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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途中的對話
路加福音 24:13-25
我曾經在加州參加一場宴席, 部份出席的賓客我並不認識. 席中大夥聊起美式
足球新奧爾良聖徒隊(New Orleans Saints)的一些故事. 我不假思索地侃侃而談
這支球隊在 70 到 80 年代的成績有多麼乏善可陳, 並且直言不諱地說他們好像
總是不停地輸球. 事實上在當時, 聖徒隊確實從成立以來從來都沒有贏過任何
一個賽季!
當時坐在我對面的是誰呢? 我後來知道坐在我正對面的賓客就是新奧爾良聖
徒隊的總教練, 美式足球聯盟名人堂裡的一員, Dick Stanfel. 他對這支球隊可
以說是無所不知. 他是從這麼些故事裡走過來的人. 他自己曾是球員, 又當過
球隊教練. 而我呢? 我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這時候我尷尬得恨不得挖個地洞鑽
進去!! 你是否也有過類似的經驗呢?
在今天的經文裡, 我們將看到兩位旅客, 走在耶路撒冷到以馬忤斯的途中. 這
不單單是兩座城市間一趟 11 公里的路程, 更是一趟屬靈上的旅途. 途中他們
有一場激烈的辯論. 把在耶路撒冷發生過的 ”一切事" 重新梳理了一遍.
二人當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 另一個的名字則未被提及 - 可能是另一個男子,
但也有人認為是革流巴的妻子. 他們正在彼此辯論, 抽絲剝繭, 相互提問. 就在
這辯論牽動他們情緒的時刻, 有第三個旅客趕上了他們.
路加福音 24:17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 他們很
可能認為他只是逾越節朝聖返家的眾多旅客之一. 他們並沒有認出他來.
藉著問他們在爭論什麼, 耶穌便加入到他們的對話之中. 他想要引導他們說出
心中的想法. 我們通常認為是我們在剖析, 在提問. 諸多想法在我們內心交戰
著, 有關神, 有關苦難與邪惡, 有關公義與平等. 我們認為神理所當然要回答我
們的問題. 我會鼓勵你這麼做
1. 提出你的疑問, 但不要以為你能問出所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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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神親自前來反問我們問題, 那會是怎樣? 當神問我們說, "你告訴我你對苦
難與邪惡了解多少? 你有什麼理由來質問我公不公平? 你哪來說話的權利? 你
對公義的認知是從何而來? 你見過多少世面?" 我們能怎麼回答?
而對這兩位旅客而言, 他們對耶穌的問題的反應很簡單: 他們頓時停下了腳步,
臉上滿佈愁容. 耶穌的死讓他們不知所措, 身心俱碎, 萬念俱灰! 神怎麼會允許
祂的先知, 他們跟隨的那一位, 被釘上十字架呢? 自己是不是笨得可以, 才會跟
隨他相信他呢?
況且他們也難以相信竟然有人才剛出耶路撒冷城, 卻渾然不知裡面發生了什
麼事!! 因為對耶穌所提的問題感到不可思議, 革流巴於是問他, 路加福音
24:18: “你在耶路撒冷作客, 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裡所出的事嗎？”
換一種說法就是, "你都到哪裡過逾越節啦? 自己一個人偷偷過的嗎? 還是你把
頭埋土裡了? 這幾天在耶路撒冷發生了這麼大的事, 你怎麼什麼都不知道呀?
你怎麼會錯過這人盡皆知的消息 - 耶穌在城門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你怎麼
這麼狀況外呢?”
說來有點好笑, 他們竟以為耶穌只是一個普通的訪客或朝聖者. 他們還沒明白
過來, 自己這麼多問題的答案此刻正和他們同行. 唯一一個真正 ”知道內幕的
人” 剛剛加入他們並且問他們問題. 我覺得耶穌問的這一個問題很有意思, "什
麼事呢, 大哥?"
耶穌為什麼要這麼做? 耶穌假裝自己不知情, 以便在回到以馬忤斯的途中, 引
導這兩位滿心困惑的旅客說出自己對發生的這些事, 心中究竟如何解讀. 而他
們也不做保留地分享了他們的看法. 你能否想像耶穌聆聽他們的樣子?
我們來看他們是怎麼說的, "耶穌就像摩西一樣是個先知, 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
話行事都有大能 (參見使徒行傳 7:22). 他趕鬼, 治病, 行神蹟, 有赦罪的權柄,
並且教訓人就像是帶著權柄的.”
“像摩西一樣, 耶穌在"神和眾百姓面前"得到尊重. 但與之對比的是, 猶太的祭
司長與長官將耶穌交給羅馬官員彼拉多審判, 定罪, 並在城外釘死在十字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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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門徒的我們, 與眾多其他門徒一樣, 都曾希望耶穌是與摩西一樣的先知.
我們都曾希望他像摩西一樣, 能解救以色列脫離羅馬苛政的統治, 建立起他自
己的新王國.”
“我們相信耶穌帶來了自由新時代的曙光. 但是我們對新國度的盼望卻破滅了.
以色列的盼望跟著耶穌一起被釘死在那十字架上. 神這是丟了一個曲線球在
耍我們嗎?”
他們接著繼續說. “事實上, 這事還沒完. 今天早上, 有幾個婦人, 其中有抹大拉
的瑪利亞 (就是耶穌從她身上趕出七個惡鬼的那位), 約亞拿, 就是希律王的家
宰的妻子, 以及雅各的母親馬利亞, 從墳墓那裡回來. 她們原本帶著預備的香
料到墳墓前要完成他的安葬, 除了見到屍體外她們沒有期待別的.
但是, 耶穌的屍體不見了. 回來後她們說曾見到了兩個衣著閃閃發亮的天使,
天使對她們說, 路加福音 24:5 “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6 他不在這裡, 已
經復活了. 當記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 7 說: 人子必須被交在罪
人手裡, 釘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復活.”
我們這些門徒認為這不過是 ”胡說瞎扯" - 是無稽之談. 我們認為她們是神志
不清. 彼得也趕忙跑到墳墓前, 只見到細麻布獨在一處, 於是就滿心驚奇地回
家去. 其它的門徒也前去一探究竟, 卻只看到一處空墳 - 屍體已經不知去向! 但
是, 我們也沒有看見他!!"
這是他們對這整件事的認知. 現在讓我們短暫地休息一下, 來談談有關這幾位
婦人. 路加在這裡再一次使用了特定的文學結構來凸顯出他的要點. 他首先提
到離開耶路撒冷的旅程, 接著提到在耶路撒冷發生的事, 包括空的墳墓與異象,
然後進入他的核心要點, 之後再回到空的墳墓, 再提到在耶路撒冷所發生的事,
最後來到回耶路撒冷的路上. 他的核心要點是什麼?

這段故事的核心就是這幾位婦人的見證 (V.23). 耶穌復活了! 這就是路加要傳
達的核心要點. 令人訝異的是在四部福音書中都是婦人最先發現墳墓空了.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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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嗎, 對猶太人來說婦人的見證是不受到正視的. 這在今天聽起來有些冒犯,
但在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婦女的見證是不被採信的.
如果你是在初世紀鼓吹福音, 這應該不會是你會去著重的部分. 如果這故事是
門徒編造的, 他們怎麼會拿婦人的見證來當作最早的見證. 可見這經文是千真
萬確的. 而這也是神多麼看重婦女價值的一次重磅的宣告.
讓我們回到故事身上, 聽到這兩位旅客對最近這些事件的解讀, 耶穌有怎樣的
反應呢? 他以訓斥來表達他的大失所望. 路加福音 24:25 耶穌對他們說：”無
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 換個說法, 就是, "
你們怎麼這麼笨啊? 怎麼就還不相信先知的預言呢?"
也許你也有一肚子的疑惑與問題. 有一種疑惑是來自求知的慾望. 它"想要”去
相信, 只要理由充分. 但也有一種疑惑是來自不願去相信的頑固. 也總是能找
到那一種角度的問題.
耶穌並沒有認為疑惑的本質是來自忤逆或謬誤, 他也不鼓勵我們將疑惑永遠
藏在心裡. 他邀請我們來聽, 來看, 來接受, 來相信. 我們學習是為了要相信, 而
不是為了拿來爭辯.
2. 提出你的問題, 但不要遲遲不信.
並非有人刻意對這兩位旅客隱瞞耶穌復活的事實, 但過去他們確實是一直蒙
在鼓裡. 因為他們還不理解. 他們向耶穌表達了他們的看法, 耶穌也會向他們
分享他的真相. 我們看事的角度真的很重要!
耶穌提到了 "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換句話說, 耶穌有好多的道理要教導他們 而不是東一點西一句的三言兩語而已. 而當他開始揭開遮蔽的帕子, 故事便開
始改變走向. 耶穌以這樣的問題反問了這兩位旅客: 路加福音 24:26 “基督這樣
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
為什麼說這是應當的呢? 一世紀時猶太教盼望的並不是一個受難的救主, 但這
兩位旅客應該可以從先知的預言得知它的必要性. 耶穌的使命一開始就帶著
這灰澀的一面. 先知以賽亞提到過他將受到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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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3:3 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
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
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 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
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
從神的觀點, 耶穌必須要受苦受難而死, 他不是來要拯救惡人, 而是拯救在屬
靈裡死去的人. 他必須要戰勝罪惡以及它帶來的所有惡果. 耶穌, 是完美的獻
祭, 他必須要將所有人類的罪惡, 罪責與羞愧, 都承擔在他自己身上. 他的手腳
必須被釘穿, 如此我們的傷才能得醫治.
從神的觀點, 耶穌必須要受苦受難而死, 如此我們的罪才得以被贖, 耶穌的義
才能歸給我們. 他必須死, 罪的赦免才可以歸給所有信靠他為救主的人. 他必
須死, 如此男人與女人, 兒童與成人, 才能夠與神和好, 成為神的朋友.
從神的觀點, 耶穌必須要受苦受難而死, 才能戰勝死亡. 耶穌的首先復活得生
命, 是所有信靠他的人將來能復活的保證, 是選擇跟隨他的人有永生生命的保
證.
他必須要受苦受難而死, 才得以進入他的榮耀. 耶穌多次提到他將會受審, 苦
待, 然後被殺害. 他也多次提到他會從死裡復活得榮耀. 而現在他已經復活. 他
不單單會永遠活著, 他還會永遠掌權. 正如受審時他向猶太領袖所宣告的, 路
加福音 22: 69 “從今以後, 人子要坐在神權能的右邊.”
耶穌看著這兩位旅客說, "你們怎麼這麼無知呢? 為什麼還不明白呢?" 路加福
音 24:27 寫說耶穌 "從摩西和眾先知起” 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這兩個人已經相
信耶穌是先知, 所以他就從第一個先知, 摩西, 開始向他們解說眾先知所有的
預言. 耶穌就是像摩西一樣的先知, 應驗了所有的這些預言.
V.27 接著說, “ . . . 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耶穌帶著他
們遊走於經文之間, 從開頭到最後, 從創世紀到馬拉基書. 他們彷彿上了一整
堂的舊約縱覽, 甚至比 Rob 牧師的舊約總覽課程還要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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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向他們解說在他身上得到應驗的不只是有關彌賽亞的明確預言, 還有整
個獻祭的制度, 年度的節慶, 受膏的不同角色, 如祭司, 先知, 王, 以及歷史中從
流浪, 到曠野, 再到繼承這樣的模式. 舊約的經文, 一次又一次地, 都指向耶穌
自己. 這是一系列連貫且又一致的訊息, 這一切都指向他.
3. 讀經的時候, 預備好會遇見耶穌
你是否有類似的經驗, 與某人的一次對話, 為你開啟了嶄新的世界? 或許是一
場有關生物, 天文物理, 教育或是世界歷史的對話. 而這場對話改變了你, 讓你
以全新的角度看待世上的生命, 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我們這時代大小事件的意
義. 這兩位旅客與耶穌之間就是這樣的一場對話,
革流巴與他的夥伴是既無知又遲緩, 但是耶穌卻對他們有耐心. 他從容地引導
他們理解經文. 耶穌提到了些什麼? 我們可以參考使徒行傳裡彼得, 司提反以
及保羅的講道內容, 或是到保羅, 彼得以及約翰的書信, 研讀其中所引用的經
文內容.
根據經文所述, 耶穌到底是誰? 耶穌是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城的王 (撒迦利
亞書 9). 他被藐視, 被厭棄 (以賽亞書 53). 他是靈魂不會被撇在陰間的那一位
(詩篇 16). 他是神所愛, 繼承列國的兒子 (詩篇 2:7). 他是照亮黑暗中萬國萬民
的光, 他施行的救恩將會直達地極 (以賽亞書 49). 他是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
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治理將直到永遠 (以賽亞書 9)
隨著耶穌對經文的開展, 他也開啟了原本被遮蔽的眼. 那個周末在耶路撒冷,
神並沒有丟給我們一個接不到的變化球, 相反地, 這變化球針對的是罪, 死亡
與撒旦. 神是否也開啟了你的眼呢?
我 18 歲時, 我大哥跟隨了耶穌. 我為此感到好奇, 於是我也打開了聖經讀了詩
篇, 但覺得沒什麼道理. 當時我的眼睛被蒙蔽. 但是我很確定想要我大哥所擁
有的 - 內在的平安.
於是我決定與別人一起讀經. 之後某一天, 光終於照亮了我. 我突然之間明白
只有將我的心對耶穌順服, 我才有可能成為神所要創造的我. 我清楚地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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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定位. 那天稍後, 我自己將生命交託給了耶穌, 聖靈也進到我的生命當
中. 我心中的眼睛被開啟, 使我能夠明白這一切. 神是否也開啟了你的眼睛呢?
回到故事的最後, 這兩位旅客抵達了目的地. 耶穌似乎沒有與他們一起停留的
打算. 我們感覺其中的懸疑. 這兩個旅客到底懂了嗎? 他們的眼睛開了嗎? 他們
是否認出耶穌了呢? 耶穌讓他們留他下來 . 他們對他說: 路加福音 24:29 “時候
晚了, 日頭已經平西了, 請你同我們住下吧.”
到了坐席的時候, 耶穌擘餅祝謝. 這一幕讓他們想起了餵飽 5000 人的場景. 我
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餐會由耶穌來主持. 是因為他的年紀最大? 還是因為他們
認出他拉比的身分?
就在耶穌擘餅, 祝謝, 遞給他們的時候, 事情發生了! 他們的眼睛開了. 他們終
於認出他就是耶穌. 是否在這個時候, 他們才第一次看見耶穌手上的釘傷? 是
什麼打開了他們的眼睛? 然後他不見了. 耶穌消失了.
路加福音 24:32 他們彼此說: ”在路上, 他和我們說話, 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 即使在他們的眼睛被打開認出耶穌之前, 他們的
心就因耶穌講解經文而變得火熱. 你是否還記得第一次了解耶穌是誰的那一
刻, 心中莫名湧出的那一股暖流嗎?
這星期, 我與我的朋友 John 聊了一下. 他說他生命中有一段時期, 酗酒嚴重到
必須進勒戒所. 激烈的疼痛令他屈身臥床好幾天. 全身肌肉像著了火似的. 他
是否能堅持到最後呢?
當時房間裡擺著一本聖經. 在最絕望的時刻, John 拿起那本聖經開始讀了起來.
馬太福音, 然後馬可, 接著是路加 - 一發不可收拾. 讀著讀著, 疼痛消退, 他也平
靜了下來. 全身感到前所未有的溫暖.
十年過去了. John 還是讀著那同一本聖經. 他把它從勒戒所偷偷地帶了出來.
重點是, 神向他打開聖經. 他親自認識了耶穌. 耶穌活生生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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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在以馬忤斯的這兩個旅客來說, 悲劇變成勝利. 他們瞭解了經文. 更重要的
是, 耶穌已經復活了. 他們有什麼反應? 當我們聽到這改變生命的消息時, 又有
什麼反應?
他們精神為之亢奮. 當下立即趕回耶路撒冷去告訴他們的朋友. 他們遇見耶穌
的門徒們正聚集在一起.
在他們能夠開口報佳音之前, 已經另外有人報消息說. 路加福音 24:34: “主果
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 興奮情緒高漲, 好消息被另一個好消息打斷. 完
全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這是多麼精彩的一個復活主日啊!
耶穌遺留給他們的並非只是一個歷史事實 - 一座空墳. 他親自向他們顯現. 他
與他們一同用餐, 與他們長談.
正如復活的耶穌向這兩位旅客顯現, 他也可以向我們當中的任何人顯現. 正如
復活的耶穌開啟了門徒們的眼睛, 他也能打開我們的眼睛.
耶穌已經復活, 千真萬確! 他不只是復活, 他還坐在神的身旁. 他是王, 他是天
與地的主!
耶穌的故事還繼續著. 過去兩千多年來我們有億萬人遇見復活的耶穌的見證,
他們來自五湖四海, 來自各個國家, 各個族裔, 男人與女人, 成人與幼童.
他打開了他們的眼, 使他們看見生命的目的與意義. 他們感受到耶穌在他們身
上以及透過他們所做的工. 他們帶著好消息. 他們的生命活得有意義. 他們尋
得生命. 他們知道死亡不是盡頭, 而是開端.
如果你從未向耶穌禱告過 . . .
4. 邀請耶穌進到心理. 要求他打開你的眼睛.

自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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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你已經跟隨了耶穌, 你是否還記得第一次得光照, 開始理解的那天?
要心懷感謝.
2. 如果你不信任宗教信仰, 就把你心中的疑問說出來, 但不要執著於你的
疑惑. 固守懷疑並不是一種美德. 你是否願意來看, 來相信?
3. 如果你還未跟隨耶穌, 但是想要相信, 那就請求耶穌打開你的眼. 他一直
希望能到你的身旁, 幫助你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