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八⽉2⽇ 

基督復活的那⽇（九⼗八）: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28) - 復活的耶穌賜權柄 (六)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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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在2006年八⽉第⼀個主⽇開始第⼀次主⽇崇拜, ⾄今在沒有奧援的情況下也已過了⼗四個
年頭。時光如梭, 若⼗四年前因膽怯⽽拒絕領受建立這個教會, ⽇⼦照樣過, 但必死在罪中。猶
記2006年三⽉請問唐崇榮牧師是否可以歸正福⾳之名在新⽵成立“新⽵歸正福⾳團契”, 唐牧師
卻回了⼀句, “成立教會”, 聽了這建議實在讓我不可置信。我⾜⾜想了⼀個⽉, 最後決定六⽉底
離開原教會, 七⽉各處觀摩個主⽇崇拜進⾏⽅式, 八⽉6⽇正式假新⽵科技⽣活館⼆樓最⼩會議
室開始第⼀次主⽇崇拜, 妻⼦也同意這麼做。僅週⽇租會議室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充份利⽤租
借會議室既有的⾳響, 座椅, 以及空調等設備, 以略過繁瑣的準備⼯作, 並節省開⽀。這成立教
會之舉確實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向, 為此我需感謝唐牧師的⿎勵, 信任, 以及膽量, 允許⼀
個平信徒成立教會。

成立教會的初衷就是以道建立講台, 因之前的教會經驗, 次活動如團契或⼩組等辦的風風火火, 
但講台信息貧乏⾄極, 以致⾃受洗後⼗多年勤於參加教會活動, 還是看不懂聖經, 建立不了信
仰。這⼗四年來, 除了2006外, 所有講章都以⽂字⽅式登在教會網站上, 供全世界公評。我以歸
正神學系統作為建立教會的根本, 講道內容在質與量⽅⾯⾃詡不致使教會蒙羞, 且已鑄成⼀把
寶劍, 揮斬那些無理的議論。基督徒若進了教會擅⾃將其他教訓偷著進來,  或要求我遵⾏他們
原來教會的習慣, 這不僅不尊重我建立教會的初衷, 且還興風作浪, 是不道德的。 

名⼈之死
每天皆有死亡發⽣, 然因我們浸漬在忙活中, 故覺得死亡離我們甚遠。然當⼀個名⼈的死登上
報紙頭條, 電視媒體不停的播放他的事蹟, 這使我們意識到死是⼀件真實的事, 無⼈可以逃避。
基督徒當趁這樣的機會再次比較耶穌的死與名⼈的死的不同: 名⼈的死是死期到了, 耶穌的死
是他⾃⼰將命捨去; 名⼈的死因⾃⼰的罪⽽死, 耶穌的死是擔負世⼈的罪⽽死; 名⼈死前, ⼤官
探視, 親友圍在旁, 耶穌死前, ⾨徒皆逃散, 連上帝也離棄他; 名⼈死前只會說⼀句話, 但耶穌死
前卻說了七句; 名⼈死前早已準備埋葬之處, 耶穌死前沒有這等安排, 葬於厡富⼈安葬地; 名⼈
死前僅能回顧過往想的是⾃⼰最愛的⼈, 耶穌斷氣前說的「成了」, 撼天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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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回顧
上週我們題到為了理解基督所賜赦罪與留罪權柄, 事先必須擺正態度, 認清事實。我們本⾝要
正直, 既施⾏赦罪權柄, 亦需施⾏留罪權柄; 須認知到這赦罪輿留罪權柄掌的是靈魂⽣殺⼤權, 
故須謹慎為之; 這權柄賜給每⼀個屬主的基督徒, 個個皆需知道這權柄意義; 教會必須盡長⼦的
名分, 扛起善論這權柄意義的責任。

論差遣
基督說的整句話是,「願你們平安, ⽗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你們受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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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得斷章取義, 必須整句
理解之, 且須按照主耶穌說話的先後次序理解之, 即先理解第⼀句的差遣之意, 才去理解受聖靈
和赦罪與留罪權柄意義。我們在三⽉主⽇時曾講過關乎差遣的事, 今天則以赦罪與留罪權柄的
⾓度進⼀步地認識這差遣之意。

差遣是⼀個上對下的⾔語動作
差遣是⼀個上對下的⾔語動作。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往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的⾺利亞那裏去
(路1:26b); ⽗上帝可差遣⼗⼆營天使(太26:53); 基督差遣他的使者-施洗約翰在他前⾯, 豫備道
路(太11:10; 可1:2); 耶穌差遣⼗⼆個⾨徒兩個兩個出去傳他的名(可6:7); ⼈⼦耶穌在世界的末
了, 榮耀再來時, 要差遣使者, 把⼀切叫⼈跌倒的, 和作惡的, 從他國裏挑出來, 丟在火爐裏(太
13:41); 同時, 耶穌要⽤號筒的⼤聲, 將他的選⺠, 從四⽅, 從天這邊到天那邊, 都招聚了來(太
24:31)。

⽗差⼦是同階性的差遣
上帝差遣天使, 基督差遣施洗約翰, ⼗⼆⾨徒, 以及天使等, 這些對我們⽽⾔皆視為理所當然, 因
為差者與受差者的位階在本質上的不同, ⼀⽅是創造者, 另⼀⽅是受造者, ⼀⽅是永存者, 另⼀
⽅是偶存者, ⼀⽅是無限者, 另⼀⽅是有限者。但, ⽗與⼦的位階是相等的, 同是創造者, 永存
者, 無限者, 然⽗卻⾏出差遣⼦的作為來, 這讓我們感到震撼與驚訝, 因世上絕沒有同位階的⼈
⼀⽅差另⼀⽅的事; 若兩者都是君王, 那就更不可能, 除非⼀⽅是另⼀⽅的藩屬。

約翰福⾳多記⽗差⼦
⽗確實差了⼦來, ⽽福⾳書論這樣的差遣最多的當屬約翰福⾳, 且⽤語直接題⽗的名, 如差我來
的⽗(約5:23b, 37a), 其他福⾳書⽤的詞語則是奉差遣(太15:24a; 路4:43b), 或那差我來的(可
9:37b; 路9:48b)。這使我們想到使徒約翰的三⼤特質: 他深究舊約聖經, 且注意聽耶穌說的每⼀
句話, 以及不懈於勤的傳道⽽得的親⾝經歷。當約翰反思他的傳道事⼯, 下筆寫書的每⼀片思
想皆不違背舊約聖經, 不曲解耶穌說的話, 不虛偽⾃⼰傳道所得, ⽽他所寫下的必是他認為最重
要的事。約翰福⾳最後⼀節經⽂寫的是「耶穌所⾏的事還有許多, 若是⼀⼀的都寫出來, 我想, 
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約21:25) 這是多麽⼤氣的⼀句話, 唯獨耶穌是也。約翰寫這
句話也告訴基督徒, 他在這卷書關乎主耶穌的事都是他認為最重要的, 是每⼀個屬主的⼈必須
具備的信仰, 也是必要知道的屬靈真理。

順便略舉約翰福⾳兩個特點: 

約翰福⾳特點⼀: 約翰稱主耶穌為“道”, 並⽤⼈有限的⾔語來論這位具位格的道之超時間, 超空
間的神性本質, 他說:「太初有道, 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太初就是在起初之前, 因起初
是歷史的第⼀秒, 故太初就是沒有時間因⼦的永恆。這是約翰的創舉, 因舊約聖經沒有⼀處如
此稱呼基督, ⽽聖靈允許約翰這麼稱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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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約翰以⽂字寫下耶穌是道, 並記在聖經裏, 且是他寫的福⾳書的起頭經⽂, 道(基督)就是⼀切
的⼀切的核⼼。因此, 舉凡與道有關的⼈事物如講道, 聽道, 傳道等, 皆不得掉以輕⼼, 顯出無謂
的姿態。再者, 任何⼈以約翰福⾳經⽂為講道主題的皆必須以基督為中⼼, 不可牽扯其他。⼜, 
約翰福⾳安排在符類福⾳之後, 故是⾺太, ⾺可, 以及路加等三⽅⾒證基督後的總結, 將這三⽅
之奉差遣或那差我來的定為是⽗差了耶穌來, 因此, 以符類福⾳經⽂為講道主題還是必須以基
督為中⼼。使徒約翰在其⼀書時寫了⼀句可怕的話, 他說:「不認⽗與⼦的, 這就是敵基督的; 凡
不認⼦的, 就沒有⽗；認⼦的, 連⽗也有了。」(約⼀2:22b,23) 因此, 道如果不是⼀個教會的核
⼼, ⼦如果不是那個教會所認, 那教會就是站在⽗的敵對⾯。

有些學者不明究理, 胡亂地指出約翰深受希臘⽂化影響, 將其最重要的字放在耶穌⾝上, 這是⼤
錯特錯, 因為上帝的名絕不是⼈⽂化之下的產物。事實上, 因太初有上帝, 太初有道, ⽽基督是
道, 故他是⼈可以說話的源頭, 若不是道(基督)使⼈有說話的能⼒, ⼈是不可能產⽣出各⺠族的
⽂化來。所以, 希臘⽂化有希臘⽂化的道, 中國⽂化有中國⽂化的道, 埃及⽂化有埃及⽂化的道, 
印度⽂化有印度⽂化的道等等。有些基督徒學者追朔我們中國⼈是閃的後代, 試圖拉攏與聖經
的距離, 這是徒勞無功的; 我們必須定睛在基督⾝上, 因為他是道。

約翰福⾳特點⼆: 約翰福⾳共⼆⼗⼀章, 以逾越節作為年度分段點, 其中最後⼀次逾越節的受難
當週就寫了九章之長。前⼀次的逾越節記在第六章, 約翰在這⼀年寫了六章聖經, 因耶穌⾏五
餅⼆⿂神蹟之後, 眾⼈聽不進耶穌之喫⾁喝⾎的教訓, 個個皆離開了耶穌, 故這是耶穌和⼗⼆⾨
徒獨處的⼀年。耶穌在這最後⼀年中所做的每⼀件事均將他推向⼗字架, 猶太⼈對他的恨意在
這⼀年漸次加深, 硬頸⽽殺他的⾏動勢在必⾏, 毫無挽回的餘地。

耶穌傳道第⼆年之後, 猶太⼈即因他說的話與做的事想要殺他(約5:12a), 這殺耶穌的念頭醞釀
了兩年多, 最終始付出實際⾏動來。我們基督徒須特別留意這殺⼈的⼼, 因為世間⼈最多對另
外⼀個⼈說的話只會恨得牙癢癢的, 但不會想要殺他, 但凡與耶穌有關的, ⼈不是愛他, 就是要
殺他。基督徒的情緒中必對那些傳講真道的⼈的反應也是極端的, 或完全接受, 或完全拒絕, ⽽
後者將醞釀⼀段時間才會發作。

差我來的⽗
我們回到差遣這事。基督⾒證⽗最常說的話就是「差我來的⽗」(約5:23b, 37a); 耶穌在臨近⼗
字架那⽇之前, 他在猶太⼈和希利尼⼈⾯前⼤聲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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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約翰福⾳在最後晚餐舉⽬望天對⽗禱告說: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17:18); 耶穌被釘受死復活後, ⼜說:「願你
們平安, ⽗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主耶穌傳道時不時地強調⽗差了他來, 在他復活那⽇的晚上⼜再說⼀次, 且以總結性的語調再
說⼀次, 可⾒, 主耶穌啟⽰他與⽗的關係中, 這是最重要的⼀個關係, 要我們務必認識清楚。耶
穌在最後晚餐時說:「保惠師, 就是⽗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
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切話。」(約14:26) 因此, 受了聖靈的⾨徒必然會想起基督所說
關於⽗差他的事; 也就是說, 我們真確的執⾏赦罪與留罪的權柄的前提就是想起主說關於差遣
的⼀切話。

愛, 真, ⽣命, 真理等是耶穌常說的話(⾒附註), 故是約翰福⾳的鑰詞, 差遣也是, 但因耶穌在復活
那晚在這些鑰詞中只題差遣, 故差遣比其他鑰詞更為重要; 事實上, 差遣可以說是驗證愛, 真, ⽣
命等鑰詞的試驗劑。耶穌接著說的這句話證實此事, 主說:「你們受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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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有“受”, 亦有“施”, 這是⼀個受與施之
⽣命循環過程, 凡“受”了聖靈的⾨徒就必須“施⾏”赦罪與留罪的權柄。⼀個被主差遣的⼈乃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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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命循環過程中, 既受且施, 不斷的受, 也不斷的施。若說⾃⼰受了聖靈卻不知如何施⾏權柄, 
或錯施權柄, 或在未受聖靈的情況下假施權柄, ⽣命必呈現斷氣現象, ⽽⼀個斷了氣的⽣命何來
談真理, 愛, 真, 以及⽣命。這樣的基督徒舉⼿頭⾜看似基督徒, 但卻與基督無關, 因違背基督在
此吹氣得⽣命的原理。

受與施之⽣命循環過程
在此, 我要稍加解釋保羅對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講的話, 他說:「當記念主耶穌的話, 說:『施比受
更為有福』。」(徒20:35) 遍尋四福⾳書不⾒耶穌說過「施比受更為有福」, 但保羅卻說這是主
耶穌說的話。現在我們明⽩了, 保羅以這句話來表達耶穌之「你們受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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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看之下, 使徒保羅似乎越了界, 將沒有的事加諸在他的主-耶穌⾝上, 然保羅這樣做若不恰當, 
聖靈是不會感動路加寫下這事; 路加既然寫下保羅說的這句話, 且被納入聖經, 我們就要從中得
到教導。這教導就是, 每個時代的⾔語表達⽅式有所不同, 講解聖經的⼈有其⾃由度, 以⾃⼰的
⾔語來⾒證主, 然⾒證⾔語必須符合基督之施⾏赦罪與留罪的權柄。

我們⾒保羅施⾏赦罪權柄, 他說:「20凡與你們有益的, 我沒有⼀樣避諱不說的, 或在眾⼈⾯前, 
或在各⼈家裏, 我都教導你們;...25a我素常在你們中間來往傳講神國的道;...27上帝的旨意, 我並
沒有⼀樣避諱不傳給你們;...32我把你們交託上帝和祂恩惠的道, 這道能建立你們, 叫你們和⼀切
成聖的⼈同得基業。」(徒20:20,25a,27,32) 亦⾒保羅施⾏留罪權柄, 他說:「我今⽇向你們證
明, 你們中間無論何⼈死亡, 罪不在我⾝上。」(徒20:26)

差遣是約翰福⾳的鑰詞之⼀
經這麼⼀解說, 差遣的重要性⾃不再話下, 我們認識主耶穌這句差遣的意義更是⾺虎不得。認
識⽗差⼦的真理既然如此重要, 為何相較於真, 愛, 以及⽣命等鑰詞, 講解約翰福⾳的⼈卻少強
調之? 這有兩個原因, ⼀則, 我們的⽂化喜愛聽有關真, 愛, 以及⽣命等⽅⾯的道理, 好豐富⾃⼰
的⽣命特質, ⾃然就過濾了差遣⽅⾯的教導。

另⼀則, 將差遣與奉獻作傳道相提並論, 以為差遣就是要做牧師傳道, 然耶穌說這差遣乃是對當
時在場的所有⼈說的, 其中並不是每⼀個⼈都是使徒, 後來都作傳道。基督徒這種先入為主的
觀念乃是受教會植堂為上的氛圍的影響。解釋者內⼼的意念以及在何樣的場合逕⾏解釋決定著
「⽗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的解釋內容, 教會的植堂, 宣教特會的培訓, 神學院的
畢業差派等, 主事者常引主的這句話來激勵基督徒, 使之看到為主作⼯的榮耀。這雖不錯, 然我
們僅⾒台上照字⾯意思⽽疾呼著, 卻不⾒對這麽重要的差遣加以解釋其中原委。是的, 差遣為
要, 但刨根知底的認識「怎樣差遣..., 照樣差遣...」的意義更為重要。這⼜是另⼀樁不去讀主耶
穌整句話⽽⽣的偏差認知。

教會的反智現象
⾔於此, 今⽇教會的反智⾏為甚為嚴重, 請問各位, 若台上唸著經⽂⽽不解釋, 台下亦可為, 何須
台上? 若台上所理解的與台下相同, 何須台上? 請注意, “差遣你們”是主耶穌差遣你們, ⽽不是牧
師或院長差遣你們。若不解釋主耶穌所⾔之差遣何意, 不明⽩⽗怎樣差遣基督, 教會或神學院
差遣出去的⼈必使⽤其他途徑吸引⼈入教會, 請問, 這樣的教會會是基督教會? 主耶穌說:「你
們這假冒為善的⽂⼠和法利賽⼈有禍了, 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個⼈入教, 既入了教, 卻
使他作地獄之⼦, 比你們還加倍;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有禍了。」(太23:15,16a)

今⽇的牧師傳道少讀書, 對聖經的⾒解沒有辨思的能⼒, 我們上週提到這赦罪與留罪權柄僅有
⼆種解釋就是最好的例⼦。教會給牧師的薪⽔甚薄, 他養家活⼝之外, 那有餘錢買書研讀? 今⽇
教會基督徒完全違背使徒的教訓, 保羅說:「17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 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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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勞苦傳道教導⼈的，更當如此。18因為經上說:『⽜在場上踹穀的時候, 不可籠住他的嘴』; 
⼜說:『⼯⼈得⼯價是應當的』。」(提前5:17,18) ⼜說:「6在道理上受教的, 當把⼀切需⽤的供
給施教的⼈; 7不要⾃欺, 上帝是輕慢不得的, ⼈種的是甚麼, 收的也是甚麼。」(加6:6,7) 這些指
⽰這麼清楚, 負責牧師薪⽔的長執卻忽視之, 他們輕慢上帝之舉有災禍了!

附註:
基督親⾔的真
講解約翰福⾳時總會強調其中的真, 愛, 以及⽣命等鑰詞。基督⼝中親⾔的“真”有: 祂(⽗)給我
(基督)作的⾒證是真的(5:32); 我⽗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6:32); 差我來的是真的(7:28); 就
是判斷⼈, 我的判斷也是真的(8:16); 惟有求那差他來者的榮耀, 這⼈是真的; 我是真葡萄樹, 我
⽗是栽培的⼈(15:1)等等。

基督親⾔的愛
基督⼝中親⾔的“愛”有: ⽗愛⼦, 將⾃⼰所作的⼀切事指給他看(5:20); 我⽗愛我, 因我將命捨去, 
好再取回來(10:17); 我賜給你們⼀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 眾⼈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徒了(13:34-35); 有了我的命令
⼜遵守的, 這⼈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愛他, 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14:21); ⼈若愛
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也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 與他同住; 不愛我的⼈就不遵守
我的道(14:23,24); 叫世⼈知道我愛⽗, 並且⽗怎樣吩咐我, 我就怎樣⾏(14:32); 我愛你們, 正如
⽗愛我⼀樣, 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15:9); ⽗⾃⼰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 ⼜信我是從⽗出
來的(16:27); 祢(⽗)愛他們如同愛我⼀樣(17:23)等等。

基督親⾔的⽣命
基督⼝中親⾔的“⽣命”有: ⽣命在他裏頭, 這⽣命就是⼈的光(1:4); ⽗怎樣在⾃⼰有⽣命, 就賜給
祂兒⼦也照樣在⾃⼰有⽣命(5:26); 我就是⽣命的糧(6:48),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命的糧(6:51); 
你們若不喫⼈⼦的⾁, 不喝⼈⼦的⾎, 就沒有⽣命在你們裏⾯(6:53);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命(6:63); 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 就不在⿊暗裏走, 必要得著⽣命的光(8:12); 我來了, 
是要叫⼈得⽣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10:10); 復活在我, ⽣命也在我(11:25); 我就是道路、真理、
⽣命, 若不藉著我, 沒有⼈能到⽗那裏去(14:6)等等。 

基督親⾔的真理
你們曾差⼈到約翰那裏, 他為真理作過⾒證(5:33);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徒, 你
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由(8:31,32); 我將在上帝神那裏所聽⾒的真理告訴了你們
(8:40); 我將真理告訴你們, 你們就因此不信我,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 我既然將真理告
訴你們, 為甚麼不信我呢? (8:45,46) 我就是道路、真理、⽣命, 若不藉著我, 沒有⼈能到⽗那裏
去(14:6); 你說我是王, 我為此⽽⽣, 也為此來到世間, 特為給真理作⾒證。凡屬真理的⼈就聽我
的話(18:37)等等。

第  ⾴ (共  ⾴)5 5


	Date of Sermon: 2020年 八月2日
	基督復活的那日（九十八）: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28) - 復活的耶穌賜權柄 (六)
	經文
	前言
	名人之死
	上週回顧
	論差遣
	差遣是一個上對下的言語動作
	父差子是同階性的差遣
	約翰福音多記父差子
	差我來的父
	受與施之生命循環過程
	差遣是約翰福音的鑰詞之一
	教會的反智現象
	附註:
	基督親言的真
	基督親言的愛
	基督親言的生命
	基督親言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