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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穿上禮服 
 

2018. 1. 28 (週日)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22:1-14） 

1 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2 天國好比一個王為他兒子擺設娶

親的筵席，3 就打發僕人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

不肯來。4 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人，我

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備，請

你們來赴席。5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個到自己田裡去；一個

做買賣去；6 其餘的拿住僕人，凌辱他們，把他們殺了。7 王

就大怒，發兵除滅那些兇手，燒毀他們的城。8 於是對僕人

說：喜筵已經齊備，只是所召的人不配。9 所以你們要往岔路

口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10 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

路上，凡遇見的，不論善惡都召聚了來，筵席上就坐滿了

客。11 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裡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12 就

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裡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

答。13 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

邊的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14 因為被召的人多，

選上的人少。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22:11-13） 

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裡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就對他說：

朋友，你到這裡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於是王

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裡；

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安靜反思】 

參加一個重要的聚會，都要更換恰當的衣服，這是我們的常

識。耶穌在這裡，用我們所熟悉的場景來做比喻，警示我們

這些被召的人，要時刻準備好自己，來赴主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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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0 節的比喻中，耶穌揭示了神的救恩計劃，救贖的恩典

如何從神舊有的選民以色列人的身上，轉移到我們這些新以色

列人的身上。但我們這樣自認為回應了主呼召的人，也要警醒

和自省，去察看我們的信仰是否真實，是否已經穿上了“參加

主婚宴的禮服”，因為神必定在祂預定的時候來區分我們。 

 

什麼是我們的禮服？上章的 43 節提到“神的國必……賜給那

能結果子的百姓”，那麼順著這節經文思想，我們的“禮

服”理解之一，應是我們要有我們新生命的果實。舊以色列

人的特點是妄稱了神的選民，卻不改變自己的生活態度和方

式，我們是神新的選民，就不應重蹈覆轍，單單頂著一頂基

督徒帽子，還仍然我行我素，在原有的生活模式下打滾。 

 

我們要有新生命的果實，是對我們信仰的真實狀態的檢驗，我

們現在是時候來反省一下了我們的信仰根基了，我們是掛名的

基督徒呢？還是真正認罪悔改，靠聖靈得勝的神的選民哪？求

主讓我們真正扎根在主的裡面，結出屬神豐盛的果實！ 

 

【連結禱告】 

阿爸天父，我知道只有在您的裡面才能結出新生命的果實，

求您讓我知道我現在真實的屬靈狀態，讓我可以重新、更深

地扎根在您的裡面，活出屬您的生命，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4 

 

靈修：“自高”的人 
 

2018. 1. 29 (週一) 
 

【閱讀經文】(馬太福音 23:1-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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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們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做寬

了，衣裳的繸子做長了，6 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裡的高

位，7 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

子）。8 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夫

子；你們都是弟兄。9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只有一

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10 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

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11 你們中間誰為

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12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

的，必升為高。 

 

【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23:12）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安靜反思】 

這節經文從結構上呼應了本章第二節。第二節的“……坐在

摩西的位上”的人，對我們今天的基督徒來講，是針對所有

在一切事物，也包括了屬靈事物中，自以為是，對別人指手

畫腳，將自己淩駕於他人之上的“自高”者。 

 

“自高”與“自卑”是耶穌講論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因為我們

有個自然的傾向，就是會不自覺之間自認為“高”，自認為

“對”，這是人類犯罪之後的一種人性自身的反應。耶穌也

在這裡用法利賽人存在的問題，具體指出了“自高”會在行

為上產生的實際表現，讓我們可以更清楚從中發現自己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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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這些實際的行為表現有：一、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

子，能說不能行（3 節）；二、要別人做的事，自己不願承擔

（4 節）；三、喜歡炫耀自己（5 節）；四、會因別人向他們

表達尊敬而沾沾自喜（6-10 節）。 

 

從這些行為中，發現自己的影子了嗎？耶穌在這裡提出警告

的，就是我們。我們就是這樣常常處於我們自己的“自高”

之中，把自己的位置放在“自我的認識”之上，放在“別人

對我的認識”之上。耶穌在這裡告訴我們，我們位置的高低

不在我們自己的手中，也不在別人的手中，而是在神的手

中。“神抵擋驕傲的人，賜恩典給謙卑的人”，這是神判斷

的標準。我們這些降服在主面前的人，是否也能在主的面前

檢討我們“自高”的罪哪？求主幫助我們！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我常常習慣於“自高自大”，習慣於將自

己放在高位，習慣於認為自己比別人強，請您憐憫，讓我時

刻警醒這種“自高”的罪，在您的裡面能成為“謙卑”，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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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唯一的道路 
 

2018. 1. 30 (週二) 
 

【閱讀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23:13） 

13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正當

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

也不容他們進去。 

 

【安靜反思】 

經文從這裡開始了對文士和法利賽人七個連續的嚴厲斥責。

均以“假冒為善”開始。這個詞在馬太福音中使用的範圍比

我們現今的要廣，在本章中自始至終強調的不是他們有意識

的假冒為善，而是不能意識到他們的言行不符合神的真理。

“有禍了”正與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相對應，表達出這些

言行要面對“類似詛咒的嚴酷審判”。 

 

耶穌用今天這節經文所指出的問題，是當時文士和法利賽人

所持守的猶太律法主義。他們認為進入天國的條件就是要守

住摩西的律法，守住由此而衍生的規條。不但他們這樣認

為，而且還如此的教導別人、勸誡別人。這就是耶穌所說的

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

容他們進去”，因為他們拿錯了進入天國的鑰匙，還自以為

正確。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

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 14:6）。我們進入天國不是靠著我們

的行為，不是靠著我們遵守了摩西的律法，而是靠著神在祂的

愛子主耶穌基督中顯示的大愛，和我們對主的信靠，耶穌才是

我們進入天國的鑰匙。這是我們要明白、要堅守、要傳揚的真

理。我們外在的行為是枝葉，與主的連結是樹根，只有扎根在

主裡才可能枝繁葉茂。那麼，我們的生命與主有最根本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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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又是以怎樣的方式和怎樣的程度與主連結的呢？願我們能

明白我們信仰中這最核心的真理，並傳揚它。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求您不要單單讓我在理性中明白您的真

理，也要讓我內心中知道，我得救是本乎恩、因著信。也讓

這真理能支配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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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大發熱心 
 

2018. 1. 31(週三) 
 

【閱讀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23:15） 

15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走遍

洋海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地獄之

子，比你們還加倍。 

 

【安靜反思】 

耶穌嚴厲斥責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第二禍，是他們為了自以為

是的真理大發熱心。這樣的結果就會將更多的人引向黑暗。

我們的熱心應該是建築在真理之上的熱心，如果是建築在一

個虛假的根據之上，則是有害而無益。 

 

我們看到很多的異端，像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等，都是很  

熱心地傳他們的宗教，兩個兩個的出去，向不認識的人傳講

他們的“真理”。他們手中沒有神的真理和主的同在， 尚且

還能如此，那我們這些真正的站在真理之上，又有主耶穌基

督同在應許的基督徒呢？我們要效法使徒保羅，雖然在不認

識主前為了祖宗的遺傳大發熱心，但遇到主後，他就將自己

的生命交給主，成為主福音的器皿，我們也要如此，讓我們

的生命火熱起來。 

 

 我們要為主大發熱心，但也要小心，不要讓這種熱心變成以個

人為中心的執著，就像這裡耶穌所斥責的文士和法利賽人， 

這種個人的執著會帶領我們偏離真理。所以，我們不單單要為

主大發熱心，也要讓自己紮紮實實的扎根在真理裡面。 

 

 我們如何讓我們的生命不是不溫不火，又能扎根真理呢？最

好的衡量方法就是計算一下為此付出的時間，我們一週能有

多少時間是為主所用，又是用了多少時間扎根真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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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禱告】 

天父上帝，我知道我的新生命是您給予的，我的生命不再屬

於自己，求您點燃我生命中的火，能為您所用，也求您讓我

的生命不偏離真理，是在您真理裡面的大發熱心，禱告是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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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持守誠信 
 

2018. 2. 1 (週四) 
 

【閱讀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23:16-22） 

16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有禍了！你們說：凡指著殿起誓的，這

算不得什麼；只是凡指著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該謹守。17

你們這無知瞎眼的人哪，什麼是大的？是金子呢？還是叫金

子成聖的殿呢？18 你們又說：凡指著壇起誓的，這算不得什

麼；只是凡指著壇上禮物起誓的，他就該謹守。19 你們這瞎

眼的人哪，什麼是大的？是禮物呢？還是叫禮物成聖的壇

呢？20 所以，人指著壇起誓，就是指著壇和壇上一切所有的

起誓；21 人指著殿起誓，就是指著殿和那住在殿裡的起誓；

22 人指著天起誓，就是指著神的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 

 

【安靜反思】 

誓言是馬太福音中一個重要的特色。在馬太福音中有耶穌五

篇大的講論，第一篇和最後一篇都提到了誓言。施洗約翰因

著一個誓言被殺，彼得也是藉著誓言來否認耶穌。在耶穌時

代，誓言在猶太人的誠信中佔據很重要的位置。 

 

起誓的問題，耶穌在第五章已經提出並討論過。耶穌對各種

狡詐的詭辯大加砍伐，告訴門徒什麼誓也不可起。“你們的

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馬太福音 5:37） ”。告誡我們言語的誠信不應只是表現在

誓言中，而是每時每刻體現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裡又再次提到了文士和法利賽人關於哪種起誓更有效的爭

論。在這裡，耶穌不是要幫助他們分辨誰對、誰錯，而是讓

我們從中看到了當時人們誠信的嚴重缺失，他們不但不能對

自己的每一句話語負責，就是連所起的誓言也要找到理由去

逃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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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這裡所譴責的，也是我們應該避免的，我們要裡外如

一，言出必行，對我們所說出的每一句話都要承擔責任，因

為這是主的教導。神是無所不在的神，也是能看透我們內心

的神，我們的一言一行神都在看著，我們不用回想的太遠，

本周內我們有言而無信的事情嗎？求主憐憫我們。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不願意和您所譴責的文士、法利賽人一

樣言而無信，不願對自己的話語負責。我想我所說的每一句

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請您幫我，奉主耶穌基督的聖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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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更重要的事 
 

2018. 2. 2 (週五) 
 

【閱讀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23:23-24） 

23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

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

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24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就濾出

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 

 

【安靜反思】 

耶穌用一幅荒唐可笑的畫面，表現出了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思

想和行為上的愚昧與無知。他們就像一個瞎眼的人，自己已

經走在了歪路上，而且還在錯誤地引導著其他的人。 

 

在利未記十一章，講到猶太人應禁忌的不潔之物裡有蠓蟲和駱

駝（亞蘭文蠓蟲 qalma, 駱駝 gamla 的拼寫十分相近 ）。蠓蟲

是在發酵過程中繁殖的一種很小的昆蟲，與駱駝在體型上根本

無法相提並論。這些文士和法利賽人自己已經犯下了大得令人

吃驚，如同駱駝般巨大的罪，卻小心翼翼地，不讓一種蠓蟲在

他們的飲食中出現，他們只是濾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污穢，卻

對自己陷在巨大的不義中不知不覺。耶穌這幅滑稽的畫面，對

他們思想和行為中的不分輕重進行了極大的諷刺。 

 

這些文士和法利賽人嚴格的遵守奉獻法不是不好，他們的問

題是對獻祭過於重視，卻忽略了“公義、憐憫和信實”這些

神的選民應該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質。彌迦書 6:8，“世人哪！

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

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我們今天的

基督徒也是同樣，不能單單注重參加宗教的活動。不是這些

不重要，而是建立內在屬神的品質更重要！現在可以安靜思

想一下，從我們蒙召信主以來，自己在“公義，憐憫和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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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大屬神的品格上，我們長進如何？我們又該怎樣做可以使

我們的內在品格更像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呢？ 

 

【連結禱告】 

 親愛阿爸天父，請您來察驗我的內心，是否我也已經像法利

賽人一樣，瞎了自己屬靈的眼睛，只注重參加宗教的活動，

卻忽略了“公義、憐憫和信實”這些屬您的品質，求您憐憫

我，能幫助我更像主耶穌，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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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裡外如一 
 

2018. 2. 3 (週六) 
 

【閱讀默想經文】(馬太福音 23:25-26) 

25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洗淨

杯盤的外面，裡面卻盛滿了勒索和放蕩。26 你這瞎眼的法利

賽人，先洗淨杯盤的裡面，好叫外面也乾淨了。 

 

【安靜反思】 

耶穌稱法利賽人為瞎眼，是因為他們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

卻無法看到事物裡面的本質。這裡的第五禍和第六禍與昨天

的第四禍意思有些相近，只不過這裡更多的著眼於內外潔淨

的關係，指責他們不看重人內心的潔淨。 

 

 很難想像，猶太拉比曾經有過這樣的爭論：禮儀上的杯盤用

具究竟裡外哪面更重要？這在猶太史料中有不少記載。耶穌

在這裡不是想介入這場爭論，而是藉此表明神的選民不應只

注重外在潔淨，更要注重內心潔淨，如箴言 4:23 所說：“你

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

出。”若不能認清這一點，我們也會和文士、法利賽人一樣

成為“假冒為善”的基督徒。 

 

所以我們今天所要看到的不僅僅是我們外在的行為表現，有

多麼像一個基督徒的樣子，不僅是積極參加宗教活動、積極

探訪、奉獻愛心，而且也要考察我們所做這些行為的內在動

機，是單純為神而做？還是混雜著自我的表現慾等等不純潔

的動機……？另外，我們在自省自己內心的同時，看待別人

也要注重他們的內心動機過於他們的行為，看重他們為主的

奉獻和對弟兄姊妹的愛心過於他們行為的果效。我們每天禱

告的時候，求神的光照我們，讓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內在而非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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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禱告】 

阿爸天父，您一再的告誡我“一生的果效由心而發”，現在就

求您在我每日自省的時候，讓我能看得更深一步，不但省察自

己的行為，也要省察這種行為背後的動機，讓我能由裡及外的

更像我的主耶穌，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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