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馬太福音 5 章 9 節 

 

 

我們來到第七個福，就是馬太福音五章 9 節，主耶穌說：“使

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首先，我要就上一次所講的內容，做一個簡要的總結。主耶穌

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不是任何人，是清心的人）必

得見神。”惟有清心的人被賜予看見神的應許，這也是得永生的應

許。那麼，甚麼是“清心”呢？“清心的人”這個詞在希臘原文是

“心裏清潔的人”，即這個人已從罪和自我中被潔淨、被釋放，如

今能夠完全專注地愛神！那些在心裏受了割禮的（從罪與自我中被

潔淨的人），就是盡心盡意愛神的人。因着對神的完全委身和奉

獻，他們也遵守神的誡命，一心一意地遵行神的旨意。因此，清心

的人就是全心愛神，遵行神旨意的人。然而，甚麼是神的旨意呢？

答案就在馬太福音五章 9 節，神的旨意就是要我們成為使人和睦的

人。 

八福的次序 

我們按着次序看八福時，就會觀察到其思路的連貫及進程。八

福的次序非常奇妙，在形式上是九種福氣（“八福”是一個傳統的

總稱，實際上，當中包含九種福），若我們視最後兩個與逼迫有關

的福是相同的，剩餘的八種仍可歸結為七種。現在，你可能覺得有

點兒亂，不知所云，其實，根據某些抄本，“溫柔的人有福了”緊

跟在“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後面，因為“溫柔的人”與“貧窮的

人”是同一類的人。在第一講我們已看到，在希伯來文中，“貧窮

的人”與“溫柔的人”是同一詞的兩種形式，這個詞既可譯為“貧

窮”，也可譯為“溫柔”，實際上兩者是相同的。因此，在許多重

要的抄本中，“溫柔的人有福了”緊跟在“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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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兩者是彼此重複的。而最後兩個福：“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

了”及“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揑造各樣壞話譭謗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也是彼此重複的，講的是同樣的事。前兩個彼此

重複，最後兩個也彼此重複。因此，儘管有九種福，實質上可歸結

為七種。 

同時，你也會留意到一種由內向外的進程，它是從“心靈貧窮

的人有福了”開始，這是內在的，你的心靈是貧窮的。而來到最後

一個福時，會看到它是向外伸展的。一個努力使人和睦的人，也是

不斷被逼迫的人，我們已由內轉到了外。而且，這裏有一個很有意

思的對應關係，即是，內在與神的縱向關係，及外在與人的橫向關

係。“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意味着我們在神面前是一個心靈貧窮

的人。“哀慟的人有福了”，在人的關係層面，我們也為這世上的

罪哀慟。一個是縱向關係，一個是橫向關係，形成一種縱橫交錯的

特徵。“溫柔的人有福了”是縱向關係；“飢渴慕義的人有福

了”，是渴慕神的公義實行在我們的生命中及這個世界上。“憐恤

人的人有福了”，則是縱向、橫向兼而有之。“清心的人有福了”

是縱向關係，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則是橫向關係。 

這種由內向外的進程，提醒基督徒萬萬不可聚焦在自己身上，

只關注自己的聖潔、公義而忘卻了周圍的世界。聖潔從來不是向內

的，以致我們與世隔絕。主耶穌告訴我們，他所談論的聖潔，不是

透過與人隔離，或者在修道院內修煉而達成的。這種聖潔要像光一

樣穿透黑暗，並如鹽一般征服周圍的腐敗。因此，主耶穌絕非講論

某種與世隔絕，或者與人隔離的聖潔。這裏，我們看見這個由內

（心靈貧窮）向外（使他人成聖）的進程，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 

使人和睦既非政治性也非社會性 

主耶穌所說的使人和睦是指甚麼呢？為了避免混淆不清，首

先，我們要清楚它不是在指甚麼。主耶穌談到使人和睦時，他所針

對的並非是政治或社會層面的和平，這一點非常重要，為甚麼呢？

比如說，兩個派系或兩支軍隊正在對壘，使人和睦的人會做甚麼

呢？他會衝進對峙的軍隊當中，揮舞着橫幅高喊：“和平！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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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應彼此開火！我們不應彼此爭鬥！”這就是使人和睦嗎？ 

然而，這不是主耶穌的意思，因這不是主耶穌要我們使人和睦

的方式。儘管使人和睦聽起來很簡單，然而我們所要做的比這還要

深入得多。例如，你正在一家企業工作，這家企業的工人因對管理

層不滿而舉行罷工，工人們破壞門窗，擾亂交通秩序。如果這種事

發生在你所在的公司，你會怎麼做呢？你去勸說他們：“我們要和

平，不要罷工。我們應彼此友好相處，讓我們握手言和吧。”你認

為自己是一個使人和睦的人，因為你反對暴力、擾亂、罷工，諸如

此類的事情。 

談及使人和睦時，主耶穌的意思並非要教會全體都去面對罷工

隊伍，都成為和平主義者。他並沒有說，如果你想成為使人和睦的

人，你不要參軍，免得你開槍殺人等等。這樣一來，我們已捲入到

政治及社會活動中。或許你認為“使人和睦的人”所指的就是那些

橫臥在路上、阻擋軍隊前進的人，他們疾呼：“從我身上踩過去

吧，我是和平的使者，你們不應打仗！” 

你看，很多人可以輕易曲解聖經來達到其政治和社會意圖。然

而，這是主耶穌吩咐門徒去做的事嗎？當年，羅馬軍隊進攻耶路撒

冷時，你看到主耶穌的門徒躺臥在軍隊前，高呼：“和平！和平！

不要進軍耶路撒冷，在這個世代我們需要和平！”你看到這種場面

嗎？任何人若想在這個世界上、在政治層面上建立和睦，就是還沒

有明白我們在這個世代的任務。在新約，教會從未捲入政治、社

會，諸如此類的問題中，聖經從沒有這樣的例子。要實現和平絕非

靠這種手段。那麼，確切來講，我們當怎樣建立和睦？我們談論的

是哪一類的和平？ 

查考主耶穌的教導時，我們看到主耶穌所講論的和平，首先是

在屬靈的層面。你會問：“難道基督徒不關心政治，不理會社會問

題嗎？”我經常聽到人們辯論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問題，“要獨立”

還是“不要獨立”？支持與反對兩派相持不下。在這種形勢下，我

們怎樣建立和平？基督徒是否該置之不理，因為我們只關心屬靈層

面的和平？我們當如何面對這些困難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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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與一位姐妹聊天，她問到同樣的問題：“既然世上

基督徒這麼多，為甚麼我們不參與解決社會與政治問題？如果所有

的基督徒都決心建立和平，參與處理社會與政治問題，我們一定會

對世界構成重大影響。”我向她解釋，你可以處理社會和政治層面

的問題，然而這只能治標不治本。這並非主耶穌在這個階段要談論

的。如果你不去解決病因，只是醫治表面癥狀，這只是治標。如果

你頭痛，你服用阿司匹林，這就是病癥治療，因為你不知道為甚麼

頭痛，而只是處理表面癥狀，沒有從問題的根源着手。 

使人和睦必須從問題的根源着手 

政治與社會動蕩反映着更深層的問題。故此，躺臥在行進的軍

隊前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因問題不在於這一場或那一場侵略，而

在於究竟甚麼導致戰爭。你必須進入人的內心去尋找問題的根。那

些明白問題所在的基督徒，是從人心的層面處理問題的。主耶穌是

從問題的根源着手，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單是嘗試解決勞資

糾紛，實在於事無補。你解決了這一個，另一個又會出現，此起彼

伏，永無止境。如果你只是治療問題的表面癥狀，你不能根絕問

題。要解決問題，你必須從問題的核心——即腐敗的人心着手。當

人心裏的疾病被治愈時，病癥自然會消失。 

聖經也關注社會問題，但解決方法不是從社會層面，而是從屬

靈層面，從一切問題的引發點着手。因此，具有社會和政治意識絕

非壞事，然而若是單從這個層面處理問題，就是不明白人類一切問

題的根是在屬靈層面。只有從屬靈層面着手，才是切實地處理問

題。 

例如，在保羅的時代，存在着奴隸制問題。關於這點保羅怎麼

說？他有沒有大聲呼籲：“我們要和睦，不要有壓迫，要改變社會

狀況，奴隸制必須廢除，我們不能允許人壓迫人„„”？我們從未

聽到保羅這樣講，這讓我們倍感驚奇！如果你了解屬靈的策略，你

會意識到，解決奴隸制的問題，保羅不是靠揮舞反奴隸制旗幟，乃

是借着傳講福音，以致人心被改變。當人心被改變後，你隨即意識

到，你不能對待另一個人如同你的私有物件。福音不需要傳講反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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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主義思想，只需改變人的心，這制度自然會瓦解。因此，福音廣

傳後，奴隸制已無法實行，因人不能再以這種方式壓迫同胞。你處

理病根，病癥自然就會消失。 

奴隸制是人類罪惡的病癥之一，是出於想佔有並支配他人的慾

望。人心被改變後，這種慾望也隨之消失。如果你只是改變外在形

式而不改變裏面，那麼奴隸制會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你可以廢除

奴隸制的人口販賣制度，但它會以另一種壓迫形式出現，例如對工

人和窮人的欺壓。你不可以像擁有奴隸般擁有他，但你仍然可以在

經濟上壓迫他，你仍可以剝削他。你仍可以踐踏窮人，正如在以色

列所發生的。每當以色列屬靈狀況倒退時，這種事情就會發生，社

會不公義旋即興起。你能做甚麼呢？打擊每一起社會不公義嗎？這

樣做，只是在與病癥爭戰。眾先知不只是與病癥爭戰，不只是譴責

病癥，他們告訴人們，這些病癥是源自屬靈問題，是人裏面的屬靈

疾病。 

我們必須認清問題所在。我從不捲入政治爭論或社會動亂，因

為我是從屬靈層面解決問題的。惟有人在屬靈層面被改變，社會及

政治層面的問題才會改觀。現在，你開始明白聖經的策略了吧。許

多基督徒不明白這點，認為基督徒是被動的，從不關心社會問題，

事實絕非如此。因為惟有人心被改變，其它問題才會迎刃而解。說

到“使人和睦的人”，並非意味着你要高舉標語，沿街遊行，口中

高喊“和平”。這樣做徒勞無用，它不能改變人心，只會令你滑稽

可笑。如果這對改變人心有所裨益，我不介意被人看為滑稽。 

和平與公義不可分割 

另外，使人和睦不等於凡事妥協。建立和睦並非要你在道德及

屬靈問題上妥協：“好吧！讓我們息事寧人，既然你不同意我的觀

點，我們就把問題拋諸腦後。”這表示“和睦”比真理更重要，為

了達至“和平”我們甚至可以捨棄真理。事實絕非如此，這根本不

是主耶穌的教導，這是對和平與公義關係的曲解。在聖經中，和平

與公義兩者絕對不可分割，只要有和平的地方，公義也會相應出

現，這是一個不會改變也不能改變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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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箴言十章 10 節，根據希臘文七十士譯本，“使人和

睦”這個字在該節出現：“以眼傳神的，使人憂患，勇於責備的，

使人和睦。”聖經的教導與我們想像的完全不同。借着譴責虛謊來

使人和睦？有可能嗎？第 11 節講到：“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

源”。義人的口怎麼會是生命的泉源呢？正如我們剛才所讀，因為

他譴責虛假。相反地，“強暴蒙蔽惡人的口”，留意“蒙蔽”，表

面上是講論和平，真實意圖卻是強暴。換言之，強暴被隱藏在美麗

的言辭中，因此第 12 節說：“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

錯。” 

留意第 10 節，“以眼傳神的„„”，在西方，向人眨眼、使

眼色可能是一個友善的舉動，但這人卻是使人憂患的。“勇於責備

的„„”，就是那些譴責罪與邪惡的人，才是使人和睦的人。你

看，倘若沒有公義，和睦就沒有根基。你怎可能把長久的和睦建基

於虛謊之上？這是不可能的！這不難明白。長久和睦的唯一基礎是

公平與公義，你怎可能透過虛謊和對虛謊的妥協來建立公平與公

義？這是不可能的。 

這樣，你就明白箴言十章 10 節所講：“勇於責備的，使人和

睦”，這恰好與耶利米一直譴責的假先知形成對比。例如，耶利米

書六章 14 節及八章 11 節告訴我們，這些先知不斷地說：“平安！

平安！”其實沒有平安，他們所說的是謊言，他們絕不是使人和睦

的人。你不能單憑說“平安！平安！”，就能帶來平安，你要傳講

真理。沒有平安時，你不能說：“平安！”你要說：“沒有平

安！”以賽亞書四十八章 22 節講到：“雅偉說：‘惡人必不得平

安。’”你不能為了和睦而犧牲公義和真理。 

在以賽亞書九章 6 節，主耶穌被稱為和平之君，同時他也是一

個不斷譴責罪惡的人。他對宗教人士的譴責是空前絕後的嚴厲。在

主耶穌的時代，最富宗教色彩的人士，就是法利賽人和文士。主耶

穌對這些人的譴責，嚴厲程度前所未有。他指出這些宗教人士的罪

與虛假，馬太福音二十三章整章充溢了這種譴責。因此，你要牢

記，和睦不是向虛謊妥協，不是所謂：“好吧，為了和睦，即使他

講的是謊言，我也不會說甚麼。我們必須去愛，我們必須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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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絕非如此。在加拉太書 2 章 11 節記載，當保羅看到彼得

行得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符合時，就在眾人面前指責他。或許你

認為，這樣嚴厲地指責彼得實在沒有愛心，他畢竟是一位資深望重

的使徒。但對保羅而言，這並不重要，因為哪裏有謊言，那裏就會

有衝突和紛爭。有罪的地方不可能有和睦，你要清楚明白這一點。 

罪——不和的起因，公義——不和的解藥 

這就引出下一點，即罪是所有不和與紛爭的起因。不忠與虛謊

（無論是言語還是行為）是種種不和的起因。罪必然會造成各種的

衝突，無論這衝突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如果你活在罪中，你裏面

遲早會感到動蕩、不安、壓力和緊張。我們所處身的西方社會，是

一個依靠安定藥片、鎮靜劑和安眠藥生存的社會，因我們活在種種

外在和內在壓力之下。為甚麼有這麼多壓力？為甚麼這麼緊張？若

只是被大量工作催逼着，則是另外一回事。有時，我們無法應付巨

大的壓力，因有許多工作極待完成。甚至保羅自己也說，想到那些

有待完成的工作，為眾教會焦慮、掛心的事，他也遭受失眠之苦。 

然而倘若你精神緊張、憂慮是因為其它因素，例如與弟兄姐妹

有衝突，與妻子或丈夫有衝突，與朋友或上司有衝突，到處都是關

係緊張，則又是另外一回事。那麼你失眠是因為罪，罪是所有衝突

的根源。想一想，你的人際關係如何？你與妻子的關係如何？家庭

是許多衝突的源頭，因為罪在當中會迅速浮現。在家庭或朋友間、

父母或子女間，自私引發許多問題，許多緊張，許多不愉快。 

如果你帶過孩子，你就會知道小孩子總是堅持己見。你告訴他

甚麼對他好，他偏認為不好，又是衝突！罪所帶來的內在痛苦、精

神痛苦及種種壓力團團圍繞着你。所以，使人和睦的人不能只是把

問題掩飾起來，這無濟於事。你要意識到罪是所有不和的起因，你

必須先對付罪。使人和睦的人必須以公義為他最大的關注，因為公

義是罪的尅星，這一點我們要特別留意。然而，我們怎樣透過關注

公義來對付罪呢？使人和睦的人必須思想怎樣處理不義，其中一個

方法就是譴責不義。他必須大膽地責備罪惡，即使這會使他不受歡

迎。你會看到，緊接着下一個福就是：“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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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後果是理所當然的，之間的聯繫顯而易見。 

建立和平是透過新的心，新的根基 

倘若你想擁有真平安，你怎樣做呢？靠吞服鎮靜劑嗎？它只能

暫時緩解病痛，不能解決你裏面的問題。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你必須在生命中建立公義，但如何開始呢？ 

有些地區，尤其是非洲及東南亞一些地區，房屋的地面是由泥

土抹成的。你知道怎樣清理這種泥地面嗎？用甚麼方法清理乾淨

呢？我們可以在地上倒些肥皂水，然後用硬毛刷刷洗一番，對嗎？

但這樣刷洗後，結果如何呢？地上將會一灘泥濘，非但沒有更乾

淨，反而更骯髒。那怎麼辦？用掃把清掃？那卻是塵埃滿家飛。到

底應該如何清理這種泥地面？充其量，你把灰塵掃到外面，希望能

夠解決一些問題。畢竟，泥地面是不能這樣清潔的。 

那麼，應該怎麼做呢？你只能夠在泥地面上鋪上其它東西，就

是說，另換新的地面。現在，你就明白為甚麼現代房屋，在泥地基

礎之上鋪上木地板了，不然的話，房屋的地基要放水泥，以致地基

是水泥而不是泥土。這樣，你的房子就是建在堅實的基礎上。如

今，人們進入屋子的地下室，不會再看到泥土，因整棟房子是建造

在堅固的混凝土上。同樣，為了房屋的穩固和便於清理，必須有一

個新的地基，你總不能只是不斷地刷洗泥地面。 

這個例子有甚麼寓意？它告訴我們，如果你知道你裏面沒有平

安是因生命不潔淨，沒有公義，那麼，你應當怎麼做呢？用肥皂水

和刷子把泥垢洗掉嗎？這樣做無濟於事，因為在泥垢下面還有更多

的泥垢，你的問題永遠不能得到解決。唯一的解決方法是，整棟房

子的根基要重建，就是你生命的根基要重建。這就是聖經所說的

“重生”，這是經歷平安的唯一方法。簡而言之，如果你沒被改

變，裏面沒有一顆全新的心，你不會有平安。若你沒有平安，你也

不能成為使人和睦的人。因此，主耶穌談到和睦時，他並非談論一

種表面，人人三緘其口的和睦。 

曾經有人問一對老夫婦：“為甚麼你們的婚姻可以維持這麼

久？”做丈夫的回答說：“是這樣的，由結婚開始，我們就訂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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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條約。”那人問道：“甚麼條約呢？”做丈夫的回答說：“條

約的內容是，只要我們之間起了爭執或吵起來，我就出外散步，讓

事情平息下來。這樣，我們的婚姻得以維持這麼久。”他繼續說

道：“自從我們訂下條約後，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外面。戶外活動佔

去了我大部分時間。”他大部分時間在外散步，長期戶外活動使他

非常健康。他們擁有和睦的唯一方法就是少見面。每次吵架，他就

出外散步，一天之中散步多次，這是保持健康的好方法。 

遺憾的是，許多所謂的和平就是這類“休戰”式和平。雙方達

成臨時停火協議，你不向我射擊，我也不向你射擊，否則只會兩敗

俱傷。實際上，這就是“泥地面”式的和平，毫無功效。這是怎麼

樣的婚姻？要享有真正的和睦，我們的裏面要被改變，這是唯一的

途徑。只有當神改變我們的心，我們裏面才會有平安。 

沒有愛神及愛人的心，不能成為使人和睦的人 

在約翰福音十四章 27 節，主耶穌對門徒說：“我留下平安給

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主耶穌所講的平安來自與神和好。我們如何成為使人和睦的人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與神和睦、與人和睦，然後才能使人與神和

好。惟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兩者之間建立和平，因為我們已與雙方

和好。 

使人和睦的人必須與雙方友好，與任何一方關係不好，都不會

被接納為調停人。因此，一個使人和睦的人，必須與雙方友好，這

是第一個要素。不但與雙方友好，還要對雙方有愛心。為甚麼你要

冒險為雙方調解？調停是最危險的工作之一，極有可能得罪雙方，

遭受兩面夾攻。你知道調停人會遭遇甚麼事嗎？他們為雙方努力調

停的同時，常常遭受雙方指責。卡特總統在嘗試調解阿拉伯人和猶

太人時，就遭到雙方的指責，然而他仍然希望會有成果。這是非常

不容易的，因為在調停時，其中一方會指責你偏袒對方。你跟阿拉

伯人交談，猶太人便說你偏袒阿拉伯人，你跟猶太人交談，阿拉伯

人便說你偏袒猶太人。他就被夾在中間，沒有真誠的愛，我們不能

成為真正的和平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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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由此帶出的屬靈原則，即除非你真誠愛神、愛人，並渴

慕讓雙方和好，否則你不能成為主耶穌所說的使人和睦的人。這表

明若要成為一個使人和睦的人，要求是相當高的，絕不像在街上遊

行、揮舞橫幅那樣簡單（任何人都能做到）。也不像站在那兒做政

治演講那麼容易，它必須發自一顆真誠愛神及愛人的心。我們能否

說我們非常愛神、愛人，以致我們願意成為使人和睦的人，叫世人

與神和好？ 

如果你認為這很容易，想想你自己的人際關係（例如，與你同

住的室友，朋友，父母，子女，配偶等），就能體會到使人和睦的

困難所在。要擁有這樣愛神、愛人的心，你必須經歷重生，正如羅

馬書五章 5 節所說：“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除非你經歷到這

一切，否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是

不可能達到的。除非我們被改變，否則，這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

想而已！我一次又一次地強調這點，救恩的關鍵是在於生命的改

變，是這種內在的改變使這個福成為可能。你能否說你已被改變，

以致你願意全心愛神、全心愛人，即使是你的仇敵？ 

使人和睦——要愛你的仇敵 

從這個教導看到，要成為使人和睦的人，你必須愛仇敵。馬太

福音五章也談到愛仇敵，44 節和 45 節是這個福的平行經文，主耶

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

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請仔細留意這些字句，

“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天父的兒

子。”相比“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當中的涵義完全相同，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使人和睦的人，就是

那些愛仇敵的人，除此以外，你怎樣建立和平？ 

之所以有衝突，是因為我們自私自利。或許他是一個好好先

生，但他首先關注的是自己的利益。與小孩子相處，你會即刻看到

這點，在他們心目中，自己的利益高過一切。我喜愛小孩子，他們

非常可愛，然而卻是自私得令人難以置信。自私是一切衝突的因

由，人與人之間之所以有衝突，是因人人偏行己路，不願以神或他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11 

 

人的利益為先。我們必須明白，除非我們有愛人的心，願意去愛人

（直到神徹底改變他們），否則我們不會有平安。這就是使人和睦

的人的工作。你去關心他人，直到他們被神改變，摒棄自私的生

命。這樣你就會明白基督的心腸，認識到主耶穌是借着十架的寶血

建立和平的。 

使人和睦的人的代價 

成為使人和睦的人是需要付代價的，他要付的代價就是以愛勝

過罪。罪是導致動蕩與混亂的因由，因此使人和睦的人必須要以愛

勝過罪。他認識到罪是導致不和睦的因由，要達到和睦，他必須要

帶人離開罪。他必須讓罪人明白，罪是導致不公義的原因。他要做

兩件事：責備罪人，也要愛罪人（正如主耶穌所做的）。正是這一

點使建立和睦如此艱難。它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然而卻是極有價值

的。看到一個人改變，看到他遠離不義（因他認識到罪的可惡），

這是何等奇妙的事。 

你有沒有帶過孩子？如果有，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做一個使

人和睦的人如同帶孩子。女兒犯錯的時候，我會責備她，如果必要

的話，我也會責打和管教她。然而我不單責備她，也愛她、關心

她，以致她認識到罪的可惡。為人父母真不容易！要使小孩子相信

某些東西不好，十分困難。你有沒有勸說過小孩子不要吃糖果？這

非常難，我幾乎放棄了。我不知如何向小孩子證明，糖果不僅對牙

齒不好，對健康也不利，會破壞他的胃口。我想你們做父母的便知

道這個工作如何不易。小孩子深信糖果好，他嘗了嘗便說：“啊，

非常好吃！”但是爸爸卻說不好。 

你試試去說服小孩子不要吃糖果，你就會對使人和睦的工作深

有體會——如何使罪人認識到罪的可怕。然而，罪人說：“犯罪的

感覺挺好！我虛報所得稅，結果多得五十元，如果我沒虛報，便損

失五十元。難道多付五十元所得稅就好嗎？我可以用這五十元吃許

多頓牛扒餐，可以買許多東西。你竟然告訴我這樣做是違法的，要

我拿這五十元去付所得稅？真是荒唐！” 

使人和睦的人的任務是要在公義的基礎上建立和平。現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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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到這項工作的艱巨了嗎？你如何使罪人相信罪不好呢？我仍在

嘗試找到一個方法，向我女兒證明糖果不好，可是還未成功，因為

她的牙齒仍然完好，沒有蛀牙。上次看牙醫時，她不需要補牙，她

說：“你看，我的牙齒很好！”我只能對她說：“這是因為爸爸告

訴你不要吃糖果。”但她仍然不信。多麼艱難的工作！勸告罪人不

要愛罪是何等的艱難，因為罪人一向愛犯罪。例如，有人喜歡看漂

亮的半裸體女人照片，你卻告訴他，不要看這種照片，這是肉體的

誘惑。在他看來美極了，你如何說服他呢？這是多麼艱巨的任務！ 

一個借着使人和睦來建立公義的基督徒，常常感到自己在打一

場艱巨的仗，幾乎必輸無疑。你想說服這個人虛報所得稅是不對

的，他卻對你說：“我並不比別人差，我只瞞了五十元所得稅，那

人瞞了五百元；比起他，我算是好人了。”你告訴他，問題不在五

十元或五百元，偷稅就是偷稅。他卻不以為然，畢竟五十元跟五百

元是有分別的，不是嗎？多麼艱難的工作！而且，長此以往你會樹

敵很多，人們開始對你說：“走吧，聖人！我們受夠了！難道我們

不需要生活嗎？把你的聖潔帶到別處，去向修道院的修士傳你的道

吧。我們必須在現實生活中力爭生存。” 

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我們都明白這種令人沮喪的感受。你想

建立和平，叫人與神和好，然而卻是浪費時間。此外，當你觸及人

的痛處時，便惹上麻煩了，他們會群起攻擊你，如同那些人攻擊主

耶穌，把他釘死。倘若你只是針對無關痛癢的事，他們會一笑置

之，然而，當你針對他們生命中的罪時，他們便會對你不客氣了。 

施洗約翰對希律王說：“你不該娶你兄弟的妻子。”結果他就

被關進監獄並死在獄中。如果他只是講五十元的所得稅，希律或許

會一笑置之。但是，論及到他與兄弟妻子的私生活時，便不同了，

他會對施洗約翰說：“你竟然談論我的私生活，夠了！隱私終歸是

隱私，你最好少管閒事，否則我對你不客氣，你不要自討苦吃！”

這就是使人和睦的工作，我們被呼召正是為了這項工作。當你呼籲

人們和睦時，你是在呼籲人們停止以自我為中心，讓神在生命中做

王，讓神在生命中建立公義。這是何等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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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兒子的名分 

我們要留意這句話：“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在希臘文法

中，這個被動語態稱為神聖被動語態（即神在背後工作，人是被動

的）。這句話的意思是，神將來會承認他們為兒子。注意這裏的將

來時態：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不是指現在，而是將來。這一點很

有意思，因為稍後在馬太福音五章 16 節，主耶穌稱他的門徒是神

的兒子：“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

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如果神是你的天父，那麼你

現在就應是神的兒子。然而，主耶穌在此並非談論現在的兒子的名

分，而是將來的兒子的名分。我們必須按照解經的原則明白這點，

絕不可錯誤地以為，主耶穌是在談論現在的兒子的名分，實際上，

他是在談論將來的兒子的名分。 

你有沒有注意到，聖經教導了兩種兒子的名分？一個是現在的

兒子的名分，一個是將來的兒子的名分。你現在是兒子，但只是個

開端，你還沒有完全得着兒子的名分，你是兒子，只是在試用期的

層面而已（因此，不要為“一旦為兒子永遠為兒子”爭論不休）。

這是我說的嗎？不，這是聖經說的。保羅在羅馬書八章多次談到兒

子的名分，我們先看羅馬書八章 15-16 節，這樣你可以看到全面的

圖畫：“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

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

的兒女。” 

我們再看 22-23 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

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即有聖

靈賜給我們，借此我們呼叫“阿爸，父！”），也是自己心裏歎

息，等候得着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保羅在第 15-

16 節剛說過我們有兒子的心，是神的兒女，但在 23 節卻說我們等

候得着兒子的名分。是的，我們還沒有完全得着兒子的名分，我們

仍在等候得着兒子的名分。我們有聖靈，如同初結的果子，也正因

為有聖靈，我們才能呼叫：“阿爸，父！”然而，我們如何明白這

一點：我們是兒子，但還未完全得着兒子的名分？唯一的解釋是，

我們為兒子是在試用期的層面。除此之外我們無法明白，我們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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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卻還沒有完全得着兒子的名分？正如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五章

9 節所說，到那一天，我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這使我想起外交大使的例子。大使到達一個國家後，首先要被

官方認可為使節。他需要將證書呈遞給該國元首，被該國元首正式

接納為使節。倘若該國元首不接納他，他便要返回國，即他作為大

使未被接納、未被認可。是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是兒子，我們有

初結果子為兒子的名分，但還未完全得着兒子的名分。我們的救恩

還未完成，我們在等候得着兒子的名分，我們在等候身體得贖。只

要我們的身體尚未得贖，我們的救恩還未完成，我們兒子的名分還

未被確認。關於這一點，你或許感到困惑，但如果能有更好的解釋

的話，我願傾聽。 

使人和睦的人將被稱為神的兒子 

神會宣告並承認甚麼樣的人為兒子呢？在這裏，我只看見一類

的人，就是那使人和睦的人。惟獨使人和睦的人，神才會承認他們

為他的兒女，我懷疑我們當中多少人夠格。我常常問基督徒，腓立

比書二章 12 節保羅所說的：“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是甚麼意思呢？“恐懼戰兢”這個詞，保羅在指甚麼呢？今天，我

們活在一個強調確據和保障的時代中，若缺乏安全感，我們的屬靈

生命會受虧損。聖經所講的卻剛好相反：如果你覺得有把握，你會

受虧損；如果你不那麼把握十足，或許你會恐懼戰兢地作成得救的

工夫，以致得救。 

這正是保羅在腓立比書二章 12 節所要強調的，可是我們卻顛

倒了聖經的強調。我曾多次問基督徒，請他們告訴我：“當恐懼戰

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是甚麼意思。無人能給出答案，一個也沒

有。無論是牧師還是基督徒，無人能給出答案。如果你想難倒一位

牧者，你只需問他腓立比書二章 12 節是甚麼意思，他肯定沒有答

案，因為按着現今教會的狀況，這問題是無從回答的。 

你要明白主耶穌在講甚麼？他在勸我們不要那麼自信。神是你

的天父，這沒有錯，但不要忘了在羅馬書九章，猶太人也被稱為神

的兒子，在新約有許多種兒子的名分，問題是你所說的是哪一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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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名分？猶太人也被稱為神的兒子，在羅馬書九章 4 節，保羅說

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的。同樣，

天使也被稱為神的兒子，然而，他們不能得着這裏保羅所說的兒子

的名分。那麼，保羅所講的兒子的名分，是甚麼樣的呢？是神以一

種非常直接的方式親自承認你為兒子，這就是新約救恩的涵義。眾

天使得不着這個救恩，那些不信、不順服的猶太人也得不着。他們

有兒子的名分，但不是這種兒子的名分。 

要切記，主耶穌所講的是最終的兒子的名分，是將來才能得着

的。這個將來的救恩，正是八福的重點所在。史懷哲教授和邁爾都

非常清楚地留意到這點。他們都認識到，這個兒子的名分不是現在

的，而是將來的。到那一天你會成為兒子嗎？誰會成為兒子呢？那

些使人和睦的人，必成為神的兒子。你是使人和睦的人嗎？如果不

是，你最好現在就開始恐懼戰兢作成你得救的工夫。我說這些，是

按着神話語的權柄，你必須清楚這點。 

宣揚和平，傳揚救恩 

你問：“我怎樣成為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當做些甚

麼？”我們看到，他使世人與神和好。要想這樣做，首先他必須愛

神、愛人。只有當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他心裏時，他才能夠愛神、

愛人。因此，要想成為使人和睦的人，你必須完全依靠神的恩典。

神呼召你去做一個使人和睦的人，每一個真正的門徒都要成為使人

和睦的人（不僅僅是牧師）。 

使人和睦的人要傳揚和平的信息。和平的信息是甚麼？和平的

信息就是救恩的信息，宣揚和平就是宣揚救恩。以賽亞書五十二章

7 節說：“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這人的腳登山

何等佳美。”這裏講到傳揚和平信息的人。保羅在以弗所書六章

13-17 節結束該書信時，對基督徒說，我們必須戴上頭盔，穿上護

心鏡，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還要在腳上穿上平安的福音。這

是甚麼意思？意思是你的行事為人，你整個的生命方向，你的一

生，都以推進平安的福音，拓展屬靈和平為目標。 

弟兄姐妹們，請牢記，除非你成為報平安信息的人，除非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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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穿上平安的福音，否則救恩與你無份，到那一天，你不會被稱為

神的兒子。因為主耶穌在這裏告訴我們，使人和睦的人將被稱為神

的兒子。保羅告訴我們，我們的呼召是一個崇高的呼召。不要對自

己說，因為我相信主耶穌，我已經是神的兒子。是的，過去你曾被

稱義，在某種意義上你是神的兒子，就如猶太人是神的兒子一樣。

然而，如果你想在那一天成為真正神的兒子，你必須做使人和睦的

工作，使人與神和好，使人與人和好。你要在公義的基礎上建立和

睦，做一個使人和睦的人。我盼望你能清楚明白主耶穌所宣講的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