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四⽉19⽇ 

基督復活的那⽇ (九⼗⼀):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21) - 復活的耶穌賜聖靈 (三)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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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迴說之惡
有⼈說:「如果我們現在要死, 就讓我們帶著上帝的記憶⽽死。」說這句話的這位宗教領袖還提
到“下⼀個出⽣”這樣的話來, 她將上帝意識與輪迴放在⼀起, 實在是不知所云, 胡⾔亂語, 蠱惑⼈
⼼。輪迴之說是解決⼈永恆性的廉價品, 死後還再⽣, 再死再⽣, 然輪迴是⼈妄想⾃私的極致表
現, 是破壞⼈合⼀的兇⼿。在輪迴的論說之下, “⼈要離開⽗⺟, 與妻⼦合為⼀體”, “問世間, 情為
何物, 直教⽣死相許”, “海枯⽯爛”, “執⼦之⼿, 與⼦偕老”(另譯), “曾經滄海難為⽔, 除卻巫⼭不是
雲”等之⾄深⾄切的夫妻愛情完全失去意義。為什麼? 因為死後各⾃輪迴去了, 那有再為夫妻的
可能。

由於這句話是⼀名佛系宗教領袖說的, 故我們基督徒理當意識到不得說出類似的話來, 如“讓我
們帶著上帝的愛⽽死”, “讓我們帶著上帝的意識⽽死”, “讓我們帶著讚美上帝的⼼⽽死”, “讓我們
帶著有上帝的感覺⽽死”, “讓我們帶著上帝的應許⽽死”等等。我們不要以為⾃⼰有強烈的上帝
意識, 會講“因信稱義”, 死後就⼀定會到上帝那裏去。我們不可忘記上帝忿怒的事實, 摩⻄說:
「誰曉得祢怒氣的權勢? 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祢的忿怒呢?」(詩90:11) 上帝的忿怒必須壓
熄挽回(羅5:9), 否則我們不得⾒上帝的恩慈。基督說:「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 為義, 因我往⽗
那裏去, 你們就不再⾒我。」(約16:9,10) 我們有義或有罪不是我們說的算, ⽽是由主來認定, 我
們必須有基督認定的義, 我們死後才會如基督⼀樣地往⽗那裏去。

復活節談⾃⼰
為此, 我不得不提上週復活節新⽵區復活節的聯合崇拜, 主講者是連加恩, 他⼈在美國哈佛, 故
以網上直播⽅式進⾏。我先請問各位, 復活節的主⾓是誰? 當然是復活的主, 但連弟兄30餘分
鐘的講道完全以他為中⼼, 再輔以耶穌助彼得捕⿂片段, 講到上帝部份的時間卻少得可憐。他
⼝語上當然會提基督為我們的罪⽽死的事, 但是那不過是個修飾句, 不是復活節當有的核⼼。
更不⽤提連弟兄錯誤的將耶穌助彼得捕到⿂看為是天⽗上帝的供應。

看到主其事的聯禱會容許連弟兄這樣的道講給他們的會眾聽, ⽽不許會眾有意⾒, 豈不是兩個
法碼的表現。這些領袖必教導⾃⼰親⽣的孩⼦要有獨立思考與批判是非的能⼒, 但卻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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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這麼做, 他們怎麼安排, 就該怎麼接受。我非常同意奧古斯丁(A. Augustinus, 354-439)講
道的態度, 他⿎勵聽者指出他講不對的地⽅, 但之後他⼜說, 如果他講的沒錯, 他則要求會眾必
須信他所講的。

新⽵同⼯聯禱會⾃傲於每年復活節聯合崇拜的合⼀表現, 但我卻⾒這是參加聯禱會牧師們的怠
惰, 他們個個在這麼重要可宣告⾃⼰對主基督復活信仰的節⽇, ⽩⽩地拱⼿讓⼈, 失去⾃⼰得以
⾒證主的機會。牧師平常就已經不講基督復活的道了, ⼀年⼀次的復活節還是不講, 明顯失了
⾃⼰傳道的位份。若有教會牧師意欲傳講基督的復活, 卻因聯合敬拜之絆卻不得講; 進了聯禱
會的牧師不能退, 因退了立即被掛上不合⼀的標籤, 進退兩難。 

容我取網路⼀段寫⾺丁路德於1546年2⽉17⽇離世前向上帝的禱告。路德說:「我的上帝! 我主
耶穌基督的⽗! 我感謝祢向我啓⽰了祢獨⽣愛⼦, 我信賴他, 我在眾⼈⾯前向他懺悔, 愛他, 頌揚
他, 宣揚他。主啊! 求你接受我可憐的靈魂。⽗啊! 我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但是我知道我將要永
遠與祢在⼀起, 誰也不能把我從祢⼿裏拉走。」在昏迷中路德⼀再說:「⽗啊! 交到祢⼿裏了, 我
把我的靈魂交到祢⼿裏了。」約納斯醫⽣俯下⾝⼦問躺在床上的路德:「尊敬的牧師! 在死亡來
到之時, 你還相信上帝的獨⽣⼦耶穌基督嗎? 還相信你所宣講的教義嗎?」路德以清晰的聲⾳回
答說:「是的」, 在場的⼈都聽⾒了。

今⽇不傳基督的牧師傳道怎可能說出“我在眾⼈⾯前向他懺悔, 愛他, 頌揚他, 宣揚他”的禱告? 
既不, 他們⼜怎會如路德般肯定的離世, 尤其是路德宗的牧師?

⾨徒還需受聖靈
上帝四⼤⼯作是, 創造之⼯, 護理之⼯, 啟⽰之⼯, 以及救贖之⼯。上帝的創造乃是從無到有的
創造(ex nihilo); 上帝的護理使宇宙有序運轉, 科學在有序的宇宙中得以累積物界的知識; 上帝在
聖經的⾃啟使⼈可知祂是誰, 祂的作為; 上帝⾏救贖之⼯使罪⼈不致滅亡。

基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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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
得為護衛耶穌削掉了前來抓捕耶穌的⼤祭司僕⼈⼀個耳朵, 但耶穌卻責備彼得:「你想, 我不能
求我⽗現在為我差遣⼗⼆營多天使來麼?」(太26:53) 這正是“沒有⼈奪我的命去, 是我⾃⼰捨
的”具體表現。希伯來書⼀章3節說到, 上帝的兒⼦「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上帝本體的真
像, 常⽤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並說上帝的兒⼦「洗淨了⼈的罪, 就坐在⾼天⾄⼤者的右
邊。」箴⾔第八章啟⽰基督乃與⽗為⼀的創造者, 請讀第22-31節。

當彼得認耶穌是基督, 是永⽣上帝的兒⼦時, 基督還特別說,「⻄⾨巴約拿! 你是有福的, 因為這
不是屬⾎⾁的指⽰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指⽰的」(太16:17), 這樣的⾨徒知道⽗與基督的能
⼒⾄此還不夠, 還需受聖靈, 這表⽰什麼? 
1. 表⽰上帝的合⼀, 聖靈對於救贖⼤⼯不會置⾝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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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已經⼤到⼀個
地步, 超乎我們的想像。

聖靈印記的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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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必須認識聖靈的位格與祂⼯作的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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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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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徒領受這聖靈的能⼒要做什麼? 為了醫病, 為了趕⿁? 不, 為的是為基督作⾒證, 基督說:
「我要從⽗那裏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出來真理的聖靈, 祂來了就要為我作⾒證。」(約15:26)  
聖靈來既然是為耶穌作⾒證, 那麼從聖靈得能⼒的⼈也必為耶穌作⾒證。作⾒證時雖在某時刻
的當下作的, 但那是過往想起深思明⽩耶穌所說的⼀切話所得的結晶; 也就是說, 聖靈充滿不是
⼀時的現象, ⽽是⽇⽇⽉⽉的事。平常喜歡講聖靈充滿的教會, 現在疫情時期需要多⼈⾏解經
講道之責, 卻顯得羞澀無⼒, 這就表⽰平⽇的聖靈充滿僅是說說⽽已。基督說的話總讓⼈在第
⼀時間無法掌握, 必須進⽽思之, 基督徒若聽之⽽不思, 就是拒絕基督。

今⽇基督徒⾒證神的作為多以經歷感受為主, 如過去有什麼不好的習慣, 因信主便沒有了, 或有
病在⾝, 殷勤禱告後痊癒了, 或上帝預備某事⼯所需的財物等等, 這些⾒證不需聖經, 不需要思
想主的話即可為, 然這些⾒證與真理的道, 得救的福⾳, 以及與信基督無關; 簡⾔之, 凡不愛⾒證
基督的死與復活, 那⼈肯定沒有聖靈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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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消滅聖靈的感動, 任意讓我們的罪
肆虐我們, 不願思想天上的事, 以致於聖經對我們⽽⾔還是看不懂的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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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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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是上週講的, 略有⼀些補充。***

⼈與上帝本為敵
關於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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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樣式造的, ⼈天⽣就有上帝的意識, 沒有⼀個⼈是無神論者, “神”
是⼈裏⾯最⼤, 最厲害的字即為明證。然, ⼈墮落後認識上帝的種種卻是在⾃築的營壘裏構成, 
呈現各樣攔阻⼈認識上帝的種種。結果呢? ⼗九世紀的史萊⾺赫(F. Schleiermacher, 1768-
1834)居然想出“上帝是⼈按照⾃⼰的形像造的”的反叛語來。史萊⾺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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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群體亦無知地
跟著詠唱起來, GoodTV也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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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  ⼀個敢指揮上帝來滿⾜私慾的基督徒怎可能遵從基督的話, 尤其是那
當捨⼰跟從他的話? 我們的本性根本是硬頸的, ⾃⼰沒有與上帝和好的本錢卻⼀昧地拒絕基督, 
這樣看來, 若不是聖靈在我們⾝上⼯作, ⽤道重⽣了我們, 我們根本無法進到上帝愛⼦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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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說:「13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的泉源, 為⾃⼰鑿出池⼦, 是破裂不能存
⽔的池⼦。14以⾊列是僕⼈嗎? 是家中⽣的奴僕嗎? 為何成為掠物呢?」(耶2:13,14) 這是⼈與
上帝為敵最嚴重的表現, 且只有聖經的⼈才會做出來的事, 離棄泉源和⾃鑿池⼦。上帝的百姓
本為兒⼦卻變成僕⼈, 成為撒但⼿中的掠物, 這更顯出聖靈⼯作的必須。

⾨徒在基督復活後第⼀天即受聖靈, 這表⽰從這⼀天起, 三位⼀體上帝就永遠與他們同在, 基督
那「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為甚麼離棄我?」(太27:46b) ⼗架之⾔與⾨徒完全無關。基督「你們
受聖靈」之語被⽗完全接納, ⾨徒接受這語即表明他們穩妥於上帝的救恩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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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上帝藉著基督的⾎與道重⽣⼀個
⼈之後, 祂必與這⼈永遠同在。試想, ⽗、⼦、聖靈三位在⼀個⼈⾝上作⼯, 那⼈怎可能不歸
回? 若所謂基督徒不歸回在基督的名下, 順服基督, 就表⽰上帝沒有在那⼈⾝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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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這段聖經總感到震撼不已, 深怕⾃
⼰就是這段聖經所述之⼈。然, 我們當注意“離棄道理”這四個字, 乃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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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在⼿⼀⽣卻不知傳揚基督就是這樣的⼈。

*** 以上是本週所講, 下週繼續講第三點和其他。***

魔⿁裝作光明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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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如何運⽤⼈的罪來達到
牠抵擋上帝的⽬的。使徒保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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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愛光明與仁義, 正因如此, 我們更必須知這些撒但的光明與仁義的記號為
何? 這兩者有⼀個共同點就是保羅在第3⾄4節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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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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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在教會裏的⼯作是不息的, 在
基督徒⾝上施⼒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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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傳⼀個耶穌: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耶穌是個不完全的耶穌, 是按著傳的⼈的私慾⽽傳的耶
穌。為什麼使徒要基督徒特別注意這個耶穌? 因為這另⼀個耶穌太像耶穌, 仿真度幾乎百分百, 
因此使徒要基督徒特別注意這個耶穌, 我們讀保羅這句話當以最儆醒的⼼讀之。其中最淺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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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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辨出“另傳⼀個耶穌”的顯著例⼦就是僅傳榮耀的耶穌, 不傳或少傳羞辱的耶穌, 這樣的傳道
就是傳⼀個不完全的耶穌。

另受⼀個靈: 靈是我們外在⾏為的驅動⼒, 包括說話與⾏動。若基督徒的⾔語與⾏動越來越遠
離基督, 或只接受⼀個不完全的耶穌, 那麼他正受另⼀個靈的影響。參加那些⾏神蹟, 醫病趕⿁
聚會的基督徒就是另受⼀個靈的最明顯的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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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明⾔我們「如⽺走迷」(賽53:6), 我們有機會接受聖靈的引導卻
拒絕之反⽽接受另⼀個靈的指引, 墮落加倍。

另受⼀個福⾳: 今⽇“另⼀個福⾳”典型的具體例⼦就是基督徒必然豐盛與成功, 以及有基督教⾊
彩但沒有⼗架福⾳的協會組織, 如得勝者計畫, 彩虹媽媽等。請注意, 基督徒的豐盛應當是「你
們需⽤的這⼀切東⻄, 你們的天⽗是知道的, 你們要先求天⽗的國和天⽗的義, 這些東⻄都要加
給你們了。」(太6:32,33) 但今⽇的豐盛完全不⾏在基督的教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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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受⼀
個福⾳的危害在於信這福⾳者必受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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