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4⽇ 

基督最後⼀次的顯現 (1) - 兩條教會發展線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8 分鐘

經⽂ 
⾺太福⾳28:16-20節:「16⼗⼀個⾨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穌約定的⼭上。17他們⾒了耶穌就拜

他, 然⽽還有⼈疑惑。18耶穌進前來, 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19所以, 你們
要去, 使萬⺠作我的⾨徒, 奉⽗, ⼦,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
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王陽明的死
王陽明(1472-1529, 知⾏合⼀的創說者)知道⾃⼰要離世了, 便召弟⼦周積(1483-1565)⾄其褥
旁, 看著他說“我走了”。周積落淚問老師,「有什麼話要留下來的嗎?」王陽明微微笑道:「吾⼼
光明, 亦復何⾔?」王陽明⾃認⼀⽣坦坦蕩蕩, 問⼼無愧, 因此不必再說什麼。王陽明是⼈, 他必
須服在上帝對⼈的定命中, 我們基督徒知道「按著定命, ⼈⼈都有⼀死」(來9:27), 並且知道⼈
壓制他內⼼關乎上帝的事情(羅1:18,19)。

基督徒的死
王陽明或沒有強烈的上帝意識, 但我們基督徒有, 按⼈之常情, 我們死前必回憶過往, 基督徒⼼
懼的倒不是如王陽明般有無光明無愧的⼼, 不是關⼼那位牧師主持安息禮拜, ⽽是要擔憂有沒
有主的平安。主耶穌已明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將這些事告訴
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裏⾯有平安。」(約14:27a; 16:33a) 聽從主這些話的基督徒在世時必有
主的平安, 離世時亦必有主的平安; 彼得在世時有主的榮耀, 死乃是榮耀上帝的死, 他離世時必
有主的平安。基督徒在世時若要有主的平安, 他(她)⾸先要加入有主的道的教會, 知道耶穌說的
「我的平安,...這些事」, 即聽得關乎主的榮耀的道, 亦聽得關乎主的羞辱的道。這樣的教會必
在被提之列, 必可與眾榮耀天使同處。

平安與苦難共存
耶穌⼜繼續說「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 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6:33b) 這告訴
我們, 在主裏有平安不是隨⼿可得, 若我們儆醒不⾜, 這平安必因受到的苦難⽽變得躁動不安。
我們當理解主所說的苦難不在於⽣活上的困難, 或天災⼈禍, 或戰爭瘟疫, ⽽在於我們因⾒證主
的⼗架所遭受到的冷眼, 抵擋, 壓制等的不友善的對待。保羅經歷這樣的苦難, 他對加拉太教會
說:「我現在是要得⼈的⼼呢? 還是要得上帝的⼼呢? 我豈是討⼈的喜歡麼?...弟兄們! 我若仍舊
傳割禮, 為甚麼還受逼迫呢? 若是這樣, 那⼗字架討厭的地⽅就沒有了。」(加1:10; 5:11) 在教
會中要討⼈的喜歡就是不要講令⼈討厭的⼗字架, 這樣的⼈雖在教會裏有平安, 但在基督裏⾯
沒有平安; 這樣的⼈連王陽明都不如, 不僅離世之前沒有平安, 死後也沒有平安。

基督復活後的諸顯現
福⾳書記耶穌復活後的顯現有八次。第⼀次顯現: 抹⼤拉的⾺利亞, ⼩雅各的⺟親⾺利亞, 以及
撒羅米等; 第⼆次顯現: ⼀批不知名的婦女; 第三次顯現: ⾰流巴和他隨⾏的同伴; 第四次顯現: 
⻄⾨彼得⼀⼈; 第五次顯現: 眾⾨徒; 第六次顯現: 多⾺與眾⾨徒; 第七次顯現: 七位⾨徒; 第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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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 ⼗⼀位⾨徒。我們已經講了前⾯七次的顯現, 今天開始講第八次的顯現, 也就是耶穌升天
前最後⼀次的顯現, 這顯現記在⾺太福⾳第⼆⼗八章最後五節。(註: 哥林多前書15:5章亦記耶
穌向雅各顯現, 因不在福⾳書內, 故略記, 若按次序, 該顯現應該在上述第四次顯現之後。) 

⾺太福⾳第⼆⼗八章
我們因有整本聖經的四卷福⾳書, 故可析知耶穌復活後諸顯現的前後次序, 然就⾺太個⼈⽽⾔, 
他在寫⼀卷書, 寫書⾄終需要有個結尾, 這結尾就是寫耶穌死裏復活後的事。我們以教會的⾼
度讀約翰福⾳第⼆⼗⼀章, 亦需以同樣的⾼度讀⾺太福⾳第⼆⼗八章, 如此才能理解其中精
意。⾺太在這章中寫出教會發展的兩條平⾏線, ⼀個以耶穌揀選的⼗⼀個⾨徒為中⼼, 另⼀個
以猶太祭司長和長老等領袖為中⼼; ⼀⽅是信耶穌的, 另⼀⽅是不信耶穌的。須知, 這兩條平⾏
線雖然都有聖經, 都聽過主耶穌的話, 但彼此之間有交鋒, 但沒有交集; 這給予受邀講員⼀個提
醒, 試圖改變邀請教會的⾏作⽅向, 促其傳講基督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我們觀察到⾺太寫第⼆⼗八章的⽅式是這樣的, 他從天使的指⽰寫到耶穌的指⽰, 從⾸先看到
耶穌是真的復活的兩批婦女寫到拜耶穌的⼗⼀個⾨徒, 從耶穌第⼀次顯現寫到他升天前最後⼀
次顯現, 從最低處的墳墓地直接跳到最⾼處的加利利⼭上, 這樣漸次漸上漸深的進程勾畫出屬
主的⼈⽣命成長的樣貌。⾺太亦將祭司長和長老虛假的⾏逕夾在其中, 表⽰屬主者⽣命的進程
必有不信者的伴隨, 正如耶穌之麥⼦與稗⼦同時成長的比諭。因此, 我們當注意⾃⼰屬靈⽣命
的提升, 無須為不信者在教會裏的存在⽽⼼煩不安。

不信耶穌的教會
⾺太寫不信耶穌的祭司長和長老等猶太領袖僅四節(12-15節), 這四節述說他們如何掩蓋耶穌復
活的事實, 以⾦錢賄賂看守耶穌墳墓的羅⾺兵丁, 要他們向外說,「夜間我們睡覺的時候, 他的⾨
徒來, 把他偷去了。」⾺太記「這話就傳說在猶太⼈中間, 直到今⽇」, 我們必須衍伸解釋這話, 
就是明知耶穌復活了卻不傳耶穌復活的教會, 該教會領袖如同猶太領袖, 該領袖必盡⼀切⽅法
⽌住教會內的⼈傳基督的復活, 絕不讓那⼈站上教會講台。

信耶穌的教會
⾺太其他16節寫的是信耶穌⼀⽅的教會, 他以耶穌揀選的⼗⼀個⾨徒為中⼼單位, 講論他們整
體對耶穌復活後的反應。⾺太為要強調信與不信的分野, 並沒有寫出這⼗⼀個⾨徒受耶穌責備
的情形。然, ⾺可福⾳記耶穌責備這⼗⼀個⾨徒的事,「後來, ⼗⼀個⾨徒坐席的時候, 耶穌向他
們顯現, 責備他們不信, ⼼裡剛硬, 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他的⼈。」(可16:14) 
請注意, ⾺可福⾳第⼗六章僅寫⼗⼀個⾨徒的事, ⽽未提及祭司長和長老等猶太領袖, 故他可直
接寫出他們的不信。⼗⼀個⾨徒雖⼼裡剛硬, 但在耶穌升天前, ⾺太卻寫出他們展現出⼀起敬
拜耶穌的同⼼, 此等轉變意義非凡, 對爾後教會的啟發是⼤的。這樣的轉變絕非⼀蹴⽽成, 也就
隱含了耶穌其他諸次顯現與其產⽣的果效。

主顯現的必須性
我們讀⾺太福⾳和⾺可福⾳兩卷書最後⼀章, 實在不得不承認初代教會危機四伏, 處於存在或
不存在的懸崖邊緣, 因為掌管教會發展的兩⼤領袖群皆處於不信的狀態, 若不是耶穌將⾃⼰親
⾃顯於這⼗⼀個⾨徒, 他們必然持續罔顧婦女⾒到他的事實, 依然將她們的⾒證當作耳邊風。
這即告訴我們, 縱有許多的⾒證⼈如同雲彩圍著教會, 耶穌若不顯現於該教會, 且是藉著聖靈以
他的道顯於該教會, 基督徒必然處於不信的狀態中。這即顯出耶穌在此次顯現所下的指⽰的重
要性, 若基督徒若不遵守之, 狀態就是不信, 主的同在是虛談。

我們亦看到, 這⼗⼀個⾨徒為核⼼教會⾏在不斷認識主的道路上, 那麼, 蒙主顯現的教會, 也就
是有主的道的教會, 與主的關係永遠是動性的, 且是向上動性的改變。我再強調⼀遍, 耶穌對賣

第  ⾴ (共  ⾴)2 4



他的猶⼤好聲好氣, 因猶⼤不屬於他, ⼀個只有主的好語⽽未聽得主責備的教會, 難說是屬主的
教會。

耶穌升天前最後⼀次的顯現
我們現在開始講解耶穌升天前最後⼀次顯現的經⽂, 主在這次顯現講的話是所有基督徒都知
道, 也是所有教會為傳福⾳⽽常常掛在嘴邊所謂的⼤使命; 這⼤使命是今⽇以“傳福⾳”為導向的
牧師講的, 聖經沒有這樣說。我們將看到, 以字意解釋來執⾏⼤使命任務是危險的, 沒有耶穌諸
顯現作為基礎⽽解釋這次顯現是危險的, 因為耶穌在這次的顯現與顯現時講的話不是那麼簡
單。說危險並不為過, 因為今⽇承受這⼤使命作⼯的⼈沒有⼀個是⾒證耶穌基督的⼈, 這些⼈
不⾒證耶穌的死, 他的復活, 以及他的王權, 是上帝眼中看為不誠實的⼈, 不是耶穌要求的「作
我的⾨徒」,。

我們需要注意耶穌這次顯現的幾件事: 顯現的地點與時機, ⾨徒的敬拜主, 有些⼈的疑惑, 耶穌
的教訓, 以及耶穌的差遣等等。

第16節
⼗⼀個⾨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穌約定的⼭上

這裏寫說⼗⼀⾨徒到了耶穌“約定”的⼭上, 說約定表⽰⾔明在先, 即⾨徒早先已接到耶穌要他們
往加利利去的指令。那, 耶穌何時下達這指令? 第7節說, 天使指⽰⼀批婦女,「快去告訴他的⾨
徒, 說他從死裡復活了, 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裡你們要⾒他。」第10節說, 耶穌指
⽰另⼀批婦女說:「不要害怕! 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 叫他們往加利利去, 在那裡必⾒我。」往加
利利去的指令在耶穌復活那⽇即已下達, ⽽這指令的成就卻是隔了⼀段時間, ⾄於多久, 僅當事
⼈知, 福⾳書並未寫明。

舊約先知摩⻄是⼀個⼈上⼭領受上帝頒佈的⼗誡, 為要猶太⺠族遵守之; 新約是⼗⼀個⾨徒上
⼭領受主耶穌基督的吩咐, 為要萬⺠遵守耶穌的教訓。上帝從揀選猶太⼀族經耶穌基督轉⽽揀
選萬⺠為祂的百姓, 新約的格局既闊且廣, ⼤⼤地超越舊約。我們必須要有新約的格局, 跨越種
族的障礙, 看所有屬主的⼈都是⾃⼰的弟兄。

約在加利利⼭
⾺太記耶穌這次顯現僅提地點, 但未提那⼀⽇發⽣, 因此, 我們當注意這次顯現的發⽣地, 某座
加利利⼭上。耶穌與⾨徒約定在加利利⾒⾯有其特殊意義, ⾺太福⾳記耶穌傳道的主要區域就
是在加利利。耶穌⽣長在加利利地的拿撒勒城; 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受約翰的洗, 耶穌在
加利利海邊呼召彼得和安得烈兩兄弟; 耶穌走遍加利利, 在各會堂裡教訓⼈, 傳天國的福⾳, 醫
治百姓各樣的病症;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的⼀個⼭上⽤七個餅和幾條⼩⿂餵飽了三天未進食的四
千⼈等等。當⾨徒與耶穌同在加利利⼭上時, 腦海必湧現過去在此地傳道的點點滴滴, ⼼中必
感激萬分, 深感榮幸可參與主偉⼤的傳道事⼯。

時間的資產: 與主同在
⾨徒站在這加利利⼭上時擁有與主同傳道的回憶, 並以現在進⾏式建構他們與主同在的歷史, 
時間對這群⾨徒⽽⾔是正資產。摩⻄禱告上帝說:「求祢指教我們怎樣數算⾃⼰的⽇⼦, 好叫我
們得著智慧的⼼」(詩90:12), ⾨徒得了這話的具體實踐, 我們因⽽知必須與與智慧的源頭共處, 
我們的智慧在時間的累進中漸漸增長, 過去, 現在, 以及可⾒的將來。

基督徒是世上可與智慧的源頭-基督共處的⼀群, 若⽩⽩浪費這恩典⽽不得智慧, 不要以為沒事, 
因耶穌說:「僕⼈知道主⼈的意思, 卻不豫備, ⼜不順他的意思⾏, 那僕⼈必多受責打, 惟有那不
知道的, 作了當受責打的事, 必少受責打, 因為多給誰, 就向誰多取, 多託誰, 就向誰多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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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48) 看看猶太⼈, 上帝將祂的聖⾔交給他們(羅3:2b), 猶太⼈誤解誤⽤聖⾔的結果就是被
棄。我們基督徒亦然, 比猶太⼈更得上帝聖⾔託付的恩典, 因有了整本聖經得以真確的認識基
督, 但結果若不是如此, 將來被棄是必然。

耶穌向群體顯現
耶穌在這次顯現乃是向⼗⼀個⾨徒的群體顯現, 這即告訴我們, 基督徒的孤芳⾃賞⽽不處在⼀
個教會群體中是無⽤的。基督徒孤芳⾃賞或不願受道的規範,「這話甚難, 誰能聽呢?」或⾃命
清⾼, 因有聖經的知識⽽⾃⾼⾃⼤。上週講到約翰福⾳第⼆⼗⼀章之要時提到, 任何⾃認有前
四卷福⾳書真理知識的⼈, 都必須進入到這章的教會裏來驗證他的信仰。凡有基督智慧的⼈必
看重有基督顯現的群體, 反之, 愚昧者輕看與藐視這樣的群體, 他們的雙腳⾒證他們不願與這群
體同聚的內⼼, 這樣的基督徒終必後悔, 最後是⼀無所得。請注意, 耶穌單獨向彼得顯現時(路
24:34), 福⾳書沒有記下耶穌向彼得說的任何⼀句話, 這即顯出教會群體的必要性。 

不過, 話⼜說回來, ⾺太在這章中⼜寫了另⼀平⾏教會, 就是祭司長和長老等組成的群體, 他們
依然有著與主同在的回憶, 但這同在僅在回憶中, 只有過去, 沒有現在, 沒有未來。這告訴我們, 
教會若只倘佯在過去曾經傳揚基督的回憶中, 現在若沒有的話, 就是屬於這樣的教會。這也解
釋為何有些牧師初時忠⼼對主, 但有了教會的會堂, 有了些許成就之後便忘了主。當那⽇到來
時才知道⾃⼰⽩⽩失去諸多喜樂與恩典。

耶穌親⾝顯現於⾨徒⾯前, 主在爾後各世代則以他的聖靈顯現在屬他的⼈的靈魂之中。因此, 
⾨徒在加利利⼭上遇⾒主的喜樂如何, 各世代屬主的⼈遇⾒主的喜樂亦如何; 主耶穌當時如何
有效的引導⼗⼀個⾨徒, 主也在今⽇有效的引導屬他的⼈真認識他。今⽇, 主的同在是不可看
⾒型, ⽽不是可看⾒型, 耶穌的同在乃是屬靈的同在, ⼀個教會是否有主的同在端賴講台講什
麼。

不知名的⼀座加利利⼭
我們知道摩⻄領受⼗誡的那座⼭叫⻄奈⼭, 然⾺太在這裏只說加利利的⼀個⼭上, 並沒有寫明
這座⼭是那座⼭。為什麼? 上帝指⽰摩⻄他所站的地是聖地, ⼗⼀⾨徒站的這地豈不也是聖地, 
那為何聖靈不讓我們知道這聖地名? 理由很簡單, 就是耶穌不要後代教會有對這⼭有朝聖之
舉。我們⼈很容易聖化外在事物, 將⼈聖化, 將地聖化, 將儀式聖化, 若加利利這座⼭被聖化了, 
必使那些到過這⼭的⼈顯出屬靈上的驕傲。

誰先到這加利利⼭上?
請問, 耶穌和⼗⼀個⾨徒誰先到這加利利⼭上? 耶穌在最後晚餐時說:「我復活以後, 要在你們
以先往加利利去」(太26:32)(注意紅字), ⾨徒往加利利⼭上時, 耶穌就已經在那裏等候他們, 即
耶穌先於⾨徒在加利利⼭上。這樣主⼈等候僕⼈的現象僅在這裏有, 世間萬尋不著。今⽇教會
未循主耶穌在此的⽰範, 聚會前的準備是服事同⼯, 聚會時皆是萬眾坐⿑後, 牧師才緩步入座。
試問, 牧師先於會眾坐定會場, 情況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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