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5年 六⽉月14⽇日 

基督復活的那⽇日（三⼗〸十七）:  

基督與⾰革流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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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林慈信牧師上週主⽇日來到我們當中, 傳講詩篇第25篇有關基督徒禱告的原則。

上次回顧
上回(5/31)特意地講解⾺馬可福⾳音11:12-26節, 因為靈恩派常引⽤用其中23-24節的「信是得著的, 
就必得著」經⽂文, 隨⼰己意⽽而解, 嚴重地曲解其中意義, 將屬天的教訓轉為地上的私慾服務。誤導
會眾, 莫此為甚。每每想到教會受靈恩運動如此毒害, ⼼心中悲嘆不已, 基督徒居然相信「只要有
信⼼心禱告所求的事, 就必得著」, 卻不問上帝對我們禱告的要求何在。

⼤大家可⾃自Facebook或教會網站回顧當⽇日所講。我要補述解釋那段聖經的兩⼤大原則: ⼀一是, 因著
聖經是本⽣生命的書, ⽽而⽣生命是連續性的呼與吸, 沒有⼈人呼吸是不連貫的, 故⾺馬可記第12-19節之
三事件, 耶穌咒詛無花果樹, 耶穌潔淨聖殿, 祭司⻑⾧長與⽂文⼠士要殺耶穌等, 不單只是故事性的交代
⽽而已, 必與耶穌於第22-25節的教訓有關。另⼀一原則是, 主的教訓乃是為造就基督徒的靈命。

我須再次地強調, 主基督所⾔言絕不是為了滿⾜足我們的好奇⼼心, 或提供我們論事的⾓角度, ⽽而是要我
們聽。請⼤大家記住, 基督是上帝, 他的教訓必然是要屬他的⼈人敬聽, 且不得迴避他的教訓。基督
說:「⽗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給祂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糧。...我對你
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約5:26; 6:48, 63) 因此, 我們唯有在承認基督是上帝的基礎
前提下, 我們才可⾃自其得著屬天的⽣生命。

然, ⼤大多數教會與基督徒已漸不將基督敬為上帝, 也因此漸輕忽基督⼝口中親⾔言的教訓。看看各
教會的主⽇日學的課程即可看出這事實, 其中開⽴立使徒書信的課多於福⾳音書, 那些關於福⾳音書的
課程只能講講耶穌⽣生平⽽而已, 講台信息更是缺乏關於耶穌教訓的講章。請問各位, ⾃自稱懂使徒
書信的⼈人, 若不懂耶穌所⾔言, 他真是懂使徒所⾔言的意義? 若⾃自許明⽩白舊新約聖經的⼈人, 卻無法解
釋基督的話, 他真是懂聖經? 按今⽇日教會尾隨靈恩運動所為, 已然錯解主的話⾄至甚, 他們離開主
已甚遠, 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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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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到達以⾺馬忤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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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這段時間彼此
應該說了不少話, 但路加僅記下這麼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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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之沒了盼望之後, 他⼜又繼續說了我們今天讀的這段經
⽂文。⾰革流巴說, 婦⼥女, 彼得與約翰等到了墳墓之後,「沒有看⾒見耶穌」, 這是個事實, 但他卻不知
另⼀一個事實, 就是⾺馬利亞乃是再次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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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原因就是他們聽到從墳墓回來的
⼈人說, 沒有親眼看⾒見耶穌, 因此便認定耶穌沒有復活。既便⾰革流巴他們也聽到這群⼈人說, 看⾒見了
天使顯現, 說耶穌復活了, 他們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

我們在這裏看到兩件事: ⼀一是, ⼈人若以他天然的雙眼來斷定救贖主, 評量救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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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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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是, ⼈人的不信會因另⼀一
⼈人的不信⽽而增強其不信。若⾰革流巴僅是他⼀一⼈人不信, 他或許會勉強⾃自⼰己留在原地, 但若有另⼀一
不信之⼈人的陪伴, 更加深了他離開⾨門徒, 往他處去的念頭。由此可知屬靈同伴的重要性。

信⼼心有兩種: ⾒見⽽而信與不⾒見⽽而信
信⼼心呈現出兩種⼼心態: ⼀一種是, 不親眼⾒見到他, 怎能信他, 怎能對他有盼望; 另⼀一種是, 眼雖不親
⾒見他, 卻是信他。顯然地, ⾰革流巴的⼼心態屬第⼀一種, 即他信基督的前提是, 他必須看到基督, 親⾝身
與他同在, 他才信。這樣靠著⾝身體感官來認定基督的, 稱之為情慾之信。⼀一顆百萬級辣度的⻤⿁鬼
椒橫在前, 但你聽了不信, 親⼝口嘗之, 這叫做情慾。靠情慾⽽而⽣生的信必因感官未查覺到具體事物, 
其情其慾因未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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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革流巴, 他
的信因滿有情慾, 就連天使顯現, 說基督活了, 他也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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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可能隱藏之。屬情慾之⼈人必然在⾔言語⾏行動中流露出來, 尤其是在緊要關頭
時刻, 或是他想得的卻得不著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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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心常常擺盪在希望與失望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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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
是屬情慾的記號。
屬靈的與屬⾁肉體的
請問各位, 我們看到天堂是因我們感官之故? 我們知道將來要住的地⽅方乃是因為親眼看到這屋? 
我們知道要在榮耀中掌權是因眼睛看到我們頭戴冠冕? 以上所問的答案都是「不」。然再問, 
這些對我們⽽而⾔言是不是事實的? 答案必是「是」。這肯定的是不是靠我們的感官的知覺, 乃是
靠我們屬靈的知覺, 所以, 我們若要看到天堂, 要到將來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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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會出現在那將來住的地⽅方。因此, 
我們當趁可尋求主時, 尋求他, 趁有時間尋求天上的事, 知天上事, 好使⾃自⼰己是個有屬靈知覺的
⼈人。請⼤大家記住, ⾁肉體的眼睛是不可能感知到上述屬靈事, 屬地的⾃自然⼈人以其感官為判事的準

第 �  ⾴頁（共 �  ⾴頁）2 4



則,  這樣的⼈人是無法感知屬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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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天然⼈人⽽而⾔言, 天堂與地獄並不真實存在, 僅不過是⼩小說題材⽽而已。知此, 我們豈不應該⼼心
⽣生警惕! 

J. C. Ryle寫基督徒的信⼼心
J. C. Ryle在Old Paths⼀一書中第228⾴頁這樣寫基督徒的信⼼心:

• 有救贖信⼼心的⼈人, 那信⼼心如同靈魂的⼿手。罪⼈人如同即將溺斃之⼈人, 但他看⾒見主耶穌基督伸⼿手
來幫助他, 他⽴立時抓住那⼿手⽽而蒙得救, 這就是信(來6:18)。

• 有救贖信⼼心的⼈人, 那信⼼心如同靈魂的眼。罪⼈人如同以⾊色列⼈人在曠野被兇惡的蛇咬⻝⾷食⽽而頻臨
死亡, 主耶穌基督提供他治癒咬傷的銅蛇, 他看了就得救了, 這就是信(約3:14)。摩⻄西在曠野
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 有救贖信⼼心的⼈人, 那信⼼心如同靈魂的嘴。罪⼈人挨頻臨餓死病死邊緣, 主耶穌在他⾯面前如同⽣生
命的糧, 治癒他病的良藥。他接受了⽽而⾝身體得以完全康復且強壯, 這就是信(約6:35)。耶穌
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 有救贖信⼼心的⼈人, 那信⼼心如同靈魂的腳。罪⼈人被殘暴兇狠的敵⼈人追趕著, 他害怕被擄, ⾯面臨
死亡, 主耶穌基督站⽴立在他⾯面前如同⼀一座堅固的⾼高塔, 是個避難所, 他跑進這避難所⽽而安全
得救了, 這就是信(箴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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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們驚奇」
⾰革流巴說, 婦⼥女和⾨門徒⾃自墳墓回來後說的話使他們「驚奇」。請注意, ⾰革流巴⽤用的字詞不是「無
稽之談」,「語無倫次」,「莫名其妙」等類。⾰革流巴這句話表⽰示著, 他雖然失望, 但內⼼心深處卻
依然存有基督復活的種⼦子。為什麼⾰革流巴聽到從墳墓回來之⼈人所⾔言, ⼼心⽣生絕望, 但卻還不是全
然絕望? 其中原因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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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人處於困頓危難之際,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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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拉他脫離絕望的邊
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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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b-24節
⾰革流巴對⾝身旁這位陌⽣生⼈人將早上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 路加將之記在第22b-24節。
我們看到這是⼀一段歷史性記述的經⽂文, 且篇幅相較於前⾯面所述不算少, ⽽而這樣類型的經⽂文似乎
不須多做解釋, 讀過便罷, 知道便了。同樣地, 羅⾺馬書最後⼀一章盡是保羅問候這⼈人, 問候那⼈人的
記述, 也讓⼈人以為不須多做解釋, 讀過便罷, 知道便了。真是如此嗎?

這樣平鋪直敘的語調看似平淡, 卻蘊含可貴的信息, 與現今的我們息息相關。請問各位, ⾰革流巴
知這段歷史甚詳, 曾經參與這段歷史, 可正確無誤地講述這歷史, 但對他⽽而⾔言, 這段歷史是他的
回憶, 還是與之有關? ⾰革流巴在這段歷史中是參與者, 還是旁觀者? ⼤大家⼀一聽就知道, 基督的出
現與否決定了這段歷史與⾰革流巴的關係。是故, 基督徒參與那段教會歷史完全是出於基督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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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而那段歷史與那基督徒有恆切的關係也與基督的主權有關, 基督⼀一旦出現, ⾰革流巴⽴立時從旁
觀者的⾓角⾊色轉為參與者。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乃在教會歷史中, 這是⼀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口述⾃自
⼰己親⾝身經歷的歷史, 問題在於這段歷史是否與基督有關, 以及基督是否在這段與他有關的歷史
中, 使我們與之有關。舉林慈信牧師來到我們當中為例,  這位上帝忠⼼心的僕⼈人真切地傳講上帝
的道-詩篇第25篇。當我們⼝口述這段歷史時, 我們究竟是這詩篇的旁觀者, 還是這詩篇的參與
者。當我們⾯面對這詩篇諸狀況時, 如⾯面對仇敵時, 求主帶領時, ⾯面對⼰己罪時, 明⽩白上帝應許時, 等
候上帝時, 思及上帝國度時等, 依其中啟⽰示的真理來禱告, 還是依然故我地, 禱告時, 愛說什麼, 
就說什麼。
這位世界級的牧師願意到我們這⼩小群當中, 乃因我們的⽿耳願意聽, 且是認真地聽, ⽽而不是參考性
地聽。他⾜足⾜足講了⼀一個⼩小時, 我們也聚精會神地聽他傳講的每⼀一句話, 這就是基督所說的「凡
有的, 還要加給他, 叫他有餘」的明證。然, 我們也當銘記基督的另⼀一句話,「有⽿耳可聽的, 就應
當聽」。主是否爾後興起另⼀一位如林慈信牧師之⼈人, 這不是我們可知的, 但今⽇日, 我們卻可知, 
我們有⽿耳可聽得上帝的道, 故當寶⾙貝這樣的恩典。請記住, 上帝使⼈人可聽到祂的道完全是出於
祂的主權, 祂亦有主權使⼈人不得聽到祂的道。

末, 我們如何看待羅⾺馬書第16章的諸問安? 保羅問安的這些⼈人皆是忠⼼心信實的基督徒, 因此這
便是我們⾃自我檢驗與省察的範例, 並⾃自問, 我們是否也在保羅問安的名單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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