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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路加、馬太，都有記載希律安提帕囚禁約翰，
 只有馬可、馬太很詳細地記述希律殺害約翰的過程
只有馬可 馬太很詳細地記述希律殺害約翰的過程
 只有馬太，將約翰的死訊直接傳到耶穌的耳中
 只有馬太，描寫耶穌聽到了約翰殉道這個壞消息之後，
只有馬太 描寫耶穌聽到了約翰殉道這個壞消息之後
以行動回應約翰死去的消息，
耶穌回應、延續、超越約翰
四12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
十四12~13
十四12
13 約翰的門徒來，把屍首領去埋葬了，

就去告訴耶穌。
耶穌聽見了，就上船從那裡獨自退到野地裡去。
這個描述是馬太很獨特地表達出約翰的遭遇、及耶穌的回應，
是連成
是連成一個整體、一個回應、一個延續、也是一個超越。
整體
應
延續
是
超越
我們在讀這段經文的時候，就想了解多一些，比方說：
耶穌聽到了約翰被殺的消息 祂 裡想的是什麼呢？
耶穌聽到了約翰被殺的消息，祂心裡想的是什麼呢？
這個必須要承認，我們無法知道，也不能、也不必猜想。

太十四12~21

12 約翰的門徒來，把屍首領去埋葬了，就去告訴耶穌。
13 耶穌聽見了，就上船從那裡獨自退到野地裡去。

眾人聽見，就從各城裡步行跟隨他。
步
14 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
治好了他們的病人。
15 天將晚的時候，門徒進前來，說：
「這是野地，時候已經過了，請叫眾人散開，
他們好往村子裡去，自己買吃的。」
16 耶穌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吃吧！」
17 門徒說：「我們這裡只有五個餅，兩條魚。」
門徒說：「我們這裡只有五個餅，兩條魚。
18 耶穌說：「拿過來給我。」
19 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就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
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
20 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21 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

可是有一點倒是很清楚的，馬太福音是唯一
 將約翰殉道、耶穌餵飽群眾，連在一起的作者
將約翰殉道 耶穌餵飽群眾 連在 起的作者
 刻意地把約翰受難、耶穌用五餅二魚
餵飽了幾千人的記載，
連在一起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究竟馬太福音要說的究竟是什麼呢？
 是不是前文是後理的因呢？英文 because of
 還是無論前文如何，後理依然呢？
英文 in spite of，因為約翰這樣、所以耶穌要這樣
 還是不管約翰如何
還是不管約翰如何、耶穌依然如此行？
耶穌依然如此行？
究竟是哪一個是對的？可能兩個都對…
可是在這個敘事裡面
可是在這個敘事裡面，
倒是看得很清楚 – 耶穌的身影，
就好像我們這 集所說的題目
就好像我們這一集所說的題目：
「義者的身影」。

「義」 這一個主題、或詞彙，在馬太福音一再出現，
所說的義 不是 般人所說的義
所說的義，不是一般人所說的義，
也不是在第一世紀猶太人以為的義：
在某 種的文化 規條 處境裡
在某一種的文化、規條、處境裡，
做了規矩所要做的合宜的事就稱為義，
這個一般人所說的義。
馬太福音裡面所說的義，
 是超越這種合宜、按著規矩、按著規則，
來完成事情、滿足關係的這樣一種觀念
 不是
不是一般所說的心靈的滿足、安穩，
般所說的心靈的滿足、安穩，
一般人稱為的「稱義」
如果把系統神學「因信稱義」的概念讀進去的時候，
如果把系統神學
因信稱義」的概念讀進去的時候，
會發覺馬太福音跟保羅的作品好像有一個張力：
 保羅說因信稱義
 馬太福音很看重行為，那不就是「因行為稱義」嗎？

這個建立在天父的旨意、耶穌的教導之上，
它的假設 前設
它的假設、前設，
不就是相信耶穌、相信上帝嗎？
馬太福音所說的義
馬太福音所說的義，
 不是宗教儀節行為、得到的一種狀態。
 是如何地學像神，更加準確地來說：
是如何地學像神 更加準確地來說：
如何學像天父在祂的兒子耶穌基督所彰顯的生命
那是一個怎麼樣的生命呢？
那是
個怎麼樣的生命呢？
馬太的敘述裡面的義就是最明顯的彰顯：
 神怎樣地不屈不撓、鍥而不捨地救贖祂的子民
 定意藉著祂自己的兒子，將祂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如果上帝的子民、耶穌的跟從者，
如果上帝的子民
耶穌的跟從者，
能夠走在這樣的一個義路、學像這位神、
學像這位神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義人」。

這個張力其實不需要的...
馬太說的義，
 是如何靠近神的心意、學像神，
經歷祂的同行 同在 分享祂的面容 慈愛
經歷祂的同行、同在，分享祂的面容、慈愛，
就好像耶穌對門徒說：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天父完全 樣。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天父完全一樣。」
 不是大眾以為的敬虔端正，完成了宗教儀節
裡面的那種律法、體統、完善，就義了
馬太說的是：
怎麼樣在天父的旨意之下、在耶穌的教導之上，
展現出一種生命，是彰顯天父的完全。
登山寶訓 太七 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
憑著他們所行的，就認出他們…
祂說的行為，還是建立在天父的旨意
祂說的行為
還是建立在天父的旨意
 耶穌說的行為，還是建立在祂的教導之上


記得在 第一、二章 的時候，就談到約瑟，
他是馬太福音裡第 個義人
他是馬太福音裡第一個義人，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義人呢？
義人在馬太福音裡，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義人在馬太福音裡
是有所為 有所不為
 要做的，儘管看起來是如何地愚蠢、
如何地虧 還是為了神的緣故 願意做
如何地虧，還是為了神的緣故、願意做
 有所不為，無論怎麼樣計算、都是奇怪的一種做法，
還是為了神的緣故，不做應該做的事情
約瑟，他知道未過門的妻子馬利亞懷孕，
不想明明地羞辱她、打算暗暗地把她休了，
 那時候要休馬利亞，
是最合宜 最應該做的事情，
是最合宜、最應該做的事情，
按著那個時候的規矩，也是一個義人
 事實上最容易的決定，就是休了她，
事實上最容易的決定 就是休了她
依律法、風俗都是再義不過的

約瑟整夜輾轉反側、思前想後、萬分苦惱，好不容易睡著了，
天使向這位糾結 害怕的義人 顯現說
天使向這位糾結、害怕的義人，顯現說：
「不要怕，就把馬利亞娶過來，
因為她懷的孕是從聖靈生的。 」
好像解決這個問題了、好像很容易，
這樣就把她接過來 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這樣就把她接過來、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可是從聖靈懷孕的消息，
除了約瑟、馬利亞知道之外，
其他人能夠知道、能夠相信、能夠明白嗎？
難道這個消息告訴約瑟 約瑟就沒有掙扎嗎？
難道這個消息告訴約瑟，約瑟就沒有掙扎嗎？
當他把妻子娶過來時，一定還是有許許多多的艱困。
可是他為了神的緣故、還是把這個妻子娶過來，
可是他為了神的緣故
還是把這個妻子娶過來
為了神的緣故，不把這位沒有過門、
可是懷了孕的妻子給休了
可是懷了孕的妻子給休了。
為了神的緣故，有所為、有不為，這是義！

所為、所不為，
是因為在神的理解 心意裡面 明白 把握
是因為在神的理解、心意裡面，明白、把握。
耶穌登山寶訓所說的義人，不也就是這樣子嗎？
 耶穌口中的義人，必須超過文士和法利賽人
耶穌口中的義人 必須超過文士和法利賽人
 馬太福音所說的義者，就是在這樣艱困的環境，
仍然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
承受天國、得見神的恩慈面容
耶穌聽見了施洗約翰被害，可是祂仍然領受了天父的旨意：
要把百姓從罪惡裡面救出來、
要與那些艱困的人同行、同在，
所以祂獨自退到曠野。
另外一幕，就是有許多的人來到祂的面前，
另外
幕，就是有許多的人來到祂的面前，
需要祂的幫助、需要祂的同在、同行。
我想這是為什麼馬太
把兩個敘述放在一起的其中一個原因。

義者不是天真的，好像不知道前路怎麼樣，
就覺得很浪漫 很理想主義的 而去做
就覺得很浪漫、很理想主義的，而去做
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實踐自己的夢想。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祂不是一個浪漫的、有能力的賢人而已，
而的確是在 種艱困的 人與人之間的困難裡面
而的確是在一種艱困的、人與人之間的困難裡面，
依然堅持祂從父那邊領受的那個生命的方向。

馬太福音的義者不是這樣子
馬太福音的義者不是這樣子，
是通過掙扎、苦痛、艱困的過程，來實踐生命的！
從第 個義人約瑟 施浸約翰
從第一個義人約瑟、施浸約翰、
登山寶訓提到的所有的耶穌的跟從者、耶穌自己，
也是展現出這樣 種掙扎的現實。
也是展現出這樣一種掙扎的現實。

祂的好同工或是說祂的先鋒 – 約翰死了，
約翰死了
應該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吧！
祂怎麼樣呢？退到曠野裡面去，
祂怎麼樣呢？退到曠野裡面去
祂是整頓、思想、禱告嗎？我們不知道。

所以來到曠野，輾轉地看到很多人來到耶穌的面前，
而看到他們的需要、然後就用五餅二魚餵飽了他們，
我們很快地想到耶穌的神蹟、能力，能餵飽許多的人。
這些經文的記載，都是記載耶穌祂的能力，
這些經文的記載
都是記載耶穌祂的能力
可是這些能力不能抽空地看，
把它放在敘述的上下文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得更加地深了…

馬太僅說：當祂出來的時候
馬太僅說：當祂出來的時候，
看到許許多多的人來到祂的面前，
如果說不是因為明白天父的心意、明白生命的方向、
明白祂要做成的事情 –
把百姓從罪惡裡面救出來，
跟困苦、艱辛的人同行同在的話，
怎麼能夠再走下去呢？
好同工被逼迫死了，前面的路要怎麼走呢？

一大群人來到祂的面前，
不 定了解 明白 欣賞祂
不一定了解、明白、欣賞祂，
只是基於一些很現實的理由，
比方祂有能力醫病、趕鬼，
也繼續做了，你相信跟著祂、可能會有一些好處。
在幾千的群眾裡面，大多數是基於本能的動機跟隨祂的：
好不容易有這樣的一個人，有這樣的魅力、能力，
也能夠做那麼多的奇事，就跟著祂吧！
有誰真的知道祂走的道路是怎麼樣的道路呢？
比方說在 約六 耶穌甚至明明地指出他們的想法：
他們跟隨耶穌是因為吃了餅，跟著耶穌一定有好處。
你也不能說他們是壞的想法，只是一個很現實的想法
你也不能說他們是壞的想法
只是 個很現實的想法 –
 沒有人知道所謂天父的心意是什麼
 沒有人在意所謂的從罪惡裡面拯救出來是什麼意思
就是很本能、很本能地跟隨這位耶穌。

義者的身影也許孤單，不僅僅是耶穌、是所有跟隨祂的人，
跟隨祂的人就是祂的門徒 神國的子民
跟隨祂的人就是祂的門徒、神國的子民，
再孤單也知道這位造物主同行、同在，
義者、所有跟隨耶穌的人，
也一定會看到別人、看到群眾、看到他們的需要，
然後會按著神的心意來去接觸 幫助 擁抱他們
然後會按著神的心意來去接觸、幫助、擁抱他們。
第一個義者約瑟就是這樣子：
睡醒的時候就把妻子娶過來，
然後馬利亞生了孩子、
大希律要逼迫 殺害 他們到了埃及
大希律要逼迫、殺害，他們到了埃及，
又從埃及上來猶大地，在加利利的拿撒勒...。
我們跟從耶穌的人其實也是這樣子：
一定也有孤單、曠野的時候，在孤單、曠野經過整頓，
對生命有 種看法了解之後
對生命有一種看法了解之後，一定會面對群眾，
定會面對群眾
可能大、可能少，就是一些他者在我們生命當中。

儘管是這樣子，耶穌還是牧養、餵飽他們，
耶穌還是鍥而不捨地到他們當中。
耶穌還是鍥而不捨地到他們當中
耶穌獨自到了曠野、然後再面對群眾，
這個落差真的是太大了：
 從孤單的小徑、到一個那麼大的舞台
 義者的道路並不容易走，祂的身影是孤單的，
可是他面對的群眾是那麼地廣大
不過這些廣大的群眾不見得一定是很明白祂，
不過這些廣大的群眾不見得
定是很明白祂，
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義者是需要曠野和孤寂，
祂需要孤單 孤寂 使得祂可以很細地端詳看自己的生命
祂需要孤單、孤寂，使得祂可以很細地端詳看自己的生命，
因為這種很誠實、很真誠對自己的生命的一種檢視，
歷那
義者的慰藉 安
祂可以經歷那位完全義者的慰藉、安撫。
也許在這樣一個獨自在曠野的經歷裡，
祂再 次地對於自己領受的使命和身分
祂再一次地對於自己領受的使命和身分，
有更進一步的一種體會、更確立的一種把握。

馬太福音記載一個又一個的義者，最高峰的就是主耶穌…
祂在野地裡面看到這許多的人，
義者憐憫、守護群眾，
群眾歡迎祂是因為利益，
群眾歡迎祂是因為利益
同樣因為利益，群眾會厭棄祂。
我想耶穌都會知道，可是耶穌毅然地來到他們當中，
我想耶穌都會知道
可是耶穌毅然地來到他們當中
憐憫他們，用了五個餅、兩條魚，
向天祝謝 擘開 餵飽他們
向天祝謝、擘開、餵飽他們。
這不是我們今天生活服事的一個提醒嗎？
從孤單的曠野走出來的時候 看到群眾
從孤單的曠野走出來的時候，看到群眾，
群眾有很多的理由來到我們的面前，
有 些比較好的 不很清楚 迷迷糊糊的 各樣都有
有一些比較好的、不很清楚、迷迷糊糊的，各樣都有，
惟有我們領受從神那裡來的詔命、明白祂的心腸，
我們忠心地去牧養他們，再孤單，也有那位
義者我們的神、我們的主耶穌的體會和同行。

天父，我們感謝你藉著你自己愛子的生命，
向我們展現如何走一條你悅納的生命之路。
我們 道這條
容易走
我們知道這條路不容易走，
有些日子比較平坦、有些日子比較迂迴，
有一些在曠野的時候有孤單的感覺，
也有一些時候是群眾的中間、很熱鬧，
卻是我們在熱鬧當中
也不免也有一些孤單的體會。
無論怎麼樣，幫助我們學像耶穌，
定睛地望天，知道我們所為何事，
知道我們如何地在我們的服事當中、生活當中，
像天父完全一樣。
幫助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服事，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們這樣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