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1年 ⼗⼆⽉26⽇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3) - 主延遲的賜福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4 分鐘

經⽂ 
約翰福⾳21:4節:「天將亮的時候, 耶穌站在岸上, ⾨徒卻不知道是耶穌。」

前⾔
今天是2021年最後⼀次主⽇, 我們今年講了三⼤主題, 即約翰福⾳第⼗⼀章整章, 耶穌對多⾺的
顯現(第六次), 以及以上下⽂脈絡解釋⾺太(⾺可)與路加記「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 
(或被召的⼈多, 選上的⼈少)」之意, 現在則剛開始講述基督第七次的顯現。我深感因有了這些
講章, 這⼀年沒有⽩過, 為此, 我們感謝主, 並祈求主來年恩上加恩, 在他第八次的顯現, 升天, 以
及受難等主題上認識與講解清楚。年初時不可能規劃出這麼多篇講章, 這是我們按部就班, 不
急躁, 不冒進, ⼀節⼀節地講, ⼒求對經⽂啟⽰的意義盡⼒理解得透徹所得的果實。另外, 每週
都可上台講道, 未缺席過⼀次, 這也是要感謝主在⾝體⽅⾯的保守。

我們總是會在年初立志, 如讀完⼀次聖經, 或好好查考⼀卷書, 或⾄少向⼀個⼈傳福⾳等等, 年
末時我們得算算達成了多少,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就知道耶穌說的撒種的比喻是真的, 保羅說
的「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出來由不得我」也是真的。不過, 我們還是要清算⼀下這⼀年所
得並逐⼀列表, 我們將發現每⼀項都經不起年歲的摧殘, 每⼀項久了必褪⾊, 價值下降。但是, 
如果表列中有“認識主”這⼀項, 必感知到這所得是歷久彌新, 不會鏽蝕。所羅⾨王說:「塵⼟仍
歸於地, 靈仍歸於賜靈的上帝。」(傳12:7) 我們從世界所得的必歸於世界, 然我們在主那裏所得
的, 也就是知得主說的話, 就歸於賜這話的主, 這是積儹財寶在天上的作為, 我們的⼼應當放在
這上⾯(參太6:19-21)

有些基督徒會說, “我什麼都沒有, 只有主”, 尤其是在窮乏時最喜歡說這句話, 但請他們將這句話
落實在⽣活中時, 即發現這不過是他們屬靈的⼝頭禪罷了。事實顯明, 這些⼈平時不愛聽基督
的道, 不思想基督的話, 當分享基督是誰時, 總是七零八落, 不著邊際, 無法闡明基督說的話的實
意, 最後多是述說⾃⼰的經歷。我們若不時常想起耶穌所說的話, 明⽩這些話的意義, 我們只能
做字句基督徒, 得不著基督說的話的⽣命,「我(耶穌)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命。」(約
6:63b)

第4節
彼得等出海打⿂, 他們打了⼀夜的⿂, 並沒有打著甚麼, 約翰這時記「天將亮的時候, 耶穌站在
岸上, ⾨徒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這時侯顯現有四⼤特點: (1) 顯在⾨徒打⿂打到最絕望的時
刻; (2) 延遲的賜福; (3) 顯在天將亮時; 以及(4) ⾨徒沒有認出耶穌來。今天僅講第(1)項和第(2)
項特點。

特點⼀: 耶穌顯在⾨徒絕望時
問, 耶穌是什麼時候到達提比哩亞海邊? 是⾨徒出海時, 還是天將亮時? 耶穌應該是早早在⾨徒
出海時, 就已經在海邊的岸上了。耶路撒冷與提比哩亞海兩地相距約120公⾥, 當時的交通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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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條條⼤路通羅⾺, 其他地⽅談不上建設, 路都是⼈走出來的, 長年下來, 必走出⼀條最短路
徑的路。彼得⼀⾏⼈從耶路撒冷城走向提比哩亞海只有這麼⼀條路, 他們在⼗幾個⼩時的路途
中並沒有看⾒耶穌, 但耶穌卻可瞬間出現在提比哩亞海邊, 這讓我們對榮耀⾝體的能⼒產⽣⼀
個想像, ⼀種疾如風, 快如閃電的⾏動能⼒。還有, 耶穌講話的聲量可以讓遠處的⾨徒聽得到, 
他也可以聽到⾨徒經過遠距離傳播後的回答。

耶穌看著⾨徒出海, 之後⼜站在岸上看著⾨徒屢屢下網收網, 卻沒有打著⿂; 主這樣看著他們⼀
整個晚上, ⼀直到天將亮的時候。按理說, 知⿂所在的⼈看到打⿂者⼀陣⼦打不著⿂, 應該會出
聲告訴他們⿂會在那裏, 但耶穌卻沒有這樣做。為什麼? 耶穌的不⾔與出⾔呈現的果效是完全
不⼀樣, 耶穌在⾨徒還有希望時指點他們, 與在⾨徒絕望時顯在他們⾯前下指⽰, ⾨徒得恩的感
受是天差地。

⼈不會珍惜太容易得到的事物, 賭徒⼿握易來的賭⾦與常⼈⽇⽇規矩辛苦掙得的財富, 兩者⾯
對⾦錢的態度完全不同, 後者珍惜之, 前者則揮霍之。同樣地, 精⼒沛然的⾨徒對於他⼈指⽰如
何下網, 態度多半是聽聽⽽已, 不會全然信服, 但當⾨徒精⼒耗盡, 想望落空之後, 這時得到指⽰
下網, 其中所得必使他們刻骨銘⼼, 內⼼衝擊必達到最⾼點。我們可以⽤聖經⼀個字詞來形容
⾨徒打不著⿂的困境, 叫做無可指望 (against hope)。

保羅論亞伯拉罕的無可指望
我們看到⾨徒處在無可指望的處境後, 就當看保羅如何論亞伯拉罕, 使徒說:「⼈得為後嗣是本
乎信, 因此就屬乎恩, 叫應許定然歸給⼀切後裔, 不但歸給那屬乎律法的, 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
罕之信的。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復活, 使無變為有的上帝, 他在主⾯前作我們世⼈的
⽗。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作
多國的⽗, 正如先前所說, 你的後裔將要如此。」(羅4:16-18)(注意紅字) 據使徒之⾔, 主帶領屬
他的⼈⾄無可指望的地步,  此延遲賜福⽬的就是要那⼈可蒙他恩, 信他, 得他應許, 做後⼈的榜
樣。世⼈無可指望的結局是無, ⽽屬主的⼈無可指望的結局是有, 這真是⼀件奇妙的事,「他名
稱為奇妙」。

使無變為有的上帝
世⼈將不能解釋的事會說在冥冥之中, 或命運, 或那不可知的⼒量, 其中也有相信上帝存在的⼈, 
但他們就是不敢說上帝的作為。我們屬主的基督徒若處在無可指望中唯⼀擁有的財寶就是信, 
然這信不是⼝頭說說⽽已, ⽽是相信上帝是叫死⼈復活, 使無變為有的上帝。無可指望隱藏令
⼈稱羨的福份, 這等兩極化的事卻同時發⽣在⼀個⼈⾝上, 這是上帝作為獨特之處。任何⼈看
亞伯拉罕, 或亞伯拉罕⾃⼰看⾃⼰, 年歲這麼⼤, ⾏不了房事, 妻⼦撒拉停經, ⼜懷不上孕, 不論
從任何⽅⾯看, 那時的他們絕真正的無可指望有後裔, 但上帝要從亞伯拉罕這無可指望中, 立他
作多國之⽗, 立撒拉作多國之⺟(參創世記第⼗七章)。亞伯拉罕從這無可指望中看到上帝是使
無變為有的上帝。

叫死⼈復活的上帝
亞伯拉罕經歷了另⼀個無可指望, 就是獻上帝應許⽽⽣的兒⼦-以撒為祭(參創世記第⼆⼗⼆
章)。上帝對亞伯拉罕說,「我就與你立約, 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從以撒⽣的才要稱為你的後
裔。」(創17:2; 21:12) 但當以撒長成童⼦時, 上帝卻對亞伯拉罕說:「你帶著你的兒⼦, 就是你
獨⽣的兒⼦, 你所愛的以撒, 往摩利亞地去, 在我所要指⽰你的⼭上, 把他獻為燔祭。」(創22:2) 
這兩句話彼此相牴觸, 若以撒死了, “後裔極其繁多”之語豈不成空? 亞伯拉罕聽這兩句話都是從
上帝⼝中, 都是真的, 且都必須應驗, 亞伯拉罕的信解決了他的難題, 因為他相信以撒死了,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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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叫他復活, 從以撒⽽⽣的後裔即可存在。亞伯拉罕從這無可指望中看到上帝是叫死⼈復活的
上帝。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今⽇雖不可能處在如彼得般情境當中, 但我們的無可指望卻可以亞伯拉
罕為鑑, 處在無可指望時依然有救贖的指望。我們進入教會時或許是受到信主之後必有豐盛的
⼈⽣的誘使, 但今⽇我們知曉主對屬他的⼈獨特的作為, 我們無論處在何樣的景況, 都當以信作
為我們對主的指望。傳基督福⾳可得豐盛的⼈⽣, 基督教若提供世上宗教可提供的, 基督教何
來存在的必要? 

特點⼆: 主的延遲賜福
主耶穌在此顯現第⼆個特點是他⼀整夜看⾨徒所顯的延遲, 之後所賜給⾨徒的福氣; 我們看到, 
⾨徒得的153條⼤⿂已超過他們當得的, 主的延遲⾏動帶給⾨徒意外的驚喜。我們今年年初也
講論耶穌對病了的拉撒路延遲看他的事(參約翰福⾳第⼗⼀章, 亦參今年1⽉17⾄4⽉18⽇講章), 
結果⾨徒經歷到的是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復活的榮耀事。基督徒必須要明⽩主耶穌在時間運⽤上
的作為, 主賜福的時刻是按他的意旨, ⽽不按我們所希望的時間,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決定死後“第
三天”復活, 耶穌因此說:「復活在我, ⽣命也在我。」(約11:25a) 

我們看耶穌的延遲不是將眼⽬定睛在⾨徒所得, ⽽是要認識到主延遲的真理。基督徒⼼中卻早
有定⾒, 讀福⾳書時對那些遇困難即得主耶穌幫助的事牢記在⼼, 如患熱病的彼得岳⺟(太8:14), 
患⾎漏的婦⼈(太9:20), 以及其他傳道時的神蹟等, 但對於耶穌延遲的事多不留意, 甚⾄不在
意。是的, 耶穌早期傳道時, 他的作為是即時施恩, 但到了晚期, 主施恩的作為卻轉為延遲, 在拉
撒路復活和⾨徒打著⿂兩件事上即為明證。

請問各位, 今⽇的我們已有整本啟⽰完全的聖經, 你們認為主的施恩作為會是即時的, 還是延遲
的? 相對地, 魔⿁的作為是即時的, 還是延遲的? 當魔⿁試探耶穌, 要耶穌俯伏拜牠, 牠就把世上
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的⼀切都賜給耶穌, 這是⼀個即時性的賜予。

主的延遲在他再來之時
認識主延遲的作為是保持我們對主再來的熱望的必要知識, 為強調此真理, 我引主耶穌, 使徒彼
得, 以及使徒保羅說的話, 分別記在⾺太福⾳24:12-14節, 彼得後書3:9節, 以及哥林多前書
15:23,24節(⾒篇末經⽂附註)。

耶穌在⾺太福⾳第⼆⼗四章啟⽰末期將⾄的徵兆, 這些兆頭清晰地顯在教會中, 其中有⼀個現
象就是教會充斥著假先知與假基督, 也就是假傳道⼈。這些⼈的本⾝與他們⼝中的⾔語令⼈感
到迷惑, 甚⾄連選⺠也會受迷惑, 因為假先知亦會出現在所謂正統教會裏。(但請注意, 選⺠或被
迷惑⼀時, 但⾄終還是會歸回。)

假先知的⾝份問題
先知是聖經特定字, 特指⾔說與上帝相關的事。假先知⾸要的問題就在他們的⾝份與頭銜上, 
既為牧師或傳道, 掛著基督教的稱號與招牌, 但是這些牧師傳道的⾔語中卻沒有基督, 這與其⾝
份實不相符。我們可以搜尋各教會網站, 看看這⼀年來論基督的講道主題有多少即為明證; 時
間是不可逆的, 教會講台沒有講基督就是沒有講基督, 呼攏不了⼈。

基督教會當有愛與⾎約
教會既是基督教會, 作為先知講道的⼈就當按基督的命令⾏, ⽽假先知必違背主這命令。耶穌
說:「我賜給你們⼀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
13:34) 基督的命令很清楚, 就是教會當有他的愛。我們曾經講過, 上帝是愛, ⽽⽗愛⼦乃是這本
質⽣發出來的具體⾏動, 耶穌因此照樣作, 愛世間屬他的⼈, 並且愛他們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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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我再說基督之愛的另⼀⽅⾯, 也就是, 教會的愛必須在基督定的新約中, 即基督徒彼此相
愛必須在基督所定的約中為之。關於這約, 耶穌在最後晚餐時說,「我告訴你們, 從今以後, 我不
再喝這葡萄汁, 直等神的國來到, ⼜拿起餅來, 祝謝了, 就擘開, 遞給他們, 說:『這是我的⾝體, 
為你們捨的, 你們也應當如此⾏, 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 說:『這杯是⽤我⾎所
立的新約, 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22:18-20) 因此, ⼀個遵守基督命令⽽有愛的傳道⼈(教
會)必然戮⼒傳揚基督⼗架, 使個個信徒皆與基督⼗架有份; 教會的愛不是世間所說關懷的愛, 或
看關係好壞或深淺。

世上亦講愛與約, 其中最典型的例⼦就是婚約, 夫妻⼆⼈有了婚約的當下, 彼此相愛的⼼是⾄誠
無邪。這婚約是法約, 不容更改, 但時間的酵素使有約的夫妻彼此可能沒有愛。然, 主基督的愛
與他所立的新(⾎)約卻是永不褪⾊, 彌堅不摧, 堅若磐⽯, 直到永遠。教會必須同時顯明基督的
愛與基督的⾎約, 那教會才是聖⽽公之教會。凡不傳基督⼗架的教會, 基督說她在正在做不法
的事, 這不法的事增多, 基督徒不熟知基督⼗架的愛,  許多⼈的愛⼼也就漸漸冷淡。

啟⽰錄的以弗所教會的問題就是僅展現對基督的愛, 卻失了履⾏基督的約的責任(啟2:1-7)。這
以弗所教會顯出對主的忠⼼, 她不能容忍惡⼈, 試驗那⾃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們是假
的來, 恨惡尼哥拉⼀黨⼈的⾏為, 為主的名勞苦, 並不乏倦, 然⽽, 主說他們把起初的愛⼼離棄
了, 也就是說, 講台信息皆為正, 但卻沒有關乎基督⾎約的⼗架信息。今⽇改⾰宗教會就是這以
弗所教會的寫照, 牧師⾔語正直, 論上帝精準正確, 但信息中講少了基督⼗架。

試煉屬主的⼈
教會想出各種⽅法使會眾的⼼凝結⼀起, 以顯出彼此相愛的狀態, 但若沒有基督的⾎約, 不講基
督⼗架, 那教會不過是社團罷了; 今⽇教會只講愛卻沒有基督的⾎約, 以致⾔⾏上顯得荒腔走板, 
有位美籍牧師居然說, 他不相信使⼈進地獄的上帝。坐天上寶座的基督⾒他的教會如此敗壞, 
任由假先知講論聖經, 卻不傳他的⼗架, 那主為什麼不出⼿清理⼀番? 彼得答此問⽽說, 主不願
有⼀⼈沉淪, 乃願⼈⼈都悔改, 這裏的“⼀⼈”是⽗賜給基督的⼈, 也就是耶穌說的:「祂(⽗)所賜
給我的, 叫我⼀個也不失落, 在末⽇卻叫他復活。」(約6:39) 基督既然有⽗賜給他的基督徒, 主
引導這些屬他的⼈必有試煉在其中, ⽽這試煉就是在假先知製造的不法環境中⽣存下來, 忍耐
到底。

我們看到, 亞伯拉罕向上帝求情讓以實瑪利活在上帝⾯前, 上帝應允之, 說祂將賜福給以實瑪利,
「使他昌盛, 極其繁多, 他必⽣⼗⼆個族長, 我也要使他成為⼤國。」(參創世記第⼗七章) 以東
⼈是以實瑪利的後代, 他們雖與以⾊列⼈終⽣為敵, 但上帝並沒有因此滅絕以東⼈, 為的是試煉
以⾊列⼈。今⽇亦然, 主耶穌沒有除去教會裏的假先知為要試煉屬他的⼈。這應驗了今天的啟
應經⽂,「上帝啊! 祢曾試驗我們, 熬煉我們, 如熬煉銀⼦⼀樣; 祢使我們進入網羅, 把重擔放在
我們的⾝上; 祢使⼈坐⾞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火, 祢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詩66:10-12)

向前看
上帝在以賽亞書中提及祂於末後所籌算和喜悅的事(賽46:10), 乃是指向舊約時期的末後和世界
的末了, 無論是何者, 上帝皆是要以⾊列⼈向前看。舊約以⾊列⼈向前看所看到的第⼀件事就
是, 上帝命定祂義僕的死。處在新約的我們也要向前看末後的事, 啟⽰錄則讓我們看到末後的
聖城新耶路撒冷有上帝和羔⽺的寶座(啟22:1,3)。這卷書直接題到羔⽺有32次之多, 因有羔⽺
之故, 我們若要掌握末後的事就要向後看, 清楚認識基督的死與復活, 這是我們站在上帝和羔⽺
的寶座前該有的實底與確據。

舊約蒙揀選者的盼望在於基督的死與復活, 新約蒙揀選者的盼望也在於基督的死與復活。因
此, 凡蒙上帝揀選的⼦⺠, 那真為上帝兒女的, 個個必接待基督, 信基督的名, 個個皆可悟性的明

第  ⾴ (共  ⾴)4 5



⽩基督的死與復活, 個個皆以此傳揚上帝的福⾳。這樣的基督徒才是基督徒, 這樣的教會才是
基督的教會。相反地, 不知, 不傳, 不⾼舉基督的死的教會算不得是基督的教會, 明明地將會眾
帶向死亡的末後。詩篇49篇兩次強調我們當居尊貴中, 說,「⼈居尊貴中不能長久, 如同死亡的
畜類⼀樣。...⼈在尊貴中⽽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畜類⼀樣。」(詩49:12; 20)

基督⼗架本來就是⼈不歡喜的道理, 然惟有那些忍耐到底, 不間斷地傳基督⼗架的基督徒, 必然
得救。末期到了, 這些屬基督的基督徒在復活的事上, 是繼初熟的果⼦-基督之後復活的⼈, 是基
督把國交與⽗上帝, 在這國有份的⼈。我們當知主延遲的⽬的, 這樣才不會失去對主的渴慕, 以
為認識主這麼深, 這麼多, 沒有什麼⽤, 改變不了教會的走向。

尾語
今天講的兩⼤特點, 主顯在⾨徒絕望時與主的延遲賜福, 必使基督徒聽了之後, 節節退後, 謂這
不是他們認識的主, 然基督徒的信⼼就在不斷與主摔跤的過程中, ⼼意更新⽽變化, 惟有忍耐倒
底的必然得救。

今⽇基督徒不愛延遲的賜福, 禱求變成了妄求, 若得不到禱告所求, ⼝即出埋怨, 多次得不著之
後, 便失去對主的渴慕, 不信之⼼油然⽣起。雅各書4:3節說:「你們求也得不著, 是因為你們妄
求, 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宴樂的⼼是即時的, 只求當下要吃什麼, 喝什麼, 這樣的求是無
聊且不智。主耶穌看到⾨徒處在困境時, 必沒有及時伸出援⼿, 我們處在困境時, ⼜怎可背道⽽
求, 祈禱脫離困境呢? 順此思路繼續論下去, 我們必然意識到基督徒的禱求唯有求神的國和神的
義, 這才是有意義之求。

經⽂附註:
⾺太福⾳24:12-14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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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國的福⾳, 要傳遍天下, 對萬⺠作⾒證, 然後末期纔來到。」

彼得後書3:9節:「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 有⼈以為他是耽延, 其實不是耽延, 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
有⼀⼈沉淪, 乃願⼈⼈都悔改。」

哥林多前書15:23,24節:「各⼈是按著⾃⼰的次序復活, 初熟的果⼦是基督, 以後, 在他來的時候
是那些屬基督的, 再後, 末期到了, 那時基督既將⼀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 就
把國交與⽗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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