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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

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見了約翰 要受他的洗

14 約翰想要攔住他，說：

「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裡來嗎？」我當受 倒 我 來 」

15 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

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於是約翰許了他。

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

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

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17 從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 我所喜悅的「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2015/2/1 傳來一個世界上面很多的人都覺得很難過的信息 –
被激進組織伊斯蘭國 ISIS 擄為人質的後藤健被激進組織伊斯蘭國 ISIS 擄為人質的後藤健二，

一個日本基督徒殉道、被殺害了。

後藤先生死後大概八天 個研究調查顯示：後藤先生死後大概八天，一個研究調查顯示：

83% 日本人認為後藤的死是自己的責任，

認為這是人質的自私、愚蠢造成的結果認為這是人質的自私、愚蠢造成的結果

後藤家人對於人質事件

帶來公眾不便和麻煩表示歉意帶來公眾不便和麻煩表示歉意

這是深入日本民族榮譽、羞辱的特質，形塑了整個事件的解釋。

在許多人的心中，不免有這個困惑：在許多人的心中，不免有這個困惑：

後藤先生何必跑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呢？

這不是自討苦吃嗎？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用榮譽、恥辱來評議，認為後藤為其他人帶來了麻煩。

日本以外的地方用不同的觀點角度，對這樣的行為 –同的 度

後藤先生到那邊去採訪、被綁架、被殺的事情，不以為然！

在人類共同掙扎的命運裡，我在想 – 有沒有一些事情

比國家 民族 家庭 個人的榮辱更重要的呢？比國家、民族、家庭、個人的榮辱更重要的呢？

在人類共同面對的危機和苦難裡，

有比自求多福，更智慧的決定和行動嗎？有比自求多福，更智慧的決定和行動嗎？

還是每一個都說： 「如果好端端地在那裡、不去就沒事了。 」

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想，會變成怎樣社會、世界呢？如果每 個人都這樣想，會變成怎樣社會 世界呢？

也許我們要了解後藤先生背景…
是 個獨立的記者 直以來自費地行事是一個獨立的記者，一直以來自費地行事，

採訪、報導世界各地的苦難的故事，

去過的地方都是被不公義、暴力、貧窮、衝突、戰爭去過的地方都是被不公義 暴力 貧窮 衝突 戰爭

所蹂躪摧殘，希望敘述這些苦難的事情能夠喚醒世界。

在世界，有比國家、個人利益更重要的東西，在世界 有比國家 個人利益更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義」，神的義。

義，不是浪漫，不是殉道者的情意結，

義，是連結人與人之間應有的關係。



當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之後，祂創造人，

然後祂希望人與人之間有彼此接納 彼此尊重然後祂希望人與人之間有彼此接納、彼此尊重、

彼此幫助的生命、應該有的關係。

「義 就是連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信任「義」就是連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任，

這種的關係、信任，是源於創造主的恩情。

在 馬太福音 個很重要的主題 就是「義在 馬太福音 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義」，

如何能夠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情義

能夠在生命中，活出、傳達上帝創造人的心意和目的能夠在生命中，活出、傳達上帝創造人的心意和目的

不是個人的、家庭的、民族國家的榮辱利益，

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犧牲別人的 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 是可以犧牲別人的

一個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犧牲別的國家的

一個人為了自己的榮辱、可以犧牲別人的個人為了自己的榮辱 可以犧牲別人的

一個國家為了自己的榮辱、還是可以犧牲別的國家的

惟有「義」，能夠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任建立起來，惟有 義」 能夠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信任建立起來

這個「義」，建立在上帝創造萬物的恩情和計畫上面。

盡這個義，明白、體驗、履行、實踐、敘述、傳講、呼喊，

儘管讓人看來覺得很傻 覺得添麻煩 自討苦吃儘管讓人看來覺得很傻、覺得添麻煩、自討苦吃，

這都是諸般的義、實踐全部的義，

希望人能夠渴望這個義、回轉、回歸到這個義，希望人能夠渴望這個義、回轉、回歸到這個義，

這是神的創造的情義。

在後藤先生自己的網頁，有讀者留言，他說：在後藤先生自己的網頁，有讀者留言，他說：

「後藤先生，你在去 ISIS 前的一段視頻：

『我對自己行為負責，請不要因我的死，怨限敘利亞百姓。』我對自己行為負責，請不要因我的死，怨限敘利亞百姓。』

我們不應讓任何人為你的死負責，包括 ISIS，
從你的死，我們不應只看到仇恨和悲痛。從你的死 我們不應只看到仇恨和悲痛

你是一名基督徒，我們有一種感覺 –
你的行動來自神的召喚，你的行動來自神的召喚

直到最後的一刻，你用生命傳的信息是人類的愛，

這是對於弱者、身處苦難之中的人、

生活在困境中的婦女和兒童，共同適用的哲學。 」

如果說我會留言的話，最後一句我大概會改為：

「生活困境中的婦女和兒童 共同適用的義「生活困境中的婦女和兒童，共同適用的義，

上帝的恩情、心意、計畫。」

後藤先生活出來的不是 種哲學 是 種生命的展示後藤先生活出來的不是一種哲學，是一種生命的展示，

源自那位創造天地的主宰，而他是渴望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是以愛 接納 和平 尊重 而不是殘酷 利益 殺戮的是以愛、接納、和平、尊重，而不是殘酷、利益、殺戮的，

這是馬太福音裡所說的義。

後藤先生所說的，不過是在他的處境當中後藤先生所說的，不過是在他的處境當中

活出義、上帝的心意出來而已。

也許他所做、所活的，讓很多人覺得自討苦吃、給人添麻煩，也許他所做、所活的，讓很多人覺得自討苦吃、給人添麻煩，

可是這的確是上帝的義、活出上帝的義的一種生命。

仔細讀福音書，後藤先生、許多殉道的基督徒仔細讀福音書，後藤先生 許多殉道的基督徒

所走的路，基本上就是跟從耶穌基督的道路。

主耶穌基督也的確是因為義的緣故，主耶穌基督也的確是因為義的緣故

把自己的生命擺上、犧牲。

這一天，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來到約旦河，祂要受約翰的洗，

然後開始祂在世上的工作 進入苦難的世界和生命當中然後開始祂在世上的工作、進入苦難的世界和生命當中。

馬太福音的讀者可能會問：耶穌是神的兒子啊，

何必像法利賽人、撒都該人接受洗禮呢？何必像法利賽人、撒都該人接受洗禮呢？

如果祂是上帝的兒子，

那就拯救啊，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啊，那就拯救啊，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啊，

何必像一般的人接受這個浸禮呢？

約翰對耶穌說： 「不必吧，你怎麼到我這裡來要受我的浸呢？ 」約翰對耶穌說： 不必吧，你怎麼到我這裡來要受我的浸呢？ 」

耶穌回答說： 「我們理當這樣盡這諸般的義。 」

義，不是禮儀，馬太福音的記述義 不是禮儀 馬太福音的記述

不必成為今天信徒加入教會的禮儀的根據

義，也不是一個人與神和好而來的個人的安穩和妥當義 不是 與神和 來的 的安穩和 當

耶穌說的義，表明神的兒子進入生命的苦難當中、

與苦痛的人同行，給回他們尊嚴和聲音，敘述他們的故事，與苦痛的人同行 給回他們尊嚴和聲音 敘述他們的故事

讓他們重拾自己的身分和尊嚴、體會天父的心意。



耶穌的浸不僅在約旦河接受水禮，也代表祂接受苦難。

有一回門徒問耶穌：「能不能夠在得國的時候，

獎賞我們一個在你左邊、一個在右邊。」

耶穌說 「我所領受的杯 你們能喝嗎？耶穌說： 「我所領受的杯，你們能喝嗎？

我所受的浸，你們能嗎？」

耶穌說的浸 不是在水裡泡 泡 灑 灑的禮儀耶穌說的浸，不是在水裡泡一泡、灑一灑的禮儀，

是生命的投入一種的經歷

祂邀請所有的跟從者都受這個浸祂邀請所有的跟從者都受這個浸

領受浸可能讓很多人覺得自討苦吃，給人添很多的麻煩；

可是如果說 我們跟從了主耶穌基督，祂有這樣的義的話，可是如果說 – 我們跟從了主耶穌基督，祂有這樣的義的話，

我們跟隨祂的人，豈不應該盡這諸般義嗎？

因為神的兒子已經進入苦難當中，呼召所有的跟從者，因為神的兒子已經進入苦難當中，呼召所有的跟從者，

包括你我，與艱困、苦痛的人同行，

讓他們前行發聲、活回天父兒女應該有的樣子，讓他們前行發聲、活回天父兒女應該有的樣子，

這諸般的義是基督的跟從者每天都應當盡的。

回到一開始講的後藤先生，在日本人的眼中他是給人添麻煩，

給社會 給國家 給家人 給朋友給社會、給國家、給家人、給朋友，

添很多很多的麻煩，

這大概是日本人獨有的民族的想法、價值，這大概是日本人獨有的民族的想法、價值，

在某一種角度來講是很特別的

也造成這個民族一些很優秀的地方也造成這個民族 些很優秀的地方

不過這些的特質也不見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上帝的心意。

如果只在乎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國家的榮譽、羞辱的話，如果只在乎 個人、 個家庭、 個國家的榮譽、羞辱的話，

有時想不出的、想不到的惡事，還是會能夠做出來的。

因為一個人的榮譽，不見得就是別人的榮譽因為 個人的榮譽 不見得就是別人的榮譽

一個人的恥辱，也不見得是別人的恥辱

一個國家所要極力爭到的榮譽，可能是別的國家的苦痛國家所要 爭到的榮譽 能是別的國家的苦痛

同樣地，利益也是，一個只講究自己的利益、

個人、家庭、公司、國家的利益，個人 家庭 公司 國家的利益

也免不了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後藤先生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 2015 年，很多時候、

很多的地方 以不同的形式 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很多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一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有些基督徒，因為上帝的慈愛、恩典，活出一種應有之義

的生命，來嘗試呼喚、邀請人，回轉到上帝的國裡的生命，來嘗試呼喚、邀請人，回轉到上帝的國裡

他們所做的讓人有自討苦吃、給人添麻煩的情形

當我們看到這些的同道、弟兄姐妹，活在這樣處境當中時，當我們看到這些的同道 弟兄姐妹 活在這樣處境當中時

也許我們要做的，不是隨意地去責難他們，

而是仔細地看看他們如何在生命當中展現出上帝的恩情。而是仔細地看看他們如何在生命當中展現出上帝的恩情

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是這樣的一位主，

祂進入我們的生命當中、給予我們力量、尊嚴，祂進入我們的生命當中 給予我們力量 尊嚴

讓我們回轉成為神國裡的一員。

在今天的經文、還有後藤先生的經歷裡，在今天的經文 還有後藤先生的經歷裡

你有沒有想到你所知道、所認識、甚至自己的經歷，

就是個人的、家庭的、社會、國家的一種榮辱，就是個 的 家庭的 社會 國家的 種榮辱

怎樣影響其他的人？如果是的話，那個影響是怎麼樣的？

從 第一集 到今天，我們一直在說

「義 是馬太福音裡面 個很重要的主題「義」是馬太福音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義這個想法，

有沒有一種不同的看法？有沒有一種不同的看法？

馬太福音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圖畫，

「義 是很鮮明的主題，「義」是很鮮明的主題，

然後它用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方面來告訴我們 –
義是怎麼一回事，它一點都不是抽象的東西。義是怎麼一回事，它一點都不是抽象的東西。

 第一章 看到約瑟，就是第一個義人，

是一個默默無名、甚至可有可無的人，是一個默默無名、甚至可有可無的人，

可是馬太福音說他是第一個義人

約翰是另外一種的形式：約翰是另外 種的形式：

他高聲地呼喊、傳講上帝的話語，

他是另外的一個義人，他是另外的 個義人

可是他所處的環境是極度艱困的環境



第三章 看到上帝的兒子出來了，這段經文說「盡諸般的義」，

從某個角度來講 這就是義人的 種展現吧從某個角度來講，這就是義人的一種展現吧

這個義、義人的展現，就是用認同人的苦難所表達出來的

從約瑟、施洗約翰、耶穌，往後繼續讀下去的馬太福音，從約瑟、施洗約翰、耶穌，往後繼續讀下去的馬太福音，

甚至其餘新約的作品，都會看見一個共通的主題：

宣講活出福音的人、跟從耶穌基督的跟從者，宣講活出福音的人 跟從耶穌基督的跟從者，

生命是免不了種種的挑戰和艱困的。

我們活在這種處境當中，也許是正能活出信仰的那種的力量、我們活在這種處境當中，也許是正能活出信仰的那種的力量、

還有信仰那種的憧憬，讓我們在自己的處境當中，

能夠堅忍地、忠心地跟隨我們的主能夠堅忍地 忠心地跟隨我們的主

定睛地仰望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

因為祂就是這樣子走進生命的苦難的裡面為 是這樣 走進生命的苦難的

讓我們在苦難中體會上帝的同在，也是因為這樣，

能夠敏銳其他的朋友，他們在苦難當中，能夠敏銳其他的朋友 他們在苦難當中

也能夠因為我們體會上帝的同在。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親愛的天父 我們謝謝你！

你藉著你自己的兒子，

來讓我們看見怎麼樣過一個

合乎你自己心意的生活。

幫助每一位觀眾朋友，在自己的崗位、處境，

盡諸般的義！

也許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背景、恩賜、年齡都不 樣，因為我們的背景、恩賜、年齡都不一樣，

可是幫助我們忠心地活出主的義。

也許在活的過程當中，我們予人一種自討沒趣、也許在活的過程當中，我們予人 種自討沒趣、

或是莫明其妙的一種的諷刺，

求主幫助我們堅定地、繼續勇敢地跟隨你。

垂聽我們在你面前的立志和禱告，

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