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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of	  Sermon：2010 年 	  十一月 21 日 	  

蒙恩的知足者（六）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經文 

腓立比書四章 11-13 節：「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

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我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前言 	  
陳致中曾是總統之子，他這特殊身份使得他的召妓事件成為眾所矚目的新聞。基督徒因是上帝

的兒女，因此有這特殊身份的基督徒的犯姦淫也就成為萬有矚目的對象。基督徒的姦淫行為顯

於在基督十架之外求救贖，不認基督是他的救贖主。主耶穌教訓門徒必須對他的救贖大工表現

出絕對的態度，論述須絕對精準，態度須絕對肯定。這絕對性的生命乃表現在絕對相信所傳之

上帝的道，也絕對相信這道可以攻破人一切的營壘，同時建造人，使人得生命。 

世界上各宗教系統皆固若金湯，但最堅固者當屬受啟示的宗教，如基督教、猶太教與回教。各

位弟兄姐妹當瞭解我們這宗教性的特質，若信的對，將信得很硬實，與父上帝和主耶穌會越信

越親近，但若信錯了，也就會錯得硬頸，越信越遠離上帝。主耶穌的門徒在猶太系統下成長，

長年受舊約律法薰陶，故知這系統堅固的實際。他們深知，當他們向這系統出擊時，必會受到

自己同胞巨大的反彈力道，包括詆毀、指控，甚至唾棄等待遇。更可怕的是，最強的反彈力道

可能從自己最親密的親戚發出，可見門徒傳揚福音時的心理承受著極大的煎熬。 

門徒將寶貝顯於人，人卻拒絕之，主耶穌稱這拒絕叫做「得罪」（路 17:4）。被拒絕的滋味不好

受，尤其是好意受拒，幾次下來則不再為。但主耶穌說，「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轉，

說：『我懊悔了』，你總要饒恕他。」這在天然人看為甚難的事，在屬天之人必能。然而，門徒

對這屬天生命顯然並不熟悉，聽了耶穌這話之後，立即表現出天然人那難為的本性，他們故而

向耶穌求信心（路 17:5）。多數人認為門徒這祈求是件美事，但根據主耶穌以芥菜種與僕人服

事的比喻回答這求來看，卻在責備門徒這求。我們看到，芥菜種比喻的重點在於信心的有無，

而接下來的僕人本份的教訓也在強化擁有信心這事。 

主耶穌言下之意在說，凡屬他的門徒必具有這信心，他們既是他的門徒，這求就不合哩，因為

他們已經有了。那，這（天上而來，或他所賜的）信心顯在何處？有怎樣的功能？從第 16 與

17 章來看，這信心有饒恕的功能，有擊毀（律法而生的剛硬系統）的功能，憎惡在人面前自稱

為義的功能。不僅如此，這信心可在十分之一的福音傳揚報酬率情況下（十個大麻瘋之事），依

然喜樂地事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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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姐妹，主耶穌這責備給了我們極深的思想。請大家想一想，絕對者所生的人居然沒

有信他的絕對性，這樣合理嗎？那，我們有這絕對性在我們裏面嗎？我們是否具有擊毀人所有

的堅固系統的信心？或問，我們喜歡或認可這絕對性我們裏面嗎？  

離棄了起初的愛心  

我們的饒恕須有如主的饒恕一般，人七次回轉，我們總要饒恕他。主耶穌說，我們不饒恕回轉

的人的原因乃是我們離棄了起初的愛心（啟 2:4）。啟示錄第二章明言，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的

人在福音事工上是身經百戰的人，他們為主的名勞苦並不乏倦，常忍耐，不能容忍惡人，且看

得出假使徒來，但是當他們服事遇及瓶頸便開始對人冷淡，沒了愛心，不再關愛七次回轉的人。

主耶穌對忠心勞苦之人依然以公義對待之，他不會對其不切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而責

備他，要他在那裏墜落，就要在那裏悔改。我們華人基督徒長久即缺乏這樣的絕對性，靈恩派

這時又來攪和，使教會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請大家再仔細聽這些話。未認清主耶穌是絕對者的人，無論是誰絕對不可能在他裏面知足。我

們不要以為，知識豐富的人因通曉各家思想便在知識方面知足，若他不認識主耶穌的絕對神性，

即便他可四平八穩地寫出篇篇論文，充份研究「饒恕」、「悔改」、「上帝的後嗣」等主題，甚至

可以批判靈恩派的錯誤，但是他可能自己完全不明白上帝奧秘的智慧。 

「知足」是今日遺忘的信息 

基督徒知足應該不是難事，然許多基督徒的生活卻不是這樣。一個人已難知足，夫妻二人更難

同心知足。由於「知足」的信息早被教會遺忘，以致於基督徒自以為在上帝豐富的恩典中，卻

無知於自己恩典的貧乏，尤其是有規模或有錢人多的教會。當聽到「知足」一詞，你腦海閃過

什麼？是否是退休之人說的事？是衣食無缺的人說的話？又，世人努力工作為要從不滿足達到

滿足，即不滿足現況是世人工作的動力，那基督徒會不會以「知足」為藉口而因懈怠，不殷勤

作工？可見，「知足的人生」不是基督徒想要過就可過的的人生，它須要經過我們更深的思想探

討才能明白。這是基督教的奧秘，是基督徒與世人不同的地方，前者殷勤作工，因為他知足，

後者殷勤作工，因他不滿足。 

歡喜做人  

人雖自傲，但卻不歡喜做人，因為做人實在太辛苦了。基督徒若也認為如此，那比世人更為悲

慘，保羅說：「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 15:14）

我們若不喜樂作基督徒，或說喜樂做人，基督的復活對我們有何意義？我們與主永同在又有何

喜樂可言？而喜樂做人，或說喜樂作基督徒的秘訣就在知足。也就是說，知足的基督徒乃是喜

樂作基督徒的人。 

前輩論知足 

讓我們先聽聽前輩們如何論知足（原文見篇末）： 

l Jeremiah Burroughs (1600-1646)：「知足的基督徒的靈魂狀態是甜美的、內鍊的、靜穆的、

充滿恩典的，且完全自由地順服在父上帝以其智慧所賜的各樣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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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rthur W. Pink (1886-1952)：「一個知足的人絕不埋怨他所處的環境與情況，若環境不佳，

他仍感謝不是在更糟之下。他喜悅上帝依然眷顧著他，不祈求上帝賜下超過這不佳環境下

的幫助。」 

l Richard Greenham: 「一個不知足的人從未感受到上帝的愛，或從未嚐過罪得赦免的滋味。」 

l Joseph Hall (1574–1656):「知足是安穩的果子，不去奢望所沒有的。」「我以感恩的心享

受所擁有最好的事物，卻知足於所沒有擁有的。」 

l Thomas Gataker (1574-1654): 「知足者有一顆宗教的心，不知足者的心智則是非宗教的。」 

我們論知足 

以上每位先進論「知足」都有其獨到之處，那我們的「知足」觀為何？當我們聽到保羅說，「我

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心中卻偏愛「豐富」、

「飽足」、「有餘」等字眼，卻掩耳不理會有關「卑賤」、「飢餓」、「缺乏」等的信息。於是，當

有所缺時，口舌馬上埋怨上帝。若我們只認局部聖經，又自我激勵說那是上帝的話，照著祂的

話禱告必就不致落空；再加上，我們真的看到有人這樣禱求而得所求，於是學樣去作，以為自

己亦可得豐富。但片面的理解聖經，受虧損的至終是我們自己。 

由於，我們求豐盛之念的作祟，當看到有人處缺乏時，即刻慫恿他大膽地向上帝求，促其作出

超過自己能力範圍的事，心卻因此深藏著不滿足，以致為得豐富而汲汲營生，置不該置的產，

買不該買的物。好多時候，我們也無知地為有缺乏的基督徒禱告，盼求上帝早使他脫離之，諸

不知，上帝正在熬練他。請大家相信上帝的作為，並記住詩 89:14 所言，「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

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 

幾問 	  
請問弟兄姐妹： 

(1) 天父養活不種也不收的飛鳥，卻使祂的兒女卑賤，飢餓與缺乏，難道這其中沒有上帝的智

慧？ 

(2) 若我們的人生只有豐富，飽足，有餘的話，這是智慧的人生？ 

(3) 如果耶穌過的是天天有枕頭的生活，我們會對他有怎樣的想法？請不要忘了，耶穌是人，

他會餓、會渴、會累，他須要枕頭好睡眠來補充體力。 

(4) 基督徒看到上帝對他不變的愛是在他不變的景況下，還是在多變的景況下看得比較清楚？ 

「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因此，保羅的這句話，「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顯出極強的屬靈力量。有人稱這句話

是最簡潔、最謙和的金句，好像一顆 D 級鑽戒，體積雖小，卻價值非凡。事實上，這句話曾經

激勵過許多教父，督促他們學習保羅是如何做到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無庸置疑地，一個知

足的靈魂必是飽有上帝恩典的靈魂，最高等級基督徒的人生寫照。我們可以這麼說，基督徒若

未學到知足，他還不能算是真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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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當知足  

是的，「知足」是所有人都當學的功課。尊貴之人與富人當學之：我們總以為富人當感謝上帝的

賜予而謙卑，不得驕傲，然富足的基督徒要學的卻是知足。富人有資產卻不知足，還是會想要

賺更多的錢，就好像喝酒的人，越喝越渴，越喝越不滿足。不知足的富人總是時常加大他的保

險櫃，不斷努力地填滿它，填滿了，再加大，週而復始。 

富人常帶著某些聲望，他們總駕著別人掌聲與簇擁的帆行走人生道路，但當這些稱讚聲沒有了，

帆不再揚了，他們開始感到不知足。哈曼是何等尊貴的人，他的地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但卻因末底改不向他下跪而不知足，心中充滿怨恨，甚至欲殺光整個以色列族才能消其心中之

恨。歷史證明，欲得世上榮耀者甚少不靠流血來止其癢。尊貴者或在錢財或名聲上知足，但還

是會在關係上不知足。常享尊貴的人也常是煽風點火的人。約伯的妻子是尊貴者之妻，卻會對

約伯說，「你棄掉神，死了吧！」（伯 2:9）子女也會引起不知足。我們不是常看到，母乳養出

毒蛇？曾吸過母親奶水的人，卻繼續吸她的血嗎？父母養葡萄，卻常養出荊棘。子女像隻玫瑰，

有其芬香時，但多時卻是充滿著刺。 

窮人當知足  

窮苦人亦當學習知足。知足對窮苦人而言亦是難學的功課，因生計遇到困難，資產一夕無存，

在這樣的景況下知足是何等困難的事？聖經所謂「我們的生命」意指活下去的方法，因那方法

使生命得著力氣。猶記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女人（路 8:43），聖經說，她在醫生手裏花盡了她一

切養生的，這意思是，她用盡了一切賴以維繫生命的方法。知足真是難學的功課，但在貧乏中

過知足的生活卻是極美的事。 

亞當與天使不之足而墮落  

知足是個難學的功課。墮落的天使沒有學會，所以牠們才不守本位；人類的始祖也沒有學會知

足，他曾穿著純潔之袍，但還是認為人的地位太低，須要如神般才是對的，所以他們才不滿足

園中所有的食物，而奢想那一株使他們全知的樹果。人在無瑕疵時難學知足，在有罪的世界裏

學之豈不更難，幾近不可能，但保羅卻說，「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聖靈的果子：一無罣慮 	  
首先，學會知足於各景況就是要「一無罣慮」，「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腓 4:6）「罣慮」字根之意為將心切成一塊一塊的，這比喻

罣慮之人的靈魂乃處在極度分心的狀態，這樣的人就是主耶穌口中「為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

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的人（太 6:25）。但，詩 37:5 說：「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

他，他就必成全。」 

基督徒要做的是「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而上帝要做的是「顧念」我們，解決我們的憂慮。

若我們將憂慮掛身，這豈不意謂我們不相信上帝會做祂要做的。罣慮喫喝穿的基督徒，有的不

滿意上帝現今所賜，有的則不相信上帝可賜，以及不相信基督是萬有之主，不信他是死人並活

人的主，也不信基督是坐在上帝寶座右邊的王。上帝對這樣的基督徒的警語是，「他們吃飯必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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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喝水必驚惶」（結 12:19）。 

當基督徒太過關心或罣慮自己的生活當如何時，他便傳遞出一個信息就是，他不相信天父上帝

和主耶穌的護理，以為上帝坐在天上寶座不會管理地上的人事物，是個安靜不作工地上帝。這

是對上帝極大的不敬，故基督徒不信的記號之一就是「罣慮」。 

親愛的弟兄姐妹，為什麼我們將喫喝穿等事交託給上帝，及交託給主那麼困難？我們該問，保

羅一無罣慮的人生的祕訣是什麼？保羅說，他已經學會了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也就是

說，「學會，have learned」是一個人能得著知足必經之路，學為知足之本。 

[註]： 

Jeremiah Burroughs: ”Christian contentment is that sweet, inward, quiet, gracious frame of spirit, 

which freely submits to and delights in God’s wise and fatherly disposal in every condition.” 

Arthur W. Pink: ”Instead of complaining at his lot, a contented man is thankful that his condition and 

circumstances are no worse than they are. Instead of greedily desiring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supply of his present need, he rejoices that God still cares for him. Such an one is “content” with such 

as he has.” 

Richard Greenham: ”They never felt God’s love, or tasted forgiveness of sin, who are discontented. ” 

Joseph Hall: ” Contentment arises either from the fruition of all comforts, or from not desiring some 

which we have not. ” ” I have somewhat of the best things. I with thankfulness enjoy them, and will lack 

the rest with contentment. ” 

Thomas Gataker: ”A contented mind argues a religious heart, and a discontented mind argues a 

irreligious hear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