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為正邪定分界

馬太福音

第十八課…

太十三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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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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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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裡嗎？從哪裡來的稗子呢？』
28 主人說：『這是仇敵做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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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播放

我們常常以為如果能夠分出正、邪、善、惡，
生活就會比較好過 點
生活就會比較好過一點，
 也就是說我們每天生活的時候，
無論在哪裡在 個場合
無論在哪裡在一個場合，
如果能夠很清楚分得出什麼是對錯、正邪，
生活就比較清楚、比較踏實、比較好過
 古今中外不論群體，莫不渴望
分出正邪 辨識善惡 知道美醜
分出正邪、辨識善惡、知道美醜
馬十三24~30 顯示的，也許是早期的基督徒、

甚至教會的一種渴望。
甚至教會的
種渴望
也就是說：希望在日趨複雜的人和事中，能夠搞清楚
究竟誰是對 誰是錯 誰是邪 誰是
究竟誰是對、誰是錯，誰是邪、誰是正。
比方：福音是好消息，可是為什麼那麼多人毫無反應呢？
或是說有一些人是信了，
可是信不久、不深、甚至後來不信呢？

打開 十三章 一開始，十三1 就講「撒種的比喻」，
種子灑到 同的地方去
種子灑到不同的地方去，
淺土、路旁、石頭、荊棘叢裡面，
解釋說：福音的道撒出去時 不同的人
解釋說：福音的道撒出去時，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領受、反應，是很自然地理解。
可是產生一個疑惑就是：既然是那麼好，
為什麼會有這麼不同的反應呢？
在混雜的社會世界裡 究竟是誰對 誰錯呢？
在混雜的社會世界裡，究竟是誰對、誰錯呢？
教會在第一世紀開始慢慢地發展，相當長的時間是在
被逼迫、種種的艱困環境中，
 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社會，
究竟有沒有人對他們友善 對他們是惡意的呢？
究竟有沒有人對他們友善、對他們是惡意的呢？
誰是朋友幫助我們、誰是敵人逼迫我們的呢？
 甚至在教會的衝突裡面也免不了有是非，
究竟是誰是誰非呢？

面對這樣一個處境當中要怎麼處理呢？
很想搞清楚正邪 對錯 是非的 種渴想
很想搞清楚正邪、對錯、是非的一種渴想，
我們總想能夠搞清楚，
生活就會比較好過、幸福、清楚。
是的，我們應該學習辨識對、錯、是、非，
我也相信在能夠判斷邪惡的時候 應該直斥其非
我也相信在能夠判斷邪惡的時候，應該直斥其非
 同樣，當我們能夠驚歎生命中美善的時候，
就不應該吝嗇，
應該很大方地、很高興地讚揚、肯定


神的兒女、基督的跟從者，
 應該比任何人都勇敢、
更 含糊地指責罪惡
更不含糊地指責罪惡
 應該比其他的人更慷慨、
更清楚地肯定美善和真誠

除了這些阻礙麥子生長的不利因素，
還有 個更難把握 無奈的現實 – 麥子、稗子並生，
還有一個更難把握、無奈的現實
麥子 稗子並生
一起生長、難以辨認分明。
沒有耕種經驗的可能很難以想像…
沒有耕種經驗的可能很難以想像
 麥子長大了、收割了，是可以供食用的
 稗子就沒有任何食用的價值
那很簡單，這樣的話就把它拔出來扔掉？
但是不，因為
 麥子跟稗子長相非常相似，幾乎難以分辨
 成熟、可以分辨時，要把它掐出來也不行，
因為跟麥子並生、糾纏在一起而不能分開了
必須要等到收割之後 才做分開處理
 必須要等到收割之後，才做分開處理
沒有見過麥子、裨子的觀眾朋友，
如果有栽種的經驗的話，
如果有栽種的經驗的話
都會知道雜草生出來幾乎是免不了的現實。

能夠做時，我們應該是義不容辭、肯定、讚美
美善的事情 也應該是指出很清楚的錯誤
美善的事情，也應該是指出很清楚的錯誤。
問題是生活的對錯不是那麼明顯，
美跟善 美跟醜 正邪糾纏不清難以分解
美跟善、美跟醜、正邪糾纏不清難以分解，
這是生命的現實，不是我們以為的那麼容易去分開。
比方說：
縱然有撒種的人把種子撒出去了，
福音的傳播和發展未必是如人所願的，
生活裡有很多的因素、條件，會影響麥子的成長，
有些落在淺土裡面 路旁 荊棘叢 石頭上
有些落在淺土裡面、路旁、荊棘叢、石頭上。
耶穌的比喻告訴我們：無論多少不利的因素，
福音的種子還是出去了，還會有豐盛的收割，
無論當前有種種的原因、條件，
使得好些種子不能生長 撒種的人還是不能沮喪
使得好些種子不能生長，撒種的人還是不能沮喪，
因為將來的收割依然是喜樂、豐盛的！

十三37~43 講的比喻，

裨子是敵人惡意放下來的
 現實生活是就算沒有敵人刻意放下稗子，
稗子還是農夫面對的現實和難處，
就好像正、邪常常是糾纏在一起的，
你沒有辦法完全分開的
你沒有辦法完全分開的。


生命也是這樣子，是非交纏、
對中有錯、錯中有對，叫人難以定分。
不要說社會、不要說人際關係，
就是自己個人的內心 不也是攙雜著光明與黑暗嗎？
就是自己個人的內心，不也是攙雜著光明與黑暗嗎？
有人說過：
人心最黑暗的地方 也有些微的光明，
人心最黑暗的地方、也有些微的光明，
最光明的人心、裡面也有幽暗的角落，
剛強的人可 軟弱
剛強的人可以軟弱，
最卑微、軟弱的，也可以變為剛強、勇敢！

所以面對神的國度，神的兒女必須學會等待。
比喻裡那個僕人說 「主人 要 要我把那東西掐出來？
比喻裡那個僕人說：「主人，要不要我把那東西掐出來？」
主人說： 「不不不，要等！」
這個比喻給我們 個看法：我們面對神的國度
這個比喻給我們一個看法：我們面對神的國度，
 把神的國度想成撒種、撒在不同的土地上面
 想像成為上帝國的話語出去、不同人的反應
 甚至把農田裡麥子、稗子共生的那種糾纏不分，
想成是上帝國的 個面貌
想成是上帝國的一個面貌
在這種情況之下，神的兒女必須學會等待、不要妄下論斷，
 這是神的國，不是你我的國
這是神的國，不是你我的國、不是根據
不是根據
你我的判斷而建立的國度，我們必須要等待
 這是神的國度，讓祂來論斷、辨識、掌管生命
這是神的國度 讓祂來論斷 辨識 掌管生命
 我們要等待，因為福音的能力 –
在田裡面麥子是麥子、稗子是稗子，
在神的國裡面，因為福音的能力，稗子也可以變成麥子！

那文章就說：耶穌看了門徒，就哭了。
當然這篇 是 個真
當然這篇不是一個真的文章、是一個想像的，
章 是 個想像
可是如果說我們仔細地讀一讀四福音書，
會發覺這篇文章還是挺真實的…
會發覺這篇文章還是挺真實的
在福音書裡看到的門徒，
的確是讓我們覺得很失望 –
跟從耶穌好幾年，
可是對耶穌的使命、身分
不知道、不了解、不接受。
當耶穌告訴他們
祂是那受苦的彌賽亞、
告訴他們不要隨意向別人講祂的身分
告訴他們不要隨意向別人講祂的身分、
祂將要去耶路撒冷面對逼迫、被殺等等的時候，
彼得
彼得說：「你不要亂講，這話不要發生在你身上。」
要亂講
」
耶穌怎麼回答彼得：「撒但，退到我的後邊去吧！」

多年前有位朋友給我一篇文章
《耶穌哭了》 當然是虛構的 它是基於
《耶穌哭了》，當然是虛構的，它是基於
太五 登山寶訓而發揮出來的一個想像…
前半部就傾向登山寶訓，耶穌講完了之後，
前半部就傾向登山寶訓
耶穌講完了之後
安得烈：好像這個教導、
約翰的學生沒有這樣的學習，
約翰的學生沒有這樣的學習
我們需要做作業嗎？那個分數怎麼打呢？
另外 個門徒：法利賽人教他的門徒，不是這樣子的
另外一個門徒：法利賽人教他的門徒，不是這樣子的
另外一個門徒：你教這些有沒有實際的作用啊？
有沒有應用的指南啊？
又有一個門徒：你教這些很難實現
多馬 他來的時候來晚了
多馬，他來的時候來晚了：
抱歉、我來晚了，可不可以再講一次？
你看這些的門徒對耶穌的反應，
你看這些的門徒對耶穌的反應
會覺得耶穌是挺無奈的…

在耶穌幾年的工作裡面，門徒經歷了、體會了多少？
如果把四個福音書都摻合在 起看的話
如果把四個福音書都摻合在一起看的話，
他們不僅僅看到耶穌醫病、趕鬼，
他們經歷了一些特別的體會，比方說：
 耶穌在一個婚宴把水變成酒，
他們喝了，從來沒有過的那麼好的酒
 耶穌用五個餅兩條魚餵飽好幾千人，他們吃了
 他們看見好朋友拉撒路從墳墓裡面出來
 他們看到一個生來瞎眼的人可以看見…
看了那麼多、經歷了那麼多，
看了那麼多
經歷了那麼多
 當耶穌被賣、被拿的那一夜，門徒都開溜走了
 耶穌面對審判時，大弟子彼得在園子裡三次否認耶穌
耶穌面對審判時
弟 彼得在園
耶穌
 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跟前沒有任何一個門徒，
根據符類福音，就只有姐妹在十字架的附近而已，
祂的門徒或是弟兄們都不在！

你說這些門徒，是麥子、還是稗子呢？
在耶穌被釘的那一刻，門徒都跑掉！
往後的事情我們都知道，
 這些看來是稗子的成為麥子
 有一些麥子掉在地土裡死了，結出許多子粒來
在上帝的國裡，因為上帝、因為福音的能力，
為 帝
為福
我們需要等待，不把我們的論斷成為決定，
因為這是神的國 不是由我們的決定 論斷
因為這是神的國、不是由我們的決定、論斷、
意見、想法、神學來決定的，
所以就讓我們等待。
因為福音的能力，稗子也可以成為麥子！
 在大自然裡面，是這樣子、就不能那個樣子
在大自然裡面 是這樣子 就不能那個樣子
 可是在福音裡面、在福音能力的影響之下，
腐朽可以變為神奇，
不認主的彼得，可以成為把福音外傳給外邦人的彼得

因為神的來臨、因為神自己，
縱然我們當下未能完全分得清楚麥子 稗子
縱然我們當下未能完全分得清楚麥子、稗子，
甚至眼看整個田地都好像充滿了稗子，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等的。
因為神的來臨，
我們的等候就不是無奈 退縮 懦弱地等，
我們的等候就不是無奈、退縮、懦弱地等，
而是在等待過程中，不斷地培養辨識的能力，
使得我們有需要時 就能判斷 就能分辨
使得我們有需要時，就能判斷、就能分辨。
可是也的確有不能完全分辨的時候，
不要沮喪、不要懼怕，因為總有一天是分辨的，
終末的分辨是一定會來到的。
林前三12-13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

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
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

我們在神的國當前，儘管碰到很多的情況，
覺得沮喪 分不清 不知道怎麼走
覺得沮喪、分不清、不知道怎麼走，
讓我們學習等待吧，因為神也等待我們！
我不知道有多少觀眾朋友 –
 信主是因為自己覺得很行、很好，信耶穌錦上添花的
 也許更多的是體會自己非常不配的，
也許更多的是體會自己非常不配的
可是聽到了福音、接受福音裡面所告訴我們的 –
上帝的愛、耶穌基督的生命、祂的死、祂的復活，
然後我們的生命就開始轉變了、不一樣了
如果真的要說自己的話，以前好像稗子，
當耶穌進入生命當中、當福音的能力塑造我們時，
當神的國和義成為我們生命的資源 養分時，
當神的國和義成為我們生命的資源、養分時，
我們發覺我們好像慢慢地從稗子變成麥子，
不就是神在等待我們嗎？
不就是有很多為我們禱告的人在等待我們嗎？

我希望你能夠明白：
 等待不是一種無奈、沮喪、退縮
等待不是 種無奈 沮喪 退縮
 等待的過程，培養辨識的能力、勇氣
就算是在我們所在的處境、甚至有生之年，
都不能完完全全辨識，
我們知道 要相信，有 天終末來臨的時候，
我們知道、要相信，有一天終末來臨的時候，
神自己會分辨的！
為什麼我們不去這樣做呢？
還是回到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
這是神的國 不是我們的國
這是神的國、不是我們的國，
這是神祂自己彰顯祂的義、恩情、
智慧 愛的國
智慧、愛的國，
不是用我們的量度、計算、觀點，
來鞏固、來釐清、來鋪墊的一個國度。
所以我們必須要學會等待！

我們在等待的時候，除了等待還能做什麼？
等待的時候，不是無奈、不是退縮的，
要培養我們的辨識能力、敏感上帝的聲音、
敏感聖靈的帶領、敏感耶穌的腳蹤，
靈 帶
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我們還是能夠
在需要的時候有所辨識的。
在需要的時候有所辨識的
因為的確在耕種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有些雜草必須要除掉、
有些荊棘是可以挪移、有些害蟲是可以掃除的。
等待不是退縮、不是無奈，
等待是培養一種見識、能力、恩賜、品格，
使得我們可以更加靠近上帝的心意，
使得我們可以更加明白與祂同工、
配合祂的 作
配合祂的工作。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繼續藉著你自己的兒子教導的比喻，
來向我們說明天國的義。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位觀眾朋友，
能夠越來越明白神的國和神的義，
使得我們能夠作忠心的子民、
也忠心地跟隨主耶穌。
垂聽我們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垂聽我們 禱告 靠耶穌基督
求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