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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8月23日 安息日下午

「這當中最小的」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馬太福音 5 ： 2 － 16 ， 38 － 48 ；羅馬書 12 ： 20 － 21 ；路加福音 16 ： 19 － 31 ；
12：13－21；馬太福音25：31－46。
存心節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25：40）

看到耶穌如何關心他人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受傷害和失喪的人之後，我
們可以預見耶穌必定會教導如何關心他人。祂也的確如此做。
耶穌的教導是實際的，聚焦於跟隨上帝的人所應有的生活模式。因此，
我們看到耶穌敦促我們去行出公義、良善和仁慈，就像耶穌在世上所做
的一樣。如果我們以祂為榜樣，我們就會像祂那樣為別人服務。

耶穌也談論到天國。據耶穌的描述，天國是真實存在的，而我們可以成
為它的一部分，即使是現在亦可。這是一種生活模式，它以一套不同於
世上其他國家看重之事、價值觀和道德觀來運作。耶穌的教導為這個國
度繪製了藍圖，其中包括我們如何服事上帝，以及在服事祂時，如何與
他人相處。我們也發現服務他人─關心他們的需要和提升他們是我們
可以直接事奉上帝的一種方式。
■研究本週學課，為8月24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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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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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寶訓】

耶穌最長的一篇講道，或可稱作教
導大全，就是「福山寶訓」。這篇
長達三章、關於上帝國度的生活，
是以一個後來被稱為「八福」的價
值觀為開端的。
閱讀馬太福音5：2－16。耶穌所描述
的這九種價值觀、或被稱為有福的那
些人，其共同特徵是什麼？

隨著這些詞在屬靈上的深入應用，
我們也不能忽略它們的實際層面。
耶穌論到我們以及這個世界的貧
窮。祂也談論到公義 （在某些《聖
經》版本中譯為「正義」）、謙
卑、仁慈、和平以及純潔的心。我
們應該注意到這些特質在我們的生
活和世界中產生的實際影響。耶穌
敦促祂的門徒在世上要作鹽和光的
講論中，再三強調這項實際應用
（馬太福音5：13－16）。
如果使用得當，鹽和光會對使用它
們的事物產生影響。鹽帶來味道，
也對食物的保存有所幫助；這是我
們應該善待周遭之人的一個美好象
徵。同樣的，光線可以驅離黑暗，
使障礙和危險突顯出來，使房子或
城市更安全，即使在一定的距離之

外，亦能提供導航點。如同黑夜裡
的光，耶穌說：「你們的光也當這
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
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馬太福音5：16）

這些鹽和光的象徵，都指出做為門
徒的我們負有影響和改善周遭之人
生活的責任。當我們在生活中適當
的表達哀傷，有清潔的心靈，實踐
謙卑，顯示仁慈，帶來和平，忍受
欺壓的時候，我們就如同鹽和光。
因此，耶穌在開始這篇講道時，就
呼籲將這些有時被低估的價值具體
化。

在你的社區中，你的教會以何種方式
扮演鹽和光的角色？你的社區如何因
為你的教會所行的事工變得更好？另
一方面，如果需要解散，將給你的社
區帶來什麼影響？

星期一

8月19日

第8課／「這當中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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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勝惡】

當我們思考耶穌的教導時，我們應
該留意與祂交談的人以及他們所處
的環境。耶穌開始從祂服事的地
方吸引許多人來（見馬太福音4：
25；5：1）。 他們大多數都是平
民百姓，生活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之
下，但也有一些是猶太統治者和宗
教領袖。普通人的生活是困難的。
由於沉重的稅收負擔和宗教傳統的
包袱，他們的生活幾乎沒有太多的
選擇。

在教導這些人的過程中，耶穌明顯
關心的是，不論他們當下的處境如
何，都要提供給他們一種優質、有
尊嚴和勇氣的生活。其中一個例子
記載在馬太福音5：38－48。在英
文裡，這些指示──「連左臉也轉
過來」、「連外衣也由他拿去」，
以及「多走一哩路」都已是眾所周
知的教導。但是這些耳熟能詳的解
讀，卻掩蓋了耶穌在這裡教導的大
膽行為和態度。
耶穌所描述的情景對祂的許多聽眾
來說是共同的經歷。他們經常受到
上級或主人的粗暴對待。他們常常
負債累累，在地主和討債之人手下
失去他們的產業，也經常被佔領他
們土地的羅馬士兵強迫從事勞動。
耶穌教導人們要以正直的態度來回
應，要以欺壓者應得的待遇更好地
對待他們，以此來抵抗他們人性的

喪失。當這些欺壓者試圖行使他們
的權力時，人民總是有自由選擇要
如何反應，透過以非暴力、且慷慨
的反應來抵抗，他們就揭露了當下
的欺壓和不公正的罪惡。

比較馬太福音5：38－48和羅馬書
12：20－21。我們如何在生活中實踐
這些大膽、激進的原則？

耶穌以一個被稱為黃金法則的簡單原
則總結了所有的「律法和先知書」
――即我們常引述為舊約神聖著作的
全部作品：「所以，無論何事，你們
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
人。」（馬太福音7：12）現在，你
能以什麼方式，不計代價，去行出祂
命令我們做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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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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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的撒瑪利亞人】
閱讀路加福音10：25－27。對耶穌
提出質疑的律法師，最後說出了上帝
在舊約《聖經》中吩咐的生活標準結
論。這兩道命令之間有何關聯？

耶穌被詢問時，常常以一個與提問
之人尋求完全不同的答案來總結。
為了回應利未記19：18中關於「愛
人如己」的教導，似乎祂那個時代
有許多宗教人士花費了大量的時間
和精力，來討論所謂「鄰舍」的範
圍和限制。
耶穌試圖擴大祂的追隨者們對這一
詞彙的理解，此要求不僅是應該愛
他們的鄰舍，還應當善待所有的
人：「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
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
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
祂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
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
福音5：44－45）

但是，當一位宗教律法師試圖試探
耶穌時，他又回到了一個備受爭議
的問題上：「誰是我的鄰舍呢？」
（路加福音10：29）。作為回應，
耶穌講述了良善的撒瑪利亞人的故
事，但給律法師問題的最終回應，

不是去定義「鄰舍」究竟是何人。
反之，耶穌實際上是說─「去做
所有需要你幫助之人的鄰舍。」
（見路加福音10：36－37）
閱讀路加福音10：30－37。對於先後
路過、看到躺在路邊需要他們幫助之
人的那三個人，耶穌道出了他們之間
什麼最重要的對比？

正如耶穌教導中所常見的那樣，祂
最嚴厲的批評是針對那些自稱虔誠
卻對他人的苦難漠不關心的人。
「基督用善良的撒瑪利亞人的比
喻，來說明真宗教的本質。他指明
真的宗教信仰，不在於制度、信條
或儀式；而在於仁愛的行為，在於
為他人謀求最大的幸福，在於純
正的善良。」懷愛倫，《歷代願
望》，原文第497頁。

在耶穌的教導中，祂以撒馬利亞人
─一個被視為局外人、認為是對
上帝不忠的人，來證明上帝的呼召
是給所有聲稱是祂跟隨者的人。就
像祂的第一批聽眾，當我們來到耶
穌面前，問我們需要做什麼才能得
到永生，祂終極的命令是要我們去
成為所有需要幫助之人的鄰舍。

星期三

8月21日

第8課／「這當中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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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主與拉撒路】

在財主與拉撒路的比喻中（見路加
福音16：19－31），耶穌比較了兩
個人的生活─一個富有，另一個
極度貧窮。在沒有社會福利、社區
醫院或食物供應站的情況下，那些
有需要的人、殘疾之人或其他缺欠
之人在富人家外面乞討是一種常見
的作法。人們對於富人樂意慷慨分
享一點財富，以減輕痛苦保持了一
定的期望。但是在這個故事裡，這
個財主「對於這個受苦弟兄的需要
卻毫不在意」。懷愛倫，《基督
比喻實訓》，原文第261頁。在世
上，他們各自的境遇沒有改變；但
在陰間，根據上帝的審判，他們的
地位卻戲劇性地對調了。
比較路加福音16：19－31和路加福音
12：13－21。這兩個故事有什麼異同
之處，它們給了我們什麼教訓？

這兩個故事都沒有證據表明那兩個
人是透過不正當的途徑而致富的。
也許他們倆都努力工作，管理有
方，並且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但
是，他們看待生活、上帝、金錢和
其他人的態度上似乎出了很大的問
題，這讓他們付出了巨大以及永恆
的代價。

這個財主與拉撒路的故事取材於耶
穌時代盛行的死後意象，告訴我們
今生的選擇與來世息息相關。我們
如何回應那些尋求或需要我們指明
的人，是我們可以選擇、並表明我
們看重之事的表達方式。正如「亞
伯拉罕」向受苦的財主指出的那
樣，《聖經》為如何做出更好的選
擇提供了豐富的教導：「他們有摩
西和先知的話可以聽從。」（路加
福音16：29）
耶穌教導我們，財富的誘惑，無論
是擁有、保留、還是尋求，都可以
把我們從祂的國度，從他人身上轉
移到自我中心和自恃上。耶穌呼召
我們先求祂的國並與周圍的人分享
所得到的祝福，尤其是那些需要幫
助的人。
不論你的經濟狀況如何，你如何能夠
小心翼翼、不讓金錢或對金錢的熱愛
扭曲了你作為基督徒在生活上所應關
注的事？

page

62

星期四

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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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中一個最小的】

在另一個場合，耶穌被問及一個問
題，並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我
們從馬太福音第24章和25章的講道
中所預期的答案。門徒來到耶穌面
前，問關於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以及
耶穌復臨的時間（見馬太福音24：
1－3）。耶穌將祂的回答延伸、擴
展至餵飽饑餓的人、給口渴的人水
喝、接待客旅、給赤身露體的人衣
服、看顧病人，以及看訪在監獄中
的人。祂向他們保證：「我實在告
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或拒
絕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見馬
太福音25：40－45）
這個教導與開始時，論及最終審判
的景象的問題有關。在馬太福音24
章中，耶穌對門徒的問題提出了更
直接的回答，祂說到關於耶路撒冷
被毀以及末時的預兆和警告，但祂
強調了在祂復臨的應許中保持儆醒
和健康生活的必要性。在馬太福音
25章的第一部分，聰明和愚拙的童
女的故事敦促人們為意外或延遲的
復臨做好準備；三個僕人的故事告
訴我們，在等待的過程中，我們需
要活得更好、更有成效；然後，綿
羊和山羊的比喻更具體地說明了上
帝的子民應該忙碌的事情。
閱讀馬太福音25：31－46。耶穌在這
裡告訴了我們什麼？為何不是藉行為

得救呢？祂在這裡的教導告訴我們，
什麼才是信心的真正意義？

耶穌所說─「當我們服事別人的
時候，我們就是在服事祂。」，這
應當改變我們所有的關係和態度。
想像一下，你可以邀請耶穌吃飯，
或者到醫院或監獄去看望祂。耶穌
說，當我們為我們的社區提供服務
時，我們就是如此行的。祂提供了
我們一個多麼難得的機會啊！
用禱告的心來閱讀耶穌在這些經文裡
所說的話。我們如何理解祂幾乎把自
己看作是與那些饑餓、赤身露體和被
監禁的人處境相同？這給予我們應當
如何生活多大的責任義務呢？

星期五

8月23日

第8課／「這當中最小的」

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歷代願望》，〈好
撒瑪利亞人〉，原文第497 －505
頁；〈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原文第637－641頁；《基督比喻
實訓》，〈有深淵限定〉， 原文第
260－271頁；〈誰是我的鄰舍？ 〉，
原文第376－389頁。
「基督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就是
專愛自己的心，以及民族主義的歧
視偏見，卻授予對全人類一視同仁
的教訓。祂將世人從他們自私之心
所劃定的狹窄範圍內提拔出來；
祂也廢除了一切區域的界限，以及
社會上人為的差別。祂不分鄰舍和
外人，朋友和仇敵。祂教訓我們應
視每一個有需要的生靈為我們的
鄰舍，視全世界為我們的園地。」
懷愛倫，《福山寶訓》，原文第42
頁。

「這條金律的標準，就是基督教的
真正標準，任何缺少這種標準的
便是騙局。凡使人低估人類─
就是基督之所以如此重視以致為之
捨命的人類─之價值的宗教，凡
使我們疏忽人類的需要，痛苦，或
權利的宗教，便是虛偽的宗教。我
們在藐視貧窮，受苦，與有罪之人
的要求上，就顯明了自己乃是出賣
基督的人。正因為人一方面以基督
的名為名，而同時卻在生活中否定
祂的聖德，以致基督教在世上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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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微薄的力量。」同上，原文第
136－137頁。
討論問題

1哪一個章節是你在這一週的學習當
中最喜歡的？ 為什麼？
2閱讀懷愛倫關於信心的討論：「凡
使我們疏忽人類的需要，痛苦，或權
利的宗教，便是虛偽的宗教。」為什
麼我們必須小心、避免陷入「因為我
們已經擁有真理（我們確實擁有），
所以其他就不再重要」，這樣的思維
陷阱？
3星期四課文中的經文告訴我們，擁
有真理也包括哪些呢？

總結
耶穌的教導為那些成為上帝國度的公
民和代表設定了一種不同的生活模
式。在舊約的基礎上，祂重申、並擴
大對窮人和受欺壓者關心的焦點，強
調祂的跟隨者在等待祂的復臨時，當
以同情和憐憫的方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