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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進入狼群
馬太福音 10:16-25
天國的大能這個學習馬太福音 8-10 章的講道系列, 已經接近尾聲, 而
今天我們進入到一個嚴肅的範疇, 要探討有關逼迫的課題. 雖然我們總是感
覺逼迫是別人才會經歷的遭遇, 但耶穌教導說它其實是正常基督徒生命裡的
一部份. 當然, 逼迫的程度有輕有重, 而有些教會所面臨的則較為嚴酷.
三十歲出頭的時候, 我與朋友一同在亞洲某個國家搭船順河遠遊; 就
像亞伯拉罕一樣, 我們當時也不明確知道我們究竟要去哪裡. 因為某種理由
我們在一個小村莊下了船. 走在村里塵土滿布的街道時, 我們很訝異地看見
一間老舊小屋的屋頂立著一座十字架. 打開門一看, 裡面有一位老婦人, 身
旁則圍繞著幾個年輕人. 他們接待我們入內. 這時我們才知道這位老婦人已
經 93 歲, 而這間屋子是她與她丈夫在 1940 年代一同建立的教會. 就在這教
會設立後, 這國家發生革命, 所有宗教聚會都被禁止, 教會也因而關閉. 她
們於是改成在家庭秘密聚會. 但之後又發生了一場更激烈的革命, 這一次她
和丈夫被拆散分離, 分送到不同的集中營改造. 從此她們倆就不曾再見過面.
期間她丈夫被折磨而死, 而她則與所有親人朋友隔離達 20 年之久.
這位老聖徒耳朵已經幾近全聾, 說話也只有微弱的聲量, 但在向我們
訴說她的遭遇的過程當中, 她幾度激動地竭力高喊 "感謝天父." 儘管經歷著
苦痛與磨難, 她一直堅信自己的生命始終完全掌握在信實的神手中. 70 年代
末期, 已經 80 多歲的她從集中營裡得到釋放. 一出來, 她便急忙地趕回村裡
找出教會的鑰匙. 她開辦了一所幼兒園來對外開展, 並招募了一位牧師, 重
新開始宣講福音.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見為福音遭受嚴厲逼迫的耶穌信徒. 她所遭受的
是來自政府的逼迫, 但世上也存在著其它不同型式的逼迫: 如家庭對家人或
是單位對員工的逼迫. 從這一位婦人身上, 我見識到你可以殺死一個人的肉
身, 卻殺死不了他的靈魂; 受逼迫的聖徒所展現出來的喜樂與堅決, 確實是
一件美好但又神秘難懂的事. 另一位受逼迫的聖徒, 馬丁路德, 在四百多年
前所寫下的一段話, 讀起來多麼地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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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戚貨財可捨，
渺小浮生可喪，
身體縱被殺害，
真理依然興旺，
上主國度永久長.
耶穌明確地預告教會將會有逼迫, 而 2000 年來他的預告也確實不斷地
得到印證. 根據 Open Doors 的網站資料, 在去年一年:
 有超過 3 億 4 千萬基督徒生活在有遭受嚴重逼迫或歧視等潛在威脅
的區域.
 4761 位基督徒因為信仰遭到殺害
 4488 間教會或其它相關建築受到攻擊
 4277 名信徒無端被拘留, 逮捕, 判刑或入獄.
對於這些主耶穌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 他曾說過這些是他在世上的教
會必然要經歷的事. 今天的經文, 就是一段有關逼迫的明確預告, 我們會讀
到有關差派者, 受差派的人, 以及他們都要背負的十字架等等相關的教導.
1. 差派者: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16a)
耶穌在差派他的跟隨者出去宣教時, 清清楚楚地警告他們說逼迫與苦
難將會是一個正常基督徒生命裡的一部分. 彼得稍後在寫給教會的信中說,
“親愛的弟兄啊，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 (彼得前書 4:12)
很明顯地這也正是耶穌在差派使命給教會時心裡所想的事: “我差你們去，
如同羊進入狼群 . . . (馬太福音 10:16a) 讓我們仔細探討他在第 16 節裡所
提到的三個主詞: 我, 你們以及羊.
首先, 這段經文一開頭就說, "我 . . ." 耶穌說 "我差 . . ." 我們要永
遠記得提醒自己是耶穌在作差派. 雖然我的處境艱難, 遭受身旁眾人恨惡,
但這是耶穌差派給我的. 在馬太福音, 耶穌差派門徒前去尋找失落的羊, 去
建立門徒, 他甚至會差派我們赴湯蹈火.
其次, 思考一下 "你們" 這個詞. 這個詞是複數, 有你們所有人的意思.
而且這個"你們" 並非只是指當時那一群特定的門徒們, 而是泛指任何時間
2

This sermon transcript and translations are intended for use by our translators, Small Group Bible Study
leaders and members who required additional suppor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s message. It is
the property of Willingdon Church and we request that it is not distributed outside of Willingdon Church
and it’s intended use.

的任何門徒. 這不僅僅適用於冒險犯難的宣教士, 或是生活在危險地帶的基
督徒. 受到差派的 "你們" 實際上就是 "我", "我們", 還有"他們". 我們是一
個身體; 全球教會的多元與美好正就是基督的身體. 世上某一部分的教會受
到逼迫, 我們全都感同身受, 就像受傷的胳膊會牽動全身一般. 某些教會所
遭受的嚴酷逼迫對其它教會就像是先知的警語一般, 真正跟隨耶穌就是這樣.
第三個詞是 ”羊”. 耶穌差我們如同羊一般. 一路學習馬太福音這一段
經文的你可能已經注意到耶穌的隱喻在這裡有了改變. 或者更精確地說, 是
改變了適用的對象. 在第 9 章的末了, 他看見許多人如同”羊”一般, 因為他
們困苦流離, 生命飽受摧殘. 然後在第 10 章的開頭, 他裝備並差派他的門徒
們往迷失的羊那裡去 (10:6). 但是現在, 正當耶穌展開交代宣教的注意事項
時, 他卻說其實我們才是羊. 而且我們不是菁草地上, 安全圍籬裡平靜吃草
的羊. 我們是惡狼環伺下的羊.
因為沒有任何自我防衛的能力, 羊是最脆弱的動物之一. 狗會咬人, 貓
會抓人, 馬會踢人, 象會踩人; 甚至連鼠類都還知道咬牆鑽洞而逃. 但羊會
什麼? 對狼來說就是信手拈來的一頓午餐肉, 甚至一整群的羊也不知道怎麼
才能鬥得過一匹狼. 為什麼耶穌要這麼做? 他為什麼要差派他的門徒進入這
種傷害無可避免的處境當中?
天國降臨這世上的途徑就是經由死亡. 沒有其它替代道路. 耶穌差我
們, 不是像狼群一般依靠兢兢業業地掠食弱小來擴張領域. 受逼迫的教會對
整體教會而言無疑是提醒說, 神國的擴展與教會的根基都唯獨建立在死亡之
上. 初期教會時代特土良(Tertullian)曾說過一句名言, “殉道者的鮮血就是教
會的種子." 但死亡指的不僅僅是肉體的死亡. 受逼迫教會為福音所做出的
巨大犧牲提醒我們, 在神國裡死亡就是生命的道路. 耶穌形容自己是種在土
裡的一粒種子. 他生命的整個焦點都放在犧牲而死. 他也呼召我們在每一天
以不同的方式走這相同的道路. 我稍後會對此做進一步的說明.
雖然羊完全柔弱無法自衛, 但是他們卻擁有一項秘密武器: 就是
親自看顧每一頭羊, 為每一頭羊的福祉設想的牧人. 耶穌差我們去, 如同羊
進入狼群, 但是他也說,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牧人永遠不會離開羊群. 在危
難中, 他永遠與我們同在. 因此儘管他差我們去赴湯蹈火, 他說, “ . . . 你從
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燄也不著在你身上.” (以賽亞書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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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差派的人: 我們會知道該怎麼做 (16b - 20)
針對這不可預期的動盪, 因信仰便遭人仇恨或傷害的可怕時期, 耶穌
給了我們一些實用的教導. 他教我們這些受差派的人 “所以你們要靈巧像
蛇，馴良像鴿子.” (馬太福音 10:16b) 我們是羊, 沒錯, 但我們也要效法幾種
其它的動物. 面對任何的逼迫, 我們都要既靈巧又馴良.
首先, 我們需要有智慧來辨別對手: 你們要防備人. 這裡提到的 ”人”
想要將我們當成罪犯, 打擊我們, 指控我們是國家的敵人. 在不同時代, 不
同地區, 歷史上多次基督徒被強迫要對國家做出妥協, 以避免受到逼迫. 在
1950 年代, 一位名叫王明道的牧師呼籲他的弟兄姐妹們不要妥協. 他寫說, "
神信實的傳道人不得不做好預備來面對壓迫, 諸如惡意的誹謗或虐待 . . . "
他被控出庭, 第一次開庭他並沒有被定罪, 但他知道那只是遲早的事. 他繼
續寫文章, 鼓勵身邊的基督徒. 他寫說, "為了保守神的話我們願意付出任何
代價 . . . 切莫退讓, 切莫妥協." 1954 年 8 月 7 日是他最後一次講道, 內容
是出自這句經文, "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裡." 就在這同一天, 王明道, 他的
妻子以及其它 18 位年輕的基督徒被逮捕綁赴監獄. 他因”反革命"的罪名被
判刑入獄超過 15 年.
身為教會, 在面對敵人的詭計時我們要靈巧像蛇. 第一次入獄期間, 在
遭受密集審訊的情況下, 王明道對審問者屈服. 他寫了悔過書, 承認自己犯
了錯, 稍後便得到釋放. 但沒多久, 他清醒察覺到自己所做的事, 於是不斷
地自責, "我是彼得. 我是猶大." 之後他再度被捕, 但這次他堅持原先的主張,
於是再度被判入獄. 他最終在 1980 年才獲釋出獄.
耶穌又說我們要馴良像鴿子. 馴良是面對控告者時用來自我防衛的.
“不要思慮怎樣說話, 或說什麼話. 到那時候, 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 換句話
說, 不要對如何抗辯想太多. 以馴良來面對控告者永遠是我們在天國的審判
庭前最有利的證詞, 而那裏才是真正的最終判決法庭. 初代教會時期有一則
事件, 彼得與約翰因為醫治了一個生來瘸腿的人, 然後傳講耶穌, 因而被押
到法庭前受審. 使徒行傳裡記載說因為彼得與約翰都是沒有學問的小民, 指
控他們的人因而深感希奇. 使徒行傳接著說, 控告者 ”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
的.” 庭上在耶穌跟隨者身上看到的馴良, 也正就是彼拉多在耶穌身上所看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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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與約翰對控告者說, "聽從你們, 不聽從神, 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
理, 你們自己酌量罷!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 不能不說." 因為信仰而受審的
基督徒就是在為復活的耶穌, 為這位君王在我們生命裡注入的平安, 喜樂與
盼望做見證. 我們不是陷入政治觀點間的爭辯, 也不是藉機譴責暴政或高捧
民主. 我們只是為我們有份的神國, 為我們相信的世上萬國的君王, 本本分
分地做出我們的見證.
3. 隨時預備好背起 (自己的) 十字架 (21-25)
在這段經文的最後一部分, 我們看到情況又變得更加惡劣. 耶穌在這
裡為我們這些受差派到世上傳揚神國的人所做的, 是在修正我們的預期. 逼
迫會愈加逼近與苦痛, 因為弟兄要把弟兄, 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 甚至兒
女要與父母為敵. 他告訴我們說,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 (馬太
福音 10:22a)
接著他向我們提出一個實用的策略來應對逼迫, 一個很簡單的策略,
就是: 逃! 有人在這城逼迫你, 就逃到那城裡去. 事實上聖經裡總共提到兩
個應對逼迫的策略. 一個是坦然面對不躲避, 甚至朝著逼迫走去. 我們讀到
過耶穌明知有審判, 毆打甚至死亡在那裏等他, 他還是毅然決然地進入耶路
撒冷. 我們看到使徒保羅也做過相同的事, 不聽別人的勸阻. 但是聖經應對
逼迫的主要策略還是逃離, 如果可能的話. 事實上, 最初的基督徒就是這麼
做的. 而且因為他們逃離時帶著福音的訊息以及基督的生命, 教會也因此得
以擴展.
有關第 23 節我覺得有必要做個附加說明: “我實在告訴你們，以色列
的城邑，你們還沒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這句話在這裡乍看之下有些突兀,
但是這整個差派門徒的教誨並不只是侷限在當時受到差派的那一批門徒而
已, 而是包含了一直都會受差派的教會. 我認為這句話特別指的是猶太人的
城鎮沒能認罪悔改, 並認出他們的彌賽亞這一點, 而這甚至延續到了今天.
我們持續盼望以色列失落的羊能夠得到重建.
我要再次強調這最後一段的主要訊息是在提醒我們, 我們都得到呼召
要捨棄自己的生命. 家人的背叛, 失去名聲, 被人仇視, 甚至死亡 . . . 這些
都是我們受到耶穌差派的記號. “學生和先生一樣.” 耶穌說, "也就罷了.” (馬
太福音 10:25a) 我們終其一生的目標就在變得更像耶穌, 這也包含了像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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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受苦. 使徒保羅這麼說, " . . . 使我認識耶穌, 曉得他復活的大能, 並且
曉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最後這段經文所提到的一切就總結在耶穌所發出簡單的邀請裡. “若有
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馬太福音 16:24) 世界
各地受逼迫的教會不斷地向基督身體的其他部分高聲疾呼這樣的提醒: 我們
是蒙召要捨去生命的一群人.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約
翰福音 12:24) 而正是藉這種將這一粒種子埋進土裡, 這種相信新生命的應
許, 願意捨去生命以求我主耶穌得榮耀的選擇, 才會有新生命從死裡重生.
福音的故事, 這個我們身歷其中的故事, 有這樣一個恆久的真理: 死亡
是通往生命的道路. 受逼迫的教會, 很諷刺地, 往往也是成長最快速的教會.
在 1979 年的伊朗革命, 獨裁的伊斯蘭政權禁止傳福音的活動, 並將聖經列
為禁書, 驅逐傳教士, 並殺害了若干牧師. 然而在當時, 估計大概有 500 名
基督徒是從伊斯蘭歸信. 人們普遍認為小教會最終將承受不住壓力而逐漸式
微, 最後銷聲匿跡.但近 20 年來, 信基督的伊朗人數量之高反而前所未有.
今天, 伊朗基督徒的人數高達數十萬人, 甚至有人號稱超過百萬人.
Operation World (建議你查看他們網站裡豐富的禱告資源) 是全世界成長最
快速的福音教會. 而成長第二快速的就在伊朗東部的臨國阿富汗, 他們很多
就是伊朗的基督徒所傳的福音.
在本國, 我們有無數的書籍與研討會來教你怎樣讓教會成長. 但神才
真正知道怎樣保守教會並使教會成長. 從記載在使徒行傳裡的第一間受逼迫
的教會, 一直到世界各地正承受苦難的弟兄姐妹們, 神再度作工持續從死亡
裡帶出新的生命.
死亡是通往生命的道路. 在我們背負十字架的每一個階段的生命裡,
這都是不變的真理. 每一次我強忍怒火, 將怒氣收斂並釘在十字架上, 我便
是將生命捨棄給週圍的人. 每一次我管住自己的舌頭, 將非份的言語釘在十
字架上, 我就朝著生命更進一步. 每一次我選擇原諒, 不依附苦毒, 將據理
力爭釘在十字架上, 我就為世界帶來多一些的生命. 使徒保羅曾這麼說自己,
"我是天天冒死." 若我們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具體實踐十字架的道路 - 就是
捨棄生命的道路 - 我們就成為受逼迫教會的夥伴. 而如果我們每天都試著
背起十字架 - 在家裡, 在職場, 在路上 - 我們就是在鍛鍊背負十字架的肌
力, 真正受到逼迫時背負重擔所需要的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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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 ”學生和先生一樣，也就罷了.” 或許我們忽略了有時候該停下
腳步, 思考一下十字架究竟有多麼惹人議論. 神竟然會化成肉身, 謙卑為懷,
甚至委屈求全到任人辱罵, 唾棄, 毆打, 用長釘釘住雙手雙腳, 然後高掛示
眾, 慢慢死去. 而這個舉動, 這一粒 2000 多年前埋在巴勒斯坦土地裡的種子,
竟然會發芽茁壯, 枝繁葉茂, 長成一座遍布全球大葡萄園. 神已經和萬物和
好, 耶穌十字架的寶血已經為我們求得平安. 世界各地弟兄姐妹們逝去的生
命, 以及我們每日因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一點一滴捨去的生命, 再再提醒
我們只有一件事可誇. 願我們斷不以別的誇口, 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
架, 因這十字架, 就我們而論,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論, 我們已
經釘在十字架上.

為受逼迫的教會禱告
神啊, 請祢保守那些遭受逼迫的弟兄姐妹們的信心, 使他們能在試煉與苦難
之際, 為基督的緣故堅持信實.
神啊, 我們懇求福音能夠藉由受逼迫的弟兄姐妹持續傳播, 不論在牢房裡,
或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 而他們的一言一語, 信實不屈, 都能為福音做出見
證.
神啊, 我們懇求那些居住在受逼迫地區裡的弟兄姐妹們, 有朝一日能夠體驗
到聚會敬拜, 定期團契, 在教會得裝備 . . . 等等的祝福
神啊, 請祢在受逼迫教會裡的牧師們宣揚福音, 鼓勵會眾堅守基督之際, 賜
給他們所需要的勇氣, 智慧與喜樂.
神啊, 願在祢的恩典下, 殘暴, 威逼, 以及各式各樣迫使基督徒噤聲, 限制福
音傳播的逼迫, 都能因而停止.
神啊, 對於那些居住在敵視祢話語的地區裡的弟兄姐妹們, 求祢能夠供應他
們獲取聖經以及相關資源的管道.
神啊, 求祢供應我們每日所需, 特別是那些為了福音的緣故喪失工作, 或身
陷牢獄的弟兄姐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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