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 年 4 月 28 日 

主日講台信息 

「拔刺」  

／林彥岑傳道 

經文：〈馬太福音〉七章 1-6 節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

斷；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

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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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

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前言 

   弟兄姊妹平安，登山寶訓從 5 章 2 節「耶穌開口教訓」，一路到 7 章 28

節，「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為止，今天我們進入了登山寶訓八福的最後一個階段：

不要論斷。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熟悉這段經文要傳遞的內容，但我個人認為（是我個人認

為），就應用面來說，在座大家一定是比不上我。各位先不要論斷說，「這是哪一

個驕傲的傳道人」，等我說明完緣由，我想諸位也不會試圖想要超越我。 

第 7 章一開始有那大大的黑體字「不要論斷」。我在教會長大，很小就讀到

這段經文，從我知道不要論斷就是不要批評與責備，這段經文馬上就吸引了我的

目光。從小我在信友堂是以調皮搗蛋聞名，照三餐被媽媽罵是很正常，有時候我

認真一點，還可以增加宵夜場。所以我一讀到第 3 節，「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

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馬上就有讀經的亮光：「對，我媽沒事就

在讀聖經，想必一定很聽耶穌的話，如果我讓她知道她眼中的梁木一定很大根，

她就不敢再罵我了」。我覺得耶穌超棒的，真不愧是救主，早早就寫下這段經文

要來拯救我。 

這想法對當時的我來說如獲至寶，我開始盤算要找個好時機來為自己解套。

但畢竟是第一次要把所領受的道理行出來，等真實要上場時有點緊張，每次覺得

該講，又不敢講，所以最後我決定寫一張陳情書，趁我媽睡了以後放在她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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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起來自己看就好。我到底寫了什麼，事實上自己也忘了，但我記得我很認真

的用上了第 5 節，「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寫好放好以

後，我就心滿意足去睡覺。 

這紙條事件後來如何，事實上我也忘了，我想當事人也忘了，你們不要去問

她。但我只記得一件事情，我媽說，「跟你這根刺比，梁木都變成樹枝，你用聖

經來狡辯，你才是真正的假冒為善」。這就是我應用這段聖經的結局。弟兄姊妹，

你覺得為什麼我媽沒有被我的靈機一動給矇混過去，她仍舊繼續的評斷我、責備

我？其實就是她很清楚我的所作所為肯定是錯的。 

「刺」是需要拔除的「舊我」價值觀 

耶穌這樣說，「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

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當我們明白登山寶訓要翻轉的那

「舊我」的價值觀，當我們試圖依著何長老的提醒想要「作鹽、作光」，我們想

按著鍾牧師的鼓勵，「憑著信心不要憂慮、不要害怕」，去付諸實行，於是我們都

開始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然後按著聖經所說的，「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但弟兄姊妹，我們的眼睛會看見什麼？當我們要作鹽、作光，當我們想要去影響、

去改變的時候，我們就會看見深藏的刺。 

「刺」非常特別，當你接觸時，它會弄痛你；你想要避開它，又得時刻注意

它的位置，也要小心自己的動作，所以只要你的環境中有那不應該存在的刺，你

一定會知道。而且當我們越認真追求神的國、神的義，我們就看得越清楚，甚至

連他眼中的刺，我們都能夠發現。意思是，連對方他看不對的，連對方有錯誤的

神學觀點，我們都無法忽視。 

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刺，你不拔，你要怎麼作鹽作光？當想要拔，能夠不論

斷嗎？「論斷」的英文是 judge，在希臘文裡，無論要翻成「審判、定罪、評價、

鑑定、判斷」都可以，有強烈的字，也有中性的字，無論你選擇哪一個，事實上

你都無法抹滅這個詞的本質，就是「用你的眼看，然後用你的思想，產出了你主

觀認知的結論。然後你的主觀認知結論會變成你的理念跟價值觀，會讓你按照它

來行動」。這個字的本質就是如此。因此，當你只說「我不要論斷」時，事實上

就等同你選擇忽視、不看。 

馬太福音 6 章 22 節，說到「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

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當我們為了「不要論斷」而將眼睛閉上，身體的燈就熄了，光就黑暗了。那你剩

下什麼去照亮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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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悖論 

哲學家 Karl Popper 提出了一個寬容的悖論（Paradox of tolerance），我覺

得是個很好的觀察。他說，「較少人知道的是：無限制的寬容，最終會導致寬容

消失。若果我們把無限制的寬容應用在對待不寬容之人，或者我們對不寬容之人

的打擊不作準備，這樣的寬容最終會被破壞。對不寬容之人的寬容，將漸漸令寬

容消亡，成就一個不寬容的世界。」 

諸位，「刺」是什麼？「刺」是某種程度的苦難，它破壞了我們環境的舒適，

使我們能夠警醒。C.S.Lewis 曾在他的「地獄來鴻」那本很有名的書中說，他是

藉由老魔頭跟小鬼頭的對話來讓我們明白，「魔鬼不喜歡看到苦難，因為苦難破

壞人們沉溺在享樂與安逸當中的情緒，讓人們可以從醉生夢死轉離注意力到更有

意義的事物上」。魔鬼喜歡安逸，因為安逸能夠使人鬆懈、墮落。魔鬼攻擊人的

手法變化多端，有非常非常多，但最主要的就是引人離棄真實，忽視邪惡的存在，

在似是而非當中成為魔鬼的擄物。 

當「刺」，當那根不應存在的刺，是被多數人所默認時，原則就會因著多數

觀感而被輕易擱置。一個失去原則的環境，就像下坡的汽車失去了煞車，只能衝

向谷底。當我們以為我們用寬容來選擇不看生命的刺，事實是我們正在扼殺寬容

的存在。當我們身處的環境真正失去寬容時，我想這似乎就是地獄。 

希特勒藉著仇恨的言語和煽動的言論去吸引民眾，但在德國經濟大蕭條、戰

敗賠款、戰爭罪責的壓迫，以及民族屈辱的情懷之下，當不少的民眾選擇縱容納

粹黨的坐大，這導致了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屬不清的人死亡。 

最近斯里蘭卡的連環爆炸案，是因著長年無視於種族與宗教矛盾的對立問

題。他們想要被看見，於是他們在復活節用自殺炸彈，帶來了數百位無辜外籍旅

客的傷亡。 

弟兄姊妹，「刺」存在，你看它，還是不看它？我媽媽毫不遲疑的評斷、責

備、論斷、審判我，要除掉她眼中所看的刺，父母這份從愛而來執著，才是 7

章 5 節真正要表達的。這一節裡，耶穌是要我們看清楚以後再去拔掉那眼中的

刺，而不是不拔刺，對不對？ 

弟兄姊妹，拔刺需要屬靈的勇氣，許多時候我們太容易適應這些事情，基督

徒應當無法適應不公義、貪婪、物質虛榮、種族主義等等不合聖經真理的事情，

但我們很容易與世界的文化妥協、和諧共處，然後我們對各種不應當，就睜一隻

眼、閉一隻眼。我們其實需要勇氣清醒過來，才能夠打破那適應的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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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拔刺？ 

好，要拔刺，要怎麼拔？別人的罪、別人的錯誤對我們來說是刺。刺其實很

好處理。玫瑰花很漂亮，但非常多刺，你只要拿著花梗，就很容易被刺到，但如

果拿著沒有刺的花瓣，玫瑰很脆弱，它很容易就斷頭，你手上就只剩下有刺的花

梗。所以你若想要收到玫瑰、送玫瑰、拿玫瑰，一定要處理刺。要處理玫瑰的刺

其實不難，花藝店都有專門拔刺的夾子，就夾住，順著花梗一路刷下來，你越用

力，刺就越快掉光，但也同時容易傷到花梗，然後玫瑰就枯死。弟兄姊妹，當我

們不在乎那拔刺的對象，很容易就可以把討厭的刺給除掉，正如同玫瑰，它很快

就會枯死。而這樣拔，對嗎？若不該這樣，那我們要怎麼？ 

順著登山寶訓的脈絡，在要拔刺的前提下，我們要來重新想想 7 章 1 到 12

節是否有告訴我們。我會用到一些前後的經文，鼓勵各位跟著翻聖經。 

耶穌論到審判，是從 5 章 21 到 22 節開始。祂告訴所有聽眾，每個人你最

終要面對的是神的審判，所以 7 章 1 到 2 節的意思就是「你們怎麼論斷人，神

就用你的行為來論斷、審判你」。當你覺得你有神的國和神的義，你要來拔別人

刺的時候，上帝就來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弟兄姊妹，當你以為你有，你要做，神

就來審判、論斷你。你覺得神的論斷跟審判很糟糕嗎？所以我們在遭受不公義、

在面對苦楚和逼迫、在呼求神拯救的時候，會很失望。 

詩篇 82 篇 8 節教我們說，「神啊，求你起來審判世界，因為你要得萬邦為

業。」7 篇 11 節，「神是公義的審判者，又是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詩人們時

常在等候神快快審判。67 篇 4 節，「願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

民，引導世上的萬國。」 

弟兄姊妹，我們時常在求審判，時常說，「神哪，你趕快按你的公正、公義

來審判人」。好。既然神的審判是我們所期盼的，是我們認為美好、公正的，我

們的反應應該是美夢成真，那為什麼你不敢論斷？因為我們很怕，對不對？我們

自己的梁木有多大，其實我們一清二楚。正如詩篇 58 篇 1 節所說，「世人哪，

你們默然不語，真合公義嗎？施行審判，豈按正直嗎？」你我都心知肚明這是事

實，所以我們告訴自己，「不要論斷好了。當我們不要論斷，我們就不會被審判」，

但那你還作光、作鹽嗎？ 

弟兄姊妹，耶穌登山寶訓一開始是八福，祂用八福開啟了一篇翻轉你我舊有

價值觀的講道，祂希望讓我們的光能夠照在人前，叫人們因著看見我們的好行

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你想要翻轉世界，你能不翻轉自

己嗎？所以耶穌在做什麼？祂用 1 到 12 節的隱喻來刺激聽眾讀者能夠更深的思

想背後的關鍵。當我們讀了 1、2 節，雖然看見耶穌沒有直接說答案，但讀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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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有的聽眾會因著「神將以同樣的標準審判你」這個領受，想一想我們自己

到底準備好論斷了沒有。 

拔人刺之前先省察自己 

當我們開始想的時候，第 3 節就是更進一步堆疊的問句，祂直接點出了你應

該檢查的方向：先想想你自己有沒有同樣的梁木。當你沒有先悔改，你又憑什麼

去成為光、去成為鹽、去拔刺呢？預備好拔刺的人會知道自己是要跟神交帳的，

你會因著眼睛所看見的刺，在神面前先省察自己。若你同有得罪神之處，你會先

在神的面前悔改、砍掉這根梁木。當我們先解決、先處理、先除掉自己的問題，

一定會帶來好的影響，你就預備了一個更容易讓刺被拔掉的環境。就像預備、整

理好一間無菌、無塵的手術室一樣，此時你再開始去拔掉這些刺，它就不容易感

染，也不容易惡化。 

當我們想起自己也曾得罪神，當我們想起神早已經分別論斷完了，但神沒有

用審判官的態度來對待我們。我們剛過復活節，神讓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道成

肉身來到世界上，醫治、陪伴、教導我們，甚至為了贖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捨

身流血，為要把救恩、這救贖的福音帶給我們。當我們想起這些，我們就不會試

圖用審判者的高度與權柄去作鹽、作光。 

拔刺並非除滅，而是恢復與更新 

拔刺不是除滅，而是一個恢復與更新。把刺拿出來，使人成為美善，絕不是

要把人連人帶刺的除滅。所以耶穌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 

聽到這裡，各位有沒有發現，拔刺要付出的代價很大，而且作法看起來超被

動的。我們很軟弱、很有限，我們是普通人，怎麼可能用這樣的方式去面對這個

世界的豺狼虎豹？而我要說，「是的，沒有辦法。真的，你完全沒辦法」，因為 7

章第 3 節是說，「要拔弟兄眼中的刺」，是那些同被耶穌寶血救贖、同稱耶穌基督

為主、在耶穌基督裡面同作肢體、屬靈的弟兄姊妹。所以耶穌在第 6 節提醒我們，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

咬你們。」 

這節經文常被用來阻止不信的人領受聖餐，的確也合用，但並不是這一節放

在這個段落真正的目的。在猶太人的觀念裡，狗跟豬不是我們今天所想的家畜，

而是野生的凶猛獸類，是野狗跟野豬，而且它們是不潔淨的。耶穌用這個比喻是

強調，狗跟豬是代表那些以自我慾望待人處事、明顯惡意藐視、敵視、敵對福音

的仇敵。耶穌說，仇敵不是你們要委身拔刺、用愛心說誠實話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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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刺的對象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我們拔刺所使用的真理、所使用的天國福音，是聖靈所啟示的聖

物。基督徒的愛、關心、包容、接納，是基督寶血所帶來的珍珠，你拿去面對、

勸告那些攻擊福音的惡者仇敵，你就被它們踐踏，它們還反過來咬你。箴言 9

章 7 節說，「指斥褻慢人的，必受辱罵；責備惡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責備褻慢

人，恐怕他恨你」，用熱情去擁抱刺蝟，結果只會滿身傷，然後覺得這個信仰怎

麼一點用都沒有。可是當你如果去愛他、支持他、同理他的慾望、認同他，你這

就是被仇敵控制，就陷在惡者的網羅中。 

弟兄姊妹，我不是說不要理會仇敵跟外邦人，而是有次序和先後。在馬太福

音 5 章 44 節，「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迫害你們的禱告」。耶穌說你要先為他禱

告，你要使仇敵與迫害者成為你的弟兄，使他聽見耶穌基督白白的救恩，用你的

愛把他變成弟兄，用你的祈禱使他的心柔軟、願意悔改。當他來到教會，歸主成

為弟兄的時候，你再來想如何拔他的刺。 

若他繼續作仇敵、不願作弟兄，馬太福音 10 章 14 到 15 節，耶穌對門徒說，

「凡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你們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就把腳上

的塵土跺下去。我實在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比那

城還容易受呢！」當我們盡心盡力為他們禱告，當我們用盡一切傳揚福音的時

候，我們最後就能夠安然交託給主，因為交給我們的任務已了，剩下的在我們能

力之外，是神的事情。 

拔刺的環境在教會 

所以弟兄姊妹，拔刺的環境在哪裡？在教會。面對的是誰？面對的是你身旁

這群屬靈的弟兄姊妹。所以許多時候，如果神讓你覺得你的信仰怎麼卡卡的，怎

麼一直被刺到，更激動了你公義的心，讓你很過不去，其實真正的關鍵就是你還

沒有委身在你的信仰當中，還沒有在你的教會中去用愛心說誠實話，去盡力見

證、去盡力服事、去活出愛。 

你有沒有在想：「傳道啊，你這些最後的結論我也不是第一次聽見，我一直

都很願意去見證、去服事、去用愛心說誠實話，但就是不知道實際要怎麼做，你

講這些我也知道，但是很抽象，能不能實際一點，不要那麼抽象，我想半天想不

到，也做不出來」。弟兄姊妹，聖經沒有這麼虛空，神的話是我們突破迷霧的唯

一指標，耶穌知道我們的困惑，祂非常清楚，所以祂用接下來 7 到 11 節告訴我

們實際上你該如何拔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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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刺的手法―助人進窄門 

接下來 7 到 11 節這段我們更熟了，通篇在說「求」。我們聽過許許多多不同

的解釋跟應用，我要說，真的，他們都很有道理、很有收穫。我個人覺得這就是

顯明神的全備和豐富。當你讀一句經文，只有一句的感受。當你把這句經文加上

後面三句一起讀，你就會有四句的領受。每個人的領受雖有不一致，但你只要不

要和聖經其他經文衝突，不要和我們的基要真理衝突，這些領受絕對可以幫助我

們面對生活的處境和生命的難題，讓我們因著讀經就有收穫跟行動。這是真的，

但無論什麼經文，本身它一定具有主要的含意，是一個當你依照它的敘事段落、

上下文、整體的脈絡來看的時候，你會發現它共同構築出一個神要在此處所傳達

的重要信息與精準的意義。所以今天無論你怎麼想這段「求」的經文，我們要試

著依照經文的脈絡，從上下文來理解「求」。 

1 到 12 節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連接詞是「所以」，整個 1 到 12 節只有一個「所

以」，是在第 12 節。代表你聽完耶穌說的前 11 句話，你應該要毫無異議、完全

認同第 12 節這個結論。當我們仔細回來看 1 到 12 節時，你會發現耶穌用極為

相似的文學手法構成了兩個段落，都是先隱喻，然後再說答案。1 到 4 節是隱喻，

5 到 6 節說答案。7 到 10 節講隱喻，11 到 12 節說答案。如此這兩個段落將指

引出一個得以翻轉舊有價值觀，屬於光、屬於鹽的門徒樣式，而這就是我們所要

的實際拔刺手法。 

我們一起來看。7 到 10 節有兩個刺激思考的隱喻，第一個是 7 到 8 節。祂

描寫了一個願祈求、願尋找、願叩門的人，就必得回應。願求、願找、願敲，就

開門、就給你回應。既然說是隱喻，弟兄姊妹，你想想，一個不願求、不願找、

不願敲的人就怎麼樣？他不願祈求、不願尋找、不願敲門，就必不得回應。對不

對？ 

今天講到現在，你覺得有刺的人是求還是不求？找還是不找？敲還是不敲

門？弟兄姊妹，拔刺是一個沒有被求的需要，他不想要，但你很想給，對不對？

你給得出去嗎？你給了就是第 6 節的結果，你的聖物與珍珠被踐踏。 

所以第一個隱喻告訴我們什麼？你想要拔刺，你得先讓對象求。怎麼做到？

關鍵就在前一個段落結論，你有沒有先想起自己是怎麼樣被神審判的？你有沒有

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如果我們有，我們就能夠明白該如何幫助他，因為我們

已經求過了。當我們想起我們曾經多害怕神的審判，當我們想起自己的梁木有多

難除掉，當你用這個感受、經驗去同理的時候，你就知道你能夠嘗試哪些方法，

哪些是你想要被對待的方法，去引導那位弟兄姊妹願意求，使他願意去面對生命

的軟弱和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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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是怎麼行？就是讓我們在生活中看見有刺的人時，你不是去閃開他，你

看到有刺的弟兄姊妹你是去親近他、接觸他，藉由分享你自己悔改的經歷、重生

的經歷，用你的那股熱情洋溢，跟你對待這個經歷的積極正面，使他去感受、去

體會神的真實，去觸動他願意接受更新，使他開始願意思考自己為何活在焦慮、

嫉妒、憂愁、憤怒等等有刺的光景當中，然後他會想要試圖去尋找改變。這是第

一個隱喻。 

好，他願意求了，此時你要怎麼樣回應他？是第二個隱喻。你要給他餅，還

是石頭？你要給他魚，還是蛇？ 

「餅」是帶生命的，在出埃及記中，以色列人在曠野向摩西和亞倫發怨言：

我們寧願在埃及地死在耶和華手中，「那時我們坐在肉鍋旁邊，吃餅得飽。你們

卻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是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耶和華對摩西說：「我

要將糧食從天降給你們」。那食物是什麼？就是我們的詩班，嗎哪。嗎哪是餅，

使人得飽足、使人得生命。 

「石頭」是用來定罪的。按著申命記的描述，有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就把他拉出城門外，用石頭打死，這樣就把惡從你們中間除掉了。 

「魚」是象徵飽足，因為幾乎所有的魚都可以吃。利未記是這樣說的，「水

中可吃的乃是這些：凡在水裡、海裡、河裡、有翅有鱗的，都可以吃。」這是絕

大多數的魚。當你想要吃，找魚是不容易出錯的，是很容易找到可以使你得飽足

的食物。 

「蛇」是代表惡毒的話語，詩篇 140 篇 1 到 3 節說，強暴的人「他們心中

圖謀奸惡，常常聚集要爭戰。他們使舌頭尖利如蛇，嘴裡有虺蛇的毒氣。」在約

翰福音 8 章，文士和法利賽人去問耶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

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 

弟兄姊妹看見你身旁的人，在這間教會屬靈的弟兄姊妹，這些同屬神國子民

的人，他的罪惡跟錯誤，我們可以用惡毒的話語定他們的罪，我們也可以指引他

們找回豐盛與飽足的生命，你選哪一個？ 

耶穌給法利賽人的回應是，「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

他。」弟兄姊妹，這跟「先去掉眼中的梁木，才能看清楚弟兄眼中的刺」是一樣

的意思。 

依照我們對兒女的愛，我們都捨不得我們的兒女被定罪，我們希望我們的兒

女得飽足、得生命，所以我們責罵、評斷、論斷我們的兒女。當我們要拔教會的

刺，拔屬靈弟兄姊妹的刺的時候，我們豈不是更要想想天父如何用好東西，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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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用基督耶穌白白的恩典，用祂受苦受難的十字架救拔你我這群蒙恩的罪

人。「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

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這是第 11 節。「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這是第 12 節。馬

太福音 22 章 37 到 40 節，這樣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

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

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所以你要怎麼看這段經文第 12 節？弟兄姊妹，無論何事，你想別人怎樣拔

你的刺，你們也要怎樣去拔別人的刺。你想起神怎麼樣除掉你的梁木，你就怎樣

去拔別人的刺。拔刺不是讓我們看見之後，出一張嘴去指點、去教育、去分辨、

去論斷、去審判。弟兄姊妹，我們不是把聖靈所給我們個人的十誡、那些美好的

誡律、我們能夠做出來的事情，變成其他人也要遵行的刻板、僵化律法。當你這

樣做，或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但同時會製造另外一個問題。真正的拔刺是讓肢

體透過我們的服事，透過我們捨己、付出，使他明白神有多愛他；是我們因著對

他的愛，給他空間去思考、做出正確的選擇；是我們在這當中要為他禱告、陪伴

與塑造他一個有聆聽聖靈的機會，讓聖靈帶領他去砍下他自己的梁木，也就是我

們所看見的刺。若在神的時間表中這人有願意悔改的心，此時你想拔的那根刺不

就拔掉了嗎？ 

假如那位弟兄或姊妹堅守他的刺，拔不掉呢？在馬太福音 18章 15到 18節，

耶穌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

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

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

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弟兄姊妹，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意思是，若不成，你也不用再擔那個重擔，無論他有沒有來教會，無論他有沒有

坐在你身旁，你就看他為外邦人和稅吏。但不是只有這樣，你要回到第 5 章去看，

用那愛仇敵、愛外邦人的心，為他重新得救禱告。一樣是交託給神，但你從來沒

有任何一個時刻放棄他就對了，只是你用不同的方式。 

弟兄姊妹，拔刺難不難？超難，真的很難。會不會成功？不一定。真的，我

們誰知道會成功。為什麼？因為這是一道窄門。論斷、批評是容易的，是道寬門，

所以真正的結論在 7 章 13 節，「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只有麻煩、難走、難進去、不容易進入的小門、那道窄門，可以使人得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幫助人進窄門就是拔刺。這窄門是耶穌面對那行淫的婦人時

祂所選的。祂說了，祂做了，然後呢？最後耶穌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

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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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願我們跟隨世界的真光，使我們得著生命的光。而且我們拿去照

在人前，叫他們看見我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叫他們也得

著這生命的光，叫他們的刺被我們的愛給拔掉。 

我們一起禱告： 

父神，我們謝謝你，你賜下你的愛子，使我們藉由祂的寶血重生得救，使我

們被神陶塑、被神磨練，使我們領受這生命的光。主啊，求你保守我們，使我們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使我們用主的眼看這個世界，使我們看到刺的時候，我們

是用主的愛去對待他們，是想起了我們怎樣被主改變、被主接納、被主赦免，我

們塑造出這樣環境去愛他、幫助他。主啊，因為你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

們必稱為神的兒子。謝謝主。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