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九⽉25⽇ 

基督第七次的顯現 (36) - 捨⼰, 跟從主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6 分鐘

經⽂ 
約翰福⾳21:19c節:「19c(耶穌)說了這話, 就對他說:『你跟從我罷!』」 
⾺太福⾳19:21節:「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 可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窮⼈, 就必有財寶在
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太福⾳16:24節:「耶穌對⾨徒說:『若有⼈要跟從我, 就當捨⼰, 背起他的⼗字架, 來跟從
我。』」

前⾔
有的⼈講的耶穌使⼈信他是上帝的兒⼦, 與上帝同等, 與⽗原為⼀, 有的⼈講的耶穌使⼈無法看
到他的神性; 有的⼈講的耶穌使⼈聽得進去, 有的⼈講的耶穌使⼈聽不下去, 分不清⽗是⽗, 基
督是基督; 有的⼈輕描淡寫講耶穌, 有的⼈滔滔不絕的談論耶穌。每個講耶穌的⼈都說⾃⼰是
基督徒, 這麽多基督徒傳耶穌居然會有如此⼤的不同? 

以上是講者部份, 聽者部份也不遑多讓。有的⼈喜聽耶穌的⼈與事, 有的⼈卻愛聽禱告耶穌可
蒙應允⽅⾯的事; 有的⼈喜聽耶穌釘⼗架, 他的流⾎, 他的死, 有的⼈⼀聽到基督⼗架, 臉與⼼⾺
上朝向他⽅; 有的⼈聽主耶穌說要背起⾃⼰的⼗字架跟從他, 有的⼈卻逃之夭夭。每個在教會
聽道的⼈都說⾃⼰是基督徒, 這麽多基督徒對耶穌的反應居然會有如此⼤的不同? 

信⼀個⼈有多深就會講那個⼈多深, 愛⼀個⼈有多深就會講那個⼈多深, 想望⾒到⼀個⼈多深
就會講說那⼀個⼈的名多深。⼀個⼈講道或鏗鏘有⼒, 或神學論理清楚, 或⾔語激動⼈⼼, 或常
論愛神愛⼈愛⼰的事, 但因對耶穌無知無感, 無情無覺, 提耶穌的名必卻步不前, 提時也不知如
何為之; 聽的⼈也是⼀樣。

耶穌說:「被召的⼈多, 選上的的⼈少」(太22:14), 這話與主說的另⼀句「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
後, 在後的將要在前」是同樣的意思(參太20:16; 19:30), 主這兩句話明⽩的指⽰教會, 聚會的基
督徒是百百樣, 雖然所有基督徒都是被召的, 但是其中有許多在前的卻不能將⾃⼰維持在前, 以
致變成在後, 最後卻不在選上的⾏列中。基督對教會清楚的指⽰, 基督徒知此就當注意⾃⼰靈
性上的變化, 今⽇或許在前, 明⽇卻可能在後, 今天⾃以為是選上的, 若不儆醒, 明天就是在後的。

跟從主
為何已經在前的基督徒, 卻變成在後的? 因為他們在跟從主的事上跌倒了, 從近近的在前跟從變
成遠遠的在後跟, 結果越跟越後, 最後就看不⾒前⾯領路的基督。耶穌⾃受施洗約翰的洗, 顯明
他是教會的頭和天國的王之後, 即呼召彼得(和其他⾨徒)要跟從他。君王耶穌對⾨徒直接下達
跟從他的命令, 凡與主基督有關係的基督徒必領受這命令, 這些⼈⼼中必充滿感激, 知道主這命
令是主對他(她)恩典的⾔語, 得以成為他天國的⼦⺠。⼜, 主耶穌多次下達這跟從他的命令, 為
要屬他的⼈雖然已跟從, 還要再跟從, 主重複下達命令乃是對屬他的⼈恩上加恩的作為, 好使他
們在跟從他的道路上不致失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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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以說話的⽅式下達跟從他的命令, 彼得(和其他⾨徒)近距離聽到這命令, 所以, 跟從主的基督
徒要緊緊的, 在膀臂的距離內跟從主, 可親耳聽到主的聲⾳, 猶如有那患了⼗⼆年⾎漏的女⼈, 
來到耶穌背後, 摸他的衣裳繸⼦這般的距離(太9:20)。為何緊緊跟從主耶穌如此重要? 耶穌受洗
後的第⼀件事就是受魔⿁的試探, 魔⿁既然敢試探聖者基督, 牠當然也敢試探罪⼈基督徒。我
們⾒, 賣主的猶⼤⾃蒙主的呼召且決定跟從主之後, 他便不時的遭受從魔⿁⽽來的試探, 這說明
基督徒受洗之後便成為魔⿁注⽬要吞喫的對象(彼前5:8)。再從魔⿁試探(跟從主的)猶⼤⽽且成
功來看, 基督徒實在需要主基督的保守, 不斷有主的恩典, 有道可聽, 才能在跟從主的道路上站
立得穩。須知, 基督徒受洗後便活在上帝與魔⿁之間, 上帝試煉他, 魔⿁試探他。

跟從主的誤解
“跟從主”本來是件榮耀, 令⼈嚮往的事, 然⽽卻被⼀些不當的⾔語掩蓋了這美好。有些牧師愛引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說的話,「當基督呼召⼀個⼈乃是叫⼈為他⽽死」, 
這樣殉道者般的⾔語實在令⼈動容, 但卻違背我們的認知, 基督不要我們的命, 他要我們有他的
⽣命, ⽽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牧師傳道常以⾃⼰出來服事主作為跟從主的記號, 並以此為
傲, 這等狹隘⼜不確的解釋“跟從主”使得基督徒聽了之後, 就不願深究主這充滿恩典⾔語的意
義, ⽩⽩地浪費並忽略這主恩。另, 牧師⽣活過得簡單, 他們⼝中的“跟從主”亦帶有這樣的暗⽰, 
更使得信徒對於“跟從主”興趣缺缺。

兩次指⽰
每個基督徒(尤其是牧師傳道)⾯對“跟從主”這麼重要, 且這麼敏感的字詞, 必說他(她)是跟從主
的⼈, 語氣上必斬釘截鐵, 不容他⼈再問下去。但, 基督徒百百樣, 那⼀樣才是主耶穌認定下的
跟從他? 關於耶穌之「跟從我」⼀事, 主下了兩次指⽰, ⼀次是對彼得和其他⾨徒說的(參太
16:21-24), 這指⽰說的是「若有⼈要跟從我, 就當捨⼰, 背起他的⼗字架, 來跟從我。」另⼀次
則是對少年官說的(參太19:21; 路18:18-23) , 這指⽰說的是「你若願意作完全⼈, 可去變賣你
所有的, 分給窮⼈,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在還沒有細論之前, 就結果論, 耶穌
這兩指⽰產⽣兩種完全不同且天差地的的結局, 我們⾒, 少年官遠離基督, ⾨徒(除猶⼤外)則是
親近基督。因是之故, 我們必須正視這事, 好使⼀⽣跟從主的基督徒有個美滿的結局, 且是親領
主賜冠冕的結局。

福⾳書三個時間部份
耶穌在世界時可分三個時間部份, 第⼀時間部份⾃耶穌降⽣到他的被捕時, 第⼆時間部份⾃耶
穌的被捕到他在⼗字架上的斷氣時, 這段時間僅⼀天之長, 是上帝所定的⽇⼦, 以及第三時間部
份⾃耶穌復活後到他升天時。我們⾒, 第⼀時間部份與第三時間部份的耶穌盡都榮耀, 唯第⼆
時間部份的耶穌卻是羞辱不斷。請問各位, 基督徒傾向跟從或傳揚那⼀個時間部份的耶穌? 說
“傳揚”, 因為這是⼀個基督徒跟從主的具體表現。

少年官眼中的耶穌
我們先看耶穌指⽰少年官如何跟從他。我們須先了解少年官的背景: 他看重上帝的聖⾔, 視舊
約聖經為上帝無誤的啟⽰, 且具無上且絕對權威; 這少年官從⼩即恪守遵從上帝的誡命, 他⾒耶
穌時所積累的⽣命得蒙耶穌的喜愛(可10:21)。上帝賜給他尊貴的官職並相當的財富, 少年官可
以說是眾猶太⼈的楷模, 得以傲世的⺠族⼈物。少年官與耶穌的社會⾝份懸殊, 但因看⾒耶穌
表現出來的⽣命遠優於他, 為使⾃⼰變得更好, 願意求問耶穌, 此舉堪稱謙卑。

⼈的本性必設法為⾃⼰加添各樣榮耀事, 少年官⾒耶穌為提升⽣命層次就是⼀例, 其他如得獎
項, 得名諱, 得職位等, 皆是⼈為⽣存故, 且為活得更好的立命⼿段。我們若要跟從⼀個⼈, 那⼈
必須是我們認定的榮耀者, 德性⾼, 能⼒強, 我們知道唯有跟從這樣的⼈, 才會有長進。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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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是如此, 以傳道⼈為例 (因這較易理解), 神學⽣畢業後成為全職傳道, 有的⼈即盼望可進
入名牧的教會服事, 且樂⾒⾃⼰被名牧親⼿按立成為有職分的神職⼈員。牧師歡喜建堂, 若再
建新堂, 這堂必然比舊堂榮美, 牧師必說後⾯的榮耀比先前的榮耀更⼤, 是榮上加榮的榮耀。這
些都是⼈天性使然, 但也隱藏亞當從甚好態墮落的事實, 欲回到那態的⼼理。

少年官以舊約聖經為綱為本, 來造就他跟從上帝的⽣命, 今⽇基督徒雖有整本新約與舊約聖經, 
熟悉舊約聖經程度必不及少年官, 然因有福⾳書, 其中明記著上帝獨⽣⼦親⼝的啟⽰, 基督徒可
藉之建造⾃⼰的⽣命。會眾研讀聖經, 牧師傳道建立或牧養教會, 雙⽅那傾向榮耀事的天然本
性, ⾃然⽽然地選擇傳揚基督的榮耀, 以及上帝的榮美, 談論主⼀切利⼈與利社會的恩典與能
⼒。基督徒(包括傳道⼈)⼝中的耶穌盡都榮耀, 可醫病, 可趕⿁, 甚⾄也盼望⾃⼰也能如此⾏, 造
福群眾。

我說這麽多乃是要告訴各位, 今⽇教會走向, ⽣命發展風貌, 所思所望的⽬標, 與少年官別無⼆
致。牧師若說要建立⼀個榮耀的教會, 眾⼈必⼤⼒⽀持, 無⼈會反對, 但話⼜說回來, 誰會阻⽌
這‘異象’, 誰⼜敢對這‘異象’持不同意⾒。好, 教會既然以榮耀為導向, 選擇跟從並傳揚第⼀時間
部份的耶穌, 認定耶穌是良善的夫⼦, 且認定耶穌是上帝的兒⼦,  並以少年官作為德性的標的, 
恪守上帝的律法, 履⾏律法中的諸不。教會堅持以這樣的⾯貌⾒主, 認為這樣就是蒙主喜悅的
作為, 那麽, 我們就當看主耶穌怎麼回答這樣的教會。耶穌不會說別的話, 主必會說「你若願意
作完全⼈, 可去變賣你所有的, 分給窮⼈,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主耶穌這麽⼀句話立時摧毀今⽇教會追求⼼中認為的榮耀的⼀切念想, (1) 基督徒根本無法執
⾏“變賣⼀切所有的, 分給窮⼈”的命令, 那述說基督榮耀的教會要變賣上億堂會資產, 分給窮⼈, 
簡直是天⽅夜譚; (2) 基督徒⼼想的是地上可⾒的榮耀, 那會在乎天上的財寶; (3) 基督徒變賣⼀
切所有的, 成了貧窮, 他們沒了賴以傲⼈的榮耀, 他們在貧窮狀態中那還會跟從主。⼤家看⾒追
求榮耀的耶穌所⽣的問題所在沒有!

在此順便⼀提, 牧師誇⼝可⾒的會堂, 視之為神賜的榮耀, 試問, 建堂的榮耀集中在建堂牧師⼀
⼈⾝上, 會眾無此福份, 主賜的榮耀是這樣嗎? 再問, 建堂說成是神所賜的, 還說這是聖殿, 那麼, 
這會堂是依上帝所定的比例建的嗎? 三問, 會堂無論再好再美, 總有朽壞的時候, ⼀個地震可能
使⼀座榮美的會堂變成廢墟, 主賜給我們的榮耀會是可朽壞的? 以有會堂為傲的牧師, 或以增加
地上物為傲的教會機構, 需三思何謂榮耀。

⾨徒跟從的耶穌
我們已知傳揚榮耀的耶穌將使我們在跟從主的道路上⼨步難⾏, 我們接下來看耶穌指⽰⾨徒如
何跟從他。耶穌初期傳道是「走遍各城各鄉, 在會堂裏教訓⼈, 宣講天國的福⾳, ⼜醫治各樣的
病症」(太9:35), 經過兩年半, 主最後那⼀年的傳道便朝向耶路撒冷城⽽去, 這時耶穌指⽰⾨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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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6:21), 之
後對那阻⽌他上耶路撒冷的彼得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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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從主的必看⾒基督⼗架
主耶穌在此很清楚的指⽰跟從他的⼈需背起他⾃⼰的⼗字架, 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 耶穌背
他的⼗字架在前走, 跟從主的⼈同樣背起⾃⼰的⼗字架在主後⾯跟, 這樣的⼈無疑地必看清楚
耶穌在受難⽇那天遭遇到的種種羞辱。背起他⾃⼰的⼗字架跟從主的⼈深知基督是良善的夫
⼦, 是上帝的兒⼦, 但卻看到眼前的主「本有上帝的形像, 不以⾃⼰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
虛⼰, 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的樣式, 既有⼈的樣⼦, 就⾃⼰卑微, 存⼼順服, 以⾄於死, 且死在
⼗字架上」(腓2:6-8), 這與他們在第⼀時間部份所看到的耶穌完全不相配, 且格格不入,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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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不⾔可諭。因著跟從主的基督徒未卸下⾝上所背的⼗字架, 他立⾺意識到耶穌是聖者, 與
罪無關, 不應該背這⼗架, 主之所以背上⼗字架是乃為他⽽背, 最後死在⼗字架上也是為他⽽死; 
這樣的基督徒⼼中即充滿了主⼗架之愛。

跟從主的應當不畏強權
不僅如此, 主的“跟從他”之意還要我們知道是誰下的重⼿, 殘暴無情地讓他受背⼗字架之苦, 耶
穌明說罪魁禍⾸就是居耶路撒冷城的猶太⺠族最⾼的領袖, ⼿握解經與⺠事⼤權的長老、祭司
長、⽂⼠等, 且說他的最後被殺也是出於這些⼈的意願。因著「學⽣不能⾼過先⽣, 僕⼈不能
⾼過主⼈」(太10:24)之理, 凡跟從主的⼈必受苦於有權柄的⼈, 其中擊發⼒道最⼤的必出於教
會領袖。

背起⾃⼰的⼗字架跟從主的基督徒, 他們沒想到⾃⼰遵從主意居然會受教會領袖的苦, 傳基督
⼗架的基督徒也沒想到他們居然不容於教會領袖。這實在令⼈匪夷所思, 其中原因卻不難理
解, 若教會領袖只愛傳榮耀的基督, 不傳羞辱的基督, 因此, 當有⼈傳基督⼗架時, 他則備感壓
⼒, 相形⾒絀, 遂利⽤⼿中權柄壓抑之。今⽇的我們背⼗字架不是會死在⼗字架上, ⽽是受阻傳
基督⼗架。教會主事牧師明知基督⼗架卻不願在⼗架下低頭, 除了上述⾯⼦問題之外, 其他原
因還涉及宗教層⾯, ⼈的基本需要層⾯, 社會關係層⾯, 認知能⼒層⾯等等, 但無論如何, 在主⾯
前無法交待為何阻⽌他⼗架的傳揚。

順上⾯之理續論, 耶穌的“跟從他”進⼀步的意思是他不畏強權, 背⼗字架跟從他的⼈亦當不畏強
權, 將主耶穌受辱這事在世界的王掌管下的世界傳揚開來。這說來簡單, 做起來卻不簡單。試
問, 傳基督⼗架的基督徒不容於教會領袖, 他⼜需要教會聚會, 他怎麽辦? 如果間間教會皆如此, 
他將何去何從? 

撒但在教會裏
彼得阻⽌耶穌受死, 耶穌說他是撒但(太16:23a), (請注意, 耶穌說彼得是撒但, 不是說他是撒但
⼀流的⼈)。因此, 凡直接或間接阻擋基督⼗架的傳揚, 那⼈就是撒但; 凡教會領袖將可傳揚基督
⼗架的基督徒從講台上拉下來, 無論⽤的⽅法是直接的或間接的, 他就是撒但。這樣的教會領
袖明顯是絆主的腳, 不體貼上帝的意思, 只體貼⼈的意思(太16:23b); 這樣的教會領袖當向彼得
學習, 看他如何蒙主恩⽽歸回。

捨⼰實意
我們前⾯說到, ⼈傾向傳榮耀事, 且愛傳⾃⼰跟從的⼈的榮耀事, 現在, 主耶穌卻要我們傳他的
受辱事, 這顯然違反我們天然的本性。按照我們的意思, 傳要傳基督榮耀事, 但按照主的意思, 
傳要傳他的羞辱事, 這是我們的⼰與上帝實質的衝撞點, 為此, 主耶穌要我們不要按⾃⼰的意思
⾏, 要按他的意思⾏, 這就是捨⼰, 捨那不願傳耶穌羞辱的⼰, 傳之。

耶穌受⼗架之辱是⽗的意旨, 主⾃⼰明⾔之(太26:42), 使徒彼得明⾔之(徒4:28), 使徒保羅明⾔
之(加1:4), 凡背起⼗字架跟從主的⼈必也明⾔之, 這就是耶穌說的捨⼰的意思。請⼤家不要誤
會, 跟從主的⼈當然需要傳揚主的榮耀, 不僅傳揚主在第⼀時間部份的榮耀, 更需傳揚主在第三
時間部份的榮耀, 正如我們花了⼗年的時間講論基督復活後各次顯現, 我們當彰顯耶穌受辱⽽
死的智慧, 這是遵從上帝意旨的捨⼰者必然的作為。

尾語
⾔於此, 請不要以為說⾃⼰是跟從主耶穌的, 就⼀定會得到好結果; 我們眼睛看⾒的耶穌決定我
們在天, 還是在地。我們天然的本性認為在天的必須是榮耀的, 因⽽只看主耶穌的榮耀部份, 結
果卻是在地, 上不了天; 暢談耶穌⼗架羞辱看似不榮耀, 結果卻可升上天。我問⼀個最基本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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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基督徒沒有基督⼗架, 他如何過每天(有罪)的⽣活? 教會沒有基督⼗架, 她如何從事各項活
動, 因為她無法保證這些活動沒有罪在其中?

我們基督徒⼀定要跟從耶穌, 因為這是主親下的命令; 我們若不跟從⾨徒的耶穌, 就須跟從少年
官的耶穌。我們基督徒⼀定要傳揚耶穌, 這也是主親下的命令,「你們要去, 使萬⺠作我的⾨徒, 
奉⽗, ⼦,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太28:19,20a), 我們若不
想傳羞辱的耶穌, 必然傳榮耀的耶穌。我們基督徒屬靈的眼睛⼀定要看⾒主, 少年官看⾒的耶
穌是良善的夫⼦, ⽽⾨徒看⾒的耶穌是死裏復活的榮耀主。我們基督徒就在主耶穌的受苦, 被
殺, 復活等事上論定誰是真正跟從主; 傳者是, 不傳者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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