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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24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25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

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读经
太十三
24-30 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27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

24-30

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28 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

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29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30 容这两样 齐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30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

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36 当下 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房子 他的门徒进前来 说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

「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读经
太十三
36-43 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36-43

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42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43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一齐长
太十三24 30 36 43太十三24-30、36-43

诸长乐牧师 2019.01.06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我们常常会遇见两个迷思，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迷思，
第一：这个世界到底现在是由谁来掌管？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和世界的奇妙，第 ：这个世界到底现在是由谁来掌管？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和世界的奇妙，

我们看到世间有许多美善的事情，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在掌管这个世界。
他不仅创造，他也掌管。所以有一首诗歌就说：「这是天父世界」。

苦难 邪恶 怕第二：我们也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有许多邪恶、还有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有一位上帝，他为什么不插手来管理这些事？

甚至有的人会因此而怀疑 到底有没有上帝 约壹五19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甚至有的人会因此而怀疑，到底有没有上帝。约壹五19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
手下。如果光在我们所工作的场合、或者我们所生活的领域里面，也是如此。

我们有看到很多美好的人、跟美好的事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我们的
工作伙伴、或者是我们的邻居朋友的当中，也有一些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不仅如此，甚至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在教会的当中也是如此。



我们常常来到教会，我们有一个非常高的期望—
我们觉得来到教会 教会是神的家 神的家是美好的 是充满了爱的我们觉得来到教会，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是美好的、是充满了爱的。
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并不如我们想象中这么完美！

甚至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让我们挺软弱、挺跌倒的事情。挺软弱 挺跌倒
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个使我们软弱、跌倒的人，他的信仰状况到底如何？

如果他是一位慕道的朋友或者刚信主不久，也许我们还比较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这个使你跌倒的人是教会的牧师、是教会的长老，

不晓得你还待得下去待不下去？

我很想请大家举个手，就是你看过、而且灰心过的举个手！
如果你举了手，你今天还在这里，我要恭喜你。

教会是 群蒙恩的罪人 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 但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地住在主的里面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但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地住在主的里面，
我们必需活在真理的里面，我们才是真正属于神的。

有很多人来聚会 但是在生活 在许多方面 却没有好好地去依靠神有很多人来聚会，但是在生活、在许多方面，却没有好好地去依靠神。
离开了神我们就是极其软弱的，离开了神我们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因此，我今天要从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稗子跟麦子的比喻里面，
来跟大家思想这个问题来跟大家思想这个问题。
一个成熟的门徒，是能够分辨的；一个成熟的门徒，是有抵抗力的！

但是这样的分辨和抵抗力 是需要经过学习和操练 才能够得到的但是这样的分辨和抵抗力，是需要经过学习和操练，才能够得到的。
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这篇道之后，可以在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上、

在我们自己成长的事情上对我们有帮助。成长

一、我们要认清事实—这个世界有上帝的工作，但是也有魔鬼的作为(v38)。
教会是耶稣基督买赎回来，但也是魔鬼攻击的目标。
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好的神，他撒好的种(v37) —

他撒麦子在我们当中，他是一位生命的主。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哪里来的；

上帝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改变，
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以后还是如此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以后还是如此

所以我很喜欢有一些教会，每一次牧师开始讲道时候，
一定讲：「God is good!」，

然后弟兄姊妹会回答说：「All the same.」

不错！我们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是一位赐生命的神。
这样的美善和恩赐，并不因我们好或不好，拦阻上帝所给与我们各样的恩典。

上帝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他把他最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 都给了我们他把他最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

另一方面我们也认清—也有魔鬼撒旦的工作。
约十10 仇敌的工作就是偷窃 杀害 毁坏约十10 仇敌的工作就是偷窃、杀害、毁坏。
林后十一14 他常常散播各样的谎言！甚至有的时候装作光明的天使，

将各样的苦难、疾病、罪恶，来加在人的身上。，
他撒的是稗子！

稗子和麦子在外表上，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像的。
但是 个是有生命的 个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是没有生命的；
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

哪里有上帝的工作 那里就有魔鬼的攻击哪里有上帝的工作，那里就有魔鬼的攻击。

赵镛基牧师曾经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他说：
「当一个教会在睡觉的时候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当 个教会在睡觉的时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连魔鬼都睡觉！因为他什么事都不做。
但是当一个教会开始祷告、开始传福音、开始教会复兴的时候，，

魔鬼就开始忙了！」

当你个人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追求的时候，
魔鬼绝对不会来惹你。
但是当你立志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好地聚会、好好地服事、

好好地爱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拦阻。



曾经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感情非常好。我看他们是模范夫妻，
长得又很体面 这种人来当教会的招待最好长得又很体面，这种人来当教会的招待最好！

所以我就请他们做教会的招待，
也给他们一些的教导跟训练；他们也预备好也给他们 些的教导跟训练；他们也预备好，

然后我就安排他们开始做教会的招待。

结果他们第一次招待那天 他们两个没来！怎么会呢？结果他们第 次招待那天，他们两个没来！怎么会呢？
这么认真、这么体面、也愿意负责的人，怎么那天没来了？

后来我就打电话：「怎么今天你们做招待，没看到你们？」「 ， 」
他们就说：「牧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出门前，

我们就为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两个吵架。吵到谁也不让谁！
我们俩个这样怎么去做招待！不去了！」

你会发现他们本来不服事主，两个都没事！
要开始服事主了，就开始有一些拦阻。

以前我在教会的一位我很尊敬的长老，也常常跟我们分享这样的经验…
如果那个礼拜他要讲道 他就常常跟家人有的时侯会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情！如果那个礼拜他要讲道 ，他就常常跟家人有的时侯会有 些过不去的事情！
然侯慢慢地就老练了。所以每一个月当他要讲道的时侯，

大家都闪他远一点！我不是说我要讲道那个礼拜，你们闪我远一点。大家都闪他远 点！我不是说我要讲道那个礼拜，你们闪我远 点。

但是你可以分辨有的时候—
特别上帝要恩待、要祝福的时候，魔鬼也不甘心。特别 要恩待、要祝 候， 也 。
有人会问说：「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让魔鬼工作呢？

上帝为什么把撒旦留下来呢？」

士二-三1-4 神将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要他们将迦南的七族全部都灭绝。
但是当约书亚过世之后，以色列就开始不听从上帝的话，他们就开始离弃神。

士二21所以神就说：「我要在迦南七族的当中留下几族，

不把他们全部赶出去！」

第 个要以色列人学习谦卑依靠神的功课第一个要以色列人学习谦卑依靠神的功课，
他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必需要依靠神。

二、要他们学习属灵的争战 (士三2)。
很多上帝的儿女 祗能够享受上帝的祝福 但是却没有办法参与属灵的争战很多上帝的儿女，祗能够享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却没有办法参与属灵的争战。

以色列人是全民皆兵的，男的、女的都要当兵。但是一个人要能够当兵，
必须要长得够健壮，必须要经得起各样艰苦的考验，他才能够必须要长得够健壮，必须要经得起各样艰苦的考验，他才能够

在战争的当中发挥，所以神要他的百姓也学习属灵的争战。

三、要试验以色列人肯不肯顺服上帝的话 (士二22)，( )，
所以这就是神把魔鬼仍然存留的原因！要我们谦卑地学习倚靠神；
让我们学习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份于属灵的争战 ；

让我们学习对上帝的话，毫不保留地顺服。

我希望我们以后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的代祷名单跟陪谈名单写得满满的，
而不是贴了半天只有少数几个人。因为传福音就是进入一个属灵的争战里，
求神帮助我们认清楚这个事实。不论在世界或是在教会里面，有上帝的工作，

魔鬼也在不断地工作 特别他把稗子撒在麦子里面 是会影响麦子生长的魔鬼也在不断地工作。特别他把稗子撒在麦子里面，是会影响麦子生长的。
世界有苦难，教会有需要被主洁净的地方。

要如何面对这些让我们很不舒服的挣扎。
看 上帝的智慧我们从这段圣经当中，看见上帝的智慧。

首先我们要来看仆人的想法，我觉得仆人的想法跟我挺像的，
可能跟我们们当中蛮多人都挺像的可能跟我们们当中蛮多人都挺像的。

1. 我们跟主告状：「上帝呀！你看！
怎么会有稗子在那边呢？(十三27)」怎么会有稗子在那边呢？(十三27)」

2. 「上帝呀！要不要我动手？把这些不好的给薅出来！(十三28)

教会怎么可以容许这些事情呢？」

但是感谢上帝，上帝没有允许这个仆人去做这样的事。(十三29)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1. 仆人的判断跟标准，有很多时候是不准确的。

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事情的全貌，我们更不知道人的内心。
人是有限的，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是不成熟的。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两个人都信耶稣，
一个人是在非常有教养的家庭出生一个人是在非常有教养的家庭出生，
另外一个人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来成长，
两个人都信耶稣了。请问在他们刚信耶稣时，你喜欢谁？你觉得哪一个两个人都信耶稣了。请问在他们刚信耶稣时，你喜欢谁？你觉得哪 个

比较像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个比较有教养的人他很像基督徒。
我们看到那个在很恶劣环境成长的人，可能他有的时候有一些过去不好的

习惯仍然会冒出来，我们就会受不了，就觉得：「你都是基督徒了，
怎么会这样呢？」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当神在他身上的转变，

可能远远地比你、我都大。
我看到到很多的人我是觉得说：「神啊！我真的是为他们感谢！

但是我也为自己感谢！」为他们感谢的是 他们有机会能够接受救恩但是我也为自己感谢！」为他们感谢的是—他们有机会能够接受救恩；
为我自己感谢地说：「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你没有把我

摆在那样成长的环境里面，如果你把我摆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摆在那样成长的环境里面，如果你把我摆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我会比他更坏、更糟糕！」求神给我一个客观的思想。

2. 上帝不容许那个仆人立刻动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是神体会我们的软弱—如果薅出这个稗子 麦子也会受亏损其实是神体会我们的软弱—如果薅出这个稗子，麦子也会受亏损。

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更顾念的是那些麦子！
上帝从来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上帝体恤我们这些人的软弱。上帝从来没有睁 只眼、闭 只眼，但是上帝体恤我们这些人的软弱。

每当教会要真正地来执行一些纪律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纪律，是为了挽回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该惩戒的人，他不见得学习到功课；纪律，是为了挽 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该惩戒的人，他不见得学习到功课；
但是在看的人，却倒成一片。再不好的人，总有人撑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们都是罪人！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出来！
医生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需要动手术，必须先把他的身体养好，才能动手术。

虽然他必须动手术，但是要等候动手术最恰当时机。我不知是否是一个笑话，
有个人开刀 医生从手术房出来 家属 拥而上问医生说有个人开刀，医生从手术房出来，家属一拥而上问医生说：

「到底怎么样？」这个医生说： 「你要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好消息是手术非常成功！坏消息是病人死了！」好消息是手术非常成功！坏消息是病人死了！」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如果你是一个负责的同工，你就晓得那个困难在哪里。

那么神智慧是如何解决这样的困难呢？神说：「容这两样一齐长！」
一齐长！你愿不愿意跟你看不顺眼的人一起长？齐长！你愿不愿意跟你看不顺眼的人 起长？
你愿不愿意跟那些你觉得不像基督徒的人一起长？一起做礼拜！

还是你去找一个觉得让你顺眼的教会去做礼拜！还是你去找 个觉得让你顺眼的教会去做礼拜！

但是主耶稣却说：「一齐长！」
在这里讲一齐长，并不表示说神不管这件事情；在这里讲 齐长，并不表示说神不管这件事情；

其实神是在保护我们，而且显出真正的状况。
等候很难吼？等候真的很难！

如果你是农夫，你种过田，你就晓得—等候很难。

种撒下去、该做的都做了、也知道它有一天会长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
但是就是需要耐心跟等候。然而基督徒的等候，是仰望神的等候。

在这样等候的当中，让我们一天一天地成熟、让我们的辨别力能够增加。
不要觉得祗有你在等 仆人也在等 天使也在等 连神都在等不要觉得祗有你在等！仆人也在等！天使也在等！连神都在等！

谁是稗子？谁是麦子？只有人子知道！

唐崇荣牧师的弟弟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
「将来我们到神的面前 我们会有几个惊讶！「将来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有几个惊讶！

第一个惊讶就是，我们觉得这些人该来的，没来！
第二个惊讶是，这些人不该来的，来了！第 个惊讶是，这些人不该来的，来了！
其实最大的惊讶是，我也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有些人会得很多赏赐，结果没有；
有的人好像我觉得他没做什么，但是在神的面前却得大的奖赏。

永远不要去做别人的上帝！
上帝的权能和智慧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
当我们真心地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特别是在我们觉得委曲，

或者是看到 些不合理的事情非常猖獗的时候或者是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非常猖獗的时候，
那时候的忍耐等候才是真正的忍耐。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却只希望神照着我的期望来出手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却只希望神照着我的期望来出手。
是我们听神的？还是神听我们的？



三、上帝的审判。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耐心等候 因为我们对来末 对末日的审判 我们认识不够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耐心等候，因为我们对来末、对末日的审判，我们认识不够。

有一个收割的日子、有一个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
圣餐除了教导我们要纪念主的救恩；也要我们不断地省察自己；更是要提醒我们圣餐 了 我 要纪 救恩；也要我 察 ； 要提 我

主耶稣要再来。今天我们读「使徒信经」，你真的认真读吗？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他要审判活人、死人。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

也讲到凡事那叫人跌倒的、以及作恶的，上帝就要审判他们。

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地就使别人跌倒，我们有时候有嫉妒纷争、
有时候我们有些闲言闲语、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行为、言语和见证，

都会使人跌倒。另外一方面也有恶人，你说：「我不是恶人！」但是 太七

耶稣称 些人是恶人 那些人奉主的名传道 医病 赶鬼耶稣称一些人是恶人。那些人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
你不要跟我说：「牧师还好！我都没做这些事！」

他们之所以恶 不是因为他们做那些事！他们之所以恶，不是因为他们做那些事！
他们是没有遵行上帝的话。

主耶稣另外一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到那个撒好种的人。
他心里面是好土 他忍耐地结实30倍 60倍 100倍他心里面是好土，他忍耐地结实30倍、60倍、100倍。

那边讲到：「这些人是听了而且明白了。」我很喜欢「明白」这个字，
这个字在英文是 understand。它的意思就是当你明白以后你就要 stand under，这 字在英文 。 就 当你明白以后你就要 ，

你明白了你就要顺服。但是很多时候一方面我们 understanding,
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去 stand under。

真正的问题不是撒旦、也不是那些稗子，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否决定持守上帝的道，做一个不断成长的麦子，持续对主的信心；
不轻易地让撒旦将在我里面的稻种夺去，不仅如此我还能够积极地来为主发光。

义人在上帝的国里要发光！那个发光就是好像太阳光透过重重的乌云，
然后仍然把那个光洒下来！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显得光的宝贝。

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来发光！一起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
让我们存着盼望 用爱来服事那些不完美的肢体让我们存着盼望，用爱来服事那些不完美的肢体，

这是我们生命成熟一定要有的操练。

最近我看到一个很振奋的例子…
在冲绳有 个日本教会 大家都说在日本传福音很难在冲绳有一个日本教会，大家都说在日本传福音很难，

但是这个教会四年之内从100人长成600人。
而这个教会他们在要建堂的时候 发生了311地震而这个教会他们在要建堂的时候，发生了311地震。

他们把他们准备建堂的钱，全部都捐给了灾区，
然后他们继续等候神。

他们用爱来服事那些弱势的团体，那个教会充满了爱。

所以虽然他们的建堂晚了几年，上帝不断地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
如今他们把堂也建好了。我很想去看那个教会！

我希望弟兄姊妹去冲绳玩的时候，不要只玩，也去看那个教会。

圣经上说「有美好的榜样、有美好的德行、我们要常常去思想。」
当我们一直往这样美好的榜样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受影响；

好的事情如果我们一直定睛在那些不好的事情上面，我们也会受影响。

有一本书叫「第八个习惯」，一个人要成功，前面要建立七个好习惯。
但是作者讲到 我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作者讲到，我们进入 个崭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可以抉择的时代！
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一个世代像我们这个世代，有这么大的选择权力。从有人类以来，没有 个世代像我们这个世代，有这么大的选择权力。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来负责！
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选择思想那个良善的、美好的。

英国教会聚会人数一直下降，但是最近有一个圣公会，
他们人数直线上升，每天晚上有许许多多人来做礼拜，

跟着圣公会教会的仪式来敬拜神。所以有些记者
就去访问—为什么会这样？那些人共同有一个回答：

「我们过去看太多教会的软弱 所以我们离开教会「我们过去看太多教会的软弱！所以我们离开教会。
但是今天我们被呼召—来到教会要单单的敬拜神，

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
重新再在我们里面燃起那个盼望，我们对上帝的呼召回应。 」



弟兄姊妹你在教会多久了？
难免有些事情会让你失望跟灰心难免有些事情会让你失望跟灰心，

你要怎么去面对？我常常思想 赛四二1-4，
那边讲到主耶稣 他说：那边讲到主耶稣，他说：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扶持的。

他不喧嚷、不扬声，，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

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将公理传给外邦。」

我也求神恩待我们，的确有很多事情让我们不舒服，
耶稣比你我更知道，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

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
我也求主借着这篇道帮助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是美善的神 他爱你 他拯救你 他愿意成为你的帮助他是美善的神，他爱你、他拯救你、他愿意成为你的帮助。

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教我们「一齐长」的这个功课，

主！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易
我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成为主的门徒；
这也是我们教会建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求你帮助我们肯花功夫去学求你帮助我们肯花功夫去学。
也求你恩待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
认识你真正能够认识你是一位爱他们、甚至愿意把最好的—

就是你独生爱子，都赐给他们的那位神。
奉耶稣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