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5年 ⼆二⽉月8⽇日 

基督復活的那⽇日（⼆二⼗〸十九）:  

基督與⾰革流巴 (2)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經⽂文
路加福⾳音24:15-16節:「15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16只是他們的
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

⼈人活著乃是靠著基督⼝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基督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當基督復活之後, 這句話
即理解成,「⼈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著基督⼝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復活的基督說的話就是
⽣生命, 就是永⽣生。

主復活的那⽇日 
主復活的那⽇日, 主先顯現於天使, 由天使指導婦⼥女們關於他復活的事; 爾後, 主再親顯於婦⼥女們, 
由婦⼥女們指導⾨門徒們關於他復活的事。基督不僅向(猶太社會)最⾼高階級的天使顯現, 也向最低
階級的婦⼥女顯現, 這表⽰示基督並未排除社會任⼀一階層成為他的⼦子⺠民。既然如此, 傳道者就沒有
權利決定怎樣的⼈人聽怎樣的道, 分別知識份⼦子與村夫漁婦。天使除了顯於婦⼥女們, 他們也顯於
看守墳墓的羅⾺馬兵丁, 由他們指導祭司⻑⾧長有關主復活的事, 這表⽰示無論是屬主的或不屬主的都
可以⾒見證基督。
祭司⻑⾧長輕慢基督的復活
屬主的與不屬主的對於主復活的事的反應截然不同: ⾨門徒聽了婦⼥女們的⾒見證之後⽴立即奔赴墳墓, 
以⾃自⼰己的雙眼親⾃自看到主不在墳墓裏, 但祭司⻑⾧長聽了羅⾺馬兵丁的⾒見證之後, 卻要兵丁撒⼀一個瞞
天⼤大謊, 說⾨門徒在晚間把耶穌的⾝身體偷⾛走了。論地位, 祭司⻑⾧長是⺠民族領袖, 並且還是神職⼈人員; 
論職業, 祭司⻑⾧長以講解聖經維⽣生; 論影響⼒力, 祭司⻑⾧長⼀一⾔言九⿍鼎, 但因其錯認錯論基督, 他的尊貴即
成為卑賤。相對地, 以捕⿂魚為業的平⺠民⾨門徒, ⾔言語雖平常, 但因⼼心繫基督, 其卑賤即享有尊榮。

祭司⻑⾧長為了⾃自⼰己的顏⾯面否定基督的作為, 他否定真理之後, 依然坐在祭司⻑⾧長的寶座上, 保有地上
的尊榮。祭司⻑⾧長⾃自那⽇日起, 每天還是⼀一如往常地進⾏行宗教性的活動; 祭司⻑⾧長依然在缺少基督復
活信仰的情況下, ⼿手拿聖經, 講解聖經, 直到離世的⽇日⼦子。但我們看到, ⾃自基督復活那⽇日起, 聖經
已不再記祭司⻑⾧長任何事, 這位尊榮的祭司⻑⾧長已然⾝身處滅亡之列, 那些跟著祭司⻑⾧長進⾏行宗教活動
的亦然。
若教會領袖輕慢基督的復活
祭司⻑⾧長對基督復活顯出如此輕慢與無知的態度, 實是教會神職⼈人員當警惕的。若翻開各教會網
站, 瀏覽其中主⽇日信息, 有多少篇論及基督的復活? 傳道⼈人熱愛暢談他的呼召, 興致勃勃地數說
他服事主的⼀一⽣生, 但集其所有講章, 有多少篇論及基督的復活? 若⽐比例薄微, 甚⾄至沒有, 其境其
情豈不與祭司⻑⾧長相同? 請⼤大家記住, 基督徒服事重點就在有無基督, 那些常將神放在嘴邊, 卻不
知基督與上帝之間關係的⼈人須留⼼心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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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還須提醒各位祭司⻑⾧長的⾦金錢觀。新約聖經幾回記與⾦金錢有關的負⾯面事件, 如偷錢的猶⼤大為
三⼗十塊錢賣主, 亞拿尼亞⽤用錢欺哄上帝, ⻄西⾨門⽤用錢賄賂使徒買權柄等, 這⾝身外之物的⾦金錢居然可
奪去上帝的獎賞, 因此我們對於對於⾦金錢的態度與處理就不可不慎。平信徒不可以為教會是靠
他的奉獻才得運作下去, 牧師傳道不可對捐獻多的富⼈人另眼相看(參雅2:1-4)。

聖潔的天使知道基督復活, 墮落的天使也知
主復活⾸首先顯於聖潔的天使, 那墮落的天使也必知這事。聖潔的天使歡欣愉悅地知主的復活, 
但墮落的天使卻是懼怕不安, 因為魔⻤⿁鬼那掌死權那的⼿手已經被主的復活給砍斷, 無法⽤用⼒力了。
即便如此, 魔⻤⿁鬼的惡是惡到極處, 還是盡其全部⼒力量來試探教會與基督徒, 誘使教會離開基督, 
使基督徒懷疑救恩。
請問各位, 基督既已得勝, 為何上帝還容許魔⻤⿁鬼如此囂張猖狂? 使徒彼得給了我們這問題的答
案, 他說:「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喫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
⼼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那賜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
裏召你們, 得享祂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堅固你們, 賜⼒力量給你
們。」(彼前5:8-10) (注意紅字) 堅固的信⼼心需有基督和他的聖道在⼼心, 除此之外, 別無他法。

「基督與⾰革流巴 (1)」的重點
上次講「基督與⾰革流巴」是在去年的11⽉月23⽇日, 因為已經隔了兩個多⽉月, 我稍加回顧⼀一下。路
加福⾳音獨記⼀一事是其他福⾳音書未記的, 就是耶穌與兩位往以⾺馬忤斯的⾨門徒的對話。路加記這事
達20節之多, 可⾒見聖靈對這事的重視。這兩位⾨門徒其中⼀一位名叫⾰革流巴, 另⼀一位則不知名。他
們不在耶穌揀選的⼗十⼆二⾨門徒之中, 但卻⼀一直跟著耶穌。

從這兩位⾨門徒說話的內容來看, 耶穌的死給了他們極⼤大的衝擊, 他們顯然已經失去了對上帝的
信⼼心, 不明⽩白上帝為何允許耶穌被殺。在他們⼼心中, 耶路撒冷已經不再是個正義的地⽅方, 因此速
速離開那地是明哲保⾝身之道。這兩位⾨門徒即便聽了婦⼥女的⾒見證, 也看到彼得等⾨門徒奔向墳墓去, 
但他們的⼼心還是不為所動, 決定離開耶路撒冷城, 往25⾥里 (約11公⾥里) 外的以⾺馬忤斯去。

看著這兩位⾨門徒, 再看著我們, 他們豈不是我們的寫照, 因為他們具強烈的⾃自我意識, 按⾃自⼰己的
判斷⾏行事, 正如我們⼀一樣？他們聽是聽了, 卻是不信; ⼗十字架不吸引他們, 我們也不受⼗十字架吸
引; 基督的復活不吸引他們, 我們亦不受基督復活的吸引。 

耶穌主動尋找失喪的⼈人 
聖經讓我們看到, 所有⼈人找耶穌的⽅方法皆是無效的, 皆無法找到他。最佳的例⼦子就是婦⼥女們, 她
們找耶穌的⽅方法是在死⼈人裏找他。這些婦⼥女們就近墳墓尚且找不到耶穌, 更何況這兩位遠離墳
墓的⾨門徒? 如果我們問這兩位⾨門徒, 或問婦⼥女, 或問使徒, 是他們找到耶穌嗎？我相信沒有⼀一個
⼈人敢說是。倘若與耶穌這麼貼近的眾⼈人, 且最愛耶穌的婦⼥女們尚且找不到耶穌, 離耶穌那麼遠
的我們⼜又怎能找到耶穌?

事實上, 我們⼀一剛開始要找的不是耶穌, ⽽而是想著找到耶穌之後, 可以從他那裏得著福份, 所以
才來找他。有病痛的⼈人找耶穌為求健康, 囊中羞澀的⼈人找耶穌為求填滿囊袋, 窮的求財, 餓的求
⾁肉, 這樣不純正的動機可以找到耶穌? 有財無病的⼈人找耶穌也不是要找耶穌本⼈人, 他們看福⾳音書
時的焦點總落在耶穌⾏行神蹟的部份, 那關乎耶穌責備警告的話總是略過不讀。我們傾向於世上
事甚於天上事, 怎能且怎願找耶穌？

耶穌說:「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 ⽽而受罪綑綁的奴僕怎有能⼒力找耶穌？沒有能⼒力找耶穌, 
⼜又怎能找到耶穌？因此, 任何⼈人為的, ⾃自創的, 取巧的福⾳音佈道, 在找到耶穌的事上皆是無效的, 
有時甚⾄至是致命的, 因為⼈人以為已經找到耶穌, 找到的卻不是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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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一句話, 沒有⼈人為了天上的榮耀與⽣生命來求耶穌。若耶穌不去找這兩位⾨門徒, 他們必永遠
陷⼊入徬徨不安的景況中; 這兩位⾨門徒誠然離開了主, 但主卻沒有離開他們。耶穌說:「⼈人⼦子來, 為
要尋找, 拯救失喪的⼈人。」(路19:10) ⼜又說:「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 乃是召罪⼈人悔改」(路
5:32; 太9:13)。請注意「尋找」與「召」, 故主耶穌基督找我們, ⽽而我們能找到耶穌皆是出於主
的憐憫與恩典。沒有⼈人可以找到耶穌, 除⾮非耶穌讓他找到; 凡耶穌願意找到的⼈人, 他必找到。

我們看到, 這兩位⾨門徒⾒見到復活的主, 蒙主的教訓之後, 隨即反轉腳步, 回到耶路撒冷城去, 向其
他⼈人傳揚他們與主的這經歷。這就是被主找到之⼈人必然的反應, 對主開始認真起來。 

基督如何找到屬他的⼈人
請問各位, 基督求⽗父所差來的保惠師是上帝的聖靈, 祂既是上帝, 會不會因此不按基督的指⽰示做
事?  這問題的答案還是在基督⾝身上, 因基督怎麼做, 保惠師也照樣做。基督說:「⼦子憑著⾃自⼰己不
能作甚麼, 惟有看⾒見⽗父所作的, ⼦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 ⼦子也照樣作。...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
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我常作祂所喜悅的事。」(參約5:19; 5:30; 8:29) 基督是獨⽴立的個體, 
雖貴為上帝的兒⼦子, 卻依然照著⽗父的意思⾏行。

因此, 保惠師雖是獨⽴立的個體, 也必會恪守本份, 榮耀曾受⼗十架羞辱的基督。教會的真實不在她
外表的華麗, 亦不在她的會眾的優秀和的財⼒力的雄厚, ⽽而在於聖靈保惠師的同在, 其中記號就是
榮耀基督。簡⾔言之, 我們必須看基督運⽤用何樣的⽅方式使⼈人找到他, 保惠師也必使⽤用相同的⽅方式
使⼈人找到基督, 因為祂是基督的靈。

⾨門徒的眼睛迷糊了 
我們們看到, 當耶穌出現在這兩位⾨門徒⾯面前時, 他們卻不認出是他; 他們不僅不認得他的臉, 也
不認得他的聲⾳音。這怎麼回事? ⾺馬可福⾳音說, 「耶穌變了形像」, 路加福⾳音更指出是「他們的眼
睛迷糊了」。我們知道, 耶穌在⼗十架上是裸⾝身的, 無⾐衣蔽體, 因為兵丁們奪去了他的外⾐衣。⼜又, 
耶穌出墳墓時也應該是裸⾝身的, 因為包裹耶穌⾝身體的細⿇麻布留在墳墓裏, 但就⾺馬利亞以為耶穌
是園丁, 和耶穌與這兩位⾨門徒同⾏行在以⾺馬忤斯的路上來看, 他不該是裸著⾝身⼦子⾒見他們, 他的腰間
應該是繞著⼀一件布⾐衣。
⼜又⾒見神蹟
⾺馬可福⾳音所謂耶穌變了形像, 除了指出耶穌有⾐衣蔽體之外, 還指出耶穌(受鞭傷之後)已有了正常
肌膚之樣。因此, 耶穌這變像的本⾝身就是另⼀一件神蹟, 因為沒有⼀一個被鞭打得體無完膚的⼈人, 可
以在短短不到兩天時間就完全康復無恙。然, 因⾨門徒不相信耶穌已復活, 所以他們並不會想到
耶穌在⾝身體上的巨⼤大改變。
那麼, 耶穌外表上的改變是不是⾨門徒不認得他的原因？事實上, 我們該問的應是, 到底是不⼀一樣
的耶穌使得⾨門徒不認識他, 還是不⼀一樣的⾨門徒以致於認不出耶穌來? 到底是誰變了? 耶穌顯現
時總是保持⼀一個樣, 且耶穌的⼼心境也從不改變, 所以耶穌外表上的改變並不是⾨門徒不認得他的
原因, ⾨門徒認不出耶穌乃因他們的⼼心境變了。

當我們熟識的⼈人⽴立在我們⾯面前時, 按道理來說, 我們的理當可以將他辨認出來, 因為他的投⾜足之
間、細微的肢體語⾔言是我們熟捻的。但在這裏我們卻看⾒見, ⾨門徒真的是認不出耶穌來, 眼睛失
靈, ⽿耳朵也失聰。這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凡關乎耶穌的事, 無論⼤大⼩小, 均掌握在基督的⼿手中, 是他
主宰⼀一切有關他的事。當他說, 你們看, 卻是看不⾒見, 那我們就是看不⾒見; 當他說, 你們雖看, 但
不讓你們認識我的⽗父, 那我們就是不認識⽗父。

基督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乃是要引導我們向他禱告, 懇求他掌管我們的眼與⽿耳, 好讓我們的眼願
意看天上事, ⽿耳樂意聽天上語。若沒有基督的引導與施恩, 我們沒有任何意願來求天上事,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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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屬靈的眼睛被開啟, 那必是主施恩的結果。凡有此經歷者必知我們將來必得的喜樂與榮
耀, 所求的必是願意離開這世界, 好得著那滿滿的喜樂與榮耀。

知此, 再看今⽇日教會那麼熱愛求聖靈, 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知道聖靈是施恩者, 但因他們求聖靈
來的⺫⽬目不是為要認識耶穌基督, 那樣的熱愛不過是⾃自我宗教情感的表達⽽而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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