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五⽉19⽇ 

基督復活的那⽇（六⼗三）:  

基督與⾰流巴 (15)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60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24:17-24節

前⾔言
兩兩年年多前我曾說, 亞洲第⼀一個允許同性合法結婚的地⽅方必是台灣, 上週果不其然, 立法院通過了了
同性專法。我的想法很簡單, 台灣教會若若不⾼高舉上帝的名, 只以道德倫倫理理來來對付這議題, 則完全
沒有勝利利的可能。台灣教會這幾⼗十年年下來來, ⼀一直談愛, 當⽀支持同性戀者⾼高舉愛時, 教會就不敢說
什什麼。這真是諷刺刺⾄至極! 罪⼈人的愛居然可以勝過上帝的愛, 談愛的教會如何回答這事? 

⾰革流巴說拿撒勒勒⼈人耶穌是個先知
讓猶太⼈人承認拿撒勒勒⼈人耶穌是個先知是⼀一件極其不可能的事。耶穌親⾃自定位拿撒勒勒是寡婦, 是
長⼤大⿇麻瘋的, 可⾒見見這城的地位是何等地低下, 是⼀一個被猶太⼈人鄙視與放棄的地⽅方; 拿撒勒勒城如同
顯赫家族中的逆⼦子, 光耀城市裏的貧⺠民窟, 猶太⼈人希望這城最好消失在這世界上, 不要存在, 以
免誤了了⺠民族的尊榮。現在, ⾰革流巴卻認⽣生長於拿撒勒勒的耶穌是個先知, 這中間的轉變何其巨⼤大! 
這絕不是因為⾰革流巴有什什麼超強的識⼈人能⼒力力, 或聰明絕頂, 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耶穌; ⾰革流巴
對耶穌有這樣的認信乃是出於天上來來的恩賜。⼈人或有能⼒力力⾒見見微知著, 辨識屬地的⼈人, 但要識別
出屬天的⼈人則絕無可能。保羅說:「除了了上帝的靈, 也沒有⼈人知道上帝的事。...領會上帝聖靈的
事, ...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林林前2:11,14) 

⾰革流巴得著天上的恩賜的記號是他因此將眼前的耶穌與舊約的先知相連起來來, 他看到這位拿撒
勒勒⼈人的⼯工作⼤大於摩⻄西, 亦⼤大於⼤大衛。希伯來來書的作者特別⽤用“更更”字來來比較耶穌與其他位格, 說基
督「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更尊貴, 就遠超過天使」; 亦說基督「比摩⻄西算是更更配多得榮
耀」(來來1:4; 3:3)。所以, 當⾰革流巴認拿撒勒勒⼈人耶穌是個先知時, 舊約聖經對他⽽而⾔言不再是⼀一本
猶太歷史的紀錄, 或是⼈人類歷史的經典, ⽽而是上帝的話, 上帝的啟⽰示; ⾰革流巴看到(舊約)聖經真是
為基督做⾒見見證(約5:39b)。(今⽇日贊成同性婚姻的基督徒以為所多瑪與蛾摩拉的悲慘下場是舊約
時代的事, 即證實你們是沒有天恩的⼈人。)

反觀⽂文⼠士與法利利賽⼈人, ⼀一⽣生研究聖經, 傳講聖經, 但卻不能⾒見見證基督; ⾰革流巴與⽂文⼠士的相對, 也是
今⽇日教會兩兩種⼈人的相對, 是⾒見見證基督與不⾒見見證基督的相對。

我們介紹⾰革流巴, 若若這介紹不能觸動我們的⽣生命, 我們終將聽得的道理理塵封在⾃自⼰己的資料庫裏, 
所聽的就對我們無益。聖經將⾰革流巴之「拿撒勒勒⼈人耶穌是個先知」寫入其中, 證實⾰革流巴⽣生命
上的改變, 若若我們沒有因⾰革流巴的這⾒見見證⽽而⽣生命有所改變, 那麼我們就不能因⾰革流巴的⾒見見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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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但, 若若說我們聽了了⾰革流巴⾒見見證基督是先知, 是君王, ⽣生命就會改變, 則太過樂觀; 我們必須
知道⾰革流巴的改變到底是怎樣的改變。

知識基礎必須定於基督
知識給於⼈人內涵, 知識是⼈人⾏行行動的基礎, 知識的重要不⾔言⽽而諭, 箴⾔言1:7節說:「敬畏主是知識的
開端。」每個⼈人皆有其知識根源, 這根源按⺠民族, ⽂文化, 家庭, 專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華⼈人以孔
孟為師, ⻄西⽅方則以希臘哲學為先導。⾰革流巴是猶太⼈人, 他的知識根源是先知, 上帝藉著先知向猶
太⼈人說話。⾰革流巴受教於⽂文⼠士, 藉其講解舊約聖經和如Torah, Talmud等猶太經典築成他的知識
架構, ⾰革流巴就是以這知識信仰架構來來⾯面對耶穌。

現在, ⾰革流巴說拿撒勒勒⼈人耶穌是個先知, 這意謂著⾰革流巴轉⽽而承認耶穌是他知識的根源, 接受耶
穌的教導, 包括對舊約聖經的解釋。⾰革流巴這樣的轉變是抽底的, 因為耶穌全然否定⽂文⼠士的立
場, 他常以「(⽂文⼠士)有吩咐古⼈人的話, 說..., 只是我(耶穌)告訴你們,...」來來訓斥⽂文⼠士的錯誤解經, 
只重經⽂文字句句, 不知經⽂文精意。要知道, ⾰革流巴的轉變不是平⾏行行⽅方向的改變, 從信⼀一個名師轉向
另⼀一個名師, ⽽而是因著耶穌是拿撒勒勒⼈人⽽而已, 這⼈人可以說上帝的話; ⾰革流巴的轉變乃是向上提升
的改變, 因為「上帝所差來來的(耶穌), 就說上帝的話。」(約3:34) 須知, 眾⽂文⼠士與法利利賽⼈人窮其
⼀一⽣生不可能升達到拿撒勒勒⼈人耶穌的⾔言語知識的⾼高度, 因為他們是「從地上來來的...所說的也是屬
乎地。」(約3:31)

因此, ⾰革流巴的⼼心的轉變乃出於天, 因上頭的能⼒力力⽽而“被”改變, 就如基督說彼得可以承認他是永
⽣生上帝的兒⼦子,「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基督還特別說這樣的⼈人
是「有福的」(太16:17)。但請注意, ⾰革流巴在這樣的轉變中並不會失去他的意識, 理理性, ⾝身體的
控制; 他是全然清醒, 靈明。

⼤大家聽於此, 以為⾃自⼰己讀聖經就可以“被”改變, 不去理理會既有的教會歷史資產。事實證明, 這是
⾏行行不通的, 因窮我們⼀一⽣生也不可能超越幾百年年教會所留留下來來資產內容; 說的⽩白話⼀一點, 最重要的,  
最難的聖經主題, 教會前輩都已經想過了了, 且給了了提問的答案。教會歷史資產中最能將⼈人帶回
聖經的神學系統就是加爾⽂文⾄至清教徒這條軸線的歸正神學, 這神學的嚴謹程度是其他神學無法
比擬的。

猶太⼈人⾰革流巴可被改變, 其他⼈人亦可
每個⼈人的宗教觀都是絕對的, ⽽而在眾絕對中最難動搖的就是在宣稱啟⽰示的宗教下的信徒, 即那
些歸屬於猶太教, 基督教, 以及回教的⼈人。現在, ⾝身為猶太⼈人的⾰革流巴蒙主恩得以改變他死硬的
知識基礎⽽而轉向基督, 那麼, 任何⼈人都可以轉變⽽而服在基督之下。也就是說, 沒有基督不能救的
⼈人, 沒有基督愛不到的⼈人。

被改變者才可聽進基督的話
我們的知識根源必須轉向耶穌基督, 這是絕對必要的, 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夠理理解基督所說的話, 
尤其是那看似違反⼈人常的話。基督說:「⼈人到我這裏來來, 若若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
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路14:26) 其中那“愛我勝過愛”的原⽂文是
恨。(註: 恨就是恨, 不需要擦脂抹粉地⽤用其他解釋來來緩和基督這話的意思。) 請各位想⼀一想, 有
那⼀一個⽂文化可以接受基督這句句話? 有那⼀一個⽂文化不因基督這句句話⽽而更更恨基督? 

但, 我們以改變知識根源的⾓角度思之, 即恍然⼤大悟。原來來, 基督這句句話的意思是, 我們與⾄至親乃
是活在同⼀一個系統當中, 然這固有的系統因是屬地的, 無法真確地認識基督, 故凡到耶穌那裏去
的⼈人需有決⼼心捨棄之, 將⾃自⼰己的知識根源轉向基督, 轉向聖經的思想系統。基督說:「16沒有⼈人
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 因為所補上的, 反帶壞了了那衣服, 破的就更更⼤大了了;17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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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袋裏, 若若是這樣, ⽪皮袋就裂開, 酒漏出來來, 連⽪皮袋也壞了了, 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 兩兩樣就都
保全了了。 」(太9:16,17)

⾰革流巴雖轉向基督, 但...
轉向基督本就是⼀一件巨⼤大的⼯工程, 但⼈人轉向後依然帶著他原有的觀念念, 穿著舊衣, 帶著舊⽪皮袋來來
⾯面對基督。彼得認耶穌是基督, 是上帝的兒⼦子, 但他救贖觀還是舊樣, 他的救贖主是不死的。那
⾰革流巴呢?

⾰革流巴的信⼼心建立在眼⾒見見的情慾上
⾰革流巴的知識根源已經轉向⽽而錨定在拿撒勒勒⼈人耶穌⾝身上, 是進入神國的必要條件, 是出⿊黑暗入
光明的⾨門檻, 但這只是認識基督的基本動作, ⼀一個新⽣生命的開始⽽而已, 他那原有的固⾒見見依然黏著
在他⼼心裏。⾰革流巴的救贖觀還是認為耶穌就是那位上帝應許他們再次獨立建國的那⼀一位, ⾰革流
巴如此, ⾨門徒亦如此, 後者在基督升天之前追著他問:「主阿! 你復興以⾊色列列國就在這時候麼?」
(徒1:6) ⼈人這死硬與固執就是保羅說的堅固的營壘壘, 各樣的計謀, 以及⾃自⾼高之事等(林林後10:4,5), 
⽽而這些是⼈人攔阻⾃自⼰己認識上帝的最⼤大障礙。

⾰革流巴的信⼼心建立在眼⾒見見的情慾上
⾰革流巴接下去說的話更更顯出他雖信了了基督, 但那信⼼心卻是充滿情慾之信。⾰革流巴說:「再者, 我
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 她們清早到了了墳墓那裏, 不⾒見見他的⾝身體, 就回來來告訴我們, 說看
⾒見見了了天使顯現, 說他活了了; ⼜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 所遇⾒見見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 只是
沒有看⾒見見他。」⾰革流巴詳細敘述在耶穌空墳前發⽣生的事, 表⽰示這些事都是真的, 婦女與天使活
⽣生⽣生的對話是真的, ⾨門徒看到耶穌空墳也是真的。然, ⾰革流巴獨缺耶穌要抹⼤大拉的⾺馬利利亞轉告
⾨門徒的話, 因為他在那之前就已經離開了了⾨門徒聚集的地⽅方。

猶太⼈人是相信天使存在的⺠民族, 族中長老也常述說天使如何帶領他們的祖宗; ⾰革流巴知天使顯
現, 並說耶穌已復活, 但⾰革流巴卻還是不信耶穌已復活。為什什麼? 因為“復活”這樣的⼤大事, ⾰革流
巴要親眼看⾒見見, 他才會信。對任何⼈人來來說, 親眼看到復活的⼈人才信他是復活了了, 這是⼀一件合理理的
事, 然⽽而, 聖經卻將之歸之為情慾之信。我們千萬不可⼩小看這情慾之信, ⼈人這情慾之信的威⼒力力居
然⼤大過眾⼈人與天使屬天的⾒見見證, 保羅說情慾是可與聖靈相爭的(加5:17)。

知與信的結合
⾰革流巴可以鉅細彌遺地詳述早上發⽣生的事, 但⾰革流巴的經歷並沒有帶給他屬天的信⼼心。⾰革流巴
親耳聽到有關基督復活的⾒見見證, 他帶著這樣的⾒見見證離開⾨門徒, 若若基督不出現在⾰革流巴⾝身旁, 他則
以不信基督已復活的這個樣度其餘⽣生, 爾後任何⼈人再向他傳基督復活的事, 都無法改變他那情
慾之信的狀狀態。然, 基督親⾃自與⾰革流巴同⾏行行, 使他對基督冷冰冰的知識昇華⾄至活潑熱情的信⼼心; 
基督的出現使⾰革流巴立時從旁觀者轉為參參與者。這即告訴我們, 凡知基督, 且對基督產⽣生鮮活
信⼼心, 這知與信得以合⽽而為⼀一完全是出於基督的主權。

⾰革流巴信了了基督,  卻充滿著情慾之信, 我們豈豈不也是如此? 基督徒個個都知基督的死裏復活, 個
個都會說信耶穌得永⽣生, 但是禱告祈求主的時候還是要得到⼼心裏所要的才會真信。屬地的天然
⼈人常以⾃自⼰己的感官作為判事準則, 故不可能感知到屬靈的事。感官無法看到天堂, 無法看到將
來來要住的地⽅方, 無法看到我們在榮耀中頭戴冠冕; 這些都是具體事實, 但我們的情慾卻轄制我們
信之。

有⼈人聽於此便便問, 我們現在看不到基督, ⼜又如何去除我們的情慾之信? 答案是上帝的話。請注
意, 耶穌雖然⾝身在⾰革流巴旁, 但他直接告訴⾰革流巴說他是誰; ⾰革流巴並沒有“看”出來來他⾝身旁隨⾏行行
的這位陌⽣生⼈人是耶穌。⾰革流巴可以棄掉情慾之信, 重啟對基督的信⼼心, 重現對復活耶穌的熱情, 
完全是因耶穌對他說的話(道)。請聽使徒彼得的話, 他說:「8你們雖然沒有⾒見見過他, 卻是愛他,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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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雖不得看⾒見見, 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來、滿有榮光的⼤大喜樂;9並且, 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 就是
靈魂的救恩。」(彼前1:8,9)

⼀一些教訓
在還沒有進到耶穌對⾰革流巴說的話之前, 我們做總結。

我們無感於耶穌是拿撒勒勒⼈人
⾰革流巴對耶穌⾒見見證之深當是今⽇日基督徒的榜樣, 我們或可說出⾰革流巴說的這些話, 但瞭解的程
度卻如蜻蜓點⽔水, 膚淺空泛, 不深入, 不細緻。⾰革流巴認定耶穌是出⾝身卑卑微的拿撒勒勒⼈人, 他甚明
⽩白⽣生活在那座⼭山城的難處, 故對拿撒勒勒⼈人耶穌有很深的觸動。彼得和司提反傳道時三番兩兩次地
題“拿撒勒勒⼈人耶穌”的名(參參徒2:22; 3:6; 4:10; 6:14; 1-:38), 他們當然知道拿撒勒勒是怎樣的地⽅方, 
卻不以題這名為羞恥。

那, 我們呢? 我們認識耶穌的卑卑微僅侷限在他降⽣生在⾺馬槽裏, 對於耶穌在⽊木匠家裏成長過程之卑卑
微程度則毫無所感。基督徒本可藉⾺馬槽⽽而知督降世的卑卑微, 但教會卻將⾺馬槽美化了了, 以致於今
⽇日基督徒既不知基督⽣生在⾺馬槽的意義, 更更遑論知基督長在拿撒勒勒城的顯著性。現今教會世俗化
的結果是, 講台只講⼈人喜歡聽的信息, ⾄至於那些讓⼈人聽了了不悅的事, ⼀一概不提; 耶穌⽣生在臭氣熏
天的⾺馬槽, 長在卑卑賤的拿撒勒勒城, 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 也就被拋在教會講台核⼼心之外。

畢竟我們不是⽣生在那時代的⼈人, 體會拿撒勒勒的卑卑微實在有些難處, 然, 基督並不因此要求我們如
⾰革流巴那般的認識, 他對我們的要求是,「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 ⼈人⼦子在⾃自⼰己的榮耀裏, 並
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裏降臨臨的時候, 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路路9:26)

我們容易易輕看卑卑微者
由於我們無感於耶穌是卑卑微的拿撒勒勒⼈人, 所以容易易輕看卑卑微者。住⼤大都會的輕看偏鄉居⺠民, 平
地⼈人輕看原住⺠民, 台⼤大⼈人眼⾼高於頂, 台積電⼯工程師⼝口氣特別⼤大, 就連教會界也存在⼤大⼩小眼。神學
院畢業⽣生輕看沒有進神學院的講道者, 有會堂與會眾多的牧師輕看沒有會堂或會眾少的牧師, 
都會區的牧師輕看⼩小城市的牧師。基督徒在平常時隱藏著輕看他⼈人的本性, 只有在有事發⽣生時
才會將這輕看他⼈人的卑卑劣本性顯露出來來。

耶穌是拿撒勒勒⼈人, 他⽣生活在拿撒勒勒達30年年之久, 故耶穌深知什什麼叫做最⼩小的, 因此, 耶穌絕不允
許他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被輕看, 因為誰輕看弟兄中⼀一個最⼩小的等於輕看他。這樣, 我們就明⽩白
為什什麼基督在⾺馬太福⾳音25章三⼤大教訓中, 花了了極長的篇幅教導「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 並且以「這些(不作的)⼈人要往永刑裏去, 那些(作的)義⼈人要往永⽣生裏去」
作為教導的結語(參參太25:31-46)。

輕看弟兄者斷不能進天國
請注意, 耶穌初傳道時早已定下了了進天國的條件, 他說:「我告訴你們, 你們的義若若不勝於⽂文⼠士和
法利利賽⼈人的義, 斷不能進天國。」耶穌說了了這話後即說,「凡無緣無故地向弟兄動怒的, 難免受
審斷; 凡罵弟兄是拉加的, 難免公會的審斷; 凡罵弟兄是魔利利的, 難免地獄的火。」(太5:20,22) 
這後話很明⽩白地指出, 耶穌⼝口中之法利利賽⼈人的義養成了了他們輕看他⼈人的本性。

法利利賽⼈人是因讀了了聖經才成為耶穌⼝口中的法利利賽⼈人, 所以,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成為法利利賽⼈人的
可能, 成為輕看他⼈人的⼈人。⼀一⽅方⾯面, 基督徒必須讀通聖經, 因為「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於教
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3:16); 另⼀一⽅方⾯面, 我們⼜又因聖經知識的獲
得⽽而可能發展成法利利賽⼈人的義。那, 如何解決之? 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 接待信基督的⼩小⼦子, 不
輕看基督弟兄中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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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以為⾃自⼰己絕不會走上法利利賽⼈人的道路路, 要知道, 當我們按著聖經的教訓⽽而活, 必漸有勢
有財, 到那時, 我們輕看(⼩小⼦子)的罪性必狡猾的浮上檯⾯面。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經濟條件不佳, 屬
社會低下階層的基督徒, 教會, 尤其是華⼈人教會, 將怎麼看待這些⼈人? 他們實難進入教會與其他
基督徒同敬拜, 同聽道, 尤其是華⼈人教會。若若教會真有這麼⼀一群⼈人, 教會會不會進入教會

卑卑微者亦不信卑卑微的拿撒勒勒⼈人耶穌
福⾳音本不分猶太⼈人, 希利利尼⼈人, ⾃自主的, 為奴的, 男, 或女, 但基督徒信主後還是社會中的⼀一份⼦子, 
⽣生活在社會中, ⽽而社會⼀一定存在不同階層。那些處在社會下階的基督徒本可因信拿撒勒勒⼈人耶穌
⽽而安於他們的本份, 不需與其他⼈人比較, 但由於他們不知“拿撒勒勒⼈人耶穌”之意,  以致⼀一但受⼈人蠱
惑, 便便過著超過他們收入的⽣生活, 別⼈人有的, ⾃自⼰己也要有。靈恩派更更以“上帝是聽⼈人禱告的上帝”
為由, 讓無知的他們預購了了不能⽀支付的宅屋, ⾃自陷苦惱。

當保羅問從天上發⼤大光, 四⾯面照著他, 向他質問「掃羅! 掃羅! 你為甚麼逼迫我?」的這位是誰
時, 基督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勒⼈人耶穌。」(參參徒22:6-8) 坐寶座的耶穌既不以⾃自⼰己是拿
撒勒勒⼈人⽽而⾃自卑卑, 最⼩小的弟兄亦不得輕看⾃自⼰己。請問各位, ⼀一個卑卑微的基督徒不因⾃自⼰己的卑卑微⽽而
⾃自慚形穢, 反⽽而因此知拿撒勒勒⼈人耶穌卑卑微的意義, 與⼀一個不傳基督卻位居尊位的神職⼈人員, 那⼀一
個較能站立主的⾯面前, 蒙主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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