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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生命的教導-01 
生命的長大成熟 

⾺馬太福⾳音 18:1-5 

 
唐興 牧師 

 
經文： 
1-檢視本性的自我。 

當時，⾨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裡誰是最⼤的？”2	耶穌便叫⼀個⼩孩⼦來，使他
站在他們當中， 
At that time the disciples came to Jesus, saying, “Who is the greate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2 And calling to him a child, he put him in the midst of them 3 and said, “Truly, I say to you, unless 
you turn and become like children, you will never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4 Whoever 
humbles himself like this child is the greatest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5 “Whoever receives one such child in my name receives me, 
 
2-天國生命的長大。 

3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孩⼦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4	所以，
凡⾃⼰謙卑像這⼩孩⼦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的。 
 
3-天國生命的彰顯。 

5	凡為我的名接待⼀個像這⼩孩⼦的，就是接待我。  
 

前言：「美國福音」。有⼀一位牧師到⼀一個路路德宗的⼤大教會向100多位決志信主的學⽣生和他

們的⽗父⺟母講道，他問聽眾：你們知道基督為你們的罪死了了的⼈人請舉⼿手。當然，每⼀一個⼈人都

舉⼿手了了。然後，他請所有決志者的⽗父⺟母向他們決志的孩⼦子說明，耶穌的死為什什麼可以洗淨

他們的罪。藉著何種cosmic mechanism 使得耶穌的死解決了了你個⼈人罪的問題。他看到

所有⽗父⺟母⾯面帶難⾊色的說：「我不知到如何做到的，我只知道是真的」。這是 近⼀一部紀錄

片的開始部分。片名叫做「美國福⾳音-被釘⼗十字架的基督」（American Gospel-Christ 

Crucified）2019年年出，關於美國Emergent Church「新興教會」的現象；另⼀一部叫做

「美國福⾳音-唯獨基督」（American Gospel-Christ Alone）2018年年出，關於美國教會

成功福⾳音的現象。這是兩兩部值得看的影片，指出了了當代美國教會普遍的問題：他們所傳的

福⾳音出了了問題。基督徒⽣生活⾏行行為和思想取決於他們對福⾳音的認識，⽽而福⾳音的認識⼜又關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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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救恩。今天的經⽂文講到使徒們爭論誰⼤大，其原因就在於他們還不明⽩白福⾳音。耶穌

指出他們若若不回轉就斷不得進天國。 

 

結構。整個18章的論述，是被兩兩個問題所引導出來來的⼀一個連續的教導。第⼀一個問題是第1

節的：「天國裡誰是 ⼤大的？」；第⼆二個問題是第21節的：「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

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 

 

主題。這整個連續的教導，延續了了前⾯面的⾨門徒訓練課程。因為⾨門徒所問的問題，彰顯出他

們對神國度的理理解程度還不夠，看不出他們屬靈⽣生命的成長。這兩兩個問題告訴我們，這些

將來來要成為新約教會的建造者，他們的屬靈⽣生命還有許多成長的空間。因此，這兩兩部分的

主題都是在論述天國⽣生命的長⼤大成熟。 

 

背景。耶穌在這裡教導⾨門徒是要他們更更了了解神的國度。這些⾨門徒在跟隨耶穌旅⾏行行佈道的⽇日

⼦子裡，⾃自然形成了了⼀一個關係密切的團體。他們⼀一起⽣生活，他們⼀一起上神學課，他們⼀一起事

奉主，⼀一起傳道醫病趕⿁鬼。在這樣的團體⽣生活事奉中，⾃自然會產⽣生摩擦，無可避免地會產

⽣生衝突。第1節和第21節的問題，凸顯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因此，耶穌就利利⽤用這個機會，

在這裡教導他們如何在教會的⽣生活中與其他⾨門徒相處。並且如何在這樣團體，就是在教會

中操練⾃自⼰己，在屬靈⽣生命上長⼤大成熟。18章中有五個論述，1-5節是第⼀一個論述。 

 
中心思想：天國生命的檢視長大與見證。 
 
經文解釋： 

 

1-檢視本性的自我。「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裡誰是最大的？”2 耶穌便叫

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 

「當時」。經⽂文⼀一開始⾺馬太⽤用「當時」作為與前⾯場景的連結。表⽰示這裡所開始描述的事

情，發⽣生在前⾯面的事件的當時。為什什麼繳納聖殿稅的事會引起這個問題？耶穌與彼得討論

繳納聖殿稅的時候，提到地上君王的兒⼦子們，擁有與外⼈人不同的地位。如果天國和地上的

國有同樣的原則，那麼天國是否有不同的階層呢？耶穌在前⾯面繳聖殿稅的事清上，清楚指

出⾨門徒們和耶穌都具有神兒⼦子的⾝身分，他們需要更更進⼀一步的說明。因此，他們問「天國裡

誰是最大的」。這是⾺馬太福⾳音的背景。 



 3 

 

「天國裡誰是最大的」。如果我們從⾺馬可福⾳音的描述來來看。9:33節說：「33 他們來到迦

百農。耶穌在屋裡問門徒說：“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甚麼？”34 門徒不做聲，因為他們在

路上彼此爭論誰為大。」⾺馬可的描述比較尖銳，他凸顯了了⾨門徒被耶穌問到他們在路路上爭論

什什麼的時候，他們為⾃自⼰己的驕傲⾃自⼤大，對⾃自我利利益的爭論感到難為情，⽽而不做聲。因為主

耶穌光照了了他們的⼼心思意念念，他們不得不⾯面對⾃自⼰己天然本性的真實⾯面貌。 

 

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情況。主耶穌⼀一再的教導他們神國度的真理理：1）5-7章的登⼭山寶訓

(The Sermon on the Mount)，耶穌教導他們八福，以及律律法的精意；2）第10章，

(Training of the Twelve) 耶穌開始正式⾨門徒訓練，其中10:38節，祂教導⾨門徒背負⼗十字架

的道理理；3）13章，(Parables of the Kingdom) 是耶穌教導7個天國的比喻（1-撒種，2-

麥⼦子和稗⼦子，3-芥菜種⼦子，4-麵酵，5-藏寶，6-尋珠，7-撒網；⽂文⼠士受教）他們的屬靈

⽣生命是要在⼀一個混雜的團體中成長結果⼦子的；4）然後就是18章我們要開始思想的經⽂文，

Life of the Kingdom 耶穌繼續天國⽣生命的教導；5）到了了24-25章，橄欖⼭山聖訓 (Olivet 

Discourse) 是關於耶穌再來來的問題。 

 

⾨門徒爭論誰⼤大的問題⼀一直重複發⽣生。到了了20:20-28節，約翰和雅各的⺟母親居然來來到耶穌

的⾯面前，替她的兩兩個兒⼦子求神國的⾼高位。其他的⾨門徒就開始對這兩兩兄弟惱怒。他們的反應

告訴我們，他們也好不到那裡去。所有的⾨門徒都是⼀一丘之貉。路路加福⾳音22章告訴我們，

在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們居然還在爭論這件事。難道他們對耶穌將要為他們

受苦死亡⼀一點都不在意嗎？他們只想到⾃自⼰己的利利益，只想到⾃自⼰己。他們完全無法擺脫⾃自我

的問題：野⼼心，驕傲，⾃自私，⾃自我榮耀都隱藏在⾨門徒的爭論、摩擦的關係中。這些⼈人是將

來來耶穌託付他們建造教會根基的⼈人。但是，耶穌⼀一直耐⼼心反覆地教導他們神國的道理理。 

 

其實，不管是什什麼團體，教會也好，公司也好，運動隊也好，如果這個團體不能和睦相

處，互相不服，那麼這個團體 後必定走向瓦解的命運。但是如果是教會就更更嚴重了了，因

為這牽涉到個⼈人救恩的問題。在教會團體中是否和睦相處，牽涉到個⼈人救恩的問題。⽽而這

正是⾺馬太福⾳音18章的重點。教會 重要的問題是個⼈人救恩的問題。當教會的成員都清楚

認識到這個問題，就是教會開始成長的時候。這也是耶穌要處理理的事。他的⽅方法就是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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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地⽤用不同的⽅方法來來教導祂的⾨門徒。耶穌的執事僅是傳講神國的道，使⼈人明⽩白神的道是聖

靈的⼯工作。耶穌必須以恆久忍耐的愛⼼心事奉祂的⾨門徒。 

 

其實，在這時候⾨門徒應該知道彼得應該是他們中間 ⼤大的。彼得說他們的領導。他們知道

彼得是他們的發⾔言⼈人。他們知道彼得是在海海上企圖⾏行行走的⼈人，他們都沒有那樣的信⼼心。他

們知道耶穌和彼得關係 親密。他們知道彼得是被稱為磐⽯石的⾨門徒。他們知道彼得是看到

耶穌變相的三位⾨門徒之⼀一。他們知道彼得是親⾃自領受天⽗父啟⽰示耶穌是基督和神的兒⼦子的。

他們知道彼得是負責替耶穌繳納聖殿稅的。你會以為這些⾨門徒會說：「既然如此，我們就

接受彼得作為我們的領導吧！」但是⼈人不會這樣看的，⼈人的本性總是看到其他⼈人失敗的地

⽅方，看到其他⼈人的缺點。彼得常被主耶穌責備，甚⾄至於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

⽽而且彼得顯然在聖殿稅的神學議題上與耶穌不合。這些事可能造成⾨門徒對彼得不服。 

 

天國的定義。有⼀一位聖經注釋者（巴克萊）這樣說：「他們問的這個問題，事實上就彰顯

了了他們對於神的國度是毫無概念念的。」這樣的解釋是正確的。因為耶穌在天國的比喻中

說，「⼈人聽道明⽩白了了，後來來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門徒之間的

衝突表⽰示他們還不明⽩白神的國度。因此耶穌就⽤用了了⼀一種不同的⽅方法來來教導他們。因為他們

已經聽過⼗十字架的道理理，他們的問題是：他們不認識⾃自⼰己。 

 

「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主耶穌⾸首先要做的是要他們從⼩小孩⼦子的

⾝身上看到⾃自⼰己的愚昧，看到他們追求⾃自我榮耀是⼀一種幻覺。18章幾乎⼤大部分都在講「⼩小

孩」。耶穌⾸首先要⼩小孩站在他們中間。路路加福⾳音說耶穌「⼜又抱起他來來」（路路9:36）；⾺馬

可福⾳音說「叫他站在⾃自⼰己旁邊」（9:47）。這時候⾨門徒⼀一定感到非常慚愧，耶穌明顯地

與⼀一個⼩小孩認同，和他們區分開來來。然後耶穌開始再⼀一次地，⽤用不同的⽅方式來來教導他們福

⾳音的原則。他⾸首先要⾨門徒認識到⾃自⼰己的光景，顯明他們與耶穌和⼩小孩站在不同的地⽅方。他

們的表現沒有彰顯出神國度的⽣生命特質。他們沒有彰顯⼗十字架⽣生命的特質。 

 

結論。John Charles Ryle 萊爾，在他所寫的《與神同⾏行行》的書中⼀一開始就講到「⾃自我省

查」Self-Examination。這是福⾳音的第⼀一步。耶穌必須使⾨門徒認識到⾃自⼰己的罪性。耶穌

當時如何教導使徒，祂也⽤用同樣的⽅方式教導我們。我們需要被神的話光照，看到⾃自⼰己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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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喜歡尋求⾃自⼰己的榮耀，利利益，和地位的。我們需要⾃自我檢視：⾃自⼰己是否在許多的地⽅方

看到內⼼心的⾃自我。因為，認識⾃自我是屬靈⽣生命成熟的第⼀一步。 

 

2-天國生命的長大。「3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

不得進天國。4 所以，凡 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 

 

「耶穌說」。耶穌要使祂的⾨門徒屬靈⽣生命長⼤大成熟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地，重複地，在

不同的環境中教導同樣的真理理——神的國度和⼗十字架的道理理。這些真理理耶穌以前都教導過

了了。耶穌現在換了了⼀一個⽅方式來來教導他們，神國度和他們屬靈⽣生命之間的關係。祂告訴⾨門

徒：他們的⾏行行為牽涉到他們是否活出天國⽣生命的特質。除非他們彰顯出天國⽣生命的特質，

他們是無法進入神的國的。換⾔言之，他們稱義的信⼼心是死的，是結不出果⼦子的。⼗十字架和

神國度的真理理在他們裡⾯面沒有成為主導他們⼼心思意念念的⼒力力量量。因此，耶穌⽤用了了強調、警

告、負⾯面的語⾔言，提醒他們的屬靈⽣生命正處在危險的道路路和領域中。他們需要「回轉」。 

 

「回轉」，不是從外⾯面來來模仿⼩小孩⼦子的⼀一些道德⾏行行為上的特質。我們都喜歡⼩小孩⼦子，因為

⼩小孩⼦子天真、純潔、簡單、柔弱（沒有受到太多的污染，他們的罪性還沒有發展出來來）；

⼩小孩⼦子順服和受教（他們聽從⼤大⼈人的教導，願意學習）。這些都是⼩小孩⼦子的⼀一些道德特

質。但是耶穌並不是要⾨門徒去遵⾏行行某種道德規範，使⾃自⼰己變得更更好。這裏的觀念念和重⽣生是

⼀一樣的，重⽣生不是要我們重新從⺟母親的肚⼦子裡⽣生出來來。重⽣生是講到新⽣生命的開始。這裏的

回轉是講到新⽣生命的長⼤大成熟。 

 

「回轉」[στρέφω]（strepho）這個字應該被理理解為「歸正」的意思，和徒3:19節，「所

以你們當悔悔改『歸正』」[ἐπιστρέφω] (epi-strepho) 是同樣的意思。回轉就是歸正悔悔改

的意思。悔悔改是⼼心思意念念的轉變。在希臘⽂文聖經字典的定義是：「內⼼心轉向，改變，轉

換」（BDAG）。因此，「成為⼩小孩⼦子」的教導，不是要⾨門徒去模仿或採取⼩小孩⼦子的某些

道德上的特質，如同：天真、柔弱，受教，對⼤大⼈人信靠。⽽而是⼼心思意念念上產⽣生根本特質上

的改變。這種的改變是聖靈的⼯工作。聖靈在重⽣生得救的⾨門徒內⼼心運⾏行行，透過耶穌不斷地，

重複地，⽤用不同的⽅方式傳講神國的道，使他們明⽩白神在他們⾝身上的⼯工作——新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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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賽

35:5-6）。「瞎⼦子看⾒見見，聾⼦子聽到」是指悟性被開啟光照，這是聖靈透過神的道在⼈人內

⼼心的⼯工作。「瘸⼦子跳躍；啞巴歌唱」是指外在⾔言語⾏行行為的改變，這是聖靈透過神的道在⼈人

內⼼心⼯工作所產⽣生的外在果效。這是福⾳音，不是律律法。「回轉成為⼩小孩」是⼀一種內在的改

變，所產⽣生的外在的果效。是福⾳音的真理理藉著聖靈的運⾏行行，所彰顯出來來的⾔言語和⾏行行為的轉

變。 

 

「成為小孩子」。問題是：耶穌為什什麼在這裡要⽤用⼩小孩⼦子作為例例⼦子呢？這種內在的改變所

產⽣生的外在果效與⼩小孩⼦子有什什麼關係呢？這個答案在耶穌接下來來在第4節說的：「所以，

凡 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裡就是最大的。」「⾃自我謙卑卑」這是⼀一種有意識的

主觀的⾏行行動。「謙卑卑」 [ταπεινόω] (tapeinoo) 是動詞，是「降低」的意思（BDAG）。 

耶穌⽤用「這⼩小孩」作為和⾨門徒⼼心中⼼心思意念念的對比。⾨門徒⼼心中是要追求神國度的權柄和地

位。⽽而「⼩小孩⼦子」是處於社會階層的 低位置。耶穌的回答顛覆了了⼈人對權柄地位的認知：

在神國度中的地位是謙卑卑降低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具有可以施展權⼒力力的地位。孩童的謙卑卑

是在於他沒有地位。「謙卑卑」」 [ταπεινόω] (tapeinoo) 這個字在23:11-12節被清楚的定

義出來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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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爾⽂文說：「⼈人真正謙卑卑是在神的⾯面前不宣告任何個⼈人的善⾏行行，也不驕傲的鄙視弟兄，或

認為⾃自⼰己比他們優越，⽽而是充分認識到他是基督肢體的⼀一部分，並且單單要元⾸首基督被⾼高

舉。」WBC 聖經注釋說：「孩童的謙卑卑在於其沒有⾝身分地位，不是其謙卑卑的⾏行行為或感

覺。成為謙卑卑，就是成為沒有⾝身分地位，在這種意義上是說像⼩小孩⼦子的⼀一種『沒有⾃自我的

意識』（unself-conscious）。任何對孩童謙卑卑的象徵所做的進⼀一步猜測，都會導致不

必要的寓意化解釋。」  

 

耶穌對⾨門徒的回答，顛覆了了⼈人對權柄地位的認知：在神國度中的地位是「沒有⾃自我意識」

的問題，⽽而不在於處於可以統治管理理⼈人的地位。「沒有⾃自我意識」不是對事情的不在乎，

不理理睬，對任何事情沒有意⾒見見。⽽而是因為明⽩白認識到什什麼是神的國度，什什麼是教會——⼀一

種對神國度的意識，對基督是教會元⾸首的意識。⼀一種活在主同在中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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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France 法蘭蘭斯指出：「耶穌所描繪的教會是⼀一副吸引⼈人的圖像。對⾝身分地位的意識

和外在形式上組成的權柄在教會中是沒有位置的。這裏的焦點在於團體中的關係和互相之

間共同的責任。每⼀一個肢體都重要，然⽽而每⼀一個⼈人都必須把⾃自⼰己看為是『⼩小孩⼦子』。這種

的結構不具有正式形式，然⽽而⼀一種團體的意識是強烈的。整個的觀念念就是：意識到耶穌的

同在，以及，意識到『你們在天上的⽗父』的饒恕和牧養的⼼心。」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來看，「回轉成為⼩小孩」就是⽣生命彰顯像耶蘇⼀一樣的⽣生命特質： 

腓2:5-8「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的，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

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這種⽣生命的特質是也基督徒的⽣生命特質：	

雅4:10「10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雅各書這裡的背景是要基督徒順

服神，務要抵擋魔⿁鬼。彼前5:6「6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

必叫你們升高。」這裏的背景是彼得教導教會所有的成員，包括那些作牧師長老的。並且

⾃自⼰己降卑卑與基督徒 後在基督顯現的時候得榮耀冠冕就是得永⽣生有關。我們看到使徒的教

導和耶穌的教導是⼀一致的：基督徒必須背負⾃自⼰己的⼗十字架，捨⼰己，把⾃自⼰己放在⼀一個低下的

位置去服事基督，去服事基督的肢體。⽽而這些都與神的國度有關。基督徒是否能夠謙卑卑的

把⾃自⼰己放在⼀一個低下的⾝身分和地位，關係到我們的救恩。	

 

「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原⽂文沒有「樣式」這個詞。原⽂文

是：「你們若若不回轉並且成為⼩小孩⼦子，斷不得進天國。」熟悉登⼭山寶訓的弟兄姐妹，聽到

「斷不得進天國」就會想到主耶穌講過同樣的話：在5:20節，耶穌說「我告訴你們：你

們的義若若不勝過⽂文⼠士法利利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勝過⽂文⼠士

法利利賽⼈人的義」和「回轉變成⼩小孩」具有平⾏行行對等的意義。耶穌是從另外的⾓角度來來教導同

⼀一件事——進入神的國度的⽣生命特質。 

 

福音的果效。「登⼭山寶訓」是從律律法成全的⾓角度來來解釋神國度的⽣生命特質。當律律法的義，

藉著「稱義/成聖」被成全在神百姓的⾝身上的時候所產⽣生的果效，就是八福所描述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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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來來對律律法的解釋所描述的新⽣生命特質。主耶穌在這裡是從屬靈⽣生命的長⼤大成熟的⾓角

度，來來解釋神國度⽣生命的特質。也就是說，當律律法的義被成就在基督徒⾝身上的時候，當基

督徒屬靈的⽣生命長⼤大成熟的時候，都會彰顯⼀一個顯著的特質——謙卑卑，⼀一種捨⼰己的謙卑卑。

⼈人的⼼心思意念念在⼗十字架的原則下所帶出來來的外在結果。這是福⾳音的果效，不是⾏行行律律法。 

 

信徒的回應。⾁肉體/⼈人的本性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喜歡受到稱讚，喜歡⾃自⼰己被尊崇。如果

受到相反的待遇就會本能的反擊。如果⾃自⼰己的意⾒見見和作法不被其他⼈人接受，就會產⽣生負⾯面

的情緒。我們必須認識到，只要我們還活在⾝身體中的時候，我們的的⾃自我就⼀一直存在於我

們的天然本性⾁肉體中。因此，加爾⽂文指出，⾨門徒爭論彰顯兩兩個錯誤：「第⼀一，使徒們忽略略

了了他們是被呼召出來來爭戰的；第⼆二，他們為了了邪惡惡的野⼼心⽽而互相競爭。如果我們的⽣生活⽅方

式要受到主的稱讚，我們必須學習忍耐地承受被放在我們⾝身上的⼗十字架的重擔。」 

 

加爾⽂文正確的把「爭戰」、「⾃自我野⼼心」和「⼗十字架」放在⼀一起。因為本性⾁肉體的特質是

⾃自我，所以「謙卑卑」是按照⼗十字架捨⼰己的原則，在內⼼心中與本性中的⾃自我不斷的爭戰，在

聖靈的光照下，明⽩白神的道，神國的福⾳音，勝過內⼼心中⼀一切滿⾜足⾃自我的思想和慾望所彰顯

出來來的外在果效。這是基督徒⼀一⽣生的經歷。正如聖經字典對「回轉」的解釋：內在改變的

經歷。 

 

「⼗十字架的愚拙」。「⼗十字架的道理理在滅亡⼈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林林前1:18）。屬靈⽣生命的成熟長⼤大，卻彰顯在謙卑卑低下，被轉變的⼼心思意念念中，這是違

反⼈人本性的原則的。⾸首先，耶穌把⼩小孩⼦子帶到⾨門徒中間，要⾨門徒認識到⾃自⼰己本性中的⾃自

我，這是產⽣生悔悔改的內在改變的第⼀一步。然後耶穌再教導⾨門徒關於什什麼是謙卑卑捨⼰己的國度

⽣生命特質。 

 

結論。所以，不斷地領受教導，學習悔悔改和捨⼰己是⽣生命長⼤大的唯⼀一途徑。這是基督徒⼀一⽣生

的學習和爭戰。唯有這樣的爭戰得勝的才是真正悔悔改進入神國度的⼈人。這是第⼆二點。 

 

3-天國生命的見證。「5 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 

「為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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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這裡開始了了新⼀一段落落的教導，同時也是前⾯面教導的結尾。主耶穌是在教導⾨門徒，要

把他們所學習到的真理理應⽤用和實踐在教會⽣生活中。耶穌教導我們如何彰顯天國的⽣生命特

質。這是我們下週要來來⼀一同思想的主題。 

 

結論：今天的經⽂文教導主耶穌要使我們屬靈⽣生命長⼤大成熟的⽅方法：第⼀一，主耶穌要光照我

們使我們認識⾃自⼰己本性中的⾃自我；第⼆二，主耶穌要繼續地教導我們明⽩白祂的國度的福⾳音，

使我們明⽩白⼗十字架的道理理；第三，我們需要回應，把這些已經學習到的真理理實踐彰顯⾒見見證

在教會事奉和⽇日常⽣生活中。這樣基督就在我們裡⾯面，在我們中間掌權，在我們⾝身上得著祂

當得的榮耀。這就是基督得勝的教會了了。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