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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課  歷史的一刻 

(路加福音 22章35-38節) 

 

 

 

v.35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

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沒有鞋，你們

缺少甚麼沒有？」他們說：「沒有。」 

 

v.36 耶穌說：「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著，有

口袋的也可以帶著，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

刀。 

 

v.37 我告訴你們，經上寫著說：『他被列在罪

犯之中。』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

關係我的事必然成就。」 

 



v.38 他們說：「主啊，請看！這裏有兩把

刀。」耶穌說：「夠了。」 

 

 

 

 

引  言 

 

1) 中國有一名很出色的將軍, 名叫孫立人。他畢業

於清華大學，其後到美國攻讀工程，後又轉往Vir

ginia Military School 研習軍事， 畢業後回國

加入抗日戰爭。他打仗戰無不克，攻無不勝。在

緬甸時，他帶著一千精兵，在仁羌之役大敗日

軍。我的大哥就是孫將軍手下一員，後來打完

仗，回家之際，吃了不潔的野味，染上疾病而身

亡。 

 

不過孫將軍在中國歷史上，最令人矚目的一場戰

役，就是國共內戰中的四平戰役。抗日八年勝利

後，隨即發生國共內戰。蔣介石與毛澤東同是看



到一關鍵：那個得著東北省，那個就會勝利在

望。在東北戰役中，四平鎮位在一個非常戰略性

的地方，雖然它只有十萬居民，屬於小城，但所

處的地位非常重要，是國共力爭的要塞。蔣介石

派了他的愛將杜聿明率領大軍進攻共產黨的林

彪，但一個月來都未能攻破。1946年，蔣介石電

召孫立人從美國返回中國，率領他的新一軍向林

彪進攻，他只用了三天，便大敗林彪軍隊，迫使

林彪棄守四平，狼狽北逃，棄守長春。孫立人率

領新一軍向北掃蕩，此時，林彪的軍隊 已失去戰

鬥力。 孫立人直逼哈爾濱城下，並預備渡河，徹

底消滅林彪的軍隊。但就在此時，蔣介石受美國

壓力，下令停火，東北停火五個月。林彪就靠著

這五個月，絕處逢生，站穩腳跟，又得蘇聯大批

軍火裝備，在松花江建立他的根據地。後來蔣介

石以孫立人在德惠城戰役中與杜聿明起了磨擦，

蔣介石把孫立人調走至台灣去練兵。毛澤東得此

消息，就舉杯慶祝，說：「我們唯一的敵人被蔣

先生打倒了，東北是我們天下了！」就這樣，國

民黨在東北失手，隨著整個江山落在共產黨手

中，真是一子錯，成盤皆落索！這是中國歷史一



大轉捩點，蔣介石若沒有調走孫立人，整個中國

歷史可能要改寫。蔣介石到了台灣後，還沒有放

過孫立人，把他軟禁了33年，直至李登輝當了總

統後，他才重得自由。 

 

 

2) 另一個歷史一刻的戰役就是太平洋戰爭的中途島

戰役。中途島戰役是太平洋戰爭一個關鍵性的戰

役。中途島位於太平洋中間的一個小島，全島只

有5.2平方公里，沒有任何天然資源，但在軍事上

極具戰略性。誰得中途島，誰就可以控制整個太

平洋。日本偷襲珍珠港成功，壯大了他們的野

心，但在偷襲珍珠港中，未能毀滅美國之航空母

艦，於是決定大舉進攻中途島，獨霸整個太平

洋。日本司令山本，率領八艘航空母艦，飛機千

多架，官兵十萬人；美國只有三艘航空母艦，35

艘潛艇，飛機400餘架，實力是有點距離。為什麼

此戰役日本竟然大敗？損失了四架重型的航空母

艦，飛機332架、死傷官兵三千五百人。美國損失

一艘航空母艦，一艘驅逐艦，飛機150架，官兵死

傷三百人。何解？ 山本萬萬想不到美軍破譯日本



的密碼電報，掌握了日軍的 動向和位置， 他們

發現在日軍的密電中，常常出現AF兩個英文字，

他們認定AF就是指中途島，肯定這是日軍進攻的

目標。他們於是在飛機從日本航空母艦離開後，

派遣飛機狂炸這些航空母艦，這樣日本損失慘

重，失去大部分海軍實力，扭轉了太平洋戰爭的

局勢，這就是歷史的一刻。 

 

 

3) 從歷史的角度看，無論是四平戰役或是中途島戰

役，當時扭轉了整個歷史的發展。但是從宏觀的

歷史角度看，四平戰役後，還有無數次的戰爭。

美國打完日本後，還陸續有韓戰、越戰、 伊拉克

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打了勝仗的林彪， 卻不得好

死，在逃亡到蘇聯中，在內蒙古墮機身亡。歷史

就是這樣諷刺的。今天我們所研讀的經文，真是

歷史的重要一刻，是整個世界歷史的轉捩點，因

為這一刻，啟開了一個新的時代。 

 

 

 



 

(一)  但如今      (v.35-37)  

 

v.35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

沒有錢囊，沒有口袋，沒有鞋，你們缺少甚

麼沒有？」他們說：「沒有。」 

 

v.36 耶穌說：「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著，有口

袋的也可以帶著，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 

 

v.37 我告訴你們，經上寫著說：『他被列在罪犯

之中。』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關係

我的事必然成就。」 

 

 

1) 這是一段非常古怪的經文，耶穌在這裏無端端

講及錢囊、口袋、鞋、刀，真是摸不著頭腦。

如果我們要明白耶穌的意思，要看看三個非常

重要的字：「但如今」。首先我們看看希臘文 

alla 這個字，中譯作「但」，這個字是比較



兩個幾乎相反的東西，比方來說：他只有身高

5尺，alla 他竟然可以跳六尺高。至於「如

今」一字，希臘文是nyn，意思是：先前是這

樣，但如今卻完全不同了。在中途島戰役之

前，日本佔盡優勢，但中途島戰役後，形勢就

完全不一樣了，所以中途島戰役是歷史的一

刻，是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正如耶穌說， 

 

先前不用帶錢囊、 

口袋、鞋、 

但如今不同了， 

要帶所有這些。 

先前不需用刀， 但如今不同了、 

沒有刀的要買刀。 

 

我們現在暫且不去解釋這是什麼意思，但明顯

耶穌指這是歷史關鍵時刻，進入另一個新的階

段了！ 

 

2) 當然我們會問道：這是什麼時刻？ 



 何竟這時刻是那麼重要？ 

 

路加在v.37 有這樣的解釋：「祂被列在罪犯

之中」這句話，必應驗在我身上。 那關係我的

事必要成就。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這句話是引自舊約聖

經以賽亞書53:12。「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至於

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

又為罪犯代求。」很明顯，「列在兩個罪犯之

中」乃是指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與祂一同被釘

的還有兩個罪犯。但以賽亞清楚告訴我們，耶

穌受死是擔當了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祂

的死是為我們的罪而死，並且啟開一個新的時

代。耶穌的死是一個贖罪祭，而祂的死早在聖

經就已經講明了：所以耶穌強調，這是應驗在

祂身上。祂的死是應驗了舊約聖經所說的。 

 



3) 我們更要留意：耶穌說：「這話必應驗在我身

上」。「必」 是譯自希臘文的 dei，中文的

意思是：必須、一定要。 It is necessary。

而「應驗」一字，英文譯作fulfill。昔日是

一個應許，如今就實現了，就在這一刻成就

了，並啟開一個新的紀元、新的時代，這正是

歷史最重要的一刻。耶穌被釘死之前，與耶穌

被釘死之後，完全不一樣了，因為這是救贖時

代的開始。 

 

 

  

(二)  這是一個怎樣的一刻？   

  

1) 如果我們說：這一刻是指主耶穌被釘十架，

為我們的罪代贖，啟開了一個新的紀元，是

救贖的時代。但為什麼耶穌用帶錢囊、口

袋、鞋、刀來作對比呢？先前他們不用帶這

些，如今卻要帶。聽來真是一頭霧水，不知

其所以言。 



 

首先，我們要明白在路加福音10:4，當耶穌

差遣70 個使徒往各城各地傳福音時，吩咐他

們：「不要帶錢囊，不要帶口袋、不要帶

鞋」。為什麼耶穌如此吩咐呢？原來這是猶

太人的習例，猶太典籍他立目Talmud 吩咐他

們，往聖殿時，不要帶口袋、錢囊和鞋。耶

穌的意思，他們往各地傳福音的時候，就好

像進入聖殿一樣。聖殿不只是那座建築物，

而是象徵神的同在。整個世界都是屬於神

的。 

 

此外，馬太福音10:5-6有云：「外邦人的路，

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 

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 這即是

說：這仍是舊有的時代，他們只往猶太人的

地方，行猶太人的習俗，不帶錢囊，不帶口

袋，不帶鞋，這都是猶太人的習俗。 

 

但耶穌被釘後，這一切都改變了。福音並不

只是傳給猶太人，是給所有的人。 v.37所提

到的罪犯，七十士本，「罪犯」一字希臘文 



ho anomos，亦即是外邦人。(以賽亞書10:6)

現在猶太人的文獻中，這個字也是用來形容

外邦人的。路加說：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

罪犯代求，他們都是外邦人。這就告訴我們一

件非常重要的事，耶穌受死，是關乎萬民的

訊息，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而我們的使

命，並不只是在猶太人中傳福音，而是在整

個世界傳福音給世人聽。 

 

2) 或許，以下的一個例子更能表述這真理。約

翰福音第二章記載著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

⸻水變酒神蹟。究竟這神蹟有何意義呢？耶

穌和門徒並他的母親一起前赴婚宴， 在筵席

進行的時候，酒用完了，對主人家來說，這

是大忌。耶穌的母親發現，就跑到耶穌面前

說：「他們沒有酒了！」但是耶穌竟然對他

說：「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

沒有到。」耶穌的母親並沒有抱怨，只是對用

人說：「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

照猶太人潔淨規矩，門口有6缸水，是作禮儀



洗腳之用。耶穌叫人把水倒出來，發覺到倒

出來的不再是水，而是酒，而且更是上好的

酒。究竟這神蹟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耶穌

竟然稱呼自己的母親為婦人？這似乎是很不

尊重。何解祂又說：「時候還沒有到。」究

竟耶穌所指的時候是什麼意思呢？更奇怪

的，轉過頭來，祂就作了一個水變酒的神

蹟，解決了主人家的困境。這一切都好像非

常奇怪。 

 

原來按猶太人的規矩，在婚宴的時候，男女

是分坐的。男人在一處，女人又在另一處，

但是耶穌的母親竟然破了戒，跑到男人的地

方，對耶穌說：「酒用完了！」為什麼馬利亞

會如此破例呢？原來猶太人相信，當彌賽亞

來的時候，男女就不再有區別了。耶穌的母

親知道耶穌就是彌賽亞，既是如此，彌賽亞

已經在我們中間，就不用男女之區別，跑到

女人禁地，對耶穌講出主人家的困難：酒用

完了。但耶穌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這



時候就是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一刻，透過

祂的死，新的時代就啟開了。而水變酒是有

特別的意義。 

 

水是像徵舊約時

代， 

正如門前的水是舊約

時代作潔淨之用， 

 

酒是像徵新的時

代， 

救贖的時代。 

 

耶穌的死就啟開了這個新的時代。難怪希臘

文神蹟這個字原文的意思是：標記、像徵 sig

n. 

 

路加所提到的錢囊、口袋、鞋就好像約翰福

音第二章所提到的水，這都是像徵舊約的時

代。 

 

 

  



(三)  新的大使命   (v.38) 

 

 

v.38 他們說：「主啊，請看！這裏有兩把刀。」耶

穌說：「夠了。」 

 

 

1) 我們明白錢囊、口袋、鞋都是猶太人入聖殿的

禮儀，按猶太人的律例，他們入聖殿時是不可

以攜帶這些。但時候到了 ，耶穌的救贖成就

了，新約的時代啟開了。這福音不再是猶太人

的福音，而是全世界人的福音，耶穌所行水變

酒的神蹟，正好表明這個真理。 

 

但可能我們會問：路加所提到的「刀」又是

怎樣的呢？這個我們也要明白猶太人的背景。

猶太著名歷史學家約瑟夫的記載，愛色尼派人

有這樣的規矩：他們遠行必須帶備錢囊、口

袋 、鞋、刀，換言之，這一切都是與遠行有



關的。用今日的話來說，你要遠遊，必須攜帶

護照，金錢，信用卡、皮喼。 

 

既有遠行，目的何在？ 就是往世界各地把福

音傳開，如此我們就要好好的預備。 

 

2) 當耶穌差遣70個門徒向猶太人傳到的時候， 

不用這些裝備，因為他們傳福音的對象只是巴

勒斯坦的猶太人。但到了現在，情形就很不同

了。就正如使徒行傳一:8 說：「但聖靈降臨

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

見證人」。 

 

耶穌挑戰我們參與這個世界革命，把福音傳到

地極。 

 

3) 有一位牧師，他剛從一個在東岸的教會領會完

後，坐飛機返回西岸的家。在他隔鄰的一位年

青人，和他聊天，講足了整個旅程。那年青人



介紹自己，說他是在一間健美公司工作，感到

非常滿足。公司有幾百多間分店，遍佈美國。 

年青人問牧師：「你是幹那一行呀」？ 牧師

回答：「我與你所做的有點相同，但也有不

同。我不是要改變別人的身材，而是改變他們

的心」。那年青人立即問道：「你是心理學家

嗎」？牧師答道：「不是。我不是改變他們的

心理，是改變他們的生命，這當然包括心理在

內啦」！那年青人好似明、但又似乎不明。跟

著牧師繼續說：「我們的公司很大，不但在美

國50州都有我們的公司，全世界也有」。那年

青人開始感到非常有趣，連忙問道 ：「嘩！

你老闆是用什麼方法管理這麼龐大的公司

呀」？牧師說：「很簡單，我們公司父子二人

包辦一切。他們極之富有，而我們員工福利極

佳」。那年青人就開始感到奇怪，這麼大的一

間公司，為什麼在 Wall Street Journal 沒

有提及呢？ 於是牧師對他說：「我是指教

會，你有沒有興趣參加我們的教會，明白做人

的意義是什麼」？那年青人說：「原來如此，



我從沒有這樣想過這問題，我現在暫時忙於我

的工作，無暇想及這些人生的奧秘」。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基督徒都是從事這樣的世

界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