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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帝國相遇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良藥苦口」 
    「良藥苦口」的成語，出於韓非子。指好藥雖然入口苦澀，

但聰明的人會忍苦喝下，因為知道這樣做可以治好疾病；而正直

忠心的話，讓人聽了難受，但聰明人聽懂得聽從，因為知道這樣

做可以成就功業。後來「忠言逆耳」這句成語就是從這裡演變而

來，用來比喻真誠善良的規勸，往往不容易被人接受，但卻可能

是救人救已的金玉良言。 

但「良藥苦口」在現代人經驗，卻不一定是可以直接推論

「苦口一定才是良樂」，關鍵不在是否外表的「苦口」，而是病人

不計較是順口或苦口，都一定要服良藥，身體才能得醫治。有個

病人至診所看病，聽到藥劑師對著小女孩說：「阿姨把藥粉裝在膠

囊裡，這樣你吃的時候比較不苦，好不好？」女孩說：「不要啦！

我阿嬤說：『苦口才是良藥』！」藥劑師阿姨配的藥粉，是遵照醫

生的處方，該處方是對症下藥，那麼小女孩的病能否痊癒，就不

在於藥粉苦不苦，而在於小女孩有沒有照處方服用。 

藥劑師配藥給病人服用，是對病人身體的治療；而傳道人傳

講聖經的真理，是對罪人生命的治療。藥，是按照醫生處方配

的；講道，是按照聖經釋義宣講的。藥苦或不苦，不是病症能否

治癒的原因。講道好聽或不好聽，不是生命品質能否改善的關

鍵。在長老教會裡，偶爾聽到所謂的「道理精」，在禮拜後對牧者

的講道作私下彼此評論或抱怨。若仔細聽聽所評斷的內容，其批

判的標準不過是「合吾人旨意否」？ 

其實，只要是按照聖經宣講信息，無論合不合信徒的心意，

都是一篇好的講道！反而，信徒的生命若要得到更新，重要的不

是「苦或不苦」的問題，而是「吃或不吃」的決心！我們聽講道

有個關鍵必須清楚-上帝對我們說話有兩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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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gos : 一種是 logos 即「聖經文字」，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每一個時代說話，真理是不變的，不論在任何文化、任何處

境、任何國家都是合適的。例如，孝順父母、夫妻一體、饒

恕、因信稱義……等。 

(2) Rhema : 一種是 rhema，即從「上帝話語啟示」，神在一個特別

處境中，對針對特別的一個人說話。神的話只對這個人、這個

處境、這個時間點是有權威的，並不適用每一個人。如「叫人

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rhema)就是

靈，就是生命。」(約六:63) 

有學者認為兩者沒有什麼不同。但依自己的經驗，若我們聽講

道，雖然可能聖經故事，聽過許多遍，但關鍵是從「Logos」「聖

經的文字」能夠領受到「rhema，」即「上帝話語啟示」就是明白

上帝的旨意，這就是作禮拜最重要的訊息。即用上帝的眼光，看

到自己的問題，並能得到認罪、赦罪以及勝罪的過程。這就是

「生命的良藥」 

 

一、 思考的焦點.  
1. 我們是否能夠面對上帝的話，聽道時，能夠從「Logos」 :

「聖經文字」領受到「rhema」「上帝話語啟示」，因此能夠明

白上帝的旨意？ 

2. 我們可以「明白上帝旨意」，並遵守上帝的旨意，以至於我們

活在「主的話語」中，經歷進入「生命迦南地」上帝國的豐

盛？ 

 

參考經文：《 馬太福音 13章 1～9，13章 18～23節 》 

13:1 當那一天，耶穌從房子裡出來，坐在海邊。 

13:2 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眾人都站在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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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他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道理，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

種； 

13:4 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吃盡了； 

13:5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 

13:6 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 

13:7 有落在荊棘裡的，荊棘長起來，把它擠住了； 

13:8 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

三十倍的。 

13:9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13:18 「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 

13:19 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那惡者就來，把所撒在他心裡

的奪了去；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13:20 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 

13:21 只因心裡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

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13:22 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

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 

13: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

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二、經文背景 
   耶穌講這比喻的地方，是長期以麥子為主食的中東地區，尤其

是以小麥為主。小麥耕作時間有 9個月之久，不像水稻只要 4-5

個月。小麥是旱作作物，不像水稻種在水田裡。小麥生長對土壤

有高度的要求，不像水稻在砂石地，或石礫多的地方，也可以生

長良好。影響麥子收成最關鍵一刻，是種子剛落到土裡的時候，

能夠深深地與周遭的土粒相結合。這比日後麥田加添多少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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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灌多少水份，防蟲、防草都重要。種植要有好收成，要讓種子

落在好的土壤裡。在那裡，沒有大塊的磐石，沒有競爭的荊棘，

沒有其他傷害種子的因素，種子才能發揮生命正常的功能。為了

給種子良好生長的環境，撒種之前需要「整田」，使田成為良好的

「苗床」。  

耶穌把種子比喻為上帝國信息，土地是人內心的態度，那落在好

土壤的種子能收成百倍，是人和上帝相遇的美好結果。收成「百

倍」，是種子成長結實所帶來不可思議的力量，超過我們看到種子

本身時所能想像的。 

   耶穌講這比喻的背景，是當時有許多人來聽耶穌講道，有人走

了很遠的路才來的，大家似乎都很迫切來聽道。此時，耶穌講論

天國的真理，祂用了七個比喻，依序為「撒種的比喻」、「稗子的

比喻」、「芥菜種的比喻」、「麵酵的比喻」、「寶藏的比喻」、「珍珠

的比喻」、「撒網的比喻」。耶穌一開始講解天國的真理，開宗明義

就以撒種的比喻，指出這群外表看來追求的群眾，在他們的心田

裡，有人是土淺石頭地，有人是滿佈荊棘，有人愛踐踏上帝的

話，有人讓仇敵盤踞，即使聽到上帝的真理，也是枉然的。這些

問題若不先解決，往下再聽，聽再多也沒有用。在他們的心中，

需要一個專屬的空間，來接受上帝的話。耶穌知道眾人的心，祂

不在乎聽祂講道的人數多寡，祂在乎的是多少心田，能夠承接上

帝的真理。 

傳統上，對這個比喻的應用大多放在宣揚福音的背景，要我

們把比喻當作不一樣的未信者領受福音的實況。有許多人接觸福

音後，種子未能在生命生根長大，而唯獨撒在好土，福音種子才

能成長結實，勉勵我們當盡力撒種。但現代，我們解釋「撒種的

比喻」有更多元的看法，不僅是針對未信者，而針對一般講道的

基督徒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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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示: 
（一）硬土問題-理性與傳統驕傲的阻礙      

「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吃盡了；19 凡聽見天國

道理不明白的，那惡者就來，把所撒在他心裡的奪了去；這就是

撒在路旁的了。」（馬太福音十三 4;19） 

這類人雖然來聽講道，可惜種子很快就被飛鳥奪去。飛鳥是

代表甚麼呢？魔鬼！為甚麼魔鬼要這樣做呢？魔鬼當然不想人聽

到神的話語而得到新生命。這類人有甚麼特別以致魔鬼可以奪走

撒在他們心裡的種子？為甚麼道理 (種子)不能進入土壤 (人的心

裡)？每個人都是聽到了，種子是真實的撒在泥土上的。不能進入

人的心裡，原因是他不明白所聽的道理。 

聖經的道理很深奧嗎？你聽了之後能明白嗎？有甚麼難明白

的呢？頭腦上知道，但心裡不認同。人不明白神的道理，神的道

理只能進入他的耳中，不能進入他的心中。不明白是指不明白這

些道理的重要性！不明白它的寶貴。不懂得珍惜。所以魔鬼輕而

易舉地就把這些道理拿走了，正如馬太十三章 14節所講「在他們

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而阻礙上帝的話，最大的問題，就是

「理性、傳統」的驕傲態度，這是心靈的「硬土」。如同法利賽人

對於主耶穌教導的態度，以及主耶穌家鄉，「先知除了在本族本鄉

以外,沒有不受人尊敬的。」就是「理性與傳統」的抗拒真理問

題。 「 你們當聽，當側耳而聽。不要驕傲，因為耶和華已經

說了。」（耶 十三:15） 

魔鬼用甚麼方法奪去呢？除了理性與傳統之外，魔鬼使一點

技倆就叫人失掉了聽神的話語的機會。有些人來教會是為了收集

資料而不是聽道，他們來教會卻不是來敬拜神，他們持續尋求卻

找不着，他們有興趣但卻不受感動；他們不領會神的話語，對主

的道不感扎心，也沒有蒙恩的生命。左耳入，右耳出；人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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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在。在他們還沒信主，認罪和蒙拯救之前，魔鬼就成功從他

們心裏把道奪去。 

 

（二）淺士問題-感性遇苦難無法深根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 20 撒在石

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當下歡喜領受，只因心裡沒有根，不

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

了。」（馬太十三 13、20-21） 

淺土石頭的心態。石頭地在巴勒斯坦極為普遍。石頭地的表

面有一層薄薄的泥土，可能只有幾寸，下面卻是石灰石的岩層，

落在這種土地上的種子會佷快地發芽，可惜泥土不深，無法得到

足夠的養料和水分，一經陽光的照射很快就飢渴而死。隱喻有人

聽到福音馬上接受，及至為道受了逼迫，好像道種在淺土上長起

來，被太陽一曬就死了。這樣的人在教會中一段日子，最後也失

落了。 

  落在磐石上的種子，代表遇見試煉就退後的人。這些聽眾徒

有與弟兄姊妹之間的熱切情誼，在個人的信仰上卻沒有根基。因

此，在試煉來臨的時候，他們的情感就會動搖，熱心逐漸消失。

他們高潮的時候，衝上雲霄；低落的時候，下到最深之處一蹶不

振。不幸的是，他們的低落比他們的高潮更嚴重而明顯。 

  在比喻中，用了日頭 (太陽)代表了患難、迫害。太陽本來是

好的，是能量的來源，植物更需要日頭來做光合作用。但為何經

文用日頭來比喻患難？其實主想表達患難在表面上是不好的事

情，但實際上這些患難是好的，不單止是好的，而且是不可缺少

的，正如太陽對於地球來說是不可缺少的。人如果沒有經過患難

是不能成長的，就像溫室裡的花朵，長不大，樹木是需要風雨的

洗禮才可以茁壯。用這個比喻一方面代表患難是必然的，是不可

避免的，另一方面患難也會幫助我們的生命有磨練以致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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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壯。有些人可能想，如果沒有患難就不會跌倒，這樣就好

了。這是錯的。問題不是在於患難 (太陽)，而是在於人的心中沒

有根。如果這棵植物有根，這根可以吸收水份，雖然在太陽光照

之下，植物也不會枯萎的。太陽是可以幫助它吸收養分。「若有人

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

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

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

賜。」（林前三:12-14），許多跟隨主耶穌的門徒，遇到十字架的苦

難，若信仰沒有根基時，就容易跌倒退後。 

   

（三）雜土問題-遇誘惑無法成長（現實爭戰） 

「有落在荊棘裡的，荊棘長起來，把它擠住了；22 撒在荊棘裡

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

了，不能結實。」（太十三 7、22） 

這種田地是指人聽了道，領受了神的道，新生命 (麥子)長出來

了。但可惜的是，周圍有許多的雜草、荊棘、蒺藜把麥子擠住。

雖然麥子沒有枯死，但卻因為土地裡的養份被荊棘等搶佔了，麥

子缺乏足夠的養份，以致很瘦弱，不能結出果實來。 

  使未改變的慕道者之生命被擠住的三樣東西是：思慮

（anxiety），錢財（affluence）與宴樂（amusement）。（路加福音）

落在荊棘裏的種子被今生的思慮，生活的煩惱和人生的焦慮給擠

住了。這種人總是過分的擔心。有一句古諺說：“焦慮使一個老人

沈重地彎着頭，以為自己擔着的羽毛是一堆沈重的鉛。”在他們的

生命中，內心的焦慮比現實更恐怖。 

  另一種人被錢財擠住了，按着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22節和馬可

福音第四章 19節的話說，就是富有或是錢財的迷惑。“迷惑”在希

臘文是幻覺的意思。投靠錢財就像追逐海市蜃樓，如履薄冰。 

  思慮，錢財和宴樂並不能讓一個人成熟。雜草長在不該出現



8 
 

的地方，並擠住農作物。擠住比壓住更甚，它意味着溺斃和殺

戮。聖經裏用了同樣的詞形容那群闖下山崖投在湖裏淹死的豬

（路八：33）。雜草奪去了植物的陽光，水，養分，生存空間。對

待它們只有用鐮刀，鋤頭，剪草機，化學藥物或放火，去拔掉，

鏟走，噴死或燒毀它們。才能紮根沃土，開花結果。 

 

四、自己的感受 
  「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太十三 8-9） 

最後這種土地，是肥沃的土地，代表有豐盛收穫的人。他們

是不同凡響的土地，能使種子茁壯的成長，是園丁的驕傲。真誠

的傾聽才能守成（持守），同時會帶來豐富的收穫。一個人知道多

少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道在心裏，且能影響生命，在生活中表

現出來。當基督徒聆聽神話語的時候，應有合宜的態度，傾聽的

耳朵，謙虛的心思。不幸的是，很多人聽道聽到厭煩的地步，認

為自己只不過在聽演講，認為自己以前都聽過了，甚至知道牧師

接下來要講甚麼。最驚訝的是，這個比喻告訴我們，成長的責任

是在於聆聽的人，而不是在於播種的人；是聽者負責結果子。“結

果子”意味着行為的改變和生命的更新。 

 

  對於心態的不同，我們常有刻板印象，好像某些人是固定在

某種特定的土壤。然而在牧會中卻看到，人的內心態度常是處於

變動狀態。在同一人身上，某段生命經驗可能是好土壤，有時則

像荊棘或石頭。不過務農者都知道，可以透過努力來改變土壤的

本質，使之成為好土壤。同樣的，人的生命不可能完全沒有石

頭、荊棘，重要的是如何除去這些雜質，使我們的心成為好土

壤。你是哪一種土壤？你是否有被神話語改變的經歷？魔鬼喜歡

信徒成為不會成長且要求甚多的「屬靈植物人」。你是不是“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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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意的好土”？你吸收多少神的話語？你是否扎根於神的話語中？

你是否領受和相信神的話，能相當程度地持守真道，並在合適的

時候結果子？在你的生活中有些甚麼是會破壞適當的吸收，阻斷

正常的成長，腐化美好的行為？  

    

 講道內容是宣講上帝透過聖經對我們說話，講道者準備的重點在

於─是否認真聆聽上帝的話；講者與受眾最重要的態度是「謙

卑」。我們就像是水力發電機，常常浸泡在水（真理）當中，當水

流動的時候我們被帶動、產生電力而發電，就能將能量供應給世

界。講道就如同宣達聖旨一般，雖然宣達的往往是個小官，但宣

達的內容卻因為書寫者的身分而大有能力，被宣布的當下，相信

的人就會去執行，就會帶出影響力。 

 有學者指出，教會原來的意思是：被上帝選召之人的聚集，是回

應上帝的呼召而聚集的一群人，那麼，需要聽到上帝的話，才是

有意義的聚集，這就是需要聽講道的真意。真正的禮拜是出於敬

畏，如同摩西在西乃山的經驗，禮拜的本質是親近神聖，深感自

己的一無是處，然後領受榮耀的反照。因此，我們需要學習單單

讓聖經對我們講話。講道不只是經驗的分享，是分享上帝的話，

是聖經的光照，除了宣講上帝的話，也在尋找中聽見上帝的話。 

  加爾文曾經說過：「一個成功的講道，聽眾要負一半的責任。」

也就是說，一個好的講道是傳講者與聽道者共同構築的講道，能

使兩者經歷從黑暗走向光明，經歷主耶穌基督與我們同行。講道

的力量並非來自講員口才或體驗，而是來自「上帝的靈」。禮拜中

的講道追求在聖靈帶領中宣講和聆聽上帝的話，禮拜程序應當充

分預備講者「講道」而聽者「聽道」，雙方以「傳講」與「傾聽」

的合唱共鳴，是信仰群體專注而認真地經歷「上帝的話」與「上

帝的靈」相互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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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聽道，關鍵是從「Logos」「聖經的文字」能夠領受到

「rhema，」即「上帝話語啟示」就是明白上帝的旨意，這就是作

禮拜最重要的訊息。「上帝的話，不可被理性傳統所限制」「上帝

的話，不可被苦難所限制」，「上帝的話，不可被試探所稀釋」每

一個信徒都是講道者，我們在上帝面前蒙召，同樣回到上帝面前

得道。在水流中，要願意有行動才能形成動力、為愛發電，所

以，該去道歉的去跟人道歉、心中常存主的誡命：愛神愛人、靈

修、行動，結出聖靈的果子。遵守主的大誡命、大使命與最新的

誡命。 

 

五、結論 
當基督徒的內心是好土壤的狀態時，上帝的國度就在其上開

展，發出百倍的力量。耶穌表明，上帝的道和福音就是「天國的

信息」，只有落在好土壤，才能發芽成長結實，對聽的人產生效

用。或許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受世俗影響，內心也常常像硬土、充

滿石塊和荊棘，我們是否願意努力除去心中的石塊和荊棘，讓內

心成為鬆軟的好土壤，使上帝的道能在其中發芽成長，並結實百

倍呢，讓上帝的話，來實際突破我們理性傳統的限制（硬土）、感

受苦難的軟弱（淺土）以及誘惑分散無法成長（雜土）。讓我們心

田成為肥土，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收

成。 

 

 

討論題綱： 

1. 請分享你對上帝國的經驗和看法？ 

2. 請分享，你現在的生命像撒種比喻中的哪種情況呢？ 

3. 你是否曾在主日講道中感動呢？上帝的信息如何影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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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自己禱告，願你我的心成為好土壤，使上帝的話能在我們心

中發芽成長、結實百倍。 

2. 請為你的教會代禱，願更多弟兄姊妹在牧師的講道中，經驗更

多感動，生命有所改變。 

 

祈禱文： 

愛我們的上帝，當我們領受祢話語的信息時，求祢幫助我們省思

自己的生命，使我們學習在真理的教導下，內心成為好土壤的狀

態。幫助我們在我們閱讀祢的話語時，能感受到聖靈動工，使我

們明白真理。透過聖靈的工作，讓我們知道祢應許的真實，也催

促我們所言所行能見證祢的名。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再次閱讀今天的經文，思考上帝的真理在我生命中的作為。 

2. 回想生命中的各種經驗，體會上帝在我們生命中如何掌權、展

現能力，並將此記錄下來，為此獻上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