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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潑的聖言—講章 52 篇”(第七集)   鄭國治編著 

 

推薦(前面三位放在封面內頁) 

 

    鄭國治牧師是位大能的傳道者，趨勢的先覺者，宣教的推動者。

他在世界各地傳揚基督數十年，領人歸主無數，講道滿有感力。此次

他不藏私，把數十年來精心預備的講章公諸於世，我們舉雙手歡迎。

這些講章都是按照聖經的真理，正確的解經，針對人心的需求，箴砭

時代的信息。每篇講章都由鄭牧師親自講過，證明滿有激發人心的果

效，更附上投影片綱要，易於參考使用。但願傳道者都能從中擷取精

華，擴展視野，磨練技巧，增進功力。好真正做個按時分糧的無愧傳

道人。 

                     賴建國博士 

                     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授/前院長 

 

    郑牧师是一位有学识的博士、福音的战士、学养的绅士，他的讲

道充满激情、有趣、系统和正统，得到许多人的喜爱，深得中国教会

的弟兄姐妹的欢迎，这本讲道集是其讲道的一个窗口，相信其能成为

神所重用的器皿！ 

             陈逸鲁博士 Rev. Dr.Yilu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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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协和神学院院长 

             President of Guangdo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金陵协和神学院常务副院长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Nanji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鄭国治牧师/博士是本人所非常敬重的一位长牧。约四十多年前在

马来西亚家乡时本人已听过鄭牧讲道并从他受教。接着在文宣上也曾

得到他的鼓励；难得最近在培训事工方面也有机会与他搭配学习。虽

已年逾古稀，鄭牧师仍然是灵力充沛、尽心竭力的藉着口传、文宣等

管道劳苦的服事，务必要让更多人从主所托付他的事工蒙福；其心志

与表现可嘉、伟大！本书是集合鄭牧师多年来丰盛生命与老练讲道的

精品，读者肯定可从中大大受惠。 

             陳金獅博士 

             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院长（1997－2009），现任驻院研

究学者。 

 

推薦(以下四位的內容,放在封底外頁) 

 

    鄭牧師編著「活潑的聖言—講章 52 篇」內容豐富。作者用明晰

易懂的筆法、將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作詳細闡釋與探討、讀者可以從

基要真理中溫故知新。本書不僅是作者多年硏讀神話語的心得、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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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講章都有良好的回應與果效 ……實在有高度的實用性和指導

性。還有書中每篇講章後增添有投影片用的文字檔、且有使用方法說

明、方便人人使用。值得教牧、傳道同工、主日學老師、小組查經組

長、愛慕神話語的弟兄姊妹、甚至教會圖書館必備的一本好書。 

何崇熙博士 

北美真道浸信會神學院 

執行副院長兼博士班主任 

 

    鄭國治牧師所寫的 “活潑的聖言—講章 52 篇”內容豐富並有系

統。今日華人教會的需要乃是有系統的教導。從明白基督教得救教義

開始﹐稱義、成聖及成長與為主作工﹐作見證等道路。鄭牧師都於講

章集中清楚闡明。無論訓練與培訓同工,此書都適合作為材料。願神

使用並藉此書祝福華人教會。 

              郝繼華博士 

              信心聖經神學院院長 

 

    鄭國治牧师是一位忠心有見識的神的仆人，持之以恒地致力于傳

道和福音文字事工。正是因為他在研經和講道上很下功夫，并富有激

情和热情地傳講從上面来的信息，因而使很多人接受了福音，使很多

基督徒在真道上得以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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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泼的聖言—講章 52 篇》是鄭牧师多年講台侍奉的结晶。他

的講章有系统、包含全備的聖經信息、有機地结合中国文化，且具有

时代特色。這本講道集為傳道人提供了講道参考的範本，也是弟兄姊

妹靈修的良友。相信这本講道集的出版和使用必將成為華人教會福音

事工的祝福。 

                              汪振仁牧师 

                              中南神學院院长 

 

    鄭牧師是位德高望重，致力於世界各地宣講事工的福音使者，他

所著《活潑的聖言--講章 52 篇》，以其淵博的神學知識，豐富的佈道

經驗，以及教導講道技巧，通過普及系統神學的方式構建 “講章 52

篇”資訊，有幸拜讀，收穫頗豐，無論對本人基本信仰認定以及靈性

進深都有很大的幫助，實為一本實用的正統教義講道參考書。 

                  李洪玉牧師 

                  山東神學院副院長 

 

        序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來 4:12)“……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

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3:16-17)摩西領受了活潑的聖言傳給以色列



5 

 

人(徒 7:38).我們也當將活潑的聖言傳給世人.好使他們活得更有意義,

家庭更幸褔,社會更穩定,國家更繁榮. 

 

    我為甚麼要編寫及出版 “活潑的聖言—講章五十二篇”?動機何

在? 

    一. 因現今的傳道人大多數非常的忙碌,未必有足夠的時間下功

夫預備好的講章.我將曾經下功夫預備好的講章出版,以可供應一些傳

道人主日講道用;可節省他們的時間,並保持相當程度的內容. 

    二. 因我的講章大多數已經講過,聽眾已得到造就和良好的回應,

証實是有果效的. 

    三. 為甚麼以五十二篇為一集?因為一年有五十二星期,每主日講

一篇,足夠一年之用.以後還有續集出版,共約有七集. 

    四. 如果我的講章不公開的被普遍使用,以後離世到主那裏去,也

就無人知曉,無人使用,豈不是一種生命的浪費嗎?更何況,要速速的遍

傳福音,成全聖徒,完成上帝的旨意,本來就是我們的職責所在. 

    五. 本書有使用方法說明,方便人人使用. 

    承蒙賴建國博士、陳金獅博士、陳逸魯博士、何崇熙博士、郝繼

華傅士、汪振仁院長、李洪玉副院長推薦;孟子第七十代裔孫,孟廣志

兄校正,謹此致謝. 

                       鄭國治於 美國 洛杉磯 201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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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用 “活潑的聖言—講章 52 篇” ? 

1. 本書內容包括: 52篇完整的講章,52篇電腦Powerpoint 用的投影片

文字檔, 及一片CD的電子書.電子書方便使用者影印成講章,及講

道時用投影片的內容,投影片用的文字檔只要改為26號字,或改為

PPT檔,就可取用,既省時,又省事. 

2. 講員只要溫習講章、思想、消化其內容,再加上自己的例証,即可成

為自己的講章.講道時不必宣佈講章的來源. 

3. 如果原稿的講章過長,可分為上下篇兩次講完它.成功的講道,要預

備的多,講的透,講的精簡,句句打中要害,言之有物.如果預備的少,

而講的多,內容就不夠扎實! 

4. 講道使用時,不必照原稿的次序,可按照當時的需要而調整次序,如

復活節:可講 “耶穌的復活可信嗎?”、 “復活與褔音”.如佈道會: 

可講 “聖靈與救恩”、 “平安何處尋?” 、 “神救贖的旨意” 、 “立

約與救恩”、 “耶穌是彌賽亞可信嗎?”.請將全部講章先閱讀一遍,

然後重新調整所要講的次序,會對你比較方便. 

5. 如果講員發現有好的資料,也可增補其內容,如此可彈性的活用“講

章52篇”. 

6. 如有古文,可按聽眾的領受能力而定:有的只要將古文讀出即可;有

的讀完古文之後,還要加上解釋;有的可用白話直接講解就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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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要聽眾聽懂你所講的內容.如果你對古文有困難,請你買一些

參考書,如: “四書詳解”、 “白話老子” 、 “白話莊子” 、 “白話易

經” 、 “孝經—人倫的至理” 、 “道德經全集” 、孝經” 、 “禮

記選注” 、 “春秋左傳今註今譯” 、 “新譯尚書讀本”……等,大陸

及台灣出版有關古文註釋的書多得不勝枚舉,你可選擇所需要的購

買以備用. 

7.  “活潑的聖言—講章52篇”,每周講一篇,足夠一年之用. 

8. 另可用於主日學班、查經班、小組聚會、讀書會、一對一造就,自

我閱讀等.除了自我閱讀之外,以上任何形式的聚會,講員可將書本

講章的內容一課一課的影印分發給參加者,並請參加者一段一段開

聲的輪流讀,且交通個人的心得.或預發課程,學生帶回家仔細閱讀,

下次聚會時帶來,並交通心得與實際的幫助,如生活行為有何改變,

思想言語有何更新與突破(學生帶回家仔細閱讀,如有影響出席率,

則不宜採用). 

9. 可將 “活潑的聖言—講章52篇”贈送慕道友,因其中有不少是褔音

信息,可達文字佈道的使命. 

10. 多閱讀屬靈書籍可增加信心和知識.傳褔音報喜訊的人,他們的腳

蹤何等佳美!企盼讀者不僅是讀一本書,而是活用一本書.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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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讚美的能力 

附 錄 : 讚美的能力(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2 篇 : 基督的死與救恩 

附 錄 : 基督的死與救恩(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3 篇 : 復活與信徒的關係 

附 錄 : 復活與信徒的關係(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 篇 : 主耶穌升天前的顯現 

附 錄 : 主耶穌升天前的顯現(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5 篇 : 異象 

附 錄 : 異象(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6 篇 : 配搭事奉 

附 錄 : 配搭事奉(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7 篇 : 怎樣得勝 

附 錄 : 怎樣得勝(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8 篇 : 怎樣經歷喜樂的人生 

附 錄 : 怎樣經歷喜樂的人生(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9 篇 : 生命的投資 

附 錄 : 生命的投資(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0 篇 : 怎樣憑信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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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 怎樣憑信心事奉(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1 篇 : 主工人的使命 

附 錄 : 主工人的使命(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2 篇 : 應奉獻在那裏 

附 錄 : 應奉獻在那裏(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3 篇 : 總動員傳福音 

附 錄 : 總動員傳福音(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4 篇 : 向鄰居遍傳福音的策略 

附 錄 : 向鄰居遍傳福音的策略(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5 篇 : 復活生命的大能 

附 錄 :  復活生命的大能(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6 篇 : 基督的升天 

附 錄 : 基督的升天(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7 篇 : 中華文化与基督教 

附 錄 : 中華文化与基督教(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8 篇 : 現代人的家庭 

附 錄 :  現代人的家庭(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9 篇 : 耶和華神 

附 錄 : 耶和華神(投影片用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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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篇 : 三種洗 

附 錄 : 三種洗(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21 篇 : 幸福愛情与婚姻的祕訣  

附 錄 : 幸福愛情与婚姻的祕訣(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22 篇 : 三代之間 

附 錄 : 三代之間(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23 篇 : 從家譜看彌賽亞的降生 

附 錄 : 從家譜看彌賽亞的降生(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24 篇 : 愛如潮水 

附 錄 : 愛如潮水(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25 篇 : 主工人事奉的原則 

附 錄 : 主工人事奉的原則(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26 篇 : 主耶穌的事奉（上） 

附 錄 : 主耶穌的事奉（上）(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27 篇 : 主耶穌的事奉（中）  

附錄 : 主耶穌的事奉（中）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28 篇 : 主耶穌的事奉（下） 

附錄 : 主耶穌的事奉（下）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29 篇 : 永遠的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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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永遠的團圓(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30 篇 : 饒恕与得勝（上） 

附錄 : 饒恕与得勝（上）(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31 篇 : 饒恕与得勝（下）  

附錄 : 饒恕与得勝（下）(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32 篇 :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福音佈道的動力(一)  

附錄 :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福音佈道的動力(一) (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33 篇 :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福音佈道的動力(二) 

附錄 :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福音佈道的動力(二)(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34 篇 :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教會信仰的偏差(一) 

附錄 :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教會信仰的偏差(一)(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35 篇 :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教會信仰的偏差(二) 

附錄 :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教會信仰的偏差(二)(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36 篇 : 救牘論 

附錄 : 救牘論(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37 篇 : 信徒靈性力量的來源 

附錄 :  信徒靈性力量的來源(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38 篇 : 幸福家庭之道 

附錄 :  幸福家庭之道(投影片用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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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篇 : 基督為甚麼要再來? 

附錄 : 基督為甚麼要再來?(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0 篇 : 在基督裏稱義  

附錄 : 在基督裏稱義(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1 篇 : 安慰的神 

附錄 : 安慰的神(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2 篇 : 回天家之路 

附錄 : 回天家之路 (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3 篇 : 憂愁變為喜樂  

附錄 : 憂愁變為喜樂 (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4 篇 : 神審判的六大原則 

附錄 : 神審判的六大原則 (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5 篇: 祭祀者心態的對比  

附錄 : 祭祀者心態的對比(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6 篇 : 祭祀的祭品 

附錄 : 祭祀的祭品 (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7篇 : 祭祀的地點  

附錄 : 祭祀的地點(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8篇 : 格物致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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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格物致知之道(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49 篇 : 倫理觀初探  

附錄 : 倫理觀初探(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50 篇 : 差傳的聖經觀(一) 

附錄 : 差傳的聖經觀(一)(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51 篇 : 差傳的聖經觀(二) 

附錄 : 差傳的聖經觀(二)(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52 篇 : 差傳的聖經觀(三) 

  

附錄 : 差傳的聖經觀(三) (投影片用文字檔) 

 

 

第 1 篇 : 讚美的能力 

 

   讚美是最高的敬拜,讚美的對象是神本身(詩139:14). “當稱讚他大

而可畏的名；他本為聖！” (詩99:3).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

其大無法測度。”(詩145:3) “耶和華啊，諸天要稱讚你的奇事；在聖者

的會中，要稱讚你的信實。”(詩89:5) “這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

也要傳揚你的大能。”(詩145:4) 

 

    創造的主,是至大、 至聖、至尊、至榮、 全能、 全知、 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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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 無所不能、 信實、 奇妙的主,真是配得頌讚的真神.無論是

天上、 地上,一切受造者都要讚美神. “凡敬畏他的，無論大小，都要

讚美我們的神！”(啟19:5)  

 

    一. 讚美神能釋放出他拯救的大能 

 

    如大衛脫離一切仇敵和掃羅的手,他說: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

華；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詩18:3) 

 

    如保羅和西拉,在監牢中讚美神,反敗為勝.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

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

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徒

16:25-26)保羅反而領了禁卒一家得救,同時自己也得了釋放. 

 

    曾經有宣教士到蠻荒之地傳道,結果被野蠻的原住民逮住,這些野

蠻人把他當作戰利品,準備將他活活的燒死.這位宣教士心想,與其死

定,不如先唱讚美詩,然後才去見主.於是在被綁的木架上,大聲的唱讚

詩.野蠻人的首領聽了詩歌深受感動,他向其屬下說: “這人有如此美妙

的歌聲,又有如此優美的詩歌,我們不應該燒死他,應該請他教我們怎

樣唱歌.”他不但得了釋放,反而得到廣傳褔音的機會.神真是不偏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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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你心中有重擔、憂慮、懼怕、捆綁、痛苦嗎?你當多唱讚美詩,

當將你所聽的道,應用在你的生活上,當你讚美上帝之後,你內在的心

態必然得到舒解,心靈的壓力也得到釋放. 

 

   二. 讚美神能攻破撒但的權能 

 

    撒但對神是反抗、抵擋;對人是引誘、試探、控告、攻擊.讚美神

能攻破撒但的權能.如約沙法藉著禱告讚美戰勝亞們人、摩押人、西

珥山人. “「猶大眾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約沙法王，你們請聽。耶

和華對你們如此說：『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

乃在乎神。……哥轄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來，用極大的聲音讚美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就設立歌唱的人，頌

讚耶和華，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說：「當稱

謝耶和華，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

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人的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

們就被打敗了。” (代下20:15,19,21-22)當然,戰爭有人為的因素,有的也

有撒但隱行的干擾.但無論是那一種因素,都當禱告讚美神為優先的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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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遭遇波斯魔君的攔阻,他繼續禱告21天,終於得勝. 

 

    例如1989年我在香港領萬人佈道會,第三晚會後有一女人被邪靈

所附,要求我與同工們為她趕鬼禱告.當我們唱讚美詩 : “得勝得勝哈

哩路亞……”時,鬼就恐懼害怕,畏縮退後.我們將鬼趕出之後,吩咐被醫

治者要除去一切的偶像,並且不給魔鬼留地步.有一同工為她作跟進的

造就.趕鬼唱讚美詩是絕對有功效的. 

 

    掃羅王被鬼附時,大衛以樂器彈讚美詩,鬼就離開掃羅王.讚美神

能攻破撒但的權能! 

 

    撒但對人類的功擊是多方面的,有外在的攻擊,有時藉環境的攻擊,

如約伯就是一例.有時藉內在的影響,如掃羅王就是一例;又如出賣耶

穌的加略人猶大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再如欺哄聖靈的亞拿尼亞和妻子

撒非喇,都是受撒但的影響. 

 

    對教會撒但製造分裂、結黨、紛爭等.信徒若能同心合一多方禱

告、多讚美神,必能多合一,多得勝,多榮神益人!讚美神能攻破撒但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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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三. 讚美神是向世人及屬肉体的信徒見証神的大能 

 

    摩西帶領以色列百姓過紅海,他讚美神: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

向耶和華唱歌說：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

投在海中。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

的神，我要讚美他，是我父親的神，我要尊崇他。”(出15:1-2)這是

何等美的見証! 

 

    但以理雖然遭遇異己極大的壓迫,但是他仍然沒有放棄禱告的權

利.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家裡（他樓上的窗戶開向

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膝跪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與素常一

樣。”(但6:10) 但以理在外邦人中間作了美好的見証. 

 

    國際學園傳道會創辦人白立德(Bill Bright)博士,有一次擬到一

大學演講,大學校長親自開車來迎接他.在車上,突然接到一通電話,是

由學園國際總部重要同工打來的,主要報告學園傳道會總部嚴重被火

燒著,白博士在電話中禱告時,先讚美感謝神.大學校長不解的問: “被

火了燒了還要讚美感謝神嗎?” “白博士說: “是的,我們要常常喜樂，

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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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帖前 5:16-18 ) 讚美神之後,目前現實的環境可能還未改變,但你

的心態已經改變了.讚美神是向世人及屬肉体的信徒見証神的大能 

 

    在馬來西亞麻坡基督教三一堂的羅純興長老,因病要離世之前告

訴家人及親友,請一起唱讚美詩,他在詩歌中安然離世去見主.這是何

等的安祥與見証. 

 

    有一次我到美西的Boise講道,有一位患風顯病的老弟兄到機場

接我,他只有兩個指頭會動,也就是說只有兩個指頭可開車.他有3個女

兒,15個孫子,22個曾孫.他是教會禱告組的負責人,他說: “我身体雖

然殘廢,但我天天讚美神,我還有一個嘴吧能說話,天天為教會的弟兄

姐妹代禱,我活得很有意義.”他是殘而不廢, 並且藉著讚美神向世人

及屬肉体的信徒見証神的大能. 

 

    四. 讚美神能帶給我們更喜樂的生命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

頌。”(雅5:13)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向耶和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他！ 

願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歡喜！願錫安的民因他們的王快樂！”(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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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2) 

 

    初期教會的信徒,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

給他們。”(徒2:47)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

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

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

走著，跳著，讚美神。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神.”(徒3:6-9) 讚美能

帶來更大喜樂的生命. 

 

    有一宣教士到印度傳道,他行李被偷了,他寫信回本國說 : “感謝

主,我的行李被偷了.我感謝的理由是: 1. 我的行李被偷,人卻沒有被

打傷.2. 是我第一次被偷. 3. 是別人偷我的,不是我偷別人的. 4. 我

憑信心依靠主,仍然有喜樂.” 讚美神能帶給我們更喜樂的生命! 

 

    五. 讚美神能享受屬靈的安息 

 

   約伯說: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

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1:21)約伯經歷家破

人亡的痛苦,身体生瘡的熬煉,被友人誤解的刺傷,他最終還是唱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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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的凱歌: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我從前

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42:2,5) 

 

    我的大兒子摩西,8個月時因醫生的誤診,給錯藥,造成藥物中毒,白

血球過高,全身出紅斑點,大便變黑色,發高燒十多天,有生命危險.緊急

入台中醫院,醫生說: “我們盡力而為,能好到甚麼程度?好後會否傷到

腦?我們沒有絕對的把握.” 我內人住在醫院陪孩子,我還要到溪州糖

廠講培訓,又要趕到台北開同工會.我憑信心禱告: “神啊!兒女是耶和

華所賜的產業,我們只不過是管家,我們的生命也是你所賜的.我憑信

心感謝你,讚美你,求你保守摩西的生命,他在母腹中已奉獻給你.……”

在台北同工會,大家懇切的禱告.內子來電話,白血球直線下降,已恢復

正常,兩天內可出院.結果頭腦很正常,如今已全時間出來事奉十多年.

的確, 讚美神能享受屬靈的安息! 

 

    六. 讚美神是超然信心的一種表示 

 

    主耶穌給五千人吃飽,乃是先感謝禱告,然後神蹟才出現. 

 

    慕勒開孤兒院,有一天開伙前,沒有麵包,他還是憑信心讚美神,禱

告完畢,竟然有一車子送上麵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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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先生,新同工還沒有著落,就先開感恩會讚

美神,這就是超然信心的一種表示. 

 

    早期國際學園傳道會總部在 “箭頭泉”Arrowhead Springs ,

屬半山坡地,缺水,他們開始挖井,挖了兩百呎還沒有水.白立德博士召

集同工,先開讚美會,憑信心仰望主.再挖不久,水泉湧出,真是乾淨,水

質又好. 再次經歷到讚美神是超然信心的一種表示. 

 

    有一年我被邀請去澳州的墨爾本講道. 据我的瞭解,只要是與大

英聯邦協會國有關的國家,持馬來西亞的護照都可免簽証入境.因此

我並沒有申請VISA的簽証.等到我到機場時,航空公司的服務員說 : 

“大馬護照去澳州是要VISA簽証的.”當時雖然還很早,我在桃園國際

機場,無從申辦VISA.只好趕去香港辦理.我立刻打電報去墨爾本的張

吉成牧師,因尚需申辨簽証,可能會遲一天才到.但我也打電報去天

上—禱告,一.向神認我不夠儆醒的罪.二.求神開恩使我在香港能申請

到VISA,能如期去講道.三.我憑信心感謝神,他能開路.人會錯,神不會

錯. 

 

    最緊要關頭,即從九龍國際機場乘計程車趕去香港澳州領事館,

我一出機場,發現兩行等計程車的旅客,不下60人,若照排隊上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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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要一個小時以上,趕不及去香港辦澳州的簽証.我心中禱告: “主啊!

讚美你,求你開恩,開路,讓我能如期去澳州完成宣道的使命.”我看到

有警察在維持上車的秩序,我鼓起勇氣走到第一排,向警察說 : “警察

先生,請你無論如何幫個大幫,我要轉機去澳州,機票也有了,只是少了

澳州的VISA簽証,我已用電話與澳州領事館約好了現在就過去辦簽

証,請你讓我先上計程車趕去辦簽証.”警察先生二話不說,攤開雙手,

說: “喂!”立刻讓我先上計程車. 

 

    上了計程車,我告訴司機: “請用最快的方法帶我到香港澳州領事

館.”這位老司機說: “沒問題!”他加大油門,一下子速度就升到80多里,

但路邊的告示牌時速只限60里.我說 : “請根據路牌指示,時速只能

走60里.不然,警察逮到,你完,我也完.”司機說: “沒問題!這條路是沒

有警察的.”很快的就達到目的地.根據計費錶80多元,我給他100元

港幣,他說: “要不要找錢?”我說: “不必啦!當小費送給你.”其實我分

秒必爭,根本不許可拖延任何時間. 

 

    我衝到大廈電梯門前,根本不知道澳州領事館在第幾層樓?我的

右側站著一位西裝筆挺的男仕,我說: “請問澳州領事館在那一層樓?” 

他說 : “請跟我來,我也是要去澳州領事館的.” 神真是恩待.報上我

的名字,領事館工作人員說 : “剛才來電話的就是你?”我說: “是.”他



23 

 

說 : “時間剛剛好夠用.”領表、填表、送表之後,約半個小時就拿到簽

証. 我說: “要付多少錢?”他說 : “免費!”真是出乎意外的驚喜! 

 

    趕回九龍國際機場,順利如期的去墨爾本,凌晨就到墨爾本機場.

我打電話給張吉成牧師,他說 : “你等著吧!大概一個小時就來接我.”

想不到,等了兩個多小時他才出現.張牧師說 : “嘿!鄭牧師,你差一點

讓我心臟病爆發,因為昨天你來電報說可能要延後一天才能到,昨晚

我打了一晚的電話,通知教會長執、小組長、各部重要同工轉通知信

徒延後一天才開始聚會.今天凌晨你又來電話說到了,我又打電話, 通

知教會長執、小組長、各部重要同工轉通知信徒今天晚上開始聚會.

如此緊張, 心臟病不爆發都是神的恩典.你在機場等兩個多小時,真是

活該!”我對著多年的老同工老朋友,只能莞爾一笑.感謝主,當晚的聚

會有八百多人參加,很多人信主.我們只有讚美神,因神僕人的腳蹤都

在神引導之下.讚美神是超然信心的表示. 

 

    我們當天天學習讚美神的功課. 

    讚美神能釋放出他拯救的大能 

    讚美神能攻破撒但的權能 

    讚美神是向世人及屬肉体的信徒見証神的大能 

    讚美神能帶給我們更喜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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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神能享受屬靈的安息 

    讚美神是超然信心的一種表示 

    你現在願意讚美神嗎? 

 

 

附錄 :  讚美的能力(投影片用文字檔) 

 

讚美是最高的敬拜,讚美的對象是神本身(詩139:14).  

“當稱讚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為聖！” (詩99:3).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詩145:3)  

“耶和華啊，諸天要稱讚你的奇事；在聖者的會中，要稱讚你的信

實。”(詩89:5)  

“這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也要傳揚你的大能。”(詩145:4) 

 

     “凡敬畏他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啟19:5)  

 

    一. 讚美神能釋放出他拯救的大能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我必從仇敵手中被救出

來。”(詩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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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

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

的鎖鍊也都鬆開了。”(徒16:25-26) 

 

   二. 讚美神能攻破撒但的權能 

 

     “「猶大眾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約沙法王，你們請聽。耶和

華對你們如此說：『不要因這大軍恐懼驚惶；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

乃在乎神。……哥轄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來，用極大的聲音讚美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就設立歌唱的人，頌

讚耶和華，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說：「當稱

謝耶和華，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

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人的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

們就被打敗了。” (代下20:15,19,21-22) 

 

    三. 讚美神是向世人及屬肉体的信徒見証神的大能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歌說：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因他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

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的神，我要讚美他，是我父親的神，我

要尊崇他。”(出15:1-2) 



26 

 

  

     “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就到自己家裡（他樓上的窗戶開

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雙膝跪在他神面前，禱告感謝，與素常一

樣。”(但6:10)  

 

    四. 讚美神能帶給我們更喜樂的生命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

頌。”(雅5:13)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向耶和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他！ 

願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歡喜！願錫安的民因他們的王快樂！”(詩

149:1-2)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2:47)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

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

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

走著，跳著，讚美神。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神.”(徒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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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讚美神能享受屬靈的安息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

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1:21)約伯經歷家破人亡的

痛苦,身体生瘡的熬煉,被友人誤解的刺傷,他最終還是唱出得勝的凱

歌: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我從前風聞有

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42:2,5) 

 

    六. 讚美神是超然信心的一種表示 

 

    我們當天天學習讚美神的功課. 

    讚美神能釋放出他拯救的大能 

    讚美神能攻破撒但的權能 

    讚美神是向世人及屬肉体的信徒見証神的大能 

    讚美神能帶給我們更喜樂的生命 

    讚美神能享受屬靈的安息 

    讚美神是超然信心的一種表示 

    你現在願意讚美神嗎? 

 

第 2 篇: 基督的死與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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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爾文（Calvin) 認為，按著神與人之約的規定，罪的結果就

是死，無罪的主耶穌替代了罪人而死，所以滿足神律法的要求，止息

了神對罪人公義的怒氣，奠定了赦罪之基，也能將人從罪惡中拯救出

來。」（蘇穎智 認識救恩 40頁）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 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乃是永生。」(羅6:23) 罪是因，死是果。神的恩乃是永生，永

生勝過死亡。 

 

    一、基督照神的旨意而死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

惡的世代。」(加1:4 ) 中國古人說：「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而基督的死遠比「重於泰山」的境界更高。祂死前曾在客西馬尼園禱

告：「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26:39）祂絕對順服以致於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腓2：8） 

 

    主耶穌既然無罪，他為什麼要死？祂既然是神，祂為什麼會死？

神是不會死的，也不該死的，但為什麼祂竟然死了？祂的肉身的確死

了，但祂的神性卻不能被釘死。祂在十字架上說：「我的神！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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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離棄我？」，（可 15:34）可見祂的神性沒有死。救主耶穌的死，

不是因祂有罪而死，祂的死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死；只有人的死是因罪

而死。全人類只有主耶穌在死的時候說「成了」，可謂空前絕後。蘇

格拉底的死，不是照神的旨意而死；孔子的死是未完成其心意而死；

老子的死，非照神的旨意而死；亞理斯多德、亞歷山大、拿破倫、莎

士比亞，這些人都非照神的旨意而死。惟有耶穌是照神的旨意而死，

因祂是替我們的罪而死，為要叫我們得著救恩。 

  

    二、基督在肉身中為我們而死 

 

    人在肉身中犯罪，也必須在肉身中解決罪，故主耶穌道成肉身（來

2：14-15）；祂在肉身中為我們解決了罪案（羅8：3）。人要在肉身

活著的時候信主，一旦死了就沒有機會了。有人引用彼得前書三章十

九節，以為人死後尚有福音可聽，其實此節的「傳道」在原文是「宣

告」，也許是宣告衪的勝利；或對不信者宣告末日的審判；也許是宣

告信徒的靈魂要從陰間的樂園被提到天上（弗4：8）。神不救贖墮落

的天使，因為天使是靈體，天使在靈裏犯罪，罪卻要帶到永遠；神不

救贖動物，因為動物不是照神的形像造的，故神也不救贖動物。如果

人的罪在肉身活著的時候尚未解決，罪就要在永恆裡來解決，那就是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這是永死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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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照神的旨意為我們而死，祂為我們作了什麼？ 

 

1、 基督代替我們而死 

 

    義的代替不義的；無罪的代替有罪的；聖者、義者、生命的主代

替不聖、不義、該死的人。神子代替我們的身份而死。 

 

   「神使那無罪的（無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

們在他裡面成為 神的義。」(林後5:21)「替我們成為罪」，不是成

為罪人，乃是成為「贖罪祭」。人在神前無義可言，乃是在基督裏才

能成為神的義。神的義高過人的義，這是本質上的不同。 

 

    耶穌道成肉身時曾預告：「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10:45) 祂捨命不

是因自己有罪，而是甘心作多人的贖價。 

 

    2、基督為挽回神對我們忿怒的審判而死 

     

    祂以死擔當了我們罪的審判，使神對我們罪人的忿怒得以平息。

耶穌必須先道成肉身，與人認同，才能在神與人之間作中保。「所以

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



31 

 

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來2:17)「挽回祭」有「贖罪」及「補

償」的意思。祂不是在撒但與人之間作中保；祂也不是在人与人之間

作中保。挽回祭乃是挽回神對罪人的忿怒，所作公義的審判。聖經說：

「‧‧‧‧‧‧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

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

普天下人的罪。」（約壹 2:1-2） 

 

    挽回祭也彰顯了神的愛。神有愛，人類才有救恩，因為神就是愛；

基督的死顯明了神的愛。「不是我們愛 神，乃是 神愛我們，差他

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約壹 4:10 )「挽

回祭」是獻給神的，不是獻給魔鬼。獻給神才能挽回神的忿怒（彼前 

1：18；2:24）。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 

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羅 3:25)「挽

回祭」是要顯明神的公義，但是以耶穌的寶血為憑據，因為主的寶血

能洗淨人的罪；而寶血的大能要成為個人實際的經歷，「信」是最重

要的關鍵。 

 

    3、基督為我們付了贖價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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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

壞的金銀等物，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8 

-19) 人得救不是用金錢的代價，也不是立功的方法，乃是耶穌聖潔

的寶血。血代表生命，耶穌付了生命的贖價，如此我們可脫離祖宗所

傳流虛妄的行為，因人得贖的是得著屬靈的新生命。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受：原文作成〕，就贖出我們脫離律

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加 3:13 ) 

不是從魔鬼手中贖出，乃是從律法的咒詛中贖出。神是設立律法的

主，律法的咒詛，就是審判，就是死。基督的死滿足了律法的要求，

因為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 

 

    基督的贖價付給誰？早期的教父俄利根（Origen）認為是付給

撒但，因為人犯罪以後，成為撒但的奴僕，所以耶穌的贖價是付給魔

鬼的。但此說有疑難，第一、撒但沒有付過任何購買的代價。第二、

撒但本身是墮落的天使長，是受神審判的，他不是人類的主宰。第三、

撒但是非法的奴隸人，根本沒有討價的基礎。第四、耶穌為挽回祭是

獻給神的，不是獻給魔鬼。第五、耶穌是神與人之間的中保，不是撒

但與人的中保。這樣看來，贖價不是付給撒但，乃是付給上帝。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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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威嚴、公義的絕對標準與要求，人無法靠立功、善行、修身養性

來達到神的標準，滿足神的心意，只有義者聖者耶穌基督才能滿足神

的標準，彰顯神的公義，他付了生命的贖價，所以我們得自由，得釋

放了！ 

 

    4、基督為我們作了贖罪祭而死 

 

    獻祭的目的不是改良罪人，也不是阻止人犯罪；而是為解決人的

罪債。贖罪祭是為「遮蓋」人的罪，透過贖罪祭神看的是遮蓋的祭物，

而不是罪人。因為贖罪祭已還清了人的罪債。聖經說：「律法既因肉

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

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羅 8:3 ) 

 

    舊約裡，祭司以牛羊動物為祭物獻給神。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

埃及之前，耶和華神曉喻摩西和亞倫，以色列人各家要殺一隻無殘疾

的羔羊，將血塗在門框與門楣上，當神的使者擊殺埃及長子時，看見

門上羔羊的血就逾越過去，在此逾越節的羔羊有代替的意義（出 12：

1-13）。舊約是預表基督；四福音是應驗基督。先知以賽亞在主前七

百年就早已預言：「耶和華卻定意〔或作喜悅〕將他壓傷，使他受痛

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或作他獻本身為贖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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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53:10 ) 當主道成肉身，施洗約翰看見耶穌時立刻說：「看哪，神

的羔羊，除去（或譯：背負）世人罪孽的！」（約 1:29）基督將自己

的身體獻上成為「贖罪祭」，背負了世人的罪孽。耶穌曾說：「要捨命

作多人的贖價」（太 20:28；可 10:45）。甚至大祭司該亞法預言：「一

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約 11:50）。結果基督在十字架上

說：「成了！」。 

 

    新約的書信是解釋基督。彼得說：「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

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

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2:24)祂為我們作了贖罪祭，在木頭上（十

字架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背負了一切的罪孽，使我們因信稱義。

獻祭不是賄賂神，乃表示人向罪負責而產生的行動。神息怒的動機乃

是因祂的憐憫（詩78：38）。 

 

    5、基督為我們與神和好而死 

 

    罪使人與神隔絕（賽 59:2），但基督為我們的罪而死，背負我們

一切的罪，使人與神不再為敵了，反而成為神的兒女。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

我們顯明了。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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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

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和好，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羅 5:8 -11) 

 

    此段經文至少包括下列各點：（一）基督替罪人死。（二）神的愛

是祂受死的根基。（三）寶血是稱義的憑據。（四）基督受死免去神的

憤怒。（五）基督受死叫人與神和好。（六）叫人得救。（七）基督是

喜樂的源頭。除了基督之外，世上無人能滿足其以上任何一項。單以

中國聖人孔子為例：孔子沒有替罪人死，他因老而終；孔子的死不是

以愛為根基，而是因疾而終；孔子不能叫人在神前稱義，僅教人學仁

義之道；孔子沒有令人免去神的憤怒，他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子無法令人與神和好，只叫人敬天；孔子更無法令人得救，因他也

不能自救；孔子不是令人喜樂的源頭，他只能自樂。由此可見，基督

的死是何等的神聖，而且有絕對的必要性，祂完成了救恩，使人與神

和好。 

 

   聖經說：「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

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

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

們。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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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們

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林後5:18-21) 

 

    這樣基督的死完成救恩，叫人和好，至少包括五方面的意義： 

 

（一） 使罪人與神和好 

 

    人不認識神，在罪裏與神為敵。基督在十字架上滅了罪的一冤

仇，使人與神相和。 

 

（二） 使人與己和好 

 

    一個人與神的關係若不正常，他與己的關係也會出問題。如自貶

形像、自卑、自殘自虐，以及各種內在不平衡的狀況都會發生。立志

行善由得己，行出來卻由不得己。人因行善無力，拒惡無能，於是產

生各種矛盾與衝突。但得救之後，可肯定生命的方向與永恆的意義，

得赦罪的平安與豐盛的生命；在基督裏藉著聖靈的大能結出仁愛、喜

樂以及和平的果子。 

 

（三） 使人與人和好 

 

    救恩不分國界、種族、地域、文化、階級、學識與地位，只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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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基督的人都得永生，如此，人先與神和好，才能在基督裏與人和好。

保羅提到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都在基督裡合而為一。在

基督的救恩裏，才能「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四） 勸人與神和好 

 

    勸人與神和好，最有效的方法即廣傳福音。基督道成肉身，走遍

各城各鄉廣傳天國的福音。祂升天之前的遺命：「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萬民：原文是凡受造的）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可 16:15-16） 

 

    （五）使信徒成為叫人與神和好的使者 

 

     著名非洲的宣教士李文斯敦（Livingston）說：「上帝只有一位

獨生子，祂竟然差他為宣教士。」舊約的先知不但是神的代言人，也

是神的使者，受差向神的子民說話。新約的使徒也是神的使者，受差

去傳福音，建立教會。信徒也是神的使者，乃要進到社會的各層面為

主作見証。我們成為神的使者，是與神同工。 

 

    6、基督為我們在神面前稱義而死 

 

    「稱義」是法庭的用語，經法官審判宣告「無罪」，即「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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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清白無辜。神是公義的審判者，罪人是被審判者；耶穌是無罪的

義者，祂才有資格代替不義的罪人。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因為世

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

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

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好

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羅3:21 -26) 

 

  「律法」代表「摩西五經」，有時代表「全本舊約的聖經」。毫無疑

問地，舊約聖經見証基督是神要差來的義者。先知哈巴谷豈不是早已

說過：「惟義人因信得生。」（哈 2:4）信的對象是「耶穌基督」，才

能得到神的義。我們稱義是神白白的恩典，不是靠立功，或立德賺來

的。人的功德不能滿足神的標準及要求，惟有基督的義才能滿足神的

要求；因為基督義的本質是與神同質，所以我們藉著祂才能得著神的

義。 

  

   保羅說：「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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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羅 5:10） 

 

 

附錄 : 基督的死與救恩(投影片用文字檔) 

 

基督的死与救恩 7 集 2 篇投影片用文字檔 

 

    「加爾文（Calvin) 認為，按著神與人之約的規定，罪的結果就

是死，無罪的主耶穌替代了罪人而死，所以滿足神律法的要求，止息

了神對罪人公義的怒氣，奠定了赦罪之基，也能將人從罪惡中拯救出

來。」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 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裡﹐乃是永生。」(羅6:23) 

 

    一、基督照神的旨意而死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

惡的世代。」(加1:4 )  

 

「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26:39）祂絕對順服以致於死，且死在十字

架上（腓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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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可 15:34） 

  

    二、基督在肉身中為我們而死 

 

    人在肉身中犯罪，也必須在肉身中解決罪，故主耶穌道成肉身（來

2：14-15）；祂在肉身中為我們解決了罪案（羅8：3）。 

 

    基督照神的旨意為我們而死，祂為我們作了什麼？ 

 

1. 基督代替我們而死 

 

   「神使那無罪的（無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

們在他裡面成為 神的義。」(林後5:21)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

作多人的贖價。」(可10:45)  

 

    2、基督為挽回神對我們忿怒的審判而死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

信的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來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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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

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

普天下人的罪。」（約壹 2:1-2） 

 

    「不是我們愛 神，乃是 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

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約壹 4:10 )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 

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羅 3:25) 

  

    3、基督為我們付了贖價而死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

壞的金銀等物，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8 

-19)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受：原文作成〕，就贖出我們脫離律

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加 3:13 )  

 

    4、基督為我們作了贖罪祭而死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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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羅 8:3 ) 

 

    「耶和華卻定意〔或作喜悅〕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

他為贖罪祭〔或作他獻本身為贖罪祭〕。‧‧‧‧‧‧」(賽 53:10 )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譯：背負）世人罪孽的！」（約 1:29） 

 

耶穌曾說：「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 20:28；可 10:45）。 

 

「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約 11:50）。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

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2:24) 

  

    5、基督為我們與神和好而死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

我們顯明了。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憤

怒，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

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和好，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羅 5:8 -11)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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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職分，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

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所以，

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

與神和好。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

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神的義。」(林後5:18-21) 

 

    這樣基督的死完成救恩，叫人和好，至少包括五方面的意義： 

 

(一). 使罪人與神和好 

 

(二). 使人與己和好 

 

    (三) 使人與人和好 

 

    (四) 勸人與神和好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萬民：原文是凡受造的）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 16:15-16） 

 

    （五）,使信徒成為叫人與神和好的使者 

 

    6、基督為我們在神面前稱義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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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

證，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因

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

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

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羅3:21 -26) 

 

「惟義人因信得生。」（哈 2:4）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

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羅 5:10） 

 

 

笫 3 篇 : 復活與信徒的關係  

 

    耶穌復活才能與信徒建立屬靈生命的關係；復活重生了我們，叫

我們稱義得永生；復活是信仰的根基，使我們有活潑的盼望。讓我們

多結果子，使我們得著能力，信心有根有基；復活的主在天為我們代

禱，我們將來還要復活與主相聚，得主厚恩，與主同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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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信仰的根基 

 

    復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復活是最關鍵性的的信息，也是歷史

的事實。耶穌復活才能承先啟後的將新舊的預言銜接在一起，也將整

本聖經的信仰，打下不可動搖的基礎。 

 

    耶穌復活是歷史的事實。天使報佳音(路 24:23)；羅馬兵丁看見；

馬利亞、彼得、多馬、十二使徒、保羅及五百多弟兄都看見(約

20:18-19,25-28;林前 15:5-6)；同時也有人與復活的主同吃同喝的，他們

都是復活的見證人。也因主的復活，才建立了初期教會信仰的基礎；

才有人肯為主傳福音，為主作復活的見證，甚至為主忠勇的殉道。 

 

  保羅起先最反對耶穌基督，甚至從耶路撒冷祭司長手中取得文件，

往大馬色去逮捕信徒下監。後來耶穌在大馬色路上向保羅顯現，用大

光光照他，親自呼召他，並藉聖靈充滿他；保羅從此徹底的轉變，從

反對到跟隨，從跟隨到傳道，從傳道到為主殉道。他坦誠地說：“基

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乃在罪裡。”(林前 15:17) 耶

穌的復活為何與赦罪有關？因為耶穌捨身流血，使我們的罪得赦，與

應許復活有關。若耶穌沒有復活，他就不是生命的主，他的應許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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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空了；若復活的應許落空，赦罪的應許也必落空。 

 

    二、有活潑的盼望 

 

    彼得說：“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

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

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

基業。你們這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豫備，到末世要

顯現的救恩。” (彼前 1:3-5) 

 

    我們藉著耶穌的復活有完全的救恩，是出於神的大憐憫；因基督

復活重生了我們，我們才會有活潑的盼望和天上永存的基業。我們所

得的基業，是超越時間物質的；是至聖潔的，因為是不朽壞、不能玷

污、不能衰殘的。 

 

     世人通常盼望發財；盼望兒孫滿堂；盼望生意發達、身體健康、

出入平安、升官、長壽等，這些都是屬地屬世的，能得到當然很好，

得不到也不必過度介意，因人在地上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人生的意

義是否僅限於此？人生應該有更崇高的意義，永恆的價值。但對基督



47 

 

徒而言，我們在基督裏卻有屬天的盼望，就是神國度的盼望，永生的

把握，身體復活的盼望；我們在世生活，雖有時會遇到不如意，或試

煉、或逼迫、或挫折、或被誤解、或遭受打擊、或不順利、或疾病、

或喪亡，但若比起天上永遠榮耀的盼望與基業，這些地上至暫至輕的

苦楚就微不足道了。 

 

    耶穌被釘十字架後，所有的門徒都灰心喪膽，他們一切的盼望都

破滅了。然而，當門徒看見復活主的顯現，一切全然改變；痛苦變為

喜樂；懼怕變成平安；懦弱變成勇敢；失望變成盼望；消極變成積極；

傳道裹足不前，變成趕快收割莊稼。他們的信心、世界觀、價值觀、

宣道觀完全改變了。因主復活了，對救恩有保障；他們有能力、信心、

盼望，積極改變那時代的信仰，將福音傳到地極。 

 

    保羅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羅 10:9) 得救與復活有關，有復活才能有救恩，有救恩

人類才有盼望。 

 

    彼得說：“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又給他榮耀的 

神，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 神。”(彼前 1:21) 信徒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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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以神為中心，神是萬有的主；有神才有宇宙，有神才有人類，有

神才有永恆的生命，有神才有絕對的真理，有神才有不朽的基業，有

神才能有活潑的盼望。 

 

    三、多結靈果 

 

    枯樹不能結果子；活樹才能結果子。耶穌說：“好樹結好果子，

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太 7:17) 屬肉體的人結出肉體的果子；屬靈的

人結出聖靈的果子。死人不能結果子；惟獨活人才能結出來果子來。

保羅說：“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

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叫我們結果

子給 神。”(羅 7:4) 耶穌若沒有復活，我們就不能重生，我們靈裏是

死的。但感謝神，耶穌復活了才能重造我們屬靈的新生命，我們才能

結果子歸給神。但究竟結甚麼果子？ 

 

    1 愛心的果子 

 

    保羅說：“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 5:22-23)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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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果子”，即是“愛心的果子”。常有人說此處經文是指結出八種聖

靈的果子。若照希臘文的原義，它是用單數名詞，其實只有一種果子，

就是“愛”，其他八種是愛的表現。愛是生命流露出來的果子。我們當

愛神愛人(可 12:30-31)；在神的命令中彼此相愛(約 13:34-35)；要愛仇

敵(太 5:43-47)；在聖靈的大能中去愛(羅 5:5)；我們當憑信心去愛(來

11:6)，因我們活著是憑信心，不是憑眼見。 

 

    2.悔改的果子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太 3:8) 

 

    “悔改”是內在真心認罪；“果子”是外在態度與行為的改變；內在

是無形的，眼睛看不見的；外在是有形的，眼睛看得見的。神洞察人

的內心，人卻看外在的表現。我們當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真

正重生受洗的人是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使我們一舉一動有新

生的樣式(羅 6:3-4)。 

 

    3.成聖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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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日有甚麼果子呢？那些事的結局

就是死。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 神的奴僕，就有成聖

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 神的恩賜，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羅 6:21-23) 

 

    罪的果子是死；成聖的果子結局就是永生。成聖有“地位”上的成

聖；“生活”上的成聖。真心相信耶穌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信徒一

得救就有成聖的地位。信徒重生了，還應該將肢體與身體奉獻給主，

被聖靈充滿，靠聖靈行事，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在生活上結出成

聖的果子。 

 

    4.仁義的果子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腓

1:11) 

 

    仁義的果子是在基督裏彰顯出來的美德。復活的主是仁愛與公義

的源頭，在主裏才能結出仁義的果子。耶穌給我們豐盛的生命(約

10:10)，我們要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結果(王下 19:30)。生命中若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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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就能按時結果子(詩 1:2-3)。 

 

    5.捐輸的果子 

 

    奉獻給神乃是當作祭物；對人行善及餽贈，都是神所喜悅的。聖

經說：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 神所

喜悅的。”(來 13:16) 

 

    保羅巡迴佈道，蒙腓立比教會奉獻支持，他很有智慧的說：“我

並不求甚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賬

上。”(腓 4:17)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那

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喫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

你們仁義的果子；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感

謝歸於 神。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

越發感謝 神。”(林後 9:9-12) 

 

    捐輸的人，是為神撒種。神即多加添他種子，使他在物質上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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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多施捨，幫助窮人；神也給他靈裏富足，可結出果子存到永遠。 

 

    6.嘴唇的果子 

 

    “我們應當靠著那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這就是那承

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來 13:15)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

他得著我的救恩。”(詩 50:23) 

 

    頌讚是敬拜、讚美、感恩的一種表現，目的是為榮耀神。頌讚先

出於心，再出於口，因言由心而生。換句話說，言語是心聲的表達。

感謝讚美神是嘴唇所結的果子；我們要凡事謝恩，無論順境或逆境；

無論如意或不如意，都要憑信心感謝讚美神。讚美是得勝的祕訣。彼

得在患難中，仍憑信心靠主獻上感謝(徒 5:41)。保羅在不自由的捆鎖

中讚美神(徒 16:25)；他們都靠主得勝。讚美神是信心的表示，我們一

讚美神心中的重擔就會脫落，因為讚美即產生信靠與交托，心靈即可

享受主裏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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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出嘴唇的果子總要在平時儆醒操練，不單要說誠實正確的話，

總要說造就人的話；咒詛與詭詐的話一句都不出口(雅 3:9-10;詩

34:13)。滿有智慧的所羅門王說：“惡人嘴中的過錯，是自己的網羅；

但義人必脫離患難。人因口所結的果子，必飽得美福；人手所作的，

必為自己的報應。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

的良藥。口吐真言，永遠堅立；舌說謊話，只存片時。”(箴 12:13-14,18-19) 

 

    7.平安的果子 

 

    平安有內在的平安與外在的平安；有心靈的平安，也有環境的平

安；但有主同在的平安才是真平安。 

 

    父母管教兒女，目的是要他們循規蹈矩，在世平安度日。天父管

教他的子民目的是要他們成為聖潔，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聖經

說：“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

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

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

義。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來 12:10-12) 

 



54 

 

    復活的主所賜的生命是聖潔的、不朽的、得勝的。耶穌向門徒顯

現時說：“願你們平安。”(約 20:20) 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耶穌是平

安的主，平安的源頭。我們不但要得平安，還要結出平安的果子，不

繼續犯罪就能結出平安的果子。 

 

    8.行為的果子 

 

    信仰與行為是分不開的，真正重生的信徒，行為必有改變。耶穌

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 生命是內在的；行為是外在的。

雅各提到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雅 2:14,17-18) 神是照各人所行的報應

各人(啟 2:23)。啟示錄裏神重視七間教會的行為(啟 23:14)；將來白色

大寶座的審判，“是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啟 20:12)。 

 

    先知以賽亞說：“你們要論義人說，他必享福樂；因為要喫自己

行為所結的果子。惡人有禍了，他必遭災難；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

受報應。”(賽 3:10-11)人的罪行，人必須自己負責。信徒是靠復活的

耶穌稱義，也靠主所賜聖靈的大能，結出聖靈的果子和行為的果子。

我們既然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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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福音的果子 

 

     神按照自己的主權揀選我們，拯救我們；他有主權差派我去結

果子。我們不但要結愛心的果子、聖靈的果子、品德的果子、生命的

果子、還要去結福音的果子。主耶穌復活之後，賜給門徒聖靈，並分

派他們去傳福音(約 20:20-23)。門徒傳福音是耶穌復活後才產生積極

的行動；復活不但是傳福音的動力，也是福音的內容。 

 

    耶穌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

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

他就賜給你們。”(約 15:16)主耶穌呼召彼得和安得烈，要他們得人如

魚(太 4:19)；主耶穌要門徒往普天去傳福；主耶穌要教會負起傳福音

的使命(太 16:19)。教會不傳福音就是違背神的命令；信徒不傳福音就

是不負責任。我們當積極的結出福音的果子。但如何去結福音的果

子？耶穌說：“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約

15:5) 在主裏面才有復活生命的大能，才有活水的江河，才能結出福

音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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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賜信徒能力 

 

    神無所不能，他能成就萬事。他能叫耶穌從死裏復活，並給他尊

貴榮耀的地位坐在天上，並給他權柄在自己的右邊。神向信的人所顯

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這種

能力能叫耶穌復活，使信徒重生，生命長進；能使信徒勝過魔鬼，過

得勝生活，並使信徒的事奉滿有能力。所以保羅向以弗所教會說：“並

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

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

邊。”(弗 1:19-20) 他又向腓立比信徒說：“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

活的大能，……．”(腓 3:10) 保羅不但曉得，同時也領受了神所賜的

大能。 

 

    五、是傳道的內容 

 

    新約有一百多次提到耶穌復活。聖經說：“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

間始終出入的時候，就是從約翰施洗起，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

日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

活的見證。”(徒 1:21-22) 耶穌復活是使徒與門徒共同的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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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在五旬節時証道，幾乎以耶穌復活為中心。他說：“這耶穌

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証”(徒 2:24,29-32)。彼得第二

次証道還是見証基督的復活(徒 4:33)；在哥尼流家傳福音再次提到“第

三日，神叫他復活。”(徒 10:40) 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傳講基督的復

活(徒 13:30,34,37)；他在雅典向希臘哲學家講解耶穌復活(徒 17:31)；

在公會前受審時見証基督復活之道(徒 23:6)；在腓力斯審訊時他見証

耶穌復活(徒 24:15,21)；他在亞基帕王面前也見証基督復活之道(徒

28:8,23)。反觀今日的教會，不講復活之道，甚至不信復活之道，殊

為可惜！ 

 

    六、為信徒代禱 

 

    死人不能代禱，活人才能代禱。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代禱

是最神聖偉大的代禱。他道成肉身，經常為門徒代禱(約 17:1-26)；復

活升天後為永恆的大祭司，仍然為眾聖徒代禱。 

 

    保羅說：“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

裡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羅 8:34) 因基督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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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罪而死，故無論是世人、或天使、或魔鬼都不能定我們的罪。

更何況基督在天上也替我們祈求。 

 

    神的救恩因基督的復活成了我們的保障，他長遠活著，必保守我

們到底。“凡靠著他進到 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

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來 7:25) 

 

    七、叫信徒復活 

 

    耶穌告訴門徒，信他的，在末日必要從死裏復活。要應驗這話的

先決的條件是他自己必須先復活，否則就成了空談。耶穌的復活已是

歷史的事實，所以我們有復活的保障與盼望。當拉撒路死時，耶穌說：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 11:25) 

他果真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表明他有權柄與能力叫人復活。但拉撒

路的肉身還是死了；惟有主再來時，信徒的復活不需要再死。 

 

    保羅勸勉帖撒羅尼迦的信徒說：“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

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 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帖前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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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林

前 15:22) 我們在舊造裏都要死，在基督都要復活；天下沒任何宗教

或教主能與復活的主相比！他是屬天的，我們將來也要與他有屬天的

性質。“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這必朽

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林前 15:49,53) 

 

 

附錄：復活與信徒的關係（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是信仰的根基 

 

       耶穌復活是歷史的事實。天使報佳音(路 24:23)；羅馬兵丁看

見；馬利亞、彼得、多馬、十二使徒、保羅及五百多弟兄都看見(約

20:18-19,25-28;林前 15:5-6)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乃在罪裡。”(林前 15:17) 

  

    二、有活潑的盼望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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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著

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你們這

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豫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彼前 1:3-5)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羅

10:9)  

 

  “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又給他榮耀的 神，叫你

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 神。”(彼前 1:21)  

 

    三、多結靈果 

 

    “好樹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太 7:17)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叫我們結果子給 

神。”(羅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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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愛心的果子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 5:22-23)   

 

    2.悔改的果子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太 3:8) 

 

    3.成聖的果子 

 

    “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日有甚麼果子呢？那些事的結局

就是死。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 神的奴僕，就有成聖

的果子，那結局就是永生。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 神的恩賜，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羅 6:21-23) 

 

    4.仁義的果子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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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5.捐輸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 神所喜

悅的。”(來 13:16) 

 

    “我並不求甚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

們的賬上。”(腓 4:17)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那

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喫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

你們仁義的果子；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感

謝歸於 神。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

越發感謝 神。”(林後 9:9-12) 

 

    6.嘴唇的果子 

 

    “我們應當靠著那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這就是那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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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來 13:15)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

他得著我的救恩。”(詩 50:23) 

 

“惡人嘴中的過錯，是自己的網羅；但義人必脫離患難。人因口所結

的果子，必飽得美福；人手所作的，必為自己的報應。說話浮躁的，

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口吐真言，永遠堅立；

舌說謊話，只存片時。”(箴 12:13-14,18-19) 

 

    7.平安的果子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

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

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所

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來 12:10-12) 

 

    8.行為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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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  

 

 “你們要論義人說，他必享福樂；因為要喫自己行為所結的果子。惡

人有禍了，他必遭災難；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報應。”(賽 3:10-11) 

 

    9.福音的果子 

 

    耶穌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

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

他就賜給你們。”(約 15:16) 

 

耶穌說：“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約

15:5)  

 

    四、賜信徒能力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

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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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右邊。”(弗 1:19-2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腓 3:10)  

 

    五、是傳道的內容 

 

    “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就是從約翰施洗起，

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

中，立一位與我們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徒 1:21-22)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証”(徒 2:24,29-32)。 

 

    六、為信徒代禱 

 

    保羅說：“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

裡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羅 8:34) 

  

“凡靠著他進到 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

替他們祈求。”(來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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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叫信徒復活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

復活。”(約 11:25)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 神也必將

他與耶穌一同帶來。”(帖前 4:14)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林

前 15:22)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這必朽壞的，

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林前 15:49,53) 

 

 

第 4 篇 ：主耶穌升天前的顯現 

 

 

    主升天之前的顯現，是復活後的第四十天。“他受害之後，用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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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徒 1:3) 

 

    主顯現的地點在橄欖山。“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離耶路撒冷不

遠，約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當下門徒從那裡回耶路撒冷去。”(徒 1:12) 

路加福音是說：“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就舉手給他們祝福。

正祝福的時候，他就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路 24:50-51) 表

面看起來，似乎是兩個地方，其實“伯大尼的對面”，就是指著橄欖山，

這山高二千六百八十八尺，在伯大尼與耶路撒冷之間，離耶路撒冷不

遠。耶穌曾在此山上為耶路撒冷哀哭，(路 19:41-44;太 24:3-9;可

13:3-8)，也曾在此山西邊的客西馬尼園禱告(路 22:39-40)；耶穌再來可

能先降臨於此山(亞 14:4;徒 1:11)。 

 

    主向門徒與加利利人顯現(徒 1:11-12)，人數相當多。 

 

    顯現的目的，是吩咐門徒領受聖靈，並要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作

主的見証。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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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

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

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

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

地極、作我的見證。’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徒 1:4-9) 

 

    一、受聖靈的洗 

    

    新約提到聖靈的洗有七次。施洗約翰說，耶穌要用聖靈與火施

洗，這一件事聖經有三處記載(太 3:11;可 1:18;路 13:16)。第四次是施

洗約翰對門徒說的，“聖靈降下來，住在誰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

的。” 在此說明耶穌是施洗者，也就是說聖靈的洗是耶穌的主權；耶

穌與天父差派聖靈來，表明聖父與聖子是同權的。 

 

    第五次即耶穌升天前對門徒說的，“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

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 1:5) 約翰的施洗是悔改的洗禮(路 3:3,7-8;

徒 19:4)。信徒受水的洗禮，是神救贖恩典外在的表徵(羅 6:3-4)；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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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洗是內在生命的更新 (約 3:5;多 3:5-6)，從主領受聖靈。 

 

    “不多幾日”，即主耶穌升天後約十日，至五旬節時聖靈降臨，門

徒才經歷聖靈的洗。五旬節之後，信徒重生時就受聖靈的洗。保羅書

信對聖靈的洗有十分清楚的詮釋。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

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聖靈就是 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

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

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或作可以憑著盼望承受永生﹞。”(多 3:5-7)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

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13) 

 

    五旬節時，聖靈已降臨，他必永遠與信徒同在(約 14:16)；舊約時

代，聖靈會離開人，不是永遠與信徒同在(創 6:3;撒上 15:22-23,16:14)，

兩者有很大的差別。主應許聖靈的洗，五旬節時已經應驗；信徒重生

時，立即受聖靈的洗，生命得更新。當今教會有一個傳統的觀念，以

為人受水禮之後，才算是基督徒，否則他只是慕道友。但聖經認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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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重生後，他就受聖靈的洗，成為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也就

是在主裏生命的合一，互為肢體，同心合一。神救贖的恩典，是不分

種族、階級、國籍的，只要重生都領受同一位聖靈的洗。有形的水禮

是為公開表明信仰的見証，所以不是得救的條件。 

 

    第六次提到“聖靈的洗”是彼得：“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們身

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

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神既然給他們恩賜，像在我們信主耶穌

基督的時候，給了我們一樣，我是誰，能攔阻 神呢？眾人聽見這話，

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 神，說：‘這樣看來， 神也賜恩給外邦

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徒 11:15-18) 

 

    這是彼得在該撒利亞向哥尼流一家傳道(徒 10:44-48)之後，回耶

路撒冷向教會所作的見証。其中提到神賜聖靈給外邦的信徒，他們也

領受聖靈的洗，與我們一樣。彼得是耶路撒冷教會的代表，他接納外

邦的信徒。三次聖靈的洗的歷史都與彼得有關：第一次，在耶路撒冷

五旬節時(徒 2:1-4)，耶路撒冷是猶太人居住的城市。第二次，在撒瑪

利亞(徒 8:14-17)，撒瑪利亞是猶太人與外邦人混合的城市。第三次，

在該撒利亞哥尼流家裏(徒 10:44-48)；該撒利亞是外邦人的城市。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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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是十二使徒之首，也是耶路撒冷教會的代表，他認同猶太人、撒馬

利亞人和外邦人領受聖靈的洗，這與我們所受的相同，我們接受同一

位耶穌，同一位聖靈，同一個救恩；並領受同樣的生命，我們是在同

一個身體裡。 

 

    哥尼流一家正在聽道時就領受了聖靈的洗，一重生就有聖靈內

住。有人說：“水洗是第一次恩典，靈洗是第二次恩典；說方言才是

靈洗(或第一次說方言就是靈洗)，有靈洗才有聖靈充滿；沒有說方言，

就沒有受聖靈的洗，所以就沒有被聖靈充滿。”然而請問：“耶穌有沒

有被聖靈充滿？” 有！“耶穌有沒有說方言？” 沒有！還有保羅第一

次被聖靈充滿有沒有說方言？ 沒有！但保羅後來有沒有說方言？ 

有！既然如此，若說第一次被聖靈充滿一定要(或能)說方言，根本就

不能成立。如果說沒有說方言，就沒有被聖靈充滿，也不能成立。若

沒有說方言就沒有聖靈，更是不能成立。被聖靈充滿是以神的命令、

旨意與應許；人的渴慕、認罪、奉獻、與信心為原則。說方言是一種

恩賜，是以神的主權，耶穌的賜給，聖靈隨己意分給各人為原則。被

聖靈充滿，說方言可以在同時間之內發生，但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第七次提到“聖靈的洗”是保羅(林前 12:13)。“聖靈的洗”希臘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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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次完成的語法(Aorist)，即信徒重生時，聖靈一次完成的；聖靈的

洗使我們進入基督身體裡，事實是一次成就，即永遠成功的。 

 

    所以：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說方言；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行神蹟奇事；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領受「第二次的恩典」； 

    聖靈的洗不是信徒受水禮後才能得著；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得能力，乃是叫人得屬靈的生命； 

    聖靈的洗與聖靈充滿是有區別的，二者的功用是不同的。聖靈的

洗是一次完成的，只有一次；聖靈充滿卻是多次的，信徒乃當常常被

聖靈充滿。”(參拙著“聖靈”一書 59 頁) 

 

    聖靈的洗是神的應許(太 3:11;可 1:8;路 3:16;徒 1:5)，不必重覆，

只要真正重生就受靈洗進入基督的身體裏(林前 12:13)；聖靈的洗是與

神的救贖有關，這是身份地位的關係；聖靈的洗是無條件的，全是應

許的恩典，只要憑信心接受耶穌就可領受；而這應許在五旬節時已經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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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主作見証 

 

    主耶穌復活之後，在地上顯現四十日之久，講說神國的事，目的

要他們去傳道，栽培信徒，建立教會。若沒有這四十天的工作，很可

能信徒早就四散，各奔東西。但主升天前最後的遺言是，“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証。” 

 

    1.作見証的能力 

 

    作見証要先領受聖靈的能力。五旬節彼得被聖靈充滿，神賜給他

口才及講道的恩賜，所以講道大有能力，眾人聽了都覺得扎心，結果

當天有三千人受洗(徒 2:4,37,41)。後來彼得又在耶路撒冷講道，信的

人很多，單是男丁就有五千人(徒 4:5)。神賜他能力，藉著他行了神蹟，

叫瘸腿的起來行走(徒 3:1-8)。神也賜給他分辨諸靈的能力，認出魔鬼

欺哄的作為，結果亞拿尼亞夫婦仆倒斷氣。神賜他能力，使多加從死

裏復活(徒 9:36-42)。並藉著聖靈的工作，帶領哥尼流一家信主(徒

10:34-48)。 

 



74 

 

    保羅被聖靈充滿，屢次巡迴佈道，建立教會，經歷不少的靈戰，

他都得勝有餘。保羅與巴拿巴第一次巡迴佈道，到了帕弗，就有行法

術的以呂馬出來反對他們的工作，要方伯不信主；保羅被聖靈充滿(徒

13:9)，就定睛看他，斥責他混亂主的真道，主的手加在他的身上，他

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暫時不見日光；結果方伯後來信主了。保羅到

路司得城時，他靠神的大能醫好生來是瘸腿的人。保羅在帕弗、別加、

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特庇各地佈道，都滿有能力與權柄，引領

多人信主。 

 

    耶穌被聖靈充滿，事奉大有能力，他講道不像文士，當他向門徒

講解摩西五經及眾先知書時，他們聽了覺得心裏火熱。耶穌也要門徒

先領受上頭的能力，才能在本城直到地極作見証。 

 

    舊約的先知，也是靠著耶和華的靈事奉，方能成事。撒迦利亞先

知說：“……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

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 

 

    被譽為講道王子的司布真說：“講道的人，……將他的講章燒掉，

去依靠聖靈；若聖靈不幫助他，不如讓他自己安靜，讓聽眾回家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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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聖靈下主日會幫助他。(Twelve Sermons On The Holy Spirit P.51) 

 

    佈道家叼雷說：“當我研究使徒行傳時，發現若一個人不被聖靈

充滿，就沒有能力傳福音，……我說，除非我領受了聖靈並體認他，

否則，我將永遠不上講台講道，……一個禮拜內，我得到了這福

分，……主將喜樂充滿我心，……叫我講道時得釋放，有自

由。”(Holyness and Power P.337-338) 

 

    初期教會管伙食的的七個執事，都被聖靈充滿。“司提反是以智

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抵擋不住。” 腓利下到撒瑪利亞傳道，甚至帶領

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總管銀庫的太監信主。他從亞鎖都到該

撒利亞，走遍那一帶的地方，在各城傳福音(徒 8:26-40)，甚至他帶領

四個女兒一起事奉(徒 21:8-9)。 

 

    初期教會的信徒，順從主的吩咐，他們聚集在耶路撒冷，同心合

意，恆切禱告，前後約有十日。五旬節到了，他們就被聖靈充滿，立

刻在耶路撒冷傳揚福音，信徒大被建立，教會復興，這都是聖靈大能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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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見証的策略 

 

    為主作見証，除了人的生命素質，聖靈的能力，還要有策略。因

為福音要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是由近而遠，由少而多；由已知到未

知；由猶太人到外邦人；由同文化到異文化；由一國到多國。耶路撒

冷本是猶太人的城，五旬節時，各地的猶僑，從四面八方都來耶路撒

冷過節；有從瑪代、以攔、米所波大米、猶太、加帕多加、本都、亞

西亞、旁非利亞、埃及、羅馬、亞拉伯等地來的人；有猶太人，或是

進猶太教的人，他們從外地回耶路撒冷，也是人數最多的時候，彼得

開講，那時聖靈動了善工，為主收割美好的莊稼。 

 

   耶路撒冷教會大復興時，他們並沒有立刻去猶太全地和撒瑪利

亞，直等到耶路撒冷教會大遭逼迫之後，門徒才分散各處去傳道；後

來彼得、約翰、腓利等到過撒瑪利亞傳道，甚至有神蹟奇事隨著他們。 

 

    彼得下到該撒利亞，他突破種族的成見，將福音傳給外族人。保

羅將福音傳到敘利亞、加拉太、呂高尼、弗呂家、亞西亞、革哩底、

亞該亞、特拉西亞、馬其頓、義大利、羅馬等地。太監把福音帶到非

洲；湯馬斯將福音帶到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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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科技進步，傳福音可用文字、電影、錄音帶、電話、電視、

太空衛星轉播、或電腦網路等，真是無遠弗屆。幾乎各層面的人都可

接觸到福音；從大城市到鄉村，都有福音傳給他們。主來的日子近了，

我們當趁著白日，趕快多作主工。 

 

 

附錄 ： 主耶穌升天前的顯現（投影片用文字檔）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

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徒 1:3) 

 

    “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安息日可走的路

程；當下門徒從那裡回耶路撒冷去。”(徒 1:12) 路加福音是說：“耶穌

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就舉手給他們祝福。正祝福的時候，他就離

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路 24:50-51)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

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

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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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

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

地極、作我的見證。’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徒 1:4-9) 

 

    一、受聖靈的洗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 1:5)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

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聖靈就是 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

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

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或作可以憑著盼望承受永生﹞。”(多 3:5-7)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

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13) 

 

“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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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神既然

給他們恩賜，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給了我們一樣，我是誰，

能攔阻 神呢？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 神，說：

‘這樣看來， 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徒

11:15-18) 

 

     

   “聖靈的洗”(林前 12:13)。“聖靈的洗”希臘文是用一次完成的語法

(Aorist)，即信徒重生時，聖靈一次完成的；聖靈的洗使我們進入基督

身體裡，事實是一次成就，即永遠成功的。 

 

    所以：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說方言；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行神蹟奇事；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領受「第二次的恩典」； 

    聖靈的洗不是信徒受水禮後才能得著；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得能力，乃是叫人得屬靈的生命； 

    聖靈的洗與聖靈充滿是有區別的，二者的功用是不同的。聖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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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是一次完成的，只有一次；聖靈充滿卻是多次的，信徒乃當常常被

聖靈充滿。”(參拙著“聖靈”一書 59 頁) 

 

    二、為主作見証 

 

     1.作見証的能力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

的靈，方能成事。”(亞 4:6) 

 

    2.作見証的策略 

 

第 5 篇 ：异象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 29:18） 

 

    有异象才有使命，有使命才有负担，有负担才肯积极的去推动。

因着异象才肯牺牲，才肯不计任何的代价，破釜沉舟的去完成异象中

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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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象就是神所启示属灵的現像。一种是可看见的异象；一种是非

肉眼所能见的，乃是灵里受启示的異像。 

 

一、神用异象晓谕圣民 

 

        “當時，你在異象中曉諭你的聖民，說：‘我已把救助之力

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舉那從民中所揀選的。’”（詩 89:19） 

 

        神历世历代藉众先知晓谕他的百姓，神也在异象中晓谕他的

圣民。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神藉云柱火柱引导晓谕他的百姓。神藉

异象启示但以理晓谕百姓将来要发生的事。神藉异象启示约翰晓谕末

世教会的光景，圣民应走的属灵道路；也把人类的总结局晓谕世人，

永远的火湖，永远的痛苦；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国度，都是千真万确

的，都是永远的祸或福，难道人可轻易抹杀神异象中的启示吗？信徒

岂可轻视神的晓谕？ 

 

二、主耶稣启示的异象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

到。”（太 24：14）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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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这时代信徒身上所托付的使命，是把福音传遍普天下，完成

福音的大使命。神不但有目标——完成大使命，而且也有计划——凡

我（耶稣）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保罗则应用这有效的计

划来完成主的工作，他写信给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

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後 2：2）主耶

稣训练十二个使徒和七十个门徒，无非要他们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的

使命，直到升天之前尚且諄諄劝勉：“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

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徒 1：8）传福音是信徒的天赋，是教会应负的使命。

当代的门徒不但有目标，有计划，而且有行动，门徒出去，到处宣传

福音。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

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哦！遭逼迫患难

的信徒仍能为主热心传道。而这时代的信徒在安逸享受中不能为主传

道，因為羞于启齿，不肯也不敢为主做见证，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真正

的异象，没有使命和责任感，没有好好的在真道上受教导和学习。有

一些先知自己竟落在黑暗中，本身没有异象，如弥迦书三章五、六两

节所说：“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

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

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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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 先见必抱愧，占卜的必蒙羞；

都必捂着嘴唇，因为上帝不应允他们。”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

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

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弥 3:11） 

 

没有使命感的先知和祭司，也就不在乎主的启示，主的异象，只

在乎个人的利益和权位，“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贪

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 6:13-14） “国中有可惊

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藉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

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耶 5:30-31） 

 

先知和祭司何竟失败？何竟失职？莫非 “没有异象，民就放

肆”？！ 

 

主耶稣所启示的异象，我们焉可置之不理？他托付的工作，我们

岂可袖手旁观？若不传福音，我们便有禍了！以西结三章十七至十九

节说： “…….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

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

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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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我们若不甘心传福音，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们

了！信徒无法用任何理由来推脱应尽的责任。但愿真实爱主的信徒，

都万众一心，合作为福音努力，用口传，笔传，信传,…….直到完成

主启示的异象——福音大使命。 

 

三、圣灵赐异象 

 

“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

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些

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徒

2:17-18） 

 

被圣灵浇灌，不但有生命的能力，有工作的能力，还蒙圣灵赐我

们异象。属肉体的人只有嫉妒、分争、结党…….。因为随从肉体的

人，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在所行的事上没有什么可荣

耀神的。但或许可大大的夸耀其才干本事！其实信徒原没有什么可夸

的，所夸的只有指着基督而夸。属肉体的信徒非但没有异象，反而嫉

妒有心真诚的侍奉者。非但不肯齐心努力传福音，反而拦阻有心传福

音者！非但对国外宣道没有负担，反而讥笑关心国外宣道者。原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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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不晓得怎样靠圣灵行事。 

 

你若失去了异象，工作没有喜乐，反而成了重担，如同老牛勉强

拖破车！你应该回转，凭信心被圣灵充满，你若失去了起初的爱，失

去单纯火热的心，失去了宣道的能力，你应该回转，凭信心被圣灵充

满。 

 

圣灵不但赐你能力，引导你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他能藉着你荣

耀神——如果你肯谦卑的话。他不但赐你异象，还要增加异象，扩大

异象。 

 

四、蒙召的异象 

 

以赛亚因在异象中听到神的呼召：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

们去呢？”以赛亚立刻响应神的呼召：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神藉着荆棘火焰的异象呼召摩西去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法

老的压制，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好在那儿敬拜独一的

真神。 

 

主耶稣藉着大马色的异象呼召扫罗，并且在异象中启示亚拿尼亚

为扫罗按手祷告，同时吩咐扫罗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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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他。 

 

神藉异象呼召的人都有同一中心的使命，就是宣告神的话，神的

救恩和神的公义和慈爱。但多少信徒有这异象？有谁肯负起这使命

呢？ 

 

因为顺服神的命令，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因着感恩，哈拿把撒

母耳献给神。这时代的信徒，有谁愿意把儿女奉献给神，为主而活，

为主做见证，为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呢？恐怕寥若晨星吧！大部分的

信徒不但自己不出来事奉，而且反对儿女出来事奉。自己不热心，还

恐怕儿女大发热心。传道人也不例外，很多传道人自己虽然出来传道，

内心却不希望儿女出来传道。在讲台上不敢传异象，不敢鼓励信徒奉

献去传道。原因何在？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五、向外邦人宣道的异象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遊象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

好象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缒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

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

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

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



87 

 

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

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

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

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

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

身上，正象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徒 11:5-15） 

 

彼得原存着犹太人的观念，以为惟有犹太人才是圣洁的，外邦人

都不圣洁。因此，他专向犹太人宣道，而不肯向外邦人传道。但神爱

犹太人，照样也爱外邦人。神藉着异象启示彼得打开外邦人传道之门。

当时信徒在耶路撒冷尚且争辩此事，因彼得的见证，也就破除了犹太

信徒陈旧的观念。彼得早期似乎有民族的优越感和传统的观念，但神

藉着异象启示他向外邦人传道，结果福音的领域便能迅速的扩展。这

时代的华人信徒也有此观念，仿佛只有向华人宣道的异象，只有向华

人宣道的负担，其实这样的异象是不够的。愿主坚强我们的膀臂拉长

我们的脚步，向着万民作见证，而非仅向一族宣道。福音不分东西人

种，只要有人的地方就需要福音。这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天下，然后

末期才来到。巴不得主增加我们向外宣道的异象，老彼得的传统思想

应该除去，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宣道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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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若不向外拓展，就无异于退缩不前，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人口的比率是遞增的，教会若想维持原状，就等于是退步。应当

以攻为守。能向外发展，才能维持内部生命的供应。或许我们可以藉

彼得的异象为我们的鉴戒，为我们向各族宣道的指南，我们需要求主

再一次启示我们向外邦人宣道的异象。 

 

六、向西方宣道的异象 

 

保罗是主特派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足迹遍佈中东各重要大

城。神实在大大的用他，可说他藉着福音震动那时代的中东。神的心

不但在亚洲，神的心意也在欧洲。神藉着异象启示保罗向西方宣道。 

“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

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

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徒 16:9-10）马其顿是西方的

重要城市，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不辞劳苦，不怕路途遥远，又泥泞

崎岖，不顾生命危险，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他的成功就是没有自

己，惟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无论是生是死都要叫基督照常显大。一

个没有自己的人，魔鬼都要怕他，一个满了自己的人却要怕魔鬼。保

罗从亚洲到欧洲，从陆路到海路，从城市到旷野，毫无怨言，因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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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了怎样处富足，也晓得怎样处卑贱，他真是知足常乐，因为他自己

看万事如粪土，惟有得着基督为至宝。哦！現时代的传道人，有些选

择自己所喜爱的地方宣道，却没有选择主所要他去的地方，原因何

在？没有异象！耶利米顺服神所分派的地方，顺服神所吩咐合时的信

息，当传的则传，当去的则去，没有自己的成见。 

 

今日的教会，多少是有异象的？多少是有国外宣道负担的？若没

有，恐怕需要马其顿的异象。属灵 “近視”的人只看眼前不顾将来，

专顾自己，不管他人，只重视现在所能得的，不重视主所要得的。哦，

这差别是何等的大，这距离是何等的远啊！有异象的事奉，与没有异

象的事奉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是为使命；一个是为生活！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不能徒

有虚表而无实际！如果失去事奉的真谛，消灭了原有的使命！需要重

新回转，归向生命的源头，寻回失去了的异象。 

 

七、不违背天上的异象 

 

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异

象。”大有才能的保罗，一生的事奉，真是尽心、尽性、尽力忠心的

事奉，原因何在？乃因一生没有违背天上的异象。必需先要有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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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象，才能遵照异象而行。信徒啊！你是否有异象？你是否没有违背

天上的异象？年轻时忠于所受的异象，年老时是否仍然单纯的没有违

背异象？保罗一生的事奉是有把握的，是牢靠的，他年老时说： “那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

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

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

后 4:7-8）这是得胜的凯歌，你到年老时能有这样的把握吗？信徒若

要有这样的把握，就当遵照保罗的劝勉： “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

难，作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尽上他的职分，没有违背天

上的异象。你是否也愿尽上职分，遵从神的晓谕，信服主耶稣的启示，

领受圣灵的感动，顺服主的呼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不违背天上的

异象，完成主的大使命。 

 

 

附錄 ： 異象 (投影片用文字檔)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 29:18） 

 

一、神用异象晓谕圣民 

 

    “當時，你在異象中曉諭你的聖民，說：‘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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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舉那從民中所揀選的。’”（詩 89:19） 

 

二、主耶稣启示的异象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太 24：14）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

别人的人。”（提後 2：2）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

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

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

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 先见必抱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

捂着嘴唇，因为上帝不应允他们。”(彌 3:5-6)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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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

我们。”（弥 3:11）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贪婪；从先知到祭司，

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

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 6:13-14） 

 

 “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藉他们

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耶

5:30-31） 

 

先知和祭司何竟失败？何竟失职？莫非 “没有异象，民就放

肆”？！ 

 

 “…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

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

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

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

却救自己脱离了罪。”(結 3:17-19) 

 

三、圣灵赐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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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

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些

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徒

2:17-18） 

 

四、蒙召的异象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立刻响应神的呼

召：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五、向外邦人宣道的异象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遊象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

好象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缒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

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

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

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

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

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

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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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

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

身上，正象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徒 11:5-15） 

 

六、向西方宣道的异象 

 

“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

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徒 16:9-10） 

 

七、不违背天上的异象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异象。”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

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

人。”（提后 4:7-8） 

 

 

第 6 篇 : 配搭事奉 

 

“你和這些百姓必都疲憊；因為這事太重，你獨自一人辦理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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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我為你出個主意，願神與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

神面前，將案件奏告神；又要將律例和法度教訓他們，指示他們當行

的道，當做的事；並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誠實

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

長，管理百姓，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這裏，小事他

們自己可以審判。這樣，你就輕省些，他們也可以同當此任。你若這

樣行，神也這樣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歸回他

們的住處。」於

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有才能的人，立他們為百姓的首領，作千夫長、

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他們隨時審判百姓，有難斷的案件就呈

到摩西那裏，但各樣小事他們自己審判。(出 18:18-26) 

 

“摩西聽見百姓各在各家的帳棚門口哭號。耶和華的怒氣便大發

作，摩西就不喜悅。摩西對耶和華說：「你為何苦待僕人？我為何不

在你眼前蒙恩，竟把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這百姓豈是我

懷的胎，豈是我生下來的呢？你竟對我說：『把他們抱在懷裏，如養

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應許給他們祖宗的地去。』我從

哪裏得肉給這百姓吃呢？他們都向我哭號說：『你給我們肉吃吧！』

管理這百姓的責任太重了，我獨自擔當不起。你這樣待我，我若在你

眼前蒙恩，求你立時將我殺了，不叫我見自己的苦情。」耶和華對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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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說：「你從以色列的長老中招聚七十個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

長老和官長的，到我這裏來，領他們到會幕前，使他們和你一同站立。

我要在那裏降臨，與你說話，也要把降於你身上的靈分賜他們，他們

就和你同當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獨自擔當。(民 11:10-17)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

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

說：「我們撇下 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們，

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

就派他們管理這事。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大眾都喜悅

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

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神的道興旺

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徒 6:1-8) 

 

既然主对信徒的呼招是个别的， 但对神的事奉却是整体的，是

搭配的事奉。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非散并兵遊勇，乃是耶和华军队。圣

经多处提到搭配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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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搭配事奉？ 

 

（一）因为是圣经的原则 

 

旧约圣经记载很多搭配的事实，如所罗巴伯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

殿，并非独往独行，乃是与一班拥有各种恩赐的人搭配，整体在那里

积极建造圣殿；尼西米从书珊王宫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也是一班人

同心搭配，当时固然遭遇恶毒的破坏，无理的拦阻，诡诈的陷害，然

而，众人信心坚固，同心合意的搭配工作，终于完成使命，荣耀真神，

造就百姓，灵里大得复兴。摩西，约书亚，大卫等都有一般人同心搭

配能成就神所托付的使命。 

 

新约圣经照样满了搭配的例证：主耶稣带领十二使徒，七十个门

徒，甚至差派两个两个出外传道，都是积重要的搭配。五旬节以后，

教会大复兴，使徒门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拣选七位属灵的弟兄为职

事，管理饭食，使整个新兴的教会越发迅速的发展。保罗与西拉，路

加，提摩太，提多等十六人共同负起宣道，造就，差传并治理教会的

工作，在在都顯出搭配的功效和重要。 

 

（二）因为单独事奉有许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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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容易产生个人主义 

 

如果一个人总揽事奉，渐渐的，不知不觉中就会固步自封，唯我

独尊，形成无形的独裁政策，在工作的指挥上未必完善，同时极缺乏

人力，一旦需要人推动工作时，常常觅人无路，費时礙事。要使工作

更有效，应该先根除个人主义的观念。 

 

2、容易灰心失望 

 

以利亚可谓属灵的强人，会铲除四百五十个假先知，灵战上真是

登峰造极。但曾几何时，耶西别一声令出，以利亚竟然吓得魂不附体，

立刻逃往迦密山藏身，甚至在罗腾树下求死，原因何在？缺乏搭配的

同工，自以为众人都离弃耶和华，只有我一个人在事奉，于是灰心失

望至极。这时代各地都有灰心失望的人，甚至感到寂寞，孤单，曲高

和寡，无人搭配 

 

3、不容易办好一切的事 

 

人的体力，精神，时间都有一定的极限。虽然一代强人摩西也难

以管理二百万以色列百姓，他无从办好一切的事，因此需要接受更完

整的体制，搭配事奉，设立七十位长老，千夫长 百负长，五时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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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夫长佐其管理事工，分层负责，办理该办的事务。领导者，都祈望

办好一切的事，但凭一己之力，实无从实现，唯有团结就是力量，全

体动员。 

 

二、搭配事奉的好处 

 

（一）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可以认识自己的软弱，了解别人的重要取长补短，发挥

集体工作的力量。事奉是人人有份的，人人应该负责的，但每一位不

是单独行动，乃在和谐的条件之下进行，同舟共济，人人都彼此重视

对方所贡献的力量。没有一人可存逃避责任的心理，无一人可以把失

败归咎于别人。在事奉的道路上是共同有份的，在身体里合而为一，

肢体各尽所能，分工合作，一切事功也就可迅速的办妥。 

 

（二）分层负责 

 

领导者不必包揽天下，事实也不可能，因此绝对需要分层负责。

摩西设立长老、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的目的就在分层

负责，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

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出十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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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使徒行转第六章也提到这原则，使徒乃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

事，于是选出七位执事负责管膳食之类的事工。 

 

（三）、节省时间 

 

工业化社会，人们都尽量争取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谁都不愿意

无谓的浪费光阴。当 “摩西坐着审判百姓时，百姓从早到晚就在摩西

左右。摩西的岳父说，你这作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

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百姓的体力和时间都无谓的被消

耗了！失去了搭配的事工，竟弄得焦头烂额。幸好摩西接受了叶忒罗

的建议，应用搭配事奉原则，节省了許多宝贵的时间。 

 

（四）、更大的果效 

 

集体的力量，搭配多方面的恩赐才干，所得的成果自然加大。领

导者可专心做所要做的事，传道人亦可以传道为事，时间不必被事物

所霸占。群众就是力量，教会每一肢体都应能在配搭的地位，使多方

面工作产生更大的果效。 

 

三、怎样可配搭事奉 

 

（一）在灵里配搭 



101 

 

 

配搭的人必需是属灵的，因教会是属灵的；那一种人才适合配搭

事奉？根据圣经应具备下列七项原则； 

 

1、被圣灵充满；初期教会的执事都被圣灵充满，摩西拣选的七

十位长老均被圣灵充满。因属灵的事奉非靠势力，钱财，乃靠耶和华

的灵方能成事。被圣灵充满并管理，方能不消减圣灵的感动，靠圣灵

行事，容易与众肢体在灵里搭配 

 

2、有好名声：为人在教会内满有见证，在教会外受人尊重，私

生活道德行为无可指责，也问心无愧。 

 

3、智慧充满：办事精明，对人有益无损。所罗门王求智慧治理

百姓。雅各书提到凭信心求智慧必可得着，我们要在事奉上搭配,岂

不更该求上头所赐的智慧吗？ 

 

4、大有信心：信心是事奉的起步，是事奉的转折点。信心多大，

工作就多大，信心多强，工作就多强。一个信徒如果失去了信心就失

去了事奉。 

 

5、敬畏上帝：与神的关系正常，与人的关系也就正常。馬利亚

尊主为大，被神所喜悦。敬畏上帝则以上帝为最，为大，为尊，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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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则不可轻举妄动，搭配事奉也就更加顺利。 

 

6、诚实无妄：对人对事都诚实，不私心，不诡诈，为人对事就

没有多大难处。 

 

7、恨不义之财：亚干因贪财跌倒：以利沙的门徒基哈西因贪财

而失败，先知巴蘭因贪财而失去见証。能对钱财清楚实可贵，也是本

份能恨不义之财更是必备之条件。（利令智昏），巴不得在财利面前仍

然头脑清醒，灵里也清醒，当以 “该撒的归给该撒”， “上帝的归给

上帝”为基本原则。 

 

（二）同心搭配 

 

同心才能同行。西番雅书三 9 “同心合意的事奉主”。若不同心焉

能同行？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増广贤文说：(两人若不同心，无钱难

买针。两人若一般心，有钱难卖金)。金本为名贵高阶之物，但因同

心则可得。要建造金，银，宝石的工作，若同心也就蒙主同在，若同

心祷告，主必应许。 

 

（三）在基督里搭配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103 

 

（罗十二 5）在基督里，既非人意，或血气之法，在基督里搭配有两

大特点： 

 

1、可捨己：因属灵的事奉并非以性格相投，意见相同，主张一

致，背景一样，言语想通为原则——乃是以圣经真理的根据为原则，

凡事己见，己法，己意，己派，都应列为次要，而以基督为首位。己

越小，主就越大。己越少，主就越多。巴不得我们都无自己，唯有主，

一切的搭配易如反掌。 

 

2、可合一：合一是在生命里，灵里合一，名堂上的合一。都在

基督里搭配，很自然的凡事都长进，连於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

得合式，百节各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

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四、搭配事奉的实行 

 

（一）训练 

 

先给予系统性的训练。是那一方面的工作。就给那一方面训练。

训练之后还要给予实习的机会，以达到学以致用。训练可分短期训练。

因工业时代，一般信徒都相当忙碌，若短期训练，比较容易付得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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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 “经济”的代价。如 “管理学训练”与 “个人布道训练”都是很实

际的例子。 

 

（二）分配工作 

   

 经过训练之后，应分配工作，让他可以实际的搭配，尽上应尽

的责任。只有训练而无工作，人才很快的就随流失去；以后有需要时

要找一个人来负担，也就更不容易了。 

   

 不要只把工作分配给一些较有才干的人，乃要均衡，让跟多人

一起全心工作，显出整体动员的长处。 

 

（三）改进 

 

开始学习搭配的信徒，难免会有错，领导者应凭爱心忍耐温和的

给予改进。人非圣贤，谁能无错。知错能改，成功的希望也就越来越

大了。 

 

（四）实际行动 

 

1、传福音与造就 

 

  有的信徒有一错观念，以为只有牧师才可以传福音，其实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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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教导，乃是每一信徒都应传福音。不错，信徒固然程度参差不齐，

而传福音与造就人则人人应有份。牧师当然应以祈祷传道为事，信徒

更不该存着我奉献金钱就够了的错误思想。大家应一起实际的来做。 

 

2、事务的安排 

 

无论整洁，陈设，招待，掰饼，施浸，周济，管财，伙食，交通，

修理，文版，办公，车辆，助贫，水电都应有良好的分配，千万不宜

交给牧师一人负责，信徒应分工合作的一起进行。 

 

3、事故的照顾 

 

婚，丧，喜，庆，疾病，纠纷等事故，当选专人负责，最好是较

成熟的弟兄，各组加上几位委员，一起配合工作，也就事半功倍。不

必让牧师从讲台摸到棺材，从出事到找事，家庭到法庭，从满月到做

寿——若分层负责一切就可迎刃而解，岂非一举两得？ 

 

4、值班的分配 

信徒有一观念，以为只有牧师是惟一当然值班人，其实不然，各种接

应，不一定非牧师不可，若能由弟兄姐妹轮流值班日，则事情会办得

更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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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外的信徒 

无论转移会籍，外出谋事，留学，调派，都当有信徒专门负责联络，

通信，寄刊物交通教会实况，像家庭一样的关怀，否则，一外出，就

随流失去了。 

 

6、探望与问候 

意外，生病，事故，新来者等都需要探望与问候，但探望人员当先有

训练，并晓得如何做，有计划的搭配，否则，只是为探望而探望，并

不能叫人灵里得益，信徒当搭配，不是靠牧师探望而已。 

 

7、司会与诗歌 

都当有专人负责，有这类才能的人，应主动的，积极的一起来做。 

 

8、青年与辅导 

 

老成的辅助年轻的，年轻人不应与教会脱节，若辅导成功，（代

沟）自然烟消云散。今日之青年是明日教会之栋梁，当从年轻就开始

学习实际的搭配。 

当然尚有多方面需要实际搭配的，要看实际的需要而逐一推行之。 

 

 

附錄 : 配搭事奉  投影片用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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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這些百姓必都疲憊；因為這事太重，你獨自一人辦理不了。

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我為你出個主意，願 神與你同在。你要替百姓

到 神面前，將案件奏告 神；又要將律例和法度教訓他們，指示他

們當行的道，當做的事；並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 

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

長、十夫長，管理百姓，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這裏，

小事他們自己可以審判。這樣，你就輕省些，他們也可以同當此任。

你若這樣行， 神也這樣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這百姓也都平平安

行。摩西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有才能的人，立他們為百姓的首領，作

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他們隨時審判百姓，有難斷的

案件就呈到摩西那裏，但各樣小事他們自己審判。(出 18:18-26) 

 

“摩西聽見百姓各在各家的帳棚門口哭號。耶和華的怒氣便大發

作，摩西就不喜悅。摩西對耶和華說：「你為何苦待僕人？我為何不

在你眼前蒙恩，竟把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這百姓豈是我

懷的胎，豈是我生下來的呢？你竟對我說：『把他們抱在懷裏，如養

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應許給他們祖宗的地去。』我從

哪裏得肉給這百姓吃呢？他們都向我哭號說：『你給我們肉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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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這百姓的責任太重了，我獨自擔當不起。你這樣待我，我若在你

眼前蒙恩，求你立時將我殺了，不叫我見自己的苦情。」耶和華對摩

西說：「你從以色列的長老中招聚七十個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

長老和官長的，到我這裏來，領他們到會幕前，使他們和你一同站立。

我要在那裏降臨，與你說話，也要把降於你身上的靈分賜他們，他們

就和你同當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獨自擔當。(民 11:10-17)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

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

說：「我們撇下 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們，

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

就派他們管理這事。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大眾都喜悅

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

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神的道興旺

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徒 6:1-8) 

 

一、为什么要搭配事奉？ 

 



109 

 

（一）因为是圣经的原则 

 

（二）因为单独事奉有许多的缺陷 

 

1、容易产生个人主义 

 

2、容易灰心失望 

 

3、不容易办好一切的事 

 

二、搭配事奉的好处 

 

（一）分工合作 

 

（二）分层负责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

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出十八 22）。 

 

（三）、节省时间 

 

（四）、更大的果效 

 

三、怎样可配搭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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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灵里配搭 

 

1、被圣灵充满 

 

2、有好名声 

 

3、智慧充满 

 

4、大有信心 

 

5、敬畏上帝 

 

6、诚实无妄 

 

7、恨不义之财 

 

（二）同心搭配 

 

“同心合意的事奉主”。(番 3:9) 

 

（三）在基督里搭配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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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12:5） 

 

1、可捨己 

 

2、可合一 

 

四、搭配事奉的实行 

 

（一）训练 

 

（二）分配工作 

   

（三）改进 

 

（四）实际行动 

 

1、传福音与造就 

 

 2、事务的安排 

 

3、事故的照顾 

 

4、值班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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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外的信徒 

 

6、探望与问候 

 

7、司会与诗歌 

 

8、青年与辅导 

 

 

第 7 篇 : 怎樣得勝 

 

    没有人愿意过着失败软弱的生活，我们都愿意过着得胜的生活，

但怎样得胜？ 

 

一、胜过仇敌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

也服了我們。」耶穌就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

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

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路 10:17-19） 

 

1、主已给我们得胜的权柄和能力 

 



113 

 

    因主的权柄，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蛇在圣经里

预表撒旦（启 12:9），蝎子预表邪灵。践踏蛇和蝎子表明胜过撒旦和

邪灵，靠主宝血得胜有餘。我们得胜是因主已给我们权柄，这权柄带

着能力。与主有正常的属灵关系，才能得主所赐的权柄。应先由属灵

的生命才能有属灵的地位、权柄和能力。例如某国总理宣布凡十八岁

以上的男子应遵照国家法律规定服兵役，一令出而举国从，因有正确

的地位，才能有合法的权柄，其宣告才有能力；今天我们是否有神儿

女的地位？有主耶稣所赐得胜的权柄？ 

 

2、主的名就是我们的权柄 

 

    “那七十个门徒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

服了我们。”主耶稣的名就是我们的权柄。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

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叫美门口的瘸子起

来行走。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巫鬼从一个使女身上出来，那鬼当

时就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我们的权柄。例如古代的皇帝之圣旨

牌，执牌的人不论任何地位，一旦展开宣读，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当跪

下听命，因执牌者是奉皇上之命才有如此的权柄。我们必需先信耶稣

作个人的主和生命的主，才能奉主的名，否则仍是徒劳无功。因曾 “有

几个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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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恶鬼所附的人反而制服他们。”

真正重生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才有权柄和能力。 

 

二、胜过控告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牠的

使者去爭戰，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牠們的地方。大龍就是那古蛇，

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也

一同被摔下去。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 神的救恩、能力、

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 神面前晝夜

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

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啟 12:7-11） 

 

    “天使〔原文是他〕又指給我看：大祭司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使

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作對。耶和華向撒但說：「撒

但哪，耶和華責備你！就是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這不是從

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你們要脫去他污穢的衣服」；又對約書亞說：

「我使你脫離罪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我說：「要將潔淨的

冠冕戴在他頭上。」他們就把潔淨的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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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衣服，耶和華的使者在旁邊站立。”（亞 3:1-5） 

 

    有时魔鬼藉着人过去的罪来实行控告，在人软弱的灵心里进行欺

骗，叫人内心满了亏欠，虽然祷告，认罪，始终觉得罪还没有得赦免，

这是恶者的把柄，它盼望叫人的灵、魂、体都受到折磨。但怎样能胜

过控告呢？ 

 

1、藉着羔羊的血 

 

        羔羊是预表耶稣。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 1:29）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

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一

1:7）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切的罪。凭信心因信称义。感谢神是

信心的一种表示。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神也忘记我们的罪。因此我

们不必再受撒旦的控告和欺骗，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竿

直跑。靠着羔羊的血得胜有餘。 

 

2、藉着所见证的道胜过撒旦的控告！ 

 

    道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主耶稣的话就是道，就是真理。圣经

的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权威，得胜的根据。见证主道让我们有约束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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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生活的準则，并且胜过控告。 

 

三、胜过邪灵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

出於 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

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 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 神的靈

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 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

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小子們哪，你們是屬 神的，並

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一 

4:1-4） 

 

1、应分辨是那一种灵 

 

“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但是，怎样分辨圣灵与邪灵

呢？ 

 

A 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凡灵不认耶稣的就

是邪灵。应当奉主耶稣的名问他信耶稣道成肉身吗？如此可分辨出究

竟是那一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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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圣灵来是高举基督，见证基督。邪灵是高举自己，见证自己或

极端地注重某一件事。 

 

C 圣灵是充满信徒，住在信徒的心中。邪灵是附在人的身上，时

来时去的。 

 

D 圣灵充满是平静稳妥，有喜乐、能力、守秩序的。邪灵是叫人

混乱、恐惧、惶惑的。 

 

E 圣灵充满是理智清醒，能分辨是非，并记得所作所为。邪灵附

在人身上时，是控制人的身体，令人失去理智的知觉，成为一种工具，

不能分辨是非，并且令人忘记当时的所作所为。 

 

F 圣灵充满时是精神饱满，身体五官知觉都正常。邪灵附在人身

上时精神萎靡不振，五官知觉不正常，邪灵退去后，身体极其疲乏，

可能失去知觉，倒头便睡。 

 

G 圣灵充满是从上头来。邪灵则从脚上来。 

 

2、藉着圣灵胜过邪灵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一 4:4）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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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里面的是圣灵，那在世界上的是邪灵。藉着圣灵胜过邪灵因为 

“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林后 4:7）宝贝就是圣

灵，瓦器是器皿，是泥土做的，人就是泥土做的，就是神的器皿。我

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可胜过邪灵。信徒应该时时刻刻被圣灵充满，顺着

圣灵而行。 

 

四、胜过魔鬼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

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

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前 5:8-9) 

 

魔鬼引诱试探信徒，要信徒离开主，失去起初的爱心，失去传福

音的热诚，渐渐属世，爱世界，最后就向它低头了。我们应当儆醒谨

慎，并要胜过魔鬼。但怎样才能胜过魔鬼呢？ 

 

1、不给魔鬼留地步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 4:27) 

 

不与魔鬼握手，不顺从它的引诱，不接受它的试探，不给魔鬼留

地步。不与罪恶妥协。不让犯罪的环境包围我们。不迷恋罪中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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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贪爱世俗的娱乐。魔鬼叩门，绝不给它开门。对撒旦总说 “不”。 

 

2、凭信心抵挡它 

 

“你们要以坚固的信心抵挡它。” 必可得胜。必需以神的话来抵

挡它，信心的根据是神的话和圣经的真理。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

探时，就是以申命记的话抵挡它，并且胜过它。 

 

我们平时应该多读圣经，多背圣经，多用圣经，多活出圣经的

真理。越认识圣经，也就越坚固信心。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

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

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弗 6:11-13） 

 

 

附錄 : 怎樣得勝(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胜过仇敌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

是鬼也服了我們。」耶穌就對他們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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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

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路 10:17-19） 

 

1、主已给我们得胜的权柄和能力 

 

2、主的名就是我们的权柄 

 

    “那七十个门徒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

服了我们。”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有几个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擅自称主耶稣的

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恶鬼所附的人反而制服

他们。” 

 

二、胜过控告 

 

        “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

牠的使者去爭戰，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牠們的地方。大龍就是那

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

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 神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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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 神面

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

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啟 12:7-11） 

 

    “天使〔原文是他〕又指給我看：大祭司約書亞站在耶和華的使

者面前；撒但也站在約書亞的右邊，與他作對。耶和華向撒但說：「撒

但哪，耶和華責備你！就是揀選耶路撒冷的耶和華責備你！這不是從

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你們要脫去他污穢的衣服」；又對約書亞說：

「我使你脫離罪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我說：「要將潔淨的

冠冕戴在他頭上。」他們就把潔淨的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華美

的衣服，耶和華的使者在旁邊站立。”（亞 3:1-5） 

 

 1、藉着羔羊的血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

人罪孽的。”（约 1:29）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一 1:7） 

 

2、藉着所见证的道胜过撒旦的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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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胜过邪灵 

 

    “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

出於 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

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 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 神的靈

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 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

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小子們哪，你們是屬 神的，並

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一 

4:1-4） 

 

1、应分辨是那一种灵 

 

A.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凡灵不认耶稣的就

是邪灵。 

 

B.圣灵来是高举基督，见证基督。邪灵是高举自己，见证自己或

极端地注重某一件事。 

 

C.圣灵是充满信徒，住在信徒的心中。邪灵是附在人的身上，时

来时去的。 

 

D.圣灵充满是平静稳妥，有喜乐、能力、守秩序的。邪灵是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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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恐惧、惶惑的。 

 

E.圣灵充满是理智清醒，能分辨是非，并记得所作所为。邪灵附

在人身上时，是控制人的身体，令人失去理智的知觉，成为一种工具，

不能分辨是非，并且令人忘记当时的所作所为。 

 

F.圣灵充满时是精神饱满，身体五官知觉都正常。邪灵附在人身

上时精神萎靡不振，五官知觉不正常，邪灵退去后，身体极其疲乏，

可能失去知觉，倒头便睡。 

 

G.圣灵充满是从上头来。邪灵则从脚上来。 

 

2、藉着圣灵胜过邪灵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一 4:4） 

 

“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林后 4:7） 

 

四、胜过魔鬼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

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

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前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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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给魔鬼留地步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 4:27) 

 

2、凭信心抵挡它 

 

“你们要以坚固的信心抵挡它。”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

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

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弗 6:11-13） 

 

 

第 8 章 ：  怎样经验喜乐的人生 ？ 

 

    没有一个人愿意经历愁苦的人生。人人都盼望过着喜乐的生活。

怎样才能经验喜乐的人生呢？且看保罗领受的秘诀：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

意。”（帖前 5:16-18） 

 

一、常常喜乐是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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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既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该知道如何得到喜乐的秘诀，这秘诀

就是凭信心不住的祷告和凡事谢恩。为何有不少的信徒常常祷告并谢

恩，却得不到真正的喜乐？原因不外乎是缺乏信心。疑惑的人，像海

中的狂浪，断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缺乏信心的祷告，不过是一种

形式或习惯，并非出自心灵和诚实。 

 

    人生的境遇，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一旦有不幸的祸事临到，是

否仍能喜乐呢？那就要看怎样凭信心得到喜乐的秘诀了。 

 

    克劳斯贝（Fanny J. Crosby）是美国著名的盲女作曲家，作品有

八千多首。她因幼年时，醫生用错了药物，致使她双眼失明。及至长

大后，有人问她说： “你怀恨那用错了药的医生吗？”她很坦诚的

说： “人虽会错，神却永远不会错，如果神不许可，没有一件事会

临到我身上，既然神许可使我盲目，那一定有他的美意。”她心中不

患得患失，且深信神永远不会错，所以神给她智慧写出许多喜乐的曲

子来。 

 

二、靠主常常喜乐 

 

    有人说：“衙门八字开，没钱莫进来。”钱，可通官结府。钱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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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推磨。据说有人问拿破仑，战争中最需要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 

“钱！钱！钱！”钱，几乎能使万事亨通，能把人送入太空，登上月

球，可替肉体买到许多的快乐。但它却不能买到心灵中永恒的喜乐。

相反的，若不谨慎使用，还会使人家破人亡，有人给钱迷惑弄瞎了心

眼，以致认钱不认人，所谓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这个道理。

在台湾大学医院急诊处曾躺了一个受伤者，原因是为了与人争三角

钱，胸部被人刺了一刀，险些丧命。可见金钱势力虽大，但绝不是使

人获得喜乐的源头。可悲的是世上千千万万的人，甚至有些基督徒，

依靠无定的钱财，盼望从中取得快乐，结果导致悲惨的结局。 

也有人盼望靠人喜乐，希望从别人获得快乐，那只有令他大失所望，

因为人是善变的、有限的。今天爱你，使你快乐，明天恨你，使你忧

愁。今天与你同在，使你喜乐，明天与世长辞，令你悲痛。人所爱的

父母和骨肉亲情，虽然使人心得喜乐，但也不是长久，生离死别，人

生常事。人生如朝露，过眼云烟，如同一声嘆息，更是靠不住的。 

前人的观念是 “积穀防饥，养儿防老。”有些父母以儿女做他们喜乐

的中心，那真是宝贝得命根似的，把一生全投资在儿女身上，并希望

有朝一日，一举成名，可以连本带利的捞回来，于是节衣缩食，苦干

实干，望子成龙。可惜时代转变了，孩子放洋回来，顺手带个洋婆子，

有些对父母且羞于承认，更不用谈 “养儿防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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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有人靠名利，靠地位，靠势力，甚至暂享罪中之乐，也是

同样的道理，他绝对得不到心灵深处永恒的真喜乐。 

 

    保罗说：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腓 4:4）主耶稣是喜乐的源

头，喜乐的中心，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有说：“应当一

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腓 4:6）“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

5:7）若能真靠主喜乐，并且把忧虑重担交给神，则世上的风波、艰

难和损失对我们就无能为力毫无作用和影响了。 

 

三、圣灵赐给我们喜乐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帖前 1:6）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罗 14:17） 

 

    主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又藉着圣灵赐给我们喜乐，圣灵是

喜乐的动力，所以我们当在灵里喜乐，一个人要得圣灵所赐的喜乐： 

 

第一、必需真诚接受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先有基督，才



128 

 

能有圣灵住在心中。 

 

第二、必需确实被圣灵充满。 

 

第三、必需天天靠圣灵行事，这样才能真正经验到圣灵赐给我们的喜

乐。 

 

四、我们凭信心经验喜乐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前 1:8）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

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 15:13） 

 

     信心是属灵生命的基础，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

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因信称义，因信得

赦免，因信被圣灵充满，因信得胜，因信而爱，因信而活，因信而得

喜乐。信就是接受神的事实成为个人的经验，信心的对象就是神的本

身和他可靠的话。 

 

五、凭信心遵行神的话，可常常经历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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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先有神的话才能遵行他的话。空的头脑不但是撒旦的工

场，也无法遵行神的话，主耶稣从小就熟習旧约圣经，在圣殿中他随

时引用先知的话，在旷野受试探时，他随口引用经上的话抵挡撒旦，

结果撒旦就逃跑了，有天使来侍候他。我们祷告是向神讲话，读经是

神向我们讲话。卫斯理约翰说： “不是这本书（圣经）保守你离开

罪恶，就是罪恶引诱你离开这本书。”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一 1:4）这些

话就是圣经的话，凭信心遵行神的话可常常经历喜乐。 

 

    有一位马來西亞大學的学生，在基督徒训练会中起来做见证说： 

“感谢神，因着不久前我折断了一根锁骨，才来参加训练会，否则，

我就会选择去参加球赛了”。按人看来，折断锁骨有什么可感谢的，

但因他信神的话，凡事谢恩，遵行神的话，凭信心根据神的应许祷告

谢恩，而切实经历了真正的喜乐。 

 

    听道而行道，才是生命的经历，若要实际经验主里的喜乐，应把

最令你不喜乐的人、事、物，一一的提出来祷告，然后凭信心谢恩，

让圣灵奇妙的在你心中动善工，就能结出圣灵喜乐的果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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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怎樣經歷喜樂的人生？投影片用文字檔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

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前 5:16-18） 

 

一、常常喜乐是神的旨意 

 

二、靠主常常喜乐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腓 4:4）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

的告诉神。”（腓 4:6）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 5:7） 

 

三、圣灵赐给我们喜乐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帖前 1:6）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罗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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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必需真诚接受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先有基督，

才能有圣灵住在心中。 

 

第二、必需确实被圣灵充满。 

 

第三、必需天天靠圣灵行事，这样才能真正经验到圣灵赐给我们的喜

乐。 

 

四、我们凭信心经验喜乐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前 1:8）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

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 15:13） 

 

五、凭信心遵行神的话，可常常经历喜乐 

 

    卫斯理约翰说： “不是这本书（圣经）保守你离开罪恶，就是

罪恶引诱你离开这本书。”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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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篇 : 生命的投资  

 

    一个人不是能吃饭穿衣便有生命，而是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才有

屬靈生命。肉身的生命终会停止，灵魂的生命才是永远的。 

 

    人活在地上只有一次的机会，因此，我们应该透视人生的意义，

认识人生的目标，将生命投资在最有价值的事上。 

 

一、人生的意义 

 

    人有形体，而形体需要生活、成长、发展、延续。人还有精神、

思想、感情、意志；于是，人就有道德人格。人又有灵性，良心，人

就会敬拜神，相信神，仰望神。人是从形体，五官知觉，进而到精神

思想，进而到属灵敬拜。 

 

    人生的意义不只在为着满足形体的欲望，生存，生长，发展，延

续而已。人还有更崇高的精神生活。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到

人有本能行为及意愿行为。本能行为来自 “慾望”（Desire），慾望

又来自其与生俱来的本能（Instinct）。人肚子饿了想吃食物，口渴了

想喝水，这些都是本能行为。人有本能行为，动物也有本能行为。至

于意愿行为是由于自我意识的判断，纯出于自动自愿的行为。于是历



133 

 

史历代产生为信仰而牺牲的先知、使徒、宣教士。这些崇高人格的表

现，是动物所从未有的。孟子说： “富贵不能淫，贪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这就表明人不只是为生存，人还要发挥更伟大的人格。

人生的意义，是为着最后、最高、最大的目标。而这目标是从神而来。

亚里士多德说： “物性之上有兽性，兽性之上有人性，人性之上有

神性。”神是人类的源头，人是为神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以神的旨

意为最高的标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 4:4） 

 

   “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

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25-33）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罗 14:17)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加 2:20) 

 



134 

 

二、人生的目的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举凡一个正常人都有其生活的目标，

不论是为知识、权位、财富、荣耀、爱情……都是一种目标。不过，

这些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目标。这些都是暂时的，而非永远的目

的。究竟什么是人生真正的目的？ 

 

    人生最崇高的目的是榮耀神,完成神詫附的旨意.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

成，所造作的。”(賽 43:7) 

 

    主耶穌道成內身,乃是照神的旨意行.經上說:“神啊，我來了，為

要照你的旨意行.”(來 10:7) 

 

人为什么而活？人固然不能离群索居，因而就有许多关系：人与

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詹姆斯（W.JAMES）曾

分为 “精神我，群性我，形体我。”卢骚说： “人为自由而生。”自

由不能脱离责任，自由若远离神就成为 “放纵”，终于弊病百出。真

理才能叫我们得真自由，耶稣就是真理；真理的圣灵可释放我们得自

由。自由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信徒应藉着自由去实现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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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爱人的生活。神与爱成了自由的目的。于是能爱每一个体

与整个群体。人活着为荣耀神，替神行权柄，管理神所托付的万物，

完成神救赎计划的使命。 

 

    误认自由为天赋的权利而不能认识自由是人对神的责任，人类就

丧失真自由。同样误认天赋的才智聪明为个人的特权，而忽略了对神

的责任，同样的失去了人生的目的。主耶稣来乃是要服事人。信徒相

信神是创造的主，更是管治的主。人类须受托以管治万物。当然，人

类也可同时享用物质。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有正确的关系，

人就有更完美之人格，俾盼模成基督的形像，学习完全像天父一样。

一生榮神益人,遵行神的旨意. 

 

三、生命的投资 

 

    人应怎样活？怎样把恩赐才干、时间、财富有效的投资。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 5:25）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5）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

足……”（帖前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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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

爱人如己……”（可 12:30-31） 

 

    信徒是藉着圣灵的能力去爱神爱人而活。信徒是受托的管家，于

是，应该忠心尽管家的职分。怎样才能有效的把生命投资？ 

 

1、生命的投入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

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

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 16:25-26） 

 

     生命的源头既然从神而来，就当为神投入，为神所用。人无法

增寿，也无法为己活；尽管人偏行已路，固执的为己活，仍是白活，

他的生命没有永恒的价值。不必过分珍惜 “己“，应该大胆的向主

投入。 

 

    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2、才干的投入 

 

    信徒一切才干恩赐都是从神而来，应当谨慎的为神所用。才干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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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不适宜的地方，可能 “事倍功半”。才干若用在适宜的地方，可

能 “事半功倍”。才干应该投入最适合的地方，以期发挥最大的功效。

否则，可能会把才干恩赐埋没了，岂不可惜！ “英雄无用武之地”，

可能是把人才用错了地方！ 

 

    才干不但要投入适合的工场，也要应用在适合的时间里！ “合

時宜”，才干可发挥最大的效用。否则，可能会感到 “怀才不遇”，

终生闷闷不乐。 

 

才干的投入应思考以下几点： 

 

    A 那个工场能使我最荣耀神吗？ 

    B 我能在那里最有效的工作吗？ 

    C 我能在那里为主得最多的灵魂吗？ 

    D 我能在那里作最有效的造就吗？ 

    E 我的投入是否有永恒的价值？ 

 

3、时间的投入 

 

    人的一生实在太有限了。时间委实过得快极了！转瞬间，几十年

就要过去。谁也不能储蓄时间，只许好好的利用宝贵的时间。应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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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投入最有效的工作，最有影响力的工场，最适宜的 “时机”。有多

少时间是对时代有影响，对人类的灵魂有贡献，对主的使命有成就？

光阴不留人，人也不能留住时间。最要紧的是怎样把时间投入神的旨

意里。 

 

4、经济的投入 

 

    神赐我们有工作的能力，神也赐给我们财富；而这些财富应怎样

向神的工作投入？有几项原则可帮助我们思考： 

 

    A．我的经济应投入对主福音最有效的工场。 

    B．我的经济应投入对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工场。 

    C．我的经济应投入对人类最有启发领导作用的工场。 

    D．我的经济应投入最有时代使命的工场。 

    E．我的经济应投入影响力最深远的工场。 

    F．我的经济应投入最荣神益人的工场。 

    G．我的经济应投入最能得人、教导人、训练人、造就人、推动

人积极工作的工场。 

    H. 我的经济应投入圣灵引导我投入的工场。 

信徒生命的投资是人生一项重要的抉择，应有意义，有目的，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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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 

 

 

附錄 ：生命的投资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人生的意义 

 

孟子说： “富贵不能淫，贪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亚里士多德说： “物性之上有兽性，兽性之上有人性，人性之

上有神性。”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 4:4） 

 

   “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

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25-33）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罗 14:17)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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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2:20) 

 

二、人生的目的 

 

    “哀莫大于心死” 

      人生最崇高的目的是榮耀神,完成神托附的旨意.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

成，所造作的。”(賽 43:7) 

 

    “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來 10:7) 

 

詹姆斯（W.JAMES）曾分为 “精神我，群性我，形体我。” 

 

卢骚说： “人为自由而生。”  

     

三、生命的投资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 5:25）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5）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

足……”（帖前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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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

爱人如己……”（可 12:30-31） 

 

    1、生命的投入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

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

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 16:25-26）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2、才干的投入 

 

才干的投入应思考以下几点： 

 

    A 那个工场能使我最荣耀神吗？ 

    B 我能在那里最有效的工作吗？ 

    C 我能在那里为主得最多的灵魂吗？ 

    D 我能在那里作最有效的造就吗？ 

    E 我的投入是否有永恒的价值？ 

 

3、时间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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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经济的投入 

 

    有几项原则可帮助我们思考： 

 

    A．我的经济应投入对主福音最有效的工场。 

    B．我的经济应投入对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工场。 

    C．我的经济应投入对人类最有启发领导作用的工场。 

    D．我的经济应投入最有时代使命的工场。 

    E．我的经济应投入影响力最深远的工场。 

    F．我的经济应投入最荣神益人的工场。 

    G．我的经济应投入最能得人、教导人、训练人、造就人、推动

人积极工作的工场。 

    H. 我的经济应投入圣灵引导我投入的工场。 

 

 

第 10 篇 : 怎样凭信心事奉  

 

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信徒因信得胜。我们凭信心被圣

灵充满，也凭信心事奉神。 

 

一、凭信心事奉蒙神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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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

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来 11:6）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成为信心之父。

历世历代的属灵领袖无不以他为信心的模范。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

来的事，给雅各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

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

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

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

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务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

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

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他们因

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众先知因着信，制伏了敌国、

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

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成功是由信

心而来的，历史是因信心而写的。因为凭信心事奉是蒙神喜悦的。 

 

二、凭信心事奉是得能力的秘诀 

 

神是能力的源头。我们的力量是依靠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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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诗 138:3）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

信福音呢？（加 3:2）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 3:14） 

 

我们是凭信心被圣灵充满，从圣灵领受莫大的能力。出于信心的

事奉，必是大有能力。 

 

三、凭信心事奉可胜过惧怕 

 

有心志为主事奉的青年，常裹足不前，因为心中惧怕，究竟他们

所怕的是什么？ 

 

1、怕经济困难 

 

怕全时间事奉收入有限，家庭生活困难，没有力量承担父母（若

父母无产业）的生活费，儿女教育费又无着落。面临许多现实难题，

虽然自己有心愿，妻儿未必能有同样的呼召和心志。惧怕捆锁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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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事奉。这到底要怪谁呢？怎样解救呢？ 

 

因有的教会供应传道人待遇过于苛刻，促使青年人不敢问津。另

一方面是信心的问题。传道并非一帆风顺，有时也难免会有生活上的

考验。工场上的打击，但神应许恩典够我们用。以利亚在闹饥荒时向

撒勒法寡妇提出生活上的需要，以普通人的观点，似乎有点不尽人情，

但因是出于信心相信神，结果双方均蒙神祝福。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

的都充足。”（腓 4:19） 

 

戴德生和妻子凭信心在空面缸唱 “三一颂”，次晨，神奇妙的供

应他们足够的麵粉。信心是克服惧怕惟一的武器，信心是支取需要的

秘诀。 

 

2、怕断送前途 

 

行行出状元，惟传道是冷门。一旦全时间事奉，怕事业、地位、

钱财的前途都断送了。若是这样想法，未免犯了属灵的近亲病。若以

属灵永恒的价值和世界物质价值来比较，岂可相提并论！何况耶和华

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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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

念。”（赛 55:8-9） 

 

保罗说：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

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 3:8） 

 

神的道路最美好，神的旨意最完全。事奉神严格来说，都是信徒

的正业。凭信心就不怕断送前途，为着神越断送前途，凭信心的事奉

就越有路。 

 

3、怕亲情拦阻 

 

魔鬼当然不甘心信徒全时间出来事奉神。非信主的父母必定不愿

儿女事奉主；就是信主的父母有的也怕儿女全时间传道，无非怕他们

受苦、没有前途，或将来找不到理想的对象。天下父母心，爱儿女固

然好，然而，总不能爱儿女过于爱主。虽然多少亲情的拦阻影响了青

年人的事奉，但因着信就能起而前行。 

 

印度圣徒逊达胜凭信心胜过了亲情的拦阻，虽然遭遇危难仍蒙主

解救。席胜魔虽遭乡亲的拦阻，仍凭信心毅然出来事奉神。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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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

10:37-38） 

 

信心的力量能胜过感情的力量。凭信心的事奉能胜过亲情的缠

累。 

 

4、怕被人藐视 

 

世人重视财富地位忽略仁义道德，更谈不上灵性品格，对于清淡

的传道人，未免无形的受轻视。其实世人藐视的态度不足以影响事奉

主的心志，耶稣说：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

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 5:11-12） 

 

何况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事奉主要的目的，

不是讨人的喜欢而是讨神的喜悦。保罗说：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

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 1:10）他凭着信心说：”但我断不以别

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

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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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信心事奉就能在基督里唱出得胜的凯歌。 

 

5、怕没有恩赐 

 

当神差派耶利米作列国的先知时，年轻的耶利米说： “主耶和华

啊，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神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

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

都要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年轻时的耶利米似乎怕没有

口才的恩赐。但神应许与他同在，也就供应他足够的恩赐。 

 

摩西似乎也是因怕没有恩赐而烦恼，他说： “我素日不能言的人，

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后来因凭信心顺服神，神藉他做了伟大的事工。 

 

一切属灵的恩赐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保罗说：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

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 12:3） 

 

恩赐是为着事奉，造就教会，带领信徒灵命长进使他们满有基督

的样式，荣耀天父。若凭着信心事奉，慈悲的神必照他的旨意藉着圣

灵赐给所需要的恩赐。 

 

四、怎样增加信心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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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主加增我们信心 

 

信徒对主说： “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路 17:5）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

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可 9:23-24） 

 

藉着祷告求主加添信心，这是加增信心最基本的途径。 

 

 

2、天父可赐给我们信心 

 

“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弗

6:23） 

 

若真心信靠神，慈爱的天父可赐给我们信心。 

 

3、耶稣可赐我们信心 

 

一旦诚心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不但担当我们的

罪，赐我们永生，也可赐我们信心。感谢神是信心的一种表示。 

 

4、圣灵可赐我们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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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

归服了主。”（徒 11:24） 

 

圣灵可赐我们信心，如果信徒被圣灵充满，必大有信心勇敢为主

作有能力的见证。 

 

5、熟識圣经可增加信心 

 

信心的根据是神的话，越熟识神的话，越能贯彻真理；若认识真

理越透彻，必越能增加信心。 

 

6、信心应格外增长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

信心格外增长。……”（帖后 1:3） 

 

“……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林后 10:15） 

 

办孤儿院的幕勒其信心是逐渐增长的，是由小而大，由浅入深。

七四年南韩 “福音大爆炸”大会主席金俊坤博士，在一九七二年的信

心是三万人，到一九七四年的信心是一百万人以上，神果然按照他的

信心给予成就。至盼我们不但凭信心事奉，而且是逐渐增长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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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怎样凭信心事奉 

 

1、依靠神的恩典凭信心事奉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事奉神，也是凭恩典；若不是凭恩

典，恐怕没有人能够事奉他。神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恩典是

凭信心来支取。单靠自己的才干是一个不认识恩典的人。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诗 127:1） 

 

我们活在恩典中，也靠恩典来事奉神。 

 

2、依靠圣灵凭信心事奉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6）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若先从圣灵得力，才有事奉的动机

和能力，我们才能凭信心向前迈进。不依靠圣灵的事奉，是没有果效

的事奉。历世历代的复兴工作都是由祷告和圣灵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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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藉着真道凭信心事奉 

 

“……我正按着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

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徒 24:14） 

 

圣经真道是我们传扬的信息，是我们见证的内容。保罗说： “你

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后 2:15） 

 

有神的道才有事奉。若不传神的道，就是站在事奉的岗位上也不

等于事奉。神的道是凭信心领受，也是凭信心传开的。 

 

信徒应该用清洁良心、忠心、甘心、以圣洁公义来事奉神。真正

凭信心的事奉，是蒙神所喜悦并赐福的事奉。 

 

 

附錄 : 怎样凭信心事奉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凭信心事奉蒙神喜悦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

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来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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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凭信心事奉是得能力的秘诀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诗

138:3）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

信福音呢？（加 3:2）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 3:14） 

 

三、凭信心事奉可胜过惧怕 

 

1、怕经济困难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

的都充足。”（腓 4:19） 

 

2、怕断送前途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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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

念。”（赛 55:8-9）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

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 3:8） 

 

3、怕亲情拦阻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

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

10:37-38） 

 

4、怕被人藐视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

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

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 5:11-12）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

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 1:10）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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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

十字架上。”（加 6:14） 

 

5、怕没有恩赐 

 

“主耶和华啊，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神说： “你

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

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 12:3） 

 

四、怎样增加信心事奉神 

 

1、求主加增我们信心 

 

 “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路 17:5）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

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可 9:23-24） 

 

2、天父可赐给我们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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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弟兄们。”（弗

6:23） 

 

3、耶稣可赐我们信心 

 

4、圣灵可赐我们信心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

归服了主。”（徒 11:24） 

 

5、热诚圣经可增加信心 

 

6、信心应格外增长 

 

“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

信心格外增长。……”（帖后 1:3） 

 

“……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林后 10:15） 

 

五、怎样凭信心事奉 

 

1、依靠神的恩典凭信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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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诗 127:1） 

 

2、依靠圣灵凭信心事奉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6） 

 

3、藉着真道凭信心事奉 

 

“……我正按着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

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徒 24:14）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

理的道。”（提后 2:15） 

 

  

第 11 篇 ：主工人的使命  

 

主对每位基督徒都有他的计划和使命，对呼召出来的工人更有他

的托付和使命。这些使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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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守望 

    “過了七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

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

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

血〕。倘若你警戒惡人，他仍不轉離罪惡，也不離開惡行，他必死在

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再者，義人何時離義而犯罪，我將

絆腳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沒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

素來所行的義不被記念；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血〕。倘

若你警戒義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

也救自己脫離了罪。」”(結 3:16-21) 

 

历世历代以来，神不但呼召人出来事奉他，也使他们站在守望的

岗位上来负起时代的使命。神兴起以西结、耶利米、弥迦、哈巴谷等

众先知为守望者。神也要这时代的工人为守望者，而开始守望者却有

两种不同的光景： 

 

1、儆醒的守望者 

 

如果看见刀剑临到那一国，必须吹角警戒众民，好叫他们受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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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脱离刀剑之危险。要听神口中的话来警戒恶人，好使他离开恶行。

再者，若有义人离义而犯罪，也要警戒他，使他不犯罪，是故，此种

守望者必须儆醒，随时注意传神的话。如同耶利米听神吩咐他说什么，

他都要说，不可私心，不準扣住神的信息，不应因顾情面而曲解神的

话。 

 

看今天的教会光景，工人常叹息，深感教会的冷淡、软弱、荒

凉、退后，仅是谈谈而已，却把责任推给别人。岂不知工人有责任把

冷淡转为火热，把软弱转为刚强，把荒凉转为复兴，把退后的带领向

前。因为守望者需要儆醒，随时注意堵住破口，供应需要。工人若不

先得到复兴，教会也就难以复兴，整体的复兴才是实际、扎实的，复

兴与否，关键在于工人是否是一位儆醒的守望者！ 

 

2、贪睡的守望者 

 

“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

但知作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

各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赛 56:10-11） 

 

瞎眼则失去看守的功能，灵眼瞎了即见不到真理的光，不能见到

宝贵的启示。没有知识，就是没有真理的认识。哑巴狗则失去呼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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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不能尽其守望的责任，亦不能开声警戒。但知作梦，躺卧贪睡，

只有懒散，惟图安逸享受，而忽略守望的责任。自己对真理若不能明

白，焉能叫别人明白呢？！个人偏行己路，远离了神，选择自己的道

路，为的是从各方面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也就忘记了神的利益。不顾

神所托付守望的使命。 

 

二、 按时分粮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

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

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惡僕心裏說：『我的主人必

來得遲』，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

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重重地處治他〔或譯：把

他腰斬了〕，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太 

24:44-51) 

 

应先从神那里支取供应，方能再分给别人，自己若无灵粮，岂能

供应别人？因此也就该儆醒预备。分粮原则上有两种：一为普通的粮，

乃一般性的讲台，如主日讲道，祷告会短讲，分区聚会讲道等。不管

个人灵性如何，有如 “大锅菜”一样。另一种为个别分粮，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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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婴孩需要灵奶，成人则需给乾粮，有病的需要安慰，受伤的则

需要包裹，该按个人的需要而分粮。分粮者也有两种不同的光景： 

 

    1、忠心的仆人 

 

    他是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家里的来了，按时分粮给他们。

按主人的心意，照主人的吩咐，依主人的计划，做主人所派的工作，

尽上应尽的责任。 

 

    2、懒恶的仆人 

 

    不尽该尽的责任，不做主人所吩咐的工作，只会绊倒同伴，不被

圣灵充满，反而醉酒，怀疑主耶稣的再来。所做的尽是假冒伪善，心

中不敬畏神，眼中不尊重人。结果自欺欺人，不尽工人的责任。 

 

三、培植青年人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

別人的人。“（提後 2:2） 

 

    摩西培植年青的约书亚。撒母耳培植年青的大卫。以利亚培植年

青的以利沙。巴拉巴培植年青的马可。保罗培植年青的提摩太。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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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家需要工人，但有谁肯培植青年人？真心扶持青年人出来事奉？ 

 

     对培植青年人普遍的有两种工人： 

 

    1、扶持青年人 

 

    甘心乐意，费神劳力，昼夜专心教导，在信心上扶持，在真道上

开道，在工作上给予训练，在事奉上给予机会，在讲台上给予操练，

多方面给予配搭的机会，不仅鼓励，而且提拔。好叫青年人在主工上

更加熟练，更为有用，尽上工人的责任。 

 

    2、压制青年人 

 

    怕有恩赐的年青人被主使用，怕自己下宝座，怕信徒喜爱有恩赐

的青年过于支持自己。甚至怕 “饭碗”被摇动，只好使出不该有的

绝招，尽力压制青年人，把他们摆在一边，不给予操练的机会，宁肯

神家荒凉，而不为主培植青年人。哀哉！失去工人应尽的责任。 

 

四、负起福音的大使命（太 28:18-19） 

 

    福音大使命是神的旨意，是主耶稣的命令。但却有两种不同态度

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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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积极的态度 

 

    相信神福音的大使命可以完成，积极的向外传福音。藉着各种不

同的方式，无论个人谈道，或群众布道、电影布道、空中广播、音乐

宣道、体育见证、文字传道，都朝向福音的目标，凭信心确信神会兴

起足够的人力，赐下丰盛的灵力，预备必要的财力，动员所有的信徒

“人人传道”，应用有效的策略，提供有效的训练，计划福音的目标，

实际积极的推动，不仅是 “属灵的加法”，更进一步以 “属灵的乘

法”教导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必会按着

主的应许完成福音的工作，而工人尽其应尽的责任。 

 

    2、消极的态度 

 

    怀疑福音大使命完成的可能性，对传福音没有负担，仅是一些 

“例行”工作，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不肯提供信徒有效之训练，不

敢鼓励信徒总动员传福音，没有策略性之计划，没有正面之推动，消

极冷淡，无所谓的态度，多数时间为俗务忙碌，没有时间为福音忙碌；

岂不知，传福音是工人的天职？保罗说： “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

恶人死在罪孽之中的祸，工人要被主讨那丧命之罪的祸。何况，我们

都欠了福音的债，焉可袖手旁观，消极无所谓！？主盼望工人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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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忠心良善的管家。 

 

    请问你是： 

    儆醒守望的吗？ 

    或是贪睡的守望者？ 

    忠心按时分粮呢？ 

    或是懒恶的仆人，动手打同伴？ 

    扶持青年呢？ 

    或是压制青年人？ 

    积极传福音呢/ 

    或是消极冷淡？ 

    对传福音 “无所谓”？ 

   你是否尽上主工人的责任？负起你的使命？ 

 

    有目标，加上计划，加上行动，才能在预计的时间内完成使命。 

 

 

附錄 ：主工人的使命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 守望 

    “過了七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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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

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

血〕。倘若你警戒惡人，他仍不轉離罪惡，也不離開惡行，他必死在

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再者，義人何時離義而犯罪，我將

絆腳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沒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

素來所行的義不被記念；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血〕。倘

若你警戒義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

也救自己脫離了罪。」”(結 3:16-21) 

 

1、儆醒的守望者 

 

2、贪睡的守望者 

 

“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

但知作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

各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赛 56:10-11） 

 

二. 按时分粮 

    “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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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

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惡僕心裏說：『我的主人必

來得遲』，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

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重重地處治他〔或譯：把

他腰斬了〕，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太 

24:44-51) 

 

    1、忠心的仆人 

 

    2、懒恶的仆人 

 

三、培植青年人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

別人的人。“（提後 2:2） 

 

    对培植青年人普遍的有两种工人： 

 

    1、扶持青年人 

 

    2、压制青年人 

 

四、负起福音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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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太 28:18-19） 

 

        1、积极的态度 

 

        2、消极的态度 

 

    “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 

  

    请问你是： 

 

    儆醒守望的吗？ 

    或是贪睡的守望者？ 

    忠心按时分粮呢？ 

    或是懒恶的仆人，动手打同伴？ 

    扶持青年呢？ 

    或是压制青年人？ 

    积极传福音呢/ 

    或是消极冷淡？ 

    对传福音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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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尽上主工人的责任？负起你的使命？ 

 

    有目标，加上计划，加上行动，才能在预计的时间内完成使命。 

 

 

第 12 篇 ：应奉献在那裏   

 

奉献是遵行神的旨意（林后 8:5）（罗 12:1-2） 

奉献的目的是荣耀神（林前 6:20） 

奉献的动机是爱（林后 5:14-15；约 21:15-22） 

奉献是爱心的实验（林后 8:1-8） 

奉献是神赐的恩典（林后 8:1-2） 

奉献是得着神赐福的方法（玛 3:10；箴 3:9-10） 

奉献当甘心乐意（林后 8:3；9:5-7） 

奉献要行在暗中（太 6:2-4） 

奉献自己为主而活（林后 8:5；罗 6:3） 

奉献身体当作活祭（罗 12:1） 

奉献肢体胜过罪（罗 6:13.19） 

奉献一切为主（路 21:4） 

奉献财物为主工所用（箴 3:9） 

然而，财物应奉献在那里？由谁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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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奉献给主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

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

物獻給他。”（太 2:10-11）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

之處。有人在那裏給耶穌預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

用自己的頭髮去擦，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約 12:1-3） 

 

    东方的博士把财物献给主，所以约瑟带着耶稣和马利亚逃往埃及

时沿途可应用，不必有任何经济上的困扰，并可顺利的完成神的吩咐。 

马利亚为主献上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用自己的手抹耶稣的脚，又

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耶稣称许马利亚的奉献是

合时的，是为主安葬之日存留的。 

 

二、奉献供给需要的信徒 

 

    “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越發感

謝神。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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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多多地捐錢給他們和眾人，便將榮耀歸與 神。”（林後 9:12-13）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

意湊出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

算是所欠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

之物供給他們。”（羅 15:25-2 

 

    “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內中有一

克

勞第年間果然有了。）於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

在猶太的弟兄。他們就這樣行，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

裏。”（徒 11:27-30） 

 

    因大饥荒，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凭爱心捐钱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保罗教导哥林多的信徒应甘心乐意的帮补缺乏的信徒。马其顿和亚该

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因为做在信徒身上就

如同做在主的身上。 

 

三、奉献支持宣道者 

 

    “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



171 

 

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就是我在帖撒羅

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地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腓 4:15-16） 

 

        腓立比信徒一而再的奉献支持保罗，因他是凭信心为主宣

道，对外邦人一无所取。腓立比信徒不但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时

不断的奉献支持宣道者，即使保罗到贴撒罗尼迦，他们都继续打发人

供给他的需用。使保罗能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因为保罗是凭信心事

奉，可说是“自筹经费作神工”。腓立比信徒固然不能跟着保罗到处

宣道，但他们却以奉献支持保罗到处传道。人才既然不能去，起码钱

财能够送出去。这时代欧美信徒，已有不少效法腓立比的榜样，奉献

支持宣道者。使更多宣道士往普天下传福音。 

 

四、奉献接待宣道者 

 

    “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人，

素來敬拜 神。他聽見了，主就開導她的心，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

話。她和她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

請到我家裏來住」；於是強留我們。”（徒 16:14-15） 

 

    “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裏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因

為信了 神，都很喜樂。”（徒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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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从东方往西方传道，开始了福音西传的使命。开荒布道或遊

行布道，往往是人地生疏，生活起居未免比较不便。但因有真心信主

的吕底亚，乐意在主里接待保罗和其同工。正如提前三章二节所提，

作监督的必须乐意接待远人。这不但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事奉。 

 

    罗马的禁卒，因信了耶稣，立刻领他们（保罗和同工）上自己家

里去，给他们摆上饭，殷勤热诚的接待保罗和西拉。 

 

    接待宣道者，真是一种福分，亚伯拉罕接待（创 18 章）三个人

竟然是神的使者。亚基拉、百居拉常常接待同工，而且在主里常有美

好的交通。 

 

五、奉献支持宣道团体。 

 

    “過了不多日，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宣講 神國的福音。和

他同去的有十二個門徒，還有被惡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經治好的

幾個婦女，內中有稱為抹大拉的馬利亞（曾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趕出

來），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拿，並蘇撒拿，和好些別的婦

女，都是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路 8:1-3） 

 

    耶稣和十二门徒周遊四方传道，可说是最早的布道团，所需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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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也不少。但马利亚、约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

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 

 

     戴德生创立内地会为着把福音传给中国内地的人民，蒙全球各

地爱主的信徒响应支持，工作得以顺利拓展。他留下了千垂不朽的名

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

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葛理翰布道团也蒙全球有福音异象的信徒支持，无论祷告、配搭、

财物上都能同心合意。近来新兴的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多数向华人宣

道，亦能得到信徒奉献支持。1974 年 8 月 13 日至 18 日于南韩召开

福音大爆炸（每晚一百多萬人赴會）的宣道团体——国际学園传道会，

都是凭信心事奉的团体，深蒙爱主的信徒热烈的支持。 

 

六、奉献支持教会的需要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

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

蒙大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

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有一個

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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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是勸慰子）。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徒 4:32-37） 

 

    初期教会刚成立时，圣灵的充满和动工，教会大复兴，圣工上多

方面需要经费，而且需要照顾缺乏的信徒之需要，因着众人热心的奉

献，照着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不但无缺乏，并能顺利拓展福音工

作。 

 

七、奉献支持同工的需要 

 

    “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徒 20:34） 

 

    神赐保罗的一双手有制造帐棚的技能，也藉着他劳苦的所得，供

给同工的需要。神赐信徒的手有工作的技能，让他们在需用上一无所

缺，但他们是否能像保罗一样也顾念到福音工场的同工？ 

 

 

附錄 ： 应奉献在那裏 （投影片用文字檔） 

 

奉献是遵行神的旨意（林后 8:5）（罗 12:1-2） 

奉献的目的是荣耀神（林前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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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的动机是爱（林后 5:14-15；约 21:15-22） 

奉献是爱心的实验（林后 8:1-8） 

奉献是神赐的恩典（林后 8:1-2） 

奉献是得着神赐福的方法（玛 3:10；箴 3:9-10） 

奉献当甘心乐意（林后 8:3；9:5-7） 

奉献要行在暗中（太 6:2-4） 

奉献自己为主而活（林后 8:5；罗 6:3） 

奉献身体当作活祭（罗 12:1） 

奉献肢体胜过罪（罗 6:13.19） 

奉献一切为主（路 21:4） 

奉献财物为主工所用（箴 3:9） 

然而，财物应奉献在那里？由谁来应用？ 

 

一、奉献给主 

 

    “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地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

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

物獻給他。”（太 2:10-11）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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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有人在那裏給耶穌預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

用自己的頭髮去擦，屋裏就滿了膏的香氣。”（約 12:1-3） 

 

二、奉献供给需要的信徒 

 

    “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且叫許多人越發感

謝 神。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

福音，多多地捐錢給他們和眾人，便將榮耀歸與 神。”（林後 

9:12-13）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

意湊出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

算是所欠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

之物供給他們。”（羅 15:25-2 

 

    “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內中有一

勞第年間果然有了。）於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

在猶太的弟兄。他們就這樣行，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

裏。”（徒 11: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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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奉献支持宣道者 

 

    “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

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就是我在帖撒羅

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地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腓 4:15-16） 

 

四、奉献接待宣道者 

 

    “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人，

素來敬拜 神。他聽見了，主就開導她的心，叫她留心聽保羅所講的

話。她和她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

請到我家裏來住」；於是強留我們。”（徒 16:14-15） 

 

    “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裏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因

為信了 神，都很喜樂。”（徒 16:34） 

 

五、奉献支持宣道团体。 

 

    “過了不多日，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宣講 神國的福音。和

他同去的有十二個門徒，還有被惡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經治好的

幾個婦女，內中有稱為抹大拉的馬利亞（曾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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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拿，並蘇撒拿，和好些別的婦

女，都是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路 8:1-3） 

 

六、奉献支持教会的需要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

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

蒙大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

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有一個

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

來就是勸慰子）。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徒 4:32-37） 

 

 七、奉献支持同工的需要 

 

    “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徒 20:34） 

 

 

第 13 篇 ：总动员传福音 

 

一、 耶稣托付教会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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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

聽。”(可 16:15) 

 

教会向全世界的人採取行动积极完成传福音的使命。 

 

二、耶稣启示教会传福音的方针 

 

（一）范围（由近而远；由小而大）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

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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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教会传福音的范围，由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

最后直到地极。真是由近而远；由小而大。 

 

（二）人力： 

 

1、总动员（由少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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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开始是一个人出来传道，首先找了三位亲近的门徒，接着增

加到十二位门徒，然后是七十位门徒，最后嘱咐教会（即全体信徒）

总动员传福音；在人力方面真是由少而多。 

 

2、人的预备 

 

A 造就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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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预备好了必能被神所用。预备一个人必需要有造就的程序。 

 

第一、重生 

第二、教导 

第三、训练 

第四、工作——事奉 

 

B 个人的属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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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祷告——我向神说话 

第二、读经——神向我说话 

第三、聚会——敬拜享受神 

第四、见证——传福音荣耀神 

第五、顺服圣灵——过得胜生活 

 

三、教会传福音的具体工作 

 

1、 教导耶稣所吩咐的——普通教导 



184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2、教导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专门训练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

別人的人。”（提後 2:2） 

 

四、怎样有效的总动员传福音 

 

（一）全体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

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1-12） 

 

1、训练 

A 怎样作个人布道训练。 

B 怎样作有效造就训练。 

C 怎样带领家庭读经训练。 

D 怎样带领核心组长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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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怎样带领内圈族长训练。 

F 怎样带领慕道班训练。 

G 怎样带领细胞小组训练。 

H 怎样讲道的训练。 

I 怎样司会的训练。 

J 怎样管理组织的训练。 

K 怎样教主日学的训练。 

L 怎样辅导青年的训练。 

M 怎样编、写、译的训练。 

 

2、教导 

 

A 基督的救恩。 

B 神的使命。 

C 圣经的真理。 

D 圣灵的信息。 

E 信徒的事奉。 

F 信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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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人格）、爱、捨己、圣洁、忍耐、节制。 

行为（为人处世）、家庭、教会、社会、国家、工作朋友。 

 

（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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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动员传福音可使教会兴旺（产生属灵乘法）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

别人的人。”（提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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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若不传福音，就没有领人归主的果子。若传福音就开始有了

属灵的加法，若教导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传福音，就开始了属灵的乘

法。若总动员传福音必可使教会兴旺。 

 

 

附錄 : 总动员传福音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耶稣托付教会的使命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一

聽。”(可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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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稣启示教会传福音的方针 

 

（一）范围（由近而远；由小而大）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

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190 

 

    （二）人力： 

 

1、总动员（由少而多） 

 

 

    2、人的预备 

 

A 造就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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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预备好了必能被神所用。预备一个人必需要有造就的程序。 

 

第一、重生 

第二、教导 

第三、训练 

第四、工作——事奉 

 

B 个人的属灵生活 

 

第一、祷告——我向神说话 

第二、读经——神向我说话 

第三、聚会——敬拜享受神 

第四、见证——传福音荣耀神 

第五、顺服圣灵——过得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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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会传福音的具体工作 

 

1. 教导耶稣所吩咐的——普通教导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2.教导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专门训练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

別人的人。”（提後 2:2） 

 

四、怎样有效的总动员传福音 

 

（一）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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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

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1-12） 

 

1、训练 

 

A 怎样作个人布道训练。 

B 怎样作有效造就训练。 

C 怎样带领家庭读经训练。 

D 怎样带领核心组长训练。 

E 怎样带领内圈族长训练。 

F 怎样带领慕道班训练。 

G 怎样带领细胞小组训练。 

H 怎样讲道的训练。 

I 怎样司会的训练。 

J 怎样管理组织的训练。 

K 怎样教主日学的训练。 

L 怎样辅导青年的训练。 

M 怎样编、写、译的训练。 

 



194 

 

2、教导 

 

A 基督的救恩。 

B 神的使命。 

C 圣经的真理。 

D 圣灵的信息。 

E 信徒的事奉。 

F 信徒的生活。 

 

品德（人格）、爱、捨己、圣洁、忍耐、节制。 

行为（为人处世）、家庭、教会、社会、国家、工作朋友。 

 

（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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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动员传福音可使教会兴旺（产生属灵乘法）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

别人的人。”（提后 2：2） 

 
 

 

第 14 篇 : 向邻居遍传福音策略  

 

一、为什么要向邻居遍传福音？ 

 

主耶稣提到两条最大的诫命：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

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邻居）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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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可 12:30-31） 

 

我是否关怀邻居？ 

有多少邻居是我所认识的？ 

有多少邻居认识基督？ 

我对未信主的邻居做了什么？ 

我能做的是什么？ 

我是否爱邻居如己？ 

 

    向鄰居傳褔音,是神的命令,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 

    距離最近 

    時間最方便 

    機會最多 

    感情最容易建立 

    造就最有彈性 

    交通最容易 

 

二、目的 

 

1、与每一家庭接触并认识他们。 

2、向每一位分享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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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尽可能向越多人传福音越理想。 

4、根据圣经教导他们过正常的生活。 

5、教导别人怎样在基督里分享他们的信仰。 

6、训练别人成为训练者。 

 

三、范围 

 

1、以你的左右前后邻居一百个家庭为范围。 

2、每个家庭平均约五个人，一百个家庭约五百个人。 

3、每一星期若向一个家庭传福音，约两年可向一百个家庭遍传福音。 

 

四、怎样开始 

 

1、先决定工作的范围。 

2、购有关地图以资参考、 

3、做登记卡，内容应包括姓名、地址、电话。 

4、用此卡写下一个家庭的说明： 

A 先生和太太的姓名。 

B 孩子们的姓名和年龄。 

C 他们是否参加教会，是否认识基督。 

D 记录每次接谈的日期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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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迫切祷告，求神带领。 

 

五、怎样接触 

 

1、社區宗教訪問（学园传道会有现成专门调查表可应用）。 

2、邀请认识的基督徒邻居在约定的日期、时间、地点，解释这计划，

并请他们參與 “邻居福音计划”。 

3、训练那些愿意參與者。 

4、幻灯介绍，邀请邻居参加。 

5、邻居联谊茶会。 

6、邻居电影晚会（以宗教片、兒女教育、幸褔婚姻，在适宜的家庭

放映）。 

7、邀请邻居一道儿野餐。 

8、邀请邻居参加共同兴趣的运动。 

9、逐家个别拜访。 

 

六、家庭读经（是一项持续的活动） 

 

1、地点找最适合的家庭。 

2、找最恰当的日期。 

3、找最方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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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随时见面时可邀请邻居参加。 

5、家庭读经的用意： 

A 造就初信者生命长进。 

B 教导或训练基督徒。 

C 介绍邻居认识基督。 

D 开始训练一些信徒，让他们开始自己的家庭读经。 

E 自動發展為褔音外展的家庭. 

 

七、家庭座谈会 

 

1、目的在于怎样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交通个人的经验和意见，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3、从座谈会中学习解决家庭的问题和信仰的认识。 

4、促进彼此的认识。 

5、内容： 

A 儿童教育 

B 怎样教导儿女 

C 家庭经济计划 

D 夫妇应有的职责 

E 家庭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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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家庭与音乐 

G 家庭读物 

H 家庭与急救 

I 家庭保健 

J 家庭代沟 

K 家庭辅导 

L 家庭与社会 

M 家庭与信仰 

N 家庭与法律 

O 家庭与人生 

P 家庭与社交 

Q 家庭与婚姻 

 

6、可广泛引起兴趣，较容易请人参加、无形的“座谈会”成了福音

的桥梁。 

 

7、主持人必需是信徒，应该以圣经的观点做合理平衡的结论。 

 

八、将来发展 

 

1、可在本区域于两年内向一百个家庭传福音。 



202 

 

2、可继续发现栽培“种子家庭”，向另一个新区域发展。 

3、持续不断的发展，教会信徒普遍的开始 “邻居福音计划”。全城

就可顺序遍传福音。 

 

九、教会桥梁 

 

1、非信徒普遍不愿直接进入教会，家庭无形的成了教会的福音站。

信主后再介绍他们参加教会。 

2、教会距离通常比较远，对非信徒而言，通常都有惰性心理， “邻

居福音计划”自然解决了交通问题。（邻居福音活动并不是代替教会

聚会，而是帮助教会传福音的桥梁。） 

3、教会聚会通常是固定时间，非信徒因为工作或社交活动，常藉口

没时间，不方便，邻居福音工作解决了时间上的难题，总有适合的时

间。邻居福音计划可弥补教会的不足。 

4、教会聚会内容多数是对内，非信徒常常觉得格格不入。向邻居谈

道，可按照他个人的需要供应真理。 

5、教会聚会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仪式，非信徒感到不到习惯。邻居传

道就没有这一层困扰，很自然的达到布道的目的。等到对方信主，经

过几次造就之后，介绍他参加教会聚会，渐渐的就会明白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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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什么优点 

 

1、所有活动可从我家步行到达。 

2、我可以计划适合我的时间而工作。 

3、容易向初信者作造就。 

4、我可计划个人工作策略。 

5、我可训练别人帮助。 

家庭既然是神所设立的，你就应该用你的家庭为主发光！“邻居福音

计划”是你所会做的，你就应用这有效策略从今天开始吧！ 

 

注：本文请参阅学园传道会“邻里福音计划”资料。 

 

 

附錄 : 向邻居遍传福音策略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为什么要向邻居遍传福音？ 

 

主耶稣提到两条最大的诫命：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

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邻居）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

的了。”（可 12:30-31） 

 

我是否关怀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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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邻居是我所认识的？ 

有多少邻居认识基督？ 

我对未信主的邻居做了什么？ 

我能做的是什么？ 

我是否爱邻居如己？ 

 

    向鄰居傳褔音,是神的命令,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 

    距離最近 

    時間最方便 

    機會最多 

    感情最容易建立 

    造就最有彈性 

    交通最容易 

 

二、目的 

 

1、与每一家庭接触并认识他们。 

2、向每一位分享基督。 

3、尽可能向越多人传福音越理想。 

4、根据圣经教导他们过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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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导别人怎样在基督里分享他们的信仰。 

6、训练别人成为训练者。 

 

三、范围 

 

1、以你的左右前后邻居一百个家庭为范围。 

2、每个家庭平均约五个人，一百个家庭约五百个人。 

3、每一星期若向一个家庭传福音，约两年可向一百个家庭遍传福音。 

 

四、怎样开始 

 

1、先决定工作的范围。 

2、购有关地图以资参考、 

3、做登记卡，内容应包括姓名、地址、电话。 

4、用此卡写下一个家庭的说明： 

A 先生和太太的姓名。 

B 孩子们的姓名和年龄。 

C 他们是否参加教会，是否认识基督。 

D 记录每次接谈的日期与内容。 

5、迫切祷告，求神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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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怎样接触 

 

1、社區宗教訪問（学园传道会有现成专门调查表可应用）。 

2、邀请认识的基督徒邻居在约定的日期、时间、地点，解释这计划，

并请他们參與 “邻居福音计划”。 

3、训练那些愿意參與者。 

4、幻灯介绍，邀请邻居参加。 

5、邻居联谊茶会。 

6、邻居电影晚会（以宗教片、兒女教育、幸褔婚姻，在适宜的家庭

放映）。 

7、邀请邻居一道儿野餐。 

8、邀请邻居参加共同兴趣的运动。 

9、逐家个别拜访。 

 

六、家庭读经（是一项持续的活动） 

 

1、地点找最适合的家庭。 

2、找最恰当的日期。 

3、找最方便的时间。 

4、随时见面时可邀请邻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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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庭读经的用意： 

A 造就初信者生命长进。 

B 教导或训练基督徒。 

C 介绍邻居认识基督。 

D 开始训练一些信徒，让他们开始自己的家庭读经。 

E.自動發展為褔音外展的家庭. 

 

七、家庭座谈会 

 

1、目的在于怎样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交通个人的经验和意见，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3、从座谈会中学习解决家庭的问题和信仰的认识。 

4、促进彼此的认识。 

5、内容： 

A 儿童教育 

B 怎样教导儿女 

C 家庭经济计划 

D 夫妇应有的职责 

E 家庭卫生 

F 家庭与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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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家庭读物 

H 家庭与急救 

I 家庭保健 

J 家庭代沟 

K 家庭辅导 

L 家庭与社会 

M 家庭与信仰 

N 家庭与法律 

O 家庭与人生 

P 家庭与社交 

Q 家庭与婚姻 

 

6、可广泛引起兴趣，较容易请人参加、无形的“座谈会”成了福音

的桥梁。 

7、主持人必需是信徒，应该以圣经的观点做合理平衡的结论。 

 

八、将来发展 

 

1、可在本区域于两年内向一百个家庭传福音。 

2、可继续发现栽培“种子家庭”，向另一个新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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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续不断的发展，教会信徒普遍的开始 “邻居福音计划”。全城

就可顺序遍传福音。 

 

九、教会桥梁 

 

1、非信徒普遍不愿直接进入教会，家庭无形的成了教会的福音站。

信主后再介绍他们参加教会。 

2、教会距离通常比较远，对非信徒而言，通常都有惰性心理， “邻

居福音计划”自然解决了交通问题。（邻居福音活动并不是代替教会

聚会，而是帮助教会传福音的桥梁。） 

3、教会聚会通常是固定时间，非信徒因为工作或社交活动，常藉口

没时间，不方便，邻居福音工作解决了时间上的难题，总有适合的时

间。邻居福音计划可弥补教会的不足。 

4、教会聚会内容多数是对内，非信徒常常觉得格格不入。向邻居谈

道，可按照他个人的需要供应真理。 

5、教会聚会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仪式，非信徒感到不习惯。邻居传道

就没有这一层困扰，很自然的达到布道的目的。等到对方信主，经过

几次造就之后，介绍他参加教会聚会，渐渐的就会明白和习惯。 

 

十、有什么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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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活动可从我家步行可到达。 

2、我可以计划适合我的时间而工作。 

3、容易向初信者作造就。 

4、我可计划个人工作策略。 

5、我可训练别人帮助。 

家庭既然是神所设立的，你就应该用你的家庭为主发光！“邻居福音

计划”是你所会做的，你就应用这有效策略从今天开始吧！ 

 

 

第 15 篇 : 復活生命的大能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裏看，就見

在腳。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

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裏。」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

在那裏，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問她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

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裏，我便去取他。」耶穌說：「馬利亞。」

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

的意思。）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



211 

 

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

見我的 神，也是你們的 神。」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

「我已經看見了主。」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那日（就是

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

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就把手和

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

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

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

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那些門徒就對他說：

「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

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過了八日，門徒

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

你們平安！」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原文是看〕我的

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說：

「我的主！我的 神！」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

看見就信的有福了。」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

這書上。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

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 2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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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基督徒不知道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对信仰的重要。本信息

的目的：认识复活的主对门徒的影响、期待与赐予；主耶稣基督复活

与信徒的关系与我们当尽的本分。 

 

    任何英雄豪杰、或宗教创始人，都有生之始，有命之终，然而没

有复活。惟独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证明祂是神的儿子，被父神所差遣

完成了救恩的使命（罗四:25），叫世人因信称义。主复活是最大的

神迹，也是建立教会的基础，更是教会信仰最大的保障。因复活是神

的大能，是超然的，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影响历史最大的转折点。

复活是信仰的中心，表明圣经的话是绝对的、可靠的、无误的。 

 

一. 主耶穌的復活是千真萬確的 

 

    1.主耶稣基督预言自己的复活。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关系

到整个信仰的根基。 

 

    2.耶稣复活有历史的明证。十字架的刑罚、犹太人的领袖、罗

马兵丁、彼拉多等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3.耶稣复活充满了人证。罗马兵丁看见；主耶稣复活后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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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加利利山上五百多人，升天前向十一位门徒显现，这都充满了

权威性的人证。 

 

    4.主耶稣基督复活也充满了物证。空的墓穴（路廿四：12；约

廿：3~8）、葬衣，细麻布、裹头巾等都留在空墓穴中。 

 

    我们既然知道祂从死里复活，就更应进一步知道复活与门徒以及

你我的关系。 

 

二.  耶稣复活对门徒的改变 

 

    1.复活前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时，门徒见所依赖、仰望的主死了，他们的

盼望变成失望，依靠变成无助，心中悲痛是难免的。 

 

    不但如此，当时门徒因怕犹太人，怕被逮捕，怕被钉十字架，怕

遭患难，怕受逼迫，怕失去自由，怕死。 

 

    2.复活后 

 

    主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说：「愿你们平安。」（约 20:19）其实主

早就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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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胆怯。」（约 14:27）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

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 

 

    在基督里的平安是超然的、绝对的、牢靠的，因为主是全知、全

能的。主复活后，使人实际经历这样的平安。 

 

    同时门徒看见复活的主就喜乐了，因为一切的盼望、依靠，都恢

复了。主向门徒显现，是众人所见，亲耳所闻，是又真又活的见证。 

 

三.  耶稣复活对门徒的差派 

 

    1.天父差遣主耶稣 

 

    「差遣」意即授权而去，差出去服事或完成使命。 

 

    神差耶稣道成肉身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并按祂的旨意与计划完

成祂的工作。耶稣立下了宣教的榜样，祂走遍加利利各城各乡传道。

祂的工作直到被钉十字架时才完成最终的使命。 

 

    2.主耶稣差遣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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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训练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路 10：1-2），主复活后

吩咐门徒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作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并且教导人遵守主的教训（太

28：18-30）。 

 

    主吩咐门徒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作主

的见证（徒 1：8）。这是主复活之后对门徒最大的盼望，也是最后的

遗嘱。 

 

    今日主耶稣也期望教会与信徒，做差传宣道的工作。 

 

    主若差遣你，你肯顺服吗？ 

 

四.  耶稣复活对门徒的赐予 

 

    1.圣灵 

 

    主复活后赐给门徒圣灵，永远与他们同在。因主耶稣复活是圣灵

的大能（罗 1：4）。人若没有神的灵就不能与神有永恒生命的关系。

圣灵能使我们生命长进，事奉有能力，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过

得胜的生活，带领我们灵命复兴，并结出圣灵的果子。主赐门徒圣灵，

就能胜过一切的软弱、忧伤与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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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权柄 

 

    复活的主是赦罪的主，也是施恩的主。祂向门徒宣告罪得赦免的

权柄。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赦免即免除神的刑罚，得

着释放自由。蒙赦免必须以认罪、悔改、接受主为他个人的救主为先

决条件。这里的意思是「神给使徒照天国的法则宣告罪得赦免；但若

不信主，则可宣告罪未得赦免。」人的罪都可因信主的宝血得赦免。

复活的主给门徒一个特权，「就是宣告已得救」的权柄。 

 

五.  耶稣复活与信徒的关系 

 

    1.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 

 

    信耶稣是基督——基督即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翻成希腊文的字

译出来，即「受膏者」。旧约有三种人是「受膏者」：祭司、先知、君

王。基督一身兼三职，祂是神预言永远的大祭司；是神预言兴起的先

知；也是神预言的大君王。犹太人在等这位弥赛亚，而基督就是受膏

者「弥赛亚」。主复活了，祂就是拯救者，神的受膏者，我们因信祂

而得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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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复活以大能显明祂是神的儿子（罗 1：4）。信耶稣是神的

儿子，就可因祂的名得生命。「名」包括尊荣、能力、良善、权柄、

地位、人格等。主是全权、全智、全能、全丰的。因信祂名，就是接

受祂的神性、权柄、救恩与赦免等，世人从复活的主得属天永远的生

命。 

 

    3.复活的盼望 

 

    主耶稣既从死里复活，所有信祂的人也要复活，「… …因号筒要

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

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

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林前 15：52-54）这是所有信徒荣耀的

盼望。 

 

    结论： 

 

当我们知道基督是复活的主，就要相信祂是我们生命的主。然后知其

所望，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叫世人因主名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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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復活生命的大能  投影片用文字檔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裏看，就

個在腳。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她說：「因為有人把我

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裏。」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

站在那裏，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問她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

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

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裏，我便去取他。」耶穌說：「馬利亞。」

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

的意思。）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

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

見我的 神，也是你們的 神。」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

「我已經看見了主。」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那日（就是

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

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就把手和

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

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

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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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

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那些門徒就對他說：

「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

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過了八日，門徒

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

你們平安！」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原文是看〕我的

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說：

「我的主！我的 神！」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

看見就信的有福了。」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在

這書上。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

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 20:11-31) 

 

一.  主耶穌的復活是千真萬確的 

 

二.  耶稣復活对门徒的改变 

 

    1.复活前 

 

    2.复活后 

 

    「愿你们平安。」（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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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

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胆怯。」（约 14:27）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有平安。在世上你

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 16:33） 

 

三 . 耶稣复活对门徒的差派 

 

    1.天父差遣主耶稣 

 

     

    2.主耶稣差遣门徒 

 

    主耶稣训练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路 10：1-2）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作主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并且教导人遵守主的教

训（太 28：18-30）。 

 

    主吩咐门徒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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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的见证（徒 1：8） 

 

四. 耶稣复活对门徒的赐予 

 

    1.圣灵 

 

    2.权柄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 

 

五. 耶稣复活与信徒的关系 

 

    1.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 

 

    2.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3.复活的盼望 

 

    「… …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

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林前 15：52-5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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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篇 : 基督的升天  

 

    “

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

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

要怎樣來。」”(徒 1:9-11) 

 

    有人对基督升天的真理模糊不清；究竟基督是怎样升天？又

何必升天？基督升天的使命是什么？有人以为基督升天是精神的教

导，不一定是事实！于是造成信仰的困惑，如能解除这些困惑，信徒

的信仰会更坚固而牢靠。 

 

    本信息的目的：是令你认识基督升天的事实、预言的应验、

复活的身体、升天的意义及升天的尊荣地位，使我们忠诚地见证基督

是又真又活的主。 

 

    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再来是基督徒信仰最重要

的基础，其中最被忽略的就是升天的信息。其实基督若没有升天，就

没有第二次再来的可能，圣经对国度的预言也就完全失去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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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升天的事实 

 

    基督吩咐门徒要领受上头的能力，往普天下为祂作见证；祂

被接升天，这「天」并非云层之天、太空之天、受造之天，乃是高过、

超过受造之诸天，是神至圣洁的居所。 

 

    基督复活升天的，乃是复活了的身体，是荣耀、不朽坏，不

受时间、空间、物质限制的身体。主的复活是神的大能，复活的身体

可称为荣耀的真体，也可称为灵体，但可有形、可无形；基督的复活

是身体的复活，因坟墓是空的；主向门徒显现时也表明了祂是有身体

的，但这身体是复活的身体（林前 15章）。主是如此升天的，这是当

时众人所看见的。 

 

    主升天实在是复活的完成。主复活升天乃是成了「初熟之果」

献给神，保证信徒最终的救赎与成圣是绝对有把握的。主升天表明万

王之王与父神同掌王权；主升天表明基督的得胜，胜过罪恶、死亡、

魔鬼；并将恩赐赏给跟随祂的人（弗 4：7-11；彼前 3：22下）；主

升天执行大祭司的使命，为信徒代祷（罗 8：34）；主升天是要赐下

圣灵；主升天要为信徒预备地方，开创新的纪元，预备新天新地的来

临（启 21-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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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赐下圣灵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

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

诉你们。」（约 16：13） 

 

    圣灵是由父与子所差来的。主升天对信徒有极大的益处，祂

差派圣灵与圣徒同在，作圣徒的保惠师（即训慰师）。主耶稣道成肉

身，目的是为代死赎罪。祂升天，差圣灵来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

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为基督作见证，将从主所领受的告诉人。救

恩是天父的计划，由基督成就，圣灵执行，使人重生，引导信徒进入

真理，明白真理。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

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徒 2：33） 

 

因圣灵浇灌，门徒就照圣灵所赐的恩赐与能力事奉神。有人说今

天是「圣灵的时代」，因为人得着圣灵就是得着基督与天父的生命。 

 

主若不升天，信徒就无法靠圣灵行事了。我们不只有圣灵内住，

还要天天被圣灵充满，结满圣灵的果子，等候复活升天的主第二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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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三. 基督升天的职份 

 

    1.大祭司 

 

    「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

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来 8：1） 

 

    我们有一位至圣洁、毫无瑕疵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主复活升

天，「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主是天上真帐幕供职的永远

大祭司「祂只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并且「成全到永

远」。祂成了我们的安慰和保障，因主升天乃是在天上的真帐幕里作

执事，接纳众信徒的祷告，并为众圣徒祷告。 

 

    「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

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来 7：25） 

 

    基督升天在神的右边，且为信徒祈求，这是何等大超奇的关

怀与爱。 

 

    主升天为忠心、荣耀、永恒的大祭司。信徒也是神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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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敬虔、忠心。圣洁地来事奉神。 

 

    2.大先知 

 

    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旧约时代的先知、

君王都是受膏的。基督不但是大祭司，也是大先知。神设立先知要将

祂的旨意传给世人，为要履行中保的职务，弥赛亚的工作完全在基督

身上成就了。 

 

    主道成肉身，是神的独生子，同时是先知，祂一身兼三职。

耶稣道成肉身，当然是履行先知职责，宣告天国真道，行神的旨意，

报告世人好消息。 

 

    这位升天的先知，差遣圣灵来到世间，以执行其使命，圣灵

的降临完全在乎祂升天。圣灵执行接受救恩的任务，感动人接受耶稣，

这些都是先知性的工作，但升天的主却在圣灵里完成了。 

 

    3.大君王 

 

    主耶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胜过死亡

与撒但的权势，祂被高举，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统管万有，祂

有一切的权柄、大能，凡蒙召跟随祂的，也必得胜；因主是得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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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已是王。旧约预言祂是大卫的苗裔、和

平的君、公义的王，祂的国权存到永永远远。祂的国不是地上的国，

是天上的国。故祂传天国的福音，祂的国是永不被震动的国。凡真心

悔改相信接受祂作生命之主的，就得着神的国。 

 

    「王」的称謂表示神是威严的。神是永远的王，基督是神，

基督是永恒的君王。主升天之后满有尊荣权柄，与父同掌王权。 

 

    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为世人的罪受羞辱，但神的大能将

祂高举，赐祂最高的尊荣，祂是君王与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

赐给祂的百姓。这位升天的大君王，还要再来，届时群众要欢呼：「哈

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启 19:6） 

 

    结论： 

 

    世上有些宗教只承认耶稣基督是先知，或承认祂是祭司，这

是不完整的认识。基督是弥赛亚，神而人，道成肉身的「道」，完成

救赎工作，从死里复活，后升天，还要再来。升天的主拥有祭司、先

知、君王的尊贵身份。信徒应往上看，往前看，往外看。往上看，即

敬拜、颂赞、仰望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真神。往前看，是忘记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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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努力面前，向着基督的标竿直跑；升天的主是祭司、先知、君王，

祂就是我们的目标，当儆醒预备等候主再来。往外看，即亿万同胞的

灵魂，等候天国的福音。我们责无旁贷，当尽心竭力地抢救宝贵的灵

魂。愿升天的主，藉着所差的圣灵，赐我们异象、能力，完成祂永恒

的心意。 

  

 

附錄 : 基督的升天  投影片用文字檔 

 

 “

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

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

怎樣來。」”(徒 1:9-11) 

 

一.  基督升天的事实 

 

二.  赐下圣灵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

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

诉你们。」（约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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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

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徒 2：33） 

 

三.  基督升天的职份 

 

    1.大祭司 

 

    「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

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来 8：1） 

 

    「凡靠着祂进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

着，替他们祈求」（来 7：25） 

 

    2.大先知 

“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舉〔或譯：他既高舉在 神的右邊〕，又從

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徒 

2:33) 

 

    3.大君王 

 

  「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启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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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篇 : 中华文化与基督教  

 

    華人常以中华文化掛帅，而排斥圣经。基督徒則以圣经為至高的

权威，而藐视中華文化的优点。其实，中华文化与圣经不一定冲突，

也不一定不冲突。本质与客观是有不同的。我們当公正客观的作一比

较。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有關人类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的

总和。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 B. Tylar 说：“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总体，

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

得一切的能力与习惯。” 

 

    中國最古老的易經說 ：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西漢劉向《說苑》云：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

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其實古代的文

化觀，多數指教化而言。唐朝孔穎達的 “人文化成”，多數指典籍，

如詩、書、易、禮‧‧‧，和指禮儀風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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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文化隨時間、民族生活方式隨時在改變。文化的演變一般

可分高四個過程： 1。 文化的傳播。 2。 文化的衝突。3。 文化

的融會。 4。 文化的更新。一般而言，文化因時間、地區、種族、

生活習慣的不同，文化的定義因而會有不同的見解。 

 

二。中华文化以儒家的人道思想为中心；基督教以圣经的神道思想为

中心。 

 

    中华文化思想的幹流源自释、道、儒三大哲学思想。但其中以儒

家為主。儒家以人为本。致知、诚意、正信、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為儒家思想的結晶。如大學所言：“格物而及致知、致知而意

诚，意诚而心正，心正而修身；修身而齐家；齐家而治国；治国而后

天下平”。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白话：“上天给人的气凛叫做本性。依照本性做事的品德，叫做

正道。修明正道，推行法则，叫做教化。” 

 

    “诚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白話 ：“讲诚天生的道理。行诚是為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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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仁也者，人也，和而言之，道也。” 

    白話： “仁这德性，就是为人的道理。仁性与个人和而言之，

就是做人的道理。” 

 

    曹交问：“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孔子 ： “中庸其致矣乎！民鲜能久矣。” 

 

    “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禮、智、信”這些都是高

尚的倫理道德觀，靠己力修养，以人為本，結果無法達到最完美的境

界。若單以人本主义的思想為出發點，最終會產生一個觀念， “人

为宇宙万物的尺度”。而忽略了宇宙萬物的主宰上帝！ 

 

    基督教以上帝為中心。圣经說：“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

（创 18:19）上帝的道是在人道之上，上帝永恆的義，是絕對不變的。 

 

    “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淨的,凡投靠他的

他便作他们的盾牌。”（诗 18:30） 

 

    “神的话是正直的”（何 14:9）；公义的（启 15:3）；永存的（彼

前 1:25）；生命之道（腓 2:10）；真理之道（约 17:17）；救恩之道（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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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3） 

 

 

    人有人的本分，聖經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

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彌 6:8） 

     “我們行善，不可丧志”（加 6：9）。“你們要完全，像天父

完全一样”（太 5：48）。神本思想是以神為最高的標準。基督教注

重生命的改变，新造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 

 

三：中华文化讲爱，由亲而疏，靠人本心之力量，在本质上缺乏原动

力。 

基督教讲博爱，在质与量上是超然的，因有圣灵的能力。 

 

    子曰：“苟志于仁，无恶也。”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一個人能

立志行仁愛的道理，就不會去做壞事。但保羅說“立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 7:18）可見人所立的志是有限的。 

 

    孟子說：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由亲而疏的爰。孔子

認為: “爱敬尽于事亲。”也是從雙親開始行愛心之道。當然孟子將

愛擴展，他說：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這是相當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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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中華文化以人本的力量去爱，层次只是達到 “情”的境界。聖

經的 “爱”有三种层次：性的愛、情的愛、神的愛。 

 

    神就是爱（约一 4“18）； 

    神爱世人（约 3:16）； 

    彼此相爱（约 13:34）； 

    要爱人如己（可 12:31）； 

    要爱仇敌（太 5:44）。 

 

    耶穌把神性的愛擴展到全人類，包括愛仇敵。怎樣才能以神的愛

去愛？聖經說： “圣灵把爱浇灌在你们心里”（罗 5:5），我們才能

有愛的動機和能力。 

 

    神的愛是 “博爱”，神是愛的 “ 源头”，神的愛是 “ 无条

件的 ”，聖靈將 “愛”賜給我們 ，我們才能有体現超然愛的生活。 

主被钉十字架時，禱告求天父赦免他們的罪，這是愛仇敵最具体的表

現。司提反被石头打死之前也作類式的禱告。 

 

    例： 南美州奧卡族的野蠻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殺死五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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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教士，震驚全球。宣教士雖身上有槍，但不拔槍殺敵人，因愛終

於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宣教士的妻子和後代，他們憑著信心，靠著主

的大愛，學習奧卡族的語言，進入蠻荒之地，向他們傳揚基督愛的褔

音，兇手被神的愛所感化，悔改信主，現在已建立了教會和聖經學校。

愛能讓敵人成為弟兄。 

 

四：中华文化对人性的弱点无解救之法； 

     基督对人性的弱点有正确的答案。 

 

    人性最大的弱點就是罪。中國哲學家對罪性的觀點雖各有不同，

但基本上都承認人有罪性。最著名的不外乎以下六派： 

 

    1。孔子——性相近，有性善，然非絕对之善 

    2。 荀子——性恶论 

    3。 告子——性无善恶论 

    4。 世子——性又善又恶论 

    5。 王充——性三品论 

    6。 孟子——性善论 

 

    孟子：“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胃善也，若乎为不善，

非才之罪也，隐恻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236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孟子的性善論幾乎成了

主流思想。但孟子 “性善論”最大的偏差在於 “本質”的問題， 孟

子將良心的功用當作良心的本質來解釋。 “若乎为不善，非才之罪

也”，若人的才質本身是無罪的話，他為什麼還會去作不善的事

呢！？ 

 

    單以良心功用为标準，是無法 “止於至善的”！孔子坦誠的說 ：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我忧也”。 

 

    孔子的學生冉求說：“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 

 

    當大宰說孔子是聖人，孔子立刻回答：“大宰知我乎？吾少也

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孔子說：“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君

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我們的 毛

病在於 “拒恶无能，行善无力”！因為 “人从小时怀着恶念”（创

8:21）。 

 

    大衛王說 ：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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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诗 51：5）罪是與生俱來的. 

 

    既然如此，人類是否無可救藥？不！“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

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林后 5:21）耶穌為我們解

決了赦罪的問題。 

 

     聖經說： “因耶和华本为善。”（诗 100:5） “你的灵本为善”

（诗 143:10） 

 

    人的善是相对的，神的善是绝对的，人不能靠良心得救。 

 

     1.人的良心只有相对的标準，而无绝对的标準。 

    聖經說：“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弗

4:19 ） 

 

    2.人的良心不能弥补以往的过失。  

 

    3.人的良心不能赦罪。 

    “ 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呢？”（路 5:21 ） 

    “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路 5:24） 

 

    4.人的良心不能改变人群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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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言 14:3-4） 

 

    例：如希特勒大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即群体犯罪。又如秦始皇焚

書坑儒，也是群体所犯的罪。 

 

    5.良心不能给人救恩。  

 

    6.良心不能代替信心。  

 

    信心乃改变良心的秘诀。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

51:10）  

    “ 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暇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

豈不更能洗淨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的上

帝？”（来 9:14） 

 

    “良心即被潔淨，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来 10:2）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提前：3;9） 

 

五：中华文化注重精神不朽——流芳百世； 

       基督教文化注重灵魂得救——永生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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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強調 “立德、立功 、立言”三不朽。如文天祥所說： 

“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只不過是精神的不朽，屬於歷史性的時間。

終究會被淘汰。 

 

     基督教注重复活的生命才是真正的不朽。（林前 15:42—54 ） 

 

    人類有三種不同的時間： 

 

    1。暂时的时间——今生之有限。 

    人肉身在地上的年日，非常的短暫。摩西說 ： “我們一生的年

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

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 90:10） 

 

    2。 历史性的时间——精神的不朽 

 

   所謂三不朽，是屬於历史性的时间，精神的不朽。但不是生命本

質的不朽。當受造宇宙結束時，歷史性的時間也就結束。我們“切切

仰望 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

烈火鎔化。”（彼後 3:12） 

   

      3。永恒性的时间——永生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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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的不朽，是屬靈生命本質的不朽。即從耶穌得永生的生命。

我們短暫的今生怎樣才能扎根於永恆？怎樣才能超越歷史性的時

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 3:36）你願意信靠耶穌扎根於永恆？

求告主名必然得救是信心的起步。 

 

 

附錄 : 中华文化与基督教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是有关人类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的

总和。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 B. Tylar 说：“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总体，

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

得一切得能力与习惯。” 

 

    易經 ：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西漢劉向云：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

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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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文化以儒家的人道思想为中心；基督教以圣经的神道思想为

中心。 

 

   “格物而及致知、致知而意诚，意诚而心正，心正而修身；修身

而齐家；齐家而治国；治国而后天下平”。 

 

    中庸： “天命之胃性，率性之胃道，修道之胃教。” 

     

    “诚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孟子：“仁也者，人也，和而言之，道也。” 

 

    曹交问：“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 

 

    孔子 ： “中庸其致矣乎！民鲜能久矣。” 

 

圣经說：“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创 18:19） 

    “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尽的,凡投靠他的

他便作他们的盾牌。”（诗 18:30） 

 

    “神的话是正直的”（何 14:9）；公义的（启 15:3）；永存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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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25）；生命之道（腓 2:10）；真理之道（约 17:17）；救恩之道（罗

10:8——13）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

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彌 6:8） 

     “我們行善，不可丧志”（加 6：9）。 

“你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太 5：48）。 

 

三：中华文化讲爱，由亲而疏，靠人本心之力量，在本质上缺乏原动

力。 

基督教讲博爱，在质与量上是超然的，因有圣灵的能力。 

 

    子曰：“苟志于仁，无恶也。” 

 

 “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 7:18） 

 

    孟子說：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孔子認為: “爱敬尽于事亲。”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聖經的 “爱”有三种层次：性的愛、情的愛、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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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是爱（约一 4“18）； 

    神爱世人（约 3:16）； 

    彼此相爱（约 13:34）； 

    要爱人如己（可 12:31）； 

    要爱仇敌（太 5:44）。 

 

     “圣灵把爱浇灌在你们心里”（罗 5:5） 

 

四：中华文化对人性的弱点无解救之法； 

      基督对人性的弱点有正确的答案。 

    

    1。孔子——性相近，有性善，然非絕对之善 

    2。 荀子——性恶论 

    3。 告子——性无善恶论 

    4。 世子——性又善又恶论 

    5。 王充——性三品论 

    6。 孟子——性善论 

 

    孟子：“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胃善也，若乎为不善，

非才之罪也，隐恻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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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 

孔子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我忧也”。 

 

    冉求：“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 

 

     “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矣。” 

孔子：“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君子之道者三；我能无焉，仁着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从小时怀着恶念”（创 8:21）。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 51：

5）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他的义。”

（林后 5:21） 

     “因耶和华本为善。”（诗 100:5） “你的灵本为善”（诗

1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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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善是相对的，神的善是绝对的，人不能靠良心得救。 

 

     1.人的良心只有相对的标準，而无绝对的标準。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弗 4:19 ） 

 

    2.人的良心不能弥补以往的过失。  

 

    3.人的良心不能赦罪。 

    “ 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呢？”（路 5:21 ） 

    “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路 5:24） 

 

    4.人的良心不能改变人群的罪。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言 14:3-4） 

 

    5.良心不能给人救恩。  

 

    6.良心不能代替信心。  

 

    信心改变良心的秘诀。 

 

    “神啊！求你为王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

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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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暇无疵的献给上帝，他

的血洗尽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的上帝？”

（来 9:14） 

 

    “良心即被洗尽，就不在觉有罪了。”（来 10:2） 

    “要存清洁的良心，故守真道的奥秘。”（提前：3;9） 

 

五：中华文化注重精神不朽——流芳百世； 

       基督教文化注重灵魂得救——永生天国。 

 

    “立德、立功 、立言”三不朽。 

文天祥： “留取丹心照汗青！”  

     基督教注重复活的生命才是真正的不朽。（林前 15:42—54 ） 

 

    人類有三種不同的時間： 

 

    1。暂时的时间——今生之有限。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

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 90:10） 

 

    2。 历史性的时间——精神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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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三不朽，是屬於历史性的时间，精神的不朽。 

我們“切切仰望 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

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彼後 3:12） 

   

      3。永恒性的时间——永生的不朽 

 

    永生的不朽，是屬靈生命本質的不朽。即從耶穌得永生的生命。 

 

上。」”（約 3:36） 

 

 

第 18 篇 : 现代人的家庭  

 

    在家千日你好，出门事事难 ，家是儿童的乐园，父亲的王国，母亲

的天下. 

 

    現代人有财富却没有幸福的家庭，有知识学问却没有健康的家庭。

有健康的家庭才能有幸福的生活.可惜现代人的家庭，危机四伏，他們受

东西文化的冲击，价值观念的改变，社会的转型，道德文化每况俞下。

現代人事业雖然成功，家庭卻是一团糟；现代人徒有外在的成就，卻没

有内在的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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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代人家庭的危机 

 

         无责任感: 

 

            現代人對家庭沒有高度的委身，沒有責任感。孝道基础十分脆

弱。孝子，變成父母孝敬儿子，本末倒置。家庭杂乱无章，非安息的地

方。 

 

    婚姻困难,问题重重，家庭近于解体，非整体。表面似整体，其實内

部支离破碎。个人主义抬头，推翻家庭秩序。 結果“子不子，父不父，

亲不亲”，缺乏责任感。有 “太空飞人”的危機，例如妻子在香港，老

公在北京、儿子在美國等，每個月要乘飛機才能見面。现代人喜欢维持

家庭的門面，而无幸福家庭的实质。 

 

             现代家庭有有形的危机，也有无形的危机.他們给孩子钱、电脑、

電視機······卻没有给孩子家庭的爱、温暖，交通，与家的观念。 

 

        二．現代人婚姻的危機 

 

           德国谚语：“结婚是天堂，也是地狱。”你的婚姻是天堂还是地狱？ 

 

            苏格拉底說：“年轻人啊，赶快结婚，如果娶的妻子是贤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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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幸福的人;如果你的妻子是恶的，你可以成为哲学家。” 

 

              现代人没有幸福的婚姻，婚姻生活因性格不合，夫妻争吵不休，

有文吵、武吵、口吵、心吵、人前不吵人后吵，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

吵，面临离婚的危机，受教育越高离婚率也越高，知识越多愁苦越多，

澳州有 30%离婚，美国有 50%离婚，台湾有 25%离婚。現代人甚至只想

同居，而不想結婚。現代人婚前先請律師寫好離婚契約書,他們似乎注定

要悲劇收場。現代人除了正式離婚，也有隱形的離婚。 

 

1：精神离婚 

    貌合神离：无法律行动，但有精神距离，有离婚的意念，但不敢有

行动。 

 

     2：法律上离婚：生活上不离婚，为长辈，儿女、面子、文化、社会关系！

但在法律上已簽了離婚的契約。 

 

3：正式离婚：劳燕分飞， 儿女成问题，内心孤独，形象低落。无安全

感，造成社会问题恶性循环。 

 

            婚姻是人与人、人与神的立约。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创2：18—24）。

离婚是神所憎恶的（玛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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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变态的婚姻危机： 

 

1：无婚同居  

2、同性恋同居 

3、同性恋结婚 

     4． 換妻上床 

 

      幸福的婚姻是建立于正确的人生观，及相互间真挚的感情流露。 

 

三：现代人的代沟危机 

 

    代沟古今中外都有，因文化不同，代沟也有差距，有两代之間的代溝，也

有三代或四代之間的代溝。代溝有好多方面。 

 

    1：精神上的代沟 

         有時代精神觀的不同，有中華文化傳統的精神觀，有現代思想、后

現代的思想，甚至新紀元的思想；因時代精神而產生隱形的代溝，家庭

需要費心的協調。 

 

    2：语言上的代沟 

          語言是為溝通，表達心意。但現代人的家庭常是國際化，因教育背

景不同，祖父講的是閩南語，父親講的是普通話，孫子講的是英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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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中就會有隔膜，需要耐性的溝通才能改善語言上的代溝。 

 

    3：文化上的代沟 

 

         現代人不但有中西文化的不同，還有當地文化的區別，在海外如：

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緬甸、印度、越南‧‧‧都有其本國的文化，

華人旅居海外，都要受當地的教育，有的被同化，有的半同化，因此老

一代與年青的一代必然產生代溝。只有用愛心互相包容才能縮短矩離。 

 

         4：观念上的代沟 

 

         現代人的觀念相當複雜，有傳統與反傳統的對抗，有自由主義與新

自由主義的爭埶，有絕對與相對的排拆，有保守與浪漫的不同。‧‧‧

光在美國的華人，就有 Overseas born Chinese(OBC),America born 

Chinese(ABC), America rise Chinese(ARC),他們的觀念就有很大的差

別,怎能會沒有代溝呢? 

 

     5：体能上的代沟····· 

 

                    年青人精力充沛,動作迅速,体能超強.老年人精力有限,

動作緩慢,体能軟弱.兩個不同的体能的人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怎樣才能

解除不必要的代溝?惟有用愛心,彼此寬容、忍耐、接納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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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价值观上的代沟 

 

      有西方文化的價值觀,東方文化的價值觀,中華文化的價值觀,惟物主義的

價值觀,科學主義的價值觀,聖經的價值觀.價值觀會左右人生的方向.價值

觀不同,肯定會有代溝.當以愛來化解代溝,不是以思想來改變代溝. 

 

     7：生活方式的代沟 

 

     生活習憒是不容易改的.老一代喜歡中餐,年青一代則喜歡西餐.老一輩遵

守中國禮節,年青人喜歡西方禮節.老一代喜歡講過去的歷史,年青一代則

喜歡講將來的計劃.簡直是天南地北.但愛能拉近距離,愛是凡事忍耐. 

 

     8：信仰上的代沟 

 

     信仰是自由的,人可以選擇有宗教信仰,也可以選無宗教信仰.宗教比比皆

是,有一神教,有多神教;有正統宗教,有民間宗教.宗教叫人精神寄托,但不

能給人永生;宗教叫人知罪,但不能赦罪.宗教注重外在的禮儀,而無屬靈的

實際;宗教教主死了,而沒有復活.惟獨基督從死裏復活,他能赦免人的罪,

並賜人永生.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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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四：如何解救现代人的家庭危机 

 

    1：以神为中心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诗 127:1) 

 

世人的方法: 家庭有問題,找心理輔導,心理協談.但心理学家不一定能解

救家庭問題，心理学家也有自己家庭的危机，心理學家照樣有离婚，自

杀的，因为这是人性出了问题。人有罪行、罪性、自私、怀疑、殘暴、

恨惡、嫉妒等不良的性情。怎樣解救? 

 

2. 唯有基督的爱能溶解家庭的危机 

 

     因为人性的爱是有條件和自私的.例:因为你對我好,我才愛你;

假如你聽我的話,你與我合作,我才愛你‧‧‧這都是带著条件的.唯

有基督的爱是不带条件的！全是出於神的恩典！爱是上帝救恩的根源。

人需要爱,人也需要被爱,有愛才有温暖,有愛才有力量活下去. “·······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约一 4:7—8)，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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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约 3;16) 

 

    拿破仑说： “当我成功的时候,千軍萬馬聽我的命令,當我失敗之

後,沒有人聽我的聲音.唯有一位,他不一刀,不動一兵,成千上萬的卻跟

隨他,為他殉道,這一位用愛征服了世界,他的名字稱為耶稣.” 

 

A. 爱能溶解代沟的问题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都恶，不喜

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 

 

     例 : 有一位州長的祕書長,與兒子有代溝的痛苦,整年無法溝通,

父子泠若冰山.父親有一次參加白立德傅士主講的培靈會.提到 “怎樣

憑信心去愛”.深受感動.他請教白博士,怎樣溶解兒子代溝的問題.白博

士說: “去告訢你的兒子,你愛他.”當晚回家,夜晚十點多,他在客廳迫

切禱告,鼓起勇氣,去敲兒子的房門.兒子打開房門,看到父親很驚訝的

說: “爸爸,這麼晚了,你來看我,有甚麼事嗎?” 

    父親說: “兒啊!雖然你長大十七歲了,我要告訴你,爸爸愛你.” 

    兒子抱著父親的脖子,流著眼淚說: “爸爸,我也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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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父子擁抱泣不成聲.冰山的代溝被溶化了. 

 

B. 愛能溶解夫妻的誤解 

 

    夫妻因性格不同,常會有誤解.有一次我在淡賨市領培靈會,第二

天,主任牧師特別請我到馬六甲去請一位因夫妻吵架跑回娘家的太太

回丈夫家.牧師的母親陪著我們一道兒去.到其家時,那位太太竟然躲

在房間裏,牧師的母親一溜煙的跑入其房間說: “鄭牧師從吉隆坡來,

特別要向妳談耶穌,妳要聽嗎?” 

    她說: “要”.立刻出來. 

    我向她介紹 “四個屬靈的定律”.聽完之後她跟我決志禱告. 

    我說: “耶稣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

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

犯。”(太 6:14---15) 

 

    我問她: “你丈夫一定很愛你是嗎?” 

     她拼命的點頭.我又問 : “妳也愛妳的丈夫是嗎?”她也點頭.我

說: “愛是凡是忍耐,不計較人的惡.”我想妳丈夫一定願意饒恕妳的過

犯.請問: “妳願意饒恕妳丈夫嗎?”她說 : “願意.” 

    我說: “既然你們兩位都彼此相愛,也願彼此饒恕.請妳收拾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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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我們的車回妳丈夫的家吧!” 

    她說 : “我馬上來,馬上來!” 

    耶穌的愛溶解了夫妻的誤解. 

 

     3. 圣灵的大能能突破家庭的障碍 

 

    “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 

 

    靠聖靈大能能突破家庭的障碍. 

     例：韩国有一對基督徒夫妻鬧离婚,打電話給牧師說: “我們結婚

是由你主持,由你祝褔.現在,我們要離婚,請牧師為我們祝褔.” 

 

    牧师說: “你們來吧,來我的辦公室,我為你們禱告.” 

    當牧師要禱告時,右手握住丈夫的手,左手握住太太的手.禱告到

最後牧師說 : “‧‧‧我奉耶穌的名吩咐你們,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

分離.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這對夫妻被聖靈感動,彼此擁抱,痛哭認罪,彼此和好. 

 

五：如何建立现代人的家庭 

 

    1 要有正确的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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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夫一妻 

    B: 当孝敬父母，在主里教导儿女 

    C： 相亲相爱 

 

    2：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A: 当作物质的主人,不作物質的奴隶,知足常樂. 

 

    B：超然的世界觀. 

 

        不要被名譽、權柄、地位所纏累.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

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 16:26 

 

    C: 要作属灵的人——定睛于永恒的价值 

 

    中国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這只是精神的不朽.然而,唯有

神才是真的不朽. 

 

    3：要有协调的家庭计划 

 

        A：工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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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教育的计划 

        C：经济的计划 

        D：儿女的计划 

        E：健康的计划 

 

    4：要在主里坦诚的沟通 

 

        A：平行的沟通、 有时亦亲亦友 

        B：接纳对方 

        C：不要计算人的恶 

        D：沟通是为了解决问题,非製造问题.溝通是為了解事情的

真相，沟通的态度要对。 

  

        5：要无条件的爱与忍耐 

 

    “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5),有聖靈的爱才能有忍耐的果

子. 

！ 

        6：要在主裏有饶恕的心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們要既往不咎,忘記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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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例：彼得问饶恕七次可否？主说: “七十个七次”.意即無限的饒

恕. 

 

     要學習常講四句認錯的箴言： “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我，

我爱你！” 

 

    7：要有家庭属灵的生活 

 

    A：同心祷告 

    B：一同读经 

    C：一同分享 

 

    一般會出问题：（1 ）自私；（2）远离神；（3）无委身 

 

    8：现代人要凭信心生活 

 

        當饶恕 、爱 、接纳 、认错時，衝突自然會減少。憑信心

生活是現代人應學旳功課。 

 

    “因我们行事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見。”（林后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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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相信 神叫他從死裏復活，

就必得救。”（罗 10:9）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徒 16：31） 

 

    例： 寇世遠教授，因其母親與媳婦之間為著衛生觀點不同，引

起嚴重的衝突。寇母當她有了第一個孫子，歡天喜地的想呵護孫子。

有一天，婆婆用口將肉咬碎了餵孫子吃。媳婦看見了心裏非常的難

過。認為非常不衛生，也可能會有傳染病。立刻告訢婆婆。“妳這樣

餵孫子，未免‧‧‧”婆婆一聽，立刻暴跳如雷，大聲嚷著： “妳

認為我這樣餵孫子不衛生，有傳染病。我告訢妳，你丈夫從小就是這

樣養大的！妳是個不孝的媳婦‧‧‧”婆婆又氣又哭。全家變得雞犬

不寧。 

 

    有一天婆婆突然變了，一面唱詩歌,一面高高興興的回家。一進

入家們，便問兒子： “媳婦呢？”寇世遠被嚇到像一隻小老鼠，說： 

“媽，今天妳這麼高興，還唱著歌回家，妳就不要找媳婦啦！”因寇

教授怕她們又吵架。“不行，今天我非找到她不可。” 

 

   意想不到，那天婆婆竟然向媳婦道歉: “媳婦啊!我今天聽了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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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得與拿爾米,他們婆媳怎樣彼此相愛,彼此照顧,相依為命.我很

受感動,我今天特別向妳道歉,我以前恨妳,甚至到萻薩廟燒香,求給

你早死早好.我錯了,請你原諒!”真是破天荒,傳統的家庭,婆婆向媳

婦認錯,真是跌破眼睛!究竟是誰給了婆婆力量勇於認錯?上帝藉著聖

靈行了奇妙的大事.寇母信主耶穌了.後來媳婦也信了,寇世遠教授也

被感動歸主.全家信主,真是 “地獄變天堂”,基督成了一家之主. 

 

附錄 : 现代人的家庭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现代人家庭的危机 

 

             无责任感 

 

        二．現代人婚姻的危機 

 

               德国谚语：“结婚是天堂，也是地狱。” 

            苏格拉底說：“年轻人啊，赶快结婚，如果娶的妻子是贤惠的，

你是幸福的人;如果你的妻子是恶的，你可以成为哲学家。” 

 

1：精神离婚 

  貌合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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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律上离婚 

 

3：正式离婚 

     

        现代人变态的婚姻危机： 

 

1：无婚同居  

2、同性恋同居 

3、同性恋结婚 

     4． 換妻上床 

 

  三：现代人的代沟危机 

             

         1：精神上的代沟 

                    

          2：语言上的代沟 

                     

          3：文化上的代沟 

                    

          4：观念上的代沟   

                                        

              5：体能上的代沟··                          5：体能上的代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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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价值观上的代沟 

 

           7：生活方式的代沟 

           

           8：信仰上的代沟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

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 

 

     四：如何解救现代人的家庭危机 

 

                  1：以神为中心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

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诗 127:1) 

 

                  2：唯有基督的爱能溶解家庭的危机 

 

     “·······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约一 4:7—8)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约 3;16) 

 

     A. 爱能溶解代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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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都恶，不喜

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 

 

B. 愛能溶解夫妻的誤解 

 

“耶稣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

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太

6:14---15) 

 

      3：圣灵的大能能突破家庭的障碍 

 

    “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 

 

     

“‧‧‧我奉耶穌的名吩咐你們,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離.奉主耶穌

的名,阿們.” 

 

五：如何建立现代人的家庭 

 

    1 要有正确的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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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夫一妻 

    B: 当孝敬父母，在主里教导儿女 

    C： 相亲相爱 

 

    2：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A: 当作物质的主人,不作物質的奴隶,知足常樂. 

 

    B：超然的世界觀. 

 

        不要被名譽、權柄、地位所纏累.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

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 16:26 

 

    C: 要作属灵的人——定睛于永恒的价值 

 

    3：要有协调的家庭计划 

 

        A：工作的计划 

        B：教育的计划 

        C：经济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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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儿女的计划 

        E：健康的计划 

 

    4：要在主里坦诚的沟通 

 

        A：平行的沟通、 有时亦亲亦友 

        B：接纳对方 

        C：不要计算人的恶 

        D：沟通是为了解决问题,非製造问题.溝通是為了解事情的

真相，沟通的态度要对。 

  

     5：要无条件的爱与忍耐 

 

    “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5) 

 

     6：要在主裏有饶恕的心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要學習常講四句認錯的箴言： “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我，

我爱你！” 

 

    7：要有家庭属灵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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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同心祷告 

    B：一同读经 

    C：一同分享 

 

    一般會出问题：（1 ）自私；（2）远离神；（3）无委身 

 

    8：现代人要凭信心生活 

 

    “因我们行事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見。”（林后 5:7）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 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

救。”（罗 10:9）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徒 16：31） 

 

 

第 19 篇 : 耶和華神  

 

创世记第一章 1 节至二章 4 节所用的“神”字共 35 次。（中文圣

经在 4 节、17 节、27 节、及 28 节漏译了神字）二章 4 节至四章 26 节

原文所记“耶和华神”字共 20 次；只称“神”的经文有 5 次；又只称

“耶和华”的经文有 10 次，共计 35 次。圣经是在神造人之后才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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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表示神在耶和华的性格上对人有特别的关

系。兹将耶和华及其复名简述如下： 

 

一、 耶和华的意义 

耶和华英文 Jehovah，原文发音为 YEHOVAH，原意为“主”。摩

西问神叫什么名字，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是我的

名字”（出 3：14-15）。英文译为（I AM THAT I AM）,意即“我现在

是那位，我现在是的”。在神无过去，将来，在祂永无改变，祂是超越

时间，在神面前其实只有一个“大现在”。七十译本将此语译为希腊文

时用“I AM THE BEING”,中文为“我现在是那现在存在的”。天主

教中文圣经新译本译为“我是自有的”，有人试译为“我是那永存的”。 

 

创世记第二章 4 节“耶和华神”联名，表示有双重的意义，祂既

是神，也是主。祂是创造天地的神，也是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主。 

 

二、 耶和华是神救赎的名字 

 

1.耶和华神寻找罪人 

“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创 3：9） 

2.耶和华神给他们穿上皮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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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 3：21） 

皮衣预表“基督成为我的义”，启示录十九章 8 节说：“就蒙恩得

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神要成为我们信徒的义，祂的爱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牺牲，“惟有

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现在既靠着祂的血称

义……”（罗 5：8-9） 

 

耶和华神是圣洁，祂恨恶罪并审判罪，祂爱罪人，并救赎他们是

按照祂的公义。 

 

三、耶和华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名字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的犹大家另立新约。不

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

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

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3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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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耶和华救赎上有七个复名 

 

1.耶和华以勒（Jehovah-Jireh） 

 

意“神必预备”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山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

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创

22：13-14） 

 

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一公羊为牺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

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罗 4：17）神为人类预备耶稣成为救赎

的羔羊，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地方。 

 

2.耶和华拉法（Jehovah-Rapha） 

 

意“神是医治”。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

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的疾病加在你

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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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下文是指医治身体的疾病，当然心灵的疾病神都会医治。

自然的疾病或超自然的医治同是神的大能（赛 53：5） 

 

3.耶和华尼西(Jehovah-Nissi) 

 

意“神是我的旌旗：。 

 

“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订，和以色列人争战。……约书亚用刀

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出 17：8-15） 

 

亚玛力人预表肉体。根据创世记 36 章 12 节说：“亭纳是以扫儿子

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力，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

以扫因属肉体出卖长子的名分；以扫的儿子以利法因属肉体娶亭纳为

妾，生亚玛力，亚玛力预表肉体。正如加拉太书 5 章 17 节圣灵与情

欲相争一般，但藉着祷告，依靠神争战必可得胜。 

 

4.耶和华沙龙（Jehovah –Shalom） 

 

意“神是我们的平安”。 

 

“基甸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啊，我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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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

你必不至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

龙……”（士 6：22-24） 

 

基甸要与敌军争战, 当然会紧张惧怕. 但有神同在,神是平安就不

惧怕。耶稣是和平之君，祂说在地上有苦难，在我里面就有平安。门

徒见复活的主，就有平安喜乐（约 20：19-20），任何的处境，身体的

遭遇，心灵的打击，若在主里就有平安。 

 

5。耶和华锐阿（Jehovah-Raah） 

 

意“神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 23：1） 

 

神牧养世上属自己的人。主耶稣是好牧人，为羊捨命（约 10：11），

凡从主进来的人必然得救（约 10：9）。耶稣是“大牧者”，祂“从死

里复活”（来 13：20），要照顾并成全羊群。祂是牧长要从荣耀中降

临，以冠冕为赏赐给那些忠心的牧者（彼前 5：4）。 

 

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赐吗哪、鹌鹑、盘石流

水，牧养以色列百姓。对个人，神藉基立溪水，乌鸦叼饼牧养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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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灵性，神的话成了我们生命的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真是人

类的牧者。 

 

6.耶和华齐根努(Jehovah-Tsidkenu) 

 

意“神是我们的义。” 

 

“在祂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祂的名必称为

耶和华我们的义。”（耶 23：6） 

 

这是神为了弥赛亚所称的名字。以色列人的义必由祂而出，耶路

撒冷在弥赛亚的日子，必有其义在其中。（耶 33：16） 

 

因人的义好像破衣服，惟有神的义必永远长存。罪人因信耶稣, 

我们就在基督里因信称义. 

 

7.耶和华沙玛（Jehovah-Shammah） 

 

意“神的所在” 

 

“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

的所在。”（结 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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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字表示神与祂的百姓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神是有位格的，就时间而论，祂是自有永有，祂是超越时间；就

空间而论，祂是无所不在；就形成而论，祂藉耶稣道成肉身，或在旧

约时代藉使者向人显现；祂可无形的藉圣灵与人同在。 

 

五、耶和华神（Jehovah-Elohim） 

 

这是神第一个复名，祂为创造主（创 2：7-15）。祂管理人（创 2：

16-17），（创 3：16-24）.祂救赎人，（创 3：8-15，21）.祂对以色列人

有极密切的关系（创 28：13；出 4：5；申 4：1；书 7：13，19，20；

王上 1：48；代上 22：19；赛 22：17）.祂为全人类预备了救恩，对

你我都有极密切的关系。 

 

       結論: 我們既然知道耶和華神是自有永有的、獨一創造者、

救贖者、立約者、預備者、醫治者、得勝者、賜平安者、牧者、義者、

同在者.我們就不可存三心兩意的心態來事奉他. 他已道成肉身完成

永恆救贖的計劃. 我們乃當專一的信靠他, 傳揚他的宏恩大愛, 遵照

他旨意而行, 完成主所託付神聖的使命. 因耶和華神必成就他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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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附錄 : 耶和華神  投 影片用文字檔 

 

一. 耶和华的意义 

耶和华英文 Jehovah，原文发音为 YEHOVAH，原意为“主”。 

 

 “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是我的名字”（出 3：14-15）。英文

译为（I AM THAT I AM）,意即“我现在是那位，我现在是的”。 

 

创世记第二章 4 节“耶和华神”联名，表示有双重的意义，祂既

是神，也是主。 

 

二. 耶和华是神救赎的名字 

 

1.耶和华神寻找罪人 

“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创 3：9） 

2.耶和华神给他们穿上皮衣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 3：21） 

皮衣预表“基督成为我的义”，启示录十九章 8 节说：“就蒙恩得

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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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现在既靠

着祂的血称义……”（罗 5：8-9） 

 

三、耶和华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名字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的犹大家另立新约。不

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

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

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31：31-34） 

 

四、在耶和华救赎上有七个复名 

 

1.耶和华以勒（Jehovah-Jireh） 

 

意“神必预备”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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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山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

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创

22：13-14）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罗

4：17）神为 

 

2.耶和华拉法（Jehovah-Rapha） 

 

意“神是医治”。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

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的疾病加在你

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 15：26） 

 

3.耶和华尼西(Jehovah-Nissi) 

 

意“神是我的旌旗：。 

 

“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订，和以色列人争战。……约书亚用刀

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出 1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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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玛力人预表肉体。根据创世记 36 章 12 节说：“亭纳是以扫儿子

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力，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

以扫因属肉体出卖长子的名分；以扫的儿子以利法因属肉体娶亭纳为

妾，生亚玛力，亚玛力预表肉体。 

 

4.耶和华沙龙（Jehovah –Shalom） 

 

意“神是我们的平安”。 

 

“基甸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啊，我不好了，

因为我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

你必不至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

龙……”（士 6：22-24） 

 

5。耶和华锐阿（Jehovah-Raah） 

 

意“神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 23：1） 

 

6.耶和华齐根努(Jehovah-Tsidk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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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神是我们的义。” 

 

“在祂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祂的名必称为

耶和华我们的义。”（耶 23：6） 

 

7.耶和华沙玛（Jehovah-Shammah） 

 

意“神的所在” 

 

“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

的所在。”（结 48：35） 

 

这名字表示神与祂的百姓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五、耶和华神（Jehovah-Elohim） 

 

这是神第一个复名，祂为创造主（创 2：7-15）。祂管理人（创 2：

16-17），（创 3：16-24）.祂救赎人，（创 3：8-15，21）.祂对以色列人

有极密切的关系（创 28：13；出 4：5；申 4：1；书 7：13，19，20；

王上 1：48；代上 22：19；赛 22：17）.祂为全人类预备了救恩，对

你我都有极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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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第 20 篇 : 三種洗  

 

    基督徒要领受三种洗： 

    第一、耶稣宝血的洗，为着洗净信徒的罪。 

    第二、圣灵的洗，为着叫信徒得属灵的生命。 

    第三、水礼的洗，为着表明归信基督公开的见证。 

 

一、血洗。 

 

1、谁用血给信徒洗罪？ 

 

    人不能靠立功、正心、修行、吃素、行善或捐款来洗净自己的罪；

人也不能靠宗教的礼仪或献祭来赎罪；因为牛、羊、猪等动物的血都

不能赎人的罪。唯独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人的罪。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

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並且不用山羊和

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來 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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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

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有

古卷：洗去〕罪惡”（ 啟 1:5） 

    “他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

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來 

1:3） 

 

2、为何耶稣的血能洗净人的罪？ 

 

     神，他的血豈

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

那永生 神嗎？”（来 9:14）因为祂既无罪性也无罪行，祂是圣洁

无瑕疵的。 

 

    为何他无罪性？  以賽亞先知曾預言：“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

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

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 神的兒子。”（路 1:35 ） 

 

    耶穌道成肉身，乃是藉聖靈懷孕而生；耶和华的灵本为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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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0)，圣灵就是神，神是至圣潔、至公义的，圣灵是无罪性的。 

 

    耶稣也无罪行，彼得说： “他並沒有犯罪，口裏也沒有詭詐。

主。”（彼前 2:22-23 ）；甚至连卖主的犹大都说： “我卖了无辜人

之血。”（太 27:4 ）罗马审判官彼拉多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

罪来。”（路 23:4）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 神的義。”

（林後 5:21） 

 

3、使我们进入至圣所与神交通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來 

10:19）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

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

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

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约一 1:7-9 ）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若没有认到的罪神

是否赦免？神赦免信徒的罪，是否以认罪为根据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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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罪得赦免不是根据认罪的功劳，人不能靠“立认罪的功劳”得赦

免；而是因信耶稣基督，藉着神的恩典，根据耶稣的宝血 罪方能赦

免。 

 

    主耶稣赦免我们多少罪？ 

 

    根据希腊文的文法，祂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既

然如此信徒还要不要认罪？当然要认罪，主要是承认神的主权与审

判，恢复与神正常的交通。如路加福音 “浪子的比喻”  

 

 “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請

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過了不多幾

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了。在那裏任意

窮苦起來。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

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他醒悟過來，就說：

『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嗎？我要起來，

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

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於是起來，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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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

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卻吩咐僕人說：『把那上好的

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

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路 15:11-24） 

 

1． 浪子在家或不在家都擁有兒子的身份。 

2． 浪子離家在外犯罪與父親沒有正常的交通。 

3． 浪子回家向神和父親認罪恢復正常的交通。 

4． 父親的愛永不改變。 

 

二、灵洗 

 

1、 谁以圣灵给人施洗？ 

 

    任何祭司、先知、使徒、牧师、长埶都没有权柄给人圣灵的洗。

唯独主耶稣才能给人圣灵的洗。因为灵洗是神的主权与恩典。 

 

    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施洗约翰说： “……他（耶稣）要用圣灵与

火给人施洗。”（太 3:11 ；可 1:8 ； 约 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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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洗何时开始？ 

 

     耶穌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

洗。”(徒 1:5) 

 

    五旬节时圣灵降临，圣灵的洗就应验了。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

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

起別國的話來。”（徒 2:1-5）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林前 6:11）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

 

 3:5-7） 

 

     自五旬节以后，凡重生的信徒都受圣灵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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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灵洗的目的。 

 

目的是让信徒成为圣洁、成圣、称义，得着属灵的生命，归入主

的身体，互为肢体。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

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林前 12:13) 

 

三、水洗。 

 

1、 水礼的意义。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所

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罗

6:3-5) 

 

A、与主同死 

 

与主同死非指肉身而言，而是指信心的经历，藉着圣灵运行而成

就的。 



287 

 

 

B、与主同埋葬 

 

同埋是死的证明，乃是旧人犯罪的本性和思想与主同埋，透过圣

灵致死旧人  

 

对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对神乃当靠圣灵而活。(罗 8:13) 

 

C、与主同复活 

 

信徒一重生就有与主同复活的经历，因为: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

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凡事都是新的了。”(林后 5:17 )受洗从水

里出来只不过是一种象征的意义 

 

D、与主联合 

 

联合是种在一起，长在一起的意思，颇有同根生之意。我们因着

信藉着圣灵当然与主复活超然之神的生命联合。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 

當看自己是死的；向 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罗

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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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既然表明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并与主联合，就当

以基督为中心，以天父的事为念，以传福音为使命，以成全信徒为

要务，以荣神益人为本份。 

 

2、奉谁的名受洗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太 28:19) 

 

受洗有 浸礼和点礼 的仪式，但不要将相对的礼仪绝对化，也不

要將绝对的真理相对化。既然是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就不必为礼仪

争执。 

 

3、水礼是得救的条件吗？ 

 

水礼本身不是得救的条件，人得救是：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罗 10:9-10) 

 

4、水礼能洗净人的罪吗？ 

 

不！水禮不能洗净人的罪，惟有主的宝血才能洗净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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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 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彼前

3:21) 

 

5、信徒是否要受水礼？ 

 

水礼是信耶稣重要的表征，是耶稣所教导的，是使徒所遵守的，

我们真信主就当受洗。耶稣立下了受洗的榜样。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約翰

想要攔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裏來嗎？」耶穌回

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或譯：禮〕。」

於是約翰許了他。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

他就看見 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

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 3:13-17) 

 

衣索比亞大有權柄的太監,因信耶穌就受了洗(徒 8:27-39).羅馬

政府的禁卒,全家因信而受洗，就充满著喜乐 (徒 16:32-34) 

 

你是否願意信靠耶穌的寶血,洗淨你一切的罪? 

        你是否願意重生藉著聖靈的洗成為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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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願意公開的接受水禮見証你的信仰? 

        你若願意請決志禱告並採取行動. 

 

附錄 : 三種洗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血洗。 

 

1、谁用血给信徒洗罪？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更

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並且不用山羊和

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來 9:11-12）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

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有

古卷：洗去〕罪惡”（ 啟 1:5） 

    “他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權能的

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來 

1:3） 

 

2、为何耶稣的血能洗净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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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他的血豈

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

那永生 神嗎？”（来 9:14）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

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 神的兒子。”（路 1:35 ） 

 

 

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彼前 2:22-23 ） 

“我卖了无辜人之血。”（太 27:4 ）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路 23:4）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 神的義。”

（林後 5:21） 

 

3、使我们进入至圣所与神交通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來 

10:19）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

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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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

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约一 1:7-9 ） 

 

    主耶稣赦免我们多少罪？ 

 

 “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請

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過了不多幾

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了。在那裏任意

饑荒，就

窮苦起來。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

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他醒悟過來，就說：

『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裏餓死嗎？我要起來，

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

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吧！』於是起來，往他

項，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

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卻吩咐僕人說：『把那上好的

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

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路 1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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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浪子在家或不在家都擁有兒子的身份。 

6． 浪子離家在外犯罪與父親沒有正常的交通。 

7． 浪子回家向神和父親認罪恢復正常的交通。 

8． 父親的愛永不改變。 

 

二、灵洗 

 

1. 谁以圣灵给人施洗？ 

 

“……他（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太 3:11 ；可 1:8 ； 约

1:32-33） 

 

2、灵洗何时开始？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 1:5)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

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

起別國的話來。”（徒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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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林前 6:11）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

 

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好叫我

 3:5-7） 

 

3.灵洗的目的。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

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林前 12:13) 

 

三、水洗。 

 

1. 水礼的意义。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所

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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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A、与主同死 

 

B、与主同埋葬 

 

C、与主同复活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凡事都是新的

了。”(林后 5:17 ) 

D、与主联合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

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 

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 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罗

6:9-11) 

 

2、奉谁的名受洗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太 28:19) 

 

3、水礼是得救的条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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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罗 10:9-10) 

 

4、水礼能洗净人的罪吗？ 

 

 “

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 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彼前

3:21) 

 

5、信徒是否要受水礼？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約翰

想要攔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裏來嗎？」耶穌回

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或譯：禮〕。」

於是約翰許了他。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

他就看見 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

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 3:13-17) 

 

 

第 21 篇  幸福愛情與婚姻的秘訣 

 

     中国心理学会曾向一万四千大学生请教生活目标，喜欢的程度， 

16 项選項中，以 “婚姻成功、家庭美满”居第一位，幸福人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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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幸福的婚姻。 

 

    婚姻与爱情是不能分隔的，有真实的爱，爱情才能永固，才能白

头偕老。全世界 “爱”是最重要，最有深度的。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

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

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

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3:4-8，1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

她的丈夫。”（弗 5:33）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

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你們作

 

6:1） 

 

 

    以上的聖經是愛情與婚姻的指南。愛情與婚姻是人生必須經歷的

大事，實非三言兩語可以言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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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方的爱情与婚姻观  

 

    近代因國際交流頻繁，愛情與婚姻觀有很多雷同，但基本觀念還

是會有差距的。 

    有的人認為爱情是苦胆，有的人認為爱情是蜜糖； 

    有的人認為爱情是苦杯，有的人認為爱情是福杯； 

    有的人認為爱情是结婚的前奏曲，有的人認為结婚是爱情的坟

墓。 

 

    这观念是相对性的，非绝对性。因人、时间、對象、地方的不同，

婚姻觀自然會有不同。 

 

    西方認為恋爱而结婚，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因错误而结合，了解

而分离。此種觀點多數是出於自由恋爱自私的想法。 

 

    东方認為结婚而恋爱，结婚是爱情的花圃，了解而不分离。此種

觀點多數是由於媒妁之法，或订婚了才谈恋爱，或恋爱了而订婚。  

 

    莎士比亚说：“爱情是盲目地” 

 

    中国人说：“情人眼裏出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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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诗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要幸褔嗎？谈恋爱时眼睛要睁得大大的，结婚后要睁一隻眼，闭

一隻眼。 

 

    “青年人的爱情像浓酒，中年人的爱情像清茶，老年人的爱情像

白开水。” 

 

美国华人婚姻有五种类型： 

 

    1.传统婚姻。男主外，女主内，生活稳定少变化。  

    2.基督教婚姻：神的旨意，圣经原则，不轻易改变  

    3.感情至上的婚姻：视配偶为生活中心，如胶似漆。  

    4.功利婚姻：为了彼此的利益、地位、声望、财富  

    5.协调婚姻：弹性很大，可算各自发展兴趣、生活、目标求自我

实现 。 

 

二、谈恋爱的秘诀。  

 

     青年男女不宜说：“我终身不结婚。我要作保罗第二。” 

 

1.冷静视察——看、听、问、想 ，不要随便答應 “海誓山盟、海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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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烂”。 

 

2.诚实是金——虚伪是爱情的香水，小心中了诡计，不自夸、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装假 、不装傻 。 

 

3.保持距离，以策安全——环境不適宜的地方，就不要去约会，谨防

身体的接触 。儆醒曉得怎樣剎車。 

 

4、不激动爱情——逐步培养、真实彼此了解，不宜用眼泪、色、身

体、金钱、礼物 去贿赂，更不宜用武力去强逼。 

    

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不要叫醒……情願：

或譯不要激動愛情，等它自發〕。”（歌 2:7） 

 

5、知己知彼——了解对方的兴趣、知識、性格、品行、健康、信仰、

背景，一起祷告聚会 这些都要计划。 

 

6、要保守圣洁——要爱护对方，不是占有对方。假的爱情是想佔有

对方的身体，不管对方的人格损伤和内心的挣扎。 

 

7、等候—求主引导， “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追不到”。要有信

心、忍耐、专心仰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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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理智的交往——不超越友谊的关系。 

 

三、选择对象的原则  

 

    你选人，人也选你，這是“公平競争”。 

 

1、健康：有健康才能組織幸褔的家庭。 

 

2、品格：道德要高尚，为人处世要正派，要有 “内在美”。 

      “婦女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箴 11:22） 

 

3、信仰 ：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林後 6:14） 

 

4、教育 ：教育水平要相近，才能溝通。否則，會一隻雞一隻鴨，天

南地北，無法溝通。 

 

5、年龄 ：年齡要相近，一般以五岁差距为原则。如 16 歲与 60 歲，

或 18 歲与 80 歲是不相配的。 

 

6、经济 ：贫穷夫妻百事哀，贫穷不是可耻，也不是罪，只是不要欠

结婚的债 ，爱情不能没有麵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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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靈性： 要有属灵的追求，敬畏上帝、聚会、交通、侍奉、渴慕真

道。 

 

8、祷告 ：要有正常禱告的生活。 

 

9、爱心：要有 “真愛”才能考慮。 

 

10、婚前辅导：如果可能，雙方找夠資格的專家婚前輔導。 

 

四、幸福婚姻的原则  

 

婚姻相处四阶段。 

    A.  新婚期 

    B、事业期 

    C、养育期 

    D、退休期 

 

    婚姻是终身大事，婚姻可使生命延续。中國人說：“嫁鸡随鸡飞，

嫁狗随狗跑。”問題是怎樣飛得好,怎樣跑得好. 

 

1.相敬如宾。 

 

    “务要尊敬众人, 敬畏上帝 ,尊敬君王 .”(彼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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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与妻子同住, 敬重她, 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前 3:7) 

 

2.彼此同心。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二人不同心,无钱堪买針; 二人若同心，

有钱堪買金.” 

  

     要同心兴旺福音，在主里同心遵行神的旨意. 

 

3.忍耐到底 

 

    “小不忍则乱大谋”. “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忍一時風

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爱是凡事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 

 

4.言语的节制 

 

    祸從口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一句良言使心欢喜。節制言語是

智慧.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如同房子破漏。寡少言語是智慧. 

 

    “天上云多星月不明, 

     地上山多路徑不平; 

     水中魚多水濁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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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話多是非不停.” 

  

5.一夫一妻制 

 

     “家花不如野花香”,虽然如此，路边的野花可不要採! 

 

    “雖然 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單造一人嗎？為何只造

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誰也不可

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說：「休妻的事和以

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詭詐。」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玛 2:15-16 ) 

 

     聖潔的婚姻是神所制定的, 任何离婚的意念, 要从思想中驱逐

出去. 

 

6.家庭计划  

 

    有計劃才會按步就班的達到目標,計劃是成功的開始. 

 

7.经济预算 

 

    開源節流.有預算才不會鬧窮.收支原则，给有管理恩赐的人管

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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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育安排  

 

    無論再進修,或兒女教育都要事先安排. 

 

9.生活调剂 

 

    健康、运动、娱乐 、渡假,都應適當的調整. 

 

10.性的调和 

 

    不宜过或不及，在婚姻制度内 ,不应有罪恶感。一切都是神賜給

人的本能 . 

 

11.家庭祭坛 

 

    家中要有固定的灵修、祷告、分享、见证 . 

 

12.需要沟通 

 

    思想、感受、看法都可提出溝通。 沟通有三大敌人： 

    A、生气  

    B、哭闹 



306 

 

    C、沉默 

 

    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溝通. 

 

13.避免争吵 

 

    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不要犯罪。通常观念方法不同、角度不同、 

是非不同，吵架是免不了的。知道原则，则误会减少.因相骂无好口，

相打无好手.吵架結果是兩敗俱傷。 

  

    A.千万不要驳倒对方, 证明自己的对  

    B、千万不要夸大 ,要讲事情的真相 

    C、千万不要吵赢, 点到为止 

    D、千万不要在第三者面前吵架 

    E、千万要饶恕对方，当对方道歉时，千万不可说: “你早就该认

错了，怎麼到现在才承认!” 

 

五、幸福婚姻的秘密——爱 

 

1、 爱是幸福婚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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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

她的丈夫。”(弗 5:33) 

 

“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夫，愛兒女，謹守，貞潔，料理家務，待人

有恩，順服的自己的丈夫，免得 神的道理被毀謗.”(多 2:4-5) 

 

爱人者，人恆爱之。 

 

2、 神是爱的主要来源。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 神來

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 神而生，並且認識 神。沒有愛心

的，就不認識 神，因為 神就是愛。”(约一 4:7-8) 

 

神藉着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心中 (罗 5:5) 

先有神的愛，才能活出神的愛，活在神的愛中才能建立幸褔的

婚姻關係。 

 

    例：美國有一對宣教士，活到八十多歲，雖然白髮蒼蒼，他們卻

是十分相愛，互相照顧。有人問他們： “你們婚姻為甚麼會這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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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宣教士說： “全是神的恩典，我們早期未信主之前，因戀愛而

結婚，起頭還可容忍，到第三年差一點鬧離婚。因為自私和鋼

硬的性格。有一次我們吵得很厲害，彼此爭著要作頭。我太太

說：‘你是甚麼頭？’我怒氣填胸地說： ‘我是鐵頭！”我太

太更生氣的說： ‘我是鋼頭！’鐵頭敲鋼頭聲音更大。我們差

點就離婚。‧‧‧但主的恩典，後來我們信耶穌了。‘鐵頭不

是頭！鋼頭也不是頭，耶穌是我一家的頭。’後來我們讀完神

學，奉獻為宣教士。有神的愛才能有幸褔的婚姻。” 

 

3、 信耶稣是得着真爱的祕訣  

 

 神愛我

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

所看見且作見證的。凡認耶穌為 神兒子的， 神就住在他裏

面，他也住在 神裏面。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 神

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 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

面。”（约一 4: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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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洛杉磯有一位高科技的工作人員，到拉斯維加賭城，

首次蠃了二萬多元，結果心花怒放，想把賭賻當做專業，結果

越賭越輸，越懸越深，將房子抵押，信用卡越刷越多，債檯高

築。妻子與女兒以親情勸阻，毫無功效。甚至心灰意冷到想自

殺！其妻請牧師找他談道，聖靈動工，他在神前痛哭流涕，真

心悔改，神的愛充滿他，賭賻的慾望自動消失，他過著清潔的

生活，負起家庭的責任，夫妻彼此相愛。後來成為教會的埶事。

有基督的爱才有幸福的婚姻。 

 

年青人，你願意在主裏選擇一位合神心意的配偶嗎？ 

你願意潔身自愛靠主過得勝的生活嗎？ 

你願意在主裏真心彼此相愛嗎？ 

你願意靠聖靈的大能過幸褔的婚姻生活嗎？ 

你若願意，請你開聲跟我一句一句禱告。 

 

 

附錄 : 幸福愛情與婚姻的秘訣  投影片用文字擋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

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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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

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

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3:4-8，13）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

她的丈夫。”（弗 5:33）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

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你們作

 

6:1） 

 

一、东西方的爱情与婚姻观  

 

    有的人認為爱情是苦胆，有的人認為爱情是蜜糖； 

    有的人認為爱情是苦杯，有的人認為爱情是福杯； 

    有的人認為爱情是结婚的前奏曲，有的人認為结婚是爱情的坟

墓。 

 

    “青年人的爱情像浓酒，中年人的爱情像清茶，老年人的爱情像

白开水。” 

 

美国华人婚姻有五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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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传统婚姻。男主外，女主内，生活稳定少变化。  

    2.基督教婚姻：神的旨意，圣经原则，不轻易改变  

    3.感情至上的婚姻：视配偶为生活中心，如胶似漆。  

    4.功利婚姻：为了彼此的利益、地位、声望、财富  

    5.协调婚姻：弹性很大，可算各自发展兴趣、生活、目标求自我

实现 。 

 

二、谈恋爱的秘诀。  

 

1.冷静视察 

 

2.诚实是金 

 

3.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4、不激动爱情 

    

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不要叫醒……情願：

或譯不要激動愛情，等它自發〕。”（歌 2:7） 

 

5、知己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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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保守圣洁 

 

7、等候—求主引导 

“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追不到”。 

 

8、理智的交往 

 

三、选择对象的原则  

 

1、健康 

 

2、品格 

      “婦女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箴 11:22） 

 

3、信仰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林後 6:14） 

 

4、教育 

 

5、年龄 

 

6、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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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靈性 

 

8、祷告  

 

9、爱心 

 

10、婚前辅导 

 

四、幸福婚姻的原则  

 

婚姻相处四阶段。 

    A.  新婚期 

    B、事业期 

    C、养育期 

    D、退休期 

 

1.相敬如宾。 

 

    “务要尊敬众人, 敬畏上帝 ,尊敬君王 .”(彼前 2:17) 

 

    “按理与妻子同住, 敬重她, 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前 3:7) 

 

2.彼此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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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忍耐到底 

 

    “小不忍则乱大谋”. 

“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4.言语的节制 

 

    “天上云多星月不明, 

     地上山多路徑不平; 

     水中魚多水濁不清, 

     人間話多是非不停.” 

  

5.一夫一妻制 

 

    “雖然 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單造一人嗎？為何只造

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誰也不可

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說：「休妻的事和以

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詭詐。」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玛 2: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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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庭计划  

 

7.经济预算 

 

8.教育安排  

 

9.生活调剂 

 

10.性的调和 

 

11.家庭祭坛 

 

12.需要沟通 

 

13.避免争吵 

 

    A.千万不要驳倒对方, 证明自己的对  

    B、千万不要夸大 ,要讲事情的真相 

    C、千万不要吵赢, 点到为止 

    D、千万不要在第三者面前吵架 

    E、千万要饶恕对方，当对方道歉时，千万不可说: “你早就该认

错了，怎麼到现在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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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幸福婚姻的秘密——爱 

 

1. 爱是幸福婚姻的基础  

“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

她的丈夫。”(弗 5:33) 

 

“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夫，愛兒女，謹守，貞潔，料理家務，待人

有恩，順服的自己的丈夫，免得 神的道理被毀謗.”(多 2:4-5) 

 

2. 神是爱的主要来源。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 神來的。凡

有愛心的，都是由 神而生，並且認識 神。沒有愛心的，就

不認識 神，因為 神就是愛。”(约一 4:7-8) 

 

神藉着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心中 (罗 5:5) 

 

3. 信耶稣是得着真爱的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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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愛我

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

所看見且作見證的。凡認耶穌為 神兒子的， 神就住在他裏

面，他也住在 神裏面。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 神

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 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

面。”（约一 4:9、14-16） 

 

 

第 22 篇 ：三代之間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弟兄；勸

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姊妹；總要清清潔潔的。要尊敬

那真為寡婦的。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

 神面前是可悅納的。‧‧‧人若

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

人，更是如此。”（提前 5:1-4,8） 

 

    中國傳統家庭喜歡 “三代同堂”、“五代同堂”。當然會有生

活方式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道德观的不同，文化的差距，语言、

思想、代沟、沟通等種種的难题。尤其在美国社会，是多种文化組成，

老一代的华人比較偏重中華文化，年青人比較西化，他們對東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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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观的看法不一樣.在美國時间的應用很緊要，路途交通很繁忙，

生活方式很緊湊，食物內容相當不同，三代同堂誠然非易事。三代之

間怎樣才能和睦相處？ 

 

    本信息的目的，讓你了解三代之间相处的原则，並怎樣应用在实

际生活中。 

 

一．三代之间的差距（异） 

 

1． 文化的差距 

 

    現在海外華人最少有五千多萬.我在美國住了三十多年,據我所知

文化的差距是最明顯的.上一代人,多數受东方文化的影響, 保有中华

文化的背境,多數用母语，或普通语, 思想比較保守.一來到美國,受到

很大文化所震撼. 

 

    这一代的美國華人,算是比較中壯年,受過东西文化的薰淘,甚至

有的 中西贯通, 英語、普通話、母语都可運用自如,算是比較 开明, 

能适应文化所變化. 

    下一代的華人,算是比較年輕的,可謂孫子輩,有很多是在美國出

生的,普遍只受美國教育,純粹西方文化,他們被稱為 “黄皮白心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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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可能只习惯英语, 思想比較开放 , 不能适应中华文化. 

 

2。 健康的差距 

 

    平安就是褔，建康就是寶。因年齡的差距，健康也會有差距。如

（太 8:14）耶穌將他治好了。 

 

    一般而論，上一代的人身体會比較衰弱，視力衰退，聽覺迟缓, 行

動緩慢，身体多多少少都會有些毛病，總是免不了的。  

他們也可能无醫藥保险,有的思想可能比較封闭,甚至不习惯西医。 

 

    这一代的人，總希望维持身体的健康, 多作運動，總想吃對食

物，避免病魔纏身, 多數有醫藥保險,也比較有醫葯常識，甚至中西醫

都双管齊下。 

 

    下一代的年青人,身体正在發育长大，他們無災无病,根本沒感覺

到健康的重要，在美國多數受父母的醫藥保險蔭庇著,他們若工作，

也可有自己的醫藥保險，對中醫完全一竅不通，只相信西医。 

 

3． 经济的差距 

 

    上一代的華人, 年龄越大收入越小，因 65 歲以後很難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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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自己當老闆。華人總有养儿防老的心理,但這並非是一定的規

律。相反地有的兒孫還要回來“啃老族”。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有的

既使受下一代奉養，老人家 心裏也不是好受。 道地的美国人，有的

父母與他們同住，還向上一代收膳宿费，真是無奇不有！ 

 

    这一代的華人,殷勤苦幹，有坚强的毅力,肯付代價，負責任， 對

上一代盡奉養之能，對下一代盡教育之責，他們不計勞苦，只求平安

度日，可說是一家的經濟中流砥柱，他們默默的耕耘,認為是无可厚

非的。 

 

    下一代的年青人,开始與傳統價值觀持相反的觀點,他們深受美國

潮流的影響，好安逸，貪圖享受，手中未必有 “隔宿之糧”也不在

乎。他們雖求經濟独立，也未能必事事順心。 

 

4。 心理的差距 

 

    上一代的華人,有的經歷好多風霜，人生有不少不如意的事，自

然會存著多疑的心理,與兒女同住，也會有寄人篱下之感, 他們心中寂

寞。為著想保護自己，甚至存著惧怕的心理：怕死、怕病、怕被偷、

怕被搶、怕被騙、怕發生意外。心情相當紧张,有疏离感，對某些事

存著消极的心理，常被自我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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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代的中年人,面对现实,有自主权,工作紧忙,怕被裁员。他們 

为下一代掛心，為上一代憂心，總希望能給全家多一點 “安全感”。 

 

    下一代的年青人,天不怕,地不怕，有如初生之犢不怕虎,過理想主

义的生活,他們一方面受管束，又一方面想自主自立，多數只想到今

天，比較少顧慮到長遠的計劃。青春交异性朋友的時期，心里也常有

矛盾。長輩如能盡早給他們正確的輔導，可以省掉很多冤枉路。 

 

5． 生活的差距 

 

    人一旦上了年紀，飲食起居總有不方便的地方，消化功能较差, 

睡眠不如理想,行動也比較不方便，有的无駕车执照,需要後輩幫助。 

 

    这一代的中年人，要維持家計，忙於工作事業的壓力，生活相當

緊張，每天與時間賽跑，生活在忙碌的世界中。 

 

    這一代的年青人,多數偏向西方自由放任的生活方式，多數好運

動，祟拜明星、歌星、球星，好娛樂，思想比較不成熟，需要加以正

確輔導。 

 

二． 三代之间的问题与解决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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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婆与媳妇之间；岳父母与女婿之间當怎樣相處？ 

 

（1）看法不同、思想不同 

 

    “娶了媳妇卖了儿”。這句話存有自私的心理，深怕媳婦搶奪兒

子的愛，早就種下了不良的禍根。日後婆息肯定會不和。相反地，如

果想到： “兒子多一個賢媳婦來照顧他，這是何等大的幸褔啊！”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生氣。”這句話應改為 ： “丈母娘看

女婿，越看越有趣。”我們應該從負面的思想改為正面的思想，從消

極的看法改為積極的看法，如此豈不天下太平，皆大歡喜。 

 

    玆從聖經舉出兩個例子： 

 

    例一：利百加與媳婦（以掃之妻）很難相處。 “利百加對以撒

說：「我因這赫人的女子連性命都厭煩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

 27:46） 

 

    以掃娶赫人女子為妻，可能信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語

言不同，風裕習慣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所以選對象要萬分的小心。 

 

    例二： 路得記提到拿俄米與路得婆媳之間的好關係： “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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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那裏去，我也往那裏去；你在那

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 神就是我的 

神。你在哪裏死，我也在那裏死，也葬在那裏。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離！

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得 1:16-17） 

 

    在饑荒經濟簫條的時候，路得與拿俄米相依為命，彼此同心共甘

苦，彼此相愛，彼此同心共生死，同心信靠神。真是最美的見証。神

非常祝褔他們。 

 

（2）自私的障礙 

 

    人若總想維護自己的益處，而忽略別人的利益，人際關係自然會

緊張，婆媳關係也不例外。 

    例：嫁女兒时，母親对女儿说：“戒子不要一路套下去，免得被

婆家一路的压迫。” 

    娶媳婦時，母親对儿子说：“不要让太太的衣物压在你的上面，

免被管制。” 

     

    這種自私的心態已種下了日後不和睦的蔭影。相反地應從無私的

心態出發。結婚時，新娘對婆婆說： “婆婆，我非常感謝妳，妳將

兒子辛辛苦苦的養大了給予我，但從今以後，妳多添了一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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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何等大的鼓勵，從第一天就營造了溫暖的氣氛。 

 

（3）偏见的損傷 

 

    華人總盼望能 “門當戶對”，頗有“龍交龍，鳳交鳳”的感覺，

但事實並非能如此“稱心如意”。如英國的皇孫娶平民女子為妻。愛

情是不是以贫富來衡量。婚姻乃是以道德品格為起步，如果兒女談戀

愛時，家長因存偏見而反對，將來很難相處，乃當正確的輔導，使他

們作有智慧的抉擇。 

 

（4）语言會闖禍 

 

    “禍從口出”，“多言多語難免有過。”不說諷刺對方的話，不

隨便批評對方的弱點。不洩漏對方的密事。親家與婆媳之間的的糾紛,

很多都是因言語的過失而引起的. 

聖經說： 

 

“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心中誠實的，遮隱事情。”(箴 11:13) 

 

“乖僻人播散紛爭；傳舌的，離間密友。”(箴 16:28) 

 

“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利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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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之办法: 

 

A. 爱—無條件的愛,能勝過軟弱,愛才能忍耐,愛才能饶恕，愛才不求自

己的益处(林前 13:4-8 ). 

 

要真心的爱丈夫或妻子家里的人,三代之間愛是最徫大的滑潤濟.

愛能溶解一切的仇恨. 

 

B.接纳對方——尊重对方，關心對方,還要譧卑的彼此饶恕与认错。 

“在白发人面前要站立,要尊重老年人，又要敬畏上帝。”(利 19:32 ) 

 

C.约束言语——言语寡少、多些幽默感。  

 

    不論斷，不批评，不背后傳是非。“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多說造就人的良言，多讚美對方的優點.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箴 25:11) 

 

“人心憂慮，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歡樂。”(箴 12:25)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醫治。”(箴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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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干涉对方的自由——彼此协调  

 

現代是講人權自由的時代,要尊重對方的人權和自由,不要干涉對

方,就是善意的建議,也只能點到為止.婆婆不能用高壓的手段對代媳

婦.你要想一想:  “我们的儿女将成为别人的媳妇；我们的媳妇也是别

人家的宝贝女儿。”以愛相待,豈不相安無事嗎!?有甚麼不同的看法,

當理性的協調溝通,可免去很多不必要的紛爭. 

 

2. 祖孙之间 

 

按理袓孫相處應該是最愉快的,但因三代人在同一個屋簷之下,會

牽涉到各種不同的问题,所以當注意,不可跨過界,以免踩到地雷, 

 

(1) 溺爱孙子——祖父母最宠爱孫子,與孫輩在一起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因宠爱往往會變成溺愛.有時會干涉儿子对孙子的管教，祖父母甚

至會为孫子求情。時代在演變,教育下一代的方法不一定 與上一代的

相同.祖輩當与兒子配合,給孫輩正確的指導. 

 

(2)不同的思想 

 

祖孫關係,其實牽涉至三代的關係,即:袓、子、孫,因此袓與子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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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良好的溝通,雙方一致,避免双重的标準,以免孫子找家庭的 “法

律漏洞”,而想討便宜。雖然有不同的思想,卻不能有雙重標準.  

 

(3) 彼此有差距 

 

旅居海外的華人,可能三代之間,有不同的语言,因教育背景不同,

有文化的差距,思想與看法當然不同,所以交友與礼貌都會有不同,谈

话的礼貌,吃飯的礼貌,坐行的禮貌也會有差別,袓孫的相處也就不容

易了。  

 

現提出解决的办法 

 

A. 不干涉儿子对孙子的管教， 

 

父母对儿女的教育，要注意:直接管教,與隔代管教是有不同

的。 

a. 当注重属灵信仰。 

b. 带领训练儿女读经、祷告。 

c.指导读书要有兴趣，选学校不要为名校煩惱。 

d.尽量照顾指導,以免誤入岐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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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等比较成熟時,才能給予完全的独立。 

 

B. 不随便出主意 

 

因思想、价值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有代沟的差距,一家难有两

套标準。 

 

C 彼此尊重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母。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貌视他。”(箴言

23:22) 

尊敬前輩是本份, 尊重晚輩是一種禮貌. 

 

d. 善於沟通 

 

善於溝通,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溝通。因年齡、思想、代溝、观

念不同，所以需要溝通，才能兩全其美。例如孫子生日，爺爺要請客，

也要諮詢孫子喜歡的食物或餐館，價廉物美，才能皆大歡喜。華人老

一輩，喜歡依 “老賣老”，通常單線直接下命令，如此無從營造好

的气氛和心情。溝通可避免吵架。善於溝通是一門高尚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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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代之间的快乐生活 

 

    “子孙是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箴 17:6） 

    “含飴弄孫，不亦悅乎。” 

 

1. 要相互体量、要想得开。 

 

    人生的态度与哲学，要學習了解別人，也讓別人了解你。不要自

私，试着去了解他人，可以免去許多麻煩。例：兒孫花钱你看不惯，

試想一想，時代變了，環境不同了，钱是他们赚的，屋子是他们买的，

由他们的喜歡，讓兒孫去花錢佈置安排。老人家不必以六十年前節省

用錢的方法來衡量兒孫怎樣用錢，要想得開，自然能快快樂的過日子。 

 

2. 设身处地的替别人想——事情要往两面看 

 

有时老人缺乏安全感，动作慢，言语不通；兒孫要体量他們，不

要以自己的标準来衡量别人。老人不要存长辈高高在上的思想，

用高壓的方法。青年要想到老人生心灵的需要，要体量他們生理

和心理的需要。事情總要往兩面看，有一天年青人也會變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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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整适应不同生活方式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這是消极固执的想法。 

要配合兒孫持家的方式，長輩要随机应变，學習怎樣用現代的高

科技的產品，年紀再大都可以學習用電腦，以便隨時與兒孫溝通。

甚至飲食習慣都可調整，不必要求兒孫適應你，你也可以適應別

人。這樣日子豈不更好過嗎？ 

 

4. 家里的好帮手， 

 

    若有能力，协助兒孫事业的发展;或照顾孙辈，学会怎樣带領

孙輩。老人受体力限制，他們并无义务一定要帶兒孫，乃是出于

爱心，主動的成為好幫手。儿孙当对老人也要有所照顧和帮助，

敏锐体贴老人身心理的需要，子女要感恩，對長輩不可苛求。“家

有一老，就是一寶。” 

 

5. 当慷慨大方、不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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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給他父親和弟兄居住，作為產業。”(創 47:11）約瑟奉養父

親和兄長的家人,提供他們最好的生活環境。 

貧窮的晚境是淒涼的。子女当按月提供一些钱給老人家使用，

并在特别的日子,如生日、過年,赠送些礼物，或红包。並且不要干

涉对方的用款与自由。 

 

6. 谨慎言语、三思而后行 

 

    “寡少言語的，有知識；性情溫良的，有聰明。愚昧人

若靜默不言也可算為智慧；閉口不說也可算為聰明。（箴 17:27-28） 

 

    话不投机半句多，老人不要啰嗦，不要沉迷于过去的历史。智慧

深思，不随便替儿女作决定，要有听有講。“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

甘甜，使骨得醫治”（箴 16:24） 

不亂說話，不說錯話，會活得更快樂。 

 

7. 共同信仰，彼此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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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信仰，可以彼此代禱，彼此扶持，一起一去聚會，一同讚

美神，豈不靠神常常喜樂嗎？ 

 

8. 以爱为基础、以敬为原则， 

 

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心中自然充滿喜樂。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弟兄；

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姊妹；總要清清潔潔的。

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

 神面前是可悅納

的。‧‧‧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

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提前 5:1—4,8） 

 

“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她。你當

買真理；就是智慧、訓誨，和聰明也都不可賣。義人的父親必大

得快樂；人生智慧的兒子，必因他歡喜。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

你的快樂。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

（箴 23: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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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 

 

9.  建立人生的目标——新希望，金色年华 

 

    建立人生的目標，可丰富生活的内容，继续向远方前进，越

过今天的学识与才艺，越过明日的界限。“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来的奖赏。”（腓

3:13-14） 

 

有一首歌： 

人生九十很容易，八十成大器； 

人生七十才算起，六十不稀奇； 

人生五十剛明理，四十正挑皮； 

人生三十坐在搖籃裏，二十剛落地。 

 

你願意讓三代人在基督裏都和睦同居嗎？ 

你願意讓家人都充滿基督的愛和喜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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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讓家人在基督裏建立人生的目標和方向嗎? 

你願意讓家人靠聖靈過得勝的生活嗎? 

若願意請你跟我一句一句禱告. 

 

 

附錄 : 三代之間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弟兄；勸

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姊妹；總要清清潔潔的。要尊敬

那真為寡婦的。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

 神面前是可悅納的。‧‧‧人若

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

人，更是如此。”（提前 5:1-4,8） 

 

一．三代之间的差距（异） 

 

1． 文化的差距 

 

2。 健康的差距 

 

 ”（太 8:14） 

 

3． 经济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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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理的差距 

 

5． 生活的差距 

 

二． 三代之间的问题与解决之办法 

 

1． 公婆与媳妇之间；岳父母与女婿之间當怎樣相處？ 

 

（1）看法不同、思想不同 

 

    “娶了媳妇卖了儿”。 

 “兒子多一個賢媳婦來照顧他，這是何等大的幸褔啊！”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生氣。”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 

 

    例一： “利百加對以撒說：「我因這赫人的女子連性命都厭煩

處呢？」”（創 27:46） 

 

    例二： “路得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那裏去，我也

往那裏去；你在那裏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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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神就是我的 神。你在哪裏死，我也在那裏死，也葬在那裏。除

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得 

1:16-17） 

（2）自私的障礙 

 

 “戒子不要一路套下去，免得被婆家一路的压迫。” 

 “不要让太太的衣物压在你的上面，免被管制。” 

     

（3）偏见的損傷 

 

（4）语言會闖禍 

 

    “禍從口出”，“多言多語難免有過。” 

“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心中誠實的，遮隱事情。”(箴 11:13) 

 

“乖僻人播散紛爭；傳舌的，離間密友。”(箴 16:28) 

 

“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利 19:16) 

 

A. 爱—無條件的愛,能勝過軟弱,愛才能忍耐,愛才能饶恕，愛才不求自

己的益处(林前 1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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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接纳對方——尊重对方，關心對方,還要譧卑的彼此饶恕与认错。 

“在白发人面前要站立,要尊重老年人，又要敬畏上帝。”(利 19:32 ) 

 

C.约束言语——言语寡少、多些幽默感。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箴 25:11) 

 

“人心憂慮，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歡樂。”(箴 12:25)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醫治。”(箴 16:24) 

 

D.不干涉对方的自由——彼此协调  

 

2. 祖孙之间 

 

(1) 溺爱孙輩 

 

(2)不同的思想 

 

 (3) 彼此有差距 

 

現提出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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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干涉儿子对孙子的管教， 

 

a. 当注重属灵信仰。 

b. 带领训练儿女读经、祷告。 

c.指导读书要有兴趣，选学校不要为名校煩惱。 

d.尽量照顾指導,以免誤入岐途. 

e.  等比较成熟時,才能給予完全的独立。 

 

B. 不随便出主意 

 

C 彼此尊重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母。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貌视他。”(箴言

23:22) 

 

d. 善於沟通 

 

三：三代之间的快乐生活 

 

    “子孙是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箴 17:6） 

    “含飴弄孫，不亦悅乎。” 



339 

 

1. 要相互体量、要想得开。 

 

2. 设身处地的替别人想——事情要往两面看 

 

3. 调整适应不同生活方式 

 

4. 家里的好帮手， 

 

5. 当慷慨大方、不斤斤计较 

 

把埃及國最好的地，就是蘭塞境內的

地，給他父親和弟兄居住，作為產業。”(創 47:11) 

 

6. 谨慎言语、三思而后行 

 

    “寡少言語的，有知識；性情溫良的，有聰明。愚昧人

若靜默不言也可算為智慧；閉口不說也可算為聰明。”（箴

17:27-28） 

 

    话不投机半句多，老人不要啰嗦，不要沉迷于过去的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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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不随便替儿女作决定，要有听有講。“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

甘甜，使骨得醫治”（箴 16:24） 

7. 共同信仰，彼此代祷 

 

8. 以爱为基础、以敬为原则，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弟

兄；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姊妹；總要清清潔潔

的。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

 神面前是可

悅納的。‧‧‧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

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提前 5:1—4,8） 

 

“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她。你當

買真理；就是智慧、訓誨，和聰明也都不可賣。義人的父親必大

得快樂；人生智慧的兒子，必因他歡喜。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

你的快樂。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

（箴 23: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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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 

 

9.  建立人生的目标——新希望，金色年华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

面来的奖赏。”（腓 3:13-14） 

 

有一首歌： 

人生九十很容易，八十成大器； 

人生七十才算起，六十不稀奇； 

人生五十剛明理，四十正挑皮； 

人生三十坐在搖籃裏，二十剛落地。 

 

 

第 23 篇 : 從家谱看弥赛亚的降生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後裔，子孫：原文是兒子；下

同〕耶穌基督的家譜。”（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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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谱”原文是“书” （提前 1:4；多 3:9 ）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

自古以来世系的书籍。圣经中的家谱只包涵重要的人物，其用意不是

用作年代纪。新约记载家谱的目的，为要向犹太人及世人证明拿撒勒

人耶稣，实在是弥赛亚。家谱证明神的保守，神的救赎，完全在基督

身上。 

 

    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有关家谱的记载表面看似乎有些不同，其实

是一致的。马太是记约瑟的谱系，雅各生约瑟 （太 1:6） 马太是为

犹太人写的，从所罗门谱系往下写（ 太 1:7） 从亚伯拉罕起首，他

是犹太人的祖先。路加福音是记玛利亚的谱系，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路 3:3） 希里是玛利亚的父亲，约瑟的岳父，记时用约瑟代替玛

利亚的名。路加是为众人写的，是从拿单的谱系向上推 （路 3：31 ）

所以在后面的名录不同，而最终推到亚当，他乃是万人之父的起首（太

1:1-17）。 

 

一、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弥赛亚的家谱 （太 1:1） 

 

    耶稣乃是神道成肉身，为人子时的名字（路 1:31 2:21），耶稣即

救赎主的意思。耶稣是由耶和华与何西阿 两字合成，耶和华即我是，

何西阿即拯救，两字合成一字即耶稣，意思：我是拯救者。圣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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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太 1:21）基督是希腊文，也是旧约希伯来文的

弥赛亚（但 9:25-26），基督是主职任的名字，弥赛亚即受膏者的意

思。旧约有三种人是受膏的： 

 

1.祭司。  

 

    祭司是受膏的，特别是大祭司（利 4:3,5,16），旧约预言耶稣基

督降生是永远的大祭司。诗篇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

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 110:4） 

 

    基督降生應驗了旧约的预言（来 5:5-6）。基督降生，表明不是受

造，生表示生命的本质是相同的；受造的本质是不同的。如父亲生儿

子，父子生命的本质是相同的。如父亲造一个桌子，桌子与父亲的本

质是不同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表明圣父与圣子两个不

同的位格，却是相同生命的本质，我今日生你 并不是指在时间上先

有圣父，以后才有圣子，因圣父与圣子是自存同在的（约 1:1-2）。因

此，在此是预示耶稣道成肉身（约 1:14） 

 

    他是照麥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是高过亚伦为大祭司，

亚伦是有罪的大祭司，基督是无罪的大祭司；亚伦是会死的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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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永活的大祭司；亚伦大祭司的制度是要更替的，基督是神所设

立永不更改的大祭司；亚伦是照利未支派为大祭司，耶稣是照麥基洗

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亚伦是属地的大祭司，基督是属天的大祭

司。他是超然永恒的大祭司。 

 

2.先知  

 

    先知是受膏的，旧约以利亚膏以利沙是最明显的例子（王上

19:16）。旧约先知摩西预言耶稣是神所兴起的先知。“耶和华你们的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申

18:15）基督降生应验了神的预言。耶稣宣告自己是先知，他说：“先

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约 4:44）当主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

神迹之后，众人说：“这真是那要到那世间来的先知。”（约 6:14）耶

稣道成肉身，负起先知的使命，传讲神的福音。 

 

3.君王  

 

    旧约的君王是受膏的。（撒上 2:10,35；撒下 1:14；诗 2:2）如大

卫、所罗门王都是被膏的君王。耶稣是被神所膏立的祭祀、先知、君

王。 

 



345 

 

    犹太人等候弥赛亚来，其实基督已经来了，而犹太人反而反对他。

（约 1:11）反将他钉十字架，他们还在等弥赛亚来。而基督徒乃是

等候主第二次再来。 

 

二、大衛的子孙——王的家谱（太 1:6） 

 

    大卫是家谱中第一位做王的。大卫意为 “亲爱的”。他敬畏神，

富有灵交。他一身兼先知（徒 2:30）君王（撒下 5:4-5）二职，他为

祭司（撒下 6:14）的职分，虽然不十分明显，仍可为弥赛亚最大的

预表。 

 

    基督耶稣是连于旧约大卫为王之约。神藉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

远。”（撒下 7:16）大卫所建立有形的国并没有存到永远，早在主前

586 年被巴比伦征服。主耶稣是万王之王（提前 6:15 启

17:14,19:16），他的国度是永不震动 （来 12:23），存到永永远远。

（罗 1:3-4）。 

 

    耶稣是神成為人，他是在大卫前先存的神（太 22:42-45）。在此

表明耶稣是先在的，祂与神同在，他先於大卫而存在；但家谱说他是

大卫的子孙，指的是道成肉身而言，本身并无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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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的应许到基督降生时才应验，耶稣基督最显著的特徵是立约

的王，他是大卫那公义的苗裔（耶 23:5,33:15）。公义不能将有罪当

无罪，公义对罪要采取严厉的审判。但耶稣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

救出来，结果公义的主代替不义的罪人而死。 

 

    最明显的例子，即耶稣赶出在殿里卖牛羊鸽子的（约 2：15-17），

这显明他公义的属性与行动。在此“殿里”希腊文，应译为“内殿“，内

殿範围包括 至圣所、圣所及院子，根据犹太人宗教规定，只有祭司

才能在内殿工作与活动。商人只準在外邦院做买卖是合法的，在内殿

做买卖是圣殿法律所不许可的。可能当时的商人与祭司有勾结，或抬

高物价等不义的行为。故当主责备驱逐他们时，只好作鸟兽散。 

 

    主再来时是荣耀的王，他要按公义审判世人。圣经说：“公义使

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 14:34）。今天的社会公义何在？

商场的公义何在?伦理道德的公义何在？法庭的公义何在？国会的公

义何在？光是美国一年就有数百万人堕胎、吸毒、同性恋、谋杀、甚

至校园枪击案不胜枚举。究竟美国的历史要往哪走？世界的方向何

在？公义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要有公义的主，才

能有公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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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有赦罪的权柄，神是万王之王，创造人类的主有赦罪的权柄。

如：马来西亚仍有国王，有一位华人青年杀人犯，被判死刑。他在监

狱信了主，并痛改前非，后来请求国王特赦，最终豁免死，這是屬地

的罪。而耶稣赦罪的权柄则更超然伟大，他赦免人永恆裏的罪，因为

他替罪人死，世人因信称义。 

 

三、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之约 

 

    弥赛亚的降生表明应验神应许亚伯拉罕之约（创 17:4-7）。 

亚伯兰意为 “崇高之父”，他乃是一族一国之父。神要叫他亚伯拉罕，

意为 “多国的父”，不仅限于犹太人的祖宗，而是信心之父。以属世

而论，以实玛利及以撒的后裔有如海沙那么多；就属灵而言，全世界

信主的基督徒有如天上的星那么多（创 22:17；创 26:4） 

 

    而这位叫万国蒙福的后裔是谁呢？不是犹太人，而是道成肉身的

弥赛亚。在此后裔是单数的。在新約保罗被神启示说：“所应许的原

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 3:16） 

 

    亚伯拉罕生“以撒“（太 1:2），按着以撒的预表，乃是顺服至死。

古代是由族长献祭。当神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要亚伯拉罕将以撒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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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以撒并无抗拒或逃跑，他凭信心顺服到底。（创 22:1-18 来

11:17-19） 

 

    主耶稣为着完成神救赎的旨意，他甘心顺服以致死（加 1:4 ）。 

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說：“「我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

照你的意思。」（ 太 26:39）， 我们当效法基督顺服的榜样。 

 

    以撒生雅各，雅各意为 “抓”， 但神要他叫“以色列”（创

32:28）。以色列意为 “神的太子”，与神同治理，和神同战胜的。主

耶穌弥赛亚是雅各的后裔，无形暗示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约 3:16）。

他是与神同权同为王的得胜者。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们（ 太 1:2 ）。犹大是大卫与耶稣的祖

宗。犹大和他的弟兄，表明其他支派都是同一祖先 （徒 8-9），换句

话说，以色列十二支派都与弥赛亚有份，从家谱已给犹太人极大的启

示。 

 

    按属灵的角度而论，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主耶稣，耶稣说：“我

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 8:58 ），因为

他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 约 1：1-2 ），是值得我们信服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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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弥赛亚的家谱——表明神的公义、慈爱与保守 

 

1、表明神的公义与慈爱 

 

    有人以为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的，为什么记载一些不名誉可耻的

事呢？如此岂不是污秽了神的神圣与圣洁。家谱中记载四个女人的名

字，有三个是不名誉的被记在其中。第一位他玛（太 1：3），她用巧

法与公公犹大怀孕（ 创 38:12-30），岂不是乱伦吗？这件事表明人

有过失，并不能扼杀神的圣洁。犹大承认（创 38:26）。第二位喇合

（太 1：5），她以前是不圣洁的女人（ 书 6:22-25），后因凭信心蒙

神悦纳，表明神的恩爱。第三位路得（太 1：5），他是外邦人女子凭

信心归信耶和华（得 1:4-5,16-17）. 第四位乌利亚之妻（太 1：6），

她与大卫犯了越轨的行为（撒下 11:2-11），担当先知拿单责备大卫时，

他立刻悔改，因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三个不名誉的女人被列入家谱，表明神的公义与慈爱都被彰显出来。

弥赛亚的降生又如何与此有关连？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就将神的公

以与审判，叫罪人因信称义，如此，表明了神的慈爱与恩典。十字架

的死是义与爱的最高峰。 

 

2、表明神大能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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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大国与以色列国几经战乱，终于亡国，被掳至外邦，以色列人

像皮球被人踢来踢去，时间漫长，岁月无情，他们受外邦仇视，遭受

压迫与摧毁；而家谱仍被保存，完全是神的大能的保守。有如神保守

圣经的存在一样，让世人有福音可听而得救。 

 

    家谱提到三个十四代（太 1：17），目的是为容易记忆，容易分

辨历史的时代；可能是为要使三个时期数目相同，十四是犹太人圣数

七的两倍。 

 

    第一个时期：亚伯拉罕到大卫（ 太 1:1-6,17） 约一千年，神学

家包德士称神治时期 

 

    第二个时期：大卫到犹大亡国（太 1:6-12，17）， 约四百年，

称为 王治时期。 

 

    第三个时期：迁至巴比伦后到弥赛亚降生（太 1:12-17 ），约五

百多年 ，这段时期被称为祭司管辖时期。 

 

    旧约家谱中第二、三时期人名有被遗漏的，也是神许可的。 如

约兰到乌西亚，其中失掉三个人名，即亚哈谢、约阿施、亚玛谢。原

因可能为分段十四个名字，或这三人是亚哈、耶洗别的亲属，顾不记



351 

 

他们。 

 

    馬太福音 1:11-12 中间漏掉一个名字，就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

敬，乃是约雅斤的父亲，在此不写他的名字，可能是她做王时犹太人

被掳到外邦。 

 

    馬太福音 1:13-15 ，从亚比玉到马丹生雅各，在此就有人名旧

约未提到，因为乃是在旧约完毕与新约起首之间的任务，时间颇长，

是否有遗漏，不得而知。 

 

五、弥赛亚的降生——表示神救赎的来临 

 

    馬太福音 1:16， 在此没有将约瑟与耶稣连成父子，不照家谱常

规写法，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表明是特别生的，是由圣灵成胎，不

是用试管婴儿，或复制人的方法。基督降生也就应验旧约的预言，女

人的后裔 （创 3:15）， 同时也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必有童女怀

孕生子（赛 7:14）。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受膏者），也称为耶稣，耶

稣是救赎主（太 1:27）.这位受膏的大先知、大君王、大祭司降生了，

是因为要拯救他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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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家谱的价值，无论对犹太人或普世人，都显明耶稣是

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惟有犹太人的家谱都归到亚伯拉罕一人身上，表

示神掌管历史，成就所应许的约。救赎的历史，归结在基督一人身上。

家谱中不配的人也被列在内，表明神的恩典与慈爱都临到罪人身上，

普世的人都在基督里合一。弥赛亚既然已降临，我们就该敬拜的信他、

尊他、跟随他、传扬他，并且预备迎见他的再临。 

 

 

附錄 ：从家谱看弥赛亚的降生 投影片用文字檔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後裔，子孫：原文是兒子；下

同〕耶穌基督的家譜。”（太 1:1） 

 

一、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弥赛亚的家谱 （太 1:1） 

 

圣经说：“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

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 1:21） 

旧约有三种人是受膏的： 

 

1.祭司。  

 

 “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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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诗 110:4） 

 

2.先知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

要听从他。”（申 18:15） 

 

 

 “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约 4:44） 

 

 “这真是要到那世间来的先知。”（约 6:14） 

 

3.君王  

 

    旧约的君王是受膏的。（撒上 2:10,35；撒下 1:14；诗 2:2） 

 

二、大衛的子孙——王的家谱（太 1:6）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

永远。”（撒下 7:16）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 14:34）。 

 

三、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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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

3:16） 

 

“「我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 26:39）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

8:58 ） 

 

四、弥赛亚的家谱——表明神的公义、慈爱与保守 

 

1、表明神的公义与慈爱 

 

2、表明神大能的保守 

 

五、弥赛亚的降生——表示神救赎的来临 

 

 

第 24 篇 ：愛如潮水 

 

    拿破伦说：“当我成功的时候，千军万马听我的命令。但是，当

我失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听我的命令。世上唯有一位，他不动一刀

一卒，竟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他背起十字架，为他殉道，他用爱征



355 

 

服了人心，以爱征服了世界。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 

 

    神的愛如潮水，四面洶湧而來，人都願意領受長闊高深、無邊無

際的愛。 

 

一： 爱的层次 

 

    爱是人间难寻的珍宝。人需要爱，也需要被爱。孟子说：“爱人

者，人恆爱之”。有爱才有温暖，有爱才有幸福。有爱才有喜乐，有

爱才有力量，有爱才能活得多姿多彩。一个失去爱的人，就失去盼望

和喜乐的人生，俄国大文豪托爾斯泰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就

是爱！” 

 

    人不但需要人的爱，人更需要上帝的爱。爱有各种不同的层次，

雅各爱拉结的故事；雅歌提到爱情的故事，都是讲到男女的情爱；圣

经也提到父母的爱，如雅各爱儿子约瑟（创 37:4）。又如何西阿书讲

到有關性的爱（何 3:1），但也提到上帝的爱。大卫与朋友约拿单友

情的爱（撒上 20:17），还有效忠的爱（撒下 22:26），或坚定的爱（创

39:21），惟有神的爱永不改变，诗篇说：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

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诗 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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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约不用性爱 eros 这个字。而感情 phiuleo 的爱用了二十五

次。兄弟之情 philadeiphia 用了五次。友爱 philia 只用了一次（雅

4:4），亲属之爱 stonge 有时用于复合词里。神性的爱用阿加倍，新

约阿加倍 agape 的爱用的最多，是注重理性与道德的爱。耶稣说我

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约 15:9），神的爱

是最高的层次。 

 

二：爱的本质 

 

    爱有相对性的爱，有绝对性的爱，有暂时性的爱，有永恒行的爱，

这与爱的本质有关。 

 

1：无位格的爱 

 

    无位格的爱，就是人的爱，爱是一种行动，譬如说：我要爱人如

己，爱国，爱神，有时爱是一种追求的对象。如要有爱心。有时爱是

一种嗜好，如我爱看书、愛艺术、愛书法、愛音乐、愛摄影、愛钓鱼、

愛划船、愛打羽毛球等。有时爱是喜欢的意思，有如爱吃鱼、愛吃青

菜、愛吃甜酸肉等，这些都是无位格的爱，虽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但本质是相对的，非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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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位格的爱。 

 

    神的爱是超然的、永恒的、不变的爱。神就是爱的本体，“神爱

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

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一 4:16） 神就是爱，这是有位格性的

爱。神本身就是爱的本源，有神才有爱，有爱才有救恩，爱是救恩的

根基(约 3:16 ).有位格的爱，是主动的爱，神主动的来找人，圣经说： 

“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

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赛 65:1)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罗 10:20）“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罗 3:10-11）因为人堕落之后，偏行己路，

背向真神，人只倾向罪恶，不倾向善。神因爱世人，竟差祂的独生子 耶稣来

找人。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 19:10） 有位格的

爱才能主动的前来找人。无位格的爱，不能称为救恩的动因。 

人受时间、空间、能力、生命的限制，人的爱会停止，會隔绝。但神是永存

的，神的爱也是永存的。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

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

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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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39）有位格的爱是出于神，是永存的。 

 

三：爱要服起道德责任 

 

                  现今的社会，道德每况日下，人却放纵肉体，不负起道德责任，

如果一个男人只爱一个女人的身体，而不是真心的爱她，想霸佔她的身体之

後，就拋棄她，这是不负道德责任的。动物不负道德责任，因为动物没有道

德观念。人遵守神的诫命（申 6:20—25），这就是爱的责任。聖經說：“要爱

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利 19:18）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

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40） 

 

     我們對神存敬拜，顺服，感恩的心，就是爱神的一種表示。如耶稣受魔

鬼试探时，他遵守神的话，胜过魔鬼（太 4:1—11）。他遵守神的旨意顺服致

死（加 1:4），以致完成救恩。他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 5:33—37），

这是順服道德责任的表现。 

                爱才能满足道德责任与神律法的要求。爱是不加害于人，不求自

己的益处（林前 13:1—13；罗 13:8—10）爱是荣神益人。 

 

                 我们欠了救恩的债，欠了爱人的债，欠了爱神的债，欠了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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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求主赐力量，使我们还属灵的债。 

 

       人要回应神的呼召，如彼得、雅各、約翰等跟隨主，順服就是愛的表

現。 

 

四：爱的显明——基督的死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但神的爱，却籍着基督的死显明出来。基督

的死是爱的最高峰。圣经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为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

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作仇敌的

时候，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得生得救了。”

（罗 5:7—10）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罗 6:23）“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

判；像这样，基督即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像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来 9：927—28） 

 

    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籍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

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

祭，这就是爱了。”（约一 4:9-10）神爱我们，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

们，爱我们。神创造世界时，就充满了爱，他先造阳光、空气、水分、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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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果树，供给我们的一切需要。这叫普遍的爱。藉着基督的死完成救恩，

这称为特别救恩的爱。你只领受普遍的爱還不够，你必须接受救恩的爱。 

例子：美國有一小学，有人開槍亂殺學坐，有一老师衝向學生面前，为学生

挡子弹，結果中彈而死，追思會安葬禮時全校師生家長都來，那學生說：“她

為我死，她為擋子單”。照樣耶穌為我們死，擔當我仿的罪。 

 

 

           五：爱完全了律法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加 5:1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完全。”（罗 10:4） 

 

           律法要求人交出义，基督却将神的义赐给凡信他的人。他来完成了律法

的要求。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约 19:30）義要求罪的工价就是死，他

本无罪，竟然替罪人死。律法要求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基督以自己无暇无

疵的血洗尽人的一切罪。（约一 1:7—9）神爱世人的救恩在十字架上完成了。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 6:2）

基督的律法就是爱！ 

 

六：领受爱的秘密就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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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神是爱，而不领受神的爱，这是愚拙，等于自我弃权。知道基督是

爱的本体，是永恒爱的施与者，而不接受此超然的爱，等于自甘灭亡。 

 

        领受神爱的秘诀就是信心。“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受不受割礼全无功

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 5:6）宗教的礼仪不可能叫人

得救，乃是凭信心才有功效。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经历救恩的

实际。圣经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

我们心里。”（罗 5:5） 

                 例子：才气纵横的奥古斯丁，十九歲就作大學教授，他曾受異教

的影響，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內心非常的虛空，三十岁时他在無花果樹下

思考人生的問題，突然聽到有聲音說： “拿來讀，拿來读。”他拿出母親送

他的聖經，翻到羅馬書十三章，當他讀到：“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

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罗 13:13—14）他被聖靈感動，認罪悔

改，相信耶穌為個人的救主，痛改前非。後來被神重用，成為舉世聞名的神

哲學家，他的 “懺悔錄”， 有口皆碑。 

 

           神的愛有如潮水，四面湧來，讓你處處有機會聽到福音。 

           你願意接受神的愛使你的罪得赦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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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接受神的愛使你得永生嗎？ 

           你願意接受神的愛使你過幸福的人生嗎？ 

           你願意接受神的愛使你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嗎？ 

           如果願意請你一句一句跟我開聲禱告。 

 

 

附錄 ：愛如潮水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 爱的层次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

实”（诗 86:15）。 

 

二：爱的本质 

 

1：无位格的爱 

 

2、有位格的爱。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

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一 4:16） 

 

“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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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赛 65:1)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

我向他们显现。’”（罗 10:20）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

寻求神的。”（罗 3:10-1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 19:10）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

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罗 8:38-39） 

 

三：爱要服起道德责任 

 

                  “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利 19:18）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

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

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40） 

 

四：爱的显明——基督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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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

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

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藉着

神儿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得生得救了。”（罗 5:7—10）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罗 6:23）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即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像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

拯救他们。”（来 9：927—28） 

 

    “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籍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

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

回祭，这就是爱了。”（约一 4:9-10） 

 

 

           五：爱完全了律法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加 5:1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完全。”（罗 10:4） 

 

                   “成了！”（约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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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 6:2） 

 

六：领受爱的秘密就是——信 

 

                  “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受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

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 5:6）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

们心里。”（罗 5:5）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内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

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批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罗 13:13—14） 

 

      

第 25 篇 : 主工人事奉的原则 

 

    神学教育是事奉过程的一個阶段，但事奉神却需要终身的装备。

圣经说：“人 若 自 洁 ， 脱 离 卑 贱 的 事 ， 就 必 作 贵 重 的 

器 皿 ， 成 为 圣 洁 ， 合 乎 主 用 ， 豫 备 行 各 样 的 善 

事。”（提后 2:21） 

 

一．挑旺属灵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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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恩赐是为着事奉，目的是成全信

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才干是后天学习才有的，是以人为本；恩赐是

以神为本，人有演讲的才干，未必有布道的恩赐。神学院能给人知识，

只有圣灵才能给人恩赐及事奉的能力。 

 

    保罗向亲密的同工提摩太说： “ 你 不 可 轻 忽 所 得 的 恩 

赐 ， 就 是 从 前 藉 着 豫 言 ， 在 众 长 老 按 手 的 时 候 ， 

赐 给 你 的 。” 提前 4:14）不可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要看重恩

赐，善用恩赐，发挥恩赐！ 

 

    “为 此 我 提 醒 你 ， 使 你 将 神 藉 我 按 手 所 给 你 

的 恩 赐 ， 再 如 火 挑 旺 起 来 。因 为 神 赐 给 我 们 ， 不 

是 胆 怯 的 心 ， 乃 是 刚 强 ， 仁 爱 ， 谨 守 的 心 。”（提

后 1:6-7 ） 

 

    再如火挑旺起来，意思是以前用木头烧火，久之会有一层灰在木

头上，若将灰弹开，热火就会再次挑旺起来。恩赐也是如此，越用就

会越明显。如佈道的恩赐，越传讲就越精湛有力。 

 

二．务必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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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人最重要的使命是传道。保罗说：“ 我 传 福 音 原 没 有 

可 夸 的 。 因 为 我 是 不 得 已 的 。 若 不 传 福 音 ， 我 便 

有 祸 了 。”（林前“9:16） 

 

    传道人要十分儆醒，因常常会忽略传道，或个人谈道。因他们手

中其他的工作太多，诸如人事，杂事，闲事，霸占了大部分的时间，

而忽略了属灵的事，抢救灵魂的事，这是本末倒置。 

   

    保罗说： “务 要 传 道 。 无 论 得 时 不 得 时 ， 总 要 专 

心 ， 并 用 百 般 的 忍 耐 ， 各 样 的 教 训 ， 责 备 人 ， 警 

戒 人 ， 劝 勉 人 。”（提后“4:2）无论得时不得时，也就是说，

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都要传道，并且要专心与耐心。传道人最怕的是

分心，甚至无心。中国人说： “哀莫大于心死”。人得救是神的恩典，

也是圣灵的感召，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广传福音。圣经说：“用 温 柔 劝 

戒 那 抵 挡 的 人 。 或 者神给 他 们 悔 改 的 心 ， 可 以 明 

白 真 道 。  叫 他 们 这 已 经 被 魔 鬼 任 意 掳 去 的 ， 可 

以 醒 悟 ， 脱 离 他 的 网 罗 。”（提后“2:25-26） 

 

    传道人不传福音就是不称职： “你 却 要 凡 事 谨 慎 ， 忍 受 

苦 难 ， 作 传 道 的 工 夫 ， 尽 你 的 职 分 。”（提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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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为福音格外劳苦，或忍饥挨饿，或劳苦工作，或旅途劳顿，或遭

逼迫，危险，或下监牢，他为主福音受苦，在所不惜。他说： “我 为 

这 福 音 受 苦 难 ， 甚 至 被 捆 绑 ， 像 犯 人 一 样 。 然 而 

神 的 道 ， 却 不 被 捆 绑 。”（提后“2:9）他被捆绑，但神的道

却藉着福音，叫人得释放，得自由。他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力量。

他又说： “惟 有 主 站 在 我 旁 边 ， 加 给 我 力 量 ， 使 福 

音 被 我 尽 都 传 明 ， 叫 外 邦 人 都 听 见 。 我 也 从 狮 

子 口 里 被 救 出 来 。 ”（ 提后“4:17） 

 

    他像父亲劝儿子一样，要提摩太与他为福音同苦同劳。“总 要 按 

神 的 能 力 ， 与 我 为 福 音 同 受 苦 难”（提后 1:8）现代的

苦难可能与保罗时代的苦难不尽相似，因为现代人有知识，理性，思

想，能減低环境方面的压力与痛苦。 

 

三．选立适当的长执搭配侍奉 

 

    教会是神的家，牧师不是替信徒做工，乃是带领信徒团队侍奉。  

“你 也 可 以 知 道 在 神 的 家 中 当 怎 样 行 。 这 家 就 

是 永 生 神 的 教 会 ， 真 理 的 柱 石 和 根 基 。”（提前3:15） 

长执的信仰，灵性，道德，人格，生活，婚姻，家庭，儿女都当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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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才能有美好的搭配事奉（提前 3:1-13）. 

 

四．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作信徒的榜样 

 

    传道人要做信徒的榜样，否则会叫信徒跌倒。一方面在品德上作

榜样；另一方面是在真理教导上作榜样。圣经说： “不 可 叫 人 小 

看 你 年 轻 。 总 要 在 言 语 ， 行 为 ， 爱 心 ， 信 心 ， 清 

洁 上 ， 都 作 信 徒 的 榜 样 。你 要 以 宣 读 ， 劝 勉 ， 教 

导 为 念 ， 直 等 到 我 来 。 ”（ 提前 4:12-13） 

 

    消极方面要弃绝世俗和荒谬的话。因为言语代表人的衣冠，心声

与思想，积极方面要敬虔度日  “只 是 要 弃 绝 那 世 俗 的 言 

语 ， 和 老 妇 荒 渺 的 话 ， 在 敬 虔 上 操 练 自 己 。”（提

前“4:7） 

 

     “这 些 事 你 要 殷 勤 去 作 ， 并 要 在 此 专 心 ， 使 

众 人 看 出 你 的 长 进 来 。 你 要 谨 慎 自 己 和 自 己 的 

教 训 ， 要 在 这 些 事 上 恒 心 。 因 为 这 样 行 ， 又 能 救 

自 己 ， 又 能 救 听 你 的 人 。”（提前“4:15-16）传道人最怕

是不长进，无论讲道，灵命，为人若不长进，信徒的灵命就不长进，

教会也不增长。因为他不能作信徒的榜样。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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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 11:1）“弟 兄 们 ， 你 们 要 一 同 效 

法 我 ， 也 当 留 意 看 那 些 照 我 们 榜 样 行 的 人 。”（腓

3:17） 

 

五．教导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工作，不算成功；若训练三个人都能做工，

才是卓越的成就。保罗告诉他属灵的儿子说： “我 儿 阿 ， 你 要 

在 基 督 耶 稣 的 恩 典 上 刚 强 起 来 。你 在 许 多 见 证 

人 面 前 听 见 我 所 教 训 的 ， 也 要 交 托 那 忠 心 能 教 

导 别 人 的 人 。”（提后 2:1-2）保罗训练提摩太，提摩太训练忠

心的的人；忠心的人再去教导别人。如此，就有四组人同时间事奉，

这是属灵的乘法，也是主耶稣的吩咐：   “凡 我 所 吩 咐 你 们 

的 ， 都 教 训 他 们 遵 守 ， 我 就 常 与 你 们 同 在 ， 直 到 

世 界 的 末 了 。”（太“28:20） 

 

    传道人若不训练别人，事奉永远自己包办，绝对无法成全信徒，

各尽其职，使教会复兴。例如美國浸信會的牧師，皮耶尔（Bill Yeager）

因训练信徒个人谈道，使三百人的教会增长到三千多人。 

 

六．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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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道不是讲故事，或讲幽默笑话；传道不是讲哲学，或讲个人的

思想观点，更不是曲解圣经，支持自己的意见。若是这样，对神对人

都不忠。圣经说： “ 你 当 竭 力 ， 在 神 面 前 得 蒙 喜 悦 ， 

作 无 愧 的 工 人 ， 按 着 正 意 分 解 真 理 的 道 。”（提后

“2:15）要做无愧的工人，就要按 着 正 意 分 解 真理的道，即将

圣经真理，按正意切割，回到作者的原意。人因听道，信道，使人生

命得造就，这才是传道的真意。 

要讲圣经，必须要先明白圣经。提摩太就是这样的传道人，“并且知

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提后 3:15） 

 

    我预备讲章及讲道的经历有四个阶段：一、模仿时期。二、受同

工训练时期。三、神学教育时期。四、深入钻研时期。讲道是一门极

深的艺术，但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是最根本的原则。  

 

七、持守真理，抵制异端 

 

    异端是挂基督教的名，传错误的道理，他们增加或删减圣经的内

容。异教是基督教之外的宗教。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

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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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问 难 争 辩 言 词 ， 从 此 就 生 出 嫉 妒 ， 分 争 ， 毁 

谤 ， 妄 疑 ， 并 那 坏 了 心 术 ， 失 丧 真 理 之 人 的 争 

竞 。 他 们 以 敬 虔 为 得 利 的 门 路 。”（提前 6:3-5） 异端

不但分裂教会，破坏信仰也会引起纷争结党。然而传道人是信仰的守

望者。 

 

    “提 摩 太 阿 ， 你 要 保 守 所 托 付 你 的 ， 躲 避 世 

俗 的 虚 谈 ， 和 那 敌 真 道 似 是 而 非 的 学 问 。” （提

前“6:20） 

 

     “贪 财 是 万 恶 之 根 。 有 人 贪 恋 钱 财 ， 就 被 引 

诱 离 了 真 道 ， 用 许 多 愁 苦 把 自 己 刺 透 了 。但你 这 

属 神 的 人 ， 要 逃 避 这 些 事 ， 追 求 公 义 ， 敬 虔 ， 信 

心 ， 爱 心 ， 忍 耐 ， 温 柔 。”（提前“6:10-11） 

 

八．不偏不倚，合乎圣经原则 

 

      “我 在 神 和 基 督 耶 稣 并 蒙 拣 选 的 天 使 面 前 

嘱 咐 你 ， 要 遵 守 这 些 话 ， 不 可 存 成 见 ， 行 事 也 不 

可 有 偏 心 。”（提前“5:21）存成见就不容易沟通；偏心就无法保

持平衡的原则，教会就会意见不合，或纷争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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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 有 那 愚 拙 无 学 问 的 辩 论 ， 总 要 弃 绝 。 因 

为 知 道 这 等 事 是 起 争 竞 的 。 然 而 主 的 仆 人 不 可 

争 竞 ， 只 要 温 温 和 和 的 待 众 人 ， 善 于 教 导 ， 存 心 

忍 耐 ，”（提后“2:23-24） “要 为 从 前 一 次 交 付 圣 徒 的 

真 道 ， 竭 力 的 争 辩 。”（犹 1：3）与那愚拙学问的辩论是不

同的。前者为信仰，后者是因为幼稚无知。温和忍耐是传道人应有的

美德；善于教导，是传道人应尽的本分。 

 

九．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 

 

    教会最容易出事的地方就是人事问题，因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但处理教会问题，要学习对事不对人，因为任

何人身的攻击，都会引起争端。要学习如何合理的解决问题，并有效

的造就人。保罗教导提摩太说： “不 可 严 责 老 年 人 ， 只 要 

劝 他 们 如 同 父 亲 。 劝 少 年 人 如 同 弟 兄 。劝 老 年 妇 

女 如 同 母 亲 。 劝 少 年 妇 女 如 同 姐 妹 。 总 要 清 清 

洁 洁 的 。要 尊 敬 那 真 为 寡 妇 的 。”（提前“5:1-3） 

 

十．以清洁的良心事奉 

 

    神赋予人良心的功能，但因为人的堕落，良心就污秽了。但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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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救赎，良心就成为圣洁。  “何 况 基 督 藉 着 永 远 的 灵 ， 

将 自 己 无 瑕 无 疵 献 给 神 ， 他 的 血 岂 不 更 能 洗 净 

你 们 的 心 。 （ 原 文 作 良 心 ） 除 去 你 们 的 死 行 ， 使 

你 们 事 奉 那 永 生 神 麽 。”（来 9:14）所以保罗说： “（提

后“1:3）  “ 我 感 谢 神 ， 就 是 我 接 续 祖 先 ， 用 清 洁 

的 良 心 所 事 奉 的 神 ， 祈 祷 的 时 候 ， 不 住 的 想 念 

你 ，”（提后“1:3）  “并要 存 清 洁 的 良 心 ， 固 守 真 道 的 

奥 秘 。”（提前 3:9） 

 

     “你 要 逃 避 少 年 的 私 欲 ， 同 那 清 心 祷 告 主 的 

人 追 求 公 义 ， 信 德 ， 仁 爱 ， 和 平 。”（提后 2:22）保

守清洁的良心，消极方面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积极方面要最求公义，

信德，仁爱，和平。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以清洁的良心来事奉他。

我们不能以犯罪的手与污秽的思想来事奉神；也不能以不洁的嘴唇来

讚美神。  “要 守 这 命 令 ， 毫 不 玷 污 ， 无 可 指 责 ， 直 

到 我 们 的 主 耶 稣 基 督 显 现 。”（提前“6:14） 

 

十一.在圣灵中事奉 

 

    耶稣说： “但 圣 灵 降 临 在 你 们 身 上 ， 你 们 就 必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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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能 力 。 并 要 在 耶 路 撒 冷 ， 犹 太 全 地 ， 和 撒 玛 利 

亚 ， 直 到 地 极 ， 作 我 的 见 证 。”（徒“1:8）圣灵是能力

的源头，所以传道人不但要被圣灵充满，还要天天活在圣灵的引导中。

保罗告诉提摩太说：  “从 前 所 交 托 你 的 善 道 ， 你 要 靠 

着 那 住 在 我 们 里 面 的 圣 灵 ， 牢 牢 的 守 着 。”（提后

1:14） 

 

    末世灵界的争战越来越凶猛。  “圣 灵 明 说 ， 在 后 来 的 

时 候 ， 必 有 人 离 弃 真 道 ， 听 从 那 引 诱 人 的 （ 邪 ） 

灵 ， 和 鬼 魔 的 道 理 。”（提前 4:1）现代的魔鬼教已经明目

张胆的在搅扰天下，但有圣灵的同在必能得胜。（提后 4:22） 

 

十二.善待同工 

 

    传道人的生活需用，只要有合理的待遇就行，不必为自己有过分

的要求。因为： “赏赐的是耶和华”（ 伯 1：21）只要你对主忠心，

主绝对不亏待忠心服事他的人，但对待同工要有恩。孟子说：敬人者，

人恒敬之。耶稣说：  “ 所 以 无 论 何 事 ， 你 们 愿 意 人 怎 

样 待 你 们 ， 你 们 也 要 怎 样 待 人 。 因 为 这 就 是 律 

法 和 先 知 的 道 理 。”（太“7:12）保罗应用在同工身上，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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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于 管 理 教 会 的 长 老 ， 当 以 为 配 受 加 倍 的 敬 

奉 。 那 劳 苦 传 道 教 导 人 的 ， 更 当 如 此 。”（提前 5:17） 

 

十三.遵行神的旨意事奉 

 

    保罗“奉神旨意”作使徒（提前 1:1），他一生遵行神的旨意事奉。

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旨意是我们最高的目的。  “神 救 了 

我 们 ， 以 圣 召 召 我 们 ， 不 是 按 我 们 的 行 为 ， 乃 是 

按 他 的 旨 意 ， 和 恩 典 。 这 恩 典 是 万 古 之 先 ， 在 基 

督 耶 稣 里 赐 给 我 们 的 。 ”（ 提后 1:9） 

 

    保罗蒙召之后一生遵行神的旨意，他在离世之前说： “那 美 好 

的 仗 我 已 经 打 过 了 。 当 跑 的 路 我 已 经 跑 尽 了 。 

所 信 的 道 我 已 经 守 住 了 。从 此 以 后 ， 有 公 义 的 冠 

冕 为 我 存 留 ， 就 是 按 着 公 义 审 判 的 主 到 了 那 日 

要 赐 给 我 的 。 不 但 赐 给 我 ， 也 赐 给 凡 爱 慕 他 显 

现 的 人 。”（提后“4:7-8） 

 

    我们当儆醒效法保罗向提摩太所提  “主工人事奉的原则”，使

我们成为合主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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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在基督裏挑旺屬靈的恩賜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忠心的傳福音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搭配事奉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作信徒的榜樣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教導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持守真理，抵制異端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以聖經的原則事奉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以清潔的良心事奉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靠聖靈的大能事奉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善待同工嗎？ 

    你願意在基督裏遵照神的旨意事奉嗎？ 

    你若願意請你肅立跟我一句一句開聲禱告。 

   

 

附錄 : 主工人事奉的原则  (投影片用文字檔) 

 

    “人 若 自 洁 ， 脱 离 卑 贱 的 事 ， 就 必 作 贵 重 的 器 

皿 ， 成 为 圣 洁 ， 合 乎 主 用 ， 豫 备 行 各 样 的 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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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后 2:21） 

 

一．挑旺属灵的恩赐  

 

“ 你 不 可 轻 忽 所 得 的 恩 赐 ， 就 是 从 前 藉 着 豫 言 ， 

在 众 长 老 按 手 的 时 候 ， 赐 给 你 的 。” 提前 4:14） 

 

    “为 此 我 提 醒 你 ， 使 你 将 神 藉 我 按 手 所 给 你 

的 恩 赐 ， 再 如 火 挑 旺 起 来 。因 为 神 赐 给 我 们 ， 不 

是 胆 怯 的 心 ， 乃 是 刚 强 ， 仁 爱 ， 谨 守 的 心 。”（提

后 1:6-7 ） 

 

 

二．务必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 我 传 福 音 原 没 有 可 夸 的 。 因 为 我 是 不 得 已 

的 。 若 不 传 福 音 ， 我 便 有 祸 了 。”（林前“9:16） 

 

“务 要 传 道 。 无 论 得 时 不 得 时 ， 总 要 专 心 ， 并 用 

百 般 的 忍 耐 ， 各 样 的 教 训 ， 责 备 人 ， 警 戒 人 ， 劝 

勉 人 。”（提后“4:2） 

 

     “用 温 柔 劝 戒 那 抵 挡 的 人 。 或 者神给 他 们 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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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的 心 ， 可 以 明 白 真 道 。  叫 他 们 这 已 经 被 魔 鬼 

任 意 掳 去 的 ， 可 以 醒 悟 ， 脱 离 他 的 网 罗 。”（提后

“2:25-26） 

 

    “你 却 要 凡 事 谨 慎 ， 忍 受 苦 难 ， 作 传 道 的 工 

夫 ， 尽 你 的 职 分 。”（提后“4:5） 

 

“我 为 这 福 音 受 苦 难 ， 甚 至 被 捆 绑 ， 像 犯 人 一 

样 。 然 而 神 的 道 ， 却 不 被 捆 绑 。”（提后“2:9） 

 

 “惟 有 主 站 在 我 旁 边 ， 加 给 我 力 量 ， 使 福 音 被 

我 尽 都 传 明 ， 叫 外 邦 人 都 听 见 。 我 也 从 狮 子 口 

里 被 救 出 来 。 ”（ 提后“4:17） 

 

    “总 要 按 神 的 能 力 ， 与 我 为 福 音 同 受 苦 难”（提

后 1:8） 

 

三．选立适当的长执搭配侍奉 

 

    “你 也 可 以 知 道 在 神 的 家 中 当 怎 样 行 。 这 家 

就 是 永 生 神 的 教 会 ， 真 理 的 柱 石 和 根 基 。”（提前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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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作信徒的榜样 

 

    “不 可 叫 人 小 看 你 年 轻 。 总 要 在 言 语 ， 行 为 ， 

爱 心 ， 信 心 ， 清 洁 上 ， 都 作 信 徒 的 榜 样 。你 要 以 

宣 读 ， 劝 勉 ， 教 导 为 念 ， 直 等 到 我 来 。 ”（ 提前

4:12-13） 

 

    “只 是 要 弃 绝 那 世 俗 的 言 语 ， 和 老 妇 荒 渺 的 

话 ， 在 敬 虔 上 操 练 自 己 。”（提前“4:7） 

 

     “这 些 事 你 要 殷 勤 去 作 ， 并 要 在 此 专 心 ， 使 

众 人 看 出 你 的 长 进 来 。 你 要 谨 慎 自 己 和 自 己 的 

教 训 ， 要 在 这 些 事 上 恒 心 。 因 为 这 样 行 ， 又 能 救 

自 己 ， 又 能 救 听 你 的 人 。”（提前“4:15-16）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 11:1）“弟 兄 们 ， 你 

们 要 一 同 效 法 我 ， 也 当 留 意 看 那 些 照 我 们 榜 样 

行 的 人 。”（腓 3:17） 

 

五．教导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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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儿 阿 ， 你 要 在 基 督 耶 稣 的 恩 典 上 刚 强 起 

来 。你 在 许 多 见 证 人 面 前 听 见 我 所 教 训 的 ， 也 要 

交 托 那 忠 心 能 教 导 别 人 的 人 。”（提后 2:1-2） 

 

 “凡 我 所 吩 咐 你 们 的 ， 都 教 训 他 们 遵 守 ， 我 就 

常 与 你 们 同 在 ， 直 到 世 界 的 末 了 。”（太“28:20） 

 

六．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 你 当 竭 力 ， 在 神 面 前 得 蒙 喜 悦 ， 作 无 愧 的 

工 人 ， 按 着 正 意 分 解 真 理 的 道 。”（提后“2:15）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

的智慧。”（提后 3:15） 

 

七、持守真理，抵制异端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

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 好 问 难 争 辩 言 词 ， 

从 此 就 生 出 嫉 妒 ， 分 争 ， 毁 谤 ， 妄 疑 ， 并 那 坏 了 

心 术 ， 失 丧 真 理 之 人 的 争 竞 。 他 们 以 敬 虔 为 得 

利 的 门 路 。”（提前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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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摩 太 阿 ， 你 要 保 守 所 托 付 你 的 ， 躲 避 世 

俗 的 虚 谈 ， 和 那 敌 真 道 似 是 而 非 的 学 问 。” （提

前“6:20） 

 

     “贪 财 是 万 恶 之 根 。 有 人 贪 恋 钱 财 ， 就 被 引 

诱 离 了 真 道 ， 用 许 多 愁 苦 把 自 己 刺 透 了 。但你 这 

属 神 的 人 ， 要 逃 避 这 些 事 ， 追 求 公 义 ， 敬 虔 ， 信 

心 ， 爱 心 ， 忍 耐 ， 温 柔 。”（提前“6:10-11） 

 

八．不偏不倚，合乎圣经原则 

 

      “我 在 神 和 基 督 耶 稣 并 蒙 拣 选 的 天 使 面 前 

嘱 咐 你 ， 要 遵 守 这 些 话 ， 不 可 存 成 见 ， 行 事 也 不 

可 有 偏 心 。”（提前“5:21） 

 

     “惟 有 那 愚 拙 无 学 问 的 辩 论 ， 总 要 弃 绝 。 因 

为 知 道 这 等 事 是 起 争 竞 的 。 然 而 主 的 仆 人 不 可 

争 竞 ， 只 要 温 温 和 和 的 待 众 人 ， 善 于 教 导 ， 存 心 

忍 耐 ，”（提后“2:23-24）  

 

“要 为 从 前 一 次 交 付 圣 徒 的 真 道 ， 竭 力 的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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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 。”（犹 1：3） 

 

九．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 

 

    “不 可 严 责 老 年 人 ， 只 要 劝 他 们 如 同 父 亲 。 

劝 少 年 人 如 同 弟 兄 。劝 老 年 妇 女 如 同 母 亲 。 劝 少 

年 妇 女 如 同 姐 妹 。 总 要 清 清 洁 洁 的 。要 尊 敬 那 真 

为 寡 妇 的 。”（提前“5:1-3） 

 

十．以清洁的良心事奉 

 

      “何 况 基 督 藉 着 永 远 的 灵 ， 将 自 己 无 瑕 无 

疵 献 给 神 ， 他 的 血 岂 不 更 能 洗 净 你 们 的 心 。 （ 原 

文 作 良 心 ） 除 去 你 们 的 死 行 ， 使 你 们 事 奉 那 永 

生 神 麽 。”（来 9:14） “ 

 

“ 我 感 谢 神 ， 就 是 我 接 续 祖 先 ， 用 清 洁 的 良 心 

所 事 奉 的 神 ， 祈 祷 的 时 候 ， 不 住 的 想 念 你 ，”（提

后“1:3）  

 

 “并要 存 清 洁 的 良 心 ， 固 守 真 道 的 奥 秘 。”（提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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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要 逃 避 少 年 的 私 慾 ， 同 那 清 心 祷 告 主 的 

人 追 求 公 义 ， 信 德 ， 仁 爱 ， 和 平 。”（提后 2:22） 

 

 “要 守 这 命 令 ， 毫 不 玷 污 ， 无 可 指 责 ， 直 到 我 们 

的 主 耶 稣 基 督 显 现 。”（提前“6:14） 

 

十一.在圣灵中事奉 

 

    “但 圣 灵 降 临 在 你 们 身 上 ， 你 们 就 必 得 着 能 

力 。 并 要 在 耶 路 撒 冷 ， 犹 太 全 地 ， 和 撒 玛 利 亚 ， 

直 到 地 极 ， 作 我 的 见 证 。”（徒“1:8） 

 

 “从 前 所 交 托 你 的 善 道 ， 你 要 靠 着 那 住 在 我 们 

里 面 的 圣 灵 ， 牢 牢 的 守 着 。”（提后 1:14） 

 

    “圣 灵 明 说 ， 在 后 来 的 时 候 ， 必 有 人 离 弃 真 

道 ， 听 从 那 引 诱 人 的 邪 灵 ， 和 鬼 魔 的 道 理 。”（提

前 4:1） 

 

十二.善待同工 

 

    “赏赐的是耶和华”（ 伯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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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 以 无 论 何 事 ， 你 们 愿 意 人 怎 样 待 你 们 ， 你 

们 也 要 怎 样 待 人 。 因 为 这 就 是 律 法 和 先 知 的 道 

理 。”（太“7:12） 

 

 “ 那 善 于 管 理 教 会 的 长 老 ， 当 以 为 配 受 加 倍 的 

敬 奉 。 那 劳 苦 传 道 教 导 人 的 ， 更 当 如 此 。”（提前

5:17） 

 

十三.遵行神的旨意事奉 

 

    “奉神旨意”作使徒（提前 1:1） 

 “神 救 了 我 们 ， 以 圣 召 召 我 们 ， 不 是 按 我 们 的 

行 为 ， 乃 是 按 他 的 旨 意 ， 和 恩 典 。 这 恩 典 是 万 古 

之 先 ， 在 基 督 耶 稣 里 赐 给 我 们 的 。 ”（ 提后 1:9） 

 

    “那 美 好 的 仗 我 已 经 打 过 了 。 当 跑 的 路 我 已 

经 跑 尽 了 。 所 信 的 道 我 已 经 守 住 了 。从 此 以 后 ， 

有 公 义 的 冠 冕 为 我 存 留 ， 就 是 按 着 公 义 审 判 的 

主 到 了 那 日 要 赐 给 我 的 。 不 但 赐 给 我 ， 也 赐 给 

凡 爱 慕 他 显 现 的 人 。”（提后“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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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篇 : 主耶稣的事奉 ( 上)   

 

    主耶穌是標準的楷模，他是我們的榜样，我們当效法他的事奉。

保罗要人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耶穌說：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太 10：24） 

 

一、从禁食祷告开始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

夜‧‧‧”（太 4：1-2） 

 

耶穌開始出來事奉,先禁食禱告四十晝夜,可能計劃他的事奉方針, 

思想他的天國大業,计划教會的藍圖,屬靈的争战 ‧‧‧ 

 

。 耶穌选十二门徒時,亦通宵祷告,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

夜禱告 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

稱他們為使徒。”(路 6:12-13) 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亦在客西马尼园

迫切的祷告,為著照神的旨意行.他在十字架上也為仇敵祷告,求天父

赦免他們.他由禱告開始,也以禱告結束他道成肉身的事奉. 

摩西、以利亚、尼希米、以斯帖、但以理、保罗,都是從禱告中

得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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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1976 年我在馬來西亞推動“我找到了”华人福音遍傳,由禁

食祷告开始,神非常恩待,雖然遇到意想不到的反對,但神都開路,一切

順利,轟動全馬,成績裴然. 

例二:2003 年我在美國洛杉磯推動 “改變的大能”華人福音遍傳

運動,也是從禁食禱告開始,同時發動信徒聯鎖禱告網,共有上萬小時

的禱告.共舉行了六場大型萬人佈道會,創下了美國華人教會歷史的記

錄,好幾千人信主.禁食禱告肯定是事奉最好的開始. 

 

二、传天国的福音 

 

“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改！」”(太 4:17)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

治各樣的病症。”(太 9:35) 

 

耶穌道肉身有三大重要的任務:第一.傳福音.第二.建立教會.第三.

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 

 

天国是属灵的、永恒的、不朽的、超然的,我們信靠耶穌才能進

天國。国度的事奉，是叫人悔改回转归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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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文斯顿说：”神只有一位独生子，神却差他来做传教士。”利

文斯頓本身到非洲內地去傳福音.我們也當效法耶穌廣傳福音的行動. 

 

三、呼召跟随者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

門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裏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耶穌對他們說：

「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

從了他。從那裏往前走，又看見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

他兄弟約翰，同他們的父親西庇太在船上補網，耶穌就招呼他們，他

們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太 4:18-22)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就對

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太 9：9）  

 

耶穌呼召門徒跟從他,才有事奉的團隊,才能接棒有人.我們不但

自己要跟隨,也要呼召人跟隨耶穌,才能有事奉的團隊. 

 

四、教导门徒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

百姓各樣的病症。”（太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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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訓人。”（路 

13:22）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

來，他就開口教訓他們。”（太 5:1-2） 

 

耶穌是全面性的教导，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导众人。任

何君王、法官读到登山宝训都惊讶其智慧与权柄，耶穌是全方位的教

導。 

 

1、属灵的真福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因

為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飢渴慕義

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

憐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

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太 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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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寶訓論八福：虚心、哀働、温柔、饥渴慕義、怜恤、和睦、

清心、為義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這是屬靈的真福。 

 

2、光明磊落的行为——做光做盐荣耀神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

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

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

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3-16） 

基督徒的好行為，就是好見証。鹽能調味防腐；光能照亮，叫

人看見正確的道路。基督徒當在社會中作光作鹽，榮神益人。 

 

3、不存仇恨之心——不可动怒,以免受审判，當与弟兄和好。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

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有古卷在凡字下加：無緣

無故地〕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

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

好，然後來獻禮物。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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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審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監裏了.我實在告

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從那裏出來。」“（太 5：21-26） 

 

4、不可动淫念——心裏與肉体都不可犯罪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

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

倒，就剜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裏。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

身下入地獄。」「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只是我告

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她作淫婦了；人若

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太 5：27-32） 

 

圣经的婚姻觀是聖潔的,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離。聖經注重思

想的聖潔,思想動淫念就是犯姦淫,若是肉体犯淫亂,就會造成婚姻的

破裂.所以當謹守神的法則,才能幸福成功. 

 

5、当说诚实话——是就说是,不可乱起誓。 

 

“「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

向主謹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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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是 

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

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或譯就是從惡裏出來

的〕。」”（太 5：33-37） 

 

現今的社會,當一個人想護得對方信任時常會輕易的說: “我起

誓!”無形的成了口頭禪,這是非常不好的.我們當說誠實的話,這是牽

涉到誠實與信用. 人一旦背誓是非常不好的,對神對人都是非常嚴重

罪.不隨便起誓是最大的智慧. 

 

6、要爱仇敌——超然的爱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

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

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

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

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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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

行嗎？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

是這樣行嗎？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

5：38-48） 

 

要愛仇敵,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這是超然

的愛.當時羅馬的兵丁,可强迫百姓為他挑擔子同走一里路，耶穌卻說, 

你就同他走二里,第一里路是律法,第二里路是憑愛心。愛能克服人與

人之的仇恨. 

 

7、真的施捨——非假冒为善讨人喜欢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

在你面前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裏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

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施捨的

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

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太 6：1-4） 

 

行善不為人知,不沽名釣譽,不必吹號打鼓,惟恐天下人不知,不必

故意得人的榮耀.施捨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意思行在暗中,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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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偽善,目的不是為叫人知道,因為神是無所不知的, 他必在暗中察

看,甚至報答你。 

 

8、教导如何祷告——态度、内心、内容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

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

們的賞賜。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

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

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

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們禱

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

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

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禁食的時候，

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

賜。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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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太 6：5-18） 

 

    有假冒為善的禱告,有的用許多重複話禱告,耶穌警戒不要效法他

們.耶穌教導：禱告以神的名,神的國,神的旨意為中心;其次才為生活

的需要,對付罪,求主保守,勝過魔鬼的爭戰等禱告. 

主耶穌也教導如何禁食祷告: 

愁容；因為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你禁食的

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不要將禁食禱告變成廣告

宣傳,因為有人禁食禱告 40 天,就惟恐天下人不知,到處宣傳,似乎只求

得人的稱讚。 

 

9、对财宝的投资——不要在地上，要在天上 

 

“

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你的心也在那裏。」”

（太 6：19-21） 

 

現代人最講究投資,很多投資專家均講地上的投資,有的投資股票,

有的投資不動產,有的投資債券,都講回報率.但地上的資財,因遇上經

濟不景氣,有的血本無歸,簡直像 : “被蟲子咬，被賊挖窟窿來偷”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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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宝在那里，心也在那里。”是千真萬確的,若有財寶在銀行的保險

箱,久不久總會去看一下.你若投資天國,你的心就在天上,表示你以天

父的事為念.屬靈的投資既然是在天國,在那裏永不會貶值.所以我們

要作天國的好管家. 

 

10、要心地光明——心所想，眼所看。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

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太 6：22-23） 

 

“眼睛”在此代表志向、慾望、利益、注意力被吸引的方向. “瞭亮”

即全然獻給主,忠心事奉. “昏花”即偏向邪惡,對神的事奉失去感覺.所

以我們心所想,眼所看,都當以神的事為念，才能心地光明。 

 

11、教导价值观——神與財富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

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你們看那天上的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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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

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

譯：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

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

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 神還給它這樣的妝

飾，何況你們呢！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

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

了。」”(太 6：24—34) 

 

A.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事奉財富是暫時的;事奉上帝是屬靈

的,永遠的. 

B.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 

C. 不要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D. 人豈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E.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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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物质都是暫時的，惟有神的旨意永遠常存. 

 

12、不要论断人——眼中的刺與眼中的梁木、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

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

們。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剌，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

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剌』呢？你這假

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

兄眼中的剌。”(太 7:1-5) 

 

不可論斷人的因理: 

A. 你不要論斷人，免得你被論斷. 

B. 你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 

C. 你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 

D.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剌，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E.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

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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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

中的剌. 

G. 不要作假冒為善的人！ 

 

論斷別人的錯處,隱藏自己的弱點是人性最大的劣根性.主觀的論

斷別人,所論的並非事實,就是假冒為善的 “偽君子“. “靜坐常思己

過, 閒談莫論他人非.”是為人基本的道理. 

 

13、要好好的待人——要别人怎样待你，就要怎样待人。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

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

東西給求他的人嗎？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 7：7-12） 

 

祈求、尋找、叩門表示向神禱告，必然得著。 “好東西”根據

路加福音 11：13 乃是 “聖靈”。人有了聖靈才能神與人有正常的

關係。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耶穌說： “你們願意人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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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是積極待人之道。 

 

14、要走属灵的道路——入属灵的门、非世界的门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

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

（太 7：13-14） 

 

        信徒要專一事奉主，全然為主擺上，棄絕屬世的掛慮和娛

樂，“路”與 “門”就顯得 “窄”了。世界不信主的路，放縱情慾，

為所欲為，“門“自然是  “寬”的，“路”目然是 “大”的。但

人生的結局是不同的，入窄門是走永生的路；入寬門是走世界的路，

結果引到滅亡。 

 

15、要作好树结好果子——並防备假先知 

 

    

摘葡萄呢？蒺藜裏豈能摘無花果呢？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

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好果

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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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

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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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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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7：15-23） 

 

     “假先知”即教導錯謬道理的教師，他們 “披著羊皮”，即冒

充是先知

據他們所教訓錯誤的內容，就可判斷是假的。他們要從教會中砍掉，

在第二次死中減亡。 

 

    沒有真正重生的假信徒或假先知，都不能進天國。 “當那

日”，即 “審判之日”，他們甚至申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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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基督之名的假先

知、假教師、假信徒，都不能進神的國，都必須受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所以我們要作好树结好果

子——並防备假先知。 

 

 

16、遵行神的话，建造在磐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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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

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

且倒塌得很大。」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

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太 7：24-29） 

 

    神啟示的話是信仰的根基.我們不單單是聽道,還要行道;我們要

行道,必須先信道,我們所信的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有基督的話才會

有根基, 有如房子蓋在磐石上；

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耶穌的話有神的權柄，是可信可

傳的。 

 

    你願意禁食祷告開始你屬靈的事奉嗎? 

    你願意為主传天国的福音嗎? 

你願意鼓勵信徒跟隨耶穌嗎? 

    你願意領受属灵真正的福氣嗎? 

    你願意為主作光作盐嗎? 

    你願意在主裏不恨人嗎? 

    你願意憑信心爱仇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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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在主裏说诚实话嗎? 

    你願意在主裏真心的施捨,幫助窮人嗎? 

    你願意以神為中心勝過財富的引誘嗎? 

    你願意在主裏不要论断人嗎? 

    你願意在主裏走属灵的道路嗎? 

    你願意在主裏作好树结好果子嗎? 

    你願意在主裏好好的待人嗎? 

    你願意在主裏遵行神的道嗎? 

    你若願意,請你肅立跟我一句一句開聲禱告. 

 

 

附錄 : 主耶稣的事奉 (上)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从禁食祷告开始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

夜‧‧‧”（太 4：1-2）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 神;到了天亮，叫他的

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路 6:12-13)  

 

二、传天国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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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

改！」”(太 4:17)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

治各樣的病症。”(太 9:35) 

 

三、呼召跟随者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

門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裏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耶穌對他們說：

「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就立刻捨了網，跟

從了他。從那裏往前走，又看見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

他兄弟約翰，同他們的父親西庇太在船上補網，耶穌就招呼他們，他

們立刻捨了船，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太 4:18-22) 

 

“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就對

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太 9：9）  

 

四、教导门徒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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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各樣的病症。”（太 4:23） 

 

“耶穌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經過的各城各鄉教訓人。”（路 

13:22）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

來，他就開口教訓他們。”（太 5:1-2） 

 

耶穌是全方位的教導。 

 

1、属灵的真福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因

為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飢渴慕義

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

憐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

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太 5:3-12） 

 

2、光明磊落的行为——做光做盐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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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

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

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

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3-16） 

 

3、不存仇恨之心——不可动怒,以免受审判，當与弟兄和好。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

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有古卷在凡字下加：無緣

無故地〕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

的審斷；

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

好，然後來獻禮物。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

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審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監裏了.我實在告

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從那裏出來。」“（太 5：21-26） 

 

4、不可动淫念——心裏與肉体都不可犯罪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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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

倒，就剜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裏。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

身下入地獄。」「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只是我告

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她作淫婦了；人若

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太 5：27-32） 

 

5、当说诚实话——是就说是,不可乱起誓。 

 

“「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

向主謹守.

為天是 

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

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或譯就是從惡裏出來

的〕。」”（太 5：33-37） 

 

6、要爱仇敌——超然的爱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

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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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

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

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

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

行嗎？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

是這樣行嗎？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

5：38-48） 

 

7、真的施捨——非假冒为善讨人喜欢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

在你面前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裏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

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施捨的

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

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太 6：1-4） 

 

8、教导如何祷告——态度、内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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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

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

們的賞賜。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

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

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

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們禱

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

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

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

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禁食的時候，

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

賜。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只叫你暗中

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太 6：5-18） 

 

 

9、对财宝的投资——不要在地上，要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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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你的心也在那裏。」”

（太 6：19-21） 

 

10、要心地光明——心所想，眼所看。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

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太 6：22-23） 

 

11、教导价值观——神與財富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

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你們看那天上的飛

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

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

譯：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

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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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 神還給它這樣的妝

飾，何況你們呢！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

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

了。」”(太 6：24—34) 

 

A.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事奉財富是暫時的;事奉上帝是屬靈

的,永遠的. 

B.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 

C. 不要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D. 人豈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E.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12、不要论断人——眼中的刺與眼中的梁木、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

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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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剌，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

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剌』呢？你這假

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

兄眼中的剌。”(太 7:1) 

 

不可論斷人的因理: 

A. 你不要論斷人，免得你被論斷. 

B. 你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 

C. 你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 

D.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剌，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E.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

剌』呢？ 

F.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

中的剌. 

G. 不要作假冒為善的人！ 

 

13、要好好的待人——要别人怎样待你，就要怎样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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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

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

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

東西給求他的人嗎？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 7：7-12）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14、要走属灵的道路——入属灵的门、非世界的门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

」”

（太 7：13-14） 

 

15、要作好树结好果子——並防备假先知 

 

    

摘葡萄呢？蒺藜裏豈能摘無花果呢？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

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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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

的人才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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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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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7：15-23） 

 

16、遵行神的话，建造在磐石上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

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

且倒塌得很大。」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

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太 7：24-29） 

 

  

 

第 27 篇 :    主耶穌的事奉   （中） 

 

    上篇已經講了四大點：（一）从禁食祷告开始 。（二）传天

国的福音。（三）呼召跟随者。（四）教导门徒。現在我要接下去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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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點。 

 

五、信心的操练 

 

    主耶穌帶著門徒往各方各處傳道,一面事奉,一面操練他們的信

心. 

 

“百夫長回答說：「主啊，你到我捨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

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這

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

做這事！』他就去做。」耶穌聽見就希奇，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耶穌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時，

他的僕人就好了。”（太 8：8-10，13） 

 

    百夫長深信耶穌有神的能為和權柄,他的話能叫人得醫治,真是出

於信心. 

 

1、平静风浪 

 

“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

海就大大地平靜了。”(太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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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神所創造的,耶穌是宇宙的主宰,他有權柄能力平靜風和

海.門徒學了信心的功課. 

 

2、因信得赦罪 

 

“ 穌見他們的信心，

就對癱子說：「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太 9：2） 

耶穌不但赦免癱子的罪,同時也醫治他的疾病. 

 

3、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因信得醫治。 

 

“耶穌轉過來，看見她，就說：「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從那時候，女人就痊愈了。”（太 9：22） 

 

這位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 耶穌說：“你的信救了你。”，

身体得到痊愈。馬可福音 3：34，耶穌說：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表明她因信靈魂也得救。這女人 “在好些醫生手裏受了許多的苦，

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可 5:26）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神豈有難成的事。 

 

4、瞎子因信得到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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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可憐我們吧！」耶穌進了房子，瞎子就來到他跟前。耶穌說：「你

們信我能做這事嗎？」他們說：「主啊，我們信。」耶穌就摸他們的

（太 9：27-29） 

 

    “大衛的子孫”，這是猶太人對將要來的彌賽亞常用的稱呼（太

12：1，12：23；20：30），瞎子信耶穌是彌賽亞，是神的受膏者，

全了！我們因信經

歷的大能。 

 

    例: 我自己經歷神的醫治. 

 

5、小信因疑感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裏去。」

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

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

他，說：「你真是 神的兒子了。」”（太 14: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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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海上行走，這是超自然定律的神蹟，耶穌許可彼得從水面

上走到他那裏去，彼得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

彼得看環境，見風甚大，就害怕，就失去信心，就要往下沉，就要向

主求救。彼得是個有經驗的魚夫，但他從沒有在水面上行走的經歷，

只有憑著主的吩咐才能。當彼得險境環生時，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

當我們險境環生時，也需耶穌的手拉住我們,我們也要憑信心拉著主

的手。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 神的兒子了。」”耶穌並沒

有說: “豈敢!豈敢!”或說 : “我與你們一樣,不要拜我.”他接受他們的

敬拜,只有神接受人的敬拜.保羅不敢接受人將他當神敬拜. “有城外宙

君，為甚麼做這事呢？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我們傳福音給

你們，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

的永生 神。”(徒 14:13-15) 守本位的天使也不敢接受人的敬拜.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

我說：「這是 神真實的話。」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

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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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啟 19:9-10).

惟獨耶穌是真神,接受所有世人與天使的敬拜. 

 

既然知道耶穌是神,我們又何必小信呢?何必疑惑呢？ 

 

7、大信心必得祝福 

 

“

可憐我！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

他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她走吧。」耶穌說：「我奉差

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那婦人來拜他，說：「主啊，

幫助我！」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婦人說：「主啊，

不錯；但是狗也吃牠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耶穌說：「婦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吧。」從那時候，她女兒

就好了。”(太 15:22) 

 

    那婦人稱耶穌: “主啊，大衛的子孫”,這是彌賽亞的稱號.(參太

9:27,20:30-31)她知道耶穌是惟一能趕出她女兒身上的鬼,所以那婦

人來拜他，說：「主啊，幫助我！」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

狗吃。」這婦人謙卑自己,只看自己是家主的一條狗(因猶太人稱外邦

人為 ‘狗’),也才有資格享受 “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因她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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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得到耶穌的稱讚,她的女兒也得到醫治.那些拒絕耶穌的祭司長

和法利賽人遠遠不如這迦南婦人--大信心必得祝福. 

 

8、小信則無能 

 

“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那裏，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跪下，說：「主

啊，憐憫我的兒子。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裏，屢次跌在水

裏。我帶他到你門徒那裏，他們卻不能醫治他。」耶穌說：「噯！這

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

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裏來吧！」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

子就痊愈了。門徒暗暗地到耶穌跟前，說：「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那

鬼呢？」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

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

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

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或譯：不能趕他出來〕。」”(太 17:14-21) 

 

    不是所有癲癇病都是被鬼附,但此例的確是被鬼附.耶穌責備門徒

和眾人缺乏信心.耶穌告訴門徒: 因信心小不成就屬靈的的醫治.其次 

“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趕鬼是憑信心藉

著耶穌的權柄(可 16:17),有的要禁食禱告才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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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像一粒菜種,也足以 ‘挪山”,當然要合乎神的旨意才能完成.

對神來說沒有一件事他不能作(太 19:29;路 1:37). “並且你們沒有一

件不能做的事了.”在神旨意裏出於信心的事,靠神凡事都能.耶穌說 : 

“ ”(太 21:22)信心是

整個事奉的轉捩點,信心多大,事奉就會多大.這是我們一生所要學習

禱告的功課. 

 

 你相信耶穌能平静风浪嗎? 

    你相信耶穌使你的罪得赦免嗎? 

    你相信耶穌是彌賽亞，是神的受膏者，是有能力權柄治病的嗎? 

    你相信耶穌能醫治你的身体和靈魂的疾病嗎? 

    你相信耶穌能拯救我們脫離環境的危險嗎? 

你相信耶穌是萬福的源頭嗎? 

    你相信耶穌能給信徒權柄趕鬼嗎? 

    你若相信,請你肅立跟我一句一句開聲禱告. 

 

 

附錄 : 主耶穌的事奉  （中）( 投影片用文字檔) 

 

五、信心的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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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夫長回答說：「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

句話，我的僕人就必好了。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對

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你

做這事！』他就去做。」耶穌聽見就希奇，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耶穌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那時，

他的僕人就好了。”（太 8：8-10，13） 

 

1、平静风浪 

 

“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於是起來，斥責風和海，風和

海就大大地平靜了。”(太 8:26) 

 

2、因信得赦罪 

 

“

就對癱子說：「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太 9：2） 

 

3、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因信得醫治。 

 

“耶穌轉過來，看見她，就說：「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從那時候，女人就痊愈了。”（太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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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好些醫生手裏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一點也

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可 5:26） 

 

4、瞎子因信得到醫治 

 

    

孫，可憐我們吧！」耶穌進了房子，瞎子就來到他跟前。耶穌說：「你

們信我能做這事嗎？」他們說：「主啊，我們信。」耶穌就摸他們的

（太 9：27-29） 

 

5、小信因疑感 

 

    “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裏去。」

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

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 神的

兒子了。」”（太 14:28-33） 

 

「諸君，為甚麼做這事呢？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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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給你們，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

其中萬物的永生 神。”(徒 14:13-15)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又對我說：「這是 神真實的話。」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

「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

你要敬拜 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啟 

19:9-10). 

 

7、大信心必得祝福 

 

“

可憐我！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

他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請打發她走吧。」耶穌說：「我奉差

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那婦人來拜他，說：「主啊，

幫助我！」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婦人說：「主啊，

不錯；但是狗也吃牠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耶穌說：「婦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吧。」從那時候，她女兒

就好了。”(太 15:22-28) 

 

8、小信則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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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那裏，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跪下，說：「主

啊，憐憫我的兒子。他害癲癇的病很苦，屢次跌在火裏，屢次跌在水

裏。我帶他到你門徒那裏，他們卻不能醫治他。」耶穌說：「噯！這

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

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裏來吧！」耶穌斥責那鬼，鬼就出來；從此孩

子就痊愈了。門徒暗暗地到耶穌跟前，說：「我們為甚麼不能趕出那

鬼呢？」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

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

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於這一類的鬼，若不

禱告、禁食，他就不出來〔或譯：不能趕他出來〕。」”(太 17:14-21) 

 

“ ”(太 21:22) 

 

 

第 28 篇 : 主耶穌的事奉  (下) 

 

    我在上兩篇信息中已講了五大點：（一）从禁食祷告开

始 。（二）传天国的福音。（三）呼召跟随者。（四）教导门徒。（五）

信心的操练。現在我要接下去講另外七大點。 

 

六、簡樸生活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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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文士來，對他說：「夫子，你無論往哪裏去，我要跟從

你。」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

方。」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太 8:19-22) 

 

有一個文士想藉耶穌出名,因為耶穌醫病趕鬼,行神蹟,以他為老

師,自己也可有好名聲.文士在物質上都有安逸的生活.但耶穌說: “狐

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表明他為天父

的旨意,不在乎地上的物質生活,他居無定所,睡無枕頭,他過著簡樸的

生活.他樹立了生活的榜樣. 

 

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參

路 9:59-60)其實這個人的父親根本沒有死,也沒有在彌留之中.否則,

他早就該在家裏守喪了!怎可能跑來聽耶穌講道呢,?無非他要回家等

候父親百年歸壽之後,得了遺產之後才來跟隨主.主要他勝過親情的捆

綁,勝過物質的慾望.身体死亡的事,由靈性死亡的人來照顧,跟隨主要

抓住時機,是優先的.你所需要的一切,天父必然看顧.(太 6:32-34) 

 

七、训练及差派门徒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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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 9:35-38)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

樣的病症。‧‧‧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

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

羊那裏去。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

長大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

去。”(太 10:1,5-8) 

 

    耶穌帶著門徒往各城各鄉傳道,醫病趕鬼,這是訓練門徒最好的方

法.給他們看見廣大禾田的需要,要他們禱告求天父打發工人去收割屬

靈的莊稼.同時差派他們出去宣教,並且指示他們工作的路線,不要進

外邦人的家,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因為福音從以色列人開始,

神有他的時間表,外邦人乃是在五旬節之後.神藉著天空布袋的異象,

透過彼得突破猶太人的傳統觀念,將福音傳給外邦人.後來神呼召保羅

為外邦人的使徒,將福音從東方帶到西方. 

 

    耶穌訓門徒,並差派門徒.保羅訓練門徒,也差派門徒.我們是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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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榜樣,訓練人又差派人. 

 

八、非宗教规条乃爱心的事奉。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

來吃。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做安息日不可

所做的事，你們沒有念過嗎？他怎麼進了 神的殿，吃了陳設餅，這

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得，惟獨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

所記的，當安息日，祭司在殿裏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你們沒有念

過嗎？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裏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愛憐恤，不喜

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

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穌離開那地方，進了一個會堂。那裏有一

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

思是要控告他。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安息日掉在坑裏，

不把牠抓住，拉上來呢？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

是可以的。」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

原，和那隻手一樣。”(太 12:1-13) 

 

    法利賽人死守安息日的規條, 看見門徒掐起麥穗來吃,就嚴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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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違反舊約的律法(出 20:8-11).耶穌從四方面駁斥法利賽人的控訴.

第一:當大衛逃避所羅門時,祭司曾給他陳設餅吃, 陳設餅通常只給祭

司吃(利 24:9),但大衛認為保命比規條重要.第二:祭司於安息日在殿

裏工作(太 12:5;民 28:9-10,18-19),還是無罪的.第三:耶穌比殿更大

(12：6，41-42)。第四：耶穌是安息日的主，當然有權柄調整安息日

所該作的事。法利賽人專注祭祀的事，耶穌用何 6：6 警告他們：“我

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不能將無罪的當作有罪，愛心勝於規條。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照法利賽人死守安息日的規條，是不可

以的。但耶穌說： “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安息日掉在坑裏，不把

牠抓住，拉上來呢？”人比羊還要尊貴重要，所以耶穌用行動治好病

人，耶穌非用宗教规条乃爱心的事奉。 

 

例一：現代還有猶太人在安息日，病人不準動手術，不準输血 。 

 

例二：現代正有圣品阶级 犹太教信徒，安息日不準開关電灯（所

以要自動化），醫生不準看病人，孩子不準上学。我們要曉得日子是

為人，人不是為日子。耶穌是安息日的主，愛勝過宗教的規條。 

 

九、建立教会完成天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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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說我─

〔有古卷沒有我字〕人子是誰？」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

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裏的一位。」耶穌說：

「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

兒子。」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

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還告訴你，你是

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權柄：原文是

門〕，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

16：13-19） 

 

    當彼得得到啟示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而

說明基督是 “彌賽亞”，是 “受膏者”，他是神，應驗了道成肉身

的預言（賽 9：6；耶 23：5-5；彌 5：2），肯定耶穌的神性，他是永

生神的兒子。有了如此深入的認識，耶穌宣佈建立教會，“我要把我

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耶穌是教會的創立者，他是教會的元首。 

“磐石”有三種解釋：第一：有人認為教會是建造在彼得的見証上。

第二：有人認為教會是建造在基督身上。第三：有人認為教會是建造

在彼得和其他使徒的身上（弗 2：20；啟 21：14）。其實綜合觀之，

三方面都有關係，有基督才有教會，有使徒才能建立教會，有正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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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見証，才能建立真的教會。 

     

    教會的使命是帶著主的權柄能力宣告神的福音，完成天國的使

命。 “天國的鑰匙”是權柄的象徵，因為主信任彼得為管家，所以

授托他有管家的權柄。“陰間的門”不能勝過耶穌的計劃，“陰間的

門”可指身体的死，耶穌的死不會影響教會的建立（太 16：21），因

他死而復活完成救贖的工作。 “捆綁”與 “釋放”就是福音的特

性，“信”的心靈得釋放；不信的仍在罪的捆綁中。彼得在五旬節那

天，他履行了神的特權，有五千人得釋放，接著有三千人悔改。彼得

在哥尼流家中履行了神的特權，使他全家得釋放（徒 10-11 章；15：

19-20）。 

 

十、僕人的事奉。 

 

    “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同她兩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求他一

件事。耶穌說：「你要甚麼呢？」她說：「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

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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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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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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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他們弟兄二人。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

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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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人子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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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8 ） 

 

    世人都想爭取高位，雅各與約翰的母親也盼望能為兩個兒子說

情，爭取高位，盼能成為左丞右相。但另外十個門徒也就惱怒他們弟

兄二人，為甚麼呢？因為他們嘴吧雖然不說，心裏也想爭取高位。這

是人性的弱點。耶穌很清楚的明言，只有天父有照著他恩慈的判斷（太

20：1-16），為誰預備的，就賜給誰。門徒都要為主分受苦難和死亡

的 “杯”，雅各在希律亞基帕一世手中為主殉道（徒 12：1-2）其

他使徒亦在不同地方為主殉道，約翰也在第一世紀末為主殉道。 

 

    關於屬靈事奉的事，不必照外邦君王大臣的管理制度，乃要謙卑

作僕人的服事。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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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道成肉身的彌賽亞，他立下

了服事的榜樣。他為門徒洗腳（約 13：14）。他謙卑以致於死，目的

是作多人的贖價。只有他的死才能真正的贖罪（約 1：29；羅 5：8；

彼前 2：2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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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照天父的心意事奉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

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來到

儆

醒片時嗎？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

卻軟弱了。」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

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太 26:39-42） 

 

    客西馬尼園的禱告，可 14：27-31，路 22：43-44 都有記載。求

你叫這 “杯”離開我，“杯”到底是指甚麼？解經家有幾種不同的

觀點：第一：指十字架的苦難（太 20：22；約 18：11）。第二：指

主憂傷幾乎死（可 14：34-35；來 5：7）。第三：指主背負世人之罪

的苦難（林後 5：21；賽 53：4，6，20）第四：指父神離棄他（可

15：34）儘管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最重要的是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照神的旨意。主耶穌照神的定旨降生，照神

的旨意為罪人死（加 1：4）他遵行神的旨意事奉。 

 

十二、福音的大使命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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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或譯：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1. 神已賜耶穌所有的權柄與能力。 

2．耶穌命令教會去傳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門徒要跟隨主，多

結果子。要有人力動員才能完成大使命。  

3.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們施洗，建立教會，才能永繼經營。  

4. 教训他们遵行主的吩咐，信仰才會有根基。  

5．主應許與我們同在，他差聖靈內住在我們心中，必然會完成福音

的大使命。 

    惟有遵照主的策略，我們才能實現神的計劃。 

 

     你願意過簡樸生活的事奉? 

    你願意為主训练信徒並出去作見証嗎? 

    你願意在主裏憑爱心事奉嗎? 

    你願意在主裏協助建立教会,完成天国的使命嗎? 

    你願意在主裏以僕人的心態事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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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照天父的心意事奉嗎? 

    你願意為福音的大使命與策略盡上本分嗎? 

    如果願意,請你站立跟我一句一句開聲禱告. 

 

 

附錄 : 主耶穌的事奉  (下)  (投影片用文字檔) 

 

六、簡樸生活的事奉。 

 

“有一個文士來，對他說：「夫子，你無論往哪裏去，我要跟從

你。」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

方。」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太 8:19-22) 

 

「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參路 9:59-60) 

 

七、训练及差派门徒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

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 9: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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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趕逐污鬼，並醫治各

樣的病症。‧‧‧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

你們不要走；撒瑪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

羊那裏去。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

長大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

去。”(太 10:1,5-8) 

 

八、非宗教规條乃爱心的事奉。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

來吃。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的門徒做安息日不可

所做的事，你們沒有念過嗎？他怎麼進了 神的殿，吃了陳設餅，這

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得，惟獨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

所記的，當安息日，祭司在殿裏犯了安息日還是沒有罪，你們沒有念

過嗎？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裏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愛憐恤，不喜

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

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穌離開那地方，進了一個會堂。那裏有一

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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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要控告他。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安息日掉在坑裏，

不把牠抓住，拉上來呢？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

是可以的。」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

原，和那隻手一樣。”(太 12:1-13)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 

  

九、建立教会完成天国的使命。 

 

    “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說我─

〔有古卷沒有我字〕人子是誰？」 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

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裏的一位。」耶穌說：

「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

兒子。」 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

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還告訴你，你是

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權柄：原文是

門〕，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

16：13-19） 

 

十、僕人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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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西庇太兒子的母親同她兩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求他一

件事。耶穌說：「你要甚麼呢？」她說：「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

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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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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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

怒他們弟兄二人。耶穌叫了他們來，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

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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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人子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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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8 ） 

 

十一、照天父的心意事奉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

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來到

儆

醒片時嗎？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

卻軟弱了。」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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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太 26:39-42） 

 

十二、福音的大使命與策略。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或譯：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1. 神已賜耶穌所有的權柄與能力。 

2．耶穌命令教會去傳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3.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們施洗，建立教會，才能永繼經營。  

4. 教训他们遵行主的吩咐，信仰才會有根基。  

5．主應許與我們同在，他差聖靈內住在我們心中，必然會完成福音

的大使命。 

 

 

第 29 篇 :  永遠的團圓（中秋節佈道會） 

 

    “中秋節”又稱 “仲秋節”、 “團圓節”。是漢族的傳統節

日，在農曆八月十五日。兩漢時始具雛形，時在立秋日。到唐朝，已



440 

 

出現登台觀月，泛丹賞月，飲酒對月等活動。北宋太宗年間，才定八

月十五日為中秋節。在節日裏，有祭月、拜月、賞月、吃月餅的風俗。

時夜市駢闐，通宵不散，閭里兒童，連宵嬉戲。清代潘榮陛記載： “十

五日祭月，香燈品供之外，則團圓月餅也。”北宋蘇東坡詩： “小

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至明朝，田汝成曰：“八月十五日謂之中

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 

 

    中秋節，天高氣爽，明月高照，千家萬戶，擺上月餅、柚子、花

生、瓜子、茗茶，賞月趣談。全家團圓，但是 “明月曾經照古人，

古人何曾見今時月”。當你離鄉背井時，會 “每逢佳節倍思親”。

甚至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然而，“月有陰、晴、圓、缺，

人有悲、歡、離、合。”蘇東坡說：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何是何年？” 

 

    天上的宮闕，蘇東坡不知道是多長多久？但聖經告訴我們，天國

是屬靈的，是上帝在掌權的，天國是永存的。上帝是超越時間的，他

是自有永有的神；上帝是超越物質的，上帝是靈；上帝是超超空間的，

他是無所不在的；上帝是超超人的智慧，因他是無所不知的。他的國

是我們永遠的家，我們在基督裏才能有永遠的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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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的團圓是暫時的，天上屬靈的家鄉的團圓才是永遠的。 

 

    聖經說：“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

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

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 11:15-16) 

 

    信心的偉人可以看到天上的家,這家遠比地上的家更美.這家在新

天新地的聖城中—天上的耶路撒冷,神與我們同在.約翰說: “我又看見

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

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

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

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

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

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

的。」”(啟 21:1-5) 

 

    地上的家,無論是物質建造的家,或人群組成的家,都是會朽壞的,

天上的家是不會朽壞的;地上的家是暫時的,天上的家是永遠的;地上

的家,是有眼淚、死亡、悲哀、哭號、疼痛,天上的家再沒有眼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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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悲哀、哭號、疼痛;地上的家是羞愧的,天上的家是榮耀的;地上的

家是屬血氣的,天上的家是屬靈的!你想不想得到天上屬靈的家? 

 

    

到父那裏去’。”（約 14:6） 

 

    耶穌是人通神的道路，他為我們的罪而死，神藉著耶穌赦免我們

的罪，他是更美之約的中保。他是有位格的真理。他是生命的源頭，

他是獨一的拯救者。凡信他的都可得到屬靈的天家。 

    耶穌說: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

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

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

去，我在哪裏，叫你們也在那裏。”(約 14:1-3) 

 

    信耶穌是進天家的祕訣.禱告是信心的行動!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

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

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例証一: 大佈道家慕迪離開世界之前告訴家人說: “你們不要傷

心,我不是死啦!我乃是搬家: 從地上搬到天上; 從暫時的,進入永遠的;

從有形的,進入無形的;從軟弱的,進入剛強的;從屬世的,進入屬靈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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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從會朽壞的,進入不會朽壞的;從羞愧的,進入榮耀的.你們要感恩禱

告.”他乃是進入屬靈的家,永遠與耶穌同在，與眾聖徒團契（團圓）。

地上的家乃是暫時的, 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來 11:13) 但在基

督裏,我們 “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弗 

2:19) 

 

    例証二：何培基牧師，因肝病，在喉嚨的血管上結了一個瘤，醫

生建議要在爆炸之前先動手術切除，但仍有高度風險，手術時因流血

過多，何牧師昏迷不醒人事，醫生在急救。何牧師的靈魂暫時離開他

的身体，有如乘著一道光，直到天堂，他見到一個龐然如皇宮的建築

物。 

    天使說： “何牧師，歡迎你回來。” 

    當何牧師進去時，見到有如水晶宮，地上有黃金街，真是歎為觀

止，美不勝收！內中罷著大宴席，但是來的人廖廖無幾。 

    何牧師好奇的問：“為甚麼人這樣少？到底是誰會來？甚麼時候

來？” 

    天使說： “你不需要知道，該來的自動會來，時間到時 

自動會來。” 

    天使又引何牧師到另一大水晶宮，見到內中充滿著五顏六色的光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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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說： “你最喜歡的是甚麼顏色？” 

    何牧師脫口而出： “我最喜歡的是 Orange  color(橘黃色)” 

    天使說: “現在你可進去,光柱就是一道門,會自動的開關.” 

    何牧師趕快說: “不行,我還要回去向太太告別之後,才能來.” 

    天使說: “隨你吧!” 

    何牧師的靈魂回歸身体,他甦醒過來之後,輕聲的告訴太太: “太太,

我現在身体很軟弱,請妳仔細聽著,我是回來向妳告別的.在天堂是好

得無比的,在那裏有黃金街,碧玉城.以後,如妳去天堂,天使問你要甚麼

顏色?妳一定要說 : ‘橘黃色’，因為我會住在裏邊。請妳告訴兩個兒

子，通通要選橘黃色。這樣我們永遠可以再團圓。” 

 

    你願意在基督裏永遠有屬靈的團圓嗎？ 

    你願意相信耶穌為你個人的救主而得永生嗎？ 

    你願意靠聖靈的大能引領家人得屬靈的褔氣嗎？ 

    你願意有人為你代禱嗎？ 

    你願意將重擔御給上帝而過得勝的生活嗎？ 

    如果願意，請你跟我一句一句開聲禱告。 

 

 

附錄 : 永遠的團圓(中秋節佈道會) (投影片用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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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又稱 “仲秋節”、 “團圓節”。 

 

    北宋太宗年間，才定八月十五日為中秋節。 

 

清代潘榮陛記載： “十五日祭月，香燈品供之外，則團圓月餅也。” 

 

    北宋蘇東坡詩： “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 

 

    明朝，田汝成曰：“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

團圓之義。” 

 

    “明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何曾見今時月”。 

 

     “每逢佳節倍思親”。“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 

 

    蘇東坡說：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

何是何年？” 

 

    聖經說：“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

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

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 1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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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

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坐

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這些

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啟 21:1-5) 

 

    

到父那裏去’。”（約 14:6） 

 

    耶穌說: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

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

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

去，我在哪裏，叫你們也在那裏。”(約 14:1-3)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弗 2:19) 

 

 

第 30 篇 :  饒恕与得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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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信息不只是對大家的勉勵，也是對我自已的

提醒。  

    當你受到別人傷害時，為甚麼需要饒恕他 ?  怎樣饒

恕他 ? 饒恕之後到底有何果效 ?怎樣饒恕別人 ,  使自己得

到釋放 ? 怎樣讓你過得勝的生活？事奉更有能力 !  更能榮

神益人，更能復興主的教會。  

饒恕原文是「釋放」 .饒恕即寬恕那些曾經傷害過你的人 ,

不憎恨他們 ,不報仇 ,使你遵行神的主權和旨意 .  

 

一 .  饒恕是神的吩咐  

  

1．  饒恕是神的主權  

 

    耶穌說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

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

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  6 :14-15)  

    絕對聖潔公義的神有權柄饒恕人 ,  他在基督裏饒恕

信徒的罪（弗 4： 32） .  我們若有不饒恕人的罪，就無法

与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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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饒恕人是信徒應有的行動  

 

    雖然饒恕人不是得救的條件，但饒恕是恢復与人有

正常的交通，也能讓我們恢復与神正常的交通。但我們

基於神的饒恕而去饒恕人，這是應有的行動，不是空談

的理論。  

 

3．你應無條件的去饒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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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轉，說：『我懊悔了』，你總要饒恕他。」 (路  17 :3-4)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

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耶穌說：「我

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太  

18:21-22）  

 

彼得的標準是饒恕七次 ;  耶穌的標準是七十個七次 ,  

意思是無條件徹底的饒恕 ,無限的饒恕. 無論有人是故意傷

害你，或無意的傷害你，或善意的傷害你；你都要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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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條件的饒恕他 ,才是真心有效的饒恕 !  

 

    饒恕 ,  心靈的創傷才能得到痊癒 .饒恕可使你與神發

生正常的關係 ,恢復正常的交通 .饒恕可使你與得罪你的

人和好 ,建立正常的人際關係 ,而且杜絕磨平一切的傷害 ,

不再成為你的困擾 ,並且也不給魔鬼留地步 .饒恕使你內

在真正得到更新 ,事奉能繼續的往前 .  教會才能被建造滿

有基督的身量 .  

 

例 :  夫妻生活在一起 ,  多多少少都會有磨擦 ,  不但要彼此

認錯 ,  還要彼此無條件的饒恕 ,  才能白頭偕老。最好在睡覺

前  “先清瀧溝 ” .  彼此認錯，彼此饒恕！  

 

你若不饒恕人 ,  有甚麼害處 ?  

 

（ 1）  你若不饒恕人 ,恨就會在你的記憶中滋長，終身的

折磨你。  

（ 2）  你自己會被捆在憎恨的牢獄中而不能自拔 !  恨會

使你一輩子落在黑暗中 !  

（ 3）憎恨的痛苦會使你失去生命的能量 ,而產生消極悲觀

懷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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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恨會使你失去重建融洽的人際關係 ,  以及為主造

就人的機會 .  

（ 5）「恨」會毀滅「愛」所創造的生命 !  

（ 6）不饒恕人 ,等於將別人的過錯拿來懲罰自己 !  

（ 7）不饒恕人會落入長期苦毒與論斷人的危險中 !  

（ 8）不饒恕心靈會有破口 ,容易被魔鬼趁隙攻擊 !  

（ 9）不饒恕會破壞人與神正常的交通 ,無法結出屬靈的果

子 !  

（ 10）不饒恕人 ,也必不蒙上帝的饒恕 ,  不能与神同行 !  會

影響教會的發展！  

    你想重新得力，過得勝的生活，有效的事奉，榮神

益人嗎？真心的饒恕是你屬靈的起步！  

      

你若饒恕人 ,  將會有甚麼益處 ?  

 

（ 1）  饒恕是心靈的一種手術 ,會給你新的眼光對待

別人 .  

（ 2）  饒恕是愛的行動 ,可以給人重新得力 .  是愛對恨

的解藥 ,也是給人的祝福 !  

（ 3）  饒恕之後 ,痛苦的感覺會消逝 ,  能使過去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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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痊癒，是得勝的標記 .  

（ 4）  饒恕人可使你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 ,向著標竿直

跑 !  積極的參与教會的事奉。 

（ 5）  饒恕人能使你能接納傷害你的人 ,  重新更立健

康的人際關係。  

（ 6）  饒恕人 ,也必蒙神鐃恕 ,  能与神同行 ,這是何等

大的福份，何等大的喜樂 !  

（ 7）靠主恩典憑信心饒恕人 ,使你的事奉大有能力 !  

使教會更和諧 ,  並榮耀主名 .  

     

    聖徑說 :「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

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就必蒙饒

恕〔饒恕：原文是釋放〕」 (路  6 :37)  

    你要主動的不論斷人 ,  主動的不定人的罪 ,  就不被

論斷 ,  不  

被定罪 .  你饒恕人 ,  就必得釋放 .  

 

二 .  怎樣饒恕 ? 

 

1．饒恕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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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

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弗  4 :32)  

 

    不是我們有甚麼善德，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去饒如人 ,  

我們乃  

是在神的恩典中 ,“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  

要   

有恩典慈愛憐憫的心 .  

 

2．在基督裏饒恕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

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西  3 :13)  

神在基督裏饒恕我們 ,  我們也要在主裏去饒恕人 .  

 

3 .憑神的愛去饒恕  

 

   愛是饒恕的動力 !聖經說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

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林前  13 :4-5)

聖靈將愛澆灌在我們心中（羅 5： 5） ,  我們才能有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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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 !  也才有愛的動力 .  

 

    神無條件的愛我們 ,我們也當愛人如己 .我們憑神的

愛去饒恕人 ,真心的饒恕才會為別人祝福 ,別以咒詛代替

祝褔 ,反而要以祝福代替咒詛 .耶穌說  :「咒詛你們的，要

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 (路  6 :28 )憎恨

別人的習慣 ,通常不容易打破 ,但要看見你自己 ,也是需要

被饒恕的 ,若不是神的恩典 ,可能你連饒恕的亮光都看不

見 !你若不饒恕人 ,可能會由氣憤變成憎恨 ,久而久之 ,憎恨

會變成習慣 ,就像毒瘡 ,會越爛越大 ,這是十分危險的 !必須

憑信心立刻對付 ,透過禱告 ,求主加添力量 ,接受聖靈愛的

澆灌 ,以愛代替恨 ,以祝福代替詛咒 !你希望神怎樣祝福你 ,

也求神照樣祝福他們 ;如此內在才能更新事奉 !  才能与人

和睦同居 .  

4 .  從心裏饒恕  

 

    人在受傷害時 ,常會被痛苦所蒙蔽 .當你被侮辱時 ,  

可能會一輩子 ,記住那一次的痛苦經歷 ,但你不需要一輩

子被憎恨來啃噬你光彩的生命 ,你只要從心裏真誠的饒恕

對方 ,為他禱告 ,甚至說  :「天父啊 !他所作的 ,他並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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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是何等的傷害 !求主饒恕他 !也幫助我忘記背後 ,努力

面前 ,向著屬靈的標竿直跑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

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太  18 :35)當你

憑信心禱告之後 ,必會更新變化 !  

 

    約瑟從心裏饒怒他哥哥們 ,出賣他所受的傷害 ,他反

而看見神的引導和恩典 ,他安慰弟兄們說 :「現在，不要因

為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

為要保全生命。」 (創  45 :5)「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

等地善，何等地美！」 (詩  133:1 )  

     

5 .  為對方禱告  

 

    要為傷害你的人作正面的禱告 ,不要作反面的控訴 .

虔誠的為對方禱告 ,你內在的生命自然會更新變化 !  

 

    司提反 ,為用石頭打他的人禱告 :「主啊，不要將這

罪歸於他們！」 (徒  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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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 ,為釘他的人禱告 :「父啊！赦免

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  23 :34)   這

種偉大無私赦免的代禱 ,真是我們的好榜樣 .  

 

例証 :  我在馬來西亞曾被一宗派的會督嫉妒攻擊造謠說 :  

“鄭國治開創學園傳道會是要建立自已的教會 ,  我們的教

派所有的教會不能与他合作 ,  不要請他來開培訓或講

道 .”  這是何等大的傷害。  

 

例証二 :  在吉隆坡有一教區長 ,  當我們買一同工宿舍 ,一

間小排屋 ,  他就造謠說 :  “鄭國治買一楝大房子 ,  準備要開

教會了, 你們不要去參加.” 我受到很大的傷害, 對工作也受打擊, 他

們是老一輩的牧師,我不去找他們理論, 或爭吵. 我只有一條路, 就是

效法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禱告: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

做的，他們不曉得。”當我禱告之後一切的重擔全都消逝 ,  

讓我重新得力，繼續往前做正面的事奉。. 

   

“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

給凡求告你的人。 ” (詩  8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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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憑信心饒恕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

後  5 :7)  

 

    若對方拒絕悔改 ,也拒絕你的饒恕 ,是否還要饒恕他 ?  

為著神的榮耀 ,  為著教會的建造 ,為著你自己靈性的建造 ,

還是要憑信心 ,饒恕那些不肯悔改的人 ,我們無權 ,也不能

命令對方悔改 ,但對方卻應向自己的行為負責 ,而且他們

將來還要面對真神 !你因饒恕他 ,自己反而得復興 .更何況

主吩咐要饒恕人 ,甚至進一步要愛你的仇敵 .  

 

    例証 :  我去大陸事奉第三年 ,  美國竟然有一反對公開教

會華人牧師寫文章攻擊我說: “鄭國治被並沒有分辨大是大非 ,  

他被收買了 ,  他完全被免費的招待，他被利用了 !”  講了很

多毀謗的話，破壞我形像的話，都非事實！  我們每次都

是自費進中國事奉 ,  每次交費，都有收据証明 .  我素來是

以聖經為是非的標準。不是以他們個人的好惡為標準。



457 

 

雖然我受到嚴重的傷害 ,  但我還是憑信心饒恕他 ,  結果我

自己得到釋放 ,  如今我已經去中國 18 年了 ,  訪問中國 35

次 ,  向二百多萬人証道 .  已經培訓了 9 萬 2 千多人個人佈

道 .  培訓了 1 万 1 千多位教牧義工傳道。事實証明我為主

所做的是對的！  

 

7 .饒恕之後不能有後遺症  

 

    怎樣才不能有後遺症 ? 

 

(1)  不要再發怨言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 (彼前  4 :9)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 (腓  2 :14)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

命的所滅。 ” (林前  10 :10)  

 

    不發怨言，包括言語上不發怨言，也包括在文字上，

書信上、網站上、Emai l 上、包括任何形式上都不發怨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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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真的不發怨言！  

 

    例証 :  發怨言可怕的例子 .  “眾百姓發怨言，他們的

惡語達到耶和華的耳中。耶和華聽見了就怒氣發作，使

火在他們中間焚燒，直燒到營的邊界。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和華，火就熄了。 ” (民  11 :1-2)  

 

(2)  不再論斷別人  

 

“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

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 ” (雅  4 :12)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

麼事上論斷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

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審判他。你這人哪，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嗎？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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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蓄忿怒，以致神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他

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

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 .” (羅 2:1-7)  

    ,  你就是藐視他豐富的

恩慈、寬容、忍耐，為自己積蓄忿怒 .  你若悔改 ,  恆心行

善、尋求榮耀、尊貴，不能朽壞之福的，神就以永生報

應他們 !  你要的是那一种 ?  當然是不能朽壞之福！  

 

附錄   饒恕与得勝（上）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 .  饒恕是神的吩咐  

  

1.  饒恕是神的主權  

 

    耶穌說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

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

饒恕你們的過犯。」 (太  6 :14-15)  

 

2．饒恕人是信徒應有的行動  

 

3．你應無條件的去饒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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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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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轉，說：『我懊悔了』，你總要饒恕他。」 (路  17 :3-4)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

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耶穌說：「我

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太  

18:21-22）  

 

你若不饒恕人 ,  有甚麼害處 ?  

 

你若饒恕人 ,  將會有甚麼益處 ?  

 

    「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

罪，就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就必蒙饒恕〔饒

恕：原文是釋放〕」 (路  6 :37)  

 

二 .  怎樣饒恕 ? 

 

1．饒恕的心態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



461 

 

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弗  4 :32)  

 

2．在基督裏饒恕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

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西  3 :13)  

 

3 .憑神的愛去饒恕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

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

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林前  13 :4-5)   

「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

告！」 (路  6 :28)  

 

4 .  從心裏饒恕  

 

「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

待你們了。」 (太  18 :35)   

     

「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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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 (創  45 :5)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詩  

133:1)  

     

5 .  為對方禱告  

 

「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徒  7 :60 )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路  23 :34)   

   

“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

給凡求告你的人。 ” (詩  86 :5 ) 

 

6 .  憑信心饒恕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

後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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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饒恕之後不能有後遺症  

 

    怎樣才不能有後遺症 ? 

(1)  不要再發怨言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 (彼前  4 :9)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 (腓  2 :14)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

命的所滅。 ” (林前  10 :10)  

 

“眾百姓發怨言，他們的惡語達到耶和華的耳中。耶和華

聽見了就怒氣發作，使火在他們中間焚燒，直燒到營的

邊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華，火就熄了。” (民  

11 :1 -2)  

 

(2)  不再論斷別人  

 

“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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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 ” (雅  4 :12)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

麼事上論斷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

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審判他。你這人哪，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嗎？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

積蓄忿怒，以致神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他

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

貴，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 .” (羅 2:1 -7)  

     

 

第 31 篇 : 饒恕与得勝（下）   

 

    饒恕与得勝，上次我已講了兩大點：一。饒恕是神

的吩咐。二。怎樣饒恕？現在我要講第三點。  

 

三 .  饒恕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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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饒恕是和解的基礎  

 

     當你饒恕人時 ,  雖然不能改變過去的事實 ,或減輕

過去的罪 ,但在心靈上 ,能叫人得平安 ,自己得釋放 ,  与對

方達到和解 .  以後才能同心事奉 .  

 

例証 :  最使人激勵的 ,就是大衛對掃羅王的饒恕 ,掃羅嫉恨

大衛 ,甚至親自帶兵追殺大衛 .大衛只得逃亡於洞穴山林

曠野之中 ,但大衛敬畏神 ,沒有懷恨於心中 .當掃羅來到大

衛暱藏的山洞睡覺時 .大衛雖可舉手之勞將他殺死 ,但他

卻饒他一命 ,沒有傷害神的受膏者 ,此種偉大的胸懷 ,令掃

羅悔罪和解 .「掃羅說：  ‘我有罪了！我兒大衛，你可以

回來，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為寶貴；我必不再加害於你。

我是糊塗人，大大錯了。 ’大衛說：  ‘王的槍在這裏，可

以吩咐一個僕人過來拿去。今日耶和華將王交在我手

裏，我卻不肯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耶和華必照各人

的公義誠實報應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願耶和華也

重看我的性命，並且拯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掃羅對大衛

說：  ‘我兒大衛，願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勝。 ’

於是大衛起行，掃羅回他的本處去了。」(撒上  26 :2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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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必蒙大福，必做大事，也必得勝 !大衛得到真正

的釋放 ,他真誠的愛和無限的饒恕 ,他不「以惡報惡」.他沒

有因掃羅王家的敗落幸災樂禍 .  掃羅王與約拿單戰死時 ,

大衛弔掃羅與他兒子約拿單 ,他作哀歌說 :  

 

    「以色列啊，你尊榮者在山上被殺！大英雄何竟死

亡！不要在迦特報告；不要在亞實基倫街上傳揚；

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歡樂；免得未受割禮之人的女子

矜誇。基利波山哪，願你那裏沒有雨露！願你田地

無土產可作供物！因為英雄的盾牌 ,在那裏被污丟

棄；掃羅的盾牌 ,彷彿未曾抹油。約拿單的弓箭 ,非

流敵人的血不退縮；掃羅的刀劍 ,非剖勇士的油不

收回。掃羅和約拿單─活時相悅相愛，死時也不分

離─他們比鷹更快，比獅子還強。以色列的女子

啊，當為掃羅哭號！他曾使你們穿朱紅色的美衣，

使你們衣服有黃金的妝飾。英雄何竟在陣上仆倒！

約拿單何竟在山上被殺！我兄約拿單哪，我為你悲

傷！我甚喜悅你！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

婦女的愛情。英雄何竟仆倒！戰具何竟滅沒！」(撒



467 

 

下  1 :19-27)  

 

    當我讀到如此偉大情愫的哀歌 ,我禁不住的掉下了

眼淚 .不僅如此 ,大衛顧念約拿單的請求 ,大衛問說：「掃羅

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的緣故向他施恩。」

(撒下  9 :1)  他打發人將約拿單的兒子米非波設召了來 ,

並且將其祖掃羅王的產業歸給他 ,且說 :「米非波設必與我

同席吃飯，如王的兒子一樣。」(撒下  9 :11 )  大衛不記前

恨 ,反而因愛惜上一代兼顧下一帶 ,他是真正得釋放的得

勝者 !  

 

    2 .  在基督裏得釋放  

 

     聖經的原則是 ,在基督裏得釋放 ,得自由 .耶穌說  :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  8 :32)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  

8 :36 )  基督是饒恕的源頭 ,  我們饒恕人 ,  天父也必饒恕我

們 ,  真理是得自由的基礎 .透過聖靈的動工 ,我們完全可得

釋放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

(林後  3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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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

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

死的律了。」 (羅  8 :1-2)  

 

    哈利路亞 !在基督裏 ,藉著聖靈生命的律 ,我們完全得

釋放 ,得自由 !  

 

    3 .  從心靈裏得釋放  

 

    若只是外表的饒恕 ,不從內心真誠的饒恕 ,還是不能

釋放 .「因為公義的神察驗人的心腸肺腑。」 (詩  7 :9 )  知

道人的心思意念 !我們不能欺騙人 ,欺騙自己 ,更不能欺騙

神 !  真誠饒恕別人 ,  你可從受創傷痛苦的  “牢獄中 ”得釋

放 .  

 

    “但你是樂意饒恕人，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

有豐盛慈愛的神，並不丟棄他們。 ” (尼  9:17)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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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 (太  6:14)  

一個人蒙神的饒恕心靈是何等的釋放 .  

 

    4 .  饒恕自己 ,  不再自我定罪  

 

     你不但要饒恕人 ,還要饒恕自己 .因為你也是人 ,你

會傷害人 ,也會傷害自己 .你不一定是故意的傷害人 ,但因

你的愚拙 ,甚至你的善意 ,都會無意的傷害人 .有時會因你

犯下錯誤的行為 ,而痛苦的自責 .怎樣才能饒恕自己 ,首先

必須對自己坦白 ,面對現實 ,承認自己的過錯 .要理智清醒 ,

不能感情用事 .要有勇氣面對別人的指責 .要十分清楚你

為甚麼要饒恕 ?一次只能饒恕一件事 ,不能太籠統的饒恕 .

一件一件的對付 .你既是饒恕者 ,也是被饒恕的人 .  你要憑

信心求神饒恕 ,且相信主耶穌的寶血已洗淨你一切的過犯 .

聖經說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

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說

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

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

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裏了。」(約一  1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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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真誠承認自已的過犯 ,  罪就被洗淨 ,得著釋放 ,不但

恢復與神正常的交通 ,也與自己和好 .使內在更新 ,重新得

力 !事奉更新鮮活潑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

罪了。」 (羅  8 :1 )  

    「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 ,

賜給凡求告你的人。」 (詩  86 :5)  

 

5 .  彼此饒恕可勝過魔鬼的詭計 ? 

 

    魔鬼也會給人錯誤的思想 ,恨人與殺人的意念 ,因為

他是撒謊之人的父 .  他以謊言引誘夏娃 ,他是迷惑普天下

的 (啟 12:9) ,他充滿了各樣的詭計 (弗 6:11) ,他給人錯誤的

意念 ,他將賣耶穌的意念放在加略人猶大的心裏 (約 13:2) .

保羅說  :「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

得他的詭計。」 (林後  2 :11)  所以你心中若有任何恨人的

意念 ,想殺人的意念 ,  想自殺的意念 ,  想淫亂的意念 ,  想

咒詛人的意念 ,  都當立刻禱告、認罪 ,求主寶血遮蓋 ,並奉

主耶穌的名 ,驅逐出去 ,宣告割斷所有恨惡的意念 .  

 

    例 :  有人寫文章在一雜誌上論斷我在中國大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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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  甚至寫信要求我寫文章在同一雜誌上与他辯論 .  我知

道是魔鬼的詭計 ,  若一辯論會越抹越黑 ,  因為相罵沒好口 ,  

會花掉我很多時間 ,  很多精力 ,  而犧牲了很多正面的工作 .  

我一個字都不寫 ,  積極的往前傳福音 .  感謝主 !  現在沒有

人再寫文章批評論斷了 .  我們靠主勝過魔鬼的詭計 .  

 

6. 饒恕能過得勝生活, 榮神益人, 建立健康的教會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

的榮耀。」 (箴  19 :11)  

例: 哥林多教會分爭結黨, 有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

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林前 1:12) 保羅說: “弟

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

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林前 1:10) 怎樣才能彼此相合? 

彼此認錯, 彼此饒恕, 彼此都下自己的寶座,尊主為教會的元首, 照神

的旨意事奉. 你不但能過得勝的生活, 還能建立基督的身体, 並榮神

益人! 你願意過得勝生活? 你願意榮神益人? 你願意建立健康的教

會? 你願意嗎？如果願意. 請你找適當的時間去与傷害你的人和

解，彼此饒恕，使你們靠主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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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饒恕与得勝（下）投影片用文字檔 

 

三 .  饒恕的果效  

 

1 .  饒恕是和解的基礎  

 

「掃羅說：  ‘我有罪了！我兒大衛，你可以回來，因你

今日看我的性命為寶貴；我必不再加害於你。我是糊塗

人，大大錯了。 ’大衛說：  ‘王的槍在這裏，可以吩咐一

個僕人過來拿去。今日耶和華將王交在我手裏，我卻不

肯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耶和華必照各人的公義誠實

報應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願耶和華也重看我的性

命，並且拯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掃羅對大衛說：  ‘我兒

大衛，願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勝。 ’於是大衛起

行，掃羅回他的本處去了。」 (撒上  26 :21-25)  

 

    「以色列啊，你尊榮者在山上被殺！大英雄何竟死

亡！不要在迦特報告；不要在亞實基倫街上傳揚；

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歡樂；免得未受割禮之人的女子

矜誇。基利波山哪，願你那裏沒有雨露！願你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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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土產可作供物！因為英雄的盾牌 ,在那裏被污丟

棄；掃羅的盾牌 ,彷彿未曾抹油。約拿單的弓箭 ,非

流敵人的血不退縮；掃羅的刀劍 ,非剖勇士的油不

收回。掃羅和約拿單─活時相悅相愛，死時也不分

離─他們比鷹更快，比獅子還強。以色列的女子

啊，當為掃羅哭號！他曾使你們穿朱紅色的美衣，

使你們衣服有黃金的妝飾。英雄何竟在陣上仆倒！

約拿單何竟在山上被殺！我兄約拿單哪，我為你悲

傷！我甚喜悅你！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

婦女的愛情。英雄何竟仆倒！戰具何竟滅沒！」(撒

下  1 :19-27)  

 

    大衛問說：「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

單的緣故向他施恩。」 (撒下  9 :1 )  

「米非波設必與我同席吃飯，如王的兒子一樣。」 (撒下  

9 :11 )   

 

2 .  在基督裏得釋放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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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2)「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約  8 :36)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 (林

後  3 :17)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

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

死的律了。」 (羅  8 :1-2)  

 

3 .  從心靈裏得釋放  

 

    「因為公義的神察驗人的心腸肺腑。」 (詩  7 :9)   

 

    “但你是樂意饒恕人，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

有豐盛慈愛的神，並不丟棄他們。 ” (尼  9:17)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

犯 .” (太  6:14)  

4 .  饒恕自己 ,  不再自我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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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

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說

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

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

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裏了。」(約一  1 :7-10)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 (羅  8 :1)  

    「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 ,

賜給凡求告你的人。」 (詩  86 :5)  

 

5 .  彼此饒恕可勝過魔鬼的詭計 ? 

 

    「免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

他的詭計。」 (林後  2 :11 )   

 

6．饒恕能過得勝生活, 榮神益人, 建立健康的教會 

 

 

    「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

的榮耀。」 (箴  1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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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

的」；「我是屬基督的」。”（林前 10：12））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

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林前 1:10） 

 

 

第 32 篇  認識時代的危機與福音佈道的動力（一） 

 

    時代的危機自古至今都存在，雖然有的加上新的名稱，其實早就

存在。大有智慧的所羅門王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

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 3:15)但我們必須認識時代的危機是

甚麼？福音佈道的動力秘訣何在？為甚麼福音佈道的動力能轉移時

代的危機？ 

 

    耶穌被釘十字時，“彼拉多又用牌子寫了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

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有許多猶太人念這名

號；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與城相近，並且是用希伯來、羅馬、

希臘三樣文字寫的。”（約 19：19-20）用希伯來文代表猶太人的宗

教；用羅馬文代表羅馬的政治；用希臘文代表希臘的文化哲學。這三

種危機，延至今天仍然存在。然而，福音佈道的動力--聖靈的大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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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時代的危機。 

 

一． 宗教的危機 

 

    主耶穌道成肉身，在地上行善事，他叫瞎眼的看見，長大痲瘋的

得潔淨，瘸腿的行走，啞吧的說話，耳聾的聽見，患血漏的婦人得醫

治，趕出汙鬼，醫治各樣的病症，叫睚魯的女兒復活，叫拿因寡婦的

兒子復活，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他平靜風浪，使水變酒叫婚筵充滿

喜樂，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吃飽，如此打起燈籠都找不到的天下第一超

人，第一善人，惟一的神子，是任何教主或宗教家辦不到的。但是，

耶穌為甚麼會被釘十字架？第一個原因是宗教的問題，當時的祭司

長、長老、文士、法利賽人，這批宗教狂熱份子因嫉妒都想消滅耶穌

（可 3：6，11：18；太 12：14，27：18-20）。他們認為猶太人如果

都跟隨耶穌的信仰，猶太教就會消逝，就沒有群眾；進一步，他們不

認識耶穌是舊約預言的彌賽亞，是神的兒子。他們竟用不法的人將他

釘在十字架上，卻成就了神的救贖的旨意。（徒 2：22-23） 

 

    宗教的危機必須靠福音佈道的動力---聖靈的大能方能解救。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



478 

 

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那時，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

路撒冷。這聲音一響，眾人都來聚集，各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

話，就甚納悶；都驚訝希奇說：「看哪，這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   

克裡特和阿拉伯人，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

（徒 2:1-7，11） 

 

    門徒被聖靈充滿，主要的使命是傳福音，講說神的大作為。彼得

被聖靈充滿，公開向數萬人佈道，傳福音的動力非常顯明，有人聽了

覺得扎心，有人蒙受光照，“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

門徒約添了三千人。”（徒 2：41）  

 後來彼得再一次佈道，光是男丁就有五千人得救（徒 4：4）。彼得

是一位沒有知識的小民（徒 4：13），是加利利的魚夫，為甚麼傳福

音有如此大的動力？秘訣何在？因他被聖靈充滿，講道就帶著能力、

權柄、威嚴！ 

 

    福音佈道的動力不是靠人的口才，不是靠宗教的禮儀活動，完全

是靠聖靈的大能。初期教會，門徒被聖靈充滿，所傳的福音帶著動力，

就是猶太教的祭司也有人信主。“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

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徒 6:7）猶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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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是受過高等教育及嚴格神學訓練的，只有聖靈的大能才能攻破宗

教的壁壘。     

 

   宗教的危機自古至今都存在，現代宗教危機更為慘烈。美國九一  

一事件發生之後，宗教與宗教的矛盾越來越提高，次數也越來越多，

範圍也越來越大，牽涉的國家也越來越多，問題也越來越複雜，甚至

滲入政治、民族、經濟、宗教四合一，真是剪不斷，理還亂。宗教的

危機將會持續到主耶穌再來。我們的責任就是靠著聖靈的大能，盡快

向他們傳福音。 

 

二． 政治的危機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用羅馬文寫著：“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

耶穌。”這是被定罪的理由，因為當時羅馬帝國統治大部份的天下，

耶路撒冷是在羅馬帝國統治之下。羅馬政權只有凱撒為大王，除了分

封的王之外，沒有任何人可稱王，若有就是犯了叛國罪，成為政治犯，

這是政治的危機。 

 

    其實耶穌是王，不是道成肉身的時候在地上作王。“耶穌回答

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

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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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國是屬靈的，屬天的，永存的。他是萬王之王（提前 6：15；

啟 17：14；19：16），我們不能只注重地上的王國，因地上的王國都

會被歷史所淘汰。三皇五帝夏商周，戰國歸秦及漢劉，吳魏晉中南北

驥，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如今安在？豈不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

風流人物！亞述、巴比倫、瑪代、波斯、羅馬帝國，盡都被歷史所淘

汰！惟獨上帝的國是永遠常存的。啟示錄記載：“天上就有大聲音

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啟 11：15）天國是榮耀的，神聖的，永遠的。你人生的目標是甚

麼？你的盼望在那裡？在地上的國？或是基督的天國？ 

 

    當耶穌降生的時候，政治的危機立刻爆炸。東方博士朝拜耶穌，

假冒為善的希律王套問耶穌的降生地，結果用政治的手段殺害兩歲以

內的男丁，聖經說：“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

歲以裡的，都殺盡了。”（太 2:16）目的是為消滅耶穌。但人的政

治手段不能高過神的主權和計劃。人的政權，也是神所賜的。人的政

治遊戲永遠敗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們不當以政治為中心，乃是當以

神為中心。 

 

    羅馬帝國利用其政治的力量想剷除基督徒，消滅基督教。當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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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有的被釘十字架，有的被扔入獅子坑，有的被火焚燒，有的被酷

刑而死，有的被水淹死，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燒聖經，燒聚會所和教

堂，想盡辦法要消滅基督教。但政治只能管人的外在，控制人的行動，

刑罰人，對付人，但它不能改變人的內心和生命，只有基督的福音藉

著聖靈大能使人重生（約 3：1-6），能叫人成為新造的人（林後 5：

17） 

 

    早期羅馬帝國意氣風發的想利用政治的力量消滅基督教。真是意

想不到羅馬皇帝君士但丁竟然被聖靈感召成為基督徒。“君士坦丁一

世（大帝），（Constantinus I Magnus，272—337），羅馬皇帝。他是

世界歷史上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 

 

      西元 312 年一天夜裡，羅馬附近的米爾維亞橋，憂思滿腹的君

士坦丁正在對第二天即將到來的大戰感到發愁，當他眺望星空之際，

突然看到蒼茫的天空中突然出現 了四個碩大無比的火紅色的十字

架，伴隨著這樣的字樣：“依靠此，你將大獲全勝”。據說在基督的

佑護下擊敗了挑戰者馬克森提，統一了西部帝國。313 年，君士坦丁

和東部皇帝李錫尼聯合頒佈了《米蘭敕令》，給予基督教以合法地位，

並歸還了以前所沒收的基督教堂和財產。這是基督教發展歷程中的重

大轉折。君士坦丁從未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但他的政策明顯是鼓勵該

http://baike.baidu.com/view/9150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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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發展。為説明教會統一教義和組織。君士坦丁於 323 年在尼西亞

召集了主教大會，這是基督教歷史上一次宗教大集結。大會通過了《尼

西亞信條》，堅持了正統教會的三位一體說為正統，斥責阿裡烏斯派

為異端，將阿裡烏斯革除出教會。  

  337 年，君士坦丁臨終前接受了洗禮，以一個基督徒的真面目升

向他所盼望的天國。 

          經君士坦丁時代之後，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動搖，終於在

392 年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開始了在西方文化史上惟我獨尊的時

代。”（摘自網上百度百科）    

 

    現代已有很多政治家、總統、君王、國家領袖是基督徒。神的靈

能改變政治領袖，所以我們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

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提前 2:1-2）深信政治的危機可

變為轉機。 

 

    時代在轉變，現代政治危機更是嚴重，印尼有些政治團體利用宗

教的名義製造混亂與不安，印尼有一千多間教堂被人縱火燒毀，有牧

師被燒死，信徒被強姦、被殺。直到如今，沒有逮過一個燒教堂的人

坐監牢，可想而知，事態並非簡單！ 

 

http://baike.baidu.com/view/37777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777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39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39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93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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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東如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也有教堂被燒、被炸，信

徒被殺。這些都是政治的危機，也是末日的兆頭。所以我們要趕快傳

有動力的福音，靠著聖靈的大能，單單的傳講基督，並將果效交托給

神。曾任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說: “我很難看到世界的和平的曙光, 除

非人類有屬靈的重生方能有希望!” 

 

 

三。哲學的危機 

 

    哲學範圍非常廣範，它對信仰有很大的危機；哲學主要是以人為

本位，而不是以神為本位, 所以人本與神本常會對立.。哲學常提出問

題？聖經卻是提出答案。大哲學家康德提出四個問題：. “我能認知什

麼？ 我應該做什麼？ 我希望什麼？ 人是什麼？”這些基本問題，神

早就在聖經裏給人答案: “我最重要的要認知耶穌為個人的救主(約

3:16); 我該遵行神的旨意而活(弗 6:6; 西 4:12); 我希望今生完成神

的託付, 並在永恆裡與主同在(啟 21:3);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創

1:26-27)”. 有神就有答案. 

 

1． 智慧派的危機 

 

    保羅時代智慧派(諾斯底派) 的危機.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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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於一世紀末二世紀初，“諾斯底”希臘文字義是「知識」，他的

理論是認為每一個星球都有一個屬靈的統制者，在不同的星球有不同

的影響力，並將和地球會分開，諾斯底對人們實際的生活有兩方面的

影響，第一身體是超道 德的，所以放縱情欲是沒有關係的。第二物

質的身體是沒有真實價值的，所以人可以自己盡情的放縱也可以克制

己身，而諾斯底他們都比較于偏向於克制己身。 瞭解這個核心信念

的鑰匙就是要透過擁有「靈知」（Gnosis），或譯「真知」），靈知在希

臘文原文是指透過個人經驗所獲得的一種知識或意識。諾斯底主義者

相信透過這種超凡的經驗，可使他們脫離無知及現世。(摘自百度百

科網站) 但保羅說:“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

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我們講

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

得榮耀的。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

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

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

了。”(林前 2:6-10) 

 

    在世上智慧派的哲學思想, 只不過是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 沒有

赦罪,沒有救恩, 沒有永生, 沒有得勝,沒有國度的盼望. 但神奧秘的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88%E7%9F%A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7%98%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7%98%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D%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8%AD%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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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人憑自已的智慧不能

理解神的奧秘, 

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我們福音佈道的動力, 乃是靠聖靈的大能

才能破解智慧派的哲學思想. 

 

    二千七百年前以賽亞時代因人不認識神,就自高自大以智慧自誇: 

聖經說: “禍哉！那些自以為有智慧，自看為通達的人。”(賽 5:21) 為

甚麼會禍哉? “因為他們厭棄萬軍之耶和華的訓誨，藐視以色列聖者

的言語。”(賽 5:24) 神讓亞述國來刑罰他們, 使他們經歷黑暗艱難痛

苦. 現代人也是以世上的智慧自誇, 自以為是有科學頭腦, 有學問, 

有知識, 反而譏笑基督徒信洋教. 禍哉! 他們將來要受上帝白色大寶

座的審判. 有真知灼見的科學家, 如天文學家牛頓、發明家愛迪生、

天文學家加利略、美國太空飛行計畫專家華特勃克(Walter F. Burke)

都信上帝, 蓋洛普統計調查前三世紀大科學家 300 位, 相信有神者

242 位. 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當敬畏神, 順服其訓誨, 必要蒙福.  

    聖經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華是

永遠當讚美的！”（詩 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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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危機 

 

    人的整體知識，由感覺、理智及神的啟示而來。抽象的理論也能

幫助人認識感覺現象中的本質，而人的意志與感受也是重要的一部

份。若否認以上任一項的因素與特質，而單單強調人的「理智」，那

就是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者認為 “理性”是人類一切知識的來源。他們否認感覺

知識的獨立性，並且強調「理性」是一切知識及一切存在最高的標準。

無形地將「人本」提高到最高的權威，而忽略神的存在。 

    神學理性主義（Theological Rationalism）則以理性為標準去判斷

信仰與啟示，而否認一切超理性的事，並且不信超然的神蹟和一切奧

祕的特質，他們否認啟示宗教，而只承認純理性的宗教。這是信仰上

最大的危機! 

 

    「超理性」是針對「有限理性」而言。屬於上帝及靈界的範圍都

是超理性（Supra-Rational），也是超自然的。超理性並不是違反理性，

或非理性, 超理性乃是神性的表彰。 

 

神的啟示與理性主義的觀點有甚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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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是基督藉著聖靈特別的啟示；但理性主義者，卻不相信超然

屬天的啟示。 

 

    「理性主義的哲學家（笛卡兒、康得、斐希特、謝林、黑格爾）

認為無論何種形式的啟示，其唯一根源是人類的理性。這種哲學只承

認自然的宗教，否定所有超自然的屬天啟示的存在。一個理性主義者

有時也可能會承認超自然宗教的可能性，但卻堅持神的干預在宗教裡

是不重要的」（“聖經百科全書” 511 頁）。 

 

    理性主義者以人為本；聖經以神為本，所以神本與人本必然會產

生對立，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神性與人性的對立。 

   (2) 超然與自然的對立。 

   (3) 創造與受造的對立。 

   (4) 永恆與暫時的對立。 

   (5) 啟示與理性的對立。 

 

    其實理性是好的，也是神創造人時所賦予的；理性若能歸回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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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透過聖靈的更新變化，即可有正確的悟性，以認識啟示的真

理。關乎神的事人不能單靠自己的理性及有限的知識，因理性與知識

只能認識宗教，不能得著救恩。惟獨福音的大能能改變理性主義者的

心思意念. 

 

    保羅說:“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

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西 2:8)相反

的,我們應該以基督的真理,聖靈的大能,福音的好消息將這些迷於哲

學、迷於星象之學、迷於世俗宗教的人擄來歸向基督，使他們步上信

仰康莊大道！ 

 

3．新世紀運動的危機 

 

新世紀運動 (New Age Movement) 的思想聖經早已出現過. 但到

十九世紀末及廿世紀才正式定名，此時人已走到盡頭，各時代的主

義、思想都不能解決人心靈的問題。於是「新的時代精神」產生，他

們主張人有神性，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達到新境界，以建立地上的天

國。他們反對神，反對聖經獨特的啟示，人自己想做神。因此「新世

紀運動」利用科學、管理學、哲學、心理學、東方宗教、神秘宗教、

打坐、通靈、交鬼……以求達到突破和超越自我的瓶頸。其實這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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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本只是「緣木求魚」，中了撒但的詭計，無法根本解決人靈性

的問題；若不回到神啟示的聖經，「新世紀運動」永遠迷失在自己的

困境中。 

 

    人想作神的思想早就存在。“人子啊，你對推羅君王說，主耶和

華如此說：因你心裏高傲，說：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雖然

居心自比神，也不過是人，並不是神！……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

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國中的強暴人臨到你這裏；他

們必拔刀砍壞你用智慧得來的美物，褻瀆你的榮光。他們必使你下

坑；你必死在海中，與被殺的人一樣。在殺你的人面前你還能說「我

是神」嗎？其實你在殺害你的人手中，不過是人，並不是神。”（結 

28:2，6-9）人心中驕傲，不信神，不敬拜神，而自已想作神，結果遭

神刑罰，神藉巴比倫來殺害他們。在敵人面前推羅王只是軟弱的人，

他不是神。真正的神是永不死的，也不能被殺害的，他是無所不能的。

我們不當信靠自己，乃要信靠真神耶穌，免去一切的刑罰，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 

 

    人真是幼稚, 人之為人都尚未做好, 還想做神. 就像受造的天使

長, 心中驕傲, 想升到天上極高之處, 想与神同等； 結果天使長竟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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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為魔鬼(賽 14:12-15; 結 28:12-17). 從寶座上墮落，從天上墮落到地

上，墮落到陰間黑暗之處，墮落到永遠的火湖 。人驕傲無知而想做

神, 這是可怕的墮落，到時可能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那就更糟羔了! 所

以當趕快悔改歸向基督, 領受永生之福! 

 

    廿一世紀是眾宗教復興的時代，「新世紀運動」會在全球如野火

燎原般地燒起來。一般而論，每一種「時代精神」經過兩個世紀之後

便會自動消退，惟獨基督的救恩屹立長存。 

 

    聖經有一警惕的例子:“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

希律不歸榮耀給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罰他，他被蟲所咬，氣就絕

了。”(徒 12:21) 人根本不能作神, 也不可奪取神的榮耀。神說：“我

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也不將我的稱

讚歸給雕刻的偶像。”又說：“我焉能使我的名被褻瀆？我必不將我

的榮耀歸給假神。”（賽 48:11）不然就會受神的刑罰. 我們當尊主

為大, 以榮耀神為本份, 必然蒙神的祝福. 

 

4．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ism）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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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現代的思想」聖經早就提過.於 1980 年代開始流行，主要是

反叛現代思想，想要脫離理性主義，不承認現有的「目的論」，價值

觀、道德觀、權威、系統、規範、傳統、秩序、邏輯、方法、聖經、

哲學、神學。他們否定過去一切的標準或假設。 

 

    「後現代的思想」表現於浪漫荒謬的生活，電影、藝術及建築等。

他們認為人應從頭開始，回到原點。他們對人生未有答案。注重和平

共處，相容併存。尊重彼此的觀點。他們的思想是一片真空，未有任

何正確的答案。因為他們不承認絕對的真理。沒有本身的立場，隨波

逐流。他們主張世界大同，世界村、文化總交流、自由、和平、共存，

有很美的口號，但沒有實際的內容。 

 

    例如他們的夫妻關係，沒有絕對的標準，只要丈夫照顧到妻子就

好，外面與別的女人發生關係也無所謂，因為社會流行，講自由，只

要和平相處即可。因此, 妻子也可找自已喜歡的男人發生關係, 只要

皆大歡喜就行了, 因為一切都是相對的. 

    此種思想會影響神學思想，因為神學思想是信仰的表達。要先有

反思才能表達。若為著和平共處，就要放下絕對的標準，而接受對方

相對的內容，無形的教會信仰就沒有神啟示真理的防線，教會信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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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就會破產。例如：作者應主導讀者；「後現代的思想」是讀者主導

作者；讀者喜歡什麼，作者就寫什麼，如此就會失去文以載道的使命。

又如教會牧師應主導信眾，「後現代的思想」是要信眾主導牧師，牧

師的講台隨著信眾的所好而起舞，如此本末倒置，牧師有關先知性或

祭司性的功能就會被沖淡或消去！可見「後現代的思想」對神學、對

教會、對信徒有很大的危機! 

 

    二千七百年前先知以賽亞提出警告: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

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賽 5:20) 這

是典型後現代的思想, 沒有絕對, 只有相對, 只要你喜歡, 行惡也可

以, 賭賻、嫖妓、欺騙、奸淫、賣假貨都可以, 因為善惡是相對的, 只

要你覺得對, 覺的快樂就行了. 所以社會的价值觀, 道德觀、秩序觀, 

完全蕩然無存, 本末倒置. 神必要審判.  “那日，人若望地，只見黑

暗艱難，光明在雲中變為昏暗。”(賽 5:30) 神藉著亞述國來審判他們, 

地上只有失望, 黑暗艱難，沒有屬靈的亮光，沒有神的同在和祝福。

“那日”， 預言將來基督再來時，還要審判背叛神的人。基督徒則

不一樣，我們有神的祝福，同在、保守、恩典，因耶穌擔當我們的審

判，我們在基督裏因信稱義，因信得勝，因信得榮耀。我們的責任是

靠著聖靈的大能，將福音傳給 “後現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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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福音佈道的動力--被聖靈充滿 

 

    福音佈道的動力，“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

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傳福音的動力，不是

靠勢力、才能、口才、知識、學問，乃是靠聖靈的大能方能成事。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要領受上頭的能力必須被聖靈充滿，如何被聖靈充滿？ 

 

(1)神的命令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弗 5:18） 

 

    乃要被聖靈充滿根據希臘文文法是命令式語法，同時是持續性的

時態，表明被聖靈充滿是經常式，非一次充滿而永遠充滿，乃是常常

被充滿，或滿有聖靈，活在聖靈中。 

 

    (2)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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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聖靈充滿，既然是神的命令，當然是神的旨意。既然是神的旨

意，我們就要存坦然無懼的心，而且相信祂垂聽我們的禱告。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

懼的心。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

得著。」（約壹 5:14, 15） 

 

    (3)神的應許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

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

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徒 2:38, 39） 

 

    當彼得和眾門徒被聖靈充滿時（徒 2:4），彼得曾引用先知約珥

書（珥 2:28~32）上的預言，論到聖靈的澆灌之應許；最後的結論再

次強調神應許被聖靈充滿乃是給所有信徒的，不論距離、種族，只要

真心悔改信主者都可承受神的恩典。以上的三個原則完全是出於神。

但人要預備合乎神的原則，才能有實際經歷。 



495 

 

 

(4)渴慕充滿 

 

    渴慕是心態的問題，「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太 5:6）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

人，要受聖靈說的。」（約 7:37, 39） 

 

    到五旬節時，門徒都被聖靈充滿（徒 2:4），這話就被應驗了。「這

些人，同著幾個婦女，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

合意，恆切禱告」（徒 1:14），他們真是饑渴慕義，遵守主的命令，

相信主的應許（徒 1:4, 5），憑信心仰望主；終於一切都成為事實，

成就在他們身上。 

 

(5)徹底認罪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

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



496 

 

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

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

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約壹 1:7~10） 

 

    神赦免基督徒過去、現在以及將來一切的罪（根據希臘文文法），

赦罪是因人的信藉著耶穌的寶血，不是單靠人認罪的功勞，也不是認

多少罪才赦多少罪；若無認的罪就無赦免，這是錯誤的神學觀，赦罪

不是靠「認罪的功勞」，因為世人無法認出一切的罪，因為人自義的

罪、隱而未現的罪、忘記的罪都無法認。罪得赦免完全是神的恩典，

毫無人的功勞，完全是靠主的寶血。如此說來，基督徒只要信就夠了，

又何必認罪呢？非也！悔改是信的一種表示與行動，悔改表示人承認

自己是罪人、神是公義、基督是救主，而一百八十度地轉向神，棄絕

罪。 

 

    如此說來，信徒是否只要第一次認罪，以後就不必再認了？也不

是，因為認罪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信徒在地位上因著信，罪已經

完全得赦免（西 2:13~15；來 10:1~17）；但在經歷上卻天天要與神有

正常的交通，信徒認罪乃要恢復與天父正常地交通。如路加福音十五

章浪子歸家，就是一最清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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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父子關係是永遠的－地位。 

    〔2〕父子沒有正常交通－浪子離家犯罪。 

  〔3〕父子恢復正常交通－浪子回家認罪。 

 

    神是聖潔的，你們都要聖潔；聖靈是聖潔的，祂要充滿在聖潔的

器皿裡。 

 

(6)完全奉獻 

 

    奉獻肢體過得勝的生活，作義的器具（羅 6:13），奉獻身體，將

主權奉獻給主，為主而活，忠心事奉神。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羅 12:1, 2） 

 

    身體是重要的，有身體才能事奉，身體活時才能事奉；身體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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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的，甚至耶穌為要拯救罪人，都要親自道成肉身，身體被釘十字

架，以達到救贖的目的。 

 

    奉獻主權給主，讓聖靈來管理，讓聖靈在生命中作主，隨著祂的

引導，凡事體貼神，這是聖靈充滿必備的原則。聖靈只充滿願意順服

的信徒。 

 

(7)憑著信心 

 

    被聖靈充滿必須憑信心，不是憑感覺，不是憑恩賜，不是憑方言，

不是憑經驗，也不是憑知識；一個信徒有被聖靈充滿的知識，未必就

被聖靈充滿。「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 11:6）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

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弗 1:13）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

信福音呢？」「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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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加 3:2, 14） 

 

    領受聖靈是憑信心，聖靈內住也是憑信心，聖靈的洗也是憑信

心，被聖靈充滿還是憑信心。聖靈的洗及內住，完全是神的主權、主

動，人只要信主重生就可領受。聖靈充滿也是神的主權、主動及恩典，

但人要符合神所啟示聖經的原則。人要對，心志、態度、動機、心靈

都要對。人對了，神自動地會履行其應許。 

 

    被聖靈充滿必須單純回到聖經的原則，不必附加任何恩賜為條

件。人的條件不能限制聖靈的己意、主權及工作。人不能利用聖靈，

只能被聖靈所用。人若謙卑自己，尊主為大，必然蒙受屬靈的福。 

 

    你若尚未被聖靈充滿，請找一個適當的地方好好遵照本篇信息所

提原則禱告。我就是照此原則經歷聖靈的充滿。 

 

    我們既然認識宗教的危機,政治的危機，哲學的危機，更要積極

的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靠著聖靈的大能，廣傳福音，迎主再臨。 

 

    請憑信心跟我一句一句禱告，讓聖靈重生你、充滿你，並在時代

的危机中，負起遍傳福音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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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認識時代的危機與福音佈道的動力（一）(投影片用文字檔) 

 

   所羅門王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

下並無新事。”(傳 3:15)  

 

    “彼拉多又用牌子寫了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

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有許多猶太人念這名號；因為耶穌被釘

十字架的地方與城相近，並且是用希伯來、羅馬、希臘三樣文字寫

的。”（約 19：19-20） 

 

一. 宗教的危機 

 

    第一個原因是宗教的問題，當時的祭司長、長老、文士、法利賽

人，這批宗教狂熱份子因嫉妒都想消滅耶穌（可 3：6，11：18；太

12：14，27：18-20）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

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那時，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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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這聲音一響，眾人都來聚集，各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

話，就甚納悶；都驚訝希奇說：「看哪，這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   

革哩底和阿拉伯人，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

（徒 2:1-7，1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徒 2：41）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

祭司信從了這道。”（徒 6:7）  

 

   宗教的危機自古至今都存在，現代宗教危機更為慘烈。 

 

二. 政治的危機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用羅馬文寫著：“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

耶穌。”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

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

界。」”（約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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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萬王之王（提前 6：15；啟 17：14；19：16） 

    地上的王國都會被歷史所淘汰。三皇五帝夏商周，戰國歸秦及漢

劉，吳魏晉中南北驥，隨唐五代，宋元明清，如今安在？豈不是大江

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

直到永永遠遠。”（啟 11：15）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恒城裡並四

盡了。”（太 2:16） 

     

    羅馬皇帝君士但丁竟然被聖靈感召成為基督徒。  

“依靠此，你將大獲全勝”。 

 

    君士坦丁於 323 年在尼西亞召集了主教大會，這是基督教歷史上

一次宗教大集結。大會通過了《尼西亞信條》，堅持了正統教會的三

位一體說為正統。   

 

    “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

此。”（提前 2:1-2） 

http://baike.baidu.com/view/37777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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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說: “我很難看到世界的和平的曙光, 

除非人類有屬靈的重生方能有希望!” 

 

 

三。哲學的危機 

 

    大哲學家康德提出四個問題： 

 “我能認知什麼？                                                          

我應該做什麼？                                                                  

我希望什麼？                                                              

人是什麼？” 

 

    聖經給人答案:  

“我最重要的是認知耶穌為個人的救主(約 3:16);  

  我該遵行神的旨意而活(弗 6:6; 西 4:12);  

     我希望今生完成神的託付, 並在永恆裡與主同在(啟 21:3); 

     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創 1:26-27)”.  

 

1. 智慧派的危機 

 

    諾斯底派（Gnosticism）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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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我們講的，乃是從前

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這

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

主釘在十字架上了。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

聖靈向我們顯

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林前 2:6-10) 

 

    “禍哉！那些自以為有智慧，自看為通達的人。”(賽 5:21)  

 

 “因為他們厭棄萬軍之耶和華的訓誨，藐視以色列聖者的言語。”(賽 

5:24) 

 

    聖經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華是

永遠當讚美的！”（詩 111:10） 

 

2．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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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主義者認為 “理性”是人類一切知識的來源。 

 

    神學理性主義（Theological Rationalism）則以理性為標準去判斷

信仰與啟示，而否認一切超理性的事，並且不信超然的神蹟和一切奧

祕的特質，他們否認啟示宗教，而只承認純理性的宗教。這是信仰上

最大的危機! 

 

    「超理性」是針對「有限理性」而言。屬於上帝及靈界的範圍都

是超理性（Supra-Rational），也是超自然的。超理性並不是違反理性，

或非理性, 超理性乃是神性的表彰。 

 

 

    理性主義者以人為本；聖經以神為本，所以神本與人本必然會產

生對立，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神性與人性的對立。 

    (2) 超然與自然的對立。 

    (3) 創造與受造的對立。 

    (4) 永恆與暫時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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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啟示與理性的對立。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

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西 2:8) 

 

3．新世紀運動(New Age Movement)的危機 

 

 “人子啊，你對推羅君王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心裏高傲，說：

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雖然居心自比神，也不過是人，並不

是神！……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

就是列國中的強暴人臨到你這裏；他們必拔刀砍壞你用智慧得來的美

物，褻瀆你的榮光。他們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與被殺的人一

樣。在殺你的人面前你還能說「我是神」嗎？其實你在殺害你的人手

中，不過是人，並不是神。”（結 28:2，6-9） 

 

    天使長因驕傲竟墮落為魔鬼(賽 14:12-15; 結 28:12-17).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對他們講論一番。

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罰他，他被蟲所咬，氣就絕了。”(徒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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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ism）的危機 

 

    如果教會放下絕對的標準，而接受對方相對的內容，無形的教會

信仰就沒有神啟示真理的防線，教會信徒生活就會破產。例如：作者

應主導讀者；「後現代的思想」是讀者主導作者；讀者喜歡什麼，作

者就寫什麼，如此就會失去文以載道的使命。又如教會牧師應主導信

眾，「後現代的思想」是要信眾主導牧師，牧師的講台隨著信眾的所

好而起舞，如此本末倒置，牧師有關先知性或祭司性的功能就會被沖

淡或消去！可見「後現代的思想」對神學、對教會、對信徒有很大的

危機!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

為甜，以甜為苦的人。”(賽 5:20)  

 

     “那日，人若望地，只見黑暗艱難，光明在雲中變為昏暗。”(賽 

5:30)  

 

五. 福音佈道的動力--被聖靈充滿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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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方能成事。”（亞 4:6） 

  

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1)神的命令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弗 5:18） 

 

    (2)神的旨意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

然無懼的心。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

無不得著。」（約壹 5:14, 15） 

 

    (3)神的應許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

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

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徒 2: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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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渴慕充滿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 5:6）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

人，要受聖靈說的。」（約 7:37, 39） 

 

    (5)徹底認罪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

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

在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

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

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約壹 1:7~10） 

 

 

      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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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父子關係是永遠的－地位。 

    〔2〕父子沒有正常交通－浪子離家犯罪。 

  〔3〕父子恢復正常交通－浪子回家認罪。 

 

(6)完全奉獻 

 

    奉獻肢體過得勝的生活，作義的器具（羅 6:13），奉獻身體，將

主權奉獻給主，為主而活，忠心事奉神。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

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羅 12:1, 2） 

 

(7)憑著信心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

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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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

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弗 1:13）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

信福音呢？」「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

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加 3:2, 14） 

 

 

第 33 篇   認識時代的危機與福音佈道的動力（二） 

 

    “耶穌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路 9:41）

第一，這時代有不信神的危機；第二，有悖謬的危機，即沒有公義真

理的危機。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

彎曲的世代。’”（徒 2:40）第三，彎曲的危機，即沒有正直、誠

實的危機！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

惡的世代。”（加 1:4）第四，罪惡的危機，世人都犯了罪(羅 3:23), 

但人類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是最大的的危機! 

 



512 

 

    罪惡的危機，人離開神，背叛神，偏行已路，陷在罪惡之中。這

個世代在魔鬼權勢之下，但真心信主的，在基督裏已經勝過罪, 勝過

死亡，活在神所賜的自由裏，不再作罪的奴僕。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 1:16） 

    福音就是神的道，神的話句句帶著能力（路 1：37），能破解時

代的危機，拯救這時代的人。我們必須先進一步認識時代的危機是甚

麼？時代的危機非常廣泛，現在我只能分析最迫切的幾項危機！ 

 

一． 道德的危機 

 

時代在改變, 社會在轉型, 中國人固有的禮、義、廉、恥、四維

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幾乎蕩然無存. 但聖經

說: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箴 14:34) 道德是立國

的根基. 道德危機, 國本就會動搖. 羅馬帝國興衰史, 乃是內部道德

先腐敗, 結果造成國家的滅亡. 

 

1． 性氾濫的危機 

 

    古代的所多瑪性氾濫到無法形容, 當時的男人對男人都施於強

暴(創 19:4-10). 聖經說：“又如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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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們一味地行淫，隨從逆性的情慾，就受永火的刑罰，作為鑑

戒。”(猶 7) 他們目中無人, 心中無神, 性慾氾濫。所多瑪、蛾摩拉

被火焚燒, 這是神的刑罰; 他們將來還要受永遠火湖的刑罰. 現代人

若不悔改歸主, 將來也要受永遠火湖的刑罰. 所以當趕快回頭是岸! 

 

    更可惡的, 是人与獸淫合(利 18:23), 按舊約的規矩,這些人都應

該用石頭打死. 但現代人也仍有人与獸淫合, 卻攝成 VCD 兜售賺錢. 

將不道德的事變成營利的機會, 真是太諷刺、太墮落、太危險啦! 

 

新約時代, 同性戀搞雜交, 他們故意不認識神. “神任憑他們放縱

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

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

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羅 1:26-27) 這些人最終

都在神審判之下, 靈魂都要滅亡!. 

 

    現代同性戀者竟然爭取合法化, 毫不知恥的舉行結婚公証. 甚至

數萬人同時大遊行,有的教會還許可同性念者當牧師, 這些教會豈不

是被世界同化嗎? 現代甚至有人換妻性交, 有如家常便飯. 哀哉!道

德淪喪已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禍哉！他們必受神公義的審判，永遠沉

淪！除非神活潑的真道, 耶穌的救恩, 才能叫他們重見光明. 我們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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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袖手旁觀他們步入滅亡？！ 

 

2.    生活墮落的危機 

 

    二千七百年前以賽亞時代人縱慾醉酒(賽 5:11-12;22-23), 不敬畏

神, 神管教他們, 他們被擄到外邦.現代人被酒、色、賭、嫖、毒所擄, 

生活靡爛, 道德破產，陳倉暗度，花天酒地，整日遊手好闲，毫无目

的的度日. 甚至說： “男人有錢就犯罪，女人犯罪就有錢”，真是

莫明奇妙的論調！生活墮落的人，真是欲拔不能！只有福音的大能才

能改變其生命. 

 

天才縱橫的奥古斯丁, 年輕時荒宴醉酒, 過紙醉金迷的生活, 當

他感到人生毫無意義, 正在徬惶時, 無意中聽到 “拿來讀”， 他打

開聖經讀到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

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羅 13:13) 神的話如同大槌敲在他的心

中，他頓然受感動, 痛改前非, 接受耶穌為救主, 後來成為著名的神

哲學家. 我們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 4:1) 

藉著神的道,使我們有傳福音的動力. 

 

3.     家庭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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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那時，必有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只

因不法的事增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太 24：10-12） 

報紙新聞常報導少年學童自殺，母親殺兒女，兒子殺父親，離婚，

兄弟互告於法庭，還有虐妻，虐兒，虐老, 家庭暴力等等令人難以置

信的事不斷被發生。現代人的家庭充滿了危機! 

    今日香港離婚率比十年前高出三十倍，每年差不多接近一萬宗離

婚。韩国离婚率排名世界第三. 一年中，约 30．６万对夫妇结婚，而

有 14．５万对夫妇离婚。台灣離婚率二○○九年離婚對數五萬七千對，

是同年結婚對數（十一萬六千對）的一半。印度离婚率十年翻了一倍。

美國兩對夫妻就有一對是離婚的；歐州國家也不例外；中國大城市離

婚率直線上升。離婚造成兒女的傷害, 親情的破裂, 浪費社會成本。

社會是由家庭組成的，家庭危機就會造成社會的危機。 

 

        例証: 韓國有一牧師接到一通信徒的電話: “牧師, 請你為

我們將要離婚祝福禱告; 因為我們結婚時是由你祝福禱告的.” 牧師

說: “好! 你們兩位明天來我辦公室, 我為你們禱告.” 這對擬離婚的

夫婦有點尷尬的來了. 牧師抓著他們的手禱告說: “上帝啊! 婚姻是

神聖的, 離婚是你所憎惡的, 上帝所配合的, 人不可分離! 現在我奉

耶穌的名, 吩咐你們不可離婚……”禱告完了, 這對夫妻擁抱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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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 彼此和好. 神的道能解救家庭的危機！ 

 

    現代人多數不盡孝道, 兒女不但不奉養父母, 反而回家 “啃老

族”, 所以有一句俗語: “賺的是自己的, 吃的是阿爹的.” 甚至有的更

可惡, 兒女向父母索款, 若得不到, 要打罵父母, 有的以利器傷害父

母, 人倫關係已到破產的地步! 

家庭危機的根源來自罪（創 2：15-17；3：1-14）。罪使人與人，

人與神的關係變得生疏。人因罪而失去自尊，失去負責任的自信；反

而遠離神，疏離人，逃避自己所應承擔的責任。 

 

教會就是神的家。所以，牧師必須在講道，教導時聯繫到家庭生

活的層面上，善應用聖經的真理和原則。當注重 

(1) 神兒女屬靈的地位（弗一：1∼三：21） 

(2)神兒女行事為人的原則（弗四：1∼五：21）； 

(3) 神兒女地上生活的實踐（弗五：22∼六：24）。 

(4) 在主裏孝敬父母（弗六：2） 

(5) 在主裏教導兒女(弗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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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主裏彼此相愛(弗 5:25,28,33) 

(7) 在主裏彼此尊重(弗 5:33) 

(8) 在主裏彼此順服(弗 5:22-24;6:5-9) 

因此，若能在家庭中，教會中，社會中，存“敬畏基督的心” 遵

行以上八大原則, 是維持家庭和社會秩序的必要基礎, 家庭的危機自

然會下降。 

 

    例証: 我在台北講 “孝道”專題, 有一女大學生回家流淚的向父

親認罪道歉說: “爸爸, 我對不起你, 我輕看你沒讀多少書, 我討厭你

講話粗魯, 我對你不孝, 請你饒恕我的錯!” 父親也受感動流淚的接

受女兒的道歉, 彼此和好. 神的道能解救家庭的危機. 

 

二． 天然災害的危機 

 

耶穌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

是災難的起頭。……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可 13:8,10) 末期

近了,天然的災害會越來越多, 但是傳福音是优先的任務! 

 

    日本海嘯、泰國洪水大災、東南亞海嘯、四川大地震、東北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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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世界各地的大水災、大火災、火山爆發、龍捲風、大颱風等的災

害,往往是國家一級的災害;對生命、經濟、建設、生產等的破壞,實在

無從估計; 對心靈的創傷,當怎樣才能彌補?我們對天然災害的危機,

當怎樣因應? 

 

公元 1990 年馬尼拉福音遍傳，剛好碰到菲律賓大地震，接著我

要領三晚華人佈道大會，有人以為因地震的餘波，可能很多人不敢

來。真是意想不到，因人心惶惶，在地上無依靠的根基，惟有神才是

可靠的憑據，出席的人特別踴躍，旅菲中華基督教會不但暴滿, 樓上

樓下擠得水洩不通,甚至還用閉路電視借用隔壁中學的大禮堂，神的

道帶著能力權柄威嚴，好多人悔改信主. 

 

    印尼海嘯時, 救災隊到他們中間傳福音, 得到非常好的回應. 有

回教徒說：“為甚麼基督徒無條件的來關心我們，幫助我們，愛我們, 

我們素來与他們無親戚關係。可見基督的愛真是徫大！” 四川大地

震, 在災中無望的人, 多數仰望神的慈愛和拯救. 教會救災隊將福音

迅速的帶到他們中間.  

 

    尤其瘟疫疾病,如 H1N1 A 型流感的擴散,非典 SARS 的災害,禽流

感的傷害,愛滋病 AIDS 的可怕,無不引發人心的惶恐、生命健康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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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我們當怎樣避免這些無妄之災?怎樣因應,才能勝過危機? 

 

    平時要注意衛生，保守健康的原則。我們不但要注重身体的健

康，更要注意心靈的健康。“耶穌聽見，就對他們說：「康健的人用

”

（可 2:17）罪人需要心靈的醫治。誰能醫治？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

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 2:24）

耶穌是醫治的主，拯救的主，赦罪的主，創造的主，復活的主，生命

的主，永生的主，全能的主。 

 

三． 汙染的危機 

 

    污染（環境污染） 指自然的或人為的向環境中添加某種物質而

超過環境的自淨能力而產生危害的行為。主要對環境自然生態系統和

人的健康產生危害。一般污染被分為空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棄物

污染、土壤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現在污染的範圍越來越大，有船舶污

染、光污染、噪聲污染、熱污染、太空垃圾的污染和過度消費等各種

新興污染開始被人們關注。 

    汙染有區域性污染和全球性污染。如燃燒煤會產生煙霧和二氧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5%A2%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6%85%8B%E7%B3%BB%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6%B0%A3%E6%B1%A1%E6%9F%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6%B1%A1%E6%9F%9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A%E9%AB%94%E5%BB%A2%E6%A3%84%E7%89%A9%E6%B1%A1%E6%9F%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A%E9%AB%94%E5%BB%A2%E6%A3%84%E7%89%A9%E6%B1%A1%E6%9F%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F%E5%A3%A4%E6%B1%A1%E6%9F%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E%E5%B0%84%E6%80%A7%E6%B1%A1%E6%9F%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B9%E8%88%B6%E6%B1%A1%E6%9F%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8%B9%E8%88%B6%E6%B1%A1%E6%9F%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6%B1%A1%E6%9F%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9%AA%E8%81%B2%E6%B1%A1%E6%9F%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6%B1%E6%B1%A1%E6%9F%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5%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B0%A7%E5%8C%96%E7%A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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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有害人的呼吸道健康。科學研究發現污染會造成全球效應，大量

二氧化碳的排放會造成劇烈的溫室效應，引起全球氣候的異常變化。 

 

    汙染對我們的生命健康充滿著無限的危機。如空氣污染. 汽車 

(鉛、一氧化碳) 的排出，對我們的傷害實在太大了。很多汙染是出

於人類的自私、貪婪和罪的結果。如雞打賀爾蒙，豬打瘦肉精，牛打

生長激素，魚給吃大量抗生素，青菜水果給大量的農藥，飲料加工業

的塑料劑，奶粉加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工廠排水的污染等. 樣樣都嚴

重的破坏人体健康。很多人為故意的措施，都是為圖私人的厚利，不

顧仁義道德的損害他人的健康。解救之道是基督的福音，使其內在生

命更新，思想意念改變，愛人如己，才不害人利已。（可 12：30-31；

羅 13：9）還有心靈不要被罪汙染。外在的汙染乃是對人身体有害，

心靈的汙染乃是對靈命有害。 

 

    耶穌：“「從人裏面出來的，那才能污穢人；因為從裏面，就是

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苟合、偷盜、凶殺、姦淫、貪婪、邪惡、詭詐、

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裏面出來，且能

污穢人。」”（可 7:20-23）惟有在基督裏才能心意更新變化（羅 12：

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B0%A7%E5%8C%96%E7%A1%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5%AE%A4%E6%95%88%E6%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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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恐怖分子的危機 

 

    恐怖分子已是國際化，他們是無孔不入的，幾乎每個國家都有恐

佈分子潛伏在其中。他們不但竊機炸美國的世貿中心，亦無人性的濫

殺人命，中東危機恐怖分子肆無忌憚濫殺無辜，近期世界各地也頻頻

發生多宗炸彈事件，死傷眾多，無辜百姓受到牽連。後證實多數是恐

怖分子所為。恐怖分子殺死綁架美國的人質、法國的記者，尼泊爾的

勞工，土爾其的人質，俄國人質，南韓的宣教士。恐怖分子以自殺炸

彈攻擊兩輛以色列巴士，至少 16 人死亡，逾 80 人受傷。他們炸外國

領事館、旅館--如印尼巴黎島觀光大旅館被炸，炸汽車、炸火車、炸

飛機、炸商店、炸保險公司……。 

 

    恐怖分子被狂熱宗教洗腦，產生錯誤的永恆觀、救贖觀。結果產

生恐怖的行動，只有破壞，殺害，而沒有建造。只有基督的大愛才能

建造和協的社會。 

        美國 911 恐怖攻擊時，人心惶惶，紐約主日參加教會的人數

突然增加！雖然只是曇花一現。各种天然或人為的災害無非是一個警

訓, 更使人感到需要神的迫切感，更能激勵我們趕快傳福音。 

 

五． 核武的危機 

http://hk.epochtimes.com/archive/Issue135/sslh-13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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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島市原子彈爆炸 

    廣島市原子彈爆炸事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在日本

廣島市於1945 年8 月 6 日上午 8 時 15 分（日本時間）投下原子彈的

歷史事件。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核武器空襲行動。原子彈爆炸造成

廣島市十幾萬居民死亡，都市遭到毀滅性打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 

 

「小男孩」落地爆炸後在廣島騰起的蘑菇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2%9B%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4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4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99%82%E9%96%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5%AD%90%E5%BC%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6%AD%B7%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6%AD%A6%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6%AD%A6%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E6%88%B0%E7%8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Atomic_cloud_over_Hiroshim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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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福島核能電廠傳出爆炸 

2011-03-12 大震撼!! 日本福島核能電廠傳出爆炸 

 

Images for 核能爆炸 

 

核能爆炸的瞬间发射出的辐射力量.jpg 

幅射塵外洩汙染空汽、地、水、動植物、魚類等，打擊經濟及人民的

心理，所受的傷害無法估計。 

 

2． 前蘇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source=web&cd=6&ved=0CDwQtwIwBQ&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h7abXg6ytww&ei=K2c5T-OWDqaviALdz4H1BQ&usg=AFQjCNEPAwzDO55lKb4kwY6x76RT--WDhg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anquanweb.com/uploads/allimg/110314/38_110314170314_1.jpg&imgrefurl=http://anquanweb.com/anquan/yuleanquan/2011/0314/5811.html&h=413&w=550&sz=54&tbnid=YtbJ9IX35p7JSM:&tbnh=90&tbnw=120&prev=/search?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tbm=isch&tbo=u&zoom=1&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docid=7e0-nSpA87ULhM&sa=X&ei=K2c5T-OWDqaviALdz4H1BQ&ved=0CC4Q9QEwAQ
http://www.google.com/search?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hl=en&client=firefox-a&hs=0WN&rls=org.mozilla:zh-TW:official&prmd=imvns&tbm=isch&tbo=u&source=univ&sa=X&ei=K2c5T-OWDqaviALdz4H1BQ&ved=0CC0QsAQ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txsz.net/kx/c/kx91/sci/3-8/%E6%A0%B8%E8%83%BD%E7%88%86%E7%82%B8%E7%9A%84%E7%9E%AC%E9%97%B4%E5%8F%91%E5%B0%84%E5%87%BA%E7%9A%84%E8%BE%90%E5%B0%84%E5%8A%9B%E9%87%8F.jpg&imgrefurl=http://www.txsz.net/kx/c/kx91/img/18/7.htm&h=511&w=640&sz=102&tbnid=yJNFlk3i98Q2IM:&tbnh=98&tbnw=123&prev=/search?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tbm=isch&tbo=u&zoom=1&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docid=ZiEECXVxH9cJjM&sa=X&ei=K2c5T-OWDqaviALdz4H1BQ&ved=0CDcQ9QEwBA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txsz.net/kx/c/kx91/sci/3-8/%E6%A0%B8%E8%83%BD%E7%88%86%E7%82%B8%E7%9A%84%E7%9E%AC%E9%97%B4%E5%8F%91%E5%B0%84%E5%87%BA%E7%9A%84%E8%BE%90%E5%B0%84%E5%8A%9B%E9%87%8F.jpg&imgrefurl=http://www.txsz.net/kx/c/kx91/img/18/7.htm&h=511&w=640&sz=102&tbnid=yJNFlk3i98Q2IM:&tbnh=98&tbnw=123&prev=/search%3Fq%3D%25E6%25A0%25B8%25E8%2583%25BD%25E7%2588%2586%25E7%2582%25B8%26tbm%3Disch%26tbo%3Du&zoom=1&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docid=ZiEECXVxH9cJjM&sa=X&ei=K2c5T-OWDqaviALdz4H1BQ&ved=0CDcQ9QEw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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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900万人遭塗灰。 

1986 年 4 月 26 日凌晨 1 时许，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火光四起，

烈焰冲天，火柱高达 30 多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核反应堆发生

爆炸。 

 

 

 

4．核武擴散的危機 

 

    現時共有 8 個國家成功試爆核武器，其中 5 個被《不擴散核武器

條約》視為「核武國家」，根據獲得核武的先後次序排列，這五個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6%AD%A6%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6%89%A9%E6%95%A3%E6%A0%B8%E6%AD%A6%E5%99%A8%E6%9D%A1%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6%89%A9%E6%95%A3%E6%A0%B8%E6%AD%A6%E5%99%A8%E6%9D%A1%E7%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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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國家分別是美國、俄羅斯（前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自從不

擴散武器條約構想，三個沒有簽約的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韓曾

進行核試。此外，以色列間接承認擁有核武；伊朗也正發展鈾濃縮技

術，有可能發展核武。。 

    如果恐怖分子拿到核武，世界就快要毀滅了。但核武只能毀滅人

的身体，不能毀滅人的靈魂。 

 

    耶穌說：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

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太 10:28） 

 

    強盜 “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耶

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路 23：

42-43） 

 

六． 經濟蕭條的危機 

 

2007 年末的經濟風暴,2008 年金融海嘯,繼而演變為嚴重的經濟

衰退.以美國為主的國家與人民,債台高築,失業率直線上升,物價波

動,1967 年美國一加侖的汽油是$0.39, 現在已漲到美金$3.99 以上;民

生艱困,民心惶恐,社會動盪, 危機重重!日本海嘯、泰國洪水大災等重

創經濟，卷走 3500 億美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D%97%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81%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9F%BA%E6%96%AF%E5%9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F%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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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的國債 15 兆 5 千億美元.美國全民的負債總額超過 30

兆美元。2011 年 12 月 29 日 ECB 歐州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 2.73 兆歐

元創新高.意大利政府有 1.6 萬億歐元債務.俄罗斯严重的财政、债务

危机突然暴露在世人面前，引起投资者的心理恐慌。 

 

還有能源的危機,能源危机是指因为能源供应短缺或是价格上涨

而影响经济。这通常涉及到石油，电力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短缺。能源

危机通常会使得经济休克。很多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二十一世紀的

今天全球石油儲藏面臨逐漸枯竭命運。能源有危機, 但 “靈源”來自

上帝, 使人心靈不會再有危機. 耶穌說:“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

的。”(約 7:38-39) 地上的能源會用完, 聖靈卻永遠与我們同在(約

14:16-17), 這是何等的恩典! 何等的福份! 

 

經濟危機給世人一個警訊, 人活著不是以賺錢為目的.聖經說：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的享受的神。”（提前 6：17） 

 

 “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嗎？因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

飛去。”(箴 23:5) 如日本大海嘯, 有人所有的工廠身家財產一夜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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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被沖走, 真是如飛而去.人生的目的是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太 6：

33). 我們當抓著時機，“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

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 4:2） 

 

    例：1974 年南韓經濟相當低迷，人民不能天天吃白米飯，要以

副食來替代。南韓學園傳道會會長金俊昆博士發動 “74 福音大爆

炸”， 動員三十二萬人參與傳福音訓練，結果每晚有一百五十萬人

參加聚會。他的秘訣在於他早已領導數十萬人持續禱告，通宵禱告。

國際代表有二千多人參加，我是國際組華人聚會的講員。培靈大會在

汝矣島 Yoido 舊的飛機場舉行，每晚有 150 萬人參加，連續五晚，葛

培理博士、白立德博士、金俊昆博士奉主名傳道，句句帶著能力，真

是一次屬靈的大爆炸！南韓教會開始大復興，南韓經濟亦蒙神祝福，

現在是亞洲五條小龍之一。 

 

    1980 年，金俊坤博士推動 “八零年世界福音化大聖會”, 每晚有

200 萬人參加, 再次顯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復興的火繼焚燒! 現在

南韓基督徒約佔人口的 40%.南韓學園傳道會每年大學生的退修會, 

都有近兩万人參加. 神的慈愛与恩典永不蕭條. 

 

    非洲國家雖然有經濟危機,反而造成傳福音的推動力, 非洲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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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會信徒迅速的增長. 

 

    中國也不例外, 現在有信徒數千萬,教會堂點 5 万 6 千多個,70%

是新蓋的, 教牧傳道義工有 22 万 7 千人, 發行聖經超過 5500 多萬冊, 

神學院 21 間, 我到過 19 間開培訓;我們已向二百多萬人証道, 有 5 万

2千多人信主; 教牧義工傳道培訓有 1萬 1千多人參加, 個人佈道有 9

万 2 多人參加. 中國教會正是復興的時候. 地上能源有危機, 上帝靈

源永無危機! 神賜福中國教會復興，神也賜福中國經濟的富強！ 

 

七.  時代危機的答案 

 

    時代的危機, 學者專家都無法提出正確的答案. 如道德的危機:

性的氾濫、生活的墮落、家庭的危機等, 道德家、教育家都束手無策. 

但神說: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彼前 1:16; 利 11:44) 聖

潔是神的本性, 聖潔是道德的基礎.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

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

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帖後 2:13) 神的道和聖靈能使我們

成為聖潔，能以得救。解救道德的危機!  

 

    例: 60 年前南美洲厄瓜多爾的奧卡族曾殺死五個去向他們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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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美國宣教士，後來有兩位宣教士的妻子和姐姐，以愛心去向殺死

自己丈夫和兄弟的奧卡族人傳福音，他們沒有埋怨神,憎悢他們,反而

積極的接續他們先生未完成的工作進入奧卡族和他們成為朋友,幫助

他們,並向他們傳福音 慢慢的經過一段時間開始有奧卡族信主了,而

神的道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信念,也使得他們不再殺人、吃人肉. 

 

    我在阿母斯特丹國際佈道者大會見過其中一個殺人的兇手--咪

咪克培,現在成為教會的長老, 他說: “我曾殺死宣教士，以前我們活在

黑暗中, 沒有愛, 只有恨; 沒有公義, 只有灣曲; 沒有關心, 只有殺

害. 我們以殺人為正常的文化觀. 現在有了神的道, 神的愛, 神的救

恩. 我們改變了. 我們有教會, 有聖經學校, 我們有盼望, 有天國, 我

們提高了道德標準.” 為他作翻譯的就是他所殺害宣教士的兒子，神

福音的大能改變了人的生命，神的愛征服了仇恨，使敵人成為弟兄，

成為同工，成為福音的見証人！ 

 

    科學家不能改變天然的災害, 只能減輕天然的災害. 自然界天然

災害我們只能逃避, 以減輕其危機! 但神永恆的審判才是人類最大的

危機, 誰能救我們脫離白色大寶座審判的危機? 聖經說: “耶和華救

贖他僕人的靈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詩 34:22)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巳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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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耶穌說: “

父那裏去。”(約 14:6) 耶穌是人与上帝和好的道路, 他是永不改變有

位格的真理, 他是永恆生命的源頭, 惟獨他能賜人永生. 他是人生的

答案. 

 

    現代經濟蕭條的大危機, 經濟學家、銀行家、各國君王、總統、

國會議員都絞盡腦汁, 束手無策, 各盡所能, 各獻良策, 仍然無法起

死回生. 我們只能開源節流, 量入為出, 省吃儉用, 安安逸逸的度此

生. 哈巴谷先知說：“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

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

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哈 3:17-18) 神是我們的中心, 我

們的盼望, 我們的喜樂. 更何況將來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

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 

21:4)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

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 22:5) 

 

    將來我們在天國, 不再有悲傷痛苦, 不再有死亡眼淚, 不再有癌

症，不再有心臟病、高血壓、肝病、腎臟病；不再有道德的危機，不

再有天然災害的危機，不再有污染的危機，不再有恐怖份子的危機，

不再有核武的危機，不再有經濟蕭條的危機, 神与我們同在, 在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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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納稅, 不必交房租, 不必交 水電費、伙食費、保險費、醫藥費等

等, 神的愛、恩典永不會蕭條, 而且我們与主一同作王, 直到永永遠

遠。你願意到天國嗎?  請立刻信主, 並跟隨主, 好好的事奉主. 

 

    例：神呼召我全時間事奉. 

 

 

附錄  認識時代的危機與福音佈道的動力（二）(投影片用文字檔) 

 

    “耶穌說：‘噯！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路 9:41）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

彎曲的世代。’”（徒 2:40）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

惡的世代。”（加 1:4）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 1:16） 

     

一. 道德的危機 

 

禮、義、廉、恥、四維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聖經說: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箴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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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氾濫的危機 

 

    聖經說：“又如所多瑪、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也照他們一味

地行淫，隨從逆性的情慾，就受永火的刑罰，作為鑑戒。”(猶 7)  

 

    更可惡的, 是人与獸淫合(利 18:23) 

 

 “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

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

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羅

1:26-27)  

 

2.    生活墮落的危機 

 

    二千七百年前以賽亞時代人縱慾醉酒(賽 5:11-12;22-23)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

蕩，不可爭競嫉妒.”(羅 13:13)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 4:1)  

 

3.     家庭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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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那時，必有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只

因不法的事增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太 24：10-12） 

家庭危機的根源來自罪（創 2：15-17；3：1-14）。 

善應用聖經的真理和原則。 

(1) 神兒女屬靈的地位（弗一：1∼三：21） 

(2)神兒女行事為人的原則（弗四：1∼五：21）； 

(3) 神兒女地上生活的實踐（弗五：22∼六：24）。 

(4) 在主裏孝敬父母（弗六：2） 

(5) 在主裏教導兒女(弗 6:4) 

(6) 在主裏彼此相愛(弗 5:25,28,33) 

(7) 在主裏彼此尊重(弗 5:33) 

(8) 在主裏彼此順服(弗 5:22-24;6:5-9) 

 

二. 天然災害的危機 

 

耶穌說:“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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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災難的起頭。……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可 13:8,10)  

 

    “耶穌聽

 2:17）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

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 2:24） 

 

三. 汙染的危機 

 

    污染（環境污染） 指自然的或人為的向環境中添加某種物質而

超過環境的自淨能力而產生危害的行為。主要對環境自然生態系統和

人的健康產生危害。 

 

解救之道是基督的福音，使其內在生命更新，思想意念改變，愛人如

己，才不害人利已。（可 12：30-31；羅 13：9） 

 

    耶穌“又說：「從人裏面出來的，那才能污穢人；因為從裏面，

就是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苟合、偷盜、凶殺、姦淫、貪婪、邪惡、

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裏面出來，

且能污穢人。」”（可 7:20-2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5%A2%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6%85%8B%E7%B3%BB%E7%B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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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在基督裏才能心意更新變化（羅 12：2） 

 

四. 恐怖分子的危機 

 

五. 核武的危機 

 

1． 廣島市原子彈爆炸 

    廣島市原子彈爆炸事件  

「小男孩」落地爆炸後在廣島騰起的蘑菇雲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Atomic_cloud_over_Hiroshim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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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福島核能電廠傳出爆炸 

20110312 大震撼!! 日本福島核能電廠傳出爆炸 

 

Images for 核能爆炸 

 

核能爆炸的瞬间发射出的辐射力量.jpg 

 

3． 前蘇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http://www.google.com/url?sa=t&rct=j&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source=web&cd=6&ved=0CDwQtwIwBQ&url=http%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h7abXg6ytww&ei=K2c5T-OWDqaviALdz4H1BQ&usg=AFQjCNEPAwzDO55lKb4kwY6x76RT--WDhg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anquanweb.com/uploads/allimg/110314/38_110314170314_1.jpg&imgrefurl=http://anquanweb.com/anquan/yuleanquan/2011/0314/5811.html&h=413&w=550&sz=54&tbnid=YtbJ9IX35p7JSM:&tbnh=90&tbnw=120&prev=/search?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tbm=isch&tbo=u&zoom=1&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docid=7e0-nSpA87ULhM&sa=X&ei=K2c5T-OWDqaviALdz4H1BQ&ved=0CC4Q9QEwAQ
http://www.google.com/search?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hl=en&client=firefox-a&hs=0WN&rls=org.mozilla:zh-TW:official&prmd=imvns&tbm=isch&tbo=u&source=univ&sa=X&ei=K2c5T-OWDqaviALdz4H1BQ&ved=0CC0QsAQ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txsz.net/kx/c/kx91/sci/3-8/%E6%A0%B8%E8%83%BD%E7%88%86%E7%82%B8%E7%9A%84%E7%9E%AC%E9%97%B4%E5%8F%91%E5%B0%84%E5%87%BA%E7%9A%84%E8%BE%90%E5%B0%84%E5%8A%9B%E9%87%8F.jpg&imgrefurl=http://www.txsz.net/kx/c/kx91/img/18/7.htm&h=511&w=640&sz=102&tbnid=yJNFlk3i98Q2IM:&tbnh=98&tbnw=123&prev=/search?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tbm=isch&tbo=u&zoom=1&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docid=ZiEECXVxH9cJjM&sa=X&ei=K2c5T-OWDqaviALdz4H1BQ&ved=0CDcQ9QEwBA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txsz.net/kx/c/kx91/sci/3-8/%E6%A0%B8%E8%83%BD%E7%88%86%E7%82%B8%E7%9A%84%E7%9E%AC%E9%97%B4%E5%8F%91%E5%B0%84%E5%87%BA%E7%9A%84%E8%BE%90%E5%B0%84%E5%8A%9B%E9%87%8F.jpg&imgrefurl=http://www.txsz.net/kx/c/kx91/img/18/7.htm&h=511&w=640&sz=102&tbnid=yJNFlk3i98Q2IM:&tbnh=98&tbnw=123&prev=/search%3Fq%3D%25E6%25A0%25B8%25E8%2583%25BD%25E7%2588%2586%25E7%2582%25B8%26tbm%3Disch%26tbo%3Du&zoom=1&q=%E6%A0%B8%E8%83%BD%E7%88%86%E7%82%B8&docid=ZiEECXVxH9cJjM&sa=X&ei=K2c5T-OWDqaviALdz4H1BQ&ved=0CDcQ9QEw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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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武擴散的危機 

 

    現時共有 8 個國家成功試爆核武器，其中 5 個被《不擴散核武器

條約》視為「核武國家」，根據獲得核武的先後次序排列，這五個核

武國家分別是美國、俄羅斯（前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自從不

擴散武器條約構想，三個沒有簽約的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韓曾

進行核試。此外，以色列間接承認擁有核武；伊朗也正發展鈾濃縮技

術，有可能發展核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6%AD%A6%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6%89%A9%E6%95%A3%E6%A0%B8%E6%AD%A6%E5%99%A8%E6%9D%A1%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6%89%A9%E6%95%A3%E6%A0%B8%E6%AD%A6%E5%99%A8%E6%9D%A1%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D%97%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81%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9F%BA%E6%96%AF%E5%9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F%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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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

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太 10:28） 

 

    強盜 “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耶

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路 23：

42-43） 

 

六. 經濟蕭條的危機 

 

耶穌說:“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約 7:38-39)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

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的享受的神。”（提前 6：17） 

 

 “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嗎？因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

飛去。”(箴 23:5) 人生的目的是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太 6：33).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

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 4:2） 

 

    “74 福音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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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現在有信徒數千萬,教會堂點 5 万 6 千多個,70%是新蓋的, 

教牧傳道義工有 22 万 7 千人, 發行聖經超過 5500 多萬冊, 神學院 21

間。 

 

七.  時代危機的答案 

 

    神說: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彼前 1:16; 利 11:44)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初

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

救。”(帖後 2:13) 

  

    例: 60 年前南美洲厄瓜多爾的奧卡族曾殺死五個去向他們傳福

音的美國宣教士 

 

    聖經說: “耶和華救贖他僕人的靈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

罪。”(詩 34:22)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巳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

獨生子的名。”(約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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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 “

那裏去。”(約 14:6)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

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

因救我的神喜樂。”(哈 3:17-18)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

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 21:4)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

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 22:5) 

 

 

第 34 篇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教會信仰的偏差（一） 

 

    現今是靈界最危機的時代，而靈界的危機範圍極廣泛，今天只能

分析錯解被聖靈充滿的危機，亦可糾正教會信仰的偏差，回歸聖經純

正信仰的正路！ 

 

    今天的信息盼能解除疑惑，分辨真偽，糾正錯誤，增進知識，

得著智慧；同時使信徒生根建造，多結靈果，堅固信心，並且成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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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提昇事奉，榮神益人，使教會信仰不致偏差。 

 

一．錯解聖靈充滿的危機与教會信仰的偏差 

 

    美國浸信會真道神學院首任院長鍾世豪博士說：“「聖靈」

是當今教會最敏感，又是爭論最激烈，問題也最多的課題。我們當

以聖經為本，客觀而中肯，不偏不倚的提供真理的教導。”。 

 

    紐約信心神學院院長郝繼華博士：“目前不少教會對「靈恩」感

到焦慮。信徒因缺乏對這方面的認識，以致造成許多亂象。聖經並沒

有反對「靈恩」，但基督徒卻應從聖經的真理來看「靈恩」”。 

 

    我們應以聖經的總原則來解釋有關的章節.我們不可以人主觀的

見解來代替經聖的意思.我們必須讓聖經自己說話,才是正確的信仰.

被聖靈充滿,是教會最爭議性的問題,各宗各派各有其堅持點,但最大

的危機是非聖經的原意,卻當做真理教導信徒,以假亂真,以錯誤的解

釋當做真理的權威.結果 “假屬靈”、 “假權威”當做 “真屬靈”、 “真

權威”. 現在我特別要指出 “被聖靈充滿的誤解”,以可糾正教會信仰

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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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誤解聖靈的洗与被聖靈充滿的偏差 

 

1． 何謂聖靈的洗？ 

 

    神藉著耶穌的寶血，透過聖靈的工作，使人重生得著聖潔的生

命，歸入基督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洗。這是信徒主觀的經歷，是一次完

成的（太 3：11；約 3：5；徒 11：15-17；羅 8：9、14-16；林前 12：

13；加 3：14；弗 1：13-14；多 3：5；來 10：29，13：12）。 

 

2．誰給人聖靈的洗？ 

 

     耶穌的先鋒施洗約翰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

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祂要用

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太 3：11） 

 

    「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

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

住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約 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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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在主耶穌身上，天父印証耶穌才能用聖靈施洗。聖靈的洗

之主權是出於耶穌基督，沒有任何先知、使徒或牧師有權給人聖靈的

洗。 

 

3． 聖靈的洗何時應驗？ 

 

    主耶穌升天之前親自應許：「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

們要受聖靈的洗。」（徒 1：5）不多幾日，到底是幾天？即十日，因

耶穌復活已向門徒顯現四十日。「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

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

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 2：1-4）

當日是新約教會正式成立的時候。 

 

    五旬節時，聖靈已經降臨了，祂永遠與信徒同在（太 18：20；約

14：16），並沒有離開。如今有的教會，每年在五旬節之前十天，禁

食禱告求聖靈「再降臨」，這不是聖經的教導，因為新約時代，聖靈

只一次降臨，祂並沒有升天離開信徒。不必求「聖靈再降臨」。何況

真正重生的人都有聖靈內住，都領受了聖靈的洗；信徒乃是需要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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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聖充滿。其實教會或信徒隨時都可以禁食禱告，不必拘於日期或形

式！ 

 

4．基督徒何時受聖靈的洗？ 

 

    有人說信徒先得救，受水洗之後才能領受聖靈的洗，但這並非聖

經的教導，因為他們將靈洗與聖靈充滿混為一談。嚴格的說，五旬節

之後，一個人真正重生時，立即領受聖靈的洗。有人會說，五旬節之

前的門徒，豈不是先信主受洗，等到五旬節時才受聖靈的洗嗎？的確

是如此，但當時主尚未復活升天，聖靈尚未降臨，所以要等到五旬節

時才領受聖靈的洗（徒 1：5，2：1-4），而且到五節旬時才正式成立

教會。在五旬節之前，聖靈的工作仍屬舊約的範圍。然而，如今五旬

節聖靈降臨已是歷史的事實，不必再等了。 

 

    水洗與靈洗可同時發生，聖經有不同的例子（徒 19：1-7）。以弗

所的信徒第一次受約翰悔改的水禮並未真正重生，直到他們聽保羅所

傳耶穌生命之道，奉耶穌的名為他們按手禱告施洗時，才領受聖靈的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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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洗通常發生在水禮之前（徒 10：44-48）。例如彼得向哥尼

流一家傳福音，他們在聽道時信主耶穌，立刻就受聖靈的洗，然後才

受水的洗。重生時受聖靈的洗（弗 1：13-14；多 3：5），是聖經的總

原則。 

 

    保羅寫信告訴提多說：「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

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聖靈就是神藉

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

稱為義，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多 3：5-7）「重生的

洗和聖靈的更新」，是聖靈叫人重生，是聖靈更新人的生命，是聖靈

的洗才能產生的果效。水不能叫人重生，也不能更新人的生命；水也

不能洗淨人的罪（彼前 3：21）。一個人重生是得救的起步。 

 

    有人認為信徒重生之後，或受水禮之後，才受靈洗。因此將「聖

靈的洗」稱為「第二次的祝福」，這是錯誤的解釋。但根據聖經：「 我

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

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13）何時人在基

督裏成為一個身體？豈不是受靈洗時就開始嗎？豈不是在重生就開

始嗎？如今教會以受過水禮的人才算為基督徒，這是不得已，人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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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若不重生受水禮仍然不得救, 只不過是掛名的基督徒. 

 

5．聖靈的洗的目的何在？ 

 

（1）潔淨 

 

    耶穌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太 3：11）。火的功用是潔淨。

精金要經過火煉才能成功；火能除去渣滓，而產生潔淨的功能。聖靈

的洗，第一個目的是潔淨。耶和華神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

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利 19：2） 

    屬靈的恩賜可以裝假，但聖潔是不能裝假的，因為聖潔是屬靈生

命的自然流露。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

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

稱義了。」（林前 6：11）我們是在基督裏藉著聖靈得洗淨；聖靈將

基督救恩的實際，寶血的功效，運行在我們身上，藉聖靈的洗將我們

淨化了。彼得也說，信徒「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

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彼前 1：2） 

 

    （2）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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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提到：「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自主

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

13） 

 

    保羅在此提到聖靈的「洗」是簡單過去式的時態,希臘文法用

Aorist 的語法，乃是一次性的，是一次完成永遠成功的，使信徒成為

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保羅提到「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人……」（加 3：27-28），乃是成

為基督身上的肢體，建立了基督信徒的身份，確定了與主屬靈的關

係，直到永遠。受聖靈的洗是神的應許，是聖靈親自作的，只要真心

悔改信主就必領受，是不需要任何人為的努力與條件，因這全是神的

恩典。 

 

    所以聖靈的洗，就是使人成為聖潔並歸入基督的身體。這樣：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說方言；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行神蹟醫病；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領受「第二次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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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的洗不是信徒受水禮後才能得著；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得能力，乃是叫人得屬靈的生命，成為聖徒。 

 

6．「聖靈的洗」與「聖靈充滿」有何不同？ 

 

    （1）聖靈的洗是神的應許（太 3：11；可 1：8；路 3：16；約 1：

32-33；徒 1：5）； 

       聖靈充滿是神的命令（弗 5：18）。（希臘文語法是命令式）。 

    （2）聖靈的洗是一次完成的（林前 12：13）（希臘文是一次完成

時態）； 

       聖靈充滿是持續的（弗 5：18）（希臘文有持續不斷之意）。 

    （3）聖靈的洗不必重複出現（林前 12：13），只要真心悔改，靈

裏重生就受靈洗，歸入基督的身體； 

       聖靈充滿不是一次充滿永遠充滿，乃是要常常被聖靈充滿（徒

2：4，4：8、31，9：17，13：9）。 

       彼得、保羅均多次被聖靈充滿。信徒雖有聖靈的內住，還要

常常被聖靈充滿，事奉才有果效。 

    （4）聖靈的洗與神的救贖有關，這是身份地位上的關係

（positional）（林前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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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充滿則與事奉有關，具有能力、見證、聖潔生活的功能

（functional）（徒 1： 8；2：1-4）。 

 

    （5）聖靈的洗是無條件的，是神的應許與恩典，只要真心相信

就能領受（路 3：16；徒 1：5；林前 12：13）； 

       聖靈充滿則是有條件的，要合乎神的原則（弗 5：18）與旨

意（約一 5：14-15）。 

 

7． 聖靈的洗與水的洗有何不同？ 

 

    （1）聖靈的洗是主耶穌的主權，透過聖靈的工作（路 3：16；徒

2：1-4）； 

水洗是盡諸般的禮（太 3：15），是主耶穌吩咐門徒去作的（太

28：19）。 

 

    （2）聖靈的洗是叫信的人分別為聖，罪得赦免（帖後 2：13；彼

前 1：2） 

       水洗是信徒歸主外在的表徵（羅 6：3-4），水並不能洗凈人的

污穢（彼前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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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聖靈的洗必然得救，生命實質更新變化（羅 12：2） 

       水洗不是得救的條件。如行邪術的西門，雖然受過水洗，但

卻是掛名的信徒（徒 8：18-23），沒有永生！ 

 

三. 以“說方言” 代替“被聖靈充滿” 的 偏差。 

 

1． 方言從何而來？ 

 

    方言是從聖靈來的，因為： 

 

    「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

語，……又叫一人能說方言。」（林前 12：8-10） 

 

    只有聖靈所賜的方言才是真方言。任何人工的方言，或邪靈的方

言，都是假的方言。 

 

2. 甚麼是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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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別國的話”(heterais glossais)( 徒 2:4), 毫無疑問是當時流通

的語言. 徒 2:6,8 節的 “鄉談”, 原文 dialekto 的含意就是 “語言”. 徒

2:3 節提到 “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不是

真舌頭, 是如火焰的舌頭, 分開落在他們身上, 表明他們被聖靈充滿. 

說起別國的話,絕非單用舌頭發出聲音卻不是言語. 當時有 15 種鄉談

(徒 2:5-11), 可能猶太人散居各國, 也在當地出生, 他們能操出生地的

鄉談. 

 

    說起別國的 “話”, “話” 原文 glossa, 原意是舌頭、腔調、語氣. 和

合本聖經常譯為 “舌頭、方言、身体之器官的舌頭、火焰的舌頭. glossa

可喻意的指人類的言語(徒 2:11; 啟 5:9, 7:9, 10:11, 11:9; 13:7, 14:6, 

17:15). 使徒行傳 2 章 11 節譯為 “鄉談”, 就不可解釋為 “舌音” 單

憑舌音是無意義的, 怎能 “講說神的大作為”呢!? 

 

    “信的人必 ”(可 

16:17)  “說新方言” 可指一種流通的外國語言, 這現象發生在五旬節

(徒 2:4-11). 後來也在早期教會發生過. “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

為大。”(徒 10:46) 神用方言的記號來証明外邦人的得救, 可能是當時

流通的外邦人語言, 才能聽懂  “稱讚神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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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

又說預言〔或譯：又講道〕”(徒 19:6) 說方言又講道應是以弗所人聽

懂的語言. 

 

“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林前 12:10)  “方言乃是

指能講某些未曾學過的現存語言. 翻方言是一种在聚會中, 將所表達

而未曾學過的已知語言翻澤出來之能力.”(信徒聖經註釋 P567) 

 

    林前 14:1-24 節十分強調能聽懂的言語. “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

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甚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林前 14:9) 神

的道藉著言語表明出來, 才能達到成全信徒的目的. 

 

3． 以說方言為教義的偏差 

 

    說方言不是教義；說方言是一種恩賜。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又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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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說方言」（林前 12：1、10） 

 

「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希奇；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徒 10：45-46） 

 

    若將說方言當作教義，會造成教會分裂及混亂！教義注重本質；

恩賜注重功能，兩者是不同的。 

 

    方言是聖靈隨己意賜給基督徒的一種恩賜，使他能說出自己不懂

的語言，但卻是聽者所理解的一種話（徒 2：1-8，10：45-46，19：1-7），

或稱別國的話（徒 2：4）。方言不是無意義的雜音，也不是一種單調

的舌音。聖靈所賜的方言是有意義的語言，所以才能被翻出來（林前

14：5、13、26-28），即使是講說各樣的奧秘（徒 14：2），仍然是有

意義的話，並非無意義的雜音。人對神說話，不會單發出無意義的雜

音，必然是有意義的言語。屬靈的恩賜絕對不能當作教義！ 

 

4．說方言的目的是甚麼？ 

 

    說方言主要的目的是向不信的人作見證：「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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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徒 2：11） 

 

「這樣看來，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不信的人。」（林

前 14：22） 

 

    其次的目的是造就自己。「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

的，乃是造就教會。」（林前 14：4） 

 

5． 全教會同時間都說方言的偏差 

 

    聖經從沒有鼓勵全教會同時間都說方言，相反地，為避免教會混

亂，最多只限兩三個人輪流說，即要有秩序，而且要有人翻方言，否

則就不準說。絕沒有全場鬧哄哄的都說！聖經說：「所以那說方言的，

就當求著能翻出來。」（林前 14：13） 

 

    「若有說方言的，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著說，也

要一個人翻出來；若沒有人翻，就當在會中閉口，只對自己和神說就

是了。」（林前 14：27-28） 

 



555 

 

    「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林前 14：33） 

 

    「所以，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若都說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

的，或是不信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癲狂了嗎？」（林前 14：23）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林前 14：40） 

 

6.聖靈的洗必須說方言的偏差 

 

    聖靈的洗是神的應許（路 24：49）；是每一位信徒都應有的經歷

（林前 12：13）；而且是重生時一次完成的（多 3：5-7），不再重覆，

是永遠有效的，所以聖靈的洗與救恩有關。 

   有人以為說方言是靈洗的證據，便說第一次說方言才是受聖靈的

洗。還有人認為說方言是聖靈充滿的證據；或以為說方言才有聖靈，

有聖靈才能得救，所以說方言是得救的證據。叫人得救的是耶穌基督,

方言不能代替耶穌的地位.聖靈賜給人方言的恩賜,是先有聖靈,後有

方言;方言不能代替聖靈的地位.聖經真理絕不能本末倒置! 根据聖經

的本意。說方言不是得救的證據；不是聖靈充滿的證據；也不是靈洗

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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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提到有許多得救的人都沒有說方言。五旬節彼得與其他使徒

在耶路撒冷開佈道會，有三千人信主受洗，並沒有說方言（徒 2：

41-42）。後來神繼續作復興的工作，「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男丁數

目約到五千。」（徒 4：4），他們也沒有說方言。聖經又說：「信而歸

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很多。」（徒 5：14），照樣沒有說方言。

耶路撒冷的信徒遭逼迫，門徒下到撒瑪利亞傳道，有許多人信主受聖

靈，但他們並沒有說方言（徒 8：12-17）。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手下

總管銀庫的太監信主受了洗（徒 8：35-40），他並沒有說方言。呂底

亞和一家信了主（徒 16：15），並沒有說方言。禁卒和全家都信了主

（徒 16：31-34），並沒有說方言。 亞略巴古的官丟尼修，並一個婦

人名叫大馬哩都信了主（徒 17：34），他們並沒有說方言。施洗約翰、

奧古斯丁、馬丁路德、加爾文、喬治懷特菲等都沒有說過方言，如此，

你能說以上所有信主的人，因為沒有說方言，就不得救嗎？就沒有聖

靈嗎？當然不是！ 

 

    若以為說方言是聖靈充滿的證據，也是不合聖經的解釋。保羅初

信時被聖靈充滿（徒 9：1-19），並沒有說方言；施洗約翰在母腹裏就

被聖靈充滿（路 1：15），他並沒有說方言；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路 1：41 ），她並沒有說方言；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路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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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沒有說方言；耶穌被聖靈充滿（路 4：1），他並沒有說方言；耶

路撒冷有些信徒同心迫切禱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徒 4：31），

但並沒有說方言。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徒 7：55），並沒有說方言； 安

提阿信徒被聖靈充滿（徒 13：52），並沒有說方言。由此可知，說方

言不是被聖靈充滿與得救的條件或證據。聖靈的洗與說方言是不同的

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方言本身也不能給人救恩，人是因信基督得

救恩（弗 2：8-9）。 

 

7． 主張基督徒一定要說方言的偏差 

 

   （ 1）將個別的例子當作原則，將相對性的絕對化！ 

    （2）對真理缺乏全面性的認識，不是以聖經的總原則解經，而

是斷章取義。 

 

    （3）方言是恩賜，不是教義。若將方言「教義化」，則會產生絕

對化的權威和弊病。 

 

(4) 聖經從未命令一定要說方言，所以不可「必然化」，而越過聖

經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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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徒 2：1-4 節及林前所提的方言是人能懂的方言，不是無意

義的聲音！若教人學一些無意義的聲音，就以為是方言，那就不是聖

靈隨己意分給各人的方言了！因人意不能代替神意。 

 

    (6)  主耶穌被聖靈充滿卻從未說過方言，祂也不教導人說方言！ 

 

    (7)  聖經提到作監督、長老、執事從未提到一定要說方言！但今

天有人竟說：「不說方言，神學生不準畢業；傳道人不能按立為牧師！」

豈非本末倒置！ 

 

    (8)  以為說方言就能醫病、趕鬼、行神蹟，或以為說方言就屬靈

了，就能解決一切靈界的問題，這是錯誤的想法。哥林多教會講方言

最多，卻最屬肉體、最混亂、最不聖潔，充滿了紛爭結黨。因為屬靈

是內在生命本質的問題，是與基督是否為主有關，而不是說方言就可

解決一切。人工學來的方言, 不是聖靈所賜的恩賜；邪靈的方言，也

不是聖靈的恩賜， 在靈性上更是屬肉体, 更沒有能力! 

 

四. 以現象代替本質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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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禱告時被擊倒(或倒下)在地上以為是被聖靈充滿的差錯 

 

    有人用保羅被神光照, 仆倒在地,解成保羅被聖靈擊倒在地上,他

被聖靈充滿了.這是完全錯誤的解釋. 

 

   聖經記載: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士革，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

著他；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

逼迫我？」”(徒 9:3-4) 

 

    當時保羅是敬虔的猶太教徒,他還未信主.猶太人對神的敬畏,以

俯仆的姿態來表達其宗教信仰.他說: “主啊!你是誰?”猶太人稱上帝

為 “主”,表明當時保羅認為是神的大光照著他.保羅仆倒時還未重生,

根本不能說他是被聖靈充滿. 

 

    保羅被聖靈充滿是亞拿尼亞去為他禱告時才發生的, 那是大光

光照三天之後的事.他眼睛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是同時發生的.“亞拿

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保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

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

靈充滿。」”(徒 9:17) 亞拿尼亞向他傳講耶穌,可能那時保羅才真正

的認識主耶穌.當時保羅並沒有說方言,也沒有仆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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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禱告時倒地有幾種不同的因素: 

 

 (1) 心情緊張過度,放鬆時,身体不平衡,會忽然倒在地上. 

 

    我曾在台灣一間教會領培靈佈道會.有一位賣水果攤的姐妹叫其

兒子看攤賣水果,她跑來教會聚會.她丈夫後來到水果攤時知道太太去

聚會,就暴跳如雷的怒吼: “等一下她回來,我要用水果刀將她殺啦!”他

兒子聽到之後就溜來教會告訴其母親.其母非常的惶恐緊張.會後教堂

主任牧師和我為她禱告.禱告一半時她突然癱倒在地上.這種情況不能

說她是被聖靈擊倒,被聖靈充滿. 因她心情緊張過度,放鬆時,身体不平

衡,會忽然倒在地上.我們不能以外在的現象代替聖靈充滿的實質. 

 

(2) 頭腦完全放空,身体失去平衡,外力輕輕一推就會倒地.  

 

    馬來西亞有一位趙牧師,曾作過試驗,他叫幾位年青人排成一排,

請他們頭腦放空,不要思想任何東西,幾分鐘之後,身体失去平衡, 趙牧

師用輕輕一推,一個一個的都倒在地上. 你不能說凡倒在地上的就是

被聖靈充滿! 

 

(3)  習慣性的倒地,自以為是蒙聖靈祝福的途徑. 

  

   傾向方言派的教會,特別聚會時,當講員呼招,誰願意被聖靈充滿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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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前面來.一位台北的資深牧師告訴我,最先搶到前頭的,都是那幾

位禱告倒地的信徒,而且禱告時經常會倒在地上.他們已習慣性的倒地,

自以為是蒙聖靈祝福的途徑.果真如此,豈非本末倒置,將外在的現象,

代替屬靈的本質. 

 

(4) 有計劃串好的倒地 

 

    聞有從其組織內的人出來說,早已規劃好,當講員吹氣以手勢指出

方向地點時,凡站在該處的信徒都要配合的倒地.若果真如此,真是悲

哀,為求達到虛假的目的,而作出違反聖經誠信的原則.這種作法,與聖

靈無關,與邪靈也無關,乃是人為的假冒和錯覺, 真是教會的悲哀! 若

不悔改, 恐怕要受神嚴重的刑罰! 

 

(5) 被非信徒譏笑 

 

    曾有一位由中國赴美的非信徒,參加靈恩運動的聚會,當講員吹氣

要人倒地時.他說: “我用氣功與他反抗,結果我並沒有倒在地上.我的

氣功比聖靈更有威力.”竟成了非信徒譏笑的把柄.因人為的吹氣並不

能代表就是聖靈的工作.所以我們當遵重聖靈隨己意自由運行的主權,

千萬不能以人意操縱聖靈的作為,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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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向前俯仆或向後倒地的偏差 

 

    聖經記載人向上帝的尊敬崇拜,都是向前俯仆的(創 17:3;24:52;民

26:6;申 9:25;王上 18:39;代下 7:3;20:18;可 7:25;路 5:8,12;路

8:28,41,47;17:16;約 11:31;啟 4:10,5:8,14;19:4),聖經多的不勝枚舉.但

靈恩派的倒地,卻是向後倒,甚至是四腳朝天的向後倒.頗似 “韓單學

步,畫虎類犬”.用外在的現象代替屬靈的實質是十分危險的. 

 

3.  以吹氣代表聖靈的充滿差錯 

 

    現今靈恩運動者吹氣,主要以約翰褔音 20:22 節為根據.我們必須

了解聖經的背景和正意.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

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

了。」”(約 20:21-23) 

 

(1)  上帝吹氣 

  

   聖經只有兩次提到吹氣,第一次是創 2:7 節,上帝吹氣,賜給人靈魂,

使人成了 “有靈的活人”.這次沒有提到聖靈充滿,乃是 “生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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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氣,使人有神的性情. 

 

(2) 耶穌吹氣 

 

    聖經記載第二次吹氣是耶穌,目的是叫門徒受聖靈,因為當時尚未

賜下聖靈(約 7:39),為使門徒有權柄和能力的去傳褔音. 

 

（3）  耶穌沒有吩咐門徒吹氣叫人受聖靈 

 

    耶穌給門徒醫病趕鬼的權柄(可 3:14-15;16:17;路 9:1-2),他卻沒有

給門徒吹氣叫人受聖靈的吩咐和權柄.現今有些靈恩派的領袖吹氣叫

人被聖靈充滿, 他們越權而不自知, 這是非常嚴重的偏差,屬靈的本

質是不能被模仿的,既使模仿也無濟於事. 

 

（4）  五旬節聖靈降臨時並沒有吹氣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

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

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 2:1-4) 

 

    五旬節聖靈充滿,沒有任何人為的計劃;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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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描述當時的現象,並沒有任何人在吹氣,完全是神自己的作為.被聖

靈充滿是神的應許、神的命令、神的旨意.信徒若遵照聖經的原則去

行,必可得著聖靈的充滿.我們當回到聖經的本位,謹慎的不引人入岐

途. 

 

4.  以哭、笑、叫、動、跳,代表聖靈充滿的差錯 

 

（1） 哭派 

 

    哭派認為信徒要痛哭三日三夜，认罪要有深度、广度和準度才能

得救。在中国内地，曾发生信徒狂哭至眼肿、声嘶，甚至自虐、禁食、

跪至膝盖出血，又很多信徒因要聚会及传教而离家出走。 

 

    有人為罪痛哭流淚,聖靈會因人自己的罪,叫人自責(約 16:8). 但

不能說要哭才算真心悔改.哭是一種感情的發洩,人可能為喪考妣而哭,

為離別而哭,因失戀而哭,因失敗而哭,因被委曲而哭,因傷心而哭……

哭派的信徒認為要哭才能得救,要哭才能被聖靈充滿,這完全違反聖經

的總原則.人得救是因著信,也是本乎恩(弗 2:8-9),不是因哭才能能得救.

被聖靈充滿乃是憑信心根據神的旨意和應許.哭派的信徒有的哭已成

了習慣,一哭就是整個小時.哭不能代表就是屬靈,哭也不能代表就是

被聖靈充滿,哭更不能成為 “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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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笑派 

 

    多伦多笑派由加拿大多伦多市开始，他们聚会时用摇滚乐的方式

伴奏，击鼓、拍手、跳舞等。他们按手祷告时，有人倒在地上打滚，

或狂笑数小时，有的甚至发出动物的吼叫声，然而他们却称为“圣笑”

（Holy Laughter）。因有一旅居多伦多的华人，将此聚会的方式介绍

给一些中国教会的信徒，如今已开始在中国产生影响力。有人称此派

为“击鼓跳舞派”。 

 

    多伦多笑派对“圣灵充满”有嚴重的錯误： 

 

A. 多伦多笑派认为倒地发笑，是圣灵充满的记号。但此说不合圣经，

因为无论是耶稣、使徒们、或众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从来没有倒

地发笑的。 

 

B. 多伦多笑派竟然将倒地狂笑，甚至发出动物的鸣叫声，说是被圣

灵充满的记号。但圣经从未这样记载。人被圣灵充满时，人的理智与

感情是正常的。他们连续数 小时狂笑不能自制，显然理智与感情已

失去了控制，并非正常的功用。发出动物般的吼叫声，绝对不是被圣

灵充满的记号。圣经多次记载被圣灵充满，但从来没有人 发出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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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吼叫声。相反地，我倒见过被鬼附者，却能发出动物般的吼叫声。 

 

C.  多伦多笑派很多人倒地是四肢朝天，有的浑浑噩噩地睡着。这也

是圣经所没有的。新旧约圣经记载，人对神的敬畏及敬拜，都是向前

俯仆（创 17：3；18：2；利 9：24；民 20：6；申 9：25；太 2：11；

路 17：16；启 1：17；5：14），从來没有向后倒而四肢朝天的。同时

被圣灵充 满也是清醒的，绝不是浑浑噩噩地睡着。 

 

（3） 叫派 

 

    叫派是從笑派演化出來的.有一派的信徒, 因無知不能分辨,禱告

時在地上如狗爬,如狗叫;有的如貓叫; 有的如虎叫; 有的如烏叫; 有

的如動物吼叫……,他們認為被聖靈充滿會發出這些怪現象, 將錯誤

的現象當作是聖靈的作為.這種不正常的亂象,不能說是被聖靈充滿,

根本毫無聖經的根據, 相反地、可能是邪靈的干擾! 

 

(4)   動派 

 

    動派認為禱告時身体抖動就是聖靈充滿.此解全無聖經根據.拔金

昇病 Pakinson 會身体抖動,身体缺銅素會抖動,天氣太冷會抖動,這些

症狀與聖靈無關.異教廟裏的乩童邪靈附身時會抖動,這與邪靈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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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靈卻無關.抖動外在的現象與聖靈充滿是兩回事,不可相提並論! 

 

(5)   跳派 

 

    第 2 世紀孟他努派（Montanism）是靈恩運動始祖，他說「我領

受的啟示超過聖靈給保羅与彼得的啟示」。他們跳靈舞，認為從山上

跳下去，聖靈會保守。結果有一個女孩 Masin，從山上跳下去死在山

下,錯誤的教導是十分危險的! 

 

    他們認為禱告時跳靈舞就是聖靈充滿現象, 此說完全無聖經的

根据,美其名曰: “靈舞”,沒有任何審核的標準, 若有人自己心血來潮

邊唱邊跳, 而說是聖靈給的靈歌靈舞, 未免是侮辱聖靈.世上很多舞

蹈,各說各的.被聖靈充滿要回到聖經的總原則.不可道聽塗說,人云亦

云.總要回歸聖經,讓聖經自己說話.你所信的才能合乎真道. 

 

    以上各項被聖靈充滿錯誤的解釋,都是信仰的危機。這危機即人

將錯誤的解釋或觀點當作聖經的真理，實際上並沒有被聖靈充滿，而

自以為是被聖靈充滿，如此以假亂真，不但不屬靈，反而更屬肉体；

不但沒有得勝，沒有能力，反而中了魔鬼的詭計！ 

 

    教會信仰不能有偏差, 我們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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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純正的信仰, 才能建立健康的教會, 使信徒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負起遍傳福音的使命.你願意 “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

辯”嗎?(猶 3) 你願意為教會信仰守望的戰士嗎? 保羅說:“堅守所教

真實的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多 

1:9) 

 

    玆將被聖靈充滿的聖經原則附上 

一． 神的命令（弗 5：18） 

二． 神的旨意（約一 5：14-15） 

三． 神的應許（徒 2：28-39） 

四． 渴慕充滿（太 5：6；約 7：37-39） 

五． 徹底認罪（約一 1：7-10） 

六． 完全奉獻（羅 6：13，12：1-2） 

七． 憑著信心（來 11：6；弗 1：13；加 3：2，14） 

 

 

附錄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教會信仰的偏差（一）(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錯解聖靈充滿的危機与教會信仰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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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世豪博士說：“「聖靈」是當今教會最敏感，又是爭論最激

烈，問題也最多的課題。我們當以聖經為本，客觀而中肯，不偏

不倚的提供真理的教導。”。 

 

    郝繼華博士：“目前不少教會對「靈恩」感到焦慮。信徒因缺乏

對這方面的認識，以致造成許多亂象。聖經並沒有反對「靈恩」，但

基督徒卻應從聖經的真理來看「靈恩」”。 

 

二.  誤解聖靈的洗与被聖靈充滿的偏差 

 

1.何謂聖靈的洗？ 

 

    神藉著耶穌的寶血，透過聖靈的工作，使人重生得著聖潔的生

命，歸入基督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洗。這是信徒主觀的經歷，是一次完

成的（太 3：11；約 3：5；徒 11：15-17；羅 8：9、14-16；林前 12：

13；加 3：14；弗 1：13-14；多 3：5；來 10：29，13：12）。 

 

2．誰給人聖靈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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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

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祂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太 3：11） 

 

    「我曾看見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

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

住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約 1：32-33） 

 

3． 聖靈的洗何時應驗？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 1：

5）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

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

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 2：1-4） 

 

4．基督徒何時受聖靈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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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洗通常發生在水禮之前（徒 10：44-48）。重生時受聖靈的

洗（弗 1：13-14；多 3：5），是聖經的總原則。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

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

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

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多 3：5-7） 

 

「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

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13） 

 

5．聖靈的洗的目的何在？ 

 

（1）潔淨 

 

    耶穌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太 3：11）。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利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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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林前 6：11） 

 

信徒「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

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彼前 1：2） 

 

    （2）歸入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自主的，都從一

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13） 

 

    保羅提到「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人……」（加 3：27-28）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說方言；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行神蹟醫病；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領受「第二次的恩典」； 

    聖靈的洗不是信徒受水禮後才能得著； 

    聖靈的洗不是叫人得能力，乃是叫人得屬靈的生命，成為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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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聖靈的洗」與「聖靈充滿」有何不同？ 

 

    （1）聖靈的洗是神的應許（太 3：11；可 1：8；路 3：16；約 1：

32-33；徒 1：5）； 

       聖靈充滿是神的命令（弗 5：18）。（希臘文語法是命令式）。 

 

    （2）聖靈的洗是一次完成的（林前 12：13）（希臘文是一次完成

時態）； 

       聖靈充滿是持續的（弗 5：18）（希臘文有持續不斷之意）。 

 

    （3）聖靈的洗不必重複出現（林前 12：13），只要真心悔改，靈

裏重生就受靈洗，歸入基督的身體； 

       聖靈充滿不是一次充滿永遠充滿，乃是要常常被聖靈充滿（徒

2：4，4：8、31，9：17，13：9）。 

       彼得、保羅均多次被聖靈充滿。信徒雖有聖靈的內住，還要

常常被聖靈充滿，事奉才有果效。 

 

    （4）聖靈的洗與神的救贖有關，這是身份地位上的關係

（positional）（林前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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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充滿則與事奉有關，具有能力、見證、聖潔生活的功能

（functional）（徒 1： 8；2：1-4）。 

 

    （5）聖靈的洗是無條件的，是神的應許與恩典，只要真心相信

就能領受（路 3：16；徒 1：5；林前 12：13）； 

       聖靈充滿則是有條件的，要合乎神的原則（弗 5：18）與旨

意（約一 5：14-15）。 

 

7. 聖靈的洗與水的洗有何不同？ 

 

    （1）聖靈的洗是主耶穌的主權，透過聖靈的工作（路 3：16；徒

2：1-4）； 

水洗是盡諸般的禮（太 3：15），是主耶穌吩咐門徒去作的（太

28：19）。 

 

    （2）聖靈的洗是叫信的人分別為聖，罪得赦免（帖後 2：13；彼

前 1：2） 

       水洗是信徒歸主外在的表徵（羅 6：3-4），水並不能洗凈人的

污穢（彼前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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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聖靈的洗必然得救，生命實質更新變化（羅 12：2） 

       水洗不是得救的條件。如行邪術的西門，雖然受過水洗，但

卻是掛名的信徒（徒 8：18-23），沒有永生！ 

 

三.以“說方言” 代替“被聖靈充滿” 的 偏差。 

 

1.方言從何而來？ 

 

    方言是從聖靈來的，因為： 

 

    「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

語，……又叫一人能說方言。」（林前 12：8-10） 

 

    只有聖靈所賜的方言才是真方言。任何人工的方言，或邪靈的方

言，都是假的方言。 

 

2. 甚麼是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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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別國的話”(heterais glossais)( 徒 2:4), 毫無疑問是當時流通

的語言. 徒 2:6,8 節的 “鄉談”, 原文 dialekto 的含意就是 “語言”. 徒

2:3 節提到 “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不是

真舌頭, 是如火焰的舌頭, 分開落在他們身上, 表明他們被聖靈充滿. 

說起別國的話,絕非單用舌頭發出聲音卻不是言語. 當時有 15 種鄉談

(徒 2:5-11), 可能猶太人散居各國, 也在當地出生, 他們能操出生地的

鄉談. 

 

    說起別國的 “話”, “話” 原文 glossa, 原意是舌頭、腔調、語氣. 和

合本聖經常譯為 “舌頭、方言、身体之器官的舌頭、火焰的舌頭. glossa

可喻意的指人類的言語(徒 2:11; 啟 5:9, 7:9, 10:11, 11:9; 13:7, 14:6, 

17:15). 使徒行傳 2 章 11 節譯為 “鄉談”, 就不可解釋為 “舌音” 單

憑舌音是無意義的, 怎能 “講說神的大作為”呢!? 

 

    “ ，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可 

16:17)  “說新方言” 可指一種流通的外國語言, 這現象發生在五旬節

(徒 2:4-11). 後來也在早期教會發生過. “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

為大。”(徒 10:46) 神用方言的記號來証明外邦人的得救, 可能是當時

流通的外邦人語言, 才能聽懂  “稱讚神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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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

又說預言〔或譯：又講道〕”(徒 19:6) 說方言又講道應是以弗所人聽

懂的語言. 

 

“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

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林前 12:10)  “方言乃是

指能講某些未曾學過的現存語言. 翻方言是一种在聚會中, 將所表達

而未曾學過的已知語言翻澤出來之能力.”(信徒聖經註釋 P567) 

 

    林前 14:1-24 節十分強調能聽懂的言語. “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

話，怎能知道所說的是甚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林前 14:9) 神

的道藉著言語表明出來, 才能達到成全信徒的目的. 

 

 

3． 以說方言為教義的偏差 

 

    說方言不是教義；說方言是一種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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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們，論到屬靈的恩賜，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又叫一

人能說方言」（林前 12：1、10） 

 

「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希奇；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徒 10：45-46） 

 

    若將說方言當作教義，會造成教會分裂及混亂！教義注重本質；

恩賜注重功能，兩者是不同的。 

 

4．說方言的目的是甚麼？ 

 

    說方言主要的目的是向不信的人作見證：「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

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徒 2：11） 

 

「這樣看來，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不信的人。」（林

前 14：22） 

 

    其次的目的是造就自己。「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

的，乃是造就教會。」（林前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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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教會同時間都說方言的偏差 

 

    聖經說：「所以那說方言的，就當求著能翻出來。」（林前 14：

13） 

 

    「若有說方言的，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著說，也

要一個人翻出來；若沒有人翻，就當在會中閉口，只對自己和神說就

是了。」（林前 14：27-28） 

 

    「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林前 14：33） 

 

    「所以，全教會聚在一處的時候，若都說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

的，或是不信的人進來，豈不說你們癲狂了嗎？」（林前 14：23）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林前 14：40） 

 

6.聖靈的洗必須說方言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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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的洗是神的應許（路 24：49）；是每一位信徒都應有的經歷

（林前 12：13）；而且是重生時一次完成的（多 3：5-7），不再重覆，

是永遠有效的，所以聖靈的洗與救恩有關。 

 

    耶穌被聖靈充滿（路 4：1），他並沒有說方言；耶路撒冷有些信

徒同心迫切禱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徒 4：31），但並沒有說方

言。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徒 7：55），並沒有說方言； 安提阿信徒被

聖靈充滿（徒 13：52），並沒有說方言。由此可知，說方言不是被聖

靈充滿與得救的條件或證據。聖靈的洗與說方言是不同的兩件事，不

能混為一談。方言本身也不能給人救恩，人是因信基督得救恩（弗 2：

8-9）。 

 

7． 主張基督徒一定要說方言的偏差 

 

    （1）將個別的例子當作原則，將相對性的絕對化！ 

    （2）對真理缺乏全面性的認識，不是以聖經的總原則解經，而

是斷章取義。 

 

    （3）方言是恩賜，不是教義。若將方言「教義化」，則會產生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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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化的權威和弊病。 

 

    (4)聖經從未命令一定要說方言，所以不可「必然化」，而越過聖

經的教導。 

 

    (5)徒 2：1-4 節及林前所提的方言是人能懂的方言，不是無意義

的聲音！若教人學一些無意義的聲音，就以為是方言，那就不是聖靈

隨己意分給各人的方言了！因人意不能代替神意。 

 

    (6)主耶穌被聖靈充滿卻從未說過方言，祂也不教導人說方言！ 

 

    (7)聖經提到作監督、長老、執事從未提到一定要說方言！但今天

有人竟說：「不說方言，神學生不準畢業；傳道人不能按立為牧師！」

豈非本末倒置！ 

 

    (8)以為說方言就能醫病、趕鬼、行神蹟，或以為說方言就屬靈了，

就能解決一切靈界的問題，這是錯誤的想法。哥林多教會講方言最

多，卻最屬肉體、最混亂、最不聖潔，充滿了紛爭結黨。因為屬靈是

內在生命本質的問題，是與基督是否為主有關，而不是說方言就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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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一切。人工學來的方言, 不是聖靈所賜的恩賜, 在靈性上更是屬肉

体, 更沒有能力! 

 

四. 以現象代替本質的偏差 

 

1.  禱告時被擊倒(或倒下)在地上以為是被聖靈充滿的差錯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士革，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他

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

我？」”(徒 9:3-4) 

 

「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

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徒 9:17) 

 

 亞拿尼亞向他傳講耶穌,可能那時保羅才真正的認識主耶穌.當

時保羅並沒有說方言,也沒有仆倒在地上. 

 

2. 人禱告時倒地有幾種不同的因素: 

 

 (1) 心情緊張過度,放鬆時,身体不平衡,會忽然倒在地上. 

 

    我們不能以外在的現象代替聖靈充滿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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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頭腦完全放空,身体失去平衡,外力輕輕一推就會倒地.  

 

(3)  習慣性的倒地,自以為是蒙聖靈祝福的途徑. 

 

(4) 有計劃串好的倒地 

 

(7) 被非信徒譏笑 

 

 

(8) 向前俯仆或向後倒地的偏差 

 

    聖經記載人向上帝的尊敬崇拜,都是向前俯仆的(創 17:3;24:52;民

26:6;申 9:25;王上 18:39;代下 7:3;20:18;可 7:25;路 5:8,12;路

8:28,41,47;17:16;約 11:31;啟 4:10,5:8,14;19:4) 

 

但靈恩派的倒地,卻是向後倒,甚至是四腳朝天的向後倒.用外在

的現象代替屬靈的實質是十分危險的. 

 

3.  以吹氣代表聖靈的充滿差錯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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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

了。」”(約 20:21-23) 

 

(1)  上帝吹氣 

  

   聖經只有兩次提到吹氣,第一次是創 2:7 節,上帝吹氣,賜給人靈魂,

使人成了 “有靈的活人”.這次沒有提到聖靈充滿,乃是 “生氣”,生命

之氣,使人有神的性情. 

 

(2) 耶穌吹氣 

 

    聖經記載第二次吹氣是耶穌,目的是叫門徒受聖靈,因為當時尚未

賜下聖靈(約 7:39),為使門徒有權柄和能力的去傳褔音. 

 

（3）  耶穌沒有吩咐門徒吹氣叫人受聖靈 

 

    耶穌給門徒醫病趕鬼的權柄(可 3:14-15;16:17;路 9:1-2),他卻沒有

給門徒吹氣叫人受聖靈的吩咐和權柄. 

  

（4）  五旬節聖靈降臨時並沒有吹氣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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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

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 2:1-4) 

 

4.  以哭、笑、叫、動、跳,代表聖靈充滿的差錯 

 

（1） 哭派 

 

    哭派認為信徒要痛哭三日三夜，认罪要有深度、广度和準度才能

得救。在中国内地，曾发生信徒狂哭至眼肿、声嘶，甚至自虐、禁食、

跪至膝盖出血，又很多信徒因要聚会及传教而离家出走。 

 

    人得救是因著信,也是本乎恩(弗 2:8-9)哭不能代表就是屬靈,哭也

不能代表就是被聖靈充滿,哭更不能成為 “教義”! 

 

（2）笑派 

 

    多伦多笑派由加拿大多伦多市开始，他们聚会时用摇滚乐的方式

伴奏，击鼓、拍手、跳舞等。他们按手祷告时，有人倒在地上打滚，

或狂笑数小时，有的甚至发出动物的吼叫声，然而他们却称为“圣笑”

（Holy Laughter）。有人称此派为“击鼓跳舞派”。 

 

    多伦多笑派对“圣灵充满”有何嚴重的錯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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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多伦多笑派认为倒地发笑，是圣灵充满的记号。但此说不合圣经，

因为无论是耶稣、使徒们、或众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从来没有倒

地发笑的。 

 

B 多伦多笑派竟然将倒地狂笑，甚至发出动物的鸣叫声，说是被圣灵

充满的记号。但圣经从未这样记载。人被圣灵充满时，人的理智与感

情是正常的。 

 

C.  多伦多笑派很多人倒地是四肢朝天，有的浑浑噩噩地睡着。这也

是圣经所没有的。新旧约圣经记载，人对神的敬畏及敬拜，都是向前

俯仆（创 17：3；18：2；利 9：24；民 20：6；申 9：25；太 2：11；

路 17：16；启 1：17；5：14），从没有向后倒而四肢朝天的。同时被

圣灵充 满也是清醒的，绝不是浑浑噩噩地睡着。 

 

（4） 叫派 

 

    叫派是從笑派演化出來的.有一派的信徒, 因無知不能分辨,禱告

時在地上如狗爬,如狗叫;有的如貓叫; 有的如虎叫; 有的如烏叫; 有

的如動物吼叫……,他們認為被聖靈充滿會發出這些怪現象, 將錯誤

的現象當作是聖靈的作為.這種不正常的亂象,不能說是被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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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毫無聖經的根據, 相反地、可能是邪靈的干擾! 

 

(4)  動派 

 

    動派認為禱告時身体抖動就是聖靈充滿.此解全無聖經根據.異教

廟裏的乩童邪靈附身時會抖動,這與邪靈有關,與聖靈卻無關.抖動外

在的現象與聖靈充滿是兩回事,不可相提並論! 

 

(5)  跳派 

 

    第 2 世紀孟他努派（Montanism）是靈恩運動始祖，他說「我領

受的啟示超過聖靈給保羅与彼得的啟示」。他們跳靈舞，認為從山上

跳下去，聖靈會保守。結果有一個女孩 Masin，從山上跳下去死在山

下,錯誤的教道是十分危險的! 

 

    他們認為禱告時跳靈舞就是聖靈充滿現象, 此說完全無聖經的

根据,美其名曰: “靈舞”,沒有任何審核的標準, 若有人自己心血來潮

邊唱邊跳, 而說是聖靈給的靈歌靈舞, 未免是侮辱聖靈. 

  

    以上各項被聖靈充滿錯誤的解釋,都是信仰的危機。這危機即人

將錯誤的解釋或觀點當作聖經的真理，實際上並沒有被聖靈充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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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是被聖靈充滿，如此以假亂真，不但不屬靈，反而更屬肉体；

不但沒有得勝，沒有能力，反而中了魔鬼的詭計！ 

 

    教會信仰不能有偏差, 我們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撥亂反正, 

回歸純正的信仰, 才能建立健康的教會, 使信徒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負起遍傳福音的使命.你願意 “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

辯”嗎?(猶 3) 你願意為教會信仰守望的戰士嗎? 保羅說:“堅守所教

真實的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多 

1:9) 

 

 

第 35 篇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教會信仰的偏差（二） 

 

    歷代都有神學上的危機，神學錯誤會影響教會信仰的偏差。純正

聖經的神學，是指導教會，建立教會的根据。但錯誤的神學，不但會

使教會信仰偏差，更會混亂教會的方向，影響信徒的价值觀、人生觀、

事奉觀、永恆觀。神學範圍非常的廣泛，現只能糾正幾項比較緊迫性

的危機。 

 

一． 新派信仰(Liberal Theology)的危機 

 

新派神学，又名近代神学，自由派神学，社会福音派，不信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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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泛指十九世纪以后之神学发展，由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士来马赫

(Schleiermacher)开始。新派神學：用『世俗學問』檢驗『聖經』（世

俗學問＞ 聖經）; 歸正神學：用『聖經』檢驗『世俗學問』（聖經＞ 

世俗學問）.新派神學的另一產品，乃是經文批判. 基本上，新派神学

是一种偏离圣经的路线. 

 

1． 新派对圣经不是完全不信，而是不完全信。 

 

    我們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提后 3：16-17），而且，

神的话立定在天，天地废弃，他的话永不动摇（太 5：18，24：35），

因为凡出于神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 1：37）。 

 

2．新派認為神不是有位格的神，他只是客观的存在人的思想之中.  

 

    但我們卻深信: 神是有位格的、永活的、全能的、至圣的，关爱

人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真神（出 3：15 林前 8：6 启 1：

8 罗 1：19-20）。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他是造物者，我们是受

造的（创 1-2 章 诗 96：5 徒 17：24 启 14：7）。 

 

3．新派認為耶稣是人类的模范，是位完人，以致被高举为神, 至于

耶稣复活，只是精神复活或在人记忆之中而已，所以，对基督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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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无关紧要。耶稣是基督教的教主，而非人类救主。 

 

    我們堅信耶稣是神成了肉身，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提

前 3：1； 约 1：1，4）。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与神是一体，就是神

在肉身显现（约 10：30 提前 3：16）。耶稣是童女所生（赛 7：14 太

1：18），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主复活了，这复活并

不是所谓的“精神复活”，乃是身体的复活，因耶稣复活后的身体有骨、

有肉，可摸触，可吃东西（约 20：27 路 24：39）。这是圣经里明确

记载的。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死的“教主”，而是一位活的“救主”！ 

 

4．新派認為圣灵只不过是人类的正义感而已，圣灵就是人的良心。 

 

    我們堅信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之一，是有位格的活神，又称为神

的灵（创 1：2 罗 8：14），耶稣的灵（徒 16：7），圣善的灵（罗 1：

4），真理的灵（约 16：13），永远的灵（来 9：14）等。 

 

新派认为人类一直在进化之中，并无自由意志，人类从未犯罪堕

落，且在蒸蒸日上。人类之过失，是因受后天环境与社会影响，如果

社会能加以改良，人则可以变好. 新派神学认为人必须努力行善，自

赎己罪。所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凄惨故事，乃是“屠宰场式的宗教”，

是不可接受的。新派否认地狱和将来主必再来审判众人的事. (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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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信著的《真道手册》） 

 

新派信仰的危機, 是對基督教全面的危害. 我們必須以福音的大

能解救他們歸向基督.“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

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

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來 4:12） 

 

二． 成功神學（Prosperity Theology）信仰的危機 

  

    成功神學是一種基督教教義，宣稱上帝希望基督徒用各種方式取

得成功，特別是在財物方面，是上帝恩惠的外在證據，可以通過禱告

得到。成功神学的问题在哪里?成功神學一旦變成唯物主義，世俗成

功主義,就是成功神學的問題,。 

 

    “成功神學”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它有自己不同於基督教派的

觀點。成功神學同時又可稱為" 生活之道 " " 繁盛福音 "、" 信仰

運動 " 及 " 信仰佈道 "。 

 

    巴西最大的教會之一、一所宣揚成功神學的普世神國度教會

(Universal Church of the Kingdom of God)涉嫌鬧出盜竊教會奉獻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ags/809/%E7%A5%9E%E5%AD%B8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ags/1354/%E5%A5%89%E7%8D%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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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醜聞，所涉金額高達相當於 228 億港元之巨。 

    此次被起訴的正是創辦主教及其財務主任。據報導，該教會教導

「成功神學」，此觀念宣稱信心及恒常、慷慨的奉獻能幫助信徒得到

物質的富饒。 

 

    檢察官表示，教會教導會友說，只有為教會作出經濟上的犧牲的

人才會得到屬靈及財政上的幫助。但是教會花錢的方式常受到爭議，

包括購買不少名貴物品及物業。 

 

    我們堅信的神恩典不是以地上的物質為中心，而是有更高層屬靈

的意義。耶穌道成肉身卻沒有枕頭的地方（太 8：28）。十二門徒大

多數為主殉道，並沒有得到地上的財富。保羅一生為主獻上，不是為

得到地上的財富，而是完成神福音的使命。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

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

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 4:7-8）

保羅並沒得到地上的財富, 而是得到公義的冠冕.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ags/809/%E7%A5%9E%E5%AD%B8
http://www.gospelherald.com.hk/Tags/1354/%E5%A5%89%E7%8D%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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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太 18:11） 

    耶穌說：“正如人子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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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道改變了尼哥底母（約 3：1-6），

改變了撒瑪利亞的婦人（約 4：7-26）。他的道改變了有大權總管銀

庫的太監悔改信主（徒 8：27-39）這些人以前都有自己的宗教和神

學觀點，但神福音的道,高過一切的觀點。要解除成功神學的危機，

必須回歸正確的聖經原則。我們有責任糾正成功神學的危機。教會才

能有根基的被建造, 信仰才不會有偏差。 

 

三． 普救論（Universal Salvation）信仰的危機 

 

    普救派主張耶穌基督的救贖是為普世全人類而作的（即不管是否

信徒，全人類皆因爲耶穌基督而被救贖），不僅僅如此，還相信包括

魔鬼撒但及其他墮落的天使也能得救。 

    普救派主张所有人的灵魂（包括已下地狱者）最终都得到救赎，

因基督的救赎是普及全人类的。 

 

    普救派归结为五条基本主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D%BF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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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帝是全人类的天父； 

2、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灵魂导师与灵性权威； 

3、《圣经》具有上帝的启示； 

4、个人之罪都将得到公义的处理； 

5、所有人的灵魂最终都将回归上帝的怀抱。（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

全書） 

 

    惟有神的正道才能解除普救論的危機。我們堅信： 

1。只有信主耶穌的人才能得救，不信耶穌的必不得救（約 3：16-18；

啟 20：15）。 

2。魔鬼撒但及其他墮落的天使都不能得救，他們的結局是永遠的火

湖（啟 20：10）。 

3。信耶穌的人必作神的兒女（約 1：12；羅 8：15；加 4：16）。 

4。耶穌不只是灵魂导师与灵性权威，他是人類獨一的救主。 

5。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 3：16）. 

6。個人的罪信主耶穌的必被赦免，不信主的要受刑罰（弗 1：7；西

1：14；啟 20：11-12） 

 

    普救論錯誤的危機影響教會及信徒頗深，我們必須以真道的權威

解救他們回歸真理，迎向光明的道路, 建立活潑健康的教會。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1.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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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神死神學」（God-is-dead Theology）的危機 

  「社會不再需要上帝了；所以他已是無關宏旨的了；他已死。」

所以沒有罪的刑罰，沒有末日的審判，沒有永生永死，人可為

所欲為，於是罪惡滔天，亦無所謂，故社會每況愈下。此种思

想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毀害教會的信仰! 

 

（1）「神死神學」是現代神學家提出的口號，已脫離傳統神學太遠了。 

（2）他們以人為本，擬建立「人之為人」的神學，專研究人的一種

學術。 

（3）他們先思考神若不存在，就不能先預設神客觀存在的前提。無

形的神成了研究的對象，未必是信仰的中心。 

（4）他們探討世上現實的事，將聖經所記載超然的事，當作神話化

而已。 

（5）他們認為神在哲學上死了，意即在形上學上，討論神是無意義

的。 

（6）他們認為人已成長了，人可靠自己獨立思考與生活。基督教的

文化與道德標準在現代世俗文化中已被沖淡。現今世俗的文學、戲

劇、藝術已沒有神的觀念，無異於神在文化中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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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他們認為自由派、世俗派的神學家，不信聖經的啟示及超然的

神蹟，無異於神在信仰上死了。 

（8）他們認為世界成長了，人存在的意義在乎人自我的抉擇，不必

神來干預，故無異於神在存在上死了。 

（9）此派神學家認為神不能幫助解決社會問題，如戰爭、貧窮、飢

荒等，人要靠自己解決問題，故無異於神在社會中死了。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統管萬有。”(詩 103:19) 豈

不知神掌管萬物、歷史、人類的一切（來 1：3）；“然而我們只有一

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

 8:6）

神是永活的，他活到永永遠遠（啟 4：7；15：7）. 

 

    美國地鐵牆壁上曾經有一行字：“上帝死了！” 簽名：尼采。

過兩天之後，旁邊又多了一行字：“尼釆死了!” 簽名:上帝. 

 

五． 異端邪教信仰的危機 

 

1．甚麼是異端（Here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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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神學詞典：「異端是和教會、聖經的一般教訓相違背的意見，

這個對基督教信仰有破壞性，也有害於基督教道德。」異端是掛著基

督教的名義，卻傳講非正統聖經真理的教派或教會。外表似基督教，

但實際卻傳遞似基督教而非基督教正統的真道。他們雖引用聖經，卻

隨私意曲解，甚至將其創始人所寫的書籍奉為經典，視與聖經同等權

威，此即為異端。使徒時代有猶太教派（ Juduizers）、尼哥拉黨

（Nicollaitans）（啟 2）、許米乃、腓理徒（提後 2：17）和行邪術的西

門（徒 8：9--24）等都是異端邪派。 

 

  異端是一種信仰，只是有異於聖經的正統信仰；它也是一種神學

思想，但卻是非正確的神學思想。如威廉、瑪利安、伯蘭罕（William 

Marrion Braham）反對三位一体真神, 反對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

洗. 甚至說: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洗” 的人不得救, 要再一次

奉耶穌的名施洗才得救. 此異端已危害了好幾個省的中國教會, 也危

害了非洲好幾個國家的信徒. 我們必須按正義分解真理的道, 堵住教

會的破口! 

 

  所有的異端均不符合聖經基本的信仰，不是增添什麼，就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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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或曲解聖經的原意。異端的問題通常不外包括以下幾方面﹕ 

（1）不信神是創造者。 

（2）不信神是「三位一體」的神；或認為是三位三體。 

（3）不信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 

（4）不信耶穌藉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5）不信人有原罪（先天性之罪）。 

（6）不信耶穌是無罪的完全人。 

（7）不信聖靈是神。 

（8）不信聖經是無誤的。 

（9）不信主耶穌是唯一的救法。 

     （10）不信耶穌的身體從死裡復活。 

（11）除聖經之外，增加自己的經典，並視與聖經為同等地位。 

（12）刪減或增添聖經的內容。 

     （13）自稱唯他們的教會才能叫人得救。 

     （14）自稱為神或先知，並自稱得著神特別新的啟示。 

     （15）強調靠行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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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但要認識異端的危機，還要分辨其錯處, 並且為真道竭力

爭辯，將人完完全全地引到基督的面前。 

 

2．異端對教會的危機？ 

 

  異端是教會的內敵，它會給信徒錯誤的教導，傷害信徒的靈命，

動搖信徒的信心，甚至分裂教會。所以要分辨異端，糾正其錯誤，並

要抵擋它。 

 

3． 保羅怎樣遏止異端？ 

 

（1） 禁止他們在教會中傳講（提前 1：3）。 

 （2）「我已經把他們（許米乃和亞力山大）交給撒但，使他們

受責罰，就不再謗瀆了。」（提前 1：20） 

（3） 禁止他們在教會中圖私利（提前 6：5） 

（4） 指出他們的錯誤（加 1:6-9） 

（5） 信徒要遠避異端的教導（提後 2：16-18；提多 3：9） 

 

4．甚麼是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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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教指非正統信仰的宗教，甚至違反正統宗教的教義，它的教導

戕害人的道德、倫理、行為、健康、生命、家庭、經濟、治安、生產、

秩序等，此稱為邪教。它反對正統宗教，行為越軌，常違法冒險行事，

如人民廟堂、加拿大與瑞士太陽殿教等，他們集體自殺，或謀殺；日

本真理教以毒氣殺人；又如魔鬼教殺人獻祭等都是邪教。這些人危機

四伏，危害社會國家，非制裁不可。更進一步我們應以基督福音的大

能才能攻破邪教的營壘，奪回他們跟隨耶穌基督，走天國的道路。 

 

    歷世歷代都有異端邪教的危機, 它對信徒、教會、社會、國家都

存著負面的危害! 但神的道屹立長存, 對人類有絕對的貢獻. 彼得、

保羅周遊各地傳福音大有能力, 秘訣就是高舉神的道(徒 6:2; 

11:1;13:44-46;18:11) 保羅說: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

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 2:2) 保羅知道猶太

人的宗教, 知道希腊的哲學, 知道羅馬的政治, 但他只高舉耶穌的道, 

他影響了猶太人世界, 影響了希腊的哲學, 同時也影響了羅馬的百姓. 

因為神的道每一句都帶著能力. 

 

六．  “後基督教時代” 的危機  

 



601 

 

    現代社會上有一流傳， “後基督教時代”，這是完全不確實的。

美國基督與文化中心(Center for Christ & Culture)創辦人 S. Michael 

Craven）認為隨著時代變遷，文化價值觀的轉換，基督教在社會中

不再有獨佔性，歐美也不再視自身為正式的官方基督教代表。現今社

會的各種機構，乃是根據學術、媒體、藝 術、商業、政治等特質而

成立的世俗化機構，在與宗教無關的議題方面，基督教已不再有任何

影響力。他說：「基督信仰被社會邊緣化，並被大眾視 為過時且盲目

的思想。」他認為美國已走入「後基督教時代」。這种主觀世俗文化

的觀點並不能代表歷史的事實，也不能代表教會的立場。雖然世俗各

种文化及哲學都在排斥基督教。但基督教的真理、創造觀、救贖觀、

人生觀、道德觀、价值觀、永恆觀都是屹立不動的，而且放諸四海皆

準。現今基教教在南美州、亞洲、非洲一些重要的國家都蓬勃的發展，

對社會國家都有極大的貢獻。南韓有 40%的信徒，對社會的貢獻極

大，新加坡有很多基督徒對醫學界、教育界徒很好的表現。 “後基

督教時代” 是不信派的觀點，他們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

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

言語。”（提後 4:3-4）他們根本不能代表基督教的立場。我們深信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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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來 

4:12）我們認為基督的福音正在積極的影響人心，仍在時代的尖端起

了關鍵性的作用，從來不會過時的。 

 

    我們既然認識這時代信仰的危機, 教會信仰的偏差, 就不能袖手

旁觀, 隔岸觀火, 乃要積極的參予糾正的行動, 裝備自己, 充實內容,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戰百勝! 國家興衰, 匹夫有責!教會興衰, 信徒有責! 

我們要為真理站立的穩, 為真理竭力爭辯, 作時代的中流砥柱, 遍傳

福音直到地極, 迎主再來! 

 

    我為了辯明異端，特別寫了一本 “異端与信仰”的書，為了分

辨神學与哲學，我特別寫了一本 “神哲學与信仰簡明手冊”。為了

基督的福音，我特別寫了一本 “耶穌可信嗎？”，我們都有責任文

字宣道，口傳佈道，糾正信仰的偏差，回歸聖經的本位。 

 

 

附錄    認識時代的危機与教會信仰的偏差（二）(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  新派神學信仰(Liberal Theology)的危機 

 

新派神學：用『世俗學問』檢驗『聖經』（世俗學問＞ 聖經）;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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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神學：用『聖經』檢驗『世俗學問』（聖經＞ 世俗學問）.新派神

學的另一產品，乃是經文批判(Textual Criticism). 基本上，新派神学

是一种偏离圣经的路线. 

 

1.新派对圣经不是完全不信，而是不完全信。 

 

    我們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提后 3：16-17）. 

  

2．新派認為神不是有位格的神，他只是客观的存在人的思想之中.  

 

    但我們卻深信: 神是有位格的、永活的、全能的、至圣的，关爱

人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真神（出 3：15 林前 8：6 启 1：

8 罗 1：19-20）。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他是造物者，我们是受

造的（创 1-2 章 诗 96：5 徒 17：24 启 14：7）。 

 

3．新派認為耶稣是人类的模范，是位完人，以致被高举为神, 至于

耶稣复活，只是精神复活或在人记忆之中而已，所以，对基督教的信

仰无关紧要。耶稣是基督教的教主，而非人类救主。 

 

    我們堅信耶稣是神成了肉身，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提

前 3：1； 约 1：1，4）。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与神是一体，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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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身显现（约 10：30 提前 3：16）。耶稣是童女所生（赛 7：14 太

1：18），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主复活了，这复活并

不是所谓的“精神复活”，乃是身体的复活，因耶稣复活后的身体有骨、

有肉，可摸触，可吃东西（约 20：27 路 24：39）。这是圣经里明确

记载的。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死的“教主”，而是一位活的“救主”！ 

 

4．新派認為圣灵只不过是人类的正义感而已，圣灵就是人的良心。 

 

    我們堅信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之一，是有位格的活神，又称为神的

灵（创 1：2 罗 8：14），耶稣的灵（徒 16：7），圣善的灵（罗 1：4），

真理的灵（约 16：13），永远的灵（来 9：14）等。 

 

新派认为人类一直在进化之中，并无自由意志，人类从未犯罪堕

落，且在蒸蒸日上。人类之过失，是因受后天环境与社会影响，如果

社会能加以改良，人则可以变好. 新派神学认为人必须努力行善，自

赎己罪。所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凄惨故事，乃是“屠宰场式的宗教”，

是不可接受的。新派否认地狱和将来主必再来审判众人的事.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

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

明。”（來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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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功神學（Prosperity Theology）信仰的危機 

  

    成功神學是一種基督教教義，宣稱上帝希望基督徒用各種方式取

得成功，特別是在財物方面，是上帝恩惠的外在證據，可以通過禱告

得到。成功神学的问题在哪里?成功神學一旦變成唯物主義，世俗成

功主義,就是成功神學的問題。 

 

    “成功神學”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它有自己不同於基督教派的

觀點。成功神學同時又可稱為" 生活之道 " " 繁盛福音 "、" 信仰

運動 " 及 " 信仰佈道 "。 

 

    我們堅信的神恩典不是以地上的物質為中心，而是有更高層屬靈

的意義。耶穌道成肉身卻沒有枕頭的地方（太 8：28）。十二門徒大

多數為主殉道，並沒有得到地上的財富。      

 

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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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的人。”（提後 4:7-8）保羅並沒得到地上的財富, 而是得到公

義的冠冕. 

 

    耶穌說：“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太 18:11） 

    耶穌說：“正如人子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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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道改變了尼哥底母（約 3：1-6），改變了撒瑪利亞的婦人

（約 4：7-26）。他的道改變了有大權總管銀庫的太監悔改信主（徒 8：

27-39） 

 

三. 普救論（Universal  Salvation）信仰的危機 

 

    普救派主張耶穌基督的救贖是為普世全人類而作的（即不管是否

信徒，全人類皆因爲耶穌基督而被救贖），不僅僅如此，還相信包括

魔鬼撒但及其他墮落的天使也能得救。 

    普救派主张所有人的灵魂（包括已下地狱者）最终都得到救赎，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D%BF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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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基督的救赎是普及全人类的。 

 

    普救派归结为五条基本主张： 

1、上帝是全人类的天父； 

2、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灵魂导师与灵性权威； 

3、《圣经》具有上帝的启示； 

4、个人之罪都将得到公义的处理； 

5、所有人的灵魂最终都将回归上帝的怀抱。 

 

    惟有神的正道才能解除普救論的危機。我們堅信： 

1。只有信主耶穌的人才能得救，不信耶穌的必不得救（約 3：16-18；

啟 20：15）。 

2。魔鬼撒但及其他墮落的天使都不能得救，他們的結局是永遠的火

湖（啟 20：10）。 

3。信耶穌的人必作神的兒女（約 1：12；羅 8：15；加 4：16）。 

4。耶穌不只是灵魂导师与灵性权威，他是人類獨一的救主。5。聖經

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 3：16）. 

6。個人的罪信主耶穌的必被赦免，不信主的要受刑罰（弗 1： 

7；西 1：14；啟 20：11-12）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1.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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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神死神學」（God-is-dead Theology）的危機 

  「社會不再需要上帝了；所以他已是無關宏旨的了；他已死。」

所以沒有罪的刑罰，沒有末日的審判，沒有永生永死，人可為

所欲為，於是罪惡滔天，亦無所謂，故社會每況愈下。此种思

想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毀害教會的信仰! 

 

（1）「神死神學」是現代神學家提出的口號，已脫離傳統神學太遠了。 

（2）他們以人為本，擬建立「人之為人」的神學，專研究人的一種

學術。 

（3）他們先思考神若不存在，就不能先預設神客觀存在的前提。無

形的神成了研究的對象，未必是信仰的中心。 

（4）他們探討世上現實的事，將聖經所記載超然的事，當作神話化

而已。 

（5）他們認為神在哲學上死了，意即在形上學上，討論神是無意義

的。 

（6）他們認為人已成長了，人可靠自己獨立思考與生活。基督教的

文化與道德標準在現代世俗文化中已被沖淡。現今世俗的文學、戲

劇、藝術已沒有神的觀念，無異於神在文化中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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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他們認為自由派、世俗派的神學家，不信聖經的啟示及超然的

神蹟，無異於神在信仰上死了。 

（8）他們認為世界成長了，人存在的意義在乎人自我的抉擇，不必

神來干預，故無異於神在存在上死了。 

（9）此派神學家認為神不能幫助解決社會問題，如戰爭、貧窮、飢

荒等，人要靠自己解決問題，故無異於神在社會中死了。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統管萬有。”(詩 103:19) 豈

不知神掌管萬物、歷史、人類的一切（來 1：3）.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歸於他

他有的。”（林前 8:6）神是永活的，他活到永永遠遠（啟 4：7；15：

7）. 

 

五. 異端邪教信仰的危機 

 

1．甚麼是異端（Heresy）？ 

 

  聖經神學詞典：「異端是和教會、聖經的一般教訓相違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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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對基督教信仰有破壞性，也有害於基督教道德。」 

 

  異端是一種信仰，只是有異於聖經的正統信仰；它也是一種神學

思想，但卻是非正確的神學思想。如威廉、瑪利安、伯蘭罕（William 

Marrion Braham）反對三位一体真神, 反對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

洗. 甚至說: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施洗” 的人不得救, 要再一次

奉耶穌的名施洗才得救.  

 

  所有的異端均不符合聖經基本的信仰，不是增添什麼，就是減少

什麼，或曲解聖經的原意。異端的問題通常不外包括以下幾方面﹕ 

（1）不信神是創造者。 

（2）不信神是「三位一體」的神；或認為是三位三體。 

（3）不信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 

（4）不信耶穌藉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5）不信人有原罪（先天性之罪）。 

（6）不信耶穌是無罪的完全人。 

（7）不信聖靈是神。 

（8）不信聖經是無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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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信主耶穌是唯一的救法。 

     （10）不信耶穌的身體從死裡復活。 

（11）除聖經之外，增加自己的經典，並視與聖經為同等地位。 

（12）刪減或增添聖經的內容。 

     （13）自稱唯他們的教會才能叫人得救。 

     （14）自稱為神或先知，並自稱得著神特別新的啟示。 

     （15）強調靠行為得救。 

 

2．異端對教會的危機？ 

 

  異端是教會的內敵，它會給信徒錯誤的教導，傷害信徒的靈命，

動搖信徒的信心，甚至分裂教會。所以要分辨異端，糾正其錯誤，並

要抵擋它。 

 

3．保羅怎樣遏止異端？ 

 

(1)   禁止他們在教會中傳講（提前 1：3）。 

    （2）「我已經把他們（許米乃和亞力山大）交給撒但，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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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受責罰，就不再謗瀆了。」（提前 1：20） 

(3) 禁止他們在教會中圖私利（提前 6：5） 

(4) 指出他們的錯誤（加 1:6-9） 

(5)  信徒要遠避異端的教導（提後 2：16-18；提多 3：9） 

 

4．甚麼是邪教？ 

 

 邪教指非正統信仰的宗教，甚至違反正統宗教的教義，它的教導

戕害人的道德、倫理、行為、健康、生命、家庭、經濟、治安、生產、

秩序等，此稱為邪教。 

 

    保羅說: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

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 2:2)  

 

六．  “後基督教時代” 的危機  

 

    

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

後 4:3-4）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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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來 4:12） 

 

 

第 36 篇   救贖論   

 

   救贖是神對人類的愛与永恆的計劃。但歷代對神的救恩有很多誤

解。我們必須清楚的分辨，才不會誤入岐途。如第一次說方言是得救

的憑據；如人要有好行為才能得救；如普救論更是嚴重的錯誤。 

 

一． 普救論非聖經的救贖論 

 

    普救派主張耶穌基督的救贖是為普世全人類而作的（即不管是否

信徒，全人類皆因爲耶穌基督而被救贖），不僅僅如此，還相信包括

魔鬼撒但及其他墮落的天使也能得救。 

    普救派主张所有人的灵魂（包括已下地狱者）最终都得到救赎，

因基督的救赎是普及全人类的。 

 

    普救派归结为五条基本主张： 

1、上帝是全人类的天父； 

2、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灵魂导师与灵性权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D%BF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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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圣经》具有上帝的启示； 

4、个人之罪都将得到公义的处理； 

5、所有人的灵魂最终都将回归上帝的怀抱。（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

全書） 

 

    惟有神的正道才能解除普救論的危機。我們堅信： 

1。只有信主耶穌的人才能得救，不信耶穌的必不得救（約 3：16-18；

啟 20：15）。 

2。魔鬼撒但及其他墮落的天使都不能得救，他們的結局是永遠的火

湖（啟 20：10）。 

3。信耶穌的人必作神的兒女（約 1：12；羅 8：15；加 4：16）。 

4。耶穌不只是灵魂导师与灵性权威，他是人類獨一的救主。5。聖經

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 3：16）. 

6。個人的罪信主耶穌的必被赦免，不信主的要受刑罰（弗 1：7；西

1：14；啟 20：11-12） 

 

    普救論錯誤的危機影響教會及信徒頗深，我們必須以真道的權威

解救他們回歸真理，迎向光明的道路, 建立活潑健康的教會。 

 

二． 救贖的定義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1.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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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贖是指神救我們脫離罪和魔鬼的奴役.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

僕’。”(約 8:34)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

罪了。”(羅 7:14) 

 

    “他們應許人得以自由，自己卻作敗壞的奴僕，因為人被誰制伏

就是誰的奴僕。”(彼後 2:19)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

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弗 2:2)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一 3:8) 

 

三． 人類為甚麼需要救贖？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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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乃是永生。”（羅 6:23） 

 

     9:27） 

 

    人与生俱來就有先天的罪性，也有後天的罪行。罪性需要重生，

罪行需要赦免。我們迫切的需要救恩。 

 

四． 誰是救贖主？ 

 

    不是宗教家，不是教主，不是教皇，不是主教，不是君王，不是

祖宗，不是聖賢，不是偶像，不是任何受造物, 也不是魔鬼。乃是道

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

”(徒 4:12)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

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羅 3:24-25)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

恩典。”（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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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救贖的目的 

 

1. 為建立聖潔的子民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彼前 2:9)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

”(彼前 1:15-16) 

 

2. 活出善行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 4:1)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

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為

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彼

前 2:20-21) 

 

3 . 祝福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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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

好叫你們承受福氣。”(彼前 3:9) 

 

    信徒蒙召領受神無限的祝福:我們領受赦罪之福,神愛之福,平安

之福,天國之福,救恩之福,永生之福,得償之福,作王之福……我們也要

祝褔別人. 

 

    一般的人性,都是以惡報惡，以辱罵還罵辱. 有道德修養的孔子是

以 “直報怨.” 老子則 “以德報怨”. 耶穌卻說: “咒詛你們的，要為他

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路 6:28) 甚至說: “要愛你們的仇

敵.”(太 5:44)他以祝褔代替咒詛,以禱告代替凌辱,以愛報怨.這是何等

偉大的風範,何等超然的品格. 

 

     使徒保羅說: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

詛。”(羅 12:14)為逼迫的人祝褔,而且只要祝福，不可咒詛。只有屬

靈豐盛的生命才能有如此自然的流露.神呼召我們乃是要成為別人的

祝福. 

 

    例如耶穌被釘十字架,他只有赦免,沒有咒詛. “當下耶穌說：「父

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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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司提反,他殉道之前,只有赦免,沒有咒詛.聖經記載: 他“又跪

下大聲喊著說：「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睡

了。”(徒 7:60) 

 

4. 得永遠榮耀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

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

們。”(彼前 5:10) 

 

    神要我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雖然我們在地上有苦難,但神卻親自

成全我們，堅固我們，賜力量給我們。使我們勝過苦難.苦難是暫時

的.基督在世上也遭遇無數的苦難,他被辱罵、鞭打、譏笑、諷刺、羞

辱、誤解、甚至被釘十字架,他的鞭傷卻讓我們得醫治,他的患難卻使

我們得安息,他卻背負我們的罪孽,他使我們因信得永遠的榮耀. 

 

    保羅說: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

的榮耀。”(林後 4:17)我們肉身為褔音的緣故而受苦,乃是至暫至輕的

苦楚.將來基督再來,我們要復活,乃是榮耀的,不朽的, 我們要得極重

無比、永遠的榮耀。我們在世上要盡心竭力多作主工.“叫他們也可以

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提後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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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美好靈仗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

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提前 6:12) 

 

    “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就是傳褔音,保羅和同工傳褔音,無不捨

生忘死,不顧生命之安危,有如爭戰於沙場.他到晚年時說: “那美好的

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

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 4:7-8) 

 

    保羅捨生忘死的為主打美好真理的仗,他勝過巫女的邪鬼,他勝過

希臘的哲學家錯誤的謬論,他勝過當時諾斯底派的假道,他勝過異端邪

教,他勝過猶太人的割禮派…….他的確打了美好的仗.他持守公義的

生活,傳揚公義的褔音,高舉公義的主,他為主殉道毫無畏懼,因為是去

接受為他存留永遠榮耀的冠冕. 

 

    歷世歷代都有信徒為主打美好的靈仗:耶德遜夫婦 1813年到達緬

甸的仰光為主打了美好的靈仗,他在緬甸工作三十七年,將聖經譯成緬

甸文,編著緬英字典,到他晚年,緬甸教會已有七千信徒.馬禮遜為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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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好的靈仗,將聖經翻為中文,並出版六大卷中英字典.凡白克在日

本打了美好的靈仗,他以西學為基礎幫助日本建立近代教育体系,他幫

助草擬明治維新憲法.諾門遜在蘇門答臘五十六年之久,為主打了美好

的靈仗,從前獵人頭的民族,建立了教會,現在有一百多萬的信徒.李文

斯頓在非洲打了美好的靈仗,他揭發亞拉伯人販賣奴隸的惡行.他將聖

經譯成當地的語言,並建立教會.克禮威廉在印度打了美好的靈仗,他

將聖經譯成各種當地的語言,開辦學校,廣傳褔音. 

 

    歷世歷代多少宣教士在世界各地開辦學校、醫院、診所、醫學院、

孤兒院、麻瘋院、戒毒所、養老院、盲啞學院、中途站、戒煙館等.

他們收容被社會所唾棄者.他們甘冒生命的危險,協助當地人民應付海

嘯、地震、水災、風災、饑荒、火災、瘟疫、火山爆發等.他們率先

拯救棄嬰,教育人民,解放婦女,誘導野蠻人,去惡從善.更重要的,他們將

褔音遍傳地極,他們為主打了美好的靈仗.屢行神對信徒呼召的目的.

你願回應神對你呼召的目的嗎?你願意過聖潔的生活嗎? 你願意為主

行善受苦嗎?你願意為主祝福別人嗎?你願意得永遠榮耀嗎?你願意為

主打美好的靈仗嗎? 

 

6. 為著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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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羅 15:6)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

前 10:31) 

 

“

實在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林後 1:20) 

 

“ ”(腓 

1:11) 

 

    人類受造是為著榮耀神(賽 43:7), 宇宙受造也是為著榮耀神(啟

4:11) 人類犯罪墮落不榮耀神(羅 3:23), 神救贖我們, 要我們在生活

上、道德上、事奉上都要榮耀神. 

 

7. 要我們對付魔鬼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

了。”(雅 4:7)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 6:11)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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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彼

前 5:8-9) 

 

“……你們剛強，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裏；你們也勝了那惡

者。”(約一 2:14) 

 

    魔鬼是靈界的仇敵, 他抵擋神, 控告人, 引誘人犯罪, 給人錯誤

的道理, 要人遠離神. 神救贖我們, 要我們儆醒的對付魔鬼, 過得勝

的生活, 建立神的教會. 

 

 

附錄    救贖論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 普救論非聖經的救贖論 

 

    普救派主張耶穌基督的救贖是為普世全人類而作的（即不管是否

信徒，全人類皆因爲耶穌基督而被救贖），不僅僅如此，還相信包括

魔鬼撒但及其他墮落的天使也能得救。 

    普救派主张所有人的灵魂（包括已下地狱者）最终都得到救赎，

因基督的救赎是普及全人类的。 

 

    普救派归结为五条基本主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D%BF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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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帝是全人类的天父； 

2、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灵魂导师与灵性权威； 

3、《圣经》具有上帝的启示； 

4、个人之罪都将得到公义的处理； 

5、所有人的灵魂最终都将回归上帝的怀抱。 

 

    惟有神的正道才能解除普救論的危機。我們堅信： 

1。只有信主耶穌的人才能得救，不信耶穌的必不得救（約 3：16-18；

啟 20：15）。 

2。魔鬼撒但及其他墮落的天使都不能得救，他們的結局是永遠的火

湖（啟 20：10）。 

3。信耶穌的人必作神的兒女（約 1：12；羅 8：15；加 4：16）。 

4。耶穌不只是灵魂导师与灵性权威，他是人類獨一的救主。 

5。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 3：16）. 

6。個人的罪信主耶穌的必被赦免，不信主的要受刑罰（弗 1：7；西

1：14；啟 20：11-12） 

 

二. 救贖的定義 

 

    救贖是指神救我們脫離罪和魔鬼的奴役. 

http://baike.baidu.com/view/3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1.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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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

僕’。”(約 8:34)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

罪了。”(羅 7:14) 

 

    “他們應許人得以自由，自己卻作敗壞的奴僕，因為人被誰制伏

就是誰的奴僕。”(彼後 2:19)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

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弗 2:2)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一 3:8) 

 

三. 人類為甚麼需要救贖？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

裏，乃是永生。”（羅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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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 

 

四. 誰是救贖主？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

”(徒 4:12)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

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羅 3:24-25)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

恩典。”（弗 1:7） 

 

五.  神救贖的目的 

 

1. 為建立聖潔的子民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彼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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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

”(彼前 1:15-16) 

 

2. 活出善行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 4:1)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

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為

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彼

前 2:20-21) 

 

3 . 祝福別人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

好叫你們承受福氣。”(彼前 3:9) 

 

耶穌說: “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

告！”(路 6:28)  

 

 “要愛你們的仇敵.”(太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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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羅 

12:14) 

  

    例如耶穌被釘十字架,他只有赦免,沒有咒詛. “當下耶穌說：「父

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 23:34) 

 

   司提反“又跪下大聲喊著說：「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

了這話，就睡了。”(徒 7:60) 

 

4. 得永遠榮耀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

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

們。”(彼前 5:10) 

 

    保羅說: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

的榮耀。”(林後 4:17) 

 

 “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提

後 2:10) 

 

5．打美好靈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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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

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提前 6:12) 

 

    “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就是傳褔音,保羅和同工傳褔音,無不捨

生忘死,不顧生命之安危,有如爭戰於沙場.他到晚年時說: “那美好的

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

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 4:7-8) 

 

七. 為著榮耀神 

 

“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羅 15:6)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

前 10:31) 

 

“

實在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林後 1:20) 

 

“ 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腓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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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受造是為著榮耀神(賽 43:7), 宇宙受造也是為著榮耀神(啟

4:11) 人類犯罪墮落不榮耀神(羅 3:23), 神救贖我們, 要我們在生活

上、道德上、事奉上都要榮耀神. 

 

八. 要我們對付魔鬼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

了。”(雅 4:7)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 6:11)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彼

前 5:8-9) 

 

“……你們剛強，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裏；你們也勝了那惡

者。”(約一 2:14) 

 

 

第 37 篇  信徒靈性力量的來源         

 

    身体要有力量必須注重飲食和運動，靈性要有力量不是靠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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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必須聯接於力量的源頭。玆從提摩太後書探索信徒靈性力量的

來源。 

 

一． 真實的信心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

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提後 1:5） 

 

    提摩太的父親是希腊人（徒 16：1-3），母親友尼基是猶太人。當

時一位猶太婦女嫁給外族人，可能要放棄猶太人傳統的信仰，因此提

摩太出生時沒有在第八天受割禮。可能保羅見提摩太全家時（徒 16：

3），他的父親已經不在。其祖母和母親得以歸信主耶穌。提摩太是保

羅第一次巡迴佈道時信主的（徒 14：6-23）提摩太心裏無偽之信，是

真實的信心，單純的信心。因為他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他因信

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前 3：15）。真實的信心能得救，能得靈

性的力量。真實的信心能領受聖靈的充滿。真實的信心能蒙神悅納。 

 

二．聖靈的恩賜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再挑旺

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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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 1:6-7） 

 

    神賜人恩賜，乃是出於神的恩典和主權，神藉保羅按手所給提摩

太的恩賜，不是保羅自已有給人恩賜的主權和能力，保羅乃是神的僕

人，是一個器皿，給人恩賜的是聖靈（林前 12：4，9）恩賜要越發

操練，才能如火挑旺起來。事奉才會有力量！ 

 

    剛強、仁愛、謹守都是聖靈所賜的美德，也是聖靈的果子（加 5：

22）。年輕的提摩太出來事奉，可能教會有人不服（林前 16：10；提

前 4：12）。但有聖靈的恩賜，就會有屬靈的供應，有屬靈的能力，

並勇敢、剛強，憑愛心行事，教會就會建造的有根有基。提摩太跟隨

保羅事奉神，曾經為主被囚（來 13：23）但他並不氣餒，聖靈賜他

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就能勇往直前。當你人生遭遇困難時，不要

垂頭喪氣，要靠聖靈剛強、仁愛、謹守的往前走。 

 

三．神的話語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

 1:13） 

 

    持守真道是信徒的責任，靈性要長進，生活要得勝，只有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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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神的話，信神的話，活出神的話，傳揚神的話，因為神的話是我們

腳前的燈，路上的光，生命的糧。神的話句句帶著能力，神的話能使

我們靈性得力量！ 

 

    我們要在基督裏憑信心和愛心守著純正的真道，才不會被異教之

風所搖動，才能抵制異端邪教，及似是而非的假道。我們必須按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才能建立健康有動力的教會。 

     

    神的話就是聖靈所默示的聖經，原著是無誤的，神啟示的真理是

信仰的根基，生活的總原則，“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

善事。”（提後 3:17） 

 

    

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

言語。”（提後 4:3-4） 

 

    所以現代社會上有一流傳， “後基督教時代”，這是完全無確

實的。美國基督與文化中心(Center for Christ & Culture)創辦人 S. 

Michael Craven）認為隨著時代變遷，文化價值觀的轉換，基督教在

社會中不再有獨佔性，歐美也不再視自身為正式的官方基督教代表。

現今社會的各種機構，乃是根據學術、媒體、藝 術、商業、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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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而成立的世俗化機構，在與宗教無關的議題方面，基督教已不再

有任何影響力。他說：「基督信仰被社會邊緣化，並被大眾視 為過時

且盲目的思想。」他認為美國已走入「後基督教時代」。這种主觀世

俗文化的觀點並不能代表歷史的事實。雖然世俗各种文化及哲學都在

排斥基督教。但基督教的真理、創造觀、救贖觀、道德觀、价值現、

永恆觀都是屹立不動的。現今基教教在南美州、亞洲、非洲一些重要

的國家都蓬勃的發展，對社會國家都有極大的貢獻。 “後基督教時

代” 是不信派的觀點，他們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根本

不能代表基督教的立場。我們深信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來 4:12） 

 

四．基督的恩典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提後 2:1） 

 

    保羅稱提摩太為兒啊（提前 1：2，18；提後 1：2）表明提摩太

在以弗所教會代表保羅的身份，也表明他們的親密、互信、互忠（林

前 4：17）。 

 

    靈性要剛強起來不是只靠自已的意志力，乃是要在基督的恩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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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強起來，基督是恩典的源頭，基督是能力的源頭，保羅說：“我靠

 4:13） 

 

     耶穌有權柄和能力趕逐汙鬼，他告訴患者的父親：“耶穌對他

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 9:23 ）耶穌掌管一

切，人若在基督的恩典中，就能領受靈性的力量。 

 

五．分別為聖的生活 

 

    “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提後 2:4） 

 

    在世上當兵的要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基督徒是屬靈的精兵，

目的乃是要討神喜悅。不將世務纏身，才能服從軍令，才不拖累行動

的目標。軍人生活要有規律，要多操練身体和熟練自己的武器，所以

生活作息都要有節制。屬靈的精兵更當有聖潔的生活。 

 

    聖經說：“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

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

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2:20-21） 

 

    器皿主要的目的是要能使用，聖潔的是貴重的，可被主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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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賤的是汙穢的，不合用。信徒是神手中的器皿，要過聖潔的生活，

因為神是聖潔的。要脫離卑賤的事，在信仰上要主動的脫離假道，不

合聖經的異端邪說，違反聖經的神學思想。無論是律法主義、割禮派、

智慧旅、新派等都當拒於教會的門外。聖潔不只在道德行為生活上，

更是在信仰真道上。信徒聖潔的生命聯於神的聖潔生命自然會有力量

的彰顯。 

 

六．確信神的賞賜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

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

人。”（提後 4:7-8） 

 

    保羅回顧一生的事奉，總結有三點：第一、打了美好的靈仗（提

前 6：12），他對付異端，駁倒希腊哲學，趕出巫鬼，抵擋假道。第

二、跑盡了當跑的路（徒 20：24），不是跑盡了人生的路，乃是跑盡

了 “當跑”的路，是神心意的路。他四次巡回佈道，建立神的教會。

第三、守住了所信的道（提前 6：20），他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

後 2：15），他傳神啟示的福音（加 1：6-7）。保羅信道、傳道、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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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神的道，都成了信徒的榜樣。 

 

    神是公義的主，是公義的審判者。所以我們要傳神公義的福音，

過公義的生活。“到了那日”不是指保羅的死期，而是指基督再來之

日。那時基督徒要在審判台前交賬（來 13：17；彼前 4：5），屆時是

論賞賜（腓 3：14；林前 3：13-15）。我們的事奉是盡當盡的本份，

要對得起神，對得起人，對得起自已的良心。一切事奉都是恩典，事

奉的能力都是神所賜的。 

 

七．依靠神的信實和能力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

後 2:13） 

 

    “我們縱然失信”，此處不是指背道者，而是指真正神的兒女，

雖然有時不順從和軟弱，也不可能就變成不是神的兒女，因為神仍是

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救我們必救到底，耶穌說：“差我

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

復活。”（約 6:39）因神的信實我們才有盼望，神是全能者，我們

所盼望的才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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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

他的人」；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提後 2:19） 

 

    神堅固的根基就是教會，有基督為磐石，雖然有異端及各種時代

的反對精神，但絲毫不動搖。主認識誰是他的人，主當然知道誰不是

他的人，神是無所不知的。教會有神的保守，必然穩若泰山。信徒要

盡本份和責任，屬神的要離開不義，因為“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

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

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 

    基督徒有四大特點：1。神揀選的族類，當然是屬神的。2 君尊

的祭司，當然是為事奉神的。3。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當

然是屬天的，屬靈的。4。要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這是使命，以前沒有救恩，靈裏是黑暗的，現在因基督的拯救，

進入光明的境界。我們有一使命，就是傳楊神的愛、赦免、拯救的大

恩德。 

    總而言之，信徒不能只停於得救的地位，還要過得勝的生活，殷

勤讀神的話語，使靈命長進，持守真道，跑屬天的道路，栽培恩賜，

憑信心進入事奉的行列，完成神託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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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信徒靈性力量的來源  （投影片用方字檔） 

 

一． 真實的信心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

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提後 1:5） 

 

二．聖靈的恩賜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再挑旺

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提後 1:6-7） 

 

三．神的話語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

 1:13）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3:17） 

 

    

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提



640 

 

後 4:3-4） 

 

    “後基督教時代”--美國基督與文化中心(Center for Christ & 

Culture)創辦人 S. Michael Craven）他認為美國已走入「後基督教時

代」。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

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來 4:12） 

 

四．基督的恩典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提後 2:1） 

 

 4:13）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 9:23

 ） 

 

五．分別為聖的生活 

 

    “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提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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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

有作為卑賤的。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

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2:20-21） 

 

六．確信神的賞賜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

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

人。”（提後 4:7-8） 

 

七．依靠神的信實和能力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

後 2:13） 

 

    “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

末日卻叫他復活。”（約 6:39）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

他的人」；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提後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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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彼前 2:9） 

     

 

 

第 38 篇  幸福家庭之道 

 

    幸福的家庭, 今天不講細節, 只講大原則, 應用方面, 各人可以

在大原則之下, 自由的發揮. 

 

一． 以敬畏上帝為本 

 

1．全家敬畏上帝，才能建立幸福的家庭 

 

    以上帝為本，不是以金錢為本。金錢會引起糾紛，上帝卻是給人

平安。 

    聖經說：“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

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申 6：2） 

    你和你子子孙孙，就是全家世世代代都要敬畏上帝。神應許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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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要日子長久，必須天下太平，沒有戰爭，沒有

天然的災難和瘟疫。只有神才能保守我們才能脫離患難，得以長久。

如今，我們因信靠耶穌得永生，我們在屬靈的國度裏是永遠的，才是

真正的長久。全家都信，全家都敬畏神，才能建立真正幸福的家庭。 

 

2．要除掉偶像，全家才能敬畏神，專心事奉神。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事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

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

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書 24：14-15） 

 

    無論是有形的偶像，或無形的偶像，都當除掉。一家不能事奉兩

個主。耶穌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

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太 6：24） 

    神說：“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

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賽 48：11） 

    一家因多神的信仰，必不能同心，家庭必然有紛爭。焉有幸福可

言！有共同敬畏神的心, 才能將榮耀歸給神, 家庭才能樂融融. 

 

3．敬畏神才有智慧聰明，家庭才會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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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

永远当赞美的。”（詩 111：10） 

 

    有智慧聰明，對神對人才能行事合宜，不致無理取鬧，也不存私

心私利，家庭自然幸福。聖經說:“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

亲手拆毁。”(箴 14:1) 

 

4．敬畏耶和華必蒙神賜福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 22：4）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

耶和华为至宝。”（賽 33：6） 

 

    一個家庭蒙神賜福是何等的幸福。 “富有”是地上的丰富，“富

有”也可領受屬靈的丰富； “尊榮”代表地位的高超，我們在基督

裏則可得更超然的身份，及神所賜的榮耀； “生命”是無价之寶，

人有屬地的生命，在基督裏還有屬靈的生命。社會經濟治安不一定會

安穩，但在神裏就有安穩。詩篇 23：4 節說： “我 虽然行过死荫的

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 我 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 

我 。”神有丰盛的救恩，包括靈魂的得救，患難中的得救,生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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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神也是智慧和知识的源頭。一個家庭如果有智慧和知识就不會

患得患失，才能有平衡健康幸福的生活。 

 

二． 以基督為一家之主 

 

    基督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提前 6：15；啟 17：14；19：16）。

基督為一家之主，家庭有爭執，紛爭，當禱告回到主前，尊主為大。

大家可思想，這件事若是主耶穌來決定，當怎樣行。若有意見不同，

當同心禱告，求主引導，才不會鬧疆。家和萬事興。耶穌為一家之主，

夫妻就不必爭權想在家裏作頭。兒女也不會輕視父母，都要彼此尊

重，和和睦睦的過幸福的生活。 

 

三． 以聖靈引導為要務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

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

你們。“（約 16：13）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羅 8：14）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帖後 3：5） 

 

    聖靈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聖靈是真理的靈。他必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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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確的人生方向，讓我領受耶穌的真理，甚至將來的事他都可告

訴我們。因聖靈是無所不知的。要受聖靈的引導，必須重生成為神的

兒女，才有聖靈的內住，也才知道神的引導。 

    聖靈引導我們的心，才能愛神愛人，並學基督的忍耐。家庭有愛

有忍耐才能幸福。 

 

    例: 亞伯拉罕的老僕人受聖靈的引導, 為以撒娶妻( 創 24:1-52). 

奇妙的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主要是順服聖靈的引導. 

 

四． 以聖經原則為生活指南 

 

    聖經是信仰的根据，是信徒生活的原則。主要有四大原則。 

 

1．凡事榮耀神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

前 10：31） 

    在生活上無論作甚麼都要榮耀神, 家庭起居生活都要榮耀神，父

母兒女相處，或五代同堂都要榮耀神. 

 

“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

榮耀歸與神。”（林後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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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甘為福音受苦, 是為教會和信徒得益處, 好叫更多人得救恩, 

以致榮神益人. 教會是屬靈的家, 目的是為成全聖徒, 榮耀真神. 

 

2．凡事叫人得益處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

被召的人。”（羅 8：28） 

    信徒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 神在創世以前早就預定了. 不是偶發

的. 人生一切的際遇, 無論是如意的事, 或苦痛的事, 無非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林前 12：7） 

    聖靈賜人恩賜是叫人得益處, 所以各種恩賜都要靈裏搭配, 使人

得益處.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

見的人得益處。”(弗 4:29) 

    信徒在言語上要叫人得益處, 不說污穢的話, 這是敗壞人的. 總

要說造就人的話, 才能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3. 凡事對靈性有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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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

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 8:1) 

    論到吃祭偶像之物, 有信心的信徒, 根本不用理會食物的來源, 

甚麼都可吃, 甚麼都算為潔凈(林前 8:4-6;10:27; 羅 14:14). 但有些軟

弱的信徒, 對祭偶像之物, 存著戒心. 所以為著軟弱的信徒, 不是單

憑信心和知識, 還要憑愛心才能造就人.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

前 10:23) 

    不可盲目的行事, 總要察驗, 怎樣才能叫人有益處, 得造就.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

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林

前 14:26) 

    教會一切的詩歌信息都是為造就人. 同理,家庭一切的活動都要

為造就人. 

 

4. 凡事不受轄制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

我總不受他的轄制。”(林前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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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事為人要有節制, 不違法, 不犯罪, 否則, 就會受轄制。 

 

五． 以神的愛為基礎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

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 

 

    愛比萬人的方言重要, 愛比先知講道之能重要, 愛比賙濟窮人重

要, 愛比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重要, 愛比有全备的信更為重

要.( 林前 13:1-4) 愛是神的本性, 我們要以神的愛去愛. 人本能的愛, 

是有限的, 相對的, 短暫的. 惟有神的愛才能永遠長存. 

 

    家庭有神的愛, 受到對方無理攻擊時,才能恆久忍耐. 又有恩惠

慈愛的表露. 遇到家庭成員有成就時, 因有愛就能不嫉妒, 反而能讚

美. 自己有高度成就時, 就能謙虛的不自誇, 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羞辱別人, 也不使自己害羞. 愛總要想到別人的益處, 反而不求自

己的益處. 愛不輕易發怒, 怒氣會傷害別人, 也會傷害自己, 別人有

錯, 大可不必發怒, 如果有愛, 輕輕的糾正對方, 讓他更長進, 更成

孰, 更合神所用. 愛是不計算人的惡, 不把別人的惡記在心裏. 如有

http://abibletool.com/word/10867-7.htm#421950
http://abibletool.com/word/10867-7.htm#421950
http://abibletool.com/word/2916-1.htm#153598
http://abibletool.com/word/2916-1.htm#153598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4.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4.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3540-58.htm#1249083
http://abibletool.com/word/13540-58.htm#1249083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2867-78.htm#1012277
http://abibletool.com/word/12867-78.htm#1012277
http://abibletool.com/word/3210-1.htm#153599
http://abibletool.com/word/3210-1.htm#153599
http://abibletool.com/word/10867-7.htm#421952
http://abibletool.com/word/10867-7.htm#421952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0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0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9824-1.htm#297418
http://abibletool.com/word/9824-1.htm#29741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2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2
http://abibletool.com/word/2747-1.htm#153600
http://abibletool.com/word/2747-1.htm#153600
http://abibletool.com/word/12859-22.htm#1000963
http://abibletool.com/word/12859-22.htm#1000963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3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3
http://abibletool.com/word/10250-12.htm#297420
http://abibletool.com/word/10250-12.htm#297420
http://abibletool.com/word/8953-1.htm#276967
http://abibletool.com/word/8953-1.htm#276967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4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4
http://abibletool.com/word/1883-2.htm#140948
http://abibletool.com/word/1883-2.htm#14094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5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5
http://abibletool.com/word/12723-111.htm#941422
http://abibletool.com/word/12723-111.htm#941422
http://abibletool.com/word/11403-11.htm#59108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403-11.htm#59108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6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28-63.htm#464586
http://abibletool.com/word/7693-1.htm#243399
http://abibletool.com/word/7693-1.htm#243399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7693-1.htm#397017
http://abibletool.com/word/7693-1.htm#397017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313-1.htm#108889
http://abibletool.com/word/313-1.htm#108889
http://abibletool.com/word/1937-1.htm#387211
http://abibletool.com/word/1937-1.htm#387211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5343-1.htm#188208
http://abibletool.com/word/5343-1.htm#188208
http://abibletool.com/word/1937-1.htm#408241
http://abibletool.com/word/1937-1.htm#408241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0867-7.htm#421953
http://abibletool.com/word/10867-7.htm#421953
http://abibletool.com/word/9382-1.htm#276968
http://abibletool.com/word/9382-1.htm#276968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4947.htm


650 

 

必要幫助對方不繼續犯同樣的錯處. 愛不是盲目的, 愛不喜歡不義, 

意思就是說, 愛是喜歡公義, 只喜歡真理. 耶穌就是真理的源頭(約

14:6), 聖靈就是真理的靈. 愛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事忍耐.愛是凡事往好處想, 盼望一切都有幸福的結果. 愛是永遠會

成功的, 愛是永遠不會停止的. 家中有如此偉大超然神性的大愛, 必

然是幸福的家庭. 

 

    總而言之：以敬畏上帝為本，以基督為一家之主，以聖靈引導為

要務，以聖經原則為生活的指南，以神的愛為基礎。你若尊照此五大

原則建立你的家庭，必是幸福的家庭。你要肯信，肯歉卑的去行，肯

付出時間的代价，才能具体化。 

 

 

附錄   幸福家庭之道（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 以敬畏上帝為本 

1．全家敬畏上帝，才能建立幸福的家庭 

 

“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

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申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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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除掉偶像，全家才能敬畏神，專心事奉神。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事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

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

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書 24：14-15）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

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太 6：24） 

    “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

我的荣耀归给假神。”（賽 48：11） 

 

3．敬畏神才有智慧聰明，家庭才會幸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

永远当赞美的。”（詩 111：10） 

 

    “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箴 14:1) 

 

4．敬畏耶和華必蒙神賜福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 22：4）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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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为至宝。”（賽 33：6） 

 

    “我 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 我 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 我 。”（詩 23：4） 

 

二．  以基督為一家之主 

 

    基督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提前 6：15；啟 17：14；19：16）。 

 

三．  以聖靈引導為要務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

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

你們。“（約 16：13）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羅 8：14）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叫你們愛神並學基督的忍耐。”（帖後 3：5） 

 

四．  以聖經原則為生活指南 

 

1．凡事榮耀神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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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31） 

 

“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

榮耀歸與神。”（林後 4：15） 

 

2．凡事叫人得益處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

被召的人。”（羅 8：28）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林前 12：7）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

見的人得益處。”(弗 4:29) 

 

3. 凡事對靈性有造就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

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 8:1)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

前 10:23)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

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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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4:26) 

 

4. 凡事不受轄制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

我總不受他的轄制。”(林前 6:12) 

 

五．  以神的愛為基礎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

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 

 

 

第 39 篇  基督為甚麼要再來 ？ 

 

主耶穌再來不是人的計劃, 是神的計劃.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

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

话是真实的。阿们。”(啟 1：7) 

“看啊！”表示重要、注意、小心、儆醒. 他驾云降临, 表示榮耀的

降臨. 耶穌升天時也是駕云彩而去(徒 1:9). 神在云彩中向摩西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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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9:9;24:16)耶穌登山變像時,神在云彩裏向彼得、雅各、約翰說話

(路 9:35).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刺他的人不是指羅馬的兵丁而已, 更是

指猶太人的祭司、長老、法利賽人, 他們抗拒耶穌, 不接受他是神的

彌賽亞, 反對他是神的兒子, 他們無權審判耶穌定他死罪, 所以藉羅

馬的巡撫比拉多將耶穌釘十字架. 這些人是真正刺耶穌的兇手.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在大災難中不信他的人, 看見主再

來都要哀哭, 因主耶穌第二次來乃是執行公義的審判, 他是萬王之王, 

万主之主. 

 

    “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阿們就是誠心實意, 真真實實的, 絕對

可靠的. 

啟示錄有 27 次提到耶穌要再來. 新約 318 次提到主再來，有 23

卷提到耶穌還要再來。舊約有 1845 次提到耶穌要來，舊約有 27 卷提

到主耶穌要來. 耶穌第一次既然來了，第二次定會再來。 

主耶穌復活，升天，必要再來。我們當儆醒等候主再來. 主耶穌

再來有九大理由如下: 

 

一． 天父應許主必再來 

舊約清楚預言主必再來.“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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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創 49：10) “圭”

与 “杖”代表審判的權柄.主耶穌第一次來並沒有執行審判的權柄, 乃

是帶著赦罪的恩典. 第二次來卻要施行審判. 

詩篇第 2 篇, 不但預言主受難, 也預言主再來的事. 

以賽亞說：“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

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

成就这事。”(賽 9：6-7)  此預言，耶穌第一次來,道成肉身已應驗. 同

時也預言他第二次再來, 要為王, 要掌權, 要治理他的國直到永遠. 

這事待耶穌再來必然準確的應驗. 

 

耶利米先知預言說：“我要将我羊群中所餘剩的、从我赶他们到

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

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

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

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

23：3-5) 猶太人回國重建以色烈國，已部份應驗。但猶太人得救，

尚未應驗。“日子將到”， 應是主第二次再來時才能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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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

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

7：13-14） 

    主耶穌第一次來並沒有駕着天云而来，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並沒有

都事奉他。神計劃耶穌第二次來，是榮耀的再來，使各方各国各族的

人都事奉他。他的國存到永遠。 

 

二． 主耶穌應許必要再來 

 

    耶穌說：“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

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約 14：3） 

    主耶穌復活升天，乃是在父的右邊，乃是榮耀的地方。他告訴被

釘在十架上的強盜說： “你要与我同在樂園裏”，是何等的神聖与

喜樂的地方。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

攻击他们。”（啟 2：16）此時耶穌已升天了，在異象中告訴眾教會，

他必快再來臨。他訓誨信徒要悔改，若不悔改必被審判。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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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我們要持守所信的道，持守愛心的真理，持守福音的內容，持守

信仰的正道。忠信持守必可得獎賞。 

 

    啟 22：7，12 節說： “看啊！我必快來！”第 20 節說： “是

了，我必快來！”主三次提我必快來，肯定必快來。所以我們要謹慎

快做主工，並儆醒等候主再來。 

 

三． 聖靈保証主必再來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

了、就要为我作见证。”（約 15：26）聖靈又稱為保惠师，勸慰師，

真理的聖靈。他与聖父聖子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真理的聖靈啟示的聖

經是絕對準確的，是可靠可信的。聖經多次提到主耶穌必要再來，肯

定保証會再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

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

你们。”（約 16：13） 

聖靈命令我們要被聖靈充滿（弗 5：18），好叫我們過得勝的生

活，多結靈果，等候主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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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神為教會的計劃耶穌必再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

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啟 3：10-11）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是大災難。主保守教會

免去试炼。信徒可免去大災難，主在災前要再來，信徒要被提到空中

与主相遇，那時要在主台前交賬，主要是論獎賞。 

 

五． 神為不信的國必要再來 

 

    地上反叛神的列國，主必再來審判他們。“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

的审判官该受管教。”（詩 2：9-10） 

“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

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

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

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珥 3;1-3）主再來時要

在約沙法谷審判背叛的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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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說：“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

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

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

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

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脅下的带子。（賽 11:1-5）主再來時是公義的王，

要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然後才設立千禧年。

彌迦書 4:1-11，馬太福音 25：31-46，都提到列國於主耶穌再來時要

受審判。所以我們當儆醒順服主道。 

 

六． 神為以色列人的計劃主必要再來 

 

教會沒有代替以色列。 以色列是神的選民，他亡國二千多年，

竟然於 1967 年重新立國。完全是神的計劃。 

    “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

使海中波浪匉訇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 这些定例、

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31:35-36）太陽、月亮還在, 以色列國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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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為以色列的應許和計劃必然成就. 

 

“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

安排天地的定例．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

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

归回、也必怜悯他们。”(耶 33:25-26) 

神為以色列所定的計劃在立約中非常明顯.我們不是以色烈人, 

我們是因信而成為神的兒女. 舊約 申 4:30-31, 賽 9:6-7, 但 9:20-27, 

撒加和亞書 13:13-14, 都十分清楚提到對以色列的計劃. 甚至新約也

說: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阿、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

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

们可以知道的。”(徒 1:6-7)神為以色列的計劃, 主再來時才能完全的

成就. 

 

七． 耶穌道成肉身受辱必須再來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

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

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

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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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 2:6-11) 

    耶穌第一次來，是受辱的，他沒有佳形美容，竟取了奴仆的形像。

他被吐唾沬，被鞭打，被帶荊棘的冠冕，被人辱罵，被人掌摑，最終

被釘十字架, 是羅馬帝國時代最侮辱的刑罰。但神卻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

神！主再來則要審判叛逆者，審判列國. 耶穌再來到地上, 地上的才

能向他屈膝. 他還要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國.啟示錄 5:11-14 提到要頌讚

他直到永永遠遠. 

 

八． 神為審判撒但主必須再來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

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绑一

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

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那迷惑他们的

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

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啟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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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再來時, 對列國審判之後, 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國度, 那時, 魔

鬼要被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 千禧年才能相安無事. 魔鬼最後

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

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

湖里。”(啟 20:15) 這是何等的可怕. 請你立刻悔改信主耶穌, 才不會

被扔在火湖；相反地, 是進入榮耀的天國. 

 

九． 信徒的盼望主必須再來 

 

在啟示錄,約翰盼望主再來. 他說:“主耶稣阿、我愿你来。”(啟

22:20) 這也是眾信徒的心願. 

 

 “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

耀显现。”(提多 2:13) 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就是等候他的再來.主

耶穌若不再來, 我們所信的就必妄然. 他必再來, 你預備好了嗎? 阿

摩斯先知說: “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摩 4:12) 

    馬太福音提到十個童女, 有五個是愚拙的；有五個是聰明的，儆

醒的,預備好的, 當新郎來的時候, 他們歡歡喜喜的迎接他(太 25:1-10) 

你呢? 預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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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基督為甚麼要再來？（投影片用文字一檔）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啟 1：7) 

 

一．天父應許主必再來 

 “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就是赐平安

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創 49：10)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

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

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

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

事。”(賽 9：6-7)   

 

 “我要将我羊群中所餘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

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

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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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

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

7：13-14） 

  

二． 主耶穌應許必要再來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

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約 14：3） 

 

    “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

攻击他们。”（啟 2：16）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啟 

3：11） 

    啟 22：7，12 節說： “看啊！我必快來！”第 20 節說： “是

了，我必快來！”  

 

三． 聖靈保証主必再來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

了、就要为我作见证。”（約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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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

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

你们。”（約 16：13） 

 

四． 神為教會的計劃主必再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

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啟 3：10-11） 

 

五． 神為不信的國必要再來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

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詩 2：9-10） 

“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

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

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

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珥 3;1-3） 

http://abibletool.com/word/13737-8.htm#1307551
http://abibletool.com/word/13737-8.htm#1307551
http://abibletool.com/word/9903-1.htm#296044
http://abibletool.com/word/9903-1.htm#296044
http://abibletool.com/word/6305-1.htm#3851
http://abibletool.com/word/6305-1.htm#3851
http://abibletool.com/word/12207-54.htm#785023
http://abibletool.com/word/12207-54.htm#785023
http://abibletool.com/word/12983-118.htm#1071351
http://abibletool.com/word/12983-118.htm#1071351
http://abibletool.com/word/9296-1.htm#275122
http://abibletool.com/word/9296-1.htm#275122
http://abibletool.com/word/4947-2.htm#186837
http://abibletool.com/word/4947-2.htm#186837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211.htm#559426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211.htm#559426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2983-118.htm#1071352
http://abibletool.com/word/12983-118.htm#1071352
http://abibletool.com/word/766-5.htm#74934
http://abibletool.com/word/766-5.htm#74934
http://abibletool.com/word/10250-11.htm#296045
http://abibletool.com/word/10250-11.htm#296045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211.htm#559427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211.htm#559427
http://abibletool.com/word/5139-2.htm#186838
http://abibletool.com/word/5139-2.htm#186838
http://abibletool.com/word/12983-118.htm#1071353
http://abibletool.com/word/12983-118.htm#1071353
http://abibletool.com/word/7158-6.htm#226857
http://abibletool.com/word/7158-6.htm#226857
http://abibletool.com/word/11345-30.htm#58208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345-30.htm#582088
http://abibletool.com/word/1097-7.htm#125997
http://abibletool.com/word/1097-7.htm#125997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08-17.htm#45365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008-17.htm#453658
http://abibletool.com/word/10892-15.htm#429465
http://abibletool.com/word/10892-15.htm#429465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211.htm#559429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211.htm#559429
http://abibletool.com/word/2258-6.htm#140184
http://abibletool.com/word/2258-6.htm#140184
http://abibletool.com/word/5216-32.htm#391527
http://abibletool.com/word/5216-32.htm#391527
http://abibletool.com/word/12468-104.htm#885011
http://abibletool.com/word/12468-104.htm#885011
http://abibletool.com/word/10381-2.htm#299108
http://abibletool.com/word/10381-2.htm#299108
http://abibletool.com/word/5851-1.htm#207789
http://abibletool.com/word/5851-1.htm#207789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0-17.htm#514141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0-17.htm#514141
http://abibletool.com/word/13179-103.htm#1130625
http://abibletool.com/word/13179-103.htm#1130625
http://abibletool.com/word/13617-102.htm#1281245
http://abibletool.com/word/13617-102.htm#1281245
http://abibletool.com/word/12723-119.htm#942484
http://abibletool.com/word/12723-119.htm#942484
http://abibletool.com/word/6426-1.htm#340415
http://abibletool.com/word/6426-1.htm#340415
http://abibletool.com/word/6397-14.htm#229812
http://abibletool.com/word/6397-14.htm#229812
http://abibletool.com/word/316-1.htm#110017
http://abibletool.com/word/316-1.htm#110017
http://abibletool.com/word/4926-1.htm#189911
http://abibletool.com/word/4926-1.htm#189911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243.htm#56582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243.htm#565828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0964-40.htm#447347
http://abibletool.com/word/10964-40.htm#447347
http://abibletool.com/word/12116-50.htm#757877
http://abibletool.com/word/12116-50.htm#757877
http://abibletool.com/word/12468-104.htm#885014
http://abibletool.com/word/12468-104.htm#885014
http://abibletool.com/word/1038-1.htm#353873
http://abibletool.com/word/1038-1.htm#353873
http://abibletool.com/word/6917-4.htm#229815
http://abibletool.com/word/6917-4.htm#229815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4.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4.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2723-119.htm#942485
http://abibletool.com/word/12723-119.htm#942485
http://abibletool.com/word/12697-34.htm#920827
http://abibletool.com/word/12697-34.htm#920827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243.htm#565830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243.htm#565830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2468-42.htm#873547
http://abibletool.com/word/12468-42.htm#873547
http://abibletool.com/word/13531-9.htm#1238605
http://abibletool.com/word/13531-9.htm#1238605
http://abibletool.com/word/1346-1.htm#118700
http://abibletool.com/word/1346-1.htm#118700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433-1.htm#101414
http://abibletool.com/word/433-1.htm#101414
http://abibletool.com/word/5939-1.htm#197580
http://abibletool.com/word/5939-1.htm#197580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108.htm#539055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108.htm#539055
http://abibletool.com/word/12907-1.htm#1021730
http://abibletool.com/word/12907-1.htm#1021730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5216-15.htm#179199
http://abibletool.com/word/5216-15.htm#179199
http://abibletool.com/word/9352-1.htm#260512
http://abibletool.com/word/9352-1.htm#260512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6479-1.htm#217470
http://abibletool.com/word/6479-1.htm#217470
http://abibletool.com/word/6254-1.htm#197582
http://abibletool.com/word/6254-1.htm#197582
http://abibletool.com/word/12879-3.htm#1017797
http://abibletool.com/word/12879-3.htm#1017797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77-31.htm#511032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77-31.htm#511032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4.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4.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2851-24.htm#995548
http://abibletool.com/word/12851-24.htm#99554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682-38.htm#65835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682-38.htm#658358
http://abibletool.com/word/10948-10.htm#438505
http://abibletool.com/word/10948-10.htm#438505
http://abibletool.com/word/13721-17.htm#1301829
http://abibletool.com/word/13721-17.htm#1301829
http://abibletool.com/word/2546-1.htm#91964
http://abibletool.com/word/2546-1.htm#91964
http://abibletool.com/word/6397-9.htm#223432
http://abibletool.com/word/6397-9.htm#223432
http://abibletool.com/word/13179-71.htm#1125325
http://abibletool.com/word/13179-71.htm#1125325
http://abibletool.com/word/3825-2.htm#166447
http://abibletool.com/word/3825-2.htm#166447
http://abibletool.com/word/7375-1.htm#240268
http://abibletool.com/word/7375-1.htm#24026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46-7.htm#501326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46-7.htm#501326
http://abibletool.com/word/13237-15.htm#1143433
http://abibletool.com/word/13237-15.htm#1143433
http://abibletool.com/word/9650-1.htm#350204
http://abibletool.com/word/9650-1.htm#350204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5112-10.htm#183625
http://abibletool.com/word/5112-10.htm#183625
http://abibletool.com/word/6253-2.htm#202700
http://abibletool.com/word/6253-2.htm#202700
http://abibletool.com/word/9339-16.htm#270055
http://abibletool.com/word/9339-16.htm#270055
http://abibletool.com/word/11891-23.htm#708976
http://abibletool.com/word/11891-23.htm#708976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178.htm#553536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178.htm#553536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4.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4.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3801-13.htm#166446
http://abibletool.com/word/3801-13.htm#166446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178.htm#553537
http://abibletool.com/word/11284-178.htm#553537
http://abibletool.com/word/9164-23.htm#270054
http://abibletool.com/word/9164-23.htm#270054
http://abibletool.com/word/2058-1.htm#138197
http://abibletool.com/word/2058-1.htm#138197
http://abibletool.com/word/4388-2.htm#166448
http://abibletool.com/word/4388-2.htm#166448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25.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1459-6.htm#607303
http://abibletool.com/word/11459-6.htm#607303
http://abibletool.com/word/13179-71.htm#1125328
http://abibletool.com/word/13179-71.htm#1125328
http://abibletool.com/word/1570-1.htm#353086
http://abibletool.com/word/1570-1.htm#353086
http://abibletool.com/word/12656-5.htm#911518
http://abibletool.com/word/12656-5.htm#911518
http://abibletool.com/word/13179-71.htm#1125329
http://abibletool.com/word/13179-71.htm#1125329
http://abibletool.com/word/244-7.htm#106107
http://abibletool.com/word/244-7.htm#106107
http://abibletool.com/word/10430-1.htm#409428
http://abibletool.com/word/10430-1.htm#40942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891-23.htm#708977
http://abibletool.com/word/11891-23.htm#708977
http://abibletool.com/word/11752-1.htm#677521
http://abibletool.com/word/11752-1.htm#677521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4.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4.htm
http://abibletool.com/word/7205-1.htm#223435
http://abibletool.com/word/7205-1.htm#223435
http://abibletool.com/word/11998-3.htm#725048
http://abibletool.com/word/11998-3.htm#725048
http://abibletool.com/word/14415.htm


667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

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

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

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

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賽 11:1-5） 

 

六． 神為以色列人的計劃主必要再來 

 

    “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

使海中波浪匉訇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 这些定例、

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31:35-36） 

“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

安排天地的定例．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

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

归回、也必怜悯他们。”(耶 33:25-26)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阿、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

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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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知道的。”(徒 1:6-7)  

 

七． 耶穌道成肉身受辱必須再來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

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

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

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

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 2:6-11) 

 

八．神為審判撒但主必須再來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

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绑一

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

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那迷惑他们的

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

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啟 20:1-3,10)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啟 20:15)  

九． 信徒盼望主必須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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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阿、我愿你来。”(啟 22:20) 這也是眾信徒的心願. 

 

 “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

耀显现。”(提多 2:13)  

“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摩 4:12) 

 

 

第 40 篇  在基督裏稱義    

 

    究竟什麼是「義」？義是外在的表現，或是內在生命的品質？「義」

是否是人追求的目標？「義」與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究竟有什麼

關係？什麼是義的本源與標準？誰可稱義？如何稱義？文化的義、宗

教的義、與上帝的義究竟有何區別？ 

 

    一、義的重要 

 

    任何民族文化都十分注重「義」，因為與個人、家庭、社會、國

家都息息相關。羅馬人承襲希臘文化，所以在他們的思想中，所謂的

偉人要具備四方面的品質：一、勇敢；二、智慧；三、公義；四、節

制。這是道德的基礎與支柱，而義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國文化

則注重八方面：一、忠；二、孝；三、仁；四、愛；五、禮；六、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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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廉；八、恥。這八項德性都是行事為人的基本原則。因此東西方

都強調義。因為義是穩定家庭、社會、國家的基礎；義能安定人的心

靈，令人問心無愧。希臘哲學家艾比顧拉斯說：「正義帶來最大的收

獲是：心靈的安定」。聖經提到人因信稱義才能有心靈真正的平安。「得

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詩 32:1） 

 

    義能產生正常的人際關係。古代的亞聖孟子說：「非其道也，非

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義能定取捨的準則，合

理的經濟原則。古聖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明朝呂

坤說：「人臨財，必須揆之以義；義所應得者，雖多不以辭；義所不

應得者，雖少不可受」。人若想到義就不敢輕舉妄動，為非作歹，好

色邪淫。清朝陸世儀說：「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其邪念自息矣」。

人若私竊國庫之財，非義也；他是一國之賊，必遭公義法律的制裁。

如菲律賓前總統馬可斯即是一例。人若取非義之財，並非是福，而是

禍。因此義是人民道德生活的基礎。春秋、管仲說：「民以知義，然

後中正；中正，然後謂和。」 

         

    義也代表「善」的一面。論語：「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篇）。

有如聖經所說，知善不行就是罪；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又

陽貨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671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義對思想人格影響至深，與為人

生活有密切關係。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離婁上）。 

 

    中國文化注重「公義文化」。古代聖人以「義」教導百姓，要人

民活出義行，要國家施行義道。孔孟以義為基本道德之一。墨子以義

應用於治國治民的範圍；墨子說：「是故古者之為政也，言曰：不義

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義者，善政也。何以知

義之為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墨子、天志中）。又

非命篇：「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

又耕柱篇：「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

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也。」禮記：「除去天下

之害，謂之義。」 

     

    神啟示的聖經非常注重公義的文化，如神藉大先知摩西所頒佈的

十誡（出 20:3-16）。神對公義的要求，不僅針對人與人的關係，更提

高到人與神的關係。聖經提到公義是治國的根基；「公義使邦國高舉．

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箴 14:34）這裏強調人民的素質要提高，有好

的公民，才能建立有公義準則的國家。人民素質高，國家自然富強。

歷史証明，落後民族，山蕃野人，福音傳到處，人民生命素質改變，

社會道德及生活水平立刻提高。如南美的奧卡族，五位美國年青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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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教士為福音犧牲了，結果他們的血結出福音的果子。因著愛，他

們的妻兒及其他的宣教士繼續向他們傳福音，如今奧卡族文明起來

了，他們不但停止暴行，反而敬拜上帝；建立聖經學校，在屬靈、知

識、與經濟上都有顯著的進步。  

 

    建立國家要以公義為基礎。聖經說：「作惡為王所憎惡．因國位

是靠公義堅立。」（箴 16:12）又說：「除去王面前的惡人﹐國位就靠

公義堅立。」（箴 25:5）「王藉公平，使國堅定；索要賄賂，使國傾敗。」

（箴 29:4） 

 

    古代治理以色列國最成功也是最有慧智的所羅門王說：「神阿﹐

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給王，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他要按公義審判你

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義使民得享平安。」

（詩 72:1-3）所羅門王向神求智慧，目的是要治理神所託付他的百姓。 

 

    聖經的「義」回歸到神，將義的層次與本質提高到神的標準。文

化的義，只圈在人的範圍，以人為本，充其質量只提高到聖人的標準

而已，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絕不可等量齊觀。 

 

    二、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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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制其宜 

 

    中庸：「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管子、心術上：「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義者，謂各

處其宜也。」 

 

    朱舜水、文集、雜說：「義者，萬物自然之則，人情天理之公。……

因時制宜而不失範型之意，是即所謂義也。」 

 

    戴震、原善卷下：「義者，人道之宜，裁萬物而與天下共睹，是

故信其屬也。」 

 

    呂氏春秋、論威篇：「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

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說：「所謂正義，就是持有適合自己的東西，

同時也可做出適合於自己的行為。」 

 

    從世人文化的觀點，義就是合乎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一切所行

恰到好處。這種觀念與聖經頗接近，只是在層次上有點不同。聖經說：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



674 

 

看得合乎中道。」（羅 12:3）中國文化中庸之道固然好，但人靠自己

的力量行不出來，冉求說：「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說：「中

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行中庸不能，因人有罪性之弱點，故行

善無能，拒惡無力。而基督徒有聖靈的內住，靠聖靈行事，才能不犯

罪，活出義的見証。中國文化的「義」以人為本，聖經文化的「義」

則以神為本。 

 

    2.正直 

 

    舊約希伯來文「義」（S’DHAQA）即正直、對、公平。神是公義

的，正直的，人是照他的形像與樣式造的，神要人行公義來回應創造

主的本性，遵行他的旨意。如挪亞是個義人，他遵行神的旨意，與神

同行。為什麼挪亞是個義人？因為他是正直的人，也就是完全人。

「……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 神同行。」

（創 6:9）挪亞時代人終日所想的盡都是惡，惟有挪亞潔身自愛，聽

神的命令造方舟，他因信神一家八口都得救。 

 

    亞伯拉罕是個義人，因他聽信神的吩咐。「亞伯蘭信耶和華﹐耶

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創 15:6）神期望人作完全人，所以對亞伯

拉罕說：「我是全能的 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創 17:1）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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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罕遵守神的道，秉公行義，因他聽從神的話﹐遵守神的吩咐、命

令、律例、法度（創 18:19，26:5），他可說是「天人合一」的義人。 

 

    3.無罪 

 

    新約希臘文「義」字是與法律有關的用詞，即「公正」、「無罪」

就是義。在法院經法官公正的審查，沒有違背法律，宣判無罪，就是

義。從人的本質論，世人都犯了罪，罪是與生俱來的，人人都有罪性。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也。法庭的宣判，只不過是外在的罪行而已。真

正宣判無罪，還有更高的層次，即在基督裏因信蒙赦罪，被神稱為義

才是真正的義。 

 

    「誰能控告 神所揀選的人呢？有 神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

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

邊，也替我們祈求。」（羅 8:33-34） 

 

    撒但與大祭司約書亞作對，在神面前控告他污穢的行為，想定他

的罪；但神使約書亞脫離罪惡，給他穿上華美的衣服（義行）（亞

3:2-5）。神揀選、拯救，神使他脫離罪（無罪）。照樣基督為我們的

罪付了贖價，並且復活重生我們，使我們在基督裏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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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義的本源 

 

    飲水思源，認識義必須回到義的本源。世人所求的義是外在的，

行為上的義；或哲學觀念上的義，無形中義成了追求的目標，或理想

的德目之一。世人把義當作身外的東西，結果就成了追求的方向與目

標，以致義似乎與我們內在生命沒有關係。但我們要從本質上來探討

義，追溯義的本源與義的本體。 

 

    1.神是義的本體 

 

    人不能靠自己有限的智慧認識神，乃是神主動的向人啟示他自

己，我們才能真正認識神。神透過特殊啟示的聖經，叫我們認識他的

屬性與旨意。聖經說：「……耶和華是公義的。」（代下 12:6）「……

因為公義的 神察驗人的心腸肺腑。」（詩 7:9） 

 

   「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他的公義，

也歸於子子孫孫。」（詩 103:17） 

 

    「耶和華在他中間是公義的，斷不作非義的事，每早晨顯明他的

公義，無日不然；只是不義的人不知羞恥。」（番 3:5）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 神，都憑誠實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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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亞 8:8） 

 

    神是公義的，因神的屬性是誠實、聖潔，他是公義的本體。所以

神所造的人，也有公義的屬性，因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神要求人

歸回公義的本源。歷世歷代神藉著他的使者呼籲人行公義（創 18:19;

何 12:6;賽 1:17;彌 6:8）。無所不知的神，鑒察人的心腸肺腑，知道人

的心思意念。他按公義審判人的罪，按公義賞善罰惡，人若行義必然

蒙神賜福。 

 

    2.有位格的義 

 

    義如果只是外在的德行，這樣的義是無位格的，是客觀性的，非

主體的。但神是義者，他是生命的主宰，所以他是有位格的。 

 

    義的反面就是「惡」、「壞」、「錯」（詩 1:6,番 3:5），換句話說就

是「罪」。神以「真理、公義」審判罪人（羅 2:2,5），而審判是意志

的行動，是位格的表彰，因有位格才能執行審判。基督宣告他是真理

（約 14:6），而且是有位格的真理，所以他也是有位格的「義者」。 

 

    3.基督就是義者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纔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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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約壹 3:7） 

 

    「那一個先知，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他們也把豫先傳說那義者

要來的人殺了；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徒 7:52） 

 

    主耶穌不但是義者，他所行的盡都是公義。當他被釘十字架時，

甚至羅馬兵丁都讚嘆他是義者。出賣主的猶大說，他賣了無辜之人的

血了。 

 

    主被釘十字架，不是因為罪，乃是因為：1.猶太人宗教領袖的嫉

妒。2.祭司長、長老的陰謀陷害。3.法利賽人、撒都該人的排斥。4.

羅馬人反對基督教。5.群眾盲目的衝動與被利用。一位義者，公義的

審判者，反而被不義的罪人審判，這是「義」位份的巔倒。但想不到

人的愚拙，藉著不法之人所作的，卻成就了神的旨意。在神學上稱為

「弔詭性」原理；有人稱為「逆反性」，或「反合性」原理，意即看

起來好像耶穌失敗了，其實他反而是得勝者，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

恩，他從死裏復活，勝過陰間的權柄。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後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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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給那因我們的 神，

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彼後 1:1） 

 

    舊約時代，大先知以賽亞曾預言神要設立新天新地（賽

65:17,66:22），「有義居在其中」究竟是指誰？「義」可指神，直接可

指耶穌基督本身，因為他就是「那義者」（徒 7:52；約一 2:1），同時

也可包括一切在基督裏稱義的人（腓 3:9）。基督是義者，擔當了我們

的不義，故我們才能在他裏面，因信稱義。除了基督之外，世界上沒

有任何宗教能給我們義的生命與義的本質。 

 

    四、如何稱義？ 

 

    聖經所講的「義」不是人外在的東西，而是人生命的本質。文化

性與宗教性的義，是屬於外在的，無法改變人生命的本質，因為沒有

聖靈，沒有賜義生命的動力。 

 

    宗教性的義，靠人的苦修，靠人的行為，靠「立功」之法。譬如

有人不吃葷，只吃素，若以為「吃素」就可稱義，那就錯了。食物本

身不能叫人得救。但猶太人宗教背景的影響，不吃某些動物的肉，如

駱駝（因為倒嚼不分蹄）、豬（雖分蹄，卻不倒嚼）、無翅無鱗的魚；

以及有翅膀的爬行之物等（利 11）。但他們信主之後，仍然有信心軟



680 

 

弱的（羅 14:1-4；林前 8），為食物爭論。後來逐漸的演變，甚至有

的教派竟然變本加厲，主張只吃素，不吃葷。則有些無知的信徒，還

以為吃素是稱義的條件之一；有些人則主張終身吃素，或吃「花素」；

「不殺生」，或「不吃豬肉」等，就可立宗教性的「功」與「義」，其

實不然。主耶穌說：「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麼？豈不曉得凡從外面進

入的，不能污穢人；因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

廁裡。這是說，各樣的食物，都是潔淨的。又說：從人裡面出來的，

那纔能污穢人；因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苟合、偷盜、

兇殺、姦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

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可 7:18-23） 

 

    究竟因食物「信心軟弱的」是什麼人？通常有四種人：一、守律

法的猶太人。二、禁慾主義者。三、吃祭偶像之物的人。四、初信者

知識靈命較淺的人。正確教導神的真道能幫助建立正確的信仰。 

 

    關於食物的原則： 

 

    （一）、凡物都可吃。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藉著神的道和人

的祈禱都成為聖潔（提前 4:3-5；羅 14:14）。 

    （二）、吃與不吃都不可彼此論斷（羅 14:2-4，17）。人都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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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稱義，吃的不要論不吃的，不吃的也不要論斷吃的；「因為神的

國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 14:17）。 

    （三）、或吃或喝都要榮耀神（林前 10:24-30） 

    （四）、對於任何食物，若心存疑惑，不知道該吃不該吃，為著

避免良心不安，最好不要吃（羅 14:20,23）。 

    （五）、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

益。有屬靈知識，信心堅固的信徒，深信神只有一位，他造的萬物都

是好的，凡物都是潔淨的，只要憑信心領受，都可吃。但以不叫良心

軟弱而跌倒為原則；若因食物令人跌倒，寧可不吃（林前 8:7-9,10-13；

10:28-29；羅 14:15,20-21）。 

    （六）、若朋友請去赴筵，或市場上買回來的食物（因拜偶像之

人可能會將初熟之物先獻祭再拿到市場上賣），不必為良心的緣故而

產生疑惑，因為偶像算不得什麼；只管憑信心感謝神而領受（林前

10:25,26）。 

    （七）、凡慶祝偶像或廟裏假神的任何筵席，信徒絕對不可參加，

這與信徒得救的福音不相稱。我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林前

8:10，10:20-21）。 

 

    有人強調「守日」是重要的，甚至以為「守安息日」才能得救；

或守安息日才屬靈；這都是錯誤的觀念。守日子不是得救的條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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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叫人稱義。保羅蒙神啟示說：「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

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裡要意見堅定。」（羅 14:5） 

 

    根據舊約猶太人將日子分為大小、聖俗兩類：凡是節期，如逾節

越節、七七節、五旬節、吹角節、普琳節（普珥）、修殿節及安息日

為大日、為聖日；其他日子為小日、為俗日。初期從猶太教背景信主

的信徒，還為守日爭論。其實最重要的不是守日的問題，乃是讓基督

居首位，遵行神的旨意。千萬不要將宗教的傳統當作稱義的理由！ 

 

    關於安息日應有的態度與原則： 

    

     （一）、 守安息日與否都要彼此尊重，不要彼此批評（羅

14:5-6,13）。 

     （二）、守安息日本身不是得救的條件，叫人稱義得救的是主耶

穌（羅 3:23-24）。 

    （三）、基督徒在安息日（星期六）、星期日（七日的第一日）、

或任何一日聚會敬拜神都可以（徒 13:14-16;啟 1:10;太 28:1;徒

2:46-47）。 

    （四）、安息日的目的是要人真正享受靈裏的安息。基督已經將

創造的安息與救贖的安息連接在一起（來 4:1-11），惟有在基督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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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享受真正的安息（太 11:28-29）。 

    （五）、「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猶太

人死守安息日的規條，他們看重日子規條比人重要；主耶穌卻在安息

日醫治病人，行善事，叫人在享受靈裏真正的安息（路 13:10-17;約

7:21-24；可 3:4-5；約 5:2-17）。主耶穌不是破壞安息日，乃是成全「安

息」的實意。因他在安息日解開被撒但捆綁的人（路 13:16）。 

    （六）、安息日是指神偉大救贖的記號，這預言已在基督裏應驗

了（路 4:16-21）。 

    （七）、 那些履行安息日敬拜，卻無真心悔改的人，只會使神憎

惡（賽 1:10-15）。神看人的內心，不是宗教的節期日子。 

    （八）、基督徒將來永恆的安息是在天上，我們在基督裏因信稱

義，已預嘗了屬靈的安息。 

 

    聖經稱義的原則乃在文化、宗教、律法之外，是以神為中心；以

基督為主軸，藉著聖靈的運行，方能體現。 

 

    我們究竟怎樣在基督裏稱義？ 

 

    1. 是在律法之外 

 

    「但如今 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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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羅 3:21） 

 

    聖經提到「律法」，包含三方面的意義：一、指神藉摩西頒佈的

律法。二、指摩西五經。三、指全部舊約聖經。人稱義是在摩西律法

之外，換句話說，人不能靠律法得救。如挪亞在頒佈律法之前已因信

稱義（創 6:8-9,7:1）。又如亞伯罕也是因信稱義（創 15:6）；先知時代

如撒母耳、但以理等都是因信稱義（來 11:32-33;哈 2:4）。舊約的古

聖先賢既然可以在律法之外因信稱義，新約恩典時代更可藉著基督因

信稱義。 

 

    2.因信耶穌基督稱義 

 

    「就是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

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羅 3:22-23） 

 

    神加給的義，不是人的義，而是神的義。因為神的義是絕對的公

義，完全而永存的義；三位一體的真神就是義者，而這義就在基督裏，

你若信，基督就必加給你。神不偏待人，只要信，並不分種族、地位、

身份、貧富、貴賤、國籍，都可在基督裏稱義。 

 

    「耶穌基督」究竟是什麼意思？耶穌就是救主的意思。聖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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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太 1:21）神所預定、所揀選的，屬他自己的百姓，他必從罪惡裏救

出來。 

 

    基督意即神的「受膏者」，基督是希臘語。舊約希伯來話稱為「彌

賽亞」，同義指「受膏者」。而這位彌賽亞（受膏者）是誰呢？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

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 16:15-17） 

 

    彼得領受神的啟示，認識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所以他立定

心志跟隨主。其實天使早已宣告耶穌是神的兒子，是神受膏的王，他

的國也沒有窮盡（路 1:30-33）。 

 

    信耶穌是基督的目的何在？約翰領受神啟示寫福音書時說：「但

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

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 20:31）目的是叫人得屬靈的生命，

永遠的生命，因信稱義的生命。 

 

    人虧缺神的榮耀，原文意指人墮落之後，減少了神造人時給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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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和榮耀。正如受造的天使長是榮耀的，但因自己犯罪，反抗神墮

落成為撒但，他一切的榮耀即消逝（賽 14:12-20;結 28:12-19）。人要

在基督裏才能得回神的義與榮耀；亦即在亞當裏因罪失去的榮耀，如

今在基督裏因信得回榮耀。此處聖經非指犯罪使神失去榮耀，因為神

榮耀的本質，是絕對的，永遠的，人不能增減神絕對榮耀的本質。神

將義加給人的原因：第一、人失去了神的義與榮耀。第二、基督已為

世人完成了義與榮耀的救恩，好叫我們因信稱義並得榮耀。 

 

    3.稱義是神的恩典 

 

    「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 3:24） 

 

    白白的稱義，表明不必付任何代價，也沒有任何條件，全是神的

恩典。人靠自己不能履行律法的義，也不能達到神義的標準，因先知

以賽亞說，人的義在神面前好像破爛的衣服。世上沒有義人，連一個

都沒有。 

     

    神是絕對公義的，他對罪特別嚴厲，神要審判世人的罪。但神又

是愛，他恨惡人的罪，卻愛世人。神在創世以前就按照自己所喜悅的

旨意，計劃救恩，直到日期滿足，就差獨生子道成肉身，為世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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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大功（弗 1:5-10）。基督完全公義無罪竟然以肉身為我們死，為

我們定了罪案，使義的代替不義的，好叫我們在神的恩典中白白的稱

義。 

 

    「就稱義」，在希臘文是現在式時態，即我們一信主，在神前立

刻有稱義的地位，立刻得救；我們一次稱義，就永遠稱義。因為神所

賜的義是永遠的（來 9:12-15;10:10-14）。神是永存的，神的義也是永

存的；神給我們稱義的生命，乃是永生，故不是外在的東西，乃是內

在生命的素質。 

 

    4.靠主的寶血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 

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

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羅 3:25-26） 

 

    「挽回祭」希臘文（hilasterion）有「贖罪」與「和解」的意思，

即除掉罪。此字也可用來指會幕中至聖所的「施恩座」。以色列的大

祭司，每年於贖罪日，將祭牲的血帶進聖所，彈在施恩座上，為以色

列百姓贖罪（出 25:18;利 16:14）。如今神為我們預備一位永恆的大祭

司—耶穌基督，他不但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為我們的罪成了「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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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祭」；他也是獻祭者，他藉著永遠的靈，以毫無瑕疵的寶血，在十

字架上完成了救贖大功（來 9:12-15）。但牛羊的血不能赦免人的罪，

只有神而人的主耶穌，他的寶血才能赦免人的罪（來 10:4-5,10-14），

他赦免一切信他之人的罪，包括舊約的聖民。 

 

    「挽回祭」原文與「施恩座」同字，即遮蓋罪的意思。當神看信

徒時透過施恩座，見到主耶穌救贖的寶血，就挽回了神對罪的怒氣與

審判，因公義的主滿足了律法的要求。罪的功價就是死（羅 6:23），

但主耶穌替我們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來 9:22），主耶穌為

我們捨身流血；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 9:22），

主耶穌擔當我們罪的審判，為我們死，好叫我們靠主的寶血，坦然無

懼的來到神的施恩座前，得恩惠蒙憐恤（來 9:14, 28）。 

 

    神不但是公義者，也要人知道他的義，並要顯明他的義，也要人

得著他的義。神用忍耐的心等人悔改信主，有如慈愛的父親等候浪子

歸家（路 15），神寬容赦免一切信靠主的人—因為主耶穌的寶血已洗

淨我們一切的罪，並稱信耶穌的人為義。哦，這是何等大的福份！ 

             

 

 

附錄： 在基督裏稱義   (投影片用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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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義的重要 

 

   希臘哲學家艾比顧拉斯說：「正義帶來最大的收獲是：心靈的安

定」。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詩 32:1） 

 

    孟子說：「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明朝呂坤說：「人臨財，必須揆之以義；義所應得者，雖多不以辭；

義所不應得者，雖少不可受」。 

 

清朝陸世儀說：「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其邪念自息矣」。 

 

春秋、管仲說：「民以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謂和。」 

         

論語：「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篇）。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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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離婁上）。 

 

墨子說：「是故古者之為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

親，不義不近。」 

 

「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為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

（墨子、天志中）。 

 

又非命篇：「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 

 

又耕柱篇：「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

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也。」 

 

禮記：「除去天下之害，謂之義。」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箴 14:34） 

 

聖經說：「作惡為王所憎惡．因國位是靠公義堅立。」（箴 16:12） 

 

「除去王面前的惡人﹐國位就靠公義堅立。」（箴 25:5） 

 

「王藉公平，使國堅定；索要賄賂，使國傾敗。」（箴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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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王說：「神阿﹐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給王，將公義賜給王的兒

子。他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

要因公義使民得享平安。」（詩 72:1-3） 

 

二、義的意義 

 

    1.制其宜 

 

    中庸：「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管子、心術上：「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義者，謂各

處其宜也。」 

 

    朱舜水、文集、雜說：「義者，萬物自然之則，人情天理之公。……

因時制宜而不失範型之意，是即所謂義也。」 

 

    戴震、原善卷下：「義者，人道之宜，裁萬物而與天下共睹，是

故信其屬也。」 

 

    呂氏春秋、論威篇：「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

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說：「所謂正義，就是持有適合自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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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可做出適合於自己的行為。」 

 

聖經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

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羅 12:3） 

冉求說：「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 

 

孔子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2.正直 

 

    舊約希伯來文「義」（S’DHAQA）即正直、對、公平。 

 

「……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 神同行。」

（創 6:9） 

 

「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創 15:6） 

 

「我是全能的 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創 17:1） 

 

    3.無罪 

 

    新約希臘文「義」字是與法律有關的用詞，即「公正」、「無罪」

就是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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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能控告 神所揀選的人呢？有 神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

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

邊，也替我們祈求。」（羅 8:33-34） 

 

三、義的本源 

 

    1.神是義的本體 

 

聖經說：「……耶和華是公義的。」（代下 12:6） 

 

「……因為公義的 神察驗人的心腸肺腑。」（詩 7:9） 

 

   「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從亙古到永遠；他的公義，

也歸於子子孫孫。」（詩 103:17） 

 

    「耶和華在他中間是公義的，斷不作非義的事，每早晨顯明他的

公義，無日不然；只是不義的人不知羞恥。」（番 3:5）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 神，都憑誠實和公

義。」（亞 8:8） 

 

    2.有位格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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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義者，他是生命的主宰，所以他是有位格的。 

 

    神以「真理、公義」審判罪人（羅 2:2,5），而審判是意志的行動，

是位格的表彰，因有位格才能執行審判。 

 

基督宣告他是真理（約 14:6），而且是有位格的真理，所以他也是有

位格的「義者」。 

 

    3.基督就是義者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纔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

樣。」（約壹 3:7） 

 

    「那一個先知，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他們也把豫先傳說那義者

要來的人殺了；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徒 7:52） 

 

    主被釘十字架，不是因為罪，乃是因為：1.猶太人宗教領袖的嫉

妒。2.祭司長、長老的陰謀陷害。3.法利賽人、撒都該人的排斥。4.

羅馬人反對基督教。5.群眾盲目的衝動與被利用。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後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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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給那因我們的 神，

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彼後 1:1） 

 

    四、如何稱義？ 

 

    聖經所講的「義」不是人外在的東西，而是人生命的本質。文化

性與宗教性的義，是屬於外在的，無法改變人生命的本質，因為沒有

聖靈，沒有賜義生命的動力。 

 

    宗教性的義，靠人的苦修，靠人的行為，靠「立功」之法。 

 

主耶穌說：「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麼？豈不曉得凡從外面進入的，不

能污穢人；因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廁裡。這

是說，各樣的食物，都是潔淨的。又說：從人裡面出來的，那纔能污

穢人；因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苟合、偷盜、兇殺、姦

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這一切的

惡，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可 7:18-23） 

 

    關於食物的原則： 

 

    （一）、凡物都可吃。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藉著神的道和人



696 

 

的祈禱都成為聖潔（提前 4:3-5；羅 14:14）。 

    （二）、吃與不吃都不可彼此論斷（羅 14:2-4，17）。人都不是因

食物稱義，吃的不要論斷不吃的，不吃的也不要論斷吃的；「因為神

的國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 14:17）。 

    （三）、或吃或喝都要榮耀神（林前 10:24-30） 

    （四）、對於任何食物，若心存疑惑，不知道該吃不該吃，為著

避免良心不安，最好不要吃（羅 14:20,23）。 

    （五）、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們，因為我們不吃也無損，吃也無

益。有屬靈知識，信心堅固的信徒，深信神只有一位，他造的萬物都

是好的，凡物都是潔淨的，只要憑信心領受，都可吃。但以不叫良心

軟弱而跌倒為原則；若因食物令人跌倒，寧可不吃（林前 8:7-9,10-13；

10:28-29；羅 14:15,20-21）。 

    （六）、若朋友請去赴筵，或市場上買回來的食物（因拜偶像之

人可能會將初熟之物先獻祭再拿到市場上賣），不必為良心的緣故而

產生疑惑，因為偶像算不得什麼；只管憑信心感謝神而領受（林前

10:25,26）。 

    （七）、凡慶祝偶像或廟裏假神的任何筵席，信徒絕對不可參加，

這與信徒得救的福音不相稱。我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林前

8:10，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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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強調「守日」是重要的，甚至以為「守安息日」才能得救；

或守安息日才屬靈；這都是錯誤的觀念。 

 

保羅蒙神啟示說：「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

是各人心裡要意見堅定。」（羅 14:5） 

 

       關於安息日應有的態度與原則： 

    

     （一）、 守安息日與否都要彼此尊重，不要彼此批評（羅

14:5-6,13）。 

     （二）、守安息日本身不是得救的條件，叫人稱義得救的是主耶

穌（羅 3:23-24）。 

    （三）、基督徒在安息日（星期六）、星期日（七日的第一日）、

或任何一日聚會敬拜神都可以（徒 13:14-16;啟 1:10;太 28:1;徒

2:46-47）。 

    （四）、安息日的目的是要人真正享受靈裏的安息。基督已經將

創造的安息與救贖的安息連接在一起（來 4:1-11），惟有在基督裏才

能享受真正的安息（太 11:28-29）。 

    （五）、「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猶太

人死守安息日的規條，他們看重日子規條比人重要；主耶穌卻在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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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醫治病人，行善事，叫人在享受靈裏真正的安息（路 13:10-17;約

7:21-24；可 3:4-5；約 5:2-17）。主耶穌不是破壞安息日，乃是成全「安

息」的實意。因他在安息日解開被撒但捆綁的人（路 13:16）。 

    （六）、安息日是指神偉大救贖的記號，這預言已在基督裏應驗

了（路 4:16-21）。 

    （七）、 那些履行安息日敬拜，卻無真心悔改的人，只會使神憎

惡（賽 1:10-15）。神看人的內心，不是宗教的節期日子。 

    （八）、基督徒將來永恆的安息是在天上，我們在基督裏因信稱

義，已預嘗了屬靈的安息。 

 

    我們究竟怎樣在基督裏稱義？ 

 

    1. 是在律法之外 

 

    「但如今 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

證。」（羅 3:21） 

 

    聖經提到「律法」，包含三方面的意義：一、指神藉摩西頒佈的

律法。二、指摩西五經。三、指全部舊約聖經。人稱義是在摩西律法

之外，換句話說，人不能靠律法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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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挪亞在頒佈律法之前已因信稱義（創 6:8-9,7:1）。 

 

如亞伯罕也是因信稱義（創 15:6）； 

 

先知時代如撒母耳、但以理等都是因信稱義（來 11:32-33;哈 2:4）。 

 

    2.因信耶穌基督稱義 

 

    「就是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

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羅 3:22-23） 

 

    「耶穌基督」究竟是什麼意思？耶穌就是救主的意思。聖經說：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

（太 1:21） 

 

    「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 

神的兒子。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

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 16:15-17）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 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

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 20:31） 

 

    3.稱義是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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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羅 3:24） 

 

 

    「就稱義」，在希臘文是現在式時態，即我們一信主，在神前立

刻有稱義的地位，立刻得救；我們一次稱義，就永遠稱義。因為神所

賜的義是永遠的（來 9:12-15;10:10-14）。 

 

    4.靠主的寶血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 

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

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羅 3:25-26） 

 

    「挽回祭」希臘文（hilasterion）有「贖罪」與「和解」的意思，

即除掉罪。 

 

    「挽回祭」原文與「施恩座」同字，即遮蓋罪的意思。  

 

 

第 41 篇   安慰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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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 人的心靈是十分脆弱的, 當人遭

遇患難或打擊時, 總需要安慰. 無論是家人或朋友的安慰都是十分寶

貴的;但神是最偉大的安慰者. 他的安慰遠超過世人的安慰! 

“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或譯：

在〕耶路撒冷得安慰。”(賽 66:13) 

     

“惟有我，是安慰你們的。你是誰，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變

如草的世人？”(賽 51:12)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

各樣安慰的神。”(林後 1:3)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 1:4)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 .”(林後 7:6)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

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

們。”(帖後 2:16-17) 

 

      “安慰”原文 “Paraklesis” 是: 1.安慰、慰問; 2.鼓勵; 3.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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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的勸說、訓誡;4. 來幫助、來促成. 

 

一. 一個母親藉著她的同在來安慰. 

1. 一個母親只要与孩子們同在一起, 他們就得安慰. 

        例証: 有一次我在 Walmark 看見一個小孩, 自己看喜歡的

東西,他突然發現母親不在身邊, 他非常惶恐害怕的哭著嘶喊 : “媽咪! 

媽咪!” 母親認得自己孩子的哭聲, 立刻趕到孩子的身邊, 有母親的

同在, 這孩子立刻轉悲為喜, 得到極大的安慰和平安. 

 

2. 神的同在就得安慰 

(1) 神應許絕不離開我們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遵守神的道是我們的責任, 神的同在是他的應許, 神的

應許永不會落空的, 他的同在是永遠的, 主復活升天了, 他

差聖靈保慰師与我們同在. 

“……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來 

13:5) 



703 

 

            神与約書亞同在(申 31:6), 使他征服迦南地的敵人. 

有神同在可征服屬靈的仇敵, 可勝過人世間的患難. 

        神与參孫同在, 他就勝過敵人. 神离開參孫時他就失敗. 司

提反殉道之前, 因有神的同在, 他能饒恕敵人, 安然的見主. 

 

(2) 神的同在醫治我們的創傷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詩 34:18) 

“耶和華─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醫治了我。”(詩 30:2) 

           人心靈的創傷比身体的創傷還要嚴重. 大衛与耶拔示巴

所生的兒子病的快要死時, 大衛的傷心實無法形容, 後來 孩子死了.

當他憑信心交託神時, 反而得到心靈的醫治, 他能過正常得勝的生

活. 

 

(3) 神的同在驅逐我們的懼怕 

“我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

懼。”(詩 34:4) 

    大衛在亞比米勒面前裝瘋(撒上 21:11-15), 的確是非常危險可怕

的, 因一旦被露出馬腳, 必有生命的危險. 但神保守与大衛同在, 他

脫險之後寫此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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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的同在安慰以利沙和他的僕人 

 

“神人的僕人清早起來出去，看見車馬軍兵圍困了城。僕人對神

人說：「哀哉！我主啊，我們怎樣行才好呢？」神人說：「不要

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禱告說：「耶

和華啊，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和華開他

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王下 6:15-17) 

    亞蘭王想捉拿先知以利沙, 派大軍圍繞以利沙所在的多坍城,神

卻差派天使天軍保護以利沙. 他的僕人肉眼只看見敵人車馬軍兵圍

困了城, 卻看不見天使天軍的同在. 以利沙禱告求神開僕人的眼目, 

使他看見神的使者与以利沙同在. 當僕人看見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

時, 一切的懼怕就煙消云散了! 當以利沙禱告求神使敵軍眼目昏迷, 

他們就昏迷了. 以利沙將他們帶到以色列王的撒瑪利亞城, 以利沙禱

告,求神開他們的眼目, 他們就看見了. 以利沙要以色列王善待他們, 

並讓他們回本國去, 因此、亞蘭軍不再犯以色列境了.( 王下 6:18-23) 

有神同在, 大軍壓境也不懼怕, 因神是安慰保護者. 

 

二. 一個母親藉著行動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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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母親的行動有極大的影響力 

 

    她可以鼓勵孩子,或使孩子沮喪. 

例: 約翰威斯理的母親, 有 17 個孩子, 她每天花一個小時禱告, 

按照不同年齡層教導其孩子們, 按個人的需要鼓勵孩子們. 屬靈

的母親能影響孩的靈命! 兇殘的母親只能給孩子墮落下沉. 

 

2. 神的行動有很大的影響力 

 

神可能差人來幫助你; 神也可能差你去幫助別人. 神也可能親

自來幫助你.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

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 21:4) 

    若有家人离世, 以上的經文是最得安和鼓勵的話. 耶穌被釘十字

架之後, 門徒非常的傷心絕望, 但當主復活後,在加利利海邊為門徒

預備早餐時, 給他們的鼓勵是何等大的影影力. 

 

三. 一個母親用他的話來安慰她的兒女 

 

當你沮喪時, 需要安慰. 母親常用溫柔的話安慰兒女. 但沒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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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的安慰會越過她的態度. 不僅是她說甚麼, 但她是怎樣說, 更為重

要,這是有關態度的問題. 

沒有任何世人安慰的話能高過從神而來的話. 神的話是我們路

上的光, 生命的糧, 神的話是我們心靈最大的安慰. 

 

例:    “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

病。看哪，我們來到你這裏，因你是耶和華─我們的神。”(耶 3:22) 

        耶利米是在猶大國歷史上第三次宗教復興時蒙召作先知. 

他受命於國人被擄之前, 事奉繼續到被擄之時. 以色列人遠離神, 祭

拜偶像, 違背真道. 神藉著先知呼喚他們回來, 神要醫治他們的病. 

神藉著他的話安慰其兒女. 

 

“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

消。”(何 14:4) 

       何西阿是与以賽亞同時代的先知, 他在北國以色列為先知. 

當時國民離棄真道, 隨從異族拜偶像, 道德与靈性生活嚴重解体, 當

時的祭司、君王、領袖也陷在陰謀和罪之中(何 6:7-10) 雖然如此, 天

父仍然以永遠不變的大愛來愛他們. 這是何等大的安慰和鼓舞. 

 

            所以, 我們要仰賴神. 所羅門王說: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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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

引你的路。”(箴 3:5-6) 有時人自以為聰明, 反被聰明誤! 認定神、依

靠神、有神的話和同在, 才能走神要我們走的路. 基督就是人通神的

道路, 基督就是信仰的真理, 基督就是生命. 有屬靈的生命才能走屬

天的道路, 過屬靈的生活. 更何況:“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

乏。”(詩 23:1) 在靈性上、生活上神都牧養我們. 

 

神會像一位母親一樣來安慰我們, 當你孤單寂寞時他安慰你, 

當遭遇患難死亡時, 他安慰我們, 主乃是藉著他的同在, 藉著他的

行動, 藉著他的話來安慰我們. 

保羅甚至說: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

這是好得無比的。”(腓 1:23) 人因信在地上有神的同在和安慰, 人

離世之後, 到主那裏去, 有主的同在, 這是何等大的安慰! 

 

    我曾告訴妻子, 若我離開世界, 不要為我舉行追思會, 要為我開

歡送會, 歡歡喜喜送我回天家, 在那裏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

哀、哭號、疼痛; 在那裏有主的同在, 是好得無比的.” 就如一首詩歌

所言: 

    “日落之那邊, 賜福之早晨, 在天堂樂境, 与主相親. 勞碌盡完畢, 

榮耀之黎明; 日落之那邊, 永遠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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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之那邊, 云霧盡消去, 無風暴之威脅, 無憂無慮; 榮耀快樂

日, 永遠快樂日, 日落之那邊, 歡樂不息.” 

 

 

附錄   安慰的神   投影片用文字檔 

 

“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或譯：

在〕耶路撒冷得安慰。”(賽 66:13) 

     

“惟有我，是安慰你們的。你是誰，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變

如草的世人？”(賽 51:12)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

各樣安慰的神。”(林後 1:3)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 1:4)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 .”(林後 7:6)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和那愛我們、開恩將永遠的安慰並美好的

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安慰你們的心，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

們。”(帖後 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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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原文 “Paraklesis” 是: 1.安慰、慰問; 2.鼓勵; 3.勸告、

熱心的勸說、訓誡;4. 來幫助、來促成. 

 

一. 一個母親藉著她的同在來安慰. 

1.一個母親只要与孩子們同在一起, 他們就得安慰. 

 

2.神的同在就得安慰 

(1) 神應許絕不離開我們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來 13:5) 

 

(2) 神的同在醫治我們的創傷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詩 34:18) 

“耶和華─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醫治了我。”(詩 30:2) 

 

(3) 神的同在驅逐我們的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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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

懼。”(詩 34:4) 

 

(4) 神的同在安慰以利沙和他的僕人 

 

“神人的僕人清早起來出去，看見車馬軍兵圍困了城。僕人對神

人說：「哀哉！我主啊，我們怎樣行才好呢？」神人說：「不要

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禱告說：「耶

和華啊，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和華開他

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馬圍繞以利沙。”(王下 6:15-17) 

 

二. 一個母親藉著行動來安慰 

 

1. 一個母親的行動有極大的影響力 

 

 

2. 神的行動有很大的影響力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

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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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個母親用他的話來安慰她的兒女 

 

“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看哪，

我們來到你這裏，因你是耶和華─我們的神。”(耶 3:22) 

 

“我必醫治他們背道的病，甘心愛他們；因為我的怒氣向他們轉

消。”(何 14:4) 

 

所羅門王說: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 3:5-6)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詩 23:1)  

 

保羅甚至說: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

這是好得無比的。”(腓 1:23)  

 

    “日落之那邊, 賜福之早晨, 在天堂樂境, 与主相親. 勞碌盡完畢, 

榮耀之黎明; 日落之那邊, 永遠歡欣. 

    日落之那邊, 云霧盡消去, 無風暴之威脅, 無憂無慮; 榮耀快樂

日, 永遠快樂日, 日落之那邊, 歡樂不息.” 

 

 

第 42 篇  回天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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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條大路通羅馬, 那一個宗教不上天堂!” 這句話到底是對還

是錯? 如果是錯, 又是錯在那裏? 靠宗教為甚麼不能上天堂? 且待

以下分解! 

“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

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

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

哪裏，叫你們也在那裏。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

道〔有古卷：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 多馬對他說： “主

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耶穌說 ‘我就是

’ ”(約 14:1-6) 

 

    安慰從相信基督的能力而來的(約 14:1) 

    安慰從相信基督的預備而來的(約 14:2) 

    安慰從相信基督的應許而來的(約 14:3) 

 

一. 有一明確之言 

 

“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有古卷：我往

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約 14:4) 

    耶穌是往父那裏去, 他死而復活, 升天到天父的右邊. 因他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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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裏來(約 1:1-2,14),他是從天降下的人子(約 3:13), 當然要再回到天

上去. 耶穌明確的說了. 可惜門徒尚不明白. 

 

二. 有一請求 

“多馬對他說： ‘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那

條路呢？’ ”(約 14:5) 

    多馬提出他們的困惑, 他們不知道主往那裏去? 顯然地他以為

主是擬到別的城市去, 若是在地上的城市, 當然可以找到去該城市的

路向. 但主要去的地方不是屬地的, 而是天家. 通天之路, 不是靠宗

教或立功之法. 後來主明明的告訴門徒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

往父那裏去。”(約 14:12; 參約 16:10,17,28) , 主到天家与父同在, 門

徒還要承繼宣教的使命.其實多馬的問題表明他願意与主同在. 多馬

雖然跟隨主有一段時間, 但靈裏還是不很清楚, 表示門徒對主的認識

還相當的膚淺. 

   有一次拉撒路病了, 後來死了, 耶穌擬去叫他復活, 多馬會錯了

意. 聖經記載:“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拉撒路死了。我沒有在

那裏就歡喜，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如今我們可以往他

那裏去吧。’ 多馬，又稱為低土馬，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 ‘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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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和他同死吧。’ ”(約 11:14-16) 主要藉著拉撒路的復活來建立門徒

的信心. 也令門徒有信心來迎接主的死与復活. 人死了數小時之後, 

身体就開始腐化. 但主叫拉撒路復活是神的大能, 是超然的神蹟! 

    多馬是一位多疑的人, 他不相信耶穌的復活(約 20:24-29), 直到

他親眼看見了耶穌的顯現才信. “耶穌對他說: ‘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

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約 20:29) 今天也許有人存著多馬的心

態, 要看見主耶穌才信. 甚至大言不慚地說: “我是有科學頭腦的人, 

我要有科學的証据才能相信.” 其實科學也是憑信心相信上帝所創造

物質宇宙的原理原則. 有很多自然界存在的事實, 非肉眼所能見的, 

如風的存在, 電能的存在, 某些光波、聲波的存在, 並非肉眼所能見. 

有一些小科學家不信有神, 但大科學家卻相信有神. 聖經說:“信就是

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信耶穌為個人的救主是正確

信仰的起步! 

 

三. 有一答案 

 

“耶穌說: ‘

到父那裏去。’ ”(約 14:6) 有人類歷史以來, 沒有任何君王、總統、聖

賢、英雄、豪傑、政治家、哲學家、科學家、宗教家、教主、教皇說

過類似的話. 這句頂天立地的話,是永遠常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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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親自說: “我是生命的糧”(約 6:35) 

                             “我是世上的光”(約 8:12) 

                             “我是羊的門”(約 10:7,9) 

                             “我是好牧人”(約 10:11,14) 

                             “復活在我, 生命在我”(約 11:25) 

                              “我是真葡萄樹”(約 15:1,5)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 

 

    惟獨基督是人通神之路.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

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

不聽他們。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

吃。’ ”(約 10:7-9) 主是通天之門, 回天家的路.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

”(徒 4:12) 沒有任何宗教的名, 可以叫人得救. 包

括基督教在內. 甚麼叫宗教? 宗教包括: 教義、禮儀、節期及經典就

可構成宗教的條件. 宗教只能給人精神寄托, 不能給人永生; 宗教只

能叫人修行, 不能給人屬靈的生命;宗教只能叫人知罪, 不能赦免人

的罪;宗教比比皆是.惟獨基督是人類的救主、生命的主、赦罪的主、

永生的主、復活的主、審判的主、升天的主、還要再來的主、天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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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萬主之主, 我們豈能不信他呢? 信耶穌是人与神發生屬靈生命的

關係. 

 

    惟獨基督是真理: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

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 

“ ”(約 

1:17) 

    基督是永恆真理的本体, 他是有位格的真理. 自然界物質界的真

理是無位格性的真理. 有意志、思想、感情才能構成有位格的真理. 神

是有意志、思想、感情的. 基督道成肉身是歷史的事實, 他在地上有

三十三年半的時間, 他走遍各城各鄉傳道. 摩西傳律法, 也是猶太人

所遵守的; 但耶穌卻將恩典和真理帶到人間. 

 

殊為可惜!當時羅馬的審判官卻靈竅不開通, 不認識有位格的真

理.“彼拉多就對他說：「這樣，你是王嗎？」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

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

人就聽我的話。」彼拉多說：「真理是甚麼呢？」說了這話，又出來

到猶太人那裏，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約 18:37-18) 

    主耶穌道成肉身,不是屬於這世界的王, 他乃是天國的王, 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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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涉政治, 彼拉多查不出他有犯任何政治叛亂的罪. 他 只是為傳

揚真理而來, 他本身就是真理. 真理是叫人信, 恩典是叫人受. 

 

    惟獨基督擁有神的生命: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 1:4) 

    基督是生命的源頭.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生命的

創造者(約 1:3). 神創造萬物之前, 先創造光(創 1:3),萬物才能生存.基

督給人靈性的光, 使人 能領受非肉眼所見的東西, 能叫人明白神啟

示的真理, 知道神的旨意.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

命.”(約 5:26) 

    神是自有永有, 自存自在的(出 3:14), 他超越歷史、時間、物質. 

基督在創世以先就与神同在.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

道太初與神同在。”(約 1:1-2) 基督擁有神的生命, 才能給人屬靈的生

命. 宗教的教主只有人的生命, 所以不能給人永生的生命. 

 

     耶穌与馬大論生命的主權.“耶穌對她說：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約 11:25) 人肉体的生命會死, 

但与神聯結永生的生命是不朽的(約 11:26). 馬大接受主的教訓, 他相

信耶穌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 又是會再來的主(約 11:27) 你若相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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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為你個人的救主, 照樣可領受同樣的福氣. 

 

使徒約翰所經歷的信仰, 不是旁門左道, 乃是真真實實的. 他

說:“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

過、親手摸過的。”(約一 1:1) 

耶穌藉著道成肉身將神表明出來, 顯現生命之道, 他有血肉之身, 有

人的性情, 才能聽、才能看、才能摸, 他是完全的人, 完全的神, 在他

裏頭有永生之道. 有了他,我們才能認罪(約一 1:10), 有了他, 我們才

能勝過惡(約一 2:14). 

約翰又說: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

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他兒

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約一 5:20) 

    “神的兒子已經來到”, 指耶穌道成肉身. “且將智慧賜給我們”, 

“智慧” 原文 dianoian 指人的心思或悟性.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人能有屬靈的理解力, 領悟屬靈的事, 是出於聖靈的開導(林前 2:11; 

路 24:45). 

“那位真實的”, 是指神和基督. “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

他兒子耶穌基督裏面”. 其中的含意: 

A. 神与基督是完全合一的, 在神裏面, 就是在基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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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奉神兒子的人, 也在基督裏与神合一. 

    這正符合主的禱告: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

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約 

17:21) 

 

     基督不謹教導道路, 他就是道路.這 “道路” 亦可翻譯為 “道”,

是初期信徒所信的名之一. 保羅“求文書給大馬士革的各會堂，若是

找著信奉這道的人，無論男女，都準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徒 9:2) 

“道” 就是耶穌.( 參徒 19:9,23;22:4;24:14,22) 

 

1. 我就是道路 

(1) 道或路可帶我們到特定的地方 

(2) 基督是饒恕之路 

(3) 基督是平安之路 

(4) 基督是成聖之路 

(5) 賜福的基督是進天家之路 

 

2.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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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是真理的泉源. 

(2) 基督是真理的啟示者. 

(3) 基督是真理不變的守護者 

(4) 基督是所有應許的真理 

 

3. 生命 

(1) 賜福的主是生命的源頭(約 1:4) 

(2) 基督是信者屬靈的生命 

(3) 我們的救主賜身体的生命(約 11:24-25) 

(4) 基督呼召, 並賜生命 

“

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

去。”(約 10:27-28) 

 

4. 惟獨藉著基督才能到天父那裏去 

惟獨基督是羊的門(約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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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

根基。”(林前 3:11)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

為人的基督耶穌”(提前 2:5) 

 

    基督給人生命三個最重要的答案: 

(1) 我怎樣可以得救?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2) 我怎樣有把握? 

耶穌說: “我就是真理!” 

(3) 我怎樣得到滿足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 

 

    當你行完地上之路程, 停止一切的呼吸時, 你的靈魂要往那裏去? 

喜樂的天堂?或痛苦的地獄? 基督是回天家之路! 

 

 

附錄    回天家之路  投影片用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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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

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

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

哪裏，叫你們也在那裏。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

道〔有古卷：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 多馬對他說： “主

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耶穌說 ‘我就是

’ ”(約 14:1-6) 

 

    安慰從相信基督的能力而來的(約 14:1) 

    安慰從相信基督的預備而來的(約 14:2) 

    安慰從相信基督的應許而來的(約 14:3) 

 

一. 有一明確之言 

 

“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有古卷：我往

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約 14:4) 

 

二. 有一請求 

“多馬對他說： ‘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那

條路呢？’ ”(約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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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

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約 14:12; 參約 16:10,17,28)  

“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拉撒路死了。我沒有在那裏就歡喜，

這是為你們的緣故，好叫你們相信。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裏去吧。’ 多

馬，又稱為低土馬，就對那同作門徒的說： ‘我們也去和他同死

吧。’ ”(約 11:14-16)  

    “耶穌對他說: ‘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

了。’  ”(約 20:29)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 11:6) 

 

三. 有一答案 

 

“耶穌說: ‘

到父那裏去。’ ”(約 14:6)  

 

    耶穌親自說: “我是生命的糧”(約 6:35) 

                             “我是世上的光”(約 8:12) 

                             “我是羊的門”(約 10:7,9) 

                             “我是好牧人”(約 10:11,14) 

                              “復活在我, 生命在我”(約 11:25) 



724 

 

                              “我是真葡萄樹”(約 15:1,5)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他們，我就是羊

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我就是門；

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 ”(約 10:7-9)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

”(徒 4:12)  

 

    惟獨基督是真理: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

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 

“ ”(約 

1:17) 

     

.“彼拉多就對他說：「這樣，你是王嗎？」耶穌回答說：「你說我

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

的人就聽我的話。」彼拉多說：「真理是甚麼呢？」說了這話，又出

來到猶太人那裏，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約 18:37-18) 

 

    惟獨基督擁有神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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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 1:4)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

命.”(約 5:26)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約 

1:1-2)  

“耶穌對她說：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

必復活.’ ”(約 11:25)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

看過、親手摸過的。”(約一 1:1)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

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

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約一 5:20) 

A. 神与基督是完全合一的, 在神裏面, 就是在基督裏. 

B. 信奉神兒子的人, 也在基督裏与神合一.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

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約 17:21) 

 

     保羅“求文書給大馬士色的各會堂，若是找著信奉這道的人，無

論男女，都準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徒 9:2) “道” 就是耶穌.( 參徒 

19:9,23;22:4;24: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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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就是道路 

(1)道或路可帶我們到特定的地方 

(2)基督是饒恕之路 

(3)基督是平安之路 

(4)基督是成聖之路 

(5)賜福的基督是進天家之路 

 

3. 真理 

 

(1)基督是真理的泉源. 

(2)基督是真理的啟示者. 

(3)基督是真理不變的守護者 

(4)基督是所有應許的真理 

 

4. 生命 

(1)賜福的主是生命的源頭(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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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督是信者屬靈的生命 

(3)我們的救主賜身体的生命(約 11:24-25) 

(4)基督呼召, 並賜生命 

“

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

去。”(約 10:27-28) 

 

5. 惟獨藉著基督才能到天父那裏去 

惟獨基督是羊的門(約 10:7)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

根基。”(林前 3:11)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

為人的基督耶穌”(提前 2:5) 

 

    基督給人生命三個最重要的答案: 

(1)我怎樣可以得救?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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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怎樣有把握? 

耶穌說: “我就是真理!” 

(3)我怎樣得到滿足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 

 

 

第 43 篇   憂愁變為喜樂   

 

    “ ‘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 有

幾個門徒就彼此說： ‘他對我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

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又說：『因我往父那裏去。』這是甚麼

意思呢？’ 門徒彼此說： ‘他說『等不多時』到底是甚麼意思呢？我

們不明白他所說的話。’ 耶穌看出他們要問他，就說： ‘我說『等不

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你們為這話

彼此相問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

要喜樂；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婦人生產的時

候就憂愁，因為她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記念那苦楚，因

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

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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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甚麼，他必因我的名賜

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 16:16-24) 

 

    本段聖經論到見与不見、世人与門徒、求問与得著、比喻与說明、

信与不信、明白与不明白、天父与世人、耶穌与門徒、憂愁与喜樂, 其

中最關鍵的是如何使憂愁變為喜樂? 

    門徒極度的憂愁, 他們感到很快的就會失去主. 當然, 他們應更

進一步的瞭解, 在這複雜的情況中, 耶穌曾告訴他們, 有一天他將要

被處死, 而且還要復活. 

 

    現代信徒更容易瞭解這段聖經的意義, 因為四福音書早已完稿, 

我們可更充分的找到答案.“耶穌回答說：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

神蹟，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約拿三日三

夜在大魚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太 12:39-40) 這

是預言耶穌死後第三天要復活.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

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太 16:21) 

 

“他們還住在加利利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 ‘人子將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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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在人手裏。他們要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 門徒就大大地憂

愁。”(太 17:22-23)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

要定他死罪，又交給外邦人，將他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

日他要復活。”(太 20:18-19) 

 

    主耶穌早就預知他要被釘十字架, 並預告門徒有關他的死与復

活. 甚至怎樣被處死, 被誰處死都完全應驗了.但初期的門徒, 只是聽

到耶穌口頭的告白, 並沒有文字的資料.當主耶穌真正死的時刻來到

時,門徒的心還沒有預備好. 所以他們非常的憂愁. 

 

一. 主耶穌的應許(約 16:16) 

 

最重要的是要正確的瞭解 “等不多時” 的四种意義.  

“等不多時”,第一、遠的可能是指 “主第二次再來”. 第二、近的可指

他的死与復活之間有三天之久. 第三、可指主耶穌受死、埋葬和復活

後向門徒顯現. 第四、也可指主升天, 聖靈降臨和再來(參約

16:19,20:18; 可 13:26,14:62) 

 

John MacArthur 神學家說: “更正準確的觀點, 可能是主再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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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或許是指主於五旬節賜下聖靈之日.” 

    基督藉著聖靈与門徒同在. 羅 8:9 說: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

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

督的。” 

 

耶穌說: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主復活升天了, 他差聖靈來与我

們同在.  

主的應許是絕對可靠的, 主的確再來見他們.門徒見到復活的主, 

就喜樂了(約 20:20) 

 

二. 門徒的困惑 

當時門徒的靈命還是相當的粗淺, 他們還是屬靈嬰孩的階段, 仍

需要靈奶. 所以悃惑是免不了的. 但當我們來到主前尋求幫助時, 我

們在生命中可經歷到重要的功課. 

 “ ’ 有幾個門徒就彼此說： ‘他對我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

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又說：『因我往父那裏

去。』這是甚麼意思呢？’ 門徒彼此說： ‘他說『等不多時』到底

是甚麼意思呢？我們不明白他所說的話。’”(約 1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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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的悃惑, 是值得同情的, 在當時,因主的復活与顯現實在太

抽象了, 太不可思議了! 

 

三. 主的理解 

 “耶穌看出他們要問他，就說：「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

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你們為這話彼此相問嗎？”(約 

16:19) 

    “看出” 原文是 “知道了”. 主耶穌有超然知事的能力. “現在我

們曉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問你，因此我們信你是從神出來

的。」”(約 16:30)主安慰門徒藉著回答門徒未問的問題. 

 

四. 原則的說明(約 16:20-22)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

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約 16:20) 

   此處“ 痛哭、哀號” 都是用於哭死人(參約 11:31、33,20:11、13、

15; 路7:32) 馬利亞哭拉撒路的死, 哭耶穌的死.耶穌的死跟隨者將會

痛哭、哀號, 此乃人之常情也. 

耶穌的死, 世人倒要喜樂, 因為他們以為已經成功了! 祭司長、長

老、法利賽人都以為除去眼中釘了, 除去宗教的敵人了! 其實他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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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了神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事.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

列民，果然在這城裏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成就你手和你

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事。” (徒 4:27-28) 

對門徒而言, 憂愁卻要變為喜樂. “變為”有 “生” 或 “長”的含

意.似乎弔詭性, 但保羅卻在患難中經歷喜樂.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

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

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 12:10)但因主的復活, 門徒的憂愁就變為喜

樂. 這喜樂是不能被奪去的, 永存的.基督的死仇敵很喜樂, 但卻是短

暫的. 當審判的日子, 他們要遭遇更大的痛苦. 

 

    後來門徒看見復活的主就喜樂了. 主“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

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約 20:20) 歷代的信徒都經

歷了神所賜的喜樂: 

    信徒被聖靈充滿, 充滿喜樂的心過日子.“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

地在殿裏，且在家 .”(徒 2:46) 

 

使徒被逼迫, 仍是充滿喜樂.“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因被算

是配為這名受辱。”(徒 5:41) 

 

保羅在患難中也充滿喜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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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羅 5:3) 

 

門徒在百般試煉中都充滿喜樂.“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

中，都要以為大喜樂.”(雅 1:2) 

 

彼得因信就充滿有榮光的大喜樂.“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

不能玷污、不能衰殘、

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

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

耀、尊貴。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

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 1:3-8) 

神的道可讓我們充滿喜樂.“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

古卷：我們〕的喜樂充足。”(約一 1:4) 

信徒靈裏的交通可充滿喜樂.“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

意用紙墨寫出來，但盼望到你那裏，與你們當面談論，使你們的喜樂

滿足。”(約二 12) 

按真理而行可充滿喜樂.“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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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約三 4) 

耶穌禱告說:“現在我往你那裏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他們心

裏充滿我的喜樂。”(約 17:13) 

人生都會有患難, 我們生於憂患, 卻不要被憂患打倒, 反而要

勝過憂患;不但勝過憂患, 還要在憂患中生出喜樂.神將喜樂賜給我們, 

不是用代替的方式, 而是藉著聖靈与道改變我們. 代替表示不成熟; 

改變等於信心与成熟.神將看起來似乎是不可能的狀況, 在他的恩典

中加上神蹟, 神將試練變為得勝, 將憂愁變為喜樂.  

 

五. 主的保証 

 

    “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不問我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

們若向父求甚麼，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

”(約 16:23-24) 

    主保証奉他的名求, 天父因主的名就賜給他們. “主的名”代表主

的身分、權柄、能力. 門徒奉主的名受洗(徒 2:38); 奉主的名行神蹟(徒

3:6); 奉主的名教訓(徒 5:28); 奉主的名祝福(林後 13:14); 並且傳揚

主的名(徒 9:15).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不是一种儀式, 利用它在禱告

的結尾上,盼望得到成功! 禱告是与基督的身位与旨意一致才是正確

的禱告! 禱告得答應是根据耶穌基督所完成的工作, 且源於信徒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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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 才有大能從憂愁變為喜樂. 

主離開他們, 他們不能凡事都問主, 依靠主. 他們要親自面對天

父, 親自与神有美好的交通.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

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 15:7) 主保証會

成就在他裏面的祈求. 當午旬節聖靈降臨時(徒 2:1-6), 信徒不再怀疑

基督的保証. 信徒有聖靈的內住, 並為真理的導師. 雖然主耶穌將上

升往父那裏去, 他也應許常与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 這

保証在聖靈裏已成了事實!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喜樂. 神的道和圣靈

的充滿, 憂愁就會變成喜樂! 

 

 

附錄  憂愁變為喜樂  投影片用文字檔 

 

    “ ‘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 有

幾個門徒就彼此說： ‘他對我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

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又說：『因我往父那裏去。』這是甚麼

意思呢？’ 門徒彼此說： ‘他說『等不多時』到底是甚麼意思呢？我

們不明白他所說的話。’ 耶穌看出他們要問他，就說： ‘我說『等不

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你們為這話

彼此相問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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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喜樂；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婦人生產的時

候就憂愁，因為她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記念那苦楚，因

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

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不問

我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甚麼，他必因我的名賜

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 16:16-24) 

 

“耶穌回答說： ‘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除了先知約拿

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肚腹中，人

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太 12:39-40)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

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太 16:21) 

 

“他們還住在加利利的時候，耶穌對門徒說： ‘人子將要被交在

人手裏。他們要殺害他，第三日他要復活。’ 門徒就大大地憂愁。”(太 

17:22-23) 

 

“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

要定他死罪，又交給外邦人，將他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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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他要復活。”(太 20:18-19) 

 

一. 主耶穌的應許(約 16:16) 

 

“等不多時” 的四种意義.  

“等不多時”,第一、遠的可能是指 “主第二次再來”. 第二、近的可指

他的死与復活之間有三天之久. 第三、可指主耶穌受死、埋葬和復活

後向門徒顯現. 第四、也可指主升天, 聖靈降臨和再來(參約

16:19,20:18; 可 13:26,14:62) 

 

羅 8:9 說: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

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耶穌說: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  

 

二. 門徒的困惑 

“ ’ 有幾個門徒就彼此說： ‘他對我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

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又說：『因我往父那裏

去。』這是甚麼意思呢？’ 門徒彼此說： ‘他說『等不多時』到底

是甚麼意思呢？我們不明白他所說的話。’”(約 1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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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的理解 

 “耶穌看出他們要問他，就說：「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

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你們為這話彼此相問嗎？”(約 

16:19) 

    “看出” 原文是 “知道了”. 主耶穌有超然知事的能力. “現在我

們曉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問你，因此我們信你是從神出來

的。」”(約 16:30)  

 

四. 原則的說明(約 16:20-22)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

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約 16:20)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這城裏聚集，

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事。” (徒 

4:27-28)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

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 12:10) 

 

    主“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

了。”(約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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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的信徒都經歷了神所賜的喜樂: 

    信徒被聖靈充滿, 充滿喜樂的心過日子.“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

.”(徒 2:46) 

 

使徒被逼迫, 仍是充滿喜樂.“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因被算

是配為這名受辱。”(徒 5:41) 

 

保羅在患難中也充滿喜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

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羅 5:3) 

 

雅各在百般試煉中都充滿喜樂.“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

中，都要以為大喜樂.”(雅 1:2) 

 

彼得因信就充滿有榮光的大喜樂.“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

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

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

耀、尊貴。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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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 1:3-8) 

神的道可讓我們充滿喜樂.“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

古卷：我們〕的喜樂充足。”(約一 1:4) 

信徒靈裏的交通可充滿喜樂.“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

意用紙墨寫出來，但盼望到你那裏，與你們當面談論，使你們的喜樂

滿足。”(約二 12) 

按真理而行可充滿喜樂.“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

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約三 4) 

耶穌禱告說:“現在我往你那裏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他們心

裏充滿我的喜樂。”(約 17:13) 

 

五. 主的保証 

 

    “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不問我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

們若向父求甚麼，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

”(約 16:23-24) 

    “主的名”代表主的身分、權柄、能力.  

門徒奉主的名受洗(徒 2:38);  

奉主的名行神蹟(徒 3:6);  

奉主的名教訓(徒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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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主的名祝福(林後 13:14); 

 並且傳揚主的名(徒 9:15).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不是一种儀式, 利用它在禱告的結尾上,盼望

得到成功! 禱告是与基督的身位与旨意一致才是正確的禱告!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 15:7)  

 

 

第 44 篇  神審判的六大原則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麼事上論斷

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

一樣。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審判他。你這人哪，你論斷

行這樣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

嗎？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

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凡恆心

行善、尋求榮耀、尊貴，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惟有

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就以忿怒、惱恨報應他們。將患

難、困苦加給一切作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卻將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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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因為神不

偏待人。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凡在律法以下犯

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原來在神面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

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

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

受了教訓，就曉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別是非〔或譯：也喜愛那美好的

事〕；又深信自己是給瞎子領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師

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你既是教導別

人，還不教導自己嗎？你講說人不可偷竊，自己還偷竊嗎？你說人不

可姦淫，自己還姦淫嗎？你厭惡偶像，自己還偷竊廟中之物嗎？你指

受了褻瀆，正如經上所記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禮固然於你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禮就算不得割禮。所以那未受割禮的，若遵守

律法的條例，他雖然未受割禮，豈不算是有割禮嗎？而且那本來未受

割禮的，若能全守律法，豈不是要審判你這有儀文和割禮竟犯律法的

人嗎？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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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割禮。惟有裏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乎

靈，不在乎儀文。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神來的。”(羅

2:1-29) 

 

    神審判六大原則, 此信息乃是根据羅馬書二章整理出來的,目的

是讓我們認識神的真理、公義和主耶穌的主權. 使我們清楚知道神審

判的前因後果, 好叫我們敬虔度日. 

 

一. 神必照他的真理審判(羅 2:3) 

 

    神的真理是真實的、不變的、永存的、至高絕對的標準. 

    猶太人用知識論斷別人的罪(2:1-3), 神賜猶太人律法(羅

5:20;7:7), 是要他們遵守並糾正自己的過失. 但他們竟以律法的知識

論斷別人. 法利賽人就是能言不能行的敬虔派, 圖有虛表, 而無內涵. 

猶太人所行的与別人一樣. 其實論斷別人就是定自已的罪. 因為他所

行的和別人一樣. 論斷別人是推諉己過; 論斷別人是想逃避神的審判. 

然而, 神是無所不知的,誰都不能逃避神真理的審判.  

 

例: 伊甸園的罪案, 亞當推諉給夏娃. “那人說： ‘你所賜給我、

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 “(創 3:12)

夏娃推諉給蛇, “耶和華神對女人說： ‘你做的是甚麼事呢？’ 女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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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 ”(創 3:13) 結果三者通通都受神的審判(參

創 3:14-19), 無一幸免. 

   猶太人因有神的恩典而有恃無恐的犯罪, 神恩慈的本意是對以色

列人有寬容与忍耐, 但絕非放縱, 反而是要他們悔改. 若不悔改, 必

要面對神真理的審判. 

 

    現今世人亦常論斷別人, 甚至論斷神, 攻擊耶穌. 豈不知真理的

審判是不容放縱的. 

 

二. 神照他的公義審判(羅 2:5) 

 

    公義是神的屬性, 神的公義是絕對的, 永遠不變的. 神的公義是

一視同仁, 絕無種族、地位、權柄、知識、性別、貧富、宗教等之分.

人的義在神前有如破衣服. 人繼續犯罪不悔改只是為自已積蓄神公

義的忿怒. 藐親神恩慈的結果是十分危險的. 第一、他得不到神恩典

的應許. 第二、只能積蓄自己的罪過. 第三、積蓄神公義的忿怒. 第

四、等候神公義的審判. 

    神公義的審判新舊約都十分清楚的記載: 

“因為他來了，他來要審判全地。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他的

信實審判萬民。”(詩 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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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來要審判遍地。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公正審判萬

民。”(詩 98:9) 

     公義的王一來, 神的計劃就成功了! 世上多少的冤屈、迫害、痛

苦, 都被糾正了! 

 

 “

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徒 17:31) 耶穌是神

所設立審判的主、拯救的主、復活的主.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

”(啟 19:11) 帖前 4 章是大災難前, 信

徒被提至空中与主相遇.本處是基督降臨至地上結束大災難. 他不但

按公義審判, 也按公義爭戰. 他第一次降世時, 按公義勝過撒但, 曾

在十字架上擔當世人的罪, 勝過掌死權的魔鬼(參來 2:14). 

 

    但世人的審判, 卻充滿黑暗的勢力, 扭曲事實, 不按公義,徇情面.

聖經說: “你們審判不秉公義，徇惡人的情面，要到幾時呢？”(詩 82:2) 

惟有神才能伸張公義. 

 

三. 神照個人的行為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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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向自已的行為負責任.“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凡恆心

行善、尋求榮耀、尊貴，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羅 2:6-7) 

人行惡必被定罪, 尋求神的就賜給他們永生, 是不能朽壞之福!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

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

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啟 20:12-13) 

     由以上經文可知道: 

1. 死了的人靈魂仍然存在, 若未重生要在白色大寶座前受審判. 

2. , 不分種族、階級、地位、年齡. 

3. 所有名字不在生命冊上的, 都照案卷所記, 照其所行的受審判. 

換言之, 名字在生命冊上的, 不是照案卷所記的受審判, 因為他

們接受基督代死贖罪之功, 他們的罪已經被耶穌的寶血塗抹了. 

4. 有案卷的記錄, 与無數人的見証, 以及全知的神与眾天使之前, 

按各人應得的報應受審. 所以那審判必然是公平正直的. 

5. “案卷開了”, 隨時可查証校閱, 全然透明, 毫無祕密隱私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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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 生命冊与記錄罪惡的案卷是不同的. 

凡名字沒有記錄在生命冊上的必被扔在火湖裏. 可見名字在生

命冊上的必然得救. 包括舊約的摩西(出 32:32) 

7. 海、死亡和陰間交出其中的死人, 意即無論死在何處, 死了多久, 

都必須復活受審判. 

8. “陰間”是未經白色大寶座審判之前, 未信主者靈魂暫時拘禁之處. 

經白色大寶座審判之後, 陰間不復存在, 被 “火湖” 取代了. 

        你的行為經得起神的審判嗎? 只有主寶血洗淨的罪人才能

免去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你當信靠主才能頌受永生之福. 

 

四. 神不偏待人的審判(羅 2:11) 

 

        神是公義的, 他不偏人, 外邦人犯罪, 神按公義審判他們, 

他的選民以色人犯罪, 神照樣按公義審判他們. 所以當好好敬畏神、

愛神, 在世上好好的過得勝聖潔的生活.“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

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彼

前 1:17) 神按公義審判人, 不偏待人, 不包容人的罪(徒 10:34). 這裏

指出兩种關係, 即審判人的主与被審判的人之關係, 以及父与子的關

係. 這种關係乃是透過耶穌的救贖才能完成的. 故我們當存敬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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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世寄居的日子 

 

五. 神藉著耶穌基督審判 

 

“ ”(羅

2:16) 

道成肉身的耶穌是審判的執行者. 無罪的主曾代替世人的罪

受審判, 乃是義者代替不義的. 他說:“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

的事全交與子.( 約 5:22) 他最夠資格審判世人的罪, 因他是至聖

無罪的. 

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世人被審判, 在寶座上他最夠資格審判

罪人.“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約 5:27) 

 

“

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

思。”(約 5:30)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

人、死人的主。”(徒 1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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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提後 4:1) 

 

六. 神根据律法審判(羅 2:13,17,27) 

 

    律法的作用是顯明罪, 判定罪, 檢訴罪. 在神前不是聽律法稱義, 

也不是知律法稱義, 乃是遵行律法的稱義. 律法可分為兩大類: 一. 

為明文的律法, 即如摩西將十誡刻在石版上,或印在紙上的. 明文的

律法是隨罪惡的產生而增加的. 人民犯罪了, 政府才設一律法來管制

罪, 所以明文的律法是隨著罪跑的. 是相對的, 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

的. 所以明文的律法是不完全的, 會隨時更改及增添的. 第二、是神

給人的良心律、是非律, 是原則性的律法, 是無形的, 當人擬用思想

意念去犯罪, 良心律就提出內心的糾正或警告, 而免去犯罪的行為. 

人若不聽從良心律的糾正, 而去犯罪, 雖無外在法律的定罪, 但良心

會控告, 執行無形的審判, 於是產生良心不安. 有人犯罪, 信主之後,

良心不安而去警局自首, 就是明顯的例子. 神用良心律來管制人, 叫

人無可推委自己的罪. 

 

        以色列人有律法的知識, 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圾時, 神

賜律法. 他們男丁五歲就開始學律法的教育, 十三歲就成為律法之子, 

向律法負責, 有道德上的責任. 殊為可惜, 他們能言不能行, 他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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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領路者、是光、是師傅、是先生、是模範. 但他們的言行卻相反, 教

人不可偷竊, 自己卻偷竊; 教人不可姦淫, 自己卻犯姦淫, 如思想犯

淫亂的罪(約 8:1-11); 厭惡偶像, 卻偷了廟中之物(參徒 19:37); 誇律

法卻自己犯法, 不行律法的事. 他們言行脫節的原因有七方面(羅馬

書精意 P89-99): 

1. 只以律法為驕傲, 而不知實行律法的責任. 

2. 只以律法來責人, 而不知以律法來律己. 

3. 只以律法來衡量別人是否屬靈. 而不知自己當身体力行, 叫人

看見律法的寶貴与功用, 而來學習遵行律法的精意. 

4. 不知是行律法稱義, 而不是聽律法稱義. 聽不過是增加知識, 

只有實行才能將真理消化為生命, 而叫生命增長. 

5. 只知律法的字句, 而不知律法的精意. 

6. 只知師傅高尚的地位, 而不知將來要受更重的審判. 

7. 只知靠自己肉身的努力, 而不知靠聖靈的能力去實行律法的精

意. 

      以色列人脫節對我們有何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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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身体力行神的道, 言行合乎聖經的原則, 在生活上有榮神益

人的見証. 能以改正別人的錯誤, 教導家人明白聖經的真理. 

2. 不以聖經去批判別人, 乃是以聖經真理去教導人、造就人、建

立人長大滿有基督的身量. 

3. 不以聖經知識為傲, 乃要藉主恩典, 靠聖靈的大能活出真道, 

學習作完全人. 

4. 勿言行脫節, 當表裏一致, 外表千万不可裝作屬靈人, 而內在

卻是污穢敗坏的. 

5. 神鑒察人的心腸肺腑, 我們當誠實的對主忠心,對事對人對己負

責任, 我們當如明燈照亮, 使黑暗中的人得到救恩的亮光, 我

們當一生榮神益人.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

事。”(雅 2:12) 

        “使人自由的律法” 就是愛的律法. “  ‘要愛人

如己。’ 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 2:8) 愛是主的

命令, 是信徒當遵守的. 我們既然因基督的愛, 把我們從律法的咒詛

下贖出來(加 3:13), 使我們在恩典之下(羅 6:14), 按著愛的律法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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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約 13:34-35; 約一 3:11、23); 我們就當照基督的愛律去說話行事. 

我們當從字句進入屬靈的精意. 

人活時有律法的審判, 但死後後靈魂還有審判.“

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 9:27) 死後的審判是人的靈魂

要受審判. 活時犯罪按律法定罪, 或坐監牢或死刑. 死後的審判, 

若不信主的將到陰間受痛苦, 最後還要到永遠的火湖. 

 

宇宙受造物最終必有一結束.“

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燒。”(彼後 3:7) 

而神為信他的人預備新天新地(參彼後 3:13)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

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啟 21:1) 

       

一切審判的總結局, 不是人可選擇的, 乃是公義的神所命定的. 

聖經論到神對人類及魔鬼審判的總結局如下: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

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我又看見一個白色

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我

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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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

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

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

裏。”(啟 20:10-15) 

 

     我們既然知道公義神審判的六大原則, 就不能掉以輕心, 乃當

作一嚴肅的選擇和決定.人生也何意義? 死也何往? 你今天的決定可

影響你將來的結局. 

 

 

 

附錄: 神審判的六大原則  投影片用文字檔   

     

“羅 2:1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麼事上論

斷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

人一樣。 

羅 2:2 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審判他。 

羅 2:3 你這人哪，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

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嗎？ 

羅 2:4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

你悔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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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2:5

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 

羅 2:6 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羅 2:7 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

應他們； 

羅 2:8 惟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就以忿怒、惱恨報應

他們。 

羅 2:9 將患難、困苦加給一切作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羅 2:10 卻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猶太人，後

是希臘人。 

羅 2:11 因為神不偏待人。 

羅 2:12 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凡在律法以下犯

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 

羅 2:13（原來在神面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乃是行律法的稱義。 

羅 2:14

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羅 2:15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

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羅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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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2:17  

羅 2:18 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就曉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別是非〔或

譯：也喜愛那美好的事〕； 

羅 2:19 又深信自己是給瞎子領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 

羅 2:20 是蠢笨人的師傳，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

的模範。 

羅 2:21 你既是教導別人，還不教導自己嗎？你講說人不可偷竊，自

己還偷竊嗎？ 

羅 2:22 你說人不可姦淫，自己還姦淫嗎？你厭惡偶像，自己還偷竊

廟中之物嗎？ 

羅 2:23  

羅 2:24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們受了褻瀆，正如經上所記的。 

羅 2:25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禮固然於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

割禮就算不得割禮。 

羅 2:26 所以那未受割禮的，若遵守律法的條例，他雖然未受割禮，

豈不算是有割禮嗎？ 

羅 2:27 而且那本來未受割禮的，若能全守律法，豈不是要審判你這

有儀文和割禮竟犯律法的人嗎？ 

羅 2:28 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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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真割禮。 

羅 2:29 惟有裏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乎靈，

不在乎儀文。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神來的。” 

 

一. 神必照他的真理審判(羅 2:3) 

 

    神的真理是真實的、不變的、永存的、至高絕對的標準. 

 

“那人說： ‘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

給我，我就吃了。’ “(創 3:12)夏娃推諉給蛇, “耶和華神對女人說： ‘你

做的是甚麼事呢？’ 女人說： ‘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 ”(創 3:13) 

(參創 3:14-19) 

 

二. 神照他的公義審判(羅 2:5) 

 

    公義是神的屬性, 神的公義是絕對的, 永遠不變的. 

 

“因為他來了，他來要審判全地。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他的

信實審判萬民。”(詩 96:13) 

“因為他來要審判遍地。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公正審判萬

民。”(詩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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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徒 17:3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

”(啟 19:11) 

 

    “你們審判不秉公義，徇惡人的情面，要到幾時呢？”(詩 82:2)  

 

三. 神照個人的行為審判 

 

    “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

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生報應他們”(羅 2:6-7)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

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

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啟 20:12-13) 

     由以上經文可知道: 

1. 死了的人靈魂仍然存在, 若未重生要在白色大寶座前受審判. 

2. , 不分種族、階級、地位、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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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名字不在生命冊上的, 都照案卷所記, 照其所行的受審判. 

換言之, 名字在生命冊上的, 不是照案卷所記的受審判, 因為他

們接受基督代死贖罪之功, 他們的罪已經被耶穌的寶血塗抹了. 

4. 有案卷的記錄, 与無數人的見証, 以及全知的神与眾天使之前, 

按各人應得的報應受審. 所以那審判必然是公平正直的. 

5. “案卷開了”, 隨時可查証校閱, 全然透明, 毫無祕密隱私的審判. 

6. “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 生命冊与記錄罪惡的案卷是不同的. 

凡名字沒有記錄在生命冊上的必被扔在火湖裏. 可見名字在生

命冊上的必然得救. 包括舊約的摩西(出 32:32) 

7. 海、死亡和陰間交出其中的死人, 意即無論死在何處, 死了多久, 

都必須復活受審判. 

8. “陰間”是未經白色大寶座審判之前, 未信主者靈魂暫時拘禁之處. 

經白色大寶座審判之後, 陰間不復存在, 被 “火湖” 取代了. 

 

四. 神不偏待人的審判(羅 2:11)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就當

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前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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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藉著耶穌基督審判 

 

“就在神藉 ”(羅

2:16) 

 “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約 5:22)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約 5:27) 

 

“

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

思。”(約 5:30)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

人、死人的主。”(徒 10:42) 

 

“

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提後 4:1) 

 

六. 神根据律法審判(羅 2:13,17,27) 

 

    律法的作用是顯明罪, 判定罪, 檢訴罪. 在神前不是聽律法稱義, 

也不是知律法稱義, 乃是遵行律法的稱義.  



761 

 

律法可分為兩大類:  

一. 為明文的律法, 即如摩西將十誡刻在石版上,或印在紙上的.  

二、是神給人的良心律、是非律, 是原則性的律法, 是無形的.  

 

        以色列人言行脫節的原因有七方面 

1. 只以律法為驕傲, 而不知實行律法的責任. 

2. 只以律法來責人, 而不知以律法來律己. 

3. 只以律法來衡量別人是否屬靈. 而不知自己當身体力行, 叫人看

見律法的寶貴与功用, 而來學習遵行律法的精意. 

4. 不知是行律法稱義, 而不是聽律法稱義. 聽不過是增加知識, 只有

實行才能將真理消化為生命, 而叫生命增長. 

5. 只知律法的字句, 而不知律法的精意. 

6. 只知師傅高尚的地位, 而不知將來要受更重的審判. 

7. 只知靠自己肉身的努力, 而不知靠聖靈的能力去實行律法的精意. 

      以色列人脫節對我們有何教訓? 

1. 當身体力行神的道, 言行合乎聖經的原則, 在生活上有榮神益人

的見証. 能以改正別人的錯誤, 教導家人明白聖經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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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以聖經去批判別人, 乃是以聖經真理去教導人、造就人、建立人

長大滿有基督的身量. 

3. 不以聖經知識為傲, 乃要藉主恩典, 靠聖靈的大能活出真道, 學習

作完全人. 

4. 勿言行脫節, 當表裏一致, 外表千万不可裝作屬靈人, 而內在卻是

污穢敗坏的. 

5. 神鑒察人的心腸肺腑, 我們當誠實的對主忠心,對事對人對己負責

任, 我們當如明燈照亮, 使黑暗中的人得到救恩的亮光, 我們當一

生榮神益人.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

事。”(雅 2:12) 

        “使人自由的律法” 就是愛的律法. “  ‘要愛人

如己。’ 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 2:8)  

 “ ”(來 9:27)  

 “

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燒。”(彼後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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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

不再有了。”(啟 21:1) 

 

聖經論到神對人類及魔鬼審判的總結局如下: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

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我又看見一個白色

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我

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

所行的受審判。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

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

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

裏。”(啟 20:10-15) 

 

 

第 45 篇  祭祀者心態的對比   

 

    人為甚麼要獻祭 ?  祭祀的心態又如何 ?自古至今,中國

充滿著祭祀文化 .  聖經也充滿著祭祀的內容 .  我們應當

客觀的有所暸解 ,  並探索真正有意義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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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国祭祀者：注重  “诚心”与  “敬虔”  

 

    祭祀不只是一种宗教的礼仪 ,  或風俗習慣 ,更重要

的是祭祀者的心态。中国文化注重  “诚心” “敬虔” 

与  “圣洁”。孔子说 :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 《论

语。·八佾》  ) 礼记。祭统说 : “诚信之谓尽 ,尽之谓敬 ,

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 ,此祭之道也。” 董仲舒说 : “君

子之祭也 ,躬亲之致其中心之诚 ,尽敬洁之道 ,以接至

尊。”  (《春秋繁露。·祭文》 ) 

 

    但不少人对祭祀存着功利思想的心态 ,并非誠信与

敬虔 ,  或纯然为尽孝与感恩 .他们认为祭祀祖先 ,其祖灵

不会回家大闹天下 ,或干预家人。另一种心态则认为祖灵

会庇佑家人平安 ,无灾无病 ,赐家人褔泽 ,子孙兴盛 ,事业

顺利 ,或帮助争战胜利。此种心态 ,过于功利 !  不合誠

心、敬虔、聖潔的原則 . 

 

    《孝经 ·纪孝行章》曰 : “祭则致其严”, “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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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端庄严肃的心态。又、卿、大夫章 : “然后能守其宗

庙。” “宗庙” ,奉祀祖先的庙宇 ,守 ,照护 ,使香煙不

绝。此乃表示尽心持守的心态。《孝经 ·士章》 : “然后能

保其禄位 ,而守其祭祀。”也含有持守之意。又《孝经 ·

感应章》 : “宗庙致敬 ,不忘亲也。” 宗庙祭祀 ,必须表

示尊敬的心意 ,不敢忘记祖先的恩德。又《孝经 ·丧亲》章 : 

“春秋祭祀 ,以时思之。”春秋举行二祭 ,平时常存思念

之心。  

 

     现代一些人虽祭祀祖先 ,心态却不一样 ,一是惧怕

的心态 ,深恐祖灵会回家捉弄子孙 ,不得安宁 ;另一方面

却期望祖 灵保佑家人 ,赐褔避祸的心态 ,这种矛盾的心理 ,

致使患得患失，惟恐祭品不丰、祭不如时或祖墓失修 ,而

引来厄运凶煞 ,祸根绵绵 !于是不得不郑重祭祀 ,此种过

于功利的心态 ,  令祭祀原有的尽孝或感恩意义大打折

扣。華人除了祭祀祖先 ,  還有祭天 ,  祭祀受造物 :日、月、

星、辰、 山、川、江、河、死人与動物等, 民間所行, 無不出於功利

的心態. 与古人認為祭者的心態 ,應以  “誠心”  、“敬

虔”  、聖潔相去頗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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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圣经祭祀者：全心、全意、全力地事奉神  

 

    1. 献燔祭的人应有三种心态  

 

    (1)  他应全心、全意、全力地事奉神  

    (2)  他既不能尽心尽意尽力地事奉 ,所以用祭牲

代替他的生命 ,他当存谦卑的心。  

    (3)   罪的功价就是死 ,因此祭牲必须是完美的才

能蒙神悦纳 ,他当存行神旨意的心。  

    若不听上帝的命令 ,虽然献祭也是徒劳无益 ,神必不

悦纳。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 ,与我何益呢？

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

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

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

呢？”( 赛  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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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的燔祭既然是预表耶稣 ,我们就当效法基督甘

心顺服所立的榜样。  新约圣经说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捨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

物，献与神。”( 弗  5:2) 

 

    2.  听从神命令的心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

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

脂油。”( 撒上  15:22) 

獻燔祭和平安祭是外在的禮儀 ,只有外在的禮儀 ,  

是不夠的 .  神喜悅的是內心的順服聽命 . 

 

“以色列家啊，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

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事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

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 结  20:39) 

    以色列人在以西結時代不聽神的話 ,  他們拜偶像 ,  

向偶像獻祭物 .  偶像不是神 ,  耶和華才是真神 ,  是至聖

的 ,  以偶像与真神相提並論 ,  是亵渎神 ,  以祭偶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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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向神獻祭是亵渎神的圣名 .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

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

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

作你们的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

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耶  7:22-23) 

      聽從神的話遠勝獻祭 ,  行神的道是蒙福的途徑, 因為

神是萬福的源頭. 

 

例 :  掃羅王不聽從先知撒母耳的話 ,  雖然自以為

有好的宗教獻祭的理由 ,  仍然不被神悅納 ,  因為聽命

勝於獻祭 . (撒上  15:22) 

 

    3.  存清洁的心  

    

    神是聖潔的 (利 11:45),  所以當存聖潔的心獻祭 .  

祭司要圣洁才能献祭 (利 21:1-15),身体有残疾的不

能为祭司献祭给上帝 (利 2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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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说 : “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

绕你的祭坛。”( 诗  26:6) 

大衛從內心敬畏神 ,  用洗手表明无辜 .  心中的意

念与身体的清潔 ,  在神前都是重要的 .  要在神聖潔的

祭壇服務 ,  必要手潔心清 . 

 

婚姻不圣洁的不能献祭给上帝  (玛 2:11-12),就是

献了神也不悦纳。  

    人看外貌 ,神是看人的心。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也

当圣洁。  

 

    4. 弃恶行善的心  

 

 “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

这蛾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

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

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

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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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你们不

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

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

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

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

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

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

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

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

伸冤，为寡妇辨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

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

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

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

和华亲口说的。”( 赛  1:10-20) 

 

無論官長或百姓若不棄惡行善 ,  雖然獻祭、守严肃

会、禱告 ,  仍不蒙神悅納 .  若能洗濯、自洁，从神眼前

除掉恶行，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

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 .  甘心聽從神的話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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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悅納賜福 .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

所喜悦。”( 箴  15:8) 

 

    例 :  自義的法賽利人与謙卑稅吏的禱告 ,  產生強烈

的對比 ,  蒙神悅納的是罪人稅吏 (路 18:11-14). 

 

    5。   忧伤痛悔的心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

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

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诗  51:16-17) 

 

    例 :  大衛犯罪 ,  先知拿單來責備他 ,  大衛优傷痛悔 ,  

不以地位權勢自傲 ,  乃是憂傷痛悔所犯的罪 . 

 

    6。   存怜恤的心  

 



772 

 

 “我喜爱良善〔或译：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

认识神，胜于燔祭。”( 何  6:6) 

 

    例 :  撒馬利亞人怜恤被強盜打傷的人 ,  遠勝於在聖

殿獻祭而無愛心的祭司 (路 10:30-37). 

 

    7。   弃绝偶像的心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

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

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

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

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啊，你们在

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

著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

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

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 摩  5:21-27) 

 

    神严禁人拜偶像 ,不可向偶像祭拜 (出 20:2-5),若



773 

 

把真神当偶像似的来祭拜 ,神绝对不喜悦。如果以向偶像

獻祭的心態來向上帝獻祭 ,  完全違背神的命令 . 

 

    例 :  耶羅波安鑄造金牛犢 ,  陷以色列在罪中 .  “耶羅

波安王就籌劃定妥，鑄造了兩個金牛犢，對眾民說：「以

色列人哪，你們上耶路撒冷去實在是難；這就是領你們

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犢一隻安在伯特利，一隻安

在但。這事叫百姓陷在罪裏，因為他們往但去拜那牛犢。

耶羅波安在邱壇那裏建殿，將那不屬利未人的凡民立為

祭司。耶羅波安定八月十五日為節期，像在猶大的節期

一樣，自己上壇獻祭。他在伯特利也這樣向他所鑄的牛

犢獻祭，又將立為邱壇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 (王上  

12:28-32)  耶羅波安為達到政治目的 ,  不但不離棄偶像 ,  

反而要人民去拜偶像 ,  向偶像獻祭 ,  結果遭神的管教 . 

 

    8.  对付罪过的心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甚么

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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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麼？我岂可为自己的

罪过献我的长子麼？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

吗？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

的是甚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弥  6:6-8) 

 

    我们不但要彻底的对付罪恶 ,更要积极的与神同行 ,

才能蒙神悦纳。  

 

    9. 存公义的心  

 

    “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 玛  3:3) 

 

    上帝是全然公义的 ,我们当存公义的心 ,行公义的事 ,

传公义的福音 ,所献的祭才能蒙悦纳。  

 

      例 :主耶穌就是義者 ,  為我們成為贖罪祭獻上 ,  

使我們因信稱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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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存喜乐的心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

华。”( 诗  27:6) 

 

    存喜乐的心 ,就不是勉为其难 ,  因靠耶和華而得的

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尼 8:10),喜乐心乃是良药 (箴 17:22),

喜乐是得胜的标帜 ,是荣耀神的记号。存喜乐的心献祭 ,

必得享安息。  

 

      11. 不迟延的心  

 

    “你要从你庄稼中的穀和酒醡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

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

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著母，第八天要归给我。”( 出  

22:29-30) 

 

     不迟延即照神的吩咐而行 ,不扣住神的恩典和时

间 ,该献给神的如时进行 ,以免三心两意 ,或受试探 ,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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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心意。不迟延的心 ,是得胜的起步 ,所献的必格外蒙主

加恩。  

 

     12. 甘心  

 

      “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

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

奠祭，和平安祭。”(民  29:39) 

 

    甘心必得神的赏赐 ,保罗说  :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林前  

9:17)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 (林后 8:3),甘心领受神的

道 (徒 17:11),甘心事奉 (弗 6:7),甘心听从神的话 (赛

1:19),甘心为神牺牲自己 (士 5:9) “我要把甘心祭献给

你。耶和华啊，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 诗  

54:6) 

 

    13. 存感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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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

献给你。”(诗 56:12) 

 

    “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獻祭與你。我所許的願，我

必償還。救恩出於耶和華。” (拿  2:9) 

 

    不但献感谢的祭 ,更重要的是存感谢的心 ,  有感谢

的心 ,  才能發出感謝的聲音。我们一切都是从神所领受

的 ,要凡事谢恩 ,感谢就能享受安息。  

 

    14. 凭信心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

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腓  

2:17) 

 

    保罗以信心为祭物献给神 ,他把生命当祭物献给神

(提后 4:6),他凭信心为主殉道。人非有信不能讨神喜悦

(来 11:6),人因信称义 ,因信成圣 ,因信得荣耀。凭信心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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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才能蒙神喜悦 ! 

 

    結論 :  存功利主義、恐懼、避禍的心態獻祭 ,  已偏

離誠心与敬虔頗遠 .  以向祭偶像的心態來向上帝獻祭 ,  

必遭上帝的刑罰 .  我們乃當以清潔、順命、棄惡行善、

忧伤痛悔、存怜恤、棄絕偶像、悔罪、存公義、喜樂、

不遲延、甘心、感謝、相信的心態向神獻祭 .  靈裏誠實 ,  

表裏一致 ,  才能蒙主喜悅 .  我們當全心全意的事奉神 . 

 

 

附錄  祭祀者心態的對比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 .   中国祭祀者：注重  “诚心”、“敬虔”与  “聖

潔” . 

 

    孔子说 :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 《论语。·八

佾》  ) 

 

 礼记。祭统说 : “诚信之谓尽 ,尽之谓敬 ,敬尽然后

可以事神明 ,此祭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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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说 : “君子之祭也 ,躬亲之致其中心之诚 ,尽

敬洁之道 ,以接至尊。”  (《春秋繁露。·祭文》 ) 

 

    《孝经 ·纪孝行章》曰 : “祭则致其严”, “严”就

是端庄严肃的心态。  

 

孝經、卿、大夫章 : “然后能守其宗庙。” “宗

庙” ,奉祀祖先的庙宇 ,守 ,照护 ,使香煙不绝。  

 

《孝经 ·士章》 : “然后能保其禄位 ,而守其祭

祀。”也含有持守之意。  

 

《孝经 ·感应章》 : “宗庙致敬 ,不忘亲也。”  

 

《孝经 ·丧亲章》 : “春秋祭祀 ,以时思之。”  

 

    二 .  圣经祭祀者：全心、全意、全力地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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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献燔祭的人应有三种心态  

 

    (1)  他应全心、全意、全力地事奉神  

    (2)  他既不能尽心尽意尽力地事奉 ,所以用祭牲

代替他的生命 ,他当存谦卑的心。  

    (3)   罪的功价就是死 ,因此祭牲必须是完美的才

能蒙神悦纳 ,当存行神旨意的心。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 ,与我何益呢？

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

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

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

呢？”( 赛  1:11-12)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捨了

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弗  5:2) 

 

    2.  听从神命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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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

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

脂油。”( 撒上  15:22) 

 

“以色列家啊，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

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事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

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 结  20:39)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

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

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

作你们的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

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耶  7:22-23) 

       

    3.  存清洁的心  

    

    神是聖潔的 (利 11:45),  所以當存聖潔的心獻祭 .  

祭司要圣洁才能献祭 (利 21:1-15),身体有残疾的不

能为祭司献祭给上帝 (利 2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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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说 : “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

绕你的祭坛。”( 诗  26:6) 

 

婚姻不圣洁的不能献祭给上帝  (玛 2:11-12) 

 

    4. 弃恶行善的心  

 

 “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

这蛾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

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

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

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

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你们不

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

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

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

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

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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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

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

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

伸冤，为寡妇辨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

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

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

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

和华亲口说的。”( 赛  1:10-20)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

所喜悦。”( 箴  15:8) 

 

    5。   忧伤痛悔的心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

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

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诗  51:16-17) 

 

    6。   存怜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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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爱良善〔或译：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

认识神，胜于燔祭。”( 何  6:6) 

 

    7。   弃绝偶像的心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

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

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

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

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啊，你们在

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

著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

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

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 摩  5:21-27) 

 

“耶羅波安王就籌劃定妥，鑄造了兩個金牛犢，對眾

民說：「以色列人哪，你們上耶路撒冷去實在是難；這就

是領你們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犢一隻安在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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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安在但。這事叫百姓陷在罪裏，因為他們往但去拜

那牛犢。耶羅波安在邱壇那裏建殿，將那不屬利未人的

凡民立為祭司。耶羅波安定八月十五日為節期，像在猶

大的節期一樣，自己上壇獻祭。他在伯特利也這樣向他

所鑄的牛犢獻祭，又將立為邱壇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

(王上  12:28-32) 

 

    8.  对付罪过的心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甚么

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麼？耶和华岂喜悦

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

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

吗？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

的是甚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弥  6:6-8) 

 

    9. 存公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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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 玛  3:3) 

 

     10. 存喜乐的心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

华。”( 诗  27:6) 

 

    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尼 8:10),喜乐是医治的良药

(箴 17:22),喜乐是得胜的标帜 ,是荣耀神的记号。存喜乐

的心献祭 ,必得享安息。  

 

      11. 不迟延的心  

 

    “你要从你庄稼中的穀和酒醡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

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

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著母，第八天要归给我。”( 出  

22:29-30) 

 

     12. 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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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

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

和平安祭。”(民  29:39)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

已经托付我了。”( 林前  9:17) 

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 (林后 8:3),甘心领受神的

道 (徒 17:11),甘心事奉 (弗 6:7),甘心听从神的话 (赛

1:19),甘心为神牺牲自己 (士 5:9)  

 

“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啊，我要称赞你

的名；这名本为美好。”( 诗  54:6) 

 

    13. 存感谢的心  

 

 “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

献给你。”(诗 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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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獻祭與你。我所許的願，我

必償還。救恩出於耶和華。” (拿  2:9) 

 

    14. 凭信心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

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腓  

2:17) 

 

    保罗以信心为祭物献给神 ,他把生命当祭物献给神

(提后 4:6),他凭信心为主殉道。人非有信不能讨神喜悦

(来 11:6)   

 

 

第 46 篇  祭祀的祭品    

 

    世界各宗教都有其祭祀 ,  祭祀必須要有祭品 .  民俗活

動也有祭祀, 同樣的需要祭品. 而祭品有何意義? 為甚麼需要不同的

祭品? 本信息目的是要我們認識中國文化的祭品与聖經的祭品有何

不同? 聖經的祭品有何意義? 与我們的信仰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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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中國文化的祭品  

 

    祭祀者所獻上供奉神明的禮品 ,稱為祭品 ,中國社會

的祭品有農產品、牧產品、手工業品、食品等 .農業社會

的生活 ,感謝皇天厚賜百穀 ,因此 ,以五畜六穀、酒、豆黍之

類為祭品 .古代皇帝則獻玉帛、犧牲等為祭品 .  

 

    1 .   古代以五畜六穀及食物為祭品  

 

    古代君王郊祭 ,多數用牛為祭品 ,  祭祖則用家畜、家

禽、豆類、瓜果、菜餚等為祭品 .  

 

    禮記祭義 :  “父母既沒 ,必求仁者之粟 ,以祀之 ,此之

謂禮終 ”    

 

      賈公彥疏之曰 :  “明燭以照饌陳者 ,謂祭日之旦 .饌

陳於堂東 ,未明 ,須燭照之 .”  

 

    中國人祭祖是最普遍的一種祭祀 ,所用的祭品也隨

時代在演變 .  

 

2 .   現代的祭品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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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有的根據舊俗以十二道食物為祭品 ,供奉在

神主牌的桌上 ,點香祭拜 .因工業時代 ,人與時間賽跑 ,忙碌

之至 ,要預備十二道菜餚 ,相當費時費力 ,而且多數家人分

散在各地工作 ,十二道食物也不容易吃完 .於是採用現代

科學方法的產品獻祭 ,於是有用罐頭 ,泡麵、乾料或比較可

存久的水果為祭品 .試想亡靈果真來享受道些祭品嗎 ?人

睡了尚且不能享受有形的食物 ,活人若無打開罐頭 ,也不

能吃其中的東西 !現代人祭祖究竟是為滿足活人的心理 ,

或盡孝 ?從祭品我們可以重新思考 ,孝的真正意義 !  

 

 二 .    聖經文化的祭品  

 

    1 .  素祭的祭品 :  

 

      a .  細麵  (利 2:1-4)  

      b .  餅  (利 2:4-10)  :   爐中烤的要調油 ;  爐上烙的

要抹油 ;  爐內煠的要澆油 .  

      c .  初熟之物或禾穗  (利 2 :14 -16)  

      d .   油  (利 2:1 ,4-5 ,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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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乳香  (利 2:1 ,15)  

      f .  鹽  (2 :13)  

      (不可有酵和蜜 )  

 

    素祭的祭品都有其預表的意義 :  

 

    (a )    細麵 :  預表耶穌完全的品格 ,無瑕疵 ,並且多

受折磨 .  

 

    (b)    餅 :  預表耶穌為生命的餅 (約 6:32 -35,41 ,51) .  

爐中烤的 (利 2:4) ;  鐵鏊上烙的 (利 2:5) ;  煎盤裏煠的 (利

2 :7) ,預表耶穌所經歷的試煉和苦難 (來 2:10;賽

50:6 ;53:3 -4) .  

 

    (c )    初熟的禾穗  :  預表耶穌復活之後為初熟的

果子 (林前 15:23;徒 26:23;啟 1:5 )  

 

    (d)   油  :  預表耶穌所受的聖靈 (太 1:18 -23 ;3 :16 -17 ;

約 1:33;3 :34;徒 1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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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乳香  :  預表耶穌完美的品格及香氣 ,在上帝面

前是馨香 ,是神所喜悅的 (歌 1:3 ;詩 45:8 ;路 2 :52;太

3 :17 ,17:5) .除了預表耶穌之外 ,也可表示信徒對神的

愛、禱告、讚美 .所有乳香要全燒在壇上 (利 2:15-16 ;

詩 115:1)  

    

    ( f )   鹽  :  預表耶穌是誠實無偽

(約 :1 :51 ;3 :3 ,5 ,11 ,19;5 :24 -25 ;6 :26;14 :12 ;16:20 ,23)鹽

有防腐、調味、消毒、保存物性的功用 ,在交際上

表示忠實的友誼 (拉 4:14) ;對敬拜神 ,表示真誠信實

(太 5:13;可 9:49 ,50 ;西 4:6) .供物要配鹽而獻 (結 43:24;

出 30:35) ,表示人敬拜上帝 ,必須用心靈誠實才能蒙

悅納 .  

    

    酵和蜜 :不是說不可將有酵的物 ,和蜜獻給上帝 ,只是

說這些物一點都不可燒在壇上 (利 2:11-12;  利 6:17)

因為酵和蜜列在初熟的供物中 (利 23:17;申 26:2 ,12;

代下 31:5 ) ,是可以獻祭的 ,如獻感恩的平安祭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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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酵的餅 (利 7:13) ;七七節獻兩個有酵的餅為搖祭

(利 23:17) .用有酵的餅表示獻祭的人雖因耶穌 (無酵

餅預表耶穌是無罪的 )得與神和好 ,自己的行為尚未

完全 ,所以這些有酵的餅不可燒在祭壇上 (利 2:11) .  

    酵 :  預表假冒偽善 (路 12:1) ,不誠實的過犯 ,和異端邪

道 (太 16:6)的標幟 (可 8:15;林前 5 :8 ;加 5:9) ,諸般的罪惡 (林

前 5:1-2 ,7-8) .因為酵是物質腐化之後而產生的 (太 13:33) .

甲 :逾越節時不用酵 (出 12:15;摩 4:5) .乙 .獻血祭時不用酵

(出 34:25;摩 4:5) .丙 .酵能污穢至聖之物 (利 10:12) .但也有

人認為 ,酵可指福音的感動力 ,讓全球的人被感動 ,有人認

為此種解法不妥當 .  

    蜜 :  古人造醋時用蜜作酵 ,所以祭祀的條例 ,將蜜與

醋並列 .有人認為蜜是使人肉体感覺到喜悅的事 ,所以要

棄絕肉体情慾的事 ,才能清心敬虔的事奉神 (羅 8:5-7) .其

實蜜原是好的 (箴 24:13;詩 19:10;119 :103) ,迦南是流奶與蜜

之地 (出 3:8 ;民 13 :27 ;14:8) .  

 

    2 .  血祭的祭品有五種祭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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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綿羊、山羊、班鳩、鶵鴿 .  各人可量力而獻祭

物  (利 14 :22 ,30;12:8 ;5 :7 )  

    利未記載頗詳 ,玆分述如下 :  

 

    (1)  燔祭的祭品  

 

a .  公牛犢  (利 1:3-9 )  

b .  公綿羊 (利 1:10-13)  

c .  公山羊 (利 1:10-13)  

d .  班鳩 (利 1:14 -17)  

e .  雛鴿 (利 1:14 -17)  

 

    (2)  平安祭的祭品  

 

a .  公牛、母牛  (利 3 :1-5)  

b .  公綿羊、母綿羊 (利 3:6-11)  

c .  公山羊、母山羊 (利 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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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贖罪祭的祭品  

 

a .  公牛犢 :   大祭司  (利  4 :1 -12) ,  或會眾 (利 4:13-21)  

b .  公山羊 :  官長 (利 4:22-26)  

c .  母山羊、綿羊羔 :  庶民  (利 4:27-35)  

d .  班鳩、雛鴿 :  貧民  (利 5:7-10)  

e .  生麵 :  特別  (利 5 :11 -13)  

 

    贖罪祭有四件當注意的 :  

 

    其一 ,  不是為放膽作惡的人所預備的 (利 4:2 ;民

15:30;來 10:28)  

    其二 ,  上帝分別貧富、尊卑 ,是顯明祂的公義 (路

12:48 下 )  

    其三 ,  人雖然無意的誤犯了律法 ,也必須贖罪 .  

    其四 ,  單單認罪是不夠的 ,還必須贖罪才可得到赦免 .

但為該死的罪 ,神並沒有設立贖罪祭 .諸如 :  姦淫 (利 20:10) ;  

殺人 (民 35:21-33) ;  褻瀆聖名 (利 24 :16) ;  頑梗悖逆等罪 (申

21:1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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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贖愆祭的祭品  

 

   公綿羊  (利 5 :15 -18 ;6 :7)  

 

    亞伯拉罕與神立約時 ,曾獻過這五種祭品 .他說：「你

為我取一隻三年的母牛，一隻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

的公綿羊，一隻班鳩，一隻雛鴿。」 (創  15 :9)  

   

    以斯拉回耶路撒泠重建聖殿時舉行祭祀 ,  他們是代

表全族所獻的 .  “他們與天上的神獻燔祭所需用的公牛

犢、公綿羊、綿羊羔 .”(  拉  6 :9 )  

 

      “行奉獻神殿的禮 ,就獻公牛一百隻，公綿羊二百

隻，綿羊羔四百隻，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數目獻公山

羊十二隻，為以色列眾人作贖罪祭 .”(  拉  6 :17  )  

 

 “從被擄之地歸回的人 ,向以色列的神獻燔祭，就是

為以色列眾人獻公牛十二隻，公綿羊九十六隻，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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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羔七十七隻，又獻公山羊十二隻作贖罪祭，這都

是向耶和華焚獻的。 ”(  拉  8 :35)  

 

    為甚麼用這五種祭牲 ,因為有其特點和意義 .主要是

馴良的 ,不兇猛殘暴 ;牠們是食草和穀類 ;牠們是潔淨的 ,以

色列人不能用不潔淨的動物獻祭 ;牠們的肉是可吃的 ,以

色列人不吃不潔之物 ;牠們是家養的 ,容易獲得並查出毫

無殘疾 ;牠們是有價值的 .這些特點正是預表基督的良善

與完美 .  

 

    其實每一種祭物都是預表基督的美德 .牛預表基督

的能力 (箴 14:4;詩 89:19;賽 63:1;林前 1:24) .羊預表基督

的順服 (賽 53:7;徒 8:32,35;腓 2:8) .雛鴿預表基督的良善

溫柔 (太 10:16;11:29:彼前 2:22-23) .祭牲必須是  “沒有殘

疾的 ” (利 22:17-25) ,必須是潔淨的 (利 11:1-48) ,必須是無

辜的 (出 21:28-32) ,因這些祭物是預表基督 ,所以必須是完

全的 (彼前 1:19-20;3:18;來 9:14) .要用水洗 (利 1:9) ,表示

要十分潔淨才可獻給上帝 .要獻全祭牲為燔祭 (申 33:10,

詩 51:19) ,預表基督將自己完全的獻給上帝 (詩 40:7-8;弗

5:2;約 4:34;5:30;8:29;14:30 -31;17:3) .祭品的頭 ,表示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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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思想 ;油 :表示精神和嘉美 ;臟 :表示意念和愛情 ;腿 :表

示行為和榜樣 .神不但悅納所獻的祭 ,更悅納獻祭者 ,因其

罪己被替代了 (利 22:19-21;瑪 1:14)  

 

    凡在壇上被燒的祭品 ,如燔祭的肉 (利 1:9,13,15,17) ,

素祭的麵 (利 2:2,9 ,16) ,平安祭的脂油 (利 3:4-5 ,11,16) ,贖

罪祭與贖愆祭的脂油 (利 4:10,19,26,35) ,聖香 (出

30:7-8;40:27) .全燒在壇上 ,  “燒 ”原文是  “使上昇 ” ,表示

極美的馨香之氣 ,為上帝所悅納 (腓 4:18;賽 60:7) .但燒在

營外的祭物 (出 29:14;利 4:12,21;16:27-28;民 19:3,5) ,原文

是用  “燒毀 ”二字 ,表示上帝的憤怒 ,所有的祭物都要全燒

毀 ,獻祭的人與祭司都不可吃 .燔祭表示完全的歸給上帝 ,

以色列人早晚常獻的祭 ,安息日早晚所獻的祭 ,月朔、除酵

節、七七節、吹角節、大贖日、住棚節等都是獻燔祭 ,燔

祭是最重要的祭 .  

 

     搖祭並非在五種祭之外的新祭 ,都在五種祭的範圍

內 .在耶和華面前被搖的祭物如下 :  

 

    (1)   平安祭的胸 (利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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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承接聖職的祭物 (利 8:25-29)  

 

       “取脂油和肥尾巴，並臟上一切的脂油與肝上

的網子，兩個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並右腿，再從耶和

華面前、盛無酵餅的筐子裏取出一個無酵餅，一個油餅，

一個薄餅，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這一切放在亞倫的

手上和他兒子的手上作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

搖。 ”(  利  8 :25-27)  

 

    (3)   初熟的莊稼一捆 (利 23:11)  

 

    (4)   疑妻行淫的素祭 (民 5:25)  

 

    (5)   離俗歸主之人的祭 (民 6:20)—胸、腿、無酵餅、

素祭 .  

 

    (6)   被潔淨長大痲瘋之人的羊羔和油 (利 14:12)  

 

    (7)   五旬節獻初熟麥子作的餅和同獻的祭牲 (利

23:20)  

 

    註 :第 (6)與 (7 )點的祭牲都是在宰殺之前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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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對祭品的要求 :  

 

    必須是無殘病的 :  “

獻給耶和華，為要還特許的願，或是作甘心獻的，所獻

的必純全無殘疾的才蒙悅納。 ”(  利  22 :21 )  

 

    必須是潔淨的 :“若牲畜不潔淨，是不可獻給耶和華

為供物的，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若是不潔

淨的牲畜生的，就要按你所估定的價值加上五分之一贖

回；若不贖回，就要按你所估定的價值賣了。 ”(  利  

27 :11 ,27)  

 

    必須是最好的 :“

用有殘疾的獻給主，這人是可咒詛的。因為我是大君王，

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 ”(  瑪  1 :14)  

 

    結論: 舊約的祭品預表的意義在耶穌基督身上已完全的應驗了, 

所以新約時代, 信徒不必再用有形的祭品獻祭, 乃是用心靈誠實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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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約 4:23-24), 而且將舊約祭品的意義彰顯出來: 如無瑕疵、良善、

誠信、溫柔、潔淨、完美、愛、受聖靈、禱告、讚美、清心、敬虔的

事奉, 必蒙主悅納. 你願意在屬靈上過得勝的生活嗎? 憑信心靠主, 

領受聖靈的能力, 方能成事! 

 

 

附錄:  祭祀的祭品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 .  中國文化的祭品  

 

    1 .   古代以五畜六穀及食物為祭品  

 

古代君王郊祭 ,多數用牛為祭品 ,  祭祖則用家畜、

家禽、豆類、瓜果、菜餚等為祭品 .  

 

    禮記祭義 :  “父母既沒 ,必求仁者之粟 ,以祀之 ,此之

謂禮終 ”    

 

      賈公彥疏之曰 :  “明燭以照饌陳者 ,謂祭日之旦 .饌

陳於堂東 ,未明 ,須燭照之 .”  

 

2 .   現代的祭品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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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聖經文化的祭品  

 

    1 .  素祭的祭品 :  

 

      a .  細麵  (利 2:1-4)  

      b .  餅  (利 2:4-10)  :   爐中烤的要調油 ;  爐上烙的

要抹油 ;  爐內煠的要澆油 .  

      c .  初熟之物或禾穗  (利 2 :14 -16)  

      d .   油  (利 2:1 ,4-5 ,7 ,15)  

      e .  乳香  (利 2:1 ,15)  

      f .  鹽  (2 :13)  

      (不可有酵和蜜 )  

 

    素祭的祭品都有其預表的意義 :  

 

    (a )    細麵 :  預表耶穌完全的品格 ,無瑕疵 ,並且多

受折磨 .  

 

    (b)    餅 :  預表耶穌為生命的餅 (約 6:32 -35 ,41 ,51) .  

爐中烤的 (利 2:4) ;  鐵鏊上烙的 (利 2:5) ;  煎盤裏煠的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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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預表耶穌所經歷的試煉和苦難 (來 2:10;賽

50:6 ;53:3 -4) .  

 

    (c )    初熟的禾穗  :  預表耶穌復活之後為初熟的

果子 (林前 15:23;徒 26:23;啟 1:5 )  

 

    (d)   油  :  預表耶穌所受的聖靈 (太 1:18 -23 ;3 :16 -17 ;

約 1:33;3 :34;徒 10 :38)  

 

    (e )   乳香  :  預表耶穌完美的品格及香氣 ,在上帝面

前是馨香 ,是神所喜悅的 (歌 1:3 ;詩 45:8 ;路 2 :52;太

3 :17 ,17:5) .除了預表耶穌之外 ,也可表示信徒對神的

愛、禱告、讚美 .所有乳香要全燒在壇上 (利 2:15-16 ;

詩 115:1)  

    

    ( f )   鹽  :  預表耶穌是誠實無偽

(約 :1 :51 ;3 :3 ,5 ,11 ,19;5 :24 -25 ;6 :26;14 :12 ;16:20 ,23)鹽

有防腐、調味、消毒、保存物性的功用 ,在交際上

表示忠實的友誼 (拉 4:14) ;對敬拜神 ,表示真誠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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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5:13;可 9:49 ,50 ;西 4:6) .供物要配鹽而獻 (結 43:24;

出 30:35) ,表示人敬拜上帝 ,必須用心靈誠實才能蒙

悅納 .  

    

    酵和蜜 :不是說不可將有酵的物 ,和蜜獻給上帝 ,只是

說這些物一點都不可燒在壇上 (利 2:11-12;  利 6:17)

因為酵和蜜列在初熟的供物中 (利 23:17;申 26:2 ,12;

代下 31:5 ) ,是可以獻祭的 ,如獻感恩的平安祭也用

有酵的餅 (利 7:13) ;七七節獻兩個有酵的餅為搖祭

(利 23:17) .用有酵的餅表示獻祭的人雖因耶穌 (無酵

餅預表耶穌是無罪的 )得與神和好 ,自己的行為尚未

完全 ,所以這些有酵的餅不可燒在祭壇上 (利 2:11) .  

    酵 :  預表假冒偽善 (路 12:1) ,不誠實的過犯 ,和異端邪

道 (太 16:6)的標幟 (可 8:15;林前 5 :8 ;加 5:9) ,諸般的罪惡 (林

前 5:1-2 ,7-8) .因為酵是物質腐化之後而產生的 (太 13:33) .

甲 :逾越節時不用酵 (出 12:15;摩 4:5) .乙 .獻血祭時不用酵

(出 34:25;摩 4:5) .丙 .酵能污穢至聖之物 (利 10:12) .但也有

人認為 ,酵可指福音的感動力 ,讓全球的人被感動 ,有人認

為此種解法不妥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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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  古人造醋時用蜜作酵 ,所以祭祀的條例 ,將蜜與

醋並列 .有人認為蜜是使人肉体感覺到喜悅的事 ,所以要

棄絕肉体情慾的事 ,才能清心敬虔的事奉神 (羅 8:5-7) .其

實蜜原是好的 (箴 24:13;詩 19:10;119 :103) ,迦南是流奶與蜜

之地 (出 3:8 ;民 13 :27 ;14:8) .  

 

    2 .  血祭的祭品有五種祭牲 :  

 

     牛、綿羊、山羊、班鳩、鶵鴿 .  各人可量力而獻祭

物  (利 14 :22 ,30;12:8 ;5 :7 )  

    利未記載頗詳 ,玆分述如下 :  

 

    (1)  燔祭的祭品  

 

a .  公牛犢  (利 1:3-9 )  

b .  公綿羊 (利 1:10-13)  

c .  公山羊 (利 1:10-13)  

d .  班鳩 (利 1:14 -17)  

e .  雛鴿 (利 1: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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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平安祭的祭品  

 

a .  公牛、母牛  (利 3 :1-5)  

b .  公綿羊、母綿羊 (利 3:6-11)  

c .  公山羊、母山羊 (利 3:12-16 

 

    (3)  贖罪祭的祭品  

 

a .  公牛犢 :   大祭司  (利  4 :1 -12) ,  或會眾 (利 4:13-21)  

b .  公山羊 :  官長 (利 4:22-26)  

c .  母山羊、綿羊羔 :  庶民  (利 4:27-35)  

d .  班鳩、雛鴿 :  貧民  (利 5:7-10)  

e .  生麵 :  特別  (利 5 :11 -13)  

 

    贖罪祭有四件當注意的 :  

 

    其一 ,  不是為放膽作惡的人所預備的 (利 4:2 ;民

15:30;來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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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 ,  上帝分別貧富、尊卑 ,是顯明祂的公義 (路

12:48)  

    其三 ,  人雖然無意的誤犯了律法 ,也必須贖罪 .  

    其四 ,  單單認罪是不夠的 ,還必須贖罪才可得到赦免 .

但為該死的罪 ,神並沒有設立贖罪祭 .諸如 :  姦淫 (利 20:10) ;  

殺人 (民 35:21-33) ;  褻瀆聖名 (利 24 :16) ;  頑梗悖逆等罪 (申

21:18-21) .  

 

    (4)  贖愆祭的祭品  

 

   公綿羊  (利 5 :15 -18 ;6 :7)  

 

    亞伯拉罕與神立約時 ,曾獻過這五種祭品 .他說：「你

為我取一隻三年的母牛，一隻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

的公綿羊，一隻班鳩，一隻雛鴿。」 (創  15 :9)  

   

    “他們與天上的神獻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犢、公綿羊、

綿羊羔 .”(  拉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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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奉獻神殿的禮 ,就獻公牛一百隻，公綿羊二百

隻，綿羊羔四百隻，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數目獻公山

羊十二隻，為以色列眾人作贖罪祭 .”(  拉  6 :17  )  

 

 “從被擄之地歸回的人 ,向以色列的神獻燔祭，就是

為以色列眾人獻公牛十二隻，公綿羊九十六隻，綿

羊羔七十七隻，又獻公山羊十二隻作贖罪祭，這都

是向耶和華焚獻的。 ”(  拉  8 :35)  

 

    其實每一種祭物都是預表基督的美德 .  

牛預表基督的能力 (箴 14:4;詩 89:19;賽 63:1;林前 1:24) .  

羊預表基督的順服 (賽 53:7;徒 8:32,35;腓 2:8) .  

雛鴿預表基督的良善溫柔 (太 10:16;11:29:彼前 2:22-23) .  

祭牲必須是  “沒有殘疾的 ” (利 22:17-25) ,必須是潔淨的

(利 11:1-48) ,必須是無辜的 (出 21:28-32) ,因這些祭物是預

表基督 ,所以必須是完全的 (彼前 1:19-20;3:18;來 9:14) .  

要用水洗 (利 1:9) ,表示要十分潔淨才可獻給上帝 .要獻全

祭牲為燔祭 (申 33:10 ,詩 51:19) ,預表基督將自己完全的獻

給上帝 (詩 40:7-8;弗 5:2;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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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5:30;8:29;14:30 -31;17:3) .  

祭品的頭 ,表示靈明和思想 ;  

油 :表示精神和嘉美 ;  

臟 :表示意念和愛情 ;  

腿 :表示行為和榜樣 .  

神不但悅納所獻的祭 ,更悅納獻祭者 ,因其罪己被替代了

(利 22:19-21;瑪 1:14)  

 

     搖祭並非在五種祭之外的新祭 ,都在五種祭的範圍

內 .在耶和華面前被搖的祭物如下 :  

 

    (1)   平安祭的胸 (利 7:30) 

 

    (2)   承接聖職的祭物 (利 8:25-29)  

 

       “取脂油和肥尾巴，並臟上一切的脂油與肝上

的網子，兩個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並右腿，再從耶和

華面前、盛無酵餅的筐子裏取出一個無酵餅，一個油餅，

一個薄餅，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這一切放在亞倫的

手上和他兒子的手上作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

搖。 ”(  利  8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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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初熟的莊稼一捆 (利 23:11)  

 

    (4)   疑妻行淫的素祭 (民 5:25)  

 

    (5)   離俗歸主之人的祭 (民 6:20)—胸、腿、無酵餅、

素祭 .  

 

    (6)   被潔淨長大痲瘋之人的羊羔和油 (利 14:12)  

 

    (7)   五旬節獻初熟麥子作的餅和同獻的祭牲 (利

23:20)  

 

    註 :第 (6)與 (7 )點的祭牲都是在宰殺之前搖的 .  

 

    聖經對祭品的要求 :  

 

    必須是無殘病的 :  “

獻給耶和華，為要還特許的願，或是作甘心獻的，所獻

的必純全無殘疾的才蒙悅納。 ”(  利  22 :21 )  

 

    必須是潔淨的 :“若牲畜不潔淨，是不可獻給耶和華

為供物的，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若是不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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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的牲畜生的，就要按你所估定的價值加上五分之一贖

回；若不贖回，就要按你所估定的價值賣了。 ”(  利  

27 :11 ,27)  

 

    必須是最好的 :“

用有殘疾的獻給主，這人是可咒詛的。因為我是大君王，

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 ”(  瑪  1 :14)  

 

 

第 47 篇  祭祀的地點   

 

    無論宗教性的祭祀 ,  民間習俗的祭祀 ,  都有祭祀的

地點 .  有人重視有形的地點 ,  有人重視祭祀無形的意義 .  

祭祀地點因時代的變化而在演進 .  究竟祭祀地點重要嗎 ?  

有否更重要的心靈意義 ?  聖經又如何說 ? 

 

    一 .   中國文化祭祀的地點  

 

    1 .    郊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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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祭 ,係天子祭天 .冬至祭天於南郊 ,夏至祭天於北郊 .

郊祭的地點 ,古代是在郊區 .當改朝易君時 ,要祀天封禪 ,乃

在泰山上築壇祭天 ,稱為封 .祭地稱為禪 .後來祭天未必到

泰山 ,只要在京城之郊 ,清朝在北京宮庭 ,尚存天壇 ,可能為

君王方便祭天之用 .  

 

   孝經、聖治章  :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  郊 ,即圓丘 ,

是古代天子祭天的地點 .當時成王尚幼 ,周公代理治政 ,制

定郊祭之禮 ,尊他的始祖后稷在郊祭配祀 .  

 

    2 .    宗廟  

 

    竹書紀年 :  “黃帝崩 ,其臣左徹取衣冠幾仗而廟祀

之 .”  這可能是宗廟祭祀的起源 .  

 

    中庸 :  “宗廟之禮 ,所以祀乎其先也 .”宗也是祭祖的

名稱 .宗廟 ,是奉祀祖先的廟宇 .  

 

3 .    明堂  

 

    明堂的祭祀 ,淮南子主術訓 :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 ,歲

終獻功 ,以時嘗穀 ,祀於明堂之訓 ,有蓋而無方 ,風雨不能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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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不能傷 .”禮記月令 :  “天子居明堂 ,以時嘗穀之始 ”  明

堂是古代君王的行政所在 ,也是宗教祭祀的地點 ,同時也

是教育的中心 .古時設備簡陋 ,桓譚新論 :  “神農氏祀明堂 ,

有蓋無四方 ” .由此可知遠古的社會經濟與設備是十分簡

陋的 .明堂的名稱隨著時代在演變 ,據尸子及考工記 :  “神

農曰天府 ,黃帝曰合宮 ,陶唐曰衢室 ,有虞氏曰德章 ,夏曰世

室 ,殷曰陽館 ,又曰重屋 ,周曰明堂 .”明堂是天子居住的地

方 ,是祭祀上帝、祭祀祖先、朝見諸侯、養老尊賢、教導

兒女、治天文告朔、饗射獻俘首、寢食的所在 .東漢鄭玄

注書經 :  “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堂 .”  禮記   祭義 :  “祀乎明

堂 ,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   明堂是祭祀重要的地方 ,大戴

禮記 :  “明堂天法也 .”  御覽  :  “明堂者 ,天道之堂也 .”  古

時於明堂祭昊天上帝及五帝 ,和祖宗等 .  

 

    孝經聖治章 :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  明堂 ,天

子之太廟 ,或謂朝見諸侯的所在 .為尊敬文王 ,奉祀於明堂 ,

以配享天帝之郊祀 .  

 

     4 .   祭祖的地點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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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祖先牌位的祭祀 . 

 

    孝子在家中為祖宗設一靈壇 ,或桌子 ,神祖牌多數是

木製的 ,將祖先的名字刻在其上 ,掛在靈壇或桌子上 ,獻

上的祭品有鮮花、米飯、素果、糕餅、飲料等 ,並且焚香 ,

每天早晨行蘜躬禮 ,或向之禱拜 ,甚至誦經安慰祖靈 ,將

祖先當家神一樣的敬祀 .有的家庭在農曆春節、上元、清

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陽、冬至、除夕夜、或祖先

生日、或死辰 ,特別舉行祭祀 . 

 

    根據聖經 ,死人的靈魂 ,不能再回老家享受子孫的敬

拜 .  “雲彩消散而過；照樣，人下陰間也不再上來。他不

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認識他。 ”(伯  7 :9-10)  

 

    不信主的財主死後 ,靈魂下到陰間 ,他自己不能再回

老家 .“不但這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人

要從這邊 ,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

邊也是不能的。 ”(  路  1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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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祖廟祀堂的祭祀 . 

 

    同宗同族組成宗氏祠堂 ,將同宗的祖先家譜 ,整理存

擋 ,便於追朔考查 .並將歷代祖先 ,列為共同祭祀的對象 .

於有關節期舉行祭祀 . 

 

(3)  祖墓的祭祀 . 

 

        墓祭通常是在清明節時舉行 ,民俗備有牲饌、

祭品、水果、冥紙及爆竹等上墳祭祀 .一般從冬至算起 105

天 ,稱為清明節 ;也有人於陰曆三月初三 ,俗稱三日節 ;或寒

食節舉行 .有人在忌日去掃墓 ,清除在墓邊的叢草 ,然後祭

祀 ,甚至有人燒冥錢想給陰間的祖靈用 ,這完全是民間的

習俗 .  

 

筆者於《中華文化與聖經教訓的對比》中曾說明 : “其

实中国远古时代，没有墓祭，周朝才有墓祭。在唐、虞、

夏、商和周初是无墓祭的。古代圣贤如尧、舜、禹、汤、

文武，没有提倡墓祭。汉蔡邕名著独断说：“古无墓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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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礼志说：“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陵。”自周

公起才开始有墓祭。  

 

    以孝的实质论，非死后之铺张，做功德或祭之如鬼

神，乃在生时之尊亲、不辱、能养、归全、爱、劝谏、

感恩，死后乃在于追思，非在于祭拜。后汉王符潜夫论：

“今京师贵戚、群县豪富，生不极养，死乃崇丧，造起

大冢，广树松柏，卢舍祠堂，务崇侈僭。此无益于奉终，

无增于孝行也。”孔子也不看重墓祭，他说：“古不修墓。”

孔子三十岁以前，也不知父之墓何在；因“孔子少孤，

不知其父之墓”。及至汉唐才重厚葬及墓祭。孔子说：“生

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主旨指殡葬以诚，

非为鬼神而祭拜。  

 

春秋穀梁传说：“祭者，荐其时也（随时纪念以示诚

信之意），荐其敬也，荐其义也，非享味也。”祭不是享

味，在乎勉励行公义、敬虔、诚实。曾子说：“杀牛祭祖

先，不如双亲活着时有鸡有肉的奉养他们。”欧阳子说：

“祭之丰不如养之薄。”俗语说：“在生吃一粒豆，胜过

死后一个大猪头。”周礼大司徒职说：“以祀教敬。”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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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论衡说：“凡祭祀之义有 :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

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也。”用意在于教导学敬虔，感恩及

善于为人。今祭先形成拜祖先之宗教，与原来之意义，

失之千里矣！ ” 

 

    5 .    隨時隨地  

 

    古時有專司祭祀的人 ,祭祀的時與地 ,比較有規劃 .現

今時代在轉變 ,社會在轉型 ,工商業發達 ,在城市宗族集居

的方式 ,已不存在 ,人的思想與生活方式已改變 ,祭祀的對

象、時間、地點都隨之變換 ,為著方便 ,有在家中、有在路

旁、有在工地、有在河邊、有在海邊、有在大樹邊、有

在小木龕旁、有在森林中……無論移居在何處的中國人 ,

可謂隨時隨地的祭拜 .例如 ,興建一座工廠 ,在開工前 ,在工

地先獻祭 ,祈求保平安無事 .又如伐木公司 ,要在森林採木

之前 ,先祭祀一番 ,以祈求不發生意外 .還有新公司營業之

前 ,先舉行祭祀禮 ,祈求生意興隆 ,大展鴻圖 ,招財進寶 .如

此隨時隨地的獻祭 ,多得不勝枚舉 .  

 

二 .    聖經文化祭祀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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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分別為聖的物 ,和你的還願祭要奉到耶和

華所選擇的地方去。你的燔祭，連肉帶血，都要獻

在耶和華你神的壇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華你

神的壇上……。 ”(  申  12 :26-27)  

 

    聖經比較注重獻祭的地點 ,祭物必須放在壇上 .上帝

藉摩西頒佈祭祀制度之後 ,所有的祭祀 ,必須帶到會幕或

聖殿 ,由祭司執行 (利 17:1-17) .  

 

     摩西非常重視祭祀的敬拜 ,他不但禁止以色列百姓 ,

隨意效法迦南人的祭拜 ,甚至要拆毀他們的祭壇 ,不可照

他們那樣事奉耶和華 .  

 

         “你們存活於世的日子，在耶和華你們列祖的

神所賜你們為業的地上，要謹守遵行的律例、典

章、乃是這些：你們要將所趕出的國民事奉神的各

地方，無論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樹下，都

毀壞了；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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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火焚燒他們的木偶，砍下他們雕刻的神像，並將

其名從那地方除滅。你們不可照他們那樣事奉耶和

華你們的神。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選

擇何處為立他名的居所，你們就當往那裏去求問，

將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

都奉到那裏。 ”(  申  12 :1-6)  

 

    為了防止以色列人 ,偏離正道去敬拜偶像 ,摩西指示

只可在一中心地點獻祭 ,使以色列百姓信仰生活 ,有一中

心 .在曠野時期 ,會幕是中心 .進入迦南地之後 ,會幕暫設於

示羅 (書 18:1 ;撒上 1:3) .直至立國時 ,神選耶路撒冷為立他

名的居所 (王上 8:16;14:21) ,所羅門在此建立聖殿 ,祭祀就

在聖殿中舉行 .  

 

    但在摩西之前 ,亞當時代就有了祭祀 ,而且是由族長

主持 ,當時祭祀的地點就比較有彈性 ,玆簡介如下 :  

 

    1 .   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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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記載 ,第一次的獻祭 ,是在伊甸園之外 .因為亞

當夏娃犯罪之後 ,被趕出伊甸園 (創 3:24) .人被咒詛之後 ,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

穿。”(  創  3 :21 )皮衣預表上帝的救贖 ,羔羊被獻為祭 ,基督

就是神的羔羊 ,背負世人罪孽的 .  

 

    亞當的兒子亞伯與該隱都向上帝獻祭 .  “亞伯也將

他的供物 .” 亞伯的獻祭 ,也是在伊甸園之外 .動物有生命 ,

才能流血 ,預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流血 .聖經說 : 

“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

受苦。 ”(  來  13 :12)  

 

    挪亞出方舟 ,向上帝獻燔祭 (創 8:20-22) ,那時 ,應當是

在荒郊野外獻祭 .  

 

    亞伯拉罕每到一個地方就為上帝築壇獻祭 (創

12:7 -8 ;13:18;22:9 ,13) ,因為他們是遊牧民族 ,應該都是在郊

野 .自亞伯拉罕以後 ,都要在築壇獻祭 .摩西  要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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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壇上獻祭 .“你要為我築土壇，在上面以牛羊獻為燔祭 ,

和平安祭……。 ”(出  20 :24)  

 

    雅各往哈蘭的路上去 ,在旅途中住宿 ,夢到天梯異象 ,

當他平安回來時 ,在伯特利築了一座壇 ,向耶和獻祭 ,應是

在郊野 (創 28:10-22;35:6 -7)  

 

    士師時代 ,神的使者在橡樹下向基甸顯現 ,要他拯救

以色列人 ,並應許神必與他同在 .基甸在那裏為耶和華築

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沙龍」〔就是耶和華賜平安的

意思〕。（這壇在亞比以謝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 (士

6:11-24)在橡樹下不是在帳幕裏 ,當然是在郊外 . 

 

    到摩西時代 ,祭祀制度化之後 ,就要回到會幕門口 ,

交由祭司執行 .  “這是為要使以色列人 ,把他們在田野裏

所獻的祭帶到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交給祭司，獻與

耶和華為平安祭。 ”(  利  17 :5)  

 

    2 .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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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筵宴的日子過了，約伯打發人去叫他們自潔。他

說：「恐怕我兒子犯了罪，心中棄掉神。」約伯常

常這樣行。 ”(  伯  1 :5)  

 

約伯大約是亞伯拉罕時代的人 ,那時是在摩西頒佈

律法以前當時是由族長獻祭 ,如挪亞、亞伯拉罕都為家人

獻祭 ,而沒有祭司主持祭祀 .約伯敬畏神 ,深恐眾子在宴樂

中無心犯罪 ,特為他們在家中獻燔祭贖罪 .  “自潔 ”要沐

浴、換衣服 ,表示祭祀的禮儀務必求聖潔 .  

 

直到摩西頒佈律法之後 ,神曉喻他 ,設立祭祀制度 ,則

由祭司執行祭祀的禮儀 .  

 

            “在以色列眾支派中，我不是揀選人作我

的祭司，使他燒香，在我壇上獻祭，在我面前穿以

弗得，又將以色列人所獻的火祭 ,都賜給你父家

嗎？ ”(  撒上  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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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是以中保的身份 ,將百姓的罪帶到神面前 ,藉著

獻祭 ,求神赦免 .耶穌基督是更美之約的中保 ,他是君尊永

恆的大祭司 ,也是祭物 ,同時也是獻祭者 ,他為信徒完成了

贖罪的大功 .  

 

    3 .   會幕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 ,在曠野漂流四  十年之久 ,才進

迦南地 ,他們在建殿以前 ,一切的祭祀 ,以會幕為中心 ,他們  

“把燔祭壇安在帳幕門前 ” (  出  40 :6  ) .摩西所行的 ,是照

上帝的吩咐 ,於是眾百姓都要遵守 ,以免觸犯神的律例典

章 .  

 

 “在會幕的帳幕門前，安設燔祭壇，把燔祭和素祭

獻在其上，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 ”(  出  40 :29 )  

 

 “他要在耶和華面前宰公牛；亞倫子孫作祭司的，

要奉上血，把血灑在會幕門口、壇的周圍。 ”(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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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來 9:22) ,血是代表生命 ,血

一流完 ,生命就結束 .祭牲的血 ,預表基督為我們捨身流血 ,

完成赦罪之功 .  

 

     “若未曾牽到會幕門口、耶和華的帳幕前獻給耶和

華為供物，流血的罪必歸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

要從民中剪除。這是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們在田野

裏所獻的祭帶到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交給祭

司，獻與耶和華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灑在會幕門

口、耶和華的壇上，把脂油焚燒，獻給耶和華為馨

香的祭。他們不可再獻祭給他們行邪淫所隨從的鬼

魔〔原文是公山羊〕；這要作他們世世代代永遠的

定例。「你要曉諭他們說：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

是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獻燔祭或是平安祭，若

不帶到會幕門口獻給耶和華，那人必從民中剪

除。 ”(  利  1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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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祭者將祭牲牽到會幕的門口 ,表示是自己甘心情

願的獻祭 .也是在眾人面前公認耶和華是主 .  

 

    4 .   聖殿  

 

    以色列人立國之後 ,到所羅門王在耶路撒冷建造聖

殿之後 ,祭祀的地點就由會幕轉移到聖殿 .當聖殿舉行奉

獻典禮時 ,以祭祀為其中心活動 .  

 

 “王和以色列眾民一同在耶和華面前獻祭。所羅門

向耶和華獻平安祭，用牛二萬二千，羊十二萬。這

樣，王和以色列眾民為耶和華的殿行奉獻之禮。當

日，王因耶和華殿前的銅壇太小，容不下燔祭、素

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將耶和華殿前院子當中

分別為聖，在那裏獻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

油。 ”(  王上  8 :62-64)  

 

    主前 586 年聖殿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毀 (哀

1 :4 ;2 :2) ,但七十年後被擄的猶太人回來重新建造 ,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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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敬拜和獻祭 .  

 

 “「塞魯士王元年，他降旨論到耶路撒冷神的殿，

要建造這殿為獻祭之處 .…… ”(  拉  6 :3)  

 

    但耶穌被釘十字架時 ,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

兩半。”(  可  15 :38)表示耶穌已為我們開通了進入至聖所

的路 ,信徒可直接向天父交通 ,不需要以祭司的祭祀來替

代 .  

 

    5 .   以心靈誠實敬拜  

 

耶穌將敬拜祭祀的地方改變了 ,敬拜上帝既不在山上 ,

也不在耶路撒冷 .  

 

 “「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

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說：「婦人，你當

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

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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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時候

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

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或

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

4 :20 -24)  

 

    嚴格的說 ,上帝是宇宙大主宰 ,並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

或受制於人祭祀儀式 .  神造人 ,人需要神 .人與神的關係 ,

是透過信靠基督 ,不是靠祭祀祖宗或偶像 .聖經說 :  “創造

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

的殿，也不用人手所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

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 ” (  徒  17 :24 -25)  

 

 

附錄   祭祀的地點投  影片用文字檔  

 

    一 .   中國文化祭祀的地點  

 

    1 .    郊祭  

 

   孝經、聖治章  :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  郊 ,即圓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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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代天子祭天的地點 .  

  

    2 .    宗廟  

 

    竹書紀年 :  “黃帝崩 ,其臣左徹取衣冠幾仗而廟祀

之 .”   

 

    中庸 :  “宗廟之禮 ,所以祀乎其先也 .”宗也是祭祖的

名稱 .宗廟 ,是奉祀祖先的廟宇 .  

 

3 .    明堂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 ,歲終獻功 ,以時嘗穀 ,祀於明堂

之訓 ,有蓋而無方 ,風雨不能襲 ,寒暑不能傷 .”  

禮記月令 :  “天子居明堂 ,以時嘗穀之始 ”  明堂是古代

君王的行政所在 ,也是宗教祭祀的地點 ,同時也是教育的

中心 .古時設備簡陋 .  

桓譚新論 :  “神農氏祀明堂 ,有蓋無四方 ” .  

據尸子及考工記 :  “神農曰天府 ,黃帝曰合宮 ,陶唐曰

衢室 ,有虞氏曰德章 ,夏曰世室 ,殷曰陽館 ,又曰重屋 ,周曰

明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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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是天子居住的地方 ,是祭祀上帝、祭祀祖先、朝

見諸侯、養老尊賢、教導兒女、治天文告朔、饗射獻俘

首、寢食的所在 .  

東漢鄭玄注書經 :  “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堂 .”  

 禮記   祭義 :  “祀乎明堂 ,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  

  明堂是祭祀重要的地方 ,大戴禮記 :  “明堂天法

也 .”  

 御覽  :  “明堂者 ,天道之堂也 .”  古時於明堂祭昊天

上帝及五帝 ,和祖宗等 .  

 

    孝經聖治章 :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  

 

     4 .   祭祖的地點有三 :  

 

(1)  祖先牌位的祭祀 . 

 

    根據聖經 ,死人的靈魂 ,不能再回老家享受子孫的敬

拜 .  “雲彩消散而過；照樣，人下陰間也不再上來。他不

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認識他。 ”(伯  7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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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這樣，並且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人

要從這邊 ,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

邊也是不能的。 ”(  路  16 :26)  

 

(2)  祖廟祀堂的祭祀 . 

 

(3)  祖墓的祭祀 . 

 

“其实中国远古时代，没有墓祭，周朝才有墓祭。在

唐、虞、夏、商和周初是无墓祭的。古代圣贤如尧、舜、

禹、汤、文武，没有提倡墓祭。汉蔡邕名著独断说：“古

无墓祭”。  

晋书礼志说：“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陵。”

自周公起才开始有墓祭。  

 

    后汉王符潜夫论：“今京师贵戚、群县豪富，生不极

养，死乃崇丧，造起大冢，广树松柏，卢舍祠堂，务崇

侈僭。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也。”  

孔子也不看重墓祭，他说：“古不修墓。”因“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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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孤，不知其父之墓”。  

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春秋穀梁传说：“祭者，荐其时也（随时纪念以示诚

信之意），荐其敬也，荐其义也，非享味也。”  

曾子说：“杀牛祭祖先，不如双亲活着时有鸡有肉的

奉养他们。”  

欧阳子说：“祭之丰不如养之薄。”  

俗语说：“在生吃一粒豆，胜过死后一个大猪头。”  

周礼大司徒职说：“以祀教敬。”  

王充著论衡说：“凡祭祀之义有 :一曰报功，二曰修

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也。”用意在于教导学敬虔，

感恩及善于为人。今祭先形成拜祖先之宗教，与原来之

意义，失之千里矣！ ” 

 

    5 .  隨時隨地  

 

二 .  聖經文化祭祀的地點  

 

 “只是你分別為聖的物 ,和你的還願祭要奉到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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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所選擇的地方去。你的燔祭，連肉帶血，都要獻

在耶和華你神的壇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華你

神的壇上……。 ”(  申  12 :26-27)  

 

         “你們存活於世的日子，在耶和華你們列祖的

神所賜你們為業的地上，要謹守遵行的律例、典

章、乃是這些：你們要將所趕出的國民事奉神的各

地方，無論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樹下，都

毀壞了；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

用火焚燒他們的木偶，砍下他們雕刻的神像，並將

其名從那地方除滅。你們不可照他們那樣事奉耶和

華你們的神。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選

擇何處為立他名的居所，你們就當往那裏去求問，

將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

都奉到那裏。 ”(  申  12 :1-6)  

 

    但在摩西之前 ,亞當時代就有了祭祀 ,而且是由族長

主持 ,當時祭祀的地點就比較有彈性 ,玆簡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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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郊區   

 

     聖經記載 ,第一次的獻祭 ,是在伊甸園之外 .因為亞

當夏娃犯罪之後 ,被趕出伊甸園 (創 3:24) .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

穿。 ”(  創  3 :21)  

 

 “

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 .” 亞伯的獻祭 ,也是在伊甸園

之外 .動物有生命 ,才能流血 ,預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

牲流血 .聖經說 : “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

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 ”(  來  13 :12)  

 

    挪亞出方舟 ,向上帝獻燔祭 (創 8:20-22) ,那時 ,應當是

在荒郊野外獻祭 .  

 

    亞伯拉罕每到一個地方就為上帝築壇獻祭 (創

12:7 -8 ;13:18;22:9 ,13) ,因為他們是遊牧民族 ,應該都是在郊

野 .自亞伯拉罕以後 ,都要在築壇獻祭 .摩西  要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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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壇上獻祭 .“你要為我築土壇，在上面以牛羊獻為燔祭 ,

和平安祭……。 ”(出  20 :24)  

 

    雅各往哈蘭的路上去 ,在旅途中住宿 ,夢到天梯異象 ,

當他平安回來時 ,在伯特利築了一座壇 ,向耶和獻祭 ,應是

在郊野 (創 28:10-22;35:6 -7)  

 

    士師時代 ,神的使者在橡樹下向基甸顯現 ,要他拯救

以色列人 ,並應許神必與他同在 .基甸在那裏為耶和華築

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沙龍」〔就是耶和華賜平安的

意思〕。（這壇在亞比以謝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 (士

6:11-24)在橡樹下不是在帳幕裏 ,當然是在郊外 . 

 

    到摩西時代 ,祭祀制度化之後 ,就要回到會幕門口 ,

交由祭司執行 .  “這是為要使以色列人 ,把他們在田野裏

所獻的祭帶到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交給祭司，獻與

耶和華為平安祭。 ”(  利  17 :5)  

 

    2 .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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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筵宴的日子過了，約伯打發人去叫他們自潔。他

說：「恐怕我兒子犯了罪，心中棄掉神。」約伯常

常這樣行。 ”(  伯  1 :5)  

 

         “在以色列眾支派中，我不是揀選人作我的祭

司，使他燒香，在我壇上獻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

又將以色列人所獻的火祭 ,都賜給你父家

麼？ ”(  撒上  2 :28)  

 

    3 .   會幕  

 

   “把燔祭壇安在會幕門前 ” (  出  40 :6  )  

  

“在會幕的帳幕門前，安設燔祭壇，把燔祭和素祭獻

在其上，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 ”(  出  40 :29)  

 

 “他要在耶和華面前宰公牛；亞倫子孫作祭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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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奉上血，把血灑在會幕門口、壇的周圍。 ”(  利  

1 :5)  

 

    “若未曾牽到會幕門口、耶和華的帳幕前獻給耶和華

為供物，流血的罪必歸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

從民中剪除。這是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們在田野裏

所獻的祭帶到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交給祭司，

獻與耶和華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灑在會幕門口、

耶和華的壇上，把脂油焚燒，獻給耶和華為馨香的

祭。他們不可再獻祭給他們行邪淫所隨從的鬼魔

〔原文是公山羊〕；這要作他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

例。「你要曉諭他們說：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

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獻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

帶到會幕門口獻給耶和華，那人必從民中剪

除。 ”(  利  17 :4-9)  

 

    4 .   聖殿  

 

 “王和以色列眾民一同在耶和華面前獻祭。所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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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耶和華獻平安祭，用牛二萬二千，羊十二萬。這

樣，王和以色列眾民為耶和華的殿行奉獻之禮。當

日，王因耶和華殿前的銅壇太小，容不下燔祭、素

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將耶和華殿前院子當中

分別為聖，在那裏獻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

油。 ”(  王上  8 :62-64)  

 

    主前 586 年聖殿被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毀 (哀

1 :4 ;2 :2) ,但七十年後被擄的猶太人回來重新建造 ,目的是

為著敬拜和獻祭 .  

 

 “「塞魯士王元年，他降旨論到耶路撒冷神的殿，

要建造這殿為獻祭之處 .…… ”(  拉  6 :3)  

 

    但耶穌被釘十字架時 ,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

兩半。 ”(  可  15 :38)  

 

    5 .   以心靈誠實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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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

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說：「婦人，你當

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

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

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時候

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

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或

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

4 :20 -24)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

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所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

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 ” (  徒  17 :24 -25)  

 

 

第 48 篇  格物致知之道   

 

    中國四書首卷 ,  “大學 ”  提到 “格物致知 ”  之道 ,  与聖

經是否能作一探討? 中國文化与聖經能否有相融之處? 在理性上對

“格物致知 ”  之道怎樣才能作進一步的理解 ? 怎樣才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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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實際的功效 ? 

 

    《大學》傳文之五章 ,釋格物致知 ,因原文亡佚 ,只存

兩句 ,  “……此謂知之本……此謂知之至也 .”因無上文 ,

實在不容易瞭解它真正的意義 .  

 

    《大學》經文一章提到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

至 .”用現代語言來說 :  “要達到最徹底最高的知識 ,在於

盡量窮究事物的道理 .等到各種事物的道理都考究明白了 ,

然後知識才能發揮到徹底 .”這關係到知識論 .  《大學》

是講做人做事的道理 ,要有通達的知識 ,才能意誠、心正、

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 ,  知識能底發揮 ,做人做事才

能成功 ,自然有一番道理 .  

 

    但知識從何而來 ?世人有何觀點 ?聖經又如何解釋 ? 

   “知識論 ”是研究認知知識的學問，探索對知識的來

源、方法與定義等，分析對所瞭解的知識是否具有客觀

性、有效性及正確性。知識是否有其可能或必然性？有

效的認識存有物就是真理。知识论是探讨知识的本质、起源和

范围的一个哲学分支.知識論的派別很多：有經驗知識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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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知識論、感觀知識論、啟示知識論。  

 

    現代人追求知識一般都從教育著手 ,  從童年入小學 ,  

進而入初高中, 再而進大學, 續而入研究所, 研究科學、醫學、動物

學、經濟學、管理學、天文學、物理學等等, 而想取得 “格物致知之

道”, 能暸解天文地理人文的知識,此乃屬於世界上的知識. 我們當進

一步接受屬靈的教育, 才能理解人与神的關係. 

 

    我們應該進一步知道啟示、理性與知識的來源. 

      現代哲學的理性思維，不能像上帝所啟示的真理，

具有權威性，並指出人生存的意義、價值與方向。人若

要瞭解絕對性的真理須靠上帝的啟示，不是靠世俗的哲

學。啟示並不違反理性與邏輯；理性也不能反對啟示。

因為啟示可糾正理性，而理性可傳遞啟示的真理。  

 

    上帝是自啟的神，祂向人類顯明自己的心意，祂是

啟示的源頭。  

 

    人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創 1： 26），上帝造人物質

的身體，也造人非物質的靈魂（創 2： 7）；上帝賦予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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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理性、思想、感情，所以人的理性和知識是從上帝

而來的 ,人屬靈的知識是由聖靈啟示而來的。  

 

    理性與啟示的真理都是由上帝而來，上帝是一切萬

物的本源，因為萬物是本於祂、出於祂、歸於祂。而有

理性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因此人有理性，是

理所當然的。  

 

    上帝的啟示是可以明白的，並且充滿著理性正確的

觀念。啟示是出於上帝，不是人構想出來的理論。歷世

歷代領受上帝啟示的先知與使徒，都是以上帝的思想去

思想。因為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

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

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賽  55：

8-9）。沒有任何人可用自己的意念來代替上帝的意念。  

 

    我們既然知道知識智慧的總源頭是上帝 .因此 ,我們

必須與上帝有生命的聯接 ,才能  “格物至知 ”  

 

    我們要與上帝生命的聯接 ,信靠耶穌是惟一的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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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 :  “

人能到父那裏去。 ”(  約  14 :6)因他是上帝與人的中保 ,他

給人屬靈的生命 ,而且是更豐盛的生命 (  約  10 :10) ,有意

義、有方向、有目標、有能力、有永遠的盼望 .  

 

    上帝的智慧和知識 ,是深不可測的 ,上帝是無所不知

的 .人不能以有限的知識來衡量無限的上帝 .聖經說 :“深

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

蹤跡何其難尋！ ”(羅 11:33) 

 

    上帝賜人智慧和知識 ,《聖經》說 :“因為，耶和華賜

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  箴  2 :6)人若敬畏

上帝 ,誠心順服他 ,必得智慧和知識 .“神喜悅誰，就給誰智

慧、知識，和喜樂 ”(  傳  2 :26)“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  箴  9 :10)    

 

    上帝藉著聖靈給人智能和適當的言語 .“這人蒙聖靈

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

語 .”(  林前  12 :8 )一個人知識通達 ,在屬靈與屬世上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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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辦事精明 ,有高尚的品德和人格 .這樣才能  “格物致

知 ” .  所羅門王智慧通達 ,  他能通曉世界的知識 ,  同時能

通曉屬靈的智慧 ,  他著箴言充滿了智慧的言辭 .  因他向上

帝求智慧 .  “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

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  所羅門因為

求這事，就蒙主喜悅。神對他說：  ‘你既然求這事，不

為自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單求智

慧可以聽訟，我就應允你所求的，賜你聰明智慧，甚至

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你所沒

有求的，我也賜給你，就是富足、尊榮，使你在世的日

子，列王中沒有一個能比你的。 ’  ” (王上  3 :9-13)  他治國

有方 ,  行事有則 ,  他在位時是以色列國全盛時期 .  

    “神賜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如同海

沙不可測量。所羅門的智慧超過東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

智慧。 …天下列王聽見所羅門的智慧，就都差人來聽他

的智慧話。” (王上  4 :29-30、34) ,  他真是一位  “格物致知 ,  

治國平天下 ”的人 .  

 

    我們不但要博覽群書 ,充實自己 ;還要多讀聖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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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人、多讀事、多讀大自然 .因為學無止境 ,對事理能貫徹

的瞭解 ,知識才能徹底的發揮 ,如此 ,才能談得上修身齊家 ,

治國平天下 .  

 

    我們的知識要廣博 ,見識要多 ,而且要有新的知識 .使

徒保羅說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

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  腓  1 :9)  “聰明人的心得知識；智慧

人的耳求知識。 ”(  箴  18 :15)  

 

     我們既為新民 ,就要有新的思想 ,新的知識 .“這新人

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  西  3 :10 )  

 

    “格物致知之道 ” ,不是單為著知識 ,也不是單為著瞭

解事物的要理 ,而是要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職責 .所以我們要累積各種學問知識 ,修身養性 ,塑造有上

帝形像的品德 ,才能充份發揮 .《聖經》說 :“正因這緣故，

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

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

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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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上加

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

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

了。 ”(  彼後  1 :5 -8)  

 

     在此提到信心、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敬、

愛弟兄的心、愛眾人的心 .先由信仰開始 ,進而明德 ,再而

致知 ,樹立各種德性 ,最後以愛發揮到最高峰 ,不但要愛

弟兄 ,還要愛眾人 .愛是超種族 ,超國界的 . “修、齊、治、

平 ”若能以愛為原動力 ,諒可天下太平 . “格物致知 ”只不

過是基本的裝備吧了 !  

 

 

附錄  格物致知之道   投影片用文字檔    

 

    《大學》傳文之五章  “……此謂知之本……此謂知

之至也 .”  

  

    《大學》經文一章提到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

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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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知識從何而來 ?世人有何觀點 ?聖經又如何解釋 ? 

 

   “知識論 ”是研究認知知識的學問，探索對知識的來

源、方法與定義等，分析對所瞭解的知識是否具有客觀

性、有效性及正確性。知識是否有其可能或必然性？有

效的認識存有物就是真理。知识论是探讨知识的本质、起源和

范围的一个哲学分支.知識論的派別很多：有經驗知識論、理

性知識論、感觀知識論、啟示知識論。  

 

    人是照上帝的形像造的（創 1： 26），上帝造人物質

的身體，也造人非物質的靈魂（創 2： 7）；上帝賦予人意

志、理性、思想、感情，所以人的理性和知識是從上帝

而來的 ,人屬靈的知識是由聖靈啟示而來的。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

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

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賽  55： 8-9）。 

 

耶穌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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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  約  14 :6)  

  

 “深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

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羅 11:33)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

出。 ”(  箴  2 :6 )  

 

 “神喜悅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 ”(  傳  2 :26)“敬

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  箴  

9 :10 )    

 

    “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

他知識的言語 .”(  林前  12 :8)  

 

 “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

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  所羅門因為求這

事，就蒙主喜悅。神對他說：  ‘你既然求這事，不為自

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你仇敵的性命，單求智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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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聽訟，我就應允你所求的，賜你聰明智慧，甚至在你

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你所沒有求

的，我也賜給你，就是富足、尊榮，使你在世的日子，

列王中沒有一個能比你的。 ’  ” (王上  3 :9-13)   

 

    “神賜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如同海

沙不可測量。所羅門的智慧超過東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

智慧。 …天下列王聽見所羅門的智慧，就都差人來聽他

的智慧話。 ” (王上  4 :29-30、 34)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

識上多而又多 ”(  腓  1 :9)   

 

“聰明人的心得知識；智慧人的耳求知識。 ”(  箴  

18 :15)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

像。 ”(  西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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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

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

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

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

兄的心，又要上加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

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

閒懶不結果子了。 ”(  彼後  1 :5-8 )  

 

 

第 49 篇  倫理觀初探  

 

     中華文化的倫理就是人倫之理 ,儒家的人倫主要講  

“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  五種關係中應守的規

範  ;  人倫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 ,  注重如何為人的道理及

行為的規範 .  而且  “以禮義倫理 ,  教訓人民 .”  (  輔佐篇  )  

“經古今之道 ,  治倫理之序 .”  (  淮南子、要略訓  )  中華

文化極注重倫理道德教育 ,有相當高度的標準 .  

 

    倫理道德主要是闡釋有關  “是 ”與  “非 ”的問題 ,或

稱為道德上的  “對 ”  與  “錯 ”問題 .在各種不同的文化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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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種不同的倫理道德觀 ;在不同的宗教中 ,也有不同的

倫理道德觀 ;  在不同的哲學觀念中 ,也有不同的倫理道德

觀 .我們必需要有道德標準 ,才能履行道德責任 .聖經的倫

理道德是以神啟示的真理為標準 .  

 

    一 .   民俗倫理觀  

 

    文化是人對神普遍啟示的回應 ,民俗是文化的一部

份 .有很多的觀點是因風俗習慣所型成的倫理觀 ,  是由某

一族群的人 ,  基於他們共同需要而制定的標準 ,一旦絕對

化 ,就會引起矛盾和衝突 ;因為其道德標準 ,對其他族群的

人並不適用 ,很可能剛好是相反的 .如早期在東馬的土族 ,  

“砍人頭 ”是英雄好漢 ,在其本族人中的倫理道德觀 ,是合

理的 ,但在高度文化的漢族人 ,或歐美人士 ,則認為不人道 ,

不尊重人權 .若以聖經觀來看 ,則有違背十誡中的  “不可

殺人 ” !  

 

   二 .    強權倫理觀  

 

    有的是因  “政治的強權和利益就是標準 .”古希臘的

哲學家特拉西高馬可士 (Thrasymachus)  說 :  “強者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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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就是公平 ” .這種利益 ,可能只有少數人的利益 ,並非全民

的利益 ,並非普世人的共同利益 ;甚至可能是多數人受傷

害 .如秦始皇  “焚書坑儒 ” ,是想為家族統治天下 .其實 ,反

而傷害了國家百姓 ,使文化教育退後 .政治權力不是倫理

道德的基礎 .如奴隸制度 ,強者欺弱者 ,這是不公義 ,又不公

平的歷史事實 .所以李文斯頓本著  “在上帝面前 ,人人是

平等 ”的聖經觀 ,他竭力反對非洲販賣奴隸的制度 .美國林

肯總統為解放奴隸制度 ,引起南北戰爭 .他有一句名言 :  

“更重要的 ,是我們站在上帝這一邊 ,我們才能得勝 !”可見

聖經的倫理觀 ,才是永恆的根基 .  

 

    三 .    人本倫理觀  

 

    希臘哲學家普洛塔高勒斯 (Protagoras)  說 :  “人是

量度萬物的標準 ” .但人各自有自己的標準 ,  聖人有聖人

的標準 ,強盜有強盜的標準 .  就是聖人因時、因地、因人

也會有不同的標準 .如論語記載 :  “葉公語孔子曰 :吾黨有

直躬者 ,其父攘羊 ,而子証之 .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

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 .”(《論語、子路篇》 )  以人

本性為衡量倫理道德的基礎是靠不住的 .因人墮落之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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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善是相對性的 ,對善的認知也是有限的 .如孟子的性

善說 :  “人性之善也 ,…人無不善 .…乃若其性 ,則可以為善

矣 ,乃所謂善也 .若乎為不善 ,非才之罪也 .”孟子將人的良

心功能 ,當作良心的本質 .這是本質性的錯誤 .人類與生具

來就有罪性 ,  因此 ,  以人為本的倫理是脆弱的 !聖經的倫

理是以神不變的本性為標準 .  

 

    四 .     功利倫理觀  

    

     功利主義以  “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及長遠的利益 ”

為倫理的標準 .邊沁 (Jeremy Bentham) 主張以最大的數

量為標準  .  米爾  ( john Stuart  Mil l )  主張以質量為衡量

的標準 .其中最大的困難即質不等於量 ,有最大的質 ,可能

是最小的數量 ;有最大的數量 ,可能是最少的質 .兩者不能

等量齊觀 .結果就會產生矛盾律 .其次是善功的衡量標準 ,

各有不同的觀點 .譬如一些黑幫的幫主 ,或毒梟的首腦 .一

面賺黑錢 ,一面捐慈善事業 ,  給一部份人得益 ,  在社會上

鈷名釣譽 ,  嚴然然像慈善家 ,其實是社會的敗類 ,暗中行了

很多不敢見光的惡事 .  以賽亞先知說 :  “  我們都像不潔淨

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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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  (  賽  64 :6)  

 

     功利主義為求達到其目標 ,以目的為中心 ,而不擇

手段行事 ,如羅馬的尼羅王屠殺基督徒 ,以達到其政治目

標 ,其中並不合乎善的倫理 .功利主義講究結果 ,但動機若

不合乎正確的原則 ,仍是不合乎聖經的倫理 .譬如一位非

信徒的父親生病 ,他兒子說 :  “請你們為我父親禱告 ,如果

他病好了 ,我就信耶穌 .”這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功利思想 ,其

動機本身並不合乎聖經正確的原則 .聖經的原則 :  不論你

個人的利害的關係 ,信耶穌乃是上帝的命令 .  聖經說 :  

“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他

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   約一  3 :23  )  其次神的

醫治是出於神的主權 ,神的旨意 ,神的作為 ,不是人所能指

揮的 ,也不是任何人可代替神來醫治 .功利主義不是聖經

的倫理觀 .  功利主義以最大的利益為標準 ,聖經是以神更

高的法則為取向 .  

 

      “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及長遠的利益 ” ,  必需要有衡

量的標準 ,但若單以某一個族群 ,某一個國家 ,某一種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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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個宗教的標準來衡量 ,如此還是局部性 ,有限性 .惟有

耶穌救贖性的倫理是普世性的 ,  神愛世人 (約 3:16) ,使凡

信祂的都得永生 .主耶穌  “為全人類帶來最大及長遠的利

益 ” !  “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

”  (  徒  4 :12  )   

 

     功力主義認為可不擇手段 ,以求達到目標 .因此 ,希

特勒可放心的使六百萬猶太人死於毒氣 .  史大林可使一

千八百萬無辜的人喪命 .  “希律 …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

歲以裏的，都殺盡了。 ”  (  太  2 :16  )  這些人為求達到其

政治野心的目標 .  完全違背了基本的倫理標準 .手段不正

當往往會產生不良的結果 ,目標不能成為普世性善的標準 .

上帝的善才是普世性的標準  .  (代下 5 :13 ;詩 100:5 ;太

5 :48)  

 

     五 .     宗教倫理觀  

     

     宗教是人對神普遍啟示內在的回應 .宗教比比皆是 ,

宗教有其宗教文化的倫理觀 ,各有所不同 ,不同的宗教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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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同的觀點 ,并非放諸四海皆準 .譬如彿教有些人吃素

而不吃葷 ,  吃素者一旦吃葷就良心不安 .猶太教與回教不

吃豬肉 ,認為不潔淨 ,吃了會自責 .天主教的神父、彿教的和

尚主張不結婚 ;回教則主張多妻 .有的原始宗教獻人祭 ,高

級宗教反對獻人祭 .由此可知宗教的倫理道德觀是相對的 ,

不是絕對的 .適合彿教的 ,不一定適合回教 ;  適合回教的 ,

不一定適合猶太教 ,如此情況 ,只能說 ,各行其道 ,各取所需 .

並沒有統一律 ,不能成為普世的倫理觀 .有的宗教團体集

體自殺 ,如瓊斯鎮 (Jonestown)的悲劇 ,已超出宗教倫理之

外的行為 ,是為所有宗教所譴責的 .聖經警告說 :  “  你們這

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走遍洋海

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地獄之子，

比你們還加倍。 ” (  太  23 :15 )  

 

    六 .     聖經倫理觀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 ” (  提後  3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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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才有聖經 ,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神是主体 ,神

善德之本性和旨意是絕對永存不變的 .聖經說  :  “  因為

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  詩  100:5)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

靈本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 (  詩  143:10)  

 

     聖經的倫理道德 ,是根據神啟示的真理為基礎 .神

的話安定在天 ,一點一畫都不能更改 ,是終極的權威 !光是

提後 3 :16 -17 已是把倫理道德觀概要的提出 :  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 ,在信仰行為上歸向正確的道路 .  教導人學

義都是有益的，在行為生活以神的義為原則 ,叫屬神的人

得以完全 ;在品格道德上進入更完全的境界 ,這完全是以

上帝為標準為原則 .聖經說 :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

的天父完全一樣。 ”  (   太  5 :48  )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身

体力行 ,活出真善美的倫理標準 .  

 

    聖經倫理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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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絕對性  

 

         “  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 .” (  瑪  3 :6  )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

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

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 (  雅  1 :17  )  

 

     物換星移 ,世上萬物都在改變 ,惟獨上帝永不改變 ,

祂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 ,祂是自有永有的耶和華 ,

祂是超越時間、空間、物質的神 .神的屬性是不變的 ,永存

的 ,聖經的倫理是出自神的本性 ,才能有絕對性 ,無論在範

圍、優先次序、本源、實質內涵 ,都是絕對的 .如聖潔、公

義、良善、信實、仁愛、和平、溫柔、節制等都來自神 ,

也都是道德絕對的規範 .神本性是獨一的 ,但卻有多樣的

屬性 ,所以聖經每一條道德律都是反應神的屬性 ,所有屬

性都源於神不變的本性 ,故其道德律也是絕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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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律論是倫理相對主義的激進派 .它不但否

定了任何倫理的絕對規範 ,更否定了一切具有約束

性的道德律 .它是完全  「無法」的系統 .”…非律論

是純主觀的 .…這理論太過個人主義 .…它是沒有效

用的 ,因為超過一個人存在的社會裏 ,若是沒有外存

規範 ,它是不能運作的 .  …它是不合理性的 .” (賈詩

樂  基督教倫理學  P  35)  

 

    非律論是違反聖經的 ,他們認為並沒有甚麼律法 .  例

如 :“不可殺人。 ” (  出  20 :13 )  不可謀殺是尊重人的生命

權 ,也表示愛惜生命 ;因為人是照神的形像造的 ,聖經說  :  

“  

女。 ” (  創  1 :27)人是神聖、尊貴、榮耀、重要的 .  所以

神警告說  :  “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

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  (  創  9 :6)  

 

    我們若在基督裏 ,就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

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 (  西  3 :10)  我們就有主

的性情 ,活出主的樣式 ,彰現聖經絕對性的倫理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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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道德應用遇到有衝突時 ,應如何解決 ?  “等級

絕對論 ”提出答案如下 :  

     “道德律在本源上是絕對的 ,在無扺觸時於個別範

疇內也是絕對的 ,在有抵觸時於彼此的優先次序上 ,也是

絕對的 …等級絕對論最重要的原則如下 :有多條的道德原

則 ,它們都是基於神絕對道德的本性 ;道德的義務有高低

之別 —例如說 ,愛神重於愛人 ;道德律有時會發生無可避

免的衝突 ;在這種衝突中 ,我們有責任服從較高的道德律 ;

而當服從較高的道德律時 ,我們無需為未能遵行的較低律

法而負責 .”  (賈詩樂  基督教倫理學  P  35)  

 

    例 :憐憫與誠實面臨衝突時 ,救人或害人面臨衝突時 ,

怎麼辦 ?  

 

           聖經說 :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 (  出  

20 :16)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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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 (  弗  4 :25)  

 

    誠實的道德律是人人都當遵守的 .但喇合故意欺騙 ,

為保存以色列探子的生命 ,為甚麼上帝不責備她 ?反而被

稱為信心的偉人 ?反而被稱義 ?  

 

             聖經記載 :  “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

耶和華面前毀滅；只有妓女喇合與她家中所有的可

以存活，因為她隱藏了我們所打發的使者。 ” (  書  

6 :17 )  

 

 “

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 ”  (   來  11 :31  )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樣因行為稱義嗎？ ” (  雅  2 :25)  

 

  因為 :  (1)  憐憫重於誠實 .  喇合的謊言是憐憫的一部份 .

上帝賜福她的燐憫 ,不是賜褔她的說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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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命重於誠實 .喇合以說謊救生命 ,而不

以誠實害生命 .  

        (3)   信心以行為表達 —喇合說謊是信心的

一部份 .  

           (4 )    喇合蒙上帝侻納 ,是因她的信心 .  

 

    當兩個道德律在應用上有衝突時 ,  當服從較高的道

德律 .我們當行  “  那律法上更重的事 .”  (  太  23 :23  )  

 

2 .  啟示性  

 

    聖經的倫理道德既然來自神的命令 ,即出於神的啟

示 .人不能單靠自己的理性去研究神默示的聖經 ,  乃是透

過聖靈的引導才能明白  .  

 

     藉著神自然的啟示人可以認識神的存在 .  聖經說 :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

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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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無可推諉。 ”  (  羅  1 :19-20)  

 

    神特殊的啟示 ,叫人曉得祂的旨意 ,分別是非 .聖經說 :   

“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就曉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別是

非 .” (  羅  2 :18)  人類倫理道德的根基是由神的啟示而建

立的 .  

 

   神啟示可藉著自然、歷史、良心、基督和祂的話 ,叫

人活出祂的道德律 .聖經說  :  “  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

必不按律法滅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

受審判。（原來在神面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乃是行律

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

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

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  羅  

2 :12 -15)  

 

    神啟示的倫理道德 ,世界上沒有宗教的文獻或律法

的內容可以相比 .玆舉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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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

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

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

實，全然公義─  

 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

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

過錯。  

 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

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

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  (  詩  19 :7-14 )  

 

    神啟示的倫理道德最完善  :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 ,耶

和華的法度確定，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耶和華的命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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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

全然公義 .  

 

    功用最超然  :  能甦醒人心 ,  能使愚人有智慧 ,  能快

活人的心 ,  能明亮人的眼目 ;  

大賞。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

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  儒家的修、齊、治、平 ,  是人

本的訓誨 ,靠人本心的力量修行 .聖經是藉著神啟示的道 ,  

讓我們靠聖靈行事  (加 5:25) .  

 

3 .  普世性  

 

    文化的倫理道德 ,有的內容只限於某一種民族 ,或某

一個地區 ,或某一個時代 .如孔子時代 ,  “三年守喪廬墓 ”?

只適合當時的禮教文化 .孝道的精神要保存 ,作法的觀念

要改變 .孟子說 :  “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 .”  譬如  “三年守喪

廬墓 .”  是否行得通 ?此種觀念是否合乎時代性 ?子路問三

年之喪 ,改為一年便可 .孔子說 :   “於汝安乎 ?汝安則為之 .

夫君子之居喪 ,食不甘旨 ,聞樂不樂 ,居處不安 ,故不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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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喪之禮 ,是為著內心的平安為主 .還是有彈性的 .  我們不

能食古不化 ,  疆硬的一成不變 .如果 “三年守喪廬墓 .”甚麼

事都無法作 ,甚麼班都不能上 ,是否合乎現狀 ?譬如一國之

元首有父喪 ,  能否  “三年守喪廬墓 ”? 不理國政 ?孝子守

喪主要的用意是表示哀傷 ,能否不受時空的限制 ?岳飛母

喪不能 “三年守喪廬墓 ” ,因為國家要他衛國出征 .孔子居

喪的孝道觀在歐美國家是行不通的 ,恐怕現代的華人社會

也是行不通的 ,可見文化的倫理觀不是普世性的 .  

 

    但聖經的孝道觀是普世性的 ,精簡扼要 ,放諸四海皆

準 .  

 

            聖經說  :  “  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

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並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  (  申   5 :16  )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

所當然的。 ”  (  弗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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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新舊約的孝道觀都提到神 ,是否排擠非信徒 ?

不 !聖經是以總原則論孝道 ,  上帝是創造的主、生命的

主、人類的主 ,父母兒女都敬畏主 ,都在主裏行孝 ,自然會理

順的 .這是普世性的原則 .  

 

     另如十誡 (出 20:3-17)、天國寶訓 (太 5:3-18)  都是

普世性的憲章 .  

 

    4 .   規範性  

 

    公義的上帝命定倫理道德的標準 ,是有規範性的 ,具

有普世性的約束力 .人的道德義務  ,  不是自由的選項 ,  而

是一種天經地義的責任  .  神是道德立法者  .  人類倫理

責任  ,  不是以人本定的標準 ,而是以神默示聖經為標準 .  

“感情論 ”者 ,以主觀的感受來定標準  ,  而放棄規範性的

倫理  ,  這是危險的 ,因為人的感情會因人、因時、因地、

因環境而變化 ,是相對的 .人類墮落之後 ,罪性影響人的理

性和意志 ,神的道德律為規範人的行為責任 .文化的風俗

習慣 ,不能成為終極的標準 ,  風俗習慣應規範於神立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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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神的律法是良善、屬靈的  ,  是一切行為的根據 .  

 

     神的律法有規範的功用  ,  例如亞干取當滅之物 ,  

神對他施行嚴厲的審判 .  神藉摩西頒佈十誡說  :  “  不可

偷盜。 ”  (  出  20 :15  )  又說  :  “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

並他一切所有的。 ”   (  出  20 :17  )  甚至約書亞攻打耶利

哥城之前亦警示  :  “   至於你們，務要謹慎，不可取那當

滅的物，恐怕你們取了那當滅的物就連累以色列的全

營，使全營受咒詛。 ”  (  書  6 :18  )  不幸 ,  “以色列人在當

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大支派中，謝拉的曾孫，撒底

的孫子，迦米的兒子亞干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的怒氣

就向以色列人發作。 ”  (  書  7 :1  )  結果 ,  神譴責  :  “  以

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滅的

物；又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當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

裏。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

面前轉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

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  (  書  7 :11  )  

最終 ,  約書亞說：「你為甚麼連累我們呢？今日耶和華必

叫你受連累。」於是以色列眾人用石頭打死他，將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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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燒他所有的〔原文是他們〕。 ”  (  書  

7 :25  )  

 

    “  罪的功價就是死  .”  (  羅 6:23  )  亞干在神規範的

倫理道德下承受結果 .  人有行為的罪  ,  思想的罪 ,  心靈

的罪 .  惟有神聖潔、公義、良善的律法才能規範人的罪 .  

 

 聖經說 :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

潔、公義、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

惡極了。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

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 ” (  羅  7 :12-14)  

 

     能分辨民俗的倫理觀、強權的倫理觀、人本的倫

理觀、功利主義的倫理觀、宗教的倫理觀、聖經的倫理

觀 ,  並知道聖經倫理的特色 ,  都是好的 .  但有知識並不表

示就已活出健康的倫理法則 ,  知識不能代替生活的原則 .  

以聖經的觀點 ,屬肉體的人 ,要徹底認罪 ,被聖靈充滿 ,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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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引導 ,在神道德律規範之下 ,才能履行聖經的倫理

道德責任 .  

 

 

附錄  倫理觀初探   投影片用文字檔  

 

     中華文化的倫理就是人倫之理 ,儒家的人倫主要講  

“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  五種關係中應守的規

範 .  

 

“以禮義倫理 ,  教訓人民 .”  (  輔佐篇  )   

“經古今之道 ,  治倫理之序 .”  (  淮南子、要略訓  )  

 

    一 .   民俗倫理觀  

 

    文化是人對神普遍啟示的回應 ,民俗是文化的一部

份 .  

 

 “不可殺人 ” (出 20:13)  

 

   二 .    強權倫理觀  

 

    古希臘的哲學家特拉西高馬可士 (Thrasymac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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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強者的利益就是公平 ” .  

秦始皇  “焚書坑儒 ”  

 

李文斯頓 :  “在上帝面前 ,人人是平等 ”的聖經觀  

美國林肯總統為解放奴隸制度 ,引起南北戰爭 .他有一句

名言 :  “更重要的 ,是我們站在上帝這一邊 ,我們才能得

勝 !”  

  

    三 .    人本倫理觀  

 

    希臘哲學家普洛塔高勒斯 (Protagoras)  說 :  “人是

量度萬物的標準 ” .  

 

“葉公語孔子曰 :吾黨有直躬者 ,其父攘羊 ,而子証之 .

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 ,直在其

中 .” (《論語、子路篇》 )  

 

孟子的性善說 :  “人性之善也 ,…人無不善 .…乃若其

性 ,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 .若乎為不善 ,非才之罪也 .”

孟子將人的良心功能 ,當作良心的本質 .  

 

    四 .     功利倫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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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利主義以  “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及長遠的利益 ”

為倫理的標準 .邊沁 (Jeremy Bentham) 主張以最大的數

量為標準  .  米爾  ( john Stuart  Mil l )  主張以質量為衡量

的標準 .  

 

 “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

服。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

吹去。 ”  (  賽  64 :6)  

 

     “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  (   約一  3 :23  )  

 

      “為最多人帶來最大及長遠的利益 ”  

 

惟有耶穌救贖性的倫理是普世性的 ,  神愛世人 (約

3:16) ,  

 

 “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

得救。 ”  (  徒  4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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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律 …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

殺盡了。 ”  (  太  2 :16  )   

 

     五 .     宗教倫理觀  

     

“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

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

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 ” (  太  23 :15)  

 

    六 .     聖經倫理觀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 ” (  提後  3 :16-17)  

 

    “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

實直到萬代。 ”  (  詩  100:5 )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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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本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 (  詩  143:10)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  

(   太  5 :48  )   

 

    聖經倫理的特色  

 

1 .  絕對性  

 

         “  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 .” (  瑪  3 :6  )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

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

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 (  雅  1 :17  )  

 

         “非律論是倫理相對主義的激進派 .它不但否

定了任何倫理的絕對規範 ,更否定了一切具有約束

性的道德律 .它是完全  「無法」的系統 .”…非律論

是純主觀的 .…這理論太過個人主義 .…它是沒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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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 ,因為超過一個人存在的社會裏 ,若是沒有外存

規範 ,它是不能運作的 .  …它是不合理性的 .” (賈詩

樂  基督教倫理學  P  35)  

 

“  

男造女。 ” (  創  1 :27 )  

 

“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

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  (  創  9 :6 )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

主的形像。 ” (  西  3 :10)  

 

     但當道德應用遇到有衝突時 ,應如何解決 ?  “等級

絕對論 ”提出答案如下 :  

     “道德律在本源上是絕對的 ,在無扺觸時於個別範

疇內也是絕對的 ,在有抵觸時於彼此的優先次序上 ,也是

絕對的 …等級絕對論最重要的原則如下 :有多條的道德原

則 ,它們都是基於神絕對道德的本性 ;道德的義務有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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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別 —例如說 ,愛神重於愛人 ;道德律有時會發生無可避

免的衝突 ;在這種衝突中 ,我們有責任服從較高的道德律 ;

而當服從較高的道德律時 ,我們無需為未能遵行的較低律

法而負責 .”  (賈詩樂  基督教倫理學  P  35)  

 

    聖經說 :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 (  出  20 :16)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

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 (  弗  4 :25)  

 

 

     “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華面前毀滅；只有

妓女喇合與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為她隱藏了

我們所打發的使者。 ” (  書  6 :17)  

 

 “

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 ”  (   來  11 :31  )  

 

 “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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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也是一樣因行為稱義嗎？ ” (  雅  2 :25)  

 

  因為 :  (1)  憐憫重於誠實 .  喇合的謊言是憐憫的一部份 .

上帝賜福她的燐憫 ,不是賜褔她的說謊 .  

    (2)  生命重於誠實 .喇合以說謊救生命 ,而不以誠實

害生命 .  

    (3)   信心以行為表達 —喇合說謊是信心的一部

份 .  

      (4)    喇合蒙上帝侻納 ,是因她的信心 .  

 

    我們當行  “  那律法上更重的事 .”  (  太  23 :23  )  

 

2 .  啟示性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

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  (  羅  1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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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就曉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別

是非 .” (  羅  2 :18)   

 

“  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凡在

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原來在神面

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乃是行律法的稱義。沒有律法

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

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

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 (  羅  2 :12-15)  

 

    “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

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

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

實，全然公義─  

 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

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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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

過錯。  

 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不容這罪轄制

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

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 ”  (  詩  19 :7-14 )  

 

3 .  普世性  

 

    孔子時代 ,  “三年守喪廬墓 ”  

 

孟子說 :  “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 .”  

 

子路問三年之喪 ,改為一年便可 .孔子說 :   “於汝安

乎 ?汝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 ,食不甘旨 ,聞樂不樂 ,居處

不安 ,故不為也 .”  

 

岳飛母喪不能 “三年守喪廬墓 ” ,因為國家要他衛國

出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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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並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

久。 ”  (  申   5 :16  )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

所當然的。 ”  (  弗  6 :1  )  

 

     如十誡 (出 20:3-17)、天國寶訓 (太 5:3-18)  都是普

世性的憲章 .  

 

    4 .   規範性  

 

     “  不可偷盜。 ”  (  出  20 :15  )   

 “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並他一切所有的。 ”   (  出  

20 :17  )  “至於你們，務要謹慎，不可取那當滅的物，

恐怕你們取了那當滅的物就連累以色列的全營，使全

營受咒詛。 ”  (  書  6 :18  )   

 

“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大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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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子，迦米的兒子亞干取了

當滅的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 ”  (  書  

7 :1  )  

 

 “  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

約，取了當滅的物；又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當滅

的放在他們的家具裏。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

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詛

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

與你們同在了。 ”  (  書  7 :11  )  

 

約書亞說：  ‘你為甚麼連累我們呢？今日耶和華

必叫你受連累。 ’  於是以色列眾人用石頭打死他，將

石頭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燒他所有的〔原文是他們〕。”  

(  書  7 :25  )  

 

    “  罪的功價就是死  .”  (  羅 6:23  )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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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嗎？斷

了。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

的，是已經賣給罪了。 ” (  羅  7 :12-14)  

 

 

第50篇  差傳的聖經觀（一） 

 

    差傳是不是亞當墮落之後神才計劃的？差傳是不是人類分散普

天下之後神才設計的？差傳是不是神設立教會之後才開始的？是不

是有了教會才有差傳？是不是主耶穌復活之後才有差傳？不！都不

是。 

   

    一、差傳是神創世以前的計劃 

 

    "父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

所有的榮耀。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

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們知道﹐

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裡來的．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道﹐我

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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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你差了我來。"(約17:5-8) 

 

    在創立世界以先主耶穌與聖父同在、同尊、同榮.在創立世界以

先聖父與聖子已計劃了救贖與差傳的工作。耶穌說: “他們本是你的﹐

你將他們賜給我”, 聖父早就預定誰是屬他的人. 耶穌乃是從天父那

裏被差到世上作宣道的事奉. “你所賜給我的道﹐我已經賜給他們．他

們也領受了.” 並且相信.聖父差聖子來完成救贖的工作。聖子差派聖

徒去宣道. 耶穌說:"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

17:18 )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

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1:1-2;14) 

 

    創立世界以先, 就有道,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給他取名叫耶穌. 

意即他要將他的百姓從罪惡裏拯救出來. 他有恩典, 叫人因信稱義;

他有真理, 叫人理智信服. 他說: “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約 14:6)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

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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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

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

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

充足足賞給我們的﹐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

的奧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

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弗1:4 -10) 

 

    神的救贖計劃不是亞當墮落之後才預備的，乃是創世以前就計

劃、預定、預選, 是神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為什麼可能？因為神

是無所不知的, 他超越時間、超越空間、超越物質。主神說："我是

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啟1:8)

時間、空間、物質都是神所創造的（創1:1)神本身就是超越時間、空

間、物質的全能者。神既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神就照他自己所喜

悅的旨意預定、預選他的子民。神的恩典、愛与救贖都是在基督裏所

賜給我們. 

 

    例: 神早已預定、預選、預派耶利米先知的工作。"我未將你造

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

國的先知。我就說﹐主耶和華阿﹐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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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耶1:5-7) 

 

    差傳不是現代教會領袖的計劃，不是信徒幫神做了什麼。差傳乃

是神自己永恆裏的計劃，在創世以前已經定規了，受造的人只有順服

創造者的旨意去屢行當盡的本份。以諾、挪亞、亞伯拉罕、但以理因

順服神的差遣而蒙神喜悅。 

 

    二、差傳是神的旨意 

 

    救贖是神的旨意，差傳也是神的旨意。差傳是神的命令（太

28:18-20；可16:15)既然是神的命令當然是神的旨意。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豫定我們﹐藉著耶穌

基督得兒子的名分…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

的奧秘."(弗1:5；9) 

 

   神旨意的奧祕, 以前是隱藏的, 如今在基督裏已經顯明出來了. 

新約中的奧祕有如:1. 基督道成肉身的奧祕(提前3:16).2. 基督替死

救贖的奧祕(林前2:1,7).3. 猶太人与外邦人在福音裏仝歸於一的奧祕

(弗3:3,6)  4. 信徒要復活的奧祕(林前15:51-52). 5. 猶太人最後還

是歸信主的奧祕(羅11:25).6. 神國的奧祕(可4:11). 7. 福音的奧祕(弗



885 

 

3:3,6:19) . 8. 教會的奧祕(弗5:32; 啟1:20) 9. 神的奧祕就是基督(西

2:2-3). 神的奧祕神自己成全(啟10:7), 我們當領受神奧祕的智慧(林

前2:7), 並要存清潔的心, 固守真道的奧祕(提3:9) 

 

    神的旨意何時存在？何時開始？ 

    神的旨意是與神共存的，有神就有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創造

之後才產生的，神的旨意是神的屬性，是與神同時具存的。神是主體，

神按照他喜悅的旨意主動的成就其差傳事工。 

 

    信徒當完全的順服神至高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永無動搖的，無論

是創造的旨意，救贖的旨意，差傳的旨意，神都有主權與能力去完成，

信徒只是神手中的器皿，乃當徹底順服神命令的旨意。 

 

     三、差傳是神立約中的應許 

     

    "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

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創15:18 ) 

 

    "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又要將這些地都賜給

你的後裔．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創26:4 ) 

 

    亞伯蘭就是亞伯拉罕, 神与亞伯拉罕立約, 應許要賜他迦南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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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增他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 這隱喻屬天屬靈的子孫要像天

上的星那樣多. 如今已應驗, 普世基督徒多得像星那樣. 地上萬國必

因你的後裔得福, 在此預言基督要叫萬國得福,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

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

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3:16 ) 不是指以色列人, 今

天中東國家反而怕以色列國, 他們認為以色列國是禍不是福. 福音要

傳給萬國, 萬國才能得福. 差傳是福音遍傳最有效的途徑. 

 

    彼得被聖充滿, 証道時說: "你們是先知的子孫﹐也承受神與你們

祖宗所立的約﹐就是對亞伯拉罕說﹐地上萬族﹐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

"(徒3:25) 証實了神立約時的應許. 家譜記載:“亞伯拉罕的後裔，大

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太 1:1) 按肉身說他是亞伯拉罕的後. 保

羅說: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 1:3-4) 

神立約的應許已經應驗了. 

 

    人不夠資格與神立約，立約乃是神的恩典，神主動的與人立約。

神應許基督叫萬民蒙福，基督乃是更美之約的中保（來7:22;8:6)他以

自己的血為我們成立了新約，使罪得赦（太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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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立約, 神應許，神也差愛子來成就救贖的工作，子也差遣信徒

去宣揚救贖的福音。（約20:21)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

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加3:14 ) 

 

    差傳跟据聖經: 一、差傳是神創世以前的計劃. 二、差傳是神的

旨意. 三、差傳是神立約中的應許. 我們就當照神的計劃. 根据神的

旨音, 遵著神的應許, 按步就班的擴展差傳的聖工, 使福音遍傳天下, 

外邦人數填滿, 恭迎主再臨! 

 

例: 李文斯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中国有戴德生，印

度有克利威廉，而非洲有李文斯顿），他将上帝的永恒之光带进了黑

暗的非洲大陆！ 150年前，李文斯顿深入非洲这块被称为蛮荒的“黑

暗大陆”，面对异教文化、丛林猛兽的强势围攻，李文斯顿满怀敬畏、

热忱与信心。其 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探险奇遇。37年之久，李文

斯顿行走非洲三万里，在任何危险的时刻，他从没有对任何人——包

括食人族与奴隶 贩子——发射过一颗子弹。 

 

   就医学而言，他是进入非洲内陆的第一位医生；就地理而言，他

是画出非洲内陆河川、山脉的第一人；就政治而言，他是终止非洲人

被贩卖为奴的关键者；就探险而 言，他是打开外界进入非洲内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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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就科学而言，他是详细记载中非洲动物与植物的先河。后世的

人，称他是“非洲之父”。非洲地图上，现仍有30多个地方 以他的名

字命名。后世的人，称他是“非洲之父”。他深得非洲土著的敬爱，至

今，非洲人仍称他是“非洲人的朋友”.( 錄自李文斯頓傳. 張文亮) 

 

    你是否願意效法李文斯頓信心的榜樣? 保羅隹美的腳蹤, 彼得

勇往直前的心志, 將自己奉獻給神作為宣教士? 

 

 

附錄  差傳的聖經觀（一）投影片用文字檔   

 

    一、差傳是神創世以前的計劃 

 

    "父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

所有的榮耀。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

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們知道﹐

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裡來的．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道﹐我

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

信你差了我來。"(約17:5-8) 

 

    耶穌說: “他們本是你的﹐你將他們”(約17:6), 聖父早就預定誰是

屬他的人. 耶穌乃是從天父那裏被差到世上作宣道的事奉. “你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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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的道﹐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約17:8) 並且相信.聖

父差聖子來完成救贖的工作。聖子差派聖徒去宣道. 耶穌說:"你怎樣

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17:18 )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道

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

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1:1-2;14) 

 

    耶穌說:“ 

父那裏去。”(約 14:6)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

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豫

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

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

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

充足足賞給我們的﹐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

的奧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

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弗1:4 -10)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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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能者。"(啟1:8)時間、空間、物質都是神所創造的（創1:1)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

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我就說﹐主耶和華阿﹐我不知怎樣說﹐

因為我是年幼的。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

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耶1:5-7) 

 

    二、差傳是神的旨意 

 

     "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豫定我們﹐藉著耶穌

基督得兒子的名分…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

的奧秘."(弗1:5；9) 

 

   新約中的奧祕有如:1. 基督道成肉身的奧祕(提前3:16).2. 基督替

死救贖的奧祕(林前2:7,13). 猶太人与外邦人在福音裏仝歸於一的奧

祕(弗3:3,6)  4. 信徒要復活的奧祕(林前15:51-52). 5. 猶太人最後

還是歸信主的奧祕(羅11:25).6. 神國的奧祕(可4:11). 7. 福音的奧祕

(弗3:3,6:19) . 8. 教會的奧祕(弗5:32; 啟1:20) 9. 神的奧祕就是基督

(西2:2-3). 神的奧祕神自己成全(啟10:7), 我們當領受神奧祕的智慧

(林前2:7), 並要存清潔的心, 固守真道的奧祕(提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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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差傳是神立約中的應許 

     

    "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

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創15:18 ) 

 

    "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又要將這些地都賜給

你的後裔．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創26:4 ) 

 

    "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

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加3:16 )  

 

"你們是先知的子孫﹐也承受神與你們祖宗所立的約﹐就是對亞

伯拉罕說﹐地上萬族﹐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徒3:25)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太 1:1)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 1:3-4)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

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加3:14 ) 

 

例: 李文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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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篇  差傳的聖經觀（二） 

 

    差傳的聖經觀, 第一篇已講了三大點: 一. 差傳是神創世以前的

計劃. 二. 差傳是神的旨意. 三. 差傳是神立約中的應許. 現在我接

著要講第四點. 

 

四、差傳是三一真神的主權 

  

    創造者有權柄差派受造者，差傳是神與人的關係，差傳與受造界

的植物、動物無關，因為只有人是照著神的形像、樣式造的（創1:26)，

神只拯救人，不拯救其他任何活物, 甚至包括墮落的天使, 因為天使

是受造的靈体, 天使在靈裏犯罪是存到永遠的. 神只拯救人, 於是聖

父差遣聖子成為人來拯救世人（羅8:3)。 

 

   1.聖父差派 

 

     A.聖父差派先知 

 

    聖父差派歷世歷代的先知，如摩西、但以理、以賽亞、耶利米、

以西結、約拿等, 為他警誡世人, 要以色列百姓歸回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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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雅各到了埃及．後來你們列祖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差遣

摩西﹐亞倫領你們列祖出埃及﹐使他們在這地方居住。"(撒上12:8  )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 是神的先知, 他奉差到埃及向法老

傳神的話, 帶領以色列百姓脫离壓迫, 脫離暗無天日的環境, 進入迦

南得自由的事奉神. 

 

    當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水深火熱時，神差摩西世拯救他們，摩西預

表基督是受膏的大先知（申18:15-19,徒3:22-23）；大君王（出3:10,

申33:4,5;賽55:4;來2:10)；中保（出32:31-35;約一2:1-2)；代求者（出

17:1-6;來7:25)、拯救者；因為「摩西」意即拉出來（出3:1-12)；基

督將其百姓從罪惡中拯救出來（賽61:1;路4:18;林後1:10)。天父差摩

西拯救以色列百姓脫離法老的轄制，直到日期滿足，神就差他的兒子

拯救他的子民脫離魔鬼的轄制。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

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6:8  ) 

 

    以賽亞是神呼召的先知, 也是神差派的宣教士. 他以口傳、筆傳,

雙管齊下. 以賽亞書成了影響全球的名著. 他說: "那報佳音﹐傳平

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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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佳美。"(賽52:7  ) 

 

    神差以賽亞向以色列人宣道，以賽亞身為國家元老，貴為國策顧

問，出身貴族，卻不敢輕易差人去替他宣道；相反地、他卻謙卑地求

神差派自己去，因為他看見神榮耀的異像；他深知地上的君王會崩，

會消逝；惟有神是永活、永存、永在的。他順服神成了時代的工人，

他在宣道上的成就遠比政治上的成就高得多了。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

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拿1:1 -2) 

 

    神差派約拿到尼尼微大城去宣教, 他因有私心, 總希望敵人被神

審判, 速速滅亡. 他想逃到他斯去. 但神不許可他背判的行為, 經管

教之後, 約拿的宣教成為歷史上最有果效的佈道會,尼尼微城的百姓

從上到下都披麻蒙灰的悔改. 人不能抗拒神差傳的使命! 

 

    神差約拿向外邦人宣道，約拿本是神忠心的僕人，也是一個成功

的先知，其預言能準確的應驗（王下14:25)。為什麼他不肯去尼尼微

城？因為他是性格倔強的先知，尼尼微城是亞述國的首都，亞述國曾

經入侵以色列國，他深知神會赦免，故不願意去。相反地，如果神審

判毀滅尼尼微城，對以色列國將是有利，這是本於民族感情、本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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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故寧死不去。但、豈不知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神喜愛憐恤，

不喜愛祭祀。神的主權高過人權。約拿經過管教之後，他在魚腹中日

夜認罪禱告，終于順服，履行了神差他的使命。信徒也當學習不反抗

神的差派. 

  

    B.聖父差派聖子 

 

    "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也

沒有看見他的形像。"(約5:37) 

 

    "現今我往差我來的父那裡去．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我﹐你往那

裡去。"(約16:5  )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

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17:23)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約20:21)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

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羅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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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

以下﹐"(加4:4  ) 

 

     聖子本與天父同在，為完成救贖的使命，受差而來到世界，從

無限的永恆而進入有限的歷史。當耶穌受洗時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

的愛子，你們要聽他。主受洗之後，走遍各城各鄉，宣講天國的福音。

他立下了差傳的楷模。 

 

    C.聖父差派聖靈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14:26 )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乃是

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

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彼前1:12  ) 

 

    "成功的見証，乃是靠著聖靈的大能，單單的傳講基督，並將結

果交託給神。" 聖靈受差而來引導人認識真理，接受基督，重生人的

生命。他來了叫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聖靈在救贖與

差傳的事工上站了絕對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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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聖子差派 

 

    救贖的主有權差派被贖者。凡被贖者都屬於救贖者。 

 

    A.聖子差派十二門徒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醫

治各樣的病。 

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門徒就出去﹐走遍各鄉﹐宣

傳福音﹐到處治病。"(路9:1-2、6) 

 

    十二門徒追隨耶穌的腳蹤, 往各城各鄉去傳道. 主耶穌復活升天

之後, 他們繼續耶穌的使命, 至死忠心的往各處宣道. 

 

    B.聖子差派七十門徒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遺他們兩個兩個的﹐在他前

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

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那七十

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 ,2,17) 

    主差派七十門徒, 要他們去收割莊稼, 同時也給他們權柄, 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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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鬼. 這時代也是莊稼多, 工人少. 尤其是中國教會, 信徒多, 工人

少, 當裝備更多高素質的工人, 為主收割莊稼. 

 

    C.聖子差派眾門徒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主耶穌差派門徒宣教, 是由近而遠, 由同族到異族, 由同文化到

異文化, 由本國到外國, 由耶路撒冷到地極. 這是超越文化的宣教, 

是普世性的宣教. 

 

    D.聖子差派保羅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徒9:15  ) 

 

    保羅說:"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

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林前1:17  ) 

 

    保羅原是反抗基督, 逼迫教會的猶太教狂熱份子. 但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主呼召他成為宣教士, 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將福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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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猶太人、君王及外邦人, 並將福音從東方傳到西方, 建立主的教會. 

他成為翻天覆地的使徒. 

 

    3.聖靈差派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

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

們去了。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從那裡坐船往居比路去。

"(徒13:2 -4) 

 

    聖靈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格. 基督升天之後,由聖父及聖子

差來的, 是無形的, 會在人心靈中作感動及光照的工作, 會引導人進

入真理, 明白真理, 与人同在, 賜人權柄和能力. 在宣教的歷史上, 

聖靈也作差派的工作. 安提阿教會最優秀的人才, 巴拿巴和掃羅就是

聖靈差派出去的. 

 

    聖靈也會禁止人宣教的方向, 並引導人宣教的道路. “聖靈既然

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到了

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就越過

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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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徒 

16:6-10) 

 

    保羅是一個靠聖靈行事的使徒, 對聖靈的引導十分敏感. 聖靈有

主權差派宣教士. 

 

    聖靈差派腓利向太監傳道."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徒

8:29  ) 腓利不但引導太監信主, 甚至為他施洗(徒8:30-38) 

 

      三一真神在差傳上是整體性、合一性的工作。目標與方向是完

全一致的，具有遍傳與救贖的功效。宣教是三一真神的旨意、計劃、

安排. 我們當積極的參与行動, 將福音遍傳天下, 等後主再來. 

 

    例: 我與內子連續三年往中國巡迴証道,有時路途崎嶇,顛波不已;

有時夏日炎炎,汗流浹背;有時隆冬嚴寒,冷風刺骨;有時疲備病倒,渾生

乏力,冷熱煎熬,仍上台証道;有時千山万水,不眠不休!我思量,我掙扎,

是否仍要繼續的前往?但、經我儆醒禱告,細心的尋求,主的靈感動我說: 

“這是我的工作,還是你的工作?!” 我羞愧謙卑敬畏戰競的回應: “主

啊!這是你的工作!” 時於 1996 年 1 月 20 日於美國加州住宅寫下此詩

詞以表事奉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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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這是你的工作!    

 

一. 主啊!這是你的工作!我願意謙卑的順服, 全力以赴! 

     我願背起十字架前往; 終身為你發光. 

 

二. 主啊!這是你的工作!我願照你旨意而活,多結靈果. 

我願獻上身心當活祭;舉起福音旌旗. 

 

副歌:  主啊!你是我的主;你引導,你開路,使我直奔你的道路! 

       我負你的軛,就必得享安息.我衷心讚美你,願榮耀都歸給

你! 

 

    因聖靈的感動与差派, 我含苦如飴,已來中國事奉近 20 年. 你

是否也願為中國擺上? 

 

 

附錄: 差傳的聖經觀 (二)投影片用文字檔  

 

四、差傳是三一真神的主權 

  

   1.聖父差派 

 

     A.聖父差派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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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雅各到了埃及．後來你們列祖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就差遣

摩西﹐亞倫領你們列祖出埃及﹐使他們在這地方居住。"(撒上12:8  ) 

 

摩西預表基督是受膏的大先知（申18:15-19,徒3:22-23）；大君

王（出3:10,申33:4,5;賽55:4;來2:10)；中保（出32:31-35;約一2:1-2)；

代求者（出17:1-6;來7:25)、拯救者；因為「摩西」意即拉出來（出

3:1-12)；基督將其百姓從罪惡中拯救出來（賽61:1;路4:18;林後

1:10)。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

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6:8  )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

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賽52:7  ) 

 

    "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

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拿1:1 -2) 

 

    B.聖父差派聖子 

 

    "差我來的父也為我作過見證。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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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看見他的形像。"(約5:37) 

 

    "現今我往差我來的父那裡去．你們中間並沒有人問我﹐你往那

裡去。"(約16:5  )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

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17:23)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約20:21)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

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羅8:3 )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

以下﹐"(加4:4  ) 

 

    C.聖父差派聖靈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14:26 )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乃是



904 

 

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

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彼前1:12  ) 

 

    "成功的見証，乃是靠著聖靈的大能，單單的傳講基督，並將結

果交託結神。" 

 

    2.聖子差派 

 

    A.聖子差派十二門徒 

 

    "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醫

治各樣的病。 

又差遣他們去宣傳神國的道﹐醫治病人。門徒就出去﹐走遍各鄉﹐宣

傳福音﹐到處治病。"(路9:1-2、6) 

 

    B.聖子差派七十門徒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遺他們兩個兩個的﹐在他前

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

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那七十

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路

10:1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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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聖子差派眾門徒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D.聖子差派保羅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徒9:15  ) 

 

    保羅說:"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並不用智慧

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林前1:17  ) 

 

    3.聖靈差派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

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

們去了。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從那裡坐船往居比路去。

"(徒13:2 -4)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

一帶地方.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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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

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

的人聽。”(徒 16:6-10)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徒8:29  )  

 

    例:  主啊!這是你的工作!    

 

一. 主啊!這是你的工作!我願意謙卑的順服, 全力以赴! 

     我願背起十字架前往; 終身為你發光. 

 

二. 主啊!這是你的工作!我願照你旨意而活,多結靈果. 

我願獻上身心當活祭;舉起福音旌旗. 

 

副歌:  主啊!你是我的主;你引導,你開路,使我直奔你的道路! 

       我負你的軛,就必得享安息.我衷心讚美你,願榮耀都歸給

你! 

 

 

第52篇    差傳的聖經觀（三）  

 

差傳的聖經觀, 第一篇信息已講了三大點: 一. 差傳是神創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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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計劃. 二. 差傳是神的旨意. 三. 差傳是神立約中的應許. 第二

篇信息已講了第四點: 差傳是三一真神的主權. 現在我要繼續講第五

至第八點. 

 

五、差傳是教會的使命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

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權柄原文作門〕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

上也要釋放。"(太16:18 -19)     

 

    彼得是磐石, 但他不是建立教會在其上的磐石, 那磐石是上帝

(申32:4、31; 母上2:2; 母下22:2、32; 詩18:31) 新約提到:“….所喝

”(林前 10:4) 基督

徒是構成教會的活石(彼前2:4-8). 耶穌是教會惟一的根基, 無人可立

別的根基(林前3:11). 彼得是第一個認信耶穌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教會要建立在他的信仰上. 他是第一個盤石, 要建立在基督的房角石

上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各〔或譯：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弗 2:20-21) 

 

    主把天國的鑰匙給彼得, 表示是某一种神聖的權柄, 要作忠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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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 要打開宣教之門. 人的罪綑綁著自己的良心, 但告訴他們接受

上帝的慈愛与饒恕可得釋放. 這是佈道的行動. 彼得開了福音的門. 

五旬節時, 他向三千人開門(徒2:41). 他向外邦人哥尼流開了宣教之

門, 使差傳能更闊大到外邦世界(徒10). 第一屆基督教會議, 在耶路

撒冷舉行, 彼得見証如何向外邦人傳褔音, 促進更廣泛的差傳範圍

(徒15:14西門即彼得), 使成千上億的人可得著救恩的好處. 彼得具有

天國的鑰匙, 開啟宣教的門.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應開啟宣教的事工. 

差傳是教會的使命. 

 

    例：初期教會的差傳： 

 

    耶路撒冷教會差派彼得、約翰往撒瑪利亞宣道（徒8:14） 

 

    安提阿教會差派保羅、巴拿巴往各地宣道（徒13:2,3) 

 

    路斯德教會差派提摩太參加保羅的佈道行列（徒16:1-5) 

 

    腓立比教會差派以巴弗提參加保羅的佈道行動（腓4:18) 

 

    帖撒羅尼加教會差派西公都、亞里達古（徒20:4;27:2) 

 

    歷世歷代教會藉著信徒將福音傳開，巴多羅買是第一位將福音帶



909 

 

到亞拉伯；多馬將福音帶到印度，現在印度有很多聖多馬教會，甚至

有聖多馬傳的電影片。腓力施洗的太監將福音傳入伊索比亞。聖帕提

克（ST. Patrick 389-461)將福音帶進愛爾蘭。景教於六三五年唐朝

時代傳入中國。英國人威弗烈（Wilfrid)將福音傳入何蘭，其學生衛

利勃羅（Willbroad 658-739)建立了堅強的教會，發揮了成功的宣教

事業。愛爾蘭人波尼法修（Boneface 675-754)到德國宣教，開修道

院，復興教會。十世紀哈克米光王(Haakon)將福音帶到挪威，到十

一世紀基督教正式成為挪威的國教。第十世紀瑞典國王阿拉弗司考昆

（Olaf-scotkonung 993-1024)信主，父子致力宣教，至十二世紀瑞

典成為基督教國家。第十世紀康士坦丁與麥託丟（Methodius)兩兄

弟將福音帶入東歐，他們對文化的貢獻頗大，宣教事工亦十分有影響

力。 

 

    至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宣教機構則紛紛成立。信義宗的猶斯

廠、威特士（Baron Justinian Von Weltz)呼籲教會要負起宣教的使

命，他提出三個步驟：一、教會要負起宣教的使命。二、要成立宣教

機構，進行宣教事工。三、要開訓練所，栽培宣教士。丹麥哈勒大學

成立了哈勒差會。莫拉維教會成立了聯合弟兄會，一七三二年差派宣

教士到聖多馬島向黑奴傳福音。至十九世紀歐洲大陸有十九個差會成

立，以上各差會一直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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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英國衛斯理與懷斐特帶出復興運動。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1761-1834)到印度宣教，成立大學，翻譯聖經為當地文字，

成為宣教之父。一八0二年美國的莫爾斯（Samuel J. Mills)蒙主呼召

為宣教士，從成立美國海外宣道會，首批宣教士差派到印度。一八一

三年七月十三日耶德遜夫婦以"雖然疲乏，仍然追趕"到緬甸的仰光宣

道，將聖經譯為緬甸文，編著緬英字典，到他晚年時，緬甸教會已有

七千多基督徒，一六三位宣教士，他在宣教史上誠然功不可沒。 

 

    馬禮遜到中國來，花了二十七年光陰，將聖經譯成中文，出版六

大卷中英字典，在文字事工上有鉅大的貢獻。如威衛爾、丁偉良、李

雅各、戴德生、古約翰、李提摩太等對中國的宣道事業都有極大的貢

獻。 

 

    如"蠻荒的使徒"李文斯頓大衛，深入黑暗非洲的腹地，改革販賣

奴隸的惡行，他花了五十七寒暑，將聖經譯成當地文字，並建立本地

教會，他的心埋在非洲的大地，他的犧牲，成了歷史的見証。其他非

洲的拓荒英雄如：高來福、史第活、寇賴、馬開、法拉賽等都有可歌

可泣的見証。教會差傳的歷史，斑斑可考，吾人豈可袖手旁觀，徒負

主恩。"只要我們肯，我們就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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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差傳是信徒的責任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萬民原文

作凡受造的〕"(可16:15 )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

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徒8:1,4)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

便有禍了。 

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林

前9:16 -17) 

 

    神照他旨意託付信徒的責任是義不容辭的。主耶督付出生命的贖

價，使我們在罪的轄制之下得自由，得釋放，並且靠主勝過惡者的任

何攻擊；從原本是敗壞的生命，反而得到豐盛的生命，得勝的生命，

榮耀的生命，永遠屬靈的生命。我們豈可對別人的靈魂置之不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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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我們從罪的奴僕轉換成義的奴僕，豈不更當傳公義的福音嗎？差

傳是神的旨意，主耶穌的命令，當然更是我們的責任。地上有的國家

要十八歲以上的男丁服兵役，人民得服從國家的命令；天國大君王的

命令我們豈不更當順服!?我們當作天國的精兵，不應做逃兵。 

 

    七、差傳是以基督為中心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太28:20  )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

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5:24  )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

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

的話來的。"(羅10:14,17)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林前2:2 ) 

 

     基督是天地萬物的主宰，他是救贖的主、審判的主、復活的主、

生命的主、差傳的主、差傳一切的活動與信息都當以基督為中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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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基督為元首，家庭以基督為主，生命以基督為救主和生命的主。 

 

      差傳不是以錢為中心，也不是以人為中心，的確、差傳需要人、

需要錢，但是若遠離了主，則毫無所成。錢會變質，人會變心，惟有

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遠永不改變。(來1:12) 

 

    八、差傳是靠聖靈方能成事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4:6  )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

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約

20:21  -23)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

來。….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

們﹐我們當怎樣行。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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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徒2:4 ,37,38) 

 

    彼得本是一個平凡的魚夫，但因他在五旬節時被聖靈充滿，講道

則與眾不同，他帶著權柄能，聽道的人覺得扎心了。(徒2:37) 

 

    偉大佈道家慕迪說："我活到如今，已足夠知道，若我不能擁有

神之靈的能力，在我身上幫助我去事奉他，我情願死去，勝過只是為

了生存的緣故而生存。" 

 

    解經家司布真說："讓講道的人將他的講章燒掉，去依靠聖靈。

若聖靈不幫助他，不如讓他自己安靜，讓會眾回家禱告，求聖靈下主

日會幫助他。" 

 

    例: 我被聖靈充滿奠定了我為宣教士的基礎. 謹此分享被聖靈充

滿的見証. 

 

    結論: 我們既然知道差傳的聖經觀:一. 差傳是神創世以前的計

劃. 二. 差傳是神的旨意. 三. 差傳是神立約中的應許. 四. 差傳是三

一真神的主權. 五. 差傳是教會的使命. 六. 差傳是信徒的責任. 七. 

差傳是以基督為中心. 八、差傳是靠聖靈方能成事. 我們不能以差傳

的知識代替差傳的行動;我們不能以差行講座代替差傳的實質;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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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在禮拜堂說說差傳, 而是真正聽主的吩咐, 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有感動, 有行動, 才是知行合一的門徒. 

  

 

附錄  差傳的聖經觀（三）投影片用文字檔  

 

五、差傳是教會的使命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

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權柄原文作門〕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

上也要釋放。"(太16:18 -19)     

 

    那磐石是上帝(申32:4、31; 母上2:2; 母下22:2、32; 詩18:31) 新

約提到:“…. ”(林

前 10:4) 基督徒是構成教會的活石(彼前2:4-8). 耶穌是教會惟一的

根基, 無人可立別的根基(林前3:11).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

石，各〔或譯：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弗 

2:20-21) 

 

    例：初期教會的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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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教會差派彼得、約翰往撒瑪利亞宣道（徒8:14） 

 

    安提阿教會差派保羅、巴拿巴往各地宣道（徒13:2,3) 

 

    路斯德教會差派提摩太參加保羅的佈道行列（徒16:1-5) 

 

    腓立比教會差派以巴弗提參加保羅的佈道行動（腓4:18) 

 

    帖撒羅尼加教會差派西公都、亞里達古（徒20:4;27:2) 

 

    六、差傳是信徒的責任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萬民原文

作凡受造的〕"(可16:15 )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

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徒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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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

便有禍了。 

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林

前9:16 -17) 

 

    七、差傳是以基督為中心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太28:20  )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

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5:24  )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

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

的話來的。"(羅10:14,17)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他釘十字架。"(林前2:2 ) 

 

    八、差傳是靠聖靈方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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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

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4:6  )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

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

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約

20:21  -23)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

來。….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

們﹐我們當怎樣行。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徒2:4 ,37,38) 

 

    偉大佈道家慕迪說："我活到如今，已足夠知道，若我不能擁有

神之靈的能力，在我身上幫助我去事奉他，我情願死去，勝過只是為

了生存的緣故而生存。" 

 

    解經家司布真說："讓講道的人將他的講章燒掉，去依靠聖靈。

若聖靈不幫助他，不如讓他自己安靜，讓會眾回家禱告，求聖靈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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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會幫助他。" 

 

    例: 我被聖靈充滿奠定了我為宣教士的基礎.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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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于美西保守浸信会神学院进修，获教牧学博士。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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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是马来西亚学园传道会创始人兼首任会长  

(1968-1986)。现任国际学园传道会美国华人事工会长，

国际华人佈道团主席 ,21 世纪美国华人福音遍传主席。他

足迹遍及北美洲、欧洲、澳洲、亚洲及中国等三十馀国 ,

曾於三百多个城市主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专题讲座、神

学讲座、教牧退修會、导师讲习会、培灵佈道大会、差

传年会、个人佈道训练会、深度佈道训练等，撼动过数

百万人的心灵。  

    郑博士著有：“中國祭祀文化與聖經 ”、  “大學與聖經

心得 ” 、 “孝道     古今孝道觀 —《孝經》與《聖經》心

得 ”  、“中華文化与圣经教训的对比”、  “中國文化與

基督教本質的差異 ”  、  “倫理道德觀的突破 ”、  “經濟風

暴 環境變遷 思想激盪 怎樣因應?” 、“辨解《達芬奇密碼》”、 

“神哲學問答簡明手冊 ”  、  “民俗與信仰 ”、  “灵命成长

的途径”、  “信徒靈命造就 ”“圣灵”、“圣灵与信

仰”、“神的旨意”、“神人之约”、  “人 ”  、“啟示、

理性、信仰”、“异端与信仰”、  “在基督裏”、“救

恩面面观”、  “更新的事奉 ”  、  “耶穌可信嗎 ?”  、  “活

潑的聖言” --講章 52 篇 (1-7 集 )  、“生命的探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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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赶鬼？”、“事奉指引”、“事奉之路”、“事奉经

历分享”、 “如何结出属灵的果子？”、“创造、科学、

信仰”、“时代的使命”、“主後二千 ,宣教的挑战”、

“灵界迷思”、  “初信者當知甚麼 ?當做甚麼 ?”、  “你對

基督知多少 ?”、  “教會興衰 ,信徒有責 —你能做甚麼 ?”  、 

“信仰六大根基 ”、及  “你願意得到最大的褔氣嗎 ?”福音

册子等七十种。  

郑博士于各地证道尚备有录音带、录像带、DVD、以供参考。其

著作: “神的旨意” 、  “聖靈與信仰 ”已製成有声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