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5年 七⽉月26⽇日 

基督復活的那⽇日（三⼗〸十九）:  

基督與⾰革流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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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5-26節:「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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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基督徒每天皆接收到⼤大量資訊, 在需要時間消化的情況下, 往往犧牲了研讀聖經的時間。
再加上網路的發達, 所有聖經疑難皆可⾃自網路尋求答案, 在這樣的⽅方便下, 花上時間的代價來研
讀聖經已不是今⽇日基督徒會做的事, 也不是今⽇日基督徒視為⽣生活安排中最重要的事。須知, 網
路世界是百花⿑齊放, 說法迥異 且⽚片⾯面式的回答, 無法建成紮實的信仰架構。倘若傳道者也靠網
路求知, 不安份在書桌前, 好好讀書以建⽴立信仰架構的話, 其會眾的處境將是悲哀。

我要再⾏行強調⼀一事, 祭司⻑⾧長並沒有因為殺了耶穌, 並為耶穌復活作假⾒見證, ⽽而失去他祭司⻑⾧長的位
⼦子, 他依然⾏行禮如儀地在美麗的聖殿裏「服事神」。這樣沒有基督的服事, 無論那⼈人有多⼤大權
威, 再多麼熱⼼心, 帶領的群眾再多, 終究是空夢⼀一場。 

簡單回顧
⾰革流巴是個⾃自我意識強烈的⼈人, 他隨⾃自⼰己的定⾒見離開⾨門徒往以⾺馬忤斯, ⽽而不隨⾨門徒的腳步⾛走向
墳墓。主若不主動去找⾰革流巴, 他必死在⾃自⼰己錯誤的定⾒見下。然, 即便⾰革流巴有幸與基督同⾏行, 
但這⾨門徒的眼睛還是迷糊的, 認不出復活的基督來。基督智慧的引導, 以「甚麼事?」之問促使
⾰革流巴整理這兩天發⽣生的事。可⾒見, 基督⿎鼓勵屬他的⼈人多多講說關於他的事, 亦即「講, 說」是
信徒建造信仰的關鍵⾏行動。⾰革流巴的講說基督, 先說其中客觀事實, 然後再說這事實對他的意
義, 後者當表現出⾃自⼰己對這客觀事實的理性認知與情感表達。我們也⾒見, 路加僅記⾰革流巴的⾔言
語乃關於基督的死與復活。
請注意, 基督主宰著⼀一切有關他的事; 他要誰看⾒見他, 誰才能看⾒見他。

四個啟發
基督對⾰革流巴說的第⼀一句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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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受害, ⼜又進⼊入他的榮耀, 豈不是應當的麼?」啟發了我們四件事: 
(1) 基督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 責備並教導⾰革流巴, 亦即基督並未讓⾰革流巴知道他是誰。
(2) 基督⾏行事作為的順序是: 責備先於教導。
(3) ⾰革流巴並未被說是無知, 遲鈍的⼈人⽽而動怒離去, 反敬聽其⾔言。
(4) 基督命定我們講述舊約聖經時, 當擇選有關為他做⾒見證的經⽂文, 尤其是「受害, ⼜又進⼊入榮
耀」部份。

我們若細想這四點必得, 這再也簡單不過的聖經啟⽰示, 正是今⽇日教會與基督徒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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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定的原則: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主基督⽴立的信仰原則是「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然⾰革流巴定的信仰原則卻是「⾒見⽽而信」。「⾒見
⽽而信」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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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一⼈人能親眼⾒見得耶穌。然, 基督堅守原則, 以道來引導⾰革流巴, 讓⾰革流巴因上帝的道⽽而產⽣生信
⼼心, 悔改, ⽕火熱的⼼心, 眼睛轉亮。

今⽇日⼤大多數基督徒的信仰原則與⾰革流巴⼀一樣, 再加上靈恩派的推波助瀾, 總在「⾒見⽽而信」上打
轉。基督徒每每將⽣生活週遭事扯上聖靈的引導, 就連晚餐要不要吃⽜牛⾁肉麵也禱告主, 求主帶領,
甚⾄至還以「神告訴我」⼀一詞來證明這引導的真實。有些基督徒暢談經歷時, 也說他(她)看到主, 
就連雲彩有著⼗十字架的樣, 也以為是主給他的特殊經歷。

今⽇日教會與基督徒題及聖靈的引導, 多是外顯, ⽽而不是內引的。然, 基督升天後差來的聖靈, 也
就是基督的靈, 必照著基督如何引導屬基督的⼈人。這樣, 基督以道(話, words)來引導充滿情慾的
⾰革流巴, 聖靈也必以道(話, words)來引導屬基督的我們, 基督說:「聖靈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14:26)

聖靈的引導必讓基督徒看到聖經經⽂文對他的真實論述, 舉雅各書4:8節為例,「有罪的⼈人哪! 要潔
淨你們的⼿手; ⼼心懷⼆二意的⼈人哪! 要清潔你們的⼼心。」有些⼈人這麼遊說他的基督徒朋友, 說, 聖經
沒有明⽂文禁⽌止基督徒打⿇麻將, 所以打⿇麻將是不違反聖經的。然, 這節雅各書經⽂文即說, 基督徒當
潔淨⾃自⼰己的⼿手, ⽽而打⿇麻將要⽤用到⼿手, 故不可為。⼤大家可以依是延伸, 如⼿手中的滑⿏鼠不可上⾊色情網
站,  ⼿手中的鍵盤不可打假話, 陷害⼈人, ⼿手不可貪圖店中易取之物, 不親⼿手做正經事⽽而靠⼿手刮樂透
致富等等。
我須說明⼀一事, 當你的⼿手做了不該做的事, 你不是失去救恩, ⽽而是失去平安。當你活在雅各書這
話所述的罪中, 順服了這話⽽而潔淨⾃自⼰己的⼿手, 清潔⾃自⼰己的⼼心, 那你就得著聖靈⽽而來的平安。反之, 
若不順服, 就不得平安。

再舉⼀一例。保羅說:「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羅8:16), 約翰說「我們現在是
上帝的兒⼥女, 將來如何, 還未顯明, 但我們知道, 主若顯現, 我們必要像他, 因為必得⾒見他的真
體。」(約ㄧ3:2)

基督的責備
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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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紅字) ⾰革流巴(和他
的同伴)不是台上講道⼈人物, ⽽而是台下聽道的會眾。再者, 他們不是只聽讀⼀一些先知所說的話, ⽽而
是聽讀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並且他們常常聽讀之。然, ⾰革流巴的殷勤聽讀舊約聖經的結果卻是
信得太遲鈍了。其中主要原因是, 他沒有得著先知話語的核⼼心信息。

基督教導⼈人之前, 先預備他們的⼼心。如果基督不願教導他們, 他⼜又何必稱他們無知呢? 他只要任
憑他們繼續無知, 如任憑祭司⻑⾧長⼀一樣, 在錯誤中死去。是故, 基督稱他們無知並不是為了傷他們
的⾃自尊, 他的⺫⽬目的乃是要更正他們。請注意, 基督決定誰聽得, 或誰聽不得聖經真理, 因為這真
理的道是他的。
基督對教導者的⽰示範
誰都不願被他⼈人稱作是無知的⼈人, 基督徒更是不願被主在他的審判寶座前稱是無知的⼈人。若你
不願⾃自⼰己被主稱為無知的⼈人, 不使⾃自⼰己經歷這樣如⼑刀割般的判語, 盼望得著主讚美的恩典⾔言語, 
就必須知道在教導和聽訓之間是有次序的。請教導者注意基督在這裏的⽰示範: 教導者使⼈人得著
光照與知識的⽅方法就是, 在他無知遲鈍的時候稱他無知遲鈍, 這是使那⼈人歸回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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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對聽道者的要求
若你是位聽訓的⼈人, 你則必須知道⾃自⼰己乃是⼀一個處在悲慘狀況中之無知的⼈人, 並承認⾃自⼰己的靈
魂是盲⺫⽬目的, ⼼心是剛硬的。若這樣的你想要⾒見到基督, 那麼你就知道⾃自⼰己需要被甦醒, 即使放棄
世上榮華國度也願意, 為要就是要脫離那被上帝咒詛的狀態。⼀一句脫離靈魂⿊黑暗的話, 甚過千
萬⾦金錢的奉獻。
基督定聽者的不是
請⼤大家注意, 基督在這裏正在判定聽者的不是, 聽⽽而不信是⼤大罪, 聽⽽而信得太遲鈍也是主不喜悅
的。我們不要以為聽道是簡單的, 當上帝呼召祂的僕⼈人傳講祂的話, 聽者若是不注意聽, 這⼈人在
上帝⾯面前即顯為惡, 但若不信先知之⾔言則更是⼤大惡。凡不理會上帝僕⼈人之⾔言者, 主必必在審判
的⽇日⼦子加重聽者的責任。
請⼤大家思考以下的問題: 若你知上帝僕⼈人講的是聖經真理, 你也愛聽他, 但為什麼不信其⾔言呢? 
若你不知上帝僕⼈人所講的是否是真理, 那你⼜又為何聽他? 這樣, 基督徒聽道乃是為了建⽴立信仰⽽而
聽, 不是為了做禮拜不得不聽。若你決意不將真理聽進你的⼼心, 那你的審判必加重, 所以若你執
意不信, 那麼請你不要聽道, 要信, 才要聽。你所聽的每⼀一篇道均將加重在你⾝身上的審判。你越
聽, 審判則越重。
寧可還活著的時候被主責備
基督, 基督的靈, 以及基督徒, 前兩位的全知全能必知我們是否將上帝的真道聽⼊入⼼心中。基督說:
「⽗父不審判甚麼⼈人,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約5:22)「棄絕我, 不領受我話的⼈人, 有審判他
的, 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約12:48)「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時候將到, 現在就
是了, 死⼈人要聽⾒見上帝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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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 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約5:25-27)

⾰革流巴的反應: 敬聽⽽而未動怒
基督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不給⾰革流巴⾯面⼦子, 嚴厲地責備他, 這對⼀一個⾃自以為是的⼈人來說是何等
地難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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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靜靜地聽這位陌⽣生⼈人的教導。試問, 有何
事⽐比解開聖經疑惑之處, 更加寶貴與喜樂?

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就是屬主之⼈人的特徵。沒有⼀一個⼈人剛開始論基督時是無誤的, 重點在於他
是否願受規勸⽽而更正。前者之誤不會損及他是基督徒的事實, 後者之否卻使其陷⼊入危險之中, 
甚⾄至⾃自我否定基督徒的⾝身份。不願受主責備的, 其反應必然激烈, 常⽕火怒三丈。今⽇日基督徒受
了責備, 只看受了責備這事, 卻不看受責備的內容, 多是忍不下這⼝口氣⽽而離開, 這與⾰革流巴聽了
責備的話語後的反應是何等地不同。容我再提醒⼀一句, 基督徒可隨⾃自⼰己的意願多次轉換教會, 
然教會被提是向上的⾏行動, 只有⼀一次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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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再繼續講第四點: 基督命定我們講述舊約聖經時, 當擇選有關為他做⾒見證的經⽂文, 尤其是
「受害, ⼜又進⼊入榮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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