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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1/6/2019 
 

真信心中的疑惑 

 

馬太福音 Matthew 11:1-6 

唐興 

A-經文： 

1 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就離開那裡，往各城去傳道教訓人。 2 約翰在監裡聽見基督

所做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3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

呢？”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5 就是瞎子看見，瘸

子行走，長大痳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6 凡不因我跌倒

的就有福了。” 

 

 Καὶ ἐγένετο ὅτε ἐτέλεσεν ὁ Ἰησοῦς διατάσσων τοῖς δώδεκα μαθηταῖς αὐτοῦ, μετέβη ἐκεῖθεν 
τοῦ διδάσκειν καὶ κηρύσσειν ἐν ταῖς πόλεσιν αὐτῶν. 
2 Ὁ δὲ Ἰωάννης ἀκούσας ἐν τῷ δεσμωτηρίῳ τὰ ἔργα τοῦ Χριστοῦ πέμψας διὰ τῶν μαθητῶν 
αὐτοῦ 3 εἶπεν αὐτῷ· σὺ εἶ ὁ ἐρχόμενος ἢ ἕτερον προσδοκῶμεν; 4 καὶ ἀποκριθεὶς ὁ Ἰησοῦς 
εἶπεν αὐτοῖς· πορευθέντες ἀπαγγείλατε Ἰωάννῃ ἃ ἀκούετε καὶ βλέπετε· 5 τυφλοὶ 
ἀναβλέπουσιν καὶ χωλοὶ περιπατοῦσιν, λεπροὶ καθαρίζονται καὶ κωφοὶ ἀκούουσιν, καὶ νεκροὶ 
ἐγείρονται καὶ πτωχοὶ εὐαγγελίζονται· 6 καὶ μακάριός ἐστιν ὃς ἐὰν μὴ σκανδαλισθῇ ἐν ἐμοί. 

 

B-前言： 

帶著羅馬書的福音真理看聖經，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因為羅馬書講到救贖工作，如何施行

在神百姓身上。當我們再回到馬太福音時，就可以使我們更清楚認識耶穌的教導。在我們

不清楚明白羅馬書的論述之前，許多的聖經真理可能還是模糊不清的，很容易會落入律法

的框架裡。 

 

C-上下文：讓我們先複習一下馬太福音的內容，和今天經文的上下文。 

C1-馬太福音內容-基督和基督的工作。馬太福音最主要是在說明：耶穌是誰，以及基督

在地上的生平和執事(life and ministry)。馬太用耶穌執事的行程路線，從加利利到耶路

撒冷，然後回到加利利，來描述其生平和事奉。他證明耶穌是基督彌賽亞，神的兒子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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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是神所應許的大衛後裔君王。他記錄了基督在地上以祂的話語和權能建立了神的國

度/教會。  

 

C2-結構-五篇信息（Five Discourses） 。馬太用了重複的「套語」把五個完整的基督傳

講的信息，安排在耶穌的生平和執事的歷史敘述中。1-4章：基督的出生和執事開始。第

1篇信息，5-7章：「登山寶訓」。8-9章：基督在加利利的執事。第2篇信息，10章：

「呼召和訓練門徒 」。11-12章，人們對基督執事的負面回應。第3篇信息，13章：「天

國的比喻」。14-17章，耶穌執事與法利賽人的衝突和登山變像。第4篇信息，第18章：

教導天國生命「謙卑和饒恕」；19-23章，耶穌往耶路撒冷的執事，進一步的衝突。第5

篇信息，24-25章：「橄欖山的信息」耶穌耶穌在這裡向門徒啟示將要發生和未來要發生

的事。祂回答兩個問題：聖殿毀滅的時間－以色列地上國度的結束，以及基督再來和時代

的末了－國度終極完成的情況。26-27章，耶穌被釘十字架，和28章，耶穌復活之後顯

現，並在加利利向門徒顯現啟示祂的國度。 

 

今天的經文就是接著第10章「呼召和訓練門徒」的信息之後的敘述文。馬太開始了一個

新的主題：人們對基督在加利利執事所產生的回應，並且這些回應是負面的。11:1-15

節，施洗約翰懷疑的回應。11:16-19節，人們對約翰和耶穌執事的回應。11:20-24節，

加利利人無動於衷的回應。25-30節，耶穌正面的教導「向嬰孩的啟示」。12章講到耶

穌的權柄受到法利賽人的挑戰：安息日（12:1-14節）；耶穌從衝突對立中撤退（12:15-

21）；耶穌被控用魔鬼的力量趕鬼（12:22-37節）；耶穌被挑戰行神蹟（12:38-45

節）；46-50節，耶穌正面的教導「屬天的家庭」。 

 

D-中心思想：真信心中產生疑惑的原因。基督徒的信心。 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第3

卷2章，論述了「信心的定義和其性質的解釋」 。真信心有的時候是一種參雜的信心，或

微弱的信心。真信心也常受到各種疑惑的攪擾，和仇敵的攻擊。施洗約翰對耶穌所問的問

題就顯示出了這種懷疑。 

 

許多時候，我們不是不信，而是有懷疑，這是基督徒幾乎都會有的問題：懷疑是發生在基

督徒生命中的事情。施洗約翰的懷疑，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懷疑產生的原因。如果舊約歷

史中最偉大的先知，會對耶穌懷疑，那麼，就可以安慰我們，如果我們還對耶穌有所懷疑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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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僅是施洗約翰， 馬太福音一再重複地記錄了耶穌的門徒的懷疑：「你們這些

小信的人哪！」（太6:30，8:26，14:31；路12:28）；疑惑（14:31；21:21；28:17-復

活之後；可11：23；約20:27-多馬的疑惑）甚至，耶穌復活升天之後，徒10:20-彼得對

外邦人哥尼流得救，對聖靈的引導感到疑惑。這樣看來，懷疑是基督徒生命中會發生的

事。就連施洗約翰也如此。 

  

E-經文解釋： 

1-場景。第1-2節。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就離開那裡，往各城去傳道教訓人。  

耶穌的執事：教導和講道 (teaching and preaching)。在會堂中解釋聖經，和教導人關

於神國度的事。耶穌行神蹟有三個目的：第一，應驗祂是舊約應許的彌賽亞；第二，除去

罪和痛苦，見證神的國真實的降臨，和國度完成的「預嚐」；第三，見證祂行神蹟和話語

的權柄出於神；第四，神蹟的本身包含了神救贖的真理。 

 

施洗約翰的執事。施洗約會是舊約最後一位先知。主耶穌後面稱「他比先知大多了」，因

為他是為彌賽亞預備道路的使者，基督的先驅者。是他宣告了基督的來到。馬太福音第3

章，描述了施洗約翰的執事：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2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改！”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預備主的

道， 修直他的路！’ ” 4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

5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旦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6 承認他們

的罪，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

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12 他手裡拿

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裡，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 

 

首先，約翰信息的中心思想與耶穌所傳的是一樣的「“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第

二，他知道耶穌是「能力比他大者」。第三，他知道耶穌是同時帶來拯救和審判的。換言

之，他知道耶穌是彌賽亞：「那在我以後來的」（太3:11），他對自己的門徒說耶穌是

「神的羔羊，要除掉世人的罪」（約1:29）。 第四，他看到聖靈降臨在耶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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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他的執事是非常有果效的：「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旦河一帶地方的

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6 承認他們的罪，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第五，當許多人跟

隨耶穌的時候，他說：「我這喜樂是完完全全的了。祂比越來越昌盛，我必越來越衰

微。」（約3:26-30）。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施洗約翰的信心是真的，祂是有真信心的基

督徒。 

 

「約翰在監裡」。馬太福音第四章，告訴我們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第9章，約翰的門徒

來見耶穌，問耶穌和門徒為什麼不禁食。雖然，約翰在監牢裡。但是他的門徒顯然把耶穌

的執事回報給約翰。當耶穌行神蹟，顯現神的能力和權柄，使人悔改。但是約翰卻沒有聽

到任何關於審判的事事情。因為那是他所知道的彌賽亞，要帶來聖靈和火的施洗。那是神

國度降臨所產生的果效。但是，耶穌帶來的是救恩，卻沒有「火的審判」。這是約翰的問

題。 

 

我們可以推論，約翰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先知，他的執事彰顯出這個特點：他不怕身體受

苦，他指出希律王的惡行。但是，敵對的勢力似乎超過了神國的力量，因為約翰被關在監

裡。這是約翰的真信心產生疑惑的第一個原因：困難的處境中產生的疑惑。 

 

產生疑惑的第一個原因：困難的處境。他因為自己困難的處境，他開始思考自己所傳的信

息是否是真的，他看見的耶穌是否真是那一位彌賽亞；神的國真的降臨了嗎？ 

 

應用。彼後3:3，「3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

譏誚說：4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裡呢？」彼得的時代許多人也產生疑惑，懷疑主再來的

應許。彼得指出這些疑惑和懷疑是出自「自己的私慾」[ἐπιθυμία](epithymia)

（desire）。新約中「私慾/慾望」通常與「肉體/本性」是同樣的意思，是與聖靈對比

的：加5:16，「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本性的慾望）

了。」懷疑、疑惑都是出於肉體本性的。因此，當我們處於困難的環境中，信心產生疑惑

時，今天的經文提醒我們，那是發自於自己的本性的。 

 

「聽見基督所做的事」。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約翰聽見基督所做的事」。上下文來

看，「基督/彌賽亞所做的事」(the deeds of the Messiah)就是指5-7章的登山寶訓，和

8-9章的醫治神蹟。 在4-5節，耶穌指出：「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因此基督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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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包括基督傳講的話語，和基督所行的神蹟。 約翰對耶穌彌賽亞身份和權柄的疑惑，

是因為「他所聽見的」是他的門徒所告訴他的，他知道要解決自己的疑惑，必須直接問耶

穌。也就是說，他要進一步地，從耶穌 本身得到答案。這告訴我們真信心產生疑惑的第

二個原因：不完全的啟示。 

 

產生懷疑的第二個原因：不全的啟示。彼前1:10-11，「10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

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地尋求考察，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裡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

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12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

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約翰作為先知，受差遣傳講神國度的信

息，他在疑惑的時候自然詳細地尋求考察他們心裡所認識的基督。 

 

應用：當我們的信心產生懷疑的時候，必須回到聖經中去認識神的國度，認識基督和基督

的工作。 因為所處的環境和遭遇，對神感到疑惑，因為不完全的啟示，產生疑惑。主耶

穌復活之後，在以馬忤斯路上，向疑惑的門徒解釋聖經，指出舊約聖經中關於基督的事。 

 

2-問題。約翰的疑惑（第3節）。「問祂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

呢？」約翰產生疑惑的原因是，現實所發生的事，與他所傳講的信息有矛盾的地方。 

約翰的意思是：「我聽到你所做的事，我把你解釋為那一位所預言的彌賽亞。但如果你是

彌賽亞的話，為什麼你沒有帶下「火的洗」的審判呢？為什麼你的國度還沒有勝過地上敵

對的國度呢？我為什麼還受地上國度的權柄所統治呢？難道我們要等的是另外一位嗎？」

約翰的疑惑是他的神學與所發生的事情相違背，他所認識的神的國度，與基督所帶來的國

度有不同的地方。這是約翰產生疑惑的第三個原因：基督所做的事與自己心的理解不同

——事與願違。 

 

產生懷疑的第三個原因：事與願相違。當所發生的事情與我們的神學相違背的時候，就會

產生疑惑。這種情形發生在實際生活遭遇中。也許看到教會的情形，牧師長老基督徒的行

事為人，與聖經的教導相違背的時候，產生信仰上的疑惑：這樣的基督教，我為什麼要相

信。當聖經的經文，與我們對神的認識，與我們的理性相違背的時候，也會產生疑惑：揀

選、有限的救贖、讀唱詩篇不用樂器…許多的聖經真理和教義都會產生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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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的處理方法是正確的，他把問題帶到主的面前，他派他的門徒直接去問耶穌。當我們

發現事與願違時，最好的方法是直接問耶穌，回到聖經中認識基督和基督的工作。當約翰

這樣做時，耶穌回答了他的問題。 

 

3-教導。耶穌的回答（第4-5節）。「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

告訴約翰。5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痳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

福音傳給他們。」耶穌的回答是令人困惑的，因為第2節告訴我們，約翰的門徒已經告訴

他耶穌所做的事了，為什麼還要重複呢？其實，耶穌明白約翰的問題是神學的，是關於神

國度的，因此祂做了這樣的回答。耶穌是準確地回答了約翰心中的疑惑。 

 

第5節的清單，不僅只是列出了前面8-9章，耶穌所行的神蹟；這裡所列出的5項醫治神

蹟，和1項福音傳講，與《以賽亞書》相互對應。而其中的這些經文背景，是在描述神在

未來末世的救贖恩典，而非末世的審判。雖然，《以賽亞書》中也預言了末世的審判： 

 

賽35:5-6，「5 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 聾子的耳必開通； 6 那時，瘸子必跳躍像

鹿， 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 在曠野必有水發出， 在沙漠必有河湧流。 」（26:19；

29:18；42:18） 

 

賽26:19，「19 死人要復活， 屍首要興起。 睡在塵埃的啊，要醒起歌唱！ 因你的甘露

好像菜蔬上的甘露， 地也要交出死人來。」  

 

賽61:1「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差

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被囚的出監牢」 

 

耶穌提出的清單超過《以賽亞書》的地方是：「長大痳瘋得潔淨」。大麻風得醫治在舊約

中被看為和死人復活一樣，是神的作為（王下5:7）。不僅如此，路加告訴我們，耶穌是

當場立即醫治了那些人。路7:21節說：「21 正當那時候，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受

災患的，被惡鬼附著的，又開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見。」「正當那時候」是立刻即時的，耶

穌在約翰門徒面前，施行了這些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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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在說明：祂的執事正是《以賽亞書》所預言的，當神的僕人彌賽亞在末世來到時，

所施行的的拯救和祝福。基督第一次來到是要，彰顯「神在肉身顯現」（提前3:6；約

1:18）成全救恩，基督第二次再來才是施行全面性的審判（啟20章），並在地上作王 

（啟21章）。 

 

結論：耶穌用神蹟再次向約翰啟示神國度的到來，是一個已經開始發生的事實。耶穌的醫

治的神蹟，是舊約聖經的應驗，是國度終極完成的預嚐和開始。「 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

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

們同在，作他們的神。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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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 

 

4-提醒。溫和的責備（第6節）。這是一個小的祝福語，和登山寶訓的八福一樣的用語：

「6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穌用負面的「跌倒」作為一種溫柔的責備。祂的意思

是說：不要因為困難的處境，道聽途說，或事與願違，而產生疑惑。耶穌的意思是說，約

翰的問題背後的態度，對屬靈的洞察力沒有產生正面的建設。應有的態度是，直接問基督

為什麼沒有施行審判，而非對耶穌的身份產生疑惑。 

 

應用：我們可以帶著正面建設性的態度，以受教的態度尋求心中的疑惑，我們也可以用負

面的態度來找答案。前者是屬聖靈的，後者是屬肉體的。這是施洗約翰的問題，也是我們

的問題：困難的處境，不完全的啟示，事與願違，都可能產生信心的疑惑。耶穌教導我

們，有疑惑時要以正面的態度，來到主面前尋求解答。使徒保羅經過試煉後的信心給了我

們一個榜樣：保羅在監牢中的喜樂。腓4:12-14「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

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

量的，凡事都能做。14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疑惑的產生是屬肉體本性的

殘餘力量，在信心中與基督聯合，靠著聖靈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是不變的秘訣。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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