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得力
神的話對我們生命的重要性，
你確實明白且經歷了嗎？

講員◎曾金發牧師 新加坡聖約播道會牧師
翻譯◎王建玫 整理◎莊恩慈

要

建造堅定和夠堅強的生
命， 需 要 神 的 道； 成 為
傳講神話語的教師之前，
需要對神的話有更深入的瞭解與
見識。

蒙主喜悅結善果
首先，成為神的道的學生，如
果自己不夠認真學習神的話語，
如何能傳講與教導神的道？如果
沒有實際活出祂的話語，並見證祂
話語的大能，要如何傳講祂的道？
所以，成為一個傳道人或教師，
需要認真研讀祂的話語；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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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門徒時，更需要認識並活出
祂的話語，才能教導祂的話語。
使徒保羅的禱告非常認真，但
其內容並非關乎教導。「因此，

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
們不住地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
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
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
善 事 上 結 果 子， 漸 漸 地 多 知 道
神；」( 西一 9-10) 經文中講到我
們要如何成為領袖、導師，這也是
屬靈得勝的祕訣，保羅提到關鍵
重點是，為你們不住地禱告祈求。

傳講神的道要有功效，也是祕訣
之一。「滿心知道神的旨意」的
原文是「你是滿心的充滿了神」，
被充滿到極致，真的知道神到底
要的是什麼。對弟兄姊妹傳講神
的道時，就是傳講神是怎麼樣的
一位神，祂想要做什麼；神渴望
向我們顯明祂是誰，這是在傳講
時必定要提到的。
當神救贖祂的百姓之後，會給
他們這樣的任務——去對人述說
神是怎樣的一位神，祂為他們成
就了甚麼，並且神渴望做什麼。因
而，我們需要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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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頭腦的知道，而是要在屬
靈上成熟，能夠謹守遵行祂的道，
唯有如此，生命才能真實得以轉
化。這也是講道的目的，是教導
人由內而外全然轉化。經文中提
到保羅為人禱告兩件事：凡事能
夠蒙祂的喜悅和在一切事上能出
善果。如果我們專注在得神的喜
悅，多結果子是必然的結果，但
若專注在多結果子，即便結出很
多果子，但不見得能得神的喜悅，
所以順序很重要。當你如此行，
就會如保羅所禱告的，漸漸更多
知道神，知道自己所行是否得祂
的喜悅，並結出果子。
我們蒙召是要來認識神，而非
只是知道怎麼講道或熟悉聖經，
是真實地認識神，好向別人指出
方向，看見這位主，知道祂是誰，
祂為你成就什麼，以及祂渴望你
做什麼。欲達到此目標，有兩件
事必須做：1. 每天有一段安靜靈
修的時間。2. 不光是在靈修中知
道神的話語，更重要的是要行出
來。真正的問題是，神到底是誰，
祂成就了什麼，祂真正渴望什麼，
我們應該做什麼。

卓越的講道四要素
如何成為一個傳講神道的人，
有四個要素：交流、內容、清晰、
確信。
與會眾有交流的意思，是台上
與台下彼此連結在一起。因此，
運用溝通技巧是必然的，除了吸
引會眾的注意，也要學習拉近與
會眾之間的距離，並竭力連結他
們的注意力在神身上。講道時應
該帶著熱情，以有生命力的聲音，
並確信的傳講神的話為最重要。
適度使用幽默感，對彼此的交流
也有助益，但重點是，幽默感是
幫助會眾記得所講的道，而不是
記住笑點，卻忘了內容為何。有

些講員會用個人化的故事來作為
例子，其實不論例子好壞，最終
都應該引導會眾從中學習經驗，
更認識神的真實。
第二，要有好的內容。學習分
享從讀經中得著的亮光，因此要研
讀神的話，熟悉聖經注釋，解經
時必須完整，並且準確合乎聖經。
一個傳道人最重要的就是準確傳
講神的道，讓經文本身來對會眾
說話。此外，背誦經文並存於心，
隨時適當引用完整正確的經文，
對傳講神的道也有莫大助益。
第三，道要清晰。讓講章大綱
條目分明，懂得運用深入淺出的
原則，讓講道的內容有起承轉合，
並專心尋求主，神渴望祂的百姓
明白哪些重點，並付諸實行。提
出重點後，以故事或自己的經歷
來佐證，再總結內容。
最後，要確信。確實相信並且
有確切把握呈現講道內容，以一
個激勵人心的方式來做總結。總
結最能讓大家記住重點，以情感
激勵會眾，讓他們的心裡真實被
觸摸，願意更認識並跟隨神。不
只是鼓勵會眾要每天靈修而已，
而是具體提出計畫，如一天讀五
篇詩篇等。

屬靈的成熟
聖經中，有關神話語的經文，都
告訴我們神話語的重要。例如「神
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
一 切 兩 刃 的 劍 更 快， 甚 至 魂 與
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
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
明。」( 來 四 12)「 耶 和 華 說：
我的話豈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
石的大錘嗎？」( 耶廿三 29)「這
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
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
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
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書
一 8) 耶穌也在受試探時，特別強
調神的話比食物更重要 ( 太四 4)。
我們必須對神話語持有渴慕的
心。馬太福音十三章撒種的比喻，
是耶穌所有比喻中，最重要也最基
本的一個比喻。耶穌告訴我們，到
底神的國是什麼樣子，在這一章
中，耶穌提出八個比喻，可分為四
組。第一個就是撒種的比喻，講到
種子撒下去之後，在不同處所有不
同的結果。耶穌點出一個潛藏的危
機和一個需求，講到我們的屬靈生
命，是如何領受神的話。這也是訓
練門徒相當重要的要件——屬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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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度。

三種土壤
土壤代表人心的狀態。人類會
在以下三種狀態遇到挑戰：1. 追
尋的目標 2. 面臨的痛苦 3. 生活的
享樂。這三種挑戰會定義，我們
將活出什麼樣的人生；也是仇敵
最容易製造問題的管道。當你用
錯誤的方式來回應神的道，前方
就有不太好的道路等著你。這三
種土壤象徵我們的靈魂，在屬靈
的生命中會面對三種不同的敵人。
以下我們要一一檢視，從撒種的
比喻中，該如何回應這三個現實
面。
首先，在追尋自身的目標時，
會有錯謬與驕傲。馬太福音十三
章 4 節與 19 節中，提到生命的道
撒在路旁的人，生命會領受別的啟
示，卻無法領受生命之道的啟示，
表示聽的人沒有接受所聽的道。
耶穌說，他們聽不明白，不是因
為道太深，更非耶穌不懂得講道；
問題不在於耶穌的教導，而是聽
的人硬著心，因此不明白神的話。
這些人追求目標的同時，心裡
充滿了驕傲，因此沒有空間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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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他們全然感興趣的是這
世上的事物，而不是尋求神的國。
今天，就連在教會內的基督徒，
也容易享受世界的物質，而不愛
慕神的話。神的話與他們裡面的
價值觀，產生衝擊，便落在不信
的光景，而無法明白神的道。在
耶穌的時代中，連那些沒有受過
知識教育的漁夫，都能夠明白神
的道，而受了高等教育的宗教領
袖，卻聽不懂耶穌在說什麼。
若是不謹慎，我們的心也可能
因為罪，而變得剛硬；因為不信
和懷疑，對屬靈的事沒有饑渴，
以至於在屬靈的接受度上完全是
零。我們的魂其實會產生意志的
戰爭，是要聽從神的旨意，還是
自己的想法，我們常必須作抉擇。
使徒保羅要我們的心思意念更新
而變化，知道如何查驗神純全善
良的旨意。世界上有兩種基督徒：
固執的基督徒和完全降服的基督
徒，當神的道臨到我們時，必須
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權下，否則人
心繼續固執，就會變得剛硬。
要小心！不要在追尋自身的目
標時，使驕傲進入心裡面。要知
道神的旨意並不難，藉著禱告、

讀經，或透過聖靈的帶領即可，
重點在於知道後要行出來。許多
人渴於知道神的旨意為何，卻可
能在知道後不願降服，心也越來
越剛硬，以致心生驕傲。耶穌知
道上帝的旨意，雖然心中有所猶
豫，但他不只降服且遵行，更是
讓神的旨意凌駕在一切事上。
其次，面離痛苦時遺忘神的存
在。仇敵會想盡辦法，讓我們忘
記自己原有的價值觀。在十三章
的 5 節與 20 節談到了這個類型的
土壤，是土淺石頭地。很快發了
芽且迅速成長，如同有人剛信主
時，很容易為主大發熱心一樣。
但因為根基不夠深，還不到結實
就枯萎了。第 5 節描述種子遭到
日曬 ( 逼迫 )，屬靈生命因為紮根
不深，很快就死亡。因此，我們
的生命要在耶穌的手中完全轉化，
才能擁有屬靈的成熟度。根基非
常重要，因為有足夠的支撐，生
命才能夠生長。
這個生命的根基就是神的話。
不論什麼事都必須經過神話語的
驗證，否則無法證實自己所聽到
的。人的耳朵常是聽了，卻無法
在屬靈生命上形成紀律，因為缺
乏神話語的根基，也無從驗證。
神在今日，仍持續不斷用聖經對
我們說話，這與祂的心意不會相
牴觸。然而，有時人們卻追求先
知性的話語，危機是很多人在一
開始，即認為那是神在對他說話，
但領受的人卻無法描述得如神所
說的清楚，形成非常大的危險。
有一位在美國的教會領袖，曾經
領受一個先知性的話語，說他將
成為美國下一任總統，所以他告
訴太太、教會的領袖和牧者，也
非常努力預備自己，成為美國下
一屆的總統。但他沒有接受任何
諮商輔導，任何建議他都不聽，
反認為這些人是來動搖他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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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沒有人能印證這預言是否真實，
但這位領袖在領受並追求此目標
時，產生了驕傲。
他的生命根基不夠穩固，後來
我點出了他的盲點，告訴他所領受
的預言可能不是真的，因為這先知
性的話，使他與別人產生太多不合
一和糾紛。最後，經過一段時間的
掙扎，他終於恢復理智，明白這個
預言不是真的。先知性的話語一定
要植基在神的話語上，這點非常重
要。如果我們沒有深深扎根在神的
話語中，就會變得非常多疑，並產
生不信。有些先知性的話語是給個
人特別的經歷，並非適用每個人；
如果將特例當作常例，便會形成非
常可笑的邏輯。
當神呼召少年大衛面對歌利亞
時，大衛也不是突然說要為主做
大事，就上戰場打倒歌利亞。大
衛第一件做的其實是顧好羊群，
將他的羊交給別人來照顧，因為
這是他的責任。安排妥當後，他
才去到戰場上打歌利亞。生命該
有的次序也是建造在神的話語上，
才能穩妥。
第三個危機是在自身享樂時，
背棄原先的價值觀。馬太福音十三
章 7 節和 22 節，講到世上的思慮
和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荊
棘其實是從地下長出來，因此從
地面上看起來，好像長得非常好，
甚至開了花，但底下的根部四周
卻充滿荊棘，代表種子的根與荊
棘互擠、掙扎。
現代人所面臨的挑戰，特別是
年輕人，因為生長在一個新的世
代，一切事情好像很容易到手，
彷彿擁有所有物質都理所當然，
如果要給這個新的世代一個定義，
可說這是不懂得感激的世代。從
經文中提到的狀況，可以看出世
上的思慮與錢財的迷惑這個順序，
因為世上的思慮使人的心裡面，

產生不安全感，但安全感應該要
從神那裡得著，可是很多人卻是
在錢財的累積中，找尋安全感。
似乎銀行的存款夠多，就會帶來
安全感，得以解決世上生活的思
慮；但是更多物質和錢財，生活
就越有安全感嗎？
若沒有學習如何倚靠神，生命
中也無法看見神的榮耀。沒有嘗
到神恩典美善的滋味，就無法享
受在神裡面一切的充足。神真的
是一切的萬有之源，住在祂裡面
生活所需應該足夠，也不會有缺
乏安全感的問題。神渴望來供應
我們，問題是我們對祂是否有足
夠的信心，相信因著神的看顧與
供應，我們不需要有任何不安，
也可完全行走在祂的真理中。

行神蹟的神
我和太太過去都曾經歷為了服
事，學習全然相信神。記得我們
即使在颱風過境，所有班機宣布
停飛時，仍帶著行李去到機場，
等候神為我們開門。不是自己有
多厲害，能影響航空公司的運作，

或者讓天候變佳，而是因為相信和
倚靠，神為我們開那不可能的門。
即便遭到櫃檯工作人員的拒絕，還
是持守對神有信心，甚至領受額外
的恩典，獲得免費轉換航班。神開
了一扇門之後，持續的禱告更讓我
們經歷神超自然的神蹟，接續開了
一道又一道的門。
我們的神是信實的神，千萬不
要讓自己的心變得剛硬，導致驕傲
自以為是；也不要讓自己的生命植
基於土淺石頭上，沒有深度也沒有
根；更不要讓生命被這世上的思
慮、錢財的迷惑給擠住。
一切安全感的源頭是來自於神，
唯一的方式就像第四種種子，種在
好土裡，也就是建立神的話語這真
理的根基，幫助我們活出一個精彩
的基督徒人生。深切盼望在神活潑
的道中，我們的生命能結出果實；
與神同行者必然經歷神的信實，且
與超自然的恩典為伍。讓我們的生
命繼續委身在神的話語中，不僅聽
道也確實行道，以祂的道成為我們
生活的中心，積極活出榮耀祂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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