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2021 年 10 月 24 日的讲道

马太福音 20：1-16

今天的经文将是马太福音 20：1-16。
你听到的是用乌尔都语读的，请你用自己的母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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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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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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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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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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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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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谢谢你，索海尔

让我们祷告吧。

天父，我祷告让我们的心敞开，知道天国的奥秘。

我祷告让我所说的讨你喜悦，并祝福你的百姓。

我祷告让我们不仅是听道，也要去行道。

阿们

在我结婚之前，在我去中国生活之前，我和一个朋友去了纽约市。

我们决定在唐人街的一个小地方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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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达科他州长大，离加拿大很近。

北达科他州没有太辣的食物。

杂货店里只有温和的萨尔萨辣酱。

但我喜欢辛辣的食物。

或者我以为我喜欢辛辣的食物！

不管怎样，当我们在唐人街吃饭时，我的朋友说，”马特，你应该试试这个小红辣椒。”

嗯，我试过那个红辣椒，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很痛苦。

我大汗淋漓，辣得直喊。

我花了很大的意志力来完成我剩下的午餐。

我的小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这些熟悉中国菜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

在中国菜中，有些红辣椒是不能吃的。

它们跟一堆其他食物一起炒，然后端上来送给你吃。

这是一个味道十足的精彩的大盘子（见图）。

要吃的话，你得用筷子挑其他食物吃，别吃红辣椒。

辣椒给其他东西带来味道，但辣椒本身不能吃。

因此，对于某些食物，你需要先了解重要的信息才能吃。

同样，耶稣用故事来教导我们。

但他的故事比避开辛辣的食物重要得多。

他的故事被称为比喻。

今天，我们将看看这些比喻中的一个。

这是刚刚为我们读到的。

我希望你跟着读你的圣经！

但在我们进入故事的细节之前，我需要说一些关于如何理解一般比喻的话。

当您阅读其他比喻时，这将对您有所帮助。

首先，耶稣使用比喻，不是因为它们是很好的教学方法。

他用寓言是因为它们可以实现两件事。

这来自马太福音 13：1-23。
有些人听到耶稣的比喻，了解了天国的奥秘。

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比喻真正了解上帝。

其他人听到耶稣的比喻，但他们的心是封闭的。他们比以前更反对上帝。

在马太约 13：14-15 中，耶稣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们会“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他们“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所以，在你读一个比喻之前，请上帝打开你的心扉，这样你就会知道神国的奥秘！

其次，比喻几乎总是有一个关键点。

在这个寓言中，耶稣在马太福音 20：16 中说。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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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布道将试图讲明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三，比喻将这个世界的东西比作这个世上的东西。

因此，它们给了我们真正的原则，但并非就指那些东西。

我们不需要担心用罗马硬币支付工人工资的事！

第四，你需要了解一些关于历史背景的事情。

这个比喻提到清早，巳初，午正，申初，酉初。

这都是什么时间？

这些人不像我们有手表。

清早是太阳升起的时候。

巳初大约是上午 9点。

午正大约是中午。

申初大约是下午 3点。

酉初大约是下午 5点。

为了清楚起见，我将使用现代计时法，而不是古代计时法。

要理解比喻，你最需要知道的就是看比喻周围的段落。

你每次读圣经都需要这么做。

我读的段落如何与周围的段落相吻合？

在马太福音第 19章中，耶稣用同样的主要思想讲了一个比喻：“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

在前。”

在马太福音第 20章中，在我们关于葡萄园的比喻之后，耶稣预言他会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的门徒们为谁会成为其他门徒的老板而争吵。

他们没有看到排在最后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都想排第一！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故事。

这里有一张图片，将帮助你看到发生了什么。

（见图。）

我们的故事以：“因为天国好像

家主清早去，

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  

这是工人一天正常的工资。

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会儿。

你知道清晨出去找工作是什么感受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有人知道。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中国，找工作的人经常会带着要用的工具。

我记得看到有人站在路边拿着油漆刷。

当这些工人等待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挣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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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挣不到钱供养家人。

他们无法做任何带来生产价值的事情。

我们希望不会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一种感觉就是羞耻。

他们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没有一份好工作。

羞耻感的发生也有很多其他原因。

有时候，当我们做坏事时，我们会感到羞耻。

我们想遮住脸。

有时我们感到羞耻，这不是我们的错。

有时，这是两者都有一点。

这种羞耻的观念非常重要。

当我们想到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时，我们常常感到当我们与上帝相遇时，我们会感到羞耻。

现在，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

上午晚些时候，即三个小时后，园主又去了市场。

其他工人都在那里，但他们没有工作。

园主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工人们去园主的葡萄园工作。

园主中午出去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

园主下午出去了，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下午晚些时候，园主又去了市场。 

工人们还在那里，但他们没有工作。

让我们再次暂停。

如果说一大早没工作是可悲的，那么其他工人整天没工作该感到多么羞耻？

下午晚些时候，园主问工人们：“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园主对那些工人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傍晚时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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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中有一些有趣的细节。

注意当园主给他们工作时，他们不再感到羞耻。

他们不再毫无目的地生活。

还要注意园主自己是怎么去那里的。

他直接祝福这些工人。

下午晚些时候来的工人先领到工资。

他们收到了一钱银子。

清晨开始的工人认为他们会得到更多。

但他们每人也收到了一钱银子。

拿到工资后，他们向园主抱怨。

他们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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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园主回答说：“朋友，我不亏负你，

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  

拿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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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故事，让我们想想一个关键点。

马太福音 20：16 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

这是什么意思？

好吧，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故事中的人代表谁。

我们会跳过工头。

他对我来说似乎并不重要，我读到的关于这段话的内容都没有说太多关于他的事。

让我们想想工人。

他们代表像你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他们都是在透漏着软弱和羞耻的地方进入这个故事的。

他们没有工作，他们都在市场上等着有人雇用他们。

这很好地代表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样子。

我们没有给上帝带来任何东西。

我们不能完全服从他。

上帝是纯全的，我们不是。

上帝是刚强的，我们是软弱的。

上帝命令我们顺服他，我们却走自己的路。

当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羞耻是最常见的感觉之一。

关于工人的第二件事是第一组工人是自私的。

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的工资很低而生气。

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所承诺的而生气。

他们很生气，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比别人更多的！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

在美国，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富有的社会之一。

但我们从来没有满足。

我们想要的越来越多。

我们特别想要得到比邻居更多的。

我将列举二手车的价格为例。

为什么二手车在美国通常很便宜，但在其他国家却更贵？

因为美国人很少会把车开到不能开为止。

美国人喜欢买新车，好看起来比邻居更有面子。

但问题还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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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夸耀我的旧车。

我想认为自己比那些买新车的人更好。

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要求你省察你的心，问问自己， “我满足于需要得到满足却不如邻居的多吗？”

当我对自己诚实时，我发现自己常常想要的并不是自己需要的。

我只是想觉得比别人好。

关于工人的第三件事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真正的信心。

在马太福音 20：4，上午 9点左右，园主告诉工人“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他们甚至不知道能拿到多少钱。

他们很高兴他们失业的耻辱消失了。

但是下午 5点的工人没有被告知任何有关付款的事。

园主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这就是上帝所赐福的信心。

这些人不考虑可能赚到什么。

他们去园主那里，并相信他是良善的，会照顾他们。

我相信你可以看到，园主代表上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上帝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他掌管着故事中的一切。

上帝掌管着整个受造界的一切。

若非出自他和他的旨意，什么都不会发生。

上帝是良善的。

他想消除我们的耻辱。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也是良善的。

但上帝也是慷慨的。

慷慨是真正伟大的事情， 尤其是当它来自像上帝一样大有能力的人时！

上帝大有能力、良善和慷慨的观念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

注意十字架是如何成为我们信仰的象征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上帝做过的最慷慨的事。

耶稣当然不仅仅是人，而是上帝道成肉体。

在马太福音一书中，就在这个比喻之后，耶稣将预言他的死亡和复活。

这是在后的将要在先的终极表达。

耶稣死了，他被带到了低处，列在最后。

他复活时，却被带到了高处，成为首先的。

这与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论的耻辱观念有关。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耶稣经历了极度的耻辱。

他赤身裸体。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无法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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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嘲笑耶稣。

他们吐吐沫在他身上。

他戴着荆棘的王冠。

但最糟糕的不是人的耻辱。

最糟糕的是上帝以他为耻。

还记得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前说过的话吗？

这在马太福音 27：46 -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上帝离弃了耶稣。

上帝以耶稣为耻。

他为什么忍受这种耻辱？

耶稣大有能力。

耶稣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

耶稣就是上帝！

他随时都可以终结这一切！

但他忍受了这种耻辱，好叫你我不必再忍受。

应该感到羞耻的是我们而不是耶稣。

我们应该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总是想要比我们需要的更多的，好叫自己拥有比别人更多的东西。

我们不是那种值得上帝尊荣的人。

但耶稣拿走了我们应得的耻辱。

他拿走了它，以便我们可以在上帝的眼中受到尊荣。

这只是换一种方式说，耶稣死了为要将你从你的罪中救出来。

罪带来耻辱。

耶稣带来尊荣。

我们该怎么处理？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事实上也必须照着上帝的条件接受祂的慷慨。

你可以成为上帝国度的一部分，但你不能照着自己的方式来。

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不能对上帝说，”我会做得很好，这样你就会接受我。”

不可以那样，你应该像最后被叫进葡萄园的工人那样跑向上帝。

来到耶稣面前，他会拿你的羞耻，让你在上帝面前得尊荣。

耶稣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欢迎你。

耶稣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大有能力的、善良的、慷慨的。

我们接受上帝的慷慨之后又会怎么样？

为什么这对我们很重要？

我想送给你三个字：感激、谦卑和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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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是积极操练感恩的人。

感恩意味着多说谢谢，发自内心的感谢。

在美国，这是一个很激进的想法。

这个国家没有多少人真正心怀感激。

许多美国人期望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当他们得到这些东西时，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聪明或强大。

用英语单词来形容就是“应得的权利”。

美国人觉得有权得到比他们需要的更多的东西。

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东西永远没有止境。

但是感激之情打破了那种可怕的生活方式。

心怀感激可以带给我们极大的快乐。

它让我们大开眼界，看到每一个美好的礼物都来自上帝。

他会照顾我们，即使我们得到的比别人少。

我鼓励你这一周每天至少在 10件事上感谢上帝和其他人。

大声对上帝说这样的话。

大声对彼此说这样的话。

下周再告诉我你心里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必须是把谦卑视为力量的人。

谦卑与骄傲正好相反。

谦卑在现代美国被认为是愚蠢和软弱的。

观看任何体育赛事，你会看到人们展示的是他们多么为自己自豪。

如果你在赛后问他们，他们可能会谈论他们有多好！

但上帝告诉我们，在后的必要在先，在先的必要在后。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为我们提供了操练谦卑的机会。

他希望我们照着他的方式而不是世界的方式刚强。

当某人因为你的皮肤是黑色、棕色或白色，或者因为你挣的钱比他们少，或者因为你不会说同样口音的英语

而认为你不够好时，你都要感谢上帝！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记住上帝给你机会在谦卑中得到坚固。

谦卑确实是一种难得的力量。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任何友谊、家庭或团队的礼物。

这个星期寻找机会，通过谦卑祝福你的家人，你的工作，和你的朋友。

当世界给你恨他们的借口时，要试着通过爱他们来让他们感到震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成为依靠上帝的人。

这个星期，你和我不能活出谦卑。

你和我将不能在谦卑中得到坚固。

但请记住，上帝是大有能力的，良善的和慷慨的。

如果你求的话，他会给你这些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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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今天这个故事之前， 耶稣在马太富音 19：26 中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兄弟姐妹们，我恳请你们这个星期靠着上帝操练感激和谦卑。

他确实是一位慷慨的上帝，他回应他儿女的祈求。

我们即将结束这次布道。

以下是本次讲道的主旨：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善良的，慷慨的。

如果你是他的国度的一部分，你必须照着他的条件接受他的慷慨。

我们必须依靠上帝的大能，过感恩、谦卑和喜乐的生活。

当我们这样做时， 我们会得到祝福。

我们来祷告吧。

上帝啊，我祷告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感受和行为方式都会被你的话语所改变。

我祷告我们能在喜乐、谦卑和感激中，依靠你前行。

我奉耶稣基督大有能力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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