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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走入人群

伊斯蘭教興起前﹐古埃及基督教昌盛。
其特色是修道主義﹐最出名有兩位﹕
聖安東尼(St. Anthony, c. 250~356)

帕科繆(St. Pachomius, 292~348)

分別表獨居式或群居式的修道觀點。
不論那種﹐都劃清聖俗﹐脫離人群。



大巴西流 (Basil the Great,

330~79) 加帕多家人﹐學問
造詣很深﹐生活簡樸﹐新尼
西亞神學的領袖…曾訪埃及
多年在修道院生活﹐提倡團
修。該撒利亞主教 (370)﹐
率領修道士同時注重工作﹐
走入社會照顧人﹕救濟孤
兒﹑接助窮人。 Mass of St. Basil

by Pierre Subleyras 1743



這些寫在「巴西流規條」
內 ﹔ 透 過 聖 本 篤 (St.

Benedict, c. 480~c. 547)﹐
服事人群的倫理精神就貫
注在西方世世代代的修道

院之中。

Sant Benedict of 

Nursia

from a fresco 

by Fra Angelico 

1441



走入人群是基督教倫理落實的開始。
本卷書的倫理部份是從5.13開始…5.13-16在講
倫理的原則是愛﹐5.16-26則講倫理的動力是聖
靈﹐而從6.1起…一連串命令語氣的話﹐吩咐我
們要怎樣把信仰活出來。6.1-10是一連串愛的叮
嚀﹐結語是﹕「所以…當向所有的人行善。」

下頁：
Saint Elisabeth of Hungary Caring for the 

Sick by Pierre Auguste Cot (1837~83) at 

Béziers Fine Arts Museum





在這大範圍下﹐以下各點要力行的﹕

挽回犯過的人(6.1)

互相擔負重擔(6.2)

人當自我察驗(6.3-5)

供應施教的人(6.6)

不要自欺偏行(6.7-9)

抓住機會行善(6.10)…

像一系列的箴言﹐但彼此之間有先後次序的。



人當自我察驗(6.3-5)

因為(3)6.3-5的自省是用來詮釋1-2節的。
將人挽回﹐擔負別人重擔﹐都是美事。
欲助人者當先自省。自省什麼呢﹖他要有自知
之明。我們不過就是蒙恩的罪人﹐我們能夠稱
義﹐全然是因為神白白的恩典﹐我們有什麼
呢﹖有恩賜能服事人。但恩賜也是神所賜予
的﹐不是我們自己的。「誇口的﹐當指著主誇
口。」(林前1.31﹐參林後10.17)



林布蘭把他自己畫入耶穌十架
舉起的作品中。在主的腳旁穿
藍衣者﹐即林布蘭。這意味著
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他也有
份。他用繪畫自省認罪。在福
音畫題作品中﹐他和其他的畫
家常會如此做。

The Raising of the Cross

by Rembrandt c. 1633 

at Alte Pinakothek, Maxvorstadt, Germany



◎要有自知之明(6.3)

宣教士Barbara Livingston (李
文俊 1926~2007)在台服事主
40年(1950~90)。我有幸能在
美門教會與她相處13年。她
很有恩賜﹐單身事奉主一
生﹐退休回美繼續在美門配
搭事奉。自認是無用的僕人。

The Prayer of Thanksgiving after Communion

by Thomas Aquinas by Alphonse Legros c. 

1876 (“Your unworthy servant”, Luke 17.10)



「無用的僕人」(路17.7-10)﹕

17.7你們誰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從田裡回來﹐
就對他說﹕「你快來坐下吃飯」呢﹖17.8豈不對
他說﹕「你給我預備晚飯﹐束上帶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嗎﹖17.9僕人照
所吩咐的去做﹐主人還謝謝他嗎﹖17.10這樣﹐你
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當說﹕「我們是無
用的僕人﹐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作的。」



常問自己﹐「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甚
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
彿不是領受的呢﹖」(林前4.7) 就算無罪﹐我們
也不過就是渺小的受造之物而已﹐有什麼呢﹖
有﹗按神的形像受造的。除了這極其尊貴榮耀
的冠冕外 (詩8.5b)﹐我們根本就是「無有」
(μηδείς)﹔否則﹐就是自欺了。自欺(φρεναπατᾷ)

一字有誤導之意。



◎察驗自己行為(6.4)

挽回別人﹑分擔重擔時﹐自然會想我們在行
善﹐不知不覺會自誇。但是聖靈在此要我們自
省所言所行。以賽亞認罪說﹐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

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
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

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詩人有自知之明﹐他對主說﹐

主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
誰能站得住呢﹖(詩130.3)

可是加6.4卻指出﹐我們常常會
把別人的佳行﹐誇成自己的了。
這不是常見的爭功諉過嗎﹖

King David in Prayer 

by Pieter de Grebber 1635~40 

at Museum Catharijneconvent, Utrecht



◎等候末日審斷(6.5)

第五節和第二節不衝突﹐第二節講的是愛人如
己﹐而第五節講的則是每個人未來要擔當自己
的擔子﹐它的動詞是未來式。
第五節也是以「因為」為起
頭﹐用來詮釋前面兩節的
(6.3-4)。



在次經4 Ezra 7.104-105可以看到相同的意思﹕
「104他回答我說﹐『因為你在我面前蒙恩﹐我
也要顯示你這事。審判的日子是決斷性的﹐要
揭示所有真相。正如今日在生病﹑睡眠﹑飲
食﹑得醫治等事上﹐子不能代父﹑父不能代
子﹑僕人不能代主人﹑至交亦不能代﹐105所
以﹐在那日﹐無人可以為別人代求﹐也不可擔
當別人的擔子﹐因為每一個人要擔負他自己的
公義和不義。』」



保羅也說﹐「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
斷﹐只等主來﹐祂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
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裡得著稱讚。」
(林前4.5﹐
參林前3.13﹐
林後5.10﹐
羅2.16﹐
啟20.11-12)。



我們悔改歸正了﹐就要藉著律法的啟示﹐像大
衛一樣﹐活在末日的光中﹐如詩19篇所說的﹕

「19.12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
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

19.13求你攔阻僕人不犯任意妄為的罪﹐
不容這罪轄制我﹔

我便完全﹐
免犯大罪。

19.14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
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悅納。」



能夠自省﹐有自知之明﹐是愛人的開始。



不要自欺偏行(6.7-9)

這小段只有一命令﹕不要自欺(Μὴ πλανᾶσθε )。
動詞原意﹕走迷路﹐引伸﹕在判斷上錯誤了﹑
自欺。緊接著說﹐「神是輕慢不得的。」
人若自欺﹑輕慢神的話﹐會怎樣呢﹖
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6.7b)

種是今天種﹐收是日後在收﹐一定有收成的﹐
只是時候難講。



◎人在做天在看(7-8)

保羅使用「種…收…」的比喻﹐用農業來說明
倫理。 種的是蘋果﹐不會收成的是梨子。第八
節大概是倫理上最重要的原則了﹕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情慾vs.聖靈」的對立又出現了﹐與5.16, 5.25

是極相似的。介詞εἰς在此使用很特別。基本意
思是「進入 into, to」。BDAG認為﹕介詞εἰς是
目標的記號﹐其受詞有優先地位的 (dative of

advantage)。英譯本只有NIV譯“please”。所以和
合本譯為「順著」﹐十分精準。



我們的行事為人的對象更是做在神跟前。
人在做﹐天在看。
神是輕慢不得的﹗
基督徒倫理涉及行為的四/五方面﹕

動機(愛人)﹑
目的(榮神)﹑
規範/方法(十誡)﹑
動力(聖靈)﹐

有那一點可將神排除在外的﹖



大衛晚年數點民數﹐動機或要顯示王朝的光
榮﹐約押勸他別做﹐怕連累百姓在罪裏﹐但王
命壓過﹐臣子只好做了。當王命一發出去後﹐
大衛就「心中自責」﹐知道他行這事「大有罪
了」(撒下24.10)。為何自責呢﹖他肯定看到神
的臉色不一樣了﹐代上21.7告訴我們神的反應﹕
「神不喜悅這…事。」那一次大衛王的輕慢
神﹐老百姓死了七萬人﹐這是神給以色列國的
審判(撒下24.15)。



God Punishes David 

with 3 Days of 

Pestilence on Israel
in 17th or 18th century 

at Templo de la Virgen de 

la Natividad, Santiago de 

Huata, Bolivia. 

2 Samuel 24



◎永生還是敗壞﹖(8)

今日此時的所言所行﹐等於是在撒種。
加6.8提醒我們﹐是順著情慾﹑還是聖靈呢﹖
其結果在撒種瞬間﹐就已經篤定了﹐收成永生
還是敗壞決定在撒種時﹑我們順著誰。

5.19-21用十五項來細述敗壞的情形﹐而5.22-23

則用九項來細述永生的結果。



有部小說裏一句對白發人深省。
一家公司敗落了﹐因為第二代的軟弱與罪惡。
女主角對其老闆說﹐「你想要扳倒對手﹐是扳
不倒的﹐因為他是按著他的父親正直的背影走
每一步路的。同樣的﹐
你的兒子今日的敗壞是
因為他們從小看著你的
背影長大的。你今天問
為什麼﹐太遲了。」



◎行善不可灰心(9)

順著情慾撒種﹐撒但一定立刻給你甜頭。
反之﹐行善的人不見得很快收成。
諺語都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因此﹐
聖靈在此勉勵我們不可喪志﹑不可灰心﹐神有
祂的時候﹐就像果樹要等它的成熟季節﹐善事
也是一樣﹐要等它的收成。



兩位由破碎家庭中出來姊妹的見證…

李老姊妹的見證…

愈是真善美的人事物﹐
就愈需要時間來結晶成長。



◎末世性的收成﹗(8)

這個收成還有極可畏的一面﹐就是它是末世性
的。「收成」一字本身就帶有末世性的涵意(參
耶12.13﹐太13.24-30, 36-43﹐啟14.15-16)。難道
我們願意今生任意的順著情慾的撒種﹐到了永
世的審判時﹐再來收成苦果﹖



有時不只有永世報﹐也有現世報。當約押等大
將前去平定押沙龍叛變時﹐大衛王特別交待他
們﹐「你們要…寬待那年輕人。」但是約押將
他殺掉了。大衛聽到戰勝的消息﹐高興嗎﹖
不﹐因為押沙龍死了。「我兒押沙龍啊﹐我恨
不得替你死。」(撒下18.5, 14, 33)如果大衛早知
如此﹐他還會犯下拔示巴事件一連串的罪行
嗎﹖



Death of Absalom 
by Corrado

Giaquinto 1762, 

woven in the Royal 

Tapestry Factory of 

Madrid 1817



這是保羅的人生座右銘﹕
「5.9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
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5.10因為我們眾人必
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
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5.9-10)

這句話是加拉太書6.8最好的腳註﹕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抓住機會行善(6.10)

所以…(10)是本段的結論。行善就在今天此地﹐
抓住任何的機會。一律法師試探耶穌﹐故意問
人要如何得永生。耶穌就反問他…他回答得很
好﹐主就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
得永生。」可是那人不想愛人行善﹐就說「誰
是我的鄰舍呢﹖」我們是否常抱怨說﹐「我沒
有行善的機會」？使徒勉勵我們抓住機會行善。



The Good Samaritan
by Jacob Jordaens 1616 

at Louvre Abu Dhabi. 

Luke 10.34



◎挽回犯過的人(6.1)

機會﹕挽回「偶然被過犯所勝」的人。行善之
人要即用溫柔與謹慎的心去做。
溫柔的心不傷人。犯過者很脆弱﹐易受傷。良
心已在自責了﹐你若出言不遜﹐不但不能挽
回﹐反而把他推得更遠了。耶穌為什麼可以
「體恤我們的軟弱」﹖因為「祂也曾凡事受過
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來
4.15)



神為什麼任用亞倫為第一
任大祭司﹖那時他才犯下
金牛犢事件的大罪不久。
我真不明白。但有一點是
確定的﹐「他能體諒那愚
蒙的和失迷的人﹐因為他
自己也是被軟弱所困。」
(來5 .2 ) 他能體諒犯錯的
人﹐因他曾跌倒過。



其次﹐我們也要謹慎﹐其實也是謙卑﹐認識自
己的有限和軟弱﹐別落在同一個試探裏去。

一位神父的故事…

每個人應當知道自己的界限﹐而提防自己﹐
像那位神父一樣。



◎互相擔負重擔(6.2)

機會﹕互相幫助在教會
和社區生活中﹐應當是
最普遍的了。團契主席
比較辛苦﹐往往沒有願
接﹐於是有些主席一直
做下去﹐不是他不想下
來﹐而是後繼無人。真
無人嗎﹖



團契裏金錢往來的事要小心﹐譬如一同投資﹐
借錢等。投資別因為是主內弟兄﹐就沒有合
同﹐等到有所虧負之事發生時﹐就扯不清了。
有人有借錢不還的惡習﹐叫借出者受虧損﹐甚
至演成家庭糾紛。
幫助人是美事﹐要絕對當成做在主身上(太25.

40)﹐無怨無悔。



◎供應施教的人(6.6)

華人教會對傳道人的待遇﹐各教會不同。待遇
不要只用錢來衡量﹐還有尊嚴。有的教會在金
錢上到位了﹐但傳道人感覺像雇工。
一旦蒙召要傳道﹐就要有受苦的心志。修道士
的腰帶上有三結﹐代表貧窮﹑謙卑﹑貞節﹐時
刻提醒自己要守住。
韓國教會的興旺﹐有一點我很佩服…



宗改兩失機會

基督教倫理不僅是給個人的﹐更是給教會群體
的﹐惟有後者﹐才算教會在盡文化使命﹐並帶
來文化更新。1517年開始的宗教改革﹐帶給西
方乃至於世界一大文化更
新﹐將現代引入﹐告別中
世紀。

Luther 95 Theses
by Ferdinand Willem Pauwels 1872



馬丁．路德有無注意到教會的文化使命呢﹖
早在1520/11/16出版「論基督的自由」(On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有看似矛盾的命題﹕

基督徒是在一切之上全然自由的人﹐
不臣服任何人﹔
基督徒是在一切事上全然服事的人﹐
臣服於任何人。



第一句是救恩﹐第二句是倫理。惟獨如此﹐這
信心才是有功效的(加5.6b)。這樣的人才算是
「被神所教導的人」(theo-didacti)。善行在路德
心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份量。
路德一生改教凡29年﹐兩事他失誤了。農民戰
爭中的失言﹐使宗改的影響侷限在日耳曼中北
部﹐南德失去了宗改的機會。其次﹐他在宗改
後半段時間對猶太人的疾聲厲色﹐種下了四百
年後大屠殺的人間慘劇。



◎農民戰爭失言(1524~1525)

農民動亂以德西南為甚﹐1525/3農民提出十二
條要求﹐要求路德仲裁。路德回以勸勉談和(An

Admonition to Peace)﹕責備王公貴族對農民不
公﹐導致動盪﹔同情農民的訴求是對的﹐但告
誡他們切莫背叛﹐也責備誤解基督徒的自由等。
四月和五月他都到德南巡迴勸勉。



可是局勢演變為無政府狀態﹐不是他的責任﹔
他卻寫了反殺人行劫的農民暴徒一文﹐居然說
「王公用流血贏得天堂﹐也優於其他人用禱告
贏得。」而且說﹐若農民不放下武器﹐諸侯應
出兵敉平。農民轉為不信任他了…選侯又在5/5

過世﹐他只好回城。1525/2/20的Pavia一役法國
大敗﹐於是德國的軍隊就有力量來對付叛亂﹐
導致血流成杵﹐估計有十萬人之譜死亡。

下頁﹕Battle of Frankenhausen
by Werner Tübke 1987 at Bad Frankenhausen





其結果對宗改傷害甚大﹕
(1)路德變得更向政府靠攏﹐教會體制採國立教
會﹐與此有關。
(2)他對社會公義的熱忱消退了﹐對民眾的信任
降低了。
(3)宗改的信譽重挫﹐與南德絕緣了。



◎反猶帶來災難
反猶是路德一生的敗筆。
1523, That Jesus Christ Was Born a Jew…

1536/8, Saxony選侯也下令逐猶…

1537/4﹐舊約學者Capito請路德向選侯請命。
*1537/6/11﹐路德回覆拉比Josel Rosheim…

1538/3, A Letter Against the Sabbatarians…

1543, Against the Jews and Their Lies…逐猶
Theodore Beza對羅11章有嶄新的領會﹐改革宗因此善
待猶太人﹐尤其在新大陸。



◎林獻羔的見證

林獻羔牧師(1924~2013)…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