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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的疑惑 John’s Doubts，太 11:2-6 

 

約翰在監裡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要

等候別人呢？」（太 11:2-3）奇怪，約翰不是很有信心嗎？不是見證耶穌是神的羔羊嗎？（約

1:29）不是說過「他必興旺，我必衰微」這麼屬靈的話嗎？（約 3:30）這樣的人怎麼會懷疑耶穌

呢？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我們的「感到奇怪」才奇怪，因為同樣的事幾乎每天都發生在我們身

上。 

 

早上靈修的時候大有信心，靈力充沛。上班的時候被老闆罵了、被同事冤枉了、發現申請沒有通

過、體檢的結果說肺部有陰影，就開始懷疑人生，懷疑神。約翰也是人，他被關進監牢裡，隨時

可能被殺，這時候他起了疑惑，很奇怪嗎？一點都不奇怪！相反的，認為自己懷疑神很正常，別

人懷疑神很奇怪，用雙重標準來判斷同樣的事，卻在潛意識中將這個不合理的現象合理化，這才

奇怪。 

 

預期失望 Expectation Disappointment 

 

約翰懷疑耶穌，因為耶穌的表現和他所預期的不一樣。信心上的軟弱大部分來自於「預期失望 

Expectation Disappointment」：神的表現和你所預期的不一樣，因此而感到失望，導致信心的軟

弱。約翰是耶穌的前驅，雖然為主呼喊，卻不完全瞭解耶穌。耶穌是如何的一位救主，他所引進

的是甚麼樣的國度，和約翰的預期是有差距的。再加上身陷囹圄，逆境使人懷疑神，約翰的疑惑

就更大了。 

 

耶穌如何解除約翰的疑惑？他對約翰的門徒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

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11:4-

5）耶穌沒有向約翰的期望靠攏，卻叫約翰去看他所行的事，向主靠攏。當時的猶太人，包括約翰

和耶穌的門徒在內，都預期彌賽亞是「猶太國」的拯救者。沒想到耶穌所拯救的不是人的國度，

而是瞎子、瘸子、聾子、窮人、長大痲瘋的，領這些人進入神的國度。親愛的弟兄姊妹，主是不

妥協的。你不能叫主調整他的作為來配合你，你只能調整自己的期望來配合主。失望了？沒關係！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失望中長大的。失望是信心的調整劑，使我們更加認識主。 

 

凡不因耶穌跌倒的人有福了！Blessed is anyone who does not stumble on account of Jesus! 

 

耶穌繼續對約翰的門徒說：「凡不因我跌倒的人有福了！」這是「八福」之外的一福，耶穌所說

的「我」是他的真我，「跌倒」是信心的軟弱。約翰所預期的耶穌和真正的耶穌不一樣，因此而

軟弱跌倒。若有人認識了真正的耶穌，雖然和自己所預期的不一樣，卻不軟弱跌倒，這樣的人有

福了！ 

 

我個人認為，這是現代信徒和教會最需要的一個祝福。我自己並不完全認識耶穌，不是我自以為

很認識耶穌，板起臉來教訓別人要好好認識耶穌，完全不是那個意思。我所說的是一種「願意接

受」的態度。承認自己對耶穌的認識可能有誤差，願意接受聖經的啟示，根據聖經來調整自己的

看法，這是我的意思。如果我們誠實的話，必須承認自己對耶穌的認知有不少「個人期望」的成

分在內。而各教會、各宗派的教導，有些是神學的立場，有些是歷史的包袱，有些是對現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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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妥協。耶穌應許說，凡不因他跌倒的人有福了！我相信，一個人若願在聖靈的光照之下，接受

聖經的啟示，重新認識耶穌，必將因此蒙福。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要祝福我們，我們不能對這一點有疑問。如果你連這點都有疑問，你的信仰

有問題。我們需要對付的，是出自私意的期望。根據自己的私意來塑造耶穌的形象，基本上，你

所做的是在拜一個「我的耶穌」的偶像。跟著這個偶像走下去，離真正的耶穌就越來越遠，結果

是遠離祝福的源頭。主是萬福之源，向他靠攏的人有福。主不是在我們的期望之處祝福我們，而

是在他的本位祝福我們，乃是更大更美的祝福！ 

 

天國裡最小的比約翰還大，為什麼？The lea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greater than John. Why? 

太 11:11-15 

 

耶穌對眾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浸約翰；然而在天國裡

最小的比他還大！」（太 11:11）此話令人費解：既然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過約翰，為何天國

裡最小的比他還大呢？難道天國裡的都是天使，不是婦人所生的？還是約翰雖然很偉大，結果卻

沒有進入天國？這樣的話，有誰可以進入天國呢？ 

 

瞭解這句話的關鍵，在於觀察它的上下文。耶穌對眾人說了一番話，講解約翰、耶穌、天國三者

之間的關係（太 11:7-15）。約翰代表天國的預備，耶穌代表天國的實現。他們二人的同時出現，

代表「預備期」和「實現期」之間的交接： 

 

1. 天國預備期 Kingdom Prepared 

2. 天國實現期 Kingdom Fulfilled 

 

天國就是神的國，神在他的子民中掌權。人原本是順服神的，始祖犯罪之後，罪進入人性，人變

得悖逆神。天國的來到，就是神在他的子民中掌權，恢復原本的關係。耶穌是彌賽亞，天國的實

現者，藉著他的來到將天國帶進人間。眾先知曾預言，有一日彌賽亞將要來臨。先知沒有見到彌

賽亞，約翰卻見到了，藉著悔改的浸禮為彌賽亞預備了道路。從這個角度來看，約翰比眾先知更

大： 

 

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所說的就是這個人。（太 11:9-10） 

 

這就是為何耶穌說「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浸約翰的」。眾先知預言彌賽亞，約

翰卻直接為他預備道路，這份殊榮以前沒有，以後也沒有。但耶穌來臨之後，約翰就退出了。天

國的預備期結束，實現期開始。以後的重點是在耶穌身上，以及因耶穌而進天國的人們身上。約

翰並未見到救恩在十字架上完成，也沒有經歷到因信進入天國的恩典，從這個角度來看，天國裡

最小的比他還大。 

 

天國預備期有如人在地上蓋房子，約翰為主預備道路，他蓋的房子最高。天國實現期有如坐飛機

在天上，機艙裡最小的人，都在地面最高的房子之上。耶穌所講的「大」和「小」，是針對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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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典而言的。恩典是從耶穌來的，那些在耶穌之後領受天國恩典的人，比在耶穌之前辛苦做工、

卻無福領受到天國恩典的人，要「大」多了！ 

 

這並不是說，約翰沒有進入天國。天國的預備和實現與神的計劃有關，與約翰的得救無關。天國

預備期也有得救的人，耶穌曾說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天國裡（太 8:11）。約翰歇了世上的

勞苦，是否被主迎進他的國度裡？我相信是的。 

 

進入主的安息 Into the Lord’s Rest，太 11:25-30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

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

的。」（太 11:28-30） 

 

世界上沒有人不想得安息的。現代人物質豐富，內心焦慮不安，特別想要得安息。一般人得安息

的方法有三種，就是：斷，換，賺。 

 

自古以來就有人以「斷」來得安息。不安的原因是牽掛，是在乎，是慾念，是執著。你若能切斷

牽掛，視父母、妻子、兒女、朋友，甚至自己，為外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與你無關，你就不

會受傷害。你若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你、怎麼說你、怎麼侮辱你、怎麼讚揚你，你的心就不會受干

擾。你若不存慾念，對錢財、名聲、地位、美貌、權力無所求，就不會感到焦慮。你若不執著，

凡事都可一笑置之隨時放手，就不會受綑綁。古希臘的斯多亞學派和印度的佛家，都動用了「斷」

法。 

 

有人以「換」來求安息。換立場、換想法、換環境。以前是反對的，因為親人、朋友、同事都贊

成，我換一個立場，就平安了。原想做高級主管，只做到中級，換一個想法，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接受現況也就心安了。「換」就是順從大勢，遇到難以抗拒的力量，不要去抵擋它，將自己的立

場調整一下，就好了。這種逆來順受、順其自然的作法，有道家的色彩。 

 

更多人用「賺」的方法來求安息。我不能切斷一切的慾念，也無法一直調整自己，那就去賺吧！

賺不到卻不甘心，賺到了卻不滿意，於是心中就不得安息。這種拼命去賺的方法沒有甚麼學派，

它就是簡單的、赤裸裸的世界的方法。它有一個特徵，已經達到某個程度的人，會藉著鄙視尚未

達到那個程度的人，來維持自己內心的平安。快被別人趕上了、威脅到了，就不得安息。 

 

耶穌的方法不同於世界的方法。不是斷，因為主要你有愛心，與人相連。不是換，因為主要你凡

事站在神的立場，不向世界妥協。不是賺，因為主說，人若賺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甚

麼益處呢？耶穌的方法是「負軛」。主不是除去你的軛，而是加上一個軛。一旦你負上這個軛之

後，它會除去你其他的軛。 

 

「軛」是農耕的工具，帶有強制性。將軛放在牛馬的肩上，接受主人的控制，在田裡幹活。負上

主的軛，就是接受主的控制，在「我心裡柔和謙卑」的軛下生活。這個軛是立即生效的，不是等

你修養到柔和謙卑的境界才實施，而是一負上就立即實施。它是一個「一面做一面得好處」的方

法，聽主命令，柔和下來，謙卑下來，在這個軛下生活，你就會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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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人生體會，許多時候心裡不安息，是因為我的「安息點」設置的不夠低！如果更謙卑一

點，將自己降得更低一點，心裡就不會難受了。耶穌是神，身分最高，卻降得最低。主的安息點

是十字架，一旦降低到十字架，凡事都得安息。 

 

安息是一份禮物，耶穌說：「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們來到主的面前，他會使我們得安息。來

的人需有自知之明，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你若夠謙卑，承認自己

的勞苦重擔，來到耶穌面前，就必得安息。 

 

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來 4:10） 

 

安息是神對子民的應許，聖經稱「進入應許之地」為「進入神的安息」。（來 4:1）安息就是「歇

了自己的工」，信靠耶穌，相信他對你人生的安排。 

 

宗教使人看不見耶穌 Religion Veils Jesus, 太 12:1-8 

 

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來吃。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

你的門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穌卻不這麼認為，他舉了大衛吃陳設餅的例子，來說明門

徒並沒有干犯安息日。接著，耶穌又說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裡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

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 12:6-8） 

 

「殿」是猶太教的中心，代表宗教系統，「守安息日」是其中最重要的規矩。對法利賽人而言，

信仰不是活潑的神人關係，而是一個死板的宗教系統。他們只看到規矩，卻看不到人。只知道門

徒掐了麥穗，卻不知道「在這裡有一人比殿更大」，也不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穌以「人」自稱（一人，人子），以自己來代表人，藉此說明人與宗教的關係： 

1. 看哪，這裡有一人比殿更大：殿不大，人才大，人比宗教更重要。 

2. 神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神喜愛的是人，不是宗教，對人有愛心比守宗教規矩更重要。 

3.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規矩是僕人，人才是主人，規矩的存在是

為了要促進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法利賽人的「宗教」使他們認不出耶穌。現代人的「宗教」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有些人的宗教是

政治黨派，有些人的宗教是世俗觀念，有些人的宗教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以政治為宗教的人，就

算大家都是基督徒，若你的政治傾向和他不同，他就視你為敵人，將黨派的分歧，置於基督裡的

合一之上。以世俗為宗教的人，就算大家都是基督徒，若你的財富地位不如他，他就鄙視你，輕

看主以重價所買贖的生命。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為宗教的人，就算大家都是基督徒，若你的膚色和

他不一樣，省籍和他不一樣，他就排斥你，拒絕主已經接納的人。這樣的「宗教」使人看不見耶

穌，從前的法利賽人看不見，現代的基督徒也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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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是基督人，不是宗教人。我們不讓任何「宗教」，遮住我們仰望基督的視

線。主所合一的，主所買贖的，主所接納的，我們都要合一，都要尊重，都要接納。 

 

安息日的價值判斷 Sabbath Value Judgment，太 12:9-14 

 

耶穌在安息日進了會堂，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意思是要控告耶穌。耶穌回答說： 

 

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裡，不把它抓住拉上來呢？人比羊何等貴重呢！（太 12:11） 

 

耶穌藉著「價值判斷」來指出那些人的虛偽。人和羊誰更有價值？你們說安息日不可做工，你自

己的羊掉在坑裡可以拉上來，別人生了病卻不可以治病，你的羊比人更重要？於是耶穌叫那人伸

出手來，治好了他。法利賽人如何反應？聽了耶穌的話感到很慚愧？見到神蹟感到很敬畏？No，

他們既不慚愧，也不敬畏：「法利賽人就出去，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太 12:14）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的心不要剛硬。如果主的話刺痛了你，不要「除滅耶穌」，而要順服他，

因為主的心意是要祝福你。每個安息日主會挑戰你的價值觀，要你做調整，學習從他的眼光來看

事情。每當你唱詩、敬拜、讀經、聽道的時候，願你的心逐漸向主靠攏。 

 

充滿污鬼的世代 A Generation Full of Unclean Spirits，太 12:38-45 

 

耶穌講了一個污鬼的比喻，他說： 

 

污鬼離了人身，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尋求安歇之處，卻尋不著。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出

來的屋裡去。」到了，就看見裡面空閒，打掃乾淨，修飾好了，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

來，都進去住在那裡。那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太 12:43-45） 

 

神是聖潔的，聖靈在人心裡做工，使人潔淨，想要親近神。污鬼與聖靈相反，使人污穢，想要遠

離神。污鬼喜歡住在人身裡，若離了人身，他就想要再回去住。問題是，污鬼喜歡住在污穢的地

方，不喜歡住在乾淨的地方。他見裡面打掃乾淨，修飾好了，就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一

起將那人弄污穢。於是這人的景況，比先前更加不好了。 

 

事情的關鍵，在於那人「裡面空閒」，空閒招鬼。人有如房子，雖然趕走一個污鬼，打掃乾淨，

但卻空閒著，沒有聖靈住進來，結果會招來更多的污鬼。一個人聽了神的話，心裡乾淨了，卻遲

遲不肯認耶穌為主，心裡空著，他的景況將越來越差。 

 

耶穌雖然以人身做比喻，他的話卻是對「世代」說的。一開始耶穌就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

（太 12:39）結束又說「這邪惡的世代」。（太 12:45）世代是整個社會，每一代有不同的社會風

氣。有敬虔的世代，有邪惡的世代，有懷疑的世代，有相信的世代。如果一個世代的特徵是心靈

空虛，人心無主，你要小心了，那可能是污鬼最多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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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比喻 The Kingdom of Heaven Parables，太 13:1-53 

 

馬太福音有五組寶訓，13 章是第三組，共有七個天國的比喻。第一個是撒種的比喻，耶穌稱為

「聽見天國的道理 Hears the word of the Kingdom」，（太 13:19）其餘六個比喻都以「天國好像…」

開始。 

 

天國的道理 The Word of the Kingdom 

1. 撒種的比喻：耶穌親自解釋了這個比喻，主所解釋的，人不必瞎猜，不可增添，也不可更

改。耶穌說「種子」就是「天國的道理」，簡稱為「道」。門徒要會分辨，並非任何的道

理都是種子，唯有天國的道才是。有些假先知也稱他們的道理是種子，其實那不是種子。

耶穌講這個比喻的重點，是解釋聽道者的心態： 

第一， 聽了道不明白的，撒但就將他心裡的道奪去。這是撒在路旁的。 

第二， 聽了道歡喜領受，但卻沒有生根，及至為道遭受患難或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這是

撒在石頭地上的。 

第三， 聽了道之後，有世上的思慮和錢財的迷惑進入心裡，把道擠住了，不能結果子。這

是撒在荊棘裡的。 

第四， 聽道明白了，後來結果子，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這是撒在好土

裡的。 

 

第一和第四都有「明白」二字：有人聽了道不明白，有人聽了道就明白。在聖經裡，「明白」不

是智力的問題，而是靈命的問題。那些悖逆的百姓，他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

卻不曉得」。（太 13:14）那些順從的百姓，他們聽了就明白，看了就曉得。親愛的弟兄姊妹，領

受神的道要有一顆像嬰孩一樣柔軟的心。神的道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你以

剛硬悖逆的心聽道，永遠不明白。以柔軟順從的心聽道，一聽就明白。 

 

天國好像…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2. 天國好像麥子與稗子：這個比喻主也解釋過了，主所解釋的，人不必瞎猜，不可增添，也

不可更改。耶穌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裡，仇敵卻將稗子撒在麥子裡。僕人問主人，是

否要將稗子薅出來？主人說，不必。容這兩樣一齊長，等收割的時候再將稗子薅出來。耶

穌的解釋如下： 

a. 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b. 田地：就是世界。 

c. 好種：就是天國之子。 

d. 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 

e. 撒稗子的：就是魔鬼。 

f. 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g.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這個比喻常被一些基督徒所誤用，他們說：「主說了，教會裡有麥子與稗子，除稗子不是

我們的工作，我們不要走在主的前面，到了末日主會派天使來除稗子。」問題是，耶穌說

田地是世界，不是教會。是世界裡有麥子和稗子，不是教會裡有麥子和稗子。誤用這個比

喻的人，他們或是讀經不用心，或是故意將主的話改了，以改過的話來教導別人。弟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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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主的話是不能更改的，更改的人有禍了。至於教會，耶穌說門徒不屬世界，正如他不

屬世界一樣。（約 17:14）教會是聖潔的，是從世界中分別出來的，怎麼可能是混雜的？ 

 

3. 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這個比喻極易懂。芥菜種很小，長起來卻很大。有多大？甚至飛鳥

都來宿在它的枝上。耶穌是說天國雖然開始很小，卻會越長越大。使徒行傳和教會歷史證

實了主的話：一開始僅少數人信主，後來福音廣傳，主的道大大興旺，信主的人越來越多，

天國越長越大。弟兄姊妹，對於易懂的比喻，我們不要畫蛇添足，犯了「過度解經」的錯

誤。有人嫌這個比喻太簡單，就將「飛鳥」解釋為撒但，認為撒但也會寄宿在教會裡。這

是以私意解經，將簡單的話複雜化，引起錯誤的應用。 

 

4. 天國好像麵酵：這個比喻和上個比喻是同一個意思，天國一開始很小，後來變得很大。有

人在「麵酵」上作文章，故意講得很複雜，這也是很不必要的。 

 

5. 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裡：藏在地裡的寶貝，被人發現了。他為了要得著這個寶貝，就去變

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這個比喻也很清楚，是講天國的價值。對於識貨的人而言，天

國的價值超過一切，值得他變賣所有的。 

 

6. 天國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這個比喻和上個比喻是一對，都是講天國的價值，都有「變

賣一切所有的」這句話。買賣人是識貨的人，只做賺錢生意，不做賠本生意。他尋找好珠

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7. 天國好像撒網在海裡：這也是一個有解釋的比喻：天國好像撒網在海裡，聚攏各樣水族，

拉上岸來，就將好的收在器具裡，不好的丟棄。耶穌說，這就是世界的末了，天使要出來，

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這個比喻和「麥子與稗子」的比喻很類似。 

 

以上七個天國的比喻，耶穌解釋了三個：撒種的比喻，麥子與稗子的比喻，撒網在海裡的比喻。

其他四個很容易懂，不需要解釋：芥菜種的比喻，麵酵的比喻，藏寶於田的比喻，尋珠的比喻。

七個比喻講四件事情： 

一、撒種的比喻講「天國的道理」，領受天國道理的四種心態。 

二、麥子與稗子的比喻和撒網的比喻講「天國的分別」，到了末日麥子（義人）會被分別出來。 

三、芥菜種的比喻和麵酵的比喻講「天國的成長」，開始雖然很小，卻會長得很大。 

四、藏寶的比喻和尋珠的比喻講「天國的價值」，在識貨者的眼中，天國值得他變賣一切所有的。 

 

文士受教做門徒 When a Scribe is Made a Disciple，太 13:51-52 

 

耶穌講完了天國的比喻，就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嗎？」他們說：「我們明白了！」

耶穌聽了，接著又說了一個奇妙的比喻： 

 

凡文士受教做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裡拿出新舊的東西來。（太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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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是精通舊約的人，通常他們是教人的，不是受教的。一位文士若肯謙卑下來接受教導，做天

國的門徒，將會是一位「庫存豐富」的人，裡面有新東西，也有舊東西。耶穌的門徒多是「沒有

學問的小民」（徒 4:13），但他並不排斥有學問的人。只要他們肯謙卑受教，將會是優秀的門徒。

使徒保羅就是這麼一個人，他原本是法利賽人，有學問的教法師。一旦成為門徒，他豐富的舊約

知識和嚴謹的思維方式，成為傳福音的利器，造就了無數人。 

 

天國的比喻說到最後，耶穌表達出「文士做門徒」的盼望。那些有學問的人，他們若肯謙卑受教，

被主使用，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我們教會的事工接觸到許多「文士」，學生、學者、教授，耶

穌這一個比喻是說給他們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