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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0:26-33
恐懼感的交戰
你害怕什麼？我害怕蜘蛛、熊，還害怕在寬闊的深水中游泳。如果你和我一樣，那麼你也
不喜歡有恐懼感。我們想方設法地避免令自己恐懼的情況發生。不管我們是否喜歡，恐懼
感是人類的一部分。神就是如此造我們的，事實上恐懼感是一種重要的保護機制，在很多
情形下保護我們的安全。說實話，我剛才提到的那幾件事令我產生的恐懼是健康的，不是
什麼壞事。但更深層的恐懼卻讓我夜不能寐，也更隱秘。我對孤獨、被拒絕、被輕看以及
失敗有著根深蒂固的恐懼，這種恐懼感是我經常要逃離的，會讓我深陷各種麻煩。
關於恐懼感如何保護我們安全，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很多例子。比如它能讓我們開車時避免
出車禍、在派對上不因同伴壓力而使用藥物、或者遠離一段不健康的關係，神允許我們有
恐懼感，它使我們能在各種情形下做出明智的決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因此，儘管我們
嘗試避免恐懼，而且希望自己什麼都不怕，但恐懼是一種健康的情感，每個人都需要。
但是，恐懼也可能是一種負面的情緒。恐懼感會失控，不但不能保護我們的生命，相反卻
控制我們的生命，阻擋我們做有益的事。比如，大概五年前，我的精神狀態非常糟糕。極
度的疲勞和焦慮讓我無法參加我最好的朋友的生日派對，因為我不能忍受和那麼多人共處
一室！我現在仍然感慨神對我的醫治，讓我在這三年來能在威靈頓這樣的教會事奉並帶
領。而僅僅在不久之前，我甚至不能和一個人打交道。這只是我諸多經歷之一，我的生命
曾經受不健康的恐懼感的驅使。
你害怕什麼呢？恐懼是如何控制你的生命呢？
在今天的這 8 節經文中，耶穌 4 次提到恐懼，他 3 次告訴我們“不要怕……”，一次他告
訴我們“要怕”。
有人說《聖經》有 365 條誡命關於“不要怕”，一天一條，使我們每天都可以對付恐
懼。我做過研究，這個說法不正確——《聖經》提到恐懼的次數有 400-500 ——，足夠多
的誡命告訴我們不要怕，要領受神的平安和能力，神的鼓勵每天不止一條，恐懼對我們的
生命的破壞力如此之大，我們需要神的鼓勵，以勝過恐懼。
在今天的經文裡，耶穌談到了我們生命中那些最大、最重要的恐懼感。恐懼感的交戰對我
們意義重大，決定我們的生命是否順服神。我們的生命受錯誤的恐懼感的驅使，會令自己
錯過神為我們預備的機會。因此，我們應該接受，或者擯棄什麼樣的恐懼感呢？
讓我們學習耶穌的教導，以應對生命裡的重大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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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提到的第一個恐懼是對他人的恐懼。《馬太福音》10:26 說“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
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1. 不要怕人
我們生命最大的驅動力之一是對人的恐懼。不管是害怕別人傷害你、從你這裡偷竊、論斷
你、打擊你的自信、讓你失望、拒絕你，或者對你產生負面影響的其它事物，對他人的恐
懼很輕易地會成為我們生命裡的最大挑戰之一。
本章中當耶穌差派門徒的時候，他清楚地知道宗教領袖們將會因為門徒們傳揚的真理而威
脅、逼迫甚至殺害他們。
在我追隨耶穌的 10 年間，曾和來自不同教會的大批基督徒分享過彼此傳福音的經歷，幾
乎每個人都跟我說，他們很少傳福音，因為他們懼怕別人的回應……
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經歷，但是我想問大家是否也有共鳴？我們是否常常因為自己對人的
恐懼，而不向他人分享神的真理？
如果是這樣，那麼讓我們大聲朗讀耶穌的話：不要懼怕他人。我們對他人的恐懼其實是不
健康的，不是來自於神。神的誡命剛好相反，千萬不要害怕人。所以每當我們害怕他人，
考慮不向他們分享神的真理和愛的時候，我們需要牢記耶穌的這句話。
耶穌還沒說完！他接著告訴門徒們，將有許多人逼迫他們，宗教領袖們和宗教人士將散佈
謊言傷害他們，人們將試圖壓制神的真理。然而，門徒可以儘管放心，神知道這一切，神
保證將會把一切顯現出來。人所說的一切謊言將會被曝光；針對門徒們的指控和逼迫將會
被揭露。神會讓所有的人給他交帳。
也就是說，當耶穌再來的時候，神的真理將向所有人顯現。雖然許多人直到那時都會否定
神的真理，許多人直到那時都會排斥、逼迫耶穌所有的門徒，但我們有神的應許：耶穌再
來時將讓所有人瞭解他的真理。為了傳揚這個真理我們澆灌了自己的生命，卻遭人蓄意抵
擋。當神的真理向所有人顯現的時候，我們將知道自己沒有白白地做工。
耶穌告訴他的追隨者們要將神啟示給我們的事物白白地傳揚出去。我們不但要把對人的恐
懼從生命裡擯棄，更要勇敢地用愛心向他人分享神的宏大真理。耶穌說，他在與我們個人
的關係中所教導的關於他自己的一切，我們必須要傳揚給大眾。我們不能將神的真理據為
己有，也不能因自己對他人的恐懼阻擋我們用愛心傳揚耶穌的好消息。有太多的人告訴過
我“信仰是人的隱私”，說“我不想跟人談論我的信仰，因為我不想把它強加於人。”
我們要把這個來自地獄的謊言剔除出我們的世界觀！！信仰是個人的，但卻不是隱私。耶
穌在這裡告訴我們“要在明處說出來”、“ 要在房上宣揚出來”。我瞭解，溫哥華人非
常懼怕別人認為自己“愛論斷人、偏執、傲慢”。反諷的是，這些人才是論斷人的、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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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他們不接受我們傳講的真理。我們不能因為害怕那些輕看我們、拒絕我們信仰的
人，而放棄傳揚神的真理。如果你是耶穌的追隨者，那麼我正式邀請你，放下自己的恐
懼、擺脫不安全感，放膽傳揚神的真理，不管付出多大代價。記住，一切將會顯現。趁著
我們還有時間，將神的真理傳揚出去。阿門？
耶穌強調的第二件事是我們對死亡的恐懼。第 28 節，“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
他們。” 本質上：
2. 不要懼怕死亡
有人說基督徒不重視人的身體。還有人指責基督徒的心思都放在了天國，在地上百無一
用。有的基督徒被批身體不健康，不好好地照顧自己的身體，因為他們說“我們的靈魂是
死後唯一能帶走的東西，因此我們只在意靈魂。”雖然有的基督徒相信並踐行這個觀點，
而且這節經文似乎可以解釋為“身體不重要，唯有靈魂是重要的”，但是這個觀點卻大錯
特錯！耶穌並沒有“輕看”人的身體，耶穌給我們的道路既珍視人的身體，同時又珍視靈
魂。我們在地上的生命和我們死後的生命對神都極為重要。
在這句“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的幾節經文之後，耶穌向我們保證“就是
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哇，我不知道你的感覺，但是這句話令我極為震驚。我
知道，對禿頭的弟兄，這句話好像沒那麼震撼。但說真的，神是如此在乎我們的身體，他
甚至數過我們的頭髮。這麼微不足道的細節，而神卻在乎它！顯然，我們的身體對神很重
要，因為我們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神告訴我們要尊重自己的身體。講到這裡，雖然我們
的身體有巨大的價值，當我們年老或死亡時，我們不要懼怕身體不可避免的衰殘；也不要
懼怕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因為儘管身體非常重要，我們還有永生的靈魂，它將活在我
們復活的完美的身體裡面。
因為各種原因——人、疾病、致命意外、衰老，或者耶穌再來，我們在地上的身體某一天
終將死去，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如果我們不知死後會發生什麼，將是多麼恐怖的
事。世界上有許多基督徒因為信仰而受到死亡的威脅。雖然新冠疫情不同於受逼迫，但在
許多追隨耶穌的人身上，疫情仍然暴露出他們對死亡深深的恐懼。當然從人的角度來說，
我們瞭解不論是遭受逼迫，還是活在疫情之下，都會令我們恐懼！然而，如果你在耶穌裡
面，那你就是一個新造的人，如《哥林多前書》2:16 所說，你就被賦予了“基督的
心”。耶穌在這裡很明確地告訴我們，不要害怕死亡。我們的身體無論如何都會死，死亡
不應該再令我們恐懼，因為如果我們認識神，如果我們追隨耶穌並將生命交托給他，我們
的靈魂將會和神一起活在永恆裡！
害怕人、害怕死亡是我們日常面臨的最大的恐懼的源頭，耶穌每天都給我們足夠的支持，
不再讓這兩種恐懼控制或主宰我們。然後在 28 節的中間，耶穌變換了語氣，告訴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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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什麼。是什麼呢？他說：“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 我
們要敬畏神。
3. 要敬畏神
對耶穌的門徒們，這個不是新鮮的教導。作為猶太人，他們已經非常熟悉《舊約》的教
訓，《箴言》裡那句著名的詩句——“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敬畏神，對耶穌的聽
眾是一個熟悉的概念。
雖然對門徒們來說不是新鮮的教導，但是對神的子民來說，這個教導是他們每天都需要的
深刻提醒。為什麼呢？因為神是唯一我們應該感到懼怕的那位。我們對人、對死亡以及對
其它事物的恐懼不斷地搶佔著我們的注意力，並試圖控制我們。當我們走出去分享福音的
時候，當我們面對世俗文化，害怕為神的道路和真理挺身而出，並開始懷疑神的良善的時
候，我們就讓自己冒著這樣的風險：懼怕人、懼怕死亡，而不懼怕神。
耶穌在這裡命令我們只要怕神，不要怕其它什麼人或事。為什麼？因為如果我們最懼怕的
不是神。如果我們怕的是人，而不是神，那麼我們就犯了一個致命錯誤：將自己的舒適放
在了神的真理之上。耶穌在《馬太福音》28 章呼召所有的追隨者施行大使命，即使萬民
作他的門徒，教導他們順從神，給他們施洗，讓他們將生命交托給神，歸於神的道路，而
不是其它。因為怕人會對我們做些什麼，而不履行神呼召的大使命；如果我們任憑自己被
這些恐懼感指引，而不敬畏神，那麼我們就冒著這樣的風險：為了自己的舒適而棄絕神。
這段經文裡，耶穌說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真相：如果我們怕人，而不怕神，會讓我們的身
體和靈魂摧毀在地獄裡，永遠地與神隔絕。
這裡我想暫停一下，原因有二：
第一，我們一定要充分地理解這句話。這是每一位元基督徒需要面對的一個發人深省的現
實。如果我們最怕的不是神，可能會令我們在地獄裡滅亡，即使我們自認是基督徒。耶穌
在《馬太福音》7:22-23 中說，“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
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23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
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的確有這樣的人，他們自認是基督
徒，但是他們的生命沒有反映對神的敬畏。
第二，我們要很快地談一下，什麼是對神的健康的畏懼。有些人對神形象的刻畫完全出於
恐懼。神被刻畫成一個憤怒的、不可預測的、充滿焦慮的老人，隨時準備著讓每一個不完
美的人遭受痛苦。換句話說，神被看做是一個嚴苛的法官，總是在等待人們犯錯，並因此
懲戒他們，如同一個強勢、有施虐傾向的家長。不但如此，如果我們成長於有這樣的父母
或這樣一個權威人物的家庭，很自然地會將他們帶給我們的心理創傷投射到神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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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明確強調，神不是這樣的。我們敬畏神，不是因為他易怒；我們敬畏神，不是因為
他不可預測；我們敬畏神，也不是因為他有施虐傾向。我們敬畏神，是因為他的聖潔。神
和人分離，因為神是聖潔的、完全的，神的愛是無瑕疵的。神的聖潔的程度，讓我們心裡
生出對他深深的敬畏，這種敬畏根植於對他的仰慕，認識到神的偉大難以言表。對神的敬
畏顯露出我們其實有多麼地惡，而我們又多麼地需要他；對神的敬畏顯露出我們和神之間
的鴻溝，並將我們引向耶穌，使我們得以修復與神的關係。這種對神的敬畏是健康的，它
不會讓我們每日生活在懼怕犯錯的恐懼中，它向我們啟示了神是多麼的奇妙，如果沒有耶
穌成就的大工，我們自己是多麼的不配與他同在。而且，神邀請我們進入的永恆國度也反
映出他的性情。神的國度與我們生命裡的罪和惡水火不容。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耶穌降
臨人世，在十字架上成就大工，使我們的罪和惡被赦免，並被徹底地剔除出我們的生命。
作為得神救贖的兒女，我們要走出去向他人分享，讓每一個按神的樣式所造的人都得以與
神和解、進入與神的關係中。這就是我們的使命，即做神與人和解的媒介，以神的兒女的
身份，受神差遣，讓萬民做他的門徒。這是我們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工，本著對神的懼怕和
敬畏，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為此獻上自己，直到死的那日。耶穌命令我們，不要因為對人、
對死亡的恐懼而阻礙我們事奉神，我們受神呼召就是為了成就他的旨意。
如果我們遵守耶穌的誡命——敬畏神，而不是受試探懼怕人、懼怕死亡，那麼我們就開始
了一個危險而無與倫比的偉大征程，履行耶穌呼召我們的大使命。我們將盡己所能向所有
人傳福音，一生致力於傳講神的真理。
儘管我們肩負著偉大使命，但前路仍會有挑戰和恐懼，比如我們會因為信仰失去朋友、被
家人拒絕、丟掉工作和謀生手段、受逼迫、受威脅、被攻擊，人們會散佈關於我們的謊言
和謠言，因為信耶穌，因為敬畏神，我們可能會遭受各種恐怖的事情。所有這些危險和風
險，會令我們懼怕生命的各種境遇。耶穌在 29 到 31 節中是如此回應的：“兩個麻雀，
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30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
都被數過了。31 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耶穌說：
4. 不要懼怕你的境遇。
每個人都想有理想的境遇：好的健康、財富、教育、關係、工作中的成功，本質上都不是
壞事。神甚至可以按照他的旨意提供這些事物！講到這裡，如果我們對這些事物的追求，
或者害怕失去它們的恐懼，正在變得比跟隨耶穌更重要，那麼，為了眼前的舒適和愉悅，
我們再一次冒著失去與神的關係的風險。
這些東西在此刻似乎對我們非常重要，但是在神的永恆而宏大的計畫中，它們其實沒有什
麼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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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與神同在的時候，你不會思考收入是否有六位數；你也不會在意自己的配偶多麼好，
或者多麼難搞；你也不會遺憾單身的身份不能讓自己更完全地事奉神；你也不會誇口自己
有多健康、多麼有男性魅力、多麼聰明或者人脈多麼廣。這些事物都會過去！和你一起進
入永恆的最大的事，是你和神的關係如何。耶穌在《馬太福音》6:33 中說，“要先求神
的國和神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我們首要的注意力應放在神上，其它所有的
益處、祝福和生命的經歷將從那裡流出來。對神的信心和順服比我們的健康、教育、成
功、關係等等都要重要。
你可能會問，“Jordan，你說得很好，但我還是有恐懼感，我該怎麼辦呢？？”
今天的經文教導我們，我們要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恐懼，把恐懼感帶到神的面前，要確保自
己懼怕的是神，而不是其它事物。我們需要把神放在最優先的位置，要仔細聆聽神要我們
怎樣度過每一天。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越來越熟悉真理、越來越熟悉神在我們生命裡的聲
音，以保持對神的信心。沒有一個牧師能為我們做這件事；這件事神想親自為你做。神想
每天都親自帶領你走應該走的道路。
這正是我自己個人所經歷的，我最近退出專職牧師的角色，轉而在商界尋求事奉神的國的
其它管道。我諮詢了很多牧師、導師、被聖靈充滿的諮詢師、對我有深入瞭解並深愛我的
人，每個人都跟我做了很棒的分享！他們在很多問題上見解相似，但也有分歧。最終，沒
有人，也沒有牧師能告訴我應該如何遵行神的聲音，我到底應該繼續做專職牧師，還是轉
入商界，用不同的方式服務於神的國度。這個過程只有神能帶領我。神透過許多人做工，
但是最終我要聽的是神的話，而不是人的話。講到這裡，在努力跟隨耶穌的過程中，我要
對付很多恐懼；我需要把許多“如果……會怎樣”的問題帶到神的面前。我懼怕自己的境
遇，懼怕別人的想法。但在整個過程中，神的聲音始終如一，並被許多事所驗證。神把我
帶領到一個地方，因著我對他的敬畏和尊重，我跨出了下面的一步，進入了一個未知的世
界，我滿懷激情和期盼地地準備用神的真理影響商界，盡我所能地讓更多的人瞭解耶穌。
只有藉著與神同行、向恐懼死，並被神的聖靈澆灌，這一切才能達成。
我們都被神呼召，與他相處，然後受他差遣，帶著他的權柄走入世界，傳講福音，施行大
使命。這是我們所有人最好的出發地。感謝神，我們不必獨自面對這一切。今天你們中有
許多人對神的這個呼召做出了回應，知道我們是同道人，對我是莫大的安慰。
當我們一起出發投身耶穌呼召我們施行的大使命時，我們要知道，對人的恐懼、對死亡的
恐懼，以及對自己境遇的恐懼，會使我們洩氣，讓我們的注意力遠離神。讓我們做好準
備，這些恐懼一定會發生，讓我們把對神的敬畏置於一切之上，讓我們忠心於神的帶領，
讓我們有份於建造神的國，使更多的人知道神。
耶穌用 32 到 33 節結束了這段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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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33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
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
當我們把神和神的好消息分享給自己的同學、老師、朋友、同事、老闆、醫務工作者、
Superstore 的收銀員，以及神帶到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有確據，耶穌在天上
的父面前必認我們，我們在神的家、神的筵席上都有一席之位，做神永遠的兒女。直到那
日，讓我們在信心上不斷增長，拋去對人、對死亡、對境遇的恐懼，越來越多地敬畏神，
並單單地敬畏神，讓我們每天都學習跟從神、順服神的功課。
讓我們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