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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一16~19、25~30我们的轭、耶稣的轭我们的轭、耶稣的轭
16我可用甚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
17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18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19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19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
25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25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26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27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29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30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十十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道道道道道道生活的艰困情情–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成年人为了生活奔驰，在工作的岗位打滚、

为了家计而郁闷，还有纠结亲子、甚至配偶的关系

年轻人年轻人也不见得好过，会有同侪的压力，

读书的，有成绩的要求，有句话说：

「求学不是求分数」 这是 说的「求学不是求分数」，这是口说的，

实际的运作，考试、升学、选科，

般都得看分数一般都得看分数

所所耶稣这这这…
是历来吸引了许多的人，

不少人也的确因为这节经文

耶稣的应许，能够体会平安释放。

话说回来，耶稣不是辅导员、心理治疗师、

不是 顾客为中 的服务人员不是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人员，

也不是有求必应的黄大仙。

耶稣 应许给予 要求 命令耶稣不不不不应许给予，更更更要求、命令，

接接你们必得安息的应许，而而不十而命令 –
你们要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轭」究究不究究究？在旧约出出出出 30 次，

有道道不有有有有 有罪轭 有律法的轭有道道不有有有有，有罪轭、有律法的轭、

天国的轭…不十而不。

有 有 面的 有 负面的有有有有有有不正面的、有有有不负面的。

 在福音书的世界、特别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律法僵化成为「律法主义」律法僵化成为「律法主义」

律法的轭就不见得是正面、甚至是很负面的，

因为律法主义的轭 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因为律法主义的轭，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比比比：在安息日不能做工，甚至救助临危的人也不对！

这对于想施予援手帮助别人 或需要别人救助的而言这对于想施予援手帮助别人、或需要别人救助的而言，

这律法的要求 –
安息日不能做工，都不沉重的重担。安息日不能做工，都不沉重的重担。

在在十在在，「轭」更更更更、更更更道更更更出，

那不究究那究？不「外邦人的轭 ：那不究究那究？不「外邦人的轭」：

罗马人把生活的艰难加在犹太人身上，

在那有有罗马统治之之，在那有有罗马统治之之，

地方的权贵勾结到一个地步，

不惜牺牲百姓以取更大的利益不惜牺牲百姓以取更大的利益

「轭」道更更更在那而有有影响每一天的生活，

罗马兵丁可以任意地强迫百姓为他拿东西，罗马兵 ，

强迫他走一里路、

强行征用空间、时间、劳力、尊严，

是每天都可能发生的生活

「轭」有有不有所具体、或道隐晦有，

压压压压喘不过气而 使压压压生活得很艰难压压压压喘不过气而，使压压压生活得很艰难。

那是什么呢？人的眼光、论断不也就像轭，使人吃不消吗？

犹太人比禁食刻苦的约翰不被鬼附犹太人比禁食刻苦的约翰不被鬼附，

又又又耶稣吃喝，就就就就就又只会吃喝，

究竟怎么样做 才可以避免批评和论断呢？究竟怎么样做，才可以避免批评和论断呢？

这些担子才不再重压在我们的身上呢？

这这有背景你就你你你 耶稣又究究比

十十16-19我可用甚么比这世代呢？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 说

这这有背景你就你你你– 耶稣又究究比…

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捶胸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耶稣或不约翰，

活在那 些律法主义者的论断 批评下面活在那一些律法主义者的论断、批评下面，

压压现代的人不也也在

别人的眼光 论断之下吗？别人的眼光、论断之下吗？

别道就就别就有担子和轭，绝不绝绝、绝不绝绝…
用功的学生 被同学讥笑为书虫 用功的学生，被同学讥笑为书虫，

只会读书、什么都不会

 一些成绩很吃力的学生 就被这个 一些成绩很吃力的学生，就被这个

只会嘉奖优秀和成功的制度，边缘化

压压我我我有我我不在有广告 不就更不论断我们压压我我我有我我不在有广告，不就更不论断我们，

灌灌美丽有的有：

 怎么样的身高 体重 才叫俊 美 怎么样的身高、体重，才叫俊、美

 如果不是这样的身高、体重的话，就是不美，

你要去减肥，你要去这样做、那样做…你要去减肥，你要去这样做、那样做…
你不不这这有这，就更压你好像怪怪的。

所所有轭或担子，就不生活中的现实，

又又不现实 就就有道有所免于轭和担子道又又不现实，就就有道有所免于轭和担子道。

问题是不在于没有担子或是轭，

问问不这问轭或担子问问不这问轭或担子
能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是否定义、决定了我们的身分和价值是否定义、决定了我们的身分和价值，

那才不真正的问题。

如如你相信那些广告，如如你相信那些广告，

就长得那么高、那么瘦的、才叫美的话，

你整天觉得自己不美、很丑你整天觉得自己不美、很丑

你你你那问你你、那问有那那比：

赚多少钱、住怎样的房子、开什么车，才叫成功；少 房 车， ；

但你不是这个样子，你就认定自己是失败的

那你更这问论断、轭，就又你生命的主宰，那你更这问论断 轭 就又你生命的 宰
更有而定义你，这不压压有这也。



有不可可比：「你压你你我的轭。 」

耶稣的轭又是怎么 回事呢？耶稣的轭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比如：可可不禁食、还不吃喝究？两这都有，

稣 仅仅禁食 音书 曾经禁食 十昼夜 久 耶稣不仅仅禁食，福音书：曾经禁食四十昼夜之久

 因为吃惹的祸，就被人家批评 – 耶稣应该很爱吃、

而且跟很多的朋友在 起吃而且跟很多的朋友在一起吃

大大这而大大，可可耶就有比禁食、吃喝两两，

是哪个比较属灵 比较优越是哪个比较属灵、比较优越。

也就不比就有更禁食就又成生命的主宰，

就有更吃喝就又成生命的主宰，两而都可以好。就有更吃喝就又成生命的主宰，两而都可以好

禁食不是有，操练自己、敏敏上帝的声音，

有不禁食也有所就为难担的担子，有不禁食也有所就为难担的担子，

 被人批评是被鬼附，不重要

十而禁食的人，自义更地又没有禁食的人是不虔诚， 而禁食的人 自义更地又没有禁食的人是不虔诚
不就成为别人的担子吗？

一起吃喝不是是团契和接纳，那不美有，

特别跟罪人 税吏 起吃的时候 是表示特别跟罪人、税吏一起吃的时候，是表示

拥抱、接纳这些罪人，所以吃是好的。

有不如如比可可不奢华浪费 暴殄天物有这有不如如比可可不奢华浪费、暴殄天物有这，

不也是给大自然沉重的担子、很难的轭吗？

我就不禁食或吃喝，都不生命的现实，却不不生命的主宰，我就不禁食或吃喝，都不生命的现实，却不不生命的主宰，

我们的身分和终局，并不由禁食或是吃喝所定断…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罗十罗17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生命中有道道必然的现实，或道或或都不十问有重担，

只不就有只只十而只只成为、或能够成为压压生命的主宰。

究究禁食跟吃喝哪而比哪是？

如果你细心想的话你会知道 –
都好，可是都可以有问题。

举而举举：财富不有所改变生活，

有不 些人 道很有 有不生活完全不平安有不一些人，道很有，有不生活完全不平安，

整天都怕钱亏了、别人谋他的财产、活在担心里，

为富不仁的人 把重担放在贫困的人 苦工身上为富不仁的人，把重担放在贫困的人、苦工身上。

所所有钱好还不不好究？

 有钱当然是好 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做很多事情 有钱当然是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做很多事情

 有钱也带来生活很大的惶恐、成为别人的咒诅的

聪你、愚愚、平平，不比较简单十一一！聪你、愚愚、平平，不比较简单 一一！

压压我所又智慧聪明有道你又道的带来福祉，

 可是注意周遭的报导时，发现有多少绝顶聪明的人 可是注意周遭的报导时，发现有多少绝顶聪明的人

欺骗、欺诈别人，他是越聪明、欺诈得越厉害

 反而平庸的人就老老实实地过日子，人 ，

对自己、对别人，没做成太大的伤害

所所聪明是究？还不平庸是究？

可以都好，而在乎生命里面的核心是什么。

婚姻又如只究？

婚姻和家庭是建立培育人的基地 这很好啊！婚姻和家庭是建立培育人的基地，这很好啊！

有不压压都知道、都我出、甚甚也有甚甚甚–
家庭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象地那么好！家庭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象地那么好！

人在破碎的家庭长大，扭曲的性格、扭曲的世界观…

道多多 外外 而心理治疗师写有《家庭能伤人》道多多，外外十而心理治疗师写有《家庭能伤人》，

有的压压的所又有家庭就道是，

有不也不要忘了：有不也不要忘了：

家庭也毁了多少人生命的那种纯洁、素质，

家庭可以是沉重的轭、难担的担子，家庭可以是沉重的轭、难担的担子，

家庭可以是温暖的环境，保护、成长美丽的土地。

如如家庭就又你生命中的偶像、中心、主宰有这，如如家庭就又你生命中的偶像 中心 主宰有这

家庭可能会带给你很大的重担

 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成为你的偶像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成为你的偶像

早早你就这些担子压压你压压有。



在压压这而在你更压一定要结婚，不然生命就不得完全，

可是独身的人 定要比有家庭的人差吗？可是独身的人一定要比有家庭的人差吗？

圣甚圣耶稣、保罗、还有还道有宣教士，

因为独身 才能专注地为别人付出因为独身，才能专注地为别人付出，

才能那么有力、持久地去帮助别人，

太道有举举，独身的人就又别道有福气。太道有举举 独身的人就又别道有福气

如如独身不使自己自绝于其他的人、独身在自己有，

是不断地苦毒不忿的心灵 或沉醉满足自己那隐藏的私欲是不断地苦毒不忿的心灵、或沉醉满足自己那隐藏的私欲，

独身就可以成为沉重的轭、难担的担子了。

怎究比究？哪十而比较好？怎究比究？哪十而比较好？

耶稣没有说哪而比哪好、哪十而比哪坏，

成只不比：智慧之子必以智慧为是，成只不比：智慧之子必以智慧为是
或或或比：智慧总是以自己的行为来证实的。

这而不你比成不好吗？可以看到他的好这而不你比成不好吗？可 看到他的好
你比这而好吗？你可以看到他的限制

十十29~30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可可比有容易、轻省，不不压压期望、经验有那的绝绝绝绝，

生命中的现实、不因为信了耶稣而消失，

生命 为担 轭被挪移 轻省生命不因为担、轭被挪移，而轻省；

生命却因为耶稣而有新的视野、有新的次序。

耶稣 纠缠律耶稣对那有纠缠律法的人比：觉得必定要有律法、安息日…
因为你们守律法，认为自己是神所喜爱的儿女，

其他的人不像你们的 就是可怜贫穷其他的人不像你们的、就是可怜贫穷。

或不倒过来比：那些可怜贫穷的人，因为他们不守律法吗？

你告你压 压而不不我废掉律法 不我成全律法你告你压，压而不不我废掉律法、不我成全律法，

你压在守律法有出的中，有就有我有那慈爱的天父？

是因为看见他使得你更加地爱他所爱的人是因为看见他使得你更加地爱他所爱的人，

而不是因为你守了律法、觉得你自己比别人强。

耶稣比：律法不又这个原因而的之而有，甚能你你有这，

律法的轭就是轻省的轭 就是 个容易的担子律法的轭就是轻省的轭、就是一个容易的担子。

耶稣比：你受辱被欺、不不有有不情不不你不不有有有，

你想报复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你想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耶稣比：你不知道有不，

你你也这这当 报复有有有你你也这这当、报复有有有，

你并不比那施暴在你身上的人好多少，也许比他更坏，

你更邪恶或暴力 就又塑造你 决的你生命的行动你更邪恶或暴力，就又塑造你、决的你生命的行动 –
我这样以暴力对他，是因为他是用暴力待我，

你已经让对方的暴力来决定你 来塑造你你已经让对方的暴力来决定你、来塑造你

耶稣来，不不我否定邪恶的现实，耶稣来不我是压压是是

邪恶和暴力不能论断 不能决定 不能影响我们邪恶和暴力不能论断、不能决定、不能影响我们；

耶稣来，不不我否定这生中的的有出生，

耶稣不我更压压是道：耶稣不我更压压是道：

没有任何的现实可以辖制我们、压倒我们！

耶稣我更压压是道：如果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这样的轭才是真正的容易 轻省 自由这样的轭才是真正的容易、轻省、自由。

这生中生道有现实，也不甚就又量度我们的主人，

因为耶稣，我们更能够面对生命中种种的限制因为耶稣，我们更能够面对生命中种种的限制。

保罗 腓罗 比有：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丰富、或高或低、
有余或缺乏，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余或缺乏，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比有就不 – 生命中有道道有现实，

富足 贫穷 缺乏 有余 高低富足、贫穷、缺乏、有余、高低…，

这都不生命的现实，

 有时也会成为我们的轭、或是担子 有时也会成为我们的轭、或是担子
 没能决定我们、没能论断、没能控诉我们

如如压压让耶稣进入我们生命当中，如如压压让耶稣进入我们生命当中
然然生面对这生命一切有这，

这些担子都会是轻省的、容易的，这些担子都会是轻省的、容易的，

因为耶稣与我们同行！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你借着你自己的儿子的教导，

不断地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地认识我们的生命，
好好地看我们生命里面的现实好好地看我们生命里面的现实。

虽然是那么地真实影响我们，
可是它不能至终地决定 论断我们可是它不能至终地决定、论断我们。

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位在自己的处境当中，
面对自己的困难、或是说面对自己的那种条件，面对自己的困难、或是说面对自己的那种条件，
我们能够把这一些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些经验，

我们把这些成为更加靠近你的那些体会。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体会、天天体会–耶稣与我们同行，
使得我们体会生命中的担子、轭，

都是容易、都是轻省的，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行。

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