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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專欄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

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

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

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

土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太七24-

27）。

《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稱為「登

山寶訓」，有人說這是神國的憲法，好像美

國有美國的憲法，那神的國也有祂的憲法。

主耶穌在當時講道要結束前用三個比方作結

論，提到有兩種信仰，這兩種信仰就好像

有兩間房子，蓋在不同的根基上，從外表看

起來這兩間房子完全一樣，但把地基挖深一

點，會發現有的是蓋在磐石上，有的是蓋在

沙土上。就像教會的信徒有兩百個、三百

個、四百個，表面上看起來都一樣，安息日

一到，大家都來聚會。但是，這看不見的地

方就是根基，也會發現每個人的信仰程度不

太一樣。

一.有根基的信仰就是 

經得起考驗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是蓋在磐石上，還是蓋在沙

土上，在平常，你會覺得沒有什麼不同，但

「考驗」來到，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

雨淋，是從天上來的；水沖，是從下面來

的；風吹，是從旁邊來的。所以這間房子有

三個考驗︰從上面來的、從下面來的、從旁

邊來的。到底根基在哪裡？ 

房子若蓋在沙土上，當強風一吹，整個

房子都被吹走了。前不久有一個很大的颱風

吹到東部，一個弟兄說他們全家都聚集在最

安全的一個房間一起禱告，求主憐憫保守。

最後，房子沒有被吹走，除了神的看顧，

有根基的信仰 
文／美國梁得仁主講‧小水滴整理

讀經、禱告、明白神的話，然後有能力來行道，

這個叫做信仰有根基。 聽
道
筆
記

圖／Rai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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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房子是蓋在鋼筋混凝上。有根基的信

仰，就是像這樣經得起考驗。

有的人從出生就信主，一直到離世，有

的是30歲、50歲信主，到離世為止，這幾十

年的時間有很多考驗。如果到我們離世的時

候，沒有離開神，表示這個根基很穩固。剛

剛信主的人很熱心，這很好，但是還沒有經

過考驗，根基穩不穩還看不出來，因此，在

教會要擔任聖工，都要信主一段時間，沒辦

法說你初信主，很熱心，就馬上讓你做很重

要的事工。為什麼？因為沒有考驗就不知道

那個看不見的地方、那個根基，到底是扎在

哪裡？若是信心經過考驗，我們要請他接任

事工，就比較放心，因為根基在磐石上，很

穩固。

這三個考驗代表什麼？有人解釋︰雨

淋，從天上來的，代表從神來的試煉；水沖

是，從下面來的，代表從魔鬼來的試探；風

從旁邊來，代表世界的潮流。所以信仰會有

歷經從神來的試煉、從魔鬼來的試探，以及

這些世俗文化、社會潮流的考驗。如果這些

都通過了，表示信仰是有根基的。

二.有根基的信仰就是 

聽見神的話就去行

我們來思想什麼叫作蓋在磐石上？什麼

又叫作信仰有根基？「所以，凡聽見我這話

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

石上」（太七24）。原來信仰有根基就是

「聽見神的話」，和「就去行」。就這麼簡

單！ 

根基就是神的話

「如果我聽見神的話，但是我不願意行

呢？」「我聽見神的話，我是信的！聖經每

一句話我都同意，我也信耶穌，但是我就是

不願意行，因為行道有時候要犧牲，這個我

不願意！」其實，聖經是這麼說的︰「凡聽

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

房子蓋在沙土上」。因此，有沒有根基就表

現在我們「懂不懂神的話」、「願不願意去

做」。

當然，如果我們不認識神，信仰就沒有

根基。如果我們不願意聽道理，只聽一些神

蹟奇事、異象、異夢，這些神蹟奇事可能是

真的，異象、異夢也可能是真的，但如果我

們認識神不深，這個信仰還是沒有根基。所

以不是異象、異夢、神蹟奇事不好，而是說

那不是根基！根基是神的話，所以要聽神的

話，然後，要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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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下一代的信仰

從小開始，我們信仰有兩個很重要的功

課，一是教導神的話，教孩子自己讀聖經，

讓他對神有認識，知道對錯、有分辨的能

力。二是教導、鼓勵我們的下一代自己禱

告，也為他們求聖靈代禱。如此，有禱告、

有神的能力、有神的感動，他就願意行，也

行得出來。

三.有根基的信仰就是 

有能力行道

有時候我們知道神的道理，但是我們不

願意行，因為沒有神的感動。「我知道，但

我就是不行！」有時候「我們知道，我願意

行，但是我做不出來，因為這個道理標準太

高」。這樣，房子還是蓋在沙土上。

所以讀經、禱告、明白神的話，然後有

能力來行道，這個叫作信仰有根基。因此整

個教會的牧會工作，最基本的工作沒有一個

東西可以取代這兩項――讀經和禱告。

為什麼要讀聖經？為了使我們對神認識

更深，知道神要我們做什麼，並且能養成習

慣，每天讀兩章聖經。再來是每天要禱告，

並要被聖靈充滿，才有能力把道理行出來。

如果教會每個信徒，每個人每天都讀

經、禱告，那信徒的信仰根基會非常穩固。

就是經過三年、五年、十年，教會沒有一個

人流失，這個叫作信仰很穩固。

這兩件是很基本且應該要做的事。因

此，一個人受洗後，我們鼓勵他「每天要讀

經」和「每天禱告、努力求聖靈」。禱告到

什麼程度？禱告到「被聖靈充滿」。如果每

個人都這樣做、從年幼到年長都這樣做，傳

道的牧會工作就相當順利、圓滿，這就是把

房子蓋在磐石上。

遵命有福

主耶穌說聽見祂的話就去行，叫作信仰

有根基，也在《馬太福音》五章1-12節講到

八福」：

第一，「天國是他們的」（3）。

第二，「要得到安慰」（4）。

第三，「要承受地土」（5）；不是物

質上的一塊地，是屬靈的福分。

第四，「要得飽足」（6）；表示我們

的心要得滿足，在神裡面滿足。

第五，「要蒙憐恤」（7）；特別是得

到神的憐憫，也就是禱告蒙神垂聽，生活就

會有很多的體驗和見證。

第六，「要見神」（8）；見神是人一

生最大的經驗，因為人世間所有的經驗沒有

一個會超過「見過神」。聖經說那是眼睛沒

有看過、心裡沒有想過的。

第七，「他要被稱作神的兒子」

（9）；有尊貴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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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國是他們的」（10）。

主耶穌一開始在講天國的道理，講的就

是心靈上和靈性上的福氣。如果我們聽見

就去行，真的很努力去追求，就會感覺天國

不只是將來我們要去的地方，天國，就在生

活中。你會發現：「喔！信耶穌原來這麼

好！」當我們有屬靈的體驗後，遇到什麼

事，都不能使我們離開神。

剛剛來教會學習道理，可能有人對我們

很好，因為他身上有基督的愛；可能我們

有很多困難，別人都幫忙，因為基督的心腸

就是憐憫，所以我們感覺信耶穌很好。但如

果感覺信耶穌很好，都是因為周圍的人的付

出與關懷，這種信仰還不夠扎實，因為是停

留在人的身上。當有一天發現這個人忽然對

我們的態度不一樣，我們的信仰就開始動搖

了，或感覺別人對我們都越來越冷淡，就會

想：「這樣的耶穌，我還要再信嗎？周圍的

人都變得不一樣了！」如此，我們的信仰就

很危險，但是當我們繼續去追求，會發現神

就在這裡！今天信耶穌不只是周圍的人對我

們很好，而是耶穌在這裡！就算人都跑光

了，我們還是不離開教會，因為在真耶穌教

會體驗到神。這樣，信仰就不會動搖、不會

倒塌，這個叫作聽見神的話就去做。

追求八福

我們要怎麼去追求這些體驗與福氣呢？

第一就是要「虛心」，「虛」就是「空」、

「沒有」。我們在屬世上有什麼身分、地

位、錢財、知識……，來到神面前全部都把

它倒掉、倒空了，對神的體驗就會增加。

第二是從「哀慟」開始。也許你會覺得

自己好好的，哀慟什麼？就是為自己的罪

哀慟。我們過去犯了很多罪，求神赦免，過

去聽很多道理沒有行出來，所以引起夫妻關

係、父母關係、弟兄姐妹關係的緊張，自己

覺得很難過。這樣我們就會開始從神那裡得

安慰。

接下來就是追求溫柔、追求飢渴慕義，

再來追求清心。清心就是沒有雜質、沒有

罪，我們跟神之間就沒有障礙，對神的體驗

很有力量、很清楚，信仰就不可能會流失，

什麼考驗都不能使我們離開神，因為我們真

的有體驗到神，而不只是教會裡的人很好，

這個叫作信仰有根基。聽見主耶穌跟我們講

的福氣，我們努力去追求，這樣我們的信仰

就不會偏差，甚至跌倒。

四.離開神的原因

人際關係

有時候會發現有人離開神，或是一段時

間沒有來教會，詢問後，大部分也都是在教

會中與人的互動出現了問題。

真耶穌教會的聚會，特別是星期六，我

們叫作「安息日」、「守安息日」，在美國

如果從十點半到教會，到三點鐘離開，至少

有四個半鐘頭，我們鼓勵信徒要彼此團契，

因為教會是個大家庭。然而當人跟人開始接

觸，由於個性不同、想法不一樣，摩擦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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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產生了。如果我們只有一個小時的聚會，

聚會完大家就回家了，也許比較不會有問

題，因為沒有互動。但是要把教會建設成一

個大家庭，彼此就要適應、學習。這個過程

如果適應得好，我們就會融入基督的身體；

如果適應不好，有時候就會離開了。

到底我們要怎麼做才不會離開神？「只

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

你們的禱告。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

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你

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這裡告訴我

們，在行事上主耶穌給我們一個更高的標

準，所以不能說未信者這樣做，我也可以這

樣做。一般人不信神，就是你對我好，我就

對你好；你對我不好，我就對你不好；你不

理我，我也不理你。耶穌說：「要完全，像

天父一樣完全」（太五44、46-48）。

有時候別人得罪我們、對我們不利，雖

然明白主耶穌說「要愛你的仇敵」的道理，

但我們就是做不到！也有人把眼光聚焦在別

人身上，如「那個人是老信徒，已經信了

五十年，他還這樣，我不赦免！教會還允許

這樣的人，我走了！」如此，我們「好像」

懂道理，但根基其實是在沙土上的。一個人

不管信主多久，如果沒有在追求長進，他的

信仰很可能還是在小孩的階段，這是值得同

情的，我們要為他禱告，從心裡來赦免他，

因為他很可憐。如果我們聽道行道，就不會

離開教會，也不會離開神，信仰就不會倒

塌。

所以信仰有根基，就是不只明白道理，

而且真的去行。「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

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

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

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

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

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

借貸的，不可推辭。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

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太五38-43）。

這一段是在講人際關係，怎麼避免因人際關

係把我們的信仰搞垮，就是要學習跟主耶穌

一樣赦免別人。這樣，我們就不會離開神。

生活的壓力

離開神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生活的壓力，

有的人說：「生活都快成問題了，還能夠

去拜神嗎？」也有人說：「拜神的人是有閒

階級，我太忙了！還去拜神？」可見他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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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提到一個寡婦欠人很多錢，債主要

把她的孩子抓去賣，她就來找以利沙幫忙。

以利沙就用她原有的一瓶油和去借來的空器

皿，解決了寡婦的困境（王下四1-7）。這

「倒不完的油」，就是神蹟、就是恩典，證

明慈愛的天父看顧兒女的需求。

五.結語

我們拜的神是有恩典、有能力的神，不

要因為生活而影響我們追求這分信仰。我

們敬拜神，生活的所需祂都會賞賜、看顧，

這兩件事不要本末倒置，要記得先追求神的

事，而不是看重屬世的事情，否則信仰很容

易退步。知道神的話，然後去行，我們的信

仰就很穩固了。

總而言之，什麼叫作有根基的信仰？第

一，要知道神的話。第二，要行出來。再講

清楚一點，就是每天要讀聖經、要禱告。這

樣，信仰就有根基了。

註：本文參考梁得仁傳道（Pr .Derren Liang）的講

道（A Rooted faith）錄音整理。

htt p : / / f a c e j e s u s . o r g / A u d i o / S e r m o n s /

P r % 2 0 D e r r e n % 2 0 L i a n g % 2 0 - % 2 0 M N D % 2 0

ENG/2013/20130105%20-%20A%20Rooted%20faith%20

-%20Pr%20Derren%20Liang.mp3                

信耶穌，也受洗了，但是為了維持生活的需

要，一直去忙著賺錢，有一天他的信仰就垮

了。

主耶穌說：「不要憂慮吃甚麼？喝甚

麼？穿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

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

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

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

就彀了」（太六31-34）。26節也提到，天

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誰養活牠？是

天父！野地裡的百合花，它也不紡線，也不

勞苦，但是神給它非常漂亮的裝飾。那我們

是誰？我們是天父的兒女，在神看起來是很

寶貴的，寶貴到什麼程度？寶貴到祂自己降

生為人，為我們受死。如果神看我們這麼寶

貴，那神會養活飛鳥、會裝飾百合花，神就

一定會照顧我們！

聽了這些話，我們就真的去行――「先

求祂的國跟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們。」什麼是神的國？就是神在做王。在哪

裡做王？在我的心做王、在我的家庭做王、

在我的生活做王，我尊祂為大，我凡事要知

道祂要我怎麼做，我要討祂喜歡。如果我們

真的這樣生活，這些東西都要加給我們。這

就是神奇妙的安排，讓你生活沒有憂慮。如

果我們知道，然後真的這樣去追求，就不會

為了生活的需要而離開這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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