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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經⽂：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在知識和各樣⾒識上多⽽⼜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做誠
實無過的⼈，直到基督的⽇⼦，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叫榮耀稱讚歸於神。" 
(腓1:9-11)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我們來禱告。主阿，我們感謝讚美祢，謝謝主祢再⼀次的召聚祢
的眾兒女來到祢的聖殿當中。主阿，求主來帶領我們每⼀位弟兄姊妹，此時此刻祢的聖靈親
⾃來觸摸，來感動我們，好讓我們放下⼀切的重擔，來單單仰望祢。尋求主祢⾃⼰的話語，
願主祢的話語能夠臨到我們每⼀位，讓我們真的是將祢的話語放在我們⼼版之上的時候，祢
就來引領我們的⽣命。因為我們知道祢的話，就是我們腳前的燈，是我們路上的光。惟願主
祢親⾃將祢的話，來擺在我們⽣命當中的時候，做為我們前⾯道路的指引。謝謝主，這樣同
⼼合意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今天我們分享的主題叫做，「愛⼼要在知識和⾒識上多⽽⼜多。」我們知道，當我們拿起⼿
中的聖經的時候，在新約裡⾯，保羅寫了非常多的書信，那麼保羅其中向七間教會寫信。按
照時間的順序來講，分別是加拉太教會、帖撒羅尼迦教會、...。這些教會的重點它都是不⼀
樣的。


當我們提到加拉太教會的時候，是因為加拉太教會當中，有假師傅進入到教會。他們說救
恩，不僅僅是建立在相信耶穌基督的基礎之上，⽽要加上遵守律法，然後才能夠最終的得
救。當保羅在加拉太書當中，清楚的告訴給弟兄姊妹，救恩⾃始⽽終是相信恩典⽽得，並非
靠著律法。好⾏為不是得救的條件，好⾏為是⽣命所結的果⼦。在帖撒羅尼迦教會當中，我
們知道有前書，有後書。前書當中講耶穌基督的再來，糾正他們對耶穌基督再來錯誤的⼀些
認識。在後書當中強調，基督徒應當正常的等候耶穌再來之前，我們需要有⼀個正常的⽣活
和態度。哥林多我相信弟兄姊妹比較熟悉，因為我們最近在⼩組查經當中，⼀直在查考哥林
多書信。《哥林多前書》當中，保羅指出了哥林多教會有結黨分争的問題，有淫亂的問題，
有婚姻的問題，有聖餐混亂的問題，也有偶像崇拜的問題，..等等。保羅也藉著《哥林多前
書》幫助了哥林多教會來解決這些問題。在《哥林多後書》當中，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保
羅是如何教導基督徒們，如何的⽣活，如何的⾏事，如何的為⼈，如何的事奉，如何的去奉
獻。當保羅寫給羅⾺教會的時候，我們知道《羅⾺書》裡⾯有⼀個非常重要的福⾳核⼼，就
是「因信稱義」的福⾳真理。這也是我們全備福⾳當中最重要的⼀⽅⾯。當我們提到《腓立
比書》的時候，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腓立比教會裡⾯洋溢著、充滿著要活出基督喜樂的
⽣命的⼀些道理。但是這⼀切都要建立在基督裏⾯。還有寫了《歌羅⻄書》，歌羅⻄教會同
樣也是異端進入到教會當中的⼀個教會。在這樣⼀個教會當中，他們聽到很多花⾔巧語的東
⻄，來迷惑信徒。保羅⼀⽅⾯駁斥異端教訓的錯誤，另⼀⽅⾯要引領基督徒，能堅固真理，
更深的認識耶穌基督。當他寫到了以弗所教會的時候，親愛的弟兄姊妹，保羅有這樣⼀個感
動，他要把教會的奧秘告訴給弟兄姊妹們。他要讓⼤家知道，教會的⽬的是甚麼，教會的意



義⼜在那裡。


在如此多間的教會當中，其中腓立比教會是所有這些教會當中，最好的⼀個教會。所以
說，當我們上次在分享當中的時候，我們說，保羅在寫這封信的時候，就充滿了歡喜快樂的
⼼。當保羅禱告的時候，都是歡歡喜喜的禱告。說，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怎麼樣呢？ "
要你們的愛⼼，在知識和各樣⾒識上，多⽽⼜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直
到基督的⽇⼦。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 我們再強調⼀
遍，“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在知識和各樣⾒識上，多⽽⼜多。使你們能分別是
非，作誠實無過的⼈，直到基督的⽇⼦。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叫榮耀稱讚歸
與 神。“ 我們今天來分享，保羅的這⼀段禱告信息。 看看聖靈藉著這處經⽂，要給今天這個
世代的我們，有甚麼樣的看⾒。

我們⾸先要分享⼀下，腓立比教會建立的背景。腓立比教會在歐洲的最東邊，是亞洲通

向歐洲的⾨⼾；是保羅第⼆次的宣教當中，在歐洲所建立的第⼀所教會。這次宣教同時他建
立了哥林多教會，建立了帖撒羅尼迦教會，..等，⼀些希臘教會。那麼腓立比這個教會，很有
意思。在《使徒⾏傳》第⼗六章當中，講到腓立比教會是被聖靈引領建立的。當保羅在第⼆
次旅⾏佈道當中，來到亞⻄亞⾏省。聖靈就禁⽌保羅在這個地⽅講道。保羅就和他的同⼯
們，要往北走。來到每⻄亞⾏省，不需要知道這些地理。就是他要往北走，然後呢，在這樣
⼀個地⽅的時候，他想要往更北邊的庇推尼去，這時候耶穌的靈⼜不允許。他們⼜到了特羅
亞這個地⽅，也就是在當天晚上，夜間有⼀個異象向保羅顯現；⼀個⾺其頓⼈，也就是⼀個
歐洲⼈，他向保羅有這樣的⼀個請求，請你過到我們這裡來幫助我們。這就是我們聽到的
「⾺其頓的呼聲」。於是，保羅和同⼯們聽從了這樣的⼀個異象，坐船前往歐洲。然後，來
到歐洲的⾨⼾腓立比這個城市。所以，他們是被聖靈引領所建立的教會。我們⼜說，腓立比
教會是在講道當中建立的。當保羅和他的同⼯們來到腓立比這個地⽅的時候，這個地⽅是沒
有會堂的。只有⼀個禱告的地⽅，是在城⾨外的河邊。保羅在安息⽇的時候，就來到城⾨外
的河邊，看到⼀群婦女在禱告。但是，他來講道。在講道當中，其中有⼀位賣紫⾊布匹的，
叫做呂底亞的婦⼈，她聽信了主道，悔改信主，保羅並為她施洗，並為她和她的全家施洗。
我們說，在講道當中有⼈悔改信主。那麼我們⼜說，腓立比教會是在逼迫當中建立的。為甚
麼在逼迫當中建立的呢？當保羅在這個禱告的地⽅，不斷的在傳講 神道的時候，有⼀個被汚
⿁所附的使女，來常常擾亂保羅的講道，並讓⼤家誤以為，這個使女和保羅是⼀夥的。於
是，保羅趕走了這個使女⾝上的汚⿁。使女的主⼈們發現，他們發財的，得財的⾨路沒有
了，於是他們誣陷保羅和⻄拉，把他們抓到監獄當中，並毆打了他們，甚⾄給保羅和⻄拉帶
上了⽊狗和鎖鏈。他們在這樣的⼀個光景當中，被逼迫。


那麼，我們⼜說，腓立比教會是在禱告當中建立的。當保羅和⻄拉在監獄當中的時候，聖經
告訴給我們，約在半夜，保羅和⻄拉禱告和唱詩讚美 神。是⼀種甚麼樣的⼒量，觸使他們半
夜起來，禱告唱詩讚美 神呢？當然我們說，是 神在他們裏⾯的感動和引領。結果發⽣了⼀件
奇妙的事情，地⼤震動，監獄的⾨被打開了，囚犯們的鎖鏈也被打開了。看守監獄的禁卒們
就非常緊張，以為囚犯們逃跑了。所以說，那個禁卒的⾸領要準備⾃殺。聖經告訴給我們，
保羅⼤聲的禁⽌了他，阻⽌了他⾃殺。然後這位禁卒看到如此⼤的異象，他就向保羅尋求得
救的道理。保羅說，"你當信耶穌，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参徒16:31) 很偉⼤的⼀個信
息。當他尋求得救的道理的時候，保羅告訴他⼀個肯定的答案，"你當信耶穌，你和你的全家



都必得救。” 聖經告訴給我們，這位監獄的禁卒和他的⼈，還有他的全家，都受洗信了 神。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了甚麼呢？從這裡我們看到腓立比教會，是保羅在聖靈的引導之下，是
在講道之中，是在逼迫裡⾯，也是在禱告當中，所建立的教會。腓立比教會當時的帶領⼈，
就是那個來⾃推雅推喇，賣紫⾊布匹的婦⼈呂底亞，還有腓立比監獄當中裡的禁卒，他們是
教會的帶領⼈。

那麼，保羅在所寫整個的教會書信當中，聖靈啟⽰保羅，藉著兩間教會的不同，來進⾏

⾨徒訓練。


第⼆點我們要分享，腓立比教會和哥林多教會有甚麼樣的不⼀樣。保羅⾄少在這四個⽅⾯，
從「聖潔」，從「奉獻」，從「秩序」，從「合⼀」上，來去讓這兩個教會有了⼀個清晰的
對比。⽽這些對比呢，更有助於讓我們看到，⼀個合 神⼼意的教會是甚麼樣的樣式；⼀個不
合 神⼼意的教會，⼜是⼀個甚麼樣的樣式。在「聖潔」當中呢，我們看到哥林多教會，有弟
兄卻娶了繼⺟為妻。這整個使保羅以及眾教會有了很⼤的震動。為甚麼連外邦⼈不去做的事
情，這間教會卻有⼈做了這樣的事情。使教會裡⾯有淫亂，亂倫的這樣⼀個污名產⽣。⽽腓
立比教會在上次我們分享當中，保羅離開腓立比教會有⼗年的光景時間。在這⼗年當中，腓
立比教會卻⼗年如⼀⽇⼀樣，同⼼合意的興旺教會的福⾳。我們會看到腓立比教會的弟兄姊
妹，他們有⼀個不變質的⽣命，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聖潔」。那麼從「奉獻」來講的時候，
保羅多次寫信給哥林多教會，要讓他們在奉獻上與主有分。但是我們會看到哥林多教會，真
的是沒有聽⾒這樣的聲⾳。哥林多教會如同⼀個⼀⽑不拔的鐵公雞⼀樣。⽽腓立比教會真的
是讓我們有⼀個極⼤的看⾒。在《哥林多後書》的第八章當中講到，腓立比教會在患難當
中，在極窮的時候，都再三的要求保羅，要求保羅怎麼樣呢？要讓我們的奉獻與聖徒有分。
求主讓我們真的是有這樣的看⾒，腓立比教會真的是給我們做出了，在奉獻上的榜樣。


那麼在「秩序」上，我們說，教會真的是需要秩序。哥林多教會是⼀個甚麼樣的樣式呢？哥
林多教會我們知道，他們有了很多的分裂。在這些分裂當中，他們不認可保羅使徒的⼀個地
位。哥林多教會可是保羅親⾃所建立的。但是裡⾯產⽣了不同的聲⾳，他們對這個其貌不揚
的⼈，產⽣了很多的質疑，否認他使徒的⼀個地位。但是，我們從腓立比教會當中看到，腓
立比教會的弟兄姊妹，願意順服使徒的權柄。那麼⼜在「合⼀」上，我們剛才提到了哥林多
教會，產⽣了很⼤的分裂；有屬保羅的，有屬亞波羅的，有屬磯法的，有的甚⾄打起耶穌基
督的旗號；使教會產⽣了很⼤的⼀個分争在這其中，沒有合⼀可⾔。但是我們從腓立比教會
當中，看到了甚麼？即使腓立比教會處在患難當中，腓立比教會都在紀念，聯絡其他的使徒
們。不僅僅是在奉獻上，還差派以巴弗提去探望在監獄當中的保羅，並且服事保羅。所以
說，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聖徒的相通，我們看到了⼀個教會的合⼀。肢体與肢体之間，乃是彼
此聯絡，彼此關⼼的。從這些裡⾯，我們真的看到了⼀個核⼼的東⻄。這個核⼼的東⻄就是
甚麼呢？腓立比教會是⼀間，被聖靈充滿，有愛⼼⼜有忠⼼的教會。那麼，就是在這麼好的
⼀個基礎之上，上帝沒有讓腓立比教會⽌步於此。⽽是要讓他們榮上加榮，⽽是要讓他們將
來的榮耀⼤過先前的榮耀，⽽是要他們在主的裏⾯，像從主的靈變成的⼀樣，越加的有耶穌
基督的形象。所以，保羅在這裡說，“要你們的愛⼼在知識和各樣⾒識上多⽽⼜多。” 


當我們提到剛才的「愛⼼」的時候，說，要你們的愛⼼在知識和⾒識上多⽽⼜多。我們就要
分享，今天光明之⼦的愛⼼和今世之⼦的愛⼼，有甚麼樣的不⼀樣。這裡⾯有非常⼤的⼀個



區分，光明之⼦的愛⼼和今世之⼦的愛⼼，是要被屬靈的知識和⾒識來分開。在所有的宗教
當中，我們每⼀個弟兄姊妹都知道，都是在講愛⼼。所以說，很多⼈分辨不清楚的時候，這
不都⼀樣嗎？真的⼀樣嗎？我們從我們最相關的儒教的愛來分享。今世之⼦的愛和光明之⼦
的愛，到底有甚麼樣的區別。儒教我們知道，它的聖⼈，它的教主就是孔⼦。孔⼦呢，他有
72個弟⼦，他其中⼀個弟⼦叫做宰我。有⼀天宰我與孔⼦有了這樣⼀段對話。他說，如果我
⽗⺟死了，服喪三年，為期太長了。君⼦如果三年不習禮，禮就會壞掉；三年不演奏⾳樂，
⾳樂也會荒廢。舊穀已經吃完，新穀已經登場；取火⽤的碎⽊已經換了⼀遍；三年太長了! 服
喪⼀年就可以了。那麼孔⼦是怎樣回答呢？喪期不到三年，就吃稻米，穿錦緞，對你來說，
你⼼安嗎？那麼宰我說，⼼安。孔⼦說，既然你⼼安，就這樣去做吧！君⼦服喪，吃美味，
不覺得香甜；聽⾳樂，不感到快樂；坐在家裡，不覺得舒適安寧，這當是君⼦。如果，不那
樣做，你現在感覺⼼安，你就去做吧！宰我出去之後，孔⼦對其餘弟⼦說，宰我不仁哪! 孩⼦
⽣下來，⾄少三年，才能脫離⽗⺟的懷抱；三年的喪期，是天下通⾏的喪禮。難道宰我沒有
從他⽗⺟那裡，得過三年的懷抱之愛嗎？這裡⾯講到了，儒教裡⾯孔⼦的仁愛。孔⼦的仁愛
從這個故事裡⾯，我們會看到，是建立在良⼼的基礎上。因為⽗⺟⽣了我，我擁有這樣的⼀
個良⼼，我要去履⾏我服喪的⼀個義務。那麼，在這樣的⼀個基礎上，

我們知道，良⼼常常會隨著時間，隨著環境，隨著⼈在變化。我們有⼀句俗語，說，你的良
⼼被狗吃了。對不對？就是這樣⼀個道理。對我有利，我就去愛，對我沒有利，就沒有愛。
這就是孔⼦的仁愛，我們再講⼀個例⼦，那就更加的清楚。孔⼦他有⼀個弟⼦，他叫⼦貢。
⼦貢呢，問孔⼦說，全鄉⼈都喜歡讚揚他，你覺得這個⼈怎麼樣？孔⼦說，我不能夠肯定。
那麼他⼜說，全鄉⼈都厭惡憎恨這個⼈，你覺得這個⼈怎麼樣？孔⼦⼜說，我也不能夠肯
定。但是，我要告訴你，最好的⼈，是全鄉的⼈，全鄉的好⼈，都喜歡他，全鄉的壞⼈都討
厭他。孔⼦給了這樣⼀個答案，好⼈都喜歡他，壞⼈都厭惡他，就能夠看出這個⼈怎麼樣。
那麼這裡有⼀些關鍵的問題，是甚麼呢？怎麼界定好⼈和壞⼈。對我好，就是好⼈；對我
壞，就是壞⼈。這種以⾃⼰為準則的⼀個判斷，會產⽣甚麼樣的⼀個後果呢？


我們知道，整個的儒家⽂化，對中國幾千年來影響很⼤，也許都深入到⼈們的骨髓當中。是
的，⽤這樣的⼀種標準判斷，⽤這樣⼀個仁愛，去⾯對這個社會的時候，會產⽣⼀種甚麼樣
的好的結果，或者是⼀種甚麼樣的壞的結果呢？1957年，中國有⼀場運動，叫做「反右運
動」。⽑澤東在整個的黨員⼤會當中，說到了這樣⼀件事情。說，在我們裡⾯，我們95%的
⼈都是好⼈，5%的⼈卻是壞⼈。我們⼀定要抓住這5%的壞⼈。從此就產⽣了⼀個甚麼樣的
問題呢？從上到下，從⼀個家庭裡⾯，甚⾄是⼀個單位裡⾯，我們要抓那5%的壞⼈。我們⼀
定要完成⽑澤東下達的這個指標。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場整風運動當中，有上百萬的好
⼈，有上百萬的知識分⼦，都被打成了右派，落得家破⼈亡，妻離⼦散的⼀個結局。到最終
平反的時候，⼤家請看官⽅的⼀些信息，很有意思，它說到，99.99%都錯判了。好⼈他不會
有那些壞的⼼思。但壞⼈聽到了這樣⼀個消息的時候，他⼀定會做賊喊捉賊。壞⼈也⼀定會
先下⼿為強。所以說，當沒有⼀個那樣⼀個標準的時候，你會發現，很多時候當發⽣⼀系列
⼤的事件，⿊⽩會顛倒，好壞會被翻轉。聖經當中也有這樣的記載。先知耶利米在宣講，你
們要悔改，因為災難就會臨到。如果你們偏⾏⼰路，如果你們離開 神，再去與那些拜偶像的
同流合污的時候，那麼災難就會臨到。但是，有⼀些假先知們說，你們放⼼，上帝的祝福會
臨到你們，你們是平安的⼀幫⼈。那麼在這裡⾯就有⼀個好的東⻄，⼀個壞的東⻄。⼈們當
然很喜歡聽好的，對不對？我平安了，我有 神的祝福。⼈們不喜歡聽那些耳提⾯命的東⻄。



於是，變成了甚麼呢？假先知把耶利米打成假先知，⽽我們是真先知。這就是這個時代，這
裡⾯沒有以真理做為尺⼦，做為⼀個衡量的尺⼦。是非曲折是以利我做為判斷的⼀個標準。
好⼈可能會成為壞⼈，壞⼈也可能成為好⼈。所以，我們要講真理。我們知道，真理是不變
的，從古⾄今從來不改變，這才是真理。不斷改變的，它不是真理。如果愛⼼沒有真理做為
尺⼦，你會發現，就像孔⼦的仁愛⼀樣。因為⼈的良⼼會不斷的在改變，甚⾄是變得沒有良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真的看到，今世之⼦的愛，是以利我為這樣⼀個標準的。⽽利我總
會是在⼀個不斷改變之中。


希臘⼈把愛分成了四種。⼀種是親情的愛；⼀種是性愛；⼀種是朋友之愛；另外⼀種是上帝
的愛，這是⼀種完全的愛。這種完全的愛，不是以利益，不是以親情，不是以性，也不是以
朋友的關係建立的。那麼這種愛是甚麼呢？這種愛是⾃上⽽下的愛；是道成⾁⾝的愛；是離
開尊貴來到卑賤中，為叫卑賤⼈得尊貴；是離開富⾜來到貧窮中，是叫貧窮⼈得富⾜；是離
開榮耀來到糞⼟中，為叫我們這些必死之⼈，得到永⽣的愛。《羅⾺書》五章7節，⼤家⼀起
來讀： 


“為義⼈死是少有的，為仁⼈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5:7-8) 


阿們! 試問⼈類當中，那⼀個宗教有這樣的真理？那⼀個教主有這樣的⽣命？那⼀本經書有這
樣的道路？聖經告訴給我們，惟有耶穌是真理，惟有耶穌是⽣命，惟有耶穌是道路。(参約
14:6) 親愛的弟兄姊妹，上帝的愛，是帶有著真理，⽣命和道路的，這就是區分。上帝以這樣
的愛⼼來牧養腓立比教會。那麼，我們看看腓立比教會在這樣的⼀種愛當中，她有甚麼改
變。她的愛⼼有多⼤呢？在《哥林多後書》的第八章當中，這樣講到有關腓立比教會的愛愛
⼼。在患難中，在⼤試煉裡，在極窮之間，在過了⾃⼰的⼒量時候，他們⽢⼼樂意，再三的
請求保羅，讓他們在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親愛的弟兄姊妹，有哪⼀間教會，有哪⼀個基
督徒能做到呢？我們會看到在這眾教會當中，惟有腓立比教會成為眾教會的⼀個標準。親愛
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想想，當保羅還在哥林多教會宣教牧會的時候，我們說，保羅那個時
候，⼀邊織帳篷，⼀邊因為宣教花費很多的時間，他有的時候就供給不⾜，少吃少喝。那麼
理當是哥林多教會供應他的。就如同今天我在我們華⼈清⽔教會，然後隔壁坦帕灣的宣道
會，或者是長老會的劉牧師我們都曉得。然後，弟兄姊妹，坦帕教會的長老會的弟兄姊妹，
他要去供應我在這邊的牧會。你說今天的教會，有那⼀間教會可以這樣做到呢？腓立比教會
在試煉中，患難中，極窮中間，過了⾃⼰的⼒量，還都⽢⼼樂意的供應保羅在哥林多教會的
⽇⼦。這就是光明之⼦的愛。這就是光明之⼦的愛。


如此⼤的愛⼼，聖潔的保羅還要怎麼樣呢？還要讓他們在知識和各樣的⾒識上多⽽⼜多。為
甚麼呢？我們說，他們已經做到極致，還要他們不停⽌於此。為甚麼呢？為的是怎麼樣，弟
兄姊妹⼀起來讀：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做誠實無過的⼈，直到基督的⽇⼦。並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義的果
⼦，叫榮耀稱頌歸於 神。" 




接下來我們就要分享，如何分別是非，做誠實無過的⼈。這裡⾯非常重要的⼀點，就是說，
需要我們屬靈上有裝備。⽽在這種裝備的本⾝，我們需要聖靈持續不斷的充滿。因為耶和華
的靈，是知識的靈。在《以賽亞書》⼗⼀章2節裡⾯講到，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的⾝上，就使
他有聰明和智慧的靈，有謀略和能⼒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親愛的弟兄姊妹，是
的，我們當有這樣⼀個知識的靈，求 神能夠賜給我們。按這七靈我們都要去尋求，這是聖靈
所賜的。求神讓我們在這樣⼀個看⾒當中，就讓我們能夠明⽩甚麼呢？越認識 神就越屬靈，
越屬靈就能夠越参透萬事。聖經告訴給我們，屬靈的⼈才能夠看透萬事。那麼在這樣⼀個基
礎之上，我們講⼀個有關屬靈知識的認識。在《羅⾺書》的⼗三章1節裡⾯，講到 "在上掌權
的，⼈⼈都當順服。”  我們怎麼理解這⼀處經⽂呢？我們如何能夠明⽩這處經⽂？那麼在這
節經⽂裡⾯，有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牧師，傳道⼈都會錯誤的來使⽤。所以說，我們渴求聖
靈⽤說不出來的嘆息為我們禱告。祈求我們的愛⼼在知識和⾒識上能夠多⽽⼜多。為此，才
能夠分別是非，才能夠做誠實無過的⼈。怎麼理解  "在上掌權的，⼈⼈都當順服。” 今天我
們看到很多基督徒包括牧師，傳道⼈，包括很多的教會。前幾年中國⼀直，包括現在為⽌，
中國政府⼀直在拆⼗字架。在拆⼗字架的問題上，我們看到教會的牧師，傳道⼈，選擇順服
在上執政掌權的。甚⾄有牧師站出來說，我們拿起聖經在羅⾺書⼗三章當中就告訴給我們，
我們要順服在上掌權的。很多信徒也聽到這句話的時候，雖然打⼀個問號，但是我們要聽聖
經的。所以說，⼗字架被拆了。那麼當他們在拆教堂的時候，同樣也有傳道⼈，牧師選擇了
順服。那麼在美國當中，我們⼜很清楚的知道，同性戀合法化之後，教會同樣的選擇了我們
順服執政掌權的。教會甚⾄還允許同性戀的牧師存在，因為我們要順服在上執政掌權的。聖
經是如此的教導嗎？我們看聖經當中的幾處例⼦，《出埃及記》第五章第1-2節，⼀起來讀，


"摩⻄、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華以⾊列的神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在曠野向我守節。
法老說：「耶和華是誰，使我聽他的話，容以⾊列⼈去呢？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容以⾊列
⼈去。」“ 


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讀到這處經⽂的時候，如果摩⻄順服在上掌權者的時候，我們說，
他們永遠出不了埃及。摩⻄選擇的是對抗，摩⻄藉著 神所給他的權柄，⾏了⼗件神蹟奇事。
甚⾄在摩⻄過紅海的時候，擊殺了法老和法老的軍隊。這是摩⻄⾯對在上掌權者的⼀個和我
們不⼀樣的看⾒。第⼆，這故事是在《但以理書》當中所記載的。《但以理書》當中記載
了，尼布甲尼撒王立了⼀座⾦像，他要讓所有的⼈都來拜這個⾦像。如果不去拜的話，就要
扔在火窯當中。當在上掌權者發出這樣⼀個政令的時候，基督徒要順服嗎？有這樣三個⼈選
擇不屈膝。《但以理書》三章27-28節，⼤家⼀起來讀， 


”那些總督、總監、省長和王的謀⾂，都聚攏來看這三個⼈，⾒火無⼒傷他們的⾝體；他們的
頭髮沒有燒焦，衣服沒有燒壞，⾝上也沒有火燒的氣味。尼布甲尼撒說：「沙得拉、米煞、
亞伯尼歌的神是應當稱頌的！祂差遣使者救護倚靠祂的僕⼈，他們不遵王命，捨去⼰⾝，在
他們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別神。" 


當這三個⼈選擇不順服的時候，他們就被仍在火坑裡⾯。我們看到沙得拉、米煞、亞伯尼
歌，如果他們順服在上掌權的，我們說上帝的兒女們就怎麼樣，就拜了偶像，我們的 神會被
羞辱。⽽正是他們的寧死不屈，為上帝做了美好的⾒證。甚⾄他們三位都被尼布甲尼撒王⾼



看，得到了⾼升。在近現代的例⼦當中，⼤家知道⼆次世界⼤戰的時候，希特勒要屠殺整個
的猶太⼈。當這樣的政令下達之後，教會，教會的牧師，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怎麼樣來回應
這位最⾼，整個德國最⾼⾸領的這樣⼀個政令呢？在當時很多的教會，很多的牧師，選擇了
順服在上掌權的。親愛的弟兄姊妹，有沒有這樣思想過，如果在上掌權的是魔⿁，你還要聽
嗎？你還要順服嗎？當時有⼀位德國牧師，他也是為數不多的牧師，他們起來反抗，這位牧
師叫做潘霍華。他選擇順服上帝的旨意，不是⼈的⼀個旨意。所以說，他被抓到監獄。他在
監獄當中寫了⼀⾸歌，這⾸歌就是剛才我們所唱的，「天⽗美善⼒量」。最後，他也被判絞
刑⽽死。我們會看到，也許上帝讓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在火焰中沒被燒死。但我們也
看到 神的旨意，是我們不能夠揣測的。那位德國的牧師潘霍華，他被判絞刑⽽死。但是他的
⽣命裏⾯，讓我們看到如此⼤的不⼀樣。他唱詩感謝讚美 神，就像保羅和⻄拉⼀樣，那⽊狗
和鐵鏈⽤禱告和唱詩讚美 神⼀樣。因為他知道 神為他預備的是甚麼。所以說，我們在這裡透
過這三個例⼦，來明⽩順服在上掌權者的⼀些條件。在《羅⾺書》⼗三章當中，我們回頭可
以去查考，說，講到這些在上掌權者，為甚麼順服他，因為他們是 神的⽤⼈，因為他們是 神
的差役。弟兄姊妹我們要清楚，當在上掌權者順服 神，按照 神的旨意去⾏的時候，我們理當
要順服。如果他們離開了 神，不再按照 神的旨意， 神的權柄去做事的時候，我們就如同摩
⻄⼀樣，我們就如同那三位在火窯當中的但以理的朋友⼀樣，我們就如同那位在監獄當中的
牧師潘霍華⼀樣，我們要選擇拒絕。在《提多書》三章1節說，⼀起來讀，


"你要提醒眾⼈，叫他們順服做官的、掌權的，遵他的命，預備⾏各樣的善事。” 


預備⾏各樣的善事，這是執政的掌權者，在做為 神的⽤⼈，在做為 神的差役當中要去做的。
如果沒有，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就如同聖經當中的這些⼈⼀樣，我們要選擇拒絕，要選擇
對抗。這是 神要給我們的。所以我們要學習這份屬靈的知識，才能夠分別是非，才能夠最誠
實無過的⼈。如果沒有這份屬靈的知識，你會發現很多教會的牧師，甚⾄都選擇⽀持了希特
勒。這是很可怕的⼀個現實。屬靈的知識來⾃於聖經中給我們看⾒諸多屬靈偉⼈的成聖經
驗。這是屬靈的知識。 


⽽各樣的⾒識是甚麼呢？是指我們⾃⼰在成聖道路上，屬靈操練的經驗。那麼簡單的來講，
屬靈的知識是別⼈的經驗；⽽⾒識呢，是屬於我們的經驗。我分享我⾃⼰的⼀個⾒證。我曾
經給弟兄姊妹也講過，我出⽣在⼀個基督徒的家庭。因⾃⼰悖逆離開 神有很多年的時間，並
且我被憂鬱症所捆綁，不能夠得釋放，也不能夠得⾃由。常常我的裏⾯有聲⾳，來慫恿我，
⽣命沒有任何的意義，死亡是最好的解脫。我有數次想要去⾃殺的念頭。這樣⼀個時間長達
⼗年之久。我不斷的悔改認罪，求主赦免我的悖逆，求主憐憫我的無知，憐憫我的軟弱。但
是，果效甚微，甚⾄沒有⽤，在⼀段的時間更加嚴重了。正如聖經當中所講的⼀樣。我苦
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個取死的⾝體呢？在這樣⼀個漫長的憂鬱症的⼀個經歷當中，真的是讓
我看到了沒有光明，看到的只是⿊暗，讓我看到了沒有愛，看到的只是冷漠。在我⾃我封閉
的這⼀個世界裏⾯，我真的是陷入到⼀個極⼤的痛苦當中。在這樣⼀段⽇⼦當中，我真的是
像在⼀個囚籠裏的⼀個囚犯⼀樣。不僅僅監獄圍困著我，還戴上了像保羅⼀樣的⽊狗和腳
鐐。但是我沒有像保羅和⻄拉⼀樣禱告讚美。我有的只是埋怨，我有的只是覺得不公，我有
的只是說，我在基督徒的家庭當中長⼤，我是⼀個第六代的基督徒，我為甚麼還要承受這樣
的捆綁，我還要承受這樣⼀個⼼靈上的苦痛呢？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在那裡，我陷入到⼀個



極度的軟弱當中。即使我上了神學院去讀神學，我還在這種境況當中掙扎。感謝主，當我從
神學院畢業，走上了服事崗位的時候，我完全得了醫治。這讓我明⽩了甚麼呢？服事 神可以
得⼒量；服事 神可以得醫治；服事 神可以得恩典。服事當中我得了醫治，我甚⾄靠著主給我
的這⼀點點經歷，我幫助了三四位的弟兄，從憂鬱症當中走了出來。感謝 神，願榮耀頌讚歸
給我們在天上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每⼀個⼈，你的⽣命所走過的路程，都能夠成為你的⾒識，都能夠
成為你⾃⼰的屬靈的經驗。在《以賽亞書》三⼗章20-21節，我們⼀起來誦讀這⼀處經⽂， 


“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你的教師。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後邊有聲⾳說：「這是正路，要⾏在其間。」”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尋得了屬靈的知識，就像你懂得了游泳的各種的知識和姿勢⼀樣，但
你還沒有下過⽔。如果你下⽔你會發現甚麼呢？你的知識不能夠成為你的⾒識，總得喝幾⼝
別⼈的洗澡⽔。能夠把理論轉化成實踐。所以聖經告訴給我們，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
困苦給你當⽔，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好的走在正路當中。更好的操練我們⾃⼰的屬靈經驗，也
就是各樣的⾒識，直到基督的⽇⼦。真信徒呢，⼀個真正的信徒，⼀定會像《啟⽰錄》當
中，老約翰所說的那句話，“主阿，我願祢來!” ⼀個愛⼼在知識和在各樣⾒識上，多⽽⼜多，
屬 神的兒女，讓我們真知道上帝的奧秘，就是基督。祂所積蓄的⼀切智慧和知識都在耶穌基
督裏⾯藏著。親愛的弟兄姊妹，都在祂裏⾯藏著。所以說，將來我們來到耶穌基督的審判台
前的時候，⼀定是有帳可交的。因為誠如《腓立比書》當中，保羅告訴給腓立比教會的，我
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也有益處。盼望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我們的愛⼼，能夠在知識和
⾒識上多⽽⼜多；能夠分別是非，能夠做誠實無過的⼈，直到基督的⽇⼦，並靠著耶穌基督
結滿仁義的果⼦，叫榮耀稱讚歸給我們在天上的 神。阿們! 


我們來禱告，主阿，我們感謝祢，感謝祢。誠如保羅他對腓立比教會的禱告⼀樣，雖然腓立
比教會在軟弱當中，但是他們⼗年如⼀⽇的同⼼合意，讓保羅看到這所教會是⼀個有愛⼼有
忠⼼的教會，是所有教會的榜樣。但是，聖靈告訴保羅，這樣的教會要不⽌於此，還要更
好，更加的合神的⼼意。主阿，是的，我們也在這裡祈求，我們祈求我們的教會，如同保羅
所禱告給腓立比教會的弟兄姊妹的⼀樣，使我們的愛⼼能夠在知識和⾒識上，多⽽⼜多。主
阿，請祢親⾃來幫助我們。主阿，祢親⾃來憐恤我們，讓我們的眾弟兄姊妹，都能夠在這真
道上有追求，都能夠結滿仁義的果⼦，都能夠真的是，來到耶穌基督審判台前的時候，我們
是有帳可交的。主，我們謝謝祢，這樣同⼼合意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思想與⾏動：

1·今天的主⽇信息你領受了甚麼？如何來回應。

2·數算你所得的屬靈知識和各樣⾒識並為此禱告。


	愛心要在知識和見識上多而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