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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潔 弟兄 

 
 
 

《馬太福音》十四章記

載了耶穌在海面上行走的故

事，其中 29-30節講到：

「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

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裡去。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

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

啊，救我！』」這裡彼得就

這麼簡單地喊了一聲：「主

啊，救我！」可是，當我們

不知道如何禱告的時候，彼

得的禱告卻能夠成為我們的

禱告。因為，彼得的禱告首

先是有對象的，他不是在那

裡憑空喊叫，他乃是向著宇

宙的主宰、萬有的主宰，萬

王之王、萬主之主祷告。其

次，他的禱告只有簡簡單單

兩個字——「救我！」他沒

有講任何的大道理，他只是

降卑在耶穌的面前承認自己

需要幫助。最後，他這個最

短的禱告，卻產生了一個最

及時、最積極、最有效的結

果——「耶穌趕緊伸手拉住

他」（太 14:31a）。在信仰

的道路上，我們多多少少都

會遇到信心的考驗，我們可

能都會有要「沉下去」的時

候。希望我們都能學會這個

最有效、最單純、最直接的

禱告，就是向我們的主说：

「主啊，救我！」主就會把

我們拉起來。 

接下來我們也看到像彼

得這樣一個灰心、失望、要

沉下去的人，在被主拉起來

以後，居然可以和主一起凌

駕風浪，在風浪中走回到船

上去。32節告訴我們：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

了。」由此可見，他們回到

船上以後耶穌才把風浪平靜

下來。每次讀到這一段經

文，我都會由衷地感嘆：彼

得真是一個好弟兄！他的遭

遇和經歷被赤裸裸地寫了出

來，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我們

原以為那麼勇敢的人，居然

也會無法勝過環境，也會害

怕、信心軟弱、要沉下

去……但是，最後他卻藉著

一個最簡短、最直接、最真

誠的禱告，經歷了主的拯

救；並且，被主救起來以

後，他的信心增長到一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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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竟然可以和主一起凌駕

風浪，走回到船上去。 

再下來的 33節說：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祂，說：

『袮真是 神的兒子

了！』」這就讓我們看到，

風浪不僅逼著我們轉向救

主，風浪也幫助我們真認識 

神。我們不再只是風聞有 

神； 神也不再只是聖經

上、神學書籍上、主日信息

裡、或小組討論中的那個抽

象的 神，祂乃是一位又真

又活的「我的 神 (My 

God)！」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 神，就是我的 神；

面對哥利亞的時候，大衛所

依靠的 神，就是我的 神；

被丟到獅子坑的時候，但以

理所仰賴的 神，也是我的 

神……！弟兄姊妹，希望彼

得的這段經歷能夠激勵我們

每一個人。耶穌一出現，就

把整個局面反轉了——祂讓

軟弱的人可以起來，走在風

浪上；祂也讓原來害怕的人

能夠真正來拜祂，說：「你

真是 神的兒子了。」耶穌

不再只是他們的夫子，而真

是 神的兒子！ 

最後，就著這個故事

《約翰福音》第六章寫了一

句很好的話「船立時到了他

們所要去的地方。」（約

6:21b）他們原來搖櫓甚

苦，花了一整夜的時間，才

走了大概一半而已；可是，

等到耶穌一出現，祂不僅平

靜了風浪，而且讓船立時到

了所要去的地方。因著主的

同在，風浪平靜了；但更重

要的是，因著主的同在，即

便風浪還沒有平靜，我們的

心也已經安定了。當主說：

「是我，不要怕」的時候，

雖然風浪還沒平靜，但是相

信門徒們看見彼得從水面上

走過去，看見他差點沉下去

卻又被主救起來，再看見他

被主牽著走回來……那時，

他們裡面的懼怕已經完全離

開了。所以，在風浪中，我

們不僅要相信主永遠同在；

而且要帶著簡單的信心進入

主的同在；最重要的是，我

們要在這些經歷中見證主真

地與我們同在，祂正在對我

們說：「你平安！」 

詩歌《何等朋友，我主

耶穌》告訴我們：「何等朋

友，我主耶穌！ 擔我罪孽

負我憂； 何等權利，能將

難處到主面前去祈求！」歌

詞裡講到了各式各樣的負面

情緒：痛苦、失望、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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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然而，因著我們將

這一切帶到主恩座前，耶穌

就為我們化除。這位坐在天

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眾天

使都向祂下拜、萬有都伏在

祂的腳下、風浪更是在祂手

中的偉大救主，居然對我們

說：「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

僕人…我乃稱你們為朋

友。」（約 15:15）一想到

這一點，我就非常感動！希

望在主的同在中，我們都能

從搖櫓甚苦，到進入安靜、

安息，然後至終安抵彼岸！ 
 

      【編者註】：【編者註】：該

文章為于弟兄短視頻「耶穌及時

的出現，一切都不再一樣」的文

字稿，經後期編輯為書面語的格

式。該短視頻節選自 2020年 3月

22日主日信息「從『搖櫓甚苦』

到『安抵彼岸』」。：

https://www.svca.cc/video/2022111

4-Sunday-sermon-tri-valley.mp4。 

 

 

 

 

 

 

 

 

 

 

 

 

 

 

 

 

 
                                                           

于宏潔 弟兄 
 

 

我們在生活中一定會面

對很多的問題，有的時候我

們甚至會軟弱到連基本的每

日靈修都做不到。所以，當

看到「同一個心靈，高舉基

督；同一個腳蹤，擴展神

國」這個題目時，我們也許

會覺得講這麼大的道理，我

們無法領會。今天這個後現

代的文化就是要把我們訓練

到一個地步，使我們都急著

去重視自己的感覺、解決自

己的需要、滿足自己的渴

望……所以，我們常常都是

被自己的感覺、被自己的需

要、被這個世代的潮流所驅

動，卻缺少了去面對生命

「本」的問題，以至於我們

常常都是「治標不治本」。

你是否覺得這樣的題目高高

在上、與你無關呢？其實，

恰好相反，它正是治本的問

題，而不是僅僅治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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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經常都是「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想著要去

解決這個問題、滿足那個需

要、追求各樣的快樂……。

弟兄姊妹，這些東西都是暫

時的！若我們所追求的僅僅

是這些，早晚有一天會發現

在自己的裡面有一種說不出

來的虛空和失迷，而這種虛

空和迷失是這些東西所無法

滿足的。所以，我們必須回

到「根」、回到生命的深處

去解決我們裡面的問題。

「同一個心靈，高舉基督；

同一個腳蹤，擴展神國」這

個題目太好了！它不僅是我

們教會 2019年的年度主

題；它更應該是你我這一生

都該有的主題——我們整個

的心就是願意來高舉那位愛

我們、配得我們高舉的耶

穌；祂本來就是萬王之王；

祂本來就是與 神同等的；

祂本來就是充滿榮耀的！今

天，我們竟然可以來高舉

祂、可以來榮耀祂，實在是

祂高抬了我們，而不是我們

高抬了祂。 

所以，當我們把主擺在

對的位置上的時候，當我們

真地把 神當 神（Let God be 

God）的時候，我們基督徒

的生活就一定會有翻轉，我

們眼前的局面也一定會有突

破。大衛說：「我將耶和華

常擺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

邊，我便不致搖動。因此我

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

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詩 16:8-9）這是真的，也

是我們都可以經歷的。只

是，我們今天卻常常是「反

其道而行之」——我們只想

著去追求心歡喜、靈快樂，

卻沒有把主擺在對的位置；

而我們若不把主擺在對位置

上，我們的心就不可能歡

喜，我們靈就不可能快樂，

我們的肉身也不可能安然居

住，這是神的原則！就像我

們進入婚姻並不是為了追求

幸福快樂，而是為了追求 

神的榮耀。幸福快樂是追求 

神榮耀必然的結果，它不能

成為婚姻的目的。如果我們

把追求幸福快樂當成婚姻的

目的，它就正好成了我們婚

姻痛苦的原因。這些話是一

般人所不能理解的，但 神

的兒女們卻應該清楚明白，

因為這是屬靈的原則。所

以，千萬不要把自己最深的

需要放在伴侶、教會的同

伴、或是牧者及領袖的身

上，他們不能使我們得滿

足。只有 神才能滿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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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最深的需要。弟兄姊

妹，我們要把 神擺在對的

位置上，因為只有這樣，我

們的生活才會被翻轉，才能

真正地經歷心歡喜、靈快

樂、肉身也安然居住。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當我們把主擺在對的位

置時，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有翻

轉」的文字稿，經後期編輯為書

面語的格式。該短視頻節選自

2019年 1月 13日主日信息「同

一腳蹤，拓展神國 (1)：『一粒麥

子』」。：

https://www.svca.cc/video/2019011

3-Sunday-message.mp4。 

 

 

 

 

 

 

 

 

 

 

 

 

 

 

 

 

 

 

 

 

 

 

 
                                                           

于宏潔弟兄 
 

 

我們為什麼會埋怨？一

方面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感

恩，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不

信任 神。如果 神把祂的兒

子都給了我們，祂還會留下

什麼不給我們嗎？《羅馬

書》八章 32節說：「 神既

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

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

祂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

嗎？」信任是建立在真實的

信心上的，就像約伯所說

的：「Though He slay me, 

yet will I trust Him 

（NKJV）（直譯為：就算

祂殺我，我還是要信

祂。）」（伯 13:15a）「賞

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

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

稱頌的！」（伯 1:21b）只

是，信心需要經過試驗、需

要不住地增長。我們不用擔

心自己會有約伯那樣的遭

遇，因為我們還沒有約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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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生命度量，  神也不會讓

約伯的遭遇臨到你我。但

是，我們一定要相信 神在

看顧我們、保護我們；神雖

然會容許一些環境臨到我

們，但都是經過祂的智慧、

愛、與主權過濾過的，是祂

量了又量之後才臨到我們，

為的是要我們建立起和祂之

間第一手的關係——從前我

們風聞有 神，現在我們第

一手地來經歷祂、認識祂，

並且學習信任祂。雖然環境

不舒服，雖然我們可能面對

身體上的難處、經濟上的難

處、人際關係上的難

處……，但我們一定要對 

神有一個深處的信任。 

我以前講過一個真實的

故事：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

上，一個女孩到加油站去加

油。那時加油站還不能用信

用卡付費，女孩就冒雨跑進

加油站的商店，在櫃檯付了

20塊錢的油費，又衝出去

加油。可是，當她加到 5塊

錢的時候，油槍就突然停

了。她使勁對著老闆打手

勢，向他示意自己的油還沒

加夠，可老闆假裝沒看見，

一直在那裡做別的事情。她

無奈又生氣，只好再次跑進

商店裡，見到老闆就質問

到：「我付了 20塊的油

費，你為什麼只給我加 5塊

錢的油？」老闆假裝一邊繼

續做事，一邊輕描淡寫地對

她說：「小姐，我只想問你

一件事，今天你是一個人來

加油的，還是和一個高高大

大的男人一起來的？」她

說：「我是自己來的呀。」

老闆說：「你剛才加油的時

候，有一個高高大大的男人

趁你不注意鑽進了你的車子

裡，現在就在你的後座上。

我打電話報警，你不要回頭

看，就留在店裡面，假裝什

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後

來，警察很快過來從女孩的

車裡抓走了那個人。 

很多的時候我們就像故

事中的這個女孩，我們常常

對主說：「主啊，我跟你求

的是 20，你為什麼只給我

5？」我們埋怨 神、不信任 

神。當然，並不是世上所有

的遭遇都可以用這個故事來

解釋；但是，它卻提醒我

們：當我們看到 神沒有聽

我們的禱告，或者 神沒有

照我們所禱告的那個程度

（level）來回答我們，我們

就埋怨 神、對 神生氣，這

就是因為我們對  神缺少那

種從深處來的、在愛裡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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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神如果把祂的兒子都

為我們捨了，讓我們這麼多

見不得人的罪都歸在祂兒子

身上，讓祂因為我們的罪受

苦、受玷污；祂還會有什麼

好處留下不肯給我們的？想

到這些，我們還有什麼理由

埋怨 神？ 

 神常常用一些事情作

我們的「Stop sign(停車的

標誌)」，就是要讓我們稍

微安靜一下、沉澱一下、檢

視一下自己當下的生活方式 

(life style)：從早到晚，我

到底有多少的事情跟 神發

生關係？從日出到日落，我

到底有多少的時間是花在 

神的面前，無論是禱告、靈

修、親近 神……還是在靈

裡和主交通？到底在多少事

情上，我讓 神介入在我的

生活中？雖然疫情把我們關

了起來，讓我們很多的活動

都停了下來，但希望我們的

注意力不是在外面的這些新

聞或謠傳上。我們所擔心、

所害怕的，可以把它化成禱

告。以前我們也許只有謝飯

時才禱告，現在每次洗手的

時候我們都可以向 神禱

告：「主啊，求袮洗去我一

切的污穢，無論是外面的病

毒，還是裡面不討祢喜悅的

心思意念；任何罪惡、肉體

在我身上的轄制，任何負面

情緒在我身上的權勢，都求

主為我除去，為我斷開一切

的鎖鏈！」等洗完手，我們

就會覺得很多鎖鏈都脫落

了。弟兄姊妹，這是一個很

好的提醒！我們要來仰望這

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從埋怨 神到信任 神」

的文字稿，經後期編輯為書面語

的格式。該短視頻節選自 2020

年 3月 8日主日信息「一望這銅

蛇，就必得活」。信息視頻鏈接

為： 

https://www.svca.cc/video/202003

08-Sunday-message.mp4。 

  



柏訓週刊 

8 

 

 

 
于宏潔 弟兄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

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

人。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

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

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

兄中做長子；預先所定下的

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

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

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28-30） 

這一段的經文太重要

了！它講到  神的整個旨

意，它把 神造人的目的和 

神工作的法則都告訴了我

們。同時，在這段經文裡我

們也可以找到自己今天所有

遭遇的原因—「萬事都互相

效力」。這裡說的「萬事 

（all things）」 是指「所有

的事」，不是「有些事

（some things）」，也不是

「有些時候

（sometimes）」。 神不是

只讓某些事為我們效力，也

不是只有在我們蒙恩或蒙福

的時候才叫環境為我們效

力， 神乃是讓所有的事情

（all things）都為我們效

力。換句話說，即便是那些

我們不喜歡的環境，即便是

那些我們覺得不合理的

（doesn't make sense）、沒

有任何意義、講不出理由、

甚至無可理喻的事情，它們

也都在為我們效力。 

很多的時候我們真的很

難明白為什麼 神允許這麼

多的事情發生在我們的生命

中，特別是很多事情看起來

是那麼得不合理。但是，  

神從來不會做錯事，祂也從

來不隨便做事，祂做的所有

事情都跟祂榮耀的旨意發生

關係。  神做的所有事情都

是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也都是為了我們好。而 神

的旨意就是要在一切的處境

裡，在你我一切的遭遇裡，

叫我們「被模成  神兒子的

形像」；簡單地說就是要使

我們「更像祂」；而從經歷

的角度來說，就是叫我們

「得著基督」，讓我們在基

督裡長進，生命榮上加榮地

被主改變（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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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整個人生中， 

神都在我們身上做事。有很

多事情我們當時不明白，但

隨著時間的推移， 神就漸

漸讓我們明白了；也有一些

事情到我們離世的那一刻也

無法明白，但因為我們信任  

神，並且知道祂不會做錯，

我們就可以放心，我們相信

「 神祂怎樣對我說，事情

也要怎樣成就」（徒

27:25）。就像約伯，他因

信任 神就可以說：

「Though He slay me, yet 

will I trust Him （NKJV）

（直譯為：就算祂殺我，我

還是要信祂。）」（伯

13:15a）我們信任我們的天

父！我們相信祂永遠不會

錯；相信祂仍然掌權；相信

沒有一個環境超乎祂的掌控

（out of His control），每

一個環境都絕對是在祂主權

底下的；我們也相信祂永遠

愛我們，永遠與我們同在。

並且，因著祂長闊高深的愛

和榮耀的智慧，我們可以在

一切的環境中都來宣告：

「無論是死，是生，是天

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

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

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羅 8:38-39）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今生所有遭遇的答案是

什么？」的文字稿，經後期編輯

為書面語的格式。該短視頻節選

自 2019年 1月 13日主日信息

「同一腳蹤，拓展神國 (1)：

『一粒麥子』」。：

https://www.svca.cc/video/201901

13-Sunday-message.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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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潔 弟兄 

 

 

《民數記》二十一章 6

節記載：「於是耶和華使火

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

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

多。」也許有人會問：

「 神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火蛇」一直都在百

姓的旁邊，在曠野裡仇敵隨

時都可以來傷害他們。聖經

上也說，那是「大而可怕的

曠野，那裡有火蛇、蠍子、

乾旱無水之地」（申 8:15）

如果不是 神的保守，他們

怎麼可能在這樣的曠野裡走

了四十年，竟還有三百萬人

存活？他們早就全部倒斃曠

野，沒有第二代了！不僅第

一代因為得罪 神而倒斃，

第二代也很可能勝不過曠野

的危險。 神就是要他們看

見，一旦祂把保護他們的籬

笆撤掉，火蛇立刻就會進

來； 神容許這樣的事情發

生，就是要讓以色列百姓看

見，離了祂的保護和恩典他

們會是怎樣的結局。如此，

百姓馬上就知道自己錯了，

他們就到摩西那裡說：「我

們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

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這

些蛇離開我們。」（民

21:7）這裡有一個「危機的

止息點」和「局面的扭轉

點」就是：立刻悔改歸向 

神，把眼目從難處、從自己

的感覺、從仇敵的攻擊與傷

害上轉向 神、仰望 神。所

以 神在這裡為他們立了一

個救法，就是立起一根「銅

蛇」；而且，祂在幾百萬百

姓中間僅僅立了這一根。 

神在這裡只給了祂的百姓一

個救法，就是祂的兒子耶穌

基督—「除祂以外，別無拯

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

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

得救。」(徒 4:12)。 

《約翰福音》三章 14

節到 16節說：「摩西在曠

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

被舉起來，叫一切信祂的都

得永生。 神愛世人，甚至

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

永生。」從新約的角度再回

頭看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

就能夠看明白了。無論是

《申命記》所說的：「被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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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在 神面前受咒詛

的」（申 21:23），還是

《加拉太書》所說的：「凡

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

（加 3:13），都讓我們看

到，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

孽與該受到的咒詛都歸到耶

穌基督身上。所以，那一天

當這一班被火蛇咬的百姓肯

信而順服，照著 神的吩咐

來仰望銅蛇的時候，所有的

咒詛都歸到了神兒子的身

上，所有的疾病和死亡的威

脅也全都歸到了祂的身上。

正如《以賽亞書》五十三章

6節所說：「耶和華使我們

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

上。」聖經上講到祂不僅被

掛，而且在 神的面前為我

們承受咒詛。《加拉太書》

三章 13節的原文及英文翻

譯都是：「基督既為我們

『成了咒詛』，就贖我們脫

離了律法的咒詛」。這也是

為什麼 神用一個「銅蛇」

來作表號，「蛇」是受咒詛

的，基督為我們不僅受了咒

詛，祂更是成了咒詛，因為 

「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

為罪」 (林後 5:21)。 

親愛的弟兄姊妹，今

天無論我們有多少的罪，當

耶穌基督被舉起來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罪都歸到祂身上

了，凡仰望祂的，都可以得

到永生！而這個「永生」不

是指著將來我們去到天堂的

那一刻才開始；永生乃是從

現在就開始。當我們得到基

督的時候，神兒子永遠的生

命就在我們裡面了，這個生

命讓我們勝過罪、死、魔。

所以，我們所誇口的和我們

的把握並不在於我們外面做

了什麼；而在於我們裡面因

信而得著的是什麼。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危機的止息點，局面的

扭轉點」的文字稿，經後期編輯

為書面語的格式。該短視頻節選

自 2020年 3月 8日主日信息「一

望這銅蛇，就必得活」。：

https://www.svca.cc/video/2020030

8-Sunday-message.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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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潔 弟兄 

 

《以賽亞書》五十一章

12-13節講到：「唯有我，

是安慰你們的。你是誰？竟

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變如

草的世人，卻忘記鋪張諸

天，立定地基，創造你的耶

和華。又因欺壓者圖謀毀滅

要發的暴怒，整天害怕。其

實那欺壓者的暴怒在哪裡

呢？」 神藉著先知在這裡

提醒以色列百姓：雖然亞

述、埃及、以攔、示巴、土

巴、以東……這些都是很強

的國家、使人驚恐，但至終

他們都服在  神的手下。這

對今天在難處中的弟兄姊妹

來說是很大的安慰與堅固，

我們的信心要建立在  神的

身上。 

同樣，《羅馬書》八章

31節也說：「既是這樣，

還有什麼說的呢？ 神若幫

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呢？」接下來保羅又宣告

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

愛隔絕呢？」（羅 8:35）是

的，沒有一件事情能叫我們

與基督的愛隔絕！無論我們

面臨多麼大的難處，甚至我

們軟弱不愛主，這些都不能

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因

為祂以永遠的愛愛我們。 

《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

們：「主所愛的，祂必管

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

子。」（來 12:6）相信今天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  

神的管教；雖然我們不喜

歡，但是我們卻真地需要這

樣的管教。所以，我們不可

輕看主的管教，並且在管教

中我們一定要得到主的結

局。另外，在管教中我們也

不要灰心，要知道今天 神

還管教我們，是因為祂愛我

們，祂告訴我們：「管教原

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

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

子了。」（來 12:8）所

以，今天無論是軟弱、是犯

罪、是做了任何不討  神喜

悅的事情……我們都可以帶

著一顆勇敢真誠的心，謙卑

地來到主的面前說：「 神

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

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

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



香柏木培訓中心 
 

13 

 

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

路。」（詩 139:24） 

希望我們都不是因為怕

被管教而不敢去犯罪，乃是

因為愛主、因為不想再傷害

到這位如此愛我們的主而不

願意去犯罪，再去做任何得

罪祂的事。如果我們好好地

讀《以西結書》，真實地進

入先知的感覺，也藉著先知

所講的話進入  神的感覺，

相信它會幫助我們更有力量

去面對今天生命中很多的問

題，它會讓我們更謙卑、更

認真、也更迫切地想從一切

軟弱和不討  神喜悅裡出

來，不再讓愛我們的  神傷

心。 

最後，希望在我們中間

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家、

沒有一個教會是  神的榮耀

已經離開的。 神藉著先知

告訴以色列百姓：「耶和華

如此說：我雖將以色列全家

遠遠遷移到列國中，將他們

分散在列邦內，我還要在他

們所到的列邦暫做他們的聖

所。」（結 11:16）從這一

節經文中我們真是讀出了 

神心中那不肯放我們的愛！

這班百姓被  神管教、被人

擄走，  神還在他們被擄到

的地方暫時做他們的聖所，

祂陪著他們被擄。以色列百

姓把  神逼到一個地步，以

至於祂的榮耀必須離開聖

殿，必須離開耶路撒冷。這

真是一個全面性的墮落和敗

壞。希望我們中間沒有哪一

個個人、家庭、或教會落入

這樣的光景。但是，只要有

人愛  神，只要有人願意歸

向  神，只要有人在主的面

前降卑、承認自己的罪，  

神都會像父親一樣，抱著浪

子連連與他親嘴。祂根本不

在乎我們身上的骯髒污穢；

祂也根本不記念我們對祂的

無良無忠；祂能夠把我們所

有的罪在祂兒子裡面全部洗

淨。所以，不管我們現在跟  

神的關係怎麼樣，不管我們

裡面有多少對不起  神的事

情，希望我們今天、就在現

在，都能把它們帶到主的面

前，帶到主寶血的底下，讓

主來潔淨我們！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 神愛我，我不用懼怕」

的文字稿，經後期編輯為書面語

的格式。該短視頻節選自「以西

結書 第三課」。信息視頻鏈接

為：

https://www.svca.cc/video/BE3-

310-03.mp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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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潔 弟兄 

 

                                                                                  

神國的根基是「生

命」；而神國的拓展是透過

教會、透過你、透過我——

在任何時候、任何角落，無

論是否有人注意，我們不斷

地在這裡見證復活的基督，

從而使神國擴展出去。有一

首詩歌中唱到：為那在黑暗

中的靈魂點燃一盞燈。今

天，有很多人活在黑暗中，

他們需要我們去點燈。即便

在教會裡也是一樣的，雖然

我們已經是基督徒、已經活

在教會裡、也已經是神家裡

的人了，可是當我們看到弟

兄姊妹軟弱、看到他們跌

倒、看見他們正處在難處

中、看見他們心情低落……

這個時候，我們若能拿一杯

涼水給他們喝、給他們講幾

句安慰、鼓勵的話語、或者

只是拍拍他們肩膀……這些

都會帶給他們說不出來的清

新和喜樂。 

兩週前的主日，在兩堂

聚會中間我出去用洗手間，

路上遇到一個弟兄，我就停

下來和他講話，這時旁邊一

個小男孩也跑過來跟我打招

呼，我就給他揮揮手，說：

「Hi（你好）！」我當時也

沒有太注意他。可是，等我

從洗手間出來，發現那個小

男孩還站在那兒，他才四

歲，看到我出來就對著我再

講一遍：「牧師爺爺好！」

那樣子真是太可愛了，滿臉

笑容，單純地看著我。我趕

緊拍拍他，對他說「你好，

謝謝你！」這麼一個小小的

孩子，他這樣的一句問候卻

令我非常感動！聚完會回到

家，我就跟于師母講起這件

事；上個禮拜聚會結束後我

又跟和我同桌吃飯的弟兄講

起這件事，你就可以看出我

是多麼興奮。我不能說他很

屬靈，因為他還小，可能什

麼道理都還不懂。但是，他

的那份愛、那種真誠的態

度，實在讓我的心得到激

勵！ 

我們裡面都有基督的生

命，都有基督的愛；我們也

都會看到「人人都需要耶

穌」（People need 

Jesus）。所以，若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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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有需要的時候，能給他

們一句真摯的問候、一個真

心的關懷，甚至我們什麼都

不用講，只是用心聽他們訴

苦，或者為他們禱告，真誠

地求 神祝福他們……這些

所會帶給他們的幫助和鼓勵

有時候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三十多年前，我所在教會的

師母患了憂鬱症

（depression），有一段時

間她灰心到一個地步甚至連

聚會都不能參加，她就是經

常很難過、很軟弱。有一

天，一位小姊妹被 神感

動，跑到她家去敲門。當門

打開後，這位小姊妹對師母

說：「我沒有事先和您約時

間，所以我就不進去了，但

是 神感動我唱一首詩歌給

您聽」。於是，她就站在鐵

門外給師母唱了一首歌。唱

完之後，她又做了一個簡短

的禱告就離開了。那位師母

後來說：「我這麼長的時間

落在憂鬱裡走不出來，我軟

弱、痛苦、灰心、疲倦……

什麼都對我沒有幫助；但

是， 神差這樣可愛的一位

小天使，藉著她唱的一首

歌，其實並不是這首歌有什

麼好聽，而是她的這份愛讓

我深受感動；她更讓我體會

到天父仍然在眷顧我，祂沒

有丟棄我！」弟兄姊妹，這

個叫作「神國的拓展」，就

是藉著你和我，藉著教會來

見證復活的基督，見證基督

的生命、見證基督的愛，從

而使神國不住地擴展出去！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為活在黑暗中的人點燃

一盞燈」的文字稿，經後期編輯

為書面語的格式。該短視頻節選

自 2019年 1月 13日主日信息

「同一腳蹤，拓展神國 (1)：「一

粒麥子」」。信息視頻鏈接為： 

https://www.svca.cc/video/2019011

3-Sunday-message.mp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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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潔 弟兄 

 

                                                                                   

《以西結書》第七章 2

節講到：「人子啊，主耶和

華對以色列地如此說：結局

到了！結局到了地的四

境。」接下來第 5-7節又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有

一災，獨有一災，看哪，臨

近了！ 結局來了，結局來

了，向你興起。看哪，來到

了！境內的居民哪，所定的

災臨到你，時候到了，日子

近了…」然後，第 10-13節

再次強調：「看哪，看哪，

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災已經

發出，杖已經開花，驕傲已

經發芽……時候到了，日子

近了……因為烈怒已經臨到

他們眾人身上……誰都不得

歸回，也沒有人在他的罪孽

中堅立自己（no one will 

strengthen himself who lives 

in iniquity）。」弟兄姊

妹，讀到這些經文你會不會

覺得 神好像挺「囉嗦」？

祂為什麼要這樣一遍又一遍

地講同一件事情呢？但是，

當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的時候，我們就會驚訝於神

百姓的麻木，即便是面對 

神這樣再三的警告，他們裡

面卻還是沒有感覺、拒絕回

轉！如果有人告訴我們：

「快點走，你要乘坐的火車

快開了！」恐怕他們才只要

說一遍，我們可能都一定跟

著快跑，對不對？可是 神

在這裡講了這麼多次，神的

百姓卻仍是不悔改。 

神是輕慢不得的，我

們所有所種的，有一天都要

收，而那個結局是根據我們

這一生的所做所行。《加拉

太書》六章 7-8節說：「不

要自欺， 神是輕慢不得

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

是什麼。順著情慾撒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

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

生。」要知道我們今天所面

對的很多經歷，已經是在收

我們從前所種的了。所以，

遇到困難的時候，千萬不要

立刻把責任都丟到 神的身

上，去埋怨 神。我們確實

有很多的時候都會去埋怨 

神：我的孩子為什麼不聽我

的？我們夫妻的感情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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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我為什麼在主的面前

還是這麼軟弱，總是重蹈覆

轍？我在屬靈上為什麼到今

天還是在曠野繞行，一點都

不能往前去？我為什麼一直

在難處中、也一點盼望都沒

有……？弟兄姊妹，我不是

說今天所有的遭遇都是自己

所種出來的；但是，在相當

大的比例上，我們今天已經

開始在收從前自己所種的

了。我們中間的年輕人不要

以為自己還很年輕，還有大

把的時間可以揮霍，總要趁

著年輕，好好地栽種。想要

以後怎麼收，你現在就要先

怎麼種，這是屬靈的原則。

不要到 60、70歲的時候，

心中徒增那麼多的懊悔。就

著我自己，如果 神讓我從

頭再活一次的話，有很多的

事，我絕對不做；有很多的

話，我絕對不說；有很多的

道路，在揀選的時候，我要

花更多的時間在主面前屈膝

禱告，直到我明白 神的旨

意。所以，我真地求求你

們，趁著年輕，趁著還有機

會，趁著還沒有釀成大災，

趁著還沒有造成太可怕的傷

害，要小心地種，因為結局

總會來到的，結局就將要到

了！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 結局近了，審判將臨，

一定抓住當下的機會」的文字

稿，經後期編輯為書面語的格

式。該短視頻節選自「以西結書 

第三課」。：

https://www.svca.cc/video/BE3-

310-03.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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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于宏潔 弟兄 
 

 

一、務要謹守，警醒，

絕對不可輕敵 

如果我們處在屬靈的爭

戰中，卻沒有爭戰的感覺、

沒有爭戰的意識、沒有爭戰

的警醒；那麼，我們就已經

失敗了一大半，因為仇敵要

進出和破壞就會非常容易。

所以，彼得告訴我們：「務

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

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

人。」（彼前 5:8）保羅在

《哥林多後書》2章也說：

「免得撒旦趁著機會勝過我

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牠的

詭計。」（林後 2:11）這都

讓我們看到，仇敵一直在等

機會要勝過我們。三年前我

去丹佛參加一個牧者會議

（pastoral conference），大

會的講員跟我們講：「撒但

不僅很詭詐，而且非常有耐

心。牠就像吼叫的獅子，又

像準備要攻擊你的毒蛇，牠

可以很安靜地躲在草叢裡，

等到你完全失去警覺的時

候，牠會突然出來攻擊

（attack）你。我看過很多 

神的僕人、很多被 神重用

的器皿，撒但可以等四十

年，等到他們鬆懈了，等到

他們不注意的時候，牠就突

然來攻擊他們。」我們在主

面前真的要很小心，因為我

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撒但會

來。我們務要謹守警醒，免

得撒但趁著機會勝過我們。

那麼，什麼叫「趁著機

會」？今天我們若把一個封

閉的器皿放到海裡去，水是

進不去的，因為器皿是封閉

的；但是，一旦這個器皿有

一個破口，哪怕只是用針扎

的一個很小的破口，水都會

進去。這個叫做「趁著機

會」——只要一有破口，牠

就會進來。所以，我們一定

要很小心，我們會睡著，但

是撒但卻永不睡覺。《哥林

多前書》勸我們「務要警

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

做大丈夫，要剛強。」（林

前 16:13）主耶穌在客西馬

尼園也勸誡門徒說：「總要

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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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

軟弱了。」（太 26:41）一

面是主在那裡大聲哀哭，一

面是門徒在那裡睡成一團，

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對比呀！

在這麼一個嚴肅、黑暗、十

字架要臨到的時刻，所有的

門徒竟然都睡著了。真的希

望今天教會能夠陪著羔羊一

起受苦，一起禱告。 

二、保守自己不犯罪，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不要

叫神的聖靈擔憂」（弗

4:27,30）撒但是得寸進尺

的，只要我們讓牠一步，牠

馬上就會掌管（take over）

而且不會再把主權還回來。

我們輔導過好幾個有婚外情

及婚姻上出問題的人，我常

常跟他們講：「你退了一步

以後，要想再回到原來的地

位，它就不只是一步了，可

能是十步、百步都不止，甚

至永遠都回不去了！」很多

的時候我們就是「一失足成

千古恨」，我們一失足，仇

敵就掌管。所以，我們在主

的面前一定要非常警醒，不

要給魔鬼留地步。主耶穌為

我們禱告，希望我們也千萬

不要輕看「罪」。 

三、穩踏羔羊救贖根基

及超乎萬名之上的名：支取

基督的得勝，經歷得勝、並

且活出得勝 

我們今天要站在基督已

經給我們的得勝地位上，因

為基督已經得勝了。祂把這

個得勝的權柄和地位給我

們，所以我們要站在基督的

得勝上，來支取得勝、經歷

得勝、活出得勝，這是我們

要做的事。我們也許偶爾會

失敗，但我們要在主面前學

習，讓每一次的失敗幫助我

們成長，幫助我們吸取教

訓，幫助我們更成熟，也幫

助我們更警醒。到最後，仇

敵不僅不能傷害到我們，牠

反而成為了我們的幫助。就

像迦勒和約書亞一樣，仇敵

成為了他們的食物。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如何面對屬靈爭戰的 7

个提醒」的文字稿，經後期編輯

為書面語的格式。該短視頻節選

自《基礎神學》第十四講「認識

屬靈的爭戰」，信息視頻鏈接

為：

https://www.svca.cc/video/2017040

9-Basic-Theology-14.mp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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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于宏潔 弟兄 
 

 

四、穿戴全副軍裝, 憑

著堅固的信心抵擋牠 

雅各告訴我們：「故

此，你們要順服 神。務要

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

們逃跑了。」（雅 4:7）弟

兄姊妹，不曉得讀到這些經

文大家興不興奮？撒但這樣

得猖狂，整個世界都在牠的

轄制底下。而 神給我們的

應許說：只要我們抵擋牠，

牠就一定逃跑。今天很多的

時候，我們奉主的名抵擋魔

鬼，牠都已經逃了，我們卻

還在那裡嚇得發抖。要相

信，當我們奉主名抵擋魔

鬼、趕牠走的時候，牠就離

開我們逃跑了。雖然我們可

能還能看到一些牠的痕跡，

還能看到牠帶來的一些傷

害，但是我們要憑信心站

住，不妥協，繼續禱告！我

們要剛強，要穿戴全副的屬

靈軍裝，就能夠抵擋魔鬼的

詭計。吳老牧師曾經講過：

「如果你以為穿著睡衣就能

夠跟撒但打仗，那你一開始

就已經失敗了。我們必須穿

上全副的屬靈軍裝。」我們

並非不曉得魔鬼的詭計，牠

知道我們哪裡有弱點。《列

王記上》二十二章中記載了

亞哈的故事：他要出去打

仗，先知警告他不要去，他

卻非要去。但是由於心虛，

他就化妝成士兵的樣子，以

為這樣就安全了，沒想到

「有一人隨便開弓，恰巧射

入以色列王的甲縫裡。」

（王上 22:34）像這樣穿著

盔甲、穿著護心甲，撒但都

還可以找到空隙，所以，我

們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要

穿好全副的屬靈軍裝！ 

五、倚靠聖靈的大能 

「倚靠聖靈的大能」太

重要了，但是我們最近已經

講過很多次了，這裡就不再

詳述。 

六、絕對不可單獨，要

活在身體的保護中 

 神喜歡教會同心合意

的禱告。倪柝聲弟兄有一本

講到「教會禱告的職事」，

我每次讀的時候都覺得很虧

欠，今天教會最虧欠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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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缺少禱告，在禱告

中為主掌權。我們要藉著禱

告，替主掌權。今天有那麼

多 神的兒女遭遇各種問

題、各種難處； 有那麼多

的教會經歷各種的挑戰、荒

涼、領袖失敗、跌倒…。弟

兄姊妹，我們最大的失敗不

是「策略」，而是缺少同心

合意的禱告，缺少藉著禱告

替 神執掌權柄。所以，我

們絕對不要去單打獨鬥，而

要讓自己活在身體的保護

中。 

七、積極追求長進，活

在主裡面 

我們要常常在主的面前

有正常的屬靈生活，也要在

真道上造就自己。《詩篇》

九十一篇第 1節告訴我們：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

住在全能者的蔭下。」如果

我們一直住在 神的保護底

下、 住在神的堡壘和帳幕

裡，仇敵怎麼可能有機會攻

擊到我們？所以我們一定要

住在至高者的隱秘處，要跟 

神之間有一個正常、親密的

關係，因為一旦我們和 神

的關係不正常，仇敵就立刻

來攻擊我們。 

最後，引用約翰·達秘

（John Darby）的一句話，

他說：「為著 神去跟撒但

作戰，是一件極其嚴肅的

事，也是一項無比神聖的

事！」我們不光能夠榮耀 

神，還能夠讓 神的旨意通

行，讓 神的兒女們得祝

福；並且，我們能夠趕逐魔

鬼的作為，讓 神的兒女們

可以從仇敵的轄制和傷害中

得到拯救，這是太偉大的事

情！ 神居然把如此榮耀的

責任交給了我們，它不僅是

一件嚴肅的事，也是一件很

神聖的事。我們當盡的責任

就是戰勝撒但。弟兄姐妹

們，我們一起加油，一起來

打屬靈的爭戰！ 神應許我

們說：「若是你們中間有兩

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

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

們成全。因為無論在哪裡，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太 18:19-20）這裡說只要

有兩個人同心合意地求就可

以了，更何況我們教會有這

麼多人。大家同心合意，把

所有仇敵的作為都趕出去，

不要任憑牠在教會、在這個

世代、在 神家裡繼續破

壞。願基督的得勝彰顯在我

們這裡，在眾教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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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潔 弟兄 

 

 

第一，要非常認真、嚴肅地

看待罪 

對於罪，我們千萬不

要僅僅口裡承認自己是個罪

人，可到真正犯罪的時候，

卻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我

是因為不小心才犯罪了。」

我們要很嚴肅的地看這件事

情，因為它跟 神發生關

係；它跟撒但可怕的權勢發

生關係；它跟我周圍的人是

否因此受到傷害發生關係；

它也跟我們自己的誠信

（integrity）以及我們在 神

手中的價值發生關係……我

們一定要很重視這件事，任

何的罪都絕對不能淡化。撒

但最大的本事就是在我們犯

罪之前一直引誘我們去淡化

這件事情，讓我們覺得這並

沒什麼大不了的：誰不是這

樣子呢？誰還沒撒過謊呢？

社會上那麼多人不都是如此

嗎？…。牠一直淡化我們對

罪的看法；可是，等到我們

真犯了罪的時候，牠又第一

個回來控告我們、強化我們

的罪，讓我們懷疑自己這樣

子的人是否還能事奉 神，

讓我們因恐懼戰兢而不敢回

到 神的面前來。這就是撒

但！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淡

化罪，也不要輕看它。很多

的時候，我們之所以失敗就

是因為我們輕看它。《哥林

多前書》第十章說：「所

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

謹慎，免得跌倒。」（林前

10:12） 

慕迪是 神重用的僕

人，大西洋兩岸上百萬人聽

過他傳福音，很多人也因此

得救。有一次他在兒童主日

學班教課的時候，為了給那

些孩子們講罪，他拿了一捲

縫衣服的線，並把班裡最壯

的一個孩子請到前面，然後

他就問班裡的孩子們說：

「你們相不相信我可以用這

麼細的線把他捆住，讓他不

能掙脫？」全班的孩子都大

笑著說：「不可能！」站在

前面的那個小孩也不以為

然，笑著對慕迪說「你就在

我身上試試看吧（try 

me）。」慕迪先用線把他

纏了一圈，他「嘣」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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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線掙斷了，像參孫一

樣。他非常得神氣，全班也

哄堂大笑。接著慕迪用線把

他纏了兩圈，他又「嘣」的

一下就把線掙斷了，孩子們

繼續大笑不止。這時，慕迪

對那個孩子說：「接下來，

你不要著急去掙脫身上的

線，等到我叫你動的時候你

再開始動。」然後慕迪開始

一圈、兩圈、三圈、四圈、

五圈……一直纏、一直

纏……纏到慕迪覺得差不多

了，他對那個孩子說：

「好，你現在可以動了。」

可是，這次任憑他怎麼使勁

都掙不斷纏在身上的線，全

班笑得東倒西歪，他卻急得

面紅耳赤。其實，仇敵就是

這樣，讓我們輕看罪，讓我

們心裡想：我做這樣的事有

什麼大不了的，不就是過了

一點點嘛；我不過跟公司的

異性多談了一點話而已，我

還是為了找機會把福音傳給

她……可就是這樣一點、兩

點、三點、四點……直到有

一天，我們發現自己再也掙

脫不了了。 

所以，對於任何的罪

我們都要警覺，不要淡化

它、輕看它，更不要合理化

（justify）它，就像很多有

婚外情的人常用的藉口：是

她來誘惑我的—把責任全推

給對方；是因為在家我太太

都不聽我講話，而在公司卻

有人願意跟我分享—把責任

推給太太。雖然有時候可能

的確是別人來主動誘惑，或

者太太的確需要改變，但是

自己犯罪的責任必須自己承

擔，沒有別的任何理由或藉

口。以賽亞說：「耶和華

啊，我們在祢行審判的路上

等候祢。」（賽 26:8a）保

羅也說：「因為我們眾人必

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

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

或惡受報。」（林後 5:10）

而且 神自己也說：「耶和

華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

慈愛，赦免罪孽和過犯，萬

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

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民 14:18）這裡

並不是說兒子要來承擔父親

的罪，作為新約的子民我們

知道各人都要為自己的罪負

責。但是，我們若犯罪，必

會在孩子裡面留下影響、留

下傷害。因為犯罪，我們會

忽略對子女的照顧和培養，

甚至會忽略為他們的禱告和

屬靈上正面的影響與傳承。

當這樣的情形一代一代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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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時，就跟那些敬虔度

日、認真教養下一代、注重

屬靈傳承的家庭所面對的結

局是截然不同的。有人曾經

追蹤過兩個家庭：一個是敬

虔的家庭，另一個是犯罪的

家庭。追蹤了幾代以後，他

們發現這兩個家庭的結局完

全不同。犯罪家庭的後代裡

面有很多人進監獄，甚至被

判死刑。這並不是因為子女

替父母負債，而是罪的影響

必會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了。

所以，我們要在主面前小

心，我們若愛自己的孩子，

就要在主面前敬虔度日！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 對罪該有的態度，一定

要謹記在心」的文字稿，經後期

編輯為書面語的格式。該短視頻

節選自「基礎神學(8) : 認識

罪」。信息視頻鏈接為：：

https://www.svca.cc/video/2017021

9-Basic-Theology-08.mp4 。 

 

 

 

 

 

 

 

 

 

 

 

 

 

 

 

 

             
 

于宏潔 弟兄 

 

 

第二，要害怕犯罪，恨惡犯

罪 

如果我們真認識到犯罪是對 

神的傷害，是跟撒但黑暗的

權勢打交道，我們就知道犯

罪是很可怕的事。所以，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

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

是什麼。 順著情慾撒種

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

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

生。」（加 6:7-8）今天很

多的時候，我們受苦的原因

就是因為過去所撒的種。過

去的都已經過去了，無法更

改；但是，從現在開始，我

們一定要留意今天如何「撒

種」，因為它決定著將來我

們會怎樣「收」。如果我們

將來想要收祝福、收恩典、

收愛、收 神的恩惠，我們

現在在主面前就要過不一樣

的生活，因為 神是輕慢不



香柏木培訓中心 
 

25 

 

得的，這是一個屬靈的原

則，永遠都不會改變，就像

太陽從東方出來一樣。種什

麼就收什麼，將來想要怎樣

收，今天就要怎樣種，因為

我們今天所收的，常常就是

我們過去所種的。所以，遇

到難處時不要去埋怨別人或

埋怨 神，其實很多時候那

都是我們自己的責任，而我

們的 神「乃是烈火，是忌

邪的 神」（申 4:24）。 

另外，我們也要認識落到黑

暗權勢裡的可怕，罪真的就

是黑暗的權勢（the power of 

darkness)！希望大家都知道

罪是活的，黑暗的權勢是活

的，是有生命的；它跟天然

的黑暗不一樣。罪帶來的黑

暗是活的，是一個權勢，是

跟魔鬼撒但直接的接觸。 

所以，我們對罪要有這樣的

警覺，要恨惡犯罪、害怕犯

罪。我們不僅要因為害怕得

罪 神、害怕傷了祂的心而

不願意再犯罪；也要因為害

怕犯罪，不想再跟撒但有關

係而不敢再犯罪。 神明明

已經把我們從黑暗的權勢裡

釋放出來了，我們為什麼又

再回頭去自投羅網，以至於

讓仇敵來轄制我們呢？《約

珥書》勸我們要認罪悔改，

一心歸向 神；也提醒我們

要「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

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 

神」（珥 2:13）。 

第三，若不小心被過犯所勝 

1) 要立刻認罪、徹底悔

改歸向 神 

「立刻認罪」對很多人來說

也許並不難，因為很多基督

徒都會承認自己犯錯；但

是，「悔改」就不是那麼容

易了，因為認錯並不代表悔

改。為什麼人會一再重蹈覆

轍，一再犯罪？因為他只有

認錯卻沒有悔改。當犯罪被

逮到的時候，我們可能會立

即認錯，但是我們卻不見得

會立刻悔改，更不要說徹底

的悔改了。「徹底悔改」的

意思是一點都不能保留；我

們只要保留任何的罪，它一

定會再回來（come back）

的。史百克弟兄說過：

「『犯罪』就是我在自己的

心中、在自己的生命裡給撒

但留了一個基地(ground)，

牠早晚會回來的。」所以，

要像對付癌症一樣，我們對

付罪必須要徹底，不再給魔

鬼留地步，一點都不能留！

我們不僅要承認自己有罪，

而且要悔改，要全心歸向 

神。「悔改」這個字在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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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是車子開錯了方向後

掉頭回來（make an U 

turn）。它不是只承認說：

「哎呀，我開錯了！」然後

繼續維持錯誤的方向往前

開；它乃是掉頭回來

（make an U turn）重新開

對，這個才叫「悔改」。要

想真正能夠勝過罪，我們必

須依靠主、依靠聖靈。所

以，我們不要只是隨便地認

個錯就過去；我們要很真心

地從心裡承認自己的過犯，

並且徹底地悔改歸向 神，

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心

腸，知道我們得罪的是 

神。 

2) 認真找出失敗原因，

儆醒避免重蹈覆轍 

3) 謙卑依靠聖靈和身體

的保護 

(Accountability) 

我們越犯罪、越跌倒，就越

需要耶穌。我們爬都要爬到 

神家來，哪怕我們全身都是

「豬糞」，都是糞泥、汙

穢、骯髒，我就是要立刻回

到 神家來，因為我們需要

救主、需要恩典、也需要身

體的保護

（accountability）。我們需

要屬靈同伴的看守和保護；

當我們有困難、軟弱的時

候，我們可以找他們交通；

他們可以陪著我們禱告；他

們也可以隨時提醒我們，幫

助我們省察、對付自己的

罪…我們都需要這樣的保

護。 

巴不得我們都能夠脫離黑暗

的權勢、脫離罪惡、肉體的

轄制，讓我們在基督面前、

在祂寶血的底下、在祂捨命

的愛裡經歷祂的醫治、經歷

祂的改變，讓我們能夠跟祂

的聖潔有分，能夠過一個不

一樣的生活！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 對罪該有的態度，一定

要謹記在心」的文字稿，經後期

編輯為書面語的格式。該短視頻

節選自「基礎神學(8) : 認識

罪」。：

https://www.svca.cc/video/2017021

9-Basic-Theology-08.mp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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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潔 弟兄 

 

         

《馬太福音》16章中

記載了一段耶穌和祂門徒之

間的對話：「耶穌到了該撒

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

門徒說：『人說我人子是

誰？』他們說：『有人說是

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

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

先知裡的一位。』耶穌說：

『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

得回答說：『袮是基督，是

永生神的兒子。』」（太

16:13-16）這是很重要的一

段對話，它講到基督的啟

示，就是要我們真知道耶穌

是誰，這對我們每一個人都

非常重要。千萬不要以為這

段話只是當時耶穌和祂旁邊

人的對話；也不要以為耶穌

所問的問題只是針對門徒

的。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回

答這個問題：耶穌到底是

誰？ 

記得去年勞工節退修

會的時候，我在信息裡面特

別直接地問過弟兄姊妹：

「 對你而言，耶穌到底是

誰？」我之所以嚴肅地提出

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我裡面

對此有沉重的負擔。面對這

個問題，希望我們不要只是

講標準答案；不要只是講客

觀的答案，也不要只是簡單

地復述彼得曾經被主稱許過

的答案。我們要有自己的、

主觀的、發自內心、真實的

答案——到底耶穌對你是

誰？如果我們說：「祂是我

救主！」這個答案我們可以

得到 1-100不同的分數，評

分的標準就是看「耶穌是我

的救主」這句或對我們的生

活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力。今天太多人接受耶穌是

「救主」，但卻不肯承認基

督是「主」；雖然我們在嘴

巴上都可以承認祂是我的主

（He is my Lord）， 但是我

們的生活才真正顯出了到底

基督是不是我們的主。 

也許我們的答案是：

「基督是我的滿足、是我的

喜樂！」甚至我們可以滿臉

笑容地唱：「祂是我喜

樂」，但祂真的是我們的喜

樂嗎？我們是否在每一件事



柏訓週刊 

28 

 

情上都以祂為喜樂呢?當我

們被孩子吵到煩得要死的時

候，我們還能說：「主我感

謝祢，祢是我的喜樂、是我

搖動不了的喜樂」嗎？同

樣，當我們說「基督是一

切，又在一切之內」的時

候，這句話對我們來說是真

的嗎？在順境中，我們完全

可以接受這句話，甚至可以

起來為此作見證；但在逆境

中，我們是否還可以說：

「因基督在其中，所以我依

然有滿足的喜樂」嗎? 

所以，到底基督對我

們而言是誰? 我們可以有很

多的答案，但只有最真實的

答案才是重要的！標準答案

誰都會講，然而，關鍵卻是

我們在生活中到底如何對待

自己所信的  神？ 今天，

「 對你我而言，耶穌到底

是誰？」 這個問題是我們

都要回答的。也許有人說是

施洗約翰；有人說是以利

亞；有人說是耶利米；有人

說是先知裡的一位…，但主

耶穌卻在問我們每一個人：

「你說我是誰?」。親愛的

弟兄姊妹，希望今天這個問

題，在我們裡面是很真實又

深刻的。如果我們不認識耶

穌是誰，那我們講「高舉基

督，拓展 神國」就是空

話。所以，我一定要很清楚

的知道耶穌是誰，而且是對

我自己而言，耶穌到底是

誰？ 
 

   【編者註】：該文章為于弟兄
短視頻「對你而言，耶穌到底是

誰？」的文字稿，經後期編輯為

書面語的格式。該短視頻節選自

2019年 1月 20日主日信息「同

一腳蹤，拓展神國 (2)：『由基督

的啟示到國度的啟示』」。信息

視頻鏈接為：

https://www.svca.cc/video/2019012

0-Sunday-message.m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