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動搖

盼望

藉著神的應許，我們可以看見神的心意。
講員◎陸可鐸牧師

我

們 都 知 道 失 望 的 滋 味，
也許這是我們珍惜神應
許 的 原 因。 因 為 藉 著 神
的應許，我們看見神的心意，發
現神的話語牢不可破，神透過應
許，賜下不可動搖的盼望。

神寶貴應許
我們先來看看一場審判，是保
羅與亞基帕王的面質，他們的身
分天差地遠。使徒保羅這位猶太
教師老態龍鍾，體力也大不如前，
兩年的牢獄生活使他憔悴不堪兩
頰凹陷、污漬斑斑，身上只有幾
個銅板，身邊也只有兩三個朋友，
他滿臉灰白鬍子，穿著樸素斗篷
旅行傳教。當他面對亞基帕王，
地區的宗教首領、統治者，對基
督徒毫不友善，又是希律王朝的
末代。保羅只是一名傳教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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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莊恩慈

理當懼怕亞基帕王的審判，因為
希律王朝從一開始就阻止基督教
擴展。從耶穌生在伯利恆時，亞
基帕的曾祖父就想殺了祂；他的
叔公謀殺施洗約翰，父親亞基帕
一世則殺了雅各，還威脅要殺彼
得。
如今保羅站在他面前，他因傳
講耶穌基督而惹上麻煩。使徒保
羅會如何為自己辯護？這無疑是
他人生相當重要的一場演講，他

雄，他們雖然身處不同時代，有
著不同的背景，但他們有一個共
同點：相信神的應許。
有作家甚至稱聖徒為應許的繼
承者，彷彿神的應許是家族產業。
就如希伯來書十一章所提到所有
信心的人物一樣，神的應許是他
們信心之旅的北極星。有人花了
十八個月計算過，發現聖經共有
7,486 個應許。神的應許就如聖經
的縫合線，不僅立下應許也信守承

要如何傳揚這個信仰？「現在我

諾。「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

站在這裡受審，是因為指望神向
我們祖宗所應許的；」( 徒廿六
6) 保羅的辯護中，沒有提到個人
成就，雖然他曾叫死人復活；他
也沒提到自己的羅馬公民身分或
要求特別待遇。他的唯一陳述是：
我相信神的應許。就如亞伯拉罕、
挪亞、先知以賽亞等聖經中的英

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
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
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 雅一 17)

信守承諾的神
上帝從不言而無信，並且有能
力實踐祂所應許的一切，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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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祂不說謊。不是祂選擇不說
謊，而是欺騙不是一種選擇。所
以當祂做出承諾，你可以完全放
心，因為祂的應許必成就。認真
誠實的人看重的是信守承諾，一
個單純的好人尚且如此，更何況
是聖潔的全能神。

「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以色列家
的 話 一 句 也 沒 有 落 空， 都 應 驗
了。」( 書 廿 一 45) 神 如 何 保 護
以色列民，也同樣保護我們。問
題不在於神會不會信守承諾，而
是我們是否願意將生命建造在祂
的應許上。你建造生命的基礎是
配偶的可靠、公司的承諾，還是
穩定的財務？這些都是相當危險
的基礎。就好比耶穌說到那兩個
蓋房子的比喻，你若建造在上述
的基礎上，形同將房子蓋在沙土
上。
比喻中這兩人的共同點是，擁
有蓋屋的建材和經歷風暴。用現
代版來說這比喻，就是有兩個人
著手蓋房子，第一個人去「悔痛
懼居家用品店」買了懊悔、痛苦
和恐懼等材料。他訂購因內疚而
腐爛的木材；因痛苦而生鏽的釘
子，以及用焦慮混雜的水泥，所
以他每天都充滿懊悔、痛苦和恐
懼。第二個工人向「希望公司」
訂購建材，他深思熟慮後，訂購
了恩典、保護和安全的承諾等建
材，來建造生命的房子。你會將
房子蓋在什麼根基上？

應許成為堅固台
這是一個缺乏盼望的世代。統
計數字顯示，1999 年起自殺率增
加 24%，倘若這是疾病比率攀升
的紀錄，已成為疫病了。現今的
娛樂和舒適前所未有，人們從沒
像今天能這樣到處旅行，為何仍
有越來越多人感覺深切的悲傷和
絕望？世俗社會教育我們，人生

就是感官能觸及的一切，沒有提
到任何屬靈層面，而死亡就是終
結，沒有任何意義存在。人的存
在單純是自然界偶發事故，這就

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
的性情有分。」 ( 彼後一 4) 這些
偉大寶貴的應許是我們能夠前行
的基石，從罪到救恩、榮耀、救
贖 等。 一 百 多 年 前，
著名佈道家慕迪曾說
「你若用神應許餵養
自己一個月，就不會
再自覺貧窮。」

你必須認識神

是所謂的世俗主義。世俗主義吞
噬了社會的希望，如果在生與死
之間沒有任何意義，就沒什麼值
得期待。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
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
裡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 羅
四 20) 神的應許如同治療人類疾
病的藥櫃，需要時，隨時都可取
得。應許之子知道如何使用神的
應許，處理人生的恐懼和掙扎。
即便一早醒來，覺得世界失控了，
仍不應向恐懼屈服，而是以羅馬
書八章 28 節宣告：「萬事都互相
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
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與其向恐
懼不安屈服，不如站在神的應許
上。與其屈服於寂寞和其後果，
不如選擇與天父相交；與其被問
題壓垮，不如選擇堅心相信，把
房子蓋在神的應許上。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
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

「耶和華對摩西
說：你這所求的我也
要行；因為你在我眼
前蒙了恩，並且我按
你的名認識你。」( 出
卅三 17)
神給摩西一個機
會， 無 論 他 求 什 麼，
神都會應允。摩西沒
有求榮華富貴、名利
地位，縱使他面對極大挑戰；他
求的是看見神的榮耀。神喜悅並
且應允摩西的請求，而摩西因為
看見神，以致他的臉都發光。當
我們尋求神的面，認識祂，我們
的生命一定會改變。
幾個月前，他在同一個曠野裡
看羊，羊不會在曠野中予取予求，
也不會蹧蹋祝福，更不會吵著回
埃及。摩西還要面對許多未知的
敵人，神可以除掉那些敵人，也
可以將以色列人瞬間移動到迦南，
摩西知道神的大能。整個中東都
在口傳木杖變蛇、紅海變紅毯的
神蹟，而這群神的百姓竟拜金牛
犢。
神原本要解決這個爛攤子，多
虧摩西兩次求神憐憫。神被感動，
不僅回應他的禱告，留住百姓的
生命，還慷慨地讓摩西求任何事。
摩西想一瞥神的榮耀，見識神的
偉大，因為他面臨巨大的挑戰—
內憂外患。我們也許沒有四面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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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神形像
每個人可能都問過自己：「我
重要嗎？」甚至讓世界的聲音，
定義我們的自我價值。當公司把
你當成一個數字，朋友不看重你，
前任配偶耗盡你的精神，或年老
奪走你的尊嚴等，人很容易覺得
自己沒價值。然而，聖經中神寶
貴的話語說：「神說，我們要照

敵，但必然有許多待解的難題，
因此我們也需要認識這偉大全能
的神。
現在神已揭開幔子，凡渴慕看
見祂的人都有機會見祂的面，神
要顯明祂自己，因為祂知道，見
過祂的人都會改變，生命會不同
以往。神應允摩西的禱告，但是
沒有人看到神還能活著，所以祂
讓摩西站在磐石穴中，並且用手
遮蓋他。當神經過後會將手拿開，
讓摩西只能瞬間看見神的背影。
摩西下山時，以色列人害怕看
他的臉，因為他的臉映照神的榮
耀，摩西的臉被改變，滿有神的
形像。看見神的面會改變尋求神
之人的面容，想要解決問題的秘
訣不是觀照內心，而是仰望神。

神就是愛
你 會 如 何 回 答「 神 是 誰？」 這
問題，找不到真神，一生都將無
所適從；找到真神，即使人生充
滿挑戰，神都會帶你度過難關。
凡尋求神的，會發現神不僅存在，
也會發現神的偉大。人幾秒鐘不呼
吸就不行，基本需求讓我們晚上
睡覺、早上起床，但神卻是自有、
自主、自立，祂不需要依賴任何
人。人類可能會突然消失，但神
永遠存在；祂從不打盹也不休息。
耶穌說「父在自己有生命」 (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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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6) 神就是生命本身，祂也存
到永遠，「諸山未曾出生，地與
世界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
你是神。」( 詩九十 2) 第一位天
使舉起翅膀時，神早已存在。神
也是聖潔的，祂永遠不會誤事，
不會說錯話。先知以賽亞曾窺見
神的榮耀，提到兩個有六個翅膀
的天使，雖然他們沒有罪，卻在
神面前遮掩自己。
神的另一個屬性「愛」倍顯珍
貴 ( 約壹四 8)。神是愛這件事，
讓你擁有所有王牌，因為掌握你
心、塑造你、為你打氣的神，擁
有不可逾越的力量，和不可阻擋
的愛。保羅說「神若幫助我們，
誰 能 敵 擋 我 們 呢？」( 羅 八 31)
明白神心意的人會知道祂的存在，
知道祂有大能、聖潔，更重要的
是，祂就是愛的本身。他們見過
神的面，以至於他們的面容會改
變。
人生總有失控，你雖不能躲過
苦難，但因為找到永不改變的神，
你可以擁有不可動搖的希望。「耶
和華如此說，智慧人不要因他的
智慧誇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
誇 口， 財 主 不 要 因 他 的 財 物 誇
口，誇口的卻因他有聰明，認識
我是耶和華，又知道我喜悅在世
上施行慈愛、公平和公義，以此
誇口。」( 耶九 23-24)

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
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
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創一
26) 神創造我們反映祂的形像，我
們比任何受造物都更像祂。
每個人都具有上帝的屬性，如
慈愛、智慧、憐憫、恩典、良善，
對永恆的渴望等，這些屬性讓你
不同於寵物金魚或院裡的花草。
我們在很多方面像神，不論男女、
富人或窮人、住都市或鄉村，全
都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有人壓
抑這個形像，有人則彰顯這個形
像，罪惡會扭曲這個形像，但沒
有摧毀它。道德和人的智力被愚
蠢的想法污染，以致自抬身價，
卻沒有高舉神，但神並沒有改變
或後悔祂的應許和創造，祂依然
期望人能來彰顯祂的形像和榮耀。
神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擦去一
切不屬神的，叫神的形像從我們裡
面顯現出來。「因你們已經脫去
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
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西三 910) 根據聖經所說，你會有價值，
是因為神按祂的形像造你。
讓生命映照耶穌基督，這個最高
呼召是彰顯住在我們裡面的神，生
命要能作光發熱，讓人看見基督。

照神的形像所造
父母懷你之前，神就已孕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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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別人想到你之前，神已經愛你。
你不是個意外、僥倖或偶然，更
不是進化的結果。你的價值不在
於身高體重、有多少粉絲，也不
在於你開甚麼車或身上的行頭。
你是照神的形像所造，是用基督
寶血買贖的，「我們原是他的工

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
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
們行的。」( 弗二 10)
讓這真理進入你內心，也用這
個真理界定你看人的眼光。「原
來 基 督 的 愛 激 勵 我 們； 因 我 們
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
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
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
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所以，
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認人
了。」( 林後五 14-16) 你所看到
的人都是神造的，有祂的形像，
配得尊重。
我們生活在充滿敵意、動輒開
槍的社會，似乎已喪失愛人的能
力，也無法接納不同意見，許多
八卦新聞和脫口秀當道，教導我
們愈發俗氣、無禮、傲慢和刻薄。
社會渴望有一群相信真神教導的
人，甚至是意見不同，但都有尊
嚴也值得尊重。創世記第一章的
應許，將大大影響那些相信的人，
在他們的領域裡被神塑造，有神
的夢想，也彰顯神的形像。
如果我們真心相信每個人都是
神的創造，而神的創造從不失敗，
就不會產生種族或性別歧視。有
一個故事提到一個叫凱文的男孩，
他在學習上有困難，別人學來很
容易的字母，對他則不然，但他
擁有燦爛的笑容和寬大的心，而且
有很多朋友。教會的牧師想組一
個男童籃球隊，參加教會聯誼賽。
凱文也報名參加，雖然他很快成
為隊裡最受歡迎的球員，但他練
球練得很辛苦，唯一能做的就是

把球拋向籃框，他不斷練習投球。
他們沒贏過一場比賽，卻抽到
和最好的球隊對賽，對方沒輸過
一場球賽。比賽那天，兩隊全力
以赴，但仍如預期，下半場快結
束時，凱文的球隊落後 30 分。這
時，一個男孩叫暫停，他建議教
練在最後一場球賽，給凱文投球
的機會，隊友也都同意。
他們要凱文站在罰球線等著，也
告訴凱文一接到球就要投籃。凱文
欣喜若狂，跑到罰球線附近等著，
球傳給他就投籃，但沒進籃。對方
球員搶到籃板球，運球到籃下輕鬆
得分。沒多久，凱文又拿到球，再
次投籃還是沒得分，對方同一位球
員和剛才一樣又得兩分。相同的情
況連著幾次，對手弄懂怎麼回事。
下次他們搶到籃板時，就把球傳給
凱文，但凱文投籃仍未進。雙方球
隊搶到球都傳給凱文，也喊著凱文
的名字，為他加油！到最後連體育
館每個人都跟著喊凱文的名字，但
凱文仍未投進一球。
眼看比賽要結束，教練瞄了一

眼時鐘，在倒數時間 4.3 秒下，現
場一片加油聲中，凱文終於投進
籃，他開心地揮著雙手，大喊「我
贏了！」比賽結束了，那天常勝
球隊保持完美紀錄，但是每個人
都贏了。
在值得稱頌的造物主眼中，每
個人都很貴重。做父母的都深深
明白這樣的愛，在孩子尚未出生，
甚至還不會開口叫爸媽，也沒有
為父母做任何事前，他就已被愛。
父母很願意為他做任何事，因為
他身上帶著父母的基因，單單這
一點，就贏得父母的愛。神對我
們也如此，祂的愛甚至不帶任何
條件，因為我們是祂所造的，祂
永不後悔創造。並且，祂賜給我
們那永不動搖的盼望，可以從聖
經的應許中擷取，不論我們遇到
任何處境，神話語中應許的盼望，
必能為我們開出一條新路。
自 9/3 起，每週二 22:05，歡迎
收看陸可鐸牧師「不可動搖的盼
望」系列信息，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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