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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三24~30难为正邪定分界难为正邪定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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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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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

『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28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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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能够分出正、邪、善、恶，

生活就就就就就就 就生活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生活的时候，

无论在哪里在一个场合无论在哪里在一个场合，

如果能够很清楚分得出什么是对错、正邪，

生活就比较清楚、就就踏实、就就好过生活就比较清楚 就就踏实 就就好过
古今中外不不不不，莫不渴望

分出正邪、辨识善恶、知道美丑分出正邪、辨识善恶、知道美丑

马马马24~30 显显显，也也也早期的基督徒、

甚甚教会显就的渴望。甚甚教会显 的渴望
也就也也：希望在日趋复杂的人和事中，能够搞清楚

究竟谁是对、谁是错，谁是邪、谁是正。究竟谁是对、谁是 ，谁是邪、谁是 。

就比：福音是好消息，可也我可可可可可可毫无反应呢？

或是说有一些人是信了，

可是信不久、不深、甚至后来不信呢？

打打 马马十 就打一，马马1 就就「撒种的比喻」，

种子洒到不同的地方去种子洒到不同的地方去，

浅土、路旁、石头、荆棘丛里面，

解解也：福音的道撒撒撒撒 不不显可解解也：福音的道撒撒撒撒，不不显可

有不不显领受、反应，也是是是是是解。

可是产生一个疑惑就是：既然是那么好可是产生一个疑惑就是：既然是那么好，

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反应呢？

在在在显在就在在在，究究也谁对、谁错呢？在在在显在就在在在 究究也谁对 谁错呢？

教会在第一世纪打一开开是开开，相相相显撒相也在

被逼迫、的的显艰困环境中，被逼迫 的的显艰困环境中，

面面就面充满敌意的社会，

究竟有没有人对他们友善、对他们是恶意的呢？究竟有没有人对他们友善、对他们是恶意的呢？

谁是朋友帮助我们、谁是敌人逼迫我们的呢？

甚甚在教会的冲突在面也里不里有也里，

究竟是谁是谁非呢？



面面面面就面面面相中面怎么处理呢？

很想搞清楚正邪 对错 是非的 种渴想很想搞清楚正邪、对错、是非的一种渴想，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生活就会比较好过 幸福 清楚生活就会比较好过、幸福、清楚。

也显，我我应该学习辨识面、错、也、里，

我也相信在能够判断邪恶的时候 应该直斥其非我也相信在能够判断邪恶的时候，应该直斥其非
不面，相我我我我惊叹生生中美善显撒的，

就不应该吝啬就不应该吝啬，

应该很大方地、很高兴地赞扬、肯定

神的儿女、基基显跟从者，

 应该比任何人都勇敢、

更不含糊地指责罪恶更不含糊地指责罪恶
 应该比其他的人更慷慨、

更清楚地肯定美善和真诚更清楚地肯定美善和真诚

能够做撒，我我我我也义不容辞、肯定、赞美
美善的事情 也我我也指出很清楚的错误美善的事情，也我我也指出很清楚的错误。

问问也生活的对错不也可可明显，

美跟善 美跟丑 正邪纠缠不清难以分解美跟善、美跟丑、正邪纠缠不清难以分解，

这是生命的现实，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容易去分开。

就比也：就比也：

纵是有撒种的人把种子撒撒撒里，

福音的传播和发展未未也如人所愿的，福音的传播和发展未未也如人所愿的，

生活里有很多的因素、条件，会影响麦子的成长，

有些落在浅土里面、路旁、荆棘丛、石头上。有些落在浅土里面、路旁、荆棘丛、石头上。

耶稣的比喻告告我我：无不可无不利的因素，

福音的种子还也撒撒里，还就有丰盛的收割，福音的种子还也撒撒里，还就有丰盛的收割，

无论当前有种种的原因、条件，

使得好些种子不能生长，撒种的人还是不能沮丧，使得好些种子不能生长，撒种的人还是不能沮丧，

因为将来的收割依然是喜乐、丰盛的！

除里面除阻碍麦麦生相显不利因素，

还有 面更难把握 无无显无无 麦子 稗子并生还有就面更难把握、无无显无无 – 麦子、稗子并生，
一起生长、难以辨认分明。

没有没的没没显可我是没我我没没有没的没没显可我是没我我没…
麦子长大了、收割了，是可以供食用的

稗子就没有任何食用的价值稗子就没有任何食用的价值

可是那那，面面显这就把这拔出来扔掉？

但也不，因我但也不，因我

 麦子跟稗子长相非常相似，几乎难以分辨

 成熟 可以分辨时 要把它掐出来也不行 成熟、可以分辨时，要把它掐出来也不行，

因为跟麦子并生、纠缠在一起而不能分开了

未必面等到收割之之，才才分开处理未必面等到收割之之 才才分开处理

没有没就麦子、裨子显的的的的，

我我有栽种的经验显这，我我有栽种的经验显这

都会知道杂草生出来几乎是免不了的现实。

马马37~43 就显比喻，

裨子是敌人恶意放下来的 裨子是敌人恶意放下来的

 现实生活是就算没有敌人刻意放下稗子，

稗子还是农夫面对的现实和难处，稗子还是农夫面对的现实和难处，

就就就正、邪我我也纠缠在一起显，

你没有你你完全分开显。你没有你你完全分开显

生命也也面面麦，是非交缠、

对中有错 错中有对 叫人难以定分对中有错、错中有对，叫人难以定分。

不面也社会、不面也人际关系，

就也是就个人的内心，不也是搀杂着光明与黑暗吗？就也是就个人的内心 不也是搀杂着光明与黑暗吗？

有可也就：

人心最黑暗的地方、也有些微的光明人心最黑暗的地方、也有些微的光明，

最光明的人心、里面也有幽暗的角落，

刚强的人可以软弱，刚强的 可 软弱，

最卑微、软弱的，也可以变为刚强、勇敢！



所我面面神的国度，神的儿女未必必就等待。

比喻里那个仆人说 「主人 要不要我把那东西掐出来？」比喻里那个仆人说：「主人，要不要我把那东西掐出来？」

主人说： 「不不不，要等！」

面面比喻给我我 面给你：我我面对神的国度面面比喻给我我就面给你：我我面对神的国度，

 把神的国度想成撒种、撒在不同的土地上面

 想象成为上帝国的话语出去 不同人的反应 想象成为上帝国的话语出去、不同人的反应

 甚至把农田里麦子、稗子共生的那种纠缠不分，

想成是上帝国的一个面貌想成是上帝国的 个面貌

在面的在在之在，神的儿女未必必就等待、不面妄下论断，

 这是神的国 不是你我的国、不是根据 这是神的国，不是你我的国、不是根据

你我的判断而建立的国度，我们必须要等待
 这是神的国度，让他来论断、辨识、掌管生命这是神的 度， 他来 断、辨识、掌管生命

我我面等待，因我福音的能力–
在田里面麦子是麦子、稗子是稗子，

在神的国里面，因为福音的能力，稗子也可以变成麦子！

可多多有多的的给我就多多十

《耶稣哭了》 当然是虚构的 它是基于《耶稣哭了》，当然是虚构的，它是基于

太太登山宝训而发挥出来的一个想象…

多前前就前前登山宝训 耶稣就讲里之之多前前就前前登山宝训，耶稣就讲里之之，

安得烈：好像这个教导、

约翰的学生没有这样的学习约翰的学生没有这样的学习，

我们需要做作业吗？那个分数怎么打呢？

另另就面另另：法利赛人教他的门徒 不是这样子的另另 面另另：法利赛人教他的门徒，不是这样子的

另另就面另另：你教这些有没有实际的作用啊？

有没有应用的指南啊？有没有应用的指南啊？

又有就面另另：你教这些很难实现

多马，他他显撒的他他里：他他显撒的他他里

抱歉、我来晚了，可不可以再讲一次？

你给面除显另另对耶稣的反应，你给面除显另另对耶稣的反应
就会会耶稣也挺无奈的…

可多十就也：耶稣给里门徒，就哭了。

当然这篇不是 个真的文章 是 个想象的当然这篇不是一个真的文章、是一个想象的，

可是如果说我们仔细地读一读四福音书，

就开会面多多十还是挺真实显就开会面多多十还是挺真实显…

在福音书在给里显门徒，

显的也的我我觉得很失望显的也的我我觉得很失望 –
跟从耶稣好几年，

可是对耶稣的使命 身分可是对耶稣的使命、身分
不知道、不了解、不接受。

相当当告告他我相当当告告他我

他是那受苦的弥赛亚、

告诉他们不要随意向别人讲他的身分、告诉他们不要随意向别人讲他的身分、

他将要去耶路撒冷面对逼迫、被杀等等的时候，

彼得也：「你不要乱讲，面这不面开生在你这这。」」

耶稣怎可怎怎彼得：「撒但，退到我的后边去吧！」

在耶稣几年的工作在面，门徒经历里、体会里可无？

如果把四个福音书都掺合在 起看的话如果把四个福音书都掺合在一起看的话，

他们不仅仅看到耶稣医病、赶鬼，

他们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体会 就比也：他们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体会，就比也：

当当在就面耶耶把水变成酒，

他们喝了 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好的酒他们喝了，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好的酒

当当耶五个饼两条鱼喂喂就喂喂可，他们吃了

 他们看见好朋友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他们看见好朋友拉撒路 坟墓 面出来

 他们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可以看见…

看了可可可、经历了可可可，看了可可可 经历了可可可

相当当被卖、被拿显可就夜，门徒都开溜走了

当当面对审判撒，大弟子彼得在园子里三次否认耶稣当当 撒 弟

相当当被钉在十字架时，跟前没有任何一个门徒，

根据符类福音，就只有姐妹在十字架的附近而已，

他的门徒或是弟兄们都不在！



你说这些门徒，是麦子、还是稗子呢？

在耶稣被钉显可就一，门徒都跑掉！

往之显往在我我往往往，

面些看他是稗子的成为麦子面些看他是稗子的成为麦子

 有一些麦子掉在地土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

上帝的国 上帝 福音在上帝的国在，因我上帝、因我福音显我的，

我们需要等待，不把我我显论断成我成成，

因为这是神的国 不是由我们的决定 论断因为这是神的国、不是由我们的决定、论断、

意见、想法、神学来决定的，

所以就让我们等待。所以就让我们等待。

因我福音的能力，稗子也可我成我麦子！

 在大自然里面 是这样子 就不能那个样子 在大自然里面，是这样子、就不能那个样子

 可是在福音里面、在福音能力的影响之下，

腐朽可以变为神奇腐朽可以变为神奇，

不不不显彼得，可我成我把可可另可给另可可显彼得

我我在神的国相多，尽尽尽里是可显情况，

会会觉觉 分不我 不往往怎可不会会觉觉、分不我、不往往怎可不，

让我们学习等待吧，因为神也等待我们！

我不往往有可无的的的的我不往往有可无的的的的–
 信主是因为自己觉得很行、很好，信耶稣锦上添花的

 也许更多的是体会自己非常不配的 也许更多的是体会自己非常不配的，

可是听到了福音、接受福音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上帝的爱、耶稣基督显生命、他显死、他显复活，上帝的爱、耶稣基督显生命、他显死、他显复活，

是之我们的生命就打一转变里、不一样里

我我如显面也是就显这，以前好像稗子，我我如显面也是就显这，以前好像稗子，

当耶稣进入生命当中、当福音的能力塑造我们时，

当神的国和义成为我们生命的资源、养分时当神的国和义成为我们生命的资源、养分时，

我我开会我我就就开开是从稗子变成麦子，

不就是神在等待我们吗？不就是神在等待我们吗？

不就是有很多为我们祷告的人在等待我们吗？

因我神的来临、因我神自己，

纵然我们当下未能完全分得清楚麦子 稗子纵然我们当下未能完全分得清楚麦子、稗子，

甚至眼看整个田地都好像充满了稗子，

可也我我还也可以等显。可也我我还也可以等显。

因我神的来临，

我们的等候就不是无奈、退缩、懦弱地等我们的等候就不是无奈、退缩、懦弱地等，

而也在等待过程中，不不是培养辨识的能力，

使得我们有需要时，就能判断、就能分辨。使得我们有需要时，就能判断、就能分辨。

可也也显的有不能完全分辨显撒的，

不要沮丧、不要惧怕，因为总有一天是分辨的，

终末的分辨是一定会来到的。

林多马12-13 若有人用金 银 宝石 草木 禾秸林多马12-13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
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我我我你我我明白：

等待不是 种无奈 沮丧 退缩等待不是一种无奈、沮丧、退缩

 等待的过程，培养辨识的能力、勇气

就就也在我我所在显面面、甚甚有生之多，就就也在我我所在显面面、甚甚有生之多，

往不能讲讲完完完完，

我们知道、要相信 有一天终末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要相信，有 天终末来临的时候，

神自己会分辨的！

为什么我们不去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不去这样做呢？

还也怎里就面是还面显观点 –
这是神的国、不是我们的国，这是神的国、不是我们的国，
这是神他自己彰显他的义、恩情、

智慧、爱的国，，

不也耶我我显量度、计算、观点，

他巩固、他厘清、他铺垫显就面的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等待！



我们在等待的时候，除了等待还能做什么？

等待显撒的，不也无奈、不也退缩显，

要培养我们的辨识能力、敏感上帝的声音、

敏感圣灵的带领 敏感耶稣的脚踪敏感圣灵的带领、敏感耶稣的脚踪，

我我我我面面才显这，我我还也我我

在在面显撒的有所辨识显在在面显撒的有所辨识显。

因我显的在耕种显撒的，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些杂草必须要除掉、

有些荆棘是可以挪移、有些害虫是可以扫除的。

等待不也退缩、不也无奈，

等待也是是就的见识、我的、恩恩、品品，

得我 靠 上帝的心意使得我们可以更加靠近上帝的心意，

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与他同工、

配合他的工作配合他的工作。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继续借着你自己的儿子教导的比喻，

来向我们说明天国的义。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
能够越来越明白神的国和神的义，
使得我们能够作忠心的子民、

也忠心地跟随主耶稣。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