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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裏誰是最⼤的?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
⾺太福⾳第⼗八章

前⾔
我們已講到復活的耶穌在七⽇的第⼀⽇當晚對⾨徒教訓的最後⼀句, 也就是在他吹⼀⼝氣使⾨
徒受聖靈之後賜他們權柄,「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
了。」耶穌在傳道時說了兩次相同賜權柄的話, ⼀次記在⾺太福⾳⼗六章18,19節,「我要把我
的教會建造在這磐⽯上,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
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這裏的捆綁與釋放之權在於
基督賜給教會得⾒證他是永⽣上帝的兒⼦, 與⽗原為⼀的上帝, 接受者得釋放, 拒絕者得捆綁。
信耶穌是基督, 是永⽣上帝的兒⼦乃是信主之⼈的等⼀道關卡。

另⼀次則記在⾺太福⾳⼗八章18節,「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
綁; 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 在天上也要釋放。」我們解釋這權柄之意之後, 再解釋耶穌復活後
賜權柄之意。耶穌在這裏說的話與第⼀次賜權柄時⼀模⼀樣, 字字不差, 但上⽂前景不同, 為理
解這權柄之意, 則必須了解第⼗八章整章的意思, 以得信主之⼈的第⼆道關卡。在此順便提醒
⼀事, 歸納式查經法需回歸於上下⽂經⽂脈絡,  否則容易斷章取義。

第1節: 天國裏誰是最⼤的?
⾺太福⾳第⼗八章第1節寫說:「當時, ⾨徒進前來, 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的?』」“天國
裏誰是最⼤的?”這問掀起教會最敏感的神經, 牧師認為他是神呼召的僕⼈, 故是教會最⼤的; 長
執會主席認為長執會有權聘任或解僱牧師, 故⾝為主席的他是教會最⼤的; 會眾看⾃⼰每⽉的
奉獻供給牧師⽣活所需與教會得以存續下去的財源, 故認為⾃⼰是教會最⼤的。然, 我們在耶
穌的教導中找不出任何⽀持這些認為的⼤。

天國裏最⼩的比他還⼤
主耶穌是論天國裏⼤⼩的起始者, 他論施洗約翰時說了這麼⼀句話,「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婦⼈
所⽣的, 沒有⼀個興起來⼤過施洗約翰的, 然⽽天國裏最⼩的比他還⼤。」(太11:11) 這是耶穌
傳道初期說的話, ⼗⼆⾨徒聽了耶穌這話, ⾃知是蒙耶穌揀選, 當然認為⾃⼰是在天國裏, 且絕
不是在天國裏最⼩的, 因⽽認為⼀定比施洗約翰還⼤。

⾨徒跟隨在耶穌⾝旁, 沒有做任何事卻沾露著百姓給予耶穌的尊崇, 反觀施洗約翰, 他親⾃作⼯, 
使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 並約但河⼀帶地⽅的⼈, 都出去到他那裡, 承認他們的罪, 在約但河裡
受他的洗(太3:5,6), ⾨徒的能⼒即便不如施洗約翰, 但⼼還是驕傲的很。⾨徒這等在天國裏比約
翰還⼤的虛榮⼼⼀直深藏在他們⼼中, 經過兩年多的醞釀, 在某⽇往迦百農的路上便爆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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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議論天國裏誰是最⼤的。⾨徒不去思想主耶穌論施洗約翰的話, 他們憑什麼比施洗約翰還
⼤? ⾨徒的議論乃因離開了基督的話。

施洗約翰是何許⼈也? 他是舊約聖經特指耶穌之外,「主你的上帝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興起
⼀位先知像我(摩⻄), 你們要聽從他」(申18:15), 蒙萬軍之主特指的那⼀位,「我要差遣我的使
者在我前⾯預備道路」(瑪3:1a); 他是同時存在於舊約時代與新約時代的⼈物, 是舊約時代結束
的代表⼈物; 他是為耶穌施洗的那⼀位; 他作為⼀個成功的傳道⼈卻說出「他必興旺, 我必衰
微」(約3:30), 顯為所有傳道⼈謙卑的典範。這樣偉⼤的施洗約翰在耶穌的定位中卻是天國裏
最⼩的比他還⼤, 為什麼? 因為施洗約翰無論⼯作再⼤還僅是預⾔型的先知, 僅能預⾔耶穌是
“上帝的羔⽺, 除去世⼈罪孽的”, 卻沒有親眼⾒得這預⾔的成就, 看到耶穌的死乃是死在⼗字架
上。聖經記, 約翰在監裏聽⾒基督所作的事, 就打發兩個⾨徒去⾒耶穌, 問「那將要來的是你
麼? 還是我們等候別⼈呢?」(太11:3) 然, 天國裏最⼩的⾒了基督⼗架, 不會發出施洗約翰這問。

施洗約翰是⼀⾯鏡⼦
多⼈聽耶穌說「天國裏最⼩的比他(施洗約翰)還⼤」覺得沒什麼, 卻不知這話的威⼒使假性天
國⼈無所遁形, 同時將傳道⼈隱性的驕傲給暴露出來。於前者, 天國裏最⼩的個個都可⾒證基
督的死與復活, 然假性天國⼈卻不能。於後者, 施洗約翰除了上述的能⼒之外, 他敢對那出來要
受他洗的眾平⺠說他們是「毒蛇的種類」(路3:7), 並要求他們必須結出果⼦來與悔改的⼼相稱
(路3:8); 他亦責備分封的王希律, 娶了兄弟之妻希羅底, 並所⾏的⼀切惡事(路3:19)。這些事已
使所有傳道⼈望塵莫及, 看不到⾞尾燈, 知此, 如果傳道⼈依然驕傲如常, 那真是不可救藥。

耶穌說的是「天國裏最⼩的比他(施洗約翰)還⼤」, 但, ⾨徒問耶穌「天國裏誰是最⼤的?」主
說話的重點在那“最⼩的”, ⾨徒⼼裏想的卻是“最⼤的” , ⾨徒兩年多的跟隨耶穌, 雖近距離聽耶
穌講道, 觀耶穌⾏事, 但那爭⼤的本性使他們將耶穌這句話視為耳邊風, 這是典型的與耶穌有關
係, 但卻與他的⽣命沒關係的樣本。⾨徒這問乃寫在⾺太福⾳第⼗八章, 耶穌也說:「凡⾃⼰謙
卑像這⼩孩⼦的, 他在天國裏就是最⼤的。」(太18:4) 但到了第⼆⼗章發⽣了⻄庇太兒⼦的⺟
親拜耶穌求他在他國裏, ⼀個坐右邊, 另⼀個坐左邊的事, 使本已平靜之彼此議論爭⼤再次火燒
起來, 聖經記:「那⼗個⾨徒聽⾒, 就惱怒他們弟兄⼆⼈」(參太20:20-24), 惱怒雅各和約翰奸詐
地利⽤⺟親做這⼩動作。

單純的初⼼演變成爭⼤的惡⼼
剛剛提⼀問, 施洗約翰是何許⼈也? 現在提另⼀問, ⼗⼆⾨徒⼜是何許⼈也? ⼀般普通老百姓是
也。我們以為爭⼤是深宮內院, 皇親貴族, ⼤宅院裏才會發⽣的事, 但這些⼩⺠對於爭⼤也是不
遑多讓, 且他們的爭⼤是在萬物的主宰⾯前為之, 更是令⼈感到不可思議。平⺠⾨徒在耶穌⾯
前⽃膽爭⼤是他們跟隨耶穌兩年多之後發⽣的事。他們初時跟隨耶穌的⼼是多麽地單純, 彼得
和安德烈兩兄弟單憑著施洗約翰對耶穌的⾒證,「看哪! 這是上帝的羔⽺」, 且在耶穌還沒有做
任何事之前, 僅靠著耶穌認出彼得是約翰的兒⼦⻄⾨, 並賜他新名叫磯法, 兩兄弟就這樣不問未
來會如何的跟隨耶穌(參約1:36-42)。要知道, 耶穌是⾝穿布衣的拿撒勒⼈, ⽽彼得是富有的漁
夫, 他願意跟隨看似無前景的耶穌, 他的⼼是毫無雜念。但是, ⾨徒越跟隨耶穌, 他們的⼼卻開
始複雜起來, ⽽這複雜度在⾨徒問「天國裏誰是最⼤的?」時完全表露出來。

今⽇教會情況也是如此, 剛開始時彼此同⼯的⼼是多麽單純⼀致, 沒什麼⼼思, 但⼀段時間過後, 
基督徒做事到⼀個程度, 沒有頭銜就做不下去。作傳道的, 初為神學院新⽣時有著⾃反⽽縮, 雖
千萬⼈吾往矣的勇氣, 這樣不計名位的氣魄經過現實職場後, 非得要掙個牧師頭銜才⼼安, 才覺
得做的事有價值, 才得眾⼈的尊敬。耶穌指⽰⾨徒在他降臨和世界的末了的豫兆之⼀是「因不
法的事增多, 許多⼈的愛⼼, 纔漸漸冷淡了」(太24:12), 主責備以弗所教會雖能忍耐, 曾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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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勞苦並不乏倦, 但卻「把起初的愛⼼離棄了」(啟2:3,4), 這些話皆告訴我們時間在我們⾝上的
磨難, 上帝在時候滿⾜作了差遣他獨⽣⼦的奇事, 但罪⼈在時後滿⾜卻顯出罪⾏。

⾚露敞開
若問, 他們未遇⾒耶穌, 不被耶穌揀選⽽聚在⼀處, 他們知道⾃⼰會爭⼤嗎? 不會。所以, 我們
在這裏得到⼀個事實就是, ⼈罪性之為必在耶穌⾯前顯露無遺。⼤衛之禱告,「誰能知道⾃⼰的
錯失呢? 願袮赦免我隱⽽未現的過錯。」(詩19:12)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12上帝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切兩刃的劍更快, 甚⾄魂與靈, 骨節與骨髓, 都能刺入剖開, 連⼼中的思念和主
意都能辨明,13並且, 被造的沒有⼀樣在他⾯前不顯然的, 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 
都是⾚露敞開的。」(來4:12,13) 這些話只有在主基督⾯前才具體實現。然我們需注意, ⾨徒之
隱⽽未現的過錯, ⼼中的思念和主意顯明在主⾯前, 主卻沒有因此斥退他們, 要他們遠離他, 反
⽽教導⾨徒使他們歸回。

我們不要被⼀些似是⽽非的⾔論給迷惑住, “信耶穌, 得永⽣”是⼀個, “上帝恨惡罪, 卻愛罪⼈”是
另⼀個。對於後者, 使徒保羅已經明說上帝與罪⼈之間是彼此為敵的, 上帝對罪⼈的忿怒必須
⽤基督的⾎才能抑⽌的。然⽽, 我們的罪錯卻可以顯在主基督的⾯前, 也只有在⾯對耶穌基督
時才會將隱⽽未現的過錯顯露出來, 接納⽽被主處理。

議論爭⼤的起始者: 驕傲的三⼈
⾨徒個個爭⼤的⼼隱藏已久, 彼此爭⼤的爆發時間點顯在耶穌在加利利傳道, ⼀⾏⼈往迦百農
路上, ⾨徒即開始彼此爭論誰是最⼤的, 到了迦百農之後, 耶穌才問他們「路上議論的是甚
麼?」(參可9:33-34) ⾨徒因不得結論才問耶穌「天國裏誰是最⼤的?」請問各位, ⾨徒當中到底
是誰挑起這爭⼤之辯? ⾺可福⾳第九章章⾸記耶穌變像, 主僅帶彼得, 雅各, 以及約翰同上⾼⼭, 
這三位⾨徒不僅看到變像的耶穌, 同時⼜看到耶穌趕出聾啞的⿁, 這⿁在這⼈從⼩的時候就附
著於他, 並時常叫他重重的抽瘋, 倒在地上, 翻來覆去, ⼝中流沫, 並把他扔在火裡、⽔裡, 要滅
他(參可9:17-27), 這三位⾨徒因有這些特殊經歷, 使得他們以為⾃⼰(比其他⾨徒)更⼤。

因特殊經歷⽽傲是基督徒的通病, 當時如此, 現在也如此。經上已經明記:「誇⼝的當指著主誇
⼝」(林前1:31; 林後10:17), 保羅說:「蒙悅納的不是⾃⼰稱許的, 乃是主所稱許的。」(林後
10:18) 今⽇基督徒沒有能⼒⾒證主, 無膽指著主誇⼝, 卻因⾃⼰禱告之求蒙應允, 或在教會有特
殊技能如司琴, 領會等, 就比別⼈更為屬靈, 顯於⼼, 形⽽外的就是驕傲。 

上帝的發問
耶穌問⾨徒,「路上議論的是甚麼?」請注意, 我們不可以為耶穌不知道⾨徒彼此議論誰是最⼤
的才發此問, 事實上, 上帝的疑問句乃是要⼈認清⾃⼰的位份。上帝第⼀個向⼈發問,「亞當, 你
在那裏?」這是要讓亞當知道他已經失了被造位份, 成了墮落的⼈之問; 亞當本應坦然站在上帝
⾯前, 卻因違背上帝不可喫的命令⽽躲避上帝。耶穌問⾨徒,「你們說, 我是誰?」亦是要⾨徒認
清在他⾯前的位份。

耶穌在路途中默不作聲乃因要讓⾨徒彼此將各種可為⼤的意⾒論得透徹, 這樣, 當耶穌指出天
國最⼤的條件時, ⾨徒才知⾃⼰的短視, 無知, 膚淺, 屬地, 根本配不上天國。⾨徒這不敬之問沒
有惹怒耶穌, 反倒使耶穌藉此教訓⾨徒⼀番, 指出天國裏最⼤的當有的表現; 也就是說, 耶穌並
沒有反對為⼤, 但必須按其所教訓的為⼤。

第2-4節: 回轉, 變成⼩孩⼦的樣式, 即捨去舊有的, 作新⼈
耶穌的動作,「叫⼀個⼩孩⼦來, 使他站在他們當中」, 以及耶穌的⾔語,「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
們若不回轉, 變成⼩孩⼦的樣式, 斷不得進天國, 所以凡⾃⼰謙卑像這⼩孩⼦的, 他在天國裏就
是最⼤的」, 有著讓⾨徒回想他們蒙召跟隨他那單純的初⼼的意思, 不過, 我們卻在耶穌⾔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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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主對⾨徒爭⼤的不悅, 以“斷不得進天國”警告之。若耶穌對⾝旁的⾨徒嚴厲⾄此, 下重語, 
主對爭⼤的我們豈可能容忍之? 耶穌的誡命亦帶來寶貴的應許, 謂凡⾃⼰謙卑像這⼩孩⼦的, 他
在天國裏就是最⼤的, 這應許帶有強烈激勵的作⽤, 使我們立志必須如此⾏。

⽣命的發展失去純度⽽⾃傲, 不能謙卑像⼩孩⼦必然有其原因。⾺可福⾳第⼗章與路加福⾳第
⼗八章亦記回轉, 變成⼩孩⼦的樣式, 這兩章清楚寫下法利賽⼈對耶穌的態度(參2016年九⽉11
⽇⾄⼗⽉2⽇講章)。無論是有敵意的法利賽⼤眾, 或有善意的少年官, 兩者皆無法放下他們既有
對聖經的認知來順服跟隨耶穌, 有敵意的法利賽⼈和⽂⼠甚⾄⼼⽣殺耶穌的念頭。因此, 不能
回轉, 變成⼩孩⼦的樣式的基本障礙就是我們的⼰。

當時⾨徒宗教性的⼰乃是受法利賽⼈教導⽽成, 保羅⾃⼰承認,「我是法利賽⼈, 也是法利賽⼈
的⼦孫」(徒23:6), ⽽法利賽⼈系統已經完全失去屬靈辨識⼒, 殺了耶穌, 保羅會向主的⾨徒⼝
吐威嚇兇殺的話(徒9:1)。承受(殺耶穌的)法利賽⼈信仰系統的⼈, 怎可能進天國? 不捨去在這
系統下成就的⼰, 怎可能進天國?

現在的我們的⼰當然⾝受傳統⺠間信仰, 世界思潮, 以及⽂化的影響。基本上, 基督徒⾯對不可
⾒的上帝的⼼態與⺠間宗教沒什麼兩樣, 拜上帝就是要得福氣, 趨吉避凶, 雖相信上帝的存在, 
但卻是獨⼀神觀, 下意識將耶穌看成是比上帝還⼩的神, 常將“神”掛在嘴邊, ⽽不⽤“主”。基督徒
未信主前絕不敢向所拜的假神發出任何⼀句埋怨的話, 但信主後遇到不順⼼的事卻是怨⾔不
斷, 連問“為什麼是我?” 看到他⼈順利, 連問“為什麼不是我?”

約翰福⾳之進天國的必要條件是必須「從⽔和聖靈⽣的」, 因此, “變成⼩孩⼦的樣式”, “捨⼰”, 
“重⽣”等的意思是⼀樣的, 就是必須捨去舊有從法利賽⼈建立的信仰系統, 重新建立以基督為中
⼼的⽣命體系與思想架構。若死硬如猶太⼈尚可歸向基督,  在其他系統下的⼈必可,  若不,  表
⽰主沒有賜他恩典,  他本不屬主。保羅說:「20你們學了基督, 卻不是這樣,21如果你們聽過他的
道, 領了他的教, 學了他的真理,22就要脫去你們從前⾏為上的舊⼈, 這舊⼈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
變壞的;23⼜要將你們的⼼志改換⼀新,24並且穿上新⼈, 這新⼈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的, 有真理
的仁義和聖潔。」(弗4:20-24)

第  ⾴ (共  ⾴)4 4


	Date of Sermon: 2020年 五月10日
	天國裏誰是最大的?
	經文
	前言
	第1節: 天國裏誰是最大的?
	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
	施洗約翰是一面鏡子
	單純的初心演變成爭大的惡心
	赤露敞開
	議論爭大的起始者: 驕傲的三人
	上帝的發問
	第2-4節: 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即捨去舊有的, 作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