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六⽉7⽇ 

拯救失喪的⼈: 基督與撒該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8 分鐘

經⽂
⾺太福⾳第⼗八章

前⾔
去年此時, 沒有⼈會料想得到今年全世界會發⽣如此激烈的動盪, 沒有⼈會想到美國會發⽣如
此⼤規模的抗爭。無論世局如何變化, 我們基督徒必須把握⼀個基本原則, 就是上帝的⼀創造
了世界的⼀, 世界的變化都是在這被造的⼀裏⽽變, 所以, 無論這變多麽歪曲, 多麽令⼈意想不
到, ⾔語如何光怪陸離, 匪夷所思, 詭譎莫測, 都是在這被造的⼀裏⽽變。我再⼀次地說, 上帝的
⼀與被造世界的⼀的唯⼀接觸點是主耶穌基督, 這是永世不變的真理。賺得全世界的⼈, 即便
他奉獻⾃⼰所賺的給全世界, 但若他不與基督有關係, 他依然在被造的⼀裏打轉, 回不到上帝的
⼀裏, 他的永恆還是陷在被造的⼀裏, ⾃⼰承受永遠的痛苦。 

看到今⽇的美國, 請不要再說她是⼀個基督教國家, 請讀加拉太書三章26-28節:「你們因信基督
耶穌都是上帝的兒⼦,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並不分猶太⼈、希利尼⼈, ⾃主
的、為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了。」基督徒當是 沒有種族歧視的
⼈。

丟在火裡
上週講解了主耶穌各「丟在火裡」的教訓, 那些罵弟兄是魔利的, 不結好果⼦的, 長成如稗⼦樣
的, 不給基督弟兄中⼀個 ⼩的喫喝飽⾜的等之⼈, 皆是被主丟在火裡的對象。主耶穌這些教
訓之⽤詞⽤語雖不同, 承載的同⼀信息就是, 那些喫不得基督⽣命的糧的⼈, 亦讓他⼈喫不得基
督這⽣命的糧。當我們認識到耶穌使⼈蒙受地獄的火的原則時, 無不對現今教會的顢頇無知感
到⼜悲⼜怒, 因為講台已經聽不到基督, 講員信息已經沒有救贖主, 耶穌已經不是教會的主了。
耶利米哀歌⼀章21節寫說:「聽⾒我嘆息的有⼈, 安慰我的卻無⼈。」這就是今⽇教會實況, 少
有⼈⽤基督的話來安慰得不著基督之⼈的嘆息。 

被丟在火裡的基督徒有兩種情況, ⼀是, 完全不明⽩⾃⼰為何會被丟在火裡, 這類基督徒忠⼼地
服事教會, 順服教會在上掌權者, 待⼈做事無可指責, 然對基督的認識是空的, 如空⼼的稗⼦⼀
樣。另⼀是, 懊悔⾃⼰明明知道丟在火裡的教訓, 但卻忽略了。丟在火裡的⼈必感受到上帝的
烈怒, ⽽以⻄結書記以⾊列⼈得這烈怒的反應是「⼿都發軟, 精神衰敗, 膝弱如⽔。」(結7:17; 
21:7)

垂直態的摔跤
保羅說:「我們並不是與屬⾎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6:12) “爭戰”的原⽂是“摔跤”。我們摔跤的對象是天空屬靈氣的
惡魔, 這是地上與天空垂直態的摔跤, ⽽惡魔必使出牠全部的⼒量將我們摔在地上, 打趴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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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我們⼿觸眼⾒天上坐寶座的基督, 阻⽌我們與基督聯合。當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垂直態爭戰
的事實時, 經⽂解釋即呈現地上與地上之間平⾏態的爭戰。以“絆倒”為例, 這本是與基督當聯合
的警語, 但卻變成要對付我們⼿腳眼的情慾,  不體貼別⼈的軟弱和需要, 設網羅引⼈犯罪等等。
當我們專注於平⾏態的摔跤時, 就沒有任何餘⼒與惡魔展開垂直態的摔跤, 保羅對教會語出責
備, 說「你們仍是屬⾁體的, 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分爭, 這豈不是屬乎⾁體, 照著世⼈的樣⼦
⾏麼?」(林前3:3) 屬乎⾁體的就是屬地的, 不屬乎靈了。

基督徒⼀聽到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摔跤爭戰就嚇得失⾊, 喃喃⾃語, 不知如何是好, 直說這是不
可能的事。魔⿁的權勢本就巨⼤, 牠不僅是世界的王, 就連天使長米迦勒為摩⻄的屍⾸與魔⿁
爭辯的時候, 都不敢⽤毀謗的話罪責牠(猶9), 我們與之摔跤豈不只有被壓在地的份! 我們基督徒
⽤⾃⼰的⼒量當然沒有與魔⿁⼀搏的本錢, 況且這博還是常態性的, 我們與魔⿁摔跤⽽望得勝
唯靠基督⼗架, 保羅說:「13上帝赦免了我們⼀切過犯, 便叫我們與基督⼀同活過來,14塗抹了在
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 有礙於我們的字據, 把它撤去, 釘在⼗字架上。15既將⼀切執政的、掌權
的擄來, 明顯給眾⼈看, 就仗著⼗字架誇勝。」(⻄2:14-15)

因此, 講道者的⼼思若離了基督, 講道信息若沒有基督, 他只有等著被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摔
在地上, 這就是聖經的屬靈性質, 是世上萬卷書沒有的。請注意聽下⾯的話, 教會無論治理得多
麼有條不紊, 弟兄之間無論如何和睦同居, 夫妻親⼦關係無論多麽美好, 但講台信息若沒有執⾏
基督的命令, 那麼, 教會的狀態就是被天空屬靈氣的惡魔摔在地上的狀態, 落地不起。基督的命
令是「照經上所寫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從死裏復活, 並且⼈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路24:46,47)

請注意, 保羅並沒有不講夫妻關係, 他說:「我們是他(基督)⾝上的肢體(就是他的骨他的⾁), 為
這個緣故, ⼈要離開⽗⺟, 與妻⼦連合, ⼆⼈成為⼀體, 這是極⼤的奧祕, 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
說的。」(弗5:30-32) 若搜尋Google找出那些講夫妻關係的講章, 他們從來不解釋這⼀節經⽂
中之基督和教會的關係。

⾺太福⾳⼗八章11-14節: 尋⽺
我們已經明⽩接待與絆倒的意思是, 解釋聖經之講道者若沒有與基督產⽣關係的⾔語, 他就是
絆倒⼈的, 這樣不重視⼈永恆靈魂價值的講道者, 必將承受地獄的火。

第11節: 耶穌繼續在第11節說到:「⼈⼦來為要拯救失喪的⼈。」這句話指明耶穌從天上來, 耶
穌來的⽬的是拯救, 以及耶穌拯救的對象是失喪的⼈。耶穌說要拯救失喪的⼈乃是連續他前⾯
的教訓, 因此我們可得幾⽅⾯的意思: 
1. 既然天國的王來到世界的⽬的為要拯救失喪的⼈, 那麼, 天國裏 ⼤的就應當與天國的王有
同樣的⼼志與作為, 接待信基督的⼀個⼩⼦, 不輕看這⼩⼦裏的⼀個。這是常態性的, 不是
⼀時興起的。

2. 這句話是在耶穌地獄的火教訓之後說的, 故凡不應和基督拯救⼯作的⼈當承受永遠地獄的
火; 因他們沒有以基督耶穌的⼼為⼼(腓2:5), 故結局是必然的。

3. 這句話告訴那些得以回轉, 變成⼩孩⼦樣式的⼈, 即信基督的⼩⼦, 要他們知道⾃⼰本是個
失喪的⼈, 他們之所以可以回轉完全是出於主的恩典。這樣的認識必因接待者的不斷提醒, 
與⾃⼰的查考聖經, 得以敞著臉看⾒主的榮光, ⽽更形加深; 榮上加榮的基礎就在這裏。

第12-14節: 基督續以尋百⽺中走迷了路的⼀隻⽺, 來強調他拯救失喪的⼈的必然性。⽺是群聚
動物, ⽺離群走迷是件稀奇的事, 故耶穌以⽺走迷來吸引⾨徒, 注意聽他在其中的教訓, 因著“在
天上的⽗不願意這⼩⼦裏失喪⼀個”之故, 這隻走迷的⽺無論在什麼地⽅, 基督⼀定會將之找到, 
他必尋得天⽗要他拯救的⼈, ⼀個也不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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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這尋⽺比喻看似普通, 卻可吸引⼈的耳注意聽之, 因為耶穌說這隻⽺乃是走迷在⼭裏, ⽽牧
⽺⼈在⼭裏找⽺比在草原找之更是費⼒費時。耶穌以此告訴⾨徒, 上帝尋⼀隻走迷的⽺使之歸
回所花的⼼⼒是⼤的, 現在, 基督找回這隻走迷的⽺交給接待者去牧養, 若接待者罔顧上帝奮⼒
作⼯的事實, 絆倒了這⼩⼦, 他將無法向上帝交代他的失職。這樣的接待者就不是⼀個忠⼼、
有⾒識、按時分糧的管家, 他也不是為⾃⼰豫備天上錢囊與財寶的⼈。基督說:「僕⼈知道主⼈
的意思卻不豫備, ⼜不順他的意思⾏, 那僕⼈必多受責打。」(後⾯這幾段話請讀路加福⾳⼗⼆
章36-47節。)

上週講到⾺太福⾳第三段教訓時題到, 這段教訓的焦點⼈物不僅在餵食⽣命的糧的⼈⾝上, 也
在喫⽣命的糧的基督弟兄中⼀個 ⼩的⾝上。⼩⼦因是基督的弟兄, 就不能任意地讓⼈餵食, 
必須意識到餵食者是否餵之基督的⾁, 喝基督的⾎。如果⼩⼦放棄天上的⾎與⾁不喫, 那他就
不是⼈⼦基督要拯救之失喪的⼈。

稅吏長撒該
「⼈⼦來為要拯救失喪的⼈」這句話亦記在路加福⾳⼗九章10節, 這節前⾯記的是耶穌呼召稅
吏長撒該, 並下榻他家的事。圍繞耶穌四周的眾⼈看著耶穌與撒該的互動, 便紛紛私下議論耶
穌竟住到罪⼈家裏。撒該看眾⼈都認為他是個罪⼈, 於是對耶穌說:「主阿! 我把所有的⼀半給
窮⼈, 我若訛詐了誰, 就還他四倍。」撒該這善⾏實在與眾⼈對他的看法有相當⼤的出入, 眾⼈
不清楚他的⾏善, 以致於看撒該還是他們憎惡的稅吏長。

撒該是個稅吏, 且是位居要職的稅吏長, 可⾒撒該在收稅⽅⾯績效比同儕更為突出, 因⽽掙得此
職位。羅⾺帝國若要平順運作, 稅吏是個關鍵官職, 稅吏催稅必毫不留情⾯, 卻也常中飽私囊, 
收多繳少。所以, 眾⼈看稅吏是個道德低下, ⼗惡不赦的罪⼈。撒該的⾏善或可認其為出污泥
⽽不染的異類, 但較可能的是他的⾃我救贖, 過去壞事做盡, 今⽇勤⼒⾏善以彌補過往對百姓的
粗暴。

堂堂⼀個做官的撒該, ⼜是財主, ⾃⼰也有些年紀, 他卻不顧眾⼈眼光, 即便穿著華麗的外衣, 當
耶穌來到他的城鎮時, 毅然攀爬到桑樹上, ⽬的就是為了看耶穌⼀⾯。令我們感到驚奇的是, 耶
穌不過呼叫撒該快從樹上下來, 說「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 撒該就這因這麼簡單⼀句話急忙
地從桑樹上下來, 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撒該平常只會稱比他更尊貴, 穿著更⾼級華服的⼈為
主, 但撒該與耶穌初次⾒⾯就稱穿布衣的耶穌為主, 撒該此舉已異於常⼈, 他居然在耶穌平庸外
表⾝上看到他的主性。

撒該第⼀次與耶穌⾒⾯即說出他內⼼的話, 講出他的⾏善, 這反應出撒該需要耶穌來肯定他⾃
我救贖的⾏為; 這是讓⼈驚奇的事, 因撒該向耶穌發出他 深的宗教意識。正因如此, 耶穌回答
撒該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 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孫; ⼈⼦來, 為要尋找, 拯救失喪的
⼈。」(路19:9) 耶穌這話正實踐了他所說的,「凡勞苦擔重擔的⼈,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
們得安息。」(太11:28) 勞苦擔重擔乃是在宗教層次, ⽽不是在⽇常⽣活層次。

請問各位, 少年官與撒該稅吏長皆是處⾼位者, 皆是⾏善者, 但撒該卻稱耶穌為主, 少年官則稱
耶穌是良善的夫⼦, 這兩者到位與不到位的稱呼, 以及接待與遠離的回應耶穌, 皆記在聖經中, 
但兩者結局卻⼤不相同, 這給了基督徒怎樣的提⽰?

雅各書⼆章1-9節: 按著外貌待⼈的不當
若將耶穌與撒該兩者安排在台上, ⼈的眼光必放在穿華麗外衣的撒該⾝上, 聽他要說什麼, 看站
在旁邊穿布衣的耶穌必是撒該的僕⼈。為此, 請⼤家讀雅各書⼆章1-9節。第⼀節即開宗明義地
說:「我的弟兄們! 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這麼簡單的⼀句
話, 卻是教會難實踐的經⽂, 只要看教會長執會的成員背景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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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待穿著華美衣服的富⼈是⼀個樣, 對待穿著骯髒衣服的窮⼈是另⼀個樣, 我們⼼中明顯
有兩個法碼。聖經雅各書評定這樣的⼈是「偏⼼待⼈, ⽤惡意斷定⼈」 (雅2:4), 並「褻瀆所敬
奉的尊名」(雅2:7), 按著外貌待⼈不僅得罪⼈, 同時也得罪上帝, 這是何等嚴重的事, 第9節下了
⼀個結語, 說:「你們若按外貌待⼈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我們常犯“按著外貌待⼈”的過錯⽽不⾃知, 決定誰該或不該信主, 是⼀例, 決定教會若有怎樣的
⼈該多好, 則是另⼀例。於前者, 我們看某⼈善⾏多多, 是社會正⾯⼒量, 不⾃私, 處處替⼈設
想, 便認為這⼈應當成為基督徒; 於後者, 看某⼈才氣縱橫, 有舞台魅⼒, 社會頭銜嚇⼈, 這⼈進
教會必有號召⼤眾能⼒。我們按⼼中善惡正邪的評斷決定教會的成員, 這已經侵犯了基督的主
權, 將⾃⼰的認知強壓在基督主權之上; 聖經說, 不可按著外貌待⼈, 就是不可按著外貌待⼈。

我們從來沒有意識到, 按著外貌待⼈是極度不⾃信的⼼理反應。若我們認為某⼈當成為基督
徒, 這表⽰這⼈的重要性⼤於⾃⼰, 明顯是個損傷⾃尊的舉動; 若我們認為某⼈不應當成為基督
徒, 這表⽰我們的⾃⾼⾃⼤, 對⾃⼰的罪缺乏當有的認識。

教會的天平常傾向富⼈, 所⾏所為就是為了取悅富⼈, 盼其永久留在教會, 成為教會光彩的⾨⾯, 
以致眼⽬不看顧貧窮⼈。雅各書⼆章5節說:「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 上帝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
貧窮⼈叫他們在信上富⾜, 並承受祂所應許給那些愛祂之⼈的國麼?」基督對老底嘉教會說:
「你說, 我是富⾜, 已經發了財, ⼀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
的。」這兩節經⽂告訴我們, 那些天平歪斜於富⼈的教會, 在基督信仰的建立上已然貧窮⽽不
富⾜, 已承受不住上帝的應許, 瞎眼且⾚⾝。請問各位, 在信上富⾜的貧窮⼈在教會裏會有他⼀
席之地嗎? 他可能進入長執會, 參與制定核⼼政策嗎?

富⼈的悲哀與困境
沒有⼈不願意富, 然基督徒進入富⼈⾏列之後, 若不認識主基督, 他在教會裏將失去甚多。教會
有些事只有富⼈會做敢做, ⽽貧窮⼈是不會做的。富⼈意⾒多, 愛被問安, 奉獻多⽽⾃認是教會
主⼒, 愛評論講員, 愛坐上位, 愛動⼝卻不愛動⼿等; 要命的是, 他們⾃絕於逆耳的道, 因為不
聽並不會改變他們的富有態。教會領袖若把持不住, 失去立場原則, 則必以遷就富⼈的⼼向指
導。基督徒聽富⼈基督徒的演講多是聽他如何致富, 少有帶著聽他⾒證基督⽽來, 這是富⼈基
督徒的悲哀。基督徒富了, 要好好保握⾃⼰以比其他⼈更多⾒證基督的優勢。

撒該是那隻走迷的⽺
我們有了路加福⾳之稅吏長撒該為引⼦, 再讀⾺太福⾳尋⽺比喻就顯得意義深遠, 因為撒該就
是這隻走迷的⽺的實例。對⾨徒⽽⾔, 耶穌接納撒該再⼀次地讓他們驚奇不已, 誠如⾨徒從撒
瑪利亞城買食物回來, 看⾒他與撒瑪利亞婦⼈說話就希奇。約翰福⾳記, ⾨徒⼼中的疑問,「你
是要甚麼? 你為甚麼和她說話?」(約3:27) 表⽰他們並不苟同耶穌向撒瑪利亞婦⼈要⽔喝的舉
動。現在, ⾨徒的挑戰來了, 耶穌接納撒該, 撒瑪利亞婦⼈, 以及⾏淫的婦⼈(參約翰福⾳第八章)
等⼈, 若⾨徒認耶穌為主, 那麼他們也必須接納像他們這樣的⼈。請各位想想, 這在今⽇台灣教
會可能嗎?

現今教會成員的職業光譜甚為集中, ⼤⼤歡迎社會上有名望的⼈⼠, 卻甚少有像撒該或婦⼈這
樣的⼈。教會⼤談上帝的愛僅侷限於與⾃⼰氣味相投的⼈, ⽽教會以⼩組型態運作更將這侷限
的愛推向極端, 同類相聚, 不同類的彼此交通歸於無有。教會美其名向監獄或醫院宣教, 這等看
似愛的⾏動卻隱藏虛假, 因為教會可向他們傳福⾳, 但不願接納他們成為會友。若有成為會友
的, 既有會友的讒⾔必使牧師傳道⽌住對他(她)的關懷。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或許因為禮貌的關係, 可以與不同職業, 不同膚⾊, 不同階級的⼈握⼿, 但
主耶穌的要求是要我們從⼼裏接待⼈, 不可對福⾳傳揚的對象有⼤⼩眼。撒該, 撒瑪利亞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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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淫的婦⼈等這樣的⼈在⼈際關係上比常⼈更為敏感, 因為律法的功⽤刻在他們⼼裏, 他
們亦存有是非之⼼(羅2:15), 若我們存在⼀絲不接納的⼼, 他們立即可感受到我們的不接納, 耶
穌說:「你們要⼩⼼, 不可輕看這⼩⼦裏的⼀個．我告訴你們, 他們的使者在天上, 常⾒我天⽗的
⾯。」(太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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