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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6/24/2018 

 
門徒生命特質的標誌-02 

認識神不懼怕仇敵 
 

馬太福音 Matthew 10:26-31 
唐興 
 

前言： 當你去⼀個公司求職⾯試的時候。若是他們告訴你，這個⼯作會遭遇到逼迫、苦

難、敵對，和衝突，甚至⽣命受到威脅， 你會要接受這樣的⼯作嗎︖不論你是否會接

受，但應該都會問⼀個問題：薪⽔多少︖這樣做值得嗎︖ 

 

這就是耶穌在成⽴教會，建⽴神國度的時候對使徒和所有⾨徒所說的：作基督徒受到的待

遇，不會比耶穌⼀樣的待遇要好（學⽣不能⾼過先⽣︔僕⼈不能⾼過主⼈）。耶穌告訴使

徒和所有基督徒：你會受到逼迫、苦難、敵對和衝突，甚至⽣命危脅，好像⽺進入狼群⼀

樣。耶穌同時也告訴他們的獎賞：他們會被模成耶穌的樣式（學⽣和先⽣⼀樣，僕⼈和主

⼈⼀樣）。這是 24-25 節的經⽂所講的「門徒訓練最偉大的原則」。 

 

換句話說：基督徒會在逼迫、苦難、敵對和衝突，⽣命威脅的經歷中被模成基督的樣式，

他們會像耶穌。如何像耶穌呢︖在這些遭遇中，他們的⾔語和⾏為彰顯了主耶穌在登山寶

訓中的教導。使徒所寫的書信中所說的：「義的果⼦」——這是基督徒的獎賞，是神的恩

賜，但是基督徒也參與在這個過程中。（太 5:20-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過⽂⼠和

法利賽⼈的義，斷不能進天國） 

 

耶穌告訴使徒和所有的⾨徒：是的，你要做我的⾨徒，你就必須進入我的遭遇受我的教

導︔你要做我的僕⼈，你就必須順服我的命令「。人既罵家主是別西卜*，何況他的家人

呢？」* 別西卜：是鬼王的名」 

 

這是我們上週所思想的經⽂：10: 24-25。這兩節經⽂解釋了使徒和⾨徒為什麼會受到這樣

的遭遇。也帶出了下⾯的教導。從 26 節到 10 章的結尾 42 節，耶穌教導作為基督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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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負⾯的遭遇中，在神的恩典中，他們的⽣命會彰顯那些像耶穌的特質，那些特質具有

什麼標誌——真⾨徒的⽣命特質標誌。今天的經⽂教導我們⾨徒⽣命特質的第⼀個標誌。 
 

結構：三個不要怕[φοβέω]（26，28，31）。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段經⽂的結構。16

節：「所以，不要怕他們」︔28 節：「不要怕他們」︔31 節：「所以，不要懼怕」。

「不要懼怕」[φοβέω]（phobeo）把這段經⽂分為三個部分：1）26-17 節︔2）28 節︔3）

29-31 節。三個部分都是在教導和安慰⾨徒同⼯不要懼怕的原因。不要懼怕的對象是 26 節

的「他們」和 28 節的「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因此，不要懼怕的對象是前⾯章節的那

些逼迫教會同⼯的，教會內部和外部來的敵對者，以及這些⼈背後的敵對者撒旦魔鬼。這

是⼀場屬靈的爭戰。懼怕是⼈本性⾃然本能的反應（根源：畏懼罪的審判）。因此「不懼

怕」所彰顯的是⼀種新⽣命的特質。 

 
中心思想：基督門徒生命特質的標誌：認識神，不懼怕仇敵。 
 

這段經⽂告訴我們：不懼怕是出於對神的認識：1）認識基督徒的責任和應許︔2）認識神

的權柄和計劃︔3）認識神護理的範圍。  

 

上下文關係。 ⾨徒⽣命特質的第⼀個標誌：不懼怕仇敵。「25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惟

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箴 29:25）懼怕是⼈在⾯臨危險⽣命威脅時本能的反

應。「不懼怕」則反應出認識神和依靠神的⽣命特質。 
 

聖約的應許。另外，我們若是從整個聖約的角度來看，「不要懼怕」是從舊約到新約⼀直

重複出現的聖約⽤語。創 15 章，耶和華在異象中對亞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怕，我

是你的盾牌，必⼤⼤賞賜呢」。這是⽴約的語⾔，不要懼怕的原因是：「神是盾牌」，盾

牌是爭戰的兵器，表⽰了在爭戰中保守、拯救和同在的應許。聖經把神的話，特別是神的

應許看作是神的盾牌。書 1:8-9，摩西死了以後，在約書亞要帶領以⾊列百姓進入迦南地

爭戰得業之前，耶和華對約書亞說：「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

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9 我豈沒有吩

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上

帝必與你同在。」書 8:1，當約書亞要開始實際攻打艾城之前，「1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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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你起來，率領一切兵丁上艾城去，我已經把艾城的王和他的

民、他的城，並他的地，都交在你手裏。」我們若是把舊約的以⾊列歷史事件是預表了新

約耶穌基督的⼯作︔我們若是把新約基督在地上建⽴國度，建⽴教會，看為是亞伯拉罕之

約的應驗，那麼這⼀段經⽂可以被理解為：成為⾁身的耶和華在國度爭戰之前，重新提醒

聖約的百姓「不要懼怕」，神如何信實地帶領舊約百姓建⽴屬地的國度，祂更要按照祂的

應許帶領新約百姓建⽴屬天的國度。這是今天經⽂的最寬廣的背景：國度爭戰。這裡有⼀

個基本的原則：神先向約書亞啟⽰祂的應許（晝夜思想神的話）︔然後神再把約書亞帶入

實際遭遇中（攻打艾城）在爭戰中經歷神同在的得勝。耶穌⽤同樣的法則帶領祂的教會，

帶領每⼀個基督徒：先從神的話認識神的應許，再進入遭遇中經歷得勝。你若是不清楚明

⽩神的話，如何在經歷中經歷神的同在呢︖ 

 
經文解釋： 
 

1) 宣告隱藏之事—不要懼怕的原因：認識人的責任和應許（26-27）。26 「所以，不要

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27 我在暗中告

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 

 

事件本身：耶穌在這裡安慰教會同⼯，當福⾳的事⼯廣傳的時候，往往只在少數⼈身上產

⽣果效，因為許多⼈會起來反抗他們，逼迫他們。耶穌在這裡預先針對他們會產⽣的軟弱

和疑惑，和懼怕。耶穌在這裡教導、安慰、應許他們「不要懼怕的原因」。 
 

經文意思：「所以」，這個連結詞告訴我們，前⾯說：若是⼈這樣對待主耶穌，祂是家

主，祂教會的元⾸︔作為家裡的⼈，作為基督的僕⼈和學⽣，你不會受到比你的⽼師主⼈

不⼀樣的待遇。並且，因為那些遭遇是神所安排的為了國度的擴張往前， 屬靈的爭戰，

被模成基督的樣式——所以不要懼怕。不要懼怕的原因是因為：⾨徒必須認識⾃⼰的責任

和應許。 
 

1）責任：教會同⼯必須認識到：他們的責任是傳講神的福⾳，也就是神國度的計劃 。耶

穌是在安慰他們：有許多⼈會拒絕福⾳，福⾳的事⼯好像無法施展開，福⾳的真理仍然被

隱藏在⿊暗中。但是耶穌應許他們將來他們要公開向⼤眾宣揚福⾳的奧秘：「因為掩蓋的

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27 耶穌在提醒和⿎勵他們，要⼤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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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講福⾳的奧秘，堅持傳講福⾳的奧秘。不要因為沒有明顯的果效⽽放棄。反⽽要熱⼼

地在信⼼中，在神所賦予的責任的驅使下把福⾳的奧秘公開地宣揚出來。「我在暗中告訴

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巴勒斯坦的房屋

的屋頂都是平的，成為休息、聚會、禱告的地⽅（24:17︔徒 10:9）。也是⼀個向街上的路

⼈傳傳事情的平台。後來五旬節的時候我們看到彼得和⼗⼀個使徒在眾⼈中站起來宣講福

⾳的奧祕。他們不但⼜中宣講福⾳，他們也彰顯出天國⼦民的⽣命特質。 

 
1 這時，有幾萬人聚集，甚至彼此踐踏。耶穌開講，先對門徒說：「你們要防備法利賽人

的酵，就是假冒為善。2 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3 因

此，你們在暗中所說的，將要在明處被人聽見；在內室附耳所說的，將要在房上被人宣

揚。（路 12:1）」 

 
16 「沒有人點燈用器皿蓋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燈臺上，叫進來的人看見亮光。17 

因為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18 所以，你們應當

小心怎樣聽；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路

8:16） 

 

法利賽⼈的假冒為善隱藏了福⾳的真理，法利賽⼈的義，無法彰顯天國的⽣命特質。 

 

2）應許：在受到敵對逼迫侮辱辱罵的時候，要知道神應許他們，這些不平的待遇有⼀天

會被平反。「13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

盡的本分*。14 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

（傳 12:13-14） 

 

福音原則：加爾⽂ 1536 年隱名出版《基督教要義》（1560 定本），1536 年到⽇內瓦被朋

友法瑞勒嚴厲勸說留他下來建⽴教會。1538 年加爾⽂被⽇內瓦市民，和市政領袖逐出他事

奉的城市，他當時說：「最肯定的是，我若只是在服事⼈，這會是⼀個不好的回報：但我

⾼興我事奉了祂，因為祂永遠不會失敗，會以最完全的應許來獎賞祂的僕⼈」 。加爾⽂

在苦難和逼迫中被模成耶穌的樣式（加爾⽂傳寫到：他有時在激烈辯論間，也會失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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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怒）。這是⼀位敬畏神的僕⼈，他也知道什麼是神應許的獎賞。加爾⽂在他寫的《⾺

太福⾳注釋》中 8 次提到進入「基督的學校」（the school of Christ）（路 10:38︔太 8:19，

15:24，16:24︔17:22，19:22︔路 10:38，22:42）。他在⽇內瓦的經歷，他⼀⽣的經歷都是他

的「基督的學校」。 

 

1541 年，加爾⽂又重返⽇內瓦在那裡事奉 23 年。當重新登上聖彼得⼤教堂的講台，許多

聽眾都驚醒期待這位偉⼤的改教家，要責備和批評那些攻擊他的敵⼈。加爾⽂翻開他的聖

經，接著從兩年前被逐出⽇內瓦的時候所傳講的信息的經⽂，繼續他的釋經講道。他沒有

任何苦毒的⾔語，他的責任是：以敬畏的⼼，清潔、和平、溫良柔順，沒有偏⾒，沒有假

冒的智慧，在聖靈的光照下，在神的⾯前，宣講基督的福⾳——26 「所以，不要怕他

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27 我在暗中告訴你們

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加爾⽂的著作和聖經

注釋，今天仍然幫助神的百姓認識神的權柄和計劃。這就是不要懼怕的第⼆個原因： 
 

2) 該懼怕的對象—不要懼怕的原因：認識神的權柄和計劃（28）。「28 那殺身體、不能

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 

 

事件本身：耶穌繼續解釋教導⾨徒不要懼怕身體的死亡，要懼怕靈魂的死亡。 

經文意思：這裡是在揭發⼈因為為身體死亡的威脅產⽣懼怕。耶穌教導⾨徒要明⽩死亡，

以及掌管死亡的是誰︖  

 

耶穌的意思是：⾨徒必須知道神創造⼈的⽬的和計畫是什麼︖⼈為什麼會死︖死亡的意義

是什麼︖身體死亡和靈魂死亡的意義是什麼︖死亡是神對⼈的罪的審判。死亡的審判包括

了身體的朽壞死亡，靈魂的死亡就是與神的⽣命斷絕了交通，和永恆的死亡就是永遠與神

的⽣命斷絕。靈魂的死亡並不表⽰⼀種沒有意識和知覺的不存在。⼈因為罪與神的關係斷

絕了，就不認識神的權柄和計畫，就無法從永恆的角度來理解⽣命和死亡，只能從身體的

朽壞來理解死亡。這是根本懼怕身體死亡的原因。這裡講到兩種不同的懼怕：身體死亡的

懼怕，靈魂死亡的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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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怕殺身體的。⼈墮落之後，身體是會朽壞的是暫時的。懼怕身體的死亡，表⽰了⼈把這

個會朽壞的身體，短暫如影⼦的⽣命的價值看得⾼過了⼈靈魂在永恆中的價值和⽬的。⾨

徒若是懼怕身體的死亡，表⽰⼈對於會朽壞毀滅消失的今⽣的價值意義，看得⾼於神屬天

的國度的價值意義。耶穌說不要懼怕殺身體的，是因為「懼怕身體死亡」是⼈天然本性的

⾃然反應（死亡是神對罪的審判）。唯有正確的認識神的權柄和計畫，唯有神的真理，才

能除去這樣的懼怕。耶穌是在說，雖然邪惡的⼈在神的容許和權柄下，具有這種殺身體的

⾃由， 

 

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身體的死亡，和靈魂的死亡都在神的權柄之下。因此，

沒有任何的權柄可以使我們畏懼，⽽棄守神賦予我們的責任和使命。懼怕神 fear of God 

敬畏神因為祂擁有最後審判的權柄。靈魂的死亡，與神⽣命永遠的斷絕，才是我們要懼怕

的。 

 

福音原則：當我們被身體的朽壞和死亡的恐懼轄制和籠罩的時候，耶穌的教導可以幫助我

們從恐懼死亡的轄制下釋放出來。使我們認真思想⽣命和死亡的意義：到底我們短暫如⽇

影消逝的⽣命的價值是什麼︖⽬的是什麼︖當我們從神的權柄和計畫來看我們的⽣命的時

候，我們才可能真正的敬畏神，有意識地活在神永恆的計畫中。這也是耶穌下⾯繼續教導

⾨徒的真理。 

 

3) 正確的真的知識—不要懼怕的原因：認識神聖護理的範圍（29-31）。29 兩個麻雀不

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30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

被數過了。31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事件本身：耶穌繼續教導不要懼怕的原因。耶穌⽤天上⾶的麻雀和⾨徒頭上的頭髮來說明

神權柄統治的範圍。在這裡前⾯對神的懼怕被信靠天⽗的照護和管理的範圍的平衡。 
 

經文意思：耶穌教導⾨徒正確的真知識——神權柄統治的範圍：1）動物界︔2）神國⼦

民。在登山寶訓中，耶穌⽤「天⽗養活天上的⾶⿃」教導神對⽇常⽣活的供應。天國⼦民

⽣命的特質是「不為⽣命的吃喝憂慮，不為壽數憂慮（6:25-26）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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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寶訓⽤『⾶⿃』講到神的「照護和供應」的範圍︔耶穌在這裡⽤「麻雀和頭髮」講到

神的「統治和管理」的範圍。  

 

麻雀可以所是當時市場最便宜的動物，⼀分錢可以買兩隻。這樣不起眼的動物的⽣命都受

到神的統治管理何況⼈呢︖『你們』是指耶穌的⾨徒。頭髮是當時⼈所知道的身體最細微

的部分（我們身上每⼀個細胞都在神掌管範圍內）。 

 

耶穌是在說：最不值錢的麻雀的⽣命也屬於神統治管理的範圍，⼈身體最微⼩的頭髮也屬

於神統治管理的範圍。詩篇 139：1-16「1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2我坐下，

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3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

一切所行的。4 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5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

按手在我身上。6 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舊約聖經多次提到「連頭髮⼀根也不可落地」（撒上 14:43，神百姓救約拿單免於死亡︔

撒下 14:11︔王上 1:52︔但 3:27，頭髮也沒有燒焦），都是指個⼈⽣命得到完全的保護。 

 
17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18 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不損壞。19 你們常存忍

耐，就必保全靈魂*。* 或譯：必得生命（路 21:17-19） 
 
26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27 要

叫他們尋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28 我們生活、動作、存

留，都在乎他。* 本：有古卷是血脈（徒 17:26-28） 

保羅對不信神的希臘⼈說：神控制掌管統治⼈類歷史︔祂統管萬國的⽣命。祂也統管個⼈的⽣

命。Peter Lange 指出，「生活、動作、存留」[ζῶμεν, κινούμεθα, ἐσμὲν] 是⼀個下降式的邏輯安

排，⽣活本身不僅是動作⾏為︔動作⾏為也不僅是⼀種消極的存在⽽已︔從存在到⽣活有⼀個漸

漸上升的思想：若是沒有神我們就是完全孤⽴的，我們就不可能有⽣命，就不可能有動作，也不

可能存在存留。⼈是神所造的，神也掌管⼈⼀切的⾏動，包括頭髮的數⽬。 

 

結論：基督⾨徒⽣命特質的標誌是：認識神不懼怕仇敵。不懼怕的原因有三： 

第⼀，宣告隱藏之事—不要懼怕的原因：認識⼈的責任和應許（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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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該懼怕的對象—不要懼怕的原因：認識神的權柄和計劃（28）。 

第三，正確的真知識—不要懼怕的原因：認識神聖護理的範圍（29-31）。 
 

福音原則：關於神的正確的真知識是基督徒⽣命成長不可獲缺的要素。神不是⼀種抽象的

觀念。神不是⼀個下棋者(不確定性 uncertainty)：你⾛⼀步棋，神決定下⼀步祂要如何回

應︔神不⼀位是鐘錶匠（偶然的 contingence）：祂按照⾃然律和⼈獨⽴⾃主的意志動作

轉動，⽽⾃⼰不參與其中。 聖經的神是掌管祂所創造的⼀切事物的神，祂也參與在所有

的事物中。 基督是⼀切，也在⼀切之內：這是我們不懼怕仇敵的原因。 

 
16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

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17 他在萬有之

先；萬有也靠他而立。18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他

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