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 ⼗⼀⽉11⽇ 

基督的命令： 

回轉像⼩孩⼦, 接待⼩孩⼦ (6)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5 分鐘

經⽂文
路路加福⾳音18:15-17節:「15有⼈人抱著⾃自⼰己的嬰孩來來⾒見見耶穌, 要他摸他們, ⾨門徒看⾒見見就責備那些⼈人。
16耶穌卻叫他們來來, 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來, 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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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福⾳音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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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參參⾺馬可福⾳音10:1-22節; 路路加福⾳音18:1-23節。

直到永⽣生
請⼤大家務必牢牢地記住猶⼤大書第20, 21節, 「20親愛的弟兄阿!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
⼰己, 在聖靈裡禱告,21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直到永⽣生。」這⼀一
語道盡我們聖徒與聖道, 與聖⽗父, 與聖⼦子, 以及與聖靈彼此有聖潔的關係。我們必須認識到, ⾄至
聖的真道是與三位⼀一體上帝關係建立的基礎, 沒了了聖道, 在地的我們依然在地, 與在天的上帝之
⼀一切關係將雲消霧散; 沒了了聖道, 必落落入啟⽰示錄七教會受基督責備的結局; 沒了了聖道, 得永⽣生, 也
就是我們在天上的喜樂與永遠的榮耀, 必是虛無縹緲。

⾄至聖的真道的反⾯面就是“虛空話”, 保羅說:「有許多⼈人不服約束, 說虛空話欺哄⼈人, 那奉割禮的更更
是這樣。」(多1:10) 保羅要提多(教會)堵住這些⼈人的⼝口, 因為他們將不該教導的教導⼈人, 敗壞⼈人
的全家(多1:11)。加爾⽂文說:「沒有什什麼禍患比狼裝作牧⼈人給教會帶來來的破壞更更具毀滅性。」我
們成聖的過程必會遇⾒見見說虛空話欺哄⼈人的⼈人, 以及狼假裝牧⼈人的⼈人。

猶⼤大書的“直到永⽣生”的“直到” 乃是要我們堅忍到最後⼀一刻, ⾄至死不渝。最後⼀一刻? 容易易嗎? 看看
猶⼤大, 看看Billy Graham, 就知道不容易易。我再舉兩兩個以⾊色列列王作為借鏡, 這兩兩位王是烏⻄西雅王
和希⻄西家王。

烏⻄西雅王
烏⻄西雅王在位52年年, 聖經記他在位期間⾏行行上帝眼中看為正的事, 然他在晚年年時回看⾃自⼰己⼿手中所
做的⼯工, 因⽽而⼼心⾼高氣傲, 執意要進上帝的殿, 在殿裏的香壇上燒香。烏⻄西雅王不聽祭司們的勸阻, 
執意⼿手拿香爐燒香, 還向祭司發怒, 就在這個時候, 他的額上忽然發出⼤大痲瘋。烏⻄西雅王⾃自得了了
⼤大痲瘋之後就住在別的宮裏, 與上帝的殿隔絕, 直到死的那⽇日。後⼈人想到烏⻄西雅這個王, 僅記得
他是「長⼤大痲瘋的」(參參歷代志下第26章)。

希⻄西家王
希⻄西家王在位29年年, 聖經亦記他在位期間⾏行行上帝眼中看為正的事(王下18:3)。希⻄西家臥病快死
之際, 居然向上帝求延壽, 上帝也給了了他額外15年年的壽命。然, 希⻄西家王⾃自病癒的那天開始卻變
了了樣, 成為⼀一個極⾃自私的⼈人。當巴比倫倫使者來來探望希⻄西家王時, 聖經記, 希⻄西家王將他家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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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寶中沒有⼀一樣不給這些使者看。先知以賽亞責問他這事, 並同時傳達上帝對他咒詛的話,
「⽇日⼦子必到, 凡你家裡所有的, 並你列列祖積蓄到如今的, 都要被擄到巴比倫倫去, 不留留下⼀一樣。」
希⻄西家卻回答說:「你所說主的話甚好, 因為在我的年年⽇日中, 必有太平和穩固的景況。」(參參以賽
亞書第39章) 希⻄西家在延壽的⽇日⼦子, 他不再關⼼心全族的⼈人的永續福祉, ⽽而是關⼼心他⾃自⼰己的安穩。

烏⻄西雅王與希⻄西家王的錯誤
烏⻄西雅王與希⻄西家王到底犯怎樣的錯誤? 烏⻄西雅王強入聖殿的踰矩⾏行行為抹殺了了他50年年的偉業, 
烏⻄西雅既做了了君王, 就不得做祭司, 因祭司獨出於利利未⽀支派。唯基督是集君王, 祭司, 和先知三
職份於⼀一⾝身的救贖主, 烏⻄西雅王在聖殿中那幾分鐘的傲慢否定了了基督的獨⼀一性, 烏⻄西雅王的無
知僭越了了⾃自⼰己的位份。

⾄至於希⻄西家王, 上帝的信實救了了他, 並救他的城脫離亞述王的⼿手, 並保護這城(賽38:6), 上帝回應
希⻄西家之願「叫亞哈斯的⽇日晷ㄍㄨㄟˇ向前進的⽇日影往後退⼗十度」(賽38:8), 不叫⽇日影往前進⼗十
度(王下20:9)。希⻄西家經歷如此獨特的恩典與權能, 但他對造訪的外邦巴比倫倫使者卻隻字不提
上帝, 既不提上帝, 當然也不提上帝的信實和權能。希⻄西家王對上帝的無情, 做出來來的事就是⾼高
舉⾃自⼰己, 稱揚⾃自⼰己, 讓⼈人看到的是他。

今⽇日是追求禱告有能⼒力力的時代, 但請問若若論禱告的能⼒力力, 誰能比得上希⻄西家王? 我們看到那些愛
禱告的⼈人讓⼈人看到是他的禱告能⼒力力, ⽽而不是上帝。造就與保守⾃自⼰己直到永⽣生, 故唯有最後⼀一刻
還忠⼼心於基督的僕⼈人才是真正屬主的, 這些⼈人「17誇⼝口的, 當指著主誇⼝口,18因為蒙悅納的, 不是
⾃自⼰己稱許的, 乃是主所稱許的。」(林林後10:17,18)

猶⼤大的無法堅持與其他⾨門徒的無法堅持: 聖道的有無
有⼈人會提出質疑說, 其他⾨門徒不是也無法堅持到最後⼀一刻, 在耶穌被捕時, ⼀一個個都逃離現場。
其他⾨門徒與猶⼤大的不同就在於其他⾨門徒聽得最後晚餐的教訓, 基督在其中題了了⾄至少160次「你
們」, 基督的這個“你們”將眾⾨門徒緊緊地黏在⼀一起, 這最後晚餐的教訓將暫時分離的⾨門徒⼜又都回
到基督⾯面前。猶⼤大不在基督的“你們”裏⾯面, 他便便成為孤枝, 繼續堅持他的錯誤。再⼀一次地, 唯聖
道可歸回⾨門徒。

回轉像⼩小孩⼦子的教訓
猶⼤大書說的是“直到永⽣生”, 基督說的是“進天國”, “承受神國”, 這兩兩者是同樣的意思。猶⼤大書指出
“直到永⽣生”的條件, 基督啟⽰示“進天國”的條件是“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也就是說, 我們只有像
⼩小孩⼦子才能到耶穌那裏去, 我們只有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才能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
聖靈裡禱告, 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基督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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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猶太⼈人的
官-尼哥底⺟母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人若若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神的國。」(約3:5)
這“斷”與“若若不”表⽰示出絕對、必須、不能妥協的意思, 也就是說, 我們若若不像⼩小孩⼦子, 若若不是從⽔水
和聖靈⽣生的, 我們就不能進神的國, 就不是神國的王-主耶穌基督的⼦子⺠民。請注意, 基督所謂的
“⽔水”就是⾄至聖的真道。

這樣, 我們必須依基督之命要像⼩小孩⼦子, 然我們若若直觀的解讀基督的“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之
意, 必⾃自陷網羅, 無法脫⾝身。我採取理理解耶穌這命令的⽅方法就是以這經⽂文為中⼼心來來探究上下⽂文, 
結果(在⾺馬可福⾳音與路路加福⾳音)發現到, 耶穌的像⼩小孩⼦子之意乃是要我們不要像法利利賽⼈人和少年年
官, 同時(在⾺馬太福⾳音中)指⽰示我們我們變成⼩小孩⼦子的樣式的盲點與障礙在那裏。(附註: ⽤用啟⽰示
錄四活物中的獅⼦子, ⼈人, ⽜牛, 以及鷹來來看四福⾳音書的耶穌是膚淺, 且不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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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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文主⾓角是法利利賽⼈人(參參可10:1-12; 路路18:1-14), 我們看到法利利賽⼈人與⼩小
孩⼦子兩兩者皆到耶穌那裏去, 但兩兩者的結局卻迥然不同。法利利賽⼈人到耶穌那裏去不是為了了親近耶
穌, ⽽而是藉試探的⼿手段來來遠離耶穌; 但⼩小孩⼦子到耶穌那裏為的是為的是得著耶穌的擁抱, 按⼿手, 
以及祝福(可10:16)。

上⽂文的法利利賽⼈人
法利利賽⼈人和⽂文⼠士是熟讀聖經並負責教導聖經的⼈人, 但基督卻稱法利利賽⼈人是「仗著⾃自⼰己是義⼈人, 
藐視別⼈人的」(路路18:9) , 這是聖經的原作者對於研讀聖經的⼈人最嚴厲的評價。這樣的⼈人的⽣生命
特點是炫耀⾃自⼰己遵守律律法, 且不勒勒索, 不姦淫, 並⼀一個禮拜禁食兩兩次, 捐上所得的⼗十分之⼀一(路路
18:11,12), 但他們卻是⼼心硬驕傲的⼈人, 因為他們看⾃自⼰己為義, 不會捶著胸說出「上帝阿! 開恩可
憐我這個罪⼈人。」(路路18:13) 法利利賽⼈人以律律法傲視眾⼈人, 但就是不省察⾃自⼰己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然, ⼩小孩⼦子則非常在意與眷顧者的關係。

下⽂文的少年年官
⾺馬可福⾳音與路路加福⾳音的下⽂文主⾓角是少年年官, 這個⼈人不同於上⽂文的法利利賽⼈人, 他以敬虔的態度來來
到耶穌⾯面前, 並稱耶穌是良善的夫⼦子, 謙卑卑地問耶穌該作甚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可10:17; 路路
18:18)。少年年官⾃自詡⼩小就遵守就恪守摩⻄西律律法, 時常察看⾃自⼰己在遵守律律法上有何不⾜足之處, 好與
上帝保持良好的關係。要知道, ⾝身穿綾羅綢緞並帶著官銜的少年年官向⼀一個穿布衣並沒有任何頭
銜的耶穌請問永⽣生之道, 這本⾝身即可讓我們對這少年年官⼼心⽣生敬佩, 豎起⼤大拇指來來讚揚他。

耶穌喜愛這少年年官, 便便對之啟⽰示他是誰, 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 除了了上帝⼀一位之外, 再沒
有良善的。」(可10:18; 路路18:19) 然⽽而, 這少年年官卻渾然不覺基督這句句話的重要性, 於是基督再
次指⽰示他永⽣生之道,「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 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來跟從我。」
聖經記, 少年年官聽了了這話之後, 臉上就變了了⾊色, 憂憂愁愁的走了了(可10:22; 路路18:23)。

為什什麼少年年官拒絕他⾃自認是良善夫⼦子的教訓呢? 表⾯面上看起來來, 耶穌要他捨去財富與放棄官位, 
來來跟從他, ⼀一起與其他⾨門徒過⼀一個到各城各鄉的傳道⽣生活, 但事實上, 少年年官來來⾒見見耶穌的⽬目的乃
是為了了優化, 完善他的信仰系統。少年年官在熟讀聖經與實作律律法的要求的交互加乘之下, 建立
起⾃自⼰己的信仰體系, 他的為官與⽣生財的順利利使他堅信這體系是正確的; 少年年官對⾃自⼰己的信仰系
統只有堅固的念念頭, 完全沒有放棄的念念頭, 少年年官是典型不捨⼰己的例例⼦子。

然, ⼩小孩⼦子則會依隨眷顧者的信仰系統。
⾺馬可福⾳音與路路加福⾳音之“像⼩小孩⼦子”經⽂文乃夾在法利利賽⼈人與少年年官與耶穌對話中間, 我們看到耶
穌對不友善的法利利賽⼈人的要求是要他們省察⾃自⼰己與上帝的關係, 然對友善的少年年官的要求則是
要與他建立關係。但, 結果呢? 法利利賽⼈人和少年年官兩兩者皆拒絕耶穌。聖經是⽣生命的書, 這些聖經
專家讀聖經卻是越讀越遠離⽣生命; 聖經是爲耶穌作⾒見見證, 這些聖經專家讀了了聖經卻不認識耶穌。
法利利賽⼈人聽了了耶穌三年年半, 問了了耶穌三年年半, 找不著任何把柄, 還希奇耶穌的應對(路路20:26), 但
他們依然驕傲, 依舊⼼心硬。⾄至於少年年官, 他固執已⾒見見, 無法脫離既有的信仰架構,  他這固⼰己⽽而不
捨⼰己的態度⽩白⽩白地浪費了了可親⾃自跪拜耶穌腳前的機會。

問, 法利利賽⼈人與少年年官遵守摩⻄西律律法卻不能跟從制定這律律法的主耶穌基督, 他們遵守摩⻄西律律法
有何⽤用? 我以同樣的問題問今⽇日各神學系統的基督徒, 包括改⾰革宗系統, 堅守了了神學系統, ⼝口中
傳道卻不提基督, 不⾒見見證基督, 堅守神學系統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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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像法利利賽⼈人或少年年官嗎? 是的.
我們會像法利利賽⼈人嗎? 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會像少年年官嗎? 答案也是肯定的。基督賜給基督徒
兩兩次認識他的機會, 聽他的聲⾳音(約10:27), 以及聽教會的聲⾳音(約21:15-17), 基督徒若若無法分辨
教會, 不能察覺基督正⾯面的僕⼈人, 在教會裏拒絕聖道, 不願改變原有的系統, 那麼他就是像法利利
賽⼈人(少年年官), ⽽而不像⼩小孩⼦子。

尼哥底⺟母與少年年官: 華⼈人基督徒尊重節衣縮食者, 故常傳頌耶穌簡單的布衣, 但請看尼哥底⺟母與
少年年官, 兩兩者皆有權有勢, 且有財富, 所以, 權勢與財富並非罪惡惡, 不認識基督和他的死裏復活才
是。兩兩者對於基督和他說的話的反應不同, 因此運⽤用⾃自⼰己財富的⽅方式也不同。我們看到, 尼哥
底⺟母在最重要的時刻智慧地使⽤用他的財富, 因⽽而永垂萬世; 反之, 少年年官有同樣的機會可為後世
稱頌, 但卻流失於指間中, 最後只能擁抱⾃自⼰己的財富到墳墓裏, 後⼈人連他的名字為何都不知道。

總結
耶穌未出現前, 法利利賽⼈人認為⾃自⼰己的教導是正確的, 內容必符合聖經真理理; 少年年官認為他律律⼰己的
⽣生命態度是滿⾜足聖經要求的。法利利賽⼈人與少年年官在猶太社會中受⼈人景仰, 看為正派⼈人物; 他們
⽮矢志堅守上帝賜下的信仰, ⼤大⼑刀即便便架在他們脖⼦子上, 他們亦寧死不屈, 表現出令⼈人動容的氣
概。法利利賽⼈人與少年年官都不是蹂躪百姓的領導者, 若若基督不出現, 猶太百姓必認他們是上帝的
僕⼈人, 安⼼心順服於他們的教導與領導。

但是, 當耶穌出現後, 或說他們遇⾒見見基督後, ⼀一切都不⼀一樣了了, 情況截然改觀, 態勢完全翻轉, 那
長年年的正頓時變成邪,  且極邪, 那常為的善瞬間變成惡惡, 且極惡惡。彼拉多因查不出耶穌有什什麼
罪, 決意要釋放他, 但祭司長卻堅決要彼拉多執⾏行行⼗十字架刑罰; 法利利賽⼈人對抗基督的程度比世⼈人
(如彼拉多)更更加殘暴暴, ⼼心更更為剛硬。怎麼會這樣? 因為他們否定基督這個⼈人, 同時也否定基督⼀一
切的教訓; 他們耳聽基督, 卻未聽進基督說的任何⼀一句句話。

今⽇日教會如當時猶太教會情況沒有兩兩樣: 他們等待彌賽亞, 我們則等待基督的再來來; 他們有舊約
聖經, 我們有整本新舊約聖經; 他們有固定的聚會, 我們也有固定的聚會; 他們有神職⼈人員, 我們
也有神職⼈人員; 他們有教導, 我們也有教導; 他們對信仰是堅定的, 我們對信仰是堅定的。總之, 
猶太教會⼀一切的⼀一切, 我們皆有。

現在問題來來了了, 當時的猶太教會不接待基督, 今⽇日教會居然也不接待基督。當耶穌向⾨門徒說他
將要被交給外邦⼈人, 受鞭打，殺害時, 聖經記⾨門徒⼀一樣也不懂得(路路18:34), 因為猶太領袖過往沒
有將彌賽亞成形在猶太百姓⼼心中, 今⽇日教會亦然, 沒有將基督成形在會眾⼼心裏(加4:19b)。

耶穌接納來來就他的⼩小孩⼦子, 但不接納熟讀聖經卻不認識他的法利利賽⼈人; 耶穌接納信他的⼗十字架
上的強盜, 卻讓熟知聖經卻不跟從他的少年年官離去。今⽇日的我們不可能不讀聖經, 但看到了了主
基督對待法利利賽⼈人, 少年年官, ⼩小孩⼦子, ⼗十架強盜, 我們當更更加儆醒, 必須來來就主, 跟從主。彼得對
有聖經的⼈人講了了⼀一句句嚴厲的話,「他(保羅)⼀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 信中有些難明⽩白的, 那無
學問, 不堅固的⼈人強解, 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 就⾃自取沉淪淪。」(彼後3:16) 

我已在2016年年9⽉月與10⽉月間已講了了五次「回轉像⼩小孩⼦子, 接待⼩小孩⼦子」主題, 在這中間因勢順導
轉論其他主題。今天, 再講這主題乃因⾺馬太福⾳音之“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尚有未講完部份。
為了了使⼤大家有個統整的認識, 先重點結論⾺馬可福⾳音與路路加福⾳音之相關經⽂文。⾺馬可福⾳音與路路加福
⾳音論“像⼩小孩⼦子”的教訓是警惕我們不要走在法利利賽⼈人與少年年官的道路路, 下週要講的⾺馬太福⾳音論
“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乃是引導我們走⾨門徒的道路路, 看他們如何改變。下週, 我們將講述⾺馬
太福⾳音論這主題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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