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11⽇ 

基督最後⼀次的顯現 (2) - ⾨徒拜耶穌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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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近⽇沸沸揚揚的論⽂⾨事件令⼈痛⼼, 台灣最有聲望的學府容許這樣的事發⽣, 表⽰台灣已經
在走下坡了。我今天要藉此事件提醒我們基督徒是不是亦活在這唯名的假象中。每個⼈有了⼈
⽣經驗之後, 個個都會說⼤道理, 但碰到與⾃⼰有關的核⼼事物卻常以表象或唯名來⿇醉⾃
⼰。我們是否以為⾃⼰受洗成為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就安⼼了? 我們是否以為⾃⼰在福⾳派
教會⽽不在靈恩派教會就安⼼了? 我們是否以為⾃⼰在有會堂且⼈數眾多的教會就安⼼了? 我
們是否以為⾃⼰是牧師⽽不是猶太祭司長就安⼼了? 我們是否以為⾃⼰是教會長老⽽不是猶太
長老就安⼼了? 我們是否以為⾃⼰每週有主⽇崇拜, 可領聖餐就安⼼了? 請問各位, 主耶穌是看
我們參加那個教會, 還是看我們這個⼈? 是看我們的頭銜職位, 還是看我們這個⼈?

上週回顧
⾺太福⾳第⼆⼗八章啟⽰教會發展有兩條平⾏線, ⼀條線以耶穌揀選的⼗⼀個⾨徒為中⼼, 另
⼀條線以猶太祭司長和長老等領袖為中⼼; 這是聖經啟⽰的教會線, 亦即教會不是屬於前者, 就
是屬於後者, ⽽不是今⽇所劃分的福⾳派和靈恩派。這兩條教會平⾏線皆有聖經, 都聽過主耶
穌的話, 看過主耶穌做的事, 皆同步發展, 然這兩條教會線的領袖群初時皆處於不信的狀態, 祭
司長這群體明知耶穌復活了, 卻不承認耶穌復活了; ⼗⼀個⾨徒這群體的耳閉塞不聽婦女們的
⾒證, 耶穌親⾃顯現才得挽回他們。

⼗⼀個⾨徒走向⼀座不知名的加利利⼭, 此時的他們已擁有過去三年半隨伺主旁的點滴回憶, 
現在則開始構築他們與主另⼀段同在的歷史, 相較之下, 另⼀(祭司長等領導的)教會與基督僅擁
有過去的回憶,  沒有現在, 也沒有未來, ⼀⽣過的是謊⾔的⽣活。這告訴我們, 教會⼀但停⽌傳
揚基督, 不與基督建立現在進⾏式的關係, 她就是⾏在祭司長那條教會線上, 不管該教會是福⾳
派, 還是靈恩派。

⾔於此, 相信⼤家都願意⾏在⼗⼀個⾨徒為中⼼的教會線上, 既然願意就必須⾏出這教會的樣
式。我們看到, ⼗⼀個⾨徒群體的⽣命發展是漸次漸上漸深, 最後發展到同⼼拜耶穌的境地; 並
且看到, ⼗⼀⾨徒到耶穌約定的加利利⼭上, 領受耶穌的吩咐, 將他的教訓傳給萬⺠, 使不同種
族和⽂化的基督徒必此可為弟兄, 摩⻄⼀個⼈上⻄乃⼭領受⼗誡僅頒佈給猶太⺠族; 我們還看
到, 這⼗⼀個⾨徒教會與不堅守耶穌復活的稗⼦教會彼此有交鋒, 但沒有交集; 我們更進⼀步看
到, 主耶穌比僕⼈⾨徒先到約定的加利利⼭上, 為他的僕⼈立下了表率, 要教會為⾸的事先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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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會⾒牧養的對象, 要他們等, 不要⼈等他們, 如此⽅能抑制驕傲之氣, 避免以為⾃⼰越來越重
要。

第17節
他們⾒了耶穌就拜他

當⾨徒⾒了耶穌之後, ⾺太記「他們⾒了耶穌就拜他」。耶穌前幾次顯現都是忽然出現在⾨徒
⾯前, 現在, ⾨徒以覲⾒⽅式來到耶穌站定的加利利⼭上, 他們⾒到榮耀的主唯⼀且必然的動作
就是拜他。我們是⽣長在什麼都拜的社會⽂化中, 對於「他們就拜他」的“拜”感觸不深, 但對於
獨⼀上帝信仰的猶太⼈來說, 卻是非同⼩可。

⼤希律王知道猶太⼈誓死不稱羅⾺皇帝為主, 便施⾏懷柔政策, 為他們建造聖殿, 允許猶太⼈在
這聖殿裏敬拜耶和華; 猶太⼈的拜乃獨向上帝, 並⽤他們的⽣命捍衛之。現在, 這⼗⼀個猶太⾨
徒將這原有獨向上帝的拜, 來拜耶穌, 即表⽰耶穌是上帝已牢牢地深印在他們靈魂的深處。請
注意, 當使徒約翰要拜天使時, 天使說:「千萬不可! 我和你, 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證的弟兄同是
作僕⼈的, 你要敬拜上帝, 因為豫⾔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證。」(啟19:10) 當⾨徒拜耶穌的
時候, 耶穌並沒有拒絕之, 因這事記在聖經裏, 表⽰耶穌是上帝的鐵定事實, 因為上帝絕不會把
獨屬祂的榮耀歸給假神。

啟⽰錄的拜
我們不可⼩覷⾺太寫的這拜耶穌的事, 由於這拜寫在新約聖經中, 當與新約聖經其他卷書寫的
拜的意思是⼀樣的; 於此, 啟⽰錄給了我們這⽅⾯的指⽰與引導。啟⽰錄記, 拜當拜坐在寶座上
的上帝和羔⽺, 因為上帝和羔⽺配得頌讚, 尊貴, 榮耀, 權勢(啟4:10,11; 5:13,14; 7:10,11)。但, 
啟⽰錄也記有⼈拜⿁魔, 獸, 龍, 以及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 ⾦、銀、銅、⽊、⽯的偶像(啟
9:20; 13:3,4)。

我要在此特別提啟⽰錄第⼗三章, 這章寫到獸的權柄可制伏各族、各⺠、各⽅、各國, 牠亦可
⾏⼤奇事, 甚⾄在⼈⾯前, 叫火從天降在地上(啟13:7b, 13), 因⽽吸引許多⼈向牠下拜。但, 令
我們驚訝的是, 這獸的權柄居然可以施⾏在那些記在被殺之羔⽺⽣命冊上的⼈⾝上, 這些⼈因
不拜獸或被殺害, 或不得作買賣(啟13:15b, 17b), ⽣計遭遇困難。可⾒, 拜上帝和羔⽺的基督徒
是要付上⽣命的代價,  然聖徒的忍耐和信⼼就是在此(啟13:10b)。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長在宗教共存的台灣, 各信各的, 井⽔不犯河⽔, 但聖經的話必會應驗, 
時候到了, 記在被殺之羔⽺⽣命冊上的⼈⼀定會受到空前的迫害, 如果我們在拜耶穌的事上不
上⼼, 不明⽩, 不認真, 當那時到來, 我們必然不認主, 甚⾄會為了活下去⽽放棄信仰。我們應當
嚴肅看待⾨徒⾒到耶穌就拜他這事。

拜耶穌不易
我們不要以為拜耶穌是很容易的事, 耶穌復活後直到最後這⼀次的這顯現才贏得⼗⼀⾨徒全然
對他的敬拜, 可⾒, 拜耶穌, 信耶穌不是那麼簡單直接。⼈拜神容易, 因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
樣式造的, ⼈基本上就有神的意識, “神”這個字很容易讓⼈⽣發敬拜之情, 但是, ⼈拜耶穌卻是
難, 比登天還難。所以, 教會不要以為⼈受洗成為基督徒, 在受洗誓⾔中相信他的罪因耶穌的⾎
已被赦免, 這樣就會⾃動地敬拜耶穌。

牧師也是⼈, 也是拜神容易, 拜耶穌難, ⽽⼀個不拜耶穌的牧師怎可能教導出拜耶穌的會眾? 看
看保羅怎麼說⾃⼰? 他寫書卷的第⼀節⼀定說「耶穌基督的僕⼈保羅」, 或說「作耶穌基督使
徒的保羅」, 這與今⽇牧師愛稱⾃⼰是“神的僕⼈”⼤不⼀樣。僕⼈做主⼈吩附的事, 聽耶穌基督
的僕⼈的道必拜耶穌, 聽神的僕⼈的道若沒有基督在其中, 聽者不會拜耶穌, 這就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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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各位, 舊約先知以賽亞看到主坐在⾼⾼的寶座上, 有榮耀的天使圍繞他, 進⽽拜他(參以賽亞
書嗎第六章), 與新約⾨徒看到道成了⾁⾝, 從死裏復活的耶穌拜他, 這兩者的拜主有什麼不同? 
那⼀種拜較難? ⼈看到上帝的榮耀⽽下拜是很⾃然的事, 然看⾒神⼈⼆性的基督下拜則需要經
過⽣命的掙扎, 困難叢⽣, 後者比前者更加困難。

以賽亞眼⾒⼤君王萬軍之主後, 立時說「禍哉! 我滅亡了」, 然⾨徒看到主耶穌時, 聖經並沒寫
他們說了什麼話, 但可想⽽知地, ⾨徒⼼裏說的必是「福哉! 我們活過來了, 因我們看到復活
主。」聖經僅記以賽亞和(寫啟⽰錄時的)使徒約翰看到基督全然的榮耀, 這⼗⼀個⾨徒在加利
利⼭上沒有看到這樣的耶穌卻依然可以拜他, 這不僅否定今⽇虛假的靈恩現象, 無知地傳述某
某⼈看到上帝的榮耀, 同時亦指出教會沒有任何理由不拜耶穌, 教會不拜耶穌就是不對。

有些⼈必問, ⼗⼀個⾨徒親眼⾒到耶穌, 他(她)沒有⾒得耶穌, ⼜如何拜他? 耶穌對多⾺說的⼀
句話回答了這問, 主說:「你因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就信的有福了。」(約20:29) 這“沒有
看⾒”指的是⾁眼沒有看⾒, 這樣信的⼈乃是⽤⼼中的眼睛看⾒(弗1:18)。彼得說:「你們雖然沒
有⾒過他, 卻是愛他, 如今雖不得看⾒, 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 滿有榮光的⼤喜樂。」(彼前
1:18) 信基督, 知基督的道, 就是⾒到基督; 聽道如⾒⼈, 因道顯明基督的神性。 

⽤⼼靈和誠實拜
⼗⼀個⾨徒既然拜耶穌, 他們就必須遵守耶穌對拜的定義。耶穌對撒瑪利亞的婦⼈說:「那真正
拜⽗的, 要⽤⼼靈和誠實拜祂, 因為⽗要這樣的⼈拜祂。上帝是靈, 所以拜祂的必須⽤⼼靈和誠
實拜祂。」(約4:23b,24) 這樣看來, ⾨徒拜耶穌的⼼靈是全然的, 沒有⼀絲勉強做作; 是純潔的, 
沒有⼀絲惡慾的動機; 是誠實的, 沒有⼀絲假意, 隨群動⽽為; 是直接坦然的, 不需他⼈代禱。

空⼿朝⾒主
上帝明定,「你⼀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 七七節, 住棚節, ⼀年三次, 在主你所選擇的地⽅朝⾒祂, 
卻不可空⼿朝⾒, 各⼈要按⾃⼰的⼒量, 照主你上帝所賜的福分, 奉獻禮物。」(申16:16,17; 亦
參出23:15b; 34:20b) 請問各位, ⾨徒拜⾒耶穌時⼿上帶有禮物, 還是空⼿朝⾒他? 有些教會牧
師要求會眾不可空⼿朝⾒主, 因此, 收奉獻就變成每週主⽇程序之⼀。我們的⼯作常態是⽉薪
制, ⽽不是週薪制, 每週收奉獻實不必要, 且將⽉薪分成四份, 這樣每週把奉獻私⾃留下幾分⽽
非盡⼒為之, 豈不犯下亞拿尼亞和他妻⼦同樣的錯誤? 但請問, 耶穌是要我們的⼼, 還是要我們
的禮物? 耶穌接受空⼿⾨徒的敬拜即表⽰主看重新約聖徒的⼼甚於⼀切。箴⾔說:「我兒! 要將
你的⼼歸我, 你的眼⽬也要喜悅我的道路。」(箴23:26) 因此, 主⽇崇拜時講的道比收到奉獻還
要重要,  會眾對道的回應比納上⾦錢還要重要; 如果講台沒有基督卻收“奉獻”, 這是欺騙, 是掠
奪, 講台沒有基督, 基督徒卻奉獻⾦錢, 這是愚昧無知的⾏為。

拜耶穌與得救有關
使徒寫腓立比書第⼆章先寫說基督「存⼼順服, 以⾄於死, 且死在⼗字架上, 所以, 上帝將他升
為⾄⾼, ⼜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
屈膝, 無不⼝稱耶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與⽗上帝」(腓2:8b-11), 之後在第12節即說,「當恐懼
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夫, 因為你們立志⾏事都是上帝在你們⼼裏運⾏, 為要成就祂的美
意。」保羅之“作成得救的⼯夫”是⼀個實際的⾏動, 需作成且有⼯夫, 這才算得救, 相反地, 沒作
成, ⼜沒⼯夫, 這不算得救。那, 我們要作成什麼? 要有怎樣的⼯夫? 答案就是拜耶穌。使徒明
說這是我們當恐懼戰兢作成的事, 是應當立志⾏事的事, 是上帝運⾏在我們⼼裏的實際, 是成就
上帝美意的事。

當基督徒以“⼀次得救, 永遠得救”來⿇醉⾃⼰, 說服⾃⼰, 這些基督徒到底在想些什麼? 這⼜是
另⼀樁以標語來簡化救恩的例⼦, 結果呢? 基督徒只抓住“⼀次得救”就以為永遠得救, 即便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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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拜耶穌, 不傳他死在⼗字架上也在得救之列。這不遵守使徒作成得救的⼯夫的教訓之舉, 顯
明不是上帝家裏的⼈, 因為這些基督徒地信仰不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沒有基督耶穌
⾃⼰為房⾓⽯(弗2:20c,21)。 

⾨徒接受耶穌指令
⼗⼀個⾨徒拜耶穌與以賽亞伏在坐寶座的主的情況另⼀不同之處在於, 以賽亞耳中聽到的是
「我可以差遣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這話中“我”是尚未道成⾁⾝之第⼆位格的聖⼦, “我們”
是三位⼀體上帝, 新約⾨徒拜耶穌即表明他們聽令於⾝上有釘痕的耶穌, 接受耶穌主權的⾏使, 
就等於聽令於三位⼀體上帝。耶穌說:「⽗不審判甚麼⼈,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 叫⼈都尊敬
⼦如同尊敬⽗⼀樣; 不尊敬⼦的, 就是不尊敬差⼦來的⽗。 ...因為他是⼈⼦, ⽗就賜給他⾏審判
的權柄。」(約5:22,23,27) ⼜說:「凡在墳墓裏的, 都要聽⾒他的聲⾳, 就出來, ⾏善的, 復活得
⽣; 作惡的, 復活定罪。」(約5:28b,29) 耶穌在此說的⾏善者指的是拜他的⼀群, 作惡者指的是
不拜他的⼀群, 今⽇的我們今⽇拜耶穌與否決定著我們進天國與否。

然⽽還有⼈疑惑

然⽽, ⾺太記這群敬拜耶穌的⼈當中「還有⼈疑惑」。我們怎麼解釋這件事? 請不要直觀的論
斷這裏疑惑之⼈, 說他們不信或⼩信, 因此如此解釋就變成“⾨徒有⼈帶著不信的疑惑拜耶穌”, 
這句話是⽭盾不⼀的話。若是這樣, 他們拜耶穌就是假意, 這是說不通的。希伯來書說:「⼈非
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悅, 因為到上帝⾯前來的⼈必須信有上帝, 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
⼈。」(來11:6)

⾺太寫的“疑惑”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有⼈不疑惑, 但有⼈疑惑呢? ⾺太特別寫出“⼗⼀個”⾨徒, 
這意謂著他們與復活的耶穌各有不盡相同的經歷, 那些與耶穌的經歷較少的⾨徒有疑惑是很正
常的事。我們可以查考聖經進⽽數算耶穌復活後的多次顯現, 這是我們過去⼗年做的事, 但是, 
聖經明⽂寫下顯現的次數乃是約翰寫的「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 向⾨徒顯現, 這是第三次」(約
21:14), 參與這三次顯現的⾨徒⾃然比未參與這三次顯現的⾨徒⼼較明朗, 後者則相對較疑惑。

疑惑的⾨徒疑惑什麼? 要知道, 耶穌受鞭傷的樣深深的烙印在⾨徒⼼中, 然現在印入眼簾的卻是
耶穌的榮耀樣, 這樣巨⼤的轉變令他們疑惑。這些⾨徒疑惑著為何受鞭傷的羞辱和復活的榮耀
可同時發⽣在主這個⼈的⾝上。這些⼈看過死⼈樣, 死⼈是朝向腐爛, 分解, 歸於塵⼟⽽⾏, ⽽
死⼈樣的難看和結局與⾯前這位耶穌樣反差實在太⼤。

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 眼⾒的可佈畫⾯或景象必深植內⼼, 久久揮之不去, 即便企圖⽤千⾴萬⾴
的美麗世外圖象淹蓋抹滅之, 終究不⾏。同樣地, 凡看過耶穌受鞭傷樣, 看過他戴著這鞭傷走長
路的⾨徒, 必驚愕得瞠⽬結舌; ⾨徒因與耶穌有關係, 耶穌鞭傷樣必永烙⼼中, 無法抹滅。這些
疑惑的⾨徒內⼼深處既藏有這羞辱鞭傷樣, 眼前⼜⾒耶穌榮耀樣, 疑惑必然。⾄於不疑惑的⾨
徒, 如彼得, 約翰等, 因與復活的耶穌經歷豐, 已經可以同時接受耶穌榮耀樣與羞辱樣。

⾨徒信⼼的⼤⼩
我們根據以上論述⽽得, 這裏“疑惑”的意思指的是⾨徒信⼼的⼤⼩, 保羅說:「我憑著所賜我的
恩對你們各⼈說, 不要看⾃⼰過於所當看的, 要照著上帝所分給各⼈信⼼的⼤⼩, 看得合乎中
道。」(羅12:3) 因此, “⾨徒還有⼈疑惑”這事對教會有著正⾯的意義, 就是與耶穌同時代的⾨徒
尚且疑惑, 爾後教會也必然經歷信⼼成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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