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5年 五⽉月31⽇日 

基督復活的那⽇日（三⼗〸十六）:  

基督與⾰革流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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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24節:「21但我們素來所盼望, 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 ⽽而且這事成
就, 現在已經三天了。22再者, 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 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 23不⾒見
他的⾝身體, 就回來告訴我們, 說看⾒見了天使顯現, 說他活了。24⼜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 
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 只是沒有看⾒見他。」 

前⾔言
我曾聽⼀一位屬靈前輩這樣對我說, 上帝太遙遠, 基督⽐比較親。我不明⽩白他為何將上帝與基督如
此地界分, 因為⾄至⾼高的上帝顯於祂的兒⼥女是⾄至親的, 這樣的特質全然顯在基督⾝身上。教會的問
題與基督徒窒礙的靈命皆因未認清基督那既⾄至⾼高, ⼜又⾄至親的⾃自我啟⽰示, 主說,「天上地下所有的
權柄都賜給我了」, 也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然有些
基督徒認不清⾃自⼰己就是勞苦擔重擔的⼈人, ⽽而那些認清這事實的⼈人卻到別處尋安息, 這兩種⼈人都
不可能到主那裏去。
請注意, 基督是⾄至⾼高, 且⾄至親, 這兩者是同時存在的, 偏⼀一不可。僅宣揚上帝的⾄至⾼高, 

在此要提醒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 當注意對後進的態度, 在傳講屬靈事上絕對不可隨便說說, 亦
不可有⾼高傲的⼼心。他們或在當下顯出幼稚, 但是他們的⽿耳與⼼心卻是敞開的, 當他們漸為成熟, 便
可批判你當時隨意⾔言語的不是。

再論理性主義之毒
這幾天, 因看到⼀一則新聞之故, 須再次強調上週題及之理性主義與成功神學如何地違背主的意
念。我們都會說「知⼈人知⾯面不知⼼心」, 科學研究者知道有些現象是無法解釋的。⼈人在知⼈人與知
物上皆顯出⾃自⼰己的有限, 但為什麼基督徒在知⽗父上帝與主耶穌基督的事上, 卻以為可以不需要
主的引導, 靠⾃自⼰己便可尋得? 我們勸勉孩⼦子, 學⽣生, 晚輩等, 他們都不⾒見得聽⽽而⾏行, 但為什麼基督
徒卻以為禱告可以搖動上帝的⼿手?

⼈人有理性是好的, 但⾛走理性主義路線的⼈人卻是危險的, 這樣的⼈人⼤大多不相信他會下地獄, 甚⾄至懷
疑地獄的存在。上週題到, 這類的⼈人多在研究上帝, 討論上帝。今天, 我再舉另⼀一個例⼦子。⼀一個
對⾃自⼰己誠實的⼈人, 承認⾃自⼰己有優點, 亦有缺點; 欣賞⾃自⼰己的優點可不⾃自卑, 正視⾃自⼰己的缺點可讓
⾃自⼰己更好。當這樣的⼈人信了耶穌, 他便吸取耶穌的特質以補⾜足他所沒有的, 或更正他既有的缺
點。請問各位, 這⼈人的⼼心態對不對? 當然不對, 因為耶穌於這樣的⼈人不過是他知識系統的⼀一部
份, 他⼝口中雖有詞彙傳講耶穌, 但是耶穌並不在他⼼心中居⾸首位。請注意, 基督必須是他整個⼈人⽣生
命的主宰, 就連他認為是優點的, 在基督⾯面前, 卻是臭味沖天, 腐朽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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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人已受理性主義的影響⽽而不⾃自知, ⼆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發展的基督新教就是這樣的⼈人。最
近, 瑞⼠士負責宗教事務的部⾨門准許在⾸首都伯恩(Bern)興建⼀一棟五教合⼀一的⼤大樓, 包括基督教, 回
教, 印度教, 佛教, 以及Alevis(伊斯蘭教的⼀一⽀支), ⽽而提出此項申請的⼈人是⼀一個基督新教的牧師。
⼤大家看到了沒有, 理性主義的毒經過百年來侵蝕著瑞⼠士教會,「唯獨基督」已不再, 根已經腐朽
發臭了。⼤大者如教會, ⼩小者如我們個⼈人, 皆須謹慎以逃避這影響。

再論成功神學之毒
⾛走成功神學路線的牧師愛⽤用且單取⾺馬可福⾳音11:23-24節, 作為與上帝的談判籌碼。然, 我們必須
以整個11章思之才能明⽩白這兩節經⽂文之意; 若要縮⼩小範圍, ⾄至少也必須讀12⾄至26節整段經⽂文。

⾸首先, 第12-19節記在受難週某⼀一天發⽣生了三件事: 耶穌咒詛⼀一棵無花果樹, 耶穌潔淨聖殿, 以及
祭司⻑⾧長與⽂文⼠士要殺耶穌。另⼀一天, 耶穌⼀一群⼈人重複那⼀一天的路徑, 這時彼得看到被耶穌咒詛的
那棵無花果樹從⼀一個根深埋於地, 綠葉肥⼤大堅韌的狀態, 變成⼀一棵特異於群的枯⽊木。於是, 彼得
對耶穌說:「拉⽐比, 請看! 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 已經枯乾了。」

耶穌此時便藉彼得這語向⾨門徒⾏行⼀一番教訓, 記在第22-26節。⼤大家讀耶穌在這裏的教訓, 第⼀一個
反應是, 耶穌所⾔言與彼得所說的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我們不明⽩白其中的
關係乃因我們以故事情節看無花果樹枯了的事, 但我們若以基督教訓我們如何成為⼀一個合他⼼心
意的⼈人, 他的教訓必與屬他的⼈人有益, ⽴立時明⽩白這件事與其他兩件事的聯結脈絡。

請問各位, 你願意是⼀一棵枯乾的無花果樹嗎? 或問, 你願意是不注重禱告之殿的純正, 胡亂為之, 
並將禱告之殿變得賊窩的⼈人嗎? 或問, 你願意是那聽了耶穌的責備, 卻要殺耶穌的⼈人嗎? 請注
意, 這三類的⼈人不是世⼈人, ⽽而是⼿手拿聖經, 熟讀聖經的⼈人, 也就是說, ⼿手拿聖經的猶太⼈人可以發展
成這三類的⼈人, ⼿手拿聖經的我們也可能發展成這三類的⼈人。

耶穌必引導屬他的⾨門徒不致成為這三類的⼈人, 故他要⾨門徒禱告祈求,「無論是甚麼, 只要信是得
著的, 就必得著。」這裏的「無論是什麼」絕不是成功神學者⼝口中那無稽的⾔言語, 要什麼(東
⻄西), 就有什麼, ⽽而是關於前述的三件事。如果, 成功神學者要字⾯面解釋這節之禱告祈求, 他也必
須字⾯面解釋前⾯面⼀一節,「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 你挪開此地, 投在海裏! 他若⼼心裏不疑惑, 只信他
所說的必成, 就必給他成了」(可11:23), ⽽而⼤大家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事。

基督在這第23節所論的信⼼心是⼈人不可能⽣生發的信⼼心, 世上所有宗教師傅也不可能說出這樣的信
⼼心來。地上不可有的, 就表⽰示天上有, 因此, 基督要他的⼈人⾨門徒當有屬天的信⼼心。因這信⼼心是屬
天的, 故這信⼼心的得著就必須是上帝主動的賜予。基督徒⼀一旦有了這屬天的信⼼心之後, ⽣生命必
不枯乾, 必注重在禱告上動機的純正, 必願意接受基督的責備。

這些不是空話, 是可被驗證的, ⽽而那驗證的標的是「你們站著禱告的時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 
就當饒恕他, 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若不饒恕⼈人,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不
饒恕你們的過犯。」(第25-26節) 這就是⾄至⾼高的上帝⼀一對⼀一地知道祂所揀選的⼈人的⼼心思意念, 
基督也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太5:9)。

以上所⾔言是成功神學者完全不知的, 也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基督的話使⼈人得⽣生命, 但在這裏, 基
督的話卻使⼈人⽣生命枯萎, ⾛走成功神學路線的⼈人就是這樣。基督的話本是帶領屬他的⼈人向著天, 
但成功神學者卻違背主的意念, 帶領⼈人的⼼心向著地。成功神學者使⼈人安活於地, 他們是屬魔⻤⿁鬼
的, 豈不明哉!

耶穌與⾰革流巴同⾏行多時, 但記下的話卻幾句
⾰革流巴和他的同伴離開⾨門徒是清晨之時, 他們到以⾺馬忤斯之時則是⽇日頭已經平⻄西的傍晚(路
24:29), 路加雖未記耶穌何時出現在⾰革流巴⾝身旁, 但應該與他們同⾏行有⼀一段時間。他們在這期間

第 �  ⾴頁（共 �  ⾴頁）2 4



應該說了不少話, 但路加僅只記下這麼幾句, 可⾒見, 聖靈感動路加寫下的這幾句話必然是祂認為
重要的, 對信徒信仰的造就是關鍵的, 對信徒靈命的造就是必須的。所以, 我們當注意其中的教
訓, 留⼼心主如何引導⾰革流巴, 好知主耶穌如何引導我們。

⾰革流巴再說發⽣生在他們當中的事 
⾰革流巴說完了耶穌被釘死對他的影響之後, 他⼜又繼續說著:「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
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 不⾒見他的⾝身體, 就回來告訴我們, 說看⾒見了天使顯現, 說他活了。⼜又有
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 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 只是沒有看⾒見他。」⾰革流巴的「只
是(婦⼥女, 彼得與約翰他們)沒有看⾒見他」, 即告訴我們, 他不知道抹⼤大拉的⾺馬利亞是在第⼆二次到
墳墓時才親眼⾒見到耶穌。由此可知, ⾰革流巴必然是⾺馬利亞第⼀一次從墳墓回來之後, 沒多久就離
開了⾨門徒聚集之處, 與另⼀一⾨門徒逕⾃自⾛走向以⾺馬忤斯。 

為什麼⾰革流巴(和另外⼀一位⾨門徒)這麼早就離開其他⾨門徒? 其中原因就是聽到第⼀一批從墳墓回來
的⼈人說, 沒有親眼看⾒見天使所說復活的耶穌, ⾰革流巴聽⾒見這話後, 便認定耶穌並沒有復活。我們
在這裏看到⼀一個事實: 若⼈人以天然的雙眼來斷定救贖主, 來評量主, 結果就是遠離主。聖經對信
⼼心的定義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11:1) ⾰革流巴若有信⼼心, 他的
態度應該是, ⾒見不到耶穌就證實他已經復活了。
信⼼心有兩種
信⼼心有兩種⼼心態: ⼀一種是, 不眼⾒見為憑, 怎能信他, 怎能對他有盼望; 另⼀一種是, 眼不⾒見他, 卻是信
他。⾰革流巴的⼼心態是第⼀一種, 他信基督的前提是他必須看到基督, 親⾝身與他同在。靠著⾝身體感
官來認定基督的信仰稱之為情慾之信。靠情慾⽽而⽣生的信必因感官未查覺到具體事物, 其情其慾
未得滿⾜足時, 他的信⽴立時轉為不信。請⼤大家不要⼩小看因情慾⽽而⽣生之信, ⾰革流巴的信因滿有情慾, 
就連天使顯現, 說基督活了, 他也不信。也就是說, 情慾之滿居然可以滿過屬天的⾒見證。

由於「情慾」⼀一詞甚是沈重, 所以沒有⼀一個基督徒會承認⾃自⼰己是屬情慾之⼈人。然, ⼀一個⼈人的⼼心
若是屬情慾的, 他是隱藏不了的。屬情慾之⼈人必然在⾔言語中流露出來, 尤其是在緊要關頭時刻, 
或是他想得卻得不著時。我們固然不喜歡被別⼈人說是屬情慾的, 但我們內⼼心深處卻是知道⾃自⼰己
就在屬情慾的狀態當中。當順境順⼼心時, 便感⼤大有希望, 遂⽽而⼤大聲地感謝讚美主, 但是⼀一旦遇到
逆境逆⼼心時, ⽴立即埋怨⽽而不信主的安排。我們的⼼心常常擺盪在希望與失望中間, ⽽而這就是屬情
慾的記號。
屬地的⾃自然⼈人以其感官為判事的準則,  這樣的⼈人是無法感知屬靈的事。對天然⼈人⽽而⾔言, 天堂與
地獄不過是⼩小說題材, 並不真實存在。這豈不讓我們⼼心⽣生警惕! 

因此, 若我們想要看到天堂, 想要到將來住的地⽅方, 想要在榮耀中掌權, 那我們就必須要有超越
感官的屬靈知覺, 以屬靈眼睛看天, 以屬靈的⼿手摸天。若我們沒有這等屬靈知覺, 嚴重的話是會
滅亡的, 因為不會住在那裏的。因此, 趁著還有時間, 當尋求天上的事, 好使⾃自⼰己是屬靈的。⾁肉
體的眼睛不可能感知到這些事, 只要看看⾰革流巴靠著他的⾁肉眼所得錯誤的結論便知此⾔言不假。
「使我們驚奇」
⾰革流巴說到, 婦⼥女之⾔言使他們感到驚奇。請注意, 是「驚奇」, ⽽而不是「無稽之談」,「語無倫
次」,「莫名其妙」等之語。⾰革流巴的這句話表現出他依然存有盼望基督復活的種⼦子。⾰革流巴
聽到第⼀一批婦⼥女從墳墓回來之⾔言, 是絕望, 但卻還不是全然絕望。為什麼? 因為婦⼥女們講論的是
耶穌的事, ⽽而「耶穌」這名字帶給⼈人的果效並⾮非是絕望, ⽽而是希望, 即便那希望是粒⼩小⼩小的種
⼦子。這告訴我們, 在⼈人困頓危難之際, 當對其傳講耶穌的事, 縱使那⼈人乍聽之下無法接受⽽而做出
不信的舉動, 但那希望之光已經注⼊入他的⼼心房, 爾後另⼀一⼈人再對他多說些主, 即可使之拉離絕望
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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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go to the rest. 我們看到⾰革流巴向這些陌⽣生⼈人細⼼心且仔細地傳講他所知道的基督。⾰革流巴
這樣的態度是我們當學習的, 對基督知多少, 就講多少。知多的講給知⼀一點點的聽, 知⼀一點點的
講給那些不知者聽。
凡論基督的事全部皆記在新舊約聖經當中, 若天使來, 他論基督絕不會脫於聖經所記, 是故, 你
的眼若閉於聖經, 你的⽿耳若掩於聖經, 你必忘記主⾔言, 你將沒有任何盼望, 必處在失望當中。勞
苦者、重擔者, 若要從⽣生命低⾕谷中⼼心⽣生盼望, 請回到聖經。若⾰革流巴回到聖經, 他豈會如此煩躁
不安? 

簡單⼀一句話, 基督徒無聖經, 則無喜樂。若要在患難中依然保有喜樂的⼼心, 就必須將聖經深記於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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