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5年 五⽉月3⽇日 

基督復活的那⽇日（三⼗〸十四）:  

基督與⾰革流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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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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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個先知, 在上帝
和眾百姓⾯面前, 說話⾏行事都有⼤大能。20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釘在⼗十字架
上。』」

⾰革流巴對我們的重要性
⻑⾧長久以來, 基督徒⽿耳中聽的多是亞伯拉罕, 摩⻄西, ⼤大衛, 約伯, 保羅, 彼得等的事。論亞伯拉罕時, 
要我們學習他的信⼼心, 願出吾珥, 願獻以撒; 論摩⻄西時, 要我們學習他那「⾄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
定事奉主」的忠⼼心; 論⼤大衛時, 要我們學習他在詩篇所呈現那愛上帝的⼼心腸; 論約伯時, 要我們
學習在苦難中依然不發怨⾔言, 知道上帝的作為絕對沒有錯誤; 論保羅時, 要我們學習他神學家的
⾵風範與佈道精神; 論彼得時, 要我們學習⾝身為哥字輩的他卻願向弟字輩的保羅學習。

是的, 這些屬靈前輩皆是我們的典範, 這是不錯的。但, 他們這般望之彌⾼高, 仰之彌堅的成熟屬
靈⽣生命, 常容易使我們對⾃自⼰己的表現倍感失望, 認為標的過⾼高⽽而達成不了。甚⾄至, 有的⼈人因此失
了志氣, ⼼心漸冷淡, 無意願持恆地追求主。但, 既然罪⼈人如他們可以達致如此美好的屬靈⽣生命, 
有罪的我們當然也可以。所以, 我們反⽽而要思要問, 是不是我們遺漏了什麼重要步驟, 以致產⽣生
這樣的落差? 解決這問題的關鍵就在⾰革流巴⾝身上。

⾰革流巴對我們的重要性實不下於上述各屬靈典範。我們若不經歷⾰革流巴所經歷的, 視之我們當
有的屬靈歷程, 也就是, 若我們看不清楚⾃自⼰己就是⾰革流巴, 真實地承認⾃自⼰己認識主不清, 是主⼝口
中的惡⼈人的話, 那麼我們⼀一切屬靈的建造都是假象, 所呈現的屬靈⽣生命是無根的浮萍, 只是在⼈人
⾯面前做作⼀一番罷了。我們的天性愛英雄, 不愛狗熊, 故也以為基督也是愛英雄, 不愛狗熊。然, 
當我們看著基督如何對待⾰革流巴, ⽴立時會放下這等假設, 以真實的⾃自⼰己來⾯面對主, 實不須圍繞在
饒富盛名的牧師旁, 以掩蓋⾃自⼰己的軟弱。

基督斷定⼀一個⼈人是善⼈人或是惡⼈人, 端賴那⼈人關於他知識是正是誤, 是正的就是善⼈人, 是誤的就是
惡⼈人。依此標準來看, ⾰革流巴是個惡⼈人, 因為他只認識到耶穌是⽣生⻑⾧長於拿撒勒⼩小城的⼀一個⼈人, 他
並未認識到耶穌是上帝的兒⼦子。因此, ⾰革流巴看待耶穌不過是猶太先知中的⼀一位, 卻不知道耶
穌乃是差遣舊約先知(包括施洗約翰)做他前導的那⼀一位。然, 耶穌並未棄絕這惡⼈人⾰革流巴, 反⽽而
親⾃自就近這惡⼈人⾝身旁, 引導他歸回。當我們認識基督如何引導⾰革流巴, 將會發現基督⽐比我們想
像的更易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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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引導我們的⽅方法: 說出對他的信仰
基督引導⾰革流巴的⽅方式乃是要其說出有關他的知識, 然後再更正其中的錯誤。基督徒常問, 主
如何引導他? 這裏就是了。「說出⼼心裏所信的主基督」是基督對於屬他的⼈人最主要的引導⽅方
式, 這是基督引導屬他之⼈人的具體⽅方法, 是基督使我們在他裏⾯面的具體⾏行動。使徒⾏行傳記彼得
與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後的⾏行動就是起⾝身說出上帝在耶穌⾝身上的作為。
有⼀一本書, 名「Step by Step: Divine Guidance for Ordinary Christians (Resources for 
Changing Lives), P & R, 1999, James C. Petty」, 中譯本名為「按部就班: 平信徒如何得到神
的引導」。這本書雖得著多位名⼈人的⾼高評價, 但是獨缺基督在此所啟⽰示的引導⽅方式。若基督徒
熟讀聖經, 卻說不出對基督的信仰, 無法⾒見證基督, 他的讀經必出現問題。這就好像, 台灣從國
⼀一到⾼高三學了六年英⽂文, 卻講不出⼀一句英⽂文來, 我們的英⽂文教學必定出現問題。 

若「說出對基督的信仰」是基督引導⼈人認識他的⽅方法, 順此⽽而⾏行者靈命必然得以成⻑⾧長, 因為每
⼀一次傳講基督, 就等於重新接受聖經真理的洗禮。基督徒存活於世, 染罪上⾝身是避免不了的事,   
肩扛世俗重擔是必然的事, 我們唯有在傳講基督⼗十架真理時, 才可再次經歷罪被除淨的洗禮, 在
傳揚上帝福⾳音之際, ⼼心中必經歷重擔得以解脫之感。

我本⼈人深受「說」之惠, 因著「說」之利, 讓我不斷得著教會寶藏, 尤其是清教徒留下的寶藏。
每當我從某位前輩得了碧⽟玉⼀一件, ⼼心已歡喜滿⾜足, 但認識了另⼀一位前輩, ⼜又讓我得著藍寶⽯石⼀一
件。我就這樣從不同前輩得著不同的瑪瑙, 碧璽, ⽔水蒼⽟玉, 翡翠等寶⽯石。所以, 我在擘畫教會事
⼯工時, 便以此為主軸, 讓弟兄們多有說的機會, 好說得越加豐富。
在⼈人前說話者如同⼀一臺戲讓⼈人觀看
當我們說出對基督的信仰之後, ⾃自⼰己會注意聽, 且聽的⼈人也會注意聽所說的。我必須承認, 有機
會在台上說的⼈人乃⾝身處危機當中, ⼀一個說錯卻願意被更正的⼈人則是有福的, 但他也可能固執已
⾒見, 不願改正他的錯處。在講台上或在⼈人前「說出⼼心裏所相信」的⼈人, 理當記住保羅的⼀一句話:
「我想上帝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 給世⼈人和天使
觀看。」(林前4:9)(注意紅字) 暫不論觀看者以⺩王者之姿來評論保羅所傳之道⼼心態的錯誤, 講論
上帝話語的⼈人應將這實況銘記在⼼心, 知道⾃自⼰己的處境。我們須問⾃自⼰己,「我是被當作正⾯面教材? 
還是負⾯面教材?」歸之於負⾯面教材者, 必屬那些⻑⾧長年下來無⻑⾧長進的講道者。 

世⼈人對耶穌的⽭矛盾情緒
⾰革流巴因基督的引導, 遂⽽而說出⼼心裏所相信的。他先說拿撒勒⼈人耶穌「是個先知, 在上帝和眾
百姓⾯面前, 說話⾏行事都有⼤大能」, 之後⼜又接著說,「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釘在⼗十字架上」。
明眼⼈人⼀一聽便知這兩句話是何等地衝突, 何等地不協調, 何等地⽭矛盾。百姓既然⾒見證耶穌說話
⾏行事都有⼤大能, 那他們為什麼還⼤大聲咆哮, 嚷著要釘耶穌⼗十字架? 百姓內⼼心深處知道耶穌是從上
帝那裏來作師傅的, 但他們為什麼還是要耶穌死, 以為這樣做不會得罪上帝? 可⾒見, 對於耶穌這
個⼈人, 世⼈人所⽣生發的⾏行為是異常扭曲的, 做出來的事完全違背他們的良⼼心。彼得責備猶太⼈人, 說,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徒3:15), 這「⽣生命的主」與「被殺」是互相抵觸的, 但卻是⼈人做在耶
穌⾝身上的事。
世⼈人皆反對耶穌
⾰革流巴說:「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祭司⻑⾧長與官府分屬宗教與政治不同專業領域, 實際上, 
這兩者加起來就代表整個⼈人類。對於⼀一個義⼈人, 且是說話⾏行事都有⼤大能的義⼈人, 這兩⽅方的某⼀一
⽅方或許會誤判⽽而錯待之, 但絕對不可能兩⽅方同時審視有誤。況且, 猶太祭司⻑⾧長與羅⾺馬官府兩者
彼此是⽔水⽕火不容的, 彼此是敵對的, 他們更不可能意⾒見相同。但是我們卻看到, 他們竟然⼝口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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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兩者皆同意定耶穌死罪, 即便耶穌並未違背猶太律法與觸犯羅⾺馬法律。這樣看來, 世界(或說
世⼈人)對待耶穌誠然顯出⼈人⾄至深的罪惡, 對待耶穌完全是昧著良⼼心⽽而⾏行。
上帝是最終的判決者
法庭若定⼀一個⼈人死罪, 即表⽰示這個⼈人不配活在這個社會當中。祭司⻑⾧長與官府既代表世界最⾼高的
權⼒力中⼼心, 所以當他們定耶穌死罪時,  即表⽰示這個⼈人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然, 世界最⾼高權⼒力下
的判決不是永世之判, 不是絕對之判, 上帝下的判決才是。上帝絕不容許祭司⻑⾧長與官府這等錯
誤存在歷史中, 於是, 上帝做出了⼈人不可做來出的動作, 就是使基督復活, 來否定祭司⻑⾧長與官府
的判決。彼得說: 上帝「將(基督)死的痛苦解釋了, 叫他復活」(徒2:24)。保羅說:「這智慧世上
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 他們若知道, 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林前2:8)

耶穌不配活在這世界上, 還是世界不配有耶穌?
有權有位的⼈人的作為決定耶穌不配活在這世界上, 但我們要問, 是耶穌不配活在這世界上, 還是
世界不配有耶穌? 希伯來書第11章給了我們這問題的答案。這⼀一章以第⼀一個因信⽽而活的亞伯揭
開序幕, 再列舉歷史當中其他因信⽽而活的⼈人, 最後寫到屬基督的⼈人被戲弄, 鞭打, 捆鎖, 監禁, 被
⽯石頭打死, 被鋸鋸死, 受試探, 被⼑刀殺, 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 受窮乏, 患難, 苦害等遭遇, 
寫完之後便說, 這些基督徒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來11:38)。基督徒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的基礎
當然是世界不配擁有基督, 所以, 不是基督不配活在這個世界, ⽽而是世界不配擁有基督, 不配有
基督蒙羞辱這樣的事發⽣生在其歷史中, 即便這羞辱⽐比世界所有羞辱的集成更⼤大。

平信徒不是傻⽠瓜
⾰革流巴說,「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釘在⼗十字架上」, 這話即顯出他⼼心裏的
憤慨, 這是發⾃自⼀一個平信徒內⼼心的憤概, 反應出他極不同意祭司⻑⾧長的⼀一意孤⾏行, 不當地處置耶
穌。請注意, 這裏有兩個⼈人, ⼀一個是⼤大祭司該亞法, 另⼀一個是平⺠民⾰革流巴, 前者⾝身為教會領袖, 具
發⾔言權, 但當領袖對耶穌事處置不當時, 平⺠民絕不會任其擺佈。平⺠民或許在其他事上,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但在耶穌的事上, 他絕對不會⾺馬⻁虎妥協。
主隱藏⾃自⼰己的百姓
新舊約聖經各發⽣生⼀一件性質相同的事, 即上帝在紛亂的時代中隱藏祂⾃自⼰己的百姓。舊約寫於以
利亞, 新約則寫於保羅。上帝對以利亞說:「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
屈膝的, 未曾與巴⼒力親嘴的。」(⺩王上19:18) 主對保羅說:「不要怕, 只管講, 不要閉⼝口, 有我與你
同在, 必沒有⼈人下⼿手害你, 因為在這城裏我有許多的百姓。」(徒18:9-10) (注意紅字) 各時代皆
有所謂教會主流, 但從這兩處經⽂文來看, 主為⾃自⼰己所留的百姓並不在當時的教會主流之中, ⽽而且
在⽐比例上是相對少數。教會領袖附勢於主流意識, 但當教會講說謬誤的教訓, 遠離⼗十字架的教
訓, 不去論證明耶穌是基督的話, 那麼只要是主的百姓, 雖不居教會要位, 是不會跟隨他們的。
抵擋基督的⼈人是羞辱的
所以, 教會領袖當注意, 不要以為錯待基督是件⼩小事, 因為在位者如何對待基督, 會眾皆看在眼
裏。凡抵擋基督的任何作為都是羞辱的, 因為那是對⾄至⾼高者的挑釁。那些這樣對待基督的教會
或基督徒的抵擋者亦是如此, 他們必然蒙羞。若我們遇⾒見這樣的⼈人時, 必須指出他的羞辱, 即便
那是最⼩小的惡, 否則基督再來之時, 抵擋者若看到他曾抵擋的教會和基督徒是榮耀的, 他的抵擋
將成為他⾃自⾝身永不拭去的記號, 那是⼀一個抵擋者的記號。

世上的君⺩王亦當注意, 不可取笑或冒犯耶穌, 因為你們必得著反對的聲⾳音。若羞辱了耶穌, 那將
是你們⼼心中最深的痛, 若也傷及基督徒, 也是得不著贊同的聲⾳音。凡為主⽽而承受羞辱的基督徒, 
當看到那是出於主的護理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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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教會⽂文化性⼤大於福⾳音性
教會本當是福⾳音性的教會, 但往往表現出來的卻是⽂文化性⼤大於福⾳音性。當⼀一個牧師傳道的講道
內容不重視基督並他的死裏復活, ⽽而說些⽣生活⽅方⾯面的道理, 卻還是受到會眾的尊重, 那教會就是
⽂文化⾼高於福⾳音的教會, 因為會眾尊重這位牧師乃是因為他有牧師頭銜, 在教會這個社團組織居
⾸首位。另, 教會在擇選按⽴立⻑⾧長⽼老事上以社會成就為擇選標準, ⽽而不取決於聖經真理的持守與辯
護, 那教會很難說是福⾳音性的教會。

基督親⾃自⽿耳聽屬他的⼈人怎麼說他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檢視⾰革流巴說的話, 發現其中是無知, 且不確。⽽而⾰革流巴這無知與不確乃
是顯於當事⼈人⾯面前, 他正在基督⾯面前講論基督, 在主⾯面前認定主。然我們卻看到, 主基督是多麼
地有耐⼼心聽他說完全部的話。這讓我們感到驚奇萬分, 看到主是如何願意聽這些模糊不清的⾔言
語。若我們愛主, 在認識他的過程中說了些無知不確的話, 我們務必要知道, 主的⼼心是何等地願
意聆聽我們怎麼說他; 他當時如何耐⼼心地聆聽⾰革流巴, 他也如何耐⼼心地聆聽我們。

凡主所愛的⼈人應該回應主的這愛, 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寶座⾯面前。不要因⾃自⼰己的⾔言語模糊⽽而卻
步, 不要因⾃自⼰己的無知⽽而情卻, 不要因⾃自⼰己的知識淺薄⽽而不趨前, 因為我們來到上帝的⾯面前不是
藉著我們的義, ⽽而是藉著基督為我們成就的義。當記住保羅的⾒見證:「主對我說:『我的恩典彀
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 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
能⼒力覆庇我。 」(林後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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