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7/31/2011 

題目：人生錦囊 

經文：提摩太后書 3:14—17 

主旨：因聖經是神的話語，所以我們能在壓力中持守得住 

 

引言： 

 

當我們還小的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被一個名牌 Polo 的襯衫，是相當的流行，是很多年

前了，一件 Polo 的襯衫也要五六十塊錢，大人愛穿，小孩子還蠻喜歡的。我記得那時候我

家的長子，Francis, 光宇，他回來就跟我說：爸媽，我的同學都在穿，我也要一件，那我們

聽到的時候，我們就跟他說：不錯，你的同學每一個人都有一件，但是。。然后我們跟他們

解釋：你看一件的襯衫就要五六十塊，爸爸都不買這麼貴的襯衫來穿的，而且，你看你長得

很快，大概幾個月后，就不能穿了。但講雖然這樣子說了，但是在特別的節日，或者是在大

減價，是我太太很喜歡做的，就是去二手店看到不錯的買 Polo 襯衫，就買一，兩件給他。

當然時代變了，今天你的孩子回來不一定問你要你給他買名牌的衣服，因為不一定是非常的

流行，在學生的當中，可能他們會有其他的要求，他們說：爸媽，我的同學每個人都有一個

iPod，他們都有自己的電腦，不是放在客廳的那個，是在他們自己的房間都有一個電腦，或

者買一個很貴的球鞋，我想現在貴的意思就是一百以上的球鞋，當我們這些稍微年紀大一些

的人，就很難想象，一百五十多塊買一雙球鞋，你還記得你小的時候，我小的時候，最多十

幾二十幾就買一雙球鞋，一穿就穿幾年﹔他們可能回來跟你說：我的朋友都有約會了，我也

想有約會，那做父母都會說：你要約會，跟多少人去，你說：他就請我一個人，你的父母說：

就你一個人。然后你就會和他說：不錯，你的朋友他們都有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你。。。

我們以這句話做為一個平台，給我們有機會向我們的兒女解釋一下，怎麼樣不要被周圍所有

的事情，一些不是很健康，一些同僚的壓力，在那裡影響他們。 

 

當然這些不單單限制於小孩子身上，是不是? 我們大人也是，當某些時候真的很生氣的時

候，或者因為我們自己某些的處境，我們對神很氣很氣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想要罵了，想要

咒詛，想要講一些很凶的話或別人不能聽的話語的時候，會不會我們也同時聽到一個聲音。

“但是你”。。。 

 

當你面臨一個論文或者一個工程的限期的時候，然后你告訴自己你看我的同學都是偷工減

料，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那麼我就會吃虧的﹔如果不這樣的話，我做的也不好，在那個時

候，你也許會聽到一個微小的聲音，“但是你”••• 

 

當我們面對試探，要做一個不誠實的事情，特別當你在報稅的一段時間，你要做一些數目字

句上的修改，或者你面對一個情欲的試探，你也有忍不住的時候，你大概會聽見： “但是 

你”••• 

 

在這一些有很多壓力的時刻，很容易我們就會放棄。 

 

我們從聖經裡面所學到的，有關神和他真理的事情，我們很容易的就接受我們四周的狀況，

作為那應該有的狀況，我們會隨波而流，我們可能也就是說：我們會向我們周圍的環境，那

些的壓力投降，在那些的時刻，我們是不是都要聽“但是你”••• 

 



 

當我們研讀提摩太后書的時候，我們都多次的提到提摩太對自己的服事特別的灰心，他是在

以弗所教會裡牧會，在那裡他遇到假的牧師，假的教師，在那教教假的教義，不但如此，他

們還在那裡影響提摩太教會的會眾，他因為這些的緣故，他灰心，他感覺到失望，可能他感

覺到想要放棄，就這樣算了。他的灰心嚴重到一個的地步，在遠方在做監獄的保羅都知道了，

所以保羅就寫了信給他，他說提摩太呀，你要站立的穩，提摩太呀，你要剛強，不要輕易的

放棄，你所知道的，你所熟悉的那一個信仰，那一個真理。 

 

在上一個星期，我們看到當保羅向提摩太指出那些虛假教師的教導的時候，在提摩太后書第

3 章第 10 節，那裡第一句話是：但是你•••我們中文就把他翻作但是你•••但是在原來的意

思重點放在但是你•••人家都這樣做，這些虛假的老師也都這樣做了，“但是你”不可以。

在上個禮拜所看見的那段經文裡面，說提摩太要在這裡做，乃是因為提摩太從保羅身上看到

了一個榜樣，以保羅作為他生命中的那一個模范，他要站立得住，他看見了保羅的生活，保

羅的為人。 

 

然後這段經文裡面第 14 節，第一句話就是用的你應當•••中原文翻譯的，但是在英文裡的其

他的翻譯跟第 10 節是一樣的，“但是你”•••於是保羅就講了你第二個要站裡住的原因，第

一個原因因為你有我做你的模范，你在我的生命裡看到應該是怎麼樣的？第二個你要站立住

的原因，保羅對提摩太在那裡的請求，就是說把他帶進聖經裡面。第一個是因為你看見了保

羅做了你的模范，現在你要來看：聖經，看神的話，在這一段經文裡面，短短的幾節，這也

是聖經裡面非常重要的經文，也是我們許多的人在信主沒多久就會背的經文。在這裡會看到

一個真理，一個原則，是因為聖經是神的話語，所以我們在各樣的壓力下的時候，能夠靠著

聖經能夠站立的住。 

 

I. 我們能持守因為聖經教師的處世為人 

 

今天讓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在這段聖經裡，保羅一開始就提到的你知道你是從誰那裡學的，

你的老師那些教你聖經的，他們是誰？在 14 節這裡，“你應當遵守所學和確信的；你知道

是跟誰學的”，你不要放棄了提摩太，人家已經放棄了，已經走歪了，你不要跟他們學，原

因是什麼？因為你知道你跟誰學的，就是那些教你的人是可靠的，誰是那個教他的人。這個

誰這個字是多數詞，包括了在讀提摩太前后書，知道是提摩太的祖母，提摩太的母親，也包

括了保羅，這三個人，保羅說你知道你是向誰學的，這幾個人他們是可靠的 

 

1. 聖經教師的誠實可靠   我相信我們很容易就會想起我們主日學的老師，你信了主之后，

或者你慕道了之后，你就開始來上主日學了，我們這裡很多都是成人主日學，我們記得我們

的老師是誰？如果你是很小的時候就信了耶穌，你大概教你的老師是誰？我們經常和我們的

孩子說：你還記得某某嗎？那個叔叔，那個阿姨。今天我的年紀已經很大了，我還記得教我

小學的那個主日老師，當我還在小學的時候教我主日學的老師，他到今天一看見我還說：我

是他主日學的學生。可以想到對我們兩個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關系，他年紀比我大，我

自己的年紀也比較大了，他看我還說我以前怎麼樣教你主日學？我想到我們主日學的老師，

我想我們在團契裡生活的人，我們也受到我們的輔導，一些的教導，他們將我們信仰的基礎

的真理教導給我們。我時常的聽到特別從國內來的弟兄姐妹分享說：當你們小的時候，父母

因為工作的原因，從小就把你們交給了爺爺奶奶來帶你們，來孕養你們。在當時的中國，信

仰是一個非常秘密的一件事，但是你的爺爺，你的奶奶就會那個機會給你唱歌，唱一些比如



說：耶穌愛我，我知道•••這一類短短的歌，在那不停地給你唱，有時候也會讀一些話語給

你聽，你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但是他會告訴你，他會讀給你聽：“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這一類的話語，然后在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聽到了福音，你接受了，你信了主。

在回想的時候，原來在那個時候，教你的人，你的爺爺，你的奶奶，或者包括其他的人都是

可靠的，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名利，他們在那裡叫你們一些的真理，乃是為了你的好處，他

們是一群可靠的人。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一群人在我們的周圍，那些曾經教過你

的，因為他們的可靠你能站立的住。 

 

2. 教導內容正確無誤  不單是指他們是可靠的，然后保羅也繼續提到他們所教的內容，提

摩太知道保羅是耶穌的使徒，因為在第一章第 1 節，保羅就是說奉神的旨意，做耶穌基督的

信徒保羅。做耶穌的使徒意思就是他是耶穌的代表人，他說的話就是耶穌基督說的話，他的

教導就等於是耶穌的教導，保羅的教導是正確的，是有權威的，是有沒有任何的錯誤。在

15 節，那裡說：“並且你知道你從小就明白聖經。”我們剛才看的這一句話，你看你小的

時候，你的祖母，你的母親，就教你認識聖經了，當然這一話還有另外的意思：提摩太呀，

因為你從小就認識了聖經，所以你也知道你從我這裡所學的都是對的，都是與舊約的聖經吻

合的，不像那一些虛假的老師，他們的教導是與舊約的真理是脫離的，不，保羅說：我的教

導不是這樣的，你自己知道，你從小就明白聖經，我所教的與舊約聖經所講的是一致的。保

羅在另外的一個地方，在他早年的時候，在《使徒行傳》第 26 章 22,23 節說：“然而我得

到神的幫助，直到凡事今日站立的住，向尊卑老幼作見証，我所講的都是眾先知和摩西所論

的將來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須受難，並且從死人中首先復活，把光明的信息傳給人民和外

族人。”保羅在這裡，寫這封信之前，他說：我所教的，我所講的都是可靠的，我的內容是

正確的。 

 

所以提摩太，你要站立得住，你不要因為周圍的壓力，隨波而流，你不要因為周圍的人都這

樣做，所以你就將你的狀況，目前的處境，把它作為該有的，那是不對的﹔你先記得你是從

你的祖母，你的母親和我那裡學的，而且你要記得我的教導都是和聖經，和舊約的聖經沒有

抵觸的，這是你要站裡住的原因。是不是也是你我要站裡住的原因，當我們感覺為什麼對自

己稍微鬆一些，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執著某些的教義？我們自己要想想是誰教我們，要想想他

教我們的那一些完整的真理是對的，是沒有錯的。 

 

II. 我們能持守因為聖經是神所賜 

 

當保羅將那個原因講出來之后，就將重點稍微轉移了，現在他就把他搬到聖經那裡。在 15-17

節，他說：15 並且知道你自己從小就明白聖經，這聖經能夠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基督耶

穌基督得救恩。16 全部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在教訓、責備、矯正和公義的訓練各方面，

都是有益的， 17 為要使屬 神的人裝備好，可以完成各樣的善工。”在這幾節的經文裡，

保羅帶出來了聖經的來源，保羅也帶出了聖經是有益的這一個真理，聖經是從哪來的，聖經

的好處是什麼。 

 

1. 聖經是神的啟示 

 

首先我們看一下，聖經都是從神那裡來的，他說全部的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當然我們中文

看默示這兩個字有很多不同的聯想，但是在最基本，在原來的文字裡面講所有的聖經都是神

呼出來的，就好像呼吸一樣的，好像吹出來的，神將他的話語吹進了先知和使徒的裡面，然



后他們用人能明白的字寫下來。就好像風在吹一個帆，風一吹帆的時候，船就走了。當然我

們講吹，聖經都是神所吹出來的，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有許多的討論在說這樣的過程到底

是怎樣的？神在吹的時候，是不是一個字都讓先知和使徒聽見，然后他們就好像抄寫一樣把

他們寫下來，還是神就將他的真理吹吹進去，他們加上自己的背景，自己的文化把它寫出來。

比如路加寫《使徒行傳》的時候，在一兩段的經文裡，很清楚的看見，這兩個人的背景就是

醫生，因為在有一個地方講到船破了，然后船長就吩咐水手說把船綁起來，捆起來，用的那

個字就好像醫生用紗布把一個人包起來一樣的，你看見的話，你就說這兩個人是做醫生的。

那神在吹出來的時候，呼出來的時候，是不是就用紗布這個字呢？這個字有許許多多的討論

的，可是不在我們今天早上的范圍之內，我們能夠解決的。但是在這裡我們抓住很基本的真

理就是是從神那裡來的，這裡說全部聖經我們也要很誠實的說，這裡的全部聖經是說的舊約

聖經。在那一個時候，舊約的正典已經形成了，而且是被耶穌，被當時猶太人的群體所接納

的，這是神的話語﹔但是在同一個時候，保羅的教導已經開始以書信的方式傳流各教會，然

后當各教會看到保羅所寫的，知道保羅是神的使徒，也知道保羅的話就是神的話，也慢慢的

歸入聖經的這一個正典。而不是今天有人所說的，有一批的人在公元第 2,3 世紀坐下來所討

論的，討論的結果為這一本書應該在教會裡，那一本書不應該在教會裡，不是這樣的，當時

的教會一看見是使徒寫的他們就接受了這是神的話語，是從耶穌基督那裡來的，就歸入了正

典裡面。當然這是我所希望的你們在主日裡面，或者在團契的層面，有一些更深入的討論，

幫助你更清楚你了解聖經的來源。所以當保羅的書信開始在傳流的時候，大家已經接納這是

神的話。彼得在《彼得前書》的第 1 章，講了一句話很有意義，他說：使徒保羅寫的東西有

些地方不容易明白的，連彼得都不容易明白的，那你我也蠻放心的，有些東西不明白不要緊，

因為彼得說保羅寫的東西蠻難懂得，但是他接下去說：但是你們千萬不要隨便來解釋這些

話。他的意思是保羅寫的跟舊約先知所寫的是同一地位。所以我們手上有的舊約聖經，新約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給人的，從神而來的。因為是從神來的，那對我們有什麼意思呢？ 

 

因為是從神來的，因為沒有錯誤的，如果有錯誤的，不可能是從神來的，是從神來的，那就

要將我們的理性，我們的情緒跟我們的行為都要放在聖經的權威之下。當我們看見聖經裡面

我們不明白的，我們不要就要在那裡說：聖經裡，這一部分不合理，不應該放在聖經裡。正

如有一些神學家，所謂的神學家，（Jesus Seminar）他們每兩三年就在一起，每一次開會的

時候，他們就將過去的兩三年研究的心得分享，他們研究的心得是什麼，就是哪些的話語不

應該在聖經裡面的？所以他們的那一本聖經就越來越薄了，因為這個不應該在聖經裡，那個

不應該在聖經裡，這個不合理，那個不合理，慢慢的一個一個的都刪掉了，這是不對的，因

為這樣的一個表現乃是將你的理性放在聖經的上面，但是我們要抓住是將我們的理性降服在

聖經的下面。當我們不明白的時候。只不過是反映出我們的有限，我們的不了解。所以我們

看的這幾個人用他們的一輩子在那裡研讀聖經，如果你研讀了一輩子，然后你就說這句話不

應該在聖經裡，或者你講的話會有些錯誤，如果你看了一次說這個不合理，這個不科學，但

有些時候只不過反映出我們的無知而已。我們要將我們的理性要放在神話語的的下面，除了

理性，還有我們的情緒。在不同時候，我也跟你們分享過了，這也不一定是新的，我們時常

說：這就是我，我要發脾氣就要發出來，我不是要傷害你，只不過我覺得發出來就好了，你

不舒服，但我舒服了，我們一起出去吃飯吧，若無其事的你發了火。到現在我還忘不了 70

時代 薛華的教導，不錯，你是要發脾氣，你的情緒不好是要發出來，但你千萬不要忘記你

我都是罪人，你我都是在這個罪的世界裡生活，所以我們有些的情緒也是不好的，也是髒的，

千萬不要你裡面髒的情緒發出來，傷害了你四周的人。這是我到今天還記得的，我會有情緒

但是我要有分辨，我要有神的話語在上面，有分辨，這些的情緒是正面的還是不正面的，當

我發出來的時候，會不會傷害周圍的人，不要以為我的情緒任何時候發出來都可以，不，要



放在神的權威之中。又加上你是屬靈的經驗，就算你有很多超自然的經歷，你可能說方言，

你可能在有一次的聚會中暈過去了，十幾分鐘或者二十幾分鐘，起來了，顯的有很大的改變，

不錯，都是一些經歷，沒人否認你的經歷。但是不要認為這是超自然的經歷，這就是真的，

所有的經驗你還是要放在神的話語的那一個權柄之上。最后的一方面就是我們的行事為人，

讓聖經來決定我們如何做生意，如何談判生意，原則在什麼地方﹔讓聖經來決定我們要怎麼

樣來對待我們的丈夫，我們的妻子，我們的兒女，我們的父母。我們要將我們的思維，將我

們的心，將我們的行為全部降服在聖經的權威之下，因為聖經是神的話語。 

 

2. 聖經能幫助我們認識救恩 

 

    在這裡有講到聖經的另外一點，剛才是講到聖經的來源，現在是講到聖經的目的。聖經

這裡是幫助我們了解的，聖經向我們解開了神的救贖的工作，等到人自身如何按照他的形象

被造，然后人故意的犯罪，得罪了神，生活在神的審判之下，但是神仍然去愛人，去尋找人，

要把人找回來。神的救恩就是透過他的一個揀選的民族，最終是在耶穌基督的身上，把我們

從罪裡救出來，使我們脫離罪的困擾。當你看舊約聖經的時候，在那裡告訴你，將來要來的

彌賽亞耶穌在新約聖經裡向我們解釋，這一位耶穌就是舊約說的彌賽亞，不但如此，是透著

我們對耶穌的相信，對耶穌的信心，這個救恩能夠成為我們的支柱，因為我相信耶穌，我能

夠從罪的捆綁中被救出來。 

 

所以我們每一次讀聖經的時候，我們的重點不是單單從聖經中找出一些原則，來幫助你我來

過一個更好的生活，怎麼樣做一個更好的丈夫，怎麼樣做一個更好的妻子？當然這些都可

以，但是這些不是聖經最終的目的，聖經是要幫助我們認識救恩，聖經是要去尋找這一位的

耶穌基督，然后尋找了他，然后看如何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來順服他，當我們順服他的時

候，我們就是一個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那個重點是耶穌基督，他就是那個救恩。 

 

 

3. 聖經能幫助我們成熟 

 

然后第三講到聖經對我們是有好處，因為他將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行為都放在一起了。提摩

太遇到的假老師是將信仰和行為分開的，在第十九世紀，有許多的神學家，我們用的字句是

新神學家，這些新神學家他們做同樣的事，他們會說：聖經是在我們的信仰有關的事上有權

威，但是在我們的行為上是沒有權威的，因為你在什麼樣的地方不同的時代，你都會有不同

的行為，因為沒有那一個絕對的真理。所以每當聖經講到人的行為的時候，就失去了他的權

威性，這樣的影響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會聽見還會看見，你只要信耶穌就行了那你有許多的

行為，你說不要緊，按人按地方按地理就行了，不，我們要將我們的行為都要放在聖經下面。 

 

在這裡，保羅就告訴我們，聖經是在我們生命裡面有那一個權威，任何與聖經有抵觸的，我

們都要拒絕，在 16 節，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訓責備。意思就是說：有正確的教訓，

不正確的你要去責備，你要去拒絕。我舉一個例子有關不正確的教導，錯誤的教義。就是有

人說：聖經裡面有神的啟示，有時候我不小心，你大概有一兩次會聽到我會這樣的字句，聖

經有神的啟示，意思就是說:聖經有不是神的啟示，特別當我們不明白的時候，當我們覺得

這不合理，那不科學，你就說這不是神的啟示。所以保羅說：聖經所有的部分，全部的都是

神的啟示，任何的教導只接納某一部分，拒絕一部分的話，那是錯誤的。然后另外的一個教

導，耶穌不是神的兒子，耶穌是先知，耶穌可以是先知裡面最大的先知，做手把交椅的先知，



但耶穌不是神的兒子，這是錯誤的教義。還有一些的教義，特別最近我們經常聽見的在我們

所謂的福音派教會裡，經常聽見的是公開的，著名的牧師講的天堂和地獄的存在，他們的真

實性。當我們開始在懷疑，開始在拒絕天堂和地獄的存在的話，那我們就開始進入了錯誤的

教義，在今天的新聞裡，越來越的接納同性戀的行為，也是應該被接納的，我特別強調同性

戀的行為，當我們在這樣的情況接納這些同性戀行為的話，這些事錯誤的教導，這些是要拒

絕，這些是要責備。 

 

除了教義之外，聖經幫助我們矯正我們的行為，能夠過著一個公義的生活，矯正我們的心意，

公義乃是效仿神律法的一個生命，一個順服十誡的生命，一個在生命裡蠻有謙卑，蠻有溫柔，

蠻有聖靈結果子的記號的生命，一個公義的生命是知道如何愛神愛人的一個生命。 

 

最后一個在 17 節，我們看到這一些正確的教義，這些的教訓，這些被矯正的行為，都是為

的是幫助一個屬於神的人能夠完全，能夠成長，能夠成熟。當他成熟的過程裡，他能夠去做

各樣的善工，各樣好的事情，各樣神所喜愛的事，包括在教會之外的工作，包括在教會之內

的服就事。當一個人有這些的成長的時候，因著神話語的裝備，他就能去做這些的事。 

 

最近跟一個機構的領導在談話，他提到在她的機構裡，這是一個基督教的機構，有一兩個的

空缺，他覺得好困難，他說我一直想找一兩個有專長的人，人找到了，人來了，但一兩年之

內，因為跟人的關系搞不好，有矛盾，有沖突，不能夠與人相處，結果又讓他們走了。當我

們在談這一些的時候，我們慢慢的體會到，是不是我們把次序顛倒了，我們都要找一些能干

的人，會做這樣的事，會做那樣的事，這樣好多的事情都解決了，但是這好像和保羅在這裡

的教導有所出路，當保羅在思考他的繼承人的時候，講到他的將來，他已經就要死了，他知

道他隨時就會沒命，他想到年輕的提摩太，然后從心裡面的話語講給提摩太說，他沒有告訴

提摩太怎麼樣去帶領？當然如果講的話，我們都巴不得保羅講，保羅一講的話，這一本的聖

經馬上就成為教會領導的寶貝了，但是保羅好像沒有，保羅好像故意沒講，保羅所講的是什

麼，他說你看我是怎麼樣的人？你看我的品德，你看我的美德。然后在今天的這段經文裡面，

你又看見的是什麼？你要讀神的話語，你要認識神的話語，當你認識神的話語，正確的認識

的話，他就會造就，裝備你，去做各樣的事，但是次序不一樣，不是說一個人的技巧不重要，

不是的，但是所有的服事，所有的技巧，一定是在為人的基礎上表現出來。我多次和弟兄姐

妹分享，多次和我們自己的同工分享，我們的服事一定是我們內心的生命的流露，這就是服

事。 

 

結語 

 

有時候。在不同的地方，和人談青年事工，當然我們講到青年，不是光說中學生而是中學以

上的，在中學的時候，這些孩子都蠻聽話的，和父母一起來教會，你很少看到那個青年不來

教會，會有但不多，都來了，但問題是讀完中學，讀大學的時候會怎麼樣？在我所接觸的某

一個群體裡面，他們發現 18 歲到四十歲的群體開始慢慢的失落，在教會裡面找不到，在某

一些教會裡面也找不到。18 歲到四十歲的群體怎麼辦？那這些的同工分享真的很難明白他

們在想什麼？我說你們多少歲？他們說我們三十多，四十歲，我說那不是正好嗎？你們都是

同一個年代﹔他們說牧師你錯了，現在是三年一變。你想想看，三年一變，難怪我現在不能

夠了解我身邊比我年輕的人，你們大家很多人都比我年輕，服事覺得越來越難了，原來不能

了解年輕的一代想的是什麼？原來我們之間已經有了好幾十代的代溝了，是不是？他說三年

一變，我說真的是三年一變，他們都在那裡點頭，難怪如此這不容易了解周圍的世界。 



 

看到太太從加州回來，告訴我說：在一個會議裡面看到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公開的很驕傲

的介紹自己的那一位同性的太太或者丈夫，那些人都在下面拍手。我們看到宗派看到教會接

納同性戀的傳道人，同性戀的信徒，不是光是傾向，乃是實行的生活在同性戀的人。我們的

社會更注重的是政治的正確，而不是道德的正確，十年前，我們沒有一個人會想到美國國會

在這一個時候進行的那一個討論，十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們都在問為的是政治的正確，

還是道德的正確，還是國民鼓勵的正確。我們也聽到知名度的傳道人在那裡對天堂地獄存在

的懷疑。對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城市，無論是東方這裡也好，都聽到傳道人為的所聽到的信

息在那裡感覺到困擾，因為許多在禮拜天所講的，是一個富裕的福音，如果你信耶穌，他會

祝福你的生意，你的事業，他會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孩子，如果你信耶穌，他會祝福你

的身體健康。這樣的耶穌誰不相信呢？如果有一個佛是這樣的，你信了他，你拜了他，他會

祝福你這，祝福你那。我們都很想去相信，但是這是什麼樣的福音？我們稱為沒有受苦的，

沒有犧牲的福音，是一個如潘迪華所說的，一個滿了廉價恩典標志的一個信息，如 John Stott

（斯托得）說的：他們的世界觀是多麼的奇怪，他們的標准是多麼的鬆暇，我們的世界是不

是瘋了？ 

 

當我們被這樣的信息，這是被壓力所圍繞住，我們很容易就躲藏起來。我們很容易就隨波逐

流，在這種的處境裡，我們很容易就接納別人所談的，將目前的狀況當成應該有的狀況，意

思就是說：我們向周圍的世界，我們在那裡投降了，或者我們就是從這個社會完全的退出了。 

 

在這些的時候，我們應該聽見保羅寫給提摩太的，“但是你”•••“但是你”•••要想想是那

些人教你的，要想想他們可信度，是可靠的，要想想他們所教的是什麼，他們所教沒有和聖

經沖突的，他們所教的都是聖經所默示的，因此能幫助我們了解神的救贖，能夠告訴我們什

麼是正確的教義，能夠指示我們做一個正確的生活。 

 

當我在禮拜五准備這段經文的時候，在我的電腦下右方有一個郵件進來，是一本雜志的介

紹，是 John Stott （約翰 斯托得）在今天早上 6:37 分去世，但后來我發現我晚了兩天，他

其實是禮拜三早上在英國去世的。當我一想到（斯托得）的時候，在禮拜五的下午，我感覺

蠻憂傷的，我覺得有點難過，雖然他已經九十歲，因為我記得我在大學裡，首先看的兩本屬

靈的書，其中一本就是他寫的，中文是叫做《返璞歸真》，英文叫 “Basic Christianity”印

了好幾百萬本，無數的人看﹔然后我就想起在 1967 年，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我來到美國，

參加三年一度的大學生宣教會議，那一年的講員就是他，好幾年都是他，我到今天我還清楚

的記得，在 1967 年 12 月他所講的信息，他那個主題是《基督耶穌的主權》一直到今天我們

都不能忘記，我們可以按著他的講道看我們的表，他講道二十分鐘，最多二十五分鐘，你可

以按著他講道的長短來調整我們的表。從那個之后，他的很多的書就成我書架上的一份子，

他的教導影響了，塑造了我許多的信念，包括了什麼是叫做被聖靈充滿，包括了婦女在教會

的角色，還有其他的關於離婚，重婚，關於同性戀。如果你們熟悉他的寫作，你們在聽我講

道的時候，特別登上寶訓，保羅書信的時候，你大概可以看到他對我的影響，我清楚的知道，

特別是這一兩天，看到這一段經文，我就想到他九十年來，經過這九十年，我知道他是一個

可靠的人，他所傳講的是正確的。現在對聖經裡的一些或者我們在牧會遇見的一些問題，當

我自己動搖的時候，我大概都會回到他寫的一些的書本，因為我相信他，知道他是誰，知道

他的教導是可靠的，所以我可以靠著主，必須的持守住。當我對有些事情有疑惑的時候，我

就好像可以聽到他對我說，“但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