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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11/12/2017 

 
基督對神國子民的警告-03 

我不認識你們 

⾺太福⾳ Matthew 7:21-23 
 

I Never Knew You  
唐興 

A. 前言： 
New Bible Commentary 的作者說：這四段分辨真假的最後警告，形成了⼀種「⾃我省

察」的基礎。耶穌在這裡呼召祂的百姓，呼召我們要有⾏動，回應登山寶訓的宣告和教

導。第⼀個⾏動就是「⾃我省察」，這是聖靈在⼀個基督徒身上⼯作最基本的回應。⽽⾃

我省察的標準是登山寶訓的教導。是從羅⾺書的稱義和成聖的教義的理解，按照登山寶訓

的教導應⽤在實際⽣活中，特別是應⽤在負⾯的遭遇中。基督徒唯有如此才能領受祝福，

結出聖靈的果⼦。  
 
第一個警告：⾛窄⾨⼩路-基督警告天國⼦民要「省察」⾃⼰對救恩的回應。  

第二個警告：防備假先知-基督警告天國⼦民要「分辨」⾃⼰領受教導內容。 

第三個警告：認識主耶穌-基督警告天國⼦民要「查驗」⾃⼰與基督的關係。 

第四個警告：作聰明⼯⼈-基督警告天國⼦民要「檢視」⾃⼰屬靈⽣命建造。 
 

我們今天要進入主耶穌在登山寶訓結尾的四個警告中的第三個警告：耶穌說我不認識你

們。這裡的「你們」包括了兩種⼈：那些假先知們，和聽從假先知的⼈。這⼀段警告的經

⽂特別是給我們⽤來衡量別⼈的，⽽是要查驗⾃⼰與基督之間的關係。 
 

B. 中心思想： 
基督警告天國子民要「查驗」自己與基督的關係，預備我們面對最後的審判。 
 

這段經⽂的意思是要指出我們與基督的關係可能存著⼀種「⾃我的錯覺」（self-delusion）

的危險。這種的危險來⾃於假先知錯誤的教導，對真理有不完全的認識。⿆克阿瑟牧師

（John MacArthur）說，「按照 Billy Graham 的統計，可能是⼗分正確的，絕⼤部份的美

國 基 督 教 教 會 成 員 ， 甚 至 不 知 基 督 徒 是 什 麼 ， 他 們 在 屬 靈 上 是 死 的 (they are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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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ly)。」 主耶穌在啟⽰錄 3 章，對撒狄教會作了⼀個診斷：「我知道你的行為，按

名你是活的，其實你是死的。」這是今天中外基督教的普遍現象，我們不得不警醒，查驗

⾃⼰的救恩，分辨⾃⼰領受的教導，檢視⾃⼰與基督的關係。這關係到我們將來⾒主的⽇

⼦的審判：基督臺前的審判，在⽩⾊⼤寶座前的審判。 

 

許多的聖經注釋者和講道者，包括鐘⾺⽥（Martin Lloyd-Jones）和⿆克阿瑟（John 

MacArthur）牧師，都認為這是聖經中最令⼈緊張、害怕的經⽂。因為這是我們的主耶穌

說的。別⼈說的，我們或許會懷疑。但這是主耶穌親⼜說的話，我們不得不感到緊張。我

們⼼中的疑問是：為什麼這些奉主的名傳道趕鬼的⼈，都會遭到最後被棄絕的審判呢︖不

但如此還說他們是做惡的⼈，邪惡的⼈。那些沒有傳道趕鬼的⼈又要如何呢︖ 

 

如果從登山寶訓的上下⽂來看（解釋⼀段經⽂）這裡說的就是那些無法進入神國度的⼈， 

他們是基督在他們的⼼中沒有掌權的⼈︔他們的義沒有勝過⽂⼠法利賽⼈的義的⼈

（5:20）。他們的信⼼沒有產⽣對主耶穌的認識，他們對主的認識不是主耶穌所教導的認

識。這是主耶穌要我們每⼀個基督徒要⾃⼰查驗⾃⼰的：我們與主耶穌之間到底有什麼關

係︖最直接的上⽂是第⼀個警告：你們要進窄⾨⾛⼩路。也就是說，凡是沒有進窄⾨⾛⼩

路的⼈，都是不認識主的⼈，主也不認識他們，雖然他們說「主啊，主啊」！ 

 

從主耶穌在《路加福⾳》23 章中同樣的教導關於最後的審判的情形： 
24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
25 及至家主起來關了門，你們站在外面叩門，說：『主啊，給我們開門！』他就回答說：

『我不認識你們，不曉得你們是哪裏來的！』26 那時，你們要說：『我們在你面前吃過喝

過，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訓過人。』27 他要說：『我告訴你們，我不曉得你們是哪裏來的。

你們這一切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28 你們要看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眾先知都

在上帝的國裏，你們卻被趕到外面，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29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

將有人來，在上帝的國裏坐席。30 只是有在後的，將要在前；有在前的，將要在後。」所

以，凡是不「努⼒進窄⾨」的⼈，都是在恩典之約以外的⼈。並且這些⼈都⾃以為與主有

親蜜的關係-「我們在你面前吃喝過」，但卻是沒有得救的⼈。所以，這裡告訴我們⼀個

原則：基督徒可能會對⾃⼰與主的關係有⼀種「⾃我的錯覺」(self-delusion)。「⾃我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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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後就是為撒旦所⽤的假先知的教導。這是這主耶穌要我們「⾃我查驗」的主要原因：

不但要「分辨」⾃⼰領受的教導，並且要「檢視」⾃⼰與主之間的關係到底是建⽴在什麼

上⾯︖因此，這告訴我們⼀個原則：	路 26 節說，「那時，你們要說：『我們在你面前吃

過喝過，你也在我們的街上教訓過人。』」。知道分辨假先知，聽到和領受了正確的教導

還不夠，我們必須要檢視⾃⼰是否因為所領受的教導，使我們真的認識主，與主耶穌有⼀

個正確的關係︖因為，我們的天然本性中的宗教情操，很容易讓我們產⽣⼀種「⾃我的錯

覺」，成為進窄⾨⾛⼩路的最⼤阻礙！	

 
C. 經文解釋： 

 
1-從遵行神的旨意看兩種不同的信徒（21 節）。21 節告訴我們三件事：1）有兩種不同的

⼈：⼀種是稱呼「主啊，主啊」的⼈，但卻是不能進入天國的⼈（不稱呼主啊的⼈更無法

進入天國）。稱呼「主啊。主啊」並且遵⾏天⽗旨意的⼈才能進入天國。這些⼈都是有形

教會的成員，都是在恩典之約團體之內的⼈，都是受過洗禮的基督徒。2）進入天國的必

要條件：遵⾏天⽗的旨意。3）耶穌基督是那⼀位決定誰可以進入祂的國度的⼈。 

 

1a- 說主啊，主啊的人。那些稱呼耶穌「主啊，主啊」的⼈是誰︖當然，他們必定是基督

徒。他們是上教會的⼈，他們是讀聖經的⼈，並且他們不是普通⼀般的基督徒。但是耶穌

說，他們不能都進天國！鐘⾺⽥（Martin Lloyd-Jones）指出，「主啊，主啊」是⼀種熱

⼼，感情豐富的表露。對宗教的⼤有熱忱並不⼀定就表⽰是屬靈的。天然的本性（⾁體）

也可以產⽣宗教的情操，但卻是假的，經不起試驗的。 

 

《約翰福⾳》第 3 章中的尼哥底母，是當時以⾊列⼈的教師，神學院的院長，祂是解釋舊

約聖經的權威⼈⼠，祂是常稱神為「Adonai, Adonai，主啊，主啊」的⼈。主耶穌告訴

他：⼈若是沒有重⽣連神的國都看不⾒，別說進神的國了。沒有重⽣的⼈，就算是做到神

學院的院長，都不能看⾒神的國。保羅在加拉太書 6:15 節說，「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

關緊要，要緊的是要作新造的人」。保羅的意思是說，只要你是在基督裡，在基督的國度

裡的⼈，那些外在的印記的本身是沒有功效的。原則是：神學知識和宗教熱忱的本身是沒

有功效的︔只有內在⼼裡受割禮，作新造的⼈，才能進入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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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非常普遍的「⾃我錯覺」就是：認為只要⾃⼰已經信主了，參加許多教會的活動和

事奉，並熱⼼努⼒的把福⾳傳給不信的⼈，就是⾃⼰得救的確據。 耶穌在這裡告訴我們

要查驗⾃⼰是否真的知道神的旨意，並且神的旨意是否被施⾏在⾃⼰身上。 

 

1b-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5:20︔6:10︔21:28-31）。 

a- 神的國度。從整本聖經看，天⽗的旨意很明顯的是：在地上建⽴神的國，要祂的⼦民

遵⾏祂的律法，榮耀神的名。主耶穌作為道成⾁身的受膏君王基督，其⼯作就是要在地上

建⽴神的國度，使祂的⼦民能夠遵⾏神的律法。當神⼦民的數⽬滿⾜的時候，君王基督就

會再來，祂所有的百姓都在復活的身體中與祂⼀同在地上，神的國度就終極完全成就了。

在基督再來之前，祂在天上，坐在⽗的右⼿邊，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已經賜給祂了。

祂要透過祂的教會建⽴祂的⼦民，就是我們——這就是天⽗的旨意，也是基督的⼯作，聖

約的施⾏。恩典之約的⽬的和核⼼就是建⽴神國度的⼦民，遵⾏神的律法。⽽基督⼯作的

就是：使祂的百姓藉著稱義和成聖遵⾏神的律法。我們發現若是正確全⾯的解釋聖經，都

會⼀再回到這個核⼼議題上——神全備的福⾳，神全部的計劃藍圖。 

 

b- 稱義和成聖。 基督徒必須清楚知道什麼是稱義和成聖。因為這是基督的救贖⼯作，透

過聖靈施⾏在我們身上，是世界上的智慧所不能理解的。稱義和成聖是屬靈的真理，是神

超⾃然的啟⽰。我們需要虛⼼、謙卑的去學習這些真理，否則我們是無法知道如何應⽤在

⽣活中的。登山寶訓中所有的教導是檢視我們內⼼和⽣活事奉是否在⾛稱義和成聖的窄⾨

和⼩路。 

 

這就是為什麼保羅親⾃建⽴和教導的加拉太教會，都很快的離開了保羅所傳講的福⾳，去

聽從其他的福⾳。律法和世上的⼩學，初淺的做⼈道德規範，是容易聽的，也是容易去學

習的，是墮落的本性容易接受的。神國度最⼤的屬靈戰爭：就是要⼀再的與假先知模糊，

扭曲，淡化的稱義和成聖的福⾳真理爭戰——為信⼼（真道）打美好的仗。 

 

c-窄門小路。其實，稱義和成聖的教義就是窄⾨和⼩路——引到永⽣的道路。把正確的稱

義和成聖的教義應⽤在⾃⼰的⽣活中，為罪悔改，過聖潔的⽣活，愛弟兄，就是遵⾏神的

旨意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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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在這裡指出基督徒的「⾃我錯覺」：以為熱⼼的參與事奉，和宗教活動，宣教運

動，慈善事⼯就是進入天國的道路。這些都是好的，但不是我們進入天國的衡量標準和條

件。這些宗教活動也不是⼀個基督徒屬靈與否的標準。 

 

2-從認識基督看兩種不同的事奉者（22-23）。22 節，主耶穌更深入的探索了事奉的問

題。⼀個⼈也許在事奉上⼤有功效和能⼒，但卻在神國度之外。基督徒的事奉也可能是⼀

種「⾃我錯覺」，以為參與教會事奉就是⼀種得救的確據。 

 

2a- 事奉成為一種「自我的錯覺」。 22-23 節， 

鐘⾺⽥指出，「這裡是在講奉基督的名傳講正確教義的人，他有可能仍然是在神國度之外

的。這正是這節經⽂的意思。如果其他的⼈這樣說，我們也許不會相信。我們會覺得他是

⼀個吹⽑求疵、⼼胸狹窄的⼈。但是，這是主耶穌說的。」 這樣的解釋對嗎︖是否太偏

激了︖但是，他提出的經⽂的確證明了這樣的解釋是正確的，也是我們很容易就忽略的： 

 

我們都知道舊約《民數記》中的巴蘭假先知（22-25，31 章），他按照神的命令傳神的

話，神的靈也臨到他身上啟⽰他說預⾔（24:2-9），後來以⾊列百姓與摩押女⼦⾏淫亂，

⼀起跪拜摩押的神，吃她們的祭物。結果神降瘟疫給以⾊列⼈（25 章）。到了 31 章我們

才知道是以⾊列⼈犯罪是出於巴蘭的計謀，巴蘭沒有遵⾏神的旨意，結果神也審判了巴蘭

（31:8）。所以，雖然巴蘭傳講的都是神要他傳講的正確的教義，但是，他卻是⼀個假先

知，他的事奉出於不純正的動機和⽬的，因此被棄絕。使徒彼得說，巴蘭是那貪愛不義之

⼯價的先知（彼後 2:15）。《猶⼤書》把該隱的道路、巴蘭的錯謬，和可拉的背叛，都看

為是按著本性所知道的事去作，與沒有靈性的畜類⼀樣。主耶穌在啟⽰錄責備別迦摩教

會，因為他們有⼈服從了巴蘭的教訓，⾏屬靈的淫亂（啟 2:14）。這裡有⼀個原則：神控

制假先知，神也使⽤假先知傳純正的話語，神也容許假先知試探祂的百姓，彰顯他們的

罪，神也審判懲罰假先知。 

 

以⾊列王掃羅不也是如此嗎︖神膏抹他為王，神的靈也⼤⼤感動他，他也在先知中受感說

話（撒上 10 章），但是他卻沒有遵⾏神的旨意，被神所棄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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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9:13 『13 那時，有幾個遊行各處、念咒趕鬼的猶太人，向那被惡鬼附的人擅自稱主耶穌

的名，說：「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勒令你們出來！」14 做這事的，有猶太祭司長士基瓦的

七個兒子。15 惡鬼回答他們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呢？」16 惡

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勝了其中二人，制伏他們，叫他們赤著身子受了傷，從那房

子裏逃出去了。』 
 

林前 9:2726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

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保羅知道他⾃⼰所傳的福⾳是基督親⾃向他啟⽰的，是最純正的教義。他傳純正的教義，

並不表⽰他⼀定得救——這就是這段經⽂的意思。「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意思是：⼀

直不斷地，約束和控制⾃⼰本性的慾望/⾁體，克制本性的衝動要去做的事。我們的本性

的衝動使我們在激動下做出我們的⾏為。使徒保羅是在告訴我們，雖然他向其他⼈所傳的

信息是純正的，但是他⾃⼰若仍然活在本性中，他最終會是被棄絕的⼈。這裡講的與主耶

穌的教導是⼀致的，只是更進⼀步的啟⽰了原因。 
 

腓 1:1515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16 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

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17 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

苦楚。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保羅在這裡進⼀步的指出，有⼀些⼈事奉是出於嫉妒紛爭，結黨，不誠實。這些⼈都是在

本性的綑綁下事奉的⼈。其動機都是錯誤的，思想是錯誤的，但是他們在傳講基督。我們

必須分辨⾃⼰傳的是什麼福⾳，⾃⼰是否活在福⾳的原則中，但不要阻攔別⼈傳福⾳，不

論他們的動機和⽬的是什麼。（別⼈若傳的福⾳和保羅的福⾳不⼀樣，還是要指出來！） 
 

2b-認識基督。「認識」這個字在新約和舊約聖經中，都是指⼀種非常親密的關係，⼀種

特殊的愛的關係。太 1:25 說，約瑟沒有和他的妻⼦⾺利亞同房。中⽂的「同房」在希臘

⽂是「認識」（γινώσκω-genosko）。創 4:17 說，該隱與妻⼦同房 [ָיַדע](yada)。希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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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認識/知道」的意思。耶穌在這裡說：我不認識你們，就是指主耶穌與這些⼈，這

些稱呼主啊，主啊的⼈沒有親密的關係，沒有愛的關係。 

  
2b1-與基督聯合。與主親密的關係，不是許多基督徒通常所說的「親近主」那種完全⾃我

主觀的經歷。「親近主」是與稱義和成聖的福⾳有關的與「基督聯合」的教義。包括兩個

部分：客觀的真理，和主觀的應用。基督徒必須對基督和基督的⼯作有合於聖經的全⾯性

認識。這就是為什麼教會要教導要裡問答，要舉⾏讀書會，讀⼀些好的神學著作，要有系

統化的查經聚會。這些都是要幫助神的⼦民對基督和基督的⼯作有⼀個根基性的認識。這

是客觀的真理，是需要學習的，是需要花時間思考的。是聖靈的⼯作，也是⼈的責任。聖

靈是真理的聖靈，叫我們因真理成聖（約 16:13-19）。因此，基督徒的成聖與客觀的真

理，與基督的話，是不可分割的。 

 

另⼀⽅⾯，是主觀的應⽤。就是基督徒必須把所學的真理和教導應⽤在⽣活和事奉上。這

是⼀種個⼈在經歷上認識基督的⼯作：羅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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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復活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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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稱義的信⼼，藉著聖

靈透過真理的光照，認識了基督在⾃⼰身上的⼯作，在⽣活中順服聖靈的引導，與基督的

死聯合——治死本性的罪，脫下舊⼈︔與基督的復活聯合——活出新⽣命的樣式。這個新

⽣命，新造的⼈的⽣命就是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所描述的「天國⼦民⽣命的特質」。 

 

結論：今天的經⽂是主耶穌教導我們如何查驗我們與祂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的查驗標

準，不是我們是否熱⼼的從事教會的活動和熱忱的事奉。這些都是好的，但不是查驗的標

準，查驗的標準是：我們是否遵⾏天⽗的旨意，把稱義和成聖的福⾳活在⽣活事奉中。 

 

查我們與主之間的關係，也不是我們的事奉和事⼯的果效之⼤⼩。就算我們的事奉和事⼯

是⼤有果效的，那都是神的⼯作。就算我們所傳的是純正和正統的教義，這也不是查驗我

們與主的關係的標準。查驗的標準是：我們與主的關係是否是在我們本性的死上與基督的

死聯合，我們是否與基督的復活聯合，有新⽣命的樣式，活出登山寶訓中的⽣命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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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達到這個標準呢︖ 

 
D. 應用 

第一，模糊、淡化、扭曲，和錯誤教義。我們要提防模糊、淡化、扭曲的教義，所帶來的

對救恩的「⾃我的錯覺」。要以窄⾨和⼩路，結出聖靈的果⼦來提醒⾃⼰。 

 

第二，沒有深刻的自我省察和檢驗內心。許多⼈說，要仰望主，注視主，不要看⾃⼰，因

為我們裡⾯都是⿊暗的污穢的。但是主耶穌在這裡提醒我們必須要省察⾃⼰檢驗⾃⼰的內

⼼。否則我們如何認識⾃⼰，如何認識我們需要基督和祂的⼯作呢︖ 
 

第三，把宗教活動和事奉當作得救確據。不要把許多好的和對的事情的本身當作是⾃⼰得

救的確據。參與宗教活動和事奉的本身是好的必要的，但是不能作為得救的確據。教會活

動和事奉的果效也不是參與者得救的確據。 

 

第四，以善行作為掩蓋自己罪惡的交換。不要把熱⼼參與宗教活動和事奉，作為⼀種祝福

的交換。我犧牲的擺上，神就會祝福我。這是敬拜偶像的⼼態。 

 

保羅提醒提摩太說：（提後 2:19）19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

認識誰是他的人」；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20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

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21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

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