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3年 ⼀⽉15⽇ 

基督最後⼀次的顯現 (7) - 制伏列國的權柄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0 分鐘

經⽂ 
⾺太福⾳28:18節:「耶穌進前來, 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啟⽰錄2:25-27節:「你們已經有的, 總要持守, 直等到我來, 那得勝⼜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賜
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他必⽤鐵杖轄管他們, 將他們如同窯⼾的瓦器打得粉碎, 像我從我⽗領受的
權柄⼀樣。」 
⾺太福⾳4:8-10節:「魔⿁⼜帶他(耶穌)上了⼀座最⾼的⼭, 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
他看,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這⼀切都賜給你。』耶穌說:『撒但(撒但就是抵擋的意
思, 乃魔⿁的別名), 退去罷! 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上帝, 單要事奉祂。」 

前⾔
⼈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樣式造的, 上帝有權柄, ⼈亦有權柄, 權柄是⼀個⼈不可或缺之⽣命元素。
佛教要⼈無我, 這是對上帝創造(⼈)最⼤的羞辱, 也是對被造的⼈最⼤的羞辱。佛教是佛當不
成, ⼈也當不成。

當基督徒的眼⽬放在積儹財寶在天上, 思念天上的事時, 在世⽣活必有重⼼, ⽣活態度會改變成
將⾃⼰打造成可遵⾏主命令的⼈。我們從永世的權柄來看在世的⽣活, 必感⼀切都是恩典, 凡
有永世權柄認知的基督徒絕不會⼝出怨⾔, 必將那些不順⼼, 苦難等事看做是主熬煉我們的必
要過程。基督徒因有永世權柄在⾝, ⼈⾝為⼈的事實將永遠成立, 永遠伏在上帝之下, 不再可能
有那⾸先的亞當背叛上帝的情事發⽣。

上週回顧: 永世的權柄
我們這幾週論基督之⾔,「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以及上週講述基督以此為基礎賜
給我們永世的權柄, 即知我們擁有永世權柄是我們全⼈救贖不可或缺的⼀環。今⽇基督徒對福
⾳的認知多圍繞在得救, ⽣命, 信望愛等⽅⾯, 看⼀個⼈得救了就以為穩妥, 論⼀個基督徒則以
⽣命有無斷之, 但對於基督所得權柄以及我們因⽽得之的權柄的認識則顯粗略淺薄。若教會不
去論基督的權柄, 教會就不知⾃⼰權柄的基礎為何, 牧師到頭來只會利⽤⾏政組織來鞏固⾃⼰
的權柄, 論權柄總是這樣的格局。

真理必須論, 真理必須傳, 真理必須思, 聽到的⼈才有可能得著那真理, 彼得說:「上帝的神能已
將⼀切關乎⽣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 皆因我們認識那⽤⾃⼰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彼後
1:3) 教會不去論權柄, 會眾當然不知道得永世權柄的必須, 即便教會不論權柄, 基督徒從⾃⾝經
驗也應該知道得權柄的必須。⼤家很關⼼⼈退休後無事可做就是最好的例⼦, 退休者沒了⼯
作, 脫離了權⼒圈, 無機會展現能⼒, ⽣命中好像缺少⼀個重要部份。權柄, 無⼈不愛之; 我們⼈
天⽣就知道何謂權柄, 不需教, 也不需⿎勵, 就知道權柄當求其極⼤化。基督徒具體顯其權柄的
⾏為就是以外貌待⼈(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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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對耶穌的第三次試探
基督徒不去思想聖經啟⽰的權柄觀, 落入魔⿁的試探將不⾃知, 當基督徒落入權柄⽅⾯的試探
後, 難⾃拔。今天, 我們特別提魔⿁第三次的試探, 因為這試探關乎交給耶穌世上最⼤的權柄, 
是魔⿁試探耶穌的殺⼿鐧, 魔⿁對⼈的誘惑莫此為甚。魔⿁第三次試探之可得世上最⼤的權柄
乃是牠三次試探之最, 此等誘惑無往不利, 最易使⼈落入這試探中。

魔⿁將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耶穌看之後, 就對耶穌說:「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這
⼀切都賜給你。」(太4:9) 魔⿁這話不假, 牠這誘惑是真的, 是會應驗的, 因魔⿁是世界的王(約
16:11), 全世界都臥在牠的⼿下(約⼀5:19); 也就是說, 魔⿁真的可使⼈得權柄, ⼈真的可藉此權
柄⾏事⽽得萬國的榮華。

我請⼤家注意, 耶穌受試探的時機乃是他受約翰的洗, 顯明⾃⼰是教會的頭之後, 亦請注意這試
探是聖靈引導所致, 這等集天⽗, 聖靈, 耶穌, 以及魔⿁等四⽅交會的試探事, 乃是上帝對教會直
接的警⽰, 教會必受這些試探之篩, 無⼀例外, ⽽⾸當其衝者就是為⾸者, 如主任牧師, 長執會主
席, 機構主席等。

魔⿁與⼈類歷史共存, 牠深知權柄對於⼀個⼈的吸引誘惑⼒, 知道這威⼒⼤到⼀個地步甚⾄可
以使那⼈出賣信仰。魔⿁當然對耶穌有這樣的認為與期待, 故牠進⾏這試探之前, 先帶耶穌上
⼀座最⾼的⼭, 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太4:8)。耶穌的成長背景是⽊匠的兒⼦, 
且住在貧窮的拿撒勒城, 魔⿁暗⽰耶穌他現在有這麼⼀個機會, 可從最卑下的處境翻⾝⽽得萬
國的榮華, 從穿布衣的貧態脫胎得穿華服的富態, 從粗茶淡飯跳升得嚐天下美食, 他唯⼀要做的
就是向牠低頭⼀下, 即便輕輕⼀點也可以。魔⿁這試探只需要耶穌⼀個閃念, 就如牠試探夏娃
⼀樣, 讓夏娃閃念成為上帝和魔⿁⾔語的仲裁者, 魔⿁就已經達到牠的⽬的, 如果耶穌稍⼀猶豫, 
上帝的救贖頓時瓦解。

魔⿁以如此最⾼規格來試探拿撒勒⼈耶穌, 令⼈甚感訝異, 有種⽜⼑殺雞不對稱之感, 但從魔⿁
抵擋上帝的本性, 且處處地與上帝為敵的墮落本質來看, 牠必時刻留⼼上帝的作為, 魔⿁唯有如
此才能制定抵擋上帝的⽅略。舊約關於作兒⼦最偉⼤的話是上帝在對⼤衛說的,「我要作他的
⽗, 他要作我的⼦」(撒下7:14; 代上17:13), 上帝沒有對任何⼈說過,「這是我的愛⼦, 我所喜悅
的」(太3:17), 魔⿁聽⾒了因⽽知道耶穌將來必然是位強者, 衡量他可得地上最⼤的權柄, 因⽽
帶他到“最⾼”的⼭, 誘以得萬國榮華之最⾼榮耀來試探耶穌。

魔⿁既然敢在上帝⾯前如此猖狂的試探耶穌, 牠當然也會無所忌憚地試探教會的牧者, 特別是
那些看為強者的牧師。我們看到, 魔⿁第⼆次的試探引耶穌到殿頂上, 耶穌在那裏乃暴露在⼤
庭廣眾之下, 但魔⿁這第三次的試探僅牠與耶穌在最⾼的⼭上, 沒有其他⼈, 這使得這試探更形
險惡。若耶穌稍稍低頭, ⼜有誰看到呢? 我們⼈的虛假常在眾⼈⾯前是⼀個樣, 私底下⼜是另⼀
個樣。 

我再強調⼀次, ⼈遇到權柄相關的事是難以招架的, 這幾乎是男性弟兄最⼤的罩⾨; 基督徒不去
思究權柄的真理, 欲得權柄⽽來的試探還是會落在基督徒⾝上。權柄代表資產, 代表能⼒, 試問, 
牧師牧會到年老時沒有可看得⾒的教會資產, 他⼼裡會⽢願被⼈說毫無成就嗎? 男⼈最怕被⼈
說沒⽤。若魔⿁如此依樣地試探教會的牧者, 他們將如何應付, 別忘了, 基督徒依然有罪在⾝。
有⼈或照魔⿁的指⽰⾏, 拜牠以得這⼀切榮華, 即便出賣耶穌也在所不惜, 所謂出賣就是不講福
⾳的核⼼, 基督的受難, 死, 復活, 以及升天。

魔⿁抵擋上帝, 基督徒抵擋基督
在此順便⼀提, 魔⿁對上帝話語的理解程度與專注⼒讓基督徒汗顏, 若將“優等⽣”獎項頒給魔
⿁, 實⾄名歸, 然魔⿁是墮落的天使, 完全沒有被救贖的可能。講到魔⿁抵擋上帝, 基督徒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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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如魔⿁般的抵擋上帝, 然基督徒卻會抵擋論及基督的道, 這類基督徒共同的特徵是與傳講
基督的道的⼈唱反調, 極⼒找出講道的⽑病, 這傳道⼈的講章無論如何精闢, 他們就是不信, 不
聽。當台下與台上沒有愛的連結的時候, 台下必恨台上講論基督的道的⼈。

傳道的權柄
保羅說:「你們所遇⾒的試探, 無非是⼈所能受的, 上帝是信實的, 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
的, 在受試探的時候, 總要給你們開⼀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我們受試探
既無可避免, 我們就要從主那裡得⽣命, 儆醒禱告, 免得入了迷惑。耶穌對得權柄的指⽰是「當
拜主你的上帝, 單要事奉祂」, 這指⽰清楚說到, 得權柄當從上帝那裡得, 得榮華就必須因施⾏
上帝所賜的權柄⽽得, 其他⽅法⽽得的權柄皆是非法的, 衍⽣的榮耀都是虛假的。

我們⼈可以定義權柄, 但當耶穌定義了權柄的內涵, 我們基督徒就當以這定義作為最⾼指導原
則, 其他權柄均需服膺在主所定義的權柄之下。我們⼈定義的權柄是關乎階級⽅⾯的管理權, 
這對於維護社會次序是必要的, 但耶穌要⾨徒領受⽽施⾏的權柄是「使萬⺠作他的⾨徒, 奉⽗, 
⼦,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教訓萬⺠遵守主所吩咐的」, 這是傳道的權柄, 不是階級管理的權
柄。⾺太寫“⼗⼀個⾨徒”, 並未寫出⾨徒的名字, 尤其沒有寫出為⾸的彼得的名字, 這表⽰耶穌
所賜傳道的權柄是給所有屬他的⼈。

在此, 我需再提起基督復活的清晨出現的天使。天使以其榮耀之尊是有資格傳上帝的信息, 但
當天使傳的是關乎基督復活的信息, 這信息的榮耀遠比天使的榮耀更甚, ⼤上千倍萬倍; 同樣地, 
我們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 蒙召作聖徒(林前1:2), 我們唯有傳講基督死與復活, 才能彰顯我們聖
徒的榮耀, 且知道我們⼿中這權柄的基礎乃根基在死⽽復活的耶穌所得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教會各有各的治理⽅式, 不須多所評論何優何劣, 但教會權柄施⾏之際絕不可忘記主賜給每⼀
個屬他的⼈這傳道的權柄, 這傳道權柄的地位⾼於教會管理的權柄, 或說教會管理權柄需服務
這傳道的權柄。若某基督徒有傳道之能, 牧師以管理權柄之名阻⽌那基督徒傳講基督, 以保全
他的⾯⼦, 那位牧師正在忤逆主的意旨, 不讓會眾聽得基督⼗架信息的⾏為就是與魔⿁共舞。

基督論推雅推喇教會 (啟⽰錄⼆章18-29節)
耶穌對啟⽰錄的推雅推喇教會再說⼀遍賜權柄的話, 主說:「那得勝⼜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
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他必⽤鐵杖轄管他們。」(啟2:25) 主的這段話指出持守他的命令⽽不妥
協的基督徒必延續在世權柄到永世, 啟⽰錄第⼆⼗章寫「與基督⼀同作王⼀千年」, 且寫了兩
次, 可⾒, 屬主的⼈擁有永世的權柄, 從信主的那⼀天到復活後。

基督論推雅推喇教會, 主以之指⽰我們在世施⾏權柄時將遭遇到的難處, 這是上帝試煉過程中
無可避免的事。讓我們⼀起誦讀耶穌論推雅推喇教會整段話, 有12節之多。請注意, 啟⽰錄寫
說的教會是某某城市眾教會的縮寫, ⽽不是單指某⼀教會內部的情形。以推雅推喇教會為例, 
這裏就有三種教會, 分別是走耶洗別風的教會, 走撒但深奧之理的教會, 以及持守正道的教會。
啟⽰錄寫七教會, 這表⽰主的眼⽬時時注視所有的教會, 或所有奉他名的聚會, 不移⽬; 這亦表
⽰主再來時對教會的審判是有憑有據的。

走耶洗別風的教會
走耶洗別風的教會特質是多⾏善事, 無⼈不認為這是好的, 但這教會卻犯了致命的錯誤, 就是不
注意⾃⼰的教訓, 結果是⽅向越走越偏。保羅對提摩太說:「你要謹慎⾃⼰和⾃⼰的教訓, 要在
這些事上恆⼼, 因為這樣⾏, ⼜能救⾃⼰, ⼜能救聽你的⼈。」(提前4:16) 約翰以「容讓 
(tolerate)」述說這教會的氛圍, 這詞的意思是允許各家各派學說進入教會, 不加以分辨, 不善盡
查驗之責, 講道內容明明有誤卻不吭聲。這教會的容讓精神終被⾃稱是先知的耶洗別主宰了傳
道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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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的教會的某次主⽇, 講員居然講神啟⽰95%在聖經裏, 5%要⾃⼰找。我聽了以後反應這
話的錯誤, 結果我離開了, 那位講員還在, 因為他是建新堂的負責⼈, 教會不能沒有他。這教會
可接納所有神學, 唯獨歸正神學, ⽽這教會主任牧師還上過唐崇榮牧師早期在北美舉辦的四週
歸正學院課程, 這間教會聖⼯⼩組主席甚⾄禁⽌我在教會提歸正神學。現這教會有上千⼈。)

約翰告誡他親愛的弟兄, 說:「⼀切的靈, 你們不可都信, 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上帝的不是, 因
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約⼀4:1) 約翰寫下不聽他教訓的推雅推喇教會, 說耶洗別
已經引導耶穌的僕⼈⾏姦淫, 喫祭偶像之物。這話不是指⾁體上的事, ⽽是指耶穌的僕⼈離開
了耶穌⽣命的糧, 在他之外尋找真理。基督是新郎, 作新娘的教會不在新郎之內求相合, ⽽在新
郎之外尋道理, 這叫做姦淫; 凡不能使⼈認識基督的講道都叫做⾏姦淫, 喫祭偶像之物。最近靈
恩派新創⼀詞叫“與上帝對⿑”, 巴比倫王的五⾼中有⼀⾼是「我要與⾄上者同等」(賽14:14b), 
這新詞告訴會眾不需要中保基督了, ⼒求與上帝對⿑。

這推雅推喇教會有⼈已經嚐到耶洗別教訓的甜頭, 主雖多⽅賜悔改的機會, 但因甜頭太過甜美, 
這些⼈皆不願改之。是啊! 當教會運⽤某種⽅法和傳講某種教訓時, 發現如此可有效的增加教
會⼈數, 植堂有⼒, 主事者絕不會放棄這⽅法與教訓。⼩組教會就是⼀個最好的例⼦, 教會主事
者不會去思考將同質同齡的基督徒放在⼀個⼩組, 此乃有違教會之意; 這⼗⼀個⾨徒的年齡與
背景差距⼤, 卻可形成⼀個教會。靈恩派第⼆代以降的傳道⼈必走靈恩路線, 他們已不可能回
到改教先驅立下之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的精神。主說這幫嘗過甜頭的教會必受他的懲罰, 
病臥在床, 並受⼤患難。

那些從耶洗別教訓的教會是不可赦的, 因為耶穌在傳道時已多次提出警告, 主說:「你們要進窄
⾨, 因為引到滅亡, 那⾨是寬的, 路是⼤的, 進去的⼈也多, 引到永⽣, 那⾨是窄的, 路是⼩的, 找
著的⼈也少。你們要防備假先知, 他們到你們這裡來, 外⾯披著⽺⽪, 裡⾯卻是殘暴的狼。」(太
7:13-15) 耶穌回答彼得撇下之問的最後⼀句話, 說:「然⽽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
在前」(太19:29), 同樣的話的另⼀個意思是「被召的⼈多, 選上的的⼈少」(太20:16)。耶穌已
經警告說, 他必不認識那些奉他名傳道, 卻不遵⾏天⽗旨意的⼈(參太7:21-23), 有些傳道⼈就是
不聽。

走撒但深奧之理的教會
耶穌說這推雅推喇教會有⼀群⼈走的路線是「撒但深奧之理」, 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們注意到, 
這話是寫在持守基督的道之⼈這節經⽂裏(第24節), ⽽不是寫在⾃稱是先知的婦⼈耶洗別那節
經⽂中(第20節), 我們因此知“撒但深奧之理的⼈”與“從耶洗別的教訓的⼈”不是同⼀批⼈, 且可
因此尋思撒但深奧之理的⼈的發展過程。

持守正道就是持守基督的死與復活, 並升天的道理, 有些⼈常聽之, 耳朵卻漸發癢, 直問難道沒
有別的信息可講。這些⼈不想再聽這正道之理後, 即開始尋找些新的, 且具挑戰性的東⻄, 不僅
活絡他們的頭腦, 還可在時代中開創新局。這群追求撒但深奧之理的⼈的特徵就是忽視教會歷
史所建立的神學系統, 另創⼀套系統語⾔, 喜歡獨創新詞, 是聖經沒有的字詞, 以顯出⾃⼰比他
⼈更深透聖經之理。

這新創的系統是處境導向, 吸引同⽂化的基督徒⾃建⼀個與其他基督徒無法對話的⽣活圈。撒
但深奧之理必帶領這些⼈進到另⼀個世界, 如果⼀個⼈要被這個群體接納, 意欲處在這群體裏, 
他們就必須使⽤這深奧之理所⽤的措辭。然, 這新系統建立的每⼀片思想皆抵擋上帝, 因耶穌
說這是“撒但“深奧之理, ⽽撒但就是抵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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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守正道的⼀群
耶穌要求那些走在正道的⼈, 也就是, “不從那(耶洗別)教訓, 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撒但深奧之理
的⼈”,「已經有的, 總要持守, 直等到我來」, 耶穌的要求就是必須忍耐到底, 不可妥協。這等忍
耐不是忍不發聲, 因猶⼤書說:「要為從前⼀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的爭辯」(猶3b), ⽽是要忍
耐各⽅紛湧⽽來的責難與排擠。這些遵守耶穌教訓的⼈必是「給耶穌作⾒證, 並為上帝之道被
斬者的靈魂, 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 也沒有在額上和⼿上受過牠印記。」(啟20:6)

我們不要以為這事很簡單, 這段聖經提到教會界的兩群⼈共存於同⼀個地區, 彼此沒有交集。
就現實⾯來看, 這樣從與不從耶洗別教訓的⼈數是懸殊的, 前者遠比後者來得多, ⽽在彼此沒有
交集的情勢下, 後者勢必被列為不合⼀的⼀群⼈。請注意, 教會界互不相容的兩群體亦⾒於以
弗所教會, ⼠每拿教會, 別迦摩教會, 非拉鐵非教會等, 可⾒這是各時代教會界的常態。耶穌在
⼗個童女的比喻中, 五個聰明的童女與五個愚拙的童女加上其餘的童女的比較(參太25:1-13), 
⼈情會逼死⼈, 但為了合群⽽將⾃⼰歸入後者中, 這不是聰明的童女所為。知此, 持守基督命令
到底的⼈應將視野⾼度定在主的應許上。基督說:「那得勝⼜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賜給他權
柄制伏列國, 他必⽤鐵杖轄管他們, 將他們如同窯⼾的瓦器打得粉碎, 像我從我⽗領受的⼀樣, 
我⼜要把晨星賜給他。」(啟2:25,26)

⾔於此, ⼤家即知欲得制伏列國的權柄需要付上相當⼤的代價, 然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
「因那擺在前⾯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來
12:2) 我們基督徒欲得基督永世的權柄, 就必須經過苦難的養成階段, 把握住在世時磨練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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