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殺人 

馬太福音 5 章 21-26 節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

“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

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

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所以，你在祭壇

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

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你同告你的對頭還

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審判

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監裏了。我實在告訴你，若有一文

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從那裏出來。（太 5:21-26） 

 

主耶穌這番話是在教導我們甚麼呢？從中可以學到甚麼呢？主

耶穌說，“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不

可殺人”是十誡的第六誡（出 20:13）。神透過摩西吩咐以色列民不

可殺人，可主耶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主耶穌在說甚麼

呢？ 

“只是我告訴你們”，“只是”一詞希臘原文並非在表達相反

的意思，主耶穌不是在跟舊約唱反調，他不是說“不可殺人”這句

話有甚麼不對，而是在向我們解釋這句話的真正意思。原來意思遠

比不可殺人深邃多了。 

非聖潔沒有人能見神 

耶穌這番話是甚麼意思呢？他是在說：“你犯了殺人罪，就會

毀了你跟神之間的關係，失去永生。不過我要告訴你，這條律法並

非這麼簡單。”因為說到殺人，有多少人殺過人呢？實在不多，所

以你立刻就會覺得自己相當公義。 

上一篇信息剛剛談過，“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

義，斷不能進天國。”你說：“我的義一定勝過了法利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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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可法利賽人也沒有犯殺人罪，你至多跟法利賽人一樣，怎能

勝過法利賽人的義呢？ 

正因如此，主耶穌繼續闡明他的要求。主耶穌的公義標準遠勝

於法利賽人，也遠勝於今天的基督徒，所以我們才要探討甚麼是公

義。眾多基督徒不明白公義、聖潔的重要，是時候該正視主耶穌有

關聖潔的教導了。 

是甚麼阻礙我們看見神的榮耀呢？就是缺乏聖潔。所以耶穌這

番話並不是在提高道德、公義標準，似乎為難我們。他並不是在

說——“我想為難一下你們，以前規定不可殺人才能進天國；現在

我告訴你，恨人跟殺人一樣，都得下地獄。”這樣你就會說：“主

耶穌啊，做基督徒已經夠難的了，現在你又把標準升得這麼高，我

根本達不到。我連一米高都跳不過，你又升到了兩米高，看來我只

好放棄了，因為根本做不到。” 

耶穌是在為難我們嗎？當然不是！他是在指出得到屬靈能力的

途徑，成為真門徒的途徑。想一想，做個兩頭不靠岸的基督徒有甚

麼用呢？你想做個竭盡全力的基督徒，還是隨隨便便的基督徒呢？

如果只想做個掛名基督徒，那就乾脆別做基督徒了，免得自欺欺

人。 

但耶穌是在指明聖潔之路，也是榮耀之路。希伯來書 12 章 14

節說，“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

見主”。這番話對於當今教會太重要了，每個基督徒都應該銘記於

心。 

我經常說要小心你如何理解“憑信心得救”，聖經所說的信心

是能夠讓我們成為聖潔的信心。希伯來書說，單憑口裏相信（很多

基督徒都是這種相信）不能得救，惟有讓你能夠成為聖潔、能夠屬

於神、能夠看見神，這種信心才能讓你得救，因為“非聖潔沒有人

能見主。” 

你聖潔嗎？要是不聖潔，那麼無論你自稱相信哪一種基督教教

派，都不能看見神，不能得救。這不是我的話，而是聖經的話。真

正得救的信心是能夠讓你成為聖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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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是神對每一個門徒的要求，“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

的”（彼前 1:16），這是新約教導。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5 章的結尾

還在說這個話題：“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

5:48）。 

耶穌要的是聖潔的門徒 

如果你是非基督徒，那麼我希望你不要草率決定做基督徒，要

深思熟慮。你會說：“奇怪！多數人是生拉硬拽，讓人快快成為信

徒，這人卻勸人三思。” 

我勸你三思是想讓你確知自己在做甚麼。耶穌關注的是帶領人

做他的門徒，而不是單單改信基督教，所以他說“要去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太 28:19）。教會有太多平平庸庸的基督徒了，而我的目

標是讓這間教會每位基督徒都能成為屬靈發電廠，正如保羅說，

“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 4:13）。保羅有個遠

大目標，就是希望每個基督徒都能夠有基督完全的身量和榮耀，這

也是我們這間教會的目標。 

我們必須聖潔。甚麼是聖潔呢？聖潔就是完全，對神完全委

身！沒有委身給神，就不可能聖潔。成為聖潔最基本的一步是，你

的心委身給神，忠貞不渝。 

你聖潔嗎？要捫心自問：“我的心每時每刻都完全委身給神了

嗎？抑或三心二意，只是部分屬於神？”聖潔也沒有部分之說，要

麼聖潔，要麼就不聖潔。 

成為聖潔的第一步是要對神百分之百完全。神用重價買贖我們

的時候（參看林前 6:20，7:23），是不是只買了一只胳膊或者一部

分肢體？聖經說他買了我們全人，我們整個人都是他的。你對神有

所保留，就是在欺騙自己、欺騙神了。 

在使徒行傳 5 章，亞拿尼亞、撒非喇聲稱把所有的都給了神，

卻私自留下了一些，這在神眼中絕對是大罪！神不會生拉硬拽你去

天國，選擇在於你。然而，如果你想獻上自己，就要完全、毫無保

留地獻上，否則乾脆就別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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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委身的基督徒才會被聖靈充滿 

今天很多人問：聖靈充滿是甚麼樣的呢？聽來似乎很神秘。聖

靈充滿絲毫不神秘，很多人之所以沒有被聖靈充滿，是因為聖靈不

能充滿他們。“充滿”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裝滿。半杯水是“滿”

嗎？四分之三是“滿”嗎？百分之九十是“滿”嗎？滿就是裝滿

了。除非你是個百分之百的基督徒，否則無法被聖靈充滿。你的心

不願百分之百屬於神，那麼求聖靈充滿就是枉費功夫。 

聖靈充滿毫不神秘，凡百分之百委身給神的，就是聖靈充滿的

人，因為他是百分之百屬於神的。保羅說“要被聖靈充滿”（弗

5:18），意思是基督徒必須百分之百屬於神，不可再拿回來甚麼。 

如果你已經將生命完全交托給神，真的毫無保留，那麼聖靈將

會充滿你。為甚麼我說“將會”呢？因為還有一樣事：你必須向神

求聖靈充滿。很多基督徒沒有被聖靈充滿是因為從未求過，“你們

得不着，是因為你們不求”（雅 4:2）。主耶穌說，“何況天父，豈

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路 11:13） 

你真的將自己百分之百交托給了神，那麼就去求吧。你在自己

生命中經歷不到神的能力，那就求神的靈充滿你吧。如果你真誠地

求，他就一定會充滿你。 

所以從馬太福音 5 章 21-26 節可見，主耶穌設立了一個高標

準，好讓我們知道：除非被聖靈充滿，否則根本做不了真門徒，根

本達不到他的要求。 

聖經裏只有一種基督徒，就是聖靈充滿的基督徒。聖靈充滿是

基督徒生命的平常經歷，一點都不神秘。一旦被聖靈充滿，你就知

道基督徒生命是怎麼一回事了。你是個百分之百的基督徒，就會經

歷基督徒應有的能力，看事情遠比別人更洞幽悉微，在屬靈上明察

秋毫，當然這也意味着你往往比別人更為罪哀慟。 

聖靈充滿就會有屬靈洞察力 

很多人因為眼瞎根本看不見神的事情。為甚麼眼瞎呢？因為他

們的靈裏沒有神的光。好多聰明人讀聖經卻不知所云，完全丈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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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摸不着頭腦，難道愚笨嗎？當然不是，他們是聰明人，卻無法明

白神的話。為甚麼呢？因為神的事情必須靠神才能明白！除非蒙神

光照，否則不可能明白神的事情。 

要這樣讀聖經：跪在神面前，求他潔淨你的罪，說：“我的生

命百分之百屬於你，求你的聖靈充滿我。”然後再讀聖經，你會發

現經文的意思竟躍然紙上！可能還不大明白所有細節，因為缺乏歷

史知識、背景資料，但當中的屬靈含義你一下子就豁然開朗了。 

記得還是年幼基督徒的時候，我讀了一部難懂的書——歷代

志，還寫下了很多心得。那時我信主不過一、兩年，可今天再翻看

這些心得，不禁大為驚嘆：“我當時怎麼看見了這麼多屬靈內涵？

從哪兒來的屬靈洞見呢？” 

很多人讀歷代志都看不出有甚麼屬靈價值，可我當時屬靈那麼

年幼，居然看見了那麼多的屬靈內涵。你知道為甚麼嗎？感謝神，

在國內信主時，那些基督徒教導我必須做個百分之百的基督徒。百

分之百的基督徒就是聖靈充滿的基督徒，具有驚人的屬靈洞見。 

現在再找出當時的手蹟，是記在了黨校的練習本上，封面是斧

頭、鐮刀。重新讀一讀，我只能感謝神。那時我沒有學過神學，對

神學一無所知，還沒有入讀神學院，可我是從哪兒得來的這種屬靈

洞見呢？即便現在再讀，內心也會火熱起來。 

可見認識神、侍奉神關鍵不在於讀神學，而在於屬靈洞見。即

便今天，我已經讀過了神學院、聖經學校，可真懷疑還能不能寫出

當年寫出的那些心得來。 

聖潔是擁有屬靈能力和洞察力的秘訣 

主耶穌這番話是在教導我們聖潔這一秘訣，它是擁有屬靈洞

見、屬靈能力的秘訣。為甚麼主耶穌要強調聖潔呢？因為惟有成為

聖潔，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別無它途。你不想做個百分百的基督

徒，那麼我求你別做基督徒了。不要愚弄神！少於百分之百就是在

愚弄神。神要的是百分之百。 

主耶穌之所以要求聖潔，為的是讓我們看見神的榮耀。他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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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升高標準為難我們，而是要我們明白：惟有行在聖潔中，才能

看見神的榮耀。 

發怒：檢驗我們是否活在聖靈掌管下的砝碼 

回到馬太福音 5 章 22 節，耶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

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

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審判”也是“法庭”的意思，是當時以色列的地方法院。

“拉加”是希伯來字，意思是傻瓜。“魔利”也是傻瓜、愚頑的意

思，但語氣就更強了。在聖經中，“愚頑”一詞也常常指屬靈上愚

蠢，比如詩篇 14 篇 1 節說，“愚頑人心裏說：‘沒有神。’”可

見“愚頑人”是屬靈上、道德上敗壞的人。你對弟兄說“你這個愚

頑人，不敬虔的人”，那麼就難免地獄的火，因為你審判了他。 

首先從解經上可以看見，這裏的懲罰是越來越重：法庭、公

會、地獄的火。法庭有二十三位法官，公會有七十一位法官，惟有

神才有權判人入地獄。先是動了一點怒氣，繼而怒形於色，說出忿

恨、苦毒的話來：“你這個傻瓜！”最後更是出口審判人：“你這

不敬虔的傢夥！”這是非常嚴厲的指控，就是在說他根本不認識

神，把他趕出了神的國，判了他死刑。你這樣審判人，神也會這樣

審判你。 

這番話到底在教導我們甚麼呢？首先，一個聖靈充滿的人，他

的情緒是受神的靈控制的。沒有被聖靈百分之百充滿，那麼你的情

緒就不是受神控制的。很多基督徒之所以屬靈走下坡，是因為從未

把自己的情緒交給神，從未受聖靈控制。 

你發現了嗎？一有甚麼事，人的情緒往往最先做出反應。開車

的人都懂，正開車的時候，有車突然沖出來插在你前頭，你立刻就

會火冒三丈，第一個反應就是生氣。 

你必須控制住情緒。必須完全讓神掌管我們，甚至掌管我們的

情緒以及情緒上的反應。很多基督徒沒有學到這個功課，結果情緒

一發不可控制。你屬於這類人嗎？這種基督徒真讓我擔憂，總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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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大落，今天開心，明天垂淚；今天心情佳，明天心情糟。他們的

情緒就像晴雨表一樣，隨着天氣忽上忽下。 

如果你是這種基督徒，那麼你就沒有被聖靈充滿，生命一定有

問題，要快快解決。因為這種情緒起伏的基督徒往往每況愈下，很

快就會低落到一個地步，再也振作不起來了。 

讓神掌管我們的情緒 

你的情緒是在神的掌管下嗎？不妨自我省察一下。有的基督徒

去到教會，感覺極好；第二天早晨起來，情緒就不太好，感覺神似

乎很遙遠。你是這種靠情緒而活的基督徒嗎？這種基督徒缺乏能

力，很難有好見證，神無法使用他們。 

讓神掌管情緒絕對至關重要，你的情緒是在神的掌管下嗎？生

命中有神的能力嗎？關鍵是要讓神掌管情緒，這是主耶穌這番話所

教導的非常重要的功課。 

但還有一樣要明白的是，情緒會影響到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向弟兄動怒是個非常嚴重的罪，當然並非所有動怒都是犯罪，你可

以向不敬虔的人動某種程度的怒氣。但馬太福音 5 章 22 節所說的

動怒對象是弟兄，向弟兄動怒就等於犯了殺人罪。沒有動怒，也就

不會殺人了；在動殺機之前，第一個情緒就是發怒。怒氣可以深藏

不露，可以日積月累，也可以一觸即發，但總歸都是從情緒開始

的。 

跟弟兄姐妹相處要聖潔 

要省察一下跟弟兄姐妹相處得如何，跟其他人相處得如何。我

們真的非常情緒化，總是憑感受判斷人。你是怎麼決定喜歡這人、

不喜歡那人的呢？如果是因為不喜歡對方的長相，所以不喜歡他，

足見你是憑感覺與人相處。 

大多數人都是跟着感覺走，憑感覺判斷一切事。男孩子是怎樣

愛上女孩子的呢？是不是做一些理性分析？是不是坐下來計算一下

她的優點，看她是否是個屬靈、能幹、聰穎的女孩子？女孩子又是

如何判斷男孩子的呢？往往都是“我喜歡他”或者“我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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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這麼簡單，莫名其妙。 

理性往往成了情感的僕人，即是說，愛上對方之後，再想出種

種愛他的理由來，結果理由往往不堪一擊、無足掛齒。但理性總是

情感的僕人，我們用理性為感覺辯護。 

我們也把這種慣性帶進了教會，當然就會有麻煩了。我發現教

會弟兄姐妹常常無緣無故彼此不喜歡，彷彿在說：“我就是不喜歡

他的風格、舉止、習慣，所以不喜歡他。” 

教會裏絕不能有這種態度，不可憑頭髮長短、留不留鬍子、戴

不戴眼鏡來判斷人，這些都無關緊要。主耶穌不希望我們憑肉體決

定與人的親疏。 

在哥林多後書 5 章 16 節，保羅說，“所以，我們從今以後，

不憑着外貌認人了。”基督徒困惑不解，“保羅是甚麼意思呢？怎

樣不憑着外貌認人呢？”意思很簡單：與人相處不再憑感覺了。我

之所以愛你，因為你是神的子民，是我在基督裏的弟兄姐妹。我珍

視你，不會在意你的穿着、髮型。 

我希望這間教會可以建立起在基督裏屬靈的關係，彼此相愛，

不憑外貌認人。不要說“我喜歡他的長相”或者“我不喜歡他的長

相”，“他的廣東話不太好，我不喜歡他”，“我只喜歡能說某種

方言的人”„„這些都無關緊要，屬靈教會是一間彼此真正相愛的

教會。 

我希望在這間教會，新來的人不會受到冷遇、忽視。我們是在

建立一間屬靈教會，人人都有賓至如歸之感，知道自己是受呵護

的。 

你是基督徒，那麼就主動向新來的人表達關愛吧，畢竟我們都

是過來人，都去過很多教會，卻無人理會。你願意人對你不理不睬

嗎？那麼就不要忽略新來的人，向他們表達關愛吧。 

新來的人是非基督徒，也要用基督的愛去愛他，因為基督也是

為他而死。不要說“他不是基督徒，我不想跟他說話”。基督也愛

他，為他而死。不要憑感覺判斷人，基督徒不可拉幫結派，要隨時

付出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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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刻跟神搞好關係 

最後再來看一個屬靈原則。每每查考聖經，要尋找屬靈原則，

這是明白聖經的途徑。很多人讀聖經卻不知所云，因為他們沒有看

見當中的屬靈原則。主耶穌這番話道出的另一個屬靈原則是：你的

屬靈生命出了甚麼問題，就要快快解決。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

給審判官”（太 5:25）。當然，這裏並不是指人間法庭，而是指屬

靈法庭。你去見審判官之前，要立刻把事情解決了。因為等到見了

審判官，恐怕就為時晚矣。 

要立刻跟神搞好關係，不要拖延！屬靈人絕不磨磨蹭蹭，而是

行動迅速。因為刻不容緩，你在罪中拖的時間越長，罪就會越滾越

大、越難處理，最終就越會讓你落入審判裏。千萬別拖拖拉拉，要

快快找出問題，快快解決。要學會這個秘訣，猶疑不決讓很多人失

去了屬靈能力、屬靈喜樂甚至屬靈生命。 

記得上海教會一位長老曾跟一個小夥子談話，勸他快快跟神搞

好關係，處理罪。小夥子卻不以為意，說：“我還年輕，有大把時

間，讓我好好想一想吧。”長老懇求道：“別以為你年輕，有大把

時間。神有神的時間，沒人知道你的時間到何時為止，要行動迅

速！” 

長老跟我分享了這件事，他說：“你知道嗎？那個小夥子不願

立刻跟神搞好關係，他走了出去，剛走到第二條街道，就意外身亡

了，前後還不到三分鐘。他以為有大把時間，還年輕，卻不知自己

只有三分鐘了。” 

屬靈事情是關乎到了生與死，千萬不要拖拖拉拉！如果你現在

還沒有跟神搞好關係，那麼就快快行動吧。不要說自己還年輕，時

間有的是。也許你就跟那個小夥子一樣，只有三分鐘時間了。他身

強體健、充滿自信，沒想到三分鐘後就意外身亡了。這個屬靈原則

就是：快快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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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的關係跟彼此間的關係息息相關 

最後一點是，主耶穌說，我們與神的關係跟我們彼此之間的關

係是密不可分的。你知道這一點嗎？不要自以為有安靜時間、經常

禱告，所以就是個好基督徒了。這還不足以成為好基督徒，好基督

徒取決於你跟弟兄姐妹的關係。 

主耶穌說，“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

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太

5:23-24）。為甚麼呢？因為不這樣做的話，神就不會接納你的禮

物，獻了也徒然。放下禮物，先跟弟兄和好，再來獻給神。 

可見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會直接影響到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跟弟兄姐妹關係不好，那麼你怎麼努力親近神也沒有用。你禱告不

通，就要捫心自問：“我是百分之百的基督徒嗎？弟兄姐妹有沒有

向我懷怨呢？” 

留意這裏並沒有說“你向弟兄懷怨”，因為基督徒對弟兄姐妹

不應該有一絲怨恨，主耶穌吩咐我們要饒恕。可要是你得罪了弟

兄，冤枉了他，那麼必須立刻改正，跟他和好，否則就休想達到神

面前。 

聖潔是屬靈生命的關鍵，是能力的秘訣！ 

歸結上文，我們明白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屬靈功課。要想看見神

的榮耀，要想跟神甜蜜相交，就必須聖潔。沒有聖潔，跟神就無法

相交。 

很多人問我：“為甚麼我禱告好像得不到回答？神似乎沒聽

見。”答案很簡單，你要麼不是百分之百的基督徒，沒有被聖靈充

滿；要麼跟弟兄姐妹的關係出了問題；要麼生命中有罪。你必須一

一解決這些問題。 

聖潔是得到屬靈能力、屬靈喜樂、屬靈洞見的途徑。換言之，

正如主耶穌這番話所教導的，聖潔是整個屬靈生命的關鍵。沒有聖

潔，就寸步難行。願神讓你能夠看見你是否聖潔了，是否百分之百

屬於他，是否跟弟兄姐妹關係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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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了婚的要省察一下跟妻兒的關係。對很多基督徒來說，婚姻

生活往往是個網羅，簡直可以摧毀他們。使徒彼得提醒道：要想跟

神的關係正常，就得跟妻子、家人關係正常。彼得前書 3 章 7 節是

這樣說的（已婚者都要留意）：“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

同住”，為甚麼呢？“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跟妻子的關係出

了問題，與神相交便會有攔阻了。 

屬靈能力的秘訣就是聖潔，別無它途。使徒行傳 3 章記載說，

彼得、約翰在聖殿醫好了一個瘸腿的人，眾百姓一齊跑到他們那

裏，很覺希奇，彼得便說：“以色列人哪，為甚麼把這事當作希奇

呢？為甚麼定睛看我們，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

呢？”（徒 3:12）留意“能力”與“虔誠”（或聖潔）相提並論，

能力就是聖潔，聖潔就是能力。 

要明白，你的基督徒生命軟弱無力是因為不聖潔。之所以不聖

潔，是因為沒有被聖靈充滿。之所以沒有被聖靈充滿，是因為對神

不完全，尚未從罪中得到潔淨。 

1955 年，我在北京聽了王明道被捕前最後一篇講道，從中明白

了他屬靈能力的秘訣。他是以即將赴死的心態講這篇道的，自知時

日不多了。當時會眾中還有便衣警察，可他就當眾說：“你們必須

做個義人，因為這是能力的秘訣。”說完就從講台上跳了下來，好

強調這句話。 

王明道是聖潔的人，為甚麼神能夠使用他呢？因為他一生聖

潔，敵人找不出任何可以攻擊他的把柄，不得不杜撰一些指控出

來。他一生都光明磊落、無可指責。 

所以務要追求聖潔的生活，即便會付上高昂的代價，但總要聖

潔！ 

宋尚節的能力秘訣是甚麼呢？也是聖潔，讀一讀他的傳記就知

道了。宋尚節的全部教導都是在強調聖潔，為甚麼呢？惟有聖潔，

你才有能力！依據聖經，沒有能力的基督徒根本不是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