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1年 ⼗⽉31⽇ 

基督第六次的顯現 (7) - 感官與神蹟之陋弊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5 分鐘

經⽂ 
約翰福⾳20:24-25節:「24那⼗⼆個⾨徒中, 有稱為低⼟⾺的多⾺, 耶穌來的時候, 他沒有和他們
同在。25那些⾨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主了。』多⾺卻說:『我非看⾒他⼿上的釘痕, ⽤指
頭探入那釘痕, ⼜⽤⼿探入他的肋旁, 我總不信。』」

講台不要講得太深?
我不時地聽到這樣的話,「講台不要講的太深, 要淺顯, 要使每⼀個⼈都聽得懂。」基督說的話
那⼀句不深, 且有很嚴肅的教義在其中? 基督⼜有那⼀句話不淺顯, 智者愚者皆可懂? ⼈聽不懂
主說的話, 不是因為主的話不淺顯, ⽽是那⼈不認基督為主, 絕對的、百分百的認基督為主。認
基督為主的⼈不會去改變主的話, ⽽是會改變⾃⼰的思想系統, 以基督的⼼為⼼。

我只要問⼀個問題即顯出這事實: 基督徒⾃選⼀句主基督說的話, 向⼈解釋他從這句話認識到
了基督的神性, 當解釋完後, 還要回答聽者⾄少三個提問。如果基督徒(包括牧師傳道)片⾯地截
取某段聖經斷章斷節⽽解, 他將無法承受這樣的挑戰。耶穌對教會領袖講了⼀句很嚴厲的話, 
主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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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獄之⼦是沒有基督⽣命的⼈, 他們
的動⾒使⼈入教, 這些⼈因之作了地獄之⼦; 牧師傳道不傳基督, 亦使入教的⼈作地獄之⼦, 然
更⿇煩的是, 基督徒耳朵聽不到耶穌也無所謂. ⽢願作地獄之⼦。

第25節b
我非看⾒他⼿上的釘痕, ⽤指頭探入那釘痕, ⼜⽤⼿探入他的肋旁, 我總不信。

⾺利亞(和其他婦女)看⾒空墳, 天使, 以及主耶穌的親⾝經歷, ⾰流巴與主隨⾏的親⾝經歷, 彼得
有主顯現於他的親⾝經歷, 以及復活當晚所有⼈親⾝看⾒主的經歷等等, 主顯現的⾒證已經⼤
於三, 且向不同⾨徒顯現, 這即表⽰這些經歷都是真實的, 沒有⼀件是虛幻的。當眾⾨徒將他們
看⾒主的事實分享⾃⼰所得恩典給多⾺時, 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位在主內的熟朋好友的回應居
然是負⾯的, 且沒有意料到多⾺回絕⼒度如此之⼤。

多⾺的多疑
⾨徒之「我們已經...」如雲彩般對耶穌已復活的⾒證, 且都是鮮活的經歷, 多⾺在這樣絕對全
數, 且⼈⼈皆參與⾒證的環境下, 他的反應是「我非看⾒他⼿上的釘痕, ⽤指頭探入那釘痕, ⼜
⽤⼿探入他的肋旁, 我總不信。」如果你在現場, 會不會被多⾺這句話氣瘋了? 想著到底誰是呆
⼦, 是多⾺, 還是被多⾺看成是呆⼦的我? 這個“非”翻譯得恰如其分, 道盡了多⾺的剛硬與不信, 
我們可繪出多⾺拒絕眾⾨徒的⾯硬且全然防衛的體態。多⾺不信耶穌已經復活了, 連⼀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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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也不信, 連⼀句話都聽不進去, 多⾺說著若要他信, 除非他雙眼看到, 還要指頭探入這⼈⾝
體肋旁的釘痕, 多⾺⼝氣之⼤, 令⼈瞠⽬結舌, 多⾺的多疑頑固, 莫此為甚。

⼈無法改變⼈
多⾺的反應告訴我們, 即便我們動⽤最親密和最信賴的⼈進⾏說服的⼯作, 詳述最精確的教義, 
給予⾄真⾄誠的對待, 準備上好的宴席, 均無法感動與改變⼀個⼈的⼼來相信主耶穌基督; 也就
是說, 我們⽤盡所有可⽤的⽅法就是無法改變⼀個⼈使之歸向基督。多⾺⼀個罪⼈⼒量⼤到⼀
個地步居然可以抵擋整個教會, 這即顯出罪⼈的本性好像茅坑裏的⽯頭, ⼜臭⼜硬, 怎麼洗都還
有糞味殘留; 罪⼈這塊臭⽯頭只能留在糞坑裏, 根本毫無機會進到榮耀的天國, 成為其中的⼀份
⼦。

多⾺的頑固不化
我們從多⾺⾝上還看到, ⼈⼀旦對基督頑固不化, 繼之⽽來的就是懷疑。懷疑是科學研究者產
⽣新發現的動⼒, 是驗證真知識必要的態度, 然這懷疑乃因真理尚未顯明的前提下⽽⽣。但在
認識基督事上, 懷疑卻是離開基督的惡根, 因為基督已經清楚地指明永⽣的道路, 敞開了救恩的
⼤⾨, ⼈因此得如到何脫離罪的轄制的⽅法, 得走上得救贖的道路。⼈⼀但懷疑基督就表明不
願走在這條永⽣道路上, ⾃⽢墮落地處在不認識基督的⿊暗中。

彼得對那稱為神的⼤能者的⻄⾨說了這麼⼀句話,「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 被罪惡捆綁」(徒
8:23), 這是在墮落亞當裏之⼈處在⿊暗中的共性, 是撒但將罪的鎖鏈轄制⼈的實際作為, 是⼈得
永遠咒詛的必然, 罪⼈無論⽤何樣的⽅法都無法使他脫離這基本態, 其中唯⼀解救之法就是上
帝在耶穌基督裏的憐憫。

多⾺的⾃負
我們從多⾺說的這句話看到多⾺除了多疑與頑固不化之外, ⼜看到他的⾃負。多⾺輕視所有⼈
的⾒證, 聽不進所有⼈說的話, 認為他們都是傻⼦, 耶穌已經復活是個不折不扣的謊⾔, 無聊且
虛幻的⾒證; ⾃負的多⾺⾃以為聰明判事, 否定⼀切。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三章18節寫到「你
們中間若有⼈在這世界⾃以為有智慧, 倒不如變作愚拙, 好成為有智慧的。」使徒所說的「⾃
以為有(智慧)」乃是否定⼈的⾃以為是, 可以靠著在亞當定律中得著的智慧, 得以透析上帝在基
督裏所藏的智慧。

多⾺疑難所在
多⾺要看到, 摸到, 感覺到, 就此來看, 多⾺太注重感官上的印證; 我們可以說, 多⾺當時信仰的
基礎就是他的⼿與眼, 這是令⼈相當詫異的事。不過, 我們若僅從感官單⽅⾯來看多⾺的表現, 
當然可以道盡他的不是, 但⾝為使徒的多⾺聽了主的道三年餘卻還訴諸於感官, 實在說不過
去。我認為多⾺必然受制於⼀些基本常識, 以及當時的社會氛圍, 以致於他需要⽤⾃⼰的感官
來解決他的疑難, 諸如: 
1. 多⾺雖然經歷過拉撒路死了四天後復活的事, 他對於死了四天的死⼈樣是何樣, 或氣味如何
臭(約11:39), 皆僅在想像中, 並沒有親眼⾒過, 所以, 他對拉撒路的印象還是停留在他⽣前的
樣⼦。但耶穌不同, 他被有刺的鞭打得不成⼈樣, 這悲慘體樣已牢牢刻印在多⾺腦中, 雖經
過多⽇, 依然鮮明。多⾺想, 耶穌復活的樣還能看嗎? (多⾺沒有如彼得般經歷過耶穌的變
像。)

2. 死⼈復活不是新鮮事, 舊約聖經就有, 耶穌亦⾏使⼈復活的神蹟, 但這些⼈都是⼀般⼈, 但耶
穌是被眾⺠公認的罪⼈, 他真的能復活嗎? 

3. 多⾺這些⽇⼦在外遊走, 親⾝感受到社會依然籠罩著肅殺氣氛(約20:19), 他在⾨徒聚會現場
既看不到耶穌在⾨徒中間, ⼼想他復活後能去那裏, 怎麼解決吃與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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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深藏內⼼的想望是復興以⾊列國(徒1:6), 耶穌⽣前被猶太⼈唾棄, 他復活後那還能復興
以⾊列國? 

5. 多⾺或許在想, 耶穌能使⼈復活, 那誰能使耶穌復活? 若說是上帝, 那上帝為何不阻⽌耶穌
的死? ⼜為何不⾺上使耶穌復活, 還必須要等上三天?

這些都是難解的疑問, ⽽唯⼀能解決這些疑問的⽅法就是多⾺⼝中所求, 親眼看到耶穌並摸觸
之。況且, 耶穌對⾨徒顯現時曾說:「你們看我的⼿, 我的腳, 就知道實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
無骨無⾁, 你們看, 我是有的。」(路24:39) 多⾺想要重新經歷這句話, 基督因著⾨徒的軟弱, 容
許他們可以摸他, 多⾺要求也要有同樣的待遇。

感官之陋
多⾺在那時的環境背景下以感官⽅式加以驗證, 情有可原, 然, 非得要看, 要聽, 要摸, 要有感覺, 
這樣求諸於感官的⼼態卻有害於信仰的建立。⼀個⼈堅持感覺印證, 那⼈將失去聖靈的印記, 
因為聖靈將上帝的道與關乎救贖的應許乃是烙印在⼈的⼼裏, 在內⼼深處相信主是真的, 是活
的。⼈到老時, 感官機能必然下降, 他(她)再也“感覺”不到主的同在, 況且, 沒有⼈會敬重⼀個⽤
感官判事的長者。

舊約聖徒在無所感的時候, 他們還是全⼼相信上帝的話, 並耐⼼等候上帝應許的成就與應驗。
亞伯拉罕得上帝之「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的應許後, 當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
望。」(羅4:18) 約伯發現上帝有怒於他, 他不得上帝的喜悅時說:「祂必殺我, 我雖無指望, 然⽽
我在祂⾯前還要辯明我所⾏的。」(伯13:15) ⼤衛四⾯受敵, 他看不到蒙解救的契機時, 即說:
「我倚靠上帝, 我要讚美祂的話, 我倚靠上帝, 必不懼怕, ⾎氣之輩能把我怎麼樣呢?」(詩56:4) 
看到這些聖徒所立的榜樣之後, 當向他們學習, 相信主的話, 尤其是在主顯露我們的罪, 使我們
得知祂的忿怒, 且找不到恩典的時候, 我們不當絕望, 相信時候滿⾜時, 上帝的應許必應驗。

今⽇教會與基督徒彼此相托, 求諸感官, 不正是多⾺的翻版? 然, 多⾺尚有疑難待解, 今⽇卻是
無緣無故地往感官⽅向奔⾏。

神蹟之陋
耶穌死裏復活的神蹟是諸神蹟之最, 然這神蹟卻無法改變多⾺, 知此, ⼜有那件神蹟可以改變⼈
轉向基督呢? 論經歷神蹟, 施洗約翰可說是有豐富經驗的⼀位。施洗約翰的出⽣本⾝就是神蹟, 
他也是耶穌開始傳道時第⼀個經歷神蹟的⼈。施洗約翰經歷了上帝對他說話,「那差我來⽤⽔
施洗的對我說,...」(約1:33), ⼜看⾒「聖靈彷彿鴿⼦從天降下, 住在他(耶穌)的⾝上」(約1:32), 
施洗約翰因此說, 他因這看⾒就證明耶穌就是上帝的兒⼦(約1:34)。施洗約翰除上述神蹟經歷
之外, 還經歷了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 並約但河⼀帶地⽅的⼈, 都出去到他那裏, 承認他們的罪, 
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太3:5,6)。施洗約翰的下監也是上帝的作為,「王的⼼在主⼿中, 好像隴溝
的⽔隨意流轉」(箴21:1), 因為耶穌將要開始他的傳道事⼯。

施洗約翰滿有神蹟圍繞, 也說出如「我是⽤⽔給你們施洗, 叫你們悔改, 但那在我以後來的, 能
⼒比我更⼤, 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 他要⽤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他必興盛, 我必衰微」等
偉⼤的話 (參太3:11; 約3:30); 我們也看到, 施洗約翰堅守⾃⼰的位份, 不因聲望獨⾼⽽妄稱⾃⼰
是基督(約1:20), 並在耶穌⾯前堅持⾃⼰當受他的洗(太3:13-15); 最後, 施洗約翰為主殉道(太
14:10,11)。總之, 施洗約翰各⽅⾯的⾏為表現真是無懈可擊。

但, 施洗約翰為何在⽣命終⽌前失去對耶穌的信仰? 施洗約翰坐監⼀段時間之後, 居然打發他的
兩個⾨徒去問耶穌:「那將要來的是你麼? 還是我們等候別⼈呢?」此等不信的⾔語出於神蹟滿
滿的施洗約翰的⼝, 實在令⼈難以置信。耶穌對施洗約翰這問極為不悅, 故說:「凡不因我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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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就有福了。」(太11:6 ) (註: 我們不願⾃⼰景仰的施洗約翰有如此不堪的紀錄⽽為他擦脂抹
粉, ⽤其他的說法來掩蓋他的不信。)

我們查考聖經發現, 耶穌在曠野禁食並受魔⿁試探之後, 施洗約翰便下了監(太4:12), 這樣看來, 
施洗約翰本⼈並未聽過耶穌親⼝的教訓, 也未看過耶穌⾏過的神蹟; 也就是說, 施洗約翰從未經
歷過耶穌做的以下事, 就是瞎⼦看⾒, 瘸⼦⾏走, 長⼤痲瘋的潔淨, 聾⼦聽⾒, 死⼈復活, 窮⼈有
福⾳傳給他們(參太11:9-5)。事實上, 施洗約翰的教導還是舊約式的, 以致於他的⾨徒問耶穌, 
「我們和法利賽⼈常常禁食, 你的⾨徒倒不禁食, 這是為甚麼呢?」(太9:10) 

親愛的弟兄姐妹, 施洗約翰雖滿有神蹟圍繞, 但他還是沒有能⼒來信靠主耶穌。⼤家看了約翰, 
看了多⾺, 有誰還敢說神蹟可吸引⼈信主, 神蹟可堅固⼈的信⼼? 這事實雖擺在基督徒眼前, 基
督徒渴望有神蹟的⼼依舊強烈, 正如「猶太⼈是要神蹟」(林前1:22)。

耶穌論施洗約翰
在此順勢看看耶穌如何論施洗約翰。耶穌論施洗約翰說的話是,「約翰比先知⼤多了, 經上記著
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 豫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婦⼈
所⽣的, 沒有⼀個興起來⼤過施洗約翰的, 然⽽, 天國裏最⼩的, 比他還⼤。」(太11:9-11) 我們
將瑪拉基書3:1節之經上記著的話,「萬軍之主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預備道路, 你們
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祂的殿, 立約的使者, 就是你們所仰慕的, 快要來到」, 兩相比較即知: 1. 
耶穌是萬軍之主; 2. 施洗約翰就是耶穌(萬軍之主)的使者; 3. 施洗約翰歸屬於舊約先知。

施洗約翰的⼤
耶穌稱施洗約翰為⼤的原因有: 1. 沒有⼀個舊約先知在被立之前即寫明在舊約聖經中; 2. 舊約
先知預⾔彌賽亞的到來僅在預⾔層次, 但施洗約翰⽤雙眼並⽤⼿與⼝將彌賽亞指出來; 3. 施洗
約翰應驗了舊約預⾔彌賽亞的到來, 耶穌說:「眾先知和律法說豫⾔, 到約翰為⽌。」(太11:13) 
4. 施洗約翰為彌賽亞施洗。所以,「婦⼈所⽣的, 沒有⼀個興起來⼤過施洗約翰的」是⼀個不爭
的事實, 因為婦⼈所⽣的沒有⼀個可有如施洗約翰般的⽣命經歷。

然, 耶穌卻說「天國裏最⼩的比施洗約翰還⼤」, 這就令⼈費解, 甚⾄讓⼈無法接受。試問, 教
會歷史當中, 有誰⼯作的果效⼤過施洗約翰, 可以如他般招聚各地各⽅的⼈到他那裏受洗? 問基
督徒, 尤其是牧師傳道, 他(她)真的認為⾃⼰比施洗約翰還⼤? 我們常以笑話看主說的這句話⽽
不⾃知。

如果我們以⾃⼰的⼤⼩觀, 即事⼯的⼤, ⼈數的多等, 來理解耶穌在這裏說的⼤⼩, 必⼨步難⾏, 
更不敢認為⾃⼰比比舊約所有的先知還⼤, 更遑論比施洗約翰還⼤。但, 這畢竟是主說的話, 我
們的不敢承認就是不信主說的這話; 若有⼈認為將事⼯做⼤必蒙主的喜悅, 那真是⾃抬⾝價, 枉
顧施洗約翰的事實。

我們不能⼩看這事, 因為偉⼤的施洗約翰本⼈還是無法去除以事⼯⼤⼩論英雄的態度。施洗約
翰在坐監時開始懷疑耶穌是否真的是彌賽亞, 因為他設想著耶穌若是上帝的兒⼦, 給耶穌解鞋
帶都不配的他(約1:27b), 應該看得到耶穌遠超越他的⼯作果效, 如百姓爭相走到約旦河受他洗
的輝煌事跡; 施洗約翰未⾒耶穌⼯作的果效, 因⽽⼼⽣懷疑。

「天國裏最⼩的比施洗約翰還⼤」何意
耶穌之「天國裏最⼩的比施洗約翰還⼤」何意? 耶穌前⾯說到施洗約翰比先知⼤多了, 其中意
涵著上帝漸進式的安排, 使之經歷了所有舊約先知沒得有的經歷。同樣地, 天國裏最⼩的也意
涵著漸進的觀念, 即這最⼩的必經歷了施洗約翰沒得有的經歷。從施洗約翰和耶穌傳道的第⼀
句話皆是「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太3:2; 4:17), 這“天國近了”之語強化了這漸進概念。

第  ⾴ (共  ⾴)4 5



天國裏最⼩的經歷過耶穌那些事是施洗約翰沒有的? 耶穌開始傳道後, 施洗約翰即入監, 所以, 
施洗約翰沒有聽過耶穌的教訓, 沒有看到過耶穌⾏的神蹟, 當然, 施洗約翰也就沒有看⾒耶穌的
受審受辱, 掛在⼗字架上, 他的流⾎等事, 更是未看⾒耶穌的復活。簡⾔之, 施洗約翰沒有看到
耶穌如何登基成為天國的王, 這就是約翰之所以⼩的原因, 然天國裏最⼩的有這些經歷, 這就是
天國裏最⼩的比施洗約翰還⼤的原因。 

天國是努⼒進入的
現在, ⼤家聽了這解釋之後, 樂意接受主耶穌說的這話, 然⼤家在欣喜之餘, 感到榮耀之際, 必須
認知到凡有耳可聽耶穌教訓的⼈卻不聽, 天國就沒有他(她)的地位, 因為沒有任何地位比最⼩的
還⼩。我們有耳可聽之後, 不是聽聽或認可⽽已,  我們必須時刻努⼒才能保有天國⼀席之地, 耶
穌說:「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 天國是努⼒進入的, 努⼒的⼈就得著了。」(太11:12) 也就是
說, 新約的⼈需要付上相當努⼒的代價, 晝夜思想所聽得之耶穌的教訓, 並真實的為耶穌做⾒證, 
他(她)才配得施洗約翰和其他眾先知還要⼤的地位, 即便是天國裏最⼩的亦然。

我們知道了施洗約翰與天國裏最⼩的不同之後, 我問各位, 你希望你的⽣活經歷是滿有神蹟的
施洗約翰, 還是默默無聞, 但是天國裏最⼩的? 這個難取捨的選擇正顯明我們對主耶穌的教導還
是處在聽聽階段⽽已並不當真, 我們求⼤的⼼是難去除的 (參2020年五⽉10⽇⾄六⽉28⽇之⾺
太福⾳第⼗八章講章。) 

請⼤家不要誤會我反對為⼤, 沒有為⼤的⼼的⼈, 成就動機是低的, 然基督徒需要以主基督定義
的為⼤來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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