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1年 九⽉12⽇ 

⾺太論反加恩之被召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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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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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我坦誠地告訴各位, ⾃教會成立第⼀天(2006年8⽉6⽇)以來, 講道即以主耶穌基督為中⼼, 再加
上教會與社會的⼈⽣經歷, 直到今天才知道如何解釋主所⾔的「被召的⼈多, 選上的的⼈少」, 
或「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了」。若這⼗五年來, 不安然在基督裏⽽講別的, 明⽩主
此⾔之意是不可能的事; ⼗五年過去了, 卻沒有⽩活。  

主的這句話實在衝擊今⽇教會營造的氛圍, 不斷灌輸如“⼀次得救, 永遠得救”, “信耶穌得永⽣”, 
“在創世之前就揀選我們”, “神愛罪⼈, 恨惡罪⾏”等觀念, 基督徒長久受這些標語型信仰告⽩的影
響, ⾃我肯定地說已經信耶穌得救了, 已經被神揀選了, 所以, 耶穌這句話與我無關。靈恩派⼜
喜⽤“敬拜中讓聖靈⾃由的運⾏”, “神的愛是甜美的”等諂⾔媚語, 使得基督徒個個都認為⾃⼰是
主⼝中那選上的, 在前的; 眾多基督徒未察覺⾃⼰受迷惑⽽混沌不明。

是阿! 誰不願意講討⼈的喜歡的話? 誰不願所講的道被⼈喜歡? 基督徒的職場與家庭⼯作已讓
⼈⼼煩腦傷, 有誰還願意去⼀個教會, 聽的盡是逆耳的話? 試問, 如果所有被召的基督徒沒有不
選上的, 沒有在後的, 那麼, 耶穌講這句話豈不是廢話, 空話? 耶穌對彼得之坐在寶座上的應許
豈不是⼀種欺騙, 為要誘使彼得為他作⼯? 說實在地, 那些因聽了主這句話⽽戰兢(賽66:2), 擔
⼼⾃⼰是否蒙基督選上的基督徒, 他(她)將來在前的機會要比那些忽略這話, 完全不擔⼼⾃⼰是
否在前的基督徒要來得⾼, 因為擔⼼, 故必追求, 查考聖經, 常在聖靈裏禱告, 以肯定⾃⼰是否蒙
基督選上。

被召的⼈多, 選上的⼈少
⾺太福⾳19:16-30節(續), 少年⼈與彼得
我們在追求與查考聖經的過程當中, 不是去空想, 或不斷⽤許多重複的話來⾃我強化(參太6:7), 
⽽是必須查究基督說這話之前的教訓, 明⽩為何主說了這些教訓之後, 才以「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了」作為教訓的結語。

上週論少年⼈與彼得, 兩者都是蒙主恩的⼈, 兩位都是在特殊啟⽰範圍裏的⼈, 都是在基督教會
裏的⼈。少年⼈誠⼼敬拜上帝, 遵守上帝頒佈的誡命, 是⼈⺠承認的好官, 雖如此, 他卻不願意
跟從耶穌, 不願意在這位良善的夫⼦的豐滿恩典中, 恩上加恩。所以, 少年⼈雖被召, ⾏事為⼈
雖是在前的, 但他卻不是蒙基督選上的⼈, 他是屬在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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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彼得
⾄於彼得, 他的社會地位雖然比少年⼈來得低, 但彼得卻有著比少年⼈更偉⼤的雄⼼, 他要⾃⼰
將來所得的比少年⼈今⽇所有的還要來得榮耀, 彼得這壯志正是被召⼜蒙選上的⼈的潛在特
質。以利沙也有這特質, 他對以利亞說:「願感動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王下2:9)。神學院畢業
的傳道⼈當注意此事。社會地位低的彼得有此壯志, 教會就不可輕看任何社會地位低的⼈, ⾏
教訓不得有⼤⼩眼, 遇地位⾼的, 準備特別充分, 講得特別賣⼒, 遇地位低的, 則隨意為之。(我
可以從邀請講員準備講章與講道的態度看出他對我們⼩教會的⼼態, 有些真的是沒有好好準
備。) 

耶穌嘉許彼得有這樣的雄⼼, 因為這是⼀個⼈承認他是主的具體表現。耶穌賜給彼得的完全出
乎彼得意料之外, 他求到的居然是可與主同坐在寶座上, 執⾏審判權。然, 彼得從地上這裏走到
天上坐寶座的那裏, 要跨越的⾨檻是不低的, 要滿⾜的條件是不輕鬆的; 耶穌這不是刁難, 因為
坐任何寶座都不是容易的事, 更何況是坐天上寶座。

今⽇基督徒教育程度⾼, 但常常把⼀個簡單的道理想得或講得太複雜。我舉⼀個例⼦: 兩個⼈
比射箭, ⼀個⼈僅射⼗劍, 箭箭命中靶⼼, 箭箭得⼗環滿分, 另⼀個⼈射萬箭, 但沒有⼀箭射入靶
環內, 請問誰勝出? 每⼀箭射出都需要⽤盡全⼒拉⼸, 但不中靶⼼, ⼜有何⽤? ⼀個傳道⼈僅傳
道⼀年, 但他講的道盡是基督並他釘⼗字架, 死後復活, 升天, 以及再來; 另⼀個傳道⼈傳道數⼗
年, 鮮少論及基督, 即便有所論, 也是未中核⼼, 請問這兩位傳道⼈那⼀個有資格坐寶座? 這些
提問的答案⼈⼈可知。試想, ⼀個主⽇有數百間教會在不同地⽅同時傳講主耶穌基督, 這是何
等樣的屬靈氣勢? 主禱⽂之「願祢的旨意⾏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豈不得以實踐? 魔⿁豈不
膽戰⼼驚? 

再説 , 同樣的⼈數, ⼀間教會將所有⼈放在⼀起, 另⼀則是分成數⼗或數百教會, 前者為教會運
作⽽盡說好聽的話, 討⼈歡喜, 後者運作費⽤低, 卻可⽤⼼的傳講基督福⾳, 這兩種運作的⽅式
何者較宜? ⼀間⼤教會成就的是⼀個⼈, 數百教會成就的是數百⼈。

話⼜說回來, 耶穌設的⾨檻與條件如果⾼過⼈可以達到的, 那主設這⾨檻與條件等於⽩設。事
實上, 耶穌設的⾨檻與條件是可達成的, 且是每個基督徒都可成就的, 無論智愚地位。主耶穌告
訴彼得要他撇下, 這撇下不僅僅撇下⼀項⽽已, ⽽是撇下所有, 即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
親, ⺟親, 妻⼦, 兒女, ⽥地等。我們理解這撇下之意必須相匹配於坐寶座的榮耀, 不得按字⾯
解, 或錯誤引伸, 諸如解之為主⽽撇下⽗⺟上教會聚會, 或解之為教會的弟兄姐妹才是真弟兄姐
妹, 或解之為這撇下最愛的正如⽗神撇下祂的愛⼦⼀樣, 或解之為主犧牲, 為主⽽做等等, 這些
皆不妥。

必須有基督的⼼ 
那, 主所說的這句撇下的話的意思是什麼? 基督所賜的應許是與他同坐在寶座上, 坐這寶座的⼈
⾏審判時若要得著基督的認可, 他的基本條件就是當有基督的⼼, 有屬天的⽣命。試想, 這⼈坐
寶座⾏審判時說⼀句話, 就被主基督指正, 說另⼀句話, ⼜被指正, 他如何進⾏審判? 他豈不是
做如坐針氈, 根本不敢說話? 所以, 這⼈坐寶座時必須要有基督的⼼, 他在世時必須在基督裏活, 
保羅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活著, 並且我如今
在⾁⾝活著, 是因信上帝的兒⼦⽽活, 他是愛我, 為我捨⼰。」(加2:2) 保羅這句話⽅⽅⾯⾯圍繞
基督, 以此可知, 那些不傳基督的教會與不思想基督的話的基督徒是不可能坐寶座的。 

我們若要有基督的⼼, 就必須撇下, 因⽗⺟妻兒, 弟兄姐妹, 房屋⽥地等等⽽⽣的⽣命皆是屬地
的, 不能造就出⼀個有屬天性情的⼈, 亦無法產⽣屬天的能⼒。耶穌要彼得撇下的就是捨去這
些天⽣⽽成的舊⼈, 接受他為救贖主, 領受他⽣命的道。保羅說:「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 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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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 學了他的真理,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為上的舊⼈, 這舊⼈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
要將你們的⼼志改換⼀新,  並且穿上新⼈, 這新⼈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義和聖
潔。」(弗4:21-24)

⼀⽣的撇下
耶穌這撇下不是今天⼀時的立志, ⽽是⼀⽣要做的事。猶⼤書說:「親愛的弟兄阿! 你們要在⾄
聖的真道上造就⾃⼰, 在聖靈裡禱告, 保守⾃⼰常在上帝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直到永⽣。」(猶20,21) 我們必須認知到, ⼈是沒有耐性的, 堅忍⼀時或可, 但要⼀⽣堅忍卻是
難為。保羅說:「我也知道在我裏頭, 就是我⾁體之中, 沒有良善, 因為, 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
⾏出來由不得我。」(羅7:18) 主耶穌說:「那時, 必有許多⼈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惡, 且
有好些假先知起來, 迷惑多⼈,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許多⼈的愛⼼, 纔漸漸冷淡了。惟有忍耐到
底的, 必然得救。」(太24:10-13) 我們成為基督徒時必立志⾏善, 但難持久; 必有愛⼼, 但會冷
淡。

所以, 我們因奮興⽽⼀時⾏撇下之舉容易, 但⼀⽣為之卻不簡單; 少時可勤讀查就聖經, 成長進
步明顯, 但年老時卻停滯不前, 愛以回想過去的輝煌為樂。但, 耶穌對彼得這「凡為我的名撇
下...」之語是彼得⼀⽣當做的事, ⽽彼得真是如此, 年老的他在教會裏聲望達到最⾼峰之時, 還
是⽢願伸出⼿來, 讓別⼈把他束上, 帶他到不願意去的地⽅(約21:18)。

保羅深知⼈性的墮落, 他寫加拉太書時說到,「無論是我們, 是天上來的使者, 若傳福⾳給你們, 
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 他就應當被咒詛。」(加1:8) 這“無論是我們”表⽰將來的他們所傳的
福⾳可能存在與以前的他們所傳的不同, 這句話若是出於別⼈的⼝, 我們必不覺得奇怪, 但出於
尊敬的保羅的⼝, 那就太令⼈訝異了。可⾒, 我們的世俗觀念是何等的頑強, 隨時會反撲企圖影
響我們。因此, 保羅勸勉我們「不再作⼩孩⼦, 中了⼈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切異教之風搖
動, 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弗4:14), 希伯來書亦說, 我們要「⼼竅習練得通達, 就能分
辨好⽍」(來5:14)。

再論少年⼈
⽗⺟妻兒, 弟兄姐妹, 房屋⽥地等造就⼀個⼈屬地的性情是可理解的, 但遵守上帝律法的的本質
性情亦是屬地的, 這讓我們甚感驚訝; 少年⼈緊緊抓住⾃⼰地上的財富不放, 沒有屬天的能⼒來
跟隨耶穌。我們不要⼩看這少年⼈, 為官者的他居然求教⼀個穿布衣的耶穌關於得永⽣的事, 
這態度是了不起的, 這精神是令⼈讚賞的; 少年⼈知道永⽣比他現有的⼀切來得更加重要。但, 
我們卻還是要問, 少年⼈為什麼不跟隨耶穌? 這是今⽇常以“神”掛在⼝上的牧師傳道和基督徒
必須要回答的問題。這些基督徒(包括牧師傳道)願意發展成像少年⼈那般認識上帝, 蒙耶穌的
喜愛(可10:21a), 他(她)則必須回答, 到那時, 他(她)是否會跟隨耶穌? ⼤家不要⼩看這問, 因為
這問正在挑戰我們對聖經的認知, 到底聖經是否已啟⽰完全, 對主基督的屬靈經驗是否會超出
聖經所記。

如果有⼈說, 我們既然有少年⼈的前例, 必以其為師, 所以, 我們若遵守了上帝的諸誡命, 並不⾄
於不跟隨耶穌。不過, 這些⼈必須回答下⾯這個提問, 他(她)跟隨耶穌的能⼒從何⽽來? 他(她)
不可能說, 這能⼒是從原本的⾎氣或良⼼⽽來, 因若是如此, 他(她)⼜何必遵⾏上帝的誡命呢? 
所以, 他(她)必說跟隨耶穌的這能⼒乃是從遵⾏上帝的律法⽽來, 這時, 他(她)⼜必須回答, 為什
麼他(她)能, 少年⼈不能?

我提出這麼多問語乃是告訴各位, 我們必須知少年⼈不跟隨耶穌的關鍵障礙, 否則我們有如少
年⼈的成熟樣, 我們必如少年⼈的反應, ⾄終不會跟隨耶穌, 因為我們與主的屬靈經歷絕對不可
能超出聖經所記, 若有, 那上帝就不是全知全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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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不跟隨耶穌的障礙是, 他僅尊敬耶穌為夫⼦, 他沒有承認⾃⼰⼝中這位良善者是上帝(太
19:17), 這就是關鍵。說實在地, 少年⼈就差那麼⼀個轉念, 就可得永⽣, 因耶穌說:「無論何⼈
遵⾏這誡命, ⼜教訓⼈遵⾏, 他在天國要稱為⼤的。」(太5:19b) 但, 少年⼈就是不願意。看少
年⼈, 再看我們, 豈不也如此? 就在轉念間決定了⾃⼰的⽣死。

律法的功⽤
我們必須好好好想想, 少年⼈遵⾏了上帝的誡命, 為什麼就是不願跟隨耶穌? 約翰說:「律法本
是藉著摩⻄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約1:17) 我們看到摩⻄, 即時的印象就是
他⼿中⽯板刻的⼗誡, 摩⻄與⼗誡的關係比他⾏的⼗災更要深入每⼀個⼈的靈魂。這⼗誡律法
乃是要顯明⼈的罪, 保羅說:「凡有⾎氣的, 沒有⼀個因⾏律法能在上帝⾯前稱義, 因為律法本是
叫⼈知罪。」(羅3:20) ⼀個知罪的⼈的頭是垂下的, 膝是跪下的, 必說:「禍哉! 我滅亡了, 因為
我是嘴唇不潔的⼈, ⼜住在嘴唇不潔的⺠中, ⼜因我眼⾒⼤君王萬軍之主。」(賽6:5) 這⼈根本
無法抬頭, 更遑論雙眼直視上帝。

我們論律法時, 常圍繞著⾏律法和不能⾏律法打轉, 如“律法賜下乃是告訴⼈, ⼈無法⾏全律法”, 
或說著褻瀆上帝的話, 說“上帝賜下律法是要叫⼈犯罪”等。然, 從少年⼈的範例來看, 律法可激
勵⼈當⾏為正直, 但⾏全律法的⼈卻沒有跟隨耶穌的能⼒, 也沒有放下⼀切的能⼒; 律法使⼈知
罪, 卻沒有使⼈起⾝抬頭的能⼒。⼈必須要⼀個外⼒, 且是從上頭來的外⼒, 他才能跟隨基督, 
這外⼒就是基督的恩典和真理, 唯從主基督那裏得這恩典與真理的⼈, 他才能跟隨主。

教會愛律法, 輕恩典
說實在地, 上述事實是今⽇教會與基督徒不敢想, 也不願想, 若知, 更是不願意提的事。請問, 作
為⼀個⽗⺟, 是否願意⾃⼰的兒女發展出像少年⼈這樣的⽣命, 敬拜上帝, 遵守律法, 愛⼈如⼰? 
教會牧師是不是希望他的會眾個個都像少年⼈, 在社會上發光發熱? 不信主的⼈是否願意送他
的兒女進這樣可造就出少年⼈的教會? 教會有多位這樣的少年⼈, 該教會牧師會不會成為基督
教的樣版⼈物? ⼀個教會聘牧, 會聘平⺠長相的彼得, 還是氣宇軒昂的少年⼈? 會眾⼼儀於放在
將來榮耀的彼得, 還是看重今世的榮耀的少年⼈?

以上所說這些外在的榮耀樣貌甚是吸引⼈, 使⼈難以抗拒, 沒有⼈會反對。然, 我們沒有想到的
是, 這榮耀樣貌帶給我們的滿⾜與感謝勢必將基督⼗架道理置之度外, 壓縮了基督⼗架福⾳的
傳揚。保羅說:「弟兄們! 我若仍舊傳割禮, 為甚麼還受逼迫呢? 若是這樣, 那⼗字架討厭的地⽅
就沒有了。」(加5:11) 無可避免地, 教會處在傳揚守律法與傳揚⼗字架的抉擇點上, 尤其在現今
世道混亂的時代, 基督教以律法來匡正敗壞的⼈, 盼使之歸入正軌, 必可打中⼈⼼所望。

⼤家看到了沒有, 主耶穌給彼得和屬他的教會所定與他同坐寶座⾏審判是何等需要時常儆醒, 
稍⼀不慎, 立⾺與基督隔絕, 使徒說:「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 是與基督隔絕, 從恩典中墜落
了。」(加5:4)

將來乎?
彼得問的是「看哪! 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 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彼得問將來, 但耶穌
要彼得撇下的卻是現在的事。當我們依舊持守從⾎氣和⼈意⽽⽣的⼈⽣觀, 不免陷入地域性的
思維, ⾃傲於屬何⼈種, 或所處地⽅的光榮; ⻄⽅⼈看輕東⽅⼈, 住天龍國的與村夫漁婦互看不
順眼。該住那裡, 該吃喝什麼, 職業, 財富, 地位等等, 這些屬世屬地的衡量依然主宰基督徒對⼈
的判斷。當基督徒對某⼈⼼⽣好惡偏⾒, 對這基督徒⽽⾔, 那⼈是死的, 對那⼈⽽⾔, 這基督徒
也是死的, 因為基督徒不願傳福⾳給這⼈, 這⼈也無法從這基督徒⼝中聽到基督福⾳。

雅各書寫說,「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 便不可按著外貌待⼈」(雅2:1), 當時教會對待
帶著⾦戒指並穿著華美衣服的⼈與對待窮⼈有偏⼼, 雅各書⽤「惡意」評論這樣的基督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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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b)。雅各書排在保羅書信之後, 可⾒知了保羅書信的基督徒若不儆醒, 滿腹保羅神學經綸, 但
卻是狗眼看⼈低的⼈。

我⾒當下有許多基督徒因不撇下, ⾏在⿊暗中⽽不⾃知。其中最明顯的事就是跟隨政府仇中, 
凡可傳中國⼤陸的劣, 必傳, 凡認可中國⼤陸的⼈, 必遠離; 傳道⼈如此, 平信徒亦如此。但我要
問, 如果主感動這樣的傳道⼈或基督徒到⼤陸傳福⾳, 他(她)如何回應? 如此⼼態的基督徒⼜有
何公義能⼒坐寶座⾏審判權?

上週論少年⼈與彼得尚有未盡之⾔, 今天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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