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8年⼗⼀⽉4⽇ 

基督徒阿們的⼈⽣：造就⾃⼰與保守⾃⼰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文
猶⼤大書第20, 21節:「20親愛的弟兄阿!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裡禱告,21保守
⾃自⼰己常在上帝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直到永⽣生。」

前⾔言
聖經書卷的安排有其⽣生命的邏輯。讀完舊約的⼈人, 施洗約翰對耶穌的⾒見見證就是他理理解舊約精意
的驗證; 讀完符類福⾳音的⼈人, 接受約翰福⾳音的基督就是他的驗證; 讀完保羅書信、研究保羅神學
透了了的⼈人, 腓利利⾨門書就是他⽣生命的驗證, 看他的⽣生命是否可以接納曾經是他的奴隸卻不辭⽽而別
的阿尼⻄西⺟母。⼀一個讀完整本聖經的⼈人, 猶⼤大書就是他⽣生命的驗證, 看他是否恪守這書所寫。

猶⼤大書猶如新約的智慧書, 我們甚⾄至可以說猶⼤大書是整本聖經的智慧書。猶⼤大書短短25節經⽂文
包含了了⽗父上帝, 主耶穌基督, 聖靈, 聖徒, 聖潔天使長米迦勒勒, 魔⿁鬼, 惡惡⼈人(該隱, 巴蘭蘭, 可拉), 不守
本位, 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等所有位格。猶⼤大書除了了題及善惡惡正邪所有位格, 同時也論述過去, 
現在, 以及未來來的事, 且亦論世上與教會的事。猶⼤大書⽤用之正⾯面詞語讓⼈人欣喜, 但其中負⾯面詞語
卻讓⼈人⼼心驚, 難以站立。

舊約智慧書的主調常定於起⾸首經⽂文, 如詩篇之「不從惡惡⼈人的計謀, 不站罪⼈人的道路路, 不坐褻慢⼈人
的座位。」(詩1:1) 箴⾔言之「敬畏主是知識的開端」(箴1:7), 傳道書之「虛空的虛空, 虛空的虛
空, 凡事都是虛空。」(傳1:2) 今天我們所讀的這段經⽂文, 按其意義應該早早出現在新約書卷中, 
成為基督徒常態性⽣生命追求的標竿經⽂文, 因為其中闡明⽗父上帝與我們的關係, 基督與我們的關
係, 聖靈與我們的關係, 但這段經⽂文卻是寫在聖經尾卷書內, 並以勸誡式的「親愛的弟兄阿! 」
⼝口吻表達, 為什什麼? 因為這兩兩節聖經是(讀完整本聖經後)成熟, 有豐富屬靈經驗的基督徒很容易易
輕忽的事。由於成熟基督徒太熟悉屬靈的事了了, 以致於⾏行行事皆以經驗為之, ⽽而罔顧當下該與聖
⽗父, 主耶穌基督, 以及聖靈之活潑的關係。

我們看猶⼤大書後的啟⽰示錄的七教會, 將不難發現基督的稱讚與責備端賴於各教會是否遵⾏行行這兩兩
節經⽂文, 甚⾄至是否認真地看待整卷猶⼤大書。

⾄至聖的真道 (most holy faith)
使徒說題及「⾄至聖的真道上, in your most holy faith」, 造就需根植於此。 “真道”是“faith”, 是⾄至
聖的誡命, 可使我們成聖的真道, 基督向⽗父禱告說:「求祢⽤用真理理使他們成聖, 祢的道就是真
理理。」(約17:17) ⼤大家要認識清楚, 唯在⾄至聖的真道上所造就出來來的⼰己, 對弟兄姐妹之親愛的⾏行行
為才是真的, 與弟兄姐妹的連結才是屬天的連結, 才真正履⾏行行基督之彼此相愛的命令。我們需
在信仰的教義上造就⾃自⼰己, 建立在使徒與先知所建立的根基與教訓上。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我們持守在信仰中, 不得失落落。要知道, ⼈人是動性的活
物, 他可向善, 但也可能向惡惡的⽅方向⽽而動。我們若若不往善的⽅方向⽽而⾏行行, 必然失去已經擁有的善。
建造房屋若若半途⽽而廢, 不建了了, 那麼那已經建好的部份必將朽壞。請⼤大家回想⾃自⼰己第⼀一次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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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的情況, 那後退的步伐或許僅是⼀一⼩小步, 或許是⼀一個不經意的思維使得其他事填補我們
的內⼼心, 我們卻不知道已經流失了了許多恩典。

基督特別強調“⽗父⽤用真理理”使我們成聖, 使徒特別強調“⾄至聖的”真道, 這兩兩句句話已否定⼀一切次級的, 
屬地的, 假想的, ⾃自私的, 甚⾄至⾃自造安全的道, 因為唯有⾄至聖的真道才可以聖化基督徒的⽣生命。
今⽇日講道者傾向傳講不使⾃自⼰己被會眾丟⽯石頭的安全的道, 講道者的⼼心態已轉為將上帝的道提供
會眾作為⽣生命的參參考, 愛聽也好, 不愛聽也無妨。講道者以為明天還有機會講道, 他還需要會眾
聽他講道, 以致講道內容與態度朝彼此不衝突的⽅方向進⾏行行。然, ⾄至聖的真道是講給罪性依存的
義⼈人聽的, 當⾄至聖的真道與罪⼰己的道兩兩者⼀一碰觸, 必產⽣生衝突與對抗, 就如雅各與基督在雅博渡
⼝口摔⾓角ㄧ樣, 這是避免不了了的事。⾄至聖的真道⼀一講出來來, 必然使聽道者更更親近主, 或使聽道者因
此遠離主, 這兩兩極化的果效也是避免不了了的事。

造就⾃自⼰己
使徒之“造就, building up”⼀一詞的意義是⼀一個⼯工程⼀一旦開了了⼯工就必須完成它, ⼀一棟樓樓房開挖了了第
⼀一把⼟土, 立下了了第⼀一根樁, 就必須繼續建造直到整棟樓樓建好為⽌止。所以,「造就⾃自⼰己」就是當我
們決定成為基督徒之後, 就要⽮矢⼒力力掙得天上的財寶, 建造⾃自⼰己在天上的住處, 付上當有的努⼒力力, 
增加⾃自⼰己屬靈的資產。造就⾃自⼰己乃是向上建造⾃自⼰己, 我們必須努⼒力力好有屬靈的成長與堅忍。

使徒之「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是個現在進⾏行行式, 即要我們不能滿⾜足於既得的(真道), 當在
已得的基礎上繼續慕道, 加深與加廣地認識真道; 這句句話成為我們屬靈⽣生命的動⼒力力。使徒彼得
說我們是活⽯石(彼前2:4), 活的就不是死的, 是會動的。保羅說, 當我們已經接受了了主基督耶穌就
當“遵他⽽而⾏行行”(⻄西2:6), 或說與他同⾏行行, 只有活的⼈人才能同⾏行行, 以⾏行行動活化真⽣生命。使我們成聖的
主, 若若沒有我們的回應, 我們必不能成聖。

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
使徒向基督說了了⼀一句句信⼼心的話,「求主加增我們的信⼼心。」(路路17:5) 基督徒的信⼼心乃是在信⼼心
不⾜足下求主加增信⼼心, 所以, 基督徒的信⼼心乃是得著未來來要得的, ⽽而不是緬懷過去已得的。凡倘
佯或緬懷過去的成功, 安於既得⽽而不再奮⼒力力向前, 這是⼀一個沒有信⼼心的⼈人; ⼀一個以為⾃自⼰己已經夠
了了的⼈人必停滯不前, 這樣的⼈人必將失去已有的。麥⼦子種於⽥田中必⽇日⽇日長⼤大, 若若收在倉內則是死
的。看看使徒保羅, 他說:「13弟兄們,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了,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
後, 努⼒力力⾯面前的,14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來得的獎賞。」(腓3:13-
14) 使徒不安於已得的。 所以, 基督徒顯出的真就是不間斷地向前, 越近⾒見見主⾯面時刻, ⼼心越是殷
切, 當知道⾃自⼰己應是「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 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彼後1:11)

彼此造就
這裏的「⾃自⼰己」也可以翻譯為「親愛的弟兄彼此造就」, 保守⾃自⼰己在⾄至聖的真道中的⽅方法就是
與其他基督徒的團契。所羅⾨門說:「⼆二⼈人同睡, 就都暖和, when two lie together, they have 
heat。」(傳4:11)基督徒本就不是獨孤⼀一⼈人, ⽽而當與他基督徒同得福⾳音的好處, 正如保羅說他⾃自
⼰己,「凡我所⾏行行的, 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林前9:23) 這樣同得的
⽣生命就是基督所說的愛⼈人如⼰己, ⽽而「愛⼈人如⼰己是律律法和先知⼀一切道理理的總綱。」(太22:40) 是
的, 好的同伴可以保守⾃自⼰己, 不懈慢地走在成聖的道路路上, 不致被異異端擺來來擺去。

當然, 我們與⼈人同得和我們愛⼈人之前, ⾃自⼰己必須先造就⾃自⼰己, 先有⾃自⼰己屬靈的資產, 這樣才能造
就親愛的弟兄,「彼此勸慰, 互相建立。」(帖前5:11; 參參來來3:13; 10:24-25) 孤芳⾃自賞的基督徒必
不如在團契裏的基督徒那般有精萃的⽣生命。箴⾔言1:5節說:「使智慧⼈人聽⾒見見, 增長學問, 使聰明⼈人
得著智謀。」(箴1:5) “學問”與“智謀”乃是關乎耶穌基督, 因為他是上帝的道。彼此造就的過程
中, 有些是⾃自⼰己親愛的弟兄, 有些則不是⾃自⼰己親愛的弟兄, 是分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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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自⼰己
我們先解釋各語詞的意思。

上帝的愛: “造就⾃自⼰己”和“在聖靈裡禱告”談的是責任, ⽽而“保守⾃自⼰己”和“仰望主耶穌基督的憐憫”談
的是恩典。“保守⾃自⼰己”⼀一如“造就⾃自⼰己”含有彼此保守的意思。談到“保守”, 彼得說我們是「因信
蒙上帝能⼒力力保守的⼈人」(彼前1:5), 也就是有上帝的恩典, 在上帝的愛中的⼈人。談到“愛”必然是雙
向的, 也就是, 蒙上帝能⼒力力保守, 在上帝的愛中的⼈人必然是具體回應上帝的愛的⼈人, 這樣的⼈人必
隨著年年⽇日⽽而加增對上帝的愛, 深化對上帝的愛, 即便便經歷上帝各樣的試煉, 對上帝的愛反更更深。

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基督將永⽣生賜給⽗父所賜給他的⼈人(約17:2), 當他再來來時, 必將這些⼈人接到他
那裏去(約14:3), 故我們仰望的對象是主耶穌基督。請注意, “仰望”乃是盼望得著憐憫的具體⾏行行
動。舊約的仰望上帝, 如詩篇42篇的「我的⼼心哪! 你為何憂悶? 為何在我裏⾯面煩躁? 應當仰望上
帝, 因祂笑臉幫助我, 我還要稱讚祂。」(詩42:5,11) 亦如以賽亞書的「21你們要述說陳明你們

的理理, 讓他們彼此商議。誰從古時指明? 誰從上古述說? 不是我主嗎? 除了了我以外, 再沒有神; 
我是公義的上帝, ⼜又是救主, 除了了我以外, 再沒有別神。22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 就必得救, 因為
我是上帝, 再沒有別神。」(賽45:21,22) 

到了了新約之後就是仰望主耶穌基督, 希伯來來書的作者說:「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
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了⼗十字架的苦難, 便便
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來來12:2)

直到永⽣生：永⽣生指的是我們在天上的喜樂, 或是指永遠的榮耀, ⽽而其基本條件就是,「在⾄至聖的
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裡禱告, 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

保守⾃自⼰己就是恐懼戰兢作成得救的⼯工夫
屬天的⼀一切皆出於上帝, ⽽而上帝賜下這屬天的⼀一切的對象是我們。保羅說, 在我們⼼心裏動了了善
⼯工的是上帝, 上帝⼀一旦動了了善⼯工必成全這⼯工, 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1:6)。彼得說, 上帝在基督
裏召我們得享祂永遠的榮耀, 等我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我們, 堅固我們, 賜⼒力力量量給我
們(彼前5:10)。希伯來來書的作者說, 耶穌是將真道賜予我們的創始者, 他也必是使我們得真道的
成終者(來來12:2)。我們有了了以上認識之後, 就知道要“保守⾃自⼰己”在上帝的恩典中, 因此必須「恐
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因為你們立志⾏行行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行, 為要成就祂的美
意。」(腓2:12b,13) 

胎兒在⺟母腹中受⺟母體之賜⽽而活, 但當胎兒出了了⺟母腹, 呱呱落落地的那時刻, 有了了⾃自⼰己的⽣生⽇日, 便便開
始了了屬於⾃自⼰己的⽣生活, 雖然她依舊在⺟母親的照顧之下。同樣的道理理, 上帝賜了了恩典, 但我們必須
有所回應才算蒙了了主恩, 必須以⾏行行動來來表⽰示我們蒙主恩的事實, 這些⾏行行動必有堅忍, 這乃是我們
作成得救的⼯工夫的必須。上帝成就萬事是不錯的, 但祂的成就⽅方法在我們⼼心裏運⾏行行, 卻也在我
們⾝身旁看我們的⾏行行動。沒有⾏行行動回應, 靜置不為的⼈人, 即便便他有再多的禱告也是沒有⽤用的。

我們蒙恩的⼈人為什什麼必須保守⾃自⼰己? 
“保守⾃自⼰己”意謂著兩兩件事, ⼀一是, 承認我們的罪性依存, 容易易叛離主; 另⼀一是, 承認魔⿁鬼對我們是
不友善的。上帝說「這百姓喜愛飄流,...⼼心裏迷糊..., 竟不曉得我的作為。」(耶14:10a; 詩9:10) 
“⼼心裏迷糊”的英譯是“they err in their heart, 在⼼心裏犯錯誤”。聖經不時地提到屬主的百姓在愛、
信⼼心、順服等⽅方⾯面退步的事, 有的⼈人「被定罪是因廢棄了了當初所許的願」(提前5:12), 有的⼈人是
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了」(啟2:4)。

第 �  ⾴頁 (共 �  ⾴頁)3 5



安逸之危
⼀一個在安逸中的⼈人因習慣了了安穩必定鬆懈⾃自⼰己⽽而不再儆醒, 假想地以為不再有暴暴風惡惡雨。基督
徒共同的經驗是, “保守⾃自⼰己”最強的時候是在初始信主, 渴慕聖經時, 因為要急急地確定⾃自⼰己是
否得著上帝的救恩。但當經過多次聽道與熟悉聖經, 確認得著上帝的恩典之後, 那初始對律律法
的懼怕便便漸漸消退; 很⾃自然地, 便便不再那麼努⼒力力來來保守⾃自⼰己的⼼心。基督責備老底嘉教會,「你說
我是富⾜足, 已經發了了財, ⼀一樣都不缺, 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啟
3:17) 今⽇日教會牧師勤勤於建堂, 因這是個可看得⾒見見的⽬目標, 可輕鬆地讓會眾有⽬目的的聚會, 然⼀一
旦建築體完成了了之後, 教會已經沒有傳道的重⼼心了了, 教會變得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
的。牧師將他最精華且頭腦最敏銳的時光致⼒力力於會朽壞的建物, 到年年老時將⼀一無所有。

⼈人是善變的活物。上帝說:「以法蓮與列列邦⼈人攙雜, 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餅。...以法蓮好像鴿⼦子
愚蠢無知。」(何7:8,11a) 餅的⼀一⾯面或許煎得香, 但是在沒有翻過的那⼀一⾯面卻還是原來來的麵團。
上帝的兒女在卑卑賤, 飢餓, 缺乏時的表現是⼀一個樣, 謙卑卑且勤勤於禱告, 但在豐富, 飽⾜足, 有餘時⼜又
是另⼀一個樣, 驕傲且捍護財富。保羅說他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或卑卑賤, 或豐富, 或飽⾜足, 
或飢餓, 或有餘, 或缺乏, 皆然(⾒見見腓4:12)。我們需在各狀狀態中皆與主同⾏行行, 登⼭山時或下⼭山時皆需
學習。我們墮落落的罪性常在陰暗處隱藏其⾜足跡, ⼈人對於可識別的敵⼈人易易舉起防衛的盔甲, 但四
境安和時便便開始⾃自我感覺良好。以利利亞⼀一⼈人可敵擋400個巴利利先知, 但卻懼怕⼀一⼈人(王上
13:4,19); 第四世紀的Meletius主教勇於對抗異異教徒, 但他卻是亞流派思想的推廣者。

再看看羅得, ⼤大衛, 以及和彼得。羅得與亞伯蘭蘭分道揚鑣之後, 就住在約旦河直到瑣珥的全平原
中, 聖經記這地如同主的園⼦子, 也像埃及地(創13:10)。這塊地僅羅得這⼀一家⼈人居住其中, 可想⽽而
知地, 居地舒適的結果就是失去打仗的本領。⼤大衛對⾃自⼰己在洞洞穴裏悄悄地割下掃羅外袍的衣襟
⽽而⾃自責不已(參參撒上24:1-5), 這樣虔誠的⼤大衛得了了王位, 在四境安穩之時卻犯下殺⼈人奪妻之罪。
彼得對基督拍胸脯說:「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 我卻永不跌倒。」基督卻對彼得說:「我實
在告訴你, 今夜雞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認我。」彼得說:「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 也總不能不認
你。」(參參太26:31-35) 結果他是⾨門徒中第⼀一個不認主的⼈人。

撒但深知⼈人是個善變的活物, ⼀一個⼈人⼤大發熱⼼心, 終有⼀一天會感到疲倦, 撒但會等到那⼈人跑得沒氣
了了, 就在那時候給予⼀一擊。猶⼤大是⾨門徒, 撒但看⾒見見了了, ⾏行行邪術的⻄西⾨門受洗(參參徒8:9-24), 撒但也看
⾒見見了了。撒但亦看⾒見見安提阿⼈人尼哥拉被使徒按⼿手在頭上的七執事之⼀一(徒6:5), 後引誘他發展成尼
哥拉教訓(啟2:14), 為了了肚腹之故⽽而喫祭偶像之物。撒但知道最優秀的⼈人還是善變的, 知道有⼈人
信基督教是為了了愛好, 興趣, 但⾄至終必失去這興趣, 有的開始說虛妄矜誇的⼤大話(彼後2:18)。

魔⿁鬼的詭計暫時讓基督徒做⾃自⼰己, 且讓他表現出對主不移的信⼼心, 充滿熱⼼心, 是聖潔的, 但在時
機成熟時, 即⾏行行試探⽽而讓他跌倒。當基督徒所為皆為上帝, 也做了了不錯的事, 撒但並不會在這個
時候去攪擾他, 直到這⼈人得了了虔誠的名聲, 有著屬靈的⾔言語, 撒但對這⼈人開始發出火砲, 這⼈人爬
得多⾼高, 掉下來來也多重, 受到的恥辱也多深, 辱了了宗教名也多深。

徒勞
保羅稱加拉太⼈人因無知於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受苦雖多, 但都是徒然的(加3:4)。所謂徒勞就是
沒了了最後的獎賞, 卻還積累最後的責罰。不保守⾃自⼰己的⼈人將失去從基督⽽而來來的福份, 那曾在上
帝的愛中, 卻與上帝的愛隔絕的⼈人, 是恩典管理理的失敗者。以⻄西結書18:24節說:「義⼈人若若轉離義
⾏行行⽽而作罪孽, 照著惡惡⼈人所⾏行行⼀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行, 他豈豈能存活嗎? 他所⾏行行的⼀一切義都不被記念念, 他
必因所犯的罪, 所⾏行行的惡惡死亡。」使徒約翰寫約翰⼆二書時, 說:「7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來, 他
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了⾁肉⾝身來來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8你們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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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工, 乃要得著滿⾜足的賞賜。」基督徒曾受教於上帝的道, 在其中曾儆醒, 掙扎, 禱告, 受苦
等, 卻轉離, 終將歸於無有。請讀彼得後書2:18-22節。

第 �  ⾴頁 (共 �  ⾴頁)5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