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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使人跌倒的人有禍了 
 

2018. 1. 21 (週日)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18:6-9)   

6.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

頸項上，沉在深海裡。7.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絆倒；絆倒

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8.倘若你一隻手，

或是一隻腳，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你缺一隻手，或是

一隻腳，進入永生，強如有兩手兩腳被丟在永火裡。9.倘若你

一隻眼叫你跌倒，就把他剜出來丟掉。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

生，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的火裡。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18:6、9)   

6.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

頸項上，沉在深海裡。……9.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就把他

剜出來丟掉。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

地獄的火裡。 

 

【安靜反思】 

很少有經文像第 6節經文，在這麼短的句子當中，有原因又有

審判的結果同時出現，可見使人跌倒這件事的嚴重性。這裡

所說的被別人絆倒的人是：已經信了耶穌基督的人。跌倒的

意思，根據上下文判斷是使這個人離開了耶穌基督，也就是

沒在救恩裡了。 

 

耶穌用小子來比喻這個被絆跌的人，這個小子就是我們通常

說的孩子，可能真的是年輕人，或者在屬靈上比較年輕的

人，說明這個人在人的眼中不是一個重要人物。就算是絆倒

一個非常不重要的人物，在神的審判臺前仍要被判處極重的

刑罰。“被大磨石繫在頸項上沉在深海裡”，這種刑罰在猶

太人的眼裡是一個永遠脫離神的極重刑罰，因為他們認為在

天堂裡沒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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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行為會使一個人被絆跌呢？總結起來大概有兩方面的

可能，一是自身的行為使得他人離棄神。另一種是唆使別人

離開神, 用一種似是而非的價值觀引導他人走向錯的方向。 

 

在第 7 節是耶穌對這個世界的審判—有禍了，這禍就是第 9 節

說的被丟在地獄裡。因為絆倒人的事情一定會發生，那我們

該怎麼辦呢？耶穌告訴我們一個自救的辦法：就好像假設某

人得了癌症，如果不是到了最後的階段，通常醫生會建議切

除有腫瘤的器官，免得擴散到全身丟了性命。我們要做的就

是切除我們生命中的腫瘤，不要讓它害人害己。 

 

既然使人絆跌的審判是這麼嚴重，而且一定會發生，我們就

應該警醒自守，免得落在神的震怒之下。如何才能警醒自守

呢？就是要禱告，耶穌說：“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

惑。”（馬太福音 26:41）. 

 

我現在邀請你和我們一起警醒禱告，你願意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謝謝祢留下祢的話語來警戒我們。我們

有可能在不經意中就犯了罪，做了害人害己的事，自己還不

知道，求祢將這段話刻在我的心版上，好隨時提醒我，幫助

我遠離罪惡，謝謝祢寶貴的救贖。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

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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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天父上帝的愛 
 

2018. 1. 22 (週一) 
 

【閱讀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18:10-14) 

10.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小子裡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

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有古卷在此有 11.人子

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12.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

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裡

去找那隻迷路的羊嗎？13.若是找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

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

14.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 

 

【安靜反思】 

第 10 節經文和上幾節經文有緊密的聯繫，人絆倒年輕人是因

為輕看的緣故，而這些信耶穌的人，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

每個人都有天使在護衛著他，他們和神有著緊密的聯繫。這

裡耶穌告訴我們一個待人之道，就是無論何人都不可輕看，

因為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會在神那裡被記錄，到審判的那一天

叫我們無可辯駁。 

 

聖經中經常用羊來比喻人，神是牧羊的人，尋找迷失的羊正

是牧人的工作。人和神的關係也就像羊和牧人的關係一樣。

在耶穌的那個時代，通常羊群是屬於一個村子的，牧羊人也

不止一個，當有羊走失時就會有一個牧羊人去尋找，可以想

像全村人翹首以盼的是，那個尋找迷失羊的牧人帶著羊回來

以後大家的喜樂情境。 

 

這段比喻重要的是第 14 節，非常清晰地將我們天父的心意表

達出來，天父的愛是不按人的高低貴賤來區分的、是對我們

的愚蠢極其忍耐的、是願意用祂的大能來保護我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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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是不是應該體貼天父的愛，不要讓祂

失望呢？神看我們像羊一樣，我們自己是不是覺得自己像羊

一樣，容易偏行己路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謝謝祢莫大的恩典和不離不棄的愛，謝

謝祢的憐憫和救贖，求祢幫助我能夠看到自己時常像羊一樣

愚昧，也幫助我看到自己像羊一樣在天父眼中是可愛的，接

納我自己的不足，保守在神裡面的童真。奉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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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處理紛爭準則 
 

2018. 1. 23 (週二)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18:15-18) 

15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

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16 他

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

證，句句都可定準。17 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

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18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

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18:15-17）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

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

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

句句都可定準。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

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安靜反思】 

這段經文提供了處理教會中人際關係的準則。既然我們是

人，並且是一群被罪性浸透了的人，就必定會有紛爭，有人

得罪人的現象發生。這段經文給我們指出了如何處理紛爭的

方法和步驟。 

 

首先，如果你覺得有人錯待了你，你不能用傳話、寫信、或

找第三者等方法去處理問題，而是應該先找得罪你的本人直

接地指出問題所在。也不能按住不說，這將會使問題更加嚴

重，有可能不僅傷害自己還會傷害他人。 

 

其次，協同其他正直、有智慧的弟兄姊妹共同處理，作見

證，判定是非。 



7 

 

第三，若還是不能處理，就要把這個人的問題帶到神的團契

中。因為教會是以愛為本的神權管理下的群體，目的不是為

了處罰某個人。而是為了挽回有錯誤的弟兄姊妹，恢復和諧

的人際關係，真正的以愛心彼此連接，實現耶穌的教導彼此

相愛，才是主的門徒。 

 

最後，如果犯錯方仍不悔改，對待他就應該像沒有信主的人

一樣，我們如何對待沒有信主的人，就應該怎樣對待這些不

肯認錯的人。 

 

神賜給教會有權柄，可以奉耶穌的名驅逐邪惡勢力在教會的

工作，前提是教會確實是行在神的計劃和旨意裡，而不隨波

逐流，就像使徒彼得和保羅等。 

 

我們在教會中也同樣會遇到別人的誤解，甚至是錯誤的對

待，你的處理方法是和經文中的教導一樣嗎？如果不是，你

有勇氣去嘗試這個處理問題的方法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謝謝祢救贖的恩典是那麼實實在在，祢

教導我們如何處理我們之間的問題，主，求祢幫助我們在人

面前有顆坦誠的心，敢於真實地表露自己的感受，也能學會

饒恕那些得罪我們的人，更讓我體會祢的憐憫和慈愛的心

腸，讓我活得更像祢。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祢自己榮

耀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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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神的同在 
 

2018. 1. 24 (週三) 
 

【閱讀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18:19-20) 

19.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

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20.因為無論在哪

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安靜反思】 

若把這兩句話單獨抽出來，從字面上看，我們只要同心合意

地求，就一定會得到我們所求的，可是我們都知道事實並非

如此。很多時候我們的禱告好像並沒有蒙垂聽，難道神是不

信實的嗎？這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我們的禱告多是求神賜給我們想要的成就，有時人不知

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麼，而有些禱告往往處於自私的動機

和目的，比如門徒約翰的母親為自己的兩個兒子求耶穌得國

的時候，一個坐在他的左面，一個坐在他的右面，耶穌說：

你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麼。（馬太福音 20:22） 

 

（二）有時好像神沒有答覆我們的禱告，那只是神沒有按照我

們要求的方式成就，因為神在永恒裡，祂不受時間的控制，

對於神永遠都是現在時態，祂既知道我們的過去也知道我們

的(現在和)未來，所以，(惟有)祂知道什麼才是對我們最好

的。聖經上說：“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

我們的意念。”（以賽亞書 55:9） 

 

（三）中國有句話：苦難是最好的學校。有時神會藉著苦難完

成祂在我們身上塑造的工作，就像一把雕刻刀一樣，使我們

的生命有型有體地將神起初造人的榮耀彰顯出來。 

 



9 

 

什麼是奉耶穌基督的名聚會？就是聚會的目的是因為耶穌基

督的緣故，是在耶穌基督的旨意之下的聚會。一種是教會的

小組、查經班、禱告會等，另一種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如父

母親帶著孩子一起的家庭崇拜等。哪怕只有兩、三個人，神

也應許在我們中間。 

 

在我們的教會生活中，我們會時常看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不一定是因為物質上的需要，也可能是身體上的需要、或人

際關係上的需要等等，在我們已經很忙碌的生活裡是否可以

擠出一點時間來幫助安慰他們呢？有時被幫助的人是我不喜

歡的人，可否看在耶穌祂愛我們的緣故，饒恕、繼而幫助他

們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啊，祢是滿有憐憫和恩典的神，祢道成肉

身的恩典，將生命賜給一切願意信靠祢的人，無論我們多麼

不好，祢都用那不離不棄的愛來愛我們。我現在祈求祢將祢

的愛藉著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裡，讓我們能夠愛祢、愛祢所愛

的人。我誠心的禱告是奉主耶穌祢自己的聖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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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尊貴的僕人 
 

2018. 1. 25 (週四)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20:20-28) 

20 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同他兩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求

他一件事。21 耶穌說：你要什麼呢？他說：願你叫我這兩個

兒子在你國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22 耶穌

回答說：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我將要喝的杯，你們能

喝嗎？他們說：我們能。23 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必要

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我父為誰預

備的，就賜給誰。24 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他們弟兄二

人。25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

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

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27 誰願為首，

就必作你們的僕人。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

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20:25-28) 

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

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

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

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

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安靜反思】 

第 18-19 節耶穌對門徒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

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又交給外邦人，

將他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復活。”緊接

著就發生了一件與之毫不相關的事情，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

這一段對話，而引出耶穌關於地位尊卑的教導。祂清楚地指

示門徒屬神的子民與世界的管理制度有極大的反差，這也是

屬天國度的法則。 



11 

 

23 節說：“我所喝的杯，你們必要喝”和 27 節：“誰願為

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這兩句經文實質都是同一個法則：

耶穌的杯就是為了完成天父的旨意拯救罪人而放棄自己的生

命，而做一個耶穌基督的門徒，就必須學習為了別人的好處

而放棄自己的捨己態度。 

 

這段經文的焦點,不僅僅在於門徒多麼不體貼耶穌基督的心

意，或是他們的野心多麼地膨脹而完全不顧耶穌的死活。這

段經文的閃光點是耶穌基督祂自己，另十個門徒已經惱怒

了，而最有理由惱怒的耶穌卻非常耐心地教導他們，真正的

門徒不是學習如何作領袖，而是時刻學習做奴僕，不斷地服

事他人直到捨命的地步，並且耶穌基督為我們作了榜樣。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的本性與耶穌的門徒沒有多大差別，

如果我們也有一個掌管宇宙萬物的親戚，那我們可能還不如

門徒。但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勵志，努力學習做一個奴僕，

凡事不惱怒、不被情緒所控制，你願意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祢的話語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求

祢的靈時刻幫助我警醒，因為我的本性就是想要抬高自己，

不喜歡作奴僕。請將祢的話語刻在我的心上，成為我隨時的

指導。我誠心地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祢寶貴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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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單純像孩子 
 

2018. 1. 26 (週五) 
 

【閱讀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21:15-16) 

15.祭司長和文士看見耶穌所行的奇事，又見小孩子在殿裡喊

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就甚惱怒，16.對他說：這些

人所說的，你聽見了嗎？耶穌說：是的。經上說你從嬰孩和

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話，你們沒有念過嗎？ 

   

【安靜反思】 

這兩節經文是一段對話，祭司長和文士先是看見耶穌所行的

奇事，就是瞎子看見。因為這個瞎子稱耶穌為“大衛的子

孫”，之後看到小孩子們在殿裡讚美耶穌為“大衛的子

孫”。經文說他們“甚是惱怒”。奇怪的是這件事情並沒有

傷害到任何的人，他們的惱怒是因為孩子們說出了他們不想

聽的關於對耶穌的判斷：“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雖然

這些宗教領袖們否認耶穌是彌賽亞—救世主，可是孩子只憑

看見說話，他們的歡呼並不是胡言亂語，耶穌用“是的”肯

定了小孩子的話，並且用祭司長和文士都自以為非常清楚的

聖經話語回答他們，以至他們啞口無言。 

 

耶穌曾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

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馬太福音 18:3）因為孩子不像

成年人老於世故，不會按照當權者的臉色行事，說話不會考

慮後果，只憑著一顆單純的心實事求是。 

 

我們在教會裡時常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實想法，是不是因為怕

別人否定、輕看自己？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們要在祢面前認罪悔改，因為我們時

常按照世界的標準來審視別人，自己也照著這個目標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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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努力讓自己變得老謀深算，待人接物做的圓滑，我們以為

這是成熟的標誌，但卻反而失去很多祢的祝福。求主幫助我

們回轉像小孩子，討祢的喜悅。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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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真誠的悔改 
 

2018. 1. 27 (週六)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21:28-32) 

28 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來對大兒子說：我兒，你今

天到葡萄園裡去做工。29 他回答說：我不去，以後自己懊

悔，就去了。30 又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說。他回答說：父

啊，我去，他卻不去。31 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哪一個遵行

父命呢？他們說：大兒子。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

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神的國。32 因為約翰遵著義路到你們這

裡來，你們卻不信他；稅吏和娼妓倒信他。你們看見了，後

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21:31-32) 

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哪一個遵行父命呢？他們說：大兒

子。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神

的國。因為約翰遵著義路到你們這裡來，你們卻不信他；稅

吏和娼妓倒信他。你們看見了，後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 

 

【安靜反思】 

這段經文非常清晰、容易理解，耶穌通過比喻說明，人對神

的兩種回應。大兒子雖然頂撞了父親，但過後有懊悔，因而

產生行動。而小兒子雖然說的好聽，但沒有行動。羅馬書

2:6：“他（神）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神在白色大寶

座上審判人不是按照我們所知道的，而是按照我們所行的，

其實道理很簡單，祭司長和文士也都明白這個道理。那耶穌

為什麼還要再次提醒呢？正是因為明白和執行有著天壤之

別，稅吏和娼妓不僅被眾人所唾棄而且也深受自己良心的譴

責，所以他們真知道自己是個罪人，就能夠真誠地悔改。但

祭司長和文士是宗教領袖，深受民眾愛戴，這反而助長了他

們的自義，把自己抽離出悔改的隊伍。自義成為他們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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絆腳石，當他們把自己放在了審判者位置上，最終，他們因

著罪性把耶穌送上了十字架。 

 

我們都是不完全的人，也時常會在社會、教會、家庭等不同

位置上扮演著審判者的角色，評判他人頭頭是道。有時也會

像小兒子一樣能說不能行，而且是不知不覺的就成為別人的

絆腳石。親愛的朋友，你有想過自己會成為這樣的人嗎？有

沒有想過要扭轉像大兒子一樣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祢的教導是那樣一針見血地剖析出我們

人性的敗壞，我們有時像小兒子還不自知。求祢所賜的靈幫

助我們認識自己，也有勇氣像大兒子一樣悔改。我誠心的禱

告是奉耶穌基督祢寶貴的聖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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