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110課：當黑暗掌權的時候 

(路加福音22章47-53節) 

 

v.47 說話之間，來了許多人。那十二個門徒裏名叫 

猶大 的，走在前頭，就近耶穌，要與他親嘴。 

 

v.48 耶穌對他說：「 猶大 ！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

子嗎？」 

 

v.49 左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主啊！我們拿

刀砍可以不可以？」 

 

v.50 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

了他的右耳。 

 

v.51 耶穌說：「到了這個地步，由他們吧！」就摸

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v.52 耶穌對那些來拿他的祭司長和守殿官並長老

說：「你們帶着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

嗎？ 

 

v.53 我天天同你們在殿裏，你們不下手拿我。現在

卻是你們的時候，黑暗掌權了。」 

 

引 言 

 

1)  2019年，台灣大選前夕，台灣人用一個「亂」字

來形容當前的情況。其實，不但是台灣，也不但

是2019年，全世界於2019年後也是一個亂局，直

至現在還沒有終止。看這幾年所發生的事，一目

了然： 

 

●  香港反送中而造成的混亂，其後國安法

實施後，不少港人在未審前已經下獄達

2年之久，造成一片恐慌，超過30萬港

人離開香港。 

 



●  2019年的Covid 19疫症，導致千萬人死

亡，染上疾病的不計其數，帶來整個世

界混亂，經濟倒退，人心惶惶。 

 

●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西方各國制裁俄羅

斯，不但戰爭造成死亡、毀壞 、混

亂，直至今天，還沒有半點和平的跡

象，甚至驚怕發生核戰或是第三次世界

大戰。昔日廿多年來的世界秩序，不堪

一擊，造成非常緊張的局勢。 

 

●  中國崛起，對整個世界的局勢影響極

大。先是中美貿易戰，繼而臺海局勢緊

張，不少人推測，中國會否揮軍武力攻

擊台灣，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是否派

兵援助？這都帶來世界局勢的不穩定。 

 

●  美國國內在2020年的選舉中，造成極大

的混亂、分化和不安。就是2022年的中



期選舉，似乎只不過延續過去幾年的混

亂。 

 

●  全球經濟下滑，百物騰貴，造成 不

安。在美國，仇視亞裔人士日益增加，

治安欠佳，槍殺案天天上演，就是在小

學校園裡，都有大規模的槍殺案，好像

整個世界都失去理性一樣，用 ”黑暗

的時候” 來形容今日的世界，雖不中

亦不遠矣！ 
 

2) 在這個禮崩樂壞、黑暗掌權的時代，作為一個基

督徒，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呢？事實上，歷史不住

的重演，在歷史的舞台中，我們看到愚蠢的人不

著重複昔日的錯處，似乎我們從沒有從歷史中學

到教訓，實在令人費解。不過歷史最黑暗的一

刻，是記載在路加福音22章這段經文，正如耶穌

說 ：「現在卻是你們的時候，黑暗掌權了」(v.53) 

  

 

(一)  黑暗掌權了    (v.47-53) 

 



v.47 說話之間，來了許多人。那十二個門徒裏名叫 

猶大 的，走在前頭，就近耶穌，要與他親

嘴。 

 

v.48 耶穌對他說：「 猶大 ！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

子嗎？」 

 

v.49 左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主啊！我們拿

刀砍可以不可以？」 

 

v.50 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

了他的右耳。 

 

v.51 耶穌說：「到了這個地步，由他們吧！」就摸

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v.52 耶穌對那些來拿他的祭司長和守殿官並長老

說：「你們帶着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

嗎？ 

 



v.53 我天天同你們在殿裏，你們不下手拿我。現在

卻是你們的時候，黑暗掌權了。」 

 

1) 我們讀這段經文，不禁有點沮喪和迷惑；耶穌

好像與那些權貴鬥爭，到了這個時候，舉起白

旗，承認失敗，寫上降書，說：「到了這地步，

由他們吧！」又說：「現在是你們 (那些捉拿他

的權貴)的時候，黑暗掌權了！」試想：你三年

來一直跟隨耶穌，甚至撇下所有的當耶穌的門

徒，與那些惡勢力鬥爭。現在聽到耶穌這些

話，你會有何感受呢？失望？沮喪？我相信不

少信徒經歷這段黑暗的時候，都不禁的向神問

道：「神呀！你在哪裏？公義何在？」就如哈

巴谷先知質問神：「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

應允，要到幾時呢？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

救，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著姦惡而不

理呢？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又起了爭端和相鬥

的事，因此律法放鬆，公理也不顯明，惡人圍困

義人，所以公理顯然顛倒。」 

 



2) 如果我們以為這是失敗，如果我們用這樣的思

維去理解耶穌這些話，我們就大錯特錯了！或

許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這段經文，用

一副不同的眼鏡看看當前的景況，我們會有完

全不同的詮釋。 

 

首先，我們要看看耶穌所謂：「現在卻是你們的

時候，是黑暗掌權了！ 」究竟這是什麼意思？ 

 

原來猶太人把歷史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 

 

一個是黑暗時代， 

又稱為現今的世代。 

 

第二個階段是聖靈時代， 

天國時代或是末世時代。 

 

其間的分水嶺，就是彌賽亞的降臨。當彌賽亞

降臨的時候，他就拯救他的子民，同時亦會審

判那些不公義和反叛的人。所以耶穌和約翰出

來傳道的時候，都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改！」 



 

但基督教與猶太人的看法有點不同，彌賽亞是

分兩次來的。 

 

第一次來是拯救和施恩。 

 

第二次來的時候，就是來審判， 

 

所以在路加福音4章18節，耶穌引用以賽亞書6

1:12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

要和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

放，瞎眼的得看見，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

悅納人的禧年。」 

 

我們要留意耶穌所說的話，耶穌引用以賽亞書

時，故意讀漏了一句：「神報仇的日子」。 他

只提到被擄的得釋放，瞎子得看見，受壓制的

得自由；全是恩典與釋放，至於神的審判和報

仇，一字也沒有提及。何解？這是因為他第一

次來這世間，是拯救的工作，到了主再來的時

候，才是審判的日子，我們現在所活在的一個

時階，神學家稱為一個already but not yet 

的時代。 



 

3)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字我們要理解，就是這個  

hora 的希臘文字。中譯作時候，正確的翻譯應

該是「那時辰」(the hour)。在新約聖經中，

每當提到「時辰」這個字，通常是指著耶穌的

死。而這裏所說的「你們的時候」，是指他們捉

拿耶穌，把他拉去釘十字架的時辰，也是指耶

穌受死的時候，我們稱之為黑暗掌權的時候！ 

  

  

(二)  黑暗的面孔 

  

我們從這段經文，可以看到黑暗掌權時代的特色： 

 



第一：暴力 

 

路加記載：「說話之間，來了許多人。」 

  

究竟有多少人呢？約翰福音18章給我們一個較詳細

的圖畫：猶大領了一隊兵，和祭司長，並法利賽人

的差役，拿著燈籠、火把、兵器、就來到園裏。

「一隊兵」的希臘文是speiran，按羅馬軍隊的編

制，speiran共有1,000個士兵，其中240人騎兵，76

0人步兵，都是荷槍實彈的羅馬正規軍。用這樣一個

龐大的軍隊去捉拿一個手無寸鐵的耶穌，實在太大

陣仗了！除了那些羅馬正規軍外，還有公安、武

警、差役等等。他們如臨大敵，拿刀拿棒來捉拿耶

穌，充滿了暴力橫蠻的手段。這樣的場景，這幾年

來從新聞報道中，可謂司空見慣。暴力就是黑暗掌

權的特徵。 

 

第二：是虛假。 

 

「那十二門徒裏叫猶大的，走在前頭，就近耶穌，與

他親嘴。耶穌說：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嗎？」 



 

按中東的習俗，親嘴是尊敬友好之表達。猶大竟然

用這樣尊敬和友好的記號，作出這樣一件醜陋邪惡

的事！這就是黑暗掌權的記號了。像這樣的虛假，

這幾年來我們看得多了，指鹿為馬，指白為黑，這

些虛謊的大話，充斥著整個世界。 這種偽善，在教

會中也是屢見不鮮，令人心碎。 

 

第三：是出賣 

 

黑暗最大的特色，就是出賣。猶大出賣耶穌，出賣

自己的靈魂，出賣自己的兄弟，更出賣他們的良

心。這種情況我們這幾年也看得多了！基本上，一

如猶大，都是出賣了主耶穌。 

 

  

(三)  面對黑暗的權勢 

 

1)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面對黑暗的權勢，當如何

去應對呢？我們看看v.49-53 

 



49左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主啊！我們拿刀

砍可以不可以？」 50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

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 51耶穌說：「到了這

個地步，由他們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

了。52 耶穌對那些來拿他的祭司長和守殿官並長老

說：「你們帶着刀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嗎？ 53

我天天同你們在殿裏，你們不下手拿我。現在卻是

你們的時候，黑暗掌權了。」 

  

面對著黑暗權勢的打壓，我們當如何面對呢？耶

穌的門徒，看到這光景，就問耶穌說：「我們拿

刀砍可以不可以？」換言之，以暴易暴可以不可

以？難道我們面對著黑暗權勢的打壓，任由他們

欺壓嗎？為什麼耶穌會如此軟弱，甚至說：「到

了這地步，由他們吧」！ 

 

這是和合本翻譯誤導，以致我們會如此理解耶穌

的話。 這裏所謂「這地步」，希臘文是touto

u，這個字可直譯為 this (這個) , 所以，NIV 

譯作 No more this.  

 

為什麼門徒提到刀這回事呢？ 



我們就要看看路加福音22:38了。當門徒聽到耶

穌說要買刀，就說：「這裏有2把刀。」耶穌就

說：「夠了！」耶穌這樣說，是責備門徒不明白

耶穌的意思，以為用刀是用作革命之用，其實耶

穌說要賣衣服來買刀，不是用來攪革命，而是用

來作遠行宣教之用。猶太愛色人(Essenes)要遠

行的時候，一定要預備刀。所以當時是象徵到遠

方宣教，因為福音要傳遍天下。他們不明白耶穌

的意思，所以耶穌說：「夠了」！這回他們又誤

會了耶穌，以為這是時候要武力抵抗，所以耶穌

又說：no more of  

this，到此為止。 

 

2) 耶穌反對以暴抗暴，不是以為自己實力不夠，只

能投降。 非也！看看耶穌怎樣在馬太福音26章5

2-54說的： 

 

●  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

親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嗎？若是

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



麼應驗呢？耶穌之所以不以暴抗暴，不是

投降，也不是實力不足，不是權宜之計，

於是必須的，為了救贖我們，他必須走上

十字架。  

 

●  我們要明白，耶穌第一次來是為了拯救我

們，不是為了審判。 這不是報仇的日

子，而是受苦的時候。正如一位神學家所

說: it 

 is not yet the time to reign, but the  

time to suffer. 將來主再來的時候，他

就一定會施行審判，所以耶穌說：「那出

賣人子的有禍了」。 

●  世人以為十字架是象徵軟弱、無能、愚

拙。但對基督徒來說：十字架才是大能、

榮耀和盼望。這就是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面對著黑暗的權勢，我們不是以暴易暴，也不是躺平，

更不是妥協，而是堅守真理，永不退縮，正如王怡牧師所

說：世上從沒有千年的政權，只有千年的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