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2年 ⼗⼆⽉25⽇ 

基督最後⼀次的顯現 (4) - 耶穌的權柄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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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序⾔
今天是聖誕節, 我們在這特別節期需再次鞏固⾃⼰對主降⽣的信仰。我們基督徒的⾔語必須準
確, 當說“耶穌的降⽣”, ⽽不是說其他, 因耶穌是「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約3:13), 其他所
有⼈的⽣則可說是誕⽣, 或出⽣。耶穌的降⽣⼈類歷史最偉⼤的事, 無⼈的誕⽣可與之相比, 基
督徒當以此為傲。耶穌的降⽣是歷史僅有, 唯福⾳書記⾺利亞蒙聖靈感孕時, 懷胎耶穌時, 以及
耶穌降⽣時, 因此, 我們必須根據聖經知耶穌降⽣事。傳道⼈在教會慶祝聖誕節, 但卻否定聖經
無誤和聖經絕對權威, 他是虛偽的⼈; 教會僅聖誕節期講耶穌, 其他時間則不講, 這是矯情。

掌管歷史的上帝
耶穌是創世記第三章15節所⾔之「女⼈的後裔」, 所以, 耶穌的降⽣是必然, 其他⼈的出⽣是偶
然, 沒有⼈的出⽣可有這般預⾔。⾃亞當後, 上帝親⼿建置耶穌的家譜, 這家譜是世上唯⼀可追
朔到亞當的家譜。挪亞⽣了三個兒⼦, 閃, 含, 以及雅弗, 挪亞⼤⽔後, 上帝保守閃的後代⾄耶穌
降⽣, 雖僅保守這⼀個族類就已經⾜夠顯明上帝是掌管歷史的上帝。約瑟與⾺利亞雙雙皆為⼤
衛的後裔, 約瑟是⼤衛的兒⼦-所羅⾨的後代, ⾺利亞是是⼤衛的兒⼦-拿單的後代, 耶穌真是⼤
衛的後裔, 保羅書信也不斷強調這事實。路加記⾺利亞到⼤衛共40位祖先, 其中⼤多數在舊約
歷史無名無勢, 這更顯明上帝掌管歷史的事實。另, 保羅說:「及⾄時候滿⾜, 上帝就差遣他的兒
⼦, 為女⼦所⽣」(加4:4a), 所謂時候滿⾜存乎上帝⼀⼼, 再次顯明上帝驅動歷史的進程, 達⾄祂
要的時候滿⾜。

耶穌⽣⽽為王
耶穌⽣⽽為王, 他既有王權就必有屬他的⼦⺠, 兩者缺⼀不可; 君王耶穌降⽣後有特定的⼯作等
待他去完成, 以鞏固他的王權, 好以之招聚屬他的百姓。君王耶穌的名字是主的使者取的, 因此, 
耶穌王權所及之處就不單是某⼀國⺠, ⽽是萬⺠; 也就是, 耶穌的王權重在圈⼈, 不在圈地為王, 
不在建立基督教國家。君王耶穌的⼯作內容亦是主的使者指定的, 就是將⾃⼰的百姓從罪惡裡
救出來, 這⼯作唯耶穌可作, 其他⼈不能; 其他王⼦只能救苦難⼈, 或⽔深火熱⼈, 或作⺠族復興
事, 但不能救罪惡⼈。耶穌⽣⽽為王看似沒什麼特別, 因許多王⼦也⽣⽽為王, 但君王耶穌為他
百姓做的事是死, 且死在⼗字架上,  以王的⾝份傷蛇的頭, 這是所有王⼦根本無法做到的事。  

約瑟和⾺利亞的典範
耶穌是由童女所⽣, 這⽣有⺟無⽗之⽣, 亞當是有⽗無⺟之造, 其他所有⼈則是有⽗有⺟之⽣。
耶穌⽣⽽為王卻降⽣在污穢的⾺槽裏, 這⼜是世上諸王⼦絕不可能遭遇的事。我們亦看到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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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亞明知他們的兒⼦獨特所在, 卻順勢⽽為, 沒有埋怨, 沒有⼒爭。要知道, 在⾺槽裏⽣產
是個問題, 在⾺槽裏吃喝⼜是另⼀個問題, 但約瑟和⾺利亞還是⽢之如飴, 處之泰然, 與嬰孩耶
穌同安臥在⾺槽裏; 約瑟和⾺利亞使那些愛⼝出埋怨的基督徒無比汗顏。

基督最後⼀次的顯現

⼗⼀個⾨徒同往加利利⼭
耶穌復活的那⽇, 兩批婦女先後來到耶穌墳墓處, 她們分別領受耶穌和天使的指⽰, 告訴⾨徒往
加利利去, 耶穌要在那裏⾒他們; 因是兩批婦女傳達, ⾨徒就不得因是婦女傳達主令⽽不聽。耶
穌要⾒的是⼗⼀個⾨徒群體, ⽽不是個⼈。耶穌為什麼專要這⼗⼀個⾨徒⾒他, 其他⼈不可? 因
為主耶穌要突出這⼗⼀個⾨徒在新約⾨徒中的地位。

⼗⼀個⾨徒必須先集結⼀起, 再⼀同前往約定的加利利⼭上, 其中最可能的集結出發地是耶路
撒冷城, 這城距離加利利⾄少有120公⾥, 需數天的腳程。詩篇第120篇開始寫上⾏之詩, 這些詩
篇因篇幅短, 適合散居各地的猶太⼈於三⼤節期奔赴耶路撒冷城⾏路時吟唱; 現在, ⼗⼀個⾨徒
奔赴加利利⼭有如新約的上⾏之旅, 吟唱上⾏之詩必有所感。

⼗⼀個⾨徒與其教會彼此和睦
這⼗⼀個⾨徒彼此相伴走這麼長的路途, 其中的先決條件是彼此和睦, ⼀⾏⼈看彼此是弟兄。
詩篇第133篇寫說:「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
的頭上, 流到鬍鬚, ⼜流到他的衣襟; ⼜好比⿊⾨的⽢露降在錫安⼭, 因為在那裡有主所命定的
福, 就是永遠的⽣命。」弟兄彼此和睦是得上帝所命定之永遠的⽣命的先決條件。

這彼此和睦不僅顯在這⼗⼀個⾨徒, 也顯在當時的教會之中。這⼗⼀個⾨徒起⾝奔⾒主⾯時,  
其他⾨徒並沒有多⾔, 要知道, 耶穌第七次顯現時有拿但業, 他是個有主⾒的⼈, 曾說過「拿撒
勒還能出甚麼好的麼?」(約1:46a) 然, 追求好的拿但業此時並沒有強出頭, 執意同⾏, 加增⾃⼰
與主“好”的經歷, 其他⾨徒亦安然照主的安排⾏。彼得等⼈已經變賣所有的跟隨主, 教會負起⼗
⼀個⾨徒旅途上的所需, 這⼜是彼此和睦的表現, 希伯來書說:「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
(來13:1)。⾨徒的和睦同⼼亦⾒他們於五旬節時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才說起別國的
話來, 眾⼈都驚訝猜疑之際,「彼得和⼗⼀個使徒站起, ⾼聲說:...」(徒2:14)。

⼗⼀個⾨徒的互動
在此我問各位, 這些⾨徒在這麼長的路途中彼此互動些什麼? 沒有別的, 他們彼此和睦的基礎是
耶穌, 故互動的焦點也必然是主, 互動的內容必然是主曾說過的話以及做過的事; 這些互動內容
對他們將來的佈道與傳道⼯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尤其是新約第⼀篇講章的出講。耶穌傳道之初
揀選的⾨徒中有兩對兄弟, 彼得與安德烈, 以及雅各與約翰, 感情和睦的兄弟彼此可以印證主所
說的話, 現在兩兄弟擴展到⼗⼀個⾨徒(弟兄), 他們互相砥礪的結果使每個⼈印證主說的話, 句
句定準, 這對於爾後新約書卷的撰寫起了校正的作⽤。

耶穌進前來
上週我們針對⾺太寫的「他們⾒了耶穌就拜他, 然⽽還有⼈疑惑, 耶穌進前來, 對他們說...」有
⼀番論述, 我們⾸先直指⼀不尋常處, 就是拜者⾨徒不起⾝進到主前, 反⽽是耶穌走近到⾯伏於
地的⾨徒。耶穌是按公義判斷且鑒察⼈肺腑⼼腸的主(啟2:23; 耶11:20), 他知道⼗⼀個⾨徒當
中有疑惑之⼈, 因⽽主動進前來, 讓這些疑惑的⾨徒雙眼看他看得更加清楚, 這是為王的耶穌對
⾨徒⾄愛與諒解的舉動。

「耶穌進前來」之舉有解惑的功效, 因這些⾯伏於地的⾨徒的雙眼看到耶穌腳上的⼗架釘痕, 
確定站在他們⾯前有榮耀樣的耶穌就是被釘的耶穌。⾨徒解惑後已處靈明狀態, 故可敬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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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下達的吩咐命令。疑惑到不疑惑, 再到耳聽, 後到執⾏, 這是正規且有效的⽣命進程, 是屬
主的基督徒必走的⽣命進程。凡不真確認識釘⼗架的基督, 處疑惑階段的基督徒逕⾃執⾏主的
吩咐, 他的服事必漏掉基督⼗架; 這⼈即便學富五⾞, 滿腹經綸, 熟讀百家神學, 知識豐盈, 長年
服事教會⽽定於⼀尊, 但終究是⼀場空, 因為他不是耶穌要的忠⼼的傳道者。

耶穌進前來是進到⼗⼀個⾨徒前, 不僅為有疑惑的進前, 也為不疑惑的進前, 他愛如幼株的疑惑
者, 亦愛如⼤樹的不疑惑者, 耶穌要他們不可忘記他⼿腳的釘痕。無論是誰, 處在何時, 或在何
樣的處境, 無論信⼼⼤⼩如何, 為論年紀, 個個都需要主⼗架之愛。 

第18節
耶穌進前來, 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耶穌進前到他傳道初時揀選的⼗⼀個⾨徒, 也就是耶穌傳道初時揀選的使徒, 主對他們說的第
⼀句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這是⼀句立權立威的話。按理說, 這等賜權柄
的話應該由賜權者-天⽗上帝親⾃佈達才對, 況且這權柄關乎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更應如此, 但
事實卻是耶穌⾃⼰宣佈之。為什麼? 理由無他, 就是讓天上地下所有存在位格的眼⽬完全聚焦
在耶穌⾝上。

若這權柄由上帝公開賜予, ⼈想要充滿的必然是上帝的榮耀, ⽽不是主耶穌的榮耀, 耶穌在⼈⼼
中或有份量, 卻必有所減損; 耶穌或許還是可以得到基督徒的讚美, 但絕不會得到與上帝等質等
量的讚美。耶穌已經說了這得權柄的話, 但在今⽇還是得不到教會全然對他的⾒證與讚美, 若
由上帝親佈豈不更糟? 耶穌已經說了這得權柄的話, 教會若不⾒證耶穌, 那教會的權柄不是從主
那裏來的, 是⾃取的,「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的泉源, 為⾃⼰鑿出池⼦, 是
破裂不能存⽔的池⼦。」(耶2:13)

權柄之意
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這話指明耶穌得的這權柄原來是沒有的, 後來得
⽗之賜才有的。耶穌得的這權柄不是他說「我與⽗原為⼀」的權柄(約10:30), 不是希伯來書開
頭論上帝的兒⼦, 說, 上帝「早已立他承受萬有的, 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他是上帝榮耀所發
的光輝, 是上帝本體的真像, 常⽤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來1:2-3a), 因為這是與上帝同等榮
耀的權柄。那, 主耶穌所得的權柄是怎樣的權柄? 就是「他洗淨了⼈的罪, 就坐在⾼天⾄⼤者的
右邊」(來1:3b), 耶穌對⼗⼀個⾨徒說的權柄乃是他流⾎捨⾝死在⼗字架上贏得的權柄。

我們再次誦讀⼤家熟悉的腓立比書⼆章6-10節。同樣地, 保羅先寫基督是上帝的事實, 他說:
「他本有上帝的形像, 不以⾃⼰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 後寫他成為⼈的樣式所做的事, 他說基
督「反倒虛⼰,  基督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的樣式, 就⾃⼰卑微, 存⼼順服, 以⾄於死, 且死在
⼗字架上」; 最後寫他得的權柄的事, 使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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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可以「說有, 就有; 命立, 就立」(詩33:9), 但當基督成為⼈的樣式後, 他就沒有例外, 他必須
按照上帝的旨意⽽為, ⽽上帝對這位蒙祂聖靈膏抹的旨意是為我們的罪捨⼰(加1:4b); 基督得著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的前提是, 他必須死, 且死在⼗字架上。

耶穌雖有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但因這權柄是⽗上帝賜的, 他施⾏權柄時還是必須按照⽗的
旨意⾏, 耶穌說:「我憑著⾃⼰不能作甚麼, 我怎麼聽⾒就怎麼審判, 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因為
我不求⾃⼰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約5:30) ⽗的旨意是「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
代」(加1:4c), 這也是耶穌這名的意義,「他要將⾃⼰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太1:21)。那, 耶
穌百姓的罪惡是什麼? 耶穌說:「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約16:9), 這樣我們便得, 耶穌救贖⼤
⼯⽽得的權柄就是他施⾏在⽗所賜給他的⼈⾝上, 使這些⼈信他, 從他那裡得永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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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降服在基督權柄之下的絕對必要性, 其中沒有轉圜的空間,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 因這是
天⽗的旨意,「這是我的愛⼦,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太17:5), 耶穌明訓惟獨遵⾏我天⽗旨
意的⼈纔能進進天國(太7:21), ⽽主耶穌認識屬他的⼈(太7:23; 約10:14)。保羅說:「我們既靠
著他的⾎稱義, 就更要藉著他免去上帝的忿怒。」(羅5:9)

降服基督權柄之下乎!
我們不是對耶穌得的權柄作個介紹, 讓⼤家聽聽⽽已, ⽽是要讓⼤家知道這權柄如何與我們有
關, 使我們因這權柄⽽得⽣命。耶穌有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基督徒理應降服在這權柄之下, 
且樂意耶穌這權柄施⾏在⾃⼰⾝上, 但現實卻讓⼈感到茫然。我提⼀個懾⼈的問題: 橫在基督
徒⾯前的有上帝的權柄和基督的權柄, ⼀個不變的道理是, 服誰的權柄就是誰的僕⼈, 問, 基督
徒願意降服在上帝的權柄之下, 還是基督的權柄之下? 基督徒樂意⾃⼰是上帝的僕⼈, 還是基督
的僕⼈? 

這是⼀個實際之問。舉牧師傳道為例, 欲作牧師傳道的基督徒⾃認是從世界分別出來的⼈, 他
將⾃⼰的服事看為榮耀, 故渴望最⾼榮耀者的加冕。傳道⼈總是盼望有名望的牧者, 或是教會
組織最⾼領導⼈, 或是知名佈道家親⼿按立他為牧師, 他絕不願被有羞辱記號的牧師按立; 若⼈
領受⼀個權柄, 他的內⼼深處希望這賜你權柄者是全然榮耀者, 這是⼈天然⽣命的取向。因此, 
按⼈的天性, ⼈是樂意領受上帝⽽來的權柄, 樂被上帝膏抹甚於基督, 這是⼈的⼰, ⽽捨⼰者必
然樂意領受帶有羞辱的記號, 有段不堪的歷史, 曾死在⼗字架上的基督所賜的權柄, 他是⼀位背
⾃⼰的⼗字架, 跟隨主的⼈。

領受基督權柄者
耶穌所得這權柄有別於世上的權柄, 故凡降服在基督權柄之下的基督徒當以實際⾏動證實, 不
只是說說⽽已。⾸先, 耶穌說他來「乃是要服事⼈」(可10:45), 故基督徒所為必然是服事⼈。
那, 我們如何服事⼈? 聖經為基督作⾒證, 基督徒從主基督那裡領受權柄得以解釋聖經, 因此, 
⼀個降服在基督權柄之下的⼈, 他(她)必須闡述清楚耶穌是如何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他
(她)必戮⼒傳揚基督⼗架, ⼀刻不能或忘。由於基督徒權⼒的來源就是⽗賜給基督的權柄, 他
(她)就必須按這權柄彰顯的意義⽽⾏, 他(她)什麼時候忘了, 什麼時候他(她)的權柄就消失了, 因
為已經師出無名。許多牧師傳道因沒有看清的事, 講章中⾃然就沒有基督, ⼀⽣傳道的講章的
⼗架信息微弱不明。

基督呼召⼈乃是要他看到他的⼗架, 只要你活在這世界, 必遭受抵擋, 壓迫, 悲傷, 世界會讓你傷
痕累累, 受她踐踏。相對地, 魔⿁給的應許是富有, 富⾜, 榮譽, 愛戴等, 其中的過程令⼈興奮, 然
聽從魔⿁應許的結局必然是悲慘, 哀哭, 可怖, 困苦。

基督的愛
基督得這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的驅動⼒是他的愛, 約翰說:「他愛我們, ⽤⾃⼰的⾎使我們脫離
(洗去)罪惡, ⼜使我們成為國⺠, 作他⽗上帝的祭司。」 (啟1:5b,6a) 因此, 領受基督權柄的⼈必
須以基督的愛來執⾏這權柄, 不為名, 不為利, 不像世⼈般的「天下熙熙, 皆為利來; 天下攘攘, 
皆為利往」。今⽇有些基督徒以逃避的⼼進入傳道界, 他之所以“出來”作傳道, 就是經受不住世
界的挑戰, 這樣以謀⽣為念的傳道⼈不可能有基督的愛, 他們進入神學院得學位⽽做教會事反
⽽是教會的禍害。

做傳道的要維持⼀⽣愛不變, 且還要加增愛, 這不是⼀件簡單的事。初傳道時的愛⼼滿滿, ⽮志
不渝的諾⾔到老時已被教會⼈事的紛擾消磨殆盡。啟⽰錄的以弗所教會有兩個“曾”, ⼀是, 他們
曾試驗那⾃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們是假的來; 另⼀是, 他們曾為基督的名勞苦, 並不
乏倦, 但走到最後卻是把起初的愛⼼離棄了(參啟2:2-4)。這樣沒有愛⼼的服事必變得⾏禮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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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要求以弗所教會必須悔改, 若不, 他就把以弗所教會的燈臺從原處挪去(啟2:5b); 基督無法
容許教會沒有愛的服事。 

下週將繼續講論耶穌的權柄, 著重在他何時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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