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3年 ⼆⽉5⽇ 

基督的升天 (⼀) - 主親領⾨徒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6 分鐘

經⽂ 
⾺可福⾳16:19節:「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 後來被接到天上, 坐在上帝的右邊。」 
路加福⾳24:50-52節:「50耶穌領他們到伯⼤尼的對⾯, 就舉⼿給他們祝福,51正祝福的時候, 他
就離開他們, 被帶到天上去了,52他們就拜他, ⼤⼤的歡喜, 回耶路撒冷去。」 
使徒⾏傳1:6-9節:「6他們聚集的時候, 問耶穌說:『主阿! 你復興以⾊列國就在這時候麼?』7耶
穌對他們說:『⽗憑著⾃⼰的權柄所定的時候, ⽇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
⾝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 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證。』9

說了這話, 他們正看的時候, 他就被取上升, 有⼀朵雲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他了。」

回到根本
基督徒必須常常回到根本, 問⾃⼰為何要信主。眾⼈皆知⽣存的⽬的就是要活下去, 盡最⼤努
⼒抓取資源, 使⾃⼰過得更好。基督徒亦須問⾃⼰, 在教會⽣存的⽬的為何? 若基督徒進入教會
為的是滿⾜他宗教性的需要, 視為他⼈⽣更為豐富的⼀部分, 或想著再有個長老或執事等職份, 
那就更圓滿了。基督徒愛⼰的層次若僅在於現世的滿⾜, 榮耀的想念只不過在乎⼈聲的讚揚, 
誠屬可惜。

我們為什麼必須要信主耶穌基督, ⽽這是不可妥協的絕對? ⼈是按照上帝的形像樣式造的, 這基
本事實永遠不可能改變; ⼈必須永永遠遠需以無罪的⼈的⾝份活在上帝⾯前, 這基本事實也永
遠不可能改變, 所以, 我們信主乃因我們可以在⽗上帝⾯前永遠是個像樣的⼈, 其中包括擁有永
遠的權柄。

耶穌最後⼀次顯現的回顧
耶穌⾃復活後多次向⾨徒顯現, ⾨徒因此完全肯定主真的復活了; 耶穌最後⼀次的顯現賦予使
徒傳道的權柄, 使萬⺠作他的⾨徒, 奉⽗, ⼦,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傳揚的內容乃是他所吩咐
使徒的, 並教訓他們遵守之。主應許凡依這命令⽽⾏的⼈, 他就常與他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同在的記號就是有(關乎他的)道可傳, 有(關乎他的)道可聽。我們當知道, 耶穌賜⾨徒應許並
沒有離⽗獨立⽽為, 他在最後晚餐時說:「到那⽇, 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 我並不對你們說我要為
你們求⽗, ⽗⾃⼰愛你們, 因為你們已經愛我, ⼜信我是從⽗出來的。」(約16:26,27) 這「⽗⾃
⼰愛你們」指出⾨徒可履⾏主的吩咐, 且向普天下宣揚復活的基督, 其中的信⼼與能⼒乃是從
天上來的, ⾨徒因⽽得著主的應許是必然的。

耶穌的升天
耶穌賜下命令與應許之後, 他在世的⼯作已完成, 接下來就是他的升天, 回到⽗那裏去。耶穌說:
「我從⽗出來, 到了世界; 我⼜離開世界, 往⽗那裏去。」(約16:28) 東正教有耶穌升天節, 然基
督教會卻少講耶穌升天的信息, 甚為可惜。保羅說:「我正在兩難之間, 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
為這是好得無比的。」(腓1:23) 耶穌的升天是我們基督徒必要的信仰, 是獨屬基督徒的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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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聽到“升天”⼀詞就等於那⼈死了, 因⽽避談之, ⾶⾏員更是避諱不已, 只准講升空, 不可講
升天。教會裏的青壯牧師難講耶穌的升天, 因尚有志業待其去完成, 講升天為時太早; 年老牧師
亦難講耶穌的升天, 因不敢回顧過往的服事, ⼼中明明知道應當⾒證基督, 多傳基督, 但⼀番服
事下來, 論基督的講章屈指可數, 明知⼤衛寫的詩篇,「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徑都滴下
脂油」(詩65:11), 然冠冕與脂油中卻沒有基督, 因⽽嘀咕著⾒到主⾯該如何是好, ⼼⽣恐懼⽽不
敢講升天事。

耶穌的升天是基督徒核⼼信仰的⼀環, 是教會必須要傳講的主題。⾺可福⾳記耶穌的升天僅⼀
節, 路加福⾳則是兩節經⽂, ⾺太福⾳和約翰福⾳皆未記耶穌的升天; 使徒⾏傳記耶穌的升天前
後場景算有七節長, 但僅⼀節記升天的實況。新約聖經記耶穌升天篇幅雖少, 但已⾜夠使屬基
督的⼈穩固建立耶穌升天的信仰。 

耶穌的升天接續他最後⼀次的顯現
⾺可福⾳寫說,「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 後來被接到天上, 坐在上帝的右邊。」我們因此推想, 
耶穌向⼗⼀個⾨徒顯現說完了話之後, 中間沒有任何耽擱, 就領他們到伯⼤尼對⾯的橄欖⼭(徒
1:12)(註); 這樣的推想就主最後⼀次顯現之終極性話語內容來看並非不合理。可像⽽知地, 耶
穌在往橄欖⼭的路上必然再度強化⾨徒的信仰, 路加福⾳記耶穌復活那⽇的晚上向⾨徒顯現時
說:「摩⻄的律法, 先知的書, 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於是, 耶穌開他們的
⼼竅, 使他們能明⽩聖經, ⼜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從死裏復活, 並且
⼈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證。』」(路
24:44b-48) 耶穌為鞏固深化⾨徒的信仰, 對他們再講說⼀遍以上內容也不無可能, 因為信徒的
耳需⼀直聽道, 且重複的聽核⼼信仰的道, 道種的芽苗才會長⼤茁壯。

(註: 若我們接受⼤家認為的魔⿁誘惑耶穌那最⾼的⼭是卡郎塔耳⼭(Gebel Qarantal), 也接受耶
穌向⾨徒最後⼀次顯現的⼭是同⼀座⼭, 這卡郎塔耳⼭距橄欖⼭約40公⾥。)

⼦不疑
這樣, 我們便解決⼼中⼀個疑難: 耶穌升天之時, 或坐上天上寶座後, 他對⾨徒是否會忠實地執
⾏他的命令沒有疑慮, 且完全⼼安? 或另⼀個⾓度問, 當我們拉長整個新約時代歷史, 耶穌真的
肯定「祂(⽗)所賜給我的, 叫我⼀個也不失落, 在末⽇卻叫他復活」(約6:39)? 我們知道, 世上君
王下達軍令, 並應許若達成所交付任務必有重賞, 這君王必須等到那領令的將軍凱旋歸來, 他忐
忑的⼼才會安定下來。然, 君王耶穌卻不是這樣的, ⼀則, 耶穌在最後與⾨徒同⾏路途中持續強
化⾨徒的信仰, ⾨徒因⽽對真理有著⾶躍式的成長, 具體的實證就是彼得可講出使徒⾏傳第⼆
章那篇近25節長的講章。另⼀則, 耶穌說:「我要從⽗那裏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出來真理的聖
靈, 祂來了, 就要為我作⾒證」(約15:26), 基督賜因聖靈來到世界使他的應許不致落空, 倘若主
差來的是天使, 他則不會如此肯定, 因為「主不信靠他的⾂僕, 並且指他的使者為愚昧。」(伯
4:18) 

⽗不疑
這使我們聯想到, 當⽗差⼦來到世界, 為祂豫備了⾝體(來10:5c; 亦參詩40:6), 有罪⾝的形狀, 且
可朽壞, ⽗是否憂慮基督會完成祂所交付的使命? 或這樣問, ⽗是不是要等到耶穌在⼗字架上⼤
聲喊著說「成了」, 祂才放下⼼中的⼤⽯頭? 不, 絕不, 若是這樣, 即表⽰⾏走在世上的耶穌有
犯罪的可能, 以致讓⽗在三⼗三年半的時間裏整天提⼼吊膽, 深怕那ㄧ秒耶穌就墮落了, 因夏娃
與亞當的墮落也不過是瞬間意念的事。

我們當記住, 天使對童女⾺利亞說她所⽣的耶穌必稱為聖, 稱為上帝的兒⼦(路1:35), 他的名是
以⾺內利(意即上帝與我們同在)(太1:23), 所以, ⽗⼀點都不掛慮耶穌是否會犯罪, 因為祂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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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犯罪的可能, 連⼀點也沒有。同理可得, 因聖靈將要降在⾨徒⾝上之故, 主耶穌肯定⾨徒⼀
定會忠實地執⾏他的命令, 主不掛慮, 連⼀點也不會。 

我最近看到⼀則故事: ⼀位蘇格蘭牧師問⼀位基督徒老姐妹,「Janet! 如果神為妳做了⼀切之
後, 卻把妳丟到地獄裡, 妳會說什麼?」這老姐妹回答說:「就隨神的意思吧! 如果神這樣做的話, 
祂的損失比我還多。」這老姐妹的意思是, 如果神這樣做的話, 那她只會喪失其靈魂, 神卻因此
喪失了祂的信實和名譽。說實在的, 這真是個很無聊的問答, 因為無論是問的或答的, 都看不出
與基督信仰何⼲, 不過, 這問反倒是反應出這位老姐妹基督徒對⾃⼰信仰的不確定性。

新約聖經記耶穌升天的細節有, 耶穌帶領⾨徒到伯⼤尼對⾯的橄欖⼭, 耶穌與⾨徒的對話, 耶穌
賜福於⾨徒, 耶穌升天的樣式, 以及⾨徒看著耶穌升天等。我們將逐⼀解釋這些細節。

路加福⾳24:50節
耶穌領他們到伯⼤尼的對⾯

路加說:「耶穌領他們到伯⼤尼的對⾯,...。」耶穌的諸顯現都是忽然出現在⾨徒當中, 但這次不
⼀樣, 耶穌親⾃引領⾨徒(到他要升天的地⽅), 就⾨徒⽽⾔, 他們必驚奇耶穌這引領舉動, 且好奇
主領他們要去何地, 做何事。耶穌領⾨徒⼀⾏⼈從⼭上走向伯⼤尼的對⾯, 路加在使徒⾏傳寫
說耶穌最終的⽬的乃是要領⾨徒到橄欖⼭(徒1:12)。耶穌領⾨徒走上橄欖⼭中間必然會渡過⼭
下的汲淪溪(約18:1), 也必然會經過客⻄⾺尼園(太26:36; 約18:1)。

現在, 我們明⽩了耶穌為什麼要在他升天之前親領⾨徒, ⽽不採⼝頭指⽰⽅式, 為的就是要⾨徒
再次想起發⽣在客⻄⾺尼園的事。客⻄⾺尼園是⾨徒熟悉的地⽅, 是耶穌告訴彼得和⻄庇太的
兩個兒⼦,「我⼼裡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的地⽅(太26:38a), 是賣主的猶⼤領了⼀隊兵, 和祭司
長並法利賽⼈的差役, 抓拿耶穌的地⽅(參約18:3; 太26:47); 客⻄⾺尼園也是⾨徒在耶穌最危險
的時刻逃離他的地⽅。

我們需仔細查究耶穌這次領⾨徒的動作。主在他復活後的諸顯現中, 不斷地在⾨徒⼼中加深他
受辱的印象, 在他升天前刻意回到他受辱的發起地, 耶穌從這裏開始了各樣羞辱的對待, 如受審, 
被鞭等, 直到被釘在各各他⼭的⼗字架上。⾨徒過了客⻄⾺尼園後, 帶著耶穌受難的點滴走上
橄欖⼭, 當他們知道主耶穌要在這裏升天, 並且還親眼看⾒這升天的景象, 內⼼再次交織著主的
羞辱與榮耀, ⽽這次的榮耀是耶穌整體的榮耀, 包括了他的升天。耶穌向⽗最後的禱告有兩句
話,「⽗阿! 時候到了, 願祢榮耀祢的兒⼦」, 以及「⽗阿! 現在求祢使我同你享榮耀, 就是未有
世界以先, 我同祢所有的榮耀」(約17:1b, 5), ⽗賜給⾨徒動⼒將榮耀耶穌這事交給他們去做, 耶
穌這回親領⾨徒使他們意識到必須在耶穌羞辱之處榮耀他, 保羅說:「我不以福⾳為恥,...⼗字架
的道理在那滅亡的⼈為愚拙, 在我們得救的⼈卻為上帝的⼤能。」(羅1:16a; 林前1:10)

耶穌領他們...
路加說:「耶穌領他們到伯⼤尼的對⾯,...」, 這節聖經的主格是耶穌, 這是主施恩典給⾨徒, 親
領他們到伯⼤尼的對⾯; 主按著他的喜悅親⾃引導屬他的⼈得著此恩典, 親眼看到他升天的榮
耀。這告訴我們, 沒有⼈可以藉著某種設計, 或特殊⽅法⽽得主的恩典, 主說:「若不是差我來的
⽗吸引⼈, 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約6:44) 教會智慧設計出來的⽅法只能達到預備基督徒
的⼼的程度, ⽽我們也必須預備⾃⼰, 但這不是這樣就必得主的恩典。眾先知的預備就是詳細
尋求考察基督受苦難, 後來得榮耀(彼前1:10,11), 當上帝所定的時候滿⾜, 他們就明⽩所考察的
指著甚麼時候, 並怎樣的時候。我們亦然, 查考聖經就是預備⾃⼰, 主必按時使我們明⽩所考察
的。彼得說:「信⼼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彼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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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 教會界有時將精⼒浪費在不必要的爭論上, “神的主權和⼈的責任”的議題就是⼀例, 設
立這議題本⾝即已落入爭辯的陷阱, 保羅說:「不可為⾔語爭辯, 這是沒有益處的, 只能敗壞聽⾒
的⼈」(提前2:14b), ⽽事實顯明, 凡論這議題的基督徒必然提及加爾⽂主義和亞米念主義之別, 
論完後即打了個死結, 對基督徒的信仰⽣活毫無助益。設立這議題對基督的主權毫無認識, 忽
視基督說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因⽽, 這些⼈論完這議題之後, 對基督的認識
進展等於零。

再者, 教會事⼯⼀但項⽬增多, 事忙之餘且成為⽇常後, 基督徒便忘了這基本真理, 尤其是當某
事⼯辦得有聲有⾊, 就以為⼈乃因那事⼯⽽來教會, 進⽽信主。無論如何, 我們絕不可將任何成
就歸諸於⾃⼰的努⼒, 有群眾魅⼒的傳道⼈更當留⼼這事, 所有的榮耀都必須全然歸給主, 我們
作完⼀切所吩咐的, 只當說:「我們是無⽤的僕⼈, 所作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路17:10)

耶穌只領他們
路加說:「耶穌領他們...」, 這裏的他們是指所有⼈, 還是某部份⼈? 是不是指所有聽過耶穌的
道, 知道耶穌這個⼈, 且與耶穌有過對話, 這些⼈都可以得⾒耶穌升天的恩典? 答案是耶穌升天
時只讓屬他之親愛的⾨徒看得。耶穌將要升天這特別時刻, 能夠蒙恩⾒此榮耀的⼈相對於曾⾒
過耶穌的⼈, 其⼈數實在少得出奇, 這令我們甚感驚訝。主這樣的安排與我們的意念⼤不相同, 
我們的做法是越榮耀的事讓越多⼈看⾒越好。我們的意念總會無知地假想著, 若教會多有名仕
才女, 或長字輩的⼈加入⼀定會吸引更多⼈進到教會。唱詩或獻詩時若有鋼琴家或歌唱家伴奏
引唱, 主⽇崇拜將是令⼈⼼怡的事; 若有富豪開課教授如何理財, 使多⼈得益, 教會奉獻必加增。
但是, 耶穌卻僅指⽰⼩群⾨徒“看到”他升天的榮耀, 這給教會何樣的啟發? 

我們比較耶穌受難的情形, 就知耶穌僅領⼀⼩撮⼈“看到”他升天的榮耀是何等的希奇, 令我們感
到震驚。耶穌受難時是逾越節, 猶太全地百姓匯聚在耶路撒冷城, 因此, 他的受審, 被鞭, 背負⼗
字架上各各他⼭等諸事皆在眾⽬睽睽注⽬下進⾏的, 故凡猶太⼈, 羅⾺⼈, 在地的, 出外的等等
皆知道耶穌被釘⼗字架。耶穌在廣⼤群眾⾯前受羞辱, 普世之⼈看到的耶穌必想他是個無法實
⾏⾃⼰理想的失敗者, 看耶穌傳道⼀⽣, 結果⾨徒皆離他⽽去, 最後還慘死在⼗字架上。使徒保
羅說:「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沒有⼀個知道的, 他們若知道, 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字架上
了。」(林前2:8) 

沒有看⾒就信的
耶穌不做平反⾃⼰的事, 起⽽斥責這些詆毀他, 破壞他名譽的⼈, 卻只讓某些⼈⾒得他復活後的
榮耀。耶穌復活後僅向屬他的使徒和⾨徒顯現, ⼈數比他受難時少上許多, 即便⼀時顯給五百
多弟兄看(林前15:6), ⼈數上還是少, 且復活後的顯現僅給猶太⼈看得。耶穌升天時, 看⾒這升
天的⼈更少, 更甚者, 看他被釘⼗字架的⾨徒最少。這是為什麼? 答案就在耶穌對多⾺講的⼀句
話,「你因看⾒了我纔信, 那沒有看⾒就信的有福了。」(約20:29)

耶穌這句話不僅講給多⾺聽, 也是講給爾後各世代的教會聽, 很顯然地, 基督要屬他的⼈以聽建
立信仰, ⽽不是以看建立信仰, 保羅因此說:「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
10:17) 是啊! 耶穌被釘⼗字架, 死裡復活, 後升天, 在在是我們核⼼信仰, 我們現在怎能看耶穌釘
⼗字架, ⼜怎能看到耶穌升天的景象。我們以聽建立信仰就是必須, 因聽⽽⽣的信⼼比之因看
⽽⽣的信⼼較為堅固。

耶穌傳道時指⽰⾨徒「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 這是命令式的結語, ⽽引⾄這結語的各場景皆
需要⾨徒好好思想。為什麼凡婦⼈所⽣的, 沒有⼀個興起來⼤過施洗約翰的, 然⽽天國裏最⼩
的, 比他還⼤(太11:11,15)? 如何使⾃⼰是好⼟, 可結實⼀百倍, 或六⼗倍, 或三⼗倍(太13:8-9)? 
如何使⾃⼰是義⼈, 在⽗的國裏發出光來, 像太陽⼀樣, ⽽不將⾃⼰變成稗⼦, 被丟在火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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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哭切⿒(太13:39-43)? 當我們的悟性思⽽明⽩這些可聽的, 信⼼必越發堅定。以信道⼯夫建立
信仰相較於以眼⾒建立信仰, 兩者的試驗點在於⾯對苦楚時刻的反應, 眼⾒者必⼝出怨⾔, 信道
者則感⾄暫⾄輕, 保羅說:「我們這⾄暫⾄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原來
我們不是顧念所⾒的, 乃是顧念所不⾒的, 因為所⾒的是暫時的, 所不⾒的是永遠的。」(林後
4:17,18) 

親愛的弟兄姐妹, 約翰說:「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 將來如何, 還未顯明」(約⼀3:2b), 使徒這
話告訴我們, 若世界知道我們這些上帝的兒女的榮耀, 可以將基督復活榮耀事講給他們知道, 世
界就不會輕看或藐視我們; 世界輕看我們的信仰, 因為他們無知。

傳道⼈
這些⾨徒領受耶穌的吩咐命令, ⼜⾒得耶穌榮耀的升天, 他們就擔負起傳揚基督耶穌的責任, 如
經上所記,「報福⾳, 傳喜信的⼈, 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10:15b)。當他們被上帝豫先定準
的年限滿⾜了之後, 領受⾨徒⾒證的⼈續⽽將耶穌的榮耀傳揚下去, 使新世代聽得基督福⾳。
主耶穌要各世代屬他的⼈聽, 他就必在各世代差遣⼈傳道給他們聽。於此, 保羅說:「凡求告主
名的, 就必得救, 然⽽, ⼈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未曾聽⾒他, 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 怎能聽
⾒呢? 若沒有奉差遣, 怎能傳道呢?」(羅10:13-15a) 

那, 我們如何知誰是耶穌差遣的⼈? 由於這是出於主的親為, 路加之「耶穌領他們到伯⼤尼的對
⾯,...」給了這問的答案。⼗⼀個⾨徒是⾸批奉主耶穌差遣的⼈, 他們被耶穌領到伯⼤尼的對⾯
⾒了耶穌的升天, 因此, 耶穌領的⼈的特質除了⾒了耶穌復活的榮耀, 還有⾒過他的升天; 爾後
蒙主差遣的保羅亦符合這原則。這樣看來, 蒙耶穌親領⽽負起傳道責任的⼈, 必知他的升天, 並
知其意義的⼈; 這些⼈聚集的教會也必傳講他的升天, 蒙主親領的基督徒必聽得此信息並接受
之。

基督的受苦與羞辱是給所有⼈看到的, 但基督的復活與升天卻是少數⼈才得看⾒, 甚⾄得以看
他升天的⼈更少, 更甚者看他被釘⼗字架的⾨徒最少。環繞耶穌之熙熙攘攘⼈群中僅⼩部份得
蒙主的帶領引導, 進入他所賜的恩典中。耶穌僅讓少數⼈看升天時卻是, 這乃因出於他主權喜
悅的恩典。使徒約翰說:「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 將來如何, 還未顯明」(約⼀3:2) 保羅講到猶
太⼈, 說:「他們若知道, 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字架上了。」(林前2:8) 我們也是如此, 若世⼈
知道我們上帝兒女的⾝份, 他們就不會藐視輕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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