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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裏最⼤的 (五)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3 分鐘

經⽂文
⾺馬太福⾳音18:1-11節:

前⾔言
上週講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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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用另⼀一種⽅方式來來解釋“絆倒”之意, 好讓各位理理解到必須以基督為中⼼心來來認
識這句句話的意思, 凡傳道不以基督為中⼼心的就是絆倒⼈人的, 他走的是世界的道路路。這⼈人
沒有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因此他的所為必使信基督的⼀一個⼩小⼦子跌倒, 輕看基督的
⼩小⼦子裏的⼀一個, 因為他枉顧“⽣生命在他(基督)裏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未以基督的道(⽣生
命)來來接待⼩小孩⼦子。

天國的王
基督是天國的王, 天國的王招聚的⼈人是⽗父賜給他的天國⼦子⺠民, 天國的王激勵這些屬他的⼈人當有
天國裏為⼤大的⼼心志。基督以獨特的⽅方式教導屬他的⼈人為⼤大之道, 這以“⼩小孩⼦子”為軸⼼心的信息就
是為⼤大者當有的⽣生命本質; ⼩小孩⼦子必須依附他的眷顧者, ⼩小孩⼦子永遠處於領受的地位。在天國
裏的⼩小孩⼦子的依附對象是天國的王, 領受的是天國的⽣生命, 這天國⽣生命是天國的王⾃自⼰己的⽣生命。
基督說:「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裏來來的必定不餓, 信我的永遠不渴。...我是從天上降下來來⽣生
命的糧, ⼈人若若喫這糧, 就必永遠活著。」(約6:35,48,51,58) ⼩小孩⼦子如何吃到這糧? 基督說:「我
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約6:63b) 因此, 依附天國的王的⼩小孩⼦子必將基督的話藏
在⼼心裏, 晝夜思想, 他必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 如使徒保羅般, 不
斷認識基督的奧秘(弗3:4)。天國的王之忠⼼心有⾒見見識的僕⼈人必按時分糧給賜他的⽺羊, 按著正意分
解基督說的話(提後2:15)。

天國的⼦子⺠民雖屬天國, 但卻活在世界中, 故世界的王-撒但必處⼼心積慮的試探之, 意圖吞喫之。魔
⿁鬼試探的⽬目的就是要天國的⼦子⺠民離開基督, ⽽而吞喫的⽬目的就是要天國的⼦子⺠民成為牠的僕役; 魔
⿁鬼的僕役必在教會裏興風作浪, 壓抑魔⿁鬼的痛處, 不使之傳揚基督的死與復活。然, 基督引詩篇
118:22節, 說::「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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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國必從你們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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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1:42-44) 
我們有了了基督這責備之語就知, 他所⾔言的“絆倒⼈人的有禍了了”就是指接待⼩小孩⼦子的⼈人未以基督的
道接待之, 不以天上的糧服事之。因此, 這樣的傳道⼈人每當翻開聖經, ⼝口傳這本上帝的話時, (為
基督做⾒見見證的)聖經就札札實實地砸在他⾝身上, 使他整個⼈人不像⼀一個⼈人, 骨節分離, 破碎不立, 因
為他傳的道是獨立於基督的道之外的道。主說:「我的百姓做了了兩兩件惡惡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
泉源, 為⾃自⼰己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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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彼得寫前書時, ⼜又再次強調地說:「4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棄的, 卻是被上帝所揀選, 所寶
貴的。5你們來來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為靈宮, 作聖潔的祭司, 藉著耶穌基督奉獻上帝
所悅納的靈祭。6因為經上說:『看哪! 我把所揀選, 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 信靠他的⼈人必
不⾄至於羞愧。』7所以, 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
作了了房⾓角的頭塊⽯石頭。』8⼜又說:『作了了絆腳的⽯石頭, 跌⼈人的磐⽯石。』他們既不順從, 就在道理理上
絆跌, 他們這樣絆跌也是豫定的。」(彼前2:4-8; 參參賽8:5-14) ⼤大家可以回去讀彼得所引的以賽
亞書第八章, 這對於願意跟隨主, 卻遭遇到⼈人謀困難的⼈人有很⼤大的幫助。

天國裏最⼤大的
⾨門徒問耶穌的話說的是「天國裏誰是最⼤大的?」我們直覺的反應是, 天國最⼤大的不是耶穌嗎? 為
什什麼耶穌沒有斥責⾨門徒, 說他們在他⾯面前提這問是沒禮貌的, 反倒教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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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平和無怒地回答⾨門徒這問, 即告訴我們, 基督與⾨門徒存在
著本質上的不同, 以及在天國裏存在萬王, ⽽而在天國裏為王者當有為王的特質。

萬主, 萬王
我先解釋第⼆二點。天國因是國, 在這天國裏最⼤大的叫做王, 叫做主。使徒約翰受啟的異異象是:「11

我觀看, ⾒見見天開了了, 有⼀一匹⽩白⾺馬, 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 他審判, 爭戰, 都按著公義; 12他
的眼睛如火燄, 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 ⼜又有寫著的名字, 除了了他⾃自⼰己沒有⼈人知道;13他穿著濺了了⾎血
的衣服, 他的名稱為『上帝之道』。14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 穿著細⿇麻衣, ⼜又⽩白⼜又潔, 跟隨他。
15有利利劍從他⼝口中出來來, 可以擊殺列列國; 他必⽤用鐵杖轄管(或牧)他們, 並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
醡; 16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啟19:11-16) 這是天國的王帶
領他的軍隊的景象, 眾軍騎著的是與基督同⾊色澤的⽩白⾺馬, 他們享有“王”和“主”的稱謂。

使徒約翰⼜又說:「羔⽺羊是萬主之主, 萬王之王, 同著羔⽺羊的, 就是蒙召, 被選, 有忠⼼心的, 也必得
勝。」(啟17:14b) 這樣, 這些穿著⼜又⽩白⼜又潔的細⿇麻衣之萬主萬王是蒙召的, 被選的, 忠⼼心的, 得
勝的。這些特質正是基督在⼩小孩⼦子的教訓中所要求的; 蒙召與被選之態就是回轉與⾃自⼰己謙卑卑, 
忠⼼心與得勝之態就是接待⼩小孩⼦子, 不輕看⼩小⼦子。我們以使徒約翰這語再讀耶穌於今⽇日所讀之第
6-10節的耶穌之嚴厲的警語, 就知不為過, 反⽽而給了了意欲為在天國裏為⼤大者積極為事的動⼒力力。

基督與⽗父同本質
現在解釋第⼀一點。認識耶穌模糊不清的⼈人抓著「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 琢磨著耶穌是不
是亦需要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才能進天國? 答案當然是不需要。“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是基督要求⾨門徒的⽣生命特質, ⽽而基督⾃自啟的⽣生命本質是,「⽗父怎樣叫死⼈人起來來, 使他們活著, ⼦子也
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約5:21,26)

基督徒當認識⾃自⼰己是誰
基督不斷地啟⽰示與上帝同等的我是 (I AM), ⽽而基督的“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之論乃要基督徒
看清楚⾃自⼰己是誰, 悟性明⽩白⾃自⼰己的是(What I am)。我必須再次強調基督極重視本質之問。耶穌
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這是論本質之問。⻄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兒
⼦子。」耶穌隨即對彼得說:「⻄西⾨門巴約拿, 你是有福的, 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
天上的⽗父指⽰示的。」試想, 如果彼得這樣回答,「你是⾏行行神蹟, 聽⼈人禱告, 引導我⼈人⽣生⽅方向的
主」, 耶穌還會說彼得是有福的嗎? 

耶穌不隨那些要他⾏行行神蹟的⼈人⽽而為, 並⽤用比喻對他們說話, 使他們看也看不⾒見見, 聽也聽不⾒見見, 也
不明⽩白, 但卻喜愛少年年官, 因為少年年官稱耶穌是「良善的夫⼦子」, 這是關於本質層次的稱呼, 基
督即對他說:「除了了上帝⼀一位以外, 再沒有良善的。」(可10:18) 彼拉多與祭司長審問耶穌所⾏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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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諸事, 耶穌均不回答這些問, 但當他們問到本質性的問題時,「你是上帝的兒⼦子基督不是?」
「你是猶太⼈人的王麼?」基督立即回答說:「你說的是。」(太26:63-64)

請⼤大家不要看這事以為⼩小, 因不追求本質者, 他(她)依然是⾸首先亞當的後裔, ⽽而不是末後亞當的
後裔。夏娃與亞當背叛的原因就在於她輕忽⾃自⼰己的本質是被造, 必須安於受造的位份。天使之
墮落落在於不守本位, 離開⾃自⼰己住處(猶6), 夏娃亦如此, 然夏娃比魔⿁鬼更更甚⼀一籌。夏娃承認上帝的
權威, 知道上帝說的話就是真理理, 但問題是, 夏娃對魔⿁鬼的態度也是這樣, 認定魔⿁鬼說的話亦不
假。當夏娃有意願聽聽魔⿁鬼說些什什麼, 不拒絕魔⿁鬼的時候, 她已經失了了被造的本位。夏娃既聽
上帝的話(經由他的丈夫), 也聽魔⿁鬼的話, 上帝說, 吃了了分別善惡惡樹上的果⼦子會死, 魔⿁鬼卻說, 吃
了了不會死, 這等相⽭矛盾不合的話, 現在則由她⾃自⼰己來來判斷何者才是真的。當夏娃將⾃自⼰己放在這
樣的處境時, 她⾃自抬⾃自⼰己的地位既⾼高於上帝, 也⾼高於魔⿁鬼, 因⼈人比天使微⼩小⼀一點(詩8:5;來來2:7)。

不認識基督耶穌的猶太⼈人
凡放棄本質的基督徒⼀一定不認識基督耶穌是誰。使徒約翰記⼀一件猶太⼈人與耶穌遭逢的事, 他們
圍著耶穌說:「你叫我們猶疑不定到幾時呢? 你若若是基督, 就明明的告訴我們。」他們此起彼落落
的問耶穌, 要他給個明確的答案。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 你們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行
的事可以為我作⾒見見證, 只是你們不信, 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約10:24-26) 耶穌這句句“我奉我
⽗父之名所⾏行行的事可以為我作⾒見見證”道出了了猶太⼈人連只有上帝可以做的事, 他們都看不出來來。

猶太⼈人與耶穌這遭逢寫在第⼗十章, 前⾯面第九章發⽣生了了耶穌使⽣生來來是瞎⼦子的眼睛開了了⼀一事, 猶太
⼈人還因此說:「從創世以來來, 未曾聽⾒見見有⼈人把⽣生來來是瞎⼦子的眼睛開了了。」(約9:32) 然他們即便便已
認知⾄至此, 他們還認不出耶穌是⽗父所差的; 這麼清楚的事擺在猶太⼈人眼前, 他們實際看⾒見見了了神蹟,  
但因他們的⼼心思意念念始終不在探究本質的位份上, 所以他們就不認識基督耶穌是誰。

甚⾄至當耶穌直說:「我與⽗父原為⼀一」時, 猶太⼈人要拿起⽯石頭來來要打他。請注意, 基督對那些要丟
他⽯石頭的猶太⼈人說,「37我若若不⾏行行我⽗父的事, 你們就不必信我,38我若若⾏行行了了, 你們縱然不信我, 也當
信這些事, 叫你們⼜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裏⾯面, 我也在⽗父裏⾯面。」(約10:37-38) 這即告訴我們, 不
認識本質之要者, 被基督歸類為不信的⼀一群, 不知道也不明⽩白基督與⽗父的關係。約翰說:「凡不
認⼦子的, 就沒有⽗父; 認⼦子的, 連⽗父也有了了。」(約⼀一2:23) 不認⽗父與⼦子的是敵基督, 是說謊話的(約
⼀一2:22) 猶太⼈人對待耶穌就是我們的⼀一⾯面鏡⼦子。 

使徒論⼩小孩⼦子
使徒論⼩小孩⼦子的語句句與基督不同, 所以我們必須先明⽩白基督論⼩小孩⼦子之意, 才能夠明⽩白使徒論
⼩小孩⼦子之意; 前者論的是地位本質, 後者論的是這地位當有的素質。使徒保羅告誡我們, 當「認
識上帝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量, 不再作⼩小孩⼦子, 中了了⼈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
術, 被⼀一切異異教之風搖動, 飄來來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異端。」(弗4:13,14) 另, 希伯來來書的作者說:
「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理, 因為他是嬰孩, 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 他們的⼼心竅
習練得通達, 就能分辨好⽍歹了了。」(來來5:13-14) 主基督的教訓⾸首在信徒的歸位, 使失去位份, 與上
帝為敵的亞當後裔得以歸回, 安處在上帝之下的正位, ⽽而基督使徒的教訓乃是針對清楚⾃自⼰己是
誰的基督徒之該有的⾏行行為表現。

這樣, 我們接受使徒保羅以上的告誡, 就是啟⽰示錄17:14節所說的蒙召者; 明⽩白了了以弗所書第⼀一
章所⾔言, 就是啟⽰示錄17:14節所說的被選者。上帝永遠是恩典施⾏行行的主動者, 我們的⼝口氣不再以
被揀選⽽而顯⾃自傲, 因為深知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了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
潔, 無有瑕疵。既認知到揀選是⽗父在創世之前, 且在基督裏揀選了了我們, 我們則更更應該宣揚上帝
在基督裏的這恩典, ⾒見見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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