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 九⽉22⽇ 

基督復活的那⽇ (六⼗七) :  

⾰流巴的⽕熱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8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24:30-32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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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他們的眼

睛明亮了了, 這纔認出他來來, 忽然耶穌不⾒見見了了。32他們彼此說:『在路路上, 他和我們說話, 給我們講
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心豈豈不是火熱的麼?』」

前⾔言
藥界有⼀一句句話叫“from bench to bedside”, ⼀一粒藥從實驗室長桌邊的發想到可站在病床邊給病
⼈人服下, 平均時間是10到15年年; 相較之下, ⼀一個道學碩⼠士(Master of Divinity)的修業年年限是三年年, 
這⼈人畢業後可上講台講道。醫治靈魂疾病的預備時間居然比醫治⾝身體疾病的時間少上許多, 這
是教會根本性的問題, 傳道⼈人太早成為傳道⼈人。

當⼀一個基督徒進了了神學院修習課程, 無論是修得學位或是進修⽣生, ⾃自離開神學院那⼀一刻起, 他立
即成為⼀一隻孤⿃鳥, 講章有誤或講道未著重點均得不到更更正受教的機會。請問, 有誰“敢”更更正傳道
⼈人, 說他講得不好, 重點不清呢? 有誰“敢”直接請傳道⼈人多講耶穌基督呢? 我甚注意新成立教會
的講道內容, 發現關乎主耶穌基督的信息少得可憐, 講到上帝時還是以祂的恩典與慈愛為主。

我個⼈人認為神學院學⽣生畢業後應該到⼀一個不認識他, 或不知道他有神學學位的教會, 以⼀一個平
信徒的⾝身份聚會, 將所得的訓練確實地實踐在教會當中, 如此才能⼀一⽣生傳揚主, ⾄至死不渝。神學
院畢業⽣生要成為⼀一個堅固者則必須被⼩小⼦子們認可, 他的⼝口(說的話)才會有(他⼈人的)耳願意聽之。

請⼤大家不要⼩小看主⽇日, ⼀一個主⽇日看起來來好像諸主⽇日的⼀一次⽽而已, 但講道信息⼀一旦錯誤, 講道者⼀一
旦決定不講耶穌基督, 那主⽇日就與永恆沒有關係。主耶穌基督說:「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梅戛; 我
是⾸首先的, 我是末後的; 我是初, 我是終。」(啟22:13; 亦參參1:8a,17b) 阿拉法與俄梅梅戛分別是希
利利尼字⺟母⾸首末的⼆二個字(啟1:8b), 阿拉法代表時間的起初,「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在主造化的
起頭, 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 就有了了我」(箴8:22), 俄梅梅戛代表時間的末了了。

時間起初的阿拉法與時間末了了的俄梅梅戛連成的⼀一條直線就是⼈人類歷史的長度, 當基督說“我是阿
拉法, 我是俄梅梅戛”時, 這個“我是”即表⽰示時間的起初與時間的末了了是⼀一個點。我們將⼈人類歷史
這條長線彎起來來, 把兩兩端聚成⼀一點, 這樣, ⼈人類歷史就如同⼀一個⼤大圓, 由於基督是主上帝(啟
1:8a), ⽽而上帝沒有時間因⼦子, 是⼀一條無限的長線, 將這無限長的長線與⼈人類歷史的⼤大圓碰在⼀一
起, 那唯⼀一的接觸點就是耶穌基督。所以, 主⽇日若若沒有基督, 就與永恆脫離。有⼈人以為主⽇日提上
帝的名就沒有問題, 事實上, 我們與上帝之間存在⼀一個我們跨不過去, 上帝也跨不來來的鴻溝, 這
鴻溝就是罪; 若若沒有中保基督, 主⽇日即便便宣揚上帝的美德, 還是與我們無益。主⽇日崇拜如此, 任
何型式的基督徒聚會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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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主的基督徒失去救恩的不可能性
⾝身為⼀一個基督徒真希望可以發⽣生以下以王羲之為榜樣的事。在地⽅方上招聚42位牧師, 或有萬千
⼈人教會選上42個會眾, 以曲⽔水流觴的⽅方式驗證⾃自⼰己對基督的信仰。⽻羽觴中盛的是葡萄酒, 接到
⽻羽觴的牧師或會眾, 可立即起⾝身, 清楚地⾒見見證基督, 講明他的⼗十架與復活。若若每個地⽅方的42位牧
師或會眾都能做到這點, 必不擔⼼心第⼀一世紀教⽗父坡旅甲的警語,「凡不承認耶穌基督是成了了⾁肉⾝身
來來的就是反對基督的, 凡不認⼗十字架的就是屬魔⿁鬼的; 凡歪曲主的訓⾔言⽽而放縱他的私慾, 說沒有
復活和審判的乃是撒但的長⼦子。」(Polycarpus, 69-155)

基督教季刊或網路路⽂文中總不時地出現“基督徒會失去救恩否?”之問, 基督徒成長過程中看到⾃自⼰己
的表現, 也不時地問⾃自⼰己這個問題。當我們有這疑慮時, ⼀一兩兩句句話的安慰, 如“⼀一次得救, 永遠得
救”, “主的愛永不改變”等等, 都不能移除之, 這些話也無法鞏固那脆弱的信⼼心; 藉由外在之殷勤勤
服事並順服教會的作為, 也不能減緩失去救恩與否的懷疑強度。基督徒再看到猶⼤大跟隨主到最
後⼀一夜, 終究還是失去救恩, 更更是以為⾃自⼰己的救恩並非如基督說的那般堅穩, 即便便主耶穌明說,
「差我來來者的意思就是, 祂所賜給我的, 叫我⼀一個也不失落落, 在末⽇日卻叫他復活。」(約6:39) 

當基督徒對⾃自⼰己得救的不確定, ⼼心慌可能失去救恩時, 最討厭聽到的話是, “你不要想太多, 你只
要信就好了了”, “來來! 我們⼀一起禱告, 懇求上帝施恩”, “”等, 因為⼼心中明明有疑難, 安慰的⼈人卻讓⼈人忽
視之, 豈豈不令我們氣憤。今⽇日教會已發展到不敢引導⼈人, 不知如何引導⼈人, 也不願引導⼈人的氛圍; 
牧師講道的⼼心態僅要聽者“參參考”他講道內容, ⽽而不是要求聽者⼀一定要聽進之, 即便便改⾰革宗牧師的
態度亦是如此, 因為他們深怕被標上“意識形態灌輸”的標籤, 也深怕會眾不悅⽽而離去。但請問各
位, 主耶穌講道是給⼈人參參考他的教訓, 還是要⼈人聽呢? ⾃自認是基督僕⼈人應該好好思想這事。

論及失去救恩, ⾰革流巴給了了我們無比的安慰, 因為⾰革流巴理理當是最有可能的那⼀一位, 因他離開了了
耶路路撒冷⾨門徒聚集處。然, 主耶穌親⾃自找了了他, ⼀一步⼀一步地帶領著他, 直到⾰革流巴認出他來來, 這
就印證了了耶穌⾃自⼰己說的“⼀一個也不失落落”的應許。

我們眼睛看到的聖經中⼼心⼈人物, 除了了主耶穌之外, 就是⼤大衛, 保羅, 約翰, 彼得等, 看完之後的反
應就是望其項背, 根本無法與他們相比。但⾰革流巴不同, 我們看到耶穌對這⼩小弟兄下的⼯工夫如
此之深, 也並深信主以同樣的⼒力力度他引導我們這些⼩小弟兄歸向他。我再強調上週說的, 當耶穌
⼀一旦引導屬他的⼈人, 他必⼀一波接著⼀一波帶領這個⼈人, 不停息地、更更深地領受到認識他的恩典。
耶穌賜我們恩典絕不是單單⼀一波, ⽽而是眾波, ⼀一個接著⼀一個,  永不間斷, 且越來來越深刻; 但反過
來來說, 沒有第⼀一波的恩典也就沒有第⼆二波恩典的可能。

耶穌如何引導⾰革流巴, 他也照樣⽤用同樣的⽅方式引導我們, 耶穌⽤用先知凡指著他的話引導⾰革流巴, 
同樣地, 主亦⽤用聖經凡指著他的話來來引導我們, 尤其是他⾃自⼰己親⼝口說的話。因此, 若若教會忠實的
為基督做⾒見見證, 會眾不應該會有“失去救恩否?”的疑慮; 反之, 若若教會不為基督做⾒見見證, 不僅會眾
對失去救恩產⽣生疑慮, 就連傳道⼈人也⾃自陷這泥沼中。

第32節: 他們彼此說, 在路路上, 他和我們說話, 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
的⼼心豈豈不是火熱的麼?
欣喜和安定的⾰革流巴
當主耶穌使⾰革流巴他們認出他來來之後, 主隨即離他們⽽而去, 當⾰革流巴看到耶穌不在現場之後的
反應實在與常⼈人⼤大不同。當你愛的⼈人不在你⾝身邊, 你的反應豈豈不是⽣生發想念念之情, 或悲傷, 或痛
苦, 但⾰革流巴與在座的其他⼈人發現耶穌不⾒見見了了, 他們的⼼心情居然極為平靜, 甚⾄至未做出衝出屋外, 
意圖尋找耶穌的動作來來。這即告訴我們, 主的顯現給了了他們不僅極⼤大的欣喜, 同時給他們極⼤大
的安定⼒力力量量; 主的顯現即便便是短暫的, 安定的果效卻是強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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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行傳八章26-40節記腓利利與埃提阿伯太監的事, 當腓利利傳福⾳音給這太監並給他施洗之後, 第
39節寫著「(太監)從⽔水裏上來來, 主的靈把腓利利提了了去, 太監也不再⾒見見他了了, 就歡歡喜喜的走
路路。」太監的歡喜從何⽽而來來? 從腓利利所傳福⾳音的道⽽而來來, 當太監接受基督福⾳音, 即便便腓利利離他⽽而
去, 他依然是歡歡喜喜的。當我們早晨讀經⽽而遇⾒見見主時, 那天必是喜樂充滿於⼼心的⼀一天。

耶穌在最後晚餐時說:「我留留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
的,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約14:27) 我們的⼼心靈只有在平安的狀狀態之下才得以長
⼤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量(弗4:13b)。⼀一個整天懷疑⾃自⼰己是否失去救恩的⼈人乃處在不平安的
狀狀態中, 他的不平安更更是不能平安地查考聖經。⼀一個⼼心靈不定的⼈人就像⼀一個⼩小孩⼦子, ⽽而保羅要
我們不再作⼩小孩⼦子(弗4:14)。⼩小孩⼦子的性情極為浮動, 我們只要到賣場, 餐廳, 或百貨公司走⼀一
趟就知道這事實, 常看到⼩小孩⼦子不安分的動來來動去, 跑來來跑去。敬拜隨詩歌碰碰跳跳, 美其名挑
旺情緒, 但請問, 有誰可⼀一直保持在亢奮中? ⼀一個被煽動起來來的情緒可以靜下⼼心來來聽道嗎?

甜蜜的回憶
耶穌之離去對⾰革流巴和他同伴產⽣生了了⼀一個立即性的果效, 就是他們開始回憶起下午在路路上發⽣生
的事, 因⽽而彼此說:「在路路上, 他和我們說話, 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心豈豈不是火熱的
麼?」耶穌離去的動作不僅有解惑的功能, 使⾰革流巴明⽩白了了為何聽到這位隨⾏行行者講解聖經時, ⼼心
會如此火熱, 還有穩定的功能, 使⾰革流巴和他同伴知道⾃自⼰己雖在地, 卻是屬天的, 天地交會正發
⽣生在他們⾝身上, 那時刻正是他們聽得經上指著主耶穌的話之時。唯主耶穌可使⼈人有這般火熱的
⼼心, 主說的話必有功效, 這是連天使都沒有的能⼒力力。

靈火
基督徒都清楚彼得的「主阿! 你有永⽣生之道, 我們還歸從誰呢?」(約6:68) 但是不太熟悉⾰革流巴
說的這句句,「我們的⼼心豈豈不是火熱的麼?」“火熱的”英譯是“火燒(on burning)”, 因基督說:「我對
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約6:53b) 所以, ⾰革流巴的⼼心的火熱就是靈火, 是真實的, 屬
天的, 被基督認可的, 被聖靈印證的。基督是道(Word), 上帝的道, 若若這道不⽌止息地賜給⾰革流巴, 
⾰革流巴⼼心火熱的情形將持續下去, 基督講多久, ⾰革流巴的火熱也會有那麼久, 這是⼼心靈與⼼心靈的
相對。

題到“火熱”, 這是今⽇日那些反對靈恩派的基督徒最不敢碰觸的事, 深怕⾃自⼰己被歸類成靈恩派無基
督⼗十架真理理知識的火熱當中。然, ⼀一個基督徒對耶穌和使徒與先知所記關乎他受害, 並進入榮
耀的事, ⼼心中沒有火熱, 豈豈不怪乎! ⾰革流巴火熱的⼼心是基督帶動起來來的, 為的是去除他對基督沒
有復活之錯誤。靈恩派將他們火熱的⼼心歸之於聖靈⼯工作的果效, 這是妄稱, 因為他們的信息沒
有基督。

靈明的⼼心
⾰革流巴題到“我們的⼼心”, 這意謂著他的⼼心乃處在靈明的狀狀態, 這是可接受基督說的話的基本條
件。基督徒在靈明的狀狀態中必認真聽論關乎基督的事, ⼀一則是關乎從摩⻄西和眾先知起, 到新約
卷書, 凡指著基督必須受害, ⼜又進入榮耀的事; 另⼀一則是關乎祂是創造主的事。請⼤大家讀箴⾔言第
八章1-6與第12節:「1智慧豈豈不呼叫? 聰明豈豈不發聲?2她在道旁⾼高處的頂上, 在⼗十字路路⼝口站立。3

在城⾨門旁, 在城⾨門⼝口, 在城⾨門洞洞, ⼤大聲說:『4眾⼈人哪! 我呼叫你們, 我向世⼈人發聲,5說:『愚蒙⼈人哪! 
你們要會悟靈明; 愚昧⼈人哪! 你們當⼼心裡明⽩白。6你們當聽, 因我要說極美的話, 我張嘴要論正直
的事。』...12我智慧以靈明為居所, ⼜又尋得知識和謀略略。」

⼀一個靈明的基督徒不可能將⾃自⼰己放空, 神智模糊, 情緒亢奮, 喃喃⾃自語, ⾏行行為舉⽌止不正常。我猶
記得初信階段在台北靈糧堂聚會的時候, 有⼀一回團契聚會要我們練習靈恩的舌⾳音, 我坐在椅⼦子
上, 眼睛閉著, 舌頭可隨意地上下擺動, 那時有⼀一個資深基督徒站在我⾝身後, 將他的⼿手放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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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上, 我還記得那時的感覺是空的。現在回想起來來, 當時處境真是危險, 這就是我非常憎惡惡靈
恩派教會的原因, 蹂躪我初信的真誠。凡使會眾失了了靈明的聚會絕對不是基督同在的聚會, 當
教會聚會允許這樣情事發⽣生, 已是萬劫不復, 走不回來來了了; 凡⾼高喊這聚會有聖靈同在的⼈人正在妄
稱上帝的名。

火
說到“火”, 火焰是向上竄燒的, 任何物件落落在熊熊的火燄上必被焚燒⽽而向上⾶飛去。施洗約翰⾒見見證
基督, 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叫你們悔悔改, 但那在我以後來來的, 能⼒力力比我更更⼤大, 我就是給他
提鞋也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太3:11) 按耶穌在⾰革流巴⾝身上的作為來來看, “聖靈
與火給你們施洗”之意就是潔淨⼀一個屬主的⼈人, 使之拒絕那些對主錯誤認識的污穢邪說, 以聖潔
之姿站在上帝⾯面前。

若若有⼈人反對這解釋⽽而認為我們不該限制聖靈的⼯工作, 那他則⼀一⽅方⾯面必須提出⾃自⼰己的意⾒見見, 另⼀一
⽅方⾯面必須對主交代, 為何他認為的聖靈的⼯工作與主無關。事實顯明, 今⽇日⾼高舉聖靈⼯工作的聚會
皆在刺刺激⼈人的感官情緒, 使之有歡愉之感, 參參與者顯出無比的火熱與興旺福⾳音的興奮感, 但聚會
卻沒有基督, 更更是沒有基督的⾎血。

有基督⽤用火施洗的⼈人必然思念念天上的事, 我們將來來站立在主耶穌⾯面前時, ⼼心必定是火熱的, 且是
⼀一直火熱的, 因為我們可以⼀一直不斷地接受基督純淨的⾔言語。聽得屬天的⾔言語與屬地的⾔言語在
狀狀態上有不同的反應, 前者聽久了了並不會感到累, 時間似乎是不存在的素, 後者則有厭倦感。若若
我們在地上聽得基督的教訓, 坐不住, 耳朵發沉⽽而無法豎立, 無火熱之⼼心, 那將來來在天上聽基督
的⾔言語將痛苦萬分。

火熱的反⾯面

希奇基督的教訓
耶穌傳道時向多⼈人說話, ⾺馬可記:「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 因為他教訓他們, 正像有權柄的⼈人, 不
像⽂文⼠士。」(可1:22) 希奇不是火熱, 希奇表⽰示猶太眾⼈人聽耶穌講解舊約聖經的獨到處, 是他們從
未聽過的, 是⽂文⼠士從未講過的; 猶太⼈人這種希奇感發展到最⾼高層次僅尊敬耶穌是個良善的夫⼦子
⽽而⼰己, 誠如少年年官稱耶穌是“良善的夫⼦子”, 

或可癡狂地跟隨耶穌, 到提比哩亞海海, 到⼭山上, 誠如五餅⼆二⿂魚群眾。但是, 這些⼈人的⼼心卻不是火
熱的⼼心。當耶穌要球少年年官變賣他的所有分給窮⼈人, 且還要來來跟從他時, 他就憂憂愁愁的走了了
(太19:22); 當耶穌要求五餅⼆二⿂魚的群眾要喫他的⾁肉, 喝他的⾎血時, 全都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行(約
6:66)。

耶穌指出這些希奇他教訓的⼈人的特徵是:「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找我, 並不是因⾒見見了了神
蹟, 乃是因喫餅得飽。」(約6:26) 耶穌這句句話甚是奇特, 這五千⼈人明明是因肚⼦子餓, 在⼭山上買不
得餅, 耶穌⾏行行了了五餅⼆二⿂魚神蹟將他們餵飽了了後,  他們才找他, 耶穌怎麼說他們找他的主因不是神
蹟, ⽽而是喫飽之故? 我們將這五千⼈人的火熱與⾰革流巴的火熱比較之後, 便便知其中答案, 兩兩者同是
跟隨耶穌, 但⼀一個是滿⾜足屬地的⽣生命, 另⼀一個則是滿⾜足屬天的⽣生命; 五千⼈人的火熱是屬地的, ⾰革
流巴的火熱是屬天的。這些希奇耶穌教訓, 屬地型火熱的眾⼈人, 最後是火熱地在彼拉多⾯面前喊
著說:「把他釘⼗十字架」(太27:22,23)。

接受歸正系統神學的必分屬天的火熱與屬地的火熱。唐牧師曾經指出參參加他聚會的⼈人, 有的是
為了了回到⾃自⼰己教會有材料可以教導別⼈人; 有些⾼高級知識份⼦子認可歸正神學也在於她的⾼高尚程
度, 這樣的⼈人之火熱是屬地的。當我要求這樣的會眾要信入時, 個個皆離教會⽽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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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因希奇基督(教)的教訓⽽而成為基督徒, 還是因為⾃自⼰己背道的靈因基督的教訓⽽而轉為順道
的火熱? 許多基督徒聽到歸正信仰信息皆感震撼, 但是越聽越覺得不再新鮮, 且被要求當走上這
條歸正道路路上時, ⼀一個⼀一個皆割席斷袍, 無情地退去。唐崇榮牧師開始講解希伯來來書時, 前幾週
參參加的⼈人數爆堂, 但前三章講了了兩兩個⽉月之後, 原來來參參加的⼈人卻慢慢退去,  不來來了了。這就是“希奇”
的實例例。台北基督徒在希奇的⼼心態之下, 聽了了⼗十幾年年唐牧師的道, 還是呈故我態。 

受今⽇日科學與科技之惠的基督徒必須認真思考這件事, 因為科學的向前發展乃因⼈人對未知的好
奇與對於新科技的嚮往⽽而向前滾動; 教會每週不同講員的後遺症就是使會眾產⽣生對講員要講什什
麼的好奇, 若若這些好奇⼼心不服在基督的主權之下, ⼼心必發展到不捨⼰己的地步。

因此,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耶穌的話定⼈人死, 也定⼈人活, 中間沒有灰⾊色地帶, , 其中的分野在於⼈人
⼼心裏頭的回應。

忽略略救恩
火熱的另⼀一個反⾯面是忽略略, 希伯來來書⼆二章3節說:「我們若若忽略略這麼⼤大的救恩, 怎能逃罪呢? 這救
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 後來來是聽⾒見見的⼈人給我們證實了了。」這裏說的是忽略略救恩, ⽽而不是失去救
恩。基督以五千兩兩, 兩兩千兩兩, ⼀一千兩兩的比喻告訴我們, 有的基督徒是會忽略略救恩的。基督論那⼀一
千兩兩是⼜又惡惡⼜又懶懶, 惡惡, 對基督錯誤的認識, 懶懶, 不去改正⾃自⼰己的錯誤, 基督說這樣的⼈人是無⽤用的, 
必將之丟在外⾯面⿊黑暗裏, 在那裏哀哭切⿒齒(參參太15:14-30)。

看到主耶穌如何憐憫⾰革流巴的無知, 我們就當儆醒⾃自⼰己當在主的憐憫中。啟⽰示錄前的猶⼤大書說:
「20親愛的弟兄阿!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裏禱告,21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愛
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直到永⽣生。」我們必須要有“造就⾃自⼰己”與“保守⾃自⼰己”的意識, 到
有⾄至聖的真道的教會去, 蒙基督的憐憫, 藉著聖靈將他顯明成形在我們的⼼心中, 過著有上帝的愛
的⽣生活。失去救恩之疑的基督徒常是那些不知道要造就⾃自⼰己, 保守⾃自⼰己的⼈人。

結語
⾰革流巴之語,「我們的⼼心豈豈不是火熱的麼?」道出了了基督徒眼瞎⽽而無法辨識主的原因。基督徒許
多時候活在紛亂當中, 常擺盪於希望與失望之間, ⼀一會兒, 內⼼心充滿著“主就在這裏”的希望, 另⼀一
會兒, ⾁肉體的私慾充說“他不在”⽽而感到失望。當⾰革流巴看⾒見見主, 聽到主的訓⾔言, 他⼼心裏⽣生發的火
熱是他⼀一⽣生難忘的事; ⾰革流巴絕對不會失掉那樣的喜樂感, 他也必帶著那喜樂回天家, 再⾒見見主⾯面。

因此, 我們基督徒的聚會若若有主耶穌同在的喜樂與火熱感, 乃是⼀一種進天家的儲備, 這是存在天
上的財寶, 是不會因時間⽽而逝去的喜悅, 這些喜悅必然在未來來⾒見見主⾯面時, 更更形加增。若若上帝的話
安定在天, 天地廢去, 上帝的話必不廢去, 上帝話語的果效也必然不會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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