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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1/27/2019 
 

神國度君王的邀請 

 

馬太福音 Matthew 11:28-30 

唐興 

經文：  

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29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

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ψυχή] (psyche) 就必得享安息。30 因為我的

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28 Δεῦτε πρός με πάντες οἱ κοπιῶντες καὶ πεφορτισμένοι, κἀγὼ ἀναπαύσω ὑμᾶς. 29 ἄρατε τὸν 
ζυγόν μου ἐφʼ ὑμᾶς καὶ μάθετε ἀπʼ ἐμοῦ, ὅτι πραΰς εἰμι καὶ ταπεινὸς τῇ καρδίᾳ, καὶ εὑρήσετε 
ἀνάπαυσιν ταῖς ψυχαῖς ὑμῶν· 30 ὁ γὰρ ζυγός μου χρηστὸς καὶ τὸ φορτίον μου ἐλαφρόν ἐστιν. 
 

前言： 

人的勞苦重擔：填補無法滿足的空虛。人所承受的勞苦重擔，根本原因都出自於人與神的

關係產生了變化。第一，當人把自己所想要追求的人、事、物作為一心想要得到擁有的。

第二， 害怕失去已經擁有的。不論是健康、愛情、 財富、人的稱讚、會堂的高位…等

等。當這些成為人生活中主要的目的，所追求的目標，這些都成為人的勞苦重擔。人最終

會發現這些勞苦重擔，當面臨生命的短暫時，是一種無法填補，無法滿足的虛空。 若今

生的、眼睛可以看到的，短暫的事物為人生唯一追尋的目標，盼望從這些事上達到滿足。

這些人事物所帶來的就是一種勞苦重擔。 

 

如果一個基督徒，也許沒有外在人事物的追求，甚至在人際關係上也沒有大問題，當在真

理聖靈光照下，但是一種本性上，內在的勞苦重擔就會被彰顯出來：罪性的轄制，天然本

性的轄制。最容易彰顯的地方，還是在人際關係上。雖然，言語行為上沒有表現出來，但

是卻在內心中產生洶湧的負面情緒時，像大衛一樣，發現這種轄制成為他的勞苦重擔（詩

篇 3，4，5）。 

 

因此，耶穌在這裡向所有的人發出邀請，並且應許得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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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成為神國度子民的三個原則。1-認識自己勞苦重擔：得著安息（28 節）； 

2-跟隨基督祂作門徒：得著救恩（29 節）；3-在恩典下順服基督：進入國度（30 節）。 

  

「安息」在這三節經文中出現兩次：28 節：我就使你們得安息，29 節，你們心裡就必得

安息。應該翻譯為：「你們靈魂就必得安息」。30 節，解釋原因。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主耶穌是繼續前面的教導：神的國度。「這是約翰在 11:3 節所

問的問題：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最偉大和最後的回答」（John 

Peter Lange）。11-12 章的背景，是加利利地區城市中的人 （20-24 節），以及文士

法利賽人的負面回應（12:1-45 節），他們聽到耶穌所傳的天國和所行的神蹟，都彰顯祂

是那一位彌賽亞君王，但仍然不信。第 28 節。耶穌在前面 25-26 節，教導說明父神啟

示神國度真理的原則：「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27 節，祂說明父

把國度真理託付給祂，祂把國度真理向祂所定意的人啟示出來。現在，28-30 節，這位

中保君王直接向所有人發出邀請，為要解決人生命中所有的問題。這裡的邀請，繼續了前

面第 19 節，耶穌稱自己為「智慧之子」的主題。  

 

第二，這是基督，神國度的君王，向所有的人提出的邀請，此邀請的意思，就是相信祂是

那一位要來的彌賽亞，並且「在祂的統治下」領受祝福。 

 

第三，要理解「軛」與「神國度」之間的關係。事實上，主耶穌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傳講：

「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另外，耶穌的教導，特別是用比喻作為描述時，必須從

新約後面使徒們所寫的書信來理解。這是新約啟示漸進的特質。耶穌的教導是胚胎式的啟

示，等候使徒們在祂復活升天之後，透過祂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帶來最後的解釋。 

 

1-軛=文士法利賽人的軛。主耶穌雖然沒有解釋什麼是「軛」，明顯與前面的「勞苦重

擔」有關。對耶穌當時的說話對象猶太人而言，「軛」暗示了猶太人所熟悉的「律法的

軛」。在馬太福音 23:4 節，用來比喻文士和法利賽人滿足律法的行為：「那時，耶穌對

眾人和門徒講論，2 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3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

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4 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

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這裡的勞苦重擔，對當時的猶太人而

言，是指文士法利賽人對律法如何實踐在生活中，錯誤的教導，結果成為神百姓的勞苦重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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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15 章的耶路撒冷會義中，使徒和長老們聚會討論是否教會要外邦基督徒行

割禮。大家辯論長時間後，彼得就起來說：「“諸位弟兄，你們知道神早已在你們中間揀

選了我，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音之道，而且相信。8 知道人心的神也為他們作了見

證，賜聖靈給他們，正如給我們一樣；9 又藉著信潔凈了他們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

10 現在為甚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的軛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11 我們

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 」「軛」[ζυγός]（zygos）

在這裡可以理解為摩西禮儀律法的要求，不合新約時期恩典之約的執行 。 

 

這樣看來，「軛」「重擔」和「律法」是結合在一起的觀念，所以「軛」與「重擔」都與

神國度有關。神藉著律法統治、管理、祝福祂的子民，耶穌要把律法的義成全在祂的百姓

身上。 

 

2-軛=轄制人的世俗小學。加拉太書 5:1 節，「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

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 [ζυγῷ δουλείας]挾制。」 加拉太教會的信徒貪圖虛名，

彼此惹氣，互相嫉妒（加 5:26），中的猶太基督徒受摩西禮儀律法的轄制，外邦基督徒

受人間遺傳和教導的轄制。 

 

3-軛= 轄制人的本性慾望。「5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6在道理上受教的，當把一

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7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8 順著情慾[本性]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人類

的本性慾望是一種轄制力量，一種「軛」。 

 

 

經文解釋： 

1-認識人的勞苦重擔：得著安息（28 節）。「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到我這裡來，所有勞苦擔重擔的人，我就把安息給你們。」對耶

穌當時的猶太人而言，他們的勞苦重擔，在於文士法利賽人所加諸於他們身上的「軛」。

因此，耶穌在許多地方的教導都是在指出文士法利賽人對律法錯誤的理解。這個邀請不僅

是針對猶太人，也是針對基督徒的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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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督徒的邀請。加拉太教會基督徒的勞苦重擔，在於他們受到世俗小學的「軛」轄制，

彰顯在他們的罪上面；彰顯在生活和事奉中的衝突人際關係中：弟兄之間無法相處。保羅

說，他們在世俗小學的「軛」下做奴僕。他們雖然「靠聖靈入門，卻靠肉身(肉體/本性) 

[σάρξ]成全」。他們是基督徒，但是卻不清楚稱義（入門）和成聖（成全）的神國度真理，

他們對福音的認識，不是保羅所教導的福音（加 3:6），是出自一種離開耶穌透過聖靈施

行救恩的方式，獨立自主地順從了教會在舊約孩童時期的那些規條（猶太基督徒），對立

自主地順從了世界上從人的良心所發展出來的初淺道德規範。簡言之，他們不明白保羅在

羅馬書中所教導的稱義（1-5 章）和成聖（6-8 章）的福音真理。因此，無法彰顯登山寶

訓中，耶穌所要賜下的天國生命特質。保羅指出是：「基督還沒有成形在他們裡面」（加

4:11）。他們的勞苦重擔，是他們在家庭和教會中負面人際關係中所彰顯的罪。 

 

這樣看來，這裡的原則是，對基督徒而言，成聖是一種從「奴僕的軛」之下被釋放的過程。

被釋放的關鍵在於：對保羅所傳的福音，對天國的福音有正確全面的認識，以及在生活事

奉中的應用（加 3:11-14，保羅責備彼得行事與福音真理不合）。另外，我們看到，耶穌

在當時文士法利賽人的錯誤教導中所教導的真理，保羅在《加拉太書》中做了更清楚的解

釋和應用。  

 

對所有人的邀請。這裡的邀請和呼召的對象，是所有認識到人生是一場勞苦重擔的人。第

一種人是那些對未來感到不確定，感到焦慮。你認識到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一生最終的勞

苦重擔是一場虛空的人。那麼你就是耶穌所要邀請的人。因為，你的勞苦重擔是一種出於

本性慾望和世界的轄制。你唯一的途徑就是接受基督的邀請，唯有在基督的國度裡才能得

著安息。因為，唯有神國度的真理和啟示，所帶來人對事物本質，對自己的本性，對這個

世界的本質的一種新的認識，才能帶來安息。  

 

結論：耶穌在這裡的邀請非常簡單，祂的應許是另人震驚的：「到我這裡來！[Δεῦτε πρός 

με] (Come to me)」沒有任何的規條。祂只是邀請我們每一個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認識自己的勞苦重擔是什麼？並接受祂的邀請。祂應許我們：唯一得著安息，卸下勞苦重

擔的途徑，就是接受耶穌，認識祂，認識祂的國度，認識天國的福音。換言之，就是做基

督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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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跟隨基督祂作門徒：得著救恩（29 節）。「29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

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ψυχή] (psyche) 就必得享安息」首先，耶穌用重複了前面的

「安息」[ἀνάπαυσις] (anapusis)，並加上了「靈魂」[ψυχή] (psyche)（soul）。因此，

耶穌是在教導得著靈魂救恩的問題。WBC （Donald Hagner）說：「耶穌對安息的應許

與新約其他地方所稱的“救恩”有直接的關係。」 

 

「得享」的原文是「找到/尋見-太 7:7」。「學我的樣式」的希臘原文是：「學習我/從

我學習/學習關於我」[μάθετε ἀπʼ ἐμοῦ] (learn from me)。學習[μανθάνω ]

（manthano）（learn）的意思是：透過教導獲得知識或技能。 

  

使徒保羅對「學習基督」作了仔細的解釋：《以弗所書》4:20，「20 你們學了基督 

[ἐμάθετε τὸν Χριστόν]，卻不是這樣（參-17-19節：存虛妄心行事，放縱私慾）。21 如果

你們的確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祂的真理，22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

人，這舊人是因私慾[ἐπιθυμία]的迷惑漸漸變壞的。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24並

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學習基督」就是：

第一， 聽基督，受基督的教導，就是耶穌的真理。第二，脫下舊人穿上新人[τὸν καινὸν 

ἄνθρωπον](ton kainun anthropon)。心志改換一新 [ἀνανεοῦσθαι δὲ τῷ πνεύματι τοῦ 

νοὸς ὑμῶν]（to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s）心思意念被更新，就是「悔改」心

意更新變化的意思。什麼是新人呢？ 

 

WBC （Donald Hagner）指出：「這一段經文，11:28-30 節，在神學上與登山寶訓中

的“八福”是完全相同的。」《登山寶訓》中就是對新人的描述，耶穌的教導刺入穿透了

人內心世界中的思想和動機。對屬肉體和本性而言，寬門大路是引到滅亡的，無法引到安

息。最重要的是，因為耶穌所帶來的是一個新的時代，恩典和救恩的時代，聖靈的時代。

聖靈透過基督所傳講的神國度的真理，轉變人內在的理解力，注入一種全新的以基督和基

督的工作為中心的知識，使人與基督在實際經歷上產生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建

立，成為人遵行律法的原動力。 

 

「我心裡柔和謙卑」。因此，耶穌在這裡不是向我們保證祂的柔和謙卑，使人不要對祂產

生畏懼。在當時猶太社會中，這是一種面對具有權柄和地位的人的情緒。加爾文正確地指

出：「這是祂的設計，要告訴我們做門徒的意思就是：要使我們學習祂，因為肉體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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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強，使得我們會認為祂的軛是嚴厲和不容易的。人要如何才能願意順服地，把自己的頸

項方在基督的軛下面呢？除非像基督一樣地柔和謙卑。」 

 

結論：耶穌在這裡繼續解釋祂的邀請和應許。到耶穌這裡，不僅是心裡的勞苦重擔得到安

歇，更是靈魂的得救。到耶穌這裡的邀請，是要做耶穌的門徒，學習基督。 

 

3-心志更新順服基督：進入國度（30 節）。「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

的。” 」這是耶穌教導的總結。耶穌的「軛」和「擔子」應當理解為：基督把律法成全

在祂百姓身上的法則。如果文士法利賽人對律法錯誤的解釋，帶來的轄制和勞苦重擔是一

種「軛」；加拉太教會的基督徒，聽從了不是保羅所傳講的福音（別的福音），受到世俗

小學，猶太律法的轄制所帶來的罪的轄制，是一種「奴僕的軛」。那麼基督的「軛和擔

子」就是保羅在《加拉太書》中所傳講的，順著聖靈而行，不放縱肉體本性慾望的「基督

的律法」（加 6:2；林前 9:21-）。加拉太書可以說是保羅教導如何把羅馬書 8:1-17 節，

應用在生活中的教導。保羅首先教導正確的福音，針對他們的問題，把福音應用在他們生

活中。 

 

為什麼基督的「軛」是容易的，基督的「擔子」是輕省的呢？答案是：第一，因為這是基

督的工作施行在我們身上，所產生的果效。第二，這是在不定罪的恩典下施行的。羅馬書

第八章把「基督的軛和擔子」做了更清楚的解釋。簡言之，基督的「軛」和「擔子」就是

學習基督，和基督的國度，以及，順服聖靈的引導和統治。（這兩個福音的原則不斷地重

複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出來）。「基督的軛和擔子」是在稱義信心基礎上，在認識基督上的

成長。 

 

結論：接受耶穌的邀請，就是以單純的信心接受耶穌，信靠祂的應許。這樣，我們就進入

了一個新的不受定罪的領域（神的國度），就放下了一切的勞苦重擔。然後繼續不斷地學

習神國度的真理、天國的福音。在內住的聖靈的光照和引導下，產生了內在心志上的轉

變。這種轉變首先在負面的人際關係中開始彰顯出來（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耶穌

在登山寶訓中對律法的解釋（第 5 章），就是描述這個情形。然後從正面的與神的關係

中彰顯出來（第 6 章-施捨，禱告，禁食，天上財富和單一事奉敬拜主）。這樣，我們就

在救恩上長進，見證了，耶穌對安息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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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軛」和「擔子」就是進入神國度，成為神國度子民，得著救恩，得著安息的「悔

改」心意的更新變化。所有的人都有責任正面回應基督的邀請！ 

 

約翰壹書 5:3，「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

的。2 我們若愛神，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3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

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4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

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5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嗎？ 」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