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七⽉31⽇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29) - 信徒的堅忍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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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美國眾議院院長裴洛⻄(Nancy Pelosi)已啟程訪問亞洲, 她是否要到台灣來⼀事激起不⼩的波
瀾。在我們看來, 她只為⾃⼰的榮譽和顏⾯, 不顧台灣⼈的安危, ⼀個⼈可以⾃私到這地步, 將
整個台灣陷於危險當中。這位女⼠若如償所願, 造訪台灣, 她是踩在台灣⼈的屍體上得願。這
使我想到上帝在以⻄結書第37章使平原枯乾的骸骨復活的事, 上帝藉著這些骸骨來彰顯祂的榮
耀, 然, 這些骸骨活了起來。裴洛⻄是天主教徒, 所為與上帝這性情完全不同。

因提到骸骨復活, 我們當注意先知以⻄結在這事中的⾓⾊(參結37:9,10)。主對以⻄結說:「⼈⼦
啊! 你要發預⾔, 向風發預⾔說:『主耶和華如此說, 氣息啊! 要從四⽅⽽來, 吹在這些被殺的⼈
⾝上, 使他們活了。』」以⻄結如是遵命說預⾔, 聖經記「氣息就進入骸骨, 骸骨便活了, 並且
站起來, 成為極⼤的軍隊。」我們有筋, 有⾁, 有⽪, 但沒有氣息, 需要基督的話進入我們裏⾯, 
使我們活起來, 這就是⾝為傳道者的責任, 傳講基督, 使⼈得⽣命。

耶穌第18節說的話
(4) 屬主的⼈必須忍耐到底, 他才可看到⾃⼰成熟的樣貌
我們思想主這第18節的話得到的啟發有(1)耶穌對彼得榮耀的豫定, 指明他未來的事; (2)使徒屬
靈的⽣命需繼續成長, 直到可領受以死榮耀上帝的恩典; 以及(3)屬靈智慧成長必與⼈⽣經歷有
關。今天講第(4)點啟發: 耶穌論彼得的年少時的情景, 也論他年老時的情景, 那麼, 彼得必須⾏
在主的道路上, 他才能看到主預⾔他年老的成熟樣貌。

加爾⽂主義五⼤要點(TULIP)將“信徒的堅忍”放在第五點, 乃因這堅忍需要基督徒⼀⽣持續相信
⼈全然的墮落敗壞, 上帝無條件的揀選, 基督限定的贖罪, 以及聖靈有效的恩召, 這四點必須同
時相信, 缺⼀不可, 信徒的堅忍才有意義。現今, 神的主權和⼈的責任被當作議題來討論, 這兩
件事兩極化的結果變成了兩派的爭論, 爭論⼀起即模糊了當有的神的主權和⼈的責任的理解。

基督徒⾼舉上帝的主權後, 他絕對不是兩⼿⼀攤, ⽩⽩地領受主的恩典, 以為上帝會做好⼀切事, 
對⾃⼰救贖事不做任何努⼒, 這是錯誤的認知。基督徒是有責任的, 這責任就是堅忍到底, 彼得
的堅忍到底造就他得著以死榮耀上帝的福份。耶穌說:「你們要為我的名, 被眾⼈恨惡, 惟有忍
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耶穌傳道初期就說了這話(太10:22), 到了傳道晚期⼜再說⼀次(太
24:13), 可⾒, 基督徒為主的名忍耐到底是⼀件多麼困難的事。我們看到, 耶穌的使徒們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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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週, 加略⼈猶⼤賣主, ⻄⾨彼得不認主, 其他⾨徒在耶穌被捕時全都逃散了。所以, ⼤
家不要⼩看“忍耐到底”這命令, 不是⼝說的那麼簡單。 

烏⻄雅王不忍耐到底
舊約烏⻄雅王當政時⾏上帝眼中看為正的事(歷下26:4a), 他治理的名聲甚⾄傳到遠⽅。然, 當
烏⻄雅王看他的國⼒甚強盛, 就⼼⾼氣傲, ⾏事開始邪僻起來, 這王居然硬要在上帝殿裏的香壇
上燒香(歷下26:16), 違背祭司必須出於亞倫後裔的長⼦的定律(出28:41; ⺠3:2-3), 明明地⼲犯
上帝。上帝使烏⻄雅王額上發出⼤痲瘋, 直到死前皆未痊癒, 後⼈因此稱烏⻄雅王是「長⼤痲
瘋的」(代下26:23), 完全忘記他治理的成績。

今天有沒有烏⻄雅王呢? 烏⻄雅王的惡⾏主要在於破壞了基督的獨⼀性, 唯基督才是君王與祭
司合⼀的主, 基督是我們與上帝之間唯⼀的中保, 我們唯有藉著基督才能到⽗那裏去。環觀今
⽇教會, 牧師傳道在講台上對會眾侃侃地論神的種種, 卻不⾒他們論基督, 就連可直接⾒證基督
的經⽂也避之不談, 譬如前⾯提的以⻄結書第37章, 這是⾒證基督最直接的⼀段聖經, 但講者就
是不提基督, 只提神。沒了基督, 就沒了中保, 卻敢在上帝⾯前談祂, 這些傳道多年, 饒有牧會經
驗, 且⼩有成績的牧師下意識認定他可以直接來到上帝⾯前。

希⻄家王不忍耐到底
希⻄家王當政時⾏上帝眼中看為正的事, 效法他祖⼤衛⼀切所⾏的(代下29:2)。希⻄家蒙上帝
延壽, 多活了⼗五年, 但他卻在這期間做了兩件惡事, ⼀是, 向外邦王⼦炫耀⾃⼰的財富和武⼒, 
另⼀是, 娶外邦女⼦協⻄巴為妻。希⻄家與協⻄巴⽣了瑪拿⻄, 這瑪拿⻄受其外邦⺟親影響, 登
基做王後開始⾏上帝眼中看為惡的事(王下20:6,12-21; 21:2)。順便⼀提, 希⻄家王另⼀糟糕之
處, 他只重現世, 不管後世, 只享受⾃⼰現今的榮耀, 不管他的作為對後世的負⾯影響。知此, 教
會當留意她的信息份量是否可傳於後世。

Billy Graham不忍耐到底
Billy Graham (1918-2018) 晚年講說其他宗教亦找到可回到上帝那裏的路(這是我親耳聽到他
在Crystal Cathedral Church的視訊中講的), 否定基督是唯⼀的道路。Graham⾃1964年起即為
美國總統的御⽤牧師, 他最後幾年所⾔使他⼀⽣傳道事⼯蒙羞。Graham牧師活了⼀百歲, 然年
老不是他信仰走偏的原因, 麥基洗德和摩⻄也是過百歲之⼈, 他們死前對上帝的信仰堅如磐⽯, 
毫無偏差。

基督徒不忍耐到底
以上諸例都是在上位者不能忍耐到底的歷史紀錄, 那平信徒呢? 底⾺原與保羅同⼯, 保羅說他貪
愛現今的世界, 因⽽離棄原⾏的正路(提後4:10)。聖經記容易離隊的基督徒就是那些沒有離開
基督道理的開端, 卻⾃認蒙了光照, 嚐過天恩的滋味, ⾃覺於聖靈有分, 嘗過神善道的滋味, 覺悟
來世權能的⼈, 這些⼈最後長出的卻是荊棘和蒺藜(參來6:1,4-8)。這段希伯來書經⽂是許多基
督徒最不願意回顧的⼀段經⽂, 但確實是會發⽣的事。許多離隊者以“⼀次得救, 永遠得救”, 或
“信耶穌, 得永⽣”等字訣來穩住⾃⼰的信仰, 但終究掩蓋不住他們離隊的事實。

努⼒進天國得榮耀
親⾝跟隨過主耶穌的使徒們, 以及跟隨過使徒的⼈尚且會離隊, 那我們既⾒不到主, ⼜⾒不到使
徒, 離開主豈不是分分秒秒的事? 我們當⾃知這種危機, 要儆醒禱告, 不將⾃⼰走在離隊的⽅
向。彼得的榮耀記在聖經中, 得榮耀⼀事就不是使徒獨享, ⽽是給每⼀個屬主的基督徒, 保羅說
上帝「豫先所定下的⼈⼜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叫他們得榮
耀。」(羅8:30) 彼得忍耐到底得了榮耀, 我們當然也需忍耐到底才可得榮耀, 前提是為主的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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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愛提主名, 喜愛解釋主的話;  反之, 不愛提主名, 不愛解釋主話的⼈, 他(她)怎可能從主那裏
得榮耀, ⼀切所為皆是虛。

基督徒盼望得到榮耀就必須起⽽⾏, 因我們得榮耀是在天國裏得, 上帝在天國裏藉著主耶穌基
督使我們得榮耀, 所以, 我們當先保證⾃⼰在天國裏。我們進天國不是⽤禱告說說, 聽聽講道⽽
已, ⽽是需要拼盡全⼒。主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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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的「我們務必竭⼒進入那安息」(來4:11a)也告訴我們竭⼒才能
得享在天國裏的安息, ⽽這竭⼒是個現在進⾏式。請注意主說的話,「努⼒的⼈就得著了」, 這
點出了基督徒的責任-努⼒, 也道出了主的應許-就得著了。那, 努⼒的⽅向是什麼? 就是主耶穌
說的「你們應當查考聖經, 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 給我作⾒證的就是這經。」 (約5:39)

今⽇是個禱告可搖動上帝的⼿的荒唐時代, 教會以為有個強⽽有⼒的禱告會, 事就成了, 結果是
教會只在天國外吶喊呼求; 基督徒不扛起查考聖經並⾒證基督的擔⼦, 連⼀個指頭也不肯動, 得
榮耀是癡⼈說夢。 

基督徒⾯對的努⼒
基督徒要知道得的榮耀是屬乎⾃⼰的冠冕, 那麼就當明⽩⾃⾝處境。基督徒處在教會中, 也處
在社會中, 所以, 擺在基督徒⾯前有三個努⼒, ⼀是主耶穌要的努⼒, ⼆是社會要的努⼒, 三是教
會牧師要的努⼒。基督徒當知這三努⼒比起海軍陸戰隊員爬滾天堂路還要困難, 且⼀⽣如此。

基督徒處在社會中的時間超過98%, 故當以正常的眼光看世界。基督徒有了聖經的啟⽰已知⾃
罪進入世界後, 地受了咒詛長出荊棘來, 故基督徒在世界中得⽇⽤的飲食就必須勞苦流汗, 去荊
棘, 種菜蔬, 養⽜⽺, 做世界事, 得世界財, 好存活下去; 吃喝嫁娶也是基督徒⼈⽣的寫照, 基督徒
在社會中必須努⼒做事才會有合宜的吃喝嫁娶。

在世界的努⼒
華⼈基督徒否定世界的態度來⾃倪柝聲和靈恩派的影響, 認為世界是屬乎體, 是不屬靈的, 這兩
者都⼒促基督徒脫離這世界, 美其名叫分別, 以致講道中間總帶著否定世界的⼝吻, 以“舊造”⼀
詞評論這個世界。再加上底⾺的例⼦, 以及表⾯解釋約翰之「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若
愛世界, 愛⽗的⼼就不在他裏⾯了」(約⼀2:15), 使得基督徒對於世界是百味雜陳, 不知所措。
若約翰所⾔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表⾯之意的話, 那他為什麼在同⼀卷書寫「凡有世上財
物的, 看⾒弟兄窮乏, 卻塞住憐恤的⼼, 愛上帝的⼼怎能存在他裏⾯呢?」(約⼀3:17) 使徒之不
要愛世界的意思乃是⼀個相對, 當愛基督, 認⼦的, 連⽗也有了。我們教唱⼩朋友「這是天⽗世
界」, 卻否定世界, 我們就是偽善; 否定世界的⼈享受美食, 開豪⾞, 購屋置產, 就是⾔⾏不⼀。

教會是⼀個不事⽣產的地⽅, 是⼀個需要靠信徒的奉獻好維繫下去的地⽅, 傳道⼈⼀⽅⾯否定
世界, 另⼀⽅⾯⼜需要世界的資源, 要求會眾奉獻, 好讓教會順利運作下去, ⼼態上真是錯亂。
傳不要愛世界的牧師老是忘記, 如果他的會眾是個不稱職的公⺠, 在⼯作崗位上不努⼒做事, 他
下個⽉可能要餓肚⼦了。

聖經是上帝的話, 基督徒當知上帝的話是對所有⼈說的, 在世界亦有其效⼒。基督徒在教會領
受上帝的話, 需要在世界中實踐出來, 上帝的話不是鎖在教會裏供基督徒把玩, 基督徒不是活在
伊甸園, 或修道院裏, 我們甚⾄不是活在教會裏, 基督徒活在世界裏為存活故, 必須與他⼈相處, 
活在⼈群中, 如此才能精練他(她)的信仰; 基督徒脫離⼈群⽽居是不智的。

現今教會的⼤⾨裡外劃分清楚, 裏⾯講的道出不去, 以致基督徒變得兩樣⼈, 在教會是⼀個樣, 
在社會是另⼀個樣。若我們的信仰僅在教會裏有效, 那必表⽰我們信錯了; 我們耳聽的信息只
能在教會裏⾼呼哈利路亞, 那信息必有偏差; 我們在教會裏愛基督徒, 卻在社會裏恨世⼈,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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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是假的; 我們只會在教會裏講屬靈的話語, 看似愛主, 然在社會卻是另⼀個樣, 是職場上
是個刺頭, 別⼈眼中的⿇煩⼈物, 我們就是愚頑。

在教會的努⼒
教會牧師盼望並引導基督徒做教會事, 有時還會拿主說的話加以⿎勵, 說「若有⼈服事我, 我⽗
必尊重他」(約12:26c), 這話雖不是這個意思, 但基督徒確實也認定⾃⼰的教會是上帝的教會, 
願積極任事。然, 基督徒在社會與教會兩個努⼒的夾殺下, 在體⼒, 精⼒, 以及時間的有限因素
下, 遂將⾃⼰處在“忙”的⽣活型態當中, ⽽⼀個忙碌的基督徒若還想要滿⾜耶穌要的努⼒⽽進入
神國, 那簡直是天⽅夜譚。請注意, 竭⼒進入神國的安息與竭⼒服事教會是兩碼⼦的事, 竭⼒進
入神國的安息是在基督裏的安息, ⼀個不傳基督的教會靠著信徒的努⼒使教會事⼯興旺多彩, 
那基督徒還是不在神國裏, 因為他不認識基督。

信徒在教會裏盡⼒發揮他(她)的才幹, 事⼯當然可成氣候, 但這教會是否在神國裏是另⼀件事。
教會牧師因著基督徒的努⼒服事⽽有輝煌的事⼯, 表⾯上看起來⼜有會堂, ⼜有⼈數, 但這些努
⼒服事的基督徒卻不認識主耶穌基督, 反⽽讓牧師得著牧會有成的讚美, 這豈不如同裴洛⻄訪
台的情況是⼀樣的, 個⼈榮耀架乎在他⼈骸骨之上!

基督徒努⼒做教會事, 亦努⼒做社會事, 唯獨忽略努⼒進入天國, 怎麼看怎麼不值, 花了⼀⽣的
時間, 精⼒, 以及⾦錢, 長期將⾃⼰陷在憂愁和壓⼒當中, 結果卻還是被關在院外, 這絕不是聰明
的童女所為。(我曾為(過去的)教會作事盡⼼盡⼒, 但回到家, 坐在書桌前看聖經卻看不懂, 牧師
講台的信息對我認識基督完全沒有助益。) 

我曾聽過⼀群六⼗幾歲的基督徒聚在⼀起, 居然有⼈說他(她)不知道信主為何, 也不知究竟為何
成為基督徒。這些基督徒這等年紀還進教會想必過的是正常的教會⽣活, 他們的教會⽣活必有
著甜美的團契, ⽣命困難時刻有其他基督徒的陪伴, 遇快樂事有其他基督徒同樂, 他們甚⾄積極
參與教會事務。但是, 他們卻是將基督信仰當作⽣活的幫襯, ⼼靈的寄托, 平時吃的屬靈糧食都
是軟糯的, 不需悟性思考, 以致年老時讀聖經不知其味。以感官或經歷建立信仰的⼈, 到年老時, 
感官機能下降, ⼈⽣經驗不再動⼈, 靈恩滋味不再甜美, 得救不再那麼確信, 過著與⼀般世⼈⼀
樣的晚年⽣活。

基督指⽰如何努⼒進天國
基督已經指⽰我們當如何為, 才能進天國, 就是要我們到他那裏得⽣命(約5:40)。耶穌說:「清⼼
的⼈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上帝」(太5:8), 清⼼的意思是純⼀的⼼志, 也就是, 唯獨尊主耶穌
為⼤的基督徒才得⾒主耶穌, 看⾒主耶穌等於看⾒⽗(約14:9b)。希伯來書的作者亦指⽰我們必
須要有信從(耶穌)的樣⼦(來4:11)。因此, 做社會事也好, 做教會事也罷, 基督徒必須把握住⼀個
核⼼, 就是當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寶(腓3:8b)。

我們是⼀個完整的⼈, 無論是活在世界裏, 或是活在神國裏, 我們的⽣活與思想必須要有個中⼼, 
奔跑當有定向, ⾾拳不打空氣(林前9:26), 這中⼼就是主耶穌基督。保羅說上帝「將萬有服在他
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 教會是他的⾝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1:22,23), 使
徒在此既説萬有, 亦說教會; 希伯來書的作者寫上帝的兒⼦「常⽤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他洗
淨了⼈的罪，就坐在⾼天⾄⼤者的右邊」(來1:3), 這節經⽂既説萬有, 亦說教會。因此, 我們在
教會裏積累的⽣活經驗可以使我們漸認識主, 在世界裏積累的⽣活經驗亦然。

基督以猶太⼈為反例來告誡我們, 他說猶太⼈就是「不肯到我這裏來得⽣命」(約5:40); 希伯來
書的作者亦警告我們,「免得有⼈學那不信從的樣⼦跌倒了」(來4:11b)。我們發現到這兩句話
中的“你們”和“有⼈學”的群體效應, 也就是, 到耶穌⾯前得⽣命不單是個體的⾏為, ⽽是整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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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的走向; 教會到主那裏得⽣命就是主的教會, 教會不到主那裏得⽣命就不是主的教會, 即便
頻頻的講神如何如何, 也沒有⽤。

因是群體, 就必有前領者與跟隨者。前領者得的職銜若不是與基督有關, 譬如因在世界得的地
位⽽成為長老, 但他卻無法⾒證基督, 這前領者就不是聖靈膏抹的⼈。基督的教會必有主設立
的堅固者, 正如他設立彼得來堅固他的⽺(路22:32), 也必有⼩⼦們(參⾺太福⾳第⼗八章); 教會
的堅固者責任重⼤, 他⾃⼰必須先到耶穌那裏得⽣命, 他與⼩⼦們聚集⼀起的教會, ⽽⼩⼦們也
願意承受所謂養的主的糧, 這教會才是主的教會, 有永⽣在其中。

基督的引導乃漸次向上
基督徒要在世界裏活得好就必須有世界的知識, 同樣地, 基督徒要在神國裏活得好就必須要有
神國的知識。基督引導屬他的⼈必然是漸次向上, 從喫奶到喫乾糧, ⼼竅習練得通達, 能分辨好
⽍(來5:12-14)。主耶穌明⽰⾨徒「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若有⾒證基督的道可聽, 卻⽤盡種
種理由⽽不聽, 這不是聰明的童女的表現。看看彼得, 他⾃使徒⾏傳第⼗五章講了最後⼀段話
到他寫下彼得前書, 中間有三⼗幾年的時間, 如果彼得的⽣命不是向上的⽣命, 他怎可能寫下這
書卷與彼得後書? 

另外⼀個⽣命向上的例⼦就是先知以賽亞。以賽亞經歷了四個王(賽1:1), 他長時間在諸王⾯前
作先知, 在君王⾯前說上話, 出入皇宮隨意; 以賽亞因有⾼瞻遠矚的知識, 意⾒常被君王採納⽽
⾃命不凡, ⾃視甚⾼。但, 當這位尊貴的以賽亞⼀⾒到榮耀的基督之後, 立⾺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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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基督沒有向以賽亞顯現, 他絕不可能有滅亡的覺悟, 甚⾄還以為⾃⼰會騰雲上天。

耶穌差聖靈來, 使屬他的⼈想起他說的⼀切話, 這些真理的道必引導基督徒⼀⽣, 從年少到年老, 
從這地到那地, 從這處境到那處境, 從這⽣命狀態到那⽣命狀態。基督必運⽤世界所有資源來
造就屬他的⼈, 即便撒但, 牠也是基督⼿中隨意流轉的對象, 耶穌對彼得說:「⻄⾨! ⻄⾨! 撒但
想要得著你們, 好篩你們像篩麥⼦⼀樣,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於失了信⼼。」(路
22:31,32a) 

基督徒知⾃⼰是屬於神國的⼈, 故須吃⾜⽣命的糧, 過著有意義的屬靈⽣活。現時的基督徒以
⾼度⾃主性決定參加那⼀間教會, 或獨立成立教會或團契等,  這些都是好事, 但基督徒必須確認
新的選擇是否提升對基督的認識, 是否漸次向上, 是否更準確地⾒證基督。如果基督徒走回到
喫奶的狀態, 漸次向下, 這絕不是主基督的引導; 如果基督徒⼀直處於喫奶的狀態, 不能喫乾糧, 
這表⽰他沒有聖靈的引導。牧師傳道餵的食物若⼀直是⽔質的奶, 從未餵過乾的糧, 他就不在
聖靈引導之下。

做傳道的若不表現出竭⼒的⼯夫, 落入魔⿁的試探是遲早的事; ⼀個不竭⼒得安息的牧師傳道
所講的道的內容是可被預測的, 因為聽眾聽多了, 同樣標題再講也講不出所以然來。年少是要
進到年老的, 但若年老⼀如年少, 靈命依舊幼稚, 難說這牧師有聖靈的同在, 即便⼝說聖靈多多, 
教會會眾多多。上帝說:「無⽤的牧⼈丟棄⽺群有禍了! ⼑必臨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 他的膀臂
必全然枯乾, 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亞11:17)

尾語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的⼈⽣只有這麼⼀回, 過了就沒了, 沒有第⼆次機會, 所以, 我們務必盡⼀
切可能, 就是要認識主。將來在主⾯前沒有任何藉⼝說因教會不講基督, 所以我不認識主; 或說
事情實在太多太忙, 以致沒有時間認識主。事實上, 站在榮耀的主⾯前的⼈, 沒有⼀個敢說出任
何富麗堂皇的推託之詞, 到時候, 不認識就是不認識, 是愚拙的就是愚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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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 再⽽三的提醒各位, 永⽣是我們個⼈的⼤事, 不要把這麼重要的事寄託在不負責任的
牧師傳道⾝上, 我們華⼈尊重長上的⽂化是好的, 但若我們沒有⼀顆靈明的⼼, 以致於愛牧師甚
於愛基督, 我們只有失, 沒有得。請別忘了, 耶穌⼗個童女的比喻當中, 被關在院外的還有「其
餘的童女」, 他們也與愚拙的童女⼀起呼喊,「主阿! 主阿! 給我們開⾨。」(太25:11) 基督徒必
在這⼗個童女與其餘的童女當中, 你要被歸類為那個童女是⾃⼰選擇的結果, 怪不得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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