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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二十1~16易道？义道！易道？义道！

1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2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2和工人讲定 天 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3约在巳初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
4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
5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
6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你们为甚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7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 园主对管事的说8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
「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 到先来的为止 」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太二十1~16易道？义道！易道？义道！

09 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
10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10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

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11 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
12「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13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

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
14 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15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作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16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研研马太福音容容容容容错觉 –
认为马太福音强调行为 轻视恩典认为马太福音强调行为、轻视恩典。

马太福音是很强调行为，

甚甚甚甚行为作作 容义的表达甚甚甚甚行为作作容容义的表达，

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为，

 是基于耶稣教导的行为 是基于耶稣教导的行为、

上帝天父心意的行为

行为就是信心的果子行为就是信心的果子

登山宝训到到到 七七 不的的，耶稣也也也也也也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
也也不不是行为使使赢取神的称许、情爱，

而是一个尝过神的情爱 怜悯 恩情的人而是 个尝过神的情爱、怜悯、恩情的人，

必须在生活上有所表达

 耶稣说听了他的话、又按着他的话去行的，耶稣说听了他的话、又按着他的话去行的，

就好像房子建在盘石上



今今今今比喻不不，将甚将到将将将 – 马太强调恩典，

不是说 个人可以靠着行为而得救 不是说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而得救

 乃是行为彰显那种饱尝天父恩情、

饱尝明白耶稣教导的一种生命饱尝明白耶稣教导的一种生命

信仰的生命不也容不公式，可甚可可可简单、约化不，

在今 35 集不不 也也常 个比喻 种讲法不：在今 35 集不不，也也常一个比喻、一种讲法不：

信仰好像一条路、一条义道、神的国的义。

如如今也 不义道不的如如今也容不义道不的，

今义道就不也常公式可甚可可不，

在今今义道走不可容生命，在今今义道走不可容生命，

不是我们说的一种计算的行为，

或凭自己的力量可以驾驭、建筑的或凭自己的力量可以驾驭、建筑的

在义道上不走上可容不生命、生活、行为，

是从感悟天父的恩情、瞥见天父的面容，是 感悟天父的恩情、瞥见天父的面容，

而形成一种的生命

细研马太福音不使，没容自义、傲慢不的的；

会知道饶恕别人 不是因为自己比较好会知道饶恕别人，不是因为自己比较好；

知道拥有的人，不是因为

自己比别人更勤劳 付出更多。自己比别人更勤劳、付出更多。

对自我感觉良好不使的的，马太福音不的的

不不不听不进去 甚甚甚甚不使甚甚到困惑 失望不不不听不进去，甚甚甚甚不使甚甚到困惑、失望，

甚甚生气、忿忿不平，今今比喻就也

要让那些觉得自己可以配得更多的人要让那些觉得自己可以配得更多的人，

感觉到不平、感觉到困惑。

太太太 开开，就就今就不容今信息带带带太太太 开开，就就今就不容今信息带带带 –
有财有德不使，不是天国子民不的的使，

一个有很多的家财、做了很多人认为是很好的事情的人个有很多的家财、做了很多人认为是很好的事情的人，

来到耶稣面前，可是没能进天国(太太16~24)

 反而是一个小孩子、或是小孩子所象征代表的人，是 个小孩子、或是小孩子所象征代表的 ，

一无所有、一无可夸，才是进天国的人(太太13~15 )

今两个故事放在容放，不也甚使将沮丧吗？

般的人 社会 国家 都是透过自己的计算一般的人、社会、国家，都是透过自己的计算

去做合理的事情，以收取更大的利益，

今就将放带也容这使这不不不不不公平。今就将放带也容这使这不不不不不公平。

国家，是宁愿接收难民、

还是宁愿接收投资移民呢？还是宁愿接收投资移民呢？

学校，希望接收的是背景好、成绩优秀的学生呢？

还是希望接收贫穷、资质平凡的学生呢？还是希望接收贫穷、资质平 的学生呢？

在 太太七 今今比喻之之，彼得跟耶稣不：

「已经撇弃一切来跟从耶稣，将会得到什么呢？？已经撇弃 切来跟从耶稣，将会得到什么呢？？

彼得甚作以 容一一一…，的理理到最大的赏赐，

跟上最前的、理应得的最多，将理到将将。跟上 理应 将理到将将

太太30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
今不将甚使甚理困惑吗？

可是再沮丧、困惑，也不比葡萄园故事里的几个工人。

这个比喻讲到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因为可能要收割了，

需要 些工人来到他的园里面来工作需要一些工人来到他的园里面来工作。

其其葡萄园主人去找工人也是也不不不是是，

巴勒斯坦在在在作不的的，也是今将到不，巴勒斯坦在在在作不的的，也是今将到不，

不甚就所所所所所可所待聘的工人。

清早的时候去找了 批清早的时候去找了一批、

议好了价，就开始干活了

 也许是收割的时候很多工作 所以这个园主 也许是收割的时候很多工作，所以这个园主

就在早上九点的时候，再去找一批人进来做

 第二批的人加入来工作，好像没能做完， 第二批的人加入来工作，好像没能做完，

所以在中午、三点、接近那天工作要完毕时，

再分别地出去找了几批的工人再分 找

今也不足为奇，

有时候估量工作、跟工人的比例不太准确，有时候估量 作、跟 人的比例不太准确，

今也也也也容不是这。



奇奇不也，在发工资不的的，在后的在前…
也就是先发给晚来的工人 最后才发给清早来的 批也就是先发给晚来的工人、最后才发给清早来的一批。

最早带到来来来不工人，站在领钱的最后，

这不不容心在心心上这不不容心在心心上 –
自己既然是最早来的、工作也就多了，

这样的话一定有更多的薪水这样的话 定有更多的薪水，

今也将这这不、将很很不、多劳多得。

可也可可可越来越靠近发发发发可可不可今使不的的，可也可可可越来越靠近发发发发可可不可今使不的的，

 每一个人都好像差不多一样的工资

到到可可这到所到到在到不的的，到到可可这到所到到在到不的的

才发才如这可可领受的、跟先前的人也一模一样…
管你是六点清早、九点早上、中午十二点、管

下午三点、傍晚五点来工作的，

中中中到容好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可也拿的薪水都是一样。

不甚今所最早带到来来来在作不容来在使，就忿忿不平、

向家主投诉 多劳不是应该多得吗？向家主投诉：多劳不是应该多得吗？
主使就不：「我有亏负你们吗？

我们不是议好了价 钱银子吗？我们不是议好了价一钱银子吗？

难道我不能按自己的意思用我的财物吗？
还是你嫉妒我的良善呢？？还是你嫉妒我的良善呢？？

今所在使没容的这，可也容心将忿忿不平不

现代人研今读读读不的的，也也也也作他们有理现代人研今读读读不的的 也也也也作他们有理
可是这不是园主的理，如果他们突然间发觉

他们所持的理不过是自以为是的理、并不是真正的理，持 自以为是 并 真 ，

也许就不会忿忿不平了。

不不不不不容没容经历过排队…不不不不不容没容经历过排队
按上次序，先来不排在前面；

如果那个让他们进去的人，从队尾开始的话，

第一个排队的人心里，一定觉得不舒服、很不高兴。

想想想可一起排队，容容今不不帐幕在想可之不，

我们很早就来了 后面就有很多 跟着我们在轮候着我们很早就来了、后面就有很多人跟着我们在轮候着，

我们都很焦急、可是也很兴奋、很多的期望，

希希希帐幕 拉开不的的 就可甚按着次序希希希帐幕一拉开不的的，就可甚按着次序
容今容今一所到，想想今也容今筵席，好得无比…

可是主事人说进场的次序 从队伍的后面开始可是主事人说进场的次序，从队伍的后面开始，
站在前面的人就很不高兴 – 我们一早就来、

他们才刚到不久 怎么可能这样子？他们才刚到不久，怎么可能这样子？

想可就据理力争、抗抗不抗。

主事人带到想可不来来 就帷幕拉起来主事人带到想可不来来、就帷幕拉起来，

发才发发不另一边也容不将是...不队伍，

都希的上一都天国的筵席，仔细将今今仔仔，都希的上一都天国的筵席，仔细将今今仔仔，

以前的老牧者、宣教士，也在队里面，

马丁路德、保罗、彼得、约翰马丁路德、保罗、彼得、约翰…
可可站理将他将他...不之的。

进天国的次序也从后面开始，想可不这将不很、将不很很，

可是看到这些比我们还要早排在队伍里面的人可是看到这些比我们还要早排在队伍里面的人，

这些先贤朝我们这边看、微微笑、点一点头，

才知道我们没有什么比人强 可以进入筵席才知道我们没有什么比人强，可以进入筵席，

能够在今今仔仔排列着，已读也神的恩典。

 如果以为自己很早就排队 有比我们更早的人 如果以为自己很早就排队，有比我们更早的人

 如果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人比我们做得更多

 如果以为自己付出了很多 牺牲了很多的话 如果以为自己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的话，

仔细看看这条队伍、两千年基督教的历史、

神子民的路轨，看到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人，神子民的路轨，看到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人，

比想可更早排在今今仔仔，付出更更、牺牲更更！

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先一、到一，不也到不在不，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 先一 到一 不也到不在不

最重要的是我们得以在这个行列的里面，是神的恩典，

凭什么我们可以眼红、可以以为不公平呢？凭什 我们可 眼 、可 为不 平呢？

今也马太福音表表不在这表不恩典不的的。



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想可我也我我将自己与别人比较，

觉得自己比别人多 比别人勤劳觉得自己比别人多、比别人勤劳、

比别人早、比别人付出更多。

今今比喻提提想可：今今比喻提提想可：

 也许不应该跟别人比较

 也许应该要做的 是看清楚这位把我们从市集 也许应该要做的，是看清楚这位把我们从市集

拉到葡萄园里面，使得我们有分的这位园主

你这到甚理你也早来的、还也晚来的在使？你这到甚理你也早来的、还也晚来的在使？

你信主多年、或也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

不不不你不可就定位自己？不不不你不可就定位自己？

当你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清早六点钟就来、

还是九点早上、中午、下午三点、五点？还是九点早上、中午、下午三点、五点？

你怎么样看待自己？
甚不甚甚理你所领受不也不公平不，甚不甚甚理你所领受不也不公平不

因作你付出将更将更？

想希希今今主不今今比喻，能能甚想可就焦点
从我们身上 转转到葡萄园的主人不来上从我们身上、转转到葡萄园的主人不来上，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也许我们生命中那一种的

不平 纠结 艰困 不服气 就不再干扰我们，不平、纠结、艰困、不服气，就不再干扰我们，

不不不作想可走在义道上不可容拦阻到。

你有你的葡萄园吗？你的葡萄园究竟是什么地方？你有你的葡萄园吗？你的葡萄园究竟是什么地方？

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你有看到不同时候工作的人吗？

你怎么看待他们？你怎么看待他们？

想希希你将他们不的的，也因作你看到那位主人，

这到你甚珍惜一起同工的人，有些比你早 有些比你晚，这到你甚珍惜 起同工的人，有些比你早、有些比你晚，

你在你理：你不是最早的，有人比你更早

你付出的不是最多的 有人比你更多你付出的不是最多的，有人比你更多

在葡萄园不不、在天国不不，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来多早来决定，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来多早来决 ，

我们得以在其中，是因为这位葡萄园的主人！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是那位恩慈怜悯的神，

你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葡萄园你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葡萄园、
有分于你自己，我们感谢你。

可是有太多的时候 我们把焦点从你的身上可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把焦点从你的身上
挪移到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经历、我们所付出上面，
所以我们看见的不是你的怜悯恩典，所以我们看见的不是你的怜悯恩典，

而是我们付出了多少、我们走在多前。
带着这种想法，使得的我们生命里面

充满了争竞、充满了比较、充满了不平。

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比喻，
让我们再 地定睛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再一地定睛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

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