⽇開始「基督復活的那⽇」第⼀講⾄今, 現已經講完路加福⾳第⼆⼗四章
部份。但尚未了, 因基督復活的那⽇當晚還有另外教訓記在約翰福⾳⼆⼗章19-23節, 其中第19
節前半段這麼寫著:「那⽇(就是七⽇的第⼀⽇)晚上」。因使徒約翰所記未出現在路加福⾳之
中, 我們下週將接續講約翰福⾳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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