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3年 ⼆⽉12⽇ 

基督的升天 (⼆) - 耶穌與⾨徒最後的問答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7 分鐘

經⽂ 
路加福⾳24:50-51節:「50耶穌領他們到伯⼤尼的對⾯, 就舉⼿給他們祝福,51正祝福的時候, 他
就離開他們, 被帶到天上去了。」 
使徒⾏傳1:6-8節:「6他們聚集的時候, 問耶穌說:『主啊! 你復興以⾊列國就在這時候麼?』7耶
穌對他們說:『⽗憑著⾃⼰的權柄所定的時候, ⽇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
⾝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 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證。』」

上週回顧
寫耶穌升天⾄為詳細的⼈不是在升天現場的⼗⼀個使徒, ⽽是醫⽣路加。路加在路加福⾳僅記
耶穌復活後第⼀天與升天那時的事, 他寫使徒⾏傳時說這兩者相隔四⼗天(徒1:3b)。路加不是
不知道耶穌在這四⼗天還有其他的顯現, 因他說:「他受害之後, ⽤許多的憑據將⾃⼰活活的顯
給使徒看」(徒1:3a), 然他只聚焦在這兩天發⽣的事。

路加寫「耶穌領他們到伯⼤尼的對⾯」, 這種未寫出明確地點的⽬的就是要我們查究伯⼤尼的
對⾯到底是什麼地⽅, 此種查究因路加後接的經⽂,「就舉⼿給他們祝福, 正祝福的時候, 他就離
開他們, 被帶到天上去了」, 顯得更為必要。當我們知道伯⼤尼的對⾯指的是橄欖⼭之後(徒
1:12), 即知耶穌領⾨徒走的這個路徑必會渡過汲淪溪(約18:1), 且必會經過客⻄⾺尼園(太
26:36; 約18:1); 耶穌親領著⾨徒的⽤意就很明顯, 他領⾨徒重溫最後晚餐後那晚發⽣的⼀切事, 
要他們牢牢記住這些事, 不可或忘。

⼗⼀個⾨徒最不想再度光臨的地⽅就是客⻄⾺尼園, 四⼗天前, 彼得, 雅各, 以及約翰等在耶穌
禱告的關鍵的時刻居然睡著了(太26:40), 他們所有⼈在耶穌被捕的⽣命交關時刻都離開他逃走
了(太26:56b); 客⻄⾺尼園可說是⼗⼀個⾨徒⼈⽣中最⼤的污點, 想起必甚感羞辱。這時, ⼗⼀
個⾨徒再度來到客⻄⾺尼園, 且是耶穌親⾃領他們到這個地⽅, 個個⼼中必百感交集, 思緒萬千, 
他們不僅想到⾃⼰的背叛, 同時也會想到耶穌的被賣, 以及經歷從猶太領袖到⼀般百姓各樣的
羞辱, ⼼緒必然是激動的。過了客⻄⾺尼園, 在走到耶穌升天的橄欖⼭這⼀段路上, 耶穌不需多
語, ⾨徒必⾃我反省, ⾃我教育。⾨徒在這段上橄欖⼭路途中彼此必然對如何執⾏主的吩咐有
所討論, 因⽽到了⼭上, 便起問耶穌⼀事; 這問與答就是耶穌升天前與⾨徒最後的對話。

耶穌與⾨徒最後⼀次對話
路加寫福⾳書時說:「耶穌領他們到伯⼤尼的對⾯, 就舉⼿給他們祝福」, 然寫使徒⾏傳時, 耶穌
領⾨徒⼀⾏⼈到了橄欖⼭, 在他升天要舉⼿給⾨徒祝福之前, ⼜寫出耶穌與耶穌之間有⼀段對
話, 聖靈感動路加將這對話寫在使徒⾏傳, ⽽不寫在福⾳書必有其⽤意, 需要我們察知之。使徒
⾏傳開啟了福⾳廣傳的序幕, 章⾸所寫之耶穌與⾨徒的對話就成為教會福⾳事⼯的注意事項, 
明其意並遵其意⽽⾏的⼈才是主認可的福⾳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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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從⽗那裏來, 故說:「我沒有⼀件事是憑著⾃⼰作的, 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所教訓我的。...
我沒有憑著⾃⼰講, 惟有差我來的⽗已經給我命令, 叫我說甚麼, 講甚麼。」(約8:28b; 12:49) 
同樣地, 蒙主耶穌差遣的⼈必照著主的吩咐⾏, 叫我們說甚麼, 我們就說甚麼, 叫我們講甚麼, 我
們就講甚麼, ⽽這裏是主升天前說的最後⼀句, 其重要性不可⾔喻。我們解釋主耶穌這最後⼀
句話必須整句解之, 絕不可差分⾃取所需的那段來解, 這本是該做的事, 因斷章取義實不可取, 
然今⽇教會只愛講耶穌這句話的後半段, 不解且忽略前半段的結果就是錯解後半段話的意思; 
那些⾃以為有聖靈的基督徒其實是沒有聖靈的⼈, 因為聖靈上帝不會引導⼈斷裂⽣命之道, ⽽
基督是道, ⽣命在他裏⾯, 基督說的話就是⽣命, 每⼀句都是。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 你復興以⾊列國就在這時候麼?」

⾨徒的同⼼
⾨徒起問耶穌,「主阿! 你復興以⾊列國就在這時候麼?」(徒1:6) 在還沒有解釋⾨徒這問的意義
之前, 我們當注意到路加沒有特別寫出⾨徒的名字, 故這是全體⾨徒集體意識對耶穌的發問, 這
真是個了不起的事。使徒⾏傳排序在約翰福⾳之後, ⽽約翰福⾳書末記彼得嫉妒約翰之問,「主
阿! 這⼈將來如何?」那是耶穌復活後第七次顯現時發⽣的事, ⾨徒現在卻展現出彼此同⼼, 且
意識合⼀地共同迎接未來傳道的挑戰; 這等對⾨徒意識合⼀的認識有助於我們理解⾨徒這最後
⼀問的意義所在。

使徒⾏傳⼀開始即指出全體⾨徒合⼼之態, 那些喜歡以「聖靈降臨在你們⾝上, 你們就必得著
能⼒」來激勵會眾的教會, 從來不檢視教會集體意識是否⼀同向著主耶穌基督, 且是正⾯的共
向, 若無, 則空講聖靈的能⼒。

作者路加不在耶穌升天現場, 故必是在場的⾨徒在路加從起頭都詳細考察時告訴他有這對話。
作者路加不將⾨徒這問記在路加福⾳的書末, ⽽記在使徒⾏傳的書⾸, 必是認識到這問的重要
性, 敦促教會在開展傳道事⼯時需事先理解這問的意義。由於⾨徒這問寫在使徒⾏傳書⾸, 故
解釋這問的前提就是, 解釋者必須充份明⽩四卷福⾳書記基督復活後諸顯現的意義, 以及這些
顯現之於⾨徒的具體效能, ⽽上述的⾨徒的同意識則具體效能之⼀。

今⽇解釋者幾乎沒有這般覺醒, 將福⾳書放在⼀旁, 逕⾃解釋使徒⾏傳第⼀章, 結果必然是錯解
⾨徒這問的意義。因此我們看到, 多數⼈解釋⾨徒這問都是以屬靈的⼝吻指責⾨徒的不是, 說
耶穌就要升天了, 應該將精神放在復興神國的事, 怎麼還在問復興以⾊列國的事。這些⼈的話
語說得漂亮, 振振有詞, 但卻忽略了幾個基本事實: 

(1) 我們不是猶太⼈, ⽽⾨徒是, 我們當然不會說出復興以⾊列國的話來, 但⾨徒會; 
(2) 我們有整本聖經, ⽽⾨徒沒有, 故⾨徒之以⾊列國意識⾃然比神國意識來得強;
(3) 我們知道聖靈降臨的意象(參使徒⾏傳第⼆章), 但當時的⾨徒無從得知; 
(4) 這樣指責性的解釋即隱喻主復活後多次向⾨徒的顯現是無謂的, 是多此⼀舉的, 對⾨徒的造
就毫無進展, ⽩⽩浪費四⼗天的⼯夫; 

(5) 這樣指責性的解釋亦隱喻著⾨徒是⼼硬且不受教的⼈, 是冥頑不靈的⼀群;
(6) 這樣的解釋將無法解釋彼得為何可在⼗天後的聖靈降臨之際, 能在猶太⼤眾⾯前講出奠定
新約教會講章基礎的講章來(參2020年八⽉23⽇⾄⼗⼆⽉6⽇講章)。要知道, 那是新約第⼀
篇講章, 故是基礎性的, 每個牧師傳道⽣涯的講道紀錄需含有這講章的內容, 是每個教會當
有的講道歷史, 是每個基督徒必須要聽且要聽懂的內容。

(7) 如果耶穌看⾨徒這問⼀如這些指責者是不當的, 他豈不是帶著遺憾或氣憤的⼼回到⽗那裏
去? ⾨徒⼜怎可能看耶穌升天⽽⼤⼤地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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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我們當注意⾃⼰的⼼態: (1) 批評⾨徒不注意神國的事, 那⾃⼰注意神國的事嗎? (2) 坐在
書桌前的基督徒, 相比於開拓教會者或在教會起⽽⾏勤⼒做事的基督徒, 兩者對⾨徒這問的觀
點評論完全不同, 故解釋⾨徒這問的觀點也必然不同; 開拓教會者深知做事難, 鍵盤俠則不知。
(3) 靈性不⾜的基督徒喜歡指出其他基督徒靈性上的不⾜, 若以⼗⼀個⾨徒作為⾃⼰靈性不⾜
或⾃⼰不受教的擋箭牌與藉⼝, 那再好不過了。

總之, 解釋者若負⾯解釋⾨徒這問, ⾃然丟失其正⾯建造的效能, 也必不知作者路加記下這問的
⽬的就是要我們認識耶穌對⾨徒這問的回答。爾後我們將看到, 今⽇教會因誤解⾨徒這問, 以
及不知耶穌的回答的意義, 所追求的聖靈能⼒已經失了⽅向, ⼀番操作下來已經離開了主基
督。

前景序幕
我們意欲明⽩⾨徒這問的意義, 必須從耶穌最後⼀次顯現時說的話開始, 即⾨徒領受了耶穌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之⾔, 並領受了「使萬⺠作我的⾨徒, 奉⽗, ⼦, 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之令, 後⼜蒙耶穌親領⽽回憶起客⻄⾺尼園
的受辱, 他們⼼中已經燃起為榮耀耶穌⽽為⽽戰的熱情。然, 在往普天下去, 傳福⾳給萬⺠聽之
前, 必須要有先前的準備, 因耶穌說,「你們那⼀個要蓋⼀座樓, 不先坐下算計花費, 能蓋成不能
呢?...⼀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 豈不先坐下酌量, 能⽤⼀萬兵去敵那領⼆萬兵來攻打他的
麼?」(路14:28,31) ⾨徒已經撇下所有的跟隨主, 耶穌⼜要升天, 離開他們, 因此, ⾨徒必須⾯對
⼀個現實問題, 就是資源。(請注意, ⾨徒那時還不明⽩受聖靈的洗⽽得著能⼒是怎麼⼀回事。)

⾨徒⼼中已經在籌劃如何使萬⺠作主的⾨徒, 然他們做這事時沒有耶穌在旁, 也沒有財產在⾝, 
⾨徒想到的資源居然是以⾊列國, 想必他們的計劃是先復興以⾊列國, 然後再復興其他國, 或說
先建立地上的國, 再建立天上的國。⾨徒先想到⾃⼰的國族本就合情合理, 不先愛⾃⼰同胞, 遑
論愛其他族類。況且, ⾝為以⾊列⼈的⾨徒深知他們是上帝獨選的⺠族, 摩⻄說,「主你上帝從
地上的萬⺠中揀選你, 特作⾃⼰的⼦⺠, 主專愛你們, 揀選你們, 並非因你們的⼈數多於別⺠, 原
來你們的⼈數在萬⺠中是最少的。」(申7:6b-7) 

這復興以⾊列國是⼗⼀個⾨徒共同商議的結果, ⾨徒敢如此想, 且敢如此說出“以⾊列國”, 他們
的氣派不可謂不⼤, 這即顯明⾨徒已聽進耶穌的話, 且蒙耶穌的造就⽽⼤⼤提升了他們的眼界
與膽識。他們要做復興以⾊列國的事, ⾸先必須正⾯對決代表猶太系統的祭司長和長老, 敢指
正他們殺耶穌的錯誤, 並令其悔改; ⾨徒想過這些事, 也願意做這些事。(請問, 那些指責⾨徒這
問的傳道⼈可有⾨徒這般雄⼼氣度!)

耶穌的答完整了上帝的啟⽰
⾨徒這問並非荒誕之問, 我們不當以負⾯的眼光來評論⾨徒這問, 然⾨徒之問雖合情合理, 但耶
穌的回答卻顯出⾨徒天真的想法與莽撞的態度。耶穌回答⾨徒之問, 說:「⽗憑著⾃⼰的權柄所
定的時候, ⽇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 並要在耶路
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證。」現在我們終於知道路加寫⾨徒之問的
⽬的, 就是要記下耶穌說的這句話; 很顯然地, 聖靈的意思是若耶穌不說這話, 上帝的啟⽰就不
完全, 可⾒主說的這話是我們不可不明⽩的⼀句話。

主這話有兩段, 他先矯正⾨徒的異象, 續⽽強調他曾下過的命令, 茲分述之。

⽗憑著⾃⼰的權柄所定的時候, ⽇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第  ⾴ (共  ⾴)3 6



責備的語氣
耶穌說「⽗憑著⾃⼰的權柄所定的時候, ⽇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這話的⼝吻語氣, 如同他
在迦拿婚宴回⺟親⾺利亞,「婦⼈! 我與妳有甚麼相⼲?」⼀樣 (約2:4); 在那裏, ⾺利亞指⽰耶穌
當處理婚宴沒酒的事, 在這裏, ⾨徒指⽰耶穌當復興以⾊列國, 故耶穌以「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訓斥⾺利亞, 現以這句話來訓斥⾨徒。耶穌要⾺利亞和⾨徒認知到, 時間的掌控權在上帝的⼿
中, 任何⼈不得置喙; 並且訓斥他們, 雖然他們與他很親, 但務必要注意⾃⼰的位份, 不得踰矩。
關乎時間, 耶穌⾃⼰也謹守份際, 他說:「天地要廢去, 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但那⽇⼦, 那時辰, 沒
有⼈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惟獨⽗知道。」(太24:35-36)

⽗憑著⾃⼰的權柄
耶穌說「⽗憑著⾃⼰的權柄 (the Father hath put in his own power)」, 這是他頭⼀回如此啟⽰
⽗(的權柄), 也是頭⼀回啟⽰⽗(的權柄)要做怎樣的事, 這事是主在傳道時沒有說的; 凡敏感於主
耶穌話語的⼈, ⼀旦察覺到主⽤語的不同時, 必知他要講的信息必然與以往不同。我們查, 路加
在福⾳書中記耶穌啟⽰⽗的權柄有: ⽗向嬰孩顯明誰的名記錄在天上(路10:20-21), ⽗將聖靈給
求他的⼈(路11:13), ⽗將國賜給耶穌(路22:28-30), 爾後再將國賜給那些求祂的國的⼈, 並供應
他們喫喝所需(路12:29-32), 以及⽗不挪去祂要耶穌喝的祂憤怒的杯(路22:42)等等, 現在則記⽗
掌握以⾊列國命運⽅⾯的權柄。

路加之福⾳書所記⽗所施的權柄皆為對⽅的好處, 但在使徒⾏傳這裏卻是記述⽗如何懲戒以⾊
列國。耶穌這「⽗憑著⾃⼰的權柄所定的時候, ⽇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之語所⾔的時候
⽇期或可長, 或可短, 但兩件事實告訴我們是前者。

基督的死固然彰顯了上帝的⼤愛(弗2:4b), 但上帝也是報仇的上帝(賽61:2; 63:4; 耶46:10), 祂的
報仇乃是向魔⿁報仇, 也是向被魔⿁蒙蔽了⼼的⼈報仇。猶太⼈上⾃祭司長, 下⾄百姓, 皆異⼝
同聲向著彼拉多極⼒的喊著說:「把他(耶穌)釘⼗字架」(太27:22-23), 甚⾄還說將耶穌的⾎歸
到他們和他們的⼦孫⾝上(路27:25), 上帝的作為要除去祂百姓的罪孽, 他們卻執意將罪的髒⽔
潑在⾃⼰⾝上, 上帝的怒氣已向整個以⾊列國發作。當⾨徒向猶太⼈再度傳揚基督福⾳時, 他
們卻⽤⽯頭打死司提反, 並逼迫耶路撒冷教會(徒7:59; 8:1), 可⾒, 猶太⼈依然硬著頸項, 其⼼剛
硬無比。上帝對猶太⼈下的評語是「我素來知道你是頑梗的, 你的頸項是鐵的, 你的額是銅
的」(賽48:4), 數百年下來依舊如此。⾨徒這時還敢題以⾊列國的復興, 想必他們⼼中以為上帝
不會計較以⾊列國對祂兒⼦的苦害, 這是他們的⼀廂情願的無知。

另⼀事實是, 今年已是主後2023年, 上帝依舊不讓以⾊列⼈回轉過來, 好相信兩千多年前被他們
釘死的耶穌是他們素來盼望的彌賽亞。耶穌引以賽亞的豫⾔說,「這百姓油蒙了⼼, 耳朵發沉, 
眼睛閉著, 恐怕眼睛看⾒, 耳朵聽⾒, ⼼裏明⽩, 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太13:15; 賽6:10), ⾄
今依然成立。

今⽇教會的悖離
主耶穌在這次與⾨徒最後⼀次對話中啟⽰了⽗(對以⾊列國)之怒, 今⽇教會卻完全忽視掉這麼
⼀個重要的信息。今⽇教會緊抓著⼤衛的,「主有憐憫, 有恩典, 不輕易發怒, 且有豐盛的慈
愛」, 卻跳過摩⻄說的,「誰曉得祢怒氣的權勢? 誰按著祢該受的敬畏, 曉得祢的忿怒呢?」(詩
103:8; 90:11) 傳道⼈以為無論講台傳怎樣的道, 教會內謀劃怎樣的事, 上帝永遠都會祂的笑臉
來幫助我們(詩42:5), ⼜以為我們因是祂的⼦⺠, 任何作為都不會改變這個事實, 所以, ⾒證基督
與否沒有關係。不理解耶穌此話之意的後果就是錯解主繼續說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上...」
之意, 台灣教會牧師很喜歡講這節經⽂, 然解釋這節經⽂從來不先解釋前⼀節的「⽗憑著⾃⼰
的權柄...」, 以致所⾏違背耶穌這話的命令⽽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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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猶太⼈不信耶穌是彌賽亞, 故今⽇猶太⼈認為, 他們已經過了兩千四百餘年上帝未派遣先知向
他們說話的⽇⼦。⾄於上帝何時才讓猶太⼈知道耶穌是彌賽亞, 且從以⾊列⼈各⽀派選⾜⼀萬
⼆千⼈(參啟⽰錄第七章), 我們則無從得知, 也不需要知, 更不必花時間好奇這事。⾨徒好奇著
以⾊列國復興的⽇⼦, 我們基督徒則是好奇著主何時降臨, 建立他的天國, 或何時⾏最後的審
判。這些都是不必要的, 我們現今應當做的就是執⾏基督的吩咐, 使萬⺠作他⾨徒。請注意, 時
間的掌控權永遠握在⽗上帝的⼿中, 是屬乎⽗上帝隱秘的事(申29:29), 不容我們好奇或詢問, 若
還繼續好奇, 必受主的責備, 若還不察, 主的感動必失。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
耶穌指出⽗對以⾊列國的意念與安排, ⾔語中對⾨徒下達⼀道禁令, 不得再無知⽩⽬地思想以
⾊列國復興的事, 即便立意是善的, 亦不可, 應當將⼼思完全放在他所交付的任務上。耶穌繼續
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 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 直
到地極, 作我的⾒證。」耶穌的“但”語解決了⾨徒⼼中得資源的疑難, 他賜給他們最⼤的且源源
不絕的資源, 就是聖靈上帝。耶穌並不是現在才要⾨徒受聖靈, 他早在復活那⽇晚上即對⾨徒
說:「你們受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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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要將我⽗所應許的降在你們⾝上, 你們要在城裏等候, 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約
20:22-23; 路24:49) 然, 主這應許對⾨徒⽽⾔太過新鮮, 聽了卻不明其意, 因⽽在此再說⼀次。

然, 主耶穌這回說「聖靈降臨在你們⾝上」就是⼗⾜地告訴⾨徒, 不准他們將⾃⼰能⼒的底氣
建立在可朽壞的基礎上, 必須將能⼒的來源錨定在聖靈⾝上。保羅說:「我們的福⾳傳到你們那
裏不獨在乎⾔語, 也在乎權能和聖靈, 並充⾜的信⼼。」(帖前1:5) ⼤衛說:「有⼈靠⾞, 有⼈靠
⾺, 但我們要提到主我們上帝的名。」(詩20:7) ⾨徒本來要依靠復興的以⾊列國作為他們傳道
的底氣, 後經主的教訓導正, 他們知當依靠聖靈; 今⽇傳道⼈亦有類似的⽣命歷程, 事⼯之初或
仰賴可⾒的資源, 但經過聖經的教訓導正之後, 當知需依靠聖靈, 若不, 傳道內容必陷入鐵箍框
架, 講的是前輩講過的, 且⼈云亦云。約翰說:「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裏, 並不⽤⼈
教訓你們, ⾃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 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約⼀2:27) 這是所有察考舊約與新約聖經後的基督徒當有的⽣命記號。

耶穌賜⾨徒聖靈, 也必賜聖靈給世世代代凡屬他的⼈, 有傳道者, 亦有聽道者; 也就是說, 傳道者
和聽道者從主那裏得到的資源就是聖靈, 有能⼒傳道與有能⼒聽道的恩典都是聖靈的⼯作, 無
聖靈不成規矩, 不能做主的⾨徒。我們有了⽗與主基督還不夠, 為什麼還需要聖靈? (1) 上帝的
合⼀, 聖靈不會置救贖⼤⼯於事外; (2) 雖信了主, 歸入主的名下, 需要聖靈才能豐富地得著基督
的⽣命; (3) 魔⿁抵檔上帝的能⼒、說謊的能⼒、迷惑⼈的能⼒、裝作光明的天使的能⼒等等
⼤到超乎我們的能⼒可以對付。 

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證
耶穌第⼆句話的後半段,「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證」, 乃
是在更正⾨徒狹隘的⼼思, 要他們專⼼於他們蒙召當做的事, 不必關⼼以⾊列國復興的事。主
⼜再⼀次重述最後晚餐說的,「祂(聖靈)來了, 就要為我作⾒證, 你們也要作⾒證, 因為你們從起
頭就與我同在。」(約15:26b,27) ⾨徒蒙召就是要「作我的⾒證」, 無論他們在耶路撒冷, 猶太
全地, 撒瑪利亞, 地極, ⾸要做的事就是作基督的⾒證。

主甚看重他的呼召, 要蒙召的⼈務必忠⼼和專⼼於他所吩咐的事, 不必好奇其他。耶穌對⾨徒
無謂的發問並未出⾔責備, 或⽤嚴厲的⾔語斥之, ⽽是保持和藹並解惑的態度引導⾨徒回照正
軌。這就是我們的主,「壓傷的蘆葦, 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 他不吹滅」(太12:20a), 凡他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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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 即便是⼀點微火, 他也珍惜之, 直到那火燃成巨焰。我們的本性是屬地的, 不喜天上事, 
然主以其耐⼼不斷地滋潤與教導我們, 最後達到完全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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