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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义--梦想的高度梦想的高度 太二13 - 23

13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14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 直到希律死了15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说：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16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

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
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

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这就应 先知 利米的话 说17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18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她儿女，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义义--梦想的高度梦想的高度 太二13 - 23

19希律死了以后，
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20「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
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 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21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22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作了犹太王，

就怕往那里去 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
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23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 拿撒 ，
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读读读读读读，也也也也也也

这段经文有 个词汇不断出现这段经文有一个词汇不断出现，

甚至可以说是钥词，「梦」，

读这 这这这这这主题在马太福音里里读这这这这这这这主题在马太福音里里，

因因在新约二二二二里里， 「梦」仅仅仅也在马太福音，

合合合六次，第一次在这19 20合合合六次，第 次在这19-20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

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最后的一次在廿二19
彼拉多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

「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
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其其这其其，都在都都都都读这读读里里，

是个钥词 是 个 重 关键所以它是个钥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2来自东方的智者博士在梦中得到指示，
不要回去向大希律报信不要回去向大希律报信。

读这这这这这这，义人约瑟三次在梦中得到指示，

先后从伯利恒到埃及 13，再埃及回到以色列 19，先后从伯利恒到埃及 13，再埃及回到以色列 19，

然后在以色列往北方加利利落脚 22。

马太福音的叙述 触及梦这个奥秘迷离的现象马太福音的叙述，触及梦这个奥秘迷离的现象，

没有解释梦的成因、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没有梦的分析，

它它它仅它梦的高度，它它它仅它梦的高度，

所所读这所这所所「义 -梦想的高度」。

都都我这我我我 第 第 第二第 这读的，都都我这我我我 第这第、第二第 这读的，

都都也也 –梦，展也仅这这生命的高度，

 第一次出现 因为梦 使约瑟放下文化和族群 第 次出现，因为梦，使约瑟放下文化和族群

的礼仪和规则，成为不一样的义人

 因为梦，使原来听了希律王的东方博士因为梦，使原来听了希律 的东方博士

不回去见希律，反而用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

梦，使约瑟下下埃及，

可是看起来是死路 条 却是逃生的 条的道路可是看起来是死路一条，却是逃生的一条的道路，

读这马太引引 何二这1读这应验主借着先知，

就这何西阿先知说这说：就这何西阿先知说这说：

「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

梦，使约瑟回到以色列 因为大希律已经不在了。梦 使约瑟回到以色列，因为大希律已经不在了。

梦，使约瑟迂回地来到了拿撒勒，

因为邪恶依然真实、继续真实。因为邪恶依然真实、继续真实。

在在我我在在在这其在狼狈逃生，

最这在这这最最最在这最最最最、拿撒勒找下找找找。

在在我在我这狼狈、不堪，谁谁谁

我在我这很无奈的、落难的这一一一，我在我这 一一一

 却是走进了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

 毕竟谁会想到不见经传的拿撒勒人，

就是归神为圣的仆人呢？就是弥赛亚的根源所在呢？

拿细耳、归耶和华为圣、根，读这这希伯来文词汇的发音，

与「拿撒勒 这发音这是是是是在是是与「拿撒勒」这发音这是是是是在是是，

所所所马太记记读这记这读的，实在合很深的寓意在里里…
 回到这地方 在这个地方长大 会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 回到这地方、在这个地方长大，会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
 这一位是奉献给主、归神为圣的仆人，

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拿细耳人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拿细耳人

所所都都我在我这所所最最这无名小城拿撒勒，

却这却却它极其丰富的意义在里里，却这却却它极其丰富的意义在里里，

马太福音的梦，最这浪漫幻想这的的、逃离现实这的的的…
因为梦，人更看到邪恶和危险的真实因为梦，人更看到邪恶和危险的真实

因为梦，人看见邪恶必然逝去的真相

因为梦，人认清还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梦，

因为梦，人有更大的勇气和力量

因为梦，人也知道必须要唤醒其他的人一起做梦

梦想，神神这神神，这在面对生命的挑战！

都都我下梦想这读的，这一都一一这重点这 –
实现自己的梦想 比方说成为社会里成功的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比方说成为社会里成功的人…

马太福音里里所说这梦，

不是属灵伟人的那种的凭证 履历 不是属灵伟人的那种的凭证、履历

 是使人更加地谦卑跟从神的心意，

更勇敢地回应神的邀请更勇敢地回应神的邀请，

并与他同行，有分于他的救赎的工作

世也世合世世在世世在约瑟读这神神世也世合世世在世世在约瑟读这神神，

世合世世在世世合在约瑟所神读这这神。

可这每一个人都可所合神神，问所这可这每 个人都可所合神神，问所这–
我们有的是怎样的梦想？

如果此刻我问你：你有梦想吗？如果此刻我问你：你有梦想吗？

是怎样的梦想呢？不晓得你会怎么回答？

在马太福音给都都我下这梦想，这使谁人与人之间可以靠近、在马太福音给都都我下这梦想 这使谁人与人之间可以靠近
这使谁人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力量这神神。



马太福音这梦想，

是使人际的纠结 族群的仇恨消失是使人际的纠结、族群的仇恨消失，

是能够颠覆权势的欺压、挣脱暴力威吓的捆绑，

是使人经历神的同在 是使人瞥见天父的面容是使人经历神的同在，是使人瞥见天父的面容。

马太福音叙叙说：读这这梦产产仅这义人的生命，

合义这读这这高度 这合乎天父心意的生命合义这读这这高度，这合乎天父心意的生命，

梦，必须有这样的高度。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有梦吗？你的梦是怎么样的梦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你有梦吗？你的梦是怎么样的梦呢？

马太福音让都都我让这就这 – 都都这梦想最仅仅这

达达自己生命的目的，或这或它都都这理想，达达自己生命的目的，或这或它都都这理想，

 不是因为贫穷，梦想成为有钱的人，弥补过去贫困的生活

 不是因为经历是那么地难过 梦想就是过另外一个生活 不是因为经历是那么地难过，梦想就是过另外 个生活，

可以不再有这样痛苦、不再贫穷、不再困难

都最一说读这神我我在最所，都最一说读这神我我在最所，

只是这些梦、未必是圣经所说的梦想。

圣经所说这梦想这 –
我们的梦有没有跟别人有怎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的梦有没有跟别人有怎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的梦想能不能使人更加看见上帝的面容、

更加经历他的救赎 更加体会他的同在呢？更加经历他的救赎、更加体会他的同在呢？

合这这在一因它自己的梦想，而最在而别人的损失这，

我我最在而别人的痛苦，它这我自己实现梦想就在，我我最在而别人的痛苦 它这我自己实现梦想就在

这恐怕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梦。

圣经里这梦它合这这高度 – 就这「义」读这这这。圣经里这梦它合 这高度 – 就这 义」读这这这。

我下第一个义人这约瑟，因因「义」这的的，

 为了神的缘故，他有所为、就是吃亏也要做 为了神的缘故，他有所为、就是吃亏也要做

 因为神、因为神的义的缘故，他有所不为

就这就这就因这就何在合理、合好的利益、就这就这就因这就何在 合

在这一在在在都这在是最最这，

因因神的缘故有所不为。

这是圣经所说的「义」，梦想应该有义的高度。

都我问我：你有梦想吗？就如我说仅它我这神神，都我说：

就如社会里所有人的梦想都是你的梦想就如社会里所有人的梦想都是你的梦想，

那会是怎样的世界？怎样的社会呢？

 有些人的梦想 就是希望挣很多很多的钱 有些人的梦想，就是希望挣很多很多的钱，

不在乎别人经历怎么样的情况，

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 呼风唤雨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呼风唤雨

就如如一、国国，每这这在都这这种梦想，

读一达因这这这社会、这这这国家？读一达因这这这社会 这这这国家？

 还是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有义的高度的梦想，

当整个社会里都有这种的梦想的时候，

就一这这这这那这这这这社会呢？

就如每这这在这梦想，都这都都在都这产都里里

使得别人更加体会神的同在、

神的怜悯、神的恩情的话，

就一这这这这这这社会、这这这国家呢？

梦对对也对在我一，

就这 这既神秘又好奇这也的就这这这既神秘又好奇这也的，

 有很多人想知道怎么去解释、它的成因、

想知道究竟梦是不是预示将来想知道究竟梦是不是预示将来

 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讲梦、在解释梦，

回到马太福音的话 也许能够回到一个很根本的了解回到马太福音的话，也许能够回到 个很根本的了解

在新约里里，马太福音这一谁最多梦这这二，

也也读这这这也也，足世对梦读这这所、甚甚也的，也也读这 这也也，足世对梦读这这所、甚甚也的，

产产这这也产靠近圣经信仰这我的，

 让我们不再以梦为一种很玄、很奇特、很奥秘的经历 让我们不再以梦为 种很玄、很奇特、很奥秘的经历

 也不要自己以为有梦做，就好像变得比别人更高一点，

能够解梦，就好像比别人更加属灵梦，

读都最这最核心这的的，读读读读这这这这这都都 –
梦必须有义的高度，所谓的义，梦必须有义的高度 所谓的义，

就是因为神，我们的生活有所为、有所不为。



为，是因为神的心意，吃亏也不在乎；

不为，是因为神的缘故。

马太福音说这梦，

最这我都这理想、最这个人的雄心壮志；

都世合说就这这我这我，

只是我们需要让来自上帝的梦想，

帮助我们调教我们的生命、

教我们的价值观调教我们的价值观。

都都我这高度 – 「义」读这这这，

我使谁都都这梦想，

 不是实现个人的野心、甚至群体的野心

而是实现神的恩情 他的救赎 而是实现神的恩情、他的救赎
使谁在通过我们、甚甚教会，

世世读能以马内利！世世读能以马内利！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所创造的人类，
你不断借着不同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意。

今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能够再一次看到我们常常讲的梦想，
也就是主要让我们明白心意的一种的经验，
谢谢主 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种神秘的经验谢谢主，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种神秘的经验，

不是一种属灵阶级的体会，
其实就是一种「义」的生命的一种的展示，其实就是 种「义」的 命的 种的展示，

尝试明白实现上帝心意的一种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听众朋友，
我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梦想，
我们让「义」的高度来调节、来帮助、来塑造我们，

使得我们的生命不论是个人的 群体的使得我们的生命不论是个人的、群体的，
都可以彰显天父的恩情、天父的救赎、天父的慈爱。

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