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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神不喜悦 他作王，愿祂凭自己意旨待他。他若

继续作王，是出自神恩，并非他自己有什么强

处；他若不作王，是出自神，他完全顺受。他没

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挣扎，完全安息在神

的公义、信实、怜悯和慈爱中。他敬畏神，也信

靠神。 

我们常常坚持自己的意思、解释、拣选不放。

一旦自己的意见、解释和拣选被否定时，就失去

快乐，失去平安。我们常有自己事业的目标，家

庭生活的规划，一旦这些目标、生活规划遭到挫

折时，就失去信心。 

我们要敬畏神、信靠神，正如主耶稣求神挪去

苦杯时说，“然而不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

思。” 

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为满足、实现神的心意而

活着。并非是单纯地为自己的生活目标而活着。

因此，我们必须“舍己”（否定自己），敬畏

神、倚靠神！ 

“看哪，我在这

里，愿祂凭自己的

意旨待我……”（撒

下 15：25-27） 

叔叔 

1989 年 1 月 19 日 

大卫一生中充满了争战，也满了神的祝福。

他有过顺利、光明、得胜的经历；他也遭受过不

顺利的、失败的、甚至成为逃难之人的经历。正

如他自己所说，走过青草的溪水边，也走过死荫

的幽谷。在任何环境中，他坚持敬畏神、信靠

神。 

我们许多人，因有太多的顺利环境，没有经

历过生活的负面，我们的敬畏神、信靠神的基础

就显得十分不牢靠。一遇艰难，信心失去、喜乐

失去、光明也失去。大卫不是这样，在任何环

境，神就是他的神。环境虽改变，神没有改变，

他对于神的敬畏与信靠也没有改变。 

在他起意为神建殿时，神并不允，他就取消

此意。他深信，建殿是为神，不建殿也是为神。 

在他逃难时，他对撒督说到，他一面信靠

神，愿在神的恩典中再次回来；一面敬畏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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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

 

我过去常常想，成为基督徒，进天堂，比较容

易，只要“信”耶稣就可以；而要做一个好基督徒，

达到圣经上的要求，可难了。有些似乎做得到，但大

多数都做不到；有时表面做得到，但实际里面做不

到。 

圣经中的“道”肯定是要行出来，到底能达到

“行道”的路在那里？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

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

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本专题要和弟兄

姐妹一起探讨主耶稣所说的“到主这里来……轻省和

容易”行道的路。 

我父母、或兄弟姊妹、或至近亲属是牧师或是传

道人，所以我就是基督徒了； 

我在母腹中时，我母亲就是信耶稣的，所以我当

然就是信耶稣，是基督徒了； 

我丈夫生绝症，到处看病都看不好，被耶稣医好

了。我真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因祂救了我丈夫的

命，耶稣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 

我从小生长在基督教家庭，星期天跟着父母去做

礼拜，从来一次不脱，我圣经故事很熟，我也会祷

告，我是好基督徒呀！ 

我从小就在教会学校读书。学校里有圣经课、有

做礼拜。我现在只是太忙，没有时间上教堂，没有

时间读圣经、祷告，其实我是都懂的，难道我还不

算是基督徒吗？ 

有人说，我曾经在教堂参加唱诗班；我还做过教

堂的招待；我还捐钱给教堂过。 

       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帮助我很多，为

不辜负他们一番热心，我常常到教会来，也受洗成

为基督徒； 

       我很欢喜教会的气氛，大家很善良，所以我受

洗成为教会一员，可将孩子送到教会参加各种活

动，不致学坏。 

       我的女朋友常去教会，每次去过教会回来，对

我的态度很好，所以我认定教会是好的，我要加入

教会。 

 

 

在探讨本专题“行道”以前，我们先要理清一个

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

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林后 10：

7）：到底我已经属于基督了吗？我是如何属于基督

的？耶稣基督是太初就有的道（参约 1：1）一个人如

果还没有属基督，就谈不上如何行道。 

一、有些人自以为是属基督的，很可惜，还没有！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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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专题讨论连载（一）（续）   

                                                                                                                                                            王恩  

 

       有人认为基督教圣经中所讲到的道德很高尚，我很钦佩，愿意接受这种道德标准。 

        ……等等。        

总之，很多人以为只要和耶稣的名字或教会或基督教这些名词沾上一点边，就算自己是信耶稣，是

基督徒了，就以为自己是属基督的了，大错特错！！！ 

二、那么如何可以属基督呢？（一）——认识一下“亚当犯罪以后，全人类在神面前的光景”：人人都

是被罪性控制的罪人，罪使人与神（当然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隔绝，无法到神的面前。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 5：

12）；“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 

从[罗 5：12]，[附图一]，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人类祖先亚当犯罪（向神背逆，背约，何 6：7），

被罪性控制，连累子子孙孙都被罪性控制（称为旧人。旧人，是罪性的奴仆）。并且罪性通过旧人，控

制身子的欲望，使人顺从身子的私欲（参罗 6：12），不得不犯罪，以致与神隔绝（死亡）。 

所以亚当犯罪以后，全人类在神面前的光景： 

1、人人被罪性控制，“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

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12） 

2、“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赛 53：6）； 

3、“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西1：21；弗2：13；耶2：13，19） 

三、那么如何可以属基督呢？（二）——如何解释经上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 3：

12）？ 

常有人问一个问题，未信主的世人常有行许多善事，怎么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呢？ 

1、我们先站稳了（弗 6：14），我们必须认识所讲的“善”，是对谁讲的，也就是对谁的标准？

（参箴 23：1）我们不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是人，我是面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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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专题讨论连载（一）（续）   

                                                                                                                                                            王恩  

 
 
 

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

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利巴嫩的树

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作燔祭。万民在

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

们究竟将谁比 神、用甚么形像与 神比较呢”

（赛 40：12-18） 

2、惟有神是美善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

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

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

儿。”（雅 1：17）。对神说来，“我们都如羊走

迷，各人偏行己路”，我们走迷了，离 活水的源

头——神的美善。而所有离 神的善的人的善，在

神面前只不过是“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

都像叶子渐渐枯干。”（赛 64：6） 

3、什么是神的善呢？“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

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么呢？只要你行公

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

6：8）神的善，不仅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

的心”， 重要的是“与神同行”——以神为中

心。也就是说，神所要的“善”，是要我们以高举

神、仰望神、倚靠神、荣耀神为目的，愿意将自己

的意愿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 

4、“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 14：23） 

全世界的人，亚当的子孙，都是“在罪孽里生

的”（诗 51：5），本来就是处在“与神隔绝，与神

为敌的”光景之中，所以世人行的“善”，根本与

对神的信心无关，都是不出于信心的。所以就“顺

服神”这件事上，世人没有可能顺服神而言，没有 

 
 
 
 

“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以赛亚先知看见主坐

在高高的宝座上……有撒拉弗侍立……彼此呼喊

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

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

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

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赛 6：1-5） 

一次耶稣使用西门彼得的船讲道，讲完后，叫

西门下网打鱼，西门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

着甚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

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 ，……把鱼装满了两只

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

稣膝前，说，主阿，离 我，我是个罪人。”（路

5：5-8） 

从以上两个实例我们清楚一件事实：是的，当

一个人真正看见神，认识祂时，他（她）必定会认

识祂的圣洁，而肃然起敬；必定看见自己的败坏以

及人在神面前的不洁。 

主，求你将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务要认识

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何 6：3）  

主，祝福我们，拯救我们，“但要尊万军之耶

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

（赛 8：13） 

是的，伟大的神，创造天地的主，“谁曾用手

心量诸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

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陵呢？谁曾测度耶和

华的心？〔或作谁曾指示耶和华的灵〕或作他的谋

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

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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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专题讨论连载（一）（续）   

                                                                                                                                                            王恩  

可能凡事为了荣耀神的目标而行。相反地，我们所行

所为倾向于喜爱人的称赞；想方设法给人深刻的印

象；对我不合理的人生气等等。所以，“凡不出于信

心的都是罪。 

5、亚当犯罪以后，全人类在神面前的光景，神学

上有用“全然败坏”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1）摘自网站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

cn/%E5%85%A8%E7%84%B6%E8%B4%A5%E5%9D

%8F 

 “全然败坏（英语：Total Depravity，也称

Total Inability，完全无能力），是持该论者认为

‘基于圣经’的一个神学教义，认为自亚当堕落之

后，人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以弗所书 2:1），完全

没有能力选择跟随神，没有能力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

救主和主。《西敏斯特信仰信条》论到全然的败坏是

这样说的，‘因堕落在罪中，要行与得救相关的属灵

的善事，人在意志上已经完全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因

此，他既是属乎血气的人，心中完全与善为敌，死在

罪中，所以，他无法靠他自己的力量归正，也不能预

备自己归正。’” 

（2）http://hi.baidu.com/tzyhjh/blog/item/ 

2dd62503330328054bfb51ba.html

“当加尔文讲到‘人的全然败坏’时，所指的是

范围而不是深度。堕落对人的影响就是罪蔓延到人的

每一部分――他的思维，他的情感和他的意志。这并

不是说他必定是罪大恶极，而是说罪延及他的全人。

 

人性确实完全败坏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

无时无刻不在犯罪作恶，尽其所能败坏到极点。

因为上帝的律法在人的心中仍然有一定的功用

（罗 2:15）。这是上帝给人的普遍恩典：上帝

对一般人总是持一种恩惠的态度，他抑制个人和

社会的罪恶，使人具有通常所称的社会公德。所

以不可因为主张人的全然败坏，就完全地否定人

的一切社会美德。耶稣对那个割舍不得财物的年

轻人，仍然是‘看着他，就爱他。’（可

10:21）耶稣是从来都不会爱那些假冒伪善的人

的，这说明这个年轻人确实有一些值得嘉许的美

德（编者按：但人不可能靠这“美德”得救）。 

四、那么如何可以属基督呢？（三）——神预备

“出死入生”的救法（本乎恩）。 

        我听见有人说，基督教一天到晚讲人人都是

罪人，那么消极，似乎要将人打到十八层地狱，

使人永世不得翻身。 

哦！这诚然是大误会。相反地，神所以告诉

世人是罪人的目的，是因为祂爱世人，第一，要

让人知道罪恶的可怕的结果：罪恶使世人与永生

的神隔绝；世人今生得不到满足的喜乐，永远的

福乐；来生只能到远离神，没有宝血遮盖的地狱

去。第二，渴望世人能接受神预备救法，要拯救

世人，从罪恶（罪性以及罪行）中出来，与基督

联合得生命——“出死入生”，过着“我的心欢

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以神为

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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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专题讨论连载（一）（续）   

                                                                                                                                                            王恩  

 

哦！何等感谢神，神爱世人，“主耶和华阿，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诗 130：

3）；“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伯 11：11）；“世人蒙昧无知的

时候，神并不监察……”。神的公义使祂不能够以有罪说成无罪的，但神的慈爱与圣洁使祂不能不救我

们。“圣洁”，是指神是绝对完全毫无错误的，神绝对的完全使祂一定要拯救人。“神爱世人”，祂爱我

们爱到一个程度，要为罪人死。神为人类预备救主，差遣祂儿子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成为人类的救主，在十

字架上流血舍身，死而复活，完成了“出死入生”救法。哦！“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

作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主耶稣藉着死代表全人类脱离了“在亚当里”的旧人类，脱离了罪性的控制，主耶稣的死而复活， 了

“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类，祂是新造的人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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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道专题讨论连载（一）（续）   

                                                                                                                                                            王恩  

五、那么如何可以属基督呢？（四）——因着信，我们与基督联合得到新生命，属于基督了。 

1、本乎神的恩，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法，又如何成就在我们身上呢？ 

   因着信：在【神的救法图】里面，我们已经看过，主耶稣基督藉着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从“在亚

当里”出来，进入“在基督里”，完成了出死入生法。神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成了救法，完全是本乎神的恩

（一点不靠人的功劳，人可以白白得到），又是如何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呢？那就是因着我们的信！ 

2、什么叫作“因着信”？ 

    “信”就是接受，承认我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

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 1:12）； 

    “信”是“求告主名”，“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即包括“心

里相信与口里承认”（即信而认定）两方面。当我一求告主名，“主阿，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诚心诚意地

接受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我就与主联合（参林前 1：30），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得到新生命。 

3、“信”，不是外表、口头的形式，而是以心灵和诚实（也就是诚心诚意）来到主面前，“心里相

信，口里承认”，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重生我们。 

4、真正的“信”必然与基督联合，得救重生，“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

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 1：13）这人真正是属基督的了，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父神

是栽培的人。感谢主。 

赞美神，神为我们预备了“本乎恩，也因着信”的救法，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得生命，得以属基督！哈

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想想，“我是属于基督了吗，我是如何属于基督的？” 

（下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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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爱心的请求 （门 8-14） 
              恩印 

2012 年 6 月 6 日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

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母（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求你。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

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

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门 8-14） 

在当时的世代，一个奴仆的命运是何等的微不足道，阿尼西母不仅是使徒保罗心上的人，其实也是

被慈爱的天父所挂念和眷顾的。圣灵将温柔的爱倾倒在伟大的使徒心里，使他为着一个逃奴而向腓利门

有所请求，这难道不也是基督的请求吗？圣经的正典内能容纳这一卷书，岂不正是向你我彰显基督之慈

悲怜悯的心肠吗？正如马丁路德所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主的阿尼西母。” 

这卷简短的书信，不是要用高深的理论造就信徒，而是要作为一种具体的实例，使众教会可以从其

中得着造就和启示。使徒保罗的爱心、智慧、丰富灵命、神仆与信徒之间种种关系的真理，实在是对我

们 具体而实用的教训。 

从经文中我们看见保罗有几方面的优势促使腓利门答应他的请求： 

   1、使徒的权柄来吩咐合宜的事 ； 

   2、站在年长的位份上； 

   3、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 

      但保罗并没有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而是以平等的身份，请求腓利门接纳并包容阿尼西母。权柄虽可

叫人表面屈服，但仍不如爱心的请求，可以叫人内心乐意顺服。由人的内心所发出的爱，往往比外表的

权威更强而有力，保罗相信腓利门会用仁慈的方法，解决他们共同的问题。他温柔、谦卑的爱心是从基

督而来，为了追求和睦，为使众人受益，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中那伟大的生命可以激励每个上帝的儿女。 

        是的，在今天神的家里，我们会遇见许多的问题，家庭之间、同工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甚至我们

自身生命的情形，许多的事情要解决。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好呢？走一条什么路呢？愿主 我的心

窍，使我能体会基督的心肠，存心谦卑的在主的面前，使一切所行的不照自己的意思，使一切所作的都

是出于甘心，靠着基督，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与侍奉。惟愿施恩的主照着我心中渴慕的良善成就。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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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成死亡的果子来，就是与神隔绝。所以，雅

各提醒我们，在面临各种我们认为不合神心意的

情况下，不要凭自己的意思说话，要安静听圣灵

的意思和引导；不要活在律法之下，应该活在恩

典之中；不要体贴肉体，应该体贴圣灵，随从圣

灵的引导，“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

的动怒。”（雅 1：19）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

诚是虚的。”（雅 1：26） 

祷告：主啊，感谢你，使我知道人的怒气不

能成就神的义，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自己，使我

不活在属肉体的景况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二） 
 

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

神的义（雅 1：20） 

恩成 

            2012 年 4 月 6 日

在这节经文中，讲到人的发怒，可能不是因

为别人对自己的伤害和欺压，也不见得是因为自

己的财产被别人抢掠与霸占，也并不一定是因为

自己的名誉被别人侮辱与践踏。这里人的发怒是

泛指当我们看到或面临一些我们所以为不合神心

意（也即不合神律法要求）的人、事、物时，想

用人的怒气（在这里特别是指用定罪言语），来

达到成就神的义。 

    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就是神所喜悦的善

行。 

    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所喜悦的行为，成就

是什么意思呢?“成就”，就是达成、完成、作

成。人的怒气不可能达成、作成神所喜悦的善

行。 

    为什么人用自己的怒气，不能达成神的义

呢？因为当人用自己的怒气的时候，是属肉体

的，是活在自己的里面，想靠自己的力量，用自

己的方法（在这节经文中特别是指想靠自己的言

语）来达成神的义，这条路不仅是不通的，且是

神所憎恶的（参罗 8：7—8节）。正如[罗 7:5]

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

恶欲，在我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因此，当我们活在肉体之中，用人的方法，靠人

的能力来达成神的义，不但不能成就神的义，且 

阿姨，主内平安， 

虽然我信主十多年了，但是一直都是活在苦

苦的挣扎中。心中想做好，就是做不好，都是失

败。在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是靠自己做好，我初

信主时，接受的道理都是要我怎样为主，结果感

到越来越失败。与内人常常有分歧。现在回想起

来，都是骄傲所致。我们彼此相争有五年之久。

直到两年前，一次早祷时，神的光再次照在我心

中，使我再次看到一切的痛苦都是彼此发怨言所

致。以后我就努力远离这些事。神也让我知道，

祂赐给我的都是 好的，妻子是 好的，儿女是

好的，祂让我有知足的心，“知足加上敬虔的

心，便是大利了。”在这两年中，我亲身经历了

神在我身上的三层次的改变：从努力就有收获；

而到主啊，求你救我；再到与主同行， 大的恩

赐是神的爱。从自己的努力到等候主，与主同

行，就是顺从主在日常生活的安排，仰望祂，等

候祂，默想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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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续）  

亚当堕落失神恩 

毫无良善存吾身 

血气情欲满污秽 

贪婪骄奢自为尊 

假冒为善无公义 

敬拜事奉意不诚 

全然败坏谁能救 

主死十架我可生 

醒梦 

2012 年 6 月 10 日 

       当我在这个问题上徘徊前行的时候，感谢神，我看

到了“新生命课程 26 讲”，我经历的改变得到了印

证，让我的信心再次得到坚固，深信与主同行一定能

达到，天国的生活今世就能实现。我现在和比较同心

的弟兄姐妹，常在一起追求走在“一切让耶稣在我身

上做，不要自己做”的正确道路上。我们实在需要天

路上的引路人，真正的牧者。愿天上的神，我主耶稣

基督和住在我心里的圣灵，引导、带领我们能和王阿

姨在一起交通。在“与主同行”的路上，我们有很多

问题要问。阿门。 

一位河南读者 

亲爱的阿姨: 

谢谢您的教导，读了廿年的圣经，当困难来了，好

像没有信主一样。我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我不

敬虔，犯罪得罪神？还是主没有垂听我的祷告？经过

阿姨一点一点的教导，慢慢的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

里。我老是拖着主耶稣与我一起走来帮我，而不是全

然顺服主，让主来做。感谢您的教导，调转我的心思

意念。这是神对我极大的怜悯。感谢主，主还是伸手

将我从地的深处拉上来。  活在“好的，一切都是好

的， 感谢主的恩典， 愿荣耀归给主”光景中，多轻松

啊。 

台铃敬上 

2012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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