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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
17 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

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
18 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鬼附著的；
19 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
人子來了 也吃也喝 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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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道盡了很多人生活的艱困情況 –
成年人為了生活奔馳，在工作的崗位打滾、
為了家計而鬱悶，還有糾結親子、甚至配偶的關係
 年輕人也不見得好過，會有同儕的壓力，
讀書的，有成績的要求，有句話說：
「求學不是求分數
「求學不是求分數」，這是口說的，
這是 說的
實際的運作，考試、升學、選科，
一般都得看分數
般都得看分數


所以耶穌這句話…
是歷來吸引了許多的人，
不少人也的確因為這節經文
耶穌的應許，能夠體會平安釋放。

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
25 那時
那時，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
耶穌說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
26 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27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沒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
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 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話說回來，耶穌不是輔導員、心理治療師、
不是以顧客為中心的服務人員，
是 顧客為中
務 員
也不是有求必應的黃大仙。
耶穌不僅僅是應許給予，更加地要求、命令，
接著你們必得安息的應許，而來是一個命令 –
你們要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
你們要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軛」究竟是什麼呢？在舊約出現超過 30 次，
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有罪軛 有律法的軛
有很多不同的用法，有罪軛、有律法的軛、
天國的軛…不一而足。
有時它的意義是正面的、有時候是負面的。
有
的意義是正面的 有 候是負面的
 在福音書的世界、特別在第一世紀的時候，
律法僵化成為「律法主義」
律法僵化成為「律法主義
 律法的軛就不見得是正面、甚至是很負面的，
因為律法主義的軛，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比方說：在安息日不能做工，甚至救助臨危的人也不對！
這對於想施予援手幫助別人 或需要別人救助的而言
這對於想施予援手幫助別人、或需要別人救助的而言，
這律法的要求 –
安息日不能做工，都是沉重的重擔。
在第一世紀，「軛」更加具體、更加讓人感覺難過，
 那是什麼軛呢？是「外邦人的軛」：
那是什麼軛呢？是「外邦人的軛 ：
羅馬人把生活的艱難加在猶太人身上，
在那時的羅馬統治之下，
地方的權貴勾結到一個地步，
不惜犧牲百姓以取更大的利益
「軛」很具體地在那個時候影響每一天的生活，
羅馬兵丁
羅馬兵丁可以任意地強迫百姓為他拿東西，
意 強迫
為 拿東
強迫他走一里路、
強行徵用空間、時間、勞力、尊嚴，
是每天都可能發生的生活

耶穌或是約翰，
活在那 些律法主義者的論斷 批評
活在那一些律法主義者的論斷、批評下面，
我們現代的人不也活在
別人的眼光 論斷之下嗎？
別人的眼光、論斷之下嗎？
別人論斷形成的擔子和軛，絕不輕省、絕不容易…
 用功的學生，被同學譏笑為書蟲，
用功的學生 被同學譏笑為書蟲
只會讀書、什麼都不會
 一些成績很吃力的學生，就被這個
只會嘉獎優秀和成功的制度，邊緣化
我們每天看的無處不在的廣告，不斷地是論斷我們，
我們每天看的無處不在的廣告
不斷地是論斷我們
灌輸美麗的定義：
 怎麼樣的身高、體重，才叫俊、美
 如果不是這樣的身高、體重的話，就是不美，
你要去減肥 你要去這樣做 那樣做…
你要去減肥，你要去這樣做、那樣做…
你不是這樣的話，就覺得你好像怪怪的。

「軛」有時是可以具體、或很隱晦的，
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使得我們生活得很艱難
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使得我們生活得很艱難。
那是什麼呢？人的眼光、論斷不也就像軛，使人吃不消嗎？
猶太人說禁食刻苦的約翰是被鬼附
猶太人說禁食刻苦的約翰是被鬼附，
又因為耶穌吃喝，就被論斷成為只會吃喝，
究竟怎麼樣做 才可以避免批評和論斷呢？
究竟怎麼樣做，才可以避免批評和論斷呢？
這些擔子才不再重壓在我們的身上呢？
這樣的背景你就會明白 – 耶穌為什麼說…
耶穌為什麼說
十一16-19 我可用甚麼比這世代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
像 童坐在 市
伴
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
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
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鬼附著的；
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
貪
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

所謂的軛或擔子，就是生活中的現實，
因為是現實 就沒有人可以免於軛和擔子了
因為是現實，就沒有人可以免於軛和擔子了。
問題是不在於沒有擔子或是軛，
問題是這些軛或擔子
能不能成為我們生命的主宰，
是否定義 決定了我們的身分和價值，
是否定義、決定了我們的身分和價值，
那才是真正的問題。
如果你相信那些廣告，
就長得那麼高、那麼瘦的、才叫美的話，
你整天覺得自己不美、很醜
你整天覺得自己不美 很醜
 你相信那些廣告、那些的報導說：
賺多少錢
賺多少錢、住怎樣的房子、開什麼車，才叫成功；
怎樣的房子 開什麼車 才叫成
但你不是這個樣子，你就認定自己是失敗的


那你讓這些論斷 軛 成為你生命的主宰
那你讓這些論斷、軛，成為你生命的主宰，
讓它來定義你，這是我們的生活。

可是耶穌說：「你們當負我的軛。 」
耶穌的軛 是怎麼
耶穌的軛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事 ？
比如：耶穌是禁食、還是吃喝呢？兩樣都有，
耶穌不僅僅禁食，福音書：曾經禁食四十晝夜之久
曾
晝
 因為吃惹的禍，就被人家批評 – 耶穌應該很愛吃、
而且跟很多的朋友在 起吃
而且跟很多的朋友在一起吃
大概這個緣故，耶穌並沒有說禁食、吃喝兩者，
是哪個比較屬靈、比較優越。
也就是說沒有讓禁食成為祂生命的主宰，
沒有讓吃喝成為祂生命的主宰，兩個都可以好。


禁食是好的，操練自己、敏銳上帝的聲音，
可是禁食也可以成為難擔的擔子，
 被人批評是被鬼附，不重要
 一個禁食的人，自義地認為沒有禁食的人是不虔誠，
個禁食的人 自義地認為沒有禁食的人是不虔誠
不就成為別人的擔子嗎？

舉個例子：財富是可以改變生活，
可是 些人 很富有 可是生活完全不平安
可是一些人，很富有，可是生活完全不平安，
整天都怕錢虧了、別人謀他的財產、活在擔心裡，
為富不仁的人，把重擔放在貧困的人、苦工身上。
所以有錢好還是不好呢？
 有錢當然是好，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有錢當然是好，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做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
 有錢也帶來生活很大的惶恐、成為別人的咒詛的
聰明、愚拙、平庸，是比較簡單一點吧！
聰明、愚拙、平庸，是比較簡單
點吧！
我們總以為智慧聰明的人會為人類帶來福祉，
 可是注意周遭的報導時
可是注意周遭的報導時，發現有多少絕頂聰明的人
發現有多少絕頂聰明的人
欺騙、欺詐別人，他是越聰明、欺詐得越厲害
 反而平庸的人就老老實實地過日子，
平庸的人 老老實實 過
對自己、對別人，沒做成太大的傷害
所以聰明好呢？還是平庸好呢？
可以都好，而在乎生命裡面的核心是什麼。

一起吃喝是代表團契和接納，那是美的，
特別跟罪
特別跟罪人、稅吏一起吃的時候，是表示
稅吏 起吃的時候 是表示
擁抱、接納這些罪人，所以吃是好的。
可是如果說吃喝是奢華浪費 暴殄天物的話
可是如果說吃喝是奢華浪費、暴殄天物的話，
不也是給大自然沉重的擔子、很難的軛嗎？
無論是禁食或吃喝，都是生命的現實，卻不是生命的主宰，
我們的身分和終局，並不由禁食或是吃喝所定斷…
羅十四17 神的國不在乎吃喝，
神的
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生命中有很多必然的現實，或多或少都是一些的重擔，
只是沒有任何一個應該成為、或能夠成為我們生命的主宰。
究竟禁食跟吃喝哪個比較好？
如果你細心想的話你會知道 –
都好，可是都可以有問題。

婚姻又如何呢？
婚姻和家庭是建立培育人的基地 這很好啊！
婚姻和家庭是建立培育人的基地，這很好啊！
可是我們都知道、都看過、甚至也可能經歷 –
家庭並不一定是我們想像地那麼好！
人在破碎的家庭長大，扭曲的性格、扭曲的世界觀…
多年前，外國一個心理治療師寫的《家庭能傷人》，
的確我們常以為有家庭就很好，
可是也不要忘了：
家庭也毀了多少人生命的那種純潔、素質，
家庭可以是沉重的軛 難擔的擔子
家庭可以是沉重的軛、難擔的擔子，
家庭可以是溫暖的環境，保護、成長美麗的土地。
如果家庭成為你生命中的偶像、中心、主宰的話，
如果家庭成為你生命中的偶像
中心 主宰的話
 家庭可能會帶給你很大的重擔
 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成為你的偶像
你的配偶 你的孩子成為你的偶像
早晚會被這些擔子壓得你呻吟的。

在我們這個社會覺得一定要結婚，不然生命就不得完全，
可是獨身的人 定要比有家庭的人差嗎？
可是獨身的人一定要比有家庭的人差嗎？
聖經裡耶穌、保羅、還有許多的宣教士，
因為獨身，才能專注地為別人付出，
才能那麼有力、持久地去幫助別人，
太多的例子，獨身的人成為別人的福氣
太多的例子，獨身的人成為別人的福氣。
如果獨身是使自己自絕於其他的人、獨身在自己時，
是不斷地苦毒不忿的心靈、或沉醉滿足自己那隱藏的私慾，
獨身就可以成為沉重的軛、難擔的擔子了。
怎麼說呢？哪一個比較好？
耶穌沒有說哪個比較好、哪一個比較壞，
祂只是說：智慧之子必以智慧為是
祂只是說：智慧之子必以智慧為是，
或翻譯說：智慧總是以自己的行為來證實的。
 這個是你說他不好嗎？可以看到他的好
這個是你說他不好嗎？可 看到他的好
 你說這個好嗎？你可以看到他的限制

耶穌說：律法是為這個原因而定下來的，能夠明白的話，
律法的軛就是輕省的軛 就是 個容易的擔子
律法的軛就是輕省的軛、就是一個容易的擔子。
耶穌說：你受辱被欺、不公義的事情臨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想報復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你想報復，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耶穌說：你不知道的是，
當你也這樣行 報復的時候
當你也這樣行、報復的時候，
你並不比那施暴在你身上的人好多少，也許比他更壞，
你讓邪惡或暴力 成為塑造你 決定你生命的行動 –
你讓邪惡或暴力，成為塑造你、決定你生命的行動
我這樣以暴力對他，是因為他是用暴力待我，
你已經讓對方的暴力來決定你、來塑造你
耶穌來，不是要否定邪惡的現實，耶穌來是要向我們顯示
邪惡和暴力不能論斷 不能決定 不能影響我們；
邪惡和暴力不能論斷、不能決定、不能影響我們；
耶穌來，不是要否定生命中種種的現實，
耶穌是要讓我們知道：
沒有任何的現實可以轄制我們、壓倒我們！

十一29~30 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這樣
你們 裡就 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耶穌說的容易、輕省，不是我們期望、經驗的那種容易輕省，
生命中的現實、不因為信了耶穌而消失，
生命不因為擔、軛被挪移，而輕省；
命
輕省
生命卻因為耶穌而有新的視野、有新的次序。
耶穌對那時糾纏律法的人說：覺得必定要有律法、安息日…
因為你們守律法，認為自己是神所喜愛的兒女，
其他的
其他的人不像你們的、就是可憐貧窮。
像你們的 就是可憐貧窮
或是倒過來說：那些可憐貧窮的人，因為他們不守律法嗎？
告訴你們 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 是要成全律法
告訴你們，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
你們在守律法的過程中，有沒有看見那慈愛的天父？
是因為看見祂使得你更加地愛祂所愛的人，
而不是因為你守了律法、覺得你自己比別人強。

耶穌要讓我們知道：如果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主，
這樣的軛才是真正的容易 輕省 自由
這樣的軛才是真正的容易、輕省、自由。
生命中再多的現實，也不能成為量度我們的主人，
因為耶穌，我們更能夠面對生命中種種的限制。
保羅 腓四 說的：知道怎麼樣處卑賤、豐富、或高或低、
有餘或缺乏，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說的就是 – 生命中有很多的現實，
富足、貧窮、缺乏、有餘、高低 ，
富足、貧窮、缺乏、有餘、高低…，
這都是生命的現實，
有時也會成為我們的軛、或是擔子
 有時也會成為我們的軛
或是擔子
 沒能決定我們、沒能論斷、沒能控訴我們
如果我們讓耶穌進入我們生命當中
如果我們讓耶穌進入我們生命當中，
然後再面對這生命一切的話，
這些擔子都會是輕省的 容易的
這些擔子都會是輕省的、容易的，
因為耶穌與我們同行！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謝謝你，
你藉著你自己的兒子的教導，
不斷地讓我們可以再一次地認識我們的生命，
好好地看我們生命裡面的現實。
我
命
現實
雖然是那麼地真實影響我們，
可是它不能至終地決定 論斷我們
可是它不能至終地決定、論斷我們。
所以幫助我們每一位在自己的處境當中，
面對自己的困難 或是說面對自己的那種條件，
面對自己的困難、或是說面對自己的那種條件，
我們能夠把這一些成為祝福別人的一些經驗，
我們把這些成為更加靠近你的那些體會。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常常體會、天天體會 – 耶穌與我們同行，
使得我們體會生命中的擔子、軛，
都是容易、都是輕省的，因為主耶穌與我們同行。
我們這樣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