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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裏最⼤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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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1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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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這世界有禍了了, 因為將⼈人絆倒．
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了的, 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了。8倘若若你⼀一隻⼿手, 或是⼀一隻腳, 叫你跌倒, 就砍下
來來丟掉．你缺⼀一隻⼿手, 或是⼀一隻腳, 進入永⽣生, 強如有兩兩⼿手兩兩腳, 被丟在永火裏。9倘若若你⼀一隻眼
叫你跌倒, 就把他剜出來來丟掉．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 強如有兩兩隻眼被丟在地獄的火裏。10你
們要⼩小⼼心, 不可輕看這⼩小⼦子裏的⼀一個, 我告訴你們, 他們的使者在天上, 常⾒見見我天⽗父的⾯面。11⼈人⼦子
來來為要拯救失喪的⼈人。」

第五節的每⼀一字詞皆⾏行行在耶穌⾯面前
基督說:「凡為我的名, 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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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每⼀一個主詞和每⼀一個動詞, 如接待⼩小
孩⼦子, 接待我, 我的⼩小⼦子, 跌倒, 信, 栓, 沉等等, 皆與耶穌有關, 故基督這語直接規範我們在他⾯面
前的⾏行行為。然, 今⽇日教會和基督徒已不在意基督說的話, 當然也輕易易看待基督說的這話, 完全無
知於這話的嚴重性。上帝屢屢次警告祂的百姓無知的後果, 說祂的⺠民「因無知就被擄去,...因無知
識⽽而滅亡,...這無知的⺠民必致傾倒。」(賽5:13; 何4:6,14)

“跌倒”的同義字是“膝弱如⽔水”(⻄西21:7), 相對的字詞則是“站立得穩”(腓4:1), 在主⾯面前跌倒者難以
站立。⼀一個⼈人站立得穩, 且可挺著腰, 並⼀一直站立的前提是⾝身體從上到下各個部位必須是健康
的, 只要那個部位出現疼痛病徵, 跌倒是遲早的事。故, 基督「25b愛教會, 為教會捨⼰己。26要⽤用
⽔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 成為聖潔, 27可以獻給⾃自⼰己, 作個榮耀的教會, 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 
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弗5:25b-27)

我們太習慣奉主的名了了, 以致基督這「凡為我的名」輕輕⼀一句句在我們⼼心裏掀不起多⼤大的波瀾, 
但保羅說「教會是他(基督)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1:23), 頓時使我們感到無比
的震撼, 因為奉主的名的聚集, 即便便少⾄至兩兩三⼈人(太18:20), 基督必充滿其中, 在他們中間。因此, 
基督必留留⼼心注意我們是否聽他的這話, 是否接待他, 是否接待⼩小孩⼦子。舊約亦記上帝在祂的百
姓中間, 瑪拉基書三章16節寫說:「那時, 敬畏主的彼此談論, 主側耳⽽而聽, 且有紀念念冊在祂⾯面
前, 記錄那敬畏主, 思念念祂名的⼈人。」主基督在教會裏注意我們每⼀一句句論他的話。

所以, 我們當看重基督所看重的, 他看重接待⼩小孩⼦子⼀一事, 我們就當看重接待⼩小孩⼦子⼀一事。若若不, 
基督多次多⽅方的曉⽰示他決斷的處理理, 在這裏把⼤大磨⽯石拴在頸項上, 沉在深海海裏是⼀一例例, ⾺馬太福⾳音
第24章則是另⼀一例例。基督在受難⽇日的前幾天問出⼀一句句話:「誰是忠⼼心有⾒見見識的僕⼈人, 為主⼈人所
派, 管理理家裏的⼈人, 按時分糧給他們呢?」(太24:45) 基督定這僕⼈人的條件是需防備假基督和假
先知, 並預備選⺠民的⼼心好迎接他的再來來(參參太24:1-44)。基督說按時分糧的僕⼈人是有福的, 並應
許這僕⼈人將派他「管理理⼀一切所有的」(太24:46,47)。相反地, 基督稱不按時分糧的叫做“惡惡僕”, 
基督定這惡惡僕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 將以斬他腰的⽅方式重重的處治他(太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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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磨⽯石為要壓榨橄欖油, 其重量量依⽯石頭密度⽽而有所不同。⼀一塊直徑1.5m, 寬0.3m的⼤大磨⽯石約
1.2~1.7公噸重, 任何⼈人被⼤大磨⽯石拴在頸項上, 沉在深海海裡, 是死定了了; ⼀一個⼈人的腰被斬成兩兩半, 
也是死定了了, ⼀一輩⼦子不得翻⾝身。

所以, 教會的建造不可以⾺馬虎, 在會眾⾯面前解經說的話不可以隨便便。保羅說:「外⼈人和客旅是與
聖徒同國, 是上帝家裏的⼈人了了,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聯聯絡得合式, 漸漸成為主的聖殿。」(弗2:19-21) 這句句話告訴我們, 基督⾸首先建造的⼈人
是使徒和先知, 他們在沒被建造前是不認識基督的罪⼈人, 但他們被基督建造之後, 他們寫下的新
舊約聖經就成為同為⼀一家⼈人的聖徒(包括外邦⼈人與猶太⼈人)被建造的根基。因著基督耶穌是房⾓角
⽯石, 故“使徒和先知的根基”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上帝家裏的⼈人被聖靈藉著聖經建造之後, 可⼀一
同⾒見見證基督, 皆可⾒見見證榮耀的基督和羞辱的基督。舉建築物為例例, 根基⼀一旦有裂縫, 受外⼒力力後必
易易倒榻, 我們的根基也是⼀一樣, 對基督的認識不得有⼀一絲裂縫。即便便是⼀一個⼩小⼦子, 在基督的認信
上必須毫無玷污, 皺紋等類的病, 必須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弗5:27b)。

使命感
“⼩小孩⼦子”⼀一詞本⾝身即意謂著下⼀一世代的⼈人, ⽽而忠⼼心有⾒見見識的僕⼈人當預備選⺠民的⼼心, 好迎接基督的
再來來, 因為天地要廢去的「那⽇日⼦子, 那時辰, 沒有⼈人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惟獨⽗父知道。」(太24:36) 所以, 基督徒看教會就不單是信徒聚集之地, 還需認識到教會肩負著
信仰傳承的責任, 這責任既放在主事者的肩上, 也放在弟兄姐妹⾝身上。

因此, 教會所有⼈人都有責任, 都必須帶著信仰傳承的使命感, 個個皆當有個⼼心志就是不願信仰在
我們⾝身上斷了了線。這說起來來容易易, 但做起來來卻不是那麼容易易。我們看到, 耶穌在這第⼗十八章已
經對⾨門徒指⽰示清楚關於接待⼩小孩⼦子的事, 但過沒多久, ⾨門徒卻忘得⼀一乾⼆二凈, 他們以責備的⼝口吻
對付帶著⼩小孩⼦子來來⾒見見耶穌, 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的⼈人(太19:13)。於此, 耶穌還要再指⽰示他們,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來, 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天國的, 正是這樣的⼈人。」(太19:14) 這⼀一段聖
經正是我們先前已講過的⾺馬可福⾳音10:1-22節與路路加福⾳音18:1-23節所記“像⼩小孩⼦子”之章節, 那些
不像⼩小孩⼦子的⼈人終究必發展成否定耶穌的法利利賽⼈人, 以及肯定耶穌但卻不跟從耶穌的少年年官的
⽣生命。

美國印城(Indianapolis)華⼈人教會牧師以⼩小剛筆名在「舉⽬目, BEHOLD」雜誌之2017.11.15期寫
了了⼀一篇“兩兩難的抉擇”的⽂文章, 他說北美華⼈人基督徒看教會牧師只是⼀一個CEO, 是受聘的, ⽽而絕⼤大
多數牧師最怕的是會眾和他⾝身邊的同⼯工。⼩小剛牧師說他有⼀一個朋友從牧師的崗位上退下來來, 他
因得了了嚴重的憂鬱症, 所以必須這麼做。這位朋友對他說了了⼀一句句話:「我不是⽬目中無⼈人, 我是⽬目
中全是⼈人; 我怕⼈人, 於是我失去了了上帝, 最後也失去了了⼈人。」

基督徒實在必須認識到⾝身負的使命感, 超越將“⾃自⼰己謙卑卑”, 或說屬靈⽣生命的成長, 僅在修⾝身養性, 
使⾃自已成為⼀一個更更好的⼈人的層次上。請注意, 我不是在否定成為⼀一個更更好的⼈人, ⽽而是要⼤大家知
道主賦與我們教會傳承的使命任務。若若有⼈人這麼想的話, 他正落落入20世紀初期在美國發展的社
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不當。若若說要使⼀一個⼈人更更好, ⼗十年年入⼭山修鍊鍊即可, ⼀一如韓國瑜⽣生命的轉
變。基督徒若若只想著信耶穌要使⾃自⼰己變好, 但事實顯明, 有些基督徒信主多時, 越顯出他的無情, 
就如猶⼤大⼀一樣。

沒有使命感的牧師傳道必認為教會是他們的事業發展場所, 這是很糟糕的事, 這樣的牧師傳道
必如希⻄西家王⼀一樣, 只求今⽇日之安。再者, 平信徒不在乎牧師所傳之道, 也是很糟糕的事, 這樣
的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口中所說的「這信我的⼀一個⼩小⼦子」, 別忘了了「引導這百姓的, 使他們走錯
了了路路, 被引導的都必敗亡。」(賽9:16)(注意紅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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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各位, 認為⾃自⼰己是基督對彼得說的「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的堅固者(路路22:32), 還
是基督在這裏說的「信我的⼀一個⼩小⼦子」的⼩小⼦子? 若若是⼩小⼦子, 是否該履⾏行行基督賦予的權利利, 要求接
待你的⼈人應當按照基督的吩咐⽽而⾏行行, 不可使你(在基督⾯面前)跌倒, 不知榮耀的基督和羞辱的基
督? 不這麼要求牧師傳道的平信徒, 敗亡是必然的。

丟在地獄的永火裏(第7-9節)
基督第6節之⼤大磨⽯石栓頸已經夠讓我們束腰儆醒了了, 但基督並未就此打住, 他還繼續說,「7這世
界有禍了了, 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了的...8倘若若你⼀一隻⼿手, 或是⼀一隻腳,...9倘若若你⼀一隻眼...。」基督在
這裏的警誡⽤用語比⼤大磨⽯石栓頸沉海海更更加嚴厲, 他題及“被丟在永火裏”, “被丟在地獄的火裏”, 可⾒見見
基督對於使信他的⼀一個⼩小⼦子跌倒是不可原諒的事。

⼤大家都知道有所謂的“比例例原則”, 輕罪輕罰, 重罪重罰, 法官絕不會判紅燈右轉的⼈人死刑, 也不會
判偷鄰居的雞的⼈人死刑, 甚⾄至我們看到, 耶穌也沒有判猶⼤大死刑, 猶⼤大是⾃自⼰己去死的。這樣看來來, 
接待⼩小孩⼦子的⼈人必定做了了⼀一件事, 且這件事與基督有關, 且這件事嚴重到⼀一個地步, 基督⼀一定要
把他丟在永火裏, 丟在地獄的火裏。究觀所有事, 沒有任何事比基督⾃自⼰己還有更更重要的事了了。
所以, 第7-9節與第6節的重點是⼀一樣的, 接待⼩小孩⼦子的⼈人不以論榮耀的基督接待之, 使之知基督
是上帝的兒⼦子, 也不以論羞辱的基督接待之, 使之知基督為他的罪經過⼗十架的死, 這位接待者就
是使信基督的⼀一個⼩小⼦子跌倒的⼈人。

若若我們以字⾯面解釋耶穌之第7-9節的話, 那麼在天國裏除了了主以外, 其他⼈人全都肢體不全, 因為
「絆倒⼈人的事(offence)是免不了了的」; 絆倒⼈人(offence)就是引⼈人入罪, 即每個⼈人都免不了了從世界
⽽而來來的試探。那麼, 基督論說第7-9節的話到底何意? 基督說這段話無非要⾨門徒下定決⼼心, 堅定
意志, 無論世界如何絆倒他們, 如何引誘他們, 他的命令不容妥協, 不可有任何藉⼝口託辭, ⼀一定要
遵⾏行行之。

要知道, 基督傳的道是要⼈人喝他的⾎血, 吃他的⾁肉的道, 是⼈人的耳難聽的道, 但世界的道卻是順⼈人
的耳的道, 不需要捨⼰己的道; 世界的⾨門是寬的, 天國的⾨門是窄的。若若接待⼩小孩⼦子的⼈人走的是世界
寬廣的路路, ⼩小孩⼦子也必同樣走世界寬廣的路路, 他給出的東⻄西就是在絆倒⼩小孩⼦子, 讓他落落在世界的
試探中。這⼈人⼀一⽅方⾯面常唸主禱⽂文的“不叫我們遇⾒見見(進入)試探”, 另⼀一⽅方⾯面卻讓⾃自⼰己和他⼈人進入試
探, 無知於⾃自⼰己活在兩兩個法碼的⼈人⽣生。

這世界有禍了了
基督說:「這世界有禍了了。」這是出於創造這世界的主的⼝口, ⼀一⽅方⾯面表⽰示這世界因引誘上帝的兒
女兒有禍了了, 另⼀一⽅方⾯面也表⽰示接待者走世界的道路路⽽而有禍了了。若若我們講道的內容隨著世界飄來來
飄去, 我們就有禍了了。

輕看⼩小⼦子之嚴重後果(第10節)
基督在第10節⼜又繼續說:「你們要⼩小⼼心, 不可輕看這⼩小⼦子裏的⼀一個, 我告訴你們, 他們的使者在
天上, 常⾒見見我天⽗父的⾯面。」基督將⽗父的名題了了出來來, 因爲在地的他⼀一直說著在天的話,「除了了從
天降下, 仍舊在天的⼈人⼦子, 沒有⼈人升過天。」(約3:13) ⽽而基督⽤用⼀一個⽣生動的畫⾯面來來告誡⾨門徒(我
們), 教會任何動作皆連於天。

基督在這裏題了了⽗父的名, 可⾒見見他在這裏說的事不是⼀一件⼩小事。天⽗父看顧祂的兒女, 祂連兒女的
頭髮都數過(太10:30), 那到底是什什麼樣的事是(⼩小⼦子們的)使者看為重, ⽽而必須⾒見見⽗父的⾯面來來報告那
事? 這事無它, 就是耶穌⼝口中所說關乎上帝的兒女被輕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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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看: 沒有被好好地接待
在社會上, 我們看重⼈人或輕看⼈人, 被⼈人看重或被⼈人輕看, 是很容易易察覺出來來的。我們或他⼈人的⼀一
舉⼿手, ⼀一投⾜足,⼀一眼神, ⼀一語調, 在在顯出⾃自⼰己對⼈人的價值, 或⼈人對我們的價值; 真誠與虛偽在⼈人
的性情中。(信基督的)⼩小⼦子被輕看, 不被看重, 乃因他們沒有從接待他們的⼈人那裏得到最好的接
待, 接待者給他們吃的(屬靈)食物都是次等的, 不是上好的。

耶穌說⼩小⼦子們的使者在天上, 常⾒見見他天⽗父的⾯面, 希伯來來書的作者說, 天使都是服役的靈, 奉差遣
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力(來來1:14), 可⾒見見教會是⼀一活的有機體, 當其中⼀一個⼩小⼦子被輕看, 天上
⼀一定有所反應。即便便當下那⼩小⼦子不知道他被接待者輕看, 但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小⼦子成長了了, 他
⼀一定知道當時接待他的⼈人餵給他吃的屬靈糧食到底是上好的, 還是劣等次要的, 是屬天的, 還是
屬地的。接待⼩小孩⼦子的⼈人在天⽗父⾯面前就有兩兩個⾒見見證者, ⼀一是⼩小⼦子, 另⼀一是⼩小⼦子的使者, 兩兩者對他
的⾒見見證皆是真實的。

輕看: 不相配於天上的⽣生命體系
上帝將最好的賜給教會, 就是主耶穌基督, 基督將最好的賜給教會, 就是聖靈上帝, 基督的靈將
最好的賜給天國的⼩小孩⼦子, 就是天國裏最⼤大的。我們⼤大家都知道, 若若要在⼀一間公司或機構活得
下來來, 就必須順從該公司或機構的⽣生命體系。同樣地, 天上必然是有⽣生命的有機體系, 我們若若要
在這有機體系活得⾃自在安好, 就必須可安好活在其中的⽣生命。因此, 基督這句句話乃是要⾨門徒⼩小
⼼心謹慎他們的接待(⼩小孩⼦子)事⼯工, 如果輕慢⽽而拿劣質的屬靈糧食給他們吃的話, 他們將不容於⼩小
孩⼦子的使者, 也表⽰示他們⾃自⼰己的⽣生命無法相配於天上的⽣生命體系。

講了了這麼多無外乎要告訴各位, 傳道必須穩固在他的⾝身上, 傳講他是誰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贖
作為, 不容許⾨門徒有任何妥協。每當有⼈人教導聖經時, 天上實況同步播出這畫⾯面, 立時有使者匯
報天⽗父上帝, 這位教導者是否遵⾏行行祂的命令, 是否將上帝的兒女該知的真理理告訴他們, 受真理理的
滋養⽽而長⼤大成⼈人。

⼈人⼦子來來為要拯救失喪的⼈人(第11節)
基督從第1節⼀一直講到第10節, 第11節即總結地說:「⼈人⼦子來來為要拯救失喪的⼈人。」這節聖經將
天國裏最⼤大的基督徒與主耶穌基督的⼼心契合起來來, 這總結之語也印證我們⼀一直走在正確的解經
道路路上, 就是彰顯榮耀的基督和羞辱的基督, 失喪的⼈人蒙拯救就必須認識這反合性的基督。這
節聖經亦讓我們領悟到為何基督會說出“被丟在永火裏”, “被丟在地獄的火裏”, “⼩小⼦子的使者⾒見見天
⽗父”等, 令⼈人驚愕的⾔言語, 訓斥那些使信他的⼀一個⼩小⼦子跌倒的接待者, 他們必受悲慘結局。

砸得稀爛(第21章)與哀哭切⿒齒(第22章)
⾃自第18章耶穌論天國最⼤大的條件之後, 耶穌⽤用不同的⽅方式⼜又說了了更更可怕的判語, 不斷地警惕教
會當⾒見見證他的必然性。我們看到第21章42-44節寫著:「42耶穌說, 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 
已作了了房⾓角的頭塊⽯石頭, 這是主所作的, 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念過麼?43所以
我告訴你們, 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 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44誰掉在這⽯石頭上, 必要跌碎, 這⽯石
頭掉在誰的⾝身上, 就要把誰砸得稀爛。」第22章10b-14節寫著:「10b筵席上就坐滿了了客,11王進
來來觀看賓客, ⾒見見那裏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12就對他說, 朋友, 你到這裏來來, 怎麼不穿禮服呢。那
⼈人無⾔言可答。13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 捆起他的⼿手腳來來, 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裏, 在那裏必要哀
哭切⿒齒了了。14因為被召的⼈人多, 選上的⼈人少。」(注意紅字)

任何頭銜皆是虛的
耶穌當時隨⼿手在他⾝身旁將⼀一個⼩小孩⼩小帶到⾨門徒中間, ⽽而⼩小孩⼦子是沒有任何頭銜加⾝身, 因此我們
任何頭銜, 如牧師, 傳道, 監督, 執事, 或世上任何職位, 都不可以成為我們不回轉變成⼩小孩⼦子樣
式, 不⾃自⼰己謙卑卑的藉⼝口。若若是某個頭銜叫我們不回轉, 必使我⾨門不再進深地認識天國的王, 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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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因有了了那頭銜必⽣生; 若若我們愛頭銜甚於愛主, 停滯的⽣生命必難⾯面⾒見見主。(有頭銜的)牧師若若認
識主耶穌基督的深度上不及平信徒, 他則顯為羞愧; 他藏在牧師頭銜下⾃自感安全, 但⼩小⼦子們的天
上的使者卻可讓他們無所遁形。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大家不要以為這是說給牧者聽的, 是教會領袖的事, 不是的, 因我們都是君尊的祭司, 都必成為
天國裏最⼤大的。凡建立教會者, 或進入教會事奉者, 傳道初期若若不傳講耶穌基督, 他爾後的講道
也就不提耶穌基督了了, 這是事實。基督說:「無論何事,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
⼈人, 因為這就是律律法和先知的道理理。」(太7:12) 接待者輕看⼩小⼦子, 他則被⼈人輕看, ⽽而輕看的代價
是他無法在基督裏成長。教會不是⼀一個隨便便的地⽅方, 糧食的優劣影響著⼩小孩⼦子的健康, 今⽇日台
灣的⼩小孩⼦子營養得宜, 個個長得俊美, 若若屬地的糧食劣, 其影響也不過是屬地的, 但是吃到次等
屬天的糧食, ⼈人必損其屬天的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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