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56課： 這個世代    

(路加福音九:37 - 45) 

 

37 第二天，他們下了山，有一大群人來迎見耶穌。 

38 其中有一人喊著說：「老師！求你祢看看我的兒

子，因為他是我的獨子。 

39 他被靈拿住就突然喊叫，那靈又使他抽風，口吐白

沫，並且重重地傷害他，不輕易放過他。 

40 我求過祢的門徒把那靈趕出去，他們卻不能。」 

41 耶穌回答：「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我和

你們在一起，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你的兒子

帶到這裏來！」 

42 正來的時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地抽瘋。耶穌

就斥責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給他父親。 



43 眾人都詫異神的大能。耶穌所做的一切事，眾人正

希奇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 

44 「你們要把這些話存在耳中，因為人子將要被交在

人手裏。」 

45 他們不明白這話，意思乃是隱藏的，叫他們不能明

白，他們也不敢問這話的意思。 

 

 

引言： 如果我們看聖經， 我們發覺聖經常常論及 

「世代」這課題， 如以弗所書五：16說「現 

今的世代邪惡」。在路加九：41， 耶穌說： 

「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 這裏所 

謂「世代」並不是指當時的時代， 也不是我 

們所說什麼「世風日下」「今非昔比」等的意 

思。 原來猶太人把歷史分為兩個世代，一 

個是現今的世代（The Present Age) ，是邪惡 

的， 不信的， 悖謬的， 自亞當犯罪開始， 一 

直至世界的末了， 就是「現今的世代」， 是 



一個黑暗掌權的世代。 耶穌和保羅所提到的 

世代， 也正是這個世代。 第二個世代稱為 

「將來的世代」(The Age to Come), 又或稱 

為「聖靈的時代」(The Age of the Spirit), 自 

耶穌第一次來到這世界開始， 直至永恆。 在 

耶穌第一次與第二次來之間， 現今的世代與 

將來的世代並存， 我們稱為  

already-but-not-yet 時代， 也稱為  

eschatological tension (末世張力)時期， 既 

有邪惡， 但却又有恩典。 

 

從時間來分， 我們可以稱為現今世代和將來 

世代， 從內容來分， 我們可以稱為「看得見 

的世界」和「看不見的世界」。 保羅在哥林 

多後書四：16-18說得很清楚二者之分別： 

 

 



16 我們不喪膽。外體 (現今世代， 看得見

的世界 ) 雖然毀壞，內心 (將來的世代， 

看不見的世界）卻一天新似一天。 

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18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

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

的是永遠的。」 

 

在現今的世代， 這個看得見的世界，是充滿 

苦難， 生老病死， 分離， 邪惡， 但那將來的 

世代， 屬神的世界却是永恆和充滿榮耀的。 

 

（一）人的世界， 這個世代：(v.37-41) 

 

37 第二天，他們下了山，有一大群人來迎見耶

穌。 



38 其中有一人喊著說：「老師！求你祢看看我

的兒子，因為他是我的獨子。 

39 他被靈拿住就突然喊叫，那靈又使他抽風，

口吐白沫，並且重重地傷害他，不輕易放過

他。 

40 我求過祢的門徒把那靈趕出去，他們卻不

能。」 

41 耶穌回答：「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

啊，我和你們在一起，忍耐你們，要到幾時

呢？把你的兒子帶到這裏來！」 

 

1. 我們首先看看路加的編排， 有二個非常突出的 

特色： 

 

● 比對兩個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世代， 前一段

是耶穌登山變像， 是另一個世界，是屬神的

世界。 這個世界是超越死亡， 所以我們看到

摩西和以利亞。 這個世界是滿有榮光。 但他

們一下山， 却看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是充滿了哀傷， 無助， 得失成敗， 生離死別

的世界。     路加有意把兩段經文排在一起是

要我們看到兩  個世界強烈的對比！ 

 

 

● 路加還描述了第二個特色， 耶穌登山變像與

摩西上西乃山有著極密切的關係。 

 

摩西帶人上山， 耶穌也帶門徒上山， 

摩西在山上臉上發光 耶穌在山上也發光，  

摩西有雲彩圍著， 耶穌在山上也有雲彩

圍著， 

天上有聲音向摩西說

話， 

彩雲後也有聲音向耶

穌說話， 

 

        路加要表明一事， 摩西只是耶穌的預像， 

        西乃山只是預表了這個登山變像的事蹟。 

● 不但如此， 如果我再比較以利亞／以利沙的

故事與路加描繪的故事， 我們也發覺有極多

相同的地方： 

 

 



獨子面臨死亡。 

 

路加九：38-40 

書念的獨子面臨死

亡。 

列下四：14-24 

孩子被帶到耶穌跟

前。 

路加九：41-42 

孩子被帶到先知跟

前。 

列下四：22-25 

此事 (孩子一事）發

生在下山之後。 

路加九：40-42 

此事發生在先知下山

之後。 

列下四：25-27 

門徒無能。 

路加九：40 

先知的門徒無能。 

列下四：29-31 

耶穌的大能彰顯。 

路加九：41-42 

先知的大能彰顯。 

列下四名：32-35 

耶穌把孩子交給父

母。 

路加九：41-42 

先知把孩子交給父

母。 

列下四：36-37 

 

       所以， 我們發覺， 耶穌登山變像中， 有摩 

西與以利亞在一起， 並非偶然。 摩西在山上的 

故事， 與耶穌在山上的故事有密切的關係； 耶 

穌在山下所發生的事， 與以利亞在山下所發生 

的事也是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說摩西與 



以利亞都是預表了耶穌；耶穌臨在山上， 也在 

山下，耶穌既有天上的身份， 也有地上的身份 

， 祂就是兩個不同世界的橋樑。 

 

2. 現在讓我們再詳細看看這個世界是一個怎麼樣的

世界， 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幾樣特色： 

 

● v.37-40 

37第二天，他們下了山，有一大群人來迎見

耶穌。38其中有一人喊著說：「老師！求祢

看看我的兒子，因為他是我的獨子。39他被

靈拿住就突然喊叫，那靈又使他抽風，口吐

白沫，並且重重地傷害他，不輕易放過他。4

0我求過祢的門徒把那靈趕出去，他們卻不

能。」 

 

很明顯， 這人的獨子是患上了羊癎症， 馬太

福音十七：15說：「主啊，可憐我的兒子。他害癲癇

病很苦，屢次跌進火裏，屢次跌進水裏。」清楚說明

他正是患上此病。 希臘文是 seleniazetai, 英

文譯作 moonstruck， 因為昔日猶太人以為

當月圓的時候， 人可能會發癲又叫做 lunati

c。 我曾經問我的女婿有關這病， 他是一位



腦科醫生， 而且是羊癎症的專家。 從醫學角

度看， 當腦電波發生問題， 引起腦部有不正

常的反應， 引致各種非常奇怪的症狀。 路加

形容他抽筋， 口中流沬， 馬太更形容他跌進

火裏， 水裏， 很苦。 據我的女婿告訴我， 

有些患羊癎症的病人， 往往病發時是突然而

來， 變成另一個人似的， 難怪昔日古人以為

是被鬼附。 所以路加說：「他是被靈拿住， 

被污鬼控制著」。 

 

我們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 在耶穌時代， 他們沒有現今的醫學知

識， 目睹這奇怪的症狀， 便以為是被鬼

附， 所以耶穌就因他們的言語來描繪此

事， 而沒有向他們解釋這是腦電波失靈

所致； 這不等如耶穌也相信有鬼附一

事。 

 

❖  亦有解經家以為這孩子的確是被鬼附， 

而不是腦電波失靈， 所以耶穌便說他是

被鬼附， 然而， 這情形只發生在耶穌在

世的時代， 我是比較傾向接受這說法， 



因為聖經的確是告訴我們， 他是被鬼附

著的。 

 

      但無論怎樣，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這 

個世代的本色： 就好像這個患上羊癎症的孩子 

一樣， 不受控制， 受操控， 是相當無助的；  

既無助， 也無奈， 更沒有安全感。 平日相安無 

事， 一旦病發， 避無可避， 今天我們所經歷的 

也是一樣， 是相當無助的。 

 

3. 我們再看v.41耶穌是怎樣看這個世代呢？ 祂說：

「這是一個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又說：「我和

你們在一起， 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耶穌不但

是對門徒講， 祂更是對所有人講這句話， 這裏所

謂「不信」是指世人不信祂就是那位從神的世界

來的彌賽亞。 祂就是神的兒子， 是拯救我們的救

主。 「悖謬」一字， 是具有濃厚的舊約背景， 這

是指他們反叛， 偏離神旨意的一代， 就如昔日的

以色列人一樣。 耶穌說：「我要忍耐到幾時

呢？」「忍耐」這個字， 是指在審判日子未來之

前之忍耐， 也表明這個世代終有一天會過去， 這

些不信的人也必遭審判， 而新的世代將會取而代



之。 

 

 

 

（二）神的世界：( v.42-45) 

 

1. v.42-45 

 

「正來的時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地抽

瘋。耶穌就斥責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給

他父親。眾人都詫異神的大能。耶穌所做的一

切事，眾人正希奇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要把這些話存在耳中，因為人子將要被

交在人手裏。」他們不明白這話，意思乃是隱

藏的，叫他們不能明白，他們也不敢問這話的

意思。」 

 

     路加有意去對比門徒的無能與耶穌的大 

能。 當耶穌斥責那污鬼， 把孩子治好， 交給 

他父親， 眾人都驚訝神的大能。 我們留意路 

加所用的一個字， megaleioteti, 和合本有一 



個註， 可譯作「威榮」， 原來這個字常出現 

在希臘文的猶太文獻中， 這個字是用來形容 

神的榮耀， 在七十士本中， 又或是在以斯得 

拉一書中，這個字是用來描述神的威榮， 也 

即是在登山變像中的榮光。  

 

2.  正因如此， 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事實。 

「神蹟」一字， 希臘文是 seimeion (sign) 

 本來是指「記號」， 是表明一個信息。 神蹟 

的重點不在乎那超自然的元素， 而是其所包 

涵的重要信息， 這是一個什麼信息呢？ 是表 

明神的世界， 神的威榮在這個世界和世代彰 

顯出來， 套用 Philip Yansey的話， 這是神 

的世界在人的世界中之剪影 (snap-shots)。 

 所以眾人驚訝所作的一切事， 因為這是神的 

大能與威榮的彰顯。 

 

3.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在人的世界看到神世界的 

剪影呢？ 路加的信息是：「信」。 只有憑著 

信， 才可以看見和領會， 信是未見之事的實 

底， 正如保羅說：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如果我們再看馬可福音的記載， 這個 

信息就更清楚了！ 

 

馬可九：23說:「耶穌對父親說:「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孩子的父親立時喊 

著說（流淚的喊著說）：「我信， 但我信不 

足，求主幫助」。 其實， 原文的意思是： 

「我信， 請你幫助我勝過我的不信」 

(I believe, help me to overcome my unbelief)  

其實， 信是由懷疑開始， 信亦可以包括懷疑 

， 懷疑是信的種子， 我們的禱告也當是：「  

我信， 求主幫助我勝過我的不信」。 唯有信 

， 我們才可以看到神在這個世代的剪影！ 

 

 

（三）兩個世界的交接：（v.43-45) 

 

1. v.43-45 

 

「眾人都詫異神的大能。耶穌所做的一切事，眾

人正希奇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你們要把這

些話存在耳中，因為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



他們不明白這話，意思乃是隱藏的，叫他們不能

明白，他們也不敢問這話的意思。」 

 

    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描述： 

 

● 這一段剛與上一段成了一大對比。 前一段

是描述耶穌的威榮， 大能， 但這一段却是

描述祂的無能， 受辱， 被殺， 則成一大對

比！ 

 

● 然而， 這又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描述， 耶穌

要他們把這些話聽進去(sink into your ear

s), 因這話非常重要， 耶穌就要門徒牢牢的

記著， 不可忘記！ 

 

● 但門徒却又是不明白， 因為「其中的意思

對他們是隱藏著， 使他們不能明白。」 

 

2. 我們會問：究竟這是什麼意思呢？ 正如我們先

前說過， 有2個不同的世代， 也有兩個不同的

世界。 一個是人的世界， 一個是神的世界。 人



若要明白神的世界， 就必須倚靠連接這兩個世

界的一座橋， 橋者， 祭司也(Pontifix) 耶穌就

是那大祭司， 藉著祂的死與復活成為我們的大

祭司， 所以路加九：22說：「人子必須受審

判， 受許多苦， 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 並

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是因為耶穌的死與復活， 我們就可以藉著信， 

能進到神的國了！ 

 

門徒之所以不明白， 是因為他們從沒想過， 耶

穌必須受死， 然後才復活， 現在耶穌還未復

活， 對他們來說， 仍是隱藏的， 他們不明白， 

當耶穌復活後， 他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 

 

3. 今天我們的問題在那裏？ 我們用人的世界， 人

的logic去解讀神的世界， 當然是無法明白， 也

無法接受， 我們若從神的世界去看， 就明白過

來， 換言之， 我們是憑信去認識這個神的世

界， 是聖靈幫助我們去明白， 當然， 我們也當

學效這孩子的父親之禱告：「 我信， 但我信不

足， 請幫助我！」 

 



 

默想 

1）這個「世代」是什麼意思？ 它有什麼特色？ 

2）「將來的世代」又是什麼意思？ 它又有什麼 特色？ 

3）我們怎樣可以認識神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