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加福音研讀 

第八十五課： 匪兕匪虎？ 

(路加福音十七：1-10) 

 

v.1 耶穌又對門徒說：「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

那絆倒人的有禍了。 

v.2 就是把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丟在海裏，還強

如他把這小子裏的一個絆倒了。 

v.3 你們要謹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

他若懊悔，就饒恕他。 

v.4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轉，說：『我

懊悔了』，你總要饒恕他。」 

v.5 使徒對主說：「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 

v.6 主說：「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

棵桑樹說：『你要拔起根來，栽在海裏』，它也

必聽從你們。 

v.7 你們誰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從田裏回來，就對



他說：『你快來坐下吃飯』呢？ 

v.8 豈不對他說：『你給我預備晚飯，束上帶子伺候

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嗎？ 

v.9 僕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還謝謝他嗎？ 

v.10 這樣，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

們是無用的僕人，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做

的。』」 

 

 

引言 

 

1) 或許你們看到這個題目的， 不禁覺得有點古怪，

匪兕匪虎 究竟這是什麼意思？ 這一句話是出自詩

經， 「匪」者， 「非也」， 而不是匪徒！「兕」

者（音寺）， 「指犀牛」， 所以匪兕匪虎， 也即

是「不是犀牛， 也不是老虎」。在詩經中， 後面

還有一句「率彼曠野」，所以兩句的意思是： 

 

「既不是犀牛， 也不是老虎， 但却是活在曠野

中， 好像野獸一樣。」原來詩經這句話，是形容



那些打仗的軍人， 離鄉別井， 在曠野打仗， 過著

好像野獸一般的生活。 

 

當孔子住在蔡國的時候， 楚昭王派人請孔子到楚

國。 當時楚國是大國， 而蔡國和陳國都是受制於

楚國。 而兩國的大臣知道孔子的思想及治國之道

與他們不同， 擔心如果楚王聽了孔子的話， 對他

們不利。於是便派兵將孔子圍困在陳蔡之間的曠

野， 他們又被困， 又斷糧， 隨行不少的學生都病

倒了， 其餘的都餓得沒有氣力。 那些孔子學生自

然怨聲載道。 於是孔子便找到他三個受他讚賞的

學生來， 向他們每一個人問同一個問題： 

 

「詩經說：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我們又不是犀

牛， 也不是老虎， 何竟像野獸般被困在曠野

呢？」是因為我的學說不對？ 如果不是， 為什麼

我們會淪落到如此的地步呢？ 

 

2） 首先， 答他的是學生子路， 子路對孔子忠心耿

耿， 個性率直。 他憤憤不平地說：「夫子並不應



受如此的待遇！老師你雖仁， 但人家却不信任

你， 你雖有智， 人家却不用你。 但你曾講過：

『 為善者天報之福， 不善者， 天報以禍。』老師

你積德懷義， 我真不知何解你會有如此的待

遇？」他條氣認真不順。 

 

孔子答他：「為何仁者一定受人信任？伯夷、叔齊

豈不是餓死在首陽？ 如果智者一定被人重用，王

子比干就不會被挖心了！博學懷才不遇， 豈只我

孔子一人。 芝蘭生於深林， 不因無人欣賞就不吐

芬芳， 君子為仁， 不因窮困而變節！ 」 

 

第二個學生是子貢。 子貢的回答是：「老師的學

說宏大， 但天下沒有當權者能夠接納。所謂曲高

和寡， 何不把你的標準降低一點， 以迎合他們需

要？」 

 

孔子答他：「好農夫耕種， 但不保證一定大有收

獲。一個好的工匠造出巧妙的工藝， 未必有人欣

賞。 但我們不是討人歡喜，只是把道修好為首先



任務， 若只迎合人的需要， 志向太低了！」 

 

第三個學生顏回， 是孔子最優秀的學生， 他說：

「老師德行，學說宏大， 不被接納有何問題？道

沒有修好是我們的恥辱， 道已修好而不被採用， 

是當權者的恥辱。」孔子聽了， 十分高興， 大讚

不矣！ 

 

3） 究竟這三個學生的結果如何呢？ 

 

● 顏回早死， 一生沒有做過官， 也沒有什麼突

出的成就。 

 

● 子路呢？ 40歲才到衛國當了一個大夫的家

臣， 63歲時， 為救家主而被殺， 死後更被斬

成肉醬。 

 

● 子貢呢？ 最風光， 做過魯， 衛二國的宰相，

他從商更有成就， 富致千金， 是孔子學生中

最有錢的人， 活到74歲才死！ 

 



 

現實就是現實， 昔日如是， 今日也是如是！孔子問三個

弟子的問題， 一個條氣唔順， 一個清高， 結果， 一事無

成， 不為人用。最後一個， 懂妥協， 夠醍目， 升官發

財， 就是如此的不公平！如果我們從日光之下的角度

看， 真是唏噓， 但如果我們從日光之上看， 望遠一點， 

人生不只是74歲， 而是永恆， 這就完全不同的了。 今日

耶穌也是問門徒一個問題： 就是落在曠野之中， 我們作

為耶穌的門徒又當如何呢？這正是我們今天要思想的問

題。 

 

 

(一）做在小子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v.1-4) 

 

v.1 耶穌又對門徒說：「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

絆倒人的有禍了, 

v.2 就是把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丟在海裏，還強

如他把這小子裏的一個絆倒了。 

v.3 你們要謹慎！若有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他若

懊悔，就饒恕他。 



v.4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轉回，說：『我

懊悔了』，你總要饒恕他。」 

 

 

1） 這段聖經至難明的地方， 是把幾個好像完全無

關的教訓放在一起， 看起來有點雜亂無章， 非

常淩亂。 

 

❖ 第一段 (v.1-4) 

談到不要絆倒人， 跟著是提到要饒恕他

人。 

 

❖ 第二段 (v.5-6) 

是提及信心的問題， 門徒問主：「請加增我

們的信心。」耶穌就用芥菜種的比喻來闡述

信心的問題。 

 

❖ 第三段 (v.7-10) 

是講述僕人與主人身份問題。 

 



 所以， 表面看來， 這三段全無關連， 究竟耶穌

所講的是什麼意思呢？要明白這個問題， 我們

一定要知道下列幾個重點： 

 

❖ 第一 十七：1「耶穌又對門徒說」這段話

是針對門徒說的， 闡述如何作一

個忠心的門徒。 

❖ 第二 這是耶穌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臨介

點。換句話來說， 祂時日不多， 

與門徒在一起的日子不多矣， 這

可說是臨別之言。 

❖ 第三 耶穌在這幾章不但談到祂的死， 

也談到末日時神的審判。 

 

 

從上文下理來看， 耶穌這一番話的焦點是放在

永恆的國度上， 而不是在世的國度， 祂與孔子

不同， 孔子的重點是在現今有形的世界和政

治， 耶穌的重點是在永恆的事上， 然而， 他們



之間却有一個共同點， 孔子談到仁者的特色， 

他說：「一言蔽之，忠恕而矣！」 

 

同樣， 耶穌也是提到忠與恕， 不過， 孔子所說

的忠是效忠國君及權威人仕， 而耶穌却是忠於

創天造地的神。 

 

2） 首先， 我們看看耶穌怎樣看「恕」,v.2「小子」

一字是一個關鍵詞， 耶穌說：「如果你把這個小

子絆倒， 就有禍了」，如果我們參看馬太十八

章， 也即是與此段平行的經文， 我們會看得更

清楚，耶穌的焦點是放在「小子」 身上。「凡

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不如把大石磨拴在這人的

頸項上， 沉在海裏。」(十八：6)。  跟著在十八:

15 耶穌亦叫我們去饒恕被人輕看的小子。「小

子」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指那些沒有權勢， 

被人人輕看的弱勢一群。換句話來說， 我們作

為耶穌的門徒， 一定要愛神。 但怎麼愛神呢？ 

具體是什麼意思呢？ 耶穌告訴我們，若你愛這

些弱勢小子， 你就是愛神了！ 所以， 耶穌在馬

太二十五章講了一個真理， 當末日審判時， 耶



穌對義人說：「我餓了， 你們給我吃， 我渴了， 

你們給我喝， 我赤身露體， 你們給我穿， 我病

了， 你們看顧我， 我坐監時， 你們來看我。」義

人回答說：「主啊， 我們沒有！」耶穌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

上（小子），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相反來說， 那些沒有善待小子的， 也等如不善

待耶穌， 我們不接待那些小子， 就是不接待耶

穌。 

 

3） 耶穌特別提到兩方面， 教導我們如何對待小

子， 一是消極的， 一是積極的。 

 

先談消極方面：就是絆倒人的問題。 

 

耶穌說：「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絆倒人

的有禍了， 就是把磨石拴在這人頸項上， 丟在海

裏， 還強如他把這子子的一個絆倒。」 

 

絆倒人的事， 希臘文是 ta skandala, 意思是絆腳



石， 或作陷阱， 或作使人沉淪於網羅中。 如果

我們再看清楚這個字的用法， 發覺主要並不是

道德上叫人墜落， 而是指阻礙人去親近神， 去

認識神。 所以， 凡是妨礙人去親近神的人物或

事物， 都是絆腳石。 以下的一些例子叫我們明

白這意思： 

 

❖ 我們在教會對一個新來的朋友擺出一副冷漠

的樣子， 我們便是絆腳石了。 

 

❖ 教會內鬨， 令人不敢來教會， 我們也成了

絆腳石。 耶穌覺得事態嚴重； 就好像把一

個大磨石， 拴在他的頸項上丟在海裏； 這

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我們再看看積極的方面 (v.3-4) 

 

「你們要謹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

他若懊悔，就饒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

七次轉回，說：『我懊悔了』，你總要饒恕他。」 

 



如果我們不想絆倒小子，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恕 

⸺ 寛恕。 若不寛恕， 就產生憎恨。恨就把自

己捆綁。 所謂七次， 是指無限的寬恕。 但寛恕

却有一個條件， 他們一定要有悔意； 並且知

錯， 不絆倒人的要訣， 就是存著寬恕的心！ 

 

 

 

（二）你的信心建在那兒: (v.5-6) 

 

v.5 使徒對主說：「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 

v.6 主說：「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

這棵桑樹說：『你們要拔起根來，栽在海

裏』，它也必聽從你們。 

 

1) 這不但是一段頗奇怪的經文， 而且更好像誇張

一點， 如果我們有像芥菜種這樣的信心， 可以

吩咐一棵桑樹， 連根拔起，栽在海裏， 它也聽

從， 我未見過世上有任何人有如此的能力， 是

因為我們沒有信心嗎？留意， 耶穌不是談信心



大小的問題， 耶穌不是說， 你若信心大， 就

可以做得到， 信心小， 就不能作到； 非也， 

耶穌乃是說， 就要是你的信心小過芥菜種， 也

能做到！ 所以重點不是信心之大小， 而是有沒

有信心。 再者，耶穌在這裏也不是討論禱告的

課題， 「禱告」這個字從沒有在這段經文出現

過， 留意v.5門徒的問題是：「求主加增我們的

信心」。其實， 在原文中， 並沒有「求主」這

一句， 門徒只是對耶穌說：「加增我們的信

心！」 

 

2) 所以， 若要明白這段經文的意思， 我們就要看

看門徒的問題：「加增我們的信心」究竟是什

麼意思？ 在十二:28, 耶穌稱他們為小信的人， 

而前文耶穌又是要他們寛恕， 七次得罪你， 若

回轉， 也要寛恕， 這就不是絆倒人了， 他們

便去駁耶穌， 你叫我們如此寛恕， 講就易， 

做起來是困難， 除非你加增我們的信心，否則

我們如何可以做到， 於是耶穌是在此情況下講

出v.6這句話： 

 



「你們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桑樹說：

『你要拔起根來，栽在海裏』，它也必聽從你

們。」 

 

芥菜種是非常細小的， 而桑樹却是非常大的， 

耶穌的意思是：「門徒呀， 你們的問題是問錯

一個問題了！」這不在乎信心的大小， 而在乎

你有沒有信心， 或是你的信心是建在那兒？ 如

果你的信心是建基在你的資源， 智慧， 能力， 

無論你怎樣厲害， 怎樣了不起， 肯定你絕不能

叫一棵桑樹連根拔起， 栽在海裏！它絕對不能

聽你所指的完成，因為你泊錯了碼頭， 你把你

的信心建基在你們自己的能力與智慧上。 

 

但要是你們把信心建基在神身上， 那就完全不

同！ 就是你的信心是小過芥菜種， 也能作到。

當然我們不是直解， 耶穌不是說桑樹真能走入

海中， 這只是比喻及表明一件在人世界中是沒

有不能的事， 但在神的世界， 那有不可能的事

呢！ 

 



所以， 我們當問：我的信心是建基在那兒？叫

我們一而再， 再而三， 一連七次被人得罪， 

但他若回轉， 靠著神， 我們仍是可以寛恕。 

 

 

（三）僕人與主人的身份問題:（v.7-10) 

 

v.7 你們誰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從田裏回來，就

對他說：『你快來坐下吃飯』呢？ 

v.8 豈不對他說：『你給我預備晚飯，束上帶子伺

候我，等我吃喝完，你才可以吃喝』嗎？ 

v.9 僕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還謝謝他嗎？ 

v.10 這樣，你們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

『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作

的。』」 

 

 

1) 耶穌在此談到門徒的品格之問題， 我們若要愛

神， 具體的表現就是愛人， 不愛人， 怎能愛神



呢？愛人有兩方面： 一是不絆倒小子， 不阻礙

人來到主的救恩寶座前。 積極方面：是寛恕， 

無條件無限的寛恕， 如何做得到呢？唯有信心倚

靠神才做到。 但當我們要信神， 愛祂， 倚靠

祂， 就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不可大小不

分， 無大無細， 我們要清楚我們的盧山真面

目， 及我們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是僕人， 神才

是主人， 僕人不是主人， 主人 也不是僕人！ 

 

2) 耶穌用了一個比喻說：「你是主人， 你的僕人開

工耕田， 回家了，你就對他說：『僕人， 辛苦

你了， 你可以嘆番吓， 等我去煑飯， 你坐下來

享受一下吧！』 」  

 

主人當然不會這樣作， 何解？因為僕人作工是應

份的， 所以， 他只會說：「給我預備晚飯， 等

我吃完了， 你才吃吧！」 

 

耶穌不是叫我們作過「惡死」的老板， 祂是講明

主 人與僕人的角色與地位是有差異的， 對一個

僕人來說， 若不明白他的身份與角色， 扮起主



人之欵， 他一定大有問題了！ 正如耶穌說：

「僕人照所吩咐的工作， 主人是要感謝他嗎？」 

 

3) v.10   耶穌作了一個結論，說明：作為一個基督

徒， 我們的身份與角色都是為僕， 我們的態度

是：「這樣， 你們作完一切所吩咐的， 只當

說： 『我們是無用的僕人， 所作的本是我們應

份作的。』」 

 

這裏所謂「無用」, 這個字原文是解作「不

配」，我們今日有機會服侍主， 服侍弟兄姊妹， 

原來是極大的福氣和恩典。 

 

孔子說：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耶穌却說： 「你們是僕人！就當捲起衣袖， 

走入曠野， 打一仗美好的勝

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