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5⽇ 

正確認識在亞當裏的信⼼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 
創世記3:17-19節:「17(主)⼜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的話,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
果⼦,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勞苦, 才能從地裡得吃的。18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
來, 你也要吃⽥間的菜蔬。19你必汗流滿⾯才得餬⼝, 直到你歸了⼟, 因為你是從⼟⽽出的; 你本
是塵⼟, 仍要歸於塵⼟。』」 
約翰福⾳3:5,6節:「5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若不是從⽔和聖靈⽣的, 就不能進上帝的國;6從⾁
⾝⽣的就是⾁⾝, 從靈⽣的就是靈。」 

前⾔
今天這個主題是這次聖誕節特別講章中論及東⽅博⼠部份⽽⽣的啟發, 主題是「正確認識在亞
當裏的信⼼」。是的, 上週我講過“教會若不傳基督, 那麼教會在社會的存在是沒有必要的”, 今
⽇主題看似與基督無關, 其實不然, 因為我們唯有正確認識在亞當裏的信⼼才能正確認識在基
督裏的信⼼。

今⽇基督徒活得很不⾃然, 彆扭, 深怕⾃⼰顯在亞當裏的信⼼就不屬靈。請問各位, 如果在亞當
裏的信⼼如此無⽤, 那我們如何解釋東⽅博⼠受⼀顆星的引導找到在⾺槽裏的耶穌, ⽽這些博
⼠的信⼼是靠著在亞當裏的信⼼⽽達到他們當時的地位, 且具備當有的知識與敏感度對這顆星
有所回應?

靠⼭, ⼭會倒; 靠⽔, ⽔會流; 靠⼈, ⼈會跑; 靠⾃⼰, 永遠不倒。⼈須靠信⼼⽽活, ⼀個沒有信⼼
的⼈對未來是沒有盼望的; 我們或許愛評論⾃信滿滿的⼈, 但對於⼀個沒有信⼼的⼈卻是負評
多於正評。每個基督徒都知道“因信稱義”, ⽽這個信是信基督, 牧師服事的場域是教會, 他在教
會裏傳的信⼼之道當然是傳在基督裏的信⼼, 再加上華⼈教會無不受到倪柝聲思想的影響和長
期錯⽤“屬靈”⼀詞, ⼜誤解耶穌之“捨⼰”之意, 這種種原因使得今⽇教會對在亞當裏的信⼼的講
章幾乎沒有, 或有論及的都對在亞當裏的信⼼嗤之以⿐, 完全持否定的立場。因著基督徒不明
“在亞當裏的信⼼”之意, 且本⾝在基督裏的信⼼甚為薄弱, 以致在⽣活上⾏成失衡狀態, ⼼靈活
動已進退失據。

什麼是在亞當裏的信⼼?
對亞當的印象
在還沒有講解“什麼是在亞當裏的信⼼?”之前, 我問各位⼀個問題: ⼤家對亞當這個⼈的印象為
何? 是好, 還是壞? 我們談舊約⼈物會談及娶侍女的亞伯拉罕, 狡詐的雅各, 殺過⼈的摩⻄, 謀殺
者⼤衛, 但就是不想談吃禁果的亞當, 這已顯⽰我們內⼼深處其實是鄙視亞當, 恨其將罪帶進世
界。我們應該好好想想為何避談犯罪的亞當, 卻親近其他犯罪的舊約先祖? 我們將看到疏於思
想亞當, 以及思想上帝對亞當說的話, 後遺症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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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亞當活下去的動⼒: 上帝的話
⼀個實際的發問是: 亞當被逐出伊甸園後, 他從天之驕⼦的雲端跌入滿地荊棘和蒺藜的⼤地到
底靠什麼動⼒活下去? ⼀個榮耀⾄上的亞當, 原活在伊甸園, 可以隨意吃園中的果⼦, 現被趕出
伊甸園, 必須勞苦才能吃得菜蔬, 且永不得⾒上帝的⾯, 永不再⾒伊甸園裏的種種景致, ⼀切都
在懊惱的回憶中, 他到底靠什麼動⼒活下去? 亞當似乎沒有如我們想像中產⽣憂鬱不振, 頹廢費
事的狀態, 其實亞當沒有憂鬱的本錢, 因為他必須解決⾃⼰和他妻⼦肚腹的問題。

亞當被造後需要上帝的話為其定位, 當亞當墮落後, 他被造的事實未變, 故亦需要上帝的話為其
墮落之後的⽣命定位。上帝對犯罪後的亞當說的這段話正是他的定位, 亞當乃是靠著上帝這段
話才有⽣命的動⼒⽽繼續活下去。

我需在此再提醒⼀事, 魔⿁亦是被造, 故牠必須依靠上帝的話⽽活, 然牠活著乃是抵擋上帝的
話。魔⿁⾃主⽽不靠上帝說的⼀句話就是「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的兒⼦加略⼈猶⼤⼼裏」
(約13:2), 魔⿁賣耶穌完完全全出於牠⾃⼰, 因為舊約聖經沒有⼀處有類似意思的經⽂, 故賣耶
穌⼀事絕對沒有上帝的意思在其中, 也絕不是上帝的預定。 

⼈的⾃信
現在我們可以解釋什麼是在亞當裏的信⼼, 那就是⼈的⾃信, ⽽這個“⾃”不是⾃然⽽然, 或出於
亞當⾃已, 或沒有出處, ⽽是出於上帝在創世記三章17-19節對犯罪後的亞當的命定之⾔。犯罪
的亞當墮落了, 但他依然是⼈, 他⾝為⼈的位份依在, 因此, 罪⼈對於週遭事物依然有某種程度
的主導權與控制思想。

請⼤家注意“犯罪的亞當依然是⼈”之語正是我們與佛教⼤不相同的地⽅, 佛教否定⼈, 故要使⼈
成為佛, 然上帝看重⼈, 祂差遣祂的獨⽣⼦來到世界為的是要救贖⼈; ⼈被救贖前是⼈, ⼈被救
贖後還是⼈。佛教必須回答, ⼈成為佛之後是否可以不再犯罪? 是否可以服在使他存在的上帝
之下?  

⼈科學性的發展
亞當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之後, ⾯對的是長出荊棘和蒺藜的地, 上帝給亞當的預⾔中帶著亞當⾃
信的種⼦, 使亞當相信可以靠著⾃⼰的聰明才智, 想出辦法來披荊斬棘, 犁⽥吃其中出產的菜蔬, 
填飽⾃⼰和他妻⼦的肚腹。亞當逐出伊甸園時, ⼿無⼨鐵, 他將如何披荊斬棘, 如何去除蒺藜果
實的銳刺, 如何耕種, 如何收成, 這種種挑戰皆需要知識與智⼒。我們看到, 亞當科學性頭腦的
發展到了他的第七代孫輩時就有了顯著的成果, 這些孫字輩成了各領域的祖師, 其中雅八成了
住帳棚、牧養牲畜之⼈的祖師, 猶八成了⼀切彈琴吹簫之⼈的祖師, 以及⼟八該隱成了銅匠、
鐵匠的祖師(參創4:20-22)。

對祖師不友善的評論
不知道⼤家聽過關乎這些祖師的意義的解釋沒有? 我聽過的, 以及網上查的, 各⽅的解釋皆因這
些祖師是該隱的後代⽽持負⾯的態度。這是基督徒錯解在亞當裏的信⼼的第⼀個危機。請問各
位, 坐在下⾯的⼈聽了這樣的講論, 尤其是年輕學⼦, 他們會願意追求卓越, 努⼒成為他專業領
略的翹楚之輩嗎? 當然不會。

講道者以得救的⾓度解釋之, 認為作為祖師的意義不⼤, 必須學習塞特的「求告主的名」(創
4:26)。這是基督徒錯解在亞當裏的信⼼的第⼆個危機。基督徒喜歡題塞特, 因為塞特長相與亞
當酷似, 並且塞特⽣了以挪⼠之後, ⼈開始求告上帝的名, 但不要忘了, 不管是該隱之後, 或是塞
特之後, 到了塞特第八代孫-挪亞的時代時, 聖經記, ⼈在地上罪惡很⼤, 終⽇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創6:5)。挪亞豫備⽅⾈, 最後,「進入⽅⾈, 藉著⽔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個⼈。」(彼前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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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雖是塞特的後代, 但請問各位, 挪亞建⽅⾈的能⼒難道不是取之⼟八該隱的智慧, 與先祖科
學知識的結晶? 再者, 挪亞如何從眾潔淨的畜類中選上最好的七公七⺟, 以及從不潔淨的畜類中
選上最好的⼀公⼀⺟, 這其中難道沒有雅八的智慧? 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否定在亞當裏的信⼼。

⼈不⾃信難發展
更實際的情況是, 在克服環境的困難這⽅⾯, 我們與亞當何有不同之處? 我們評價⼀個養尊處優
或遇事即退縮的⼈, 與在困難中不斷奮⾾往上爬的⼈, 豈不更佩服後者? 如果我們否定了亞當在
荊棘和蒺藜之中的苦楚奮⾾, 那我們如何朗讀孟⼦的「天將降⼤任於斯⼈也, 必先苦其⼼志, 勞
其筋骨, ...」的勵志⽂? ⼀個缺乏⾃信的⼈, 他的成就動機何在? ⼀個沒有⾃信的⼈, 他的臉上
會散發出迷⼈的光采嗎? ⼀個不努⼒發揮⾃⼰天賦的⼈, 他的⾃尊何在? 如果你有女兒, 你會同
意她嫁給⼀個沒有⾃信的男⼈? 

再說, 那個公司機關會提拔⼀個不⾃信果敢的⼈? 若你(基督徒)是主管, 內⼼接受否定亞當般的
信⼼(⾃信)的教會教導, 外表對下屬的不⾃信卻怒形於⾊, 那你不是過著表裡不⼀的⽣活? 若⾼
層設定⼀個⽬標後, 他振臂疾呼並問屬下“⼤家有沒有信⼼”, 若有⼈回答“沒有”, 他是不是立即被
列入⿊名單裏? 基督徒在職場⼯作或在學校學習, 他的不⾃信顯出的懦弱表現豈不令世⼈懷疑
他的信仰, 且令世⼈恥笑, 並截斷了⾃⼰的⽣存與向上發展之路? 

沒有⾃信的⼈屬靈嗎? 
我再問, 沒有⾃信的⼈屬靈嗎? 我舉⼀個具體的例⼦: 保羅說:「要孝敬⽗⺟, 使你得福, 在世長
壽, 這是第⼀條帶應許的誡命。」(弗6:2) 請問, 基督徒以為整天唱哈利路亞就能增加⾃⼰的財
富, 進⽽孝敬⽗⺟? 如果基督徒囊中羞澀, 賺的錢只夠他和他的家⼈活⽽已, 他如何孝敬⽗⺟?
再說, 法利賽⼈同希律黨的⼈有⼀回懷著惡意尋求耶穌的意⾒, 他們問「納稅給該撒, 可以不可
以?」耶穌斥責他們⼀陣後, 回答這問:「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 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參太
22:16-21) 請問各位, ⼀個不努⼒⼯作的⼈, 如何納稅給該撒? ⼜如何將當納的給上帝? 

我們基督徒是⼈, 當然存有在亞當裏的信⼼, 不可抵觸上帝在亞當⾝上的命定, 因此必須對⾃⼰
負責的事戮⼒以赴, 得著該有的財富, 勞苦⽽吃得菜蔬。基督徒雖信主, 依然活在這個世界裏, 
就必須照著世界的規矩走, 努⼒加強⾃⼰在職場的實⼒, 機會永遠是給那些準備好的⼈。

牧師活在教會裏, 依靠會眾的奉獻⽽活, 不需與外界有所瓜葛, 但會眾必須活在世界裏, 時時刻
刻與世⼈為伍, 受世界的規範⽽⾏, 必須拼搏才能得著⾃⾝福利, ⽽基督徒失衡的信⼼觀必讓他
(她)進退失據, 以為唯有做教會事才是有價值的, ⽽輕慢在社會中的努⼒。這情況在第⼆代基督
徒⾝上更顯嚴重, 因第⼀代基督徒⼤多有了基本的社會地位後才信主, 經濟無虞, 但第⼆代基督
徒只接收在基督裏的信⼼的教導, 不知在亞當裏的信⼼的必然, 長期在否定這信⼼的教會環境
下成長, 以致不在意世界的規範, 平平失去許多當得的福份。

我們活在亞當裏的信⼼所得之地上的財寶是正當的, 不需醜化之, 排斥之。華⼈牧師因未看清
這⼀點, ⾔語中不經意地將地上的財富視為敝屣, 已然捆綁了⾃⼰的⼿腳, 阻絕了⾃⼰屬靈⽣命
的成長。現在是21世紀, 教會歷史寶藏已然成庫, 若牧師⼿中缺少可運⽤的⾦錢, 他如何建立⾃
⼰的書庫, 廣讀前⼈的思想結晶, 追苦思今, 擴展思路, 提升境界? ⼀個靠會眾額外奉獻的傳道
⼈家庭, 孩⼦的⾃尊安在? 妻⼦的⼼何安之有? 

在基督裏的信⼼
基督徒認識到在亞當裏的⾃信的意義之後, 因是基督徒的⾝份, 不能只安於世界所得, 還必須安
於天上事之得, 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太6:20), 建立在基督裏的信⼼; 地上的財寶會折舊, 但天上的
財寶卻是永存不朽。我們在亞當裏的⾃信是天⽣的, 不必學, 主耶穌以⼀個“⼰”字稱之, 但我們
在基督裏的信⼼則是全無, ⼀點也沒有。基督徒沒有基督的信⼼亦可從他在教會中⾏為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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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在社會不敢做的事, 在教會裏卻敢, 如他在社會中不敢說話無信, 但在教會裏卻敢⾔⽽無
信; 他在社會中會尊敬提供他食物的⼈, 但在教會中卻敢對提供他屬靈食物的⼈頤指氣使; 他在
社會必獻最好的給上司, 但卻把⾃⼰不要的給教會。

新造
由於⼰的⽣命發展不會與耶穌產⽣任何關係, 因此, 上帝若不作為, 我們就不可能有在基督裏的
信⼼; 因這是⼀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故上帝必須在屬基督的⼈⾝上另⾏⼀個創造性動作。保羅
稱之為“新造”, 他說:「若有⼈在基督裏, 他就是新造的⼈,...⼀切都是出於上帝。」(林後5:17a, 
18a) 這是上帝從無到有創造天地之後, 另⼀次從無到有的創造, 所以叫做“新”造, ⽽新造的“造”
乃是指上帝親⾃的⼯作。

重⽣
主基督稱之為“重⽣”, 他說:「3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若不重⽣, 就不能⾒上帝的國。...5我實
實在在的告訴你, ⼈若不是從⽔和聖靈⽣的, 就不能進上帝的國;6從⾁⾝⽣的就是⾁⾝, 從靈⽣
的就是靈。」(約3:3,5,6) 所謂“從⾁⾝⽣的就是⾁⾝”就是從在亞當裏⽣出的信⼼依然是屬地的
信⼼, 本質是屬⾎氣的, ⽽「屬⾎氣的⼈不領會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 並且不能知道。」
(林前2:14a) 這樣的信⼼無法⽣出在基督裏的信⼼, 在基督裏的信⼼必須是靈⽣, 由聖靈上帝親
⾃作為在屬基督的⼈⾝上。

先重⽣才有在基督裏的信⼼
這樣, 重⽣就不是死的課本教訓, ⽽是基督徒必須要有, 且是鮮活的經歷。按先後次序論, 重⽣
必在擁有在基督裏的信⼼之前; 也就是, 重⽣先, 信⼼後, 唯有重⽣的基督徒才能擁有在基督裏
的信⼼, 他們因這信⽽稱義, 也因這信活在這個世界當中。

四個⽣
新約聖經有四個⽣, 上帝⽣(約1:13), 聖靈⽣(約3:3), 真道⽣(雅1:18), 以及福⾳⽣(林前4:15), 這
四個⽣是相互關聯, 缺⼀不可。保羅說:「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
10:17) 因此, 這四個⽣不是感覺的問題, 不是以為的問題, ⽽是有三⽅⾯來的驗證, 即基督的話, 
聽道需聽進靈魂深處, 信道需信進靈魂深處。基督的話是關鍵, 誠如基督在最後晚餐告訴⾨徒
說,「保惠師...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切話。」(約14:26) 因此, ⼀個經歷四個⽣的基
督徒必然遵⾏基督復活後第⼀篇講章所⾔的命令(路24:44-47)。

我們是上帝⽣的, 作為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 所謂的
“放縱私慾”就是不去考察在我們⼼裏基督的靈, 證明基督受苦難, 後來得榮耀, 是指著甚麼時候, 
並怎樣的時候(彼前1:11,14)。放縱私慾的基督徒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卻不講基督受難與得榮耀
的事; 放縱私慾的基督徒可從聖經中節錄千百條講台信息, 但就是沒有基督的死與復活。

在亞當裏有信⼼的⼈與在基督裏有信⼼的⼈的不同
在亞當裏有信⼼的⼈與在基督裏有信⼼的⼈兩者皆相信上帝, 皆會說出“感謝上帝”來, 那如何分
別出兩者的不同? (1) 由於重⽣與新造是上帝親⾃的作為, 在困境與不順⼼時, 在基督裏有信⼼
的⼈絕不會對上帝⼝出怨⾔, 然在亞當裏有信⼼的⼈會說出“為什麼是我”, 或埋怨上帝為什麼不
回應禱告。(2) 在基督裏有信⼼的⼈看⼀切都是出於主的恩典, 但在亞當裏有信⼼的⼈卻認為
本⾝有⼀定成份的功勞。(3) 在基督裏有信⼼的⼈必以聖經來認識基督, 然在亞當裏有信⼼的
⼈卻認為聖經之外的⼈作或有得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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