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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7/15/2018 

 
門徒新生命特質的標誌-04 

在衝突中製造和平  
 

馬太福音 Matthew 10:34-36 
唐興 

前言： 

⼈與⼈的紛爭，家庭中的紛爭，社會的紛爭，國與國之間的紛爭，是⼈類歷史⽂化不變的

事實。 只要你打開電視，打開報紙，最熱⾨的新聞機會都是關於這⽅⾯的事。所有電視

劇和電影也幾乎都是圍繞這個主題發展出來的故事。沒有⼈喜歡紛爭，但是我們往往處在

紛爭之中，我們也常造成紛爭，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的。為什麼會如此︖⼈與⼈之間為什麼

很難解決紛爭的問題︖有的⼈認為是道德和教育的問題，有的⼈認為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有的⼈認為是宗教信仰的問題，有的⼈認為是種族的問題，有的⼈認為是財富不均的問

題…⼈們認為解決這些問題，就可以達到和平了。（這是現代主義者致⼒的問題） 

 

披頭四（The Beatles）成員中的約翰南農（John Lennon） 在 1971 年（美國打越戰時期）

做了⼀⾸旋律簡單優美的英⽂歌，流⾏全球直到今天（是他獨唱⽣涯中賣座最好的歌曲，

被《滾⽯》雜誌列為有史以來最偉⼤的歌曲第三名）歌名叫做 「Imagine」。其中的歌詞

也很簡單，訴說了後現代主義的對達到和平的思想： 「沒有天堂，沒有地獄，沒有國

家，沒有宗教，沒有財產，只活在當下，世界就和平了」——這是反現代主義的後現代思

維。 

 

無論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他們都在追求解決的就是⼈類紛爭的問題，他們都想達到的

是⼈類世界的和平。他們認為除去紛爭就是達到和平的⽅法。 

 

但是耶穌說：34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

動刀兵。35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36人的仇敵

就是自己家裏的人。太平[εἰρήνη]希臘原⽂就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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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今天有慕道友坐在我們中間聽今天的經⽂。⼀定非常震驚，並且⼼裡會說：這樣

的基督教我為什麼要信︖ 

 

基督徒對耶穌在這裡的教導也會困惑。因為聖經明⽩說耶穌是「和平君王」：「6 因有一

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

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שר־ָׁשֽל"ם] (prince of peace)」。（賽 9:6）聖經明明說福⾳

是和平的福⾳：「15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弗 6:15）[τοῦ 

εὐαγγελίου τῆς εἰρήνης] 平安的福⾳的「平安」希臘⽂就是「和平」。 

 

許多解經的學者都認為「我來」是表⽰⽬的。我來就是我來的⽬的，和 5:17 節「莫想

「我來」要廢掉律法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的「我來」是⼀樣的意思。

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耶穌的⽬的是要叫地上「動⼑兵」⽽不是和平。 
 

基督的和平。其實，耶穌是⽤⼀種挑戰世界上的智慧的⽅式說的，祂的意思是「我帶來的

和平不是世界所追求的和平，不是地上的和平。因此，我要達到和平的⽅法也不是世界的

⽅法。」 「 我所帶來的和平不屬於這個世界，我的⽅法也不屬於這個世界。除非世界接

受我，否則沒有真正的和平，屬天的和平。」「我的⽅法是：我要我的百姓從紛爭中彰顯

見證我所帶來的真正的和平，我所帶來的和平是聖靈所結的果子，是十字架的果效（下⾯

經⽂的教導）。」 

 
中心思想：門徒生命特質的第三個標誌：在衝突中製造和平。 
 

解釋的原則。許多的經⽂是不能單獨離開經⽂的上下⽂來解釋的。第⼀，與經⽂本身和直

接相連的上下⽂︔第⼆，經⽂整章的上下⽂（10 章），以及與前⾯章節的關係（登山寶

訓）︔第三，整本聖經的主題（總原則：聖約施⾏，國度的建⽴）。經⽂本身的原⽂⽤字

的解釋必須符合這些上下⽂。 

 
1-在衝突的人際關係中宣告彰顯基督。 

第一，經文本身的意思。我們先從字的解釋開始：這裡的關鍵字是「⼑兵」「μάχαιρα」

(machara) 。希臘原⽂就是「⼑劍」，在近距離搏⾾⽤的短⼑，是打仗⽤的兵器。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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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比喻的⽤法。「⼑劍」絕不能以字⾯的意義來理解，正如 26:51-52 節，「凡動刀的必死

於刀下」︔這裡是⼀個比喻的說法，是指衝突和受苦，如路 2:35，「35 叫許多人心裏的意

念顯露出來；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劍刺透。」另外，「⽣疏」[διχάζω]的意思是「⼀分為

⼆」「造成分裂」（出現⼀次）。路加福⾳ 12 章同樣的教導，⽤了不同的字：「紛爭」

[διαμερισμός]（出現⼀次）是「分裂不合⼀」的意思。 

「51 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紛爭[διαμερισμός]

（出現⼀次）。52 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紛爭[διαμερίζω]：三個人和兩個人相爭，兩

個人和三個人相爭；53 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

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路 12:51–53） 

 

這段經⽂的結尾是「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單從⼦⾯和經⽂本身來看，耶穌是在

告訴祂的⾨徒他們會進入敵對的遭遇中，會發⽣在最親近的家庭成員中。即時如此，還是

要⾒證基督，宣講福⾳的信息，不要懼怕。不要因為親情的關係⽽放棄傳講、⾒證和彰顯

基督的身量。因為關係到⾨徒末世的救恩：「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

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32-33 節）。 

 
2-在衝突的人際關係製造和平。 

第二，經文整章上下文的意思。16 節開始，耶穌教導訓練命令⾨徒同⼯。耶穌在這裡建

造祂的國度，祂在訓練塑造祂的百姓，祂要他們的義勝過⽂⼠法利賽⼈的義。祂要在祂上

⼗字架之前在真理上預備他們，使他們成為合神⼼意的器⽫。祂告訴他們將要進入的遭

遇，以及他們在這些遭遇中，如何彰顯⾒證祂所賜給他們的新⽣命。 

 

這些遭遇是具有特殊歷史性的，是發⽣在耶穌升天之後，記錄在聖經中的歷史。但是這些

耶穌的教導也是對所有基督徒所說的，我們要從其中看到⼀些適合各個世代跟隨基督做⾨

徒的⼈。今天，你們和我都適⽤這些原則，這些普遍適⽤的原則是解經最主要的⽬的之

⼀。 

 

第 10 章，1-4 節是耶穌呼召 12 個使徒。從 10:5 節開始，是耶穌⾨徒訓練的課程。耶穌⽤

「我實在告訴你們」[ἀμὴν λέγω ὑμῖν]把訓練課程分為三個段落：第⼀個段落，5-15 節，

是「短期事工」的訓練和試驗對象是⼗⼆個使徒︔第⼆個段落，16-23 節，是耶穌復活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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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後的「長期事工」，對象包括了所有的⾨徒，以「⽺進入狼群」作為開始︔24-25

節， 是具轉接功⽤的經⽂：一方面說明前⾯受到逼迫衝突的原因，是要⾨徒與耶穌有同

樣的遭遇。另一方面說明逼迫衝突的⽬的：「被模成基督的樣式」。接下來第三個段落，

26-42 節，耶穌⽤「所以」作為開頭，說明⾨徒⽣命特質的五個標誌。 

 
第一個基礎原則：基督門徒被模成像基督。（24-25a） 

「24 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25 學生和先生一樣，僕人和主人一樣，是

恰當的。」這裡解釋說明了⾨徒的遭遇不會比耶穌更好 。並且在遭遇中「學習和順服」

基督的教導「被模成基督的樣式」——整個教會建造的⽬的（稱義成聖的⽬的：羅 8:29-

效法祂兒⼦的模樣：被模成祂兒⼦的形象 [συμμόρφους τῆς εἰκόνος τοῦ υἱοῦ αὐτοῦ]，是神

所預定的⽬的）。（學習基督的教導，順服聖靈的帶領） 
 
第二個基礎原則：基督門徒的遭遇像基督。（25b） 

「人既罵家主是別西卜*，何況他的家人呢？」學⽣必須學習的是屬靈的爭戰，不是以⾎

氣與⼈爭戰，⽽是與⾃⼰的本性的罪爭戰。這是保羅⼀直在新約中教導的真理。在遭受侮

辱中學習順服教會元⾸基督的樣式。⾨徒要在這些負⾯的遭遇中學習屬靈的爭戰。 

 
第一個標誌：認識神不懼怕仇敵。（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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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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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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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基督徒知

道他⾃⼰的責任是要傳講福⾳，當基督徒知道神掌管所有的⼀切，包括從天上⾶的麻雀，

到我們的頭髮數量，包括撒旦魔鬼的活動範圍，他就在懼怕（本性的反應）的時候，思想

神的計劃和統管領域，把⾃⼰從懼怕的轄制中釋放出來。認識神不懼怕仇敵是基督徒⽣命

特質的第⼀個標誌。這就是為什麼⽣命的成長與正確的真理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第二個標誌：在人面前見證基督。（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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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33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

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在認識神不懼怕仇敵的前提下，基督徒在⼈⾯前，無論在

受逼迫與否的情形下，在⽣活和事奉中彰顯基督，就是彰顯基督在我們內⼼的⼯作，這個

⼯作就是「信⼼的義」的成全，這個⼯作就是我們被模成基督的樣式的外在彰顯。接下來

就是今天的經⽂： 

 
第三個標誌：在衝突中製造和平。（34-36） 
34「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35 因為

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36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

人。 

 

很明顯的是要在這種衝突敵對的關係中⾒證彰顯基督。這段教導的焦點是在為福⾳的緣故

受到敵對，逼迫，和苦難，⾺太現在轉到⼀個特別痛苦的事實：在⼀個家庭中的敵對和分

裂中⾒證基督。這個主題已經在前⾯的教導中提到，21 節：「	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

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為什麼耶穌要這樣的安排⾨徒在這些敵

對的情形中⾒證祂呢︖記得《登山寶訓》的祝福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

稱為神的兒子！」（太 5:9）因此，經⽂的中⼼思想是： 

 
中心思想：門徒生命特質的第三個標誌：在衝突中製造和平 
 

「使⼈和睦的⼈」，希臘⽂是：「製造和平的⼈」（peacemaker）[εἰρηνοποιός]。這是天

國子民生命的特質。「製造和平和」和「使⼈和睦」是⾃⼰處在紛爭衝突中彰顯的特質。 

⾨徒在衝突的關係中彰顯他們是「製造和平的⼈」。這是「八福」的⾒證，⾒證基督的確

在⾨徒⼼中掌權，⾒證基督的確把祝福賜給祂的百姓。因為基督是我們的和平。 

 

西 1: 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εἰρηνοποιέω]（製造了和平），便藉

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εἰρηνοποιέω]（to	cause	a	right	o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make	peace- BD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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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和平。基督的和平是：⼈必須先與基督和好，才有可能成為「製造和平的⼈」，⼈

與⼈之間才有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天然的本性，⼈的罪性跟本上是紛爭的製造源頭。⼈

要與神和好必須是「義」的。這是基督的⼯作： 

 

弗 2:14 因他使我們和睦(祂是我們的和平)，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15 而

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

好了，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

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製造和平與十字架。達到和平不是避免衝突，耶穌本身不斷的介入巨⼤的衝突，特別是

21-23 章，事實上祂在地上整個的⽣命經歷都是與「和平」相對的。26-27 章中，耶穌安靜

的接受不公平的指控和定罪。耶穌在衝突對⽴中，仍然傳講神國度的福⾳（甚至在⼗字架

上祂仍然如此），彰顯祂「捨⼰的愛」(self-sacrificing love)，⼀直到被釘在⼗字架上。 製

造和平與基督的⼗字架不可分開。你必須認識基督的⼗字架，否則你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

和平。 

 

聖經的和平不是沒有衝突︔聖經的和平不是休戰︔聖經的和平更不是井⽔不犯河⽔︔聖經

的和平不是創造⼀個互不侵犯的真空。這些都是世界的和平能達到的暫時境界。 

 

聖經的和平是在衝突中把「基督的義」帶入⼈的⽣命中，使⼈與神和睦。「基督的義」使

得⼈與神和好，當⼈真實的順服基督，不再與神為敵的時候，衝突和爭戰就⽌息了。當⼈

的本性順服聖靈的時候，衝突紛爭就⽌息了。在最終的真和平來到之前，和平是在紛爭中

被彰顯出來的，不是世界上的和平，不是⾁體的爭戰，⽽是屬靈的爭戰。 

 

應用。如果你是基督的⾨徒，基督⼀定會帶你進入衝突紛爭的遭遇中。祂要你學習如何結

出聖靈的果⼦︔祂要⽤這樣的⽅式祝福你。不要以為這是負⾯的，因為天上地下的權柄都

賜給祂了，當你被祂呼召去使萬民做祂的⾨徒之前，你必須學會這個領受祝福的⽅式，像

耶穌親⾃訓練塑造的使徒和⾨徒⼀樣。唯有這樣，你才會⾒證祂的確在你裡⾯掌權，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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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為合神⼼意的器⽫，成為貴重的器⽫，基督就可以把「基督的義」藉著你的事奉，帶

入⼈的⽣命中。（愛敵⼈，讓⼈打右臉和左臉…這些都是同樣的⽣命特質）。你是這樣的

基督徒嗎︖你在⾛窄⾨和⼩路嗎︖在耶穌帶你進入的遭遇中，你的義是否勝過⽂⼠法利賽

⼈的義嗎︖你是否恐懼戰兢地，要做成你得救的⼯夫︖不要輕易忽視你⽣活中的每⼀個衝

突，因為是耶穌，是你的主帶你進入的，祂為了要賜福給你，為了要試驗你，教導你，使

你被模成基督的樣式，帶來真正的和平。 

 

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往往會失敗，我們要如何做呢︖只要我們真誠的悔改認罪，

耶穌會⼀次又⼀次地教導我們，⼀直到祂藉著聖靈把律法刻寫在我們⼼裡，賜給我們從上

頭來的智慧，使我們知道如何不隨從⾁體，只隨從聖靈，彰顯處「信⼼的義」成為和平的

製造者。 

 
1- 在衝突的人際關係中爭戰得勝。 

第三，整本聖經的上下文。我們現在要從整本聖經的啟⽰去看耶穌的教導。耶穌是國度的

君王，祂在訓練預備國度的軍隊。祂要祂的百姓在爭戰中經歷祂的得勝產⽣的果效，勝過

撒旦的權勢（站住，不順從本性⾁體，治死⾁體）。保羅在以弗所書末了命令基督徒要

「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 6:11）。教會是爭戰的教會，教會

不僅是學習神學的地⽅，教會不僅是與基督交往聚會的地⽅，教會是屬靈爭戰的地⽅。不

是與⼈爭戰，不是與屬⾎氣的爭戰︔⽽是與⾃⼰的本性爭戰，與魔鬼撒但爭戰︔神國度和

撒但國度的爭戰。這是整本聖經的主題，從《創世記》3 章 15 節就開始了，⼀直到《啟

⽰錄》21 章新天新地來到之前。新約聖經⼀再重複「魔鬼撒旦」的網羅和詭計。 

 

「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裏。」（提前 3:6）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謗、落在魔鬼的網羅裏。」（提前 3:7） 

「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他的網羅。」（提後 2:2）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

人」（彼前 5:8）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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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和你們同在。」

（羅 16:20） 

當耶穌把我們帶到衝突的事件中，特別是家庭成員，教會成員的衝突中，我們必須非常警

醒，我們必須知道這是主把我們帶入的環境，為了要訓練塑造我們，使我們學習屬靈的戰

事，使我們成為在衝突紛爭中的和平製造者：「製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

的兒子！」 

 

耶穌在這裡教導的不變的原則是：在衝突紛爭中製造和平。這是基督徒⽣命特質的第三個

標誌。1-在衝突的人際關係中宣講彰顯基督。2-在衝突的人際關係中經歷基督得勝。 

 

無論是現代主義的烏托邦理想，還是 John Lennon 的流⾏歌曲 Imagine 中所倡導的後現代

主義追求和平的⽅法，都無法達到真正的和平。無論是現代主義或是後現代主義都無法理

解「基督是我們的和平」。所謂的和平相處只是⼀種表明的克制和壓抑（在神普遍恩典的

運作下），是⼀種欺騙⾃⼰的假和平，因為紛爭的根源是⼈本性的轄制，⼈本性的⾃我的

轄制，⼈本性罪的轄制。「基督是和平」就是要解決『紛爭』的根源：⼈性的罪。⽽解決

⽅法就是「基督的⼗字架」——這是耶穌教導的下⼀個⾨徒⽣命特質的標誌，我們下週要

思想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