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道？義道！

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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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在巳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人，
4 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對
葡萄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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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做工，
2 和工人講定
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
天 錢銀子 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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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約在酉初雇的人來了，各人得了一錢銀子。
10 及至那先雇的來了
及至那先雇的來了，他們以為必要多得；
他們以為必要多得；

誰知也是各得一錢。
11 他們得了，就埋怨家主說：
了
家
12 「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
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嗎？」
13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虧負你，
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嗎？
14 拿你的走吧！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
15 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
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
為我
16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
5 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
6 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裡，
就問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裡閒站呢？」
7 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
他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8 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
管
「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
從後來的起 到先來的為止
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

研讀馬太福音容易有一種錯覺 –
認為馬太福音強調行為 輕視恩典
認為馬太福音強調行為、輕視恩典。
馬太福音是很強調行為，
甚至會以行為作為 種義的表達
甚至會以行為作為一種義的表達，
不過裡面所說的行為，
 是基於耶穌教導的行為、
是基於耶穌教導的行為
上帝天父心意的行為
 行為就是信心的果子
登山寶訓到最後 七章 的時候，耶穌也是非常強調
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
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
 強調的不是行為使人贏取神的稱許、情愛，
而是 個嘗過神的情愛、憐憫、恩情的人，
而是一個嘗過神的情愛、憐憫、恩情的人，
必須在生活上有所表達
 耶穌說聽了祂的話、又按著祂的話去行的，
耶穌說聽了祂的話 又按著祂的話去行的
就好像房子建在磐石上

今天這個比喻裡面，將會看到很清楚 – 馬太強調恩典，
 不是說一個人可以靠著行為而得救
不是說 個人可以靠著行為而得救
 乃是行為彰顯那種飽嘗天父恩情、
飽嘗明白耶穌教導的一種生命
信仰的生命不是一條公式，可以那麼地簡單、約化的，
在這 35 集裡面，常常用一個比喻、一種講法說：
集裡面，常常用一個比喻 一種講法說：
信仰好像一條路、一條義道、神的國的義。
如果這是一條義道的話，
如果這是
條義道的話
這義道就不是用公式可以計算的，
 在這個義道走的那種生命，
不是我們說的一種計算的行為，
或憑自己的力量可以駕馭 建築的
或憑自己的力量可以駕馭、建築的
 在義道上面走著那種的生命、生活、行為，
是從感悟天父的恩情 瞥見天父的面容
是從感悟天父的恩情、瞥見天父的面容，
而形成一種的生命

這兩個故事放在一起，不是讓人很沮喪嗎？
一般的人、社會、國家，都是透過自己的計算
般的人 社會 國家 都是透過自己的計算
去做合理的事情，以收取更大的利益，
這樣看起來是一般人心裡面所說的公平。
 國家，是寧願接收難民、
還是寧願接收投資移民呢？
 學校，希望接收的是背景好、成績優秀的學生呢？
還是希望接收貧窮 資質平凡的學生呢？
還是希望接收貧窮、資質平凡的學生呢？
在 十九章 這個比喻之前，彼得跟耶穌說：
已經撇棄 切來跟從耶穌 將會得到什麼呢？」
「已經撇棄一切來跟從耶穌，將會得到什麼呢？」
彼得以為第 一代門徒…，理應得到最大的賞賜，
跟著最前的 應該得的最多 看得最清楚
跟著最前的、應該得的最多，看得最清楚。
十九30 在前的在後、在後的在前。
這不很讓人覺得困惑嗎？
可是再沮喪、困惑，也不比葡萄園故事裡的幾個工人。

細讀馬太福音的人，沒有自義、傲慢的理由；
會知道饒恕別人 不是因為自己比較好；
會知道饒恕別人，不是因為自己比較好；
知道擁有的人，不是因為
自己比別人更勤勞、付出更多。
對自我感覺良好的人而言，馬太福音的信息
不僅僅聽不進去，甚至讓聽的人感覺到困惑 失望，
不僅僅聽不進去，甚至讓聽的人感覺到困惑、失望，
甚至生氣、忿忿不平，這個比喻就是
要讓那些覺得自己可以配得更多的人，
感覺到不平、感覺到困惑。
–
 有財有德的人，不是天國子民的候選人，
個有很多的家財 做了很多人認為是很好的事情的人，
一個有很多的家財、做了很多人認為是很好的事情的人，
來到耶穌面前，可是沒能進天國 (十九16~24)
 反而是一個小孩子、或是小孩子所象徵代表的人，
反而是 個小孩子 或是小孩子所象徵代表的人
一無所有、一無可誇，才是進天國的人 (十九13~15 )

太十九 開始，就把這樣的一個信息帶出來

這個比喻講到一個葡萄園的主人，因為可能要收割了，
需要 些 人來到他的園裡面來 作
需要一些工人來到他的園裡面來工作。
其實葡萄園主人去找工人是尋常不過的事情，
巴勒斯坦在要工作的時候，是每天看到的，
所以就去市場去找那些待聘的工人。
清早的時候去找了一批、
清早的時候去找了
批
議好了價，就開始幹活了
 也許是收割的時候很多工作，所以這個園主
就在早上九點的時候，再去找一批人進來做
 第二批的人加入來工作
第二批的人加入來工作，好像沒能做完，
好像沒能做完
所以在中午、三點、接近那天工作要完畢時，
再分別 出去找了幾批的
再分別地出去找了幾批的工人


這也不足為奇，
有時候估量工作 跟工人的比例不太準確
有時候估量工作、跟工人的比例不太準確，
這也是常常有的情況。

奇怪的是，在發工資的時候，在後的在前…
也就是先發給晚來的工人 最後才發給清早來的 批
也就是先發給晚來的工人、最後才發給清早來的一批。
最早來到葡萄園的工人，站在領錢的最後，
心裡面一定在琢磨著 –
自己既然是最早來的、工作也就多了，
這樣的話 定有更多的薪水，
這樣的話一定有更多的薪水，
這是很自然的、很公平的、多勞多得。
可是當他們越來越靠近發薪水給他們的那個人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好像差不多一樣的工資
 到了他們自己去領取工資的時候
到了他們自己去領取工資的時候，
才發現果然他們領受的、跟先前的人是一模一樣…
管你是
管你是六點清早、九點早上、中午十二點、
清早
早
中午十
下午三點、傍晚五點來工作的，
中間差了有好幾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可是拿的薪水都是一樣。

想像我們一起排隊，有一個大的帳幕在我們前面，
我
我們很早就來了、後面就有很多人跟著我們在輪候著，
來
有 多
著我
著
我們都很焦急、可是也很興奮、很多的期望，
希望等帳幕 拉開的時候 就可以按著次序
希望等帳幕一拉開的時候，就可以按著次序
一個一個進去了，想像這是一個筵席，好得無比…
可是主事人說進場的次序，從隊伍的後面開始，
可是主事人說進場的次序
從隊伍的後面開始
站在前面的人就很不高興 – 我們一早就來、
他們才剛到不久 怎麼可能這樣子？
他們才剛到不久，怎麼可能這樣子？
我們就據理力爭、抗議不絕。
主事人來到我們的身邊、把帷幕拉起來，
主事人來到我們的身邊
把帷幕拉起來
發現帳幕的另一邊是一條很長...的隊伍，
都等候著進入天國的筵席，仔細看這個隊伍，
以前的老牧者、宣教士，也在隊裡面，
馬丁路德 保羅 彼得 約翰…
馬丁路德、保羅、彼得、約翰
他們站得很遠很遠...的前方。

所以這些最早來到葡萄園工作的一批工人，就忿忿不平、
向家主投訴 多勞不是應該多得嗎？
向家主投訴：多勞不是應該多得嗎？
主人就說：「我有虧負你們嗎？
我們不是議好了價 錢銀子嗎？
我們不是議好了價一錢銀子嗎？
難道我不能按自己的意思用我的財物嗎？
還是你嫉妒我的良善呢？」
 這些工人沒有話講，可是一定很忿忿不平的
 現代人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現代人讀這段經文的時候，也許也認為他們有理
也許也認為他們有理
可是這不是園主的理，如果他們突然間發覺
們所持的 不過是自以為是的
不是真 的
他們所持的理不過是自以為是的理、並不是真正的理，
也許就不會忿忿不平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排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排隊
按著次序，先來的排在前面；
如果那個讓他們進去的人，從隊尾開始的話，
第一個排隊的人心裡，一定覺得不舒服、很不高興。

進天國的次序是從後面開始，我們的心很不平、很不服氣，
可是看到這些比我們還要早排在隊伍裡面的人，
可是看到這些比我們還要早排在隊伍裡面的人
這些先賢朝我們這邊看、微微笑、點一點頭，
才知道我們沒有什麼比人強，可以進入筵席，
能夠在這個隊伍排列著，已經是神的恩典。
如果以為自己很早就排隊，有比我們更早的人
如果以為自己很早就排隊
有比我們更早的人
 如果以為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人比我們做得更多
 如果以為自己付出了很多、犧牲了很多的話，
仔細看看這條隊伍、兩千年基督教的歷史、
神子民的路軌 看到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人
神子民的路軌，看到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人，
比我們更早排在這個隊伍，付出更多、犧牲更多！


在前的在後、在後的在前，先進、後進，不是最重要的，
在前的在後、在後的在前
先進 後進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得以在這個行列的裡面，是神的恩典，
憑什麼我們可 眼紅 可
憑什麼我們可以眼紅、可以以為不公平呢？
為不公平呢？
這是馬太福音表達所要講解的恩典的意思。

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我們總是喜歡將自己與別人比較，
覺得自己比別人多 比別人勤勞
覺得自己比別人多、比別人勤勞、
比別人早、比別人付出更多。
這個比喻提醒我們：
 也許不應該跟別人比較
 也許應該要做的，是看清楚這位把我們從市集
拉到葡萄園裡面，使得我們有分的這位園主
你自己覺得你是早來的、還是晚來的工人？
你信主多年、或是你在教會裡面的服事，
不知道你怎麼樣定位自己？
當你讀這個比喻的時候，覺得自己是清早六點鐘就來、
還是九點早上 中午 下午三點 五點？
還是九點早上、中午、下午三點、五點？
你怎麼樣看待自己？
會不會覺得你所領受的是不公平的
會不會覺得你所領受的是不公平的，
因為你付出很多很多？

親愛的天父，我們謝謝你，
你是那位恩慈憐憫的神，
你讓我們能夠進入這個葡萄園、
你讓我們能夠進入這個葡萄園
有分於你自己，我們感謝你。
可是有太多的時候，我們把焦點從你的身上
挪移到我們的能力、我們的經歷、我們所付出上面，
所 我們看見的不是你的憐憫恩典
所以我們看見的不是你的憐憫恩典，
而是我們付出了多少、我們走在多前。
帶著這種想法，使得的我們生命裡面
充滿了爭競、充滿了比較、充滿了不平。
求主幫助我們藉著這個比喻，
讓我
讓我們再一地定睛仰望我們的耶穌基督。
地定睛仰望我 的
基督
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希望今天主的這個比喻，能夠讓我們把焦點
從我們身上 轉移到葡萄園的主人的身上
從我們身上、轉移到葡萄園的主人的身上，
如果能夠這樣的話，也許我們生命中那一種的
不平、糾結、艱困、不服氣，就不再干擾我們，
不再成為我們走在義道上的那種攔阻了。
你有你的葡萄園嗎？你的葡萄園究竟是什麼地方？
在這個葡萄園裡面你有看到不同時候工作的人嗎？
你怎麼看待他們？
我希望你看他們的時候，是因為你看到那位主人，
然後你會珍惜一起同工的人，有些比你早、有些比你晚，
你要記得：你不是最早的，有人比你更早
你付出的不是最多的，有人比你更多
在葡萄園裡面、在天國裡面，
不是因為我們做了多少 來多早來決定
不是因為我們做了多少、來多早來決定，
我們得以在其中，是因為這位葡萄園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