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三⽉15⽇ 

基督復活的那⽇（八⼗六）: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16) - 主的差遣 (續)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1 分鐘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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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就是找死
耶穌親⾃說到“永刑”, 也啟⽰使徒約翰寫下必賜下與他無份的基督徒“第⼆次的死”。聖經將“永
刑”與“第⼆次的死”橫在教會⾯前, 要教會好好地, 認真地, 誠實地為耶穌作⾒證, 傳他的受害與
第三天的死裏復活, 但奇怪的是, 教會偏偏就是想要找死, 硬是不傳基督。教會不⾒證基督即顯
出基督徒依然活在罪中, 因基督說:「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 不同
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約16:9; 路11:23) 若教會知此還是不傳基督並他釘⼗字架, 那麼, 教會
⼀切作為都是虛偽不真, ⼀切精⼒⾦錢的投入都是枉然。

有⼈聽到我們這樣⾼舉基督, 或許會引保羅責備哥林多教會的話,「我是屬基督的」(林前1:12), 
這些⼈當如何解釋保羅在同⼀章尾說「誇⼝的當指著主誇⼝」(林前1:31)? 以及第⼗章⾸節說
的「你們該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樣」? 我曾說過, 今天再說⼀遍, 愛傳神和傳聖靈的教會與
⾼舉基督的教會彼此是不合的, 其不合之處在於後者勸說前者當傳基督, 但前後者聽了之後必
惱羞成怒, 甚⾄排拒後者。宗教習慣⼀但養成, 連巴珊⼤⼒的公⽜拉都拉不動。

基督⼗架的屬天性 
對於教會和基督徒⽽⾔, 基督被釘⼗字架是歷史既定之實在發⽣的事, 但為什麼基督徒卻對之
難以啟⿒? 我們讀歷史時都會說中國⼈有兩千多年悠久的歷史⽂化, 若我們盡⼼研究各朝代與
各君王的事蹟, 皆可清楚講述之, 但為什麼獨獨對基督⼗架的歷史事實不會講, 講了也講不清? 
華⼈牧師傳道流著的是中國⽂化的⾎, ⼜⾃詡是神的僕⼈, 為什麼就是無法講述基督⼗架? 這⼀
切問題的答案就是沒有從上頭來的能⼒。⼈可述說中外歷史, 但唯獨對基督⼗架歷史無法張
⼝, 這即顯⽰基督⼗架雖執⾏在各各他⼭, 但其本質是屬天的, 屬靈的。

基督⼗架真理寶藏的主⼈是主耶穌基督, 這寶藏不是任何⼈說要得就得, 主說:「⼀切所有的, 都
是我⽗交付我的, 除了⽗, 沒有⼈知道⼦, 除了⼦和⼦所願意指⽰的, 沒有⼈知道⽗。」說了這
話, ⼜說:「凡勞苦擔重擔的⼈,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7,28) 基督將“⼦
所願意指⽰的”, “勞苦擔重擔的⼈”, “得安息”等連在⼀起, 指出了我們靈魂唯⼀的出路, 凡勞苦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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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擔者欲得安息就必須按⼦所指⽰的⽽⾏, ⽽⼗架真理寶藏乃按基督的喜悅賜給屬他的⼈。我
們禱告的⽅向就在此, 求主指⽰我們安息的道路, 將⼗架真理賞賜給我們。

基督徒的迷思
基督徒啊! 請不要說“我有讀聖經”, “我有查經”, “我有宣教”, “我有參加主⽇崇拜”, “我有奉獻”, “我
的⼝⼀直承認神”, “我常⾒證神的恩典”, 甚⾄說 “我忠於教會”, “我在教會中規中矩”, “我有教會
頭銜”, “我在教會裏有教導”, “我有神學⽂憑”等等, 但只要你查考聖經卻忽略了「豫⾔中的靈意
乃是為耶穌作⾒證」(啟19:10b), 不聽基督所⾔之「給我作⾒證的就是這經」(約5:39b), 那麼, 
你的基督徒⼀⽣就是走在不認識基督的道路上。是的, ⼀個不認識基督的⼈怎能回答基督之問,
「你們說, 我是誰?」⼀個不認識基督的⼈怎可能給弟兄中最⼩的吃與喝呢? 

今⽇基督徒不喜他⼈挑戰他的信仰, 但我請問各位, 主耶穌是不是經常被猶太⼈挑戰? 我們的主
是接受挑戰, 還是憤⽽離去? 反觀這些⾃詡諸多“我有....”的基督徒, 他們的信仰⼀但被挑戰, 被
他⼈指出當改正的時候, 表⾯上看似接受, 但內⼼卻即顯出“⼈傷我, 我必傷⼈”的拉麥性格, 拉麥
說:「若殺該隱, 遭報七倍, 殺拉麥, 必遭報七⼗七倍」(創4:24), 他們會等候適當時機加以反擊。

基督徒在社會中欣然接受他⼈的指正, 但在教會受規勸時卻睚眥必報。基督徒的無知在於不知
他在教會裏的⼀切動作反應都是宗教性的, 是絕對的, 因此, 基督徒若拒絕了⼼意更新⽽變化的
機會, 他只有繼續壯⼤他⾃⼰天然的本性。

主的差遣
基督在那⽇(就是七⽇的第⼀⽇)晚上說的話, 正因這話說在他復活後的第⼀⽇⽽顯出其非凡的
意義, 這晚的教訓成為了歷世歷代教會必須遵守的命令。那時, 整個猶太社會的共識是, 耶穌是
個被國家認定釘在⼗字架上的罪犯, 且祭司長鐵⼝直斷地說耶穌是褻瀆上帝的⼈, 不得不死, 且
必須以最殘酷的⼗字架懲罰才可以消弭耶穌的罪過。對猶太⼈⽽⾔, 耶穌的存在已經撼動了他
們宗教的根基, 耶穌在, 他們亡, 所以他們必須處死耶穌以維繫捍衛他們千年傳統以及熟悉的⽣
活⽅式。

耶穌說跟從他的⼈必須捨⼰, 背起⾃⼰的⼗字架來跟從他, 但祭司長卻挾整個猶太⺠族⽽拒絕
捨⼰, 利⽤職務將耶穌推向死, 其他的猶太長老和⽂⼠也同意他這麼處置耶穌, 因為他們也不願
意捨去⾃⼰靈魂對上帝⼀切的認知。祭司長和長老並眾⼈甚⾄賭上整個⺠族的未來, 說:「他
(耶穌)的⾎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孫⾝上。」(太27:25) 請⼤家注意, 這就是⼈不接待耶穌的情形, 
恨他的必然是極恨他。(註: 我們從這⾓度思想「⼈到我這裏來, 若不恨⾃⼰的⽗⺟、妻⼦、兒
女、弟兄、姐妹, 和⾃⼰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徒」(路14:26), 就明⽩耶穌說這話的意義。)

七⽇的第⼀⽇晚上, ⾨徒腦海中依然迴盪著前⽇耶穌被抓、被審、被鞭、被釘的情景, 且他們
正處在全國⼈⺠恨耶穌的氛圍中, 他們聚會的⼼情是害怕不安。主耶穌要⾨徒做的事乃是衝撞
百姓那⼼中堅固的營壘, 要讓他們看到這釘死在⼗字架上的耶穌不是罪⼈, 他是上帝的兒⼦, 是
聖者, 是無罪的, 並讓他們看到耶穌的死乃是為罪⼈死, 為他們死。試想, ⾨徒若沒有從天上來
的能⼒, 腳怎敢踏出⼀步? ⼝怎願說出⼀句話?(註: 今⽇教會因武漢肺炎之故, 聚會不免⼼惶惶, 
但相較於當時⾨徒忐忑的⼼實不⾜⼀提; 教會穩定會眾的⼼不是談舊約的瘟疫, 或談如何正視
肺炎, ⽽是傳耶穌當晚“願你們平安”的教訓。)

我們認識這樣背景再聽主耶穌對⾨徒說的話, 就知其中句句對為了強化與堅固⾨徒對他的信。
耶穌始終要⾨徒認識到他們對他的信與對⽗的信是合⼀的, 兩者不得分開, 耶穌在傳道時說:
「信我的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來的, ⼈看⾒我就是看⾒那差我來的。」(約12:44,45) 現在, 
耶穌⼜說:「⽗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在天時, ⽗即差遣了⼦, 唯獨⼦才有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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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榮蒙⽗在天上直接的差遣,「基督也不是⾃取榮耀作⼤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說你是我的兒⼦, 
我今⽇⽣你的那⼀位。」(來5:5) 若有傳道⼈敢說他是蒙⽗直接的差遣, 那是假的。

為何是⽗差遣的是⼦
在此順便問各位, 當我們說三位⼀體同尊同榮, 沒有⼀個位格比另⼀個位格⾼, 也沒有⼀個位格
比另⼀個位格低時, 那為什麼⽗不⾃⼰到世界來? ⽗既⾏差遣事, 那祂為什麼不差遣聖靈? 是不
是聖⼦與聖靈各有50%蒙⽗差遣的機會, 但最後⽗決定選⼦? 這些發問在讀這類經⽂時會不時
地出現在我們腦海中, ⼀⽇不解決, 終⽣難過; 這些問題是那些⾃認明⽩三位⼀體教義卻難得服
事⼈的基督徒不能回答的。

我們必須從本質上來看這些提問。上帝創造世界, “⽗”這名便在世界中定於⼀尊, 這名成為⼀切
事物的起始因, 所以我們會稱張忠謀是台灣半導體之⽗, 賴明詔是台灣冠狀病毒之⽗,...等等。
因此論救恩, 聖⽗必是救恩的源頭。⽗差遣⼦乃因⼦的名是⼦, 以及⼦的神⼈⼆性之故。“亞當”
的意思是⼈, 當家譜說「亞當是上帝的兒⼦」時, 以⼦救贖⼈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亞當是有
靈的活⼈(創2:7b), 有看不⾒的靈魂和看得到的⾝體, 故要使⼈看得⾒, 就必須是具神⼈⼆性的
聖⼦成了⾁⾝。聖靈的名是聖靈, ⽽靈的本質是看不⾒的, 故聖靈不可能成了⾁⾝來到世界。

權柄的展現
⽗差遣基督, 便將⼀切權柄全給了死⽽復活的基督, 基督說他也“照樣”差遣⾨徒即表現這權柄的
實在。保羅加註這權柄時說:「那降下的, 就是遠升諸天之上要充滿萬有的, 他(基督)所賜的, 有
使徒, 有先知, 有傳福⾳的, 有牧師和教師」(弗4:10,11), 使徒這句話點明兩個事實, 前半段展現
基督權柄的屬天性, 後半段則展現基督⾏差遣的多樣性。使徒說主基督的權柄充滿萬有, 基督
說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太28:18); 基督⾏差遣有五⼤樣的⼈, 這些⼈雖分樣, 但無論是直接
受基督差遣的使徒與先知, 或間接差遣的傳福⾳的、牧師、教師等, 所有樣的⾒證焦點都在基
督⾝上。基督賜給這些⼈權柄, 他們具有基督所賜的權威⽽可傳揚他。

我們必須注意聽上⾯這段關乎權威的話, 以防⾃⼰落入無形的轄制當中。今⽇世界經過多次主
義的洗禮, 已進入到否定權威的時代, ⼀切都是相對的。教會似乎還保有權威之態, 但卻誤解權
威之意, 將之歸屬於組織或職務⽅⾯的權威。不是的, 基督權威的展現在於他將⽗表明出來(約
1:18), 因此蒙主基督差遣的⼈的權威乃是將主耶穌基督表明出來。當傳道⼈⾒證基督的受害, 
被釘在⼗字架上, 以及從死裏復活, 這⾒證就是權威的⾒證, 他們話語的權威等同於基督的權威, 
因他們是⼦的使者。

教會⽣命體的特殊性
講到主的差遣就不得不提蒙差遣⽽作為教會領袖的與會眾的關係。教會是⼈群聚之地, 社會各
公私立組織和團體也是⼈群聚之地, 問, 這兩者有什麼不同? 基督是教會的頭, 在教會裏看不⾒
這頭, ⽽可看⾒教會的頭就是主任牧師, 那教會牧師領袖與社會團體的領導兩者的區別在那裏? 
這問題不是簡單的說牧師是上帝的僕⼈就可輕輕帶過, 因為社會團體的領導亦是上帝的僕⼈, 
箴⾔21:1節說:「王的⼼在主⼿中, 好像隴溝的⽔隨意流轉。」保羅說:「在上有權柄的, ⼈⼈當
順服他,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 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羅13:1) 我們看到⼀個群
體只要上下⼀⼼, 朝向所定的⽬標前⾏, 必感到彼此⽣命是共存的, 如同教會般。

我們都知道晚唐詩⼈曹松寫的“⼀將功名萬骨哭”, 也看過⼀個⼈的功勳獎賞真的是踩著多⼈的
犧牲⽽得, 那教會領袖是否也如此? 教會牧師與領袖會不會藉著教會增長和植堂之名, 犧牲許多
會眾的家庭, 不顧他們的家不像家? 牧師若不知其職務的獨特性, 或不知認識蒙主基督差遣的意
義, 他與社會領袖沒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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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的⼯夫養成在於主基督命令⾨徒要傳悔改赦罪的道的那個“傳”字。看是⼀回事, 聽是⼀
回事, 想是⼀回事, 寫是⼀回事, 說⼜是⼀回事, ⽽說的當下沒有暫停或停頓的空間, ⼀句接著⼀
句的說正在表明說者思想的結晶。現在, 基督賦予蒙他差遣的牧師傳道擁有傳(說)的權⼒, 教會
會眾也願意坐在牧師傳道⾯前聽他說, 因此, 牧師傳道比其他基督徒有更多機會明⽩道, 認識基
督說的話, 為基督作⾒證, 好確切執⾏基督之「餵養我的⽺」的命令。

因此, 作為教會領袖的牧師當明⽩並珍惜在眾⼈⾯前的說話權, 知道這權不是⾃取的, 他必須要
有愛靈魂的⼼, 將基督耶穌好好地傳給眾⼈聽, 使聽者與基督有關係, 將基督的道深藏於⼼。牧
師絕對不可以踩著會眾的肩膀往上爬, 好成就他個⼈事業, 讓世⼈看到牧師這個⼈很會植堂, 很
會做其他事, 但是從他⼝中就是聽不到基督。教會歷史看起來好像如世界歷史⼀樣, 是幾個巨
⼈的影⼦, 但被主認定的好牧⼈乃是按時分糧給主的⽺喫的⼈。

有屬天價值的傳道事⼯
基督說「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這話另⼀重點在於“你們”, ⽽不是你們的才能, 財富, ⾒識等。錢
不是萬能, 但沒錢則萬萬不能, 沒有⼀個⼈不被⾦錢所困, 就連傳道⼈亦然。當牧師傳道的⼼不
定在天上, ⽽定在地上的成就, 他就違背了主耶穌向⾨徒說這些話的意義。要知道, 基督之「⽗
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這⼀句話強化了先前“願你們平安”的屬天性, ⽽基督將他的
差遣相比於⽗的差遣他, 更是加深了⾨徒傳道事⼯的屬天價值, 不再畏懼世⼈對⼗架的憎惡與
排斥, 戮⼒使世⼈看到上帝在基督⼗架上的救恩與⾃⼰永活的唯⼀基礎。

請注意, 我們不需泯滅⼈性⽽不談動機, 不談價值。有⼀回, 彼得對耶穌說:「看哪! 我們已經撇
下所有的跟從你, 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有牧師因此數落彼得跟隨主的動機不純, 太過功利, 
但我們⾒耶穌並沒有責備彼得的意思, 反⽽告訴彼得跟隨他必得的榮耀為何, 耶穌說:「28我實
在告訴你們, 你們這跟從我的⼈, 到復興的時候, ⼈⼦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你們也要坐在⼗⼆
個寶座上, 審判以⾊列⼗⼆個⽀派。29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親, ⺟親, 妻⼦, 
兒女, ⽥地的, 必要得著百倍, 並且承受永⽣。30然⽽, 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在
前。」(太19:28-30)

這是穿著布衣, 臉上有著年逾五⼗多歲⼈的滄桑, 外表看不出有任何王者威榮的耶穌說的話, 問, 
我們若在現場, 信耶穌這話有幾分? 主耶穌告訴彼得說, 跟隨他的榮耀乃是與他同有審判權的榮
耀, 尤其是他們得以審判利未⽀派祭司的榮耀, 問, 對毫無屬靈辨別⼒的我們, 信主這話有幾分? 
⼀個裝扮平凡的耶穌說出這句最⾼等的⼈說不出來的話, 這只有屬靈的⼈才會將耶穌這話聽進
⼼坎裏。

我將主耶穌回答彼得的整段話節錄下來, 為要特別解釋第29與30節, 因這與差遣的主題有關。
⼜, 主耶穌回答彼得的話乃是將其帶入現實與未來的景況中, 現實是彼得撇下所有, 未來是他與
主同坐寶座; 我們基督徒亦是活在這等景況中, 所以這段聖經也是對我們說的。

這兩節聖經的難懂之處, 除了本⾝的意義之外, 與前⾯第28節的關聯亦是⼀⼤難題。⼜, 末句的
「然⽽, 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在前」是什麼意思?

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在前
先請問各位, 彼得是否照著主這話的字⾯意思, 撇下所有的, 譬如妻⼦, 來跟從主? 當然沒有, 因
為他寫前書時說,「你們作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和妻⼦同住, 因她是軟弱的器⽫, 與你⼀同承受⽣
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 這樣, 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彼前3:7) 因此, 凡照著“撇下”字
⾯意義⽽⾏的⼈, 美其名是為主的國度⽽獻⾝作傳道, 那是逃避現實, ⾃取其辱。

彼得是加利利的捕⿂⼈, 他從銷往羅⾺達官貴⼈的漁獲中得著不少的財富, 因此, 他撇下的財富
必定相當可觀, 否則他問耶穌這句話就沒有意思。耶穌正在告訴彼得, 他現在雖然傲於為他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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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有, 但將來當他受長老祭司長⽂⼠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 第三⽇復活之後(參太16:21), 他這
等豪氣與驕傲將會受到嚴重的挑戰; 到那時, 他是否亦如今⽇所⾔, 願意撇下所有的跟從他。要
知道, 耶穌傳道的光環亦覆蓋在彼得和其他⾨徒⾝上, 所以, 跟從耶穌⼀起傳道是無比榮耀與驕
傲的事, 這就好像基督徒跟隨有名氣的牧師佈道, ⼼裏產⽣莫名的驕傲⼀樣, 以為那牧師的光環
也是他的。

但若耶穌不再與彼得同在, 彼得會如何呢? 彼得可不可能被諸多世事牽絆或轄制⽽打回原形, 使
他再度思想他當時撇下的價值與意義? 這些牽絆必來⾃與我們⽣活⼀起的⾄親好友, 以及立時
感受最深的家產豐貧, 未來榮耀的景象必因現實的諸多牽絆⽽越來越模糊。基督⼗架的⼀無所
有, 傳基督⼗架的傳道者雖不⾄於⼈如此⾚貧如洗, ⼀無所有, 但要得豐盛卻是難上加難。彼得
傳基督之悔改赦罪的道, 盼藉此回復跟從主前的財富狀況, 那是天⽅夜譚, 絕不可能發⽣。⼈需
要有成就感, 擁有財富的滿⾜感, 彼得若看到⾃⼰的傳道事⼯果效差, 他要回去捕⿂致富, 對他
⽽⾔是輕⽽易舉的事。雖然彼得第⼀次佈道就有三千⼈信主, 但倘若他爾後的傳道事⼯不再有
此榮景, 他會怎麼想? 

當傳道⼈因此不遵守基督的命令, 傳悔改赦罪的道, 這傳道⼈本來跑在他⼈之前, 將要在後。我
們看到, 彼得年老的時候, 要伸出⼿來, 別⼈把他束上, 帶他到不願意去的地⽅(約21:18), 保羅離
世前在⾃⼰所租的房⼦裏住了⾜⾜兩年, 然使徒不看他們在世的結局, 依然堅守崗位, 放膽傳講
神國的道, 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徒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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