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穌—「⾮凡」的受膏者
第六課新兵訓練營



第六課綱要—新兵訓練營
• 教導天國的真理

Ø撒種的⽐喻—天國的福⾳將遇到⼈⼼的挑戰

Ø⿆⼦和稗⼦的⽐喻—信與不信者並存直到審判⽇
Ø芥菜種和麵酵的⽐喻—天國開始時微不⾜道，但它終將遍及全世界

Ø藏寶與珍珠的⽐喻—天國值得⼈為得到它⽽捨棄其他⼀切

Ø撒網的⽐喻—天國將所有⼈在審判⽇「⼀網打盡」

Ø天國的⽂⼠與新舊的寶物—⾨徒將成為天國的⽂⼠教導天國的真理

Ø爲古⼈和玷污的傳統爭論—內⼼屬靈的污穢使外在禮儀的潔淨全功盡棄

• ⾨徒的實習
Ø給五千⼈吃飽—⾨徒是⽣命的領受者及傳遞者

Ø在⽔⾯上⾏⾛—信⼼的操練

Ø給四千⼈吃飽—信⼼期中考失敗

Ø防備法利賽⼈的酵—要專注天上的事
Ø在伯賽⼤醫治瞎⼦—漸進式的醫治，漸進式的看⾒



從天國教導⾄信仰告⽩前 （1）⾨徒如何開始理解耶穌
（太13：1∼16：12；可4：1∼8：26；路 8：4∼9：17）

• 反對的聲⾳越來越⼤，同時，耶穌的⾓⾊和⾝份也成爲⽇益迫切的問題。
有⼈在迦百農的會堂指耶穌是癲狂的，因爲耶穌的治病和教導令群眾感
到驚訝，也因爲祂宣稱⾃⼰有天國的各種特殊地位和權柄（赦罪、安息
⽇的主、婚宴中的新郎）。幾個顯然只有⾨徒才知道的不尋常經歷—平
靜⾵浪、餵飽五千⼈、和耶穌在⽔上⾏⾛—使這個問題更爲突出。無論
構成這些故事的起因是甚麽，它們肯定都說明，⾨徒在恐懼中所提出的
問題急迫地需要答案：「這到底是誰，連⾵和海也聽從祂了！」。

• 福⾳書把焦點集中於⾨徒如何開始理解耶穌是誰，和耶穌因此對他們的
信⼼提出挑戰。神蹟與天國的教導指向這位耶穌，是與神的統治和應許
中的盼望有緊密聯繫的。即使⾯對嚴重的反對時，祂仍是⾨徒能信任的
耶穌。



從天國教導⾄信仰告⽩前 （2）⾨徒如何開始理解耶穌
（太13：1∼16：12；可4：1∼8：26；路8：4∼9：17）

• 耶穌開始教導⾨徒，特別集中於幫助他們真正認識祂是誰。對於耶穌的
⾝份和⾏動，他們⾯對的挑戰是要完全地信任並作出正確的回應。直到
彼得提出重要的信仰告⽩之前，這樣的挑戰⼀直是本段的重要特⾊。對
於耶穌之權柄的問題⼀直是重要的。這也解釋了耶穌要討論神的國度的
原因。神的⼒量和權柄重新與祂的百姓同在，表⽰耶穌的同在代表了應
許的來臨。接受神的道和應許的這個提議就放在他們⾯前，需要他們耐
⼼地理解。但是，耶穌是⼀位注重實際的⼈，知道有許多事情要攔阻種
⼦⽣根發芽並結出果⼦。



撒種的⽐喻（太13：1∼9，18∼23；可4：1∼9；13∼20；路8：4∼15）
• 這是與天國有關的基本⽐喻。許多⼈將要接觸，並且聽到天國的信息。
可是其中只有某些⼈會將聽⾒的話放在⼼裡，並且爲此結出果⼦。這個
故事有兩點是引⼈注意的：獲得豐收的許多障礙和好種⼦的多產。

• 這個⽐喻是要讓⾨徒知道⼈們對天國的道理會有不同的反應，也要知道
不結果⼦的障礙。

• 前三種⼟壤（路旁、⼟淺⽯頭地上、和荊棘裡）都沒有從種⼦結出果實。
對⼼靈來說，結出⾏為果實的路途上充滿了障礙。

• 撒在好⼟上的，不單聽⾒，⽽且明⽩了，就結出不同數量的果實來。路
加福⾳說，好⼟就是誠實善良的⼼。⽽且接受這道的⼈也有忍耐的⼼，
因爲要過⼀段時間才會慢慢結出果實。

• ⼈向世界傳講天國，會遇到不同的反應。領受的⼈需要堅持信奉這道，
並且耐⼼培育，才能結出果實。



⿆⼦和稗⼦的⽐喻（太13：24∼30；36∼43）
• 看不⾒的天國與看得⾒的世界重疊。在神審判（⼀種「分開」）⼀切以
前，世界上混雜著不同⽣命的事物。這個混合不是撒種的⼈造成的，⽽
是因為「仇敵」—魔⿁—在幕後的⼯作，因此⿆⼦和稗⼦的種⼦同時存
在。由於不想危害那些⿆⼦，所以現在不會篩分它們。這裡描述的，是
與⿆⼦⾧得⾮常相像的稗⼦，在它們成⾧的週期很難作出分辨。審判來
臨之前，在天國裡結出果實的⼈，必須與仇敵撒的種⼦糾纏在⼀起⽣活。

• 撒種的⼈是⼈⼦，就是耶穌。耶穌是種植天國之道的⼈，天國隨著祂的
宣告來臨。⽥地就是世界，因爲耶穌聲稱天國要以世界作為它的領域。
好的種⼦和壞的種⼦—天國之⼦和惡者之⼦—在祂作此宣告的世界混
合在⼀起。撒邪惡種⼦的仇敵就是魔⿁，收割的⼈就是天使。

• 耶穌的事⼯和祂傳講的天國最終與祂⾏使的審判權有關。最終只有天國
之⼦要留下，住在沒有邪惡罪孽的天國裡。



芥菜種和麵酵的⽐喻（1）
（太13：31∼33；可4：30∼32；路13：18∼21）
• 接下來的兩個⽐喻有⼀個相同的特點：它們都描述⼀些⾮常微⼩，但最
終會成爲很⼤的事物。把芥菜種⽐作天國，它⽣根⾧⼤，最後成爲⾮常
顯⽬的⼤灌⽊叢。這兩個⽐喻說明神的統治如何進⼊世界，並且戰勝撒
旦，因此，每⼀個⼈都應該悔改。

• ⾺太福⾳和⾺可福⾳都特別指出這是「百種裡最⼩的」，但是⾧⼤後，
「⽐各樣的菜都⼤」。⾺太福⾳和路加福⾳都說，它⾧成了「樹」。重
要的是，它有⾶⿃可以棲息的樹枝，代表了保護和平安（結17：23；但4：
12，21）。以西結書的背景很重要，因爲先知在那裡指⼤衛家重建的「枝
⼦」成爲利巴嫩的⾹柏樹，有⾶⿃在其下。以西結的意象預料有⼀天甚
⾄連萬國都會在那裡，所以這個引喻很可能是預⾔外邦⼈的同在。因此，
天國雖然起先看起來很不起眼，可是它最終要成爲安全的居所。



芥菜種和麵酵的⽐喻（2）
（太13：31∼33；可4：30∼32；路13：18∼21）
• 酵的份量⾮常⼩，因此可以說把它藏在麵裡。然⽽，它使整團麵發酵。
耶穌仍然是在對⽐微不⾜道的開始與值得關注的結束。天國在開始的時
候，似乎也是微不⾜道的，可是有⼀天，它要完全滲透世界。

• 天國從當時看起來並不起眼的事⼯已經開始存在了。事實上，這個意象
有這樣的起點是令⼈驚訝的。因爲⼀般來說，⼈們都預期天國從⼀開始
就是轟轟烈烈的。這種「從⼩⾄⼤」的發展，使耶穌的教導成爲⼀個奧
秘，因爲祂講論的天國與許多猶太教的⼈所預期的不同。



藏寶與珍珠的⽐喻（太13：44∼46）
• 這兩個很短的⽐喻指出，天國那麽貴重，值得⼈變賣⼀切以確保⾃⼰
可以擁有天國。⼈值得爲進⼊天國放棄⼀切。

• 發現藏在地裡的寶⾙的⼈是偶然遇⾒的，⽽遇⾒珍珠的⼈是刻意去找
尋的。無論如何遇⾒，他們都需要有識貨的眼光。



撒網的⽐喻（太13：47∼50）
• 耶穌將最終的審判⽐作捕⿂，和接著的分類挑選。耶穌説，天國就好
像混雜著不同漁獲的網。再次注意，天國包含了全世界。⼈們不應該
不接受天國，因爲錯過它的代價太⾼了。



天國的⽂⼠與新舊的寶物（太13：51∼52）
• 耶穌把祂的⾨徒⽐作⽂⼠。就如⽂⼠學習律法和傳統，耶穌也教導⾨徒
「奧秘的事」。這些奧秘包括神的道路和智慧。⽂⼠如何看律法，⾨徒
就該如何看天國，並且學習與它有關的事情。天國就好像貴重的寶物，
其中有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耶穌是在說，祂的教導建⽴在神已經向這
民族彰顯的事情之上，可是天國也包括新的、作爲補充的教導。

• 把天國與受過訓練去教導其他⼈的⽂⼠相提並論，暗⽰⾨徒也要將這些
事教導其他⼈。從某種意義上說，福⾳書本⾝就是這話的結果。



爲古⼈和玷污的傳統爭論（1）（太15：1∼20；可7：1∼23）
• 僅管耶穌的同在和祂的⼯作使⼈得益，其他⼈卻因爲耶穌對某些習俗漠
不關⼼⽽感到不安。⾺可福⾳再次⽐⾺太福⾳提出更多細節。從耶路撒
冷來的法利賽⼈和⽂⼠，看⾒耶穌的幾個⾨徒在吃飯前沒有洗⼿—⽤
「俗⼿吃飯」，表⽰他們在禮儀上不潔淨的情況中進⾷。他們關注的並
不是衛⽣的問題，只是要從意識型態表現出在敬拜和⽣活中遵守潔淨禮
儀。有古⼈的遺傳⽀持這些法利賽⼈所關⼼的事。

• 他們抱怨的是⾨徒⽤沒有洗過的⼿吃飯，犯了（⾺太福⾳）或者沒有拘
守（⾺可福⾳）古⼈的遺傳。然⽽，他們暗⽰的是耶穌沒有在這些事上
好好教導他們。



爲古⼈和玷污的傳統爭論（2）（太15：1∼20；可7：1∼23）
• ⾺太福⾳裡，耶穌指責他們：「你們為甚麽因著你們的遺傳，犯神的誡
命呢？」接著，耶穌⽤⼈類最⼤的責任—孝敬⽗母—作爲例證。宣布
把⼀個東西「作了供獻」給神，就是說其他⼈都不能使⽤那個東西
（《⽶⽰拿》論許願1.2∼4；3.2；9.7）；⼈們就可以⽤這個⽅法保護⾃
⼰的財產，不讓其他⼈得到它們。因此，耶穌指責那些領袖，為了⾃私
的⽬的—在⾃稱虔誠的背景下—運⽤這些律法，拒絕供應他們的⽗母
可能會有的需要。

• ⾺太福⾳⽤以賽亞書的經⽂引⼊耶穌的回答，指出他們違反的原則：
「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的遺傳。」事實上，他們爲了保持傳統，
拒絕了神的命令。然後，⾺可福⾳⽤「各⽿板」（供獻給神）作爲例⼦，
指出⾺太福⾳的猶太讀者已經無需解釋的慣例。這個習俗讓⼈們不需要
爲⽗母作任何事情。



爲古⼈和玷污的傳統爭論（3）（太15：1∼20；可7：1∼23）
• 兩個記述都指出耶穌最終的教導：從外⾯進去的不能污穢⼈，從裡⾯出
來的才能使⼈污穢。⾺太福⾳提到從⼝出來的東西，強調了⼈的⾔詞。
（可7：21∼23）「因為從裡⾯，就是從⼈⼼裏發出惡念、苟合、偷盜、
兇殺、姦淫、貪婪、邪惡、詭計、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這
⼀切的惡都是從裏⾯出來，且能污穢⼈。」

• 耶穌的結論是，從⼈裡⾯出來的（⾺可福⾳），或者⼝出來的（⾺太福
⾳）才能使⼈污穢。⾺太福⾳列出七種關係上的事項，⾺可福⾳列出⼗
三種惡習。兩個清單都著重於關係⽅⾯的罪⾏。積極地說，耶穌的要點
表⽰神的誡命和對祂真正的敬拜會使⼈建⽴正⾯的關係，並且善待他⼈。
與此相反的就是出⾃內⼼的邪惡，那會使⼈污穢。



給五千⼈吃飽 （1）
（太14：13∼21；可6：32∼44；路9：10∼17；約6：1∼15）

• 這個神蹟不僅說明了耶穌的憐憫，也指出耶穌將要藉著⾨徒⼯作。對觀
福⾳沒有提及事情發⽣的⽇期，可是約翰福⾳6：4 說那是靠近逾越節
的時候。

• ⾺太福⾳記述，儘管耶穌試著撤退，眾⼈還是擁擠著祂。耶穌因爲這個
情景就憐憫他們，治好了其中的病⼈。天將晚的時候，⾨徒請耶穌叫眾
⼈散開，⾃⼰去找吃的；可是耶穌拒絕了，祂吩咐⾨徒給他們提供⾷物。
耶穌⽤五個餅和兩條⿂餵飽了五千個男⼈，最後還剩下⼗⼆籃⼦的⾷物。
整個情景顯⽰耶穌藉著⾨徒的⼿向眾⼈提供⾷物。耶穌能夠供應⼈們的
基本需要，⾨徒成爲分配的執⾏者。整個神蹟象徵了耶穌⼯作的⽅法。

• ⾺可的記述與⾺太的很像，只是它具有⽐較多的細節。路加福⾳說使徒
已經退到伯賽⼤。



給五千⼈吃飽 （2）
（太14：13∼21；可6：32∼44；路9：10∼17；約6：1∼15）

• 這個神蹟本⾝讓⼈想起耶穌在路5：1∼11呼召⾨徒時給予的供應，更不
⽤說以利亞在列王記下4：42∼44 所⾏的事了。在曠野餵飽⼈們的圖畫，
也令⼈想起出埃及記⼗六章和民數記⼗⼀章提到的嗎哪。因此，這事
讓⼈想起這個民族的開始，它的重建，和耶穌最初呼召⾨徒時的影像。
有⼀點不同之處：所供應的嗎哪從來沒有像這裡可供收集的剩餘。

• 約翰福⾳6：14∼15指出，眾⼈因爲看⾒這個神蹟，就認爲耶穌是將要
來的先知，從⽽產⽣了對彌賽亞的盼望。⾺可福⾳清晰地提出這個神
蹟解決了百姓沒有牧⽺⼈的問題。在每⼀個描述裡，這個神蹟都強調
了它與過去偉⼤的作爲之間的關係如何喚醒了百姓的盼望，路加福⾳
把這事與有關神國的教訓連在⼀起，使這個關係最爲明確。在耶穌所
⾏的神蹟中，這是唯⼀⼀個四卷福⾳書都有記錄的。



在⽔⾯上⾛（太14：22∼33；可6：45∼52；約6：16∼21）
• ⾺太福⾳和⾺可福⾳⽤耶穌在⽔⾯上⾏⾛這個神蹟達到不同的⽬地。
它與平靜⾵浪的神蹟很相似。對⾺太福⾳來說，它導致更深刻的理解；
就⾺可福⾳⽽⾔，這個神蹟暴露了⾨徒的無知，並且指出他們需要理
解正在發⽣的事情。

• 只有⾺太福⾳記述了彼得提出要⾛向耶穌的請求。他似乎從餵飽五千
⼈的神蹟那裡學到，有耶穌同在，他就能夠作不尋常的事。因此，彼
得開始⾛向耶穌，只是因爲⾵⼤就害怕，開始下沉。當他呼喊的時候，
耶穌伸出⼿救他。耶穌向彼得提出挑戰，指出他的⼩信，並且問他爲
甚麽疑惑了。⼤⾵使他分⼼，讓他不能把注意⼒集中在耶穌⾝上。他
們回到船上，⾵就⽌住了。這事使船上的⼈都敬拜耶穌，並且承認祂
真是神的兒⼦。因此，這事以得勝的語氣結束，同時⼜敦促那些⼈要
反思為甚麽彼得需要拯救。



給四千⼈吃飽（太15：32∼39；可8：1∼10）
• 傳統明⽩地表⽰，耶穌所作的⽐記錄中的事情要多得多。因此，某種事

件很可能不⽌發⽣⼀次。考慮到重複出現的事件，⼈們仍然持續拒絕祂，
就顯出⼈硬著⼼，堅決不願接受耶穌所提供的⼀連串⼯作。

• 這個神蹟發⽣在耶穌與眾⼈在⼀起三天之後。他們餓了，可是耶穌不願
意叫他們離開，恐怕他們沒有⼒氣。耶穌憐憫這些⼈，就吩咐⾨徒採取
⾏動。耶穌⽤七個餅和幾條⿂餵飽四千個男⼈，還剩下七個筐⼦的⾷物。



法利賽⼈的酵（太16：5∼12；可8：14∼21；路12：1）
• 當耶穌⼀⾏⼈要渡過加利利海時，⾺太福⾳和⾺可福⾳都指出⾨徒沒有帶
⾜夠的餅。耶穌在想別的事情，就警告⾨徒要防備另⼀種酵。⾺太福⾳由
於法利賽⼈和撒都該⼈在16：1 「試探」耶穌，所指的是法利賽⼈和撒都
該⼈的酵。提起法利賽⼈，肯定因爲他們反對耶穌，耶穌吩咐⾨徒要提防
他們的教導。

• 不幸的是，⾨徒最初只是想到要吃的餅，就沒有理解耶穌這話的要點。這
裡要指出的是，⾨徒⼀⼼想著⽣命中平凡的事情，腦海裡完全不會⾃然想
到更重要的屬靈問題。耶穌就責備他們。從某種意義上說，⾨徒除了在謀
求對耶穌作出回應以外，他們與法利賽⼈沒有甚麽區別。耶穌接著要他們
記得祂之前如何分別餵飽五千⼈和四千⼈，提醒他們應當理解。問題的關
鍵是，考慮到他們曾經看⾒耶穌所⾏的事，為了餅憂慮是毫無意義的；更
重要的是他們必須意識到這種平凡的事（地上的餅）根本不是耶穌在討論
的話題，祂要講的是屬靈的實際情況。



在伯賽⼤醫治瞎⼦（可8：22∼26）
• 耶穌的醫治不僅提供了視⼒，也形容了祂的⼯作如何不斷地使神的旨意
更爲清晰。在所有神蹟中，這是唯⼀以兩個步驟完成的神蹟。它是否在
⾺可福⾳反映了⾨徒在兩個步驟中產⽣的理解？他們先認識耶穌是彌賽
亞，然後在他們理解祂要以彌賽亞的⾝份受苦的時候，就更清楚明⽩了。
超越這些神蹟與權能之上的是，耶穌的⼯作要爲提供拯救作出的犧牲與
服事。對⾺可福⾳中的⾨徒來說，⽣命逐漸變得清晰了。



結論（1）
• 神的計劃是要彰顯祂在舊約中的應許正在⼀步步地實現，耶穌的事⼯是
這個計劃的⼀部分。祂重申了神要管治這個世界的信息。雖然這個信息
要經過許多障礙才能紮根，可是到最後，審判要把作出回應的⼈揀選出
來。

• 耶穌在這樣的宣告⾯前繼續祂⼤能的⼯作；其中有些—像祂的教導—
是私下進⾏的，只給祂的⾨徒。耶穌沒有攔阻⼀種正在逐漸產⽣的分隔。
祂的許多神蹟顯出祂有全⾯的權柄，可是那些拒絕祂的⼈繼續⽤⾃⼰的
⽅法壓迫耶穌，要祂顯出某種神蹟。考慮到祂⼀直在作的事情，耶穌拒
絕給他們這種神蹟。

• 耶穌也對⼈們如何看待潔淨等事提出挑戰，指出內⼼的潔淨⽐禮儀的關
注更爲重要。這是祂在登⼭寶訓已經介紹過的內⼼層⾯。這也是耶穌對
宗教領袖的主要批評。



結論（2）
• 在尋求神的旨意和道路⽅⾯，這些批評耶穌的⼈本末倒置，忽略了神的

旨意中更重視⼈際關係⽅⾯的事。從施洗約翰被處死，已經可以明顯看
⾒這個漩渦般不斷上升的衝突，耶穌將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問⾨徒，眾⼈
認爲祂是誰，和那些跟隨祂的⼈認爲祂是誰。不同回答之間的差異具有
啟發性，並且是重要的，導⾄耶穌繼續挑戰那些排斥祂的⼈，同時加緊
教導跟隨祂的⼈。

• ⾨徒特別要理解的是，逐漸接近耶穌的苦難，是已經開始⼜不斷上升的
對⽴所引起的。⾨徒要⾛同⼀條路。如果耶穌的⼯作有哪⼀部分需要時
間才能理解，那就是無論祂擁有甚麽榮耀，都必須經過劇烈的痛苦才能
進⼊。要認識耶穌，就要⾯對不認識祂的世界。



第七課信仰告⽩及團隊建設聖經預讀
• 彼得的信仰告⽩（太16：13∼20；可8：27∼30；路9：18∼21）
• 耶穌預⾔⾃⼰的受難（太16：21∼23；可8：31∼33；路9：22）
• 若有⼈要跟從我（太16：24∼28；可8：34∼9:1；路9：23∼27）
• 登⼭變像（太17：1∼9；可9：2∼10；路9：28∼36）
• 醫治被⿁附的男孩（太17：14∼21；可9：14∼29；路9：37∼43）
• 耶穌再次預⾔⾃⼰的受難（太17：22∼23；可9：30∼32；路9：43∼45）
• 繳納聖殿税（太17：24∼27）
• 論真正的偉⼤（太18：1∼5；可9：33∼37；路9：46∼48）
• 局外⼈趕⿁（可9：38∼41；路9：49∼50；太10：42）
• 有關試探的警告（太18：6∼9；可9：42∼50；路17：1∼2，14：34∼35）
• 迷⽺的⽐喻（太18：10∼14；路15：3∼7）
• 譴責作爲同伴的⾨徒（太18：15∼18；路17：3）
• 兩三個⼈奉我的名聚會（太18：19∼20）
• 論和解（太18：21∼22；路17：4）
• 不寬容別⼈的僕⼈（太18：23∼35）



歡迎⼀起來更多地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