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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你聽「道」後的回應為何？」 

 ／陳偉仁長老 

 

經文：約翰福音第十三章 10－18節 

    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什麼用比喻呢？耶穌回答說：因

為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

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

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

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我就

醫治他們。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

為聽見了。我實在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

看見，要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見。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 

 

耶穌在世上傳福音的艱難 

    在進到這禮拜的信息經文馬太福音十三章「撒種的比喻」之前，我們先來

了解一下那時候耶穌在世上傳道的一些狀況，其實也有很大的艱難，因為他在

傳道的過程當中，當時候宗教主流體系的人以及那些有學問的人，其實並不同

意耶穌所說的，而且在找耶穌的把柄、準備要控告耶穌。 

    當時候很多人聽他講道，可是重點好像不在那個道，而在想要看耶穌所行

的神蹟。我找了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這四章的部分經文來看

當時候耶穌在世上傳福音的艱難。 

    第九章 3節說：那時候「有幾個文士心裡說：這個人說僭妄的話了。」這

顯然是在責備耶穌。第九章 11節「法利賽人看見了，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

的先生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飯呢？」為什麼做這種不應該做的事呢？ 

    馬太福音第十章 17節說「你們要防備人（耶穌對門徒講）；因為他們要把

你們交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裡鞭打你們」。起初耶穌也在會堂裡面講道，可是會

堂的門已經對耶穌關了，因為主流思維是不一樣的。到了馬太福音第十一章 20

節「耶穌帶領門徒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但結果是什麼？「那些城的人終不

悔改」，他們只想看神蹟，不想聽上帝的道。 

    馬太福音第十二章 2節「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做

安息日不可做的事！」這也是個責備。即使在那個情況當中，耶穌不畏懼這些

艱難，繼續的傳講天國的道。 

 

當時候撒種的方式 

    到了第十三章，耶穌來到了海邊，有許多人要聽他講道。這裡面有信耶穌



的、有還沒有信耶穌的、也有在找耶穌把柄的人，然而很多人還是要聽他講

道。耶穌就講了，並且利用海邊的一條船當講台，對著眾人來講道，講了一個

撒種的比喻。 

    他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的事情及道理，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

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吃盡了；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

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落在荊棘裡的，荊棘長起

來，把他擠住了；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

三十倍的。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太十三 4－9）。 

    這個比喻對當世代的人應該是很清楚，也聽了就明白的事情。當時候的撒

種絕大部分是手工撒種，一個務農的農夫拿著一袋種子，一邊在田裡面走，一

邊在田裡面撒種，撒的時候可能風一吹，種子可能吹到田旁邊的馬路，馬路是

很硬的，所以種子掉到馬路上是不可能發芽的，就被飛鳥吃掉了。 

    當然也有可能種子一撒，撒在泥土層很淺的石頭地上，雖然很快就發芽，

卻也很快就枯乾了；或者一撒，撒到雜草或荊棘裡，好像長起來了，可是那些

雜草、荊棘也許長得更快，把它們給擠住了。 

    還有一種方式是比較偷懶的，訓練驢子在田裡面走，給牠揹一個裝了種子

的袋子，在袋子的角落挖一個洞，然後驢子一走路，種子就撒出來了。可是一

樣，風一吹或者驢子不聽話、到處走動，剛剛的情況也有可能發生。所以耶穌

講這個比喻是沒有人不了解、沒有人不懂的。 

 

講道用比喻的用意 

    耶穌為什麼要用比喻來講天國的奧秘、講福音的道呢？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34－35節說「這都是耶穌用比喻對眾人說的話；若不用比喻，就不對他們說什

麼。這是要應驗先知的話，說：我要開口用比喻，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

出來」。耶穌講比喻，因為比喻是大家所了解的。 

    一般要去講一個真理或天國的道，真理是比較不容易了解的，所以藉著人

所了解的比喻，引導人去思考生命的道；在思考生命的道的當中，又有比喻可

以引導人更多的明白跟思想，這幫助我們了解真理。這當中更重要是耶穌也在

遵行神的道、上帝的話，他開口用比喻，如同應驗經上的話──把創世以來所

隱藏的事發明出來。 

    我每次讀到這二節時，心中很感恩！為什麼呢？過去至少二十二年來，我

每半年在教會的幼年團契講一個喻道故事，我希望用喻道故事作比喻，來跟國

小級的弟兄姊妹講一、二節聖經的話，在準備的過程中，覺得這是一個很感

恩、很豐盛的事情。 

    不是說我藉著自己所寫的童話故事，能夠把創世以來所隱藏的事發明出來

（耶穌已經把它表明出來了），我只是希望把耶穌表明出來的上帝話語，再藉著

童話故事來幫助年輕的弟兄姊妹更多的了解。所以每次讀到這二節，心中的感

恩是很強烈的！二年前我還在思考，自己都要進入六字頭了，還要講這件事

嗎？可是心中還是有感動，所以目前還在講。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10節特別講到「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

為什麼用比喻呢？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



道」。從比喻中引導人去思考真理，對那些已經相信耶穌的人會懂得這真理，就

好像對我們已經相信耶穌的人來說，你讀聖經時，不會說我在讀一個歷史書、

一個生命的智慧書，你明白你是在讀上帝要對你講的話。所以你會從聖經的記

載當中去思想跟神的連結、上帝的話要對你說些什麼，以至於你可以更明白真

理，更知道怎麼去回應、實踐。 

 

生命抗拒耶穌的人無法明白講道中的比喻 

    對於那些還沒有相信耶穌的人，透過喻道故事的比喻可以更多被引導去了

解真理，以至於他可以明白、相信真理，相信耶穌。但是對於那些一天到晚找

耶穌把柄的人（生命抗拒耶穌的人），恐怕會不清楚耶穌所說的，因為他們不會

自動去聯想，從比喻當中去思想真理。 

    那耶穌用比喻的用意到底是什麼呢？為什麼人會不清楚？為什麼人不願意

多了解呢？當你的生命抗拒神的時候，明明聖經白紙黑字對你講話，恐怕你也

聽不懂，明明你聽到了道，你也聽不懂。一個最直接、明顯的例子在聖經的起

頭創世紀第三章，當亞當、夏娃不聽上帝的話，吃了不該吃的果子之後，他們

變得更有能力了，如聖經所說「他們眼睛明亮了，如神般知道善惡，而且有智

慧」，可是當神來了，他們也知道出了一些狀況、有問題，就躲起來了。 

    然後創世紀第三章第 9節「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你

在哪裡」這四個字清清白白，太容易、太清楚了，可是對亞當、夏娃他們聽到

這四個字的感覺卻是上帝有一點生氣，我們要找個理由，所以他們呼攏一個理

由就想過去。 

    但上帝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哪裡嗎？如果亞當、夏娃吃了果子躲起來，上帝

就找不到他們，那神要換人做了。當然不可能！上帝有恩典，繼續對亞當說：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嗎？「莫非」是問號，難道他們真

的吃了果子，而上帝不曉得他們吃了？那也是一樣，上帝要換人做了。當然不

是！這是個恩典、機會，要他們悔改、認罪，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他們沒

有！ 

    那個人講的理由不行，他再想一個更強的理由，這個理由叫推卸責任──

是我太太叫我吃的，把責任推給夏娃。神也很有意思，祂就對那女人說：你做

的是什麼事呢？難道上帝不曉得她做了什麼事？當然知道！這三個問句字面上

太容易了，可是亞當、夏娃完全聽不懂。 

    之後夏娃有樣學樣，可是這時候只有二個人，沒有辦法推給第三個人，所

以她就推給那一條蛇。因著推卸責任的緣故，他們錯過了上帝給的悔改機會。

上帝對人講這些清清白白的話，若人不能去思想生命的議題，還是聽不懂。 

 

與神連結越深，生命越豐盛 

    馬太福音十三章 11節講說「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

不叫他們知道」，12節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

所有的，也要奪去」，乍看之下，這句話帶著恐嚇。 

    當一個人更認識神，學習聽神的聲音，聽上帝的道、上帝的話，然後去回



應、遵行，你跟神的連結──那生命的關係是越來越親密、越來越緊密。可是

當你不聽這個道，你還是會聽其他的道、特別是世界的道，你會聽世界的聲

音；而那一差一別，隨著時間越長是越差越遠，一個與神越來越親密，一個與

世界越來越結合，二者價值觀是不一樣的，越差越遠、天差地別。 

    從上下文來看，相信耶穌的意思絕對不是在恐嚇，而是在提醒，提醒若你

不聽上帝的道，你的生命與神的連結會越來越淡，最後連機會都沒有了。我相

信這個提醒，上帝最大的用意如同耶穌自己在約翰福音第十章第 10節說的一句

話「我來了，是要叫人（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神的意思要我們藉著祂與神和好，藉著祂聽上帝的道；藉著祂，我們的生

命持續的更新跟改變，越來越能夠展現出神起初造我們那個屬神形象、樣式的

榮美，那是一個更豐盛、更進到與神更深聯結的境界，是好得無比的！這是上

帝最大的心意。 

 

上帝對悖逆祂的人的心意 

    到了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14－17節，特別是第 15節「因為這百姓油蒙了

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到底神想不想醫治那些一天到晚找祂毛病、生命抗拒祂的人？

字義上好像這些人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根本不想知道真理；無論

如何，千萬不要讓他們知道得救，是這個意思嗎？ 

    神學家巴克萊說：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13－17節，特別第 15節是整個福音

書最難解的經文，所以等一下如果講得不夠清楚，以致於你還是不太懂，請你

不要太難過，當然也不可以太生氣。 

    既然耶穌引用了以賽亞書六章 8－10節，我們來看一下以賽亞書第六章 8

節。「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

裡，請差遣我！」 

    誰肯為我們去呢？誰願意？我們的神是一位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

獨一的真神（這邊用複數）。在當時候的背景，神呼召了先知以賽亞。如果神要

讓當時候的以色列民毀滅，那當時的以色列民已經悖逆神了，就讓他們繼續悖

逆，以至於被毀滅，祂根本就不用再去呼召以賽亞。 

    而且這節經文顯然告訴以賽亞說：你要去為神傳話，你去為神傳天國的道

時可能沒什麼果效（基本上大概不會有果效），因為這群百姓是不願意聽上帝道

的，是遠離上帝、拜偶像的；但上帝如果真是要毀滅他們，祂就不用傳這個

話，不用再差遣人，也不會有人受上帝差遣了。 

    可是上帝還是差遣人，所以祂的心意到底是什麼？我們來看另外一位先

知，他更能夠幫助我們了解這一段！這位先知叫約拿，耶和華的話臨到約拿。

雖然約拿書在聖經的編排當中屬於小先知書，但是先知沒有大小之分。 

    耶和華對他說：你起來到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尼尼微城

的惡極大，達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毀滅它！約拿一開始不願意受差遣，但最

後還是順服神了。約拿書第三章 3節「約拿便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往尼尼微

去。……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對約拿來講，他該盡的責

任盡到了，因為他是個先知。但是，沒想到尼尼微城的人「各人回頭離開所行



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 

    第 10節「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

的災禍降與他們了」。神若真的要毀滅，祂若已經永遠不改變、永遠不後悔要毀

滅尼尼微城，根本不用呼召約拿，就讓尼尼微城的人去，最後時候到了，就毀

滅了！但是上帝的心意顯然還是不放棄，所以呼召了約拿，而且約拿一開始不

願意。如果上帝想說，我本來想透過約拿幫助你們，約拿不願意，不願意拉

倒，讓你們毀滅。沒有！祂派一條大魚把約拿吃了，又讓約拿平安，最後約拿

悔改去傳福音、傳天國的道。上帝的心意是這麼的清楚。 

    現代中文譯本馬太福音十三章 15節，「因為他們心智閉塞，塞住了耳朵，

閉上了眼睛。不然，他們的眼睛就會看見，耳朵也會聽見，心裏領悟，回心轉

意，我就治好他們」。顯然上帝的心意也是在等他們回心轉意，真正從那個比喻

去思想到天國的道理，想到他們跟神的關係，以至於他們願意悔改、歸向神。 

    所以彼得講了一句很著名的話，這句話也幫助我們更加了解上帝的救贖和

愛。這句話就出自彼得後書三章 9節「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

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乃願

人人都悔改，這才是上帝的心意。 

 

神的救贖表明祂永不放棄的愛 

    在聖經當中講到亞當、夏娃不聽上帝的話，聽了不該吃的果子，變得很有

能力。創世紀第三章 22節記載「耶和華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

惡」，而且能力跟神一樣，「現在恐怕（另外一個恐怕）他們伸手又摘生命樹的

果子吃，就永遠活著」。 

    信主的人是永遠活著，甚至我們是透過死亡進入永生。所以神的本意本來

就讓我們這些祂所創造的人要與祂永遠同在，那為什麼這個時候又不給亞當、

夏娃呢？因為亞當、夏娃得著那個與神相似、知道善惡的能力，是照著不聽、

不遵守上帝的話語而得到的，並不為上帝所喜悅。 

    上帝渴望讓人可以與祂永遠同在，因為我們是祂所造的，但這是生命的議

題，不是能力的議題，所以神不讓亞當、夏娃得著，因為他們的生命已經與神

隔絕了，而他們又不願意悔改，所以上帝把他們趕出伊甸園，「耶和華神便打發

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可以說整個馬太福音十三章 13－15節都在講上帝的愛、上帝的救贖，而這

個救贖是個永不放棄的愛，人雖然悖逆神，但神對人的救贖是不會改變的，祂

持續的差派人，世世代代一直在差派人。 

    所以仍然有人接受差派，而且被差派後，有時候去傳福音，就要像當時候

的先知或當時候耶穌在世上傳福音一樣，果效是很差的，但是就是繼續的傳，

因為這是上帝的呼召。我們不是用經濟學來看傳福音的事，也不是用數字、成

效來看傳福音的事，因為它是生命的議題。 

    因為神仍然等待人回轉來歸向祂、相信祂，而這個相信不是知識的相信，

是生命的相信，因為這是神的救贖。在以弗所書二章 8節就有談到「你們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福音戒毒的見證 

    這幾年我參與福音戒毒的服事比較多，福音戒毒幫助毒癮、酒精、賭博、

色情網路成癮的人，這些人真的很難幫助，失敗率也極大，會一再的重犯。所

以在監獄裡面，世界各國都差不多，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七十的人是重複進

監獄、勒戒所的，因為很難幫助。 

    一般人認為戒毒工作是一個厭惡性的行業，因為它要很多的人、很多的資

金來幫助一個人，但是成功率很低，它是個低成就的行業。可是對福音戒毒的

同工來講，不！它不是低成就，它確實是高投資，但高投資不是從人數跟錢數

來看，而是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這個投資是高投

資！ 

    而且福音戒毒當然是個高成就，這個高成就不是用人數、時間的效率來

看，而是只要一個被各樣癮所深深綑綁的人因此認識了神，生命、靈魂得救

了，而且回到天父的懷抱，用新生命來面對一切的挑戰，這是何等有意義的

事。這晨曦會裡面出的一本書《福音戒毒的僕人服事》，那是一個用極大的愛來

見證神的救贖是永不放棄的愛。 

    剛過的星期四晚上，我在香港參加一個當地機構福音戒毒董事會的會議，

因為那個機構在創啟地區有福音戒毒。過去這一兩年在創啟地區有極大的逼

迫，當地把他們視為非法宗教團體，雖然當地有許多人都很想要他們繼續做下

去，但是因為他們被定位為非法宗教團體，他們必須解散、改變。開這個董事

會目的不是在講要怎麼撤退，而是在講組織要做什麼調整，好讓我們在那裏可

以繼續進行福音戒毒事工。 

    你在幫它做好事，然後人家還不讓你做。不做拉倒，對不對？不！上帝的

呼召不是用我們所認知的成敗的角度來看。求神幫助我們，如果我們有家人還

沒有信福音、信耶穌，不要氣餒。我自己也為我的父母親禱告了三十年，他們

才受洗、歸入主的名下。繼續的禱告，見證你是個屬神的兒女，時候到了，你

會進到結實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這是傳福音，這是見證上帝榮耀的時

刻。 

 

成為福音的見證人 

    馬太福音十三章 16節「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

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了。我實在告訴你們，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你們

所看的，卻沒有看見，要聽你們所聽到的，卻沒有聽見」。感謝主，耶穌基督道

成肉身，把上帝的救贖、上帝的愛更清楚地表明出來。 

    當我們看到這節經文，其實要更感恩，因為今天相較於初世代的教會，我

們有完整的全備福音、全備的上帝話語可以考察，又有許多的資料可以做了

解，所以我們比當世代其實是更為有福的。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總要珍惜這樣聽道的每個機會，珍惜自己每天讀聖經

的每個時刻，好叫我們更了解上帝的心意，更能夠活出神所造我們那起初神的

形象跟樣式的榮美，來影響你周遭的人，可能是你家人、是你在職場的同事，

也可能是在教會當中你覺得生命還需要持續提升的人。 

    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成為神的見證人。不容易！但是看看馬太福音十一



章所記載的，耶穌帶著門徒到各地、各城去傳道、教訓人，15節特別講「有耳

可聽的，就應當聽！」這是一個當時代常用的說法，也在強調說我講的很重

要，有耳的，就應當聽！但沒有想到大家聽了，只想看神蹟，不想聽道。所以

20節說「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 

 

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然後裡面有三段談話，第一段談話耶穌為當世代的人做惋惜；第二段談

話，他跟上帝的禱告，說「那時，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他

不是埋怨差派他的耶和華神為什麼讓他事工這麼不順利，費了那麼大的勁施行

拯救，卻一個人都不悔改。 

    沒有！耶穌知道上帝的心意，「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

向那些自以為聰明、自以為很有學問的人就藏起來，反倒是向心裡單純、願意

相信主的、那些像嬰孩一樣的就顯明出來，耶穌說「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

意本是如此」。 

    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要救一切聰明、有智慧的，不是要救一切通達的

人，而是要救什麼樣的人？一切相信的人。這是生命議題，不是知識議題。相

信的人！我也相信耶穌一直在等待更多的人歸向他，所以耶穌講這個比喻，甚

至耶穌把這個比喻講得更清楚，「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 

 

當省察自己與神的關係 

    這個撒種的比喻在路加福音、馬可福音都有記載，路加福音八章 8節特別

講「耶穌說了這些話（強調語氣），就大聲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顯然耶

穌在講一個非常重要的天國真理，要我們好好聽。但這個「聽」就像所有的生

命之道，一定要進到我們自我省察的裡面──這話對我的意思是什麼？千萬不

要為別人讀聖經。 

    為自己讀聖經、讀上帝的話，上帝的話要對我說什麼，我的生命與神的關

係到底是怎麼樣，所以有一首詩歌是這樣：聖經像一面鏡子，當然這個鏡子不

是照我們的外表，而是照我們的內心，好叫我們可以把上帝的道聽到生命裡面

去，好叫上帝的道可以指教、指正我們，以至於我們願意跟神悔改、認罪，以

至於我們願意做改變，更遵行上帝的話，與神的生命有更深的連結。所以耶穌

講這個道。 

 

繼續認識生命的道 

    馬太福音十三章 19節說「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那惡者就來，把所撒

在他心裡的奪了去；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馬可福音在講到「惡者」的時候是

用「撒旦」，然後路加福音在講到「惡者」的時候是用「魔鬼」。 

    馬太福音第十章在耶穌接受試探那段有講到撒旦，它意思是什麼？「敵擋

神」的意思，也就是說在你的心中，如果你看為最重要的向來不是屬神的，當

然你所聽的道就像是撒在路旁的種子，那是惡者也不想讓你聽這個道，就把道

給奪走了。 



    在這個比喻的當中，盼望弟兄姊妹可以思想，或許你可能認為你聽了這個

道，就像撒在路旁的，沒有關係，盼望你有心繼續聽下去，有一天你會像撒在

泥淺土、石頭地，甚至哪一天你會進而像撒在荊棘裡、進而撒在好土裡。 

    我自己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因著朋友的邀請，去了團契。其實我很不想

去，原先我就想休學，後來沒有休學成功，因為我的父親不同意。在大學團契

聚會的時候，我聽講員所講的道：咦？這個跟我以前所認知的不一樣，我以前

所認知的耶穌是一個不太好的人，因為他跟著船堅利炮到中國來，而佛祖是坐

著白象來的；而且我有一次不小心到教會拿禮物，回來被痛打一頓（國小的時

候），所以我一直被教導信耶穌是欺師滅祖的事。 

    但是我聽演講的道，咦？跟我了解的不太一樣，但是我要小心，不要成為

欺師滅祖的人，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像是撒在路旁的。但存著一份好奇，我就

繼續參加，可是有些可以接受，大部分不能接受。我那時候像是撒在淺土的石

頭地上，但還是好奇、想多了解，因為總覺得來到團契之後，我比較有喜樂

了。 

    我高中三年讀台中一中，真的是苦瓜臉三年。滿臉的青春痘、全身的汗

斑，真是苦啊！現在比較有喜樂了，再多了解一點吧！有人竟然邀請我，帶我

查聖經，什麼時候查聖經？禮拜一到禮拜五早上六點半，我竟然願意耶！那時

候從荊棘裡不知不覺就變成在好土裡了。 

    求神幫助我們，認識生命的道、生命的更新跟成長，我們要繼續的讀上帝

的道、聽上帝的道，繼續活出上帝的道。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就變得越來越有

喜樂，所以當我跟爸媽說我決志信主了，父母親才會講一句話，我也嚇一跳，

可能有的人就知道喔！「信就信了，不要受洗喔！」 

    我父母親從來沒進過教會，他們竟然會講出這句話。等到我大二受洗的時

候，我跟他們講，他們又講出一句話，讓我覺得很吃驚：啊！受洗就受洗了，

不要再迷下去！我今天還繼續在著迷的當中！ 

 

聽道之後，活出「道」 

    馬太福音十三章 20節講到「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

受，只因心裡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

刻就跌倒了」。馬可福音的記載差不多，路加福音記載的在「為道受了患難或是

受了逼迫」的部分，把它寫成「遇見試煉」。 

    我們要自我省察在心中的那些主要的試煉當中，跟神的關係是不是偶而屬

神、大部分是屬世界的，若是這樣，那個偶而屬神的心會讓你聽到道，但是你

會把這個道就像是任意放置在石頭地一樣，沒辦法繼續的扎根、成長了！盼望

我們在讀上帝話語的當中，總學習怎麼去應用它。 

    我自己有個經驗，還在職場的時候，有一次跟幾個同事的太太們一同聚

會、聯誼，聚會到一半的時候，有幾位太太跑過來，說：偉仁，我們的先生出

差的時候，我們都不放心，但跟你出去，對於他們，我們是放心的。 

    我聽了很感恩，當然我知道她們的意思。還有一個人說了：萬一他們出

差，不能跟我一起去的時候，你可不可以告訴他們，出差不要去那不該去的地

方！感謝主！除了感謝主，我也幫助我的同事怎麼更多瞭解生命、健康的重



要，因為他們還不是基督徒。 

    求神幫助我們，在神為你預備的群體中，從家庭、職場、教會的團契跟小

組開始，你是一個生命屬神的人，一生當中你要學習怎麼去活出屬神的生命、

活出上帝兒女這生命的位份在你地上的身分跟職分，而不叫那個搖擺偶而屬

神，大部分不屬神、大部分屬世界。 

 

靠神在爭戰中得勝 

    再來 22節提到「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

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在馬可福音裡，除了「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

了」一句，還加一句「和別樣的私慾」，路加福音更再加一句「和宴樂」。簡單

來講，那是世界價值觀的追求，在世界價值觀追求的當中，你又是一個屬神的

人，在你裡面總有屬神跟屬世界之爭，但常常你失敗了，所以把聽的道就隨意

放置在荊棘裡。 

    求神幫助我們持續的可以在這樣的狀況中得勝，因為今天我們活在世上，

不可能沒有爭戰，沒有一個人可以不受世界的影響，更何況那個影響從很早、

很早就開始了；而且效法世界還不用怎麼學習就會了，唯獨效法神的話、不效

法世界才需要很深的學習。在爭戰當中，我們可以依靠神得勝，雖然你可能會

很難過、流眼淚，但是會發現在你裡面有屬神的平安，幫助你面對一切的困

難、壓力、挑戰，那是極大的能力。 

 

遵行神的話，見證祂的榮耀 

    最後 23節說「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

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馬可福音在講「聽道明白的時候」，又加了一

句話「明白又領受的」，意思是說有領受，當然就會回應出來。路加福音講得更

仔細，「那聽道的，就會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著，後來結實有一

百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 

    巴不得在你我心裡的深處，總是學習讓耶穌基督坐在心中的寶座上，而不

是老我坐在寶座上。就像剛剛唱的「不再是我」這首詩歌，是耶穌坐在我們的

寶座上，而我們自己在十字架後面隱藏起來，意思是我們要展現的生命是一個

神救贖以後的新生命，讓那個生命來見證、榮耀神。 

    在準備信息的時候，很自然又想到多年前還在職場時的一個經歷，這個經

歷一直到今天還在幫助我。那時有一次上班有點快遲到了，我開著車要從基隆

路左轉松隆路，左轉之前遇到了紅燈，前面有一台台汽的大客運。所以當綠燈

亮起，我當然先等台汽客運通過。 

    之後我就左轉，一左轉我就馬上剎車，為什麼？因為台汽客運後面有一個

年輕人騎著摩托車，然後他就緊急煞車，我也緊急剎車。有聽到剎車聲，但沒

有碰撞聲，我想應該沒事，我要上班，退後一下，繞個彎，趕快去上班。 

    可是當我左轉以後，我從駕駛鏡看到那個年輕人追了過來：難道有撞到

嗎？我就把車開到旁邊，然後車窗搖下來。搖下來以後，這個年輕人很快的就

把摩托車停在我汽車前面，擺明不讓我走，這已經讓我有一點情緒了。 



    然後他又彎了腰，很快的拿起摩托車的拐杖鎖，到我車窗旁，一手很快地

抓著我的領子、一手舉起拐杖鎖大罵我：你是怎麼開車的！我的情緒完全跟他

一樣，這時候，很快的時間下，我看了一下左手邊，好耶！駕駛門的門沒有

鎖。我在想若我大力推出去，他一定被我推倒；推倒之後呢，我又看了一下我

的腳下，我有一支比他更大的汽車用的拐杖鎖。我已經準備要決鬥了！ 

    可是說時遲、那時快，眼睛的餘光看到副駕駛座上面擺了一本聖經，當我

看到聖經那一刻，說時遲、那時快，羅馬書十二章 21節就浮現在腦海裡，「你

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那個掙扎就來了：我要用怒氣回應他的怒氣，

還是我要遵行上帝的話？感謝主，那時候我遵行上帝的話。 

    我溫柔地跟他講，我沒有看他躲在台汽客運後面，但是我相信自己比較有

把握，因為我是開車的，你可能嚇了一大跳，我為這個跟你道歉，但是我不是

故意的。他聽完這樣的話以後，拐杖鎖放下來一點，但還是很生氣。 

    「要以善勝惡」！我就想到說「這樣好了，我在附近上班，中午請你吃個

飯，幫你壓壓驚，交個朋友」。他聽完，然後拐杖鎖完全放下來了，很溫柔的講

一句話：以後小心開車，騎著摩托車就走了，所以今天我還在這裡。 

 

我們一起禱告： 

    主，謝謝祢，因為祢的話可以將我們救活，因為這是祢的應許。主，謝謝

祢，這些話不僅讓我們可以得著永生的生命，這些話更可以讓我們在世上活著

的時候，無論面對何等的艱難，遵行上帝的話可以有平安，可以在苦難當中有

喜樂，可以在難處當中有盼望。 

    主，謝謝祢，願祢幫助我們看重上帝的話。主，更謝謝祢，讓我們一同在

信友堂，因為信友堂是要建造以上帝的話語為根基的教會。 

    主，讓我們看重上帝話語的所有教導，讓我們學習耶穌願意刻意的去遵行

上帝的話，好叫這樣的話從我們的生命當中展現、流露出來，好叫別人看到我

們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的時候，知道我們有不一樣的思維和生命，那不是我們

自己有的，是從神來的；好叫我們在上帝祢預備的群體當中，都成為一個生命

的傳播者、影響者、帶動者，因為生命影響生命，福音要幫助一切願意相信

的。 

    主，讓我們就成為那個生命的見證，來幫助人願意相信，因為信仰這位神

是好得無比的、是極大生命的福氣。謝謝祢！今天我們在傳揚基督這樣一個信

息主題當中，主，讓我們也一同學習怎麼樣帶著屬神的生命來做見證，好叫這

個見證帶著影響力，讓我們有機會向人傳福音。謝謝主！聽孩子禱告。靠耶穌

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