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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16 日 

主日講台信息 

「因果」 

╱康來昌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六章 37-38 節 

神是萬事之因 

我們通常會說神是一切事情的原因，意思就是在神全能、良善的旨意中，每

件事都是祂定意如此而發生，祂是萬事萬物的原因。我們相信這一點，因為聖經

講得很清楚，在教會也講得很清楚，萬事萬物在祂的旨意中運行。 

但我們看聖經時（包括剛才讀的經文）又會覺得人是因，神是果，也就是在

很多地方看到是人採取主動，神被我們影響。就像這段經文說的，「當我們對人

善良、大方給人時，神就給我們很豐富；當我們對人小氣時，神就對我們小氣；

你們用什麼量器給別人，神就用什麼量器給我們；當我們定人家罪時，神就定我

們的罪；當我們論斷人時，神就論斷我們。」看起來是神採取被動，我們人採取

主動，神因為我們而行事。 

這在聖經裡也是有的，就是看到我們的頑梗悖逆會叫神更憤怒，我們越頑梗

悖逆，神就越憤怒，我們越柔和謙卑的順服，神就越施恩與我們，這在聖經裡講

得非常多。 

所有美善從神來 

聖經這樣講，為要讓我們知道我們不是機器人，我們需要有行動、有心思意

念。但我們又必須記得，我們所有的良善，包括對人大方、寬厚、嚴厲、公正、

慈愛，所有的美善都是從神這裡來的，我們必須知道，神給我們一切的美善，我

們才能夠有美善。那麼，我們怎麼才會大方、饒恕人、給人？這段經文講到的因，

其實是在上禮拜的經文，路加福音 6：35，「因為祂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 

聖經沒有在每個地方直接講因為神做了什麼事我們才能做什麼事，因為神定

意怎麼樣我們才能怎麼樣，但我們記得聖經總這樣一個前提：我們能夠對人善

良，因為祂恩待忘恩和作惡的，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如果不是蒙了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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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會善良，沒有長期的善良，有短暫的善良也是出於神的恩典，但因為沒有

連於神，那短期的善良被風吹雨打、日曬雨淋，一下就乾枯了。但主不斷的恩待

我們，在沒有信主前，在信主後又忘恩負義時，祂還是恩待那忘恩和作惡的。 

大衛因神而恩待米非波設 

舊約裡有個人叫米非波設，是大衛好朋友約拿單的兒子，也就是大衛的敵人

掃羅的孫子。米非波設的遭遇很悲慘，五歲時他的父親和祖父在戰場上戰死，這

消息傳到時，他不能哭，要趕快逃亡。這一點我們今天在比較平順的生活中不大

能想像，但在中國歷史上當新王登基時，所有曾經妨礙過他的人，包括他的兄弟、

家人，都恐怕難逃一死。現在掃羅的敵人非利士人是窮追不捨，所以米非波設要

趕快逃。聖經上說他乳母抱著他逃跑；因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

爸爸死了不能哭，腳斷了不能看醫生，米非波設很辛苦。然後就躲在一個地方，

隱名埋姓，一躲就是十幾廿年。 

教會歷史上也會有這情形，人間的歷史就更是，新王的位置一坐穩，就開始

追殺那些可能威脅他王位的人。現在大衛王位坐穩了，他也要找掃羅家的人。掃

羅對大衛非常不好，可說是有血海深仇。撒母耳記下 9：3，大衛問：「掃羅家還

有人沒有？」這要做什麼？帶著仇恨要追殺？要向那曾經對不起他的人和親屬報

復？都不是。 

我講過多次，大衛跟你我一樣有非常多優點，也有非常多缺點，大衛的個性

非常極端，善良時可以很善良，邪惡時可以非常兇暴。在大衛的生平、聖經裡、

我們生活中，常常看到的是一報還一報、醜惡、邪惡，而最可怕的地方不是醜惡、

邪惡本身而已，而是它會產生更多的醜惡、邪惡，好像病毒一樣，一點就會擴散

得很厲害。 

但我們感謝主，大衛問這話，不是憤怒的苦毒，他說：「我要照神的慈愛恩

待他。」後來找到了米非波設，帶到大衛面前，大衛安慰他：「你不要懼怕，我

必因你父親約拿單的緣故施恩與你，將你祖父掃羅的一切田地都歸還你；你也可

以常與我同席吃飯。」 

很多人心裡都有傷痛、憂傷，因此教會、社會上都有很多心靈醫治的課程，

看能不能撫平過去的創傷。那些東西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可不可能藉著一些咒語

式的唸誦就除去，但我非常知道我們心靈的憂傷、苦毒、憤怒、傷害需要被醫治。

我不知道米非波設的心靈是如何，會不會常有惡夢、不平、憤怒、悲哀、絕望、

灰心，而當大衛這樣跟他講時，米非波設叩拜著說：「僕人算什麼，不過如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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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竟蒙王這樣眷顧！」這句話其實大衛曾在被掃羅追殺、逃亡時也求過掃羅，

「你幹什麼追我，我不過是一條死狗」。 

各位，你有被人看成一條死狗嗎？你有經歷過公司、家裡別人的眼光、語氣

是如此的不屑嗎？很痛苦的。我相信米非波設是可以被醫治的，世上的醫治方式

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甚至能說唯一有效的醫治是上帝的恩典，「因為祂恩待那忘

恩的和作惡的」。 

大衛為什麼能對米非波設這麼好？（當然，約拿單對他好也是真的。）撒母

耳記下 7：18，講到大衛「坐在耶和華面前，說：主耶和華啊，我是誰？我的家

算什麼？你竟使我到這地步呢？」這段話是耶和華對他說了一些慈愛的話，他就

坐在耶和華面前。 

聖經裡講人跟神的關係，不只新約時候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不只教會

時候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聖靈（神）在我們裡面，舊約時候神也跟人很親切。

在曠野時祂是在會幕裡跟以色列人一起住、吃、行，祂也曾站在撒母耳面前跟他

講話，這裡也講神藉著拿單跟大衛講了些祝福的話，大衛聽了，就「坐在耶和華

面前」。波阿斯跟路得也講過這樣慈愛的話，「你來坐在我旁邊」，很親切。 

因為耶和華對他的恩典和慈愛，我們可以看到這從小到大，在原生家庭、婚

姻家庭、妻子、老闆、岳父、兒子裡面也有很多傷害的大衛（當然他傷害別人也

不在少數，跟我們都差不多，但這一切的傷害，願上帝的憐憫、慈愛來恩待我們。）

他坐在耶和華面前說：「主耶和華啊，我是誰？我的家算什麼？你竟使我到這地

步呢？」 

各位，第一個，我們不常坐（站）在耶和華面前，我們常常根本遠離耶和華，

不知道耶和華在哪裡。我們對上帝常常要不就是：「我是誰，你幹什麼一天到晚

煩我？」我們不喜歡神來找我們。要不就是，「你貴人很忙，你只照顧謝牧師、

沈牧師、某些乖乖牌，你不會照顧我的」。我們對上帝要不就是覺得祂管我們管

得太多，嫌煩，要不就是覺得祂不照顧我們。感謝主，大衛在耶和華面前說：「我

是誰？你怎麼讓我這麼豐富？你怎麼對我這麼好？這豈是人常遇見的事呢？」 

基督徒能因神恩而恩待人 

保羅在羅馬書 3：12 講世人時，中文聖經翻譯是「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

沒有。」那裡原文是「沒有用恩惠待人的，一個都沒有」。我們為什麼不用恩惠

待人？因為這世界是這樣的競爭、仇恨，我們只能用最大的警戒的態度小心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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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處，不要被傷害。如果我們善良一點，我們也不傷害人，但我們不太會用恩

惠待人。提多書 3：3 說，我們不信主的時候是「常存惡毒（或作：陰毒）嫉妒

的心」，以弗所書 4：31，原來我們在這罪惡世界裡是充滿了「苦毒、惱恨、忿

怒、嚷鬧、毀謗」，我們是如此。保羅說，從他心裡發出恩惠對人的，一個都沒

有。 

但感謝主，我們真是有福。我真是要對弟兄姊妹講，我們是蒙了恩的人；我

真是要跟沒有信主的朋友講，我們不是在批評論斷傷害你，我們在跟你講我們這

些蒙恩的人從前有多少的苦毒，但我們的神憐憫、恩待了我們，神向我們施恩惠、

施憐憫、更新我們。所以保羅說，「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

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都也一定會被耶穌的寶血、聖靈的大能除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以恩惠待人。我們的心被換了，我們的枝子被接到好樹上，領受

了上帝豐富的恩典，我們就能彼此憐憫、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我們

一樣（弗四 32）。我們不再是領受了一直擴展的病毒、癌細胞，到最後把我們擠

死，我們領受的是善良，讓我們得醫治、得健康，而且這醫治、健康繼續不斷的

藉著福音、教會的工作散佈到全世界。 

幾個月前我們談到過路加福音第 1 章，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的頌

(Benedictus)，「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

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

安的路上。」（路一 77-79）很生動的描述，一群坐在黑暗裡的人。 

柏拉圖有名的「洞穴」就是引自此，說人住在一個洞穴裡，有一點點光，讓

人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石頭上，人就在那種世界裡生活。當他有機會出離這洞

穴時，強烈的陽光還叫他有點不適應，甚至叫他拒絕。「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

不接受光。」（約一 5）我們終於接受光的人，有時候還是抗拒真理的光，求主

讓我們喜悅、渴慕祂的光。有些電影、小說也講到有些人住在地底下，通常都講

到是一群可憐的人，然後有一天反抗在地上的人。 

不論如何大概人都有這種想法，我們是在黑暗裡，活得很辛苦，但撒迦利亞

的形容多麼漂亮，「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路加福音講的總讓我們想到聖

誕節，韓德爾寫的「普世歡騰」這首歌實在是太妙了，它的音階就是簡單的

Do-Si-La-So-Fa-Me-Ra-Do，第一句是從高一直到低，表示救主從天而降下，第

二句是反過來由低而高，表示我們人類的迎接、歡呼。清晨的日光從高天照進在

死蔭幽谷中的人。這清晨的日光照下來，這位救主下降，降為卑，取了奴僕的形

像，降下來，而我們被提升。讓我們常常被提升，讓我們卑鄙的、罪惡的、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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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傷害的心靈被上帝的光、聖靈的愛、基督的憐憫、智慧、正義常常充滿，使我

們能夠對人善良，使我們能知道生活中數算恩典、瞭解恩典，曉得我們是蒙恩、

蒙福的。 

我在任何一地方都是這樣講，我對任何一個基督徒都是這樣講，我到那殘障

的地方也是這樣講，「只要信主，你們是蒙福的」。我敢這樣講，我不怕他們說我

在侮辱他們，我不怕他們說「你斷腿、斷手再來說上帝對我的恩典」，如果有一

天我也斷腿、斷手、得癌症，而不管有沒有，我有一天也會死亡的，我會說，「神

恩待我，恩待我這個忘恩和作惡的人，這讓我願意給人，願意更豐富的給人，因

為我蒙了恩典」。 

人能為善全因神恩 

繼續看路加福音 6：39-42，「耶穌又用比喻對他們說：瞎子豈能領瞎子，兩

個人不是都要掉在坑裡嗎？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為

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見自己眼中有梁木，

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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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剛才那段我們容易有個誤解，以為是我們善良，然後神才對我們好。的確是

這樣，但我們要加上一句：我們能善良，是因為神先對我們好，以致於我們活出

上帝的善良，神就對我們更好。神總是因。 

這段經文「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容易產生的誤解就是好像耶穌是很保守，反

對青出於藍，老師總是比學生高明。各位，不是，當耶穌講這話的意思還是要回

到前面所講的，我們的成就不能大於上帝給我們的恩典。所以讓我們常常祈求神

給我們更多的恩典；神的恩典既然是白白的、美善的，既然讓我們有了恩典不是

驕傲自大，而是歡喜快樂跟人分享時，我們就求神給我們更多的恩典。 

我最近碰到有一些強調上帝律法的美好，強調基督徒在世上應該更積極的人

提醒、責備我，說我常常還是太不應該，總是指在講我們是罪人、罪得赦免，好

像太消極。我知道。在學術界也是一樣，一天到晚講神的恩典，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是軟弱敗壞，這太消極了，應該多講我們是世上的鹽和光，要發光作鹽、多

做事，是山上的城，要被人看見，要遵行上帝的律法。這些，其實聖經也都有講，

非常好，只是我也再要說，我們要行善、愛人、多在社會上、政治圈、學術界裡

有美好見證，我始終覺得聖經給我們的那基礎和動力是我們這個罪人被赦免了。

如果你常常記得最基本的是我們這罪人被赦免，不僅是記得，而且更多看見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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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曾經是罪人，被主拯救又回到泥裡，又得罪、悖逆主，就好像我這牧師已

經信主、事奉主這麼久，知道主這麼多美好的事，我又常常在心裡、口舌上有那

麼多污穢、下流、罪惡的事，真是抬不起頭來，很痛苦，但我就仍然可以禱告：

「主，赦免我，開恩憐憫我這罪人」。我們越知道上帝對罪人有這樣大的憐憫，

使我們在世上才能有更積極愛的動力來做事。而當我們有這愛的動力真的叫我們

做事、愛人，我們又做得好的時候，如果被主提醒我們是蒙恩的罪人，我們越好，

就會越謙卑、越渴慕，越多就越覺得我們是沒有的。但我們的沒有、可憐，不是

叫我們灰心絕望，而是讓我們謙卑；我們成功、成就，讓我們不是驕傲，是讓我

們歡喜跟人分享。 

我真的是在教會裡越來越歡喜，每次星期六跟康師母、康強回去時都是說我

們要趕快睡覺，因為星期天要忙一天，但感謝主，常常我們又有很多的交通、禱

告，雖然要辛苦兩天，但我充滿著喜樂。看到教會裡從最早的迦勒團契到最小的

幼契，不同年齡層、不同人的聚會，還有老師們的各個活動，我心裡都好感動：

「這世界只有這團體是有盼望的」。是的，任何一個教會、團契、小組，只有教

會是有盼望的。 

你說：「所以康牧師下面要講的就是，所以星期一去上班，去那罪惡、邪惡、

下流的公司、學校就很無聊」？沒有，如果我們是在教會裡有領受，在教會裡看

到上帝對我們的赦免和恩典（而的確是這樣），那麼在世界也是我們服事上帝、

領受上帝的地方。 

我們一點沒有忽略（甚至越來越敏感）罪惡和邪惡，信靠主的人有主的生命，

哪裡會糊塗？我們對罪惡是很痛恨、很敏感，對傷人和被傷害是很迅速就知道

的，但我們有個強大的免疫系統，這些東西臨到，不但我們可以勝過仇敵，而且

我們落在百般試煉中，可以有大喜樂。 

我多麼希望我們能（已經是這樣而繼續是這樣）歡喜快樂的來教會，像小時

候要去郊遊一樣，徹夜難眠，好高興。而當要離開教會時，都站在門口妨礙交通，

因為捨不得走，走了以後又想再回來。我多麼希望我們是渴慕來到教會，捨不得

離開，也希望我們同樣渴慕回到家裡，跟家人講話，捨不得睡覺。我希望你愛你

懷中的妻，愛你的子女。 

你說：「康牧師，你在講什麼天方夜譚」？是，我都知道在現在的家庭裡這

些常常很遙遠，但我們上帝的恩典、施恩就在教會、在家庭、在世界裡，透過教

會所傳的福音，讓家庭和世界也受到影響。記得麥子和稗子比喻？那個田地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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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上帝眷顧的地方，雖然有一天稗子要被燒掉，但在那折磨我們的世界、家

庭還在時，我們一樣求主恩待我們，我們不被傷害，高天清晨的日光照進我們這

些忘恩和作惡的人的心裡，使我們不再看這世界是一個施恩惠的人都沒有，因為

我們是施恩惠的人。 

因此，盼望因為你在教會裡豐富的領受，使你去上班、工作的地方也是依依

不捨、喜悅的。你是老師，你喜歡你的學生；你是學生，你喜歡你的老師；你是

員工，你喜歡你的老闆；你是老闆，你喜歡你的員工。我當然知道很多是可惡的，

我們不一定能夠喜歡，但我們喜歡耶和華，喜歡耶和華給我們的道路和在這些道

路中我們不被惡所勝，而以善勝惡。 

路加福音 6 章 39 節繼續講到耶穌並不是反對青出於藍，是要我們有恩典。

同樣的，我們的成熟、長大，在教會、家裡、工作崗位（不一定是這樣的，這三

個地方常常是很痛苦，甚至痛苦一輩子的），如果神憐憫我們，我們即使不能把

它改變，（有時候是沒辦法改變的），但我們自己的內心是不斷的被改變，而且求

主給我們這樣的愛心和力量。 

「不論斷」不是包容罪惡 

耶穌講基督徒的生活，包括前面講的「不論斷」，還有「為什麼看見你弟兄

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這都不是說不要責備人，因為如果這樣

講，我們基督徒就是和稀泥、不辨是非，完全跟聖經講得不一樣。前面說「不要

定人的罪；要饒恕人；不要論斷人」其實重點不是在講不要做這些判斷，事實上

我們隨時在做判斷誰是真、誰是假、誰是好、誰是壞、誰是敵基督、誰是真基督、

誰是假先知、誰是真先知，我們都需要判斷品牌、東西、教會、人的好壞、對錯，

這是神給我們的智慧，我們需要有，只是祂的重點在：當判斷時我們要記得，第

一，我們不是神，所以會看得不完全；第二，我們不是神，所以即使別人錯了，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挽回這件事，人能做的最多就是處罰，只有神能在判斷得正確

後還做正確的挽回和醫治。我們不是神，如果神要我們做這些事，我們就更謙卑

的尋求神。 

當看見我們弟兄眼中有刺，沒有想到自己眼中有梁木時，不是說我們就睜眼

不看到那些刺和梁木，卻說那是水汪汪的大眼睛，那是在說謊。不，我們是需要

像耶穌講的，「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總是靠著主的恩典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們需要看得清楚、眼目明亮，

我們不是糊塗的人，上帝不是糊塗的上帝。「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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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很難，我們求神給我們智慧、愛心。 

罪惡需要被對付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狀況，我希望也能給我們一個提醒。保羅很愛哥林多教

會，除了以弗所教會以外，保羅在哥林多教會時間是最長，寫的書信也是更多、

更長，很關心他們，以書信的量來講是勝過其他的教會。但哥林多教會相當討厭

保羅，理由大概就是保羅要拿掉他們眼中的刺。保羅提醒他們的罪惡需要被對

付，他說：「我這是愛你們」。哥林多後書 12：15，「難道我越發愛你們，就越發

少得你們的愛嗎？」上帝對我們的愛固然一定有讓我們舒服快樂，也有那種因著

懲治讓我們很不舒服的。 

哥林多教會有很多罪惡，保羅提醒他們， 21 節，「怕我來的時候，我的神

叫我在你們面前慚愧，又因許多人從前犯罪，行污穢、姦淫、邪蕩的事不肯悔改，

我就憂愁。」哥林多教會的問題很嚴重，保羅說他怕他會覺得慚愧。 

教會這幾天都有很多家長會，家長、老師都在談學生的事，有時老師或輔導

會很慚愧：「我們沒有把你的小孩帶好」。家長會很慚愧：「我們的小孩沒有管好」。

但感謝主，我們是看到有這些問題而希望來解決。而要解決問題的良藥常常是很

苦口的。讓我們（教會）帶著愛心，學習更進步、更美好。 

哥林多教會是很美好的，有時想到哥林多教會和老底嘉教會，我不能不想到

信友堂，我們富裕、人多、很不錯，別人會來觀摩，但一定要知道我們本質是很

貧窮，我們是蒙了神的恩典，而且需要神繼續恩待，因為我們繼續有很多刺和梁

木需要被對付。 

感謝主，雖然保羅對哥林多教會很傷痛，怕他來時神叫他很羞愧：「你怎麼

把哥林多教會帶成這樣」？哥林多教會也在他面前很羞愧：「怎麼我們是這樣」。

但各位基督徒，我們在罪惡的世界、教會、牧者、會友裡，生活還是樂觀的，因

為再大的黑暗，有主耶穌的光從清晨照進來；再大的污穢，有耶穌的寶血來潔淨；

再大的軟弱和罪惡，有聖靈的智慧來教導，神不會失敗，神所建的教會不會失敗。

是，有時候好像雨淋、風吹把它吹垮，影子都沒有了，但神永恆的教會不會失敗。

所以哥林多後書雖然有很多傷痛、很難聽、責備的話，但哥林多後書的結束是幾

乎在每次聚會都聽到的，「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

你們眾人同在！」這世界裡能存到永恆的是上帝呼召出來的那批人，就是教會。 

連於基督才能有長遠的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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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 6：43-45，「因為，沒有好樹結壞果子，也沒有壞樹結好果子。凡樹木

看果子，就可以認出他來。人不是從荊棘上摘無花果，也不是從蒺藜裡摘葡萄。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因為心

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這一段還是跟前面講的可以連在一起，也一定要連在一起，如果我們要有長

遠的、神所肯定的善良，就必須連於基督，就必須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

見神的國。」（約三 3）「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

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當我們在罪惡過犯中時，不能領受上帝給我們永

遠的國度。但雖然是這樣，因著耶穌基督，因著聖靈，我們被洗乾淨了。所以如

果還沒有在主裡面的，求主讓我們渴慕成為神國，成為那葡萄樹上的枝子，原來

是野橄欖，被接在好橄欖上，承受好橄欖樹的肥汁，能在教會裡、不信主的工作

上、家庭裡，一樣得到上帝給我們的餵養，包括讀經禱告、弟兄姊妹為我們的代

禱，包括在那艱難環境中我們相信是神給我們的磨練，對我們有益處。我們總是

叫神的光來光照，總是渴慕神的光更多的來光照我們。 

我不知道各位在這三個地方（人大概就是這三個地方，教會、家庭、工作），

哪一個叫你最辛苦、最艱難，還是都辛苦、艱難？哪一個叫你比較快樂，還是都

快樂？我想我們都可以在聖經中看到它的艱難，不管在哪一方面。家庭裡的艱

難，包括耶穌的；工作上的艱難，包括大衛、摩西的；教會裡的艱難，包括保羅

的，「我來到所愛的教會，怕神會叫我在你們面前慚愧」。是，聖經不躲避問題，

但祂從天降下，祂憐憫我們，祂常施恩惠。這世界在罪惡裡沒有施恩惠的，一個

也沒有，但我們的上帝常施恩惠，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

到平安的路上。 

遵行主話需要爭戰、受苦 

最後再看 6：46-49，「你們為什麼稱呼我主啊，主啊，卻不遵我的話行呢？

凡到我這裡來，聽見我的話就去行的，我要告訴你們他像什麼人：他像一個人蓋

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發大水的時候，水沖那房子，房子總

不能搖動，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有古卷：因為蓋造得好）。惟有聽見不去行的，

就像一個人在土地上蓋房子，沒有根基；水一沖，隨即倒塌了，並且那房子壞的

很大。」 

這段經文實在我們也太熟悉，聽了太多次。不僅是這一段，在保羅書信、雅

各書裡都講，我們不是只有聽道，要行道，如果聽道不行道，效果更不好。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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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放眼望去，一大堆被洪水衝垮的、漏水的房子？「聽見就去行」，為什麼我

們聽見沒有就去行？最開始是因為我們沒聽，然後是因為我們聽不懂，然後是因

為聽懂了卻很反感，（有的人這些階段很長）。然後我們聽了很喜歡，這就像耶穌

講的撒種的比喻，「當下歡喜領受」。不是一次，可能我們很多次聽道歡喜領受，

很高興，但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被荊棘擠住，就不

能結實，就不能行了。 

聽了為什麼不能行？當我們排除種種困難，聽了很喜歡了，為什麼還是不能

行？因為羅馬書 7：18，「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

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有人說那是指沒有得救的時候，得救以後

就可以。我承認這可以指得救前的狀況，但得救之後我們還是在肉體之中，並沒

有離開肉體，我們只是有了從上帝那裡來的生命，而這上帝的生命和原來自我的

生命就常常在那裡爭戰，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很喜樂，但在今生的爭戰和辛苦是

不能夠停，一定都有。那怎麼辦？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問題，我有很嚴重這問題，我要過一個聖潔、喜樂、愛

人的生活，我想我們都希望對人更善良、更美好的心越來越多，而我們怎麼更善

良美好？各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要蒙恩，就是剛才講的，你要接在好樹上、

要重生、要聽主的道；要聽、領受主的道、聖靈的充滿、神的愛，讓你心靈被淨

化；在不斷在聽道、讀經、禱告、彼此關懷中領受神的恩典，領受了就越來越有

主的樣式。但如果是這樣就好了，不是的，當你接到好樹上時，若要結果子，就

要被修理，就要受苦。我們為什麼不想行道？因為行道實在太辛苦，聽道已經很

難了。這我就要跟各位分享一點詩篇 119 篇，講到喜悅神的律法。 

喜悅神的律法真是很難。一開始我們不喜歡聽神的律法，後來慢慢喜歡了，

我們信友堂以此著名的，喜歡聽道、上主日學的課、參加有學問的聚會，那真是

感謝主，就像詩篇 119 篇說的，「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那裡講的都是「我喜歡

看、聽、思想、研究神的律法」。是，那是很有福氣的事，我們當中有人已經進

步到這個地步，不但是喜歡、思想、誦讀、研究、聆聽、講述、傳達、教導上帝

的律法，且喜歡遵行上帝的律法。不過各位，除了喜歡遵行以外，在為遵行主律

法受傷害時，你歡喜快樂嗎？就好比我們當中有好丈夫，為老婆洗碗，很好，但

你歡喜去洗嗎？這就大有可疑，很多是忍耐著去洗的（老婆對老公也是一樣）。 

聖經裡講到當我們有主的生命，而且在繼續操練時，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

不只是聽、看、想，而且去行，但這裡面一定經過很多的痛苦、艱難。大衛在詩

篇 119 篇裡講到上帝律法的美好，不只是思想它的美好，而且是遵行它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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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不是痴人說夢，真的遵行上帝律法時都知道寸步難行、步步艱辛，但這對他

有益。 

119：67，「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現在卻遵守你的話。」我們通常會說，

「我聽到主的律法之前走迷了路，現在聽到了就很好了」。沒有，好像都要經過

一個階段，就是受苦。各位，我多麼希望不要經過這階段。我們不要受苦，不要

走迷路該多好，但如果走迷、受苦、被修理了，會醒悟過來，我們會喜歡遵行主

的話，那是有價值的。就如： 

119：71，「我受苦是於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不只是我們，

我們主耶穌都是如此。彼得前書 4：1，「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

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我只能舉一個大家

都會懂的事來說明「肉身受苦就與罪斷絕」，我的胃受苦，就是不吃東西，就與

肥胖斷絕。你要美好，就要受苦。其他每件事更是這樣。恩典是絕對的，恩典讓

我們以受苦的心志為兵器，使我們更聖潔，但這並不容易，到最後大衛還是講，

119：107，「我甚是受苦；耶和華啊，求你照你的話（就是律法）將我救活！」 

各位，我們都在一條船上，也享福也受苦，遵行上帝的話受苦；彼此相愛受

苦；學習奉獻受苦；學習遵守上帝的律法受苦；在教會、家裡、社會我們受苦，

在受苦中因著神的恩典我們也享受、感恩，但我們誠實的說：「耶和華，我甚是

受苦，求你拯救」。 

禱告： 

天父，謝謝你的恩典，謝謝你，我們這棟建築物，我

們這神的殿、神的家，我們這基督的身體是不會衰殘

的，不會被大水沖跑，不會被魔鬼那壯士又奪回去。

好像有這樣的階段，但主，我們求主保守，我們在你

的保守、光照、醫治、帶領、拯救之下，你讓我們是

一個唱凱歌的教會，普世歡騰，教會歡騰，因為救

主，因為聖靈下降。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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