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復活節的早上，耶穌受死第三天後復活。祂向

婦女們顯現，她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向門徒說耶穌

復活了。這些日子，門徒和鄉鎮的居民都因為耶穌

的死震驚不已，耶穌的受死與埋葬帶給門徒很大的

傷痛，聖經說他們「哀慟哭泣」。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就先向

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穌從她身上曾趕出七個

鬼）。她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那時他們正

哀慟哭泣。（可十六：10 ）

　　那天下午，耶穌在以馬忤斯的路上向兩個門徒

顯現，但是他們沒有認出耶穌。這兩個門徒懷著沮

喪的心走路回家，他們無法相信發生在耶穌身上的

事，他們心想：祂已經被釘死，那些婦女卻看見天

使說祂復活，但我們都沒有看見祂，難道祂真的復

活了嗎？一直到晚上，耶穌與他們分享晚餐，他們

才認出耶穌。我們來思想在這三天裡，這兩個門徒

因耶穌的死感受到的失落與哀傷，後來又如何轉化

為祝福？這事蹟記載在路加福音廿四章13至17節：

　　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

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他

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正談論相問的時

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只是他們的

眼睛迷糊了，不認識祂。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

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他們就站住，臉上帶

著愁容。

　　三天前，耶穌受到嚴酷的刑罰，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埋葬了。他們所愛的耶穌不在了，他們再也

不能與祂在一起。耶穌的死，使門徒們的身心靈都

與耶穌斷線分離了。

耶穌不在，他們失去了什麼？

1.失去身分認同

　　耶穌受眾人擁戴，而他們是祂的徒生，這是何

等光榮的身分！現在老師被唾棄、被釘死，他們頓

時失去了目標，產生「身分的危機」。他們跟著耶

穌三年，祂的教訓和為人處事都顯得與眾不同，他

們以耶穌為榜樣。在當時，這些門徒可能都是社會

中卑微和貧困的一群人，耶穌看上他們，他們能被

主認同，感受到很大的肯定。可是這感覺煙消雲

散，耶穌竟然被抓、被審、被逮捕，最後還被釘

死。門徒紛紛走避，與耶穌劃清界線，連彼得都三

次不認主。到底耶穌是誰？我們以後該怎麼辦？這

兩個門徒的困惑和傷痛是可以瞭解的。經過三天的

等候，他們仍然得不到答案，心想，還是回家算

了。所有的門徒都回家重操舊業，打魚去了。

2.失去友誼同伴

　　門徒也可能經歷失友之痛。他們與耶穌一起生

活起居，長達三年之久，他們聽祂的教導，看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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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趕鬼、行神蹟。耶穌是他們的老師，也是朋友，

耶穌的受難和受死，一定帶來他們極大的憂傷。

他們無法瞭解耶穌為何要受死，而且死得如此羞辱

和悽慘；他們失去亦師亦友的耶穌，心中充滿了哀

傷。從他們走路時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真的

很沮喪，他們很懷念與耶穌如此親密相伴的日子，

跟隨耶穌走過一個鄉鎮又一個鄉鎮，跑遍了許多地

方。耶穌改變了他們的人生，但現在耶穌走了，同

伴們也各自回鄉，這門徒的團體也解散了。因耶穌

的死，他們不但失去了耶穌的同在，也失去了整個

信心的團契。

3.失去生命盼望

　　在門徒心目中，耶穌是他們期待已久的「彌賽

亞」。他們盼望耶穌拯救他們脫離羅馬的統治，奪

回民族自主，渴望耶穌供應他們一切具體的需要。

他們撇下一切，跟隨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但是耶

穌死了，這個「彌賽亞」的美夢完全幻滅了，連耶

穌的屍體在何處也無人知道，只知道已經不在墳墓

裡。面對這樣大的謎團，他們感到極度地疑惑與挫

折（路廿四：19-21）。門徒們失去了身分的認同、

友誼的支持，同時也失去生命的方向和盼望。

耶穌與門徒同行共話

  接下來，我們將從以馬忤斯的路途，來看耶穌與

這兩個門徒同行，與他們對話，帶領他們走出哀傷

1.身體的恢復（路廿四：13-15）

　　兩個門徒一起走回他們的家鄉以馬忤斯，一路

上他們談論著失去的耶穌（路廿四：13-15），忽然

耶穌走近他們，與他們同行。他們和耶穌一起走了

多久，談了多久？ 他們很可能從下午一直走到晚

上，從耶路撒冷到以馬忤斯大約是25哩，25哩原文

是60司他狄亞（stadion），1司他狄亞約等於185公

尺，故全距約為11公里（大約需要走四個小時）。

　　兩個門徒把他們的失落與哀慟告訴耶穌。在哀

傷時，與主一起走路運動是很好的醫療處方。在舊

約，神也使沮喪的以利亞先知走很遠的路。以利亞

在一場劇烈的屬靈戰爭得勝後，忽然面對生命威

脅，好像從雲端掉下來一樣，神為以利亞提供最好

的藥物，神告訴他要好好地休息和吃東西，然後要

他在曠野走了四十天之久。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

拍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

他就起來吃了喝了，仗著這飲食的力，走了四十晝

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王上十九：7-8）

　　在傷逝期間，培養健康的運動習慣，吸收營養

的食物，有助身心靈的恢復。

2.與主對話（路廿四：15-28）

　　耶穌明白這兩個門徒心中的哀傷和感受，祂與

他們同行，與他們共話。耶穌走在他們身旁，他們

卻認不出祂就是他們所思念的主。他們與主對話的

過程，其實已在面對及處理心中的失落和哀傷 。耶

穌願意聆聽，也允許他們表達心中的憂傷，在適當

時候，耶穌就回應、解答他們心中的疑惑，雖然當

時他們仍不明白。

　　傷逝時，與主對話是很有效益的，屬祂的人可

以透過寫日記或禱告，向祂傾訴所有的憂慮和疑

問；我們也可以與主培養對話式的禱告，在哀傷

中，耶穌不但願意聆聽我們，也願意對我們說話。

3.默想神的話 （路廿四：19-27）

　　在以馬忤斯的路上，耶穌告訴兩個門徒有關祂

自己在舊約和新約的啟示，神的真理就轉化他們憂

傷的心，帶來喜樂，縱使他們起初沒認出耶穌，後

來想起耶穌就是為他們講述真理的那位，他們的心

就突然火熱起來，真理使他們從負面思想和情緒中

得著釋放。當我們哀傷時，最重要的是讓神的真理

充滿我們的心思，我們可能不瞭解痛苦，但藉著聖

靈的幫助，遲早會明白背後的意義。　同樣地，當

天使向馬利亞顯現，宣告有關耶穌誕生的大好消

息，她無法完全明白這信息的意義，但是她在心中

反覆思想這件事（路加福音第二章）。在傷逝的過

程中，縱使當下看不出受苦的意義，但我們常常默

想神的話，耐心等候，細細咀嚼，聖靈就會開啟我

們的眼睛，看出其中的奧妙（詩篇第一篇）。在教

聖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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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傳統中的靈修學，聖言心禱或譯「讀禱」。

4.認出神的同在（路廿四： 28-35）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 他

們卻強留祂，說：「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西了，請祢

同我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到了

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

們。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祂來。忽然耶穌不

見了。他們彼此說：「在路上，祂和我們說話，給我

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他

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十一個使徒和

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說：「主果然復活，已經現

給西門看了。」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擘餅的時

候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都述說了一遍。

　　兩個門徒終於認出主耶穌，這是一個很戲劇性的

時刻。整個下午，他們與耶穌邊走邊聊天，可能覺得

很有收穫。後來他們邀請耶穌與他們同住，這是猶太

人接待客人的習俗，晚餐享用餅與酒也很平常，但是

當耶穌在晚餐中，帶領他們作感恩禱告，祂的角色突

然從客人變為主人，他們就馬上認出祂是主耶穌。突

然間，耶穌的教導、感恩的禱告、擘餅和祝福的葡萄

酒，一切都有了意義且清楚明瞭。他們是在最平凡的

處境，做一些最平凡的事當中認出主來（路廿四：

31）。魯益師曾說：「這世界到處『塞滿』了神，祂

走遍各處，人卻不覺察。其實不難覺察，只要肯花工

夫回想、注意，就會發現祂原來在那裡。

認出主的同在，轉化了兩個門徒的心，他們從失落變

為火熱，他們的屬靈眼睛打開了，明白耶穌的教導，

知道主真的復活了！（路廿四：32）

5.獻上感恩的聖餐（路廿四： 28-35）

　　有些學者認為這兩個門徒同行又同住，大概是夫

妻，這點我們很難斷定。他們一起用餐時，可能還在

談論耶穌的受死和復活，突然間，他們蒙光照，明白

了聖餐的意義。這是耶穌復活後與他們第一次用餐，

別具意義。祂復活了！證明祂的生命戰勝了死亡、疾

病和黑暗，祂可以賜給信祂的人永遠的生命。

　 基督徒領受聖餐，承認自己的罪，把罪疚與憂傷

都釘在十字架上，接受主的赦免和醫治，歡慶永恆得

勝的生命（林前十一章 )。但是憂傷往往勾起我們的

怒氣、憤怒和沮喪，我們可以把聖餐的意義帶到每天

的屬靈操練裡，每天再次將心中的情緒帶到神面前，

向祂認罪，接受祂的醫治，又歡慶祂的愛，我們的心

就受到安慰，釋放這些哀愁，領受祂的恩典和愛。

6.去！宣揚主的名（ 路廿四：33-49）

　　當這兩個門徒認出主後，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告訴其他門徒，將自己親眼看見耶穌的復活、親耳

聽見耶穌教導的經歷與他們分享，把永恆的盼望帶給

在死蔭幽谷中絕望的人。他們重新認同自己身分，契

合的關係與人生的命定都重新燃燒起來。經歷轉化的

憂傷者要為其他憂傷者帶來盼望，見證自己生命的轉

化，把主在自己身上的作為宣揚出去。

　　耶穌陪伴兩個門徒，一步一步引導他們走出哀

傷。靠著主一路的引導，門徒更深認識主，這些屬靈

的操練能轉化失落和憂傷。這旅程的關鍵點就在於耶

穌基督的顯現，並與他們同行共話，我們若在傷逝的

歷程中，有這些經歷和操練，即使哀傷過後仍繼續操

練，就能培養一生與主同在的生活方式。

　　這些屬靈轉化的操練包括：身體的活動（走路、

運動）、與主對話（禱告、讀經）、聆聽（聽主的回

應與教導）、寫和說神的話（讀禱、日記）、享受大

自然 說（諸天述說神的作為）、享受友誼（分享、

接待）、領聖餐（擘餅、喝酒）、認出主（默觀）、

歡慶（愛筵、團契）、宣揚（傳揚、見證）。活出這

樣的生活，我們的生命就會越來越有神榮耀的形像，

最終帶來生命的豐盛與滿足（詩篇第十六篇）。

～ 本文摘自於葉美珠博士「伴你

走過憂傷路」一書，全書以聖經為

基礎，結合內在醫治、屬靈操練與

悲傷輔導，幫助失去所愛親友的

人，面對正常的哀傷現象、走出傷

逝，繼而轉化成為找到人生重要意

義的轉捩點。也幫助我們在憂傷中

遇見唯一能帶給人盼望的神，以神

的眼光展開全新的人生。

聖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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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今年初，美國有位John Hagee牧師寫了一本

「Four Blood Moons」（四個血月），引發了很

多討論。主要的論點是說，在2014、2015二年內

有4次月全蝕，正好是發生在猶太曆的節期中；而

過去500多年，有3次這樣的現象，在那兩年中，

都發生了很多影響歷史的大事，因此，認為今、

明兩年，也會有大事發生。這個講法引發了很多

人的好奇，也引發了很多人的惶恐，很需要仔細

探究一番。

二、 討論：

1. 經文探究：聖經中確有不少經文提到天象是

上帝給的徵兆，如太二2，7-9；太二十四27，

29-30；可十三24-26；路十二54-57，二十一

7，10，25-26；啟六12-14等。特別是「人子

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太二十四29）「又有可

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路二十一

11）這些經文表達得最明顯。

2. Hagee牧師講的重點是2014年4月15日的月全

蝕，當天就是逾越節，10月8日的月全蝕當天

是住棚節，2015年4月4日的月全蝕那天又是逾

越節，9月28日的月全蝕那天又是住棚節，而

2015年3月20日的日全蝕那天是猶太曆的新年

元旦，而2015年9月13日的日偏蝕是吹角節。

最直接對應的經文是珥二31，「日頭要變為

黑暗（這是日全蝕），月亮要變為血（這是月

全蝕），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來到以

前。」另外，類似的經文在啟六12。

3. 歷史上的例證（過去500多年有3次連續二年4

次月全蝕發生在猶太節期）

祢(1)、1493-1494：相關事件有

I.1492年西班牙政權傾覆，猶太人被趕出西班 

牙。

II.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為了替猶太人找安

身立命之處，也為了要找尋財富對抗回教

帝國的進逼，同時也開啟了西方以海權掌

控全世界的時代。

III.1490-98，天主教修士Savonarola在義大

利佛羅倫斯帶動教會復興，影響全城。

IV.1494馬丁路德10歲，英國改教家Fyndale出

生，上帝開始醞釀改教運動的爆發及基督

教的誕生。

祢(2)、1949-1950：相關事件有

 I.以色列1948年5月14日立國，立即爆發第一

   次中東戰爭，1949年3月20停火協定生效。

 II.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III.1949年12月10日，中華民國遷都台北， 

   兩岸分治至今。

 IV.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開始民主資本

體制和專制共產體制二大陣營的對立，直

到90年代初蘇聯解體。

 V.基督教爆發三股復興浪潮：1947開始的神

醫運動，1948年開始的春雨運動及1949年

葛里翰牧師藉洛杉磯復興發起的福音派運

動。  (待續)

教師論壇

朱柬 老師  人子的兆頭顯在天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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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寶貝在瓦器裡 第十五屆校友 孔巧佳

桃園市府靈糧堂

校友巡禮

 神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

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林前一2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

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7）

   信主後，神的手一路引領我委身於桃園市府靈糧

堂，在教會與韓慧蕙牧師的成全下，成為第一個全職

傳道人；成為第一位傳道的學習與訓練特別多，首

先，神在個性、態度上不斷修正我，使我有顆保守聖

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讓神在關係中居首位，使教會

成為祂的居所，樂意作工的地方。回想這一路的訓

練都是恩典，神對我說，祂的選召沒有後悔，因此於

2011年9月參與八德福音中心的拓植工作。

  福音中心成立這三年，感受到靈界的真實。不是倚

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亞四6）我們植堂策略是完全跟著本堂，但在我裏

面有個不安全感、比較、怕失敗，以致二年多來塞給

弟兄姊妹各樣聚會、訓練，時間排的很緊湊；但即使

我這麼認真，果效卻仍很有限，直到前陣子身體有些

狀況，不得不放慢腳步，學習完全放手。此時，聖靈

光照我的個性還需要改變，因為神是照著我的本相接

納我，我如果還要更多地被祂使用，要容讓聖靈更深

修剪我；這個過程，聖靈教導我生命謙卑的功課！

這些日子，聖靈放在我裏面的看見與更新是：

1. 謙卑：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

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6-8）謙卑是把自己藏在基

督裏，放下我的感覺、我的想要，信任祂為我預備的

權柄。一直保持我的服事需要被遮蓋、被檢視、被查

驗的態度，讓祂背負我的重擔、讓祂為我爭戰、讓祂

負我一切的責任。

2. 領受天父的心、除去孤兒的靈：透過母堂天父的

愛的課程幫助我看見我是天父兒女的身份，當我與神

的愛深深交流時，才能從我生命釋放神的同在、安

慰、鼓勵憐憫的心腸，人才能得著生命的餵養，服事

也不至枯竭。

3. 愛慕神的話：有段時間讀神的話大都是因為責任

或為了講道，不知不覺落入形式而失去了讀神話語的

愛慕與甘甜。這幾年透過轉化信息每天讀經10章，幫

助我明白讀神的話是為要認識神，單單因為愛祂、愛

慕讀神的話；於是開始一年讀經三遍，使我內在的屬

靈柱子增加，面對同工生命的態度調整，我能溫柔堅

定釋放神的話語，每每都經歷神的信實與突破。

4. 禱告祭壇：沒有禱告就沒有事工，以前禱告生活

多是靠自己的力量和堅持、容易陷入無助裏；你要為

我築土壇，在上面以牛羊獻為燔祭和平安祭。凡記下

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裡賜福給你。（出二十24）神

命令我們要築壇，禱告祭壇是歡迎神同在的地方，是

個降服神、尊榮神、獻上犧牲的地方。禱告祭壇是帶

領我看見我和神的標準不一致的地方來悔改，而悔改

卻是讓我重新得力再與神恢復親密關係的重要元素。

透過祭壇生活帶來個人、家庭、教會的更新，邀請聖

靈為我們推開黑暗權勢，歡迎神的同在！

   感謝神！揀選我成為祂的器皿來服事祂，求主保

守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

丈夫，要剛強，如同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

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

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

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開學消息

 感謝主，今年錄取的新生：神學本科17位、牧靈諮商科29位、選修生6位，共計52位
 

 8/18～8/22 新生訓練；9/3～9/4 註冊：9/15 開學； 9/22～9/24 師生退休會

學院要聞

	 	 		

                                          暑期消息 ／ 福音隊8/25～9/1
 

葉老師帶隊緬甸；林老師帶隊頭城：張老師＆讌嵐老師帶隊埔里；齊蕙老師帶隊台東

感謝主，各隊皆經驗了神豐富奇妙的同在！

發    行：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企劃處 
總 編 輯：林瑋玲   
傳    真：(02)8663-9311
E - mail：seminary@llc.org.tw
網    址：http://seminary.llc.org.tw/

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
 地址：116 台北市萬美街2段82號2樓之3 

 電話：(02)23623022 Ext 7404,7408,7409

印刷品

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

靈神25周年校友回娘家
聚餐聯誼、建校遷址、新院展望分享！

日期：10/23 (四) 晚餐

時間：1630 集合；1700-1830用餐

地點：北市福華國際文教會館一樓

 (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

欲參加者須報名

請洽莊姊妹 ziyin@llc.org.tw

02-8931-5200＃211

～
 
奉獻方式 ～

◎ 郵局【劃撥帳號18746405，戶名「台北靈糧堂」；請於通訊欄註明靈糧神

   學院學校建校基金】 

◎ 銀行【國泰世華東門分行032508181361，戶名「台北靈糧堂」；採銀行方 

式者，請務必傳真至02-23660180 告知，並註明為靈糧神學院建校基金奉獻】

◎請為新院址內部裝潢共需四千萬的經費代禱奉獻

靈神校友退修會
10/27(一)～10/29(三) 

地點：新竹馬武督渡假會議中心
詳情及報名 http://llcgrassroots.net/

seminary/invi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