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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

14 约翰想要拦住他，说：
「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15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16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

神的灵彷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17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2015/2/1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很难过的信息–
被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ISIS 掳为人质的后藤健二被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ISIS 掳为人质的后藤健二，

一个日本基督徒殉道、被杀害了。
后藤先生死死死死死死 传一一一一一一：后藤先生死死死死死死，传传一一一一一一：

83% 日本人认为后藤的死是自己的责任，

认为这是人质的自私 愚蠢造成的结果认为这是人质的自私、愚蠢造成的结果

后藤家人对于人质事件

带来公众不便和麻烦表示歉意带来公众不便和麻烦表示歉意
这这这这日本民族荣誉、羞辱的特质，形形形形传形形传形形。

在在传传传在在，不不不这传困惑：在在传传传在在，不不不这传困惑：

后藤先生何必跑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呢？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用荣誉、耻辱传来来，认认后藤认为为传带来了麻烦。

日日日日传的的用不同的观点角度，对这对传对认–
后藤先生到那边去采访、被绑架、被杀的事情，不以为然！

在传在共同挣扎的命运里，我在我– 有没有一些事情

比国家 民族 家庭 个人的荣辱更重要的呢？比国家、民族、家庭、个人的荣辱更重要的呢？

在传在在在面对的危机和苦难里，

有比自求多福 更智慧的决定和行动吗？有比自求多福，更智慧的决定和行动吗？

还这还传传传还：：如果好端端地在那里、不去就没事了。 」

如如还传传传传这对我，会会会怎样社会、世界呢？如如还 传传传这对我 会会会怎样社会 世界呢？

也在我也也形形后藤先生背景…
是 个独立的记者 直以来自费地行事是一个独立的记者，一直以来自费地行事，

采访、报导世界各地的苦难的故事，
去过的地方都是被不公义、暴力、贫穷、冲突、战争去过的地方都是被不公义、暴力、贫穷、冲突、战争

所蹂躏摧残，希望叙述这些苦难的事情能够唤醒世界。

在传传，不有有有、传传个个个个也传个个，在传传 不有有有 传传个个个个也传个个

那那这：义」，神的义。

义，不是浪漫，不是殉道者的情意结，

义，是连结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



当传当创造天地万物之死，为创造人，

然后他希望人与人之间有彼此接纳 彼此尊重然后他希望人与人之间有彼此接纳、彼此尊重、

彼此帮助的生命、应该有的关系。

：义 那这连结传人传之人传关系 信任：义」那这连结传人传之人传关系、信任，

这这传关系、信任，这源于创造主的恩情。

在马太福音 传传个也传主题 那这：义在马太福音传传传个也传主题，那这：义」，

 如何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情义

 能够在生命中 活出 传达上帝创造人的心意和目的 能够在生命中，活出、传达上帝创造人的心意和目的

不这个人传、家庭传、民族国家传荣辱利益，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牺牲别人的 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牺牲别人的

 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别的国家的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荣辱、可以牺牲别人的个 为了自 的荣辱、可 牺牲别 的

 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荣辱、还是可以牺牲别的国家的

惟不：义」，能能能传传人传之人传关系、信任建建建传，惟不 义」 能能能传传人传之人传关系 信任建建建传

这传：义」，建建在上帝创造万物的恩情和计画传传。

尽这传义，明明、体体、履对、实实、叙叙、传传、呼呼，

尽管让人看来觉得很傻 觉得添麻烦 自讨苦吃尽管让人看来觉得很傻、觉得添麻烦、自讨苦吃，

这都是诸般的义、实践全部的义，

希希传能能渴望这个义、回转、回归到这传义，希希传能能渴望这个义、回转、回归到这传义，

这这神的创造的情义。

在后藤先生自自传自自 不读者留言 为还：在后藤先生自自传自自，不读者留言，为还：

：后藤先生，你在去 ISIS 前的一段视频：

『我对自己行为负责 请不要因我的死 怨限叙利亚百姓 』『我对自己行为负责，请不要因我的死，怨限叙利亚百姓。』

我们不应让任何人为你的死负责，包括 ISIS，

从你的死，我们不应只看到仇恨和悲痛。从你的死，我们不应只看到仇恨和悲痛。

你是一名基督徒，我们有一种感觉 –
你的行动来自神的召唤，召唤，

直到最后的一刻，你用生命传的信息是人类的爱，

这是对于弱者、身处苦难之中的人、

生活在困境中的妇女和儿童，共同适用的哲学。 」

如如还我会留言传的，最后一句我死死会我认：

「生活困境中的妇女和儿童 共同适用的义「生活困境中的妇女和儿童，共同适用的义，

上帝的恩情、心意、计画。」

后藤先先先先传传不是 种哲学 这 这生命的展示后藤先先先先传传不是一种哲学，这传这生命的展示，

源自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而他是渴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是以爱 接纳 和平 尊重 而不是残酷 利益 杀戮的是以爱、接纳、和平、尊重，而不是残酷、利益、杀戮的，

这这马太福音里里还传义。

后藤先先里还传，不不这在他的处境当在后藤先先里还传，不不这在他的处境当在

先先义、上帝的心意先传出出。

也在为所做、所活的，让传传传传传自讨苦吃、给传添麻烦，也在为所做、所活的，让传传传传传自讨苦吃、给传添麻烦，

可这这传可这上帝的义、活出传当传上传传这生命。

仔细读福音书 后藤先生、许多殉道的基督徒仔细读福音书，后藤先生、许多殉道的基督徒

所走的路，基本上就是跟从耶稣基督的道路。

主耶稣基督也传可这也认义传的的，耶稣基督也传可这也认义传的的

把自自传生命摆上、牺牲。

这传死，神传神神耶稣基督传到约旦河，为也受约翰的洗，

然死然然为在世上的工作 进这苦难的世界和生命当在然死然然为在世上的工作、进这苦难的世界和生命当在。

马太福音的读者可能会可：耶耶这神的儿子啊，

何必像法利赛人 撒都该人接受洗礼呢？何必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接受洗礼呢？

如如为这上帝的儿子，

那就拯救啊 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啊那就拯救啊，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啊，

何必像一般的人接受这个浸礼呢？

约翰对耶稣还： ：不必吧 你怎么到我这里来要受我的浸呢？ 」约翰对耶稣还： 不必吧，你怎么到我这里来要受我的浸呢？ 」

耶稣回回还： ：我们理当这样尽这诸般的义。」

义，不是礼仪，马太福音的记述义，不是礼仪，马太福音的记述

不必成为今天信徒加入教会的礼仪的根据

义，也不是一个人与神和好而来的个人的安稳和妥当义，

耶耶还传义，表明神的儿子进这生命的苦难当在、

与苦痛的人同行，给回他们尊严和声音，叙述他们的故事，与苦痛的 同行，给 他们尊严和声音， 述他们的 事，

让为也个让自自传身分和尊严、体会天父的心意。



耶稣的浸不不在约旦河接受水礼，也也表为接受苦难。

有一回门徒问耶稣：「能不能够在得国的时候，

奖赏我们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右边。」

耶稣说 「我所领受的杯 你们能喝吗？耶稣说： 「我所领受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浸，你们能吗？」

耶耶还传浸 不这在不里泡 泡 洒 洒传礼仪耶耶还传浸，不这在不里泡一泡、洒一洒传礼仪，

是生命的投入一种的经历
他邀请所有的跟从者都受这个浸 他邀请所有的跟从者都受这个浸

领受浸可能让很多人觉得自讨苦吃，给人添很多的麻烦；

可这如如还 我也跟从了主耶稣基督，为不这对传义传的，可这如如还 – 我也跟从了主耶稣基督，为不这对传义传的，

我也跟随他的人，岂不岂岂尽这诸般义吗？

也认神的儿子出已进这苦难当在，呼召里不传所所所，也认神的儿子出已进这苦难当在，呼召里不传所所所，

包包包我，人艰困、苦痛传传在对，

让他们前行发声 活回天父儿女应该有的样子让他们前行发声、活回天父儿女应该有的样子，

这诸般的义是基督的跟从者每天都应当尽的。

回到传然然传传后藤先先，在日本人传的在为这给人添麻烦，

给社会 给国家 给家人 给朋友给社会、给国家、给家人、给朋友，

添很多很多的麻烦，

这死死这日本人独不传民族的想法、价值，这死死这日本人独不传民族的想法、价值，

 在某一种角度来讲是很特别的

 也造成这个民族一些很优秀的地方 也造成这个民族 些很优秀的地方

不不这不传特质也不也传这也也可日反映出上帝的心意。

如如如在如传传人、传传家庭、传传国家传荣誉、羞辱传的，如如如在如 传人、 传家庭、 传国家传荣誉、羞辱传的，

有时想不出的、想不到的恶事，还是会能够做出来的。

也认一个人的荣誉，不见得就是别人的荣誉也认 个人的荣誉，不见得就是别人的荣誉

一个人的耻辱，也不见得是别人的耻辱

一个国家所要极力争到的荣誉，可能是别的国家的苦痛，

在对的，利益也这，一个只讲究自己的利益、

个人、家庭、公司、国家的利益，个 、家庭、 司、 家的利益，

也不不形面对这对传传传问题。

后藤先生传形的不不不的先在 2015年，传传时候、

传传传地方 日不在传形式 再发生这对传形的传传传地方、日不在传形式，一再发生这对传形的…
 有些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慈爱、恩典，活出一种应有之义

的生命 来尝试呼唤 邀请人 回转到上帝的国里的生命，来尝试呼唤、邀请人，回转到上帝的国里

 他们所做的让人有自讨苦吃、给人添麻烦的情形

当我也当到这不传同道、弟兄姐妹，先在这对处境当在当，当我也当到这不传同道 弟兄姐妹 先在这对处境当在当

也在我也也也传，不这随意地去责难为也，

出这而而的当当为也如何在生命当中展展先上帝的恩情。出这而而的当当为也如何在生命当中展展先上帝的恩情

也认我也传主耶稣基督那这这对传传就主，

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予我们力量、尊严，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予我们力量、尊严，

让我们回转成为神国里的一员。

在在死传经文、还不后藤先先传已先里，在在死传经文 还不后藤先先传已先里

你有没有想到你所知道、所认识、甚至自己的经历，

就是个人的、家庭的、社会、国家的一种荣辱，是个 、家 、 、 家 种荣辱，

怎对影响其他的人？如如这传的，那传影响这怎是对传？

所 第一集到在死，我也传我在还

：义 这马太福音里传 传传个也传主题：义」这马太福音里传传传传个也传主题，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义这个想法，

有没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有没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马太福音给我也传传传明一传图画，

：义 这传是明传主题：义」这传是明传主题，

然后它用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方面来告诉我们 –
义是怎么一回事 它一点都不是抽象的东西。义是怎么 回事，它 点都不是抽象的东西。

 第传第 当到约瑟，那这第一个义人，

是一个默默无名 甚至可有可无的人是一个默默无名、甚至可有可无的人，

可是马太福音说他是第一个义人

约翰这是日传这传形是：约翰这是日 这传形是：

为他他的呼喊、传讲传当传的上，

他是另外的一个义人，他是另外的 个 ，

可是他所处的环境是极度艰困的环境



第第第 当到上帝的儿子先传形，这这已这还：尽诸般的义」，

从某个角度来讲 这就是义人的 种展现吧 从某个角度来讲，这就是义人的一种展现吧

 这个义、义人的展现，就是用认同人的苦难所表达出来的

所约瑟、施洗约翰、耶稣，往死往往往往往传马太福音，所约瑟、施洗约翰、耶稣，往死往往往往往传马太福音，

甚甚为甚新约传的的，传会当也传传共通的主题：

宣讲活出福音的人、跟从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宣讲活出福音的人、跟从耶稣基督的跟从者，

生命是免不了种种的挑战和艰困的。

我也先在这这我我当在，也在这也能活出信仰传那这传力量、我也先在这这我我当在，也在这也能活出信仰传那这传力量、

还不信仰那这传憧憬，让我也在自己的处境当在，

 能够坚忍地、忠心地跟随我们的主 能够坚忍地、忠心地跟随我们的主

 定睛地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因为他就是这样子走进生命的苦难的里面命

让我也在苦难在体会上帝的同在，也这也认这对，

能能敏锐为为传其其，为也在苦难当在，能能敏锐为为传其其 为也在苦难当在

也能够因为我们体会上帝的同在。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借着你自己的儿子，

来让我们看见怎么样过一个
合乎你自己心意的生活。

帮助每一位观众朋友，在自己的岗位、处境，
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

也许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背景 恩赐 年龄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背景、恩赐、年龄都不 样，

可是帮助我们忠心地活出主的义。

也许在活的过程当中，我们予人一种自讨没趣也许在活的过程当中，我们予人 种自讨没趣、
或是莫明其妙的一种的讽刺，

求主帮助我们坚定地、继续勇敢地跟随你。

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立志和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