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of Sermon: 2020年 四⽉12⽇
基督復活的那⽇ (九⼗):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20) - 復活的耶穌賜聖靈 (⼆)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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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當我們越認識主, 越警惕⾃⼰不能造次, 聖經怎麼寫, 我們就該怎樣信, 照樣講,「這聖經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前3:15) 我們⾏路如進窄⾨般, ⼀絲⼀毫都不能偏差, 若偏差
絲毫便進不了這窄⾨, 故絕不能像Billy Graham⼀樣, 到年老時居然相信其他宗教依然可以找到
上帝。請注意, 聖經, 我們, 信基督, 得救的智慧等是連在⼀起的, 缺⼀不成, 譬如, 說:「信基督
耶穌有得救的智慧」卻不提聖經, 這句話就是錯的, 或說:「這聖經能使你信基督耶穌」卻沒有
得救的智慧也是不通的。
上帝說話語意必明, 思想清晰, 指明我們該怎麼信, 但因我們整個⼈是亂的, 失序的, 屬地的, 選
擇性的聽與看, 故看不懂聖經的指⽰。耶穌向⾨徒吹⼀⼝氣, 使他們受聖靈就是最好的例⼦。
對於新約教會⽽⾔, 聖靈在耶穌在復活後與之建立的關係是根基性的, 磐⽯性的, 永不動搖的,
在注重關係的今⽇是每個基督徒必須知的。然, 綜觀教會講道者處理這段聖經的態度是, 或讀
了卻不解釋, 或轉去講上帝將⽣氣吹在亞當⿐孔裏, 或以希臘⽂解釋“靈”這個字的原義, 或不解
釋⽽直接談應⽤等, 但就是不⾒對於復活的耶穌與聖靈之間關係的講論。
當基督徒未定睛耶穌, ⾃然不會去探究論耶穌復活後與聖靈的關係, 反藉助⼈⾔, 謂聖靈從⽗和
⼦⽽“出”, 以作為⼦為⽗“⽣”的分別, 來理解這關係, ⽽這關係中卻沒有聖經指⽰的基督的⾎。當
基督徒認識神學⾄此, ⼼讚⼈的智慧居然可作如此分別, ⾃⾼之⼼儼然⽽⽣, 便對那些敘事性的
經⽂, 如「那⽇(就是七⽇的第⼀⽇)晚上」和「就把⼿和肋旁指給他們看」等看為平常, 以為約
翰不過是交代當晚發⽣的事⽽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不再探究。然, 不然。
「那⽇(就是七⽇的第⼀⽇)晚上」表⽰耶穌復活後的“第⼀天”就向⾨徒吹氣受聖靈, 這時間點即
顯明復活的耶穌與聖靈之基礎性關係, 是教會與基督徒必須明⽩的關係。任何⼈領受⽽建立教
會的第⼀天開始就需明⽩這關係, 任何傳道⼈開始其事⼯的第⼀天就需明⽩這關係, 基督徒若
不希望⾃⼰被誤導, 當然也必須明⽩這關係。否則, 當⽇⼦長了, 外顯的輝煌多了, ⼼必浮漂⽽
藐視耶穌與聖靈這基礎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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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和肋旁指給他們看」表⽰這受死的記號顯明基督已經“成了”⽗在他⾝上所定的旨意,
基督以復活不朽壞的⾝體具有可使⾨徒受聖靈的資格。這受死的記號也成為聖靈來到世界的基
礎, 作為教會和基督徒永遠的保惠師的保證; 因是基礎, 故聖靈上帝絕不會脫離之。若僅論聖靈
由聖⽗和聖⼦⽽出, 卻不提基督的的釘傷與槍傷, 已脫離這基礎。聖靈⾝為信徒的保惠師必引
導他們認識基督的死與復活。
敘事性的經⽂竟然有此深意, 彰顯出上帝造就祂的兒女無比的智慧。

聖靈與耶穌緊密的關係
聖靈與耶穌彼此顯出緊密的關係是福⾳書的重點。聖靈在耶穌進入這世界第⼀天是祂感孕童女
⾺利亞⽽成(太1:20); 聖靈在耶穌傳道的第⼀天就催他到曠野裏去, 在曠野四⼗天受撒但的試探
(可1:12,13a); 耶穌復活後第⼀天對⾨徒吹氣受聖靈。在這三個第⼀天當中, 我們發覺到耶穌與
聖靈主性換位的事。前兩者是聖靈彰顯對耶穌的主性, 但耶穌復活後第⼀天對⾨徒吹氣受聖靈
卻是耶穌彰顯對聖靈的主性。耶穌傳道時雖無罪, 但⾝體卻是可朽壞的, 可死的, 但耶穌復活後,
他⾝上已無死的因⼦, 死⽽復活的耶穌有著死與復活雙重的榮耀, 這時的耶穌當然不同於傳道
時的耶穌。我再說, 耶穌可以向⾨徒吹氣受聖靈乃是因為他復活的⾝體有死的記號。

在已定基礎上建立關係
基督復活後與聖靈關係建立的這要素乃是基督與屬他的⼈, 以及聖靈與屬基督的⼈之間關係建
立的基礎, 教會與基督徒若不明這真理, 那麼, ⼀切關係建立的作為與念想皆是枉然。教會對這
真理無知的⾏為最明顯的例⼦就是容許有⼈向他的會眾吹氣。耶穌在有罪⾝形狀時不會吹氣,
佈道家⼀⾝是罪卻敢向會眾吹氣, 褻瀆與不敬昭然若揭, 但台灣教會依然容許這樣的事發⽣。
受過神學訓練的基督徒, 無論是牧師傳道或是平信徒, 必須清楚這關係, 否則論天論地, 談南談
北, 就是不論這關係, 那他⼀⽣努⼒積累的資產將歸於無有, ⼀切所為盡皆枉然。基督徒本就不
愛讀聖經, 愛讀神學書籍的更是稀少, 以致於使那些讀過神學的基督徒在其他⼈⾯前, 即便只是
⽪⽑的認識, 亦顯為驕傲, ⼝中不時地說著神學字詞, 但在⼈⾯前顯不出堅固者的謙卑, 好好地
餵養⼩⼦們。
親愛的弟兄姐妹, 由於這關係到我們與主的關係, 故不可不慎。我需再次提醒, 主耶穌是論聖靈
的終極權威, ⽽主論聖靈時必與他緊密相連。以此看今⽇教會, 便知所謂聖靈的⼯作卻聽不得
基督的死與復活, 宣稱是聖靈時代乃是世紀⼤騙局, 因為這些牧師講到基督⼗架時, 渾⾝感到不
⾃在。

治理上帝的家
為什麼教會必須傳基督的死與復活? 希伯來書第⼗章給了我們這問題的答案, 其中第21節特別
指出⼤祭司如何治理上帝的家(參來10:19-25)。這段聖經指出, 耶穌的⾝體流了⾎, 他的死除去
了那隔絕上帝與我們中間的幔⼦, 我們因此得以藉著耶穌走在他為了我們開的⼀條⼜新⼜活的
路。“新”表⽰這路從來沒有⼈走過, “活”表⽰這條路永遠暢通無阻, 其中再也沒有幔⼦阻隔我們
與上帝之間的交通, 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 蒙恩惠, 作隨時的幫
助。」(來4:16)
我們走在這條⼜新⼜活的路上時, 不能忘記我們是如何能走在這條路上的。上帝定義惡⼈乃是
「忘記」祂的⼈(詩9:17), ⼤衛吟唱說:「我的⼼哪! 你要 稱頌主, 不可忘記祂的⼀切恩惠。」
(詩103:2) 忘記上帝的⼈所結出的幼苗必然是異樣的(賽17:10), 兩腳必滑跌(詩17:5),「他們既
然不留⼼主所⾏的和祂⼿所做的, 祂就必毀壞他們, 不建立他們。」(詩28:5) 因此, 我們當不斷
想起耶穌這位⼤祭司說的話, 做的事, 尤其是他的流⾎, 唯有這樣, 我們活在罪的世界中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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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走在這條天路上, 持續地意識到那⼼中天良的虧⽋已經灑去, ⾝體⽤清⽔洗淨了, 使我們可存
著誠⼼和充⾜的信⼼來到上帝⾯前。
我們走在耶穌為了我們開的這條⼜新⼜活的路, ⼀步⼀步地, 不停息地在上⾯走著, 只有走上才
有安息, 主說:「我的義⼈必因信得⽣, 他若退後, 我⼼裏就不喜歡他。」(來10:38) 主耶穌是信
實的, 他應許保守我們得以持續走在這條路上, 我們也當盡⾃⼰的本分, 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
履⾏主之彼此洗腳, 彼此相愛的命令, 彼此相顧, 彼此勸勉, 不讓賣主的意念進入我們的⼼。
第⼗章25節前半句之「你們不可停⽌聚會」的意涵就是在上帝的家中-教會彼此勸勉上述的事;
聚會不停⽌, 卻沒有耶穌的⾎, 雖聚會, 亦無益。後半句之「既知道(看⾒)那⽇⼦臨近, 就更當如
此」的意涵就是基督再降臨和世界的末了的豫兆,「11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 只因不法的
事增多,12許多⼈的愛⼼纔漸漸冷淡了,13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太24:11-13)

⾨徒還需受聖靈
請⼤家想⼀想, 上帝在舊約時顯出的能⼒是何等地⼤, 其中令我們倍感震撼的是以賽亞書第四
⼗章,「12(主)⽤⼿⼼量諸⽔, ⽤⼿虎⼝量蒼天, ⽤升⽃盛⼤地的塵⼟, ⽤秤稱⼭嶺, ⽤天平平岡
陵。...15萬⺠都像⽔桶的⼀滴, ⼜算如天平上的微塵, 祂舉起眾海島, 好像極微之物。...26(主)創
造這萬象, 按數⽬領出, 祂⼀⼀稱其名, 因祂的權能, ⼜因祂的⼤能⼤⼒, 連⼀個都不缺。」基督
顯出無與倫比的能⼒就是「沒有⼈奪我的命去, 是我⾃⼰捨的; 我有權柄捨了, 也有權柄取回
來。」(約10:18a) ⽗上帝與基督的能⼒⾄此, 耶穌還是向⾨徒吹⼀⼝氣, 說「你們受聖靈」。
⽗與基督還不夠, ⾨徒還需受聖靈, 這表⽰什麼? 1. 表⽰上帝的合⼀, 對於救贖⼤⼯, 聖靈不會
置⾝事外。2. ⼀個罪⼈得救⽽歸入主的名下是世上最困難的事。3. 魔⿁抵檔上帝的能⼒, 說謊
的能⼒, 迷惑⼈的能⼒, 裝作光明的天使的能⼒已經⼤到⼀個地步, 超乎我們的想像。
關於第⼀點: 由於聖靈上帝在施⾏救恩上的必要, 且⾨徒領受從上頭來的能⼒乃是從聖靈⽽來,
我們對聖靈的位格與⼯作的內涵就不能掉以輕⼼。保羅於以弗所書第⼀章詳細講述⽗, 基督,
以及聖靈的⼯作時, 其中關乎聖靈部份, 他說:「13你們既聽⾒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
⾳,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14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質), 直等
到上帝之⺠(業)被贖, 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弗1:13,14) 我們必須要有聖靈的印記(seal), 才
算得上是信基督的⼈。
那, ⾨徒領受這聖靈的能⼒要做什麼? 為了醫病, 為了趕⿁? 不, 為的是為基督做⾒證, ⽽做⾒證
之前則必須想起耶穌所說的⼀切話, 並且明⽩之。我們讀福⾳書時皆察覺到, 耶穌回答⾨徒或
猶太⼈所說的話常使⼈感到答非所問, 甚⾄摸不著頭緒, 若沒有從上頭來的能⼒, 難透比喻的深
意。我們常對耶穌說的⼀句話感到困惑, 他說:「13我⽤比喻對他們講, 是因他們看也看不⾒, 聽
也聽不⾒, 也不明⽩,14在他們⾝上, 正應了以賽亞的豫⾔, 說,『你們聽是要聽⾒, 卻不明⽩, 看
是要看⾒, 卻不曉得,15因為這百姓油蒙了⼼, 耳朵發沉, 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 耳朵聽⾒, ⼼
裏明⽩, 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16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為看⾒了, 你們的耳朵也是有
福的, 因為聽⾒了。」(太13:13-16) 這看不⾒與看⾒了, 聽不明⽩與聽⾒了, 中間的區別就在於
有無基督所賜的聖靈。保羅說有些⼈「常常學習, 終久不能明⽩真道」的關鍵也在此(提前3:7)。
當上帝的作為違反⼈理性的認知時, ⼈不是去反省⾃⼰墮落的事實, 反⽽去質疑上帝, 甚⾄抵擋
上帝。⼈被造在時空中, 故按邏輯⾏事, ⼈在群體中也是按理性⽽為, 然上帝卻獨⾏奇事, 在⼈
的理性之上⾏作獨屬祂才能做的事, 這作為就是將兩個互不相通, 但兩者都是事實的事放在⼀
個⼈⾝上, 這個⼈就是基督耶穌。“事實”的意思就是事實, 事實是不容否認的, 如⽔與火都是實
在的, 但⽔與火是不容的, 兩者不能同在⼀個時間, ⼀個地點, 同時存在; 有⽔就沒有火, 有火就
沒有⽔。⽣與死兩者都是實在存在的事, 但⽣與死是不能共存在⼀個⼈⾝上, 活⼈就是活⼈,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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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死⼈, 活與死絕不可能發⽣在⼀個⼈⾝上。但, 基督就是⼜有⽣, ⼜有死, 若不是聖靈的
⼯作, 沒有⼈會相信這樣的基督, 傳這樣的基督。

***因時間的關係, 第⼆點與第三點留在下週講之, 在此先將內容寫下。***
關於第⼆點: ⾨徒在基督復活後第⼀天受聖靈是必須的, 因為從這⼀天起, 聖靈就與他們同在,
也表⽰三位⼀體上帝就在這⼀天起永遠與他們同在, 基督那「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為甚麼離棄
我?」(太27:46b) ⼗架⾔將與⾨徒完全無關。換句話說, 基督這「你們受聖靈」之語已被⽗完
全接納, 將⾨徒穩妥於上帝的救恩中。
保羅描述⼈在基督⾯前的景況是“堅固的營壘”, “各樣的計謀”, 以及“⾃⾼”(林10:4,5)。⼈天⽣就
有上帝的意識, 因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樣式造的, 所以, 沒有⼀個世⼈是無神論者。雖然, 每
⼀個⼈都相信上帝的存在, 但是罪⼈卻難相信與上帝原為⼀的基督。基督徒亦不遑多讓, 雖已
受洗, 但⾃⾼依在, 他在⾃⼰的營壘裏建造認識上帝的種種, 卻是各樣攔阻⼈認識上帝的種種。
結果呢? 基督徒後代居然想出“上帝是⼈按照⾃⼰的形像造的”的反叛語。⼗九世紀史萊⾺赫(F.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的這句話深深影響今⽇教會, 使那位無知的基督徒寫出“每⼀次我
禱告, 我搖動祢的⼿”的背道歌詞, ⽽基督徒群體亦無知地跟著詠唱起來, GoodTV也播之。
請注意, 聖靈上帝既然來了, 故凡⽗賜給⼦的, ⼀個絕不失落, 耶穌這「你們受聖靈」必將屬他
的⼈與這些無知的⼈分別出來, 請注意這個“必”字, 因上帝所豫定, 都得永⽣了(徒13:48)。這些
被分別出來的基督徒必須認識到, 若不是聖靈在⾃⼰⾝上⼯作必如這些無知的⼈⼀樣。
在此, 我們需注意希伯來書⼗章4-6節之⾔:「4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 嘗過天恩的滋味, ⼜於聖
靈有分,5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 覺悟來世權能的⼈,6若是離棄道理, 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 因
為他們把上帝的兒⼦重釘⼗字架, 明明的羞辱他。」請注意“離棄道理”這四個字, 上述這些無知
的⼈就是耶穌⼝中召⽽未選的⼈, 是他麥⼦與稗⼦比喻中的稗⼦, 所以才會因與麥⼦⼀起聽道
之故, 蒙光照, 嘗天恩, 與聖靈有分, 嘗神的善道, 覺悟來世權能。
關於第三點: 魔⿁是不死的, 牠經過了世世代代的學習已經熟練到運⽤⼈的罪達到牠抵擋上帝
的⽬的。使徒說撒但裝作光明的天使, 撒但的差役也裝作仁義的差役(參林後11:14,15), 這些光
明與仁義的背後有⼀個共同點就是第3⾄4節的「⼼或偏於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清潔的
⼼。...有⼈來另傳⼀個耶穌, 不是我們所傳過的; 或者你們另受⼀個靈, 不是你們所受過的; 或
者另得⼀個福⾳, 不是你們所得過的。」也就是, 撒但和撒但的差役的⼯作就是引誘教會和基
督徒漸漸地從基督核⼼轉移出去。
⼤家都知道⼀個基本的物理, 若要站立在⼀個轉動的圓盤⽽不被離⼼⼒甩出去的最佳位置就是
圓盤正中⼼, 只要離開這圓中⼼遲早必被甩出去, 即便是⼀丁點, 被甩出去是時間的問題。如果
我們那麼容易站在基督中⼼, 那麼, 主就不需要⼀⽽再, 再⽽三地警告我們, 聖靈也不需要時常
在旁警告我們, 使徒不必寫那麼多書信教訓我們。要知道, 撒但有的是時間, 牠不急著看到牠⼯
作的效果, 猶⼤就是最好的例⼦, 魔⿁到了最後⼀天, 才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猶⼤⼼裏。基督說
了兩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太10:22; 24:13), 可⾒, 魔⿁的⼯作是不息的, 在基督徒⾝
上施⼒是何等地⼤。
為什麼基督徒會另傳⼀個耶穌, 聽者會另受⼀個靈, 另得⼀個福⾳? 因為那個耶穌是迷⼈的, 那
個靈是甜美的, 那個福⾳是順耳的。
“另⼀個耶穌”最明顯的例⼦就是「信耶穌, 得永⽣」, 這個耶穌不會要你留⼼聽耶穌說的話,「從
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 天國是努⼒進入的, 努⼒的⼈就得著了。」(太11:12) 也不會指⽰你安
息之道,「我們務必竭⼒進入那安息，免得有⼈學那不信從的樣⼦跌倒了。」(來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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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個靈”就是今⽇那些⾏神蹟, 醫病趕⿁的靈, 是不講基督⼗架的靈。有病當看醫⽣, 但卻跑
去佈道會現場求醫治, 這是笑話, 如⽩蓮教⼀樣。
“另⼀個福⾳”就是基督徒必豐盛成功, 這福⾳的危害在於信這福⾳者必受咒詛, 保羅說:「無論
是我們, 是天上來的使者, 若傳福⾳給你們, 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 他就應當被咒詛。」(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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