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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於 我 和 我 家， 我 們 必 定 事 奉 耶 和 華 。 

 

 

 



 

    既然你是一個基督徒， 

你就必須努力研讀聖經—神的話語。 

 
      祂的話是你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祂的話使你得著餵養。 

 

      祂的話使你得著力量。 

 

祂的話使你得著裝備。 

 

祂的話使你得著啓示。 

 

祂的話激勵你去傳福音。 

 

祂的話告訴你：你一生要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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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倍恩★ 
 
     【耶和華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2:18): 

 

     【耶和華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18節上): 

     神的創造在前五日中都是好的（參1：12，18，21，25），唯獨這裡神說，“那人獨居

不好。”造男造女是在第六日完成的（參1：26-28）。在第六日，神造人計劃還沒全部完成

的時候（即神先造了亞當的時候），當然有亞當一人“獨居不好”的因素存在。 

     《創世記》第一章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

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創1：27-31）。但是現在第二章

中，經文詳細地復述了神造人（造男造女）的具體過程。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18節下): 

 

     1、生活上的夥伴關係 

 

     神所造的人需要有夥伴關係。人無論在家庭裡，還是在社會中，都需要夥伴。一個孤獨

者，獨來獨往或獨斷獨行的人，常常在心理狀態上和正常人不一樣。 

     在生活中我們常常看到，一個正常健康的孩子，喜歡和別的孩子一起玩耍，這顯出人生 

來就需要夥伴。傳道書4：9-12，“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 再

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獨睡怎能暖和呢？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2、屬靈事工上的夥伴關係 

 

     馬可福音第六章講述了耶穌差派十二門徒出去：“兩個兩個的出去，也賜給他們權柄，

制伏污鬼”（可6：7）。“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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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0：1-2）。 

                                        1  



     《士師記》記載了巴拉要求女士師底波拉與他同行，去討伐迦南王耶賓的將軍西西拉

（參士4：8），這也可説是帶領以色列民打仗的巴拉在重大關鍵時刻需求屬靈夥伴的一個例

子。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中寫到，在他坐監的時候，許多人離棄他。“底馬貪愛現今的世

界，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提後4：10）。“銅匠亞力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

行的報應他。 你也要防備他，因為他極力敵擋了我們的話。 我初次申訴，沒有人前來幫

助，竟都離棄我；但願這罪不歸與他們。 惟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盡都

傳明，叫外邦人都聽見；我也從獅子口裡被救出來”（提後4：14-17）。雖然保羅受到嚴重

迫害，但是主與他同在，他不害怕。可是在他的字裡行間，他也不無嘆息衆人的離棄，人需

要夥伴。特別在當時這種情形下，他更需要夥伴。 

     耶穌在世時，他經過整夜禱告，挑選十二位門徒來跟從他（參路6：12-13）。這十二位

門徒可説是耶穌的夥伴，但是在這十二個人中，彼得、雅各、約翰與主耶穌的關係更加親

密。他們是耶穌夥伴中的夥伴。在處理有些事情上，耶穌只帶上他們三人。例如，耶穌登山

變像的時候，在場的門徒只有這三人（參太17：1-13）；耶穌叫管會堂的睚魯的女兒復活的

時候，在場的門徒也只有這三人（參路8：51）。 

     固然耶穌要帶領這三人更多領會、體驗屬靈的事情，但是當時耶穌作爲有肉身的，生活

在地上的人來説（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也願意這三人成爲他親密的夥伴。主

耶穌被賣前，帶著這三人去客西馬尼園禱告，主耶穌多麽希望這三人能夠同心合意，與他一

起來求告天父，可是這三人卻一再睡覺。主耶穌第一次禱告完了，“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

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

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太26：40-41）；主耶穌第二次禱告完了，“又

來，見他們睡著了”（太26：43）。 

     但願我們也成爲主耶穌的親密夥伴，但是驚醒的夥伴，而不是“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

軟弱了”的沉沉睡覺的夥伴。 

 

     3、親密而又純潔的夥伴關係比蜜更甜，比酒更美 

 

     聖經所記載的大衛與約拿單的夥伴關係確實令人羡慕。 

     撒上18：1-4，“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 

命„„就與他結盟„„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衛，又將戰衣、刀、弓、腰帶都給了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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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上19：1-7，“掃羅對他兒子約拿單和眾臣僕說，要殺大衛；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卻甚

喜愛大衛。 約拿單告訴大衛說：「我父掃羅想要殺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個僻靜

地方藏身。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裡，站在我父親旁邊與他談論。我看他情形怎樣，我必告訴 

你。」 約拿單向他父親掃羅替大衛說好話，說：「王不可得罪王的僕人大衛；因為他未曾得

罪你，他所行的都與你大有益處。 他拚命殺那非利士人，耶和華為以色列眾人大行拯救；那

時你看見，甚是歡喜，現在為何無故要殺大衛，流無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 掃羅聽了約

拿單的話，就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說：「我必不殺他。」 約拿單叫大衛來，把這一切事告

訴他，帶他去見掃羅。他就仍然侍立在掃羅面前。 ” 

     雖然約拿單愛大衛，但是他的父親----掃羅王讎視大衛的情緒與日俱增。約拿單一再為

大衛求情，求父親掃羅王不要殺大衛。這使掃羅大大發怒，甚至掄槍要刺約拿單（參撒上

20：30-33）。約拿單明知大衛要取代自己的父親掃羅的王位，但是他仍然設法放走大衛。撒

上20：41-42，“大衛就從磐石的南邊出來，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親嘴，彼此哭泣，大

衛哭得更慟。 約拿單對大衛說：「我們二人曾指著耶和華的名起誓說：『願耶和華在你我中

間，並你我後裔中間為證，直到永遠。』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衛就起身走了；約拿

單也回城裡去了。” 

     當大衛得知掃羅和約拿單戰死沙場的時候，他撕裂衣服，悲哀哭號。大衛所作的哀歌説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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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２７）。 

     大衛成爲以色列的王之後，善待約拿單的瘸腿的兒子米非波設，讓他可常與自己同席吃

飯（參撒下9：7）。  

     約拿單與大衛之間的親密關係實在奇妙非凡，這必定是這兩位敬畏神的人有著從神而來

的智慧、度量、愛心„„“為朋友兩肋插刀”這話可用來比喻重友情勝過重自己的生命。約

拿單和大衛之間的友情確實可用“為朋友兩肋插刀”來比喻，他們的情誼甚至超過了“為朋

友兩肋插刀”的境界。 

     但是，在世態炎涼的今天，還有“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事例嗎？也許在這個大千世界

中，更多出現的是“出賣你的總是你最好的朋友”的場景。但是我們確實知道，在主耶穌基

督裡面，弟兄姐妹（屬靈的同胞）有著約拿單和大衛之間的那種心心相印，彼此切實相愛的

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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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婚姻上，家庭裡的夥伴關係 

 

     神說，“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18節下）。既然妻子是配偶和起幫助作用的角

色，她就要努力配合自己的丈夫，協助他管理好家庭。 

 

     （1）男女是平等的 

     我們決不能因爲男女性

別的不同而把他們視爲不同的

階層。性別的不同只是現實世

界中的一個暫時現象，男人、

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

他們都有神所賦予的靈魂，男

人的靈魂不會比女人的靈魂更

高貴。而且將來在永世裡，人

不再有性別之差，他們像天上

的使者一樣（男人像天上的使

者一樣，女人也會像天上的使

者一樣），不娶也不嫁（參太

22：30），他們也不需要再繁

衍後代，因爲神給他們的“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

地”（創1：28） 

的責任已經完成了。 

     男人和女人將來在主基

督面前所受的審判也是平等

的。我們現在信主的人不受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參啓20：11-15），我們的罪被主耶穌的寳

血所洗淨，但是我們要受主工作臺前的審判。林前3：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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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楷在這根基上建

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

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

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如果我們信主之後，有美好的見證，榮神益人，事奉主，傳純正的福音，領人歸主，我

們的工程就像金、銀、寶石的工程，雖經火一般的考驗，仍然存留。如果有人對主不忠心，

事奉主帶有個人的動機和目的，傳福音只是爲了表現自己，或是出於嫉妒或分爭（參腓1：

15-18），甚至在傳福音信息中把自己的私意加進去„„這種人的工程就如草木、禾楷，經不 

起火的考驗，他們自己也許只是僅僅得救而已。 

     不管男人還是女人（指信主的），他們的工程如果經受得住火一般的試驗，都要得賞

賜。不管男人還是女人，都要因他們對主的忠心與否，在主工作臺前受到公平的審判。 

 

     （2）男女的責任有所不同 

     有些事男女都能做。有些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不能做，有些女人能做的事男人不能做。男

人最該感嘆的事情之一是不會懷胎生孩子。所以男人應該感謝他的太太，因爲太太做出很大

犧牲和很大貢獻，懷胎生兒女，給他們的家庭帶來歡樂和希望。 

     人犯罪以後，很多情況都改變了。神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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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創3：16）；神對男人說，“你既聽 

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

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 你必汗流滿面

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創3：17-

19）。從他們所受的不同的咒詛，我們也可看出男女有著不同的責任。 

 

        在一個家庭

中，男人是頭，就當

像一個頭的樣子，要

吃苦在前，享受在

後，成爲整個家庭的

柱子和模範，愛妻

子，愛兒女，多為他

們著想，帶領全家敬

畏、事奉神。妻子要

敬重丈夫，配合丈夫

教導兒女，管理家

庭。在處理家庭事務

中，丈夫有想得不夠

周全之處，妻子可提

出補充意見，但不可

與丈夫吵架。女性的

美德比她的外貌重要。男人見異思遷固然是不守本分的表現，但是有時女人（做妻子的）固

執己見，態度強硬，動輒與丈夫吵架，也常會導致家庭分裂。 

     女性的美在於溫柔、體貼、關愛、順服„„ 

     有一個事實：大多數男性（或絕大多數男性）喜歡溫柔的女性，而不喜歡強悍的女性。

一位女性在工作場所可以是有智慧，有才能，有魄力的女強人（爲了把工作做好，她成爲一

位女強人也許是必須的），但是在家裡她應該對自己的丈夫多一點溫柔。 

 

5、懇求神給我們預備良好的夥伴 

 

     筆者作爲一個牧師實在覺得自己的力量很有限。如果一個牧師可以帶好查經聚會，能夠

在主日釋放信息，那麽他還有能力（即便有能力，他也沒有這樣充沛的精力、時間）去帶領

兒童主日學和青少年主日學？主日崇拜的領詩、獻詩、司琴是牧師一人能負擔得了的嗎？主 

日接待工作，教會各項活動、事工的組織工作等等需要許多弟兄姐妹出來事奉。所以牧師、

傳道人、教會同工更應該求告神多多地賜予屬靈的夥伴。爲了建造教會，擴展神的國度，我

們需要約拿單和大衛之間的那種夥伴關係。 

     我們也要求告神，在工作當中給我們預備好的夥伴。雖然由於工作中的不好夥伴，我們

也可以學到許多功課，但是當我們要完成一些工作，我們確實需要良好的夥伴。不僅做夥計

的希望與他周圍的人，甚至與老闆有良好的夥伴關係；做老闆的也希望他的下屬成爲他的良

好夥伴。他希望他的下屬有智慧，能處理好技術問題也能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工作努

力、認真、踏實„„ 一個老闆如果能夠得到一批良好的夥伴，他的工作必定會開展得更加順

利，他將會有更大的成就。 

     單身的男女青年尋找終生夥伴時，也應當多多地禱告，求神預備合適的對像。一個基督 

                                        5 



徒找對像要找在主裡面的人，因爲聖經告訴我們，“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

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林後6：14）？ 

     哥林多前書7：39說，“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

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這在主裡面的人。”雖然這經文在論述有關寡婦的事情時說，寡

婦再嫁要嫁“在主裏面的人”，但是這經文對未婚男女也適用----他們或娶或嫁，都要是在

主裡面的嫁娶。 

     單身男女不必為找對像而太焦急，他們可持續不斷地為自己的終身大事禱告，相信神傾

聽他兒女的祈求，在適當的時候，神必為他們預備合適的終身伴侶。 

     我們基督徒相信神掌管一切，無論大事還是小事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既然神掌管一切，

甚至微小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難道他不管他兒女的終身大事嗎？ 

     在禱告的同時，年輕男女自己也要在生活中留意這件事情，不可守株待兔，更不可有姜

太公釣魚，願者上鈎的心態；在自己的終身大事上花上時間、精力、金錢是值得的。但是你

必須很清楚地知道這樣一個事實：如果這是神為你預備的對像，即使他（她）想逃，也逃不

走；如果這不是神為你預備的對像，即使你求他（她），也求不來。 

     年輕男女根本不必為失戀而苦惱。如果有人不願與你繼續保持戀愛關係，離你而去，娶

了或嫁了別人，這説明那離你而去的人根本就不是神為你所預備的終身伴侶。 

 

     讓我們多多地求告神，懇求我們天上的父----全能者，給我們安排良好的夥伴。 

 

     6、懇求神給我們智慧來保持良好的夥伴關係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慷慨大方，願意吃虧的人朋友較多；不願吃

虧，在小事上也常常斤斤計較的人朋友較少。求神讓我們有寬容的心，有愛心，有忍耐，更

有屬天的智慧與人保持良好的夥伴關係。 

 

   哥林多前書 6:7，“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

麼不情願吃虧呢？” 

 

   以弗所書 4:2上，“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腓立比書 2:3，“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

己強。” 

 

      【耶和華  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

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2:19): 

 

     【耶和華  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19節上): 

     按照《創世記》第一章記載，動物、植物都是神“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33：9)

的。在第五日，“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

中。」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

類。神看著是好的”（創1：20-21）。在第六日，“神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 

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 ”（創1：24）。但是這裡第二章更詳細

地告訴我們，形成走獸、飛鳥的材質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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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19節

下): 

     1、亞當給所有的活物起名字 

 

     亞當是給所有的牲畜、飛鳥和野地的走獸起名字，而不是只給一部分常見的動物起名

字。但是經文沒有說誰給植物、昆蟲等起名字，以及什麽時候植物和昆蟲得了它們的名字。 

     筆者認爲，經文既然講“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給一切牲

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創2：19下-20上），這就暗示了植物、昆蟲，並海裡

的魚都由亞當命名。至於亞當是在命名動物、飛鳥時命名了植物、昆蟲和魚類等，還是事後

在其他場合命名這些東西，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聖經是神的話語，是神的啓示，是一部講關

於神拯救人類的書，因此它不需要講得面面俱到，甚至把一些極小的，瑣碎的事情也包括進

去。 

 

     2、人對世界的管理權 

 

     有人把狗和貓當作寵物來飼養，並給它們起名字，這説明這些寵物是屬於他們的，他們

對寵物有支配和管理的權力。亞當給動物、飛鳥起名字，表明動物和飛鳥由亞當來管理。 

     神自己沒有給動物起名字，而把它們帶到亞當面前，讓亞當來命名，這表明神把管理世

界的權柄交給亞當和亞當的子孫。 

 

     3、亞當是最偉大的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 

 

     “亞當是神的兒子”（路3：38）。在人類當中，我們相信亞當是最聰明的，在無罪時

代，他的智慧更是我們今天所難以想象的。他可以給全世界的活物起名字，這足以證明他的

智慧來自於上帝。亞當是人類當中最偉大的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 

     亞當不是一個内燃機設計者，也不是一個飛機製造者，科學技術等各種知識是需要長期

積累的，但是知識並不等於智慧。也許亞當不懂得織布技術（他沒有這方面的知識），所以

他犯罪之後，只能“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做裙子”（創3：7）。但是他的智慧必定遠

超於當今布匹設計者和製造者，以及

當今最偉大的服裝設計師。 

 

     4、命名證明人的語言功能 

 

     進化論者認爲勞動使猿人手腳分

工，在勞動中猿人需要溝通，因而語

言產生。但是聖經告訴我們語言是人

的本能，神造人時，就賜給人語言的

能力。 

     亞當命名動物，表明語言已經存

在。而且亞當給他的配偶起名字。神

造夏娃之後，把她領到亞當面前，亞

當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

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創2：

23，又可參創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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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甸園中夏娃與魔鬼的對話（參創3：1-5），以及人犯罪後，人與神的對話（參創3：

8-13），都表明人有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 

 

     5、亞當在第六日對動物命名 

 

     雖然亞當是用塵土造的（參創2：7），夏娃是用亞當的肋骨造的（參創2：21-22），他

們都是在第六日被造的（參創1：26-27），亞當對動物的命名是在神造夏娃之前（參創2：

20），顯然亞當是在神創造的六日當中第六日對動物命名的。 

      

     【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

他】(2:20): 

     在亞當對動物命名時，亞當還未有配偶，顯然在衆多的活物中沒有一樣活物可成爲亞當

的配偶來協助他，因爲人和動物根本就不是在一個層次上。 

     在命名動物時，亞當看見許多配對的動物。通過這一事件，也許神讓亞當預備好來接受

他自己的配偶。 

               （待續） 

                                                        

 

              本文作者 賀倍恩   夏市華人基督教會牧師                             

              該教會網頁  http://www.ccccville.com 

                                                          http://sites.google.com/site/cccc22911/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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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第十章(續) 
 

                          ◆金春葉◆ 

 

引言 

 
     哥林多前書 7：1-16：4，是保羅回答哥林多教會信徒提出的有關教會中出現的問題，

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神學性原理和實際方案中的一部分。 

 

經文學習 

     1、以色列歷史上亂用自由的教訓（1-13節）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10:1): 

     [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保羅小心列舉以色列民族雖然是最早被上帝所揀選的，

但因為以色列祖先不能節制的緣故而被神所棄。 

     [都]——在 1至 4節中，這字共出現五次。它強調雖然所有的以色列民曾經擁有過很多

的屬靈特權，但是隻有少數符合神的心意。 

     [在雲下]——指出挨及，表示不可否認的神的同在、看顧和引領。 

     [海中經過]——過紅海的神跡不僅是以色列民出逃的神跡，同時也是上帝埋葬埃及軍隊

的神跡。 

 

     【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10:2):  

     [受洗歸了摩西]——指在摩西的帶領下開始經歷上帝選民的獨立新生活。保羅用受洗來

比喻今天基督徒的情況。有些基督徒，像以色列的祖先一樣，雖然受洗，但因為不夠節制、

克己，不遵行神的旨意，也有被離棄的可能----因為受洗並不是得救的保障。 

  

     【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食】(10:3): 

      [靈食]——在曠野吃過的嗎哪（出 16：4-35）。把嗎哪稱為靈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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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為是上帝用奇跡降下； 

     2、 從屬靈的意義上講，這象徵耶穌的身體。 

     但是保羅在這裡更側重於第二個意義。在曠野以色列民所吃的嗎哪被比喻成今天基督徒

所領的聖餐。這可能指當時有的基督徒誤以為參與聖餐就是得救保障的錯覺。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10:4):  

     [靈水]——當時以色列民在曠野喝過從磐石流出的水（民 20：7-11）。保羅說，“那

磐石就是基督。”也許從這磐石所出的水，保羅聯想到聖餐中的葡萄汁。 

     [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這是難解的經文之一。按著猶太人的傳統解釋，這應該按著字

面意思去理解：‘在曠野，磐石跟隨著以色列民’。但是，保羅顯然在這裡用盤石來比喻耶

穌，即耶穌如同磐石一樣隨時解決以色列民所遇的干渴問題。雖然舊約聖經沒有直接談論耶

穌的‘先在性’，但是它借著‘能力的磐石’（賽 17：10），‘永久的磐石’（賽 26：4）

來表示耶穌基督。因為他和天父一同創造世界萬有（約 1：1-5）。 

     [磐石就是基督]——不是指耶穌成為磐石跟隨以色列人，而是指磐石出水的根源是耶

穌。 

 

     【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10:5): 

     [在曠野倒斃]——指當時被丟棄的以色列人（民 26：65）,這比喻今天不能節制自己的

基督徒。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鑒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10:6):  

     [鑒戒]—— 它的原義指模型。這是保羅的聖經觀，保羅警告那些不能節制自己反而因

驕傲行惡之人，他們的結果隻有滅亡。 

     [貪戀]——原義是指‘滿心投入追求’（民 11：4-5，33-34）。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耍】(10:7): 

     [拜偶像]——以色列民在曠野滅亡的“四大原因”中的第一個原因（出 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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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不要行奸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10:8): 

     [行奸淫 ]—— 以色列民在曠野滅亡的“四大原因”中的第二個原因（民 25：1-9）。 

 

     【也不要試探主，（主有古卷作基督）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10:9): 

     [試探主]—— 以色列民在曠野滅亡的“四大原因”中的第三個原因（民 21：4-9）。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10:10): 

     [發怨言]—— 以色列民在曠野滅亡的“四大原因”中的第四個原因（民 16 章）。 

     [滅命的]——指執行上帝審判的天使。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10:11): 

     [鑒戒]——以色列民的歷史不是簡單的歷史記載，而是對未來的預言和教訓。 

     [末世]——指一個時代的終結。這可指猶太人時代的結束或指耶穌第一次降臨時期，但

是也可以指耶穌第二次降臨。這裡是指耶穌第二次降臨（即指五旬節聖靈降臨，教會時代開

始至耶穌再來的時期）。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10:12): 

     [以為站得穩的]——指當時哥林多教會內自己覺得有信心的人。他們認為自己理所當然

要得救，並且覺得自己已經懂得了有關偶像的知識。正是這樣的自滿使他們反而得不到真正

的信心。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

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10:13): 

     [你們能忍受得住]——有三種解釋： 

     1）來自人的試探﹔ 

     2）人能夠承受的試探﹔ 

     3）人遇到的一般性的試探。 

     也許把（2）和（3）的觀點結合起來比較好。 

     [神是信實的]——人能夠承受試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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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偶像崇拜者的警告（14-22 節） 

 

              【我所親愛的弟兄阿，你們要逃避拜偶 

            像的事】(10:14): 

              [逃避]——不是單純地回避，而是完全 

            杜絕。 

 

     【15我好像對明白人說的，你們要審察我的話。16 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

的血嗎？我們所掰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17 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

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10:15-17): 

     [明白人]—— 保羅相信哥林多教會掌握了屬靈知識的信徒能夠聽懂他所說的話。 

     [分受這一個餅]——這是已經成了一個身體的証明，而不是因為‘分受這一個餅’成了

一個身體。這是在受洗歸入基督的時候，已經成了一個身體（歸入基督的身體）。已經成了

一個身體的基督徒不能再認同偶像和偶像崇拜。  

 

     【你們看屬肉體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豈不是在祭壇上有分嗎？】(10:18): 

     [祭壇上有分]——在舊約中，不僅獻祭的人與祭壇有分，即使沒有獻祭而隻吃祭物的人

也等於參與了獻祭。 

 

     【我是怎麼說呢？豈是說祭偶像之物算得什麼呢？或說偶像算得什麼呢？】(10:19): 

     [祭偶像之物„„偶像]——區分參與偶像崇拜和吃祭物的差別。 

 

     【我乃是說，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10:20): 

     [與鬼相交]——偶像本身沒有什麼，但是祭偶像是與偶像背後的撒旦相交（申 32：

17），這等於是遠離神，並與撒但聯合。 

 

     【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10:21): 

     [不能]——參太 6：24。 

 

  【我們可惹主的憤恨嗎？我們比他還有能力嗎？】(10:22): 

     [主的憤恨]——參出 34：14和申 4：24。 

     [比他還有能力嗎]——保羅借著反問，提醒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因偶像崇拜，上帝必有

震怒降下。人沒有任何的能力可以承擔其懲罰。 

 

           3、對於如何處理偶像祭物的最后勸勉（10：23-11：1）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10:23): 

           [凡事„„益處]——個人的‘凡事’自由， 

           都要服從整體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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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10:24): 

     [求別人的益處]——基督徒真自由的標准。 

 

     【凡市上所賣的，你們隻管吃，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什麼話】(10:25): 

     [市上所賣的]——在當時,很多獻過祭的食物在市場上出售。 

     [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什麼話]——對此我們可提出兩個問題： 

     1）勸勉的對象是誰, 

     2）勸勉的理由是什麼。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們應當理解為，保羅是針對當時比較軟弱而不敢吃祭物的信徒說了這

話。 

     對於第二個問題，我們知道保羅是為了讓軟弱的信徒不要承受良心的責備。 

 

     【因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10:26):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參詩 24：1。 

     [都屬乎主]——可吃祭物的理由（提前 4：

4），所以基督徒在祭物面前是自由的。 

 

     【倘有一個不信的人請你們赴席，你們若願意

去，凡擺在你們面前的，隻管吃，不要為良心的緣故

問什麼話】(10:27): 

     [隻管吃]——參路 10：8。 

 

     【若有人對你們說，這是獻過祭的物，就要為

那告訴你們的人，並為良心的緣故，不吃】(10:28): 

     [若有人]——指軟弱的基督徒。 

 

     【我說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這自

由，為什麼被別人的良心論斷呢？ 我若謝恩而吃，

為什麼因我謝恩的物被人毀謗呢？】(10：29-30): 

     [為什麼因我謝恩的物被人毀謗呢]——對於這

話，人們有三種理解： 

     1）保羅說：‘我的自由為什麼要受他人良心的

審判？我憑感恩吃就是了。’ 

     2）保羅說：‘我的自由為什麼要受他人良心的

審判？爲什麽我憑感恩所得的份反而受人誹謗呢？’ 

     3）剛強者說：‘我的自由為什麼要受他人良心

的審判？爲什麽我憑感恩所得的份反而受人誹謗

呢？’ 

     其中，第二個觀點是正確的。 

     [我若謝恩而吃，為什麼因我謝恩的物被人毀謗呢？】]——這裡有兩個“謝恩”。第一

個“謝恩”是“我„„謝恩”,即因著神的恩典，神的供應而感恩；第二個“謝恩” 涉及

“謝恩的物”，也涉及別人對謝恩之物的反映。所以，即使這是獻上感恩以後吃的食物 ，也

不能讓軟弱的人有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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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10：31): 

     [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這是基督徒使用自由的准則和結論。這不僅是解決拜偶像問

題的準則，也是基督徒處理所有問題的准則----讓我們凡事高舉神的名，榮耀神。 

 

     【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會，你們都不要使他跌倒】(10：32)： 

     [都不要使他跌倒]——這也是基督徒使用自由的准則和結論。但是，“都不要使他跌

倒”是消極方面的，“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是積極方面的。 

 

     【10:33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眾人喜歡，不求自己的益處，隻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

救。11: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10:33-11:1)： 

     [叫眾人喜歡]——這不是鼓勵虛假（參加 1：10），而是為了讓人得到福音，得到神的

救恩。 

     [得救]——拯救他人靈魂是基督徒“都不要使他跌倒”，並且“叫眾人喜歡”的目的。 
 

                                         （待續） 

 

                 本文作者 金春葉  北維州華人浸信會牧師    

                 該教會網頁 http://www.nv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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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萱東● 
 

                  讀經一: 使徒行傳 28：7—16 

 

使徒行傳 28：7離那地方不遠，有田產是島長部百流的。他接納我們，盡情款待三日。8 當

時，部百流的父親患熱病和痢疾躺著。保羅進去，﹝為他﹞禱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

他。9從此，島上其余的病人也來得了醫治。10他們又多方的尊敬我們﹔到了開船的時候，

也把我們所需用的送到船上。11過了三個月，我們上了亞力山太的船往前行。這船以“丟斯

雙子”為記，是在那海島過了冬的。12到了敘拉古，我們停泊三日﹔13又從那裡繞行，來

到利基翁。過了一天，起了南風，第二天就來到部丟利。14 在那裡遇見弟兄們，請我們與他

們同住了七天。這樣，我們來到羅馬。15那裡的弟兄們一聽見我們的信息，就出來到亞比烏

市和三館地方迎接我們。保羅見了他們，就感謝 神，放心壯膽。16進了羅馬城（有古卷在

此有“百夫長把眾囚犯交給御營的統領，惟有”），保羅蒙准，和一個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

處。 

 

提示 

1. “離那地方不遠，有田產是島長部百流的。他接納我們，盡情款待三日。8當時，部

百流的父親患熱病和痢疾躺著。保羅進去，﹝為他﹞禱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9從

此，島上其余的病人也來得了醫治。10他們又多方的尊敬我們﹔到了開船的時候，也把我們

所需用的送到船上。” 

     在我們的教會中，或者在相識的其他教會的弟兄姐妹中，有醫病趕鬼的奇事經常發生

嗎？人信耶穌是由於看見、聽見，還是自己親身經歷這些事呢？倘若你仍然未曾聽見、看

見、經歷過神跡奇事，這又說明了什麼呢？ 

 

2. “過了三個月，我們上了亞力山太的船往前行。這船以“丟斯雙子”為記，是在那海

島過了冬的。12到了敘拉古，我們停泊三日﹔13 又從那裡繞行，來到利基翁。過了一天，

起了南風，第二天就來到部丟利。14在那裡遇見弟兄們，請我們與他們同住了七天。這樣，

我們來到羅馬。15那裡的弟兄們一聽見我們的信息，就出來到亞比烏市和三館地方迎接我

們。保羅見了他們，就感謝 神，放心壯膽。16進了羅馬城（有古卷在此有“百夫長把眾囚

犯交給御營的統領，惟有”），保羅蒙准，和一個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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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醫生能夠詳細記載保羅一路的經歷，這是因為他與保羅同在，是保羅最貼心的幫

助。同時聖經也讓我們看到，保羅到任何地方都受到主内弟兄姐妹的接待。現今的教會也能

接待遠方來的素不相識的傳道人，甚至象保羅那樣帶著鎖鏈的囚犯嗎？請問一問自己，如果

我遇到這樣的為主衷心獻上的仆人，我會接待他嗎？ 

 

 

                      讀經二: 使徒行傳 28：17—31 

 

使徒行傳 28：17過了三天，保羅請猶太人的首領來。他們來了，就對他們說：“弟兄們，

我雖沒有作什麼事，干犯本國的百姓和我們祖宗的規條，卻被鎖綁，從耶路撒冷解在羅馬人

的手裡。18他們審問了我，就願意釋放我﹔因為在我身上，並沒有該死的罪。19無奈猶太

人不服，我不得已，隻好上告於該撒，並非有什麼事要控告我本國的百姓。20 因此，我請你

們來見面說話，我原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這鏈子捆鎖。”21他們說：“我們並沒有接著

從猶太來論你的信，也沒有弟兄到這裡來，報給我們說，你有什麼不好處。22 但我們願意聽

你的意見如何﹔因為這教門，我們曉得是到處被毀謗的。”23他們和保羅約定了日子，就有

許多人到他的寓處來。保羅從早到晚，對他們講論這事，証明 神國﹝的道﹞，引摩西的律

法和先知的書，以耶穌的事勸勉他們。24他所說的話，有信的，有不信的。25 他們彼此不

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羅說了一句話，說：“聖靈借先知以賽亞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是

不錯的。26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

得﹔27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

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28所以你們當知道， 神這救恩，如今傳給外邦人，他們也必

聽受 29（有古卷在此有“保羅說了這話，猶太人議論紛紛的就走了。”）。”30保羅在自

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31放膽傳講 神國﹝的道﹞，

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提示 

 

1. “過了三天，保羅請猶太人的首領來。他們來了，就對他們說：‘弟兄們，我雖沒有

作什麼事，干犯本國的百姓和我們祖宗的規條，卻被鎖綁，從耶路撒冷解在羅馬人的手裡。

18 他們審問了我，就願意釋放我﹔因為在我身上，並沒有該死的罪。19無奈猶太人不服，

我不得已，隻好上告於該撒，並非有什麼事要控告我本國的百姓。20因此，我請你們來見面

說話，我原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這鏈子捆鎖。’” 

     使徒保羅一心要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他與這些猶太人首領說話的口吻，不是很值得我

們學習嗎？ 

 

2. “他們說：‘我們並沒有接著從猶太來論你的信，也沒有弟兄到這裡來，報給我們

說，你有什麼不好處。22但我們願意聽你的意見如何﹔因為這教門，我們曉得是到處被毀謗

的。’” 

     由於保羅的態度，猶太的首領們把信耶穌當作新出現的宗派，他們願意聽保羅講述拿撒

勒人耶穌是基督，是主耶和華上帝的兒子。在這信息的時代，你我又應當如何利用網絡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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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同胞傳福音呢？讓別人看見我們的見証就歸向主耶穌，你願意嗎？ 

 

3. “他們和保羅約定了日子，就有許多人到他的寓處來。保羅從早到晚，對他們講論這

事，証明 神國﹝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書，以耶穌的事勸勉他們。24他所說的

話，有信的，有不信的。” 

     這裡再次讓信耶穌的人明白，傳講耶穌不能脫離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聖經包括新

舊約全書。你是如何向人傳福音的呢？同時，傳福音之後總是有兩種結果：有的信，有的不

信。你不可能讓所有的人聽了之後都立刻信耶穌，那是不現實的，也是不真實的（除非聖靈

特別作工，才能叫所有的聽眾都信主）。你認同嗎？  

 

4. “他們彼此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羅說了一句話，說：“聖靈借先知以賽亞向

你們祖宗所說的話是不錯的。26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27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

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28所以你們當知道， 神這救恩，如今傳

給外邦人，他們也必聽受 29（有古卷在此有“保羅說了這話，猶太人議論紛紛的就走

了。”）。”” 

     這裡所引用的以賽亞書第六章的這段經文，主耶穌也引用過，天父上帝讓路加醫生把它

放在使徒行傳的結尾，這有著非常深刻的含義。你能藉此領受怎樣的特別信息呢？ 

 

5.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31 放膽傳

講 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使徒保羅的經歷，帶給信徒很大的信心與勇氣，使我們明白怎樣才是真正有信仰的人。

在這信仰危機的時代，信耶穌不是相信人所認為的宗教，乃是要在基督裡建立真正的信仰。

為了信仰，信徒當全然地將自己為主擺上，絕不把主當作偶像來拜。你願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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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三: 羅馬書 1：1-12 

 

羅馬書 1：1耶穌基督的仆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 神的福音﹔2 這福音是 神從前

借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3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后裔生

的﹔4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 神的兒子。5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

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6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7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 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 神，並

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8 第一，我靠著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 神，因你們的信

德傳遍了天下。9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所事奉的 神，可以見証我怎樣不住地提到你

們﹔10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或者照 神的旨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裡去。11

因為我切切地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12 這樣我在你們中

間，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提示 

 

1. “耶穌基督的仆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 神的福音﹔” 

     使徒保羅的話提醒信耶穌的人，我們要知道自己在基督裡的職份。從廣義上來理解，信

耶穌的人都是主的仆人，蒙召是為了傳福音。你認同嗎？在日常生活之中，信徒又該如何把

自己的職份彰顯出來，為主耶穌作美好的見証呢？ 

    
 

2. “這福音是 神從前借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3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

肉體說，是從大衛后裔生的﹔4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 神的兒

子。” 

     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信徒並不清楚福音的內涵，福音的定義。使徒保羅讓信徒明白福

音就是在舊約裡上帝的應許。他對福音作了高度的概括，說明拿撒勒人耶穌的神、人兩性，

他從死裡復活，他是唯一的救主。你能把基督信仰，也就是福音的真理，向慕道的朋友講說

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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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6其中也

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 

     使徒保羅提醒羅馬教會的信徒，也提醒我們這些信耶穌的人，唯有經歷了十字架的恩

惠，在信仰上順服，才能帶別人歸主。這也讓我們更清楚地明白，個人蒙恩經歷的分享常常

能夠打動別人。對此，你又有何切身的體會呢？  

 

4.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 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 

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使徒保羅提醒羅馬的信徒並所有信主的人：蒙召的人都得著天父上帝的愛，並要作聖

徒。早期教會把所有真正信耶穌的人都稱為聖徒，因為他們每日追求聖潔的生活，遵守主的

教訓，在基督裡天天得著恩惠與平安。你又是如何理解使徒保羅的話的呢？  

 

5. “第一，我靠著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 神，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下。”   

     使徒保羅向主感恩的是，羅馬教會的眾聖徒把他們自己的信仰告訴了世人。信耶穌的人

問一問自己，我是怎樣把信仰告訴別人的呢？ 

 

6. “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所事奉的 神，可以見証我怎樣不住地提到你們﹔10

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或者照 神的旨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裡去。” 

     這兩節經文讓信徒體會使徒保羅是如何過他的信仰生活的。信耶穌的人當檢查自己是否

用心靈在服事主，當每天禱告尋求主在自己身上的旨意。 

 

7. 因為我切切地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12 這樣我

在你們中間，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使徒保羅讓信耶穌的人看見，他希望去探望羅馬教會的弟兄姐妹，是要把從主所得屬靈

的恩賜分給他們，為了堅固他們的信仰（信心），彼此勉勵，得著從主而來的安慰。保羅自

己也特別需要與其他信主的人在一起，他同樣需要從別人身上得著安慰。對此，你又有何體

會呢？ 

讀經四: 羅馬書 1：13-25 

 

羅馬書 1：13 弟兄們，我不願意

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

那裡去，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

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

樣﹔隻是到如今仍有阻隔。14 無

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

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

15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

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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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猶太人，后是希利尼人。17 因為 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 

至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18 原來 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

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

在人心裡﹔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顯明。20 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雖是眼不能見，但借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 

神，卻不當作 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22 自

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23 將不能朽壞之 神的榮耀變為偶像，仿佛必朽壞的人和飛禽、

走獸、昆虫的樣式。24 所以 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欲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

的身體。25 他們將 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

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提示 

 

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

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樣﹔隻是到如今仍有阻隔。14 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

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15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

人。”  

     信徒在教會裡常常聽見有人說“欠福音的債”，可能這是源於使徒保羅在這裡所說的

話。保羅這樣講，是要讓信徒明白，他定意要去傳福音，但有時候會遇到攔阻。信徒需要問

一問自己，如果碰到了傳福音的攔阻，我會如何處理呢？ 

 

2.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后是希

利尼人。” 

     這節經文是常常被信徒當作金句來背誦，並時時引用的。對於這節經文，你又有何特別

的感受呢？ 

 

3. “因為 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如﹝經上﹞所

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本節經文被很多聖經學者看為羅馬書的鑰句，作爲解釋“因信稱義”教義的關鍵。我們

如果用大家能懂的話語來解釋，這是不難理解的。就我而言，這節經文帶出的信息是：人在

基督裡開始的信仰，其目的是為了基督的信仰。這樣的人，在天父上帝眼裡就算為“義人”

了。我們要時時地省察自己，我在耶穌基督裡建立了真正的信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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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來 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

的人。” 

     使徒保羅提醒信徒，天父上帝是不輕易發怒的神，但是我們必須明白祂對於哪些人會有

忿怒。我們也必須檢查自己，我是否行了主耶穌的義呢？我是否會在一些事情上成了阻擋真

理的人呢？                           

                                         

5.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顯明。20 自從

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借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

得，叫人無可推諉。” 

     這兩節經文提醒所有的人，不可懷疑上帝的存在，也無須聽人的解釋，因為祂早已把自

己在人的內外都彰顯了，隻是我們不能，不願承認而已。你是又如何理解這兩節經文的呢？ 

 

6. “21因為他們雖然知道 神，卻不當作 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

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22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23 將不能朽壞之 神的榮耀變為

偶像，仿佛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虫的樣式。” 

     這三節經文精辟地描述了人本性中的罪惡。可是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願意察看自己

拜偶像的心態，讓主耶穌在自己裡面建立真正的信仰呢？對此你的態度如何？ 

 

7. “所以 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欲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25 他

們將 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直

到永遠。阿們。” 

     怎樣的一類人，是主耶穌最厭惡的？你明白嗎？你願意讓主耶穌，保惠師聖靈來改變你

自己嗎？ 

 

       本文作者 朱萱東   加拿大多伦多自由傳道   

       網頁：http://info.51.ca/community/event/assn/2011/12/22/2430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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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忠信☆ 

 

                                                        一同走過 
 

                                            他們在一切苦難中，祂也同受苦難…… 

                                                       （以賽亞書︰六十三 9）  

 

                                                                  耶穌哭了…… 

                                                       （約翰福音：十一 35）  

 

                                             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羅馬書：八 34）  

 

苦難可以說是在我們信仰道路中最難理解的一件事。當我們自己，或是我們周圍親近的人遭

遇苦難，我們常會有許多的疑問在我們心中：到底我們所信仰的神是真實的嗎？如果神存

在，為什麼慈愛的神卻容許這樣的苦難發生？為什麼神不聽我們的祈求，將這些苦難挪去？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許就像還在苦難中的約伯，對許多問題還沒有得到解答。 

 

當我們經歷苦難時，我們常常也會思想，神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看我們的苦難呢？祂靜

默不語、冷眼旁觀，還是像一位嚴師，期待我們勝過這些層層的試煉？祂是否了解我們在困 

                                        22 



境中所受的苦楚呢？其實，我們的神並不是一位高高在上，離我們很遙遠的神。祂有時雖容 

許苦難臨到我們，但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當我們在一切苦難中，祂是與我們同受苦難

的。神對我們所受的苦楚並不陌生，因祂也曾讓祂的獨生愛子到這世上來「多受痛苦、常經

憂患⋯」，所以祂是一位可以體恤我們苦楚的主。 

 

我們是否曾因苦難而傷心流淚？當耶穌面臨拉撒路過世時，在理智上，祂雖然知道祂即將施

行神蹟，要使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但在情感上，祂了解面臨死亡的苦楚與親人朋友的憂傷，

祂也與他們一同流淚。我們是否有在苦難中祈求神，卻沒有得到應允的經歷？有時神聽我們

的禱告，從苦難中施行神蹟拯救我們；但有時神有祂特殊的旨意，並沒有應允我們的祈求。

但有一件事我們可以肯定，無論神是否應允，他都聽見（傾聽）我們的禱告。而且我們知道   

耶穌也在神的右邊，替我們祈求„„ 

 

雖然我們對於許多有關苦難的疑問，沒有得到答案，但是從上述經文我們可以知道：當我們

受苦的時候，神與我們一同受苦；當我們流淚的時候，耶穌與我們一同哭泣；當我們祈求的

時候，耶穌也在神的右邊替我們代求。是的，在這世上有苦難，但我們的主了解我們的苦

難，並且祂與我們一同走過這些苦難的道路。  

 

             本文作者廖忠信弟兄曾為 IBM 的設計師，蒙神呼召後，放棄該工作， 

             成爲全時間的傳道人。他的網頁： http://www.sit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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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旭初★ 
     在牛津圣革利免堂家庭中心的主日信息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么？若是

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

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

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

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虚

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

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

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

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不也是一样因

行为称义么？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 2：14-26）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 4：1） 

 

引言 

 

前一段时间，我们都学了很多保罗在罗马书中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今天我要跟大家从雅各

书来看基督徒行为的重要性。在座的也许会问，基督徒既因信称义，怎么还要讲行为呢？不

错，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教（新教）的最重要的信仰标志之一。正是这个信仰标志把我们基

督教（新教）跟天主教（旧教）区分开来。我们基督教认为，得救纯属神的工作，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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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工作。我们不能说，我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我有很好的行为。若有人这样说，我敢断

定，他持守的不是正统的基督教（legalism）教义。但若有人误解这个 “信” 字，因信废行，

他也不属正统的基督教（antinomianism）。那信跟行到底有没有矛盾？如果没有矛盾，信跟

行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最后，我们如何因信称义，却又不因信废行呢？下面让我们从圣经

的总体教训，特别是从雅各书二章的教训，来看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愿神用他的话开启我

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在世上信行一致的重要

性。 

 

信心与行为矛盾吗？ 

 

我们已经读了雅各书 2：14-26。有人听后也许会

问：罗马书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但这里雅各书明说

人称义是因着行，圣经岂不前后矛盾吗？这是一个

很好的问题！我们确实发现雅各所讲的，跟保罗在

罗马书所讲的似乎很不一样。保罗说：“人称义是因

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 3：28），又说：“既

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

典了。”（罗 11：6）但雅各说：“我的弟兄们，若

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他又一连三次说：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还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 2：24）这两

位使徒所讲的似乎互相矛盾，一位注重信，另一位注重行。但我们若看罗马书前四章和雅各

书第二章各自的主题，就会发现罗马书前四章的主题是讲人怎样称义；而雅各书第二章的主

题是讲人称义后的果效：怎样怜悯人、賙济人、帮助人、看顾人（特别是孤儿寡妇）。称义

的话似乎是雅各为了达到劝人賙济的目的而顺便提起的。不像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专门从神学

上讲怎样称义，雅各书不过是从伦理上说几句关于称义的事。换句话说，保罗讲的是神学，

而雅各讲的是伦理。所以人不能凭雅各这几句话来推翻保罗因信称义的神学。我告诉你，如

果你遇見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行为一点都不注重，他说他信耶稣，但是他什么罪都犯，你也

会像雅各那样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呢？但雅各的这几句

话，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相信圣经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圣灵。圣灵把雅各所谓的 

“不谐之音” 放在圣经里，一定有他的美意。这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误解保罗因信称义的道理。

（其实这一误解、甚至曲解，早在使徒时期就已出现，见彼后 3：16。）人是怎么误解的

呢？既然我们因信得救，我们就不需要行为了。這也就是说：我既然因信称义了，我怎么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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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都不要紧，因为我还是得救的。我们信了主后，真的就可以继续我行我素，继续  “在罪

中，叫恩典显多吗？”（罗 6：1） 

 

信心与行为的辩证关系 

 

没错，按照圣经，我们因信称义，但我要说的是，这个信是带有行为的信，有爱之行动的

信，因此是能被人看见的（所谓由里及外）（来 11；加 5：6；太 9：2）。保罗完全同意雅

各，保罗说：他在神面前常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祷告，愿神看他们 “配得过所蒙的召” 

（ESV: that our God may make you worthy of his calling），又用大能成就他们 “因信心所作

的工夫”（KJV: work of faith 帖后 1：11）。还有，保罗跟亚基帕王说：他 “先在大马色，后

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KJV: shewed … that they should repent and turn to God, and do works meet for 

repentance. BBE: preaching a change of heart, so that they, being turned to God, might 

give, in their works, the fruits of a changed heart. 徒 26：20） 

 

那么，怎么会有人误解因信称义之道，看信、行是对

立的呢？這是因为我们常常误解那个 “信” 字，尤其是

我们中文的 “信” 字。在我们基督教（新教）历史上，

最早的误解发生在改教初期的德国。马丁路德把圣经

从原文翻译成德文。但很遗憾，德文的信字，只有一

个字，就是 Glaube。这个 Glaube，有点象希腊文中

的 pistis，可以指对所信之内容理智上的认知（notitia：认识真理／福音）和进一步的认信

（assensus：同意、相信），也可以指从内心发出对神的信靠，和在行动上对神的顺服和热

情的委身（fiducia, fides 之核心：将生命主权交出的 “得救的信心”）。当时反对他的天主教

徒把路德的 Glaube 看成是理智上的认信，因此指控他不讲善行。路德辩护说，他的信更是

指对神的信靠、顺服和委身说的。德文 Glaube，不像英文有两个字：belief 和 faith。前者是

认知（知）和认信（信），是信行分拆意义上的单独的，狭义的信；后者则包含信靠和委身

（意和行），是囊括知、信、行三者于一的广义的信。因信称义在英文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from Latin fides，包含 trust，其原意是 to unite and to bind)，而不是像德文那样可以

被误解为 justification by belief。 

 

其实圣经中 “信” 确有两层意思。“信” 的第一层意思是对福音真理的认信，这真理就是神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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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 1：3）我们知道，基督教圣公会有坚振礼班，浸信会有预备

受浸班，长老会有预备受洗班，圣公会中的灵恩派有 Alpha Course。有人学了这些课程后，

牧师问他（她）相信这些吗？他（她）说他（她）信（credo）。然后牧师就向会众宣布说：

他（她）已经信了。在坚振礼、浸礼或洗礼之后，他（她）算真正成为教会的一员了，能领

圣餐了，是个基督教徒了。但基督教徒（de jure, coram humano）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基督徒

（de facto, coram Deo）。有的人是真正相信了，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对

信仰是认真的。但也有人只是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在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信” 的第二层意

思是信徒对基督委身和顺服的信，也就是保罗所说的 “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这才是真正 “有

功效” 的信心（加 5：6）。“生发仁爱的信心”，是指能产生爱之行为的信心，也就是雅各所

说的有爱之行为的活的信心，神学上叫 fides formata caritate。 

 

关于第一层意思的信，雅各说：“你信神只有一位（犹太人的 shema），你信的不错。鬼魔

也信，却是战惊。” 从圣经中看，魔鬼是很正统的，他相信耶稣是 “神的儿子”，相信有末日审

判，相信有叫 “无底坑” 的地狱的存在，（太 8：29；路 8：31）但是他的信不能救他，因此

让他为自己的最终灭亡而惶惶不可终日。雅各不是说保罗所讲的信心不能称义，而是说 “这

信心” （雅 2：14 BBE “such a faith”）（就是口头上自吹的那一种）不能称义。去年挪威那

个谋杀 77 人、打伤 151 人的 Breivik，也自称是 “基督徒”（据我所知，他受过坚振礼，并宣

称：他要为捍卫欧洲基督教世界，而驱逐回教移民），但他所行的能证明他是基督徒吗？ 

 

关于第二层意思的信，雅各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你自以为你有得救的信心），我有行

为（我有因信而有的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所谓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

为，将我的［真实的］信心指给你看。”（雅 2：18）这里雅各并不是把信心和行为看成是彼

此分割的两个对立体。在他看来，没有行为的信心根本就不是信心，而是 “假信心” 或 “死信

心”。唯有爱之行为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别人是从你外面所行的看到你里面所信的。雅各所说

的：“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 2：24）就是要说明这一点。这里，雅各并不

是说行为可以称义。请注意他后面一句：“不是单因着信。” 雅各的意思是说：你必须用行动

表明你是真正信的，这如同盖章，你用由信而来的行为来表明你的称义正式有效。雅各與保  

                            罗所讲的称义是不同的。保罗讲罪人罪得赦免（称义）， 

                            雅各讲信徒在生活上蒙神喜悦（称义的果效，即成圣）。 

 

                            善行和靠善行称义不是一回事。善行是称义之果，但不 

                           是称义之因，两者的因果关系不能颠倒。善行的功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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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基督徒必尽荣神益人的本分，其二是对其真信的确证

和检验。马丁路德从好树结好果的原理出发，尤其强调信

的首要性：“人有了信就有圣灵在他里面，使他发生善

心，能成全律法。”（《日用灵粮》）按马丁路德这一说

法，因信称义中的信行关系应该是信之首要性与行之必然

性的联结，或者说，是以信为根基和前提的信行对立之统

一。简言之，信中有行、行必由信。这與雅各所强调的 

“信必有行、信要求行” 其实是一致的。 

 

信行一致：信必有行、信要求行 

 

如果我們强调基督徒要有好行为，也許有人会指控说：你在传讲律法主义（legalism）。要

澄清这一指控，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对律法（如十诫和圣洁条例）的

过分的和不适当的强调。律法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你必须严守律法（甚至守到钻牛角尖

的地步），达到像耶稣那样的完全无罪（perfectionism），这样你才能得救；另一种是好论

断那些没有像你这样拘泥细节的人。例如某人看到一信徒星期天做完礼拜后，竟去超市买东

西，因此就论断别人做了安息日不该做的事；或者看到另一信徒留着长发、穿着牛仔裤上教

堂，因此就說他不像一个基督徒；或者看到有一信徒偶尔去了戏院、或喝了些酒，因此就說

他爱世界、不爱神；或者看到某教会使用吉他之类的乐器进行崇拜，就指控那家教会效法世

界。这类人常常自诩属灵，自以为义，因此成了基督教中的 “法利赛人”。 

 

新约讲的好行为不是指对那些无关宏旨的 “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西 2：

20，很多的 don’ts）（adiaphora）的遵守，而是指我们因信靠基督，顺服基督而蒙圣灵引導

和生命更新所生发出来的爱心和善行。保罗说，“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 主的

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林后 3：6，17）；又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

行事（walk in the Spirit），”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 5：25，22-23）；又说：“我若

有 …… 全备的信 …… 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林前 13：2）；又说：“爱人的就完全

了律法。”（罗 13：8）这样，正统基督教避开了律法主义（legalism），又避开了反律法主

义（antinomianism）。 

 

澄清了以上对强调基督徒应有好行为的误解，我们回头再来看雅各书。对那些自以为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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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却没有行为的所谓的 “信徒”，雅各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 

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

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可能也常是这样。教会中有的弟兄或姐妹有缺乏，有困

难，需要我们的关爱和帮助，結果我们沒有提供很有效的帮助，却说些很漂亮的，很属灵的 

“劝勉” 人的话：你还是平平安安地回去吧，神一定会供应你的。你何必这样担心呢？你要有

信心，要依靠神！这样，人家会怎么看我们呢？也許他们看我们不过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

子。于是我们真的成了雅各所斥责的对象：“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么？”  所谓 “虚浮的人”，是指那些假心假意、对人不真诚，不实在的人。 

      

 

接着，雅各举了两个我们都熟悉的例子来说明落实在行动上的信心才是真信心。他说：“我们

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

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

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

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么？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

死的。”  注意这里的次序。雅各在此特别提到亚伯拉罕被神称义（创 15）是发生在他献以撒

（创 22）之前。由此可见：先有因信称义，后有因信而来的行为。因此 “人称义是因着行

为，不是单因着信”，可以被解读为：人称义是因由信而来的行为的印证才生效。至于妓女喇

合，她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接待了两个素不相识的以色列探子，竟要里应外合，帮助

敌国颠覆自己的祖国！她这样做，是因为她相信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這跟亚伯

拉罕一样，她也是因她对神真实的信心而作出这一出乎寻常的行动。 

 

也许有人会说：其实不信的人也能有很好的行为，比如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熟知的雷锋，

他因常常做好事，而成了共产主义的 “圣徒”。但没有信心之人所行出来的，是人能预料的，

没什么可以让人感到惊讶的（属自然领域）。雷锋有这么一句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

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耶稣所引的旧约经文不也是这样说吗？“你们听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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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太 5：43）这样的好行为似乎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基

督徒能做到，共产党员也能做到。我们能做到爱朋友，爱那些可爱的人，爱那些爱我们的

人，这就象雷锋能爱他的同志一样。但耶稣要他的门徒有更深沉的爱，他说：“只是我告诉你

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 5：44）这只能是由信而有的行为，往往

被人认为是莫名其妙的爱，因此是荒谬的（属超自然或恩典领域）。按常理，父母总是爱自

己孩子的，更不要说是独生子了（在我们中国，独生子是个 “小皇帝”），但亚伯拉罕竟因信

（他信神会使他复活）要操刀杀自己的独生子。人们总是爱自己的祖国，只要看看中国的 

“愤青” 们，再看看球场上各国球迷们的爱国热情，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喇合竟因信（信神会

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作出叛国的举动。当基督徒所行的是超乎寻常的，是一般人不能理

解的，那就说明他对神有真信心。 

 

总之，雅各所举的亚伯拉罕和喇合的例子告诉我们：基督徒应有信行一致的真信仰；不但如

此，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好行为应高过一般世人所表现出来的好行为。若基督徒所表现出来

的好行为仅仅跟世人所表现出来的好行为一样，那不一定是他信心的结果。(Still in the state 

of nature, not in the state of grace.)  

   

                                                                                                        

总结  

 

以上雅各让我们清楚看到信行并不矛盾：信是因，真信必有其

果----荣神益人的善行。它们是对立的统一。基督徒是因信称

义，但没有行为的信心，就像一种无从捉摸的抽象概念；唯由

信而来的行为使信心具体化，并证明信心之确凿。所以我们第

一步接受基督的新生命，第二步就要把这生命彰显出来。 

 

按照雅各所说的，信心有活信心和死信心之分。死的信心有口没脚，只能 talk，不能 walk

（Hebrew: halakha）（口头信心），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知道正确的 words（如耶稣在各

各他上为我死），但不能用 works 来支持 words（头脑里所信的）。我们要弃绝口头信心，

做一个与主同行的基督徒，也让我们头脑里所信的能真正触动我们的心灵（2000 年前耶稣在

十架上的死对我有什么关系），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委身于我们所信的主，并行他的旨

意。圣经多次要我们 believing on Him，不是仅仅 about Him。圣经要我们信靠他，顺服他。

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说：“惟有信徒才是真正顺服的，也惟有顺服的才是真正相信的。”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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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活信心。 

 

基督徒要有好行为，这并不是象律法主义所要求的：我们都能做到完全无罪。马丁路德说：

基督徒永远是义人，又永远是罪人（simul iustus et peccator）。神看基督徒永远是义人，是

神因基督的缘故，又因基督徒所行蒙神喜悦的善工，而看他是永远圣洁的；但基督徒又永远

是罪人，是因基督徒在世上仍是不完全的。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

在我们心里了。”（约一 1:8）我们 “当顺着圣灵而行”（加 5：16），在现实生活中，在家庭

中，在单位中，在与人交往的方方面面，让我们有真信仰的生活和真信心的行为，这就是亚

伯拉罕和喇合一般的行为。我们有信心，也要有相应的行为；有信仰，也要有与信仰相称的

生活见证。如此，自己的行为才不至出卖自己的信仰。保罗劝我们说：“[你们] 既然蒙召，行

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 4：1）   

 

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做一个聪明人，既听了主的道，明白了主的心意，我们就当决志去遵

行。这样就能避免口头上的信心，头脑中的信心，使自己有真信仰的美好根基，如同立在盘

石上的房子一样。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 

 

                   本文作者：徐旭初， 住英國牛津城，帶職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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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雄雄◆ 
 

             经文：路 15：3-7；路 15：8-10；路 15：11-24 
 

一、 耶穌三個比喻的內容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的三個比喻----迷失的羊、失落的錢、浪子回家，是在主耶穌公開

傳道的時候，面對法利賽人和文士指責、控告所發出的回應。這三個比喻，環環緊扣，層層

遞進，缺一不可。從迷羊到銀錢，最后到兒子，都表明了那些法利賽人眼中的“罪人”，在

主心中的地位是何等寶貴。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穌說了失羊、失錢、失人的比喻，他告

訴我們，一個罪人悔改，天上“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路 15:10)  

     在腓 4:1中，保羅對腓立比教會的弟兄姐妹說：“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是我的冠冕。”   

     約翰福音第十章告訴我們，主是我們的好牧人，我們是主的羊，好牧人為羊舍命。如果

主耶穌（好牧人）不撇下所有來尋找迷途的羔羊，那麼等待它的隻能是在曠野中流離死亡。 

     羊是牧人的財產，是牧人的性命。他認識每一隻羊，也深愛它們，牧人為失去的這一隻

羊憂心焦急，翻山越嶺、披荊斬棘要尋回這隻迷羊。主在尋找世上失喪的人。這隻迷失的羊

就是你，就是我。 

     失錢的比喻告訴我們，神不會拋棄任何一個相信他的人，他看重每一個信徒在神面前的

存在價值。人在世上的地位是比天使微小一點。但在天國裡，人有天父兒子名分，遠比天使

尊貴。如果我們陷在罪中，成為失落的錢，毫無價值；如果過得勝的生活，我們“是有君尊

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彼前 2:9) ，我們有王子的身份。 

     浪子的比喻是彰顯神的大恩。小兒子在外面任意放蕩，浪費資財，耗盡一切所有的，他

在外面受盡屈辱和苦難而重新投奔父家的時候，父親就跑過去擁抱他，承認和恢復他兒子的

名分。當小兒子祈求父親原諒的時候，這位寬厚仁慈的父親，讓僕人為這個小兒子穿上上好

的袍子，並戴上戒指，穿上鞋子。在猶太，戴戒指和穿鞋代表一個人是自由人，唯有奴隸在

當時都是赤腳的。當小兒子以一名奴隸的身份回到父家的時候，父親用慈愛來讓他重新成為

自由人。我們慈愛的天父也為失而復得的兒子歡喜快樂。神所施的恩典是不計代價的，恩典

是既往不咎的，恩典都是白白給予的。 

     加 5:1 說“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仆的軛挾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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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耶穌三個比喻的含義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三個比喻，都講到“遺失”。 我們來學習和分析一下:  

     路 15：3-7的第一個比喻講失去一隻羊。 

     路 15：8-10的第二個比喻講失去一塊錢。 

     路 15：11-24的第三個比喻講失去一個兒子。 

     許多人讀這一章聖經的時候都覺得希奇：用遺失來比喻罪人，一個比喻已經夠了，為什

麼要說三個比喻呢？主耶穌在這裡講比喻的目的，重點不在於講人的失落；如果隻是講人的

失落，那麽一個比喻確實已經夠了。主特別提醒我們要注重三位一體的神，即聖父、聖子、

聖靈。對於一個失落的人，神有祂的奇妙拯救工作，這三個比喻就是說到神三方面的工作。 

  這三個比喻的次序可不可以顛倒一下呢？不可以。如果我們把這三個比喻的次序顛倒一

下，福音就給我們弄亂了。因為這三個比喻是神救贖法的次序。 

     第一個比喻說到主耶穌來作好牧人的工作。主耶穌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舍

命” （約 10:11）。主耶穌離開父的家，離開榮耀寶座，到世界上來尋找我們。這是說主耶

穌來到家的外面，在世界曠野上尋找迷失的羊。 

 

 
 

     主耶穌接著講第二個比喻：婦人尋找錢。婦人是在屋子裡尋找錢的。婦人點上燈，打掃

屋子，細細地找。婦人可比作聖靈。聖靈在我們裡面光照我們（婦人在屋裡點燈）。猶太女

子在結婚的時候，丈夫給她十塊錢，象征愛情。一塊錢失落了，女子心裡焦急，要尋找回來

起初的愛。雖然她沒有全部失落，但也要堵住失落破口，尋找回來恢復完整。聖靈也是在提

醒我們，不要失去起初那顆愛神愛人的心，不要失去那顆渴慕真理的心。主耶穌對以弗所教

會說：“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

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啟 2:4-5）。 

     好牧人尋找羊與婦人尋找錢有不同的地方。好牧人是在家的外面尋找羊，婦人是點上燈

在屋子裡尋找錢。先是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贖，於是聖靈到我們心裡來光照我們。 

聖經告訴我們，神要把他自己賜給我們：（一）神把祂的兒子賜給我們，約 3：16，“神愛

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二）神把聖

靈賜給我們，在約 14：16 中，主耶穌說“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祂永

遠與你們同在”。神差主耶穌這位好牧人來尋找我們，神也差遣保惠師聖靈來光照我們，讓

我們明白聖經真理，堅固信心，愛神愛人，走永生的道路。 

     第三個比喻是父親在家裡等他的兒子回來。已經有救主來尋找，已經有聖靈來光照、引

領；救主所作的不會落空，聖靈所作的也不會落空，父神在家裡等著流浪的兒子回家，也不

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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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位一體真神的自己拯救工作 

 

     我們已經分享過，這三個比喻，不能去掉一個。 

 

1.  主耶穌拯救 

     如果沒有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救贖就不能

成功；如果沒有聖靈來光照，人就不會進入一切的真理，不

能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雖然人有殘留的良

心，人可以局部的為罪自責，但如果沒有聖靈光照，人不會

徹底地為罪自責，人也不會為義，也不會為審判自己責備自

己。  

     如果沒有好牧人耶穌基督來為羊舍命，流血犧牲，擔

當世人的罪，我們世人（浪子）就回不了家。讓我們暫且退

一步說，假設我們能回去，父親也不能收留，因爲罪的問題

沒有得到解決。聖靈的工作也藉主耶穌的流血犧牲而展開。

主耶穌受死、被葬、復活、升天之後，保惠師聖靈才來到我

們中間。而且對於我們人來説，如果一個人不接受基督的十

字架的救恩，聖靈不會住在他心靈裡。  

     如果主耶穌沒有流血舍命，天父不能赦免人的罪。神

是愛，神愛我們，但神也是公義的，他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如果耶穌基督不流血，我們的

罪也可得赦免，那就違反了神的公義性。                                                   
 

     如果耶穌沒有流血，罪人也可以得著拯救，那我們的信仰還有意義嗎？我們也不必相信

了。 

     如果沒有主耶穌的重價寶血，罪人可以被拯救，那就是等於告訴人說，不必有救主了。 

     我們的得救乃是這樣：我有罪是真的，但救主的擔罪，赦罪也是真的。羅 1:16說：

“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羅 10: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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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

得救。”主耶穌不但是為我流血犧牲的主，也是復活得勝的主。所以我們隻管坦然無懼地來

到天父的施恩寶座前，得憐恤，蒙恩惠。這樣我們能得到父神的喜悅，能得到聖靈的幫助和

引導。 

     沒有一位救主，我們就不會有平安。因為主耶穌已經成功了救贖，我們這些蒙恩的罪人

的罪已經得了赦免，已經被寳血洗淨了。所以天父就收留我們。在浪子回家的時候，父親沒

有一句責備的話，反而抱著小兒子連連與他親嘴。 

     同時，有一位聖靈已經在他裡面光照了他，浪子（我們）心裡已經被聖靈提醒，他得罪

了天，得罪了父親，他要回家去向父親認罪，免得在外面流浪死亡。這也可比喻成在世上糊

涂度日的“信徒”被聖靈提醒和光照，趕快回到天父家中，免得在墮落中滅亡。 

     主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憂傷痛悔的心，他不輕看。 

     歡喜領受了救恩的人，“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太 3:8）。 

     腓 1:27 上：“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弗 4:1：“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的恩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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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靈光照感動 
     如果主耶穌為罪人舍命，天父也在家裡等著，卻沒有聖靈光照，就沒有一個浪子能 

醒悟過來趕快回家。 

     聖靈叫人為罪自責：我為什麼不早一點相信耶穌，走了許多犯罪道路，受了許多冤枉苦

楚？ 

     聖靈叫人為義自責：主耶穌已經復活升天，蒙神的悅納，坐在神右邊替我們代求，我為

什麼還不真誠接受祂？ 

     聖靈叫人為審判自責：撒但已經受了審判，不再是我的主人了，我為什麼還要跟從它？

我為什麼還要與世俗為友，與上帝為敵？這些都是聖靈所作的光照工作。 

     所以我們要相信耶穌，接受主耶穌已經成功的十字架的救恩，要注重聖靈的光照、感動

和引導。 

     有人隻注重基督已經成功的十字架的救恩，卻忘了聖靈所要作的引導工作；有人隻注重

聖靈的幫助和所做的奇妙工作，忽視了基督已經成功的十字架的救恩。。如果人或偏向左，

或偏向右，就偏離了聖經真理。 

     如果我們隻注重基督已經成功的十字架的救恩，忽略聖靈的感動和引導，我們的生命就

得不著造就。如果一個基督徒的生命無法健康成長，顯然他就不會有豐盛的生命。 

     如果一個基督徒隻注重聖靈的工作，而忽視救恩的道理，他就沒有一個真理根基，因為

聖靈的立足點是在基督救恩的磐石上面。聖靈傳揚天父的公義、慈愛，並高舉耶穌基督和他

十字架的救恩。 

     聖靈是有獨立位格的，能獨立行事，是三位一體神中的第三位，但聖靈並沒有奉自己的

名作工。聖靈又可以稱為神的靈，耶穌的靈。聖靈把基督所成功的救恩連通到我們身上來。

管道為水源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有了管道沒有水源，就沒有活水滋潤；有水源沒有管道，

活水流不出來，就不會有活水

的澆灌。主耶穌是救恩的源

頭，聖靈做澆灌工作。 

 

3.  三位一體真神一起拯救

罪人 
     在林后 13：14中，保羅

說：“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聖靈的交通，常與

你們眾人同在。”神是愛，是

神想出方法來救人。愛人的心

是在神裡面發動的，這愛的外在表現就是神的恩典。在外面的愛是恩，在裡面的恩是愛。 

     神愛世人，賜下愛子；基督為罪人被釘十架來成功救贖；聖靈奉聖父、聖子的名作保惠

師。三位一體的真神為拯救罪人一起做工。 

     通過聖經學習，我們可以看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三個比喻，並不是簡單的重復，而

是三位一體神拯救的次序，是三位一體神緊密配合的合一同工（為拯救失喪的人）。我們也

當以神的心為心，教會同工一起為主作工時，我們也要有合一的心，相互之間緊密配合，做

到同心、同工、同行、同步。 

     在侍奉道路上， 彌 6:8說：“隻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神

大能的膀臂必然扶持我們。有主耶穌帶領，聖靈恩膏，必定會有作工的果效賜給神的忠心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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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將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我們，讓我們看出神話語中的奇妙，明白神旨意裡的奧

秘，明白主耶穌三個比喻中隱含的真理。願聖靈常常引導我們去理解聖經中的精義，看到真

理亮光，使我們的靈命得著造就，得著更新，使我們更加被主所用。 

 

     從主耶穌三個比喻中，從神的奇妙拯救中，我們深深地感受到： 

     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 

     神對世人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 

     他是公義、慈愛、偉大的神，我們好像是世上一粒塵土，但還是蒙神這樣的眷顧，蒙神

拯救恩召，我們心中實在感恩不盡。 

     主耶穌啊，是“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淚，救我的腳免了跌倒”（詩

116：8）。我們要仰望你，一生一世跟隨你。 

     我們不願意再做迷失的羊，不願意再做失落的錢，不願意再做離開慈愛天父的浪子。 

     懇求主耶穌看顧保守我們，聖靈光照我們，讓我們能謹慎自守，直到主再來的日子。 

     感謝主耶穌基督的舍命救贖大功！ 

     感謝慈愛天父賜給我們兒子的名分！ 

     感謝聖靈光照引導我們走永生道路！ 

 

     願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 

 

                             本文作者 賀雄雄 弟兄，帶職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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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聖輝攝於意大利   （主後 2013年 6月） 

 

                                 
 

        馬太福音六章十九至二十一節 
                   19)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20)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21)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