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1年 ⼗⼀⽉14⽇ 

基督第六次的顯現 (9) - 不要疑惑, 總要信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6 分鐘

經⽂ 
約翰福⾳20:26-27節:「26過了八⽇, ⾨徒⼜在屋裏, 多⾺也和他們同在, ⾨都關了, 耶穌來, 站在
當中說:『願你們平安!』27耶穌就對多⾺說:『伸過你的指頭來, 摸(原⽂是看)我的⼿, 伸出你的
⼿來, 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 總要信。』」

⼀個考驗
最近看到這樣的標題,「考古學者發現兩千年耶穌受刑的⼗字架,　⼀調查竟發現上⾯的釘⼦真
的沾黏⼈骨」, 請問, 基督徒需要關⼼其中寫的內容嗎? 當然不, 因為耶穌死時除了⾝上有鞭傷, 
⼿腳有釘痕, 肋旁有槍傷之外, ⾝體是完整的, 沒有⼀根骨頭離開他。所以, 對基督徒⽽⾔, 這是
個無聊的標題。 

上週回顧: 願你們平安
耶穌第六次顯現與他在復活的那⽇晚上向眾⾨徒的第五次顯現兩者場景是⼀樣的, 唯⼀不同的
是這次顯現有多⾺在其中。耶穌兩次顯現說的第⼀句話皆是「願你們平安」, 這是基督對屬他
的⼈的⼀道命令, 要求每⼀個⼈在他裏⾯有平安。這句話是個分別, 同時也是⼀個試煉, 唯屬基
督的⼈會竭⼒進入基督的平安裏。主耶穌最後晚餐的教訓說的最後⼀句話是「我將這些事告訴
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裏⾯有平安, 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 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16:33) 基督將平安與苦難並列, 然這苦難不是孟⼦所說的“天將降⼤任於斯⼈也, 必先苦其⼼
志,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般的苦難, ⽽是為⾒證基督所經歷的苦難, 各⽅必壓制⾒證
基督者, 試圖不讓其⾒證基督, 基督徒過的⼈⽣和教會的⽣命必須經歷這樣的苦難。 

道⽣平安
說到平安, ⼈因經濟⾃主⾃⾜, 社會地位穩固, 家庭關係合諧等成就, ⾃信⼼油然⽽⽣, 這⾃信必
產⽣安全感, 或說平安在⼼。有⼈在社會中不受肯定, 以為在教會裏可得之, 進⽽注重教會事甚
於職場⼯作事, 無社會成就的⼈不會有平安, 到老時必後悔。我們當然需要在社會裏的平安, 但
基督賜給我們的平安卻不是這樣, ⼤衛說:「有⼈靠⾞, 有⼈靠⾺, 但我們要提到主我們上帝的
名。」(詩20:7) 世上的平安與基督的平安不是⼀件事, 詩⼈說:「靠⾺得救是枉然的, ⾺也不能
因⼒⼤救⼈。」(詩33:17) 

我們理解基督所賜的平安必須從他是道(Word), 道是上帝的⾓度來思究之。⼈是按照上帝的形
像樣式造的, 所以⼈有別於其他受造的記號就是⼈會說話, 且⼈會聽關乎永恆性的話語。⼈說
出來的話反應出那⼈的本性, 當我們⾃由地表達已⾒時, 那當下必肯定⾃⼰的⾒解, ⼼中有⼗⾜
的平安才會講出那些話來, 就連騙⼦說話亦然。但是, 我們⼈⽣經驗告訴我們, ⾃⼰的⾒解會改
變, 曾⼤聲堅持的, 爾後卻不敢再提。我們可做個實驗, 將⼈⼀⽣說的每⼀句話以及說該話的氣
勢韻味全部集結起來, 沒有⼀句話可以從⼀⽽終。⼈是會變的, 也因此⼈的平安是浮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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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所賜的平安是永遠的, 穩固的, 不變的, 主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 不像世⼈所賜的; 你們⼼裏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約14:27) ⼈內顯的平安會夾
雜著地上成就⽽得的平安, 所以, 基督徒說他⼼中有平安不⾒得他就有基督所賜的平安。那麼,  
基督留下怎樣的平安給屬他的⼈? 屬基督的⼈得著基督的平安會有怎樣的表現? 答案就是, 傳
講基督⼗架, 為基督作⾒證。

屬基督的⼈傳講主⼗架真理的氣韻與內容不會隨著時間⽽有所改變, 他無論於何時, 在何地, 處
怎樣的情況, 傳講基督⼗架的語態必如⼀的堅決, 講章必如⼀的萬鈞, 即便⽣命受到威脅亦不改
內容與⾯容, 這等不變如⼀性是基督徒永久的平安; 也就是說, 基督徒唯傳講基督⼗架才得真正
基督所賜的平安, 傳講基督的受辱, 受死, 復活, 升天等亦然。

今⽇在⾃由世界當傳道的基督徒, 他(她)或可⼀⽣平安傳道, 但他(她)因不傳基督的死裏復活與
升天, 在離世前⼼中必後悔懊惱, ⾃知不可能安然站在基督的⾯前; 這些傳道⼈⼀⽣以為的平安, 
終究沒有基督的平安。老師授課, 該教的卻沒有教, 學期結束前, 他(她)的⼼會平安嗎? 作傳道
的若不以基督為中⼼, 他(她)將失去雙重的平安, ⼀則, 因無資產⽽沒有平安, 晚年必憔悴, 另⼀
則, 將來⾯⾒主時也得不著平安。

基督主宰時間
我們上週亦提到, 基督要甦醒誰, 他就甦醒誰, 基督要何時甦醒誰, 就在他喜悅的時侯甦醒那
⼈。主決定八天後甦醒多⾺, 但他也可以延長這八天到不預期的未來, 不去甦醒那些他不願甦
醒的⼈。主基督已說:「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太11:15)

第27節
耶穌就對多⾺說:「伸過你的指頭來, 摸(原⽂是看)我的⼿, 伸出你的⼿來, 探入我的肋旁。不
要疑惑, 總要信。」

主說話語氣的溫柔
耶穌向在場所有⼈說「願你們平安」, 這平安亦包括不信的多⾺, 故這平安之語是對⼀群不合
⼀的⾨徒說的。耶穌向⾒過復活的他的⾨徒說話的⼝氣必是平和的, 當主轉向對多⾺說話時, 
語氣也應是平和的, 沒有動怒或斥責。耶穌這樣說話的態度對⼀個⾃⾼⾃負, 驕傲頑固的⼈來
說, 起了根本性的變化。

耶穌對多⾺所說的話讓⼈感到震驚, 主居然正⾯地回應多⾺的要求, 願將⾃⼰有釘痕的⼿與有
槍傷的肋旁顯在多⾺⾯前, 讓他看, 且要他摸, 並要他探入, 還要多⾺不要疑惑, 不要不信(be not 
faithless), 總要信(be faithful)。基督向多⾺施恩以去除他的懷疑之餘, 主柔和的語調中帶著責
備, 指出他頑固不化的不當, 耶穌在其他⾨徒前責備多⾺, 也讓多⾺感到無比羞愧。

多⾺不思想主的話, 死鴨⼦嘴硬, 不信同儕的⾒證等等, 無論從那個⽅⾯看多⾺, 他完全不配得
著基督向他顯現的救恩。是的, 今⽇的我們可義正嚴詞的評論多⾺, 但在論完之後, 是不是也應
該反省⾃⼰對主的傲慢呢? 我們對主的信仰豈不常建立在看得著, 摸得著的事物上? 這樣的我
們評論多⾺的不配得基督的救恩, 也正論定了我們的不配, 我們的不思想主的話卻盼望得到主
基督對我們的謙和, 更顯出我們的不配。

神學院教育的不⾜
在此需提神學院教育課程的不⾜。神學院教育只注重在知識上的教授, ⼒求在上帝與教義上認
識正確, 神學院卻未教導當如何與⼈說話。神學⽣畢業後立即進入教會職場服事, ⾝份因有神
學院⽂憑⽽被安置在教導或領袖的位置上, 有⽂憑者也樂意這樣的安排; 有神學學位者已經無
法與信徒平起平坐的相處。這些讀了幾本神學書籍的神學院畢業⽣, 只教導他所知的, 不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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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對⼈說話的語氣, 然神學的浩瀚使他們深怕遭受挑戰, 語氣上必顯權威以保顏⾯。有神學
知識的⼈常不知神學需要受到激盪才會在⾃⼰⼼裏立根。

以柔克剛
這裏是基督以柔克剛最好的實例。多⾺是屬基督的⼈, 主對屬他的⼈展現出的耐⼼與溫柔超乎
我們想像; 想想多⾺愚頑程度之巨, 耶穌卻如此溫柔地對待多⾺, 應允其所求, 主這樣的耐⼼引
導令我們動容; 若再想到耶穌是上帝, 那更讓我們感到不可思議。猶太⼈認識的上帝是⾄⾼, ⾄
⼤, ⾄可畏, 但經過羞辱的死⽽復活的基督對屬他的⼈卻是顯出極⼤的憐憫, 溫柔, 忍耐。今⽇
常將神掛在嘴邊的基督徒當好好思想此事, ⾯對上帝⽽不⾯對主耶穌基督, 豈不找死! 豈不⾃絕
於恩典之外!

不對等的關係
罪⼈必定死, 普世的⼈都伏在上帝審判之下, 上帝對待罪⼈這樣的舉動是對等的, 不⾜為奇, 因
「世⼈都犯了罪, 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約3:23), 罪⼈只配得上帝的怒氣。但, 主基督對待多⾺
卻讓我們感到驚奇萬分, 恩典滿滿, 因為溫柔的耶穌與傲慢的多⾺彼此的互動是極不對等的。
多⾺就是屬主的基督徒的樣板, 兩者原先對主的回應皆是傲慢無比的, 因此, 我們(和多⾺)⾯對
上帝只配得到祂的憤怒與審判, 然「上帝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切相信的⼈」(羅3:22)。

今⽇基督徒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她)聽得關乎基督的真理, 即便⼀絲絲, ⼀些微, 都是他(她)與基督
在不對等互動之下⽽得的恩典。然, 今⽇基督徒卻顯為無知, 以為參加教會是給那教會的恩典, 
使該教會⼈數加增, 奉獻加多, 以致今⽇基督徒看教會⼀切事皆理所當然, 對教會的要求與⾃教
會所得的都認為是應該的, 合理的。請這些基督徒讀希伯來書1:14-2:1-3節,「天使豈不都是服
役的靈, 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效⼒麼? 所以, 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的道理, 恐怕我們
隨流失去, 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既是確定的, 凡⼲犯悖逆的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我們若忽略這麼
⼤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講的, 後來是聽⾒的⼈給我們證實了。」這裏提到
的基督徒聽道的態度, 若基督徒顯出“不鄭重”, “⼲犯悖逆”, “忽略”的話, 必得到“隨流失去”, “受報
應”, “不能逃罪”的後果。

基督不求⾃⼰的喜悅
保羅勸勉那些堅固的⼈, 要他們效法基督耶穌時, 說了⼀句話, 他說:「基督不求⾃⼰的喜悅」
(羅15:3a)。使徒這話令⼈難以理解, 不是應該在下位的我們求在上位的主基督的喜悅嗎? 再者, 
說基督“不求⾃⼰的喜悅”豈不是意謂著基督求屬他的⼈的喜悅嗎? 這是怎麼回事? 當我們看到
基督對待多⾺的態度後, 頓時恍然⼤悟, 這不就是基督不求⾃⼰的喜悅的具體表現。請注意, 耶
穌允許多⾺伸出⼿來, 探入他的肋旁, 耶穌必定要脫去他的衣服, 裸露他的胸膛, 耶穌為了使多
⾺喜悅竟可做到這個地步, 真讓我們驚愕不已, 耶穌這麼做的⽬的就是要多⾺可以信他。

讓我們再深思基督不求⾃⼰的喜悅⼀事。主傳道時經歷猶太⼈苦毒的對待, 並在⼗字架上經歷
了羞辱與痛苦, 且為我們死在⼗字架上。基督從死裏復活後, ⼜看到⾨徒⾒到他因不信⽽⽣的
驚慌害怕, 現在⼜為傲慢的多⾺之故再次顯現給⾨徒看。我們必會問, 基督做這些事真的是⽢
⼼樂意嗎? 當然是。須知, 耶穌受到⼈與魔⿁針對性的待遇是極其不友善的, 唯有在此前提下的
⽢⼼樂意, 才顯出其中無比的馨香之氣; 基督真的是不求⾃⼰的喜悅。 

超越所有神學系統
耶穌在這兩次顯現時要⾨徒摸他看看(參路24:39), 主這等舉動和其中的⼼思意念讓我們異常震
驚, 已經超過所有神學系統可理解的範圍; 換句話說, 所有神學系統造就不出基督徒這樣的⽣命
特質, 就連改⾰宗系統亦然。基督徒即便讀遍所有神學系統書籍亦無法⽣成這樣的的靈性,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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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知識越⾼的⼈越遠離群眾, 或說神學知識越豐富的基督徒越不願讓⼈碰到他的⾝體。談到⾝
體碰觸問體, 傳道⼈為何⾸選弟兄即昭然若揭。

另⼀個神蹟
基督這不求⾃⼰的喜悅⽽做出的動作顯出他是多麽地愛多⾺, 容許多⾺進前來, 並且許可多⾺
碰觸到他的⾝體, 甚⾄允許多⾺⽤指頭探入他肋旁的槍傷。基督不求⾃⼰的喜悅居然可以做到
這樣的地步, 為了使多⾺信, 不去修補槍傷, 讓它依存, 好讓多⾺可以探之, ⽽信他。這⼜讓我們
看到另⼀個神蹟, 看到耶穌的槍傷可以數天不變, 保持被刺時與復活那天第五次的顯現時的樣
貌。可⾒, 耶穌復活⾝體已經不隨⾃然律⽽運作著。啟⽰錄第⼀章之⼈⼦完美無瑕, 沒有釘痕, 
沒有槍傷, 但基督在第五次與這第六次顯現時不求⾃⼰的喜悅, 為求⾨徒和多⾺的喜悅, 願意他
這些羞辱記號⼀直留在⾝上, 好讓⾨徒和多⾺可以看到與摸著。

不要疑惑, 總要信
請注意, 耶穌對多⾺說的「不要疑惑, 總要信」, 不是說在他賜平安語之後, ⽽是說在顯露他羞
辱的記號給多⾺看之後; 也就是說, 耶穌要多⾺看的不是他榮耀的⾯容, ⽽是他曾經歷過的羞辱, 
故“不要疑惑, 總要信”這句話乃是針對他的死說的。這告訴我們, 我們信基督復活必須以基督的
死作為根基, 正確的復活觀必須含有基督的死, 如此才有平安, 不疑惑, 才有信。

死就是死, 死是⼀個結束, 死之後是無, 沒有⽣命, 死了⼜何必多⾔。多⾺認為的耶穌的死也是
如此, 疑惑著死後怎還有親為之事? 主耶穌要多⾺不要疑惑, 就是不要疑惑他復活後親⾝所做的
事, 以為這些事不是他做的。主要多⾺信, 就是要信死裏復活的他, 是他不假他⼈之親⾃的⾏
動。

反思

反思⼀
耶穌願意讓多⾺看到他的羞辱, 反觀我們, 卻常常掩蓋⾃⼰的羞辱, 我指的是信仰⽅⾯曾有過的
偏差。如果使徒曾有偏差認識主的記錄, 今天沒有親眼看⾒主的我們⼜怎可能從⼀開始就正確
認識主⽽沒有偏差呢? 我們被⾃⼰完全的道德觀給束縛住, 定義聖徒即為聖⼈, 不得有暇疵, 所
以, 我們很難得聽到⼀個傳道⼈說他(她)曾經信錯, 差點走不回來的⽣命經驗。

反思⼆
耶穌不求⾃⼰的喜悅亦指⽰基督徒⽣命成長的要件, 就是主動使他⼈喜悅, 使那⼈聽得上帝的
道⽽得著喜悅。這樣⾼尚的⼯作是⼀件很難得著聽者回饋的⼯作(參約15:18-20), 反⽽常常是
熱臉貼冷屁股, 因為我們若要討上帝的喜歡, 不討⼈的喜歡的話,  就必須傳講上帝最⾼智慧的作
為, 傳講基督⼗架, ⽽⼈的喜悅常在可看⾒, 可感受⽅⾯的得著, ⼈無法從⼗字架道理取得物質
上的豐富。

尾語
有⼈或許會問, 多⾺的要求是傲慢的, 無理的, 那為什麼主還應允他遲疑的要求? 因為多⾺是⼀
個愛主的⼈。多⾺雖設定了⾃⼰的障礙, 不聽旁⼈的話, 將認定主復活的標準是必須親眼看到
他, 親⼿摸到他, 但多⾺內⼼深處還是盼望能⾒到主。多⾺對主這樣的念想, 察驗⼈肺腑⼼腸的
主當然知道多⾺的⼼(參耶11:20), 主愛多⾺, 故必須去除多⾺的這狹隘。

我們知道主如此的⼤愛, 若我們的⼼無感, 基督的愛對我們還是無益的, 我們還是無法嘗得基督
點滴的美好。⼤衛說:「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有福了。」(詩
34:8) 所羅⾨說:「我的良⼈在男⼦中, 如同蘋果樹在樹林中, 我歡歡喜喜坐在他的蔭下, 嘗他果
⼦的滋味, 覺得⽢甜。」(歌2:3) 當我們內⼼被主感動, ⼝中對其⾒證的⾔語必帶著堅定的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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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好好思想耶穌對屬他的⼈的寬厚與忍耐, 因他「知道我們的本體, 思念我們不過是塵
⼟」, 所以,「壓傷的蘆葦, 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 他不吹滅。」(賽42:3; 太10:20; 詩103:14) 
我們如多⾺般的悖逆, 墮落, 以及不順服, 我們必須認清⾃⼰在所有⽅⾯的不完全, 失能, ⾃私, 
軟弱等等性情, 我們必須嚴肅看待之, ⽽不能輕描淡寫的帶過, 我們唯有在這樣的⼼態下看到的
耶穌對待多⾺⼀事, 才與我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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