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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裡24 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裡，

25 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

將稗子撒在麥子裡就走了。

讀經
太十三
24-30 將稗子撒在麥子裡就走了

26 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

27 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主啊，你不是撒好種

24-30

在田裡嗎？從哪裡來的稗子呢？』

28 主人說：『這是仇敵做的。』

僕人說：『你要我們去薅出來嗎？』

29 主人說：『不必，恐怕薅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

30 容這兩樣 齊長 等著收割 當收割的時候 我要對收割的人說30 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

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著燒；

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裡。』」

36 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36 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

「請把田間稗子的比喻講給我們聽。」

37 他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讀經
太十三
36-43 37 他回答說 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

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

36-43

39 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40 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裡挑出來，

42 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42 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一齊長
太十三24 30 36 43太十三24-30、36-43

諸長樂牧師 2019.01.06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我們常常會遇見兩個迷思，有的時候基督徒也會有這樣的迷思，

第一：這個世界到底現在是由誰來掌管？當我們看到上帝的創造和世界的奇妙，第 這個世界到底現在是由誰來掌管？當我們看到上帝的創造和世界的奇妙

我們看到世間有許多美善的事情，我們相信有一位神在掌管這個世界。

祂不僅創造，祂也掌管。所以有一首詩歌就說：「這是天父世界」。

第二：我們也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難、有許多邪惡、還有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們真的不明白—如果有一位上帝，祂為什麼不插手來管理這些事？

甚至有的人會因此而懷疑，到底有沒有上帝。約壹五19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甚至有的人會因此而懷疑，到底有沒有上帝。約壹五19 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

手下。如果光在我們所工作的場合、或者我們所生活的領域裡面，也是如此。

我們有看到很多美好的人、跟美好的事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在我們的

工作夥伴、或者是我們的鄰居朋友的當中，也有一些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不僅如此，甚至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有的時候在教會的當中也是如此。



我們常常來到教會，我們有一個非常高的期望—

我們覺得來到教會，教會是神的家，神的家是美好的、是充滿了愛的。我們覺得來到教會，教會是神的家，神的家是美好的、是充滿了愛的。

但是當我們來到這裡一段時間之後，我們發現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這麼完美！

甚至我們會看到有一些讓我們挺軟弱、挺跌倒的事情。甚 我們會看到有 讓我們挺軟弱 挺跌倒 事情

有的時候我們不了解這個使我們軟弱、跌倒的人，他的信仰狀況到底如何？

如果他是一位慕道的朋友或者剛信主不久，也許我們還比較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這個使你跌倒的人是教會的牧師、是教會的長老，

不曉得你還待得下去待不下去？

我很想請大家舉個手，就是你看過、而且灰心過的舉個手！

如果你舉了手，你今天還在這裡，我要恭喜你。

教會是 群蒙恩的罪人 我們接受耶穌的救恩 但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地住在主的裡面教會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們接受耶穌的救恩。但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地住在主的裡面，

我們必需活在真理的裡面，我們才是真正屬於神的。

有很多人來聚會，但是在生活、在許多方面，卻沒有好好地去依靠神。有很多人來聚會，但是在生活、在許多方面，卻沒有好好地去依靠神。

離開了神我們就是極其軟弱的，離開了神我們跟世上的人沒有什麼兩樣！

因此，我今天要從主耶穌所講的這個稗子跟麥子的比喻裡面，

來跟大家思想這個問題來跟大家思想這個問題。

一個成熟的門徒，是能夠分辨的；一個成熟的門徒，是有抵抗力的！

但是這樣的分辨和抵抗力，是需要經過學習和操練，才能夠得到的。但是這樣的分辨和抵抗力，是需要經過學習和操練，才能夠得到的。

求神幫助我們，當我們領受這篇道之後，可以在我們傳福音的事情上、

在我們自己成長的事情上對我們有幫助。在我們自 成長的事情 對我們有幫助

一、我們要認清事實—這個世界有上帝的工作，但是也有魔鬼的作為(v38)。

教會是耶穌基督買贖回來，但也是魔鬼攻擊的目標。

我們所信的神是一位好的神，祂撒好的種(v37)—

祂撒麥子在我們當中，祂是一位生命的主。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帝哪裡來的；

上帝是眾光之父，在他沒有改變，

過去如此 現在如此 以後還是如此過去如此、現在如此、以後還是如此

所以我很喜歡有一些教會，每一次牧師開始講道時候，

一定講：「God is good!」，

然後弟兄姊妹會回答說：「All the same.」

不錯！我們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是一位賜生命的神。

這樣的美善和恩賜，並不因我們好或不好，攔阻上帝所給與我們各樣的恩典。

帝叫 好 也 降 義 也 義的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甚至到一個地步，祂為我們這些不配的罪人，

祂把他最寶貴的兒子—耶穌基督，都給了我們。祂把他最寶貴的兒子—耶穌基督，都給了我們。

另一方面我們也認清—也有魔鬼撒旦的工作。

約十10 仇敵的工作就是偷竊、殺害、毀壞。約十10 仇敵的工作就是偷竊、殺害、毀壞。

林後十一14 他常常散播各樣的謊言！甚至有的時候裝作光明的天使，

將各樣的苦難、疾病、罪惡，來加在人的身上。將 樣的苦難 疾病 罪惡 來 在 的身

他撒的是稗子！

稗子和麥子在外表上，一開始的時候是很像的。

是 個是有生命的 個是沒有生命的但是一個是有生命的，一個是沒有生命的；

一個是假的，一個是真的。

哪裡有上帝的工作，那裡就有魔鬼的攻擊。哪裡有上帝的工作，那裡就有魔鬼的攻擊。

趙鏞基牧師曾經講過一個很有趣的事，他說：

「當一個教會在睡覺的時候，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當一個教會在睡覺的時候，好像什麼事都沒有！

連魔鬼都睡覺！因為他什麼事都不做。

但是當一個教會開始禱告、開始傳福音、開始教會復興的時候，是當 教會開 禱告 開 傳 音 開 教會復興的時候

魔鬼就開始忙了！」

當你個人也不讀經、也不禱告、也不追求的時候，

魔鬼絕對不會來惹你。

但是當你立志要過一個敬虔的生活，好好地聚會、好好地服事、

好好地愛主的時候，你會發現有許許多多的攔阻。



曾經有一對年輕的夫婦，感情非常好。我看他們是模範夫妻，

長得 體 這種 來當教會的招待最好長得又很體面，這種人來當教會的招待最好！

所以我就請他們做教會的招待，

也給他們一些的教導跟訓練；他們也預備好，也給他們一些的教導跟訓練；他們也預備好，

然後我就安排他們開始做教會的招待。

結果他們第一次招待那天，他們兩個沒來！怎麼會呢？結果他們第一次招待那天，他們兩個沒來！怎麼會呢？

這麼認真、這麼體面、也願意負責的人，怎麼那天沒來了？

後來我就打電話：「怎麼今天你們做招待，沒看到你們？」後來我 打電 怎麼今 們 招待 沒看到 們 」

他們就說：「牧師！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出門前，

我們就為這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我們兩個吵架。吵到誰也不讓誰！

我們倆個這樣怎麼去做招待！不去了！」

你會發現他們本來不服事主，兩個都沒事！

要開始服事主了，就開始有一些攔阻。

以前我在教會的一位我很尊敬的長老，也常常跟我們分享這樣的經驗…

如果那個禮拜他要講道 ，他就常常跟家人有的時侯會有一些過不去的事情！如果那個禮拜他要講道 ，他就常常跟家人有的時侯會有一些過不去的事情！

然侯慢慢地就老練了。所以每一個月當他要講道的時侯，

大家都閃他遠一點！我不是說我要講道那個禮拜，你們閃我遠一點。大家都閃他遠 點！我不是說我要講道那個禮拜 你們閃我遠 點

但是你可以分辨有的時候—

特別上帝要恩待、要祝福的時候，魔鬼也不甘心。特別 帝要恩待 要祝福的時候 魔鬼 不

有人會問說：「那麼上帝為什麼要讓魔鬼工作呢？

上帝為什麼把撒旦留下來呢？」

士二-三1-4 神將迦南美地賜給以色列人，要他們將迦南的七族全部都滅絕。

但是當約書亞過世之後，以色列就開始不聽從上帝的話，他們就開始離棄神。

士二21所以神就說：「我要在迦南七族的當中留下幾族，

不把他們全部趕出去！」

第 個要 色列 學習謙卑依靠神的功課第一個要以色列人學習謙卑依靠神的功課，

他們要過得勝的生活，必需要依靠神。

二、要他們學習屬靈的爭戰(士三2)。

很多上帝的兒女，祗能夠享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卻沒有辦法參與屬靈的爭戰。很多上帝的兒女，祗能夠享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卻沒有辦法參與屬靈的爭戰。

以色列人是全民皆兵的，男的、女的都要當兵。但是一個人要能夠當兵，

必須要長得夠健壯，必須要經得起各樣艱苦的考驗，他才能夠須要長得夠健壯 須要 得起各樣艱苦的考驗 他才能夠

在戰爭的當中發揮，所以神要祂的百姓也學習屬靈的爭戰。

三、要試驗以色列人肯不肯順服上帝的話(士二22)，要 肯 肯順服 帝的話( )

所以這就是神把魔鬼仍然存留的原因！要我們謙卑地學習倚靠神；

讓我們學習穿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有份於屬靈的爭戰 ；

讓我們學習對上帝的話，毫不保留地順服。

我希望我們以後在佈道會的時候，我們在外面的代禱名單跟陪談名單寫得滿滿的，

而不是貼了半天只有少數幾個人。因為傳福音就是進入一個屬靈的爭戰裏，

求神幫助我們認清楚這個事實。不論在世界或是在教會裡面，有上帝的工作，

魔鬼也在不斷地 作 特別他把稗子撒在麥子裡面 是會影響麥子生長的魔鬼也在不斷地工作。特別他把稗子撒在麥子裡面，是會影響麥子生長的。

世界有苦難，教會有需要被主潔淨的地方。

要如何面對這些讓我們很不舒服的掙扎。

我們從這段聖經當中，看見上帝的智慧。

首先我們要來看僕人的想法，我覺得僕人的想法跟我挺像的，

可能跟我們們當中蠻多人都挺像的可能跟我們們當中蠻多人都挺像的。

1. 我們跟主告狀：「上帝呀！你看！

怎麼會有稗子在那邊呢？(十三27)」怎麼會有稗子在那邊呢？(十三27)」

2. 「上帝呀！要不要我動手？把這些不好的給薅出來！(十三28)

教會怎麼可以容許這些事情呢？」

但是感謝上帝，上帝沒有允許這個僕人去做這樣的事(十三29)。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1. 僕人的判斷跟標準，有很多時候是不準確的。

很多時候我不曉得事情的全貌，我們更不知道人的內心。

人是有限的，有很多時候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是不成熟的。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兩個人都信耶穌，

 個人是在非常有教養的家庭出生一個人是在非常有教養的家庭出生，

另外一個人是在非常惡劣的環境來成長，

兩個人都信耶穌了。請問在他們剛信耶穌時，你喜歡誰？你覺得哪一個兩個人都信耶穌了 請問在他們剛信耶穌時 你喜歡誰？你覺得哪 個

比較像基督徒？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那個比較有教養的人他很像基督徒。

我們看到那個在很惡劣環境成長的人，可能他有的時候有一些過去不好的

習慣仍然會冒出來，我們就會受不了，就覺得：「你都是基督徒了，

怎麼會這樣呢？」但是你要知道這個人，當神在他身上的轉變，

可能遠遠地比你、我都大。

我看到到很多的人我是覺得說：「神啊！我真的是為他們感謝！

但是我也為自己感謝！ 為他們感謝的是 他們有機會能夠接受救恩但是我也為自己感謝！」為他們感謝的是—他們有機會能夠接受救恩；

為我自己感謝地說：「主啊！你知道我的軟弱！你沒有把我

擺在那樣成長的環境裏面，如果你把我擺在那樣的環境當中，擺在那樣成長的環境裏面，如果你把我擺在那樣的環境當中，

我會比他更壞、更糟糕！」求神給我一個客觀的思想。

2.上帝不容許那個僕人立刻動手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是神體會我們的軟弱 如果薅出這個稗子，麥子也會受虧損。其實是神體會我們的軟弱—如果薅出這個稗子，麥子也會受虧損。

你有沒有發現，上帝更顧念的是那些麥子！

上帝從來沒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上帝體恤我們這些人的軟弱。上帝從來沒有睜 隻眼 閉 隻眼 但是上帝體恤我們這些人的軟弱

每當教會要真正地來執行一些紀律的時候，那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紀律，是為了挽回弟兄姊妹。有的時候該懲戒的人，他不見得學習到功課；紀律 是為了挽 弟兄姊妹 有的時候該懲戒的 他不見得學習到功課

但是在看的人，卻倒成一片。再不好的人，總有人撐他—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我們都是罪人！很多很多這樣的聲音出來！

醫生知道一件事情：一個人需要動手術，必須先把他的身體養好，才能動手術。

雖然他必須動手術，但是要等候動手術最恰當時機。我不知是否是一個笑話，

有 醫 手 房出來 家 醫有個人開刀，醫生從手術房出來，家屬一擁而上問醫生說：

「到底怎麼樣？」這個醫生說： 「你要聽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好消息是手術非常成功！壞消息是病人死了！好消息是手術非常成功！壞消息是病人死了！」

很多時候我們真的是如果你是一個負責的同工，你就曉得那個困難在哪裡。

那麼神智慧是如何解決這樣的困難呢？神說：「容這兩樣一齊長！」

齊長！你願不願意跟你看不順眼的人 起長？一齊長！你願不願意跟你看不順眼的人一起長？

你願不願意跟那些你覺得不像基督徒的人一起長？一起做禮拜！

還是你去找一個覺得讓你順眼的教會去做禮拜！還是你去找 個覺得讓你順眼的教會去做禮拜！

但是主耶穌卻說：「一齊長！」

在這裡講一齊長，並不表示說神不管這件事情；在這裡講 齊長 並不表示說神不管這件事情

其實神是在保護我們，而且顯出真正的狀況。

等候很難吼？等候真的很難！

如果你是農夫，你種過田，你就曉得—等候很難。

種撒下去、該做的都做了、也知道它有一天會長出許許多多的子粒來，

但是就是需要耐心跟等候。然而基督徒的等候，是仰望神的等候。

在這樣等候的當中，讓我們一天一天地成熟、讓我們的辨別力能夠增加。

要覺得祗有你在等 僕 也在等 使也在等 連神都在等不要覺得祗有你在等！僕人也在等！天使也在等！連神都在等！

誰是稗子？誰是麥子？只有人子知道！

唐崇榮牧師的弟弟曾經講過一件事情，他說：

「將來我們到神的面前，我們會有幾個驚訝！「將來我們到神的面前，我們會有幾個驚訝！

第一個驚訝就是，我們覺得這些人該來的，沒來！

第二個驚訝是，這些人不該來的，來了！第 個驚訝是 這些 不該來的 來了！

其實最大的驚訝是，我也來了！」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覺得有些人會得很多賞賜，結果沒有；

有的人好像我覺得他沒做什麼，但是在神的面前卻得大的獎賞。

永遠不要去做別人的上帝！

上帝的權能和智慧是超過我們所能理解，

當我們真心地順服在神的主權之下，特別是在我們覺得委曲，

或者是看到 些 合 的事情非常猖獗的時候或者是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非常猖獗的時候，

那時候的忍耐等候才是真正的忍耐。

但是有很多時候，我們卻只希望神照著我的期望來出手。但是有很多時候，我們卻只希望神照著我的期望來出手。

是我們聽神的？還是神聽我們的？



三、上帝的審判。

很多時候我們不願意耐心等候，因為我們對來末、對末日的審判，我們認識不夠。很多時候我們不願意耐心等候，因為我們對來末、對末日的審判，我們認識不夠。

有一個收割的日子、有一個世界的末了！今天我們要領受聖餐，

聖餐除了教導我們要紀念主的救恩；也要我們不斷地省察自己；更是要提醒我們聖餐除了教導我們要 念主的救恩 要我們不斷 省察自 更是要提醒我們

主耶穌要再來。今天我們讀「使徒信經」，你真的認真讀嗎？

主耶穌再來的時候要做什麼？祂要審判活人、死人。在我們所讀的聖經裏面，

也講到凡事那叫人跌倒的、以及作惡的，上帝就要審判他們。

常常有很多時候我們不經意地就使別人跌倒，我們有時候有嫉妒紛爭、

有時候我們有些閒言閒語、有時候我們有一些不好的行為、言語和見證，

都會使人跌倒。另外一方面也有惡人，你說：「我不是惡人！」但是 太七

耶穌稱 些人是惡人 那些 奉主的名傳道 醫病 趕鬼耶穌稱一些人是惡人。那些人奉主的名傳道、醫病、趕鬼，

你不要跟我說：「牧師還好！我都沒做這些事！」

他們之所以惡，不是因為他們做那些事！他們之所以惡，不是因為他們做那些事！

他們是沒有遵行上帝的話。

主耶穌另外一個撒種的比喻裏面，講到那個撒好種的人。

他心裏面是好土，他忍耐地結實30倍、60倍、100倍。他心裏面是好土，他忍耐地結實30倍、60倍、100倍。

那邊講到：「這些人是聽了而且明白了。」我很喜歡「明白」這個字，

這個字在英文是understand。它的意思就是當你明白以後你就要 stand under，這個字在英文是 它的意思就是當你明白以後你就要

你明白了你就要順服。但是很多時候一方面我們understanding,

但是我們又不願意去stand under。

真正的問題不是撒旦、也不是那些稗子，而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是否決定持守上帝的道，做一個不斷成長的麥子，持續對主的信心；

不輕易地讓撒旦將在我裡面的稻種奪去，不僅如此我還能夠積極地來為主發光。

義人在上帝的國裡要發光！那個發光就是好像太陽光透過重重的烏雲，

然後仍然把那個光灑下來！越是黑暗的地方，越顯得光的寶貝。

讓我們一起在上帝的面前來發光！一起學習忍耐等候的功課。

讓我們存著盼望 用愛來服事那些不完美的肢體讓我們存著盼望，用愛來服事那些不完美的肢體，

這是我們生命成熟一定要有的操練。

最近我看到一個很振奮的例子…

在沖繩有 個日本教會 大家都說在日本傳福音很難在沖繩有一個日本教會，大家都說在日本傳福音很難，

但是這個教會四年之內從100人長成600人。

而這個教會他們在要建堂的時候，發生了311地震。而這個教會他們在要建堂的時候，發生了311地震。

他們把他們準備建堂的錢，全部都捐給了災區，

然後他們繼續等候神。續等 神

他們用愛來服事那些弱勢的團體，那個教會充滿了愛。

所以雖然他們的建堂晚了幾年，上帝不斷地把得救的人加給他們，

如今他們把堂也建好了。我很想去看那個教會！

我希望弟兄姊妹去沖繩玩的時候，不要只玩，也去看那個教會。

聖經上說「有美好的榜樣、有美好的德行、我們要常常去思想。」

當我們一直往這樣美好的榜樣去思想的時候，我們自己也會受影響；

如果我們一直定睛在那些不好的事情上面，我們也會受影響。

有一本書叫「第八個習慣」，一個人要成功，前面要建立七個好習慣。

但是作者講到，我們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但是作者講到，我們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這個時代就是我們可以抉擇的時代！

從有人類以來，沒有一個世代像我們這個世代，有這麼大的選擇權力。從有 類以來 沒有 個世代像我們這個世代 有這麼大的選擇權力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恩典！但是我們要為我們的選擇來負責！

我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常常選擇思想那個良善的、美好的。

英國教會聚會人數一直下降，但是最近有一個聖公會，

他們人數直線上升，每天晚上有許許多多人來做禮拜，

跟著聖公會教會的儀式來敬拜神。所以有些記者

就去訪問—為什麼會這樣？那些人共同有一個回答：

「我 去看太多教會 我 教會「我們過去看太多教會的軟弱！所以我們離開教會。

但是今天我們被呼召—來到教會要單單的敬拜神，

我們把我們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我們把我們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

重新再在我們裡面燃起那個盼望，我們對上帝的呼召回應。 」



弟兄姊妹你在教會多久了？

難免有些事情會讓你失望跟灰心難免有些事情會讓你失望跟灰心，

你要怎麼去面對？我常常思想 賽四二1-4 ，

那邊講到主耶穌，他說：那邊講到主耶穌，他說：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我所扶持的。

他不喧嚷、不揚聲，嚷 揚聲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熄滅，

他不灰心、不喪膽，直到將公理傳給外邦。」

我也求神恩待我們，的確有很多事情讓我們不舒服，

耶穌比你我更知道，讓我們不灰心、不喪膽。

在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

我也求主藉著這篇道幫助你，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

祂是美善的神 祂愛你 祂拯救你 衪願意成為你的幫助祂是美善的神，祂愛你、祂拯救你、衪願意成為你的幫助。

天父，我們一起來到你的面前！

主，我們謝謝你今天教我們「一齊長」的這個功課，

主！這是一個不容易的功課。這是 不容易 課

我求你幫助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今年的主題就是要成為主的門徒；我們今年的主題就是要成為主的門徒；

這也是我們教會建造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課！

求你幫助我們肯花功夫去學求你幫助我們肯花功夫去學。

也求你恩待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

真正能夠認識你是一位愛他們、甚至願意把最好的—

就是你獨生愛子，都賜給他們的那位神。

奉耶穌名禱告，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