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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 18-19章 

馬太福音第 18-19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裡誰是最大的。(馬

太福音 18:1) 

哦，你看，這就是他們所爭的！說到動機，門徒們的動機

是不單純的，他們總是為了這些事爭吵：我比你好，我比

你地位高，他們的動機真是不單純。許多次在他們爭論著

這些誰最大，誰的地位最高等等。事實上，連他們的母親

有時也參與其中。 

「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

坐在你左邊。」（馬太福音 20:21） 

那些猶太母親，也在為她們的小孩安排。所以門徒們前來

說：「天國裡誰最大呢？」 

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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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天國裡就是最



2 of 30 

馬太福音第 18-19章 

大的。(馬太福音 18:2-4) 

「謙卑」永遠是成為「偉大」的真正途徑 

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路加福音

14:11)。 

「務要在主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雅 4:10） 

所以耶穌叫了一個小孩來說：「你們要變成像小孩一樣才

能進天國，所以你們能謙卑到小孩子一樣，便是最偉大

的」。成為「偉大」的途徑是「服事人」。那是何等重要

的事！我們不應該注意自己，應該仰望我們的主，高舉

祂。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馬

太福音 18:5)。 

你看，主多喜愛小孩，那美麗的小臉及他們心中單純堅定

的信心。這些由於無邪、純潔而產生的東西是如何的寶

貴！我特別喜愛。 

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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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

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裡。(馬太福音 18:6)。 

我真愛耶穌，祂是人中之人，但是我完全贊同。他不轉彎

抹角。我想一個人所犯的最大過錯，莫過於毀滅一個小孩

對神的信心。任何一個人所犯的最重的罪，是奪取一個小

孩的純潔，故意毀滅他對神、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耶穌說：「寧願那人將磨石栓在脖子上，扔在海中，這還

要比他毀滅這些相信我的小孩的信心還好一點。」那些磨

石大約三、四百磅重。 

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絆倒．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馬太福音 18:7)。 

小心，那絆倒人的事一定會來，但你不要去絆倒人。 

倘若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

你缺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入永生、強如有兩手兩腳、

被丟在永火裡。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就把他剜出來丟

掉．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的

火裡。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小子裡的一個．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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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有古卷在此

有〕(馬太福音 18:8-10)。 

在所有的事上，都有天使看顧我們，那些看顧小孩的天

使，一直在天父面前，懇求天父，照顧著這些小孩。 

那些提出來的，使你跌倒的事情，其實是耶穌在激勵你，

使你害怕。對我來說，砍掉自己的肢體是一件不可思議的

事。要我自己去砍掉我的手，挖掉我的眼睛是很難作到

的。耶穌這樣說，不是要你按字面上說的去砍手挖眼，而

是示範給你，要你知道進天國的重要性。進天國比保持身

體完整更重要。 

記得上一個主日，我們講到捉麝香鼠的事。如果我們捉牠

的腳，牠便會咬掉自己那隻腳逃脫。我們會說好可怕，但

事實上對麝香鼠來說，牠是多聰明，牠寧願做一個只有三

隻腳的麝香鼠，而不希望有四隻腳但掉在陷阱中。 

耶穌說的也是相同的事情。如果在你生命中有什麼事使你

跌倒、使神不喜悅，砍掉他，除掉他 

有些人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說：「恰克，我的生活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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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團糟。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會發生在我身上，不知怎麼

搞的，我有了外遇。我不知該如何作？我的心身都要碎

了，我的妻子還不知道這事，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直接了當的告訴他「砍掉他，現在就砍掉他。不是明

天，是現在」，「哦，不過…」，「不要等，現在就砍掉

他」。 

如果我是一個醫生，你來看我，你說：「哦，在我的臂膀

下有一個瘤，蠻痛的，也不舒服」，假如我不要你去作切

片，看看是不是淋巴癌，而告訴你說：「你可能有淋巴

癌，但動手術開刀是蠻痛的，我也不希望你痛苦，你可以

服用一些阿斯匹林，使你不覺得痛，忘掉這個病」，你會

上法院告我在作騙人的治療，說：「我們走著瞧」！ 

你帶著靈裡面比癌更嚴重的疾病來看我，我是醫生，告訴

你你必須立刻開刀，不開便會死。如果你現在還有這罪，

但還在容忍他，玩弄他，你不能再作了。 

耶穌說：「砍掉他，寧願肢體不全而得生命，強如全身下

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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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耶穌在第十一節中，說得非常漂亮： 

〔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馬太福音 18:11)。 

我喜歡這經節，在路加福音中，會再詳細的提到他，我們

到那時再說。 

現在耶穌說： 

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

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裡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若

是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

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

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馬太福音 18:12–14)。 

天父在看顧他們，他們的天使一直在顧念他們。祂不希望

任何一人失喪。小心，不要絆倒任何一個相信依靠祂的小

孩。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

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馬

太福音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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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耶穌教導教會裡面的爭議、應該如此解決的法方。 

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

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馬太福音 18:16)。 

帶上另外一個或二個人，然後再與他提出這事。 

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

邦人和稅吏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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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馬太福音 18:17-19)。 

這裡，耶穌說到鬆與綁：鬆掉神的工作，綁住撒但的工

作。然後說到二人同心禱告的力量。現在我們大多數的禱

告是各人自己的禱告。但有時候，同心合一的禱告是大有

能力的。我鼓勵你們每一個人，都有禱告的伙伴。當你有

困難時，有一個能與你一起禱告、一起分憂的人。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

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馬太福音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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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禱告的能力，耶穌繼續祂的二、三人的觀念，說： 

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

在他們中間。(馬太福音 18:20) 

因此，最簡單的教會只有二、三人在一起禱告，一起敬

拜。任何時間，只要有二人，一定會有三人。只要有三

人，一定會有四人。因為耶穌說： 

我在他們中間 

我認為這「在我們中間」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耶穌基督

不會像現在一般人一樣說「這一群人太少，我今夜不去

了」，祂說：「如果有兩三人聚集在一起，我就在那中

間」 

現在，你們便會經驗到的是，耶穌就在我們中間。 

現在，如果你們有真正的需要，也知道耶穌就在那裡，你

會怎麼辦？你會說：「主啊，我要你幫忙」。如果你能看

到祂，如果祂真的站在這裡，如果你能接觸到祂、摸到

祂，你便知道你的問題解決了，不是嗎？你知道祂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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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多少次，你會說：「我多希望自己能在迦百農，耶穌

也在那裡，祂就會親自按手在我身上」。 

嘿，祂就在這裡！你雖然看不見他，但那不要緊。祂說

過，祂在我們中間。靠信心，你今夜就能摸著祂。祂也能

摸得到你。你只要有信心，就能摸到祂，祂在這裡，你能

感覺到的！將你的需要帶到祂的面前，相信祂，依靠祂，

祂會在你裡面工作的。 

那時彼得進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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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8:21) 

彼得以為他作了一個好榜樣。我想，他已盡他的能力，想

作好「赦免」，我相信他說七次，實際已超過了他的極

限。彼得在想：我大概能赦免他兩、三次吧，但是如果我

說七次，別的門徒會覺得我比較好，耶穌也可能說：「看

啊，這個人真的學到了我教的，大家看，彼得真的學到作

到」。「主啊，如果一個人冒犯同一件事，我要饒恕他幾

次呢？七次夠不夠？」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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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8:22) 

這裡，基本上耶穌是說，赦免不是一個數字，而是一個屬

靈的事情。你應該有一個屬靈的赦免。我保證祂知道在你

赦免四百九十次之前，你早已忘記赦免幾次了。那時你會

承認，這不是一個數字，而是一個心意。我所需要的是一

個赦免的心。 

然後耶穌繼續說下去：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纔算的時候、有人帶

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

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那

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那僕

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

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著

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他的同伴就俯

伏央求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必還清。他不肯、竟去

把他下在監裡、等他還了所欠的債。眾同伴看見他所作的

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叫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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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

免了．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主人就大

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你們各人、

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馬太福音 18:23-35) 

這個有關赦免的教訓是相當沉重的。 

這比喻清清楚楚的表明在這裡。神赦免了你那麼多，赦免

了你過去所有的過錯，你難道還要記著一點點你弟兄對你

的小錯嗎？諸如說你一些壞話，對你作一些壞事？你為什

麼還要心存苦毒，不肯赦免呢？ 耶穌說：「你看，如果你

不由心中赦免他們，你的天父 

也不赦免你的債」。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你說：「解釋給我聽」，我不能。你

要我說這不是真的，我也不能。你說：「那麼這不是工作

嗎？赦免是靠工作的？」我不知這是什麼，但這是神的

話，你最好留心， 

神從來也沒有命令我們作任何事情，但如果我們願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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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賜給我們能力去作。問題是我們時常不願意去赦免人。

主說，這不是口頭上的赦免。「哦，這次我饒恕你，如果

下次再犯你便可得瞧的，我赦免你，但我不會忘記你，我

埋了斧頭，但是把柄還在上頭，任何時間有需要，我都能

挖他出來」。不！赦免是發生在內心，赦免是心中的事。

因為神要我們如此作，如我們願意，神會賜我們能力去作

的。 

所以我應該禱告：「神哪，賜我一顆赦免的心。神哪，我

痛苦，我對他們所作的事生氣，我對這些事發怒，我不想

赦免他們，我想報仇。天父，我知道這不是你的心願。天

父，賜我赦免的心，讓我從心中赦免他們。神哪，除去我

的痛苦，除去我這不肯饒恕的心」，如果我願意，我會得

到神的幫助，但是我必須要自願，我必須要去作，這是必

須的。 

耶穌說完了這些話、就離開加利利、來到猶太的境界、約

但河外。(馬太福音 19:1) 

這是猶大地的邊境。祂現在向耶路撒冷的方向往南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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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耶路撒冷是在猶大境內，屬于南邊的國度。所以祂離開

北邊的拿弗他利及 Psycar，離開了約但，下到猶大地。 

有許多人跟著他．他就在那裡把他們的病人治好了。有法

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人無論甚麼緣故、都可以休妻麼。

(馬太福音 19:2–3)， 

這個問題是一個試探；一個題內有題的問題，一個陷阱。

他們想要耶穌用自己的話套住自己。這是法利賽人想藉著

這個問題陷害耶穌。他們來到耶穌面前試探祂，想陷害

祂。 

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人無論甚麼緣故、都可以休妻

麼。(馬太福音 19:3)， 

在摩西的律法下，如果一個人發現他的妻子有不潔的地

方，不願意收留她，就可以寫一張休書休了她 

什麼是「不潔」的地方？按照那時自由派的神學家表示，

這不潔可以是譬如他早餐準備得不使你稱心如意，像蛋煮

得太久了，蛋黃太硬了。你可以說：「我受夠了，我要離

婚」，給了她一張休書，她便非離開不可。她只有離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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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沒有任何求訴的地方。他們對「不潔」是引用了非常

廣意的解釋。 

另外一派教師，認為這不潔是道德上的不潔。你在結婚時

發現她一不是處女，或者她違背了結婚的誓言，這才是不

潔。所以他們的文士或法利賽人分為兩派：或者是屬於狹

義的，道德上的不潔 Hallel派，或則是另一派，他們摘取

廣意的解釋。 

所以他們問耶穌的問題是：「一個人只要有原因，便可以

休妻，對不對？」 

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馬太福音

19:4)，「留意耶穌並沒有回到摩西律法，而是回到神起初

造人的時候，開始解釋」 

現在有許多人要改變神所作的。他們是不會成功的。願神

看顧那些可憐的人文主義信仰者吧！我不知他們有沒有性

變態，但我一生也不能了解他們這種病態。 

 

神造了男人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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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

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

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馬太福音 19:5-6)， 

結婚是將兩個生命變成一個。當然在你的子女身上，便能

知道這是真的。你們兩個人，在你們的子女中，變成了一

體。你們每人給了他廿三個染色體，變成了一個新生命。

多美麗！作父親的不能說：「這是你的小孩」，因為他有

你給他的廿三個染色體，他的一半是你的。這是一個完全

的組合，兩個人變成一體。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 神

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馬太福音 19:6) 

在那時候，婦女是沒有權利離婚的。所以神為什麼說：

「不要讓人分散他們，不要讓人折斷他，神將你們兩人合

而為一，不要用一張休書便將你們拆散」。 

現在 

法利賽人說、(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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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們是如何將這陷阱收口的！這問題是一個陷阱，他們

以為祂中了計，陷入圈套中。這下可好，我們捉到祂了，

他們對祂說 

法利賽人說、這樣、摩西為甚麼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

休他呢。(馬太福音 19:7) 

那時，他們承認摩西的律法，是神所啟示的，聖經任何一

個部分是上帝默示的，摩西的法律就是包含在內了。他們

許多人只相信這一部份。到今天，仍有許多人相信只有聖

經的前五本書是神啟示的。但是他們都相信，那是神啟示

摩西所立的律法。 

你現在與神抵觸了吧！你看，他們整個計劃是使祂與神的

話抵觸。神說：「你可以休她」，而你說：「你不能，神

將你們結合在一起，你不應該寫休書離棄她」。所以你與

神所說的相抵觸。 

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許你們休妻．但起初

並不是這樣。(馬太福音 19:8)。 

你注意到在第一部，祂說 



17 of 30 

馬太福音第 18-19章 

：「起初神造男造女， 

現在祂說起初」不是這樣的。摩西因為你們心硬，給了你

們離婚的條律，但在起初，這並不是神的「旨意」。起

初，這並不是神的願望，也不是祂的計劃。 

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

犯姦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門徒對

耶穌說、人和妻子既是這樣、倒不如不娶。(馬太福音

19:9–10)。 

耶穌說得很直率，祂告訴你神對人的原意：一生結婚一

次。這是在起初神造男造女的原意：兩人成為一體。所以

小孩有雙親，在一個安穩的家庭中長大。任何地方只要這

個原則被破壞，我們便能看到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社會

的次序條理被破壞。因為家庭分散，小孩一定受苦，這是

家庭分散的負作用。 

耶穌的確給了一個可離婚的理由，那便是通姦。在那情形

下，那無罪的一方可以自由，可以重婚。耶穌很清楚的指

出，除了通姦之外，不能丟開妻子，再去結婚。但通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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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 

當耶穌這樣直率的告訴門徒，他們大吃一驚。 

耶穌說、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惟獨賜給誰、誰纔能領

受。(馬太福音 19:11)。 

現在耶穌接下去說下面的事情。 

因為有生來是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並有為天國的緣故自

閹的．這話誰能領受、就可以領受。(馬太福音 19:12)。 

我不能，便不要作。我不是一個被閹的人，也不想去被

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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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

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耶穌給他們按

手、就離開那地方去了。(馬太福音 19:13–15)。 

哦！我可以想像出這幅美麗的圖畫：耶穌對這些圍繞著的

小孩的關懷。在這裡，門徒以為他們在保護耶穌，說：

「不要讓你們的小孩來麻煩耶穌」。耶穌說：「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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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不要阻止他們，讓小孩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

們，天國就是這個樣子」。祂為他們按手，祝福他們。

哦，多美麗的圖畫！ 

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有古卷作良善的夫子〕我

該作甚麼善事、纔能得永生。(馬太福音 19:16) 

看到吧！他可是個道德家。我們現在也能看到這種人，在

尋找能夠使他得到永生的工作。是的，總會有人希望以作

工來得到神的恩典、神的喜悅。好比如果你禱告，神會祝

福你；如果你禁食，神會祝福你；如果你奉獻，神會祝福

你。 

有多少人要得到祝福？那麼你們今晚便要慷慨的奉獻一

切，等等。總是有人希望以工作來得到神在他們身上的祝

福。「我能作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沒有任何事能使你

得永生。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是他

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20 of 30 

馬太福音第 18-19章 

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以弗所書 2:8–10)。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

〔有古卷作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以外沒有一個

良善的〕(馬太福音 19:17): 

這裡，他說：「良善的夫子」， 

耶穌說「你為什麼叫我良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便是

神 

明顯的，耶穌是說：「要麼我不良善，要麼我便是神」。

兩個中間你想祂是指那一個？祂這麼作是要告訴這人的良

心，他已有了由神而來的啟示。他離天國已經很接近了，

「你為什麼叫我良善」？雖然你不明白叫我良善的理由，

你已經肯定了我，「你為什麼稱我良善」？ 

你記得當彼得說：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耶穌對

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

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馬太福音 16: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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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這裡說相同的話。「你為什麼叫我良善？屬血肉的

不會啟示你這事情」。所以這是一個神給你的啟示。「你

叫我良善，但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你叫我良

善，因為我是神，你已經看出這一點了」。「我該作什麼

善事，才能得永生？這永生、這不朽的生命，也就是我查

覺到與你一樣的生命。這生命使我響往，我希望得著」。

耶穌開始指給他看。第一點，認識「我是誰？你為什麼叫

我良善？除神之外，沒有良善的」。 

接著耶穌說： 

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他說、甚麼誡命．耶穌

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

證、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馬太福音 19:17–

19)。 

注意，這裡沒有提到第一塊石頭上的法律，沒有提到人與

神之間的關係。祂沒有給他前四條律法：「除我之外，你

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任何形像

跪拜事奉他；不可妄稱他的名字；當記念安息日」。祂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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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出有關人與神之間的關係的前四條。祂只提到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因為這個人是道德家，他是想要用好行為來

得到永生的那種人。他習慣於作好事，他花了很多時間在

作好事，所以耶穌給他這些有關人際間的法律。 

當耶穌將這些法律放在他眼前時： 

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馬太

福音 19:20) 

這個人是一個有錢的道德家，他一直保持了人際間應有的

關係。他的一生一直是想對別人作善事、作合理的事。但

是他知道在他生命中還缺少些東西。「我還是沒有你所有

的，我缺少了什麼？」他覺得在他生命中，除了善事及財

富外，仍然缺一些東西。 

「我還缺少什麼」？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

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馬太福音

19:21) 

現在我要告訴你，耶穌基本上是對他說：「如果你要完



23 of 30 

馬太福音第 18-19章 

全、毫無瑕疵，你就要跟隨我，其他的都不重要」。那些

其他的事情不能用在所有人的身上，只能用在他本人上

面。對一個要有永生，要毫無瑕庛的人來說，這些事不是

必需的。並不是人人都一定要變賣一切的財產去救濟窮

人。 

早期的教會有這種事發生，而導致了錢財上的問題及個人

的不幸。當教會剛開始成立時，人們對所發生的事情非常

興奮，他們估計主會立刻回來。許多人都變賣他們所有

的，將所得的錢財都放在使徒的跟前。 

有一對夫婦名叫亞拿尼亞及撒非喇，變賣了田地，將一部

份的所得的錢放在彼得的跟前。彼得說：「嘿，等一下， 

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妻子撒非喇、賣了田

產。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餘的幾

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

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

呢．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麼．既賣了、價銀不是

你作主麼．你怎麼心裡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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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 神了。(使徒行傳 5:1–4) 

亞拿尼亞及撒非喇立刻被判決了，但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將

全部都奉獻上。彼得說得很清楚，他們不需要變賣田地，

也不需要全部奉獻，這些是出自各人自由的意願。 

所以耶穌說： 

「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 

並不是一個想要得到永生的人必須要作的。但祂總是指出

在你生命中，不肯跟隨祂的原因。以這富有的青年人來

說，使他不能跟隨耶穌的原因是他的財產。這財產是他的

神。 

耶穌說 

你們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

思〕(馬太福音 6:24) 

你不能有兩個主人，如果控制你生命的是一個假神，那你

一定要除掉他。你必須要真神在你生命中作王。耶穌說：

「來跟隨我吧！你為什麼叫我良善呢？只有一位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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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神。你叫我良善因為你知道我就是神。現在除掉你

心中的假神來跟從我吧！你要除掉那虛有的假神來跟隨

我。我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們應注意這重要性，因為有許多人對這事大作文章。他

們要你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等等。不是這樣的，這在所

有人身上並不都適用。適合在所有人身上的是「跟從

我」。祂是道路，引我們走向完全，引我們走向永生。除

祂之外，沒有別的方法。 

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

多。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

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 神的國

還容易呢。門徒聽見這話、就希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

救呢。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

能。(馬太福音 19:22-26) 

如你現在到以色列耶誕教會(Church of Nativity)那裡

去，導遊會給你看在教會中的一 

扇門，這扇門中有一扇小門。他們會告訴你這小門叫作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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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那時的城門，都有這些針眼。如果一個駱駝，想由這

針眼過去，他們一定要除去所有駱駝背上的東西，使它蹲

在地上，一個人在前頭拉，幾個人在後面推，將牠擠過

去。他們說，這就是耶穌所說的。 

是真的嗎？那不是說如果你自己努力的掙扎，擠阿擠阿

的，便能救你自己了？許多人要你相信這解釋。但是耶穌

指出這是完全不對的。祂不是說你靠你的努力，又擠又壓

的就能通過的小門，祂是指那婦女用來縫衣服的針上的針

眼。你想要一個駱駝穿過這針眼嗎？所以門徒說：「這樣

誰能得救呢？」注意，耶穌說：「在人，這是不能的」，

記住這點！ 

祂不是說：「你必須要使勁，你必須要掙扎、忍受痛苦，

盡你的力量，一點一點的擠過去」。祂說：「這是不可能

的」。人不能救自己，道德家不能救自己，沒有人能靠自

己的好行為救自己，沒有人能靠自己的好行為得到永生。

這永生是神的禮物。只有神在你心中奇蹟般的工作才能得

著。因為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祂能使你得救。 



27 of 30 

馬太福音第 18-19章 

神在今夜已經作了這不可能的事，祂救了我們。記住！靠

人是不能的，這也包括了道德家。你不能靠自己的工作，

在天國得到一席之地。你必須要像小孩一樣單純的信靠耶

穌。 

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

我們要得甚麼呢。(馬太福音 19:27) 

他們總是這樣，我能得到些什麼？我是不是最大的？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

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

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馬太福音 19:28) 

在天上，約翰看到神的寶座。圍繞著神的寶座，有廿四個

長老坐在廿四個座位上。許多人都相信，這廿四個長老，

實際上是代表教會。那其中的十二個，一定是使徒。這是

對廿四個座位的一個解釋，這解釋有些問題。不論如何，

耶穌說，他們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的十二個

支派。 

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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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9:28)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

〔有古卷添妻子〕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

受永生。(馬太福音 19:29) 

這要是你為祂的名而作。好比你的妻子因為你完全的奉獻

給耶穌而不願意跟隨你。就如保羅說： 

「如果不信的丈夫要離去，就由他離去吧」（林前

7:15） 

任何人為我的緣故，放棄這些的，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有古卷添妻子〕兒女、

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馬太福音

19:29) 

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馬太福音 19:29) 

他不止得到百倍，而且還有永生。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馬太福

音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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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這裡，這是指猶太國。福音是先傳給他們的。保羅

說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羅馬書 1:16) 

這福音是先傳給猶太人，然後到外邦人。現在他們要審判

十二個支派，為什麼？因為這十二個支派基本上拒絕了彌

賽亞。「所以在前的將要在後」。 

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馬太福

音 19:30) 

所以在耶穌建立的國度中，我們將與祂成為一體。我們將

與那榮耀的神的國度之子同為後嗣，直到永遠。福音是最

後傳給我們，但我們相信耶穌的人有特權首先進入祂的榮

耀國度。我們這些相信耶穌基督的人，不是猶太人，不是

希臘人，不是野蠻人，西古提人，也不是為奴的或自主

的。我們是「一切都屬於基督」的人。 

我們是一個全新的國度。是在耶穌基督國度下的新種族，

我們是一個新造的種族。所以你不能說，「我是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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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我是英堅利人，或是蘇格蘭人」。你要說：「我是

基督徒」。你是屬於一個新的種族，不再屬於你出生的民

族。我們在基督中成為一體，我們現在都屬於一個源頭。

「哦！這是我舊愛爾蘭的脾氣」，不對！你已是基督徒，

舊的愛爾蘭脾氣已經死了，你不能再將舊的愛爾蘭脾氣帶

過來，你在基督中是一個新成員，一個新造的人。你是在

主耶穌基督中的新種族中的一員。所以，最後「許多在前

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下星期，我們要繼續馬太福音下面的三章。讓我們低頭禱

告 

天父，謝謝你給我們的話語。這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讓我們行在光中，順服你的真理。不要讓我們將你的

話用來解釋我們的觀念。讓你的言語變成我們的觀念。幫

助我們，天父，讓我們順服在你的權柄真裡之下。不要讓

真理屈服在我們的生活下。耶穌，求你的話扎入我們的心

中，給我們順服及饒恕的心，奉耶穌的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