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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1/13/2019 
 

神國度的轉捩點和進展原則 

 

馬太福音 Matthew 11:7-15 

唐興 

前言： 

神的國度。《馬太福音》主要講到兩件事：第一，耶穌是神國度受膏君王，第二，神國度

的建立和啟示。1-4章，說明耶穌是大衛後裔的永恆君王：君王的家譜（身份）、出生

（道成肉身）、受洗（神兒子受聖靈的印記）、受試驗（末後亞當和教會君王元首首次擊

退撒旦）、呼召門徒，並開始在加利利的執事。5-7章，祂開始執行君王的權柄，發表就

職宣言，說明國度的祝福和律法的成全（傳講神國度的福音）。8-9章，醫病趕鬼，耶穌

開始執行祂君王的權柄：應驗舊約的預言、啟示救恩、見證神國度真實臨到地上。10

章，呼召使徒，訓練使徒和門徒。11-12章，耶穌回應人們對神國度負面的態度，並開始

教導神國度的真理。13章，耶穌用七個比喻（撒種、麥子稗子、芥菜種子、麵酵、尋

寶、尋珠、撒網）教導神國度的本質、特徵和發展原則。今天的經文中，主耶穌藉著施洗

約翰的問題，教導了神國度的真理：神國度的轉捩點和進展原則。 

 

中心思想：神國度的轉捩點和進展原則。 

 

經文大意：約翰門徒離開後，主耶穌獨自面對一群人，祂首先向群眾提出三個問題（7-9

節），然後對約翰在救贖歷史轉捩點上的角色做了正面性的評估（10-11節），接著說明

了國度進展的原則（12節），然後再對約翰在救贖歷史轉捩點的角色做進一步的評估。 

 

經文結構： 

1-三個連續的問題：7-9節：耶穌提出三個連續的問題，一個接一個的堆疊起來，引導到

高點：耶穌對約翰先知地位的評價。 

 

第一個問題：第7節，經文的描述轉移了焦點。耶穌向群眾提出問題：「你們從前出到曠

野是要看甚麼呢？要看風吹動的蘆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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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的執事在猶大地區造成了極大的轟動，吸引了大批的人到約旦河附近，不適合人居住

停留長久時間點地方（3:5-6）。耶穌問這些人，是什麼吸引他們長途跋涉到曠野呢？是

為了要欣賞風景呢（蘆葦是約旦河地區最普遍的自然景觀）？當然，答案是否定的，旅遊

不是目的。 

 

「風吹蘆葦」是當時被猶太拉比常用的比喻說明一種見風轉向的人品。耶穌的意思是說，

你們是想聽約翰傳講迎合眾人口味的信息嗎？你們會失望的，因為他不是「蘆葦」。他的

信息是不討人喜悅的，就是因為他不討人喜悅，所以被希律王關進監牢裡了。太3:1-12

節，告訴我們約翰所傳講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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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人悔改的信息，不是討人喜悅的；要人承認自己是

罪人，是不討人喜悅的。 

 

第二個問題：第8節，「8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甚麼？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那穿細軟

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裡。」耶穌的意思是：如果不是看風景，難道是看人嗎？如果是想看風

光滿面，意氣風發的人，你們就走錯地方找錯人了。太3:4節說，「4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

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約翰絕對不是那種攀龍附鳳，靠迎合大眾口

味，倚負權貴的人。他的堅持個性，崎嶇粗糙的外表，正是激起群眾關心的地方。正因為

他不是一個唯唯諾諾的人，他被引進希律王的皇宮，不是在光華豔麗的宮殿中，而是在冰

冷陰暗的地牢裡。耶穌問：神國度的百姓啊！你們到底要看什麼？ 

 

第三個問題：第9節，「9 你們出去究竟是為甚麼？是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約翰的穿著外表，暗示他像舊約中的以利亞先知，並且是百姓也認為

他就是先知（太14:5；21:26）。以色列已經沒有神的啟示長達400多年了，約翰的出現

正是神國度的百姓所期待的。耶穌說，你們是來看先知的話，那麼我告訴你們，約翰在以

色列的歷史中的地位是最大的：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先知在神的國度的職分是作為神

聖約的發言人：宣講神國度的信息，指出百姓的罪，呼召百姓悔改。 

 

2-神國度的先驅者：10-11節：「10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

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11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

施洗約翰的；然而天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第10節，耶穌提出舊約聖經的經文（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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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對施洗約翰的末世先驅者之地位做了說明（10節）。第11節， 耶穌對約翰先知

在救贖歷史中的地位做了總結的說明（路7:24-28）。 

 

2a-耶穌引用了《瑪拉基書》3:1，「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

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

到。」首先，這裡的「我面前」暗示說話者是第二位格的子神，但是在福音書中用的是

「你面前」。神藉著先知瑪拉基發出的預言已經應驗在施洗約翰身上了。也就是說，約翰

的出現預備了新約立約的使者基督（這杯是立約的血）的到來。當基督到來時，神國度就

開啟了其末世顯現，進入最後完成的階段。約翰的重要性大於其他任何舊約的先知，在於

他是神國度末世到來的先驅者。所以，耶穌說，「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

洗約會的。」 

 

2b-約翰看到了神應許的國度君王，他也宣告神國度的來到，但他沒有看到基督在十字架

上的得勝，復活和升天，帶下無限量的聖靈（我們生活在聖靈的世代）：約翰仍然生活在

舊約時期。當神國度（在五旬節）快速展開的時候，約翰不在其中。所以，耶穌說，「天

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另外，從領受啟示的角度看來，天國裡最小的也比他還大。新約

教會的成員當時經歷了神國度的實現和啟示；而我們今天正經歷神國度進展在我們裡面，

領受神國度的啟示，並且正經歷神國度的擴展。 

 

耶穌對約翰的評估：約翰是最後和最偉大的先知，完成了末世先驅者的角色，在馬拉基書

3:1節中預言的人物，並且引領進入了新的救贖時代，但自己本身卻在某種程度上，是局

外人。他的角色具有高度的榮耀，但停留在一個報信者的位置。 

 

3-神國度進展原則：12節：「12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

人就得著了。」耶穌提出一個神國度在末世實現和擴展的說明，是新約福音書中最難解釋

的經文之一（路16:16）。這一節經文必須要從耶穌前面對約翰提出問題的解釋來理解：

耶穌是進一步地教導神國度的真理。更進一步地說明關於神國度發展的問題。 

 

3a-「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施洗約翰的時候」是指舊的世代，已經被耶穌所帶

來的天國所取代了。在耶穌執事的時候，那段時間是非常短的轉捩點或轉接時期。 在這

個時期內，天國雖然受到暴力的敵對，但天國更確實地在地上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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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這句話的翻譯是有問題的：第一是文

法，第二是上下文。從文法來看前面的主詞是「天國」，後面的主詞是「人」。前面解釋

天國君王的作為，後面說明天國子民的責任和回應。解釋的關鍵在於第一，如何理解三個

字：動詞「努力」[βιάζω]（biazo）；名詞「努力的人」[βιαστής]（biastes）；動詞

「得著」[ἁρπάζω] (harpazo)。第二，前面的經文的意思。因為耶穌是在繼續說明約翰的

疑惑：神國度的顯現進展。「努力，努力的人，得著」，都是中文聖經的翻譯。因有失準

確度，我們必須從希臘原文來理解。正確的翻譯應該是：「天國是強力往前進展的，那些

強力的人就征服了/取得統治了。」 

 

3b1-「天國是強力往前進展的」。[βιάζω]（biazo）「努力」的希臘原文動詞，有三種

意思。第一，可以是負面的意思：遭受暴力，統治，約束。被理解為神的國度受到暴力的

對待和壓制。這是許多學者的解釋（ESV，NRSV，NKJV）（神的國度遭受暴力，暴力

的人用力量征服它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suffered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但是，耶穌在前面是在糾正施洗約翰對神國度的實現的疑惑，因為

約翰只看到了負面的情形，就是神國度受到暴力的阻擋和約束。而耶穌用以賽亞書的清

單，說明了神國度的確實現了。現在，祂進一步地說明神國度的實現和進展。因此，這樣

的論述是正面性的，不是負面性的，所以我們必須排除文字本身負面的意義。 

 

第二，[βιάζω]「努力」可以解釋為正面的意思：「以得勝的力量展開 」（BDAG）；

「強力地往前進展 (forcefully advancing)」（Carson， NIV84）。這是合適的解釋原

因有二：第一， 因為與前面，2-6 節，耶穌教導施洗約翰的背景一致。當耶穌醫治疾

病、使死人復活，彰顯神國度的強力進展。第二，路加福音 16：16 節，「16 律法和先

知到約翰為止，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要進去。」「努力」[βιάζω]（biazo）

是正面的意思。 

 

第三，[βιάζω]「努力」的意思是，熱心的追求，以火熱的心尋求。或是指一種在不歡迎

的情況下，企圖強力地進入。這個動詞的意思與名詞「努力的人」[βιαστής]（biastes）

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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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ἁρπάζω](harpazo)，希臘文應該翻譯為「強力取得控制」。新約出現 14 次，

有正面的意思（太 11:12-努力「得著」；太 12:29-），和負面的意思 

馬太福音 12:29，13:19， 

 

馬太福音 12:28-29 節，「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29 人怎能

進壯士家裡，搶奪[ἁρπάζω](harpazo) 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全

部的家財[διαρπάζω] (diarpazo)。」耶穌的意思也是指神國度的入侵進入撒旦的權勢範

圍。 這裡的「搶奪」就是 12 節的「得著」[ἁρπάζω](harpazo)或「強力取得控制」。 

 

從救贖歷史看神的國度。舊約時期，以色列國度是地上暫時和預表性的國度，在耶和華軍

隊的元帥帶領下進入迦南地（書 5:13-15），絕滅仇敵建立了以色列國。同樣地，新約時

期基督是天國的元帥，帶領神國子民進入天國。 （參：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的國度的開始，是國度君王強力的入侵進入撒旦的權勢範圍 。約翰對耶穌的執事，對

神國度的進展產生疑惑。耶穌立刻施展天國的權柄和能力，醫治了各樣的疾病，並使死人

復活，證明這個事實。雖然，最後的審判還沒有來到，神的國是強力的進入往前發展的。

而醫治的神蹟是神國度能力的彰顯。不能忘記的是，這些醫治的神蹟是象徵了神話語，賜

與人新生命，成為神天國子民的事實。 聖約神學家克萊恩（M. Kline）稱耶穌國度的到

來為：神國度的介入、入侵 (intrusion)，如同舊約時期以色列國的建立。 

 

3b2-「「強力的人就征服/統治了」的解釋原則。那麼，什麼是「努力的人就得著了」或

「強力的人就征服控制了（撒旦的權勢）」？我們必須從神國度的四個特性來看： 

 

神國度的特性：1）神的國度第一個屬性就是：它是末世性的（eschatological），就是

最終的完成（the consummation）——新天新地，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是《希伯來

書》12章中所講的，不可震動的國度，是將要臨到的，我們所盼望的。在萬物受到震動

之後，不可震動的國度就要被建立。這就是神的國度。這就是耶穌所講的神的國度。當祂

說：神的國度近了，就是指著這個國度近了。這個國度是要來的世代（ the age to 

come），將來的世界（the world to come）。我們後面要看《希伯來書》2章所講到的

“將來的世界”。因此，耶穌所帶進的國度是末世性的，是邁向終極完成的國度。也就是

說，我們必須從《啟示錄》來理解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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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國度的第二個屬性就是：它是屬天的（heavenly）。神與其子民直接的統治，沒有

任何的反抗力量。神的子民與神同住於不朽壞的、復活的存在中（林前15）。復活是講

到屬靈（屬聖靈的 of the Holy Spirit）身體的不能朽壞性。 

 

3）神國度的第三個屬性就是：它是屬靈的（spiritual）。聖靈是要來世代的憑據

（down payment），當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的時候，祂把要來的世代的能力帶給我們

（來6）。 我們已經嚐到它、經歷到它，它將要完全地成就。我們將會親密的與祂同住，

將會擁有屬靈的身體（約一3）。因此，我們必須從羅馬書來理解神的國度，也就是說從

稱義成聖的角度 

 

4）神國度的第四個屬性就是：它是以基督為中心的（Christocentric）。我們的主是進

入國度唯一的道路。這個國度道路是末後的亞當所鋪設的。祂坐在神的右手邊，在那個國

度中，成為第一個從死裡復活的。復活的意義就是：祂進入了那要來的世界。因為祂復活

了，祂已經進入了神國度的實際。藉著與基督的聯合，成為我們與神的國度的接觸點。基

督已經完成了祂的工作，《希伯來書》9章講到，我們仰望祂的再來，不是為了罪作代贖，

祂已經完成了這個工作，現在僅是要為祂自己迎娶我們，把我們帶到復活的狀態。那時，

所有的仇敵都被擊敗了，最後的仇敵就是死亡。因此（3-4），我們必須從基督的工作來

理解神的國度，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耶穌的教導和新約的書信，特別是《羅馬書》的稱

義成聖福音教義（和啟示錄）的角度來理解神的國度。 

 

3b3-從上下文理解「強力的人就征服/統治了」 。首先，唯一最近的上下文線索是施洗約

翰的例子：約翰沒有讓他內心的疑惑困擾絆倒，他把疑惑帶到基督面前。他勝過了本性肉

體的思想綑綁，他靠著聖靈治死了身體的惡行。他雖然在啟示上是天國中最小的，但是他

進入了天國：屬靈的、屬天的、以基督為中心的國度，如同舊約所有的聖徒一樣。這是最

接近的上下文的意思。 

其次，從耶穌在《登山寶訓》的教導，那些進入天國強力的人就是「靈裡貧窮」的人，因

為天國是他們的，以及彰顯八福的生命特質的人（溫柔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土地）。也

是那些義勝過文士法利賽人的義的人；也是那些進窄門走小路的人，分辨假先知的人，遵

行父旨意的人，和聰明的蓋房子者。這些人在《羅馬書》和《啟示錄》被更進一步地描述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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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4-從新約書信來解釋。從《羅馬書》的角度來解釋的：唯有藉著稱義，成聖，靠聖靈

把律法的義成就在身上的人，他們得著榮耀，進入神的國度。從《啟示錄》的角度看，

「強力的人」就是那些「得勝者」。在《啟示錄》中這些天國的子民被稱為是教會中的

「得勝者」（啟2:7，11，17，26；3:5，12，21；），也就是《啟示錄》21:7節所說

的，承受神國產業的「得勝者」。 

 

1-以弗所教會-「離棄起初愛心」：「6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

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

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 」 

 

2-士每拿教會-「經歷患難貧窮」：「10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

人下在監裡，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

冠冕。11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

害。’ 」 

 

3-別迦摩教會-「 服從巴蘭教訓」：「16 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

裡，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1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

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

沒有人能認識。’ 」 

 

4-推雅推喇教會-「行淫缺不悔改」：「24 至於你們推雅推喇其餘的人，就是一切不從那

教訓，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撒但深奧之理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將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

上；25 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

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27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將他們如同窯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

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28 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29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

的，就應當聽！’ 」 

 

5-撒狄教會-「按名活其實死」：「4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

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5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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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認他的名。6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

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6-非拉鐵非教會-「遵守忍耐的道」：「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

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

冕。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

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

寫在他上面。13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 

 

7-老底嘉教會-「行為不冷不熱」：「19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

心，也要悔改。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

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

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22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

聽！’ ”」 

 

4-神國度的先驅者：13-14節：耶穌再回到約翰先知地位的議題上，說明他的地位。14

節：耶穌再從《馬拉基書》4:5-6 ，說明約翰的先驅地位。「13 因為眾先知和律法說預

言，到約翰為止。14 你們若肯領受，這人就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R. T. France) 指

出：「這一句經文，幫助解釋了「律法的成全」，如同在5:17-48中的注釋。這裡不僅是

說，約翰向前指那一位要來者；律法也有這樣的功用，預備了道路給那一位，在應驗時期

要來的者，提出神旨意更豐滿的啟示，這就是馬太現在從耶穌的執事中所發現的。因此，

不僅是先知們，就連律法本身也預言了。藉著約翰的到來，他是那一位最後的、最偉大的

先知，他的向前指出彌賽亞的角色已經完成了。」 

 

第14節，耶穌引用了《馬拉基書》4:5-6節，舊約聖經最後兩節經文，「5 看哪！耶和華

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6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

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接下來就是《馬太福音》耶穌基督的

家譜。耶穌的意思是，接受約翰是那一位以利亞，就是接受末世所有的應驗都在耶穌身

上。對於那世代的人而言，是難以相信的（甚至約翰都有疑惑）。這就是接下來，16-19

節，耶穌所要指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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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度君王的呼召：15節：「15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耶穌用套語結束這一段的教

導和論述。此套用語出現在：耶5:21和結12:2，並重新出現於太13:9，43的天國比喻

中。耶穌在13:10-17節，做了解釋：神國的度，不是每個人都能明白的。 這裡，雖然不

是比喻，但同樣是關於「神的國度」的真理，會對聽者的屬靈洞察力，和理解力產生挑戰

的。 

 

結論：耶穌在這裡利用施洗約翰的問題，繼續向門徒們和聽眾解釋神國度的真理。祂不但

清楚地說明了施洗約翰的地位是處在舊時代和新世代的轉捩點，約翰是最大的先知，因為

他是神國度君王，基督將神國度帶入一個新的世代的先驅者。而基督所帶入的新世代的國

度，是強力往前進展入侵了撒旦的權勢領域。而那些強力的人，就是基督裡的得勝者，就

順服了聖靈的統治，承受了不能震動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