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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牆破壘心都更」 

／葛迺駿 

 

經文：以弗所書二章 11-16 節 

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

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

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你們從

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我們

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

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

睦。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最近我讀了一本書，這本書 2011 年在台灣出版，書名叫《我們最幸福》。

它是一名美國記者採訪六名主角集結成的故事，這六名主角其實都是尋常的北韓

老百姓，他們在極不容易、小到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有機會逃出北韓，就是所

謂的「脫北者」。 

這本書透露他們在極權統治下的一些辛酸、不為人知的故事。書中追溯這六

名北韓人大概十五年，點點滴滴的生活，在這十五年裡面，他們遭遇了金日成家

族的極權統治，也經歷了 2004 年開始蔓延全國，大概五年的大饑荒，奪去兩百

萬人的生命，餓死，幾乎佔了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他們堅持不接受外援，

也不讓消息透露出去，但是後來慢慢被國際間知道。 

書裡面有很多辛酸的故事，其中有一個小故事，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有一位

化名叫做宋太太，宋太太原來在所謂的鐵道宣傳部任職，就是國家的發聲機關。

饑荒的時候國家發不出薪水來，她一家人就陷入飢餓的困境，跟其他的人民一

樣，家人一個接一個，不是病死就是餓死。 

最後有一天，宋太太最小的一個兒子，已經病到不行，餓到快掛了，她就把

他柔弱的身軀拖到醫院去，醫生給她的小兒子開了處方籤，可是宋太太一看，眼

淚就流下來，因為處方籤上的藥非常貴。她看看剩下的錢，買藥的錢可以拿來買

四根玉米，再繼續養活剩下的家人。最後，宋太太決定把錢拿去買玉米，小孩當

天就死掉了。多年以後這件事一直是宋太太心裡揮不去的夢魘，她一直譴責自

己：「孩子是被我自己害死的。」不是國家害死的，她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國

家，她從心裡相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 

我們最幸福 

我們很驚訝的發現，今天的世界真的還有這種生活在某個國家裡面？我們從

書裡的一些介紹，大概了解一下，這個國家實行食物配給制，可是在人民饑荒，



需要吃東西的時候，沒有東西吃，他們去撿國家養的牛和豬排泄物之中那些沒有

消化的玉米粒，那是合法可以撿回去吃的。動物有東西吃，因為牠們是國家財產，

但是人民沒有東西吃。 

這個國家據說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沒有網路的國家，不准對外通訊，不准

有網路通訊，所有消息全部由國家供應。一些少數買得起電視的家庭，電視上面

是沒有選台器的，意思是電視只有固定頻道，看國家播送的報導或節目。全國幾

乎大部分人民不知道人類曾經登陸月球，因為那是美國人幹的事情，國家沒有在

宣傳，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讓我們很驚訝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真的相信一件事，就像英文書名所寫的

Nothing to Envy，這句話是他們一首愛國歌曲裡的歌詞，裡面說，你只要講得出

來全世界各樣的東西，我們從沒有任何一樣可以羨慕的，我們都有，我們是全世

界最幸福的國家，所以書名中文叫做《我們最幸福》。 

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們官方電視台報導，曾經發布一則消息，他們有做

全世界各國幸福指數的排名，結果據他們政府發布出來，得分最高的國家有兩

個，一個是北韓，一個是中國，幸福指數都是一百分。而得分最低、最不幸福、

最悲慘的國家，是哪一國？美國！只有三分。 

其實，關於這個國家它的幸福指數是不是最高，我沒有把握，但是對於這個

國家對人民洗腦成功的指數，我覺得絕對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高明。 

封閉的堡壘 

這個亞洲北方的國家，像是一個密不透風的堡壘，幾乎沒有任何對外通訊，

沒有任何對外交換資源的管道，沒有任何機會跟外界比較。堡壘裡面的人民，他

們非常單純，忠心相信國家告訴他們一件事實：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他

們從來不懷疑，這個信念支持他們度過每一天辛苦的日子，很少人逃出來。 

讀完書我真的很驚訝，這個國家的人民儘管日子再辛苦，但是從來沒有懷疑

過他們是世界最幸福的人民。在一個封閉的堡壘裡面，最可怕的事情，倒不是裡

面的人不曉得外面是過怎樣的生活，最可怕的事情是堡壘裡面的人，永遠不知道

自己處在多麼可憐的一個情況，而且非常天真忠實的相信自己是被所有幸福環繞

的，最幸福的幸運兒。 

兩個堡壘 

回到今天的經文，我們看到以弗所書二章 11、12 節，保羅提醒以弗所教會

的信徒說，你們知道你們當中有非常多、非常堅固的堡壘在對立著嗎？一定要打

破。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有受割禮的」，

這個稱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意思是，你們中間

的兩個堡壘，一個是受過割禮的猶太人，曾經叫你們這些外邦人「沒有受割禮

的」，不叫你們的名字，只給一個綽號叫「沒受割禮的」，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

在以色列國民之外，在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11、12 節提供兩種視角，讓我們來看這兩個族群，從人的視角來看，猶太

人怎麼看這些外邦人？他們是沒有神記號的罪人。以弗所教會的猶太人，除了接

受基督，接受耶穌是彌賽亞之外，還認為一定要搭配外在的割禮記號，救恩才是

整全的。 



割禮原來是神賜給以色列人，進入神恩典的一個美好的記號，怎麼會變成日

後以色列人用來限制神恩典進入外邦人的禁止標記呢？這是怎麼變的？ 

唯獨耶穌 

唯獨耶穌的信仰，如果還要加上一點東西，或者是割掉一點東西，才算整全

的話，就是異端！唯獨耶穌是我們的救恩，其他不加不減任何條件！如果從神的

視角來看這群外邦人，屬靈上怎麼看這群外邦人？他們是領受恩典的罪人。保羅

說，你們原來與基督無關，意思是你們還不認識基督的人，現在因為認識基督而

得到救恩了。你們從前是在以色列國之外，以前還沒有進入神國，現在你們不需

要受割禮，仍然能夠進入神的國裡面。因為基督，你從前是「在諸約上的局外人」，

意思是以前沒有領受過神的恩典之約的人，現在你領受神的恩典了，因為基督。 

看看這兩群人，以色列人是怎麼樣的一群呢？簡單的說，他們以他們的血

統、種族、割禮自豪，自詡為神的選民，認為自己身上有神的記號，就是割禮。

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變相的種族優越。而外邦人就在這個種族優越感之下，在

教會裡面跟他們共處。 

種族優越 

但是，外邦人沒有種族優越嗎？可能更嚴重，外邦人帶著不同的背景，不同

的文化，不同的價值觀進到教會裡面，形成更多不同的各種營壘。種族優越是猶

太人的專利嗎？ 

想想我們這一百年以來所經歷的事情，曾經有個民族大喊說「雅利安人是全

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其他劣等民族連活的機會都不准有，浪費糧食。六百萬的

猶太人就是因為雅利安人最優越的這個口號而死。 

有個民族號稱「日不落國」，因為太陽追著他們的國旗跑，全世界各大洲各

個地方，都有他們的屬地。而今天，我們時常聽到 We are No. 1! 連棒球隊的兩

個陣營每年在國內舉行的比賽冠軍都叫做 World Cup 世界冠軍。 

亞洲也有個民族，在景況好的時候自詡為「亞洲的白人」，我們是人種裡面

最優秀的白人種族，我們看起來跟其他亞洲人不一樣！我們內裡是完全白人。我

們更熟悉一個民族，老是叫人家「鬼子、梆子」，自己是什麼呢？是「龍子」，

龍的傳人。這些不是種族優越嗎？只有以色列人有嗎？ 

不講這些大範圍的種族優越的堡壘，講小一點的堡壘，我們看到在每個國家

裡面，是不是會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或團體利益的需要，而互相結成的堡壘呢？

黨派，選舉時你就知道，或是時常聽到的，某個財團跟某個財團結合，或是搶食

什麼大餅的對壘。吳系的軍閥、奉系的軍閥……這些都是百年來，在我們歷史上

讀到的。 

碉堡裡的堡主 

不講這些中型的堡壘，生活裡面還可以看到更小的堡壘──碉堡。每個碉堡

都有它的堡主。想想你的公司，有沒有某些主管，非常堅守某種 SOP 操作流程，

不容別人挑戰：「這是經過我精心設計出來的 SOP。」遇到一些「很瞎」的新進

員工，以為很有創意說：「我們為什麼不這邊這個樣子？為什麼不那邊那個樣子？

我們為什麼不怎樣怎樣……」有一天，這個主管受不了了，把他叫進房間裡，對



他說：「你知道這個部門是誰當家？是你還是我？現在我說不准改任何東西，這

樣去做，你還有問題嗎？」誰是堡主呢？ 

家裡原來那非常可愛的女兒或兒子到了青春期，意見多了，出去吃飯？不

要！度假？不要！出國？不要！進房間？不要！我就是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個

深受創傷，覺得權威感一直被挑戰的家長，有一天受不了了，砰！桌子拍下去說：

「我不想再跟你囉嗦，今天你只要住在我葛家一天，將來長大怎麼樣是你自己的

事，在我家就聽我的，我說不准，就是不准！」砰的一聲門關上去，誰是堡主呢？ 

世上充滿大大小小不同的堡壘、城堡、碉堡對立，以前以弗所教會這樣，今

天的世界不也是這樣？如果有機會到台北盆地周圍的山區爬上去看一看，在北方

的面天山往南望，或在南邊的獅頭山往北望，不知道你會不會有這種感覺，台北

盆地裡面好多好多的高樓、矮樓，很多的樓像一座座城堡林立。每個城堡裡面都

住著不同的堡主，路上的每個人，他在某個領域、某個場合，都是各頂一片天，

不可一世的堡主，統領著屬於他自己意識形態管轄的某個領地或某群人民。 

保護還是阻擋？ 

求神幫助我們，儆醒地看待神託付給我們屬世、屬靈的職分，我們永遠要考

慮：我們築起的這一道一道牆，是在保護我們所愛的人不受到外界傷害，還是阻

止任何一切外界的幫助進到我們的堡壘裡面？只有我們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 

求神幫助我們，敬虔的數算自己的日子，我們永遠要考慮：我們今天築起的

這一道一道牆，到底是在護衛自己的喜好、護衛自己的價值觀？還是在針對自己

腦中的假想敵？用意識形態築起對抗的高牆，跟它對著幹呢？只有我們自己知

道，只有神知道。 

如果我們凡事憑著自己的意思築起層層堡壘，阻擋了自己、阻擋了我們關心

的人接受外界支援的機會，最後一定演變到這個堡壘不斷累積，阻擋了我們跟神

的關係。 

沒有指望，沒有神 

一個封閉、枯竭的心，慢慢會引發惡化的人際關係，最後一定會侵蝕到我們

跟神的關係。各位在教會這麼多年，有時候會想到：「我年輕的時候，曾經有個

很好的同工……」可能曾經因為某件事或某個人讓他非常火大，說：「教會怎麼

會有那種人出現，他們居然容忍這種人，我不要在這個教會！」所以就離開教會，

聽說到別的教會去了，後來甚至不曉得他有沒有去教會，不曉得他現在是不是還

在神裡面？是不是還有這個信仰？ 

堡壘漸漸拒絕外援，再來就是拒絕任何人進出堡壘，最後演變到連神都成為

你這個堡壘的拒絕往來戶了，這就是可憐的堡主的景況，就是保羅所說「活在世

上沒有指望」的悲慘狀況，因為沒有神。 

拆毀中間的牆 

13、14 節說，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今天在基督裡，靠著他的血，已經親

近了。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中間的牆。耶穌基督在神與人、人

與人之間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拆毀中間的牆」；我們今天傳揚主

耶穌基督福音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拆毀中間的牆」。 



拆毀的力量從何而來？從內部是沒有辦法的，力量要由外而來。各位有「在

車子裡推過車」的經驗嗎？當你的車子在公館捷運站前面拋錨了，你說：「唉呀

外面太陽好大，咱們車裡三個人不用出去，大家努力在車裡面推。」把它推到興

隆路一家修車廠，推了十分鐘就真的到了修車廠，這件事發生過嗎？ 

作夢，怎麼可能？不管車裡坐的是阿諾，是巨石強森，或是相撲選手朝青龍，

在車子裡面再用力推，你沒有辦法讓車子移動一公分，為什麼？基礎國中物理學

告訴我們，這個叫做「無法作功的系統內力」，你在車裡面推車是推不動的，力

量一定要從外而來。體系內的能力沒有辦法改變體系，只有體系外的能力介入，

才有辦法改變內部的狀況。 

荷馬史詩有講到一段戰役，希臘跟特洛伊的戰爭打了十年，希臘城邦聯合艦

隊去圍特洛伊城，打了十年沒打下來，(就算有那很高很帥的布萊德彼特幫忙，

還是打不下來)，最後怎麼把特洛伊打下來的？有一隻大木馬，裡面裝了二十幾

個人，特洛伊人就傻傻的，不曉得木馬有裝人，把它拉到自己城裡面去。一直打

不下來的城堡，裡面因為這匹木馬，在一個晚上，裡面藏的人下來，把城裡所有

特洛伊軍人殺光，把城門打開。外面十年戰爭打不下來的，一個晚上就從內部把

特洛伊城攻陷了。 

從裡面攻破 

愈是牢不可破的營壘，愈是需要從裡面、而不是從外面去把它攻破。我們爭

戰的兵器，本不是屬乎血氣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各

樣的計謀，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

將所有人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十 4-5) 

以弗所教會兩大營壘，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間有一堵高牆，而這一堵高牆，

是從聖殿區一直延伸到教會裡面來，聖殿區有所謂的牆阻隔以色列人跟外邦人。

這堵牆怎麼打破？保羅說要在基督裡面，要靠著基督的血，才能兩下合一，才能

拆毀中間的牆。 

哥林多教會有同樣的問題，它的營壘比以弗所教會更多！還記得嗎？哥林多

教會裡面有人說：「我們這個堡壘是屬保羅的」、「我們這個堡壘是屬亞波羅的」，

更有人誇張說：「我們這個堡壘是屬耶穌基督的」，意思是你們全部都不是屬耶

穌基督，只有我是真屬耶穌基督的。 

人人都順服基督 

保羅告訴哥林多人怎麼辦呢？怎麼打破這些營壘、打破這些牆呢？順服基

督，改變人心，奪回人心。福音，真的能改變人心，拆毀人跟人中間的牆。破解

人跟人之間堡壘的那個關鍵，都在一件事，就是每個人都順服基督。 

人跟人的問題關鍵，一定要先解決每個人跟神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謙卑的

承認，面臨不同的問題，城市建立不同大小堡壘，都源自於同樣的根源，就是人

人自高自大，不願順服基督。各自為政，各自做堡主，怎麼可能彼此合一？怎麼

可能彼此服氣呢？ 

福音如何改變人心 



福音如何改變人心？西元 1096 年，烏爾班二世，開始號召十字軍聯軍，他

說：「我們要把耶路撒冷奪回來，把基督的福音傳回去。」奪回來沒幾年又被奪

回去了。耶穌基督的福音沒有因此留在耶路撒冷。 

西元 1842 年，中國封鎖了幾千年的大門，被列強的船堅炮利打破了，那時

很多差會說：「這真的是福音傳到中國的好機會，我們就跟著進入到這一個堡壘

裡面去吧。」這個舉動只會引發更多的義和團，只會引發更多人加入白蓮教，只

會引發更多燒學校、燒醫院、燒教堂，連同傳教士，連同福音全部都一塊燒掉，

福音沒有因此留在中國。老祖宗有交代「威武不能屈」，你來硬的，我就拚死也

不接受你的信仰。 

改變策略，船堅砲利、子彈人家不喜歡，就送麵粉。進教堂聽一個早上的道，

就送一袋麵粉或軍糧，送麵粉？我們不拒絕，但是我們還是不信。老祖宗有交代

「貧賤不能移」，麵粉不能收買我們，但是老祖宗也交代「識時務者為俊傑」，

該吃的要吃，但是不該信的就不要相信。這就是俗話說的：「腹肚哪袂枵，福音

逗做伊隨風飄。」福音沒有因為食物留在華人體內。 

埋下信仰的種子 

以前我帶的一個大學生，這幾年到瑞典去讀書，很特別的，他在瑞典參加那

邊的小教會，裡面有個小詩班，他在那裡認識了一個瑞典老太太，居然這位老太

太會說標準的客家話。原來這個老太太年輕的時候是一名宣教士，一輩子都待在

北埔傳教，所以會說客家話。她帶的第一個信主的客家人做了牧師，故事還沒完，

而這個牧師有一個女兒，這個女兒現在也在做宣教士，現在在某個高海拔的地

區，向某個特殊的族群宣教。 

當初帶領這位瑞典老宣教士的靈，現在跟著這位年輕的女宣教士，在偏遠的

地方繼續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福音要真的打破營壘，不是靠洋槍大砲，不是靠

麵粉軍援，是靠著將信仰耶穌的種子埋在一個地方，二十年、三十年，像那位瑞

典宣教士四十年，甚至五十年，有人願意埋在那裡，才有辦法把信仰的種子經過

時間淬鍊，基督的福音才會在那營壘之中慢慢長大。 

將人的心意奪回 

從漫長的教會歷史中，我們學到一件事情，福音真正能力的表現，是在改變

內在的人心，是攻陷內部堅強的營壘，是在內裡各樣的計謀、內裡各樣阻攔人認

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全部都把它打破了，將所有人的心意奪回，順服耶穌基督

(林後十 5)。 

人跟人壁壘分明、相爭相咬，都在於無法信靠基督，無法順服基督。解決人

跟人之間的問題之前，一定要先解決人跟神的問題。對於一個堅固的營壘，改變

要從內部開始，但是力量一定要從外而來。遠處的福音是這樣，近處的福音也是

這樣子，各位弟兄姊妹，你所關心的人，特別是還沒有信主的家人，他心裡面的

營壘是什麼？阻攔基督的高牆是什麼？我們一定要先了解，求神給我們諸般的智

慧，把基督引到他的城堡裡面，然後看神在那城堡中，行什麼樣的奇事。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西一 28) 

新人的興建工程 



15、16 節，基督耶穌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把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

人，就成就了和睦。這十字架滅掉了冤仇，使兩下歸為一體，而且與神和好了。

原本各自為政的堡主，願意誠心順服基督，在神的眼中他們開始融合在一起，漸

漸成長為一個新生，非常可愛的 baby！正式啟動了一個孕育新人的興建的工程。 

拆毀，其實是興建工程之前的必要的工作，所有的拆毀工程都是為了預備基

督耶穌的興建工程，都是為了預備基督耶穌把信徒造成一個新人的必要過程。從

前那不可一世，頭頂一片天的每個堡主，在基督裡、在真理裡完全得到釋放跟自

由，成了新人了。 

真正的『看見』 

〈奇異恩典〉裡有一句歌詞，傳神的描述了這種神奇的轉變：「瞎眼今得看

見」，英文歌詞更貼切的表現出這種轉變：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我以前是瞎

子，現在我看見了！從前老我被困在自己獨斷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所堆疊起

來、黝黑的城堡之中，只會盲目的摸索，以為自己熟悉城堡裡的每塊磚，每堵牆，

每扇門。但是，直到耶穌基督的那一道光，照進城堡裡面，照進他的眼前，他才

發現：「哇！我曾經那麼熟悉的每個摸牆的動作，都是瞎子摸牆。今天，我終於

知道，這道光帶來這種史無前例的嶄新經驗，叫做真正的『看見』！」 

如果我們願意被神光照，順服基督，而開始與人合一的時候，這就是「與神

和好」的另外一個表徵。當神人關係開始不斷更新之後，我們會突然發現，我們

曾引以自豪的城堡，全都垮掉了，成了一堆碎石瓦礫，而曾經被我們囚禁在其中

的親人、我們關心的人，跟著我們一起都被釋放出來了。一個嶄新、光明、自由

的世界，就在我們面前真正展開了，我，看到了！ 

都更工程的關鍵 

幾年前我在電視上看過一個報導，是節錄對岸某個都市更新的新聞。畫面上

是一片殘破的瓦礫堆，鏡頭一帶，瓦礫堆中只剩下一棟兩層樓的公寓在那邊。小

小一棟，上面的窗戶沒了，屋頂只剩一半，就是所謂的「釘子戶」，不願被拆。

從鏡頭遠遠的看，二樓的窗戶裡有個非常氣憤的男人，跟他太太在那邊。我們聽

不見那個男人在喊叫什麼，只看到他從裡面丟石頭，朝向外面的公安、怪手丟東

西。然後，聽見播報員講說：「這名釘子戶已經在斷水斷電的情況下，強佔這幢

破樓超過一年的時間了。」 

一年！在斷水斷電的情況裡面過一年！看完那篇報導，我心裡面一直在想，

其實要改變一個城市的風貌，想要更新一個城市，都更工程的關鍵其實不在於拆

掉多少房子，多快拆掉這些房子，多快興建新的房子；真正的關鍵是在我們所傳

的福音能夠拆掉多少這個城市居民裡面，心中多少的營壘，使他們都順服基督。 

讓基督耶穌進入到每個大大小小的城堡裡面吧，讓每一個人跟人之間的高牆

倒下吧，請各位在結束今天的講堂之前，牢記這一段經文：「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 17) 

禱告： 

親愛天父，你的眾兒女藉著主耶穌基督得以進入到你面前，謝謝你收納我

們，與我們和好，並且將與其他人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求你的聖靈每天持續更

新我們，潔淨我們的心思意念，去除我們所有的老我營壘，開廣我們的眼界，領



受你每日賜下更新的恩典，在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們在此禱告，是奉靠主耶

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