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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課  認識罪 

于宏潔弟兄 2013 年 8 月 4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

獻給 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 神。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羅 6：13-14) 

 

禱告： 

主啊，我們謝謝袮。為著每一次的聚會，我們都感謝袮。因為知道每一次的聚會，袮

都願意向我們施恩，我們也能夠得到更深，更豐富的救恩。讓我們這一生都不斷地來被袮

來改變。祝福我們底下的時間。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上個禮拜，對實行了三個月的新人門訓有一次很好的回饋跟檢討。我看了弟兄姊妹回

饋調查表的百分比，心裡蠻得到安慰的。我不曉得這個數字到今天是不是還是真的？至少

實行了三個月下來，大家說百分之八十八（88%）的人有很穩定的讀經，靈修生活；這是

很感謝主的。我們也希望另外百分之十二 (12%) 的人能夠趕快建立起來。然後，有百分

之八十七 (87%) 的人認為自己在靈修生活上面有進步，這也是很好的事情。很多基督徒

當老了，就缺少進步，缺少新鮮，缺少活力。更讓我感謝主的是說，百分之九十四 (94%) 

的人說有認真寫作業。希望弟兄姊妹都能繼續進行下去。 

我們這次在中國的時候，有機會跟柏訓的學員聚在一起。至少當地幾個教會全部都在

很認真地實行我們現在正在做的新人門訓。我特別跟他們講，絕對不能把這個當《真道造

就》的課程來聽一聽而已。我說：“這次整個新人門訓，最大最關鍵的點在於“執行”。

因為今天這個世代眾教會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危機就是我們道聽得太多，但是活不出

來；我們懂的東西遠遠超過我們活出來的。所以，這一次的挑戰是重在“實行”。請

弟兄姊妹一定不要灰心，在我們的實行上，在我們的操練上不可以鬆懈。百分之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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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的人覺得作業難易適中。所以，我覺得我們出題目的小組，真的是功不可沒。他們

沒有出到太難，大家不想作；也沒有出到太簡單，大家隨便作。正好難易適中，他們真的

是作得太好了。我們感謝主，希望主繼續祝福他們，讓他們能夠幫我們出很好的題目。 

今天開始，我們進到第二階段的課。我們整個門訓定了三十六堂課：前面的八堂是講

《成為門徒》；今天開始就講《被改變的生命》，要講八堂；再接下來就講到《被改變的

關係》，也是講八堂；那麼到最後，我們有十二堂講到《被改變的生活》，就是講到整個

門徒訓練最重要的目的、標竿是要叫我們每一個人能夠像耶穌，能夠成為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的見證人。所以，今天我們開始第二個階段的課，講到《被改變的生命》，你

就發現我們定的題目從《認識罪》開始，《認識寶血》，《認識肉體》，《認識十架》，然後接

下來講《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一路講，講到最後的一個題目就是《成為道成肉身的見

證人》。這是整個門訓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叫我們真的被改變，改變得像主。 

今天，我們來講《認識罪》，這是我們這個階段的第一個題目，很多人不喜歡聽這個。

但是在改變的生命裡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讓我們這個有罪性的人，能夠在

主的面前不斷地被主改變，讓我們能夠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讓我們一直被改

變，榮上加榮，到最後我們與 神的性情有份，能夠像主。詩篇五十一篇第五節，那

裡就講到：「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所以今天並不是因

為我犯了罪了，有了罪的行為，所以我被稱為是罪人；而是因為在我裡面，在我生下來的

時候，甚至在我母親還懷我的時候，我就有罪了，因為我繼承了老亞當一個會犯罪的生命

在我裡面。而這個生命，它藉著我們的心思、言行，它就把這個罪性給表達出來。所以，

並不是我們今天外面所說的，我有沒有殺人，強暴，偷錢，撒謊這些罪的行為；而是我這

個人生來就是在罪孽裡生的。甚至，當母親懷我的時候，我就有罪了。所以，這是第一件

我們要看見的事情：我們世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今天我們講這個題目，我們積極的目的，

乃是像約翰福音三章十七節告訴我們的：「 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主耶穌來， 神的兒子來到地上，祂來的目的不是要

定我們的罪，的確是要讓我們知罪；但是更重要的目的是叫我們能夠因祂得救。這是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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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身上非常積極的一個目的。 

１. 認識罪的源頭和本質 

1）定義：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罪的源頭和它的本質。在《聖經》裡面講到罪的時候，就是講

到一切的不義。錯誤的行為（wrong doing），不義的事情都是罪。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講到，我們錯失靶心 (missed the mark)，就是你在射箭的時候，這麼多空間在你的

面前，然後有一個靶；那個靶又好幾圈，好幾圈，有一個靶心，紅紅的靶心。射箭的

時候，你只要偏離靶心，在《聖經》裡面就叫做“罪”，就叫做“偏離”，錯誤的行

為（wrong doing），或是“不義”。就是離開了該有的目標，該有的要求。所以，在

《聖經》裡面講到，凡是沒有辦法達到 神律法裡面一切公義、聖潔的要求，都

叫做“罪”。 

我在這裡列了幾節經文，給大家參考一下。因為綱要必須集中在一頁裡面，所以

我這次經文就不能一行一行地印。讀起來，看起來比較亂一點。但是對於大家回家慢

慢讀的話，還是很重要的。 

約翰一書第三章第四節：「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這是

《聖經》的定義。凡是 神律法裡面一切公義、聖潔的要求，你只要違背了，就是“罪”。 

第二個，我在這裡列的，約翰一書第五章十七節說：「凡不義的事都是罪」。 任

何事情（anything），只要我們偏離了靶心 (missed the mark)，在 神的眼中就是“罪”。 

加拉太書三章十節：「(每一件 everything，所有的 all things) 去行的，就被咒詛。』」

所以「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 神面前稱義，這是明顯的。」（加 3：11）羅馬書

三章二十節：「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 神面前稱義」，羅馬書三章

十節：「沒有義人、 連一個也沒有！」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不是 神不希

望有， 神巴不得有。只是一個都沒有。因為很多的時候，我們活得出律法來，但是

不見得是 “總是”（always）；很多的時候，我們活出了律法很多的要求，但是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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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只要有一條沒有遵行，你就是犯了眾條。這是我底下列的，雅各書第二章第十

節：「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 

你要注意這裡面用了幾個關鍵的字： 

第一個，是 “總是” (always), 你是不是永遠能夠遵行律法？ 

第二個，你是不是能夠遵行所有的律法？所有的事，每一件事（all things, 

everything ）。所有在律法上所寫的，你都能遵行嗎？ 

第三個，《聖經》上告訴我們，沒有義人，一個都沒有 （no one）， 神找不到一

個。因為在律法書上，只要有一條沒有遵行，只要犯了一條（only one, just one），你

就是犯了眾條，你就是失敗了。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全備的律法底下，沒有一個人

敢在 神面前說：“我是個義人。”《聖經》上講到：「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

榮耀。」（羅 3：23） 

所以，我們第一要看見：在 神公義的律法要求底下，在 神這樣一個完備的律法

要求底下，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可以在 神面前稱義的。而《聖經》上說：這是明

顯的。 

那麼，在我們的生活裡面，不要光講這麼完全的一個律法，覺得 神強人所難；其

實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我們很容易不知不覺就犯 “罪” 的。我在這裡只列了三節經

文：雅各書第一章十五節：「私慾既懷了胎, 就生出罪來…」。這是講到我們面對試

探。仇敵在這裡試探人，牠用各樣的試探。個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

「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在你、我的生活裡面，其實，我們天天都在面臨

試探。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我在所有的試探面前我都得勝。所以在生活裡面，我們非

常容易就犯 “罪” 的。你看到一個不該看的畫片，如果你是不小心看到而且馬上就關

掉，你是得勝了；可是，如果你是不小心看到後你再看，《聖經》上說：你就算心裡

面跟它起淫念。對不對？這就是犯 “罪”。連我們罵人， 神都說：這就是殺人。所以，

你知道在 神的律法面前，我們很容易被試探，很容易失敗的。雅各書第二章第九節

說：「你們若按外貌待人, 便是犯罪…」。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想過這節經文？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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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用外貌待人呢？我們很容易就用外貌待人。會偏心，會偏愛；我們這個人很容易按

外貌待人，連對你自己生的孩子，你都可能會偏心。 

在這裡又說到，雅各書第四章十七節：「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

的罪了」。你想想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有多少的事情，我們知道該做，但是我們沒有

力量做、沒有時間做、沒有負擔做、不想做、不願意做。但是，《聖經》上說，就算

你不想做、不能做、沒有空做，不管怎麼樣，你知道行善，卻不去做，這就已經是罪

了。 

你要知道，在律法底下，所有的人都被伏在 神的詛咒和定罪底下。所以我們要認

識 “罪”，而 “罪” 帶來的結果，不是一件小事情。你不要因為前面的律法講得這麼完

備，你就想說：“誰能夠不犯 „罪‟ ？”但是，你要曉得這個 “罪” 帶來的結果，卻是

我們每一個都需要面對的，需要承受的。 

2）源頭 

在這裡講到“罪”的源頭。約翰一書三章八節說：「魔鬼從起初就犯罪」，在這裡講

到，魔鬼從起初就犯 “罪” 的。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就是要除掉魔鬼的作為。魔鬼

不僅僅自己犯 “罪”，而且它不斷地引誘人來犯 “罪”，很可惡。以前有人說，如果亞

當、夏娃是廣東人，就好了，就沒事了。他們會把這個魔鬼在伊甸園就殺了，把這個

蛇當補湯就喫了。廣東人什麼都喫麼，對不對？蛇是補品。偏偏亞當、夏娃是伊甸園

的人。 

在這裡講到魔鬼不但起初犯 “罪”，而且它不斷的引誘人犯罪。啟示錄第十二章第

九節說：「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來的目的就是誘惑

人。然後，偷竊，殺害和毀壞。雅各書第一章第十四節到十五節：「各人被試探」，

表示在試探的時候，後面有一個主動發起試探的，它是誰？撒但。因為《聖經》上說：

「 神不能被惡試探，祂也不試探人。」（雅 1：13）所以人被試探是因為個人的私

慾被牽引、誘惑。私慾是我們裡面的“罪”性，試探是外面仇敵主動擺在我們面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08-04 

 

ND-201         Page 6 
 

 

前的。一個巴掌拍不響：光有撒但的誘惑，沒有私慾的配合，它還不會生出 

“罪”來。你光有私慾，沒有試探，你這個私慾可能是被壓抑的，它是靜止的，

它不見得犯“罪”。但是兩個遇在一起的時候，人的私慾被試探牽引、誘惑，

然後就生出“罪”來。就像生孩子一樣。然後 “罪” 就生出死來。 

弟兄姊妹，馬丁路德講：“你不能阻止鳥從你頭上飛過，但是，你永遠可以阻止它

在你頭上築窩。” 對不對？試探會有，一定會有。主耶穌在主禱文裡面的禱告：「不

叫我們遇見試探」，英文是說：“不要叫我們陷入試探。” 就是你不要接受這個試探，

你不要被這個試探打垮。試探是一定有的，就連耶穌自己都碰到試探。試探是避免不

了的，一定有試探；但是，不要叫我們陷入試探（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不要陷

入 (into)，它可以經過你，它可以在你的眼前出現，它可以來誘惑你，但是你的私慾

不要被它激動。如果我們是隨從聖靈，不隨從肉體，私慾就不要被這個試探牽引、誘

惑，它就不會生出 “罪” 來。所以撒但不僅僅是 “罪” 惡的源頭，而且它在這裡迷惑

普天下，它在這裡用各樣的試探誘惑人，來牽引、激動我們裡面的私慾去跟它配合，

一旦配合的時候，就生出 “罪” 來，這是我們會犯罪的原因。這是一個過程，是我們

犯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撒但一直在這裡試探，牠用各樣的方法來試探我們，叫我們

輕看 “罪” 的本質，是會得罪 神的，是會造成跟 神遠離的。牠一直來誘惑我們，一

直來想讓我們使牠合法化（justify），叫我們輕看罪惡的結果 (consequence)，使我們

要犯罪的事情合理化。但是等到你一旦犯罪以後，牠是第一個來控告你的，牠是第一

個來破壞你的：“這樣子的人，你還想在 神的面前來服事主；這樣子的人，你敢讓人

家知道你的本相嗎？” 牠就一直來控告，控告。所以，我們下次來講《認識寶血》的

時候，特別會講到 “寶血與控告”。每一個基督徒，差不多都經過被仇敵控告的掙扎

和痛苦。我不是說我們要任意犯“罪”，而是你真正認識寶血，就能夠勝過仇敵所有的

控告。牠總是用各樣的方法來誘惑我們，犯了“罪”之後，就第一個來控訴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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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犯罪的代價 

我們現在來了解一下犯罪的代價。我也很希望藉著這樣的交通，或是來認識《聖

經》，能夠幫助我們在犯罪的事情上，不是只是被律法要求，而是實在是從我們心裡面

主動地要求 神幫助我們脫離罪惡。 

1） 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馬書第三章第二十三節說：「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

耀…」。你要知道，我們犯罪的第一件事情，最嚴重的事情，還不是說我犯罪，

有犯罪的結果，要被管教。而是我虧缺了 神的榮耀，對不起主。什麼叫做虧缺

了 神的榮耀？因為 神在我們身上有非常純全，善良，可喜悅的旨意和計劃，祂

有一個榮耀的恩典和託付在我們身上。但是，我們給祂糟蹋了。就好像你花了很

多的功夫，煲了一鍋烏骨雞湯，或鮑魚湯，很好喫，美味得不得了的一鍋湯，然

後，你在端出來的過程裡面，一隻蒼蠅掉進去了。它就把你整個的心血、整個的

愛、整個的負擔、整個的營養價值通通一下子就破壞了：因為它被玷污了。 

米開朗基羅終於把大衛雕像雕出來了，結果我們在搬運的時候把雕像的鼻子

一下子撞掉了，把眼睛削（cut）掉了，大衛就變成這樣瞇著眼睛，那是一個瑕疵，

虧缺了他的榮耀。 

神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和樣式造了我們，祂是為著自己的榮耀創造我

們，造作我們，制作我們。當我們犯罪的時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虧缺了祂

的榮耀。祂在我們身上整個那樣子的愛，那樣子的用心，通通因為我們犯

罪，而被破壞了。 

2） 公義的審判與死的結局 

雖然祂是慈愛的 神，祂也是公義聖潔的 神。「祂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出

34：7）《聖經》也告訴我們說：「不要自欺， 神是輕慢不得的。」 （加 6：7）

所以，當我們犯罪的時候，一定有公義的審判，和死的結局等在那裡。這裡我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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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的經文，都是大家很熟的。其實關於 “罪” 的經文實在太多，你去找到話，

《聖經》上至少有幾百處的。我只能夠精挑細選地挑了一些代表性的經文，跟弟

兄姊妹分享。 

在這裡講到：「死的毒鉤就是罪」（林前 15：56）當我們犯罪的時候，死亡

就扣住我們。羅馬書六章二十三節說：「罪的工價乃是死」。你犯罪，你是要付

出代價的（pay price）。就像你要喫冰激淋，你要付多少錢；你要去餐館喫一個什

麼東西，你要付多少錢；你要買一個 iPhone，你要付多少錢。你所有的東西都有

代價，“罪” 的工價乃是死。當你犯罪的時候，你是需要付代價的(pay price) ：

這個代價（wages）就是死。 

希伯來書九章二十七節：「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羅馬書五章十二節：「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就是從亞當、夏娃他們），死又是

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馬書第五章在這裡，

從果講到因：用結果來證明人都犯了 “罪”。 

前面我們講到哥林多前書，或是羅馬書六章所講的：「罪的工價乃是死」，

這是一個宣告。你犯了 “罪”，你的結果就是死。但是，在這裡羅馬書第五章第

十二節是倒過來講，說：因為死臨到了眾人，所以就證明眾人都犯了 “罪”。所

以 “罪” 因為亞當一個人臨到了世界，然後，你就發現所有的人都死了，表示所

有的人都犯了 “罪”。這裡是用結果來證明這件事。說到世人都犯了 “罪”。不光

有這個第一次的死，《聖經》上講到還有第二次的死，啟示錄二十一章第八節講

到硫磺，火湖永遠的審判。 神要把撒但丟在火湖裡面。所有犯罪的，跟著撒但

一同被丟在火湖裡面去。除非我們得救了，除非我們的 “罪” 被主洗凈了，我們

才不需要經過第二次的死，聖徒只有第一次的死：肉身脫下，然後就去見主了。

所以，將來主再來的時候，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都要被丟到永火裡面去，

要有第二次的死。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趕快跟親戚朋友們傳福音。因為他不是

只有今生好壞的問題，他還有永世裡面第二次的死亡。那個死亡更可怕：那裏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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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那真是非常可怕的事。 

弟兄姊妹，我們一定要為了我們自己的蒙恩來感謝 神，然後要為著所有還

沒有信主的親戚朋友們，我們都需要好好地禱告，救他們脫離第二次的死。 

3） 與 神交通的斷絕 

第三，犯罪帶來一個很重要的結果是我們跟 神之間交通的斷絕。這是主觀

經歷上的死。因為在創世紀二章， 神對被創造的亞當、夏娃說，分別善惡樹上

的果子，他們不可以喫。喫的日子，他們必定死。你發現他們喫了後沒有死。但

是他們跟 神之間的關係被破壞了，他們在靈裡面死掉了，他們與 神的交通斷絕

了。 

約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到六節，講到枝子和葡萄樹的關係：你離了我，你就

不能做什麼（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就好像枝

子無用，丟在外面枯乾，被人拿起來就燒掉了。就說到離開了主之後，你跟主之

間的交通就斷掉了，是枯乾了，就沒有價值了。這都是指主觀上我們跟 神的交

通出了問題。 

約翰一書第二章第二十七節，講到恩膏的教訓：「是真的，不是假的。你

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換一句話說，只有我們順服 神，我們才能

夠維持自己住在 神裡面的這種光景，就是枝子不離開葡萄樹的光景。 

當我們跟 神之間的交通斷絕之後，就像在詩篇三十二篇大衛說：「我閉口

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底下就說：「我的精液耗盡」，就

講到整個人活在一種非常枯乾 (dry) 的裡面，整個的力量都失去了。 

我相信在座所有愛主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當你一犯罪的時候，你就發現自己

裡面，好像那個生命斷掉了，說不出來的乾（dry），說不出來的裡面沒有力量，

禱告也沒有力量，生活也沒有力量。弟兄姊妹，這是因為我們跟 神之間的交通

出了問題。雖然 神愛我們，祂的寶血洗凈我們，祂願意赦免我們，祂來不

是要定我們的“罪”。可是，當我們每一次犯“罪”的時候，我們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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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心，你就發現我們跟主之間的交通斷了。祂還是愛我們，可是從犯罪的

人來說，我們因為有害怕，因為有定罪，因為知道得罪祂，所以我們裡面跟主的

親密斷掉了。 

有一個小女孩，那天傍晚有個生日聚會（Birthday Party），為了慶祝生日，

有很多客人要來；但是她媽媽還需要出去買一些東西，出門前媽媽跟小女孩說：

“這個冰箱裡的蛋糕，你千萬不能喫。是今天晚上才要拿出來喫的。” 這個小女

孩也說：“沒問題。” 然後，媽媽就跑出去買東西了。這個小女孩一個人在家裡，

冰箱裡面的這個蛋糕一直在呼召她。她打開來看了幾次，不可以喫，又關起來。

又呼召她，又打開來看，然後又關起來。後來，實在是受不了了，就偷偷地切下

一小塊喫了。喫了以後，她媽媽回來了。平常她媽媽一開門，她一定跑來歡迎她

媽媽的：“媽媽，你回來了。要不要我幫你拿東西？” 那天，她媽媽回來的時候，

就發現這小女孩不來，她就叫小女孩的名字：“你怎麼不來幫我呢？我回來了。”

然後，這個小女孩在房間裡不敢答應。媽媽沒出問題，媽媽愛她也不會出問題；

但是小女孩出了問題。因為 “罪” 使她和她媽媽之間的那個親密，那個和諧的關

係被破壞了。 

所以，犯罪的一個很嚴重的結果，就是帶進我們跟 神之間的隔閡。如果不

除掉的話，你很難恢復在主面前的坦然、平安和喜樂。這是 神容許我們犯罪，

讓我們有痛苦，有良心的責備，其實是好的。底下我們就會講到良心的指責和撒

但的控告。 

4） 良心的指責與撒但的控告 

良心已經被破壞了。我們要知道良心的標準，不能夠成為 神的標準。將來

我們講到後面的時候，也會再提到。因為良心被撒但破壞了，而且每一個人良心

被破壞的程度都不一樣。 

我曾經講過在香港一個黑社會的頭子，有他好朋友給他傳福音的時候，這個

黑社會的頭子說：“我不需要信耶穌，因為我一輩子憑良心行事。” 他的這個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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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問他：“你這個黑社會的頭子，怎麼會憑良心呢？” 他說：“我舉三件事情做例

子，你就曉得。” 他說：“第一個，我賣的白粉從來不摻的，都是純的。第二個，

我底下的妓女院，沒有一個妓女是我強迫來的，都是自己甘心樂意來的。第三個，

我底下的嘍囉，任何人因公殉職，我養他的家一輩子。有誰像我這樣子憑著良心

做事？” 

所以，你知道良心的標準，不能作為 神的標準。但是當一個人重生得救

的時候，他的良心不僅僅會被 神重建，更重要的是他裡面有恩膏的教訓，

有聖靈在他的裡面。當他犯“罪”的時候，他的良心會來指責他的。這良

心還是有用的。 

保羅勸提摩太說：人在 神面前，要存著清潔和無愧的良心。他說：有人丟

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樣。良心有破口，就像一條船有破口一樣，

它沉沒是早晚的事情，它出事是早晚的事情。所以當一個人良心有破口的時候，

他就不能夠正常地運作，不能夠正常地往前；而且，那個傷害、危險、破壞是越

來越大。到最後，如果一個人一直硬著心，不肯悔改歸向 神，你會發現他的良

心越來越退化，越來越麻痹，他就沒有感覺了：再做同樣的事情，他就不會感覺

被定罪了。所以人的良心敏銳其實是好的。 

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年長的弟兄告訴我們，你寧可多去認罪，不怕多。反

而怕你不肯好好認罪。你認罪認過頭了，其實沒有關係；聖靈會慢慢平衡我們；

但是怕的是我們良心麻痹了。 

我以前有個公司同事，他的好朋友的孩子長了一種怪病，這種病只有四十萬

個人中間有一個孩子會長。這個病是什麼呢？就是他神經沒有感覺，他沒有痛神

經。他們養這個孩子就很緊張，因為他刮傷了，流血了，他也不哭；因為，不痛。

那個爐子紅紅的，燙燙的，那孩子好奇手放上去，燙得手都已經燒焦了，他自己

不會哭，因為他不痛。長了這種病是很可怕的，你看爸爸媽媽多緊張。這樣子的

人四十萬中間有一個。可是你發現良心沒有感覺，良心麻痹的人，我在想，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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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四十萬中有一個，恐怕四個人就有一個。很多人都已經良心沒有感覺了。這個

也不是就只有中國，臺灣，到處都是一樣。人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對不對？奶

粉裡面可以摻毒；什麼東西裡面可以作假；連鹹菜都是用紙張做的，讓人喫了都

拉肚子。人的良心已經越來越沒有感覺了，這是很可怕的事情。世代越黑暗，人

的良心越沒有感覺。所以當一個人犯罪的時候，他那已經被撒但破壞的良心，就

更被破壞了。然後就慢慢死沉，慢慢麻木，這個人將來就是一個很可怕的人。更

不要說還有撒但的控告。啟示錄十二章十節，說到那個晝夜在 神面前控告弟兄

的已經被摔下去。將來得勝的時候，撒但要被摔下去。《聖經》上稱它是我們弟

兄的控告者 (accuser of our brothers)。牠就是專門控告，牠晝夜都在控告（day and 

night）。你有沒有想過，你在睡覺的時候，有人在控告你？可能都沒有想過。睡

得好好的，還打鼾那，早上起來還伸懶腰；你哪里曉得，撒但在 神面前整夜都

在控告你。弟兄姊妹，你不要以為牠控告牠的，反正只要 神不管我就好了。其

實，對於撒但的控告，為了公義的緣故， 神是要管教的， 神是要審判的。但如

果我們順服 神，我們被祂改變了，我們生命像主了，就能夠叫那個控告我

們的，那個報仇的，在 神的面前啞口無言，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因為我們都

被 神改變了。 

5） 給人帶來的傷害 

“罪” 一定會給人所帶來傷害，包括對自己，對 神家的傷害。弟兄姊妹，我

們剛才也引用了加拉太書第六章第七節：「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

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所以今天我們怎麼種，將來就怎麼收。而且，說

得更直接一點，今天你、我正在經歷的，正在收的，常常是因為我過去這麼種的。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千萬不要以為沒有關係，其實你怎麼種，將來就怎麼收。神

赦免我們很多的 “罪”，但是 “罪” 的結果是我們得去面對的。我們造成了家庭

的傷害，或是你出去醉酒撞車，腿撞斷了，把人撞死了；雖然 神赦免了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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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結果是你一輩子要去面對的。那些虧欠，那些傷害，都成為了很可怕的事。

更何況這個傷害，很多的時候就是給仇敵一個機會來破壞我們，牠來就是要偷

竊，要殺害，要毀壞。 

我講道也講了好幾次了，愛斯基摩人去捕狼的時候，他們都是拿一把匕首，

弄一些動物的血在上面，然後穩穩地倒插在地上。狼一聞到血的味道，它就很興

奮，就被吸引來。然後就在這匕首的血上面一直舔，一直舔；剛開始是舔上面的

血，舔到最後的時候，刀把它的舌頭都切破了，開始出來的是鮮血，更新鮮，更

熱，更吸引它。它就在那裡一直舔，一直舔，舔到後來它自己耗盡，然後躺在地

上。愛斯基摩人根本沒有危險地就能夠抓到它們。 

弟兄姊妹，這是仇敵在我們身上的詭計，我也常常這樣提醒我自己，可是你

會發現很多的時候，那個試探吸引我們；它在這裡扣住我們，讓我們捨不得放。

所以我們一定要認識那個犯“罪” 的結果(consequence) ，我們在軟弱中一定要呼

求 神，求 神幫助我們能夠早一點把我們帶出來。我們自己有軟弱，不小心又失

敗了，但是我們要向 神禱告，求 神真正把我們從罪惡裡面拯救出來。祂的名字

叫耶穌：祂來就是要把我們從罪惡裡面拯救出來。你千萬不要只是無可奈何的

說：“主，我沒有辦法。”「在人這是不能，在 神凡事都能。」（太 19：26）我

們就是因為不能，所以 神差遣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來降世，為了要拯救罪人。「這

些話實在是可信的」（啟 22：6）祂就是要來拯救我們。所以我們要來相信祂。 

剛剛在講到與 神交通斷絕的時候，有一節的經文也蠻好的，就是以賽亞書

五十九章第一節到第二節，我忘了講了。那裡提到：「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

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見。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 神隔絕，你

們的罪惡使他掩面不聽你們。」 所以這是很多時候我們的禱告不得答應的原

因：因為我們心裡注重罪孽，所以祂就不聽我們的禱告。我們注重罪孽，

就使我們與 神隔絕。這都是講到主觀上面的。 神永遠不會丟棄我們，可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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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上，你好像跟 神的交通斷掉了。 

 

3. 如何面對自己的失敗與犯罪 

我們底下要來看，我們如何來面對自己的失敗與犯罪？雖然罪性是我們生來就有

的；雖然試探是免不了的，雖然有的時候犯罪也是難免的，但是犯罪畢竟是不正常的，

是 神不喜歡的。馬太福音說：「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

（太 18：7）絆倒人的事情是一定會發生的，到處都看到，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所以

犯罪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犯罪的人有禍了：神不喜歡，撒但要破壞，我們這個人就

失去了尊貴和該有的價值，都是很可怕的結果。我們怎麼樣來面對自己的犯罪呢？自己

的失敗呢？ 

1） 真實的認罪與悔改 

   要穩踏羔羊救贖根基。這裡講到認罪和悔改。你們覺得那一個比較難？悔改。

因為認罪 (confess, confession)，就是承認自己錯了，還比較容易。就算你不肯承

認，被逮到了，你也得認錯 （confess）。你隱藏得很好，沒有被人家抓到。等到

被抓到的時候，證據都在，你也只好認錯 （confess）。所以認錯是很多人都會做

的，但是悔改是 神所要的。不光你認錯 (confess)，你承認（confession），你還要

悔改 (repent，repentance)。什麼叫做悔改（repentance）呢？悔改在原文的意思

就是 180 度回轉（U turn）。它有一個具體的行動：回轉。弟兄們常常犯的一

個錯就是出去找路的時候，不肯看地圖。然後太太說：“你大概跑錯了吧。” 弟兄

不肯承認：“沒錯，沒錯。就是這樣子”，可是開了好久都找不到路。然後只好謙

卑下來，去看一下地圖，知道自己錯了。認錯是第一件事情，但是你認完錯之後，

如果還是繼續開錯的路，那結果更糟。很多人承認錯，但是不肯悔改。悔改一定

要采取行動（take action）。這個行動是什麼呢？就是回轉（make U-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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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整個的扭轉，整個的回轉。弟兄姊妹們，光是這個點，很多的時候，在我

們裡面就過不去了。我相信在座的絕大部份弟兄姊妹，都會承認我是個罪人。在

犯錯的時候，也都願意承認：“主啊，我真的犯錯了。”可是我們裡面不見得有真

正的悔改，那麼深地來恨惡這個罪，或是來認清這個罪惡的傷害和本質，或者我

們真正有那個心來轉向 神。在這裡，第一件事情是講到要真實地認罪與悔改，然

後，穩踏羔羊救贖根基。 

約翰一書第一章第九節，那是每一個 神兒女們一定要背的，幾乎和約翰福

音三章十六節是一樣重要：「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

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等到我們將來講寶血的時候，就會

講到主耶穌的寶血，不僅僅洗凈我們過去的罪，洗凈我們現在的罪，連我們這一

生的罪，祂都全部洗凈了。但是在這裡卻說到，我們要認自己的罪。主觀上，我

們需要經過認罪來經歷 神的赦免；然後來經歷在聖靈裡面，在寶血裡面，

我們交通的恢復：因為祂赦免我們的罪，洗凈我們一切的不義。如果我們不

肯認自己的罪的話，就像我們剛才講的詩篇三十二篇，你自己就要經歷痛苦：「我

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然後 神的手在我們身上就非常

地沉重，讓我們的精液耗盡。你整個人就枯乾 （dry），那個枯乾 （dry）不是表

面的，而是從骨頭裡頭出來的。當我們不肯認罪的時候，整個人乾得全身精液耗

盡，完全沒有力量了。 

如果「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你發現人並不是很容易肯認罪，更不要說悔改了。人認

罪很難，連喝醉酒的人，十個有九個說自己沒有醉。對不對？人都已經醉了，還

嘴巴硬，說自己沒有醉。那更不要說醒著的時候犯罪，還是說我自己沒罪。 

 

2） 記取教訓、不重蹈覆轍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08-04 

 

ND-201         Page 16 
 

 

這裡講到我們需要記取教訓、不重蹈覆轍。你發現當魔鬼來試探耶穌的時

候，《聖經》上說：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時離開耶穌。你也知道，試探

是一直會回來的，他一次不成會兩次，兩次不成，會三次。這是撒但的詭計。 

我上次給孩子們講道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講，試探會一直回來的 (keep 

coming back) 的。我說：我打一個很簡單的比方，你去海邊用沙去做一個城堡，

如果城堡做得小小的，水一來就沖掉了。如果你用十噸的沙去做一個大的城堡 

（castle）在海邊，你就發現海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在那邊的時候，海浪

在沖它。等到你第二天早上來的時候，你哪怕是一個十噸的城堡 (castle)，經過

整夜的沖撞，它一定被沖走了（all gone）。 

仇敵就是這样一直回來，一次不成，兩次回來；兩次不成，三次回來。千萬

不要以為我今天得勝了，我明天就一定得勝，我們一定要很小心的。所以我們要

在主的面前記取教訓、不要重蹈覆轍。 

以前我跟你們講過一個小笑話，有一個看到他的朋友兩個耳朵都燙傷了，包

了紗布。他說：“你怎麼啦？” 他說：“別說了，昨天晚上在燙衣服的時候，燙到

一半突然電話鈴響了，我拿起電熨斗就接，就把耳朵燙傷了。” 他朋友說，“那

為什麼兩個耳朵都傷了呢？” 他說：“我總得打電話叫救護車。” 他是拿電熨斗

用另外一個耳朵去打電話了。這個叫重蹈覆轍。 

可是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如果沒有記取教訓，罪惡給我們的傷害，遠遠超過

電熨斗造成的傷害。 

所以大衛認罪悔改的時候，他在 神面前說：「神阿，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詩 59：10）他就巴不得脫離過去所有的錯誤，讓 

神來讓他有清潔的心，有正直的靈。他說：「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

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我就

把你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罪人必歸順你。」（詩 59：11）你發現他就在裡面學

到了他該學的。而且他求 神為他造清潔的心，重新有正直的靈。讓他有一個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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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能夠來順服 神。這是大衛的禱告，他真實地悔改，而且他真實地得到了教

訓。他不光自己學到，還願意把教訓來指教有過犯的人，讓所有的罪人都來歸順 

神。 

3) 靠主得勝，不甘再作罪的奴僕 

今天我們的背誦經文是羅六章十三節到十四節：「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

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 神，並將肢體作義的

器具獻給 神。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這是我們今天講這篇信息最重要的目

的。不光叫人知罪，而是要叫人裡面產生一個盼望，產生一個積極的態度，就是

「罪必不能夠做我們的主」 

第三點是靠主得勝，不甘再作罪的奴僕。我繼續用羅馬書第六章的經文，第六

到七節：「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

罪的奴僕；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關於這個點，我在這裡沒有辦法細講，

等到我們講《認識十架》的時候，或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時候，再細講。 

我們兩、三年前，柏訓開了一個課，就是羅馬書第五章到第八章，講到聖徒得

勝之路。我們特別講到怎麼樣藉著十架，看見我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了，我們怎

麼樣今天不再欠肉體的債，也不再需要做罪的奴僕。在 神的眼中，你不是罪的奴

僕，就是義的奴僕。今天我們到底順從誰，就是誰的奴僕。這是《聖經》上講

得很清楚的。如果今天我們還順從罪的話，就是罪的奴僕；今天如果我們順從義

的話，就是義的奴僕。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罪必不能夠做我們的主」，而且藉

著十字架，我們已經脫離了罪，罪身都滅絕了。所以這是一個得勝的秘訣。我們

後面講到十架的時候再回頭來講。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只是提到認識罪，然後在認識罪的事情上，我們

該有的態度，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不需要繼續活在罪中。也千萬不要覺得這是

不可能的事情：我不可能得勝。那是撒但給我們的謊言。《聖經》上告訴我們：「罪

必不能夠做我們的主」，我們也不需要再做它的奴僕，而且我們早就已經脫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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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至少在觀念上我們要有這樣的認識。 

4) 行在光中 

第四件事情是主動的，積極的。講到我們行在光中。約翰一書第一章第五節和

第七節，說到：「 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

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當我們跟 

神在正面上維持一個對的關係，能夠行在光中，活在跟 神同行的光中的時

候，我們這個人就不容易犯罪。因為在祂毫無黑暗！連你心思意念裡面，有

一個不討 神喜悅的心思和意念，你就會馬上蒙光照的，更不要說明顯的犯

罪。 

從一個犯罪過來人的經驗跟弟兄姊妹講，你每多走一步，要再退回來，要花十

倍，二十倍的代價。真的。不管是肉體的情慾；不管是毒癮，煙癮；不管是一個

不該有的感情；你每多往前跨一步，發現你想退回來，幾乎要花十倍，二十倍的

代價。所以我們寧可不要再給魔鬼留地步，不要再叫聖靈擔憂。每多跨一步，當

要退回來的時候，都會很辛苦。 

這是《聖經》上給我們的教訓：不要再給魔鬼留地步，也不要再叫聖靈擔

憂。要活在今天的亮光裡面。 神光照我多少，我就順服多少；我對主認識

了多少，我就來順服多少。 

大衛在悔改之後他的禱告，詩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節到二十四節： 「神 

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甚

麼惡行沒有」這是消極的；正面上，他說：「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這是一個

多好的禱告。每一天都把自己擺在 神的亮光下，「神 阿，求你鑒察我」檢查我 

(search me) 或者考驗我 (test me)， 檢驗我（examine me）。沒有幾個人敢在聖潔

的 神面前，這樣子來禱告。你知道，大衛悔改以後，他就巴不得在光的裡面來過

生活，他每一天都活在 神的光中，他不容黑暗存留。 

我們求 神幫助我們。在祂的寶血裡面，祂洗凈我們所有的罪。在祂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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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祂的相交裡面，他賜給我們得勝的力量，讓我們可以勝過罪在我們身

上一切的捆綁，一切的傷害。 

很多人問起來，聽道都容易聽，就是很不容易實行。其實我們是希望藉著出題

目的團隊幫大家出題目來實行。他們出的題目都非常實際，回家就可以操練。犯

罪真的是難免的，犯罪的經歷在我們生活裡面是會出現的。所以，當它每一次出

現的時候，你能不能將按今天所提的這幾件事情，我們試著來操練。是罪，就承

認它是罪，慕安德烈曾經講過，你不要隨便認罪；很多時候，我們認罪認得太輕

率了，太普通了，“噯呀，主啊，我又犯罪了。” 然後我們就不了了之了，就沒有

感覺了。慕安德烈說，你一旦承認它是罪，你就要非常認真，嚴肅地到主面前去

認罪。寧可認得真實，認得徹底，而不要隨便，隨口就說：“主，我又犯罪了。”

然後不了了之，很輕率地把它帶過去，用很隨便的態度把它帶過去。 

在這裡講到，你真實地認罪，然後悔改。然後，在主的面前，記取教訓，我這

次為什麼會失敗。我失敗的原因在哪裡？是因為我的肉體安排，以至於我不小心

陷下去了呢？還是我一開始不肯順服，而越陷越深呢？什麼是我們今天失敗的原

因，我能不能找得出來？而讓我下一次避免重蹈覆轍。 

我曾經向你們講過有一個年輕人，他曾經被網絡色情捆綁得很厲害。他是單

身，每天回到家，電腦就呼召他，他不管怎麼樣克制：“我今天絕對不碰電腦”；可

是一進了家門之後，因為只有一個人，所以電腦一直呼召他，他就只好打開來看

了。看了以後，他又陷下去。到了禮拜五教會裡要講道，要帶聚會，他的良心就

控告，控告到他沒有辦法服事。靠著禱告：“求主寶血赦免，潔凈。” 終於得到一

點赦罪的平安，就起來服事了。服事完了，回到家，說絕對不可以了，免得又重

蹈覆轍。結果回到家，又犯了。後來，他就問我：“于弟兄，我已經不想去教會了，

我覺得我是兩面人，太痛苦了。” 我就跟他講：“如果你真的要勝過的話，就不要

給魔鬼留地步。你知道你為什麼會一再地失敗？就是因為你一個人住，就是因為

家裡面有網路。” 我說：“你現在沒有辦法跟別人住，你只好把網路去掉了。”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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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去掉網路怎麼跟人家聯絡？” 我說：“就打電話。你不是想勝過嗎？” 後來，

他真的就回家把網路撤掉了。 

這是一個真心願意的悔改，他知道只要同樣的情形出現，他就一定失敗。他已

經找出他失敗的原因，因為單獨沒有人在，而且網路就在眼前。他知道自己的弱

點之後，他把網路撤掉。我兩年後碰到他，他說，他一直都沒有用網，只有在眾

人面前才用網路。色情再也不能夠捆綁他，因為他不給它機會。 

弟兄姊妹，這是在於我們，要找出自己失敗的原因，然後我們靠主得勝，

行在主的光中。在積極上我們靠主，不再成為罪的奴僕。  

   

禱告： 

主啊，我們再次感謝祢。當我們每一次來看這個嚴肅的題目時，我們不光在這裡承認

我們是個罪人；我們不光在這裡呼求，求袮赦免我們一切的罪，洗凈我們一切的不義；主

啊，我們更是求袮， 神兒子的生命，那聖潔、得勝的生命在我們裡頭替代我們：替代我

們無用的掙扎，替代我們對罪的貪戀，替代我們在試探面前的軟弱無能，替代我們常常隨

從肉體所帶來的死亡。主啊，幫助我們在復活生命裡面，來支取袮的得勝，我們也藉著常

與袮有正常的關係，讓我們行在光明中。常與袮相交，以至於我們能夠靠主得勝有餘。 

主啊，我們謝謝袮，再一次求袮在這一個嚴肅的題目上，不隨便放過我們，以至於我

們成為一個良心麻痹的人，或是活在仇敵控告中，讓我們軟弱無力。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

更單純地來愛袮，更真心地來討袮喜悅。謝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