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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第二講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路加 12:49-59，22:35-38 

Rev. Wing So 蘇穎睿 牧師 

引言 

1. 柯達公司是一間大型跨國菲林公司，1881年發明家 George Eastman 創立，霸佔了

整個相機菲林市場差不多整個世紀。至 1976 年，柯達菲林佔整個美國市場的 90%，

而相機則佔 85%。 

1975年，柯達公司開始研發數碼相機（digital camera)，並且成功發明數碼相機，但

公司卻決定放棄使用及製造，有 2大原因： 

▪ 一是擔心影響他們的菲林生意； 

▪ 第二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要把大量精力，金錢和時間用於與對手富士（Fuji 

Film)競爭，沒有把重點放在研發數碼相機，因為當時富士菲林比柯達菲林便宜

20%。 

但這個決定卻讓柯達付出了非常沈重的代價，因為踏入 2000 年後，數碼相機開始流

行，到了 2005年他們的收入開始大跌，到了 2012年，柯達終於宣告破產。 

柯達為何破產？究其原因： 沒有眼光，不識時務，不能體察時代的轉變。 

前陣子我有機會和一位在AAA做工的朋友傾談。 我問他：“我相信在很短時間，Tesla 

之類的自駕電車越來越普遍，屆時，自駕車的數量將會超過有司機的車輛，再加上 

Uber盛行，我們根本就無需再去買車、養車、到處找地方停車。省了許多錢、電、油、

時間。到時後，AAA及所有經營私家車的保險公司不破產，也會生存堪憂啊！”他對

我說：“AAA早已察覺這趨勢與危機，他們正研究應對的策略和行動。” 

2. 如果認識這個時代對做生意是這麼重要，那麼，對基督徒，特別是教會領袖，豈不是

更重要嗎？賴恩融（Leslie Lyall）是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1929

年蒙召到中國傳道。在抗戰期間，先後在陝西佔領軍事區侍奉，後來又到了後方貴州

侍奉，我非常欣賞其人。他對中國歷史、文化、時局非常瞭解。抗戰還未結束，有一

次，他返英國述職，在船上同行的有不少英國軍人及將領，他們邀請這位中國通講講

中國的前途。當時大戰將要結束。大部分人都看好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又以為中國會

採取與西方合作態度。但賴恩融卻獨排眾議，他認為蔣介石無法在戰後負起重建的工

作，他亦未能擺平國內之經濟、政治及種種問題。他以為抗戰結束後，共產黨會統一

天下，屆時宣教士亦沒有可能立足在中國。當時，不少聽眾以為他是天方夜譚，誰料

他的預言竟然完全應驗。 

賴恩融不但有眼光預見到局勢的發展。他更想到如何在這短暫的 window 裡，用什麼

策略可以讓基督教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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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了一個決定，1947年他移居北京，他用了全部時間投身在學生工作之中，他和王

明道及一些內地會宣教士合作，組織了北京基督徒團契及運動，在各大名校，如北大、

燕京、復旦、清華等大學作學生福音工作，又訓練學生領袖負起帶領甚至牧養的工作。

又教導他們彼得前書，及彼得後書的資訊，如何為基督受苦。又鼓勵不少醫生、知識

份子散居到西北邊境，打散來運作。又不參加中國 IVF, 獨立生存。 

結果如何呢？ 他和其他傳教士相繼在 1951-52 年被逐出中國。但北京的學生運動並

沒有結束，China IVF 於 1953 即被取締，但北京學生運動仍然健存。當王明道被擄

（1955），全國教會沒有人站出來抗議，只有北京的學生們勇敢地起來為他辯護。他

們有不少成為殉道者，但他們的影響極大，著名的“無名傳道者”邊雲波弟兄便是他

們所訓練出來的領袖。 有歷史學家評論，今日中國家庭教會的出現及擴展，也是與這

個運動有關的。 

這是眼光問題，認識時代的問題。  

3. 希臘文有 2 個字可譯為“時間”一是 Chronos，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時間；另一個字是

Kairos 是機會。保羅在《以弗所書》說我們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時代邪惡”，

指的就是機會而言。愛惜一字本意是指投資。我們要好好利用機會，投資我們的生命。

如果我們作好的投資，就要懂得看神給我們的是一個什麼機會。 

沒錯，這是一個機會，但同時我們不要忘記，這也是一個邪惡的世代，充滿了不義，

不公，欺壓，冤情，壓迫。套用 Charles Dickens 在 A Tale of Two Cities 的話：這是最

好的時候，也是也是最惡劣的時代。所以我今天的題目是：“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

橙黃橘綠時”！ 

這是引自蘇東坡的一首詩： 

荷盡已無擎雨蓋 ，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蘇東坡是指淒涼冬景，荷已盡，菊已殘，但這同時又是橙黃橘綠收成季節。 

究竟這是一個怎樣的世代？？，現在讓我們看看路加兩段聖經： 

一）時與機（路加 12：49-59） 

i. 首先我們看看路加 v. 54-56 

54耶穌又對眾人說：“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一陣雨’，果然

就有；55 起了南風，就說‘將要燥熱’，也就有了。56 假冒為善的人哪，

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 

耶穌警告猶太人，你們辨識天色是一流的，見到西邊起了雲彩，知道從地中

海吹來的風，一定是帶來雨水。你們一看到雲彩，就知道快要下雨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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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風是從南方來，南方是沙漠，天氣一定是燥熱了。 你們曉得分辨天地的

氣象，但對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卻完全不知。用我們現代的話來說，你看

到中美貿易有轉機，你就知道股市會好轉，但對我們現在是處於一個什麼時

代，從神的角度看是一個什麼世代，你們卻完全不知。 

究竟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世代，我們就來看看前一段聖經 12：49-53 

ii. 耶穌在這段聖經講三樣東西 

▪ 我來是要把火降在地上； 

▪ 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 

▪ 家庭相爭和撕裂，父與子，母與女，婆與媳，彼此相爭。 

表面看來，三件事沒有多大關係，好似不倫不類，但再看清楚，三件事

都有相同點：與時間有關。 

▪ 首先看“火降在地上”，很明顯，這是將來的事，是未發生的，所以耶

穌說，“假如已經燒起來，不也是我所希望的嗎？”意思是，我多麼希

望這火已經燒起來，但現在是未發生，所以第一點事是將來的。 

▪ 其次是“受洗”，很明顯的，這也是將來的，但卻又是不遠的，所以耶

穌說：“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受，但快要了，到此刻是何等心急。” 

▪ 最後，論到相爭的事，是講現在的事，雖然希臘文是一個將來式，但 v.52 

說“從今以後，一家五口要分爭”，即是現在已經發生了。 

但這三件事有何關係呢？ 

iii. V.49 “我來是要把火丟在地上”，火是代表上帝的審判，瑪拉基書四：1萬

軍之耶和華說：“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火爐，凡狂傲的和行惡的必如碎秸，

在那日必被燒盡，根本枝條一無存留。” 

那日：彌賽亞要來的一日，也即是耶穌說，“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祂來，

就是要審判這個世界。然而奇妙的是，耶穌來了，但祂卻說這是將來的事，

何解？ 

於是耶穌便道出其理由：“我有將受的洗，還沒有受，在這事完成之前，我

是多麼地迫急！”這是什麼意思呢？祂不是已經受了約翰的水洗嗎？為什麼

祂說：“我當受的洗，還沒有受”如果我們看馬可 10：38，便明白耶穌的意

思，原來這洗是指耶穌受死，被釘十字架，作救贖，耶穌是何等心急去完成

這個使命，耶穌沒有成就救恩，祂是不會作最後的審判。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基督徒）的看法，與猶太人的看法很不同，施洗約翰的

看法代表猶太人傳統的看法，他以為彌賽亞降臨就是火降臨審判，所以在路

加 3章，約翰講道的資訊就在於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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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路

3：9）“耶穌來，要把糠燒盡了”，神的審判快到了，你們要悔改。 

但當他入獄後，仍不見耶穌執行審判，就託人問耶穌，“你是否就是那被差

來的那一位呢？” 

耶穌的看法又是如何？你看看路加 4：12-22，在祂的第一篇講道中，祂引用

以賽亞書六十一：1-3，描述彌賽亞來的時候，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

見，受壓制的得自由。但以賽亞書其中一句：“報仇的日子”耶穌卻完全沒

有提及，故意漏掉這一句，何解？ 

因為耶穌是分開兩次來到世上，第一次是拯救，藉著祂的死，成就救恩，這

就是耶穌所說，“所受的洗”，第二次來是最終的審判，即耶穌所說，“降

火在地上”，我們會問，舊約豈不是把二者一同排列，即彌賽亞的時候，既

有拯救，也同時審判嗎？ 

我們稱這看法為 telescopic view, 從遠處看，以為只有一個高山，到達後，

才發覺山後有山，同樣的舊約的先知從遠處看，是 telescopic 的，耶穌是分

2次來的，神學家稱此為 already-but-not-yet 的 eschatological tension. 

或許你問，這些理論在實際上有何用處？我的答案：極大，如果我們明白今

日的世代是 already-but-not-yet的世代，我們對人生有著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我們看到許多令人傷痛的事，而不安，難過，軟弱；我們曉得現在不

是勝利統治時期，仍是受苦的時候，你們在世上有苦難，這是因為基督的救

贖工作還有 not yet的元素。莫以為耶穌既已經戰勝死亡，我們是滿有權柄，

現在是凱旋時候，非也，It is not the time to reign, but the time to suffer。

天國的鑰匙不是機關槍、也不是審判，而是大毛巾、服侍人的職份。然而我

們卻不要忘記 already 這一方面。我們已經有聖靈在我們心中作為憑據 

(arrabon)，我們就知道基督已經戰勝死亡，保羅叫我們行事為人、不是憑眼

見，乃是憑信心，套用 Isobel Kuhn講一個例子：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你一個人獨自在一間破舊的房子，房子裡有一燭

光，是微弱的，但憑這一點燭光，給我們一點安全感，外面風雨交加，非常

恐怖，這房子，這燭光是我們小小的保障。但我們知道燭光會用盡，在未用

盡前你會盡力維持燭光，給你安全感，但你知道，當黎明來的時候，整個房

間便不同了。” 

我們在這個 already-but-not-yet 的時代，也是一樣，我們眼見的只是一點

點燭光，我們也希望保住這點點微弱的光。但我們知道主再來的時候，天亮

了，一切都不同了，我們就是活在這個末世張力中，用一個末世眼光看萬事

萬物。 

二） 大使命（路加二十二：35-38） 

i. 在這個 already-but-not-yet 的世代中，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我們

要看看一段很古怪的經文，路加二十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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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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段非常古怪的經文，叫人摸不著頭腦，要明白這段經文，我們要注意

三個非常重要的字，“但如今”換言之，“如今”是一個分水嶺，以前是這

樣，但如今以後，就不再是這樣。 

▪ 首先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究竟耶穌講“如今”是指什麼，這是一個怎

麼樣的時刻，v.37 告訴我們，“ ‵祂被列在罪犯中′，這句話必應驗在

我身上”。這句話是引自舊約以賽亞書 53：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份， 

與強盛的均分擄物； 

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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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指耶穌受死，為我們的罪釘在十字架上，展開了一個新的

時代，舊約這句話將要應驗在耶穌身上，因為耶穌快要死了。 

▪ 第二個問題是：在此刻之前，即耶穌未死之前是怎樣的呢？在路加 10：

4，當耶穌差遣 70個門徒傳道時，祂叫他們 

• 不要帶錢袋； 

• 不要帶口袋； 

• 不要帶鞋。 

而且他們只向猶太人傳福音。 

▪ 第三個問題是，在此刻之後，（但如今）又如何？ 

• 帶錢袋； 

• 帶口袋； 

• 買刀（帶刀）。 

這是什麼意思呢？為何有此改變？ 

首先我們要明白“錢袋”，“口袋”，“鞋”，都是猶太人入聖殿時不

可攜帶的，這是猶太人習俗的禮儀，在 Talmud 有記載。在先前，福音

只向猶太人傳講，故不能帶錢袋、口袋和鞋。但如今卻不同了，據猶太

歷史學家約瑟夫所記述，猶太人的愛色尼派有此規矩，旅行時一定要帶

錢袋，口袋，鞋及刀，猶如今日遠行中時要預備護照一樣。 因為他們要

把福音傳遍天下，正如使徒行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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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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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神給我們在末世的使命，教會和信徒在此刻要擔負的，正是這個使

命。 

這是一個怎樣的世代？ 

我們看到在美國左派瘋狂，世風日下。 

這是一個怎樣的世代？ 

一、越來越混亂。 

政治混亂，也影響到教會。不同的政治觀點不但撕裂著整個社會、也撕

裂整個教會。 

二、教會越來越退縮。 

今天的教會越來越墮落和縮小。 

懇求神憐憫我們，讓我們看到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好讓我們一同真誠地悔改，迎接一場

真正的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