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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一．葡萄園雇工的比喻 （1-16節） 

二．主耶穌預言自己將要受難和門徒的反應（17-28節） 

三．主耶穌醫治兩個瞎子 （29-34節） 

 

一．葡萄園雇工的比喻 （1-16節）  

在第二十章開頭的兩個字「因為」，這表示它是接續前面主耶穌所說的話。在第十九章裡

，我們交通到，有一個少年官來問主耶穌怎樣才能得永生。主耶穌跟他談了一段話以後，

他就憂憂愁愁地走了。但是主耶穌在最後結束的時候，就是第十九章第30節，作了一個

結論「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接著，就進入第二十章「因為天

國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可見，底下的這個萄葡園雇工的比喻是接著第十九章第30
節主耶穌所作的結論。 如果單獨看這個萄葡園雇工的比喻，可能造成一種錯覺，認為我 
們可以賴皮，可以懶惰，可以等我們年紀大了、退休了再來愛主，反正將來到天國的賞賜

都是一樣的。這是我們一定要避免的誤會，因為主耶穌常常用不同的比喻來強調不同的信

息和教導。 主用「因為」來開始今天這段經文，我們就知道，祂下面的話是特別針對剛 
才那位憂憂愁愁地離開的少年官，因為他沒有辦法立刻答應主的呼召。我上次提過的 
Campbell Morgan 弟兄覺得主耶穌講的萄葡園的比喻是在暗示這個年輕人（或是任何  
人），只要有一天他領悟了、悔改了、進來了、認真了，他還是有機會的。 

馬太福音第二十章葡萄園比喻的最後一句話（十六節 ）「這樣, 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  
的將要在後」似馬太福音十九章的最後一句話（三十節）「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在後的將要在前」。這兩句類似的話一前一後，好像是一個括號的前括號和後括號，中間

夾著主耶穌所講的葡萄園雇工的比喻。兩個括號有一點不一樣。第十九章第30節的前括

號是說「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 而第二十章第16節的後括號是說「那在後的將要在 
前」其實，它們的意思是一樣的，只是強調的點有些許不同而已。  

天國好像家主，就是 神，清早出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做工。祂和清早來的工人講好了一 
天一錢銀子。在當時的社會裡，一般人的工資一天一錢銀子是非常公平而且普遍的，不像

現代的商業社會，工資的差距很大。在當時的社會裡，基本的收入就是一天一錢銀子，因

此對於那些雇工來說，有人肯雇他們就是恩典。那情形就有點像很多人站在街上，等著人

來雇他。如果沒有人雇他，他這一天就完全沒有收入了，他就白白地在那裡閒站、浪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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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如果有人雇他，他就得到賺錢機會，因此他通常都是歡歡喜喜、帶著感恩的心去上

工。 

這個比喻裡特別講到四種時間：「巳初」是早上九點鐘；「午正」是中午；「申初」是下

午三點鐘；「酉初」是下午五點鐘左右。很少人在酉初還去雇人的，因為這一天已經靠近

傍晚，快要結束了。主耶穌在這個比喻裡面講到，在這四種不同的時間進入葡萄園做工的

人，到最後都得到同樣的一錢銀子。很多人讀到這裡時，會覺得不公平，他們的反應就和

那些最早進去葡萄園的人一樣，以為會多得工資，卻沒有想到並非如此，因此他們埋怨

了。我想這也是人之常情。  

葡萄園雇工比喻的三個教訓 

主在這個比喻裡要我們學三個教訓。  

第一個教訓，要帶著感恩的心，為著 神的恩典和機會感謝 神，不要紅眼別人得的  
恩典。  

清早進去的這些工人，主人是跟他們講好工錢的，而且他們都是滿了感恩，歡歡喜喜地進

葡萄園做工的，因為他們當天有工資可賺。當時的工資是一天一錢銀子，他們這麼早進去

，就註定了當天可以賺到一錢銀子。他們心裡都知道，如果是中午或下午才被雇的話，就

只能賺到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工錢。我相信這些人早上都是高高興興、帶著感恩進葡萄

園的。如果我們讀本章第6、7節「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裡，就問他們說，你們為什麼整天

在這裡閒站呢？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就知道，並非所有站在那裡的人都會被雇

用。因此，對那些工人來說，被雇是恩典。對今天的我們來說，我們能夠被永生 神雇用 
，而且是進入 神的國度、進入有永遠生命的葡萄園作工，那是更大的恩典！主人對那些 
清晨就來的工人是公平的，他們自己也覺得是公平的，所以他們是既感恩又歡喜地進入葡

萄園。後來是什麼使他們埋怨呢？是因為主人恩待了那些晚進來的人。這是主人給他們的

恩典，並不是他們配得的。主人對那些晚來，只做了半天，或只做了四分之一天，甚至只

做了最後一兩個時辰的，也給他們一錢銀子，這是主人施恩，他有權這麼做。那麼，是什

麼使得那些清早就來的工人失掉了原先的感恩和喜樂呢？是因為他們和別人比較（

compare）、爭競 (compete)，以至於最後埋怨 (complain) 。我以前講道時講過，那些   
喜歡和別人比較、和別人爭競的人不容易快樂，因為他會常常埋怨、不知道感恩。這是我

們每一個人都要學習的，就是不要去跟別人比較，不要去跟別人爭競，要為著自己已經得

到的恩典在主面前感恩。不要看自己所沒有的，要學習感謝自己已經有的，這是第一個我

們要學的教訓。屬地的原則是交易的原則；屬地的原則是感恩和生命的原則。 

 

第二個教訓，主對工人的賞賜完全根據他們是否忠於主給他們的機會和託付。 

在這個葡萄園雇工的比喻裡，主特別要讓我們看見，神給這些工人們的賞賜，不是根據他

們工作時間的長短，也不是根據他們工作的性質或他們恩賜能力的大小。主給他們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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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根據他們是否忠於他們所得到的機會、及所承受的託付。這句話非常重要，這是葡

萄園雇工比喻的中心信息。我們每一個人的恩賜不一定相同， 神呼召我們去從事的工作 
也可能不同。有的人作文字工作，有的人是傳道人，有的人是牧師，有的人是傳福音的，

有的人管理 神的家，有的人做關懷、探望、輔導的工作，各種服事的性質不盡相同，恩 
賜也有大有小，蒙召服事也並不都是全時間，服事年日的長短也不一樣。 儘管有這許多 
的不同，但是 神所在乎的卻是相同的，就是我們是否忠於祂給我們的託付。這並不代表 
將來我們去見 神的時候，祂給每一個人的賞賜都一樣，都是一錢銀子。主耶穌常常用不 
同的比喻來強調不同的信息和教導。在這個比喻裡，主著重在人有沒有忠於祂所給的機

會。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託付銀子的比喻裡，主著重在人有沒有忠於祂所給的恩賜。恩

賜雖有五千兩銀子、二千兩銀子和一千兩銀子的差別，但主的賞賜是根據他們服事出來的

結果是否按著所得到的恩賜。哥林多後書第五章說，將來有一天我們都要在基督台前顯出

來，那時，神要照著各人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有的人得到的賞賜多，有的人得到的賞

賜少，這是確定的。  

葡萄園比喻的重點在於，人是不是能夠忠於 神所託付給他的機會，是不是能夠忠於 神現  
在給他的環境。這是我們要學習的。就著歷史來說，猶太人比我們先有份於 神的國度， 
但是，就著這葡萄園的比喻來說，我們得到的賞賜不見得會少於猶太人。他們的確是先進

了萄葡園，先在 神的國度裡面，而我們這些人是後來進入的，但是我們一樣可以在 神的  
面前豐豐富富地得到祂的賞賜。這是第二個重要的信息。  

 

第三個教訓，最大、最寶貴的賞賜是在服事的過程中生命被 神改變。  

有一句話，我以前講道時引用過：“人殷勤工作，他真正的奬賞和報酬，還不在於外面得

到了什麼，而是在於他因此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這是一句很寶貴的話。 今天我們在地上  
殷勤工作、認真服事、忠於 神所給我們的託付和機會，即使別人沒有看到，即使我們在 
外面所得到的並不豐富，也比不上別人，但是，我們最重要的賞賜，不在於我們外面得到

什麼，而在於我們在服事的過程中變成了一個怎樣的人、學到了什麼、塑造出了什麼樣的

品格，與人接觸時帶給人什麼樣的祝福和影響，這些才是我們在服事過程中最寶貴的得

著。 因此，進葡萄園工作的人，如果只是從薪水、銀錢的角度去衡量報酬的話，就不容 
易快樂，而且就容易和別人比較，就容易埋怨。可是，如果我們忠於主給的機會，要藉著

這一個服事討主的喜悅，要在這服事上塑造殷勤不懶惰的性格，要在這服事上塑造忠心不

妥協的使命感，且在整個服事的過程中，我們誠實、正直、不投機取巧、不佔別人的便

宜、不偷懶，那麼，我們在服事的過程中所得到的比結果更為可貴。  

我上面提過，Campbell Morgan 弟兄認為，主愛那個少年官，而且主講這段話也是要讓  
人知道，任何時候，只要我們回轉向 神，我們不僅還有機會，而且我們得賞賜的機會仍 
然是很大的，只要我們認真地去接受、去面對  神所給我們的每一個機會。  

這一段聖經不僅可以用來傳福音，更可以用來省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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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事奉、我們角色的扮演，是否忠於 神給我們的機會和託付？ 
● 我是不是能夠脫離只從外面去衡量所得著的賞賜？ 
● 我是在乎賺的錢有多少、職位是什麽、別人是否看得到、有沒有給我掌聲，還是在

乎我在服事過程中有沒有被 神改變？我到底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我到底擁有了怎 
樣的性格、是否為我所接觸的人帶來真正的祝福和影響？  

 

二．主耶穌預言自己將要受難和門徒的反應（17-28節） 

主耶穌再一次預言自己將要受難，而且將要被釘死罪，被戲弄，被鞭打，被吐沬，被人羞

辱，第三日要復活。從馬太福音來說，這已經是第三次主耶穌預言自己將要受難。 

第一次是在馬太福音第十六章21節，那是主耶穌在山上變了榮耀形像之前所講的。講完

了以後，彼得的反應就是起來攔阻主上十字架。第二次主耶穌預言自己受難，是在變化山

上變了榮形，下山之後，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十七章22、23節提到。當主一講完的時候

，接著門徒們的反應就是彼此爭誰為大。我們在十七章已經交通過了，主耶穌要叫他們回

轉像小孩。這個爭為大，雖然在馬太福音裡並沒有明顯的記載，但是我們從上次讀的馬可

福音和路加福音就可以看得出來，當主耶穌在山上變了榮形，他們看見了那個榮耀的局面

，認為主所說的「得國」就是指著那個榮耀的國度，所以大家心裡面就會很受吸引，就想

到將來要在榮耀裡跟主有份。但是卻完全忽略了主所說的，要先有先有十架的苦難。 

這裡是第三次主耶穌講到他自己將要受難。門徒們的爭論比從前更厲害了，他們不僅是自

己來， 想要爭將來在國度裡面，誰坐在主耶穌的左邊，或是右邊，他們甚至還把自己的 
母親都請出來了。西庇太的兩個兒子，一個是約翰，一個是雅各，他們都是非常愛主的門

徒。主耶穌常常帶著彼得、雅各、約翰這三個人，單獨的去面對一些局面。在客西馬尼園

禱告的時候，主特別把他們三個拉出來，帶得更靠近一點，讓他們三個人跟著主。他們是

很好的門徒，但是也沒有辦法避免在這裡憧憬、爭取將來在國度裡的地位。所以主耶穌必

須要糾正他們。  

主耶穌首先點出來：“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 對比耶穌在約翰福音1：38對兩個要跟 
隨祂的人說：“你們要什麼？”，我們曉得耶穌很在乎我們跟隨祂要得什麼！而這個主所喝

的杯是我們喝不了的，但是又是一定要喝的。回想耶穌在十六章24節所講的那段話，我

們應該能夠明白耶穌希望門徒們能明白什麼了。 

但是門徒們不明白！每一次主講到要去在外面受苦的時候，他們想到的就是誰是大的。我

們從對照馬可福音第十章裡的經文，這兩個門徒幾乎耍了一點詭計來問主耶穌。馬可福音

第十章35節「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無論求袮什麼，

願袮給我們作。”」這像不像我們的禱告？我們常常說：“主！袮說，我們無論求什麼袮都

成就，所以請祢成就我....＂我們常常都是帶著一個可能不是很單純的動機，或是我們不

知道自己在要什麼，我們來跟 神要。主說：「要我給你們作什麼？」其實主完全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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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什麼。他們說：「賜我們在祢的榮耀裡，一個坐在祢右邊，一個坐在祢左邊。」主耶

穌的回答，不管回答他們的母親、還是回答他們兩個都是一樣的。「耶穌回答說：“你們

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我將要喝的杯，你們能喝嗎？” 他們說：“我們能。”」他們真的是 
不知道他們在講什麼，因為他們那個時候還完全不認識十字架和主將要受的刑罰會是怎樣

的一種刑罰。「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

的，乃是我父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這是主耶穌給他們的回答。（參 太 20：20-23  
）其他的十個門徒聽見的時候,「就惱怒他們弟兄二人」，就知道門徒們心裡面也是不高

興，並不是只有他們兩個爭為大，從門徒們生氣惱怒的表現，就可以知道門徒們也是在乎

這件事。 一路上他們爭為大，這是聖經上常常記載的。  

接著，主糾正他們兩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太20：28）就是講到我們的動機必須是捨已，必須是服事，必須要謙卑，所以不要去

爭大，真正要跟從主，就必須效法耶穌的腳蹤，跟隨祂的腳蹤行。 

第二，進榮耀的路乃是經過十架。主給我們留下的路，是一條十字架的道路，而這一條十

字架的道路，是進榮耀的道路。  

 

首先，我們必須要謙卑的認識到：在 神的國裡面和世上的國不一樣，外邦人都是有君王 
治理他們，有大臣操權來管理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不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馬可福音講到「在你們中間，不

是這樣。」在馬太福音主告訴我們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這是我們都要學的

（參可10:41-43，太20:24-27）。而且很關鍵的一句話，主耶穌教導我們：「人子來，不

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 人的贖價。」（太20:28）這不光是 
服事主的人，而是每一個跟隨主的人都應該有的態度。我們要捨己，我們願意走十架的路

，不僅服事人，更是把榮耀歸給 神。當我們甘心認真的走十架道路的時候， 神自然會用  
祂的兒子成為我們最大的獎賞。十字架不是目的，基督才是目的；神叫我們走十架的道路

，受苦不是目的，榮耀才是。這是我們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學的。當我們真看見十架背後的

榮耀是什麼的時候，就能像主耶穌一樣，輕看羞辱，忍受十架的苦難。希伯來書第十二章

講到「有許多的見證人如同雲彩圍繞我們」等等，講到主耶穌因為看見前面的榮耀，祂就

輕看祂所受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難（參來12:1-2）。沒有十架，就沒有榮耀；沒有十

架，就沒有冠冕；沒有十架，就沒有獎賞。因為十字架不光是受苦，十字架的結局是榮

耀。人不可能離開十字架，而去談榮耀；人不可能離開十字架，而要得到獎賞和祝福。這

是主的教訓，非常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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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耶穌醫治兩個瞎子 （29-34節）（平行經文：馬可福音第十章和路加 
福音第十八章） 

 

馬可福音和馬太福音都是講到這件事情發生在出耶利哥的時候。可是路加福音卻是講到他

們將近耶利哥的時候。Campbell Morgan 弟兄認為，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指的是同樣的  
瞎子，而路加福音第十八章講的是另外一個瞎子。因為在當時，瞎子是非常普遍的，常常

在城外當乞丐，所以進城、出城都有可能碰到。也有人說，因為三卷福音書記載得非常類

似，所以也有可能指的是相同的；路加福音第十八章第35節「耶穌將近耶利哥的時候」

，是講到耶穌是在耶利哥附近（near or not too far from Jericho），並不代表一定是衝      
突。也的確有可能他們不是指著同一個瞎子。 在馬太福音提到兩個瞎子，在馬可和路加 
都只是提到一個瞎子。在馬可福音很清楚的提到這個瞎子的名字，叫作巴底買，這也是很

容易了解的，就是因為其中的一個可能是比較出色，或是大家都知道的，寫他作代表就是

了。 

主耶穌叫兩個瞎眼得以看見，或是叫耶利哥的瞎子得著看見。這段的故事也是傳福音很好

的題材，所以鼓勵小組這個禮拜儘量邀請福音朋友，這是很好的機會。  

我們從耶利哥的瞎子看幾個重點：  

1）瞎子的苦楚 

他看不見，以至於他整個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辛苦，他必須成為乞丐，必須成為要飯的，要

從別人身上得著憐憫。  

2）瞎子的機會 

就是耶穌正好經過。  

3） 瞎子的渴慕 

他的迫切，或是他裡面一個極大的盼望，就是他要得著醫治。所以他就大聲喊叫，而且別

人阻止他，他更越發的喊叫，都說出他裡面的迫切，有一個強烈的渴望要得著醫治，不滿

意於活在黑暗中。  

這是傳福音非常好的一個信息。人沒有永恆的眼光，就常只看到今生，只看到短暫的，只

看見物質的，只在這裡追求看得見，感覺得到的，卻不能追求那永恆的。主耶穌在馬太福

音第六章曾經講過，「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如果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

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太6：22-23）所以

，瞎眼不是光指著肉身的眼睛瞎了，主最在乎的，乃是人心靈的眼睛。在路加福音第四章

，講到主耶穌來的時候，在地上的事工（ministry），祂說：「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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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接著就講到要叫瞎眼的可以看見。不僅叫被擄的得

釋放，也要叫瞎眼的可以看見，叫一切受壓制的得到自由（參路 4:18）。當 神呼召保羅  
的時候，保羅在亞基帕王的面前作見證， 神給他的託付就是「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 
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的權下歸向 神。」（徒 26:18）我們眼睛得開，是我們每一個  
人都迫切需要的。但是你要得到醫治，你必須先真正的承認自己是瞎眼的，我們是短視的

，只在乎今生。我們所追求的，會被攪擾、受影響的，常常都是看得見、摸得著的事，因

為我們心靈的眼睛是瞎的。  

4）瞎子的禱告 

主問他「說：“要我為你做什麼？”他們說：“主啊，要我們的眼睛能看見。”」（太

20:32-33）在馬可福音就直接說「拉波尼，我要能看見。」（可10:51）這就是他裡面的

禱告。他的禱告清清楚楚，他向 神所要的不是錢，不是給他一些外在的祝福，他所要的 
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問題，他最大的障礙，就是他缺乏一個可以看得見的眼睛。今天，從心

靈的、從屬靈的角度的來說，我們這個人最大的缺乏其實還不是物質的。尤其在這個世代

，人在物質上缺乏幾乎是很少的，反而常常都是太過於富裕，人最缺乏的是心靈的眼睛。

像哥林多後書第四章第4節所說的，人卻常常「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

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當主問到說：「要我為你們作什麼？」的時候，他不是說，主，給

我一個工作; 主，袮讓我錢財經濟的問題可以解決; 主，祢給我一個妻子; 主，袮給我一個   
家; 主，祢給我…. 他要的是「主，我要能看見。」他的禱告很具體，他的禱告是正中他  
人生中最大的需要，這是一個清楚而具體的禱告，是 一個有優先順序（priority）的禱 
告。  

5）瞎子的考驗 

瞎子的考驗，或瞎子所遇到的攔阻，就是別人責備他，不許他作聲。這對福音朋友也是一

個很好的機會。很多人不敢信耶穌，怕別人嘲笑，或是怕家人責備，或是怕他的父母親不

准許  “將來誰給我祭祖燒香呢？”  別人不准許他有這樣子的呼喊和需要。  

6） 瞎子的蒙恩 

他自己並不會因著別人的攔阻、責備而退卻，他反而「越發喊著說：“主啊，大衛的子孫

，可憐我們吧！”」（太20:31）講到瞎子的蒙恩，就是耶穌就動了慈心，把他們的眼睛給

治好了。他們的蒙恩，就是他們終於能夠看見了；他們的蒙恩，就是他們的禱告被 神聽 
見了；他們更大的一個蒙恩，就是當他們眼睛得開的時候，他們看見了這位可愛的救主，

這位榮耀 神的兒 子。這個恩典是眼睛開了以後得到的最大的祝福。  

7） 瞎子的揀選 

他們揀選跟隨耶穌。他們不會因為眼睛得開了，去愛世界，開始作生意，去享受他的人

生。瞎眼得開的時候，他整個的心看見了耶穌的美麗，就起來跟隨了耶穌。他作了一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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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揀選我決定要跟隨耶穌（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這是他智慧的揀選，     
這是他最蒙福的揀選，他跟隨了耶穌。 

Fanny Crosby，因為醫生診斷的疏忽而造成她從小就瞎眼，但是她在一生裡作了八千首 
詩歌。有人曾經問過她，會不會埋怨這樣的一生。她一點都不會，而且她說，將來我真正

眼睛得開、能夠看見的時候，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我親愛的救主。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美麗

的信心， 也是對 神一個真正的愛。我們一起在主的面前，用這段經文來鼓勵福音朋友。  
讓他們來追求那上好的，追求我們真正最大的需要，追求我們心靈的眼睛可以看見，好讓

我們全身明亮，可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脫離黑暗，能夠被遷到愛子的國度裡。我們為

福音朋友禱告。我們自己也從這段經文的提醒得幫助，到底我們這些已經被 神開了眼的 
， 即使我們眼睛得開，到底我們今天還在追求什麼？我們能不能像這個瞎子一樣說：“主 
，我要能看見！” 

就連我們信主的人，很多時候我們對 神還是不夠認識。所以保羅在以弗所書第一章有一 
個求啟示的禱告，他求 神「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我們， 好讓我們能夠真正的  
認識祂。而且他在後面的禱告更是清楚，他說求 神能夠「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我們 
心中的眼睛真的需要主來開啟我們，不僅僅把智慧和啟示的靈賜給我們，讓我們真知道祂

，而且祂來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好叫我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祂在聖徒中得

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且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參

弗 1:17-19） 

弟兄姊妹，我們真的需要被 神開眼，不僅還沒有信主的人需要被 神開眼，連我們這些已  
經得救的人，也常常需要 神更深的來開啟我們、照亮我們，讓我們真知道我們所得到的 
是什麼，真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而且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讓我們能夠被帶進那有福的

光景。  

 

禱告： 

主耶穌，我們感謝祢！每一次讀祢的話，不論是祢的教導，或是祢所舉的比喻，都是那麼

有智慧、有寶貴的教訓在其中。求祢幫助我們真實地明白，且活在其中，好讓我們這一生

都是一個抓住機會、也是忠於託付的人。主耶穌，每一次讀祢的話都叫我們的心喜樂，祢

的話，校正了我們的錯誤；祢的話，餵養了我們的生命；祢的話，也給了我們智慧。主，

我們謝謝祢！求祢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見什麼是上好的，也讓我們懂得來追求那上好

的。不讓我們跟門徒或者是跟從前一樣，只在乎爭為大，只在乎外面的得著。讓我們都在

祢的面前願意甘心走十架的道路，好讓祢的榮耀常顯在我們身上，也讓祢的心得到滿足。

謝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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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有那幾個點是我們可以學習的？有人說這裡是描述“屬靈的紅眼

症”，你覺得犯了紅眼症的人，出路在哪裡？學習葡萄園工人的比喻之後，我們對

主的心意有什麼新的認識？這樣的認識如何影響我們日後的服事和生活？  
 

2. 主耶穌在第二十章第三次預言自己將要受難，門徒的反應似乎很令人失望。他們的

問題出在哪裡？  
 

3. 看見第26-28節主耶穌對門徒的糾正，對你服事主和服事人的心態帶來什麼改變？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例子可以分享？ 
 

4. 耶利哥兩個瞎子的故事，對你有何啟發？你心中的眼睛如何得開？如果在座有福音

朋友，可否分享你第一次屬靈眼睛得開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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