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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6/3/2018 

 
基督建立國度 

 
國度同工的呼召訓練與塑造-04 

 
馬太福音 Matthew 10:16-23 

 
唐興 

前言：當⼀個⼈承認⾃⼰是罪⼈，並且接受耶穌基督為他的救主的時候，他就開始稱為基

督徒了。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徒。許多的⼈都會說：所有的宗教都是叫⼈向善的。這句話

其實沒有任何錯誤。基督教的確也是要⼈向善的。但是什麼是「善」︖「善」的內容是什

麼︖「善」的標準是什麼︖是孔⼦、孟⼦，還是⽼⼦的標準︖最重要的問題是「⼈」為什

麼要向「善」︖「善」的最種結果是什麼︖你會發現許多的宗教和哲學都無法回答這些⼀

連串的問題。只有聖經從神的角度回答了這些問題。不但如此，聖經告訴我們：無論你的

宗教和哲學是什麼，最終，每個⼈都會站在基督的⾯前按照你的「善」來決定你的命運

（羅 2:14-16）。聖經把這個「善」稱為：「義」。耶穌來就是要解決「義」的問題。 

 

因此，最終的答案就在於⼀個⼈：耶穌基督。在祂的身上你會找到這個答案，並且你也在

其中。要清楚的知道這個答案。⾸先，你就必須先成為祂的⾨徒： 跟隨基督，學習基督

的⼈。那麼你會說：我又看不⾒祂，我如何跟隨學習祂呢︖ 

 

耶穌解決「義」的⽅法是：先從「登山寶訓」教導⾨徒什麼是「義」，如何達到「義」的

要求。其次從祂在加利利的職事的醫病、趕鬼、叫死⼈復活的神蹟奇事中，教導⾨徒

『義』是如何成就在他們身上。『義』的成就是基督藉著聖靈，透過福⾳的真理，使⼈有

⼀個新的⽣命，對事物的新理解⼒。新的理解⼒對基督的認識漸漸清楚，以至於基督在他

們內⼼的掌權，成為他們的主。這些都彰顯在他們的⽣活和事奉中，就是登山寶訓的內

容：⼀切開始於對「基督和基督的⼯作」清楚的認識，最後彰顯在⽣活（⼈與⼈的關係）

和事奉（⼈與神的關係）中——這是基督教的「義」與⼀般所認知的「向善」基本上的不

同。包括猶太宗教對「義」的誤解：「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

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太 5:20）。13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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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14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太 7:13-14）（參：羅 1-3 章）  
 
今天的經⽂⼤意，是耶穌在教導祂的⾨徒，和那些被呼召出來承受使徒職分的那⼗⼆個

⼈。告訴他們將來在事奉中會遭遇受逼迫的情況，以及他們要如何的回應。這是經⽂本身

的⼤意。從使徒⾏傳中我們知道，後來這些受逼迫的遭遇也的確發⽣在他們身上。 

 

今天世界上許多的教會都受到同樣的逼迫，可以從這些教導學習如何回應。但是也有許多

教會沒有受到任何逼迫，是否這些教導就與我們沒有關係呢︖這是我們今天要思想的問

題。在這些教導中有⼀些普遍適⽤的原則，是每個世代的基督徒，跟隨和學習基督的⼈都

可以應⽤的原則。也就是這段經⽂的中⼼思想： 
 
中心信息：基督藉著生活和事奉訓練試驗塑造門徒模成基督的樣式。 

 

今天的經⽂是第 10 章的第⼆個部分：長期事⼯，耶穌預先告訴使徒同⼯將來的事⼯會遭

遇到的情況，並且教導要如何回應，並且應許他們聖靈的引導。  

 

有的⼈會問⼀個重要的問題：既然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了升天得榮耀的基督（太

28:18），為什麼祂的教會在祂再來之前還會受逼迫︖祂為什麼要讓那些使徒的事⼯，像

⽺進入狼群⼀樣︖這是我們必須先回答的問題。否則我們會看不到背後所要傳達的信息和

原則。16 世紀的改教運動神學家加爾⽂，提供了最適當的解答： 

 

他說：「雖然⼈是殘酷和⾎腥的，主也可以使得他們兇惡的性情變柔和︔因為祂隨著祂的

意思馴服和壓制掠奪的野獸。當神沒有使⼤部分的⼈類順從福⾳，使他們放縱於他們野蠻

的本性，祂這樣做的⽬的是要試驗祂的職事同⼯(ministers)。」耶穌在祂本身職事的⼀開

始就被聖靈引導在曠野中受魔鬼撒旦的探，受神的試驗（耶 28:16）。神試驗祂的教會的

⽬的，和神所有對其⼦民的試驗的⽬的都是⼀樣的：使祂的百姓結出果⼦就是義。因此，

聖經中有⼀個不變的神做事的法則：祂試驗祂的百姓，⾒證祂在百姓身上榮耀的⼯作：亞

伯拉罕，雅各，約伯，以⾊列的餘民…（搜尋：試驗[πειράζω]）。你知道你的⽣活和事奉

是神的試驗，為了要使你的義勝過⽂⼠和法利賽⼈的義嗎︖ 基督藉著教會事⼯試驗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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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把義成全在他們身上。這個義不是⼈獨⽴⾃主的「⾏善」，⽽是基督的義。換⾔

之，這些被試驗過的⼈漸漸地在本性上被轉變像基督——他們被塑造模成基督的樣式（羅

8:29）。 
 
經文解釋： 
 
1-宣告危險和教導回應：經過試驗彰顯基督。（16） 
16 「看哪！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事件本身：耶穌在這裡宣告使徒同⼯他們的事⼯會遇到危險，像⽺進入狼群⼀樣︔並且教

導他們要如何⾯對危險，要如何在危險的情況中回應。這是⼀個開頭的宣告接下來是仔細

的描述危險的性質內容。 

 

經文意思：⾺太⽤了他慣⽤的「看哪！」來引起讀者的注意下⾯要說的事，並且作為新段

落的開場⽩，耶穌⽤了當時非常熟悉的四種動物的特性，來描繪使徒同⼯在他們的事⼯中

會遭遇的情況。四種動物：「⽺和狼︔蛇和鴿⼦」。⽺在狼群中的時候，要表現得像蛇和

鴿⼦的某些特質。我們先要來看這些動物在這裡的象徵意義，以及靈巧和馴良的意思。 

 

「羊」 [πρόβατον]（probaton）在⾺太福⾳中通常是指那些失喪的⼈（9:36︔10:6︔15:24︔

18:12），這裡是指教會使徒同⼯（也包括所有受呼召的基督徒）。⽺與狼的比喻被⽤在

狼破害⽺群：太 7：15︔徒 20:29︔約 10:12，都是在講假先知迫害真理的教導，與這裡的

比喻不同。這裡是講到基督徒身體和⽣命受到逼迫和傷害。加爾⽂解釋：「這裡⽤「⽺」

不是表⽰溫和的個性，或⼼裡的柔順像⽺⼀樣，⽽是指⽺沒有⼒量去反抗狼的暴⼒。基督

沒有疑問地是要祂的⾨徒具有像⽺⼀樣的個性，以忍耐對抗邪惡者的傷害：但是經⽂簡單

的意思是：那些殘酷的敵⼈迫害使徒同⼯，但是使徒們卻沒有任何防衛的措施。」（我們

知道⽺的本性是容易受傷的並且是反應遲鈍的） 

 

「狼」[λύκος]（lykon）是指什麼呢︖就是下⾯所說的公會和諸侯君王。加爾⽂說：「 雖

然所有沒有被重⽣的⼈，在本性上都是狼，然⽽這個名稱是基督⽤來主要是指那些被福⾳

所激怒的敵⼈。」他們是被撒旦權勢所掌控的⼈。他們是敵基督的⼈。他們的背後是撒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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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ὄφις]。蛇在是⽣性狡猾的動物（創 3:1）。耶穌教導⾨徒要蛇⼀樣有對環境的洞察

⼒和智慧，知道如何保護⾃⼰，不要像⽺⼀樣的反應遲鈍被動，要知道主動的去反應。 

「靈巧」 [φρόνιμος] （phronimos）。這個字出現在新約 14 次。太 10:16 的「聰明」蓋房

⼦的⼈︔太 24:45 的忠⼼「有⾒識」的僕⼈︔路加福⾳ 16 章講到不義的管家做事「聰

明」︔太 25 章中「聰明」和愚拙的童女︔林前 10:15 的：我好像對「明⽩」⼈說的，你

嗎要省察我的話︔林後 11:19 的：你們既是「精明」⼈，就能⽢⼼忍耐愚妄⼈。意思是：

與「洞察⼒和智慧」有關係的理解⼒。 
 

鴿子[περιστερά]。顯⽽易⾒，鴿⼦代表不具任何傷害⼒的本性。馴良[ἀκέραιος]。字⾯的意

思純潔沒有混雜的意思。羅 16:19，我願你們在善上聰明（有智慧），在惡上愚拙（另

譯：單純無害[innocent]）。腓 2:15，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加爾⽂指出：「這裡的意思是他們必須留意如何運⽤他們的智慧，避免太過於必要的膽

⼩，或在盡責任上過於遲鈍。我們看到那些⼈，他們想要跨越⼩⼼謹慎，避免成為提⼼吊

膽和懶散的⼈。毫無疑問的，當基督徒被危險包圍的時候他們要保持非常⼩⼼的⼼態︔但

是當他們在極度危險中，成為怠惰退縮的時候，主耶穌吩咐他們要誠實地向前邁進，無論

他們的呼召要引導他們去何處。」 

 

福音原則：1）耶穌在這裡⽤這些動物的本性來教導同⼯，不要因為過度的害怕⽽妨礙了

神國度事⼯的往前。2）教會同⼯在建造教會的同時經過試驗，塑造成為合神⼼意的器

⽫。 
 
2-警告兩種普遍的攻擊：內在和外在的試驗。（17-18） 
17 你們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 ，也要在會堂裏鞭打你們，18 並且你們要

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 

 

事件本身：耶穌在這裡進⼀步地解釋他們的事⼯會遭遇到的危險。⼀⽅⾯是敵對的⼈會把

他們交給公會，並且在會堂受鞭打，並且被送到執政者的⾯前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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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意思：前⾯ 16 節是⼀個普遍的描述，從 17-22 節則是對將來要發⽣的事做了預⾔。

這裡使徒同⼯需要防備的「⼈」就是前⾯的狼群。公會和諸侯君王就是前⾯所指的狼群。

受逼迫被標⽰出來是⾨徒必須⾛的路。 

 

公會[συνέδριον]。這裡的公會是猶太⼈統治管理當地社會，通常由 23 ⼈組成的團體。其

功⽤是維持公眾秩序，通常有⼀位執⾏紀律的官員在猶太會堂執⾏鞭打的刑法（太

23:34︔徒 5:40︔22:19︔林後 11:23 保羅五次受到 99 鞭打。申 25:1-3 規定最⾼極限打 40

下）。我們知道，在耶穌被釘⼗字架之前，沒有任何關於基督徒受鞭打的情形。耶穌這裡

是在預⾔將來要發⽣的事。 
 

見證[μαρτύριον]。這裡的⾒證是為基督做⾒證，在受逼迫的情形下，所做的宣告說明耶穌

是誰，和耶穌所做的事，以及他們的使命。也就是說，作為使徒同⼯，他們是基督的代

表，當他們站在外邦君王的⾯前的時候必須宣告神的旨意。這是基督透過使徒同⼯的職

事，向爭鬧的外邦列國，向⼀同商議的世上君王臣宰宣告/⾒證基督。 這就是耶穌說「為

我的緣故」的意思。這是詩篇第 2 篇中所說的情形，在耶穌身上應驗，也要在使徒同⼯的

身上應驗。結果，受迫害和政府的敵對，使得福⾳的到廣傳，正如使徒⾏傳中所紀錄的。 
 

福音原則：「為我的緣故」也讓我們回想到登山寶訓的祝福：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

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

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當然，《使徒⾏傳》告訴我

們逼迫和敵對，不但沒有壓制福⾳反⽽造成神國度的擴展。 

 
3-應許聖靈啟示與引導：學習經歷聖靈引導。（19-20）  
19 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

話；20 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 
 

事件本身：這裡是耶穌對使徒同⼯安慰的應許。耶穌應許⽗的靈會在他們裡⾯，藉著聖靈

引導他們如何說話，把他們從迫害中帶出來。  
 

經文意思：我們要進⼀步思想⼀下「思慮」和「你們⽗的靈住你們裡頭說的」  的意思。 

 



	 6	

思慮[μεριμνάω]（）。登山寶訓 6:25-35，講的不要為⽣命「憂慮」是同⼀個字，在那⼀段

經⽂中重複了六次。不要為⽣命「憂慮」︔你們哪⼀個能⽤「憂慮」使壽數多加⼀刻呢︖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些都是外邦⼈所

求的。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6:33 節說，你們要先求

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福⾳注釋》作者法蘭斯（R.T. France）說：『這裡等於是把登山寶訓中「不要憂

慮」的教導應⽤在教會事⼯的試煉上，⽽且是同樣的原則：不要憂慮，交托給神。』 

 

祂賜給你們當說的話。但是，這不是牧師傳道者懶惰的藉⼜，堅持聖靈會在講道的時候把

要講的話當場賜下來，所以⾃⼰本身不需要努⼒。這裡所講的是在⼀種嚴重受威脅的情形

下，需要⽤⾔語來保護⾃⼰和發布聲明的情形。加爾⽂說：「耶穌禁⽌他們不要看⾃⼰的

⼒量，命令他們要，以單⼀的信⼼依靠屬天的恩典。問題不是你的⼒量，⽽是聖靈的能

⼒，是聖靈在引導和形成信徒⼜中要說的話，這些話真誠的表明了他們的信仰 (a sincere 

confession of their faith)。 
 

「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 聖靈的內住。耶穌在這裡⽤短短的⼀句話「乃是你

們⽗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應許和安慰使徒同⼯。這⼀句話打開了⼀個及其重要的真理。

這裡是基督教與其他宗教最根本不同處。這個真理牽涉到神學的教義和基督徒主觀的經歷

⽅⾯的問題。「你們的⽗的靈」就是聖靈。這是講到『聖靈內住』和『聖靈的⼯作』的客

觀真理，同時也是實際的、個⼈的經歷。 

 

應用：有的教會非常注重神學教義和真理的教導。但是⼀碰到聖靈⽅⾯的問題，特別是講

到聖靈在主觀經歷上的問題時，會⽴刻退避三舍，對這⽅⾯是⼀種不沾鍋的⼼態。他們認

為只要理解真理和教義，⾃然會彰顯聖靈⼯作的果效。 

 

有的教會則非常注重和追求主觀的經歷，特別是聖靈的能⼒，聖靈的引導。但是⼀碰到神

學，特別是教義的教導，就會避⽽遠之，好像是⼀種危害屬靈⽣命的毒素。他們認為神學

和教義是在知識和頭腦上的滿⾜，抹殺壓制了聖靈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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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我要問⼀個問題：你若是基督徒，你是否相信你們的⽗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嗎︖你相

信聖靈住在你的裡⾯嗎︖  

 

哥林多前書 3:16 節，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說：「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

在你們裏頭麼？」這裡毫無疑問的是講到「聖靈的內住」是⼀種屬靈的知識，是神的啟

⽰，是客觀的神學教義。「豈不知」的知道 [οἶδα]是「明⽩理解」的意思。(林前 13:2 明

⽩各樣的奧秘) 保羅是在說明⼀個眾所週知，普遍被接受的神學知識——神的靈住在你們

裡頭。也就是說，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應該知道並且相信「聖靈內住」。 
  
12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如今不在你

們那裏、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13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

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 2:12-13） 

 

若是從這裡所講的聖靈的⼯作包括「教導」「提醒」和「引導」使徒同⼯為耶穌做⾒證。 

「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

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 14:26）「26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

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27 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

就與我同在。」（約 15:26-27）聖靈是真理的聖靈。不是⼀種個⼈的神秘的屬靈經歷。聖

靈是與真理不可分開的。內住的⽬的是為耶穌做⾒證彰顯基督。當你聽到福⾳的真理，承

認⾃⼰是罪⼈，接受基督的時候，是聖靈在你裡⾯⾒證了基督的⼯作。 

 

「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是進入）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

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14 他要榮耀我，

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15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約 16:13-15） 

 

保羅在羅⾺書 8:9 節，說：「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14 節說：「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 神

的兒子。」毫無疑問的，「聖靈的引導」是⼀種有意識的、主觀上的、實際的、在⽣活中

發⽣的事。⼤衛對屬靈事物的敏感：「你聽見桑樹梢上有腳步的聲音、就要出戰．因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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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在你前頭去攻打非利士人的軍隊。」（撒下 5:24︔代上 14:15）神的主權和⼈的責任

實際應⽤在⽣活和事奉中。⾸先：禱告，然後仔細的認識聖靈的引導。「當恐懼戰兢、作

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13因為你們立志（to will）行事 (to do)、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 2:12-13）（參考：Matthew Henry）。這不是⼀種被動的消極

的沒有作為，也不是⼀種迂迴的繞彎，⽽是在說話和⾏事之前，從神救恩的角度（做成你

們得救的功夫），仔細的思想和查驗要說的話和做出的⾏為。這裡講到的是⼀種內在的查

驗，和順服聖靈的引導，不順從本性慾望的驅動——你不再是獨⽴⾃主的⽴志⾏事！簡單

的說：聖靈引導你在什麼時候，說什麼話（如同⼤衛知道在什麼時候出⼿，⽤什麼⽅式出

⼿）！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受聖靈引導。耶穌在在受洗之後， 祂被神的靈引導進入曠野，受魔鬼

撒旦試探，受⽗神的試驗，長達四⼗天之久才開始祂在地上的職事。 

 

凡被聖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使徒同⼯也必須在事奉中被訓練和塑造學習，知道在聖靈

的引導下在神所安排的遭遇中（外在的引導）學習把福⾳的真理原則應⽤在⽣活事奉中 

（內在的引導），⾒證基督的⼯作。   
 

福音原則：1) 這裡除了教導我們，藉著教會的事⼯，教會的同⼯學習在試驗經歷中，被

塑造具有「不要憂慮」 （太 6:25-34）的⽣命特質。2）教會同⼯在事奉中學習認識聖靈的

引導。「22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瞭亮」[ἁπλοῦς]

（aplous）最好理解為「單⼀/單純的」。單⼀的順服主的命令 。 

  
 
結論：基督藉著建造教會試驗塑造同工模成基督的樣式。 
1-宣告危險和教導回應：經過試驗彰顯基督。（16q） 
2-警告兩種普遍的攻擊：內在和外在的試驗。（17-18） 
3-應許聖靈啟示與引導：學習經歷聖靈引導。（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