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1年 九⽉5⽇ 

反加恩之被召者 (1)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 
約翰福⾳20:25a節:「那些⾨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主了。』」 
約翰福⾳1:16節:「從他(基督)豐滿的恩典裏, 我們都領受了, ⽽且恩上加恩。」 
⾺太福⾳20:16節:「這樣, 那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了。(有古卷在此有“因為, 被召
的⼈多, 選上的的⼈少。”)」(亦⾺太福⾳19:30和22:14節, ⾺可福⾳10:31節)

上週回顧
今天主題是上週主⽇主題的延伸, 不列在耶穌第六次顯現主題序號之內。上週題到, ⾨徒以欣
喜興奮的⼼情吿訴多⾺, 他們看⾒復活主了, 這⼀動作簡單無比, 是屬靈成長的關鍵動作, 且是
每個基督徒都可以做的。⾨徒分享屬靈恩典正是約翰所說的,「從他(基督)豐滿的恩典裏, 我們
都領受了, ⽽且恩上加恩。」(約1:16) ⾨徒這麼做, ⽣命必成長, 反之則不。使徒這⼀句話必須
整句讀之, 這樣才可得完整的恩典, 即領受基督豐滿恩典後, 還須恩上加恩, 這個須是必須; 基督
徒印證⾃⼰處在基督恩典中, 就必須⾏在恩上加恩的道路上。

與⼈分享恩典是加恩, ⾃⾝越發認識聖經啟⽰的基督也是加恩, 兩者相輔相成。我們的⼝說出
“神”容易, 但說出“耶穌”或“基督”是不容易的; ⼼中認上帝是主是容易的, 但認基督是主卻不容
易。然, 走在恩上加恩的道路上, 認耶穌為主不再扭扭捏捏, ⼝說耶穌變得⾃然容易。

上週我們還提到, 牧師傳道每週每⽇讀經時數遠多於其他⼈, ⼝講聖經的機會亦多於其他⼈, 所
以, 牧師傳道應是讓⼈直覺直看他(她)就是走在加恩道路上的⼈, 是教會裏顯出恩上加恩之福最
具體的範例。牧師傳道的主要責任就是按時分糧, 做⼀個忠⼼, 良善, ⼜有⾒識的僕⼈, 這按時
分的屬靈的糧就是基督, 靈糧必須有基督的⾁和基督的⾎。主說:「我就是⽣命的糧, 到我這裏
來的, 必定不餓, 信我的, 永遠不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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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喫我⾁, 喝我⾎的⼈就有永⽣, 在末⽇我要叫他復活。」(約6:35,53,54) 

這是主基督明⽰今⽇得永⽣, 末⽇得復活的條件, 牧師需傳這永⽣之道, 平信徒亦需要求牧師傳
這永⽣之道, 兩者若不關⼼⾃⼰永⽣的事, 爾後必無份於頭⼀次的復活; 不在頭⼀次的復活的復
活將準備承受永死。啟⽰錄20:4-6節說:「我⼜看⾒幾個寶座, 也有坐在上⾯的, 並有審判的權
柄賜給他們。我⼜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證, 並為上帝之道被斬者的靈魂, 和那沒有拜過獸
與獸像, 也沒有在額上和⼿上受過他印記之⼈的靈魂, 他們都復活了, 與基督⼀同作王⼀千年。
這是頭⼀次的復活, 其餘的死⼈還沒有復活, 直等那⼀千年完了。在頭⼀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 
聖潔了, 第⼆次的死在他們⾝上沒有權柄, 他們必作上帝和基督的祭司, 並要與基督⼀同作王⼀
千年。」讀了這段經⽂之後, 頓時發現走在恩上加恩的道路的必要性。(請⼤家⽤紅筆畫「給耶
穌作⾒證, 並為上帝之道被斬者的靈魂, 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 也沒有在額上和⼿上受過他印
記之⼈的靈魂」這段經⽂, 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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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召的⼈多, 選上的⼈少
主以⼀句話總結恩上加恩當是我們的⽣命寫照, 他說:「被召的⼈多, 選上的⼈少, (或, 在後的將
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信耶穌的基督徒雖在救恩歷史的線上, 但不能處於被召的安逸中, 
還須知道⾃⼰是不是在“選上的”之列。符類福⾳皆記這句話, ⾺太福⾳有三處(參太19:30; 
20:16; 22:14), ⾺可福⾳⼀處, 路加福⾳僅⼀處明寫「只是有在後的, 將要在前, 有在前的, 將要
在後」(路13:30), 另⼀處與⾺太福⾳19:30節的背景相同, 卻沒有寫下這句話(參路18:18-30)。
今天講道的主題定為「反加恩之被召者」, 因為要⼤家注意耶穌講這句話的對象不被選上的原
因, 好讓我們不要⾏在他們反加恩的道路上。

我先解釋⾺太福⾳的三處聖經, 爾後再解釋路加福⾳13:1-30節所記, 後者背景與⾺太福⾳所記
完全不同。耶穌在⾺太福⾳說這話的背景分別是, 少年⼈問及永⽣⼀事, 彼得問跟從主所得為
何, 葡萄園作⼯者的埋怨, 以及王處理那沒有穿禮服的賓客等。每⼀處的核⼼⼈物只有兩位, 即
耶穌和對⽅, 這意謂著我們需注意⾃⼰是否正處在其中⼀位的狀態中。

⾺太福⾳19:16-30節 (⾺可福⾳10:17-31節), 少年⼈與彼得
這段聖經兩位主要⼈物, ⼀是少年⼈, 另⼀是彼得, 這兩⼈皆是蒙神恩典的⼈, 他們可說是教會
的代表⼈物, 其中少年⼈是不跟從耶穌的代表, 彼得則是跟從耶穌的代表。不跟從耶穌的少年
⼈可以說走就走, 隨意離開耶穌, 但耶穌給跟從他的彼得並不是安逸的應許, 他當付上的代價是
巨⼤的。

少年⼈
少年⼈領受了舊約聖經之道, 著實是⼀個蒙受上帝恩典的⼈, 我們不要以為勤讀和愛讀聖經是
⾃發的⼼志與興趣, 其中有著上帝恩典滴油的痕跡。這位少年⼈不僅讀, 還⾏出這道, 戮⼒遵守
上帝之不可殺⼈, 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 不可作假⾒證, 孝敬⽗⺟, 愛⼈如⼰等諸誡命。耶穌表現
出對這少年⼈的喜愛之情(可10:21a), 要少年⼈跟從他, 欲加恩於他。然, 這少年⼈卻不願意走
在主所賜之加恩道路上, 接受耶穌為他的救贖主, 只因耶穌要他變賣所有的, 分給窮⼈。驚哉, 
少年⼈不願走上加恩之路的關卡居然是⾝外之物。(⼈不願受洗成為基督徒的關卡常是⾦錢奉
獻。)

按理說, 少年⼈既遵守上帝誡命, ⼜有官位可實際操練他所認識的誡命, 知⾏併⼒, 理應比他⼈
更有智慧, 更知道取捨之道。但事實顯明, 這兩者的加成並沒有帶給少年⼈屬天智慧, 有屬靈的
分辨⼒。⼀個遵⾏上帝律法的⼈卻無法產⽣屬天的能⼒, 可⾒, 律法的功⽤僅叫⼈知罪, 無法在
上帝⾯前稱義(羅3:20)。

看少年⼈, 再看教會神職⼈員, 個個是敬拜上帝的⼈, 且有舞台可實際傳揚他們所認識的上帝, 
理應比⼀般信徒更有智慧, 更知道上帝的命令, 並執⾏之。但事實顯明, 全職事奉並沒有帶給神
職⼈員屬天智慧, 有屬靈的分辨⼒, 絕⼤多數長年受制於靈恩假象⽽不知逃離, 嘴上只知“耶穌”
兩個字, 忘了這名的基本意義,「他要將⾃⼰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太1:21b)。事實證明, 主
⽇論基督的講章已經越來越少。

看少年⼈, 再看我們接受中國⽂化洗禮的⼈, 我們這未接受上帝啟⽰的⺠族, 雖可培育出如與⼈
為善, 和氣, 禮數, 無爭, 內斂等性格,  然即便成了⼀個泱泱儒者, 也絕不可能產⽣屬天的能⼒來
接受救贖主耶穌。接受啟⽰的少年⼈無法產⽣屬天的能⼒, 更何況我們無上帝啟⽰的華⼈。我
們傳基督福⾳, 試圖迎合中國⽂化的⼝味, 以為這樣可使更多華⼈不反對福⾳, 但終歸是無⽤
的。基督是道, 他不可能妥協, 聖靈是基督的靈, 蒙⽗所差, 也不可能妥協, 所以, 我們若降卑以
求, 絕不是走在基督加恩的道路上, ⾄終得到的是基督不認識我們的判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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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彼得聽了耶穌與少年⼈的對話, 看到少年⼈不跟從耶穌之後, ⼼想他跟從耶穌理應有獎賞, 因⽽
抓住機會問主,「看哪! 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 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耶穌並未責備彼得
跟從他要得獎賞的動機, 反可認可之,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這跟從我的⼈, 到復興的時候, 
⼈⼦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你們也要坐在⼗⼆個寶座上, 審判以⾊列⼗⼆個⽀派。」

在此要提⼀下得獎賞的動機, 許多⼈受了康德的影響, 或以太現實為由, 以為有動機是不好的, 
無慾才是⾼尚的, 然, 這是違反⼈性的。看看基督徒不求天上的獎賞, 以致對於教會⽣活只求當
下的飽⾜與應許, 進那間教會都⼀樣, 聽不聽得基督的真道沒差。

彼得可與主同握審判權, 這是何等⼤的尊榮, 遠超乎任何⼈可以求的, 可以想的。然, 耶穌告訴
彼得他要得這尊榮需要付上相當的代價, 主說:「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親, 
⺟親, 妻⼦, 兒女, ⽥地的, 必要得著百倍, 並且承受永⽣。」若有⼈直解耶穌對彼得說的諸撇
下, 他是個愚昧的⼈, 不僅違背了這話的精意, 同時還觸怒並搖動了中國⽂化的五倫根基。若真
是如此, 耶穌在⼗字架上為何將他的⺟親交給約翰奉養? 保羅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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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不為假
(參弗6:1,2)? 

不得亂解撇下之意
若有教會牧師真的直解耶穌的諸撇下, 他不僅不誠實, 還為⾃⼰遭來不必要的困惱。牧師真的
是⾃⼰所解釋的撇下之⼈? 當牧師在講台上以此激勵基督徒當撇下這⼀切來跟從主, 倘若基督
徒會眾相信了牧師這解釋, 個個都撇下耶穌所說的⼀切來跟從主, 請問, 牧師會欣慰⾼興, 還是
眉頭深鎖, 開始憂愁起來? 會眾當中的三⼈若這麼做必令牧師⼀個頭, 兩個⼤, 擔⼼他們的薪⽔
從何⽽來, 更何況若是所有會眾都這麼做, 教會豈不是要跨台了? 有些基督徒受耶穌這話的影響
⽽願意成為全職傳道⼈, 這是他個⼈的感念, 我們還必須看他傳道的⼯作是否尊基督為主。

若牧師將撇下之意局部化解釋, 謂撇下⼀切, 不顧家⼈反對, 就是要來教會聚會, 但我要問, 就單
單這麼⼀個舉動就可以坐寶座⾏審判? ⼀週僅主⽇幾個⼩時就可以與主同作王? 假設你是君
王, 你的兒⼦每週僅與你吃⼀次飯, 平常卻不學無術, 不精練各項才能, 試問你會將整個江⼭交
給這兒⼦嗎? 事實上, 我們可以這問來看今⽇所有對耶穌諸撇下的解釋, 即發覺極度不對等, ⼩
舉動與⼿握審判權的不對等。

撇下之意
那麼, 主所⾔諸撇下何意? 主耶穌說的這些⼈乃是構建⼀個⼈的世界觀, ⼈⽣觀, 價值觀等三觀
的主要來源, 然這些⼈的本質皆是屬地的, 即便⼀個⼈⽣在國學泰⽃, 或王室富賈之家, ⼼中所
關注的皆是地上的事。即便我們將坐寶座⾏審判如此尊榮的報酬獎賞明擺於前, 這些⼈皆不以
為意, 不在乎, 不看重, 甚⾄視之為荒謬, 無稽之談。耶穌已說⼈有賺得全世界的雄⼼, 也就是, 
屬地的價值當然可以充滿⼀個⼈的⼼思意念, 亦可使⼈得著滿⼼的喜悅, 然因是屬地的, 喜樂之
⼼不會長久; 最親密的家庭關係終有褪⾊的⼀天, 世上的成就終被淡忘。Tim Cook 使Apple市
值在⼗年內翻倍, 現誰還懷念Steve Job?

再解讀少年⼈
我們知主耶穌的撇下之意後此, 我們再解讀少年⼈的表現, 即察覺到遵⾏上帝律法的⼈所建立
起的三觀居然是屬地的, 關⼼地上財物的去留甚於關⼼天上的主。教會要求會眾守規矩, 在教
導上帝律法之餘, 是否注意到這事實? 學⽣若表現卓越, 他(她)必是老師的驕傲。基督徒會眾⼒
⾏上帝的律法, 個個⾯露正義, 這必是教會的驕傲, 牧師在外走路必有風。基督教若出了幾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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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縣市長, 基督教的聲望頓時揚升, 這時誰還會關⼼會眾是否跟隨耶穌? 傳揚上帝律法的
優越性⽽親⾝感受到的榮耀加⾝, 誰還在乎基督⼗架福⾳?

華⼈基督徒很會守規矩, 很願意聽牧者的話, 但千萬不要以為“我在教會裏這麼乖, 理應上天
堂”。華⼈基督徒連基本的辨別真假傳道⼈的能⼒都沒有, 那還有屬天的能⼒與智慧跟隨耶穌基
督, 更遑論走在基督的恩上加恩之加恩道路上?

「然⽽, 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在前」
耶穌說了這話後, 就說:「然⽽, 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在前。」主這話中的“然⽽”
明喻著「被召的⼈多, 選上的⼈少」, 即跟從他的⼈雖多, 然⽽這些⼈走到最後, 卻無法在前領
受主所賜的尊榮, 因為他們被主排置在後。⼤家可以想像⼀個場景, 主坐在寶座上, 他⼀⼀稱屬
他的⼈之名, 要他們站立在他寶座前, 這是在前的, 那些沒有被叫到名字的, 不得向前, 只能立站
在後 唯有站在前⾯的才得主所賜的尊榮, 站在後⾯的則無。這樣, ⼤家就可以很容易回答我下
⾯的問題: 誰可以被主選上⽽呼其名? 被基督看為忠⼼, 良善, ⼜有⾒識的⼈; 有基督的愛, ⼀如
耶穌所愛的約翰; 在聖⽽公之教會內, 有過看⾒主經歷的⼈; 持續走在恩上加恩道路上的⼈。

請注意, 主之「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在前」乃是說在彼得問主之後, ⽽不是說在
少年問主之後, 可⾒跟從主的⼈持續處在前狀態是何等地困難。舉牧師為例, 當⼀個基督徒成
為傳道, 後被按立成牧師, ⼀路上感到主恩滿滿, 然當這牧師爾後有了可⾒的會堂, 他⼼裡所想
的就是如何經營這會堂, 使之順暢運作下去, ⾦錢因⽽成為這牧師的關⼼要件, ⼈數增長必成為
教會政策制定的⾸要考量。為了使⼈能夠留在教會, 講的道必定不願得罪⼈。

耶穌告訴在他名下的⼈, ⾏事當持守天上尊榮為念, ⽽唯⼀能夠常在主裏⾯的⽅法就是常在他
的恩典裏, 恩上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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