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七⽉12⽇ 

基督復活的那⽇（九⼗五）: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25) - 復活的耶穌賜權柄 (三)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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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啟⽰
我⼀直強調, 我們認識上帝的終極知識必須來⾃主基督。耶穌說:「我與⽗原為⼀」, ⼜說:「你
們受聖靈」, 還說:「從⽗出來真理的聖靈」, 這三句從主⼝中說出來的話指明了⽗是⽗, 基督是
基督, 聖靈是聖靈, 各有各的神格, 不相混淆, 基督這三句話指明⽗, 基督, 以及聖靈原為⼀。我
們對上帝, 對三位神格之間關係的認識必須起於基督的啟⽰, 終於基督的啟⽰, 從中得著⽣命, 
建立穩固不疑的信仰。

為什麼「你們受聖靈」⼀語即表明基督與聖靈原為⼀? 因為只有在基督與聖靈原為⼀的基礎
上, 基督才可以說出如此主性的⾔語, 就如⽗差基督乃是在基督與⽗原為⼀的基礎上為之。⼀
個國家差派的⼤使必須是與領導者的理念是合⼀的⼈, 教會要差傳的⼈必須與教會的信念是合
⼀的⼈, 然教會與蒙差傳者必須與基督是合⼀的, 那樣的差傳才有意義。再者, 當耶穌說「天上
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28:18), 聖靈更是需要經由基督的差才能來到天上地下, 這樣
看來, 蒙教會差傳者也必須是與聖靈合⼀的⼈。

有⼈或許會問, 既然耶穌說他與⽗原為⼀, 為什麼不再直接說, 聖靈與我原為⼀, ⽗與聖靈原為
⼀? 我則問, 我們因悟性思想⽽得的結論, 與基督直接明述, 那⼀個較好? 那⼀種⽅式較易成為
我們的信仰? 再問, ⼀個老師喜歡學⽣舉⼀反三, 還是喜歡他像師寶, 每⼀件事都要老師指點? 
上帝要我們「晝夜思想」(詩1:2), 故悟性思想⽽得乃是智慧⼈的表現; ⼀個不愛悟性思想的⼈, 
箴⾔23:9節說:「你不要說話給愚昧⼈聽, 因他必藐視你智慧的⾔語。」

若在Google搜尋“三位⼀體”鑰詞, 所得的盡是“⼈”諸般的解釋, 有引⾃新約與舊約聖經經⽂的 
(這是必然的), 有⽤Trinity⼀字為要的, 有⽤比喻的, 但在眾多論述解釋中卻從來沒有⼀篇指出這
是出於基督的啟⽰, 教會與基督徒長期藐視基督必然越過基督⽽⾼⾔⼤論。我點讀⼗幾篇解釋
三位⼀體論⽂, 真是慘不忍睹, 越長篇的, 所論的越是遠離三位⼀體本意, 有的甚⽽否定三位⼀
體。以筆墨論三位⼀體, 論錯之⼈或可苟安⼀隅, 但若以⼝述錯誤的, 必導致⼼智喪失, 甚⾄發
瘋, 這是有過先例的。我發現, 華⼈基督徒解釋三位⼀體時總愛帶上幾個英⽂字或拉丁字,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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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體論只能講給特定對象, 這樣的態度是有待商榷的, 因為上帝是全⺠的上帝。完全⽤中
⽂講述三位⼀體論不應當是那麼的困難, 因為中譯本聖經全是中⽂。

聖經的份量變得淡薄
今⽇神學書籍林立, 凡欲認識聖經經⽂的基督徒必涉獵其中, 以期藉之建立信仰架構。牧師牧
養的會眾不乏教授, 博⼠, 名⼈等, 在有學識的⼈⾯前講道不時的引⽤他⼈說些什麼, 以表現出
⾃⼰廣覽群書, 饒有學問, 甚⾄在與其他牧師相處之際, 為了不相形⾒絀, 也必須表現出有知識
樣, 然長久下來, 聖經的份量在牧師傳道的⼼裏已開始變得淡薄, 腦⼦裏充滿著盡是神學家的⾔
語。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僅能解釋某節經⽂, 無法掌握經⽂上下脈絡的精意, 這在解釋福⾳書時
特別明顯, ⾺太福⾳第⼗八章就是⼀個最好的例⼦。

我必須再談⼀下聖經與神學叢書, 聖經只有⼀本, 但現今神學叢書的數量卻可建成⼀個圖書
館。神學書籍的⾓⾊應是輔助⼀個基督徒能夠正確地解釋上帝的話, 明⽩聖經的精意, 這應是
無庸置疑的事。然, 若⼀個基督徒熟讀了神學叢書卻無法解釋基督說的話, 這就本末倒置了。
基督徒對於⼀個知識淵博的牧師景仰萬分, 希望⾃⼰也能如此, 然當我們的⼼不錨定在「太初
有道, 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的“道”上, 在⼈⾯前或可保持鎮定, 但內⼼必⾒枯萎, 作牧師
傳道的必開始僵化他的⼯作, 講道雖常題到“神”, 但因神觀中缺少基督, 內容卻無法使⼈更深的
認識基督, ⽽年長的開始回顧過往種種。

舉三位⼀體論為例, 系統神學論述詳盡, 讀之當然受益, 然穩定我們的⼼的必是基督說的話, 這
是基督的⾔語與⼈的⾔語最⼤的不同, ⼈的⾔語充斥於腦, 基督的⾔語卻安定屬他的⼈漂移的
靈魂。

我們常聽到⼀種禱告詞是「親愛的天⽗, 感謝祢創造了我們, 賜我們個樣恩典, 救贖我們, 為我
們的罪被釘死在⼗字架上, ...。」每⼀句單獨讀之都對, 但構成⼀句話卻是⼤錯, 請問, 天⽗何
時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字架上? 基督徒不能以沒有讀過三位⼀體論的系統神學為藉⼝, 開脫
⾃⼰禱告上的錯誤; 讀了三位⼀體論的牧師傳道還這樣禱告, 他(她)是枉為⼈師。沒有⼈會願意
上前指出這樣禱告的牧師的錯來, 因怕傷了他的⾃尊⼼, 這種積非成是的陋習瀰漫在教會中。

你們受聖靈
最後晚餐時, ⾨徒從耶穌⼝中親耳聽到關乎聖靈是誰與聖靈⼯作的真理教導, 耶穌復活後, ⾨徒
⼜從主的⼝中領受聖靈; 最後晚餐的⾨徒處在聽的狀態, 復活當晚的⾨徒卻是處在感知的狀態; 
聽是⼀回事, 親⾝領受氣的吹拂⼜是另⼀回事。聽了聖靈的道有逃脱, 不願接受的空間, 但受了
耶穌吹的氣⽽領受聖靈則使⾨徒必須正視之, 不得迴避。

最後晚餐後, 也就領受聖靈的前⼀天, ⾨徒為了保命個個都逃散了, 這樣的⾏為連御前侍衛都不
如, 聖經亦特別記彼得三次不認主的事, 這位平時愛爭⼤的⾨徒真是⼀敗塗地; 復活那⽇⽩天時, 
⾨徒不信婦女們對耶穌復活的⾒證, ⾰流巴且失望到⼀個程度, 回到⾃⼰的家鄉, 不願再與其他
⾨徒同聚⼀起; 復活那⽇晚上時, 也就是⾨徒受聖靈不久之前, ⾨徒看到耶穌站在他們中間, 還
驚慌害怕, 以為他不是⼈, 是個魂。試想, 這樣的⾨徒聽到他們要受聖靈, ⼼情會如何? 豈不萬
分複雜, 難以置信, 不解為何這樣不堪落魄的他們可以得此恩典? ⾨徒這兩天脫序不適的表現本
應受到主的責備, 卻他們萬萬沒想到不僅完全被主接納, 不清算他們的惡⾏, 甚⾄還得獲主所賜
這浩⼤的屬靈恩典。

耶穌沒有尋求⾨徒的意⾒是否要受聖靈, 便直接說「你們受聖靈」, 耶穌為何這麼肯定⾨徒他
們不致拒絕, 且必歡喜領受之? 基督對⾨徒⼝說你們屬於我, 是我所招聚的, 這並不能使⾨徒完
全領受主所賜的⼀切, ⾄死不渝的跟隨主。耶穌初傳道揀選出來的⼗⼆使徒就是最好的例⼦, 
他們跟隨主三年半, 彼得等三⼈⾒了耶穌在變像⼭的榮耀, 但卻在那⼀天離開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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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徒欣然領受聖靈
⾨徒歡然接受聖靈的原因是, 他們眼⾒死裏復活之榮耀的耶穌, 遂⽽歡然接受耶穌的「你們受
聖靈」, ⾨徒⾒了這榮耀才真正改變了他們的⽣命。有⼈以為禱告蒙了應允, 必會終⽣跟隨主, 
看⾒了神蹟奇事, 必會終⽣跟隨主, ⾨徒在基督被釘那⽇的表現完全否定這些假設, 終⽣不懈地
跟隨主的⼈乃是看主的死與復活為榮耀的⼈。

容我再強調⼀次, 這是第三次的強調, 耶穌向⾨徒吹⼀⼝氣, 使他們受聖靈之前, 特別「把⼿和
肋旁指給他們看」, 這表⽰唯有釘痕與槍傷的耶穌才可使⾨徒受聖靈,  且聖靈來到世界的基礎
就是耶穌的死, 這耶穌的死也是聖靈得以住在有罪性的信徒裏⾯的基礎。因此, 聖靈以此基礎
⼯作在聖徒⾝上, 絕不離棄, 聖靈⼯作的重⼼必然是被釘的基督。因此, 舉凡不傳講基督的死、
⼗架的基督的教會, 無論是福⾳派或是靈恩派, 必定沒有聖靈, 若他們說有聖靈, 他們正妄稱神
的名; ⾃認是正統教會的若不戮⼒傳揚基督的死與復活, 她的罪更重, 因為她⾃詡正統。

聖靈是因主的恩賜⽽臨到⾨徒⾝上, ⽽不是經由⾨徒虔誠的祈禱, ⼤聲呼求主⽽得, 也不是因為
他們處在最虔誠無過的狀態才被主賜之; 也就是說, 得聖靈的主權在於主耶穌, ⽽不是我們。我
們不可混淆這主從次序, 若這次序⼀錯, 我們的求就變成⼤於基督的主權, 我們⼀求, 基督就必
須賜。使徒保羅已經明說「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羅8:16), 故我們混亂次序之求(聖靈)必
出於⾃⼰污穢的動機。主賜聖靈只賜給那些屬他的⼈, 當主對⾨徒說「你們受聖靈」時, 他們
因屬主之故必欣然接受, 不會拒絕。今⽇只賜給那些對基督之死裏復活的道有反應的⼈。

今⽇假造的受聖靈降臨
有沒有可能出現以下情況, 想要求得聖靈的, 求不到, 不想要得聖靈的, 卻得之。教會⼤⾔定論
今⽇就是聖靈時代, 好像聖靈上帝過去沒有像今⽇如此⼤⼤的作⼯, 這樣渲染的結果使得神職
⼈員與平信徒對聖靈充滿趨之若鶩, 假以保羅之「聖靈使我們得基業地憑據」為障(弗1:14a), 
極⼒⿎吹基督徒⼤求聖靈降臨。教會這樣圍繞聖靈主題來設計活動之舉, 造成靈恩派基督徒深
恐⾃⼰未得聖靈⽽⽣惶恐之⼼。這些渲染與⿎吹必出⾃於教會界的領導階層, 這就回到⼀個根
本問題, 每⼀個牧師傳道都說他(她)有聖靈, 那我們怎知這牧師傳道得了基督所受的聖靈? 

最近⽇本有個藤村新⼀假造古物的醜聞, 2005年韓國黃禹錫教授假造胚胎實驗數據, 2002年美
國Jan Schön(舍恩)於在分⼦電晶體研究上數據造假, 為什麼這些⼈敢鋌⽽走險做出這些醜事
來, 因為他們太想要⼼中想要的東⻄, 想在⾃⼰專業領域上出⼈頭地, 受⼈尊敬。同樣地, 基督
徒太想要得著聖靈的印記(弗1:13c), 以為⾃⼰得救的記號, 故必窮盡各樣的⽅法意欲得到⼤家
所認可的聖靈印記, 即便不按照聖經啟⽰⽽為也無所謂, 因為要在所屬的教會聚會, ⼈說有聖靈, 
⾃⼰卻沒有, 難活。

斷定牧師傳道是否得主耶穌之“你們受聖靈”的關鍵, 就是看他是否勤傳基督死的榮耀, 復活的榮
耀, 以及上帝兒⼦原有的榮耀, 若不, 主基督則與之無關。由於主耶穌說的是「你們受聖靈」, 
這裏的“你們”亦包括使徒與其他⼈, 因此, 願意在傳揚基督死⽽復活教會的基督徒, 才是領受主
之聖靈的基督徒。在今⽇知識獲取簡易的時代, 關於聖經⽅⾯的書籍, 隨⼿可得, 然若⼀個⼈可
以教導聖經從創世記第⼀章第⼀節⼀直教到啟⽰錄⼆⼗⼆章21節, 知道世界第⼀天到最後⼀天
發⽣的事, 但獨缺最後晚餐, 基督被釘, 以及基督復活等三天, 他不是得受主基督賜聖靈的⼈, 他
的⾃稱有聖靈就是造假。

天⽗將聖靈給求祂的⼈
有些基督徒不服氣, 遂⽽引耶穌說的「天⽗將聖靈給求祂的⼈」(路11:13b), 但請注意, 主這句
話不是求聖靈, ⽽是求天⽗, 既便求天⽗, 也不是求天⽗賜祂的靈, ⽽是求主禱⽂的“願袮的旨意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旨意親⾃對⾨徒發聲, 說「這是我的愛⼦,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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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17:5b) 因此, 天⽗將聖靈給求祂的⼈必聽基督的話, ⽽基督已經明⽰,「照經上所寫
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從死裏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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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證。」(路24:46-48) 這是蒙主開了⼼竅⽽能明⽩聖經的基督徒必
做的事(路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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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對⾨徒說「你們受聖靈」之後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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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上帝與聖靈皆可賜赦免罪與留下罪的權柄, 然由主耶穌基督來賜下卻是更為適當, 因為
基督本⾝集有罪, 無罪, 以及(不再與罪有關的)復活於⼀⾝。耶穌是無罪的, 因為他說:「不是我
獨⾃在這裏, 還有差我來的⽗與我同在; 祂沒有撇下我獨⾃在這裏, 因為我常作祂所喜悅的
事。」(約8:16b,29) 這是沒有⼈敢說的話, 就連今⽇的牧師傳道也不敢如此肯定地經常說出這
樣的話來。再者, 耶穌向全宇宙提出⼀個終極性的挑戰,「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約
8:46a)

耶穌是有罪的, 因他被釘死在⼗字架上, ⽽罪的⼯價就是死, 然這死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
的罪死了」(林前15:3b), 是在「我們還作罪⼈的時候為我們死」(羅5:8a)。耶穌是復活的主,
「他已經吞滅死亡直到永遠」(賽25:8a), 死不再作王(參羅5:17)。

因此, 無罪的基督指出世⼈有罪, 有罪的基督亦指出世⼈有罪。使徒施⾏的權柄就是讓罪⼈因
看⾒基督之故, 看⾒他的滅亡, 必須信死⽽復活的基督, 與基督有關係才能免於滅亡, ⽽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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