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人的夢想

馬太福音

第五課…

義人的夢想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暫停

請按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在曠野裡面傳道的施洗約翰，有沒有夢想呢？
在那個時候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約旦河 帶地方的人
在那個時候耶路撒冷、猶太全地、約旦河一帶地方的人，
絡繹不絕地到約翰那裡去。
馬太福音沒有很精確的數據，究竟有多少人去，
它用了一個籠統的講法…
你可以想像 一整個城鎮的人、都跑到施洗約翰那邊，
一整個城鎮的人 都跑到施洗約翰那邊，
這是一個何等樣的盛況！
我猜想這是許多傳道人心目中的夢想：
就是牧養一個教會，有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萬的人，
到教會聚會 聽你講道 那會不會說所謂的超級教會？
到教會聚會、聽你講道，那會不會說所謂的超級教會？
一般的超級教會有好幾個要素：
 地點，要位於交通方便的地方
 座位要舒適
 傳道人從外表到信息，都有非常好的包裝
傳道人從外表到信息 都有非常好的包裝
 讓尋道、來聚會的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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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0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們應 悔
」
0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
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直
04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05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旦河一帶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約翰那裡，
06 承認他們的罪，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
承
們 罪 在約
受
洗
07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
11 「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12 他手裡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
把麥子收在倉裡，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可是我們仔細讀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會發現：
約翰和他的工作 不僅僅沒有這些元素 甚至極端地說
約翰和他的工作，不僅僅沒有這些元素，甚至極端地說，
與剛剛我們所說的元素是背道而馳的、剛好相反…
曠野都不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吧，
曠野都不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吧
曠野就是很疏遠的地方，
別人不喜歡去 不容易跑到的地方
別人不喜歡去、不容易跑到的地方
 曠野裡那些嶙峋的亂石，
將就點可以算成是座位，
可是也不好坐，能待人嗎？恐怕不容易吧
 曠野的環境裡
曠野的環境裡，頑固的熱浪、偶爾刮起的風沙，
頑固的熱浪 偶爾刮起的風沙
也不容易受的，我想到「如坐針氈」是最佳的說明了
 約翰的扮相，身穿駱駝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蟲野蜜
約翰的扮相 身穿
的衣服
的是
野蜜
從穿的到吃的，哪點是會眾覺得好、想要學習欣賞的呢？


可是真正讓人坐立不安的，不是他宣講的場所、穿著、食物，
可是真正讓人坐立不安的
不是他宣講的場所 穿著 食物
是約翰的信息 – 他講道的內容…

約翰的講道是有點與會眾過不去、得罪人、甚至趕客的味道。
今天有時候我們聽到一些的信息，
可以用八個字來作簡單的講法 –「只有恩典、沒有成聖」，
也有教會講的就是怎麼樣作 個成功的人 快樂的人
也有教會講的就是怎麼樣作一個成功的人、快樂的人…
你不能說這都是錯，只是你不禁要問一問：
這不也是許多坊間流行的講座內容嗎？
 可以是心理學、激勵心靈的講座，不一定有信仰的元素
 這樣的福音，與心理學、潛能發揮、自我實現的講座
有沒有分別呢？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這樣的信息無疑是能夠吸引許多的群眾，但這些群眾渴望的
究竟是自己的實現、慰藉、滿足，還是成為神的子民呢？
 是每
是每一個傳道的人都應該誠心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個傳道的人都應該誠心問自己的 個問題
 是每一個渴慕真道的信徒要認真、自己問自己的問題
究竟上教會聽道 是要自我實現呢？
究竟上教會聽道，是要自我實現呢？
還是要成為神的子民、跟隨基督呢？

三7a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

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 」
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是當時候的宗教社群領袖、貴族、富戶，
應該是約翰發展他超級教會的夢想的最大的助力，
如果那些人是有社會的地位、有能力的話，
你的發展的機會就變得相對來講是大了。
我們不禁要問：約翰就不懂得與人為善嗎？
 如果超級教會從來不是他的夢想呢？
 如果約翰的夢想是上帝的國臨近，
人怎麼樣可以明白上帝的國 進入上帝的國
人怎麼樣可以明白上帝的國、進入上帝的國
 如果約翰的夢想是神那不憑經濟和權勢量度人的審判，
就不需要賣權勢的帳 不需要在乎有錢 的看
就不需要賣權勢的帳、不需要在乎有錢人的看法、感受
感受
 如果他的夢想不是一般人以為的
要發展他自己的理想、野心、計畫
 如果約翰的夢想就是上帝的國，約翰的信息也只能是嚴厲的

約翰的信息叫每一個用「以客為本」看待會眾的牧者和領袖，
得重新思想教會應該有怎麼樣的信息？施洗約翰的信息
讓人坐立不安，不是要討好別人，
是要讓人能夠明白上帝的呼喚
是要讓人能夠明白上帝的呼喚…
三7b-11 約翰對他們說：

「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不要自己心裡說
不要自己心裡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
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
究竟什麼人來聽他呢？名單裡面赫然看見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
就是那時的宗教領袖 根據馬太福音敘述的語意
就是那時的宗教領袖，根據馬太福音敘述的語意，
他那讓人不安的道，顯然就是要說給他們聽的！

他叱喝、悔改、不要自以為是，
背景 條件 成就 沒有 樣可以
背景、條件、成就，沒有一樣可以
救你脫離神的審判，必須要悔改！
悔改不是情緒上的觸動、或是心理治療，
悔改是回轉，是從那自以為是的價值和生命轉向神。
約翰的信息再粗糙不動聽，還是一個「義」字，
約翰的信息再粗糙不動聽，還是一個「義
字，
 回歸合宜神心意的生命、結出果子、和悔改的心相稱
 越是自以為是的人，
越容易因為宗教、經濟、政治、社會的成就和成功，
越容易沉睡在虛假的安全感裡面 越需要被提醒
越容易沉睡在虛假的安全感裡面，越需要被提醒
這就是約翰他的夢想和異象 –
上帝的國臨近、人要悔改、回歸上帝的心意，
活出與信仰相稱的生活。
這個夢想 異象 塑造了施洗約翰的生命 使命
這個夢想、異象，塑造了施洗約翰的生命、使命，
賦予他聲音的力量和信息，那一種的力量。

今天的傳道人、耶穌基督的跟從者，夢想和異象是什麼呢？
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嗎？有信息可以傳講嗎？
約翰的故事讓我們看見：一個傳道的人怎麼因為
從神那裡來的夢想，塑造他的信息、生活、勇氣、力量。
在今天的世界，有時我們會容許其他的東西來塑造我們的信息，
用其他的聲音來塑造我們的生命 夢想，
用其他的聲音來塑造我們的生命、夢想，
很多的時候我們越發展、越離開上帝的心意，
越發展，信息越貧乏、越空洞。
也許今天所讀的經文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
 我們的夢想，是自己的夢想呢？還是上帝的國臨近
 我們的夢想，究竟要吸引更多更多的人來到我的教會、
可以發展 個很大的教會
可以發展一個很大的教會，
還是吸引人能夠進入上帝的國、忠心地跟隨耶穌呢？
讓我們再 次地問自己 –
讓我們再一次地問自己
我們是一個怎麼樣的傳道的人？

當我們能夠這樣行的話，我們所做的工作
不論是 般人看起來是成功 或是不怎麼成功
不論是一般人看起來是成功、或是不怎麼成功，
一般人看起來是很有效、或是沒那麼有效，
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把人帶到上帝的國裡，
重要的是那些聽到了上帝的國的呼召的人能夠悔改，
活出配得信仰生活的果子
活出配得信仰生活的果子。
我們不一定會在曠野傳道、吃蝗蟲野蜜、穿駱駝毛的衣服，
也許我們也不一定會用約翰的語言來講道，
可是還是可以在我們的崗位忠心地宣講、忠心地服事主。
我想每一個人在不同的處境，都有上帝賜給他的智慧和力量，
就讓我們忠心地去服事、忠心地宣講，
讓上帝的國塑造我們的生命 塑造我們的價值，
讓上帝的國塑造我們的生命、塑造我們的價值，
使得宣講不是為了討人的喜悅，而是忠心傳講上帝的話語，
讓人因為神來到教會 因為神的國被呼喚
讓人因為神來到教會，因為神的國被呼喚
回應上帝的呼召，活出與悔改的心相稱的生活。

很多的信徒、弟兄姐妹，會從不同的觀點來期望
傳道牧者要達到某個某個的標準。
傳道牧者要達到某個某個的標準
有時候我們要想一想：那些的標準究竟是離開聖經所教導的
那一種的氣質、價值，究竟有多近、或是有多遠呢？
究竟我們用以量度我們的牧者、傳道人的那個標準究竟是
靠近上帝的國的信息的生命，
還是一般人認為的所謂的成功的傳道人呢？
 這是不僅僅是傳道牧者、也應該是
這是不僅僅是傳道牧者 也應該是
每一個信徒領袖需要很刺心地去思考的
 這不僅僅是對傳道牧者講的，是對所有
跟隨耶穌基督的，不論你是傳道牧者、平信徒、領袖，
上帝的國是對每一個人發出了邀請
領受這個邀請進入上帝的國，並且把這個信息與更多人分享的，
不僅僅是傳道牧者的責任，是每一個基督徒、信徒領袖
都是應該有這樣的擔當、有這樣的回應的。

親愛的
愛 天父，我們謝謝你，
我 謝謝
你藉著你自己的僕人來告訴我們：
你是如何地向不同時代的人發出邀請的聲音，
邀請我們悔改跟從你。
今天我們從施洗約翰的生命當中，在思考、閱讀的時候，
我
我們好像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所身處的環境，
身處
境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的觀眾朋友，
無論我們在怎麼樣的處境當中，
無論是在大城市、小鄉鎮、
甚至鄉間、在異域宣教，
甚 鄉間 在異域宣教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都忠心地
宣講你自己的話語、活出你自己的話語。
也求主幫助我們：常被你的話語塑造我們的生命、夢想，
使得我們所做的是你所悅納的。
我們這樣的立志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