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九⽉18⽇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35) - 你跟從我罷! (⼀)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1 分鐘

經⽂ 
約翰福⾳21:17c-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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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上帝。說了這話, 就對他說:『你跟從我罷!』」

上週講道省思
上週主⽇主題是“君王耶穌與伊莉莎⽩⼆世女王”, 當我們在⽅⽅⾯⾯看到君王耶穌的尊榮, 崇
⾼, 榮耀等等遠遠超於在世如此受⼈愛戴的女王, 內⼼充滿對⽗上帝和主耶穌的感謝, 因⽗的恩
使我們得以成為主的國的⼦⺠, ⼀⽣受主的管理; 聽完這主題實在振奮我們的⼼。請注意, 這比
較不是在降低伊莉莎⽩⼆世女王的尊榮, ⽽是在⾼舉主耶穌基督。

我請問各位, 誰有資格講論這主題? 唯基督徒是也。世⼈因伊莉莎⽩⼆世女王地位的崇⾼只願
頌揚之, 推崇之, 無⼈敢將之放在比較的平台, 唯基督徒可以這麼做。再問, 這主題是否可在各
地各⽅的教會講, 無論那教會是靈恩派還是福⾳派? 那, 那樣的基督徒有能⼒做這樣的比較論
述? 唯適當的看“世界”的基督徒, 以及平時以⾒證基督為要的基督徒, 彼得說:「只要⼼裏尊主基
督為聖, 有⼈問你們⼼中盼望的緣由, 就要常作準備, 以溫柔敬畏的⼼回答各⼈。」(彼前3:15) 
“⼼裏尊主基督為聖”和“常作準備”是現在進⾏式, 是平時即為的事, “有⼈問你們”是突發事件, 如
這次伊莉莎⽩⼆世女王突然離世。

講到各地各⽅的教會, 唯在⼤英國協的教會不願碰觸這樣的主題,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約翰
「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上帝」的插話的重要性(⾒前幾週講章)。

⽣命與知識
順著這主題⽽下, 我們可進⼀步透析今⽇教會牧師常⽤的三個字詞, ⽣命, 關係, 以及知識; ⽣命
與關係是⼀體兩⾯, 所以, 嚴格說起來只有兩個流⾏詞, ⽣命與知識。靈恩派牧師喜歡拿“⽣命”
說事, 好像基督徒沒有⽣命, 且敢對基督徒直接這麼說; 基督徒喜歡拿“知識”說事, 看某某⼈神學
知識豐, 便說“知識是叫⼈⾃⾼⾃⼤”, 好遮蓋⾃⼰的貧乏; 牧師們喜歡拿“關係”說事, ⾔下之意, 
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很糟糕。那, 我們到底怎麼看“⽣命(或關係)”和“知識”? 

顧名思義, ⽣命就是⼀個⼈平常活的樣⼦, 在⾔語中所表現出對⼈對事的喜怒哀樂。就教會牧
師⽽論, 主⽇講章的⾔語內容就是牧師的⽣命, 牧師是怎樣的⽣命, 就在講台上講怎樣的道; 牧
師對聖經的認知必呈現在他的講章中。平常講章以傳揚基督為要的傳道⼈, 此時論君王耶穌與
伊莉莎⽩⼆世女王的比較就顯得⾃然, 可立時且從容地準備講章, 不會作難, 因講章內容是平常
所講的集錦。

相對地, 若平時不傳基督的傳道⼈這時要講這主題則顯為唐突,  聽的⼈覺得彆扭, 因與他們平時
認識的牧師格格不入; 那些平常即喜歡挑動會眾情感的講道者, 他們無法講論這主題。這些傳
道⼈當然知道我們上週所引各節經⽂, 但講起來不順溜, 不輪轉; 這些傳道⼈或可進⾏知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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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 但所講的不是他(平時所顯)的⽣命。再者, 各教會每年聖誕節和復活節都有紀念活動, 無
論是紀念或是慶祝, ⼀年僅這兩節期提耶穌的名, 講耶穌的事, 其他⽇⼦則不, 基督怎可能是這
樣教會的⽣命?

不⾒證主, ⼀切皆枉然
耶穌說的話和使徒寫的書信皆有些直接易懂, 明瞭⽽不會誤解的語詞, 為什麼基督徒(包括牧師
傳道)總是有意迴避之, 故作不明⽩狀? 其中最明顯的例⼦就是耶穌說的這句話,「你們查考聖
經, 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 給我作⾒證的就是這經。」(約5:39) 然, 教會若⾃上⾄下查考聖經
卻不⾒證基督, 落在保羅說的「常常學習, 終久不能明⽩真道」(提後3:7)。 

有證照的廚師會將康寧餐具看成是美耐⽫; 鑑別名畫老⼿看⿑⽩⽯的真跡, 說是假的; 資深博⼠
⽣百看不明⾃⾝顯著的科學研究成果。⼈看世上美好事物尚且看走眼, 看不出他們的美好, ⼈
⼜怎能辨明屬靈事的好⽍? 基督徒不是⽂盲, 個個識字, 個個有⼀定程度的頭腦, 讀經沒問題, 
甚⾄還會解經, 但是讀來讀去, 解來解去, 就是找不到聖經裏的珍珠。是啊! 聖經在前, 清楚的⽩
紙⿊字, 基督徒就是無法看⾒基督; 主耶穌和他的使徒清晰的⾔語, 基督徒就是聽不進去; ⼀篇
誠實⾒證基督的講道, 基督徒就是將其淡⽽化之。

基督徒需要有聖靈
這其中原因為何? 保羅給了我們這疑問的答案, 他說:「除了上帝的靈, 也沒有⼈知道上帝的事; 
我們所領受的, 並不是世上的靈, 乃是從上帝來的靈, 叫我們能知道上帝開恩賜給我們的事。並
且, 我們講說這些事, 不是⽤⼈智慧所指教的⾔語, 乃是⽤聖靈所指教的⾔語, 將屬靈的事講與
屬靈的⼈。然⽽, 屬⾎氣的⼈不領會上帝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 並且不能知道, 因為這些事
惟有屬靈的⼈纔能看透。」(參林前11b-14) 上帝開恩所賜的事就是關乎耶穌基督的事, 使徒闡
明這些事乃是屬靈的事; 也就是說, 基督徒需要領受上帝來的靈才能明⽩基督的事, 若基督徒未
能明⽩基督屬靈事的原因就是聖靈未引導他, 使他活在基督裏。

基督是復活榮耀主, 他坐天上寶座有著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故主基督絕不可能在屬他之⼈的
靈魂裏居次要地位⽽不居⾸位, 這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聖靈不可能引導屬基督之⼈, 在其靈魂深
處將主基督放在次要地位, 這不可能就是不可能。這樣看來, 找不到聖經裏的珍珠, 不能為基督
作⾒證的基督徒就是沒有聖靈的⼀群。聖靈是上帝, 祂不可能不⼯作在⽗賜給⼦的基督徒⾝
上; 聖靈是上帝, 祂不可能做錯事, 選錯⼈, 也不可能使屬基督的⼈不想起基督所說的⼀切話。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很容易被社會名⼈跟隨基督的樣貌給迷惑住, 以他們為我們跟隨主的榜
樣。但請注意, 名⼈⼝中的基督總在他榮耀的那⼀⾯, 著重可增進⼈類福祉的部份, 社會名⼈在
⼤眾⾯前從來不講基督死的榮耀⾯, 這在歐美國家名⼈⾝上⾄為明顯。社會名⼈講基督總在⽂
化上, 絕不可能在救贖福⾳上, 請⼤家注意這事。

跟從主
我們留⼼效法的對象不是世界名⼈基督徒, ⽽是希伯來書說的,「從前引導你們, 傳上帝之道給
你們的⼈, 你們要想念他們, 效法他們的信⼼, 留⼼看他們為⼈的結局。」(來13:7) 我們知道, 
使徒彼得親眼看過, 親⼿摸過耶穌, 他得了冠冕, 亦知道使徒保羅沒有親眼看過, 親⼿摸過耶穌, 
他也得了冠冕, 這樣看來, 任何基督徒無論他(她)是否親眼看過, 親⼿摸過耶穌, 只要他(她)是屬
主的, ⼀⽣跟從主的, 都可得著冠冕。由於這冠冕是公義的主所賜(提後4:8), 可想⽽知地, 唯有
跟從主的基督徒才可得這冠冕。因此,  明⽩耶穌對彼得所說「你跟從我罷!」就格外重要。

主說:「你們的話, 是, 就說是, 不是, 就說不是, 若再多說, 就是從惡裡出來的。」(太5:37) 我們
是跟從主就是跟從主, 我們不是跟從主就不是跟從主; 我們是傳揚主就是傳揚主, 我們不是傳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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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就不是傳揚主; 我們是為主作⾒證就是為主作⾒證, 我們不是為主作⾒證就不是為主作⾒證, 
保羅特別說主是公義的主(提後4:8), 主就在我們這些是與不是中間定其公義的審判。

主呼召彼得時就說:「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得⼈如得⿂⼀樣。」(太4:19) 主最後那⼀年傳道時
指⽰⾨徒說,「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 受長老祭司長⽂⼠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 第三⽇復活」, 之
後便對彼得說:「若有⼈要跟從我, 就當捨⼰, 背起他的⼗字架, 來跟從我。」(太16:24) 現在, 耶
穌在他死裏復活的第七次顯現論彼得年少與年老之後, 再對彼得說:「你跟從我罷!」

主的命令
主耶穌是神國的王, 跟從他是王對屬他的⼈直接下達的命令, ⽽不是邀請, 這是許多傳道⼈語氣
上常犯的⽑病。我們當明⽩⼀件事, 耶穌對⾨徒說跟從他的話是對⾨徒恩典的賜予, ⽽不是懇
求對⽅作他的⾨徒, 或請⾨徒為其傳道, 建立教會, 傳揚上帝的福⾳; 事實上, 唯有蒙主喜悅的⼈
才聽得主這跟從他的恩⾔, 並順服之。

請問, 我們欲跟從所景仰的尊榮者, 即便誠⼼誠意的求他(她), 這位尊榮者會答應我們所求嗎? 
跟從這尊榮者的主動權豈不在這尊榮者⼿中, ⽽不在求的⼈? 這樣, 除非主親⾃呼召我們跟從
他, 否則我們根本無法跟從復活榮耀主; 唯主耶穌有權向他的百姓⾏呼召之⼯, 天使雖尊貴亦有
權勢, 但也無權做呼召我們的動作。這樣看來, 佈道家講道完後⾏呼召時, 雖⾒成千上萬的⼈走
向台前, 唯有主親⾃呼召出來的⼈才堅持到底。

鮮活的命令
耶穌⾃呼召彼得(和其他⾨徒)那時開始, 就不時的下達跟從他的命令。我們開⾞前往某地, 雖然
知道這條路沒錯, 但還是需要路標不停的指⽰, ⼼才會安穩, 耐⼼奔駛在這條道路上。同樣地, 
我們⾏走在主所設定的屬靈⼈⽣道路上, 需要主⼀路的指⽰, 有了恩, 還需要恩, 讓我們時常想
起要跟從他。

約書亞問基督說:「你是幫助我們呢? 是幫助我們敵⼈呢?」 基督回答說:「不是的! 我來是要作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參書5:13,14) 基督明⽰約書亞要跟從他, 現在, 基督明⽰彼得(和所有屬
他的⼈)要跟從他。約書亞看到的是榮耀的元帥, 彼得(和所有屬他的⼈)看到的是有死的釘痕並
復活榮耀主, 以⾎洗淨他們的罪惡, 以永⽣之道道建造他們的⽣命, 帶領他們去罪得聖。基督帶
領約書亞攻城掠地, 但基督帶領彼得卻要他去到不願意去的地⽅, 彼得勢必經歷耶穌在客⻄⾺
尼園的禱告, 類似的痛苦若沒有主的恩典, 無⼈能承受之。主耶穌引領我們⼈⽣道路, 與我們同
⾏者亦是那些背起他的⼗字架跟從主的⼈。

捨⼰, 跟從主
背起他的⼗字架跟從主的⼈乃是捨⼰的⼈, 耶穌捨⼰的命令是屬他者⽣命的必然, 因此, 我們對
捨⼰的事千萬輕慢不得。主耶穌捨⼰之⾔乃是說在彼得拒絕上帝在他⾝上的意旨,「上耶路撒
冷去, 受長老祭司長⽂⼠許多的苦, 並且被殺, 第三⽇復活」(太16:21), 捨⼰不是無⼰, 不是去
⼰, 因此, ⼀個捨⼰的基督徒乃是按上帝意旨⾏。由於耶穌捨⼰的命令與他的死與復活有關, ⼀
個遵從上帝意旨的捨⼰者必然傳耶穌說的“上耶路撒冷去...”這事。相反地, 不捨⼰的⼰乃按⾃
⼰的意思⾏, ⽽不是按上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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