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5年 七⽉月12⽇日 

基督復活的那⽇日（三⼗〸十八）:  

基督與⾰革流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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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節:「耶穌對他們說: 『無知的⼈人哪, 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
了。26基督這樣受害, ⼜又進⼊入他的榮耀, 豈不是應當的麼?』」

前⾔言
前⽇日看到⼀一句話,「The Bible may hurt you with the truth, but it will never comfort you with a 
lie. 聖經雖以真理刺痛你, 但聖經絕不⽤用⼀一句謊⾔言來安慰你。」聖經安慰我們的每⼀一句話皆是
真的, 沒有⼀一句是謊⾔言。

⼋八仙災難造成幾百⼈人⾝身體與精神的傷害, 不論是主事者的疏忽, 或是無知者企圖⽤用CO2滅⽕火, 引
發更⼤大⽕火勢, 他們都將為這災難負責。此等疏忽與無知所造成的傷害, 豈不也可應⽤用在聖經教
導者與聆聽者⾝身上? 燒傷的疤痕將永留於⾝身, 錯誤的屬靈教訓也將永留於靈魂。⽼老基督徒某些
惡習未改, 豈不是聆聽錯誤教訓的結果? 傳講錯誤教訓的, 主必要追究, 他也必須負起當負的責
任。 

被提
在繼續「基督與⾰革流巴」主題之前, 讓我們再次讀⾺馬太福⾳音16:27-28節: 「27⼈人⼦子要在他⽗父的榮
耀裏, 同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 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28我實在告訴你們, 站在這裏的, 
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 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裏。」以及帖撒羅尼迦前書4:16-18節:「16主必
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
活。17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 我們就要
和主永遠同在。18所以, 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基督徒受世俗語⾔言影響, 只關⼼心⾃自⼰己信耶穌得永⽣生, 死後上天堂之事, 對於教會被提⼀一事卻是渾
然不知。你或論死了就上天堂, 何必牽扯到教會, 然保羅的「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一語即告訴我們, 基督徒復活後還是與所屬教會⼀一同被提。

保羅以「被提」⼀一詞鮮活地描述主再來時的情景, 那時主將收納屬他的榮耀⼦子⺠民與教會。基督
再來時乃是同著眾使者降臨, 這個「同著」即表⽰示被提不僅是個⼈人性的, 也是教會性的, 即被提
的個⼈人必然與教會⼀一起被提。⼜又, 保羅再以弗所書第五章以基督與教會的⼀一相⽐比於夫妻的⼀一, 
故被提也是夫妻性的。⼜又, 基督說:「無論在那裏,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那裏就有我在他們
中間」(太18:20)(注意紅字), 這兩三個⼈人的「三」即指出最少要有兩個家庭, 故教會裏家與家之
間當有團契聯繫。
有⼈人不喜教會, 不愛教會, 華⼈人基督徒則特別嚴重, 這等⼈人安慰⾃自⼰己已經是屬於⼤大公教會了, 所
以不關⼼心⾃自⼰己在地上教會的歸屬。這等⼈人天真地認為他在教會裏無論做什麼, 即便是不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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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可以被提。⾄至於夫妻⽅方⾯面, 夫妻做久了就各⾏行其是, 然在基督信仰上不能合⼀一, 且與真道不
能合⼀一的夫妻是可憐的, 因為被提時, 夫妻若⼀一在地, ⼀一在天, 如羅得夫婦般, 那被提的必然⼼心
傷。
請問各位, 如果你看教會不過是禮拜天做主⽇日崇拜之處⽽而已, 沒有建造教會於⼀一的概念, 對教會
沒有思念, 那來主⽇日崇拜有何⽤用? 各位若不視這教會是你屬靈的家, 你的孤芳⾃自賞, 你的抽離, 
你迴避與他⼈人互動, 拒絕參與教會事⼯工, 只重視⾃自⼰己的福祉, 無視於教會的建造, 那你就是孤獨
⼀一⼈人。但凡屬基督的, 沒有⼈人是孤苦伶仃的⼀一⼈人被提, 他必然與教會其他屬基督的基督徒⼀一同
被提。故, 你們就必須有所決定, 如何改變⾃自⼰己的⾏行為, 融⼊入於教會中。

被提者必定是基督徒。根據使徒彼得之⾔言(彼前1:2), 基督徒的信仰架構應當是清楚的, 他的神
論(照⽗父上帝的先⾒見被揀選), 聖靈論(藉著聖靈得成聖潔), 基督論(順服耶穌基督), 救恩論(蒙基督
的⾎血所灑的)等各⽅方⾯面的認識是明⽩白的。這樣的基督徒決不會說出以下這樣的話來,「親愛的天
⽗父, 感謝祢為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主曉諭先知說:「我的百姓因無知⽽而滅亡」。故請基
督徒注意, 當你以上教義不清, 你不可天真地以為, 糊塗如此還可以被提。我們不認真得之, 就
如沒有⾜足夠油的童⼥女, 有油則是基督徒被提的條件。
教會當被建造成可被提的教會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所領受於主的當是建⽴立可被提的教會。祭司⻑⾧長, 猶太⽂文⼠士, 法利賽⼈人, 撒
都該⼈人等⼀一⽣生服事教會, 但是他們的神觀, 聖靈觀, 基督觀, 救恩觀等是不清不楚的, 每⼀一論皆
錯。他們或可⼀一⽣生活在受群眾尊崇的光環中, 但是他們的教會終究不列在被提的名單。如果主
那⽇日丟棄祭司⻑⾧長等,「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遠, 是⼀一樣的」耶穌基督, 難道不會丟棄今⽇日如他們
⼀一般糊塗的我們?

上次(6/14)回顧: ⾰革流巴蒙福⽽而不知福
⾰革流巴有幸⾝身在⾨門徒聚集的現場, 親⽿耳聽到基督復活後的第⼀一⼿手⾒見證, 這般擁有別⼈人求之不得
的經歷, 且每個經歷都是真實的, 然⾰革流巴卻三番兩次地否定基督復活的⾒見證。⾰革流巴不相信
這些⾒見證的原因在於, 他執意⾃自⼰己的雙眼必須看到耶穌, 才真正相信耶穌的復活是真的。⾰革流
巴隨著⾃自⼰己的情慾⾏行事, 因⽽而被⾃自⼰己的情慾蒙蔽⽽而不⾃自知。這等因感官⽽而⽣生的相信必隨感官的
變化載浮載沈, 感官滿⾜足了便信, 不滿⾜足便不信; 這等靠著情慾⽽而得的知, 卻使⾃自⼰己處在無知的
狀態。
我們亦如⾰革流巴
我們評斷⾰革流巴這樣情慾之信, 豈不也正在評斷我們⾃自⼰己! ⾰革流巴被情慾充滿, 靠著情慾⾏行事, 
我們豈不也被情慾充滿, 常常靠著情慾⾏行事! ⽿耳朵雖聽了上帝的道, 但到了⽣生命重要時刻, 緊要
關頭之時, 如求偶, 換⼯工作, 奉獻做傳道, ⾝身體病痛, 買房賣房等, 禱告中還是盼望上帝賜下⼀一個
記號, 好明⽩白上帝的帶領。我們多麼期盼得著上帝特別的安慰, ⽽而這安慰⼜又被我們特別侷限在
渡過那難關的事上。再聽聽今⽇日基督徒所謂的⾒見證, 多是以那難關的渡過作為⾒見證的內容, 卻
少談蒙基督的⾎血所灑的⾒見證。病好的, 便⾒見證病好了; ⼯工作尋著的, 便⾒見證找到⼯工作了; 房⼦子買
到了或賣了, 便⾒見證價錢滿意。
解決之道
⾰革流巴的情慾乃與天使相爭, 他不信天使對基督復活的⾒見證, 然, 保羅卻說情慾能⼒力之⼤大是可與
聖靈相爭(加5:17)。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不免於情慾之擾, 這怎麼辦? ⾸首先, 我們必須承認情
慾的能⼒力是⼤大的,  我們對其是完全無助的, 我們的⼼心因其常是擺盪不定的, 然我們(根據聖經)知
道⾃自⼰己是因⽗父的先⾒見被揀選, 這是在創⽴立世界以前即已預定的事。所以, 我們⼼心中之定乃定於
上帝這預定, ⽽而不是定於⾃自⼰己的定, 因後者故不願隨著世上的動盪⽽而產⽣生不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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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堅守原則: 以道引導聖徒
基督是如何糾正屬他的⼈人, 救拔他⾛走出情慾⽽而⽣生的蒙蔽? 上帝絕對不會妥協於敗壞之⼈人所⽴立的
信仰原則, 倘若「⾒見⽽而信」是上帝引導祂的兒⼥女的⽅方式, 那麼救恩歷史便在耶穌升天前便結束, 
因為⾃自那時後, 無⼀一⼈人可以親眼⾒見得耶穌。請記住, 上帝的兒⼥女不是從情慾⽣生的(約1:13)。我們
看到, 上帝不是使⾰革流巴認出這位與他同⾏行的陌⽣生⼈人是耶穌, 上帝乃是以道來引導他。

基督先責備, 後教導
耶穌聽完了⾰革流巴的敘述之後, 隨即開始他那⽅方⾯面的訓斥。耶穌第⼀一句劈頭就說:「無知的⼈人
哪, 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說他是「無知的⼈人」, 亦說他的⼼心「信
得太遲鈍了」。無庸置疑地, 這是⼀一句責備的話。
主未丟棄
⾸首先, 我們須注意, ⾰革流巴乃是在基督⾯面前講基督, 他雖是基督的⾨門徒, 但卻顯出對主⼈人的無知, 
⼼心情的起伏像⼀一個發燒的病⼈人, 思想不清。但, 我們卻看到, 主對這兩位無知的⾨門徒顯出無⽐比的
耐⼼心, 不因他們的⼩小信⽽而不理會他們, 也不丟除他們。主的⼼心腸正如先知所⾔言:「壓傷的蘆葦, 他
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 他不吹滅。」(賽42:3)

⾰革流巴的反應: 靜聽⽽而未動怒
基督在教導他們之前, 並沒有先告訴他們他是誰, 他仍舊以⼀一陌⽣生⼈人的⾝身份說出這樣嚴厲責備
的話來。這對⼀一個⾃自以為是的⾰革流巴, 是何等地震撼! 簡單⼀一句話, 這個陌⽣生⼈人真的不給⾰革流巴
⾯面⼦子。有⼀一位牧師在飛機上與隔座的⼈人交談, 當這位陌⽣生⼈人知道他是牧師後, ⾺馬上⼝口出責備, 說,
「你們牧師講太多天堂, 講地獄太少了。」有位牧師到⼀一教會講道, 有⼀一位年⽼老姐妹⾒見到他, 即
對他說:「請你對我們講耶穌基督, 因為我們已經好久沒有聽到他了。」有時候, 陌⽣生⼈人看我們
⽐比我們看我們⾃自⼰己還要來得清楚。 

我們看到, 基督這樣的責備評語卻是緊緊地抓住⾰革流巴的⼼心, 讓他得以看到⾃自⼰己的無知。我們
看到, ⾰革流巴聽了這樣嚴厲責備的話並未動怒, 反⽽而靜聽其⾔言。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就是屬主之
⼈人受責備之後的⼼心理反應。不願受主責備的, 其反應必然激烈, 常⽕火怒三丈。⾰革流巴的反應誠
然給今⽇日不愛聽責備話語的基督徒, 是表率, 也是警惕。當我⿎鼓勵⾃自私的基督徒當付出, 但他們
聽了, 卻選擇離開我們; 當我⿎鼓勵不愛與其他家庭團契的基督徒當改進, 他們聽了, 也是選擇離
開我們。
最後, 基督徒隨著他的意願更換教會, 這平⾏行位移正如猶太⼈人在每年三⼤大節慶中平⾏行位移⾄至聖
城, 不限次數。然, 教會被提是向上的⾏行動, 只有⼀一次的機會。當慎選教會豈不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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