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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8/23/2020 

重複教導天國的實際-04 
活在恩典中的責任 

⾺馬太福⾳音 20:1-16  

唐興 牧師 

	
經文： 
1-救恩是神主權恩典的呼召。  

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做⼯工，2 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

他們進葡萄園去。 

3 約在⺒巳初出去，看⾒見見市上還有閒站的⼈人，4 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所當給

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了。 

5 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行。 

6 約在酉初出去，看⾒見見還有⼈人站在那裡，就問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裡閒站

呢？’7 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他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2-救恩是神主權恩典的獎賞。 

8 到了了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來，給他們⼯工錢，從後來來的起，到先來來的為

⽌止。’9 約在酉初雇的⼈人來來了了，各⼈人得了了⼀一錢銀⼦子。10 及⾄至那先雇的來來了了，他們以為必要

多得，誰知也是各得⼀一錢。11 他們得了了，就埋怨家主說：12 ‘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來

的只做了了⼀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嗎？’13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

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嗎？14 拿你的走吧！我給那後來來的和給你⼀一樣，這

是我願意的。15 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 

 

3-救恩是人警醒追求的責任。 

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了眼嗎？’16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了。”  

	
前言：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許多年年前到國內宣教的時候，發現許多⼈人對「⼀一次得救，永遠得

救」（Once Saved Always Saved）的⼝口號非常的反對，認為是⼀一種「簡單容易易的福

⾳音」。⽽而事實上，你會發現按照英⽂文，和救恩的教義正確的翻譯應該是：「⼀一旦得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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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得救」。Once 在這裡不應該翻譯為「⼀一次」，意思是重⽣生得救的⼈人不會失去救恩。神

所賜的新⽣生命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救恩是神主權的恩典。聖經也同時講到活在救贖恩典中

的⼈人有必須要付的責任。在神的恩典領域中，恩典和⼈人的責任不是互相抵銷對立的，⽽而是

互相伴隨的。⽽而今天的經⽂文就是在說明救恩/獎賞是神主權的恩典，⽽而⼈人在恩典中也是有

責任的。 

	
中心思想：活在恩典中的責任。這段經⽂文⽤用葡萄園做比喻說明天國的救恩是出於神主權恩

典的呼召和獎賞。主耶穌也在最後提醒我們這些活在恩典中的⼈人，要警醒檢視⾃自⼰己的救

恩，在救恩中不斷長進。 

 
 
經文解釋： 
 

1-救恩是神主權恩典的呼召（1-7）。 1-7 節的經⽂文講到葡萄園的主⼈人在不同的五個時間

找來來五批⼈人到葡萄園⼯工作。第⼀一批⼈人是清早被主⼈人雇來來作⼯工的，並且先講好了了價錢。第⼆二

批⼯工⼈人：已初[περὶ τρίτην ὥραν](about the third hour)=上午九點。主⼈人也和他們談定的

⼯工資：「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表⽰示他們會按照所⼯工作的時數得到⼯工價。他們並不會

期待得到全天的⼯工資。所以，他們就加入了了⼯工作。第三和四批⼯工⼈人：午正和申初，就是中

午 12 點和下午 3 點。主⼈人和⼯工⼈人也有同樣的關於⼯工資的約定。第五批⼯工⼈人：酉初，就是

下午 5 點。主⼈人並沒有和這⼀一批⼯工⼈人談價錢，就叫他們進葡萄園⼯工作了了。 

 

我們⾸首先看到有不同的五批⼯工⼈人，他們都做同樣的⼯工作。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在不同的時

間進入葡萄園⼯工作。因此，有的⼈人⼯工作⼀一整天，有的⼈人⼯工作半天，有的⼈人⼯工作不到半天，

最後⼀一批⼯工⼈人，下午 5 點才開始進入葡萄園⼯工作。 

 

天國好像。這段經⽂文的開始是 [γάρ] (for)「因為」。這告訴我們：下⾯面所說的是在解釋前

⾯面 19 章 29 節關於「獎賞」的問題，以及 30 節「在前在後」的問題。「天國好像…」是

⾺馬太福⾳音的公式語或套⽤用語。如同 13 章天國的奧秘，撒種、麵酵、藏寶、尋珠、撒網的

比喻所重複的⽤用語（13:31, 33, 44, 4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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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園。葡萄園是耶穌時代巴勒勒斯坦最普遍的農業；是⾨門徒最熟悉的⽣生活環境和經歷。耶

穌⽤用⾨門徒所熟悉的⽣生活經歷來來說明祂的國度，說明祂國度的救恩。另⼀一⽅方⾯面，葡萄園也是

舊約中⽤用來來比喻以⾊色列列⼈人的詞語。以⾊色列列⼈人被稱為是「神的葡萄園」（賽 5:1-7，3:14；

27:2-6；耶 12:10） 

 

賽 5:1-7，「我要為我所親愛的唱歌，是我所愛者的歌，論他葡萄園的事。我所親愛的有

葡萄園在肥美的山岡上。2 他刨挖園子，撿去石頭，栽種上等的葡萄樹，在園中蓋了一

座樓，又鑿出壓酒池，指望結好葡萄， 反倒結了野葡萄。」「 3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

人哪， 請你們現今在我與我的葡萄園中，斷定是非。 4 我為我葡萄園所做之外， 還有

甚麼可做的呢？ 我指望結好葡萄， 怎麼倒結了野葡萄呢？」神的百姓被比喻成神所栽種

的葡萄園，以⾊色列列⼈人成為神的百姓，他們⽣生命的⽬目的就是要結好葡萄。這裏是強調神的恩

典和舊約時期神百姓以⾊色列列⼈人的悖逆。 

 

天國好像…祂的葡萄園。如果我們根據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13 章天國的奧秘的⽤用語「天國

好像…什什麼」的意思來來看，這裏所指的就是從基督第⼀一次到來來⼀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來來之間

的情況。加上舊約葡萄園比喻神百姓在神的照顧管理理下結好葡萄的意思。我們可以確定主

耶穌在這裡是在教導祂的⾨門徒要如何結出好葡萄。也就是說如何在因信稱義的領域，不定

罪的領域中如何結果⼦子，正如 13 章的撒種的比喻，麥⼦子和稗⼦子的比喻。這裏是從不同的

⾓角度來來看同⼀一件事情。 

 

「撒種的比喻」講到天國是神的道在神的百姓中⽣生根並且結出果⼦子（100 倍，60 倍，30

倍），重點在於好⼟土。什什麼是好⼟土呢？就是「明⽩白神的道」。也就是說直到耶穌再來來之

前，神國度的主要⽬目的是明⽩白神的道，結出果⼦子。這基本上和舊約葡萄園的比喻是相同

的。「麥⼦子和稗的比喻」則講到在耶穌再來來之前的國度是⼀一個摻雜的團體，其中有麥⼦子也

有稗⼦子。麥⼦子是信主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稗⼦子是外表信主，但沒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兩兩

者在外表上很難區別。⽽而麥⼦子就是在這種混雜的團體和情況中結實纍纍的。因此，「天國

好像家主雇人到祂的葡萄園做工」這個比喻的重點是講到在基督再來來之前的神國度結果⼦子

的真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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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做工」。經⽂文⼀一開始就清楚指出，神主權的呼

召⼈人進入祂的國度，在祂的葡萄園做⼯工。這是在比喻⼈人被呼召成為基督徒，重⽣生得救進入

神的國度做⼯工，就是結果⼦子。也就是說「在救恩中成長」是⼈人得救之後的責任和⼯工作。第

⼀一段經⽂文的重點在於：救恩是神主權恩典的呼召。葡萄園的主⼈人就是神，是祂按照⾃自⼰己的

意思，在不同的時間點上，找⼈人到祂的葡萄園做⼯工。祂有絕對的權柄決定要呼召什什麼⼈人，

並且他有絕對的權柄決定在什什麼時間呼召⼈人。⼀一切都在祂的主權恩典之下運作的。這是第

⼀一段經⽂文的重點——救恩是神主權恩典的呼召。 

 

不同時間點的呼召。1-7 節這裏講到⼯工⼈人在不同時間點被呼召進入神的國度；這是在佈局

要說明「在前和在後」的問題。因為經⽂文最後是在比較第⼀一批「在前的⼯工⼈人」和最後⼀一批

「在後的⼯工⼈人」。如果按照我們前⾯面的理理解，這裏的天國和 13 章天國奧秘是⼀一樣的話，

這裏的時間點就是指救贖歷史的時間點。也就是說，當時被主呼召的使徒們是在前的，到

國度成就之前被呼召的⼈人是在後的。這裏的⼯工價，「⼀一天⼀一錢銀⼦子」是指主耶穌先前應許

的榮耀。「19:28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

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應用。從個⼈人救恩的⾓角度看，每⼀一個信主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出於神主權恩典的呼召。不論

是在年年輕的時候就信主，還是在年年老的時候信主，還是在病危去世前信主，都是神所決定

的。當你承認⾃自⼰己是罪⼈人，並且接受耶穌作為你的救主，你就重⽣生得救了了。因為信是發⾃自

於神所賜的新⽣生命。加爾⽂文說：「我們整個⽣生命是毫無益處的，並且我們被看為是懶懶散

的，直到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按照神的呼召和神命令所調整。另⼀一⽅方⾯面，我們會毫無⽬目的

的努⼒力力，輕率地在⽣生活中做這做那，⽽而並沒有等待神的呼召。」神呼召我們的旨意是：像

葡萄園⼀一樣結出好葡萄，也就是在救恩中長進。 

 

2-救恩是神主權恩典的獎賞（8-15a）。第 8-15 節描述了了葡萄園主⼈人付給⼯工⼈人⼯工資的情

形。在耶穌的時代，做⼯工的⼯工錢是當天發的。利利未記 19:13 說，「雇⼯工⼈人的⼯工價，不可留留

在你那裡過夜留留到早晨」（以及申 24:14-15）。但是，這個葡萄園的運作⽅方式和當時其

他葡萄園的⽅方式不同。⾸首先，園主命令管事的（比喻：基督），先付錢給後來來的，再付錢

給先來來的。這⼜又是另⼀一個「在前在後」的安排，再預期了了後⾯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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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葡萄園是按照⼯工作時數計價。這個像天國的葡萄園卻完全是按照園主的意思發⼯工錢。

清晨第⼀一批的⼯工⼈人，在炎熱的太陽下做了了⼀一整天的⼯工，得了了⼀一錢銀⼦子。這是談好的價錢，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奇怪的是：所有其他時間來來的都得到相同的⼯工錢。就連下午五點才開

始⼯工作的，也同樣拿到⼀一錢銀⼦子。雖然，清晨做⼯工的⼈人並沒有少拿⼯工錢。但是，當他們看

到只做了了⼀一⼩小時的⼯工的⼈人，也拿⼀一樣多。他們就覺得「不公平」。11 節説，「他們得

了，就埋怨家主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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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神會虧待⼈人。 

 

神不虧待人。他們把焦點放在別⼈人⾝身上，⽽而忽略略了了按照⾃自⼰己本⾝身和園主之間的關係，園主

並沒有不公平。其實他們沒有任何權利利和立場去決定園主和其他⼈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園主

提醒他們主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嗎？」「朋友」是⼀一

個刻意帶責備的意思。園主指出⼀一個事實：他並沒有虧⽋欠他們。 我們知道是所有的⼈人都

虧⽋欠了了神的榮耀，都應該受到永死的刑法。神沒有虧⽋欠任何⼈人，神也不需要任何祂以外的

⼈人事物來來滿⾜足祂⾃自⼰己。祂是⾃自有永有的神。 

 

神隨己意行事。「15	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神是隨⾃自⼰己的旨意⾏行行事的

神，祂的旨意不受任何外在因素⽽而改變。祂按照這永恆裡定好的計畫，在時間中展開。所

有的受造物都是屬於神的「東⻄西」。祂的旨意就是要「按照祂的計畫，在日期滿足的時

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弗 1：10）。 

 

因此，這個比喻是在教導福⾳音的獎賞不是⼀一種⼯工價和報酬的觀念念；福⾳音的獎賞不是⼈人賺來來

的，也不是與⼈人的努⼒力力成正比的。主耶穌要⽤用這個比喻教導⾨門徒，天國救恩的運作模式是

按照神主權的恩典：救恩是神主權恩典的獎賞，是這⼀一段經⽂文的重點。 

 

獎賞的公平。耶穌的比喻中的第⼀一批⼈人是誰呢？有的⼈人認為是指 12 個⾨門徒，他們是⾸首先

被呼召成為神國度的⼯工⼈人；⽽而最後⼀一批的⼯工⼈人就是後來來新進來來跟隨耶穌的那些⾨門徒。也有

⼈人認為第⼀一批⼈人是最初的猶太基督徒，最後⼀一批⼯工⼈人是指後來來的外邦信徒。也有⼈人認為最

後⼀一批⼯工⼈人是那些在病床上臨臨死之前信主的⼈人（好像：⼗十字架上的強盜）。這些說法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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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但是，不論如何，我們應該注意到經⽂文的重點是「獎賞的公平」。救恩對所有⼈人

來來說都是⼀一樣的。不是說有的⼈人得救比其他⼈人多。永⽣生的祝福，就是神與⼈人之間永恆的同

在都是⼀一樣相同的。救恩是神主權恩典的獎賞，這並沒有否認⼈人有責任要追求救恩： 

 

3-救恩是人警醒追求的責任（15b-16）。「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你的眼邪惡了

嗎？）？’16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 

	
祂⾸首先，告訴我們得救是出於祂主權恩典的呼召。我們就進入了了祂⽤用恩典統治管理理的領

域，我們不會失去救恩。然後，祂教導我們在救恩中所得的獎賞，也是完全出於祂主權的

恩典。祂按照⾃自⼰己的旨意，按照⾃自⼰己所定的時間，把獎賞賜給祂的百姓「15 我的東西難

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但是同時主也提醒我們，在祂恩典中，⼈人是有責任要追求救

恩中的長進的。 

 

對自己救恩的警醒。「你就紅了眼嗎？」的原⽂文直接翻譯是：「你的眼邪惡惡了了嗎」（Is 

your eye evil-KJV）。這是耶穌在警告提醒⾨門徒要檢視⾃自⼰己內⼼心，是否把焦點放在別⼈人的

救恩上⾯面，並且⽤用神⽩白⽩白賜給⾃自⼰己的恩典來來衡量量別⼈人。主耶穌說這是邪惡惡的眼，是⼀一種不

屬於神的思維模式，去衡量量別⼈人的救恩。這是我們最常落落入的陷阱：「像這樣的⼈人還是基

督徒嗎？像這樣的⼈人他重⽣生得救了了嗎？像這樣的⼈人他會有永⽣生嗎？」耶穌說這是⼀一種邪惡惡

的罪：⼀一種隱藏的驕傲。這是我們救恩成長的阻礙，所以耶穌說「16 這樣，那在後的將

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加爾⽂文指出：「基督在這裡不是在論述關於天上榮耀的平等，也不是在講屬神的⼈人未來來的

情況。他是在宣告那些時間點上在前的⼈人，沒有權利利驕傲或輕視其他⼈人。因為，只要主耶

穌隨時願意，祂可以呼召那些⼀一時看起來來被⼈人看輕的⼈人，使他們與前⾯面第⼀一位的⼈人相等，

或者甚⾄至更更超越。」「如果有⼈人決⼼心要把這個比喻的每⼀一部分都準確地篩選出來來，那麼他

的好奇⼼心將毫無⽤用處；因此，我們主要是要理理解基督的設計要教導我們什什麼。現在我們已

經說過，他除了了不斷地⽤用⾺馬刺刺來來激勵他的百姓進步以外，沒有別的⽬目的。我們知道，懶懶惰

幾乎總是源於過度的⾃自信。這就是為什什麼許多⼈人（似乎已達到⽬目標）在訓練過程中停下來來

的原因。因此，保羅責成囑咐我們忘記背後的事情（腓立比書 3:13），這些事情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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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還殘留留在我們裡⾯面的罪，這樣就可以使我們激發⾃自⼰己，堅持不懈地跑下去。但是，⽤用

這些話來來檢視⾃自⼰己是不會有害的，因為可以更更清楚地說明救恩的教義。」 

 

使徒保羅對耶穌的教導做了了最佳的註解：「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

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

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

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救恩的長進與警醒。主耶穌在這裡教導我們：救恩是我們每個⼈人和主之間的關係。救恩的

真理理是⽤用來來檢視我們⾃自⼰己是否在救恩中長進；救恩的真理理不是⽤用來來檢視、衡量量甚⾄至論斷別

⼈人的長進（但是，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情況下，教會許多時候必須這樣做，以幫助神的百

姓）。我們必須對救恩真理理有清楚的認識，並且要警醒不要把眼睛，就是⼼心中的思想，專

注在別⼈人救恩的長進上，因為那是神主權恩典運作的範圍。我們需要警醒的檢視⾃自⼰己在救

恩中的長進。救恩中的長進和警醒是脫不了了關係的。主耶穌是要刺刺激我們懶懶散、漫不經⼼心

的態度，要我們檢視⾃自⼰己是否活在恩典的領域中。因為，越來來越認識到⾃自⼰己活在恩典中，

就會越來來越警醒⾃自⼰己救恩的長進。警醒是⼈人在神主權恩典中的責任，也是⼈人在恩典中長進

的標誌。人的責任和神的恩典之間不是互相抵銷對立的關係，而是互相伴隨的關係。 

	
腓 2:12b-13「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

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保羅對救恩的教導永遠是平衡的，當他講到⼈人的責任：

「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他立刻提醒：「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

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人的責任和神的恩典之間不是互相抵銷對立的關係，而

是互相伴隨的關係。這是主耶穌在這裡教導我們⽣生活在祂恩典作王的領域中的福⾳音原則。 

 

另外⼀一⽅方⾯面，當我們檢視⾃自⼰己的時候，我們往往會發現⾃自⼰己常常處在失敗中。因此我們會

對⾃自⼰己的救恩感到困惑。特別是聖經中有許多的經⽂文告訴我們救恩的確定性。但是聖經中

也有另外許多的經⽂文告訴我們如果不去做，就會失去救恩。 

 

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得救的呢？約 3:16「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

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徒 16:31「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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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

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因此，當我們懷疑⾃自⼰己的救恩的時候，要把眼睛⽬目光，就是⼼心

思意念念專注在基督⾝身上。默想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經完成的⼯工作。問⾃自⼰己：你接受耶穌是你

的救主嗎？對⾃自⼰己宣告你的信⼼心，宣告你接受耶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

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 1:12）。信耶穌和接受耶穌是你的救主是同樣的意

思。你相信耶穌的話，你願意接受祂的教導，你願意跟隨祂做⾨門徒。那麼你就進入祂的葡

萄園裡了了。你知道這是祂主權恩典的呼召了了你。⽽而你⼀一⽣生的⽬目的就是要結出好葡萄，在你

的⽣生活上反應出你的呼召。這是你的責任，這是你要奔跑的路路，這是你的窄⾨門⼩小路路，這是

你作為聰明蓋房⼦子者的⼯工作。 

 

「一但得救，永遠得救」。⼀一但你得救，你就會持續這樣做，即使不免常常失敗，但是只

要你在失敗的時候，警醒的檢視⾃自⼰己，到主⾯面前悔悔改認罪。然後，再站起來來，預備下⼀一次

靠著主結出果⼦子的試驗。如果你是這樣的活在恩典中，你就知道你是永遠得救的了了。 

 

使你得救的不是你結出來來的果⼦子，稱義不是靠結果⼦子，信⼼心的新⽣生命是好葡萄樹，⽽而結出

的好葡萄，證明了了新⽣生命的信⼼心。這裏所說的不是⼀一種完全的⽣生命，完美的⽣生命，⽽而是⼀一

種不斷長進的⽣生命。許多⼈人懷疑⾃自⼰己的得救，是因為對救恩，對基督徒在救恩中的成長，

對殘留留在得救的⼈人裡⾯面的罪，有⼀一種不合理理的認識和理理解。 

	
福⾳音中的獎賞不是⼀一種⼯工價的觀念念，福⾳音的獎賞不是賺得的，也不是與⼈人的努⼒力力成正比

的，然⽽而福⾳音也呼召和要求在恩典統治領域中的⼈人，要努⼒力力向前得著基督的獎賞，並且福

⾳音也賦予能⼒力力給向前奔跑得獎賞的⼈人，使他們得著主所應許的獎賞。這是活在福⾳音恩典中

的責任。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