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七⽉10⽇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27) - 年⽼依然有油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5 分鐘

經⽂ 
約翰福⾳21:17c-18節:「17c耶穌說:『你餵養我的⽺。18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你年少的時候, ⾃
⼰束上帶⼦, 隨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候, 你要伸出⼿來, 別⼈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
⽅。』」

給與得
主耶穌於第18節說的是彼得的⼀⽣, 這話既記在聖經裏, 所⾔也是屬主的基督徒的⼀⽣; 這第18
節的話與我們⽣命成長息息相關。我們論這關聯性的第(1)點就是耶穌對彼得榮耀的豫定, 指明
他未來的事。愛是上帝的本質, 有愛必有愛的付出表現。耶穌對彼得的豫定乃是對他最⼤的
愛, 因為彼得已撇下所有跟從主, 他在⼀無所有的情況下, 耶穌命令彼得要餵養他的⽺, ⽽這指
令給了彼得有了可以愛主的機會; 彼得有了主的釘痕之愛, 再藉以餵養主的⽺這釘痕之愛來表
現出他對主的愛。耶穌提及彼得的年老, 彼得因此可以⼀⽣餵養主的⽺⽽⼀⽣愛主, 這是傳道
⼈⾄⾼無上的光榮, 這光榮僅賜給那些⼀⽣戮⼒傳講基督的死與復活的傳道⼈。

多數基督徒以為蒙福的記號是⾃主那裏得, 得財富, 得地位, 得知識, 得醫治, 得⼀切的⼀切, 因
此, 多數基督徒的⾒證就是在“得”⽅⾯著墨敘詞; 教會也因建起地上物, 有了可看得的會堂⽽⾃
覺蒙神的眷愛。但, 耶穌這次的顯現卻讓我們看到, 他賜給彼得最⼤的恩典就是彼得可以愛, 可
以給, 可以付出。當教會只得⽽不給, 牧師傳道不能餵養主的⽺, 不講明耶穌釘痕之愛, 她應當
警覺到魔⿁對耶穌第三個試探,「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這⼀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賜
給你。」(太4:8,9) 魔⿁這試探乃是要耶穌得, 得萬國的榮華。這就是上帝的兒女和魔⿁的兒女
之間的不同, 上帝的兒女因有上帝的性情⽽願意給, 魔⿁的兒女因有魔⿁的性情⽽欲得, 且欲望
無窮的多得。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必須在給與得的事上儆醒, 因為基督教的⼤敵就是⾃私。基督賜給彼得
的⽣命是給予與付出的⽣命, 具體顯在餵養與傳道事上, 使⼈知基督釘痕之愛; 相反地, 魔⿁影
響⼈使之得世上榮華的⽣命, 誘使那⼈枉顧基督⼗架所顯之愛與給的⽣命。耶穌責備⽂⼠和法
利賽⼈諸惡中有⼀惡是「你們(⽂⼠和法利賽⼈)說, 凡指著殿起誓的, 這算不得甚麼, 只是凡指
著殿中⾦⼦起誓的, 他就該謹守。」(太23:26) 這“指著殿中⾦⼦起誓”就是在聖殿裏祈求得財富
的意思, 法利賽⼈⼼想的是百姓的財富, 故這樣說。

教會為讓世⼈看⾒教會的榮華⽽⼀直得, ⼀直張⼤, 卻不⾒這教會有主耶穌要的餵養, 這教會已
中了魔⿁的試探, 明明違背了主禱⽂的訓詞。今⽇無論是靈恩派或是福⾳派的牧者和主事⼈, 
⼼中總是計畫擴充有形的事物, 卻不去注意⾃⼰的教訓, 是否傳基督; 教會甚願投資死的物(會堂
或事⼯等), 卻不願投資活的⼈(傳道或神學⽣等)。試想, ⼀億元可以供應多少傳道⼈的⽣活與
退休⾦, 使之放膽傳道! 蓋樓要先坐下算計花費, 打仗要先酌量兵⼒(路14:28-31), 但福⾳機構(包
括教會和神學院)擴展事⼯時卻不考慮爾後運營成本, 福⾳機構的財務狀況不佳⽽有虧損時, 只
能“禱告仰望主”。為什麼神職⼈員提出的事⼯⼀定要基督徒無條件的資助之? 若牧師在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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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的開展, 卻不⾒他長於基督的教訓, 無法使⼈認識基督釘痕之愛, ⾄終⼈只看到他(開展的
事⼯), ⽽看不到基督。

多數牧師⾃傲他們乃是從零開始, 後有堂, 爾後再有更⼤的堂, 即說這是神愛他, 使之榮上加榮
的記號, 然這些牧師的講章卻不⾒有基督耶穌, 會堂建物上有⼗架, 他們的嘴卻沒有。這些牧師
從來不認為主耶穌在⾺太福⾳第⼆⼗三章責備的⼈就是他們, 遇⾒了魔⿁的試探⽽不⾃知。有
些靈恩派的基督徒到我們教會來, 僅聚會⼀次就不來了, 這些基督徒已經習慣了聽神的聲⾳, 對
我們在此所講的信息已經完全沒有興趣。

⽣命需繼續成長
我們提論這關聯性的第(2)點是使徒彼得雖已跟隨主三年半, 但他屬靈的⽣命還需繼續成長, 直
到他可領受以死榮耀上帝的恩典。彼得(和其他⾨徒)與主的經歷遠遠超過所有⼈, 他親眼看過, 
親⼿摸過主(約⼀1:1), ⼜是親眼⾒到復活主, 然彼得當時的⽣命深度還是不能承接關乎他的死
的事, 即便這死榮耀上帝。聖經記, 彼得⽣命最⼤的坎就是不能全⼼接納外邦⼈, 先是不願意向
外邦⼈傳道, 後是因懼怕教會權威⽽與外邦⼈隔開。因著主豫定彼得的死將榮耀上, 故主必須
挪去這絆住彼得的坎, 使他可得得榮耀。我們看到, 前⼀回由主耶穌親⾃教訓他(參徒10:10-16; 
11:5-10), 後⼀回則是保羅以當⾯抵擋他的⽅式教訓他(參加2:11-14)。彼得⽣命成長過程中有
如此直接的教誨, 可說是福氣滿滿。

⽣命成長的動⼒
使徒的⽣命還得不斷成長,  更何況我們! 彼得的經驗告訴我們, ⽣命成長的動⼒有⼆, ⼀是讀聖
經(上帝的話), 想起主耶穌所說的⼀切話, 另⼀是聽得知真理的弟兄以愛⼼說的誠實話, 願意聽
道或接受規勸等。讀聖經是⾃學, 聽道則來⾃教會, 兩者相輔相成。由於這⽣命成長動⼒得⾃
聖經的指⽰, 故是每個基督徒可為的, 教會當做的事就是於主⽇講台傳達清晰明確的信息, 使會
眾讀經時可認識基督, 主⽇講台是教會諸活動中最主要的⼀環。若會眾來教會不是為聽道, ⽽
是為教會安排的其他活動, 教會已失去她存在的意義。教會當視會眾如⼤⼈, 不需如看顧⼩孩
般設定其讀經進度。

年老時
由於耶穌不僅提到彼得的年少, 亦提到他的年老, 我們基督徒就應當須注意我們年老時的景
況。提到年老必聯想到退休, 養⽣, 含飴弄孫, 安享晚年, 寫回憶錄等事, 除了這些之外, 年老基
督徒當知他(她)還是個基督徒, ⽽基督徒是個⾝份, 不是有任期的職業頭銜。基督徒無論年歲多
少在神國裏就當成長, 越多的認識主, 直到離世的那⽇。

教會對年老基督徒多是⽂化和倫理上的敬重, 甚缺福⾳上的造就引導。講台信息若偏重⽣活引
導, 這對⼈⽣經驗豐富的年老基督徒來說, 毫無吸引⼒, 有說等於沒說, 甚⾄浪費他們的時間。
保羅對年老基督徒的態度是,「不可嚴責老年⼈,  只要勸他如同⽗親;...勸老年婦女如同⺟
親,...。」(提前5:1a,2a) 何謂不嚴責, 何謂勸, 必須以福⾳解釋之, 也就是, 對老年⼈與婦女教導
基督的教訓時, 在語氣與態度上要顯出無比的耐⼼, 願他們在認識基督上有所精進, 即便步伐緩
慢亦無妨, 只要前⾏即可。然, 年老基督徒不得倚老賣老, 不願在基督裏多學點, 讓⾃⼰屬靈⽣
命變得空洞。曾為教會立下汗⾺功勞, 忠⼼服事的基督徒, 到老時在認識基督上常是停滯不前, 
不願⼼意更新⽽變化, 不愛繼續察驗上帝善良, 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 。

忠僕與惡僕, 聰明的童女與愚拙的童女
耶穌提到彼得的年老, ⽽年老基督徒還是需要油, 這使我想到耶穌⼗個童女的比喻(太25:1-13), 
這⼗個童女比喻對年老基督徒有著立時警惕的作⽤。耶穌於⾺太福⾳第⼆⼗四章論的是他的僕
⼈, 在這些僕⼈教導下的基督徒則是耶穌於⾺太福⾳第⼆⼗五章論的這⼗個童女。請注意,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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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說僕⼈有忠⼼⾒識的, 也有惡的, 說童女有聰明的, 也有愚拙的, 這些⼈就不是假設語氣, ⽽是
實在存在的⼈。忠僕可帶出聰明的童女, 惡僕帶出來的⼀定是愚拙的童女, 兩者必聯動⼀起, 因
「凡好樹都結好果⼦, 惟獨壞樹結壞果⼦; 好樹不能結壞果⼦, 壞樹不能結好果⼦。」(太
7:17,18) 聰明的童女⼀定在忠僕下受教, 愚拙的童女似乎缺乏屬靈判斷⼒⽽導致愚拙, 但歸根
究底, 他(她)壓根兒不願聽從忠僕的教導, 即便他(她)有機會聽之; 有耳可聽卻不聽, 這才叫做愚
拙, 愚拙的童女⾃以為聰明卻⽢願服在惡僕之下。

總括來說, 當基督再來時, 基督徒必分兩邊站著, ⼀邊是忠⼼有⾒識的僕⼈與聰明的童女, 另⼀
邊是惡僕與愚拙的童女, 其中沒有中間區。也就是說, 神職⼈員若不是忠僕, 他(她)就是惡僕, 信
徒若不是聰明的童女, 他(她)就是愚拙的童女, 每⼀個基督徒必經歷這樣的分別, ⼀定會被歸入
其中⼀類, 誰也不能例外。屆時基督徒將看到處處意外, 落⾺多多。

⼗個童女的比喻: ⾺太福⾳第⼆⼗五章1-13節
耶穌⼗個童女的比喻分三個時景, 即童女等待新郎時, 童女等到新郎現⾝時, 以及新郎入院後各
童女的結局。耶穌以童女為主⾓, 且說新郎於⿊夜現⾝, 這比喻堪稱⼀絕。⾝為男⼦的基督徒
那願意想⾃⼰是個童女? 注重外表美顏俊相的基督徒那願⿊夜迎主? 不看這些表⾯意象的基督
徒才會願意尋求考察這比喻的精意, 這是第⼀道篩選。

第⼀段時景: 每個基督徒讀這比喻都知道要做個聰明的童女, 也知道聰明的童女聰明之處在於
她們比愚拙的童女豫備的油更為充⾜, 當新郎來到時, 聰明的童女的燈裏依然有油。但, 問題在
於聰明的童女要豫備多少油才算充⾜? 耶穌說, 聰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兩者等著等著「都打
盹睡著了」, 這句話的意思是新郎來的時辰不是童女們可預知的, 童女們不知新郎的遲延時間
到底是多久。保羅說主耶穌再來時好像夜間的賊⼀樣(帖前5:2b), 沒有⼈知道主何時再來。這
樣,「聰明的(童女)拿著燈, ⼜豫備油在器⽫裏」就不是⼀個靜態的觀念, 好像備好⼤桶的油等
新郎的出現, ⽽是⼀個動態的觀念, 器⽫裏需不停的備⾜油。持靜態觀念者必坐吃⼭空, 持動態
觀念者如「信我的⼈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的江河來。」(約5:38)

這即告訴年老基督徒, 不可停⽌聽道, 不可停⽌認識主耶穌基督。年老基督徒的⾝體壯況必⼤
不如前, 故應當比以往更加有智慧, 數算⾃⼰在世的⽇⼦, 能聽多少算多少, 能學多少算多少, 離
世時⼼裏才會有平安。

第⼆段時景: 接下來就是新郎到來時童女的景況, 我請⼤家注意, 耶穌論他再來時所⽤的⾔語比
使徒所⾔的更為直接, ⼈⼈皆懂, 且更令⼈驚懼。若我們設想⾃⼰就是這些童女, ⼈就在現場, 
我們將感受到新郎到來的那時展現出的強⼤張⼒, 其中沒有斡旋, 沒有轉圜, 沒有第⼆次機會, 
沒有看情⾯的可能,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若我們被主歸為聰明的童女, 將感受到的張⼒是零, 
若我們被主歸為愚拙的童女的話, 那張⼒將是無窮⼤; 聰明的童女必坦然無懼(約⼀4:17), 愚拙
的童女將⼿都發軟, 膝弱如⽔(結7:17)。 

新郎來之時是在半夜, 有⼈喊著說:「新郎來了, 你們出來迎接他」, 那些童女(包括愚拙的和聰
明的)聽了這話就都起來收拾燈, 結果, 愚拙的童女發現她們的燈裏沒油了, 愚拙的童女的驚慌是
可想⽽知的, 她們的驚慌相對於聰明的童女的淡定形成強烈的對比。這時, 愚拙的童女欲亡⽺
補牢, 她們知道聰明的童女⼼中有愛, 她們擁有給的⽣命, 便求聰明的童女分點油給她們, 結果
被狠狠的拒絕。後, 愚拙的童女聽從聰明的童女的建議, 到賣油的那裏買油, 然當她們買到油後, 
新郎已經來了, 且已與那些豫備好的聰明的童女⼀同進院坐席。

愚拙的童女所有的補救措施, 無論是借, 是買, 或是其他⽅法, 都為時已晚, 已經來不及了, 她們
不能在新郎到來之際, 提燈接主。這給予我們相當程度的提⽰, 若我們把最好的時光, ⾝體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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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狀態時追求世上物, 等到體衰腦鈍時才想到主, 為時已晚; 我們若想著無事⼀⾝輕時才全⼼
地追求主, 那時已經沒有動⼒了。

愚拙的童女與聰明的童女此時此刻的互動讓我們深思。愚拙的童女向聰明的童女借油表⽰她們
平時並非愚拙, 不是愚笨的⼀群, 她們⼼裏知道聰明的童女平時就彰顯出愛與給的⽣命。⼈有
靈性, 故⼈當然知道⾃⼰如何, 他⼈如何; 不給的⼈知道⾃⼰不給, 也知道給的⼈會給, 給的⼈知
道⾃⼰會給, 也知道不給的⼈就是不給。聰明的童女平時給, 卻在這關鍵時刻不給, 這乃是對愚
拙的童女終極性的判評, 再也無法從他(她)⾝上得著什麼。

第三段時景: ⼗個童女的比喻的第三段時景是新郎在院內, 愚拙的童女在院外, 兩者隔著⼀道
⾨。請各位注意, 這時的院外不僅有愚拙的童女, 還有其餘的童女, 她們隨後也來到⾨外(太
25:11), 可⾒, 在院外的童女的數⽬遠遠多於進到院內的童女。耶穌在第七章早已明⽰,「你們
要進窄⾨, 因為引到滅亡, 那⾨是寬的, 路是⼤的, 進去的⼈也多, 引到永⽣, 那⾨是窄的, 路是⼩
的, 找著的⼈也少。」(太7:13,14) 但多數⼈卻不把耶穌這話聽進去, 到了第⼆⼗五章即⾒了真
章, 分別了進窄⾨的與進寬⾨的。

愚拙的童女在⾨外對在院裏的新郎說:「主阿! 主阿! 給我們開⾨。」這時, 在⾨外的童女還是稱
呼新郎為主, 這表⽰她們⼀直認定耶穌為主。基督徒聚會禱告完後必說「奉耶穌基督的名禱
告, 阿⾨!」有的在家裏會掛上「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扁牌, ⼯作同事也知道他們是基督徒, 禮拜
天⼀定要到教會做禮拜, 教會也⽉⽉收到基督徒的奉獻, 也就是說, 愚拙的童女在新郎到來之前, 
各個⽅⾯的⾏為表現確定是基督徒無誤, 但是, 當新郎出現時, 她們卻被關在⾨外, 進不得院內, 
⼝中平時⼀直說著“信耶穌, 得永⽣”, 最後卻是⼀場空。不僅如此, 她們還聽到耶穌對她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我不認識你們」, 這句話徹底斷絕她們任何的盼望。

耶穌在第七章早已明⽰,「凡稱呼我『主阿! 主阿!』的⼈不能都進天國, 惟獨遵⾏我天⽗旨意的
⼈纔能進去。當那⽇必有許多⼈對我說:『主阿! 主阿! 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 
奉你的名⾏許多異能麼?』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 離
開我去罷!』」(太7:21-23) 但多數⼈卻不把耶穌這話聽進去, 到了第⼆⼗五章即⾒了真章, 分別
了聰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 耶穌看這些愚拙的童女是作惡的⼈, 如落深淵。

神學性的難題
我們在這裏遇到⼀個神學性的難題: 聰明的童女建議愚拙的童女「到賣油的那裏去買」, 給了
她們某種程度可以迎⾒主的盼望, 但是主卻是斬釘截鐵地對愚拙的童女說「我不認識你們」,  
完全不給她們任何希望; 表⾯上看起來, 聰明的童女比新郎更有憐憫之⼼。當上帝要摩⻄對以
⾊列百姓說:「主說:『你們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我若⼀霎時臨到你們中間, 必滅絕你們。』」(出
33:5a) 摩⻄卻對上帝說:「求祢想到這⺠是祢的⺠」(出33:13b); 表⾯上看起來, 摩⻄比上帝更
有憐憫之⼼。請問各位, 如何理解這樣的情況?

⾸先我們當注意, 上帝是上帝, ⼈是⼈, ⽽且⼈還是罪⼈, 將上帝與罪⼈如此相比是不適當的。
聰明的童女的建議或摩⻄的說詞皆是在他們尚未進入院內之前的作為, 這建議和說詞反應出
「那不憐憫⼈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的⽣命態度(參雅2:13), 在基督未
來之前, 這態度是合宜的, 正確的。因此, 我們絕對不可以說“這⼈沒有得救”, “那⼈沒有得救”等
類的話, 說這樣的話已經告訴⼈, 他有如上帝⼀般的權⼒。有位靈恩派⾼位領袖很喜歡在台上
說“你們不要得罪神”, 這種威嚇⾔語無助於信徒信仰的建立, 不是聰明的童女會做的事。

⾄於新郎, 他說話的地⽅是在⾨內, 且⾨已關了, 這表⽰上帝所賜給⼈所有的機會皆嘎然⽽⽌。
新郎既然不認識愚拙的童女與其餘的童女, 卻還向她們說話, 這表⽰他正在做⼀個分別的動
作。耶穌說:「當⼈⼦在他榮耀裏, 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萬⺠都要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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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他⾯前, 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 好像牧⽺的分別綿⽺⼭⽺⼀般, 把綿⽺安置在右邊, ⼭⽺在
左邊。」(25:31-33) 當⾨關之時就是主開始做分別之時, 將他所認識的和不認識的, ⼀個個分別
出來。

你們要儆醒
耶穌講完這個比喻之後, 便告誡⾨徒說:「所以, 你們要儆醒, 因為那⽇⼦, 那時辰, 你們不知
道。」(太25:13) 主這句話⼜再次指出燈持續裝滿油的必要性。詩篇第⼀篇記,「惟喜愛主的律
法, 晝夜思想, 這⼈便為有福, 他要像⼀棵樹栽在溪⽔旁, 按時候結果⼦, 葉⼦也不枯乾。」
(1:2,3a) “晝夜思想”就是我們的燈要每天裝滿油, “按時候結果⼦”等同於新郎來了的時候。

基督徒屬靈⽣命成長是無⽌盡的, 使徒彼得的以死榮耀上帝就是實例。⼈到年老時, 常倘佯在
⼀⽣奮⾾所積累的榮耀中, 愛回憶, 說過去, 但年老基督徒當認知到, 耶穌不會因為你(妳)德⾼望
重, 功勳滿服就另眼相看, 對你(妳)有特別待遇。⼤衛第⼆次點兵惹上帝發怒的原因就在於他經
不起上帝⼀個⼩⼩的試煉, 上帝激動⼤衛數點以⾊列⼈和猶⼤⼈(撒下24:1) , 他居然真的這麼做
了, 上帝這試鍊顯出⼤衛以既有的成就為傲。⼤衛數點百姓以後, 就⼼中⾃責, 禱告上帝說:「我
⾏這事⼤有罪了, 主啊! 求祢除掉僕⼈的罪孽, 因我所⾏的甚是愚昧。」(撒下24:10) ⼤衛雖知
罪, 但我們卻傷⼼地看到⼤衛除罪的⽅法不是選被敵⼈⾯前逃跑, 被追趕三個⽉, 不是選國中有
七年的饑荒, ⽽是選有三⽇的瘟疫(撒下24:13-15); ⼤衛⾃⼰犯的罪, 卻讓百姓嚐罪的⼯價。

年老的牧師當儆醒於此, 不得看過去存積了多少油, 若這年老牧師數算外在成就, 如建堂, 植堂, 
⼈數等等, 那些積存的油頓時燒盡, 無⼀滴留存。台灣教會的牧師嚮往美國教會Mega church, 
電視GoodTV特愛放送這些教會牧師的講道, 若台灣牧師沒有聰明童女般的⾃覺, 教會⼀旦如其
願建⼤之後, 這個⼤將成為這牧師揮之不去的夢魘, 這牧師年老回憶的是這教會的⼤, ⽽不是如
經上所記,「誇⼝的，當指著主誇⼝。」保羅說:「蒙悅納的不是⾃⼰稱許的, 乃是主所稱許
的。」(林後10:18) 沒有獨立會堂的牧師在有會堂的牧師⾯前總覺低⼈⼀等, 所以, 前者⼯作的
⽅向⼀定朝建堂⽬標⽽⾏, 不去理會有了會堂之後的後遺症。

The Ten Virgins,  John Melhuish Strudwick (1849-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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