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1年 ⼀⽉3⽇ 

使徒彼得受聖靈的記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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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3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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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這話, 就向他們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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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傳1:8節:「聖靈降臨在你們⾝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
瑪利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證。」 
使徒⾏傳2:4節:「五旬節到了...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前⾔
今天是2021年第⼀個主⽇, 過去⼀年, 我們完成了從2013年九⽉15⽇開講的「基督復活的那
⽇」主題, 以主的第五次的顯現作為結尾。主耶穌在第五次顯現的 後⼀句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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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順勢在五⽉與
六⽉兩個⽉的時間解釋⾺太福⾳第⼗八章整章, 因為主在該章亦說出賜權柄的話來。因著基督
使⾨徒受聖靈之故, 我們便以彼得為例, 以他在新約第⼀篇講章來查究受聖靈的⼈當有怎樣的
記號, 以正視聽。

主耶穌在那⼀天的所⾔所⾏供給我們這七年靈糧, 他實在是我們⽣命的主; 我們也因以這⼀天
為主軸之故, 亦順勢講解了以賽亞書第56章, 詩篇第22篇, 第110篇, 以及其他如以半年時間講
基督與猶⼤, 因此也看到整本聖經為基督作⾒證。保羅說:「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
惡。」(弗5:16) 這“愛惜光陰”的英譯是“redeeming the time”, 我們真的遵守使徒這教訓, 故可
「誇⼝的, 當指著主誇⼝。」(林前1:31) 摩⻄亦說:「我們⼀⽣的年⽇是七⼗歲, 若是強壯可到
八⼗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 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去。」(詩90:10) 試想, 我們
七年前不做這件事, 就沒有機會講這些道, 真的就轉眼成空, 年⽇如⾶⽽去。我們必須求上帝指
教怎樣數算⾃⼰的⽇⼦, 好得著智慧的⼼(詩90:12)。

我們花近七年時間專注在這主題上堪稱教會創舉, 然我們教會在過去這七年並不是完全順遂, 
反⽽經歷了⼀次巨⼤的動盪。有⼈帶著錯誤的教訓進來, 有⼈不接受講道內容對其錯誤信仰的
規勸, 多⼈因⽽離開了教會。這些離去的⼈憑著他們的⾃由意志決定去向, 但也因此失去聽道
的福份, 他們亦不得讀思講章內容, 因為他們藐視我們的教會。唐崇榮牧師曾說過, 上帝不施恩
給⼀個⼈, 就先讓那⼈藐視講道的⼈, 這句話⼀點也沒錯。這些⼈不知感恩, 以為⾏了⾦錢奉獻
對教會的⼀切持理所當然的態度, 後卻失了恩。

主說:「你們查考聖經, 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 給我作⾒證的就是這經, 然⽽, 你們不肯到我這
裏來得⽣命。...凡⽗所賜給我的⼈必到我這裏來, 到我這裏來的, 我總不丟棄他。...若不是差我
來的⽗吸引⼈, 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 到我這裏來的, 在末⽇我要叫他復活。」(約5:39,40; 
6:37,44) 我們已看到且也必看到這些話的實際。⾔於此, 傳道⼈若有主的⽣命, 必有這樣要⼈
聽他所講的氣魄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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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知道, ⽂玲去年得⼤腸癌, 住院開⼑近⼀個⽉, ⼒瑋披薩店開張, 我本⾝亦有研究⼯作, 
然, 這些事並未動搖我們完成這主題的步調, 我們依然昂⾸邁步前⾏, 每篇講章皆以⽂字和語⾳
⽅式放在教會網站, 供全世界公評。這使我我想到上帝的創造與天使的墮落, 天使是受造物, 必
然在那六天中的某⼀⽇被造,  也必在六天中的某⼀天墮落, 然上帝不因受造天使的背叛⽽停⽌
祂創造的動作。

或許有⼈不以為然, 認為教會有許多活動, 講道不過是其中⼀項; 基督徒聚會久了總愛定義教會
必須要具有些什麼才算是教會。鍾⾺⽥ (Martyn Lloyd-Jones, 1899-1981)在所著之Preaching 
& Preachers (Zondervan, 1972) ⼀書中, 第⼆章No Substitute第⼀段就寫說:「Preaching i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Church and therefore of the minister of the Church, that everything 
else is subsidiary to this. 講道是教會 主要的事, 是教會的職事, 其他事⼯皆當輔助之。」然
作者⼜說, 他卻看到教會不重視講道, ⽤其他各類活動代替之。這是五⼗年前說的話, 也正是今
⽇教會的寫照, 如教會重視禱告會甚於主⽇講道。

前兩講回顧
我們稍加回顧「使徒彼得受聖靈的記號」主題前兩講的重點。耶穌「把⼿和肋旁指給他們
看」, 才向⾨徒吹⼀⼝氣, 使他們受聖靈, 也就是, 唯有釘痕與槍傷的耶穌才可使⾨徒受聖靈, 這
就是聖靈來到世界的基礎, 亦是聖靈上帝得以住在有罪性的信徒裏⾯的基礎。聖靈以此基礎作
⼯, 絕不離棄凡⽗所賜給基督的⼈, 聖靈在聖徒⾝上⼯作的重⼼必然是被釘的基督。屬基督的
教會必傳講基督的死與復活, 不講之則是無聖靈的教會, 無論那教會是福⾳派或是靈恩派。

深刻認識聖靈是誰, 以及聖靈⼯作重⼼當屬使徒約翰, 但聖靈上帝卻將新約時代第⼀篇講章交
給彼得。彼得為何得此尊榮? 彼得是使徒之⾸固然是原因之⼀, 但他對主積極正⾯的回應才是
主要原因。主耶穌的第七次顯現時, 彼得與其他⾨徒正在捕⿂, 聽到約翰說岸上對他們講話的
是主, ⾚⾝的他不顧網中⿂, 立即束上⼀件外衣, 跳入海中, 游上岸⾒主(約21:7)。後, 主耶穌三
問彼得「你愛我嗎?」並委以「餵養我的⽺」之責, 完成了主的話⽽來的試煉。這兩件事即告
訴我們, 彼得受了主耶穌所賜聖靈之 基本的記號就是愛主, 以及愛主的⽺, ⽽這兩者是同顯
的。我們的⼼如何, 主是知道的。

今⽇教會追求⼤, ⼈數要多, 但為⾸的主任牧師若不愛傳講基督的死與復活, 副牧師(們)敢講嗎? 
主耶穌責備⼈數多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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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3:15) 量不能證明
有聖靈, 道才能。

彼得與其他使徒經歷了⼈類歷史唯⼀聖靈降臨的異象, 但他們明⽩聖靈⼯作的導向就是要他們
為基督作⾒證, 其餘的⼤可不⾔。當他們定了⼼意, 且有了純⼀的⼼志之後, 遂可解答聽者對耶
穌認知上的錯誤。今⽇每間教會都有解釋聖經權, 然各教會教訓卻是混亂, 使多數基督徒無所
適從, 聽完了道卻依然不認識經⽂意義。教會牧師⾝負解釋聖經之責, 但卻懼怕會眾問他聖經
精意, 教會保皇派弟兄或姐妹常阻⽌會眾請教牧師, 瞎眼的理由是“牧師太忙, 不要去煩牧師”。
講道者引經卻不解經, 也不敢回答基督徒疑難, 任誰都無法相信他是受了聖靈的⼈。

我們亦提到, 受了聖靈的彼得能夠將⾒證基督的道完整地陳述出來。以他的第⼀篇講道為例, 
其中⼼信息就是,「以⾊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 你們釘在⼗字架上的這位耶穌, 上帝已經立他為
主, 為基督了。」(使2:36) 彼得⽤了三段論述才將這信息表述完整。唐崇榮牧師去年(2020)聖
誕節主題是「更豐盛的⽣命」, 他⽤了四次時間才講完。

為此我們亦提到主⽇講台, 謂那些採多⼈講⽅式的安排實不能造就會眾, 就連講員⾃⼰也不得
造就, 反⽽⽣發⾃傲之⼼, 凡站過講台的弟兄或姐妹乃是⼀群內⼼ 為剛硬, 規勸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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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請講員, 難得在他們⾝上看到保羅的風範,「弟兄們! 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 並沒有⽤⾼⾔⼤
智對你們宣傳上帝的奧祕,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
⼗字架。」(林前2:1,2) 旅⾏佈道的保羅可寫信給教會, 但外請講員不⾏, 也沒有。

我們⼜提到, 受了聖靈的⼈看聖經是⼀本活的書, 是上帝的話, ⽽不是歷史性的⽂字記錄。就彼
得⽽論, 他講道時仿似基督的寶座就在現場, 他看⼤衛與基督的關係等同於他與基督的關係, 所
以彼得認識到基督就是⼤衛指的基督。

有聖靈的⼈必然是個有勇氣的⼈
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並未放棄舊約聖經, 反⽽以之為本來建構他的講道主軸。(今⽇基甸會僅發
送新約聖經, 美其名是廣傳福⾳, 使⼈好攜帶⼩本新約聖經, 這絕不是受了聖靈之後的⼈的作為, 
況且整本聖經是上帝的話, 他們無權分割之。) 我們看到, 彼得這⼀篇講道中引的經⽂都是舊約
的, 他向猶太⼈講的話如舊約經⽂, ⼤衛, 耶穌等, 都是他們所熟悉的, 是他們深刻記憶中的⼀部
分, 不可能抹去。彼得論述的經⽂是猶太⼈已經內化在他們⽣命裏的第16篇與第110篇詩篇, 使
徒如此佈道是極有勇氣的作為, 是有聖靈的⼈的表現。

⼆⼗世紀以降, 有⼀個字主宰了我們的思維與經濟活動, 那個字就是“新”, 連神學院教授的升等
與博⼠學位的取得, ⾒解也必須要新才能過關, 教會的取名也要不同於傳統教會。我們華⼈是
認祖歸宗的⽂化, 有落葉歸根的思想, 但做起教會事卻不是如此, 靈恩派教會無法指出師承何處, 
無法告訴我們他的祖宗是誰, 福⾳派教會也不遑多讓, 已忘本了。試問, 若沒有改教運動, 我們
現在還會是基督徒嗎? 豈不都是天主教徒?

但彼得的講道不是如此, 其中沒有新說, ⽽是正解已啟⽰的舊約聖經。教導並解釋舊約聖經是
猶太⽂⼠與法利賽⼈的⽇常, 當使徒解釋舊約聖經之時, 就是在這些⼈的頭上動⼟, 與這些⼈正
⾯對決。猶太⼈聽到這些他們所熟悉的經⽂, 必以他們既有的理解來審視彼得的解釋。無論從
那個⾓度看, 這位漁夫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對基督復活的睿⾒與智慧, 是地位崇⾼的祭司長遠遠
不及的, 後者雖位⾼權重, 但就是沒有聖靈。這是今⽇教會牧師圈絕不可能發⽣的事, 年輕的不
敢超越, 年長的壓抑敢超越的。

受了聖靈的彼得妥切的擇選舊約聖經關乎基督的經⽂, 因此, 講道者當注意那些不能⾒證基督
的(舊約)講章是無⽤的。譬如說, 論夫妻關係, 有⼈會選創世記⼆章21-25節中之「...這是我骨
中的骨, ⾁中的⾁, 可以稱她為女⼈,  因為她是從男⼈⾝上取出來的, 因此, ⼈要離開⽗⺟與妻
⼦連合, ⼆⼈成為⼀體...。」那些與配偶你儂我儂關係的講道者必然講的⽣動, 令聽者羨慕他
(她)與妻⼦(丈夫)彼此之間相合融洽, 但因講章不論及基督, 故聽者不會因他們的相愛⽽認識基
督。

題到立約, 如不再⽤洪⽔⾏毀滅⼈類及其他的被造物的挪亞之約(創9:8-19), 後裔如同地上的塵
沙那樣多的亞伯拉罕之約(創14:16), 遵守⼗誡為得福依據的摩⻄之約(出19-23章), 國永遠堅立 
的⼤衛之約(撒下7:12-15)等等, 若題了這些約的⽬的僅是知有這些約的存在與其內容, ⽽不知
這些約與基督有何關係的話, 聽者知道了這些約僅是頭腦中的知識⽽已。

論朋友關係, 會題「約拿單的⼼與⼤衛的⼼深相契合, 約拿單愛⼤衛, 如同愛⾃⼰的性命。」(撒
上18:1) 論教會弟兄姐妹的關係, 會題「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詩
133:1) 甚⾄, 論姦淫必題⼤衛與拔⽰巴。論孝順, 必題⼗誡的第五誡,「要孝敬⽗⺟, 使你在主
你的上帝賜給你的地上得享長壽。」(出20:12) 以及保羅說的「你們作兒女的, 要在主裏聽從⽗
⺟, 這是理所當然的; 要孝敬⽗⺟, 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 這是第⼀條帶應許的誡命。」(弗6:1,2)
但若論這些關係時無法論及基督, 則無益於屬靈⽣命的成長, 我們亦不能視講道者是受了聖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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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請各位思考⼀個基本的問題就是, 講道的⽬的是什麼? 聽道的⽬的⼜是什麼? 為什麼今
⽇講道者顧前顧後, 顧會眾的流失, 沒有如彼得般的勇氣? 保羅之三問:「我現在是要得⼈的⼼
呢?」還是「要得上帝的⼼呢?」「我豈是討⼈的喜歡麼?」正打中今⽇講道者的死穴, 基督的
⼗字架是令⼈討厭的(加5:11b), 牧師傳道為得⼈的⼼⽽不願講之。保羅明訓「若仍舊討⼈的喜
歡, 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了。」(加1:10) 箴⾔25:26節說:「義⼈在惡⼈⾯前退縮, 好像趟渾之
泉, 弄濁之井。」

有聖靈的⼈可有機性地連結關乎基督的經⽂
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他知道如何將舊約聖經關乎基督的經⽂作有機性的連結, 因為耶穌是解釋
舊約聖經的唯⼀鑰匙。彼得第⼀篇講道中先引詩篇第16篇, 後再引第110篇, 這兩篇詩篇都是⼤
衛寫的, ⽽保羅引詩篇第16篇時乃是與第2篇⼀起解釋之(參使徒⾏傳第⼗三章), 這兩位使徒引
詩篇所論均指向基督。

使徒既將詩篇第16篇與另⼀詩篇⼀起解釋, 故我們就不能單獨解釋詩篇第16篇。若我們執意非
要單獨解釋詩篇第16篇, 為的是要以⼤衛的靈性作為我們的榜樣, 以他為典範, 我們即犯下兩項
錯誤: ⼀是, 我們已經違背了彼得這篇講道所定的基礎, 將焦點轉回到⼈⾝上, 不在看⾒基督; 另
⼀是, 我們還必須如⼤衛般認定⾃⼰在上帝⾯前是個聖者, 不再認為⾃⼰是個蒙恩的罪⼈。這
樣的傳道者論基督時, 尤其在認識基督的⼈性上, 必顯偏差。

(註: 我曾⾒某傳道⼈說,「耶穌渾然不知上帝會離棄他, 他說, 就耶穌的⼈性⽽論, 恐怕他不知道
在他 後、 需要神的時候, 神竟是離他⽽去。」這是多麽荒謬的⾔詞, 是不認識基督⼈性先
存的實例。耶穌要承擔⼈的罪, 上帝離棄他是必然的事, 耶穌怎可能不知? 我們明⽩耶穌呼喊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為什麼離棄我?」之意必須先認識耶穌是上帝的兒⼦, 他說的話不是他
個⼈的陳述, ⽽是關乎萬⺠的, 因上帝必離棄罪⼈。)

有聖靈的⼈必捨去原來的⼰
猶太⼈在耶穌⾯前傲於⾃⼰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詡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8:33), 但同樣⾝為
猶太⼈的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遂將先祖從亞伯拉罕為⾸轉以先祖⼤衛為⾸。然, 無論是傲於先
祖亞伯拉罕, 或是先祖⼤衛, 都會產⽣⺠族性的驕傲, 彼得因此必須傳揚⼤衛的後裔, 也就是上
帝曾向⼤衛起誓坐在他的寶座上的這位後裔, 作為聽者猶太⼈的信仰中⼼。

以基督(⼤衛的後裔)為中⼼的信仰必去除⺠族性的驕傲, 從關注⾃⼰⺠族的發展轉為普世性的
關懷。保羅說:「不分猶太⼈、希利尼⼈, ⾃主的、為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
成為⼀了。」(加3:28) 基督徒以⾃⼰的種族為傲本就是⾃然的事,  但保羅這句話明⽩地告訴我
們, 將來基督徒相處的對象是各⽅、各族、各階級的⼈, 驕傲的⼈必難存其間。

⻄⽅傳教⼠因出於第⼀世界的先進國家, 常不經意地顯出⻄⽅⼈的傲慢, ⽂化⾼的⺠族易輕蔑
⽂化低的, 富者下看貧者, 脫貧者樂踩為奴的, 故我們當留⼼⾃⼰對⼈的看法, 這些出於⼰的傲
慢不可不防。如果我們不儆醒這事, 將來遇⾒耶穌的先祖喇合該如何⾃處? 基督徒對於⼈犯罪
後的⾔語評論相當激烈, 常顯疾⾔厲⾊, 這與他奢於或不能施恩惠的本性無法相匹配, ⼼態如那
些⽂⼠和法利賽⼈帶⾏淫的婦⼈來⾒耶穌⼀樣, 仗著摩⻄律法發⾔。

⼤家都知道彼得與巴拿巴, 以及猶太⼈同伴隨夥裝假的事(參加2:11-13), 彼得於五旬節被聖靈
充滿, 但這時卻無, 可⾒⺠族性的傲慢深埋在我們骨⼦裡, 難以對付。若我們固執地認為我們⼈
種優於其他, 或迷戀我們的階級, 誠然違背主說的,「誰願為⾸, 就必作你們的僕⼈, 正如⼈⼦來, 
不是要受⼈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並且要捨命, 作多⼈的贖價。」(太20:27,28)(注意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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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聖靈的⼈論道的態度是堅定的
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他講道的態度是堅定的, 穩如磐⽯, 並且句句論基督的⾔詞皆是肯定句, 說
話亦沒有模擬兩可。不僅如此, 使徒要聽者注意聽他所論的基督, 好使聽者與基督產⽣⼀對⼀
的關係。講道者不是在介紹⼀個偉⼤的⼈物, 他的名字叫耶穌, 講道也不是供聽者作屬靈⽣命
的參考, ⽽是要他們信。

有聖靈的⼈不看⾃⼰的羞辱
彼得受了聖靈之後, 已不再看他三次否認主的羞辱。雖然這羞辱依然是他⼈⽣記憶的⼀部份, 
但是已經不成為他傳揚主的障礙。每個⼈都有⾃⼰罪的歷史, 尤其是否認或錯認主的歷史, 但
若他悔改之後戮⼒傳揚死⽽復活的主, 卻有⼈拿他的過去詆毀諷刺之, 這⼈是當受咒詛的, 因為
他正在阻擾基督的道的傳揚。

附註: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擷取啟⽰錄
因此, 改變⼈屬靈既有觀念的唯⼀外來⼒量就是聖靈。既然主耶穌是永遠得勝的君王, 那麼, 教
會必要傳這得勝的信息, 以下列舉啟⽰錄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得勝的, 我必將上帝樂園中⽣命樹的果⼦賜給他
喫。(啟2: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得勝的, 必不受第⼆次死的害。(啟2:11)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 得勝的, 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 並賜他⼀
塊⽩⽯, ⽯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 沒有⼈能認識。(啟2:17)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衣, 我也必不從⽣命冊上塗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前, 和我⽗眾使者⾯
前, 認他的名。(啟3:5)
得勝的, 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作柱⼦, 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 我⼜要將我上帝的名和我神
城的名, 並我的新名, 都寫在他上⾯。(啟3:12)
得勝的, 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勝, 在我⽗的寶座上與他同坐⼀般。(啟
3:21)
得勝的, 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上帝, 他要作我的兒⼦。(啟21:7)

第  ⾴ (共  ⾴)5 5


	Date of Sermon: 2021年 一月3日
	使徒彼得受聖靈的記號 (3)
	經文
	前言
	前兩講回顧
	有聖靈的人必然是個有勇氣的人
	有聖靈的人可有機性地連結關乎基督的經文
	有聖靈的人必捨去原來的己
	有聖靈的人論道的態度是堅定的
	有聖靈的人不看自己的羞辱
	附註: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擷取啟示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