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徒的身量

馬太福音

第十五課…

太十 5~15

05 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

「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馬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
06 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
07 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
08 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

門徒的身量

你們白白地得來 也要白白地捨去
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
09 腰袋裡不要帶金銀銅錢；
10 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柺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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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你們無論進哪一城，哪一村，

音量、全螢幕

要打聽那裡誰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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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

12 進他家裡去，要請他的安。
13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
前後換片、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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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配得 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
若不配得，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
14 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你們離開那家，

或是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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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裡有五個很重要的講論：
第一個 五~七 登山寶訓、或山上寶訓
第二個 就是今天看的 十1 ~ 十一1 ，
差遣門徒的講論
第三個 十三章 講比喻的
第四個 十八章 教會的情況，
教會的紀律的問題
第五個 廿四~廿五 終末的講論
五個講論都各有它自己的特色、重點，
在三十五集的 馬太福音 研讀裡，
都會分別地每 個講論都挑 些
都會分別地每一個講論都挑一些
比較重要的經文
來查考 思想 下。
來查考、思想一下。

15 我實在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

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今天我們讀的 第十章 是特別針對門徒所講的，
說得再準確 點 – 是針對差遣門徒，
說得再準確一點
是針對差遣門徒
在他們的服事、職事當中
一個很深入的思考。
十1 開始，耶穌叫了祂的門徒來，

記載了門徒的名字，
然後耶穌就差遣他們出去，吩咐他們說…
就是我們這段經文的內容。
十16 往後

還有差遣門徒的另外一個層次的講法，
整個講論到了 十章 的結尾，
十一1 耶穌吩咐完了門徒…

結束了整個向門徒 差遣門徒宣教的講論
結束了整個向門徒、差遣門徒宣教的講論。
所以 十1 ~ 十一1 是一個完整的講論，
是馬太福音第二個的講論。
是馬太福音第二個的講論

相關門徒差遣的講論，
 馬可福音 六 7~13 出現
 路加福音 第九章 1~6
跟今天所讀的是非常接近的
不過我們在比較的時候會發現，
不過我們在比較的時候會發現
馬太的版本，不僅僅它的篇幅最長，
也似乎說對門徒的期許、
對門徒的負擔，尤其的語重心長。

今天在研讀這段經文時，
我歸納了其中的四點，
我歸納了其中的四點
和觀眾朋友一起來細心地去思想…

這話怎麼說呢？
在四個福音書都很清楚記載，
在四個福音書都很清楚記載
耶穌曾經接觸外邦人、
曾經向外邦人傳福音…
曾經向外邦人傳福音
 撒瑪利亞人，雖然這邊耶穌說：
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
「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
 在 約翰福音第四章
耶穌經過 個撒瑪利亞的小鎮
耶穌經過一個撒瑪利亞的小鎮
所以問題不在於能不能、
應不應該傳福音給外邦人
應不應該傳福音給外邦人，
而是在於在有限的時空、
有 的 會
有限的社會文化、歷史條件之下，
歷史條件 下
究竟有沒有一種的次序
使得我們的生活、生命，活得更加地配合
上帝在我們生命裡面所要達成的心意呢？

第一個重點是「次序」，英文是 priority。
在耶穌講論裡 有很清楚的次序 –
在耶穌講論裡，有很清楚的次序
 祂希望祂的跟從者、祂的門徒，
也應用在我們的生活、屬靈生命上面
 祂希望祂的門徒、祂的跟從者，
能夠清楚把握召命的次序
祂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把握「召命的次序」 。
在第一代的跟從者領受了耶穌的呼召，展開工作，
在第
代的跟從者領受了耶穌的呼召，展開工作，
所面對的一個次序，就是向哪些人傳福音…
十5~6
十5
6 外邦人的路
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
你們不要走；
撒馬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
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
顯然就是一個次序的問題，而不是能不能夠、應不應該，
也就是說問題不在於「要不要」向外邦人傳福音，
或「能不能」向外邦人傳福音這個問題。

祂工作的時候，祂的目的就是要讓祂的同胞、
神的子民以色列人 能夠通過祂來明白神的 意
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能夠通過祂來明白神的心意。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次序，從這個次序延伸出去，
顯然也是在新約的作品裡面的一個共識…
顯然也是在新約的作品裡面的一個共識
 使徒行傳 耶穌很清楚吩咐門徒，有這樣的次序、
有延伸的概念、甚至說有這樣的實踐
 在路加福音最後一章、使徒行傳整卷書
就是展現出這樣的 個次序
就是展現出這樣的一個次序：
先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這個「次序」，不在於能不能、應不應該，是先後的問題，
這個
次序」 不在於能不能 應不應該 是先後的問題
對我們來講，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提醒，
 我們的生活、生命沒有次序的話，
我們的生
生命沒有 序的
就很像跑步沒有定向、向空氣揮拳的感覺…
 提醒我們應該在我們生活、生命當中，
是有一種的次序的

第二點：需要「有信息」 。
耶穌吩咐、差遣祂的門徒說：
「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
門徒 須是有信念 有憧憬 有信息可 傳的人
門徒必須是有信念、有憧憬、有信息可以傳的人。
在這段經文、所有的福音書，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就是「天國 ，
就是「天國」，
神的國、上帝的國，意思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馬太會用「天國」呢？
為什麼馬太會用「天國
呢？
就是馬太福音猶大的味道是相當的重的，
在猶太人的傳統，會盡可能不直接稱呼神或上帝，
 需要說神、上帝時，會用比較委婉的說「天」
 有點像在中國的歷史，我們說
有點像在中國的歷史，我們說「忌諱」，
忌諱」，
就不直接稱那個名號、名字，
用另外方法比較委婉地來表達
所以在馬太福音，用「天國」來表達「神的國」 。

祂希望祂的跟從者，也能夠明白、甚至分享這個信息，
希望祂的跟從者有同樣的信念 因為有同樣的信念
希望祂的跟從者有同樣的信念，因為有同樣的信念，
所以祂能面對權勢的苦待、逼迫的時候，
而不會畏懼的；
因為神已經掌權了、已經來到或是快要來到了，
祂 定要救贖祂自己的子民 祂 定要審判
祂一定要救贖祂自己的子民、祂一定要審判、
祂一定要摧毀邪惡的權勢的。
在這樣的 個信念之下 儘管此刻我們在困苦當中
在這樣的一個信念之下，儘管此刻我們在困苦當中，
還是可以堅忍面對、甚至去度過而毫不畏懼的。
這個憧憬讓耶穌與邊緣、苦困、疲乏的人，
同行、同在。
耶穌的名字是要把祂的百姓從罪惡裡面帶出來，
耶穌的名字是要把祂的百姓從罪惡裡面帶出來
祂的名字要稱為以馬內利，因為神與人同在。
天國近了、神來臨了、祂要掌權、
祂要作王、祂要審判、祂要摧毀罪惡的權勢。

耶穌的跟從者必須要有信息可傳，就是天國、神國，
天國的價值 天國的憧憬 天國的信息是什麼呢？
天國的價值、天國的憧憬、天國的信息是什麼呢？
說的「天國」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馬太福音、還有其他的福音書都一樣的，
馬太福音
還有其他的福音書都 樣的
說到「天國」或「神國」的時候，
是指著神臨到祂的創造 祂的子民當中作王
是指著神臨到祂的創造、祂的子民當中作王。
天國近了、神的國近了的意思，就是說
神來到了、神快要來到、甚至說神已經來到了，
祂要作王了、祂要救贖祂的百姓、更新祂的救贖、
審判罪惡 摧毀邪惡的權勢
審判罪惡、摧毀邪惡的權勢，
這就所謂的天國近了，背後的一個很深的意思。
神臨在、所創造的子民、所揀選的子民、所創造的萬物，神掌權，
神臨在
所創造的子民 所揀選的子民 所創造的萬物，神掌權，
這是耶穌的信念、價值、憧憬，
也是祂整個生平無論是醫治 講道 祂死亡跟復活
也是祂整個生平無論是醫治、講道、祂死亡跟復活，
這是祂的信息。

這一切的實現在哪裡？怎麼樣實現呢？
在耶穌的生命當中 醫治 工作 宣講 死亡跟復活
在耶穌的生命當中，醫治、工作、宣講、死亡跟復活。
太四 祂面對試探並且能夠勝過。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能夠明白 –
耶穌生平的工作，是使得我們有一個
很清楚的體認或是信念：祂與我們同行同在。
天國最明顯的彰顯就是神的兒子在我們中間，
彰顯了神掌權這個信息，
這個掌權勝過一切的逼迫、困難，
因為祂的同行同在
因為祂的同行同在。
神的子民、耶穌基督的跟從者，
同樣可以面對這 切、這個價值觀，就決定了生命的次序。
同樣可以面對這一切、這個價值觀，就決定了生命的次序。
既然每個人都有生命次序，那決定次序的是什麼呢？
第二點就把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更深的一個看法
第二點就把這個問題
提出 個更深的 個看法 –
我們的價值觀來決定生命次序的排列的。

因為天國近了，
因為神快要來臨 甚至已經來臨了
因為神快要來臨、甚至已經來臨了，
生命的次序就清楚可見，
所以這個信息使得耶穌的宣講非常的具體、生動。
沒有信息、沒有憧憬、沒有信念的人，
 就未必能夠有這樣生命的力量、方向
 關心的可能就是數字、不是面容
神的國來臨，是要更新、拯救祂的子民，
要觸摸的是百姓的面容、
要擦去的是百姓的眼淚
要擦去的是百姓的眼淚、
要摧毀的是權勢的權柄。
所以沒有憧憬、沒有信念的人，
所以沒有憧憬
沒有信念的人，
他的優先次序所反映的
也不過是他自己 些利益 夢想 想法的次序而已
也不過是他自己一些利益、夢想、想法的次序而已，
關心的不是神的國和神的義。

第四點：就是「放下糾結」，
耶穌這麼向門徒說：
你們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
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
我實在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
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
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
那城還容易受呢！
如果把馬太、馬可、路加三卷福音書同樣的這個講論，
做 個很細的比較的時候 你會發覺
做一個很細的比較的時候，你會發覺：




馬可、路加都在「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之後，
加了一句
加了
句 – 「以證明他們的不是」
以證明他們的不是」 ，
這樣的寫法似乎說，門徒被拒絕而離去，
這是審判拒
這是審判拒絕他們的人的不是
們的 的不是

馬太卻把這個審判延到什麼地方呢？延到審判的日子，
馬太的講論裡沒有 以證明他們的不是」
馬太的講論裡沒有「以證明他們的不是」，
而是說「在審判的日子」 ，他們會…

第三點：就是「態度」，
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的人，應該是在登山寶訓開始所說的：
是虛心的人，虛心的人就好像貧窮的人一樣，
是 無所有 只能夠仰仗別人的援助
是一無所有，只能夠仰仗別人的援助。
這是為什麼有一些譯本把「虛心的人」
翻成「心靈貧乏的人 的意思 –
翻成「心靈貧乏的人」的意思
 就是深知自己生命是貧乏的，
無論有多豐厚的財富 多大的智慧
無論有多豐厚的財富、多大的智慧、
多廣的見識、人生經驗、多深的學問，
他們很知道自己心靈、生命的深處，還是一無所有
 既然是一無所有，只能夠倚靠神的恩典和憐憫
虛心的人自己很能夠明白，他經歷神的憐憫和平安，
不是自己賺取和努力得到的，
所以是完完全全的白白得來，
那是恩典！

馬太是說：只有神才是真正的裁決，
我們被拒絕的經驗，
我們被拒絕的經驗
也不能成為量度裁決別人的一種的經驗，
門徒能夠、應該做的，就是跺下腳上的塵土。
腳上的塵土是什麼？
 就是風塵僕僕的走路有很多的塵土
 如果再想多一點，就是當我們被拒絕的時候，
跺下那些汙染我們、影響我們的塵土，
把裁決、審判交給神，而不是我們來證明他們不是
我們跺下的塵土是什麼呢？
是那種被拒絕產生的自憐、自怨、自義、
自卑、苦毒、忿恨、沮喪、灰心，
跺下這塵土究竟是對還是錯？讓上帝來裁決。
只要我們能夠跺下這些塵土
只要我們能夠跺下這些塵土，
才能夠自由地、勇敢地，繼續跟隨耶穌基督。

哪一天我們不能跺下這些腳上的塵土、
帶著這些複雜的情義結去跟從耶穌，
帶著這些複雜的情義結去跟從耶穌
我們還是免不了有一種苦毒的心腸，
有時自義 有時自卑
有時自義、有時自卑…
在我自己服事的經驗裡，
有時候感覺自己跺不下這些塵土 帶著 種
有時候感覺自己跺不下這些塵土，帶著一種
很奇怪的情義結去跟從耶穌、去服事、甚至宣講，
這樣一種的生命其實是很痛苦的，
因為在這樣服事裡面，有時候常常要證明：
自己是不錯的、或是要證明別人走眼了。
這都不是跟從耶穌基督的門徒應該有的心、一種生命。
耶穌差遣祂的門徒、耶穌差遣我們，
希望我們能夠清楚知道「次序」、有「信息」可傳的生命、
有正確的 態度」 能夠放下我們的 糾結」
有正確的「態度」、能夠放下我們的「糾結」，
忠心、勇敢地跟隨祂。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繼續藉著你自己的兒子耶穌基督，
提醒我們你自己的國和義，
是我們塑造生命的惟一的養分。
所以幫助我們，在服事和生命的路上，
所以幫助我們
在服事和生命的路上
能夠有合你心意的次序、
也能夠活出天國的信息，
也常常能夠我們是白白領受恩典、
也願意白白與人分享你自己的兒女。
我們更要需要學習的 常常跺下被拒絕的塵土
我們更要需要學習的、常常跺下被拒絕的塵土，
忠心、勇敢地跟隨你。
我們這樣的禱告、立志，
我們這樣的禱告
立志
是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