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 九⽉1⽇ 

基督復活的那⽇ (六⼗五) :  

主復活後第⼀次祝謝與擘餅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61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24:28-30節:「28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 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行, 29他們卻強留留他, 說:『時
候晚了了, ⽇日頭已經平⻄西了了, 請你同我們住下罷!』耶穌就進去, 要同他們住下。30到了了坐席的時候, 
耶穌拿起餅來來, 祝謝了了, 擘開, 遞給他們。」

俯視與仰視
我們對名⼈人所⾔言或寫的⽂文章總是以向上仰視的態度對待之, 但對於無名之輩說的話卻常以向下
俯視的態度對待之, 有時還會評論上幾句句, 以顯出⾃自⼰己比之⾼高端的⾝身份。⾰革流巴對待耶穌卻不
是這樣, 他根本不認識耶穌是誰, 對⾰革流巴⽽而⾔言, 耶穌就是個無名之輩, 但是, 當耶穌教導他先知
所記關於基督受害與進入榮耀的話時, ⾰革流巴並不俯視輕慢這位比他年年紀輕的晚輩所說的話。

⾰革流巴的典範⼀一: 先認道, 然後以道認⼈人
⾰革流巴展現出第⼀一個的典範就是, 先認道, 有了了道之後, 再以道認⼈人。今⽇日基督徒的⾏行行為卻不是
如此, ⼀一⽅方⾯面, 明明聽了了⼀一篇正道, 但發現與他既有的觀念念相衝突, 隨即棄絕不聽; 若若這篇道⼜又是
平凡之輩所講, 那更更是棄之如敝屣。

另⼀一⽅方⾯面, 今⽇日基督徒只認⼈人, 只認⾃自⼰己的牧師或⼼心儀的講員。基督徒美其名稱這⾏行行為叫做“順
服在上掌權者”, 然這看似忠⼼心之舉卻⼜又不是如⾨門徒那般地認耶穌為主。福⾳音書讓我們看到, ⾨門
徒⼼心中有疑難時立⾺馬起問耶穌, 如“對眾⼈人講話, 為甚麼⽤用比喻呢?”(參參太13:10) 當⾨門徒不明⽩白耶
穌之⽥田間稗⼦子的比喻時, 即請耶穌“把⽥田間稗⼦子的比喻, 講給我們聽。”(參參太13:36) ⾨門徒與耶穌
相處得極其⾃自然, 不知就問, 耶穌並未扼殺⾝身為⼀一個⼈人對不知與疑問求解答的⼼心。

教會扼殺⼈人求問的本能
然, 今⽇日教會完全沒有這等問答的空間, 基督徒根本不敢向牧師的講道提出任何疑問, 福⾳音派教
會如此, 靈恩派教會更更是如此。若若有基督徒真的提問了了, 甚⾄至點化牧師那段內容解釋不確時, 或
請牧師多講耶穌基督時, 立即進了了牧師的⿊黑名單中, 那⼈人難活難容於教會。

請問各位, 若若你的兒女在學習過程中從來來不提出任何問題, 你會不會擔⼼心他要不是極聰明, 就是
極愚笨? ⼀一個好學的⼈人必然是⼀一個好問之⼈人, 基督徒不好問聖經之道即表⽰示他對聖經沒有興
趣。但那些從來來不提問卻仍勤勤讀聖經的基督徒更更是危險, 當他們在沒有基督的道的教會聚會以
規範他的思想時, 必⾃自創⼀一個⾯面⾯面都說得通的系統, 他們⼝口中雖盡是聖經的話, 但整體論述卻是
漏洞洞百出。這樣的基督徒⾃自⾏行行築成的營壘壘已成氣候, 甚難改變, 故⼜又是最可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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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問, 我們對不知或對疑難發問的本能會不會因⾒見見了了主⾯面⽽而消失不⾒見見? 不會的, 因⼀一個被造者
怎可能完完全全如上帝⼀一樣的知, 故追求上帝的知將是永無⽌止盡的。保羅說:「我們現在所知道
的有限, 先知所講的也有限。...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 糢糊不清(如同猜謎), 到那時就要
⾯面對⾯面了了;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林林前13:9,12) 我們現
在“所知道的”乃是靠好學與好問⽽而得, 到那時的“全知道”也必須靠好學與好問⽽而得。

主知道我
我認為保羅這⾔言最得安慰, 但⼜又是最可怕的⼀一句句話是「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我們在主⾯面前都
是⾚赤露敞開的; 這句句話的安慰之處在於, 主知道我們這個⼈人(因好學好問)所知道的有限程度, 最
可怕之處在於, 主知道我們這個⼈人不好學好問的無知程度。所以, 基督徒不敢提問的⽣生命態度, 
膽怯⽽而深怕觸怒牧師, 那麼, 與主⾯面對⾯面時, 將如何?  坐寶座的基督說第⼆二次的死包括那些膽怯
的(啟21:8), 這就是我對今⽇日基督徒最困惑的地⽅方, 完全不在乎這麼嚴厲的話。教會⽣生活是天上
⽣生活的預嚐, 若若在世時養成沒有好學好問的⽣生命態度, 那麼在天上只能成為⼀一尊不說話的像, 且
是永遠不說話的像。請問, 這樣的⼈人活在天上會喜樂嗎?

今⽇日教會既然沒有提問關乎⽣生命之道的氛圍空間, 但⼜又要有教會⽣生活, 所以只有靠情感來來維繫
之。⼈人們⼝口中所謂基督徒的好, 基督徒⼼心⽬目中認為合宜的教會, 就僅在關懷層次上; ⼈人來來到教會
不是因著基督的道, ⽽而是⾃自⼰己的情緒被接納, 教會已失去她存在的基礎,「你們要被建造在使徒
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弗2:20)

⾰革流巴的典範⼆二: 強留留耶穌
⾰革流巴因認道在先, 故當耶穌試煉他時, 他便便游刃有餘, 耶穌這時的試煉動作是「好像還要往前
⾏行行」。⾰革流巴在此展現出第⼆二個的典範就是, 以「強留留」的態度來來回應耶穌的試煉。上回已強
調“強留留”是基督徒對主基督當有的態度, 今⽇日再重申之。基督徒若若不強留留基督, 他連⼀一個社會地
位低下的寡婦都不如; 基督徒若若不強留留基督, 他乃顯出他⼼心中的基督不如⼀一個道德低落落的官, 不
相信他說的話。

我們基督徒需認知到復活的主必試煉凡屬他的⼈人, 且認知到主試煉的動機是良善的, 可使我們
的⼼心思向上, 更更認識他。我們從基督試煉⾰革流巴的動作來來看, 基督⾏行行教導在前, 吃飯交流在後, 
所以, 基督必與屬他的⼈人全然的相交。基督當然知道試煉的結果, 篤定且不遲疑, 然對受試煉者
⽽而⾔言, 卻是他⽣生命轉折的契機。⾰革流巴事後回想這裏的點滴, ⼼心中必充滿對主無限的感恩。

第30節
今天我們繼續講第30節。基督復活後有五個第⼀一次皆在這節聖經中, 第⼀一次顯在(多於2位)眾⼈人
⾯面前, 第⼀一次坐席⽤用餐, 第⼀一次拿餅祝謝, 第⼀一次擘餅, 以及第⼀一次分餅等。

基督與⾰革流巴的遭逢給了了我們⼀一幅⼜又⼀一幅⽣生動的圖畫: 基督願意與⾰革流巴同⾏行行, 基督願意向⾰革
流巴發問(耶路路撒冷剛剛發⽣生的事), 基督願意聽⾰革流巴的回述, 基督願意教導⾰革流巴先知說的
話, 基督願意被⾰革流巴強留留進村, 基督願意進到⾰革流巴家中, 基督願意與⾰革流巴同桌吃飯, 最後, 
基督願意拿起餅來來, 祝謝了了, 擘開, 遞給⾰革流巴他們。基督的擘餅是基督與⾰革流巴的遭逢⾼高潮中
的⾼高潮, 主在此擘餅呈現的意義奠定了了教會擘餅的礎⽯石。

基督復活後第⼀一次坐席⽤用餐
耶穌復活後第⼀一次坐席⽤用餐不是與他揀選的11⾨門徒⼀一起, 不是在耶路路撒冷⾨門徒聚集處, ⽽而是在
⾰革流巴家中, 這是⼀一個普通百姓的家。要知道, 耶穌這時的⾝身份已與傳道時不同, 他現在是無比
榮耀尊貴、實實在在的救贖主, ⾝身上沒有⼀一點朽壞成份。這已經告訴我們, 救贖主非常樂於與
⼩小弟兄們⼀一起⽤用餐吃飯, 即便便是默默無聞的⼩小弟兄, ⽽而這些⼩小弟兄是沒法給他任何好處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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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普通⼈人難得與有地位的⼈人⼀一起吃飯, 若若有, 還必須早早約好, 但我們卻可以與⼿手握天上與地上
⼀一切權柄的主同桌吃飯, 這等尊榮與驕傲乃超過與世上君王⼀一起⽤用餐⽽而得的尊榮。然請問⼤大
家, 我們樂意與主同桌吃飯嗎? 主的樂意是不是我們的樂意呢? 

基督樂於與⼩小弟兄們⼀一起⽤用餐吃飯給予我們的啟發是直接的, ⼀一⽅方⾯面, ⼩小⼦子們不可妄⾃自菲薄, 因
為主耶穌要⼩小⼦子們與他同桌吃飯, 另⼀一⽅方⾯面, 教會當善待⼩小⼦子們, 將“基督這樣受害, ⼜又進入他的
榮耀”講給⼩小⼦子們聽, 好讓⼩小⼦子們有與耶穌同桌吃飯的⽣生命。

耶穌拿起餅來來
耶穌做客於⾰革流巴家, 即便便⾰革流巴禮遇耶穌請其坐上位, 但其⾝身份依舊是客。耶穌⽤用餐時並不
是被動靜息的, 當⼤大家坐定後, 耶穌即「拿起餅來來, 祝謝了了, 擘開, 遞給他們。」⾰革流巴和在座的
其他⼈人不會因耶穌擘餅⽽而覺得被侵犯, 因為他們看到這位作客者不是⼀一個普通⼈人, ⽽而是⼀一位⾼高
貴聖潔者。不知耶穌是誰的⼈人必認為他喧賓奪主, 在主⼈人⾯面前做了了⼀一個不禮貌的舉動, 然, 對我
們已知耶穌是誰的⼈人來來說, 這是復活的主對他的⾨門徒必要的舉動。

問, 耶穌為什什麼⼀一定要祝謝擘餅? 這裏傳遞的信息是什什麼? 

基督復活後第⼀一次祝謝
耶穌在此的祝謝是他復活後第⼀一次在⼤大眾⾯面前的舉動, 這與他在⼗十字架上於⼤大眾⾯面前喊著說“我
的上帝! 我的上帝! 為甚麼離棄我?” 形成強烈的對比, ⼀一個顯明上帝完全的接納, 另⼀一個顯明上
帝完全的離棄; 耶穌這祝謝的意義是非凡的。

從完全的離棄到完全的接納中間, 耶穌經歷了了死與復活的過程, 這也告訴我們, 我們與上帝為敵, 
被上帝離棄, 到被⽗父上帝接納也必須經過死與復活的歷程。耶穌對⾨門徒說:「若若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來跟從我。」(路路9:23; 太16:24; 可8:24) 我們的⼰己是與上帝為敵
的, ⾃自⼰己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這個⼰己是不願意服在基督之下, 故我們的⼰己必須死; ⼀一個不死
的⼰己絕無法得著復活的⽣生命, 也就無法被上帝接納。

在此順便便題⼀一件事, 耶穌之捨⼰己命令只寫在符類福⾳音中, 讀完符類福⾳音後才能進入約翰福⾳音, 故
唯捨⼰己的基督徒才能明⽩白約翰福⾳音書, 因為唯有這樣捨⼰己的基督徒敬拜基督乃是以上帝之尊與
之名來來敬拜他。

基督復活後第⼀一次擘餅
基督在⾰革流巴家的擘餅是他復活後的第⼀一次擘餅, 因此擘餅的意義, ⽬目的, 果效等必須以此為
本。耶穌本可以⽤用⼝口訓的⽅方式將⾃自⼰己表明出來來, 但他卻以擘餅動作為之, 這就表⽰示擘餅尚有其
他意義是我們不可忽視的。
(1) 基督親為擘餅, 故擘餅是獨屬基督教的, 這是我們每⼀一次領聖餐時必須要意識到的事。基督
徒在接受擘餅之時當有擘餅的知識, 不得處在真空無知的狀狀態中, 不得⾏行行禮如儀地接之, 吃
之。

(2) 基督復活後的第⼀一次以榮耀聖潔主的⾝身份在⾨門徒⾯面前擘餅, 這與最後晚餐時的擘餅⼤大⼤大不
同。最後晚餐時, 耶穌尚有罪⾝身的形狀狀, 且耶穌允許屬魔⿁鬼的猶⼤大與他同席, 但耶穌死裏復
活後, 坐席的⼈人都必須是蒙他潔淨之⼈人。

(3) 復活的基督在⾰革流巴家擘餅的意義⾸首重潔淨。加爾⽂文說:「教會在乎純潔, 不在乎⼈人數。」
⾰革流巴與其他⼈人尚不認出耶穌來來, 即他們乃處在不聖潔的狀狀態中, 因「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
我。」(約16:9) 故耶穌必須開啟他們的⼼心眼, 認識到他的死裏復活。主永不污穢的本性使
與之交通的⼈人必須是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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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督當潔淨與他同桌吃飯的⼈人的⼼心與意識, 這些⼈人必須知他, 與他同⼼心; 同桌吃飯最基本的
原則本如此, 同⼼心知基督。這基本的事卻是在教會中最被忽略略的事, ⼤大家雖可在⼀一起吃飯, 
但不⼀一定與基督同⼼心, 彼此之間為了了爭名也不同⼼心, 教會擘餅的底線只好是受洗的可領聖
餐, 不管是否彼此同⼼心。

(5) 基督在⾰革流巴家中擘餅, 在法律律上, 這家不是他的家, 但在屬靈上卻是屬他的; 凡⾨門徒聚集的
任何場合都是屬基督的, 主耶穌基督必須在其中居⾸首位。基督徒聚會皆謂奉主名, ⼿手中拿的
是聖經, 分享的是聖經經⽂文, ⽽而聖經乃為基督做⾒見見證, 聚會結束前禱告皆是“奉主耶穌的名”, 
故基督徒聚會時, 這⼀一切的種種皆指出聚會的主⾓角必須是基督, 即便便兩兩三⼈人聚會亦然。然, 
教會或基督徒聚會真是這樣嗎? 非也。我發現⼈人數越多的教會或講座, 越是聽不到基督的
名, 聽到的都是神; 我同時也發現到, 不同教會的基督徒同在⼀一起聚會分享的最⼤大的公約數
是“神”, ⽽而不是基督。

(6) 基督乃是在“家中”擘餅, 這是⼀一般平信徒的家, 故我們不能以純宗教儀式來來看待教會的擘餅; 
也就是說, 擘餅的意涵超越擘餅的儀式禮。基督徒在教會擘餅時的⼼心情有種強烈的宗教感, 
儀禮的本⾝身亦附有強烈的宗教肅穆氣氛, 但這種情感有時已經覆蓋了了擘餅本有的意義。基
督徒也不要以為在有規模的教會, 或在有名望的牧師領引下就必較尊榮, 有效, 有⾯面⼦子。

(7) 基督在普通信徒家裏⽽而不是在有形的會堂裏擘餅, 且所⽤用的餅材是信徒平常食⽤用的材料, 這
再次強調擘餅的核⼼心重點在於⼈人甚於儀禮, 這些⼈人必須認識“基督必須受害, ⼜又進入他的榮
耀”。因此, 教會擘餅是所有基督徒的權利利, 不得因社會地位的⾼高低⽽而有不⼀一樣的對待, 不⼀一
樣的⼼心思, 謂誰比誰更更配得吃餅。

(8) 耶穌需擘餅才使⾰革流巴他們的眼睛明亮起來來, ⽽而認出他來來。⾰革流巴先前已有了了“基督這樣受
害, ⼜又進入他的榮耀基督”的屬靈知識, 但這還不⾜足以與基督產⽣生⼀一對⼀一的關係, 主耶穌若若不
做擘餅動作, 就沒有⼈人可與基督有⽣生命上的連結。從耶穌解釋聖經關乎他的話, 使⼈人具屬靈
知識, 再提升到可認出主來來, 其中每⼀一環節皆需要主親⾃自的引導。主基督⾏行行事完全是出於他
的喜悅。

(9) 耶穌擘餅完之後還分餅, 這意謂著他必餵飽這些與他同桌的⼈人, 這分餅吃飽不是如五餅⼆二⿂魚
神蹟般滿⾜足在⾝身體⽅方⾯面的缺乏, ⽽而是在認識基督⽅方⾯面屬靈上的滿⾜足; 五餅⼆二⿂魚神蹟只飽⾜足⼀一
餐, 但基督的分餅卻可以是⽇日⽇日皆飽⾜足。主禱⽂文之“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屬靈意
義即在此, 晝夜思想上帝的律律法(即聖經), 有福的事實意在此。

(10)⾰革流巴與在座的其他⼈人都接受耶穌的分餅, 這表⽰示每個⼈人都願意在這餅上有份, 都願意與基
督同⼼心, 且願意彼此同⼼心。這也告訴我們, 基督徒接受擘出來來的餅就不是他個⼈人的事, ⽽而與
教會有關, 與其他基督徒有關。保羅說:「16我們所祝福的杯, 豈豈不是同領基督的⾎血麼﹖我們
所擘開的餅, 豈豈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17我們雖多, 仍是⼀一個餅, ⼀一個⾝身體, 因為我們都是
分受這⼀一個餅。」(林林前10:16,17) 

(11)擘餅是獨屬基督教的, 主基督擘餅, 教會牧師代表基督擘餅, 因此, 牧師有責任使接受餅的基
督徒與基督同⼼心, 且彼此同⼼心。但話⼜又說回來來, 牧師平常主⽇日信息中沒有基督, 在擘餅時⼜又
怎能與基督同⼼心? ⼜又那能使信徒與基督同⼼心? 對這樣的牧師⽽而⾔言, 擘餅不過是教會的儀式之
⼀一。 

榮耀聖潔的耶穌進到⾰革流巴家中並未將⾃自⼰己與他們隔離起來來, 他在⼀一處, 他們在另⼀一處, ⽽而是與
他們⼀一同坐席⽤用餐, 這告訴我們, 耶穌此時的擘餅祝謝除了了有潔淨的意思之外, 他乃是將同桌的
⼈人看為⾃自⼰己的家⼈人, 耶穌願與他們同桌吃飯的熱切甚於他們接待他的熱誠。啟⽰示錄3:20節說:
「看哪, 我站在⾨門外叩⾨門, 若若有聽⾒見見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裡去, 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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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得勝的, 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了勝, 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
凡找到耶穌的⼈人必可感受到耶穌是多麼地願意與我們同席, 也將發現以前沒有察覺到親切感。

有了了聖經知識的我們當⾃自問, 願意與基督同桌吃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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