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九⽉6⽇ 

新約使徒第⼀篇講章 (三): 上帝解釋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6 分鐘

經⽂

使徒⾏傳2:22-24節:「22以⾊列⼈哪! 請聽我的話,『上帝藉著拿撒勒⼈耶穌在你們中間施⾏異
能、奇事神蹟, 將他證明出來, 這是你們⾃⼰知道的,23他既按著上帝的定旨先⾒被交與⼈, 你們
就藉著無法之⼈的⼿, 把他釘在⼗字架上, 殺了,24上帝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 叫他復活, 因為他
原不能被死拘禁。」

上帝的定旨先⾒
使徒彼得必須得到上帝明確的指⽰, 他才可以上帝之名說出“上帝的定旨先⾒”這樣的話來, ⽽這
指⽰來⾃於主耶穌親⼝說的話。彼拉多審問耶穌多次, 耶穌卻默語不答, 彼拉多憤⽽責問耶穌, 
說:「你不對我說話麼? 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 也有權柄把你釘⼗字架麼?」彼拉多明明知
道猶太⼈因為嫉妒纔把耶穌解了來(太27:18), 卻以⼗字架來威脅耶穌, 耶穌看到彼拉多如此囂
張, 立時對祂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 你就毫無權柄辦我。」(19:11a) 這句話就是彼得⼿
握從主那裏來的指⽰, 因⽽對眾⼈徒說,「他(耶穌)既按著上帝的定旨先⾒被交與⼈」。

然, 使徒們在耶穌被抓拿後逃離四散, 沒有⼀個⼈在彼拉多審判耶穌的現場, 因此, 他們不可能
親耳聽到耶穌說的這話, 使徒們知這話必是在審判現場的⼈傳給他們。聽得耶穌這話的這些⼈
有傳或不傳兩種選擇, 請問各位, 那種壓⼒比較⼤? 不傳⼀定沒事, 傳卻有⼈⾝安全的風險。⼤
家別忘了, 當時的⾨徒是怕猶太⼈的(約20:19b)。我們知道他們畢竟傳了, 當他們這麼做的時
候, 即穩住了救恩歷史的⽅向, 因為沒有他們的傳, 就沒有使徒們的知, 沒有使徒們的知, 就沒有
使徒的這句話, 沒有使徒的這句話, 我們就不可能明確的知上帝在耶穌⾝上的具體作為。這些
傳耶穌這話給使徒的⼈, 姓名不知, 但卻是救恩歷史的關鍵⼈物, 發揮了⾝為基督徒的最⾼價
值。 這些無名英雄造就了使徒, 使我們的信仰可以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為房
⾓⽯(弗2:20)。

基督徒論聖經之理常引⽤教會歷史有名氣的⼈說的話, 以致於看輕了⾃⼰在救恩歷史中的地
位。絕⼤多數基督徒在救恩歷史當中都是無名的, 現在知道了這些無名英雄所為, 就不該妄⾃
菲薄, 須明⽩傳耶穌乃是道種之栽。想想在天上若有⼈進前來感謝你的傳, ⽽這⼈引了萬⼈歸
主, 你將何等歡喜快樂! 或這基督徒因你的傳⽽歸回主, 在天上他(她)向你握⼿致意時, 你將何等
歡喜快樂! 

被交與⼈: 耶穌順服⽗意
耶穌可以求他的⽗, 請⽗差遣⼗⼆營天使來保護他, 阻擊那些要抓拿他的羅⾺兵丁與猶太僕役
(參太26:47), 但耶穌並沒有如此禱求, 因為上帝的定旨先⾒乃是要將他交與⼈。耶穌順服⽗意
⽽為, 不抗拒⾃⼰被抓拿, 反倒將⾃⼰交在⼈的⼿中, 在逾越節這特定時間點上, 親⾃⾯對⾯地
與猶太祭司長與羅⾺巡撫交鋒。耶穌在客⻄⾺尼園被抓到他進入祭司長院內有⼀段不算短的時
間, 祭司長在這段時間裏絲毫沒有悔意⽽收⼿, 堅決要審到耶穌。耶穌傳道時, ⽂⼠和法利賽⼈
窺探耶穌, 要在他的話上得把柄, 好將他交在巡撫的政權之下(路20:20; 14:1), 然他們得的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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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滿⼼⼤怒的份(路6:11), 找不出任何可以處治耶穌的證據。現在, 祭司長親⾃出⾺, 親耳聽耶
穌說話的漏洞, 好治他死罪。這告訴我們, 凡⼿中有聖經卻對耶穌有⼀絲不信的⼈, 他必在邪惡
的道路上向前奔⾏, 沒有回頭的可能。今⽇基督徒當以祭司長為誡, 耳聽基督的道卻不聽進⼼
中, 情況就與祭司長無異; 事實顯明, 這樣的基督徒⼝⼝稱神, 卻不會傳基督。

世界的極惡
當祭司長在上, 耶穌在下的場景⼀出現即凸顯出上帝與罪⼈之間地位的錯亂, 受審者變成審判
者, 審判者成為受審者。沒有⼈不願意得到天地的主, ⾄⾼的上帝的賜福(參創14:19), 但當⼈與
上帝的地位錯置後, ⼜怎可能得到這福? 猶太⼈和羅⾺⼈是注重律法律例的兩⼤團體, 前者⾼舉
上帝的律法, 後者堅守⾃⼰所定的律例規條。現在, 耶穌被交與這兩種⼈的⼿中, 在他們以審判
者之姿對耶穌開⼝說出第⼀字的那⼀時刻開始, 他們所為已將世界抵擋上帝的罪完全顯露出
來, 昭然若揭, 無所隱藏。

耶穌的名是所有⼈的照妖鏡
猶太⼈與羅⾺⼈素來不合, 但卻在對待耶穌的事上, 同⼼合意, 兩者皆要耶穌死, 且以⼈可想出
最殘酷的刑罰, 務必將耶穌釘在⼗字架上。有聖經的猶太⼈和沒有聖經的羅⾺⼈彼此的同⼼所
展現出的世界⼀統, 站在世界舞台的⾼頂, 顯露出的卻是⼈的⾄惡、⾄邪、⾄魔。⼈在平常時
分顯出⼈的⾼貴不凡, ⼀⼼向善, 但上帝試驗來臨時, 在耶穌⾝上顯出的卻是⼈的極惡。

今⽇教會平時彼此和睦, 闊談上帝或聖靈⼯作的種種, 各宗派亦可同桌吃飯, 分享所謂上帝的恩
典, 禱告時也是“神啊! 神啊!”連珠的讚美祂, 但⼀提到耶穌的名時, 笑容立刻收斂起來, 採取防衛
戰⾾姿態, 個個⼒保⾃⼰是基督僕⼈的⾝份, 即便⾃⼰講台信息不常有基督, 甚⾄沒有。簡⾔之, 
耶穌的名是所有⼈的照妖鏡。

有聖經的猶太⼈罪更重
「你們就藉著無法之⼈」的“你們”與“ 無法之⼈”分別指的是猶太⼈與代表外邦⼈的彼拉多, 兩
者皆定了耶穌死罪, 兩者的罪是重⼤的, 但我請問誰的罪更重? 論對耶穌的認識, 論與耶穌的經
歷, 猶太⼈遠遠深於彼拉多, 猶太⼈普遍認識到, (1) 眾⼈很希奇耶穌的教訓, 因為他教訓他們正
像有權柄的⼈, 不像⽂⼠(可1:22); (2) 耶穌所⾏的神蹟, 若沒有上帝同在, 無⼈能⾏(約3:2b); (3)
耶穌把⽣來是瞎⼦的眼睛開了, 這是從創世以來, 未曾聽⾒的事(約9:32); (4) 耶穌以五張餅和⼆
條⿂餵飽五千⼈, 那剩下的餅和⿂還裝滿了⼗⼆個籃⼦(約6:13)。但, 祭司長還是站在審判臺上
問責耶穌, 所以猶太⼈的罪更重。

同樣的問題看今⽇的世⼈與基督徒, 兩者不接待主耶穌基督, 誰的罪更重? 基督徒⼀如領受五餅
⼆⿂的猶太⼈, 只要吃餅得飽, 聽到基督的⾎與基督的⾁⽅⾯的道時, 卻說:「這話甚難, 誰能聽
呢?」(約6:60) 個個皆離開基督。我們不要⽤約拿書作為我們的擋箭牌, 以為上帝恩待那些分不
清左右⼿的尼尼微百姓, 也⼀定會恩待頌讚祂的我們, 事實卻恰恰相反, 看看祭司長便知。

今⽇教會將耶穌殺了
今⽇沒有⼀間教會認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的⼿, 把他釘在⼗字架上, 殺了」這話與⾃⼰有
關, 皆認為這是當時猶太⼈的無知與彼拉多的無理所⾏的事。真是這樣嗎? 我問, 耶穌在猶太⼈
和彼拉多⼿中, 是活的, 還是死的? 回答很清楚, 是死的。我再問, 主耶穌在今⽇教會裏, 是活的, 
還是死的? 若有⼈敢回答說, 是活的, 那他(她)是⾃欺欺⼈, 是個說謊者, 因為主耶穌若在今⽇教
會裏是活的, 為何不⾒講台信息有基督? 所以, 這問的真實答案是, 主耶穌在今⽇教會裏是死的,  
教會不傳耶穌基督就是將他殺了的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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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解釋
使徒說:「上帝將(耶穌的)死的痛苦解釋了。」這是⼀句極為特別的話, 因為使徒提及“上帝解
釋”, 這是福⾳書之外唯⼀以上帝之名說的話。耶穌的⽗在福⾳書中說了三次話, 分別是耶穌受
洗時之「這是我的愛⼦, 我所喜悅的」(太3:17), 耶穌變像時之「這是我的愛⼦, 我所喜悅的, 你
們要聽他」(太17:5), 以及受難週騎驢駒進耶路撒冷城時回應耶穌的禱告之「我已經榮耀了我
的名, 還要再榮耀」(約12:28), 現在, 上帝第四次說話, 藉使徒的⼝說祂「將(耶穌的)死的痛苦
解釋了」。

上帝既然說話了, ⼈當敬聽⽽遵⾏之。基督徒說⾃⼰是信上帝的⼈, 他(她)必須顯出信上帝的證
據, 僅承認上帝是⾄⼤, ⾄⾼, ⾄可畏, 是天地的主, 掌管⼈的⽣死, 或頌讚上帝的榮耀等等, 不能
構成他被上帝認可的條件, ⼈必須信⽽聽進上帝這四句話, 他(她)才是被上帝認可是信祂的⼈。

當上帝進⾏對耶穌所為進⾏解釋時, 我們就知唯上帝才有此解釋權, 且只有上帝才能真確地解
釋耶穌作為的意義。當上帝解釋⼀出, ⼈只能順服上帝的解釋來認識基督的死與復活。上帝藉
著使徒的⼝指明這事, 使屬基督的⼈擁有比其他⼈更⾼的特權來解釋基督的死與復活, 這是上
帝賜給祂的長⼦的福份; 麥基洗德為亞伯蘭祝福的話(創14:19), 在此具體實現在基督徒⾝上。
因此, 基督徒必須守住上帝所賜的位份, 不可離了本位, 不得造次, 亦不可⾃以為聰明, 找些哲學
材料假性地藉豐富基督的死之名⽽論, 卻棄絕了上帝如何論基督的死。

基督徒加油添醋的解釋
譬如說, 有的⼈⾃作聰明論基督的死, 說,「早在創世以先, 神就定旨了」, 這“創世以先”之語把
⼀個簡單直述的話複雜化了, 弱化了“上帝定旨”這話帶來的直接震撼, 效果立時⼤打折扣。要知
道, 彼得和⼗⼀個使徒正以站姿進⾏佈道, 他們不是在教主⽇學, 所⾔必須⾺上抓住會眾的⼼。
⼜有⼈說,「主耶穌的復活是“被動”的, 是⽗神使主耶穌從死裏復活」, 此語轉移了⼈原本定睛
在上帝⾝上的眼⽬, 腦⼦開始想“被動”何意⽽不再注意使徒所⾔, 這⼈同時也忘記耶穌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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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從我⽗所受的命
令。」(約10:18) 還有⼈說, 耶穌的死與猶⼤的出賣都是上帝的旨意, 然約翰說:「魔⿁已將賣耶
穌的意思放在⻄⾨的兒⼦加略⼈猶⼤⼼裏。」(約13:2) 猶⼤的出賣絕不是上帝的旨意, ⽽是魔
⿁的意思; 如果有⼈不服還強辯說, 魔⿁的意思也是上帝允許的, 那他已將上帝視為惡的源頭。

基督徒講師愛保羅甚於愛上帝
還有⼀點, 基督徒論基督的死與復活多引⾃使徒保羅書信, 這是不錯的, 但他還必須回歸上帝對
基督的死與復活的解釋, 來檢視他的論述。教會偏重於使徒的論述已出現後遺症, 就是基督徒
知基督之死與他這蒙救贖的⼈的關係, 卻鮮知基督之死與上帝的關係, 以致於雖知基督的死, 但
內⼼還是不安穩於天, ⼝中抱怨上帝連連。爾後我們將看到, 忽略了上帝解釋的⼈必不明⽩彼
得所引詩篇第⼗六篇的意義, 將其中所寫的諸“我”想成⾃⼰, 我下週會解釋這事。

死的痛苦
使徒說:「上帝將(耶穌的)死的痛苦解釋了。」上帝若不解釋耶穌的死, ⼈會怎麼解釋這事? 諸
如“耶穌⼀定做了⼤⼤得罪上帝的事, 才會這樣死”, “耶穌⼀定後悔莫及, 若不出來傳道, 可以不
必這樣死”,  “耶穌好可憐, 好冤枉, 好無辜”, “耶穌要成立的基督教明顯已經失敗了, 他最後⼤聲
說的那句『成了, It’s finished』 不是成了, ⽽是完了”, “耶穌的死是歷史的冤案” 等等, ⼈可以說
上百千意義, 但沒有⼀樣是對的。上帝絕不可能容許祂兒⼦的死被無知有罪的⼈胡亂解釋, 任
⼈蹂躪, 祂必須親⾃解釋耶穌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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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痛
使徒以「死的痛苦」⼀詞來講說耶穌的死, 這“痛苦”之意令我們深思。每個⼈都會死, 然沒有⼈
可以告訴我們死的真實感覺, 因為已經死了, 時間不會倒轉。有的⼈死時因疾病之故, ⾝體痛苦, 
有的⼈因壯志未酬或因悔恨之故, ⼼傷痛苦, 但使徒所⾔耶穌死的痛苦在⾝體與⼼傷兩⽅⾯的
痛苦卻是無⼈能及, 不可能再有第⼆個⼈經歷這樣死的痛苦。耶穌死前掛在⼗字架上長達六⼩
時, ⾝體上每⼀塊肌⾁筋骨都在痛。曾得過五⼗肩的⼈知道, 當痛的時候會意識到從來不知道
的筋⾁的存在, 痛徹⼼扉。有五⼗肩⽑病的⼈只不過⼀個地⽅痛就已經痛得要命, 更何況耶穌
是整個⾝體都在痛; 五⼗肩病⼈可改變姿勢⽽不痛, 但掛在⼗架上的耶穌卻沒有這等⾃由, 每分
每秒都在痛。

⼼傷之痛
⾄於⼼傷之痛, 基督喝⾜了上帝所賜之死的苦杯, 被祂完全離棄, 這離棄事實正是「死的痛苦」
⼀詞所要表達的內涵。這“死的痛苦”⼀詞表現出⼀個活的意象, 表達著耶穌活著的時候感受到
與上帝隔離⽽⽣的痛苦,「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為甚麼離棄我?」(太27:46) 這痛苦不是離開世
界所⽣的痛苦, ⽽是離開上帝⽽來的痛苦。⼈死前總是招聚所有親⼈, 好讓這⼈最後感受到沒
有被遺忘, 還有⾄親在旁, 但耶穌死前卻沒有這等福氣, 耶穌的死是真正的死, 與上帝和⼀切⼈
事物完全隔絕。

活的意象
我必須再次強調這「死的痛苦」所承載的意象, 就是在活著的時候經歷死的痛苦。我們若認為
不可能經歷如耶穌般死的痛苦, 就因此以為耶穌這死的痛苦與我們無關, 我們的忽略終必使我
們在耶穌再來時驚恐萬分, 因為我們若與基督無關, 將來⾯對上帝被祂離棄的痛苦就是這樣, ⽽
且是復活後⼀直活著的痛苦。

⼈對於死的看法存在⼀種迷思, 以為死了就沒了, 無牽無掛, 然死卻是⼈甩都甩不掉的具體資
產。孔⼦的“不知⽣, 焉知死”讓我們思想在世的⼀切, 努⼒使⾃⼰好好活著, 但是⽣時所得, 死時
化為烏有。⼈在世間或有分別, 有的有財富地位, 有的平凡過⼀⽣, 但⼈在世所得在死的那⼀時
刻盡都無有, 但死卻還在⼈⾝上; 死是富⼈窮⼈唯⼀的交集, 唯⼀的共得。不信基督的⼈必同樣
經歷死的痛苦, 不管他是誰; 今⽇新冠病毒不分階級的攻擊所有⼈, 包括王室成員, 電影和體壇
巨星, 以及⼀般平⺠百姓, 可以讓我們明⽩這事。我提⼀事, 我們稱孔⼦是⾄聖先師, 對孔⼦⽽
⾔, 他於今⽇所得的名聲是虛無的, 因為他聽不⾒我們頌揚他的任何⼀句話。

不能被死拘禁
然, 因基督是上帝的兒⼦, 他不可能永遠嚐著死的苦杯, 不可能永遠被死拘禁, 故上帝使基督復
活。我們經歷的死的痛苦只是感受到⾝體和⼼靈之痛, 不會意識到與上帝隔離的痛苦; ⼈怕死, 
因為怕⾃⼰不存在, ⽽不是怕與上帝隔離。基督的死是上帝的旨意, 基督的復活也是上帝的旨
意。爾後, 彼得引詩篇第⼗六篇來說明耶穌不能被死拘禁的原因, 即上帝給基督的應許。

保羅說:「上帝已經叫主復活, 也要⽤⾃⼰的能⼒叫我們復活。」(林前6:14) 上帝叫主耶穌復活
的這等認識, 我們再讀哥林多前書第⼗五章12-18節就明⽩其意。主復活, 屬他的⼈亦會復活, 
屬主的⼈已將死甩掉了, 死已經不是屬主的⼈的資產。

上帝解釋的事是現在進⾏式
上帝是⾃有永有者, 沒有時間因⼦, 故上帝⾏解釋的事就沒有時空限制, 當上帝「將(基督的)死
的痛苦解釋了, 叫他復活, 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基督⼗架因此不再被認為是塵封的歷史事
件, 我們不可再以歷史⼼態去認識這過去曾發⽣的事。對屬主的基督徒⽽⾔, 基督⼗架乃是活
畫在我們⼼中, 保羅對加拉太教會說:「耶穌基督釘⼗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加3:1), 這是

第  ⾴ (共  ⾴)4 5



現在進⾏式。同樣地, 上帝叫基督復活也不是過去的事, ⽽是現今活⽣⽣的事實; 基督不能被死
拘禁亦然。當我們知道上帝對耶穌所為進⾏解釋的意義之後, 知道復活的基督正在看著他的教
會, 教會⼜怎敢輕慢所為?

耶穌有所為的⼈⽣
耶穌沒有經歷死的痛苦, 上帝也就不需解釋這事; 換句話說, 上帝得以解釋耶穌的死, 乃因耶穌
有所作為之故。這什麼意思? 路加記,「(耶穌的)智慧和⾝量(年紀), 並上帝和⼈喜愛他的⼼, 都
⼀⿑增長」(路2:52), 這是五⼦登科的充分條件, 耶穌若按⼈的念想期望來設立他的⼈⽣計畫, 
他的⽣命註腳不過是吃喝嫁娶, 沒有什麼需要讓上帝親⾃加以解釋的作為。然, 耶穌很清楚上
帝的旨意, 他說:「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的事為念麼?」這話即是「豈不知我應當在我⽗的家裏
麼?」(路2:49)

我們有所為的⼈⽣
耶穌說:「挪亞的⽇⼦怎樣, ⼈⼦降臨也要怎樣。」(太24:37) 挪亞的⽇⼦, ⼈照常喫喝嫁娶, ⼈
⼦降臨⽇⼦, ⼈也照常喫喝嫁娶, 但主耶穌⾸先召喚到他寶座前的是教會與基督徒。上帝既然
解釋了耶穌的作為, 因著「⽗所作的事, ⼦也照樣作」之故(約5:19b), 主耶穌也照樣解釋我們的
作為, 彼得說:「他們必在那將要審判活⼈死⼈的主⾯前交賬。」(彼前4:5) 

主對我們作為要說的話沒有新的, 皆記在⾺太福⾳第⼆⼗五章, 也就是, 主將對那些良善, 忠⼼, 
⼜有⾒識的僕⼈說:「好, 你這⼜良善⼜忠⼼的僕⼈,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
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的快樂。...你們這蒙我⽗賜福的, 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豫備
的國。」(太25:21,23, 34) 所謂賺取相對之五千兩或兩千兩的事, 則記在路加福⾳⼗⼆章35節
的「你們的財寶在那裏, 你們的⼼也在那裏」之後的第36⾄43節, 請讀之。⾄於那些僕⼈被主
耶穌判為「⼜惡⼜懶, 無⽤的」(太25:26,30), 他們的作為則記在路加福⾳⼗⼆章第44⾄48節。

主耶穌判斷的標準就是按時分給屬他的⼈他這⽣命的糧, 使餓了的弟兄有得吃, 渴了的弟兄有
得喝(路12:42; 太25:35-45)。判斷後的結局是「這些⼈要往永刑裏去, 那些義⼈要往永⽣裏
去。」(太25:46)

上帝恩待教會, 將聖靈賜給教會, 教會就應聽基督之⾔,「保惠師, 就是⽗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
靈,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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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既來了, 就要叫
世⼈為罪、為義、為審判, ⾃⼰責備⾃⼰。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 為義, 是因我往⽗那裏去, 你
們就不再⾒我; 為審判, 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約14:26; 16:8-11) 彼得說:「若為作基督
徒受苦, 卻不要羞恥, 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上帝, 因為時候到了, 審判要從上帝的家起⾸。」(彼
前4:16,17) 何謂受苦? 請讀彼得前書四章10⾄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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