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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講座

近日焦點話題

近來烏干達Dennis牧師來帶領教會，學習等

候、聆聽、跟隨神的步伐為台灣禱告，因為台

灣面臨非常時刻。曾經耶穌也這樣教導門徒，

明白他來到世上真正要實現的工作。若「天

國」是耶穌要門徒學習，最重要的主題。那世

界越是紛亂，天國的實現越是靠近，也提醒我

們再思耶穌的講論，台灣的未來亦在其中。

耶穌的國度比喻教導 

耶穌的天國講論最著名的比喻，便是撒種的比

喻。通常我們解比喻，需要注意上下文，且不是

每個細節都有特殊含意。因此若從宏觀角度看

馬太福音記載的撒種比喻，可上溯五到七章的登

山寶訓，看到天國有別於地上國度的倫理，八

福尤其顛覆人間一切祝福法則。而八到十二章的

神蹟，彰顯耶穌非僅以言語，更是以行動印證天

國中上帝的治理權能，是任何的人間導師難望其

項背的，因為生命在祂裏頭。十三章的七個比喻

(撒種、稗子、芥菜種、麵酵、寶貝、珠子、撒

網)，將天國的起源、性質、寶貴、所遭抵擋與

最後得勝完整說明。其中，「撒種」是祂講解得

最清楚的比喻，顯示此喻的重要性。

從其他六個比喻加上來瞭解，耶穌撒出天國的

種子，即使仇敵搗蛋撒上稗子，祂雖不在生長過

程去分別，但終究在收割時會蓐出假麥子燒掉。

「撒網」的比喻顯示那個時間點是世界的末了，

並且執行者是天使（v.39收割者v. 49，從義人

中把惡人分別出來）。因此，耶穌教導天國起源

─「撒種」比喻，要讓門徒理解他撒的天國種

子，將來必要發旺成就－即使過程有許多損失的

狀況：不結果子的三種田地；但末後將有三十、

六十、一百的大豐收…（末後的大復興超乎想

像）。

 微觀角度的解析

閱讀馬太十三章1-23節可分為三段，一、

v1-9撒種比喻，二、v10-18解釋為何使用比喻 

從撒種比喻迎向未來
◆林瑋玲 老師



三、v19-23講解比喻。 而中間的插段，常不

被注意，有學者建議賽六9-10的引文是瞭解本

喻的關鍵，也是此喻的源起。藉由改編以賽亞

書第六章，此喻指出一個事實：在天國到了的

宣告中，撒下了神的種子，要有分於天國，取

決於人的耳朵與心裡接受宣講的種子。就像以

賽亞的日子那樣，有人塞住了耳朵不聽，把

自己排除在神所做的事之外。而反對耶穌的勢

力從前後文看，來自宗教領袖與耶穌自己的鄉

民。樂意聽從而順服的立場，決定一個人是否

成天國的外人。

因此，這些教導是要門徒在天國的實現過

程，堅信忍耐，並存盼望的心。對我們個人既

是鼓勵也是警戒，我們是存何種態度「領受與

聆聽」（v.13-18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

喻），是結果子還是失喪？「有耳可聽的，就

應當聽！」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

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v.12）

四種心田

相對於神的工作，天國必會實現如芥種成大

樹，神的計畫不會被攔阻。只是我們的心田如

何領受？默想此比喻不必對號入座，論斷誰是

前三種心田，因為這三種都可能出現在我們人

生的不同階段或情境，對於我們是種警戒！

A、路旁：「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

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又來吃盡了」（路 8:5）

路旁的土在路加福音說明是「易被踐踏之

地」，經年累月變得堅硬無比。種子落在上面

無法生根，飛鳥（撒旦）輕易就奪走。人心如

土被踐踏久了，自然變硬。剛硬的心多半沒有

真理在其中，罪(無論是自己或他人所為)使人

心剛硬，對神的道沒反應，無知的心就更昏暗

了。（羅1:18）心硬不是一天造成，當這世界

的不義不法增多，也會使我們的憐憫漸漸失去

（太24:12），心若難以更新就可能無法接受

神的治權，因此保守自己的心常在主的愛中，

更是末世中的我們當自我提醒的。

B、土淺石頭地：「土既不深，發苗最快，

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

(v.6) 耶穌當下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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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荊棘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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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2) 荊棘是有高度的，

所以不是立刻就擠住道的生長，而是一段時間

之後！這種心田狀況是最可惜的，因為這原是

好土，也許可視為信仰成長到相當的高度，至

終撞上與種子齊長的荊棘─世上的思慮、錢財

的迷惑。若從耶穌末世婚宴的比喻中體會，當

人們為娶親、為買「田產與牛」，這些原本神

所祝福的世務而無法赴天國宴席，便應了此狀

況。不要等老了、有空了、孩子獨立、存好老

本了…才說要回應神的召喚，每一天都需要學

習聆聽神的召喚，學習隨時結出生命的果子。

D、好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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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3）這裡所指是一種開放

的心靈，以致能領受神聖善的工作。其實一方

田收成好，不過能多兩、三成，多一倍已屬奇

蹟；三十、六十、一百倍收成絕對是超自然。

這樣的心田不是苦修可成，正如以西結所言：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

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

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

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結語

重生的靈是聖靈的恩典工作，然而人有義務

保守自己的心，天天除去聆聽順服的心田石

頭，謹慎保持柔軟開放。神既已差遣僕人不斷

對台灣教會說話，願我們都有耳能聆聽，以致

台灣在末後經驗「凡有的還要加給他」，讓台

灣見證天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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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講座

◆ 朱  柬  牧師

一、前言，第六波普世復興的第二浪

近代基督教的復興浪潮第一波始自1720年
代，在德國有莫拉維亞弟兄會的復興。在英國

有衛斯理約翰弟兄帶動的「循道」聖潔復興

運動，在美國有懷特腓和愛德華滋等帶領的

「大覺醒」。1790年~1840年是第二波普世

大復興。在美國的代表性人物是芬尼，1857
年~1890年代是「職場信徒午間禱告運動」

帶來的第三波復興。1900~1940是由威爾斯

復興激發出的第四波普世復興浪潮，其中還

包含由艾蘇薩街（1906年）帶出的五旬節復

興運動。1948年的第五波普世復興運動包含

著葛理翰為首的福音派復興運動，羅拔士為

最著名代表人物的神醫運動以及以「敬拜讚

美」為主要特色的「春雨復興運動」，而離

現在最近的第六波普世復興運動則是在1994
年1月24爆發的「多倫多祝福」和1995年6
月發生的「PasaCola復興」為起始點。在

英美各地帶來不少祝福而在莫三鼻給、烏干

達、瓜地馬拉、斐濟、印尼等地更有突破性

影響，每一波普世復興浪潮在爆發後十多年

會暫時陷入低沉，而在20-25年左右又有第二

浪產生。如1900-1914是第五波普世復興的

第一浪，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衰退，但在中

國，1925年的上海大復興（靈糧堂創始者趙

世光牧師在這次復興中獻身）是第二浪的開

始，引發了1930年代的山東大復興和伯特利

佈道團帶動的復興。1995開始的這波復興浪

潮的第二浪，應會在2015-2020年間發生，

去年（2016年），我們在美國已開始看見一

些復興爆發的火花。

二‧Fire & Glory Outpouring in San Diego

先知Jim Goll（吉姆‧歌珥）在2012年看見

異象說有個復興會從聖地牙哥開始，在美國

西岸傳來傳去，甚至燒到墨西哥，以「大型奮

興會」方式呈現。他說；主這樣說，不要再

稱西岸為左岸（Left Coast），會有聖靈強烈

的工作，使西岸成為「公義之岸」(Righteous 
Coast)，他說，以”神蹟奇事”為特徵的奮

興運動會出現，稱為「西岸的雷轟」(West 
Coast Rumbo)，不像過去，以某城市，某領

袖，某事工，某教會…為中心，而是很多不同

的中心，團隊興起，數量很多，難以計數，有

很多新事發生。

2016年1月，聖地牙哥Jerame Nelson牧養

的「heart of God」特會，邀請講員為Bobby 
Conner和Joshua Mills，從一開始，就有不尋

常的神同在彰顯，好像有電流，每堂聚會中會

眾都非常飢渴，敬拜神，會眾都被神觸摸，神

蹟很容易發生。4級癌症，青光眼，先天缺陷

都得醫治，手術置入的金屬板，鐵釘突然消

失，聾子聽見，許多人領受聖靈洗，許多人從

美國在2016年
          出現的復興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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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巴西、墨西哥、匈牙利、斐濟等國家跑

來經歷神。

華盛頓州Newcastle地區的西雅圖復興中

心(Seattle Revival Center)主任牧師Danet 
Stott，2016年初領受到上帝的應許：「教會

要真變成為它的名字所描述的」，同工退修會

結束後的週一，Nelson在Periscope中看見聖

地牙哥的“火和榮耀的澆灌”，立刻帶隊去

加州，該週末在本教會的特會「Declaration 
Conference」中，講員Conner拿起麥克風放

在耳邊聽，好像有「叩門」的聲音，於是他

說：「耶穌在叩門，是否有人願讓祂進來。」

然後開始發預言，下午神蹟開始發生，被切除

的乳房又長回來，聖靈的工作持續幾個月，聚

會中有極度的飢渴，屬靈空氣中孕育著很強的

先知性和神蹟性恩膏，瞎眼且掛著吊帶的婦人

眼睛可以看見，手臂也恢復正常，有人嘴中長

出黃金做的牙冠…。各種神蹟都發生。

三、阿帕拉契Appalachian地區的覺醒

一位來自田納西州的「神的教會」的牧

師Matt Hartley 4月10日在西維吉尼亞州

Delbarton地區的Mingo Central高中的「禱

告俱樂部」（prayer club）講道，400個學

生參加，150人信主，不到2週，3千個年

青人受洗歸主。當地牧師說，一半是因為

多年禱告帶來的聖靈澆灌，另一方面是年

青人的心靈空虛，他們在信仰中找到真理

及自己的命定，這些學生得救後，立刻在

FB、Twitter和其他網路平台上發佈上帝的

作為並自己的見證，邀年青人參加這「聖

靈盛筵」。年青人在農場倉房中聚會，參

加的人超過全鎮的人口，85%參加者是中

高年級學生，也有些社青。晚上的聚會多

是歡慶上帝白天在學校所做的。有二個主

內姊妹是小學生，中午禁食禱告，在學校

餐廳放個鞋盒，旁邊寫「代禱事項」，餐

後休息時間，為這些人禱告，每天都有10
幾人得救。聖靈工作從西維吉尼亞傳到肯

塔基的Pike County和Bowling Green再傳

到Ohio的Lima等地的學校，學生成百上千

地得救。

四、禱告聚集帶來的屬靈氣氛改變

許多人認為2016年4月9日在洛杉磯舉辦

的「艾蘇薩復興110年紀念特會（有上萬基

督徒參加）」，帶來全國屬靈氣氛改變，

當天還有Lou Engel辦的「Azusa Now」禱

告聚會，華盛頓D.C.的Mall有萬名牧師參加

United Cry辦的「Reset American」禱告行

動。他們認為「The Call Azusa」把「先知

和禱告的水流」與權能佈道」的水流融合在

一起，藉著使徒性和先知性的奮興佈道家帶

動起復興。國際「醫治屋」(Healing Room)
協會總裁Cal Pierce流淚說自，「Azusa 
Now」之後，「醫治屋」事工中30天內彰

顯的神蹟比過去16年內所經歷的還多，現

在聚會中有神蹟的空氣，不必按手，只要宣

告神的話，人就得醫治，而且神蹟是繼續不

斷地發生。他認為「基督的新婦」就要開始

進入應許的豐盛，福音將傳遍各國，復興也

將傳遍全地。

五、結語

復興的季節來到時，只有預備好的基督徒和

教會才能領受得到，但願台灣的教會能夠預備

好，能有份於即將於世界各地出現的復興浪

潮，並扭轉台灣社會中的種種邪惡歪風，並帶

領大量的台灣同胞歸信耶穌，得著上帝永生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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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巡禮

◆ 王明恩  牧師

從神學院畢業已經六年的時間，畢業後在母

堂的竹圍靈糧福音中心服事，在服事的

過程看見若沒有主耶穌在我個人、家庭、教會

中，我想我的生命早已經枯乾，感謝主生命的

活水常在我乾枯的時候，滋潤澆灌我的生命，

讓我可以不斷更新與突破。

生命活水湧流我生命

　在神學院老師教導我們，傳道人要學會做

人，人都不會做了，怎麼做傳道人。在牧會的

過程中，看見自己的生命有許多的不足，脾

氣、屬靈的驕傲都是上帝要我面對的軟弱，要

常常破碎在上帝面前，破碎的過程並不容易，

有時候想用過去服事的方式和態度來面對現在

服事的族群，或想用過去帶青年的方式來帶現

在的青年，都是行不通的，全都要歸零，在牧

養成人方面，更是需要調整自己，很多時候需

要多多溝通，聽聽同工們的意見，更是我的一

大學習。有時我也會定罪別人，有一次被上帝

提醒：「我都沒有定罪你了。」那次讓我很深

的悔改在神的面前。

生命活水湧流我家庭

　我和芳伶在神學院認識交往，後來結婚生

子，我們的個性完全不同，在結婚第一年時常

常爭吵，彼此非常不適應，常常覺得婚姻生活

進入乾旱期。但感謝主的是我們會一起禱告尋

求上帝，學習更多的彼此溝通，後來調適的越

來越好，最重要的是夫妻可以同心同行！芳伶

也成為我們這個家很大的祝福，她常常想著孩

子們的需要，給孩子很多正確的觀念，讓孩子

們都很獨立。作為她的先生，真的以她為榮，

我常覺得她真的是神力女超人，不只在教會中

有事奉，回到家中也還需要陪伴孩子，躺在床

上仍要處理很多的事情，能力真的很強！我

們現在有三個孩子，孩子們都和我們一起在教

會，跟著我們探訪、崇拜等，可以全家人一起

服事上帝，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生命活水湧流我教會

　因著上帝的帶領來到竹圍服事已經快滿七

年了！一開始真的不容易，更多的禱告和門徒

訓練，讓我們的教會漸漸茁壯起來。每個月有

一次在社區唱詩、見證、發單張，每年都會帶

著弟兄姊妹出去短宣，讓他們可以帶著神的呼

召走出去。看見教會的弟兄姊妹年年都在更新

與突破！我們今年也參與母堂在八里的開拓，

雖然我們本身仍有很多的缺乏和軟弱，但是我

們願意順服上帝的帶領，當我們順服時，神就

興起一個家庭回應八里的開拓，上帝也堅固我

們，讓我們在許多方面經歷到祂的豐盛，上帝

真是信實的上帝！

相信我的生命、家庭、教會就如以西結書47:9

一樣，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活，

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魚，海水也變甜

了。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結47:9

  生   命   活   水   湧   流   



學院要聞

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北新路3段205之3號4樓

電話：(02)7733-7722 Ext 6404,6408,6418

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

印
刷
品

發    行：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企劃處 

總 編 輯：林瑋玲   

傳    真：(02)7703-0303

E - mail：seminary@llc.org.tw

網    址：http://seminary.llc.org.tw/

               
  2018年招生行事曆

   神學本科：

   海外報名 1/1 受理，4/30 截止

  國內報名 3/15 受理，5/31 截止

   國內 6/16 考試、6/30 前放榜

   新生訓練 8/20-24 

     牧靈諮商科：

   3/15起受理報名，5/15 截止

    6/9考試、8/20 新生訓練  

● 12/7全院同工、學生動員，           

   歡喜佈置聖誕！

● 明年新增“宣教碩士科”

   詳情請參閱招生簡章！

● 了解學院消息，歡迎您加入

   FB靈糧神學院粉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