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10⽇ 

基督復活的那⽇（七⼗⼆）: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2) - 驚慌害怕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5 分鐘

經⽂ 
路加福⾳24:36-37節:「36正說這話的時候, 耶穌親⾃站在他們當中, 說:『願你們平安!』37他們

卻驚慌害怕, 以為所看⾒的是魂。」 

我的平安
上週我們講到每⼀個⼈都歡喜的字詞-平安。在職場上⼯作的⼈都知道在有權勢者⾯前有平安
是非常重要的⼀件事, 罪⼈雖有這般覺醒, 但卻無覺於最重要的平安當是在上帝⾯前的平安。
⼈⼈當順服在上的權柄是普世之理, 保羅在羅⾺書第⼗三章以整章篇幅對基督徒特別提到這
事, 他說:「1在上有權柄的, ⼈⼈當順服他,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 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
命的。2所以, 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 抗拒的必⾃取刑罰。...」這是因為有些基督徒⾃
以為是神國⼦⺠, 因⽽在職場藐視不服在上的權柄, 我親眼⾒這樣的基督徒得不著升遷機會。

“平安”這詞不是我們可以隨意解釋與定義的, 必須按基督的定義⽽思, 因為他是道。基督明⽰有
兩種平安, ⼀是世⼈賜的平安, 另⼀是他的平安(約14:27)。世⼈的平安就如⼤衛說的, 他們在今
⽣有福分, 肚腹充滿財寶, 因有兒女就⼼滿意⾜, 且將其餘下的財物留給他們的嬰孩(詩17:14); 
各⺠族與各⽂化的⼈都盼望有這樣的平安, 這平安具普世性, 無可厚非。

然, 基督說還有另⼀平安是獨屬他的平安, 這平安是啓⽰性的, 即若基督不說, 我們就不知道有
這平安的存在, ⽽⼈唯有在這基督的平安裏才在上帝⾯前有平安。唯上帝的百姓如⼤衛會說出
下⾯這樣的話:「⾄於我, 我必在義中⾒祢的⾯, 我醒了的時候, 得⾒祢的形像就⼼滿意⾜了。」
(詩17:15) 他知道唯有在義中才能⾒上帝的⾯, 得⾒上帝的形像。然, 世⼈都犯了罪, 虧缺了上
帝的榮耀, 世⼈⼜怎可能有義? 沒義的⼈⼜怎能得⾒上帝的⾯, 得⾒祂的形像? 所以, 唯基督徒
才知道在義中⾒上帝的⾯就是在基督裏⾒上帝的⾯, 是平安的, 站立得穩的。

基督的神⼈⼆性
讓我們再讀耶穌說的這整句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
⼈所賜的。你們⼼裏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約14:27) 請⼤家靜思⼀下, 耶穌將“我”與“世⼈”
予以相對, 這相對表明他不在世⼈之中, 然耶穌明明是個實實在在的⼈, 這是怎麼回事? 有怎樣
的本性就說出怎樣的話來, 因基督是神⼈⼆性的基督, 他本質裏有神性, 故他將他與世⼈分別出
來。這是我們必須意識到的事,  即當耶穌說“我的平安”時, 他正在彰顯他神⼈⼆性的本質。

我們在上週已闡述「願你們平安!」這句話多⽅⾯的意義, 今天再認知到基督的神⼈⼆性更強化
了我們上週之所述, 如基督在屬他的群體中必須居主導地位; 基督賜平安不拘泥於場所與時間; 
基督徒聚集時必須先有基督的平安; 基督徒乃以基督的平安為底氣, ⾏作教會任何事; 聖靈乃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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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基督的聖道賜基督徒平安; 基督藉他的僕⼈傳揚他的平安, 這僕⼈必須認識清楚基督的神⼈
⼆性, 基督的死與復活, 以及基督的聖道。

我必須再強調基督平安先於⼀切教會動作的必要性, 因為今⽇基督徒已經僵死到⼀個地步, 連
⼀絲絲規勸的聲⾳都聽不進去, 這是⼀件極為不正常且反諷的事。請問, 我們在社會中任何層
⾯的學習會不會出錯? 學地上事尚會出錯, 學天上事難道⼀學就會? 哲學與科學發展⾄今, 使⼈
願意在科學的錯誤上還顯有謙卑的樣式, 但對⾃⼰的錯誤卻永不鬆⼝。世界之神影響⼈⾄此, 
使得教會與基督徒在神學上的錯誤表現永不悔改的態度, ⼀錯到底。譬如, 我說當傳耶穌基督, 
並傳他的死, 復活, 以及升天, 但教會死都不傳。

⼤衛與耶穌的不同
在此須題⼤衛與耶穌的不同。⼤衛雖知普世性平安, 但他對⾒到上帝的⾯的⾔語中卻帶著期盼
的⼝吻, 然耶穌本⾝就是平安, 且是平安的賜予者。是故, 耶穌以先知與君王之姿要世⼈思考如
財主的愚昧, 他只願意蓋更⼤的倉房來收藏他⼀切⽥產的糧食(參路⼗⼆章); 耶穌亦比較地上財
寶與天上財寶, ⽤簡單⽣動的蟲咬和賊偷的比喻, 以為要積儹財寶在天上的必須(參太六章)。⼤
衛是向上渴求, 主耶穌則是向下啟⽰。

新約基督徒與⼤衛的不同
除了題⼤衛與耶穌的不同, 還需題新約基督徒與⼤衛的不同。⼤衛的詩充滿著渴望的語調, “得
⾒祢的形像就⼼滿意⾜了”, 但基督徒說話卻是帶有充實的信⼼, 耶穌說:「23b我實實在在的告訴
你們, 你們若向⽗求甚麼, 祂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24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甚麼, 如今你們
求, 就必得著, 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約16:23b-24)  ⼤衛有救贖主的意識, 但新約基督徒
知道救贖主就是主耶穌基督。

第37a節: 他們卻驚慌害怕
驚慌害怕
當⾰流巴正分享他的⾒證時, 耶穌親⾃站在⾨徒當中, 說:「願你們平安!」⾨徒卻驚慌害怕, 以
為所看⾒的是魂。今⽇的我們多以聽故事的⼼態看這些⾨徒驚慌害怕的反應, 下意識認為⾃⼰
絕無可能發⽣這樣的事, 因爲基督徒個個⾃認是愛主的⼈。但請⼤家想⼀想, 這是⼈類歷史第
⼀個群體集體看到復活的耶穌的反應, 這群體的成員都是屬天的, 沒有賣主的在其中, 且其中有
主親⾃揀選與他同傳道的⾨徒, 還有還曾經看過復活的耶穌的⼈, 然他們這群⼀看⾒復活的耶
穌時「卻驚慌害怕」。

當「耶穌親⾃站在他們當中」之際, ⾨徒已經有來⾃兩批婦女, ⾰流巴, 以及⻄⾨等四⽅⾒證。
律法對⾒證的要求是兩三個⼈, ⾨徒現有四⽅⾒證, 對耶穌復活的事應當信⼼滿滿才對, 無論在
怎樣的情況下, ⾨徒應當很快地認出主來, 且當顯出喜出望外的情感來, 但我們卻看到, 當⾰流
巴正興奮的說他與耶穌的遭逢的時候, 耶穌親⾃站在他們當中, ⾨徒的反應卻是「驚慌害怕」。
為什麼? 不僅如此, 他們還「以為所看⾒的是魂」, 也就是, 他們以為看到的不是⼀個實體。

我們知道了這些背景, 看到⾨徒驚慌害怕時, 當⼼跳加速, 有震撼感才對; 我們⼀直以為遇⾒主
是歡欣喜悅的, 但⾨徒的驚慌害怕給了我們⼀記重錘與當頭棒喝。這“驚慌害怕”不是教會強調
的信息, 因為有誰願意在信主後有這樣驚慌害怕的情緒? 所以, 在Goggle可搜尋的資料中幾乎
找不到這⽅⾯的講章。今⽇我們當然不可能親眼看到主, 故以為這驚慌害怕僅是那時候的事, 
今⽇不會。不然, 聖經為耶穌做⾒證, 當我們讀聖經時等於⾒到主耶穌, 故屬主的基督徒⼀定在
他⽣命成長的某時刻, 讀聖經時必會產⽣驚慌害怕的情緒。這時, 路加記⾨徒與耶穌這段遭逢
就是我們有益, 尤其是看到耶穌如何引導驚慌害怕的⾨徒來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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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試想著, ⾨徒是和我們⼀樣的(罪)⼈, 我們⼜怎能不顧⾨徒的驚慌害怕呢? 如果看到復活的
主⽽驚慌害怕是屬主的⼈必須經歷的過程, 我們願意⾒主⾯時驚慌害怕? 還是還活著的時候驚
慌害怕, 後經歷主的引導⽽安穩在他⾯前? 請注意, 這群體中有主親⾃揀選的⾨徒, 這更讓我們
驚恐他們這驟然的改變, 我們必須認清楚這就是我們活在這世界的景況。

前不多時, ⾨徒正在談論基督已復活的事, 他們黯淡的⼼似乎有了光, 有了新的知識, 充滿信⼼, 
歡悅不已, 情緒顯得興奮, 然⾨徒卻在霎那間的⼯夫眼瞎了, ⼼裏灰暗, 充滿著不信與困惑。這
就是⼈靈魂的脆弱, 易受侵擾的明證。當時的⾨徒如此, 現今的我們亦如此, 我們很可能在信的
狀態中卻頓時轉為不信, 歡悅的⼼頓時轉為傷悲。

⾨徒驚慌害怕乃因⼼志失明
驚慌害怕是⼀種受外在事物刺激後之情感上的表達, 這般失序的情感表現之根本原因在於那⼈
的⼼志 (the spirit of mind)失明了, 保羅⽤“⼼志”, 亦⽤“⼼中的眼睛”來表現我們內在的情況(參
弗1:18; 4:23), ⼼中的眼睛瞎了。當⼼志失序時, 錯誤也就跟著⽽來, 情感也因⼼志錯誤的認知
⽽陷在慌亂之中。

⼈驚慌害怕時必顯失語狀態, 聲⾳塞堵在喉間⽽⾔語不得; 若有出聲的, 也是語無倫次, ⿒唇顫
悸。⾨徒們固然有來⾃四⽅對基督復活的⾒證,  這些是⾒證者親⾝經歷, 不容否定, 然這些⾒證
對⾨徒⽽⾔僅是客觀事實, 只停留在聽(故事)的層次, ⽽沒有進入到他們的靈魂深處, 形成⼀個
他們⾃⼰也可以如是⾒證的思想體系。⾨徒理性的功能顯然已完全亂了套, 明明是可⾒的⾝
體, 但他們卻以為看⾒的是魂。

罪⼈理性的虛榮與⾃負, 沒有意識且刻意地不去注意⼼志與情感這樣的關聯。⼈靈魂最美好的
功能就是是⼼志理性, 但當⼈的⼼志失序時, 在⼼志引導下的其他功能也就跟著失序。所以, 保
羅要基督徒「將⼼志改換⼀新」(弗4:23), ⼼志是根底, 是驅動情感的動⼒。中譯將“the spirit of 
mind”譯成“⼼志”有雙重意思, ⼼表理性, 志表誓改不懈, 不改換⼀新, 絕不罷休。⼈的⼼志若不
改換⼀新的話, 無論他有多⾼的聰明才智, 有多強的理解⼒, 他依然是個舊⼈, ⽽處在舊⼈的狀
態中的⼈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弗4:22b); 舊⼈越加發揮他的理性, 越無法直視屬天
的事物, 也就無法認出耶穌來。亞理斯多德與天主教主教是多麽地無知, 認為⼈的理性是完美
無瑕的, 康德承繼這樣的無知, 以致影響今⽇的⼈們, 包括基督徒在內。 

⼈太相信⾃⼰的理性
⼈靠著他的理性想通⼀件事時必帶來愉悅之感, ⼈的理性克服思想難關時必引以為傲, ⼈的理
性經多次這樣的循環累積了無數的愉悅與引以為傲的事之後, ⼈便相信他的理性; 再加上各層
次教育的訓練與世界思潮的推波助瀾, 使得今⽇的⼈益發相信他的理性, 受過⾼等教育的⼈更
是如此, 每個⼈都像⼀座⼭頭, 都是堅固的營壘。若是基督徒的話, 他便相信⾃⼰讀解聖經經⽂
是不錯的, 然事實上, 他的理性思想架構從未被衝擊⽽改換過, 以致於越多的聖經知識就越驕傲
難改。這就是使徒保羅說的「私慾的迷惑」, 他寫羅⾺書⽤的詞句則是「體貼⾁體的」(羅
8:7a)。那麼, 這樣的基督徒有何記號? 他們完全無法講明基督是誰, 基督的神⼈⼆性, 基督的死
與復活, 上帝反合性的意旨等等。

理性是無能⼒的
⼈相信⾃⼰的理性, 也須讓⼈相信他理性的判斷, ⼈⾃以為他的理性是公正的。我以選舉為例
來說明此事: 現在, 我們有兩個候選⼈, 各有各媒體的⽀持, 公正的理性必須以相同的時間長度
與相同的認真程度來觀看各媒體對候選⼈的⽀持或批判, 好選出他⼼中的候選⼈。請問各位, 
這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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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舉認識上帝⼀事為例。⼈說他的理性是公正的, 所以, 他需要聽基督這⽅論基督, 也需要聽
敵基督這⽅論基督。與上例⼀樣, 這⼈必須以相同時間長度與相同認真態度來聽雙⽅的論述,  
以為適當決定那⼀⽅論基督是正確合宜的。請問各位, 這可能嗎? 再問, ⼈的理性可不可能拒絕
基督這⽅論基督, ⽽接受敵基督這⽅論基督?  有可能, ⽽且極有可能, 因為敵基督這⽅論基督會
讓⼈聽得舒服、順耳、無衝突、無掙扎、⼀切充滿光明。

在⺠主社會下的⼈有⾃資格決定他的總統是誰, 但是, 基督徒知道唯有藉著上帝的啟⽰才能認
識上帝是誰, 救贖主-基督是誰, 並且必須按著上帝的啟⽰⽽知, 也就是, 基督徒的理性必須服在
上帝之下。基督之“願你們平安”彰顯了這種上帝單向性與基督徒領受性的本質, 基督徒在這單
向賜與中不需反問基督, 這平安是否是真、是否可靠、他是否會後悔⽽收回去; 基督徒⼀反問
就變成雙向了。事實上, 基督徒也沒有必要反問評斷, 因為基督是神⼈⼆性的基督, 是死⽽復活
的主, 有天上地上⼀切的權柄, 這樣的基督賜基督徒平安, 屬他的基督徒怎可能不得這平安? 那
些明明已得救但信⼼卻軟弱的基督徒應當好好思想這事。最後, 我再強調⼀遍, ⼈在上帝賜的
平安裏會有疑慮, 但⼈在基督賜的平安裏卻是永遠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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