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
05-22-2022 

基督的十字架 34 
基督復活的顯現 05 
大使命 04 

⾺太福⾳ 28:16-20 

 
唐興 牧師 

 
經文： 
1-回應主的招聚：在基督呼召下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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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領受主的堅固：在基督顯現中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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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使命的頒布：在明白旨意中的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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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的信息是⾺太福⾳最後兩節關於⼤使命本⾝的經⽂。六年前，我們從 8/28/2016 年

開始講⾺太福⾳。為了要明⽩了解主耶穌如何在地上建立祂的教會，我決定從⾺太福⾳開

始思想基督在地上的執事，明⽩基督如何建立祂的教會，看到基督建造教會的樣式。出埃

及記中，神⼀再重複對摩⻄說：「要照著在⼭上指⽰你的樣式立起帳幕」（出 26:30；

25:9；25:40；27:8）。摩⻄如何按照⼭上的樣式立起帳幕，耶穌如何按照天上的樣式建

立地上的教會。⾺太福⾳ 16:18 耶穌對彼得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者這個磐⽯上，陰

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基督建造祂的教會，教會是基督建造的。我們沒有⼀個⼈可以建

造祂的教會；不僅如此，我們是被祂招聚在⼀起，被祂建造成為祂的教會的。但是，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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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賜給⼈智慧、能⼒、恩賜，使⼈成為和參與建造教會的同⼯。教會每⼀個基督的肢體都

是祂的同⼯。 

 

當我們從⾺太福⾳開始仔細地思想，主耶穌在地上如何建造祂的教會的時候。為了要明⽩

「登⼭寶訓」的教導，為了要明⽩耶穌說祂要成全律法（太 5:17-18），我們跳出⾺太福

⾳思想了羅⾺書 8：1-17 節。基督⼗字架的獻祭是「為了使律法的義成全在我們這不隨

從⾁體，只隨從聖靈的⼈⾝上（羅 8:4）。我們為了要明⽩不隨從⾁體，只隨從聖靈，⼜

⼀同思想了加拉太書 5 章關於⾁體情慾與聖靈爭戰的經⽂。為了要明⽩「橄欖⼭寶訓」

關於末世的的教導，我們跳出⾺太福⾳到但以理書 9 章去理解主耶穌的教導，我們也花

了⼀年多的時間在週五晚上讀完了啟⽰錄（1/7/2020-10/1-2021），認識了主耶穌復活

升天之後，如何在對世界，對教會施⾏審判下，帶領祂的教會，帶領祂的得勝者進入新天

新地。回頭思想這將近 6 年的時間，⼼裡只有感恩！ 

 

今天我們要結束⾺太福⾳，⾺太福⾳也結束在這⼀段最偉⼤的事件上，復活得勝的耶穌，

親⾃招聚祂的使徒和⾨徒。祂向他們顯現，祂堅固他們，祂向他們頒布⼤使命。這是⾺太

福⾳的結束。但是，這不是故事的結束，相反的，這是故事的⼀個嶄新的開始，進入更⾼

峰的開始。耶穌復活升天之後，祂在天上繼續藉著聖靈帶領地上的教會實現⼤使命。使徒

⾏傳就⾒證了這個事實。我們看到這個⼤使命「從耶路撒冷開始，到猶⼤全地，到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耶穌的⾒證」。使徒⾏傳記錄了使徒和⾨徒順服基督的旨意，在聖靈帶

領下建立了新約的教會，擴張了新約教會。這是基督建造教會的樣式。：「要照著在⼭上

指⽰你的樣式⽴起帳幕」。 

 

中心思想：基督招聚祂的百姓參與有形教會的敬拜，堅固他們並使他們明⽩和順服⼤使命

的呼召。 

 

經文解釋 

1-回應主的招聚：在基督呼召下的「參與」。「12 3456$7899:;<=>?@

ABCDE」這是講到第⼀個原則：⼤使命是在基督招聚之下參與有形的教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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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領受主的堅固：在基督顯現中的「敬拜」。「1F GHI=>?JKG;LMNOPQ
RE 

1S >?TUV;WGHXYZ[D\]^OB_`abcd=E」0

被主耶穌堅固，就是在敬拜中經歷基督的顯現；復活的耶穌在敬拜中顯現的⽬的，就是要

堅固祂的教會。以弗所書 4:15-16「15 惟⽤愛⼼說真理[誠實話]，凡事⾧進，連於元⾸基

督。16 全⾝都靠她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彼此相助，便叫⾝體漸

漸增⾧，在愛中建⽴⾃⼰。」 

 

耶穌的堅固⾨徒，就是在建造⾃⼰的⾝體，建造祂的教會。這項⼯作是持續不斷的，⼀直

到我們⾒主⾯為⽌。我們永遠需要被耶穌的堅固。祂是那⼀位在愛中建立我們的。領受主

的堅固：在基督顯現中的敬拜。這是⼤使命的第⼆個原則。 

 

主耶穌堅固⾨徒的⽅法是告訴他們：「[D\]^OB_`abcd=E」今天，我們也

需要認識、明⽩、了解基督的權柄，得著堅固。我們從詩篇 2 篇理解到，基督中保君王

的權柄是在地上君王判官敵對悖逆的情形下展開的，基督的權柄是在施⾏審判和宣講傳揚

福⾳下進⾏的。但以理書 7 章告訴我們，基督復活升天在天上掌權是講到祂要執⾏審

判。啟⽰錄 1-3 章，告訴我們復活的基督是以審判者的⾝分⾏走在普世的教會中。 

 

今天的基督徒不喜歡聽到審判，但是審判卻是貫徹整本聖經的信息。⼈類的歷史就是神施

⾏審判和救贖的歷史，⼈類的歷史就是神施⾏懲罰和恩典的歷史，⼈類的歷史就是神彰顯

公義和愛的歷史。對神的百姓來說，審判是基督在天上掌權的⾒證，是基督在教會掌權的

事實，從審判中我們看到神的公義和救贖，看到基督的榮耀。神的審判對基督徒來說是提

醒，也是堅固和安慰。在這樣對基督權柄的理解下，基督頒布了⼤使命。 

0
3-大使命的頒布：在明白旨意中的順服。「1f ^g;hHi:;jklm^OBnop
qdB6$;rstut#vBwcGHxyEz{ |m^Opd^}~hHB;a��
GH��;dJ�m�^OB-up�hH��;�<��m��pB�=E�e 

 

這裡是講到⼤使命的第三個原則：大使命是在明白神旨意中的「順服」。 

 



 4 

解釋第三個原則：順服。為什麼這裡的要點和原則是：在明⽩旨意中的順服呢？從經⽂的

本⾝似乎看不出來這樣的原則。首先，18 節「[D\]^OB_`abcd=」就已經

暗⽰了順服權柄。⼤使命是教會元⾸，神國度君王基督所發出的命令。因此，「順服」就

成了按照基督的旨意參與⼤使命，按照基督的旨意施⾏⼤使命，按照基督的旨意建立教會

的必要條件。⽽且，(你們要)「去」，原⽂只是⼀個字「去」[πορευθέντες- πορεύω]。是

複數的，被動的語態。被動的語態告訴我們「去」是：耶穌在差遣使徒，耶穌在命令使

徒，耶穌在賦予使徒執⾏⼤使命的權柄。使徒們是受教會元⾸基督的差遣。 

 

其次：另外⼀個原因是：「你們」要去，是指 11 個使徒。這 11 個使徒是受耶穌差遣的，

作為復活升天的「代理⼈」。這不是說⼤使命的對象侷限在這 11 個使徒⾝上，⽽是強調

⼤使命的權柄是由基督作為教會的元⾸，賜給祂所揀選的 11 個使徒們。使徒必須順服基

督透過聖靈的帶領。教會必須在使徒們的權柄下執⾏⼤使命。這是我們從使徒⾏傳中看到

的基督建立教會的模式。復活升天的基督透過聖靈引導代領使徒和⾨徒⾏事⼤使命：⾨徒

順服使徒的權柄，使徒順服聖靈的引導和帶領。因此，「順服」成為參與⼤使命的必要條

件。因為，是基督在建立教會，⼤使命是教會的擴張，神國度的往前。 

 

順服是福音的祝福。順服元⾸基督，不僅是⼀個命令，⽽且是祝福，⽣命轉變的祝福，成

聖⽣命結果⼦的祝福。因為，⼈類的墮落的根源就是不順服，亞當不順服神的話（看守園

⼦），夏娃不順服亞當（受蛇引誘試探）。不順服是⼈類本性中最根深蒂固的罪，彰顯在

各種不同的⼈際關係中。夫妻關係，⽗⺟和⼦女關係，⼈⺠和政府的關係，執政者和神律

法的關係（詩篇 2）。順服基督不僅是律法，順服是明⽩神的旨意後，所產⽣的⼀種⽣命

更新變化的⾏為（牽涉到捨⼰，拒絕⾃⼰，背負⼗字架，順從聖靈，順服神的話）。順服

是聖靈在重⽣得救的基督徒⾝上的⼯作所產⽣的果效。聖靈透過神的話使重⽣得救的基督

徒在悟性上被光照，漸漸產⽣的，發⾃於內⼼的果效。順服基督是福⾳的祝福。我們如何

順服基督呢？ 

 

順服出於明白神的旨意。順服基督不是盲⽬，衝動的按照⾃⼰的意思去⾏，⽽是明⽩神的

旨意，明⽩基督的旨意⽽產⽣的。在使徒的⾝上我們看到這種情形。耶穌不斷地教導他們

關於神的國度的事，耶穌不斷地教導他們關於神國度的律法，耶穌不斷地教導他們關於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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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釘⼗架的事。耶穌在這裡更清楚地告訴他們祂的⼤使命，聖靈在他們裡⾯光照他們，他

們開始同⼼合⼀地順服基督。所以，⼤使命的第三個原則是：在明⽩旨意中的順服。 

 

在登⼭寶訓結尾的時候，耶穌提出了三個警告：進⼩們走窄路，提防假先知，和做聰明的

蓋房屋者。這三個警告都和「在明⽩旨意中的順服」有關係。你必須知道明⽩什麼是窄⾨

和⼩路，你必須提防虛假的教導，你必須把你屬靈的⽣命建造在磐⽯上就是認識基督的真

知識上。「21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我天⽗旨意的

⼈，才能進去。」「22 當那⽇，必有許多⼈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

傳道，奉你的名趕⿁，奉你的名⾏許多異能嗎？’23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

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離開我去吧！’」在明⽩神旨意，明⽩神的救恩計畫中

的順服是進入神國度的條件，也是參與⼤使命的條件。不明⽩神的旨意，不明⽩神的計

劃，即使參與宣教，甚⾄⼤有成果，⾃⼰卻可能因為不明⽩神的旨意，不認識主⽽沒有得

救。 

 

不久前，美國有⼀個⼤規模，很有成果的宣教機構(RZIM)。這是⼀個獨立於教會體制之

外的宣教機構，⼀個不受教會監管的福⾳機構。許多⼈都因為他們的事⼯⽽信主，許多⼈

都因為他們在網路上，在各個⼤學校園中的宣教⽽在信仰上被堅固。這個機構的負責⼈在

去世之後，被揭發他⽣前的性醜聞。他曾投資開了按摩院，其中的女性⼯作⼈員，在他得

去世後爆發了他犯罪的事實。在整個福⾳派造成極⼤的震撼與轟動，許多牧師們都針對這

個事件發表他們的感想。「21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

我天⽗旨意的⼈，才能進去。」任何宣教講道的成就都無法保證我們進天國。「明⽩旨意

中的順服」是⼤使命的第三個原則。在這個原則下我們看到 5 點： 

 

3.1-大使命的開始：蒙受基督的差遣。「你們要去」。首先，⼤使命是受基督的差遣為出

發點的⾏動。⼤使命，不是基督賜予個⼈的宣教活動。⼤使命是基督把權柄賜給使徒，差

遣使徒去建立教會的命令。基督託付給整個教會團體的使命。⼀個教會需要有許多宣教的

⼈，同時，他們必須受教會差遣去從事⼤使命。約翰三書說：無論是差遣⼈的，還是被差

遣的都是⼀同為真理同做⼯的。在明⽩旨意中的順服的第⼀點就是：蒙受基督的差遣。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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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差遣，不僅是順服權柄，也是接受教會幫助接待，領受基督的喜樂和靈魂的興盛（約三

2-4）。 

 

（我曾經在⼀個華⼈教會中聚會，他們那個主⽇要差遣⼀位年輕的弟兄去參加⼀個為期兩

年的宣教。這位年輕⼈剛剛⼤學畢業就決志要花兩年的時間，到其他國家宣教。⺟親非常

不捨。教會四五位牧師以及⼀些長老執事都在場為他按⼿禱告。後來他做⾒證，說明他宣

教的原因。他說是他之前參加這個宣教組織的聚會，在聚會中看到耶穌在聚會場所的⾨

⼝，來回走動。他經歷了耶穌的顯現，證實了他宣教的呼召。事實上，這個宣教組織被許

多保守的基督教⼈⼠視為異端。當時整個教會的牧師長老和基督徒都沒有覺得這位年輕⼈

的⾒證的問題。「明⽩旨意中的順服」是⼤使命的原則，在這個原則下：我們看到第⼀

點：大使命的開始-蒙受基督的差遣。 

 

3.2-大使命的目的：跟隨基督作門徒。「使萬民作我的⾨徒，」是⼤使命的⽬的。使萬⺠

作我的⾨徒，就是使所有國家[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作我的⾨徒。這裡是基督在執⾏亞伯拉罕之

約：「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創 22:18）。耶穌說「作我的⾨徒」，也就是跟

隨基督作⾨徒。「⾨徒」希臘⽂的意思是「學習者」。學習什麼呢？我們可以從⾺太福⾳

耶穌訓練⾨徒的過程看到三點：第一，學習什麼是神的國度（登⼭寶訓-基督如何成全律

法，橄欖⼭寶訓-基督在末世的⼯作）。第二，學習基督的⼗字架（整本羅⾺書）；第

三，在⽣活中學習跟隨耶穌背負⾃⼰的⼗字架（基督徒成聖的道路）（羅⾺書 8 章 1-17

節）。這些是基督徒⼀⽣不斷學習的課程，這是認識主的課程，這是屬靈⽣命長⼤成熟的

課程。 

 

EBC 聖經註釋這樣說：「使⼀個⼈成為基督的⾨徒，就是將他帶入學⽣與老師的關係

中，『負起權威教導的軛』（11:29），接受祂所說的，因為祂說的是真理，並且順服祂

的要求。⾨徒是那些聽到、理解並遵守耶穌教導的⼈（12：46-50）」 

 

做耶穌的⾨徒核⼼的學習課程就是背負⾃⼰的⼗字架跟隨耶穌（太 16:24；可 8:34；路

9:23）太 16:24「“若有⼈要跟從我，就當捨⼰，背起他的⼗字架來跟從我。」太 10:37

「37 愛⽗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徒；愛兒⼥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徒。38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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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著他的⼗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徒。39 得著⽣命的，將要失喪⽣命；為我失

喪⽣命的，將要得著⽣命。」這是基督徒無時無刻都在學習的課程。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3 章的愛，就是⼀種背負⾃⼰⼗字架跟隨主的捨⼰的愛；這種的愛出

⾃於對基督的順服，彰顯在⼈際關係中。羅⾺書 8 章靠著聖靈治死⾝體的惡⾏，就是基

督⼗字架的功效的彰顯。這是所有⾨徒訓練的核⼼和基礎。否則我們不是落入了律法主義

的錯誤和轄制中，就是走上了反律法主義，成功神學的寬⾨⼤路。加爾⽂說，基督徒所有

⽣活的總結就是：「否定⾃我」（deny yourself）。第⼆點-大使命的目的：跟隨基督作

門徒。如何達到這個⽬的呢？ 

 

3.3-大使命的執行：受洗與基督聯合。「rstut#vBwcGHxyE」。耶穌不僅

在這裡設立的洗禮作為加入聖約團體，加入教會，蒙受恩典的記號和印記，祂說明恩典的

施⾏是三位⼀體的神的⼯作。洗禮是新約聖約團體的記號和印記。洗禮的設立終⽌了舊約

時期聖約團體的記號和印記：割禮。 

 

從恩典之約的施⾏來看，耶穌在這裡設立洗禮，取代了舊約時期亞伯拉罕之約的割禮。現

在恩典之約就是亞伯拉罕之約進入了新約時期，耶穌已經復活了，祂在⼗字架上的獻祭終

⽌了所有舊約的禮儀，包括割禮。耶穌設立了洗禮作為亞伯拉罕之約，就是恩典之約在新

約時期的聖約的記號和印記。割禮和洗禮都是象徵神的應許：象徵⼼裡受割禮，在基督裡

脫去⾁體情慾的割禮（⻄ 2:11，羅 2:29-真割禮也是⼼裡的，在乎靈，不在乎儀⽂

[γράμμα]）。 

 

受洗禮的意義是與基督的聯合：「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基督耶穌的⼈，是受洗歸⼊他

的死嗎？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死，和他⼀同埋葬，原是叫我們⼀舉⼀動有新⽣的樣

式，像基督藉著⽗的榮耀從死裡復活⼀樣。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

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洗禮應許真信徒在救恩過程中與基督聯合的⼗字架⽣命。這是

羅⾺書 6-8 章成聖⽣活的基礎。受洗的意義是加入聖約團體，成為基督⾝體的肢體，接

受基督屬靈的餵養。第三點-大使命的執行：受洗與基督聯合。這是做基督的門徒的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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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大使命的執行：學習基督的教訓。「20 凡我所吩咐[ἐντέλλω]你們的，都教訓

[διδάσκοντες]他們遵守。」在⾺太福⾳中，耶穌⼀直是使徒們和⾨徒的老師。但是現在教

訓/教導[διδάσκω]這個動詞，成為使徒們執事，建造基督教會的⽅法。同時，使徒們教導

的職分也來⾃於復活的基督的權柄。耶穌在這裡命令他們教導的內容「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所有我命令你們的，都要教導」。換⾔之，耶穌命令他們不要教導⾃⼰的想法，⽽

是教導所有耶穌「命令」的東⻄（5:19-律法的誡命；15:3-神的誡命；19:17-新酒舊⽪

袋）。 

 

RT France 指出：「由神通過摩⻄所賜。從今以後，作為上帝⼦⺠⽣活的基礎將是耶穌

給出的新「誡命」。 46 並不是說這些必然與舊約的誡命相反，⽽是正如我們在 5:17-48 

中看到的那樣，耶穌的教導已經對舊律法作出新的解釋，並且通過順服祂的話，從今以後

才能得到救恩（7:24-27）。做⾨徒就是聽從耶穌的教導。」第四點-大使命的執行：學

習基督的教訓。這是做基督的門徒的內容。 
 

5-大使命的應許：經歷基督的同在。「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穌最

後宣告了⼤使命的應許：「我就在所有的⽇⼦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命建

立教會是⼀項艱鉅的任務，⼤使命不是個⼈獨立⾃主從事的宣教事業，⼤使命是基督同在

所成就的⼯作。「直到世界末了」表⽰基督與歷代的教會之間的關係。 

 

RT France 說：「耶穌本⼈在他的⼦⺠中的同在，確保了這不僅僅是⼀種形式上的『順

服』關係…這種保證的重點不是個別⾨徒的個⼈舒適，⽽是成功完成託付給整個團體的使

命…因此，在『順服基督』的⾨徒開始執⾏他們艱鉅的任務時，基督應許神聖的同在，否

則他們就無法成功。現在，應許與他們「同在」的不是上帝本⼈，更不是祂派來的天使，

⽽是復活的耶穌，他剛剛被宣佈在天上的主權中與⽗和聖靈站在⼀起…耶穌與⾨徒的⾁⾝

的同在僅限於祂在世時的⽣命週期，但復活的耶穌的聖靈的存在沒有這樣的限制：作為永

恆的、神聖的存在，耶穌應許祂在那些「順服祂的⼦⺠」中，成為「神與我們同在」——

以⾺內利。」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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