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 ⼗⼀⽉18 ⽇ 

天國裏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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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18:1-6節:「1當時, ⾨門徒進前來來, 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2耶穌便便叫⼀一個⼩小孩
⼦子來來, 使他站在他們當中, 3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若不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得進
天國。4所以, 凡⾃自⼰己謙卑卑像這⼩小孩⼦子的, 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5凡為我的名, 接待⼀一個像這
⼩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6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 沉
在深海海裏。 」 
亦參參⾺馬太福⾳音第17與18章。

 
睡與死
“進神國”和“承受神國”這等強烈關乎未來來的詞語是我們基督徒⽣生命的動⼒力力, 朝向那可⾒見見的未來來⽽而
⾏行行。世⼈人離開世界叫做死, 基督徒離開世界不叫做死, ⽽而是「在耶穌裏睡了了」(帖前4:14b)。因
是睡, ⽽而睡必會醒, 保羅便便說:「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 成為睡了了之⼈人初熟的果⼦子。」(林林前
15:20) 基督徒與世⼈人的⼈人⽣生不同即在此,「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了, 照樣, 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
活。」(林林前15:22)

然, “進神國”雖是未來來式, 也是現在進⾏行行式, 希伯來來書說:「27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
審判。28像這樣, 基督既然⼀一次被獻, 擔當了了多⼈人的罪, 將來來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 並與
罪無關, 乃是為拯救他們。」(來來9:28,28) “死後且有審判”乃是審判我們是否在世時處在神國裏,  
處在在基督裏, 若若不, 我們即表⽰示⾃自⼰己就不是“等候他的⼈人”, 進神國便便是我們的幻想。

承受神國是有前提的
基督已經實在告訴我們承受神國的前提, 就是「凡要承受神國的, 若若不像⼩小孩⼦子, 斷不能進
去。」因此, 明⽩白“像⼩小孩⼦子”之意就是必須, 且必須正確認識之。我使⽤用的⽅方法與別⼈人不同, 不
是去探討⼩小孩⼦子的特質, ⽽而是去探究福⾳音書記基督這話的上下經⽂文的意義。⾺馬可福⾳音與路路加福
⾳音的上⽂文記的是法利利賽⼈人, 下⽂文記的是少年年官, 結果我們發現“像⼩小孩⼦子”的意思是我們不得有法
利利賽⼈人與少年年官的⽣生命表現。

法利利賽⼈人與少年年官
法利利賽⼈人熟知律律法, 因終⽣生在律律法裏打滾, 故不知不覺地看⾃自⼰己是義⼈人, 他們不僅藐視別⼈人, 也
不再省察⾃自⼰己與上帝的關係, 將上帝眷顧他們的⼀一切視為理理所當然。少年年官也是熟知律律法的⼈人, 
他平時就與⼈人為善, 故對耶穌也不存任何惡惡意。然, 少年年官來來⾒見見耶穌只不過是為了了優化和完善
化他原有的信仰架構, 他⼀一⼼心只願固⼰己⽽而不捨⼰己; 少年年官不願意與耶穌建立關係, 當然他也就不
願建立有基督的信仰架構。 

但⼩小孩⼦子不同,  他極在意並緊緊守著與眷顧者的關係, 並且, ⼩小孩⼦子歡喜⾃自⼰己與眷顧者的信仰系
統是⼀一致的。依附關係好的⼩小孩⼦子, 必健康成長。這樣看來來, 像⼩小孩⼦子的基督徒必注意⾃自⼰己與
上帝的關係, 禱告當如稅吏吏,「上帝阿! 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也必信基督, 跟從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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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用探究上下經⽂文意義的⽅方法來來理理解“像⼩小孩⼦子”的經⽂文並無違和之處, 反⽽而明⽩白了了其中精
意。福⾳音⾳音這等記事⽅方式讓我們跳脫出⼈人⽂文訓練的束縛, 回到聖經本⾝身, 不再視福⾳音書之各記
事是獨立⽽而不相⼲干, 反⽽而看到聖經有機性的聯聯合, 是有⽣生命的, 是有信息的。

今⽇日傳道⼈人的窘境
我們華⼈人教會沒有發展出⾃自⼰己的神學系統, 就連召會的系統也不是獨創的。教會歷史發展⾄至今, 
華⼈人教會已不可能⾃自⾏行行發展出不同於既有神學系統的新系統, 必須受教於教會歷史既成的神學
系統, 這本無可厚非, 畢竟受教會寶貴資產的滋潤是有福的。不過, 當傳道⼈人解經⾔言語常隨著⻄西
⽅方傳道⼈人, 在經⽂文的⾒見見解上, 千⼈人⼀一律律, ⼀一直執著於“神學系統”, ⽽而不知神學系統乃為聖經服務的
話, 那傳道⼈人必因將神學系統駕乎在聖經之上, 他腹中必無法流出活⽔水的江河來來(約7:38), 最後
必發展成無道可傳的窘境。我們不要忘了了,「唯獨聖經, Sola Scriptura」所標榜的是聖經絕對
權威性, 絕對者將祂絕對的話啟⽰示在絕對的聖經裏, 因此我們唯有在聖經裏才可以認識主耶穌
基督。

請⼤大家不要誤會我以上說的話, 我在闡明聖經與神學系統的位階與關係, ⽽而不是在否定教會歷
史的神學系統。

傳道⼈人堅守了了神學系統, 熟背了了信條, 但卻不提基督, 不⾒見見證基督, 堅守神學系統有何⽤用? 正如
法利利賽⼈人與少年年官遵守摩⻄西律律法, 堅持獨⼀一上帝信仰, 脫俗於其他宗教, 其他⽂文化, 但是他們不
跟從制定這律律法的主耶穌基督, 不敬拜他是上帝, 他們遵守摩⻄西律律法有何⽤用? 

⾺馬太福⾳音的上⽂文重點(第17章)
我們現在看⾺馬太福⾳音“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的意思, 以思究上下⽂文的⽅方式來來理理解之亦是可⾏行行
的。⾺馬可福⾳音與路路加福⾳音的教訓是直接的, 就是要我們不要像法利利賽⼈人, 不要像少年年官, 然⾺馬太
福⾳音教導我們的則是如何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我們將看到, 基督在⾺馬太福⾳音的引導中帶有試煉
的成份, 故層次上比⾺馬可福⾳音與路路加福⾳音更更廣、更更深。

⾺馬太福⾳音記“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是在第18章章⾸首, 我們很⾃自然地以為是新的段落落, 新的教
訓, 若若是這樣理理解的話, 我們解釋第章⾸首的「當時, ⾨門徒進前來來, 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
的?』」就必須另起爐灶, 另闢解經途經。這樣沒有前導經⽂文作為解釋這經⽂文的基礎, 很容易易發
⽣生各說各話, 各取其意的情況。然, “當時”這詞卻不容許我們這麼做, 因為這“當時”乃是連結於前
⾯面第17章發⽣生的事。需注意, 這上⽂文不僅在第17章章尾幾節經⽂文, ⽽而是整章。 

⾺馬太福⾳音記“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是在第18章1-6節, 觸動耶穌“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教訓是⾨門
徒之問,「天國裏誰是最⼤大的?」這與⾺馬可福⾳音和路路加福⾳音不同, 後者是⾨門徒阻⽌止⼈人將嬰孩抱來來
⾒見見耶穌, ⽽而這裏卻是⾨門徒關⼼心⾃自⼰己的福份。請注意, 主耶穌並沒有責備⾨門徒這求名之問, 正如他
沒有責備彼得求利利之問「看哪! 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 將來來我們要得甚麼呢?」(太19:27) 
基督在傳道初期即說:「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太6:19.20) 我
們當求天上名, 求天上利利。

⾺馬太福⾳音第17章記的五件事
⾺馬太福⾳音第17章記有五件⼤大事: 耶穌於聖⼭山變像(太17:1-9), 耶穌指明施洗約翰是舊約聖經預⾔言
將要來來的以利利亞(太17:10-13), 耶穌趕出使⼈人犯癲癇病因⽽而無法⾃自理理的⿁鬼(太17:14-21), 以及耶
穌使⼀一條⿂魚吐出⼀一塊錢⽤用來來⽀支付他與⾨門徒當付的稅銀(太17:24-27)。⾺馬太記這四件事時突然在
耶穌趕⿁鬼與使⿂魚吐錢的神蹟中間岔寫了了耶穌說的⼀一句句話,「⼈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 他們要殺害
他, 第三⽇日他要復活。」(太17:22b-23a) 保羅說:「基督照我們⽗父上帝的旨意, 為我們的罪捨
⼰己」(加1:4a), 彼得說:「上帝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了, 叫他復活」(徒2:24a), 因此, ⾺馬太特別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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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死裏復活寫在趕⿁鬼與使⿂魚吐錢的神蹟中間, 即告訴我們, 耶穌的死與復活是上帝的作為, 或
說也是上帝的神蹟。

這五件事以基督變像開啟序幕, 這變像啟⽰示了了基督本質的是, 他是上帝的兒⼦子, ⽗父⾒見見證之, ⽗父喜
悅之。舊約聖經預⾔言這位上帝的兒⼦子要來來之前, 必出現修直他的道路路的⼈人出現, 也就是施洗約
翰; 當時侯滿⾜足, 施洗約翰出現了了, 上帝的兒⼦子真的來來了了, 並且⾏行行了了只有上帝才能⾏行行的神蹟。

有誰不愛神蹟? “我”⾃自⼰己經歷神蹟, 即表⽰示“我”與上帝有了了特殊關係, 是別⼈人沒有的特殊關係, 這
樣的虛榮⼀一⽅方⾯面安撫了了我們與上帝關係的不⾃自信, 另⼀一⽅方⾯面也滿⾜足了了我們可驕傲於⼈人前的假⾃自
信。再者, 當我們眼⾒見見榮耀事時, 我們⾃自然天性會傳所看⾒見見的榮耀事, 因為與有榮焉。我們的本
⾏行行羨慕⼈人的, 或讓⼈人羨慕的, 乃是⼈人眼睛可看得到的榮耀事, 這從我們讀聖經時⼼心中歡喜那創世
記有主同在且做事盡都順利利的雅各的約瑟, 卻對平庸無奇的⾺馬利利亞的丈夫約瑟興趣缺缺。

保羅評斷猶太⼈人乃是喜看神蹟的⺠民族,「猶太⼈人是要神蹟, 希利利尼⼈人是求智慧。」(林林前1:22) 耶
穌第⼀一次潔淨聖殿之後, 猶太⼈人隨即問他說,「你既作這些事, 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約
2:18) 約翰記「耶穌在耶路路撒冷過逾越節的時候, 有許多⼈人看⾒見見他所⾏行行的神蹟, 就信了了他的
名。」(約2:23) 法利利賽⼈人終⽇日研讀聖經, 到最後還是要看神蹟來來定真假, 他們對耶穌說,「夫⼦子, 
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太12:38) 

這⼀一切的⼀一切顯出我們愛神蹟的天性。

⾨門徒親⾝身經歷的這些事皆是獨特的, 歷史不再重複, 也不可能重複, 爾後⼈人類歷史出現的所謂神
蹟也不可能超越之。我問各位, 若若你親⾝身經歷⾺馬太福⾳音第17章記的這五件事, 你會傾向傳那⼀一
件事? 或這樣問, 你較容易易傳那⼀一件事, 較難傳那⼀一件事? 答案當然是較容易易傳基督⾏行行趕⿁鬼與使
⿂魚吐錢之神蹟榮耀事, ⾄至於基督的變像, 舊約預⾔言, 以及基督受辱受死則會排在傳道中最低的順
位。⾨門徒對這五件事的回應讓我們看到這個事實, 他們看到耶穌⾏行行神蹟⽽而⼼心中歡喜, 然當他們
聽到耶穌要被交於⼈人⽽而死時, ⼼心中卻是⼤大⼤大憂愁(太17:23b)。

聖靈的⼯工作: 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趕⿁鬼與使⿂魚吐錢之神蹟在時間效⼒力力上有立時的振奮效果, 由於我們本性難耐久候, 更更讓我們傾
向於立時振奮型的神蹟的追求。所以簡單⼀一句句話, 無論是從⾃自然的⾓角度, 或是從上述屬靈悟性
的⾓角度, 我們⾃自⼰己要“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有外⼒力力輔之助之, ⽽而這外⼒力力就
是聖靈上帝, 基督說:「聖靈降臨臨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力, 並要在耶路路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利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見證。」(徒1:8) 基督也說聖靈賜的能⼒力力是「從上頭來來的能⼒力力」
(路路24:29c)。

這樣,「天國裏誰是最⼤大的?」之問的第⼀一個答案就是, 聖靈使那⼈人在天國裏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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