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9年⼗⼀⽉17⽇ 

基督復活的那⽇（七⼗三）: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3) - 以為所看⾒的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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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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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耶穌說:『你們為甚麼愁煩? 為甚麼⼼裏起疑念呢?」

他們卻驚慌害怕
這個“卻”字表⽰本不該如此, 卻如此。⾨徒們第⼀次遇⾒復活主的經歷是「驚慌害怕」, 保羅第
⼀次遇⾒主的經歷是「仆倒在地」(徒9:4a; 22:7a), 他們都是猶太⼈, ⾃⼩受聖經的教導, 是熟
悉聖經的前輩, 然他們⾒到復活的耶穌時卻不能⾃⼰, 驚慌害怕, 毫無驚喜之情, ⼼緒全亂了
套。保羅重⽣之後, 思想他第⼀次遇⾒主的難堪, 知道其中要命的地⽅在於他的⼼志(the spirit 
of mind)沒有改換⼀新(弗4:23)。

保羅說出這話實令我們感到訝異, 因為他是懷才的聖經學者, ⼀流的聖經講員, 火熱的聖經擁護
者, 具有堅實聖經架構的⼈。請問各位, 保羅是有堅實上帝信仰的⼈嗎? 當然是。保羅是熱⼼的
⼈嗎? 當然是。保羅願意站在第⼀線護衛⾃⼰的信仰? 當然願意。保羅是當時猶太⼈的希望, 
將⾃⼰的宗教發揚光⼤的⼈嗎? 當然是。保羅的表現可說是無懈可擊, 是⼀個完美的壯丁, 與那
少年官同為猶太教的燈塔, 外邦⼈看保羅和少年官的⾏為舉⽌, 無不稱頌他們的宗教給予的陶
冶與塑造。但, 保羅蒙主的恩典, 聖靈的引導, 他才發現⾃⼰的缺失與不正, 就是他整個信仰架
構與思想架構缺乏最重要的核⼼⽀柱與⽀撐⾓⽯-主耶穌基督。

請各位注意信仰與思想架構(structure)建立的必要性。⼈思想架構建立的必要性在科學研究領
域⽅⾯⾄為明顯, 進研究所深造的⽬的也在於此, 建立可以解決問題的能⼒ 。當我們沒有架構, 
聖經就是⼀本天書, 讀都讀不懂; 看不懂, 當然就不愛讀, 不愛讀, 就無法得著敬虔與⽣命之道。
這就是我們⾯對聖經的障礙來源。聖經看起來好像在敘事, 但她本⾝有個系統性的思想體系, 
如果我們不接受聖經的思想架構, 理解聖經必處處碰壁, 最後只得靈意解經, 以經歷解經, 各說
各話。歷史顯明, 唯⼀建立信徒堅實穩固的思想與信仰架構就是歸正神學系統。

主揀選保羅顯出的智慧
主揀選保羅為使徒充滿著主的智慧: 
1. 保羅是個敬拜上帝的⼈, 但保羅若不敬拜基督, 他依舊是個舊⼈。
2. 主可以挽回如保羅這樣信仰堅實, 學識豐富, ⾏動熱⼼的⼈, 那麼就沒有主無法挽回的⼈; 換
句話說, 若有⼈不歸回, 那是主不願施恩在那⼈⾝上, 就如少年官。

3. 保羅愛主甚於愛⾃⼰饒富盛名的老師, 超越⾃⼰老師教導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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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羅是使徒, 這是教會除基督外最⾼的職份; 保羅曾是猶太⼈中知聖經的翹楚之輩, 但他願意
放棄原有知不確的, 歸在基督裏。這樣,  在教會裏, 越⾼職份的牧師傳道就當謙卑⽽學, 願意
捨去舊有的錯誤, 在基督裏成長成熟。

共同經驗
⾨徒們第⼀次遇⾒主卻驚慌害怕, 爾後保羅的第⼀次遇⾒主卻仆倒在地, 兩者發⽣在不同時間, 
前者在基督升天前, 後者在基督升天後, 故基督徒第⼀次遇⾒主的失措表現就不是個案, ⽽是每
個⼈必然的經歷。我們今⽇無法親眼⾒到主基督, 然聖經為基督做⾒證, 故我們在頌讀聖經時
必有失措的經歷, 那驚慌害怕之情發⽣在看到基督的受羞辱受害的那⼀⾯, ⽽不在看到基督榮
耀的那⼀⾯。

以為所看⾒的是魂
“魂”的英譯字是“a spirit”, 耶穌說:「上帝是靈, God is a Spirit」, spirit(魂, 靈)是看不⾒的, 但路
加在這裏卻寫說⾨徒「以為所看⾒的是魂」。路加沒有在現場, 他是照傳道的⼈從起初親眼看
⾒⼜傳給他們的, 且⾃⼰也詳細考察⽽寫下這句話, 所謂“詳細考察”就是多⽅查證。路加是個醫
⽣, 他將“看⾒”與“魂”放在⼀句話裏, 難道他落筆時不會感到奇怪嗎? 路加⾯對的是親⾝在現場
的⾨徒, 這些⼈對路加講說這事時所⽤的字詞就是“他們以為所看⾒的是魂”。⾝歷其境的⾨徒
對路加講這事時⼀定不⽌說這麼⼀句話⽽已, 他們在傳述的過程必告訴路加當時看到復活的耶
穌時, 內⼼是如何地驚慌, ⼼裏是如何地害怕, 這便促成路加寫福⾳書時以這句結論語來表現⾨
徒當時的驚慌害怕。

復活的耶穌顯在⾨徒⾯前的樣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樣, 且是在他們經驗以外的樣。耶穌向⾨
徒顯現的時候是⾰流巴正在說話的時候, ⾰流巴話沒說完, 聽的⼈也就沒有發問的機會, 問及如
耶穌長得何樣之類的事, 這意味著⾨徒對耶穌的印象還是停留在他被鞭打成可怖的⾎⾁模糊
樣, ⼀⽣難忘。除此之外, 他們對耶穌還有另⼀個的印象就是, 耶穌傳道後期已經變得像⼀個近
五⼗歲年紀的⼈(約8:57), 這也是⼀⽣難忘。

這裏的“他們”包括那些已⾒證耶穌復活的四批⼈, 這些⼈在當天稍早⾒過主, 理應不會驚慌害怕
才對, 但他們也在驚慌害怕的⾏列當中, 可⾒, 耶穌這時所顯現的樣也是他們沒⾒過的樣, 且比
先前更為榮耀。彼得說:「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 並不是隨
從乖巧捏造的虛⾔, 乃是親眼⾒過他的威榮。」(彼後1:16) 彼得當時以為所看⾒的是魂, 但寫書
信時卻下筆寫為“威榮”, 這個“威”榮是當時的彼得無法承受的。

總之, ⾨徒對耶穌的這些印象與他們現在看到的耶穌復活樣完全不同, 復活的耶穌讓⼈直視就
驚慌害怕的樣必是罪⼈五官無法承受的榮耀樣, 任世界最好的畫家也無法將之繪出。 

彼得, 雅各, 以及約翰也驚慌害怕!
若其他⾨徒驚慌害怕還說得過去, 但⾨徒中的彼得, 雅各, 以及約翰也驚慌害怕, 那就匪夷所思, 
因為這三⼈曾看過變像的耶穌, 他臉⾯明亮如⽇頭, 衣裳潔⽩如光(太17:1,2)。彼得, 雅各, 以及
約翰看到變像⼭榮耀的耶穌沒有驚慌害怕, 但看到復活耶穌的榮耀樣卻驚慌害怕, 這應該讓我
們⼼⽣警惕, 尤其是那些只愛榮耀的耶穌, ⽽不愛羞辱的耶穌的基督徒更應該留⼼注意, 因為他
們必然無法承受帶著死的記號的復活光芒。

只有聖經
我們不要⼩看這“以為所看⾒的是魂”, 因為這顯明聖經作者必是受啟⽽寫下這句話。我問各位
下⾯這問題: 假設我們將上帝的因素排除在外, 當我們看到從未看⾒過且在我們經驗之外的樣
時, 我們會怎麼寫之? 我們內⼼深處對什麼樣會感到驚慌害怕? 世上宗教為了要⼈向善, 他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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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信徒想像什麼, 或直接具象什麼, 好使信徒驚慌害怕? 電影是⼈為作品, ⽽製作⼈要達到使⼈
驚慌害怕的效果, 他會拍什麼樣⼦的電影? 

以上各問的答案都是暗⿊, ⿁魔, ⾎淋淋, 恐怖, 令⼈恐懼的景象呈現。世上宗教可以藉著⾃⾝
出版書籍, 或藉著傳播媒體繪製出的地獄的可怕情景, 但⼈絕對不可能繪製出⼀個世上沒有⾒
過的榮耀樣⽽使⼈感到驚慌害怕; 即便最富有想像⼒的⼈, 或對光運⽤⾃如的⼈, 不可能繪出或
擺設出使⼈驚慌害怕的榮耀樣。

屬主的⼈獨有的⽣命經歷
因此, 當⾨徒看到復活耶穌的榮耀樣⽽驚慌害怕, 他們正在經歷世⼈無法擁有的經歷, ⾨徒的這
驚慌害怕正顯出他們是屬主的⼀群。⾨徒在這經歷中必認知到⼀個事實就是, ⼈只能注視可朽
壞的, 不能注視不可朽壞的屬靈個體; 這是事實, 因我們的眼所⾒的⼀切都是可朽壞的, ⼤地可
朽壞, 諸天可朽壞。我們靈魂雖可超越⾝體的限制⽽接受眼睛看不到的事物, 如過去的歷史, 死
去之⼈的書畫著作等, 但我們天然⼈的靈魂就是無法接受屬靈事物; 基本上, 我們屬靈的眼睛是
瞎的。

我們必須承認靠⼀⼰之⼒是無法跨越注視屬天的事物的障礙與困難, ⼀個天然⼈不能直視上帝
和屬天的事, 即便屬天的榮耀橫擺在他⾯前, 他還是看得模糊不清; 屬天的榮耀使罪⼈⽬盲, 無
法看清之。屬靈的事物必須⽤屬靈的眼睛才能看清楚, 所以, 保羅禱告主耶穌基督的上帝, 榮耀
的⽗,「將那賜⼈智慧和啟⽰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祂, 並且照明你們⼼中的眼睛, 使你們
知道祂...。」(參弗1:17-23)

⾨徒驚慌害怕不是因爲看到耶穌屬天榮耀的形像
有⼀點必須釐清, 雖然耶穌在當晚顯在⾨徒⾯前的樣是死⽽復活的榮耀樣, 但卻不是坐寶座的
榮耀樣; 若是的話, ⾨徒的反應絕不是驚慌害怕, ⽽是近乎死, 就如啟⽰錄的約翰, 他⼀看⾒主坐
寶座的榮耀的形像時, 便立即仆倒在主腳前,「像死了⼀樣」(啟1:17a)。這是⼀位靈命成熟到可
以寫啟⽰錄的使徒看到寶座上的主的真實反應。我們不能直視耶穌復活後的榮耀樣, ⼜怎能接
受耶穌坐寶座的榮耀樣?

靈恩派的無知
靈恩派的無知就在此。靈恩派的特會⾒台上的⼈講說, 他(她)看⾒上帝的榮耀降臨在會場, 並看
⾒這榮耀離開會場, ⾶回天上去。這真是無知的⾔語, 更令⼈悲傷的是, 聽的⼈還煞有其事, 以
為是真的。請再三提醒⾃⼰, 我們這會朽壞且老死的眼睛, 怎可能注⽬屬天的榮耀? 就連偉⼤的
摩⻄也只能看到上帝的背, 他是不能直視上帝的榮耀的。我們朽壞的⾝體必會死去, 我們只有
在復活時, 有了榮耀的⾝體之後, 才能看到屬天的榮耀。

第38節: 耶穌說:「你們為甚麼愁煩? 為甚麼⼼裏起疑念呢?」
耶穌未憤⽽離去
⾨徒⼼裏的疑念導致他們⼼智瞎盲, 基督活⽣⽣的站在他們⾯前, 他們卻不認識他。當耶穌看
到⾨徒的驚慌害怕, 他如何反應? 任憑他們就這樣處在瞎眼和驚恐中嗎? 訓斥他們不信⽽離他
們遠去? 不, 耶穌沒有⽣氣, 也沒有離去, 因為耶穌知道唯有他才可以安穩⾨徒驚慌害怕的⼼, 
去除其中的邪惡, 失序, 不當, 改換他們屬靈的眼睛, 好使他們靈明以認出他是誰來。請注意, 無
論是天使, 或是任何⼈, 都無法改變⼀個驚恐的⼼, 只有上帝的道才能。有些傳道⼈看到基督徒
引⽤他曾說過的話⽽感到歡喜且驕傲, 但⼈的⾔語無論多麼精妙, 都無法改變對基督的驚慌害
怕, 唯有出於耶穌基督的道才可以改變之。天上的天使和地上的⼈, 沒有⼀個有能⼒使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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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念的⼈改換⼀新; 凡驚恐害怕的⼈都當靜聽上帝的話。凡藐視上帝的話卻去聽這⼈, 那⼈, 
或天使的話, 那他將無法從他的驚恐中釋放出來。⽽傳道⼈的責任就是將⼈引到基督的⾯前。

耶穌的責備語
耶穌站在⾨徒⾯前看到的是他們驚慌害怕的表情, 因⽽說「你們為甚麼愁煩?」不僅如此, 耶穌
還直指⾨徒驚慌害怕的根由, 因⽽說「(你們)為甚麼⼼裏起疑念呢?」這不是因為耶穌有異於常
⼈的洞察⼒, 或受過什麼專業訓練, ⽽是他知道罪⼈“⼼裏”⾯對屬靈事時必然產⽣不安。這是天
上榮耀者必有的能⼒, 顯明耶穌是上帝的事實。

好, 我們接下來要問, 主耶穌以怎樣的語氣說這話? 這是傳講耶穌說的話的過程中最困難的部
份, 卻也是傳道⼈最忽略⽽不細細思想的部份。我們乃是在⼆度空間裏讀基督說的這話, 且在
現今社會氛圍裏讀基督說的這話, 我們是怎樣的⼼, 就會以怎樣的⼝吻說這句話, 我們怎樣說這
句話反應出我們對⾨徒驚慌害怕的認識程度。「⻄敏公眾崇拜指南, The Directory for the 
Public Worship of God」中認定講道者需具備的特質是: 有學問, 敬拜, 善演講, 護衛福⾳, 牧養, 
以及是主的僕⼈等六種, 那具這些特質的牧師在今⽇社會與教會“好好講”的氛圍下, 他們會以怎
樣的語氣傳講基督這句話呢? 什麼語氣都有, 唯⼀沒有的就是責備的⼝吻。

然, 耶穌說這話乃是在⾨徒驚慌害怕的狀態下⽽說, 所以, 耶穌說這話必然要扭轉⾨徒驚慌害怕
的⼼。那, 怎樣的語氣才能安穩驚慌害怕的⾨徒呢? 軟柔性, 順耳, ⿎勵的⾔語? 還是以威榮之
姿顯出責備的⾔語? 請問各位, 當⼀個⼈陷入泥沼流沙, 頻臨溺斃的當頭, 或⼈的⼼臟驟停的當
下, 是否需要⽤極⼤的外⼒才能挽救這個⽣命? 同樣地, ⼀個驕傲的⼼靈, 堅固的營壘(林後
10:4,5), 亂序的⼼志, 以及⼀個膽在上帝⾯前辯論的靈魂, 必須要有相當強⽽有⼒的重鎚, 威猛
的⾔詞才能制伏他。這是屬靈定律。我們不要⾃欺地以為輕鬆好聽的話可以使我們失序的⼼靈
變為正常。

耶穌是以責備的語氣, 聲⾳帶著威嚴說這話, 我們不可能仿效耶穌的語氣說這話, 但我們可以認
識到基督的責備。

⾨徒與亞當
亞當違反上帝的禁令, 喫了分別善惡樹的果⼦, 上帝以「亞當! 你在那裏」之責備語氣說這話, 
爾後隨之⽽來的是在⾸先亞當裏的咒詛。⾨徒看到復活的耶穌⽽驚慌害怕, 主帶著責備的語氣
說「你們為甚麼愁煩? 為甚麼⼼裏起疑念呢?」但爾後隨之⽽來的是在末後亞當裏的恩典引導, 
且是在教會裏施⾏的恩典。

起疑念
基督說的「起疑念」之“起(arise)”字之意是⼀個幼苗長成⼤樹, 沙⼟集成⼤⼭的發展狀態。當
⼀個⼈的“⼼裏”遇⾒屬天的事物(如上帝, 道, 基督等)時, 他不由⾃主地開始啟動他的思想功能, 
他的“⼼裏”不會單單只說⼀句話, ⽽是如江河般滔滔不絕, 從⼀句話不斷的評論直到⼀篇完整的
巨作; “疑念”的英譯字是“thoughts”, 是複數的, 以表現⼈內⼼運作的情形。

⼈的⼼從⼀⼩片的思想長成⼀座⼤⼭, 試圖阻擋上帝的光射入他靈魂深處; ⼈的⼼必快快地點
上⼀把⿊煙, 不讓道的光開啟他的眼睛, 將聖靈的光照完全被排除在外, 。使徒說:「20⾃從造天
地以來,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無
可推諉,21因為, 他們雖然知道上帝, 卻不當作神榮耀祂, 也不感謝祂,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 無知
的⼼就昏暗了。」(羅1:20,21) 外邦⼈與哲學家從理性起家, 壓抑上帝的微光, 以致他們的智慧
變得愚昧, 他們越論理越是將基督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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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屬基督的必有起疑念的經歷
與耶穌同在的⾨徒, 這些屬主的⼈都會對他起疑念, 那今⽇的我們呢? 對復活的耶穌起疑念是當
時⾨徒他們的特例, 還是這是屬主的基督徒共同的經驗? 當我們讀到如「公義的上帝察驗⼈的
⼼腸肺腑。...我耶和華是鑒察⼈⼼, 試驗⼈肺腑的, 要照各⼈所⾏的和他做事的結果報應他。...
萬軍之耶和華按公義判斷, 察驗⼈肺腑⼼腸」等類的話時(詩7:9b; 耶17:10; 11:20), 我們會不會
在眾⼈⾯前隱藏對基督所起的疑念, 不使⾃⼰在眾⼈⾯前被看為不屬靈?

我在此可以這麼說, 沒有對基督耶穌起疑念的基督徒不得算作是基督徒。試想, 罪⼈既抵擋上
帝, ⼜怎可能不對基督起疑念呢? 不曾對基督起疑念的傳道⼈, 就不知道他的會眾對基督起疑念
時的痛苦, 當然也就無法帶離他, 免去他這痛苦; 基督徒因找不到對基督起疑念的良⽅, 變得⿇
⽊⽽不再追尋, ⽢願走世界的道路。教會壓抑基督徒這必經的屬靈⽣命成長過程, 最好的做法
就是不談基督, 免得⿇煩。

當基督徒有基督的平安之後, 就不會懼怕起疑念, 因為知道主當時如何引導⾨徒, 今天也必如何
引導我們, 走出疑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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