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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5 日 

主日講台信息 

「俗世生活」 

╱康來昌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十九章 41-44 節 

耶穌說：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神原不是死

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為在他那裡（那裡：或作看來），人都是活的。 

 

屬靈、屬世並非截然二分 

一般以為的「俗世生活」就是吃喝、上班、工作、蓋造、在這罪惡世

界混一口飯吃、活下去，也就是我們星期一到星期六的生活，而「聖潔生

活」就是星期天的聽道、唱詩、聖餐等等。這當然是錯誤的，但這觀念我

想很多基督徒到現在都還有，覺得教會裡的生活是屬靈的，也就是不太快

樂的，而屬世的生活比較多采多姿，包括政治、國家、家庭的生活。這些

今天都會談到，但我們必須認識一點，不論是所謂屬世的或屬靈的，政治

的或家庭的，基督徒的或非基督徒的，古時的或現在的，在基督教國家或

佛教國家，我們的神都在掌管。求神幫助神的兒女在屬世的生活裡能有美

好的見證，雖然生活裡有享受，也有很多的不舒服。 

 

基督徒因著上帝而順服權柄 

第 20 節開始，文士和法利賽人要問耶穌一個為難的問題：「我們納

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當時羅馬的統治實在相當好，但猶太人的民族

意識強烈，對外來政權是不喜悅的，說「納稅給該撒」其實就是在問對羅

馬政府的順服，這對猶太人的民族主義來講很不恰當。 

我們中國以前也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義不食周粟的事，「改朝換

代了，我連你的米都不吃，只吃山上的草」。後來人家說山上的草還是周

朝的，所以他們就不吃了，但將來埋葬的還是在周朝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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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不會這麼幼稚，我們知道這一切都在神的手裡，就有非常靈活

的身段。也許人會說我們滑頭，其實不然，我們納稅，因為這是上帝跟我

們講的；我們對一切權柄有條件、有限度的順服，都是應該，因為是神給

我們的恩典。羅馬書 13：7，「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

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

對羅馬政府是這樣，對所有政府，基督徒都有一個基本上順服的態度。 

在以色列開始要設立一個自己的政權、君王時，神不高興這件事，不

是說祂不要有王，（因為祂後來很喜歡的大衛也是王朝的領袖），而是神

不喜歡人在任何一種政治制度下對祂的不忠實。你若能對上帝有絕對的忠

實，對上帝設立的這些政權也該有相對的順服；該作的我們要作，不但是

應該，而且是有忠誠的作。同時也要知道這順服、忠誠是會有辛苦，需要

付出。這一點我也希望我們基督徒能有個恰當的態度，我們不能又要馬兒

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既希望政府能做一些事，譬如給我們好的健保、食

品安全管理、治安等等，我們就也納稅。 

新約、舊約都講到我們對政權的態度，因為這是神在這罪惡世界所設

立的。撒母耳記上 8：15，「你們的糧食和葡萄園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

一給他的太監和臣僕」，17，「你們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們也必

作他的僕人。」彼得前書 2：13，「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

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當然我們知道每

一個權柄都有它邪惡的程度，因為萬事萬物都是墮落的，百姓、政府都有

墮落的成分，但我們因為這是上帝設立的而有一種基本上的順服。還有，

你不會在真正的基督徒和聖經裡看到我們對政權或權柄的阿諛，（權柄包

括政府、老師、父兄、丈夫、教會等等），我們不會絕對的順服，因為聖

經上跟我們講，這些權柄是神所造的，也都有墮落的成分，且因為有權柄，

它的墮落就更邪惡。這我們知道，但在罪惡世界，若完全無法無天、沒有

一個外在制度來約束的話會更混亂。 

資本主義的想法（我不在談哪種制度比較好，所有制度都有其優缺點）

是覺得每個人自由的、自私自利的做他一切所做的事，這世界就會最完

美。有人說資本主義跟基督教很有關係，是有一些相關地方，但這種精神

（政府都不要管，任憑我們自己，或所謂的市場來決定一切，不要干預）

有一點是基本上反對基督教。我們相信人都有罪，不論是一個人或許多人

任意而行，會產生問題的。當然，政府、百姓任意而行都不妥當，不管什

麼樣的制度都不能叫人成聖、稱義，但罪惡世界裡我們需要有這些東西，

我們也需要有相對的順服，但我們不阿諛、巴結他們，因為我們非常清楚

知道兩點，一個，他們是罪惡的，我們是罪惡的，一個，神要我們順服。

所以我們也會批判、責備，但我們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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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這裡講，「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並不是

說該撒跟神可以分庭抗禮、平分秋色，該撒是神所使用的。神的物給神，

一切東西都是給神，但神要我們對該撒納稅、服兵役等等時，我們會有順

服。 

 

基督徒不愛世界，但進入世界見證主 

不要覺得在罪惡世界是骯髒污穢，我們不愛這世界，甚至聖經有講，

「我的百姓啊，你要從那城裡出來」，我們有離開將亡城（如天路歷程所

說）的時候，每個信耶穌的人都有，我們離開將滅亡的世界，去走那永恆

的天路。但這不是照字面講，我們並不是離開台北、美國、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到紐約或波士頓。其實那也是大墮落的地方，當年清教徒就認為他們

到了 Plymouth 那地方就可以敬拜上帝。這沒有全部錯，我們想要有這樣情

形不是全部錯，但再好的清教徒所建立的地方，也不可能是個沒有罪惡的

地方。當時就會有，很快的到第二代時，跟印地安人間的衝突就有很多不

誠實和殘酷。這個世界不是神的國度，我們並不愛這世界，但我們並不離

開這世界；我們不愛這世界的本身，包括政治、政黨，而是相對的（看神

給每個人的託付）在這世界裡生活。 

耶穌為我們的禱告就是：「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約 17：15）。

（我們平常講的「主禱文」是主教導我們的禱告文，主自己的禱告文是在

約翰福音 17 章）。不但如此，還有 18 節，「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

樣差他們到世上。」我們一方面是離開這世界，這世界不是我們的家，上

帝是我們的一切，一方面我們又帶著上帝的愛、使命進入這世界。每個基

督徒不一定是宣教士的身份，但都是帶著見證主的使命進到這世界。所以

宣教年會並不是要我們去作宣教士而已，廣義的是要每個基督徒完成大使

命。17 節，「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我們有上帝的

話、上帝的愛，聖靈幫助我們以神為中心的進入這世界，讓我們所作的一

切事，掃街也好，開計程車、開小吃店、作總統、作奴隸、作宰相（約瑟

這兩個都作過）也好，希望在每件事上我們絕對的信靠上帝，也求主讓我

們在信靠上帝的生活裡，不是說我們一定能領多少人歸主，而是活出一個

「主是我的主」的生活，這是基督教的特色。 

基督教跟天主教有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並不會覺得神職人員、

牧師是特別神聖，我們說「信徒皆祭司」。但要說這句話時請都記得，神

職人員、牧師、信徒們都要有個絕對信靠、愛主的心，有個絕對不愛世界

的心。求主幫助我們在這世界上跟世人一起生活時，是以神給我們的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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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不是巴結）他們，去見證主的美好。 

各位，這事並不容易，不管是做官的、商業界的、學界的，其實我們

作任何事都是在這世界上，比方你說我作牧師，是個神職人員，國稅局可

沒這樣講，我還是一個在世上任職的專業人士。我用的鈔票不是教會發行

的，一樣是中央銀行發行。我走的路也不是什麼十架窄路，一樣是羅斯福

路。我們跟世人一樣活在罪惡世界裡，也希望他們都能作得好。他們不一

定作得好，就如同我們不一定作得好一樣，但我們並不退出，在這世界裡

看到即使是很邪惡的政權、工作，都求主幫助我們，行行不是出狀元，乃

是行行出信徒，每個行業都是，包括尼希米這調酒的工作。 

我有一年在北京講道，一位共產黨員帶我去參觀北京使管區的酒吧，

沿路上都是妓女，一家家酒館林立，充斥著煙、酒、呼嘯、淫蕩。我在那

種地方覺得非常不自在，然而您知道嗎？聖經裡有一位非常屬靈愛主的人

尼希米，就是在酒吧間工作，他是調酒的，「我是作王酒政的」。在異國、

異教宮廷裡，其中的爾虞我詐不知道有多少。 

我也很稀奇尼希米能做到這個工作，因為這工作所需要的有兩個，一

個，酒要調得很好，手藝要很好。（希望我們基督徒各樣的手藝都能很好）。

感謝主，但這不是最重要的，還有另外一個，他要絕對忠誠可靠，因為若

有人要謀害君王，大概就是在酒裡下毒。尼希米是猶太人，波斯皇帝竟然

用了他作酒政。聽說我們老總統以前的貼身侍衛不但都是浙江人，而且都

是奉化人，血源非常近的。波斯王用一個外邦人當酒政，不怕人家報仇嗎？ 

尼希米作酒政，我想他不能傳福音，也不能直接見證主，只能在他的

工作上作得好，把王伺候得好。感謝主，一個酒政，神也讓他居然成為建

堂委員會的主席。 

我們很難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比方你今天在菸酒公賣局工作，或像

我們弟兄也有在旅館裡賣酒的，我就碰到一位弟兄，他說他看到那麼多因

酒傷人的事，實在賣不下去了。各位，我能說什麼？我不太能說：「你看

尼希米，好好去賣吧」。 

各位，在罪惡世界裡，我們沒辦法過一個手上沒有污穢的生活，這是

路加福音 16 章，前兩個禮拜葛牧師講過的，耶穌講一句很難懂的話，「要

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

存的帳幕裡去。」這節聖經跟整個聖經和約翰福音 17 章講的是一致的，

我們知道世界的罪惡，知道執政掌權者的邪惡，知道自己是罪人，也活在

嘴唇不潔的罪人當中，我們知道，我們痛苦，也希望每個人悔改信主，但



5 

即使每個人都悔改信主，我們仍然是罪人，活在其中，求主給我們一個積

極的態度，「主，幫助我，因為你怎樣差遣基督，甚至你怎樣差遣聖靈，

你也怎樣差遣我們進入這世界」。 

這世界是恨我們的，我們是不可以愛這世界的，或說我們不可以把這

世界當上帝來愛，要把這世界當作上帝所愛的對象來愛。「求你用真理使

他們成聖」，求主的道讓我們在各行各業或退休的生活裡能見證主。這並

不容易，在見證主、工作時，不是每個人酒都調得那麼好，球都打得像林

書豪那麼好，我們不一定能在世界上那麼出色，神給我們多少，我們做多

少，但我們一定是在每件事上好好信靠上帝。如果有時我們很被這世界欣

賞，像剛才聽到的詩歌音樂，我們聽到、享受這些，但求主幫助我們，任

何事，我們對主有更大的信靠，而不被這世界綑綁。 

但以理書 6：3，講到有一個基督徒但以理，在政治界裡很被看重，比

尼希米還稀奇，波斯國的大利烏王不僅看重但以理，而且還提昇他成為全

國的統治者。這事大家都知道，我只是要用另外一節來提醒，就在王立他

治理通國之後沒有多久，第 16 節，「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帶來，扔在

獅子坑中。」若你們在公司、家庭裡被看重、被寵愛，很好，感謝主，願

榮耀歸給上帝，但並不是我們畏縮或害怕、懷疑人，我們知道唯有主是可

靠的。我要說的是，世界是險惡的，神是可靠的，願基督徒信靠上帝；在

該作的工作上努力盡心，但我們信靠上帝。 

你說，「那是外邦的國度，下流，我們忍受這些」。是，但你覺得基

督徒的國度就很好嗎？很多學者都說舊約時以色列的國度是神治

Theocracy，神直接用十誡在統治。我完全不同意這看法，當希西家、約西

亞王統治時也許還不錯，當亞哈王統治時也算神在治理，我覺得以色列的

國度跟世界的國度沒有什麼不一樣，甚至教會裡的善良程度跟世界恐怕也

差不多，也就是說我們都有邪惡的罪惡，也都有美好的優點。我非常感謝

主我能在這裡服事主，神實在是恩待我，教會、社會我都喜歡，但我們都

是罪人。 

你說，「大衛作國王時，這個神所喜悅的人所治理的政治清明、美好，

我們今天能這樣就好了」。是嗎？撒母耳記下 11：4，有一天晚上，這位

寫詩篇 23 篇的大衛，帶領百姓敬拜讚美神的大衛，他下個命令，「大衛

差人去，將婦人接來」，婦人就是拔示巴，烏利亞的妻子。不知道拔示巴

接到皇帝的召見是怎麼想，若是我們中國人，最好的辦法恐怕就是上吊自

殺。基督徒不能自殺，怎麼辦？撒母耳記下 11：14，這位英明的，上帝所

愛的王寫信給元帥約押，「大衛寫信與約押，交烏利亞隨手帶去。信內寫

著說：要派烏利亞前進，到陣勢極險之處，你們便退後，使他被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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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國王、皇帝、你的老闆、政府機構、私人機構、父母叫你作惡，你怎

麼辦？當然大家的答案都是絕對抵死不從，但等到有利益或不作有危險

時，恐怕又不一樣。約押是敢反抗大衛的，有一次大衛叫他數點民數，他

拒絕了，但這一次他沒有拒絕。在這作戰中最需要烏利亞的時候，他沒有

拒絕。不知道約押是要把這封信留下以後來勒索皇帝，還是他懦弱。 

各位，我不是在說應該怎麼作，而是指出聖經裡告訴我們，在世上生

活，包括執政掌權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時真是會很走投無路。而且，

在好王時有這無法遵行的命令，在壞王時也有人有極好的見證。 

以色列人最壞的王應該是亞哈，他和他妻子殺先知，而且是大饑荒。

列王紀上 18：3，「亞哈將他的家宰俄巴底召了來。（俄巴底甚是敬畏耶

和華）」。若有一天有個佛教總統，或你現在在佛光山服事，可以想到這

件事，以色列最邪惡、信仰最不好的時候，那惡王有位最信任的人，他「甚

是敬畏耶和華」。「耶洗別殺耶和華眾先知的時候，俄巴底將一百個先知

藏了，每五十人藏在一個洞裡，拿餅和水供養他們。）」那是饑荒的時候，

神要養以利亞，都要叫烏鴉來養，俄巴底一個人養一百個人，極其艱難，

幾乎不可能的工作。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做成的，我也不知道我們生活中的

艱難怎麼解決，但我們並不灰心、並不焦急，倚靠上帝。求神指引我們，

對祂有信心。 

新約的保羅，委屈被關，若是各位，會怎麼辦？保羅被一個巡撫腓力

斯惡意的關了兩年，他要討猶太人喜歡。使徒行傳 24：25，保羅對他講論

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聽了很恐懼，但他還是指望保羅送他

紅包。保羅不送，結果他的案件就被積壓了兩年，到最後保羅上告該撒。 

我說這些事是求主恩待我們，世界不好生活，世界也很美好。不好生

活，因為我們是這麼邪惡；也很美好，因為這在上帝的管理中。上帝實在

恩待我們，讓我們在這麼多罪惡裡（不管是文化方面、自然界的），都還

能享受到很多我們不配得的恩典，求主幫助我們有相對的順服，求主讓我

們是良民，我們是納稅、忠於國家。我們也會批判，也比別人更有正義感，

因為上帝的標準、慈愛、聖潔在我們心裡，以致我們更不同流合污。且因

為上帝的慈愛良善在我們裡面，我們也更對人忠心耿耿，不害人。 

上面說的是路加福音 20 章納稅給該撒的一段分析，下面講婚姻的事

情。這是路加福音 20：27，「撒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他們是用婚

姻來說沒有復活的事，如果有復活，將來輩份要怎麼分。比方將來在天堂

見到你的祖父，他跟你一樣大，你是叫他祖父、爸爸、還是兄弟？他們有

些討論，但我不會進入那麼深，就講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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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服事人，如同服事主 

基督徒不輕看婚姻，就如同不輕看我們在世界上的工作。婚姻是神設

立的，是好事，是用來表示神和教會的關係，新約、舊約都沒有把婚姻當

作次等的。在新約、舊約裡神職人員包括到今天，我們基督教的神職人員、

大祭司、牧師都結婚的。而天主教雖沒有像一些異教、異端說婚姻、性是

邪惡，但他們會說婚姻是次一等，比較高等的神職人員是不結婚的。我們

基督教沒有這觀點，我們相信結婚或不結婚都有主豐富的恩典。 

但耶穌講的一句話似乎搧了我一耳光，路加福音 20：34，「耶穌說：

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裡復活的人也不娶也

不嫁；」這就不好講了。「配得那世界」最好的解釋就是配上天堂的、上

天堂的人不結婚的，那我們都要死了，結婚已經那麼痛苦，以後還要下地

獄。當然我們不這樣解釋，我們不會說不娶不嫁的人才能上天堂，我們不

相信神是這個意思，這裡講的意思是說不論你結婚不結婚，配得那世界的

信徒就是把神看做至高的主的人，服事丈夫也好、服事妻子也好，都像服

事主一樣。哥林多前書 7：35，「我說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不是要牢籠

你們，乃是要叫你們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沒有分心的事。」 

再次說我們基督徒的積極和正面，這個世界是罪惡、痛苦的，很多罪

惡，很多痛苦，我們基督徒沒有例外，不管家庭、社會或國家的事我們都

有，但我們有主，有主對我們的愛，我們被基督的愛激勵，我們認識十字

架的奇妙，知道這位上帝何等愛我們。各位，你被愛是件幸福的事，如果

我們被世人愛尚且覺得幸福，願聖靈光照你，神在你還作罪人的時候就愛

你，那是何等的幸福、不配，叫我們何等的積極。 

我不知道現在年輕人是怎麼樣，像我那時談戀愛，康師母又漂亮，又

健康，又積極，她這麼愛我，我當然也要積極起來（我原來很不注意邊幅

的）。你被一個美善的人愛，就會也想要像他那樣。如果愛我的人不好，

他喜歡吸毒，當然我也就跟著吸毒。我這是舉例來讓各位思想，我們上帝

是這麼美善，祂愛我們，就讓我們積極起來。人沒有被愛是很可憐，我們

不僅被愛，還有一個幸福，就是能愛人。我覺得每一個女性都有種強烈要

愛人的自然能力，就是母性，女人真是喜歡生孩子來愛。 

這兩點，愛與被愛，我們都在主裡面得到，而且那強烈度，不知各位

有否體會，我們是在一個不被愛的世界裡被上帝愛，我們是在作一個可恨

的、又是彼此相恨的人（多 3：3）的時候神愛我們。在我們被這世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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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樂評家淘汰時，被人退稿時，被人拒絕、不要時，宇宙萬物最高的主

宰卻愛我們。被愛是很幸福的。求主幫助我們，因為被上帝愛，我們也能

愛上帝，也能愛人。我們能因著神在我們心中激勵我們的愛而生活得很積

極，包括對政府、國家，或公司老闆、員工，或丈夫、妻子，服事他們，

像服事主一樣。 

以弗所書保羅講，「基督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你們作丈夫的，要

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那愛不是縱容的愛，而

是因材施愛。你愛你三個月大的孩子，跟愛你卅歲大的孩子，愛的方式不

一樣，你不會替你卅歲大的孩子換尿布、餵飯，但你是愛他的。我們對罪

人、仇人、邪惡的人、任何人都愛，我們作天父的兒女，祂降雨給義人也

給歹人，我們都愛，當然我們愛的方式並不一樣，但我們愛。 

這是耶穌說這話的意思，不是說我們不娶不嫁才能上天堂，而是不論

娶嫁與否，我們都像服事主一樣。專心的服事主，在你的工作上，不管對

任何人都是這樣，他並不配，但這是主給你的工作。 

婚姻、家庭、國家大事、納稅、作公務員、上班，這一切所謂俗世的

事，每一件事都是主的事，不是只有在教會裡的事主的事，每一件事都是

主的事，你頭髮的髮型也是主的事。神在這些事上給我們非常多的自由、

喜悅，但弟兄姊妹，尊主為大！主是我的一切，主為我捨己，主為我捨命。 

昨天跟恩典團契分享的重點也在這裡，他們給我的題目是捨己，我們

一想到捨己就是犧牲自己的幸福快樂，捨己就是作阿信、作奴隸、好可憐；

背十字架也是，就是受苦受難、窮乏可憐、為主殉道。其實捨己、背十字

架最基本的不是我們吃苦，而是我們認識一件事：基督為我們的罪捨了自

己，所以祂的愛激勵我，讓我知道我是被愛的，所以我在罪惡的世界，政

治上也好，教會裡也好，家庭、婚姻關係也好，很多愚蠢、錯誤、艱難，

但我信靠上帝，作這世界上的事，我也是在服事上帝。事實上我是因著神

對我的服事而我服事上帝，服事世界上的人。這正是耶穌在回答撒都該人

所引的經文的重點。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耶穌回答撒都該人說：「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我們

一定會有死人復活的情形。祂引了一段經文，祂可以引以西結書裡枯骨的

復活，祂可以引以利亞、以利沙叫死人復活的事，但祂都沒有引，耶穌講

死人復活，講神永遠的同在、永遠的在工作，祂引了出埃及記裡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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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若信友堂神繼續憐憫恩待，

我們也會講，神是韓偉長老的神，神是沈牧師、謝牧師、各位每一個的神，

每一個年代、時候，神都是我們的神。 

這跟復活和當時的以色列人有什麼關係？非常有關係，這是摩西八十

歲垂垂老矣，他的百姓把他推開，埃及的通緝令不知道取消了沒有，羊也

不知道牧得好不好，不知道有什麼盼望、前途的時候，也不知道他對上帝

有多少認識，起碼就後來耶和華顯現時，他好像不太認識祂。就在這時候

有一天，最平常的時候，他不是去參加聖餐，不是在聽聖樂小組演奏「耶

穌愛我我知道，因為聖經告訴我」，而是在牧羊、俗世生活時，在荒野地

方，創世記 3：1，「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葉忒羅（這恐怕還是異教徒）

的羊群；一日領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華的使者

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

毀。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耶和華神見

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摩西！摩西！（這是呼召）他說：我在

這裡。」 

摩西在曠野聽到神的呼召，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聽到神的呼召，以賽

亞在烏西雅王死的時候聽到神的呼召，神對每一個祂的兒女都有呼召，神

都用祂的慈愛來吸引我們跟隨、相信祂。你不要看現在是這樣可憐、無助、

無奈，國家、民族、家庭、丈夫、妻子、兒女、身體有這麼多負面的東西，

我們還是納稅，還是孝順，還是服事人像服事主一樣，也知道這有艱難。 

神呼召摩西是在焚燒的荊棘叢中，上帝這作得似乎不大好？我們想好

像應該是雷轟閃電、光芒萬丈、驚天動地的光景，像在阿里山神木、喜馬

拉雅山，這才偉大，神為什麼在不值錢、刺人的、要焚燒的荊棘中對人說

話？（我們隔壁的長老會就用焚而不毀的荊棘作他們的標誌）我在想，那

是在提醒摩西也提醒我們，摩西當時，以及神兒女所處的環境，就好像是

在焚燒的荊棘中，我們被燒、被傷害、被折磨，沒有價值，像荊棘一樣，

沒有人要，被煎熬、被棄絕、沒有希望時，神呼召我們。神用什麼呼召我

們？祂說：「我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沒有忘記我跟你們祖先

講的話」。 

上帝是永恆的神，在這段經文裡，神也用了個神學很重的字眼說，「我

是自有永有的，我是永遠存在的，I am what I will be，I am what I am」。

神是永不改變，獨一掌管萬有的神。但祂也不是只是超越時空，祂也來到

人間，跟亞伯拉罕講話、作朋友，為以撒預備一隻羊，為雅各預備許多羊，

為我們預備一切，祂潔淨、帶領我們，「我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我是永恆的神，又跟每一個人有最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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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跟復活有什麼關係？如果你的婚姻很幸福，感謝主，如果你

不是基督徒，你的婚姻越幸福，你越恐懼，因為有一天老伴會走。如果上

帝對我們很好，上帝讓我們跟祂關係很好，然後到了七八九十歲我們就死

了，就什麼都沒有，那上帝就是最殘忍的上帝，祂給我們七十、八十、七、

八年的快樂，然後叫我們面對死亡，一點盼望也沒有。不，我們的上帝從

創世記就給我們一個盼望，神不僅是一代一代的看顧下去，而且這一代代

祂看顧的人都會復活，我們有永恆的盼望。在最艱難的時候，在以色列人

活不下去時，男嬰活不下去，活下去的在做苦工，他們像荊棘一樣的沒有

價值，埃及人對他們像火燒一樣的時候，神在焚燒的荊棘中呼喚，讓你認

識祂的慈愛。願神今天一樣的呼喚我們。 

禱告： 

天父，謝謝祢的恩典，憐憫祢的教會。神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的神。以利沙曾經問過：「以利亞的神在哪裡呢」？主，我們有的時候也

在問：「祢在哪裡」？主，祢在呼喚我們，祢在恩待我們，我們想都想不

到，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在焚燒的爐中，你揀選我們，我們謝謝祢，求

主讓我們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