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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进入狼群 
马太福音 10章 16-31节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

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
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
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
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
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
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
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
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
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
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
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

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
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
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
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
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
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太 10：16-31） 
必须配得神的恩典 
上一次看了主的“配得”教导，配得是一种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

能得到神的救恩。马太福音 10章 11-13节说，那些不配得的人虽然听见了
福音，也得不到神的祝福，门徒们又收了回来，“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
们”。 
这是个严重警告，神的祝福已经临到了你，可你必须证明自己配得；

要是不配，那么神就会收回祝福。即是说，神出于爱白白赐下怜悯、恩
典，这是我们赚不来的，但我们必须证明自己配得。这是救恩的原则，你
赚不来救恩，救恩是神赐给你的，但你必须证明是配得的。即便你已经得
到了，可要是不配，神还会收回。 
这番话是主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就

是已经奉神的名祝福了他，“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可见
“配得”的态度多么重要。别以为不管你愿不愿意，神都会把救恩硬塞给
你。其实即便已经给了你，你要是不配，神还会收回来。 
我说过，到了审判那一天，很多基督徒会如梦方醒，原来自己得不到

神的救恩。这一点主耶稣已经反复警告过了，比如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
喻，他欠了主人一大笔钱，大概几百万，主人豁免了他；可同伴只欠他
二、三十块，他却不依不饶。结果主人取消了对他的豁免，即是说，他得
到的饶恕又被收回了。想一想，他已经得到了饶恕，可因为不配，主人就
勒令他必须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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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太逆耳，难以下咽，我们也许不爱听。但这是主的教导，不是
我的，我无权更改。可今天有些基督徒似乎自以为有权更改。要是按照主
的教导传讲真理，就会受人攻击，但我们决不退缩。我再提醒一次：神会
将平安、救恩赐给你，可你必须证明配得。无论你喜不喜欢，这就是属灵
生命的真理。 
上一篇信息举了宋尚节的例子，他为一位教会长老祷告，因为这位长

老摔断了腿，落下残疾，求宋尚节医治。宋尚节第一次祷告，他没有得到
医治；第二次祷告，他不但没有得到医治，还当场死了。后来宋尚节叫他
从死里复活，可他的腿还是没有好，这岂不正是不配吗？因为他不配，所
以纵然宋尚节凭神的大能为他祷告，他也得不到祝福，不但得不到祝福，
还受到了咒诅，几乎丧了命。 
这个警告就是：你不能愚弄永生神。神是永生神，千万不要欺骗他。

他恩慈无限，也严厉无比。对于那些脚踏两只船，既不放弃罪、又想得到
他祝福的人，他是非常严厉的。这一点可以从罗马书 11 章看见，神一方
面满有恩慈，一方面对怙恶不悛的人非常严厉。 

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神的严厉也可以从马太福音 10 章 14-15 节看见，主耶稣说，“凡不接

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
土跺下去。”什么意思呢？这是断交的表示，仿佛在说：“我跟你毫无关系
了，脚上都不愿粘上你家的尘土。”意思是说，从现在开始你有什么事情
我概不负责。我已经呼吁你悔改，叫你接受神的救恩、神的爱，可你不接
受。要是你不想听这个好消息，那么日后如何我概不负责。 
可见神恩威并存。我们往往认为一个人要么非常慈爱，根本严厉不起

来；要么非常严厉，不懂得如何爱。但神宽猛相济！因为他既是慈爱的，
又是圣洁的。可见神的性情非常平衡，神既严厉、又慈爱，不像人类，总
是顾此失彼。有人很严厉，却没有爱，因为我们生命中还不具备完全的圣
洁与慈爱。神非常关心我们的救恩，所以才警告我们不接受救恩会有什么
后果。不接受他的爱就是死，因为你会在罪中灭亡。 
传道人真是责任重大，他既看得见神的大爱，又看得见罪的可怕，会

像癌症一样摧毁你。而这里有一位大能医生愿意医治你。要是我爱你，当
然就会大声疾呼——“来找这位大医生，他能够医治你。可你要是充耳不
闻，那么我警告你，你会死于癌症，痛苦不堪。请相信我，来求神吧，他
会医治你。”我必须将好话歹话都说给你听：“来寻求神，就会得到医治。
不寻求神，就会痛苦地灭亡。这个结局太可怕了，我愿剖肝沥胆说给你
听，好让你刻骨铭心。” 
门徒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神的子民说：“悔改吧！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别怪我没有告诉你，如果你不听，我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把脚
上的尘土跺下去并不是说从此再也不理你了，而是说“我已经仁至义尽，
我非常关心你，可你得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传福音必须尽职尽责 
主耶稣教导门徒传福音要尽职尽责，真希望传道人能够这样传道！我

不能降低福音标准，因为我要是讲了假话，那么你失去永生就是我的责任
了。所以即便你不想听，我也必须讲真理。如果你患了癌症，医生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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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尽管你不想听。难道他乐意这样说吗？无非是据实相告罢了。 
我不会讲些中听的话吸引人来教会，因为到了那一天我不是向你交

待，而是向永生神交待。要是神问我——“为什么你不把我告诉你的真理
讲给他们听？”我如何作答呢？我们传福音必须尽职尽责。 
想一想你的责任，你知道别人得了不治之症，也知道谁能够医治，可

你没有告诉他们，那么他们灭亡是谁的责任呢？到了审判日，你的同学、
同事会不会责怪你呢？也许他们会说：“为什么你知道我患病的药方，知
道我正在罪中灭亡，却不告诉我如何得救呢？你从来没说过耶稣能拯救，
我又怎能相信他呢？”他的土会粘在你鞋子上，他会对你说：“你责无旁
贷，因为我们认识，可你从来没有向我传过福音。”难道你要说——“那
段时间我太忙了，没时间向你传福音”？ 
“脚下的尘土”事关重大，因为它证明了你没有尽责，跺下尘土意思

是说已经尽了责任。对于那些自以为怎么生活、怎么犯罪都无所谓，反正
也会得救的人，我能够说：“我已经将真理告诉了你，你不能怪罪我。”至
于审判日被主弃绝的基督徒，主说“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他们
也不能怪罪我。我已经传讲了主耶稣的话，已经警告过他们了。 

要配得过所蒙的召 
务要配得神的救恩。“配得”一词在新约出现了 41 次，大部分都集中

于保罗书信。保罗多次说，“我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
恩相称”（弗 4：1），“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帖后 1：
11），即是说，不要羞辱耶稣基督的福音。难道你以为保罗的意思是你不
配也没关系？保罗在警告基督徒：要是你的生命与福音不相称，那么在审
判的那一天你就有麻烦了。 
教会中很多人相信无论怎么生活、怎么犯罪都没关系，反正一次得

救、永远得救。有人指责我是异端，因为我不同意“一次得救、永远得
救”。可是看看圣经，事实胜于雄辩。我真不明白，即便他们不看圣经，
也不至于真的相信神会容许基督徒随便生活、随便犯罪，然后也能得救
吧？我们相信的是哪种神？非基督徒犯罪就下地狱，基督徒无论怎么犯罪
都会得救，这是什么神呢？难怪非基督徒说——“基督徒胡说八道！这种
神不值得一信！” 
我能明白非基督徒的感受。我要对非基督徒说：没错，不要相信这种

胡言乱语。神是公义的神！基督徒犯罪，他也会严加处理，决不姑息。做
基督徒不是犯罪的借口，更不是犯罪的通行证。在神眼中，罪就是罪，他
一定会处理的，主耶稣已经说得一清二楚。 
今天听见的福音简直一文不值，你不禁思忖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很多

非基督徒说：“我不比基督徒差，为什么要做基督徒？”说的不错，基督
徒是如何回答的呢？苍白无力、不堪一击：“我生命如何并不重要，一切
都是神的怜悯。”如此说来，那么重生是什么意思呢？既然一切依旧，那
么新造的人又是什么意思呢？常常听人说：“你们基督徒并不比非基督徒
好，还是那么自私、骄傲、自我中心，却自称是什么新造的人。”这种新
造的人如何荣耀神呢？ 
但圣经的教导截然不同，主耶稣说，众人看见你身上与众不同的生命

素质，就会归荣耀给神。神的恩典不容许你继续犯罪，神的恩典能够改变
你，使你有能力战胜罪，否则教会怎能成为世上的光呢？如果基督徒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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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依然故我，那么教会给人的印象就太糟糕了。但主耶稣这番教导告诉我
们，真基督徒的生命是与众不同的。你是个真基督徒，就会深有体会。 

羊怎能进入狼群？ 
看到主耶稣这段教导，我不禁想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故事是这样

的：从前有个人有一大片牧场，可是来了一群狼，狼喜欢这片牧场，便驻
足不走，以牧场为家了。这人就想：怎么把这群狼赶走呢？他想出了一个
办法，就是把一群羊赶到牧场，进入狼群，让羊赶走狼，他好得回牧场。
羊进入了狼群，结果如何呢？当然是被狼咬死，吃了。狼吃了羊，有的就
变得驯良，本性改变了。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真是太荒唐了！我还没听过这么荒唐的故事呢！

怎么可能用羊来对付狼呢？可耶稣恰恰这样做了，这段经文就是这样说
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太不可思议了，耶稣到底想做什么
呢？你看，我们读主的话就像念经一样，根本不加思索，视而不见、听而
不闻，完全没有发觉到有什么特别之处。 
用羊对付狼当然是下策，你会想到老虎、狮子，不会想到羊。狼是很

凶猛的动物，即便老虎、狮子也忌惮三分。因为狼会群起而攻之，所以俗
话说：“恶虎害怕群狼”。连百兽之王对付狼都不容易，你还想差羊进入狼
群？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最愚蠢的做法。耶稣应该说——“我要把你们
变成狮子！个个都成为大能的狮子，好去征服世界。”狮子与狼单打独斗
当然没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做法，要是我们能够把人变成狮子的话，则肯
定会这样做。谁会想到派羊去跟狼争战呢？派羊进入狼群就是让羊白白去
送命，到时候羊会全军覆没，狼则不损一兵一卒。 
所以如何理解这番教导呢？行得通吗？从人的角度来估算，谁都看得

出肯定会一败涂地，耶稣的做法必败无疑。我们都是聪明人，知道如何解
决这个问题，宁愿用自己的办法。纵观教会历史，教会常常自以为比主耶
稣更聪明。如果你还没读过教会历史，那么最好抽空读一读，有时候真让
人伤心落泪。教会总有人自以为比主耶稣更聪明。（很抱歉要谈起这些弟
兄姐妹，因为这对我也是一个警钟：不要自作聪明。）他们决定以剑征服
世界，决定兴起“基督的精兵”。不妨想一想，要是基督徒万众一心，人
人一把冲锋枪，那就会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把世上的大小军队都歼灭净
尽。因为我们有一亿基督徒大军，即便是在各国打游击战，也没有哪支军
队招架得住。 
回溯历史，教会曾一度决定：“我们拿起武器跟敌人作战！”于是有了

十字军，高举巨型红色十字架，挥舞十字旗，以基督的名义出征，歼灭敌
人。愿神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圣经的教导。正因为不知道耶稣的
教导，结果他们以基督的名义大张挞伐、血腥厮杀，羞辱了基督的名。因
为他们说：“羊根本打不过狼！”于是羊决定也成为狼，以牙还牙、以剑对
剑。不跟从耶稣的教导，我们就会误入歧途。也许你会说：“可是跟从耶
稣的教导太难了，根本不可能的，羊哪里是狼的对手呢？”在人是不可能
的。 

羊征服狼是神的荣耀 
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教导我们呢？因为如果羊征服了狼，这是神的荣

耀，不是羊的荣耀。狮子能够咬死狼，不足为奇，这是狮子的荣耀。狼也
能够互相打斗，一只咬死另一只，也不足为奇，这是得胜的那只狼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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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然而羊胜得过狼吗？闻所未闻，而耶稣恰恰要我们战胜狼。 
羊制伏了狼，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事。不妨想象一下，要是你看见羊狼

对阵，羊制伏了狼，你一定会惊得瞠目结舌。这是不可能的！这一定是神
的大能！福音的关键正在于此，要是我们（教会）以狼斗狼，征服了世
界，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然而羊征服了狼，这就是神迹！我们就能看
见神的作为。 
务要明白：福音是神的福音，他要以他的拯救大能——不是我们的力

量——去征服世界。这就是耶稣想要做的，让世界看见一个神迹。羊不但
没有全军覆没（当然很多被吞吃掉了，很多受了伤，跌倒了，不过还有剩
余的羊），而且狼吃掉的羊越多，新生羊就越多。这就是罗马帝国的经
历，简直难以置信。 
罗马是当时最强大的帝国，拥有一支不败之师，攻无不克、战无不

胜。这群狼真是所向无敌。有趣的是，罗马的国徽就是狼，狼是罗马的标
志。而耶稣差遣羊进入了狼群，罗马帝国虽然杀了很多基督徒，有的砍
头，有的喂狮子，可是羊不但没有被消灭净尽，而且这个神迹就是，被杀
的羊（基督徒）越多，新生羊就越多，源源不断。结果狼看见了神迹，向
羊屈服了。四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康士坦丁向教会缴械投降。教会胜利
了，羊战胜了狼！ 
你听过这种奇事吗？无数狼被神的大能改变，成了羊，真奇妙！教会

从未跟罗马帝国刀枪相见、争战厮杀，却在三百年之内征服了罗马帝国，
征服了这支不败之师，是不是奇妙？ 

神的方法：将我们这群狼变成羊 
你觉得主耶稣的教导愚拙吗？那就听一听使徒保罗怎么说吧，在哥林

多前书 1 章 25 节，保罗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你觉得神的方法愚
拙？他的愚拙也胜得过你的智慧。我以福音为荣，因为这不是人能够想出
来的。福音不可能是人的发明，人根本不会这样想，做梦也想不到要差遣
羊进入狼群，去战胜狼。要是你有眼可见的话，就会看见福音是来自神，
人根本得不出这种结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人做不到。神恰恰这样做
了，他行了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 
留意主这番教导就是在说：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截然不同，就像羊与狼

截然不同一样。可是我听见有人说做基督徒只不过是有了神的恩典，跟非
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否定了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你以前是狼，现
在神改变了你，你的性情改变了，成了新人，成了羊。 
用狼群形容这个世界最恰当不过了，你不妨查一查百科全书里介绍狼

的文章，狼群竟然跟人类惊人地相似。狼跟人一样喜欢群居，并非独来独
往，这也是狼群的力量所在。而狼群中会有一只领头狼，它是如何成为领
头狼的呢？当然是众狼拥戴的。为什么拥戴它呢？因为它是狼群中最老
练、狡猾、强壮的一个。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人人
都是在这种法则下长大的。狼也并非整天内讧，它们也打群架，就像人类
一样，一国跟另一国作战。狼的这些习性都跟人非常相似。 
一旦成了基督徒，神就会改变我们的性情，由自私、好斗的狼变成温

柔、可爱的羊，成了神的羔羊。圣经形容主耶稣为神的羔羊，因为他温
柔、舍己。改变我们的是神的大能，你无法改变人的性情，惟有神的大能
才做得到。这就是福音的荣耀，福音并非单单说你要循规蹈矩、与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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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而是说你会被神的大能改变。 
纸上谈兵很容易，可及至我真的付诸行动去与人为善，便发现根本做

不到，因为这不是我的本性。你去监狱告诉那些抢劫、杀人犯应该如何与
人为善，根本无济于事，惟有他的性情被改变了，他才能够成为新人。你
向他灌输一通大道理是没有用的。我见过黑帮分子被改变，我认识纽约的
一个黑帮分子，他完全被改变了，成了新人。要是你听了他的见证，就不
禁会说：“神啊，你的道路真奇妙，狼变成了羊！” 
你必须渴望成为羊，才能经历神的改变。很多人喜欢狼的生活，喜欢

到处咬人，其乐无穷！惟有轮到自己被咬了，才会闷闷不乐。但很多人狼
性十足，喜欢做狼。谁喜欢做羊，任人宰割呢？你想咬我？那就来过招
吧，比比谁厉害，我非得给你一点颜色瞧瞧不可。做羊？我可不喜欢，毫
无还手之力！狼至少有牙，我要是做了基督徒，牙就没了，连副假牙都没
有，那怎么行？ 
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做羊，毕竟人人都喜欢做狼。为什么我们想改

变呢？原因何在呢？除非是看见了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荣耀，否
则我们根本不想改变。我做狼非常开心，可直到看见了主耶稣——神的羔
羊，他真美丽；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狼面孔，青面獠牙，真觉得无地自
容。我如此丑陋不堪，那只羔羊那么温柔可爱。 

得胜的羔羊 
可能你说：“关键不是美不美，而是能力！牙就是能力！”显然你还不

明白羔羊的能力。想一想启示录 17章 14节的话：“羔羊必胜过他们”。羔
羊大有能力！你知道羔羊的能力吗？启示录 17 章讲的是一只可怕的兽，
极有能力。它代表了强大的列国，也代表了敌基督——一位能够呼风唤雨
的人物。惟独羔羊战胜得了这些强敌、猛兽。 
所以不要说做羊就软弱无力，成为羊就是要让神的能力充满我们。狼

代表了世上的能力，比如强悍的罗马、无情的刀枪，这些都是世上的能
力。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羔羊是代表了神的能力。你想要世上的能力，
还是神的能力呢？羔羊是非常有能力的。 
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现在就能明白为什么了。

也许你会说：“绝对没希望、没可能！”在人看来不可能，可是请注意，主
耶稣说“我给你们权柄”（太 10：1）。主耶稣差遣门徒们出去的时候，给
了门徒们大权柄，能够医治病人、赶逐污鬼（太 10：8）。他说，“我已经
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路 10：19）。
甚至能够叫死人复活！这是神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你必须成为羊，才
有这种能力。 
我告诉你，你是狼，那么神绝不会给你能力。然而你要是愿意成为

羊，他就会赐给你能力。因为普通羊根本进不了狼群，这些是神的羊，满
有神的能力，神会看顾他们。所以就在这段经文的结尾，即马太福音 10
章 30 节，主耶稣说：“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即是说，神在看顾着
你。 
约翰·克里梭斯顿（John Chrysostom）是早期教会一位出色的传道人，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鞭辟入里：“主是牧人，牧人带着羊走，不是带着狼
走。你还是一头狼，就不要说主是你牧人，他不是你牧人。你惟有是羊，
才能被这位牧人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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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基督徒）要献上为祭 
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留意：不是跟狼群比邻

而居，而是到狼群中去。做基督徒不是逃避主义，如果你做基督徒是为了
逃避世上的困难，那就太可悲了。做基督徒不是出家做修士，住在修道院
里。很抱歉要这样说修士，但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门徒是不会住在修道
院里离群索居、远离尘嚣的。我认识一些很好的修士，生命素质非常优
秀，可恕我直言，他们应该看一看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没有说“我差你
们去修道院为我而活”，他说你们要进入世界，进入狼群。 
不是说每每来到教会听道、查经，远离世界的时候，你才是基督徒。

恰恰相反，惟有在学校、单位里，在逆境下，在敌人中间（不是朋友中
间），你才是真正发挥到了基督徒的功用。所以做基督徒不容易。 
羊有什么特点呢？羊是献祭的祭牲。圣经为什么称主耶稣为神的羔羊

呢？因为他要将自己献上，作为世人的赎罪祭。圣经为什么也称我们为羊
呢？因为我们也要献上为祭。要想发挥基督徒的功用，我们就都得献上为
祭。你准备好了吗？你要是不愿意，就别做羊。 
羊是献祭用的，谁说做基督徒容易？我要是不愿意成为祭牲，就不会

浪费时间做基督徒了。难道做基督徒就是成为教徒，定时去教会？世界充
斥着这种教徒，但主耶稣不是呼召我们做教徒。请听仔细了，主耶稣是呼
召我们做羊！ 
羊进入狼群会怎么样呢？很多都会死。我们也会死，有的像保罗一

样，甘愿献上自己为祭；有的愿意死，只不过还没有机会。死法有很多
种，不单单是肉身上死。肉身死亡概莫能外，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
徒，人人都有一死。 
所以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人都有一死，但关键是愿意为主而死！

而且不仅是肉身死，肉身死要比做活祭容易多了。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有
朝一日会为主殉道，这实在是个莫大福分。这种死没有太多痛苦，只消
一、两颗子弹就完了。狼一口咬到羊的咽喉，咬断血管，羊就咽气了，只
消一、两秒钟。但想一想狼群中的活羊，每每环顾四周，总是看见狼龇牙
咧嘴、虎视眈眈，那滋味真不好受。 
为主而活比为主而死更难，很多人做得到为主殉道，却做不到为主而

活。主耶稣是在呼召我们做活祭，甘愿进入世界，被神的能力充满，随时
准备受苦。 

神不会救我们脱离受苦、死亡 
整段经文主耶稣没有应许说神会拯救羊脱离受苦和死亡，他从来没有

这样应许过。有的基督徒每逢受苦便怨气冲天：“为什么我的家人、朋友
都疾病缠身？为什么神不帮助我们？”这些人实在是基督教会的羞辱。 
看看主的教导，他从未应许过要拯救羊脱离受苦、脱离死亡。他说你

们要受苦，我差你们出去受苦，有的会死。在路加福音 21章 16节，主又
说了一次：“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主耶稣是在告诉门徒：我要打开天
窗说亮话，我是差你们出去受苦，你不愿受苦，就别做我的门徒。正因如
此，主三番五次教导说：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愿
背十字架就是不愿受苦、不愿死，那么你不能做我的门徒。 
每逢苦难降临，主耶稣没有应许说会带你脱离苦海。要是我上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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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也没有说他会求神差派天使来挡住子弹。我肯定会中弹，我已经准
备好了。要是没有准备好，我就不会做基督徒了，因为我不愿做个有名无
实、半半拉拉的基督徒。要么就做个百分之百的基督徒，要么就干脆不做
基督徒。主没有应许救我脱离死亡，所以身为基督徒、身为羊，我完全知
道会遭遇什么，我欣然接受。 
“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主不但对十二个门徒这样说，还对另外七十二

个门徒这样说，也对所有门徒、神的子民这样说。我们作为羊必须进入世
界。 

不要怕狼，要怕神 
主这番话也说到了“不要惧怕”，并且是反复强调了几次。他知道羊害

怕。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林后 11：29）。被狼牙撕咬、扯
碎，难道我不怕疼吗？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难道我不心惊胆战吗？我也
害怕，跟其他人一样。可是主说：“不要惧怕！”他不但没有应许救羊脱离
死亡，甚至还说不要惧怕。马太福音 10 章 28 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
魂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怕狼，狼只能毁灭身体，之后就做不了什么
了。当怕的是神，因为神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就是狼的结
局。 
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羊进入狼群。在使徒行传 14 章 22 节，使

徒保罗提醒门徒：“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难道神喜欢我
们受苦吗？当然不是，神不希望我们受苦，也不喜欢看我们受苦。但生活
在这个世界，受苦是在所难免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狼的世界，他们是狼，
我们是羊——由狼改变成了羊，所以我们一定会死！ 

在苦难中与基督相交 
受苦有什么意义呢？太有意义了！我们的荣耀使命就是为神在这个世

界上成就一项大工作，如何才能成就呢？惟有做羊，才能成就。神用羊来
征服世界。神用教会降伏了当时的世界霸主——罗马帝国，神也会用我们
降伏世界。而且惟有借着受苦、死亡，教会才能降伏世界。这就正如主耶
稣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
多子粒来”（约 12：24）。罗马人对基督徒严刑拷打、痛下杀手，可他们
越这样做，基督徒就越多。神的大能透过羊彰显了出来。 
不但如此，在苦难中才能跟基督相交（腓 3：10）！保罗说我们蒙恩是

要为基督受苦（腓 1：29）。但在苦难中，我们能够跟基督相交，经历到
他的大能，就是羔羊的大能。今天大多数基督徒都软弱无力，因为他们还
没有成为羊，还没有跟这位羔羊相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羊跟羊相
交，不会跟狼相交。难怪这些基督徒没有能力。 
在腓利比书 3 章 10 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

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一同”一词，英文翻译为 fellowship，它
的希腊原文带有相交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受苦中与基督相
交”。我们透过跟基督相交，才能跟神相交。 
你愿意为神成为活祭吗？愿意做羊吗？愿意背起十字架吗？换言之，

你愿意做真门徒、真基督徒吗？这样你就会经历到神的大能，他会用羊来
征服狼，真奇妙！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