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5年 三⽉月1⽇日 

基督復活的那⽇日（三⼗〸十⼀一）:  

基督與⾰革流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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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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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他們就站住, 臉
上帶著愁容。18⼆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 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
裏所出的事麼？』19耶穌說:『甚麼事呢？』」

救贖之約
論約必有兩⽅方, 且雙⽅方必須履約, 這約才能達到該有的果效, 若⼀一⽅方不忠實履之, 這約就失去⽴立
約的意義。耶穌在最後晚餐的飯後舉起杯來對⾨門徒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
罪得赦」(太26:28; 路22:20)這裏並不是他與⾨門徒⽴立約, 若是的話, 這約就難穩固, 因有軟弱的⾨門
徒在其中。耶穌乃是啟⽰示⾨門徒, 這約就是聖⽗父與他在永恆中彼此所⽴立的約。聖⽗父是信實的, 聖
⼦子是信實的, 這約則是永固的; 因這約是永固的, 故主在那晚啟⽰示⾨門徒, 他⽤用他的⾎血所⽴立的約也
是永固的。
所以請⼤大家記住, 救贖之約不是上帝與⼈人之間的約, ⽽而是三位⼀一體上帝之間所⽴立的約, 特別指著
聖⽗父與聖⼦子之間的約。我們只是蒙主的恩在這約中有份, 使我們的罪得赦。凡在這約中的⼈人必
然這約⼀一切的福份與應許。Charles Hodge在他寫的系統神學著作中指出, ⽗父在永恆中賜於⼦子
⼋八個應許:  
1. ⽗父為⼦子建⽴立⼀一個聖潔的教會;  
2. ⽗父賜聖靈給⼦子是沒有限量的;  
3. ⽗父必永遠與⼦子同在, 作為他在世事⼯工的強⼒力後盾;  
4. ⽗父必使⼦子脫離死亡, 並將他升為⾄至⾼高, 坐在祂的右邊;  
5. ⽗父必差遣聖靈給⼦子所揀選的⼈人;  
6. 凡⽗父賜給⼦子的, ⼀一個也不失落;  
7. 必有多⼈人得著救贖, 使他們與彌賽亞的國度有份;  
8. ⽗父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 便⼼心滿意⾜足。

請問各位, 基督做事, 那⼀一樣不與這些應許有關? 這些應許雖是⽗父與⼦子之間的事, 但那⼀一樣不與
我們有關? 約翰說:「不認⽗父與⼦子的, 這就是敵基督的。凡不認⼦子的, 就沒有⽗父；認⼦子的, 連⽗父也
有了。」(約ㄧ2:22b-23) 

Strange Fire, 凡⽕火
我今天特別提救贖之約乃是提醒各位, 今⽇日教會的⾛走向與作為已然嚴重牴觸這約。最近John 
MacArthur 出了⼀一本書, “Strange Fire: The Danger of Offending the Holy Spirit with 
Counterfeit Worship” (凡⽕火: 褻瀆聖靈之假冒敬拜帶來的危險)。(註: 請看WiKI關於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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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rthur牧師的介紹。)他估計全球靈恩派教會會眾近五億⼈人, 因靈恩運動對聖靈的錯謬認識, 
這五億⼈人中⼤大都是沒有悔改的⼈人。靈恩運動不是沒有在過去教會歷史發⽣生過, 但今⽇日靈恩的運
動卻是教會歷史破壞性最⼤大的⼀一次, 且⽅方興未艾。

MacArthur說靈恩教會燒的⽕火是凡⽕火(利10:1), 這是極為嚴重的話, 因為獻凡⽕火的必死在主⾯面前
(⺠民3:4)。MacArthur毫不諱⾔言地說, 現今靈恩運動乃是撒但掌控的⼯工作, 靈恩教會既是世俗的, 
⼜又是屬魔⻤⿁鬼的。MacArthur看到, 今⽇日靈恩運動興旺有兩⼤大現象: ⼀一是, 教會牧者多數因此發財, 
另⼀一是, 絕⼤大多數會眾沒有真理的分辨⼒力。

我相信, 靈恩教會的基督徒聽到有⼈人這樣評論他們, ⼼心裏⼀一定不是滋味。然我卻要問他們, 為何
教會要⾛走到讓⼈人有這樣評論的地步? 靈恩派教會是否因這本書的警語⽽而轉變⾏行進⽅方向? 在其中
聚會的基督徒會因此⽽而離開靈恩派教會?不。靈恩派教會的增⻑⾧長不僅主事的牧師傳道的⼯工作, 
同時也是會眾的⼯工作, 所以兩者都當承受責任。基督徒有機會進⼊入有道可聽的教會, 他們卻不
進之, 他們的結局已定。

若我們觀察各地教會的發展, 初設⽴立時總懷有⾛走在正道的決⼼心, 但⾛走著⾛走著卻是漸漸轉出正道。
過往教會或許需要經過⼀一個世代才有所轉變, 但今⽇日轉出正道的關鍵⼈人物卻是創⽴立的牧師。要
讓⼀一個從零發展⾄至千百⼈人的靈恩教會否定那不是聖靈的⼯工作, ⽐比登天還難。這些教會的牧師有
個共同特徵就是, 炫耀他做了些什麼多於他講了些什麼。再聽他們講的內容, 基督永遠是個配
⾓角; 若再更仔細聽那內容, 上帝也不是主⾓角, ⼈人才是, 上帝只不過是賜福於⼈人的那⼀一位罷了。

主早早地責備這樣的作為, 祂說:「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 為⾃自⼰己鑿
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2:13) 不傳基督的死與復活就是離棄基督之活⽔水泉源, 這
是⼀一惡; ⽤用其他⽅方法灌注於⼈人的⽣生命乃是為⾃自⼰己鑿出池⼦子來, 這是另⼀一惡。教會信息有個共同
點就是喜歡告訴會眾當如何過活, 當如何做以為⽣生命的表現。但是, 教會若不傳基督的死與復
活, 卻要求⼈人要有⽣生命, 那是天⽅方夜譚, 在枯井裏找⽔水喝。
⼗十字架的光
撒但掐著教會的脖⼦子依其命⽽而⾏行, 使教會界沈溺在⿊黑暗中, 使有些⼈人⾒見此現象總懷疑上帝的⼿手
是否依舊是⼤大能的, 有些⼈人因此開始對教會失去盼望⽽而冷淡。請問, 上帝怎樣的作為使我們依
舊保有信⼼心, 滿懷盼望? 須知, ⼈人類歷史最⿊黑暗的⼀一天莫過於無罪的基督的死, 且死在最不⼈人道
的⼗十字架上, 然在上帝離棄基督的情況下, 掛在⽊木頭上的基督並未因此⽽而感到絕望, 因為寫在聖
經裏關於他的事⼀一⼀一應驗。所以, 上帝的話安定在天, 聖經論不守正道的教會將如何, 時候到了, 
就必如何。 

重申當盡⼒力於永⽣生
我們戮⼒力做世界事, 所得卻不是永遠的, 世界也沒有能⼒力應允我們的所得是永遠的。死的⼈人已
經死了, 故死的⼈人帶不⾛走任何曾經擁有的, 包括珠寶、親情, 甚或好名聲。活著的⼈人或許歌頌讚
揚他的這些珠寶、親情、好名聲, 但他本⼈人卻是躺在墳墓裏, ⼀一句讚美他的話都聽不到, 甚⾄至過
了⼀一個世代之後, ⼤大家都忘了他的存在。約瑟對埃及的貢獻何其⼤大, 若不是他, 埃及可能會亡國, 
但當約瑟和他的弟兄, 並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時(參出1:6,8), 
他便開始苦待以⾊色列⼈人。
最近⼩小有名氣的侯⽂文詠醫師說, 在他送⾛走的四、五百個病⼈人當中, 沒有⼀一個⼈人最後的⼼心願是要
更多的錢, 更好的地位, 更⾼高的官階。侯醫師說, 他們⼼心中在乎的是與⽗父⺟母, 孩⼦子, 配偶, 親⼈人的
關係, 在意的是與某⼈人的關係不圓滿, 要致上歉意。蘇格拉底死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對克利多
(Crito)說的):「克利多啊, 我還⽋欠阿斯克雷⽐比斯(Asclepius)⼀一隻雄雞, 請別忘記代我還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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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關係雖彌補了, 雞也還了, 但當事⼈人卻無法享受這些, 他還是什麼都沒有。沒有基督的富⼈人, 
⼼心靈是空虛的。
基督徒與世⼈人是不同的。基督徒只要有了復活的主, 凡在基督裏⾯面所得的⼀一切, 永遠是屬於他
們的。基督在最後晚餐時啟⽰示⾨門徒說, 到聖靈來的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 你們在我裏
⾯面, 我也在你們裏⾯面。」(約14:20) 基督在⽗父裏⾯面如何地永恆不變, 我們在基督裏⾯面也是永恆不
變, 因為基督也在我們裏⾯面。

基督最後⼀一次向⽗父的禱告中, 幾次啟⽰示他與⽗父之間, 他與我們之間的關係。主說:「祢從世上賜
給我的⼈人, 我已將祢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是祢的, 祢將他們賜給我, 他們也遵守了祢的
道。...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祢⽗父在我裏⾯面, 我在祢裏⾯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 叫世⼈人可以
信祢差了我來。...我在他們裏⾯面, 祢在我裏⾯面, 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祢差了
我來, 也知道祢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17:6,21,23)

你們是神
耶穌曾說過⼀一句令我們難以置信的話, 他說:「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著我曾說你們是神麼? 經
上的話是不能廢的」(約10:34), ⽽而我們在律法上得稱為神的前提乃是承受神道(約10:35)。因
此, 當我們有了上帝的道的屬靈資產, 這資產就是我們的, 不隨時間⽽而消逝, 永遠隨著我們。請
問各位, 世上有那⼀一件事可以讓你是神? (請注意, 廟裏被供奉的那⼈人, 無論是關雲⻑⾧長或是林默
娘, 皆不敢說⾃自⼰己是神, 要後⼈人為其建廟。)

承受神道的⼈人必能⾔言神道, 這是在⽗父家中⽣生活的必要條件。活在⼀一個⽂文化下需要說那⽂文化的語
⾔言, 處在⼀一個公司下需要說那公司的語⾔言, 同樣地, 活在⽗父家下需要說⽗父家的語⾔言。請問各位, 
上帝在他的家中歡喜聽到我們講說世界的事, 即便那是極為前瞻性? 現今的科技是Electronics
的世界, 但將來可能成為Ionics的世界, 其中的電腦元件可以跳脫0與1, 可以記住上⼀一次的⼯工作
狀態, 其功能號稱可如⼈人類⼤大腦⼀一般。這是多麼嶄新的境界, 但請問各位, 這樣的⾔言語交通能夠
⾏行在⽗父的家中嗎? 不, 唯有承受神道的⼈人, 才能在⽗父的家中說出合宜的⾔言語來。 

關於基督的每⼀一件事皆與屬他的⼈人有關
在世⼈人眼中, 福⾳音書所記皆為過去歷史事, 但在基督徒眼中, 福⾳音書所記每⼀一件事皆與我們息息
有關。基督徒必須看待福⾳音書所記的每⼀一件事, 皆是復活主的親臨教導, 讓我們掌握其中真理, 
使之完全屬於我們。由於, 基督不是屬這世界的, 故活在世界的我們若要得著基督, 得著他的永
⽣生之道, 就必須竭⼒力為之, 當盡⼼心盡性盡意地愛基督, 愛基督者必愛⾃自⼰己, 愛⾃自⼰己者必愛鄰舍或
其他基督徒。

⾨門徒情感的表現: 愁容與責備 
所以, 我們不應該以評論歷史的旁觀者來看主與⾰革流巴遭逢的事, 這樣的⼼心態不僅無益, 反⽽而有
害。在歸正系統下受造就的我們當注意, 我們總強於論理⽽而疏於情感上的表達, 看屬靈領袖總
是那麼完美, 他們是那麼熟悉聖經, 那麼喜樂, 故認為⾃自⼰己也當如是才對, 因此視憂愁是不當的, 
在主⾯面前的情感起伏是不屬靈的。然, 當我們的情感受壓抑久了, 靈性發展必產⽣生障礙。

請⼤大家看⾰革流巴吧! 主完全接受他⽣生發的⼀一切情感, 不論那是憂愁, 或是責備 (⾒見下)。

主接納⾰革流巴的憂愁: 第17節 
主看到⾰革流巴對他的事的愁容, 他⽴立時引導著他將那⼼心中憂愁事傾吐出來。主的這動作豈不顯
明他甚是關⼼心屬他之⼈人的憂愁? ⽽而主對我們有這樣的⼼心, 豈不令我們感到無⽐比的安慰? 我們年
幼時, 可以⾃自在地將⾃自⼰己的憂愁向⽗父⺟母傾訴, 然漸漸獨⽴立之後, ⼼心裏即開始承擔⾃自⼰己的憂愁。活
得越久, 憂愁越是深藏於⼼心, 即便有個聆聽者可為訴苦的對象, 但訴苦完後, 憂愁依在, 揮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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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事實上, 我們處在憂愁景況時, 已經習慣⾃自嘲⾃自癒⾃自⼰己的憂愁, 我們不習慣向主傾吐, 以致
⾮非常緩慢地轉向主。這情況在今⽇日時代更是如此, 每個⼈人都像⼀一座孤島。

主的意旨: 將憂愁傾倒於他 
請⼤大家注意, 若基督徒知主的意旨所向, 這不是⼀一件⼩小事, ⽽而在這裏, 我們知道主的意旨就是要
我們將憂愁完全傾倒於他。主知道我們在憂傷時, 無法也不知當轉向他, 就像這兩位⾨門徒⼀一樣。
於是, 主便先激動我們, 將這憂傷事說出來,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太
11:28)。所以, 若你疲倦了, 當就近耶穌, 在他裏⾯面享安息, 因他深知我們的⼀一切; 我們若不親就
耶穌, 平安則無法得。罪性依存的我們, ⼼心中憂愁常無法得著他⼈人的關懷, 但是我們的主卻是極
度關切我們, 他的意旨就是將你的⼼心傾倒給他, 讓他看⾒見你的憂愁。 

主說的話不僅激勵我們, 主的作為也⿎鼓勵我們, 耶穌說:「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能到
我這裏來的」(約6:44)。耶穌的意旨是要我們就近他, 但若不是⽗父的⼿手伸出來, 拉我們就近耶穌, 
我們還是依然站在原地。所以, 當我們聽到耶穌所⾔言, 要我們這罪⼈人到他這裏去, 我們就當向他
說, 「主啊！求你來拉我, 求你的⼿手觸摸我的⼼心, 否則我無法就近你。」世界的君⺩王無法緊緊拉
住⼀一個罪⼈人, 只有主能。 

主接納⾰革流巴的責備: 第18節
⾰革流巴回答耶穌之問, 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 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裏所出的事麼?」⾰革流巴的
這句話告訴我們兩件事: ⼀一是, 他真的不知道⾝身旁的這位猶太⼈人就是耶穌, 以為他是這幾天在耶
路撒冷作客的⼀一個⼈人。另⼀一是, ⾰革流巴驚訝的語調中帶有⼀一絲責備, 謂怎可將震撼全城的釘耶
穌的事置⾝身事外。
⾰革流巴說話的語調顯出他真是屬主的⾨門徒, 或這樣地說, 屬主的⾨門徒論耶穌事時必有這樣的語
調, 是熱切的, 是唯恐天下不知的。可想⽽而知地, 主的⼼心對這樣的基督徒是歡喜的, 即便他如⾰革
流巴⼀一樣的態度是莽撞的, 沒有禮貌的。保羅⾃自⼰己也說:「...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無論怎樣, 基
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 我就歡喜, 並且還要歡喜。」(腓1:15-18)

親愛的弟兄姐妹, 請看看⾰革流巴, 再看看我們, 是否察覺到我們對主缺少如⾰革流巴或保羅般情感
上的表達? 內⼼心對於發⽣生在主⾝身上的事, 已經不再令我們驚奇, 以致少了情感上的起伏變化? 當
我們開啟網站講道或講章, 或翻讀基督徒所謂的⾒見證⽂文章, 或看著牧師⼿手指著天, 再指向會眾, 
說神要賜福給你, 引導你⾛走永⽣生的道路, 然其中所講的耶穌是個配⾓角⾓角⾊色, 我們的情感難道沒有
波折? 我們對所聽的道開始覺得乏味, 是不是因為聽了太多了, 太熟悉了, 以致失去了新鮮感? 
還是因為我們的無知, 認為那是不重要的事?

⼤大家想⼀一想, 有什麼事⽐比看到罪⼈人活過來的神蹟更令⼈人快樂, 因之知道主就在我們中間? 有什麼
事⽐比死⼈人復活⽽而歸向上帝更令⼈人興奮, 因之知道耶穌已成就這事? 有什麼事⽐比看到主⼯工作的實
際, 他施憐憫給屬他的⼈人, 使他們既聽且看, 他也使不屬他的⼈人硬⼼心眼盲? 我們甚少有以上這樣
的驚奇, 但天使卻是對之驚奇不已。

我在此告訴各位, 主對於基督徒⼀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甚是不悅。這樣責備⽼老底嘉教會,「15我知道
你的⾏行為, 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16你既如溫⽔水, 也不冷也不熱, 所以我必從
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7你說:『我是富⾜足, 已經發了財, ⼀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啟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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