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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灣聖徒改⾰宗⾧⽼會－主⽇信息 
8/5/2018 

 
門徒生命特質的標誌-05 

使人領受義的賞賜 
 

馬太福音 Matthew 10:40-42 
唐興 

前言： 

今天我們要進入耶穌在地上建⽴教會，⾨徒訓練課程的最後⼀段經⽂。耶穌道成⾁身，在

地上開始執事之前，祂先受聖靈的洗，然後聖靈引導祂進入曠野 40 天，接受執事前的試

驗，同時也是撒旦的試探，祂堅守⼗字架的道路，遵⾏⽗的旨意，以神的話擊退撒旦（第

4 章）。 

 

耶穌的執事。接著，祂開始在加利利開始傳道。祂傳的信息的中⼼思想是：「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悔改（metanoeo）就是⼼意更新變化的意思。他也呼召了四位⾨徒（彼

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約翰）跟隨祂。祂的事奉包括傳講天國的福⾳，醫治百姓各樣的病

症。 並且吸引了許多⼈跟隨祂。（醫病趕鬼的神蹟有兩個功⽤：第⼀，證實祂的權柄和

能⼒是從神來的，因此證明了祂所傳講的信息也是從神來的。第⼆，神蹟本身包含了救贖

性的啟⽰，教導祂的百姓關於屬靈⽣命的醫治。第三，祂的確醫治了當地所有身體上的疾

病，預先嘗到神國度終極完成的景況：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

前的事都過去了（啟 21:4））。耶穌的執事啟⽰了兩件事：1）耶穌的執事開啟了神國度

的實際應驗時期，結束了以⾊列屬地的國度。2）祂的國度是是藉著國度信息的傳揚建⽴

的。「醫病和趕鬼」具有特殊救贖歷史階段的功⽤，在啟⽰完成之後，基本上是不延續

的。  

 

太 4:23-24--23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

症。太 9:35--35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

症。⾺太把耶穌在加利利的執事分，放在這兩節幾乎完全相同的經⽂之間。分為兩個部

分：第⼀，5-7 章，登山寶訓。第⼆，8-9 章，9 個神蹟，3 個段落，每個段落紀錄 3 個神

蹟奇事。兩段耶穌教導⾨徒的經⽂（都與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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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訓練同工。第 10 章，敘述了耶穌呼召和訓練神國度同⼯，訓練教會同⼯。祂⾸先從

跟隨祂的⾨徒中，呼召了⼗⼆位⾨徒作為使徒。然後耶穌開始了⾨徒訓練課程，課程分為

三個部分：第⼀部分， 5-15 節，是教導他們短期事⼯，告訴他們會發⽣的事，並且要如

何回應（短期發⽣在耶穌被釘⼗字架之前）。祂給他們醫病趕鬼的權柄，並且他們也像耶

穌⼀樣，傳講天國的福⾳。第⼆部分的課程，16-23 節，教導他們長期事⼯，告訴他們會

遭遇道逼迫，⽣命要受威脅，被⼈恨惡，要逃到安全的地⽅。 

 

門徒訓練的目的。24-25 節，是轉接的兩節經⽂。24 節解釋為什麼事奉要受逼迫，25 節解

釋事奉對⾨徒的⽬的。這裡對象已經從使徒擴⼤到所有的⾨徒了。24 節：「24 學生不能

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徒學⽣的遭遇不會比耶穌的待遇要好，並且在這些遭

遇中，⾨徒要學習基督，⾨徒也要順服基督。24 節，「25 學生和先生一樣，僕人和主人

一樣，也就罷了（另譯：是恰當的）。人既罵家主是別西卜*，何況他的家人呢？」若是

基督作為神的兒⼦，也是經過苦難學會了順從，那麼⾨徒也要在這些遭遇中，被模成基督

的樣式 (羅 8:28, 13:14, 西 3: 9-10, 弗 4:23-24, 約壹 3:2)。那麼這個樣式是什麼呢︖接下來的

經⽂中就把這個樣式，⾨徒新⽣命的特質的標誌啟⽰出來了。 

 

門徒生命特質的塑造。換⾔之，這是教會⾨徒訓練和教會同⼯訓練要達到的⽬的：塑造同

⼯具有這樣的⽣命特質。不要忘了，這裡的訓練包括所有的⾨徒，所有的基督徒，不論是

否有教會的職分。 
 
第一個標誌：認識神不懼怕仇敵。（26-31） ⾸先，基督徒必須對神有正確的、全⾯的和

經歷上的認識，並且認識仇敵的詭計，因為教會建造是屬靈的爭戰。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直要教導要理問答，聖約神學…的原因︔這就是我們要養成每天讀經的原因，這就是我們

為什麼必須每天禱告的原因。這是⾒證基督，宣講基督的第⼀步。⾨徒訓練的基礎。 
 

第二個標誌：在人面前見證基督。（32-33）當基督徒對神有正確、全⾯和經歷上的認識

後，必然帶來⼼意的更新變化，能夠在⽣活和事奉上，都能彰顯出登山寶訓中所描述的特

質。雖然常常還會有失敗的時候，但是也必須是長進的，不是呆滯不前的。這時候⾨徒可

以藉著對真理的認識，和在經歷上的學習，開始宣講基督，⾒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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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標誌：在衝突中製造和平。（34-36）基督徒必須是⼀個製造和平的⼈，⼀個與神

和好的⼈，必定是⼀個製造和平的⼈。耶穌的⼀⽣都在衝突和敵對中，並且是⽗所安排和

命定的，祂在其中彰顯了完美的⼈性。基督徒所進入的衝突和摩擦也是神所安排的，如果

基督在我們裡⾯掌權，我們必定彰顯出像基督⼀樣的⽣命特質。這是⽣命成熟的標誌。必

須與第四個標誌同時發⽣。 
 

第四個標誌：見證十字架新生命。（37-39）這是基督徒⽣命最重要的特質，因為耶穌

說，38 節，「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這是基督徒⽣活的總

結：對基督的⾨徒⽽⾔，⼗字架是⾨徒資格的鑑定標準。 ⼗字架所代表的是⼀種，為耶

穌的緣故，的捨⼰的和犧牲⾃我。⾃我是⼈⽣命的最重要環節，就好像⼈的⽣命⼀樣。

「⼠可殺，不可辱」就是這個原則。但是耶穌說，要「為祂」捨棄⾃我，否定⾃我，就要

得著⽣命。因此，⼗字架的捨⼰是新⽣命樣式的原則：與基督的死聯合，也必定在基督的

復活上與祂聯合，必定彰顯新⽣命的特質。 
 
第五個標誌：使人領受義的賞賜。（40-42） 

當我們讀到耶穌在⾨徒訓練中的教導，不免會感到非常的沈重，做耶穌的⾨徒要付出的代

價實在太⼤了：受逼迫，苦難，經歷⽣命危險，公開受羞辱，捨棄⾃我…。這絕對不是成

功福⾳所教導的，這絕對不是健康財富神學所提倡的，但這卻是耶穌的⾨徒學校的必修

課。讀到 40-32 節，你會非常的安慰，因為耶穌在這裡提出了⼀聯串的，正⾯性的應許。

雖然，⾨徒要經過許多負⾯的遭遇：受逼迫、抵擋、敵對，但是，耶穌在這裡應許了接

待。有許多⼈會接待他們。 

 
40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41 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

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人因為義人的名接待義人，必得義人所得的賞賜。 
 

經文結構。40 和 41 節的經⽂的平⾏和對稱是非常驚⼈的。每⼀節經⽂都由兩個⼦句組

成，兩個⼦句的第⼆⼦句和第⼀⼦句是完全對映的。然後這四個字句都以同樣⼀個字做開

頭「接待的⼈」[ὁ δεχόμενος] （the one who rece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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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節，「42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

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雖然句⼦不是像前⾯兩節⼀樣的對稱，但內容上延續了前⾯

的教導。內容的延續是建⽴在「賞賜」[μισθόν]（41 節：必得先知的賞賜，必得義⼈的賞

賜︔42 節，不能不得賞賜），和「為..的名」[εἰς ὄνομα]（41 節：為先知的名，為義⼈的

名，42 節：為⾨徒的名）。 
  
中心思想：門徒生命特質的第五個標誌：使人領受義的傳遞。（40-42）  
 
1- 應許接待義的傳講者（40）。 
2- 應許領受者義的賞賜（41）。 
3- 應許門徒領受與接待（42）。 

 

解經解釋。這三節經⽂的解釋關鍵在於正確的理解「接待」（在這三節經⽂中出現了 6

次）和「賞賜」這兩個字。  
	
1-應許接待義的傳講者（40）。「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的。 

接待[δέχομαι]（dechomai）。這個字在新約出現 56 次：1）接納東西︔2）⽤⼿接東西︔

3）接待⼈（太 10:14，40f.）︔4）忍受某⼈某物（林後 11:16）︔5）表⽰贊同或確信，接

受領受某事（太 11:14︔聖靈的事--林前 2:14︔勸告--林後 8:17︔真理--帖後 2:10，教導—路 

8:13; 徒 8:14; 11:1; 13:48 D; 17:11; 帖前 1:6; 2:13; 雅 1:21; the reign of God 可 10:15; 路 18:17） 

 

「領會」。「14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上帝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

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林前 2:14） 

 

「領受」。「13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相

信，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路 8:13） 

 

「11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

不是。」（徒 17:11）(Welcome the word with all eag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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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此，我們也不住地感謝上帝，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上帝的道就領受了；不以為是

人的道，乃以為是上帝的道。這道實在是上帝的，並且運行在你們信主的人心中。」（帖

前 2:13） 
10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

救。(2 Th 2:10) 

 

「31 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來 

11:31) 這⼀節經⽂特別證明了「接待」不僅是招待住宿和飲食，更包括了接受探⼦所傳的

信息。 

 

接待=領受信息。因此，這裡的「接待」，包含了領受⾨徒所傳講的信息。這是⼀個重要

的神學觀念。領受信息表⽰：信︔表⽰聖靈在他們內⼼⼯作，賜給他們新的⽣命，使他們

願意並且有能⼒接受耶穌。「接待」表⽰他們得救了。「31 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

平地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來 11:31) 接待就是順從，就是不滅

亡，就是得救。 

《⾺太福⾳注釋》法蘭斯（RT France） 說：「『接待』在這裡不僅是指歡迎耶穌和神，

也就是進入⼈的家裡，⽽是更深意義的接待（13-14 節）。接待的意思是接受⾨徒所傳講

的信息，就是耶穌的信息和祂的本身，耶穌與⾨徒的信息是不可分開的（參考：18:5︔約

12:44︔13:20︔負⾯的陳述相同的觀點請看路 10:16）。這信息也就是神的福⾳（可 1:14），

所以，接待神的信息就等於是領受神的恩典。」 

 

19 世紀德國加爾⽂神學家，藍恩（Johann Peter Lange）：引⽤艾佛德 Alford 的解釋指

出， 「『接待』（δέχεται）（dechete） 在這裡有更寬廣的意思，不僅是指接待⾨徒到家

裡去吃住，⽽是用心和生命領受使徒所傳受的信息。」 

 

信息=基督傳遞信心的義之管道。⾨徒所傳的信息和基督所傳的信息是⼀樣的，是要⼈藉

著信耶穌稱義的神國度福⾳。因此，我們可以說⾨徒是「義的傳講者」。當⼈⽤⼼和⽣命

領受⾨徒所傳的信息（聖靈的⼯作），基督的義就被歸算給他們，並且基督要透過聖靈藉

著神的話，把義傳遞給他們。「義的歸算」（righteousness imputed）是指信徒地位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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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上，⼀次性和完全的成就。「義的傳遞」（righteousness imparted）是指實際發⽣在信

徒主觀經歷上，漸漸的成就，也就是漸漸像基督的形象。這些都是基督藉著聖靈，透過神

國度的福⾳，所成就的救贖之⼯。徒 16 章，呂底亞的例⼦：「素來敬拜神，他聽見了，

主就開導她的心，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她強留保羅和提摩太到她家住，她⼀家都

受洗了。他們都稱義了、他們都繼續⾛成聖的道路…因此，接待⾨徒就是接待了「義的傳

講者」，也領受了他們所傳講的信息，基督的義也歸算傳遞給他們了 

 

為什麼「接待」⾨徒就是接待基督︔接待基督就是接待那差基督來的神︖ 

 

這裡的關鍵是「差遣」[ἀποστέλλω]（apostello）這個字。其名詞就是使徒[ἀπόστολος]

（apostolos）。這個字在希伯來⽂中不僅是受差遣傳信息的⼈，其意思是「使者/⼤使/代

理⼈」（[ ָׁשִליַח] (shaliach)）。猶太背景的「使者/⼤使/代理⼈」 [ ָׁשִליַח] (shaliach)	這個字

的意思就是：某⼈的使者或代理⼈就如同某⼈本身。 

 

因此，接待了⾨徒和領受⾨徒所傳的信息就是接受耶穌，接受耶穌就是接受福⾳的信息。

接受了耶穌就是接受神。耶穌是⼈與神之間的中保，也是這節經⽂所暗⽰的。 

 

藍恩（Johann Peter Lange）說：「這裡暗⽰，不僅是⾨徒會受到歡迎和接濟，不但如

此，⽽且他們背負的⼗字架會成為無限祝福的源頭。」當基督的⾨徒被基督塑造，成為製

造和平的⼈，當基督的⾨徒被基督塑造，成為背⾃⼰⼗字架的⼈，他們不僅是義的傳講

者，他們也是義的彰顯者，他們傳講基督，他們也像基督。耶穌應許這樣的⾨徒會受到⼈

的接待，因為基督要透過他們所傳的信息，把義傳遞給⼈。 
 

2-應許領受者義的賞賜（41）。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人因為

義人的名接待義人，必得義人所得的賞賜。 

 

賞賜[μισθός]（misthos）。如果「接待」是這樣理解的話，⼈若接待這些受差遣的傳信息

者，並⽤⼼和⽣命領受他們所傳的信息，那麼他們的賞賜必定是「神的義」。唯有得著

「神的義」的⼈才得著「⽣命」。⽣命與 39 節，「為我的失喪⽣命的，將要得著⽣命」

有直接的關聯。這裡的賞賜也與《登山寶訓》5:11-12 節的「天上的賞賜」有絕對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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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那裡的「賞賜」是接著「第八福」，「10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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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義受逼迫，因耶穌受辱罵逼迫，毀謗的⼈也是背著⾃⼰的⼗字架跟隨耶穌的⼈，

他們得著神的義，得著⽣命的賞賜。 
 
耶穌在這裡是安慰⾨徒不但他們會受到接待，⼈也會領受他們所傳的信息。不論是先知，

還是，義⼈所傳的信息都成為神所使⽤的，傳遞義，傳遞⽣命的管道。 

 

3-應許所有門徒受接待（42）。「42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

裏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42 節。根據前⾯經⽂內容平⾏的安排，我們可以把「為⾨徒的名」看為是與「為這⼩⼦

的名」平⾏的，這⼩⼦就是指⾨徒。更特別的，在這背景下，這位⼩⼦是⼀位為宣教⼯作

忙碌奔⾛的⾨徒。「為⾨徒的名」是指表現出和藹接待⾨徒的⼈。「⼩⼦」是指耶穌的⾨

徒，也許是『沒有經驗的』，如同 18:6，10，14（可 9:42︔路 17:2︔和可 10:24，約 21:5 中

的「兒童」）和最⼩的⼀個「這⼩⼦裡的⼀個」，也許是他們謙卑的標誌（11:25）。 

 

給「⼀杯涼⽔」[ποτήριον ψυχροῦ]是⼀個象徵性的說法，講到滿⾜在巴勒斯坦乾燥氣候下

基本的需要。僅是如此微⼩的好客，也會被看為是重要的。這裡的⾨徒，不僅是指那⼗⼆

位使徒，⽽是指所有跟隨耶穌的⼈。 

 

在後者，把⼀杯⽔（還有其他東西）給「弟兄中最⼩的」就等於是「為主做的」。結束的

經⽂，加上了強調語『我實在告訴你們』，以及強調的雙否定「不能不」得賞賜，就是

「絕對要」得賞賜的意思。因此，教導的結尾⽤了應許，應許那些⼈不僅會成為傳信息者

的接待⼈，並且他們所傳的信息，還會繼續不斷地，完成⾨徒和教會所賦予的使命。 
	
結論：基督在地上建⽴新約的教會是從⾨徒訓練開始的，祂訓練的神國度同⼯，建造教會

的同⼯具有五個新⽣命特質的標誌，這五個標誌就是教會建造的藍圖和樣式。我們看到耶

穌的⾨徒達到這五個標誌，經過三⽅⾯的訓練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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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國度的信息，登山寶訓是主要內容︔2）⾨徒訓練課程和神學教導（圍繞在神國度的

主題上）︔3）實際⽣活和事奉的應⽤。4）等候聖靈的澆灌。 
 

1）對神和神的計畫有正確的認識：真理學習者。 

2）在⼈⾯前彰顯宣講基督和基督：福⾳⾒證者。 

3）在衝突的⼈際關係中製造和平：和平製造者。 

4）在⽣活和事奉中學習否定⾃我：⼗架背負者。 

5）在⽣活和事奉中傳講基督的義：傳遞賞賜者。 

最後我們必須看到⼀個重點：耶穌把使命的絕對重要性，放在傳信息者的本身上，傳信息

者本身必須活在所傳講到信息中。福⾳必須被傳開，並且那些協助傳揚福⾳的⼈，無論是

多麼間接，多麼微不⾜道，只要是具備這五個標誌的⾨徒，他們都扮演⼀個重要的，值得

主稱讚的功⽤——他們是神國度的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