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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三 1~12領袖的身影領袖的身影

1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

2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2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3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

4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但自己 個指頭也不肯動

5他們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

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繸子做長了，

6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裡的高位，

7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

太廿三 1~12領袖的身影領袖的身影

08 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夫子；

你們都是弟兄。你們都是弟兄

09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

10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

就是基督。

你們中間誰為大 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11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

12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根據學者的研究，

馬太福音記述耶穌對文士或法利賽人的批評馬太福音記述耶穌對文士或法利賽人的批評…

一、第一代的基督徒在耶穌離開之後，

慢慢組成了教會 可能在 AC80慢慢組成了教會，可能在 AC80 ，

信仰群體教會跟猶太會堂有一種張力，

形成在福音書形成在福音書，

對法利賽人、文士，相當嚴厲的批評

二 福音書所說的這種張力二、福音書所說的這種張力，

可能也是對群體裡面的提醒，

不見得只是批評法利賽人、文士。不見得只是批評法利賽人、文士。

爭排名、爭作老大，

有哪 卷福音書是沒有記載門徒比較？有哪一卷福音書是沒有記載門徒比較？

有哪一卷書不是直接或是間接地告訴我們，

門徒常常爭論誰為大的呢？門徒常常爭論誰為大的呢？



其中大家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雅各、約翰兄弟，

來到耶穌 前說 「你得國的時候來到耶穌面前說：「你得國的時候，

讓我們一個在你左邊、一個在你右邊。」

門徒聽了都非常的不高興門徒聽了都非常的不高興，

如果雅各、約翰坐在耶穌的右、左邊的話，

他們倆就比其他的人更重要、更大了。他們倆就比其他的人更重要、更大了。

這是門徒覺得不滿、不高興的，

因為他們也不甘低於約翰跟雅各。因為他們也不甘低於約翰跟雅各

彼得在耶穌三次地問他：「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

肯定彼得將來為福音的緣故、為了神的緣故，肯定彼得將來為福音的緣故、為了神的緣故，

要被殺、受害、殉道，在這個話講完之後…
約廿一21-22 彼得就問耶穌說：「這人將來如何？ 」約廿 21 22 彼得就問耶穌說 這人將來如何？ 」

他說的就是主所愛的門徒。耶穌對他說：

「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吧！」

彼得就有那種我是這樣下場的話，這一位是怎麼樣呢？

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 AC80 會堂與教會之間的衝突，

就是很早期跟從耶穌的基督徒 門徒 已經有這種張力就是很早期跟從耶穌的基督徒、門徒，已經有這種張力。

馬太福音登山寶訓其中一段，六1~18 我們也曾研習過的，

耶穌不是提醒聽祂講論的人 包括門徒還有其他的人耶穌不是提醒聽祂講論的人，包括門徒還有其他的人，

「行善不為人所看、禱告不為人所知」嗎？

當祂這樣講時 就假設了有些的聽眾 包括門徒 群眾當祂這樣講時，就假設了有些的聽眾，包括門徒、群眾，

會有這樣的一種趨勢，就是想讓人知道他們行善、

讓人知道他們敬虔、禱告、禁食讓人知道他們敬虔、禱告、禁食..

我們在讀這段經文的時候，不要以為這是

猶太領袖的問題猶太領袖的問題

 AC80 教會跟會堂之間的衝突

都是猶太人的領袖、文士、法利賽人都是猶太人的領袖、文士、法利賽人

不！這邊講的也是教會裡面的問題，

所以這不僅僅是批評當時候的宗教領袖，所以這不僅僅是批評當時候的宗教領袖

也是對於耶穌的跟從者、門徒的一個提醒。

這段經文對我們也很有意思，就是

這 單 是兩千年前教會的問題這不單只是兩千年前教會的問題，

也是兩千年後今天教會、教會領袖的問題。

耶穌沒有否定領袖 祂倒是警戒耶穌沒有否定領袖，祂倒是警戒：

必須辨識領袖的言說和生命的距離，

這個距離應該是越來越近這個距離應該是越來越近，

最理想的就是言行合一。

讓我們覺得沮喪 難過的 是說的 套 做的 套讓我們覺得沮喪、難過的，是說的一套、做的一套，

外表是很虔誠，實際是另外一回事。

今天的社會不太看重一個人的言說 和他生命之間的距離，今天的社會不太看重一個人的言說、和他生命之間的距離，

會很明顯地將兩個分開

很看重一個人的功能性，他能做就好，很看重一個人的功能性，他能做就好，

跟他的生命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只要他在專業上面表現得好，只要他在專業上面表現得好

其他的東西不很重要

慢慢地人就會發現：一個人再有才幹、再有恩賜，

如果他的生命出了問題 那些才幹 恩賜如果他的生命出了問題，那些才幹、恩賜…
早晚也會成為帶來重擔、帶來問題的，

不見得會帶來群體 不論社會 教會，帶來福氣的轉變不見得會帶來群體 – 不論社會、教會，帶來福氣的轉變。

越來越多地讓人看見，生命跟言說之間的重要性，

或說表裡 致的人是非常重要或說表裡一致的人是非常重要

不然的話，有再大的能力、再大的恩賜的人，

他就可以做更大的惡、加速社會的下墜！他就可以做更大的惡、加速社會的下墜！

有人曾經這麼講：學位與人格沒有必然的關係，

一個人他可以有很高的學位，可是人格不一定很高；個人他可以有很高的學位，可是人格不 定很高；

一個人沒有什麼學位、甚至沒有機會接受教育，

他的人格不一定就是低下的。他的人格不 定就是低下的

社會看的是一個人的才幹、掙的錢、開的車、

住的房子…，而不太在乎他的人格是怎麼樣，住的房子… 而不太在乎他的人格是怎麼樣

宗教領袖的生命與教導，也沒有必然的關係。



領袖，不僅僅是宗教的、或是社會的，

都應該是有所擔當 表裡 致的人都應該是有所擔當、表裡一致的人。

對領袖只講求功能和表現，

這個群體早晚要下墜這個群體早晚要下墜

沒有擔當、不願意濟弱扶傾的領袖，

建立的必然是一個冷漠、涼薄的組織建立的必然是 個冷漠 涼薄的組織

冷漠、涼薄的組織講求的是數字

帶領的領袖，計較的是曝光率、榮譽、別人的恭維帶領的領袖 計較的是曝光率 榮譽 別人的恭維

拉比將繫於頭和手上的帶加寬，

確保每一個人都看見；確保每 個人都看見；

現代的領袖將自己的名片寫得滿滿的，

藉著不停地奔跑和現身，確認自我，藉著不停 奔 和 身 確 自我

並以出席各種不同的場合，

提醒別人自己的重要性。

這不很像耶穌講論裡面的宗教領袖嗎？

好幾年前，我在一個宗派裡、參加一個國際的會議，

在這樣的 個場合在這樣的一個場合，

有專心工作將這個會議辦好的同工

 些宗教領袖很計較這樣曝光的機會一些宗教領袖很計較這樣曝光的機會，

可以把影像、信息，傳到世界的角落的

就有一個宗教領袖，就有 個宗教領袖，

沒有被獲邀請上台發言而耿耿於懷，

甚至私下寫信投訴負責人辦事不力。甚至私下寫信投訴負責人辦事不力

可是我們參加這個會議的時候，發覺整個會議辦得挺好的，

也就是因為沒有邀請某一個人上台，而引起這樣的投訴。也就是因為沒有邀請某 個人上台，而引起這樣的投訴

也許看自己看得比別人都要大，

甚至比整個會議都還要大，甚至比整個會議都還要大

這樣領袖的身影是一個怎麼樣的身影？

這樣一個領袖帶領這個群體，

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群體呢？

信仰群體的事奉、社會國家的服務，

如果圖的是個人 或是家族的利益如果圖的是個人、或是家族的利益，

爭坐領袖的位置、爭取曝光，

藉著種種的方式希望別人記得、享受別人的恭維，藉著種種的方式希望別人記得、享受別人的恭維，

這些幾乎是必然的，因為這一切都指向

更寬的網絡、更多的人脈、最終就是更多的利益。更寬的網絡 更多的人脈 最終就是更多的利益

如果信仰群體、社會的領袖、精英，

知道天父是他們終極負責的對象，知道天父是他們終極負責的對象，

一定不會計較有沒有人認識他們

也必然不會因為座位安排而生氣也必然不會因為座位安排而生氣

也不在乎有沒有人尊稱他主席、會長、總裁…

他們心裡很清楚，他們心裡很清楚

在造物主的面前、跟隨著基督的背後，

他們不過是僕人、是佣人，他們不過是僕人 是佣人

而其他的人都是他的弟兄姐妹。

在看這一集的時候，讓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領袖 是社會的領袖？還是教會的領袖？如果你是領袖，是社會的領袖？還是教會的領袖？

你是人眼中看為的精英嗎？如果是的話 –
你會因為別人不認識你 沒有把你放在高位你會因為別人不認識你、沒有把你放在高位、

沒有尊稱你，你不滿嗎？

如果有的話 我希望今天這段的經文 耶穌的講論如果有的話，我希望今天這段的經文、耶穌的講論，

能夠讓你對自己的身分有再一次地認識：

我們不過是領受神而來的、託付給我們的才幹、恩賜我們不過是領受神而來的、託付給我們的才幹、恩賜

真正量度我們、使我們生命負責的是那位天父、

是我們所跟隨的耶穌基督是我們所跟隨的耶穌基督

我們沒有必要極力地去圖別人的肯定、讚賞；

因為這個緣故，因為這個緣故，

我們也不會因為別人疏忽、沒有看重我們，

而心裡覺得不平、不高興、而心裡覺得不平 不高興

甚至產生奇怪的想法、甚至行動。



信仰群體、或是社會的領袖、精英，如何能夠

真正認識自己是「受託的身分 呢？真正認識自己是「受託的身分」呢？

如果能夠清楚地知道：

教會的主是耶穌基督教會的主是耶穌基督

我們整個生命所要彰顯的，不過就是

耶穌所說的：「你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耶穌所說的： 你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 樣。」

明白我們的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

也許會看到自己不過是「受託的身分」 。也許會看到自己不過是 受託的身分」

如果能夠明白之所以有這樣的才幹、位子、身分，

並不因為自己比別人優秀，而是我們也不知道情況之下，並不因為自己比別人優秀 而是我們也不知道情況之下

生來就有這一種的條件，也許是一個比較好的

家庭環境、學習比較快、比較聰明、能幹，家 環境 學習 較快 較 能幹

不是我們自己可以得到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是與生俱來的，

這些是恩賜、這些是恩典！

如果我們好好地去使用成為別人的祝福的話，

這受託的 會成為 個流通 管子 成為多這受託的就會成為一個流通的管子、成為多人的祝福

如果我們不知道這是受託的，也許會運用這些條件

建立自己的名聲 權力 網絡建立自己的名聲、權力、網絡，

這樣做，會越來越離開天父、

越來越離開所跟從的主越來越離開所跟從的主

結局幾乎是可以預定的 –
我們會使別人活在很重的擔子之下我們會使別人活在很重的擔子之下

別人的、我們的生活，都會在苦痛的裡面

領袖、精英的，沒有必要把自己看得太過重要，領袖、精英的，沒有必要把自己看得太過重要，

不是領袖、精英的，

也沒必要去奉承、諂媚領袖、精英。也沒必要去奉承 諂媚領袖 精英

我們都是在主的恩慈裡面，蒙召、蒙憐憫成為一群，

求主幫助我們彼此守望、彼此幫助，求主幫助我們彼此守望 彼此幫助

建立各自的生命、建立群體的生命。

親愛的天父，我們再一次地謝謝你，

你幫助我們認清我們自己的本相你幫助我們認清我們自己的本相，

 很多的時候我們有的條件，

會使我們看不清自己的幽暗會使我們看不清自己的幽暗

 甚至因為這些條件，

我們更加地會為自己來盤算、計畫，

使得我們忘記了主的恩慈、離開主的道路

求主憐憫我們，幫助我們，

走在義道上面 緊緊地跟隨你走在義道上面，緊緊地跟隨你。

我們中間當領袖的學像主耶穌基督，

服事別人、成為僕人，不以自己為過於所看的。服事別人、成為僕人，不以自己為過於所看的。

求主幫助我們觀眾朋友，

不是領袖、精英的，也合乎中道地看待自己和別人，不是領袖、精英的，也合乎中道地看待自己和別人，

讓整個群體在神的面前是一起地成長。

這樣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這樣的禱告靠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