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6年 ⼗ ⽉2⽇ 

基督的命令： 

回轉像⼩孩⼦, 接待⼩孩⼦ (4)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49 分鐘

經⽂文
⾺馬可福⾳音10:15節和路路加福⾳音18:17節:「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要承受神國的, 若若不像⼩小孩⼦子, 斷不
能進去。 」 
亦參參⾺馬太福⾳音18:1-5節; ⾺馬可福⾳音10:1-22節; 路路加福⾳音18:1-23節。

前⾔言
⼈人甚懼怕強颱的狂風暴暴雨, ⾃自知無法抗拒之, 但, 懼天的⼈人卻不畏懼上帝, 並且還⼤大聲地抵擋上
帝, 視上帝為無物。⼈人因颱風帶來來的不便便利利, 不會去質問或咒詛那颱風, 但是⼈人平時⼀一遇到不順
遂的事, 便便質問或咒詛上帝, 為什什麼這樣? 若若⼈人親⾒見見強颱的威⼒力力⽽而驚愕, 當他看⾒見見上帝的威容時, 
豈豈不膝若若如⽔水, 難⾔言驚嚇程度? 強颱來來, ⼀一晚就過了了, ⼈人隔天有個假⽇日可整理理家園市容, 休養⽣生
息, 但將來來遇到上帝時就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 ⽇日夜以懼怕悔悔恨為⽣生。

上帝是有怒氣的, 但請問各位, ⼈人今⽇日如何能看到上帝的怒氣呢? 

⾺馬可福⾳音與路路加福⾳音之像⼩小孩⼦子的教訓
⾺馬可福⾳音與路路加福⾳音中, 基督以法利利賽⼈人為教本, 教導我們有關像⼩小孩⼦子的教訓。然, 我們卻驚
奇地發現, 福⾳音書沒有正⾯面地指⽰示和提供我們任何可遵⾏行行的⽅方法(How), 卻指出不能像⼩小孩⼦子的
根本障礙為何(What)。這裏是⼀一個How與What的問題。

⾃自夏娃落落入魔⿁鬼的試探後, 以How⽅方式的⽣生命追求與作為就已經深化在我們的罪性當中。所以, 
當我們⼀一聽到像⼩小孩⼦子的教訓時, 立即的反應是要怎樣做才能夠像⼩小孩⼦子, “How to be like a 
child?” 講解此經⽂文的⼈人便便專注於「⼩小孩⼦子」三個字上, 如, ⼩小孩⼦子像那被耶穌抱在懷中, 感受到
主滿滿的愛; 像⼩小孩⼦子的純真無邪等等。這種反璞歸真式的論述在這複雜的世界或有提醒的效
果, 但對於歸回基督卻毫無幫助, 因為我們罪的本質並沒有因此⽽而改變。

基督命令⾨門徒要像⼩小孩⼦子的樣式, 但是基督對⾨門徒的教訓內容卻不是在教⼩小孩⼦子, 比喻就是最
好的例例⼦子。保羅亦是如此, 保羅說他為加拉太教會再受⽣生產之苦, 但保羅對他們寫的還是加拉
太書, ⽽而不是加拉太童書。聖經重在思想層次, ⽽而不僅在提醒層次⽽而已。

我們當注意How和What的不同, 及其兩兩極化的影響
我們罪⼈人的本性喜愛尋求How, 故我們必須儆醒這隱藏的罪性, 不讓其趁機詭詐地爬進到我們
解釋上帝的道當中。How⽅方式的解釋必得聽者的共鳴, 這樣的內容永遠受到群眾歡迎, 因為可
以省去聽者思想的⼯工夫。但, 聽者聽到What⽅方式的解釋, 他則必須發揮他的思想功能, 否則他無
法抓住其中含意。甚⾄至有時候, 他還需思想⼀一段時間, 才能夠理理解明⽩白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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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能走How的⽅方法路路? 因為⽅方法必因⼈人⽽而異異, 萬種⼈人有萬種不同的⽅方法, 故不可能在講道中
⾯面⾯面俱到。以How的⽅方法講道必使某些⼈人因⾒見見那⽅方法不是講給他聽的, 就不靜⼼心聽之。傳道者
當銘記基督是「⽣生命在他(基督)裏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他講的道是給每⼀一個聽者聽的。所
以, 教會不可為了了⽣生存, 為了了有相當數量量的會眾⽀支持教會,  ⽽而走⽅方法的道路路。

基督徒走在What的本質路路或How的⽅方法路路必發展出不同的屬靈⽣生命。走What的本質路路的基督
徒的信息必是普世性的, 因為他意識到, 他的講章內容是普世每⼀一基督徒都可聽的。然, 走How
的⽅方法路路的基督徒只能徘徊在⼩小城⼩小鎮的池塘裏, 僅適合該教會的⼈人⽽而已。因是之別, 走What
的本質路路的牧師傳道的屬靈掙扎是劇烈的, 他得獨⾃自⾯面對主, 依靠主的靈, 藉著聖經建構屬天的
思想架構; 他不僅要負責眼⾒見見的基督徒的耳與眼, 他也要注意眼不⾒見見的基督徒的耳與眼。

這樣, 進⾏行行解經⾏行行為的基督徒永遠處在是最危險的狀狀態, 是教會界當中最危險的⼀一群。我講的
是解經者本⼈人, 因解經者是最難被撼動的⼀一群, 他只要在公開的場合進⾏行行解經⾏行行為, 如教會講台, 
電視媒體, 雜誌等, 他對聖經的認識已經定型了了。公開解經者必堅持他的解釋, 即便便他聽到可更更
正他不全的解釋的解釋時, 他的認知依舊。聲望越⾼高的, 越是如此。為什什麼改不了了? 因為因網路路
發達⽽而來來的虛名, 他無⼒力力拉下臉來來, 承認不全⽽而謙卑卑地改正⾃自⼰己。

聽What⽅方式講解聖經的基督徒亦是處在是最危險的狀狀態。我們當注意⼀一個事實, 魔⿁鬼試探的對
象是夏娃, ⽽而不是亞當。為什什麼? 這不是因為女⼈人笨, 好受騙。上帝造女⼈人比亞當聰明些, 因為
她的位份是男⼈人的幫助者, ⽽而幫助被造完全的亞當不可能是愚笨的⼈人。亞當的完全需服在上帝
的權柄下, 女⼈人的完全需服在亞當的權柄下。魔⿁鬼不去試探女⼈人的主-亞當, ⽽而去試探女⼈人, 乃因
女⼈人是上帝誡命的第⼀一個間接受教者。上帝將不可吃的誡命賜給亞當, 亞當將這誡命傳給女
⼈人。女⼈人便便成為是否尊上帝為⼤大的試⾦金金⽯石。

這樣, 聽What⽅方式講解聖經的基督徒如同夏娃接受誡命⼀一般, 魔⿁鬼必然對之試探, 如試探夏娃⼀一
樣, 企圖動搖信仰。事實顯明, 許多基督徒(包括牧師傳道)聽過What⽅方式的解經, 但卻不認為這
是必須的, 就好像夏娃不認為遵守上帝不可吃的誡命是必須的。這些基督徒走到⼀一半, 就放棄
離開了了, 因「這話甚難, 怎能聽呢?」

彼得警告我們, 說,「務要謹守, 儆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行, 尋找可
吞喫的⼈人。」使徒給我們的命令是「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牠,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
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使徒給我們的應許則是,「那賜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裏召你們, 
得享祂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堅固你們, 賜⼒力力量量給你們。」(彼
前5:8-10) 這樣看來來, 各位正處在上帝的試煉與魔⿁鬼的試探當中, 這是真基督徒的記號。

法利利賽⼈人提問婚姻的主題並非偶然
有了了以上認知之後, 我們論像⼩小孩⼦子的教訓就不得朝「如何像⼩小孩⼦子」的⽅方向解釋, 必須查究
這教訓之上下⽂文場景, 以得其中主軸信息。當我們如此⾏行行的時候, 即發現法利利賽⼈人向耶穌挑戰
有關婚姻⽅方⾯面的⽣生命觀, 這樣的主題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箴⾔言21章開頭即說:「1王的⼼心在主
⼿手中, 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2⼈人所⾏行行的, 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 惟有主衡量量⼈人⼼心。」法利利賽
⼈人在不知不覺當中, 就做了了上帝反⾯面的僕⼈人。上帝按著⾃自⼰己眼中都看為正的信仰, 藉由他們抵
擋基督的無知, 引導屬基督之⼈人的⽣生命發展。

在此順便便⼀一提, 若若上帝反⾯面的僕⼈人圍繞基督四週, 這些⼈人恨他, 想要殺他, 那麼, 按主道, 遵從主
道的⼈人就不要以為他的四週是平靜, 無風無浪的。主說:「學⽣生不能⾼高過先⽣生, 僕⼈人不能⾼高過主
⼈人。」(太10:24)

第 �  ⾴頁 (共 �  ⾴頁)2 3



基督之⾔言必關乎萬⺠民
法利利賽⼈人挑戰耶穌的主題是婚姻觀, 這主題必然是關乎萬⺠民的。⼈人⼈人皆對婚姻關係都有⾃自⼰己的
看法, 皆有所論述。就連保羅雖單⾝身, 也對在婚姻關係中的⼈人有所勸勉勉(參參哥林林多前書第七章), 
也運⽤用婚姻關係為引, 闡明上帝的救恩(參參羅⾺馬書第七章與以弗所書第五章)。John Scott⼀一⽣生未
娶, 他對婚姻觀也有所教導[註]。因著這婚姻的交鋒主題使得每⼀一個⼈人都可論述, 每個⼈人在論述
當中即展現出「⼰己」的⽣生命本質。

上帝在這裏既然不提供如何像⼩小孩⼦子的⽅方法, 那上帝啟⽰示什什麼? 上帝啟⽰示著我們不能像⼩小孩⼦子
的障礙何在, ⽽而這障礙是⼈人⼈人皆有的, 那就是「⼰己」。上帝以⼀一個⼤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必經歷的
婚姻關係主題, 點出「⼰己」存在的事實。

基督之⾔言,「6從起初創造的時候, 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7因此,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 ⼆二⼈人
成為⼀一體。8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兩個⼈人, 乃是⼀一體的了了。9所以上帝配合的, ⼈人不可分開。」
(可10:6-9) 使徒約翰說,「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1:9) 所以, 主耶穌基督的
道所包括的範圍是所有⼈人, 基督這⾔言就是關乎萬⺠民福祉的, 個個都可聽, 當聽的。真是如此, 若若
世界遵守基督這關於夫妻的教訓, 犯罪的事豈豈不⼤大⼤大減少? 現在婚姻的不忠已上⾄至達官貴⼈人, 下
⾄至⼀一般平⺠民。

請注意, 牧師傳道若若按著基督的道⽽而傳, 他傳的道必須有這樣⼈人⼈人得聽的特質, 他才算得是傳上
帝的福⾳音, 保羅說:「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 奉召為使徒, 特派傳上帝的福⾳音。」(羅1:1)  我需在
此再三強調這點, 因為世界局勢正走向區域式, ⺠民粹式的領導, 英國的脫毆決定, 菲律律賓杜特蒂
(Rodrigo Duterte)與⺠民進黨的執政⽅方式即是實例例。若若美國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 必影
響⺠民眾思維, 必不再“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 ⽽而變成“Think locally, act locally”。

然, 牧師傳道是耶穌基督的僕⼈人, 教會就不得為滿⾜足區域性需要, 使講道內容僅為順著該地區⺠民
眾的耳⽽而講。其實, 若若牧師傳道的講章沒有跨時代的價值, 使後⾯面的世代因那講章⽽而認識耶穌
基督, 他難說是耶穌基督的僕⼈人。世⼈人努⼒力力今世之立命哲學尚可為了了後代, 不必要⾃自⼰己今⽇日享
⽤用勞⼒力力所得, 教會若若不去思量量跨時代價值的事, 其⽣生命連世⼈人都不如。

基督之⾔言更更關乎屬基督的⼈人
基督這⾔言關乎萬⺠民。那麼, 基督賜給基督徒是否僅⽌止於此, 認識「夫妻不再是兩兩個⼈人, 乃是⼀一體
的了了」, 並實現「上帝配合的, ⼈人不可分開」? 世⼈人無法達成的天作之合, 基督徒達成之, 以為榮
耀上帝的⾒見見證, 是否僅如此⽽而已? 基督這教訓乃普世之公理理, 亦有非基督徒夫妻如此終老⼀一⽣生, 
若若基督徒的知識與經歷僅單單如此, 那就與非基督徒沒有什什麼不同。

保羅說, 教會之於基督乃是基督的骨, 基督的⾁肉(弗5:30), 正如妻⼦子是丈夫的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創2:23)。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基督是基督, 教會是教會, 因著關係中有基督之故, 這原來來
不同的兩兩⽅方得以成為⼀一體, 就不可能是發展或進化的結果。這「⼀一體」必然有本源的「⼀一」作
為這⼀一的絕對參參考點, 那⼀一就是三位⼀一體上帝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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