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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福⾳第⼗八章 (八)： 
總結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5 分鐘

經⽂
⾺太福⾳第⼗八章

基督徒的尊貴
詩篇49篇寫了兩句話,「⼈居尊貴中不能長久, 如同死亡的畜類⼀樣。...⼈在尊貴中⽽不醒悟, 
就如死亡的畜類⼀樣。」(第12,20節) 基督徒的尊貴在於可叫天⽗上帝為“阿爸, ⽗”, 天國的王-
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的王, 因此, 我們可直視天國的王, 可以直呼天國的王的名, 可直接得天國的
王之⽣命的糧, 可永活在天國裏。我們這幾週則⼜知道可以在天國裏為⼤, 是天國的王認證的
⼤。唯⾔傳主耶穌基督的教會才保得這些尊貴, 不⾔不傳基督的則⾃毀上帝所賜尊貴地位。

⾺太福⾳獨特之處
⾺太福⾳作為舊約聖經與新約聖經銜接的書卷⾄為明顯, 舊約有⼗災, ⽽耶穌教導登⼭寶訓後, 
在揀選⼗⼆使徒之前⾏了⼗個神蹟。⾺太福⾳書有⼀個特點, 就是使徒將耶穌說的話⼀次性地
記在⼀個段落裏, 其中最長的篇幅就是登⼭寶訓, ⼀⼝氣寫了三章聖經。我們⾒第⼗八章除了
兩節記⾨徒問耶穌的話之外, 其餘整章記的都是耶穌說的話, 這些話因此就成為⼀個完整的教
訓。然, 今⽇講道者講解這章聖經時犯了三⼤錯誤, 斷章斷節地解釋其中段落⽽不是整章⼀節
⼀節地解, 聽者不知如何以這章聖經與天國的王建立關係, 以及聽者(甚或⾃⼰)不知道如何在天
國裏為⼤。我們恨⼈將我們說的話斷章取義, 現在我們卻將主耶穌在這章所說的話斷章斷節的
講, 兩個法碼⾏為莫此為甚! 

讀⾺太福⾳第⼗八章的基本態度
要知道如何成為天國裏最⼤的, 請讀⾺太福⾳第⼗八章; 要知道如何逃避地獄的火, 請讀⾺太福
⾳第⼗八章; 要知道⾃⼰如何得天⽗的的喜悅, 請讀⾺太福⾳第⼗八章; 要知道如何成就主同在
的教會, 請讀⾺太福⾳第⼗八章; 要知道屬天國者的饒恕之道, 請讀⾺太福⾳第⼗八章。因此, 
每間教會都應當講解⾺太福⾳第⼗八章, 且必須由主任牧師負責講之, 因為主任牧師必須在會
眾⾯前顯出他的的志向, 願意在天國裏是最⼤的, 如此他才可以帶領信徒在天國裏是最⼤的。 

聖經解釋史
教會歷史是聖經解釋史, 教會在解釋聖經的當下正走在教會歷史進程中, 講台信息是否存於歷
史中, 或成為歷史的灰燼, 決定著解經牧師存在的價值; 牧師擦亮⾃⼰頭銜的唯⼀⽅法就是正確
解經, 這是他作為傳道之最⾼價值。各⾏業中能站在眾⼈⾯前說話或演講的⼈皆是該⾏業的翹
楚者, 同⾏願聽其⾔乃盼望可從他⼝中得著該⾏的智慧; ⼀個好廚師的責任就是端出上好的食
材, 並知如何烹煮之, 使⼈歡喜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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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傳道⼿握解經⼤權, ⼀旦站在會眾⾯前就必須端出上好之⽣命的糧, 並知如何烹煮之, 使主
的⽺喫得永活⽣命的糧, 是不朽壞的; 傳道⼈不得給主的⽺喫地上的糧, 因這糧是會朽壞的。試
想, 主會怎樣對待賜地上的糧的傳道⼈呢? 另⼀⽅⾯, 若主的⽺喫糧時不加分辨, 擺在他們⾯前
的明明是會朽壞的地上食物還依然照喫無誤, 美其名是順服, 實際上是愚頑的表現, 試想, 主會
怎樣對待這樣的⽺呢?

冠冕與永火
我們很喜歡新約使徒論得冠冕的話, 如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4:8), ⽣命的冠冕(雅1:12; 啟
2:10), 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5:4)等, 但不喜歡聽到主耶穌說的永火, 地獄的火, 分別⼭⽺等
話, 潛意識地顯出主耶穌不是⾄⾼的主, 愛使徒甚於愛主耶穌。當然, 主耶穌也有說到將來榮耀
事, 如“你們也要坐在⼗⼆個寶座上審判以⾊列⼗⼆個⽀派”(太19:28), “我在那裏, 叫你們也在那
裏”(14:3)等, 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將永火的事拋在腦後, 置之不理, 反⽽我們要因此時常查驗這永
火是否會燒到我們⾝上。也就是說, 欲得冠冕的⼈就必須時常有永火的意識。

主耶穌為了回答⾨徒這問所⽣的各教訓, 個個皆是獨特的, 內容是從來沒有⼈講過的, 出乎⼈意
料之外。耶穌的這些話必使聽者豎耳, 且深思之, 使那些願在天國裏為⼤的⼈深藏於⼼, 不理解
之, 則不罷休。⾄於其他不願聽⽽思的⼈, 即表⽰他不願天國裏為⼤。

「凡⾃⼰謙卑像這⼩孩⼦的, 他在天國裏就是最⼤的。」
⼤家不要忘了這第⼗八章的主題是怎樣成為天國裏最⼤的, 耶穌的回答是「凡⾃⼰謙卑像這⼩
孩⼦的, 他在天國裏就是最⼤的。」這句話不僅適⽤於現今, 也適⽤於將來與主⾯對⾯時。主
耶穌這句話的意思是天國裏最⼤的⼈必須保持繼續學習的狀態中, 這是⼀種動態性的⽣命表
現, 是⼼意更新⽽變化的狀態, 即便將來進了天國亦然。

主耶穌爾後各段的教訓就是引導我們成就這事, 我們無論處在何樣的屬靈階段, 有無教會職份, 
都不可或忘之。資深基督徒當知進了天國亦須在主⾯前謙卑像⼩孩⼦, 爾後我們將看到, 謙卑
像⼩孩⼦與主的同在有關。資深牧師在教會裏長期是眾拱的對象, 說的話形同聖旨, 少有⼈反
駁他們, 數⼗年下來養成了唯我獨尊之態, 資深牧師若忽略耶穌這教訓, 在地上沒有持續學習和
更進深的認識基督, 將來在天國裏⾒到基督時將⼿⾜無措。牧師傳道特別需要讀⾺太福⾳⼆⼗
三章8-12節。

教會試煉地
主耶穌之「凡⾃⼰謙卑像這⼩孩⼦的, 他在天國裏就是最⼤的」已然回答了⾨徒之問, 但主卻
繼續講下去, 且講了長達30節的話; 主說了這些話表現出他殷切地⿎勵要屬他的⼈為⼤, ⽽這些
話已經明⽰我們為⼤的道路, 要我們遵⾏之。我們發現主這些後續教訓的執⾏地是在教會, 即
接待者在教會裏接待⼩⼦, 弟兄在教會裏得罪接待者, 饒恕得罪弟兄需要在教會裏執⾏; 也就是
說, 教會是那些成為天國裏最⼤的之試煉地。知此, 可明⽩天國與教會之別, 凡在教會裏順服這
30節教導的⼈就是屬天國的⼈。

然在此提醒各位, 耶穌講完第⼗八章的教訓之後, ⾨徒卻在第⼗九章責備⼈不該帶著⼩孩⼦來
⾒耶穌,「那時有⼈帶著⼩孩⼦來⾒耶穌, 要耶穌給他們按⼿禱告, ⾨徒就責備那些⼈。」(太
19:13) 這告訴我們第⼗八章的教訓不是那麼容易順服的, 即使是耶穌親⼿揀選的⾨徒, 已跟隨
他兩年多, 他們還是不明⽩。我們⼜⾒, 彼得雖貴為使徒, ⽇⽇隨侍主旁, ⼜有被聖靈充滿的經
歷, 但他卻因怕奉割禮的⼈, 就退去與外邦⼈隔開了(加2:12b), ⾏的不正, 與福⾳的真理不合(加
2: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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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之接待者責任重
主耶穌說:「凡為我的名, 接待⼀個像這⼩孩⼦的, 就是接待我。」因此, 教會裏有接待者與⼩孩
⼦, 主耶穌先教訓接待者, 後教訓⼩⼦。接待者的責任是重的, 因為他接待⼩孩⼦就是接待基督, 
故需注意不得使信基督的⼀個⼩⼦跌倒, 因為絆倒⼩⼦者必被基督丟在永火裏。罪有「⾄於死
的罪」(約⼀5:16b), 也有「不⾄於死的罪」(約⼀5:17), 故我們必須按等質等量的比例原則來理
解受永火之絆倒事。

使徒約翰寫該隱時, 說他是屬那惡者, 殺了他的兄弟, 該隱這⾏為被看為惡(約⼀3:12)。同理可
得, 接待者被丟在永火裏, 必然是做出殺⼩⼦的惡事來, 這惡事就是不按時給⼩⼦喫⽣命的糧, 
以致於⼩⼦不認識上帝的兒⼦, 無法長⼤成⼈(弗4:13b), 這是屬靈的殺。基督花了九節的⼯夫
警告接待者, 可⾒主是多麽地看重這事, 還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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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天上的⽗, 也是這樣不願意這⼩⼦裏失喪
⼀個。」(路18:10,14)

接待者接待⼩⼦的⼀切作為皆看在天⽗和主基督眼裏,「主從天上觀看, 祂看⾒⼀切的世⼈」
(詩33:13), 接待者若不遵⾏基督這命令, 他們將無法向天⽗交代, 無臉⾒天⽗, 且是基督將來分
別綿⽺和⼭⽺的基礎。主耶穌在⾺太福⾳第⼆⼗五章說, 那些不給餓渴的弟兄喫喝, 冷病的弟
兄穿顧的⼈, 要往永刑裏去。我再強調⼀遍, 所謂絆倒⼈的事就是不傳揚基督, 不引導⼩⼦認識
基督。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基督指⽰完接待者的責任之後, 繼續指出教會⼩⼦可能會發⽣的情況。要知道, ⼩⼦雖信了主, 
但罪性依存, 他在有罪的世界裏接受接待者的教導, 其屬靈⽣命發展可能如耶穌之撒種比喻般, 
狀況百出(太13:18-22)。耶穌之「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表⽰這弟兄的⽣命發展到⼀個地步已
獨立⼀⽅, ⾃有主⾒; ⼈有主⾒是好, 但這弟兄的主⾒卻相悖於接待者的教導, 達到得罪接待者
的地步。

接待者承受基督的⽣命, 本⾝常喫基督⽣命的糧, 因⽽忠⼼地, 有⾒識地將這糧按時分給⼩⼦
喫。因著「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10:17), 這⼩⼦弟兄卻是聽道⽽不
信道, 有耳可聽卻不聽。聖經已經明⽰根本解決不從惡⼈的計謀, 不站罪⼈的道路, 以及不坐褻
慢⼈的座位等⽅法就是將上帝的律法(道)晝夜思想; ⾺利亞把她耳所聽⼀切論耶穌的事存在⼼
裏, 反覆思想(路2:19)。

同樣地, 我們必須按等質等量的比例原則來理解“得罪”之意, 看看弟兄到底做了什麼樣得罪事, 
需要動⽤整個教會來勸戒之。保羅說教會乃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
⼰為房⾓⽯」(弗2:20), 這弟兄得罪的事必然與動搖基督房⾓⽯有關。當彼得認耶穌是基督, 是
永⽣上帝的兒⼦之後, 基督即說:「18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上, 陰間的權柄, 不能勝過
他。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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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6:18,19) 這樣看來, 這弟兄所做之得罪事就是不接受接待者關乎基督位
格的教導, 即他的神性與他的⾁⾝。

使徒約翰說得清楚, 若不及時勸戒這得罪弟兄, 他若成為⼀個教導者必是假先知, 約翰說:「1親
愛的弟兄阿! ⼀切的靈, 你們不可都信, 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上帝的不是, 因為世上有許多假
先知已經出來了。2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來的, 就是出於上帝的, 從此你們可以認出上帝
的靈來;3a凡靈不認耶穌, 就不是出於上帝, 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約⼀4:1-3a) 假先知就是不
認耶穌, 不傳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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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態的屬靈摔跤
我在講論中提到, 我們的爭戰是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這是空中與地上之間垂直性的摔跤
爭戰。惡魔必盡其所有⼒量務必將我們壓制在地, 不讓我們屬靈的眼睛往上看, 認識死⽽復活
的主耶穌基督。同時, 惡魔還會不斷地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我們⼼裏, 正如牠在最後晚餐時做
在猶⼤⾝上⼀樣。最後晚餐時, 耶穌安排猶⼤坐在僅次於他的上位, 緊鄰他的⾝旁, 故賣耶穌者
常常是⾃認比其他信徒更靠近上帝的神職⼈員。

猶⼤的賣耶穌是他顯性的賣, 神職⼈員的賣耶穌是隱性的賣。使徒保羅說「上帝既將⼀切執政
的、掌權的擄來, 明顯給眾⼈看, 就仗著⼗字架誇勝」(⻄2:15), 使徒約翰說:「5勝過世界的是誰
呢? 不是那信耶穌是上帝兒⼦的麼?6這藉著⽔和⾎⽽來的, 就是耶穌基督, 不是單⽤⽔, 乃是⽤
⽔⼜⽤⾎,7並且有聖靈作⾒證, 因為聖靈就是真理。8作⾒證的原來有三, 就是聖靈, ⽔, 與⾎, 這
三樣也都歸於⼀。」(約⼀5:5-8) 隱性的賣耶穌的意思就是不傳基督⼗架, 不傳基督是童貞女⾺
利亞所⽣, 不傳基督的道成了⾁⾝, 以致於與惡魔摔跤時無法得勝。

教會按基督的命令勸戒這得罪弟兄, 若他不願意接受勸誡, 拒絕更正對基督的位格的錯誤, 耶穌
說「就看他像外邦⼈和稅吏⼀樣」, 也就是說, 不再教導他關乎基督耶穌的事, 關上讓他認識基
督的⾨, 停⽌⼀切在基督裏的盼望, 挪去基督⼗架救贖之⼯, 畫出天地之隔。

主同在的記號
教會⾏勸戒弟兄之舉, 無可避免地必造成教會不⼩的動盪, 然耶穌認可這震盪, 並⽤他的話來⿎
勵安慰做這事的我們, 主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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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 傳揚並堅守耶穌是基督, 是永⽣上帝的兒⼦乃是
執⾏屬天的權柄, “看他像外邦⼈和稅吏⼀樣”就是執⾏捆綁的權柄, ⽽繼續宣揚並教導基督的位
格就是執⾏釋放的權柄, ⽽這釋放權柄的展現就在於耶穌接下來說的「無論在那裏, 有兩三個
⼈奉我的名聚會, 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凡奉主名的聚會, 主的「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當然是必須的事, 有之, 聚會有意義, 無之, 聚
會則無意義。基督耶穌是永⽣上帝的兒⼦, 他是無限者, 絕對的絕對者, ⽽我們是被造, 相對的
絕對者, 因此我們認識永⽣上帝的兒⼦就是⼀個無限, 永不⽌息的過程。是故, 我們需要主耶穌
動態性的同在, 將他⽣命的糧在聚會中更深更廣, 源源不絕的賜給我們。主耶穌說他只與執⾏
捆綁與釋放的群體同在, 即便那群體僅兩三⼈亦然。⾄於那些奉主名卻不傳揚主基督是永⽣上
帝的兒⼦的聚會, 不願施⾏捆綁與釋放的教會, 主則對他們說「我不認識你們」。

我們可以⽤另⼀個⾓度來說: 我們需要主在我們中間, 那如何可得之? 就是要執⾏主所賜之捆綁
與釋放的權柄。那, 如何執⾏這捆綁與釋放的權柄? 就是捆綁那些被教會看像外邦⼈和稅吏
的。那, 看像外邦⼈和稅吏的是那些⼈? 就是得罪弟兄的⼈。那, 這弟兄⾏了何樣得罪的事? 就
是不接受耶穌是基督, 是永⽣上帝的兒⼦。

饒恕
彼得⼀聽到耶穌說,「無論在那裏, 有兩三個⼈奉我的名聚會, 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便進前
來對耶穌說,「主阿! 我弟兄得罪我, 我當饒恕他幾次呢? 到七次可以麼?」路加福⾳第⼗七章3
節記這饒恕之因是這得罪弟兄懊悔了, 他懊悔過去抗拒真理, 現在願意回過頭來順從真理, 接待
基督, 認識他是上帝的兒⼦。彼得這問關⼼著這得罪他的弟兄在他所在的兩三⼈的聚會中當如
何, 若這弟兄⼀會兒信, ⼀會兒⼜不信, ⼀直得罪他, 他可以饒恕他幾次的懊悔。耶穌回答彼得:
「我對你說,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個七次。」

「我對你說」是⼀對⼀的語詞, 其中隱藏著令⼈束腰的信息: 
1. 這是上帝直接的啟⽰, 彼得必須要聽。

第  ⾴ (共  ⾴)4 5



2. 彼得若要在天國裏為⼤, 就必須有饒恕情, 且有實質的饒恕動作。
3. 我們當認識⼀個事實, 認識耶穌是基督, 是永⽣上帝的兒⼦, 這是⼀個不斷跌撞⼜再起的艱
辛過程。沒有⼈可以僅幾次聽了關乎基督位格就認識基督, 故需要傳道⼈不停的講。

4. 這反覆饒恕的過程必熬煉在天國裏為⼤的⼈有如主般的忍耐性情。要知道, ⼈什麼時候得
以信基督是上帝的兒⼦完全握在主的⼿中, 故接待者不需因⼈的不信⽽喪失信⼼。

5. 依上述觀點, 饒恕與忍耐是同義詞。⼀個⼈若有從上頭來的能⼒, 他必不厭其煩地教導懊悔
的得罪弟兄, 使他可以完完全全地順服基督, 渴慕基督。

「七⼗個七次」必須從饒恕能⼒的⾓度思之, 七⼗個七次的時間軸是長的, 因此饒恕的能⼒必
須是常態性的, ⽽不是曇花⼀現;也就是說, 過去饒恕的經驗不能保證今天遇到得罪弟兄的懊悔
還能饒恕他, 過去因聖靈的充滿⽽可⾏饒恕, 但今天卻不⼀定能⾏, 今天可⾏饒恕也不能保證將
來能⾏, 這意謂著若不是時常有從上頭來的能⼒, ⼀個⼈絕不可能饒恕七⼗個七次。

欲得常態性饒恕的能⼒就必須有鮮活的屬靈⽣命, 常常思想主的話, 不斷有聖靈的光照, 明⽩聖
經的啟⽰。許多基督徒迷失在過往的榮耀中, 有點兒明⽩, 有點兒喜樂, 就滿⾜了; 牧師傳道亦
常迷失在⾃⼰少時的輝煌中, 老來之⾔少有突破, 我們今⽇對基督的愛與對聖經的認識沒有比
昨⽇更進步, 饒恕能⼒必失。約翰說:「從他(道)豐滿的恩典裏, 我們都領受了, ⽽且恩上加
恩。」(約1:16) 

關於忍耐
主耶穌說了長達12節淺⽽易懂的話, 強調著在天國裏最⼤的必須饒恕那些懊悔過去的⼈。耶穌
這12節教訓乃是要那些天國裏最⼤的牢記⾃⼰就是虧⽋主⼈千萬兩銀⼦的僕⼈, 保羅深知主對
他的饒恕之恩, 故說:「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上顯明他⼀切的忍耐, 給後來
信他得永⽣的⼈作榜樣。」使徒深知於此, 故讚美主說:「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
能看⾒、永世的君王、獨⼀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前1:16,17) 關於忍耐, 請讀提摩
太後書⼆章10-12與24-26節, 以及三章1-4節。

天國裏最⼤的記號
⾨徒在天國的王⾯前問「天國裏誰是最⼤的?」天國的王明定天國裏最⼤的諸記號是: (1) 像⼩
孩⼦的謙卑, 從地上到天上, 永不⽌息的認識天國的王; (2) 認識耶穌是基督, 是永⽣上帝的兒⼦, 
並以這等對基督的認識來接待信基督的⼩⼦; (3) 深知地獄的火的可怖; (4) 認真⾯對得罪他的
⼈; (5) 明⽩基督之賜捆綁與釋放權柄的屬靈意義; (6) 知道⾃⼰是⽋主千萬兩銀⼦, 蒙主⼤恩捨
去此債務的⼈; (7) 饒恕凡懊悔過往抗拒基督真理的⼈。這些記號是併顯不悖同時顯在屬天國
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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