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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7日 

主日講台信息：「堅固」 

╱康來昌牧師 

 經文：羅馬書十六章25-26節    

「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

祕，堅固你們的心。 這奧祕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藉眾先

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 

福音是什麼？ 

保羅在這裡講的，跟他在羅馬書一開始講的一樣，就是福音。「耶穌基

督的僕人使徒保羅，特派傳福音。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不僅在羅馬書，在以弗所書也都講到，福音和幾個東西是相等的：福音

就是耶穌基督；福音就是上帝在舊約所應許的實現在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以

及死在十字架上。福音就是耶穌基督。這個福音也是一個奧秘，就它的內容

是耶穌基督，就是耶穌基督和祂釘十字架。就它不能夠被世人明白，它是個

奧秘。 

唯聖靈光照才能明白並信福音 

不管是聖經上的話、先知的預言，或使徒所傳講，或我們今天傳講的所

謂的純正福音，對沒有被聖靈光照的人而言，是看不懂的。不懂為什麼要道

成肉身，不懂為什麼要生在馬槽裡，不懂祂為什麼死在十字架上，不信也不

懂處女能夠懷孕、死人能夠復活、人需要贖罪。這一切需要聖靈來光照，我

們才能明白。 

福音是個從古以來的奧秘，沒有人能明白，只有被聖靈光照，謙卑下來

像小孩子一樣，他就能明白。「主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

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我們不是反智，但在神面前我們真需要

謙卑，而且不斷的謙卑，才能不斷的看到這福音的大能和奇妙。福音就是耶

穌基督，就是奧秘。就這是真理而言，保羅說福音是真道，福音是真理。就

它的內容，是真實的，是這一切宇宙萬物的基礎，是我們所相信的上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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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聽到、所看到的世界，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念社會學的弟兄姊妹大概都知道一本書，「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

y」，不信主的社會學家、聰明人會說這個實體reality是社會造成的，但我們

基督徒不這樣相信，我們相信當沒有社會、沒有人、沒有一切的時候就有上

帝，祂是客觀、真實存在的。我們相信有真理，而且真理若在上帝的光照下，

是能被人知道、被人傳揚。我們不悲觀，世人是悲觀的，（佛教徒是悲觀的），

他們認為沒有真理，如果有真理也不能曉得，如果曉得也不能傳揚，如果傳

揚也沒有人能聽得懂。你在世上生活時，在媒體有這麼多，頻道有上百個，

手機上的網路消息有上萬個時，資訊越多你越困惑混淆。對於事實是什麼，

怎麼處理這事實，我們都莫名其妙。有男有女嗎？還有第三性、第四、五性，

這是怎麼一回事？如果不信上帝，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就進入那空虛渾沌、

淵面黑暗裡。 

但是，當我們在黑暗中，不管是神的創造說的「要有光就有光」，或「這

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到我們中間，那就是福音，就是耶穌基

督，就是奧秘，就是使我們得拯救，得重生，進天國，得永生，成為神的兒

女，使我們得稱義、堅固律法，成長，得榮耀，唯一的一個辦法就是福音。

求神幫助我們能聽，能講福音的奧秘。這都是主所做的，我們是因信稱義，

因信得救，因信重生，因信進天國，就是相信上帝所做的一切。但我們因信，

不是說只有個頭腦上的認識、認知，一個因信稱義、重生、完全倚靠主恩典

的人，是積極生活的。 

福音堅固信徒 

在這裡保羅特別講到福音堅固我們。我們都需要被堅固，如同我們都需

要被光照、被扶持、被帶領、被安慰、被鼓勵。福音是耶穌基督，但你怎麼

可能有耶穌基督而沒有聖靈？我常提到這一點，我自己也稀奇聖經這麼清楚

的講，但以前卻很忽略。我們需要被鼓勵、被安慰、被激動、使心中有盼望，

這都需要聖靈。聖靈是我們的保惠師，是安慰百姓的，「神說：你們要安慰，

安慰我的百姓。」是堅固教會的，「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聖靈感動傳道人傳講出耶穌基督，見證天父的榮美。聖靈讓我們在無可指望

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聖靈在我們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的

時候，「總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裡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

且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 

這些態度用在任何一件事上，你若對任何一個人（例如你所愛的老公、

兒女），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是你很激情、奮不顧身的）這樣，那都是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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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月。不要倚靠人，不要倚靠人的東西，不要把他們當作神。投靠這些的最

後就是空虛，就是補風，就是捉影。但如果我們有神的話、信靠上帝，聖靈

幫助我們，我們求主讓我們不只能站立得穩，也能夠扶持人。 

福音常藉弟兄姊妹彼此堅固 

保羅說這福音能堅固我們。這福音堅固我們，常常是藉著教會的弟兄姊

妹。等一下我會提到保羅如何提出那些堅固教會的人，就是他問安和推薦的

人。現在先看另外一個人，就是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在撒母耳記上23：16，

「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起身，往那樹林裡去見大衛，使他倚靠神得以堅固」。 

約拿單是我很喜歡想，很喜歡講的人，聖經沒有多講他。另外一個人就

是拔示巴，如果有機會，我真很想寫拔示巴的自傳。很想寫她失節的那個晚

上，以及以後每天的日子是怎麼過。我覺得她也非常需要因信稱義，非常需

要上帝遮她的羞恥，非常需要有平安，跟我們一樣。但今天不講她，而講那

沒有失節、沒有做錯，卻因為上帝的帶領，一個最聖潔高貴的英雄極其痛苦，

就是約拿單。 

約拿單最愛的人有兩個，一個是他父親掃羅，一個就是大衛。而他父親

一定要置大衛於死地。有的時候你沒有犯錯，但夾在一個錯誤裡，或也許也

不是什麼錯誤，就是一個無解的狀況中，你怎麼辦？信靠耶穌沒有錯，從主

得堅固沒有錯，但問題很多時候沒有辦法解決。 

約拿單沒有辦法勸他的父親不再追殺大衛。上一次他們分開時，聖經講

約拿單跟大衛兩個人抱頭痛哭，大衛哭得更厲害，因為大衛的處境更艱難危

險，無路可走。約拿單雖然沒有那麼危險，但那痛苦和艱難也真是難。感謝

主，我們不能解決問題，但我們可以倚靠上帝。 

約拿單就到樹林裡去見大衛，聖經裡寫得很簡單，我不知道他怎麼使大

衛倚靠神得堅固。我也沒有在大衛寫得那麼多詩歌裡講到「主啊，我在黑暗

中，在大水淹沒中」，但大衛有這樣形容，「我在極其痛苦中呼求神，神聽了

我的禱告，祂來救我，把我從大水中救起來」，不過沒有提到約拿單如何使

他堅固。 

在人間，如果不信上帝，我們的結局最後都會是分手，死亡。就算同年

同月同日死，還是分手。如果不是在主裡，都是分手。而我看保羅或想到約

拿單的相聚和分手，都是祝福，這是因為我們有盼望。 

約拿單去樹林見大衛，讓大衛更堅固倚靠上帝。我希望有這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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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在教會裡我們有這樣的朋友。我希望我們夫妻是這樣，倚靠上帝的大

能，把安慰給那需要被堅固的人。我相信他是真的堅固了大衛，只是聖經沒

有寫內容。 

羅馬書16章全篇也都在講弟兄姊妹如何彼此堅固，我很感動。本來這一

章經文是羅馬書裡最無聊的，很多註釋書根本都不提這一章，不過現在很多

人非常花篇幅去研究。我覺得也不一定需要那麼去研究，但我們可以去思想

保羅對一個他沒有去過的教會這麼熟悉，如數家珍。一個個的提到、安慰、

鼓勵，還有一開始的推薦。不免汗顏我在信友堂廿幾年，要叫出大家的名字

還很困難，真是求主給恩典。 

保羅也是個堅固人的人，他也能看到在教會裡我們如何的彼此堅固。他

所提出第一個能夠堅固人的就是1、2節的非比。「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妹

非比，他是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請你們為主接待他，合乎聖徒的體統。

他在何事上要你們幫助，你們就幫助他，因他素來幫助許多人，也幫助了我。」

大概解經家都一致的會說保羅是在堅革哩寫羅馬書，寫完後就請非比把這封

信帶到羅馬去，他自己則去耶路撒冷，希望把捐項送去後再過一兩個月就可

以去到羅馬教會。但沒想到在神的旨意中事違人願，被耽誤了三年，進到監

獄裡去。他做了很多好事，卻沒有從耶路撒冷教會得到任何好報。我們只能

說神對祂兒女所給的十字架很多時候很艱難，願這些艱難不叫我們自憐、自

怨，願這些艱難叫我們向神呼求，也有弟兄姊妹來堅固、安慰我們。 

基督徒是一封薦信 

保羅稱讚、推薦非比。我們不太熟悉這個觀念，比較熟悉我們是上帝的

兒女、僕人、耶穌的新婦、朋友，比較不熟悉的是我們是一封信，一封薦信。

哥林多後書3章講到我們是一封推薦信，上帝推薦我們，我們也推薦上帝。

基督徒在這世上拿著上帝對我們的推薦顯在世人面前，上帝推薦了我們，說

你是如何如何的好。我們沒有如何如何的好，但這句話我覺得很恰當，神不

斷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寫推薦的話，說我們這個人如何如何的好，這個叫做稱

義。He justify us.祂把義袍加在信靠祂的人身上，遮去我們的羞恥，塗抹我

們的過犯，洗淨我們的罪惡，好像那個浪子回到父親那裡，父親把上好的袍

子加在他身上一樣。神推薦我們。也因為我們蒙祂的推薦，蒙聖靈的充滿，

這封推薦信是真實的。 

一般推薦信要真實，實在不太多。現在婚禮不知道還有沒有介紹人，介

紹人其實也是推薦人，而介紹人如果後來要在他們離婚的證件上簽字，實在

很辛苦。但我們推薦上帝，上帝推薦我們，都會成為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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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的工作，保羅說這是一個ministry，中文和合本翻「執事」。上帝推

薦我們，在新約叫做得生命的ministry，在舊約上帝對我們的推薦信是，你

收到這封信就把我推薦的人殺掉。舊約時，上帝寫了信，因為是基於律法，

是「至於死」的執事。 

在醫院工作最沒趣、最需要鼓勵的，我想就是太平間和臨終關懷，因為

對象都是死人和將要死的人，以及需要被安慰的家屬。醫院裡比較快樂的地

方就是產房、嬰兒房，那裡有生命產生。我們的工作是把太平間變成產房。

這個工作有榮耀、有光榮，因為這個工作、執事是聖靈寫的，就讓約拿單這

樣的人，和每個弟兄姊妹在教會得到了堅固。你在寫推薦信，推薦上帝，叫

人來信耶穌。你也在推薦其他弟兄姊妹，他們也在推薦你。他們在推薦這個

信耶穌的人是如何的美善。實在很難想像，求主讓我們有這樣的信心。 

保羅推薦非比，說這位女執事送信來，請你們接待她並且幫助她。這是

因為她有需要？不是。是因為她孤苦伶仃？不是。保羅說你們要幫助她，因

為她素來幫助了許多人，也幫助了保羅。 

提醒一個觀念：有需要不等於有權利得到 

有個觀念我在這裡提出，求主幫助不至於絆倒人，也希望我能講得清

楚。你要得到一些東西，要得到一些好處，要得到人的尊重，你覺得理所當

然應該得到這些，這叫做你有權利。這話我們現在常常聽到，也越來越多聽

到：「我有權利」！學生這樣講，工人這樣講，老闆這樣講，大家都這樣講，

如果覺得自己該得到的權利沒有得到，就要上街、抗議、丟雞蛋等等。這是

個現在流行的說法。 

我們來想想，你為什麼有這樣的權利？若你念哲學、政治學、社會學，

我看這幾年學者說你有這樣、那樣的權利，是因為你有這樣、那樣的需要。

也就是用你的需要來justify（辯解）你的權利。就如，你需要活下去，因此

你有生存權，也就是你要能夠吃喝等等。但，這是不是理所當然的？ 

馬克斯的名言，「各取所需，各盡所能」，我們單談上半句「各取所需」。

你應該得到什麼？他說，你有需要，就應該得到；因為你有需要，就有權利

得到。這是我們很熟悉的一句話，看來合理，但我覺得完全不合理。我們有

需要，需要吃喝、需要妻子、需要人的尊重，你就要給我嗎？還是：你要尊

重我，因為這是我贏得的。 

各位請不要誤會，基督徒是有責任、有義務要去幫助人，有責任要把他

需要的供給他，但是，有責任提供，不等於被幫助者有權利要求。我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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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不是「各取所需、各得所需」，我們乃是說，「你所得的，是你種的」。加

拉太書６：７，「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

麼。」你要怎麼收成，就要怎麼栽，不能指望別人給你。 

當然，這在社會上又有各種權利的講法，我們不去多講，只是在這裡特

別說，「需要」不能導致我們有那樣的「權利」，即使有很大的需要。基督徒、

教會的確有責任、義務去幫助人，但對方有這權利嗎？我覺得沒有。帖撒羅

尼迦後書３：１０，「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你需要吃飯，但你

要得到飯，你要工作。（當然對小孩、殘障者又有其他的講法）。 

我之所以提這個，是因為我們這整季都在講「因信稱義」。什麼是義？

義有兩方面，一個是做你該做的，那就是律法的規定。一個是得你該得的，

那也是律法的規定。我們虧缺了神的榮耀，也對不起人。我們沒有做所當做

的，上帝的恩典替我們做了，也讓我們得到了我們不當得到的耶穌基督的救

恩，所以我們就感恩。上帝所做的義，我們因著信心得到了，就稱義，這是

豐富的，是感恩的。但我們得到了這義之後，也需要有好的行為來見證我們

是的確得到。非比應當被照顧，因為她幫助了許多的人。再一次，我們不是

因行為稱義，但如果信了，我們應當有感恩的態度，有好的行為。 

下面保羅繼續講到他對這個教會的問安，這段話是從第３節一直到１６

節，很長的問安。他問了２６個個別的單位，有９位婦女，３家家庭的教會，

有猶太人，有外邦人。再一次我很慚愧，「我的羊認得我的聲音，我認得他

們的聲音」，這是耶穌說的，我實在對各位缺乏認識，請多多原諒。保羅怎

麼能認識這麼多人？他沒有去過羅馬，但他關心他們。他並不是天天在搜尋

他們每個人的資料，然後傳佈謠言。他的關心是為他們禱告，一個一個為他

們禱告。這真是最有福的事，也真是最難做。 

我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數算別人的八卦真是非常行雲流水，非常多的

話可說。我可不可以建議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好的朋友，你們能夠交通，一

交通起來就不知天將大白，你每一個交通中用廿分鐘，卅分之一的時間做禱

告，也就是你們談了兩個鐘頭，最好是開始先有兩三分鐘的禱告，這比較防

止你等一下談的都是八卦，然後結束時有兩三分鐘時間為剛才的事禱告。不

過我保證你做不到，因為我做不到。為什麼為人禱告這麼好的事情，潔淨我

們的靈魂，讓我們能夠做造就人的事，也幫助人，是這麼難做到？因為我們

是罪人，我們真的很苦，我們不喜歡做這些不好的事，但做起來就特別自然、

流利。就像弟兄們，你要對你太太溫柔真是很不容易，對秘書溫柔卻真是很

容易。我們就有這種罪性，還不一定要有這種不當的感情。 

「問安」是送安、祝安 



 

7 

保羅認識這教會的人，他知道他們的需要，常常為他們禱告。我不會一

個個人來說，雖然這裡面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些故事，但我特別要講「問安」

這詞。「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問我所親愛誰誰誰

的安」，「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基督的眾教會都問你們安。」「問

安」英文是Greeting 或Salute。我不知道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裡見到人有沒

有問安，我知道家規比較多的是有晨昏定省，早上起來要跟長輩請安，回到

家裡也要問安，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不知道其他文化裡見面打不打

招呼。這「問安」的學問可真大。 

其實原文裡沒有「問」這字，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翻成「問安」。可能翻

成「送安」，送平安給你。或「祝安」，祝你平安，比較好。甚至翻成「送恩」，

（送恩典給你），或「祝恩」，（我不能送恩典給你，我祝你得到恩典），也很

恰當。耶穌有這樣的吩咐，舊約也有，馬太福音１０：１２，門徒進到任何

一個人家裡時，要先請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

到那家；若不配得，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也就是基督教相信在這不

平安、被咒詛、罪惡、痛苦的世界裡，基督徒是福音的使者，我們不僅有福

音比較要講一講給別人，我們也有平安或恩惠可以帶給別人。我們見到任何

一個人，不管是誰，就先祝他平安，祝他好。最有名的一個問安，就是天使

對馬利亞的問安，路加福音１：２８，「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

同在了！」我把福氣給你，我把恩惠給你，主和你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恩惠。 

我們現在所說的問安的話，「早安，午安，晚安」，在中國大陸是「早上

好」，我覺得這些習慣是從耶穌的吩咐開始的，甚至更早的時候舊約猶太人

就有這種問安的習慣。不安的、罪惡的世界，我的心也煩，你的心也煩，最

起碼你我的心快樂平靜的時候不多，但是因為耶穌，我見到任何一個人都祝

他平安。「我祝你有一個好的早上，Good morning，我祝你有個好的晚上Go

od evening，Good night」。當我跟你分開時，「Good bye」，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God be with you」。我們不在一起了，願上帝跟你在一起。因為上帝

跟你在一起，你就有各樣的福氣。神的同在帶來各樣的福氣。這是你能給人

最大的問安。 

要渴慕神，才能有神同在的祝福 

但我們要想想，神無所不在。神也跟魔鬼同在，神也在天堂，神也在地

獄，神無所不在，萬物沒有一樣不是靠著祂而存在，或長或短。神跟每個人、

每個東西，每個時候都同在。神的同在要成為一個祝福，是必須那人（或天

使）對神的同在有一種渴慕。「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

幾時得朝見神呢？」相反的，如果對神的同在是討厭的，我們就不會有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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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祝福。這一點在聖經裡始終有，神好像一個落花有意的男人，我們好像

流水無情的女人，祂怎麼愛我們，怎麼親近我們，我們卻討厭祂。各位，人

的罪沒有比這一點更清楚，我們厭惡神。就像剛才講的，兩個屬靈人在一起

交通，談談八卦可以講幾個鐘頭，一起禱告就只能幾分鐘，而且很尷尬。我

們有這罪惡，但蒙神祝福的人是渴慕神的同在。 

在舊約時就講到神與亞伯拉罕同在，與以撒同在，與雅各同在，但特別

明顯的經文是聖經寫了兩次，「耶和華與約瑟同在」他就百事順利。後來當

然與大衛的同在也是。要過聖誕節了，我們的慶祝不就是「以馬內利，神與

我們同在」嗎？ 

但我再說，神無所不在，神隨時都在，神的同在要成為祝福，求主幫助，

讓我們渴慕祂的同在。這一點，摩西就是最有福氣的。我也多次講過，當以

色列人得罪上帝，上帝本來要消滅他們，後來在摩西的祈求之下神赦免了他

們，神說，「我赦免你們，我的應許通通會實現，我會派使者跟你們一起去，

不過，我不跟你們一起去，因為你們太容易惹我憤怒，到時你們不好，我也

不好。」耶和華這樣說，是我們的話會說：「好啊，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到流

奶與蜜之地，你不去，其實還更好一點」。 

各位，你蜜月旅行選最好的地方，最好的餐廳，但你應該知道是最好的

人跟你在一起，那就算在臭水溝前，一大堆蚊子，也跟天堂一樣。跟你討厭

的人不得不在一起時，即使是最優美的環境也如坐針氈，想早一點離開。 

流奶與蜜之地，耶和華說我不跟你們去了，摩西說，如果你不跟我們一

起去，我就不去了。在中世紀很多聖徒說過類似的話，有一點激情，這我懂，

「主啊，如果你不在天堂，我就不要去天堂。如果你在地獄，地獄就是我的

天堂」。 

再一次，我們不懂，因為我們缺少對神的愛，摩西有。在出埃及記３３：

１４，耶和華聽了以後很高興的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奧古斯丁那句名言，「主啊，你按著你的形像造了我們，一生不安，除非安

在你裡面」。我覺得是出自這裡。 

「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我們對人的問安和祝福，

最好的莫過於希望神跟他同在，神的同在讓我們有平安，有盼望，不孤單。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你們彼此問安。 

在１７節以後，保羅也有一些提醒，「弟兄們，那些離間你們、叫你們

跌倒、背乎所學之道的人，我勸你們要留意躲避他們。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事

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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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服已經傳於眾人，所以我為你們歡喜；但我願意你們在善上聰明，在惡

上愚拙。」這句話我也很稀奇不太有人用。保羅說，你們順服，這很好，但

他顯然是說不要什麼都順服。你們在善上要聰明，惡上要愚拙。惡人的、異

端的建議或命令你不要順服，你要躲避。 

很遺憾在教會裡總有這些服事自己肚腹的，用花言巧語誘惑人的，在保

羅還沒有去羅馬教會時就有。但我們的結論總是歡喜的，２０節，「賜平安

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和你們同在！ 

問安，我們不斷的帶來平安和祝福，希望你得到，希望你豐富，不管是

我或者我的同工。所以保羅又在21節以後把這些同工問的安也一一帶去。第

一個是「德丟」，翻得有點奇怪。另外一個更好玩的翻譯是「括土」。括土是

四分之一的意思。一是Mono，二是duo，三是tri，四是quad。不管他的名字

是什麼，我們每個人在主的恩惠上有主的同在，有平安，有盼望，有義，有

喜樂。對，世界的罪惡是很多，我們的罪惡也很多，稀奇的就是，在教會裡

神的平安臨到，我們感謝主。 

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你，你給我們的恩典豐富，你來到你兒女的地方，你來

拯救，將你的百姓從罪惡中救出來，我們感謝你。你恩惠豐富，你把你的恩

惠沒有保留的賜給了我們，我們謝謝你。求主幫助，讓我們對你有更大的信

心，對人有更豐富的恩典，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你，倚靠你，歸於你。願榮耀

歸給在天上的父，願平安歸給地上你所喜悅的教會。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