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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托馬迪斯效應」 

待降節有很美的傳統，待降節第一主日：期待、希望（點燃

紫一根）；待降節第二主日：準備、信心（再點新的一根）；待降

節第三主日：宣佈、喜樂（再點新的一根）；待降節第四主日：啟

示、神愛（再點新的一根）；聖誕節或聖誕夜：救主降生（再點白

色一根）。在今天待降節第四主日，啟示、神，今天我們應該要反

省深思我們的信仰生活，到底有否受到上帝主權的掌管。 

半個多世紀前，法國耳鼻喉科醫生亞弗瑞德．托瑪迪斯

（Alfred Tomatis）碰到了五十年醫病生涯中一個最奇特的病例。

這個病人是著名的歌劇演唱家，他因為不明原因而失聲，某些在

他音域內本來能輕鬆唱出的音符，現在再也唱不出來。他之前也

找過其他耳鼻喉科領域的專家，但都被診斷是聲帶方面的問題。 

然而，托瑪迪斯醫生卻不這麼認為。他用聽力計做了一個測

試，他發現，即使是一個普通的歌劇演唱家，也能發出一公尺距

離內、一四○分貝強度的聲音，這比一架軍用戰鬥機從航空母艦起

飛的聲音還要大！在一些人的顱內，這個音量甚至會被放得更

大，而長時間曝露在這樣的音量下，聽力很可能遭到損壞。  

他據此作出診斷：這個歌劇演唱家的耳朵被自己的聲音「震

壞」了，失去部分聽力後，他也失去了部分的聲音。換句話說，

如果你聽不到一個音符，就唱不出這個音符。用托瑪迪斯醫生自

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的嘴只能重現耳朵所聽到的聲音。」後

來，法國醫學研究院（The French Academy of Medicine）把這項發

現稱為「托瑪迪斯效應」（The Tomatis Effect）。 

  

我想，你和我一樣，都在生活中面臨著許多難題，而你解決

問題的技巧或許也和我一樣，都不怎麼高明。原因可能出在我們

的因應方式常常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就是只治標不治本—



這是一種靈性層面上的托瑪迪斯效應。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種難

題，我們以為是自己的情緒、人際關係、心理或靈性方面出了問

題，殊不知真正出問題的其實是我們的「聽力」。我們對神的聲音

充耳不聞，而聽不到神的聲音，又會導致我們失去聲音、失去方

向。學習如何聆聽神的聲音，是解決許許多多疑難雜症的答案！

也是發現你的使命和發揮你的潛能的鎖鑰。 

神的聲音是愛。 

神的聲音是能力。 

神的聲音是醫治。 

神的聲音是智慧。 

神的聲音是喜樂。 

 

  有時候我們向神禱告自己的需求，期望我們能夠靠主得勝，為

主作見証。但卻不被上帝應許，產生挫敗感，甚至有被神拋棄之

感，質問上帝為何不聽我的禱告呢？其實不是上帝不聽我的禱

告，而是你未聽到上帝的聲音，上帝用特別方式回應我們的禱

告。甚至用「一粒麥子」的精神，教導我們「十字架」的功課。 

 

一、思考的爭點： 

1. 在待降節時，我們是否在先聽到「主的聲音」，學習「一粒麥

子」的精神，首先改變的自己，就是願意先放下老我(捨己)？ 

2. 我們是否願意「生命的事奉」，順服而蒙福，以便彰顯主的榮

耀？ 

 

二、參考經文：《 約翰福音 12章 23～33節 》 

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

許多子粒來。 25 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

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26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



從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

必尊重他。」 27 「我現在心裡憂愁，我說什麼才好呢？父啊，

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28 父啊，願你榮耀

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

還要再榮耀。」 29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還

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 30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

是為你們來的。 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

去。 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33 耶

穌這話原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經文背景 

   本次的經文背景是希利尼人來耶路撒冷，想請教主耶穌，如何

營造成功的事業，而主耶穌卻以「一粒麥子」的精神回應，即看

似完全失敗的十字架故事來回答他們的問題。且邀請他們能夠聽

上帝的聲音。 

『希利尼人』即希臘人，也可能泛指當日在希臘文化影響下的外

邦人；他們也上耶路撒冷來『過節禮拜』，故顯然是信奉真神的外

邦人(參徒十 22)。他們找『腓力』乃希臘文名字，故可能他會說希

臘話。腓力去告訴安得烈，因腓力和安得烈乃是同鄉(參約一 44)。

他們找耶穌的原因，聖經並未明戴。但猜想除了確定主耶穌是否

為彌賽亞（救世主）外，可能重要原因，是在當時革命的浪潮高

漲時，想問主耶穌如何進行革命事業（推翻羅馬政府）？但主耶

穌竟然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其是指主耶穌藉十字架的

死而復活，以彰顯祂榮耀的時候已經來到。主耶穌用「一粒麥

子」的比喻，表達改革對象不是對方，而是自己。所以說出一句

至理名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 24） 

    原來世俗的聲音是期待「革命的浪潮聲」，而主的聲音就是

「高舉十字架」外表看似失敗絕望，卻是「逆轉勝」的聲音。這



樣的誤差，卻是信仰深度的省思。 

 

三、啟示 

（一）得榮耀是因放下老我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在地裏死』指麥子在土壤

裏被水分浸溼，經過一段時日後，其外殼呈朽爛的狀態。「就結出

許多子粒來，」指經過發苗、長穗的生長階段，最後才在穗上結

成子粒(參可四 28)。「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

意思是說，祂若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祂裏面神聖的生命就不能

繁增。「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表徵藉著基督的死而復

活，祂裏面神聖的生命就被釋放出來，被歷世歷代許多相信主的

人所得著，因而產生出許多具有神生命與性情的基督徒來(參彼前

一 3；彼後一 4)。 

     既然麥子外殼的破裂，是麥子能長出子粒的根本原因，那

麼，甚麼是那使我們的新生命被禁制在裏面不能顯揚基督的“外

殼”？那個禁制新生命的“殼”就是舊生命罪性。例如：驕傲是舊生

命本性之一，會使基督徒失去受教的心，自高自是，停止長進。

不少信徒只在初信時長進了一陣子，就驕傲起來，一直停了十年

二十年還是老樣子，除了“驕傲”繼續在“長進”之外，沒有一樣在長

進中。不衝破這個殼，就活不出主的樣式。人的臉像一個電視螢

光幕，心裏驕傲的人會在臉上顯出來。為甚麼愈來愈多人是你看

不順眼的？愈來愈多事會使你心靈受創傷？因為你愈來愈驕傲

了，舊我愈來愈大了！ 

  主耶穌已經指示我們怎樣突破那個硬殼作個能結出子粒的基

督徒，就是要“落在地裏死了呢”，祂自己怎樣落在地裏死了？祂是

“…反倒虛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

6-8）照樣我們也要藉祂十字架的對付，使我們舊生命外殼裂開，

活出新生命來。是把自己柔順地放在主的手中，讓聖靈在我們生

命中作工，順服並接受神藉着環境際遇或人物所給我們學習的功



課，就像麥子埋在泥土裏，任憑各種化學物理生物的作用，濕

度，溫度，光暗度，壓力…的作用發生效力那樣。麥子的外殼自

然會破裂，內裏的生命自然按時衝破泥土，發芽生長了。 

    由此可見，從小我能看到大我。一個人若肯順服於主的十字

架，他才有希望，才真能看到問題是在自己身上。真正的仇敵是

自己。最難對付那個人，不是配偶、兒女、同事以及同工，而是

我們自己。無論是在家庭、職場，還是教會，若你覺得委屈、痛

苦、憤恨，很多時候都是「自我」在心裏作祟。有多少的死，就

有多少的生命；受擊打有多少，生命的流露就也有多少。我們若

要為主多結果子，最好的辦法便是捨己。 

 

（二）看似失敗的十字架服事 

    25節：「那愛惜自己生命的，要喪失生命；願意犧牲自己在這

世上的生命的，反而要保存這生命到永生。」「愛惜」自己生命

的，就是停留在原來的生命形態。當然是「看自己是好的」，這樣

的人不會覺得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看到自己的罪，以致痛恨自

己，渴望耶穌基督帶來救贖生命的豐富。又輕看自己的生命，願

為人的需要奉獻自己，而結出許多子粒。只有看到自己有罪，到

憎惡程度的人，才會了解到自己真的需要耶穌基督。 

   基督徒是有兩種生命的人，除了從祖宗傳留下來的舊生命之

外，還有從聖靈而生（約一：12-13，三：5）的生命。當我們還在

世上，在肉身活着時，不愛惜肉體的私慾，順從聖靈的要求，“恨

惡”舊生命中使人犯罪的“律”，就能在肉身中活出新生命的美麗，

使新生命得着屬靈的建立造就而長大，而今生屬靈生命的豐盛榮

耀，將保存到永世裏。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 六:3–4 說：「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

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

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

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像麥子那樣「落在地裡死了」，我們基



督徒要肯長期的委身、肯付代價、甘於寂寞、被忽略、被誤解、

專心做神讓我們做的，這是得榮耀的路徑。這是從得著到失去的

過程。耶穌啟示得到真正生命的過程是從愛惜到失去，是指我們

若追求肉體的、情緒的生命，必然失去真正的生命；從恨惡到保

守，是說我們若肯接受破碎及對付，必然得著豐盛的生命。我們

每天愛惜的是什麼呢？我們有什麼地方願意被耶穌破碎、被耶穌

對付？我們要牢記保羅的提醒：「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

收永生」（加六 7–8）。所以我們因聖靈的生命，就能成為「生命事

奉」，就能經歷「死而復活」的神蹟。 

 

（三）聽主聲音見証主榮耀 

    約翰福音第十二章 23–26節耶穌用一粒麥子的比喻告訴我們

如何得榮耀。其中的中心主題是：「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這

是耶穌預言自己將要被逮捕、審判、釘死十架、埋葬，第三日復

活所說的。簡而言之，就是指耶穌從死裏復活，得勝的榮耀。 

   世人追求的成功是以光鮮亮麗、權勢、豪宅、名車而自誇，追

逐的方法也無所不用其極，自我包裝、宣傳、贏得別人的贊賞、

羨慕，此謂之成功。但耶穌基督的教導正相反，是反其道而行，

是一種放下、是一種犧牲及無我的過程，把生命的美善及意義完

全發揮出來。人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久了，慢慢就被其同化，逐漸

習慣，一旦置身於另外一個環境就不適應，這需要一個過程。一

粒麥子從一粒變成許多粒，從而得榮耀，這也需要一個過程，只

有等到結出麥穗才知道麥子生命的特質。這個生命成長的過程很

重要的環節是麥子被埋在土裏，等待著結實。一粒麥子埋進地

裏，因著將來一個榮耀的盼望而能夠堅持這個過程，是我們一生

當學習的功課。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

裏；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約一二：26）為甚麼主耶



穌講完了麥子落在地裏死了的信息之後，就說“若有人服事我，就

當跟從我？”那豈不很明顯的主耶穌要指示我們一條服事祂的途

徑，就是像祂那樣，要服事祂的人，也必須經十字架而進入榮

耀，藉着與祂同死，才能結出生命的子粒來。正如保羅所說的“…

死在我身上運行，生卻在你們身上運行。”（林後四：12）那賜生

命聖靈的律就能“突破”一切舊生命的“硬殼”，使那原本已種在心田

裏的新生命長大強壯起來。 

    馬大與馬利亞的服事不同。《 路加福音 10章 38～42節 》在

教會裡多的是馬大這樣的人，但少有像馬利亞這樣的人！我們在

世，應當努力工作，完成神所託付的責任──家庭、社會、教會，

三者同等重要，必須平衡兼顧，不可偏廢。但在這一切之先，應

和主耶穌建立個人、親密、健全的關係。每天在工作盡責任之

前，先專心安靜親近敬拜主耶穌，渴慕得著祂話語的滋潤和飽

足，享受和祂同在的甜美喜樂平安，明白祂的心意，從祂支取恩

典能力！如此，在照顧家庭、社會工作、教會事奉上，都必蒙

福，工作有果效，且能榮神益人。我們的服事優先次序是什麼？

服事主與親近主之間都是必須的，我們需要取得平衡。效法馬利

亞選擇那不可少的上好福分，親近主，讓主的話語作為一切事奉

的基礎。服事是愛主的表現，聆聽主的話語也是。）願意聽主聲

音，才能見証主榮耀 。 

   

四、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人生走了調，有可能是因為你被負面的自

我對話蒙蔽了耳朵，以致上帝插不上話！或許，你聽批評的聲音

已經聽得太久了，再也聽不進任何讚美你的話。又或許是仇敵指

責的聲音影響了你，他們用謊言欺騙你，使你看不清真正的自

己。如果你無法平息這些爭相冒出的負面雜音，它們最終會把你

的「聽力」搞壞。當你聽不見神的聲音，也就無法唱出神的曲調

了。 



 神的聲音是你生命中那個最響亮的聲音嗎？ 

我們生活在一個人人都渴望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卻幾乎無話可說

的文化中。因為我們已經長久疏於聆聽，尤其是聆聽神的聲音。

其實，要讓別人聆聽我們的最好方法，就是聆聽神。為什麼？因

為這會讓我們說出值得被聆聽的話。 

  

我們每個人最終都要找到自己的聲音。而我對這個「聲音」的

定義，是指神想要藉著我們生命說出的那個獨一無二的信息。但

要找出我們的聲音，得從聆聽神的聲音開始。 如果你想要聽見神

安慰的聲音，就必須聆聽那些祂會使你感到扎心的話語。這些話

往往是我們最不想聽的，卻是我們最需要聽的。 

  

你準備好了嗎？這個十字禱告可以改變你的生命：「耶和華啊！請

說，僕人敬聽。」我們是否肯把自己交在十字架的祭壇上，讓聖

靈在我們的生命中作工，因而能夠到處宣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

香氣。你我所領受的生命，正像摩西或保羅那粒麥子一樣，是具

有可以結出無數子粒的生命“品種”，同是那為我們落在地裏死了的

基督的生命，為甚麼你我竟不能多結子粒，甚至成為多年以來一

直是“仍舊是一粒”的麥子？是否因我們不肯讓聖靈在我們身上作

工，拒絕那些會摸到我們痛處的信息，不肯揭開虛偽的臉孔呢？

是我們自己禁制了那在我們裏面有無比大能之神的生命，不能發

揮效力，又使自己經常在失敗中歎息，結不出子粒來！使你這在

前的變成在後的，不是別人，是你自己！ 

一位能聽到主聲音者，能夠高舉生命的十字架，才能經歷「麥子

神蹟」。因為看到自己的破碎，才能看到上帝的榮耀。回想自己的

生命歷程也是如此。 

 

倪柝聲弟兄寫的歌《煉我愈精》很形象的寫出我們要被主破碎後

才能得榮耀的過程。 



 

祢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 

祢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變成酒； 

祢若不煉哪噠成膏，它就不流芬芳； 

主，我這人是否也要受祢許可的創傷？ 

 

主，我慚愧，因我感覺總是保留自己， 

雖我也曾受祢雕削，我卻感覺受強逼。 

主，祢能不照祢喜樂，沒有顧忌去行， 

不顧我的感覺如何，只是要求祢歡欣？ 

 

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 

如果祢收去的東西，祢以自己來代替。 

 

五、結論  

   聽主聲音，高舉生命的十字架，經歷「麥子神蹟」，這就是我

們的生命見証，也最美的生命故事。 

使徒保羅在說：「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

歸入祂的死嗎？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原

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裏復

活一樣。」（羅六 3–4）若要做到像麥子那樣「落在地裏死了」，我

們基督徒要肯長期的委身、肯付代價、甘於寂寞、被忽略、被誤

解、被破碎，專心做神讓我們做的，這是得榮耀的唯一路徑。 

   基督教也傳革命之道，但不是革別人的命，而是革自己的命，

將自己老舊的生命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又活出基督榮美的生命。

當有人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家庭，擺上自己的金錢和精力去幫

助那些需要的人，他們就得到內心真正的平安。榮耀的生命是一

個人肯安靜、順服天父的安排、盡自己的本份，完成該做的工

作，有時似乎是失敗，但卻是真正的成功之道；似乎是無有，卻



是真有。就像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這就是目前岡山教會推動「幸福門訓佈道」事工，最重要的核心

價值！我們相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我們的服事將彰

顯主的榮耀。 

 

 

討論題綱： 

1. 我已經是信主多久了？為甚麼仍是結不出許多子粒來的麥子？

為甚麼還不能落在地裏死了，我曾為此禱告過嗎？常常這樣懇

求祂嗎？基督徒的成功或失敗定義為何？ 

2. 請分享，是否能夠聽到主聲音，你認為有什麼服事，像是「麥

子落在地裡」的精神？若要成為上帝喜悅的教會，我們教會需

要放棄哪些老舊的想法或觀念？ 

 

代禱事項： 

1. 請為自己禱告，讓自己能深刻經驗耶穌基督的愛，聽到主聲

音，且能放下老我，能夠「生命的事奉」！ 

2. 請為所屬教會事工代禱，使事工能有「麥子落在地裡」的生

命。 

 

祈禱文： 

憐憫又公義的上帝，謝謝祢讓我們經驗耶穌基督為我們捨命

的愛。懇求耶穌基督的愛顯明，使我們一生能走在信仰的道路，

毫不偏移。也求祢使我能學習耶穌基的愛，成為一粒落入土裡的

麥子一樣。我們也為自己與教會禱告，求祢使我們教會能成為社

區中需要者的幫助。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我們岡山教會會友，是否願意參與「早禱會」、「幸福小組」、

「幸福門訓課程」以及「華語禮拜」，聽主聲音，肯長期的委

身、肯付代價、甘於寂寞、被忽略、被誤解、被破碎，專心做

神讓我們做的，確信這是得榮耀的唯一路徑。 

2. 與教會的信仰同伴一起尋找社區中需要幫助的家庭或個人，思

考如何成為他們的幫助，並擬訂可行的方案去關懷與傳福音，

帶入幸福小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