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of Sermon: 2021年 五⽉9⽇
⽗⽼基督徒的⽣命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2 分鐘

經⽂
約翰⼀書⼆章12-14節:「12⼩⼦們哪!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13⽗老
阿!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哪! 我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勝了那
惡者。⼩⼦們哪! 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14⽗老阿! 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認識
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哪! 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剛強, 上帝的道常存在你們⼼裏, 你們
也勝了那惡者。」

資深⾨徒的不信
上週我們講到, ⾨徒以過往看耶穌做事⽽得的經驗, ⽤之揣度耶穌對待拉撒路病了的事, 然耶穌
處理拉撒路事件⽤的新⽅法完全出乎⾨徒意料之外, 以致於⾨徒表現得荒腔走板, 他們曾有的
信⼼完全崩潰, 顯出不相信耶穌說的話, 且對耶穌⼝出指導之語。⾨徒已跟隨主三年半, 這些經
驗老到的⾨徒卻在拉撒路事件上栽了個⼤跟⽃, 舊經驗變成了他們的絆腳⽯, 不接受新經驗⽽
使他們的⽣命倒退, 遂想到今天的主題, 因為⼤多基督徒信主後必然有⼀天會成為資深基督徒,
那長時間跟隨主之後亦可能表現像⾨徒⼀樣, ⼼⽣不信。
今天講章是上週講章的的衍伸, 其中講的⼀些觀念是從未有⼈提過的, 所以, 請⼤家注意聽。

每⼀個屬主的基督徒必須看到的榮耀
我們讀著整本啟⽰完全的聖經, 想著⾨徒當時的表現實在⼼⽣後怕, 因為主在拉撒路事上清楚
的指⽰屬他的⼈必須因這事看到上帝的榮耀, 並看到他因這事得的榮耀, 兩者必須同時存在, 缺
⼀不可; 這樣的看⾒是屬他的⼈當有的救贖知識, 是與其他⼈分別出來的記號。先知以賽亞看
到的「主坐在⾼⾼的寶座上」的榮耀僅他得⾒(賽6:1), 但耶穌在此所說的榮耀是屬他的⼈都得
看⾒的榮耀; 換句話說, 沒有看到耶穌所說這榮耀的⼈就不是屬主的。我們看到, 主的智慧僅僅
以延遲兩天到伯⼤尼的簡單動作即成就此事, 讓我們看到上帝使死⼈復活, 亦看到上帝的兒⼦
決定何時使死⼈復活。(若教會裏有死⼈復活的事, 主事的牧師必將榮耀歸給上帝, 絕不會歸給
他⾃⼰, 連⼀點也不會, 這就顯明耶穌是上帝的兒⼦的事實。
保羅說上帝「從⼀本造出萬族的⼈, 住在全地上, 並且豫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徒17:26) 所以拉撒路的年限多少不是偶然, 既是如此, 拉撒路事件發⽣的時間點也不是偶然。
這事件發⽣的時間點是在受難週之前⼀週, 這時的⾨徒已是資深跟隨主的⼀群⼈, 聽主道多, 與
主相處的經驗豐; ⽗老基督徒活⾄耳順或隨⼼所欲之年, 也是聽道滿滿, 經驗多多, 因此更要注
意⾨徒在拉撒路事件上不信的表現。⽗老基督徒知此當⾃勉, 需不斷注入新經驗, ⽣命態度不
囿於成⾒, 不以既得的真理知識為滿⾜, ⽇⽇積累地認識主, 不⽌息的追求主, 以達就主耶穌要
我們所看到的榮耀。在這⽅⾯, ⽗老平信徒要比⽗老神職⼈員有福的多, 因為後者僵化難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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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義⼈⾝份站立
使徒約翰寫給⽗老的話是「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這是從基督徒在⼩⼦發展到少年後之
最後⽣命期, 這等⽗老基督徒的⼼竅必習練得通達, 能分辨好⽍(來5:14)。但⽗老基督徒若要達
到這樣成熟的⽣命, 就必須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 竭⼒進到完全的地步(來5:14-6:1a)。基督道理
的“開端”的同義詞是“根基”(來6:1b), 希伯來書作者明列根基中的諸般教訓, 其中有⼀項是“永遠
審判”(參來6:2b)。離開永遠審判的教訓, 我們不需在這教訓中打轉是什麼意思? 每⼀個基督徒
都知道⾃⼰的罪已經被主耶穌在⼗字架上流下的寶⾎洗淨, 都因信這耶穌⽽得上帝的稱義, 我
們「得贖乃是憑著基督的寶⾎, 如同無瑕疵, 無玷污的羔⽺之⾎」(彼前1:19)。因此, 得稱義的
基督徒將來不會以罪⼈的⾝份, ⽽是以義⼈⾝份站在主⾯前, ⼗字架上信主的強盜可為⼀明證,
有罪性的我們依然可以服事主是另⼀明證。使徒約翰對教會⼩⼦們說:「⼩⼦們哪! 我寫信給你
們, 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約⼀2:12

數算⾃⼰的⽇⼦
當⼈進入耳順之年後, 便開始數算⾃⼰的⽇⼦, 然基督徒與世⼈數算⽇⼦的切入點不同, 世⼈會
數算他所建立的帝國事業, 所得的名望貲財, 但基督徒不會憶往這些, 因為「世界上的事,...都不
是從⽗來的,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以及地上的財寶「有蟲⼦咬, 能銹壞」等觀念已
深植於⼼(參太6:19; 約⼀2:16,17)。⽗老基督徒甚⾄不會將在教會⽣活中曾經歷過的種種不快
放在⼼上, 因為知道那些是帶不進天國的, 這些年少氣盛所⽣發的事皆將煙消雲散, 滄海⼀聲笑,
拋⾄腦後。⽗老基督徒⼼中發想的是, ⾃⼰到底有什麼底氣可以安然站在主的⾯前,「在審判的
⽇⼦坦然無懼」(約⼀4:17b)? 想著過往在教會所為所積攢存於在天上的財寶有多少(太6:20a)?
那些可聽得基督的道, 可有天上的財寶卻離開的⼈, 必懊悔不已; 那些⽢願接受屬地信息的⼈也
必懊悔不已。(請注意, 約翰說的“審判的⽇⼦”與希伯來書說“永遠審判”, 兩者審判意義不同。

⼈向前看的本性
需知, ⼈是按上帝的形像樣式造的, 故⼈雖受造, 卻有無限發展的可能, 不會因死的阻隔⽽喪失
這本性。該隱是個實例, 當上帝咒詛該隱說:「你必從這地受咒詛, 你種地, 地不再給你效⼒, 你
必流離飄蕩在地上。」該隱聽了這話之後, 便對上帝說:「我的刑罰太重, 過於我所能當的, 祢如
今趕逐我離開這地, 以致不⾒祢⾯。」(創4:13,14a) 該隱所⾔正在為他的未來作準備, 我們⾒上
帝並沒有否認該隱這本性, 進⽽對該隱說:「凡殺該隱的, 必遭報七倍。」(參創4:11-15) 耶穌誇
獎不義的管家為他的將來的出路預作準備, 說他作事聰明(參路16:1-9)。
⼈今⽇之為乃是為了得著未來之福作準備, 那些受輪迴思想影響的⼈必存投好胎⼼裡, 即反應
出⼈這本性。基督徒活到⽗老階段時, 所思也是為他的未來, 想的是他⼈⽣下⼀個階段的事, 迴
盪在⼼頭的問句必然是「在基督裏的滿⾜」。基督徒年少時或不感到上帝存在的事實, 但年老
時必⽣發與主之間那⼀對⼀的強烈存在感, 這種存在感不在憶往過去做錯多少, ⽽是做對多少,
⾃⼰存了多少基督的⽣命。我在這裏所⾔的對與錯不是以⾃⼰或他⼈的眼光和標準定之, ⽽是
以主基督的話作為審度的量尺, 主說:「真理的聖靈來了, 就要為我作⾒證, 你們也要作⾒證。」
(15:26,27a
基督徒很喜歡詩篇65:11節作為他的禱告詞,「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
油。」然, 恩典的冠冕與脂油的下滴若不是更認識基督, ⽽匡以在世可⾒的財寶為證, 他到⽗老
年紀再⽤這節詩篇禱告即顯得枯燥乏味, 因冠冕頓時變成荊棘, 脂油頓時變成溝底油。

與主有經歷
與主有經歷是每⼀個基督徒必會承認的事, 故憶往過去與主的經歷是每⼀個基督徒年老時都會
做的事。談到經歷, 約翰寫的福⾳書的確是眾⼈與耶穌的經歷, 約翰福⾳第⼗⼀章就是最好的
例⼦, 眾⼈正在經歷耶穌處理拉撒路事件。從這⾓度來看今天基督徒所⾔的經歷, 有經歷, 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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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經歷, 沒神, 似乎並沒有錯。但請問各位, 約翰寫的書信納入或不納入聖經正典, 兩者有什麼
區別? 若約翰福⾳不納入聖經中, 該書信就是約翰個⼈與主耶穌經歷的回憶錄, 這樣, ⼈⼈寫說
與主的經歷, 並無不對; 千萬基督徒有千萬與主的經歷的記錄, 且個個可能都不盡相同。然, 這
樣的基督教就與佛教並無不同, 因為佛教認為⼈⼈都可寫佛書。
但, 約翰書信畢竟被納入聖經中, 書信內所記的經歷就不是個⼈歷史的紀錄那樣簡單。因聖經
是上帝的話, 所以, 這些經歷當是爾後世世代代基督徒經歷的模板, 也就是說, 我們對於主耶穌
所為的反應不外乎⾨徒當時的反應, 所有基督徒與主耶穌的經歷所承載的意義不出於這些經歷
啟發的意義。聖⽽公之教會成員因經歷相同, 彼此的相交就有交集, ⽽不顯陌⽣。
在這樣認知之下, 個⼈經歷就不是那麼重要, 即便那經歷甚是獨特, 不分享之亦可。傳福⾳若以
獨特經歷告訴對⽅, 他(她)必以其所信宗教的獨特經歷回抗之。是的, 經歷因是⾃⾝的, 故措辭
容易, 然為耶穌作⾒證⽽說上片時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為需要我們查考聖經, 晝夜思想基督所
說的話, 像⼀棵樹栽在溪⽔旁; 我們思想的經歷當是⾨徒的經歷。基督徒把⾃⼰的經驗都看成
是與上帝的經歷, ⾏事論事必以經驗導之。猶記曾來我們教會的⼈硬是灌注他們在過去教會的
經驗, 當灌注不成便悻然離去。

何必屬靈
今⽇教會稱經歷為「屬靈經歷」, 額加“屬靈”⼆字完全沒有必要的, 反⽽造成基督徒無謂的迷惘
與驕傲。現在論屬靈經歷已側重於禱告的應允, 僅看現象為上, 已然失去了“屬靈經歷”的意義。
耶穌說:「叫⼈活著的乃是靈, ⾁體是無益的,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命。」(6:63) 因
此, 基督徒與主的經歷就是信主耶穌的話, 吃他的⾁, 喝他的⾎。請注意, 當說⾃⼰的經歷是“屬
靈”經歷, 但卻不悟性思想基督的話, 那⼈必成為驕傲的⼈, 因是屬靈的。
今⽇神學訓練多樣, 可⾄神學院進修並取得學位, 可參加神學講座或短期訓練課程, 可參加主⽇
學, 可上網查資料, 聽講章, 可購書⾃修等等, 基督徒因此可以更有知識地來解釋聖經, 然請注
意, 我們勤於解釋諸書卷之後, 最後必須能解釋基督說的話, 以此作為認識聖經的明證。牧師傳
道是講道者, 他們必須以能解釋基督說的話來驗證⾃⼰是基督的僕⼈, 尤其是⽗老級的傳道
⼈。基督徒為平信徒時或可取任何章節教導他⼈, 但他⼀但立志作傳道, 他站上講台的第⼀篇
講道即決定了他未來服事的⽅向, 故講章必須以基督為中⼼, 使徒彼得之新約第⼀篇講道即定
下這規矩。

我們的福氣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當知⾃⼰比當時在現場的⾨徒更為有福, 因為當聖經啟⽰完全之後, 我們
可得眾⼈與耶穌經歷的諸⾯向。具體地說, 多⾺有他與主的經歷, ⾺⼤有她與主的經歷, ⾺利亞
有她與主的經歷, 各有各的感受, 但今⽇的我們卻可知得他們三⼈的經歷為何。我們不僅可得
屬主的⼈與主的經歷, 亦可得不屬主的⼈與主的經歷。
主基督這超乎經驗的作為如同篩⼦, 分別了屬主的和不屬主的⼈。在猶太⼤眾⽅⾯, 約翰記
「那些來看⾺利亞的猶太⼈⾒了耶穌所作的事, 就多有信他的」, 這“多有信他的”表⽰並不是所
有⼈都信。猶太⼈看耶穌⾏事如同看猴戲, 看完之後⼜⼝無遮攔, 說出來的話顯出對耶穌的不
信到了極致, 即便親眼看到拉撒路從墳墓走出來, 活⽣⽣的站在他們⾯前, 他們還是不信; 我們
也看到使徒猶⼤到最後還是不信。
我們從使徒約翰所記與主耶穌的經歷看到, 耶穌如何引導那些屬他的⾨徒, 與不引導那些不屬
他的⼈, 這兩者的差別在於有沒有主耶穌的話。最近看到撒⺟耳盧瑟福 (Samuel Rutherford,
1600-1661)說:「神的沈默是基督徒必須喝的苦杯當中。」然, 主基督不會對屬他的⼈沈默以
對, 必⽇⽇引導屬他的⼈深知他說的話。

第 3 ⾴ (共 4 ⾴)

穩定⽗老的⼼
要知道, 使徒約翰對⽗老基督徒所說“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的話, 最能夠穩定老年⼈浮躁的⼼,
是老年⼈最好的⼼靈導師, 使老年⼈做⼀個⼼理健康的⼈。老年⼈常⾒的⼼理問題可⾃Google
查得, 不外乎無⽤, 失落, 孤獨, 焦慮恐懼等等, 且老年⼈特別迷信, 有時⼀點風吹草動, 如家裏的
植物枯萎, 即擔憂不已。這些都是因為老⼈已經沒有底氣得以撐住, 但⽗老基督徒因認識那從
起初原有的, 他在基督裏⽣命的豐盛使得他無所畏懼, 因為主是信實的。 但請各位注意, 這不是
說說⽽已的事, ⽽是過去將上帝的道, 基督的話藏於⼼, 晝夜思想, 按時候結的果⼦。
昨⽇在⼀場研討會休息時間, 聽到年逾六⼗歲⾝為老師的基督徒彼此談話內容居然是「我怎知
⾃⼰是得救的」,「⼈⽣的意義是什麼」,「我的弟妹病危求壽」等; 前幾天還聽到⼀個耳順之
年的基督徒還在分享⾃⼰數⼗年前如何信主, 將⾒證焦點放在⾃⼰⾝上。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
你(妳)邁入⽗老級之後, 倫理與⽂化的氛圍已經沒有⼈願意指正你(妳)的錯誤, 你(妳)將帶著⾃
⼰的錯誤度餘⽣, 除非你(妳)願意接受新經驗, 願意再聽傳道⼈講論關乎基督的道。有⼈說, 等
我盡全社會責任之後再好好思想聖經, 或進神學院就讀, 但沒忘了, 你的⾝體功能已⼤不如前。

尾語
使徒約翰勸勉少年⼈, 也就是平信徒, 說:「少年⼈哪! 我曾寫信給你們, 因為你們剛強, 上帝的
道常存在你們⼼裏, 你們也勝了那惡者。」(約⼀2:13b.14b) 上帝的道有基督, 惡者就是引誘講
上帝的道的⼈不提基督。基督說:「復活在我, ⽣命也在我, 信我的⼈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凡活
著信我的⼈必永遠不死。」(約11:25,26a) 基督徒知道⾃⼰會復活, 但也須知道復活後必須要有
基督的⽣命。⽽這是⼀句話, ⽗老基督徒是否得著上帝全然的愛,「愛裏沒有懼怕, 愛既完全, 就
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 懼怕的⼈在愛裏未得完全。」(約⼀4:18; 或參約⼀4:1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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